
第四章  量化研究方法 
藉由理論推演出本研究的假說與初步研究架構，再經由第三章的個案研究結

果修正各項假說，並提出實證研究架構後，以下將進行本論文第二部分的實證研

究。本章共分三小節，第一節說明本研究動態能耐量表的發展階段與流程，第二

節說明變項衡量方法，第三節說明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量表發展階段與流程 

依照 Hinkin（1998）量表發展步驟，本研究共分五階段。第一階段是研究題

項的產生；第二階段是進行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的處理；第三階段則是

以第一群樣本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以刪除不

適宜的動態能耐問卷題項，並做信度分析；第四階段則以第二群樣本進行驗證性

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以確認動態能耐構面的構念效度，

此外，亦以探索性因素分析刪除不適宜的智慧資本問卷題項，並做信度分析；第

五階段是以第三群樣本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以再次確認動態能耐與智慧資本等

構面的構念效度，並提供信度資訊，最後並以第三群樣本進行本研究之假說檢

定，以確認智慧資本與動態能耐對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影響。 

 

壹、動態能耐題項的產生 

這部分是動態能耐量表發展的第一階段。由於本研究是以組織的研發部門為

研究對象，因此，題項的設計設定在研發部門開發新產品與新技術情境。在檢驗

動態能耐定義後（各項子構念的定義如表 3-4 所示），以此為基礎以產生每個次

量表（subscale）的題項。 

為了瞭解實務界的狀況與其實際作法，本研究亦利用訪談方式，以期藉由訪

談結果歸納出一些重要題項，以彌補文獻的不足。其次，本研究作者也搜尋相關

文獻之量表，並以動態能耐文獻為基礎，加上依據訪談資料的分析結果，寫下潛

在的題項（potential items），發展多重題項（multipl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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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內容效度分析 

這部分是動態能耐量表發展的第二階段。在經過第一階段之題項產生後，本

階段經由主題重要專家（subject matter experts；SMEs）的協助，進行動態能耐

題項的修正與刪減，以達到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的要求。本節的內容效

度分析共分成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 

針對每一題項逐一進行檢視，看該題項是否可反映原有構念？題意是否清

楚？若有不適宜者，則予以删除；若題意不清，易造成誤解或混淆者，則予以修

正。刪除之準則為：（1）是否符合 Teece 等人（1997）與 Eisenhardt 等人（2000）

所提出的動態能耐概念；（2）是否能反映出“重組與轉換組織內外部資源、知識

與能力，並適時地回應外在環境變動”的概念。 

第二部分 

之後，這些題目經由五位該主題重要專家（SMEs）所檢閱。這些學者專家

都具有博士學位，其中三位是具有科技管理領域專長的學者、一位是具有企業管

理領域專長的學者，另一位是研發組織中具有 20 年研發實務的專家，以作為田

野樣本（field samples）的來源。經過與五位學者專家的來回幾次討論後，以其

反饋（feedback）的意見為基礎進行題目的修正。 

題目的發展遵循 Hinkin（1998）所描述的指導方針，包括題目盡量簡短、用

簡單的語言來撰寫題目、提出單一的議題，以及用正面積極的語句，以避免負面

用詞所帶來的潛在心理計量問題（e.g., Schriessheim, Eisenbach, and Hill, 1991）。

本研究也使用一些步驟以確保達成我們的目標：第一，由一位研發組織的實務界

專家檢閱這些題目，以增加未來填答者在題目用詞上的熟悉度。第二，小心地處

理每項題目，以確保每項題目只反映一個問題。另外，題目都是五個尺度的李克

特量表（Likert scale）。 

第三部分 

最後，為了確保所產生的題目可代表表 3-4 的 7 項因子，研究者將上述題項

全部打散後，請七位額外的 SMEs（都是博士班研究生，包含兩位企管博士生，

五位科管博士生）將之重新歸回 7 項子構念。Anderson 與 Gerbing（1991）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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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這種型式的資料，以得到 substantive validity。substantive agreement index

（SAI）定義為「回應者將題目歸回其原本構念的比例」。SAI 的值介於 0～1，

該值如果愈大，代表 SMEs 有較大的比例將題目歸回原來的構念。若 SAIi 0.5≦

則予以刪除（i 代表第 i 題）。使用這種方法，以得到動態能耐之初始題項。 

 

參、探索性因素分析與信度 

這部分是動態能耐量表發展的第三階段。在經過第二階段之題項刪減與內容

效度確認之後，本階段以第一群樣本進行問卷之發放，以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EFA），並做信度分析。 

 

一、樣本說明 

本階段研究以國立政治大學之 EMBA 班與科管所碩乙班（在職生）為第一

群樣本，進行問卷之發放。 

以國立政治大學之 EMBA 班與科技管理研究所碩乙班（在職生）為問卷調

查對象的理由是，該校 EMBA 班學生皆是透過嚴格篩選而入學，不僅工作資歷

豐富，而且至少是該公司重要中堅幹部，甚至位居要津，參與企業經營之重要決

策與發展方向，因此對研發部門的創新活動應有一定程度以上之瞭解，適合作為

本研究之樣本來源。其次，該校科管所在職生也都是經過嚴格篩選而入學，且至

少有兩年以上之工作經歷，因科管所課程以企業之研發與創新活動為重點，因

此，這些在職學生平日即對該公司研發部門之創新活動甚為關注，適合作為本研

究之樣本來源。 

 

二、問卷與分析工具說明 

本階段問卷內容涵蓋動態能耐問卷有 50 題項（題項發展過程請參考第五章

第一節與第二節，至於題項內容請參考附錄三之動態能耐問卷）。所回收之問卷

經過資料整理之後，以 SPSS 11.0 版軟體為分析工具，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

（EFA），以刪除某些較不適宜的題項，並做信度分析。 

 

三、施測過程 

問卷的發放是透過政治大學幾位老師的協助來進行。利用 EMBA 班與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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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碩乙班上課期間，對其說明本次問卷調查的源由後，發放問卷。問卷回收後，

由一位大學部學生（大三）進行問卷資料整理工作，緊接著再由另一位大學部學

生（大三）進行校對工作，以確保問卷資料整理的正確性。 

 

肆、驗證性因素分析與效度 

這部分是動態能耐量表發展的第四階段。在經過第三階段之探索性因素分析

進行題項刪減，並得到符合因素負荷量、總解釋變異、信度等要求的八個因子構

面後，依照 Hinkin（1998）量表發展步驟，本階段應以另一樣本進行驗證性因素

分析（CFA），以確認構面的構念效度。此外，在本階段研究中亦加入「智慧資

本問卷」，所回收之問卷經過資料整理之後，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EFA），並做

信度分析。 

 

一、樣本說明 

本階段研究是以南韓企業為調查對象，以南韓先進科學與科技研究院

（Korean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MBA 班為第二

群樣本，進行問卷之發放。儘管南韓與台灣屬於不同國家，文化也有所差異；但，

與其他國家相比較（尤其是歐、美等國），南韓與台灣其文化較為相近，以南韓

為樣本來源，可擴大本研究之變異性，有助於問卷在不同國家之一般性的發展。 

以南韓之 KAIST MBA 班為問卷調查對象的理由是，該學校 MBA 班學生至

少有兩年以上之工作經歷，並通過 KAIST 之嚴格篩選而入學，其中 70～80%為

企業所支持與選派（此數目依不同研究所而有所不同），絕大多數皆為留職且留

薪（多位研究生表示，他們每學期需要繳交心得報告回公司）。事實上，該校

MBA 學生大多數皆具有不錯之工作經歷，且為其選派公司之重點栽培人才。換

言之，該校 MBA 學生不僅其能力為其所屬公司與 KAIST 所肯定，也對其公司

的運作有一定程度以上之瞭解，因此，適合作為本研究之樣本來源。 

 

二、韓文版問卷說明 

研究者以第三階段所產生之動態能耐問卷為基礎，加入智慧資本問卷後，進

行本階段研究。本階段問卷先是交由台灣某翻譯社翻譯成英文與韓文，研究者在

校正英文版確認無誤之後，再將中文、英文與韓文三版本交給一位南韓K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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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具有不錯之中英文溝通能力），以及一位自政大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並曾在台灣工作數年之韓國人（具有相當不錯之中文能力），由其進行最

後韓文版之修正。在這問卷修正過程中，研究者也與此二人保持密切之互動與討

論，以求問卷之正確性與用詞之適當性。 

此外，回答問卷的填答者應與研究主題以及研究內容具有一定程度之攸關性

（relevance）。為了找到適合填答本研究問卷之目標對象，本研究在問卷開頭加

入三項篩選標準，說明適合填答本問卷的人包括：（1）是否是公司研發部門人員；

（2）是否是對公司研發部門有所瞭解的人；以及（3）是否是與公司研發部門有

密切接觸的人。並在上述篩選標準之前加註：「如果貴公司內部沒有研發部門、

或沒有研發人員，請不用填答本問卷」等字詞，以確認施測目標對象與本研究之

攸關性。本階段問卷內容涵蓋：動態能耐問卷有29題項，以及智慧資本問卷23

題項（題項發展過程請參考第五章第三節，至於題項內容請參考附錄五A之中文

版問卷題項，以及附錄五B之韓文版問卷題項）。 

 

三、施測過程 

問卷的發放是透過 24 位 KAIST 研究生的協助來進行。在取得他們的信任與

協助意願後，施測前一一對這些研究生進行本次問卷調查的說明，包括：本研究

之計畫主持人為何、純學術研究性質與取向（不做其他商業用途）、研究範疇是

公司研發部門的創新活動、應尋找哪些適合填答的對象、填答後請給受測者一份

精美的小禮物等。透過這些 KAIST 研究生的協助，以上述三項篩選標準對該校

MBA 學生進行接觸與過濾，每位研究生發放 5～10 份不等之問卷。問卷回收完

畢後，回台灣由一位大學部學生（大三）進行問卷資料整理工作，緊接著再由另

一位大學部學生進行校對工作，以確保問卷資料整理的正確性。 

 

四、分析工具說明 

對動態能耐構念所進行的驗證性因素分析（CFA），是使用 LISREL 8.51 版

軟體為分析工具（Jöreskog and Sörbom, 1993），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推估參數，並提供其效度相關資訊。 

此外，本階段研究的智慧資本問卷，是以 SPSS 11.0 版軟體為分析工具，進

行探索性因素分析，以刪除某些較不適宜的智慧資本題項，並做信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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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第三群樣本之信度與效度 

這部分是動態能耐量表發展的第五階段。動態能耐題項方面，在經過第四階

段之驗證性因素分析進行題項刪減，並得到符合模型適配度、收斂效度與鑑別效

度等要求的八個因子構面；智慧資本題項方面，在經過探索性因素分析進行題項

刪減，並得到符合因素負荷量、總解釋變異、信度等要求的五個因子構面後，依

照 Hinkin（1998）量表發展步驟，本階段應以另一樣本進行施測，進行驗證性因

素分析，以再次確認動態能耐與智慧資本等構面的構念效度。 

 

一、樣本說明 

本階段研究是以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ITRI）各所與各中心之研究團隊為問卷調查對象，藉以瞭解本研究的

動態能耐與智慧資本問卷在另一不同樣本群之信度與效度資訊。 

以工業技術研究院之研究團隊為樣本來源進行問卷調查的理由是： 

1. 工研院為我國最重要之財團法人研究單位之一，每年自政府取得科技專案

經費約新台幣 85～90 億元1，多年來也累積相當多研發成果，因此在探索

「研發團隊」相關領域具有其代表性。 

2. 依本研究所界定之樣本數，該組織必須擁有至少 60 個團隊以上，方較適

合進行量化之統計分析。而工研院為我國規模最大、結構最健全之法人研

發組織之一，因此適合作為本研究之目標對象。 

3. 工研院各單位研發團隊計畫主持人皆具有不錯之學經歷，且大多數皆擁有

豐富之研究經歷與涵養，在規劃與執行科技研發計畫方面深具經驗，因此

適合作為本研究之訪談與填寫問卷對象。 

4. 因所有樣本皆來自工研院，因此控制了組織文化、高階經營團隊的領導風

格、決策方式對本研究的影響，可更精確地掌握研究結果。 

 

二、本階段問卷說明 

研究者以第四階段所產生之動態能耐與智慧資本問卷為基礎，並加入創新績

效題項後，進行本階段研究。在創新績效方面，本研究採用足以反應團隊動態能

                                                 
1 資料來源：工研院網站（2001 年～2003 年經濟部科技專案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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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的創新績效題項，包括： 

 總體來說，貴團隊能夠適時地回應環境的變化，開發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新技術。 

 總體來說，貴團隊能夠適時地回應環境的變化，對製程或流程進行改善。 

 總體來說，貴團隊開發新技術的速度，與競爭者相比較是更為快速的。 

此外，也參酌學界專家的建議，加入以下題項，以調查團隊創新績效的品質： 

 貴團隊所產出的創新成果是屬於突破式創新成果。 

 總體來說，與競爭者相比較，貴團隊所開發出來的智慧財產權是更具影響力的。 

因此，總共以 5 題題項來衡量研發團隊的創新績效。 

在本階段施測前，問卷先交給在工研院服務滿10年之兩位資深研究員審閱，

由其提供意見，以進行最後問卷之調整與修正。在與此二位研究員討論後，大多

數題項皆可接受；惟，「關係資本」此一構念，有較多的異議。他們認為「貴團

隊常與大學進行研發合作」以及「貴團隊常與其他研發機構進行研發合作」此兩

題項雖可進行調查；但是，工研院是法人組織，因此並不合乎工研院的現狀。他

們認為，工研院各單位雖然經常與外界進行各種不同之研發合作案，但以廠商或

客戶居多，因此，建議再納入「貴團隊常與客戶進行研發合作」以及「貴團隊常

與其他合作廠商進行研發合作」等兩題項。經過修正後，以4題題項來衡量工研

院研發團隊的關係資本。因此，本階段問卷內容涵蓋：動態能耐問卷有23題項，

智慧資本問卷17題項，而創新績效有5題項（題項發展過程請參考第五章第四節，

至於題項內容請參考附錄八之問卷題項）。 

 

三、施測過程 

為求得本研究之訪問與問卷調查的正當性，首先，先與工研院協理以及院部

辦公室主任聯繫，並寄送本研究之研究計畫書，以取得其對本研究之認可。其次，

分別拜訪工研院幾個所與中心之高階主管，以尋求其支持，他們包括資訊與通訊

所副所長、電子與光電所副所長、無線辨識中心主任、量測中心主任、技術移轉

中心副主任、材料與化工所企推組組長等等。 

之後，與各所或各中心的研發團隊主管（組長、副組長或經理）進行聯繫，

在約定合適時間後，研究者便到位於新竹市或新竹竹東之工研院兩個院區進行訪

問與問卷調查。大多數人之受訪時間通常為 1 小時左右，前 20～30 分鐘先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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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有關於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與廠商合作計畫之關連與差異），待取得對

方信任且氣氛融洽後，再請其填寫問卷一份；問卷填寫完畢後，若還有剩餘時間

則再進行後續訪談（有關於研發人員的技術僵固性、績效評估等議題）。最後，

在該次訪問結束前，請該主管推薦約 2 名適合填答問卷之團隊成員名單，再與其

聯絡並約定訪問時間。如果幸運，可在當天對該團隊另一成員進行施測；但，大

多數情況是，研發人員通常在實驗室內進行既定之研究工作，並無法在當天接受

訪問，因此，需要再次聯繫以拜訪該團隊另一成員，並重複上述拜訪主管的過程。

問卷回收後，由一位碩士班研究生進行問卷資料的整理工作。 

 

四、分析工具說明 

所回收之問卷經過資料整理之後，使用 LISREL 8.51 版軟體為分析工具，以

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推估參數，提供其效度相關資訊，

並以 SPSS 11.0 版軟體為分析工具，提供信度與相關係數資訊。 

 

五、共同方法變異問題 

為了避免共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問題，本研究在進行

本階段問卷調查時，每個研究團隊至少由兩位以上之員工進行問卷之填答。其中

一位是團隊主管，通常是組長、副組長、經理等人；另一位是該研發團隊的研究

員，受訪者之職等主要是研究員，另外涵蓋有少數之正研究員與副研究員。因本

階段之填答者皆為研發團隊之主管與成員，因此，與本研究主題以及研究內容具

有完全之攸關性，皆為適合填答本研究問卷之目標對象。 

為了探討同一團隊內的兩個填答者對動態能耐與智慧資本的回答是否具有

一致性，應對此兩人所得到的結果進行相關分析。若相關係數愈高，則代表此兩

人所填答之一致性愈高。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相關係數值高於 0.4 者佔 89.4%，

本研究中每個樣本之主管與研究員所填答的結果，大致上是具有共識與一致性的

（結果請參考第五章第五節）。 

進行資料分析時，本研究以研究員這一群之問卷回收資料作為自變項資料

（X）來源，並以主管這一群的問卷回收資料作為應變項資料（Y）來源，進行

後續的分析與假說檢定研究。如此，將可避免因同一人在同一時間、採用相同方

法、同時填寫自變項與應變項資料所導致的資料偏差，進而造成假說檢定的高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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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項衡量方法 

在確認本研究符合模型適配度、收斂效度與鑑別效度等要求的動態能耐三構

面八因子架構與智慧資本三構面五因子架構後，即可進行本研究之假說檢定。這

部分是以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之研究團隊問卷調查結果進行本研究之假說檢定。 

以下分別介紹本研究的應變項與自變項之衡量方法： 

 

一、應變項（Dependent Variable） 

本研究之應變項為研發團隊之「創新績效」。研發團隊的創新績效則從兩部

分來看，第一部份是採用足以反應團隊動態能耐的創新績效題項，有 3 題；第二

部分是衡量研發團隊創新績效的品質，有 2 題。所以共有 5 題項來進行衡量，相

關題項請參閱附錄九第三部分之創新績效題項。 

 

二、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 

本研究之自變項為研發團隊智慧資本之三項子構面，包括「人力資本」、「結

構資本」、「關係資本」等。相關題項請參閱附錄九第二部分之智慧資本題項，各

項子構面分別說明如下： 

（1）人力資本：以人力資本能力面 2 題、人力資本態度面 3 題等共 5 題來衡量

研發團隊之人力資本。 

（2）結構資本：以創新資本 2 題、流程資本 3 題等共 5 題來衡量研發團隊之結

構資本。 

（3）關係資本：以 2 題來衡量研發團隊之關係資本。 

 

三、中介變項（Mediating Variable） 

本研究之中介變項為研發團隊動態能耐之兩項子構面，包括「結合能耐」與

「吸收能耐」等。相關題項請參閱附錄九第一部分之動態能耐題項，各項子構面

分別說明如下： 

（1）結合能耐：以內部知識與資源取得 2 題、外部知識與資源取得 3 題、知識

與資源整合 2 題等共 7 題來衡量研發團隊之結合能耐。 

（2）吸收能耐：以辨識 3 題、學習 2 題、內部溝通效率 2 題等共 7 題來衡量研

發團隊之吸收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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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互變項（Interactive Variable） 

本研究之交互變項（或稱為調節變項 moderating variable）為研發團隊動態

能耐之「彈性」子構面，以組織彈性 2 題、技術彈性 3 題等共 5 題來衡量研發團

隊之彈性。相關題項請參閱附錄九第一部分之動態能耐題項。 

 

五、控制變項（Control Variable） 

本研究之控制變項有二，分別是「研發經費」與「研發規模」。涵蓋這兩個

控制變項，主要是考慮到團隊研發經費與研發規模的大小可能會影響其創新績

效，因此，本研究探討此兩項控制變項對創新績效的影響。分別說明如下： 

（1）研發經費：以研發團隊今年所擁有之研發經費作為代表。 

（2）研發規模：過去研究發現團隊人數會對團隊績效造成影響（Kozlowski and 

Bell, 2003），因此，本研究以團隊之研發人員數目作為控制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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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11.0 版軟體為分析工具，採用階層式回歸分析（Cohen and 

Cohen, 1983）以驗證本研究假說是否成立，分別以創新績效、結合能耐，以及

吸收能耐為應變項。 

 

（一）模式一 

在吸收能耐、結合能耐與創新績效的回歸式中，第一階放入研發經費與研發

規模等控制變項。之後，依序放入吸收能耐與結合能耐為第二與第三階之自變

項，以分析這些自變項對團隊創新績效的影響程度。此外，也依 Baron 與 Kenny

（1986）的三階段回歸分析，檢驗結合能耐的中介效果（請參考第五章第六節表

5-19）。 

 

（二）模式二 

在各項智慧資本、吸收能耐與結合能耐的回歸式中，第一階放入研發經費與

研發規模等控制變項。之後，依序放入各項智慧資本（人力資本、結構資本、關

係資本）與吸收能耐為第二與第三階之自變項，以分析這些自變項對團隊結合能

耐的影響程度。此外，如上所述，也依 Baron 與 Kenny（1986）的三階段回歸分

析，檢驗吸收能耐的中介效果（請參考第五章第六節表 5-20）。 

 

（三）模式三 

至於檢驗本研究的交互效果是否存在，則依 Aiken 與 West（1991）的作法，

在回歸模式中放入交互變項與交互乘積項。 

在各項智慧資本、彈性與吸收能耐的回歸式中，第一階放入研發經費與研發

規模等控制變項。之後，依序放入各項智慧資本（人力資本、結構資本、關係資

本）、彈性與交互乘積項（HC×Flex、SC×Flex、RC×Flex 等），作為第二、第三

與第四階之自變項，以分析這些自變項對團隊吸收能耐的影響程度（請參考第五

章第六節表 5-21）。其中，HC×Flex 代表人力資本與彈性的乘積項，SC×Flex 代

表結構資本與彈性的乘積項，RC×Flex 代表關係資本與彈性的乘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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