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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之結果，探討我國高級中學導

入 ISO 品質管理活動與其行政服務品質之關係，遂採文獻分析及問卷調查等

研究方法，茲依研究架構、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流程以及資料處理等

分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國內九十一學年止，已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我國高級中學，

各學校變項及各校教職員之個人變項為背景變項，以及其在 ISO 品質管理活

動與行政服務品質變項上之差異情形，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8︰

 個人變項

1.職務
2.性別
3.年齡

4.學歷
5.總服務年資

6.服務本校年資
7.對ISO瞭解程度

組織變項

1.學校類型
2.學校規模
3.設校時間

4.認證ISO時間
5.是否繼續認證ISO

ISO9000品質管理活動

品質管理系統
管理責任
資源管理
產品實現
衡量、分析與改進

行政服務品質

有形性
可靠性
反應性
保證性
同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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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旨在探討 ISO9000 導入高級中學後，其實施情形及對行政服務品

質之影響。遂本研究乃以已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系統之高級中學教職員為

研究對象。 

我國在民國 79 年將 ISO 轉成國家標準 CNS12680～12684，為瞭解國內

公私立高中職學校通過 ISO 認證的情形，本研究對 302 所國內公私立高中職

校進行問卷（如附錄三）普查發現，至民國九十三年止，國內共有八所私立

高級中學通過 ISO9000 認證，分別是私立開平中學、私立強恕中學、私立南

山中學、私立育達高中、私立致用高中、私立明道中學、私立長榮女中及私

立復華中學等。因此，本研究以此八所學校教職員為研究母群進行問卷調查。

針對上述八校的教職員總人數共 915 人，各校人數如表 8，本研究即以這 915

人做為普查對象，共寄發問卷 915 份，回收 738 份，經過資料篩檢後有效問

卷 564 份，無效問卷 174 份，回收率 81%，有效率 77%，其中開平中學因校

長人事異動無法獲得回應故未回收，問卷回收詳細情形如表 8。 

表 8  研究施測發放與回收表 

代號 學校名稱 發出數 回收數 回收率 有效數 無效數 有效率

0 明道 184 144 0.78 114 30 0.79 
1 長榮 97 97 1.00 68 29 0.70 
2 致用 154 128 0.83 97 31 0.76 
3 育達 198 181 0.91 133 48 0.73 
4 南山 94 91 0.97 73 18 0.80 
5 復華 82 54 0.66 38 16 0.70 
6 強恕 50 43 0.86 41 2 0.95 
7 開平 56 0 0.00 0 0 0.00 

合計  915 738 0.81 564 174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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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變項有學校類型、地理位置、規模、設校時間、認證時間與是否繼

續認證六項，地理位置分為都會區、鄉鎮區與偏遠區三級，以行政區的市或

縣及地理位置為區分標準，規模則分為 24 班以下、25 班-40 班、41 班-60 班、

61 班以上四種，設校則分為 10 年以下、11 年-30 年、31 年-50 年、50 年以上

四種，認證時間則以該校基本資料為依據。個人變項有職務、性別、年齡、

學歷、總服務年資、現任學校服務年資、對 ISO 瞭解程度等七項，其中職務

項是以現任為調查對象，總服務年資則是從事教育工作的總年數。清楚劃分

變項做為調查差異的基礎，組織變項中，因為多數學校都是複合型高中，業

務概都雷同，若有增減僅是數量上的不同並無性質上的差異，而數量的差異

可由研究不同學校規模之間的差異得知，因此學校類型不列入研究對象。個

人職務中只調查校長、主任、組長、幹事及教師，學校中工友不在調查對象

中，原因是私校工友數不多或者工友業務常有委外現象，再者工友的職務內

涵較不涉及組織經營的績效，因此可略而不計。 

本調查回收有效問卷 564 份，計有七校：南山高中 73 份、長榮高中 68

份、育達高中 133 份、致用高中 97 份、復華高中 38 份、強恕高中 41 份、明

道高中 114 份，職務部分計校長 5 人、主任 50 人、組長（含專兼任組長）74

人、職員 125 人、教師（含導師）308 人，性別部分計男性 193 人女性 324

人，年齡層分佈計未滿 30 歲者 64 人、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者 225 人、40 歲

以上未滿 50 歲者 182 人、50 歲以上 90 人，學歷部分計研究所以上（含 40

學分班）172 人、大學或學院 291 人、專科 68 人、其他 21 人，總服務年資

部分計未滿 5 年者 92 人、5 年以上未滿 10 年者 111 人、10 年以上未滿 20 年

者 215 人、20 年以上者 140 人，在該校服務年資部分計未滿 5 年者 130 人、

5 年以上未滿 10 年者 114 人、10 年以上未滿 20 年者 192 人、20 年以上者 126

人，對於 ISO 瞭解程度部分計非常瞭解者 68 人、大部分瞭解者 214 人、略有

瞭解者 226 人、不瞭解者 40 人。問卷中各單項的遺漏值均少於 3%（見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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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個人變項資料摘要表 

個人變項 類別 人數 
遺漏值 
（人） 

校長 5
主任 50

組長（含專兼任組長） 74
職員 125

職務 

教師 308

2 

男 193
性別 

女 324
47 

未滿 30 歲 64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225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 182

年齡 

50 歲以上 90

3 

研究所（含 40 學分班） 172
大學或學院 291

專科 68
學歷 

其他 21

12 

未滿 5 年 92
5 年以上-未滿 10 年 111

10 年以上-未滿 20 年 215
總服務年資 

20 年以上 140

6 

未滿 5 年 130
5 年以上-未滿 10 年 114
10 年以上-未滿 20 年 192

現任學校年資 

20 年以上 126

2 

非常瞭解 68
大部分瞭解 214
略有瞭解 226

瞭解 ISO 程度 

不瞭解 40

16 

 

學校的基本資料中，七所都是私立中學。學校類型只有普通高中是單一

型，其餘都是高中、高職、國中、附設補校或職業類科的複合型，而七所都

是複合型，因此本研究不做學校類型之間差異的研究。學校規模 61 班以上的

學校有四所、41 班到 60 班的學校有二所、25 班到 40 班的學校有一所。設校



 57

歷史 50 年以上的學校有三所、31 年至 50 年的學校有四所。學校位置處於都

會區有 4 所、鄉鎮區有 3 所，而接受認證的年數則由 2~6 年不等，且有四所

繼續接受每年的認證，長榮、育達、強恕三所則未繼續接受認證，調查情形

詳如表 10。 

 

第三節  研究工具 

為探討高級中學「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關係，

本研究用以蒐集資料之量表分四部份︰第一部份為 ISO 品質管理活動，第二

部份為行政服務品質，第三部份為個人基本資料，第四部份為學校基本資料，

如表 11。 

表 10 各校基本資料表 

學校名稱 明道 長榮 致用 育達 南山 復華 強恕 

學校性質 私立 私立 私立 私立 私立 私立 私立 

學校類型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完全中學 

高中附設職

業類科 
綜合高中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高中附設職

業類科、 

完全中學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高中附設

職業類科、 

完全中學 

普通高中、

綜合高中 

學校規模 61 班以上 41-60 班 61 班以上 61 班以上 61 班以上 41-60 班 25-40 班 

學校歷史 31-50 年 50 年以上 31-50 年 31-50 年 50 年以上 31-50 年 50 年以上

學校位置 鄉鎮地區 都會區 鄉鎮地區 鄉鎮地區 都會區 都會區 都會區 

認證幾年 6 5 2 5 3 6 4 

是否繼續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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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問卷設計之量表 

量表名稱 量表尺度 量表參考來源 題數

ISO 品質管理

量表 

1.採用 Likert 四點尺度衡量。

2.選項為「非常不同意」、「不

同意」、「同意」、「非常同

意」。 

依據 ISO9001︰ 2000
版條文，並參考程瑋昱

（民 89）、鮑瑤峰（民

91）及林素鈺（民 91）
等人問卷編製。 

39 題

行政服務品質

量表 

1.採用 Likert 四點尺度衡量。

2.選項為「非常不同意」、「不

同意」、「同意」、「非常同

意」。 

依據 PZB（1988）發展

之 SERVQUAL 服務品

質評量，並參考林素鈺

（民 91）之問卷編製。 

23 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量表係根據國際標準組織所公佈 ISO2000 年

版條文要求，分為品質管理系統、管理責任、資源管理、產品實現及衡量、

分析與改進等五大構面，參考程瑋昱（民 89）、鮑瑤峰（民 91）及林素鈺（民

91）等人之研究問卷，編製成「ISO9000 品質管理」問卷。 

「行政服務品質」量表則依據 Parasuraman 等人（1988）之服務品質概念

模式，將服務品質分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確認性、同理心五個構面，

並參考林素鈺（民 91）之「行政服務品質量表」編製而成「行政服務品質」

問卷。 

將前述「ISO9000 品質管理」、「學校行政服務品質」及個人基本資料問

卷組合成「高級中學導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其行政服務品質關係之意

見調查」問卷，為本研究之初始問卷（如附錄二）。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量表之問卷計分方法採

Likert 的四點量尺，將高級中學教職員對每一項陳述的意見，由「非常不同

意」、「不同意」、「同意」、「非常同意」等四個等級，依序給予 1 至 4 分，以

利後續統計工作的進行，高級中學教職員得按個人經驗或實際情境，圈選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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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切的選項。最後計算各向度分數與各部分問卷的總分，評定值愈大，表示

該統計項目或題項的重要性愈高。 

 

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分成六個步驟之研究流程始能完成之。亦即在擬定研究計畫後，

開始確立研究目的與範圍，並蒐集相關文獻，以建構研究架構。之後則再由

編製問卷、預試問卷，作為以修改問卷而獲得問卷之表面效度，並隨即進行

問卷調查工作。最後，將回收問卷進行統計分析，始獲得本研究之結論，進

而完成論文之撰寫。因此，整體研究流程下： 

一、擬定研究計畫：民 92 年 1 月至 4 月，構思研究構念以及其可探討之

議題，並著手擬定研究計劃之內容。 

二、探討相關文獻：民 92 年 4 月，蒐集與分析高級中學 ISO9000 品質管

理與行政服務品質之相關文獻。 

三、編製調查問卷：民 93 年 1 月至 8 月，參考相關問卷，進而建構本研

究之量表，而形成調查問卷。 

四、完成問卷調查：民 94 年 5 月，由建構完成之量表，進行學校單位之

施測。 

五、進行統計分析：民 94 年 6 月，以統計工具進行高級中學導入 ISO 品

質管理活動與其行政服務品質關係之分析。 

六、撰寫論文報告：民 94 年 6 月，由統計分析結果與文獻比較後，進行

整體論文撰寫並完成之。 

 

第五節  資料處理 

本調查問卷資料的處理，自問卷收齊後即開始進行初步整理，逐一檢視

問卷內容，凡填答不全或未依規定之填答資料，即當作廢卷，加以刪除。對

填答資料不全的問卷處理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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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料方面︰若基本資料題項未填答的項數在二項以下(含二

項)，於統計分析時，以 missing data 處理；超過三項以上(含三項)未填答者，

則視為廢卷，予以刪除。 

（二）問卷內容方面︰若缺答題數在九題以下(含九題)者，於統計分析

時，以 missing data 處理；超過十題以上(含十題)未填答者，則視為廢卷，予

以刪除。 

本研究對回收之有效問卷，運用統計裝軟體 SPSS for Windows 11.0 英文

版進行資料整理予以分析，分析方法說明如下︰ 

（一）問卷之信度與效度考驗部分 

1.信度 

信度（reliability）係指衡量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之程度（楊國

樞，民 79）。本研究為獲得回收問卷之內在信度，遂採用內部一致性分析，

並以 Cronbach’s α係數進行辨別是否達到可接受 0.7 以上的水準。 

本研究問卷分為基本資料、ISO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三部分，

關於 ISO 品質管理活動部分與行政服務品質部分經過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分

別為 Cronbach’s α=.973、Cronbach’s α=.972，均達到可接受的 0.7 以上的水準。 

2.建構效度 

為確定問卷的建構效度，本研究採行專家審查，共寄發 8 份調查問卷，

敦請教育行政及企業管理之專家學者與在職行政首長指導，分別是育達技術

學院校長鍾任琴教授、玄奘大學校長鍾瑞國教授（前彰化師範大學附設高級

工業學校校長）、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黃德祥教授、聯合大學工業設計系

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拾已寰副教授、聯合大學全球客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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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技術合作組組長何黎明副教授（前樹德科技大學休閒管理系主

任）、國立東勢高工校長林金福博士、世曜國際品質專業顧問公司詹昭雄總經

理（中原大學兼任講師）、雲林科技大學學生諮商與輔導中心主任陳斐娟副教

授共 8 人。本研究針對各專家的共識做修正，各專家相異部分則經由指導教

授的指導做融合匯整，刪修補正後確定本研究問卷。各專家學者指導的修正

概要如下： 

（1）個人基本資料部分：精確對象特性並擴大涵蓋對象。 

（2）ISO9000 品質管理部分：項目調整及內容校準。 

（3）行政服務品質部分：文字修正與語辭順暢。 

修正後的正式問卷如附錄五所示，共 69 題，其中個人變項 7 題，「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39 題，「行政服務品質」23 題。 

（二）問卷之敘述統計分析部分 

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之運用於本研究主要乃作為控制變

項，由統計各變數資料之頻次，並分析樣本之概況，包括樣本基本資料描述、

各變數之平均數、標準差來描述高級中學教職員的個人與組織基本資料，並

分析高級中學教職員對「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認知

觀點的集中與離散情形。 

（三）問卷之推論統計部分 

1.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由於本研究所用的資料，各變數之間有相關性存在，若對同一群人的每

一個依變數分別進行單變量分析，顯然忽視這些變數間的相關性，且單變量

分析比較不同組之間的差異時，以每一組的比較為錯誤單位，所以整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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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錯誤率就變成 Cα（C 為比較的個數），但用多變量分析的比較是以整個實

驗為比較單位，其錯誤率僅為α，因而本研究採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與

雪費事後比較(Scheffé posterior comparisons)，係檢定高級中學個人變項以及

組織變項對於「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的差異性。此

主要將可獲得驗證若干母體之平均數是否相等，用途上可達成驗證問題一與

問題二。 

2.相關分析 

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主要探討「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

務品質」之相關程度，可分析此二變項之關係，將可驗證問題三。 

3.多元迴歸分析 

採多元迴歸分析，主要探討高級中學之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政服

務品質的影響。 

行政服務品質可以區分為五項服務品質構面，包括有形性、可靠性、反

應性、確認性、同理心。分別將「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

「同理心」當作效標變項，然後以 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品質管理系統、

管理責任、資源管理、產品實現與「量測、分析及改善」）為預測變項，可得

到五條多元迴歸公式，由此探討高級中學之「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對「行

政服務品質」的影響。 

4.結構關聯模式分析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高級中學之「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

政服務品質」關係，遂以結構關聯模式（SEM）作為實證分析方法，並參酌

Jöreskog and Sörbom (1993)之分析方式。本研究藉由探討高級中學「ISO9000

品質管理活動」與「行政服務品質」間影響方向及直接、間接之影響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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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採用 SEM 模式需具有路徑分析結果，以及本文理論架構之整體性配適度檢

定，此主要目的在於從多方面來評估本文所建立之理論架構與實際觀察所得

結果是否有很大差異。進而獲得變數間因果關係及係數估計，而 SEM 之結構

化方程式旨在計算潛在變數間之因果關係，其中外在潛在變數即為模式之解

釋變數（因），而內生潛在變數則為模式之解釋變數（果）。SEM 分析結果除

了可說明各因果關係變數影響方向（表現在估計係數之正、負）外，更可顯

示出影響效果與程度之大小（表現於估計係數之絕對值）。採此方法可驗證本

研究問題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