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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是以 CCD 攝影機為基礎的量測系統結合機械視覺技術來發展一套可以自動作 QFN 

(Quad Flat No leads) IC 的外觀尺寸的量測系統，量測的項目包括 QFN IC 長度、寬度、腳間寬及

計算其偏差位移值(Offset)等項目。為了提高量測的精準度，本研究使用次像素的技術來減少量

測誤差。經實驗證實本研究開發的 QFN 自動量測系統可達到高精確度及穩定性的目標，且能符

合產業界品管精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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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full measurement system of QFN (Quad Flat No leads) 

IC components by combining CCD and the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The inspection items include 

the scales and offsets in length and width of QFN, and the pitch of pin. It is hope to help the industry to 

improve the problem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QFN inspec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ecision of 

measurement and meet the demands of industry, the subpixel technology is used in the research.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the research of the automatic measurement system for QFN 

measurement will reach the target of the high precision and stability. 

 

Keywords: Automatic Measurement, Machine Vision, Subpixel. 



                      林宜賢、黃新賢：QFN 自動量測系統之開發                      3 
 

 

一、前  言 

Ⅰ、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今競爭如此激烈的工商時代裏，為提高產品品質與市場佔有率，產業界必須要走向

工廠自動化 (Factory Automation，FA)，進一步隨著潮流的改變，再往工廠彈性製造系統 

(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FMS) 及電腦整合製造（Computer-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CIM）的腳步邁進。因此，在現有的整個生產過程中，產品的品質控制 (Quality Control，QC)

即係通常耗費最多人力資源的地方。且由於人眼的不可靠性，使得產品檢驗結果的穩定性變

得不一致。所以，應用影像處理技術的機器視覺，就因此而被開發出來，成為解決現今提升

產品品質與生產力的優良器具。 

近年來，機器視覺已在各式各樣的領域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並大量的運用在遙測

、醫工、地質探測、物件識別檢測以及家電用品等場合。利用機器視覺最大的優點，就是能

代替人眼進行繁瑣、高重複性，且需長時間全年無休進行的工作；可利用光學儀器所擷取到

的數位影像，進行影像處理的程序後，再透過程式運算判讀該影像所呈現的狀態，是否符合

我們的預期，搭配當今已高度發展的自動化技術，即可實現工作所需的自動化。這些應用技

術的實例正快速的成長，也由於電子硬體，電腦效率的大幅進步，而以驚人的變革速度在更

新它們的面貌，而在促進產業升級的呼聲中，大力推展自動化機器視覺，乃當務首要之急。 

IC 積體電路的發展由傳統的 DIP (Dual In-Line Package)、SOP (Small Out-Line Package)、

TSOP (Thin Small Outline Package)到多腳數的 BGA (Ball Grid Array)及 QFN (Quad Flat 

No-Lead)封裝，顯示目前 IC 朝向高腳數及輕薄短小化設計。QFN 實體外觀如圖 1 所示，目前

已經超越傳統的引線封裝，用來取代成本較高的晶圓級晶片尺寸封裝。目前晶片尺寸封裝雖

將封裝外形縮減成晶片大小，卻須使用間距很近的錫球陣列做為元件接腳，使得產品製造難

度提高。而 QFN 封裝不但體積小、成本低、生產良率高，還能為高速和電源管理電路提供更

佳的共面性以及散熱能力等優點。此外，QFN 封裝不必從兩側引出接腳，因此電氣效能

(Electrical Performance)勝於引線封裝必須從側面引出多隻接腳的 SO (Small Outline)等傳統封

裝。此產品目前成為 IC 封裝廠極力開發產品，國內規模較大的封裝廠如日月光、華泰、矽品

等大廠現都在生產，均已進入量產階段，屆時在外觀尺寸量測之品管工作單靠人力是無法解

決的，因為操作員是藉由光學投影機等精密量具來取得 QFN 產品的外觀尺寸，這樣的做法具

有兩種缺失：（1）量測作業相當的耗時。因為使用光學投影機時，必須經歷一連串反覆與冗

長的操作程序才能獲得產品相關的尺寸數據(平均一個樣品的處理時間約 60 秒)。（2）量測數

據的準確度具爭議性。雖然光學投影機是一種相當精密的量測儀器，但在加上人為因素後，

重現性(repeatability)的差異可能高達約 0.05 ㎜之譜。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希望協助產業界，以現有 CCD 攝影機為基礎結合目前的軟體技術及機

械視覺原理來發展一套可以作 QFN IC 的外觀尺寸量測的自動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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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文獻探討 

機器視覺檢測在工業產品生產的過程中已成為必要的應用及技術，目前已廣泛用於尺寸

量測、圖形辨識、瑕疵檢測及系統引導等方面，以目前電腦皆可達到即時(Real Time)的檢測功

能，故在高速判定物體、量測尺寸、分級、圖形辨識、引導等皆可用視覺系統來取代人工，

以達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目的。現就機器視覺相關應用的文獻敘述如下： 

Kassim 等人[1]利用機器視覺進行 IC 定位自動檢驗之工作，首先必須決定 IC 主要外型特

徵的位置加以定位，之後用直方統計圖決定不同的門檻值進行二值化，將 IC 影像中的特徵與

邊界分割出來，經過 Sobel 運算後使 IC 的邊緣突顯出來。比對 IC 特徵在影像中的所在位置，

及 IC 最長邊界與水平軸之夾角，經過轉換後就可決定 IC 旋轉之角度。張良舜[2]利用 Sobel

與邊界鏈碼的邊緣偵測技術針對微小齒輪與 LQFP (Low-Profile Quad Flat Pack) IC 導線架進行

邊緣輪廓的搜尋，進而量測元件的尺寸。丁志文[3]提出 SMD 量測法則，以修正的梯度灰階值

統計來進行影像分割，在進行 SMD 元件的旋轉角度及質心位置之量測。陳建男[4]利用影像處

理技術，建立輪廓軌跡路徑，以驅動機器手臂沿著輪廓運行，進行品質檢測或加工。使用 CCD 

攝影機擷取工件輪廓影像，經由細線化、邊界鏈碼與輪廓軌跡轉折點搜尋等影像運算處理，

建立輪廓軌跡路徑並驅動機器手臂沿軌跡運行。 

朱俊霖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在晶圓缺陷及硬幣影像對位之應用[5]，作者提出一套以樣板比

對為基礎之晶圓缺陷影像辨識方法，辨識流程主要為前置處理、特徵擷取、特徵比對三大步

驟。前置處理包含去雜訊、對比調整，特徵擷取則由原始晶圓影像中，分割出許多單一晶片

的影像，並擷取其輪廓及角落特徵，特徵比對階段會從樣板庫中，取出正常之晶片樣板以及

晶片的缺陷樣式，再比對晶片影像中的特徵值，以判別晶片是否具有缺陷，並辨認其缺陷種

類。D . B . Pemg and Y . C . Chenls [6]針對微型銑刀魚尾端面部份進行瑕疵檢測，利用所開發

的自動光學檢測系統，取得銑刀魚尾端面影像，應用影像處理方法擷取所取得之銑刀魚尾端

面影像各刀刃之特徵值，接著系統透過由良好魚尾端面影像訓練所得的品質管制圖，進行魚

尾端面崩刃瑕疵的檢測。 

在封裝 IC 外觀瑕疵檢測之研究[7]中，利用機器視覺來對封裝積體電路 IC 之外接引腳以

及外觀分析，以判斷該封裝 IC 之外觀形狀是否符合規範。林等人[8]利用機器視覺開發 BGA IC

精密量測系統，檢測項目包含 IC 元件外觀二維的尺寸、IC 腳錫球偏位、錫球大小及錫球品質

等。余等人[9]利用機器視覺為引腳切成型與經過蓋印的 DIP IC 元件，針對在其上油墨印刷圖

案進行檢測工作。梁有燈[10]應用機器視覺技術，利用影像分割與型態學處理程序，計算出錫

球數量，並用次像素邊緣偵測法則尋找錫球邊界點，再求出錫球的最佳逼近橢圓，藉此可以

判斷錫球尺寸是否標準。檢測一顆 40x40mm、492 顆錫球之 BGA 樣品，檢測時間約需 2.5 秒

。黃文成[11]導入機械視覺的觀念檢測切割後 BGA IC 的尺寸、植球大小、位置、品質及外圍

植球到封裝邊緣的距離。檢測 7x7mm、48 顆錫球腳之 BGA IC，檢測時間在 0.5 秒以內，精

確度可達 26μm以內，重現性在 12.7μm以內。許淳熙[12]利用電腦視覺來檢測 BGA 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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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前必須先做硬體設備校正的工作，最後以三套檢測系統來作 BGA 缺陷檢測比較。2007

年，李柏松[13]用影像量測系統檢測被動元件的外觀應用，就光源、攝影機、電腦、演算法等

作一討論，針對當面臨一個具有大量檢測數量級檢測項目產品時，如何在硬體的選擇與軟體

的控制上達到高速檢測的目的，並且在現有的設計中找出是否具有更高效益的方法可以再增

進實驗的檢測效率，此實驗講以單支攝影機及光源還有一台工業電腦這個架構及演算法的說

明來解釋如何處理大量的被動元件外觀檢測，並且提出改善的方法及未來的設計方向來增進

品管的效率。 

使用影像處理技術進行量測與檢測，常因打光系統不佳導致物體有陰影產生，或者為邊

緣模糊之影像，Tizhhoosh[14]建立一模糊理論找尋最佳二值化之門檻值。因不同的光線強度

或模糊的影像，對門檻值取決相當困難，不適合之門檻值會導致物體之邊界變大或變小，利

用此方法可找到最適合之門檻值，盡量減少邊緣之誤差以方便後續流程之檢測。 Ren 等人[15]

建立一種輪廓追蹤法則，在二值影像中，先設定一輪廓的起始點，然後搭配八方位鏈碼按照

逆時鐘方向搜尋下一個邊界點，同時標註方位編號，當回至原起始點時，停止搜尋動作，此

方法可以節省輪廓追蹤的時間，且同一點不會重複搜尋，以鏈碼條儲存影像可節省大量的儲

存空間。黃國益[16]利用 CCD 攝影機擷取蝴蝶蘭大苗之影像，利用邊界鏈碼與輪廓追蹤法進

行葉片影像重建，再利用相關之影像處理技術，將病害區域莘取出來，並使用分類法區分蝴

蝶蘭所罹息的病害種類。 Kim 等人[17]提出利用 LSE (Least Squares Error）的方式進行動態

測量，此方法可以正確量測出物體的邊緣，一球型工件放置於旋轉且可上下移動的平台上時

，當平台移動時，利用 CCD 攝影機擷取球型工件動態的影像之後，再利用 LSE 的方法找尋

最佳曲線，即為此工件之最佳邊緣。 

由上述論文可看出機械視覺利用 CCD 擷取影像，透過影像處理的方式來辨識物體，求得

或搜尋所需的物體的資訊，透過電腦與周邊設備的連結來達到檢測的目的，所以本研究將機

械視覺導入 QFN IC 的量測上，透過程式撰寫及周邊機構的配合，開發一套 QFN IC 的自動量

測檢測機。 

本研究除簡介外，第二部分將描述本系統之硬體架構，第三部分會說明所使用的影像技

術原理，實驗結果與討論則在第四部分加以敘述，最後結論在第五部分說明。 

二、系統硬體架構說明 

本研究利用機器視覺技術開發一套可以自動量測 QFN IC 外觀尺寸的系統 ，量測項目包

括：外觀長度、寬度、腳間寬度及計算其偏差位移值(Offset)等項目(圖 2 所示)。本研究開發

QFN IC 量測機台硬體架構（圖 3 所示），包括： 

1、 取像單元：由鏡頭、影像擷取卡、CCD 所構成。 

2、 一部主電腦：負責影像處理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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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光源與打光系統：視覺系統光源與打光機構的設計，就是要讓「有用的清楚，沒有用的

部份視而不見。」[18、19]，是決定視覺系統是否能成功之相當重要的前處理步驟。一個

好的前處理，遠勝過於使用煩瑣影像處理法則，以致花費昂貴的硬體設備以及冗長的處

理時間。本研究打光原理為均勻投射光如圖 4 所示。光源設計是將採低角度之高亮度 LED

環形光源如圖 5 所示。此種打光技術能夠獲得較清晰的表面特徵、可取得較真實 QFN 錫

腳大小及較高品質的影像。另外在鏡頭附加紅色濾鏡過濾紅光以外的光線使檢測光源穩

定，可強化物件與背景之對比，以便增加視覺量測之穩定性。 

4、 光源控制器：主要是利用電腦透過介面控制光源開與關。在取像前打開光源，取完像關

閉光源，如此可以延長光源壽命。 

5、 置物平台：為了增加量測時的穩定度及精確度，故將 QFN IC 固定在置具上，不同尺寸的

IC 有不同的置具。 

三、影像量測原理 

本研究的量測原理主要是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先偵測出 QFN 的邊緣像素數點，為了提高量

測精度，再使用次像素(subpixel)技術計算出邊緣次像素位置，然後計算出 QFN IC 外觀長度、

寬度、腳間寬度，以完成量測功能。使用的演算法說明如下： 

1、 模式搜尋(Pattern Search) 

本研究搜尋邊緣是利用模式搜尋[8]的方法，首先在待測物件左邊邊緣建立一個 pattern 

image，其大小為 5 x 3，單位是像素(pixel)，如圖 6 所示，建立好之後再利用 pattern image

向右開始尋找邊緣，當以 pattern image 的中心為界，比對找到左右兩邊相符合的像素值，

則在中心點的位置紀錄 X,Y 座標，繼續重新向下搜尋邊緣，找到結束為止。其待測物上下

右也照同樣方式去建立一個 pattern image，並且分別去搜尋邊緣，紀錄所搜尋到的邊緣座

標。本研究採用式(1)運算，求待測物件相似程度。 

( ) ( )

∑ ∑ ∑

∑ ∑ ∑ ∑

−=
   − −   

2 22 2

N IM I Mr
N I I N M M

  

(1) 

其中 

M：表記憶中物件模式的特徵影像 

I：表待測物件影像 

N：表示 pattern image 像素總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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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像素方法 

為了增加量測時的精確度，在邊緣點偵測上採次像素[8]技術。簡易次像素的原理為當

一邊緣灰度值發生改變如由 0 變為 255 或 255 變為 0 時，灰度值在邊緣二次微分為零的點

可認定為邊緣所在的位置如圖 7 所示。由此觀念可設邊緣點附近位置的灰階值為三階多項

式：。 
2 3

0 1 2 3( )f x a a x a x a x= + + +  (2) 

其中 a0~ a3 代表方程式的係數，邊緣點所在位置 x 可以讓
'' ( ) 0f x =  成立 

所以   

2

33
= −

ax
a

 (3) 

故只要在邊緣點上一個像素為中心，左右各取兩個像素，共得五個像素即可求得 a0~ a3，

再代入方程式(3)即可求得邊緣點次像素位置。 

3、 直線迴歸(Line fitting) 

利用最小平方誤差的原理，假設從實驗數據中獲得 n 組數據座標 (xi, yi)，其中 xi(yi)

為應變數，yi(xi)為自變數。只有 yi(xi)有隨機的誤差，而 xi(yi)則沒有。若將這 n 組數據標

於 X-Y 座標圖上，發現此 n 個座標點有排列成直線的趨勢時，可以假設有一條理想之直線

最適合這 n 組數據座標，其方程式可寫成 

y = a + bx   (4) 

或 

x = a + by  (5) 

其中    

y = a + bx 為垂直方向直線 

x = a + by 為水平方向直線 

x = X 座標 

y = Y 座標 

a = 常數 

b = 迴歸係數 

垂直方向： 

2
2 2

( )( )

( )

X X Y Y XY X Y n
b

X X X X n

− − − −

− −

− − − × ×
=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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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方向： 

2
2 2

( )( )

( )

X X Y Y XY X Y n
b

Y Y Y Y n

− − − −

− −

− − − × ×
= =

− − ×

∑ ∑
∑ ∑

 (7) 

其中 

X
−

= 所有 X 座標相加之總合平均值 

−

Y = 所有 Y 座標相加之總合平均值 

n = 座標個數 

以垂直方向的直線迴歸為例，在求此式(6)時，可先求 b 迴歸係數，再將已知數 
−

X 、
−

Y  

、b 帶入式(4)可求得 a，便可獲得直線迴歸公式。 

求出直線迴歸[8]方程式後即可找到如圖 8 所示的四條直線，再利用兩線直線距離長度

= B-A、寬度= D-C，求出其待測物的長度及寬度。 

4、量測流程： 

本研究量測流程部份，分為尺寸校正和視覺量測兩個流程，分敘如下： 

(1). 尺寸校正 

在影像處理所使用的單位是像素，而其中真正感興趣的計量單位卻是 mm 或 cm。「尺

寸校正」這個步驟目的是在建立像素與實際尺寸大小比例對應關係。本系統利用校正塊及

簡單的方式可找出每個像素代表多少 mm，其演算流程程序如圖 9，說明如下：  

A、校正塊：本研究使用 QFN 8x8mm 當作校正塊，輸入已知標準長度寬度 8x8mm 並

儲存之，將此校正塊置於置物平台上。 

B、二值化：使用 Ostu method[20]將影像二值化。 

C、找出最大目標物影像：目的是為了正確找到目標物來提高後續邊緣點搜尋速度。 

D、模式搜尋找出邊緣點：利用模式搜尋尋找出校正塊邊緣點。 

E、直線迴歸：將找出的邊緣點代入式(4)到(7)求出直線方程式。 

F、計算寬度長度：利用直線方程式求出 QFN 校正塊的長度以及寬度。 

G、算出 mm/pixel 之值並儲存：利用前一個步驟即可求出 mm/pixel 的單位值，以利

量測時的單位換算使用。 

(2). 視覺量測 

利用尺寸校正後求出 mm/pixel 的換算單位值進行量測，將邊緣座標代入式(4)到(7)，

經單位換算後即可得到實際的尺寸。量測流程圖如圖 10，分述如下：其說明如下： 

A、影像處理區搜尋：為了提高搜尋速度，本研究將 QFN 固定置物平臺上，使 QFN

取像位置能一致，故搜尋範圍就可限制在尺寸校正時的影像處理區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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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二值化：使用 Ostu method 將影像二值化。 

C、找出最大 blob：目的是為了正確找到目標物來提高後續邊緣點搜尋速度。 

D、模式搜尋邊緣點及直線迴歸：計算待測物邊緣及直線方程式。 

F、計算 QFN 長度與寬度與各邊腳間寬：利用尺寸校正時算出的 mm/pixel 單位計算

QFN 實際長度與寬度與實際各邊腳間寬，進一步算出與標準值之差異量，再與預

設之誤差臨界值作比較，若大於此臨界值就判為瑕疵。 

四、實驗結果與討論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開發的 QFN 量測系統的準確度與穩定性，請封裝廠線上工程師利用光

學量測儀器實際測量一個 QFN 8x8mm 樣本長度、寬度、各邊腳間寬的實際尺寸，一方面使用

此 QFN 樣本的長度與寬度做為尺寸校正流程的校正塊，計算出 mm/pixel 單位換算值，另一方

面本量測系統對此 QFN 實際做十次靜態量測實驗，量測值統計結果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統計數據結果中得知所量測 QFN 長度最大誤差值為 0.023、寬度為 0.02mm、左腳

間寬 A 為 0.030mm、右腳間寬 B 為 0.066mm、上腳間寬 C 為 0.023mm、下腳間寬 D 為 0.006mm

。另外，從中可以發現檢測項目誤差值皆在 0.07mm 以內，而最大誤差範圍 0.066mm 出現在

右腳間寬 B 之項目，其原因是經由 CCD 取像時，受到外界光線的影響而造成邊緣附近留有些

許多餘的影像殘影(黑影)，對其搜尋邊緣所造成誤判情形，進而影響右腳間寬 B 量測之精度。 
 

表一 QFN 8x8mm樣本量測表 

     項目 
 
量測項目(mm) 

實際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量測誤差 
最大值 

量測誤差 
最小值 

長度 E 8.070 8.093 8.062 8.072 0.023 0.008 

寬度 F 8.022 8.042 8.021 8.027 0.020 0.001 

左腳間寬 A 0.483 0.462 0.453 0.457 0.030 0.021 

右腳間寬 B 0.496 0.473 0.430 0.461 0.066 0.023 

A-B Offset 0.013 0.023 0.010 0.018 0.010 0.003 

上腳間寬 C 0.464 0.451 0.441 0.444 0.023 0.013 

下腳間寬 D 0.421 0.427 0.421 0.424 0.006 0 

C-D Offset 0.043 0.028 0.020 0.023 0.023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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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QFN 封裝技術以應用在消費性 IC 為最大宗且廣泛地應用在各種電信產品，如行動電話、

無線區域網路、數位相機等。QFN IC 生產最後必須對外觀尺寸做量測，在大量生產時，使用

人力對每一顆 QFN IC 做量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本研究利用機器視覺的技術開發完成 QFN

自動量測系統，在影像處理方面採用次像素方法，經過實際量測結果，不僅驗證本系統之高

精準度，量測值的穩定性也相當高。所以本系統可以適用在封裝廠的 QFN 自動量測上，有效

解決人工量測之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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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QFN IC 實體外觀圖 

 
 

 
圖 2、QFN IC 外觀尺寸量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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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QFN IC 量測機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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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打光原理 

 

圖 5、光源結構圖 

 

 
圖 6、Pattern image 及待測物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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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邊緣一次及二次微分          圖 8、直線迴歸後找出 ABCD 四條直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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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尺寸校正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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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視覺量測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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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電流法實現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率點追蹤 

 

 

李象 

正修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摘  要 

本文提出注入電流法實現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率點追蹤。利用注入市電系統之

平均功率約等於太陽能板之輸出功率關係，以及透過變流器之控制系統將注入市電電流同步於市

電電壓前提下，本法僅藉由調整注入市電電流大小即可間接調控太陽能板之最大功率輸出。所提

之最大功率點追蹤方法，它採單一變數(注入電流)控制方式來間接調控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的出

現，是較傳統多變數(太陽能板之電壓、電流及功率等)的直接控制方式來得簡單，且易於實現，

其相對可靠度亦較高。實測結果顯示，本研究方法可獲致太陽能板近似最大發電能力、不增加系

統處理無效電力(虛功)的負擔、不造成太多的諧波源注入電力網及可接受的系統轉換效率等系統

性能要求。 

 

關鍵詞：注入電流、最大功率點追蹤、併網、變流器、太陽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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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ed Currents Based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for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Generation Systems  
 

 

Shun Le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An approach based on the injected current into power utility systems to track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for grid-connected photovoltaic (PV) generation systems i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Applying the 

relations that the average powers injected to power utility systems ar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output 

powers from the PV panels, and controlling the injected current synchronizing to the voltage of AC 

power systems through the inverter control system, the maximum output powers from solar panels can 

be indirectly controlled by only adjusting the amplitude of the injected currents to AC power sources. 

The proposed tracking strategy takes such control with a single variable (a grid-connected current only) 

indirectly to modulate and control the appearance of a maximum power point from a solar panel. The 

proposed tracking strategy is simpler and easier to implement than the conventional one, and possesses a 

high reliability, relativel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n achieve the 

required system performance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output maximum powers approximately from solar 

panels, without the burden on the cost for processing the injected reactive power into power utility 

systems, the injected currents with less harmonic source into AC power sources, and the acceptable 

conversion efficiency from PV generation systems. 

 

Keyword: Injected currents, MPPT, grid-connected, inverter, PV pa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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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言 

為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增加能源的多樣性，以及面對著環境保護(Environmental Protection)、能

量安全(Energy Security)及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 的所謂 3E 問題，各先進國家無 不積極投入研

究與發展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發電。可提供人類使用的再生能源，包含太陽能 (Solar 

Energy)、水力能 (Hydro Energy)、風能(Wind Energy)、地熱能(Geothermal Energy)、潮汐能(Tidal 

Energy)、波浪能(Wave Energy)和生質能(Biomass Energy)等，其中太陽能是潔淨能源的最佳代表者

之ㄧ，也是再生能源當中深具開發潛力者。 

太陽能發電型式主要分為熱-電轉換型與光-電轉換型兩種，本文選擇光-電轉換型太陽能發電

進行研究。依太陽能發電之運用，一般可分為獨立型系統 [1-3]和市電併網型系統[4-9]兩大運用方

式。獨立型系統通常需藉助蓄電池、柴油發電機等輔助電源，才能減輕再生能源不穩定與間歇性

的特點，因此在成本上較 不經濟，所以市電併網型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是目前運用較為廣泛的系統。 

在太陽光電能應用技術中，須追蹤太陽能電池模組的最大功率點，提升太陽能發電系統的整

體效率。過去相當受歡迎的擾動觀察法[10]常被用以追蹤太陽能電池模組的最大功率點 ，此法需

考量到多大的控制量應被用以干擾受控系統，以及干擾後需多長的觀察等待時間以便讓系統進入

下一穩定工作點等問題，此外此法會產生離最大功率點較遠的偏移量來追逐太陽能電池模組的最

大功率點問題。因此隨後有增量電導法[11]的提出，此法可獲得較接近太陽能電池模組的最大功

率點效果，但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系統最大功率點追蹤仍有待進一步克服。作者 Masoum 等人利

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率點之電壓與其開路電壓為線性關係 來追蹤最大功率點[12]，此法利用短

暫中斷太陽能電池模組與負載之間的連接來完成太陽能板開路電壓的取樣，但這會造成 PV 發電

系統的不連續運轉。利用太陽能板產生最大功率點之電壓與其開路電壓為線性關係以及透過感測

電池開路電壓量測來對太陽能板進行電壓控制方式的感測電池法[13]亦被提出，本方法有能力將

太陽能板工作電壓自行調整至最大功率點，由此獲致最大功率發電效果。既有之最大功率追蹤法

還包括功率回授法[14]、實際量測法[15]及三點權位比較法[16-17]等。 

過去研究太陽能板之最大功率點追蹤，大部份是直接檢測太陽能板的電壓與電流來加以比較

與判斷其輸出功率的增減變化，進而提供各種最大功率點追蹤(MPPT)法則來追蹤太陽能板最大功

率點變化方向的依據，其過程較繁瑣與複雜，除此之外，多變數檢測的迴授方式亦相對隱藏較高

的迴授失誤(Failure)的可能，這意謂著提高了控制系統可靠度降低的風險(提高了系統故障機率)。

因此，本文提出間接控制過程來實現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率點追蹤。所謂「間接控制過程」

是指在控制注入市電之併網電流與市電電壓同相位(同步)前提下，僅藉由併網電 流大小(Amplitude)

的調控，即可控制注入市電系統的平均功率 (因市電電壓視為定值，而此時功率因數被控制在

cosθ=1)，而此有效功率(平均功率)係來自太陽能板經電力轉換器(變流器)所提供，它的最大值出

現，間接代表著太陽能板最大功率點的發生 (假設電力轉換器為理想的前提下 )，因此藉由調控併

網電流大小之最大值的發生，即間接代表太陽能板最大功率點的發生。此間接控制過程有別於傳

統直接控制太陽能板的電壓與電流來追蹤太陽能板最大功率點方式，它採單一變數 (併網電流)控

制方式來間接調控太陽能板最大功率點的出現，是較傳統多變數(太陽能板之電壓、電 流、功率等…)

的直接控制方式來得簡單且易實現，其相對可靠度亦較高，過去亦少有相關研究的發表。 

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運作過程中，基本上會被賦予一些性能要求，例如具太陽能電池模

組的最大功率點追蹤能力、不能增加系統處理無效電力(虛功)的負擔，不能造成太多的諧波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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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電力網、併網系統應有較高的轉換效率及維護系統運轉安全所需之相關監控能力等。為讓併網

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運作時，太陽能電池模組具最大發電能力、不增加系統處理無效電力 (虛功)

的負擔、不造成太多的諧波源注入電力網及有較好的系統轉換效率，本研究將利用變流器的調控

達成這些系統性能要求。 

 
II. 太陽光電板P-V特性 

太陽光電版(太陽能板)之 P-V 曲線如圖 1，圖中最大功率點 MPP 之功率為 Pm，電壓為 Vm，而

其開路電壓為 VOC。當太陽能板工作於 MPP 左或右側方(Left or Right side)時，即代表它有餘力作功

率提升反應，以達最大功率點。本計畫利用太陽能板此一特性提出注入市電電流法實現併網型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率點追蹤。 

 

               P PV

               V m

Pm

               VPV
               VOC

 
圖 1 太陽能板之 P-V 曲線 

 

III. 系統架構及控制 

   注入市電電流法實現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率點追蹤，其系統控制架構如圖 2，

它主要由太陽能板(PV)、濾波電容器、變流器(Inverter)及其控制系統、濾波電感器及市電電源等

所組成。圖 2 的系統中太陽能板之輸出功率 PPV=VPVIPV，而注入市電之平均(有效)功率 Pac=VrmsIrms cos

θ，其中 VPV、IPV 分別為太陽能板之輸出電壓、電流，而 Vrms、Irms 則分別為市電電壓 vs 基本波之

有效值、注入市電電流 is 基本波之有效值，而θ是市電電壓基本波相量與市電電流基本波相量之

間的夾角。假若濾波電容器 C1 可完全濾除太陽能板之輸出電流諧波，濾波電感器 L 除基本波外

亦可完全濾除注入市電電流之諧波，二極體 D、濾波電容器 C1、變流器及濾波電感器 L 均為理

想單元，不消耗功率，則存在 

 

PPV=VPVIPV＝Pac=VrmsIrms cosθ    (1) 

 

其中 Vrms 為定值的市電電壓有效值。圖 2 的系統中，若變流器之控制系統能達成注入市電電流同

步於市電電壓(即 cosθ=1)之控制，則由式(1)知悉，僅藉由調整交流側注入市電電流大小即可間

接調控直流側太陽能板之輸出功率，使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之間接追蹤控制變為可行。為達成

太陽能板之間接式最大功率點追蹤(MPPT)控制，注入市電之併網電流 is 被選為迴授信號，它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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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注入市電電流法之最大功率點追器( Injected Current Based MPPT)用以決定最佳注入電網電流參

考信號 is
*
之大小 Im

*
，之後與正弦波產生器(Sine wave generator)的輸出正弦波 sinωt 相乘，獲得最佳

的 is
*
。為獲得注入電網電流 is 與電網電壓 vs 同步，正弦波產生器的輸入信號選用電網電壓 vs。is

*

與實際的電網電流 is 比較後，經電流控制器(Current controller)，產生正弦脈寬調變(SPWM)電路所

需控制信號 conv 的迴授量 fbcon,v 部分，另ㄧ順向量部份 ffcon,v 則由 vs 經

pwmK
1 方塊提供。 pwmK 為

變流器(Inverter)的電壓增益。控制電壓 conv 與三角波 triv 經弦波脈寬調變(SPWM)電路比較後產生

驅動變流器之觸發信號，此信號透過驅動器(Driver)放大後驅動變流器內部電子式功率開關，由

此將太陽能板的最大輸出功率經電感器 L 注入電網系統。圖 2 的控制系統，太陽能板是以間接方

式來控制，讓它工作於最大功率點，輸出最大光電能。另ㄧ方面，為免增加電網系統的虛功需

求，變流器是以電流控制方式，控制注入電網電流 is 同步於電網電壓 vs。圖 2 中的濾波電容器 C1

提供變流器輸入電流高頻成份(諧波)的旁路路徑，避免此諧波流竄進太陽能板 PV，造成 PV 光電

板功率輸出變動過於劇烈，至於二極體 D 是為防止電力的倒灌。 

 

市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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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太陽能板

 P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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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注入電流法實現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率點追蹤控制架構 

 

IV. 注入電流控制法 

「注入電流控制法」之意旨是指藉由調控注入電網電流大小(Amplitude) Im 之最大值的發生來

間接達到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的出現，而非直接採用太陽能板的電壓與電流的控制方式來達

成。此概念乃基於控制注入市電之併網電流與市電電壓同相位(同步)前提下，則僅藉由注入電網

電流大小的調控，即可控制注入市電系統的平均功率(因市電電壓視為定值，且功率因數被控制

在 cosθ=1 )，而此有效功率(平均功率)係來自太陽能板經變流器所提供，因此注入電網電流大小

Im 的最大值出現即間接代表著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的出現。為達成注入電流控制法獲得太陽能板

最大功率點的發生，本研究取注入電網電流 is 當迴授信號，其控制流程如圖 3。首先設定注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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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電流大小 Im 的參考值 Im
*
= I0 以建立系統之初始工作點，之後經過一 Td1 時間之延遲後，接下來

開始對注入電網電流 is 取樣(Sampling)獲得其大小 Im，當 is 目前的大小 Im (k)較前一次的大小 Im (k-1)

為大或相等時，設定參考值 Im
*
= Im (k)+△I1，其中△I1 為一正值的擾動量；反之 Im (k)較 Im (k-1)為

小時，設定參考值 Im
*
= Im (k)+△I2，其中△I2 亦為一正值的擾動量。之後再經過一 Td2 時間之延遲

後，又開始對注入電網電流 is 進行取樣(Sampling)與比較以決定當時的參考值 Im
*
。依此操作流程

持續進行下去，將可讓系統工作於太陽能板最大功率點附近，獲得較佳發電能力。依據圖 3 之

流程，當太陽能板工作於 MPP 右側方時，參考值 Im
*
將從目前的電網電流大小 Im (k)以△I1 的擾動

量遞增，促使太陽能板工作點朝向 MPP 移動(輸出功率增加)，直至越過 MPP 進入 MPP 左側方。

當發生 Im (k)較 Im (k-1)為小時(輸出功率減少)，參考值 Im
*
將從目前的電網電流大小 Im(k)以△I2 的

擾動量遞增，促使太陽能板工作點反向朝 MPP 移動(輸出功率增加)。當發生 Im (k)較 Im (k-1)為大

時(輸出功率增加)，參考值 Im
*
將從目前的電網電流大小 Im (k)以△I1 的擾動量遞增，促使太陽能板

工作點更朝向 MPP 移動，直至越過 MPP 進入 MPP 右側方。當發生 Im (k)較 Im (k-1)為小時(輸出功

率減少)，參考值 Im
*
將從目前的電網電流大小 Im (k)以△I2 的擾動量遞增，促使太陽能板工作點反

向朝 MPP 移動(輸出功率增加)。當發生 Im (k)較 Im (k-1)為大時(輸出功率增加)，參考值 Im
*
將從目

前的電網電流大小 Im (k)以△I1 的擾動量遞增，促使太陽能板工作點更朝向 MPP 移動，直至越過

MPP 進入 MPP 左側方。依此流程持續進行，太陽能板將來回於最大功率點附近工作。圖 2 控制

架構內的各控制功能方塊，本研究大部份將採用 Matlab/Simulink 即時控制方式來實現，以簡化

系統硬體的複雜度。 

 

 
圖 3 注入電流法實現最大功率點追蹤之流程圖 

 

V. 實測結果與討論 

系統實作測試前，在此先說明系統硬體設施。圖 2 中，本研究系統總計使用了 6 片 10 W 的

太陽光電板並將其串接成發電用的太陽能板 PV。6 片太陽光電板以同一平面向南傾斜 23.5°來架

設，每片太陽光電板之標示規格(寶球能源公司網站公告)：開路電壓 21.6 V，短路電流 0.63 A，



            李象：注入電流法實現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最大功率點追蹤            23 

最大功率點電壓 17.2 V，最大功率點電流 0.58 A，最大功率點功率 10 W；變流器(Inverter)是利用

JUBILEE PE-8A 電力電子訓練系統設備中的單相電力轉換模組來改裝，它的切換頻率為 10 KHZ, 

三角波 triv 之最大值 vtm=5V；濾波電感 L=3 mH；濾波電容器 C1=470 uF；電流感測模組的增益

kS=0.2V/A；電壓感測模組的增益 kV=0.02V/V；變流器(Inverter)的電壓增益 Kpwm =19；市電電壓是經

由 110V/36V 變壓器採降壓方式取得。實作過程中，電流控制器之增益值設定為 kP =13；取樣的延

遲時間設定為 Td1 =Td2=TS 而 1ms≤ TS≤ 1s ；擾動量設定為△I1 =△I2=△I。 

當取樣的延遲時間 TS 設定為 5ms，於 2014 年 11 月 22~24 日不同時段下針對不同的擾動量△I

設定值進行實測，獲得 PV 太陽能板的實際最大功率追蹤結果如表 1，此表顯示擾動量△I 的設定

值大小確實會影響最大功率追蹤結果，它同時亦反應出此擾動量△I 的設定原則是：較好的太陽

光照下應選用適當大的△I 設定值，相反地，在較差的太陽光照條件下應選用適當小的△I 設定值，

因此適當的設定此值是必要的。從表 1 觀察得知△I=0.6A 是種可接受的設定值，此值將於以下實

測中被採用。另一方面，為了解取樣的延遲時間 TS 設定值對最大功率追蹤結果的影響，於 2014

年 11 月 22 日 12:45 時(晴,薄雲)及△I=0.6A 下針對不同的延遲時間 TS 設定值來進行實測，其反應

太陽能板的實際最大功率追蹤結果如表 2，此表顯示延遲時間 TS≧1ms 以上，獲致 PV 之輸出功率

結果是差不多的 (約為 34w 左右)，它對最大功率追蹤結果影響不大，故任意一種延遲時間設定的

選擇均可適用本研究，本文於以下的實測中將採用延遲時間 TS =5ms 的設定值。 

 

表 1 不同時段、不同擾動量△I 下，PV 之輸出功率 Ppv(W) 
TS = 5ms △I=1.0A 0.75A 0.6A 0.5A 0.35A 0.25A 

11/22 12:00 

晴, 薄雲 

30.8 32.3 33.9 31.2 15.4 8.6 

11/23 10:45 

晴, 薄雲 

30.8 31.0 34.0 33.5 20.0 10.8 

11/23 14:45 

晴, 薄雲 

22.4 22.8 23.7 24.6 20.1 12.3 

11/23 15:15 

晴, 薄雲 

18.2 18.6 19.4 20.5 20.9 14.2 

11/24 10:40 

晴, 薄雲 

30.7 30.8 33.9 32.3 19.0 10.0 

 
表 2 不同延遲時間 TS 設定值下，PV 之輸出功率 Ppv(W) 

△I=0.6A TS =1ms 5ms 10ms 100ms 1000ms 

11/22 12:45  

晴, 薄雲 

33.9 34.0 33.9 33.8 33.9 

 
當初始工作電流 I0 =0.6A、擾動量△I=0.6A、延遲時間 TS=5ms 的設定值下，於 2014 年 11 月

23 日不同時段(晴,薄雲)進行實作測試，獲致太陽能板 PV 之電壓 VPV 與電流 IPV、電網電壓 vs 與注

入電流 is 之響應波形如圖 4(a)-6(a)。為與其他 MPPT 方法比較，文獻[13]所提之感測電池法所獲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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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亦放置在圖 4(b)-6(b)中。在這些時段的工作環境下，太陽能板 PV 工作於 57.6V ~ 115.2V 電

壓下的 P-V 曲線如圖 7，而不同 MPPT 法下 PV 之輸出功率 Ppv、注入市電之平均功率 Ps、系統轉

換效率η之比較如表 3。圖形 4-6 顯示不同 MPPT 法下注入市電電流 is 雖有些高頻諧波成份，但總

是近似正弦波且同步於電網電壓 vs，這反應 is 以單位功因(cosθ=1.0)方式注入市電系統且變流器可

調控 PV 光電板完全以實功方式注入電網系統，如此可避免電網系統不當的虛功注入而徒增系統

虛功處理的成本。圖 7 顯示 3 種不同太陽光照條件下，太陽能板 PV 之最大功率點之功率 Ppv,max 分

別約為 38.1W、28.9W 及 18.4W 之功率輸出。表 3 顯示注入電流法在較差的太陽光照(15:30 時)下，

其功率輸出約為 16.6W，它離最大功率點之功率 18.4W 較感測電池法的 17.8W 為遠，此乃因固定

擾動量△I 的選取所造成；兩種 MPPT 方法所獲致之系統轉換效率差異性不大，約為 90%附近；

感測電池法雖在較差的太陽光照(15:30 時)下可獲致較佳的最大功率點追蹤效果，但需安裝額外的

感測電池，因此恐有引發感測電池老化後追蹤不確實之問題。 

 

 
(a) 注入電流法 

 
(b) 感測電池法 

圖 4 工作於 MPPT 下之系統響應波形(12:00 晴, 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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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入電流法 

 

(b) 感測電池法 

圖 5 工作於 MPPT 下之系統響應波形(14:25 晴, 薄雲) 

 

 
(a) 注入電流法 

 
(b) 感測電池法 

圖 6 工作於 MPPT 下之系統響應波形(15:30 晴, 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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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太陽能板 PV 之 P-V 曲線 

 

表 3 不同 MPPT 法下之 Ppv、Ps、η 比較 
 注入電流法 感測電池法 

Ppv(W) Ps(W) η (%) Ppv(W) Ps(W) η (%) 

11/23 12:00  

晴, 薄雲 

Ppv,max=38.1W 

36.9 34.1 92.4 36.6 33.0 90.2 

11/23 14:25  

晴, 薄雲 

Ppv,max=28.9W 

28.0 25.0 89.3 28.0 25.0 89.3 

11/23 15:30  

晴, 薄雲 

Ppv,max=18.4W 

16.6 15.7 94.6 17.8 16.5 92.7 

 

VI. 結論 

本研究已完成建置一注入(市電)電流法實現最大功率點追蹤之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發

電用的太陽能板PV僅藉由調控注入電網電流大小之最大值的發生，即可間接達到最大功率點的出

現，它是較傳統多變數(太陽能板之電壓、電流、功率…)的直接控制方式來得簡單，且易於實現。

經由實測結果顯示注入市電電流之擾動量△I的設定值大小確實會影響最大功率追蹤結果，它同時

亦反應出在較好的太陽光照條件下應選用適當大的△I設定值，相反地，在較差的太陽光照條件下

應選用適當小的△I設定值之設定原則；足夠的取樣時間下，取樣時間並不太影響最大功率追蹤結

果；注入電網電流並無太多的諧波含量且近似於正弦波；PV光電板可完全以實功方式注入電網系

統，可避免電網系統不當的虛功注入而徒增系統虛功處理的成本；所建置的併網型太陽光電發電

系統之轉換效率約達90%附近。注入市電電流之擾動量依太陽光照條件採可適性的調整方式以獲

致較佳之最大功率追蹤效果，這是作者未來要進一步來探討之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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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inect 體感偵測器為基礎之臉部表情辨識系統 

 

 

王維倫、陳淨元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摘 要 

近年來由於 Microsoft 公司的 Kinect 體感偵測器藉由人體動作的偵測與辨識而廣泛應用於體

感遊戲。在商業產品調查過程中經常必須要觀察消費者對產品反應的行為以作為廠商對產品改進

的重要參考依據，本論文的主要研究動機即在於結合 Kinect 體感偵測器與個人電腦來設計一個

可以即時偵測與判斷消費者臉部表情的辨識系統，如此可以節省相關的人力及物力資源。我們的

辨識系統是藉由 Kinect 體感偵測器來即時偵測受測者臉部動態特徵點以及嘴巴、眉毛、眼睛等

並運用 Kinect 的軟體開發工具所來設計一個軟體程式以辨識消費者臉部的表情，目前可以判斷

的表情有高興、驚訝、悲傷、與自然表情等四種，依照我們的實驗結果可以得知消費者臉部表情

的平均辨識度高達 87.5%。 

 

關鍵詞：Kinect 體感偵測器、臉部表情偵測與辨識、消費者行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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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inect Motion Detector Based Consumer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System 
 

 

Wei-Lun Wang and Jing-Yuan Che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Microsoft's Kinect motion detectors, the motion detection gam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roduct improvement by observing the behavior of the 

consumer reaction to the product. The main motivation of this paper is to develop a Kinect motion 

detector based real-time facial expression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system, thus saving the human 

effort to observe the consumers. So far, by using our tools and the Kinect motion detector, the happy, 

surprise, sadness, and natural facial expressions of the consumers can be judged in real-time. By our 

experiments,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he facial expressions is up to 87.5% in average.  

 

Key Words:Kinect motion detector、facial expression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consumer behavior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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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在商業產品調查過程中經常必須要觀察消費者對產品反應的行為以作為廠商對產品改進的

重要參考依據，而觀察消費者行為的其中一項常用的研究方法即是採用「觀察法」(observational 

method)，在自然狀況下(naturalistic situation)以「隱藏式錄影機」(hidden video camera)做研究觀

察，並使用統一表格，經由側錄畫面，依照每一研究變數，記錄所有被測驗的消費者之行為模式。

當需要長期觀察消費者行為時這樣就會消耗大量的人力及物力資源。 

另外自從美國微軟公司於 2011 年發表了 Kinect 體感偵測器之後不僅可以廣泛運用於 Xbox 

360 的體感遊戲，同時可以結合個人電腦來發展其他更多的應用[5]。例如整合 Kinect 偵測器與

Simulink 軟體來進行即時物件追蹤的控制[6]，藉由人體骨架與 Kinect 體感偵測器來進行人類動

作識別[4]，藉由 Kinect 體感偵測器的深度攝影機來進行人臉追蹤[7]，即時人臉特徵偵測及表情

辨識系統[1]。 

基於此，為了節省相關的人力及物力資源，在本篇論文中我們結合 Kinect 體感偵測器與個

人電腦來設計一個可以即時偵測與判斷消費者臉部表情的辨識系統。我們的辨識系統是藉由

Kinect 體感偵測器來即時偵測受測者臉部動態特徵點以及嘴巴、眉毛、眼睛等並運用 Kinect 的

軟體開發工具所來設計一個軟體程式以辨識消費者臉部的表情，目前可以判斷的表情有高興、驚

訝、悲傷、與自然表情等四種，依照我們的實驗結果可以得知消費者臉部表情的平均辨識度高達

87.5%。 

本篇論文將分成下列幾節來進行探討：首先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 Microsoft 公司的 Kinect

體感偵測器的原理，其次在第三節將探討人臉表情辨識系統與實驗結果，在最後ㄧ節我們將進行

論文結論。 

二、Kinect 體感偵測器原理介紹 

如<圖 1>所示，Kinect 體感偵測器的硬體結構包含有：彩色攝影機(RGB Camera)、深度攝影

機(3D Depth Sensors)、麥克風陣列(Multi-Array MIC)，以及底座馬達(Motorized Tilt)等。Kinect

體感偵測器可藉由中間的 RGB 攝影機來獲得彩色影像，另外透過左邊的紅外線發射器來對物體

發射紅外線，再藉由右邊的紅外線 CMOS 攝影機來擷取 3D 深度影像，藉由雷射反射過程來判斷

受測者位置。如<圖 2>所示，軟體開發工具將 Kinect 體感偵測器可掃描的範圍內，針對所有物件

進行「景深(Depth Field)」的標示組成，以不同顏色分別標示不同物件與 Kinect 之間的距離，例

如距離近的受測者可能標示為紅色或綠色，距離比較遠的背景物件則標示為灰色。 

當「景深(Depth Field)圖」標示完成後，Kinect 軟體會再針對受測者身體部份與背景物件作

區隔，透過圖像識別系統正確判斷受測者的體態，其中包含受測者可能穿著較為寬鬆的衣服，或

者會有長髮飄逸的情形，這些差異均能夠被正確解析並識別為「正常人體姿態」。當受測者的身

體部位識別完畢後，Kinect 軟體會將所擷取到的資料整理成一組骨架圖，如<圖 3>所示，藉此用

於各式的遊戲軟體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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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Kinect 體感偵測器的剖析圖 [5] 

 

<圖 2> 「景深(Depth Field)」圖 [2] 

 

<圖 3> 使用者骨架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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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所示為 Microsoft 公司所公佈的骨骼關節點分佈圖，Kinect 軟體發展工具與體感偵

測器會提供受測者 20 個骨骼關節點的資訊，每個關節點都有一個三度空間座標值(X, Y, Z)，如此

可以進一步進行其他應用。 

不僅如此，Microsoft 公司在 Kinect SDK 1.5 版與更新的版本開始提供了對於臉部追蹤的函

式，使用者可以藉由呼叫該函式，並傳入受測者的彩色影像串流、深度影像串流、身體骨架資訊，

經過臉部追蹤函式計算後，即可得到臉部追蹤的資訊。 

 

<圖 4> 骨架關節位置分佈圖 [6] 

如<圖 5>所示為 Microsoft 所公佈的人臉特徵點分佈圖。依據 Microsoft 公司所公佈的資料顯

示人臉上共有 121 個特徵點，如<圖 6>所示為我們實際所測得的 121 個特徵點分佈圖，我們將可

以藉由這些特徵點的三度空間座標去做進一步的應用。 

 
<圖 5> 人臉特徵點分佈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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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人臉 121 個特徵點實際分佈圖 

如<表 1>所示，為 Microsoft 公司 Kinect 軟體中針對臉部追蹤函數提供了臉部動態單元

(Animation Units，AU)的資訊，裡面共包含有 6 組 AU 即為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 ，

每個 AU 值皆為浮點數數值其大小是介於-1 至 1 之間，這 6 組 AU 的數值分別代表不同的動態特

徵狀態包括 Neutral Face、Upper Lip Raiser、Jaw Lowerer、Lip Stretcher、Brow Lowerer、Lip Corner 

Depressor 與 Outer Brow Raiser，以 AU1 – Jaw Lowerer 為例，當 AU1 為 0 和-1 時皆表示受測者

的下顎為完全閉合，1 則表示下顎為完全張開。本論文將會使用這些臉部動態特徵點來作為人臉

表情的判斷依據[5]。 
表1  Animation Units [5] 

AU Name and Value Avatar Illustration AU Value Interpretation 

Neutral Face  

(all AUs 0) 

 

 

AU0 – Upper Lip 
Raiser 

 

0=neutral, covering teeth 

1=showing teeth fully 

-1=maximal possible pushed down 
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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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1 – Jaw Lowerer 

 

0=closed 

1=fully open 

-1= closed, like 0 

AU2 – Lip Stretcher 

 

0=neutral 

1=fully stretched (joker’s smile) 

-0.5=rounded (pout) 

-1=fully rounded (kissing mouth) 

AU3 – Brow Lowerer 

 

0=neutral 

-1=raised almost all the way 

+1=fully lowered (to the limit of 
the eyes) 

AU4 – Lip Corner 
Depressor 

 

0=neutral 

-1=very happy smile 

+1=very sad frown 

AU5 – Outer Brow 
Raiser 

 

0=neutral 

-1=fully lowered as a very sad face 

+1=raised as in an expression of 
deep su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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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臉表情辨識系統與實驗結果 

本論文將以 Kinect 軟體發展工具所提供的臉部追蹤函數裡面的臉部動態特徵點資訊來進行

人臉表情辨識的系統實作並依據實驗結果來探討其可行性和辨識度，有關於辨識系統的運作流

程、系統實作、實驗結果等，將於下列各節進行解說： 

1. 辨識系統運作流程 

我們使用 Microsoft 公司所提供的 Kinect SDK 1.7 版與 C#程式語言來開發建立了一套人臉表

情辨識系統，藉由 Kinect 體感偵測器所提供的 6 種臉部動態特徵點介於-1 到 1 之間的浮點數值

來作為辨識的依據。 

<圖 7>為辨識系統的運作流程圖，當程式開始執行後，系統會進行一系列的參數和資料初始

化，參數初始化的項目包含有音效載入、語音合成載入、計時器的設定、執行緒初始化並啟動；

資料初始化則包含有讀取與載入 Kinect 設備資訊、Kinect 的臉部資料初始化、設定並啟動 Kinect

彩色攝影機、設定並啟動 Kinect 深度攝影機、載入彩色攝影機的彩色影像串流、載入深度攝影

機的深度影像串流、Kinect 啟動完成並開始進行偵測。 

當受測者進入 Kinect 體感偵測器的偵測範圍內，系統程式將會依據受測者的彩色影像、深

度影像、骨架資訊開始擷取受測者的臉部資料，此時會先對要求受測者擺出自然表情以得到 6

組臉部動態特徵點的數據即為 0 1 2 3 4 5[ ,  ,  ,  ,  ,  ]a a a a a aα = 來作為一個參考標準，之後檢測受測者

下一個表情狀態並也得到 6 組臉部動態特徵點的數據即為 0 1 2 3 4 5[ ,  ,  ,  ,  ,  ]b b b b b bβ = ，最後依據

γ α β= − =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 的結果來辨識受測者臉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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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人臉表情辨識系統運作流程圖 

<表2>  與表情的關係 

表情 AU0 AU1 AU2 AU3 AU4 AU5 
自然 -0.1~0.1 -0.1~0.1 -0.1~0.1 -0.1~0.1 -0.1~0.1 -0.1~0.1 
高興 X X > 0.1 X < -0.2 X 
悲傷 < -0.1 X X X > 0.1 < -0.1 
驚訝 X > 0.3 X X X X 

X：表示該項數據毋需考慮。 

本系統的辨識表情的方法，首先在進行表情辨識之前，必須要先對受測者擷取自然表情的動

態特徵點訊息即為 來作為參考依據，之後再擷取受測者未知表情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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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特徵點訊息即為 0 1 2 3 4 5[ ,  ,  ,  ,  ,  ]b b b b b bβ = ，再將兩訊息進行相減，以作為受測者表情辨識的依

據，如(1)所示。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γ α β= − =                        (1) 

依照(1)式以及我們實驗的結果，可以得到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 與表情的關

係，如<表 2>所示，共有四種表情：(A) 當 0 ( 0, 1, ..., 5)iAU i≈ = ，表示受測者目前的表情狀態

為自然表情，(B) 當受測者嘴角是朝上(AU4 < -0.2)而且兩嘴角距離有拉長(AU2 > 0.1)，表示受測

者目前為高興的表情，(C) 當受測者的嘴巴是張開且有一定程度的大小(AU1 > 0.3)，表示受測者

目前為驚訝的表情，(D) 當受測者兩嘴角是朝下(AU4 > 0.1)且中間嘴唇朝上(AU0 < -0.1)以及眉

毛朝下的情況(AU5 < -0.1)，代表目前受測者的表情為悲傷。 

2. 辨識系統架構實作 

本系統藉由 Kinect SDK (軟體發展工具) 1.7 版所提供的彩色串流函數(OpenColorImageFrame)

擷取受測者的、深度串流函數(OpenDepthImageFrame)、骨架資訊函數(OpenSkeletonFrame)等三

種函數，取得目前受測者的相關資訊，再將這些資訊傳送給臉部辨識函數(FaceTracker.Track)進

行受測者的臉部特徵擷取。當臉部辨識函數完成受測者臉部擷取後，使用者可使用臉部動態特徵

點擷取函數(FaceTrackFrame.GetAnimationUnitCoefficients)取得受測者臉部的動態特徵點訊息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 ，每個值皆為浮點數，範圍介於-1 至 1，最後再以這些臉部動

態特徵點訊息，作為表情辨識的依據，如<圖 8>所示，為本系統的部分程式碼截圖。 

 

<圖 8> 辨識系統部分程式碼截圖 

3. 實驗結果 

<圖 9>、<圖 10>、<圖 11>與<圖 12>分別顯示自然表情、高興表情、悲傷表情與驚訝表情，

經實地測試結果顯示，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 的數值皆符合<表 2>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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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自然表情 

 
<圖 10> 高興表情 

 

<圖 11> 悲傷表情 

 

<圖 12> 驚訝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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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論文中我們針對自然表情、高興表情、悲傷表情與驚訝表情等四種表情分別進行 N 次

測試，假設在同一表情中辨識正確的次數為 C 而辨識錯誤的次數為 E (=N-C)，那麼我們可以定

義辨識度(R)為 

*100CR N=                        (2) 

我們針對高興、悲傷、驚訝、自然表情等四種表情，分別測試 10 次，經過實驗結果顯示如<

表 3>所示平均辨識度高達 87.5%，因此基本上本系統可以正確地偵測出受測者的嘴巴、眉毛的

扭曲變化並且辨識出是屬於何種表情。 

 

 

 
<表3>  實驗結果 

辨識表情 正確 錯誤 辨識度 
自然表情 9 1 90 

高興 9 1 90 
悲傷 7 3 70 
驚訝 10 0 100 
平均辨識度 87.5 

四、結論 

近年來由於 Microsoft 公司的 Kinect 體感偵測器藉由人體動作的偵測與辨識而廣泛應用於體

感遊戲。在商業產品調查過程中經常必須要觀察消費者對產品反應的行為以作為廠商對產品改進

的重要參考依據，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結合 Kinect 體感偵測器與個人電腦來設計一個可以即

時偵測與判斷消費者臉部表情的辨識系統，如此可以節省相關的人力及物力資源。我們的辨識系

統是藉由 Kinect 體感偵測器來即時偵測受測者臉部動態特徵點以及嘴巴、眉毛、眼睛等並運用

Kinect 的軟體開發工具所來設計一個軟體程式以辨識消費者臉部的表情，目前可以判斷的表情有

高興、驚訝、悲傷、與自然表情等四種，在本論文中我們也透過實驗找出受測者臉部的動態特徵

點訊息 0 1 2 3 4 5[ ,  ,  ,  ,  ,  ]AU AU AU AU AU AU 與表情的關係以作為辨識的重要依據。依照我們的實驗

結果可以得知消費者臉部表情的平均辨識度高達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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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商以合作方式新創自有品牌比代工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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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零售業發展自有品牌已成為零售業者擴展通路權力的象徵，零售商若找知名品牌製造商代工

自有品牌，對方容易因排擠自己的品牌銷量而拒絕。若零售商改與知名品牌製造商以合作模式共

同新創自有品牌，並先協議好雙方利潤分配的比例，結合製造商製造專長與零售商精通銷售的優

勢，掛上新品牌銷售，不但可提高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的知覺品質與購買意願，也可擴展自有品牌

產品市佔率，反而帶來雙贏策略，提高了雙方之利潤。 

因此本文提出零售商與領導製造商共同合作創新自有品牌的可能，設定兩製造商與一零售商

進行三人三期不合作賽局，在零售商領導的通路權力模式下，推論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的策略選

擇。研究發現零售通路業者在找知名品牌製造商代工，或與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之兩策略選

擇下，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的最佳策略為與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而對知名品牌廠商而言，

與零售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的利潤也較代工利潤優。 

本文結論與時下便利商店與知名食品製造商合作，研發自有品牌似乎有不謀而合的結果。當

製造商與零售商合作，運用零售商銷售資訊探勘開發有潛力的新品牌，從產品面著手研發通路專

屬產品，不但可以創造綜效，也可以拓展市場拉大和競爭者的差異，這無異是零售商發展自有品

牌的最佳策略。 

 

關鍵字：自我品牌、議價、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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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tailers develop th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rapidly in order to get the channel power in the 

retail market. All of th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can be either made by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r in the way that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cooperate to produce them after both firms negotiate for 

the share of profit. It can raise not only profit but also the market share to cooperate to develop th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with production advantage and marketing advantage in the retail market.  

This paper will derive the retailer’s optimal strategic selection to develop the private brand products 

with three -stage 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 We set the retailer’s Stackelberg model with two 

manufacturers and one retailer, and find the best option for the retailer is to cooperate to develop the 

new brand products. For famous manufactures, it’s better to cooperate with the retailers than to be the 

OEM.  

 

Key word： private brand, negotiate, 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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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近年來全球大型零售商崛起，零售商挾著接近消費者與了解消費者需求的銷售資訊優勢，開

始發展自有品牌(Private Brand；PB)，企圖在激烈的價格競爭中，在市場佔有一席之地。Kotler and 

Armstrong(1996)提出自有品牌就是零售商擁有並專賣，貼上零售商自有標籤銷售的商品，由於省

去批發價格的中間加成，自有品牌價格通常也比製造商低。在自有品牌毛利比經銷製造商高的吸

引下，零售商對自有品牌開發上了癮，各類自有品牌的發展應運而生，玲瑯滿目讓人目不暇給，

舉凡食品、文具用品、保健用品、髮類用品、美容保健護膚用品、生活雜物、汽車用品、電器用

品、個人用品等生活用品，自有品牌無所不包。除非擁有自己的生產線，否則零售商生產自有品

牌的模式，經常是找製造商代工，以因應市場的廣大需求。而消費者面對自有品牌，通常會以『價』

取人，要不就因為價格比製造商產品便宜而購買，要不就因價格便宜而對品質有疑慮，如何解決

消費者對自有品牌的疑慮，就成為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的重要議題。 

由於自有品牌佔各通路銷售比例愈來愈高，產品項目也愈來愈多。根據 Global Corporate 

Strategies in Retailing 2010 的資料顯示，歐洲市場中，瑞士的自我品牌的比重最高，約佔 42％，

比德國 32％以及美國 38%還要高，而捷克和波蘭隨著國際零售商進駐，自我品牌的比重可比擬西

歐，顯示消費者對零售商自有品牌的認同度愈高，自有品牌在零售產品利潤的佔比會上升的現

象。依據美國蓋洛普(Gallup)市調公司調查顯示，約有 7~8 成的消費者將自有品牌與全國性品牌放

在同等地位，如果消費者獲知代工廠是知名製造商，對自有品牌的接受度會更高，尤其在價格比

製造商產品更便宜的吸引下，自有品牌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通常在零售市場中，擁有較強的通路權力，可以有效提升獲利。Stern and El-Ansary(1992)定

義通路權力是「一通路成員對同一通路中之另一階層的特定成員在行銷策略決策變數上的控制能

力大小」。Choi (1991)建構共同經銷兩製造商商品之獨家零售商通路型態，考量製造商領導

(Manufacturer-Stackelberg, MS)、垂直 Nash(Vertical Nash, VN)和零售商領導(Retailer-Stackelberg, 

RS)三種通路權力，分析製造商/零售商最適的批發價格與零售價格。製造商領導的通路權力指製

造商先決定產品批發價格，零售商只能接受製造商所訂定之批發價格，再決定其零售價格；零售

商領導的通路權力是指零售商依市場狀況決定產品零售價格利差，製造商再依此決定其批發價

格；垂直 Nash 的通路權力是指由製造商和共同零售商「同時」決定其批發價及零售價格，也就

是製造商與零售商雙方擁有相同的市場決策力量。Krishnan and Soni (1997)分析零售商領導的情

境，零售商有能力提供自有品牌產品時，同時可以利用通路權力向製造商要求一定的單位利差(然

後零售價格因此決定)，研究發現零售商利用通路權力要求製造商保障其利差可以獲得最大利潤。  

從 21 世紀以來自有品牌崛起，就可以看出零售商與製造商彼此在通路權力上消長(Webster, 

2000)，相對於製造商，零售商在現今零售市場擁有更多的通路權力，而成為零售市場的領導者。

加上零售商擁有廣大的消費群，可以分析消費者的需求訊息，並針對銷路好的產品設計不同規格

與的產品，回饋消費者的喜好，並直接委託製造商生產，運用自己的現成通路銷售，以創造自有

品牌的市場優勢。 

黎梅蓉(2013)探討大潤發的自有品牌行銷及代工廠知名度與品牌權益及再購意願之影響，發

現零售商開始改變不打上「製造商」名稱的習慣，漸漸在自有品牌包裝上出現代工廠商名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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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品牌形象吸引消費者注意力，這代表消費者對知名品牌的關注，會影響自有品牌的銷售，

而零售商也因此看到製造商在商品製造的優勢，開始發展不同的合作模式。 

目前市面上出現製販同盟的代工方式，亦即由零售商負責商品概念及包裝設計，交由製造商

負責代工生產產品，像 7-11 積極經營自有品牌市場，以通路設計研發專屬商品，拉開和競爭對手

的距離就是一個明顯的製販同盟案例。 

雖然製販同盟創造了製造商與零售商的合作模式，然而製造商還是屬於代工成分，只能獲得

低代工毛利率，無法坐享品牌綜效帶來的高獲利。簡書元(1996)就曾探討製販同盟雙方的合作關

係，他發現製造業與零售業結合彼此的競爭優勢，反而形成垂直型通路同盟。若零售商改以合作

方式，與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並協議雙方的利潤分配比例，不但可以結合製造商的製造優

勢，也可以透過零售商的通路優勢，排擠其它競爭者的市場，提昇雙方在市場佔有率，增加雙方

的利潤。此種合作方式類似垂直整合的模式，沒有批發價在中間作梗，不但可以制訂更優惠的價

格吸引消費者，也可以享有高額度的利差，只要雙方協議好利潤的分配比例，製造銷售專業分工，

不但可快速因應市場需求開發產品，也可以透過雙方利基創造市場的銷量。亦即零售商若願意與

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將有別於製販同盟的合作模式，而對製造商和零售商來說，採用此策

略聯盟的合作方式似乎反而能提高雙方的市場，達到綜效的效果。 

現存文獻對零售業者發展自有品牌產品的議題，以理論模型推論零售商與領導製造商共同合

作創新品牌的自我品牌發展策略並不多見，因為當中涉及雙方的議價能力與利潤分配，同時要顧

及自己原有的經銷通路銷量、代工負擔以及競爭者的策略。因此本研究將在零售商領導的通路權

利模式下，分析零售通路業者與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以及找廠商代工之兩策略，何者為零售

商發展自有品牌產品的最佳選擇，以填補現存文獻的缺口，探討現今社會零售通路業者與製造商

共同發展新創自有品牌的潛在可能性。 

本文架構如下：建立一個三人三期的不合作賽局，接著利用反向歸納法(backward induction)

求解均衡，然後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最後一節提出簡短結論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延伸 Choi (1996)與廖俊雄、曾貝莉(2008) 的模型，並參考 Choi (1996)考慮具有產品差

異化(product differentiation)與商店差異化(store differentiation)的價差線性需求函數，分析不同通路

權力下的均衡批發價格與利差。在零售商領導下，分析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產品的最佳生產策

略。在設定二製造商與一零售商的三人三期不合作賽局，藉由 Mathematica 軟體設定參數值計算

均衡，進行比較靜態分析自有品牌的均衡。以下依序設定模型並進行推導步驟。 

二、模型的設定 

考慮一個存在兩家製造商(manufacturers)M1 與 M2 以及一家共同零售商 R1 的寡占產品市場，

製造商 M1 生產的製造商品牌產品與製造商 M2 生產的的製造商品牌產品具有替代性，二者的平均

成本均為 c，兩個製造商均透過同零售商 R1 銷售其產品。而零售商 R1 除了銷售兩個製造商的產品

外，亦同時發展技術或代工生產銷售自有品牌產品。為求簡化，假設製造商只採用經銷零售而不

會採取自行銷售的通路，因此，產品的銷售通路有二種可能：(1)經銷零售通路：製造商透過零售

商銷售其產品，零售商 R1 決定每單位產品的利差(margin) m11 與 m21，之後製造商 M1 與 M2 再決定

其批貨價 w1 與 w2，進貨批發價與利差之和即為產品的零售價格(retail price) p11 與 p21。(2)自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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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通路：零售商生產銷售自有品牌的產品，若零售商找廠商代工自有品牌生產，零售商 R1 必須先

決定代工毛利率γ，然後再決定其每單位產品的利差 m1，而成本與利差之和即為產品的零售價格

p1，其模型架構如下： 

 

1.需求函數與價格函數 

本模型產品銷售透過經銷通路與自有品牌通路兩種，產品的需求為具有垂直策略替代特性的

線性需求型態(linear demand with vertical strategic substitutability)，產品需求量為其本身價格遞減

與競爭產品價格遞增的函數，同時受產品差異化程度所影響，當產品間替代性愈大，產品的需求

容易受其他產品價格的影響。模型設定共同經銷與自有品牌銷售通路的產品需求分別如下： 

1 1 11 1 21 11  ( )  ( )q p p p p pαβ αβ= − + +− −                                     (1)  

11 11 21 11 1 111 ( ) ( ) q p p p p pα αβ= − + +− −                                     (2)                                                  

22 22 11 21 1 211 ( ) ( )q p p p p pα αβ= − + +− −                                     (3)

價格函數為： 

1 1(1+ )p c mγ= +                                                       (4)     

11 1 11p w m= +                                                         (5) 

22 2 22p w m= +                                                        (6)  
其中 q11 為零售商 R1 銷售製造商 M1 產品的需求量， p11 為其零售價格；q21為零售商 R1銷售

製造商 M2 產品的需求量，p21 為其零售價格；q1 為製造商 R1 銷售自有品牌產品的需求量，p1 為其

零售價格。參數 α 介於 0 與 1 之間，0<α<1，表示兩個製造商品牌產品間的替代程度，當參數 α

趨近於 1 時，意謂製造商品牌產品之間具高度替代性產品(substitute products)，產品本身對消費者

的效用幾乎是相同的，而當 α趨近於 0 時，則表示製造商品牌產品之間是獨立性產品(independent 

products)。本模型同時引入參數 β 來表達自有品牌與製造商品牌的差異化程度，當參數 β 趨近於

1 時，表示零售商的自有品牌與製造商品牌產品之間具高度替代性，而當 β趨近於 0 時，表示零

售商的自有品牌具有獨特性。本模型所設定的需求雖然具有替代性，但不考慮獨立不相關產品、

完全替代品，以及互補性產品，所以排除 α與 β等於 0 與 1，以及 α<0 的條件而不予以探討。 

除了製造商品牌產品間的替代程度，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產品的品質也會影響自有品牌產品

與製造商產品的替代性，當消費者認為零售商並非自有品牌的生產者，難以掌控自有品牌的生產

品質，因而產生自有品牌不如製造商品牌的心裡感受，使得自有品牌產品發展受限。上述產品的

需求量受產品價格、替代產品價格所影響，例如，式(1)中製造商 M1 透過零售商 R1 銷售的產品需

求量受到其產品本身價格、製造商 M2 透過零售德商 R1 銷售的產品價格以及零售商 R1 自有品牌的

產品價格所影響，當產品種類眾多時，消費者會以不同產品的價格差異作為比較基礎，來決定消

費，所以上述競爭產品的影響以與本身產品價格之差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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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賽局時序 

本文以三人三期不合作賽局(three -stage three-person non-cooperative game)建構零售市場零售

商自有品牌產品的發展策略模型，在經銷通路與自有品牌通路下，有兩家製造商與一家零售商。

零售商 R1 除了共同經銷兩家製造商產品外，並同時採取自有品牌的通路，而其自有品牌可決定由

知名大廠商代工製造或與大廠合作新創自有品牌。兩家製造商在批發價格的決定以及製造商與零

售商在零售利差的決定為 Bertrand 競爭，並以追求利潤最大為目標。基於現今零售商在市場的影

響力愈來愈大，因此本研究以零售商領導型態分析零售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發展自有品牌的最適決

策，由於零售商自有品牌代工者的毛利率會影響零售商利潤，因此本文亦假設代工毛利率由零售

商決定。本模型製造商與零售商的決策順序如下： 

第一期：零售商 R1 決定自有品牌產品的代工毛利率γ。 

第二期：零售商 R1 決定經銷通路產品的每單位利差 m1、m11 與 m21，此期為產品間的零售利差(價

格)競爭。而批發價格 w1 與 w2 與利差 m11、 m21 之和為經銷通路產品零售價格 p11 與 p21；

零售商 R1 銷售自有品牌產品決定其產品每單位利差 m1，而生產成本 c 與利差 m1 之和為

其產品的零售價格 p1。 

第三期：製造商 M1 與 M2 同時決定經銷通路的產品批發價格 w1 與 w2。 

由於模型設定涵蓋產品替代性 α參數，在某些通路型態的均衡變數與利潤函數相當冗長，必

須藉由 Mathematica 軟體計算子賽局均衡，同時利用 3D 圖形尋找製造商與零售商的最適選擇，然

後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推導出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時代工或合作之均衡模式。本文假設零售商發

展自有品牌可以委由知名大製造廠 M1 代工生產(見圖 1)，或與其合作共創新自有品牌等兩模式，

並排除製造商 M2 代工條件，以簡化分析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的最適決策。 

 

 

 

 

 

 

 

 

 

 

 

         圖 1 兩種自有品牌生產模式 

1.兩個子賽局的均衡推導 

(1)零售商找知名大廠代工自有品牌的均衡推導 

在零售商領導的環境下，當零售商製造商代工自有品牌時，由於零售商在市場的影響力量

大，而且有多重的代工選擇，因此代工毛利率通常由零售商決定，代工者只能評估是否予以接受。

最後兩家製造商的利潤都含有經銷通路產品之利潤，但製造商 M1 選擇代工會多出代工毛利

m11， m21， m1 

     消費者 

 

w1 w2 

零售商 R 1 

 

M1 

 
M2 

 
M1 

 
代工：c (1+γ)    

或合作新創自有品牌：c(1+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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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qγ ，至於零售商利潤則為共同經銷通路與自有品牌產品的利潤之和，亦即為單位利差與銷售

量之乘積之總和，分別表示如下： 
1 1 11 1( - )M w c q cqπ γ= +                                                    (7)  
2 2 22( - )M w c qπ =                                                          (8)  

1 11 11 21 21 1 1R m q m q m qπ = + +                                                 (9)  

製造商與零售商以追求利潤最大為目標，故利用反向歸納法，將製造商與零售商利潤函數對

批貨價格微分，得到一階條件為 

1 2

1 2

0,  0   M M

w w
π π∂ ∂

= =
∂ ∂                                                   (10)         

同時，其目標利潤函數必須符合數學上全凹性函數的特性(globally concave downward 

function)，亦即利潤函數必須滿足 Hessian 矩陣的負定條件(negative definite)如下： 

2 2
1 2
2 2

1 2

=-2 - 2 - 2 0,  =-2 - 2 - 2 0   
( ) ( )

M M

w w
π πα αβ α αβ∂ ∂

< <
∂ ∂                   (11) 

當 α與 β介於 0 與 1 之間時，利潤函數滿足 Hessian 矩陣的負定條件。由一階條件得出製造

商與零售商批發價格反應函數，代回製造商利潤函數，再對零售利差微分，從一階條件得出利差

解為：  

1 11 21
1 1 (1 (1 )) 1; ;

2 2(1 ) 2
c c c cm m mγ α αβ α β βγ

α αβ
− − + + − + + + −

= = =
+ +            (12)                                

同理，製造商與零售商利潤函數的 Hessian 矩陣

1 1

2 22
1

2
11 11 21 11 1

2 2 2
1 1 1

2
21 11 21 21 1
2 2 2

1 1 1
2

1 11 1 21 1

     
( )

         
( )

     
( )

R RR

R R R

R R R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m

π ππ

π π π

π π 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滿足負定條

件。由製造商利潤的一階條件求出利差反應函數，代回製造商利潤函數，再對第一期的零售代工

毛利率微分，得到出最適代工毛利率如下，為所有外生參數之函數： 

(1-c)(2+ +5 ) = -   
c(2+ +2 (3 ) )

α αβγ
α α α β+                                             (13)  

透過代工毛利率求可算出最適利差、最適批貨價格、產品需求量與製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潤均

衡解。為求最適策略，將廠商間的利潤以 3D 圖形表示，圖形中兩個橫軸分別為製造商產品間的

替代性 α與自有品牌與製造商產品的替代性 β。 

(2)零售商與知名大廠合作新創自有品牌的均衡推導 

若零售商與知名大廠共同合作新創自有品牌時，並約定利潤共分比例，此時製造商利潤除了

共同經銷通路，還有零售商自有品牌產品利潤的一半，因此合作的製造商與零售商的利潤函數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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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1 1 1
1( - )
2M w c q m qπ = +

                                               (14)  

1 11 11 21 21 1 1
1
2R m q m q m qπ = + +

                                            (15)             

由於合作新創自有品牌不再有代工的階段，因此賽局變成兩期，所以第二期求解後，只要回

到第一期求解出均衡利差，就解出均衡利差如下，帶入批發價與利潤等函數就可找出 3D 圖形。 

                                                                 (16) 

2.均衡的分析 

由於解出的均衡值包含了 α、β、c 等外生參數，因此必須先設定 c 的水準，才能看出所有均

衡值與 α、β的關係。如表 1，若設定 c=0.3 與 0.6 兩個水準，發現對零售商而言，選擇與製造商

合作新創自有品牌利潤比找製造商代工的利潤大，因此零售商與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為自有

品牌最佳策略。此時製造商 M1 選擇與零售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的利潤也比代工大。由於模型設

定零售商排除製造商 M2 代工情形，因此對製造商 M2 來說，只有經銷通路一種生態，此時若零售

商與製造商新創自有品牌，將因為自有品牌接近製造商品牌，而剝削其經銷通路的產品銷量，因

此其利潤最小。當零售商找製造商 M1 代工，若消費者若獲得製造商 M1 代工資訊，將直接購買製

造商 M1 代工生產的自有品牌，取代製造商 M1 品牌的產品，因此製造商 M1 經銷通路的銷量下降，

反而利潤較小。 

若從替代性來看，β 愈大，自有品牌與其它製造商品牌的替代性愈高，因為消費者對品牌認

知與製造商品牌接近，購買意願較高，若雙方合作創立品牌，自有品牌對製造商產品替代性高，

加上沒有批發價影響，自有品牌價格較低，銷量較大，因此製造商 M1 可獲得較高的利潤，零售

商也可獲得豐厚利潤，製造商 M2 反而因為產品被替代而使得獲利減少。若製造商 M1 幫零售商代

工，則 β 愈大使得代工產品替代製造商 M1 品牌而排擠其製造商品牌產品在經銷通路銷量，加上

代工毛利通常不高，因此利潤反而下降。而製造商 M2 反而有其產品特性而增加獲利。 

表 1  c=0.3 與 0.6，兩個策略之均衡利潤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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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6 

大廠代工 大廠與零售商新創自有品牌 

0
0.25

0.5
0.75

1



0

0.25

0.5

0.75

1



0

0.005

0.01

M1

0
0.25

0.5
0.75

1



 M1 代工利潤小 

0
0.25

0.5
0.75

1



0

0.25

0.5

0.75

1



0.03

0.032

0.034

M1

0
0.25

0.5
0.75

1



 M1 新創利潤大 

0
0.25

0.5
0.75

1



0

0.25

0.5

0.75

1



0.01
0.012
0.014
0.016
0.018

M2

0
0.25

0.5
0.75

1



利潤大 

0
0.25

0.5
0.75

1



0

0.25

0.5

0.75

1



0.0085
0.009

0.0095
0.01

M2

0
0.25

0.5
0.75

1



利潤小 



52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0
0.25

0.5
0.75

1



0

0.25

0.5

0.75

1



0.04
0.045
0.05

0.055
R1

0
0.25

0.5
0.75

1



R 找代工利潤小 

0
0.25

0.5
0.75

1



0

0.25

0.5

0.75

1



0.06
0.065

0.07R1

0
0.25

0.5
0.75

1



R 新創利潤大 

我們以下列命題作為總結。 

命題：考慮一個零售商領導模式的零售市場，存在兩家製造商與一家零售商，並進行三人三期不

合作賽局，第一期零售商 R1 決定自有品牌產品的代工毛利率γ。第二期零售商 R1 決定經銷通路

產品的每單位利差 m1、m11 與 m21，此期為產品間的零售利差(價格)競爭。批發價格 w1 與 w2 與利

差 m11 與 m21 之和為經銷通路產品零售價格 p11 與 p21；零售商 R1 銷售自有品牌產品每單位利差 m1

與生產成本 c 之和為產品的零售價格 p1。第三期：製造商 M1 與 M2 同時決定經銷通路的產品批發

價格 w1 與 w2。此賽局的子賽局完全均衡解有以下特性： 

(1.1) 零售商自有品牌的最適生產策略就是與製造商 M1 合作新創自有品牌，此時製造商 M1 與

零售商的利潤均達到最大。 

(1.2) 零售商自有品牌生產成本愈高，代工廠的毛利愈低。 

(1.3) 當製造商之間產品替代性 α愈大，製造商與零售商的利潤均下降。 

(1.4) 當自有品牌對製造商品牌的替代性 β愈大，零售商利潤會隨之上升。但製造商 M1 在代工

自有品牌模式下，反而會因為自有品牌取代原有的經銷通路製造商產品，而使利潤下降；

而製造商 M2 在製造商 M1 與零售商合作新創品牌的模式下，反而因為新創品牌對製造商

產品的替代性提高，致使銷售量下降，因而使得利潤下降。 

在上述的子賽局完全均衡解的特性中，命題(1.1)零售商發展自有品牌的最適生產策略為與製

造商 M1 合作新創自有品牌，由於製造商 M1 與零售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可以提升消費者對自有

品牌的品質認知與購買意願，因而排擠經銷通路的產品銷量。此時製造商 M1 因為自有品牌缺少

批發價格的加價效果，利差較高，但零售價格低，所以銷售量多，利潤增加，由於製造商 M1 與

零售商均分合作利潤，因此製造商 M1 的利潤在此模式最大。 

命題(1.2)分析自有品牌代工毛利率與成本的關係。由於製造商以經銷通路銷售製造商品牌產

品，在消費者心目中擁有一定的認知品質而有所以一定水準的銷量，而其批發價與成本的差額為

經銷通路的主要獲利來源，當製造商代工生產自有品牌時，經銷通路批發產品的每單位利潤比代

工零售商自有品牌的毛利率高，所以符合 1( - )w c cγ≥ 的條件。若產品成本上升， 1( - )w c 下降，

經銷通路批發產品每單位的利潤下降，為滿足上述條件，利差γ會下降，保持 cγ 比 1( - )w c 小的

情況，所以自有品牌生產成本愈高，自有品牌代工廠的毛利就會愈低。 

命題(1.3)說明製造商之間產品替代性愈大，經銷通路的兩製造商產品競爭提高，彼此會降低

價格競爭，但增加的銷售量有限，因此雙方利潤均會下降。從製造商品牌產品間的替代性 α對業

者利潤的影響，可以發現替代性愈高，消費者可以在不同的產品間做選擇時，所以廠商間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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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排擠效果。若是廠商間的產品可以創造差異性，將可以讓消費者有多元選擇，減少廠商間的

競爭，而爭取到屬於自己的消費者，獲利空間也較大。 

命題(1.4)說明當自有品牌對製造商品牌的替代性 β愈大，自有品牌愈可能取代製造商品牌產

品，在利差大的情形下，銷售量增加會使得零售商利潤會隨之上升；而製造商 M1 在代工自有品

牌模式反而排擠原來的製造商產品，而使利潤下降。若在製造商 M1 與零售商合作新創品牌的模

式，製造商 M2 也會因新創品牌對製造商產品的替代性提高，被排擠銷量而致使銷售量下降，因

此利潤會下降。 

零售商自有品牌與製造商品牌的替代率愈高，消費者對零售商的自有品牌產品認同度愈接近

製造商品牌，因此製造商產品銷量就愈受到威脅，因此零售商將選擇可以提高消費者對自有品牌

認同度高的模式來進行生產決策。 

三、結論與建議 

對領導品牌製造商而言，最怕零售商自有品牌以較低的價格銷售，排擠自己的領導品牌產品

銷售，而當零售商進一步要求代工自有品牌時，更擔心損及製造商本身的產品銷量與獲利，此時，

若製造商換個想法與零售商合作，運用零售商銷售資訊探勘開發有潛力的新品牌，反而可以創造

綜效，結合製造商生產優勢與零售商銷售優勢，為雙方帶來更多的市佔率與獲利，這與 7-ELEVEn

挾帶統一集團食品製造的背景，從產品面著手研發通路專屬產品，或與聯華、維力、旺旺、華元

及優雅食等海內外知名食品製造商合作，研發自有品牌，拓展市場拉大和競爭者的差異，似乎有

不謀而合的結果。 

由於零售商與製造商合作新創自有品牌的模式必須納入雙方的議價能力考量利潤分配比

例，同時要顧及自己原有的經銷通路與代工威脅，及競爭者的策略，本文設定零售商領導的通路

權力模式，以不合作賽局模型推論零售商與製造商共同合作新創自有品牌並共享利潤的策略選擇

比代工有利，但對於雙方如何分配利潤，比例如何決定並未多加著墨，因此後續研究可以朝以下

方向進行：       
1. 後續研究可推導不同利潤分享比例對合作模式的影響，納入製造商與零售商議價模式

1- 1-(( - ) ) (  ) m r w c q m qMax α α α απ πΩ = = ，將價格競爭導入議價模式，推導共同合作開發

自有品牌的模式是否比代工更有利發展有自有品牌，延伸曾貝莉 (2009)「議價力對製造商與

零售商的影響」的模型。 

2. 比較製造商領導與零售商領導模式下，零售商自有品牌最適選擇差異。此賽局時序在第二期

讓製造商 M1 與 M2 同時決定經銷通路的產品批發價格 w1 與 w2，然後在第三期才由零售商

R1 決定經銷通路產品的每單位利差 m1、m11 與 m21，產生產品間的零售利差(價格)競爭。 

3. 零售商與委託製造商中因訊息不對稱存在道德危機的風險，零售商無法觀察委託的製造商的

素質和努力程度，而必須承擔自有品牌產品品質不穩定的危機，所以零售商應該建立一個機

制來選擇委託代工的製造商。若透過共同合作獲利潤共享是否能降低代工製造商的道德危機

環境，這將成為之後發展的研究主題。 

4. 為了便於分析廠商決策，模型設定零售商只有選擇第一家製造商代工，而排除第二家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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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的情形，可繼續放寬限制到兩家製造商都可能代工的競爭型態，以分析零售商合作模式

是否仍為最佳策略。 

5. 多數的自有品牌容易讓消費者有低品質認知，因此要扭轉消費者對自有品牌品質較差的印

象，零售商必須多花心思廣告或宣傳，之後的研究可於模型發展廣告宣傳或代工廠資訊揭露

等變數，分析其對自有品牌決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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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商圈服務品質研究-以旗山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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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強化特色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經濟部商業司自 1995 年起實施商圈輔導計畫，而旗山

形象商圈也於 1998 年成立。本研究主要目的在評估旗山形象商圈的各項服務品質狀況，透過文

獻回顧與研究旗山形象商圈特性，本文針對服務品質構面設計 SERVQUAL 量表。本研究利用

重要度-滿意度分析，探討旗山形象商圈各項服務品質的狀況，其中有 4 項服務品質屬於有待改

進項目。此外本研究也利用 Kano 二維品質模型將服務品質加以歸類，討論各項服務品質的特

性。調查結果顯示旗山形象商圈的各項服務品質，歸類為線性品質、魅力品質、當然品質等三

項。而上述分析結果顯示「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停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空間無障

礙設施完善」與「商圈廁所清潔充足」是旗山形象商圈最需要改進服務品質，透過這些改善期

能更有效提升遊客對旗山形象商圈的滿意度。 

 

關鍵詞：形象商圈，服務品質，重要度-滿意度分析，Kano 二維品質 

 

  



56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A Study on the Service Quality Dimensions of Image 

Business District of Cishan 
 
 

Yih Su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heng Shi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Kuo-Kwei Chung 
Department of Tourism and Recre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local specialty industries and foster local economic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implemented various assistance 

programs since 1995.And the image business district of Cishanalso established in 1998.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valuate servicequalities of image business district of Cishan.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ishan, the SERVQUAL measure of quality 

attributeisestablished. We use importance-satisfaction model, Kano two-dimensional quality model 

and re-defined Kano’s model to evaluate service qualities of image business district of Cishan. The 

Kano’s model induces that two items arelisted inmust-bequality, ten items are listed in 

one-dimensional quality and four items are listed inattractive quality. And we find “convenience of 

traffic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Safe and ample parking space”, “barrier-free environment” 

and “clean and enough Toilets” are the service qualities which need to be improved to increase 

customers’satisfaction. 

 

Key words: Kano two-dimensional quality, image business district, importance-satisfaction model,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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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隨著民眾生活型態的改變，各式大型量販店與連鎖商店的出現，以及各式網路、電視購物

等電子商務崛起，傳統商圈中小型商店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衝擊。由於傳統商圈主要是在人口聚

集的街道自然形成，缺少整體規劃且多以中小型零售商店為主體，因此缺乏現代商店的便利與

競爭力。傳統商圈在各方衝擊之下也漸漸喪失競爭力，許多商店街的生意更是一落千丈。政府

為因應休閒觀光旅遊與消費型態的轉變，活絡地方經濟以及創造就業機會；經濟部從推動地方

商圈發展著手，積極強化地方商業環境，推動文創與觀光產業結合，輔導商圈建立特色及創新

品牌價值，透過活絡商圈經濟活動，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施顏祥[1])。 

自 1995 年起政府為活絡商圈發展，推動一系列相關計畫，包括「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塑

造形象商圈計畫」、「改善商業環境五年計畫」、「活化地方商業環境中程計畫」以及「創新台灣

品牌商圈四年計畫」等等。而且政府為持續提升商圈能量，自 2013 年起以「顧客需求導向」及

「國際發展導向」為軸心，強調多元文化、體驗消費，並結合地方特色活動及延伸的多元文創

產業觀光資源，進行城市行銷，運用商圈主題特色遊程開拓自由行旅客商機，希望吸引更多外

地民眾到商圈消費，讓商圈成為帶動地方經濟復甦、繁榮的重要引擎(施顏祥[1])。顯見台灣在

持續增加觀光與服務業的情況下，「提升商圈競爭力，輔導強化軟實力」仍是未來政府提升形象

商圈能量的重點。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對形象商圈的內涵敘述：將地方自然形成之傳統商圈，結合當地人文、

特產及景觀等特色，導入現代化企業經營理念，藉由商業基礎建設之改進，並且凝聚商圈合作

意識，強化商圈競爭力，塑造具有多元性、持續性、整體性、文化性的形象特色的現代化商圈

（經濟部商業司[2]）。在政府輔導下，塑造主題鮮明的地方特色固然是形象商圈發展成功的主

要條件之一，然而有健全的地方商圈組織運作，更是取得政府商圈計畫資源的首要關鍵因素。

因此如何發展有地方特色的形象商圈，提高消費者滿意度也是關注的重點，如曾建榮，李承翰

與朱國光[3]討論地方文化產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旗山地區開發經歷清朝、日據時

代進入民國以來一直是台灣地區極具特色的地區。旗山除了具備歷史香蕉產業與中山老街之地

方特色，主要還有旗山形象商圈促進會之核心團隊，積極運作地方商圈事務才得與取得商圈計

畫資源(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4])。隨著高雄縣市合併，旗山形象商圈如何更積極的改善提升

現有商圈的現狀，以增加遊客前往當地觀光消費的意願，在在都是形象商圈的挑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首先 PZB 模式之服務品質構面，考量形象商圈服務品質特性，並參考

相關服務品質文獻及訪談結果，建立旗山形象商圈的服務品質構面的問項，以問卷調查方法調

查旅客對旗山形象商圈整體印象。透過重要度-滿意度模型(importance-satisfaction model)以及

Kano 二維品質模型(Kano two-dimensional quality model)等方法，從而了解旗山形象商圈的特色及環

境設施在旅客心中的評價，進而提出改善意見，並提供旗山形象商圈未來提高遊客忠誠度與商

圈改善的依據。研究目的包含:(一)旅客對於旗山形象商圈的旅遊特性；(二)旗山形象商圈各項

服務品質遊客預期重要度以及遊客實際體驗之後的滿意程度分析；(三)運用 Kano 二維品質屬性

模型，探討旗山形象商圈各項服務品質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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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架構如下：一、為前言，二、文獻回顧，三、研究設計與調查規劃，針對本研究之

特性進行問卷設計與調查規劃。四、調查結果與分析，主要說明調查結果、旗山形象商圈重要-

滿意度分析，其次進行 Kano 二維品質分類，並對旗山形象商圈服務品質整合分析。最後則為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二、 文獻回顧 

關於服務品質的衡量，Parasuraman et al. [5,6]建立「服務品質認知差距模式」(簡稱為 PZB

模式)，該模式提出影響服務品質的十個構面，並設計出 SERVQUAL 量表。Parasuraman et al.[6]

修正影響服務品質的構面為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有形性及關懷性等五大構面；而

SERVQUAL 量表重新修正後，也被廣泛應用於各種產業中，例如 Landrum et al.[7]；Quader[8]；

Tate and Evermann[9]；Turner, Bienstock, and Reed[10]；Zaim, Bayyurt, and Zaim[11]；Sukwadi, Yang and 

Fan[12]與胡凱傑等[13]。 

Yang[14]認為顧客對於服務品質認知重要度與顧客實際體驗滿意度，對於品質改善與決策

時能提供有用的貢獻。該研究提出重要度-滿意度(importance-satisfaction；I-S Model)模式，以水

平軸代表品質屬性的重要程度，而以垂直座標軸表示顧客的滿意程度。以重要度與滿意度的平

均值或中數為中心線分隔成四項區域:第一區域為優越區域(Excellent area)、第二區域為有待改

進區域(To be improve area)、第三區域為過剩區域(Surplus area)及第四區域為不必費心區域

(Care-free area)，詳見表 1。利用上述模式可探討各項服務品質位於哪個區域，以討論是否應對

各項服務品質提出改善計畫或維持目前服務。 

[表 1 置於此] 

Kano, Seraku 與 Tsuji[15]提出二維品質模式(Kano 二維品質模式)，強調並非所有品質與整體

滿意度均呈現一維線性關係，因此將品質分成魅力品質要素(Attractive Quality Element)、線性品

質要素(One-dimensional Quality Element)、當然品質要素(Must-be Quality Element)、無差異品質

要素(Indifferent Quality Element)與反轉品質要素(Reverse Quality Element)等五種品質要素構面

(圖 1)。Kano 二維品質模式最初是用於製造業產品品質的開發，但已被廣泛應於非製造業的相

關研究。關於 Kano 二維品質屬性的分類，Kano 等[15]、Schvaneveldt、Enkawa and Miyakawa[16]、

Matzler and Hinterhuber[17]均做過相關歸類。其中 Matzler and Hinterhuber[17]針對品質充分與不

充分兩種情況，首訪者回答的答案為「喜歡」、「理所當然」、「沒有差別」、「不會介意」、「不喜

歡」等五種情況下，Kano 二維品質的歸類表(如表 2)。 

[圖 1 置於此] 

[表 2 置於此] 

將受訪者的回答歸類出各項品質屬性之後，關於 SERVQUAL 量表的問項，Kano 二維品質

歸類方法，許多研究以受訪者回答比例最高的品質要素歸類。而 Gitlow[18]提出決定服務品質

屬性的方法。若(A+O+M)＞(I+Q+R)，則二維品質歸類為(A,O,M)的極大；反之若(A+O+M)≦

(I+Q+R)，則二維品質歸類為(I,Q,R)的極大。其中 A 為魅力品質；O 為線性品質；M 為當然品

質；I 為無差異品質；R 為反轉品質與 Q 為無效品質。 

雖然Kano二維品質模式最初是用於製造業產品品質的開發，但隨著各界的廣泛使用，K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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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維品質模式已不再侷限於製造業。例如Schvaneveldt、Enkawa 及Miyakawa[16]將二維品質模

式應用於服務業上，探討銀行、乾洗店、餐廳及超級市場等四種行業的服務品質。Zhang andVon 

Dran[19]則將Kano二維模式運用在網站品質的研究。Löfgren and Witell[20]回顧過去 20 年與Kano

二維模式有關的文獻。而近來相關的研究也相當普遍的運用在各種研究上，如Garibay et al.[21]

研究電子圖書館的服務品質，Kurt and Atrek[22]研究線上購物網站以及Chen[23]

三、 調查規劃 

運用在連鎖餐廳

的研究。 

Yang[24]結合 Kano 二維模式與重要度指標重新命名品質屬性，其中當然品質依重要度高低

分為關鍵(critical)品質屬性與需要(necessary)品質屬性；而線性品質則區分為高附加價值(high 

value-added)品質與低附加價值(less value-added)品質；而魅 力品質則分為高魅力(highly attractive)

品質與低魅力(less attractive)品質；至於無差異品質屬性若具有高重要程度，則暗示著有潛在吸

引顧客滿意的因子，定義為潛力(potential)品質屬性，而低重要度的則為不必費心(care-free)品質

屬性。反轉品質則不考慮，因為並不會涉及顧客重要度評價。上述對二維品質屬性的定義稱為

「精化 Kano 二維品質屬性」(refined Kano’s model)，其定義整理如表 3。 

[表 3 置於此] 

經濟部商圈輔導工作自民國 84 年起，從推動「形象商圈」、「商圈再造」、「魅力商圈」到「品

牌商圈」，為商圈永續發展奠定多元化的基礎(施顏祥[1])。而國內相關形象商圈的研究相當豐富，

包含永續發展、商圈的實質環境、顧客滿意度等方面。簡媛毅[25]將形象商圈分為都市型、區

域型、特色型及新興型等四類形象商圈，並且以都市型及特色型形象商圈推動成效比較顯著。

賴佳淳[26]則以台中精明一街、彰化市八卦山暨永樂街形象商圈、彰化縣田尾形象商圈為研究

對象，討論形象商圈經營績效與顧客滿意度之探討。蔡維修[27]以田尾公路花園形象商圈為例

討論體驗行銷、顧客價值、顧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關係。邱詒絜[28]則大範圍討論台灣形象商

圈之經營績效。黃振峰[29]則以蘆洲廟口商圈為例研究捷運開通後對形象商圈的發展影響。陳

劵彪、與洪國爵[30]，研究商圈更新再造對商圈業者經營績效的影響。劉明德[31]對商圈服務品

質構面與 SERVQUAL 量表構面的一致性進行比較，來探討不同型態商圈的服務品質構面是否

有所差異。 

1. 調查規劃 

關於SERVQUAL量表針對形象商圈建立服務品質構面，目前並沒有非常明確的結論。因此

本研究首先參考相關文獻，整理旗山形象商圈的特性以建立服務品質構面。本研究採用

SERVQUAL量表並參考相關文獻，以建立形象商圈的服務品質問卷，其中參考文獻包括劉明德

[31]、蔡維修[27]、鄭紹材、陳佳伶與曾瀞萱 [32]與Chen[23]

本研究問卷包含：(1)受訪者基本資料；(2)旗山形象商圈休閒旅遊特性；(3)旗山形象商圈服

務品質構面預期重要度，以及實際體驗後滿意度。(4)各品質構面充分與不充分的感受。問卷服

務品質構面共分 22 個問項，關於重要度與體驗滿意度，均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來衡量。

等等。透過上述過程本研究旗山形

象商圈服務品質構面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與關懷性等五大構面，共設計 22 個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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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屬性的重要度衡量分為「非常重要」、「重要」、「普通」、「不重要」、「非常不重要」五個答

案。而滿意度衡量則分為「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以及「非常不滿意」五個

答案。至於 Kano 二為品質屬性，同樣以李克特五點尺度來衡量，分為「不喜歡」、「能忍受」、

「沒有感覺」、「理所當然」以及「喜歡」。 

本研究以在旗山形象商圈進行休閒旅遊或者曾到過旗山商形象商圈的遊客為研究對象。因

為母體龐大且無法取得母體名冊，因此採用便利抽樣。抽樣樣本數利用下列公式計算，

n≥Zα 2⁄
2 4d2⁄ ，其中n為樣本數，d為誤差。在95%的信賴水準與正負5%的誤差下，Zα 2⁄ =1.96，d=0.05，

透過公式得出樣本數約為 385 人。 

2. 調查結果 

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調查時間為 102 年 7 月 1 日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總計調查 400

位民眾，扣除未回收與無效問卷 26 份，有效問卷共 374 份，回收率達 93.5%。本研究全部題目

之 Cronbach’s α值為 0.901，顯示本研究具有極高的信度。在旗山形象商圈預期重要度與體驗滿

意度問項的 Cronbach’s α分別為 0.945 與 0.927，至於 Kano 二維品質構面，充分與不充分的

Cronbach’s α分別為 0.941 與 0.932。顯示本研究的問卷結果具有相當良好的信度。本研究調查

問卷依相關文獻探討所收集資料為設計問卷基礎，另將問卷初稿進行問卷預試與修正以完成最

終正式問卷設計，故調查問卷之內部效度應可視為無慮。 

就調查結果而言，受訪者中男性佔 38.8%、女性佔 61.2%。而受訪遊客的年齡層以 21~30

歲佔 34.2%最多，其他年齡層除 61 歲以上受訪者較少佔 5.1%外，其餘均超過 12%；再者綜合

受訪者教育程度與收入觀察，以學生及月收入 30,000 元以下為最多。顯然旗山形象商圈主要仍

是學生或剛畢業青年為多數，因此未來應加強文創與流行文化元素以提高青年繼續到旗山消費

的意願。至於受訪者前往旗山的交通工具，以自行開車的佔 42%最多，其次則是大眾運輸與機

車分別佔 32.4%與 21.4%。 

就休閒旅遊特性調查結果表 4 而言，有 68.7%受訪者知道旗山已成立形象商圈，但仍有 3

成受訪者表示不知道，顯示旗山形象商圈推展仍嫌不足。而對於旗山形象商圈的資訊受訪者主

要來自於親友，其次為傳播媒體與網路資訊。綜合上述結果，形象商圈相關機構與政府機關應

加強各項宣傳方式，例如與旅行業合作、透過各項創意行銷、建立部落格、臉書與專門網頁以

進行各項資訊的傳播。而受訪者在旗山停留期間以 2~3 小時最多，其次為 1 個小時；主要目的

以特產美食與休閒娛樂，分別占 35.8%與 27%。由此可知受訪者主要在旗山形象商圈主要仍為

短暫旅遊，並且主要針對旗山特產與美食。因此如何提升旗山形象商圈觀光與特色，提高對觀

光客的吸引，以延長觀光客對旗山形象商圈的旅遊時間，均是未來形象商圈所應努力的方向。 

另外就到訪次數而言，8 成受訪者到過旗山”2 次以上”，平均”一年以上”才到旗山形象商圈

一次最多。換言之，到旗山觀光的遊客主要都以南部地區居民為主，並且都是屬於偶爾才會想

到旗山。因此消費金額也偏低，以 1,000 元以為最多，佔 67.4%。顯然旗山形象商圈的消費型

態仍以特色小吃與休閒為主，因此平均消費金額較少，停留時間也較短，顯然形象商圈仍有很

大的改進空間以吸引觀光客的到訪。 

[表 4 置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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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1. 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 

就受訪者對於旗山形象商圈各品質構面重要度的調查結果而言，若將非常不重要、不重要、

普通、重要與非常重要分別給予 1~5 分，則各項服務品質重要度的平均分數如表 5。各項服務

品質重要度平均都超過 3.5 以上，其中以「商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最高，為 4.21；「商圈

廁所清潔充足」和「商圈店員對顧客禮貌、友善、尊重」居次，均為 4.18。顯見設施方便與否

以及服務是否符合顧客需求等，是受訪者最重視的服務品質。再者重視程度較低的服務品質以

「商圈店家提供信用卡付款服務」，平均 3.58 最低；「商圈店家提供宅配服務」的 3.68 居次。進

一步觀察，由於旗山形象商圈旅遊族群有相當大比例為 30 歲以下年輕族群，而且主要遊客也以

南部地區較多，因此對於信用卡與宅配的需求較少，所以認知重要度也相對最低。 

若再就受訪者對各服務品質實際體驗的滿意程度觀察(表 5)，同樣將非常不滿意、不滿意、

普通、滿意以及非常滿意，分別給予 1~5 分。則各服務品質的平均數均低於重要度，顯然個服

務品質均有改善空間。而其中以「商圈店員對顧客禮貌、友善、尊重」滿意度平均 3.61 最高；

「商圈提供適當營業時間」平均 3.54 居次；「商圈提供的服務和商品與形象吻合」平均 3.51 再

次。而滿意度較低的服務品質，以「商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最低，平均 3.03；「商圈廁所

清潔充足」居次，為 3.12；「商圈休憩設施完善」與「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再次，均為

3.21。因此實際體驗滿意程度較低的服務品質為交通、環境與休閒設施，也是商圈最需留意改

善的服務品質。 

根據 Yang[14]提出的 I-S 模型進行研究(見表 5)，22 項服務品質中有 7 項屬於優越區域，7

項屬於過剩區域，4 項屬於不必費心區域。但其中仍有 4 個項目屬於有待改進區域，分別是「商

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商圈停 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商圈廁所清潔充足」與「商圈

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等，均屬於硬體空間以及環境維護。Yang[24]，對於 I-S 模型也提出改善

係數(Improvement index)，計算方式為改善係數 = �滿意度 −重要度� 重要度� 。改善係數越小顯

示服務品質可以改善的空間越大，更應加強改善以爭取顧客滿意度。就表 5 觀察，22 項服務品

質的改善係數而言，以「商圈停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商圈廁所清潔充足」與「商圈空間無

障礙設施完善」三項改善係數最小，均小於-2.0。而這三項也是滿意度最低的項目，尤其「商

圈停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與「商圈廁所清潔充足」更是受訪者認為重要度最高的項目，足見

這兩項確實會影響消費者再次前往旗山形象商圈的意願，有待相關部門進行解決。 

[表 5 置於此] 

2. 變異數與因素分析 

就受訪者基本資料對 22 項服務品質的重要度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觀察(表 6)，其中以年齡

及教育程度對服務品質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最多，分別有 14 與 19 項，均超過半數服務品質重

要度有差異。其次職業與性別各有 10 項與 8 項服務品質有顯著差異，而不同收入程度僅有 3

項服務品質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至於受訪者對於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只有教育程度有 4 項服

務品質滿意度有差異，其他受訪者基本資料對於 22 項服務品質的滿意度，在變異數分析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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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並不多。顯然在實際體驗後對於各項服務品質的認知，受訪者不論為何種身分感受趨於一致。

但就前述分析來看，這些服務品質實際體驗的結果於預期重要度並不一致，而且實際體驗的受

訪者是有失望的感覺。 

[表 6 置於此] 

為了萃取遊客對旗山形象商圈服務品質滿意程度所考慮的構面，本研究採因素分析進行，

分析前先以取樣適當性檢定(Kaiser-Meyer-Olkin, KMO)與 Barrlett 球形檢定，得知樣本分析後之

KMO 值為 0.932、Barrlett 球形檢定值為 3491.659、顯著水準 p-value 為 0.00，顯示樣本資料適

合行因素分析(表 7)。其後，再以主成份分析與最大變異數轉軸進行因素分析萃取構面，共萃取

出四個特徵值大於 1 的獨立構面，累計變異量達 55.62%。根據表 7 轉軸結果對萃取的構面進行

命名，四個構面分別命名為「服務保證」、「環境交通」、「基礎設施」與「服務關懷」等構面。

透過因素分析，雖然與 PZB 品質構面有不同，但因素分析結果可視為旗山形象商圈的服務品質

構面，可提供相關單位進行品質改進時更適合的分析構面。 

[表 7 置於此] 

3. 二維品質模型分析 

本研究依據 Gitlow[18]的方法，進行 Kano 二維品質屬性歸類，其次也利用 Yang[24]定義的

「精化 Kano 二維品質屬性」歸類。本研究探討的 22 項服務品質的 Kano 二維品質屬性歸類結

果如表 8。其中歸類為當然品質要素的有「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與「商圈指標解說

正確完善充足」2 項。這兩項服務品質充分時消費者並不會感到滿意，但不充分時卻會造成消

費者不滿。再就精化 Kano 分類觀察，則這兩項當然品質均屬於關鍵品質，亦即受訪者認為屬

於高重要度。而依據上 I-S 模型分析，「商圈指標解說正確完善充足」屬於優越區域，但「商圈

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卻屬於有待改進。顯然消費者對於旗山形象商圈的大眾運輸系統並

不滿意，應積極改善以提高消費者的滿意度。 

另外共有10項服務品質歸類為線性品質，該品質充分時會獲得消費者滿意，但若不充分時，

則會引起消費者不滿意。若依精化 Kano 分類區別，則「商圈環境整潔維護管理良好」等 8 項，

消費者認為是高重要度，屬於「高附加價值品質」。此類服務品質充分時，能顯著提高消費者對

於商圈的觀感，所以商圈應盡力增加此類服務品質，以提高消費者的忠誠度。而且「商圈廁所

清潔充足」、「商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與「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三項服務品質，在

I-S 模型屬於「有待改進」區域，顯然在消費者心中，這三項服務品質並不滿意，因此商圈應該

儘快改善此 3 項服務品質，以提高消費者忠誠度。至於線性品質中，「商圈整體景觀設計具特色」

與「服務人員能主動提供服務」兩項，屬於「低附加價值品質」，雖然不充分會引起消費者不滿，

但此兩項服務品質在 I-S 模型中屬於「過剩區域」，因此可以維持目前品質狀況即可不必費心。 

至於歸類為魅力品質的服務品質有 4 項，當魅力品質充分時消費者會感到滿意，但不充分

時也不會造成不滿意。若依精化 Kano 分類區別，其中「商圈動線規劃完善」屬於「高魅力品

質」，應多提供以吸引消費者。而「商圈店家具吸引力」等 3 項則屬於「低魅力品質」，應看成

本高低決定是否提供。而此四項服務品質在 I-S 模型中屬於「優越」、「不必費心」與「過剩」

區域，因此商圈僅須保持目前服務品質狀況即可，並不需要太過費心。另外則有 6 項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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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類為無差異品質，不論充分或不充分都不會引起消費者的滿意或不滿意。並且其中 5 項依精

化 Kano 分類屬於「不必費心」品質，在 I-S 模型中屬於過剩或不必費心區域。這些無差異品質

中唯有「商圈店家提供充足可靠特色商品」，依精化 Kano 分類屬於「潛力品質」，因此應留意

選擇性服務或委外提供。 

Matzler and Hinterhuber[17]提出顧客滿意係數的品質改善指標，來確認改善服務品質能增

加顧客滿意度或減少顧客不滿意度，其指標公式如下：增加顧客滿意係數=(A+O)/(A+O+M+I)；

減少顧客不滿意係數=(O+M)/(A+O+M+I)×(-1)。其中「商圈店員對顧客禮貌、友善、尊重」、「商

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與「商圈廁所清潔充足」分別在增加滿意指標與消除不滿意指標均

最高。顯然對於受訪者而言改善上述三項服務品質不僅能增加受訪者滿意度，更能消除受訪者

的不滿意度，且較其他服務品質能有更好的效果。 

[表 8 置於此] 

五、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SERVQUAL 量表建構共 22 個服務品質問項，以旗山形象商圈為研究對象進行服

務品質的研究。並且針對在旗山商形象商圈進行休閒旅遊，或者曾到過的遊客為研究對象進行

調查。透過受訪者調查結果中，可以發現:1.多數的受訪者主要的年齡層是來自年輕族群，而且

以南部遊客較多；2.受訪者主要是搭乘大眾交通運輸或自行開車前往旗山。3.對於旗山形象商圈

的資訊主要來自於親友、傳播媒體與網路資訊。4.旗山形象商圈主要因為旗山特產與美食，且

停留時間與消費金額均不大，屬於短暫旅遊。綜合上述結果，形象商圈相關機構與政府機關應

加強各項宣傳方式，例如與旅行業合作、透過各項創意行銷、建立部落格、臉書與專門網頁以

進行各項資訊的傳播。而如何提升旗山形象商圈觀光與特色，提高對觀光客的吸引，以延長觀

光客對旗山形象商圈的旅遊時間，均是未來形象商圈所應努力的方向。 

就變異數分析結果觀察，受訪者基本資料對於服務品質的重要度有顯著差異，顯然不同受

訪者關切的服務品質也有差異。至於體驗後的滿意度，不同消費者身分對滿意度的並沒有顯著

差異，同時受訪者預期重要度均高於實際體驗的滿意度，顯然各項服務品質仍有改進的空間。

在重要度與滿意度分析可發現，受訪者在「商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商圈廁所清潔充足」、

「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以及「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四項服務品質，屬於「有

待改進」區域，並且改善係數也最小，顯示這幾項服務品質項目最需要進行改進。 

至於 Kano 二維品質分類，22 項服務品質有 2 項是當然品質、4 項魅力品質以及 10 項線性

品質，其他則為無差異品質。再就精化 Kano 二維品質分類結果而言，以 8 項「高附加價值品

質」最多，3 項「低魅力品質」，其他「高魅力品質」、「低附加價值品質」與「關鍵品質」各有

2 項。而其中「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為當然品質且為關鍵品質，而「商圈停車空間

便利充足安全」、「商圈廁所清潔充足」以及「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三項為「高附加價值

品質」。上述四項服務品質在 I-S 模型中均屬於「有待改進」區域。 

由於旗山地區雖居高雄市，交通以國道 10 號最為便利，自行開車前往也較多。因此對於旗

山形象商圈是否有便利的行車環境，以及充足、安全的停車空間相對之下就成了遊客前往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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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條件。再者因為旗山地區距離高雄市中心仍有一段距離，對於以學生及剛畢業青年為主

的消費族群，機車與大眾運輸的便利性也是亟需考量吸引主要消費族群的條件。這兩點也反應

在「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與「商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兩項服務品質，受訪者

認為的重要度與滿意度的結果，顯然是旗山形象商圈最需要積極改善的服務品質。而「商圈廁

所清潔充足」以及「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則是提高旅遊舒適度的項目，更是遊客再度造

訪的重要因素，也需要形象商圈於以重視改進。 

 

致 謝 

作者感謝主編及兩位審稿委員的指正與建議，使本文更加完善，特此申謝。 

參考文獻 

1. 施顏祥，「創新樂活 No.13」，經濟部商業司電子報，2013.2.15。

http://gcis.nat.gov.tw/ebook/book-cont-201302.html. 

2. 經濟部商業司，「國外案例研究成果-商業區更新發展機制」，台北:經濟部商業，1999。 

3. 曾建榮、李承翰與朱國光，「地方文化產業服務品質、顧客滿意與行為意圖之研究」，顧客

滿意學刊，第10卷，第1期, pp.93-113，2014 

4.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2001商圈案例集」。台北:經濟部商業司，2001。 

5.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and Berry, L. L.,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49, No.4, pp.41-50,1985. 

6.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and Berry, L. L., “SERVQUAL: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Journal of Rtailing, Vol.64, No.1, pp.12-40,1988. 

7. Landrum, H., Prybutok, V. R., Kappelman, L. A., and Zhang, X., “Servcess: A Parsimonious 

Instrument to Measure Service Quality and 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Vol.15, No.3, pp.17-26, 2008. 

8. Quader, M. S., “Manager and Patient Perceptions of a Quality Outpatient Service: Measuring the 

Gap,” Journal of Services Research, Vol.9, No.9, pp.109-138, 2009 

9. Tate, M. and Evermann, J.,“The End of SERVQUAL in Online Services Research: Where to from 

Here?” e-Service Journal,Vol.7, No.1, pp.60-87, 2010. 

10. Turner, K. F., Bienstock, C. C., and Reed, R. O.,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to Independent Auditing Services,”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Vol.26, 

No.4, pp.1-7, 2010. 

11. Zaim, H., Bayyurt, N., and Zaim, S., “Service Quality and Determinant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Hospitals:Turkish Experience,”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Economics Research Journal, 

Vol.9, No.5, pp.51-58, 2010. 

12. Sukwadi, R., Yang, C. C., & Fan, L. “Capturing customer value creation based on service 

experience – a case study on News Café, ” Journ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曾建榮(Chien-Lung%20Tseng)',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李承翰(Cheng-Han%20Lee)',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javascript:blockUICustomSetting(function()%7bKeyWordSearch(null,null,'李承翰(Cheng-Han%20Lee)',null,false,false,false,false);%7d);�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Index/18164668-201403-201403280026-201403280026-93-113�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816466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816466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8164668�
http://www.airitilibrary.com/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8164668?IssueID=201403280026�


                    蘇懿、鍾國揆：形象商圈服務品質研究-以旗山為例               65 
 

 

 

Vol.29, No.6, pp.383-399, 2012. DOI:10.1080/10170669.2012.713033 

13. 胡凱傑、賈凱傑、劉欣怡，「國道客運業服務品質風險評估之研究: 以臺北新竹線為例」，運

輸計劃季刊，第41卷，第1期，pp.81-112，2012。 

14. Yang, C. C.,“Establish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integrated model ofservice quality 

measurement,” Management Service Quality, Vol.13, No.4, pp.310-324, 2003. 

15. Kano, N., Seraku, N., Takahashi, F., & Tsuji, S.,“Attractive quality and must-be quality,”Journal 

of Japanese Society for Quality Control, Vol.14, No.2, pp.39-48, 1984. 

16. Schvaneveldt, S. J., Enkawa, T. & Miyakawa, M. “Consumer evaluation perspectives of service 

quality: Evaluation factors and two-way model of quality,”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Vol.2, 

No.2,pp.149-161, 1991. 

17. Matzler, K. and Hinterhuber, H. H. “How to mak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more successful 

by integrating Kano’s model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to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Technovation, Vol.18, No.1, pp.25-38, 1998. 

18. Gitlow, H. S., “Innovation on Demand,” Quality Engineering,”Vol.11, No.1, pp.79-89, 1998. 

19. Zhang, P., Von Dran, G.,“User Expectations and Rankings of Quality Factors in Different Web 

Site Domai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Vol.6, No.2, pp.9-33, 2002. 

20. Löfgren, M. and Witell, L.,“Two Decades of Using Kano’s Theory of Attractive Qualit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Quality Management Journal, Vol.15, No.1, pp.59-75, 2008. 

21. Garibay, C., Gutiérrez, H., & Figueroa, A.,“Evaluation of a Digital Library byMeans of 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 and the Kano Model,” The Journal ofAcademic Librarianship, 

Vol.36, No.2, pp.125-132, 2010. 

22. Kurt, S. D., & Atrek, B.,“The classification and importance of ES-Qual quality attributes: an 

evaluation of online shoppers,” Managing Service Quality, Vol.22, No.6, pp.622-637, 2012. 

23. Chen, L. F.,A novel framework for customer-driven service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a restaurant 

chain. Tourism Management, vol.41, pp 119-128,2014 

24. Yang, C.C., “The refined Kano’s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Vol.16,No.10, pp.1127–1137, 2005. 

25. 簡媛毅，「商店街街區組織運作之研究」，朝陽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6. 賴家淳，「形象商圈經營績效與顧客滿意度之探討－以中部形象商圈為例」，樹德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2003。 

27. 蔡維修，「體驗行銷、顧客價值、顧客滿意與行為意向關係之研究－以田尾公路花園形象商

圏為例」，國立勤益技術學院第三屆管理學術研討會，2005。 

28. 邱詒絜，「台灣形象商圈之經營績效－以鄉鎮為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經濟學系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 

29. 黃振峰，「捷運開通後對形象商圈發展之影響－以蘆洲廟口商圈為例」，北市教大社教學報

第11期，2012。 

 



66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30. 陳劵彪、洪國爵，「商圈更新再造對商圈業者經營績效之影響」。智慧科技與應用統計學報，

第6卷，第1期，pp.39-54，2008。 

31. 劉明德，「商圈服務品質購面對應服務品質策略之研究」，品質學報，第17卷，第3期，pp.247- 

267，2010。 

32. 鄭紹材、陳佳伶與曾瀞萱，「以Kano二維模式探討公寓大廈管理維護公司服務品質特性之研

究」，中華建築學刊，第1卷，第2期，2005。 

 

表 1:重要度-滿意度模式 

 
重要度低 重要度高 

滿意度高 過剩區域(Surplus area) 優越區域(Excellent area) 

滿意度低 不必費心區域(Care-free area) 有待改進區域(To be improve area) 

 

圖 1: Kano 二維品質模式(資料來源：Yang[24]) 

 

表 2:Matzler and Hinterhuber 之二維品質要素歸類表 

不充分 
喜歡 理所當然 沒有感覺 能忍受 不喜歡 

充分 

喜歡 無效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魅力品質 線性品質 

理所當然 反向品質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當然品質 

沒有感覺 反向品質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當然品質 

能忍受 反向品質 無差異 無差異 無差異 當然品質 

不喜歡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反向品質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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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精化 Kano 二維品質屬性歸類表 

Kano 二維品質屬性 具高重要度的品質屬性 具低重要度的品質屬性 

魅力品質 高魅力品質 低魅力品質 

線性品質 高附加價值品質 低附加價值品質 

當然品質 關鍵品質 需要品質 

無差異品質 潛力品質 不必費心品質 
 

表 4: 休閒旅遊特性統計結果 
旅遊特性 類別 人次 % 

 
旅遊特性 類別 人次 % 

您平時都經由何

處得知旗山形象

商圈相關資訊 

報章雜誌 31 8.3 
 

是否知道旗山

已成立形象商

圈 

是 257 68.7 
傳播媒體 50 13.4 

 
否 117 31.3 

親友 131 35.0 
 

您到過旗山幾

次 

第一次 75 20.1 
網路資訊 40 10.7 

 
第二次 58 15.5 

政府文宣 14 3.7 
 

第三次 51 13.6 

您在旗山形象商

圈平均停留多久

時間 

半個小時 33 8.8 
 

第四次以上 190 50.8 
1 個小時 134 35.8 

 

您平均多久到

旗山一次 

一個月 80 21.4 
2~3 個小時 186 49.7 

 
二至三個月 45 12.0 

4 小時以上 21 5.6 
 

半年 49 13.1 

您到旗山的目的

主要為何 

生態旅遊 25 6.7 
 

半年以上 71 19.0 
特產美食 144 38.5 

 
一年以上 128 34.2 

古蹟遊覽 40 10.7 
 

您到旗山平均

的消費金額大

約是少 

1000 元以下 252 67.4 
購物 15 4.0 

 
1001-2000 元 88 23.5 

休閒娛樂 101 27.0 
 

2001-3000 元 28 7.5 
路過 27 7.2 

 
3001-4000 元 3 0.8 

其他 21 5.6 
 

5000 元以上 2 0.5 
 

表 5:旗山形象商圈受訪遊客重要度與滿意度調查結果 

形象商圈問項 重要度 
(1) 

滿意度 
(2) 

I-S 模式歸

類 
差距(3) 
=(2)-(1) 

改善係數

(3)/(1) 
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 4.00 3.27 有待改進 -0.73 -0.18 
商圈整體景觀設計具特色 3.90 3.46 過剩 -0.44 -0.11 
商圈環境整潔維護管理良好 4.07 3.43 優越 -0.64 -0.16 
商圈動線規劃完善 4.04 3.38 優越 -0.66 -0.16 
商圈廁所清潔充足 4.18 3.12 有待改進 -1.05 -0.25 
商圈休憩設施完善 3.95 3.21 不必費心 -0.74 -0.19 
商圈店家具吸引力 3.93 3.34 不必費心 -0.58 -0.15 
商圈店家商品價格合理標示清楚 4.06 3.48 優越 -0.59 -0.14 
商圈店家提供充足可靠特色商品 3.97 3.47 過剩 -0.50 -0.13 
商圈店家提供商品與服務的品質 4.06 3.43 優越 -0.63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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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指標解說正確完善充足 4.03 3.39 優越 -0.64 -0.16 
服務人員能迅速提供服務 4.00 3.38 優越 -0.62 -0.15 
服務人員能主動提供服務 3.89 3.38 過剩 -0.51 -0.13 
服務人員能提供各項豐富資訊 3.92 3.38 過剩 -0.54 -0.14 
商圈停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 4.21 3.03 有待改進 -1.18 -0.28 
服務人員專業知識可解決問題 3.95 3.44 過剩 -0.51 -0.13 
商圈提供的服務和商品與形象吻合 3.96 3.51 過剩 -0.46 -0.12 
商圈提供適當營業時間 3.90 3.54 過剩 -0.36 -0.09 
商圈店員對顧客禮貌、友善、尊重 4.18 3.61 優越 -0.56 -0.14 
商圈店家提供信用卡付款服務 3.58 3.27 不必費心 -0.32 -0.09 
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 4.03 3.21 有待改進 -0.82 -0.20 
商圈店家提供宅配服務 3.68 3.35 不必費心 -0.33 -0.09 

22 個問項平均 3.98 3.37    

 

表 6: 22 項服務品質重要度與滿意度變異數分析之 p-value 結果 

服務品質 
滿意度  重要度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居住

地 
月收

入 職業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居住

地 
月收

入 職業 

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 0.16 0.07 0.26 0.21 0.63 0.08  0.04 0.14 0.02 0.77 0.39 0.01 

商圈整體景觀設計具特色 0.67 0.35 0.47 0.01 0.35 0.72  0.27 0.32 0.33 0.82 0.01 0.51 

商圈環境整潔維護管理良好 0.55 0.03 0.09 0.19 0.07 0.32  0.37 0.03 0.00 0.77 0.06 0.31 

商圈動線規劃完善 0.33 0.12 0.11 0.57 0.17 0.91  0.04 0.00 0.00 0.42 0.21 0.00 

商圈廁所清潔充足 0.14 0.68 0.80 0.67 0.78 0.68  0.06 0.00 0.00 0.14 0.09 0.00 

商圈休憩設施完善 0.70 0.34 0.71 0.13 0.22 0.44  0.09 0.29 0.00 0.72 0.16 0.26 

商圈店家具吸引力 0.51 0.33 0.96 0.28 0.41 0.18  0.06 0.05 0.00 0.16 0.15 0.22 

商圈店家商品價格合理標示清楚 0.76 0.12 0.04 0.78 0.15 0.75  0.05 0.03 0.00 0.42 0.39 0.27 

商圈店家提供充足可靠特色商品 0.40 0.28 0.04 0.65 0.67 0.71  0.97 0.29 0.00 0.55 0.18 0.30 

商圈店家提供商品與服務的品質 0.28 0.35 0.11 0.31 0.18 0.89  0.08 0.02 0.00 0.76 0.44 0.12 

商圈指標解說正確完善充足 0.74 0.35 0.12 0.54 0.37 0.89  0.01 0.02 0.00 0.29 0.34 0.02 

服務人員能迅速提供服務 0.88 0.35 0.83 0.01 0.54 0.64  0.07 0.06 0.02 0.21 0.63 0.00 

服務人員能主動提供服務 0.95 0.33 0.59 0.62 0.17 0.96  0.04 0.26 0.03 0.52 0.38 0.09 

服務人員能提供各項豐富資訊 0.93 0.15 0.09 0.85 0.11 0.67  0.00 0.02 0.00 0.89 0.33 0.14 

商圈停車空間便利充足安全 0.57 0.04 0.61 0.58 0.57 0.21  0.21 0.00 0.00 0.07 0.09 0.00 

服務人員專業知識可解決問題 0.92 0.23 0.57 0.35 0.00 0.27  0.00 0.04 0.00 0.87 0.53 0.18 

商圈服務和商品與形象吻合 0.81 0.20 0.04 0.54 0.55 0.80  0.37 0.01 0.00 0.62 0.01 0.04 

商圈提供適當營業時間 0.37 0.13 0.04 0.51 0.69 0.20  0.05 0.18 0.00 0.86 0.67 0.01 

商圈店員對顧客禮貌友善尊重 0.30 0.38 0.18 0.03 0.17 0.10  0.02 0.00 0.00 0.28 0.48 0.00 

商圈店家提供信用卡付款服務 0.80 0.60 0.39 0.13 0.39 0.87  0.76 0.00 0.29 0.71 0.00 0.06 

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 0.73 0.78 0.51 0.88 0.11 0.80  0.09 0.01 0.00 0.31 0.92 0.01 

商圈店家提供宅配服務 0.91 0.22 0.26 0.33 0.74 0.37  0.08 0.06 0.57 0.44 0.66 0.13 

p-value<0.05 個數 0 2 4 3 1 0  8 14 19 0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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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旗山形象商圈服務品質體驗滿意度的因素分析結果 

構面 服務品質 
因素 
負荷量 

變異量% 
(累計百分比) 特徵值 

服務保證構面 商圈提供適當營業時間 0.677 39.94 8.79 

商圈提供的服務和商品與形象吻合 0.632 39.94  
商圈店家商品價格合理標示清楚 0.628   
服務人員能迅速提供服務 0.613   

環境交通構面 商圈停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 0.643 6.14 1.35 

商圈廁所清潔充足 0.624 46.08  
商圈休憩設施完善 0.580   

基礎設施構面 商圈整體景觀設計具特色 0.768 4.83 1.06 

商圈環境整潔維護管理良好 0.665 50.90  
商圈動線規劃完善 0.537   

服務關懷構面 商圈店家提供宅配服務 0.736 4.71 1.04 

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 0.712 55.62  
商圈店家提供信用卡付款服務 0.572   

 

表 8 : KANO 品質屬性歸類、增加滿意指標與消除不滿意指標的結果 

服務品質 Kano 品質 
歸類 

增加 
滿意 

消除不 
滿意 

精化 Kano 
品質歸類 

商圈交通與大眾運輸系統便利 當然品質 0.35 -0.45 關鍵品質 

商圈整體景觀設計具特色 線性品質 0.36 -0.35 低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環境整潔維護管理良好 線性品質 0.40 -0.49 高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動線規劃完善 魅力品質 0.39 -0.35 高魅力品質 

商圈廁所清潔充足 線性品質 0.42 -0.54 高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休憩設施完善 魅力品質 0.36 -0.35 低魅力品質 

商圈店家具吸引力 魅力品質 0.38 -0.30 低魅力品質 

商圈店家商品價格合理標示清楚 線性品質 0.33 -0.40 高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店家提供充足可靠特色商品 無差異品質 0.38 -0.30 潛力品質 

商圈店家提供商品與服務的品質 線性品質 0.39 -0.38 高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指標解說正確完善充足 當然品質 0.36 -0.38 關鍵品質 

服務人員能迅速提供服務 線性品質 0.36 -0.38 高附加價值品質 

服務人員能主動提供服務 線性品質 0.38 -0.37 低附加價值品質 

服務人員能提供各項豐富資訊 無差異品質 0.36 -0.31 不必費心品質 

商圈停車空間便利充足安全 線性品質 0.42 -0.51 高附加價值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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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專業知識可解決問題 無差異品質 0.34 -0.33 不必費心品質 

商圈提供的服務和商品與形象吻合 魅力品質 0.34 -0.33 低魅力品質 

商圈提供適當營業時間 無差異品質 0.36 -0.33 不必費心品質 

商圈店員對顧客禮貌、友善、尊重 線性品質 0.48 -0.52 高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店家提供信用卡付款服務 無差異品質 0.29 -0.26 不必費心品質 

商圈空間無障礙設施完善 線性品質 0.36 -0.40 高附加價值品質 

商圈店家提供宅配服務 無差異品質 0.35 -0.27 不必費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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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生活型態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以布袋戲文化創意商品為例 

 

 

李啟誠、詹舒雯 

正修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摘  要 

布袋戲是我國的傳統文化，由從前在戶外的表演演變為每週發行的劇集，更成為臺灣意象的

代表。本研究主要探討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與生活型態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行為之影響，透過

網路及實地發放問卷，以因素分析、集群分析、迴歸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卡方檢定等方法

進行實證研究，所獲得的結果如下：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偏向於無紀律及實驗特質；而生

活型態有社會中堅族群、動靜皆宜佼佼者、文靜氣質群及了無生趣群四類。布袋戲消費者越具謹

慎性特質則對消費決策之評估方案越具顯著性影響；而越具外向性特質，雖對消費決策之評估方

案之影響越弱，但越會影響其布袋戲商品之購買管道；而越具友善性特質影響布袋戲商品之購後

結果會越強。而不同生活型態集群對消費決策之需求確認、評估方案具有顯著的影響。 

 

關鍵字：布袋戲、人格特質、生活型態、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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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and Life Style to 
Consumer Behavior－Taking Puppet Show’s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as an Example 
 

 

Chi Cheng Lee and Shu Wen Jan 

Gradua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uppet show is the Taiwan’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shows from in outside past to new film 

every week now, and becomes Taiwan’s image at presen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and life style to consumer behavior for puppet show. Through 

internet and visit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 as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regression, one-way ANOVA and χ2 test. As a Result, most puppet consumers incline to undisciplined 

and experimental characteristic; and the higher of conscientiousness, puppet consumers buy puppet 

products will more alternative evaluation; and the higher of extraversion, puppet consumers buy puppet 

products will less alternative evaluation and more influence of buy channel; and the higher of 

agreeableness, puppet consumers will more satisfaction after buying. Life style classifies four groups, 

and each life-style group is positively significant to need recognition and alternative evaluation in 

consumer’s decision-making. 

 

Keyword: Puppet show,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Life style, Consum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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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政府在 2002 年時已把文化創意產業列於國家重點發展計畫，更於 2009 年時將文化創

意產業列入六大新興產業之中(行政院，2010)；且自 2002 年以來文創產業每年均持續成長，至

2008 年止幾乎年年創造出 5,000 億的營業額，而在 2014 年的統計更高達 7,574 億元(文化部 102 

年度施政績效報告，2104 年 5 月 20 日)，可見文化創意產業不僅在國家經濟發展政策上日益受到

注重，其商機也不可小覷。而在眾多的文化產業中，2006 年行政院新聞局所舉辦的「尋找台灣

意象」全民票選活動中，「布袋戲」得票數超過玉山、台北 101 大樓，榮獲國人對台灣意象的第

一名(李光真，2006)，此顯示出布袋戲在國人心目中有著相當重要地位，是我國本土文化資源之

重要表徵；另外，布袋戲業者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於 2013 年 9 月掛牌上櫃，成為首家文創產業

股票上櫃的公司(陳敏郎，2013)，因此布袋戲產業之發展對其他文創產業具有指標作用。 

    布袋戲由早期雲州大儒俠的史豔文，到霹靂布袋戲的素還真，其演出從權謀鬥智到人性刻劃

為重點，重視正義與道德的普世價值。在功利主義與缺乏普世價值之今天，布袋戲吸引廣大的觀

眾，其劇中人物成為不少觀眾的偶像，周邊商品包括木偶、劇集原聲帶、電腦、線上遊戲及其他

人物商品帶來龐大的商機。以拉近與戲迷的距離，布袋戲業者除了組成戲迷會，及有如素還真、

一頁書葉小釵等角色後援會(霹靂網)；更有年輕戲迷族群受日本同人誌及偶像後援會風潮的影

響，而為了劇中戲偶明星自發性成立布袋戲偶像專屬後援會，故探討這些布袋戲偶迷潛藏於背後

之消費行為，可提供給其他文創產業發展之參考。 

布袋戲的消費者在觀賞(接收)布袋戲(內容)後，會將所接收到的訊息與自身的經驗融合，甚

而衍生出自己專屬的新的意義，而消費者會將其反應在消費行為及生活中，例如：購買具有布袋

戲肖像(偶像)的周邊商品、參與布袋戲社群(後援會)活動等(宋丁儀，2001；吳秉琦，2009)。布袋

戲迷對劇中喜歡人物產生情感反應，並透過該喜歡的人物相關商品的購買與活動，以建立識別成

為自我的一部分，此顯示布袋戲迷之人格特質對消費行為影響的重要性。 

而布袋戲迷對劇中偶像人物的喜愛，而購買其周邊商品，例如木偶、劇集原聲帶、電腦、線

上遊戲等，並加入專屬會員有偶像專屬後援會，以與其他團體或個人區分，彰顯自我以及其所欲

的象徵性意義；此亦顯示這些偶迷透過時間及金錢的方式，來表達其對布袋戲周邊商品及社群等

之活動喜好、興趣及意見，足見布袋戲迷之生活型態對消費行為影響的重要性。再者，布袋戲相

關周邊商品已上架至全家及統一連鎖便利商店，統一超商於三重市更開出首家霹靂特色的專門

店，以服務霹靂迷(陳大任，2013)，這二大連鎖超商全省門市近 8,000 家，以提供民眾日常用品

與食品為主，訴求在「便利」的價值，能夠上架至國內著名的超商，展現布袋戲商品已與民眾“生

活”的連結，探討生活型態對布袋戲周邊商品消費行為之影響也具有時代的意義。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尚屬萌芽階段，其在資本市場完全是未開發的處女地。布袋戲是首先進入

資本市場籌資的產業，扮演著文創產業開路角色，此產業發展與經營之良窳，對其他文創產業具

有指標與示範作用。尤其是探討對影響布袋戲迷(消費者)對布袋戲周邊商品需求之人格特質與生

活型態，可明確瞭解這些布袋戲族群之人格傾向及為何購買布袋戲劇中人物之周邊商品，可據此

提供更符合布袋戲族群之商品與活動，以增進顧客的滿意度與忠誠度，可做為其他文創產業推動

與發展之參考。 

過去有關布袋戲之研究，從早期對文本之分析到文化產業經營之研究，甚至有若干篇是行銷

溝通及推廣之研究，後期研究以霹靂布袋戲為對象居多，而對消費者行為有關之研究仍為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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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本研究另一動機所在。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有三： 

(一)探討布袋戲商品消費者的人格特質。 

(二)探討布袋戲商品消費者的生活型態。 

(三)探討布袋戲商品消費者的人格特質與生活型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二、文獻探討 

(一)文化創意產業－布袋戲 

文化產業(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是由 Adorno 與 Horkheime 二位學者於 1942 年首先提出。而

文化創意產業(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的提出源自於 1997 年英國工黨新政府所推動的創意

產業，至今全球已有無數個國家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並列為重點發展產業。有鑑於英國及其他

國家發展創意產業的成功，引入英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對創意產業之定義與內容，行政院於

2002 年提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正式將文化創意產業視為國家發展級的重點產業

(文建會，2003)。文化創意產業為台灣官方定名，當創意產業這個觀念自英國正式被正名，並快

速在幾年內被新加坡、澳洲、紐西蘭、韓國、台灣與香港等國家調整採用，在名詞的使用上各國

訂名與定義不一，包括英國、紐西蘭及香港的「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韓國的「文化內

容產業」、芬蘭及日本的「文化產業」、澳洲及美國的「版權產業」與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等。 

    英國對創意產業的定義，指那些源自於個人創意、技能和才華的活動，這些活動有潛力通過

知識產權的生成與開發，而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劉大和，2003)。而 2003 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

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對於「文化產業」

(Cultural Industries)提出定義是：「文化產業是指以無形、文化為本質的內容，經過創造、生產與

商品化結合的產業，並獲得智慧財產權的保障，採用產品或者服務形式來表現的產業」。在此概

念下，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相同，包括文化商品生產，以及提供文化服務，同時有受智慧財產權

保障的概念。而台灣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是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生成與運

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行業。有別於「文化產業」，與

英國「創意產業」，台灣較偏重個人創意生成及文化輸出等經濟利益生產的意涵，以「文化創意

產業」為名，則兼顧了「文化累積」與「經濟利益」的雙重意涵。 

而我國文創產業定義基本上以英國創意產業為參考，其界定文創產業原則為(經濟部工業

局，2006)：第一，該產業就業或參與人數多；第二，產值或關聯效益高；第三，成長潛力大；

第四，原創性或創新性高；第五，附加價值高。並進一步訂定對文化創意產業之範疇，分別有視

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工藝產業、電影產業、廣播

電視產業、出版產業、廣告產業、產品設計產業、視覺傳達設計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建築

設計產業、數位內容產業、創意生活產業、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產業等 16 種產業類。 

台灣文創產業之一的布袋戲，又名掌中戲，為臺灣的傳統藝術之一，極富地方民俗色彩。大

部分的布袋戲研究者(例如：林明德，2002、吳明德，2005、藍天，2007)認為布袋戲應創始於明

末落第書生梁炳麟或孫巧仁。落第秀才因懷才不遇，編演戲劇嘲諷朝政，擔心惹禍上身，便以木

偶代言。另一說則為落第秀才流落街頭以說書為生，因顧及顏面而不願拋頭露面，便隔著布簾，

但又擔心隔簾說故事流於單調，是以操弄木偶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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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中期，布袋戲藝人隨著大陸移民渡海來臺表演，有的甚或定居，布袋戲因此而傳入

臺灣(林明德，2002)。明末清初的劇本多來於中國各個朝代的演義故事所改編，劇情以歷史故事

並穿插歷史人物的英雄事蹟；清代中葉以劍俠人物、江湖人物的傳奇故事為主；日治時期劇本內

容受到官方的控制，只能演出皇民為主的樣板戲；而在政府遷臺、臺灣光復後因政府反共抗俄的

政治號召影響，推出的戲碼主要是政治意識型態掛帥的反共抗俄劇；民國 50 年代以後適逢臺灣

社會轉型、經濟發達時期，戲臺、木偶跟著改良，並將乾冰、霓虹燈等特殊效果應用於舞臺上，

開啟了金光布袋戲的時代；70 年代以後黃俊雄以「雲州大儒俠」開啟電視布袋戲的時代。而後

其子黃強華、黃文澤所創立的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從表演手法、佈景演進、木偶改良及操偶革

新，甚至劇情於人性光明面的發展，運用商業化的經營方讓布袋戲成為臺灣一項蘊含了傳統與現

代、內容可雅可俗的平民藝術，也吸引一群追逐的戲迷。業者為順應廣大的戲迷，除了成立組成

戲迷會，及有如素還真、一頁書葉小釵等角色後援會(霹靂網)，並定期舉辦活動；而且不斷發展

劇中人物的周邊商品，以滿足戲迷們的渴求。此外，2001 年更將觸角伸展至國外，進軍美國有

線電視，朝向國際化發展；而霹靂布袋戲對行銷術不斷精進，其 9 人團隊的操盤下，營業額持續

提高，並奠定市場基礎(黃亞琪, 2009)，使得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於 2013 年 9 月掛牌上櫃，成為

首家文創產業股票上櫃的公司，整個產業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布袋戲是屬於文創產業中的「表演藝術產業」項目，文創產業的經營必須要兼顧「文化累積」

與「經濟利益」，以布袋戲在臺灣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是許多老年人童年的回憶，期間曾極

盛而衰，然而，藉著多元的文化創意元素、生產面與展演媒介技術合流，吸引了年輕一

代的觀眾，從影帶製作經營到周邊商品開發，並朝全方位發展事業版圖，且帶動關聯產業(場

地、舞台設計、攝影、印刷、出版、餐廳、旅遊、…)，已成功開創出台灣特有的「霹靂」文化

經濟。2006 年 1 月，在行政院「尋找台灣意象」舉辦活動中，臺灣民俗藝術「布袋戲」以 13

萬票拔得頭籌；布袋戲業者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於 2013 年 9 月掛牌上櫃，成為首家文創產業股

票上櫃的公司，霹靂布袋戲不僅成為國內第一個達到產業化的傳統表演藝術團體，其創意影音產

品成為台灣最本土、且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創意產業，故本研究選擇以布袋戲為文創產業的代表。 

(二)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 

    人格(personality)是每個人獨特的心理組合，是個人在面對環境中相似的情境時，一致持有

的反應傾向(Peter & Olsen, 2004)。Blackwell, Miniard 與 Engel(2006)等人認為人格是個人對環境

刺激的一致性的回應。因此，人格是個體反映外界刺激所表現的行為，而且具持續性與穩定性。

而張春興(1998)對人格特質之定義是，為個人在對人、對己、對事物乃至於對整個環境適應時所

顯示的獨特個性；此獨特個性具有相當的統整性與持久性。人格特質則指個人可被辨認與衡量的

個性特徵(Schiffman & Kanuk, 2006)。由於一個人的個性特徵面向多(例如外向、親切、…等)，而

每一個面向又可分為多個層級，使得每一個人的人格特質不同。一個人人格特質之養成，通常來

自於年幼時，經社會化過程所學習之個體可觀察的行為(Schiffman & Kanuk, 2006)。因此，個人

在成長過程中，其所接觸到的家庭、學校、社會及就業等環境的親人、同學、朋友、團體，甚至

是學習知識等等，皆有可能影響到個體的人格特質。因此，本研究彙整以上學者之定義，認為人

格特質是一個人與其他人不同的屬性、特性及特質的總和，是對某人事物之觀感。 

   人格理論大致包含心理分析論、現象論、認知論、特質論、行為論以及社會認知論等（Pervin 

& John, 1997）。 若我們能將上述六大理論學派加以整合，或許可以對人格形成一個較周延而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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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述；可惜的是，雖然這些理論學派的差異通常只是強調重點的不同，而每一種說法都相當合

理且有一定的相容性；但對於某些事物的解釋，各理論學派之間卻又常有完全不相容的情形發生

(Burger, 1993)。大體觀之，人格理論的研究範疇主要包括了人格結構、人格發展、人格動力以及

人格改變四項（楊國樞，1993）。本研究著重於個人的人格特質與布袋戲文創商品之關係，因此

此處有關人格研究的重點，應是放在個人的人格結構上。至於人格結構的研究範圍，主要是探討

個體人格所包含特質的項目、內容以及各特質間的結構關係，因此這方面的人格特質研究最重視

人格的觀察與測量；而在眾多的人格理論中，又以「特質論」（trait theory）特別重視人格結構的

探討（楊國樞，1993），故本研究擬採特質論的觀點，來作為人格衡量的理論依據。特質論者認

為人格是由一系列的人格特質所組成，特質是建構人格的基本磚塊，具有影響人 類外顯行為的作

用(Pervin & John, 1997)。而在特質論中，備受矚目的研究課題是「人格五因素模式」(Five Factor 

Model，簡稱為 FFM)，過去許多研究人格特質結論均頗為一致的支持人格五因素模式。其中

Norman(1963)的研究尤其有其重要性，因其所提出的五種人格向度命名，廣泛的為後續研究者

所引用，常被稱為「Norman 的五大人格特質」(Norman’s Big Five) 或簡稱為「五大人格特質」

(Big Five)，包括情緒穩定性、外向性、宜人性、嚴謹性及文化性。Costa & McCrae (1985)則進一

步將 Norman 的五大人格特質區分，修改為神經質(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開放性

(openness)、友善性(agreeableness)及謹慎性(conscientiousness)，五大人格特質的結構至此發展完

成。 

過去有許多學者相繼引用 Big-Five 來進行人格特質與工作績效的相關研究(Barrick & Mount, 

1991; Tett, Jackson & Rothstein, 1991;Cortina, Dohert, Schmitt, Kaufman & Smith, 1992; Siem & 

Murray, 1994; Cellar,Miller, Doverspike & Klawsky, 1996; Gallatly, 1996; Salgado, 1997)。而回首過

去頭家娘、女性創業家或女性領導人中探討人格特質之文獻，多以 Rotter(1966)控制觀或 Friedman 

與 Rosenman(1974) A/B 型人格為研究構面。有許多的學者認為「五大人格特質」五種分類為人

格特質最基本的構面(Goldberg, 1992；Saucier, 1994)。而 Mowen 與 Spears (1999)更以結構方程

模型驗證了五大人格特質之存在。甚至 Schmit, Kihm 與 Chet(2000)在研究中也指出，這個五大

人格特質量表在跨文化的差異之下，仍然有其衡量的效力。這五大因素常被很多領域的專家學者

所引用與驗證，顯示具有高度的穩定性與普遍性(陶聖屏，2013)。因此，本研究以 Costa 與 McCrae

之五大人格特質之典型特徵做為人格特質量表發展的依據。 

消費者在購買較具自我概念特性的商品時，不同的人格特質會影響消費者的選擇(Brody & 

Cunningham, 1968)。Sparks, David 與 Tucker(1971)認為透過對不同類型商品購買者的人格特徵

輪廓描繪，可看出不同的商品或品牌購買者會有不同的人格特質。Alpert(1972)亦說明消費者選

擇的商品，通常會表現出不同類型消費者的象徵；人可以不同的人格特質來分類，將人格特質的

理論應用到市場區隔中。故樓永堅、蔡東峻、潘志偉和別蓮蒂(2004)等人的研究中亦提出，商品

就像人一樣亦有個性，消費者通常會購買符合其個性或能隱藏個性弱點的品牌。從以上的文獻得

知，消費者的人格特質會影響其購買行為，並可做為市場區隔之選擇的變數。 

(三)生活型態 (life style) 

生活型態反映著消費者如何生活(Arnould, Price & Zinkhan, 2002)；是人活在世界上的樣貌，

以活動(activities)、興趣(interests)及意見(opinions)的方式表現(Kotler, 1994)；Blackwell, Miniard 與 

Engel(2001)則認為是人們對於生活和使用時間及金錢的模式，能反映出個人的活動、興趣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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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而 Hoyer 與 Maclnnis（2007）則認為生活型態與消費者的價值觀和性格有緊密的關係，透

過對消費者價值觀和性格的描繪，生活型態可以描繪或顯現出消費模式。從以上的定義，本研究

對生活型態的定義予以彙整為生活模式，即個人及團體如何使用時間及金錢的模式，可以藉由個

人的活動、興趣及意見描繪出生活型態的樣貌。 

生活型態為消費者所過的生活，包含從事的活動、購買的產品或服務、以及對環境的關心與

興趣；其與一個人的人口統計變數(例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職業、收入、…等等因素)有關，

亦與消費者的心理特性有密切關係(Schiffman & Kanuk, 2006)。就經濟層面，一個人的生活型態

代表著所得的分配與使用，從其所選擇的產品類別可看出(廖淑玲，2009)。例如購買 BMW、BENZ

等品牌車與裕隆房車的消費者有著不同生活型態。而從生活型態可窺見消費者心理的本質，其如

何彰顯自我及其所欲的象徵性意義(Peter & Olsen, 2004)，社會上對某些事務、行為具有相同嗜好

的人，例如宅男、賞鳥族、…等，這些成員除了象徵自我的形象外，並有與其他的團體或個人進

行區分。因此，生活型態可為行銷活動市場區隔之工具。例如市場上的雜誌有運動、旅遊、健康、

文學、商業、服裝、汽車、…等等不同類型，則是考慮讀者的生活型態，也是針對不同興趣的消

費群體進行市場區隔後的所選擇的目標市場。 

衡量生活型態有 AIO 量表和 VALS 系統，二種方式皆可瞭解消費者生活型態之心理描繪工

具。AIO 量表即為活動(Activities)、興趣(Interests)及意見(Opinions)三構面量表，由消費者針對三

構面各問項逐一就其同意程度與否進行填答，以其填答結果將答案相似者歸為同一群體，同一群

體意味著相似的生活型態。AIO 量表衡量有二種方式，詢問之一為一般生活型態，另一種為針對

某類產品或活動以瞭解消費者的生活型態；但對於瞭解特定產品消費者以及將生活型態作為區隔

變數而言，則是後者比較有效(曾光華，2011)。VALS 系統即價值與生活型態系統(Values and 

Lifestyle Survey)，是由美史丹佛研究機構(SRI)的學者 Arnold Mitchell 於 1978 年所提出的市場區

隔方法，其理論基礎建立在馬斯洛需求層級理論(Maslow’s hierarchical need theory)及社會角色特

性(social character)的概念(廖淑玲，2009)；此系統發展有 VALS1 及 VALS2 二種，由於 VALS1

僅三種區隔類型過於簡單，無法將消費者全部劃分在同一區隔中。故 SRI 於 1988 年提出新的衡

量生活型態的方式，修改了 VALS1 的缺點，稱為 VALS2。VALS2 以水平構面由消費者原則、

地位及行動等三個不同的自我導向，及垂直構面代表消費者所擁有資源(例如金錢、教育程度、

自信及能力水準)的多寡而界定了八種群體。 

利用 VALS 價值的調查，很容易產生文化上(語言、政治、宗教各方面)偏差，因價值是社會

系統中最抽象的一環，即使同樣的文化背景下，價值都很難去衡量，尤其在有關態度與行為陳述

問句的些微差異，調查結果易失真；另外，VALS 在解釋歸類上之主觀判斷，也造成很大的爭議。

因此，研究者廣為使用 AIO 量表以衡量生活型態，且以 Plummer(1974)的生活型態構面作為衡量

工具，因其有良好的信度，能有效的區隔不童生活型態的群體。本研究主要探討布袋戲消費者之

生活型態，及實證布袋戲消費者之生活型態是否可作為布袋戲相關商品消費之市場區隔變數，故

選擇以 AIO 量表中針對某類產品或活動消費者的生活型態進行詢問之衡量方式。 

(四)消費者行為 

    消費者行為以研究消費者在市場中的行為(Sheth, Gardner & Garrett, 1988)；是消費者面對產

品或服務的獲知、消費及處置時，所涉及的各項活動，其包含這些行動之前後所有決策在內(Engel, 

Blackwell & Miniard, 1993)。而 Schiffman 與 Kanuk(2003)則認為消費者行為，係為滿足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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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所展現對產品或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使用、評價及處置等行為。林建煌(2007)對消費

者行為定義，是探討消費者如何制定和執行其有關產品與服務的取得、消費與處置決策的過程，

以及研究有哪些因素會影響這些相關的決策；故消費者行為反映出每個人在取得產品的每一個過

程，並思考嘗試影響消費者所顯示出的特點的策略(Hoyer & Maclnnis, 2007)。綜合以上定義，本

研究認為消費者行為是，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對產品或服務所展現出來的消費活動，與過程中

所產生的決策行為。欲觀察消費者的行為，Walters(1970)認為可從 5W1H 著手，即是否購買

(Whether)、購買什麼(What)、購買原因(Why)、購買地點(Where)、購買時間(When)、及如何購買

(How)。 

    從行為學習理論而言，消費者行為係一種「刺激→反應」的原理(廖淑玲，2008)，消費者的

認知、記憶、動機、價值觀、態度、情感、…等等皆被視為黑箱，對消費者的觀察僅能限於對刺

激的外在的反應。故 Kolter(2003)指出，消費者行為之研究是一個瞭解消費者黑箱的過程；消費

者可經由外在的刺激，例如行銷活動(產品、價格、通路及推廣等 4P)及環境(科技、經濟、文化、

及政治等)的刺激，而經過黑箱的處理過程，最後產生購買決策。因此欲瞭解消費者的黑箱作業，

必須從消費者的背景及與決策過程中去探討，此可顯示消費者行為因素極為複雜，涉及個人及心

理等內在因素，亦即為消費者行為研究的 Kotler 模型。 

除了 Kotler 模型之外，尚有另一個為人所知的消費者行為研究模型－EKB 模型。此 EKB 模

型由 Engel、Kollat 與 Blackwell 於 1968 年時提出，並經學者專家多次的檢視與修訂，理論框架

完善；其以消費者決策過程的五個步驟為中心，結合內外因素的影響來探討消費者行為（Blackwell, 

Miniard & Engel，2001）。EKB 模型包含內在因素(消費者資源、動機、涉入程度、態度、人格

特質、生活型態、及價值觀)、外在因素(例如文化、社會階層、參考群體、家庭、情境)、消費者

決策過程；而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可分為五個步驟，即需求確認(need Recognition)→資訊搜尋

(information Search)→評估方案(alternative Evaluation)→購買(purchase)→購買結果(outcome)等。 

Kotler 模型主要在說明消費者購買行為的一般模式，採用一般解決問題的通用模式，雖簡單

但有視消費者行為過於簡單的風險(張福榮，2009)。而 EKB 模式的特色在於以決策過程為中心，

結合相關之內外因素交互作用而來。且 EKB 模式能清楚說明消費者行為的整個流程，以符號方

向連結各變數之間關係，有利於假設建立及研究結果說明；並結合多位學者多次修訂，堪稱完整

又完善的模式(詹惠君、徐村和、朱國明，2004)。是故，EKB 模式是目前被公認為較為完備且最

常被引用的消費者行為模式。就本研究而言，主要在探討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與生活型態是

否影響其購買布袋戲相關商品之決策過程，較強調於決策過程的消費行為模式，故本研究消費者

行為模式採用 EKB 模式。 

(五)人格特質、生活型態與消費者行為關係 

就布袋戲而言，傳統布袋戲注重「好人」與「壞人」之分別，雲州大儒俠時代標榜正直好人

史艷文的風格，該時期用大量武戲與許多角色快速出、退場所堆砌出的劇情。霹靂以詭譎多變的

權謀鬥智和江湖爭霸為主軸，其劇情與謀略的編排也更為縝密、精細，霹靂的劇情更重視不同立

場人物，在矛盾中的心路歷程及人物的思考和抉擇，即權謀鬥智、人性刻畫逐漸成為重點。除了

重視正義與道德的普世價值觀仍能在劇中見到，例如：主角素還真的溫文儒雅與智勇雙全、俠客

葉小釵的禪定修行與俠義作風、聖僧一頁書的果決能斷與菩薩心腸、正道群俠犧牲小我以弭平戰

禍......等，皆是人性光明面的反映。而人物的思考和抉擇也更臻複雜，例如：正道領導者素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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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世人質疑下，依然不辭勞苦奔波奉獻、江南第一才女風采鈴在感情與任務間掙扎的痛苦、

俠客崎路人願意為正道犧牲的自我追尋、風月幽樓二樓主慕容嬋在愛情與世仇之間的猶豫、東瀛

黑流派宗主神鶴佐木對故國和中原的認同矛盾、武痴傳人蜀道行的角色衝突、反派智者寂寞侯童

年創傷對人格的影響、混血殺手月漩渦對自我身分的認同......等，皆以人性刻畫為重點。 

這些劇中所塑造人物，隨劇情的發展所展現人格特質之愛恨情仇、喜怒哀樂，是令觀眾於觀

賞後與自身的經驗相融合，並對於劇情與角色能夠產生強烈共鳴所在，並發展出專屬的意義，形

成戲迷自我的一部分；不僅對劇中人產生崇拜，也希望擁有偶像人物的事物做為延伸自我、對外

彰顯自我〝為何人〞之意義。因此，布袋戲周邊商品-電影票房暴衝(任美珍，2000)；而為拉近與

戲迷的距離，布袋戲業者經營會員制，並每個月固定推出周邊商品(黃亞琪，2009)，以滿足戲迷

的需求。例如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除了成立戲迷會，及有如素還真、一頁書葉小釵等角色後援會，

並販賣周邊商品有包括木偶、劇集原聲帶、電腦、線上遊戲及其他人物商品(霹靂網)。更有年輕

戲迷族群受日本同人誌及偶像後援會風潮的影響，而為了劇中戲偶明星自發性成立布袋戲偶像專

屬後援會。從以上布袋戲迷的探討，亦可見戲迷之人格特質與布袋戲周邊商品或活動之關係密切。 

從布袋戲的研究，蘇鈴琇(2002)針對霹靂布袋戲之會刊會員購買商品的狀況、滿意度、忠誠

度及其生活型態之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戲劇構面的滿意度最高，而在購買霹靂商品因素裡，又

以精美、崇拜人物的結果最為顯著，其表現消費者在觀看布袋戲後，因為戲劇呈現的人物產生崇

拜，進而以購買商品的消費行為展示。吳秉琦(2009)研究中亦指出布袋戲迷在觀賞布袋戲後，會

將收到的訊息與自身經驗融合，甚而衍生出專屬自己的新意義，並將其反映在消費行為及生活

中；更指出霹靂布袋戲在商品化的過程中，從次文化的消費意義脈絡中提取文化商品的經濟潛

力，使戲迷透過「消費」舉動實踐對霹靂布袋戲的喜愛，同時亦在「消費」的過程中成為被霹靂

布袋戲收編的次文化分支。張凱華(2010)更以霹靂布袋戲迷為例，確證消費者與消費主體之間的

情感連結對品牌忠誠和品牌偏好有正向的影響。綜合以上相關文獻，我們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 1：布袋戲消費者開放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決策過程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1-1：布袋戲消費者開放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需求確認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1-2：布袋戲消費者開放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資訊蒐集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1-3：布袋戲消費者開放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評估方案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1-4：布袋戲消費者開放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管道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1-5：布袋戲消費者開放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結果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2：布袋戲消費者謹慎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決策過程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2-1：布袋戲消費者謹慎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需求確認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2-2：布袋戲消費者謹慎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資訊蒐集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2-3：布袋戲消費者謹慎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評估方案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2-4：布袋戲消費者謹慎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管道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2-5：布袋戲消費者謹慎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結果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3：布袋戲消費者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決策過程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3-1：布袋戲消費者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需求確認有顯著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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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2：布袋戲消費者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資訊蒐集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3-3：布袋戲消費者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評估方案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3-4：布袋戲消費者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管道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3-5：布袋戲消費者外向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結果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4：布袋戲消費者友善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決策過程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4-1：布袋戲消費者友善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需求確認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4-2：布袋戲消費者友善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資訊蒐集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4-3：布袋戲消費者友善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評估方案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4-4：布袋戲消費者友善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管道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4-5：布袋戲消費者友善性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結果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5：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決策過程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5-1：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需求確認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5-2：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資訊蒐集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5-3：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評估方案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5-4：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管道有顯著性影響 

假設 5-5：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購買結果有顯著性影響 

消費者之所以消費，一定與〝生活〞有關(Schiffman & Kanuk, 2006)。一個人的價值觀與生

活型態資訊的結合，可以顯著的提高對消費者購買與消費活動的預測 (廖淑玲，2009)。

Plummer(1974)認為生活型態區隔提供了市場行銷重要的觀點，不同的生活型態對消費者的消費

決定有所影響。而個人的價值觀、人格、社經環境、文化等因素形成個人的生活型態，而生活型

態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Michman, Mazze & Greco, 2003)。Hawkins, Best 與 Coney(2001)則說

明生活型態會影響一個人的需求及態度，進而影響消費行為，而消費的結果便會加強或者維持個

人的生活型態。樓永堅、蔡東峻、潘志偉和別蓮蒂(2004)等人亦主張，個人及家庭的生活型態會

影響消費的需求與態度，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而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中獲得的經驗又

加強或者維持原有的生活型態，形成循環。彙整以上文獻可知，消費者之生活型態會影響其消費

行為。 

蘇鈴琇(2002)曾對國內布袋戲產業的佼佼者─霹靂國際多媒體公司的收費性質會員俱樂部

(霹靂會)會員做過研究，發現其中 97％以上的會員在購買市面上相同的布袋戲商品時，會優先選

擇購買霹靂布袋戲商品，並希望有專門的精品店。這些霹靂會員對霹靂商品購買的高忠誠度，此

顯示霹靂會員生活型態於所得的使用與分配。而從吳秉琦（2009）的研究中亦可發現布袋戲的消

費者在觀賞布袋戲後，會將所接收到的訊息與自身的經驗融合，甚而衍生出自己專屬的新的意

義，而消費者會將其反應在消費行為及生活中，例如：購買具有布袋戲肖像(偶像)的周邊商品、

參與布袋戲社群(後援會)活動等。此說明布袋戲的消費者購買布袋戲商品或加入布袋戲社群，其

心理層面除了彰顯我希望成為劇中何種人物或我是某一族群，我(群體)的興趣或喜歡為何，並與

其他人或團體做區隔。由此可見，布袋戲消費者之生活型態則會影響布袋戲商品之消費行為，因

此建立如下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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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6：布袋戲消費者不同生活型態對布袋戲商品消費者決策過程有顯著性影響。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除了瞭解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及生活型態二構面外，並進一步探討二構面對布

袋戲商品消費行為的影響，其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本研究架構 

 

(二)各構面變數操作性定義及衡量 

人格特質是一個人與其他人不同的屬性、特性及特質的總和，是對某人事物之觀感，本研究

依據 Costa 與 McCrae 於 1985 年提出之 NEO 人格量表，並採用 Saucier(1994)修正 Goldberg(1992)

之單極人格量表之 Mini-Marker 量表進行衡量，共有五個構面，每個構面有 8 個測量項目，共發

展出 40 個變數，並以李克特五點尺度為量尺，以 5 至 1 分別表示「總是如此」、「經常如此」、

「偶爾如此」、「很少如此」、「並不如此」，得分越高，代表該項特質越高；反向題則反向記

分。有關 Costa 和 McCrae 的五大人格特質意義及人格特質變數操作性定義列示於表 1、表 2。 

表 1 Costa 與 McCrae 的五大人格特質意義 

五大人格特質 意義 特徵 

開放性 

(openness) 
對新事物的接受度。 高分者的特徵為想像力較活潑、對藝術的敏感度

高、注意內在的感覺、偏好變化、好奇及獨立。 

謹慎性

(conscientiousness) 
自我控制與追求成就的程

度。 

高分者的特徵為較循規蹈矩、責任心強、勝任感

高、追求成就、自我約束強。 

外向性 

(extraversion) 
在人際往來之間的愉悅和

舒適度。 

高分者的特徵為樂群、對人肯定性高、樂於參與

活動、較愛追求刺激、正面情緒較強。 

友善性 

(agreeableness) 
屬於人際關係的面向，願意

對他人友善的程度。 

高分者的特徵為與人之間互信度高、易坦誠、喜

愛幫助他人、順從性高、謙卑、慈愛為懷。 

神經質 

(neuroticism) 
與情緒穩定為對比，易於緊

張、衝動、抗壓性較小。 

高分者的特徵為易於焦慮、憤怒、抑鬱、衝動、

自我意識較強、易感受到敵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消費者人格特質 

1. 開放性 

2. 謹慎性 

3. 外向性 

4. 友善性 

5. 神經質 

需求確認 

資訊收集 

評估方案 

購買管道 

購後結果 

消費者生活型態 

1. 活動 

2. 興趣 

3. 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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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格特質變數操作性定義 

構面 內容 變數操作性定義 

 

開 

放 

性 

X1：有創造力 遇到問題時，我會有和他人不同的反應或見解 

X2：富想像力 我會把不同的觀念或不相干的事物，組成新的事物與概念 

X3：富哲理 我會去思考事件背後隱藏的深層意義 

X4：聰明 對於新的事物，我能在短時間內完全掌握 

X5：複雜 我常將事情想的不單純 

X6：深沉 我喜歡探究富涵哲理的事物 

X7：不聰明 我很難在短時間內掌握新的事物 

X8：缺乏創造力 遇到問題時，我會有和他人相同的反應或見解 

 

謹 

慎 

性 

X9：有組織 我能妥善靈活運用各種資源來達成任務 

X10：有效率 我會在要求的期限內甚至更早的時間早完成工作 

X11：有系統 對於工作，我會先思考整體的佈局與執行的步驟 

X12：實際 對於未來我不會想太多，我只相信活在當下 

X13：紊亂 我不善於靈活運用各種資源來達成任務 

X14：草率 我會毫不考慮的就接受他人所交託的事情 

X15：沒有效率 對於交託的事情，我常過了完成期限才完成 

X16：粗心 我會處理事情到一個階段之後，才發現有所缺漏 

 

外 

向 

性 

X17：健談 我喜歡與人閒聊，而很少出現冷場的情形 

X18：喜愛社交 我喜歡參加各式各樣的社交活動 

X19：大膽 我喜歡冒險挑戰，就算有不好的後果也不太在意 

X20：精力旺盛 就算熬夜整晚工作，我仍能生龍活虎的面對隔天的活動 

X21：害羞 面對新的人或環境，我會感到不自在 

X22：安靜 我不喜歡與人閒聊 

X23：內向 我不喜歡出席社交場合 

X24：孤獨 我習慣於獨處的感覺 

 

友 

善 

性 

X25：富同情心的 聽聞他人不幸的事，我會感同身受 

X26：溫情 我會犧牲自己成全他人 

X27：仁慈 就算別人對我無理取鬧，我仍會原諒而不計較 

X28：合作 就算別人有不同意見，我仍會盡量配合 

X29：冷靜 當遇到突發的重大狀況，我仍能保持鎮定 

X30：冷漠 我不會為了成全他人而犧牲自己 

X31：無理 就算覺得自己理虧，我仍會試圖辯解 

X32：粗魯 我會用直截了當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見 

 

神 

X33：多愁 我會擔心不好的事情可能會降臨在自己身上 

X34：猜疑 別人對我好，我會懷疑他是否有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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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質 

X35：易怒 我會因別人言語刺激而感到不悅 

X36：嫉妒的 當別人有所成就而獲得獎勵時，我會覺得心理不太舒服 

X37：易受刺激 我會因為季節或天氣的變化而改變自己的心情 

X38：煩躁 我會受外在人事物的影響而心情浮動 

X39：不嫉妒他人 當別人有所成就而獲得獎勵時，我會覺得高興 

X40：不受拘束 我喜歡做我自己，不在乎別人對我的看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生活型態的定義予以彙整為生活模式，個人及團體如何使用時間及金錢的模式，可以藉由個

人的活動、興趣及意見描繪出生活型態的樣貌；其可以藉由個人的活動、興趣及意見描繪出生活

型態的樣貌。本研究生活型態採用 Plummer(1974)提出的 AIO 量表並予以修改，選取工作、嗜好、

社交、購物、流行、媒體、自我、社會議題、產品、文化等 10 個子構面，除了嗜好及購物二子

構面各有 4 個、2 個測量項目外，其餘每一個子構面皆有 3 個測量項目，共有 30 個題項，並以

李克特五點尺度為量尺，以 5 至 1 分別表示「總是如此」、「經常如此」、「偶爾如此」、「很

少如此」、「並不如此」，得分越高，代表該項的生活方式愈常使用。有關生活型態之測量其變

數操作性定義如表 3。 

消費者行為是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對產品或服務所展現出來的消費活動，與過程中所產生

的決策行為。本研究使用 Engel、Kollat 與 Blackwell 於 1968 年時提出的 EKB 模型消費者五個決

策過程階段，即需求確認、資訊收集、方案評估、購買管道與購後結果，並參考蔡淑如(2005)、

林夏旻(2006)的研究問卷修改而成。其測量有需求確認、資訊收集、方案評估、購買管道與購後

結果等五構面，分別有 4、4、6、6、5 等共 25 個題項(如表 4)，使用李克特五點尺度以 5 至 1 分

別表示「非常認同」至「非常不認同」的看法，分數愈高代表認同程度越高。 

(三)資料蒐集與抽樣設計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式，問卷設計共分為四大部分，除前述人格特質、

生活型態、消費者行為等三部分外，第四部分為受測者基本資料，包含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居住地區、收入、母語、觀看布袋戲管道、最在意內容等 8 題。 

在問卷未發放前，我們在高雄市學校社團對布袋戲有興趣同好尋找 40 名進行預試，並將預

試結果使用相關係數、信度及同質性檢定等方法進行題項分析，以瞭解問卷中各題項的鑑別度，

做為進一步大樣本研究的依據。經題項分析的結果，在人格特質構面刪除 X5、X7、X8、X12、

X14、X20、X25、X29、X30、X31、X32、X39、X40 等 13 題；生活型態的構面亦刪除 S3、S7、

S8、S9、S10、S11、S12、S13、S24 等 9 題。最後正式的問卷則有人格特質構面 27 題、生活型態

構面 21 題、消費者行為 25 題及受測者基本資料 8 題。 

布袋戲是經由電視台的播出，從平日到假日皆有節目，早期業者主要營利的方式有二，即劇

情錄製成影帶、發行 DVD 出租；另一種為電視播映。而隨著布袋戲場景設計結合中西文化；講

究戲偶的服裝、頭飾及配件，更加精緻細膩地刻畫出人物的個性與氣質；且劇情不斷的加入新元

素，配合科技的電腦動畫、震撼音樂及燈光效果，雖在劇情中，也不乏愛恨情仇，權謀鬥智等一

些經典必備的場面，它呈現並非現實人生，但布袋戲將一些人生中冗長、單調、渺小都略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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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留下最燦爛班斕的色彩，這樣的劇情設計，也讓戲迷和布袋戲世界中的人物產生深刻的互動。

因此布袋戲從古典走向現代，並繼續求新求變，迎合時代的潮流，而受到廣大戲迷的支持，也帶

動布袋戲商品的商機。 

表 3 生活型態構面變數操作性定義 

構

面 

子構面 意義 操作性定義 

 

 

 

 

 

 

活

動 

 

工作 

工作上的活

躍 

S1 我喜歡工作 

S2 目前的工作讓我感到愉悅 

S3 我認為工作是人生最佳的歷練 

 

 

嗜好 

在閒暇時所

喜歡或從事

的事物與活

動 

S4 我有收集物品的習慣 

S5 我喜歡看連續劇 

S6 我有閱讀長篇小說、漫畫的習慣 

S7 我喜歡接觸文化、設計、精品、藝術相關的訊息與事務 

 

社交 

與朋友或他

人的交際、

應酬 

S8 我喜歡參加各式各樣的交誼活動 

S9 在陌生的環境中，我常很快的和別人混熟 

S10 我經常和朋友、同事一起聚餐、聊天 

購物 平日購物的

狀況 

S11 我通常在固定的商店購物 

S12 我常購買與文化意涵有關的商品 

 

 

興

趣 

 

流行 

喜歡、注意

流行的趨勢 

S13 在選擇商品上，我在意商品是否流行 

S14 我喜歡嘗試新商品 

S15 我喜歡有創意的商品 

 

媒體 

日常生活中

與媒體接觸

的狀況 

S16 我喜歡看電視 

S17 我有閱讀報章雜誌的習慣 

S18 我會固定瀏覽網路訊息與使用電子信箱 

 

 

 

 

 

 

意

見 

 

自我 

自己對自己

的看法 

S19 我希望自己具有獨特的風格 

S20 我有把握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S21 我做事一向果斷 

社會 

議題 

 

社會參與 

S22 我會擔憂社會問題 

S23 我會關心國際局勢 

S24 我常常參與公益活動 

 

產品 

對選擇商品

的看法 

S25 即使價格貴些，我仍會購買自己真正喜歡的商品 

S26 我喜歡可以突顯出個人風格的商品 

S27 文化商品可以顯示出個人的品味 

 

文化 

對文化 

的態度 

S28 我認為每個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 

S29 我經常注意文化藝術相關的議題 

S30 透過文化的薰陶可以增加個人特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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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消費者行為構面變數操作性定義 

構面 變數操作性定義 

 

需求 

確認 

B1 我觀看布袋戲，因為我喜歡布袋戲 

B2 我觀看布袋戲，因為基於支持文化創意產業 

B3 我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因其具有收藏性 

B4 我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因其具有實用性 

 

資訊 

收集 

B5 我常透過親朋好友得知布袋戲商品或活動的訊息 

B6 我常透過電腦網路得知布袋戲商品或活動的訊息 

B7 我常透過會員專刊(如：霹靂會月刊)得知布袋戲商品或活動的訊息 

B8 我常透過媒體(電視、報紙、海報)得知布袋戲商品或活動的訊息 

 

 

評估 

方案 

 

B9 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我會考慮商品的價格 

B10 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我會考慮商品的種類 

B11 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我會考慮商品的外觀設計 

B12 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我會考慮商品的實用性 

B13 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我會考慮商品的收藏價值 

B14 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我會考慮購買方式的便利性 

 

 

購買 

管道 

B15 我常透過布袋戲精品店(非旗艦店)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 

B16 我常透過便利商店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 

B17 我常透過網路拍賣網站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 

B18 我常透過布袋戲官方網站(如：E-Pili 網)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 

B19 我常透過展覽會場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如：布袋戲文化節、國際書展、CWT) 

B20 我常在宜蘭傳統文化中心或高雄夢時代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 

 

購後 

結果 

B21 我通常對購買的布袋戲周邊商品的品質感到滿意 

B22 我通常對購買的布袋戲周邊商品的實用性感到滿意 

B23 我通常對購買的布袋戲周邊商品的收藏性感到滿意 

B24 對於布袋戲周邊商品的價格，我通常能夠接受 

B25 我對目前的布袋戲周邊商品銷售管道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目前布袋戲商品除了原先劇情錄製原聲帶外，尚有經典音樂、玩具禮品(墜鍊、吊環胸章、…)、

文具用品(MEMO本、毛筆)、書籍、服飾配件(襪子、手提袋、ipad包)、電子產品(計時器、小燈、

USB)。在廖重榮之研究(2008)，霹靂布袋戲迷對商品消費的義意，在於認同布袋戲人物角色、彰

顯自我身份；而消費的動機在滿足歸屬感。此布袋戲商品的消費如同李亞傑(2007)所謂的符號消

費（symbol Consumption），即通過對布袋戲商品的消費來表現個性、品位、生活風格、社會地位

和社會認同。因此，布袋戲消費者是基於個人喜歡、興趣、甚至是延伸自我而購買布袋戲，故布

袋戲商品的特性並非是日常用品或緊急品，而是一種選購品或是特殊品。此為本研究針對布袋戲

消費者及布袋戲商品的說明。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5%86%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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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探討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與生活型態對布袋戲周邊商品消費行為之影響，樣本的選擇

以有參與布袋戲活動者為主。為取得適合的樣本，我們從霹靂會員其網路平台進行網路問卷調

查，另一部分於布袋戲活動現場及布袋戲周邊商品店等處以隨機方式進行問卷的發放。網路問卷

回收 162 份，紙本問卷共發放 350 份，回收 258 份，總計回收 420 份，其中 25 份為無效問卷，

有效問卷為 395 份。 

(四)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資料處理，並使用敘述性統計、Cronbach’s α 係

數內部一致性統計方法，及相關分析、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迴

歸方析等統計分析方法來進行各構面之其關係處理，以驗證本研究目的。 

(五)信度與效度 

    經由 Cronbach’s α 係數的計算，人格特質內開放性、謹慎性、外向性、友善性、及神經質等

構面之α值分別是 0.748、0.705、0.784、0.731、0.770；而生活型態內工作、嗜好、流行、媒體、

自我、社會議題、產品、文化等構面之α值分別是 0.715、0.700、0.713、0.704、0.729、0.887、0.785、

0.815；消費者行為內需求確認、資訊收集、評估方案、購買管道與購後結果等五構面之α值分

別是 0.769、0.711、0.827、0.818、0.836。依據 Nunnally(1978)的主張，α值大於 0.7 表示各項目

間的內部一致性高，具有高信度。因此、本研究各構面之信度均在相當可接受的水準。另外，本

研究問卷之發展，係依據學者專家之文獻探討而建立，具有一定程度的內容效度；而再配合因素

分析萃取構面的變數，因此亦具有建構效度。 

(六)樣本結構 

本研究於 2012 年 4 月 28 日至 6 月 20 日期間進行問卷調查，就回收的樣本結構而言，這些

受測者男女比率分別是 51.3%、48.7%；年齡分佈，以 23~30 歲的居多(42.9%)，其次分別是 31~40

歲(28.6%)、18~22 歲(18%)；教育程度以大專程度最多(57.2%)，其次為高中(職)(22.8 %)、研究所(含)

以上(14.3 %)；居住地區以北部居多(51.3 %)，其次為南部(35.4 %)。受測者月收入的分佈以

20,001~30,000 元為最多(28.6 %)，其次分別是 5,000 元以下(25.4 %)、30,001~40,000 元(17.5 %)；母

語 95%以上是使用國語及閩南語；觀看布袋戲的管道主要是租劇集(52.9 %)，其次為網路(22.8 %)、

電視(佔 20.1 %)；而消費者於觀看布袋戲最在意的部分，主要是劇本內容為(53.4%)，少數是口白

及語言(11.1%)。由以上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得知，受測者的基本特徵是男女人數相差不多，以大專

程度居多，年齡多在 18~40 歲範圍，即年輕族群；屬於中低收入為多，包含有年輕上班族群及在

學學生等身份；其觀看布袋戲有多元管道，最在意布袋戲的劇情內容。 

四、研究結果分析 

(一)布袋戲消費者人格特質與消費行為 

    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由敘述統計結果(如表 5)可以發現，最明顯的是謹慎性(平均數

=4.20)，其次是開放性特質(平均數=4.140)。在謹慎性構面之人格特質經由進一步個別變數權重的

分析，可以發現布袋戲的消費者有較低的自我控制與追求成就，故經常對指定的工作無法如期完

成，甚至無法靈活應用各種資源去達成任務，此種人格特質所展現的是無紀律的，即鬆散的、隨

性的、不顧社會規則的。而另一部份布袋戲消費者具開放性的人格特質，此種特質再予以深入分

析，可明確看到這些布袋戲消費者富有想像力，其能把不同的觀念或不相干的事物組成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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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概念，並且會思考事件背後隱藏的意義，很注重內在的感覺；此種特質是易於接受新事物，如

同是一種實驗性的人格特質，傾向於自由思考、開明的個性。綜合以上的說明，布袋戲消費者之

人格特質最明顯的是無紀律的，即鬆散的、隨性的、不顧社會規則的；另有一部分是實驗性的，

傾向於自由思考、開明的人格特質。 

表 5 布袋戲消費者人格特質敘述性統計 

人格特質 平均數 標準差 

開放性 4.140 0.642 

謹慎性 4.195 0.549 

外向性 3.021 0.711 

友善性 3.176 0.762 

神經質 2.852 0.73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6 為布袋戲消費者之消費行為的統計表，從表中可瞭解於決策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評估方

案」(平均數=4.195)，即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會考慮商品價格、商品種類、外觀設計、實用性、

收藏價值及購買便利性；其次是「需求確認」(平均數=4.012)，主要是布袋戲消費者基於對布袋

戲的喜歡，且認為布袋戲周邊商品具有收藏價值。 

表 6 布袋戲消費者消費行為敘述性統計 

消費決策 平均數 標準差 

需求確認 4.012 0.942 

資訊收集 3.773 1.110 

評估方案 4.185 0.711 

購買管道 3.154 1.238 

購後結果 3.428 0.994 

           資料來源：本研究 

  為瞭解布袋戲消費者各種人格特質對購買布袋戲商品消費決策過程之影響，我們以消費者人

格特質的每一構面為自變數，個別對消費決策過程各個決策程序為依變數進行迴歸分析，其結果

列示於表 7。 

表 7 布袋戲消費者各種人格特質對購買布袋戲商品消費決策過程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需求 

確認 

資訊 

收集 

評估 

方案 

購買 

管道 

購後 

結果 

開放性 -0.102 -0.122 0.082 -0.115 -0.141 

謹慎性 0.106 0.092 0.408 *** -0.107 0.087 

外向性 0.058 0.188 -0.236 ** 0.451*** 0.129 

友善性 0.105 0.157 0.177 0.122 0.463*** 

神經質 0.051 0.143 0.104 -0.113 -0.061 

註：(1) ***: p<=0.001  **: p<=0.01  * : p<=0.05 ； (2)迴歸係數為標準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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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7 可發現，布袋戲消費者之開放性人格特質對消費決策各個程序皆無顯著的影響，此顯

示假設 1-1、假設 1-2、假設 1-3、假設 1-4、假設 1-5 等皆不成立。而謹慎性人格特質僅對消費決

策程序中的「評估方案」有顯著的影響(β=0.408，p<=0.001)，其餘的消費決策程序無影響，亦即

布袋戲消費者越具謹慎性特質則對消費決策之評估方案越具顯著性影響，故假設 2-3 成立，而假

設 2-1、假設 2-2、假設 2-4、假設 2-5 等不成立。而外向性人格特質對消費決策程序中的「評估

方案」有顯著負向的影響(β=-0.236，p<=0.01)、對「購買管道」有顯著正向的影響(β=0.451，

p<=0.001)，亦即布袋戲消費者越具外向性人格特質對消費決策之評估方案之影響越弱，但越會

影響其布袋戲商品之購買管道，亦證明假設 3-3、假設 3-4 成立，而假設 3-1、假設 3-2、假設 3-5

等不成立。就友善性人格特質而言，其僅對消費決策程序中的「購買結果」具有顯著的影響

(β=0.463，p<=0.001)，其餘的消費決策程序無影響，此亦顯示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越具友善

性則影響布袋戲商品之購後結果會越強，因此，假設 4-5 成立，其餘假設 4-1、假 4-2、假設 4-3、

假設 4-4 不成立。最後，布袋戲消費者神經質人格特質對消費決策各個程序皆無顯著的影響，顯

示假設 5-1、假設 5-2、假設 5-3、假設 5-4、假設 5-5 等皆不成立。綜合以上研究結果，本研究假

設 2、假設-3、假設 4 等檢定結果是部分成立，而假設 1 及假設 5 是不成立的。 

(二)布袋戲消費者生活型態與消費行為 

    為了以更少的因素來代表生活型態的 8 個資料構面，我們利用因素分析法(factor analysis)法

將生活型態資料進一步予以簡化。經由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最大變異數轉

軸法(varimax)進行直交轉軸，以萃取重要的因素。各因素萃取的原則係依據 Hair, Anderson, 

Tatham 與 Black(1988)之建議，即取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0.5(含)

以上、總解釋變異量達 0.6 以上，最後將萃取出的重要因素予以適當的命名。表 8 為生活型態量

表經因素分析後的結果，萃取出五個因素，累積總解釋變異量 66.118%。各因素依因素負荷量之

高低予以命名，因素一取 5 個變數，因與重視文化素養有關，故命名為「文化關注」；因素二有

2 個變數，而偏向社會相關議題，故命名為「社會議題關注」；而因素三萃取 3 個變數，與工作

成就感相關，故命名為「工作成就感」；因素四有 2 個變數，偏好從事靜態休閒活動，故命名為

「靜態休閒愛好」；第五個因素亦萃取 2 變數，因與平日對媒體的接觸度較頻繁，故命名為「媒

體愛好者」。 

    為瞭解布袋戲消費者之生活型態對購買布袋戲周邊商品之消費行為，我們利用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法之階層法(hierarchical method)將布袋戲消費者之生活型態分為四群，再利用 K-

平均數集群法(K-means method)將有效樣本區分於四群，使找出各分群的樣本。並經由區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比較實際分群與理論分群，其命中率為 88.10%(348/395)＞31.25%(臨界值)，

顯示分群效果良好。 

   各集群之特性經由生活型態各因素對集群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其結果列示於表 9。由表中

可知，集群一對於社會時事關心及工作抱持熱情，故命名為「社會中堅族群」；集群二對文化、

社會議題、工作皆抱持高度熱情，也愛靜態休閒和媒體使用，故命名為「動靜皆宜佼佼者」；而

集群三喜愛文化與靜態的休閒活動，亦是媒體愛好者，予以命名為「文靜氣質群」；集群四則是

不關心社會時事、文化，對工作也無熱情，對休閒活動、媒體也無興趣，故命名為「了無生趣群」。

從表中亦可發現，布袋戲消費者不同族群其對生活型態各因素之興趣或意見皆有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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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生活型態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內容 
因素負荷

量 

特徵值 累積解釋 

變異量(%) 

α 值 

(一)文化關注 

S27.文化商品顯示個人品味 

S30.文化薰陶增加個人特色 

S29.注意文化藝術相關議題 

S28.族群特有文化 

S26.喜歡突顯個人風格商品 

 

0.811 

0.794 

0.759 

0.667 

0.623 

 

 

 

2.845 

 

 

 

20.319 

 

 

 

0.805 

(二)社會議題關注 

S22.擔憂社會問題 

S23.關心國際局勢 

 

0.924 

0.895 

 

1.851 

 

33.539 

 

0.861 

(三)工作成就感 

S2.目前工作感到愉悅 

S1.我喜歡工作 

S21.做事果斷 

 

0.841 

0.775 

0.516 

 

1.748 

 

46.022 

 

0.581 

(四)靜態休閒愛好 

S4.收集物品習慣 

S6.閱讀長篇小說、漫畫習慣 

 

0.808 

0.734 

 

1.412 

 

56.106 

 

0.553 

(五)高度媒體愛好 

S16.喜歡看電視 

S17.閱讀報章雜誌習慣 

 

0.852 

0.766 

 

1.402 

 

66.118 

 

0.78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9 生活型態因素與集群之變異數分析 

     集群 

生活型 

態因素 

(一)社會

中堅族群 

(n=104) 

(二)動靜皆

宜佼佼者

(n=104) 

(三)文靜氣

質群

(n=109) 

(四)了無

生趣群 

(n=78) 

 

F 值 

顯著

性 

高度文化關注 -0.540 0.650 0.570 -0.950 52.892 0.000 

高度社會議題關注 0.560 0.770 -0.700 -0.810 63.475 0.000 

高度工作成就感 0.130 0.420 -0.230 -0.410 6.841 0.000 

高度靜態休閒愛好 -0.280 0.270 0.280 -0.370 5.992 0.001 

高度媒體愛好 -0.340 0.480 0.110 -0.340 8.272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10 為利用卡方(χ2)檢定以檢定不同生活形態集群對消費行為之影響，可以發現不同生活型

態集群對需求確認(χ2=55.228,p<0.05)、評估方案(χ2=71.559, p<0.05)具有顯著的影響，亦即布袋

戲消費者之不同生活型態集群，會影響其購買布袋戲商品的需求動機及評估內容，本研究假設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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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部分的成立。我們進一步分析布袋戲消費者之不同生活型態集群在消費決策中需求確認、評估

方案之內容(如表 11、表 12)。 

表 10 不同生活型態集群對消費行為之卡方(χ2)檢定 

項  目 需求確認 資訊收集 評估方案 購買管道 購後結果 

χ2 值 55.228* 42.448 71.559* 45.045 55.537 

p 值 0.044 0.213 0.03 0.209 0.308 

註： ***: p<=0.001  **: p<=0.01  * : p<=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 

由表 11 可知，在每個集群中喜愛布袋戲是需求確認中得分最高項目，意即每個集群觀賞布

袋戲的主因為喜愛布袋戲；而需求確認中得分次高項目，除「動靜皆宜佼佼者」為基於支持文化

創意產業之外，其餘三群得分次高項目為因布袋戲周邊商品具有收藏性。而從表 12 可發現，在

布袋戲周邊商品的購買評估上，除「社會中堅族群」的商品種類為最高分外，其餘三群的最重視

的是商品外觀設計。整體而言，除了「社會中堅族群」對購買方式的便利性(平均數=3.880)，及

「了無生趣群」對商品種類(平均數=3.970)、商品實用性(平均數=3.950)、購買方式便利性(平均數

=3.680)等在消費決策上並非明顯的認同外，各集群對其他購買評估項目均相當重視。 

表 11 不同生活集群與需求確認各項目的比較表 

         族群 

      平均數 

變數 

社會中堅 

族群 

動靜皆宜 

佼佼者 

文靜氣質

群 

 

了無生趣群 

喜歡布袋戲 4.440 4.720 4.770 4.160 

基於支持文化創意產業 3.680 4.020 3.670 3.460 

因周邊商品具有收藏性 3.980 3.190 3.820 4.020 

因周邊商品具有實用性 3.460 3.820 3.550 3.35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 12 不同生活集群與評估方案各項目的比較表 

          族群 

     平均數 

變數 

社會中堅 

族群 

動靜皆宜 

佼佼者 

文靜氣質

群 

 

了無生趣群 

商品價格 4.020 4.300 4.350 4.050 

商品種類 4.200 4.220 4.350 3.970 

商品外觀設計 4.180 4.380 4.520 4.140 

商品實用性 4.100 4.340 4.100 3.950 

商品收藏價值 4.080 4.380 4.250 4.100 

購買方式便利性 3.880 4.120 4.000 3.680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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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主要檢視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生活型態對購買布袋戲商品消費行為之影響，經

由實證分析結果，所獲得的結論如下： 

1. 布袋戲消費者人格特質 

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最明顯的是無紀律的，即鬆散的、隨性的、不顧社會規則的；另有

一部分是實驗性的，傾向於自由思考、開明的人格特質。 

2. 布袋戲消費者生活型態 

布袋戲消費者之生活型態可分為四群，分別是：(1)社會中堅族群：對於社會時事關心及工作

抱持熱情者；(2)動靜皆宜佼佼者：對文化、社會議題、工作皆抱持高度熱情，也愛靜態休閒

活動和媒體使用；(3)文靜氣質群：喜愛文化與靜態的休閒活動，亦是媒體愛好者；(4)了無

生趣群：具有不關心社會時事、文化，對工作也無熱情，對休閒活動、媒體也無興趣者。 

3. 布袋戲消費者的人格特質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對布袋戲商品購買決策之評估方案、購買管道及購後結果等具有顯

著的影響，其中布袋戲消費者越具謹慎性特質則對消費決策之評估方案越具顯著性影響；而

越具外向性特質，雖對消費決策之評估方案之影響越弱(即不重視商品內容評估)，但越會影

響其布袋戲商品之購買管道(即採多元購買通路)；而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越具友善性則

影響布袋戲商品之購後結果會越強(對購買商品滿意度越高)。 

4. 布袋戲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對消費行為的影響 

不同生活形態集群對消費行為之影響，從實證中可發現不同生活型態集群對消費決策之需求

確認、評估方案具有顯著的影響，即布袋戲消費者之不同生活型態集群，會影響其購買布袋

戲商品的需求動機及評估內容。消費決策之需求確認，各集群源自喜愛布袋戲，意即每個集

群觀賞布袋戲的主因為喜愛布袋戲；另外，除「動靜皆宜佼佼者」為基於支持文化創意產業

之外，其餘三群喜歡布袋戲周邊商品具有收藏性。而對布袋戲周邊商品的購買評估上，除「社

會中堅族群」的商品種類為最高分外，其餘三群的最重視的是商品外觀設計。整體而言，除

了「社會中堅族群」對購買方式的便利性，及「了無生趣群」對商品種類、商品實用性、購

買方式便利性等在消費決策上並非明顯的認同外，各集群對其他購買評估項目均相當重視。 

(二)建議 

1. 布袋戲消費者不同的人格特質影響布袋戲商品之消費決策過程，人格特質可做為布袋戲商品

之區隔變數。因此，行銷主管在擬訂行銷策略時，除了考量行銷的目的外，對於影響行銷效

果的可能因素更為重要，即要瞭解不同人格特質消費者對消費決策過程中考量重點，並對不

同集群之商品訴求提供滿足，以提高行銷效果。 

2. 布袋戲消費者之人格特質較傾向於無紀律的及實驗性的，為加速其對布袋戲商品消費決策過

程，行銷主管針對此一目標顧客，產品策略應強調休閒風潮、新產品開發策略，以更能滿足

目標顧客的需求。 

3. 布袋戲消費者不同生活型態集群在影響對布袋戲商品之消費決策過程，故生活型態亦可做為

布袋戲商品之區隔變數。而不同生活型態集群普遍重視對商品內容(種類、價格、外觀設計、

實用性、收藏性等)的評估，因此為加速消費者決策過程，提升行銷效果，行銷主管必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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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多元性、價格平民化、外觀設計精美化、產品與生活結合之應用性、及產品收藏價值等，

以符合生活型態各集群各別對商品的追求利益。 

(三)後續研究 

1. 消費者及市場是呈現一個動態的情況，本研究取樣僅在於某個時點，非連續資訊的提供，是

屬於橫斷面的研究。在今日行銷技術不斷的精進，讓消費者高度的曝露在強勢行銷及廣告環

境下，消費者的價值觀與購物行為是不斷在改變中，故建議後續研究者進行縱斷面的研究，

即定期審視消費行為以瞭解布袋戲消費者消費行為的變化，並建立一套有效週期性的市場調

查機制，可以尋找並充分地掌握消費行為變動的軌跡，提供更符合布袋戲消費者所需的產品

與服務。 

2. 本研究受到人力、財力的限制，問卷調查透過網路與在布袋戲展演活動及布袋戲周邊商品店

附近發放，取樣的管道可能不夠廣，而造成抽樣誤差大，影響本研究的價值，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利用如便利商店等更多元的管道進行取樣與研究，以提高研究的信度與效度；再者，問

卷調查也受限於受測者填寫意願與配合度，而影響到研究結果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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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事件所造成的股價波動影響，建構一套投

資策略。本研究以 2009 年至 2012 年台灣電子股為例，首先使用事件分析法對篩選出的內部人申

報持股轉讓樣本檢定其宣告日後二十個交易日股價是否有累積異常報酬，研究結果發現確實有顯

著的累積異常報酬。其次，將所篩選出的樣本進一步分為「正累積異常報酬群體」與「負累積異

常報酬」兩個群體，然後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之決策樹分析並輔以財務比率變數，找出兩個群體之

短線進出場規則，進而建立 8 個投資策略。當以 2013 年至 2014 上半年之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樣

本測試本研究所建構的投資策略時，研究結果發現其平均報酬優於銀行定存利率以及同期間電子

股指數之報酬。因此當有電子股股票再度發生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時，本研究所建議的投資

策略，可做為投資決策之參考。 

 

關鍵字：內部人、投資策略、事件分析法、累積異常報酬、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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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velop a set of simple short-term investment strategies for 

general investors based on stock price fluctuation caused by insiders’ announcing on share transfer. 

This study focused on Taiwan’s electronics stocks during 2009~2012. Using an event study approach, 

firms whose insiders filed an advance announcement on stock transfer were selected to be the sample. 

Then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CAR) in the sample firms were examined. Results confirmed 

significant CAR in the sample firms. Further, the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cluding “firms 

with positive CAR” and “firms with negative CAR”. Based on financial ratios, this study performed a 

decision tree analysis of data mining technique to find entry and exit rules for short-term investment in 

the two groups and develop eight investment strategies. The performance of these eight strategies was 

examined using a sample of firms with insiders’ announcing on share transfer during 2013~2014.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se strategies could create an average return not only higher than the term 

deposit interest rate but also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return on electronics share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Therefore, this study offered general investors a set of short-term investment strategies that are 

easy to understand and applicable based on the event of insider announcing share transfer.  

 

Keywords: insider, investment strategy, event study,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 decisio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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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國內經濟日益發展以及生活水準的提升，國人對投資理財的需求與日俱增，而在國內

眾多的金融投資工具中，又以股市最為健全而成熟，加上其高流通性及高平均報酬之特性，使股

票市場成為現行最普遍的投資管道之一，也是大多數投資人常接觸到的投資理財方式，因此投資

股票可說是全民運動，舉凡為投資人，焉能不關心如何在股市中抓住機會，趁勢增漲自身的財富。

但股票市場的脈動瞬息萬變，影響股票價格的因素多且複雜，「投資者眾而獲利者寡」成為當今

台股投資環境的最佳寫照，顯示投資台股獲利之不易，因此投資人若有一套有效的投資策略，不

但可適度的分散風險，也可提升本身的投資績效。在過去不乏有優秀的投資人靠著其自身投資方

式創造出優異的投資績效，而這些投資方式可簡單分為基本分析與技術分析，基本分析為許多成

功的投資大師擅長使用的投資方式。然而基本分析是綜合總經、產業、企業的已知數據來預判未

來的可能性，因此對於小而投資人在使用上有一定的難度，而技術分析雖已普遍為投資人所用，

許多投資人欲想利用技術分析來預測未來股價走勢，但因市場股票價格的變化多端很難準確地被

預測，因此績效往往不如預期。且技術分析的指標非常多樣化，常常會有指標之間的矛盾衝突以

及鈍化的問題存在，小額投資人往往不知使用何指標作為進出依據。台灣股市之投資者組成結構

以散戶居多，且一般散戶對資訊的來源較為欠缺，也較為落後，然而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

可為市場的投資人提供了一定的訊息內涵，如Elliott等 [1]的研究指出內部人在當企業業績上升

時，盈餘公告前內部人的買進行為會顯著增加，而當企業業績下降時，盈餘公告前內部人減少持

股行為顯著提升，因此可得知內部人會利用其自身擁有之資訊優勢賺取異常報酬。而Kahle [2]

指出內部人會在企業股價高估時，減少持有其擁有的持股，而在企業股價低估時，增加持有股份。

Scott等[3]實證發現內部人大規模賣出交易透露公司負面的訊息，產生負的顯著異常報酬。一些

研究也指出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宣告，會對股票價格造成一定程度之變動（Penman[4] ; Rozeff

等[5]；張文豐[6]；王全祿[7]；Persons[8]；張燕翎[9]）。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在探討內部人持股

轉讓宣告事件的動機與背後原因，以及對於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所造成的股市波動，少有針

對於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來建構一套投資策略。有鑑於近年來因電腦及網路的發達使其運算

能力早就非幾年前可以想像，再加上網際網路科技的發展，讓資訊及資料之取得與收集變的更容

易，因此除了傳統的基本分析與技術分析外，用來分析大量資料及許多變數的一門專業技術-資

料探勘（Data Mining）也開始受到重視。資料探勘是一種程序，其目的是將所需的知識或資訊

從大量資料中挖掘出，至於其常用的方法技術「決策樹」(Decision Tree)是以「分類模式」

（Classification models）為主架構的方式設計，對特定資料執行歸納分類以建立決策分析的邏輯

之判斷依據，藉以做為決策分析之依據。近年來皆顯示決策樹已成功地被應用在許多領域 ，如

顧客獲利率分析、市場區隔、顧客保留、銷售與顧客服務、目標行銷、資產風險管理、信用卡風

險管理、詐欺偵測、交叉銷售等(Berson等[10])。而在投資部分也有許多研究使用決策樹技術來

建立投資策略、選股機制亦或是預測報酬率（鄭忠樑[11]；Caoa等[12]；王嘉隆[13]；張國雄[14];Jane

等[15]；Cheng[16]）。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以提供一般投資大眾投資策略為出發點，以台

灣電子股產業為研究對象，利用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所造成歷史股價的變動，試著去建立一

套簡單的短線投資策略，期望可幫助一般投資大眾，獲得更好的投資績效。本研究首先利用事件

分析法篩選出 2009 年~2012 年上市公司的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事件，其次計算從宣告日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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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交易日的累積異常報酬率（Cumulative Average Residual，簡稱CAR），並將其分為正累積異常

報酬率與負累積異常報酬率兩個群體。最後，應用決策樹技術分析上述兩個群體與並輔以公司財

務變數來探討兩個群體分別與財務變數的關係，並進一步獲得造成兩個群體差異的分類規則。最

後，針對由不同規則下的群集，根據其特徵加以描述與剖析，分別提出短線投資策略，以提供一

般投資大眾參考。綜上所述，本研究將研究目的具體說明如下: 

1.驗證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事件股價是否有異常報酬率與累積異常報酬率。 

2.當具有顯著累積異常報酬時，將樣本分為正、負累積異常報酬率，應用決策樹並輔以財務變數

獲得造成兩個群體之差異的分類規則，並將分類規則對應到投資策略。 

3.進行回測，檢視行使本研究之投資策略之績效與一般定存利率及電子股指數報酬相比孰高孰

低。 

4.根據上述得分析結果，提出投資策略，以供一般投資大眾參考。 

二、研究設計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篩選出 2009 年至 2012 年上市電子股公司的內部報持股轉讓宣

告事件，其次計算從宣告日起二十個交易日的累積異常報酬率（CAR），並驗證內部人持股轉讓

宣告事件是否有顯著的異常報酬率。當具有顯著累積異常報酬率時，將其分為兩個群體－正 CAR

群體與負 CAR 群體，最後應用決策樹技術分析上述兩個群體並輔以公司財務變數來為一般投資

大眾建立簡易的投資策略，所建立的投資策略為事件日發生隔一天，一般投資大眾該如何採取行

動。  

2. 研究對象 

(1)資料來源： 

企業樣本取自於公開資訊觀測站，企業股票資料及公司財務變數值取自台灣經濟新報社

（TEJ）。 

(2)研究範圍： 

為了避免各個產業之間特性不同，且各財務比率變數對股票投資報酬率的預測能力也各不

相同，因此本研究只採用電子產業做驗證，以避免因為產業別過多造成自變數對因變數的影響不

顯著，在台灣股票市場中電子類股一直是最受矚目的類股，加上電子類股的波動較大，較能夠有

明顯的漲跌之分，因此本研究使用台灣上市的電子類股來作為研究標的以上市公司為主，研究期

間為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共計 5.5 年期間。其中 2009 至 2012 年為供決

策樹建立投資策略，而 2013 至 2014 上半年則是對已建立之投資策略進行回測。 

(3)樣本篩選標準： 

本研究定義觀察期間為事件日前 120 至事件日後 20 天，共計 141 天，凡初始樣本於取樣期

間內股價交易資料完整且符合以下篩選標準者，皆列入最終之研究樣本。選樣標準如下： 

a.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係上市電子股公司內部人持股轉讓交易事件所造成股價波動之影響，故所

選取樣本必須在台灣證交所公開上市之電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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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為避免申報轉讓事件宣告效應彼此干擾，同家公司於樣本期間內如有多筆內部人申報轉讓事件

發生，則事件期間相互重疊的申報轉讓宣告事件亦將其排除，僅保留相互重疊的事件中最早申

報轉讓宣告之事件。 

c.研究僅以內部人轉讓方式為一般交易者為研究對象，其餘轉讓方式，如信託、洽特定人、鉅額

交易、盤後定價交易、辦理過額配售、贈與等，其交易目的與動機較為明確，且未必會帶來訊

號發射的效果，故均將其排除。最後得到的樣本共計 596 個。 

d.為了真實反應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宣告所造成之影響，排除估計期與事件期互相干擾，故本研

究在事件期與估計期之間，以 21 個交易日做區隔。 

(4)樣本特性： 

本研究針對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交易事件，於研究期間內共蒐集合格樣本 596 筆，依公開資

訊觀測站公告當日為基準，針對篩選合格之樣本，本研究說明如表 1 與表 2 所示。 

 

表 1 樣本依取樣年度區分 

年度 樣本數 百分比 

2009 185 31.04% 

2010 171 28.69% 

2011 123 20.64% 

2012 117 19.63% 

合計 59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樣本依內部人身分區分 

身分 樣本數 百分比 

董事 284 47.65% 

監察人 35 5.87% 

經理人 231 38.76% 

大股東 39 6.54% 

其他 7 1.18% 

合計 596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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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1. 事件分析法 

實證上用來探討某一特定事件之影響大多採用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來分析特定事件是

否影響整個市場、特定產業或個別股票的表現。事件研究法源自 Fama 等[17]以股價對新訊息的

調整過程為主題，探討股票分割訊息效果和資本市場效率之關係，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針對股票

的實質報酬率與預期報酬率之間差異來研究，而發展出累積平均殘差（Cumulative Average 

Residual）分析，故本研究將以事件研究法來分析大股東增減持股事件是否可獲取異常報酬，若

可獲取異常報酬，則在制定一套簡易之交易策略。事件研究法分析流程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決定

估計期、事件期長短，選定估計期望報酬率的方法，並計算估計期的期望報酬率。第二階段則將

事件期的實際報酬率減去期望報酬率後，求得異常報酬率，再檢定異常報酬率是否顯著異於零，

並分析事件之影響。而估計期望報酬率有平均值調整報酬模式（Mean-adjusted Model）、市場調

整報酬模式（Market-adjusted Model）、市場模式（Market Model）三種方法。Dyckman 等[18]

發現，市場模式較其他方式稍好（周賓凰等[19]）。而本研究亦將過往國內外學者利用事件分析

法之市場模式來對內部人交易事件進行研究探討之文獻整理如表 3。 

事件分析法中的市場模式之所以會被廣泛應用探討某特定事件對股票價格影響之原因係為，

該模式假設市場之投資組合報酬率為影響個別證券報酬率的重要因素，因此以市場投資組合報酬

率來對個別證券的報酬率估計，會消除影響股票價格變動的市場因素，而公司特定資訊的效果將

會顯示在剩餘之殘差項內。綜上所述，本研究將採用市場模式來進行事件研究法，計算公式說明

如下： 

(1)市場模式 

a. 個別股票期望報酬率 
R𝑖𝑖，𝑡𝑡 = α𝑖𝑖＋β𝑖𝑖 × R𝑚𝑚，𝑡𝑡 + ε𝑖𝑖，𝑡𝑡                                （1） 

式中， 

R𝑖𝑖，𝑡𝑡：股票 i 在第 t 日之日報酬率 

R𝑚𝑚，𝑡𝑡：市場投資組合在第 t 日之日報酬率 

α𝑖𝑖：股票 i 之截距項，為一常數 

β𝑖𝑖：股票 i 之斜率項，即系統風險，係指個別股票相對於市場報酬變動之敏感程度，又稱貝

他係數 

ε𝑖𝑖，𝑡𝑡：股票 i 在第 t 日之殘差項，係為獨立隨機變數 

在獲得市場模式的參數估計值後，便可進行個別樣本股票預期日報酬率的計算，以估計期

之資料估計（1）式中α𝑖𝑖和β𝑖𝑖，在將事件期之R𝑚𝑚，𝑡𝑡以及α𝑖𝑖與β𝑖𝑖帶入（2）式中，得預期報酬率R�𝑖𝑖，𝑡𝑡  

R�𝑖𝑖，𝑡𝑡 = α�𝑖𝑖 + β�𝑖𝑖 × R𝑚𝑚，𝑡𝑡                                     （2） 

式中： 

R�𝑖𝑖，𝑡𝑡：股票 i 第 t 日之預期報酬率 

R𝑚𝑚，𝑡𝑡：臺灣證券行情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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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事件分析法用於內部人交易事件之探討 

作者 研究目的 實證結果 

Finnerty[20] 將內部人交易事件分為買

入組與賣出組並分別探討

其異常報酬率。 

(1)內部人之績效較大盤優，可獲取異常報

酬。 

(2)無論買進或賣出，內部人的進出場時機較

佳。 

Seyhun[21] 依交易事件之內部人身份

別探討異常報酬率 

(1)隨著內部人交易之身分別的不同，會有不

同的資訊效果。 

(2)內部人可預測未來股價之異常變動，因此

可在股價異常上漲及下跌前預先買進及

賣出。 

杜祖實[22] 

 

探討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

件之內部人身份、轉讓股數

及持股比率與異常報酬率之

關係。 

(1)內部人預測股價之能力較一般投資大眾優

異。 

(2)董事長、高轉讓比率組以及低持股組，對

股價波動之程度影響較大。 

李致榮[23] 探討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

件之內部人身份、產業別、

交易量、以及公司類別與異

常報酬率之關係。 

 

(1)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為負面消息，一

般投資大眾若採取放空策略可獲取異常報

酬。 

(2)在宣告日前有正的累積異常報酬率，宣告

日後為負的累積異常報酬率。 

(3)轉讓持股之身分對股價及交易量並無影

響。 

李文典[24] 

探討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

事件之內部人持股率、現金

流量、公司規模、股利率、

投資機會以及長期負債比

率與異常報酬率之關係。 

(1)內部人持股轉讓事件宣告後，會產生負的

累積異常報酬率。 

(2)自由現金流量與投資機會能解釋持股轉

讓事件中產生的異常報酬率。 

夏志恆[25] 

探討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

事件之內部人持股轉讓

率、公司規模、公司獲利能

力以及市場景氣與異常報

酬率之關係。 

(1) 在宣告日前有正的累積異常報酬率，宣

告日後為負的累積異常報酬。 

(2)短中期內異常報酬與內部人宣告之持股

轉讓率、公司獲利能力以及市場景氣相

關。 

(3)在短期內，事件日前後之異常報酬率皆達

到顯著水準，可顯示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

之事件確實會對股市造成衝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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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異常報酬率（Abnormal Return） 

將事件期中之實際報酬率減去（2）式所估計之期望報酬率即（3）式所示 

AR𝑖𝑖，𝑡𝑡 = R𝑖𝑖，𝑡𝑡 − R�𝑖𝑖，t                                      （3）  

式中： 

AR𝑖𝑖，𝑡𝑡：股票 i 於第 t 日之異常報酬率 

c. 累積異常報酬率（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 

          CAR𝑖𝑖 = � AR𝑖𝑖，𝑡𝑡

t2

t=t1

                           （4） 

式中： 

CAR𝑖𝑖：股票 i 於事件窗口累積異常報酬 

t1：計算累積平均異常報酬之首日 

t2：計算累積平均異常報酬之迄日 

(2) 異常報酬率統計檢定： 

異常報酬率檢定之目的，在於確認某一事件的發布對個股的股價是否有造成異常影響；每

一事件期之異常報酬率（AR）與累積異常報酬率 （CAR）是否顯著異於零。本研究採用 Brown 

等[26]所提出的無相關調整檢定法（No Dependence Adjustment Test）又稱為傳統法（Traditional 

Method）以及普通橫剖面法（Ordinary Cross-Sectional Method），進行 T 統計量檢定，傳統法事

件期的異常報酬率變異數為估計其殘差的變異數，且橫斷面之間的證券殘差為無關，而普通橫剖

面法乃假設個別股票之間的異常報酬在橫向為獨立不相關，認為估計期的個股異常報酬的變異數

與事件期異常報酬的變異數不一定相同、且事件可能會造成個股異常報酬改變；此法主要之目的

在克服事件期個股報酬率之變異數，會因事件影響有所改變，因此忽略估計期的殘差資訊，以事

件期個股的異常報酬之橫斷面變異數，作為事件期的異常報酬率的變異數。 

a. 傳統 T 值檢定法（Traditional Method）： 

(a)異常報酬率： 

假設 𝐻𝐻0：𝐴𝐴𝐴𝐴𝑡𝑡 = 0；𝐻𝐻1：𝐴𝐴𝐴𝐴𝑡𝑡 ≠ 0 

 

                                       （5） 

 

式中： 

𝐴𝐴𝐴𝐴𝑡𝑡：為第 t 日所有樣本之異常報酬率平均值 

�̂�𝑆𝑖𝑖2：估計期中 i 公司殘差項的變異數 

N：樣本數 

(b)累積異常報酬率： 

假設 𝐻𝐻0：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0；𝐻𝐻1：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0 

𝑡𝑡 �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 (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𝑡𝑡

�̂�𝑆𝑖𝑖
√𝑁𝑁

)𝑁𝑁
𝑖𝑖=1

√𝑁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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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 -12
 

觀察期 

估計期 事件期 

事件日 

   式中： 

  CAR（t1，t2）：第 t1 日至第 t2 日異常報酬平均值之和 

b. 普通橫剖面法（Ordinary Cross-Sectional Method）： 

(a)異常報酬率： 

假設 𝐻𝐻0：𝐴𝐴𝐴𝐴𝑡𝑡 = 0；𝐻𝐻1：𝐴𝐴𝐴𝐴𝑡𝑡 ≠ 0 

𝑡𝑡 =  
𝐴𝐴𝐴𝐴𝑡𝑡

1
𝑁𝑁（𝑁𝑁 − 1）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𝑡𝑡 −�
𝐴𝐴𝐴𝐴𝑖𝑖，𝑡𝑡

𝑁𝑁
）

2𝑁𝑁

𝑖𝑖=1

𝑁𝑁

𝑖𝑖=1

                                     （7） 

 

(b)累積異常報酬率： 

假設 𝐻𝐻0：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0；𝐻𝐻1：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0 

𝑡𝑡 �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 1
𝑁𝑁(𝑁𝑁−1)∑ （𝐶𝐶𝐴𝐴𝐴𝐴�𝑡𝑡1，𝑡𝑡2�−∑

𝐶𝐶𝐴𝐴𝐴𝐴 �𝑡𝑡1，𝑡𝑡2�
𝑁𝑁 ）

2
𝑁𝑁
𝑖𝑖=1

𝑁𝑁
𝑖𝑖=1

      （8）  

(c) 時間參數： 

甲、 事件日：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之公布日。 

乙、 事件期：指事件日當天至事件日後20個交易日，共計21個交易日。 

丙、 觀察期：指事件日前120交易日至事件日後20個交易日，共計141個交易日。 

丁、 估計期：Peterson[27]指出若估計期太短可能影響預期模式的預期能力，太長又會導致資

料模型結構性的改變，因此Peterson建議日資料估計期長度為100期至300期，故本研究之

估計期設定為事件日前120個交易日至事件日前20日，共計101個交易日。 

戊、 事件窗口：因本研究為小額投資人所擬定的策略為事件日隔一天就進場，而事件日發生

後第 21 日出場，故本研究在事件期間內選定（0，20）目的為探討月效果，並定義事件

窗口為起始日為 t1 日，結束日為 t2 日。 

茲將本研究將事件日、事件期、觀察期和估計期個時間參數之間的關係，以圖 1 繪製如下： 

 

 

 

 

 

 

 

 

圖 1 月效果之宣告日、事件期、觀察期與估計期關係圖 

 

2. 決策樹 

本研究首先利用事件分析法針對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事件分成正負累積異常報酬兩個群體，

進一步運用決策樹並輔以財務變數進行投資策略的擬定。而決策樹具有以下幾優點: 可產生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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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的規則、在規則導向領域的表現能力卓越、分類快速且簡便、可同時處理類別與連續變數、

找出重要的變數。 

本研究使用決策樹技術為小額投資人擬定投資策略，步驟如下： 

(1)工具之選擇：Clementine 12.0 資料探勘軟體。 

(2)測試與訓練樣本之比例：根據曾憲雄等[28]之建議，本研究將測試樣本與訓練樣本之比例切割

為 1:3。訓練樣本之用途是為了建立分類模型，而測試樣本則是在測試分類模型之精準度。 

(3)投資策略成立：將訓練樣本放置根節點之位置，再根據所選取的測試條件，將訓練樣本分為

不同子集合，若是分在某子集合內的訓練樣本全部都屬於同一個分類標記，便產生一個葉節

點來代表這群樣本的分類標記，結束分類的動作（曾憲雄等[28]），此時也意味著一個投資決

策的生成。 

                四、實證分析 

1.內部人申報轉讓持股事件股價異常報酬率驗證 

本研究使用台灣上市的電子類股來作為研究標的，研究期間為 200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止，共計 4 年期間。在 596 筆符合的樣本，針對內部人持股轉讓事件宣告後，所產

生之股價異常報酬效果做分析比較，並透過檢定來驗證異常報酬（AR）與累積異常報酬（CAR）

是否顯著，最後進一步針對所選定之事件窗口加以佐證。 

2.全部樣本方面 

(1)異常報酬部分 

a.由樣本資料觀察到，若發生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其股價在宣告日後數天多呈現負異常報

酬。 

b.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發生後一天，股價快速的滑落，足可顯示出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之事

件會造成股市負面之效應，此現象顯示為投資人在眾多的財務資訊中，若發生內部人持股轉讓

之事件，投資人會認為公司未來的前景看差之可能。 

c.事件宣告日後，股價雖偶有反彈，但大多數還是呈負報酬，且部分數據有達到統計顯著水準，

可顯示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會使股價短期間受到影響。 

(2)累積異常報酬部分 

a.從樣本資料觀察到，在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發生期間，有負的累積異常報酬產生，從宣告

日後股價就一路的滑落。 

b.進一步的由表 4 驗證，從宣告日起的第五日，股價之負累積異常報酬才達 5%顯著水準，推論

為投資人對於股市之資訊反應較慢。 

c.從事件日後短天期的累積異常報酬變化，可推測內部人似乎有操縱市場之虞，以出脫手中持股

賺取超額報酬之可能。 

d.而本研究實證結果亦和 Finnerty[18]、Penman[4]、Seyhun[20]、Lustgarten 等[29]、Sivakumar

等[30]等學者之研究結論一致，即當內部人申報持股轉讓事件宣告時，在短期內會導致負的累

積異常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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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期間內每日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檢定表 

 
每日異常報酬(AR) 累積異常報酬(CAR) 

期數 平均值 傳統法 橫剖面法 平均值 傳統法 橫剖面法 

0 0.1577 1.6398 1.5178 0.1577 1.6398 1.5178 

1 -0.3441 -3.5783*** -3.4945*** -0.1864 -1.3707 -1.2012 

2 -0.0298 -0.3104 -0.3114 -0.2162 -1.2983 -1.1991 

3 -0.2501 -2.601** -2.5525** -0.4664 -2.4249* -2.3367* 

4 -0.0466 -0.4845 -0.4834 -0.5129 -2.3856* -2.2706* 

5 -0.1884 -1.9592 -1.8399 -0.7013 -2.9776** -2.6914** 

6 -0.3524 -3.6644*** -3.6039** -1.0537 -4.1417*** -3.6853*** 

7 -0.123 -1.2788 -1.2805 -1.1767 -4.3263*** -3.8243*** 

8 -0.0423 -0.4403 -0.4375 -1.219 -4.2257*** -3.6117*** 

9 -0.1162 -1.2083 -1.2557 -1.3352 -4.3909*** -3.9024*** 

10 -0.021 -0.2188 -0.2077 -1.3562 -4.2526*** -3.858*** 

11 -0.1883 -1.9585 -1.8858 -1.5446 -4.6369*** -4.2184*** 

12 -0.1496 -1.5558 -1.5958 -1.6942 -4.8865*** -4.4942*** 

13 -0.0168 -0.1752 -0.1639 -1.711 -4.7555*** -4.3231*** 

14 -0.2048 -2.1297* -2.092* -1.9158 -5.1442*** -4.645*** 

15 -0.0297 -0.3093 -0.3117 -1.9455 -5.0582*** -4.4891*** 

16 -0.2397 -2.4933* -2.4599* -2.1853 -5.5118*** -4.9178*** 

17 -0.2672 -2.7792** -2.8667** -2.4525 -6.0116*** -5.3001*** 

18 -0.0644 -0.6698 -0.7039 -2.5169 -6.0049*** -5.2814*** 

19 -0.2851 -2.9649** -2.8843** -2.802 -6.5158*** -5.7309*** 

20 -0.1078 -1.1207 -1.1619 -2.9098 -6.6034*** -5.8082*** 

*表 10%統計顯著水準** 表 5%統計顯著水準 ***表 1%統計顯著水準 

本研究將所有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之樣本進一步分割為兩個群集，分類的依據為，若

宣告日後二十日的累積報酬率 > 0，則為正報酬樣本，反之則為負報酬樣本，分割後得正報酬樣

本 214 個，負報酬樣本 382 個，分別對正報酬樣本與負報酬樣本做股價異常報酬率之驗證，並透

過決策樹產生的規則，擬定相對應的投資策略。 

由表 5、表 6，可得知正報酬樣本在事件日後二十個交易之累積異常報酬約 7.8%，而負報

酬樣本在事件日後二十個交易日之累積異常報酬約-8.8%，由此可見，若進一步找出造成正報酬

與負報酬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投資人就可行使此策略來讓自己的投資績效表現更良好，因此本

研究接下來使用決策樹技術來找出兩個群體之間不同的規則。 

3.決策樹分析結果 

(1) 決策樹分類模型之建立 

為了建構決策樹分類模型，本研究選擇與股票績效有因果關係之之六大財務因子，共 14 個

財務比率作為財務變數，詳如表 7 所列。本研究將樣本分割成訓練樣本與測試樣本，並根據曾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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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等[28]之建議將兩者樣本比例採隨機方式分割為 3:1。訓練樣本用於建立決策樹分類模型，測

試樣本則用於檢視模型準確度。因此樣本有 438 筆為訓練樣本建立本研究之投資策略，158 筆樣

本做為測試投資策略之準確率。此外，為控制決策樹之樹狀結構，本研究將葉節點最終之分類個

數設定為 5 個，意即為每個葉節點之分類樣本個數必須要大於 5 個，當樣本數小於 5 個時，樹枝

將停止生長。而本研究透過不同的隨機抽樣方式，找出樹狀模型中準確率最高者，作為本研究之

投資策略。 

由圖 2 之樹狀結構根節點可知全體樣本中約有 39.5%為正報酬樣本、60.5%為負報酬樣本，

其中最能辨別正、負報酬樣本差異之變數為市場價值因子中的「股價淨值比」，而由表 8 可知由

訓練樣本建立的分類模型，其整體正確率達 69.18%，以測試樣本測試該模型準確率達 72.78%，

意即此模型的分類能力具有中高準確率。 

 

表 5 正報酬樣本之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期間內每日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檢定表 

 
每日異常報酬（AR） 累積異常報酬（CAR） 

期數 平均值 傳統法 橫剖面法 平均值 傳統法 橫剖面法 

0 0.7567 5.4817*** 4.9574*** 0.7567 5.4817*** 4.9574*** 

1 0.2437 1.7656 1.5173 1.0004 5.1246*** 4.3701*** 

2 0.5727 4.1492*** 4.1628*** 1.5731 6.5798*** 6.3408*** 

3 0.3145 2.2785* 2.2774* 1.8876 6.8375*** 6.9146*** 

4 0.3441 2.4932* 2.1075* 2.2318 7.2307*** 7.0815*** 

5 0.3114 2.2556* 1.9832* 2.5431 7.5215*** 7.4703*** 

6 0.2345 1.6989 1.5595 2.7776 7.6057*** 7.515*** 

7 0.3324 2.4079* 2.0683* 3.11 7.9658*** 7.9642*** 

8 0.6606 4.7857*** 3.9207*** 3.7706 9.1055*** 9.3617*** 

9 0.1597 1.1569 1.0264 3.9303 9.004*** 9.7149*** 

10 0.4361 3.1597** 2.584** 4.3664 9.5377*** 10.9709*** 

11 0.372 2.6951** 2.4437* 4.7385 9.9097*** 12.1703*** 

12 0.3078 2.2298* 2.0695* 5.0462 10.1393*** 12.9652*** 

13 0.606 4.3902*** 3.5995*** 5.6522 10.9438*** 14.0935*** 

14 0.1794 1.2997 1.2626 5.8316 10.9083*** 14.1834*** 

15 0.4617 3.3446*** 3.0718** 6.2933 11.3981*** 14.5887*** 

16 0.309 2.2389* 2.0994* 6.6024 11.6008*** 15.5192*** 

17 0.2969 2.1509* 2.0959* 6.8993 11.7809*** 15.5675*** 

18 0.3714 2.6909** 2.8871** 7.2707 12.084*** 15.9864*** 

19 0.2984 2.1619* 1.7908 7.5691 12.2615*** 16.0027*** 

20 0.2644 1.9152 1.7951 7.8335 12.3839*** 15.8875*** 

*表 10%統計顯著水準     **表 5%統計顯著水準    ***表 1%統計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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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負報酬樣本之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期間內每日異常報酬與累積異常報酬檢定表 

 
每日異常報酬（AR） 累積異常報酬（CAR） 

期數 平均值 傳統法 橫剖面法 平均值 傳統法 橫剖面法 

0 -0.242 -2.087* -2.2421* -0.242 -2.2421* -5.2234*** 

1 -0.3545 -3.0572** -3.0924*** -0.5964 -3.5216*** -5.2234*** 

2 -0.4742 -4.0897*** -4.0482*** -1.0706 -5.6581*** -5.1168*** 

3 -0.4092 -3.5289*** -3.5873*** -1.4798 -7.6466*** -6.1828*** 

4 -0.3879 -3.3455*** -3.2172** -1.8677 -8.4255*** -6.929*** 

5 -0.6363 -5.4878*** -5.0729*** -2.5039 -10.12*** -8.3148*** 

6 -0.671 -5.7872*** -5.534*** -3.1749 -11.9392*** -9.1676*** 

7 -0.3022 -2.6064** -2.5589* -3.4771 -12.4227*** -9.7006*** 

8 -0.334 -2.8804** -3.1198** -3.8111 -13.1067*** -9.7006*** 

9 -0.3839 -3.3108*** -3.6323*** -4.195 -14.098*** -10.9798*** 

10 -0.2441 -2.1054* -2.1265* -4.4391 -13.8317*** -11.0864*** 

11 -0.4992 -4.3057*** -4.3964*** -4.9383 -14.5642*** -11.8326*** 

12 -0.3747 -3.2316** -3.2032** -5.313 -15.6777*** -12.0458*** 

13 -0.4771 -4.115*** -4.4926*** -5.7901 -16.7997*** -13.1118*** 

14 -0.5591 -4.8224*** -5.188*** -6.3492 -17.1844*** -13.5382*** 

15 -0.4119 -3.5527*** -3.5877*** -6.7612 -17.7545*** -14.2844*** 

16 -0.357 -3.0794** -2.9387** -7.1182 -18.3283*** -14.6042*** 

17 -0.4497 -3.8789*** -4.0329*** -7.5679 -18.6422*** -15.1373*** 

18 -0.394 -3.3984*** -3.6198*** -7.962 -19.6931*** -15.2439*** 

19 -0.6902 -5.9525*** -6.2416*** -8.6521 -21.0211*** -17.3759*** 

20 -0.2278 -1.9645* -1.9669* -8.8799 -20.7107*** -18.7617*** 
*表 10%統計顯著水準     **表 5%統計顯著水準    ***表 1%統計顯著水準 

表 7 財務比率變數之分類表 

因子 財務比率 說明 

市場風險因子 beta 值、週轉率 負債比、利息保障倍數、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應收帳款周轉率、存貨

週轉率、固定資產週轉率、股東權

益報酬率採取事件日發生前一季之

資料，beta 值採取 3 個月資料，市

值、週轉率、成交量、股價淨值比

及本益比，則採取事件日發生當天

之資料。 

財務風險因子 負債比、利息保障倍數、流動比率、

速動比率 

規模因子 市值 

流動性因子 成交量 

市場價值因子 股東權益報酬率、股價淨值比、本益

比 

經營能力因子 應收帳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固定

資產周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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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投資策略模型之準確率 

 訓練樣本個數 百分比 測試樣本個數 百分比 

正確 303 69.18% 115 72.78% 

錯誤 135 30.82% 43 27.22% 

總數 438  158  

 

本研究根據建構出的正、負報酬樣本分類模型，從中整理出八條投資策略，分別為節點 4、

節點 7、節點 8、節點 19、節點 26、節點 32、節點 38、節點 40，每條策略純度都高於 80%，由

圖 2 可知，造成分類為正報酬樣本之關鍵因素為「流動比率」、「利息保障倍數」、「固定資產周轉

率」、「市值」、「負債比」、「成交量」、「應收帳款周轉率」以及「股價淨值比」，造成分類為負報

酬樣本之關鍵因素為「流動比率」、「負債比」、「利息保障倍數」、「市值」、「周轉率」、「股東權益

報酬率」以及「應收帳款周轉率」，詳如圖 2 所示。  

 

(2) 投資策略 

本研究經決策樹分析後，從樹狀結構中找出八條投資策略，正、負報酬樣本各四條，且八條

策略的分類純度皆高於 80%，意即本研究的分類模式具有中、高準確率，進一步再檢視符合這

八條策略的訓練樣本測試結果，由表 9 得知，整體、正報酬樣本及負報酬樣本的準確率分別是

88.82%、91.67%及 87.61%。策略的執行乃是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發生時，檢視該個案公

司的財務變數是否符合上述八條策略的其中一條，若是符合正(負)報酬的策略，則在宣告日隔天

開盤買進(放空)，並於宣告日第 21 天開盤賣出(回補)該股，詳細的投資策略規則、樣本及分類結

果歸納如表 10-11。 

 

表 9 八條策略訓練樣本測試結果 

訓練樣本測試結果 

 預測類別 

真實類別 

 負報酬樣本 正報酬樣本 個數 

負報酬樣本 99 14 113 
正報酬樣本 4 44 48 

個數 103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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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正、負報酬樣本之分類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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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正報酬樣本四條策略分類規則與執行 

構面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分類純度 100% 100% 86.67% 100% 

樣本總數 5 5 30 8 

財務風 

險因子 

負債比 ≤66.445    

利息保障 

倍數 
 ≤10.535 

>10.535 

≤19.650 
>19.650 

流動比率 ≤123.9 >123.9 >123.9 >123.9 

規模因子 市值(佰萬) ≤6239.5    

流動性因子 成交量（仟股）  ≤246.5   

市場價值因子 股價淨值比    >6729.5 

經營能力 

因子 

應收帳款周轉（次）    ≤2.050 

固定資產周轉（次）   >0.365 
≤7.790 

>0.675 

策略執行 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發生時，檢視該個案公司的財務變數

是否符合上述四條策略的其中一條，若是符合，則在宣告日隔天

開盤買進，並於宣告日第 21 天開盤賣出該股 

 

表 11 負報酬樣本四條策略分類規則與執行 

構面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分類純度 82.35% 100% 94.12% 100% 

樣本總數 68 5 34 6 

市場風 

險因子 
週轉率    >1.466 

財務風 

險因子 

負債比  >66.445  
 

 

利息保障倍數   >19.650 >19.650 

流動比率 ≤123.9 ≤123.9 >123.9 >123.9 

規模因子 市值（佰萬） >6239.5 ≤6239.5   

市場價值 

因子 

股東權益 

報酬率 
  >3.965 ≤3.965 

經營能力 

因子 

應收帳款周轉

率（次） 

  
>2.05 >2.05 

策略執行 

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發生時，檢視該個案公司的財務變數

是否符合上述四條策略的其中一條，若是符合，則在宣告日隔天

開盤放空，並於宣告日第 21 天開盤回補該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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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資策略之衡量與測試 

本研究利用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所造成歷史股價的變動，來建構一套簡易之投資策略，

並應用在台灣股票市場上，表 12、13 為本研究利用 2013 至 2014 上半年之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

事件來測試此投資策略之績效是否能獲利，公式如下： 

 

正報酬個股之報酬率 =
(事件日後第 21 日開盤價 −事件日後隔日開盤價)

事件日後隔日開盤價
 

 

表 12 正報酬樣本投資策略之應用測試 

投資之個股 策略類別 總交易次數 平均報酬率 

2301 光寶科技 策略三 5 2.76% 

2303 聯電 策略三 2 1.59% 

2305 全友電腦 策略二 1 22.73% 

2311 日月光 策略二 1 8.29% 

2316 楠梓電 策略三 1 4.93% 

2317 鴻海 策略二 1 5.39% 

2317 鴻海 策略三 2 4.32% 

2323 中環 策略二 1 -5.74% 

2349 錸德科技 策略二 1 -1.27% 

2382 廣達 策略二 1 8.23% 

2382 廣達 策略三 1 10.19% 

2393 億光電子 策略三 2 6.98% 

2404 漢唐 策略二 1 -5.98% 

2405 浩鑫 策略三 1 1.92% 

2406 國碩科技 策略二 1 -18.04% 

2415 錩新 策略二 1 -2.73% 

2442 新美齊 策略三 1 10.83% 

2444 友旺科技 策略三 2 -8.99% 

2489 瑞軒 策略三 1 2.66% 

2499 東貝光電 策略二 1 2.75% 

3018 同開科技 策略二 3 3.73% 

3024 憶聲電子 策略二 1 -10.32% 

3032 偉訓科技 策略三 1 7% 

3051 力特光電 策略二 1 10.40% 

3702 大聯大 策略二 1 -4.19% 

4934 太極能源 策略一 1 0% 

4976 佳凌 策略三 1 5.73% 

6141 柏承科技 策略一 1 1.44% 

6251 定穎電子 策略一 1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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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正報酬樣本投資策略之應用測試(續) 

投資之個股 策略類別 總交易次數 平均報酬率 

8039 台虹科技 策略三 1 -2.08% 

8249 菱光科技 策略二 1 0% 

總平均報酬率    2.84% 

年化報酬率    34.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負報酬個股之報酬率 =
(事件日後隔日開盤價 −事件日後第 21 日開盤價)

事件日後隔日開盤價
 

 

表 13 負報酬樣本投資策略之應用測試 

投資之個股 策略類別 總交易次數 平均報酬率 

2314 台揚科技 策略一 2 6.75% 

2317 鴻海 策略一 2 3.89% 

2325 矽品 策略一 2 -1.61% 

2356 英業達 策略一 3 -6.35% 

2383 台光電子 策略一 1 2.32% 

2392 正崴 策略一 2 -0.57% 

2404 漢唐 策略三 2 0.43% 

2450 神腦 策略三 2 0.38% 

3027 盛達電業 策略四 1 2.86% 

3054 萬國科技 策略四 1 0.00% 

3474 華亞科 策略一 7 -6.55% 

3481 群創光電 策略一 6 4.46% 

3519 綠能 策略一 7 4.56% 

3561 昇陽科 策略一 2 -2.02% 

3576 新日光 策略一 1 -25.79% 

3673 F-TPK 策略一 1 34.30% 

3682 亞太電信 策略四 1 3.70% 

4934 太極能源 策略一 2 -0.34% 

5388 中磊電子 策略一 2 -6.66% 

8101 華冠通訊 策略二 1 -2.61% 

8213 志超 策略一 3 0.51% 

8215 明碁材料 策略一 1 6.62% 

8271 宇瞻科技 策略三 2 -5.92% 

總平均報酬率    3.87% 

年化報酬率    4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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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2、13 顯示總平均報酬率分別為 2.84%與 3.87%， 尤其是行使負報酬樣本之投資策

略，其總平均報酬率更高出正報酬樣本之投資策略 1.03%，可得知本研究所建構之投資策略，不

論是正、負報酬樣本之投資策略與現在定存利率相比，其總平均報酬率都高於定存利率。而在測

試的同期間的電子股指數從 2013 年 1 月初的 382.32 上漲到 2014 年 6 月底的 504.59 點，共上漲

了 122.27 點，其年化報酬率為 20.32%，而與本研究之投資策略相比，本研究投資策略之報酬率

仍略勝一籌，詳見下表 14。而表 15 為 2013 年至 2014 上半年行使負報酬投資策略之個別策略平

均報酬率，可得知策略一之績效較其他策略佳，且其投資策略之財務規則以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

事件來說，較符合常理，故倘若投資人因本研究之投資策略繁多，不知如何判別，則可依照負報

酬投資策略之策略一來行使，即可為自身賺取更好的績效。 

表 12-13 中，正負報酬的測試結果顯示總平均報酬率分別為 2.84%與 3.87%，轉換成年化報

酬率皆優於大盤電子股之報酬。雖然有部分樣本的平均報酬為負，然分別佔正負整體樣本件數的

比例為 11/41 及 24/54，皆小於 5 成。其可能原因為，這些公司的市值較低，法人較容易操控其股

價漲跌，因此較不容易用決策樹找到規則，建構投資策略。本研究著眼於長期穩定投資策略之建

構，單一樣本發生之原因就不在本研究討論之範圍。由於本研究由決策樹所建構之投資策略，皆

經實際樣本測試，表示本研究之投資策略不論投資期間是否有遭受總體經濟之影響皆適用，不失

為一個長期穩定獲利的投資策略。 

 

表 14 投資策略與電子股指數之績效比較 

對像 年化報酬率 

電子股指數 20.32% 

正報酬樣本投資策略 34.08% 

負報酬樣本投資策略 46.44% 

資料來源：台灣證券交易所、本研究整理 

 

表 15 負報酬個別投資策略之平均報酬率 

投資策略類型 平均報酬率 

策略一 4.89% 

策略二 -2.61% 

策略三 -0.79% 

策略四 2.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 

股票市場一直是台灣投資大眾最熟悉的投資工具之一，但股票市場的脈動瞬息萬變，影響

股票價格的因素多且複雜，「投資者眾而獲利者寡」成為當今台股投資環境的最佳寫照，然而在

過去許多研究皆證實，內部人交易所獲得之利益有可能來自於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內部資訊優勢

（Elliott 等[1]；Baker 等[31]），且亦有許多研究證實了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對股票市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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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波動（Seyhun[21]；張文豐[6]；張企惠[32]；Persons[8]），因此本研究利用內部人持股轉讓

宣告事件之歷史資料，不做任何預測，建立一個簡單的投資策略，主要目的在於「幫助投資大眾

在股票市場上，利用簡單的投資策略賺取高於定存的報酬」。本研究首先使用事件分析法針對內

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是否有異常報酬率作驗證，結果顯示在短天期內，在 1%的顯著水準下，

累積異常報酬率皆顯著為負向報酬，亦與Finnerty[20]、Penman[4]、Seyhun[21]、Lustgarten 等[29]、

Sivakumar 等[30]之研究結果一致，其次本研究將其分成兩個群體：正 CAR 群體、負 CAR 群體，

並以資料探勘之決策樹技術，輔以個股之財務變數，包括負債比、利息保障倍數、流動比率、速

動比率、應收帳款周轉率、存貨週轉率、固定資產週轉率、股東權益報酬率、beta 值、市值、週

轉率、成交量、股價淨值比及本益比來建立投資策略，而所建立之投資策略總結如下： 

(1) 正報酬樣本之投資策略： 

a.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 123.9%、「市值」 ≤ 6239.5

佰萬且「負債比」≤ 66.445%時，則在宣告日隔天開盤買進，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賣出。 

b.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 123.9%、「利息保障倍數」≤ 

10.535 倍且宣告當日之「成交量」≤ 246.5 仟股時，在宣告日隔天開盤買進，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賣出。 

c.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 129.3%、「利息保障倍數」介

於 10.535 至 19.650 倍 且「固定資產週轉率」介於 0.365 至 7.79 次時，在宣告日隔天開盤買進，

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賣出。 

d.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 123.9%、「利息保障倍數」> 

19.650 倍、「應收帳款週轉率」 ≤ 2.05 次、「股價淨值比」 > 6729.5 倍且「固定資產周轉率」 

> 0.675 次時，在宣告日隔天開盤買進，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賣出。 

(2) 負報酬樣本之投資策略： 

a.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 123.9%且「市值」> 6239.5

佰萬時，在宣告日隔天開盤放空，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回補。 

b.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 123.9%、「市值」 ≤ 6239.5

佰萬且「負債比」> 66.445%時，在宣告日隔天開盤放空，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回補。 

c.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123.9%、「利息保障倍數」

> 19.65 倍 、「應收帳款週轉率」>2.05 次且「股東權益報酬率」> 3.695%時，在宣告日隔天開

盤放空，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回補。 

d.當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個股，且該公司最近一季的「流動比率」> 123.9%、「利息保障倍數」 

> 19.65 倍、「應收帳款週轉率」> 2.05 次、「股東權益報酬率」≤ 3.695%且 「週轉率」> 1.466

時，在宣告日隔天開盤放空，並在宣告日後的 21 天開盤回補。 

根據實證結果得知本研究所建立之正報酬樣本與負報酬樣本的總平均報酬率分別為 2.84%

與 3.87%，而年化報酬率分別為 34.08%與 46.44%，與當時之一般定存定存以及電子股指數績效

相比，本研究所建立之投資策略其報酬率都較兩者高，尤其是行使負報酬樣本之投資策略，與正

報酬樣本投資策略相比，其總平均報酬率與年化報酬率更分別高出了 1.03%與 12.36%。若電子

股發生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而投資人無法判斷該行使何種投資策略時，建議可行使負報酬

投資策略之策略一，其績效較其他策略佳，且其投資策略之財務規則以內部人持股轉讓宣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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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也較符合常理。本研究採取之投資策略測試年度為 2013 至 2014 上半年，實證結果顯示，

不論是正、負報酬樣本的之投資策略其總平均報酬率都為正報酬，也表示本研究之投資策略不論

投資期間是否有遭受總體經濟之影響皆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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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品牌故事之影響性與受重視程度與日俱增，但什麼樣的品牌故事內容對於消費行為較具影響

力卻少人提及，本研究針對消費者對於品牌故事類型、故事呈現方式之偏好，應用模糊層級分析

法探討品牌故事內容架構與各要素間相對偏好強度之差異，共蒐集有效專家問卷 30 份，經由模

糊層級分析後得到研究結果為：(1)在品牌故事類型中，消費者最偏好「品牌核心價值故事」；(2)

在故事類型次構面中，消費者最偏好「品牌誕生的故事」。(3)在品牌故事呈現方式方面，消費者

最喜歡「劇情類」。(4)故事呈現方式次構面中，以「情節故事」最獲消費者青睞。此分析結果可

提供組織更加了解如何透由品牌故事提高組織績效。 

 

關鍵字：品牌故事、故事類型、故事呈現方式、知覺強度、模糊層級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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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more and more importance of brand story, t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state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brand story type, and brand story attribute. This study uses Fuzzy AHP metho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nd story type and the strength of customer perception. After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response of 30 expert samples.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1) the most prefer 

brand story type is “brand core value story.” (2) the most perfect factor of the second level of brand 

story type is “brand birth story.” (3) the most prefer brand story attribute is“scenero.”(4) the most 

prefer factor of the second level of brand attribute is “plot story.” This result is helpful for organizations 

to realize how to promote themselves by means of brand story so as to come to high performance. 

 

Key word：brand story, story type, story attribute, consumer perception, A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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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今社會經濟的多元化、競爭強度的增加以及社會結構的轉變，品牌生存單憑著本身的功能

或傳統行銷模式，已無法滿足現代社會需求，也愈來愈難以具體打動消費者的購買慾望。企業的

「品牌(Brand)」始終是企業最重要的經營指標，品牌的塑造與經營是企業行銷商品的重要途徑，

也是在行銷流通中對消費者造成重要購買影響因素之一。Hanlon (2006)說明品牌故事(Brand Story)

為建構品牌因素的重要元素之一，因為故事能激發消費者的共鳴，進而讓消費者對品牌產生情

感，並留下深刻的記憶。黃光玉(2006)打造品牌是各企業行銷業務中最核心、最根本、也是最首

要的工作，行銷早已從傳統的播放廣告移轉成強調打造品牌價值、塑造品牌形象、強化品牌與消

費者的關係，以及增加品牌資產。企業的領導者藉由說故事來介紹自家企業、誘發購買力、傳達

價值觀、促進社會合作、共享資源、杜絕傳言、引領人類邁向新紀元。 

Petty & Cacioppo(1986)由推敲可能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中提出，當消費者對

於人物、事件、物品欠缺知識或完整解讀的能力時，會想搜尋周邊相關資訊，這些周邊相關資訊

包含專家推薦與訊息傳遞所累積。由於資訊的來源可能是專業知識與使用經驗豐富的專業學者，

甚至一般消費大眾，使得資訊來源的不同是否可能影響消費者的接受度，是個重要的議題。長久

以來，在消費者行為研究領域裡，部分專家學者從敘事的觀點探索消費者的故事。Shacar & 

Goulding(2011)表示這些研究視敘事為詮釋與分析的工具，透過它來瞭解消費者如何看待、表述他

們的消費經驗。Chiu, Hsieh, 與 Kuo(2012)認為構成好的品牌故事的成分仍不清楚，Spear 與

Ropert(2013)對營利於非營利組織品牌故事的研究提出了故事元素的重要性，以往組織對於品牌

故事集中強調其成就，然而對於利害關係人、情感，和企業策略的故事方面卻容易忽視。不只是

對消費者，連企業對企業的部門也開始重視品牌故事的運用(Burges 與 Rousselet, 2015)。Jiang 等人

(2014)的研究也發現消費者與管理者之間隊與品牌故事的看法存在頗大的差距。故形成本研究進

一步的由品牌故事的類型與呈現方式探討影響消費者知覺強度的動機。 

許多品牌故事文獻都記錄著，故事(Story)在從古至今的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著文化要素。藉

由故事的人物表達、發展情境、溝通傳遞等，讓人們了解很多生活知識、生活經驗，所以人們依

賴故事架構去掌握周遭人、事、物與各種歷程的瞭解討論程度。Guber(2007)表示一個管理者若以

說故事的經營方式，更就能激發員工潛能使經營績效事半功倍，而一個動人心弦的故事忠於說故

事者、忠於聽故事者、呼應故事情境、傳遞故事使命等四個要素。在以往的品牌故事相關研究中

顯示了品牌故事對品牌形象(駱玫琪，2014；林佩津，2014)、品牌態度(葉秀幸，2014；陳寶川，

2014)、廣告溝通效果(賴佩婷，2005)、品牌認同與知覺價值(黃淑芬，2013)皆有正面的影響。而

且也有許多的質化研究覺得品牌故事的內容有研究的價值而更進一步分析品牌故事的類別(黃光

玉，2006；陳品妤，2008)與組成元素(江睿婷，2012；陳明偉，2010)。但相對而言較缺乏研究品

牌故事內容與消費者知覺強度間的關係，不能充分說明不同品牌故事的影響性，因此本研究擬進

一步探討品牌故事類型與呈現方式對消費者知覺強度的影響效果。 

二、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深入了解與探討消費者對於品牌故事類

型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的組成架構與偏好，同時更進一步了解與探討品牌故事類型與品牌故事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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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方式的細部次構面的構成與偏好程度，本研究擬透過品牌故事針對消費者知覺強度的深入剖析

進而了解其構成內容，及消費大眾對於品牌故事的心理建構情形與影響程度，茲將本研究的各項

研究目的敘述如下：     

(1) 探討品牌故事相關定義與其內容 

(2) 分析品牌故事類型的構面與次構面的組成內容與重要性 

(3) 分析品牌故事呈現方式的構面與次構面的與組成內容與重要性 

(4) 整合研究結果，對如何建立吸引消費者的品牌故事提出具體建議 

三、研究流程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找出影響消費者行為的重要品牌故事元

素。為了得到有效的結論，本研究採取下列步驟進行分析： 

步驟一：確立研究主題與目的。 

步驟二：回顧相關文獻：蒐集、研讀文獻與資料，並整理影響消費者消費強度的重要因素。 

步驟三：建立評估模式層級架構：依據文獻探討後建立影響消費者的重要因素之層級架構。 

步驟四：問卷設計及調查：以模糊AHP法格式設計兩種問卷，以作為建立權重體系的基礎。 

步驟五：建立影響消費者的重要因素之權重體系：利用模糊AHP法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獲得

各項評估指標之相對權重，探討影響消費大眾消費強度的重要因素之權重體系。 

步驟六：結合指標權重體系，建構品牌故事影響消費者的關鍵因素模式，作為相關品牌經營單

位或後續學者規劃參考之依據。 

步驟七：結論與建議：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實務及後續研究相關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品牌 

(一)品牌的定義 

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AMA）對品牌下的定義即是「一個名稱、語

詞、符號、象徵以及設計的組合使用，為的是能辨別出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而與競爭者的產品

或服務有所區別」。Thom Braun(2005)「品牌」是在這個不斷變遷的社會裡，能夠為消費者提供基

準點的東西。品牌的邏輯種簡明的記號來幫助消費者辨別產品的優良性。品牌塑造通常被消費者

看成是一種是在說明，變化與創新的速度如此之快，媒體關於什麼產品對消費者才有幫助的資訊

又總是互相衝突，所以消費者也就需要某無長的變化中製造穩定與一致性的行為，在這個變幻莫

測的社會裡，品牌猶如指引選購方向的指標。管理大師 Drucker(2005)表示企業只有行銷與創新兩

種功能，企業透過新產品類型的發明或舊有產品類型的根本改變，品牌不再是賺錢的機器，它搖

身變成對社會有影響力的東西，改變消費者日常生活的本質。洪順慶與孫國寧(2009)認為品牌的

無價有很絕大部分因素是建構在無法以科學角度加以衡量的情感元素，猶如 Williamson(1991)交

易成本理論所提及之專屬資產，成功的品牌不只會帶出顧客的喜悅、信任、渴望甚至是遐思等感

性的滿意進而成為高度忠誠客戶，更要成為消費者「選購的唯一」。 

(二)品牌與消費者之關係 

    Chernatony(2006)提出當企業品牌與消費者發展互動關係時，表示將品牌予以擬人化，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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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企業品牌的關係連結中，用以暸解自我並與他人溝通自我，於是品牌在這層關係中扮演解決

消費者自我認同問題的重要角色。因此，企業品牌管理者開始需要思考，品牌的存在價值如何營

造出特殊的消費者與品牌之間關係。 

二、故事 

(一)故事沿革 

    Benjamin(1968)在短文「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中說明故事的形式與性質，他認為說故事不

只是一個敘述的形式，也暗示著一種經驗的傳達、生活方式與文化意義。故事可以是複數，即便

是只有兩個人的互動，也可以透過雙方說故事、聽故事，而接近社會關係脈絡。每個故事都包含

了某些有用的東西，或是忠告或是智慧。故事管理專家 Loebert( 2005)則引述心理學家 Schultz(2005)

對故事的說法：「知識就是故事」，而人腦中的記憶是以故事作為基礎，不論是儲存或活用各種知

識，都必須靠故事的形式才能吸收與運作，在腦中的知識就是以故事的方式慢慢累積組織起來

的。說故事管理專家 Colwell (1980)進一步說明表示，說故事由故事主體、說故事者、聆聽者三項

主要元素構成。  

(二)故事的基本組成要素 

   Gergen, & Gergen(1988)認為故事有五個重要特徵：(1)可建立單一觀點或重點；(2)選擇與目標

觀點相符合的事件內容；(3)故事的事件經過順序調配；(4)彼此故事之間有因果關係性； (5)可以

區隔出起始、中間與結尾。Shankar 等人(2011)提出文學歷史記載的高峰期，指出大部分的故事

內容包含有一些固定的元素，這些元素根據故事的內容發展與目的可以被結合、組成並運用在各

種方式中。而當企業在發展故事時可以使用這四個元素：訊息（Message）、衝突點（Conflict）、

角色（characters）與情節（plot），這四個元素可以確定企業發展出一個好的品牌故事。Escalas(2004)

說明故事結構最重要的兩個因素為：(1)時序性(chronology)，(2)因果關係(causality)：指故事的要

素如每一個人物角色、行動、場景等隨著時間的發展慢慢出現，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就可被推導。 

三、品牌故事 
(一)品牌故事沿革 

    李鑫、宋寶超等人(2012)認為『人』是情感化的高級動物，企業品牌在創建過程中，是否可

以在情感上與消費者建立某些關係互動，顯得尤其重要。而製造情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將『品牌

故事化』。品牌故事是品牌在發展的過程中將其優秀的方面整理、連結構成，以形成一種清晰、

容易記憶又讓人容易聯想的思想。在物質生活不斷提升的社會，消費者購買不只是一件可以禦寒

的外套，更是一種基於品牌故事背後的自我價值的表現。一個好的品牌故事，不只是樹立品牌的

精神內涵，更也是刺激銷售者的購買慾望。品牌故事形成得天獨厚的故事力，而故事力也是一種

傳播力，因為品牌故事形成差異化，差異化的品牌更可以給消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陳品妤（2008）

將品牌故事作為文本，使消費者透過此文本認識並喜好該品牌。品牌故事行銷思維將品牌展現於

眾人面前的所有作為都視為品牌敘事的過程，不單是將品牌故事作為行銷推廣的工具，而是進一

步將說故事作為「品牌全面經營之道」。 

(二)品牌故事分類 

    王家偉(2005)表示品牌故事的組成可分為地點、時間、實體事物、無形事物、經驗、人與其

他生物、結盟而歸納為七大類。而從故事類型而言，黃光玉(2006))則分為以下十種品牌故事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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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 關於品牌誕生故事；(2) 品牌沿革與創新的故事：各階段產品如何演變、創新；(3) 品牌

成功事蹟的故事；(4) 關於品牌利益與價值的故事：指品牌提供的功能性、象徵性、經驗的利益

故事、有關品牌與眾不同的價值與品牌承諾的是什麼的故事；(5) 關於品牌身分認同的故事：闡

述品牌獨特性、品牌個性的故事；(6) 關於品牌願景的故事：品牌未來目標、將帶領消費者去何

處；(7) 關於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8) 關於品牌代言人的故事；(9) 關於品牌與社會關係的故事；

(10) 關於企業組織的故事。 

三、品牌故事與消費者行為 

(一)消費者知覺強度  

    消費者知覺強度指「人們依照滿足所需和期望，透過選擇、評估、挑選、評論、服務時介入

的購物流程，包含消費者的主觀知覺強度和客觀物質活動兩個方面」。Petty 與 Cacioppo (1986) 

的推敲可能模式指出消費者接收到訊息後，態度如何改變決定於二種不同的資訊處理路徑：中央

路徑與周邊路徑。當消費者具有產品或服務的知識和理解能力時，消費者會採取中央路徑；中央

路徑是指消費者態度與信念的改變會受到有關於產品或服務論點的影響。Babin, Darden & Griffin 

(1994)藉由測量顧客所知覺的品質、價值與滿意度，管理者可獲得對未來顧客需求的深入了解。

因為現在的品牌故事塑造將可以是消費者再次購買的良好預測值。 

(二)品牌故事題材影響消費者心理因素 

    故事(Story)有助傳播想法、價值觀、以及規範，可讓資訊更具意義，讓隱性知識更易被聽眾

組織與學習。Fog, Budtz & Yakaboylu(2010)提出品牌樹(Brand Tree)的觀點，以企業核心故事為架

構，參考外部故事(例如：大眾媒體、廣告)與內部故事(例如：員工故事、產品故事)打造企業品

牌故事，就像是穩固的樹幹代表公司核心故事，四周環繞有關公司的所有故事，表示起源於此公

司的核心故事為主軸，類似樹幹滋養著葉子般的生長，讓消費者心裡能因為品牌故事的導入，增

添更多購買行為的影響力。Whyte and Classen (2012)也認為品牌起源故事、品牌核心價值故事、

品牌與人關係故事，這種構面是獨特性、可測量的、可開發的。因此檢視過去探討故事行銷策略

文獻紀錄，發現研究成果可歸納為企業應該說什麼故事內容以及如何表現、包裝故事。前者表示

故事的主題，例如企業願景、企業形象、企業核心價值產品或工作績效、組織管理專業一致性、

企業組織績效表現或資源利用、與消費大眾、利害關係人的關係品質、企業組織事業與產業環境

的策略評估等；後者表示品牌故事的呈現方式，包含用消費者熟悉的人物、事件表達故事、表達

真實的故事而不捏造虛假故事內容、依循高聲望的個人或組織提升品牌故事的可信度等。 

 

綜合上述文獻，本研究歸納出以下觀點，從品牌的定義了解「品牌是一個可以與競爭者的產

品或服務有所區別的名稱、語詞、符號、象徵以及設計的組合使用」，且品牌更是與消費者有著

某種連結性的互動與關係。另一方面，如同 Schultz(2005)提到「知識就是故事」，人腦中的記憶

是以故事作為基礎。而品牌故事則是讓消費者記憶住品牌的有效方法，相關研究也證實了品牌故

事題材對消費者知覺與心理層面的影響(Whyte and Classen, 2012; Petty and Cacioppo, 1986)，然而

如何發展出好的品牌故事，則須從故事的組成要素加以探討，此即為本研究所提出的品牌故事類

型與呈現方式對消費者知覺影響的理論基礎所在，進而發展出下面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討。 



    蔡政宏、洪培琪：利用模糊層級分析法探討顧客對於品牌故事類型與呈現方式之偏好    125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提出消費者偏好之品牌故事類型與呈現方式之構面，以及探討各構面間之

權重，採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HP)，透過運算過程，用以求出各構面要素之權重值。 

一、模糊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為 1990 年 Thomas L. Saaty 首創的一套多準

則決策方法。其透過匯集學者、專家和 參與者的意見，將複雜的問題建立起層次分明的層級系統，

再根據專家的評估（以問卷方式）結果，計算各層次的組成元素對上一層次某一元素的貢獻程 度

或優先權重。基本上，AHP 法是將複雜且非結構的情況分割成數個組成成分，安排這些成分或

變數為階層次序，將每個變數的相關重要性利用主觀判斷給予數值；綜合這些判斷來決定哪一個

變數有最高優先權。Saaty(1990)而問題的每個變數必須給予一個數值，以幫助決策者之判斷而得

到結論。 

傳統 AHP 法雖然簡單與具實用性，但其成對比較值必須以絕對數值來表示，Laarhoven 與 

Pedrycz (1983) 將層級分析法加以延伸，利用模糊集合理論及模糊術解決傳統 AHP 法中各成對

比較矩陣不精確的問題限制了人們對於問題的主觀判斷、不確定與模糊特性。為了解決 Saaty 所

建構的 AHP 法在應用上不足之處，國內外學者便開始進行模糊 AHP 法的發展與應用。舉例而

言 Laarhoven 與 Pedrycz (1983)將層級分析法加以延伸，利用模糊集合理論及模糊算術解決傳統

AHP 法中各成對比較矩陣不精確的問題。利用三角模糊數代入成對比較矩陣中，發展出模糊層

級分析。Buckley (1985)提出將 Saaty 之 AHP 法之成對比較值加以模糊化，以順序尺度取代數字

比率來表示兩兩要素間相對重要程度，以解決成對比較值過於主觀、不精確、模糊等缺失。其作

法為要求決策者以梯形模糊數，轉換專家意見並將之形成模糊正倒值矩陣，再利用幾何平均數方

法與層級串連，求出每一模糊矩陣之模糊權重與各替代方案模糊權重值。Mon、Chen 與 Lin(1994)

認為傳統 AHP 只能應用在確定情況下的決策問題且其衡量尺度過於主觀，因此提出以熵值權重

法(Entropy weightmethod)為基礎的模糊 AHP 決策模式，並將其應用於國防武器系統評估。 

模糊集合理論是 1965 年由 Zadeh 提出，其是探討如何將現存世界中的模糊現象使之數學

化的一門科學，用以表達事物的不確定性。模糊數學旨在解決現實環境中不明確性與模糊性的資

料。傳統集合理論係以二值判斷作為基礎，所以每一個因素僅有「完全屬於」與「完全不屬於」

兩種情況發生，其特徵值便只有 0 與 1 兩種情況存在。一般在評估問題時，人們對於質的衡量，

往往具有模糊的性質，也就是「亦此亦彼」的現象。然而傳統上的二元絕對劃分方式 (非此即

彼) ，對於模糊性質的語意並不能夠適當表現出來。因此，模糊理論以隸屬函數的方式將原始模

糊的資訊予以明確化，經由其函數的轉換使值介於 0 與 1 之間，用以表示不確定程度。隸屬函

數可視為特徵函數的一般化；而模糊集合可視為普通集合的一般化。由於模糊可允許評估過程有

不確定狀況，使得現實生活中不確定性問題能有效解決。因此，將模糊理論應用於多準則評估的

問題上，可使評估結果更具合理性。 

採用改良後的模糊 AHP 法，作為解決評估準則的方案。模糊 AHP 法的好處，在於蒐集資料

所需時間少且方便性佳，準確性高並且能使用於多種決策分析上。且從上述文獻中得知，後續研

究者所提出改良傳統 AHP 法在應用上的缺失不外乎比例尺度應用上限制、不精確、模糊等問題。

FUZZY AHP 法的執行步驟和傳統的 AHP 法大致相同，相異處在於模糊 AHP 需設定模糊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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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糊化及正規化。因此，本研究決定以 Buckley 所提出之模糊 AHP 法進行研究，利用三角模

糊數、群體整合、模糊排序、層級串連求得各關鍵成功因素之權重。 

二、研究架構 

本研究綜合各文獻中所提及的觀點，整理出品牌故事類別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的內容。 

表 1  品牌故事類型影響消費者心理層面因素層級架構表 

表 2 品牌故事呈現方式影響消費者因素層級架構表 

 

Michael Loebert(2005)提出 3 類品牌故事，包括(1)創辦人的發展故事(2)產品成分或功能的故

事(3)使用者的經驗故事；另外，Mathews & Wacker(2008)也提出 5 種故事類別(1)英雄的探險(2)

創立的故事(3)轉變的故事(4)墜落即救贖的神話(5)命運叉路的神話；陳品妤(2008)則提出 15 種品

牌故事；黃光玉(2006)說明了 10 種類型的品牌故事(1)品牌誕生(2)品牌沿革(3)品牌成功事跡(4)

品牌願景(5)企業組織(6)品牌利益與價值(7)品牌獨特性(8)品牌與消費者(9)品牌代言人(10)品牌與

主準則 定義 次準則 操作性定義 
A. 品牌起

源故事 
品牌的創業、
歷程故事 

A1 品牌誕生的故事 品牌開始創業的故事 
A2 品牌沿革的故事 品牌歷年發展經營故事 
A3 品牌成功事蹟的故事 品牌營運達到目標的故事 

B. 品牌核
心價值
故事 

品牌經營的理
念以及精神 

B1 品牌利益與價值的故事 品牌創造的理念故事 
B2 品牌願景的故事 品牌對於未來的展望故事 
B3 品牌創新的故事 品牌對於產品創新研發故事 
B4 品牌身分認同的故事 品牌身分的判別性故事 

C. 品牌與
人 關 係
故事 

品牌與相關人
物所創造的故
事 

C1 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 品牌與消費者互動產生聯結的故事 
C2 品牌代言人的故事 根據品牌代言人所引領的品牌故事

影響力 

C3 品牌與社會關係的故事 品牌與社會關係所存在的責任造就
的故事 

C4 品牌企業組織的故事 品牌自己對於組織內部所造就的故
事 

主準則 定義 次準則 操作性定義 

X.劇情類 故事的安排比較依
人物的心情動態撰
寫而成 

X1 情節故事  根據事實的考據撰寫成的故事情節 

X2 喜劇故事 開心的故事架構構成的故事 

X3 悲情故事 悲傷的故事架構構成的故事 

X4 愛情故事 故事是由男女之間的故事為主要架
構呈現 

Y.動作類 故事強調肢體的動
作為重點 

Y1 動作故事 是一個單純強調肢體動作的故事 

Y2 功夫武俠故事 是一個有正統策略規劃肢體動作的
故事 

Y3 戰爭故事 多由團體與團體間的打鬥場景為故
事架構而成 

Z.想像類 根據撰寫者的角度
去描寫故事的生動
性 

Z1 懸疑恐怖故事 多令人身心害怕毛骨悚然猜測多疑
的故事 

Z2 神話故事 是無經過事實考據所憑空幻想的故
事架構 

Z3 科幻故事 根據日新月異的科技技術撰寫的故
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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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本研究採取分類較為詳細但類別數量不要太多的分類法為基礎(黃光玉，2006)，加以修訂

為本研究之 AHP 研究架構。呈現方式則以故事的敘事手法如小說與電影等之分類項目加以劃

分。最後歸納出品牌故事的不同類型(品牌起源故事、品牌核心價值故事、品牌與人關係故事)以

及品牌故事呈現方式(劇情類、動作類、想像類)等主要構面作為大分類指標，再依特性分群，分

別得出品牌故事類型 11 項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 10 項為研究方向(如表 1、表 2)所示。 

三、層級分析法之問卷設計 

Saaty (1990) 研究，認為兩兩比較評量尺度，還是以九個尺度來表示較佳。因此，衡量尺度

基本上可劃分為 9 個等級，分別為：同等、稍強、極強、絕強、稍弱、弱、極弱、與絕弱，賦予

1、3、5、7、9 的衡量值，另外介於五個衡量尺度間尚有四個等級，賦予 2、4、6、8 的衡量值。 

四、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範圍設定的受訪者乃是對於品牌故事具有一定的認知的專家與高涉入消費者，專家需

曾經從事此相關領域之研究，消費者則須經過篩選，研究的公司與產品並沒有特別的限制(題目

中並不會出現公司與產品類別)，主要針對這些高涉入消費者與專家對於品牌故事內容的偏好與

知覺態度進行研究。本研究採專家問卷調查，主要的研究對象為高涉入消費者與品牌專家，可涵

蓋兩方面，一為對高度設入的消費者，其次為深度涉入瞭解品牌故事的學者，本身對品牌故事有

相當的涉入程度，且可以具體說出各家品牌故事對其影響的重要性程度。分別品牌故事類型問

卷、品牌故事呈現方式問卷兩種，共發放專家問卷 30 份，回收有效問卷為 30 份，結果分析的部

分是以有效回收的 30 份進行分析統計。 

 

五、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層級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以層級串聯求得各關鍵成功因素之權重。會採用層級

分析法分析資料是因為每當我們遇到強弱的問題時，就必須採用有系統的方法加以分析，此時

AHP 法就能派上用場。這在多目標或多評準的決策領域中，是一種簡單而實用的方法。而根據

先前學者的研究文獻中，歸納出 AHP 法的處理方法，即在處理複雜問題時，大致可分為下列五

個步驟(褚志鵬 2009)。 

步驟一：問題的界定  

步驟二：建構層級結構 

步驟三：問卷設計與調查 

步驟四：層級一致性檢定 

步驟五：替代方案的選擇 

 

肆、研究結果 

一、信度分析 

根據專家問卷填答與回收結果分析，先從C.I. C.R.值檢視樣本資料的信度，對於品牌故事類

型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的偏好檢定結果，經運算後求得全體受訪者之一致性指標及一致性比率來

檢定配對比較矩陣的一致性，相關檢定顯示回收問卷之所有層級一致性比率數值皆小於0.1(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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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4)，表示全體受訪者之評估值均達可接受之一致性標準，表示研究結可充分表達專家意見，

由上述檢定結果，各層級架構均具有一致性，因此可進行層級串聯及整體權重排序。 

 

表 3 品牌故事類型一致性比率表 

 C.I. 是否合格 C.R. 是否合格 

品牌故事類型主構面 0.011 是 0.019 是 

品牌起源故事(A) 0.007 是 0.012 是 

品牌核心價值故事(B) 0.030 是 0.034 是 

品牌與人關係故事(C) 0.022 是 0.025 是 

註：合格判定標準為CI CR值小於0.1 

表 4 品牌故事呈現方式一致性比率表 

 C.I. 是否合格 C.R. 是否合格 

品牌故事呈現方式主構面 0.016 是 0.027 是 

劇情類(X) 0.019 是 0.021 是 

動作類(Y) 0.009 是 0.015 是 

想像類(Z) 0.004 是 0.007 是 

註：合格判定標準為CI CR值小於0.1 
 

二、品牌故事類型模糊權重偏好分析 

將每位專家模糊正倒矩陣利用幾何平均數法來整合專家意見，即可得整合意見後之模糊正

倒矩陣，群體整合結果如表5。進一步利用公式計算評估指標之模糊權重值，再利用反三角解模

糊化公式求得解糊權重值，最後進行正規化得到指標明確權重值與權重排名，主構面與各次構面

之計算結果如表5到表10所示。 

分析結果在品牌故事類別主要構面之評估結果中，以「品牌核心價值故事」權重值為最大

(0.384)、其次為「品牌起源故事」(0.363)、最後為「品牌與人關係故事」(0.253)。在次構面

的評估結果中，品牌起源故事「品牌誕生的故事」權重值為最大(0.449)、品牌核心價值故事的

「品牌創新的故事」權重值為最大(0.338)，而品牌與人關係故事的「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權

重值為最大(0.320)。然而就整體串連後的排序而言，次構面中前三名分別為品牌誕生的故事

(0.163)、品牌創新的故事(0.130)與品牌成功事蹟的故事(0.129)。 

表 5 品牌故事類型群體整合後之模糊正倒矩陣 

 品牌起源故事(A) 品牌核心價值故事(B) 品牌與人關係故事(C) 

品牌起源故事(A) (1,1,1) (0.940,0.909,1.798) (0.821,2.119,3,547) 

品牌核心價值故事(B) (0.230,0.323,1.756) (1,1,1) (0.693,0.868,1.756) 

品牌與人關係故事(C) (0.290,0.472,0.776) (0.560,1.115,1.476) (1,1,1) 

表6 品牌故事類型主要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主要層面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品牌起源故事(A) 0.185  0.334  0.759  0.426  0.363  

品牌核心價值故事(B) 0.191  0.383  0.775  0.450  0.384  

品牌與人關係故事(C) 0.118  0.283  0.489  0.297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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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品牌起源故事次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8 品牌核心價值故事次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9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次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10 品牌故事類型各主要、次要構面層級串聯排序結果 

主準則層面 次準則層面 
評估指標 

權重值 

層級串聯後 

權重值 
排序 

品牌起源故事

(A) 

0.363 

品牌誕生的故事(A1) 0.449 0.163 1 

品牌沿革的故事(A2) 0.195 0.071 8 

品牌成功事蹟的故事(A3) 0.356 0.129 3 

品牌核心價值故

事(B) 

0.384 

品牌利益與價值的故事(B1) 0.222 0.085 5 

品牌願景的故事(B2) 0.230 0.088 4 

品牌創新的故事(B3) 0.338 0.130 2 

品牌身分認同的故事(B4) 0.210 0.081 7 

品牌與人關係故

事(C) 

0.253 

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C1) 0.320 0.081 6 

品牌代言人的故事(C2) 0.260 0.066 9 

品牌與社會關聯的故事(C3) 0.227 0.057 10 

品牌企業組織的故事(C4) 0.193 0.049 11 

三、品牌故事呈現方式模糊權重偏好分析 

依照同樣方法在品牌故事呈現方式部分將每位專家模糊正倒矩陣利用幾何平均數法來整合

專家意見，即可得整合意見後之模糊正倒矩陣，群體整合結果如表11。進一步利用公式計算評估

指標之模糊權重值，再利用反三角解模糊化公式求得解糊權重值，最後進行正規化得到指標明確

權重值與權重排名，主構面與各次構面之計算結果如表11到表16所示。 

分析結果在品牌故事呈現方式主要構面之評估結果中，以「劇情類」權重值為最大(0.543)、

其次為「想像類」(0.245)、最後為「動作類」(0.212)。在次構面的評估結果中，劇情類的「情

節故事」權重值為最大(0.448)、動作類的「動作故事」權重值為最大(0.474)，而想像類的「懸

疑恐怖故事」權重值為最大(0.453)。然而就整體串連後的排序而言，次構面中前三名分別為情

品牌起源故事(A)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品牌誕生的故事(A1) 0.238  0.422  0.898  0.520  0.449  

品牌沿革的故事(A2) 0.102  0.187  0.389  0.226  0.195  

品牌成功事蹟的故事(A3) 0.168  0.391  0.679  0.413  0.356  

品牌核心價值故事(B)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品牌利益與價值的故事(B1) 0.107  0.221  0.460  0.263  0.222  

品牌願景的故事(B2) 0.114  0.211  0.490  0.272  0.230  

品牌創新的故事(B3) 0.163  0.351  0.684  0.399  0.338  

品牌身分認同的故事(B4) 0.102  0.216  0.427  0.248  0.210  

品牌與人關係故事(C)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品牌與消費者的故事(C1) 0.156  0.307  0.672  0.378  0.320  

品牌代言人的故事(C2) 0.125  0.258  0.538  0.307  0.260  

品牌與社會關聯的故事(C3) 0.112  0.233  0.459  0.268  0.227  

品牌企業組織的故事(C4) 0.091  0.201  0.393  0.229  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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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故事(0.2688)、喜劇故事(0.0942)與懸疑恐怖故事(0.0832)。 

 

表 11 品牌故事呈現方式群體整合後之模糊正倒矩陣 

 劇情類(X) 動作類(Y) 想像類(Z) 

劇情類(X) (1,1,1) (1.818,2.980,4.482) (1.225, 1.753, 3,176) 

動作類(Y) (0.223,0.336,0.553) (1,1,1) (0.717,0.984,1.394) 

想像類(Z) (0.315, 0.570,0.816) (0.717,1.017,1.394) (1,1,1) 

表 12 品牌故事呈現方式主要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13 品牌呈現方式劇情類故事次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14 品牌呈現方式動作類故事次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15 品牌呈現方式想像類故事次構面之模糊權重值與解模糊權重值 

表16 品牌呈現方式各主要、次要構面層級串聯排序結果 

主準則層面 次準則層面 
評估指標 

權重值 

層級串聯後 

權重值 
排序 

劇情類(X) 

0.543 

情節故事 (X1) 0.519 0.2688 1 

喜劇故事(X2) 0.182 0.0942 2 

悲情故事(X3) 0.179 0.0927 8 

愛情故事(X4) 0.120 0.0621 5 

動作類(Y) 

0.212 

動作故事(Y1) 0.376 0.0725 4 

功夫武俠故事(Y2) 0.201 0.0387 7 

戰爭故事(Y3) 0.215 0.0414 10 

想像類(Z) 

0.245 

懸疑恐怖故事(Z1) 0.484 0.0832 3 

神話故事(Z2) 0.177 0.0304 6 

科幻故事(Z3) 0.186 0.0319 9 

主要層面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劇情類(X) 0.297  0.532  0.987  0.605  0.543  

動作類(Y) 0.124  0.212  0.373  0.236  0.212  

想像類(Z) 0.139  0.256  0.425  0.273  0.245  

劇情類(X)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情節故事 (X1) 0.244  0.451  0.836  0.510  0.448  

喜劇故事(X2) 0.146  0.252  0.457  0.285  0.250  

悲情故事(X3) 0.064  0.110  0.223  0.133  0.117  

愛情故事(X4) 0.076  0.187  0.368  0.210  0.185  

動作類(Y)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動作故事(Y1) 0.281  0.455  0.837  0.524  0.474  

功夫武俠故事(Y2) 0.178  0.300  0.537  0.338  0.306  

戰爭故事(Y3) 0.117  0.245  0.363  0.242  0.219  

想像類(Z) 模糊權重值 
解模糊 

權重值 

正規化 

權重值 

懸疑恐怖故事(Z1) 0.256  0.444  0.827  0.509  0.453  

神話故事(Z2) 0.178  0.324  0.600  0.367  0.327  

科幻故事(Z3) 0.115  0.232  0.393  0.247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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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藉由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HP）來求取專家、產業界等不同群體及整體群體對

於影響消費者偏好之「品牌故事類型」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因素及評估準則之相對權重值並

進行排序。透過專家意見對評估因素之權重大小，反應出消費者對於影響消費偏好之「品牌故事

類型」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因素評估指標的重要程度認知，而藉由權重體系的幫助，也可了

解各評估準則對消費者偏好的影響，並建立比較的基礎。 

過去學者雖曾提出「品牌故事」各項類別與因素探討，但僅將項目用條列方式舉出，尚未加

以比較其偏好強弱等級之差異，故本研究利用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HP）完成權重體系的

建立，可以藉此發現各項目間之重要程度的優先順序，可做為品牌故事建立或修正之決策參考。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相關文獻，再分別針對品牌故事類別與品牌故事呈現方式設計問卷，依序彙整

出各三大準則、各 11 項與 10 項評估指標，以此建立品牌故事影響消費者知覺強度因素的層級評

估架構。藉由權重體係可了解各評估指標對影響因素的重要性，結果顯示，影響消費者知覺強度

之三大品牌故事類別評估準則中以「品牌核心價值故事」的權值為最大，而在整體排序中主要故

事類別依其偏好程度排序分別為「品牌誕生的故事(0.163)」、「品牌創新的故事(0.130)」與「品牌

成功事蹟的故事(0.129)」三項，顯示此三種故事類別容易獲得顧客青睞。而在品牌故事呈現方式

的部分，數據充分表示消費者比較偏愛「劇情類故事(0.543)」，整體對於品牌故事呈現方式知次

構面以「情節故事(0.2688)」、「喜劇故事(0.0942)」及「懸疑恐怖故事(0.0832)」的故事內容呈現

偏好都較高。上述結果可作為企業塑造品牌故事的重要參考依據。也能有助於激發相關公司人員

設計品牌故事內容撰寫方向，對於企業目標及策略制定上能更有效率的配置，使得在關鍵的要要

素中投入有限的資源，以創造更大的顧客公司認同。 

從問卷分析結果整合實務的角度來思考此一研究，如果企業從永續經營的角度出發，則必須

要有長遠的眼界，需考慮到消費者對企業組織的認同。研究結果顯示了品牌核心價值是最被看重

的元素，這也代表了行銷策略中「定位」的重要性，定位正確便能有效透過各種推廣工具傳遞公

司的核心價值，而品牌誕生故事的重要性也顯示了對公司了解的需求。最能打動消費者的莫過於

是劇情的呈現，記憶深刻的劇情能將產品變成消費者心目中的「喚起集合」，不管是情節或是喜

劇，重點是能讓消費者認識、了解且認同，就能增加消費的可能性。 

故事行銷所強調的行銷重點，在於加深勾動消費者印象於腦海中記憶，對過去的經驗或者未

來的期許，雋永且一致的感受。故事行銷手法在於運用真實而且貼切的故事架構與故事內容安

排，透過氣氛的傳遞營造，適時地將故事帶進消費者的心坎裡，讓消費者能夠深刻的感同身受，

而且能在被故事行銷說服的同一時點，不只願意消費而且也會口耳相傳地將品牌商品介紹給週遭

的親朋好友試著觀察、思考消費者購買動機、消費需求後，並加以整合評估，如此才能吸引他們

持續購買產品得到獲利，一方面也才能讓消費者繼續購買品牌商品。因此，傳遞一個品牌誕生、

創新或成功事蹟的故事較能產生消費者的共鳴。或是發展出有情節、喜劇或懸疑恐怖的故事也能

抓住消費者的感覺。若將兩者皆以結合與組裝，則會產生更多不同組合搭配的品牌故事，例如以

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來傳遞品牌誕生或創新的故事，還是以喜劇的方式來呈現呈現創新或成功事

蹟等，對於公司撰寫自己品牌故事的方向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對組織的建議方面，品牌故事的塑

造會因為各個公司的產業文化不同而有些微差異，公司對於自己的目標市場最為清楚，也最了解

該區隔的顧客特性與偏好，因此參考以上顧客的偏好類別與目前公司的市場區隔，更能有效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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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塑造出更貼切的品牌故事。 

本研究的廣泛採取專家與消費者對於品牌故事偏好的看法，並未針對各種產品特性與公司類

別加以分類比較，此亦為本研究在推論上之限制，顧客偏好可能因為組織特性與產品類別的差異

而有所不同，本研究已嘗試提出一個廣泛性的探討，對未來的研究亦可針對顧客、產品與產業等

因素更深入的分類比較。對後續研究方法建議方面，本研究採用 Fuzzy AHP 來建立評估模式，關

於消費者知覺強度尚可利用其他方法進行可選擇其他評估方法加以比較，或是如針對不同產業文

化的影響效果評估，或針對不同的消費族群加以分類評估等，並可針對設計出的品牌故事結合模

糊權重分析法加以評分，選出消費者心目中最佳的品牌故事，並為各產業類別、產品或顧客群找

出或設計出典範的品牌故事，作為發展品牌故事之參考，以提升消費者對公司的品牌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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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務人員的素質良弧對於政府行政效率及決策品質影響甚鉅，欲使公務人員素質提昇方

法，其一是藉由改進考試方法晉用高素質之優秀人才，其二是加強在職訓練及進修機會，提升

在職人員之職場潛能以持續深化專業能力（姜占魁，1980）。本研究量化結果發現，在開課內容、

課程時間與時數安排等因素方面，對於現階段參訓者在實際感受上具有改善空間，另根據質性

訪談結果建議未來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可針對正常上班時間所開設之課程外亦能初步規劃其他課

程時間內容，並調整其他彈性時間來辦訓，使新進公務人員具備擔任公職的基本條件，協助現

職公務人員做好進一步承擔重要職責的準備。 

 

關鍵字：公務人員、在職訓練、薦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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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of civil servants influences efficiency and policy making of an administration greatly. 

One of the approaches to increasing their quality is by making adjustments to the existing examination 

system to recruit high-quality talents. Another is to strengthen on-the-job training and offer courses to 

further their education, through which the potential of the in-service staff can be developed fully and 

their professional ability raised (Zhan-kui JIANG, 1980). 

The results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y have indicated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course 

content, schedules and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conducted on the subjects 

attending training sessions, the study has offere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 That is, the Civil Servi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should consider arranging courses avoiding conflicts with regular working hours, 

in hopes of educating new recruits on the basics of being a civil servant and preparing them for tasks of 

assisting with incumbent civil servants. 

 

Keywords: Civil Servants, On-the-job Training, Personnel Recomme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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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組織內部的管理人員訓練逐漸採取彈性策略取向，將人員視為重

要資產，不但重視精神與物質方面的獎勵，也希望透過塑造團隊分工合作型態，健全發展組織能

力，因此與工作攸關的教育訓練更行重要。這與管理發展理論所探討的焦點，組織中管理人才之

培育過程及需求相互契合。 

在考試方法之改善方面，依照現行的公務人員考試法之規定，錄取公職者必須先接受相關教育

訓練，訓練期滿成績及格者始發給證書並分發任用。此一措施亦即將訓練落實為考試之一部分，

其目的乃在於希望人員在晉用之前能夠施以必要之訓練，使其熟諳公務人員作業環境及一些必要

之公務上的知識，於初期就任時即能迅速勝任組織單位所賦予之工作來減少摸索及學習時間，此

為我國公務人員考試方法之一大特色。另外，關於公務人員在職訓練與進修方面，由於以往我國

政府機關普遍多不重視公務人力之培育，對於在職訓練多認為是人力及時間的浪費，且會影響組

織單位的正常業務運作，因此可能存在著敷衍了事、虛應故事、便宜行事的態度（黃耀南，1990）。

由於這樣的傳統觀念使然，亦使得送訓機關或者訓練承辦單位時常為了訓練而開辦訓練(消化預

算或例行公事)，或者為了配合中央政策或地方長官要求而開辦訓練，而非為了實質有效提升公

務人力專業素質或增進某一新增業務之工作能力而舉辦訓練，以致造成該去參加訓練者不能去或

無法去訓練，而不該去訓練者卻常去訓練(認為沒有用的訓練常會派一些較閒的人去簽名以虛應

了事)之怪異現象，此現象非但嚴重浪費國家訓練資源，亦深深影響公務人力潛能之開發及素質

之提升，進而導致我國公務人力在觀念及態度上相對保守，無法因應時代變遷持續配合改革之需

要。至於公務人員的在職進修方面，受限於各機關的經費與執行人力更是力有未逮，尤其是有計

畫的培育進修更為缺乏，而現行國內外公務人力的全時進修更早已成為長官為少數親信所設，實

與有計畫的培育公務人力無太大關聯（張瑞濱等，2003）。 

造成以上諸多問題之因素甚多，其中由於缺乏有效的培訓方法和制度，以致於各機關無法

有效統合需求兀自各求發展，而各訓練機關為求生存亦想盡辦法辦訓。其次，各機關未能確實落

實公務人員進修與訓練之需求評估，使得目前之進修訓練早巳不是為了因應機關業務實際需要或

為提高所屬公務人員素質而訓練，而是為了訓練而訓練，如此一來欲提高公務人力素質以因應政

府服務民眾之需要無異緣木求魚（孫本初，2001）。 

有鑑於上述討論，可知公務人員是國家推動政務的主體，其素質與能力將影響行政效能是否

能有效發揮。因此，公務人員職能的強化實為世界各國人事行政的重要議題，而當中「訓練」便

成為強化及建立公務人員職能的最主要途徑與工具。而有效健全的訓練制度，將使公務人員能持

續擁有勝任工作所需的知識與技能，強化行政決策與執行的能力，進而增進政府回應民眾需求的

能力（余品嫻，1997）。由於人力訓練的作用，係在於經由積極對人員能力建立的手段及措施來

達到提昇組織人力資源素質及效能的效果，然而在辦理訓練的規劃時，應辦理何種訓練、訓練實

施的頻率、訓練課程的內涵等，則必須依據對「訓練」需求的狀況來決定（吳定，1999）。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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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的規劃及實施需與實際的需求緊密配合，惟有如此，相關的資源才能獲致最有效的運用，並

得到最大的效能（張秋元，1997）。 

二、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研究基於上述背景和討論，希望藉由問卷設計及調查方式，瞭解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參加

教育訓練課程（或活動）之實際需求狀態，以及相關課程參與後之滿意度進行瞭解，研究結果希

冀能夠提供市府當局及其他公務機關作為重要參考依據，本研究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 

1.瞭解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之現況。 

2.透過深度訪談瞭解機關單位薦送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之考量與要因。 

3.分析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之需求狀況及滿意度，並提出未來課程規劃建議。 

 

 

貳、文獻探討 

    對於訓練需求評估，可從定義、作用及不同公務人員職別的訓練需求加以探討。訓練需求評

估(Training needs assessment, TNA)為幫助管理者或訓練人員決定組織訓練計畫目標及內容的最基

本步驟。組織為發展一個有效的訓練計畫，必須以系統化方法蒐集和分析訓練需求。培訓部門於

訓練課程規劃前，亦須瞭解及分析訓練對象與組織所需，以滿足各利益相關人關切之需求（蔡璧

煌等，2013）。需求評估乃組織在決策或採取行動之前，以設定決策內容、重點及資源分配之優

先順序為目的，所採取的一系列有系統的程序，透過已建立好的程序或方法來瞭解組織對特定事

務的需求所在及程度（Witkin & Altschuld,1995）。 

    訓練需求評估的作用係在於提供訓練規劃的重點及方向。成功的訓練，必須要和實際的訓練

需求相契合，顧及組織本身及組織成員的需要及興趣，才能使訓練的資源真正集中於組織待解決

的問題，並使訓練所投入的成本能獲得正面的回收，進而達到提昇組織成員工作的適當性及組織

運作績效的結果。訓練需求評估並可用來幫助組織中的管理者及訓練主辦人員決定訓練計畫，必

須以科學實證的方法來蒐集及分析相關的資料，包括組織目標、組織績效表現、組織發展策略及

組織人力需求等（吳定，1999）。訓練需求評估通常係包括組織分析、工作分析和個人分析三方

面，並經由分析組織情境脈絡，提供設計訓練方案所需的資訊（周瑛琪、顏如妙，2011）。  

    在公務人員的訓練需求的考量方面，因我國的公務人員主要係以競爭考試的方式來作篩選，

由於考試的內容多為理論性的知識，並無法藉此瞭解應考者在處理實務上的能力與表現，所以並

不能保證考選出來的人員具備了處理公務的能力。欲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對其施以充分的訓

練，針對公務所需的知識與技能一一加以傳授，如此方能確保這些人員對於公務的執行能夠真切

地瞭解，並且能夠學習到必須的知識與技能。所以，政府欲成功執行各項任務，公務人員的訓練

確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一般企業組織相較，公務人員的素質良弧對於政府行政效率及決策品

質影響甚鉅，因此提升公務人員素質乃是現階段政府提升競爭力的重要發展課題。一般而言，欲

使公務人員的素質提高往往有兩個方法，其一是藉由改進考試方法來晉用高素質之優秀人才，其

二則是加強在職訓練及進修機會，開發現職人員之職場潛能，以持續深化專業能力（姜占魁，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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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崗位的公務人員其所需的訓練需求往往有些許的差異。一般而言，可將人的能力特質分

成理性技能、人性技能、技術技能。「理性技能」指概念性思考工作；「人性技能」指一般人際

關係之處理及人事管理技巧；「技術技能」指專業性技術。而組織內高階管理人員所需要的能力

特質偏重於理性技能與些許人性技能，中階管理人員對於三種特質之需求均有需要，但偏重於人

性技能，而基層管理人員所需要的能力特質則偏重技術技能與些許人性技巧（王金源，1994：

252）。公務人員人力發展之組織強調，人員在其職涯發展的各個階段所需具備之各種不同技能，

所以必須仰賴其組織中之訓練發展體系所提供的訓練進修機會來培養，因此組織訓練進修體系之

建構，應以人員在組織中之職位階層及所需技能為基礎，也就是基層管理人員較偏重於「專才訓

練活動」，而高層管理人員則較偏重「通才進修活動」（張瑞濱、賀力行，2003）。 

 

參、研究設計 

一、研究對象與議題範圍 

1.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研究主題，擬針對高雄市政府各局處室之公務人員進行問卷調查。由於各處、會、局

是以專業行政或功能內容做區分，其各層次群體內同質性高，以及為涵蓋各處、會、局的樣本，

本研究採分層抽樣方式以增加樣本代表性。而為求受測者在填答問題時的立場與觀點之一致性，

且對於研究問題能夠確實詳實答覆，本研究亦排除約聘等非正式公務人力。 

        2.議題範圍 

現行高雄市政府人事處所屬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乃一提供公務人員在職訓練與進修之專責機關，該

單位每年均透過訓練需求計畫的評估進行相關課程的開設，課程內容概分為專業類、電腦類、語

文類、法律類、通識類等。本研究擬針對參與前述教育訓練之公務人員進行課程實際情況之瞭解，

並透過受測者之意見反應提供未來規劃課程時之建議與參考依據。 

二、研究方法 

1.量化問卷 

本研究係針對高雄市政府所屬公務人員進行在職訓練之調查，為求統計上的樣本施測法則與嚴

謹，乃針對現行公務人員實際參與的教育訓練課程及活動進行問卷施測，以進一步瞭解公務人員

對於課程內容規劃等方面的實際感受及滿意程度。 

2.質性訪談 

為求兼具研究之廣度與深度，本研究除對於研究施測對象進行大樣本分析外，同時亦輔以 2～3 

位機關主管（科長或主秘等）對於薦送所屬人力參與在職訓練的認知觀點、考量因素與評估方法 

進行深入訪談，以尋求不同角度與立場所提供之關鍵要因來詮釋公務人員參與在職訓練之相關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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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觀念架構 

 

 

 

  

 

圖 1 研究觀念架構圖 

肆、研究結果 

一、問卷回收狀況 

本研究透過市府各單位（研考會、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及人事處）之協助，採親至現場以傳

統紙本問巻方式發放，調查時間為2個月，共計送出問巻350份，回收問巻325份，經刪除作答不

完全及前後矛盾的無效問卷之後，共計有效問卷為295份，有效回收率為84.3%。 

二、各構面之描述性統計 

本研究在量化問卷（受測者對於目前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的看法）以區間尺度來進行變項

之衡量，並採用平均數和標準差針對各構面量表進行意見均值分析。平均數的數值越大，代表該

衡量問項較受測者所重視；反之，平均數數值越小，受測者對該問項有一致性之看法。各題項統

計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1 所示，以下量表共 13 題衡量問項標準差皆小於 1，代表受測者對本量表

衡量問項看法趨於一致，其離散程度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而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3.13 至 4.26 之

間，代表受測者對本項量表的同意程度介於「普通」至「很同意」之間。 

表1 受測者對於目前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的看法 

題號 針對目前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的看法 平均數 標準差 信度 

1 我認為公務人員在正式獲得晉用之前參加教育訓練是必要的 4.19 .657 

0.868 

2 我認為正式成為公務人員後持續參加在職教育訓練是必要的 4.23 .603 
3 我認為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參加教育訓練 4.26 .631 
4 我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與教育訓練的時機是適當的 3.77 .766 
5 我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加教育訓練的機會是公平的 3.68 .808 
6 我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加教育訓練課程是符合工作需求的 3.73 .760 
7 我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加教育訓練是有計畫的在培育人才 3.65 .785 
8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不會因此排擠到我的工作時間 3.13 .740 
9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不會因此增加我的工作負荷 3.25 .964 
10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能夠增長我的專業知識 4.08 .617 
11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能夠強化我的工作能力 3.99 .641 
12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能夠讓我增廣見聞 4.11 .651 
13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有助於人際關係的擴展 3.87 .734 

整體平均數及標準差 3.84 .458 
 

量量化問卷量 

質性訪談 

公務人員參與教

育訓練實際需求

分析 

根據結果對於現行教育訓練

參與者之意見回饋進行論

述，並提出各類型課程實際

所需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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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依序對於回收問卷之受測者在年齡、性別、婚姻、教育程度、職別、服務年資及服務

單位別等變項進行初步分析。樣本回收資料中，年齡以 31-40 歲居多佔 48.8%，其次為 30 歲以下

佔 23.4%。性別方面男性佔 49.2%，女性佔 50.8%；婚姻以未婚居多佔 55.6%，已婚佔 44.4%；教

育程度以大學專科居多佔 62.4，第二為研究所以上佔 35.6%；職別以非主管居多佔 84.1%；服務

年資以 1-3 年居多佔 44.7%，其次為 4-6 年佔 17.3%，第三為 10-12 年佔 10.2%；服務單位則平均

發放於各政府機關，平均約在 2.03~4.41%之間。 

四、人口統計分析與教育訓練問項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第二部分，乃對於受測者參與教育訓練課程的狀況及針對未來課程需求等題項進

行名目尺度之設計與分析。 

1. 在年齡方面 

在各年齡層參與公辦教育訓練課程次數方面，以參與 4 次以上為最多，其次為參與 2 次。而

各年齡分佈狀況差異性不大；對於各年齡層以往參加教育訓練類別，以參加專業類別者居多，其

次為通識類，其中 31-40 歲參加法律類較其他年齡層的比例高；各年齡層均認為最重要的教育訓

練課程為專業類別，其次為法律類；而各年齡層未來較希望利用時間參與的教育訓練課程為專業

類別，其次則為電腦資訊類及法律類；各年齡層認為整體而言獲益良多的教育訓練課程亦為專業

類別，其次為法律類，如表 2。 

表 2 年齡與教育訓練問項交叉分析表 
 

年齡 

小計 30 歲 

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參與公辦教

育訓練課程

次數 

0 次 2 4 3 1 10 

1 次 10 23 14 2 49 

2 次 18 38 15 5 76 

3 次 5 24 10 5 44 

4 次以上 34 55 22 5 116 
 

以往參加教

育訓練類別

較多為? 

專業類 49 84 42 9 184 

電腦資訊類 3 13 7 0 23 

語文類 0 3 2 0 5 

法律類 4 26 4 4 38 

通識類 13 17 9 5 44 

其他 0 1 0 0 1 
 

最重要教育

訓練課程為? 

專業類 51 86 37 8 182 
電腦資訊類 6 19 4 1 30 

語文類 3 8 5 0 16 
法律類 7 28 15 6 56 
通識類 2 3 2 3 10 
其他 0 0 1 0 1 

 

次數 類別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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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較希望

利用時間參

與的教育訓

練課程為? 

專業類 29 67 31 3 130 

電腦資訊類 15 27 10 4 56 

語文類 8 18 5 3 34 

法律類 14 26 14 4 58 

通識類 3 6 4 4 17 

 

整體而言獲

益良多的教

育訓練課程

為? 

專業類 51 79 40 6 176 

電腦資訊類 4 16 7 4 31 

語文類 4 7 3 0 14 

法律類 6 29 11 6 52 

通識類 4 12 3 2 21 

其他 0 1 0 0 1 

總和 69 144 64 18 295 

 

2.在性別方面 

    針對不同性別參與公辦教育訓練課程次數，男性參與比率最多為 2 次，而女性參與比率最多

則為 4 次以上，代表女性參與教育訓練的次數普遍較高；對於不同性別以往參加教育訓練類別，

男女參與各類別比率差異性不大；不同性別認為最重要的教育訓練課程為專業類別，男女看法差

異性不大；而不同性別未來較希望利用時間參與的教育訓練課程為專業類別，其次男女略有不

同，男性希望多參與法律類別課程，而女性則希望多參與電腦資訊類課程；不同性別認為整體而

言獲益良多的教育訓練課程亦為專業類別，其次為法律類，男女看法差異性不大，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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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性別與教育訓練問項交叉分析表 
 

性別 
小計 

男 女 

參與公辦教育訓

練課程次數 

0 次 5 5 10 

1 次 38 11 49 

2 次 43 33 76 

3 次 20 24 44 

4 次以上 39 77 116 
 

以往參加教育訓

練類別較多為? 

專業類 98 86 184 

電腦資訊類 8 15 23 

語文類 3 2 5 

法律類 17 21 38 

通識類 18 26 44 

其他 1 0 1 
 

最重要的教育訓

練課程為? 

專業類 95 87 182 

電腦資訊類 10 20 30 

語文類 6 10 16 

法律類 28 28 56 

通識類 5 5 10 

其他 1 0 1 
 

未來較希望利用

時間參與的教育

訓練課程為? 

專業類 69 61 130 

電腦資訊類 22 34 56 

語文類 15 19 34 

法律類 29 29 58 

通識類 10 7 17 

 

整體而言獲益良

多的教育訓練課

程為? 

專業類 91 85 176 

電腦資訊類 12 19 31 

語文類 9 5 14 

法律類 27 25 52 

通識類 6 15 21 

其他 0 1 1 

總和 145 150 295 
 

次數 類別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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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職位別方面 

針對不同職位別參與公辦教育訓練課程次數，主管皆為 1 次以上，非主管則尚有 10 位參與

次數為 0 次；對於不同職位別以往參加教育訓練類別，主管集中參加專業、法律與通識三類，非

主管則較為分散；不同職位別認為最重要的教育訓練課程為專業類別，看法差異性不大；而不同

職位別未來較希望利用時間參與的教育訓練課程為專業類別，主管集中參與專業、電腦資訊與法

律三類，非主管則以專業類比率偏高；不同職位別認為整體而言獲益良多的教育訓練課程亦為專

業類別，其看法差異性不大，如表 4。 

表 4 職位別與教育訓練問項交叉分析表 
 

職位別 
小計 

主管 非主管 

參與公辦教育訓

練課程次數 

0 次 0 10 10 
1 次 4 45 49 
2 次 14 62 76 
3 次 8 36 44 

4 次以上 21 95 116 
 

以往參加教育訓

練類別較多為? 

專業類 29 155 184 
電腦資訊類 0 23 23 

語文類 0 5 5 
法律類 9 29 38 
通識類 9 35 44 
其他 0 1 1 

 

最重要的教育訓

練課程為? 

專業類 21 161 182 
電腦資訊類 3 27 30 

語文類 5 11 16 
法律類 14 42 56 
通識類 4 6 10 
其他 0 1 1 

 

未來較希望利用

時間參與的教育

訓練課程為? 

專業類 13 117 130 
電腦資訊類 12 44 56 

語文類 5 29 34 
法律類 12 46 58 
通識類 5 12 17 

 

整體而言獲益良

多的教育訓練課

程為? 

專業類 28 148 176 
電腦資訊類 5 26 31 

語文類 2 12 14 
法律類 9 43 52 
通識類 3 18 21 
其他 0 1 1 

總和 47 248 295 

 

次數 類別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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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服務年資方面 

針對不同服務年資參與公辦教育訓練課程次數，除了年資為 4~6 年、10~12 年及 13~15 年

之外，皆以 4 次以上居多；對於不同服務年資以往參加教育訓練類別，其差異性不大；不同服務

年資認為「最重要的教育訓練課程」、「未來較希望利用時間參與的教育訓練課程」及「整體而

言獲益良多的教育訓練課程」皆為專業類別，其次為法律類，其看法差異性不大，如表 5。 

表 5 服務年資與教育訓練問項交叉分析表 

 
 

 服務年資 
小計 

1~3 年 4~6 年 7~9 年 10~12 年 13~15 年 16~18 年 19 年以上 

參與公辦教

育訓練課程

次數 

0 次 3 3 2 1 1 0 0 10 
1 次 14 14 4 5 3 1 8 49 
2 次 34 12 4 13 2 3 8 76 
3 次 13 12 3 4 2 2 8 44 

4 次以上 68 10 8 7 1 6 16 116 
 

以往參加教

育訓練類別

較多為? 

專業類 83 30 12 21 6 10 22 184 
電腦 

資訊類 
10 5 2 3 1 0 2 23 

語文類 2 0 1 1 1 0 0 5 
法律類 15 12 2 2 0 0 7 38 
通識類 22 4 4 2 1 2 9 44 
其他 0 0 0 1 0 0 0 1 

 

最重要的教

育訓練課程

為? 

專業類 91 27 12 19 6 9 18 182 
電腦 

資訊類 
15 7 1 4 1 0 2 30 

語文類 6 2 1 3 1 0 3 16 
法律類 20 12 7 3 1 1 12 56 
通識類 0 3 0 1 0 2 4 10 
其他 0 0 0 0 0 0 1 1 

 

未來較希望

利用時間參

與的教育訓

練課程為? 

專業類 62 23 11 12 4 8 10 130 
電腦 

資訊類 
24 9 2 8 2 1 10 56 

語文類 18 3 2 5 1 0 5 34 
法律類 26 11 6 2 2 2 9 58 
通識類 2 5 0 3 0 1 6 17 

 

整體而言，獲

益良多的教

育訓練課程

為? 

專業類 88 27 12 15 5 9 20 176 
電腦 

資訊類 
12 4 3 5 1 0 6 31 

語文類 4 3 1 3 1 0 2 14 
法律類 20 12 5 3 1 2 9 52 
通識類 7 5 0 4 1 1 3 21 
其他 1 0 0 0 0 0 0 1 

總和 132 51 21 30 9 12 40 295 

 

類別 次數 

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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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cheffe 事後檢定部份 

本研究針對不同之人口統計變數在教育訓練需求之分析結果，以 Scheffe 事後檢定的方式評

估，其顯著性如下表 6 所示。透由人口統計變項與訓練需求項目的事後檢定，在年齡與教育程度

上有部分項目有顯著差異，代表不同人口統計變項對於訓練需求的看法上有顯著的不同，其中

31-40 歲及 51 歲以上者較 30 歲以下者認為教育訓練能強化其工作能力。而大學專科與研究所以

上皆比高中職的樣本更顯著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與教育訓練的時機是適當的」、「本單

位主管薦送部屬參加教育訓練課程是符合工作需求的」及「參加教育訓練有助於人際關係的擴

展」。 

表 6  事後檢定分析表 

人口 

統計 

變項 

教育訓練需求相關題目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檢定 

年齡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能夠強化

我的工作能力 
4.147 0.007** 

30 以下(3.79)<31-40(4.05) 
30 以下(3.79)<51 以上(4.28) 

教 育

程度 

我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

與教育訓練的時機是適當的 

3.303 0.038* 高中職(3)<研究所以上(3.82) 

教 育

程度 

我認為本單位主管薦送部屬參

加教育訓練課程是符合工作需

求的 

4.745 0.009** 
高中職(2.83)<大學專科(3.72) 

高中職(2.83)<研究所以上(3.80) 

教 育

程度 

我認為參加教育訓練有助於人

際關係的擴展 
5.457 0.005** 

高中職(3)<大學專科(3.85) 

高中職(3)<研究所以上(3.97) 

*<0.05；**P<0.01； ***P<0.001。 

註: (   )內為平均數值。 

六、質性訪談 

質性訪談內容及結果重點摘要如表 7 所示： 
 

表 7 質性訪談內容及結果摘要表 
主要題項 回覆內容摘要 

請問您在薦送部屬參加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教育

訓練課程時，是依據哪

些考量決定推派人員參

加？ 

A：基本上是以該課程所列示出來的課程屬性和專業類別來考量，例如屬於

招標相關業務我們就會輪流由承辦職員去參加，但是若是屬於特殊專業課

程的講習就會視情況讓該專長的職員去參加。 

B：例如專業類的課程我們希望每個單位都能夠有充分公平的參訓機會，當

然也必須考量到業務推動上的實際狀況，並依據本局各科主管的建議選派

職從去參加教育訓練。 

您認為推派部屬參加公

務人力發展中心的教育

訓練是否會對於貴單位

業務產生排擠作用？若

A：有時候真的一人要做多人的事，在這樣的情況下派人去參加訓練課程真

的很困難，儘量希望有一些課程是屬於專業新知的部分，這樣派員去參加

才有真正的意義。 

B：若是一些常態性且重複的課程我們會依據各單位的狀況以輪流方式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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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話有何方法可以避

免？ 

職從去參加，但若是屬於一些較重要的法令或專業性較高的研習我們還是

會希望由單位裡實際操作該項業務的人員去參加。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的教

育訓練課程時段多為上

班時間，您是否對於未

來開課時段是否有其他

具體建議？ 

A：站在公務推動的立場，如果不是利用上班時間去參加課程，或許對於工

作上的業務就不會產生影響，但是也要考量到如果是以晚上或假日開設課

程的話職員的心態或意願的問題，畢竟還要利用額外的時間進修上課的

話，怕會產生排斥或反彈。 

B：基本上公務員大多不會希望利用到非上班的時間去額外參加其他課程或

訓練吧！至少我會這樣認為，只要中心那邊的課程確實是符合我們所需，

且規劃切重各部門的需求。  

現階段公務人力發展中

心的課程包括專業類、

電腦資訊類、語文類、

法律類、通識類等，您

認為貴單位實務上較願

意配合薦送部屬參加哪

一類課程？為什麼？ 

A：當然仍以專業類為主，不過局裡面較資深的同仁大多已經具備相當資歷

與經驗，若專業類課程每年都是重複性的，由他們去上這些課並不適宜，

反倒是新進同仁或者業務調整過的同仁我們則考慮要求他們多去參與這樣

的專業課程，來熟悉業務操作。因公務人員身份的關係，其實在處理一些

公務上對於自身權益保障及法律知識應該要具備及健全。 

B：以主管的立場來看，這些課程對於增進職從們的專業能力並應用在工作

上的狀況才是重要的。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於透過質性與量化的方式，瞭解現階段高雄市公務人員對於參與教育訓練課程

的認知，同時針對自身實際參與的感受與對課程的相關看法進行調查。以下根據各項統計分析結

果，配合質性訪談提出研究結論。 

    (1)在受測者對於目前公務人員參與教育訓練的看法方面 
整體 13 個問項的平均數為 3.84，顯示受測者對於參與教育訓練的必要性、重要性與公平性之看

法均屬正向。詳細探討各題項的平均數後發現，受測者對於參與教育訓練的實際感受方面，對於

上課設施環境以及改善自身專業能力方面具有較為正向的態度。另一方面，多數受測者也認為利

用日常上班時間參與教育訓練課程確實會對於自身例行業務的推動與執行造成些許不便。 

    (2)在樣本分佈狀況方面 
本研究在統計上的抽樣要求，乃根據高雄市政府各局處室編制之公務人員數目而採取分層比例抽

樣，回收後的 295 份有效問卷均能夠涵蓋到所有單位，而各單位有效問卷數目大體而言亦能符合

研究所需之統計要求。 

    (3)在參與課程類別方面 
整體而言，在各項人口屬性變項方面，不論是在以往所參加的教育訓練課程、課程類別的重要性、

未來希望接受的課程類別、助益良多的課程類別等題項，受測者均認為專業類的課程相較於其他

類別課程仍然較能夠符合他們參加教育訓練的本質。 

二、研究建議 

 (1)在參與教育訓練的公務人員方面 
公務人員基於本職，為求提供更專業、更優質的服務品質，對於參加教育訓練的課程或活動是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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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尤其是在近年來社會經濟衰退、政府財政逐漸困窘之際，每年仍舊必須編列龐大經費支應

公務人力的教育訓練以精進職能，在這樣的訓練投資下，必須對於教育訓練抱持著嚴謹的正面態

度、審慎務實的精神，在接受相關課程之後，能夠在學習層次（如學習心態、能力精進、新知汲

取等）及行為層次（如溝通的技巧、領導統禦方式）上有所增進與提升。 

  (2)在薦送人員參訓的主管方面 
建議各公務機關單位應該力求有計畫的培育公務所需人力，並且建立訓練考核評估機制。政府多

數各機關單位都會有教育訓練課程的規劃與執行是諸如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的業務，自身單位的角

色僅是基於配合的立場推派人員參加，因此對於攸關專業課程的規劃內容、訓練主軸與訓後實質

成效應該積極建立對應的機制。例如建立單位參訓人員資料檔案，如此可有效進行參訓人力與參

加課程的管控，並且關注到薦送參訓人員的公平性與適切性，同時在參訓者回到單位後亦可提供

適切場域和機會以供傳達更新的受訓資訊。 

   (3)在開辦課程的機關方面 

本研究在量化結果指出，包括開課內容、課程時間與時數安排等對於現階段參訓者在實際的感受

上具有改善空間，而根據質性訪談結果亦顯示，主管對於薦送從屬參加教育訓練的時間也認為多

少會排擠到參訓者的例行公務，因此建議未來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針對正常上班時間所開設之課

程，亦能夠初步規劃出其他課程時間（如在夜間或假日開設通識或舒壓課程）。此外，在既有針

對學員實施的課程內容滿意度調查方面亦能夠縝密分析其對於課程內容、教材編印、講師專業、

環境設施等之意見並積極進行改善，建立對課程內容之滿意度進行定期檢討與回饋機制，同時建

立訓練資料庫，除將課程規劃進行統整外，亦可將授課教材數位化提供公務人員利用公務之餘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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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物知覺風險之關鍵因素研究─以 3C 產品為例 

 

 

劉凱雯 

高苑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摘  要 

網路科技的發展迅速，使網路購物成為一股潮流，而網路購物雖然為消費者帶來時間與經濟

上的便利，但消費者不能實際接觸產品，對於網路購物的可靠性會產生懷疑，且層出不窮的網路

詐欺行為更提高了消費者的知覺風險。 

本研究以知覺風險的觀點，來探討消費者在網路購物上的行為，運用德爾菲法與層級分析法

來了解消費者在購買 3C 產品時所知覺到的風險因素，並透過量化分析出關鍵的知覺風險因素。

研究問卷針對有網路購買 3C 產品經驗的顧客為對象，共發放問卷 35 份，回收 33 份，無效問卷

3 份，有效問卷 30 份。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在網路上購買 3C 產品時所知覺到的風險因素中，以產品績效風險是

最具關鍵的影響構面，心理風險次之。其中最主要關鍵的五大評估準則為品質與預期的落差、後

續保固服務、付款機制、詐騙憂慮及個資外洩。 

 

關鍵詞：知覺風險、網路購物、層級分析法、3C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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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Factors in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Based on 

Perceived Risks-A case of 3C Products 

 

 

Kaiwen Liu 

Kao Yu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s made online shopping a trend . 

With the prevalence of online shopping, it provides convenient time and economics for consumers. 

However, consumers cannot see or try merchandises, in person which could make consumers suspicious 

about the reliability of shopping online. Moreover, endless online frauds increase the perceived risks of 

customers.  

This research is exploring consumers’ e-shopping behavior based on the perceived risks. Delphi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re applied to understand consumers’ perceived risks in 

purchasing 3C products, and the key factors are analyzed in the perceived risks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consumers’ online shopping experience on 3C products. A total of 

35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received 33 samples with 30 effective sample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product performance risk is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among 

the consumers’ perceived risks during online purchasing, followed by psychological risk. The five 

significant evaluation criteria are the product’s poor quality, warranty service, payment mechanisms, 

fraud concerns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Keywords: perceived risk, online shopping, AHP, 3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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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1.研究背景 

據資策會預估，今年台灣網購市場的產值可達到新台幣 7645 億元，預估到 2015 年時，台灣

網購市場產值可突破兆元，年成長 14.1%。觀察近幾年台灣網購市場趨勢，傳統零售業已開始加

入電子商務經營，台灣網路購物消費人口和金額穩定上升，再加上政策支持與電子商務環境也逐

漸完備，台灣網購的平均消費金額逐年成長，預估網購平均消費金額可達到 1 萬 2000 元到 1 萬

3000 元左右[1]。 

此外，觀看過去一年裡，人手一機的現象已日漸普及，進而帶動了「行動消費」的增長。再

加上 2014 年 4G 網路、行動支付及二維條碼等技術漸漸步入成熟，市研公司 Forrester 便預測，

今年的電子商務市場中，網路流量及行動裝置下單的總數將會有所增長，行動支付的熱潮也持續

發燒中。此購物方式結合了雲端、地理資訊系統等智慧功能，可於短時間內偵測消費者所在位置、

訂單，將為今年開啟「快速購物」之門[2]。 

在科技發展的背景之下，網路購物的熱潮持續成長，然而，單就 B2C （Business to Consumer）

的電子商務方式而言，在網路上與賣家進行交易時，本身就存在著不少風險，如「網路購物的安

全隱密性」、「收到的商品與網 路所看到的差異」等問題[3]；而在 C2C（Consumer to Consumer）

線上交易過程中，除了一樣有上述風險之外，還包含「買到膺品的可能」、「匯款後卻收不到貨」

等賣方人為之風險因素。而詐騙的方式琳瑯滿目，以上所提的交 易風險會使消費者對線上購物產

生不安。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接獲網購詐騙案中，詐騙商品前 3 名分別是手機、筆記型電腦及

數位相機，警方分析，3C 電子商品是最容易引誘網友上鉤的物品[4]。 

故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 3C 產品時，需好好思考可能產生的風險為何，此議題即為本研究

所探討的方向與重點，期能從中了解消費者的需求，提供有關的資訊給 3C 產品網路拍賣業者做

為參考。 

 

2.研究動機 

網路購物是現今很普及的購物方式，但網路購物無法讓消費者事先檢視商品且又擔心網路安

全等的疑慮，以至於使消費者對於網路購物所知覺到的風險，會比一般傳統實體店面來得大[5]。 

Ettoday 新聞雲[6]報導，財團法人草根影響力文教基金會特地委託醒吾科技大學民調中心進

行調查，藉以瞭解網路購物糾紛的現況及問題，竟發現有高達 9 成(91.5%)的受訪者都有網路購

物的經驗，其中沒有網購的原因是擔心被騙、不習慣和不需要。而有網購經驗的受訪者當中，曾

經發生網購糾紛的受訪者約佔 9.3%。糾紛類型包括商品瑕疵、商品不實、未準時交貨、線上付

款問題等。調查中也發現有 15.9%的網購受訪者對現行的網路購物環境感到不滿意，主要原因是

網購糾紛多佔 43.1%。因此，要讓網路交易達到安全滿意的目的，須先清楚了解消費者所重視的

風險因素是什麼?業者該避免的糾紛為何?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ㄧ。 

根據 EOLembrain 東方快線網絡市調今年的統計，透過網購管道購買的商品種類，大部分為

大眾消費品，但可發現電腦及周邊等 3C 商品是所有品項中購買率最高的，並且在各類型主要網

購平台內（露天拍賣、PChome24h 購物、Yahoo！奇摩購物中心）的購買率皆超過四成，顯示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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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各網購平台的滲透率非常高[7]。但 3C 商品與一般商品相較之下，多了「售後服務、保固

維修」的問題，且又是最容易發生詐騙事件的商品種類，故對消費者來說，潛在的不安全感是更

高的，而目前有關網路購物風險的研究，較缺乏針對 3C 產品來探討，本研究將以此為研究範疇，

期能探究出有別於網購一般商品的知覺風險差異，此為本研究的動機之二。 

而關於以知覺風險觀點來論述網路購物行為的議題時，過去的研究多以因果角度來進行實證

研究，探討變數之間互相影響的關係情形，但這些研究只能了解到初步事實現象及變數間的因果

關係，無法深入釐清消費者選擇網購 3C 產品的內涵為何?評選的準則又是如何呢?此問題在過往

研究中無法提供確切答案，因此，本研究期望對此問題深入探討，以德爾菲法方式進行(質、量

兼具)，藉以了解消費者在網路購買 3C 產品時所考量的重要風險因素為何，以及其輕重緩急、先

後順序，若能發掘此結果並提出有利之策略方案，可做為知覺風險相關學術研究上的參考，此為

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3.研究目的 

本研究運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AHP)來了解消費者網購 3C 產品的行

為，透過相關文獻探討以及專家意見，彙整出消費者網購 3C 產品時所考量的關鍵影響因素。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以知覺風險觀點探討消費者對於網購 3C 產品所考量之主要因素。 

(2)以德爾菲法確立評估之架構，並釐清各層面主要因素下之指標，訂定評估項目，找出關鍵因

素，並評估其權重。 

(3)根據所彙整的關鍵因素之重要程度和順序，提供給 3C 產品網路拍賣業者實務上之參考。 

 

4.研究範圍與流程 

本研究所探討的消費者行為，係以有網路購買 3C 產品經驗者為對象，探究其知覺到的風險

因素。為了解消費者網路購物 3C 產品時的評估指標，並且深入分析出主要的評估指標因素，進

而比較出其中權重之差異，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1)根據研究背景及動機來確定研究目的。 

(2)收集相關理論及文獻資料，加以統整與研究相關之評選因素。 

(3)根據文獻回顧之內容彙整出相關影響指標，並建立本研究之初步架構。 

(4)擬定德爾菲(Delphi method)專家問卷，諮詢各專家意見，修正並確立本研究之架構及各項評估

準則。 

(5)以層級分析法問卷調查方式建立各項評估指標之權重，導引出重要的關鍵因素。 

(6)將 AHP 施測結果進行分析，確立主要影響因素之排序，探討其結果。 

(7)根據研究的結果提出具體之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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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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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有許多學者均指出，消費者主觀的知覺風險，是電子商務發展過程中的一項主要障礙[8][9]，

而知覺風險的意涵一方面是消費者在購買某一產品時所預期的可能損失，另一方面也是消費者進

行購買行為時的約束者[10]。換句話說，就是當消費者在進行購物決策時，會對整個購物情境做

出風險評價，而此風險評價是消費者主觀認定可能發生的預期損失以及所能忍受的風險程度，消

費者的風險評估是會影響其購物決策的。 

消費者的知覺風險來源有許多，最主要是出自於害怕做出錯誤的決策。故知覺風險屬於一種

多構面的概念[11][12]。然而，各學者所提出的各種風險類型以及其中的意涵，都將因研究的主

題與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本研究也將彙整各學者觀點，並適度調整採用合宜的衡量構

面，以進行符合本議題的探究。一般最常被使用的是 Stone 和 Gronhaug[13]所提出的六大構面(財

務、功能、身體、社會、心理和時間)，在張薇[14]的研究中指出，消費者在網路購物的知覺風險

構面上，時間便利性風險是較無顯著影響力的，故本研究不納入此項構面。再則因本研究以 3C

產品為研究範圍，並不使用於消費者的身體上，故身體風險構面亦不討論。此外，本研究將單純

的聚焦在消費者個人對於網路購物環境與產品上的認知來探討，外在他人對消費者的影響不予考

慮，故將社會風險去除。最後，決定本研究之研究構面為財務風險、產品績效風險、心理風險，

期望從中尋求風險中的風險，了解消費者最關注的風險因素。 

三大構面之定義說明如下： 

1.財務風險：是指消費者從事網路購物行為時，對於購買 3C 產品的過程及購買後，所感受到的

金錢上的損失之可能性。 

2.產品績效風險：是指消費者對於網路購買到的3C商品之功能品質及後續服務，與預期間的差異

程度。 

3.心理風險：是指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的過程中及購買後，對於個人基本資料的安全性、商品

是否貨真價實等的心理憂慮。 

綜合文獻所述，依知覺風險觀點所建立出的構面及評估準則，歸納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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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以知覺風險觀點探討消費者網路購買 3C 產品的行為因素歸納表 

衡量構面 評估準則 文獻來源 

財務風險 

1.商品價格 Hutton and Wilkie(1980)[15]、Swinyard and 

Smith (2003)[16]、Spreng, Dixon and 

Olshavsky (1993)[17]、Sweeney et 

al.(1999)[18]、莊珮君(2008)[19]、李宗

儒等人(2005)[20] 

2.付款機制 

3.維修費 

產品績效風險 

1.品質與預期的落差 Van den Poel and Leunis(1999)[21]、

Vishwanath(2004)[22]、Ba and 

Pavlou(2002)[23]、余國維(1997)[24]、

Bhatnagar, Misra and Rao(2000)[25] 

2.操作方便性 

3.後續保固服務 

心理風險 

1.個資外洩 Ziqi and Michael(2001)[26]、Hoffman, 

Novak and Peralta(1999)[27]、Miyazaki and 

Fernandez(2001)[9]、

Kovacich(1998)[28]、Stone and Gronhaug

（1993）[13]、Rose1ius(1971)[29]Jacoby 

and Kaplan(1972)[11] Cox(1967)[30] 

2.詐騙憂慮 

3.選擇失誤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架構與問卷設計 

本研究欲從知覺風險觀點來探討消費者對於網購 3C 產品所考量之因素，透過與主題相關之

文獻蒐集，彙整出影響消費者網購 3C 產品的相關因素之前測問卷，並經德爾菲法專家學者(共

10 位，如表 2 所示)的意見修正，達成共識，進而確立影響消費者網購 3C 產品的相關因素之層

級架構，量表的衡量構面與評估準則如圖 2 所示，總計為三大衡量構面與九項評估準則，接著再

依據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發展專家問卷，針對曾經有網購 3C 產品經驗的消

費者，以立意抽樣的方式發放問卷，並進行衡量構面和評估準則之成對比較，以歸納出各評估因

素之相對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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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德爾菲專家小組彙整 

專家類別 專家樣本 專業背景 共計 

大學教授 1 
具備行銷管理方面的專業知識，精通相

關的理論基礎。 

10位 3C產品業者 4 

在實體店面及網路商店均有販售3C產品

的經驗，且達五年以上，了解顧客需求

及意見。 

網路購物會員 5 

具有網路購物商店的會員資格，且長期

購買各式商品，尤其在購買3C產品方面

具有負面經驗者。 

 

 

 

 

 

 

 

 

 

 

 

 

 

 

圖 2 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關鍵風險因素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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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對象 

AHP 專家問卷分別邀請了任職於教育機構專職人員(12 份)、民營業界人士(13 份)、公部門專

職人員(10 份)等群體為發放對象，而這些參與的專家群體皆有網路購物經驗達三年以上，且曾有

網購 3C 產品的經驗，對於網購的正、負面感受均有深刻之體會的消費者。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

式共發放 35 份，回收 33 份。所回收之問卷均經過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e index,C.I.)檢測，剔除了

填答不完整及 C.I.值>0.1 者無效問卷 3 份，得有效問卷共 30 份。 

 

3. 層級分析法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乃學者 Thomas L.Saaty[31]於 1971 年代所提

出。透過名目尺度之成偶對比，來建立成對比較矩陣。再利用 C.I.值與 C.R.值做為本研究一致性

檢定之衡量標準，C.R.＝C.I.／R.I.，若 C.I.值與 C.R.值≦0.1，則達到可接受之標準，即可進行最

佳方案之決策。 

四、研究結果 

1. 衡量構面之評估結果分析 

根據問卷分析結果，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關鍵風險因素之重要性(如表 3)依序是:「產品

績效風險」(0.434)、「心理風險」(0.287)、「財務風險」(0.279)。一致性指標 C.I.=0.0001，一致性比

率 C.R.≒0.0002，表示此層級之特徵向量具有一致性。 

 

表 3 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關鍵風險因素評估之衡量構面分析表 

 

           權重分配       排序 

財務風險          0.279           3 

產品績效風險      0.434           1 

心理風險          0.287           2 

C.I.=0.0001           ;        C.R.≒0.0002 

 

2. 評估準則之評估結果分析 

根據 AHP 問卷分析之結果，將第二層級之評估準則的相對權重值與第一層級構面的相對權

重值，運算後求得各評估準則構面所佔之整體相對權重值，亦即綜合優先值，再依照相對權重值

的高低來依序排名，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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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關鍵風險因素評估準則之相對權重值及排序表 

 

衡

量 

目

標 

衡量構面 評估準則 

相對權重 排序 
構

面 
權重 準則 權重 

消

費

者

購

買

網

路

3C

產

品

關

鍵

風

險

因

素 

財

務

風

險 

0.279 

商品價格 0.343 0.096 6 

付款機制 0.426 0.119 3 

維修費 0.231 0.064 8 

產

品

績

效

風

險 

0.434 

品質與預期的落差 0.556 0.241 1 

操作方便性 0.152 0.066 7 

後續保固服務 0.292 0.127 2 

心

理

風

險 

0.287 

個資外洩 0.399 0.115 5 

詐騙憂慮 0.406 0.117 4 

選擇失誤 0.195 0.056 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1.結論 

本研究旨在以知覺風險觀點探討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關鍵因素之研究，藉由相關文獻探

討與層級分析法之應用，彙整出影響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的關鍵風險因素之排序，本研究以

相對權重大於 0.1 做為判斷標準，整理出前五項最具影響力之關鍵風險因素，如表 5 所示： 

表 5 消費者購買網路 3C 產品關鍵風險因素 

排名 關鍵風險因素 相對權重 

1 品質與預期的落差 0.241 

2 後續保固服務 0.127 

3 付款機制 0.119 

4 詐騙憂慮 0.117 

5 個資外洩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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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議 

(1)對消費者之建議 

a.慎選通路 

本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在網購 3C 產品時對於產品績效風險的在意程度最高，因此建

議消費者可選擇知名的大型 3C 產品業者，同時兼具實體店面與網路通路，大型 3C 產品業

者因專售 3C 產品，故具有一定的 3C 產品專業知識，且各家品牌皆販售，故能提供不同廠

牌平衡比較的資訊，而在保固維修上，雖然以網路購物方式消費，但有實體分店提供後續服

務，在品質與後續保固服務上皆較有保障，方便又安全。 

b.降低風險策略 

除了品質之外，網購 3C 產品也有安全性的考量，消費者也可藉由資訊的搜集，盡量選

擇口碑較好的品牌以及評價較高的商家，口碑好的品牌其產品品質較穩定，評價高的商家其

信用度較高，也可選擇有退費保證的業者，多方尋求降低網購 3C 產品之風險，才能買得安

心，用得滿意。 

(2)對網路拍賣 3C 產品業者之建議 

a.拓展通路及服務方式 

從研究結果可得知，消費者選擇網路 3C 產品賣家時，最擔憂品質的問題和保固服務的

條件，故建議業者可提供「實體店面」與「網路銷售」雙通路，並建立有效率的「品管流程」

以及「顧客服務機制」，兼具兩種通路的優點，無論選購或維修皆方便快速，並以知名品牌

為主要產品，給消費者一個安心的購物條件，才能增加銷售機會。 

b.產品資訊完整真實 

要提升消費者對業者的信任度，就必須提供完整詳細的產品資訊，消費者能從中充分了

解產品的功能特性、使用方法、注意事項，避免與預期產生誤差，對於消費者的疑問能真實

回應，不誇大、不隱瞞、不欺騙，真誠相待，建立正向評價，必能提升形象與口碑，降低網

購的不安全感。 

c.提供多元交易方式 

因為消費者仍相當重視網路安全的問題，如果業者能提供多項付款方式，讓消費者能自

由選擇安心的付款方式，就能大大降低對於安全性的擔憂程度，例如：害怕付款後收不到貨

的消費者，可選擇貨到付款；擔心收到詐騙商品的消費者，可選擇面交方式確認和測試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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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HP 問卷 

網路購物知覺風險之關鍵因素研究─以 3C 產品為例 

敬啟者您好： 

    這是一份有關『網路購物知覺風險之關鍵因素研究─以 3C 產品為例』的研究問卷，本研

究將先後採用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與層級分析法（AHP）進行專家問卷訪談，希望經由

您豐富之經驗與專業知識惠賜寶貴的意見，你填寫的答案僅供本研究使用。特此，煩請您在

百忙之中，撥冗回答這份問卷，非常感謝您的協助。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高苑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陳恒毅 博士 

          陳宏志  博士 

研 究 生：劉凱雯 敬上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個人基本資料 

    職業：                             職稱：               

    年齡：                             性別：               

二、消費者以知覺風險觀點網路購買 3C 產品之衡量構面主要有： 

1.財務風險 2.產品績效風險 3.心理風險三大層面。 

為評估各個構面下之準則的相對比較重要程度，特做此問卷調查。請各位專家依您主觀認

定來勾選下列各題項。 

 

 

【問卷開始】 

一、第一層面三大構面各評估指標之比較 

請問您認為財務風險、產品績效風險、心理風險等三項關鍵因素層面評估其相對比較重要

程度為何? 

   (一)以下為三大層面的三項評估構面其含意分別為何? 

       1.財務風險：是指消費者從事網路購物行為時，對於購買 3C 產品的過程及購買後，所感

受到的金錢上的損失之可能性。 

2.產品績效風險：是指消費者對於網路購買到的 3C 商品之功能品質及後續服務，與預期

間的差異程度。 

  3.心理風險：是指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的過程中及購買後，對於個人基本資料 的安全

性、商品是否貨真價實等的心理憂慮。 

 

(二)請先在橫線上寫下您個人認為之重要排序，從 1(最重要)排至 3(最不重要)。 

         A 財務風險      B 產品績效風險      C 心理風險 

(三)根據上述重要程度排序，在下表的兩兩比較中，選擇您認為兩者間適當的強度比例，並在

□中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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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二層面「財務風險」構面各評估指標之比較 

(一)請問您認為財務風險構面的三項評估指標其相對重要程度為何?請在橫線   

      上寫下您個人重視排序，從 1(最重要)排至 3(最不重要)。 

        A 商品價格：網路購物的商品總價格(含運費)，有時比實體商店貴。 

           B 付款機制：刷卡或付費後收不到貨，造成財產損失。 

           C 維修費：網購商品過保固期後，需付出較高的總維修費用。 

(二)根據上述重要程度排序，在下表的兩兩比較中選擇您認為兩者間適當的強度 比例，並

在□中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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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層面「產品績效風險」構面各評估指標之比較 

   (一)請問您認為產品績效風險構面的三項評估指標其相對重要程度為何?請在橫 

       線上寫下您個人重視排序，從 1(最重要)排至 3(最不重要)。 

        A 品質與預期的落差: 購買到的商品與賣家所宣稱的功能、品質間有落差。 

        B 操作方便性: 缺乏人員現場解說，不熟悉商品功能，操作起來不方便。 

        C 後續保固服務: 保固時間短、送修方式麻煩、保固項目較少。 

   (二)根據上述重要程度排序，在下表的兩兩比較中選擇您認為兩者間適當的強度比 

       例，並在□中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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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層面「心理風險」構面各評估指標之比較 

     (一)請問您認為心理風險構面的三項評估指標其相對重要程度為何?請在橫 

         線上寫下您個人重視排序，從 1(最重要)排至 3(最不重要)。 

             A 個資外洩: 提供的個人基本資料未受到妥善保存而外流。 

             B 詐騙憂慮: 擔憂網購到的商品為贗品、瑕疵品或二手貨。 

             C 選擇失誤: 網購後收到的商品不如預期，而對於自己的選擇感到後悔。 

    (二)根據上述重要程度排序，在下表的兩兩比較中選擇您認為兩者間適當的強度比 

例，並在□中打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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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社會責任因子在多空市場趨勢的股價衝擊研究 

 

 

曹耀鈞 

正修科技大學時尚生活創意設計系/金融管理系 

 

白憶萱 

正修科技大學金融管理系 

 

 

摘  要 

本研究將負面 E、S、G 事件分多空市場進行分析，以檢驗在何種市場下對股價報酬的衝擊較為

顯著，同時檢測 E、S、G 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對股價報酬的影響是否有程度上的差異。研究結果顯

示，在空頭市場中，負面的 E、S、G 事 對於股價報酬的衝擊程度更為明顯，其中又以 G 因子對股價

報酬的影響最大，而且負面治理事件明顯易有訊息事先走漏的跡象。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社會責任因子、事件研究法 

 

http://modern.c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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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n Stock Price from Negative Social Responsible 

Factors in Different Market Direction 
 

 

Yao Chun Tsao 

Department of Modern Living and Creative Design/Department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Cheng Shiu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Yi Syuan Pai 

Department of Finance,Cheng Shiu University 

Master of Finance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n stock market from negative ESG event by way of different market 

directions. Meanwhile, we also tested if there is any impact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ese three social 

responsible factors. We concluded that the stock price premium was affected rather significantly in bear 

market than bull market. Especially, the negative governance events were obviously leakage in advance. 

 

Keywords: CSR、ESG Factor、Even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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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CSR) 之概念與實務的發展已然逐漸

成為社會所重視。企業必須做好準備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社會與治理(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簡稱 ESG) 問題，才可能有助於公司未來的成功。而那些無視於社會責任問題存在的公

司，可能不利於公司未來的發展。在此一背景下，“責任投資”方式整合了環境、社會與企業治理面，

將道德的考量作為投資篩選準則且將這些分析納入投資決策中，使企業經營者正視且管理他們的 ESG 

績效，實屬必然之趨勢。 

ESG 績效對企業經營的長期效果確有其邏輯上的立論支持，亦即，一個企業的永續經營應有賴於

持續健全的經營環境，例如員工再教育與醫療照顧、當地社區的公平就業機會將與員工生產力相關；

安全的商品與工作環境將能吸引更多顧客及高品質的員工，同時將降低意外的發生機率及損失；有效

率地使用能源及天然資源亦可提升公司聲譽，因此投入公益與追求利潤應該可以並行不悖，兩者並不

一定是零和賽局。而我國勞保基金也已於其投資政策書表示，「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

制定後，將以實踐該企業社會守則之公司作為選擇投資標的，投資比重將逐年增至 50%；勞退基金則

已針對該基金持股較大之公司如涉重大勞工權益、保護環境與公司治理等社會矚目案件，將派員出席

股東會表達基金立場，辦理委外評選時將進一步要求業者將社會責任投資理念納入選股策略中。政府

未來將持續鼓勵並促使機構法人包括四大基金將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納入投資決策參考，除了強

化外部自律監督機制，也可藉此儘量達到基金管理上的道德管控，降低不肖基金管理者的不當操縱，

避免損害投資大眾的利益。這些皆明確指出台灣企業的經營既已無法置身於履行社會責任的潮流與壓

力之外，無論從主客觀立場來看，推動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確實是極其必要且應為先進國家之股市投資

時擇股之重點要項。 

在這股實踐社會責任主流化的國際趨勢裡，也可促使投資機構逐步將 ESG 因素整合入投資決策，

一方面提供更完善的風險管理，另方面也使得投資者可以據以尋求更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履行企業社

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經營績效與市場績效之間的關聯性，雖已有相當的研究成果，但至今卻仍無

一致性的看法。回顧以往的文獻，學術界大多針對履行社會責任之企業與未履行社會責任之企業做財

務績效、經營績效與市場績效的相關分析比較，鮮少有學者探討當企業發生負面的社會責任時，在股

市的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情境是否會反應不同的股價報酬衝擊？故本研究不僅運用 Core, Guay & 

Rusticus (2006) 1 的論點，探究治理面對於股價報酬的影響，亦將環境面與社會面納入考量，以擴大研

究的層面，我們進一步分析這三種負面社會責任因子發生時，在股市的多空市場中，是否會對公司的

股價報酬產生不同程度的負面衝擊？從投資策略的角度而言，這是十分重要的策略建構問題，這亦是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貢獻。 

二、 文獻回顧 

Ball and Brown (1968) 2研究發現訊息的好壞對股價將會產生顯著影響，他們指出公司發佈好消息

時，股價普遍將呈現持續上漲的趨勢，而發佈壞消息時，股價則將呈現持續下跌之趨勢。Hamilton 

(1995)3、Konar and Cohen (1997) 4與Khanna et al. (1998)5皆指出，有汙染環境的企業，在事件發生後的

第一天會使該公司的市場價值遭受損失，媒體的負面報導會反應在股價報酬上，確實會造成公司短暫

的不良影響。而Kim and Verrecchia (1991)6與 Foster and Viswanathan (1993) 7認為當市場上有重大訊息

宣告時，該訊息對股價報酬與成交量都會產生明顯的影響。Liu and Ziebart (1997) 8 以宣告期間累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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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報酬之正或負，將購回宣告區分為「好消息 (good news)」與「壞消息 (bad news)」兩組，其實

證發現宣告期間股價有過度反應現象(overreaction phenomenon)。Tetlock (2007) 9發現新聞悲觀程度越

高(低)時其後續之市場報酬越差(佳)，而悲觀程度越高(低)時則預期有較低(高)之成交量，其結論雖支

持資訊交易與流動性交易之相關理論，亦顯示新聞文辭內容之情緒反應程度對股價報酬有顯著影響。

且與 Demers and Vega (2008)10也證實公開訊息對於盈餘宣告後的累積異常報酬有顯著影響，並且說明

媒體上的盈餘報導可能具有情緒性之評論，進而影響投資人情緒，最後反應在資產定價與股票之超額

報酬上。Länsilahti (2012)11是近年來少數探討ESG三因子對訊息效果聯合反應的學者，他的研究也強烈

支持社會責任因子的訊息效果。 

如上述文獻研究成果，新聞訊息的好壞確實會對股價報酬產生影響，有鑑於傳媒新聞是日常生活

中非常容易接觸到的一種資訊來源，屬於會影響股價變化的非結構化資料，也是投資人用來得知股票

上市上櫃公司相關資訊的主要媒介之一，因此本文乃研究當台灣的上市上櫃公司發生負面的 ESG 事

件而受到新聞媒體報導時是否會使該公司的股價報酬受到衝擊，實具文獻理論上的支持。 

不過，既有文獻雖然得到諸如壞消息的衝擊大過好消息的結論，但並未針對壞消息的強度在不同

階段的衝擊大小作研究，這是本研究欲貢獻的一個切入點。我們找出如McQueen & Roley (1993) 12研究 

1979 至 1985 年間的 S&P 500 指數呈現了在不同的景氣循環階段中，發現股價對經濟新聞事件會有

不同的反應。而Easterwood & Nutt (1999) 13與 Marsden, Veeraraghavan & Ye (2007) 14的研究指出投資人

對正面訊息會有過度反應之現象，而對負面訊息則將產生反應不足之現象。Tse (1999) 15 認為波動的

影響具有不對稱性，壞消息對市場的衝擊強過好消息，而Butterworth (2000) 16 認為好消息及壞消息對

於市場的影響相當，並無不對稱的現象。另外，Xilong & Eric (2011) 17 則表示，每日若是有適度良好

的新聞發生，則在第二天會使股票市場的波動性減緩，而非常好的消息與壞消息發生，則會使股票市

場的波動性增加，而壞消息則會比非常好的消息會有更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即深入探討多空市場

對於負面消息之敏感度，也就是由負面 ESG 事件在多空市場衝擊股價報酬的程度來衡量之。 

假說 1：負面的 ESG 事件在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會有不同的反應程度，而負面消息在空頭市場中對於

股價報酬的衝擊程度會較為明顯。 

此處再針對E、S、G三個社會責任因子分開討論其對股價的影響，近年的文獻如Kong et al. (2002) 
18、Heal ( 2005) 19與Schaltegger and Burritt (2005)20均認為企業履行社會性的責任可以激勵員工，且有

助於改善聲譽及品牌價值，同時也能使企業差異化、開發新市場，有助於降低成本與風險管理，提升

公司收益產生正面的股東價值，進而產生對股價正面影響，有助於公司長期生存。而就社會責任與股

價績效間的關係，Forrest et al. (2006) 21 明確指出，履行高度社會責任的公司與股價績效有強烈相關

性。此外，Barnett (2007) 22 亦提出一個新的理論來解釋 CSR 和財務表現的關係，表示CSR會隨著時

間點和公司的不同而有不同結果，同時也指出這和關係人的影響力及公司使用 CSR 的能力有關。而

Mackey et al. (2007) 23的研究顯示，要了解 CSR 和市場價值間的關係，主要是要看公司接受社會責任

後的供應和需求的投資機會狀況。也有學者 Aguilera et al. (2007) 24表示，各國政府制定企業社會責任

的相關法規，能有效的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且在解決社會問題時，公司的社會責任行為扮演一

個重要的角色。但是Dell et al. (2007) 25 應用社會責任因子分析得出結論，ESG對股票報酬績效並沒有

顯著影響。考慮 ESG 因素會有投資價值的作用。ESG 因素通常會對財務表現產生影響，基於這個原

因，把 ESG 列入考慮被認為是直接負責任的行為，可以在做出投資決策前尋找出適當的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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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論點，不僅允許機構投資者將 ESG 因素納入考慮，在實際上也是必須這麼做的，且這也是

受到許多學者贊成並支持的 ( Kiernan 200926; UNEP FI 200927; Woods 200928)。而 Güller and Ruttmann 

(2010) 29亦表示，一個關鍵問題是，許多投資者的投資策略整合 ESG 因素且納入分析，亦會隨著時間

的經過而提供良好的報酬。 

而就環境因子(E)和社會因子(S)而言，Preston and O＇Bannon (1997) 30提出社會影響假說(Social 

Impact Hypothesis)，表示若符合非股東的關係人 (stakeholder) 需求，則企業社會績效對財務表現有正

面影響。Derwall et al. (2003) 31在控制風險和投資形式後發現，高環境評等的公司表現優於低環境評等

的公司。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2005) 32的報告表示，ESG 影響財務表現，唯一真正的實際例

子是氣候變化。他們指出，氣候變化被公認為會重大影響環境考慮的一個明顯例子。在最近一份由

Mercer投資諮詢公司所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氣候變化已經造成公司的成本、收入、資產和負債等的

財務影響。英國碳信託公司也表示，養老基金經理人在作出投資決策時，有責任解決因氣候變化所造

成的財務風險。Adam and Shavit (2008) 33對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間提出了一個理論模型：一開始

執行企業社會責任，導致成本增加，對獲利有負面影響。但隨著公司社會責任程度增加，伴隨而來的

形象和名望，使得獲利增加。也有學者 Güller and Ruttmann (2010) 29提出：1.有妥善處理環境和社會

問題的公司，才會有好的未來前景，而無視於環境和社會問題的公司，不利公司未來的發展。2.從負

責任的投資策略裡可以認識到，一個公司的管理必須要有能力處理環境和社會的挑戰，因此基本權益

分析過程中這些事項應包含在內。3.有注意社會責任投資議題的公司，長期而言可能會勝過其他同類

公司。 

再就治理因子(G)探討，公司治理也是社會責任投資篩選的標準之一，而 Gompers et al. (2003) 34 

的研究顯示，股價報酬與公司治理之間具有相關性，作者建立了一個新的衡量標準提出 G 指數 

( governance index, 治理指數)，用來衡量一個公司的治理程度，發現公司的治理指數與股價報酬有非

常高的關聯性，他們針對1500 家美國公司，訂定「買公司治理好的企業，放空公司治理差的企業」

的策略，結果證實這個策略的執行可以帶來每年8.5%的異常報酬。並且 Derwall et al. (2003) 31 使用

「Deminor Corporate Governance ratings」來建立公司治理良好的投資組合，發現公司治理的程度和投

資組合的報酬間有正向關係。Derwall et al. (2005) 35發現股價表現跟環境構面因子是有密切關係的，因

此建議將環境因素納入股價表現的考量，然而這在統計結果上也是相當顯著的。但Core, Guay and 

Rusticus (2006) 1研究假設公司治理績效較差和低報酬之間有其因果關係，預期股價報酬率將會被公司

治理績效較差的企業所影響，但對於投資人是否能預測到此訊息，進而在股票市場上獲利，三位學者

引入效率市場的概念，經由實證後發現：分析師預測誤差和盈餘宣告報酬並無證據顯示不好的公司治

理績效會對股票市場造成影響。 

所以，大多數的既存文獻乃在探討ESG的聯合影響效果或只討論個別的單一效果，很少將ESG區

別個別效果之大小，將市場趨勢導入其中研究更是少見，所以本研究再提出第二個假說，以補充研究

文獻的第二缺口。 

假說 2：在多空市場中，環境、社會與治理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對於股價報酬的影響程度會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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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 ESG 事件樣本及加權股價指數的資料來源為情報贏家資料庫，且在事件見報日前至少

須有連續 150 個及 300 個交易日的紀錄。並剔除在情報贏家資料庫裡已無股價資料的已下市、下櫃

公司，以顧及本事件研究之整體性。因情報贏家資料庫提供自 1994 年 1 月 1 日起中時報系完整新

聞，故本研究的樣本期間涵蓋範圍為 1994 年 1 月 1 日起至 2011 年 12 月 31 日止，共 18 年。

ESG事件樣本乃指環境、社會與治理，分別包括如下：環境面(Environmental)：能源、水、氣候變化、

排放廢物；社會面(Social)：領導人責任、員工培訓、勞資關係、產品安全、市場行銷、社區、人權、

社會投資；治理面(Governance)：透明度、獨立性、董監事薪酬、股東權益。本研究之事件認定標準

為有發生上述內容之負面消息而受到媒體、政府與社會大眾關注之事件皆納為本研究之樣本公司。 

總樣本數有879筆，其中E、S、G的樣本數分別有：E：238筆；S：213筆；G：428家。研究對象

為上述期間有發生負面 ESG 事件之上市、上櫃公司，再進一步將 E、S 與 G 作個別分析。 

本研究依照市場的趨勢來劃分多頭與空頭市場，若市場指數由波段低點上漲或由波段高點下跌，

即為多頭或空頭市場的開始。所以依台灣的月股價指數資料將 1994年1月至1997年7月、1999年2月至

2000年3月、2001年10月至2007年10月、2009年2月至2010年12月這4個上漲期間劃分為多頭時期，而

將1997年8月至1999年1月、2000年4月至2001年9月、2007年11月至2009年1月這3個下跌期間劃分為空

頭時期。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發生環境、社會與治理問題時，在新聞揭露後對股票價格

的影響，屬於事件研究法的範疇，而事件研究主要是對某事件的發生是否對股價造成影響，若僅觀察

對個別證券並無法作出結論，因此必須檢定平均異常報酬率或是累積異常報酬率是否顯著異於零。本

研究使用了兩個檢定法，以增加研究推論之穩健性，其中有母數檢定法為標準化橫剖面法，無母數檢

定法則為符號檢定法。 

以下針對本研究所採之事件研究法中的市場模式說明如下：  

1. 市場模式 

基於本研究的樣本為我國上市上櫃公司，因此採用台灣證券交易所的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來估計

市場報酬率。此模式是以線性模式來表示各公司的報酬率與市場全部公司組合報酬率之間的關係： 

  

，，， ) 1 (                                     5).3.........-4-5( +−=++= tjtmtRjjjtR εβα      

其中， jtR ：第 j 公司在第 t 期的報酬率； 

      mtR ：市場全部公司組合在第 t 期的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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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α ：市場模式之常數項； 

      jβ ：為系統性風險，用以衡量市場全部公司組合報酬率的變動對於個別公司 j 之報酬

率的影響程度； 

      jtε ：第 j 公司在第 t 期的隨機誤差項。 

2. 異常報酬率 

事件研究法主要計算出的異常報酬為各別公司的異常報酬率與累積異常報酬率。一般研究主要是

以傳統的事件研究法來處理，而本研採用標準化橫斷面法 (Standardized Cross-section Method) 作較嚴

謹的檢定。因為一般而言以事件研究法進行證券報酬的研究時，可能會衍生一個問題，就是事件本身

常會引發證券報酬變異數的增加，而使得平均異常報酬會為零的虛無假設遭到拒絕，因而形成檢定上

的錯誤。因此，若是利用這個方法，先將殘差標準化，進行橫斷面的處理將可有效解決上述的問題。

以下分別對個別證券樣本異常報酬率、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個別證券樣本累積異常報酬率、全

體樣本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個別證券樣本標準化異常報酬率、全體樣本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率、個

別證券樣本標準化累計異常報酬率、全體樣本累積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率，計算說明如下： 

(1) 個別證券樣本異常報酬率 

本研究以估計期所求得的市場模式參數，計算觀察期間個別證券樣本理論日報酬率 ijR


，則個別

證券樣本異常報酬率的計算公式如下： 

 

(2)                                                             5  ........  4- -5       t +=−= ，，，ijRjtRjtAR


   

jtA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異常報酬率； 

jt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實際報酬率； 

    ijR̂ ：代表j樣本在事件期第t日的理論報酬率。 

 

(2) 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 

全體樣本平均異常報酬率的計算是指，將所有事件樣本的日異常報酬率加總，再除以 ESG 新聞

事件樣本數，其計算公式如下： 

∑
=

=
n

j
jtAR

1
t n

1  AR      t = -5，-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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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tAR ：代表全體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平均異常報酬率； 

      jtA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異常報酬率； 

       N ：代表宣告事件數目。 

(3) 個別樣本累積異常報酬率 

個別累積異常報酬率是指將事件窗口各日的異常報酬率累加而得，其計算公式如下： 

            ∑
=

=
e

bt
jtj ARCAR                                       (4) 

其中， jCA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窗口的日累積報酬率； 

       b：代表事件窗口起始日； 

       e：代表事件窗口結束日。 

 

(4) 全體樣本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 

全體樣本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是指將事件窗口期各日的平均異常報酬率累加而得，其計算公式如

下： 

           ∑
=

=
e

br
tARCAR                                            (5) 

CAR：代表全體樣本在事件窗口的累積平均異常報酬率； 

 tAR ：代表全體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平均異常報酬率； 

   b：代表事件窗口起始日； 

   e：代表事件窗口結束日。 

 

(5) 個別樣本標準化異常報酬率 

( )
( )

                                                                                                                              

5   ...........    4-    5-         
11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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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t

RR

RR
b

AR
SAR

jS e

bt
mmt

mmt

j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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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jtSA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標準化異常報酬率； 

       mR  ：代表估計期的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報酬率； 

       jS  ：代表 j 樣本在估計期的標準差。 

 

個別樣本標準化異常報酬率其計算公式如下： 

( )
2

2   1 ∑
−

=

−=
e

bt
jjtj ARAR

b
S  

∑
−

−=

=
e

bt
jtj AR

b
AR  1                                                  (7) 

其中， jtA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異常報酬率； 

      jAR ：代表 j 樣本的平均異常報酬率。 

 

(6) 全體樣本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率 

 全體樣本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率之計算，是將所有樣本在事件期各日的標準化異常報酬率加總，

再除以 ESG 新聞事件日數。 

    ∑
=

=
n

j
jtt SAR

n
SAR

1

1   t = -5，-4，…..，+5                      (8)  

   其中， tSAR  ：代表全體樣本在事件期第 t 日的平均標準化異常報酬率。 

(7) 個別樣本累積標準化異常報酬率 

個別樣本累積標準化異常報酬率之計算，是將事件窗口各日的標準化異常報酬累加起來。 

∑
=

=
e

bj
jSCAR jtSAR                                                  (9) 

其中， jSCAR ：代表 j 樣本在事件窗口的累積標準化異常報酬率。 

(8) 全體樣本累積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率 

全體樣本累積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率之計算，是將事件窗口各日的平均標準化異常報酬累加起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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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

bj
SCAR tSAR                                                   (10) 

其中， SCAR ：代表全體樣本在事件窗口的累積平均標準化異常報酬率。 

 
再者，本研究樣本事件以情報贏家資料庫內新聞搜尋報導上市上櫃公司發生負面 ESG 事件的新

聞為樣本來源，而見報日即為事件的第 0 日，並以見報日前的第 31 日與 第 6 日 ( t = -31 與 -6) 至

見報日前的第 300 日與 150 日 ( t = -300 與 -150)，共計 270 個與 120 個交易日為市場模式的參數

估計期，而事件期間則由見報日 ( t = 0 ) 前後各 30 個與 5 個交易日所組成 (即 t = -30 ~ + 30 與 t 

= -5 ~ +5 )。既有的實證文獻顯示，大部分的學者多只採用一種參數估計期，本研究則在市場模式 5

天期及 30 天期裡同時採用估計期 150 天及 300 天作為本文的參數估計期，深入討論這兩種不同的參

數估計期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實證結果。另外，有關事件窗口的選定問題，國外大多數的事件研究皆以

事件日前後一日為主要觀察日，例如 Bhagat, Bizjak and Coles (1994) 的研究 36。但因國內股票市場有

漲跌幅的限制，導致股價的反應較國外不具效率性，故本研究以  (-30,+30) 及 (-5,+5) 的窗口作為觀

察範圍。 

 

五、分析與討論 

1.負面 ESG 事件在多空市場中之衝擊分析 

先看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率的實證結果，由表一Panel A及圖二與圖三，可以明顯看出 ESG 事件

在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的5天期及30天期當中，在見報日當天(t=0)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率均出現低

點，多頭市場在5天期的150天及300天的參數估計期，其值分別為-0.68%與-0.69%，在30天期的150天

及300天參數估計期，其值分別為-0.72%與-0.69%，空頭市場在5天期的150天及300天參數估計期，其

值分別為-0.76%與-0.81%，在30天期的150天及300天參數估計期，其值分別為-0.88%與-0.86%，從中

我們可明顯看出在空頭市場中有負面的消息發生時，股價的波動程度會較多頭市場來得劇烈，亦即當

空頭市場有壞消息發生時，該訊息會讓市場情勢更為悲觀，促使投資人更急欲出脫持股，而使得股價

出現跌勢加重的情形。再者，從不同的參數估計期來看，不論是在5天期還是30天期，參數估計期150

天與300天兩者間皆沒有顯著差異，亦即估計期的長短並非是造成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間差異的原因。 

接著看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的實證結果，從表一的 Panel B 與圖四及圖五 我們發現多頭市

場與空頭市場的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均呈現遞減狀態，形成趨勢向下的累積異常報酬率，多頭

市場與空頭市場的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雖然都呈現下降趨勢，但從圖中可明顯看出空頭市場中

對於訊息的反應程度較為敏感，所以在空頭市場裡發生負面的 ESG 事件時，股價報酬受到的衝擊程

度會更大。上述之檢定不論是多頭市場或是空頭市場之 SAR 在事件日(t=0)皆通過標準化普通橫剖面

法及標準化符號檢定法之檢定，且 SCAR 在事件日當天亦是如此，明確支持負面的 ESG 事件發生時，

不論在何種市場情況下皆會對公司的股價報酬產生不利的影響，其中又以在空頭市場中反應程度更為

敏感，故本研究的假說 1 成立，負面的 ESG 社會責任因子在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反應消息的衝擊程

度上會有所不同。 



             曹耀鈞、白憶萱：負面社會責任因子在多空市場趨勢的股價衝擊研究             175 

表一  多頭市場及空頭市場之 SAR 及 SCAR 檢定 

Panel A:  SAR 檢定結果 

 N=150  N=300 

事件日 多頭 空頭  多頭 空頭 

   〔+5    -5〕 -0.68 -0.76  -0.69 -0.81 

 (-11.08)***   (-8.31) ***    (-11.18) ***   (-8.64) *** 

   〔8.60〕***  〔6.38〕***   〔8.76〕***  〔6.52〕*** 

   〔+30  -30〕    -0.72  -0.88     -0.69    -0.86 

    (-10.15) ***    (-7.70) ***    (-10.35) ***   (-8.19) *** 

   〔8.04〕***   〔6.02〕***   〔8.45〕***  〔6.30〕*** 

Panel B:  SCAR 檢定結果 

 N=150  N=300 

事件日 多頭 空頭  多頭 空頭 

   〔+5    -5〕 -1.65 -3.03  -1.70 -3.28 

    (-9.30) ***   (-7.38) ***    (-9.11) ***   (-7.49) *** 

   〔8.11〕***  〔5.96〕***   〔8.76〕***  〔6.52〕*** 

  〔+30  -30〕 -3.81 -7.74  -3.72 -7.43 

   (-4.88) ***   (-4.99) ***    (-4.70) ***   (-5.44) *** 

  〔5.25〕***  〔5.04〕***   〔5.60〕***  〔5.32〕*** 

註：1.（)為標準化普通橫剖面法 t 值；〔〕為標準化符號檢定法 t 值。 

2. ***表 P< 0.01；**表 P< 0.05；*表 P< 0.1。 

3. N 表示參數估計期，E 表負面環境事件，S 表負面社會事件，G 表負面公司治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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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  多空市場 5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AR       圖三  多空市場 30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AR 

 

    

圖四  多空市場 5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CAR       圖五  多空市場 30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CAR 

 

然而，雖從表一及圖二至圖五可看出多頭市場及空頭市場對於負面消息的反應程度有所不同，但

基於研究上的嚴謹性，並考量財金資料報酬分佈之非常態性已廣為學界所接受，故本研究再進一步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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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母數檢定法中的 Mann-Whitney 檢定，來檢驗負面的 ESG事件在多空市場間是否確實有差異存

在，且同樣以 Mann-Whitney 檢定來驗證參數估計期150天及300天這兩者間在多空市場中是否有差異

性存在。由表二中的檢定結果中可得知不論是在5天期還是30天期裡，其參數估計期150天及300天的 

SAR 與 SCAR 的檢定結果均相當顯著，表示不論是在短期間或長期間裡，多頭市場及空頭市場對於

負面消息的反應程度確實有所差異，其中又30天期最為顯著，顯示出在較長的期間裡更可明顯感受到

股價報酬的波動。 

再看表三參數估計期 150 天及 300 天兩者間的檢定結果，由表中的檢定結果中可得知，在多頭市

場及空頭市場中，不論是 5 天期還是 30 天期，其參數估計期 150 天及 300 天兩者間的 SAR 與 SCAR

的檢定結果均不顯著，表示此兩種不同的參數估計期沒有差異性存在，亦即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的相

互差異並非來自估計期的長短，如此更可理解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的差異在本質上應有反應消息衝擊

程度上的不同。 
 

表二  多頭與空頭市場之事件反應差異檢定 

  SAR  SCAR 

估計期 5 天 30 天  5 天 30 天 

150 天 (2.20)** (4.51)***   (2.00)** (3.31)*** 

300 天 (2.33)** (4.58)***  (2.07)** (3.46)*** 

註：***表 P< 0.01；**表 P< 0.05；*表 P< 0.1。 

 

表三  多頭與空頭市場之估計期 150 天與 300 天之差別檢定 

  Mann-Whitney 

事件日 SAR SCAR 

5 天 (0.53) (0.35) 

30 天 (0.45) (0.53) 

註：1. ***表 P< 0.01；**表 P< 0.05；*表 P< 0.1。 

2. 此處檢定不同估計期在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是否有不同的事件敏感度 

 

2.ESG 對股價報酬衝擊程度之個別分析 

此處我們進一步將 ESG事件分為E、S、G三組子樣本個別檢定，探究 ESG 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

何者對股價報酬影響最為顯著。 

首先觀察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率的實證結果，由表四 Panel A 及圖六與圖七可得知，不論事件期

是 5 天期或是 30 天期，在事件見報日當天(t=0)，公司治理因子的標準化平均異常報酬率的下降幅度

均較環境面及社會面為劇烈，顯示出治理事件之負面消息對於股價報酬的衝擊較大，所以在發生負面

ESG 事件時所造成股價報酬下跌，其中主要的原因乃由治理事件所造成。且從圖六與圖七中可看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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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治理因子在見報日前三日(t=-3)即開始明顯呈現遞減狀態，表示企業發生治理事件的訊息有事先走漏

的現象。而公司治理因子之 SAR 在事件日(t=0)通過標準化普通橫剖面法與標準化符號檢定法之檢定，

且較環境面因子與社會面因子顯著，表示企業的治理事件時會較受到投資人的關注，且對股價報酬也

容易造成負面影響，而內部的關係人因為早一步得知內部消息，故也會有先行賣出持股的行為，而造

成股價報酬在事件日前三日即開始呈現下跌的趨勢。再者，從不同的參數估計期來看，不論是在 5 天

期還是 30 天期裡，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在參數估計期 150 天與 300 天之間並沒有顯著差異，亦即估

計期的長短並非是造成公司治理因子顯著的原因。 

再觀察標準化累積平均異常報酬率的實證結果，由表四 Panel B 及圖八與圖九我們發現無論是環

境面、社會面還是治理面因子，在事件日(t=0)的 SCAR 皆通過標準化普通橫剖面法與標準化符號檢

定法之檢定，顯示出無論是環境面、社會面還是治理面的負面訊息都的確會影響投資人的持股行為，

其中又以治理因子對股價報酬的衝擊最為顯著，亦即負面的治理事件的訊息相較於其他兩者(E、S)而

言，較受到投資人的重視，故本研究的假說2成立。 

 

表四  三種社會責任因子之 SAR 及 SCAR 檢定 

Panel A:  SAR 檢定結果 

 N=150  N=300 

事件日 E S G  E S G 

﹝+5    -5﹞ -0.26 -0.21 -1.19  -0.26 -0.23 -1.23 

 (-3.49) *** (-2.21) ** (-15.41) ***  (-3.64) *** (-2.36) ** (-15.69) *** 

 〔3.63〕***  〔1.99〕** 〔11.25〕***  〔3.63〕***  〔2.13〕** 〔11.45〕*** 

﹝+30  -30﹞ -0.25 -0.30 -1.30  -0.26 -0.30 -1.24 

 (-3.31) *** (-2.43)** (-13.99) ***  (-3.57) *** (-2.52) ** (-14.50) *** 

 〔3.50〕*** 〔1.64〕 〔10.73〕***  〔3.77〕*** 〔1.92〕* 〔11.04〕*** 

Panel B:  SCAR 檢定結果 

 N=150  N=300 

事件日 E S G  E S G 

﹝+5    -5﹞ -0.89 -0.78 -3.23  -0.89 -0.92 -3.38 

 (-4.59) *** (-2.67) *** (-11.25) ***  (-4.55) *** (-2.81) *** (-11.14) *** 

 〔4.03〕*** 〔2.27〕** 〔9.74〕***  〔4.16〕*** 〔3.70〕*** 〔9.84〕*** 

﹝+30  -30﹞ -1.27 -3.39 -7.75  -1.18 -4.25 -7.05 

 (-2.50) ** (-2.10) ** (-6.58) ***  (-2.36) ** (-2.35) ** (-6.71) *** 

 〔3.37〕***  〔2.78〕***  〔5.88〕***  〔3.11〕***  〔2.21〕**  〔5.88〕*** 

註： 1. ( )為標準化普通橫剖面法 t 值；〔〕為標準化符號檢定法 t 值。 

     2. ***表 P< 0.01；**表 P< 0.05；*表 P< 0.1。  

 3. N 表示參數估計期，E 表負面環境事件，S 表負面社會事件，G 表負面公司治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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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環境、社會及治理 5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AR  圖七 環境、社會及治理 30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AR 

 
 
 

    

圖八 環境、社會及治理 5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CAR  圖九 環境、社會及治理 30 天期不同估計期之

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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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及圖六至圖九，雖可明顯看出 ESG 的負面消息中以公司治理因子影響程度較為顯著，環

境面因子與社會面因子對股價報酬的影響程度則較小，但基於研究上的嚴謹性，故本研究先以無母數

檢定法中的 Kruskal Wallis 檢定，來檢驗環境面、社會面及治理面這三個社會責任因子間是否有差異

性存在，再以 Mann-Whitney 檢定分別來驗證環境因子、社會因子及治理因子間的兩兩配對是否有所

差異。由表五中的檢定結果中可得知，不論在 5 天事件期還是 30 天事件期，其 SAR 與 SCAR 的 

Kruskal Wallis 檢定結果均相當顯著，表示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對股價報酬的衝擊程度顯然有所不

同，而進一步在 Mann-Whitney 的檢定結果裡，更明確指出公司治理因子對股價報酬的衝擊力道最大。 

 

表五  ESG 三因子差異檢定 

Panel A: SAR 檢定結果  

 5 days  30 days 

    ESG 估計期 150 天 估計期 300 天  估計期 150 天 估計期 300 天 

環境、社會    (1.12)     (0.03)    (0.89)   1.80* 

環境、治理    (3.75)***     (3.81)***   (6.47)***  (6.33)*** 

社會、治理    (3.81)***     (3.75)***   (5.35)***  (4.37)*** 

Kruskal Wallis test    19.92***     19.32***   47.63***  41.64*** 

Panel B: SCAR 檢定結果 

 5 days  30 days 

    ESG 估計期 150 天 估計期 300 天  估計期 150 天 估計期 300 天 

環境、社會     (0.92)     (0.03)       (5.62)***      (6.84)** 

環境、治理     (2.33)**     (2.59)***       (6.45)***      (6.58)*** 

社會、治理     (2.66)***     (2.63)***       (4.08)***      (2.98)*** 

Kruskal Wallis Test     8.96***     9.22***       57.67***      63.78*** 

註：1.***表 P< 0.01；**表 P< 0.05；*表 P< 0.1。 

2. E 表負面環境事件，S 表負面社會事件，G 表負面公司治理事件。 

3.此處先以 Kruskal Wallis Test 檢視 ESG 三者是否存在差異，再以 Mann-Whitney Test 檢視兩兩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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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果發現，負面的 ESG 事件在空頭市場中對於股價報酬的衝擊程度最為明顯，當空頭市

場中有負面的消息發生時，股價報酬的波動程度會較多頭市場來得劇烈，亦即當空頭市場有壞消息發

生時，該訊息會讓市場情勢更為悲觀，促使投資人更急欲出脫持股，而使得股價出現跌勢加重的情形。

再者，從不同的參數估計期來看，不論是在 5 天期還是 30 天期裡，參數估計期 150 天 與 300 天

兩者間皆沒有顯著差異，亦即估計期的長短並非是造成多頭市場與空頭市場間差異的原因。 

而 ESG 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對於股價報酬的影響，以公司治理因子的影響力最為顯著。顯示出治

理事件之負面消息對於股價報酬的衝擊較大，也就是說，當企業發生負面 ESG 事件時會造成股價報

酬下跌，其中主要的因素應大部份是由治理事件所造成。再者，從不同的參數估計期來看，不論是在

5 天期還是 30 天期裡，這三種社會責任因子的參數估計期 150 天與 300 天這兩者間皆沒有顯著差異，

亦即估計期的長短並非是造成公司治理因子顯著的原因。綜上所述，當企業違反社會責任時，的確會

造成公司股價的負面效應。從投資人的角度而言，則要特別注意公司的治理問題事件，在空頭市場時，

會更有其顯著的損失效果。 

本研究結果不僅補充了有關社會責任因子之事件衝擊程度之既存文獻，並加以萃取出三個社會責

任因子在多空市場的衝擊相異性，更是本研究之特色。若後續研究能再進一步針對正面 ESG 消息做異

常報酬之檢定比較，相信能有更深入的發現。而在投資實務上，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可提供投資人特別

留意在空頭市場時，對於企業發生公司治理負面訊息時，對於股價的損失效果是相當顯著的，從投資

策略的角度而言，這是十分明確的投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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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部落格使用者黏著度之因素-部落客虛擬能力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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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從部落客的虛擬能力觀點，瞭解影響部落格使用者黏著度之因素。基於 Wang and 

Haggerty [3]所提出的「虛擬能力模式」（virtual competence model），發展研究模式與研究假設，

用以探討部落客成功經營部落格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及該能力對部落格之影響力與吸引力的影

響，進而增強使用者對部落格黏著度之關係。研究方法採用實證的問卷調查法，對台灣地區前五

大知名部落格網站平台使用者進行抽樣調查，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228 份，所蒐集的資料採用結構

方程模式統計工具 SmartPLS 2.0 進行資料分析，以驗證所提研究模式的正確性。研究發現部落

客的虛擬能力包含「數位媒體應用能力」、「資訊整合能力」、「自我展現能力」、「社群能力」等四

項關鍵能力，各項能力會分別對部落格的「影響力」與「吸引力」產生正面影響，進而促進使用

者對部落格的「黏著度」。本研究成果發展並實證了以部落客虛擬能力為觀點，影響部落格使用

者黏著度之研究模式，其可作為部落格經營相關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的重要參考。 

 

關鍵詞：部落格、部落客、虛擬能力、黏著度、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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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study how blogers’ virtual competence which affects the influence and 

attraction of a blog and the stickiness of the blog. Based on the Virtual Competence Model (VCM) that 

is proposed by Wang and Haggerty [3], the research develops a research model and seven hypotheses. 

The model identifies four critical bloggers’ virtual competence: multi-media application,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self-exposing, and socia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influence and attraction of a 

blog. Moreover, the model also indic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influence and attraction of a 

blog and users’ stickiness to the blog. The questionnair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228 user samples from 

the top five blog platforms in Taiwan by using survey method.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 method

－SmartPLS 2.0 software is empirically used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research model and hypothes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e identified four capabiliti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fluence and 

attraction of a blog and then strengthen the users’ stickiness to the blog. The research concludes with 

several im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contributes to the basis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or blogs operation. 

 

Keyword: blogs, bloggers, virtual competence, stickiness,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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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隨著 Web2.0 與平台(platforms)技術的應用普及，各類型社群媒體(social media)應用如雨後春

筍般應運而生，包含：虛擬社群、部落格(blogs)、網路論壇(network forums)、行動社群(mobile 

community)、微網誌、Facebook 社群等，已全面滲透在我們周遭的生活娛樂、人際互動、商務交

易、企業營銷等領域，也為不同社交、資訊與娛樂需求的網路使用者創造了一個資訊分享與社交

互動的虛擬空間。Kaplan and Haenlein [1]將社群媒體定義為「利用 Web2.0 技術所打造的虛擬社

群空間，讓使用者可以共同創造並分享內容的網路應用」，其進一步將社群媒體的應用模式區分

為六大類 [1]：(1)協作專案(collaborative projects)：例如：維基百科 Wikipedi；(2)部落格和微網

誌(blogs and microblogs)：例如：痞客邦 PIXNET、隨意窩 Xuite、噗浪 Plurk；(3)內容社群(content 

community)：例如：YouTube；(4)社交網站(social network)：例如：Facebook 與 Google+；(5)虛

擬遊戲世界(virtual game worlds)：例如：World of Warcraft；(6)虛擬社會(virtual social worlds)：例

如：Second Life。不同社群媒體的功能各有所長，其中，部落格強調由部落客(bloggers)主導並對

特定主題提供內容，以吸引有共同興趣的網友參與互動，其不僅是內容導向社群媒體應用的先

驅，也是目前被網友廣為使用的社群媒體之一。 

根據 2014 年 6 月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於所公佈之「台灣網路社群使用現況分析」報

告[2]，國內網友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平台前五名依序為：Facebook (95.8%)、Google+ (24.7%)、

痞客邦 PIXNET(20.7%)、隨意窩 Xuite (12.7%)、噗浪 Plurk (8%)。根據前述 Kaplan and Haenlein [1]

的分類，前二者屬於社交網站型的社群媒體；後三者則屬於部落格與微網誌的應用。此一數據反

映了社交網站已成為社群媒體應用的主流，部落格目前雖仍受到網友的普遍使用，然而，在社交

網站蓬勃發展之際，部落格的經營勢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因此，瞭解部落格成功經營之道，藉以

強化使用者對部落格的黏著使用，避免使用者的流失，是值得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 

社群媒體環境丕變，近年來，雖有部落格平台不敵社交網站的衝擊而退出市場，例如，知名

部落格平台－無名小站於 2013 年 12 月底終止服務。惟本研究卻也觀察到國內許多知名部落格的

流量與人氣依舊熱門，且能持續吸引大量網友重複造訪並參與討論，而部落格平台中也不乏意見

領袖的人氣部落客，其意見總能激發網友的互動與凝聚力，甚至影響網友對特定議題的主張與看

法。針對此一現象，本研究試圖瞭解這些人氣部落格是如何被成功經營？其能持續影響並吸引使

用者重複使用，進而產生長期黏著的因素為何? 基於所定義的研究問題，本研究將以 Wang and 

Haggerty [3]所提出的「虛擬能力模式」(virtual competence model, VCM )為理論基礎發展研究模

式與研究假設，並透過實證性問卷調查研究法，藉以探討部落客成功經營部落格所需的關鍵能

力，及各能力構面如何透過對部落格之影響力(influence)與吸引力(attraction)的影響，進而強化使

用者對部落格的黏著度(stickiness)。研究結果期能協助作為部落格成功經營與永續發展的重要參

考，並對改善現有部落格的經營模式與服務模式，提出具體建議。綜言之，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 探討部落客成功經營部落格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 

2. 瞭解部落客虛擬能力對部落格的吸引力與影響力的影響。 

3. 分析部落格的吸引力與影響力如何影響使用者對部落格的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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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1、部落格 

Chua and Xu [4]將部落格(blogs)定義為一種以網頁為基礎的出版工具，使用者可以在部落格

網頁中分享資訊或內容，並吸引具有相同興趣的使用者相交流互動，形成一種內容導向

(content-oriented)的網路社群。林克寰 [5]則認為部落格包含「彙整 (archive)」、「靜態鏈結

(permalink)」、「時間戳印(time stamp)」與「文章標題(date header)」四項基本元素；此外，部落格

還具備「引用(trackback)」與「評論(comment)」等互動交流的功能。而部落格中常混搭使用之

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技術則能夠讓閱讀者容易地得到其想要瀏覽的最新資訊。相較於其

他社群媒體，部落格的主要特色具有：獨特的個人特色、自由的筆調、即時性與連結性(Fievet and 

Turrettni [6])。 

2、網路社群關係 2.0 

Web 2.0 與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科技的興起，Kane et al. [7]指出欲運用社群媒體改善社群關

係或成功經營網路社群，必須先了解網路社群的特性，才能從中發展出新的社群媒體經營模式。

網路社群的經營管理是一項專業性的工作，除了需要兼顧行銷、公關、資訊科技等技巧外，也需

要具備對網路環境與社群關係的敏感度。他進一步提出網路社群關係2.0 (community relations 2.0)

的概念，闡述現今社群媒體經營所須具備的能力，藉以發揮網路社群關係的力量。該研究定義了

四種強化網路社群關係的能力： 

(1) 發展深厚關係：社群成員使用社群媒體的工具與功能，建立促進彼此交流互動的線上溝

通管道或社群（例如，討論區、部落格等）。透過互動與參與，讓彼此產生信賴感，以促

進深厚關係發展。 

(2) 迅速動員：社群媒體工具可讓網友針對共同利益或是共同議題或事件，號召大家採取共

同行動，組成網路社群並迅速動員成員共同參與行動。(例如，公眾人物設立專屬的網路

社群，或透過新聞論壇，發起或號召網友響應相關活動)。 

(3) 改善知識的創造與整合：網路社群能將網友所共同創造的資訊或知識，彙集成系統性的

文件或內容並快速分享，創造出比早期分散式討論區與論壇更實用的內容。例如，維基

百科(Wikipedi)提供內容協作與知識分享的環境，鼓勵網友共同創造與分享知識內容。 

(4) 正確篩選資料：網路社群平台所提供的資訊分類、搜尋、篩選工具，可幫使用者有效搜

尋最熱門或最實用的資訊。隨著社群媒體興起，網友更積極分享即時資訊與個人意見，

網路社群逐漸形成具有豐富內容的大數據(big data)，社群已成為蒐集資料與使用者意見

的重要來源。 

3、網路對話性溝通原則 

Kent and Taylor [8]提出的「網路對話性溝通原則」，用以探討網路使用者如何使用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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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溝通，也延伸出一套網路溝通策略以及對話模式。此一模式也成為後續社群媒體研究

者，例如：吳苑如[9]、Reber and Kim [10]；Park and Reber [11]網路公關研究的重要理論基礎。

相關研究結果發現，影響網站公關對話與溝通之良窳的主要因素包括： 

(1) 介面易用性(ease of interface)：介面的易用性是社群溝通對話的門檻。網站若無友善的操

作介面與易用性，將無法提供使用者愉悅的使用經驗，將影響使用者再次造訪的意願。

因此社群媒體或網站應有清楚的導引、良好的格式、經過組織與排序的資訊、直覺式的

介面等，讓使用者瀏覽網站時可以輕鬆找到資訊。 

(2) 資訊有用性(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網站應該提供豐富而多元的資訊內容，清楚明瞭

的資訊呈現，而非展現複雜的設計或圖片。因此，網路社群應該提供使用者有用的資訊

內容，而非廣告、行銷或娛樂性的訊息。 

(3) 留住訪客(conservation of visitors)：網站應聚焦在資訊的內容深度與連結廣度，引發與吸

引使用者對網路社群的關注與興趣，即使網站中存在外部的連結或引用的內容，也應清

楚導引使用者重返社群的路徑。而網站中的連結也應適量且避免過多的連結資訊，避免

對使用者造成干擾。 

(4) 提高再訪率(return visits)：網路社群關係的建立需長時間的發展與培養。因此，必須創

造吸引使用者不斷回訪的誘因。網路社群應該提高使用者對網站的「黏著度」

(stickiness)，非只是讓使用者走馬看花的瀏覽網站，而應提供使用者運用網站資訊創造

新的體驗。 

(5) 對話迴路(dialogic loop)：社群網站應鼓勵網友間交流互動並強化對話溝通。因此，網路

社群應該便於使用者詢問關問題、分享資訊內容經驗，並促成彼此對話與共同討論，網

路社群亦應主動回應使用者問題，創造「對話」的互動機會。 

4、虛擬能力模式  

網路使用者身處虛擬的工作環境中，需要具備新的技能，方能因應虛擬環境的任務需求。

Wang and Haggerty [3] 基於社會認知理論(social cognitive theory)，提出「虛擬能力模式」(virtual 

competence model, VCM)，定義了個人在網路虛擬化的工作情境中所需具備的虛擬能力(individual 

virtual competence)，此能力反映了個人在網路化虛擬環境中，能夠有效運用數位化、多媒體與網

路溝通工具，用以改善工作績效的四種技巧，如圖 1 所示。。在網路化的工作環境中，擁有較佳

虛擬技巧和能力者，通常可以比其他人更能有效運用多媒體工具，執行虛擬社交與協作工作，完

成交付之任務或滿足自身的需求。該模式所定義的四項虛擬能力，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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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虛擬能力模式 (virtual competence model, VCM) 

(1)虛擬自我效能 

「虛擬自我效能」(virtual self-efficacy)係指一種個人在虛擬環境中的自我學習能力，也代表

一個人從事某些行為的能力與信念(beliefs)。自我效能信念反映出在某一任務情境下，個人自信

自己的能力足以完成任務的程度，也是描述一個人，相信自己可以運用自身知識與各種資訊技術

技能完成工作任務的信念。自我效能的關鍵源於自我概念，使個人有自信地應付虛擬化環境中的

工作挑戰與任務困難。自我效能包含二項構面：1.「電腦自我效能」(computer self-efficacy)：是

指自我對電腦使用並展現電腦技能的能力。2「遠端自我效能」(remote work self-efficacy)：意指

人與人在虛擬環境中所建立的互信，透過非面對面的遠端互動或溝通，完成工作和執行協作任

務。綜言之，電腦自我效能和遠端自我效能，反映了自我學習與電腦技能運用的概念，成為虛擬

自我效能的重要能力構面。 

(2)虛擬媒體技巧 

「虛擬媒體技巧」(virtual media skill)意指個人對網路多元資訊或多媒體內容的處理與整合能

力，與多媒體工具的應用技能，它是使用者進入網路世界的溝通門檻，也代表了使用者對多媒體

處理、虛擬溝通技巧與資訊技術的使用的整合性能力，它涉及個人技術能力的實際運用。它不同

於虛擬自我效能，注重績效而不是以信念為導向，強調「如何做」(how)而不是「做什麼」(what)。 

(3)虛擬社交技巧 

「虛擬社交技巧」(virtual social skill)係指個人在虛擬環境中的人際與社交技巧。線上社交與

互動技巧是虛擬工作環境經營的關鍵因素，良好的虛擬社交互動可以促進虛擬環境中難以建立的

人際關係與信任感，培養良好的合作關係。 

5、黏著度 

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的快速進展，網路使用者求新求變與平台經營者的激烈競爭，也造成社

群媒體經營上的重要壓力，因此網路社群的經營者必須能深入洞察使用者的需求、創新議題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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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以提升使用者的持續使用動機，並增加既有使用者對網站的「黏著度」(stickiness)，

是影響社群媒體在未來能否永續經營的重要議題(陳宜檉 [12])。當黏著度被視為是網站經營的一

個成功關鍵因素，如何進一步讓使用者願意花更多的時間留佇於網站，吸引其注意力與持續使

用，便成了開發社群媒體與經營者的挑戰。所謂黏著度是指一個網站能讓使用者不斷的回流使

用，讓固定使用網站頻繁的使用者，進而成為網站持續使用的忠誠成員。Gillespie et al. [13]利用

使用者停留網站的時間、到站使用頻率和使用該網站涉入深度來衡量使用者對網站的黏著度。

Allison et al. [14] 則以使用者瀏覽網路的持續性、到訪次數和瀏覽深度來衡量網站黏著度的。

Maciag [15]也指出使用者對於網站使用後的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會影響使用者對該

網站的持續使用意圖與滿意度，進而影響網站的黏著度。 

三、研究方法 

1、研究假設 

Web 2.0 與社群媒體的興起，部落格已成為網友閱覽特定主題內容的網路媒體，而行動裝置

的普及與網路資訊的快速流通，也讓部落格使用者能夠快速連結相關網站，成為網友間推薦與分

享資訊的工具。根據 Bhattacherjee [16]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式，當部落格能夠聚焦於特定的閱聽

族群或議題、提供簡易的操作介面與連結、有效的整合與篩選資訊，且具有良好的互動與溝通性，

產生的資訊更臻完善，將有助於使用者對該部落格產生有用性的認知，進而影響其持續使用動機

(陳宜檉 [12])。除此之外，本研究基於 Wang and Haggerty [3]的虛擬能力模式(VCM)，並輔以前

述 Kane et al. [7]網路社群關係 2.0 及 Kent and Taylor [6]網路對話性溝通原則，主張部落客的虛擬

能力的良窳，會影響使用者對部落格的知覺有用性—本研究將其定義為部落格的「影響力」

(influence)和「吸引力」(attraction)，透過部落格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強化，將促進使用者對部落格

的持續使用與黏著行為。相關研究假設的發展說明如下： 

(1)數位媒體應用能力、資訊整合能力與影響力 

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為使用者對資訊系統與資訊內容產生的主觀價值。部落格的介

面易用性是社群溝通對話的門檻。部落格網站若無友善的操作介面，將無法提供使用者正面且愉

悅的使用經驗，將會影響使用者再次造訪的意願。因此網站應該提供清楚的連結、良好的設計、

篩選的資訊、友善的介面等，讓使用者拜訪網站時可以便於找到資訊(Kent and Taylor [8])。以內

容分享為核心所發展的部落格，成為現代人蒐集、篩選、連結、整合、分享資料的重要資訊來源，

參與部落格的網友，已將部落格當成蒐集資料與分享意見的重要管道站，因此若部落格經營者無

法改善知識的創造與整合、篩選資料，將無法發揮其價值(Kane et al. [7])。鑑此，資訊內容是部

落格網站的核心價值，網站應該提供具有深度的議題內容，而非僅是展現華麗的設計與複雜圖

片，透過整合性且即時性資訊呈現，有助於鼓勵使用者持續造訪網站及瀏覽資訊的行為。Mikes et 

al. [17]也指出具有「影響力」的資訊內容是影響社群媒體經營的重要因素，即部落客應具備開創

新議題與內容的能力，熟稔數位媒體工具運用，對多元化網路資訊內容加以篩選與整合等虛擬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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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應用技能，以具體展現其專業與影響力 (Wang and Haggerty [3])。基於以上論點提出以下假設： 

H1:部落客的數位媒體應用能力會正向影響部落格的影響力。 

H2:部落客的資訊整合能力會正向影響部落格的影響力。 

(2)自我展現能力、社交能力與吸引力 

林東清 [18]指出社群媒體的使用具有的心理價值包含自我完成、自我揭露表白

(self-disclosure)、自我展現、自我檢視、以及逃避現實，且也兼具有趣性、娛樂性、放鬆心情、

並可消耗時間的娛樂價值。社群媒體是以提供社交能力、資訊、熱情支持、歸屬感及社會認同的

人際互動關係網路 (Wellman [19])。建立正向具差異化的社群風格，讓使用者對網路社群產生興

趣與信賴感，發展彼此對話的深厚關係，是網路社群成功經營之道(Plant [20])。因此，部落客應

加強與網友的互動，主動回應使用者問題、正向的展現自我知識與經驗，並提供回饋管道，促進

使用者共同討論問題、分享資訊內容與經驗、引發使用者間的交流、對話與互動機會，形成真正

的對話迴路。部落客具備良好的自我展現與虛擬社交技巧可以促進部落格的社群關係( Wang and 

Haggerty [3])，有助於部落格之吸引力的提升(Kent and Taylor [6])。基於以上論點提出以下假設： 

H3:部落客的自我展現能力會正向影響部落格的吸引力。 

H4:部落客的社交能力會正向影響部落格的吸引力。 

(3)影響力與吸引力 

影響力係指部落格的內容影響使用者決策（例如：購物、消費、參加活動）的能力，是社群

經營不可或缺的能力。Mikes et al. [17] 定義了「影響力」的四大構面，包含開創力、工具創造

力、團隊力與轉化力。在虛擬環境中，部落格影響力的建立，除了部落客須擁有開創力與數位媒

體工具創造力外，也須運用團隊力及轉化力，透過網路社交技能引進並運用他人的專業，說服網

友認為自身訊息的重要性，協助其瞭解複雜的資訊內容或問題，透過長期信賴關係的培養，吸引

使用者持續造訪，達到提升再訪率及對話迴路機制的目的 (Kent and Taylor [6])。因此，基於以上

論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部落格的影響力會正向影響部落格的吸引力。 

(4) 影響力、吸引力與黏著度 

「黏著度」(stickiness)係指網站被持續回流與使用的程度，其反映了使用者對網站持續使用、

重覆參訪與參與討論的頻率/深度的程度。基於Bhattacherjee [16]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式，當使用

者對資訊系統或網站知覺有用性是持正向態度時，會提升其的滿意度與持續使用的意願，因此使

用者對資訊系統的知覺有用性將是影響資訊系統持續使用的重要因素。在部落格的情境中，本研

究將部落格的知覺有用性定義為部落格的影響力和吸引力二項因素，因此，本研究推論當部落格

的影響力愈強時，愈能正向吸引使用者揭露與分享資訊，並與部落客產生正向對話迴路與互動，

以提升使用者持續使用的意願並提高再訪率與黏著度。是故提出以下假設： 

H6:部落格的影響力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黏著度。 

H7:部落格的吸引力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黏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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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模式 

綜合前述研究假設，基於 Wang and Haggerty [3]所提虛擬能力模式(VCM)所定義之三項個人

虛擬能力:虛擬自我效能(包括：電腦自我效能與遠端自我效能) 、虛擬媒體技巧及虛擬社交技巧。

承前所述，部落格的經營涉及部落客的虛擬媒體與虛擬社交二大技能，其中部落格資訊的呈現取

決於部落客對虛擬媒體的應用技巧，故本研究以部落格所呈現之數位媒體應用能力（多媒體、影

音等）與資訊整合能力(篩選、連結等)，兩項構面說明虛擬媒體技巧；而虛擬社交技巧，則以自

我展現能力與社交能力兩項構面取代。 

具備良好虛擬媒體技巧的部落客可吸引部落格使用者從事瀏覽、分享資訊與共同參與活動的

行為；虛擬社交技巧與部落格的吸引力則有助於部落格影響使用者決策之影響力的提升。此外，

基於 Bhattacherjee [16]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模式，提出使用者因受到該部落格的影響或吸引，產生

持續使用與黏著行為的的程度，研究模式如圖 2 所示。 

 

 

 

 

 

 

 

 

 

 

 

圖 2 研究模式 

本研究模式所提出的 7 個研究構面，分別為「數位媒體應用能力」（digital media application 

capability）、「資訊整合能力」（information integration capability）、「自我展現能力」（self-exposing 

capability）、「社交能力」（social capability）、「影響力」（influence）、「吸引力」（attraction）及「黏

著度」（stickiness）。各項研究構面之其操作型定義，如下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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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構面之操作型定義 

研究構面 操作型定義 参考文獻來源 

數位媒體 
應用能力 

部落客應用文字、影像、多媒體等技巧，達到豐富

部落格內容的能力。 

Wang and Haggerty [3], 
Kane et al. [7], Kent and 
Taylor [8]  

資訊整合能力 部落客篩選、連結、整合相關資訊，以創造新的知

識或內容的能力。 

Wang and Haggerty [3], 
Kane et al. [7], Kent and 
Taylor [8] 

自我展現能力 
部落客表達與分享自我的專業、知識、心得、經驗、

心情的能力。 

Wang and Haggerty [3], 
Kent and Taylor [8], 林東清

[20] 

社交能力 部落客與使用者互動、溝通、協調(co-regulation)、
與問題回饋的能力。 

Wang and Haggerty [3], 
Kent and Taylor [8], 林東清

[18] 

吸引力 部落格吸引使用者瀏覽、分享資訊與共同參與活動

的程度。 
Taylor et al. [11], Mikes et 
al. [17] 

影響力 部落格的內容影響使用者決策（例如：購物、消費、

參加活動）的程度。 
Taylor et al. [11], Mikes et 
al. [17] 

黏著度 使用者對部落格持續使用、重覆參訪與增加討論的

頻率/深度的程度。 

Gillespieet et al. [13],  
Allison et al. [14], 
Bhattacherjee [16] 

3、問卷發展與前測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為做為研究資料蒐集方式，首先根據前所定義的研究構面：「數位媒體應

用能力」、「資訊整合能力」、「自我展現能力」、「社交能力」、「影響力」、「吸引力」及「黏著度」

之操作性定義，逐一發展研究調查問卷題項，而問卷的設計皆經由專家訪談與前測（prior test）

程序進行修正。且本研究之問卷將依照研究目的與資料收集之實際需求，區分成四大部份，包括

填答說明、問卷主體、部落格使用情形與基本資料。為確保問卷發展之正確性，本研究在正式發

放問卷之前，先進行小樣本前測，針對有使用部落格的使用者進行紙本問卷調查，至便利超商共

回收 52 份問卷，其中有 6 份為無效問卷，故有效問卷為 46 份。前測問卷所蒐集之資料經採用驗

證性因素分析（CFA）來檢定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及因素間之相關性，找出解釋力較不顯

著之變數，並刪除不適當之題目。 

前測結果顯示，計有 5 題題項：「自我展現能力」之(S-EA1)：「我覺得的這個部落格的心得

分享及心情文章是令人感動。」、(S-EA3)：「我覺得部落格所分享的專業知識是清楚明瞭的。」

「社交能力」之(SA4)：「我覺得這個部落格能促成我與不熟識朋友間的聯繫與互動。」「影響力」

之(Inf 1)：「部落格瀏覽人數的多寡會影響我訂閱的意願。」及(Inf 2)「我覺得部落格所發布的活

動資訊會影響我去參與（例如：購物、消費、旅遊、參加活動等）。」因素負荷量小於門檻值 0.7，

故予刪除。修正後之正式問卷計有數位媒體應用能力量表 4 題，資訊整合能力量表 5 題，自我展

現能力 2 題，社交能力 4 題，影響力 3 題，吸引力 5 題及黏著度 5 題，問卷主題共 2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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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卷調查與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考量以類型多元，使用者涵蓋較廣的部落格網站作為研究對象，並從台灣目前知名部

落格網站平台中篩選出前五大部落格網站，包括 Xuite 隨意窩、痞客邦、PChome 相簿、新浪微

博、愛情公寓等部落格使用者作為調查對象。網路問卷於 2013 年 6 月至 12 月間發放與調查。為

卷回收後所蒐集之問卷資料先透過 SPSS 17.0 軟體工具進行量化的敍述統計、信效度分析、驗證

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等方法，分析驗證所獲資料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再運用部分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之結構方程模式統計工具 SmartPLS 2.0，對所提研究

模式與研究假設進行驗證。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1、敘述性統計－受測者樣本分析 

本研究採便利性抽象方式，針對所篩選出前五大部落格中的使用者發放問卷。研究共回收

312 份問卷，扣除填答未完整的無效問卷 84 份，共計有效問卷為 228 份。受測者樣本之背景屬

性與使用部落格情形之敘述性統計分析如表 2、3 所示。 

表 2 受測者背景屬性敘述性統計表 
 選項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01 44.3 
女性 127 55.7 

年齡 

20 歲（含以下） 47 20.6 
21-30 歲 64 28.1 
31-40 歲 48 21.1 
41-50 歲 63 27.6 
51 歲以上 6 2.6 

職業 

上班族 107 46.9 
學生 85 37.2 
家管 29 12.7 
待業中 3 1.3 
其它 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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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受測者參與部落格情況敘述性統計表 
背景變項 類別 樣本數 % 背景變項 類別 樣本數 % 

近半年參與部

落格的次數 

1~10 次 163 71.5 

參與部落

格方式 

等待成員（部落

格成員、好友推

薦）邀請您時才

加入 

179 78.5 

11~20 次 35 15.4 
自己當部落客，

發起貼文 34 14.9 

21~30 次 30 13.1 
線上徵人撰寫部

落格 3 1.3 

31 次以上 0 0.0 其他 12 5.3 

參與部落格的

經驗年資 

1 年以下 73 32.1 

參與部落

格較常使

用類型 

娛樂 63 27.6 
1 年~2 年 59 25.8 旅遊 62 27.2 
2 年~3 年 64 28.1 知識 45 19.7 
3 年~4 年 12 5.3 公眾人物 30 13.2 
4 年~5 年 1 0.4 美食 26 11 4 
5 年以上 19 8.3 其他                 2          0.9 

尋找部落格的

方式 

關鍵字 166 72.8 

目前主要

參與部落

格平台 

Xuite 隨意窩 92 40.4 
部落格找部

落格 36 15.8 PChome 相簿 50 21.9 

訂閱部落格

做跟隨 17 7.5 痞客幫 54 23.7 

實體家族跟

隨 9 3.9 新浪微博 29 12.7 

其他 0 0.0 其他                 3          1.3 

較常使用的溝

通方式 

站內信聯絡 98 42.9 

 
E-mail 16 7.1 
站內訊息 43 18.8 
討論版留言 63 27.6 
其它 8 3.6 

2、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調查問卷之信度與效度分析，採用 SmartPLS 2.0 分析工具所得之平均變異數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onbachs α 及因素負

荷量(factor loadings)等資料來瞭解各研究構面之信度與效度，其分析過程與結果說明如下： 

(1)信度分析 

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 值反映了研究構面所有測量變項之內部一致性；

若信度愈高，則顯示這些指標的內部一致性愈高。Hair（1997）認為 CR 值應大於 0.7 以上，由

下表 4 可知，數位媒體應用能力（DMAA）、資訊整合能力（IIA）、自我展現能力（S-EA）、社

交能力（SA）、影響力（Inf）之 CR 值為 0.870 以上，其它如吸引力（Att）、黏著度（Sti）之 CR

值皆大於 0.9 以上，表示本研究各構面之測量變項所組合的信度佳，代表本研究之測量表具高度

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 值主要用來檢驗問卷量表之可靠性與有效性，以確保研究量表的一致性

（consistency）與穩定性（stability）。若 Cronbach α 係數越高則代表可信度越高。由表 4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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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除自我展現能力（S-EA）、影響力（Inf）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0.729 及 0.784，其它

皆大於 0.8 之標準，其中黏著度（Sti）之 Cronbach α 係數高達 0.9 以上，表示本研究之研究量表

總體而言具高度一致信與穩定性。 
 
(2)效度分析 

平均變異數萃取量分析（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被用於檢驗個研究構面的效度水

準。AVE 值是用來計算潛在變項對各測量變項之變異解釋能力，若 AVE 愈高，則表示潛在變項

有愈高的信度與收斂效度。Fornell and Larcker（1981）建議 AVE 之標準值須大於 0.5。由表 4 顯

示，除數位媒體應用能力（DMAA）、資訊整合能力（IIA）、社交能力（SA）、影響力（Inf）、吸

引力（Att）之 AVE 值為 0.618 以上，其它自我展現能力（S-EA）、黏著度（Sti）皆大於 0.7，即

表示各研究構面測量變項對該構面之變異解釋能力具有一定之水準。 

表 4 信度與效度分析彙總表 

 

 

 

 

 

 

 

 

 

本研究進一步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FA)來檢視各構面的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因素負

荷量是指個別變數與因素之間的相關性，其數值介於-1 至 1 之間。而因素負荷量應大於 0.707 以

上為佳。本研究統計結果顯示各構面衡量變數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707 以上，表示本研究之衡

量變項具有一定之收斂效度。此外，本研究進一步運用潛在變項相關分析（ 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來檢驗測量變數之潛在變項（latent variables）對於不同的構面之間的區別效度。

依據個別構面之平均變異取量（AVE）的平方根，應大於該構面與其他構面的共變關係的原則。

下表 5 的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構面間具有一定之區別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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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潛在變項相關分析（latent variable correlations）結果 

 

 

 

 

 

 

 

 

 

 

 

3、研究模式驗證 

為進一步驗證前述所發展研究模式與 7 項研究假設，經採用 SmartPLS 2.0 分析工具進行結

構模型驗證，檢測時採用拔靴法（Bootstrappping）反覆抽樣法，反覆抽取 228 個樣本做為計算

研究模式之係數顯著性，以瞭解本研究各構面之間的影響程度。研究假設驗證結果由如下表 6

所示，研究模式中各路徑係數均呈正向且顯著(p<0.01)的影響，研究假設 H1 至 H7 皆獲支持與成

立。 

表 6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表 6 結構模式驗證結果 

 

 

 

 

 

 

 

 

 

此外，根據 PLS 結構模型分析結果(如下圖 3)， R2 值代表研究構面的變異可被其他變數解

釋的能力，各構面 R2 值分別是：影響力 40.7%、吸引力 63.2%、黏著度 72.9%，表示本研究所

提研究模式具有良好之解釋力。綜合前述，本研究之研究模式與研究假設獲得有效的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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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PLS 分析模式圖 

五、結論與建議 

1、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 Wang and Haggerty [3]的虛擬能力模式為理論基礎，從部落客的虛擬能力觀點，發

展研究模式，用以探討部落格成功經營者的關鍵能力，並透過該個人能力來增強部落格的影響力

與吸引力，進而討影響部落格使用者的黏著度。研究模式區分為兩大部分，一在於瞭解部落客所

展現的虛擬能力，影響部落格影響力與吸引力之關係；其次探討部落格影響力與吸引力對部落格

使用者產生持續使用與黏著的影響，經實證調查研究結果發現： 

(1) 部落客的數位媒體應用能力與資訊整合能力會對部落格的影響力產生正面影響。此一結

果說明了部落客應用文字、影像、多媒體等技巧，及有效篩選、連結、整合相關資訊並

創造新知識或內容的能力，是經營具影響力部落格的關鍵能力。 

(2) 部落客的自我展現能力與社交能力會正向影響部落格的吸引力。此代表欲成功經營部落

格，部落客不僅必須具備表達自我與分享知識或經驗的熱情與能力，亦應培養善於與使

用者線上互動溝通並問題回饋的社交技巧，才能吸引使用者重複瀏覽並維持高人氣。 

(3) 部落格內容的影響力是影響落格使用者黏著度的重要因素。因此，部落格所提供資訊與

內容的品質攸關部落格經營的成敗，當部落格可以將複雜的網路資訊予以轉化成淺顯易

懂的資訊，協助使用者了解複雜的內容並藉以說服或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或決策時，則可

創造吸引使用者回訪的誘因，並增加其黏著度。 

(4) 部落格的吸引力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黏著程度。說明了一個部落格必須能夠吸引使用者

瀏覽、分享資訊與共同參與，才能有效刺激部落格的持續使用，因此部落格的經營是具

備高度動態的且互動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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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述，本研究結果有效回應所定義的研究問題，也發現在社群媒體激烈競爭的環境下，

以內容為導向的部落格成功經營關鍵，在於部落客必須具備良好的虛擬能力：數位媒體應用能

力、資訊整合能力、自我展現能力與網路社交能力。藉由數位媒體應用與資訊整合能力的發揮，

將網路媒體與資訊資源，有效轉化成為符合使用者需求與具影響力的優質內容；此外，部落客更

應培養良好的自我展現與網路社交能力，熱於表達自我與分享知識，積極與使用者間建立的良好

的社群關係，吸引使用者對部落格議題之注意與興趣，才能提高使用者的持續造訪與黏著，並確

保部落格的人氣不墜(夏自立 等[21])。 
2、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做為資料蒐集方法，並以受訪者的主觀感受作為問卷填答的標準，故不易

具體衡量使用者實際使用部落格的行為，此為調查法的主要限制之一。本研究進行過程中亦因受

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等因素，目前研究仍有未盡周全的限制：(1)樣本回收限制：在網友對網

路問卷填答意願不高的情形下，本研究採用權宜的便利性抽樣進行問卷發放，所蒐集之樣本代表

性可能會有誤差產生。(2)網路上充斥各類型部落格網站，本研究雖以目前台灣知名五大部落格

網站內的使用者進行調查，惟回收有效樣本不易且不如預期，故研究結果無法全面性代表所有部

落格使用者之意見。故未來的研究方可以朝著長時間收集網路資料，以增加樣本回收數量，或與

部落格網路平台業者共同合作，蒐集網友使用部落格的數據紀錄，進一步瞭解部落格使用者的黏

著行為。 

針對後續研究的建議，可進一步從不同面向來探討影響部落格持續使用或不使用的因素。例

如，在其他社群媒體競相發展下，部落格的成功經營除了影響力及吸引力之外，還有哪些重要因

素是可以促成使用者的黏著；在部落客的能力方面，可思考除本研究所發現的四項能力外，還有

哪些影響因素(例如，部落客的人格特質、風格等)可以影響或吸引網友使用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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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調查問卷 

親愛的網友您好： 

很高興您能抽空填寫這份問卷，在此先感謝您的熱心協助。 

這份問卷主要調查關於「部落格所需具備的經營能力及部落格成員之間的關係會如何影響您參

與部落格的意願」。目的在探討影響您持續參與部落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您可以針對,自己平日

或曾經閱覽的部落格作為填答的經驗或依據。這份問卷並無標準答案，也無對錯之分，所以您可

依據實際感受填寫。本問卷調查採用匿名方式填寫，您所填的資料將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對不

會洩漏或挪為他用。敬請安心填答。 

 

誠摯感謝您，並敬祝您 健康快樂！ 

 

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指導教授：夏自立 副教授 

研究生：許荐為  敬上 

 

一、以下題目，請您依據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之使用經驗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覺得部落客的用字遣詞是流暢的。 ○ ○ ○ ○ ○ ○ ○ 

02我覺得部落客所提供的文字內容是豐富的。 ○ ○ ○ ○ ○ ○ ○ 

03我覺得部落客所提供的的影像和圖片是吸引人的。 ○ ○ ○ ○ ○ ○ ○ 

04我覺得部落客所設計的頁面設計編排是美觀的。 ○ ○ ○ ○ ○ ○ ○ 

二、以下題目，請您依據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之使用經驗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覺得部落客所篩選的資訊或知識是值得參考的。 ○ ○ ○ ○ ○ ○ ○ 

02我覺得部落格所連結的相關資訊或知識是有用的。 ○ ○ ○ ○ ○ ○ ○ 

03我覺得部落客能夠有效整合網路上的相關資訊。 ○ ○ ○ ○ ○ ○ ○ 

04我經常可以從這個部落格裡發現新的資訊與知識。 ○ ○ ○ ○ ○ ○ ○ 

05整體而言，我覺得部落客的資訊整合能力很好。 ○ ○ ○ ○ ○ ○ ○ 

三、以下題目，請您依據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之使用經驗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覺得部落格的經驗分享常會引發我閱覽的 ○ ○ ○ ○ ○ ○ ○ 

02我覺得部落格所分享的生活經驗是有趣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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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下題目，請您依據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之使用經驗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覺得部落客與使用者之間的互動是良好的。 ○ ○ ○ ○ ○ ○ ○ 

02當我有問題時，部落客能即時回應我的問題。 ○ ○ ○ ○ ○ ○ ○ 

03我覺得部落格會主動創造話題或發起活動，引發討論。 ○ ○ ○ ○ ○ ○ ○ 

04整體而言，我覺得這個部落客的網路社交能力很好。 ○ ○ ○ ○ ○ ○ ○ 

五、以下題目，請您依據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會影響您的程度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覺得部落格的內容(評論、評價)經常是我資訊搜尋的

重要參考來源。 

○ ○ ○ ○ ○ ○ ○ 

02我覺得部落格的意見會影響我對事物的判斷或決策。 ○ ○ ○ ○ ○ ○ ○ 

03整體而言，我樂於接受部落格的推薦與建議。 ○ ○ ○ ○ ○ ○ ○ 

六、以下題目，請您依據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會吸引您參與相關行動的程度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會經常瀏覽部落格的訊息。 ○ ○ ○ ○ ○ ○ ○ 

02我會訂閱並隨時追蹤部落格的最新消息。 ○ ○ ○ ○ ○ ○ ○ 

03我會經常參與部落格發起的討論或活動。 ○ ○ ○ ○ ○ ○ ○ 

04我參與該部落格的活動或討論時，會感到心情愉快。 ○ ○ ○ ○ ○ ○ ○ 

05整體而言，我覺得使用這個部落格讓我感到滿意。 ○ ○ ○ ○ ○ ○ ○ 

七、以下題目，請您依據是否會持續使用目前最常使用的部落格之程度來作答。（單選題）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01我未來會延長我對這個部落格的瀏覽時間。 ○ ○ ○ ○ ○ ○ ○ 

02我將來停留在這個部落格的時間會比其他網站更久。 ○ ○ ○ ○ ○ ○ ○ 

03我未來會在這個部落格更主動參加討論。 ○ ○ ○ ○ ○ ○ ○ 

04我未來願意推薦別人參與與加入這個部落格。 ○ ○ ○ ○ ○ ○ ○ 

05相較於其他的部落格，我會繼續選擇使用這個部落格。 ○ ○ ○ ○ ○ ○ ○ 

八、以下題目，請您依據個人基本資料與部落格使用現況作答（單選題） 

1.請問您的性別：○男 ○女 

2.請問您的年齡：○20 歲(含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3.請問您的職業：○上班族(含工、商、服務業及軍公教人員) ○學生 ○家管 ○待業中○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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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問您"最近半年"參與部落格的次數為：○1~10 次 ○11~20 次 ○21~30 次○31 次以上 

5.請問您參與部落格的經歷已有：○1 年以下 ○1 年~2 年 ○2 年~3 年 ○3 年~4 年  ○4 年~5

年 ○5 年以上 

6.請問您過去"尋找"網路部落格的方式，通常是先依： 

○您需求的關鍵字找部落格 

○您知道的部落格找部落格 

○您訂閱的部落格做跟隨 

○您加入的實體家族來跟隨 

○其他 

7.請問您在參與部落格時，較常使用哪一種溝通方式聯絡： 

○回應文章方式聯絡○ E-mail聯絡○站內訊息聯絡○討論版留言 

○其它 

8.請問您過去"參與"部落格的方式，通常是： 

○等待成員（部落格成員、好友推薦）邀請您時才加入 

○自己當部落客，發起貼文 

○線上徵人撰寫部落格 

○其它 

9.請問您在參與部落格時，較常使用哪一類型：○娛樂○旅遊○知識○公眾人物○美食○其他：        

10.請問您"目前"主要使用的部落格平台為： 

○Xuite隨意窩○PChome相簿○痞客幫○新浪微博○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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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干擾效果-- 

以高雄市地區 3C 連鎖通路體系之消費者為例 
 

 

拾已宇 

義守大學國際商務學系副教授 

 

陳卜僑 

義守大學管理學院 

 

張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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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慧卿 

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研究所教授 

 

龔榮源 

國立海軍軍官學校資訊管理系教授 

 

 

摘  要 

本研究選定高雄市地區 3C 連鎖通路體系消費者為調查對象，採便利抽樣發放 500 份問卷回

收整理後，有 388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77.60％。本研究發現：服務品質對 3C 連鎖通路體

系之消費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又以服務品質之可靠性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最大；且關係行銷

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干擾效果。企業可以透過提升服務品質改善顧客知覺價值和

滿意度，同時 3C 消費者所感受之顧客滿意度程度也可能來自於關係行銷品質之干擾效果。 

 

關鍵字：關係行銷品質、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3C 連鎖通路、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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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ing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between 

Service Quality & Customer Satisfaction— A Case of the 
Consumers of 3C Chain Stores in Kaohsiung Area 

 
 

Yi-Yu Shih 
Associate Professor, Dep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Shou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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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Ching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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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ndeavor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ervice quality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interference effect of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on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study were consumers of the 3C chain store system in 

Kaohsiung City. The method of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adopted, and an interview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on-site personnel, with 50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here were a total of 388 valid 

questionnaires, with a recovery rate of 77.6%.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service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consumer satisfaction related to the 3C chain store system, and 

reliability in service quality has the biggest impact 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has a positive interference effect on service quality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Therefore,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customer perceived value and satisfaction by enhancing their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Keywords: Relationship marketing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3C chain stores, 

moderating effect.  

http://www.cna.edu.tw/~na/english_web/academics/DOI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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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目的 

科技的進步與發達，智慧型手機的普遍，使網路更可被廣泛使用。網路的興起及快速發展逐

漸改變了不同以往的生活模式甚至是整體商業行為，現代人的生活亦愈加網路化。在台灣網路使

用比例亦大幅增加，網路使用人口數來說，隸屬於聯合國的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公布了 2013 年全球資訊社會年度評測報告，指出到了 2013 年底，

全球將有 27 億人口可連結至網路，佔全球人口數的 38%使用網際網路。而在國內根據台灣網路

資訊中心 (2013) 台灣寬頻網路使用調查報告，截至 2013 年 4 月止，台灣地區曾上網人口共計有

1,798 萬人。加上業者大量推出低價智慧型手機，使智慧型手機快速成長，大民眾對行動上網的

需求亦大幅增加。台灣民眾行動上網普及率以每年年成長率 10％以上的成長速度，快速提升。資

策會 (Foreseeing Innovative New Digiservices, FIND) 2013 公佈最新調查結果，台灣民眾行動

上網普及率達 37.3%。消費者行為亦隨著網路的興起而有別於傳統消費者行為，以往人們皆已習

慣在實體通路購物，而如今對線上購物的接受度日益增高 (Drennan et al., 2006)。陳映竹 (2012) 

調查 7,685 名網友購物行為，其中「比較之後再到實體通路購買的產品」前三項為：生活用品 36.8%、

電腦及周邊配件有 34.1%、服飾及配件/手錶 26.4%等許多產品消費者還是會再到實體通路購買，

而比較後再到實體通路購買的主因，前三項為：想看到實際商品的有 71.2%、希望馬上拿到商品

50%、不想負擔運費 38.9%，另其中「店員解說服務」占 12.9%。經由此調查可發現即便網購市

場蓬勃發展，對大部分消費者而言實體通路仍有一定的必要性。Berry (1983) 認為必須發展並培

養與顧客的關係，這是企業成功的重要策略；在服務的傳遞過程中，吸引新顧客只是行銷過程的

一環，最重要的是要能夠留住就有顧客，並與其保持良好關係 (Escobar-Rodriguez ＆ Carvajal-Trujillo, 

2014; Vieira, Winklhofer, & Ennew, 2014)。企業若能提高 5%的顧客維持率，可提高 25%至 85%的

獲利，因此如何留住原有顧客是現有企業重點之一 (Bernaldo-de-Quiros et al., 2014; Huang et al., 

2013; Reichheld & Sasser, 1990)。 

提供優質的服務能讓顧客滿意、提高忠誠度，亦能產生顧客將產品推薦給他人、減少顧客抱

怨及增加顧客回流率等效果，使企業得以在市場競爭中有所區隔；是以，優質的顧客服務已被視

為留住忠誠顧客、企業成功的關鍵因素，以及提昇企業銷售額及獲利的一項活動。另一方面，顧

客對服務品質是否滿意，往往取決於對服務的事前期望。若顧客的服務期望越高，則企業必須提

供較高的服務品質才能讓顧客感到滿意；反之，當顧客的服務期望越低時，則不需要提供較高的

服務品質即能讓顧客感到滿意(Jai, Burns, ＆ King, 2013;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Yasin, 2013)。然而，顧客服務是由第一線銷售(服務)人員所提供，對企業來說，顧客是否滿意所

提供的服務品質卻是最不容易衡量與掌控(Gabliano & Hathcote, 1994; Ting & Yeh, 2014)。服務品質

問題不僅為當今的企業所重視，也是行銷研究的重要議題，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一。綜合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1991)與 Smith (1998)的說法，建立顧客關係得以提升服務品質，

且關係品質為關係行銷之產出。然而於 3C 零售業此產業中，其關係品質與服務品質兩者之間的

關係，則有待進一步的實證研究。又 3C 零售業者針對關係品質與服務品質投注心力之後，是否

能提高顧顧客滿意則為另一值得研究的議題，也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之二。 

過去研究發現關係品質能提升顧客期望的服務品質也能夠讓顧客感到滿意，但關係行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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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夠強化或減弱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從文獻中尚未針對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

與顧客滿意度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干擾效果進行探討，本研究想要彌補此一文獻缺口，並給予學界

及實務界一個更精進的方法與建議。因為關係行銷品質如果能夠強化（即正向干擾）服務品質對

顧客滿意度的影響，則強化顧客滿意度的方式將可因此而增加（及強化與顧客之間的關係品質）。

企業為追求永續經營須視滿足顧客的需求、建立及維持良好關係為最重要目的，良好關係可以使

顧客在節省搜尋及其他成本來獲得穩定的品質，企業也可以從良好的互動關係中達到銷售成本降

低之目的，如此可創造雙贏的局面。因此，許多企業漸漸採用「關係式」行銷來取代傳統的「交

易行銷」，對 3C 零售業者而言，跟著顧客需求的腳步走，不僅是 3C 零售業者與顧客之間必須了

解影響忠誠度，提升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的變數，並且施行行銷策略中之關係行銷方式，持續

讓顧客獲得最大的滿意度，以確保高忠誠度，使 3C 零售業者獲得最大利潤，如此方能使 3C 零售

業者具備優於競爭者的發展機會，以及在市場上擁有永續存活的能力，此乃是本研究的主要背景

與動機。由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可知本研究試圖探討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並進一步探

討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間的干擾效果。 

（二）文獻探討  

1.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Cronin & Taylor（1992）在研究購買動機、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發現服務品質為

顧客滿意度的先行變數，而顧客滿意度對購買動機也有顯著的影響。企業可以透過提升服務品質

改善顧客知覺價值和滿意度，間接影響顧客購買後的行為反應，以增加企業收益以及競爭力 (Kuo 

et al., 2009)。近年國內許多相關研究發現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顧客滿意度，本研究整理如表 1 所

示。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提出本研究之假說一：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 1 國內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研究 

年分 學者 篇名 研究結果 

2010 
謝順金、 

曾瀅霖 

服務品質、服務價值、顧客滿

意度與行為意向之關係研

究―以網路電話服務為例 

服務品質衡量內容包含：易用性、顧客服

務、可靠/品質、隱私/安全等四項變數；

將顧客滿意度視為一整體性的概念，研

究結果顯示網路電話的服務品質對滿意

度有正向影響。 

2010 
沈慶龍、 

林佑中 

顧客關係管理與資源基礎對

服務品質及顧客忠誠度影

響之研究：以汽車售後服務

業為例 

服務品質由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關

懷性及保證性等五構面衡量；顧客滿意

度衡量構面為期望、績效、不一致、滿

意，研究結果顯示服務品質對於顧客滿

意度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2012 

湯玲郎、 

邱文瑛、 

邱嘉萍 

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價

值對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

研究─以大學推廣教育機

構為例 

服務品質由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關

懷性及保證性等五構面衡量；顧客滿意

度則以整體性衡量，研究結果顯示服務

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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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廖焜熙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

忠誠度關係之實證研究－

以行動電信業為例 

服務品質衡量內容包含：直接服務品質及

間接服務品質二個構面；顧客滿意度之

衡量，包含：商品滿意、服務滿意及企

業滿意三個構面，研究結果顯示服務品

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013 
廖彩雲、 

羅元辰 

宅配產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

意度分析—以台灣五大宅

配業者為例 

分析台灣宅配業者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

度，在理論及實證觀點上皆能獲得有效

及實用的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關係行銷品質與服務品質 

Rapp and Collins (1990) 主張關係行銷品質是一種可將行銷、顧客服務品質、顧客記憶三者緊

密連結的方法，可以說是一種高承諾、高接觸及全面品質的行銷導向。企業可藉由關係行銷品質

及相關的管理功能，作為服務品質及企業獲利的媒介，此研究同時強調良好的關係結合方式能與

顧客建立良好的顧客關係，進而提升顧客對服務品質之認知，並提高忠誠度 (Brun, Durif, & Ricard, 

2014; Bull Schaefer & Palanski, 2014; Kaj et al., 1994)。而 Holmlund and Kock (1996) 針對銀行業的

實證研究中也指出，關係行銷品質確實可以讓顧客感受到服務品質的提升，並建議銀行主管及決

策者應該針對特定顧客發展資訊系統，以協助企業提升關係行銷品質的效益。謝效昭與李美玉於

2008 年研究專案經理關係行銷品質與服務品質知覺、顧客忠誠度之關聯，研究發現關係利益的建

立與顧客感受之服務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聯。林隆儀、徐稚軒與陳俊碩 (2009) 研究寬頻網路關

係行銷品質結合類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轉換成本對顧客忠誠之影響，其中研究結果亦證實，

三種層級的關係行銷結合類型皆確實可以有效提升顧客的服務品質與轉換成本。綜合上述文獻探

討，提出本研究之假說二：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有顯著正向影響。 

3. 關係行銷品質與顧客滿意 

關係行銷是指與顧客和其他利益團體創造、維持、增強彼此之間的價值關係之過程；他們也

認為關係行銷是針對長期關係，目標是傳送顧客長期的價值，而成功的指標是長期的顧客滿意與

顧客忠誠 (Armstrong & Kotler, 2000; Miquel-Romero, Caplliure-Giner, & Adame-Sanchez, 2014)。

Bennett and Barkensjo (2005) 則針對保險公司關係行銷品質的研究中發現，關係行銷品質最有助

於改善公司與保戶之間的關係品質，經由關係品質的改善，保戶會呈現出較高的滿意度。佘溪水、

侯博仁 (2009) 在以高科技產業為例研究關係行銷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研究發現關係行

銷品質與滿意度的關係實證結果顯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高科技廠商在關係銷售過程中，上游

廠商提供更優於其他廠商的產品或服務給下游夥伴廠商，確實能影響下游廠商知覺到產品品質及

價格合理之滿意，認為選擇該夥伴的產品服務比起其他公司還要值得，因而大幅度提升了顧客滿

意度 (Biscaia et al., 2013)。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提出本研究之假說三：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

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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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干擾效果 

Mattila（2001）認為，企業創造並維持關係行銷的目的乃是建立在對客戶之瞭解、以求並創

造個人最佳的服務傳遞。因此，企業運用關係行銷可以提供顧客最高服務品質以滿足其個人需求

並產生更高的顧客滿意度。Hennig-Thurau & Klee (1997) 也認為可滿足顧客的服務或產品，應視

為高關係品質所不可或缺的條件。周文賢與游信益 (2005) 研究網路銀行業的服務品質、關係品

質與顧客忠誠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服務品質中除了「個人化」與「線上服務人員」之外，其餘

構面都會正向影響關係品質中的顧客滿意。綜上研究者之文獻探討，可歸納出企業運用關係行銷

可與客戶建立長久之行銷合作關係進而提升服務品質，而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為前因後果般之

相互影響。由此可推論關係行銷及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度之影響具有正面導向之作用，好的服務

品質加以透過關係行銷，將能夠協助企業與顧客建立起更長久之關係、強化顧客感受之服務品質、

提升其顧客滿意度，最終增加顧客對企業之利潤貢獻度。綜上研究者之文獻探討，可歸納出企業

運用關係行銷可與客戶建立長久之行銷合作關係進而提升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而服務品質與

顧客滿意度為前因後果般之相互影響。由此可推論關係行銷及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度之影響具有

正面導向之作用，好的關係行銷品質不僅能夠提高顧客滿意度也可以透過服務品質，協助企業與

顧客建立起更長久之關係、提升其顧客滿意度（相乘之干擾效果）。根據以上文獻探討，本研究

可以推論出當關係行銷品質提高時，將可以加強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正向影響。因此根據學

者 Chang and Chang (2010b)與 Hair et al. (1998)與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假說四：關係行

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間有正向干擾效果。 

二、研究方法 

    依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建立本研究之研究架構，進而擬定研究假設，設計問卷內

容及進行抽樣調查，並且說明各構面之組成與分析資料所用之方法，如下。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試圖探討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接著再探討關係行銷品質在服務品質對顧客

滿意度的干擾效果，綜合上述研究目的、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而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下圖

1 所示。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 3C 連鎖通路體系消費者之關係行銷品質、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相

關性，根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提出下列假設：假設 1：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

正向影響。假設 2：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 3：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

意有顯著正向影響。假設 4：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間有正向干擾效果。 

（三）抽樣對象與方法 

本研究以高雄市區 3C 連鎖通路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進一步瞭解當地消費者對 3C 業者的

服務感受情況，進行問卷調查，並對業者提出實證建議。本研究之正式問卷，以便利抽樣方式採

用現場人員訪問法，其抽樣地點為高雄市之 3C 連鎖體系分店等，總計發放 500 份問卷，經回收

後整理，扣除未購買過 3C 商品民眾、填答不完整與填答答案一致者等無效問卷 112 份，計有 388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 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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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行銷品質 

‧財務性 

‧社交性 

‧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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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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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性 

‧可靠性 

‧反應性 

‧保證性 

‧關懷性 

 

（四）研究工具及變數操作型定義 

 

 

 

 

 

 

 

 

 

對於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及變數操作型定義，分別敘述如下： 

1. 服務品質：根據文獻，本研究將「服務品質」定義為「3C 連鎖通路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事前

期望與接受服務後的實際認知間相比較之差異」。本研究參考 Parasurama 等人 (1988) 提出之

SERVQUAL 量表，修改發展消費者對服務品質觀感之結構式問卷為測量工具。衡量方式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讓受測者在非常不同意 (1 分) 到非常同意 (7 分) 間圈選 (Chang et al., 2012; 

Chang et al., 2013)。  

2. 顧客滿意度：根據 Zeithaml & Bitner（1996）提出衡量顧客滿意度衡量的範圍應該包含了服務

品質、產品品質、情境因素、個人因素及價格，也就是說顧客滿意度是一種購買產品或服務後的

整體態度，因此本研究將顧客滿意度的操作性定義為：消費者在透過購買或服務後，對業者的整

體性反應或整體的感覺。衡量方式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讓受測者在非常不同意 (1 分) 到非

常同意 (7 分) 間圈選 (Chang et al., 2006)。  

3. 關係行銷品質：根據文獻，本研究將「關係行銷品質」定義為「3C 連鎖通路業者與消費者長

期的接觸，使用促銷、溝通、服務等各種方式，與消費者之間維繫良好且持續的顧客關係，使 3C

連鎖通路業者與消費者均能夠獲益，並建立長期性的購買行為」。本研究參考 Berry & Parasuraman 

(1991) 依據企業為提升顧客忠誠所使用三種層次的「關係結合」指標為衡量構面，包括：財務性

關係、社交性關係、結構性關係之結構式問卷為測量工具。衡量方式以 Likert 七點尺度量表，讓

受測者在非常不同意 (1 分) 到非常同意 (7 分) 間圈選。而各構面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如表

2 所示。 

（五）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所有有效問卷經過譯碼後採用 SPSS 17.0 分析軟體進行分析與處理，包含基本人口學資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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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因素分析、信效度分析、複迴歸分析（所有迴歸分析均已完成中心化與標準化處理，因為資

料若未標準化而僅有中心化，則迴歸係數矩陣之估計值將會偏大，而偏大的迴歸係數也將導致過

大的殘差與累積變異的異常）與層級迴歸分析探討關係行銷品質、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間的

關係。   

（六）問卷信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本研究利用主成份因素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來萃取其主要之

構面因素，並利用正交轉軸法(orthogonal rotation)的最大變異法(varimax)，目的在使轉軸後每一共

同因子本身之內的因素負荷量大小相差儘量達到最大，以利於共同因素的辨認和命名，最大變異

數(Varimax)旋轉法旋轉後，其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之絕對值均大於 0.5 者，始列為該因素

之組成因子，而未達標準之題項共有七題則予以刪除，如表 3 所示。本研究在信度方面則是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驗，係數值愈大，其內部一致性愈高。根據 Nunnally (1978) 的建議，

Cronbach's α 係數值只要大於0.7，其信度即可接受，本研究問卷全數構面的信度值皆符合此標準，

因此本問卷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如表 3 所示 (Chang et al., 2010a; Chang et al., 2010b; Chang et 

al., 2011)。  

2. 效度分析：本研究之問卷，經廣泛參酌相關文獻後以自行設計的結構性問卷進行資料蒐集，採

用李克特式七點尺度量表計分，經由二位學者與一位研究領域之專家反覆討論與修訂進行專家效

度分析，並先由 42 位 3C 連鎖通路體系之消費者進行前測，以刪除無效的問卷題項，確保問卷內

容之完整性及重要性，使能夠有效地測量所欲衡量的 3C 消費者之關係行銷品質、服務品質與顧

客滿意度的相關性，因此，本問卷具有一定的專家效度（Hair et al., 1998）。而由於本研究問卷填

答在自變項及依變項問卷，均由 3C 消費者直接填寫，因此容易產生同源偏差（single source bias），

也就是共同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所導致的偏差（Avolio et al., 1991）。因此，為避免或

減低發生共同變異的問題，而使得 3C 消費者產生高估或低估的可能性，於正式問卷施行時，採

用（1）「受訪資訊隱匿法」，即採用不記名問卷調查，使問卷填答者比較安心；（2）「題項意義隱

匿法」，將各構面的變項名稱不顯現於問卷上，以減低答卷者之猜疑或恐懼。 

表 2 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構面 / 研究變數 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 

關係行銷品質構面  

財務性關係 指業者藉由增加財務上利益，對顧客關係建立具價值與雙方滿意的方法。   

社會性關係 指業者藉由個人化的服務傳遞方式與顧客建立起社交關係的方法。 

結構性關係 指業者藉由提供較高品質的服務水準，來獲得公司與顧客的持續關係。 

服務品質構面  

可靠性 指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業者準確提供所承諾服務的能力。 

關懷性 指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業者特別關心個別需求。  

保證性 指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業者的知識與禮儀所呈現的信賴與自信感。 

有形性 指在整個服務過程中，業者硬體相關設施的外觀、人事及宣傳素材。 

顧客滿意度構面  

顧客滿意度  指消費者在透過購買或服務後，對業者的整體性反應或整體的感覺。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F%B9%E5%BA%94%E5%88%86%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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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構念因素分析結果 

因素與題項 (n=388) 

因素 

負荷

量 

特徵

值 

累積解釋變異

量 (%) 

Cronbach's  

α 值 

關係行銷品質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財務性關係  3.621 65.103 .91 

業者經常有優惠活動 .851    

業者會提供折扣或促銷 .834    

業者會提供購買愈多折扣愈大之 

優惠（已刪除）  

.252 
  

 

業者給予經常往來的顧客特定折扣 .818    

社會性關係  3.012 53.786 .89 

員工會主動與您溝通並建立良好關係 .853    

業者會固定時間寄簡訊提供新產品或服務

的相關資訊（已刪除） 

.113 
  

 

業者會寄發相關活動或訊息的郵件給您 .825    

在特定的節日您會收到業者寄來的卡片 

或禮物 

.821 
  

 

結構性關係  3.953 77.112 .93 

業者會提供與產品或服務的相關資訊 .895    

業者提供查詢服務 .832    

業者有相關網站提供查詢服務與資 

訊（已刪除） 

.210 
  

 

當您有任何問題或抱怨時可以獲得 

即時處理 

.886 
  

 

服務品質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可靠性  5.251 43.868 .88 

我對購買過程感到滿意   .778    

銷售人員在購買服務過程仔細  .743    

銷售人員在購買服務過程解說清楚   .715    

我在購買過程銷售人員都能正確的完成  .672    

我的相關問題能得到滿意答覆 .652    

我這次購買的整個流程順暢 .620    

銷售人員能清楚告訴我購買的服務流程  .598    

關懷性  4.736 45.395 .89 

銷售人員會主動關心我 .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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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人員能了解我的需要 .784    

銷售人員很熱心（已刪除） .265    

銷售人員在購買過程上會給我指導及建議 .737    

銷售人員會詳盡告訴我相關資訊（已刪除） .125    

保證性  4.066 63.877 .92 

銷售人員會幫我安排後續的售後服務 .700    

銷售人員保障我購買過程的隱私安全 .670    

我信任銷售人員對我的指導及建議  .566    

銷售人員團隊合作佳 .557    

有形性  2.959 77.327 .94 

業者備有各種服務說明書，方便我取閱 .751    

銷售人員儀表整齊清潔 .679    

銷售人員非常有禮貌（已刪除） .159    

零售店的設施美觀舒適  .656    

顧客滿意度量表因素分析結果     

滿意度  5.377 67.458  .92 

服務人員表現令您感到滿意 .778    

產品品質令您感到滿意 .743    

售後服務令您感到滿意 .715    

您覺得這家公司非常關心顧客 .672    

下次購買產品時仍會選擇這家 

公司（已刪除） 

.207 
  

 

整體而言，這家公司令您感到滿意 .652    

三、結果與討論 

資料分析以 SPSS 17.0 分析軟體進行分析與處理，分析結果如下： 

（一）樣本特性 

   本研究受試者在性別上男性佔 60.3%、女性佔 39.7%，顯示以男性佔多數；婚姻方面則以單身

居多佔 79.6%；年齡以 31-40 歲最多佔總受試者 42.3%，其次為 21-30 歲 (29.4%)。在教育程度方

面，以專科/大學人數最多為 59.1%，其次為高中(職) 佔 24.7%；月收入最多數為 20001~30000 元，

佔總受試者 64.7%；職業方面集中於製造業 (30.9%) 與服務業 (22.7%)。 

（二）研究假設之驗證分析 

1.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為避免變數之間存在共線性，會對模型重複解釋，而使個別變數的解釋能力不顯著，故本研

究在進行迴歸模式之前，先以變異數膨脹因子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判斷是否有高度相

關之變數，若 VIF 值大於 10，表示自變數間存在高度共線性。本研究變數之 VIF 值除了服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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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反應性外均小於 10，顯示變數之間除了服務品質的反應性外沒有共線性問題，故本研究將刪

除服務品質的反應性。表 4 為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複迴歸分析，得知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

之β值為 .912，其中服務品質之有形性β值為 .255，可靠性β值為 .385，保證性β值為 .265 以

及關懷性之β值為 .269皆達顯著影響。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調整後 R2為 .815，顯示有81.5%

的高解釋力，F 值為 412.439 達顯著水準 (p<.001)。經結果得知，假說 H1「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

度有顯著正向影響」得到支持。 

2. 關係行銷品質與服務品質之迴歸分析  

    表 4 為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之複迴歸分析，得知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之β值為 .761，

其中關係行銷品質之財務性β值為 .432，社交性β值為 .316，以及結構性β值為 .308 皆達顯著

影響。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之調整後 R2 為 .502，顯示有 50.2%的高解釋力，F 值為 21.325

達顯著水準 (p<.001)。經結果得知，假說 H2「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有顯著正向影響」得到支

持。 

3. 關係行銷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表4 為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之複迴歸分析，得知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之β值為 .811，

其中關係行銷品質之財務性β值為 .418，社交性β值為 .297，以及結構性β值為 .264 皆達顯著影

響。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調整後 R2為 .571，顯示有 57.1%的高解釋力，F 值為 23.303 達

顯著水準 (p<.001)。經結果得知，假說 H3「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有顯著正向影響」得到支持。 

4. 關係行銷品質知覺之調節效果   

    為進一步瞭解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間是否具有干擾效果，故採用層級迴歸

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表 5 模式 1 顯示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達到顯著的預測效果 

(F=366.153，p<.001)，變異解釋量為 80.3%，其中服務品質各變數皆達顯著，有形性 β 值為 .250、

可靠性 β 值為 .376、保證性 β 值為 .255 與關懷性 β 值為 .281。模式 2 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

品質、模式 3 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品質的交互作用(△F = 23.042，p<.001)，對顧客滿意度達顯著

水準（如表 5 所示），表示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品質交互作用對顧客滿意度具有干擾效果，因此

假說 H4「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有干擾效果」得到支持。 

表 4 迴歸分析表  

應變數/自變數 服務品質 (β) 

有形性   .255***  

可靠性  .385***  

保證性 .265***  

關懷性 .269***  

顧客滿意度  .912*** 

F  412.439 

R2  .833 

Adj. R2  .815 

應變數/自變數 關係行銷品質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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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性 .432***  

社交性 .316***  

結構性 .308***  

服務品質  .761** 

F  21.325 

R2  .526 

Adj. R2  .502 

應變數/自變數 關係行銷品質 (β)  

財務性 .418***  

社交性 .297***  

結構性 .264***  

顧客滿意度  .811** 

F  23.303 

R2  .616 

Adj. R2  .571 

註：*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表 5 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之層級迴歸分析表  

 顧客滿意度 (β)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有形性 .250*** .235*** .278* 

可靠性 .376*** .396*** .371*** 

保證性 .255*** .243*** .269*** 

關懷性 .281*** .240*** .252** 

關係行銷品質  .240*** .301*** 

有形性×關係行銷品質   .256** 

可靠性×關係行銷品質   .367*** 

保證性×關係行銷品質   .295** 

關懷性×關係行銷品質   .272** 

F 366.153*** 376.086*** 399.128*** 

△F  9.933** 23.042*** 

R2 .782 .811 .867 

△R2  .029 .056 

Adj. R2 .756 .783 .813 

註：* 表示 p < .05；**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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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與意涵 

1.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關係 

本研究發現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間具有顯著高度相關，進一步迴歸分析發現服務品質的四

個因素，有形性、可靠性、保證性及關懷性皆對顧客滿意度達顯著影響，表示服務品質愈高，則

3C 零售業的消費者對服務品質之感受愈高，3C 消費者的顧客滿意度也將愈高，其解釋力高達

83.1%，尤其是在可靠性之部份影響程度最高 (β= .385，p < .001)。 

2. 關係行銷品質與服務品質之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有正向顯著影響，解釋力高達 50.2%，其中關係行

銷品質之財務性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之影響最大（其β= .432，p < .001）。表示 3C 消費者對

連鎖通路的關係行銷品質滿意度愈高（尤其是財務性關係行銷品質）則消費者對 3C 連鎖通路的

服務品質之滿意度也愈高。  

3. 關係行銷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關係 

實證結果顯示，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也具有正向顯著影響，解釋力高達 57.1%，其中

關係行銷品質之財務性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影響也最大（其β= .418，p < .001）。表示

3C 消費者對連鎖通路的關係行銷品質感受愈高（尤其是財務性關係行銷品質）則消費者對 3C 連

鎖通路的顧客滿意度感受也愈好。 

4. 關係行銷品質、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關係  

雖根據上述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皆有直接正向顯著影響，且在服務品質對

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時加入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品質之交互作用發現有顯著正向干擾效果。因

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效果，而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亦有顯

著正向影響，因此當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時加入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品質之交互作

用干擾效果，發現其解釋力改變量達顯著水準(△F = 23.042，p<.001)，表示服務品質與關係行銷

品質交互作用對顧客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干擾效果。 

（二）管理意涵 

本節將與過去文獻之驗證提出理論意涵，另針對實務方面提出實務意涵，希望提供給現有 3C

零售業管理者參考。  

1. 理論意涵 

(1) 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本研究實證證明 3C 消費者對業者的服務品質愈認同則顧客滿意度愈高，本研究結果符合學

者 Cronin and Taylor（1992） 所認為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度的先行變數，而顧客滿意度對購買動

機也有顯著的影響。企業可以透過提升服務品質改善顧客知覺價值和滿意度，間接影響顧客購買

後的行為反應，以增加企業收益以及競爭力 (Kuo et al., 2009)。亦符合 Kim et al.（2004）在韓國

行動通訊產業的實證研究中發現，強化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學者 Hurley and 

Estelami（1998）認為服務品質與滿意度的構面是不同的，而服務品質與滿意度是有因果關係，

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度，二者關係即服務品質為顧客滿意度之前因要素、且相互影響，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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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不謀而合。 

(2) 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所扮演之角色 

經由本研究發現，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有直接影響性，表示 3C 零售業者透過關係結合

方式確實可以讓消費者感受到服務品質的提升，關係結合方式確實可以讓顧客感受到服務品質的

提升，建議主管及決策者應該針對特定顧客群發展資訊系統，以協助企業提昇關係行銷品質之效

益，並與顧客建立良好之顧客關係。企業可藉由關係結合方式及相關之管理功能，作為服務品質

及企業獲利之媒介，該研究同時強調良好的關係結合方式能與顧客建立良好顧客關係，以提升顧

客對服務品質之認知。經由本研究發現，關係行銷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直接影響性，表示 3C 零

售業者透過關係結合方式確實可以讓消費者感受更大更高的顧客滿意度，關係行銷的目的在追求

長期的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亦即藉由關係行銷品質來創造更良好的顧客價值、顧客滿意度及顧

客忠誠度。關係行銷品質是企業在多重服務組織中，吸引、維持與強化顧客之間的關係，以及提

升顧客滿意度的策略性工具。  

3C 企業在施行關係行銷策略，加強關係結合之強度、深度時，越重視「關係行銷」的結合方

式，意即 3C 消費者若有任何問題或抱怨加以即時處理，使其獲得滿意的解決，且能提供良好的

售前與售後服務，經常對 3C 產業市場變化之訊息，提供多樣化的方式以利接收新資訊，並不斷

強化設計在服務傳送系統中，不論在提供可信賴性、有形性之服務時，能提供 3C 消費者個別差

異化與高品質的服務水準，對 3C 企業獲得與顧客的持續關係，正面效益就越高。3C 企業在施行

關係行銷策略，加強與顧客關係結合之強度、深度時，越重視關係行銷的結合方式，即不論強化

在售前、售後服務與對 3C 消費者推行促銷活動時，主動保持聯繫與調整溝通作法等整體表現之

作為，另外對 3C 消費者經常能提供價格折扣或其所提之期望價格能予以配合，對某些 3C 消費者

的交易能提供多重的優惠，同時提升服務的便利性，並不斷落實 3C 企業在品質、流程、創新等

各種提高滿意度之能力，對 3C 企業獲得與顧客的持續關係與滿意度越高，正面效益就越高。 

另本研究發現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間有顯著正向干擾效果，這樣的研究

結果在之前的文獻中並無如此發現，由此結果可知，在高的關係行銷品質下，若是顧客能知覺到

優異的服務品質，則顧客滿意度將高於在低的關係行銷品質下。換言之，3C 消費者所感受之顧客

滿意度程度除了可能源自於服務品質之外，也可能來自於關係行銷品質之干擾效果。因此，企業

應進行關係行銷，並同時設法提升服務品質，才能夠提升顧客滿意度。 

2. 實務意涵 

經由研究結果，了解 3C 消費者對於零售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度、關係行銷與服務品質、

關係行銷與顧客滿意度、關係行銷品質與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間，均呈現正向影響，所

以本研究確認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直接正向影響與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

之間的正向干擾影響。台灣的 3C 零售業市場家數多，商品的同質性高，價格競爭是脫困最佳捷

徑。所以，很容易隨著價格起伏變動而動搖客戶的忠誠度。此研究結果說明3C 零售業提供的 3C

消費商品與服務，著重加強於服務品質及關係行銷，提供不易被取代的財務性關係、社會性關係

與結構性關係，可以提升客戶滿意度和往來忠誠度。 

在目前以消費者為中心的趨勢下，研究結果顯示，3C 零售業者所施行關係行銷結合方式以及

服務品質皆會影響顧客滿意度在購買過後的整體評價，當顧客越能感受到所施行的關係結合層次

與服務品質的作為，對滿意度的整體評價也就越高，相對地也就可以提升其顧客忠誠度。針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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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可以看出顧客在進行採購時，考量的因素已經由單一的價格差異，衍生為所實施的各

項關係行銷結合方式與服務品質之整體評價。因此不能再完全侷限於價格上的競爭，必須將範圍

擴大成「整體化的滿意度」。 

整體化的滿意度所指的是，針對顧客所做的各項有形性與可信賴性的服務與關懷，還能針對

不同角色、不同區域的關鍵顧客施行各種比較個人化的行銷結合策略，以提高顧客的整體評價與

滿意度。當顧客越能感受到所施行的措施與做法，對滿意度的整體評價也就越高，此時就算價格

上有些許的差異，顧客也會因評價的提高，而願意再次購買，不會輕易轉換 3C 零售業者，漸漸

的建立與顧客良好的互動關係，進而提升顧客的忠誠度。換句話說，「關係好、服務好，不能完

全代表忠誠；最好經由提升整體化顧客滿意度，才能代表忠誠」， 現今的情況下就是要將關係行

銷、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三者兼備，才能在此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繼續保有舊有顧客，並伺機開

發新顧客，進而將整體的利益提升到另一個層級。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探討過程上雖力求嚴謹客觀，但還是有未盡完善之處，因而提出針對本研究方面提

出一些建議。 

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抽樣對象僅以便利抽樣方式採用現場人員訪問法，其抽樣地點為高雄市之 3C 連鎖體

系分店等，研究結果的推論上會有所限制，未來建議後續研究可將研究範圍擴展全台 3C 連鎖體

系分店比較之，更可明確瞭解其變項間差異影響與否。且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並非隨機取樣，因

此在樣本選樣上會有所誤差。另本研究方式是以橫斷式調查，建議後續研究可以縱貫式調查看研

究結果是否有所不一樣的發現，以使整體模型更具外部性。 

2. 研究變項 

本研究旨在探討關係行銷品質所扮演之角色與影響性，經分析結果本研究認為關係行銷品質

與服務品質上應有雙向影響，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深入探討。另服務品質除本研究採用 PZB 模式，

建議後續可採其他服務品質模式探討之，同時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部探討確認其他構面所扮演之

角色與影響。 

3. 其他 

本研究以迴歸方式來探討變數之間的影響性，後續研究者可採用結構方程模式來做進一步的

分析，因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是使用於分析因果關係模式的統計方法，

亦可以進行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PA)、因素分析、迴歸分析和變異數分析。後續研究者可以利用

結構方程式模式來探討進一步的關係與影響模式，以便達到更支持理論的功效。  
 

參考文獻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3)。TWNIC 2013 年台灣地區寬頻使用調查報告。2013 年 2 月取自: 

http://stat.twnic.net.tw 

佘溪水、侯博仁 (2009)。關係行銷品質、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之研究–以高科技產業為例。聯大

學報，6 (2)，323-343。 

沈慶龍、林佑中 (2010)。顧客關係管理與資源基礎對服務品質及顧客忠誠度影響之研究：以汽車

售後服務業為例。臺灣企業績效學刊，3 (2)，231-252。 



220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林隆儀、徐稚軒、陳俊碩 (2009)。寬頻網路關係行銷品質結合類型、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轉換

成本對顧客忠誠之影響。輔仁管理評論，16 (1)，37-68。 

周文賢、游信益(2005)。網路銀行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忠誠之研究。企業管理學報， 65， 

31-60。 

湯玲郎、邱文瑛、邱嘉萍 (2012)。服務品質、關係品質與顧客價值對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

以大學推廣教育機構為例。品質學報，19 (4)，325-337。 

陳映竹(2012)，「2012 年臺灣網路商店經營現況分析」，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告研

研究所(MIC)報告資策會（2013）。〈2012 年 9 月底止台灣上網人口資料來源〉。取自：

http://www.find.org.tw/find/home.aspx?page=many&id=357 

廖彩雲、羅元辰 (2013)。宅配產業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分析—以台灣五大宅配業者為例。電子

商務學報，15 (4)，461-490。 

廖焜熙 (2012)。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關係之實證研究－以行動電信業為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REL，5 (1)，50-71。 

謝順金、曾瀅霖 (2010)。服務品質、服務價值、顧客滿意度與行為意向之關係研究―以網路電話

服務為例。資訊管理展望，12 (1)，65-85。 

Armstrong, G. and P. Kolter (2000). Marketing: An Introduction, 5th Edition, NJ: Prentice Hall. 

Avolio, B., Yammarino, F. J., & Bass, B. M. (1991). Identifying common methods variance with data 

collected from a single source: An unresolved sticky issu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3), 

571-587. 

Bennett, R. & Barkensjo, A. (2005). Relationship Quality,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nd Client 

Perceptions of the Levels of Service Qualit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16 (1), 81-105. 

Bernaldo-de-Quiros, M., Cerdeira, J. C., Gomez, M. D., Piccini, A. T., Crespo, M. et al. (2014). Physical 

and verbal aggression encountered by out-of-hospital emergency responders in the autonomous 

community of Madrid: differences between urgent and emergent care settings. Emergencias, 26(3), 

171-178. 

Berry, L. L. & Parasuraman, A. (1991). Marketing Services. Competing Through Qua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Berry, L. L. (1983). Relationship Marketing, Emerging Perspectives on Services Marketing. IL :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Biscaia, R., Correia, A., Rosado, A. F., Ross, S. D., & Maroco, J. (2013). Sport sponsorshi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m loyalty, sponsorship awareness, attitude toward the sponsor,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 27, 288-302. 

Brun, I., Durif, F., & Ricard, L. (2014). E-relationship marketing: a cognitive mapping introspection in 

the banking sector.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48(3-4), 572-594. 

Bull Schaefer, R. A., & Palanski, M. E. (2014). Emotional contagion at work: An in-class experiential 

activity.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38, 533-559. 

Chang, C. S., & Chang, H. C. (2010a). Motivating Nurs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by 



      拾已宇、陳卜僑、張景盛、翁慧卿、龔榮源：關係行銷品質對服務品質與顧客       221 
            滿意度之干擾效果--以高雄市地區 3C 連鎖通路體系之消費者為例 

 

 

Customer-Oriented Perception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Worldviews on Evidence-Based 

Nursing, 7(4), 214-225. 

Chang, C. S., & Chang, H. C. (2010b). Moderating Effect of Nurses’ Customer-Oriented Percep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Satisfaction. Western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32(5), 628-643. 

Chang, C. S., Chen, S. Y., & Lan, Y. T. (2011). Raising Nurses’ Job Satisfaction through 

Patient-Oriented Percep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Nursing Research, 60(1), 

40-46. 

Chang, C. S., Chen, S. Y., & Lan, Y. T. (2012). Motivating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performance by 

system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for evidence-based practice. 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12: 135. 

Chang, C. S., Chen, S. Y., & Lan, Y. T. (2013). Service quality, trust,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in 

interpersonal-based medical service encounters.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3: 22. 

Chang, C. S., Weng, H. C., Chang, H. H., & Hsu, T. H. (2006).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Medical 

Service Encounters- A Comparison betwee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Patients and General 

Medical Patients. The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14(1), 9-23. 

Cronin, J. J. Jr., & Taylor, S. A. (1992). Measuring Service Quality: A Reexamin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56(3), 55-68. 

Drennan, J., Mort, G. S., & Previte, J. ( 2006). Privacy, Risk Perception, and Expert Online Behavior: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Household End User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d End User 

Computing, 18(1), 1-22. 

Escobar-Rodriguez, T., ＆ Carvajal-Trujillo, E. (2014). Online purchasing tickets for low cost carriers: 

An application of the 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 model. Tourism 

Management, 43(AUG), 70-88. 

Gabliano, K. B., & Hathcote, J. (1994). Customer expecta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in 

apparel retailing. Journal of Services Marketing, 8(1), 60-69. 

Hair, J. F.,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 London: Prentice Hall. 

Hennig-Thurau, T., & Klee, A. (1997). The impact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customer retention: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and model development.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4(8), 764-797. 

Holmlund,M. & Kock, S. (1996). 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e Importance of ustomer-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in Retail Banking.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6(3), 287-304. 

Huang, J. A., Weng, R. H., Lai, C. S., & Hu, J. S. (2013). Perceptual market orientation gap and its 

impact on relationship quality and patient loyalty: The role of internal marketing. Evaluation & the 

Health Professions, 36(2), 204-227. 

Hurley, R. F., & Estelami, H. (1998). Alternative Indexes for Monitoring Custo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 in a Retail Context.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222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Marketing Science, 26(3), 209-221. 

Jai, T. M., Burns, L. D., ＆ King, N. J. (2013). The effect of behavioral tracking practices on 

consumers’ shopping evaluations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toward trusted online retaile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3), 901-909. 

Kaj Storbacka, Tore Strandvik, Cristian G. (1994). Managing Customer Relationships for Profit: The 

Dynamic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5(5), 

21-39. 

Kim, M., Park, M., & Jeong, D. (2004). The effect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switching barrier on 

customer loyalty in Korea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8(2), 

145-159. 

Kuo, Y., Wu, C., &; Deng, W. (2009).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service quality,perceived valu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ost-purchase intention in mobile value-added servic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5, 887-896. 

Mattila, A. S. (2001). The impact of relationship type on customer loyalty in a context of service failures,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4(2), 91-101.  

Miquel-Romero, M. J., Caplliure-Giner, E. M., & Adame-Sanchez, C (2014). Relationship marketing 

management: Its importance in private label extens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67(5), 

667-672. 

Nunnally, J. C. (1978), Psychometric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Parasuraman, A., Zeithmal, V. A., & Berry, L. L. (1988). SERVQUAL: A multiple 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Retailing, 64(1), 12–40. 

Parasuraman, A., Zeithmal, V. A., & Berry, L. L. (1991). Understand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of 

service.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32(3), 39-48. 

Rapp, S., & Collins, T. (1990). The Great Marketing Trunaround.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J. 

Reichheld, F. F., & Sasser, W. E. (1990). Zero defections: Quality comes to servic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68(10), 105-111. 

Smith, J. B. (1998). Buyer-seller relationships: Similarity,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and quality. 

Psychology & Marketing, 15(1), 3-21. 

Ting, S. C., & Yeh, L. Y. (2014). Teacher loyalty of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The contribution of 

gratitude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School Leadership & Management, 34(1), 85-101. 

Vieira, A. L., Winklhofer, H., & Ennew, C. (2014).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on share of 

business: A synthesis and comparison of models. Journal of Business-to-Business Marketing, 21(2), 

85-110. 

Yasin, M. S. A. (2013). Brand love: Mediating role in purchase intentions and word-of-mouth.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7(2), 101-109. 

Zeithaml, V. A., & Bitner, M. J. (1996). Service Marketing, New York: McGraw-Hill.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223 
Journal of Cheng Shiu University Vol.28 pp223-234 (2015) 

 

新式製備佛手柑精油之海藻酸鈉、殼聚醣微膠囊的 

長效釋放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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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室探討兩成份殼層製備微膠囊控制釋放內容物已經十餘年了，成功地有效控制不管內

容物是水溶性或水難溶性都可以得到控制穩定的釋放速率，期間開發了許多的應用產品，更榮獲

諸多國內外獎項
(1~7)

。本研究利用超臨界流體 CO2萃取設備(supercritical fluid CO2 extraction process，

簡稱 SFE－CO2)取得佛手柑精油，並以海藻酸鈉、殼聚醣為殼材，採用新式 oil/oil 懸浮蒸發法成

功製得不同基材的微膠囊，探討製成包覆佛手柑精油微粒膠囊的不同釋放機制。因為殼聚醣是屬

於不溶性，而海藻酸鈉為水溶性的，故在 in  vitro 試驗中探討各組成比例的微粒佛手柑精油微膠

囊的釋放行為。文中探討改變攪拌的轉速的與內容物的各種不同濃度及顆粒大小對佛手柑精油製

備成微膠囊內長效緩釋的機制的影響。 

 

Keywords:微膠囊、佛手柑精油、海藻酸鈉、殼聚醣、超臨界流體 CO2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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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have studied the microcapsules by the two components shell to controlled release 

content for ten years， and successful effectively controlled regardless of soluble or insoluble content 

to release at stable rate， to develop a lot of applied products in this period and to get several awards at 

home and abroad
(1~7)

.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technology of the 

microencapsulation to prepare the microcapsules to obtain the bergamot essential oil controlled release.  

This study is used the technology of supercritical fluid CO2 extraction ( SFE-CO2) process to obtain the 

bergamot essential oil.  The study adopts the novel system of oil in oil suspension evaporation method 

to obtain successfully various matrixes of microcapsules by alginate sodium and chitosan， and 

approach a various mechanism from bergamot essential oil to controlled release. Because of the 

chitosan is in insoluble and the alginate sodium is soluble， this study focusses the behaviors of the 

bergamot essential oilmicrocapsules to release by alginate sodium and chitosan. This research study the 

stirred ratio， core concentration and particle size to effect the mechanism of the bergamot essential oil 

microcapsules. 

Key Words:microcapsules， bergamot essential oil， alginate sodium， chitosan，supercritical fluid 

CO2 ex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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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利用微膠囊技術可以把固體、液體藥物等活性物質包覆在囊壁材料中形成微小的囊狀製劑，從而

具有降低接觸毒性和對人畜禽的毒性，延長藥效，緩釋及控制釋放，減少污染，掩蔽氣味，提高

穩定性，減少防治次數和農藥用量，經濟、安全、防效好的特點。其最顯著的特點是，能控制藥

物有效成分緩慢釋放，從而延長藥劑的有效期，鞏固防治效果，並使藥物不易受到因環境因素，

如大氣、陽光、雨水和微生物等引起的破壞，而且相對於開發新藥，成本大大降低，市場潛力擴

大。微膠囊技術是一種製備成膜材料把固體或液體包覆形成微小粒子的技術。包覆所得的微膠囊

粒子大小一般在微米至毫米級範圍，通常使用的在 5～400 微米。包在微膠囊內部的物質稱為囊

芯，成膜材料稱為壁材，壁材通常由天然或合成的高分子材料製成。 

 

二、理論 

海藻酸鈉(sodium alginate)是天然親水性海藻酸的鈉鹽，常用作食品添加劑和藥用輔料，具有生物

親和性和生物可降解性。根據海藻酸鈉聚合鏈的長度大小，生產商將其劃分為低粘度、中等粘度

和高粘度海藻酸鈉，不同粘度的海藻酸鈉對釋藥速率的控制能力也不同。傳統的藥物治療，不論

是口服給藥或是針劑注射，常因藥物半衰期短，需多次服藥，徒增病患用藥的不便與危險。而藥

劑的制放技術(controlled release technology）改良了傳統製劑的缺點，提供穩定的體內藥物濃度，

使病患在減少用藥劑量與次數的同時，亦可達到相同之療效，而不致產生副作用。微粒包覆技術

是利用高分子材料或是其它材料做為殼物質，將精油以殼物質包覆起來的一種技術。其主要目的

是利用殼物質做為壁膜來將殼物質與外界環境隔離，藉此達到包裝，保護，儲存或是精油控制釋

放的目的，本研究是採用新式 oil/oil 懸浮蒸發法製備微膠囊，並探討其精油釋放速率。 

而微膠囊之藥物釋放數學模式一般常用於描述藥物自微膠囊中釋放出之動力學模式有零階動力

模式（zero order release model）
(8-9)
，一階動力學模式（first order release model）

(8-9)
以及 Higuchi 基質

動力學模式（Higuchi matrix release model）
(8-9)
三種。以下就是這三種模式之動力原理說明如下： 

1. 零階動力模式（zero order release model） 

若微膠囊為圓球形，其擴散溶出方式遵守費克定律（fick’s law），則其核物質的滲透釋出必須符

合以下方程式： 







 ∆

=
L

CAD
dt
dQ a ……………………（1） 

Q：在時間 t 時，釋出之核物質總重量 

A：微膠囊的表面積 

∆ C：微膠囊內核物質及溶解介質中核物質之濃度差 

∆ L：微膠囊的膜厚 

Da：視擴散係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 

若微膠囊內核物質濃度遠大於溶解介質中核物質濃度，則∆ C 可視為一定值，方程式（1）可簡

寫成為： 

tKR
Q
Q

0
0

== …………………（2） 

R：核物質已釋出之重量與未釋出前之重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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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微膠囊未釋出之核物質總量 

K0：零階速率常數 

所以若藥物釋出百分比對時間作圖成一直線，便為零階動力模式。 

 

2. 一階動力學模式（First order release model） 

若微膠囊與溶解介質接觸面積不變，且不發生化學反應，則釋放速率會與微膠囊內核物質及溶解

於介質中的核物質濃度差，呈一直線的關係： 

( )CCK
dt
dC

S −= 1 …………………（3） 

K1：一階速率常數 

C：溶解介質中藥物的濃度 

CS：核物質在溶解介質中的平衡濃度（溶解度） 

由費克定律（Fick’s law） 

VL
DAK =1 ……………………………（4） 

D：擴散係數 

A：微膠囊表面積 

V：溶解介質之體積 

L：微膠囊膜厚 

由（3）乘以 V 得： 

( )QVCK
dt
dQ

S −= 1 …………………（5） 

將（5）式積分並取對數可得 

( )
303.2

loglog 1tKVCQVC SS −=− ……（6） 

VCs：達到飽和時，溶解介質中核物質總重 

Log(Q1/Q0）=
303.2

1K t ………………（7） 

VCs-Q：在時間 T 時仍殘留於微膠囊內之核物質重量 Q1 

K1：一階速率常數 

所以若藥物殘留重量百分比之對數值對時間作圖成一直線，便符合一階動力學模式。 

 

3. Higuchi 基質動力學模式（Higuchi matrix release model） 

此模式乃由Higuchi所提出的動力式，該模式中核質中是從均態且非水溶性的基質中經擴散方式，

由擴散的快慢來決定其釋方速度。 

( ) 2
1

02 



 −= StS CCCDQ ε
τ
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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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時間 T 時，單位表面積所釋放出之核物質重量 

ε：基質粒子的孔隙度（porosity） 

τ：基質粒子的扭曲度（tortuosity） 

D：核物質在溶解介質的擴散係數（diffusion coefficient） 

C0：在時間 t=0 時，未釋出之核物質總濃度 

CS：核物質在溶解介質中的飽和溶解度（solubility） 

方程式可簡化為： 

2
1

tKR h= …………………………（9） 

Kh：Higuchi 速率常數 

所以若藥物釋出百分比對時間之平方根作圖成一直線關係，則符合 Higuchi 基質動力模式。 

 

三、實驗步驟 

(一).實驗材料 

1.佛手柑，大樹農地。 

2.殼聚醣，景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海藻酸鈉，景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4.乙醇（95%），賾屨有限公司 

5. 正己烷，景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實驗步驟 

1.超臨界CO2萃取 

準備秤取經由篩網60目過篩的佛手柑粉末100 g，裝入料筒中，接著將料筒裝入萃取釜，裝好壓

力杯和密封圈，旋緊密合，然後開啟超臨界流體CO2萃取設備，設定好儀器參數(壓力、溫度、CO2

流量和萃取時間等)後，進行萃取，收集萃取液，將萃取液定容至500 mL，結合紫外可見分光光

度計進行總黃酮定性分析和定量測定，在紫外可見分光光度計最大吸收波長510 nm處測定其吸光

度，以濃度和吸光度分別為橫縱坐標繪製標準曲線。 

2. 佛手柑精油殼聚醣/海藻酸鈉微膠囊的製備 

將殼聚醣溶解在 10g•L
-1

的醋酸溶液中，配製成 10g•L
-1

的殼聚醣溶液。將 100mg 無水氯化鈣超

音波分散於 20g•L
-1

的海藻酸鈉水溶液中作為水相；將佛手柑精油和二次蒸餾水按體積 1 比 9 配

製成油相。將 5mL 水相在溫和攪拌下加入到 50mL 油相中，分散 5min，形成油包水乳液，再用

20%冰醋酸溶液將體系的 pH 值調為 3，反應 15min 後加入 80mL 水和 50mL 正己烷，使形成的海

藻酸鈣微膠囊沉積到水相中。將含有海藻酸鈣微膠囊的水相加入到 10g•L
-1

的殼聚醣溶液中，攪

拌反應 30min，得到殼聚醣/海藻酸鈉微膠囊，將含有殼聚醣/海藻酸鈉微膠囊的懸浮液過濾，用

二次蒸餾水洗滌後，用 100%丙酮脫水，得到乾燥的殼聚醣/海藻酸鈉微膠囊。製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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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殼聚醣溶液 

均勻混合 

以固定的速率噴入固定轉速下 

攪拌的正己烷，過濾 

 

用二次蒸餾水洗滌後, 

用 100%丙酮脫水 

得到微膠囊成品 

海藻酸鈉水溶液 

(圖一微膠囊製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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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果與討論 

1.超臨界CO2萃取設備條件的選擇 

在萃取溫度為50 ℃、CO2流量為35 kg /h、萃取時間為2 h 的條件下，分別討論在萃取壓力為10、

20、30、40、50 MPa的情況下對總黃酮萃取率的影響，得到結果為當壓力為30Mpa後，萃取率

基本趨於穩定。．在萃取壓力為30 MPa、CO2流量為35 kg /h、萃取時間為2 h 的條件下，分別

討論在萃取溫度為30、35、40、45、50 ℃的情況下對總黃酮萃取率的影響，當萃取溫度達到50

℃時，萃取率達到最大值。所以超臨界CO2萃取佛手柑精油，設備選擇的條件是壓力為30Mpa

和萃取溫度為50℃。 

2.海藻酸鈉比率對成型效果的影響 

在殼聚醣質量分數為1.0％，氯化鈣質量分率為1.0％，芯材與壁材質量比為1，溶液PH值為5.0，

海藻酸鈉質量分率分別為0.5％、1.0％、2.0％、2.5％、3.0％的條件下對佛手柑精油微膠囊成型效

果進行研究，結果見表一。 

表一海藻酸鈉質量分率對微膠囊成型效果的影響 

海藻酸鈉質量比例% 成型效果 

0.5 可以成型，所以顆粒呈扁平狀，不均勻，不光滑 

1.0 成型較好，顆粒呈乳白色柔軟 

2.0 成型好，顆粒均勻光滑，部分拖尾現象 

2.5 成型好，顆粒均勻光滑，無拖尾現象 

3.0 成型好，但通過銳孔需較大壓力 

從表一看出，隨著海藻酸鈉質量分率的提高，微膠囊成型效果逐漸提高。這是因為當海藻酸鈉質

量分率太低時，殼聚醣海藻酸鈉聚電解質膜過薄，形成的微膠囊機械強度低，不能有效地對芯材

進行包埋；但海藻酸鈉質量分率過高時，溶液黏度大，擠出困難且擠出後易變形，使包埋效果降

低。所以最佳海藻酸鈉質量分率為2.0％～2.5％。 

 

3.氯化鈣質量分率對成型效果的影響 

殼聚醣陽離子胺基與海藻酸鈉陰離子通過正負電荷吸引，產生瞬時凝膠化作用，形成聚電解質半

透膜，同時，海藻酸鈉可與鈣離子形成不溶於水的海藻酸鈣沉澱，在微膠囊表面形成一層緻密的

保護膜，可增加微膠囊球的強度。氯化鈣質量分率對微膠囊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氯化鈣質量分

率對微膠囊成型效果的影響。 

表二氯化鈣質量分率對微膠囊成型效果的影響 

氯化鈣質量比例% 成型效果 

1.0 可以成型，顆粒較柔軟 

2.0 成型較好，顆粒呈乳白色 

3.0 成型好，有彈性，顏色為白色 

4.0 成型好，顆粒粒徑較大 

試驗中海藻酸鈉質量分率為 2％，壁材與芯材質量比為 1，殼聚醣質量分數為 1％，溶液 pH 值為

5.0。從表二中得出，隨著氯化鈣溶液質量分數增加，微膠囊產品成型效果也逐漸提高，但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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鈣質量分率過高時，所得的微膠囊產品粒徑增大、囊壁變厚、成型不好。因此選擇氯化鈣質量分

數為 2.0％～3.0％。 

 

4.不同轉速對微膠囊粒徑、壁厚及釋放性能的影響 

在微膠囊化過程中乳化轉速直接影響微膠囊的平均粒徑和壁厚。本研究分設乳化速度250、350

和450 r/min，製備微膠囊，測定微膠囊的平均粒徑、壁厚和釋放性能(表三)。 

 

 

 

 

 

 

 

 

從累計釋放曲線(圖二)可以看出，囊心釋放量隨時間的延長而增大，並且在開始釋放的前2天釋

放速率最快，隨著攪拌速度的增加，釋放速率也隨之增大，這是因為攪拌速率的增加，使得平均

粒徑減小，膜厚度的減小，同時比表面積增加，使得釋放速率增大。 

5.精油載量變化對微膠囊壁厚及釋放性能的影響 

保持其他製備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改變精油載量分別為0.1、0.3、0.5、0.7克製備微膠囊，測定微

膠囊的平均粒徑、壁厚和釋放性能。精油載量的增加，微膠囊的平均粒徑和膜厚也均逐漸減小。

從累計釋放曲線我們也可以看出隨著精油載量的增加，釋放速率增大，這與微膠囊的平均粒徑和

膜厚有很大的關係，同時與微膠囊的精油載量有關，精油載量增加，精油在微膠囊中所占的比例

增加，釋放速率增加。 

(表三) 不同乳化轉速對微膠囊平均粒徑及囊壁厚度的影響 

 

(圖二) 攪拌速度改變時精油隨時間變化的累計釋放率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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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精油載量的增加，微膠囊的平均粒徑和膜厚也均逐漸減小。從累計釋放

曲線(圖三)我們也可以看出隨著精油載量的增加，釋放速率增大，這與微膠囊的平均粒徑和膜厚

有很大的關係，同時與微膠囊的精油載量有關，精油載量增加，包覆的精油載量增加，精油載量

在微膠囊中所占的比例增加，釋放速率增加。 

 

 

 

 

 

 

 

 

 

 

 

 

 

 
(圖三) 投藥量改變時囊心隨時間變化的累計釋放率曲線 

 

6. 本研究中製備的不同配方組成的佛手柑精油微膠囊，其溶離試驗的結果如圖四所示。因為殼

聚醣是屬於不溶性，而海藻酸鈉為可溶，故在 invitro 試驗中明顯各組成比例的微粒佛手柑精油微

膠囊的釋放行為都是前 1 小時明顯較快，之後則較趨緩和，發現單成份之殼聚醣及海藻酸鈉則屬

一段式 Higuchi，而其餘具有兩成份組成的基材所做的佛手柑精油微膠囊，在釋放行為中都屬於

兩階段 Higuchi 模式，並且都在 1~2 小時中形成轉換點(transition point)，進入第二階段不同釋放速

率，且都有 time lag(延遲時間)形成。 

 

7.結果發現每組不同大小的含佛手柑精油的殼聚醣殼層顆粒的實驗點無法符合一段式直線，而比

較符合兩段式直線，此結果與吾人預測一致，較小顆粒有較小的 lag period 及較大的斜率，和較

小的轉折時間。此顯示出，因為在原點 T=0 時，應該是不存在有任何佛手柑精油的釋放所以吾

人忽略前兩點在每次的釋放行為，因此二段式擴散動力式比他們建議的一段式來得更適合說明此

藥物釋放的行為。殼聚醣陽離子胺基與海藻酸鈉陰離子通過正負電荷吸引，產生瞬時凝膠化作用，

形成聚電解質半透膜，同時，海藻酸鈉可與鈣離子形成不溶於水的海藻酸鈣沉澱，在微膠囊表面

形成一層緻密的保護膜，可增加微膠囊球的強度。氯化鈣質量分率對微膠囊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佛手柑精油微膠囊如圖五所示。 

  



232                       正修學報 第二十八期 民國一百零四年 

 
圖四.佛手柑精油微膠囊溶離試驗 

(A1=海藻酸鈉，A2~A6 分別為海藻酸鈉:殼聚醣=1:5，2:4，3:3，4:2，5:1，A7=殼聚醣) 

 

 
 

圖五.佛手柑精油微膠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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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1.超臨界CO2萃取佛手柑精油設備選擇的條件是壓力為30Mpa和萃取溫度為50 ℃。 

2. 佛手柑精油的水溶性，顆粒大小，顆粒大小的分佈及基材材料的組成顯然的就是影響佛手柑

精油在微膠囊內對外溶離最重要的因素。在本系統得到所有海藻酸鈉/殼聚醣比率製得微膠囊的

佛手柑精油物釋放都呈現出來兩階段模式。 

3. 海藻酸鈉的作用可有效地增加精油的釋放行為，海藻酸鈉的含量越多將使製備的微粒尺寸變

小，釋放速率變小及藥物殘留量減少，所以藥物釋放動力是隨海藻酸鈉含量有關。然而，在 300

～400μm 範圍內的微粒，不論高分子的組成為何其釋放行為的速率都很慢，而小顆粒 40～80μ

m 範圍內的微粒，不論高分子的組成為何，其佛手柑精油的釋放行為都顯示出只有單一階段的擴

散動力模式，另外其他不同大小的微粒則顯示出兩段式擴散動力模式，最後吾人在此系統所製備

的微粒是類似核-殼型的微粒，是受到藥物濃度分佈及顆粒形態等因素所影響。 

4. 海藻酸鈉/殼聚醣親水部分較多的微膠囊，佛手柑精油的釋放機制完全依賴製備膠囊的結構影

響，此研究製備膠囊中佛手柑精油的釋放為一段的 zero-order 的機制，主要因為水攻擊太快，且

顆粒小相對核層太薄，故很快地整個玻璃部分立刻被水攻擊而成 zero-order 的機制，而海藻酸鈉/

殼聚醣親水部分較多的膜則遵循膨潤控制擴散系統。最後希望藉此機制的解析能夠幫助微膠囊在

佛手柑精油控制釋放的準確應用，甚至使用於其他相關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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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影響性研究 

-以美容 SPA 館為例 

 

 

蔡文玲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助理教授 

 

張睿玲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研究生 

 

 

摘  要 

如何使顧客有忠誠度，是美容經營重視的議題。探討顧客忠誠度變項因子有助於了解顧客

的需求與美容企業永續經營的要件。雖然企業形象與服務品質曾被探討會影響顧客忠誠度，然而

消費習慣性較少被討論。本文想探討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三個變項對顧客忠誠度的關

聯性。收集美容 SPA 館的客戶 350 位做問卷調查，進行統計分析，並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潛在

變項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結果發現：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

顧客忠誠度呈顯著正相關。對「顧客忠誠度」影響力依序為「服務品質」、「關係慣性」、「企

業形象」。因此，美容經營者欲提升顧客忠誠度需先強化服務品質，建立關係慣性，再提升企業

形象。 

 

關鍵詞：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關係慣性、顧客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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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Image, Servic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Inertia 

Impact on Customer Loyalty Research 
- A Case Study in Beauty SPA Center 

 

 

Tsai Wen-Ling and Chang Jui-Ling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Cheng-Shiu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beauty business to make the customers loyal.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the loyalty of the customer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ustomer needs and the 

continuity requirements of the beauty business. It has been exploredthat the corporate image and 

service quality will affect customer loyalty, but less likely to be discussed relationship inertia. We 

explored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customer loyalty with the corporate image, service quality 

andrelationship inertia. We collectedthe questionnaires from 350SPA Beauty salon customers, and 

performe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alysis by using the 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We fou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sof corporate image, service quality 

and relationship inertia with customer loyalty. The influence on customer loyalty in rank is quality of 

service, followed by relationship inertia and corporate image. Therefore, to enhance the customer 

loyalty, the beauty businessmen need in advance toenhance their service quality, relationships inertia, 

and corporate image. 

 

Key words: corporate image, service quality, relationship inertia, customer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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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幾年醫學美容相當盛行，美容產品的直銷與網路購物等經營方式，已威脅傳統美容SPA的經

營模式。中小型美容業者在面對競爭激烈的美容市場，要如何吸引自己的忠實顧客，是美容業經營

必須重視的課題。探討顧客忠誠度的變項因子有助於了解顧客的需求與企業永續經營的要件。 

研究顯示影響顧客忠誠度的因子包含服務品質、關係行銷、顧客關係管理，企業形象等。

顧客關係慣性已被研究會影響便利商店與郵局宅配服務行業之顧客忠誠度。然而有關顧客關係慣

性對美容SPA行業之顧客忠誠度的影響目前仍未被討論。 

因此本研究想以薇薇安美容SPA館為研究對象，探討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顧客

忠誠度相互之間的影響。並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潛在變項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

分析檢驗美容SPA館的消費者，在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程度。 

 

貳、文獻探討 

(一) 企業形象 

Reynolds,W.H.(1965)定義「企業形象」為：個人根據已知的企業相關訊息，來形成對企業整

體的概括性認知與評價。然而此企業形象指的是個人主觀知覺所造成，並不一定能反映企業真實

的面貌。Reynolds,W.H.(1965)亦強調所謂「企業形象」的形成會受到篩選作用及擴大作用二種因

素的影響。也就是說企業活動所傳遞給消費者的訊息並不一定會完全地被接收，消費者會對企業

活動所傳出來的訊息加以判斷篩選後,進而擴大形成對企業機構的整體形象。林文傑(2011)的研究

發現顧客心目中之企業形象越高，其顧客忠誠度也會越高。黃美婕(2008)在探討服務品質、創新

能力與企業形象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影響關係時，發現企業形象為顯著影響因子。因此

本研究想了解企業形象是否為美容 SPA 行業顧客忠誠度的影響因子。 

(二) 服務品質 

Murdick 等人（1990）定義「服務品質」為：消費者所認知的服務屬性水準被接受的程度。

蘇雪華(1996) 將服務品質定義為：是一群具有代表性的消費者對於某一服務所認定的長期且呈穩

定的顧客滿意水準。根據美國行銷科學協會(Marketing Science Institute)對服務品質從事大規模的市

場調查指出服務品質為：「一個相當水準，而非絕對的觀念，顧客對企業服務品質是否滿意，乃

決定於其對事前服務品質所抱持的期望(事前期望)，與事後感覺到的服務(知覺績效)之間的比較，

若企業的實際表現高過顧客的事前期望，則顧客滿意高，是屬高服務品質，反之，則相反。」。

陳華峯(2011)的研究發現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終身價值均有顯著正向關聯性。宋玉如

(2014)對兒童美語補習班的研究亦發現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想

探討服務品質是否為美容 SPA 行業顧客忠誠度的影響因子。 

(三) 關係慣性 

Ouellette and Wood (1998)定義「關係慣性」是指顧客的習慣性，一旦習慣形成後，相同的行

為就會持續發生。黃倩伶(2010)以美容美髮商品之網路購物商店為例對於網路商店顧客關係慣性

與滿意度模式之研究中發現：顧客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的有正面影響。廖伯爵(2012)針對企業

形象、品牌權益與顧客關係管理對顧客滿意度與顧客終身價值之影響性研究－以南部壽險公司的

保戶為例，研究結果發現顧客關係慣性對顧客終身價值等研究變項之間有顯著相關性。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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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想探討關係慣性是否為美容 SPA 行業顧客忠誠度的影響因子。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以薇薇安美容spa館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透過自行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二、正式問卷 

本研究以紙本問卷為主，問卷由薇薇安美容 spa 館員工協助發放與收回，發出問卷 360 份，

剔除無效問卷 10 份，有效問卷共計 350 份，其有效回收率 97%。 

三、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分為三個變項與顧客忠誠度及個人特徵等四大部份，分述如下： 

(1)個人特徵：包含性別、婚姻、年齡、學歷、薪資、每月消費次數等六項。 

(2)企業形象：包含「商店形象」、「企業形象」、「企業信用」、等三個構面。 

(3)服務品質：包含「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等五個構面。 

(4)關係慣性:「往來之習慣性」之構面。 

(5)顧客忠誠度:「顧客對於產品之一種再購買或惠顧之意願與承諾」之構面，通常包含了重複購

買、向他人推薦與競爭者免疫程度。  

四、問卷測量題目及信效度分析 

1.企業形象 

變項 
構

面 
題目內容 

因數負荷

量 

解釋變異量

% 

Cronbach´

s 

α 

企
業
形
象 

商
店
形
象 

1.我覺得該美容館在高雄具有高知名度。 0.918 

84.175 0.797 

2.我覺得該美容館在高雄有良好的口碑。 0.939 

3.我覺得該美容館重視客戶權利。 0.907 

4.我覺得該美容館熱心公益並贊助公益活動。 0.907 

5.該美容館客戶有反應意見與申訴的管道。 0.917 

公
司
形
象 

6.我覺得該美容館員工服務態度良好。 0.786 

75.934 0.919 

7.我覺得該美容館的環境擺設相當整潔舒適。 0.898 

8.我覺得該美容館有完善的設施。 0.927 

9.我覺得該美容館可提供完善的服務。 0.898 

10.我覺得該美容館是一家具有專業的公司。 0.840 

企
業
信
用 

11.我覺得該美容館是一家值得信任的公司。 0.916 

89.461 0.961 

12.我覺得該美容館有永續經營的理念。 0.964 

13.我願意與該美容館維持長期的客戶關係。 0.960 

14.我覺得該美容館能提供讓人滿意的商品與服

務。 
0.943 

Cronbach´

s 

α 

0.951 



         蔡文玲、張睿玲：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影響性         239 

                              研究-以美容 SPA 館為例 
 

 
 

2.服務品質 

變項 構面 題目內容 
因數負荷

量 

解釋變

異量% 

Cronbach´s 

α 

服
務
品
質 

有
形
性 

1.我覺得該美容館有現代化完善的設備。 0.947 

89.964 0.972 

2.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設備與所提供的服務相合。 0.951 

3.這家美容館的美容師穿著整潔，儀容端正。 0.953 

4.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環境舒適，寧靜。 0.961 

5.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裝潢設計明亮，溫馨。 0.930 

可
靠
性 

6.我覺得這家美容館在我有困難時能以真誠的態

度來協我。 
0.886 

77.956 0.943 

7.我覺得該美容館能在承諾的時間完成客戶的需要。 0.880 

8.我覺得這家美容館在消費結帳時對客戶所消費

的項目記錄正確。 
0.894 

9.我覺得這家美容館是可靠的。 0.889 

10.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能準時為我服務。 0.887 

11.我覺得這家美容館對顧客的資料記錄正確。 0.861 

反
應
性 

12.我覺得這家美容館很樂意協助並服務客戶。 0.899 

78.234 0.926 

13.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能告知我各項服務的正確時間。 0.945 

14.我覺得這家美容館不會因為正在忙而疏忽回應

顧客問題。 
0.935 

15.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美容師不須請示主管，就

能提供我更好的服務。 
0.872 

16.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能迅速解決我的問題。 0.760 

保
證
性 

17.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讓我很信任。 0.924 

85.541 0.971 

18.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讓我有安全感。 0.949 

19.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能提供顧客安心的服務。 0.950 

20.我覺得這家美容館服務課程符合我的滿意程度 0.942 

21.我覺得這家美容館具有良的服務品質形象。 0.936 

22.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美容師對顧客親切有禮貌 0.916 

23.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美容師具備有足備的專業

知識與專業技術。 
0.854 

關
懷
性 

24.我覺得這家美容館能確實了解我的需求。 0.956 

90.413 0.972 

25.我覺得該美容館會主動對我表示關心和問侯。 0.969 

26.我覺得該美容館會以顧客的權益為優先考量。 0.972 

27.我覺得該美容館的營業時間能夠配合客戶需求 0.902 

28.我覺得該美容館會依據不同顧客的需求提供適

當的服務。 
0.953 

Cronbach´s 

α 
0.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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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係慣性 

變項 構面 題目內容 
因數負

荷量 

解釋

變異

量% 

Cronbach´

s 

α 

關
係
慣
性 

往
來
之
習
慣
性 

1.我已經習慣在這家美容館使用相關服務 0.802 

79.11 0.965 

2.我熟悉這家美容館的作業流程。 0.846 

3.我喜歡熟悉的美容師為我服務。 0.790 

4.這家美容館距離我的住所很近，所以我

會持續跟這家美容館往來。 
0.116 

5.我覺得找尋另一家可信任的美容館是一

件麻煩的事。 
0.762 

6.這家美容館滿足我的需求。 0.891 

7.我覺得該美容館讓我放心說出我的心

事，且讓我的情緒得到釋放。 
0.873 

8.我跟這家美容館合作的關係良好。 0.912 

9.我覺得我已經跟美容師有深厚的感情，

而且會繼續持續去。 
0.933 

10.我的朋友都跟我在這家美容館。 0.819 

11.因為物超所值，所以我會願意為這家美

容館多走一段路。 
0.913 

12.我覺得這家美容館的服務價錢我可以

接受。 
0.901 

13.我很滿意目前的服務與課程，收費也合

理。 
0.904 

14.我長期享有特別的優惠，且滿意目前的

服務。 
0.929 

15.如果更換其他美容館，我覺得不再享有

原美容館提供之優惠服務。 
0.783 

Cronbach

´s 

α 

0.965 

根據上述分析，各題因素負荷量都在.7以上，解釋變異量都大於75％，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α

係數都在.7以上。整體而言，「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關係慣性」等各研究變項的信效度都

已在可接受範圍(7、8)。 

 

五.資料處理與統計方法 

以SPSS 19.0及LISREL統計套裝軟體進行資料分析與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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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樣本結構之描述性分析 

1.個人特徵部分 

性別方面:受測對象中的女性多於男性，女性337人，佔了96.3％，男性13人，佔了3.7％。在

婚姻方面，以已婚為最多，有223人，佔了63.7％，其次是未婚，有127人，佔了36.3％。在

年齡分布以31~40歲和41~50歲為最多，共有270人，共佔77.1％。在學歷方面，以高學歷專科

與大學為最多，有263人，佔了75.2％。每月消費次數，受測對象以每月一至二次居多，有343

人，佔了98％。薪資分布，受測對象的薪資以五萬元以下為最多，有189人，佔了54.0％，其

次為三萬元以下，有83人，佔了23.7％。 

表1個人基本資料特性表(n＝350) 

個人特徵 類別 人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1)男 13 3.7 

(2)女 337 96.3 

婚姻 

(1)已婚 223 63.7 

(2)未婚 127 36.3 

(3)其他 0 0 

年齡 

(1)20 歲以下 1 3.0 

(2)21~30 歲 49 14 

(3)31~40 歲 180 51.4 

(4)41~50 歲 90 25.7 

(5)51~60 歲 23 6.6 

(6)60 歲以上 7 2 

學歷 

(1)國中以下 3 0.9 

(2)高中(職) 66 18.9 

(3)專科 134 38.3 

(4)大學 129 36.9 

(5)研究所以上 18 5.1 

月消費次數 

(1)一至二次 343 98.0 

(2)三至四次 7 2.0 

(3)五至六次 0 0 

薪資 

(1)零元 19 5.4 

(2)三萬元以下 83 23.7 

(3)三萬～五萬元以下 189 54.0 

(4)五萬～十萬元以 下 49 14.0 

(5)十萬元以上 10 2.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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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項分析 

針對本研究受測對象之個人基本資料，進行樣本分布的次數分配與％分析，以求取平均數、

標準差、最大值與最小值等數據，以解釋樣本特性及瞭解受測對象各構面之答題反應集中趨勢與

知覺程度。 

1.企業形象構面之描述性分析 

由表 2 得知，薇薇安美容 spa 館的消費者對企業形象的的認同程度，其平均數為 4.5629，高

於中間值 3，各構面其平均數皆高於中間值 3，顯示受測者對於「商店形象」、「公司形象」、「企

業信用」的認同度程度均高，其中以「企業信用」最高，平均數達 4.7636；其次為「公司形象」，

平均數達 4.6432，再其次為「商店形象」，平均數達 4.3308，顯示出薇薇安美容 spa 館的消費者對

於企業形象有相當高的認同。 

表 2 企業形象之描述性統計表 

構面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商店形象 350 4.3308 0.4757 

公司形象 350 4.6432 0.4184 

企業信用 350 4.7636 0.40235 

企業形象 350 4.5629 0.3753 

2.服務品質之描述性分析 

由表 3 得知，就薇薇安美容 spa 館的消費者對服務品質的認同程度，其平均數為 4.7001，高

於中間值 3，各構面其平均數皆高於中間值 3，顯示受測者對於「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

「保證性」、「關懷性」的認同度程度均高，其中以「保證性」最高，平均數達 4.7890；其次為「關

懷性」，平均數達 4.7863，再其次為「反應性」，平均數達 4.6930，接著為「可靠性」，平均數達

4.6562，最後為「有形性」，平均數達 4.5520；顯示出薇薇安美容 spa 館的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有

相當高的認同。顧客針對保證的因素佔極高的數值，代表美容 spa 館在專業服務的提供，可以增

加其信任度，使客戶願意長期消費的重要因素。 

表 3 服務品質之描述性統計表 

構面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有形性 350 4.5520 0.47947 

可靠性 350 4.6562 0.41488 

反應性 350 4.6930 0.42644 

保證性 350 4.7890 0.38686 

關懷性 350 4.7863 0.39602 

服務品質 350 4.7001 0.36441 

3.關係慣性之描述性分析 

由表 4 得知，薇薇安美容 spa 館的消費者對關係慣性的認同程度，其平均數為 4.3427，高於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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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顯示受測者對於「往來之習慣性」的接受程度很高，平均數達 4.3427，平均顯示出消費者

對於關係慣性的接受度高。 

 

表 4 關係慣性之描述性統計表 

構面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往來之習慣性 350 4.3427 0.48191 

 

三、相關分析 

表5各變項構面與顧客忠誠度之相關 

 企業形象 服務品質 
關係

慣性 

顧

客

忠

誠

度 

商店

形象 

公司

形象 

企業

信用 

有形

性 

可靠

性 

反應

性 

保證

性 

關懷

性 
 

0.282 

*** 

0.303 

*** 

0.362 

*** 

0.324 

*** 

0.413 

*** 

0.470 

*** 

0.469 

*** 

0.459 

*** 

0.508 

*** 

***p<0.001 

 由表5可知，變項相關分析之Pearson值與p值，以表示其顯著相關性。因此「企業形象」、「服

務品質」、「關係慣性」與「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正相關，而其相關數值以關係慣性r=0.508大於

服務品質及企業形象。所以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關係慣性與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關聯。 

 

四、結構方程模式路徑分析 

為了檢視「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性，透過結構方程

模式進行潛在變項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其中「企業形象」以商店形象、

公司形象、企業信用三個構面組合分數(composite score)為觀察指標(observed indicator)，「服務品質」

以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等五個構面組合分數為觀察指標，「顧客忠誠度」

以重複購買、向他人推薦與競爭者免疫程度為觀察指標。「關係慣性」採用合併策略(item parceling)

以平衡取向(item-to-construct balance)方法將原始題目(item)組合成兩個觀察指標。每個變項將第一

個觀察指標的非標準化參數估計值設定為1，做為分析的起始值。在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之前，

先分析觀察指標的偏態與峰度係數，分析結果發現觀察指標的偏態系數S絕對值在-1.457至.953之

間，未大於3，峰度係數K絕對值在-1.832至.87之間，未大於10。因此，採用共變數矩陣作為估計

矩陣，以最大概似法(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來估計模式的參數。分析模式適配度評鑑如表9

所示，路徑模式如圖1所示。 

表6潛在變項路徑分析適配度評鑑 

模式 χ
2
 p df χ

2
/df RMSEA GFI NNFI CFI 

虛無模式 3031.711 ------ 78 ------ ------ ------ ------ ------ 

假設模式 132.566 .000 59 2.247 .064 .937 .968 .976 

理想標準 越小越好 不顯著  <3 <.08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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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表6，假設模式(hypothesis model)與虛無模式(null model)相比較，χ
2
值明顯降低很多，而在假

設模式的評鑑部份，除了受到樣本數影響的卡方考驗達顯著外，其他所有評鑑指標都已達理想門

檻，本研究提出的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影響路徑模式此一假設模式，其

模式品質實已在可接受範圍內。進一步檢視圖1，在測量模式部分，X1、X2、X3代表商店形象、

公司形象、企業信用三個構面組合分數，X4、X5代表關係慣性兩個合併指標，X6、X7、X8、X9、

X10代表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等五個構面組合分數，Y1、Y2、Y3代表重複

購買、向他人推薦與競爭者免疫程度三個構面組合分數。在結構模式部分，「企業形象」、「服務

品質」、「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的路徑係數(path coefficient)分別為γ11 .18(t=2.30)、γ

21.28(t=2.90)、γ31.34(t=4.11)，路徑係數係數值皆達顯著水準，且為正向符號，符合理論預期方向，

表示結構模式適配度(structure fit)良好。此外，「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關係慣性」對「顧客

忠誠度」的聯合解釋量(R
2
)達43%。總言之，對「顧客忠誠度」影響力依序為「服務品質」、「關

係慣性」、「企業形象」。 

 

表 7 模式變項參數估計值 

參數 路徑 非標準化解 標準化解 t 

結構模式(structural model) 

γ11 企業形象→顧客忠誠度 .18 .18 2.30* 

γ21 關係慣性→顧客忠誠度 .24 .28 2.90** 

γ31 服務品質→顧客忠誠度 .36 .34 4.11*** 

測量模式(measurement model) 

λx11 企業形象→商店形象 1 .68 ---------- 

λx21 企業形象→公司形象 1.03 .76 10.01*** 

λx31 企業形象→企業信用 1.13 .74 9.93*** 

λx42 關係慣性→合併指標 1 1 .68 ---------- 

λx52 關係慣性→合併指標 2 .92 .74 7.01*** 

λx63 服務品質→有形性 1 .67 ---------- 

λx73 服務品質→可靠性 1.24 .81 11.80*** 

λx83 服務品質→反應性 1.31 .78 11.48*** 

λx93 服務品質→保證性 1.13 .72 10.74*** 

λx10,3 服務品質→關懷性 1.39 .70 10.50*** 

λy11 顧客忠誠度→重複購買 1 .72 ---------- 

λy21 顧客忠誠度→向他人推薦 1.20 .85 12.38*** 

λy31 顧客忠誠度→競爭者免疫程度 1.31 .75 11.62*** 

*p> .05 **P>.01 ***P>.001 

根據表7，標準化係數都未大於0.95，表示未產生違犯估計(offending estimate)。在結構模式部分，

可以看出企業形象→顧客忠誠度、關係慣性→顧客忠誠度、服務品質→顧客忠誠度等影響方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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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都是正號)，且皆達顯著水準。表示本研究建立的假設模式(hypothesis model)之理論關係受到資

料的支持。就測量模式而言，從因素負荷量估算企業形象、關係慣性、服務品質、顧客忠誠度的

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及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of variance extracted, AVE)。企業形象、

關係慣性、服務品質、顧客忠誠度的組合信度分別為.770、.670、.856、.818皆大於.6。企業形

象、關係慣性、服務品質、顧客忠誠度的平均變異抽取量分別為.529、.505、.544、.601皆大於.5。

表示所有觀察指標(觀察變項)皆足以反映其所建構的潛在變項。所有潛在變項受其建構的觀察變

項的貢獻比誤差所貢獻的量還大，各潛在變項已然具有適當的聚斂效度。 

 

 

 

圖 1 企業形象、關係慣性與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影響路徑模式(標準化解) 

註：+非標準化參數設定為 1， *p <.05 ， 省略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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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建議 

從研究結果發現: 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呈顯著正相關。對「顧客

忠誠度」影響力依序為「服務品質」、「關係慣性」、「企業形象」。在林耀南(2011) 及黃明

政(2004)，研究亦顯示服務品質對企業形象及顧客忠誠度有顯著正相關。而廖伯爵(2012)研究結果

也發現企業形象、顧客關係管理與顧客終身價值等研究變項之間有極顯著相關性，因此本研究證

實「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關係慣性」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性高。 

我們的研究顯示「服務品質」是美容spa行業對顧客忠誠度影響力最強的因子，因此如何加

強服務的專業性與品質保證，是留住顧客的必要條件。再者，美容spa行業需了解顧客的消費習

慣並彈性調整經營策略以適應顧客的消費習慣。最後，美容spa行業必須注重本身的形象維護包

括公司人員的操守與公司信譽維護以及社會責任的回饋。此研究意涵可供中小型美容店家要永續

經營的參考。 

本研究以企業形象、服務品質、慣性關係為自變項，顧客忠誠度為依變項，去探討企業形象、

服務品質、慣性關係與顧客忠誠度之間的關係，然而影響顧客忠誠度的變項因素很多，只選其三

項因素來探討，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針對更多相關變項做探討。再者，由於時間、經費的限制在取

樣上會有抽樣的誤差，僅以薇薇安美容SPA館受訪對象，建議未來在研究上，可以增加更多元性

的變項因素或增加更多的樣本性，以不同角度去探討，使研究更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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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素材 

應用於維多利亞風格之裝飾藝術研究 

 

 

陳玉華、洪繪侖 

正修科技大學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所) 

 

 

摘  要 

本研究藉由試驗中分析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素材在塑膠、銅器與玻璃基底上的應用特色，

主要應用維多利亞時代風格，開創出更新的功能性造型飾品。研究結果發現壓克力顏料在塑膠基

底附著性高，具有淋漓盡致及霧面的復古特質，容易在作品中表現優雅浪漫的平衡感。彩繪凝膠

色調容易掌握濃淡，附著在玻璃上，具有浮雕般的立體感，可呈現蕾絲般的高貴浪漫風格。研究

結果發現希望可做為日後相關研究的參考。 

 

關鍵字:指甲彩繪、彩繪凝膠、壓克力顏料、裝飾藝術、維多利亞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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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ecorative Arts Applied on Victorian Styles 

Using Acrylic Paints and Paint gels 

 

 

Yu-hua Chen and Hui-lun Hung 

Department of Cosmetics and Fashion Styli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Victorian styles by using acrylic paints 

and paint gels on plastic, bronze and glass, and to create functional stylish accessori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adhesion ofacrylic paints on plastic is high, with a matt and retro speciality. It is easy to show 

elegant and romantic sense of balance in art works. Paint gels on glass with a relief-like lace look are 

easy to control the saturation of colors. It appears a noble and romantic look.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may be used as references for related studies in future. 

 

Keywords: nail painting, paint gel, acrylic paint, decorative arts, Victoria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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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彩繪藝術顛覆傳統思維，最小自隨身飾品指甲片、髮飾、服飾，大至傢俱、牆面的裝飾繪畫，

是一項人人可以親手參與製作的生活藝術領域。木器彩繪家黃彥蓁老師提出，體驗世界藝術之美，

透過彩繪的呈現，可以化腐朽為神奇，讓彩繪裝飾功能帶來新意象，喜愛指甲彩繪的藝術家 Alice 

Bartlett 創造出有如羊毛氈質感一般的草皮，把房屋模型常使用到的草粉、小樹或小人等材料，全

部放在指甲上面，在指甲上創造出一個微型世界，不管飾品、配飾裝飾或家居生活空間都能創造

新的流行。 

 

1. 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的進步，時尚整體造型概念的風潮，已被認為是一種藝術的表徵，美甲造型雖然小小面

積，卻已經成為今天的最新趨勢，它的藝術不單單只是在指甲上，亦可以突顯指甲及配飾的裝飾

功能，進而提升美甲藝術的價值與實用性，是精緻時尚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一種具實用性的藝

術品。 

2. 研究目的 

指甲彩繪也可說是臉部彩妝、身上服裝，或藝術裝飾的一種延伸，本研究藉由指甲彩繪與裝

飾藝術功能的創作結合，從中了解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之繪製素材與指甲彩繪繪畫技巧特性，

試驗在塑膠飾品、銅製飾品及玻璃飾品的基底上，結合具有維多利亞風格的花卉圖案，開創出新

的功能性造型飾品，以倡導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結合，期望研究結果發現可做為日後相關研究的參

考。 

3.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針對平面性的繪製素材進行試驗分析。在指甲彩繪素材中尚有 3D 水晶粉雕及 3D

凝膠兩種繪製素材未進行試驗，其主要原因為 3D 水晶粉雕及 3D凝膠為表現立體感之素材，以及

3D 水晶粉雕素材具有化學性對人體及呼吸道有極大的傷害性，因此不在本研究範圍內。在繪畫技

巧的部分，主要應用雙邊漸層、線條及圓點三種技法，因為筆者所要表達的維多利亞風格是矯飾

和浪漫的優雅型態及線條造型元素。 

 

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1) 透過壓克力顏料，探討指甲彩繪繪畫技巧應用於不同基底素材在設計元素之外觀效果特色。 

(2) 透過彩繪凝膠，探討指甲彩繪繪畫技巧應用於不同基底素材在設計元素之外觀效果特色。 

(3) 透過指甲彩繪技巧，以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繪製素材應用於維多利亞風格之飾品系列設計

創作。 

 

二、文獻探討 

 

1. 維多利亞風格〈Victorian Style〉 

(1) 維多利亞風格之形成因素 

維多利亞風格起源自 18世紀英國女王維多利亞所引導的一種流行風，也是英國歷史上最為光輝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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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的繁榮盛世。維多利亞女皇在位期間，受到工業革命發展的影響，經濟生活的富裕，火車輪船

等交通工具的發明，使得各國文化元素被大量交流激盪與運用，有了豐盛的風貎，各國人開始追

逐一種華麗典雅類貴族的奢華風，使得藝術人文得到滋潤，形成了藝術復辟的風格，做為重新詮

釋古典裝飾、揚棄機械理性美學的代名詞，稱為維多利亞風格。 

在這一時期，西方世界的建築以簡潔的形式重現了以往各個時代的古典風格，維多利亞是唯美主

義的真實體現，大量的細部造型元素至今為行業經典。矯飾古典細部配合繁複線板及壁爐，搭配

水晶燈飾、蕾絲窗紗、彩花壁紙、精緻瓷器和細膩油畫，大部分的設計都是裝飾性的，家具採用

曲線的形式，凸出的裝飾和復雜雕飾的框架，石膏的玫瑰、圓形大浮雕以精緻、合理的設計呈現

華麗感，對於手工藝的完好保存，迄今還有相當影響。 

 

(2)維多利亞風格的代表性藝術家 

隨著時代的演進更滲透到工藝美術的範疇，1861 年英國藝術家威廉莫里斯(William Morris)開創了

工藝美術的發展，如果藝術不能與眾人分享，那麼藝術便失去價值，所以威廉莫里斯將工藝帶回

生活之中，為近代設計開啟先河。1862 年萬國博覽會之哥德式家具發展出漆畫、殘柱、柱面凹槽、

幾何鑲嵌物等裝飾性風格(李可欣、蕭美玲，2009)。1880 年代之後，「工藝美術」運動變成了一

個國際運動，鼓勵和推進手工藝傳統，幾乎影響了所有的歐美國家，倡導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結合；

仿中世紀籌組商會，召集同好，並將設計量產，商品領域含括壁紙、掛毯印花設計(圖 1)、教堂裝

飾、家具、玻璃器皿與金銀細工等，是往後歐洲興起新藝術運動的先驅，同時開啟了藝術家多元

性參與設計領域的潮流(何政廣，2008)。強那斯(A. Jones)為水晶宮展覽所設計的椅子(圖 2)，彎曲

的輪廓模仿小提琴或希臘七弦琴的外型。庫克的狂想者(the Daydreamer)座椅在水晶宮展出時頗受

好評，彎曲線條整個外表裝飾著天使、雪片和罌栗花(圖 3)。 

 

 

  

圖 1、摩里斯，蓮花地毯。1992 圖 2、強那斯，椅子。1992 圖 3、庫克，狂想者座椅。1992 

圖片來源：吳玉成、趙夢琳(譯)(2002)。 

現代設計史。南屯縣：台灣工藝研究所。 

 

(3)維多利亞風格服飾 

19世紀初期英國維多利亞女皇提倡束腹，展現婀娜多姿、凹凸有緻、華麗矯飾和優雅浪漫的型態

(葉立誠，2000)。在設計上，愛以繡工精緻的花邊圖騰與花朵構圖，配合大量皺褶裝飾，呈現優

雅又高貴的氣息(邱幸怡、蕭美玲，2009)。上等的蕾絲頗費手工，而且造價不菲，具有高級訂制

的珍貴感。維多利亞時代的女人們都喜歡在領口、袖口、裙擺處露出內衣的蕾絲花邊(圖 4)由此可

見蕾絲在維多利亞時代的重要性，1840年大多用層次的荷葉邊來加寬裙襯，利用人體曲線與布料

在人體上所呈現的感覺，創造出具立體效果之新樣貌(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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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甲彩繪 

(1)指甲彩繪的歷史由來  

指甲與手部保養裝飾，流傳至今已有好幾千年的歷史，不管在任何年代，指尖的色彩造型已

成為整體造型中不可或缺的時尚指標。 

中國古代西元 600年，宮廷流行帶金和銀的指甲油，大約在唐代以前中國婦女就已經出現染

指甲的風氣，婦女們以鮮花汁液染指甲的習俗其中又以鳳仙花為主，故鳳仙花又俗稱為指甲花，

經過連續浸染三到五次，顏色數月都不會消失。西元 1500年明朝皇族將指甲染成黑色或深紅。西

元 1800~1900年中國古代官員用裝飾性的金屬假指甲增加指甲長度，顯示尊貴地位。西元 1990至

今美甲平民化，由於美甲的流行，而出現美甲師與相關美甲產業的興起(o'ail編輯部，2007；顏國

華，2009 )。 

在西洋史方面，西元前 3000年就出現用蜂蠟、蛋白與明膠做的指甲油。西元前 6000~3500年

古埃及人以指甲花將指甲染色，在埃及豔后的墓中，發現一個化妝盒中記載著，塗上"處女指甲油

"以通往西方極樂世界之用。古埃及有嚴格限制，國王和王后才染深紅，平民只能染淡色。西元

1800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維持潔白的指甲，表示不必勞苦工作；使得指甲的保養成為一種

時尚。19世紀末在歐洲發明了為女人修飾指甲的成套器具。1916年，美國引進裝飾性透明指甲油

Max Factor商品，以紅色、深紅及朱紅為當時最流行的顏色。1950~60年代引進色素在指甲油裏，

全球女性不分階層開始迷戀上指甲油並開始正式商品化。1970 年美國牙醫師 Nordstrom 博士，以

補牙的琺瑯粉加上自己研發的配方，研發人工壓克力指甲，亦幫助指甲變得更修長、更美觀(o'ail

編輯部，2007)。1980年代至今由美國到歐洲，流行藝術指甲、人工指甲的發展，並且在日本發揚

光大，(o'ail編輯部，2007；顏國華，2009 )。 

 

(2) 壓克力顏料 

美甲最早的一種素材，1920年一群墨西哥的藝術家為了在建築外牆上繪製壁畫，他們以油彩

和壁畫顏料作實驗，發現兩者皆無法承受室外溫度和天候的變化影響，在 1956年完全以聚合體乳

劑和附屬材料合成的色彩貨色上市，於 1963年以軟管裝的壓克力顏料問世(楊恩生，1990)，至今

壓克力顏料成為一般基礎繪畫的藝術素材，一般基底依透明程度分為透明、半透明及不透明。為

沒有刺鼻味，可溶於水使用，簡潔又便利，乾掉之後表面有塑膠光澤，會形成一層保護膜，具有

防水的功能且價格便宜，是指甲彩繪主要的媒材之一(圖 6)。 

  

圖 4、1830年代女裝。 

圖片來源：葉立誠(2000)：149 

圖 5、1850代女裝下裙呈半圓球型。 

圖片來源：葉立誠(20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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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壓克力彩繪顏料 

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3) 彩繪凝膠 

現代美甲界的新寵，樹脂基底，隨著水晶指甲逐漸被凝膠指甲取代，很多美甲人員不再使用

氣味強烈的溶劑做造型，因此研發出了新的材料，凝膠含有光敏引發劑(Photoinitiator)可以使用 UV

及 LED的光線相互反應，因感光而引發固化，稱為樹脂凝膠(表 1 )，其無毒性與無刺激性化學物

質，輕薄、自然、無味、彈性好、透氣佳、色彩選擇豐富，不影響人體呼吸系統及精神系統，質

感像玻璃般的透亮光澤。在初期凝膠以不可卸硬式凝膠上市，主要成分丙烯醛肌酸聚合物，因為

其成分的結合性比可卸式凝膠成分聚氨酯丙烯醛肌酸聚合物來的強，因此完成後的光澤跟強度都

比較好，聚氨酯丙烯醛肌酸聚合物分子結合性比較弱，雖然光澤度較低，但可以用專用溶劑卸除

是它的一大優點。另外彩繪凝膠又分為-不暈染彩繪凝膠及指甲油膠，兩者材料不同，特性與操作

方法也不同，彩繪凝膠因為它是不暈染凝膠狀態，在未照紫外燈以前都不會暈開，故在繪製圖案

時跟壓克力顏料很像，線條清楚，指甲油膠則是傳統指甲油與凝膠產品之間的新品種混血產物，

它的成形需要像光療膠一樣照燈，但卻要像指甲油般的塗刷，特色是運用凝膠的黏附力，取代了

傳統指甲油容易斑剝的缺點，又運用了指甲油容易塗刷且色彩飽和的特性(小笠原彌生，2010)。 

 

表 1 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繪製素材之特性比較 

特性 

繪製素材 
基底 成型方式 製作時間(分) 持久度 

壓克力顏料 形成保護膜 乾、濕法 平均 30~60 分鐘 可維持 2~5天 

彩繪凝膠 Q軟，不易變黃，

晶透光澤 

照燈固化 平均 60~180 分鐘 可維持 3~5周 

 

凝膠燈市面上分成三種類型，一般較常見的是傳統 UV 燈，因為較笨重及長期使用需換燈管

的頻率非常高，後期發展 LED 燈與 CCFL 冷光燈，照射速度更快。CCFL為冷陰極管的英文簡稱，

全名為(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 ，由於冷陰極燈管不使用燈絲，無燈絲燒斷或摔斷問題，

故比一般燈管壽命更長。LED 燈波長 405mm，燈泡具環保、節能及不影響健康等特性，可避免紫

外線對皮膚和眼睛的傷害，更適合敏感肌膚或怕曬黑的肌膚。且照射時間縮短，可減短製作指甲

的時間並提高工作效率(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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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凝膠燈性能分析 

性能 

凝膠燈 
平均固化時間(秒) 溫度 適用凝膠 使用壽命 價格 

傳統 UV燈 120~180秒 高 不挑膠 燈管約 3-5個月個月 低 

CCFL冷陰極光燈 120~180秒 低 UV膠 8000~10000小時 中 

LED 燈 10~20秒 低 LED膠 10000~20000小時 高 

 

三、創作方法 

 

本研究之創作形式是以文獻整理歸納法針對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和維多利亞風格進行文

獻探討，並歸納分析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的繪製素材特性，以此繪製素材特性為學理基礎架構，

進而從實務試驗中分析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應用在塑膠飾品、銅器飾品及玻璃飾品上的技巧，

形成可資應用的作品創作步驟。 

本研究主要針對平面性的繪製素材進行試驗分析。在指甲彩繪素材中尚有 3D 水晶粉雕及 3D

凝膠兩種繪製素材未進行試驗，其主要原因為 3D 水晶粉雕及 3D凝膠為表現立體感之素材，以及

3D 水晶粉雕素材具有化學性對人體及呼吸道有極大的傷害性，因此不在本研究範圍內。在繪畫技

巧的部分，主要應用雙邊漸層、線條及圓點三種技法，因為筆者所要表達的維多利亞風格是矯飾

和浪漫的優雅型態及線條造型元素。 

 

1. 創作技巧種類 

從指甲彩繪領域中，可歸納出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兩種繪製素材，雙邊漸層技法、線條技

法及圓點技法三種繪畫技巧，分別試驗在塑膠飾品、銅器飾品及玻璃飾品三種基底上，進行試驗

與分析，並探討其特色。下列的技巧試驗以代表維多利亞的玫瑰花為試驗圖案，外觀效果以設計

元素中的色彩、線條及質感分析其特色。 

2. 創作技巧試驗 

(1) 雙邊漸層技法 

利用平筆兩側的角分別沾淺色調與鮮豔色調(圖 7)，在調盤上來回塗刷數次，調出雙邊順暢的漸層

(圖 8)，運用平筆技法所延伸的彩繪技巧，在玫瑰花描繪時每種畫法都有不一樣的筆式拿法、方向

與力道表現，例如：以畫 C 的半月筆法畫出玫瑰花的中心花蕊(圖 9)，兩側花瓣利用轉筆的方式

畫出半月形狀(圖 10)，收筆時慢慢讓筆尖離開畫面，已呈現花瓣完美的弧度。依序上面的方式重

覆描繪加強花瓣的漸層及鮮明度，再以花瓣外圍的顏色加強其線條的立體感，葉子的畫法方向分

為，左右或上下畫出半圓的方式結合，收筆時可稍微拉長後提筆，最後以點筆沾取適量的繪製素

材，點出奔放狀的小圓點，讓整體更加優雅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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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繪凝膠 

以彩繪凝膠繪製塑膠基底時，色彩柔和，線條也顯得平順，質感上呈現較有光滑感，整體有如轉

印貼紙般的外觀效果。然而如果將其繪製素材應用於銅器基底時，色彩呈現淡薄色調，線條也變

得平順許多，整體的質感顯得晦暗。玻璃基底繪製在彩繪凝膠的色彩鮮明，線條銳利，所以在繪

製蕾絲線條時，沾取量要少，筆觸要輕，繪製蕾絲花繪時加強其輪廓線條，在輪廓內側利用輕微

的筆法繪製層次，表現其蕾絲的簍空、浪漫及華麗感。 

(3) 圓點筆法 

圓點在彩繪構圖中，是一項不可或缺的技法，利用不同大小的圓型點筆成以垂直，方向，沾取繪

製素材就可以輕鬆點繪完成，使整個構圖生動、活潑、賦予生命力，是必備的元素之一。圓點在

塑膠基底、銅器基底及玻璃基底的繪製中，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像配角又像臨時演員一般，表現得

過多顯得俗氣，擺放位置不佳或過大、過小，都會顯現出像路人甲一樣的不被重視。 

� 壓克力顏料 

壓克力顏料在塑膠基底上，因為基底本身具有輕微顆粒感，故圓點的色彩表現較鮮明又有平順感，

整體的圓，乾後感覺比較晦暗。在銅器基底的試驗上，因材質毛細孔粗大，基底本身的底色及彩

的凝聚力高較有鮮明感，外輪廓線條卻比較平順，質感也較晦暗。玻璃基底光亮所呈現的色彩也

比較鮮明，因玻璃的材質特性，所以線條平順、質感也更光滑。 

� 彩繪凝膠 

以彩繪凝膠繪製素材表現的圓點，在塑膠基底上，因基底本身沒有光透感，但是吸附力強，色彩

鮮明不在話下，其線條柔和又附有光澤，所呈現的圓點質感也比較光滑。在銅器基底的試驗上，

色彩一樣鮮明，線條平順，質感也提升較有光滑度。然而在玻璃基底上試驗效果顯然有一些些差

異，不僅色彩鮮明外，線條也比較銳利，因此光滑度會更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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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不同的繪畫技巧、繪製素材及基底試驗在色彩、線條及質感之外觀呈現。 

註：色彩陳述依鮮明、柔和及淡薄敘述；線條陳述依銳利、平順及模糊敘述；質感陳述依光滑、霧面及晦暗敘述。 

 

從以上的試驗中，可以分析出壓克力顏料因為素材表面本身具有輕微顆粒感，在塑膠基底附

著性高，加上顏料與水調和之後應用雙邊漸層法繪製，具有淋漓盡致及霧面的復古特質，容易在

作品中表現優雅浪漫的平衡感。 

彩繪凝膠因為材質細緻，色彩比較鮮明，並且線條的表現張力也具有柔軟度，可隨著筆觸輕

重彰顯其銳利、平順與俐落的光滑特色，容易掌握色調的濃淡，利用薄刷方式呈現材質的輕柔感，

厚刷可呈現厚重的肌理。因為彩繪凝膠色調鮮明、延展性高的原因，將它附著在玻璃上時，產生

具有浮雕般的立體感，在玻璃上設計圖案時，繪製花朵與線條的層次感，再利用圓點表現連接性，

可呈現蕾絲般的高貴浪漫風格。 

 

四、創作成果 

創作作品有三段式設計法，第一階段為構想階段(ldea)，以創作理念進行創意設計；第二階

段為發展階段(Development)，將創作理念結合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繪製素材，並應用雙邊漸

層、線條、圓點繪畫技巧；第三階段進入表現階段(Expression)，將設計理念與創作技巧結合，

完成獨創性的系列成品，創作成品分為愛戀古典裝飾系列與夢幻天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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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愛戀古典裝飾系列 

設計理念 

靈感來自於維多利亞風格，它給人高貴華麗的完美第一印象，將舊年代的流行概念融入本創

作的設計當中，以代表維多利亞風格的玫瑰圖案為繪製重點，將復古具有弧度的線條設計元素融

入玫瑰花卉中，並與現代時尚結合，重現英式古典裝飾風華。在古典與現代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進而形成蔚為流行的復古風潮。 

 

愛戀古典裝飾系列 1 

技巧操作步驟：打底→調色→繪製 

(1) 打底 

壓克力顏料介於水彩與油畫之間，操作便利，是一般基礎繪畫的藝術素材，應用在塑膠基底

表面，黑色顏料為背景底色，利用海綿沾取適量的黑色繪製素材，海綿表面附有彈性及輕微空隙，

在手機殼上均勻的來回輕拍至形成霧狀表面，目的是讓底層表現出復古效果。 

(2)調色 

再沾取淺色調與鮮豔色調，調出雙邊漸層，以增加花瓣的層次感，依序畫出 C 型的半月形，組合

成花的形狀，以淺色在上、鮮豔色在下的方式，反覆繪製幾次，目的讓顏色融入塑膠基底內。 

(3) 繪製 

紫色是優雅、浪漫帶有高貴、神秘及高不可攀的感覺，富含華麗浪漫裝飾的色彩，以雙邊漸層筆

法，繪製玫瑰花朵在手機殼，側面線條由重至輕而後提筆結束，目的是呈現花瓣立體厚度的視覺

效果，含苞的花朵代表維多利亞的時代背景，展現婀娜多姿、凹凸有致的設計感，翠綠的葉子陪

襯在玫瑰花旁具有畫龍點睛的效果，最後搭配優雅生動的小圓點，在手機殼上具有裝飾性特色(圖

11)。 

 

 

圖 11、愛戀古典裝飾-系列 1 手機殼 

作品尺寸:1.5cm*14.8cm*8.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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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戀古典裝飾系列 2 

技巧操作步驟：打底→繪製 

(1) 打底 

    銅器的古銅色項鍊、戒子及髮簪基底座，因附有凹槽的表面，搭配復古仿舊造型外觀，

以黑色壓克力顏料繪製素材打底，呈現色彩柔和，目的讓底色平滑且均勻，素色背景更能襯

托具復古感的花朵。 

(2) 繪製 

    應用淺色色調及鮮豔色調依雙邊漸層法繪製玫瑰花瓣(操作方法與系列一相同)，項鍊花款

特別增加五瓣花圖案，增添構圖及色彩的豐富性，花心以圓點筆法點繪，以增加花的生命力，

利用線筆筆法勾勒框邊曲線增添延續性；為整組協調的搭配，甲片的構圖沿用項鍊、戒子及

髮簪的圖案，營造出古典與現代感共存的系列造型飾品創作(圖 12)，在小細節上添加設計感

賦予每件作品獨特的風格，呈現的整體畫面更加生動且具有生命力。 

 

 

圖 12、愛戀古典裝飾系列 2項鍊、指甲片、戒子及髮簪 

作品尺寸：0.3cm*3cm*18.5cm、0.4 cm*6.5cm*4.6cm、 2.2cm*1.9cm*2cm、0.4 cm*2.1cm*8.1cm 

 

2. 夢幻天使系列 

設計理念 

以維多利亞的秘密品牌，魅力、浪漫與時尚早已人所共知，性感是维多利亞秘密 (Victoria‘s 

Secret) 的代名詞。蕾絲與生俱來擁有一股貴族氣息，利用蕾絲勾花與蕾絲凹凸彎曲的粗細線條給

人低調奢華及性感的感覺，蕾絲與花的運用也是恰到好處，是一種以繁複的鏤空花紋為特點，形

成具有鏤空勾勒線條的特性，線條在造型上常扮演重要角色，包括線條的粗細、長短、曲直、方

向和力道，都會影響造型的美感，加入繪製素材及裝飾基底的現代元素與線條技法打造純白高雅

的藝術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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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天使系列 1 

技巧操作步驟：構圖→繪製 

(1) 構圖 

以心型玻璃的弧度線條作為架構，從側邊延伸S形較之平行斜線更富動感，有一種延伸的韻律美。 

(2) 繪製 

透明的心型玻璃基底，以白色彩繪凝膠繪製素材，利用細線，線筆筆法畫上具有深濃色及淺

色的線條，目的讓相同的色彩具有不同的深淺效果，無筆觸痕跡、不泛黃，且富有彈性與厚度，

勾勒出有如蕾絲般的彎曲花瓣，背景菱格交錯的線條配置，外輪廓搭配彎曲矯飾的粗細線條設計，

過程中運筆及穩定度極為重要。圓點筆法的表現技法以大小不一之白色實心的圓點繪製，點出層

次感，增加其蕾絲的豐富性及律動性。 

 

圖 13、夢幻天使系列 1 

作品尺寸：3.3cm*7.9cm*8cm 

 

夢幻系列系列 2 

技巧操作步驟：構圖→繪製 

(1) 構圖 

將畫面分成九宮格，依序將不同大小的花款及線條以不規則的方式編排設計。 

(2) 繪製 

利用線條筆法之繪製的力道與方向，表現線條的長短粗細及不同的形狀，大小不同的線筆勾

勒綿密及性感的鏤空線條，以製造線條的細膩及彎曲形狀，宛若水波流動紋路，佐以光澤硬殼設

計，呈現無法忽視的驚艷視覺，最後以施華洛鑽黏貼局部，增加低調、奢華及性感的魅力。 

 



     陳玉華、洪繪侖：壓克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素材應用於維多利亞風格之裝飾藝術研究     263 

 

 

 

夢幻天使系列 3 

技巧操作步驟：繪製 

(1) 構圖 

選用塑膠透明長型甲片為基底，並在每片甲片中，先將大小不同的鏤空蕾絲花，以曲線的柔和線

條排列，其他空白處再將網狀線條填滿，形成有如蕾絲般的優雅質感。 

(2) 繪製 

以線條筆法繪製高貴優雅的蕾絲花紋，是一種以繁複的鏤空花紋為特點，形成具有鏤空花的

特色，繪製方法與夢幻天使系列 1、2相同。 

 

圖片 16、夢幻天使系列 3、甲片設計 

作品尺寸：1cm*5.6cm*5.5cm 

 

五、結論與建議 

壓克力顏料隨手可得，操作便利，是一般基礎繪畫的藝術素材，應用在塑膠基底表面，色彩

的鮮明度極高，線條的表現相對較平順，整體的質感呈現霧面般的古典風格；而銅器基底因附有

凹槽的表面，所以呈現色彩柔和，線條也比較模糊及晦暗，因此整體呈現復古仿舊風格；玻璃基

 

圖 15、夢幻天使系列 2、 鏤空手機殼 

作品尺寸：1cm*6cm*11.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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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試驗中色彩鮮明，因為表面的光亮質感，線條的銳利表現不及塑膠基底霧面的質感，然而玻

璃的透明感特質，整體的質感表現較現代感，因此，壓克力顏料繪製於塑膠基底及銅器基底，其

線條平順，整體呈現復古風格。 

彩繪凝膠色彩豐富、無筆觸痕跡、不泛黃，且富有彈性與厚度調整效果，在塑膠基底上，色

彩柔和，線條平順；在銅器基底上色彩淡薄，線條平順；雖然兩種基底的質感都相較有光滑度，

但是其色彩及線條都不是最佳的選擇。然而在玻璃基底上不僅色彩鮮明外，線條也比較銳利，具

有光滑的表面，所以在整個作品的表現上更加提升其現代的時尚感。 

將舊年代的維多利亜風格流行概念融入本研究的設計當中，舊時代的設計元素與現代流行時

尚結合，在古典與現代間取得微妙的平衡，進而形成蔚為流行的復古風潮。將花朵與蕾絲以壓克

力顏料與彩繪凝膠繪製素材進行繪製，藉由不同基底設計繪製技法，依序完成圖案繪製，這個概

念的重要性與指甲彩繪不謀而合，藉著工匠性格以及靈活的手工藝，也塑造出感覺各有千秋的裝

飾藝術功能性商品，將以上的基底飾品和繪製素材的應用帶入生活美學，鼓勵大家用工藝、作工

藝，讓台灣裝飾藝術工藝更加生活化。 

裝飾藝術需具有其獨特性，當今的彩繪風貌不離兩大主軸：傳統技藝的傳承學習和當代藝術

畫家個人風格的展現，本次研究範圍，僅以壓克力顏料和彩繪凝膠的平面技法進行試驗，期望未

來以此技法延伸至立體設計，也將裝飾藝術之素材開闊更多元性的實用功能，研究結果發現希望

可做為日後相關研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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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之研究 

 

 

林廷華 

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摘  要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三位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特性及影響實際知識發展因素

等，以質性研究中生命史(life history)作為研究方法，透過深度訪談及文件分析等方式蒐集資料，

研究進行大約兩年，所得研究結果如下：1.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呈現循環的階段性，

包含摸索期、鞏固期、信心期等階段。2.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形成「困境→挑戰→突破」

向上循環機制。3.實際知識發展始於實際教學經驗，反省教學是促進實際知識發展的關鍵。4.資深

幼兒教師教學關注幼兒興趣與需求，實踐幼兒本位教育。5.實際知識發展深受個人及組織因素之

影響，其中有些因素有助於教師實際知識的發展，也有不利因素導致教師實際知識出現停滯困頓

現象。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對幼兒教師、幼兒園及師資培育機構等建議。 

 

關鍵字：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生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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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Practical Knowledge 

for Experienced Preschool Teacher 
 

 

Ting-Hua Lin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Care and Education 

Cheng Shiu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833, R.O.C.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ree experienced preschool teachers, characteristic,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with life history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Th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and document analysis. Following results were found after two years of research: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of the three preschool teachers was not linear, but 

the cycle of stages. From novice to experienced teacher, they all went through the stages of groping, 

consolidation, and confidence. Each stage contains a "hardship → challenges → breakthrough" 

mechanism, and which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began at the actual teaching experience, and the reflective teaching 

was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to promote self-growth. The teaching of experienced preschool teacher 

concentrates on the interests and needs of children.The educational of child-centered approach was 

practiced.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al knowledge was affected by personal and organized factors. 

 

Key words: experienced preschool teacher, practical knowledge, life history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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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回顧多年教學生涯，從在職學生身上察覺她們對理論知識在其教學工作的有限性，促使我覺

知反省自己親身進入幼教現場一窺究竟，故於博士論文的前導性研究走進幼兒教師日常教學生

活，這趟探究之旅讓我意外發現幼兒教師心中對其實際教學有明確腹案，輕易地掌握教學相關事

務，對自己「為何而教？教什麼？如何教？」等問題發展一套看法與觀點，以及她們的教學行為

與其內在思維存在著密切關係。面對此景，不禁令我深思指引幼兒教師日常教學只是經驗堆積？

以往培育機構所學的理論知識全然派不上用場嗎？那麼支持她們實際教學的真理、基礎或原則又

會是什麼呢？上述疑問開啟我探究教師實際知識領域。 

從專業發展觀點，教師成熟、成長與專業社會化，往往是實際教學工作後才逐漸形成（財團

法人李連教育基金會，2003），師資培育機構只能培養半個教師(half teacher)，根本無法掌握教師

日後專業發展（孫國華，1997）。顏國樑（2003）認為教師被視為專業人員，也是發展中的個體，

仍需持續學習與成長。教師在實務工作的學習或獲得實際知識，多是發生在真正從事教職工作（郭

玉霞，1997），主因是師資培育課程所教授的理論知識，不同於實際教學需要，且理論知識轉化

必須在某條件或情境脈絡下才得以應用。完成職前教育階段教師，雖具備教學專業知識，對實際

教學完全是新手上路，此時正是教師開始學習教學工作的起步。Shulman(1986)認為將工作經驗所

累積的原則、慣例及有效做法加以整理分析而成「行動中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in-action)，

亦即眾所公認的實際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實際知識不僅是無聲知識也是未曾公開表達與陳

述的知識，不容易直接被教導，而是透過慢慢吸收所獲得。 

受到傳統實證主義影響，知識必須經過客觀、嚴格標準程序的檢驗才符合知識條件。實際教

學被視為處理「雜務」(triviality)，經驗性內容無法構成知識體系(Good, 1990)，現場教師不具合

法地位表達專業聲音，他們極少有機會公開發表個人專業經驗(Butt, Raymond & Yamagishi, 1988; 

Diamond, 1992)，尤其是幼兒教師，也少有研究者分析或紀錄她們的教學故事(Ayers, 1989)。幼兒

教師在教學崗位扮演著自己角色，詮釋自身教學生命故事，隨著時空交錯，她們身處其特有文化

社會脈絡，加上實際知識具有草根性、歷史性及特殊性等，夾雜著教師生命史而形成個人化教學

風格與特色。張純子（2014）研究發現個案教師所形成的實際知識，與其不同階段的教學實務關

係密切，不論是教育信念的衝擊與專業知識的精進，皆是在教學歷程中發現。教師個人與環境都

將隨著時空改變而產生內外在變化，教師在特定社會脈絡與心理狀態之下，極有可能從相同轉變

為不相同，同時教師生命史有型塑特定的文化與歷史（陳美玉，1996）。每個生命歷程與故事內

容是與個體所處環境緊密連結，故事情節通常反映著當時社會情境與文化價值，生命故事獨特性

表露無遺（熊同鑫，2001）。據此，若能探究幼兒教師從新手逐漸邁向資深階段，漫長生命歷程

中實際知識轉折與發展脈絡，此研究問題的理解有助於建構本土化幼兒教育理論，同時引發現場

教師珍視個人實際知識，進而影響專業文化建構。 

從教師專業發展觀點而言(Burden, 1990; Katz, 1972; Vander Ven, 1988)，資深教師養成不易，

需長時間的醞釀與培養，且經歷不同發展階段，每個發展階段隨著個人經歷、生活境遇、教學經

驗、工作動機及反省能力等因素影響，逐漸形成發展豐富、精緻及有組織性實際知識。教師專業

發展就是一種改變，涵蓋了個人想法、理論與實務等(Jenlink & Kinnucan-Welsch, 2001)，張純子

（2014）認為幼兒教師面對改變歷程時，必須面臨認知、情感、價值與技能的抉擇，實際知識能

將教師主觀思想呈現，並實踐在從初任到專家教師的行動脈絡。綜觀國內實際知識研究，多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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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重點聚焦初任教師及實習教師實際知識內涵、結構、來源、形成及影響實際知識的因素（王鳳

仙，2001；王博成，2002；王雪萍，2003；池叔樺，2001；谷瑞勉，2001；林育瑋，1998，1999；

郭玉霞，1997；陳國泰，2000，2003；陳雅美，2000；萊素珠與許雅惠，2004；黃瑞琴與張翠娥，

1991；羅明華，1997）。上述研究關切教師「當時」教學實況，對教師如何從「過往」新手逐漸

蛻變成資深教師則較少探究，幼兒教師在此漫長時間生命歷程中，其實際知識如何發展？她們經

歷什麼樣轉折過程而成為現今的樣貌？以及影響著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何？實

有加以發掘與探究的必要性。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個案教師從新手至資深階段其實際知識發展歷程。 

二、瞭解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特性。 

三、剖析影響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之因素。 

四，根據研究結論與建議，提供幼兒教師、幼兒園及師資培育機構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近來對傳統學術研究的反思，逐漸肯定教師在課程實踐的貢獻，並視教師為「使用－發展者」

(Connelly, 1972)。Webb(1995)認為教師確實知道自身教學工作，以及知道如何瞭解教學問題，且

能從經驗與反省中作為有知識的主動個體。欲了解教師在教室脈絡的專業自主性角色與教學真

相，實際知識探究將成為最佳窗口，以下針對實際知識相關議題進行探討，現分述如下： 

一、實際知識之意義 

實際知識是由實務工作者累積的智慧，並加以分析、歸納、組織而成隱性知識 (tacit 

knowledge)，這是教師實踐智慧，指引著實際教學的重要準則。實際知識是教師所擁有技能與知

識，內隱程度高，屬於主觀認知知識，透過個人經歷與思考獲得，強調創意與自由思考，不易以

語言或文字方式傳達他人。這是一種「知道怎麼做的知識」(know-how)，此為個人做事能力（吳

政達，2001），即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經驗性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行動中

知識(knowledge-in-action)，以下說明教學實際知識的意義，如表一所示： 

表一  教學實際知識定義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代 定義 

Elbaz 1983 認為教師在教學時，其所運用知識不完全相同於理論知識，而是具有解決當前教學事務的

實際性功用，理論知識必須在其他條件配合下才能得以轉化應用；此知識是教師結合個人

的價值、信念，統整所有的專業理論知識，並依照實際情境為導向，Elbaz 稱之為「實際

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 

Clandinin 1985 強調「個人」取向，關注個人的個性、過往與未來的獨特性，此種知識具備「個人化」的

特質，是信念的集合體，包含有意識的、無意識的，來自於經驗、親近的人、社會及傳統，

並呈現在個人行動中，故稱為「個人實際知識」(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王秋絨 1991 是教師在面對實際教學情境時，所發展出與教學情境有關的一系列想法或行動規則；而這

種想法或行動規則，可作為個人思考教學或決定教學內容，以及如何進行教學之參考。 

黃瑞琴與 

張翠娥 

1991 一種實施中的教學理論，並呈現在教師實際的教學活動流程，藉以持續地處理當前教學情

境所發生的問題。 

郭玉霞 1997 指與教學及其相關實務有關的知識，以及經由實務經驗所獲得的知識。 

陳國泰 2000 是教師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爲使教學順暢或解決眼前的教學難題而結合理論知識與實務經

驗、人格特質與社會情境，進而在行動中所產生的一種有效教學之實用性知識。 

張純子 2014 是幼兒教師教學實施時所援引的各種知識，實務知識形成是教師進入教學現場持續從經驗

中反省、修正，建構而獲得。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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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實際知識是指教師在教學情境脈絡，統整過去實務經驗、專業知能與素養、信念

價值等，主動對教學情境進行思考判斷與知識轉化後，所建構形成個人化行動知識，此知識不全

是理性思考產物，包含個人感性成分，其形成與發展是為了解決當前教學問題，以利教學活動順

利進行。在堅信主動性與主體性前提下，強調在教學情境中「邊做邊學」，並自行建構、檢視與

修正而獲致的實用知識。本研究所定義實際知識是指幼兒教師在真實教室情境，從事有關教學活

動，爲了解決當前教學窘境或使教學活動順利進行，而融合理論知識、實務經驗、個人教育理念

與生命史等，進而在行動中主動建構的知識，並將此知識實際運用到教學工作，此知識為教師在

個人自主意識下所融合統整而成，頗具個人化的特性。 

二、資深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特色與歷程 

資深教師通常是指具備豐富的教學經驗與教學知識背景，並能表現出教學的專業決定（陳桂

蘭，2002）。初任教師是無法完全扛起教學責任，需要五年的教學經驗才足以有能力承擔全職教

學工作（谷瑞勉，1999）。基於上述，本研究所稱資深幼兒教師是指教學服務年資達五年以上經

驗教師，在研究中三位資深教師年資分別為八年、十五年及十八年，且實際服務私立立案幼稚園

或托兒所，並擔任專職教保工作的合格幼兒教師或合格教保人員。教師每天如實地在教室生活

著，不斷與環境中人、事、物互動與交錯，置身於變動、不穩定及無法預測的氛圍，其信念、價

值、知識及行動也持續發生質變。教師有著實現理想教學的抱負，隨著經驗累積所帶來蛻變，造

成新手與資深教師在教學實務之差異。以下從相關文獻論述，試圖瞭解資深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的

特色及過程： 

（一）資深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特色 

資深教師擁有豐富教學知識背景及教學技巧熟練，發展階段可能處於成熟階段(the maturity 

stage)(Burden, 1990; Katz, 1972)，研究發現新手與資深教師在知識、思考與教學行動確實有「質」

的不同(林進財，1999；Berliner, 1987)。資深教師教學具多樣化、靈活性及彈性，並運用多種教學

型態，例如：師生問答、討論、示範實驗、實務展示及錄影帶觀賞等（張賴妙里，1999；劉麗玲，

2000），他們擁有豐富學科知識(Leinhardt & Smith, 1985; Leinhardt, 1989)，較能統整課程知識並

將新知識與學生舊知識、舊經驗結合，使學生學習更具意義(Leinhardt, 1989; Westerman, 1991)，

能因應學生的回答，提供相關訊息並引導學生進行思考(Ropo, 1987)。他們與學生互動性高、彼此

相處融洽及以學生為中心（張賴妙里，1999），多以內心式教學計畫居多，因應教學情境修改原

本教學計畫，也會從學生角度思考與分析學習活動（王美晴，1995；Westerman , 1991）。資深教

師具有較好班級經營策略，能有效控制班級秩序及課程進度（楊永華與邱文純，1994），並能依

照學生年齡與能力彈性調整班級管理措施（簡紅珠，1996），轉換時間較少(Leinhardt, 1983)，能

將所有時間充分運用在教學上(Tochon, 1990)，並能適當建立日常例行事務(Kay, 1986)，對班級經

營心態較為鎮靜平穩且從容不迫（谷瑞勉，1997；蔡淑桂，2004），同時專業發展較佳、批判反

省意識較高、與同儕相處互動較好、問題解決能力較優，且服務年資越久者，其自我角色知覺較

佳（許芳懿，1996），他們藉著深度反省與個人經歷，可達到 Katz(1972)所言成熟階段，對「做

什麼？要怎麼做？為何這樣做？」等問題深具信心（谷瑞勉，1999）。資深教師具有精細基模、

整合與監控能力(Gage & Berliner , 1984)，對特殊教學事件解讀會與相關事件、情境脈絡做連結

(Erickson, Tomas, Pelissier & Boersema, 1985)，能知覺教學環境有意義訊息，例如：臉部表情、行

動與聲音(Corno,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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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深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 

以下從相關文獻整理教師從新手到資深階段實際知識發展過程，如表二所示： 

表二 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一覽表 
研究者 年代 研究結果 

谷瑞勉 1999 精熟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過程有五階段，分別是：1.教師中心階段；2.重新定位學前教育及學

習新知；3.工作獲得肯定、全力以赴及思索未來；4.嘗試從事創作、返校進修、堅持專業自主理

念、重新認識幼兒；5.規劃現況與未來、開拓自己其他的能力、從事研究及協助其他教師。 

陳桂蘭 2002 資深環境教育教師教學實務發展有五階段，分別有：舊課程教學階段、新課程標準教學階段、田

園實驗教學階段、再成長階段及經驗分享階段。此外，在教育主體上，已由「教師中心」轉變為

「學生中心」；在教師知識的運用上，由「學科知識」轉變為「學科教學知識」；在教學表現上，

由「教學技術」轉變為「教學實踐」。    

吳淑雯 2003 資深國小教師從新手到資深的專業發展歷程，每一專業發展階段都經歷不同教學事件、教學特色

與關注。每位教師的發展時間長短各有差異，但是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生手適應期、經驗成長期

及專家成熟期等階段。在生手適應期，對教學教材的不熟悉、缺乏輔導學生知能，經由不斷學習

而逐漸邁向經驗成長期，以及具備多元專業知能的專家成熟期。 

黃文娟 2003 資深幼兒教師教學形成的五個階段，分別是：1.新手期，此期主要是帶班與園所環境的適應及人

際溝通的學習；2.求生期，此期主要關注焦點在於沒有教學自主權、工作環境散漫氛圍以及人際

互動的問題；3.停滯期，此期在教學表現上呈現自我封閉與沉淪；4.再生期，此期出現重大轉折，

從自我懷疑到自我肯定醞釀，而重新界定教學理念與目標；5.強化期，此期教學的焦點，先是在

教學探索中而產生信心危機，而後透過幼兒的回饋、處理個別幼兒問題漸增信心，甚至獲得教學

績優獎項。 

張純子 2014 資深幼兒教師信念與實際知識發展歷程，分別是：1.養成期，對「好」老師圖像模糊且自覺專業

不足；2.萌發期，未獲認同「主題教學」及理論與實務的衝擊，孕育「多元智能」信念，實際知

識大展身手；3.征戰期，同流「教師主導」且遭同儕排斥「幼兒本位」信念，搭班教師難突破「行

政舊習」，自我反思教學知識需精進；4.蛻變期，觀點與角色轉換而教學隨之改變，「實際知識」

活用的新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歸納上述有三：1.資深教師回溯教學生涯，其發展歷程呈現階段性，每一階段有其心理需求、

教學特色，此發展階段特色可提供本研究探究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的基本認知。2.教師所處特

定情境脈絡與個人因素，對實際知識發展具有關鍵性影響力，故不容忽視環境及個人因素對實際

知識發展的影響性。3.教師隨著經驗累積，實際知識不斷地逐漸發展，在課程與教學、班級經營、

關注焦點、學習者需求、親師互動、角色定位、師生互動等出現轉變，致使教師獲得學科教學知

識、純熟教學技巧、掌握學生學習本質、教學資源運用及嘗試理論與實務驗證與融合，此面向提

供探討新手蛻變為資深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的重要訊息。 

三、影響實際知識發展之因素 

將教師實際知識視為是生活故事所構成時，有必要瞭解教師生活型態，其原因是教師所處生

活環境包括學校內、外生活(Clandinin & Huber, 2004)。莊筱玉（2006）指出教師專業知識建構受

到專業與非專業性脈絡因素的影響，前者包括專業學習經驗、教學實踐體認，後者則是指教師生

命史及其所處外在環境。整理相關文獻，影響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的個人及組織因素，如表三、表

四所列： 

表三 影響教師實際知識發展之個人因素一覽表 
個人因素 文獻來源 研究發現 

人格特質 林子雯

（2006） 

個案教師勇敢直率個性，使其在親師溝通中勇於表達與堅持自身教育專業原則。 

陳寧容

（2006） 

個案教師所散發自信樂觀的人格特質，在實際教學上會特別以培養幼兒自信及快

樂學習為教育目標。  

莊筱玉

（2006） 

個案教師本身情緒化的個性經常影響著其實際教學表現，而且在與學生互動時也

會跟著自己的情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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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生活經

驗 

 

 

謝瑩慧

（1995） 

個案教師 Mary 持有「幫助孩子尊重不同的觀點」認知，是受到自己喜愛國外旅

行與研究其他國家文化興趣及居住在多元民族環境的影響；另一位幼教教師

Brenda 堅持「教學應配合孩子的發展層次」想法，則是受到其兒子留級的成功經

驗所影響。 

谷瑞勉

（1999） 

個案教師自認家庭的支持力量有助於教學工作的熱愛與獲得成就感。 

黃美瑛

（1995） 

林子雯

（2006） 

陳寧容

（2006） 

父母教養態度與方式確實影響著個案教師實際教學的思考與作為，例如：父親優

良教師形象、尊重個人興趣發展、重視人格教育、因材施教、有條不紊處事及愉

快的家庭氣氛等因素。 

吳淑雯

（2003） 

個案教師在教學風格、教學理念都深深地受到家人極大的影響，家人在其專業發

展中扮演支持與鼓勵的重要角色。 

受教經驗 

 

謝瑩慧

（1995） 

Mary 老師將中學教師視為內心效法的典範，原因是這位教師協助她克服學習障

礙，並引導她發現學習興趣及重視孩子的興趣與能力。 

郭玉霞

（1997） 

個案教師教授音樂課程時，經常運用過去學習音樂的知識與技巧。 

黃美瑛

（1995） 

陳桂蘭

（2002） 

個案教師對於師專提供的專業課程抱持負面評價，其原因是所學與實際教學現場

無法有效地連結。 

莊筱玉

（2006） 

個案教師從旁觀習藝的經驗中學習教授英文文法的方法，這樣的受教經驗建構出

其英文教學的對話策略。個案教師認為從專業課程所學習到脈絡性閱讀方式及演

繹式文法教學等，對其實際教學有莫大的幫助。 
林子雯

（2006） 

個案幼兒教師認為記憶中幼稚園老師總是高高在上、難以親近，因此，當她成為

幼兒教師時，轉化其負面受教經驗而期許自己要當一位學生願意親近、敢於與其

溝通的教師。 

郭玉霞

（1997） 

劉明芳

（2005） 

實習期間實地教學經驗是師範教育專業訓練中較為實際且有效科目。 

教學經驗 黃美瑛

（1995） 

陳國泰

（2000） 

教師教學經驗影響著日後教師實際知識的形成與發展。 

羅明華

（1997） 

谷瑞勉

（1999） 

個案教師為了趕教學進度，而忽略學生學習興趣，以及限制個人教學自主空間，

導致教學趨向保守封閉，不敢有所創新與突破。 

生活興趣 
 

陳桂蘭

（2002） 

個案教師經常於課後從事自己熱愛的自然生態活動，並將資源、經驗運用在教學

實務，例如：個案教師在擔任中華蝴蝶保育協會的解說員時，便在教學上進行賞

蝶、蠶寶寶變蝴蝶、校園生態園等教學活動。 
陳寧容

（2006） 

個案教師對自然科學、音樂領域興趣濃厚，經常安排孩子接觸自然生態環境的戶

外教學，或者將自己擅長的音樂帶入教學活動之中。 
教學反省 

 
李雅珍

（2004） 

個案教師時常反省教學方法或課程內容，進而調整上課方式或增加其他的教材以

因應實際教學的需要。 
追求成長動

力 
 

谷瑞勉

（1999） 

劉明芳

（2005） 

林子雯

（2006） 

教師能藉著進修或研習增進專業新知、建構自身的理解、檢視理論與實作的關係

及提昇教學思考與實際行動，進而促進專業發展。 

理論轉換能

力 

 

谷瑞勉

（2001） 

一位個案教師因其理論轉換能力較快，在思考、整理、歸納及轉換過程較有效率；

另一位個案教師，在理論轉換需要花費較多時間，所以也存在較多的疑惑和困難

須以釐清與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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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 谷瑞勉

（1999） 

宗教信仰對個案教師教育理念、教學技巧之啟示都有所助益，進而影響其對學生

看法及實際教學行為。 

婚姻 黃美瑛

（1995） 

連麗菁

（2000） 

個案教師深感結婚後，在教學工作時間與心力大不如前，從教養自己子女經驗體

會早年生活對學生發展的重要性，以及較會關心包容學生。 

李雅珍

（2004） 

個案教師婚後將重心在放家庭上，媽媽角色會不自覺地影響延伸到學校，更加要

求學生的規矩與言談舉止。 

參與研究經

驗 

 

黃美瑛

（1995） 

陳國泰

（2000） 

連麗菁

（2000） 

個案教師認為參與研究經驗對其實際教學正向影響包括提升教師教學反省能

力，更加瞭解自己教學的盲點進而改善缺失，以及在課堂上學習控制自己的情

緒。負面影響則是個案教師過於關注研究者的眼光，促使個案教師在教學時顯得

嚴肅謹慎而限制了教學的多元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表四 影響教師實際知識發展之組織因素一覽表 
影響因素 文獻來源 研究發現 

學生 黃美瑛

（1995） 

李雅珍

（2004） 

林子雯

（2006） 

學生的個別差異、學習動機、學業成就、興趣與人格特質等皆會影響教師對教學

目標的設定、教材教法的選擇與運用及調整與判斷自身的教學理念。 

學校環境 

 

 

郭玉霞

（1997） 

個案教師受到學校授課進度要求、教授科目安排及兼任行政職務等影響，使其學

習控制課程進度、依課程指引上課及以充實新知心態面對教學情境。 

連麗菁

（2000） 

學校重視校內各項競賽而造成教師之間惡性競爭，為了拿名次影響正常教學。 

莊筱玉

（2006） 

個案教師感受到績效導向學校文化及注重外在的教學評量，覺知環境壓力而重新

評估現況及調整教學理念與做法，導致實際教學以符應學校要求的心態加以面

對，難以發揮教學創新及有礙專業發展。 

同事 黃美瑛

（1995） 

陳國泰

（2000） 

劉明芳

（2005） 

實際知識有可能會受到校內同事教學的影響，或是經由與同事之間的相互討論、

對話，進而改變或者調整自身的實際教學。 

家長 

 

羅明華

（1997） 

個案教師缺乏與家長溝通技巧及擔心家長會根據學生學業成就不佳，而無法認同

教師教育理念或實際教學，有可能提出不合理要求，甚至影響教師實際教學作為。 

林子雯

（2006） 

個案幼兒教師認為家長是最大的工作壓力來源，尤其難以導正家長錯誤的教養

觀，而使其對幼教工作產生莫大的無力感。 

主管 

 

 

黃美瑛

（1995） 

個案教師認為從園長身上學到為人處事的精神與方法，對專業發展有明顯影響。 

劉明芳

（2005） 

園長在會議中強調幼兒發展、家長需求及教師成長等觀念，個案教師會隨手紀錄

並刺激自己教學思考；另一位個案教師與園長的教學理念契合，有助於其教學思

考的實踐。 

陳寧容

（2006） 

主管保守封閉的教學態度，使個案教師欲嘗試開放課程卻又裹足不前。 

林子雯

（2006） 

主管帶領教師進行課程改革，從傳統教學走向主題課程過程中，個案教師角色與

作為因而改變，在實際教學時轉為以幼兒本位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要考量因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上得知影響實際知識發展因素極為錯綜複雜，個人無法脫離歷史而單獨存在，所有「存有」

都帶著無可免除的「影響史」性質（陳美玉，1996）。教師生命歷程任何一個專業生活及非專業

生活事件、經驗皆可能促進或限制實際知識發展，故分析影響實際知識發展脈絡因素時，不容忽

視這些重要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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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之實徵研究 

有關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研究成果，以資深教師為探究對象仍是少數，以下探討研究對象涉

及資深幼兒教師之文獻，說明如下：謝瑩慧（1995）著重個案教師實際知識形成因素，以及實

際知識對教師教室行為、課程決定的影響。黃美瑛（1995）研究重點在教師教學意象、教學意

象來源及影響因素。谷瑞勉（1999）聚焦不同發展階段幼兒教師實際知識與實作的發展歷程，

並試圖建立從初任到精熟教師實際知識發展脈絡，但針對單一個案教師整個實際知識發展歷程

所知仍相當有限。劉明芳（2005）僅對個案教師實施兩個月的一次主題教學進行資料蒐集，分

析其在主題教學實際知識內涵、結構及影響實際知識來源因素，而實際知識探究必須長時間參

與教師教學生活，才能獲得豐富厚實資料，故研究時間略顯不足，其所蒐集資料未能涵蓋幼兒

教師實際知識的全面性與深入性。上述研究結果提供理解幼兒教師實際教學思考與行動的基

礎，而實際知識注重教師的現在、過去與未來(Clandinin, 1985)，資深幼兒教師持有實際知識深

受歷史性因素影響，也影響其專業知能發展。資深幼兒教師經年累月教學生涯中，過往經驗是

造就現今個人教學風格的主因，那麼幼兒教師如何從新手逐漸蛻變成資深教師？在漫長時間生

命歷程中，其教學實際知識如何發展？經歷了什麼樣的過程？目前相關文獻所知有限，因此則

有必要加以發掘與探究。 

參、研究方法與實施步驟 

為了達成本研究目的採取生命史(life history)研究方法，透過教師生活回顧(life review)及生命

歷程文件分析，進而分析其所經驗日常生活及其對生活世界的詮釋，以深入理解個案教師實際知

識發展歷程、特性及影響因素。以下說明本研究實施過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進行起源於前導性研究的啟發而確定研究主題，繼而與研究對象建立關係、蒐集資

料、分析資料等，研究實施是一種反覆循環過程，據此研究實施必須持續地與文獻對話，如圖一

所示： 

 

 

 

 

 

 

 

 

二、選取研究對象 

    基於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究有關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的相關議題，參考文獻後，選擇研究對

象理由有三點：1.已有五年以上教學經驗且從事幼教工作的現職者；2.對於研究問題能夠提供大量

資料者；3.研究對象本身參與研究的意願。本研究共邀請三位幼兒教師參與研究，其中一位是前

導性研究時所結識的教師，她相當樂於分享自身教學經驗，故將她列為參與研究的適當人選；另

圖一 本研究流程圖 

文獻對照 

確定研究主題 

 
建立研究關係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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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則是在正式研究之前，透過機構主任引薦才認識的教師，她對參與研究表現積極態度；第三

位則是以前教授過的學生，因幼兒園輔導之故再次聯繫而更加熟識。當我向三位幼兒教師說明研

究計畫及事宜並邀請參與研究，她們皆同意受邀，亦表明希望透過此次研究經驗而有所專業成長

與收穫，上述為選取研究參與者的過程。 

三、研究場域與對象 

    基於研究目的，以下分述三位資深幼兒教師及研究場域： 

（一）太陽老師及其所處的現場脈絡 

歡歡幼兒園 

歡歡幼兒園已有三十三年歷史，為一所職業學校所附設立案幼兒園，班級數為七班，全園幼

兒人數大約175位，每班配置兩位主帶教師。該園教師皆畢業於幼教或幼保科系，學歷分佈如下：

碩士一位、學士十三位、專科一位。該園建築物位在幼教大樓，幼兒活動室均位於一、二樓，其

他樓層則為專業教室；室內有活動室八間，另有兒童圖書館、舞蹈教室、感覺統合教室、球池、

視聽教室、電腦教室、大型電影院、蒙特梭利教室、體能活動場等。該園教育理念強調開放教育

精神，以幼兒為本位思維，培育完整人格發展的兒童為最終教育目標。課程方面採取方案教學，

主題名稱訂在上一學期期末，先由帶班教師討論後擬定初步架構，此初步架構涵蓋認知、情意、

技能、感覺等領域，再將初稿交付主任批閱或修改。 

太陽老師及玫瑰班 

    太陽老師，四十歲左右、女性、已婚，已有十八年教學資歷；生長於一個平凡完整的普通家

庭，除了父母親，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及弟弟，家庭始終是她生命歷程中最大後盾與支持力量。

她從小立定志向從事教育工作並懷抱濃厚教育熱忱，國中畢業後選擇就讀高職幼保科，畢業後立

即投入幼教職場，先後完成師專托兒所人員進修班、二年制幼師科及大學幼保系學位，並取得幼

師合格證書。任教以來，她曾任許多行政職務，對園所內、外活動不遺餘力，除了主持畢業典禮

工作，也經常受邀到校外演出兒童戲劇，另在專業表現亦獲得許多殊榮。 

玫瑰班，小班，全日班，由太陽老師與方老師共同負責帶班，班上有二十四位幼兒，男生十

一位，女生十三位。該班位於學校二樓，幼兒每天活動範圍有活動室、用餐區及廁所。教室環境

規劃安排有娃娃角、美勞角、語文角、益智角及積木角等，角落之間以教具櫃加以區隔，語文角

一旁擺放鋼琴，教室前方有一面黑板，另有兩張教師辦公桌，教室中央地板貼有黃色與藍色膠帶，

這是幼兒參與團體討論空間；教室門口右邊牆面，設有幼兒作品展示區；教室後方還有棉被櫃與

置物櫃。 

（二）月亮老師及其所處的現場脈絡 

樂樂幼兒園 

樂樂幼兒園創立民國八十一年，其教育理念主張培養幼兒主動學習態度、自我規劃習慣及解

決問題能力，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學習方式最符合幼兒發展所需，並透過學習環境規劃與佈置、

成人與幼兒互動、評量及每日作息等實踐教育理念。教師皆畢業於幼教或幼保科系，學歷分佈情

形為：碩士一位、學士二十一位、專科七位，其中有三位教師目前進修二技幼保系。班級數十二

班，目前全園幼兒人數246位，每班編置二十五位幼兒。園所建築物設計傾向於樸素、簡單，該園

由前後並列兩棟兩層樓白色建築物，建築物間設有走廊為往來通道，以及一處戶外遊樂場所組

成。在硬體設備上有活動室十二間、兒童圖書館與舞蹈教室各一間、大型室內體能活動場、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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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兩間等。園內採取高瞻(High／scope)課程模式，堅信主動學習是天性，幼兒透過語言談論其

想法，以及與外界互動產生個人經驗，進而轉換想法、行動或信念等方式建構知識。 

月亮老師及百合班 

月亮老師，年約三十出頭，女性、未婚，其教學年資約為八年；來自一個平凡普通小康家庭，

家庭成員有父母、一兄、一姐，家中排行老么。她談到踏上幼教之路是生涯規劃的意外，高中聯

考第一志願是商業學校，成績揭曉不幸敗北而選擇幼保科，加上當時也蠻喜歡幼兒，因此選擇就

讀高職幼保科。畢業如願考取某技術學院二年制幼保科，之後因緣際會地前往樂樂幼兒園應徵，

開始幼教之路，近年有感理論知識不足，因而透過回校進修充實專業知能，印證理論與實務關係。 

百合班，中班，全日班，由月亮老師與林老師共同負責帶班，園所主張高瞻課程皆在上午進

行，課程是由月亮老師與林老師共同討論。班上有二十五位幼兒，男生十四位，女生十一位，幼

兒多是由幼幼班、小班升到中班。該班位於園內後棟一樓，一樓設有幼兒活動區與廁所，二樓則

為寢室。教室環境規劃安排有娃娃角、積木角、美勞角、語文角、益智角等；教室中央有一處大

空間，此處是團體時間的地點。活動室之間有一凹陷處玄關，舖有地毯、飲水機及幼兒工作櫃，

此為除了是教室出入口，也是進入教室的「轉換區」。教室後面有一處空間，稱為「半戶外空間」，

此區域設置娃娃角，另設有洗手台、毛巾架、幼兒餐具櫃等。 

（三）星星老師及其所處的現場脈絡 

大地幼兒園 

大地幼兒園是一所創立近二十年的學校，座落市中區且緊鄰文教區，校舍為一棟兩層樓建築

物。該學校為了落實幼兒全人教育及均衡發展，強調統整性主題教學，課程涵蓋認知、語文、生

活技能、情緒、認知及藝術等領域；並於每天日常活動安排約莫五十分鐘的學習區操作，提供幼

兒主動探索與學習機會。全園教師人數二十二位，教師皆畢業於幼教或幼保科系，學歷皆為學士

及專科文憑。教師年資部分，大多在十年以上，新手教師約有兩位，其他職工人員約五位。全園

班級數共有十班，班級分布狀況為：大班四班、中班四班、小班二班，皆為全日班。 

星星老師及大象班 

    星星老師，年約三十五歲、女性、已婚、大學幼保系畢，其教學年資約為十五年；原生家庭

成員有母親、弟妹各一位，家中排行長女，婚後與先生居住娘家附近的社區。她談到當年選填高

中職志願時，對幼保科系不甚了解，主因是一群死黨一起選擇就讀幼保科，父母認為幼教工作單

純，以後對自己養兒育女較能得心應手，因此就踏上幼教之路。技術學院二年制幼保科畢業後，

立即投入幼教職場，三年後重回校園並取得大學幼保系學士文憑，大學畢業後再度進到幼兒園服

務。 

大象班有二十七位五至六歲幼兒，男生十四位，女生十三位，由星星老師與搭班陳老師共同

帶班。教室位在學校建築物一樓，緊鄰行政辦公室，教室環境空間規劃設置娃娃角、美勞角、語

文角、益智角及積木角等，娃娃角、益智角相鄰，美勞角鄰近教室外洗手台，其他兩處學習區則

以一座教具櫃區隔其範圍，教具櫃上擺設多幼兒作品，例如：黏土作品、益智作品等；教室內許

多牆壁，張貼幼兒繪畫作品及主題課程的經驗圖表等；幼兒桌椅擺放於美勞角、語文角，教室中

央有一處空間，作為團體討論之用。 

四、蒐集資料 

    研究資料蒐集自民國九十五年一月至九十六年十二月止，透過深度訪談、教學相關文件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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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方式蒐集資料，進而逐步探究、理解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等議題。實際訪談是在研究者提問

展開，嘗試引導受訪者敘說的潛能，此可能是對整個生命歷程的探問（倪鳴香，2004）。訪談進

行是利用個案教師下班時間，以表五說明訪談日期與時間。本研究旨在探討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

展歷程、特性及影響實際知識發展之因素等，根據研究主題擬定訪談大綱，並經由一位幼教領域

的學者及兩位現場幼兒教師予以審閱與建議，再據此修正為正式訪談指引。訪談內容包括三點：

1.個人成長背景、幼教資歷、教育理念，以及對幼兒、教師角色、教學與課程、班級經營、環境

規劃、親師互動的看法；2.初為人師的教育理念、教師角色、幼兒觀點、教學技巧、班級經營、

課程設計、教室環境規劃、親師互動上改變之處及其理由、教學心境轉變、專業發展經歷的階段

及教學成長；3.影響實際知識發展的因素，例如：原生家庭、求學經歷、以往實習經驗與工作經

驗、幼兒學習反應、家長意見、家人關係、同事互動、印象深刻的教學或生活事件、宗教信仰、

教學反省、進修研習等。 

表五 訪談實施時間表 
個案教師 訪談日期    時間 
太陽老師 950124 

951019 
951127 
960301 
960407 

PM 17:00－19:00 
PM 17:30－19:30 
PM 18:00－19:30 
PM 17:00－18:30 
PM 17:00－19:00 

月亮老師 950126 
951116 
951230 
960116 
960302 
960409                                        

PM 17:00－18:30 
PM 17:30－19:00 
PM 18:00－19:30 
PM 17:00－19:30 
PM 17:00－19:00 
PM 17:30－19:00 

星星老師 960416 
960702 
960813 
960910 
961003 
961106 

PM 17:00－19:00 
PM 17:30－19:30 
PM 18:00－19:30 
PM 17:00－18:30 
PM 17:00－19:00 
PM 17:30－19:00 

除了訪談個案教師外，在徵求主管同意下邀請接受訪談，蒐集教學文件及對教室環境、幼兒

作品進行拍照。本研究蒐集文件有課表、班刊、幼兒學習行為活動紀錄表、教學日誌、學校行事

曆、親子聯絡簿、幼兒園所活動通知單、幼兒園發行刊物、自傳、個人教學檔案、學習單、雙週

報、個人網站資料、修課作業、電子郵件及報章雜誌等。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在本研究中，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是同步進行，資料分析前先對書面文件進行整理分類，後

續認真重複地閱讀原始資料，將自己前設與價值判斷懸置，讓資料自行說話，嘗試在資料中尋找

意義。獲得訪談資料後立即著手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亦即對原始資料進行逐行或逐段分析，

尋找句子或段落的主要意涵，並賦予一個名稱加以代表。初步命名後，運用持續比較法來發現屬

性與面向，並將相同或相類似概念予以歸納與合併，再以更抽象概念加以群組。此步驟所形成的

抽象概念稱為類別(categories)，以「摸索」作為類別（如表六)，其屬性有運用舊經驗、關注自身

需求、徵詢意見、挫折感、信心不足及被迫帶班等，每一屬性以時機、人物、地點及事件等不同

面向加以討論。後續持續比較類別與類別之間異同，以及尋找類別與次類別相互關連關係，並在

屬性與面向的層次連結某一類別，其目的是讓分割資料再次群組，對現象形成更為精確及複雜解

釋，以形成更抽象的概念，此為主軸編碼(axial coding)，最後依據深入分析所形成概念主題作為

書寫報告的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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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摸索」類別 
         主要類別                   屬性                 面向（次類別） 
         摸索                       運用舊經驗           時機 
                                    關注自身需求         人物 
                                    徵詢意見             地點 
                                    挫折感               事件 
                                    信心不足              
                                    被迫帶班 

    Lincoln 和Guba(1985)認為質性研究品質判斷標準在於研究的可信賴度，其四個規準包含可信

度(credibility) 、遷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及一致性(conformability)等。本研究

為提升確信度，採取多元方法蒐集資料，其來源有訪談個案教師及園所主管、拍照及教學文件等，

透過多元方法所蒐集來源進行三角校正(triangulation)。在訪談前徵求教師同意後予以錄音，以錄

音筆紀錄談話內容，並轉譯為逐字稿，將完成逐字稿內容請求受訪者加以審閱，若有誤解其原始

意義，以尊重她們想法進行修改，以確保未扭曲其原意。在訪談過程中力求忠實詳細敘述研究現

場的人、事、物等真實狀況的豐富訊息，並隨時進行自我反省與紀錄，以求將個人偏見減至最低。

陳向明（2002）提及研究者個人的「前設」與「傾見」，致使研究者成為現在的「我」，研究者

的看法與生活經歷構成自己所擁有的研究能力，並決定研究者向世界某一方向開放自己；另外，

相關理論基礎可能成為研究者的先前概念，而限制對研究現象的理解與詮釋。因此，研究過程中，

保持「存而不論」，或「使熟悉變陌生」，持續對個人因素進行自我反省與檢視，並與研究對象

持續對話。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從所蒐集資料加以歸納分析，獲知三位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特性及影響因

素，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 

從研究資料分析得知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歸納為摸索期、鞏固期、信心期等（如圖二)，

以下說明： 

 

 

 

 

 

 

 

 

 

 

 

圖二 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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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摸索期 

此期是三位個案教師初為人師的起點，約莫在剛踏進教學現場的第一至二年間。此時她們對

實際教學工作缺乏經驗、概念，不熟悉教學情境的訊息，多以同化方式解讀或因應外在教學世界，

教學思考著重教師本位，無法考量幼兒學習需求或起點行為，例如：太陽老師以過去參與幼教活

動經驗套用在秩序管理，只關注課程進度；她說：「那時候就是說我在秩序掌控，因為秩序掌控

是最難的，雖然我很會教啊！可是孩子還是吵啊！這個秩序的部分是絆腳石，而且孩子越吵我越

慌，很急，然後很想趕快把我要講的東西講完，然後又要怪罪他們都是他們在講話。」（訪談太

陽 960407）。在陳桂蘭（2002）吳淑雯（2003）研究得知，初任教師只關注自身教學，而且缺乏

輔導學生知能，顯現對教學環境的適應現象。月亮老師則是以自己先前對幼教課程的認知實施教

學，有時也會徵詢主任的意見作為教學內容，而未能考量幼兒學習需求。陳國泰（2003）認為新

手教師願意請教同校有經驗的同事，原因可能是對於身處相同教學情境且能勝任愉快同事所產生

的敬畏與好奇心。 

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在此階段對教學環境掌握能力有限，無法將理論知識、經驗與環境訊息

有效整合融入，深感自己與環境格格不入而無法勝任教學工作，時常遭遇困難情境或失敗挫折經

驗，對自身教學能力信心不足，此與江麗莉（1995）研究結果一致。例如：星星老師回想擔任新

手教師的前幾年，似乎如同課本所說的「求生期」，忙碌的班務及教學活動令她喘不過氣，經常

拖著疲憊的身心回家，離職念頭持續出現腦海。她說：「那時候，自己一個人帶班，孩子每天的

問題很多，有些小孩一到班上就哭，有些要找媽媽，又要準備課程，還有家長！雖然我想搬出學

校學到的，可是好像用不到，每天上班忙的團團轉，有問題也不知問誰！所以都想說乾脆不要做

了！」（訪談星星 960702）。這些負面的教學經驗卻是新手教師學習教學的重要轉捩點，促進專

業成長的主要契機，若新手教師無法積極勇敢克服此期的困境難關，則可能停留在現階段而無法

提升專業層次，甚至萌生辭意而離開幼教職場。 

 (二)鞏固期 

三位個案教師處於鞏固期大約在其三至八年的年資，每位幼兒教師所需時間不一。此期延續

上階段探索經驗，從挫折經驗建立發展不少應用新情境的基模，對於實際教學已漸能掌握環境訊

息，並嘗試將自己的想法、觀點、知識及生活經驗融入教學實務，甚至形成個人教學特色，在此

可看到幼兒教師個人教學自主性展現，例如：太陽老師運用戲劇效果融入教學。她說：「假如說

我們把課程分了很多大項時，不管上了數學、語文，不同的領域都好，可是我會發現在戲劇的部

分，孩子就是最愛這個，我就是把我的角色當作演出者，不管我是上什麼課我就是在演出，那台

下就是小觀眾。」（訪談太陽 960301） 

    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在此期能因應學生問題而提供訊息，引導幼兒思考，也會以幼兒學習需

求設計教學活動，並在活動進行時因應教學情境而修改原本計畫，班級經營心態較為平穩，營造

良好的師生互動關係，此與其他研究結果大致相同（王美晴，1995；谷瑞勉，1997；蔡淑桂，2004；

Ropo, 1987; Westerman , 1991)，例如：月亮老師體認將對求知樂趣的主權交付幼兒，自己則扮演

支持、觀察及引導的角色，她談到：「我會覺得說要跟孩子一起玩，譬如說有時孩子在角落裡沒

有互動，我必須要融入在裡面去跟他們玩，我想辦法融入他們，我覺得是園長的提醒，就算我經

驗那麼久有些還是會忘記或是什麼。」（訪談月亮 960302）。星星老師認為大學幼保系畢業回到

職場，可能是充實理論知識，自己似乎已經脫胎換骨，面對主題課程、班級秩序、幼兒行為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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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逐漸已能掌握自如，對自己的教學深具信心。個案教師透過實際教學作為而建立教學工作

所需的專業知能，而這些專業知能能夠幫助她們掌握教學實況，以及成為自己所詮釋幼教工作的

重要根基。 

(三)信心期 

三位幼兒教師進入信心期的時間點亦不同，由於月亮老師一直服務於樂樂幼兒園，她在第七

年則進入信心期，而太陽老師及星星老師分別是在第九年與第十年。經歷鞏固期使她們對於實際

教學的細節逐漸了然於心、駕輕就熟，現實教學環境充滿無限的變數與考驗，促使她們必須持續

克服重重困難。她們已經更有能力思考精進自身教學，深切體認明白幼教專業本質，個案教師紛

紛渡過低潮期，對教學工作獲得重新見解，也重拾從事幼教工作的初衷與熱忱，例如：月亮老師

認為身為教師忙碌於教學工作是天經地義，這漫長歲月裡，她經歷教學工作的高低起伏，以下這

段話是她自勉的精神標語，期望在幼教路上，不斷地克服教學困境與追求專業精進，並能成為最

佳的幼教老師。這段話語內容：「『萬難莫如起頭難，天天面對一群千百樣的幼兒，每個孩子又

都不停地在蛻變、成長，在這樣的工作環境，難免令人心煩氣燥，可是千萬不要稍不如意就失去

信心，或打消為人師的意念。』這段話陪我走過許多年頭，每一年的體驗都不一樣，教學方法與

態度也隨之改變。人們常說：『教學相長』，我總算在孩子身上領會到了。」（作業月亮 951120）。 

個案教師對未來教學生涯抱以目標與展望，以及深化幼兒教育工作使命感，譬如太陽老師習

慣在前一晚把隔天上課內容與流程在腦海中瀏覽，以作最周全準備，教學心境如同初衷，她熱愛

與孩子一起生活與學習，重拾幼教工作熱忱，在自我意識覺醒後更能掌握個人主體性，對於教學

生涯規劃，心中勾勒一幅理想藍圖並朝著下一個人生目標邁進，她說：「我想去凝聚一群老師，

為什麼我要做一個組織的研習？是因為大部分人覺得有需求，因為我們是職場工作，而我們知道

職場工作需求，而這樣的研習組織都是為了教育工作者，而我們就是想為教育做一個凝聚，把自

己的想法拋出來，我們可以思考怎樣深入的將教育再紮根紮穩。」（訪談太陽 960407）。星星老

師談到：「我覺得可以跟孩子一起玩一起工作，是每天很開心的事！但是責任重大，一定要不斷

充實專業知識，不然一下子就被掏空，下個目標就是再進修。」（訪談星星 960407）。身處信心

期的幼兒教師大多能掌握與規劃自身職涯發展、拓展其他專業能力、協助其他教師，並透過幼兒

成長的回饋及處理幼兒問題漸增信心，甚至獲得教學的績優獎項等（谷瑞勉，1999；黃文娟，2003）。 

二、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特性 

(一)形成「困境→挑戰→突破」向上循環機制 

三位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經歷摸索、鞏固、信心等三階段，每一階段皆出現難以預料的困

難瓶頸，她們跌入專業發展谷底卻表現不畏艱難、勇於接受事實、迎接挑戰，此過程辛苦煎熬甚

至導致信心崩潰，但在堅毅不拔、貫徹理念決心及強勁抗壓性下終究獲得自我突破的成就感，並

促使實際知識產生不同前一階段變化。例如：月亮老師所仰賴的兩位搭班老師提出辭呈，由她一

人獨撐大局，她擔心必須負起教學重擔，以及她最不擅長且生硬的親師溝通能力，令她陷入前所

未有的壓力，她說：「第一是如何與家長互動？因為我的個性不多話。第二個是如何設計教學活

動？光想到這兩件事情，已經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電郵月亮 950424），教師面對轉變過程確

實會帶來害怕、困惑，甚至自覺無法克服（蘇慧貞，2012）。月亮老師面對無法改變的情勢，她

覺得是個性使然，不斷地提醒自己：「不能讓這局面垮下去！」（訪談月亮 960409），強烈責任

感迫使她勇於面對現況與承擔責任，她說：「…可能就是跟個性有關，就是覺得我已經可以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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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了，就想說我可以怎樣的去做我想做的，或者我有一些什麼樣的想法，我就可以這樣子的使

用出來。」（訪談月亮 960409），上述看似陷入困境過程卻也激發個案老師以正向態度面對挫折，

進而挑戰難關，如同蘇慧貞（2012）所言：壓力來源發生轉變也代表實質的改變，亦即個案教師

是真正的轉變。在此質變過程有助於幼教專業推向更高層次發展階段，促使她們對教學有全新、

正向理解與認知，賦予幼教工作神聖使命的意義。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形成「困境→挑戰→突

破」向上循環機制（如圖二），個案教師在不同階段重複運用此發展機制，使其幼教專業表現更

上一層樓。 

（二）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階段發展具有起伏變動特性 

縱使三位個案教師漫長的教學生涯過程，其實際知識發展歷程呈現階段性，每個階段有其特

殊事件、發展特性及重點，例如：太陽老師歷經了為理想出走家園、理念觸礁、追尋理想校園、

登峰造極、高峰後的低潮及從〝心〞開創新局等階段，然而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階段並非平穩

順暢，而是呈現起伏變動的變化，例如：太陽老師登峰造極後的低潮期，似乎跌入專業發展谷底，

她說：「其實我那時候很懊惱、沮喪，每天孩子都在增加，今天可能來了，但是過了兩天又走了，

這樣子讓我沒有辦法安穩的去上課，反正就是說沒辦法駕輕就熟！」（訪談太陽 960301）。後續，

她們運用自己的方式回應所處教學環境，紛紛出現谷底反彈現象，對教學工作有了全新、正向的

理解與認知，更加賦予幼教工作神聖使命的意義，如同太陽老師所言：「如果討論課程，我會問

問看有什麼理由要這樣做，那如果他堅持，那沒關係，因為課程的東西很靈活的，你堅持這一個

部分，我們只是把這個部分再多講一些而已，所以那個都只是小事，沒關係啊！所以我會先嘗試

用你的方式啊！之後我再改變，視時機放我的東西下去。」（訪談太陽 960407）。本研究發現幼

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過程，並非呈現直線上升關係，而是具有起伏變動的特性。亦即教師在實際

教學中的轉變，呈現一種多面向（張純子，2014），無法以單一角度加以解釋教學轉變過程的複

雜現象。 

（三）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具有個人化特色 

三位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雖經歷階段性變化，從中可發現相異之處，她們在各自的工作崗

位扮演著自己所詮釋的幼教老師角色，太陽老師一路嚮往教育理想的實踐而努力不懈充實自己，

她有時一天連趕幾場研習活動且樂在其中，研習活動幾乎成了課餘生活，她笑稱自己是現學現

賣：「我昨天學到什麼，我今天一定要想辦法運用，就是這樣才能熟能生巧！」（訪談太陽

960301）。她還加入教師成長團體，幫助她釐清教學盲點，她說：「最大的收穫就是說我可以一

直去澄清自己的教學，我澄清之後再來用什麼對的方法，就是說因為她就是教我怎麼去，她不是

教你是說我的班上怎麼做，她是班級經營做的不錯的老師，有時她會辦教學觀摩，我們這一群想

要觀摩的人就是前往觀摩，她講的時候我就在反省，反省說對啊！這樣的情形我怎麼沒有這樣

做，而這樣的情形我可以這樣做！」（訪談太陽 960407）。月亮老師樂於敞開心胸與勇於接受挑

戰心態使她領略與實踐理想的幼兒教育，她說：「課程就是…，我的設計想得還是沒辦法那麼的

廣，主任就是會不斷地提供一些活動，跟園長給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園長是給一個點，我自己要

去想活動。跟園長應該是挑戰吧！她就變成說我要試著跳開原來的想法，我要看我要怎麼跟孩子

繼續把活動走下去。」（訪談月亮 960409）。有回班上進行「陀螺」主題，一位師院老師正在教

室進行觀察，「陀螺」主題起源於班上小昌在益智角利用百力智慧片努力地拼湊出陀螺，竟然神

奇地旋轉起來，一旁見狀的幾位小男生開始有興趣製作陀螺，她發現幼兒濃厚興趣後，進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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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活動支持、陪伴這些幼兒繼續玩陀螺。師院老師在幼教刊物上寫著：「老師與孩子們一一測

試、紀錄，再看與假設的那個陀螺有無吻合，孩子很有秩序慢慢地數數、輪流，這個活動給予孩

子親自去體驗、推理、嘗試、修正、思考、輪流、再體驗的機會，我為老師與孩子們的投入與用

心喝采，也為整個過程感到興奮。」（教學檔案月亮 91 年 8 月)。星星老師身處私立幼兒園，面

對家長對讀寫算課程的殷殷期盼，但她始終不放棄幼教課程所強調的統整性及幼兒本位的思維，

她說：「坦白講，面對家長要求孩子學讀寫算，有時候真的很無力，但是孩子在玩主題時，他們

很開心，也很有想法，這才是我想要的教學，我告訴自己，我如果聽家長的意見，那我念的專業

又算什麼？我又何必念那麼久的書？所以我應該是為孩子著想啊！」（訪談星星 960910）。上述

研究結果得知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充滿了個人化的特性(Elbaz, 1983)，此與谷瑞勉（1999，2001）和

黃文娟（2003）研究發現相同。Clandinin（1985）認為教師實際知識具有個人化特質，與教師個

人情意內容及個性存有密切關係。 

（四）經驗與反省是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的關鍵 

三位個案教師在實際教學後才開始學習教學，例如：太陽老師在第一所托兒所服務三個月後

才帶班，她開始有了「帶班」臨場經驗，真正體會實際教學的甘苦。而月亮老師在第二年迫於情

勢親自帶班後，開始思考教學活動設計、班級運作及學習與親師溝通技巧等。星星老師說：「自

己一個人帶班雖然很忙，可是久了之後，腦袋裡面想的就是要教什麼？班上小孩會喜歡這個活動

嗎？秩序要怎麼管？怎麼加強孩子收拾玩具的能力？教室角落要怎麼布置？一連串的問題會一

直冒出來！」（訪談星星 961003）。上述說明實際帶班經驗是促使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的主因，

張純子(2014)研究發現個案教師為了實踐幼兒中心教育，強調教學彈性化、符合幼兒需要的教學

情境等，證實教師實際知識是在實際教學情境中發展。Putnam & Borko(2000)認為教師的學習與

成長需要在教學情境中，透過合適的支援、示範與協助才得以逐漸實踐。 

反省是教師專業知識發展的核心概念，個案教師具有強烈反省能力，將反省視為是每天教學

後例行性功課，月亮老師說：「我會去想說我今天帶的活動，就是孩子的學習狀況怎麼會是這樣？

怎麼不是自己預期中的？我就會去反省是自己的教學方式錯誤，還是說活動真的不適合孩子或者

是什麼？我會覺得是檢討可能是這方面的知識比較不足，說是自己去找資源這些的，或者是去問

比較適合的老師可以怎麼帶啊？怎麼樣？」（訪談月亮 950126）。反思與實務教學的整合才是教

師知識與信念轉變的關鍵（張純子，2014）。陳美玉（2002）談到只有經過反省的教學經驗，才

得以賦予意義化與系統化，並轉化成為實際知識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反之，未能經過反省的經

驗只留在零碎、片斷與缺乏意義的層次。 

（五）教學關注幼兒興趣與需求並實踐幼兒本位教育 

本研究中資深幼兒教師教學關注在幼兒學習興趣，逐漸實踐以幼兒為教育主體的思維，例

如：太陽老師說：「我們常常跟孩子接觸，我們常常去看待幼兒，而且以他為中心，知道他想要

做什麼，所以我們的靈活度就出來了，就知道說我去找他的需求，就是應該講說我在找對方好的

部分就會比較快一點點啦！而孩子一定被我吸引，這一點是蠻有把握的。」（訪談太陽 960407）。

而月亮老師談到：「每個孩子有自己學習的方式也有自己的興趣，所以在角落時間就可以看到孩

子的總總，譬如喜歡玩什麼？如何去執行？能力發展到那裡？孩子的能力若是真的有落差，我們

就要另外找時間教他或是讓他多練習。」（電郵月亮 950429）。星星老師則認為：「在設計活動

時就要想到孩子之前的生活經驗，他們會什麼？不會什麼？這個活動對他們會不會太難或是太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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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他們有興趣嗎？我要怎麼設計才會引起他們注意，這些都是必須考量的。」（訪談星星

961106）。個案教師以「幼兒為本位」作為實際教學的核心，據此關注幼兒需求與興趣，並從中

發覺幼兒學習的變化而調整教學內容。蘇慧貞（2012）認為教師學習對於學生學習的「驚訝」，

當教師能驚覺學生學習過程的變化，有助於教師修正教學觀點或信念。 

（六）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顯現磋商過程  

當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處於低谷時卻呈現磋商過程，例如：太陽老師陷入工作低潮時，企

圖在逆境尋找出路，意欲與自己所處環境取得平衡狀態。她說：「那我要顧及班上孩子，又要去

顧及行政上…，我覺得權衡之下如何平衡自己的領域，就變成是說只能增加自…把自己的工作能

力提升好，就用這個方式。活動組的事不會就學啊！我已經講我十二點開始跳舞！我不跳不行，

我要背動作，我是組長啊！我自己都不會跳，人家怎麼辦？都在看我呀！可是沒關係，我既然會

發生這種事，就是讓人家來看我吧！督促我努力學習，就只能變這樣子了！」（訪談太陽

950124）。月亮老師堅信讓孩子在快樂環境下學習與成長是她所堅持的教育理念，並自許成為營

造快樂學習的老師，當班上幼兒行為頻出狀況時，引發她深思對於「好老師」的詮釋是否正確？

她談到：「以前我覺得一位好老師就是很會設計活動、帶活動，所以工作前幾年，我都朝這個目

標努力，不知道是不是目標已經達到？心中總是覺得少了什麼，難道這樣就是好老師嗎？但是班

上孩子狀況還是很多，有時候真的心有餘而力不足！」（電郵月亮 950429）。星星老師為了提供

幼兒主動學習與探索的機會，而持續與搭班老師相處產生磨合，她能抱持「以退為進」策略及「凡

事往好的方向想」樂觀心境，終究獲得搭班老師認同，進而協力營造學習區的規劃與布置（訪談

星星 961003）。 

個案教師以正向心境強化自己面對工作困境的信念與動力，顯示她們強烈謀求與外在環境的

共生關係所呈現的磋商能力，而學習擔任教師確實為一種磋商歷程(Britzman, 1991)，此協商過程

促使教師認清自我主體性及深化教師角色認同，亦顯示教師個人觀點是經過與同儕、教學環境文

化持續協商、互動後所產生的結果(Cochran-Smith, 2000)。 

三、影響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之因素 

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受到個人與組織因素的影響，如表七所示，據此加以討論分

析： 

表七 影響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因素一覽表 
影響因素                  太陽老師       月亮老師       星星老師 

個人 人格特質 
過往生活經驗                          
受教經驗 

教學經驗 

教學反省 

個人專長 
研習進修 
參與研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織 

 

 

主管 
同事   
幼兒 

家長 

學校處境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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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因素 

人格特質是區辨教師個人教學風格的主因，個案教師確信個性、原生家庭成長背景對實際教

學的影響，例如：太陽老師她自認善於察言觀色是教學工作的助力，她說：「只要孩子一早進到

教室，我馬上可以嗅到他的心情好不好，他有可能是在車上被罵，我就會想辦法讓他說出原因，

之後在上課時利用教學活動幫助他改變心情，讓孩子一早就有快樂的開始來迎接整天的學習活

動。」（訪談太陽 960407）。月亮老師認為家庭環境使她養成獨立自主、自我負責的個性，她說：

「記得國小遠足，媽媽不准我自己去買東西，於是我默默地哭了，哭到彈琴彈不下去，最後我爸

爸就跟我媽說情，讓我自己去買，我覺得要學習當自己的主人，自己可以做決定但是後果要自己

承受。（電郵月亮 950424），當她成為人師後，堅信尊重孩子的想法，使其學習自己做決定及負

責態度是不容忽視的教學任務。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自覺個人特質影響著實際教學，陳美玉（2008）

認為教師轉變需要教師的自我察覺，有意義的學習才可能發生。蘇慧貞（2012）也認同教師察覺

自身的個性，促使教師產生新視野，內隱思維及外在行為產生持久的轉變。 

三位個案教師皆認同從幼稚園、國小、高職、大專等階段，學校教師良好身教示範，對自己

實際教學的正向影響，例如：星星老師說：「我記得我國中時數學不好，當時的數學老師會在放

學後把班上數學比較不好的同學留下來特地教我們，而且老師很有耐心，我心裡想說老師都利用

自己休息的時間來教我，我自己應該多努力，不然就對不起老師，因為有這樣認真的老師，是我

學習當老師的模範。」（訪談星星 960813）。另也能針對過去有些教師的不當教育作為進行反向

思考，並轉化為正向的教學想法，例如：月亮老師認為國小老師的不當體罰，導致同學們不敢靠

近這位老師，因此她對「老師」這號人物的觀感停留在高高在上、不可親近的認知，但她以這位

老師負面教育作為引以為戒，當她成為幼教老師時，期許自己與幼兒之間建立亦師亦友關係，打

破傳統師生的藩籬（訪談月亮 951230）。林子雯（2006）亦有同樣研究發現，據此更加確信教師

實際知識發展必然受到歷史經驗中重要他人的影響。 

    個案教師從教學經驗獲取豐富實際知識，例如：太陽老師認為從過去十幾年教學生涯中實際

教學經驗，淬鍊了珍貴的個人教學知識，有一回孩子拿剪刀戳人事件的經驗，使她對使用美勞用

具的規則才有了新體認。她說：「當我很高興要上課了，可是小孩拿剪刀去戳到別人，然後東西

翻倒了，這些都是問題，所以就是因為我有這些錯誤的經驗，讓我想到要事先教導孩子注意安全

的事，我一定要清清楚楚地說明，事前準備要周到，我想這些是很慎重的！」（訪談太陽 951019）。

此與其他研究發現一致（王鳳仙，2001；陳國泰，2000；郭玉霞，1997；黃美瑛，1995；連麗菁，

2000），教學經驗甚至是影響教師實際知識最重要來源(陳美玉，2002； Anning, 1988; Lanier & Little, 

1986)。個案教師從教學經驗獲取豐富的實際知識，這些認知突顯實際知識的特性，亦即教師與脈

絡互動所產生的經驗，而經驗再影響自我建構與知識的形成(Butt et al., 1990)。 

    此外，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皆能透過反省自己教學的適當性，並檢視幼兒學習反應，進而改

善實際教學缺失及追尋專業知識精進，此與許多研究相同（江麗莉，1995；谷瑞勉，1999，2001；

羅明華，1997）。例如：星星老師談到：「每天反省自己課堂上發生的事情，尤其是孩子對課程

的喜好、他們參與的情形、還有他們快不快樂、有沒有學到東西啊！這些都是自己要問自己，也

只有這樣想一想，才能幫助自己要怎樣改進教學。」（訪談星星 961106）。教師若無法反思自身

經驗，則將受限於單一思考，其實際知識也無法更新調整（蘇慧貞，2012）。黃譯瑩（2007）認

為省思是理解體驗與觀察的重要關鍵，亦是促成教師專業成長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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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個案教師認為專長對實際教學有正面影響，並以此建立個人教學特色，此與陳桂

蘭（2002）、陳寧容（2006）研究結果相同。例如：太陽老師談到她能明瞭專業幼教老師的條件，

因此督促自己學習美術、戲劇並成為自身專長，在設計課程活動內容經常運用專長，也深受幼兒

喜愛，她說：「我會以我的專長來設計主題活動，如果要挑戰沒關係，我可以用我現有專長的部

分去發揮，之後才能去作深入的研究啊！那我完全不懂的時候就是很麻煩的！」（訪談太陽

960301）。當初邀請三位個案教師參與本研究，她們皆抱持期許專業成長的想法，本研究發現參

與研究有助於她們實際知識的發展，此與許多研究結果一致（陳國泰，2000；黃美瑛，1995；謝

瑩慧，1995）。例如：月亮老師談到受訪問題是自己不曾思考的議題，她說：「可能以前也沒有

人問，所以也沒有想到這些啊！就理所當然這樣一直教，然後問到底有什麼事情，可能自己本身

都不會去想什麼事件會變成什麼樣，除非你有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我才去想原來這個就是改

變。」（訪談月亮 960409），這些問題隨著受訪經驗而浮現心頭，讓她有機會以專業對話方式進

行深度思考反省，透過自我敘說或對話經驗，她能看見自己在教學中做什麼？為何而做？孩子的

反應如何？課程活動如何進行延伸？此問題有助於再次檢視自己教學思維與作為，以及更加確信

自己實踐幼兒教育理念的決心。三位個案教師回顧自身生命史的敘說，對其實際知識發展具有正

向影響，亦即透過合作方法對教師生命史的回溯分析，有助於理解教師知識的建構過程、影響因

素，以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途徑（陳美玉，1999；Ayers, 1989），再者藉由生命故事的敘

說，同時存在對生命故事的反思，此敘說過程得以使經驗在生命故事中獲得轉化與成長。 

（二）組織因素 

個案教師認為主管適當要求能激發教學潛能、主管鼓勵與肯定促使教師勇於教學創新，以及

園長的引導提問能啟發教師深思幼教本質議題等；例如：月亮老師回顧在樂樂幼兒園的教學工

作，園長對她的實際教學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她說：「譬如說我們現在又要討論一個新的活

動，我想寫出來還是種類什麼的，可是她覺得說還是沒辦法那麼快，她就是給一個思考點啦！就

是說我也可以再怎麼樣，我之後還要再修改，有時候我覺得園長會提一個東西出來，我就覺得這

個東西不錯，我就會順著園長提示這樣走。」（訪談月亮 960409）。而太陽老師則談到有時主管

未能支援教學，甚至要求教師以行政工作優先，她試著向主管表達影響幼兒學習權益，但卻遭來

質疑專業能力不足，這些確實也影響著實際教學品質。本研究發現教師實際教學行動深受學校主

管影響，此與許多研究結果雷同（谷瑞勉，1999，2001；林子雯，2006；黃美瑛，1995；黃文娟，

2003）。 

學校內的人際關係，主要以與搭班教師關係好壞對教學工作影響最大（江麗莉，2003），本

研究發現同事之間所建立的支持性合作關係，有助於專業成長、工作協調性佳、引發教學反省及

擴展自身多元觀點等，例如：太陽老師認為與搭班老師良好的工作關係，不僅令她感到得心應手，

且對幼兒學習觀點較為一致而無衝突，兩人相互討論共同經營的班務、課程內容、親師互動及幼

兒發展等，這些都是提升幼教專業知識的管道，她說：「其實帶班變化球太多，我為什麼要希望

兩個都是有經驗的老師？這就叫默契，我們默契很好啊！個性很好，兩個有經驗的老師就像打排

球一樣，跟有經驗的一起打，你不會兩個人去撞一個球。」（訪談太陽 960301）。唯有教師合作

才能打破教師之間孤立現象以促進專業成長(Smoekh, 1991)，並重新檢視自身的教學實務(Kain, 

1996)。反之，個案教師若身處在衝突緊張的搭班關係，不僅影響教學品質、班級運作、師生互動，

甚至打擊教學信心，例如：星星老師談到曾與搭班教師對課程發展觀點不同，造成各自進行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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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犧牲了幼兒的學習，後來彼此敞開心房才漸漸對課程有一致的看法。換言之，同事關係的品質

好壞著實影響幼兒教師日常教學認知與行動的發展，甚至也影響到班級氣氛、班級經營，以及對

幼兒的態度（林育瑋，2003）。 

幼兒興趣、發展特性、年齡、個別差異及幼兒與環境互動等因素，持續影響著個案教師實際

知識的發展，例如：月亮老師認為教學目標的設定、教學活動實施、學習環境規劃都是以幼兒本

位加以思考建構，她會在團體討論、角落時間觀察幼兒的興趣走向，幼兒興趣是她決定主題是否

發展或決定主題的重要因素，她說：「我們之所以選『地圖』是因為積木角的孩子們對道路有興

趣，所以我們才打算帶著孩子走訪學校附近街道，活動進行幾週下來，我發現老師的主導比較多，

雖然孩子們喜歡走訪街道，但卻沒有引發他們主動探索的動機，這時我們就要從討論中去了解孩

子們的想法和問題。」（電郵月亮 951015）。在設計符合幼兒發展所需課程內容與教學方式之前，

幼兒教師須了解幼兒發展狀況，在實際教學情境中，學生確實是教師建構教學的重要變數(Tang, 

2004)。 

家庭教育對個體的影響力不低於學校教育(Kruum, 1996)，而家長在幼兒成長之路是無可取代

的重要角色，家長的態度、教養觀念及期待與需求更是無所不在地影響著幼兒教師實際教學。例

如：太陽老師認為家長反應主題課程內容重複性太高、期望教授讀寫算課程等，促動她思考主題

課程的深度與廣度，以及準備寫前練習本、兒歌童謠協助幼兒認字，並利用晨間時間或午睡前說

故事等以提升幼兒閱讀能力與習慣。而星星老師視家長為教育夥伴，重視親師關係的營造與建

立，她談到：「其實家長跟我們是一起陪孩子長大的，雖然現在家長對老師的期望越來越多，有

些老師會受不了家長的要求，可是我覺得與其逃避不如面對，所以跟家長的關係要維持好啊！當

我們很用心教他的小孩時，家長是會感受到的，這是對我們的一個認同！」（訪談星星 961003），

此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互吻合（谷瑞勉 1999，2001；蔡淑桂，2004；謝瑩慧，1995），她們不認為

家長是教學工作壓力的來源，而是能夠因應家長的期許與反應，自行調整或增加課程活動。而月

亮老師對於幼兒越齡學習的問題能夠適時向家長表明適性教育的重要性，並提供實際觀察幼兒在

校發展與學習的情形，引導家長以幼兒福祉為最大考量(Clandinin & Connelly, 2000)。 

學校處境對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可能是阻力亦或助力，太陽老師有感學校經營不同於以往風

光，現今教師不僅要走出校門發宣傳單，更須舉辦各項活動以達行銷宣傳之效，園內教師也必須

分擔行政事務與策劃活動工作，難免無法兼顧教學的品質。從上述研究發現得知，學校環境生態

有礙教學工作，此與其他研究結果雷同（郭玉霞，1997；連麗菁，2000；莊筱玉，2006）。而月

亮老師身處在相信幼兒是主動學習者，並以幼兒為本位的校園環境，感知教師不是權力展示者，

而是觀察者、引導者、協助者、支援者及適時參與者等，更認同園方要求教師不宜使用恐嚇、威

脅語氣對待幼兒。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歷程呈現摸索、鞏固、信心等三階段 

資深幼兒教師身處不同學校環境脈絡，她們實際知識發展歷程具有階段性，分為摸索期、鞏

固期、信心期等。個案教師在教學實作中嘗試摸索，從挫折經驗建構對教學的認知基模，持續調

整自身與環境互動關係，轉而更能掌握教學細節及充滿教學信心、重構幼教本質觀點與展望教學

生涯等，從中可見幼兒教師任教過程中，從生澀衝突到精熟圓融的進展與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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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形成「困境→挑戰→突破」向上循環機制 

    資深幼兒教師在每個階段均呈現「困境→挑戰→突破」循環性，亦即她們在教學實務頻頻出

現教學困難瓶頸時，皆能竭盡所能設法解決問題，認清現實教學環境後勇於調整自身心態、面對

挑戰，展現強烈挫折容忍力及越挫越勇的精神，此過程雖令她們感到失意痛苦、身心俱疲，甚至

放棄絕望，但並未將其教學信心打敗擊潰，反而突破重重關卡，展現對幼教工作的熱忱與堅定意

志。因此，個案教師在實際知識發展起伏變動的特性下，以及身處低谷時與自身或環境磋商過程

中，所形成「困境→挑戰→突破」機制，致使她們實際知識產生質變，此機制持續循環而將幼教

專業知能推向更高層次發展階段，更意味著實際知識的淬鍊及精益求精。 

（三)經驗與反思為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之利基 

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的建構、發展始於教學經驗，當她們負起帶班責任後，開始有了實際

教學經驗，此後面臨各種無法掌握、預測的教學情境，促使她們開始學習教學，如個案教師開始

思考關注教學設計與課程實施、秩序管理、班級運作及親師互動技巧等。豐富教學經驗無法確保

實際知識的發展，必須藉由強烈反省能力，持續地檢視、觀照自身教育實踐，才能順利將經驗轉

化成為實際知識及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與精進。 

（四) 資深幼兒教師關注幼兒興趣與需求並實踐幼兒本位教育 

    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經歷數波轉折與淬鍊後，其教學關注終能聚焦在幼兒學習興趣與

需求，並逐漸以幼兒本位的教育思維貫徹實際教學，彰顯幼兒教育專業本質的實踐。 

（五）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深受個人及組織因素之影響 

資深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深受個人及組織因素影響，幼兒教師若能發揮人格特質、覺知早

年生活經驗對幼教工作的重要性、抱持積極進取求知態度、善於反省、熟知幼兒學習需求及明確

掌握家長需要，並提供刺激成長學校環境及合作同事關係，有助於幼兒教師持續地建構、更新實

際知識，發揮幼教專長，進而實現教育理想。反之，幼兒教師只能在教學環境盲目摸索嘗試，周

旋於困頓挫折教學處境而無法自救，身處阻礙性學校環境，這將導致向現實妥協、放棄教育理想，

而專業發展可能出現停滯退化現象。 

二、建議 

根據前述研究歷程所得研究結論，提出相關建議： 

（一）激勵幼兒教師遭遇教學困境勇於挑戰的潛能 

研究發現個案教師專業發展過程充滿無可預知的教學瓶頸，此崎嶇不平幼教旅途上，她們沒

有因此退縮逃避，反倒認清現實、迎接挑戰、不畏困難等，終究突破重圍而激發潛能及提升專業

內涵。此點足以提供即將成為幼兒教師或處在任何發展階段幼兒教師，理解面對教學困境應具備

突破困境的決心、智慧與毅力；對身處困頓停滯階段的幼兒教師，給予激勵自己努力向上動力，

並堅信教學困境有所突破時，亦能獲得專業信心及朝向更高層次發展階段。 

（二）鼓勵幼兒教師重視實務經驗與教學反省 

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奠基於教學實作與反覆反省，因此強調幼兒教師不可忽視日常實際的教學

作為，尤其實際知識並非只是從外在環境吸收專業知識，更重視教師親自操作，才能從日常實作

中累積教學經驗。另外，教師累積的教學經驗，若不加以深入反省，只是習以為常經驗，無法提

升為實際知識，因此應加強教師自身的教學反省能力，也才能從中精練實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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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幼兒教師覺知影響實際知識發展因素及培養因應能力 

影響個案教師實際知識發展因素錯綜複雜，組織因素並非幼兒教師個人能力範圍即可獲得改

善。幼兒教師實際知識朝向正向發展，除了積極進取態度、善於反省及強烈自我實現動機外，仍

需環境因素加以配合與助長。面對複雜多變工作環境，幼兒教師應具備敏覺不利環境因素，進而

培養面對現實調節能力與解決問題能力。 

（四）幼兒園營造正向支持性環境 

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展有賴於支持性工作環境，幼兒園如能針對幼兒教師日常教學提供鼓勵

的環境氣氛、引導幼兒教師反省動機、給予專業自主空間，在幼兒教師面臨教學困境時，提供適

時地協助與輔導，才能促進實際知識的持續發展。 

（五）師資培育機構加強實務課程與引導反思在職教育 

實際教學經驗促使幼兒教師實際知識發生轉變，尤其經由教師反省後所形成的實際知識，更

能促進教師專業發展與精進。據此，建議幼教（保）培育機構在職前階段著重實習課程的設計與

實施，加強準幼兒教師實地操作學習機會，以充實與累積教學經驗。對幼兒教師在職教育，可藉

由課程設計引導經驗教師反省、釐清與檢視其自身教學經驗，以協助將經驗提升為實際知識。 

（六）未來研究 

    未來研究主題可探究不同課程模式下，幼兒教師實際知識運作情形，或者比較幼兒教師實際

知識發展良好與發展停滯教師的差異，亦或探究績優教師或終其幼教生涯的實際知識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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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本在幼兒園數學創意教學的應用研究 

 

 

莊美玲 

正修科技大學幼保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從前繪本大多是用在幫助幼兒提升語言發展，近年來有愈來愈多文獻將兒童文學與數學連結

在一起。許多研究指出，藉由兒童文學來教導小朋友數學，可以讓小朋友在學習數學時更有趣、

加深學習印象、提升學習動機、讓學生更會解決問題、並更會將數學概念和個人生活經驗做結合。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將繪本運用於數學教學活動中、設計數學創意教案，並探討其成效，另

外也希望能藉由質性資料的分析，了解繪本對學齡前幼兒數學思考能力之影響。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幼兒園學童，分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接受八次結合繪

本與數學創意教學的實驗處理，對照組則接受相同的數學概念教學，但不用繪本引導，也不引導

小朋友做數學創造思考的探索活動。本研究邀請幼兒園在職教師參與，共同設計教學內容，另外，

與實驗組教師每週舉行教學研討，討論教學的優缺點及如何改進。在量化成果方面，共變數分析

結果顯示在水的保留概念以及加法兩個題目測驗結果呈現顯著，在質化成果方面，研究者在進班

觀察過程中發現許多小朋友的創意以及小朋友敏銳的觀察能力，也發現藉由繪本能激發幼兒的好

奇心與求知欲。 

 

關鍵字: 繪本、數學創意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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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jority of early studies on the use of picture books investigated their influence on language 

development. Recently,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number of studies mak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mathematics. Many studies indicated that children’s literature can support the 

learning of mathematics. By connecting picture books and mathematics make the math class more 

interesting, children are motivated, become more able to connect mathematical ideas to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become better critical thinkers and problem solvers. 

    This study is a pretest-postte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Besides quantitative data, the 

researcher also collected qualitative data through following documents: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alyze record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eacher journals and researcher journals; children’s worksheets; 

children’s written and drawn work in response to problem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how to connect picture books with mathematical 

activities, how to design mathematical creative program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The results of 

ANCOVA show that childr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better than children in the control group 

regarding to concept of conservation and addition. The qualitative results show that picture books can 

inspire children’s curiosity, creative ability and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Keywords: picture books; mathematical creativ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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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不少學生在學習數學過程當中對數學充滿畏懼，並覺得數學很枯燥，如果能在幼兒園階段藉

由有趣的數學活動，培養小朋友對數學的興趣，願意動動腦去尋求解決方式，並感受數學跟生活

的貼近，對小朋友日後的學習會有很大的幫助，因為這些會影響小朋友對數學的想法、數學的學

習態度及學習成果。如果能藉由繪本的故事，引發小朋友的學習動機，幫助書中的主角解決數學

問題，並藉由創意的活動讓小朋友動動腦去解決數學問題，將能增加數學學習的樂趣及成效。 

 

1. 研究目的 

    數學圖畫書可就情境或數學概念明顯與否來分類型，也有適用於不同年齡層或數、量、形等

主題的考量，本計畫將依圖畫故事書的內容分為數量、測量、幾何圖形、統計及數學推理等，利

用數學故事的內容引導小朋友思考並做創意的數學探索，本計畫研究目的如下：  

(1) 收集可以應用於幼兒園所做為數學教學的繪本資料，分析其適合引導的數學類型。  

(2) 探討如何將繪本運用於數學教學活動中，設計數學創意教案，並探討其成效。 

(3) 探討繪本對學齡前幼兒的數學思考能力之影響。 

 

2. 名詞釋義 

    (1) 繪本: 又稱圖畫書(picture books)，本研究選擇的繪本為有圖畫又有文字、兼顧故事情境

與數學概念強的繪本，適合用來引起學習動機、協助學生釐清想法或學習新的數學概念。本研究

主要想讓孩子從有意義的故事當中接觸數學，因此本研究選擇的繪本都是有文學內涵的繪本，也

就是繪本的作者只是要說一個吸引人的故事，這類故事大部分和我們的日常生活或我們的生活環

境有關，而不是以教科書般的方式呈現。 

    (2) 繪本融入數學教學: 主要指運用圖畫書的故事內容，將數學概念或數學技巧融入幼兒園

數學活動設計與教學中，作為引起動機，並藉此延伸讓小朋友對數學概念做進一步的思考或探

索，從操作中尋求解答。 

    (3) 數學創意教學: 本研究指的數學創意教學使用的教學方式是以學生為主體，老師的角色

為引導者，運用創造思考的發問技巧，引發學生主動探索，運用創意尋求解決方式或答案的教學

方式。 

本研究旨在探討如何將繪本運用於數學教學活動中、設計數學創意教案，並探討其成效，另外也

希望能藉由質性資料的分析，了解繪本對學齡前幼兒數學思考能力之影響。 

 

 

二、文獻探討 

1. 繪本與數學學習 

    從前繪本大多是用在幫助幼兒提升他們的語言發展，不過從1980年代開始，國外逐漸有愈來

愈多的文獻將兒童文學與數學連結在一起，坊間也出版一系列的可用來教導數學的故事繪本，對

幼兒來說， 從有意義及有趣的故事當中來學習數學，可以使枯燥的數學概念更容易理解。近年

來兒童文學在幼兒數學教學上扮演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好的故事提供有意義的情境讓孩子學數

學，故事也激起小朋友對世界的好奇心，讓小朋友去做數學探索(Thatcher, 2001)。許多文獻已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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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繪本可以提升孩子的數學學習興趣、幫助孩子在有意義的情境中使用及擴展數學的知識，並

激勵孩子做有邏輯性的思考(Clarke, 2002)。 

    許多研究指出，藉由兒童文學來教導小朋友數學，可以讓小朋友在學習數學時更有趣、加深

學習印象、提升學習動機、讓學生更會解決問題、並更會將數學概念和個人生活經驗做結合，及

知道數學是一種工具，可以應用在真實的生活當中 (Gaston, 2008; Murphy, 2000；古智有，2007)。

美國數學教師學會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NCTM, 2000) 在其出版的「學校數

學的原則與標準」(the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for School Mathematics)中建議，要讓學生多閱讀、多

寫、以及多討論想法，如此學生才能在真實生活的情境中學習數學(learn mathematical ideas)，而繪

本即提供這樣的數學學習素材，老師可以藉由繪本的故事情境，並利用創造思考的提問方式引導

學生思考及進行創意數學探索，讓學生透過小組討論或個人主動操作，尋求答案。 

    繪本提供孩童學習的鷹架，引導孩子將故事的內容和他的背景知識及生活經驗相結合，利用

繪本引導孩子思考及解決生活中遇到的數學問題(Jenkins, 2010)。Murphy (1999) 認為，繪本不僅

將故事和數學做聯結，繪本中的插圖也提供數學概念的視覺圖像，在使用繪本教小朋友數學後，

小朋友更瞭解如此解題，原因為何 (Murphy, 1999)。圖畫故事中的插畫提供兒童主動學習與探索

數學的動能，故事中的元素(如角色、情節、場景及主題)，則提供發展數學概念的素材。研究也

證實如果兒童文學融入數學學習中，而且如果是以一種互動及有意義的方式來學習，學生的數學

概念會更清楚，且如此獲得的知識可以保留得更久，此外，數學成績也會提高 (Shatzer, 2008)。 

 數學常被學生視為枯燥難懂的領域，如果可以巧妙運用繪本故事，導入生活中的數學問題，

要小朋友幫助故事中的人物找出解決方法，則可以增加小朋友的學習樂趣。依照上述學者提出的

繪本導入數學學習的優點，本研究不管在繪本選擇或是教學實驗上，都是依此原則進行規劃，繪

本都是選擇有故事性、有趣、而且可以引導小朋友進行操作實驗。 

 

2. 數學繪本的選擇與教學應用 

    數學圖畫書依內容型態可區分為故事情境強與數學概念強二類，故事情境強的圖畫書適合用

來引起學習動機，而數學概念強的圖畫書則可用來協助學生釐清想法或學習新的數學概念 (古智

有，2007)。在繪本的選擇方面，Austin (1998)認為在尋找相關繪本時，要注意繪本的故事內容，

故事內容要有一些意涵是可以用來做數學延伸學習的。好的文學作品，在用來教導小朋友數學的

同時，不只能提升小朋友的數學概念，也可以促進小朋友的語言萌發 (Gaston, 2008)。 

    古智有 (2007)認為圖畫書在數學教學上的運用型態包含：（一）在課程進行前作為引起學習

動機之用；（二）在教學過程中成為主要發展活動，或用以奠定學生學習基礎、釐清數學概念；（三）

於課程結束後延伸學習範疇 (古智有，2007)。 

 陳靜芬 (2009)在其論文中提出她在其研究中選擇圖畫書的原則為圖多字少、插圖色彩鮮

明，以便讓幼兒從圖像直覺了解圖畫的訊息，另外圖像訊息提供的有趣經驗，也能加強孩子感受

閱讀的樂趣。 

    根據國家數學教師協會(NCTM;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 的連結標準

(Connections Standard 2000)，老師必須: (1)將數學和其他學科做結合；(2)幫助學生瞭解數學概念相

互連結的關係並產生一個連貫的數學體系，在幼兒園教學中時常運用此中教學方式，也就是將數

學融入其他的幼兒課程中，以主題方式來呈現 (Casey, Kersh & You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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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cher (2001) 建議教師在選擇繪本進行數學課程活動時，可以用以下的問題來問自己，以

做為選擇繪本的依據 (Thatcher, 2001): 

(1) 如果我不是把這本繪本用於數學教學，我會不會唸這本繪本給小朋友聽？ 

(2) 此繪本是否可以激發幼兒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此繪本是否能激勵孩子讓他們想自已動手進

行探索？ 

(3) 此繪本對幼兒是有意義的嗎？幼兒是否能將故事與個人生活經驗做連結？ 

(4) 故事與數學的連結是否合情合理？因為如果數學意涵是很自然的存在於故事當中，讀者不只

會喜歡這本書，也會被其中的數學概念所吸引。 

(5) 書中提供的資訊是否正確？ 

 

綜合上述繪本選擇的原則與理論，研究者在挑選數學繪本時，均避開單純只在教導數學而無

故事性的繪本，而都是挑選故事是描述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事情，能引發孩子的興趣，而且可以

在趣味的故事當中再導入數學概念的圖畫書，另外在挑選繪本時也注意其視覺圖像效果，選擇插

圖色彩鮮明，能讓幼兒從圖像直覺了解圖畫訊息的繪本。 

     

關於繪本與學齡前幼兒的數學學習，國內外相關的研究如下: 

 

3. 國外相關的研究 

    繪本可以提升孩子的注意力，並引發孩子討論。Van den Heuvel-Panhuizen et al. (2009) 在其論

文當中，探討如何利用繪本來幫助學齡前兒童發展他們的數學概念，他們採用的方式是讓孩子不

覺得是在上數學課，而是覺得很高興的在聽繪本故事。他們以5-6歲的幼兒園小朋友為實驗對象，

在實驗當中所採用的繪本其內容主要都不是在教數學，而都是一般的故事繪本，Van den 

Heuvel-Panhuizen et al. (2009) 利用繪本裏的圖片來引導班級的孩子做討論，從觀察孩子的討論當

中，歸納出的結論是繪本可以刺激孩子的數學思考能力，舉例來說，在長髮公主 (The princes with 

the long hair)繪本當中，故事描述小公主的頭髮的生長速度遠超過她的身體成長的速度，插圖裏

的小公主的身高只有一點點大，而她的頭髮已在畫面中從左到右延伸了好幾圈，在一面講述繪本

時，小朋友好奇的用手指去量小公主頭髮的長度，如此老師再引導出數學認知概念，即每個人的

手指長度不一樣，所以量出來的數目也不一樣。 

   Hong (1996)研究念數學繪本給孩子聽及讓孩子玩數學教具對孩子數學能力的影響，實驗組的

孩子在聽完故事後會進行與故事相關的數學活動，控制組閱讀的繪本只是與每週進行的主題相關

的繪本，並在閱讀後進行與主題相關的討論及唱兒歌，結果發現實驗組在分類及形狀方面都比控

制組好，而且實驗組比控制組有更多小朋友喜歡到數學角，並且逗留在數學角的時間比控制組小

朋友長。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學者張麗芬(2008; 2009; 2011)的研究結果相同。 

    其實幼兒在進入小學前就表現出對數學有興趣，雖然受限於一些計算的技巧及數學概念，但

是幼兒常常很想去解數學的問題。Keat 和 Wilburne (2008)針對 3 個幼兒園班級共 70 位小朋友所

作的故事書(storybook) 融入幼兒園數學教學的研究，結果顯示故事書能促進孩子數學思考能力的

發展，而且研究也發現當數學概念和故事書中的人物相連結時，孩子就會很高興的要去想這些數

學概念，而且孩子對於與故事中的角色相關的數學活動的興趣也持續一段時間，甚至就算知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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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困難度，小朋友還是持續會去做討論、操作教具、並問老師問題，努力想釐清答案。藉由故

事，當故事中的人物遭遇困難時，小朋友很自然的會去運用他們的數學思考來幫忙故事中的人物。 

 綜觀上述國外相關研究，研究結果有其限制，Heuvel-Panhuizen et al. (2009)的研究為質性研

究，主要研究對象為 6 位外來移民家庭的小孩，缺乏量化數據及對照組做比較。Hong (1996)的研

究 雖然有實驗組及控制組，但實驗組及控制組兩組孩子閱讀的繪本並不相同，為實驗組選擇的繪

本除了和該園所每週進行的主題相關之外，主要也以可以進行數學活動及遊戲的繪本作為選書的

考量，而對於控制組則只單純以每週進行的主題作為選擇繪本的考量，因此較難推論孩子的數學

學習成效與哪個原因相關。Keat 和 Wilburne (2008)的實驗雖然有質性資料及前後測的量化數據，

但是只有實驗組，沒有對照組做比較。 

 

4. 國內相關的研究 

    國內對於繪本應用於兒童數學教學的研究近年來有增多的趨勢，不過其研究對象大多是針對

國小學童，以學齡前幼兒為研究對象的論文非常少，經研究者運用搜尋引擎搜尋並歸納整理，運

用繪本於幼兒園數學教學研究的論文只有: 張麗芬(2008; 2009; 2011)結合圖畫書與數學 的教學方

式對幼兒數學能力之影響、邱瑄平(2008)繪本教學對幼兒學習數學形式概念表現之研究、林易青

(2006)圖畫書融入數學教學對幼兒學習數概念效應之研究、張天慈(2005)繪本對幼兒算數與幾何概

念學習成效之研究、以及陳靜芬(2009)圖畫書之魅力-幼兒學習數學樣式之歷程。另外，近年來因

為科技的發達，電子產品也應用在幼兒教學上，因此也有一篇運用電子繪本與數學學習的相關碩

士論文: 陳姿佑(2013)互動式電子繪本對幼兒數概念與內在動機之影響。 

    上述的國內研究論文，除了張麗芬(2008; 2009; 2011)、林易青(2006)和陳姿佑(2013)是有實驗

組及控制組的實驗設計外，其於三篇的研究都是只有實驗組；張麗芬(2008; 2009; 2011)的實驗設

計，實驗組幼兒接受十次結合圖畫書與數學教學方式的實驗處理，而控制組幼兒則只有聽老師念

繪本故事，研究者認為以此和實驗組幼兒做數學能力與數學學習態度之比較，可能會較不周延，

因為控制組幼兒並沒有接觸數學。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準實驗設計，研究對象為幼兒園大班學童，分實驗組及對照組，實驗組接受八次結

合繪本與數學創意教學的實驗處理，對照組則接受相同的數學概念教學，但不用繪本作引導，也

不引導小朋友做數學創造思考的探索活動，兩組的教學活動均是依照數學教學主題每週進行一次

活動，共進行八次。兩組均施行前測及後測，前測及後測題目完全一樣，均用實物讓小朋友進行

操作。除量化研究外，也採觀察和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藉由教學活動記錄、學習單、幼兒作

品、觀察與訪談記錄、幼兒園老師省思札記、研究者省思札記等質性資料，進行分析與歸納。本

研究將邀請幼兒園在職教師參與，共同設計教學內容，另外，與實驗組教師每週舉行教學研討，

討論教學的優缺點及如何改進，此外也請參與教師敘寫省思札記，檢討教學過程及提出問題，學

院研究者給予回饋與協助。 

    實驗組的數學繪本由研究者依照大班小朋友的程度及內容類別挑選適合的數學繪本，並與實

驗組的園所老師討論引導方式及教學計畫，如前文理論部分所述由研究者挑選的數學繪本都是具

有故事性，能引發孩子的興趣，在趣味的故事當中再導入數學概念。八次的教學活動主題如下表: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KvZSN7/record?r1=7&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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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使用的繪本名稱 教學活動主題 

1 消失的魔術帽 統計概念/圖表分析 

2 魔法果汁 計算能力/體積測量 

3 我要一張新床 計算能力/長度測量 

4 皮皮的菜園 計算能力/面積測量 

5 哎，貓咪數不完 加/減法 

6 蜈蚣叔叔的襪子 分類/序列 

7 十個甜甜圈 數的保存概念 

8 多多搬新家 數的基礎概念/部分和全部 

 

四、結果與討論 

量化方面:  

    前測及後測題目完全一樣，題目共11題，內容包含序列、保留概念、均分、減法、加法、正

方型的分割、圓形的分割，計分方式為對錯兩種分數，將實驗組及控制組前測及後測分數進行共

變數分析，結果顯示在水的保留概念(F=4.914; p=.034<.05)以及加法(F=6.719; p=.015<.05)兩個題目

測驗結果呈現顯著，顯示實驗組在這兩個題目有較顯著的進步，例如關於以杯子及水所做的體積

測量及保留概念方面，先將兩杯相同的杯子放入等量的水，並告訴小朋友兩杯的水一樣多，在小

朋友面前將其中一杯倒入另一個較細長的杯子，之後問小朋友兩杯的水是否一樣多，或是哪一杯

比較多，此測驗分數以共變數分析考驗結果，顯示排除前測成績的影響後，實驗處理效果顯著。 

    在量化數據的其他題目上無法看出顯著成效，可能由於下列因素:有的小朋友比較細心，會

用手去指一個糖果一個糖果慢慢算，然後告知正確答案，有的小朋友則用目視就告知答案，所以

兩者結果會不同。另外在教學時間上，實驗組的活動時間並沒有比控制組多，同樣的時間實驗組

卻要進行繪本故事演說，所以花在數學講解及練習上相對較少。 

 

質化方面: 

    研究者在八次的活動中全程進班觀察，並且會利用中午小朋友午休的時間和老師進行討論，

在進班觀察過程中發現許多小朋友的創意以及小朋友敏銳的觀察能力，例如: 

(1) 第一週的繪本「消失的魔術帽」，老師說故事說到一半時讓小朋友想一想魔術帽可能是誰拿

走的?為什麼?小朋友提出自己的想法，有小朋友說是螃蟹拿走的，因為他有手。大部分的小

朋友覺得是魔術帽自己飛走的，因為它有翅膀(小朋友的觀察力很好，注意到繪本的插圖魔

術帽上面有翅膀)。 

(2) 第二週的繪本「魔法果汁」，老師說完故事後，實際用水及杯子做給小朋友看，有半數的小

朋友還是覺得小杯子的水量比較多，接著老師請小朋友實際操作將水一瓢一瓢放入杯子

中，小朋友自己操作後，觀念就正確了，有小朋友自己歸納出(自己說出)如果大家的杯子都

一樣大，一瓢放進去，水的位置就會一樣高。 

(3) 第三週的繪本「我要一張新床」，老師說完故事後，讓小朋友想一想還可以用甚麼來測量，

有的小朋友說用手、用腳、用身體，還有的小朋友說用線等等，老師也請一、兩位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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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們建議的方式實際量量看，之後讓小朋友寫學習單，畫出一張床，並畫出用自己的測

量工具，床的長寬要量幾次才能量完。 

(4) 第四週的繪本「皮皮的菜園」要呈現的數學概念和第三週有點類似，老師設計的學習單題

目是「請動動腦利用尺或其他測量工具，為自己設計一塊菜園」，小朋友畫的每個人的菜園

都不一樣，都有自己的創意和特色。 

(5) 第八週的繪本「多多搬新家」，要傳遞的是部分和全部的概念，老師一面用教具說故事一面

問小朋友數學問題，接著用紙剪成 1/2, 1/4, 1/8 來教小朋友切成 2 份、4 份、8 份怎麼切，最

後用黏土讓小朋友切，要平分，所以每一塊要切一樣大，小朋友也會說出 1/2, 1/4, 1/8。最

後老師小朋友用黏土做成他們想做的形狀，並讓小朋友切，有小朋友將黏土做成一個圓形

的披薩，並說要切成 5 份，老師也讓小朋友試著切  ，切出來的當然是不能平分，老師藉

由問小朋友你會選擇吃哪一塊，來讓小朋友了解圓形這樣的切法是不能平分，有小朋友主

動說出如果是正方形或是長方形，這樣切就能平分，顯示藉由遊戲及老師的引導，幫助小

朋友自己歸納出正確的觀念。 

    每一次的流程都是早上進班觀察，下午和園所老師進行討論，大班的老師分享關於第一週的

活動，他做延伸活動讓小朋友畫統計圖(因為繪本裡有示範統計圖)，剛開始小朋友只會從上面排

下來比較哪個較多，經由老師引導可以以下面做基底往上排，更容易看出比較的結果。 

    關於第二週的活動，小朋友有親手操作，小朋友自己試驗完觀念就更清楚，也更相信他自己

看到的同樣一瓢水，在不同杯子呈現量的不同，否則雖然看了老師的操作，再問他們這些杯子的

水量有沒有一樣多，小朋友還是回答不一樣多，可是讓他們親自操作後，他們的答案就和先前不

一樣了。 

 

繪本結合幼兒園數學創意教學對小朋友的影響 

(1) 豐富幼兒園數學教學的學習資源及提升學習成效 

本研究搜集中文及外文適用於幼兒數學創意教學的繪本，並設計數學創意教學教案，讓小朋友以

遊戲的方式輕鬆的學習，能夠豐富幼兒園數學教學的學習資源及提升學習成效。 

 

(2) 藉由繪本激發幼兒的好奇心與求知欲 

本研究的課程設計不是單純的老師教小朋友聽，而是利用繪本引導小朋友思考，讓小朋友動動腦

想想看如何幫故事中的人物解決數學問題，讓小朋友運用思考及動手操作來解題，培養小朋友的

創造思考能力。本研究呼應文獻探討中提到的，藉由繪本激發幼兒的好奇心與求知欲，並且能激

勵孩子讓他們想自已動手進行探索。 

 

五、建議 

對於未來相關領域的研究，建議(1)可以進行認知領域的教學研究，而不只針對單一學科，可以

結合新課綱的學習指標，以行動研究觀察運用繪本融入教學後，學生學習態度的改變，及孩子問

題解決能力的成長; (2)可針對不同年齡層及選擇適合各年齡層的繪本做更深入相關研究; (3)可選

擇各類不同領域的繪本應用於不同領域的教學中，以行動研究紀錄活動過程、教案的設計及老師

的教學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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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前、後測的題目: 

1. 序列1: 老師用圓形、三角形、正方形等的圖卡排出序列，告訴小朋友它們都是照一定順序

排列，問小朋友下一張圖卡應該是哪一個形狀，請小朋友選擇一張圖卡排入序列中。 

2. 序列2: 延續第1題的題目，請小朋友再放入第二張及第三張序列的圖卡。 

3. 不等量的糖果排成一樣長的兩排(一排10個糖果，另一排8個糖果)，問小朋友這兩排糖果數

量是否一樣多? 

4. 保留概念: 等量的糖果排成兩排各10個，在小朋友面前將第二排的10個再排成較短的兩排, 

問小朋友第一排及分成兩排的那一堆糖果數量是否一樣多?  

5. 保留概念:不等量的糖果排成一樣長的兩排,問小朋友這兩排糖果數目是否一樣多? 

6. 保留概念:用兩個一模一樣的杯子裝同樣數量的水，並告訴小朋友兩杯水一樣多，在小朋友

面前將其中一杯水倒入一個較細長的杯子中，問小朋友哪一杯水比較多或是一樣多? 

7. (均分) 請小朋友將9個糖果分給三個布偶，給每個布偶分到的要一樣多。 

8. (減法)( 用布偶及糖果讓小朋友實際操作)兔子有7顆糖果, 大象有4顆糖果, 兔子比大象多

幾顆? 

9. (加法)(實物操作) 兔子有4顆糖果，媽媽又給他 5顆，現在他有幾顆糖果？ 

10. (正方型的分割)請將一個正方形蛋糕切成四份分給四個小朋友，每個人分到的要一樣大。 

11. (圓形的分割) 請將一個圓形蛋糕切成四份分給四個小朋友，每個人分到的要一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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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兩種教學任務於技職大學英語課程中以提升 

英語學習者之閱讀與寫作能力 
 

 

莊媖纓 

正修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摘  要 

閱讀與寫作應該是一體兩面，將閱讀與寫作以結合一體的方式來教學。「抄寫文句」及「摘

要大意」這兩種教學方式，一直是被當成能增進英語閱讀與寫作能力的教學方法，雖然西方國家

常常將「抄寫文句」看作是抄襲，但作者希望從本研究實驗中探究，並確認其是否為一種適用於

英語教學中，進而能替學生帶來益於語言學習的工具。因為「抄寫文句」通常被看作是老師指派

給程度低學生，而「摘要大意」是給程度較好學生於課堂學習的方式，作者透過本研究來確認這

兩種教學方式，都可以達到讓不同程度英語學習者增進其閱讀與寫作能力的成效。採用讀寫關係

角度作為理論框架，本研究探討不同英語程度學生，在課堂訓練以抄寫文句和摘要大意的練習過

程中，意識於自己的學習和策略的使用，以有效的學習方法，來提升他們的閱讀與寫作能力。以

一百二十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被分派於兩個實驗群組中進行學習，並在依其英語程度分為高成

就與低成就學習者，而他們在閱讀和寫作兩個不同區域的學習進步程度也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

顯示，儘管根據學生在課堂學習任務和英語程度的不同，其閱讀和寫作程度都顯出進步及程度上

的變化，並且高程度學習者這組的學生表現，更有明顯進步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這項研究說明

了，「抄寫文句」及「摘要大意」這兩種教學方式，確實顯著的促成高成就和低成就的學生其提

升閱讀和寫作能力，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自我認知意識。因此，得出的結論是，「抄寫文句」及

「摘要大意」這兩種教學方式的運用，至少對於台灣的大學學生而言，確實是有效的外語學習方

法與策略，並適合教師在英語課堂上配合閱讀與寫作教學上使用。 

 

關鍵字：抄寫文句、摘要大意、英語閱讀與寫作、後設認知、英語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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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develop L2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re commonly used 

strategies in EFL classes. Although ‘duplicating’ alludes to plagiarism in the West, the authorbelieves 

that it has certain linguistic benefits when used only as a tool for L2 learning. By using a perspective of 

the reading-writing relationship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processes of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the awareness of their own learning and 

strategy use, and effective ways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through these two tasks. 

120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and their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various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were exam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although the students’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varied depending on the task and proficiency level, all of them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improvement with higher proficiency students demonstrating more effective use of 

strategieslinked to heightened metacognitive awareness.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bothhigh and low level students in developing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by raisingtheir metacognitive consciousness. It was,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se 

two tasks canbe used effectively for L2 learning and teaching, at least for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Duplication, summarization,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EFL 

learn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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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ntroduction 
1.1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Motivation 

In the L2 contexts, reading and writing have been taught separately for a long time. Take Taiwan 

as an example, the focus of the classroom instruction has been primarily on reading, including new 

vocabulary, grammar explanations, and translation from L1 into L2 or vice versa (Shin &Ahn, 2006). 

Writing plays only a subsidiary role in that simple controlled or guided writing exercises have been 

used in English reading textbooks for comprehension checks. However, research in L2 learning and 

teaching ha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reading and writing “which [share] the common 

[process] of meaning making” (Kim, 2007, p. 60). Moreover,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reading-writing 

connection in fostering writing proficiency. Researchers note that read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riting,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source text is inevitably incorporated into learners’ writing process. 

Since students nowadays have to face English writing situations in both academic and ESP settings, the 

need to develop writing and reading simultaneousl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Students are 

beginning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not only understanding what they read but also of writing 

discourse-level compositions based on what are read. As a result, teachers are now focusing on finding 

effective ways to integrate reading and writing as a pre-requisite of developing communicative skills. 
 

1.2 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and Research Questions 

As a way to incorporate reading and writing, while learning vocabulary, grammar, and sentence 

organization,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have been widely used for L2 learning and teaching 

situations. Duplicating is an activity of producing something so that it is the same as an original piece 

of work. Also, duplicating is thought to be an early step of summarizing and a survival strategy which 

may decrease or disappear as learners’ proficiency levels increase. Studies discussing ‘duplicating’ in 

connection with ‘summarizing’ consider it plagiarism and a bad strategy used when read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r meaning of the text. Studies discussing ‘copying’ in connection with 

‘summarizing’ consider it plagiarism and a bad strategy used when read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content or meaning of the text. Some researchers discuss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summarizing’ (Keck, 

2006; Shi, 2004) using slightly different terms from one another for those stages. Keck (2006), for 

example, places students’ ‘summarized’ work into such different stage categories as ‘exact copying,’ 

‘near copying,’ ‘minimal revision paraphrasing,’ ‘moderate revision paraphrasing,’ and ‘substantial 

revision paraphrasing’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to which students’ summaries rely on a text. In other 

words, students are perceived as progressing along a continuum as they proceed through the various 

stages of summarizing. 

Compared to duplicating (copying), summarizing is an activity of condensing the most 

importantdetails of what is retained from a text” (Joh, 2000, p. 195) and has been used to help L2 

learners monitor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and clarify meaning and important discourse. Since 

summarizing requires a certain level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it has been mostly used for those 

who are at least moderately proficien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us are not in the ‘exact copying’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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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licating stage. Duplicating certain words, phrases, or sentences by consciously and carefully 

recognizing what is being copied has been encouraged as a tool to teach spell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s an early step of the writing process for the beginning-level of language learners(Park, 

2000).  

The purpose of ‘duplicating’ is to help students consciously focus on learning writing 

convention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and use them correctly and appropriately when writing 

academic papers later on as they move to an advanced level. That is, ‘duplicating’ does not hold the 

negative connotation as it doe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is purely seen as an exercise for learning a 

language (Currie, 1998).Ideally, duplicating has also been thought to be a useful strategy for students at 

low proficiency levels for learning vocabulary and grammar while summarizing to be useful for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for enhanc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clarifying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discourse(Park, 2008). Figure 1.1 shows a line of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continuum supported 

by literature from a Western viewpoint.  
 
Figure 1.1 A Line of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Continuum 
 

Copying                                  Summarizing 
 

Low Proficiency Level                   Advanced Proficiency Level 
-Teaches spelling, capitalization, punctuation,    -Enhances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clarifies 
vocabulary, and grammar                    meaning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discourse 
 

 However, so far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the positive aspects of duplicating for 

advanced-level students and of summarizing for low-level students. Recognizing that there are gaps in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researches, the current study will specifically focus on finding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do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of students in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groups 

actually change in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How do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improve from the pre- to the post-test? 

2. What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do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of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report using when they readand write academic texts in English? 
 

1.3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Even though integrated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has been emphasized, and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have been used in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practice in Taiwan, duplicating has 

NOT been considered as an effective exercise for advanced-level L2 learners, and ‘summarizing’ not as 

effective for low-level L2 learners.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s 

‘duplicate’ and ‘summarize’—what kind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they use—and which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they develop. Accordingly, many researchers simply listed what 

advanced and low-level students do when a summarizing task was given (Oh, 2007). They did not pay 

attention to what was going on in low-level students’ mind when they were summarizing and how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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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s could help those students derive advantages from a ‘summarizing’ task. Throughout this study 

with lower and higher levels of Taiwanese college EFL students,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processes 

during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their use of strateg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will be investigated.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finding the advantages of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L2 learners, and then based on the results, suggest possible ways of 

enhancing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through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nd provide 

potential changes to EFL teaching and the college English curriculum in Taiwan. 

 

II. Literature Review 
2.1The Use of Duplicating as a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EFL Contexts 

 Very little research on duplicating is found in ESL and EFL contexts. In Porte’s (1995) study, 

underachievers, low-level students who had potential but were unaware of the appropriate use of 

learning strategies, whose native language was Spanish, were asked to duplicate a text in a limited time. 

Through reviewing their copies for errors and mistakes, they became more aware of writing 

conventions such as accuracy of spelling,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 What students did was 

duplicating surface structures rather than deep structures. In other words, students relied on mechanical 

‘duplicating’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what they copied which, as we saw above, is a 

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of the ‘duplicating’ processing. Porte (1995) stated that this type of 

‘duplicating’ processing could definitely help low-level students write accurately on writing exams. 

However, the focus of the study was only given to the advantages of duplicating in the correct use of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but not on the correct and appropriate use of vocabulary or grammar. Also, the 

study assumed that only low-level students would make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mistakes. Using more 

difficult levels of texts and giving additional attention to vocabulary, grammar,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organizations may have shown positive effects of ‘duplicating’ for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too. 

 Park (2000) argues that a 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of duplicating is needed for low-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to help them focu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1 and L2 and become 

more confident in writing. In addition, she emphasizes not only the product but also process of 

duplicating saying that ‘duplicating’ should be done after completely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a text; 

that it should be repeated and practiced many times until they can understand sound-symbol 

correspondences and produce fluent sentences, and that it should be monitored and reviewed constantly 

by students while duplicating. Park (2000) suggests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a deeper level of 

duplicating for advanced-level students. She asserts that duplicating can be continuously used when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advanced writing practice. To be specific, it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m to make 

lists of words to be learned and duplicate them several times focusing on peculiarities of orthography 

when reading new texts. Whenever students come across new words and phrases, they could be 

constantly added to the lists, reviewed, memorized, and learned by duplicating them. 

While Jimin’s (2006) and Hahn’s (2006) studies did not focus on ‘duplicating,’ thei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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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d that students of all ages and proficiency levels wanted explicit instruction to expand vocabulary 

and grammar knowledge for writing, which implies that ‘duplicating’ may benefit elementary through 

college level, and beginning through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to learn sound-spelling-meaning 

correspondence of vocabulary, phrases, sentenc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grammar. 

 To sum up, duplicating appears to progress along a continuum from a perceptual level of 

duplicating which is useful for accuracy of writing in that it helps students learn writing conventions, to 

a deeper level of duplicating which is useful for fluency of writing in that it helps students enhan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expand vocabulary and grammar knowledge, and apply them to their own 

writing. The two types of duplicating can benefit both L1 and L2 learning. However, research on both 

types of duplicating focus on the usefulness for low-level L2 learners but not advanced-level learners. 

It is thus not known what effect ‘duplicating’ would have on learners of other levels, and the kinds of 

advantages it would offer for these groups of learners. 
 

2.2The Use of Summarizing in EFL Contexts 

 Summarizing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ssential and valuable study skill required in academic 

settings (Joh, 2000; Oh, 2007). Oh (2007) mentions that “one cannot learn a language and 

communicate in that language” (p. 124) successfully without having the ability to summarize. Thus, 

unlike ‘duplicating, ‘summarizing’ has been used in all English teaching situations. Summarizing is 

defined as an activity of writing a brief statement that represents the condens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ible to a subject and reflects the gist of the discourse, and it requires condensing all significant 

facts of the original such as overall thesis, main points, and important supporting details in one’s own 

words (Hidi& Anderson, 1986). Many advantages of summarizing in language learning have been 

found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s—generally speaking, ‘summarizing’ helps students monitor, insure, and 

enhance comprehension and recall of texts, facilitate long-term memory, and clarify meaning and 

important discourse (Joh, 2000; Oh, 2007). Guido and Colwell (1987) consider summarizing as a 

deeper level of processing which demands that students decide which parts are important or not to 

include for their summary writings. This implies that ‘summarizing’ can foste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the ability to restructure text.  

 Summarizing has been used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engage them in 

a deeper level of the language learning process. Most research on summarizing has focused on the 

factors which cause students to write better summaries, what good and poor summaries look like and 

how higher and lower 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have summarized and what kinds of 

strategies they have used. No explicit attention has been given to the usefulness of a shallow or 

perceptual form of summarizing and that of a deeper level for language development. To sum up,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 deeper level of summarizing is effective for vocabulary learn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enhancement, and writing improvement. Most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text 

variables and students’ proficiency levels and personal variables affect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summaries. However, how students of various proficiency levels differently approach a tex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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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ing task, and how a deeper level of summarizing benefit specific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development for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of students have not been explored. There is a need to fill 

gaps in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bett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guidelines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students in L2 learning.  

 

III. Research Methods and Procedures 
3.1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sophomores who enrolled in the course titled English Reading IIat a private 

university located in southern Taiwan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14. This reading course was offered 

as a required course, and the students met once a week, two hours each time for 18 week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proficiency levels, a pre-test was gi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On the basis of the pre-test results,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lower-level 

and higher-level. Additionally, their scores on the TOEIC or GEPT and their previous final grades were 

gathered as part of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questions. These grades helped in dividing the 

participants into two proficiency-level groups based on varied evaluation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 Regardless of the two different class sections, about half of the 

lower-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and higher-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were given a duplicating task 

while the other half of them were given a summarizing task.  
 

3.2 Data Collection Procedures 

Pre- and Post-test, and the Surve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Survey 

A pre-test was given to both groups at the beginning to identify the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levels. The test consists of one writing question and reading questions comprising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and vocabulary questions. A post-test, which was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was the parallel to the pre-test. Two parallel reading texts were selected for the reading part 

of the pre- and post-tests to determine the students’ previous reading proficiency levels at the beginning 

and also to check their reading impro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They also completed the Surve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researcherin order to identify strategies 

they used when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survey was give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before the 

students started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activities. A self-scoring guideline was provided so that the 

students could interpret their responses before the surveys were collected. 
 

Reflection Questionnaire 

 After analyzing the students’ answers to the survey, the two strategies used the most and the least 

in each of the three categories—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were identified, and also the 

lower- and higher-level students of each group. Th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in each of 

the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group who reported using the two most frequently used strategies in 

each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the most and the two least frequently used strategies in each categor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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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questionnaire was given to the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were asked about 

their overall feelings in doing the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tasks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and how 

these two strategies improved specific areas of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Tasks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into either the duplicating group or the summarizing group, and 

they read two articles every week and either duplicated or summarized them as one of their course 

requirements which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read independently and complete the assignments. When 

first introducing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tasks, the instructor discussed using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s language development tools, and she also addressed what kind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could be used and which steps the students should follow to duplicate or summarize the given 

texts. The explicit guidelines of how to ‘duplicate’ or ‘summarize’ the given texts were provided to the 

students (please see Appendix A and B). 

 With the guidelines, the instructor explained the purposes, advantages, and procedures of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head of time. In the guidelines, four questions were added to ask the 

students’ personal feelings about reading each of the texts. Knowing whether the students had read the 

given texts as well as whether they had background knowledge on the information or topic in the texts 

we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might affect the students’ writing performance and willingness to read the 

texts. Also, understanding how motivated and interested the students were in reading the texts and why 

would be important because it would affect students’ enjoyment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us 

increase the efficacy of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Four weeks after starting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tasks, the instructor collected what the 

students had done—original texts, ‘duplicated’ or ‘summarized’ texts, responses to the four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guidelines—and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hole 

class to check if the students were doing well, if they were having any difficulties, and if the given texts 

were appropriate so that the researcher could adjust the difficulty levels of the texts. An original plan to 

change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exts from easier ones to more difficult ones was withdrawn as the 

students were found to b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topics and difficulty levels of the given texts.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students submitted their portfolios containing all of their work. The instructor 

reviewed the portfolios, provided feedback and scores, and returned them to the students later. For both 

groups, additional feedback on their performance on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ir improvement in 

terms of the nine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e areas which needed more attention and 

improvement were provided by the instructor.  
 

3.3 Data Analysis 

 To answer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the students’ pre-test results were analyzed to ascertain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proficiency level at the beginning and to decide which difficulty levels of 

texts should be selected for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ctivities. Next,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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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e- and the post-tests were analyzed to compare the result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T-test and ANOVA were applied by using SPSS to identify how the students’ overall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chang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how their performances on each of 

the two sections of the pre-test differ on the post-test, and whethe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groups and also among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of the 

students. In addition, in order to examine specifically which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ies 

changed, t-test and ANOVA were used. The percentage gained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tests were 

also calculated. To answer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the researcher first identified the mean scor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of the overall students and then divided the students into lower and higher 

proficiency levels within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groups and examined those scor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for the items of the survey. 

  

IV. Results 
4.1 Research Question One 

The 120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took a pre-test in the first week of the semester. 

The primary purposes of giving the test were to measure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proficiency, divide 

them into either a higher or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group, and assign them to either a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task. However, the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and those between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were respectively similar showing not much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Also, the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duplicating’ groupsand those between the two ‘summarizing’ groups 

were respectively similar showing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Table 4.2 T-test for Pre-test between Higher Level Groups and between Lower Level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re-test Higher level -2.23 2.65 -.84 54 .406 
 Lower level -4.17 2.74 -1.52 58 .138 
Note. * p< .05, ** p < .01 
 
Table 4.3T-test for Pre-test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Duplicating Groups and Summarizing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re-test Duplicating VS. 
Summarizing 

2.90 2.29 1.26 116 .212 

Note. * p< .05, ** p < .01 
 

The total mean score for the higher level students in the duplicating group (DH) was 46.80 points, 

the lower level students (DL) in the duplicating group was 35.73 points, the higher level students in the 

summarizing group (SH) was 49.03 points, and the lower level students in the summarizing group (SL) 

was 39.90 points. However, the pre-test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M= 46.80, 

SD= 8.40 for the DH group; M= 49.03, SD= 5.43 for the SH group) and the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M= 35.73, SD= 5.83 for the CL group; M=39.90, SD= 8.96 for the S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similar and did not show any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shown in Table 4.2 

(t= -.84, p= .406 for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t= -1.52, p= .138 for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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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ents in the duplicating groups (DH and DL) and those in the summarizing groups (SH 

and SL) received similar mean scores on the pre-test (M= 41.27, SD= 9.06 for the duplicating groups; 

M= 44.16, SD= 8.73 for the summarizing groups), and their mean scores statistically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shown in Table 4.3 (t= 1.26, p= .212). 

The post-test was given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and its questions were exactly the same as 

those for the pre-test. The results of the post-test shows that the DH group gained 55.05 points which 

was the highest score among the four groups, the SH group gained 53.18 points, the DL group gained 

48.27 points, and the SL group gained 47.25 points which was the lowest score.However, the post-test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M= 55.05, SD= 5.77 for the DH group; M= 53.18, 

SD= 6.79 for the SH group) and the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M= 48.27, SD= 

4.72 for the DL group; M=47.25, SD= 6.60 for the SL group) were respectively similar and statistically 

did not show an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shown in Table 4.4 (t= .80, p= .430 for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t= .49, p= .628 for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Table 4.4 T-test for Post-test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and between  Two 
Lower Level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re-test Higher level 1.87 2.33 .80 54 .430 
 Lower level 1.02 2.07 .49 58 .628 
Note. * p< .05, ** p < .01 
 

The students in the duplicating groups and in the summarizing groups received similar mean 

scores on the post-test (M= 51.65, SD= 6.22 for the duplicating groups; M= 50.02, SD= 7.23 for the 

summarizing groups) which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t= - .94, p= .350) as shown in Table 4.5.In 

order to make it easy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otal pre-test and post-test scores of the 

four groups, Table 4.6 is presented below. 
 
Table 4.5 T-test for Post-test between Duplicating Groups and Summarizing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ost-test Duplicating VS. Summarizing -1.64 1.74 -.94 116 .350 
Note. * p< .05, ** p < .01 
 
Table 4.6 Overall Pre-test and Post-test Results among the Four Groups of the Students 

Test Group N Mean SD 
Pre-test DH 30 46.80 8.40 
 DL 30 35.73 5.83 
 SH 28 49.03 5.44 
 SL 32 39.90 8.97 
 Total 120 42.72 8.94 
Post-test DH 30 55.05 5.78 
 DL 30 48.27 4.72 
 SH 28 53.18 6.80 
 SL 32 47.25 6.61 
 Total 120 50.84 6.74 
Post-test DH 30 8.25 7.87 

- DL 30 12.53 5.09 
Pre-test SH 28 4.14 4.32 
 SL 32 7.34 10.83 
 Total 120 8.12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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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20 students, as a whole, showed great improvement during the semester. Their total mean 

score increased from 42.72 points to 50.84 points by gaining 8.12 points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post-test. The total pre-test mean scores of the four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s shown in Table 

4.7 (F= 10.19, p < .01).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among the four groups’ 

total post-test mean scores (F= 5.94, p < .01). In addition, in terms of the mean score changes from the 

pre-test to post-te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also found among the four groups (F= 3.02, p < .05). 
 
Table 4.7 ANOVA for Pre-test and Post-test among Four Groups 

Test Source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Pre-test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1667.01 
3054.68 
4721.69 

6 
112 
118 

555.67 
54.55 

10.19 
 

.000** 

Post-test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647.97 
2035.01 
2682.98 

6 
112 
118 

215.98 
36.34 

5.94 .001** 

Post-test 
   - 
Pre-test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523.51 
3233.68 
3757.19 

6 
112 
118 

174.50 
57.74 

3.02 .037* 

Note. * p< .05, ** p < .01 

 

When considering the students in each of the four groups, they all showed great degrees of 

improvement from the pre-test to the post-test as shown in Table 4.8.For all of the four groups, the 

differences of each of their total mean score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tes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other words, the students in the DH (t = -4.06, p < .01), DL (t= -9.54, p < .01), SH (t= 

-3.59, p < .01), and SL (t= -2.71, p < .05) group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egrees of 

improvement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rough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tasks. 

 
Table 4.8 T-test for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Pre- and Post-tests for Four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re-test – Post-test DH -8.25 7.87 -4.06 28 .001** 
 DL -12.53 1.31 -9.54 28 .000** 
 SH -4.14 4.32 -3.59 26 .003** 
 SL -7.34 10.83 -2.71 30 .016* 
       

Meanwhile, when comparing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the total mean score of the students in 

the DH group increased by 8.25 points on the post-test, whereas the total mean score of the SH group 

increased only by 4.14 points. That is, the DH group showed more improvement on the post-test than 

the SH group. However, the total mean scores of those two groups on the post-test were similar (55.05 

for the DH group; 53.18 for the SH group) and also statistically not different. When comparing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the DL group gained 12.53 points more on the post-test than on the pre-test, 

whereas the SL group gained 7.34 points more on the post-test. That is, the DL group showed more 

improvement than the SL group. However, the total post-test mean scores of those two groups were 

similar (48.27 for the DL group; 47.25 for the SL group) and also statistically not different.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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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the total mean score changes between the pre- and post-tests, even though the DH group 

showed a greater score change than the SH group,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score changes 

statistically did not show much differenceas shown in Table 4.9 (t= 1.72, p = .096).. In addition,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total mean score changes from the pre-test to post-test statistically did not show 

much difference (t=1.68, p= .102) even though the DL group had a greater score change than the SL 

group. In other words, the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and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respectively showed 

similar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during the semester. 

 
Table 4.9 T-test for Pre-test and Post-test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Two Higher Level Groups and 
between Two Lower Level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ost-test – Pre-test Higher level 4.11 2.38 1.72 54 .096 
 Lower level 5.19 3.07 1.68 58 .102 
Note. * p< .05, ** p < .01 
 
Table 4.10 T-test for Pre-test and Post-test Mean Difference between ‘Duplicating’ Groups and 
Summarizing’ Groups 

Test Group Mean 
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t df p 

Post-test 
– 

Pre-test 

Duplicating  
VS. 

Summarizing 

 
-4.54 

 
1.99 

 
-2.28 

 
116 

 
.026 

Note. * p< .01 

 

Moreover, the degrees of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duplicating groups and the summarizing 

groups were also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2.28, p= .026) as shown in Table 4.10.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uplicating groups and the summarizing groups showed similar degrees of improvement in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4.2 Research Question Two 

In the second week of the semester, the Surve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SORWS) was 

given to the student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kinds ofstrategies they would use while reading and 

writing academic texts in English. The researcherwanted to see what the students were thinking about 

their learning processes, how they wereplanning for learning, how they were monitoring their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production, and how they were self-evaluating their learning. More 

specifically, she wanted toexamine if the students in the four groups would be similar or different in 

using planning,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strategies and how they would be similar or different by 

analyzingthe students’ responses to the SORWS. She further wished to observe what kinds of 

strategiesthe students in the different groups were likely to be using the most and the least (going by 

theirSORWS responses) and how frequently they would actually use those strategies. The mean scores 

and standarddeviations for their use of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strategies are 

presentedaccording to the four groups in Table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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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11 Students’Response to the SORWS: Their Use of Reading and WritingStrategies 
Strategy Type 

Group 
Planning Monitoring Evaluating Total 

DH     Mean 
        SD 

3.31 
.64 

3.19 
.44 

3.00 
.74 

3.17 
.51 

DLMean 
        SD 

3.15 
.92 

3.03 
.43 

3.43 
.70 

3.13 
.51 

SHMean 
        SD 

3.56 
.59 

3.32 
.41 

3.70 
.62 

3.44 
.42 

SL Mean 
        SD 

3.76 
.55 

3.37 
.49 

3.53 
.57 

3.48 
.41 

TotalMean 
        SD 

3.45 
.71 

3.23 
.45 

3.42 
.69 

3.31 
.47 

 

The total mean that the students obtained was 3.31 indicating that they used different kinds of 

strategies pretty often when reading and writing English texts. Among the four groups, the SL group 

had the highest score (M=3.48), and the DL group had the lowest score (M=3.13). When considering 

the three types of the strategies, the students used the planning strategies the most frequently (M=3.45) 

and the monitoring strategies the least frequently (M=3.23). The frequency between their use of 

planning strategies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indicated in 

Table 30 (t= 3.30, p < .01). However, they did not show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oth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monitoring strategy use and evaluating strategy use (t= .31, p= .757) and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evaluating strategy use and planning strategy use (t= -2.48, p= .016). 
Interestingly, the SL group tended to mark higher scores for most of the three types of the strategies 

than other groups and considered them using strategies very often. Accordingly, the SL group had the 

highest scores for the use of planning (M= 3.76)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M= 3.37) among the four 

groups. In contrast, the DL group gave themselves lower scores for most of the three strategy types 

than other groups and thought themselves using overall strategies not very often. The DL group thus 

had the lowest score for the use of planning (M= 3.15)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M= 3.03) among the 

four groups. 
 
Table 4.12 T-test for Mean Difference among Students’ 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Strategy Use within the Four Groups 
Group Strategy MeanDifference Standard 

ErrorDifference 
t df p 

DH Planning – Monitoring .12 .12 1.01 28 .330 
 Monitoring – 

Evaluating 
.31 .18 1.74 28 .104 

 Evaluating–Planning .19 .14 1.30 28 .215 
DL Planning – Monitoring .12 .15 .78 28 .448 
 Monitoring – 

Evaluating 
-.28 .19 -1.43 28 .173 

 Evaluating–Planning -.40 .15 -2.71 28 .017 
SH Planning – Monitoring .23 .12 1.89 26 .079 
 Monitoring – 

Evaluating 
-.14 .16 -.84 26 .411 

 Evaluating–Planning -.37 .12 -3.03 26 .009* 
SL Planning – Monitoring .39 .53 2.93 30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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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toring – 
Evaluating 

.23 .62 1.48 30 .159 

 Evaluating–Planning -.16 .66 -.98 30 .338 
Total Planning – Monitoring .22 .06 3.30 118 .002* 
 Monitoring – 

Evaluating 
.028 .09 .31 118 .757 

 Evaluating–Planning -.19 .07 -2.48 118 .016 
Note. * p< .01 

 

Forthe use of evaluating strategies, the SH group had the highest score (M=3.70), whereas the 

DHgroup had the lowest score (M= 3.00). However, the four groups did not show 

statistically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use of planning (F= 2.35, p= .082), monitoring (F=1.80, 

p= .157),and evaluating strategies (F= 2.13, p= .041) as presented in Table 4.13. This would indicate 

thateven though some groups had a higher score for certain types of strategy use while other groupshad 

a lower score, the four groups’ scores were statistically not very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F= 2.29, 

p= .088). Thus, the frequency of the four groups’ use of the three types of strategieswas similar. 

 
Table 4.13 ANOVA for Mean Difference among Four Groups in their Use of Strategies 

Strategy Source Sum of Squares df Mean Square F Sig. 
Planning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3.38 
26.77 
30.15 

6 
112 
118 

1.12 
.47 

2.35 .082 

Monitoring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1.08 
11.21 
12.29 

6 
112 
118 

.36 

.20 
1.80 .157 

Evaluating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3.90 
24.79 
28.69 

6 
112 
118 

1.30 
.44 

2.93 .041 

Total Between Groups  
Within Groups 
Total 

1.45 
11.85 
13.30 

6 
112 
118 

.48 

.21 
2.29 .088 

Note. * p< .01 

When considering what types of strategies were used the most and the least, the planningstrategy 

was used the most frequently by the 120 students (M=3.45) followed by the evaluatingstrategy 

(M=3.42), and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M=3.23) in that order. For the DH group, theplanning strategy 

was used the most frequently (M=3.31),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was used thesecond most (M=3.19), 

and the evaluating strategy the least (M=3.00). On the other hand, theSH group used the evaluating 

strategy the most frequently (M=3.70), the planning strategy thesecond most (M=3.56), and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the least (M=3.32). The SH group had ahigher total score (M=3.44) than the DH 

group (M=3.17) for their use of the overall strategies. 

When comparing the two lower level groups, the SL group had a higher total score (M=3.48)than 

the DL group (M=3.13) in their use of strategies. For the DL group, the evaluatingstrategy was used the 

most frequently (M=3.43), the planning strategy the second most (M=3.15),and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the least (M=3.03). The SL group, however, used the planningstrategy the most (M=3.76), the 

evaluating strategy the second (M=3.53), and themonitoring strategy the least (M=3.37). Within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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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tatistically no significant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ir use of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between theiruse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strategies, and between their use of 

evaluating and planningstrategies. Only the SH group exceptionally showe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between their use of evaluating and planning strategies (t= -3.03, p < .01). 

In sum, the SL group had the highest scores and the DL group had the lowest scores fortheir 

overall use of strategies among the four groups. However, there were not many significantscore 

differences among the four groups indicating that the students used the three types 

ofstrategies—plann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strategies—with similar frequency (They usedall 

three types of strategies often with a frequency of more than ‘3’ but less than 4.’) regardless ofwhich 

proficiency level they were at and which activities they were engaged in. 

In terms of what kinds of strategies within planning, monitoring,and evaluating strategy types 

were used the most and the least among the four groups specifically, the top two strategies and bottom 

two strategies that each group of students used were indicatedwith mean score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in Table 4.14. Only the top two and bottom twostrategies were listed for each subsection because there 

were more than two or three strategieswith the same mean scores for the third most and the third least 

frequently used ones. That is,almost all of them could have been listed particularly for the planning and 

evaluating strategytypes which had a small number of strategies (i.e. Each type included only seven 

kinds ofstrategies.) if the top three and bottom three strategies we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Theresearcher thus considered only the top two and bottom two. 

The four groups show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use of the three types of the 

strategies. There were some overlapping strategies within each type that most of the groups were likely 

or not likely to use. For the planning strategy type, the four groups identified that they either thought 

about what they already knew about a reading topic to increas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a text (Strategy 

#2) or thought about what they knew about a writing topic to write better (Strategy #3). However, they 

rarely skimmed through a text to see what it was about before reading (Strategy #4) or thought about 

their purpose or goal of reading and writing before reading a text and writing a paper (Strategy #5). 

Interestingly, strategy number 5 was the least likely to be used by the DH and SL groups, whereas 

it was the most likely to be used by the DL group. The DL group might have thought more deeply 

about why they were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what was expected of them so they could read and write 

in better ways, whereas the DH and SL groups tended to read a text and write a paper immediately 

without thinking much about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purposes. Another planning strategy (Strategy 

#6)—writing an outline of a paper before writing it—was used frequently by the DH group, but not by 

the SL group. The DH group might have thoroughly planned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write about, 

whereas the SL group might have written a paper by just having an outline in their head. As the SL 

group did not write down their outline, the DL group also did not write down words, phrases, or short 

sentences related to a writing topic before writing a paper. The students at th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might have written a paper without much planning or they might have preferred plan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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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their ideas in their mind rather than having a concrete outline on a piece of paper. 
 
Table 4.14 Top Two and Bottom Two Strategies that the Four Groups of Students Use 
Group Strategy Top Two Strategies Bottom Two Strategies 
DH Planning 1. #3 (think about thewriting topic) 

2. #6 (write an outline) 
1. #4 (skim through a text) 
2. #5 (decide how should reador 

write toachieve the goal) 
Monitoring 1. #9 (adjust readingspeed to 

increaseunderstanding.) 
2. #10 (re-read or adjust speed) 

1. #19 (skip and write 
anotherparagraph when get 
stuck) 

2. #29 (askquestions and try tofind 
the answers.) 

Evaluating 1. #33 (makechanges in 
grammar.)#35 (makechanges in 
the structures ofsentences.)  

1. #31 (review) 
2. #32 (makechanges in 

vocabulary) 
 
Group Strategy  Top Two Strategies Bottom Two Strategies 
DL Planning 1. #2 (think about the topic) 

2. #5 (decide how shouldread a or 
write toachieve the goal) 

1. #7 (note down 
words,phrasesrelated to a 
writing topic) 

2. #1 (have a clearpurpose for 
reading andwriting) 

Monitoring 1. #12 (underline, highlight, or 
circleinformation in a text) 

2. #10 (re-read what I wroteor 
adjustwriting speed) 

1. #29 (askquestions and try tofind 
the answers) 

2. #19 (skip aparagraph when  get 
stuck) 

Evaluating 1. #34 (makechanges in 
spelling,punctuation, 
andcapitalization)#35 
(makechanges in structures 
ofsentences) 

1. #36 (make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ideas) 

2. #31 (review atext)  
 

 
Group Strategy Top Two Strategies Bottom Two Strategies 
SH Planning 1. #3 (think about thewriting topic) 

2. #2 (think about the reading topic) 
1. #5 (decide how should read or 

write toachieve the goal) 
2. #4 (skim before reading) 

Monitoring 1. #9 (adjust readingspeed or 
re-read to increaseunderstanding) 

2. (1) #10 (re-read or adjust speed) 
(2) #11 (stop to check) 

1. #29 (ask questions and try 
tofind the answers.) 

2. #26 (writein native language 
and try to find an 
appropriateEnglish word) 

Evaluating 1. #33 (makechanges in grammar) 
2. #35 (makechanges in the 

structures ofsentences)  

1. #36 (make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ideas)  

2. #31 (review)  
 
Group Strategy Top Two Strategies Bottom Two Strategies 
SL Planning 1. #3 (think aboutwriting topic) 

2. #2 (think about reading topic) 
1. #5 (decide how should reador 

write toachieve the goal) 
2. #6 ( write an outline) 

Monitoring 1. #12 (underline, 
highlightinformation) 

2. #9 (adjust readingspeed or 
re-read) 

1. #27 (translate sentences from 
English intonative 
language.)#29 (askquestions and 
try tofind the answers) 

Evaluating 1. #34 (makechanges in 
spelling,punctuation, 
andcapitalization) 

2. #32 (makechanges in 
vocabulary) 

1. #30 (analyze and 
evaluateinformation) 

2. #36 (make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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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Planning 1. #3 (think what already know 
about thewriting topic) 

2. #2 (think whatalready know 
about the reading topic) 

1. #5 (decide how should reada or 
write toachieve thegoal) 

2. #4 (skim through a text to 
seewhat it is about) 

Monitoring 1. #9 (adjust speed or re-read) 
2. (1) #10 (re-read or adjust speed) 

(2) #11 (stop to check) 

1. #29 (askquestions and try tofind 
answers) 

2. #19 (skip when get stuck) 
Evaluating 1. #34 (makechanges in 

spelling,punctuation, 
andcapitalization) 

2. #33 (makechanges in grammar) 

1. #36 (make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ideas)  

2. #31 (review) 

 

For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type, most of the groups responded that they were likely toadjust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speed (Strategy #9) or re-read a text or their paper when theycame across 

difficulties in continuing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y #10). In contrast, theyresponded that they were 

not likely to skip a paragraph and write another paragraph when theygot stuck (Strategy #19) or not 

likely to ask themselves questions they would like to haveanswered in a text and try to find the answers 

when reading (Strategy #29). Interestingly,strategy number 12—underlining, highlighting, or circling 

information in a text to help oneremember it—was used the most only by the students at the lower level 

but not by the students atthe higher level. Visualization such as underlining, highlighting, and circling 

certain words,phrases, or sentences with different colors might have helped the students in the lower 

levelgroup easily retrieve and remember the text information. Meanwhile, strategy number 

11—stopping after a few sentences or a whole paragraph to check if one is writing correctly 

andlogically—was only used frequently by the SH group. They might have wanted to repeatedlycheck 

themselves and make sure if they were on the right track when writing a paper. The SHgroup was also 

the only group who rarely used strategy number 26: writing a word or expressionin one’s native 

language and later trying to find an appropriate English word or expression.  

InZhang’s (2001)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EFL college studentsat a low proficiency level were 

daunted by 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and thus depended ondictionaries and translated English into 

their first language more often than the students at a highlevel did. As the high level students in the 

study were reluctant to use a dictionary, thestudents in the SH group also might have wanted to write 

down simple English words orexpressions they already knew without using the dictionary first and then 

use the dictionary laterif they really could not think of the right words. The SL group, in 

comparison,was the only group who was not likely to depend too much on translating sentences of a 

textfrom English to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 (Strategy #27). Even though the students in the SLgroup 

were at the low proficiency level, they avoided using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which wasdifferent from 

what the low level students in Zhang’s study did. They might have sometimes,but not very often, 

translated some of the words or sentences to make their understanding clearer.However, they might 

have tried not to do so since they knew that the translation would take upmuch of their time. 

For the evaluating strategy type, most of the groups responded that theymade structural changes 

after writing (Strategy #35). At least one evaluating strategy was usedby the lower level group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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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level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higher level groups tendedto make changes in grammar (Strategy 

#33), whereas the lower level groups tended to makechanges in writing conventions (Strategy #34). In 

addition, strategy number 32—makingchanges in vocabulary after writing—was used frequently by the 

SL group but not by othergroups. Interestingly, strategy number 32 was the least frequently used by the 

DH group. InHosenfeld’s (1977) study, it was found that successful readers tended to read in broad 

phrasesand avoid word-by-word reading, whereas unsuccessful readers tended to read in short 

phrasesand ponder over less important words when looking at the written texts. Also, in Zhang’s 

(2001)study, the high level students focused more on analyzing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sentencesthan the meanings of words even when reading a long and complicated text, whereas the 

lowlevel students tended to consider vocabulary as a basic unit of understanding a whole written text. 

As for what the more advanced and less advanced level students did in Hosenfeld’s (1977) 

andZhang’s (2001) studies, the students in the DH and SH groups who were at the higherproficiency 

level might have focused more on the larger unit such as sentence structures andgrammar, whereas 

those in the DL and SL groups who were at th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mighthave given more attention 

to smaller units such as spelling, punctuation, and capitalization.Most of the groups responded that they 

were not likely to either review a text and identifyimportant points in order to check their 

understanding after reading (Strategy #31) or make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 ideas after writing 

(Strategy #36). When considering the mean scores of each group, the SL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for 

allof the three types of strategies than other groups. That is, the SL group used overall strategiesmore 

frequently than other groups. For the planning strategy type, the SL group had the highestmean score, 

whereas the DL group had the lowest mean score. For the monitoring strategy type,the SH and DH 

groups had slightly higher mean scores than the SL group, but the SL group hadhigher mean score than 

the DL group. For the evaluating strategy type, the SH group had thehighest mean score and the SL 

group had the second highest. The DH group, however, had aneven lower mean score than the DL 

group indicating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DH group were lesslikely to evaluate their own learning than 

were those in the DL group. 

 

In sum, students in the four groups were similar in that they used all three types of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quite often with a frequency of between ‘3’ and ‘4’ on average (‘5’indicates the highest 

frequency.), and also their self-reported scores for the use of overallstrategies were statistically similar 

among the four groups. In general, the students in the CLgroup who were at the lower level used the 

three types of strategies with the lowest frequency,whereas the students in the SL group who were also 

at the lower level used most of thosestrategies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among the four groups.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higherproficiency level was not necessarily proportional to the higher mean scores of 

the strategy use.That is, the higher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did not necessarily obtain higher scores 

and use thestrategies more often than th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In Anderson’s (1991) study, itwas found that the high level and low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were not different in using thekinds of strategies, but ratherthey were different in the ways the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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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es. The highand low level students were similar in that they used similar kinds of strategies, 

but they weredifferent in that the high level students applied the strategies more effectively and 

appropriatelythan the low level students did. The SL group used similar strategies as the other three 

groupsdid and also used those strategies more often than other groups. However, they might 

havelacked the ability to use the strategies appropriately for their purpose of reading and 

writing.Additionally, Gregersen, Martinez, Rojas, and Alvarado (2001) found in their study that the 

lowlevel students realized that using some strategies would no longer be effective as their 

languageproficiency developed. For example, depending too much on dictionaries, relying heavily 

ontranslation, and focusing too much on understanding unimportant ideas in a text were less likely to 

be preferred by the low level studentsas they became more proficient.  

Some of the strategies were commonly preferred or avoided by the students in the DH, DL, SH, 

and SL groups even though, of course, slight differences existed among the four groups.In other words, 

there were many similarities among the four groups in terms of the kinds of thestrategies that they used 

the most and least, but some of the strategies were preferred only bycertain groups while they were 

avoided by the other groups. The higher proficiency level andhigher scores for the strategy use did not 

positively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and also the lowerproficiency level and lower scores for the 

strategy use did not positively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Although the SL group obtained relatively 

higher scores for the three types of strategy use thanother groups, one cannot say that the SL group was 

the only one who used the strategiessuccessfully and with the greatest frequency. Other groups might 

also have been aware of howto apply the strategies appropriately and successfully even though they 

obtained lower meanscores for the strategy use and did not use the strategies as frequently as the SL 

group did. Thus,it would be more important to consider how effectively the students in each group used 

thestrategies rather than considering the higher mean scores that they gained for the strategy use 

orwhich kinds of strategies that they were likely or not to use. 

 

V.  Conclusion and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5.1 Conclusion 

Researcher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have agreed that reading andwriting are 

strongly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and considered them as “flip sides of the coin”(Tompkins, 1997, p. 

249). They perceived that reading and writing are the most complex skillsthat are essentia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Flower & Hayes1981; Olson, 2007). They also considered reading and 

writing as “complementary processesinvolving the use of similarcongnitive strategies” (Olson, 2007, p. 

1) and mentioned that themore experienced readers and writers are, the more they select and apply 

strategies appropriatelyand monitor and control those strategies well in order to make and clarify 

meaning from orwithin texts. 

 As common practice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have beenused not 

only for Chinese but also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However, from a Western point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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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plicating’ often alludes to plagiarism, albeit in varying degrees. It is also believed tobe a survival 

strategy commonly used by low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and thus would nolonger be used once the 

students’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developed (Moon, 2002;Shi, 2004). Duplicating is considered to 

beon the same continuum as summarizing, and summarizing is considered as a strategy thatadvanced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use (Oh, 2007). On the other hand, from a Taiwanese point of view, in 

general,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re on two different continuums both ofwhich begin from a 

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of processing stage to a deeper level ofprocessing stage. Duplicating, is 

believed to have many positive aspects for language learnersparticularly who are at a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Porte, 1995).  

Importantly, since the students at th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were also given meaningfultexts and 

were willing to read and understand those text contents as well as those at a higherproficiency level 

were, they were more likely to approach to a deeper level of duplicating andsummarizing than being 

engaged in the very 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of duplicating andsummarizing. Thus, th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who were engaged in between a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processing and a 

deeper level of processing showed considerableimprovement particularly for the abilities to make 

inferences and guess the meanings of newwords and expressions, whereas the higher proficiency level 

students who were engaged in adeeper level of processing showed relatively much less or no 

improvement for those abilities onthe actual test. The lower level students tended to spend more time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underlying meaning of the texts. Also, the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smaller units 

of the texts bytrying to find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new vocabulary in the texts. They thought it 

wasthe most important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contents of the whole texts better.The students 

actually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both reading and writingvocabulary areas on 

the test. Clearly, all levels of the student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improvement in overall 

writing areas, and it is worthy to note that not only the students at adeeper level stage but also those 

between at a 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and at a deeper levelstage enhanced the ability to use correct 

mechanics in writing through the duplicating andsummarizing activities. Accordingly, it is possible to 

expect that English learners who areboth between at a shallow or perceptual level stage and at a deeper 

level stage will be able todevelop particularly the abilities to figure out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texts 

and get themeaning of new vocabulary within a context. The learners at a deeper level stage, on the 

otherhand, will be able to develop the abilities to find main and supporting ideas, identify 

importantdetails, and apply new vocabulary appropriately in writing, through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practices. 

In short, the duplicatingtasks would be more effective in developing one’s ability toapply new 

vocabulary appropriately in writing, and the summarizing activity would be morehelpful in improving 

one’s ability to use spelling, punctu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correctly.Different types of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definitely helped the students at the differentproficiency levels enhance the abilities to 

make inferences, guess the meaning of newvocabulary, and organize text content and ideas well,use 

various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use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s. In sum, both duplica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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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zingtasks, as language learning tools, canhelp different proficiency levels of L2 learners 

develop the abilities to makeinferences in reading, guess the meaning of new vocabulary, organize and 

structure sentencesin better ways, and use correct grammar. The duplicatingtask would, however, be 

morebeneficial in helping the learners apply new vocabulary appropriately within sentences, and 

thesummarizing in helping them develop the ability to use spelling, punctuation, andcapitalization 

correctly.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making inferences and getting themeaning of new vocabulary 

correctly, much more improvement can be expected from thelearners at a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than 

those at a higher level through these tasks. In addition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oficiency level of 

learnersand the type of given activity, attitudinal factors such as their willingness and motivation to 

dothe activity, and awareness of their purpos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of their weaknesses, and 

ofeffective ways of using various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would also be important to havethem 

reach at a deeper level of processing stage and thus improve their overall reading andwriting ability. 

 

5.2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Based on this study results and findings,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ogether in the EFL classroom through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re suggested as follows. 

First, prior to considering how to teach reading and writing through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it 

would be essential to survey which topics that students are interested in and which proficiency levels 

they are at beforehand. As found in this study, whether or not the participants were at a lower or higher 

proficiency level, they not only expressed great satisfaction with the topics of some selected texts but 

also their difficulty levels were appropriate for them. Without being motivated to read and write,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get as many advantages as possible from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Second, once texts are selected based on students’ interests, proficiency levels, and ages, 

teachers would need to provide explicit explanations about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show how 

they should do each of them, and what benefits they can obtain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Then, it would 

be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help students assess what and how much they know about a text topic 

before reading and review what they have learned through the text before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it,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younger and/or at a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A ‘K-W-L’ 

chart, for example, could be used in order to help them think about what they want tolearn and record 

what they have learned once they finish reading a text. 

Third, as it was found in the study that the students’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of learningand their 

use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process of ‘duplicating’and 

‘summarizing,’ raising students’ awareness would be crucial in helping them improve theiroverall 

reading and writing ability. With growing attention to integrating reading and writing,students’ 

metacognitive thinking processes such as how they plan, monitor, and evaluate theirreading and writing, 

and how they use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are alsoconsidered as important.  

Finally, the students in the study, even those at the lower proficiency level, mostly had ref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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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oughtful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y were doing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specifically 

what advantages they were getting through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ctivities, and what 

efforts they were making to make the best of their learning. This implies that one’s awareness and 

thoughtfulness on what she or he is learning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to help him/her focus on his/ 

or her weak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thus improve them. Accordingly, it might be good for 

teachers to have several discussion sessions with students during the semester. For instance, at the 

beginni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could talk about their previous experiences of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ctivities and what possible advantages they could get through those activities. Then, 

when students complete ‘duplicating’ or ‘summarizing’ a reading text, teachers could ask them to either 

talk or briefly write about what new things they learned and what they thought of the text content or 

difficulty level. This could help students reflect on their learning.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eachers 

could have a final discussion with students by asking them about what they learned through the 

‘duplicating’ and ‘summarizing’ activities, what difficulties they had, how they tri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specifically which area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ey think they improved the most 

and/or least and why. In so doing, teachers could stimulat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thoughtfulness on 

their own learning, and consequently help them approach to a deeper level of ‘copying’ and 

‘summ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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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A 

Duplicating Task and Summarizing Task Guidelines 
 
 

Duplicating Task Guidelines 
 

1. You will be given two articles every week for 12 weeks. Read the article that is given to you. Feel 
free to take notes, underline, or highlight. You can also use a dictionary. 

2. ‘Duplicating’ which is called ‘transcribing, reproducing, and imitating’, is the same as writing 
something exactly as it is written somewhere else. 
 Duplicate each word written in the text on a sheet of paper. Use your own handwriting. 
 Duplicate the title and subtitles in the text, but do NOT copy citations and references. 
 Write down the date you are ‘duplicating’ on the top of the paper. 

3. The purposes of ‘duplicating’ are to help you read and understand different topics of texts, learn new 
words, idiomatic expressions, grammatical use, sentence structure, etc. within contexts, and develop 
writing skills. 

4.  Check your copied text with the original text when you finish copying. 
5.  At the end of your copied text,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1) Have you ever read this text before? (choose one)  ___ Yes  ___ No 
    2) How familiar were you with the information/topic in the text? (choose one) 
___ Completely unknown   ___ Heard of it    ___ Very familiar 
3) How motivated were you to read this text? (choose one) 
    ___ Highly unmotivated   ___ Moderately unmotivated   ___ Indifferent  
    ___ Moderately motivated  ___ Highly motivated 
 4) Why were you interested or NOT interested in reading the text? ________________ 
6. Staple each original text to the copied text. Put all of them into a binder. You will submit the binder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7.  

 
 

Summarizing Task Guidelines 
 

1. You will be given two articles every week for 12 weeks. Read the article that is given to you. Feel 
free to take notes, underline, or highlight. You can also use a dictionary. 

2. ‘Summarizing’ is an activity of restating a text in a shortened form by using your own words. 
 Summarize a given text on a sheet of paper. 
 Your summary should include the main ideas and supporting ideas of the text but NOT your 

personal opinions.  
 A summary should be clear, concise, and accurate in representing the original text. 
 Do not exceed 350-400 words. Use your own handwriting. 
 Write down the date you are ‘summarizing’ on the top of the paper. 
The purposes of ‘summarizing’ are to help you read and understand different topics of texts   learn 
new words, idiomatic expressions, grammatical use, sentence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 etc. within 
contexts, and improve your vocabulary, grammar, and sentence structuring knowledge in your 
writing. 

3. Review your summarized text when you finish summarizing. 
4. At the end of your summarized text, write down your answers to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1) Have you ever read this text before? (choose one)  ___ Yes  ___ No 
    2) How familiar were you with the information/topic in the text? (choose one) 
___ Completely unknown   ___ Heard of it     ___ Very familiar 
3) How motivated were you to read this text? (choose one) 
    ___ Highly unmotivated   ___ Moderately unmotivated  ___ Indifferent  
    ___ Moderately motivated  ___ Highly motivated 
 4) Why were you interested or NOT interested in reading the text? ________________ 
5. Staple each original text to the summarized text. Put all of them into a binder. You will be asked to 

submit the binder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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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B 

Student Background Information Questions 
學生背景資訊調查問卷編號: ______ 

 
各位同學您好： 
首先，感謝您參與本問卷的填寫。本次調查目的是了解當現今台灣大專院校學生英語學習狀況。

您的回應將會被保密和匿名，資料僅供研究用，請放心作答，謝謝您的合作。 
 

基本資料 
1. 性別： □男 □女      2. 主修：______________    3.年級：______ 

 
4. 正式的課堂英文學習多久了? ______年 
5. 在學校學習外，在其他生活上學習英文(如家教、外語補習班、朋友)? _____年 
6. 為什麼你要學習英文?(可複選)  
   □ 我在工作上面需要 

□ 可以讓我增加收入 
□ 因為英文很有趣 
□ 提升我的學養 

□ 想交些母語是英語的朋友 
□ 英語文化很有興趣 
□ 為了要出國 
□ 其他 ________ 

7. 你曾經有考過多益/全民英檢/大專英檢或其他的專業英語檢測? 
   □有，我考過________、我的成績________。   

□沒有 
8. 上學期你是否上過英語閱讀寫作課程或相關課程?    

□有，有上過________  
□沒有 

如果有，那些科目或課程的期末成績(如 A+, A, A-, B+, B, B-)? __________________ 
9. 每天都花幾個小時研讀英文及英文寫作 
    □ 1 小時以下  

□ 1~2 小時  
□ 2~3 小時  
□ 3~4 小時  
□ 4 小時以上 

10. 你平常從哪裡閱讀英文文章? 可複選 
    □ 部落格/個人網頁 

□ 課堂文章 
□ 電子信件 
□ 新聞  
□ 雜誌  
□其他____________ 

11. 在學習英(中)文時，你是否做有「複製/抄寫文章」或是「寫摘要/大意」的活動? 
    □無 

□有，如果有 
1) 你做過哪些「抄寫文句」的活動?目的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做過哪些「摘要大意」的活動?目的是什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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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C 

Survey of Reading and Writing Strategies (SORWS) 
調查閱讀與寫作策略問卷編號: ______ 

 
此問問卷的目的在於了解你學習閱讀英語學術性文章(例如課文閱讀、閱讀英文期刊…等)以及撰

寫英語學術性文章時，一般常用的閱讀與寫作策略。 
 
接下來每個問題會有五個等級讓你圈選，這些問題並無絕對的對或錯，每一個等級敘述如下 
 
1               2               3                4               5 
 
幾乎沒用過偶爾用過有時候用過(約 50%)   經常用過我常常用 
 
題目 Question      
1. 我對研讀課文及英文寫作有明確且特別的目標，並會思考我對文章的期待。 1 2 3 4 5 
2. 對於閱讀文章，我會回想些已經知道的相關主題或資訊以便於更了解文章。 1 2 3 4 5 
3. 對於寫作，我會想些已經知道的相關主題或資訊，以便寫出好文章。 1 2 3 4 5 
4. 在我閱讀文章之前，我會快速「掃描」--將文章快速看過一遍。 1 2 3 4 5 
5. 我會決定如何閱讀文章或是寫作來達成我閱讀或寫文章的目標。 1 2 3 4 5 
6. 我寫作前我會先寫大綱。 1 2 3 4 5 
7. 我會記下有關我要寫的文章中的單字/片語/句子。 1 2 3 4 5 
8. 我會做筆記(例如寫下有些段落或文章的重點)，以便於我了解文章。 1 2 3 4 5 
9. 當文章很難讀懂時，我會調整閱讀速度或一再地重複閱讀。 1 2 3 4 5 
10. 遇到寫作瓶頸時，我會重新閱讀已寫過的作文或調整我的寫作速度。 1 2 3 4 5 
11. 在寫了些句子或整個段落時，我會停下來檢查文章是否有正確並符合邏輯。 1 2 3 4 5 
12. 閱讀時，我用畫線/螢光筆標記文章所要傳達資訊來幫助記憶。 1 2 3 4 5 
13. 我會用參考資料例如書/文章/網路資源找到相關主題來幫助我了解。 1 2 3 4 5 
14. 會用參考資料例如書/文章/網路資源找相關主題來幫助我寫得更好。 1 2 3 4 5 
15. 我會看表格/圖表/圖片來讓我更加了解。 1 2 3 4 5 
16. 我會用表格/圖表/圖片來將資訊圖解化/影像化幫助我記得所閱讀的文章。 1 2 3 4 5 
17. 我會對照前後文找出文章重點，如因果關係/問題解決辦法/事情時間順序。 1 2 3 4 5 
18. 當我閱讀遇到困難文章我會選擇先跳過閱讀下一篇，等會兒再回來閱讀。 1 2 3 4 5 
19. 當我寫作遇到瓶頸我會選擇先撰寫下一篇，等會兒再回來寫跳過的部分。 1 2 3 4 5 
20. 閱讀時遇到不懂的單字/片語我會用前後文來揣測意思而不是用字典。 1 2 3 4 5 
21. 當我閱讀時遇到不懂的單字/片語會先猜，之後用字典查詢確切意思。 1 2 3 4 5 
22. 當我寫作/閱讀發現新單字/句子表達時，我彙整出定義/用法來幫助我記憶。 1 2 3 4 5 
23. 當我在閱讀時，遇到不會的單字或片語馬上查字典。 1 2 3 4 5 
24. 當我在寫作時，不知道如何用字遣詞馬上查字典。 1 2 3 4 5 
25. 不知如何用英文表達時，我會用所知道簡單的字/表達方式，而不是用字典。 1 2 3 4 5 
26. 不知如何用英文表達時我會用母語來寫，再找出適合英文單字或表達方式。 1 2 3 4 5 
27. 當閱讀時我會將句子或整篇文章轉換成母語。 1 2 3 4 5 
28. 當閱讀時我會同時用英語及母語想文章所要傳達的資訊。 1 2 3 4 5 
29. 閱讀時我會反問自己問題並且從文章中找到答案回答那些問題。 1 2 3 4 5 
30. 在閱讀後我會分析及評估文章所帶給我的資訊是事實或意見。 1 2 3 4 5 
31. 在閱讀後，為了了解是否看懂文章我會重新看我的註記並認出重點。 1 2 3 4 5 
32. 在寫作後，我會修改校正單字。 1 2 3 4 5 
33. 在寫作後，我會修改校正文法。 1 2 3 4 5 
34. 在寫作後，我會修改校正拼音/標點符號/大小寫。 1 2 3 4 5 
35. 在寫作後，我會修改校正句型(確認是否主詞-動詞-受詞一致等等) 。 1 2 3 4 5 
36. 寫作後，我會修改校正內容及重點(內容是否與主題相符，和邏輯性等等)。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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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無為思想」的義蘊 

 

 

丁孝明 

正修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摘  要 

本文意在闡明《老子》中「無為」一詞的真實意涵。基於《老子》的注疏，已是汗牛充

棟，本文不重字詞註釋，而由義解，企圖以經解經，相互發明，並融貫含攝「無為」與「自然」

的關連，回歸《老子》本意，還《老子》「無為思想」一個本來面目。 

 

關鍵詞：以道為本 道法自然 自然無為 無為而無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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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老子》一書，思想豐富，涵蓋人生、哲學、政治、社會、自然等多方面見解，歷代以

來社會各階層的人物，無不殫精竭慮，體妙深思，盼能覓得玄旨，體解大道，於是紛紛研習注

解《老子》一書。以致歷代以來注家之多，解義之豐，幾如蟻附蟺地，汗牛充棟，乃至元代之

時，「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餘家」
1

「無為」是源自於道家創始人老子的一個概念。它在《老子》一書中出現多處，如《三

章》中有云「為無為，則無不為」；《二章》中則說「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等等。

。自元以後，重新注釋《老子》之人，更不乏其人，難

計其數，雖說道德真經，賅博浩繁，包含眾義，但也並非可以天馬行空，任意發揮。否則闡發

雖多，注解雖眾，歧解紛紜，葛藤滋生，失卻玄旨，迷於道途，非但莫衷一是，令人望門興嘆，

予人遺憾；更恐一盲引眾盲，相繼入火坑，認賊作父，與道乖離，使人徒呼負負。體道行持者，

能不慎乎！。 

 

對於《老子》思想，如果不加以深入細微的剖析，就難以揭示出其思想的細緻性差異，

就會籠統的誤以為學習「大自然（界）」，就是《老子》「道法自然」的意涵；就會籠統的誤以

「無為無作」來概括和範限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繼而遺漏「大自然（界）」與「自

己而然」；「無所作為」與「無為而無不為」思想間的重要區分，以及造成這種思想異質性的根

源。為此之故，探究老子無為思想的細緻性差異，揭示出無為思想的真實意涵，構成了本文寫

作的動機。 

 

「無為」思想是源自於《老子》的一個概念。經中特指一種思想態度，並以順應自然之

理為宗旨，是一個普遍性觀念，「無為」不但常運用於人面對社會與人生等各個方面，亦且不

斷於歷朝歷代被推許為予民休養生息、安民牧民的政治理念。它擁有豐富的思想義蘊，在修道

行持者的具體實踐中，無論對自然規律的瞭解、順勢而為的人生精神及與處世相關聯的人生行

為，它都是一帖良藥；在無為而治的具體實踐中，它更是妙善的指引準則。面對現今多元複雜

的社會，「無為」思想對於吾人設立多元化的人生目標、特別是對安處平凡生活，安頓生命心

靈，更具有非凡的價值及啟示意義，值得我們深入探索，不斷挖掘它的深湛義蘊。今限於筆者

功力和學識，在此只能就此問題姑且做一個粗陋的探尋，以就教方家。至於，談老子的無為思

想，是以《老子》全書作為依據的。此為學界共識，不再贅言。另舉凡《老子》之篇章，皆只

註明篇名，識者當知。 

 

二、「無為」要義 

 

                                                 
1元‧杜道堅《玄經原旨發揮》一書，元代道士張與材為之序云：「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餘

家。」引自《道藏》第 12 冊（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1988

年），頁 725。今人嚴靈峰《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續編，所收注本共計三百五十四種，八百

零一卷，《正統道藏》存有五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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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子的「無為」，長期以來被普遍誤解為「本無所為」
2
，無所作為，不必行動，什麼都不需

做，並進而說「處無為者，蓋因不待為而事始成」
3

                                                 
2 宋常星註解「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章：「無為者，自然之大道，本無所為，故以無

為言之。」《太上道德經講義》（高雄市：三清歷史文化院出版），頁 7。 
3宋常星註解「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章：「聖人以寂靜而感通，所以無為者，蓋因不

待為而事始成。」同上，頁 7。 

，把它說成是一種消極頹廢的思想。這個論

點是錯誤的，學者專家多曾予以指正，而錯誤的根本原因正是對於「無為」二字內涵義蘊的不

求甚解。「為」字的本義，含有人按主觀欲望行事的意思，成了「人為」的同義語。老子在這

個「為」字上加一個「無」字，是為了強調不要讓主觀意志去冒犯客觀規律，違反自然本性。

因此，「無為」，是指一種順勢而行、符合於事物規律的行為，並非本無所為或無所作為，更不

是胡亂妄為，事實上老子的「無為」思想，是一種智慧的體現，《老子》常說無為的妙用，認

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聖人體現而擴充之、闡發之，故《老子》說：「聖人處無為之事，行

不言之教。」（《老子》第 2 章） 

 

道家在政治上所強調的「無為而治」的「無為」，絕不是無所作為，絕不是要一國之君

放棄治理。「無為」的真正意涵，是不要違反事物的本然之性，如其然！如其然！莫使之然，

莫使之不然，不做違反事物自然本性的妄為，不妄動，不刻意，不妄認，不強求，即不要單憑

主觀願望行事，刻意胡為、硬為強為，更莫忽視事物的客觀規律，欲強使事物迎合不法自然、

不合道本的主觀意識，更不去揠苗助長，畫蛇添足，弄巧成拙，強調不要去妄加干涉，勤慮擾

民，胡作妄為，適得其反，做出違反自然的行為；而是要以道為本、道法自然、效法自然、自

然無為，遵循事物的自然規律，順其自然，遵道而行，並體現道本無為、無名、無知，無欲，

正所謂「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一旦體現物極必反，損之又損，反璞歸真，清靜無為的

智慧，終必無為而無不為。於是體現道本無為的法道之人，自然柔弱不爭、謙卑處下、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清靜無為、返樸歸真。修身則無違自然、順其自然；治國則清簡政令、無為而

治，此謂之反返道本，此謂之「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因此，「無為」的真正義蘊，是不要違反事物的本然之性，無違本然、順性順勢而為，

謂之「順其自然」、謂之「反返道本」，這是一種智慧的體現，遵循事物的本然規律，順道而行，

謂之「道法自然」。不妄動，所以「無為」；不刻意，所以「無名」；不妄認，所以「無知」；不

妄求，所以「無欲」，直至損之又損，見素抱樸、清靜無為、返樸歸真，終必看似無為而無不

為矣。 

 

三、「宇宙論」--以道為本、道法自於、自然無為 

 

《老子》以為宇宙萬物均包含於大道之中，「道」的自然運化產生規律，長養萬物， 所

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老子》第 42 章），

可見「道」在自我分化、複雜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宇宙萬物，宇宙萬物既來自於「道」，自是以

「道」為本，以「道」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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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郭店竹簡《老子甲》云： 

 

又（有）狀蟲（昆）成，先天地生。□（敓）穆，蜀（獨）立不亥，可以為天下母。

未智（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強為之名曰大。大曰滔，滔曰遠，遠曰反。（第 21

簡至第 22簡）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國中又（有）四大安，王居一安。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 22簡至第 23簡）
4

「道法自然」並非於「道」上另立一個「自然」的概念，「道」既是生生不息的存在活

動，一切由「道」生發，故此處之「自然」，應解釋為「自己本然」、「自己而然」，表明「道」

的規律本就來自於它自身。由此可知，《老子》一書中的「自然」一詞並不直接表達我們現在

所說的自然界或是大自然的意思。故所謂「道法自然」，人應法地、法天，最終應當法道、法

自然而行，一切都要因循自然而不違背自然，自然即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行事，而不得違背自

然本有的本性。於是「道法自然」成為了老子哲學的基本思想。老子的名言是：「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 25 章) 很顯然這裡提出了人類行為的一個大原則，

即是要效法自然，按照自己本來的樣態行事。更將此自然之規律應用於人事，人若能依照本性

使然的法則而行事，自然可以保身、存位、馭眾、治國。如「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老子》認為：宇宙間有四種偉大的存在，即人、地、天、道。而「道」是宇宙共同的本源，

因此，天、地、人均應以道為根本。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道則唯以

自己為法則，無須取法於任何別的什麼。因為「道」是四種偉大存在之中最高的，也是最根本

的。道指無限大，而道的無限大乃是自然如此。「道」自然而然呈現出自存獨一、周流不息，

運作不已、無垠無際，包容周遍、循環運作、自顯自為的樣態，這就是自然。自然是本性使然，

非人為使之然或不然，故人應效法自然規律，人以地為法則，地以天為法則，天以道為法則，

而道則是本性使然，自己已如此。可見《老子》的「自然」是指事物按其本來的面貌而存在；

依其自然的規律而演化，不加人為的意志、目的，所以說《老子》的「自然」一詞，並沒有把

它看作是客觀存在的自然界：也沒有把它看作是主觀意志的支配者，而是運用自然一語，說明

「如其然！如其然！莫使之然，莫使之不然」的不加人為，順其自然的狀態，在這裏「自然」

一詞的本義是指「自己本然」、「自己而然」、「自己如此」而己。 

 

5

                                                 
4竹簡《老子》甲本，簡本均引自侯才：《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大連：大連出版社，1999 
年 9 月），頁 112。 
5正如吳怡在注「功成遂事，百姓皆謂我自然」句的「自然」一詞時說：「然，此也。百姓皆謂

我自如此。」吳怡：《新譯老子解義》，臺灣：臺北三民書局，2003 年 10 月，初版六刷。 

指百姓皆謂我自如此。又如「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暴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

不能久，而況於人乎？」（《老子》23 章）這裡的「希言自然」還是指「自己而然」，是說不用

發號司令(希言)，只有任其風雨的自己自然而然的變化，不要強加人為。這些「自然」都是自

然而然，自己如此的意思。正如《老子》一書中大量地運用了「自化」、「自正」、「自富」、「自

樸」、「自賓」、「自均」等等，皆是指的「自己而然」，「自己如此」，「無為而成」的意思。因此

「道法自然」的意思，絕不是指道要效法道之外的自然，而是指道應以「無為」為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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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河上公注說：「道性自然，無所法也。」
6

在「道法自然」觀中，《老子》主張「自然」和「無為」。所謂「自然」就是指道本自然

而然，天地萬物的生成是自然而然的演變過程，沒有意志力的主宰，這正如王弼《老子注》中

所說：「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然治理」

道本來自己就是如此，道性是無為的。 

 

7
。正如《老子》第二章所說：「是以聖人處無

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處無為之事」，並不是什麼事也不做，拱手枯坐，而是因順自然，不

要受任何外來干擾，「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第 60 章），強調治理國家，要像烹小魚，

不要過多地翻動它，干擾它。強調人們的行為和人類社會的活動亦均應按自然規律行事。因此

《老子》所講的「無為而治」即「聖人之道」，亦即「自然之道」，始終是以「道法自然」為出

發點，最後又復歸於「自然」。在《老子》看來，最合宜的「治道」，應該像天地生成萬物一樣

自然。天地陰陽，四時代謝，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沒有一點人為強加的因素，而草木、

禽獸、人類以至萬物都在這自然而然的環境中生成發展，各善其能，各得其所。天地並沒有刻

意地去追求什麼，但萬物卻都在天地中成長茁壯，這就是最好的成果，也就是最佳的「治道」。

故云：「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恆自然。」（《老子》第 51 章)。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其具體做法則為「道生之、畜之、遂（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以上據帛

書甲本）其最終目的則欲達到「萬物將自化」（《老子》第 37 章）、「我無為也而民自化」（《老

子》第 57 章）。又如《老子》所說：「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

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老子》第 64 章）這兩處的「自然」，皆作自己本來如此解。

上句指萬物尊道貴德，沒有依誰的命令而是自己本如此。下句是說聖人無欲無知，能輔助萬物

自己自然而然地成長而不敢加以妄為。可見兩者都是指「自己而然」。由此可見，「自然」者，

自己本來如此，自然而然，不加人為也。所以說：「自然者，無為也。」因此《老子》提倡「自

然無為」以作為「治道」的原則，這正如魏源所指出的：「老子自然，從虛極靜篤中得其體之

至嚴至密以為本……其無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而治之也」
8

「道法自然」，「道」遵循「無為」、「無名」、「無知無欲」的原則，表達「道」是自然而

然的。所謂「道恆亡為」（《老子甲》第 13 簡），是說「道」沒有任何主觀的意志和目的，郭店

《老子甲》認為，「道恒亡為」是「道」的特質，也是社會生活的原則。人生天地間，應該效

法「道」，對社會無私奉獻，無所求取。故說：「道恒亡名。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老

。這也就是說，老子的

「無為」，不是有所治而不治，而是無所治而治之。這裡的「有所治」即「有所為而治」，是依

自己的主觀意志、目的，以刻意的方法、手段而治；「無所治」即「無所為而治」，是說沒有意

志、目的，不以刻意的方法、手段而治，因此是自然而然的，但並不是毫無作為的。 

 

四、「人生論」--無為、無名、無知、無欲 

 

                                                 
6 《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或稱《老子河上公注》）相傳為河上丈人，或河上公所作。章句

象元第二十五章釋「道法自然」曰：「道性自然，無所法也。」電子書名稱：《老子道德經河上

公章句》，依據版本：世德堂刊本。 
7樓宇烈《王弼集校釋》(上下冊)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老子．五章》，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8 月，頁 17。 
8清‧魏源 撰《老子本義》（台北縣：漢京文化事業，198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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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第 37 章）老子以為在位者的施政方針要合乎自然，「不塞其原、不禁其性」。如果能夠以

自然無為的心來治理百姓，百姓便會依著他們自己的本性來發展。所謂「道恒亡名」（《老子》

第 37 章），「道」是不可用名來稱謂的，無有定名，是自然而然的，其次「道恒亡名，樸雖微，

天地弗敢臣。」（《老子甲》第 18 簡），指「道」永遠沒有法子稱說，其本真之性，隱匿而細微，

然而，以天地之大卻不敢支配它。所謂「道恆無知」（《老子》第 3 章），則是說大道沒有任何

主宰的意志和動機，「道恆無欲」，「欲」指私欲，是說大道是沒有私欲的。「道」對天下萬物，

永遠無所求取。「在老子觀照的智慧中，天地萬物之所以能夠相續長養，在於『道』之生畜萬

物，只是『不塞其原、不禁其性』地令物自生、自濟、自長、自足而已。
9
」因此老子主張道法

自然，在自然中的萬物都會依照一定的法則生滅。《老子》強調人君應「恆使民無知無欲」（《老

子》第 3 章），《老子》所謂「無欲」，即無掉可欲之「可」，與欲得之「得」。「可」就心知來說，

「得」就意志而言，故謂「虛其心，弱其志」；「欲」歸於本然之順遂，故云「實其腹，強其骨」。

因此，老子推行弱志強骨，虛心實腹，為腹不為目，去彼取此，不尚賢、不見可欲、不貴難得

之貨，棄絕聲色貨利的無為政治思想。又因「道恆無名」故又強調，如果人君為一己之名而妄

為，不遵循自然無為的原則，那麼終將招致失敗。「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第 29 章），

「妄為者」必定招致失敗，執著者必有所失。故《老子》又說：「道之尊也，德之貴也，夫莫

之命而恆自然也。」因此，《老子》從「天道自然無為」的原則出發，主張「人道」也應同樣

「自然無為」，故提出了「無為而治」的政治主張，誠如陳鼓應所說：「老子的整個哲學系統的

發展，可以說是由宇宙論伸展到人生論，再由人生論延伸到政治論。」
10

《老子》的「道法自然」與「道恆無為」，於政治上的表現即是「無為而治」，其思想中

心表現在聖人治國之原則—「我無為也，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民自富。我

欲不欲，而民自樸」（《老子》第 57 章），從而達到「請（清）靖（靜）可以為天下正」（帛書

《老子》甲本）之境界。老子從「道法自然」、「無為自化」體悟到「清靜可以為天下正」，因

此《老子》說：「取天下，恆無事，及其有事也，不足以取天下」（《老子》第 48 章），對在上

位者而言，施之於民，則為「不上（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

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

不敢弗為而已，則無不治。」（《老子》第 3 章）。於是提出「欲使民無知無欲」的主張，《老子》

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故以知治國，

謂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知多則貪，利令智昏。是以「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

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老子》第 48 章）又說：「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

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張，盜賊多有。」（《老子》第 57 章）「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

人難治。」（《老子》第 75 章）、「民之饑，以其上食稅者多，是以饑」（《老子》第 75 章），所

以《老子》主張世間一切事物，包括人生、政治、社會、宗教等，都要順其自然，不宜妄加干

涉，這便是「無為」。故此「無為而治」才是老子真正的治國原則，為此「以正治國，以奇用

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

 

 

                                                 
9袁保新：《老子哲學之詮釋與重建》，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8。 
10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和開展》（台北：商務印書館，2000 年

3 月），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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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好靜」、「無事」、「無欲」就是「無為」思

想的寫照。 

 

郭店《老子甲》曰：「樸雖微，天地弗敢臣。」（《老子甲》第 18 簡）老子認為「視素保

樸，少私寡欲」乃治國之本。「素」，本也，性也。「樸」，真也。人的本真之性是單純自然如「樸」。

「樸」之單純自然「比於赤子」（《老子甲》第 55 簡） 之德，是柔弱沖和之德。這種「德」乃

人的本真之性的最純真自然的表現，也是最可寶貴的至真之性。郭店《老子甲》曰：「含德之

厚者，比於赤子。……終日乎而不憂，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和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11

「道恒亡名」老子要為人君主者「視素保樸，少私寡欲」，老子曰：「夫唯無知，是以不

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老子》第 70 章）又曰：「天下皆謂我

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老子》第 67 章）為人君主者

不但自稱孤寡，更要能「慈，儉，不敢為天下先。」因為「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

（《老子甲》第 33-35 簡）「德」是「道」的具體表現。人類的最真之

善，莫如依道之動，反本歸真，「如嬰兒之未孩」，孩指無知無慾，天真無邪之人，說像無知無

欲的嬰兒一樣，單純無私，因此郭店《老子甲》認為「物以和為常」（和曰常），和為永恆的法

則，赤子即嬰兒是最能體現道的，嬰兒是至和的，道也是至和的，嬰兒是至純的，道也是至純

的，嬰兒是至真的，道也是至真的，認識到宇宙和諧的法則，這就是最有智慧(明)的表現。故

說「知和曰明」，說明認識事物的本質就是智慧明察的表現；而過分追求物質享受就是晦暗凶兆；

內心恣逞意氣就是不順從自然；事物旺盛過後就會走向衰老，由壯而老便會失去赤子之心，失去

生命本真，這被稱為不合乎道。故就人法自然而言，就應具有「如嬰兒之未孩」的柔弱沖和之德。 

 

所以老子在政治上認為要順乎自然，無為而治。不執著，不強求，應隨著道的變化合乎

道本，順其自然。如果要順從自然，便必先要「無知無欲」。其次要「不爭」。最後要「清靜」、

「無名」。這樣便可以達到清靜無為，自然而治的社會。因此最上一等的在位者，應該要能夠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能夠「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順著人民自然的本性來幫助他

們，使人民不覺得在位者有什麼功勞，以為他們的一切都是自然形成的。而在功成事遂之後，

在位者要能夠退居幕後，不居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老子》

第 77 章）才是真正合乎天道的自然。老子言：「功遂，身退，天之道（《老子》第 9 章）」，就

是這個道理。這就叫「無為而無不為」，「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第 17 章），這就叫「為無

為」和「無不為」，這才是「無為而治」的真實意涵。 

 

                                                 
11 《道德經》第 55 章說：「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未知牝牡之會而作，精之至也。終

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郭店本作「和曰常」)，知常曰明(郭店本作「知和曰明」)。
在這裏通行本與郭店竹簡本稍異，竹簡本的文意中，「和」是一個關鍵概念，以「和」規定「常」，

以「知和」規定「明」，與通行本重知重常的觀念不同。通行本乃捨本逐末，在一定程度上消

解和掩蓋了「含德之厚」（即「和」）的章旨，因此，兩者相較，郭店本為佳，應當作「和曰常，

知和曰明」。」簡本均引自侯才：《郭店楚墓竹簡《老子》校讀》（大連：大連出版社，199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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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老子》第 67 章）為人君主者當學「江海」謙卑處下不爭，而「江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是以聖人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 66 章）就是這種看似無為不爭的精神，反而能「為無為而無不

為」。因此，《老子》說：「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老子》第 58 章），如果為人君主者悶然不

語，沒有繁瑣的政令、沉重的稅金，則人民的德行便會淳厚，而天下人心也會歸向於為人君主

者。而為人君主者如果對於某些價值觀念（如尚賢）或事物（如貴難得之貨）的過度提倡或愛

好，將只會破壞整體的和諧。甚至《老子》還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

74 章)即便說治亂世用重典，犯重罪者判死刑，但人民不怕，依然很多人冒死去犯法取利，一

旦嚴刑峻法失其效用，反而會加速統治者的滅亡。故老子提出「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恆與善人。」(《老子》第 79 章)又說：「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 81 章)正是這種悶悶無為「不上（尚）賢，使民不爭」的

治國思想，反而「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為無為」而「無不治」，故《老子》言：「是

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第 78

章) 正言若反，看似「無為」而「無不為」矣！ 

 

因此根據《老子》的說法，治國者大致可分為四等：「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而譽

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

自然。」（《老子》第 17 章）這是說，最好的治國者，人民根本沒有感覺到他的存在；次一等

的，人們親近他讚美他；再次一等的，人們畏懼他；最糟糕的，人們輕侮他，瞧不起他。而道

家老子所推崇的，正是那種既能使天下大治，又能使老百姓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的治國者，也就

是那些能推行「無為而治」的聖人。由此可知，道家認為能夠讓百姓讚譽有加的在位者（如儒

家的仁義之治），其實還不算是最高等的。從人類政治形態的歷史變化看，相對於有為政治而

言，無為政治實則具有更高的價值意涵。 

 

五、「政治論」--清簡政令、無為而治 

 

《老子》嘗言：「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執者失之」（《老子》第 29 章）由此可知，統治者必須要用「不得已」的心情來治理天下，而

治理天下則必須「道法自然」要順著民性的素樸自然，不加以干擾。因此，老子曰：「視素保

樸，少私寡欲」（《老子》第 38 章）正當老子面對禮崩樂壞的社會現實，他清楚地認識到機謀

（智）、巧言（辯）、詭詐（巧）、貪婪（利）、私心憂慮（慮）是造成社會混亂的根本原因，必

須予以棄絕。郭店《老子甲》曰：「絕知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

民復孝慈」
12

                                                 
12今通行本《老子》第十九章云：「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簡本甲組則作「絕智（知）棄卞（辯），民利百伓（倍），絕巧棄利，盜惻（賊）

亡又（有），絕偽棄慮，民复（復）季（孝）子（慈）。」今依郭店《老子甲》作「絕知棄辯，

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 

。郭店《老子甲》認為「以道治國」，其治國方略就是「視素保樸，少私寡欲」，



                          丁孝明：《老子》「無為思想」的義蘊                       337 
 

為政者能使民輕其私心以減少私欲，重其本性以反樸歸真，則國不治而治矣！故《老子》第五

十七章作了為政治國的最好說明：「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

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張，盜賊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確的治國方針就是要無為、好靜、無事、無欲，使人民能在清靜無為中自然發展，則國必大

治。 

 

郭店《老子甲》曰：「道恒亡為也，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定。」（《老子甲》第 13

簡至第 14 簡）又曰：「道恒亡名，…… 侯王如能守之，萬物將自賓。」（《老子甲》第 18 簡至

第 19 簡）道對天下萬物永遠無所求取，侯王能保有「道」的這種永遠無所求取的精神，萬物

將自然和諧，在自然和諧中，不刻意，不妄為；「不尚賢」，不講「名」；「不貴難得之貨」，不

講「利」，國中無有機謀、巧辯、詭詐、貪婪、私心憂慮、詐偽公益之人，舉國視素保樸，少

私寡欲，則萬民將自知滿足、自知安靜，自然安定。因此，老子明確地告訴我們「道恒亡為、

亡名」（《老子甲》第 13 簡、第 18 簡），能守「道本」，則道的自然法則將可以作為人民生活，

國家生存的客觀法則。當然為政者要能先使自己在心性上達到清靜純樸，並減少私慾，然後才

能讓人民也能夠達到清靜純樸的境界，使國家在清靜無為中自然發展。誠如陳鼓應先生所說：

「為無為則無不治」是以「無為」的態度處理事情，則無不步上軌道者。「自然無為」運用到

政治上，則是讓人民有最大之自主性，允許特殊性、差異性之發展。
13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謂道家思想是「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政令非常簡約而

且非常容易操作，政事不多舉行，然而效果卻很理想。因為道家認為，真正高級的管理境界，

應該是「無為而治」，而「無為而治」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正是「清簡政令」。所謂「清簡政

令」是指精簡政令，清靜少事，以不干擾百姓、與民休息為原則。《老子》有一句名言，叫「治

大國如烹小鮮」。在老子看來，治理大國也要像烹煮小魚一樣，絕對不能政令繁多，無事生事。

一旦政令不一，朝令夕改，就會使老百姓無所適從，且政令一多，時間一長，老百姓就不再把

政令當一回事了。老子之「無為」，乃順其自然不加以「人為」。所謂「人為」，即不必要之作

為，或強作妄為。這正是針對當時的儒、墨、法家的「人為政治」所提出的。是對他們主張「有

為」的反動。老子為了反對那些愚弄人的智謀、虛假的仁義教條、沒有用處的人為謀略，他甚

至呼籲「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慮」。郭店《老子甲》曰：「絕知棄辯，民利百倍；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

少私寡欲，絕學無憂。」（《老子》第 19 章）老子的「無為」思想的真正意涵，就是要反對那

些想以主觀意志去轉移客觀規律的「有為」。老子認為「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者「強

所作為」與道乖違，終必失敗，「無為」者，順道而行，順應自然而作，則無敗。故曰：「聖人

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所以《老子》主張：「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老子》第 63

章）。為遵守「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的原則，為政者就必須「清簡政令」，與民休息，故

《老子》第五十二章講：「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老子》第 52 章）。

 

 

                                                 
13陳鼓應：《老莊新論‧老子哲學系統的形成》（台北：五南圖書，1999 年 5 月），頁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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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之意是說，理民之道本是平常，亦是自然的，但為政者，好走歧途險徑。治國施政不懂得

清靜無為，與民休息，反而以沒有用處的人為謀略，為了分外安亨，而大量修除，濫用民資民

力，將大量耕耘莊稼的勞動力投入於不必要的修除，結果田禾荒蕪，倉廩空虛。而民以食為天，

因之導致，食不飽，居不安的民怨窘境。正如《老子》第七十五章所言：「民之饑，以其上食

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老子》第 75 章）。此章經意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民之饑，起於執政者為一己之私橫徵暴斂，

人民因此而遭饑饉之患。二是講說民之難治的原因，正是因為政令繁苛，執政者任意妄為，民

怨抗拒而難治。由此可見，百姓能否「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是與執政者能否體

解大道，「清簡政令」、「自然無為」是息息相關的。唯有賴於體解道家「指約而易操，事少而

功多」的深意，真正「清簡政令」，「與民休息」，才能達到「無為而治」的理想境界。 

 

六、結語 

 

郭店《老子甲》第 20 簡說：「卑道之在天下，猶小谷之與江海。」這是一個比喻，說明

「道」與天下萬物的關係，「道」是本，萬事萬物所體現出的規律性是末，自本而末，末而不

離其本，以此說明「道」是天下萬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又是天下萬物運行的原動力。但此一原

動力卻是「不有」、「不恃」、「不宰」，誠如《老子》第五十一章所言：「道生之，德畜之，物形

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

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這裡所謂的「玄德」，是指「自然無為」之德，所謂「不有」、「不恃」、「不宰」，就是棄絕用「人

為妄為」代替「自然無為」之意。故「好靜」、「無事」、「無欲」即「無為」之寫照。從《老子》

全篇中的內容來看，老子的這種想法包含著兩重性：其一是尊重客觀法則，這種法則中包括有

自然規律與人類社會處世準則等多方面內容。老子認為聖人的效法天道，表現為「暗與道合」，

故「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聖人「唯道是從」嚴格遵守「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為」

的原則，由此而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目標。吾人效法大道，理應自然無為，視素保樸、少

私寡欲，不刻意、不妄為、不強求，學習《老子》中所論述的無為精義，「處下不爭」、「卑弱

自持」、「知足知止」、「清靜無為」、「篤守虛靜」、「反樸歸真」，這些既是自然法則，也是社會

生活的處世準則。這些法則或準則又都是對「道」的體現。故《老子》說：「輔萬物之自然而

弗敢為也」，即只能從客觀上輔助天地萬物的自然本性，既不妄為亦不強為，更不圖達到某種

人生功利的目的。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上德」無欲無求，一如老子所強調的「含德之厚，比於赤子」。《老

子》28章說：「復歸於嬰孩」、「復歸於樸」主張運用「復歸」的方法，使人類回歸道本，回歸道

性，而道性無為，無為即是最樸實純真的狀態，比於赤子，如同嬰孩。而回歸的目的與方法即是

「無為」，老子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這裡所謂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樸」都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沒有主宰者「人為」的痕跡。不

經「人為」的塑造，一切順從自然本性，這一思想後來在《莊子》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莊

子》說：「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逍遙遊〉「无己」方能與道合，「无己」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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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人為造作」即是桎梏生命自由的枷鎖，消解掉聲色對於感官與形軀的限制，不重感官聲色，

方能謂之「至人」。唯有擺脫掉「世俗功利」的欲求，超脫出聲名對自由與自信的窒礙，不計較

世俗功名之利，方能謂之「神人」。唯有化解掉差別對立之心，泯除種種大小、美醜等相對的主

觀意識，自「人為造作」的一切名相中，昇華至無執无待的逍遙之境，才能真正感受生命中的真

實之美，方能謂之「聖人」。故曰：「至人 无己、神人无功、聖人无名」〈逍遙遊〉如此「 无己」、

「无功」、「无名」的「澹然无極」之心，遊於天地的生生大化之中，才能體現「天地至美」。

故〈知北遊〉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又說：「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

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此天地之道，

聖人之德也。」（《莊子》〈刻意〉）一切順從本性，不刻意而高，「無仁義、無功名、無江海」，

「不導引、無不忘，無不有」，真正所謂「澹然無極」、「清靜無為」則「眾美從之」矣！ 

 

「眾美從之」的真實例證，亦曾數度出現於歷史之中。縱觀中國歷史上的數個鼎盛時期，

漢初、唐初的統治者都竭力推行道家思想，為適應當時社會需要，黃老之學的理論重點遂轉移

到「清靜無為」，其政治意義亦一變而為「清簡政令」，「與民休息」，遵循「無為而治」之訓，

於是無論是漢代的「文景之治」，還是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等，在在都顯示了

道家思想的超越性；在反觀歷史上許多失敗的統治者，我們又會發現他們的失敗往往是與喜用

手中的權力過分干預他人或社會的正常運作而造成的。由此，我們不由更深切地悟出老子「無

為而治」思想的實用價值。《老子》說：「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就是主張運用古道來治理

今天的現實。因此即使在今天《老子》中仍有許多值得借鑒的積極內容，值得我們體道思深，

努力闡揚，願《老子》中的「道法自然」、「無為清靜」的思想意涵能在未來人類的歷史上繼續

流傳久遠，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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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評鑑之研究 

 
 

黃玉幸 

正修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雄市政府辦理訪視 102 年度 58 所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實施情形，應用方案理論評鑑

進行實務探究，了解其實施情形及成效。研究者利用高雄市政府 102 年度 58 所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實地訪

評資料採質性研究取向進行深入分析，分析結果如下：一、開辦期數與經費執行成效為辦理績效主要考

量；二、補救教學歷程檔案流於形式；三、專任教師教學專業與補救教學缺乏契合；四、偏重線上填報

行政作業；五、訪視過程難以評估執行成效。依分析結果提出結論與省思，並提供建議作為教育行政單

位及各國民小學推動補救教學訪視方案之參考。 

  
關鍵字：方案理論評鑑  訪視補救教學  補救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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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visiting program evaluation for remedial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Kaohsiung city 
 
 

Yu-hsin Huang 

Cheng Shiu University of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outcomes in 58 elementary schools between 2013 and 

2014 in Kaohsiung city. The research applies evaluation data of the remedial instruction from the 58 elementary 

schools during 2013 and 2014.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was utilized for a through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number of set up terms and the outcomes of funding execution are the key considerations for 

processing outcomes. 2) Files of remedial instruction progress are conventional. 3) Teaching profession of the 

designate teachers and the subjects they teach in remedial instruction do not match. 4) Only online 

administration work is emphasized. 5) It is difficult to evaluate the executed results of remedial instruction 

during the visits. The researcher proposes conclusions and inspirations following the analysis results and 

provides advices to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and elementary schools to promote visiting 

program for remedial instruction. 

 

Key words: Program theory evaluation; Visiting remedial instruction; Remedial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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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教育部自 102 年度起整合了「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及「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兩大計畫，開始

實施「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以落實教育機會均等，實踐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教育

部每年編列龐大經費補助弱勢學生課後輔導，提升其基本學習能力，縮短城鄉學習落差。直轄市及各縣

市政府執行並督導各校學校落實情形，因此，高雄市訂定 102 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

案訪視實施計畫，訪視結果瞭解學校補救教學辦理現況、成效及待解決問題，提供未來計畫之參考。 

一、研究動機 

教育部自 95 年度起開始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方案，積極運用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等教學人

力，於課餘時間提供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國中小學生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另對於原住民比率

偏高及離島地區等地域性弱勢之國中小學生，以「教育優先區計畫－學習輔導」對原班級學生進行免費

之補救教學。103 學年度起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學生免經升學考試直接進入高中（職）或五專

就讀，因此，建構把關基本學力之檢核機制，加強扶助弱勢家庭之低成就學生，提供多元適性學習機會

落實補救教學，以弭平學習落差達成「確保學生學力品質」、「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目標（教育部，2014a）。 

我國陸續推出教育優先計畫、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與夜光天使方案等弱勢教育相關政策，希望透過外

在資源，彌補弱勢學生起點的不利，以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及「社會正義原則」的精神。近年來許多

民間企業陸續加入弱勢教育行列，例如金車文教基金會與永齡教育基金會等(鄭勝耀，2010)。高雄市政府

教育局為提供學校未來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之參考依據，102 年辦理訪視補救教學，研究者擔任國小組

訪視委員之一，有機會參與並探究高雄市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實施情形，此為研究動機之一。 

目前提及評鑑目的不外乎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或改進（improvement），重點放在各校執行情

形，訪視結果是那校表現得好？那校表現不好？強調追究各校實施績效或提供各校改進參考，而不是放

在政府機構為何辦理訪視補救教學，各校執行結果為何如此？哪些因素造成執行結果？政策研究著重提

醒政府機關累積過去施為經驗，以修正政策。 

以方案理論評鑑為依據的評鑑（program theory evaluation , theory-based evaluation , theory-driven 

evaluation）是一個讓方案規劃者學習以此累積經驗的途徑，檢視方案理論評鑑與方案實際過程中，方案

規劃者有所學習或發現，以為修正政策之依據。因此，應用方案理論評鑑探究高雄市國民小學補救教學

實施情形，此為研究動機之二。 

研究者先後探究高雄市國小 96-98 年度實施攜手計畫-課後扶助之意義，調查 99 年度高雄市立 40 所

國民中學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實施現況（黃玉幸，2011；黃玉幸，2012）。延續過去研究，分析訪視

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實施情形，提供政府機關實現社會公義教育政策參考，是為研究動機之三。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補救教學方案是否能達成預定目標？訪視過程是否確實達成計畫目標？參與計

畫本身的假設或理性基礎是否正確，為本研究關心焦點。本研究以方案理論評鑑（Program Theory 

Evaluation，簡稱 PTE）進行高雄市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實務探討，以了解可能的困難與限制，除

檢視能否達成目標，更關心了解如何達成預期結果，作為推廣補救教學教育政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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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高雄市 58 所國民小學為對象，探討 102 年度辦理補救教學訪視情形及成效，擬提出以下問

題： 

（一）高雄市國民小學參與補救教學實施情形如何？ 

（二）高雄市政府辦理訪視補救教學是否符合預期目標？ 

（三）高雄市政府辦理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方案，有何值得肯定或待改進之處？ 

三、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問題，本研究欲達下列研究目的： 

（一）描述訪視委員評述各國民小學辦理補救教學實施情形。 

（二）分析訪視委員說明各國民小學實施補救教學之執行成效。 

（三）探究訪視各國民小學補救教學方案實施成效之意義。 

（四）根據研究結果，提供各政府機關辦理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參考。 

四、名詞釋義 

（一）補救教學訪視： 

本研究之補救教學訪視為 102 年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

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辦理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訪視小組由教育局代表、專家學者、國中小

中心學校、績優學校代表組成。 

（二）補救教學： 

    本研究之補救教學為 102 年度接受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訪視之 58 所國民小學辦理補救教學之情形，各

國民小學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補救教學作業要點》及《高雄市

102 年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辦理之補救教學方案。 

高雄市各國民小學補救教學目的在於縮短國小小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落差，彰顯教育正義，提

供學習成就低落國小學生適性分組學習及多元學習方案等，以確保每位小學生之學科基本能力。 

 
貳、文獻探討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名詞釋義，本研究分別從補救教學、方案理論評鑑等相關文獻鋪

陳研究脈絡。 

一、補救教學方案相關文獻 

（一）補救教學方案實施要點說明 

高雄市各國民小學補救教學依教育部規定要點，受輔對象分一般性扶助方案及特定學習扶助學校方

案。前者受輔對象為兼具學習低成就及身分弱勢二項條件者，學習低成就條件為：(1)一年級新生：經學

校學習輔導小組認定屬學習低成就者，但人數以不超過就讀班級人數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2)二至六年

級學生：篩選測驗結果，國語文、數學或英語任一科有不合格之情形者，身分弱勢條件為：(1)原住民學

生；(2)身心障礙人士子女；(3)外籍、大陸及港澳配偶子女；(4)低收入、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及免納所得稅

之農工漁民子弟；(5) 隔代教養及失功能（包括單親）之家庭子女；(6)身心障礙學生（包括經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為疑似身心障礙，且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認定受輔

可提升該學生學業成就且不影響其他受輔學生之學習者)；(7)其他經學校學習輔導小組認定有需要補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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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弱勢國民小學學生，以不超過總受輔人數之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編班方式：(1)一般扶助學校，以抽離原班並依學生受輔科目落後程度編班為原則；(2)特定扶助學校，

以原班級人數實施為原則，班級人數未滿六人時，國民小學採同年段混合編班，國民中學採同年級合併

編班；(3)視、聽障學生之輔導需求，應以高雄市整體規劃或由重點學校開設專班，每位教師輔導學生人

數至多得酌減二人。     

受輔學生篩選及測驗：提報參加篩選學生階段：(1)由導師或學習領域任課教師（國文、數學及英語

三科）提報該科成績為原班級後百分之三十五之學生參加測驗；(2)各校前二年已依前目提報率提報並施

測者，得依其線上測驗之不通過比率為依據，經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後，得調整提報率；(3)偏遠地區

或具特殊原因者，專案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得放寬篩選範圍至後百分之四十，班級人數低於十人。

特定扶助學校：全校所有學生一律提報參加測驗（教育部，2014b）。 

（二）補救教學方案文獻 

    補救教學是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配套措施之一，目的在於篩選學習低

成就學生，施以補救教學提高學生學力；確保教育品質落實教育機會均等理想；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教

育部，2014a）。補救教學的理念與做法應是針對一群因為前一階段的學習結果不足以使其順利進行現階

段學習內容的對象，提供一系列基本內容的再學習或基本能力的再增長，以強化其可以順利進行現階段

內容的學習（高淑芳，2014）。因此，補救教學強調教師發現學生有學習困難之後，診斷問題所在，針對

問題設計一連串適切合宜的教學活動、幫助學生克服學習障礙，達成該階段的學習目標。 

    「以課後扶助計畫而言，我們看到某些學生成績不好，弱勢學生課業沒人協助，便擬訂課扶方案來

推動。」（黃政傑，2010）。「結合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院校學生、儲備教師與現職教師等教學人員，

協助弱勢之國小小學生，藉由補救教學之方式，使其在義務教育階段培育出基本的學習能力。」（劉世閔，

2008：39）。政府為培育人才厚植國力，投入教育資源協助每位學生有基本學習能力，針對家庭弱勢學生

提供均等教育機會，以提高國民素質，進而增進國際競爭力。 

    補救教學是協助學生脫離惡性循環的重要途徑之一，同時也避免學習困難學童和一般學童的差距，

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擴大(曾世傑、陳淑麗、陳坤昇，2006)。補救教學方案將資源公平且均等分配，以彰

顯社會正義。所謂「均等」(equality)的意義為所有社會或團體的成員著相等的地位、權力；而「公平」(equity)

的意義則為對所有組織的成員提供「品質」上相同的機會(王俊斌，2007；Ballanine, 2001；Yang & Cheng, 

2011)。補救教學方案以弱勢地區學校或學生為優先，對於需要個別扶助的學生，依其需要給予個別輔導，

接受課業輔導之弱勢學生，由現職教師、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學生、大專志工等，於課餘時間提供

中小學小班且個別化之免費補救教學。參加學生以自願為原則，且尊重家長之意願，由此可見補救教學

方案著重公平且均等分配教育資源。 

    課後扶助研究發現教師以指導家庭作業的比率最高，其次才是進行補救教學，過度依賴以月考成績

觀察及家庭作業完成率教師或學校的主觀判斷，對於學生進步情形並未能進行系統性的觀察、分析（陳

淑麗，2008；盧威志，2008）。 

    另有研究指出國小教師認為「中央可提供教材」、「以寫功課為主」、「但又無法一一去教功課」等想

法（陳伯璋、林世華、謝進昌等，2009）。實務上常面臨一些執行限制，如教師缺乏適當、具結構性的補

救教材等問題(曾世傑、陳淑麗，2010)。攜手計畫的數學補救教學實施，以高屏地區參加攜手計畫補救教

學的學校和教師為對象，結果發現，學校在執行攜手計畫時，感到困擾的大部分在於行政事務的處理，

包括表格的填報、保險的申請、以及教師資源的運用，較關注行政事務相關的處理，例如，保險費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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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鐘點費的標準不一、參與教師的意願不高、以及填報的表格資料過多等（徐偉民、楊智穎，2010）。

實際訪視後發現學校老師們已過度漠視明顯學習落後學生的需求與能力，產生先入為主的想法地認為補

救效果有限，何必浪費資源在這些孩子身上（高淑芳，2014）。 

    而高雄市辦理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計畫研究發現弱勢學生參與攜手計畫課後扶助視為公費補習、行政

規劃主導攜手計畫實施情形、現職教師較無持續參與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弱勢家庭以留校時間為主要考

量、教學實施策略受限缺乏客觀檢測工具、補救意涵大於學習發展、整合扶助弱勢學生社會資源為評估

行政績效重要考量（黃玉幸，2011）。另研究發現任課教師認知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在於提升弱勢學生基礎

學科能力；學生學習意願低落，教師有挫折感；受輔學生喜歡到攜手班上課卻不認為學業進步等，教師

認為受輔學生學習意願低落，上課時間、科目、場地、師資等多種因素影響弱勢學生參與課後補救教學

（黃玉幸，2012）。 

    國中小補救教學之執行現況及困境指出學生參加補救教學成效與家庭因素影響息息相關，調查國內

學習低成就之國民中小學學生，高達 6 成係家庭因素造成，經濟弱勢學生常難以在無後顧之憂的情形下

將心力置於學習，長期弱勢造成「習得無助感」，更容易弱化學習動機（教育部，2014a）。教育部委託團

隊研擬一套不只是用來篩選學習低成就學生對象的測驗系統，這套系統還可以提供每一位學生前一學年

階段學習不足的對應能力指標與基本學習內容的診斷報告，擔任補救教學的老師可以明確地依據這些診

斷報告，編排一份適合這一小群孩子需要解決或強化學習的內容課程，以小班教學、個別化指導的關注

模式，在有限時間中焦點式補救其應學會但未能學會的弱點，使其逐漸具有學習現階段課程的能力（教

育部，2014c）。 

    目前教育部補救教學方案的落實度存在著很大的中央與地方的落差，主要在於可用參考資源的訊息

未能有效往各學校、各老師傳達，使得各校老師認為他們得憑空將這些明顯落後的孩子帶上來，這是多

麼大的責任與負擔（高淑芳，2014）。 

    陳麗珠（2007，2009）認為我國各校為爭取資源彰顯辦學績效，未能充分了解補救教學精神，教師

未參與決策，不能充分掌握補救教學政策意旨，而補救教學執行成果的訪視評鑑都是針對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s)而非政策影響(policy impact)評估。 

    綜合上述文獻，補救教學方案為教育部統籌教育資源，各縣市教育機構審查督導各國民小學辦理成

效，然而研究發現，現職教師參與低落，不懂得運用教育部補救教學資源提供之診斷報告，編製適當教

材，大多採安排寫回家作業，未落實個別化補救教學策略，訪視各國民小學補救教學並未評估政策影響，

在意評定各校實施成效作為獎懲依據。 

    高雄市辦理訪視各國民小學執行補救教學情形如何，為何辦理訪視？各校執行結果為何如此？哪些

因素造成訪視結果？能否評估各國民小學執行補救教學之影響情形？是否依訪視補救教學目標、檢核指

標達成預期目標，有待進一步探究。 

二、補救教學方案訪視相關文獻 

（一）實施補救教學方案訪視目的 

102 年度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目的為：1.瞭解學校弱勢學生課業輔導辦理現況、

成效及待解決問題。 

2.訪視結果提供未來計畫及師資培訓之參考。 

3.透過書面審查及實地訪視方式遴選本市「國民小學及國民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績優學校。 

4.訪視結果提供學校未來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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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評選績優學校及教學績優人員，激發並提升各校參與補救教學方案之動力。 

6.表揚績優學校，引導各校及教師效法，以發揮見賢思齊之效果。 

（二）實施補救教學方案訪視方式 

    實施方式為：1.實地訪視：含書面審查及訪談。2.線上訪視：於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

學實施方案」網路填報系統審查各校辦理情形。訪視結果績優之學校從優敍獎，成效有待改進學校，列

入追蹤輔導，並作為爾後年度增減補助經費之參據（DO20131001）。 

三、方案理論評鑑之意義 

高雄市政府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其為對各校執行成效展開探究與評估的活動，往往焦點置於「如何

作評鑑」，而忽略方案本身。事實上，方案的執行本身就是一種介入，有其預期的介入成效。Chen（1990）

認為評鑑方法的討論固然重要，但適當的整合評鑑方法，還要靠理論或概念為針穿線，否則只能看成是

黑箱式的評鑑（black box type of evaluation），無法「考慮可能的對立解釋（rival explanations），檢視執行

程序，探討中介與脈絡的變項。」（Chen, 1990, 28-29）。 

    Weiss 最早提出方案理論評鑑之論點，方案理論評鑑導向的評鑑主之目的：1.回答有關方案的因果問

題；2.說明方案如何運作；3.提供改進的建議(Smith, 2001；Rogers, & Weiss, 2007)。因此，方案理論評鑑

導向的評鑑可說是一種介入研究的形式，其中經過介入處理後，實徵性地檢證其因果機制（Patton, 1989；

Baldwin, Persing, & Magnuson, 2004)。 

方案理論評鑑應用評鑑有助於探究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說明方案如何運作、其間影響之可能因果問

題及提供改進建議。 

四、應用方案理論評鑑的功能 

    以理論考驗為目的的方案測試評鑑（theory-testing Evaluation PTE）比較關心因果的歸因，評鑑的結

果除了可以修正方案所植基的理論外，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作為規劃未來相關方案或政策的參考。

其主要功能如下： 

（一）了解方案為何有效或為何無效？ 

通常我們是根據所看到的成果來做方案有效或是無效歸因，如果能夠產生一系列小步驟，說明不同

步驟之間的因果關係，就比較能夠知道方案在哪一個地方有用，在哪一個地方無用，進一步作改進（Roger, 

Petrosino, Huebner & Hacsi, 2000）。 

（二）建立方案的因果關係（attributing outcomes to the program） 

方案理論評鑑能了解方案是否產生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結果，在沒有反證的情況下，可以由中介變項

來進行因果歸因（Roger, Petrosino, Huebner & Hacsi, 2000）。 

（三）改進方案 

方案理論評鑑執行過程，有助於方案成員對自身工作的更佳瞭解，知道方案的架構與預期或實際上

的運作機制，瞭解究竟方案的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方案未能達成預期效果的原因，可以更有效率運用

成員的時間與精力（Roger, Petrosino, Huebner & Hacsi, 2000）。 

（四）協助決策者 

方案理論評鑑不僅有利於學界，也有利於決策者，透過對方案運作瞭解，決策者可以知道方案哪個

部分有效，那個部分效果不大，未來在其他場合推動其他方案時，就可以根據先前方案推動經驗，著重

在方案某些部分推動。方案理論評鑑也可以協助決策者釐清方案之所以產生效果，或因為方案理論本身

機制所造成，或是因為執行地點不同所造成的差異，這些知識有助於決策者決定經費分配或單位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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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ckman, 1987, 8-10）。 

    綜合上述，方案理論評鑑具有提供方案執行的描述、揭露未預期效果、指出中介變項、改進評鑑形

成性應用等之功能，本研究應用方案理論評鑑進行實務探究，了解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實施情形，探討應

用方案理論評鑑、實施理論導引之問題進行評鑑，以評估實施成效。 

 
叁、研究實施 

 
    方案理論有助於分析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實施情形，評估政府教育政策實施成效。緣此，本研究先建

構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理論評鑑之應用模式、確立評鑑問題與指標、蒐集與分析資料，以及提出研究結果。 

一、建構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理論評鑑之模式 

    方案理論評鑑分為以提升弱勢學生基礎學科能力、評估影響補救教學方案、分析補救教學實施成效

三層面為探討重點。 

 
 
     
 
 
 
 
 
 
 
 
 

圖一 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與確保學生基本學力的關係 

 

    依上述理論建構，圖一說明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與確保學生基本學力的關係，圖三架構高雄市訪視國

小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的理論評鑑與實施理論，作為本研究應用方案理論評鑑進行探討高雄市國小補救教

學訪視方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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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方案理論評鑑應用模式：確保每位小學生之基本學力 

 

    圖二說明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如何達成其意圖結果的假定，四條路徑代表補救教學訪視方案可藉由了

解各校實施補救教學現況、訪視委員執行計畫、提出各校執行優點、特色及改進之處，以確保提高弱勢

學生的基本學習能力所要之成果，第四條路徑原不是規劃主要意圖，但在方案實施過程出現，以虛線箭

頭表示。 

    方案理論評鑑為一連串中介目標的結合，要達成這些中介目標須安排某些方案活動 或遵循某些實施

原則，針對上述了解各校實施補救教學現況的路徑思考，參考相關研究提出之補救教學實施原則，並與

方案理論評鑑作結合，得出下圖三之改變理論。   

 

實施理論                                         方案理論 

各校提出申請                                 各校宣導方案政策重點              

                                               

依申請班級數開班 

教師參加相關研習                              教師進行補救教學 

                                                 

 

課後實施補救教學                             確保每位小學生之基本學力 

檢視學生進步                                    

                                                                   

圖三 改變理論：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的理論評鑑與實施理論 

綜合座談 

推薦績優學校及教學人員 鼓勵或追蹤輔導 
優點、特色 

及改進建議 

 

確保每位小學生之基本學力 

配合教育部地方統合視導 

教學評量及檢核進步 

規劃課程安排師資 

實施補救教學 

提出自評報告 

補救教學訪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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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達研究目的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以非參與觀察、半結構訪談等（附件一）方式蒐集 102 年

度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成果報告等文件，訪視期間為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6 日，15 個訪視日，每組訪視

委員 3 位，分為 4 組，共 12 位委員，共訪談 10 位委員，每次 1 小時，研究期間為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訪視或撰寫期間撰寫反思日誌共 20 篇。 

三、研究資料 

本研究資料包括經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同意取得之民國 102 年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成果報告、相

關文件及訪談訪視委員等文字及聲音檔將相關資料載入電腦軟體 ATLAS.ti 剪輯，進行開放編碼，再經主

軸、歷程編碼歸納概念，分析結果歸納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方案之核心概念。 

四、資料編碼 

研究蒐集資料編號方式與意義如下表 3-1: 

表 3-1 資料編碼的方式與意義 

項目 編碼代號 代        表        意        義 

資料 

類別 

訪談紀錄 

研究日誌 

 

文件檔案 

訪談受訪者的文字或聲音紀錄 

當天蒐集與分析資料等過程，在離開研究現場後寫下

當天的想法等紀錄 

在研究現場或相關機構或接受訪談者所蒐集的書面資

料，及從網路下載的電子檔案等 

資料 

編碼 

INE720140112 

RJ20140205 

DO20131230 

2014 年 1 月 12 日訪談訪視人員編號 7 的訪談紀錄 

2014 年 2 月 5 日的研究日誌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取得文件 

五、研究情境 

    本研究以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02 年 10-11 月期間訪視 58 所國民小學補救教學為研究對象，訪視內容

為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之建立情形、補救教學方案之整體規劃情形、就學習成就低落學生所需實施分、

組或小組補救教學情形、補救教學人力資源招募及培訓情形、民間相關經費及資源募集情形。

（DO2041209）。 

訪視小組以半天時間到各校進行訪視，其中學校簡報、分組訪談及資料查閱、訪視委員意見交流、

綜合座談，各校完成自評表。訪視流程如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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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補救教學訪視流程圖 

六、研究的信實度 

(一)真實性 

    質性研究以信賴度(trustworthiness)作為評斷研究品質的標準，其四大指標分別為可信度、驗證性、遷

移性、可靠性(吳芝儀、廖梅花，2001)，「驗證性」(conformability)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除自我反省外，並

透過兩名協同研究分析者共同討論，從中獲得寶貴意見，以減少個人的主觀與偏見。 

    「可靠性」(dependability)主要在評估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詳細記錄研究

方法及過程，並使用錄影錄音及研究日誌，力求完整記錄細節，以供未來研究者之參考。「遷移性」

(transferability)是指是否具有可應用性，本研究研究者詳盡敘述研究情境，讓其他研究者評估其研究與本

研究的相似性，以決定遷移性。 

(二)可靠性 

    本研究採用三角檢定法(triangulation)強化資料間相互的效度檢驗，結合資料的三角檢定、分析者的三

角檢定提高研究效度，採用不同資料蒐集的方法，包括文件蒐集、觀察、研究日誌等，以檢視研究的一

致性。除了研究者擔任分析者的角色之外，另外請協同研究分析者共同分析，時常與協同研究者討論，

促進反省和思考以檢視效度。 

七、研究倫理 

  研究倫理包含我和研究參與者對於共同完成這份研究的信守與承諾及應用原則與規準，為尊重訪視

學校相關人員及受訪人員訪談資料及相關資料，以代號區別每一份資料，希望儘量減少可能曝光的人數

和次數。 

訪談結束後如有摘錄其內容為研究資料時，說明研究與摘錄理由，並請當事人確認內容與其所說無

誤。書寫以匿名方式呈現，每筆資料標出代碼，重視資料來源的真實性與尊重訪談者的隱私權，謹守分

際，保留資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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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無法完全參與或觀察，難免造成個人偏見，影響抽象概念的限制，因此，儘可能詳細說明影響研

究發現的原因，並多角檢測不同來源的資料與不同時期的概念發展，以增加研究信實度。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探究高雄市政府辦理訪視國民小學補救教學實施情形，應用方案理論評鑑進行實務探究，

了解其實施情形及成效，依蒐集資料歸納概念，討論分析如下： 

一、開辦期數與經費執行率為辦理績效主要考量 

教育局訂定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績效評估檢核表之配分「執行現況 20 分，理念宣導與行政規劃 33 分，

教學專業 24 分，學習評量與成效檢核 18 分，辦理特色 5 分。」而理念宣導與行政規劃檢核 11 條指標中

又與執行現況重複計分，如「確實依規定支用經費、確實上網填報當年度各期開班情形與執行成果、學

生異動轉銜、按時辦理學生篩選與成長測驗。」（見附件二）。 

各校自評依之執行現況填載開辦期數及學生人數，「開ㄧ期 0 分；開二期 3 分；開三期 5 分；開四期

7 分。」、「提報率、篩選測驗施測率、2 月、6 月成長測驗施測率、進步回班率，經費執行率等共計 20

分」、「102 年度總申請經費，均能 100%有效執行。」、「○○國小四期全開。」（DO20131014）。各校從簡

報、備審文件偏重辦理期數及經費執行之說明。「能依規定與時程上網施測、填報相關統計資料、參加說

明會，並確實依規定支用經費，行政程序完整，執行率皆符合目標」、「期期開班，從不間斷：理念宣導

落實、行政規劃用心，無論就計畫、執行、考核，均能秉持政策理念。」（DO2031220）訪視委員報告強

調依規定與時程上網施測，依規定支用經費，執行率皆符合目標。教育局訪視計畫及重點從績效評估檢

核表之檢核內涵及配分強調各校開辦期數班級和經費執行率。 

    「簡報由校長或承辦主任說明 15 分，各校執行現況及理念宣導至少講了 10 分以上，聽不到篩選學

生之背景或補救教學學生基本學科落後的情形。」（INE520140212）。「評分時大多站在鼓勵立場，學校有

開班就不會被列管或追蹤，按照指標打分數，還是以開辦期數與經費執行率為績優學校。」

（INE1020140315）。「總是強調有做，不考慮做得對不對？」（INE820140310）。補救教學訪視在於了解各

校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之建立，補救教學方案之整體規劃及學習成就低落學生所需實施分組或小組補

救教學等情形。從上述資料可知訪視委員依據教育局績效評估檢核表之指標，較重視量化數字。 

    補救教學教學策略宜重視個別差異的需求，需要接受補救教學的對象，本身也存在個別差異。無論

是採個別化電腦輔助教學、同儕導生個別教學、動態評量取向設計的套裝學習材料等形態，都是採個別

化教學策略（張新仁，2011）。各國民小學依篩選指標選定學生參加補救教學，且經由家長同意才能入班，

受於開班壓力，經常遇到找不到學生達開班條件的窘境。開班計畫、向家長宣導文件及選擇開課時間等，

總是先考慮要開班，要如期執行經費，反而未具體陳述對於適任教學人員或應用教育部教學資源或適當

編班及適性教學策略等符應補救教學教育政策目標之落實，大多停留在行政表冊，忽略政策精神及協助

學習落後學生之實質補救教學，確保每位小學生之基本學力。 

    補救教學訪視重點之一「依訪視結果遴選本市『補救教學』績優學校參加教育部績優學校評選。」 

等，無可諱言，開辦班級數、期數較多的學校，較能獲得訪視委員肯定，有機會遴選為績優學校。各校 

疏於說明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整體規劃補救教學方案及針對學習成就低落學生實施分組或小組補救 

教學等實質內容執行情形。 



                    黃玉幸：高雄市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評鑑之研究                    355 
 

    學校宣導補救教學教育政策，規劃課程，安排哪些授課教師、那個時段、那類教學活動、那種分組

型態，各項行政措施等，分析資料發現訪視委員蒐集資料過程，「開辦期數與經費執行率」彷彿為學校

行政人員護身符，卻忽略關注「建立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整體規劃補救教學方案」等訪視重點，

更遑論談及彰顯教育正義，縮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之學習落差之方案目標。 

二、補救教學歷程檔案流於形式 

    一個理想的補救教學方案，從篩選、分組、診斷、決定教材與目標、教學執行與成效評估，每個歷

程都涉及專業的考慮，國小教師普遍低估了補救教學需要的專業性(陳淑麗，2008，2009)。補救教學作業

要點規定課餘或課後之補救教學須經家長同意才能對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學生進行補救。「授課教師能根

據科技化評量之施測結果報告，將學生進行分組教學，並撰寫（小組或個人）的教學計畫，進行符合學

生須加強之基本能力的『焦點』補救教學，勿須自定教學課程計畫、自選教材及自作學生前測或教師自

我教學回饋單等。」（DO20131230）。學校行政單位習於訪視在於表現績效，要求授課教師準備許多表冊

文件，課程計畫、學生學習記錄、測驗卷、教學進度報告外，彩色列印活動照片等，訪視委員提出改善

意見提醒各校簡化表格文件，下載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學生測驗施測、成長測驗施測等具體政策規範之

補救教學資料。 

    「建議學校勿自訂過多之補救教學學生回饋省思及教師自我評量等表冊，造成教師教學檔案彙整繁

雜因而卻步之情形，建議透過客觀工具進行學習診斷，由診斷結果決定學生學習內容及評估學生入班後

之進步情形，簡化須填載之表格簿冊。」（DO20131120）一生一檔案在於受輔學生受測補救教學科技化

評量之診斷報告，依據學習落後之能力應用網路平台之對應所須加強之教材，予以適性化教學。「任課教

師要能落實『一生一檔案』，確實記錄每生一份學習檔案，建議依該生參加不同期別或不同年段，持續建

置學習檔案，提供教師轉銜或與原班授課教師討論參考之教學資料。」（INE320140215）。各校擔任補救

教學教師常因教師異動或承辦單位職務調整無法延續執行政策，持續追蹤受輔個案基本學力。現任承辦

單位主任要準備訪視，就要求老師準備學生學習檔案，老師放入補救教學的測驗卷，學習檔案的資料就

是平常考考卷，這種混亂正常教學或補救教學教材的現象，不符合訪視實施內容，進而失去各校實施補

救教學為方案之主體。 

「授課教師填載教學日誌課程計畫、學生學習能力記錄表，學生課業輔導記錄表、教師自我評量表

等，上述表格能化繁為簡，授課教師可依據施測診斷結果報告，說明每次上課對不同學生的教材，不需

再填載過多文書表件，而學生進步情形也可從科技化評量之施測結果報告呈現資料」（DO20131110）。訪

視委員於訪視報告多次說明至各校訪視所見而提出上述建議，可見各校流於形式之學習檔案或沿襲過去

攜手計畫課後扶助之表件或自訂文書表格之情形甚為嚴重。 

    「有限的訪視時間訪談授課教師或學生，常受限於不干擾上課原則，要指導授課教師準備學生學習檔

案，可累積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施測、應用教學資源及學生基本學力進步或不足之處的補救教學，逐期建

立檔案，事實上常力不從心。」（RJ20140215）。「訪談時，授課教師反應表冊太多，但目前制式表格已很

少，授課教師可依據施測診斷結果報告，說明每次上課對不同學生的教材，不需再填教師教學自我評量表

等資料，而學生進步情形也可從科技化評量之施測結果報告呈現資料。」（INE620140112）。各校參加補

救教學受輔學生之學習檔案，如依教育部或教學局之補救教學網路平台資源，不僅容易彙整且延續各期建

置追蹤學生學習情形，但訪視過程所見之學生學習檔案，徒具形式，未能呈現建檔學生參加補救教學學習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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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任教師教學專業與補救教學缺乏契合 

    張新仁(2000)把補救教學的歷程分為三個階段：階段一，藉由篩選、診斷出誰需要進行補救教學；階

段二，從學生的評量資料，包括作業、教室觀察等，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以對症下藥：階段三，設計符

合學生需要的補救教學活動。教育部規劃補救教學之教學人員，包括校內現職教師（含長期代理教師）、

退休教師、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大學生或公開招募之合格人員。依教育局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績效評估

檢核表之教學專業指標，「能與原班任課教師討論學生學習狀況與進步情形。」、「依據學生線上測驗成果

進行適性分組編班」、「依據學生落後程度進行個別化補救教學」、「自行設計或篩選編訂學生之學習教材，

以落實個別化補救教學。」（見附件二）。由訪視委員之訪視報告所提建議發現，大多數學校授課教師教學

專業未能符合補救教學政策目標。 

    「補救教學學習輔導小組會議應針對受輔學生學習情形、施測結果、教學內容與個案回班為討論主軸，

而非僅例行性政策宣導。」（DO20131120）。補救教學方案在於針對弱勢學生提高其基礎學科學習能力，

利用課後時間進行個別適性之補救教學。「『這週進度上不完』當授課教師反映這焦急心情時，一方面要顧

及學生目前的進度，又要補強不足的能力，建議能根據科技化評量之施測結果報告，進行符合學生須加強

之基本能力的『焦點』補救教學。」（DO20131103）。訪視報告說明訪談教師參與補救教學之困境，由授

課教師所述可知教師仍陷於混淆補救教學與一般教學，忽略補救教學在補強弱勢學生學習落後之基本能力，

須依照科技化評量診斷學生學習報告加強學生不足之能力，而非一昧要求學生趕上一般學生之教學進度。 

    補救教學為政府關注弱勢學生基礎學科學習能力，訪視文件說明實際教學情況。「建議授課教師能依

施測診斷報告至教育部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資源平台應用符合學生需要加強基本能力之教材」

（DO20131102）。「將補救教學進行反覆指導回家作業，失去補救教學要旨。」（DO20131115）。「授課教

師多採團體教學的方式，進行補救教學和指導學生家庭作業，實施多年的攜手計畫和現在的補救教學，現

場所見大多教學內容著重指導回家課業，或加強練習測驗題。」（INE620140112）。「建議能『依據學生落

後進度進行個別化補救教學』，對於提供給學生的教材不宜與學生原班級之進度相同。」（DO20131102）。

補教教學在於補正常課程教師忽略的部分，還是補學生因家庭背景缺乏課後學習的時間，弱勢學生學習落

後因素複雜，擔任補救教學教師與原班授課教師缺少對話，未能聚焦學生補強學習落後之學科能力，忽略

了弱勢學生之學習發展。 

四、偏重線上填報行政作業 

    教育局訂定補救教學實施方案績效評估檢核表指標「確實上網填報當年度各期開班情形與執行成果、

學生異動轉銜」、「參與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按時辦理學生篩選與成長測驗。」、「依據學生線上測驗成

果進行適性分組編班。」、「依據網路評量及相關測驗結果，調整教學策略與學習指導方式」（見附件  ）。

教育部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系統，一方面支援全臺灣國民中小學學習落後學生鑑定，另一方面分析、追

蹤並累積補救教學各校學生學習進展資訊 (教育部，2014c)。補救教學透過網路評量測驗診斷學生之學習

落後點，客觀和準確的掌握補救教學方案的推動成效(教育部，2014a)。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系統除開班

外，重點在於透過網路評量測驗診斷學生之學習落後之基本學力，授課教師應用施測結果，搜尋教育部

網站資源，編製適合學生落後基本學科或基礎能力之教材，以進行補救教學。 

    「針對學習後百分之三十五的學生全面進行線上施測，學習弱勢生能透過檢測了解學生學習的起點

行為，提供教師教學參考，擬訂教學策略，有效提升學生的基本學力。」（DO20131220）。訪視委員之綜

合報告說明學校實施補救教學之篩選及實施要點，間接呈現大多數學校未能把握政策要旨。「訪視行前會

議教育局一再強調訪視重點在於檢核授課教師能根據科技化評量之施測結果報告，將學生進行分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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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撰寫（小組或個人）的教學計畫，進行符合學生須加強之基本能力的『焦點』補救教學」（INE420140112）。

訪視委員依行前會議之任務至各校訪視，除訪談或綜合座談指導外，又在訪視報告再三說明各項執行不

及之處。「○○國小資料明確清晰，並運用圖表說明，真正落實依據學生測驗結果，進行分組編班教學。」

（DO20131220）。訪視委員提出某校執行績優學校特點，這所國小落實依據學生測驗結果，進行分組編

班教學，惟未見訪視委員肯定編班教學之後採用適性教材，調整教學策略與學習指導方式。 

    「2、6、9 月篩選成長測驗達 100%。」、「各校施測率皆達 100%。」、「相關卷夾及表冊仍以『攜手

計畫』呈現，建議應正名為『補救教學實施方案』，並扣緊線上測驗、成長測驗等網路評量，診斷學生學

習成就與進步情形。」、「少數教師仍以協助學生完成回家功課為首要目標，背離補救教學旨意。」「學生

檔案內容呈現較多一致性單元複習測驗卷，尚少依據學生弱項及弱後程度設計或篩選編定學習教材。」

（DO20141129）。訪視委員所提待改進意見大多強調補救教學科技化評量在於診斷學生學習困難，適性

分組，選擇針對落後基本學力之網路教材資源。各校著重線上填報之行政作業，未能後續施測報告結果

的實質補救教學，依此檢視訪視計畫與訪視報告之差異，可見方案實施成效未如預期目標。    

五、訪視過程難以評估執行成效 

    補救教學基本上是一種診療式教學(clinical teaching，也稱臨床教學)，在事先選擇好接受補救教學的

對象後，再進行教學，其重點在了解學生的學習困難後，精心設計課程內容與慎選教學型態與策略，方

能契合學生的個別需求（張新仁，2011）。高雄市政府辦理訪視補救教學，聘請訪視委員，透過評鑑過程

評估各國民小學執行成效，也提供在各校訪視過程自我改進之學習，而方案理論評鑑強調高雄市辦理補

救教學訪視為評鑑主體，關注訪視是否能縮短評鑑理論與實施理論之差距。 

    訪視委員評估各校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補救教學情形，填寫檢核表提出各校優缺點、建議改進事項及

總結報告。「對推動計畫的政策目標、觀念釐清、轉銜與共識的建立，要符合規定，才不致於流於一般課

業輔導模式，甚或成為協助完成回家作業指導的『課後照顧班』模式。」、「補救教學內容採用較多複習

測驗卷，尚少依據學生弱項及落後程度設計或篩選編定學習教材。」（DO20131216）。訪視委員肯定各校

辦理補救教學之優點或特色在於爭取社會資源。「能主動廣結善緣爭取社會資源，尋求諸如華遠、漁友中

心之資源進行補救教學。」、「學校能引進社會資源(如永齡希望小學、葡萄園關懷協會、樹德科技大學、

教會、林柔蘭基金會等)形成學生學習輔導的網路，值得肯定。」（DO20131228）。各校自評報告及訪視委

員評估各校執行情形，著重補救教學之外的民間教育資源，甚而認為辦理補救教學績優學校，就是整合

各種民間資源於弱勢學生課後學習的學校。 

    「我看到大多數學校自行設計問卷，進行家長、學生對補救教學滿意度調查，分析學生學習態度、

學業表現及學習進步情形，顯示學生參與補救教學課程後，學習興趣與信心增加。但這少數學生的問卷

怎能看出執行成效？」（INE320120112）。各校著重校際之間優劣評比，教育局辦理訪視計畫之行政作業，

並未檢視訪視過程是否達成預期成效。「座談會時，一再請加強宣導『補救教學』不同於『課後安親班』

的地方，並呼籲各校設法將一些熱心又關心學生的老師引進來，化阻力為助力。」（INE520140220）。「雖

三令五申補救教學重點在於加強學生基本學力，然仍有部分學校以作業指導做為補救教學實施內容。誠

屬不宜。」（DO20131216）。訪視委員於訪視過程看到各校執行問題，但提出建議或待改進意見之後，各

校是否能依綜合座談之意見改進，難以確實評估落實提升學生基本學力之政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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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省思與建議 
 

    本研究先說明方案理論評鑑的意義及其應用，接著以高雄市國民小學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為例，說明

方案理論評鑑的應用方式，建構方案理論評鑑與實施理論、經由蒐集資料，研究結果分析提出結論。經

由資料分析結果討論歸納補救教學理論訪視方案核心概念，資料分析過程不斷地呈現概念為「落差」、「行

政作業」、「距離」，分析結果為：一、開辦期數與經費執行成效為辦理績效主要考量；二、補救教學歷程

檔案流於形式；三、專任教師教學專業與補救教學缺乏契合；四、偏重線上填報行政作業；五、訪視過

程難以評估執行成效。本研究分析高雄市 102 年度國小補救教學訪視方案，省思應用方案理論評鑑，探

討訪視各校實施成效之因素，針對弱勢且學習成就低落學生，進行課後適性化、個別化補救教學方案的

影響，以及造成執行訪視結果之因素。研究者認為辦理訪視補救教學，著重各校執行成效，比較各校執

行優劣作為獎勵或追蹤輔導，訪視過程未能實地進入教學現場了解學生參與補救教學實況，書面資料或

訪談難免流於形式，訪視委員侷限教育局規範行政作業流程，無法確實評估各校提升弱勢學生基本學習

能力之具體成效。  

方案理論評鑑可視為一暫時性的假設，規劃方案理論評鑑應持開放態度，著重實務經驗的觀察，且

試著加以理論化，隨時準備接受新的對立假設，如此才不會形成一種限制，以成為政策與行動改進依據。 

依上述研究結論與省思，建議各縣市政府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國小補救教學訪視方案，著重探析各校

執行成效之因素，如只以制式流程、撰寫訪視成果報告說明各校執行現況，沒有釐清國小補救教學方案

政策目標，一昧強調線上填答作業、開辦班級數或期數、專任教師參與意願低落、指標學生多數選擇課

後安親班、各校努力爭取民間資源、授課教師還在用原班測驗卷當教材或寫回家作業、原班教師與任課

教師拉扯學生補救教學時間及內容，各自陳述家長或學生滿意度調查結果績效等，缺乏週延考慮弱勢學

生學習需求以及確保基礎學生基本學習能力之政策方針，經訪視過程仍難以縮短學習成就低落學生學習

落差，實踐社會公義之教育政策之目標。 

    本研究未能提供大量樣本成為結論作推論，旨在應用方案理論評鑑探究高雄市 102 年度國小補救教

學訪視方案實施情形及意義，提供國內教育行政機關規劃及執行補救教學訪視方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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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高雄市訪視國民小學補救教學方案訪談大綱 

一、您如何進行訪視補救教學？ 

二、您參與訪視補救教學有何心得？ 

三、您認為訪視補救教學課後方案扶助方案有何成效？ 

四、您認為參與訪視補救教學方案目標與執行有何差距？ 

五、您對於教育局規劃訪視補救教學方案有哪些肯定的？有哪些建議？ 

六、其他有關訪視補救教學方案…… 

附件二                
高雄市 102 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績效評估檢核表 
校名：              區              國小 

102 年度執行現況  (20) 

一、 目標學生統計數： 

1. 全校各班學生單科成績落後 35%之學生人數    人，提報篩選測驗人數   人，核計總提報率    % (全校總

人數*35%)。（2 分） 

2. 9 月篩選測驗施測率   %；2 月成長測驗施測率   %；6 月成長測驗施測率   %。（每項 1 分） 

3. 102 年度開設補救教學班別：（共 7 分：開ㄧ期 0 分；開二期 3 分；開三期 5 分；開四期 7 分） 

第 1 期    班，人數    人；第 2 期    班；人數    人。 

第 3 期    班，人數    人；第 4 期    班，人數    人。 

4. 102 年度截至目前目標學生經過補救教學之後成績進步的比率    %。（2 分） 

5. 102 年度目標學生經過補救教學之後，因進步回班率(結案)    %。（2 分：鼓勵性質只要有即 2 分） 

二、 補救教學師資： 

1.全校現職教師人數    人；現職教師已具備補救教學 8 小時研習證明者    人，比率   %（2 分）；非現職教

師已具備補救教學研習證書者    人。 

2.師資來源：□現職教師   

            □非現職教師□退休教師□大專學生 → ( □經系統人才招募  □非經系統人才招募 )  

三、 經費支用： 

1.102 年度總申請經費      元，實際執行金額      元，賸餘款      元，經費執行率   %。（2 分：預估至

第四期截止 99%以上； 總申請經費為調整後；沒達到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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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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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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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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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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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未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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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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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確

實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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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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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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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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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得

分 

審查意 

見與建 

議事項 
3 2 1 0 3 2 1 0 

理

念

宣

導

與

行

政

規

劃 

 

33 

1.組成學習輔導小組協助處

理補救教學計畫相關業務。 
 

              

2.承辦處室主任或承辦人員

參與教育局處辦理之宣導

說明會（3 次）。 

 

          

3.對參與本計畫教學人員宣

導計畫精神及內容。 
 

          

4.對家長與學生宣導計畫精

神及內容。 
 

          

5.授課班級人數為 6-12 人

（大專學生授課班級人數

為 3-6 人），其他類弱勢低成

就學生數符合要點之規

定。(國中無身分別) 

 

          

6.確實依規定支用經費。            

7.確實上網填報當年度各期

開班情形與執行成果、學生

異動轉銜（依 102 年度回報

情形填寫之）。 

           

8.能規劃需參與但未參與學

生之追蹤與輔導策略。 

           

9.參與補救教學科技化評

量，按時辦理學生篩選與成

長測驗。 

 

          

10.能對教學與行政績優人

員敘獎鼓勵。 
 

          

11.能安排人員巡視維護學

生安全。 
 

          

教

學

12.教學人員參加教材教法

與補救教學策略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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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業 

 

24 

13.能與原班任課教師討論

學生學習狀況與進步情形。 
  

         

14.運用多元教學策略，進行

補救教學。 
  

         

15.依據學生線上測驗成果

進行適性分組編班。 

 
 

         

16.依據學生落後程度進行

個別化補救教學。 

 
 

         

17.能自行設計或篩選編訂

學生之學習教材，以落實個

別化補救教學。 

  

         

18.教學過程中，能適時啟發

學生的學習興趣。 
  

         

19.對於未出席學生，主動聯

絡家長了解未出席原因。 
  

         

學

習

評

量

與

成

效

檢

核 

 

18 

20.依據網路評量及相關測

驗結果，調整教學策略與學

習指導方式。 

               

21.以診斷性評量方式檢測

學生學習成就。 

           

22.紀錄學生學習進展情 

形，含學習態度學業表現。 

           

23.學生參與課程後，學習興

趣與信心較以往增加。 

           

24.學生參與課程後，學習成

績較以往有進步。 

           

25. 規劃學生學習成就之多

元評量方式，評估學生實質

進步情形。 

           

4.辦理特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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