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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依據以上的文獻回顧所得的發現與建議，本研究計畫提出初步可

行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動質處經營現況診斷 企業型政府之推動策略 

 

圖 3-1  研究架構圖 

 

以上研究架構主要是先行對動質處銷售管理進行「組織診斷」，

進而以全面提昇組織營運績效與服務品質為目標，故將其目標設為依

變數；而瞭解動質處經營現況與如何推動企業型政府之策略為自變

數，茲依據上列研究架構圖說明如下： 

1. 動質處如欲有效掌握政府再造之精神，落實政策執行，必先瞭

解目前經營現況。由產品診斷方面、推廣診斷方面、通路診斷

方面、價格診斷方面及其他方面等五方面分別探討。 

1.產品診斷方面 1.產品需滿足顧客需求 

2.推廣診斷方面 2.提高推廣效益 

3.通路診斷方面 3.建立最適的行銷通路 

組織營運績

效與服務品

質的提昇 

4.價格診斷方面 4.制定最佳的價格  

5.其他方面診斷 5.調整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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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策執行成敗與營運績效是否提昇，有賴於策略的擬訂是否恰

當。經由上述各方面瞭解動質處營運現況，並擬訂適當可行之

策略，包括：產品需滿足顧客需求、提高推廣效益、建立最適

的行銷通路、制定最佳的價格及調整配套措施等。 

3. 充分瞭解動質處營運現況以及在完善策略的引導推動下，動質

處所呈現的組織營運績效與服務品質必能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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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計劃是否成功，取決於第一線的同仁參與意願，及客戶

的意見，故本研究問卷調查範圍擬以下列人員為訪問對象： 

（一）本處全體同仁：包括(1)處長(2)各組室主管(3)總處及各分處

的所有同仁。 

（二）專家學者：包含十三位的財政、財稅、企管、經濟、行政管理

及傳播等方面的專家學者意見。 

（三）質借客戶：前來本處質借的客戶。 

將借由專家學者、本處同仁及質借客戶的需求及意見，以作為本

處改進的方針及本處未來努力的方向。（專家學者之問卷調查對象詳

細資料及分析統計表如表 3-1、表 3-2 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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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問卷調查對象詳細資料（專家學者） 

 

姓 名 服 務 機 關 職 稱 專 長 

劉代洋 台灣科技大學（兼台北市政府財

政組顧問） 

教授兼台科大主

任秘書 

企管 

徐仁輝 世新大學（兼台北市政府財政組

顧問） 

教授 行政管理 

曾巨威 政治大學（兼台北市政府財政組

顧問） 

教授 財政 

李顯峰 台灣大學（兼台北市政府財政組

顧問） 

副教授 經濟 

徐偉初 政治大學（兼台北市政府財政組

顧問） 

教授 財政 

孫克難 中華經濟研究院（兼台北市政府

財政組顧問） 

副教授  

黃耀輝 台北商業技術學院（兼台北市政

府財政組顧問） 

教授 財稅 

朱澤民 台北商業技術學院（兼台北市政

府財政組顧問） 

副教授 財稅 

巫和懋 台灣大學（兼台北市政府財政組

顧問） 

教授 國際企業管理 

周瑞燦 台北市第九信用合作社（兼台北

市政府財政組顧問） 

理事主席 金融 

周德瑋 元智大學（兼台北市政府研考會

考核動質處績效之委員） 

助理教授 財務金融 

戴國良 世新大學（兼台北市政府研考會

考核動質處績效之委員） 

副教授 傳播 

曾文雄 台北市政府研考會（兼台北市政

府研考會考核動質處績效之委

員） 

研究員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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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問卷調查對象分析統計表（專家學者） 

 

 企管 財政 經濟 財稅 傳播 行政

管理 

國際

企業 

金融 

稱 
職 長 

專 

教授 1 2  1  1 1  

副教授   1 1 1    

助理教授        1 

研究員  1       

理事主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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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料收集方式 

本研究資料收集方式採二方面管道進行： 

(一)靜態資料收集：文獻收集。 

(二)動態資料收集分為： 

(1)同仁全面訪談：包括動質處全體同仁，採面對面實地深度訪談

溝通以收集相關意見。 

(2)包括專家學者：採親自送達問卷，以附回郵信封郵寄回收方式

收集相關意見。 

（3）客戶問卷調查法：引用次級資料：引用動質處九十二年度計

畫研究報告「臺北市動產質借處是否改組為公司組織或民營化

之探討」，對前來動質處質借的客戶進行問卷所得之資料分

析，有效問卷數為 1,27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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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訪談問卷調查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計劃經研讀相關之理論文獻，再依據動質處現況缺失，及

綜合整理學者專家所提供之寶貴意見後，歸納成以下二大部份設計問

卷：  

(一) 第一部份 

第一部份的問卷探討導致動質處經營成績未達理想或效率不彰

的原因，第一部份主要探討的項目包括：產品診斷方面、推廣診斷方

面、通路診斷方面、價格診斷方面及其他方面等五大類。衡量方式是

採用李克特（Likert）等距尺度，每題由「非常同意」，至「非常不

同意」，分為五點尺度。其中「非常同意」的點數最高以五點計算，

依次類推，至「非常不同意」的點數最低，以一點計算。 

（二）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問卷主要探討推行企業型政府之各項推行策略相關

問題，期能瞭解其可行的程度，包括：產品需滿足顧客需求、提高推

廣效益、建立最適的行銷通路、制定最佳的價格及調整配套措施等五

大類。衡量方式仍採用 Likert 等距尺度，每題由「非常同意」，至「非

常不同意」，分為五點尺度，至其點數分配和上述第一部份的點數分

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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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試訪 

本研究問卷係在問卷初稿完成後，經由專家學者提供意見，並經

動質處總處同仁針對本問卷進行幾次試訪、施測、以及提供本研究問

卷設計之相關建議，再加以修正後而得。 

 

三、問卷發放與訪談 

本研究由於主要在探討改進動質處的銷售管理之有關議題，了解

其營運效能如何及改進的方向。因此，在問卷的發放過程中，首先選

取的對象為最瞭解動質處現況的動質處全體同仁進行全面訪談，採面

對面實地深度訪談溝通以收集相關意見。其次為專家學者，包括為較

瞭解動質處業務及問題之台北市政府財政組顧問及台北市政府研考

會考核動質處績效之委員等，其中大都為學校教授、副教授及研究員

等，以徹底瞭解專家學者具體意見及動質處同仁之需求及改進意願等

資訊，以作為動質處改革之依據，並可減少同仁反對的阻力。關於詳

細資料分析方法將於下一節（第五節）說明，至於問卷資料結果，將

於第五章中詳細加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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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計劃在問卷回收與整理後，經由資料彙整、統計後，並選

擇以下幾種方式進行資料的統計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 

這部份為基本統計資料進行初步分析，探討基本資料的次數分配

（Frequency）、平均數（mean，u）、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

百分分配（Percent）等，可經由描述性統計分析，藉以了解基本資

料的平均值、集中趨勢，分配情形及其分散程度。 

(一) 次數分配 

將所收集的原始資料，依照原訂分配數值的大小順序分成若干

組，再將原始資料歸類，並且統計每一組的次數，主要目的是了解原

始資料的次數分配情形。 

(二) 平均數 

藉由平均數的計算可求得該資料數值集中的位置，反映出該群體

特性的平均水準，以了解本研究問卷有關各單位填寫該問項平均的同

意程度。本研究依同意程度分為：非常同意為 5分，同意為 4分，依

此類推，非常不同意為 1 分。例如：平均值為 4.42 者，將可以顯示

出受測者在有關問卷表達同意程度者，同意程度較高，偏向於同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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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同意的意見。 

(三) 百分分配 

將一組觀察資料分成若干組，並求得各組分配占總數的百分比，

如此可以了解資料分配所占的比例。 

(四) 標準差 

標準差表示基本資料分配之分散程度。 

 

二、t檢定與 p值 

本研究以 t檢定來檢定「專家學者」與「動質處同仁」對問卷上

所提各個問題的看法，在平均上是否存在有顯著的差異性，並以計算

所得的 p值來判定其顯著性的大小。 

 

三、信度分析（Alpha） 

有關信度的分析，意指本研究問卷設計的各問項中，每一類中的

各個子項其相關程度，若該相關程度越高，表示此問卷設計的可信度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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