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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在探討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並以民國九十

二年起所實施之「國民旅遊卡」措施為例，在研究設計上同時探討國民旅

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人口屬性與此制度激勵效果之關係，針對由激勵理論

建構出的激勵效果構面、人口屬性，以及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三者

之間的關係進行問卷調查，以解釋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之影響因素

及其關係。 

 

第一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 

壹、研究架構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本研究以「人口屬性」、「對國民旅遊卡四項限

制的接受度」為自變項，「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為依變項，探

討三者之間的關係，如圖 3-1，各變項操作型定義說明如下： 

 

一、自變項「人口屬性」 

    本研究參考前述有關人口屬性影響激勵效果之相關研究，以及有關國

民旅遊卡措施之研究中會影響國民旅遊卡認同態度之人口屬性變數，歸納

出以下幾項人口屬性變數係前述國內外研究中最常發現對激勵效果具有

影響者，包括：性別、收入、年齡、教育程度、職務別(職位)、年資等，

故本研究選取上述變數作為人口屬性變數。在年資部分，除公部門年資

外，另因本研究旨在探討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故亦設計「休

假年資」之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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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研究在第二章第二節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意涵分析時曾論

及國民旅遊卡之使用限制可能影響公務人員與家人之關係需求滿足，故亦

於此部份列入婚姻狀況與子女狀況兩變數。 

    綜上，本研究選取有關人口屬性之變數如下： 

(一) 性別：男性、女性。 

(二) 年齡：以出生年填答。 

(三) 教育程度：最高學歷。 

(四) 收入：以月收入填答。 

(五) 婚姻狀況：指受訪者為已婚或未婚。 

(六) 子女狀況：指受訪者是否已育有子女。 

(七) 職務別：是否擔任主管。 

(八) 休假年資：指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每年得休假日數，分為未滿

七日、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二十八日、三十日。 

(九) 公部門年資：指於公部門服務累積之年資。 

 

二、中介變項「對國民旅遊卡四項限制之認同」 

    由前述文獻回顧可知，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除受人口屬性之

影響外，亦可能因對國民旅遊卡措施內涵之認同影響此制度之激勵效果，

而對於國民旅遊卡措施之認同亦可能與人口屬性有關，是以，公務人員對

於國民旅遊卡之認同態度成為本研究之中介變項，亦即對於國民旅遊卡措

施之「異地」、「隔夜」、「非假日旅遊」、「特約商店」四項限制是否認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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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可接受或得予以肯定。 

(一) 「異地」限制之認同：是否因為交通工具、交通時間等因素而認為

「異地」之規定不合理。 

(二) 「隔夜」限制之認同：是否因為業務繁忙或家庭因素不便連續請兩

天休假而認為「隔夜」之規定不合理。 

(三) 「非假日旅遊」限制之認同：是否因為找不到同行者而認為「非假

日旅遊」之規定不合理，或因為平日旅遊人潮較少、能享有平日優

惠因而可接受此限制。 

(四) 「特約商店」限制之認同：是否因為缺乏特約商店資訊、特約商店

不符消費需求、價格不公道等因素而認為「特約商店」之規定不合

理。 

 

三、依變項「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本研究之依變項「激勵效果」係藉由激勵理論分析強制休假補助制度

之激勵意涵，將此制度能提供之激勵效果歸納為五面向，包括： 

(一) 滿足物質上之需求：指由此補助所獲得的物質報酬，包括於特約商

店購得物品或支付團費、住宿費、交通費等。 

(二) 滿足其關係需求：指滿足其維持人際關係的需求，包含與家人之互

動、與工作場合中其他人員之互動、職業形象等。 

(三) 幫助個人成長：指滿足個人追求自我發展的慾望，包括在休假旅遊

活動中放鬆身心、求取新知、或因旅遊經驗豐富而產生某種優越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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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其他工作者相較而感到滿足或公平：指將自己於工作的「投入-結

果」比率與他人相較，包括與同屬公務人員之工作者以及與非屬公

務人員之工作者相較。 

(五) 提高久任之意願：指此補助透過正增強所發揮的影響，包括降低離

職率、留才於公部門中，以及吸引人才進入公部門任職。 

 

 

圖 3-1-1  研究架構 

 

貳、研究假設 

假設一：「人口屬性」與「對國民旅遊卡限制之認同」無差異性存在或無

關聯存在。 

   假設 1.1：人口屬性與「異地」限制認同無差異性存在或無關聯存在。 
   假設 1.2：人口屬性與「隔夜」限制認同無差異性存在或無關聯存在。 
   假設 1.3：人口屬性與「非假日旅遊」限制認同無差異性或無關聯存在。 

   假設 1.4：人口屬性與「特約商店」限制認同無差異性存在或無關聯存在。 

   假設 1.5：人口屬性與「整體」限制認同無差異性存在或無關聯存在。 

中介變項 

依變項 
自變項 

人口屬性 

對國民旅遊卡四

項限制之認同 

強
制
休
假
補
助
制
度

之
激
勵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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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人口屬性」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

或無關聯存在。 

   假設 2.1：人口屬性與「物質滿足」面向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或無

關聯存在。 
   假設 2.2：人口屬性與「關係滿足」面向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或無

關聯存在。 
   假設 2.3：人口屬性與「個人成長」面向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或無

關聯存在。 
   假設 2.4：人口屬性與「公平感」面向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或無關

聯存在。 
   假設 2.5：人口屬性與「久任意願」面向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或無

關聯存在。 
   假設 2.6：人口屬性與「整體」激勵效果無顯著差異存在或無關聯存在。 

假設三：「對國民旅遊卡限制之認同」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無關聯存在。 

   假設 3.1：對「異地」限制之認同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無關

聯存在。 
   假設 3.2：對「隔夜」限制之認同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無關

聯存在。 
   假設 3.3：對「非假日旅遊」限制之認同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

果無關聯存在。 
   假設 3.4：對「特約商店」限制之認同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無關聯存在。 

假設四：「人口屬性」透過「對國民旅遊卡限制之認同」的中介效果不影

響「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假設 4.1：「人口屬性」透過「異地限制之認同」的中介效果不影響「強

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假設 4.2：「人口屬性」透過「隔夜限制之認同」的中介效果不影響「強

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假設 4.3：「人口屬性」透過「非假日旅遊限制之認同」的中介效果不

影響「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假設 4.4：「人口屬性」透過對「特約商店限制之認同」的中介效果不

影響「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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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抽樣方法 

    本問卷所採用之方法為便利抽樣（convenience sampling），是非機率抽

樣方法之一。非機率抽樣（nonprobability sampling）係指不依機率原則所

進行的抽樣行為；此種抽樣方法中每個元素被抽中的機會並不相等，頗有

便宜行事之勢。所謂便利抽樣，是以便利為基礎的一種抽樣方法，指研究

者選擇容易得到的抽樣單位（潘明宏、陳志瑋譯，2003）。本研究對象為

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持用國民旅遊卡請領休假補助者，受測之公務員非屬

隨機樣本，因此也就無法估計其抽樣誤差。 

 

第三節  問卷設計與效度信度分析 

壹、問卷設計 

    問卷之研擬，係以本研究之架構與假設為依據，參考相關文獻編製出

本研究之問卷。在問卷完成初稿後，再經由前測與請教學者專家，就題目

內容與研究架構之相關性，以及問卷之編排設計予以修正、潤飾。 

    問卷共分三大部分，包括人口屬性、對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評

價、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在「對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評

價」、「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兩部分採用李克特五點量表方式作

答。本研究進行前測之問卷詳見附錄一，內容大致如下： 

一、對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評價 

    參考過去國民旅遊卡使用行為、態度、認知的相關文獻，針對「異地」、

「隔夜」、「非假日」、「特約商店」四項限制設計量表（表 3-3-1），探求公

務人員對此四項限制之認同。 



 54

表 3-3-1  對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之認同題項 

1.  前往其他縣市旅遊，交通工具問題並未造成我的困擾。 

2. 前往其他縣市旅遊，並未讓我覺得休假時間被壓縮。 

3. 前往其他縣市旅遊對我而言較不方便，所以我通常把補助額度

用在與台北市鄰近的台北縣特約商店消費。 

4. 只能在「異地」消費，是我可以忍受的。 

異
地
限
制 

5. 自從九十六年七月放寬限制後，我選擇在本縣市使用補助額度

旅遊與消費的可能性，一定比在其他縣市使用的可能性來得大。

6. 我家人覺得我單獨連續兩天外宿旅遊沒有關係。 

7. 連續請兩天休假並不至於影響我的業務執行。 

8. 為了與我ㄧ起出遊，我的家人也可以配合我連續請兩天假。 

9. 休假須「隔夜」才能核銷補助，是我可以容忍的限制。 
隔
夜
限
制 10. 自從九十六年七月放寬限制後，我會為了使用補助額度，在國

定假日前後選半天或一天請休假，不會再為了刷卡而連續請假

兩日。 

11. 在平日請休假，我的家人還是可以配合我ㄧ起旅遊。 
12. 在平日請休假，我會因為找不到家人或朋友同遊而感到困擾。 

13. 我喜歡在平日旅遊，因為人潮較少。 

14. 我喜歡在平日旅遊，因為有些相關費用在平日會低於假日。 

15. 只能在「非假日」消費，我是可以容忍的。 

非
假
日
旅
遊
限
制 16. 自從九十六年七月放寬限制後，我選擇在假日使用補助額度旅

遊與消費的可能性，一定比在非假日使用的可能性來得大。 

17. 同事之間會彼此分享特約商店的資訊，我常常覺得很有參考價

值。 

18. 我覺得要找到符合我消費需求的特約商店並不困難。 

19. 我因持國民旅遊卡消費而得到許多優惠折扣。 

20. 只有某些類型的商店可成為特約商店，我覺得這是合理的措施。

特
約
商
店
限
制 21. 只能在「特約商店」消費，是我可以忍受的限制。 

 

二、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歸納出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之五面向，

並參考激勵因素、激勵效果相關研究之問卷題目，設計本研究強制休假補

助制度激勵效果之問卷調查，共包含「物質滿足」、「關係滿足」、「個人成

長」、「公平感」、「久任意願」五個面向（表 3-3-2），測量現行強制休假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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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制度對公務人員提供之激勵效果。 

表 3-3-2  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題項 

1. 使用國民旅遊卡請領休假補助，我可以買到我想要的物品。 

2. 我的國民旅遊卡補助額度，大都是花在一般商圈購物上面。 

3. 我的國民旅遊卡補助額度，大都是花在購買旅行社行程或住宿。 

4. 我的旅遊習慣大致上可以配合國民旅遊卡之補助原則。 

物
質
滿
足 5. 因為刷卡消費可以再請領補助，我會把補助額度視為薪資的一部

分。 

6. 我會使用國民旅遊卡和家人一起旅遊。 

7. 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與家人一起旅遊的機會，增進家庭關係。

8. 同仁之間討論國民旅遊卡的使用經驗，可以讓我覺得我與同仁之間

相處融洽。 

9. 我喜歡與同仁分享我認為有價值的特約商店的資訊。 

關
係
滿
足 

10. 外界對於公務人員使用國民旅遊卡的各種批評，我覺得會對公務人

員的形象造成負面的影響。 

11. 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旅遊的機會，讓我能遠離工作的乏味，恢

復活力。 

12. 使用國民旅遊卡旅遊消費時，能幫我脫離生活中的壓力。 

13. 使用國民旅遊卡旅遊消費時，能幫助我主動探索新的知識。 

14. 我能藉由國民旅遊卡的補助，做我一直想做卻沒有機會做的活動或

參訪的地方。 

個
人
成
長 

15. 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旅遊的機會，旅遊經驗豐富讓我有種優越

感。 

16. 與私部門工作者相比，我覺得國民旅遊卡的休假補助是合理的。 

17. 就我自己對於工作所付出的比例而言，我所得到的國民旅遊卡休假

補助是合理的。 

18. 只要具有休假年資 14天即可請領補助 16000元，我覺得現行制度

是公平合理的。 

19. 因有國民旅遊卡之休假補助，會使我更願意投入於工作。 

公
平
感 

20. 我的親友都很羨慕我在公部門服務，休假還有國民旅遊卡的補助。

21. 如果有天我離開公部門因此失去休假補助的福利，我會覺得很可

惜。 

22. 當我面臨是否離開公部門工作之抉擇時，休假補助的福利會成為我

的考量之一。 

23. 在我進入公部門之前就聽說有休假補助之福利，因而想要進入公部

門服務。 

24. 公務人員有休假補助之福利，因而我有親友努力想進入公部門服

務。 

久
任
意
願 

25. 如果取消或減少休假補助的福利，有可能會影響我繼續在公部門服

務的意願。 



 56

三、人口屬性 

    包含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子女狀況、職務別、休假年資、

月收入、任職公部門年資。 

 

貳、前測之效度分析與信度分析 

    本問卷研究對象為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於問卷前測階段發出六十五

份前測問卷，回收五十七份，淘汰無效問卷九份，共計四十八份有效前測

問卷，以此進行問卷項目分析與效度、信度分析。 

一、項目分析 

    為確認本研究問卷題項設計之適切性，檢視各題項是否具有鑑別度，

分別將「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之認同」、「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

兩部分之題項進行項目分析，分析結果分別如表 3-3-3與表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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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認同」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編號
參照表

3-3-1) 

極端組

比較 
(≥ 3.000) 

 

題項與 
總分相關

(≥ .400) 
 

修正題

項與總

分相關
(≥ .400)

題項刪除後

的α值 
(≤量表信度

值.800) 

共同性 
(≥ .200 

因素負

荷量 
(≥ .450)

1 3.267** .581** .494 .784 .261 .511 
2 3.789** .586** .501 .784 .349 .591 
3 ＃.079 ＃.061 ＃-.044 ＃.814 ＃.001 ＃-.025 
4 3.572** .591** .526 .784 .359 .599 
5 ＃.668 ＃.098 ＃-.001 ＃.811 ＃.028 ＃-.166 
6 3.746** .488** .401 .790 .268 .517 
7 3.662** .499** ＃.396 .790 .344 .587 
8 4.522** .618** .550 .782 .449 .670 
9 4.268** .623** .560 .783 .417 .646 
10 ＃.075 ＃-.004 ＃-.109 ＃.817 ＃.044 ＃-.211 
11 4.837** .623** .562 .783 .452 .673 
12 ＃-1.093 ＃-.300* ＃-.393 ＃.832 ＃.155 ＃-.393 
13 3.703** .542** .476 .787 .326 .571 
14 3.842** .547** .468 .786 .295 .543 
15 7.834** .573** .489 .785 .253 .503 
16 ＃.617 ＃.141 ＃.042 ＃.808 ＃.006 ＃-.075 
17 ＃2.811* .484** ＃.398 .790 .272 .521 
18 7.029** .771** .720 .771 .622 .789 
19 4.148** .569** .500 .785 .391 .625 
20 6.808** .666** .588 .777 .481 .693 
21 4.295** .640** .558 .780 .456 .675 

.800為「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認同」量表之內部一致性α係數 
**達.01顯著水準 
*達.05顯著水準 
＃未達指標值 

問卷第一部分「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認同」量表之第 3、5、10、12、

16題於項目分析之多項一般判別指標中皆未達標準（見表 3-3-3），故本部

分量表刪除第 3、5、10、12、16 題共五題，保留剩餘題項共十六題以進

行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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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編號參

照表

3-3-2) 

極端組 
比較 

(≥ 3.000) 
 

題項與 
總分相關

(≥ .400) 
 

修正題

項與總

分相關
(≥ .400)

題項刪除後

的α值 
(≤量表信度

值.907 

共同性 
(≥ .200 

因素負

荷量 
(≥ .450)

1 3.633* .479** .423 .905 .321 .470 
2 ＃2.694* .422** .416 .906 .350 ＃.387 
3 ＃1.563 ＃.293* ＃.226 ＃.909 ＃.090 ＃.300 
4 5.084** .641** .591 .901 .408 .639 
5 ＃1.154 ＃.167 ＃.090 ＃.912 ＃.009 ＃.096 
6 3.765** .584** .537 .903 .386 .622 
7 4.551** .663** .623 .901 .492 .701 
8 4.722** .657** .614 .901 .460 .679 
9 ＃2.227* .523** .478 .904 .274 .523 
10 ＃1.879 ＃.258 ＃.181 ＃.910 ＃.041 ＃.202 
11 7.853** .798** .765 .897 .645 .803 
12 12.368** .829** .802 .896 .718 .848 
13 8.720** .773** .741 .898 .652 .807 
14 5.561** .604** .549 .902 .425 .652 
15 5.590** .688** .642 .900 .524 .724 
16 3.310** .619** .566 .902 .378 .615 
17 3.205** .511** .461 .904 .276 .525 
18 ＃2.397* .477** .424 .905 .202 .450 
19 6.889** .758** .724 .898 .560 .749 
20 4.410** .600** .565 .903 .371 .609 
21 5.107** .641** .601 .901 .398 .631 
22 4.102** .475** .417 .905 ＃.181 .476 
23 3.603** .457** ＃.397 .905 ＃.189 ＃.435 
24 3.196** .438** ＃.375 .906 ＃.171 ＃.413 
25 4.767** .567** .515 .903 .277 .526 

.907為「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量表之內部一致性α係數 
**達.01顯著水準 
*達.05顯著水準 
＃未達指標值 

第二部份「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量表之項目分析則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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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題於各項判別指標中皆未達標準（見表 3-3-4），故本部分量表刪

除第 3、5、10題共三題，保留剩餘題項共二十二題以進行因素分析。 

 

二、效度分析 

    本研究之前測分析以因素分析來確保問卷的建構效度，將公務人員

「對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認同量表」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

果面向量表」分別進行因素分析，以刪減變數萃取出合適之因素，並加以

命名，因素分析之結果如表 3-3-5與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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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5  「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認同」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
素
名
稱 

題目 轉軸後的

成分矩陣
特徵值

解釋 
變異量 

累積解釋

變異量

21.只能在「特約商店」消費，是我
可以忍受的限制。 

.897 

20.只有某些類型的商店可成為特約

商店，我覺得這是合理的措施。
.858 

19.我因持國民旅遊卡消費而得到許

多優惠折扣。 
.545 

特
約
商
店
限
制 

18.我覺得要找到符合我消費需求的
特約商店並不困難。 

.517 

5.315
40.884
％ 

40.884
％ 

8.為了與我ㄧ起出遊，我的家人也可

以配合我連續請兩天假。 
.773 

7.連續請兩天休假並不至於影響我

的業務執行。 
.751 

隔
夜
限
制 9.休假須「隔夜」才能核銷補助，是

我可以容忍的限制。 
.550 

1.535
11.811
％ 

52.695
％ 

14.我喜歡在平日旅遊，因為有些相

關費用在平日會低於假日。 
.888 

13.我喜歡在平日旅遊，因為人潮較

少。 
.876 

非
假
日
旅
遊
限
制

11.在平日請休假，我的家人還是可
以配合我ㄧ起旅遊。 

.851 

1.299
9.995
％ 

62.690
％ 

2.前往其他縣市旅遊，並未讓我覺得

休假時間被壓縮。 
.873 

1.前往其他縣市旅遊，交通工具問題

並未造成我的困擾。 
.847 

異
地
限
制 4.只能在「異地」消費，是我可以忍

受的。 
.687 

1.176
9.045
％ 

71.736
％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0.787。 
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290.398。顯著性.000。 

    問卷第一部分「國民旅遊卡使用限制認同」量表之因素分析採用主成

份分析，以最大變異法進行直交轉軸，萃取出特徵值大於 1的四個因素。

為了使萃取出之各因素變數可解釋某一面向之使用限制，因而刪減因素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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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不良之題項第 6、15、17題，以剩餘十三題再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KMO

值為.787，Bartlett 球形檢定亦達顯著水準，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最後萃

取出特徵值大於 1的四個因素，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1.74%。因素分析之結

果如表 3-3-5。 

 

 

表3-3-6  「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量表之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
素
名
稱

題目 轉軸後的

成分矩陣
特徵值

解釋 
變異量 

累積解釋

變異量

15.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旅遊的

機會，旅遊經驗豐富讓我有種優

越感。 
.858 

14.我能藉由國民旅遊卡的補助，做

我一直想做卻沒有機會做的活動

或參訪的地方。 
.825 

13.使用國民旅遊卡旅遊消費時，能

幫助我主動探索新的知識。 
.818 

12.使用國民旅遊卡旅遊消費時，能

幫我脫離生活中的壓力。 
.702 

個
人
成
長 

11.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旅遊的

機會，讓我能遠離工作的乏味，

恢復活力。 
.615 

7.238
40.209
％ 

40.209
％ 

17.就我自己對於工作所付出的比例

而言，我所得到的國民旅遊卡休

假補助是合理的。 
.856 

19.因有國民旅遊卡之休假補助，會

使我更願意投入於工作。 
.701 

18.只要具有休假年資14天即可請領

補助16000元，我覺得現行制度是

公平合理的。 
.674 

公
平
感 

16.與私部門工作者相比，我覺得國
民旅遊卡的休假補助是合理的。

.592 

2.285
12.697
％ 

52.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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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喜歡與同仁分享我認為有價值
的特約商店的資訊。 

.847 

8.同仁之間討論國民旅遊卡的使用

經驗，可以讓我覺得我與同仁之

間相處融洽。 
.790 

關
係
滿
足 

7.國民旅遊卡措施使我增加與家人

一起旅遊的機會，增進家庭關係。
.556 

1.554
8.635
％ 

61.540
％ 

22.當我面臨是否離開公部門工作之

抉擇時，休假補助的福利會成為

我的考量之一。 
.850 

21.如果有天我離開公部門因此失去

休假補助的福利，我會覺得很可

惜。 
.744 

久
任
意
願 

25.如果取消或減少休假補助的福

利，有可能會影響我繼續在公部

門服務的意願。 
.659 

1.327
7.371
％ 

68.911
％ 

1.使用國民旅遊卡請領休假補助，我

可以買到我想要的物品。 
.698 

4.我的旅遊習慣大致上可以配合國

民旅遊卡之補助原則。 
.683 

物
質
滿
足 2.我的國民旅遊卡補助額度，大都是

花在一般商圈購物上面。 
.492 

1.023
5.684
％ 

74.595
％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0.705。 
Bartlett 球形檢定：近似卡方分配560.325。顯著性.000。 

問卷第二部分「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量表之因素分析採

用主成份分析，以相等最大值法進行直交轉軸，萃取出特徵值大於 1的六

個因素。最後一因素因所包含之題項數太少，僅包含第 23、24 兩題，故

刪除之再進行第二次因素分析。第二次因素分析仍採用主成份分析，以相

等最大值法進行直交轉軸，萃取出特徵值大於 1的五個因素，為了使萃取

出之各因素變數可解釋某一面向之激勵效果，因而刪減因素歸屬不良之題

項第 6、20 題，以剩餘十八題再進行第三次因素分析，KMO 值為.705，

Bartlett 球形檢定亦達顯著水準，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最後萃取出特徵

值大於 1的五個因素，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4.6%，結果如表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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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度分析 

    進行信度分析是為了維持問卷的一致性，所謂信度也稱為可靠度，指

一份量表所測得的分數之一致性與穩定性。本研究所採用之信度衡量工具

為 Cronbach’s alpha係數，用以考驗各變相的內部一致性。一般而言，alpha

值只要在 0.6 以上，即可宣稱該衡量工具的信度是可接受的（林震岩，

2006：197）。 

表 3-3-7為本問卷各變項之信度分析結果，Cronbach’s alpha值皆在 0.6

以上，顯示本問卷之測量信度具備內在一致性。 

表 3-3-7  信度分析結果摘要表 

量表 
Cronbach’s alpha值 

變項 Cronbach’s alpha值 

異地限制        .673 
隔夜限制        .668 
非假日旅遊限制  .677 

國民旅遊卡 
使用限制認同 

.875 特約商店限制    .830 
物質滿足        .665 
關係滿足        .794 
個人成長        .924 
公平感          .801 

現行強制休假補助 
制度激勵效果 

.907 
久任意願        .729 

 

    本研究將根據前測問卷之項目分析、因素分析與信度分析之結果刪除

部分題項，製成正式問卷。正式問卷之內容共包含第一部份「國民旅遊卡

使用限制認同」量表十三題，第二部分「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

量表十八題，以及第三部分個人基本資料九題，正式問卷詳見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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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分析方法 

    問卷回收後，本研究將利用社會科學統計軟體 SPSS 進行統計分析，

以次數分配表、描述統計、Pearson積差相關、混合迴歸分析進行統計分析，

使用方法說明如下： 

一、次數分配表：說明本研究施測後有效樣本之樣本特性，以次數分配與

百分比呈現。 

二、描述性統計：計算受試者之人口屬性、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認

同、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五面向的平均數及標準差。 

三、因素分析：將對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認同、強制休假補助制度

激勵效果的題數進行因素分析，萃取出較少的因素並加以命名成為新

變數，以進行變項間的關係探討。 

四、t-test：以以「性別」、「職務別」、「婚姻狀況」、「子女狀況」為自變項，

分別以「國旅卡使用限制之認同」、「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為

依變項，進行平均數的差異顯著性考驗，以了解其間差異情形。 

五、變異數分析：以「教育程度」為自變項，分別以「對國民旅遊卡各項

使用限制之認同」、「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為依變項，進行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若差異達顯著，再以最小平方法 LSD 進行事後比

較，以了解其間差異情形。 

六、Pearson積差相關：檢視人口屬性、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認同、

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間單純的相關關係。 

七、多元迴歸分析：分別以「對國民旅遊卡四項使用限制之認同」為依變

項，「人口屬性」為自變項，投入不同的依變項迴歸模型中，以了解

各變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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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階層迴歸分析：以「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為依變項，將「人

口屬性」、「對國民旅遊卡各項使用限制之認同」以區組的方式投入迴

歸模型，以檢視國民旅遊卡四項使用限制對此制度之激勵效果是否有

顯著解釋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