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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共分五節，依序為第一節研究架構與假設，第二節研究方

法，第三節研究對象，第四節研究工具，第五節資料處理，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ㄧ、研究架構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擬以PZB落差理論的服務品質概念模式

(圖2-1)以及服務品質延伸模式的理論架構(圖2-2)為基礎，探討大學校

院輔諮中心的服務品質指標與內涵，以了解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

務品質及其與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的輔導服務品質架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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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圖

以上研究架構包含「輔導服務品質」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四

個向度：一、「管理階層認知向度」、二、「品質承諾向度」、三、「輔

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四、「宣導與溝通向度」。

輔導服務品質的指標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勝任性」、「禮貌性」、「信賴性」、「安全性」、「溝通性」、

「接近性」、「了解性」等十項指標。

「管理階層認知向度」包含： 「學生需求調查」、「向上溝通」

兩個組成因素。

「品質承諾向度」：「品質承諾」、「目標設置」、「工作標準

化」、「可行性」四個組成因素。

「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包含「團隊合作」、「員工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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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技術適配性」、「控制力」、「監控系統」、「角色衝突」、

「角色模糊」等七個組成因素。

「宣導與溝通向度」包含「水平溝通」、「誇大宣傳」等二個組

成因素。

二、 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在建構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輔導

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組成因素。並探討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

質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依據研究問題、文獻探討、

研究架構，在量化研究的部份，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 1：大學校院不同背景變項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

質、以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1 不同類別學校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2 不同性質學校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3 不同區域學校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

品質落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4 不同性別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5 不同年資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6 不同職稱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7 不同專業背景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1-8 不同教育程度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及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的評估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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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2：大學校院不同背景變項學生對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評

估有差異。

2-1 不同性別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有差異。

2-2 不同類別學校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有差異。

2-3 不同性質學校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有差異。

2-4 不同年級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有差異。

2-5 不同經驗學生對於輔導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的評估差異。

假設3：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

素之間的關係有差異。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擬以訪談法建構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以德懷術專家諮詢編製「輔導服務品質量表」

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以問卷調查法探討大學校院輔諮

中心輔導服務品質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情形，與大學校院輔諮

中心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在傳遞過程中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以下分

別說明此三種方法：

一、訪談法

為達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一，用訪談法來建構大學校院輔諮中心

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PZB服務品質模式雖然

是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同時在各領域都有相當多的研究加以驗證，

然而卻沒有用在諮商領域的有關文獻，是否適合直接引用此理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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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存疑。因此，本研究擬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收集資料，請教專家學者對於輔導服務品質指標提出具體

看法，並引用落差理論中對於服務品質指標與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觀

念，請專家學者就其適用及完整與否提供意見，根據訪談的結果將落

差理論中的服務品質指標與服務品質影響因素加以增刪，使模式內容

能夠符合輔諮領域的情境，因此而建構的輔導服務品質的指標，以及

輔導服務品質的影響因素，更能夠貼近輔導實務的需求。

(一)訪談法實施步驟

1. 決定訪談類型與對象；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是了解輔諮中心

業務的專家學者，以及大學校院和輔諮中心業務有關聯的

師生如學務長、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及學生等四種不同身分

類型的對象，其中專家學者四名、學務長四名（一般大學

與技職院校各兩名）、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四名（一般大學

與技職院校各兩名）、學生12名（一般大學和技職院校各

兩校，每一校三名學生）合計24名。

2. 發展訪談大綱：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的，經由相關領域文獻

探討，思考訪談問題的次序、內容等問題後發展出來，並

經過指導教授審閱，期能符合研究目的所需，以利後續研

究之進行。

3. 預備訪談：正式訪談前先將邀請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給受

訪者，徵詢接受訪談意願，再以電話詢問同意接受訪談者，

方便接受訪談的時間，時間安排妥當後，以電子郵件的方

式寄出訪談大綱。

在到達訪談場所之前，研究者需要確認訪談所需要的設

備，包括：訪談大綱、錄音筆（錄音機、錄音帶、電池）、

訪談同意書，基本資料表及記錄工具。

4. 正式訪談：研究者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待受訪者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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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後，請受訪者填妥基本資料表及訪談同意書(見附錄

二)，依據訪談大綱開始訪談。為了謹守訪談的一致性，本

研究所有受訪者均由研究者親自訪談。訪談時間約一小時

三十分鐘左右。正式訪談時間於九十七年三月至五月之間

陸續完成。

二、德懷術

(一)徳懐術基本觀念

為達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二，用德懷術專家諮詢來編製「輔導

服務品質量表」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德懷術係指研究

者針對某依主題，請多位專家進行匿名、書面方式表達意見，並透過

多次的意見交流而逐步獲得最後結論的一種研究方法(吳清山、林天

佑，2001)。是藉書面問卷往返於被調查者與調查者之間來進行的訪

問調查，兼具會議與問卷調查的功能，也避免會議與問卷調查的若干

缺點，用來蒐集個別成員的意見和判斷，以形成高品質的決策。它也

被用以澄清不同團體的觀點和價值取向，以確認問題並尋找解決之道

(林振春，民1993) 。是一種被允許成員不必面對面互動或面質就能

達成共識來解決複雜問題的溝通方式（王雅玄，1998）。目前有關落

差理論的研究文獻廣泛分佈於工、商與教育領域，然而此理論是否適

用於諮商輔導領域，或許還有未盡理想之處，需要經由諮商輔導專業

人事的檢驗與審慎評估，因此，本研究擬採用德懷術進行輔導服務品

質的綜合意見調查。

本研究根據訪談法的結果，修正輔導服務品質指標及輔導服務品

質影響因素的組成因素，然後邀請輔諮領域的專家學者或是大學校院

輔諮中心主任共同組成德懷術專家諮詢小組，以匿名、書面方式進行

連續性的問卷調查，以了解成員的看法及建議，逐步凝聚共識，獲得

結論，使本研究所建構的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影響因素更為確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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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的「輔導服務品質量表」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更

能夠有效的反應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良窳。

(二)德懷術實施步驟

本研究德懷術專家諮詢分三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問卷（如附錄五）包含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基本

資料、相關名詞釋義、填答說明。第一階段問卷於九十七

年十月三十日寄出，十一月二十日回收。

2. 第二、三階段問卷（如附錄六、七）包含前一階段問卷的

處理結果，包括量化資料的簡要統計結果，以及專家意見

的歸納整理，以及疑問的說明等。第二階段問卷於九十七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寄出，九十八年一月七日回收完成，第

三階段問卷於二月十五日寄出，二月二十五日回收。

三、問卷調查法

為達成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三與目的四，用問卷調查法來探討大學

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現況，以及大學校院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

質指標與在傳遞過程中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先依據落差理論擬定「輔導服務品質量表」及「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量表」最初問卷，並根據訪談四種不同對象的結果，與

德懷術專家諮詢的結果，進行「輔導服務品質量表」及「輔導服務品

質影響因素量表」的編製，然後以各校輔諮中心的輔導老師以及學生

為對象進行量化研究，了解大學校院學生與輔導老師對於輔諮中心輔

導服務品質的評估，以及輔導服務品質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之間

的關係。

本研究問卷調查的對象除了學生以外，還有各校輔諮中心的輔導

老師，由於各校輔導老師的人數較少，幾乎都只有個位數，輔導老師

在五人以下的學校相當多，所以先決條件是要能夠得到多所學校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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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同意協助填答，其次要提高問卷回收率，因此本研究在問卷調查

法資料收集方面，面臨相當大的挑戰。在問卷調查的過程中，充分利

用電子郵件與電話和各校輔諮中心的輔導主任與輔導老師不斷進行

溝通聯繫，以增加願意提供協助的學校數量，並提醒填答的老師填答

完畢後記得擲回給研究者。

(一) 寄發請求協助電子郵件

1. 依據教育部編印「97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主管人

員名錄」建立四區學校輔諮中心主任電子郵件地址。

2. 3月1日第一次寄發請求協助電子郵件。

3. 3月7日對於未回函學校第二次寄發請求協助電子郵件。

4. 3月15日對於未回函學校第三次寄發請求協助電子郵件。

5. 3月20日對於未回函學校第四次寄發請求協助電子郵件。

(二) 寄發輔導老師問卷與紀念品

1. 建立四區學校地址

2. 電子郵件告知回函學校即將以掛號信函寄發問卷、紀念品與

回郵信封。

3. 掛號寄發同意協助學校輔導老師問卷、紀念品與回郵信封。

4. 電子郵件徵詢協助進行學生問卷之意願。

5. 寄發學生問卷與紀念品。

(三) 數次寄發催收電子郵件與電話催收。

(四) 統計回收之問卷

第三節 研究對象

ㄧ、訪談法研究對象

本研究訪談熟悉輔諮專業領域專家以及大學校院相關人員，以立

意抽樣方式分別選取諮商領域的專家學者、大學校院學務長、輔諮中



75

心主任及學生等四種不同身分為對象，探討對於服務品質指標的看

法。預計安排訪談四種不同身分合計 24 名受訪者。其中：專家學者

四名，學務長四名、輔導主任四名(四所學校，一般大學與技職校院

各二名)、學生十二名(四所學校，一般大學與技職院校各二校，每一

學校三名)。

在實際訪談的過程中，由於淡江大學一名學生臨時因病請假未到，

所以訪談學生為十一名。實際訪談對象合計23名。

表3-1 訪談成員基本資料
專家 性別 服務

年資
曾經擔任行政主管名稱與
年資

國立空中大學教授 男 17 學務長年資2年
教務長2年
生活科學系主任3年
教學媒體處長2年
台北學習中心主任 1 年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 男 12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約 4 年
國立陽明大學教授 女 12 心理諮商中心主任 9 年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女 17 諮商中心主任 9 年

學務長
國立中興大學學務長 男 16 學務長四年
元智大學學務長 男 15 學務長 3 年、系主任 8 年

圖書館館長 1 年
朝陽科技大學學務長 男 18 學務長 4 年、總務長 3 年

通識中心主任 3 年
明新科技大學學務長 男 18 學務長 9 年

輔諮中心主任
元智大學
諮商與輔導就業組組長

女 5 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2 年
諮商與輔導就業組長 3 年

淡江大學諮商組組長 女 17 諮商組組長 16 年
明新科技大學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女 20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15 年

致理技術學院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女 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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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訪談成員基本資料(續)
學生 性別
元智大學學生 女 工管系、財經輔系六年級、

三年級當義工
元智大學學生 女 企管系四年級
元智大學學生 男 通訊系二年級

淡江大學學生 女 教心所二年級兼職實習生
有晤談經驗

淡江大學學生 男 環工系四年級、沒有晤談經
驗、義工團體輔導

明新科大學生 男 電機系四年級
明新科大學生 男 材料系二年級
明新科大學生 女 企管系三年級工讀生

致理技院學生 女 會計系義工,有晤談經驗
致理技院學生 男 企管
致理技院學生 女 義工,沒有晤談經驗

二、德懷術專家諮詢研究對象

德懷術所選的樣本通常根據主題而定，本研究的德懷術對象

是針對在輔導諮商領域學有專精或豐富經驗，能夠提供最豐富資

訊的學者專家或資深工作人員，根據其在輔導諮商領域豐富的學

術與實務經驗，提供寶貴的意見。本研究邀請具有專業背景的大

學校院輔諮中心的資深現任或卸任主任，組成德懷術專家小組，

針對輔導服務品質量表，以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提供

寶貴意見。名單經確定後即擬定邀請函徵求同意，為避免專家學

者由於業務繁忙婉拒邀請,所以擬訂邀請名單有十三位，結果有

二位邀請對象因為公務繁忙婉拒，十ㄧ位專家同意接受邀請。所

以本研究德懷術專家諮詢小組的成員一共有十一位，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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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德懷術專家諮詢小組成員名單
北區
1.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2.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主任
3. 交通大學教授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4. 新竹教育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5.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6. 東南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中區
7.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人文社會暨藝術學院院長
8. 弘光科技大學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南區
9. 國立嘉義大學主任學生輔導中心主任
10.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所長
11. 台南科技大學生活科學系副教授

三、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

目前教育部在推展大學校院學生輔導工作方面將全國大專校

院分為四組：

(一) 北一區大專校院：包括國立台灣大學等 41 所北區大學校院(不

含國防醫學院以外軍警院校)。

(二) 北二區大專校院：包括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等 39 所中部以北大

學校院。

(三) 中區大專校院：包括國立中興大學等 32 所中部地區大學校院。

(四) 南區大專校院：包括國立成功大學等 54(不含軍校、空中大學)

所南部地區大學校院。

因此本研究問卷調查的部份以四區大學的 166 所大學校院輔

諮中心為對象（其中 56 所公立大學校院，110 所私立大學校院），

先寄出請求協助電子郵件徵求同意，並請給予回函告知可以協助填

寫問卷的輔導老師人數，以便決定寄出問卷與紀念品的數目（合計

回覆參加人數 407，預試 136 人，正式 271 人）。本研究於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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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收齊所有受試者的資料後，分出其中一部分的受試者為預試樣

本，再進行預試樣本的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本研究預試樣本與正

式樣本合計有 98 所學校（其中 32 所公立大學校院，66 所私立大

學校院），379 位輔導老師（包含主任）參與(回收問卷)，詳細資料

統計如下：

1. 輔導老師部分：輔導老師的預試樣本包涵北ㄧ區台灣大學

等六所學校、北二區北商技院等九所學校、中區逢甲大學

等八所學校、南區台南藝大等九所學校，四區合計 32 所

學校，回覆參加人數 136 人，回收 129 份問卷，資料整理

後，刪除其中二份無效問卷，共得有效預試問卷 127 份。

寄出問卷學校及基本資料如表 3-3 和 3-4。（寄給各校問卷

的數目，係根據各校所回覆電子郵件中所告知輔導老師的

人數）。

表 3-3 輔導老師預試樣本回覆參加學校及人數分佈表
北ㄧ區(6校) 北二區(9校) 中區(8校) 南區（9校）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台灣大學 10 北商技院 1 逢甲大學 5 台南藝大 3
清華大學 7 明新科大 9 修平技院 5 屏東教大 2
市立體院 2 聖約翰 6 僑光技院 2 義守大學 5
東吳大學 5 台科大 3 南開科大 6 崑山科大 2
台灣師大 4 清雲科大 6 中興大學 6 高雄餐旅 2
中原大學 6 黎明技院 4 明道大學 2 和春技院 3

龍華科大 6 彰化師大 4 高鳳技院 2
大華技院 5 台中體大 3 輔英科大 3
萬能科大 1 正修科大 6

合計 34 合計 41 合計 33 合計 28
回收 30 回收 39 回收 33 回收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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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輔導老師預試樣本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 人數(百分比)

N=127
性別 男 21(16.5)

女 106(83.5)
學校類別 公立 43(33.9)

私立 84(66.1)
學校性質 ㄧ般大學 62(48.8)

技職院校 65(51.2)
所屬區域 北ㄧ區 30(23.6)

北二區 39(30.7)
中區 33(26.0)
南區 25(19.7)

年資 1~3 年 81(63.8)
4~6 年 25(19.7)
7~10 年 9(7.1)
10 年以上 12(9.4)

職稱 主任 26(20.5)
專任輔導老師 21(16.5)
專任心理師 50(39.4)
資教輔導老師 30(23.6)

背景 輔諮專業 83(65.4)
相關科系 34(26.8)
非輔諮專業 10(7.9)

教育程度 學士 28(22.0)
碩士 85(66.9)
博士 14(11.0)

2. 學生部分：學生預試樣本包含新竹教育大學與致理技術學

院二所學校，共回收 136 份問卷，資料整理後，刪除其中

3 份無效問卷共得有效預試問卷 133。有效預試樣本基本

資料如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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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學生預試樣本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 人數(百分比)

N=133
性別 男 22(16.5)

女 111(83.5)
學校類別 公立 40(30.1)

私立 93(69.9)
學校性質 ㄧ般大學 38(28.6)

技職院校 95(71.4)
年級 ㄧ年級 105(78.9)

二年級 18(13.5)
三年級 3(2.3)
四年級 5(3.8)
五年級 2(1.5)

學院 文學院 16(12.0)
理學院 6(4.5)
商學院 94(70.7)
其他 17(12.8)

經驗 曾參加輔諮活動 90(67.7)
未參加 43(32.3)

(二)正式樣本

1. 輔導老師部分：輔導老師正式樣本包含輔仁大學等四區合

計北ㄧ區 18 所學校、北二區 20 所學校、中區 13 所學校、

南區 16 所學校，回覆參加人數 271 人，共回收北ㄧ區 69

份有效問卷、北二區 64 份有效問卷、中區 51 份有效問

卷、南區 66 份問卷，回收 250 份問卷，剔除其中 8 份無

效問卷後，合計 66 所學校 242 份有效問卷。各校回覆參

加人數及基本資料如表 3-6 至 3-10。(寄給各校問卷的數

目，係根據各校所回覆電子郵件中所告知輔導老師的人

數，徵求協助問卷調查函如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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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北ㄧ區回覆參加學校及人數分佈表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輔仁大學 5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桃園) 2

中國文化大學 6 大同大學 5

國立陽明大學 6 國防醫學院 1

國立台北大學 5 國立東華大學 3

國立政治大學 10 國立宜蘭大學 2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4 實踐大學 5

淡江大學 3 台北醫學大學 4

慈濟大學 3 元智大學合計 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4 長庚大學 5

合計 78 人（18 校） 回收 69 人（17 校）

表 3-7 北二區回覆參加學校及人數分佈表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醒吾技術學院 5 萬能科技大學 1

崇右技術學院 4 元培科技大學 6

慈濟技術學院 3 華夏技術學院 4

德霖技術學院 3 東南科技大學 1

中國科技大學 7 馬偕醫護管理專校 2

台灣警察專科學校 1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2

亞東技術學院 2 長庚技術學院 3

新生醫護管理專校 4 明志科技大學 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4 致理技術學院 4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校 3 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 3

合計 66 人（20 校） 回收 64 人（20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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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中區回覆參加學校及人數分佈表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弘光科技大學 3 靜宜大學 5

中山醫學大學 3 朝陽科技大學 5

嶺東科技大學 3 中臺科技大學 2

育達商業技術學院 4 國立聯合大學 5

中州技術學院 5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7

中國醫藥大學 4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3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2

合計 53 人（13 校） 回收 51 人（13 校）

表 3-9 南區回覆參加學校及人數分佈表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國立高雄海洋科大 3 興國管理學院 2

南台科技大學 5 樹德科技大學 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7 國立台南護理專校 2

吳鳳技術學院 4 國立高雄大學 2

立德大學 4 國立成功大學 9

大仁科技大學 6 育英醫護管理專校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3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2

國立中山大學 4 國立台南大學 3

合計 74 人（16 校） 回收 66 人（16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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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輔導老師正式樣本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人數(百分比)
N=242

性別 男 44(18.2)
女 198(81.8)

學校類別 公立 82(33.9)
私立 160(66.1)

學校性質 ㄧ般大學 114(47.1)
技職院校 126(52.1)

所屬區域 北ㄧ區 65(26.9)
北二區 64(26.4)
中區 55(22.7)
南區 58(24.0)

年資 1~3 年 155(64.0)
4~6 年 39(16.1)
7~10 年 17(7.0)
10 年以上 31(12.8)

職稱 主任 48(19.8)
專任輔導老師 55(22.7)
專任心理師 97(40.1)
資教輔導老師 42(17.4)

背景 輔諮專業 149(61.64)
相關科系 74(26.8)
非輔諮專業 19(7.9)

教育程度 學士 36(14.9)
碩士 181(74.8)
博士 25(10.3)

2. 學生部分：學生正式樣本包涵國防醫學院等四區合計北ㄧ

區 6 所學校、北二區 5 所學校、中區 7 所學校、南區 4

所學校，共寄出 1,440 份問卷，回收北ㄧ區 366 份有效問

卷、北二區 244 份有效問卷、中區 351 份有效問卷、南

區 223 份有效問卷，合計 1184 份有效問卷。學生樣本所

屬學校及基本資料如表 3-11 至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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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學生樣本所屬學校及人數分佈表
北ㄧ區(6校) 北二區(5校) 中區(7校) 南區（4校）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數

國防大學 60 慈濟技院 60 聯合科大 60 高師大 60
政治大學 60 東南科大 60 弘光科大 60 台南護專 60
中原大學 60 華夏技院 60 育達技院 60 南台科大 60
淡江大學 120 長庚技院 60 中山醫大 60 吳鳳技院 60
台灣師大 60 北商技院 60 雲林科大 60
台北大學 120 明道大學 60

嶺東科大 60
合計 480 合計 300 合計 420 合計 240
回收 367 回收 244 回收 351 回收 222

表 3-12 學生正式樣本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人數(百分比)
N=1184

性別 男 450(38.0)
女 734(62.0)

學校類別 公立 471(39.8)
私立 713(60.2)

學校性質 ㄧ般大學 569(48.1)
技職院校 568(48.0)
軍警院校 47(4.0)

年級 ㄧ年級 245(20.7)
二年級 463(39.1)
三年級 272(23.0)
四年級 158(13.3)
五年級 32(2.7)

學院 文學院 193(16.3)
理學院 76(6.4)
工學院 151(12.8)
商學院 105(8.9)
管理學院 151(12.8)
法學院 20(1.7)
醫學院 180(15.2)
電資學院 52(4.4)
其他 252(21.3)

經驗 曾參加輔資活動 759(64.1)
未參加 42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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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一、訪談法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半結構的訪談法，針對四種不同身分的訪談對象，訪談

對於大學校園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的看法，專家訪談收集資料的工

具為：

(一)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

1. 姓名：________________

2. 服務學校：__________________

3. 性別：□男 □女

4. 職務背景：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5. 大專校院服務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學務長(輔諮中心主任)年資： _________________

7. 曾經擔任其他行政主管名稱與年資：____________________

(二)訪談大綱

1. 你認為輔導諮商中心的服務品質好不好，可從哪些指標來看？

2. 在這些指標中，關鍵因素為何？

3. 什麼問題或任務或事情或因素與提供優質輔導諮商服務有

關、或會影響是否能提供優質的服務品質？

4. 你認為學生的知覺與輔導老師(或專業人員)或與學務主管對

上述問題的知覺是否存有差異？

5. 你認為輔導諮商服務品質優不優應採取誰的觀點？你認為要

如何處理不同人的觀點？或如何整合？

「在受訪者都沒有意見之後，說明 PZB 落差理論，以協助受訪者

瞭解模式的意義）」

6. 你覺得模式是否適用於輔諮中心，模式中所提到的五個落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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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需要增加或減少的部份？

二、德懷術研究工具

(一) 本研究第一階段德懷術專家諮詢問卷乃是由研究者先根據落

差理論中服務品質與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定義及組成因素，

參考有關文獻擬定「輔導服務品質量表」及「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量表」最初問卷，再根據訪談法的結果，修訂輔導

服務品質指標、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及組成因素與部分題

項，完成初次專家諮詢問卷之編製。輔導服務品質部分有六

項指標共25题，六項指標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

應性」、「保證性」、「體貼性」與「認同性」，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部分有四個向度、十五個組成因素共61題（參見附

錄五）。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與組成因素為：

管理階層認知向度：「學生需求調查」、「向上溝通」。

品質承諾向度：「品質承諾」、「目標設置」、「工作標準化」、「可

行性」。

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團隊合作」、「員工適配」、「技

術適配」、「控 制力」、「監 控系統」、「角色

衝突」、「角色模糊」。

宣導與溝通向度：「加強宣導」、「水平溝通」。

第一階段專家諮詢問卷，以李克特氏（Likert-type）五點

量表來判斷其適切程度。分數從1至5，分數愈高，表示題目愈

適切。每題目下方皆有保留、刪除、修正的選項與「修正意見

欄」供專家提供修正意見。如果專家小組成員對本研究所擬定

的各題項內容、名稱、及定義內涵或其他意見，認為有斟酌取

捨之必要，都可以在修正意見欄表示對题項之建議。

(二) 第一階段德懷術專家諮詢問卷回收後，本研究將根據專家的

意見、以及各題目之平均數（M）與標準差（SD），進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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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彙整，並與指導教授逐題詳細討論以後，做為第二次德懷

術問卷。第二階段德懷術問卷仍然以符合本研究理論架構為

依據，輔導服務品質部分有六項指標共21题，輔導服務品質

影響因素部分有四個向度、十五個組成因素共48題（如附錄

六）。由於專家小組對於第一階段問卷提出大幅度修改的意

見，因此第二階段仍然以李克特氏（Likert-type）五點量表來

判斷其適切程度。分數從1至5，分數愈高，表示題目愈適切。

每題目下方皆有保留、刪除、修正的選項與「修正意見欄」

供專家提供修正意見。

(三) 第三階段德懷術問卷內容主要是依第二次德懷術意見整合結

果編製而成，第三階段德懷術問卷仍然以符合本研究理論架

構為依據，輔導服務品質部分有六項指標共22题，輔導服務

品質影響因素部分有四個向度、十五個組成因素共54題（如

附錄七）。

由於本研究有既定的理論架構，以及架構中的輔導服務品

質指標、影響因素、及影響因素的組成因素數目，為了後續進

行探討輔導服務品質，以及輔導服務品質與影響因素之間關係

的量化研究，必須對各量表進行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可能因

此刪除不適當題目後，而導致題數太少以致於指標或因素消

失，所以設法維持各指標或因素均有三至五題，而不似一般德

懷術專家諮詢，隨著不同階段的進行在題數方面有日益減少的

收斂結果。在本研究德懷術專家諮詢的過程中，當題項因為不

適切而被刪除後，都會根據理論與文獻、或是專家提供修改的

意見（專家建議增加題項）再行增加題項，所以題數較不會受

到不同階段因素的影響而遞減。因為每階段均刪除不適當題

項，並視需要增加新的題項，以至於雖然題數維持不變，甚而

增加（採取專家修正意見成為新的題項），然而題項內容會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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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各階段不斷的修正與題項的篩選更換，所以題項內容的適切

性會逐漸提升。由於每一階段皆有新增題項，所以三階段都以

李克特氏（Likert-type）五點量表來判斷各題的適切性。分數

從1至5，分數愈高，表示題目愈適切。每題目下方皆有保留、

刪除、修正的選項與「修正意見欄」供專家提供修正意見。

三、問卷調查法研究工具

(一)預試工具

本研究依據落差理論的服務品質概念模式編製「輔導服務品質量

表」，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來衡量輔導服務品質與影響

因素。如本研究在第二章第二節所述，由於「落差」觀念為落差理論

發展之出的概念，受到量化不易以及有關以落差觀念的衡量工具引起

爭議等因素，所以本研究中，不採用落差的名稱，而對落差一至落差

四的名稱，分別依據落差理論中各落差組成因素的涵義給予命名：落

差一為「管理階層認知向度」、落差二為「品質承諾向度」、落差三為

「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落差四為「宣導與溝通向度」、落差

五為「輔導服務品質」，在本研究中以前四個向度為輔導服務品質的

影響因素。

「輔導服務品質量表」係根據SERVQUAL原始的10個指標，做

為發展輔導服務品質項目的基礎；「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各

題項的內容則依據ZBP(1988)對於服務品質概念模式四個落差15個組

成因素(如前述表2-1、2- 2)的描述加以編製而成。本研究為探討大學

校院輔諮中心的輔導服務品質，與原量表的研究對象行業相去甚遠，

因此原則上採用原始的10個指標。由於目前輔導諮商領域中尚無有關

的量表可資參考，因此實際問卷的編製，係研究者根據一、文獻探討

中所述及的服務品質及其影響因素的涵義。二、研究者過去在諮商領

域二十餘年的實務經驗，三、再根據訪談輔諮工作的專家、學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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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諮中心主任與學生的結果，以及四、德懷術三階段專家諮詢加以修

正，完成本研究的「輔導服務品質量表」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

量表」預試工具。

1、修正題項一：首先根據訪談結果，分別修正二量表最初問卷的題

項結構如下：

「輔導服務品質量表」：

(1) 有形性 4 題。

(2) 可靠性 3 題。

(3) 反應性 2 題。

(4) 保証性 9 題。(包含勝任性、禮貌性、信賴性、安全性）

(5) 體貼性 5 題。(包含溝通性、接近性、瞭解性）

(6) 認同性 2 題。（新增指標，包含二個題項）

合計 25 題。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的題項結構如下：

「宣導與溝通向度」因素一改為：「加強宣導」取代原來「誇

大宣傳」的因素。

(1) 「管理階層認知向度」：合計7題。

(2) 「品質承諾向度」：合計16題。

(3) 「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合計33題。

(4) 「宣導與溝通向度」：合計5題。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根據訪談結果擬定的題項合計

61題。

2、題項修正二：進行三階段德懷術專家評定，根據十一位專家的意

見，進行三階段題項修正。二量表的題項結構如下：

「輔導服務品質量表」：

(1) 有形性 3 題。

(2) 可靠性 3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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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應性 3 題。

(4) 保証性 5 題。

(5) 體貼性 3 題。

(6) 認同性 5 題。

合計 22 題。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的題項結構如下：

(1) 「管理階層認知向度」包含二個組成因素為「學生需求

調查」、「向上溝通：合計8題。

(2) 「品質承諾向度」包含四個組成因素為「品質承諾」、

「目標設定」、「工作標準化」、「可行性」合計14題。

(3) 「輔導服務人員之知能與態度」包含七個組成因素為

「團隊合作」、「員工勝任性」、「技術勝任性」、「控

制力」、「監控系統」、「角色衝突」、「角色模糊」

合計26題。

(4) 「宣導與溝通向度」包含二個組成因素為「加強宣導」、

「水平溝通」合計6題。

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合計54題。

(二)正式量表

在問卷的設計上，教師版的問卷包含「輔導服務品質量

表（教師版）」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並將兩

部分的題項打散混合，而成為「大學校院輔諮中心服務狀況

調查問卷」，以避免各因素題項集中可能對填答者的影響，

調查問卷計76題。學生版的調查問卷，僅包含輔導服務品質

量表的22題，同樣將各指標題項打散混合。兩份問卷均分為

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填答者及其服務或就讀學校之基本

資料；第二部分則為量表題項。本研究經預試分析後，「輔

導服務品質量表」（教師版）刪除1題，共六個指標21題，「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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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服務品質量表」（學生版）刪除1題，共六個指標21題，「輔

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刪除9題，共四個項度45題。教師

版的基本資料類別與選項如下：

1. 性別︰男 、女

2. 學校類別：公立、私立

3. 學校性質：一般大學、技職院校、軍警院校

4. 所屬大專校院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北一區、北二區 、

中區、南區

5. 擔任本職年資：1~3 年、4~6 年、7~10 年、10 年以上

6. 職稱：主任、專任輔導老師(未取得心理師證照)、專任諮

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資源教室輔導老師(限有參與輔諮

中心個別諮商工作)

7. 背景：輔諮專業、相關科系(如教育、社工等)、非輔諮專

業

8. 教育程度：學士、碩士、博士

學生版的基本資料類別與選項如下：

1. 性別︰男、女

2. 學校類別：公立、私立

3. 學校性質：一般大學、技職院校、軍、警院校

4. 年級：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

5. 學院：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商學院、管理學院、農學

院、法學院、醫學院、電資學院、其他____________

6. 經驗：曾參加過輔諮中心的活動(講座、諮詢、諮商)、

未參加過

在填答與計分方式方面，本量表採用李克特式六點量尺

方式作答，在每一題陳述後，分別標示「非常同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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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各選項之得分分別為6、5、4、3、2、1分，由

填答者根據其意見進行填寫作答。

第五節 資料處理

一、 訪談法資料處理

本研究分別訪談專家學者、學務長、輔諮中心主任與學生四種

不同身分合計 23 名訪談對象進行訪談，收集所有的訪談錄音檔

與筆記，進行資料分析。

1. 訪談資料分析：

(一)謄寫逐字稿：將23筆訪談錄音檔逐一謄寫逐字稿，由於時

間因素，部分資料係研究者委請工讀學生登錄為逐字稿。

並由研究者親自再聽過一遍，加以校對，仔細閱讀後將逐

字稿中有意義的單位斷句，確認逐字稿無誤後完成逐字稿

部分。

(二)編碼：研究者與服務單位的專任心理師先行討論，界定各

個意義單位的概念後，再歸類至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指標

與四個影響影響因素中，並加以編號。表3-13為編碼範例。

爲增加編碼部分的信度，研究者在進行第一位受訪者的編

碼工作時，先請當初一起界定義意單位的專任心理師也同

時進行，然後比對兩人的結果，針對不一致之處進行討論，

以得到編碼的共識。此部分編碼的工作均由研究者親自進

行。

(三)若是訪談資料中的概念為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中所

沒有，以至於無法做歸類時，則由研究者加以命名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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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編制「輔導服務品質量表」與「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

素量表」的依據。

(四)逐一將逐字稿分段，將每一段中的概念加以編碼，然後將

每一個人在訪談大綱的六個議題中的編碼分別加以統計分

析，歸納出每一個議題中所出現的概念數目，找出專家學

者的共同意見，作為輔導服務品質的指標、影響因素、與

影響因素組成因素，做為量表編製的依據。

表3-13 受訪者編碼範例

訪談逐字稿 編號

Ａ→看有沒有個別諮商排班表，一個禮拜可以提供多少人次

的服務，一個大學不像一般中小學，學生都在教室裡，因為

大學學生是選課，所以不同時段都要有人值班，這樣才可滿

足不同時段學生的需求，所以看的東西，可能就會看生師比

夠不夠，老師專業夠不夠，然後安排的時段多不多

01-02-03 服務量

01-02-03-5-10
01-02-03-5-4
01-02-03-2-4
01-02-03-5-8

Ａ…至於你所說的指標的話，我覺得是一個安心的感覺吧！

我印象很深刻，那時候的責任心強吧！所以比賽加入的時候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不知該怎麼辦，以前高中老

師說你有什麼事，可以找輔導室這邊，那我就跑來這邊，找

輔導老師，一直哭不停。像我們「小覺」第一重要的就是要

讓來詢問的人安心，而且還要注意隱私，我們會一開始就跟

他們講清楚，讓他們知道這裡是很安全的

04-01-01-5-6

04-01-01-5-7

表3-3中的編號有五個號碼，各號碼所代表的意義依序分別為：

1. 受訪者身份：01-代表專家、02-代表學務長、03-代表輔諮中

心主任、04-代表學生。

2. 受訪者順序：01-代表第一位、02-代表第二位。

3. 逐字稿頁碼：01-代表此概念在逐字稿第一頁、02-表是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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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頁。

4. 輔導服務品質或影響因素：01-表示此概念屬於本研究輔導

服務品質架構中的「管理階層認知向度」、02-表示此概念屬

於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中的「品質承諾向度」、05-表示

此概念屬於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中的「輔導服務品質」。

5. 輔導服務品質指標或影響因素的組成因素：01-表示表示此

概念屬於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中輔導服務品質的第一

個指標，或是影響因素的第一個組成因素、02-表示表示此

概念屬於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中輔導服務品質的第二

個指標，或是影響因素的第二個組成因素。

根據以上敘述，編號01-02-03-5-10表示：受訪者的身份為專家，

順序為第二位，在逐字稿的第三頁，概念歸類至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

架構的輔導服務品質，第十個指標(了解學生)。編號04-01-01-5-6表

示：受訪者的身份為學生，順序為第一位，在逐字稿的第一頁，概念

歸類至本研究輔導服務品質架構的輔導服務品質，第六個指標(信用

性)。

部分編號僅有三個號碼和一個概念名稱，表示受訪者所提出的概

念，不在本研究的輔導服務品質架構中，由研究者另行歸類，並列入

編製量表的依據。

二、 德懷術專家諮詢資料處理

本研究德懷術分三階段問卷與資料處理：

(一)第一階段之目的在要求參加評鑑的專家學者，針對問題提供

意見。此步驟旨在取得廣泛的資料，作為設計第二階段調查

問卷之基礎。為了讓參與樣本自由地反應，一般來說第一次

問卷多半採取開放的形式，然而此種方式由於意見多元，不

容易有交集，所以研究者根據理論有關文獻，事先擬定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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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經專家訪談後形成第一階段問卷。第一階段專家諮詢調

查問卷回收後，採用適切度平均數、標準差等統計方法進行

意見彙整，同時採取請專家小組修正意見。對於題目的增刪

則採取嚴格的篩選方式，任何專家小組成員對於題項的評估

提出修正意見，都慎重考慮並與指導教授討論後，決定題項

的保留、修正或刪除，並視刪除題項多寡，與本研究架構的

符合情形，依據理論架構及有關文獻擬定新增題項，以免刪

除題項過多或不均，部分理論架構的指標或影響因素組成題

數大幅減少或消失，導致問卷題項內容與理論架構不符。依

據專家小組的意見加以彙整後，成為第二階段的問卷。

(二)由於第二階段有新增題項，因此仍然同時考慮適切度平均

值、專家小組意見、並與指導教授充分討論後進行題項修

正，編製為第三階段專家諮詢問卷。

(三)第三階段進行題項修正的原則仍然相同，經彙整專家意見後

編製成為預試問卷。

三、 問卷調查法資料處理

在調查問卷回收後，本研究先將所有回收之問卷資料進行檢

查，並將規則性填答、填答不全等有問題的問卷剔除。然後再進

一步進行編碼，透過SPSS for Windows 12.0 版統計套裝軟體，

進行資料統計分析。

(一)信度分析

針對「輔導服務品質量表」、「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量表」

分別以內部一致性Cronbach’s α係數進行信度分析。

(二)t 考驗與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應用獨立樣本t 考驗與變異數分析來瞭解不同背景

變項（學校類別、學校性質、性別、所屬區域、擔任本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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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職稱、專業背景、教育程度）的大學校院輔導老師，對

於輔諮中心輔導服務品質以及輔導服務品質影響因素的差

異。一旦各項考驗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則進一步進行事後

比較，以瞭解造成差異之組別為何。

(三)逐步多元迴歸

本研究以逐步多元迴歸來了解輔導服務品質指標與輔導服

務品質影響因素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