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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序 

        在新的一年中，《清雲學報》第三十一卷第一期，也即將出爐了，

此次出刊，有賴眾編輯委員及審查委員的專業評議，使所有稿件皆順

利審查結束，雖有遺珠之憾，但專業公正的審查意見，也是讓所有投

稿者進步的一大動力，期待在新的民國一百年中，各位清雲科技大學

的師長們在學術上會有更多的研究發表！也期待大家踴躍賜稿，使

《清雲學報》在未來一年裡能更加壯盛強大！ 

        本期通過審查共八篇論文，其中工程類三篇、商管類三篇、人文

社會類兩篇。工程類三篇分別為葉雲奇、邱綺文、林泓志〈心電圖

QRS 複合波的快速偵測演算法〉，本研究旨在提出一個簡單有效率的

QRS 複合波的偵測的方法，並且以 Finite-Impulse-Response (FIR) 

濾波器為基礎，再以網站上所公佈的 MIT-BIH 心律不整資料庫

(arrhythmia database)中的 48 筆檔案，每筆檔案都是 30 分鐘長的

第二導極 (ML - II) ECG 信號，來檢驗在本研究中所提出之演算法

的正確性。其次為游峻一、楊潔豪、丁澈士等三人的〈應用音頻大地

電磁法於地下水水位面探測之案例研究〉一文，本研究於屏東縣興華

農場應用音頻大地電磁法進行該區之地下水水位與地下水流向調

查，調查結果與事後鑽井觀測成果吻合，證明音頻大地電磁法為一有

效、快速且成本較低的非破壞方法。第三為徐瑞宏、林志棟、宋柏勛

〈改善道路鋪面耐久性之管溝回填材料設計方法〉一文，本研究提出

一種以集中質量系統理論為基礎的動力載重分析設計方法，可以針對

道路埋設管線構造及管溝回填材料進行設計分析，本論文研究結果顯

示該設計方法及設計流程具有相當之實用性，可提供各管線設計及施

工單位參考使用。對結合理論及實際而言，此三篇工程類論文皆具有

莫大的貢獻。 

商管類共收錄三篇論文，分別為李正文、鍾佳伶〈產品屬性與產

品品牌知識對巴西消費者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以液晶電視為例〉，

本文針對巴西當地消費者的研究問卷數，回收多達四百份，實屬難能



可貴，亦可見研究者於本論文上所費的心血，而本研究依據結論可針

對業界提出具體經營管理方向的建議。其次為洪麗花、梁祐甄、李政

達三人的〈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印象管理的調節角

色〉，本研究運用多元迴歸分析以台北縣製造業為研究對象，探討組

織公民行為與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之關聯性，以及提出印象管理對組

織公民行為與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之關聯性有調節效果。其次林烱

禮、王彥文〈建構人造染色體於多目標流程型排程問題之基因演算法〉

研究中，根據實驗結果顯示，在測試案例中，多目標排程問題透過兩

種運算元的處理能快速收斂，且同時達到柏拉圖求解的均勻分散。 

    而人文社會類共收校外稿兩篇，分別為謝觀崢〈認知學習型態對

英文寫作的影響〉及李寧〈述評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歷史

貢獻〉二文，其中前者討論的結論及引用的文獻內容，對於實際英文

作文教學，有相當大的助益；後者為來自中國新疆師範大學的研究生

稿件，針對當代的中亞研究，提出對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

批判與檢討，對國內的中亞學視野，具有一定開創性的貢獻。 

        本刊共收二十六篇論文，其中校內稿十五篇，校外稿十一篇，本

期通過率約為百分之三十點七七，而校外稿方面近幾期有增加數量的

趨勢，足見《清雲學報》日受學界重視，這是對《清雲學報》的一大

肯定，同時也更激勵所有工作夥伴的士氣，而圖書館方面也與北區教

學資源中心合作，將歷來《清雲學報》的電子期刊部分，加入資源共

享計畫，提高學報的能見度，衷心期待在未來的一年中，《清雲學報》

蒸蒸日上，愈辦愈好！ 

 

 

 

                                                                《清雲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識 

                                                                                  中華民國一百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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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音頻大地電磁法為一種頻率域的電磁探勘技術，係應用不同頻率（1k Hz 
~69.5k Hz）的電磁波入射地下，地下深度不同的各地層因孔隙率、裂隙、岩性及

構造等差異，導致地表接收不同之電磁感應，以此來區分各地層含水特性。本研

究於屏東縣興華農場應用音頻大地電磁法進行該區之地下水水位與地下水流向

調查，調查結果與事後鑽井觀測成果吻合，證明音頻大地電磁法為一有效、快速

且成本較低的非破壞方法。 
 

關鍵詞：音頻大地電磁法、頻率域、地下水水位、地下水流向、非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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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dio-frequency magnetotelurics (AMT) method is a frequency domain exploration 
technique.  It is based on the electromagnetic (EM) responses of layers at different depth 
from an incident of natural (EM) waves with frequencies in the range from 1k Hz to 69.5k Hz. 
Layers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porosity, lithology, fracture and structure etc.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induced EM responses on the surface. Therefore, the hydraulic properties of layers 
can be figured out. This paper reports an investigation of groundwater table and flow in the 
Hsing-Hwa farm, Pingtung by using an AMT survey.  The final results were verified by post 
drillings, this non-invasion technique has many advantages - economic, surveying fast and 
result reliable. 

 
Keywords: AMT, frequency domain, groundwater table, groundwater flow, non-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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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屏東縣為一以農業發展為主之縣市，但受限於降雨季節集中於夏季，導致地面水源

的運用與管理有困難，因此長期用水方式均以地下水源為主，使屏東地區的地層下陷、

海水入侵及土壤鹽化等問題日趨嚴重，有鑑於此，經濟部水利署與屏東縣政府共同規劃

大潮州人工湖區 300 公頃，利用洪水補注地下水之概念，由林邊溪上游取水，於汛期取水補助

地下水，以期恢復豐沛之地下水源。 
音頻大地電磁法，目前廣泛運於於斷層調查[1][2][3][4][5]、沈積環境[6]、探礦

[7][8]、海水入侵[9]、地下水調查[10][11][12][13]等等。本研究應用此方法調查地下水水

位及地下水流向；希望藉由非破壞性調查成果，配合少數的控制井，能以最少經費將調

查區內的地下地質情況、地下水水位、地下水流向及古河道完整呈現出來。 
 

貳、儀器系統及理論 
音頻大地電磁法使用人造或自然的電磁場（電磁波）射入地層中，電磁場受地層導

電性的影響，因電磁感應，產生次生電磁場，在地表測量此次生電磁場來分析地層中的

電阻率。由於進入地層中的電磁場之穿透深度與電磁場頻率有關，頻率越低穿入越深。

因此在地表，接收不同頻率的感應電磁場，代表來自不同深度的反應訊號，就可以分析

淺至深的地層電阻率。 
理論上，在一均質等向性地層，電磁波之穿透深度（或稱集膚深度，skin depth）

μσω
2

=skind ，σ 與μ 分別是地層的電導率與磁導率，ω 是電磁場的角頻率。在非磁性地

層μ 值接近 4π×10-7 H/m。皮深可以
f

d skin
ρ503= 計算之，其中ρ為電阻率（歐姆․公尺），

f 為頻率（赫）， skind 為集膚深度（公尺）有學者提出實際測深以 0.7 集膚深度計算測深。 

從方程式可知探測深度和訊號之頻率的平方根成反比，頻率越低，探的越深；反之，頻

率越高，探的越淺。且地層的電阻率平方根成正比關係，地層電阻率越高，探的越深。

若以頻率 10 赫，電阻率 1000 歐姆．公尺，計算測深為 5030 公尺，實際測深約 3521 公

尺。 
    根據電磁學理論，在一均質等向性無限厚度地層，在地表一組互相垂直方向的電場

與磁場，其電場與磁場之比值與地層電阻率的關係為 

2

2.0
y

x

B
ET=ρ  

T 為週期， xE 為 x 方向的電場， yB 為 y 方向的磁場，但因實際地層並非均質均向，

故所計算出來的的測值稱為視電阻率（apparent resistivity） a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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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探測應用之音頻大地電磁儀為美國Geometrics和EMI公司共同研發出以工程應

用為主的電導率成像系統，探測方式與傳統控源音頻大地電磁法測勘儀(CSAMT)類似，

但送訊頻率較高（10 Hz ~69.5k Hz），探測深度約在10公尺至1000公尺間，同時可接收x

與y方向之感應電場與磁場，圖1為接收感應電磁波訊號之野外施測裝置示意圖，有四個

電極 ( 0xE 、
1xE 、

0yE 、
1yE  ) 和二個互相垂直的磁極( xH 、

yH )，通過模擬終端(AFE)，

所有E和H場輸出匹配耦合作訊號調整，再從AFE耦合到控制主機數據蒐集，並進行數位

化、記錄、處理和顯示，資料處理利用GEOMETRICS公司研發之IMAGEM程式，可作一

維及二維構造解釋。 

 

參、研究區域環境概述 
實驗區位於屏東縣台糖興華農場（圖 2），位於林邊溪旁，介於新埤鄉與來義鄉的交

接處，面積約為 300 公頃，依據中央地質調查所枋寮圖幅[14]，實驗區附近區域，地下

近百公尺皆由疏鬆之砂礫層組成，透水性良好。據水利署南區水資源局估計，附近年逕

流量 3.61 億噸／年，扣除年取水量 1.46 億噸／年，因此尚有餘水可供地下水補注，因此

此區為實驗地下水補注之優良地區。 

 

肆、結果與解釋 
一、資料蒐集及分析 

調查之基地位於屏東縣台糖興華農場，為使干擾訊號達到最少，選擇較無磁性物質

及電力線的測點進行觀測，於乾季時共進行 10 個音頻大地電磁法的探測，測點分佈如

圖 2 所示，每個測點至少觀測四次，各測點座標（T67）如表 1。各測點電場 X 方向為南

北向，Y 方向為東西向，原始資料如圖 3～12，圖分為兩部份，第一部份上部方格橫軸為

接收電磁波訊號頻率，縱軸為視電阻率，中間部份橫軸為接收電磁波訊號頻率，縱軸為

相位角，下部橫軸為接收電磁波訊號頻率，縱軸為相關性；第二部份為根據第一部份之

資料，進行初步逆推處理所獲得之真實電阻率對應深度。 
各測點原始資料分析可知，X 及 Y 方向各頻率對應之視電阻率大部分相同，代表地層異

向性較少，應為較均質均向地層所組成；同時，經由各測點的原始資料可知，X 方向訊號大部

分較 Y 方向為佳，故選取各測點之 X 方向之測勘成果代表該測點之地下電性地層資料。利用

Geometrics 和 EMI 公司共同發展的 1-D analysis 資料處理程式，經過空間濾波(Spatial filter)，將

小於 0.8 的 coherency 的觀測值濾除。並將受外界干擾如：電力線、風力、近場效應等等的觀測

值去除，再經 Bostick 逆推 (Bostick, 1977) [15]，即以嘗試錯誤法產生一連續或近似連續之電阻率

對應深度曲線，以此比對觀測之電阻率對應深度曲線，當兩者密合最滿意時，即可得到地層電

阻率與對應深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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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果及解釋 

各測點之電性地層柱狀圖，經內差分析後，可得測區不同深度對應之電性地層剖面

圖（圖 13）。 
深度 20 公尺測點 7、2、8 之西北側地層電阻率皆偏高，推測原因為山上沖刷下來

礫岩所造成，亦可能為當時主河道的方向，故為地下水流動之主要方向。東北及東南側

電阻率較低，可能為較細顆粒之砂岩所組成，應為流速較慢的區域。 
深度 20 至 30 公尺，地層電阻率在測點 8、2、7 之西北側皆有偏高的現象，推測原

因為山上沖刷下來礫岩所造成，亦為古河道的方向，地下水可能會往此方向流動，深度

30 公尺至 40 公尺，測站 8、2、7 西北側之地層電阻率緩慢下降，全區維持大略一致的

電阻率，代表在深度 30 公尺至 40 公尺處應為飽和含水層的地帶。 
藉由上述成果推估探測當時地下水水位面應在深度 30 至 40 公尺處，此結果亦可由

台糖觀測井資料驗證（圖 4）；同時，藉由深度 20 至 40 公尺之電性地層剖面，推估當時

河流方向應為東北向西南流動。民國 96 年進行補注實驗，地下水流方向主要皆由東北

向西南流，驗證音頻大地電磁法探測之成果。 
深度40公尺至70公尺，地層高電阻率帶分佈也維持東北向西南，因此推測當時河流

方向應為東北向西南，深度70公尺以下，地層高電阻率趨勢轉而由北向南，推測在此時，

河道流動應為北向南流。 
 

表 1  各測點座標與測組編號 

測點編號 X 座標 Y 座標 測點 X 方向 電極間距 

1 209384 2489071 N0 ﾟ E 15m 

2 208102 2488102 N0 ﾟ E 15m 

3 208751 2488449 N0 ﾟ E 15m 

4 209288 2488272 N0 ﾟ E 15m 

5 208690 2487591 N0 ﾟ E 15m 

6 208014 2487013 N0 ﾟ E 15m 

7 207474 2487538 N0 ﾟ E 15m 

8 208327 2488358 N0 ﾟ E 15m 

9 209230 2497726 N0 ﾟ E 15m 

10 208522 2486904 N0 ﾟ E 15m 

 

伍、結 論 
    本研究顯示台糖興華農場地下水水位面於枯水期應在地下 30 至 40 公尺處，此探測

成果與長期井內觀測成果比對結果相符，同時也經由實驗觀測結果驗證地下水水流在飽

和含水帶之上，地下水流方向為東北向西南流動，印證音頻大地電磁法於地下水水位

面、流向與古河道調查確為一有效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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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音頻大地電磁法野外施測裝置示意圖 

 
圖 2  實驗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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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測站 1 原始資料 

 
圖 4  測站 2 原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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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測站 3 原始資料 

 
圖 6  測站 4 原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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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測站 5 原始資料 

 
圖 8  測站 6 原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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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測站 7 原始資料 

 
圖 10  測站 8 原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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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測站 9 原始資料 

 
圖 12  測站 10 原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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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續)  實驗區不同深度地層電阻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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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實驗區台糖觀測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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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提出一種以集中質量系統理論為基礎之動力載重分析設計方法，可針

對道路埋設管線構造及管溝回填材料進行設計分析。該設計方法以控制所有道路

構造及管線構區域具有一致之基本振動頻率與振態為基本設計條件，達到維持暨

有道路結構及管線埋設構造相同之鋪面累積沉陷量為目標。該理論方法可降低暨

有道路受到管線埋設施工造成差異沉陷而引起鋪面強度衰減之不良影響，延長道

路鋪面使用年限。 

本研究另行採用三維有限元素分析程序，針對工程案例之設計結果進行應力

分析，以驗證其設計符合美國瀝青協會設計規範最大鋪面變形量之要求。分析結

果證實，各構造區域所產生之應力分佈狀態相當均勻，可減少應力集中所造成之

鋪面破壞現象。顯示該設計方法及設計流程具有相當之實用性，可提供各管線設

計及施工單位參考使用。 
 

關鍵詞：集中質量系統、管線構造、回填材料、振動頻率、振態、沉陷量、耐久

性、有限元素、應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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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trench backfill design method based on the 

lumped- mass dynamic theory. In the design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uniform settlement 
between road and pipeline structures by fixing the mode shape and vibrating frequency of 
model system, the pavement durability would be improved.  

The results in three 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proceeding show the fact that 
the stresses distributed uniformly on elements in pavement and trench areas, the stress 
concentration could be reduced to sustain vehicle live loading. The pavement accumulative 
settlement limit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sphalt Institute design criteria as well as the 
lumped- mass design method. It also provides a procedure to apply to the buried pipeline 
and trench backfill material design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Lumped-Mass, Dynamic, Settlement, Pavement, Trench, Backfill, Pipeline, 
Durability, Finite Element,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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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傳統管線施工回填材料之設計，並未考慮暨有道路結構之勁度，而僅要求回填材料

之壓實度，因此對於整體道路結構承受車輛載重所造成之路面沉陷量有可能將與管線挖

埋回填區域之沉陷量不同。在長期車輛載重作用下，道路結構與管線回填區之鋪面材料

將因該差異沉陷量而產生剪力變形，導致路面破壞。此種破壞現象在台灣道路相當常見，

即使路面刨除重鋪，在經歷一段時間車輛碾壓後，仍將發生路面龜裂，無法維持鋪面材

料耐久需求。 
因此，如何經由適當設計程序，獲得暨有道路結構及管線回填區相當一致之鋪面沉

陷量，避免發生剪力破壞，延長鋪面材料之使用年限，為本研究之重點。 
 

貳、傳統管溝回填材料之設計理念 

一、內政部營建署制定之「寬頻管道工程設計及施工規範」 

    在該規範第四章第 4.2 節直接埋填 CLSM(控制性低強度材料)之管道設計規定[1]，
並無相關之路面沉陷量估算程序，而 CLSM 材料之強度或配比亦未詳細說明，僅繪製圖

說如圖 1 所示。因未進行管線橫斷面變形量計算，以至於無從獲得在車輛載重作用下之

管線回填材料及管線之變形狀態，將影響完工後之鋪面施作成效。圖說中有關管線埋設

之深度未經分析計算，對整體道路構造於佈設管線前後所造成之影響，缺乏有效的評估。

因此在完成最後鋪面修復工程時，鋪面材料應採用之強度及厚度則無力學理論根據，難

以確保施作成效。 
 

 
圖 1  直埋填 CLSM 管道斷面標準設計圖(單位：c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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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ASHTO LRFD Bridge Design Specifications [2] 

在該規範第 12 節(Section 12. Buried Structures and Tunnel Liners)，有針對管線本身

的截面勁度、管壁挫曲應力、厚度及容許壓應變、彎曲應變進行估算之程序。另外，對

於回填材料之規格、壓實度與其相對之土壤圍束割線模數(Secant Constrained Soil 
Modulus)，也有相關規範可供遵循設計使用，如 ASTM D2487[3]及 D2321[4]、AASHTO 
M43[5]及 M145[6]等。該規範明確定義車輛載重之計算標準，可據以估算整體管線埋設

區長期沉陷量。根據美國瀝青協會(The Asphalt Institute, AI)之設計方法規定，鋪面層容

許總變形量限制為 0.5in 以內。但仍未強調應一併考量原有道路結構與管線埋設區之差

異沉陷所造成之不良影響。尤其應採用哪些設計程序，以符合原有道路之鋪面變形量，

達到管線施工前後維持道路結構具有相同或近似之均勻沉陷，則並未明述。 
 

參、管溝回填材料對暨有道路結構產生之影響 
如前所述，管溝回填材料(Trench Backfills)若無法配合原有道路結構之勁度(Stiffness)

要求，將會產生差異沉陷(Differential Settlement)，導致暨有路面與管線回填區域發生不

同之垂直變形而有落差，最終可能引起鋪面層材料發生剪力破壞(Shear Failure)，如圖 2
所示。圖中顯示在暨有路面與管線回填區之交界面將因差異沉陷導致剪應力集中(Shear 
Stress Concentration)現象，若剪應變超過鋪面材料之容許應變量時，路面將發生剪力裂

縫(Shear Crack)。若管線埋設方向平行於車轍(Rutting)方向時，則此裂縫將沿著暨有路面

與管線回填區域之交界面持續延伸，典型之剪力鋪面裂縫如圖 3 所示。 
 

 
圖 2  暨有道路與管線回填區之交界面剪力破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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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管線回填區鋪面修復後之裂縫        (b)整體道路面層重鋪後之交界面裂縫 

圖 3  暨有路面與管線回填區交界面之典型鋪面裂縫 

 

肆、鋪面沉陷量與鋪面耐久性之關係 
根據美國瀝青協會之設計方法，在路基土壤頂部之垂直壓應變愈大，則鋪面層將產

生愈大的車轍變形量，因此會降低鋪面耐久性，造成鋪面強度衰減(Strength Decay)的一

種劣化(Deterioration)現象。而路基土壤頂部之壓應變(Compressive Strain)愈大，相對也

會在鋪面層底部產生大幅度的拉應變(Tensile Strain)，降低鋪面層抵抗疲勞破壞的能力，

導致疲勞裂縫(鱷魚狀裂縫)提早發生，也因此而造成鋪面強度減少，引發鋪面累積變形

量增大，直接減少鋪面層之耐久性能。 
上述之說明，本研究認為可根據圖 4，針對鋪面材料之應力-應變曲線及鋪面強度衰

減之定義關係解釋如下： 
將暨有道路結構之鋪面層累積變形量 ∆P  換算為材料應變 εP ，由下式定義暨

有道路結構之鋪面層材料應變為： 

εP
∆P
HP

                                                          (1) 

其中  HP  為鋪面層厚度，若  ε  為原始道路結構鋪面材料之容許應變量

(Allowable Strain)，則暨有道路結構之鋪面材料破壞前可以繼續發揮之剩餘應變量

(Residual Strain) ε 定義為： 
ε ε εP                                                         (2) 
將其轉換成相對應之變形量，如下所示： 
∆ ∆ ∆P ε · HP                                               (3) 
其中，∆  為原始道路結構鋪面材料之容許變形量(Allowable Deformation)， ∆  為

暨有道路結構之鋪面材料破壞前可繼續允許產生的變形量，或稱為剩餘變形量(Residual 
Deformation)。 

同理，管線回填區鋪面層材料相關應變及變形量之定義如下： 

ε P
∆ P
HP

                                                         (4) 

ε ε ε P                                                         (5) 
∆ ∆ ∆ P ε · H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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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P  及 ε P  各別為管線回填區域鋪面材料之累積變形量(Accumulative 

Settlement)與應變，∆  及 ε  各別為管線回填區域鋪面材料破壞前之剩餘變形量與剩餘

應變。將上述各應變值之定義，代入鋪面材料應力-應變關係 σ f ε ，如圖 4 所示，可

定義鋪面材料強度衰減量σ 為： 

σ σ P σP                                                      (7) 
式中σP  為暨有道路鋪面材料所承受之應力； σ P  為道路開挖，管線埋設後之

鋪面應力。由(7)式得知，暨有道路結構因管線施工，導致路面沉陷而引起之鋪面強度衰

減量為 σ 。同理，若採用應變量來表達上述之關係，可整理如下式： 

ε ε P εP                                                      (8) 

 

圖 4  鋪面材料之應力-應變曲線及強度衰減之定義 

 

當以鋪面沉陷量為討論目標時，可計算得到暨有道路結構與管線回填區鋪面之差異

沉陷量為： ∆ ∆ ∆  。若∆ 0，則表示管線回填區之鋪面變形量比現有道路鋪面為

大，回填區鋪面材料在破壞前之剩餘變形量較小。因此，無論是採用局部鋪面修復工法

或整體道路面層重新鋪築，仍然會受到管線回填區差異沉陷量之影響而導致鋪面局部剪

力裂縫發生，如圖 3(a)及(b)所示，縮短整體道路鋪面之使用年限。管線設計單位若於事

前採用合理的設計程序以儘量降低暨有道路結構與管線回填區鋪面之差異沉陷量 ∆ 0，

則能避免該缺失發生，延長道路使用年限，減少路面維修頻率。 

 

ε 

σ 

ε  

ε P  

σP  

σ P  

εP  

σ  

ε

鋪面材料之應力-應變曲線 

σ 鋪面強度衰減量 

ε 鋪面應變衰減量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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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集中質量系統之動力分析程序說明 
依據結構動力學基本理論，可將承受外力作用的複雜結構之振動模式予以簡化為有

限數量之彈簧-質點系統，以利於計算分析其系統之動力行為反應。相關理論已廣泛應

用於橋樑結構動力分析[7]、基礎振動分析[8]及結構隔震分析設計[9]等領域。因限於篇

幅，僅就相關理論公式之推導說明如下。 
本研究將暨有道路結構以集中質量系統予以簡化，系統模型如圖 5 所示。由動力反

應方程式可求得系統基本振動頻率、振態及各節點之位移量。根據圖 5 所標示之自由度，

可計算出各節點之累積位移量，本研究稱之為累積沉陷量。 

圖 5  道路結構之集中質量模型 

 
根據運動方程式之定義，圖 5 所標示各節點之位移量經過正規化處理後，如下列所

示： 
    X 1              

X X X                                                     (9) 

X X X X                                           

X X X X X                                   

以通式表示，對於第 i 個節點之位移量X 與X 之關係為： 

X X ∑ X                                               (10) 

如圖 5 所示，若將路基岩盤視為固定端(邊界條件)，則： 

0 X X ∑ X                                             (11) 

其中，ω 為道路系統基本振動頻率，m 為第 n 層構造之質量。根據彈性體應力波

傳導理論，選擇系統每層構造的振動頻率為： 

底層 

級配層 

AC 面層 

X3 

X2 

X1 

X4 K4 

K3 

k1 

K2 

m4 

m3 

m2 

m1 

基層 

X5=0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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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
H

                                                           (12) 

H 為第 n 層構造的厚度， 為鋪面垂直荷重引起之壓力波速。代入下列關係： 
E ， ω  

則可推導出下式： 

k · E
H

· WL                                                      (13) 

其中k 及E 各為第 n 層構造之垂直向壓縮勁度與彈性模數(Elastic Modulus)。將(12) 

式代回(10)式，可得(14)式或以通式表達如(15)式。 

1 X
X

·
H E

                                                 (14) 

X X ·
H

∑ X X X
E

                              (15) 

其中Υ 為第 i 層構造之單位重，W 為道路寬度，L 為道路長度，乃用來計算各層 
構造之集中質量；g 為重力加速度。 
    因暨有道路各層結構可由原始設計資料查得，故其各項參數如ω 、E 、k 、H 均

為已知，故可由邊界條件(11)式求出暨有道路系統之基本振動頻率ω 及各層構造之沉陷

量X 。因此對於暨有道路系統在承受車輛載重作用下，各層構造的位移量及最終之路面

累積沉陷量均可經由(9)式至(15)式計算得到。 
 

陸、以「道路均勻沉陷」為準則之回填材料設計方法 
由上述之說明，瞭解本研究所採用 Holzer 動力分析過程[10]，係依據暨有道路結構

以集中質量系統(Lumped Mass System)理論進行簡化計算及分析，求取其基本振動頻率

(Vibration Frequency)及振態(Mode Shape)，估算道路結構承受車輛載重所產生之沉陷量。

如果維持該沉陷量及道路結構動力特性不予改變之條件下，重新計算管線挖掘回填區域

之各層回填材料設計參數，則可保證回填區域施工完成後之振動頻率及沉陷量將與暨有

道路系統一致。保持道路結構在管線施工前及完工後，無路面差異沉陷量發生，以避免

造成鋪面強度衰減，影響道路使用年限。 
本研究之設計方法乃以回填材料之已知單位重為條件，求取該回填材料所必須要具

備的彈性模數為設計目標。因此必須將(9)~(11)式計算得到的暨有道路系統垂直位移量X ，

代回(14)~(15)式，依所設計採用回填材料之單位重Υ ，去反求回填材料所必需具備的彈

性模數E 值。 
以上所述經由(14)~(15)式所計算得到之回填材料參數Υ 及E ，符合暨有道路之振動

頻率與累積變形量，因此可以維持管線回填區域之鋪面沉陷量與原有道路結構相同，確

保無差異沉陷發生。該類回填材料之設計流程彙整如圖 6 所示。 
根據材料力學理論，若考慮管線構造時，則必須將管線規格大小及材料參數納入。

當管線構造具有L單位長度(cm)，管徑寬度為 2 r 時，管線之壓縮勁度為：  
k 0.559E · t/r · L                                               (16) 
式中r為管線半徑( cm)，t為管線厚度(cm)。E為管材彈性模數，可由管材供應商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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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相關檢驗單位提供。當僅考慮單層 n 根管線埋設時，則修正如下所示： 

k · E · C · 2rn · L                                           (17) 

C 0.559 · · 0.2266                                   (18) 

式中 2rn 為系統之考慮寬度，即等同於 n 根管線寬。為配合管線尺寸大小，管線埋

設層之分層厚度不一定與其他層狀構造之厚度恰巧相同，因此必須修正(14)式及(15)式
如下： 

1 X
X

· H
E

                                               (19) 

X X · H ∑ H X X H X
E

                       (20) 

因此，針對管線構造之設計條件，並配合回填材料之設計需求，修改設計流程如圖

7 所示；可一併完成管線及回填材料之設計作業，達成無差異沉陷量之設計目標。 
 

柒、設計案例初步驗證及說明 
如表 1 所示，為暨有道路構造之集中質量模型動力分析結果。表 2 所示，為依據圖

7 之設計流程，針對管線埋設各區域構造之回填材料設計成果；設計條件如前所述，以

維持與暨有道路構造一致之自然振動頻率及各層累積變形量。管線埋設各區域構造之定

義如圖 8 所示。 
將暨有道路構造及已完成設計之管線埋設區域各層構造累計沉陷量曲線繪製如圖 9，

顯示暨有道路構造與管線埋設區域之各層累計沉陷量相當一致，道路在管線埋設施工完

成後，具有與原來道路相同的振動頻率與鋪面變形量。因此，已達到前述集中質量系統

理論之設計目標，可藉以避免應力集中所造成之鋪面剪力破壞現象，延長鋪面使用年

限。 
為進行設計結果之初步驗證，本研究僅針對表 2 之設計內容及靜態載重加載所造成

之影響實施計算分析，而不考慮不同回填材料、車速、管徑大小等因素之變化。載重作

用位置將固定於管線 A 區，原因在於由表 2 得知管線 A 區設計所得回填材料彈性模數E值

均較其他區域為小，因此為查證當車輪碾壓在該區管線正上方之路面時，討論上述已完

成設計之各層回填材料構造所產生的應力分佈(Stress field)狀態及變形量大小，以初步驗

證集中質量系統設計理論是否可達成本文之研究目標。 
本研究初期採用 SAP2000 有限元素分析(Finite Element Analysis)程式進行線性-彈性

材料分析驗算，未考慮塑性變形或潛變之影響。首先建立管線及道路三維有限元素模型

(3D Finite Element Model)，尺寸為 270cm 長 X270cm 寬 X120cm 深。本研究採用之載重

車輛型號為 HS25，單軸軸重為 178KN，胎壓為 9.1kg/cm2，換算輪胎觸地面積為 25cm
長 X20cm 寬，以靜態荷重型式作用於管線正上方之鋪面上。相關之有限元素應力分析

結果，列舉如圖 10~圖 13 所示。圖中顯示在管線 A 區、管線 B 區及原有道路結構之間，

各層材料之界面上並無應力集中和特殊變化之處，各個元素在三個座標軸方向之正交應

力變動範圍分別為：S11= -12 ~ 7.5kg/cm2，S22= -11 ~ 7.0kg/cm2，S33= -9.6 ~ 0.1kg/cm2。

剪應力 S13、S12、S23 之應力分佈情況，也顯示相當均勻，無特殊應力集中現象。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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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示，最大主應力 Smax 之分佈非常一致，管線 A 區、管線 B 區及原有道路結構等三

個區域的鋪面層及回填材料層並未發生應力不連續或應力集中現象；顯示回填材料之設

計結果符合前述之均勻沉陷要求，不會在不同構造區域造成差異沉陷而引起應力集中破

壞；也因此而減少鋪面材料強度衰減所造成之不良影響。 
圖 14 顯示管線 A 區之鋪面最大變形量為 0.38cm，小於美國瀝青協會設計規範所規

定之鋪面層容許總變形量(0.5in，1.25cm)，初步驗算結果符合設計規範之要求。 
 

捌、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所提出之管線及回填材料設計方法乃以暨有道路系統之基本振動頻率及沉

陷量為依據，達成最小差異沉陷量為目標。回填材料設計輸入條件為單位重，設計結果

為材料彈性模數大小。設計人員必須控制現場施工材料所應同時符合的單位重與彈性模

數，才能充分掌握品質管理目標。因此如何設計合適的施工回填材料配合比例才能完全

發揮本研究的工程標準，尚待進一步努力克服及現場驗證。 
基於回填材料的體積穩定性要求，依目前的線彈性應力-應變關係而言，彈性模數

為固定值的材料較少，且大部份屬於水泥凝結硬固成份。大多數土壤回填粒料的彈性模

數受到夯實條件及圍壓應力的影響很大，如何調整到恰當且穩定的單位重與彈性模數要

求，可能相當困難。因此若以現有已知的回填材料為設計參數，反求管線回填區域的鋪

面材料特性，以克服不均勻沉陷量造成的鋪面剪力裂縫及鋪面材料強度衰減，可能為另

一類的思考方向。 
本研究以靜態載重及線彈性關係來驗證設計成果，並未考量長期潛變之影響。但並

不至於造成鋪面耐久性太大的評估誤差，原因在於設計時已將鋪面差異沉陷量減至最低。

同理，以動態載重反應去分析道路系統及回填區之應力狀態與沉陷量時，理論上該二系

統均具有相同的振動頻率與累積沉陷量，因此並不會造成差異沉陷。除非上述有關的回

填材料體積穩定性造成影響而改變彈性模數或單位重，導致設計振動頻率漂移，產生差

異沉陷破壞。所以，若本設計方法採用無差異沉陷為設計條件時，即毋需進行道路鋪面

耐久性評估。 
 

玖、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針對現行台灣道路管線埋設施工之缺點，提出一種以集中質量系統理論為基

礎之動力載重分析設計方法，可分別進行管線構造設計及管溝回填材料之規格設計分析。

該設計方法以控制所有道路構造及管線構造區域具有一致之基本振動頻率及振態為基

本條件，達到維持暨有道路結構及管線埋設構造相同之鋪面累積沉陷量為目標。如此即

可降低暨有道路受到管線埋設施工造成差異沉陷而引起鋪面強度衰減之不良影響，延長

道路鋪面使用年限。 
該設計方法經由三維有限元素分析後，驗證其設計結果符合美國瀝青協會設計規範

最大鋪面變形量之要求；各構造區域所產生之應力分佈狀態相當均勻，可減少應力集中

所造成之鋪面破壞現象。顯示該設計方法及設計流程具有相當之實用性，可提供各管線

設計及施工單位參考使用。  
建議各設計單位於採用本設計方法時，應特別注意回填材料單位重與彈性模數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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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搭配程度，尤其是現場施工成效的控管方案，必須達到設計目標值。否則材料單位重

或彈性模數的變化將造成道路系統振動頻率的漂移而產生差異沉陷，導致鋪面剪力破

壞。 
 

圖 6  道路挖掘回填材料設計流程 

 

(A) 設計選用挖掘道路第二層回填材料之單位重γ  

(B) 代入(15)式計算得到第二層回填材料之彈性模數E  

(C) 繼續選用及設計後續各層材料參數，包括鋪面層材料 

計算原有道路自然振動頻率及各分層變形量 

搜集原有道路分層構造材料參數 

設計選用挖掘道路第一層回填材料之單位重γ  

代入(14)式，計算第一層回填材料所需具備的之彈性模數E  

驗算整體回填構造之振動頻率、各分層變形量及 

各層材料所需具備之彈性模數是否符合暨有道路

系統之特性 

設計施工材料之配合比例，以保證

符合設計條件要求γ 及E，並進行壓

實度試驗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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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管線埋設及週遭回填材料之設計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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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選用挖掘道路第二層回填材料之單位重γ2 

(A) 代入(15)式計算第二層回填材料所需具備之彈性模數 E2 

(B) 輸入埋管層單位重γpi，計算得到等值土層彈性模數 Epi 

設計選用挖掘道路第一層回

填材料之單位重γ1 

代入(14)式，計算第一層回填材料

所需具備的之彈性模數大小 E1 

調整欲採用之管線材料彈性模數或管徑

大小，以符合本程序所計算勁度值。 
If  Epi≒EpCpt 

重新選用管厚

t或管徑 r 

重新選用不同

的材料 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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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暨有道路構造之集中質量模型動力分析結果 

管線埋設前之道路構造 (12cm 寬 x 100cm 長) 

深度 

材料種類 

分析厚度 柏松比 單位重 彈性模數 每層質量 每層勁度 振幅 振幅累計 自然振動頻

率 (cm) (cm) ν γ(t/m
3
) γ(kg/cm

3
) E(kg/cm

2
) mi(kg-s

2
/cm) ki(kg/cm) Xi(cm/cm) (%) 

5 瀝青 5 0.3 2.45 0.00245 28000 0.0075 16580907 1 

23.28  

ω0 

10 瀝青 5 0.3 2.45 0.00245 28000 0.015 16580907 0.999913 439.5 

15 瀝青 5 0.3 2.45 0.00245 28000 0.015 16580907 0.999651  (rad/sec)

20 瀝青 5 0.3 2.45 0.00245 28000 0.015 16580907 0.999214 f 

25 級配料 5 0.35 2.21 0.00221 1820 0.014265 1077759 0.998602 

44.00  

69.95  

30 級配料 5 0.35 2.21 0.00221 1820 0.013531 1077759 0.986643  (cycle/sec)

35 級配料 5 0.35 2.21 0.00221 1820 0.013531 1077759 0.972292 自然振動週

期 40 級配料 5 0.35 2.21 0.00221 1820 0.013531 1077759 0.955582 

44 級配料 4 0.35 2.21 0.00221 1820 0.012178 1347199 0.936555 T(sec) 

49 級配料 5 0.35 2.21 0.00221 1820 0.012178 1077759 0.919699 0.0143 

50 級配料 1 0.35 2.21 0.00221 1820 0.008118 5388795 0.89662 

  

62 級配料 12 0.35 2.21 0.00221 1820 0.01759 449066.2 0.891744 

68 路基土壤 6 0.45 1.65 0.00165 910 0.022298 449066.2 0.826478 

23.37  

73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1112 538879.5 0.753286 

78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689292 

80 路基土壤 2 0.45 1.65 0.00165 910 0.007071 1347199 0.622802 

85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07071 538879.5 0.595575 

90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525996 

95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454513 

9.35  

100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381384 

105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306875 

110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231254 

115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8879.5 0.154795 

120 路基土壤 5 0.45 1.65 0.00165 910 0.010102 539471.7 0.077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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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管線埋設各區域構造及回填材料之設計結果 

深度 分析厚度 
道路構造 管線構造 B 區 管線構造 A 區 

材料種類 
單位重 彈性模數

材料種類
  彈性模數

材料種類 
  彈性模數

(cm) (cm) γ(t/m
3
) E(kg/cm

2
) γ(t/m

3
) E(kg/cm

2
) γ(t/m

3
) E(kg/cm

2
)

5 5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10 5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15 5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20 5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瀝青 2.45  28000 

25 5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794  CLSM 1.90  1794  

30 5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756  CLSM 1.90  1756  

35 5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729  CLSM 1.90  1729  

40 5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709  CLSM 1.90  1709  

44 4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695  CLSM 1.90  1695  

49 5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684  CLSM 1.90  1684  

50 1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677  CLSM 1.90  1677  

62 12 級配料 2.21 1820 CLSM 1.90 1666  UPVC 管 0.16  1529  

68 6 路基土壤 1.65 910 CLSM 1.90 835  CLSM 1.90  718  

73 5 路基土壤 1.65 910 PC 底層 2.30 850  PC 底層 2.30  738  

78 5 路基土壤 1.65 910 PC 底層 2.30 866  PC 底層 2.30  758  

80 2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3  路基土壤 1.65  767  

85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3  路基土壤 1.65  771  

90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4  路基土壤 1.65  774  

95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5  路基土壤 1.65  777  

100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6  路基土壤 1.65  780  

105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6  路基土壤 1.65  782  

110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7  路基土壤 1.65  783  

115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7  路基土壤 1.65  784  

120 5 路基土壤 1.65 910 路基土壤 1.65 872  路基土壤 1.65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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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管線構造及道路系統之三維有限元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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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暨有道路構造及管線埋設區域之各層構造累計沉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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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三維元素之座標系統及應力符號 

 
 

 
圖 11  管線構造 A 區車輛載重造成 S11 應力之分佈情形 

 
 

  

S11 

S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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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管線構造 A 區車輛載重造成 S22 及 S33 應力之分佈情形 

 
 

 
圖 13  管線構造 A 區車輛載重造成之 S13、S12、S23、Smax 應力之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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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管線構造 A 區車輛載重造成之變形(鋪面沉陷量Δmax=0.38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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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提出一個簡單有效率的QRS複合波的偵測方法，稱之為“FIR演算法”。 

“FIR 演算法”是以 Finite-Impulse-Response (FIR) 濾波器為基礎，並將之簡化與合

併後而得。本演算法是由三個主要部份所組成，分別是：(i)找 R 波位置、(ii)找 Q
波與 S 波位置、及(iii)找 P 波與 T 波位置。 最後再以網站上所公佈的 MIT-BIH
心律不整資料庫(arrhythmia database)中的 48 筆檔案，每筆檔案都是 30 分鐘長的

第二導極 (ML - II) ECG 信號，來檢驗在本研究中所提出之演算法的正確性。經

實際的測試，本演算法的平均正確率可達 99.17％以上，且測試一個 30 分鐘長的

檔案，所需要的測試時間少於 1 分鐘。由以上的測試結果，即可驗證本研究所提

出的 “FIR 演算法” 是一個簡單、快速、且有效率的方法。 
 

關鍵詞：ECG 信號、MIT-BIH 心律不整資料庫、Finite-Impulse-Response (FIR)濾
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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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will present a simple and efficient detecting algorithm for QRS complex of ECG 

signals, termed FIR (Finite Impulse Response) algorithm. The proposed FIR algorithm 
consists of three major works: (i) Finding position of R wave, (ii) Finding positions of Q and 
S waves, and (iii) Finding positions of P and T waves. Forty eight records selected from the 
published arrhythmia database MIT-BIH are employed to examine our proposed algorithm. 
These records belong to ML-II ECG signals with 30 minutes long.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FIR algorithm on such selected records approaches 99.17% on average. The 
required execution time is less than 1 minute.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FIR algorithm is a simple, fast, and efficient algorithm for detecting QRS complex of ECG 
signals. 
 

 

Keywords: ECG signal, MIT-BIH Arrhythmia Database, Finite-Impulse-Response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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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 介 
心電圖 (ECG；Electrocardiogram) 是指在人的體表上，以電極量測，在心臟肌肉活

動時所產生週期性電氣活動之訊號。心電圖訊號之特性根據美國心臟學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所建議，振幅大小約為 l mV、頻率範圍約為 0.05Hz 至 150Hz 
[1][2]。圖 1 是一個經放大器放大後的 ECG 信號，它是描繪心臟搏動相關的電位變化圖，

許多血管之疾病的資訊都會呈現在 ECG 信號中之 P 波、QRS 複合波 (QRS Complex) 與

T 波上，醫生即是藉著這些波形的位置、形狀、及大小，來判斷心臟的病症。ECG 信號

中，QRS 複合波位置偵測的研究，學者也提出了許多重要的方法。例如，時域分析法

[3][4][5]、頻域分析法[6][7]、小波轉換法[8]、類神經網路法[9]、Slope Vector Waveform 
(SVW)演算法[10]等等。但，這些方法[3~10]中都有某種的小缺點，如方法太複雜、或偵

測的速度不夠快等。例如，大家公認準確度極高的小波轉換法[8]，它是使用多重解析度

的方式將 ECG 信號作分解，在此多重的分解過程中，需要經過多階的高通濾波器與低

通濾波器的處理與轉換，如此才能完成 ECG 信號的分解。此方法的缺點是 ECG 信號分

解之方法與過程較複雜，如濾波函數的設定與轉換的技巧，需要使用較長的時間研究，

才能順利完成。另一個缺點是處理 ECG 信號分解的速度較慢，一個 30 分鐘長的 MIT-BIH
資料庫的檔案需要 1 分鐘的處理時間。以上的缺點，可能使得這些方法[3~10]不能適用

於即時(Real-time)的信號分析，尤其是在資源不足或生活較落後的地區。因此，一部高

效率又節省能源的 ECG 信號分析儀器更是需要的。本研究提出一個高效率的 FIR 演算

法，本演算法是以 finite-impulse-response (FIR)濾波器之理論為基礎，並將它應用於 QRS
複合波的位置偵測。FIR 演算法是由三個主要部份所組成，分別是：(i)找 R 波位置、(ii)
找 Q 波與 S 波位置、及(iii)找 P 波與 T 波位置。FIR 演算法簡單的說，首先將 ECG 信號

經 FIR 運算式計算，計算之後得到差分信號。其次是以差分信號的位置為基準，再以

此位置對應回原來 FIR 運算式計算之前的 ECG 信號，目的是要依據此位置來尋找 R 波、

Q 波、S 波、P 波與 T 波。本篇論文的架構如下：第二節是研究方法，第三節是結果與

討論，最後一節是結論。 
  

 
 

圖 1 ECG 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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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方法 

2.1. 回顧 Finite-Impulse-Response (FIR) 濾波器 

差分方程式(difference equation)，是計算當時間等於 n 時候的輸出。該輸出除了與“現

在的輸入”及“過去的輸入”有關之外，還與“過去的輸出”有關，如式子(1)所示 [11]。  
 

y(n)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m)x(n-m) 
- a(1)y(n-1) - a(2)y(n-2) - …. - a(k)y(n-k)                          (1) 

 
式子(1)中的 x 是表示輸入信號，y 是表示輸出信號。而 b(i) 是表示 “過去的輸入” 之

常數係數，其中 i = 1, 2, ... , m。而 a( j ) 是表示 “過去的輸出” 之常數係數，其中 j = 1, 
2, …, k。另外要說明的是在式子(1)中的 x(n-1), x(n-2), … , x(n-m) 是表示當時間等於 n
的時候，它的 “過去的輸入”。同理，y(n-1), y(n-2), … , y(n-k) 是表示當時間等於 n 的時

候，它的 “過去的輸出”。任何一種濾波器，假若它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回授路徑，即

是式子(1)中的 a( j )≠0，此種濾波器即稱為 infinite-impulse-response (IFIR) 濾波器。相同

的，在濾波器中假若沒有任何的回授路徑，即是將式子(1)中的 a(j) 全設定成 0；其中 j 
= 1, 2, … , k。此種濾波器即稱之為 finite-impulse-response (FIR) 濾波器。本研究即以此

FIR 濾波器之理論為基礎，並且將它的 “過去的輸入” 常數係數，設定成：b(0) = 1， b(1) 
=－1， b(2) = b(3) = … = b(m) = 0，如式子(2)所示。式子(2)在本研究中即被稱之為 “FIR
運算式”。 
  

y(n) = b(0)x(n) + b(1)x(n-1) + b(2)x(n-2) + … + b(m)x(n-m)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x(n) - x(n-1)                                                 (2) 
 

接下來要說明的是，本研究將 “FIR 運算式” (即式子(2))應用在 ECG 信號中 QRS 複合

波(包含 R 波、Q 波，及 S 波)的偵測。我們以 MIT-BIH 心律不整資料庫(arrhythmia database) 
[12] 中編號 100 的檔案為例，說明這個檔案經 “FIR 運算式” 在計算之前與計算之後的

輸出。在圖 2(a)中，檔案編號 100，是“FIR 運算式” 在計算之前的原始信號。而圖 2(b) 是

經 “FIR 運算式” 計算之後的輸出信號，該輸出信號在本研究中稱為 “差分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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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MIT-BIH 編號 100 (a)原始信號；(b)經“FIR 運算式” 計算之後的得到的差分信號 

 

2.2. FIR 演算法 

FIR 演算法是依據 “FIR 運算式” 的運算演變而得，它是由三個主要部份所組成，

分別是：(i)找 R 波位置、(ii)找 Q 波與 S 波位置、(iii)找 P 波與 T 波位置。各部份的說明

如下： 
2.2.1. R 波的偵測 

QRS 複合波中，振幅最大也最明顯的就是 R 波。偵測 QRS 複合波，第一個要尋找

的就是 R 波位置。R 波的偵測過程說明如下：   
步驟 1.1： 載入原始 ECG 信號 x。以 MIT-BIH 資料庫編號 103 之心電圖為例，如圖 3(a)

所示。 
步驟 1.2： 原始 ECG 信號 x 經 FIR 運算式計算後得到差分信號 xd，如圖 3(b)所示。 

 

 
圖 3 MIT-BIH 編號 103 (a)原始 ECG 信號；(b)經 FIR 運算式計算後得到的差分信號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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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3： 刪除小於門檻值的非必要信號。 
首先，是設定門檻值。門檻值是依據醫學定義及經多次的實驗後才決定，其

中門檻值 1(Threshold_1)是取圖 3(b)中 xd 信號之正極性波形的振幅平均值(以
mean (diff_p)表示)的兩倍 (如式子 3)。同理，門檻值 2 (Threshold_2) 是取 xd

信號之負極性波形的振幅平均值(以 mean (diff_n)表示)的兩倍(如式子 4)，圖

4(a)即是所設定的門檻值。 
Threshold_1 ＝ 2 × mean(diff_p)                               (3) 
Threshold_2 ＝ 2 × mean(diff_n)                               (4) 

當門檻值設定之後，接著要執行的工作，是依式子 5 的定義，刪除小於門

檻值的非必要信號。圖 4(b)即是此步驟的輸出信號 df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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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_  (   1_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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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5) 

 

圖 4 (a)設定的門檻值；(b)刪除小於門檻值信號後所得到之輸出 dfx  

步驟 1.4： 將 dfx 信號分成兩個部份，diff_p 表示正極性的差分波形(如圖 5(a)所示)，diff_n 

表示負極性的差分波形(如圖 5(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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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每一個視窗有 50 個信號點，每個視窗(a)在 diff_p 中找出最大的正極值； 
(b)在 diff_n 中找出最小的負極值 

步驟 1.5： 選取極值點。 
MIT-BIH 資料庫中共有 48 個檔案，每一個檔案都是 30 分鐘的資料長度，每

一個檔案大約有 65 萬個的信號點。我們將這些信號點分成 13000 個視窗，

其中每個視窗有 50 個信號點(取樣頻率是 360Hz)。在每個視窗中，分別在

diff_p 中要找出最大的正極值(如圖 5(a)所示)，在 diff_n 中要找出最小的負極

值(如圖 5(b)所示)。 
步驟 1.6： 刪除錯誤的極值點。 

當所有的極值點都找到之後，接下來要作的工作是要刪除錯誤的極值點。除

了要刪除極值等於零的點之外，還要再刪除兩個正極值點(或兩個負極值點)
之間的距離過近的錯誤極值點。刪除後剩下的即是正確的極值點，如圖 6 所

示。其中兩個極值點之間的距離過近，是指兩個極值點的位置間距小於一個

視窗(即 50 個信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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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正確的極值點(a)正極值點；(b)負極值點 

 
步驟 1.7： 尋找“極值對”。 

“極值對＂是由一個正的極值點與一個負的極值點所組成。尋找“極值對＂

之目的，是要在該“極值對＂的位置範圍內尋找 R 波。在不正常的心跳中

(abnormal heartbeat)，經 FIR 運算式計算後得到的信號未必會有『明確』的

正極值點，因此我們以負極值點為主。尋找“極值對＂的方法如下：(1)將第

一個負極值點的位置當成搜尋中心位置，(2)往此搜尋中心位置的前與後各

30 個信號點定成搜尋範圍位置，(3)在此範圍之內是尋找與該負極值點相對

應的正極值點。搜尋結果有二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可以找到相對應的正極值

點，那就表示這二個正負極值可以配成一組“極值對＂。另一種情況是找不

到相對應的正極值點，那就表示這個負極值點是錯誤而要刪除的極值點。圖

7(a)即是所找到的“極值對＂。 
步驟 1.8： 尋找 R 波 

當某一個“極值對＂的存在被確認之後，接下來的工作是將該“極值對＂的

位置設定成尋找 R 波的位置範圍。再將此設定的位置範圍，對應回原來的

ECG 信號，在此範圍內所找到的最大值之位置，該位置即是 R 波的位置，

如圖 7(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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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所找到的正負極值對；(b)所找到的 R 波 

 

綜合以上偵測 R 波的過程，以流程圖(圖 8)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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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偵測 R 波的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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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Q 波的偵測 
1. 設定 Q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 

當 R 波找到之後，接下來要找的是 Q 波。首先，要設定尋找 Q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

說明如下：圖 9 顯示的兩個波形，分別是原始的 ECG 信號，與經過 FIR 運算式運算之

後所得到的差分信號。我們從圖 9 中的 A 點位置(差分信號的極大值)開始，往左邊到 B
點(差分信號之振幅等於零的第一個點)為止，設定是找 Q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ECG 信號

在此合理搜尋範圍內所找到的最小值之位置，即是 Q 波位置。 

 
圖 9 設定尋找 Q 波與 S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 

 

2. 第一次修正的 Q 波檢查範圍 
我們以檔案編號 103 為例，說明找 Q 波位置的過程。圖 10(a)是所設定的 Q 波合理搜

尋範圍(即 A、B 兩個點之間的位置)，其中差分信號的極大值位置(即 A 點)是在時間

103.1 秒處。但在此合理搜尋範圍內所找到之 ECG 信號中的最小值位置是一個錯誤的

Q 點位置，它與正確的 Q 點位置是有誤差的，如圖 10(b)所示。依據醫學定義 [13]，
正常心跳的 “QRS 區間” 是 0.04 ~ 0.11 秒，即是有 15~40 個信號點 (取樣頻率是

360Hz)。我們以 MIT-BIH 資料庫中檔案編號 103 為例，該檔案是屬於正常的心跳(normal 
heartbeats) [12]，它的 “QRS 區間” 有 20 個信號點 (如圖 11，第 255 到第 275 個信號

點)，而 Q 點到 R 點有 11 個信號點 (第 255 到第 266 個信號點)。為了要能正確的找

到 Q 點位置，我們修正 Q 波的檢查範圍，即是以 R 點為中心，往前(往左)20 個信號

點處，定為 Q 波的檢查範圍(1)，如圖 10(c)所示。本研究把在檢查範圍(1)內所找到之最

小值的位置，稱為 Q1 點位置，如圖 10(d)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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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a)在差分信號上設定 Q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b)在 ECG 信號上找到的最小值是錯誤的 Q 點位置；

(c)設定 Q 波的檢查範圍(1)；(d)在檢查範圍(1)內所找到的最小值是 Q1 點之位置 

 

 
圖 11 編號 103 檔案：QRS 區間有 20 個信號點(255~275)；Q 點與 R 點之間有 11 個信號點(255~266)；R

點與 S 點之間有 9 個信號點(266~275) 

 
3. 第二次修正的 Q 波檢查範圍 

為了要能夠正確的找到屬於不正常心跳(Abnormal heartbeat)的 Q 點位置，我們要再次

的修正 Q 波的檢查範圍。以 MIT-BIH 資料庫中檔案編號 111 為例，該檔案是屬於 “左

束分支阻斷” (left bundle branch block)病症的心跳 [12]，它的 “QRS 區間” 有 40 個信

號點 (如圖 12，第 171 到第 211 個信號點)，而 Q 點到 R 點有 27 個信號點(第 171 到

第 198 個信號點)。為了要能正確的找到 Q 點位置，我們再次修正 Q 波的檢查範圍。

即是從 Q 波檢查範圍(1)的左側開始(如圖 13(a)之 A 點)，再往前(往左)20 個信號點(如
圖 13(a)之 B 點)為止，將之設定為 Q 波的檢查範圍(2)，如圖 13(a)所示。本研究把在檢

查範圍(2)內所找到的最小值之位置，稱為 Q2 點位置，如圖 13(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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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編號 111 檔案：QRS 區間有 40 個信號點(171~211)；Q 點與 R 點之間有 27 個信號點(171~198)；R

點與 S 點之間有 13 個信號點(198~211) 

 

 
圖 13 (a) 設定 Q 波的檢查範圍(2)；(b)在檢查範圍(2)內所找到的最小值之位置即是 Q2 波 

 

4. Q 點位置的選取 
當 Q1 與 Q2 兩點找到之後，首先要在此範圍內找 ECG 信號最大的振幅值，該最大

的振幅值我們以 max_ Q1Q2 表示。其次是計算 Q1 與 Q2 兩點之間的斜率，該斜率我們以

slope_ Q1Q2 表示 (如式子(6))。  
 slope_ Q1Q2 = (VQ1－VQ2) / (TQ1－TQ2)                             (6)  

式子(6)中之 TQ1 是表示 Q1 點的時間，TQ2 是表示 Q2 點的時間。VQ1 是表示 Q1 點的振幅，

VQ2 是表示 Q2 點的振幅。圖 14 是 max_ Q1Q2 及 slope_ Q1Q2 的示意圖。 

 
圖 14 max_ Q1Q2 及 slope_ Q1Q2 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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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點位置的選取演算法： 
步驟 2.1：判斷條件 max_ Q1Q2 ＞ VQ1 +0.18 是否能成立？ 

此條件若能成立，則選取 Q2 當成 ECG 信號的 Q 點位置，如圖 15(a)所示。若

不能成立，則進入步驟 2.2。此步驟之目的，是判斷在 Q1 與 Q2 之間是否有明

顯的偏折點。其中 VQ1 是表示 Q1 點的振幅電壓， 而 0.18mV 是經多次實驗後

所得到的最佳判斷門檻值。 
步驟 2.2：判斷條件 VQ1 ＜ VQ2 是否能成立？ 

此條件若能成立，則選取 Q1 當成 ECG 信號的 Q 點位置，如圖 15(b)所示。若

不能成立，則進入步驟 2.3。 
步驟 2.3：判斷條件 slope_ Q1Q2＞1 是否能成立？ 

此條件若能成立，則選取 Q2 當成 ECG 信號的 Q 點位置。若不能成立，則選

取 Q1 當成 ECG 信號的 Q 點位置，如圖 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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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找 Q 點與 S 點。圖中的符號 表示 VQ1; 表示 VQ1 +0.18; 表示 max_ Q1Q2; 表示 VQ2; 表示

VS1; 表示 VS2  
(a)條件 max_ Q1Q2 (是 0.22 mV)＞VQ1 (是 －0.1 mV) + 0.18 mV 成立，故選取 Q2 當成 Q 點位置。

條件 slope_ S1S2 ＜－1 不成立，故選取 S1 當成 S 點位置 
(b)條件 max_ Q1Q2 (是 －0.18 mV)＞VQ1 (是 －0.24 mV) + 0.18 mV 不成立，但條件 VQ1(是 －

0.225 mV)＜ VQ2 (是 －0.22 mV)成立，故選取 Q1 當成 Q 點位置。條件 slope_ S1S2 ＜－1 成立，

故選取 S2 當成 S 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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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S 波的偵測 
1. 設定 S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 

當 R 波與 Q 波找到之後，接下來要找的是 S 波。首先，要設定尋找 S 波的合理搜

尋範圍，說明如下：我們從圖 9 中的 C 點位置(差分信號的極小值)開始，往右邊到 D 點

(差分信號之振幅等於零的第一個點)為止，將它設定成 S 波的合理搜尋範圍。ECG 信號

在此範圍內所找到之最小值，即是 S 波位置，如圖 9 所示。 
2. 第一次修正的 S 波檢查範圍 

我們以檔案編號 103 為例，說明找 S 波位置的過程。圖 16(a)是所設定的 S 波合理搜

尋範圍 
(即 C、D 兩個點之間的位置)，其中差分信號的極小值位置(即 C 點)是在時間 103.125 秒

處。但在此合理搜尋範圍內所找到之 ECG 信號中的最小值位置是一個錯誤的 S 點位置，

它與正確的 S 點位置是有誤差的，如圖 16(b)所示。我們以 MIT-BIH 資料庫中檔案編號

103 為例，它的 R 點與 S 點之間有 9 個信號點(第 266 到第 275 個信號點)，如圖 11 所

示。為了要能正確的找到 S 點位置，我們修正 S 波的檢查範圍，即是從 D 點開始，往

前(往左)20 個信號點處，定為 S 波的檢查範圍(1)，如圖 16(c)所示。本研究是把在此檢查

範圍(1)內所找到之最小值的位置，稱為 S1 點位置，如圖 16(d)所示。  
 

 
圖 16 設定 S 波的搜尋範圍: (a)設定的 S 波合理搜尋範圍；(b)找到的最小值是錯誤的 S 點位置；(c)設定 S

波的檢查範圍(1)；(d)在檢查範圍(1)內找到的最小值即是 S1 點 

 
3. 第二次修正的 S 波檢查範圍 

為了要能夠正確的找到屬於不正常心跳(Abnormal heartbeat)的 S 點位置，我們要再次

的修正 S 波的檢查範圍。以圖 12 為例，R 點與 S 點之間有 13 個信號點(第 198 到第

211 個信號點)。為了要能正確的找到 S 點位置，我們再次修正 S 波的檢查範圍。即是

從 D 點開始，再往後(往右)30 個信號點，將之設定為 S 波的檢查範圍(2)，如圖 17(a)
所示。本研究是把在檢查範圍(2)內所找到的最小值之位置，稱為 S2 點，如圖 17(a)所
示。圖 17(b)是在這二個範圍內所找到的 S1 及 S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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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a)設定 S 波的檢查範圍(2)及所找到的 S2 點；(b)在此二個範圍內所找到的 S1 及 S2 點 

 
4. S 點位置的選取 

當 S1 與 S2 兩點找到之後，接著是以式子(7)計算 S1 與 S2 兩點之間的斜率，該斜率以

slope_ S1S2 表示，如圖 18 所示。 
             slope_ S1S2＝（VS2－VS1）/（TS2－TS1）                            (7) 

式子(7)中之 TS1 表示 S1 點的時間，TS2 是表示 S2 點的時間。VS1 是表示 S1 點的振幅，

VS2 是表示 S2 點的振幅。 

 
圖 18 slope_ S1S2 之示意圖 

 
S 點位置的選取演算法如式子(8) 

slope_ S1S2 ＜－1                                                 (8) 
式子(8)之條件假若成立，則選擇 S2 點當 S 點的位置，如圖 15(b)所示。條件假若不成

立，則選擇 S1 點當 S 點的位置，如圖 15(a)所示。 
 

2.2.4. P 波與 T 波的偵測 
當 QRS 複合波找到之後，接下來要找的是 P 波與 T 波。首先，設定尋找 T 波的搜

尋範圍，該搜尋範圍等於 RR 區間的 2/9 倍長再加上 250ms 的偏移時間，如式子(9)。[13] 
          T 波的搜尋範圍 =  2/9 RR 區間 + 250ms                           (9) 
在 T 波的搜尋範圍內，所找到的最大振幅即為 T 波位置，如圖 19 所示。其次，設定尋

找 P 波的搜尋範圍。該 P 波的搜尋範圍是從 T 波的結束點開始，往後到下一組 QRS 複

合波的 Q 點位置為止。在此搜尋範圍內，所找到的最大振幅即為 P 波位置，如圖 19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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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設定尋找 T 波與 P 波的搜尋範圍。 

 
由於 P 波與 T 波在某些 ECG 信號中可能較不明顯，尤其是 P 波，時常受到雜訊的影響

而難以判斷，如圖 20 所示。本研究是在 T 波的搜尋範圍（式子(9)）及 P 波的搜尋範圍

內，以 Mehta 及 Lingayat 於 2008 年所提出的方法來尋找 P 波與 T 波 [14]。該方法是先

以 QRS 複合波做為參考點，然後使用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濾波器將 ECG 信號

處理過後再消除 QRS 複合波，最後再設定適當的門檻值以找出 P 波與 T 波的位置。 

 

圖 20 P 波與 T 波較不明顯(a)214 檔案：LBBB 病症的 ECG；(b)232 檔案：雜訊過多的 ECG 

 

參、結果與討論 
    為了要評估本文所提出之 FIR 演算法的效能，我們以 MIT-BIH Arrhythmia database 
[12] 的相關檔案為例，以下列的二個實驗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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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實驗 1：單一檔案的測試 

    本實驗是以下列三個較特殊的檔案(109，111，214)為例，說明尋找 Q 波與 S 波的過程。 
1、檔案編號 109 

    (1) 尋找 Q 波。 
依據 Q1 與 Q2 之選取演算法： 
(i) 條件 max_ Q1Q2 ＞ VQ1 +0.18 不成立。 
(ii) 條件 VQ1 ＜ VQ2 不成立。 
(iii) 條件 slope_ Q1Q2＞1 成立。 
綜合以上的判斷，故選取 Q2 當成 ECG 信號的 Q 點位置。如圖 21(a)與(c)所示。 

    (2) 尋找 S 波。 
依據 S1 與 S2 之選取演算法： 
條件 slope_ S1S2 ＜－1 不成立，故選擇 S1 當成 ECG 信號的位置，如圖 21(b)與
(c)所示。 

 
圖 21 檔案編號 109 (a) 在 Q 波檢查範圍所找到的 Q1 與 Q2；(b) 在 S 波檢查範圍所找到的 S1 與 S2；(c) 最

後所找到的 Q 點及 S 點 

 
 2、檔案編號 111 
   (1) 尋找 Q 波。 

依據 Q1 與 Q2 之選取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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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 max_ Q1Q2 ＞ VQ1 +0.18 成立，故選取 Q2 當成 Q 點位置，如圖 22(a)與(c)
所示。 
   (2) 尋找 S 波。 

依據 S1 與 S2 之選取演算法： 
   條件 slope_ S1S2 ＜－1 不成立，故選擇 S1 當成 S 點位置，如圖 22(b)與(c)所示。 

 
圖 22 檔案編號 111 (a) 在 Q 波檢查範圍所找到的 Q1 與 Q2；(b) 在 S 波檢查範圍所找到的 S1 與 S2；(c) 最

後所找到的 Q 點及 S 點 

 

3、檔案編號 214 
  (1) 尋找 Q 波。 

依據 Q1 與 Q2 之選取演算法： 
(i) 條件 max_ Q1Q2 ＞ VQ1 +0.18 不成立。 
(ii) 條件 VQ1 ＜ VQ2 不成立。 
(iii) 條件 slope_ Q1Q2＞1 成立。 
綜合以上的判斷，選取 Q2 當成 Q 點位置。如圖 23(a)與(c)所示。 

  (2) 尋找 S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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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S1 與 S2 之選取演算法： 
  條件 slope_ S1S2 ＜－1 成立，故選擇 S2 當成 S 點位置，如圖 23(b)與(c)所示。 

 

 
圖 23 檔案編號 214 (a) 在 Q 波檢查範圍所找到的 Q1 與 Q2；(b) 在 S 波檢查範圍所找到的 S1 與 S2；(c) 最

後所找到的 Q 點及 S 點 

 
 綜合以上 3 個檔案的實驗(圖 21、22、23)，即可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演算法，能正確

的偵測 QRS 複合波各點的位置。 

3.2. 實驗二：計算偵測 QRS 複合波位置的失敗率 

本實驗以 MIT-BIH Arrhythmia database 的 48 筆檔案，以式子(10)來評估本系統的效

能。 
 

          
tsTotal  Bea

FNFPFd
+

=                                                (10) 

其中 dF 表示失敗率。False Positive (FP)表示原來是正確的 QRS 波位置，但沒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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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偵測到 QRS 波位置。False Negative (FN)表示原來不是正確的 QRS 波位置，但卻被偵

測到是 QRS 波位置。Total beats 是表示被測試的檔案之總心跳個數。以本文所提出之

FIR 演算法，偵測下列檔案(MIT-BIH Arrhythmia database 的部分檔案)之結果如下：檔案編

號 100 ~ 124 之偵測結果，總平均失敗率為 0.598%，如表 1 所示。檔案編號 200 ~ 234
之偵測結果，總平均失敗率為 0.996%，如表 2 所示。表 1 與表 2 中，編號 116、203、

222、233 是較特殊的檔案(含雜訊成份較大或是 ECG 信號較微弱的不正常心跳)，因而

偵測的結果較其它檔案差。QRS 波位置的偵測已有許多方法，其中以 Pan 及 Tompkins
所提出的 PT 演算法 [15]，Li、Zheng、及 Tai 提出的小波(WT)演算法是最具代表性的

文獻 [8]，其中 PT 演算法是由多種不同頻率的濾波器所組成，而 WT 演算法是以 wavelet 
transforms 的方式達成 QRS 波位置的偵測。此二種演算法與本文所提出之 FIR 演算法用

途相同，且效能評估都是以 MIT-BIH Arrhythmia database 的 48 筆檔案為依據，故將此

二種演算法與本文所提出之 FIR 演算法作比較，如表三所示。根據比較結果，本文所提

出之 FIR 演算法與其它演算法都是一個判斷正確率高(平均達 99%以上)的演算法。 
 

表 1 檔案編號 100 ~ 124 之偵測結果 

MIT-BIH 資料庫 FIR 演算法 

檔案編號 
總心跳數 

(30 分鐘) 

F P 

(次數) 

F N 

(次數) 

dF  

(%) 

100 2273 0 0 0.00 
101 1865 3 1 0.21 
102 2187 0 0 0.00 
103 2084 0 6 0.29 
104 2230 6 2 0.36 
105 2572 39 45 3.27 
106 2027 6 15 1.04 
107 2137 0 0 0.00 
108 1763 12 7 1.08 
109 2532 1 2 0.12 
111 2124 0 1 0.05 
112 2539 0 0 0.00 
113 1795 1 0 0.06 
114 1879 25 7 1.70 
115 1953 2 3 0.27 
116 2412 0 95 3.94 
117 1535 0 0 0.00 
118 2275 1 1 0.09 
119 1987 0 0 0.00 
121 1863 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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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2476 0 0 0.00 
123 1518 0 0 0.00 
124 1619 2 2 0.25 
總計 47645 98 187 0.598(平均) 

                                          

表 2 檔案編號 200 ~ 234 之偵測結果 
MIT-BIH 資料庫 FIR 演算法 

檔案編號 
總心跳數 

(30 分鐘) 

F P 

(次數) 

F N 

(次數) 

dF  

(%) 

200 2601 18 28 1.77 
201 1963 0 5 0.25 
202 2136 0 2 0.09 
203 2982 57 51 3.62 
205 2656 0 12 0.45 
207 1862 5 7 0.65 
208 2956 2 12 0.48 
209 3004 10 8 0.60 
210 2647 7 9 0.60 
212 2748 5 6 0.40 
213 3251 0 14 0.43 
214 2262 0 14 0.62 
215 3363 1 6 0.21 
217 2208 2 14 0.73 
219 2154 0 0 0.00 
220 2048 0 0 0.00 
221 2427 12 12 0.99 
222 2484 86 66 6.12 
223 2605 1 5 0.23 
228 2053 38 6 2.14 
230 2256 7 5 0.53 
231 1886 2 4 0.32 
232 1780 0 25 1.40 
233 3079 0 53 1.72 
234 2753 2 0 0.08 
總計 62164 255 364 0.996(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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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以 MIT-BIH Arrhythmia database 評估 FIR 及其它演算法的性能比較表 

演算法 平均 dF (%) 偵測 1 個 30 分鐘長檔案之平均所需時間

FIR 0.823 少於 60 Sec 

PT [15] 0.675 60 Sec 
WT [8] 0.150 未公佈 

 

肆、結 論 
本研究所提出的 FIR 演算法，首先是將 ECG 信號經 FIR 運算式計算後得到差分信

號，其次是以此差分信號的位置範圍對應回原 ECG 信號。目的是在此位置範圍內找 R
波、Q 波、S 波、QRS 複合波、P 波與 T 波。我們再以 MIT-BIH 心律不整資料庫中的

48 筆檔案，來驗證本研究提出的 FIR 演算法。經實際的測試，結果如下：FIR 演算法之

QRS 波偵測總平均失敗率為 0.823%，而 Pan - Tompkins 演算法為 0.675%，WT 演算法

為 0.150%。三者都有很高的正確偵測率 (99%以上)。但 FIR 演算法主要之優點是：(1)
本演算法一個簡單的方法，它沒有複雜的數學方程式。(2)容易實現，整個系統之測試軟

體是以 MATLAB 程式語言完成。(3)偵測速度快，偵測一個 30 分鐘長檔案的 QRS 波所

需時間少於 1 分鐘，(4) 本演算法是在取樣頻率為 360Hz 下所設計，若要應用至其他資

料集上，只要更改門檻值即可。結論是，本研究所提出的 FIR 演算法是一個簡單有效且

適用於即時(Real-time)分析 ECG 信號的演算法。 

 



清雲學報 第三十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第 57 頁 
Journal of Ching-Yun University, Vol.31, No.1 (2011) 

                                                                                            

 57

參考文獻 
[1] 黃蓮奇譯 (民國 85 年)，心臟循環系統，台灣光復書局。 
[2] 楊杞柳譯 (民國 80 年)，心電圖判讀之快速學習法，財團法人徐氏基金會。 
[3] G. Vijaya, V. Kumar, and H. K. Verma, “ANN-based QRS-complex analysis of ECG,” J. 

Med. Eng. Technol., vol. 22, no. 4, pp.160-167, 1998 
[4] Y. H. Hu, W. J. Tompkins, J. L. Urrusti, and V. X. Afouso,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for ECG signal det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J. Electrocardiology, vol. 
26, no. 1, pp. 66-73, 1993. 

[5] R. Poli, S. C. Cagnoni, and G. Valli, “Genetic design of optimum linear QRS detectors,” 
IEEE Trans. Biomed. Eng., vol. 42, no. 6, pp. 1137-1141, 1995 

[6] S. Kadambe, R. Murray, and G. F. Boundreaux-Bartels, “Wavelet transform-based QRS 
complex detector”, IEEE Trans. Biomed. Eng., vol. 46, no. 6, pp.838-848, 1999 

[7] V. X. Afonso, W. J. Tomkins, T. Q. Nguyen, and S. Luo, “ECG beat detection using filter 
banks,” IEEE Trans. Biomed. Eng., vol. 46, no. 2, pp.192-202, 1999 

[8] C. W. Li, C. X. Zheng, and C. F. Tai, “Detection of ECG characteristic points using 
wavelet transforms,” IEEE Trans. Biomed. Eng., vol. 42, no. 1, pp. 21-28, 1995 

[9] B.U. Kahler, C. Henning, and R. Orglmeistes, ”The principles of software QRS 
Detection.” IEEE Engineering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pp. 42-P57, 2002 

[10] X. Xu, and Y. Liu, “ECG QRS complex detection using slope vector waveform (SVW) 
algorithm“, 26th Int. Conf of the IEEE EMBS, pp. 3597-3600, 2004 

[11] E. Y. Deeba, and A. D. Korvin “On a fuzzy difference equation,” 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vol. 3, no. 4, pp. 469-473, 1995 

[12] MIT-BIH database distributi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77 Massachusetts 
Avenue, Cambridge, MA 02139, 1998  

[13] R. M. Rangayyan, Biomedical Signal Analysis: A Case-Study Approach, Wiley 
Inter-Science, New York, 2001  

[14] S. S. Mehta, and N. S. Lingayat. “Detection of P and T-waves in electrocardiogram”,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Congress on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San Francisco, USA, 
2008 

[15] J. Pan, and W. J. Tompkins, “A real-time QRS detection algorithm”, IEEE Trans. Biomed. 
Eng., BME-32, no.3, pp. 230-236, 1985 

 
 
 
 
 
 
 
 
 
 
 
 
 
 
 
 



心電圖 QRS 複合波的快速偵測演算法 
葉雲奇 1  邱綺文 2  林泓志 3 
                                                                                           

 58

 



清雲學報 第三十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第 59 頁 
Journal of Ching-Yun University, Vol.31, No.1 (2011) 

                                                                                            

 59

產品屬性與產品品牌知識對巴西消費者 

購買意願影響之研究－以液晶電視為例 

The Effect of Product Property and Product Brand Knowledge on Brazil 
Consumers’ Purchasing Intention in the Case of LCD-TV 

 
 
 
 
 
 

 

摘 要 

 
巴西人口佔拉丁美洲三分之ㄧ強，居全球第五位，預計未來 30 年將高達 1

億 400 萬名具備生產力及購買力的消費族群。由於 LCD-TV 產品具有獨特創新功

能及高價位屬性，對於新興開發中國家廣大的消費族群中，數位電子產品之專業

知識極需給予使用者教育及重新認知的需要，以品牌為基礎的消費行為理論，是

否可以適用於創新電子產品的選購是本研究的重點。首先，本研究建立以產品屬

性與產品品牌知識為自變數，並加入知覺風險因素，探討知覺品質及知覺風險如

何透過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產生影響，以 LCD-TV 為測試產品，透過問卷

調查方式進行便利抽樣，針對有實際購買經驗或有意願購買者施測，共發放 400
份，回收有效問卷 249 份(有效回收率 62.25%)，採迴歸分析來驗證研究假說。本

研究結果發現：(1)產品屬性與產品品牌知識對知覺品質有正向顯著影響；但對知

覺風險有負向顯著影響之推論並未成立。(2)知覺品質對知覺風險呈現負向顯著關

係。(3)知覺品質對知覺價值有正向顯著影響，但知覺風險對知覺價值有負面影響

之假說並未被支持；此顯示南美地區消費者對獨特創新及高價位電子產品的風險

定義與眾多研究分析仍有所落差。(4)消費者知覺價值愈高，其對產品的購買意願

也將愈強。最後，本研究依據結論對業界提出具體經營管理方向之建議。 
 

關鍵詞：產品屬性、產品品牌知識、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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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zil consists of 190M population, ranking top 3 of Latin American and top 5 in the 

world. It is foreseen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140M younger people with potential 
substantially productivity and excellent consuming capability in coming 30 years. Since the 
LCD-TV product has the exclusive innovation function and the high price attribute, the 
consumer must be educated to accept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digital electrical product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verify whether or not consumer behavior theory can be 
well applied for innovated electronic product selecting and purchasing. This research takes 
product attribute and product brand knowledge as variables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quality, perceived risk and perceived value on th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using LCD-TV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gathering the data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400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distributed and 249 samples (62.25%) were responded. The 
research employs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are that, (1) product attribute and product brand knowledg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perceived quality, however, do not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influence perceived 
risk. (2)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quality and 
perceived risk. (3) perceived quality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perceived value; 
but the hypothesis of perceived risk negatively influencing perceived value is not supported. 
(4) The higher perceived value will enhance th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Consequently,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highlight some important managerial implication. 

Keywords: product attribute, product brand knowledge, purchasing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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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我國 2007 年第 4 季液晶電視(LCD-TV)出貨量超過 2,850 萬台，佔全球電視出貨量

47%，取代傳統電視及電漿電視(PDP)，成為電視市場的主流(DisplaySearch, 2007)。iSuppli 
Corp(2008)指出，拉丁美洲之電視市場經歷急速的技術性轉換，預期 LCD-TV 市場由 2007
年的 16.5%攀升至 2012 年的 83%以上。過去由於價格因素使 LCD-TV 在開發中國家地

區成長速度緩慢，隨著多數製造商面板價格下滑，從 2009 年起更多消費大眾能負擔

LCD-TV，帶動新興市場對於 LCD-TV 需求。DisplaySearch(2009)預期到 2013 年，全球

LCD TV 市場規模就會突破 2 億台，主要成長動能以金磚四國(巴西、俄羅斯、印度、中

國)新興市場為首。其中，巴西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居南美洲第一，得益於豐厚的自然資

源和充足的勞動力，目前巴西每 100 戶家庭約有 95 台電視安裝，2008 年巴西市場

LCD-TV 出貨量約 300 萬台，預估到 2012 年將達 1600 萬台，是相當可觀的潛力市場。 
消費性產品與科技產品有著迥異的市場特性，對消費需求、使用行為與心理感受都

需要深入研究掌握，消費者對創新產品的接受程度有著嚴重的差異化與分歧性，消費市

場差異化與區隔化遠較科技產品複雜而且為成功關鍵要素。品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建

立良好的品牌以創造競爭優勢是現代企業追求的重要目標。消費性電子公司必須透過適

合當地需求的產品與價格來服務新興市場的消費者。本研究以產品品牌知識為基礎，加

入產品屬性探討對消費者的影響，同時應用 Zeithaml(1988)提出知覺價格、知覺品質、

知覺價值概念關係並加入知覺風險因素考量，探討消費者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對知覺價

值之影響，以了解知覺價值是否能滿足消費者的最大利益，進而探討對購買意願的影

響。產品屬性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品價值的判斷(Kotler, 2003)，也即是會影響消費者對商

品知覺價格的位置。另外，全球化市場充斥著不同來源國的產品，由於消費者對外國產

品或品牌較不熟悉，但對來源國則有其刻板印象；有些研究甚至指出來源國形象對消費

者產品評估的影響大於品牌的效果(Han and Terpstra, 1988; Nes and Bilkey, 1993; Tse and 
Gron, 1993; Chao, 1993; Ahmed and d’Astous, 1993)。所以本研究選擇以產品功能為內部

線索和來源國形象為外部線索，探討其如何扮演產品品質訊號及風險評估指標的角色，

如何透過知覺風險與知覺品質的仲介與知覺價值聯結，進而影響購買者意願，以作為行

銷業者擬定行銷策略時的參考依據。 

貳、文獻探討及研究架構 

一、消費者行為與購買意願 

行銷人員一旦了解人們購買某些產品或品牌的原因，就可以發展行銷策略來影響消

費者。所以，消費者行為亦可定義為專注於消費者活動的研究領域(Engel, Blackwel, and 
Miniard, 2001)。Walters and Paul(1970)認為消費者行為是人們在購買及使用產品或服務

所涉及的決策與行為。Schiffman and Kanuk(1991)將消費者行為定義為消費者表現在尋

求購買、使用及評估產品與服務之行為，以滿足需求。Kotler(1997)認為消費者行為是個

人、群體與組織如何選擇、購買、使用及處置產品、服務、構想與經驗以滿足需求。 
消費者行為(consumer behavior)是一門跨領域整合的學科，研究學者在解釋與預測

消費者行為上，發展出許多不同的角度及模型來解釋消費者的購買行為。消費者行為模

式提供消費者行為分析與研究的觀念系統及基本架構，同時該架構必須包含所有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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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的變數及各變數間的流程關係。Howard and Sheth(1969)提出 Howard-Sheth 
Model，認為行為源自於心理與動機，解釋範圍囊括新產品與舊產品的購買行為。Howard 
and Sheth(1969)認為，此一過程是消費者經由訊息產生對於產品的認知，對產品進行評

估，並由評估產生態度(attitude)及對產品的信心(confidence)，進而影響對品牌的購買意

願，才產生最後的購買結果。Kotler(1994)提出購買行為模式(Model of Buyer Behavior)，
此模式的觀點源自於刺激—反應模式。在外部的刺激下(外部刺激分為兩類，一為行銷

刺激，包括產品、價格、通路和促銷；一為其他刺激，主要由消費者環境中各種力量與

事件構成，包括經濟、政治、技術和文化)，購買者因個人特性及決策過程的不同，且

面臨環境中的經濟、政治，技術、文化的刺激，因此產生不同的購買反應，亦即在產品、

品牌、經銷商、時機、數量上的反應有所不同。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衡量的是消

費者對於整體產品的某種行為，選定特定產品或品牌的主觀機率。Kotler(1994)認為消費

者對於某一產品或品牌的態度，加上環境因素作用，構成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影響購買

意願的變數包括了購買者的特性、產品特性、賣方特性及情境特性等。另外，Engel, 
Blackwel, and Miniard(2001)所提出的 EBM 模型，為消費者的決策過程是一整體程序，

而非間斷的個別行動，最為清晰與完整。EBM 模式認為消費者決策過程是解決問題的

連續過程，可分為資訊輸入(information input)、資訊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ing)、決策

過程(decision process)及影響決策程序的變數(decision process variable)四個部份。因此本

研究採用此模式作為研究架構分析的基礎。 
購買意願係指消費者願意去購買該產品的可能性(Dodds, Monroe, and Grewal, 

1991)；衡量乃是消費者對於整體產品的某種行為，選定特定產品或品牌的主觀機率；

消費者對於某一產品或品牌的態度，加上環境因素作用，構成消費者購買意願；消費者

假定已處於購買評估階段，且不考慮財務上之突發事件影響，選購一產品之機率。根據

Howard and Sheth(1969)提出的 Consumer Decision Model，認為購買意願即為某特定時

間內，計畫購買特定品牌若干數量單位。消費者購買意願可分為前期與後期之購買意

願；前期購買意願是顧客在未進入店內時，早已預定的目的—買或不買，或是在交易初

期形成之購買意願，後期購買意願是指顧客在進店門後，因環境與服務而產生的感受。

Monroe and Krishnan(1985)之價格效果概念關係模式指出，購買意願決定於知覺價值，

而知覺價值由知覺品質和知覺犧牲的比值所決定。 
Yorke et al.(1997)提出 AIDA 模式，潛在消費者從 接觸商品資訊(如廣告、型錄)開

始，直到完成商品消費行為，將消費者購買行為分為認知(attention)、興趣(interest)、慾

望(desire)及行動(action)。本研究對象液晶電視，產品特性強調獨特性、創新功能組合與

高價位，消費者極需再教育，重新認知數位電子產品創新功能。消費者對液晶電視的購

買意願會受到以下影響：(1)先前對電視的印象影響其對品質的判斷。(2)對電視品質構

面重要性認知不同。(3)對液晶電視不熟悉及獲得的資訊不完整。基於上述原因，產品屬

性與產品品牌知識所造成知覺品質及知覺風險的高低，進而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價

值，最後成為購買意願的重要因素。 

二、知覺品質 
Olsavsky(1985)指出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品質(perceived quality)，類似消費者對產品

的態度 (attitude)。知覺品質則為消費者對產品的整體優越性 (superiority)或優越性

(excellence)之評估，具有較高層次的抽象概念(abstract concepts)，且為消費者對產品整

體性評估結果的態度，是由消費者的記憶集合中所做出的判斷(Zeithaml,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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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nkamp(1990)解釋，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在個人或情境變數下，有意識或無意識地處理

一些和品質屬性相關的線索。Holbrook and Corfman(1985)認為知覺品質是一種評價性的

偏好或判斷，且為連續性的變數而非二分法變數；是產品與消費者間互動的結果，品質

判斷是個別消費者針對特定產品而形成；為一種相對的概念，可能會受到其他競爭產品

所影響，可能會因先前的使用經驗、教育水準、認知風險不同而改變；為產品的消費經

驗，『消費』不僅是指實際使用，也包括對產品的擁有與欣賞。Garvin(1983)認為知覺品

質是由消費者觀點出發，不同於客觀品質，是消費者對某產品優異程度之認知或評價。

Zeithrmal(1988)則認為知覺品質通常發生在比較的情況下，大部分的服務產業同時提供

無形服務以及有形的產品，兩者在消費者滿意度與忠誠度上皆扮演重要角色。

Bhuian(1997)對知覺品質的定義為「消費者對產品規格一致性判斷」和「消費者對附加

於產品性功能上的優越價值作判斷」。由此可知，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對產品主觀認定所

得出的結果。知覺品質在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中具有重要的影響力。 

三、知覺風險 
自 1920 年代風險(risk)的概念在經濟學領域受到重視後，風險概念便被應用於經

濟、財務及決策科學的決策理論中(Dowling and Staelin, 1994)。知覺風險(perceived risk)
的概念最早是由 Bauer(1960)所提出，而此概念是由心理學所延伸出來的，認為消費者

在進行購買行為時，因無法預測購買的結果是否正確，因此會有不確定的情況產生，亦

即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中隱含了對結果的不確定性。Baird and Thomas(1985)對知覺風險提

出了一個更明確的定義，即個人對情境風險的評價，亦即個人對情境不確定性可估性的

機率和可控制程度。知覺風險有兩個主要構面：(1)決策結果的不確定性(uncertainty)。(2)
錯誤決策後之後果嚴重性(consequence)。Bauer(1960)認為消費者也會發展決策法則及降

低風險的方法，以便其對自己的行為充滿信心，並在結果無法正確預測的情形下能夠安

心。Murray and Schlacter(1990)提及，知覺風險為一具多構面的結構，包含了績效的、

財務的、身體的、心理的、社會的和時間的風險。而每一個風險構面都可被視為對未來

成本的期望，且此未來成本為在購買時產品相對於金錢的知覺價值。本研究中所探討的

產品為液晶電視(LCD-TV)，若以各風險構面的定義來看：因高品牌形象之 LCD-TV 產

品，消費者將知覺其產品較有保障且品質較佳，因此較可能達到消費者對產品功能的預

期標準，且較易受到他人之認同，但其售價應會比低品牌形象的產品為高，故品牌形象

對消費者知覺風險都有很大的影響。 

四、產品屬性 

Kotler(1997)將產品定義為提供於市場，引起注意、取得、使用或消費，並滿足慾望

或需要的東西。Olson and Jacoby(1972)將產品提供之相關訊息分為內部線索(與產品的實

際組成有關，如產品的設計、樣式、形狀及功能)及外部線索(非實際產品的一部份，如

產品價格、品牌、商店形象、來源國及製造商訊息)。消費者通常利用這兩種線索來評

估產品好壞，先對產品的內部屬性及產品知識加以評估，若難以衡量決定時，則依賴外

部屬性作為評估參考。Huber and McCann(1982)和 Han and Terpstra(1988)指出消費者要

了解產品真正的內部資訊十分困難，因此會利用價格、來源國等外部資訊作為判斷產品

品質的基準。 
商品的屬性設計主要用來滿足消費者需求，可分為：(1)功利取向屬性(utilitarian 

attributes)，達到消費者解決問題的目的，或使消費者達成某項功能或任務(Strahilevitz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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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ers, 1998)。(2)歡樂取向屬性(hedonic attributes)，帶給消費者情感、美的感官經驗或

是提供感官上的愉悅、幻想以及歡樂的感覺(Hirschman and Holbrook, 1982)。(3)象徵取

向屬性(symbolic attributes)，根據 Park,  Jaworski, and Maclnnis(1986)所提出之定義，能

提升消費者自我形象、角色定位、群體歸屬或自我區別意識。Young and Feigin(1975)提
出利益價值鏈，經由最初的產品屬性描述，透過消費者認知，將利益分成功能性利益

(functional benefit)、實用性利益(practical benefit)及情緒性利益(emotional pay-off)。 
其次，來源國效應(country-of-origin effect)指的是消費者對特定國家產品所產生的圖

像(picture)、聲譽(reputation)與刻版印象(stereotype)，源自於該國代表性的產品、國家特

徵、經濟政治發展背景及歷史文化，而消費者對來源國訊息所產生之信念，發現產品的

來源國的確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評價(Nagashima, 1970)。Han and Terpstra(1988)認為來

源國效應為『對特定國家產品的整體印象，包括消費者對於特定國家產品整體的隱含認

知。而來源國之整體形象，則來自於過去對該國產品的認知或者是使用經驗』。Bilkey and 
Nes(1982)將來源國形象定義為消費者對於某特定國家所製造的產品品質之ㄧ般性知

覺。由於全球化，市場充斥著不同來源國產品，來源國形象甚至對於消費者的影響會大

於品牌效果(Han and Terpastra, 1998; Chao, 1993)。 
來源國形象為一個外部線索作為判斷產品品質之基準，Han and Terpstra(1988)認為

它對產品評估的作用以下列兩種模式加以解釋。(1)暈輪效果(halo effect)：係指當消費者

對某國產品不熟悉，無法檢視其真實品質時，便轉而利用對來源國國家印象來推論產品

品質(Bilkey and Nes, 1982)。此類觀點類似價格在產品評估時所扮演的角色(Monroe, 
1990)。(2)彙總概念(summary construct)：係指當消費者對某國產品熟悉時，國家形象就

像品牌形象一樣(Han and Terpstra, 1988)，因為來自相同國家的產品在幾個相同的市場區

隔中彼此競爭(如豐田、本田、日產汽車競逐於美國市場)。因此國家形象成了彙總消費

者對該國產品屬性信念的構面，進而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態度，可以直接影響消費者對

品牌的態度(Wright, 1975)。Peterson and Jolibert(1995)發現，消費者常用來源國訊息做為

產品線索來判斷產品品質。Han and Terpstra(1988)也發現，產品來自於不熟悉或是低來

源國形象的國家，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有負面影響。Manrai and Manrai(1993)指出，消

費者對於一國家存在較正面形象時，可提升對該國家產品的評價。 Ahmed and 
d’Astrous(1993)提出，產品、來源國形象、品牌、價格及服務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有顯

著影響。 
本研究選取產品內部屬性的「產品功能」與外部屬性的「來源國形象」來探討產品

屬性對消費者之產品知覺品質的影響。Hirschman(1980)依產品的有、無形程度將產品屬

性分為有形屬性與無形屬性，消費者會以產品的內、外部屬性來衡量產品品質的優劣與

否。Zeithaml(1988)認為知覺品質是透過不同的產品屬性判斷之後，對產品所生成的產品

屬性認知，再由屬性認知彙總成知覺品質。而內在功能屬性會依產品別而變化，LCD-TV
可以滿足消費者資訊及娛樂的功能性需求，對於消費者在產品的品質認知上，應有所影

響。此外，對於較不熟悉的國外產品，消費者常用來源國優勢作為評估產品的外部屬性

參考。消費者在評價產品品質時會蒐集有關產品的資訊，且常依照各種不同的資訊線索

或產品特徵來評估產品(Richardson, Dick, and Jain, 1994)。在外部線索中，消費者除了考

量產品價格的高低外，亦會尋求其他資訊來降低其對購買結果的不確定性，因此來源國

形象亦是影響消費者知覺品質和知覺風險的因素。當消費者對購買結果無法預知而產生

不確定時，知覺風險便會存在於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當知覺風險提高時，將會阻礙消

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意願。因此推論以下假設： 
H 1：產品屬性對知覺品質有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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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1-1：產品功能愈好，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高 
H 1-2：來源國形象愈好，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高 

H 2：產品屬性對消費者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 
H 2-1：產品功能愈好，消費者的知覺風險愈低 
H 2-2：來源國形象愈好，消費者的知覺風險愈低 

五、產品品牌知識 

美國行銷學會(AMA)定義品牌為一個名稱(name)、辭語(term)、表識(sign)、符號

(symbol)的合併使用；其目的在於藉此區別一群銷售者之產品或勞務，不至於與競爭者

的產品或勞務發生混淆。Keller(1993)認為以顧客為基礎的品牌權益會受到消費者的產品

品牌知識影響；產品品牌知識是由聯結網路記憶模型(association network memory model)
中的品牌形象(brand image)與品牌知名度(brand familiarity)所構成，記憶與知識是由許多

節點(node)與連接物所組成，節點是用來儲存資訊做為回想、連接之用並藉由連接物所

聯結。 
品牌知名度為品牌權益來源的根本條件，品牌知名度是消費者認識或可能回憶起之

某品牌，具有某種特定產品類別的能力(Aaker and Keller, 1991)。Keller(1993)認為產品品

牌知識包括品牌知名度與品牌聯想；品牌知名度在消費者進行購買決策時，扮演重要角

色，消費者通常會選擇熟悉且具有品牌知名度的產品。品牌名稱很容易出現在消費者腦

海中，是由品牌認知和品牌回想所構成；品牌認知為提供品牌線索給消費者，而消費者

能夠確認之前曾經看過或聽過此品牌，而品牌回想是未經提示的經驗，指定某產品種

類，消費者有能力回想到滿足某個種類或其他調查線索之品牌。品牌知名度係指累積在

消費者記憶中和此品牌接觸經驗的次數；而品牌接觸經驗則包括了消費者藉由廣告所接

觸到、逛街在商店中看到、聽別人提起或是自己曾購買使用過該品牌產品等方式，透過

長期的品牌接觸經驗，加深消費者對該品牌產品的印象，提昇了該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

知名度。 
Kotler(1997)認為產品品牌可以傳送屬性、利益、價值、文化、個性、使用者等六

種功能性意識給購買者。品牌形象是市場行銷中重要的一環，因為品牌形象被視為一種

資訊的提示，消費者藉所持有的品牌形象推論產品的品質，繼而激發消費者購買行為。

Keller(1993)提出產品品牌知識包含品牌知名度和品牌形象，故本研究分別針對品牌知名

度與品牌形象對知覺品質的關係做探討。Zeithaml(1988)研究指出消費者購買知名品牌可

降低其知覺風險，進而提升其購買意願，由此可知品牌知名度和知覺風險成負向相關。

本研究推論消費者在選購 LCD-TV 時，會選擇品牌知名度較高且品牌形象較良好的產

品，以降低購買 LCD TV 時所產生的風險。因此推論以下之研究假設： 
H 3：產品品牌知識對消費者知覺品質有正向影響 

H 3-1：品牌知名度愈好，消費者知覺品質愈高 
H 3-2：品牌形象愈好，消費者知覺品質愈高 

H 4：產品品牌知識對消費者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 
   H 4-1：品牌知名度愈好，消費者知覺風險愈低 

H 4-2：品牌形象愈好，消費者知覺風險愈低 
另外，在購買決策過程中，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二者間是否有影響關係？根據定

義，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對產品整體優越性的判斷，也就是在購買時對產品所做的評價；

而知覺風險則是決策結果的不確定性和錯誤決策之後果嚴重性，是指若持有該商品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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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未來成本或犧牲的預期，所以知覺風險可視為在購買時對產品未來品質的評斷。依此

看來，知覺品質和知覺風險都是消費者主觀的評斷，不同在於購買決策的過程中時間點

的先後—知覺品質在前，知覺風險在後。所以當消費者由產品的內、外線所對某產品的

整體優越性有高的評價時，對購買或擁有該產品的知覺風險自然會降低。因此本研究認

為，知覺品質會直接負向影響知覺風險。Kotler(1997)認為知覺風險和消費者購買行為應

該是有相關的，因為消費者為了降低其購買時所知覺的風險，因此在其購買決策過程中

會尋求各種方法來降低風險。而消費者較常使用的方式包括尋求更多的相關資訊、利用

品牌忠誠度、利用品牌形象進行選擇、利用商品忠誠度、購買昂貴的產品和要求保證或

退貨等方式來降低知覺風險(蔡瑞宇，1996)。因此推論以下之研究假設： 
H 5：消費者知覺品質對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 

六、知覺價值 

知覺價值通常會被當作價格和非價格相關資訊對購買意願關係裡的中介變數

(Zeithaml, 1988)，亦即消費者在購買時並非只追求其所知覺的最高品質產品，而是在於

消費者所願意支付的代價中獲取最高的知覺價值。因此，在知覺價值模式中，顯示知覺

價值在消費者購買決策上有直接顯著的影響(Dodds and Monroe, 1985)。消費者基於其所

知覺的回饋及所付出間的權衡，對產品或服務做出整體性的效用評估，而此整體效用概

念即為知覺價值。當消費者在考慮購買產品時，其消費意願通常決定於其所知覺獲得價

值(perceived acquisition value)，也就是消費者對知覺利益(perceived benefit)與知覺犧牲

(perceived sacrifice)的抵換關係(trade-off)。Zeithaml(1988)針對消費者進行探索性研究時，

發現消費者所定義的知覺價值有四種不同的概念，包括(1)價值是低的價格(Value is low 

price)。(2)價值是我從產品中所獲得我想要的(Value is whatever I want in a product)。(3)價

值等於我所付出價格與我所得到品質間的比較(Value is quality I get for the price I pay)。(4)

價值是我所付出與我所獲得的比較(Value is what I get for what I give)。 

Zeithaml(1988)提出一整合性的消費者價格、品質、價值認知模型，知覺利益對知覺價值

有正向的影響，知覺成本對知覺價值則是負向的影響，知覺價值對行為意願有正向的影

響，此即為知覺價值模式基本架構。知覺利益通常包括產品或服務的功能、品質、形式

或品牌，通常以品質為主要探討變數。多數研究在探討服務品質對價值的影響均得到正

向的關係。Zeithaml(1988)探討知覺價格、知覺犧牲、知覺品質與知覺價值的關係時，提

及知覺品質的組成要素有低層次屬性(lower level attribute)、低層次屬性知覺(perception of 

lower level attributes)及高層次屬性(higher-level attributes)。以上三個不同層級的因素形成知

覺品質，隨著情境和產品的不同，消費者對品質的知覺也會有所不同，知覺品質在概念

上處於抽象程度最高的地位，且受到其他兩個層級影響。 

消費者對價值知覺與過去經驗的認知有關(Kotler, 1997)。知覺品質代表消費者對產

品特殊屬性的滿意程度，知覺價值為整體的評估。Mazursky and Jacoby(1985)發現商店內

部設計是影響消費者評估商品品質的重要因子，甚至比價格線索更為重要，指出產品品

質知覺與價值之間有正向關係。Garvin(1983)指出，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的品質，亦

即服務品質的好壞、高低，是由顧客主觀認定，而非客觀的評估。Sasser, Olsen, and 

Wyckoff(1978)認為服務品質不僅僅只是最後的結果，其中還包括服務的提供方式。

Lehtinen and Lehtinen(1982)則認為服務品質的產生是由服務與顧客組織要素間的互動所

產生。消費者在選購 LCD-TV 時，焦點集中在『產品本身』，因此產品所生的產品屬性

會彙總成知覺商品品質；商品的知覺品質愈高，能給消費者的喜悅及滿意程度也就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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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時亦增加知覺價值的感受。知覺風險是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務時所知覺到不確定

性和不利結果之可能性；知覺價值則是對所購產品或服務整體效用的評估；所以當消費

者對產品的知覺風險愈高時，擇期對該產品整體效用的評估會愈低。因此推論如下假說： 

H 6：消費者知覺品質對知覺價值有正向影響 

H 7：消費者知覺風險對知覺價值有負向影響 

Monroe and Krishnan(1985)指出當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品質愈高時，其對產品的知覺
價值也會跟著提升，而高的知覺價值亦會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意願。由整個模式來
看，知覺價值是由消費者獲得的利益與知覺到的犧牲二者間的比值。Zeithaml(1988)提出
的模式可看出，消費者在評估選擇方案時，會選擇能帶給他知覺價值最高的方案為其購
買目標。Olshavsky(1985)提到並非所有消費者都會在每項產品類別中購買最高品質的產
品，如果消費者沒有足夠預算去購買或不願去花費這些錢，則此一產品對消費者的價值
還不如品質較低但消費者買的起的商品。Zeithaml(1988)與 Monroe(1990)提出大部份有關
消費者的知覺價值文獻，都將知覺價值定義為『在企業提供的產品下，利益與消費者知
覺犧牲之間的抵換』。Garretson and Clow(1999)指出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價值將會影響其
對產品的購買意願。而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價值越高，則消費者之購買意願也越高(Chang 
and Wildt, 1994)。因此推論如下假說：  

H 8：消費者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七、研究架構 

在文獻探討中分述三個消費者行為模式，其中以 Engle, Blackwell, and Miniard(1986)
所提出 EBM 模型最為完備，包含了環境文化與個人差異的影響；外在行銷刺激的輸入；
消費者資訊處理的知覺過程以及最終的決策過程。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在什麼樣的差
異影響之下，對 LCD-TV 的行銷刺激與個人知覺處理，造成購買決策影響之研究。因此，
本研究主要以 EBM 模型中的決策過程為中心，在消費者確認本身需求後，因個人及環
境因素而選擇不同的管道搜尋資訊，並對可行方案評估過後，影響其購買意願。並參酌
Monroe and Krishnan(1985)及 Zeithaml(1988)之知覺品質、知覺風險與知覺價值構面，加
入產品屬性與產品品牌知識此兩變數所建立之架構。本研究之研究主體為探討影響消費
者對於液晶電視購買意願及決策之因素，驗證消費者對液晶電視之知覺品質及知覺風險
與購買意願之間因果關係為何。在架構上，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會透過知覺價值的調和
而影響到購買意願；並進一步來探討消費者在購物時所重視產品屬性(產品功能及來源
國形象)與產品品牌知識(品牌知名度及品牌形象)變數在液晶電視購買意願上是否有顯
著差異，本研究發展出圖 1 研究架構圖。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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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證分析結果 

一、抽樣對象與方法 

當前，對於巴西消費者而言，LCD-TV 為新興科技消費性產品，取代了傳統 CRT
電視的使用，由於本研究成員之一所屬公司於巴西有一百多個銷售據點，分佈於 3C 賣

場、量販店、品牌專賣店等(如表 1)，本研究認為此銷售據點的消費者具有相當代表性。

本研究問卷內容參考張嘉萍(2005)和林素吟(2007)，共設計了四大問項，由於巴西地區

不諳華語，因此將中文問卷內容翻譯成英文(參考附錄)，然後委託據點分佈同事針對

LCD-TV 有實際購買經驗或有意購買者進行問卷調查，採便利抽樣方式，樣本蒐集方式

為由巴西駐點主要窗口負責人 Joy Wang 幫忙將問卷發放至巴西各銷售據點，每個銷售

據點 3~4 份，共 400 份；請各據點窗口將問卷結果匯總至負責人。本研究於 2009 年七、

八月間發放問卷進行調查，以銷售據點之巴西民眾為研究之目標主體，共發放 400 份問

卷，回收有效問卷 249 份(有效回收率 62.25%)。 
 

表 1 巴西的銷售據點表 
家數 1 2 3 4 5 6 7 

銷售點 
類別 

百貨 
公司 

3C 
賣場 

量販店 傳統

家電

品牌 
專賣店 

網路商店 電視購物

頻道 
商店名 FNAC Mag 

Luiza 
Ricardo 
Eletro 

Extra 
Carrefour
Wal Mart

Casas 
Bahia
Ponto 
Frio

Pomamabucanas
Fast Shop 

Submarino Americanas
Shoptime

二、信度與效度分析 

信度(reliability)是指測量的一致性程度，所關心的是一個衡量工具的正確性，而不

管其衡量到的內容究竟為何或是測量所得是否正確，只關心測驗本身在重複衡量下是否

穩定、所得結果是否可靠。因此，信度並不是效度的保證，但信度高是一份有效度測驗

的基本條件，信度不足也就無效度可言。在基礎研究中，信度至少應達到 0.8 才可接受，

探索性研究中，信度只需達 0.7 就可接受。Wortzetl(1979)認為 Cronbach’s α 係數信度介

於 0.7~0.98 之間，皆算是高信度值，如果低於 0.35 則必需予以拒絕。由於本研究的問卷

設計為多個問題衡量相同一個變數，因此在信度的測量上採用 Cronbach’ α 的信度測量

方式進行。根據 Wortzel(1965)的看法，認為 α 值小於 0.35 為低信度，應予拒絕；介於

0.7~0.98 之間則為高信度，Bagozzi and Yi(1988)提出，信度應大於 0.6 以上較為恰當。

本研究信度大致上介於 0.6~0.9 之間，均達到可接受標準。效度(validity)是探討測量工具

是否真正能夠有效地測量出變數想要衡量的事務之程度。因此測驗量表所能正確檢定之

特性程度，就是效度。本研究為了能測量到理論上的建構或特質的程度，以理論、文獻

為基礎，參考過去學者的相關研究將內容加以修訂，因此本問卷設計具有相當高的內容

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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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構面信度值 
研究構面 因    素 Cronbach’s α 係數

產品屬性 

產品功能 

具有純淨及完美音質 

0.627 

影像畫質穩定不扭曲，不受磁場影響 
畫面亮度鮮明，解析度高 
畫面品質細膩自然，令眼睛感覺舒適 
具有省電功能的好處 
使用壽命較長 

來源國形象

具卓越設計感 

0.781 

重視研發創新活動 
引領全球流行時尚 
政經穩定度高 
世界流行的領導者 
產品藝術水準很高 

產品品牌 
知識 

品牌知名度

品牌擁有悠久的銷售歷史 

0.804 
品牌給人品質優良的形象 
製造商的信譽卓著 
製造商的生產技術水準卓著 
製造商重視產品的研發技術 

品牌形象 
品牌擁有較高的市場佔有率 

0.636 
品牌的知名度很高 
品牌具有良好口碑及聲譽 
品牌能帶給購買者實用性的價值 

知覺品質 

產品性能較平面電視來得好 

0.866 

影音控制功能可靠性很高 
製造技術水準高 
最佳的畫面品質表現 
耐用年限比其他類型電視來得長 
銷售供應商能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 
銷售供應商能提供完善的退換貨服務 
售後服務快速便利 

知覺風險 

與同級數位家電相比，播放功能比較差 

0.648 

功能操作與廣告所描述的有所落差 
購買液晶電視會減少其他家用產品花費 
購買液晶電視是一筆金額龐大的非經常性支出 
液晶電視的維護修理支出費用高 
液晶電視所展現的功能不如預期 
液晶電視高輻射、易閃爍，會影響人類健康 
親朋好友不認為購買液晶電視是明智抉擇 

知覺價值 

相較於同級家電產品，購買液晶電視是最佳抉擇 

0.808 
產品具有吸引力且令人滿意，購買是划算的 
所購買的液晶電視符合時尚科技潮流 
所購買的液晶電視是價格合理的高品質電視 
所購買的液晶電視令人感到物超所值 

購買意願 

願意花時間搜尋或了解相關資訊 

0.695 
考慮購買的可能性很高 
購買的意願很高 
願意在有展示的商店內停留更長的時間 
願意向親朋好友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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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描述性統計 

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是統計的初步程序，主要目的乃是將原始資料作一

番整理、組織和描述，並且利用各種統計圖表及統計量的計算使統計的結果展現出來(周
文賢，1997)。描述性統計亦是一種既簡單又有效的工具，用來描述樣本分配的集中及

離散情形，本研究利用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值及標準差等方法來了解樣本各項人口

統計變數資料(性別、婚姻、年齡、教育程度、職業及平均月收入)的分布情形，以及實

際消費行為變數(電視品牌、地點、尺寸及預算金額)等資料的統計，藉以顯示出樣本的

基本概況(表 3)。 
表 3 人口統計變數次數及比例表 

人口統計變數 項目 人數 比例(%) 
性別 男性 179 71.9 

女性 70 28.1 
婚姻 已婚 115 46.2 

未婚 134 53.8 

年齡 

20 歲以下 0 0.00 
21-30 歲 63 25.3 
31-40 歲 80 32.1 
41-50 歲 77 30.9 
51-60 歲 26 10.4 

61 歲以上 3 1.2 

教育程度 
國中或以下 5 2.0 

高中 43 17.3 
大學 156 62.7 

研究所 45 18.1 

職業 

農業 6 2.4 
工業 59 23.7 
商業 74 29.7 

科技業 32 12.9 
學生 17 6.8 

自由業 14 5.6 
其他 47 18.9 

月平均收入 

~500 REAL 27 10.8 
501~1000 39 15.7 

1001~2000 117 47.0 
2001~3000 39 15.7 

3000~ 27 10.8 

四、各研究構面平均數分析 

本研究是採李克五點尺度(1 分為非常不重視、2 分為不重視、3 分為普通、4 分為

重視、5 分為非常重視)來衡量問項。將產品屬性分為產品功能及來源國形象二大構面探

討，由表 4 可看出，LCD- TV 的消費者對於「畫面亮度鮮明」格外重視，平均數高達

4.59，畫面的品質細膩自然，令眼睛感到舒適平均數為 4.37，可見消費者對於 LCD-TV
的畫面非常重視；來源國形象則以「具卓越設計感」平均數 4.18，最為重視。在產品品

牌知識方面，分為品牌知名度及品牌形象二大構面探討，平均數幾乎皆大於 4，其中以

品牌知名度的「品牌給人品質優良的印象」平均數 4.40，為最重視，品牌形象的「品牌

具有良好的口碑及信譽」平均數 4.39，最為消費者重視。在知覺風險方面，平均數普遍

性偏低。在購買意願方面，「考慮購買 LCD-TV 的可能性」平均數最高 3.96，相當符合

目前南美地區 CRT 汰換 LCD-TV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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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研究構面平均數分析 
研究構面 因    素 標準差 平均數 排名

產品屬性 

產品功能 

具有純淨及完美音質 0.941 3.91 5 
影像畫質穩定不扭曲，不受磁場影響 0.870 4.15 3 
畫面亮度鮮明，解析度高 0.562 4.59 1 
畫面品質細膩自然，令眼睛感覺舒適 0.838 4.37 2 
具有省電功能的好處 0.993 3.41 6 
使用壽命較長 0.961 4.00 4 

來源國形象 

具卓越設計感 0.694 4.18 1 
重視研發創新活動 0.785 3.93 4 
引領全球流行時尚 0.840 4.01 2 
政經穩定度高 0.918 3.43 6 
世界流行的領導者 0.986 3.57 5 
產品藝術水準很高 0.712 3.96 3 

產品品牌 
知識 

品牌知名度 

品牌擁有悠久的銷售歷史 0.794 3.96 5 
品牌給人品質優良的形象 0.588 4.40 1 
製造商的信譽卓著 0.667 4.23 2 
製造商的生產技術水準卓著 0.754 4.17 3 
製造商重視產品的研發技術 0.712 4.10 4 

品牌形象 
品牌擁有較高的市場佔有率 0.750 3.86 4 
品牌的知名度很高 0.531 4.13 2 
品牌具有良好口碑及聲譽 0.543 4.39 1 
品牌能帶給購買者實用性的價值 0.656 4.11 3 

知覺品質 

產品性能較平面電視來得好 0.795 3.84 2 
影音控制功能可靠性很高 0.833 3.78 3 
製造技術水準高 0.846 3.69 5 
最佳的畫面品質表現 0.713 4.14 1 
耐用年限比其他類型電視來得長 0.866 3.59 7 
銷售供應商能提供專業的諮詢服務 0.778 3.53 8 
銷售供應商能提供完善的退換貨服務 0.755 3.64 6 
售後服務快速便利 0.870 3.71 4 

知覺風險 

與同級數位家電相比，播放功能比較差 0.886 3.02 3 
功能操作與廣告所描述的有所落差 0.922 2.97 4 
購買液晶電視會減少其他家用產品花費 0.792 2.92 5 
購買液晶電視是一筆金額龐大的非經常性支出 0.916 3.14 1 
液晶電視的維護修理支出費用高 0.877 3.13 2 
液晶電視所展現的功能不如預期 0.887 2.92 5 
液晶電視高輻射、易閃爍，會影響人類健康 0.846 2.44 7 
親朋好友不認為購買液晶電視是明智抉擇 0.694 2.20 8 

知覺價值 

相較於同級家電產品，購買液晶電視是最佳抉擇 0.694 3.73 5 
產品具有吸引力且令人滿意，購買是划算的 0.593 3.88 2 
所購買的液晶電視符合時尚科技潮流 0.652 3.78 4 
所購買的液晶電視是價格合理的高品質電視 0.696 3.94 1 
所購買的液晶電視令人感到物超所值 0.805 3.82 3 

購買意願 

願意花時間搜尋或了解相關資訊 0.685 3.88 2 
考慮購買的可能性很高 0.685 3.96 1 
購買的意願很高 0.700 3.83 4 
願意在有展示的商店內停留更長的時間 0.609 3.87 3 
願意向親朋好友推薦 0.800 3.58 5 

註：1 分為非常不重視、2 分為不重視、3 分為普通、4 分為重視、5 分為非常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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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主要是在分析自變數與應變數之間的變量關係，並以預測為目的之統計分

析研究方法。由於本研究自變數及應變數皆為區間尺度，屬於連續變數，所以擬採用直

線迴歸模式分析。採用迴歸分析方式來探討產品屬性及產品品牌知識對於知覺品質、知

覺風險、知覺價值及購買意願的影響程度。而迴歸模型中的共線性統計量 VIF 值為評斷

模型是否符合基本假設的標準之一，VIF 值之絕對值小於 10 以下為可接受範圍。 
(一) 產品屬性對知覺品質之影響 

產品屬性依架構分成產品功能及來源國形象兩個衡量構面，由表 5 結果顯示產品屬

性對知覺品質之多元迴歸(F 值=52.661，P<0.001)有顯著影響，表示產品屬性對知覺品質

有正向影響，此一結果證實 H1 成立，驗證 Zeithaml(1988)的『產品屬性愈佳，消費者的

知覺品質愈好』因果關係。其中，產品功能對知覺品質(迴歸係數=0.318)成正向關係顯

著，証實 H1-1 成立。顯示當 LCD-TV 產品功能愈好，愈能符合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所

感受到的品質愈好。其次，品牌來源國對知覺品質(迴歸係數=0.456，VIF 值=1.001)亦呈

顯著正向關係，此一結果證實 H1-2 成立，顯示消費者對 LCD-TV 的獨特性及創新功能感

到困擾而不知所措，來源國形象可作為消費者選購 LCD-TV 產品時的重要依據，驗證

Manrai and Manrai (1993)和 Ahmed and d’Astous(1993)所言之來源國形象愈佳，消費者的

知覺品質愈好的論述。 

表 5 產品屬性與知覺品質之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產品功能 
知覺品質 

0.318＊＊＊ 
52.661＊＊＊ 0.300 

1.001 
來源國形象 0.456＊＊＊ 1.001 

註：＊＊＊表 p<0.001 
 
(二) 產品屬性對知覺風險之影響 

產品屬性依架構分成產品功能及來源國形象兩個衡量構面，由表 6 結果顯示產品屬

性對知覺風險之多元迴歸(F 值=2.622，P<0.05)有顯著影響。然而，產品功能(迴歸係數

=0.073)對知覺風險呈負相關不顯著，另外來源國形象對(迴歸係數=0.129，P<0.01)對知

覺風險則是有顯著正向影響，結果顯示 H2-1 不成立，而 H2-2 也與研究假說不符合。可能

原因是南美地區消費者對於選購 LCD-TV 仍屬於體驗階段，對於產品功能以及品牌/製
造商來源不甚熟悉，均不足以降低消費者知知覺風險。因此，結果顯示 H2 不成立，表

示本研究並未發現產品屬性對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 

表 6 產品屬性與知覺風險之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產品功能 
知覺風險 0.073 2.622＊ 0.022 

1.000 
來源國形象 0.291＊＊ 1.000 

註：＊表 p<0.05；＊＊表 p<0.01；＊＊＊表 p<0.001 
 
(三)產品品牌知識對知覺品質之影響 

產品的品牌知識依架構分成品牌知名度及品牌形象兩個衡量構面，由表 7 結果顯示

產品品牌知識對知覺品質(F 值=60.648，P<0.001)之多元迴歸分析，顯示有顯著影響，此

一結果證實 H3 成立，顯示產品品牌知識對消費者知覺品質有正向影響。其中，品牌知

名度對知覺品質(迴歸係數=0.551，P<0.001)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證實 H3-1 成立，驗證

Gardner(1988)、Monroe(1990)、Dodds et al.(1991)等學者提出品牌知名度愈高時，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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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產品的知覺品質相對較高。品牌形象對知覺品質(迴歸係數=0.482，P<0.001)有正向影

響，證實 H3-2 成立，驗證 Richardson et al.(1994)、Grewal, Baker, and Borin(1998)、Dodds 
et al.(1991)、Zeithaml(1988)與 Shapiro(1983)等學者提出，產品的品牌形象愈好時，消費

者對產品的知覺品質相對較高之論點。 

表 7 產品品牌知識與知覺品質之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品牌知名度 
知覺品質 

0.551＊＊＊ 
60.648＊＊＊ 0.330 

1.726 
品牌形象 0.482＊＊＊ 1.726 

註：＊＊＊表 p<0.001 
 
(四)產品品牌知識對知覺風險之影響 

產品品牌知識依架構分成品牌知名度與品牌形象兩個衡量構面，由表 8 可知，產品

品牌知識對知覺風險之多元迴歸結果(F 值=0.583)，顯示無顯著影響，結果顯示 H4 不成

立，表示產品品牌知識對消費者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並不成立。其中，品牌形象(迴歸

係數值=0.017)及品牌知名度(迴歸係數值=0.064)兩個衡量構面對知覺風險呈負相關不顯

著，即 H4-1 和 H4-2 均不成立。可能原因在於消費者對 LCD-TV 品牌的認知仍屬於初步認

識階段，因此即使對產品品牌知識不充分，仍不足以降低消費者之知覺風險。 

表 8 產品品牌知識與知覺風險之多元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品牌知名度 
知覺風險 0.017 

0.583 0.005 
1.604 

品牌形象 0.064 1.604 
 

(五)知覺品質對知覺風險之影響 
由表 9 可知，知覺品質對知覺風險之簡單迴歸結果有顯著影響(F 值=4.835，P 值

<0.01)，其中知覺品質(迴歸係數值=-0.141，P<0.01)對知覺風險呈負向關係顯著，證實

H5 成立，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對知覺風險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關係。 

表 9 知覺品質與知覺風險之簡單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知覺品質 知覺風險 -0.141＊＊ 4.835＊＊ 0.020 1.000 

註：＊＊表 p<0.01 
 
(六)知覺品質對知覺價值之影響 

由表 10 分析結果顯示，知覺品質對知覺價值進行簡單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知覺品

質明顯地正向影響知覺價值(迴歸係數=0.560，P<0.001)，H6 成立。此結果與 Monroe and 
Krishman(1985)的觀點相同，亦表示消費者對於 LCD-TV 產品的整體優越性判斷愈佳，

其功能評估也愈高。 

表 10 知覺品質與知覺價值之簡單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知覺品質 知覺價值 0.560＊＊＊ 113.016＊＊＊ 0.314 1.000 

註：＊＊＊表 p<0.001 
 
(七)知覺風險對知覺價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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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1 分析結果顯示，知覺風險對知覺價值之簡單迴歸沒有顯著影響，顯示迴歸

分析中 H7 不成立。此現象可能表示，消費者心中對功效評估並無將風險納入整體評估。 

表 11 知覺風險與知覺價值之簡單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知覺風險 知覺價值 0.004 0.003 0.000 1.000 

 
(八)知覺價值對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 

由表 12 分析結果顯示，藉由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進行簡單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知

覺價值越高(迴歸係數=0.368，P 值<0.001)的消費者，其購買意願越高(F 值=38.654，P
值<0.001)，此結果支持研究假設 H8 成立，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呈正向相關顯著影響。

消費者購買意願乃取決於知覺價值的高低；當知覺價值越高，購買該產品的醫院就愈

大，此結果與 Zeithaml(1988)所提出知覺價值會影響購買意願之論點相呼應。 

表 12 知覺價值與購買意願之簡單迴歸分析 
自變數 應變數 迴歸係數 F 值 調整後 R2 VIF 值 

知覺價值 購買意願 0.368＊＊＊ 38.654＊＊＊ 0.351 1.000 

註：＊＊＊表 p<0.001 
 
(九)路徑分析 

參酌 Monroe and Krishnan(1985)及 Zeithaml(1988)所提及知覺品質、知覺風險與知覺

價值三構面，在產品屬性、產品品牌知識此兩變數與購買意願間的中介變數之觀點，本

研究以 SPSS 的多元迴歸功能進行分析的結果顯示，解釋變異量分別是購買意願的

0.498(F 值=15.377，P<.001)、知覺價值的 0.582(F 值=30.027，P<.001)、知覺品質的 0.620 
(F 值=76.751，P<.001)，而以知覺價值、知覺品質及知覺風險扮演了中介變項的角色，

產品屬性與產品品牌知識可藉由中介變數間接影響購買意願。整體模型估計結果如圖 2
路徑圖所示，結果顯示產品屬性是影響購買意願最重要的解釋變數，不僅具有直接效果

(0.158)，也具有間接多重間接效果，總效果為 0.262；其次造成購買意願影響的為知覺

品質，總效果為 0.254。 
 

 
 
 
 
 
 
 
 
 
 

註：＊表 p<0.05; ＊＊表 p<0.01; ＊＊＊表 p<0.001 
圖 2 路徑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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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論 

產品內在功能屬性依產品別面變化，根據期望理論，當購買產品功能愈好，愈能符

合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所感受到的品質愈好。產品外在屬性如來源國形象也作為推論

品質的信號，來源國優勢愈好，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好，驗證 Zeithaml(1988)提及「來

源國形象愈佳，消費者的知覺品質愈好」的論點。消費者的產品品牌知識之品牌知名度

及品牌形象愈佳，消費者知覺品質愈好，驗證 Gardner(1988)、Monroe(1990)、Dodds et 
al.(1991)等學者提出品牌知名度及品牌形象愈高時，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品質相對較

高。產品屬性的產品功能及來源國優勢，常被消費者使用作為初步判斷的內外在線索，

以降低購買後所產生的風險；而產品品牌知識在消費者進行購買決策時，也扮演重要腳

色，消費者通常會選擇熟悉且具有品牌的產品以降低風險。但由研究結果顯示，無論是

產品屬性或是產品品牌知識對知覺風險皆沒有顯著影響，這與大多數學者以及相關研究

有些許差異。根據相關資料判斷與查證，LCD-TV 對於南美地區一般消費者仍歸屬於較

先進的高科技產品，許多最新技術並不是他們所重視甚至不知道，排除價格因素，品牌

知名度及外觀是影響南美消費者最主要因素。因為對高科技產品以及新技術的不熟悉，

也因此無法判別及觀察產品屬性或是品牌知識與風險之關係。購買液晶電視對於當地消

費者最大的知覺風險為支出費用較為龐大，購買價格是最大的考慮，表示消費者心中最

大的風險因素。 
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對產品整體優越性的評價，當消費者在購買時對知覺品質愈好，

對未來可能遭受的不確定性損失就愈少，知覺風險會降低。證實 Wood and Scheer(1996)
所提及，利益、貨幣成本和精神成本會透過整體交易的評估(即知覺價值)來影響購買意

願的看法。整體而言，知覺品質愈好，消費者的知覺價值也就愈高，驗證 Monroe and 
Krishman(1985)的觀點，表示消費者對於產品整體優越性的判斷越好，其功能評估也越

好。然而此研究中的消費者心中知覺風險的高低，並無影響產品之整體功效評估，主要

原因仍在於其消費者對於風險評估以「價格」為最大考慮，唯有銷售價格佔常性支出於

合理性降低消費者之知覺風險時，推論知覺價值始能隨之提升。 
由實證結果顯示，消費者的知覺價值對購買意願呈正向顯著關係。消費者購買意願

乃取決於知覺價值的高低；當知覺價值愈高，消費者購買該產品的意願就愈大，與

Zeithaml(1988)所提出知覺價值會影響購買意願；以及 Monroe(1990)提出消費者的知覺

價值愈大，購買意願也就愈高結果相同。 

二、管理意涵 

(一) 強化產品品質功能，以提升消費者知覺價值 
根據研究假設驗證，產品屬性會影響知覺品質，進而影響到知覺價值。消費者在產

品屬性裡尤其重視「外觀」，在品牌知識裡以「品牌優良信譽」最為重視。由於巴西消

費者對於新技術涉入較低，因此產品外觀及品牌知名度就成為影響消費者購買的重要因

素。回顧 2009 年，本研究之研究者之一所屬公司之自有品牌於巴西地區各方面成績皆

有成長，無論是在銷售量、銷售總額及市佔率等，根據此研究結果，建議未來 2010~2012
三年內，應將方向著重於外觀產品，除穩固現有市佔率，更要抓緊與擴大銷售據點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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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率更近一步。如：(1)與策略聯盟面板廠商統一大量採買舊款無亮點面板，與潮流同步

之外觀設計搭配幾近淘汰之電氣設備。(2)於 2010 年，巴西政策規定 32”以上大尺吋需

採用 ISDB-T 數位電視標準，並在其巴西國內市場上推出了高清電視服務(HDTV)，此政

策將為巴西帶來舊有類比系統電視更換潮。 
(二) 降低消費者知覺風險，採低價格銷售策略 

本研究並未發現產品屬性對知覺風險有負向影響，雖也未顯示知覺風險與知覺價值

之間的顯著關係，且即使對產品品牌知識不充分，仍不足以降低巴西消費者之知覺風

險。以 2008 年巴西的收入來說，雖然南北各地區有所差異，但稅後平均收入約為一千

多 Real(1.8 Real=1 USD)。根據長期駐點巴西銷售人員表示，影響南美消費最重要因素

為零售商及銀行所提供的付款方式。購買液晶電視所需的花費相較於平均收入遠高於許

多，也因此大多數人特別喜愛使用分期付款方式，例如：一台 32”液晶電視 400 元美金，

分期 12 次或是 24 次，每個月只需負擔 17~33 美金。由此可見，巴西消費者基於物價水

準，對於產品知識涉入程度較低，反而重視價格，故本研究建議採低價格銷售策略，以

降低消費者知覺風險。 
(三) 適切產品定位，以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 

平面液晶電視於 2010 將首度超越 CRT 於南美地區的比例，完全取代的期間約 4 年

之後；最受喜愛電視吋別為 32”，佔市場銷售比例約為 50%。2010 年世界盃足球賽更是

加強品牌知名度及行銷的重要時間點，能夠提供完整的行銷策略以及產品完整性，搶先

於世足佔得優勢地位，將為往後廣大的市場不容小覷的基礎。根據巴西政府廣大的民調

(調查資料超過全過 52%人口)，在一億人口中前五大電器升級希望中，以 TV-Plasma/LCD
比例最高，佔 68%，更可看出整個巴西地區消費者對於 LCD-TV 需求相當可觀。以上分

析顯示，把握適當時機行銷加強品牌印象，正確產品包含外觀、尺寸，及價格定位，將

是未來巴西地區銷售 LCD-TV 的重要方向。此也證明為何現今各品牌大廠已經將各自經

營成功策略及手法逐步移植到巴西的原因，繼已開發國家廝殺戰場大局陷入膠著之下，

巴西地區早已成為各家眾目睽睽成為下一個戰場焦點。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本研究希望能以產品屬性與品牌知識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的觀點，來了解新興市場

消費者選擇液晶電視產品時，受產品屬性與品牌知識效果影響的程度，透過粗略的實際

問卷調查與分析來實證與比較過去研究結果，但研究過程中仍面臨下列限制：(1)衡量構

面：本研究於不顯著項目中，以「知覺風險」有別於過往研究結果，其中差異之可能原

因在於液晶電視目前階段對巴西消費者而言以首購比率較高，所在乎之風險於價格高低

為多，故未來研究建議在知覺風險提列更精確之衡量構面，以及可在價格風險上有較多

著墨，甚至可獨立成為其中一大變數，再探討與知覺價值、購買意願等構面之相關性。

(2)問卷製作：巴西地區母語為葡萄牙語，由於語言上限制，只將問卷內容翻譯成英文，

此將影響消費者填寫族群，建議後續研究者為了問卷完整度，首要應將語言翻譯成研究

地區消費者之母語。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新興消費者行為研究，液晶電視對於新興消費者在產品屬性及品

牌認知上仍屬於體驗階段，且無法針對目前知名液晶電視廠牌大廠進行訪談，對各大廠

之進軍新興市場的經營策略無法進一步深入探討及了解；加上液晶電視仍有通路獨特

性，對於通路商的品牌形象也未能深入探討，這些均有待日後研究。在有限的人力、物

力資源下，本研究問卷調查只能是粗略的在本公司銷售據點以購買電視液晶電視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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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訪問對象，相較於巴西地區超過一億人口廣大範圍之下，其問卷缺乏母體資料樣

本，難以檢驗樣本是否符合母體特性，亦無法代表整個市場狀況，若往後能增加抽樣樣

本數量以及擴大抽樣地區，將能有更多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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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 
D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n academic questionnaire of a research concerning "how product property and brand affect 
consumers'' willingness of purchase-take LCD TV as an example." You want to do this questionnaire 
anonymously. All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for academ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so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s without worry.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providing information! 
Best Regard,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hun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dvisor：Professor Lee, Cheng-Wen 

Student：Chung, Chia-Ling 

Part One, A variety of LCD TV functionality v.s. Attractiveness to Buy 
1. How do you agree on the Product Features of LCD 

TV？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proper size and thickness, suitable for interior design      

2 pure and perfect sound quality      

3 steady image quality, no twisting and disturbance by the 
magnetic field      

4 bright and vivid view, high dpi      

5 view quality is delicate and natural, comfortable to the 
eyes      

6 electricity saving      

7 longer usage duration      

Part Two, A variety of key factors to determine appropriate purchasing behavior 
(1) If you want to or already purchase an LCD TV, which of the following brands you will choose? (check only 

ONE brand)： 
   SHARP    SONY     Samsung    LG     AOC      Panasonic     

PHILIPS   Others________ 
 

(2) How do you agree the origin come from?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excellent design ability      

2 emphasiz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reativity      

3 leading the worldwide fashion trends      

4 highly stable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5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fashion      

6 high standard of the art of th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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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en you are choosing the brand of an LCD TV, how 
do you agree on the Brand Image & Reputation?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with higher market share      

2 with high brand fame      

3 with good brand acclaim and reputation      

4 bringing the consumers practical value      

5 with long selling history      

6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good quality      

7 high prestige of the manufacturer      

8 outstanding producing technique level of the 
manufacturer      

9 The manufacturer thinks highly of the R&D and 
innovation of the product      

(4) When you are choosing the brand of an LCD TV, how 
do you agree on the overall quality & features 
performance?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The functions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Flat CRT TV and 
PDP TV      

2 The media control function is highly reliable      

3 High level of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4 The best image quality      

5 The usage duration is longer than other types of TV.      

6 Distributors/Dealers provide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service.      

7 Distributors/Dealers provide complete return or 
exchange service      

8 The after-sales service is fast and convenient.      

(5) When you are choosing the brand of an LCD TV, how 
do you agree on the following uncertainties and risks?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Compared to the appliance of the same level, the play 
function is worse      

2 The function manipulation doesn't correspond with 
commercial or Ad      

3 Purchasing an LCD TV reduces the expenditure on 
other commodities      

4 Purchasing an LCD TV costs a big amount of money 
and is not a regular expense ………………………...      

5 The expense of preserving or fixing the LCD TV is not 
expensive      

6 The functions the LCD TV shows are not like what you 
have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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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family and friends don't think that purchasing an 
LCD TV is a smart choice      

8 Purchasing an LCD TV is not a behavior that 
corresponds to my status      

(6) When you are choosing the brand of an LCD TV, how 
do you agree on the overall value of the TV brings to 
you?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Compared to the appliance of the same level, 
purchasing is the best choice      

2 The product is attractive and satisfying. It is a good 
deal to purchase      

3 The LCD TV you choose catches on the fashion and 
technology trends      

4 The LCD TV you choose is a high quality TV with 
reasonable price      

5 The LCD TV you choose is well worth it's value      

Part Three, Your opinion on your will to purchase an LCD TV 

(1) How do you agree on your purchase willingness of the 
brand of LCD TV you choose? 

totally 
disagree disagree no 

comment agree totally 
agree 

1 willing to spend time searching for or to know relative 
information      

2 high possibility of purchase      

3 high willingness to purchase      

4 willing to recommend LCD TV to other family and 
friends      

5 willing to stay longer at stores displaying LCD TV      

(2) Where do you usually go to purchase LCD TV? (check only ONE answer) 
   department store      3C market    hypermarket   traditional appliance store 
   brand sole distributor  online shop    TV shopping channel    Others________ 
(3) If you are going to purchase an LCD TV,  which size you would choose? (check only ONE answer) 
   19"~23.6"       24"~27"     32"~37"        40"~42"      46"~ 
(4) If you want to purchase an LCD TV, how much is your budget?  (check only ONE answer) 
   ~1000 REAL       1001~2000     2001~3000    3001~5000  5001~ REAL 
 

Part Four, Your basic personal information 
(1) Gender:       male         female 
(2) Marital status:  single        married 
(3) Age:   20 years old or under    21-30  31~40  41~50  51~60   61~ 
(4) Education: junior high or under senior high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or above 
(5) Career:   agriculture  industry   business   technology student  liberal     

others_______ 
(6) How much is your average monthly income? 
   ~500 REAL       501~1000    1001~2000      2001~3000    3001~ REAL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Have a nice d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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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多目標最佳化問題中，子群體基因演算法是一種基於母體的啟發式搜尋

方法，不同於單一目標的子群體基因演算法，它是利用在多種目標中找尋柏拉

圖最佳解。由於傳統基因演算法在求解過程中，常因為收斂過快導致陷入局部

最佳解，進而減少搜尋解的空間，因此，此研究中，我們將利用兩種不同的人

造染色體運算元導入在某些世代數中，其注入具有獨特性且求解較佳的染色

體，這樣的機制能提供較大的求解空間獲得較佳的解。實驗結果顯示，在測試

案例中，多目標排程問題透過兩種運算元的處理能快速收斂，且同時達到柏拉

圖求解的均勻分散。 

 

關鍵詞：流程型排程問題、多目標排程、人造染色體、柏拉圖求解、子群體基

因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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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s is a population-based approach in multiple 
objectives optimization problems. Different from the single objective problem, 
sub-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s is used to find the Pareto solutions of different objectives.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mechanic in the genetic algorithms will diminish the searching 
space while evolving; it causes the solutions fall into the local optima. In this research, two 
different kind of artificial chromosome operators will be introduced. The artificial 
chromosomes will inject to the population to search a better combination of chromosomes 
while Genetic Algorithms is evolving, this mechanism will provide a more expansive 
searching space. The experiments result shows that these two operators possess fast 
convergence and the average scatter of Pareto solutions simultaneously for solving 
multi-objective scheduling problems in the test instances. 
 
Keywords: Flowshop scheduling problem, Multi-objective scheduling, Artificial 

chromosome, Pareto solutions, Sub-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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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作業研究領域文獻中，流程型排程（flowshop scheduling）問題是一種眾所皆知

的排程問題。也是建立製造程序中流程型方式是最有效用，流程型排程的處理是一個

作業機制，包括多台機器和工件可在機台處理，所有工件在個別機台上都是相同的流

程進行處理，只要一開始啟動作業，其中工件的處理是一種不可中斷的運作。本研究

的目的是找尋一個工件加工的順序，能夠讓處理時間與完工時間達到最小化。 
傳統技術常利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來快速求得較好的加工順序

來縮減作業時間，但是基因演算法容易產生快速的局部收斂的現象，造成加工調度時

間仍不佳，因此為了解決工件調度的流程型排程問題，本研究著重在基因演算法中提

出一種新的概念，利用產生人造染色體（artificial chromosomes, ACs）來進一步改善求

解的品質。在產生人造染色體中，每個工件所指派的順序是依賴過去演化世代中工件

出現在某些順序的機率下所建構出來，其中的機率模型是先前演化世代的菁英染色體

（elite chromosomes）中所挖掘出來的基因結構（Chang, 2005），而不是交配（crossover）
與突變（mutation）操作所帶來的基因效果，因此，本研究的演算法對於後代演化能

夠增加求解效果。根據先前的研究，(Wang, 2010)、(Rastegar, 2006)及(Zhang, 2005)所
提出建構在機率模型下的基因演算法，利用機率模型為基礎的基因演算法目前只有少

數的研究者使用在離散型演化演算法中。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主要是針對靜態確定性的多目標流程型排程問題做一研究與探

討，考量流程型生產型態的排程，而發展一改善的演算法，經由比較後來驗證本研究

所提出之方法的適用性及效益。 
 

貳、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多目標演算法以及加入人造解所帶來的影響，因此本章節首

先將對於以往求解多目標排程問題中較著名且常出現在多目標研究中做為比較的三種

方法：SPEA-II 及 NSGA-II、MGISPGA。此外，由於本研究之方法乃建構於 SPGA 之

上，故也將在此做一介紹。 
一、 多目標排程問題 

(一)Strength Pareto Evolutionary Algorithm-II（SPEA-II） 
SPEA-II 是由 Zitzler 等人於 2001 年提出，此方法是經由 SPEA（Zitzler, 1999）

改善而來，此方法與其前身 SPEA 主要有三大不同點： 
i. 適合度指定（Fitness Assignment）︰SPEA-II 中每一個個體皆計算出一個強

度值，而 SPEA-II 計算適合度的模式並不是只依據強度值，還依據擁擠程度，

此為第二特點。 
ii. 擁擠程度衡量（Density Estimation）：SPEA-II 中，每個個體皆有自己的強度

值，另外還有一個 k
iσ 值，本研究稱之為擁擠程度值， k

iσ 的計算是先將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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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標的目標值進行排序，單一個體的 k
iσ 值等於其在每一個子目標的目標值

與其第 k 個相近的目標值差的總和（k-th neatest neighbor）。適合度值等於本

身強度值加上擁擠程度值。 
iii. 外部儲存檔案截斷方法（Archive Truncation method）︰SPEA-II 中外部儲存

檔案的大小是固定，而且只有在外部儲存檔案中的個體可進行交配、突變。 
(二)Non-dominated Sorting Genetic Algorithm-II（NSGA-II） 

NSGA-II 是由 Deb 等人於 2000 年提出，此方法是將其前身 NSGA 中的適合

度均分的部份進行改善，改採取計算擁擠距離（Crowding Distance）來判斷個體

的擁擠程度並達到求解擴散性的目標。NSGA-II 的演算流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部

分，茲介紹如下︰ 
i. 非凌越解排序（Non-dominated Sorting）：非凌越解排序是將 N 個親代和親

代產生的 N 個子代組合成數量為 2N 的母體，再依個體的凌越狀況將其分級。 
ii. 計算擁擠距離（Crowding Distance Computation）：此步驟的目的在降低較擁

擠的非凌越解其競爭能力。 
iii. 擁擠程度比較運算元（Crowded Computation Operator）：此運算元是用來進

行選擇的工具。主要依據二個比較原則，一為個體所屬的等級，等級愈小則

愈好；另一為個體本身的擁擠距離，擁擠距離愈大的個體，表示其所屬區域

較不擁擠。 
(三)Mining Gene Structures with Inheritance Sub-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
（MGISPGA） 

MGISPGA 是由陳啟嘉於 2006 年提出。此方法繼承 SPGA 的概念並利用承接

個體與基因結構探勘達到強化收斂，其特點如下： 
i. 適合度指定的方式同樣是以權重法來給定，根據各子群體的權重給定其適合

度函數值。 
ii. 藉由個體的承接以及基因結構探勘，可有助於其在搜尋的過程中，獲得較佳

的收斂性。 
iii. 適合度指定的方式乃以權重法計算而得，因此在演算的複雜度上低。 
iv. 所需設定的參數過多。 

(四)Sub-Population Genetic Algorithm（SPGA） 
SPGA 是由 Chang 等人於 2007 年提出。此方法將母體區分成多個子群體，而

每個群體給予不同的權重組合，針對不同的搜尋方向加以搜尋，如此可有效地兼

顧到解的擴展性及收斂性。SPGA 主要的特色如下： 
i. 將母體區分為若干個子群體，讓若干個子群體以分工的方式進行搜尋，各個

子群體是獨立的且彼此間沒有關連。 
ii. 以權重方式將多目標問題轉換為單一目標函數，且每個子群體給予不同的權

重組合，如此等同於給予每個子群體一個搜尋的方向。並設置一個外部儲存

檔案來記錄搜尋過程中出現的非凌越解，並在交配的過程中，從中選取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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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加入。 
下圖即為 SPGA 求解的示意圖： 

Pareto Set

Sub-population 1

Sub-population 2

Sub-population 3

Sub-population n

 
圖 1  SPGA 求解示意圖 

二、基因演算法中的人造染色體（Artificial Chromosome 2, AC2） 
Chang 等人於 2005 年提出人造解的機制，並在 2007 年提出 AC2 方法。AC2 為根

據基因演算法在演化過程中之基因位置資訊，轉換成優勢矩陣，進而產生人造染色體，

不經過交配及突變，產生下一個世代；其中藉由輪盤法（roulette wheel selection, RWS）
增加人造染色體之多樣化，且依照輪盤法來指派工件到位置上，如果優勢矩陣中有愈

高的機率，則其工件被指派到特別的位置機率也愈高，藉此使得演化過程快速收歛，

並更進一步有效的找到更好的解。以下為 AC2 之演算流程。 

步驟1：產生優勢矩陣（Generate Dominance Matrix） 

以基因結構探勘的方法來找出這些有用的資訊，將其每個解所在的排序位置放置在

優勢矩陣中，再利用這個優勢矩陣所記錄下的資訊，建構出所需的人造染色體集

合。方法為每一條染色體的排序會以投票之方式記錄於一優勢矩陣中。其優勢矩陣

公式如下所示：（ n 為染色體長度， popN 為母體大小， t 為目前之世代數， k
ijV 為群

體中之第 k 條染色體，i與 j 為第 i個工件於第 j 個位置， ijP 為第 i個工件於第 j 個位

置所發生之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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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2：產生人造染色體（Generate Artificial Chromos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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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輪盤法（RWS），依據優勢矩陣中每個工件在其位置的機率，運用對輪盤射飛

鏢的觀念，將工件指派到位置上，以下為輪盤法之公式：（ ijP 為第 i個工件於第 j 個
位置所發生之機率， jpos 為指派到 j 位置上） 

   { }nj
P

P
pos n

i
ij

ij
j ,,3,2,1

1

=∀=

∑
=

 
 

當我們指派一個工件到位置上之後，優勢矩陣的這個工件和位置就會被移除，繼續

選擇下一個工件，直到所有工件都被指派。 
 

參、問題定義與研究方法 

一、問題定義 
流程型的處理方式適合建立生產處理流程。置換流程型是一種工件處理的設置，

其中包含許多工件和許多機器的一起運作，所有工件依序相同的機器或處理順序。本

研究目標是找尋一組折衷的解，能使得完工時間（makespan）與最大延遲時間

（maximum tardiness）最小化。 
流程型排程問題是一種典型的指派問題，其中有 n 個不同的工件必須指派到 m 個

機器上作處理，每台機器都有相同的工件處理順序來運作，每個工件在個別機台的處

理時間均相同，每個機台同時間只有一個工件在處理，相對每個工件同一時間也只能

在一個機台上處理。這樣的問題是在尋找一個工件處理順序能夠使得完工時間最小

化，其時間計算依據最後一個工件在最後一個機台的完成時間代表整體的完工時間，

假設 iC 表示一個工件 i 的完工時間，然後求得最大 iC 最小化，甚至其它的限制條件使

得最佳化求解品質。舉例來說，每一工件皆以相同的作業順序{ }n,2,1 經過m 部機器

加工，其計算方式如下： 
( ) ( ) ( ){ } ( )jiPjiCjiCjiC ,1,,,1max, +−−=   

因此可定義其最後總完工時間（makespan）： 
( )mnCC ,max =  

最大延遲時間（Minimize Maximum Tardiness, maxT ）： 
{ }nTTTT ,,,max 21max = ； { }0,max iii dCT −= ； ni ,,2,1=  

舉一簡單例子說明，見下表，假設其加工順序為{ 3 1 5 2 4 }，依照排列式流程可

得結果如圖 2 所示，而所得的總完工時間（ maxC ）為 20。最大延遲時間（ maxT ）為

Max（-1,1,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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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工件加工時間表 

工件 1 2 3 4 5 
機台 A 2 3 2 4 1 
機台 B 1 3 1 5 2 
機台 C 1 2 2 3 3 
交  期 5 12 6 17 8 

 

 
圖 2  排列式流程示意圖 

其中： 
n ：工件之數目 
m ：機器之數目 
( )jiP , ：工件 i在機台 j 之製程時間 

id ：第 i個工件之交期 
( )jiC , ：工件 i在機台 j 之完工時間 

iT ：工件 i的延誤時間 
 
一般來說流程型排程問題能夠定義為在不同的機台上可以變動工件的順序，然而

實際上問題的複雜上升時，一般流程型排程問題能夠改善的求解品質相較於調動流程

型排程非常有限，其求解空間將從 !n 增加 ( )mn! 。例如，最小化平均處理時間（一個工件

進入處理所花費的時間）或最小化平均延遲時間（每個工件超出交期的時間）。其他實

際產業生產問題如：多個工件所到達的時間不相同，將有可能工件順序相依的設置時

間，或者機器之間有限制緩衝時間等等。根據工廠生產排程問題的特性，在合理的時

間限制下，事實上是非常複雜，然而 GA 方法提供了一個可以實現解決更為複雜的生

產排程問題。GA 可以產生一個處理流程的序列（每個染色體可視為一個可行解）作

為決策，因此，透過 GA 所產生的可行解，應用在目前問題已經獲得相當滿意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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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提出運用子群體基因演算法結合兩種人造染色體來解決流程型排程問題，

除了原有基因結構探勘的概念（Chang, 2005），也從過去的研究建構了優勢矩陣，此

方法稱為 AC2。然而本研究能夠改善傳統技術產生的求解空間縮減，導致快速收斂及

陷入區域最佳解，因此，本研究將修改 SPGA 及 AC2 的相關機制，提出第三代人造染

色體（AC3）。 
本研究將 SPGA 之流程以虛擬碼的方式呈現如下：  

1. Initialize  
2. Divide  Population 
3. Assign Weight To Each Objectives 
4. while counter < Iteration do 
5. for i = 1 to population number do 
6. FindPareto（i） 
7. Fitness（i） 
8. Elitism（i） 
9. Generate the Priority Matrix（i） 
10. Selection（i） 
11. Generate the Artificial Chromosomes（i） 
12. Mutation（i） 
13. Replacement（i） 
14. counter counter + 1 
15. end while 

 
以下將詳細說明 AC3 的產生步驟: 

(一)基因資訊轉換至在先關係矩陣（Priority Matrix） 
原始 AC2 優勢矩陣（Dominance Matrix）所記錄的是每個工件與順序的關係，

利用此矩陣產生 AC2 注入演化世代中。根據本研究徹底觀察結果，此優勢矩陣仍

容易產生無效的解，而使得加速進入區域最佳解，特別是在多目標問題上也是如

此。本研究提出一種優先順序矩陣來只換掉優勢矩陣，例如，工件 j 是在工件 i
之前，對應優先順序矩陣位置的值加 1，五個工件產生 AC 的流程解釋如下，假

設有 n 個比平均適合度更好的染色體，然後計算 n 個染色體的基因資訊到在先關

係矩陣，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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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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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收集基因資訊與轉換到在先關係矩陣 

(二)產生人造染色體 
相同地收集基因資訊到在先關係矩陣，每個染色體的工件指派到序列位置

上，首先隨機決定第一個要指派的工件，然後下一個工件指派則利用輪盤法基於

機率式的產生方法，針對已指派之工件後根據在先關係矩陣的工件先後關係作計

算，其他工件指派依序重複上述步驟直到所有工件都被指派到序列上。假設第一

個要指派工件是工件 2（job 2），其接續出現在工件 2 的工件有 1、3、4、5，對

應出現頻率為 8、15、7、5 轉換至機率分別為 8/35、15/35、7/35、5/35，如圖 4
右側所示。獲得此機率值後根據輪盤法的準則，依序完成其他工件之指派。 

1 2 3 4 5

1 - 11 8 9 7

2 8 - 15 7 5

3 11 4 - 4 18

4 13 12 5 - 5

5 5 8 7 15 -

Job
(front)

Job 
(back)

Step 1

Step 2

Step 4

Step 3

Job Prob.

1 8/35

3 15/35

4 7/35

5 5/35

Step 1.

Job 3 is 
selected 
by RWS

 
圖 4 工件 2 之後指派工件的機率 

 

肆、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流程型排程問題的案例為標準標竿案例（Reeves, 1995）進行研究及驗

證，其案例中有 30 個工件在 10 個機台上的排序。演化目標分別為 Obj.1：總完工時間

（Cmax）、及 Obj.2：最大延遲時間（Tmax）最小化，並將實驗結果與 SPGA、Elite SP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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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效果比較，經由 30 次重複的試驗後，其案例的平均測試結果如表 2、圖 5、圖 6
及圖 7 所示。 

表 2 SPGA 結合不同技術之實驗結果 

Goal 
Simple SPGA 
（SGA） 

Elite SPGA 
（EGA） 

SPGA-AC2 
（AC2） 

SPGA-AC3
（AC3） 

Minimum solution for the 
generation 

2301.83 2136.17 2142.40 2137.97 

The STDEV of minimum solution 
for the generation 

1.69 2.76 3.20 2.83 

The STDEV of average solution for 
the generation 

1.40 4.58 16.53 16.48 

 
圖 5 演化世代數過程之解的最小目標值 

 

圖 6  AC2 演化世代數過程之解的平均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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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C3 演化世代數過程之解的平均目標值 

由圖 5 中可以得知 AC3、AC2 與 EGA 在求解最小值的情況下，三種方法收斂的

效果是差不多的，也證明了該方法的收斂性；但是人造染色體（AC）在本研究中被應

用的效益是期望能夠在演化的過程當中，不斷的加入新的染色體來擾動整個母體，使

之保持變異性，該成效可由圖 6、圖 7 中發現，在演化過程中每個世代其平均解的品

質不斷的在跳動，表示在母體中每個染色體的同質性不會太大，因此我們在看柏拉圖

解的時候（圖 8），可以明顯的發現 AC3 的柏拉圖解品質比其他方法好很多，由於 SGA
之解品質太差，因此在圖 8 中無法呈現。 

 
圖 8  AC3 與 AC2 及 SPGA 的柏拉圖解 

根據上述的實驗結果所示，在小型排程問題中，本研究解決了小幅改善求解部分，

AC2 與 AC3 雖然未能大幅地改善求解品質。但是當注入人造染色體時，使母體中的

染色體產生了擾動，因此在進行交配、突變等演化過程時，染色體不會收斂至區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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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解，增加了搜尋的空間，因此 AC3 的機制可在更複雜的多目標問題中，在求解空間

內找尋到更佳、更有效的解。 
 

伍、結果與討論 

透過此研究實驗結果，特別在小型多目標排程問題利用 AC3、AC2 及多目標基因

演算法的結合，來產生更佳的求解效果。從實驗結果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演化過程中加

入人造染色體可以有以下效果： 
1. 維持演化過程中解的收斂性 
2. 保有每個世代中母體的變異性（免於落入局部最佳解） 
3. 具有較佳的柏拉圖解 

因此在基因演算法中加入人造染色體的機制是有其效益的，而 AC2 與 AC3 最大

的差別在於 AC2 是使用優勢矩陣、AC3 是使用在先關係矩陣，兩者的差別在於 AC2
僅考慮了每個工件在特定位置上出現的頻率，而 AC3 卻考量了每個工件出現的先後關

係，因此在看柏拉圖解時，採用相對關係的 AC3 表現的較佳，因此未來可以在每個工

件彼此之間的關係上去做更多的探討，相信會對於整個多目標問題求解帶來更多的效

益。 
另外，由於一般多目標基因演算法對於大型排程問題表現的都不是很好，未來可

以考慮將人造染色體的機制拓展到更多維連續問題，或者改善大型的排程問題中，進

一步研究如何尋找產生更好的多目標基因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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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兩種重要的部屬行為即組織公民行為和印象管理對主管與部屬交

換關係之關聯性的影響。在過去文獻中，指出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會受到組織公

民行為與印象管理的影響，但都是以各別的角度探討，而對於三者間是否有相互

影響之相關研究仍不多。本研究運用多元迴歸分析以台北縣製造業為研究對象，

探討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之關聯性，以及提出印象管理對組織公

民行為與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之關聯性有調節效果。研究發現組織公民行為子構

面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有顯著相關，加入調節變數印象管理後，結果發現在組織

公民行為子構面「敬業樂群」部分除「哀求」構面外，其餘構面都具有調節效果，

其中以「自我推銷」及「奉承」構面最顯著。本研究亦針對研究發現提出實務管

理意涵及後續研究建議。 

關鍵詞：主管-部屬交換理論、印象管理、社會交換理論、組織公民行為、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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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how two important subordinate behavio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affect the leader-member-exchange. Past literatur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OCB) and impression management 
(IM) affected leader-member-exchange (LMX). However, they have just discussed their 
relationships independently instead of the mutual joint influence between thes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we have employed multiple-regression to analyze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aipei County. We attempted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CB and LMX, and to explore whether or not IM plays a moderating role between OCB and 
LMX.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re w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dimensions of OCB and 
LMX, and indicated that adding dimensions of IM, except “supplication”, in “professional 
and helping others” dimension of OCB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Amongst the dimensions, 
“self-promotion” and “ingratiation” have generate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study has also provided practical management implication and followed up 
with more suggestions. 

Keywords：Leader-Member-Exchange, Impression Management, Social Exchange Theory,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Leadership 



清雲學報 第三十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第 99 頁 
Journal of Ching-Yun University, Vol.31, No.1 (2011) 

                                                                                            

99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在組織中，對於主管-部屬之間交換關係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的研

究，以社會交換理論 (social exchange theory；Blau , 1964)的觀點而言，主要從兩個概念

加以探討，即經濟交換與社會交換。經濟交換本質上是一種契約的關係，交換的條件是

履行正式契約的權利、義務關係，而非彼此之間的信任。相反的，社會交換是依據信任，

其付出是不計薪酬的。 
公司員工不談薪酬，卻願意為公司無私的付出，主動地執行角色外的行為，稱之為

組織公民行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綜觀 OCB 的研究，認為影響個

人 OCB 的因素，主要分為態度面因素與人格特質面因素兩大類 (Organ & Ryan, 1995；

Podsakoff & Mackenzie, 1997；Podsakoff, Mackenzie, Paine & Bachrach, 2000 , 林鉦棽，

2007)。態度面是根據社會交換理論 (social exchange theory；Blau , 1964)；特質面是指

一個人先天上的特質 (George, 1991)。因此，以傳統觀點來看，一個人之所以會有 OCB，

主要在於他認為理該如此 (ought to be)，以社會交換理論或回報規範加以解釋；或是他

本來就是如此 (born to be)，以先天特質理論加以說明。兩者不管是回報他人或是為他人

著想，都是立基於利他動機 (林鉦棽，2007)。 
近年來，有些學者則從自利的角度探討 OCB (Bolino, 1999；Penner, Midili, & 

Kegelmeyer, 1997；Rioux & Penner, 2001)。在自利的觀點下，員工 OCB 的表現在於滿足

心中特定的需求 (Penner et al., 1997)，或為了最大化自己的利益，而非他人導向的動機 
(other-orientated motives；Bolino, 1999)。 
 在 1990 年代，就有學者討論印象管理(impression management, IM)動機在 OCB 形成

歷程所扮演的角色 (Liden & Mitchell, 1983；Schnake, 1991)，接著 Penner et al. (1997)宣
稱 OCB 的展現除了傳統的利他特質或社會交換之外，也可能是來自利的動機。Bolino 
(1999)認為 IM 動機最能代表自利動機的展現，當員工想最大化自身利益時，IM 常常是

他們所採取的手段 (Rioux & Penner, 2001；Zellars & Tepper, 2003)。依照 IM 理論，當員

工具有 IM 的動機時，他們將會採取一些正面的行為來整飾或美化自身公共形象 (Jones 
& Pittman, 1982；Tedeschi & Melburg, 1984)。由於 OCB 與 IM 行為二者很難區分 (Eastman, 
1994)，因此，當員工的 OCB 可能基於形象美化或自利表現，而在主管的眼中是一位無

私利他的好員工，則可能得到令人稱羨的升遷或其他優渥的獎賞 (Eastman, 1994；Ferris, 
Judge, Rowland, & Fitzgibbons, 1994)。 

最近，一些學者已提出主管對員工 OCB 評比的疑問 (Allen, Barnard, Rush, & Russell, 
2000 ; Bolino, Varela, Bande & Turnley, 2006 ; Vandenberg, Lance, & Taylor, 2005)。 例如，

Vandenberg et al. (2005) 認為先前研究集中在主管對績效評估的偏誤，而主管對員工

OCB 評比亦可能和傳統績效評估有相似的偏誤，員工可能施用 IM 戰術以影響主管對員

工 OCB 的評比。 
 主管喜歡員工從事 OCB，因為員工表現 OCB 可以增進組織效能，以前研究指出凡

是從事 OCB 的員工較受主管喜歡 (Allen & Rush, 1998)，而且一些研究亦發現從事 OCB

的員工會收到主管較高的績效評估 (Podsakoff et al., 2000)。鑑於 OCB 及 LMX 兩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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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動態循環的過程，兩者互為因果，過去文獻中，有關 OCB 及 LMX 的研究均指出

LMX 對 OCB 有正向影響 (Moorman, 1991; Wayne & Green, 1993)而鮮少從 OCB 角度探

討對 LMX 的關係 (Liden, Sparrowe, & Wayne, 1997; Wilson, Sin, & Conlon, 2010)，因

此，本研究企圖彌補這個空隙，試圖探討 OCB 對 LMX 的影響並主張 IM 對 OCB 與 LMX
之間關係有調節的效果。故本研究擬達成下列之研究目的：(1)探討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

-部屬交換關係之關係；(2)探討印象管理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關係是

否具有調節效果。 

貳、文獻探討 

一、LMX 理論的起源 

二十世紀初以來，領導理論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方向來討論，其中，領導者成員間

關係屬於領導權變理論  (contingency theory)中的一支。依據社會交換理論  (Blau, 
1964)，員工與團隊內其他成員相處時，往往採長期性相處的觀點，亦即在社會交換理

論的基礎下，員工之間的關係存在著一種無形、未明定的互惠責任。在領導者與部屬間

關係的研究中，普遍相信人與人間的相互信任是領導者與部屬間關係中的重要因素，而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則有別於均質領導取向理論(average leadership style, ALS)之論

點，ALS 觀點假設在組織之中，領導者會將所有部屬視為單一同質單位；並假設對所有

部屬用一致的態度去對待。1975 年 Graen & Cashman 主張領導者與每位部屬之間是存在

一種「對偶」(dyadic)雙方互動的關係，根據角色形成 (role making)與社會交換理論，

認為組織的目標是透過組織中各種不同的工作角色來達成，而組織成員在工作團體中扮

演何種角色，則是由他與其主管之間的人際交換關係 (interpersonal exchange relationship)
來決定，進而提出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理論。 

由於 LMX 理論所探討之主管-部屬的交換關係包括了上對下所知覺的交換品質，以

及下對上所知覺的交換品質，因此，許多研究都支持「主管-部屬的交換關係對於主管

的態度及員工的組織行為具有顯著性影響」的主張，而 Deluga (1994)也發現在高品質的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中，主管和部屬皆獲得較好的回饋，研究顯示領導者-部屬間關係與

組織公民行為兩變數間，呈顯著正向關係。例如，主管會給予內團體成員較高的考績分

數、提供較多升遷機會和令人滿意的職位，而部屬則回報以承諾、勇於任事和認真負責

的態度。 
整體而言，組織中如果上下司關係良好，對組織是相當有利的 (Deluga, 1998 ; Yukl, 

1994)，而在 LMX 相關文獻中與「組織公民行為」的關係是最常被加以探討的 (Anderson 
& Williamx, 1996 ; Wayne & Green,1993 ; Wayne, Shore, & Linden, 1997)，成員的交換情境

是可以在沒有特別回饋下為其他成員服務，然而此服務的結果，是為被服務的人，創造

出一個將來要有互惠的義務 (Masterson, Lewis, Goldman, & Taylor, 2000 ; Wayne & 
Green, 1993)。Wilson et al., (2010) 提到以往有關主管-部屬交換關係的研究一般集中在

主管提供給部屬的資源，而非部屬提供給主管的資源，他們認為 LMX 研究可採用雙向

的觀點。例如部屬自願幫忙主管的工作，讓主管有更充裕時間處理別的事情，因此，如

主管收到部屬的資源是主管重視的，則將提升主管-部屬之間關係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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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公民行為 

(一)組織公民行為的起源 

在組織行為的領域中，Barnard (1938) 指出組織是合作性努力的結合，並認為組織

成員貢獻其努力的意願是組織不可或缺的要素。Katz (1964)指出有三種範疇的員工行為

對組織效能 (effectiveness)很重要，此三種行為包括：第一員工需進入組織且願意繼續

留在組織；第二在相互依賴的工作形式中，員工需能實現其被要求的角色任務；第三

員工需能超越其被要求的角色任務從事創新及自動自發的活動，Smith, Organ, & Near 
(1983)將第三個範疇的員工行為稱為「組織公民行為」。Organ (1988)將組織公民行為

定義為係代表個人的行為，這種行為係「隨意的」、非直接或明確的經由正式組織酬

償制度所確認、而且這種行為在總體上能有效增進組織的功能。 

(二)組織公民行為的構面 

國內外學者分別提出了不同的構面來研究組織公民行為，例如 Smith et al. (1983)提
出二個構面即利他行為（altruism）與一般性的順從行為（general compliance），此亦被

稱為認真盡責（conscientiousness）；Organ (1988)將組織公民行為分為五個構面：1.)利
他主義 (altruism)；2.)盡職的行為 (conscientiousness)；3.)公民的美德 (civic virtue)；4.)
運動家精神 (sportsmanship)；5.)事前知會 (courtesy)。 

學者們認為，員工通常會透過上述五個行為構面，非正式的讓他(她)們能影響組織、

參與會議、貢獻意見及融入組織活動中，以協助組織解決問題，並且使組織不斷進步 
(Moorman, 1991；Podsakoff, Mackenzue, Moorman, & Fetter, 1990；Schnake, Cochran, & 
Dumler, 1995)。另外， Podsakoff, Ahearne, & MacKenzie (1997) 所建構的組織公民行為

量表總共歸納出三個構面：1.)助人行為，2.)公民道德，3.)運動家精神。而國內學者如林

淑姬 (1992)亦針對國內組織的特性蒐集資料，並參考 Organ (1988)的研究架構發展出六

個研究構面分別是：認同組織、協助同事、不生事爭利、公私分明、敬業精神、和自我

充實等。本研究採用 Podsakoff et al. (1997)的三個構面 1.)助人行為，2.)公民道德，3.)運
動家精神做為本研究的衡量構面。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組織公民行為對於組織或員工在各方面都是有益的，對組織而

言，員工無私的付出不但可以為公司帶來高度績效外，也可以降低離職率並為公司創造

更好的利益；而對員工而言，如員工有組織公民行為，會為自己營造出較佳的工作環境，

進而提昇工作品質，相對的也會提高工作生產力，所以有組織公民行為對於組織與員工

是相得益彰的，由此可知，組織公民行為對於公司及員工都是非常重要的。 

三、印象管理 

(一)印象管理的起源 

印象管理這個概念在 1980 年代就已經被管理領域的學者所提出，而真正出現較多

文獻則是在 1980 年代末期以後，但這名詞的出現最早則可以追溯至社會心理學家 
Goffman (1959)所撰寫的「在日常生活中對自己的表述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組織公民行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印象管理的調節角色 
洪麗花 1  梁祐甄 2  李政達 3 
                                                                                           

102 

Everyday Life)」書中，該書討論印象管理的重要性。根據 Stevens & Kristof (1995)研究

指出，印象管理的定義隨時間的演進而略有不同，Bozemsn & Kacmar (1997)認為印象管

理可以說是那些人們欲使得他人對自己產生符合自己期待的看法，其目的在創造與維持

一種特定的形象，因而策略性的展現一些語言或非語言的行為。 

(二)印象管理策略分類 

回顧研究的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在研究的初期，學者們僅對印象管理做整體性的分

析，爾後，根據學者們的研究，可以得知印象管理行為的內容分為三類：肯定性的印象

管理、防衛性的印象管理、以及調整性的印象管理 (Gardner & Martinko, 1988；Jones, 
1964；Tedeschi & Melberg, 1984；Wayne & Ferris, 1990；Wood & Mitchell, 1981)，這三

種印象管理的策略在實行方式以及目的上的重點是不同的。另外 Bolino & Turnley (1999)
針對 Jones & Pittman (1982)所提出的五項印象管理戰術即：1.)奉承 (ingratiation)；2.)自
我推銷  (self-promotion)；3.)脅迫  (intimidation)；4.)模範 (exemplification)；5.) 懇求 
(supplication)發展量表。 

1984 年 Tedeschi & Melbrug 以兩種標準將印象管理戰術區分成四個象限，第一種標

準是以時間定位分成戰術型 (tactical)以及策略型 (strategic)，而另一種標準則以行為的

目的分成肯定式 (assertive)與防衛式 (defensive)戰術。Wayne & Ferris (1990) 將員工 IM
的策略歸為三類： 以主管為中心，以自己為中心，以及以工作為中心。以主管為中心

的戰術涉及逢迎的行為，使員工看起來似乎是貼心的及有幫助的；以自己為中心的戰術

涉及模範的行為，使員工看起來似乎是友善的及有禮貌的；以工作為中心的戰術涉及自

我推銷的行為，使員工看起來似乎很勝任他們的工作。Kacmar, Delery & Ferris (1992)建
議另一種分類法，分為自我導向的印象管理戰術及他人導向的印象管理戰術兩種，在自

我導向的印象管理戰術中是指自我將話題鎖定在自己擅長的領域當中，例如自我推薦及

增強，他人導向的印象管理戰術是指自我將話題圍繞在接收者身上，例如幫忙及其他增

強。其他相關的印象管理研究包括有：印象管理的影響與面談當時前後的事件有關，其

中包括情境的特性對主試官知覺到印象管理及應徵者印象管理策略運用的影響 (Eder & 
Buckley, 1988 ; Ferris & Judge, 1991)。 

「印象管理」是組織內成員常用的一種行為策略，此種行為之目的在藉此增強他人

對自己的印象以達到行為人的企圖，而在職場中最常見到的現象之一也就是自利動機展

現這也是印象管理動機是最能代表的看法 (Bolino, 1999)。由於過去印象管理領域的研

究實是多樣性的發展，發展迄今也約有 50 年之久，但組織內個人的印象管理行為大部

分還是發生在部屬對其上司所施行的行為策略中，因此過去多數研究還是著眼於此行為

對組織內上下關係所造成的影響，對於組織內有關第三者心理層面的影響仍未有太多的

著墨，因此相關理論還有許多發展的空間。 

四、組織公民行為、主管-部屬關係交換關係與印象管理間各變項之關係 

(一)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兩者之間有正向關係。在組織公民行為尚未被

提出之前，Liden & Graen  (1980) 就曾主張領導者-成員交換關係與主動自發的角色外

行為間有相當的關係。在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與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方面，Delu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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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Hui & Law (1999), Settoon , Bennett , & Liden (1996), Wayne & Green (1993) 以及 
Wayne et al. (1997)研究指出，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與組織公民行為二變項之間呈顯著

的正向關係。Wayne & Green (1993)認為當員工在執行任務時，予以支持或提供影響力

以幫助部屬，則部屬會產生一種回報的心理，反映在許多的角色外行為上，這種種的利

他行為也就是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在實證方面，Deluga (1994)所做的一項實證研究也

發現，部屬在「領導者-成員交換關係」評價較高者，會有較多的組織公民行為產生。 
此外，Wech (2002)指出，領導者與部屬交換關係與利於他人之公民行為（OCBI）

及利於組織之公民行為（OCBO）之間為正向關係。Uhl-Bien & Maslyn（2003）則研究

發現，較高程度的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會進一步產生較多的組織公民利他行為。學者

Yukl（1994）的看法為當員工對組織或管理者充滿信任感時，除工作本分內之事（即角

色內行為），亦可能會主動肩負一些額外的工作與責任（即角色外行為）。在主管與部

屬交換理論中，屬於內團體的部屬們會因為主管在各方面的協助，進一步對於超出自己

職責範圍外的工作也會主動的全力以赴 (Grean, Novak, & Sommerkamp, 1982)。林行宜

(1993)於研究中也發現，當部屬-主管有良好的關係品質時，部屬基於報恩的情感，不但

更願意付出，且在工作滿意、組織承諾、角色服從性及組織公民行為均較高。 
上述有關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兩者之間關係的研究，雖強調主管與

部屬交換關係會影響組織公民行為。然而，本質上，上司-部屬關係的建立就如同Dienesh 
& Liden (1986)的主張，是一種動態的發展過程，此過程亦是循環的過程，所以上下司

有好的溝通模式及行為結果，皆可同時被視為是高關係品質形成的因果，相互影響及不

斷循環，讓上下司有更好的關係品質及行為結果。Podsakoff, Mackenzie, & Hui (1993) 認

為主管喜歡員工從事OCB，因為OCB對於組織或員工在各方面都是有益的。Bolino (1999)

指出凡是被看成是好的組織公民通常被認為是較好的員工，而且將受到他們主管的喜

愛。另外，一些研究亦指出員工展現較高層次的OCB會收到主管較高的績效評估 
(Poksakoff et al., 2000)。 Bolino et al. (2006) 研究亦證明OCB和主管對部屬的喜好及主

管對部屬的績效之評估成正向的關係。 
另外，就組織公民行為的構面1.)敬業樂群，2.)運動家精神 (Podsakoff et al., 1997) 而

言，敬業樂群構面包括助人行為及公民道德，其中助人行為部份包含利他行為、禮貌行

為以及維護和平等這些概念清楚顯示幫助他人解決工作相關的問題，是好員工的行為。

公民道德部份包含參與組織活動的熱忱，重視與組織利害相關的事情，即使需付出極大

的成本，仍願意做對組織最有利的事情。運動家精神構面顯示不僅在別人造成自己不便

時不會抱怨，而且即使事情非如預期順利時，仍保持正面的態度面對。以上兩個構面所

展現的行為皆屬較高層次的OCB將受到他們主管的喜愛及收到主管較高的績效評估 
(Poksakoff et al., 2000)。 

基於組織公民行為及主管-部屬交換關係兩者之間的影響是互為因果的，因此，主

管-部屬交換關係對於組織公民行為有所影響，相對的組織公民行為對於主管-部屬交換

關係也有所影響 (Linden et al., 1997; Wilson et al., 2010)，所以本研究將對於這方向進行

實證研究，探討組織公民行為對於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也有相對的影響，所以本研究提

出假說 1：  
H1：組織公民行為對於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有顯著正相關。 

H1a: 敬業樂群公民行為對於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有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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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b: 運動家精神公民行為對於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有顯著正相關。 

(二)組織公民行為、主管-部屬交換關係與印象管理間各變項之關係 

印象管理與組織公民行為的關係被廣泛探討過，由於印象管理行為與組織公民行為

經常被視為相同 (如早到與晚退等行為，可能被同時視為模範印象管理行為與組織公民

行為)。再者，組織公民行為會提升組織運作效能 (Organ, 1990)，但印象管理行為則會

減損組織效能或產生績效上的偏誤 (Wayne & Ferris, 1990)。另一方面，組織公民行為的

領域中，於1990年左右已有學者開始著手研究印象管理動機在組織公民行為的形成過程

所扮演的角色，但多僅止於理論上的陳述 (Schnake, 1991)，對於專注於印象管理動機與

組織公民行為關係的實證研究分析則相當少見 (Rioux & Penner, 2001)。雖然實證的證據

不多，但在現有的實證成果中，確實指出二者具有相當的關聯性。例如：在Rioux & Penner 
(2001)的研究指出印象管理動機對於運動家精神 (sportsmanship)有顯著的預測力，另

外，學者Zellars & Tepper (2003)也發現印象管理動機顯著地影響組織公民行為。 
Wayne & Ferris (1990)認為員工對主管行使奉承行為，例如，與主管意見一致，私

底下幫主管的忙，自願幫主管進行某項任務，這些行為都和組織公民行為中之敬業樂群

及運動家精神有關。員工從事奉承行為被認為是仁慈的、體貼的，Gordon (1996) 發現

奉承戰術對績效評估及人際間吸引力有正面的影響。員工行使自我推銷戰術，不外乎是

向目標觀衆展現他們的能力或成就，例如，對公司的策略提出建議，或自願幫主管進行

某項特殊任務，讓主管及同事知道他是組織的好員工，這些行為和組織公民行為中之敬

業樂群及運動家精神亦有相關聯。但員工行使自我推銷戰術，如過份強調他們的成就，

企圖讓別人留下深刻的印象，Wayne & Ferris (1990)研究就發現這種自我推銷戰術的使

用和主管績效評估將呈負向關係。同樣地，Ferris et al. (1994)研究發現這種自我推銷戰

術明顯地較少受主管喜歡，而且得到較低的績效評比。 
 員工行使模範戰術，他可能提早到公司上班或是留在公司加班，Rosenfeld et al. 
(1995)認為模範行為是自願接下困難的工作，就算超出本份的工作也會去做。這些行為

都和組織公民行為中之敬業樂群及運動家精神有關。從事模範戰術的員工，將自己呈現

為認真工作、仁慈的及友善的。當有其他人看時，尤其，在主管面前，他們格外努力工

作，主管認為他是忠誠的、良好的員工，願意負擔額外的工作。因此，員工行使模範戰

術對主管評比員工OCB有正向影響。另外，員工行使哀求戰術，讓他人知道自己是需要

協助的，如果員工真正目的是希望獲得他人幫助，以減輕自己負擔或得到同情，這種行

為背後動機是和組織公民行為中之敬業樂群及運動家精神不相符的。可以預期的哀求戰

術的使用和主管評比員工OCB有負向影響。還有，員工行使威嚇戰術，例如，他可能明

知同事不能留下來加班，但他聲稱要這麼做，且自己留下來。因此，與同事相比顯示他

對工作奉獻較多。這種行為背後動機也是和組織公民行為中之敬業樂群及運動家精神不

相符的。可以預期的威嚇戰術的使用和主管評比員工OCB有負向影響。 
研究印象管理與績效評估之關係的學者，如Wayne & Kacmar (1991), Wayne & Liden 

(1995)，他們認為印象管理行為就長期而言，會很顯著的影響到上司對部屬的偏好，並

造成績效考核分數明顯的提高，對部屬來說是一項有利的策略。會創造有利印象的員工

可能較常被看成從事像OCB正向的行為。事實上，先前的研究提出當員工被看成正向

時，他們的主管易於集中及記住部屬正向的行為；然而，當員工被看成負向時，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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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時常注意及想起部屬負向的行為 (Ferris et al., 1994)。月暈效果 (halo effect)在評估過

程中可能發生，於是員工有建立正向印象者可能被看成時常從事像OCB的行為。同樣

地，抵觸效果 (horns effect)在評估過程中亦可能造成，員工較少創造正向效果者，則被

看成較少從事OCB的行為 (Fisicaro, 1998)。既然組織公民行為會受到印象管理的影響，

而印象管理行為大部分發生在部屬對其上司所施行的行為策略中，每一種IM戰術的使用

可能影響部屬被看成從事組織公民行為的程度不同。因此本研究認為印象管理在組織公

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中有調節效果，因此根據上述論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假說2：  
H2：印象管理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中有調節效果。 

H2a：印象管理奉承戰術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中有調節效果。 

H2b：印象管理自我推銷戰術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中有調節效果。 

H2c：印象管理模範戰術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中有調節效果。 

H2d：印象管理哀求戰術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中有調節效果。 

H2e：印象管理威嚇戰術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之中有調節效果。 

參、研究方法 
本章內容包括研究架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工具、研究對象及資料分析方法等。 

一、觀念性架構 

根據研究動機、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探討所得之結果，提出研究架構如圖 1，本

架構可分為三大部份：分別為自變數 (組織公民行為)、依變數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以
及調節變數 (印象管理)。 

 

圖 1 觀念性架構 

二、研究變項與衡量工具 

本研究的衡量量表主要包括：(1)組織公民行為量表、(2)印象管理量表、 (3)主管-

組織公民行為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 

印象管理 

H1 

H2 



組織公民行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印象管理的調節角色 
洪麗花 1  梁祐甄 2  李政達 3 
                                                                                           

106 

部屬交換關係量表、(4)人口統計變項，以下針對各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方式加以說

明。 

(一)組織公民行為 

1.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採用 Podsakoff et al. (1997)所提出的三個構面，此三個構面包括：1.)助人行

為 (helping behavior)；2.) 公民道德 (civic virtue)；3.) 運動家精神 (sportsmanship)。助

人行為之操作性定義為「自願性幫助他人及防止同事在工作上可能會發生的錯誤」；公

民道德之操作性定義為「員工主動關心、投入並積極參與組織的政治性活動及關心組織

運作情形」；運動家精神之操作性定義為「不論發生何種事情都持正面的態度去面對，

例如，他人造成己身不便時不會抱怨」。 

2.量表來源與信度 
此量表為 Podsakoff et al. (1997)根據 Organ (1988, 1990)，以及 MacKenzie, Podsakoff 

& Fetter (1991, 1993), Podsakoff & MacKenzie (1994)與 Podsakoff et al. (1990)的實證研究

所發展而成。此三個構面的量表總共 13 題，其中助人行為部份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

為 0.95，公民道德部份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96，運動家精神部份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88。 

3.計分方式 

以 Likert 七點量表方式衡量，從「非常同意」(7 分)到「非常不同意」(1 分)。問卷

題項如「這位部屬願意花時間幫助在工作上遇到問題的同事。」總分越高者，代表部屬

在組織內部越容易產生組織公民行為。而反向題項如：「這位部屬總是看事情的負面而

不看好的一面。」總分越高者，代表部屬越容易有負面的想法產生。 

(二)印象管理 

1.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採用 Bolino & Turnley (1999)所提出的五項印象管理戰術構面，此五項印象管

理戰術構面包括： (1)奉承  (ingratiation)； (2)自我推銷  (self-promotion) ； (3)模範 

(exemplification) ；(4)哀求 (supplication)；(5)威嚇 (intimidation)。奉承之操作性定義為

「個人藉由諂媚的舉動或幫助目標觀眾，讓他們對個人的好感度上升」；自我推銷之操

作性定義為「一個人向目標觀眾表現出他們的能力與成就，讓他人覺得自己是很有競爭

力的」；模範之操作性定義為「犠牲自我或是做超出自己工作範圍的事情，讓他人認為

自己的確奉獻在某些事情上」；哀求之操作性定義為「一個人到處放消息讓他人知道自

己的弱點或缺點，好讓他人認為自己是需要幫助的」；威嚇之操作性定義為「製造自己

是一個危險人員的印象，展現力量控制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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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量表來源與信度 
此量表為 Bolino & Turnley (1999)根據 Jones & Pittman (1982)所提出的五項印象管

理戰術所建立的。此五項印象管理戰術構面量表總共 22 題，在該研究中奉承 (ingratiation)
部份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83，自我推銷 (self-promotion) 部份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78，模範  (exemplification)部份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75，哀求 
(supplication) 部 份 的 Cronbach’s Alpha 係 數 為 0.88 ， 威 嚇  (intimidation) 部 份 的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86。 

3.計分方式 

以 Likert 五點量表的方式衡量，從「非常同意」(5 分)到「非常不同意」(1 分)。問

卷題項如「讚揚同事的成就，讓他們認為我人很好。」、「會讓同事知道我的成就。」、「為

了表現出我對工作的奉獻，我會提早到達公司上班。」、「我會假裝出有些事看不懂的樣

子，以獲得同事的幫助。」、「我會不客氣地對付多管我閒事的同事。」總分越高者，代

表員工施行越多印象管理戰術來美化自己公共形象或展現自利形象。 

(三)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 
1.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採用 Graen & Uhl-Bien (1995)發展出的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七題量表衡

量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操作性定義為「認為組織的目標是透過組織中各種不同的工

作角色來達成，而組織成員在工作團體中扮演何種角色，則由他與其主管之人際交換關

係來決定」。 

2.量表來源與信度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量表是 Graen & Uhl-Bien (1995)所發展出的，國內學者王淑

貞 (1999)將此量表翻譯成中文，並測得 Cronbach’s Alpha 係數為 0.78，顯示內部一致性

良好。 

3.計分方式 

以 Likert 五點量表的方式衡量，從「非常同意」(5 分)到「非常不同意」(1 分)。問

卷題項如「不管我的直屬主管職權有多少，他個人都會盡量運用權力幫助我解決工作上

的問題。」如總分越高者，代表與主管的互動越好。 

三、研究對象及問卷發放方式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傳統製造業為出發點，所謂傳統製造業，依經濟部之定義，製造業可區分

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和「技術密集產業」。分述如下：(1)「傳統產業」包括食

品業、菸草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業、皮革毛皮及其製品業、木竹製品業、家具及裝

設品業、紙漿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有關事業、非金屬礦物製品業和雜項工業；(2)「基

礎產業」包括化學材料業、化學製品業、石油及煤製品業、橡膠製品業、塑膠製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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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基本業、金屬製品業等；(3)「技術密集產業」包括機械業、電力及電子器材業、運

輸工具業、精密器械業。 

本研究針對位於台北縣內製造業，包括汽車相關產業、塑膠業、紡織業之製造業人

員為研究對象。就研究樣本製造業人員特性而言，分為主管及部屬特性二種，以主管特

性來說，(1)主管階級人員皆具備產業中所需之專業能力；(2)在該公司都是由基層做起，

進而升遷至主管階級；(3)主管年資大多數超過七年；(4)具備良好的問題解決能力；(5)
具備良好的溝通協調能力。以部屬特性來說，(1)職務上調動彈性；(2)部屬與部屬間互

動關係良好；(3)配合度高；(4)皆有獨立完成工作的能力。以上幾點為本研究之主管及

部屬特性。 

本研究以便利抽樣方式來獲得樣本，每家公司受調查之對象以比例計算：主管總人

數*20%、部屬總人數*20%，主管限制於行政部門、生產部門及研發三個部門，再者，

先計算各部門主管總人數後，再乘以 20%計算出所需主管人數，然後各部門之部屬總人

數乘以 20%，再以配對方式進行調查，一個主管以不超過填三份(含)問卷為主。本研究

之研究對象之便利抽樣調查名單是從某一公司內部的供應商之名單中進行抽樣，問卷調

查期間為 97 年 3 月至 4 月，共發出 300 份，回收問卷 283 份，回收率 94%，有效問卷

270 份，有效回收率 95%。 

(二)問卷發放方式 
本研究預先發放前測問卷，並將前測問卷整理完成後，透過信度及因素分析，發展

出正式問卷。在問卷發放前，會先透過電話與各公司接洽，以確定受訪者願意接受調查，

為提高有效問卷回收量與問卷品質，本研究過程不論是前測問卷或正式問卷都將親訪每

一家企業，並說明本研究目的及問卷填答方式。由於本研究探討印象管理、組織公民行

為及主管-部屬交換關係三者之間的關係，為避免同源偏差的疑慮，本研究將研究問卷

分為：主管他評問卷及員工自評問卷。 

肆、研究結果分析 

一、樣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問卷回收之樣本特性，男性員工佔 54.44%，女性員工佔 45.56%，男性主管

佔 67.78%，女性主管佔 32.22%；員工年齡方面集中在 26~35 歲佔 45.6%，主管年齡集

中在 36~45 歲佔 50%；婚姻狀況部份員工及主管以已婚居多，分別佔 60%及 86.67%；

教育程度方面員工以高中(職)以下佔最多為 44.44%，主管則是以大學佔最多為 38.89%；

在服務年資方面員工在目前公司服務年資集中在四年左右佔 12.2%，主管在目前公司服

務年資集中在十二年左右佔 16.7%；公司總人數以 31~40 人為最多佔 36.7%；最後工作

部門方面生產製造佔 35.56%、研發佔 35.56%及一般行政佔 28.89%。 

二、探索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為利於進一步分析研究資料，因此運用因素分析探討各研究構面，採用主成

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method)以利減少構面。此外，本研究認為構面間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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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存在，所以利用斜交轉軸法進行因素轉軸，萃取出特徵質大於 1 及因素負荷量 0.5
以上的值作為正式的測量題項，並以此因素矩陣來解釋因素並命名。在進行因素分析之

前，為確認各構面之間的相關性，故本研究採用 Bartlett (1950)發展的球型檢定及 KMO 
(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切性數值加以檢定各變數之間的相關性。學者 Kaiser (1974)
的研究指出，若 KMO 值大於 0.7 以上，則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本研究各構面的 KMO
值均大於 0.7 以上，且 Bartlett (1950)的球型檢定之顯著性為 0.000，符合學者所提出之

研究標準，故值得進行因素分析。 

(一)印象管理之探索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印象管理問卷之 22 題項進行因素分析，發現本研究在印象管理各問項之

因素負荷量均大於 0.5 以上，並無刪除任何題項，共萃取出五個因素，其特徵值分別為

7.714、3.109、2.519、1.893 及 1.063，分別命名為奉承、自我推銷、模範、哀求及威嚇，

而累積解釋量為 74.084%，由此可知此五個因素能代表原始資料之結構。 

(二)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探索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問卷之 7 題項進行因素分析，發現本研究在領導者-
部屬交換關係各問項之因素負荷量均大於 0.5 以上，並無刪除任何題項，共萃取出一個

因素，其特徵質為 3.910，而累積解釋量為 55.835%，由此可知此因素能代表原始資料

之結構。 

(三)組織公民行為之探索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將組織公民行為問卷之 13 題項進行因素分析，發現本研究在組織公民行為

各問項之因素負荷量均大於 0.5 以上，並無刪除任何題項，共萃取出二個因素，其中助

人行為與公民道德合併為一個因素，命名為敬業樂群；而運動家精神則維持原始構面。

其特徵質分別為 49.7014 及 23.333。而累積解釋量為 79.034%，由此可知此二個因素能

代表原始資料之結構。 

三、信度分析 

信度  (reliability)是指衡量工具所測量出來的結果之穩定性  (stability)及一致性

(consistency)，並以誤差來加以定義，所以誤差越大，則該衡量工具越不具有信度。穩

定性是指一群人使用同一測量工具並在不同時空下，重複施測結果差異性很小；一致

性是指一群人在接受目的、性質及題型相同的問卷後，各衡量結果呈現正相關 (林師

模、陳苑欽，2004)。學者 Nunnally (1978)的研究指出，判斷信度的標準應視研究種類

而定，以探索性研究來講，Cronbach’s α 值在 0.5 以上就可接受，而在驗證性或應用性

質的研究當中，信度之 Cronbach’s α 值需在 0.8 至 0.9 以上才能稱為有信度。在本研究

結果發現，所有本研究之構面 Cronbach’s α 值均達 0.5 以上，顯示問卷具有內部一致性

及可靠度，亦具有良好的信度。 

四、效度分析 

效度 (validity)是指衡量工具是否能準確測量出研究人員所想測量事物的程度。在

1979 年，學者 Carmines & Zeller 說明效度包含了內容效度、建構效度及效標關聯效度三

種型式，建構效度可分為區別效度和收斂效度，本研究僅說明內容效度及區別效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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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理論基礎是採用 Podsakoff et al. (1997), Bolino & Turnley (1999), Graen & Uhl-Bien 
(1995)等相關學者的研究模式，並引用相關量表發展研究問卷，所以本研究之問卷具有

一定的內容效度。另外，在區別效度方面，學者 Gaski & Nevin (1985)指出量表與另一量

表間相關性若小於該兩個自己量表的 Cronbach’s α 值，則表示此兩份量表具有區別效

度。由表 1 可以看出，本研究的構面間，任何兩個構面間的相關均小於自己的 Cronbach’s 
α 值，因此本研究的構念與構面之間具有區別效度。 

五、相關分析 

表 1 顯示各研究變數的平均數、標準差、信度之 Cronbach’s α 值以及相關係數。本

研究以 Pearson 相關分析來探討各研究變數之間的關聯性。首先在整合構念部分，表 1
顯示 IM 與 OCB 呈低度負相關 (-0.150, p<0.05)，IM 與 LMX 呈中度正相關 (0.376, 
p<0.01)。在 OCB 子構念部分，敬業樂群 (0.131, p<0.05)，運動家精神 (-0.121, p<0.05)

分別與 LMX 呈現低度正相關以及負相關，運動家精神 (-0.238, p<0.01)與 IM 有低度負相

關，敬業樂群與 IM 則無相關。在 IM 子構念部分與 OCB 整合構念，除威嚇 (-0.132, p<0.05) 
呈低度負相關外，其餘皆無相關。在 IM 子構念部分與 LMX，顯示奉承 (0.260, p<0.05)、

自我推銷 (0.131, p<0.01)、模範 (0.225, p<0.01) 與 LMX 有低度正相關，哀求及威嚇與

LMX 則無相關。在 OCB 子構念之間，敬業樂群與運動家精神呈現低度正相關 (0.286, 
p<0.01)。在 IM 子構念之間，除威嚇與自我推銷之間無相關外，其餘皆呈現各種不同程

度的正相關。在 OCB 子構念與 IM 子構念之間，敬業樂群除與模範呈現正相關外，其餘

則無相關。運動家精神除與自我推銷及哀求無相關外，其餘皆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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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敘述統計與相關分析 

研究變數 1 2 3 4 5 6 7 8 9 10 

1.OCB 0.915          

2. LMX -0.009 0.861         

3. IM -0.150* 0.376** 0.905        

4. 奉承 -0.115 0.260** -- 0.829       

5. 自我推銷 0.056 0.280** -- 0.408** 0.896      

6. 模範 0.064 0.225** -- 0.503** 0.468** 0.881     

7. 哀求 0.081 0.084 -- 0.284** 0.317** 0.642** 0.841    

8. 威嚇 -0.132* 0.154 -- 0.380** 0.105 0.184** 0.302** 0.888   

9. 敬業樂群 -- 0.131* 0.100 0.027 0.111 0.147* 0.087 -0.025 0.943  

10.運動家精神 -- -0.121* -0.238** -0.346** -0.086 -0.142* 0.026 -0.282** 0.286** 0.904

平均數 4.980 3.849 2.447 3.15 2.45 2.37 2.10 2.27 5.21 4.30 

標準差 0.914 0.400 0.483 0.685 0.719 0.684 0.583 0.821 0.888 1.437

註：**P<0.01 *P<0.05  對角線中數值為 Cronbach’s α 係數 
    -- 代表研究構念所屬的構面，不在此進行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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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用多元迴歸分析。由於多元迴歸分析需檢測是否有共線性，故可以容

忍值 (tolerance)與變異數膨脹因素 (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作為判斷準則。而容忍

值需介於 0 與 1 之間愈大或變異數膨脹因素小於 10，則表示共線性問題越小。本研究之

分析結果，皆顯示未存在共線性問題。 

(一)組織公民行為、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與印象管理整合構念之檢定 
 首先，本研究進行組織公民行為、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與印象管理整合構念之檢

定，結果如表 2 所示。模型一以性別、年齡、以及教育程度控制變數作為自變項，再將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作為依變項，獲得的解釋變異量 2R 為 0.044。在模型二除了模型一

之控制變數外，自變項再加入組織公民行為，獲得的解釋變異量 2R 為 0.044。組織公民

行為的標準化迴歸係數 β 為 -0.014，未達顯著水準。在模型二至模型四除了模式一之控

制變數外，自變項分別依序再加入組織公民行為、調節變數印象管理以及調節效果組織

公民行為*印象管理，獲得的解釋變異量 2R 為 0.192 (F=10.400，P<0.001)。組織公民行

為的標準化迴歸係數 β 為 0.101，達到 p<0.1 的顯著水準。印象管理的標準化迴歸係數

β 為 0.363，達到 p<0.001 的顯著水準。組織公民行為*印象管理的標準化迴歸係數 β 為 
0.147，達到 p<0.01 的顯著水準。其調節效果顯示在圖 2。 

表 2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階層迴歸分析 

依變數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控制變項     
性別 -0.161** -0.160** -0.175** -0.169** 
年齡 0.103 0.104 0.021 -0.004 
教育程度 0.091 0.093 -0.033 -0.035 

自變數     
組織公民行為  -0.014 0.059 0.101+ 
干擾變數     
印象管理   0.383*** 0.363*** 

調節效果     
組織公民行為*印象管理    0.147** 

F 4.097*** 3.075** 11.124*** 10.440*** 
2R  0.044 0.044 0.174 0.192 

調整後 2R  0.033 0.030 0.158 0.174 

註：(1) 虛擬變數編碼：男性為 0，女性為 1； (2) +p<0.1 *p<0.05 **p＜0.01 ***p<0.001。 

(二)組織公民行為、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與印象管理各子構面之檢定 
接著，本研究再進行組織公民行為、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與印象管理各子構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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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結果如表 3 所示。模型一以性別、年齡、以及教育程度控制變數作為自變項，再

將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作為依變項，獲得的解釋變異量 2R 為 0.044。在表 3 模型三至模

型五除了模式一之控制變數外，自變項分別依序再加入組織公民行為的子構面、調節變

數印象管理的子構面以及調節效果組織公民行為*印象管理之各子構面。在表 3 模型二

組織公民行為之二個子構面，分別為敬業樂群及運動家精神，此二子構面對於領導者-
部屬交換關係均有顯著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從表 3 中看出，敬業樂群對領導者-部屬

交換關係有正向影響 (ß=0.165, p<0.01)，而運動家精神對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有負向關

係 (ß=-0.270, p<0.001)；再者，解釋變異量 R2 為 0.108 (F=6.387, p<0.001)，即表示其預

測變項有 10.8%的解釋能力。本研究亦驗證各構面間是否有共線性問題存在；若 VIF 值

介於 1 至 10 之間，則表示共線性不存在；本研究每個變數 VIF 值皆介於 1 至 10 之間，

所以並無共線性問題。 
 在表 3 模型四敬業樂群子構面與印象管理五個子構面除敬業樂群*哀求調節效果不

顯著外，其餘調節效果都達顯著水準。敬業樂群*自我推銷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ß=0.228 
(p<0.001)，敬業樂群*模範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ß=-0.198 (p<0.1)，敬業樂群*威嚇之標準

化迴歸係數為 ß=-0.188 (p<0.01)，敬業樂群*奉承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ß=0.221 (p<0.01)。
解釋變異量 R2 為 0.284 (F=6.719, p<0.001)。其調節效果顯示在圖 3-圖 6。 

在表 3 模型五運動家精神子構面與印象管理五個子構面除運動家精神*模範以及運

動家精神*奉承調節效果不顯著外，其餘調節效果都達顯著水準。運動家精神*自我推銷

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ß=0.210 (p<0.01)，運動家精神*威嚇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ß=0.150 
(p<0.05)，運動家精神*哀求之標準化迴歸係數為 ß=-0.191 (p<0.01)。解釋變異量 R2 為

0.280 (F=6.572, p<0.001)。其調節效果顯示在圖 7-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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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階層迴歸分析 

依變數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控制變項      
性別 -0.161** -0.158** -0.163** -0.198*** -0.140* 
年齡 0.103 0.087 0.024 0.008 -0.027 
教育程度 0.091 0.039 -0.022 -0.002 -0.075 

自變數      
敬業樂群  0.165** 0.080 0.190** 0.124+ 
運動家精神  -0.270*** -0.111 -0.197** -0.228** 

干擾變數      
自我推銷   0.131+ 0.197** 0.164* 
模範   0.232** 0.228** 0.210* 
威嚇   0.075 -0.026 0.062 
哀求   0.023 0.049 0.019 
奉承   -0.018 -0.098 -0.085 

調節效果      
敬業樂群*自我推銷    0.228***  
敬業樂群*模範    -0.198+  
敬業樂群*威嚇    -0.188**  
敬業樂群*哀求    -0.158  
敬業樂群*奉承    0.221**  

運動家精神*自我推銷     0.210** 
運動家精神*模範     0.124 
運動家精神*威嚇     0.150* 
運動家精神*哀求     -0.191** 
運動家精神*奉承     -0.066 

F 4.097** 6.387*** 6.290*** 6.719*** 6.572*** 
2R  0.044 0.108 0.195 0.284 0.280 

調整後 2R  0.033 0.091 
0.164 

0.242 0.237 

註：(1) 虛擬變數編碼：男性為 0，女性為 1； (2) +p<0.1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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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假說驗證 

根據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公民行為對於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在表 2 整合構念

模型二而言沒有達顯著相關，表 2 模型四印象管理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與部屬交換理

論之關係有顯著的調節作用。以表 3 子構面的模型二而言，組織公民行為之子構面對於

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達顯著的相關，敬業樂群是正向相關，而運動家精神是負向相關，

此與假設符號方向相反。以表 3 子構面的模型四及模型五而言，在組織公民行為之子構

面敬業樂群的部份，除了敬業樂群*哀求對於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沒有任何調節效果

外，其餘都有調節效果產生。另外，在組織公民行為之子構面運動家精神的部份，除了

運動家精神*模範以及運動家精神*奉承對於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沒有任何調節效果

外，其餘都有調節效果產生。所以，假說 1 是部份獲得支持，H1a 獲得支持，H1 及 H1b
不獲得支持；假說 2 也是部份獲得支持，H2、H2b、H2e 獲得支持，H2a、H2c、H2d 部

份獲得支持。 

伍、討 論 

(一)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因素探討 
本研究發現以子構念而言，結果顯示運動家精神和主管–部屬關係是負向的顯著關

係和假說預期的符號相反。可能原因有兩大類：第一類是反向題的問卷，如我們再審視

運動家精神的操作性定義「不論發生何種事情都持正面的態度去面對，例如：他人造成

己身不便時不會抱怨」及其衡量題項為「我總是看事情的負面而不看好的那一面」、「我

會花很多時間抱怨一些瑣碎的事」、「我總是要挑公司的缺點」。因衡量題項都是反向題，

反向題原為防止填答者草率回答，但若只有少數反向題插入許多正向題中，反而容易因

填答者草率而當成正向題回答，而使反向題的分數與預期不符，難以判斷填答者是否搞

錯題意；第二類是對運動家精神文化詮釋上的差異，Farh, Earley, & Lin (1997)對華人組

織公民行為的研究中沒有運動家精神構面，而用人際關係和諧構面。華人社會重視人際

和諧，即使是假性和諧。因此，運動家精神構面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和華人人際和諧社

會文化詮釋的差異下，有可能是造成本研究運動家精神和主管-部屬關係為負向顯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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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原因。另外，在表 2 整合構念模型二中組織公民行為整合構念和主管–部屬關係沒

有顯著關係，可能是敬業樂群構面正向關係與運動家精神構面負向關係抵銷的原因。 

(二)印象管理的調節效果 
在表 2 整合構念模型四中印象管理對組織公民行為與主管與部屬交換理論之關係有

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以表 3 子構面的模型四及模型五而言，除了敬業樂群*哀求、運

動家精神*模範以及運動家精神*奉承對於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沒有任何調節效果外，

其餘都有調節效果產生。敬業樂群部分，敬業樂群*自我推銷是正向調節效果，敬業樂

群*模範是負向調節效果，敬業樂群*威嚇是負向調節效果，敬業樂群*奉承是正向調節

效果。而運動家精神部分，運動家精神*自我推銷是正向調節效果，運動家精神*威嚇是

正向調節效果，運動家精神*哀求是負向調節效果。本研究發現證明 IM 戰術是主管對

OCB 評比之一個重要的調節因子。而且，研究結果提出並非所有的 IM 戰術對創造「好

公民」知覺而言是相等有效及可平等地運用在組織中，以敬業樂群而言，其中影響最大

的是自我推銷及奉承(正向)，再者是模範及威嚇(負向)。 
 

陸、結論與建議 
本節提出本研究的結論、研究貢獻、管理意涵以及限制與建議。 

一、結論 

先前研究主張員工施用 IM 戰術是為了要提升主管的績效評比 (Wayne & Ferris, 
1990 ; Wayne & Liden, 1995)。近年來，研究者亦提出員工施用 IM 戰術使主管知覺他們

是好的組織公民 (Bolino, 1999 ; Bolino et al., 2006)。本研究結果對公民行為及 IM 有更

佳的瞭解。 
雖然先前研究提出 IM 與 OCB 之間有關聯，但至目前為止，對這觀點加以實證研究

的不多。本研究發現證明 IM 戰術是主管對 OCB 評比的一個重要的調節因子。而且，研

究結果提出並非所有的 IM 戰術對創造「好公民」知覺而言是相對有效的。 
對公民行為的研究而言，本研究提出一個關鍵性的課題，即主管對 OCB 的評比該

如何確實掌握到員工實際上有從事這類行為。尤其，研究結果提出 IM 戰術的使用，例

如，逢迎行為可能導致主管將員工視為「好的組織公民」。進一步而言，主管對 OCB 的

評比會受到 IM 戰術的影響，於是主管對 OCB 判斷的準確性受到質疑。因此，員工從事

IM 戰術可能真正是好的組織公民，但有可能是員工利用像逢迎戰術來創造他們是好的

組織公民的幻覺。 
於是，單由主管提供對員工 OCB 的評比可能不是永遠正確的 (Vandenberg et al., 

2005)，因此，就一個員工是否從事願意超出職務要求的範圍？瞭解主管對 OCB 的評比

僅僅是評估這種行為的其中一個觀點而已，員工同事、部屬、和顧客可能做非常不同的

判斷。因此，本研究的一個重要意涵是對 OCB 將來的研究應考慮使用多元的衡量。事

實上，主觀評估的 OCB (由主管評估)與多元觀點評估的 OCB 意義上可能不同，尤其，

主觀評估的 OCB 更有可能受到員工 IM 行為的影響。 

二、研究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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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至少有下列三個貢獻：(1)證實組織公民行為會影響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因

此 OCB 及 LMX 是一種動態循環關係而非單向關係；(2)證實印象管理戰術在組織公民

行為中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因此當員工表現 OCB 時，究竟是一位好員工或僅僅是一

位好的表演者則需檢視印象管理戰術在組織公民行為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3)LMX 的關係，本研究探討兩種重要的部屬行為即組織公民行為和印象管理對 LMX
關係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結果拓展 OCB, IM 及 LMX 既有的研究，並填補三者之間關

係的一些空隙。 

三、研究意涵 

(一)學術意涵 
 本研究發現部屬操弄 IM 戰術會影響主管對 OCB 的評比，對 OCB 的研究有重要的

意涵。尤其，對單靠主管來評估以決定員工是否從事 OCB 的研究者而言。研究已證明

從事 OCB 的員工較受主管的喜愛及收到主管更好的績效評估，但主管對 OCB 的評比會

受到部屬操弄 IM 戰術的影響。為了更精確評估 OCB 這些行為，研究者需要收集廣泛的

資料。例如，研究者可能需要發展更客觀衡量 OCB 的方法或收集與員工有密切工作關

係之同事資料。而且，如果員工可以使用 IM 戰術以影響主管對 OCB 的評比，那麼研究

者分析就必須格外小心，在某些情況下，OCB 的結束和 IM 的開始是不清楚的。例如何

時被認為是執行 OCB，又何時被認為是企圖執行 IM。員工受到主管的喜愛及收到主管

更好的績效評估是真正好的組織公民，或是員工操弄有效之 IM 戰術的結果。OCB 和 IM
兩個建構之間的重疊更進一步的澄清是需要的。 

(二)、管理意涵 
本研究結果對員工和主管有不同的管理意涵，對使用印象管理戰術的員工而言，印

象管理策略如使用不當，可能造成主管及同事對他產生不好的印象，例如自我推銷，威

嚇可能是一種危險的策略，造成自己的形象不佳或引起反感；相反的，奉承策略可能較

受主管及同事歡迎，因此行為較類似組織公民行為，對組織有正面效益。對必須評估部

屬績效的主管而言，必須瞭解印象管理會影響主管對員工組織公民行為的評估，因此，

主管要奬勵員工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時，需要確認員工所表現的行為，確實是位好員工

或不是僅是一位好演員。 

四、研究限制及建議 

本研究提出下列限制與建議：(1)因時間與經費的限制，本研究僅對台北縣製造業進

行研究恐無法一般化至其他不同產業或其他縣市，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針對不同產業

或其他縣市進行研究以擴大一般化效果；(2)本研究從員工的角度探討部屬的行為，建議

後續研究者可從主管的角度探討部屬的行為，比較研究結果的差異；(3)過去研究大都集

中在上司與部屬的關係，建議未來可以擴展研究部屬與部屬之間的交換關係，以拓展對

部屬行為的瞭解；(4)本研究建議主管在評判一個員工的好壞時，需多方瞭解員工平時的

行為，例如：除了自己眼中所看見的事實外，也可以多方詢問同一個團體的同事或者是

藉由測試性的小問題來判斷員工為一位好員工或者只是一位好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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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驗證性因素分析 

 (一) 印象管理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印象管理之五個構面二十二道題項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其模式配適度

指出 539.7/2 =dfχ ; GFI = 0.762; AGFI = 0.583; TLI = 0.666; IFI = 0.714; CFI = 0.712; 

RMR = 0.075; RMSEA = 0.156。顯示很多指標並不符合要求。 

 
表 印象管理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 
標準化 

負荷量 

奉承 

讚揚同事的成就，讓他們認為我人很好 0.785*** 
讚美同事，讓他們覺得我很討人歡心 0.921*** 
在私底下幫同事忙，以表示我很友善 0.722*** 
關心同事的私生活，以表示我很友善 0.511*** 

自我 

推銷 

會讓同事知道我的成就 0.862*** 
會很自豪地說出我的經歷或學歷 0.802*** 
會讓同事明瞭我對公司很重要 0.877*** 
會讓同事知道我的天賦或能力 0.764*** 

模範 

留晚一點讓同事知道我工作認真 0.813*** 
工作沒有繁重，還是會試著表現很忙碌 0.851*** 
為了表現工作奉獻，會提早到達公司上班 0.620*** 
表現工作的奉獻，晚上或週末到辦公室 0.725*** 
我會表現出不懂的樣子，讓同事幫助我 0.471*** 

哀求 

工作領域表現出無助，獲得同事協助或同情 0.770*** 
假裝出有些事不懂，以獲得同事的幫助 0.885*** 
表現出需要協助的樣子，以獲得同事的幫助 0.839*** 
假裝出不懂的樣子，以避免掉討厭的任務 0.783*** 

威嚇 

我會用威嚇同事的方法幫助我把工作完成 0.832*** 
讓同事知道若他們太過份，會把事情弄很僵 0.792*** 
同事讓我不能把工作做好，會強硬應對 0.762*** 
我會不客氣地對付多管我閒事的同事 0.718*** 
脅迫同事好讓他們乖乖就範 0.774*** 

Model Fit: 539.7/2 =dfχ ; GFI=0.762; AGFI=0.583; TLI=0.666; IFI=0.714; CFI=0.712 

          RMR=0.075; RMSEA=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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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一個構面八道題項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其模式

配適度指出 487.9/2 =dfχ ; GFI = 0.880; AGFI = 0.761; TLI = 0.726; IFI = 0.819; CFI = 

0.817; RMR = 0.029; RMSEA = 0.178。顯示很多指標並不符合要求。 

 

表 領導者—部屬交換關係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 
標準化 

負荷量 

LMX 

不管我的職權有多少，我個人都會盡量運用權力幫助這位

部屬解決工作上的問題。 
0.495*** 

如果這位部屬實在有需要，我願意幫助他脫離工作上的困

境，即使這樣做我會付出一些代價 
0.532*** 

我瞭解這位部屬的工作問題與需求 0.801*** 
我認為我能發掘這位部屬的潛能 0.619*** 
我對這位部屬有足夠的信心，因此當他不在場時，我也會

為所做的決策辯護 
0.483*** 

我通常會讓這位部屬知道我對他的看法與評價 0.670*** 
我與這位部屬在工作上互動良好 0.778*** 

Model Fit: 487.9/2 =dfχ ; GFI=0.880; AGFI=0.761; TLI=0.726; IFI=0.819; CFI=0.817 

          RMR=0.029; RMSEA=0.178 
 
(三) 組織公民行為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對組織公民行為之三個構面十三道題項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其模式配適度

指出 624.13/2 =dfχ ; GFI = 0.720; AGFI = 0.589; TLI = 0.703; IFI = 0.765; CFI = 0.764; 

RMR=0.165; RMSEA=0.217。顯示很多指標並不符合要求。 

表組織公民行為之驗證性因素分析 

構面 題項 
標準化 

負荷量 

助人行為 

我願意花時間幫助在工作上遇到問題的同事 0.913*** 

我會幫助工作進度落後的同事 0.921*** 

我願意和其他同事分享我的專業知識 0.926*** 

當我採取的做法會影響其他同事時，我會先知會他們 0.894*** 

我會採取一些做法避免和其他同事發生問題 0.850*** 

當有同事心情不好時，我會為他打氣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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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他同事意見不合時，我會試著扮演和事佬 0.425*** 

公民道德 

我會提出建設性的意見來改進公司效能 0.338*** 

我會冒著被反對的風險，表達相信是對公司最好的意見 0.733*** 

我會出席並積極參與公司的會議 0.900*** 

運動家 

精神 

我總是看事情的負面而不看好的那一面 0.662*** 

我會花很多時間抱怨一些瑣碎的事 0.892*** 

我總是要挑公司的缺點 0.768*** 

Model Fit: 624.13/2 =dfχ ; GFI=0.720; AGFI=0.589; TLI=0.703; IFI=0.765; CFI=0.764 

          RMR=0.165; RMSEA=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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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學習型態對英文寫作的影響 

The Influence of the Cognitive Learning Styles on Writing Performance 
 
 

謝觀崢 

Kuan-Cheng Hsieh    

高苑科技大學通識中心講師 
kchsieh@cc.k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目地是探討兩種認知學習型態:場地獨立及場地依賴型，對大二學生英

文段落寫作的差異表現。先使用 Witkin (1967)的 GEFT 測驗，將學生的認知學

習型態，分成場地獨立及場地依賴的兩組，然後根據全民英檢中級寫作評分標

準，施以寫作前測，將學生分成寫作程度佳及低的學生。據此，最後將學生分成

場地獨立型的兩人合作學習組、場地依賴型的兩人合作學習組、場地獨立型的個

人學習組、場地依賴型的個人學習組。最後再經過九週的教學後，再施以後測，

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ANOVA 來探討前後進步的差異表現。研究結果發現：場地

依賴型的學生在合作學習組甚至在個人學習組的進步都優於場地獨立型的合作

學習組，其中更發現場地依賴型的合作學習組，比場地獨立型的個人學習組進步

更多。 
 

關鍵詞:認知的、場地獨立、場地依賴、近側發展區間、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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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paragraph-writing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with two different cognitive learning style: field independent and field dependent.  
Participants were twenty six sophomores in the advanced writing class in the first semester, 
2009.  They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Group Embedded Figures Test 
(Witkin,1967): (1) field-independent cooperative groups consisted of one high achiever and 
one low achiever, (2) field-dependent cooperative groups consisted of one high achiever and 
one low achiever, (3) field-independent individual groups were made of either one high 
achiever or one low achiever, (4) and field-dependent individual groups were made of either 
one high achiever or one low achiever.  The researcher employed one-way ANOVA using 
SPSS13.0 for Windows to analyze the quantitative data.  The findings were that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both in cooperative groups and in individual groups made more 
significant progress than the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also progressed more significantly than the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Keywords: cognitive, field-independent, field-dependent, ZPD,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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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cooperativ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especially in the conversation class.  A lot of convers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adopt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which thinks that real language 
learning is using language meaningfully and engages students in re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s for the other productive skill, writing, comparatively there is less research on 
how cooperative learning works, especially peer cooperation in writing.  There are two main 
issues here.  The first issue is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give feedback to each other and 
confident enough to help teachers with correcting errors.  The other issue is that teachers 
allow students or not to do some work, which originally belongs to teachers, like editing or 
evaluating the writing.   However, learner-centered teaching also has been starting taking 
root to give learners more control over what and how they learn in class.  Dating back to 
1990, Johnson at al. divided three different classroom work into individual work, competitive 
work and collaborative work:   
1. In individual work, learners can work and learn on their own, at their own pace and in 

their own space.  
2. In competitive work, learners will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to see who is best.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m will be failures in learning.  
3. In collaborative work, learners have to work together in small groups, aiming towards a 

common goal.  They have to row the same boat to survive. 
Kohonen (1992) thought that the above classroom work could be used flexibly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s can make good use of either one or together to achieve the different 
instructional goal.  It can not be concluded that which type of classroom work is the best.  It 
depends on the real learning situ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n based on the teachers’ 
judgement and decision, teachers will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one for learners.  
Cooperative learning includes personal academic growth, social skills and learning skills, 
which will lead to a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having the students work for a common goal 
based on their mutual accountability.  However, the competitive work may label some 
students as failures, which may frustrate some students and get them to give up learning, but 
sometimes it will warm up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 which may serve as a stimulus or a 
drive of learning.  For some other learners, working individually is their priority because 
they lik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learning and the pace.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 approach, teachers are seen as both a judge and corrector 
(Williams, 2005), but the process approach reduc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rammatical 
correctness and increases the emphasis on the expression of meaning and personal voice.  
Since the mid-1960s, the process approach started prevailing and the effect of peer feedback 
was valued in the classroom.  The feedback from teachers and peers focuses initially on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rather than simply on language form.  Some research has discussed 
about the affective factor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like motivation, attitude and anxiety.  
However, less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style has been done.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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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learning based 
on the cognitive style: field independent and field dependent.  The researcher wanted to find: 
1. Do the field independent students make significant progress statistically in the individual 

groups or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s? 
2. Do the field dependent students make significant progress statistically in the individual 

groups or the cooperative groups? 
3. Which type of groups performs the best?  
 

2. Literature Review 
Jones (1995) found that collaborative writing helped learners value peers’ feedback as 

much as teachers’ feedback in the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EFL composition classes in 
Taiwan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coul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Flower (1979)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writers and readers, reader-based prose could be 
produced.  Research (Gooden-Jones & Carrasquillo, 1998) found that ESL college students 
could learn to write preferably through small groups and peers and the writing became longer 
and ideas were well-structured at the end.  Partners in the group can work as readers to help 
writers review and edit their work more clearly for the readers.  Peer review has been proved 
to be advantageous in improving writing during the stage of revision (Tsui & Ng, 2000).  
Jacobs and MaCafferty (2006) also found out in their study that peer feedback was very useful, 
especially in the revision phase of writing    

Conrad and Goldstein (1999) found that peers in the same class could play the role of 
real readers to give some opinions in addition to teachers’ critical comments.   However, a 
study (Nelson & Carson, 1998) showed that Chinese students in EFL writing class did not like 
to criticize other’s drafts for the harmony and the better group climate of the group.  If 
necessary, it was better not to give negative feedback.  Basically, traditional education of 
Taiwan does not encourage peer feedback a lot.  Most of feedback is from teachers 
legitimately.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is mainly from the teachers’ correction, i.e. the 
negative feedback.   Hyland (2000) attributed the lack of negative feedback among Chinese 
to cultural issues.  Cheng (2000) argued that Asian learners were used to a learning 
experience: keeping silence in class because of the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However, a study (e.g., Levine, Oded, Connor, & Asons, 2002) found tha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homogeneity might b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successful peer response 
group interaction.  

Freeman and Freeman (1994) argued that students were more likely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earning.  Vygotsky (1978) used a term,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dvanced learning from expert others, including teachers and 
peers.  Although most students value the teachers’ response more than the pe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peers’ responses has been found in some ESL classroom (e.g., Mendonca & 
Johnson, 1994), especially in revision of the surface forms.  Newman and Holtzman (1993) 
proposed that ZPD was better to view as an activity rather than a place.  The no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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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was first brought in from Johnson , Johnson, and Holubec. (2002).  
That means the 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is a feeling of a group that understands they all sink 
or swim together.  All peer members are working towards the shared goal and have 
responsibility for finishing the task and for each other’s learning.  Wood, Bruner and Ross 
(1976) used a notion of scaffolding to describe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situation.  However, 
Kagan and Kagan (1998) has mentioned that sometimes instruction should match the way that 
students prefer to learn but if teachers wanted students to learn in a variety of ways, it was 
better to place them in contexts outside their comfort zones.  That would push them move 
more forwards.  McCombs and Whistler (1997) found that learning was most meaningful 
when students were actively engaged in creating, understanding and connecting to knowledge 
along with their needs and interests.  

Learning style is shaped by the learner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ir previous learning 
experience.  Reid (1993) has pointed out that: learning styles were the cognitive, affective 
and perceptual traits that indicate how learners perceive, interact with and respond to their 
learning environment.  Cognitive dimension distinguishes field-independent learners who 
are analytic and prefer instruction that emphasizes rules, from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who 
like to work in cooperative, experiential classrooms with interaction and feedback.  
Cognitive style is a dimension of learning style and can be defined as the distinctive and 
preferred way a learner organizes and retains information (Keefe, 1979).  Cognitive style, as 
defined by Riding and Rayner (1998), is an individual's preferred approach to organizing and 
representing information.  Ford, Wood, and Walsh (1994) thought the cognitive style is a 
collection of strategies that individuals differ by when processing information.  Witkin (1967) 
divided the cognitive learning style into field-independent style and field-dependent style.  
Witkin and Berry (1975) pointed out that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ople influenced the 
cognitive style.  Miller and Escolme (1990) found that US. Students and Asian students 
exhibited similar field independent tendencies and African students had fairly equal field 
dependent and field independent tendencies, and South American students showed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field dependent individuals. Messick (1984) thought that the cognitive style 
concerned about processing the inform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strategies.  Dembo (1981) 
thought that learners of field-dependent style preferred working cooperatively and helping 
each others.  They hoped to get teachers’ instruction in detail and positive approval.  He 
also argued that learners of field-independent style did not care about the social reinforcement 
and liked to work alone.  They did not need too much help from teachers and liked to do trial 
and error by themselves.   Furthermore, Blackman and Goldstein (1982) found that those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when working alone.  Field-independent learners tend to 
experience parts of the field as discrete from the surrounding field.  They perceive their 
environment analytically.  Chapelle and Robert (1986) found that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field-independence and grammatical performance.  Brown (1989) 
also pointed out that learners with field-independent style were incline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analytic way, and reorganized the information, which was very helpful to learn grammar.  
On the other hand, field-dependent individuals are used to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an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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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very socially sensitive, interested in others, and may be more easily influenced by peer 
pressure or encouragement.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writing for the students’ cognitive 
capability, various approaches are adopted, such as the product approach and the process 
approach, to make teaching writing an effective pedagogical practice (Harmer 2006).  He 
also believes that writing in groups is effective in the genre-based and process approach. 

Most students think that grammar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be a good writing because 
they are used to being corrected grammatically and lexically and hope to get feedback on 
those aspects from teachers.  Fathman and Whalley (1990)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correcting grammar, content, both grammar and content, and neither, in EL2 student 
compositions. Correcting grammar errors universally brought about improvement of the 
grammar of rewrites and at the same time lead to a 44 percent improvement on content 
expression.  Ferris (1998) in her ESL undergraduate classroom found that the error feedback 
worked better at the intermediate stages than the final stages.   

Lexical error and wrong word choice are overwhelmingly marked directly by teachers.  
Johnson (1988) pointed out, if learners said or wrote a form that was wrong, it could be for 
either of two reasons: either they lacked the requisite knowledge or they deployed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already had in mind, but it happened to be wrong knowledge.  Edge (1989) 
used a term, mistake, to mean all wrongness learners make.  Errors are the wrong forms 
which can not be corrected by them consciously, even if the wrong forms were pointed out.  
James (1998) used the other term, deviance, to cover all wrong forms.  Corder (1971) 
thought that errors are features of the learner’s idiosyncratic dialect, which can not be 
self-corrected, and moreover need not, since they are grammatical in terms of the learner’s 
language.  Teachers can make good use of errors analysis to help understand learners’ 
interlanguage and edit the syllabus in addition to correcting errors directly.  Cooperative 
learning also can help peers in terms of generating ideas and realizing their own errors when 
writing (Mariam & Napisah 2005). 
 

3. Research Method 
3.1 Teacher’s role 

Song (1998)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free writing with communicative feedback on 
meaning was better, reaching to a statistic significance, than that of controlled writing with 
evaluative feedback on grading and error correction in the Korean freshman reading course.  
Teachers can switch themselves among different roles if needed.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eachers should be adjusted to learners’ needs.  In case learners can find the errors 
themselves, they will figure out the solving way with less teachers’ help.  That is what the 
learner-centered approach advocates.  Students can self-direct learning to some extent and 
teachers do not have to dominate the learning all the time.  McDonell (1992)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ere five roles of teachers in class: 
1.  As inquirer 
2. As 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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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 observer 
4. As facilitator 
5. As change agent for school, students and themselves 

Basically, the researcher played as either a facilitator or inquirer in class.  More 
attention was paid to the organization of writing.  Most feedback was about how to match 
the supporting sentences with the topic sentence and how to make the whole paragraph more 
cohesive.  Students were inquired why they wrote in the wrong way, why they chose the 
wrong word or form, and then the correction was offered by the researcher if there was time.  
On average, every group of students had 15 minutes to discuss with the researcher and did not 
know their final score of each writing.    
 

3.2 Participants 
26 participants in the study were the sophomores of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 of Kao Yuan University.   Seven are male and 19 are female, aged 20 to 21.  All 
of them have taken a basic English writing course in the first year.   The basic English 
writing course especially emphasizes controlled and guided practice of the most common 
sentence patterns, verb tenses and relevant vocabulary of common topics in English until 
students can successfully write accurate sentences and then create longer texts on the topics.   

In the sophomore year, they took the advanced English writing course, which focuses on 
the paragraph writing in the first semester and essay writing in the second semester.  During 
the period of research, they have already been able to write some sentences on the specific 
topic but lack the ability of organizing them into a paragraph of at least ten sentences.  The 
target of the course design in the first semester is to train and advance students into a higher 
level in order that they can write essays in the second semester.   
 

3.3 Instruments 
The researcher used the Group Embedded Figures Test (Witkin,1967) to categorize 

students into cognitive styles of field independent and field dependent.  Students had to find 
out a smaller figure embedded in a larger and complex figure in a limited time.  The more 
students could find hidden figures out, the more field-independent they were.   In this study, 
the borderline between field independent and field dependent was set at a score of 12, as 
recommended by Witkin, Ottman, Raskin, & Karp(1971).  Students scoring above 12 on the 
GEFT were classified as field- independent, as they completed the task of finding the 
“hidden” figures soon in a limited time.  Students scoring 12 or below were classified as 
field-dependent, as they found fewer “hidden” figures from the surrounding pattern. 

Then, the researcher employed one-way ANOVA using SPSS13.0 for Windows with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5 to analyze if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rogress between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among different groups.  For further data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students orally to understand their reflections on the process of class 
and their feelings about working alone or cooper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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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rocedure  
This advanced writing course lasted for 18 weeks in the first semester.  During the 

second week, the GEFT was conducted to categorize students as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and field- dependent ones.  Before the pre-test in the 9th week, some basic wri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were taught, such as the steps of the writing process, the structure of a 
paragrap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aragraph.  They had to be familiar with how to 
brainstorm ideas, how to write topic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and concluding 
sentences.  It took 8 weeks to give students a schema of what a well-organized paragraph 
looks like.   

The syllabus included four rhetorical modes (see Table 1).  As Hyland (1996) indicated 
that writers wrote something to achieve some purpose which readers could recognize.  
Therefore, teachers often take a rhetorical-mode orientation to writing instruction in class, 
combining a set of texts, in order to get the ideas across.  The researcher used these modes to 
train students to be familiar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articles and had them know how to start 
their writing in different way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odes.   
 

Table 1. Four Rhetorical modes in the syllabus 

Rhetorical modes purpose 
Descriptive to explain how someone or something looks or feels. 
Opinion to state an idea or belief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Comparison/Contrast to discuss two subjects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roblem/Solution to explain a problem and then propose one or more solutions  

 
Students had to go through the steps of writing process for each writing.  
1. Pre-writing 
2. Writing 
3. Peer or self editing 
4. Rewrite 
5. Teacher’s final feedback and marking 
 

The descriptive paragraph was introduced before the pre-test in the 9th week.  The 
pre-test was about a descriptive paragraph of students’ hometown.  Each student had to 
finish writing in 60 minutes.  For avoiding subjective marking, there were two raters to 
grade their writing.  They have M.A. degrees in TESOL.  Besides other English courses, 
both of them have been teaching English composition for years at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of Kao Yuan University.  One of them is studying for a Ph. D. now.  
The other rater has published a book on th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composition and has some 
research papers about composition teaching.  The outcome was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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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outcome of the pre-test and the GEFT 

Class A Rater A Rater B Average 
Field 

independent 

Field 

dependent 

HI1 75 70 72.5 19  

HI2 63 65 64 17  

HI3 65 57 61 23  

HI4 55 60 57.5 18  

HI5 72 56 64 24  

HI6 72 63 67.5 15  

HI7 66 66 66 15  

HI8 58 52 55 14  

HD1 60 56 58  12 

HD2 63 60 61.5  12 

HD3 65 57 61  11 

HD4 58 65 61.5  12 

HD5 67 56 61.5  12 

HD6 65 60 62.5  8 

LI1 50 45 47.5 19  

LI2 50 42 46 19  

LI3 40 44 42 24  

LI4 46 39 42.5 25  

LI5 30 40 35.5 25  

LI6 54 48 51 17  

LD1 50 53 51.5  11 

LD2 50 48 49  10 

LD3 52 55 53.5  9 

LD4 50 45 47.5  12 

LD5 32 36 34  12 

LD6 50 53 51.5  12 

Note. H means higher achiever 
L means lower achiever  
I means field independent 
D means field dependent 

 
The pre-test was offered to evaluate their proficiency for grouping them into two groups, 

higher achiever and lower achiever by the writing criterion of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Test in Taiwan) provided by the Language Training & Testing 
Center in Taipei. GEPT at intermediate level, a nationally-norm standardized test, is used to 
evaluate Taiwanese students’ English proficiency after three-year senior high school (edited as 
appendix A).  Originally, the researcher expected to use level 1-5 to differentiate th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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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of students.  However, the subtle difference in one level should be noticed, 
especially when comparing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So, two raters decided to use 
scores to grade the writing.  The borderline score is 55 between the higher achiever and the 
lower achiever for normal distribution.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s, there was one higher 
achiever and one lower achiever to work together.  Students were grouped as follows: 
 
Cooperative groups: HI1+LI1, HI2+LI2, HD1+LD1, HD2+LD2 
                 HI5+LI4, HI6+LI5, HD4+LD4, HD5+LD5 
Individual groups: HI3, HI4, LI3, HD3, LD3 
               HI7, HI8, LI6, HD6, LD6 

 
Therefore, there were four types of students in the study: 
1. One higher achiever with one lower achiever of field-independent style in a group: 8 

students 
2. One higher achiever with one lower achiever of field-dependent style in a group:  

8 students 
3. Either one higher achiever or one lower achiever of field-independent style:  

5 students 
4. Either one higher achiever or one lower achiever of field-dependent style:  

5 students 
 

After the pre-test, the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3 and 4) had to finish the other three 
writings alone in the classroom.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udents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s (1 
and 2) had to work together, shared their ideas, got feedback from their partner and then 
finished the writing.  All of them could use any resources in class, including dictionaries and 
grammar books, etc.  After that, the researcher would give his feedback, including word 
choice, grammar and organization, on each writing of different rhetorical modes to all 
students until the post-test, which was administered during the 18th week.  The outcome was 
as follows. 
 

Table 3.  The outcome of the post-test 

Class A Rater A Rater B Average 

HI1 76 74 75 

HI2 70 63 66.5 

HI3 62 68 65 

HI4 55 64 59.5 

HI5 62 68 65 

HI6 75 69 72 

HI7 76 70 73 

HI8 64 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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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1 60 58 59 

HD2 55 68 61.5 

HD3 64 60 62 

HD4 66 62 64 

HD5 63 66 64.5 

HD6 65 70 67.5 

LI1 50 54 52 

LI2 60 55 57.5 

LI3 49 54 51.5 

LI4 39 54 46.5 

LI5 52 50 51 

LI6 61 58 59.5 

LD1 59 58 58.5 

LD2 60 65 62.5 

LD3 58 62 60 

LD4 60 62 63 

LD5 52 52 52 

LD6 56 51 53.5 

 
Two raters graded their writing and each student got an average score.  For inter-rater 

reliability, the Spearman’s rank was administere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were 0.844 and 0.719, both of which reached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1. 
The high correlations between two raters were proved (see Appendix B) and showed the 
consistency of evaluation between the raters.  It means that they graded the pre-test and the 
post-test strictly based on the GEPT writing standard and had very similar evaluation on 
students’ writing.  
 

4. Results 
Table 4 shows, as expected,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group 3) 

make more progress than those in cooperative groups (group 1) , but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Sig. is 0.287)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group 2) made 
more progress than those in individual groups (group 4),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ither 
(Sig, is 0.433).  Through the cross analysis between four types of groups, the findings were 
that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both in cooperative groups (group 2) and in individual 
groups (group 4)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better than the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group 1) (Sig. is 0.001 and 0.021).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group 2) also progressed better than the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group 3) in individual groups (Sig. is 0.024).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benefited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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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Witkin’s point of 
view, which contends that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prefer learning in a cooperative way to 
working alone.  On the other hand, the result also showed that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did not perform very well as expected, not the mention those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More interestingly, the result showed that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performed better than field-independent in cooperative groups.  It seems 
that there is some other further research, which needs to be don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vorable learning way and field-independent style.  However, the effect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can be proved in this study.    
   

Table 4.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our groups 

(I) (J) (I-J) SE Sig. 95% Confidence interval 

Group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1 2 -7.8750(*) 2.1293 .001 -12.291 -3.459 

3 -2.5000 2.2889 .287 -7.247 2.247 

4 -6.0000(*) 2.4090 .021 -10.996 -1.004 

2:  1 7.8750(*) 2.1293 .001 3.459 12.291 

  3 5.3750(*) 2.2219 .024 .767 9.983 

4 1.8750 2.3454 .433 -2.989 6.739 

3 1 2.5000 2.2889 .287 -2.247 7.247 

  2 -5.3750(*) 2.2219 .024 -9.983 -.767 

4 -3.5000 2.4912 .174 -8.667 1.667 

4 1 6.0000(*) 2.4090 .021 1.004 10.996 

  2 -1.8750 2.3454 .433 -6.739 2.989 

3 3.5000 2.4912 .174 -1.667 8.667 

* at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5 

 

5. Discussion  
The effec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 especially for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progressed more 
than field-independent in cooperative groups, which supported Witkin’s theory.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not only liked to work with others but also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co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observation in class, most of them needed more 
time to finish writing.  They had to discuss, share their ideas and need time to make a 
decision.  Lower achievers especially liked to work with higher achievers.  LD2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 said:  

Actually, I can write faster because I am responsible for drafting and my partner 
searches for the correct vocabulary and check the grammar.  I like the coop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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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ling. 
 

On the other hand,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to find that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progresses more than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One reason the researcher can figure out is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in individual groups 
was given more time individually to discuss with the researcher about their writing.  They 
might get more feedback and learn more from the researcher.   

As for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they probably liked to work alone.  HI7 responded: 
I like to write by myself.  Although at the first time I feel it is very difficult, I like to 
challenge myself. 

In addition, HI5 also said: 
I don’t like my partner because I can not write my own paragraph and discussion 
takes a longer time.   

However, some of them in this study seemed to enjoy working with their partners.  For 
example, HI6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 said: 

Although sometimes we have different ideas, we can write a good paragraph.  That is 
because the best idea can be chosen after discussion.  

Some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in cooperative groups did not challenge their partner 
about the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r’s observation in the classroom, most low 
achievers agreed with the high achievers’ decision and the former students did not make much 
effort to work with their partners, but both LI3 in the individual group and LI4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 expressed that they really needed more help.   

LD5 told the researcher that although he liked to work with HD5, he needed some help 
from the researcher too.  HD4 in the cooperative group said that it was not difficult for her to 
work alone and she did not like to have different ideas with her partner, which might harm 
their relationships.  Therefore, it can be assum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cognitive learning 
style, there is som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tudents’ level of achievement and the preferred 
grouping way.  
 

6. Limitations 
Students also took some other English cour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fluences of those 

courses are possible.  If time is allow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courses, such as reading 
courses and grammar courses should be analyzed to check whether or not the performance of 
writing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some other factors and how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sample size (26 students) was not large enough to generalize and say which type of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Actually, at Kao Yuan University, students of one composition 
class (around 45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o two teachers in order that each 
student can get more attention and help.  Therefore, unless the experiment can be repeated 
several time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including a larger sample should be administered to more 
confirm the creditability of the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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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nclus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cognitive learning style is not the only deciding factor over what types of groups is 

the best choice for students.  Lower achievers of field-independent style still expected more 
help and higher achievers of field-dependent style did not always prefer working with others.  
The students’ current level does play a role in the preferred learning way as well as their 
previous learning experiences, etc.  People are inclined to approach success by nature.  
Learners themselves know which learning way is the best, rather than teachers.  The point is 
how much autonomy learners can have in the syllabus design and administration.   

It is inevitable for teachers to imagine what their future class is like and then hereby 
design the syllabus without too muc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future students.  
The teaching of writing depends on how teachers think writing is learned (Raimes, 1983).  
The syllabus has been already planted in teachers’ mind before meeting students.  Chances 
are students lose current and future interests due to an inappropriate syllabus.  Some teachers 
may think that the produc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learn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 
accuracy will be required and correction is the main job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If process 
orientation is valued by teachers, feedback will be tapped for revision, which may be helpful 
for the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However, that is teachers’ syllabus rather than students’.  
Where is the learner’s role dur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Kain (2003) pointed out that 
learning was achieved through students’ engagement with activities in which they were 
invested.  In a student-centered classroom, teachers also can learn more from students about 
their learning and even the teaching.  If students are more engaged in discovering and 
exploring, they will have higher motivation to give rise to meaningful learning.  Therefore, it 
will be better if teachers administer needs analysis in advance to know more about students’ 
past learning experience, background, and the preferred learning way.  Teaching materials 
and content will be meaningful and useful for students in case the syllabus is adjusted to 
students’ current and future needs.   

Although the finding showed that field-independent students worked better in individual 
groups than those in cooperative groups and field-dependent students performed better in 
cooperative groups than those in individual groups, but both of them did not reached to a level 
of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expected.  It needs more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reasons.  
Moreover, this study did not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writing performance between high 
achievers and low achievers within groups.  Some further studies can be conducted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proficiency and the grouping.  If so,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will be more practical for teachers to assign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 into a more 
favorable learn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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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The Writing Criteria of GEPT Intermediate Level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he author) 

 
Level Score Criteria 

5 100 The content fits in with the topic accurately 
The structure is well organized 
Accurate use of words and different sentence structures 
No serious errors on grammar,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4 80 The content fits in with the topic 
The structure is organized 
Appropriate use of words and some sentence structures 
Few serious errors on grammar,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3 60 The content fits in with the topic, but does not exactly present the whole idea 
The structure is organized to some extent 
Limited vocabulary 
Some errors on grammar,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2 40 The content does not fit in with the topic, most of which is hard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is not well organized  
Limited vocabulary 
Many errors on grammar, spelling, and punctuation 

1 20 The content does not fit in with the topic 
The structure is not organized at all 
Limited vocabulary 
Too many errors on grammar, spelling, punctuation 

0 0/0 No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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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B 
Correlation of the pre-test between two raters  

 

      Rater A Rater B 

Spearman's rho  Rater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1.000 .844(**)

Sig. (2-tailed) . .000

N 26 26

Rater B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844(**) 1.000

Sig. (2-tailed) .000 .

N 26 26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2-tailed). 

 

Correlations of the post-test between two raters 
 

      Rater A Rater B 

Spearman's rho  Rater 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1.000 .719(**)

Sig. (2-tailed) . .000

N 26 26

Rater B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719(**) 1.000

Sig. (2-tailed) .000 .

N 26 26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2-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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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納紮爾巴耶夫，哈薩克族人，出生於1940年7月，今年70歲，是哈薩克斯坦

現任總統，更是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締造者和經營者，也是哈薩克斯坦執政黨「祖

國黨」黨主席。根據哈薩克斯坦議會2007年公布的憲法修正案，現任總統納紮爾

巴耶夫可不受次數限制地連任總統職務。本文正是通過對納紮爾巴耶夫總統領導

下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建國以來所取得的一系列的成就，進行了梳理研究，肯定

了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在建立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歷史進程中不可磨滅的貢獻。 

 

關鍵詞：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憲法、民族和睦、石油 

 



述評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歷史貢獻 

李  寧   
                                                                                           

148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Nazarbayev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made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and confirmed that President 
Nazarbayev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indeliblecontribution. 
  
Keywords:Kazakhstan, Nursultan Nazarbayev, Constitution, National Accord,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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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爾蘇丹·阿比舍維奇·納紮爾巴耶夫 (Nursultan Abishevich Nazarbayev) 1940年7月出

生於阿拉木圖州卡斯克連區切莫爾甘村的一個哈薩克族農牧民家庭，早年畢業於卡拉幹

達冶金聯合企業高等技術學校和蘇共中央高級黨校函授班，曾獲冶金工程師職稱和經濟

學博士學位。2002年12月，北京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 

    納紮爾巴耶夫歷任卡拉幹達州黨委書記、哈共中央書記、哈部長會議主席、哈共中

央第一書記、哈最高蘇維埃主席和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等職。1991年12

月，納紮爾巴耶夫當選為獨立後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首任總統。1995年4月，哈薩克

舉行全民公決，將納紮爾巴耶夫的總統任期延至2000年。1999年1月，納紮爾巴耶夫在提

前舉行的總統大選中獲連任。2005年12月，納紮爾巴耶夫在新一屆總統選舉中再次連任

至今。2007年05月18日哈薩克斯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授權現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可

不受次數限制地連任總統職務。 

    納紮爾巴耶夫主要著作有：《探索之路》、《哈薩克斯坦主權國家形成和發展戰略》、

《站在21世紀門檻上》、《歐亞聯盟：觀念、實踐和前景1994-1997》、《哈薩克斯坦——2030

年的戰略發展》和《哈薩克斯坦之路》等。他還是一名高山滑雪愛好者。納紮爾巴耶夫

的夫人名叫薩拉·阿爾貝索芙娜·納紮爾巴耶娃生於1941年，他們育有三個女兒。
1 

 

一、實現哈薩克斯坦的國家獨立 
    18 世紀世紀三、四十年代，逐步被沙俄所吞併。1917 年 11 月建立蘇維埃政權。1920

年 8 月 26 日建立歸屬於俄羅斯聯邦的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25 年 4

月 19 日改稱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1936 年 12 月 5 日定名為哈薩克蘇維埃

社會主義共和國，同時加入蘇聯，成為蘇聯的一個加盟共和國。 

    1990 年 10 月 25 日，哈薩克最高蘇維埃通過了國家主權宣言，聲稱「哈薩克斯坦蘇

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在本共和國內擁有至高無上的、獨立的和全部的權力」。1991

年 12 月 10 日更名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同年 12 月 16 日通過《哈薩克國家獨立法》，正

式宣布獨立，同年 12 月 21 日加入獨聯體。1991 年 12 月 26 日，伴隨蘇聯解體，哈薩克

斯坦成為真正的獨立的主權國家。1992 年 5 月 16 日，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發表了《作為

主權國家的哈薩克斯坦的形成和發展戰略》，為哈薩克斯坦未來的發展道路指明了方

向。1992 年 6 月 4 日，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象徵：國旗、國徽和國歌確立。1993 年 1

月 28 日，哈薩克斯坦獨立後的第一部憲法公布。
2不論是由於當年前蘇聯人「甩包袱」

還是部分哈人的「民族自決」原因，總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被獨立」或是「獨立」了。

既然實現獨立了，哈國人不得不獨立面對國內外的繁雜問題；在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的「威

權」帶領下，哈薩克斯坦走上了獨立探索建設祖國的征程3。 

 
 

                                                        
主要數據來源：“祖國”黨官方網站：http://www.ndp-nurotan.kz/；哈薩克斯坦政府網站：http://www.government.kz/ 

1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01/content_419505.htm” 
2
 趙常慶(1999)。中亞五國概論。北京市：經濟日報出版社。 

3
 Cohen, A. (2008) .Kazakhstan: The Road to Independence. Washington,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Joint Center.  



述評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歷史貢獻 

李  寧   
                                                                                           

150 

二、第一任哈薩克斯坦總統 

（一）遷都阿斯塔納（舊稱阿克拉莫） 

1994年7月6日，哈薩克斯坦議會通過決議，決定將首都從阿拉木圖遷至哈薩克斯坦

中部的阿斯塔納市，並在2000年前完成遷都工作。當時，納紮爾巴耶夫提出的遷都理由

是：自1929年起成為哈薩克斯坦首都的阿拉木圖已不符合獨立國家首都的要求。該市人

口近150萬，過於膨脹，市政發展潛力不大；距邊界太近，東距中國新疆僅300多公里；

交通不便；與其他城市相比，阿拉木圖建設費用昂貴，生態狀況日益惡化，空氣汙染嚴

重。此外，據說，阿拉木圖市還處於地震多發地帶。而阿斯塔納接近哈薩克斯坦地緣中

心，有利於國家管理，又緊靠共和國工業中心和主要經濟區，城市人口30萬，市政發展

前景廣闊，供熱供氣有保障，建成後的額爾齊斯—卡拉幹達—伊希姆運河將解決供水問

題。阿斯塔納處於交通樞紐，市區交通設施發達，生態條件正常。
4 

但是阿斯塔納夏天炎熱，蚊蟲肆虐；冬季漫長而寒冷，氣溫經常保持在零下20攝氏

度左右。單純氣候條件來講，阿斯塔納的確不是一個適於大規模人口居住的地區。顯然，

嚴酷的自然條件並不能阻止納紮爾巴耶夫選擇遷都阿斯塔納的決心。 

    更深一層的原因是：哈薩克斯坦獨立後，大量滯留在哈薩克斯坦約600萬非哈薩克

族裔的人，其中數量龐大的俄羅斯人面臨被祖國拋棄的命運；他們面臨的首要問題是國

籍的選擇，做一個哈薩克斯坦公民？抑或是當一個俄羅斯聯邦公民？目前愈來愈明顯的

動向是成批的俄羅斯人離開哈薩克斯坦遷往俄羅斯聯邦，據說每月平均有2.5一3萬人。
5

曾經作為原蘇聯加盟共和國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主人的俄羅斯人被迫淪為了「外人」，

大量俄羅斯自願或者「被自願」的逃離哈薩克斯坦。這種狀況引起了納紮爾巴耶夫總統

的高度警惕，如何保障哈薩克斯坦全國經濟重心的北方及北方領土的安全？成為他在當

時不得不立刻面對並且需要好好解決的難題。而通過遷都阿斯塔納，這個城市正是位於

俄羅斯裔居多數的地區和哈薩克族居民為主地區的南北分界線上，在阿斯塔納建立新

都，實施全面政治領導，以有利於加強民族團結、鞏固新生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政權。 

    從經濟改革角度來看，阿斯塔納處於北部經濟發達地域中心，機械、輕工、食品加

工等工業皆有一定基礎，又是油氣資源豐富的集中地，極有利於資源開發與經濟改革加

速發展。 

  而從交通運輸看，阿斯塔納是交通樞紐。鐵路是南北縱貫線與南西伯利亞線的交會

處，北連俄羅斯，南達中亞各地，西抵宇航中心拜科努爾，東可通往中國，是亞歐大陸

第二條幹線上的要站。公路四通八達通往全國各地。市郊有民航機場，對內對外空運便

利。因而，哈薩克斯坦遷都阿斯塔納具有戰略與經濟上的巨大意義。
6 

（二）發行本國貨幣----堅戈 

    1993年7月，俄羅斯在未同盧布區國家協商的情況下，單方面宣布1961-1992年使用

的盧布停止在俄羅斯境內流通。這一舉措使大量舊盧布流入哈薩克斯坦，給哈薩克斯坦

                                                        
4
 劉庚岑(1998)。哈薩克斯坦遷都阿克莫拉市。東歐中亞市場研究，3，46-47。 

5
 王智娟、潘志平(1996)。哈薩克斯坦民族問題的焦點:雙重國籍與第二國語。東歐中亞研究，3，9。 

6
 沈偉烈(1998)。哈薩克斯坦將遷都阿克莫拉。國際資料信息，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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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帶來很大損失，使財政金融陷入混亂和困境，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人民怨

聲連天。哈薩克斯坦政府與俄羅斯多方談判無果，1993年11月12日20時，納紮爾巴耶夫

總統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從11月15日上午8時，開始在哈薩克斯坦發行本國貨幣---堅戈。 

    哈薩克斯坦本國貨幣由哈薩克斯坦國家銀行發行，分為「堅戈」(哈薩克語義為「銀

元」)和「堤恩」(哈薩克語義為「零錢」)。1 堅戈等於 100 堤恩。堅戈面值有 100、50、

20、10、5、3、1；堤恩面值有 50、20、5、2、1.共 13 種。堅戈由法國特種工藝印制而

成。堅戈紙幣內含有一條金屬隱線，並有水紋印跡和對等面值的阿拉伯數字水印跡，具

有一定防偽功能。堅戈的正面為中亞和哈薩克斯坦歷史著名政治、軍事和文化人物的肖

像，其中面值 1 堅戈的是哈薩克斯坦民族人士艾勒法比(870-950 年)的肖像，3 堅戈是哈

薩克斯坦曆史名人蘇因巴依(1815-1898 年)的肖像，5 堅戈是哈薩克斯坦著名音樂家庫爾

曼卡孜(1815-1889 年)的肖像。堅戈的背面為山水風景和名勝古跡，右上側有哈文標注的

警告:「製造假幣者必將追究其法律責任」。 

    兌換新貨幣從 1993 年 11 月 15 日開始到 11 月 20 日結束，兌換率為 500 盧布兌換 1

堅戈；年滿 16 歲的哈薩克斯坦公民可以兌換 10 萬盧布。兌換工作在全國數萬個兌換點

進行，並為殘疾人和老人提供專門服務。同時，哈薩克斯坦國家銀行還公布了與自由外

幣的兌換比價，其中 1 英鎊：6.92 堅戈；1 美元：4.68 堅戈；1 德國馬克：2.74 堅戈；......

在新貨幣堅戈發行前，為了防止物價和匯率無根據的上漲，為了保障本國居民的生活水

平不變，哈薩克斯坦政府在 1993 年 11 月 15 日公布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內閣關於在推

行本國貨幣條件下為限制物價上漲採取緊急措施的決定》。 

    哈薩克斯坦國家物價委員會也及時公布了新的物價表，規定了最高限價，例如民航

客運價格：阿拉木圖-莫斯科為 640 堅戈；阿拉木圖-烏魯木齊為 130 美元（國際收費標

準）加 60 堅戈；食品價格：羊肉每公斤 8 堅戈，牛肉每公斤 12 堅戈，土豆每公斤 1 堅

戈，蘋果每公斤 6 堅戈；香煙價格：萬寶路香煙每盒 6 堅戈。7 

    哈薩克斯坦本國貨幣---堅戈的發行前期，面臨了巨大的困難，有外匯儲備不足、黃

金儲備不足、本國和國際社會對堅戈認可度和信任度的問題，在當時的哈薩克斯坦外匯

黑市市場 1 美元客運兌換 8 堅戈，這反映了當時國內民眾對本國貨幣的不信任；為此，

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積極同俄羅斯、美國、世界銀行、國際貨幣基金組織等斡旋，1993 年

11 月 17 日，納紮爾巴耶夫會見了美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獲得了美國對哈薩克斯坦本

國貨幣改革的支持；貨幣基金組織將在未來 2 年內給哈薩克斯坦提供 20 億美元的援助，

幫助哈薩克斯坦擺脫經濟危機。在國內，政府三令五申要求保持市場的穩定；打擊哄抬

物價的投機分子；並積極調整本國的金融和經濟管理政策。8 

    堅戈，是哈薩克斯坦實現政治獨立後，尋求本國經濟獨立的一次必然選擇。儘管在

新貨幣發行之後的若干年裏，哈薩克斯坦經濟持續低迷，生產下降，消費品奇缺，物價

飛漲，通貨膨脹加劇，哈薩克斯坦的人民的確在獨立初期經歷了生活水平下降的事實，

但是哈薩克斯坦作為一個獨立國家對本國經濟發展和金融安全的探索一直在進行。 

 
 

                                                        
7
 郭鋒超(1993)。哈薩克斯坦發行本國貨幣的前前後後。國際展望，24，9-10。 

8
 斯·捷列先科、趙瑞林(1994)。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內閣關於在推行本國貨幣條件下為限制物價上漲採取緊急措施的

決定。中亞信息，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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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構建了哈薩克斯坦政治體制 

（一）確立「威權」總統制下的世俗單一體制的共和國 

威權主義是哈薩克斯坦國家轉型時期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模式。該模式作為冷戰後中

亞政治進程中從集權主義向自由民主的過渡形式，它保留了選舉制、議會制、多黨制等

民主的一般屬性，適當擴大以總統為核心的國家權力，基本呈現出一種剛性結構的民主

政治傾向。其現實性表現為:憲政民主初步確立，總統權力顯著放大；政黨政治呈現政權

黨獨大格局；政府善治預期得以實現，地區社會政治全面好轉等。9 

1992年1月13日，通過《對<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地方自治和地方人民代表

蘇維埃法>在過渡時期進行修改和補充的法律》，廢除了蘇維埃執委會制度，確立了由總

統垂直領導的行政長官制。這個法令加強了總統的權限。1994年3月7日，哈薩克斯坦新

一屆最高蘇維埃選舉舉行，176人當選為新議會的最高蘇維埃職業化代表。但是，人民

統一聯盟獲得70席，占多數。實質上形成了議會與總統對立的狀況。1994年，納紮爾巴

耶夫總統在議會發表講話，批評新議會不能有效適應哈薩克斯坦改革的需要。1995年，

有人揭發這一屆議會選舉中有舞弊行為。1995年，哈薩克斯坦憲法法院裁定1994年議會

選舉違憲。隨後，議會被解散。1995年3月至1995年新議會被選舉出來為止，哈薩克斯坦

沒有立法機關，這一階段為總統治理時期，並以「總統令」的形式實行立法權。1995年

3月至1996年初期，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執行立法權期間，共頒布了134個具有法律效力的

總統令，批准了60個國際條約。這符合了當時哈薩克斯坦的國情，以強力推動改革，穩

定了國內局勢。1995年哈薩克斯坦總統的諮詢機構---哈薩克斯坦各族人民大會於1995年3

月1日成立。1995年3月24日，哈薩克斯坦各族人民大會在阿拉木圖召開了第一次會議，

並提出了現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總統任期延長至2000年的倡議。1995年4月29日，哈薩

克斯坦舉行了獨立以來的第一次全民公決，贊成了這一提議。 

1995年6月30日，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在各族人民大會上做了長篇報告，為獨立後的第

二部憲法規定了基本原則。1995年8月30日，舉行了全民公決，第二部憲法獲得通過。1995

年9月6日，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簽署了新憲法正式生效的總統令。第二部憲法明顯加強了

總統的權力，取消了副總統職務，議會由一院制改為兩院制。哈薩克斯坦《憲法》規定

哈薩克斯坦是「民主的、非宗教的和統一的國家」；為總統制共和國，總統為國家元首，

是決定國家對內對外政策基本方針並在國際關係中代表哈薩克斯坦的最高國家官員，是

人民與國家政權統一、憲法不可動搖性、公民權利和自由的象徵與保證。哈薩克斯坦總

統納紮爾巴耶夫通過修改憲法，不僅使議員任期縮短為4年，比總統任期少一年，而且

謀得直接任命7名參議員的權利，致使共和國議會的作用受到明顯削弱。同時，哈薩克

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又通過獲得任命共和國憲法委員會主席和2名委員的權力 ，加強

了對共和國最高司法機關的控制。 

1995年12月5日和9日，分別舉行了參議員和眾議院的選舉。1996年1月，新當選的議

會兩院開始工作，與總統有較好的配合。 

1998年9月30日，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向議會發表了題為《關於國內形勢和國內外政策

基本方針：在新世紀社會民主化與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國情咨文，提議對憲法進行必要

的修改。兩院88名議員聯合宣讀了致總統的呼籲書，並提出了自己的憲法修正案，並提

                                                        
9
 朱新光、武斌、張深遠(2008)。冷戰後中亞威權主義政治新探。甘肅社會科學，3，204-207。 

 



清雲學報 第三十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第 153 頁 
Journal of Ching-Yun University, Vol.31, No.1 (2011) 

                                                                                            

 153

出了提前舉行總統選舉的動議。 

納紮爾巴耶夫尊重了議員的提議。議會通過了88位議員提出的憲法修正案，主要內

容是將總統的每屆任期從5年延長到7年，並取消了總統任職年齡的上限。總統可任命的

總理、副總理以及外交、國防、財政、內務部長和安全委員會主席需經議會同意。 

1999年1月10日總統選舉舉行，有4名候選人參選，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再次當選，獲

得81.7%的選票，任期7年。2000年，哈薩克斯坦議會通過了《第一任總統法》，為現任總

統退職後的活動安置提供了保障。在2005年10月提前舉行的總統大選中，現任總統納紮

爾巴耶夫以絕對優勢獲勝，共有包括納紮爾巴耶夫在內的５名候選人參加了本屆總統大

選的角逐。據2005年12月5日，哈國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布的初步統計結果，納紮爾巴耶夫

共獲91.01%的選票，有6147517人投票選舉納紮爾巴耶夫做總統；而反對派聯盟「為了公

正的哈薩克斯坦」領導人圖亞克拜獲得6.6%的選票，共獲得445934張選票；另外3名候選

人反對黨「光明道路」主席拜梅諾夫獲1.65%的選票，「自然」生態聯盟領導人葉列烏西

佐夫獲0.32%的選票，共產主義人民黨主席、哈國下院議員阿貝爾卡瑟莫夫獲0.38%的選

票10。本次哈國總統大選是在社會政治穩定、經濟連續4年以10%的速度增長的背景下舉

行的，哈國國民們對這幾年國家的發展普遍表示滿意，這是納紮爾巴耶夫高票當選的主

要原因。  

2007 年 05 月 18 日哈薩克斯坦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授權現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可

不受次數限制地連任總統職務。該修正案將在總統簽署後正式生效。根據該修正案，哈

薩克斯坦現行憲法第 42 款第 5 條中，有關「同一人選連續擔任哈薩克斯坦總統不得超

過兩屆」的規定，將不適用於首任、即現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該修正案還規定了今後

的總統任期將自 2012 年起由 7 年減至 5 年。11 納紮爾巴耶夫一面擴大個人影響力的同

時，一面打壓政敵。哈薩克斯坦今天的反對派黨魁，絕大多數是過去的政府要員，後來

搖身一變，成為反對派。像此次選舉的兩大主要競爭對手，「為了公正的哈薩克斯坦」

聯盟領導人圖亞克拜，曾是下院議長，還為兒子向總統提過親，當時，他大概不會想到

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反對派；該國另一主要反對黨光明道路的領導人拜梅諾夫，曾任總

統辦公廳主任、勞動及社會保障部部長。而其他一些反對派人士，或是被迫流亡海外，

如前總理卡熱格爾金；或是在獄中服刑，如前工貿部長阿布利亞佐夫。 而面對「顏色

革命」的威脅，納紮爾巴耶夫吸取了格魯吉亞的教訓，加強對非政府組織的控制；同时

吸取了吉爾吉斯斯坦的經驗，修改選舉法，規定從競選拉票工作結束至正式結果公布，

禁止遊行集會，以 「保障選舉委員會能夠正常工作」。 

    有哈薩克斯坦特色的威權體制存在與產生同其本國自身的經濟、歷史、文化、國際

等狀況密不可分，同時也是哈薩克斯坦在特定歷史條件下形成的一種民主政治模式，威

權下的哈薩克斯坦總統制是保障當今哈薩克斯坦社會經濟穩定的政治基石。從世界政治

發展的潮流而言，哈國威權體制存在是在建國初期和走向成熟政治體制過程中間的轉型

期的政治模式，其不確定性也已經顯現，即表現在哈威權政治擴大了領導人的地位和作

用，片面依賴強勢領導人的個人智慧和影響力；其二表現在中央與地方的權利分配上，

國家權力集中於中央，並被以部族、家長為核心的權利人士掌控，並由此衍生出官僚腐

敗、民眾政治經濟利益分配不均等問題；例如由於權力階層內部的利益分配不均造成了

在2007年，身為納紮爾巴耶夫的大女婿的拉哈特‧阿裏耶夫叛逃海外，暴露了在哈高級

領導中血腥的權力爭奪。曾是納紮爾巴耶夫的大女婿阿裏耶夫當時是哈政壇舉足輕重的

                                                        
10 Politics of Kazakhstan，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itics_of_Kazakhstan 
11
 趙常慶編著(2004)。哈薩克斯坦。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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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曾被認為是哈薩克最有實權和最有希望繼承總統職位的人之一。然而，地位高高

在上讓他有些飄飄然，並導致其權力野心迅速膨脹。而爬得越快越高，摔得也就越猛越

重，最終，他被自己所仰仗而又欲取而代之的岳父打入政治深淵。2007年，納紮爾巴耶

夫以阿裏耶夫涉嫌參與綁架、組織犯罪團夥受到刑事調查為由，簽署命令解除了他駐奧

地利大使職務。後因受到重罪指控被迫流亡海外。事實上，早在2001年，阿裏耶夫就因

想法太多被「流放」國外，直到2005年才獲准許回國，並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之職；

納紮爾巴耶夫的大女兒達裏加則曾利用2006年2月反對派領袖薩爾森巴耶夫被暗殺的機

會，指使掌控的兩家電視臺把矛頭引向老爸及其親信。大女兒達裏加有著「非同尋常的

野心」，想通過「扳倒一個又一個老爸身邊的親信」，達到徹底消滅政治競爭對手，最終

登上總統寶座；但是面對老爸的強勢威脅，達裏加選擇重新回父親的陣營，靜待機會12。

權力的爭鬥暴露了哈部分領導人對納紮爾巴耶夫本人長期執政的反感，更暴露了哈威權

體制的弊病；受大女婿叛逃的影響，納紮爾巴耶夫立刻解除了二女婿鐵木爾·庫利巴耶夫

「薩姆魯克－卡澤納」基金控股公司副總裁的職務，而此基金控制著哈國四分之一的

GDP13；其三表現在威權體制與當今西方所倡導的民主政治體制明顯不同，受西方政治

家和民眾的歧視；為緩和哈與西方世界在政治問題上的分歧，納紮爾巴耶夫總統有意思

的培養自己的政權黨，即「祖國」黨，其作為哈國最大的政黨，在有世界觀察家監督下

的哈國的歷次議會和總統選舉中，屢創新功。 

 

（二）構建了「祖國」黨（後者翻譯為「祖國之光」人民民主黨，或者「祖

國之光」黨，這裏統一翻譯為「祖國」黨） 
    哈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2005年國情咨文中指出:「我們的民主化要符合西方國家民

主的傳統和原則及東南亞主導國家的經驗，但是更要符合我們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人民

的傳統。」
14 哈薩克斯坦獨立以來，國內註册的合法政黨數量不斷變化，目前有十多個，

但進入議會的政黨只有四個，它們是擁戴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的祖國黨、阿薩爾黨、農民

黨和公民黨聯盟，此外有反對黨光明之路民主黨。同樣擁有合法政黨身份的哈薩克共產

黨在議會中沒有自己的位置。這些政黨可以獨立或聯合提出總統候選人。多黨制為反對

派參選提供了可能性。15 

    1999年3月1日以人民統一黨和民主黨為基礎成立哈薩克斯坦「祖國」黨，並吸收了

自由運動等組織的成員參加，當時有黨員30多萬人。「祖國黨」支持現任總統納紮爾巴

耶夫的施政方針，是擁護總統的一支重要力量。16在1999年議會選舉中，「祖國」黨獲得

30.89%的選票，在議會上、下院分別占有1/2和1/3議席。「祖國」黨在納紮爾巴耶夫提出

哈薩克斯坦至2030年發展戰略後，於2004年又推出了《哈薩克斯坦之路2009》政黨綱領，

以協助總統推進國家發展戰略。2004年後半年，「祖國」黨在整合一部分小黨和反對黨

後，重新組合為政權黨「祖國」黨，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的各項方針

政策。2005年總統選舉期間，納紮爾巴耶夫獲得了親政權黨，尤其是「祖國」黨的全力

支持而高票當選。
17同時，2005年的大選面臨「顏色革命」的威脅，期間納紮爾巴耶夫

                                                        
12 Clive Bowyer. (2008). Parlia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Kazakhstan. SILK ROAD PAPER.Stockholm, Sweden . 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 
13 Aitken, J. (2009). Nazarbayev and the Making of Kazakhstan. London & New York, Continuum.   
14
 納紮爾巴耶夫(2005)。哈薩克斯坦 2005 年國情咨文。哈薩克斯坦總統府。 

15
 趙常慶(2005)。誰將坐上哈薩克斯坦總統寶座。當代世界，11，7-8。 

16
 吳宏偉(2000)。哈薩克斯坦的多黨政治體制。東歐中亞研，4，92-96。 

17
 包毅(2007)。簡析中亞國家總統制及其發展趨勢——以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為例。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6，



清雲學報 第三十一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 月  第 155 頁 
Journal of Ching-Yun University, Vol.31, No.1 (2011) 

                                                                                            

 155

利用司法手段和官方媒體打壓反對派聯盟人身攻擊其他總統選舉候選人，限制非政府組

織的活動，尤其是有美國歐盟背景資助的國際組織在哈國內的活動，甚至包括國際紅十

字會在哈的活動，並派專人監視美國大使館，同時關閉了一批「獨立」媒體，嚴防國內

反對派運動，保障哈國選舉的正常進行18。經過多年的發展到2005年，「祖國」黨已經是

哈薩克斯坦最大的政黨，擁有47萬多名黨員和上萬個各級基層組織。2005年，在哈薩克

斯坦議會上下兩院中，「祖國」黨均占有超過半數的席位。19當時，納紮爾巴耶夫還是只

是祖國黨的名譽主席。2005年至2006年大選前後，屬於哈國政治動盪的年份，反對派領

導人Zamanbek Nurkadilov自殺，但是關於其是否屬於自殺案件，卻充滿不確定性；其次

反對派聯盟「公正哈薩克斯坦」黨領導人Altynbek Sarsenbayev也被暗殺，至今哈國安全

部門也無法給出讓民眾和西方滿意的答案，以及前哈參議院主席Yerzhan Utembayev被哈

司法部門以謀殺罪判刑20年20等政治動盪事件，其一反映哈國內政治的不安定因素，其

二則反映了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在哈國內的威權政治地位。 

    2007年上半年哈薩克斯坦啟動憲法改革，新的憲法修正案旨在改革國家管理形式，

擴大議會權力。新憲法同時廢除了禁止總統進行政黨活動的條款，取消了對總統政黨屬

性的限制。2007年7月4日，哈薩克斯坦執政黨「祖國」黨在首都阿斯塔納召開第11屆非

常大會，選舉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為黨主席，確定將要參加8月份議會選舉競選名單。納

紮爾巴耶夫在「祖國」黨大會上宣布：「根據憲法，我有權成為我們黨的主席。這是國

際慣例，也將在哈薩克斯坦實行」。21從而使納紮爾巴耶夫名正言順地成為「祖國」黨的

主席。祖國黨也成了名副其實的執政黨。 

「祖國」黨在哈薩克斯坦境內擁有穩定的行政資源和良好的組織基礎。同時，中央

及地方行政機關及代議機構的多數成員均為該黨黨員，在競選宣傳上具有廣泛的區域優

勢。「祖國」黨在隨後舉行的2007議會下院選舉中，贏得了88%的選票，並獲得全部議席，

其他政黨獲得的選票都沒有達到憲法規定的最低進入議會7%的選票。
22「祖國」黨成為

唯一進入議會下院的政黨，納紮爾巴耶夫所領導的「祖國黨」就完全掌控了議會下院，

從而保障了總統對立法機關擁有權力，確保了哈薩克斯坦總統權力的鞏固和國家的穩

定。
23在2008年的哈薩克斯坦議會上議院，即參院選舉中此次選出的16名新參議員，均來

自於納紮爾巴耶夫領導的「祖國之光」黨的成員24。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2009年5月15日在「祖國」黨第12次代表大會上指出，

哈薩克斯坦2010年1月1日將開始實施工業創新5年發展計劃。「祖國」黨已經作為哈薩克

斯坦政治生活中主要的一環，執政黨「祖國黨」已經參與到政黨政治領導國家政權，指

導國家經濟建設的現代化的民主政治的歷史進程中。到2009年，據人民網2009年11月19

日報導，哈薩克斯坦「祖國」黨已有黨員80萬人。25 

政黨政治是作為現代國家政治生活中重要的表現形式。哈薩克斯坦在保持政治穩定

                                                                                                                                                                             
26-32。 
18 Author, Fiona Hill. (2005). Whither Kazakhstan? . National Interest . http://www.inthenationalinterest.com 
19
 《人民日報》、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20 Freedom in the World - Kazakhstan (2009).Freedom in the World 2009.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7/KZ/FH_UPR_KAZ_S07_2010_FreedomHouse_Annex1.pdf 
21
 光明日報 

22
 新華社、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 

23
 潘志平(2008)。2007 年中亞形勢發展報告。新疆社會科學，1，52-58。 

24 Isaacs, R. (2009). Between informal and formal politics: neopatrimonialism and party  
development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 PhD thesis. Oxford, 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 2009.  
25
 《人民日報》、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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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通過「可控」的民主改革，表現為「憲法」和議會選舉改革，進一步實現了權

力的分散與制衡。可以預見，並且伴隨哈轉型期的結束和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新變化

和納紮爾巴耶夫威權結束後，哈國的政治體制很難建立起與「民族領袖」哈薩克斯坦共

和國的締造者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相媲美的威權政治體制，而作為哈最大最有影響力的第

一大黨「祖國」黨有可能成為納紮爾巴耶夫「威權」體制後的哈薩克斯坦國家和人民所

選擇的未來發展道路，即建立在「祖國」黨之上的哈國政治體制。「祖國」黨的存在與

發展迎合國內民眾對威權心理的嚮往；又與哈目前政治體制的發展前景相適應；並迎合

了西方政治家和民眾對選舉政治的心理認同；更重要的是「祖國」黨掌控了哈國的經濟

命脈，控制著哈石油、天然氣等一切礦產資源的從生產到出口的所有環節，依靠著資源

出口為主導的經濟產業，使哈國經濟快速發展，哈國民普遍從中受益；哈國民對「祖國」

黨的支持度居於高位。 

 

四、創造了哈薩克斯坦經濟的起飛 

（一）GDP 

    獨立初期，哈薩克斯坦最初發展目標是儘快擺脫經濟危機，調整經濟結構，由計劃

經濟轉向社會市場經濟，所有制經濟體制進行改革，特別是大力推動發展私人經濟，恢

復哈薩克斯坦經濟水平。經過多年的經濟改革，到 1997 年哈薩克斯坦經濟形勢趨於穩

定，並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26。 

哈薩克斯坦1991-1997年主要社會經濟指標（絕對值）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國民生產總值

（億堅戈） 
294.23 4234.69 10141.90 14157.50 16721.43 

年通貨膨脹率

（%） 
2165.0 1158.3 60.3 28.7 11.2 

資料來源：《哈薩克斯坦統計評論》 

鑒於 1997 年後，哈薩克斯坦經濟趨於平穩，哈薩克斯坦總統在 1997 年 10 月 10 日，

發表了《哈薩克斯坦--2030 年：繁榮、安全和全體哈薩克斯坦人福利改善》的國情咨文，

系統地闡述了到 2030 年優先發展的 7 項戰略目標和 1998 年以及 1998-2000 年的具體任

務。哈薩克斯坦希望通過 30 多年的努力，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

使哈薩克斯坦國民收入和工業發展水平達到新加坡一類國家的水平。27 

自 2000 年以來，哈薩克斯坦經濟已連續 5 年增長超過 9%。去年哈薩克斯坦國內生

產總值達到 370 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超過 2500 美元，比 1990 年增長 50%，首次超過

蘇聯解體前的水平。美國和歐盟已承認哈薩克斯坦的市場經濟地位。隨著經濟的快速發

                                                        
26 Pomfret, R. (2005) .Kazakhstan"s Economy Since Independence: Does the Oil Boom Offer a  
Second Ch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7, No. 6, pp. 859-876.  
27 Nazarbayev：“KAZAKHSTAN 2030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EVER GROWING WELFARE OF ALL THE KAZAKHSTANIS”，

https://portal.mfa.kz/portal/page/portal/mfa/en/content/reference/strategy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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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哈薩克斯坦人的社會福利也得到相應提高，2004 年的人均工資比去年增長了 14%，

人均退休金提高了 17%。28哈薩克斯坦也是獨聯體國家中第一個對本國居民在原蘇聯時

期的存款損失進行補償的國家29。 

1991－2007 年哈薩克斯坦 GDP 及人均 GDP 一覽表  

年份 
GDP 總值 

比上

一年

（%）

人均 GDP 值 
比上年

（%） 

當年人口

（萬人）

億美元 億堅戈  美元 堅戈   

1991  -  858.3  -11.0 -  -  -  1635.8 

1992  -  12176.89 -5.3 -  -  -  1645.2 

1993  46.63  294.23  -9.2 283.8 1791.1 -  1642.7 

1994  78.0  4234.69  -12.6 477.5 25924.0 -  1633.5 

1995  166.45 10141.9  -8.2 1052.4 64123.1 -6.3  1595.7 

1996  210.4  14157.5  0.5  1350.7 90880.2 2.0  1567.6 

1997  221.65 16721.4  1.7  1445.5 109045.2 3.3  1548.1 

1998  221.36 17332.6  -1.9 1468.6 114991.3 -0.2  1518.8 

1999  168.71 20164.56 2.7  1130.1 135075.4 3.7  1495.8 

2000  182.92 25999  9.8  1229.0 174682.0 10.2  1490.1 

2001  221.52 32505.9  13.5 1490.9 218772.4 13.7  1486.6 

2002  246.37 37762.8  9.8  1658.0 254141.6 9.8  1485.1 

2003  308.33 46119.8  9.3  2068.0 309338.0 8.9  1486.7 

2004  431.5  58701.3  9.6  2874.2 391003.8 8.8  1495.1 

2005  571.24 75905.9  9.7  3771.3 501127.5 8.7  1507.5 

2006  810.04 102137.3 10.7 5291.6 667211.6 9.5  1521.9 

2007  1038.43 127259.8 8.5  6744.3 826523.3 -  1539.7 
來源：王愛君，邢金剛整理：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2008 年 4 月 30 日 
http://kz.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minzu/200804/20080405504892.html 
注：1.GDP 美元總值及人均 GDP 美元值均係按當年哈薩克本幣（堅戈）與美元的全年平均匯率計算。  
2.哈薩克自 1993 年實行幣制改革，開始發行本國貨幣（堅戈），故 1991-1992 年的統計數據為盧布值。  

  自執政以来，納紮爾巴耶夫總統不斷推出符合本國國情的前瞻性的國家發展戰略構

想，提出「先經濟、後政治」以穩定促進發展的國策。近10年來，石油資源豐富的哈薩

克斯坦一直都是中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引擎。哈薩克斯坦經濟建設取得了巨大成就，成為

中亞地區首屈一指的富國。當然在哈薩克斯坦經濟私有化時期，作為哈國最有權勢的人

物納紮爾巴耶夫總統也被暴露出其侵佔了國家資產，積聚個人財富的消息。有些甚至是

西方的跨國大企業要想把生意做大時，也需要向其個人及其家族成員行賄，例如，在1990

                                                        
28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http://kz.mofcom.gov.cn/index.shtml 

29 Richard P. Hinz, Asta Zviniene, and Anna-Marie Vilamovska. (2005, September 01).The new pensions in Kazakhstan 
-challenges in making the transition (English) . Washington, D.C.USA. Th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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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三星公司為獲得一處銅礦開採權，向一家公司帳戶中匯入100萬美元，後經調查該公

司屬於納紮爾巴耶夫；2005年，哈薩克斯坦在與加拿大某企業簽署的有關鈾礦開採的協

議中也有納紮爾巴耶夫的股份；在2007年，納紮爾巴耶夫和其他高官共接受美國石油公

司賄賂7800萬美元。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纳紮爾巴耶夫侵占國家億萬美元資產，其

個人在海外的資產已超過幾十億美元。當下，投資者更期待哈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的支持

和哈國政府保障；而日益惡化的腐敗和國家干預經濟以及司法機構依附於行政機關等問

題，也將影響哈國對外吸引外資的力度30。 

（二）資源產業 

哈薩克斯坦具有上述優勢可以順利地進行建設，並實現經濟可持續性發展戰略，有

效地融入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國家經濟未來發展最主要的源泉是豐富的資源潛力。這

不僅能夠保證現在國內的原料和能源供應，而且是出口產業的主要來源。哈薩克斯坦地

下蘊藏著全球1/15的已探明的礦產儲存。在世界礦物原料中，哈薩克斯坦在儲藏量和礦

種豐富程度上佔有顯著的地位。在已有的礦物原料儲量中，考慮到現有的開採和加工能

力，僅有一半在國際市場上可算作有足夠的競爭力。而哈薩克斯坦的能源（石油、天然

氣、煤）在國際上亦有競爭能力。另外，某些黑色（鐵礦、鉻鐵礦、鋼和鐵合金）和有

色（銅、鋁、鉛、鋅）金屬也在世界市場上具有競爭力。農業資源上，特別是糧食和畜

牧產品也具有相當明顯的發展潛力。31 

哈薩克斯坦主要資源儲量表  

國 別  
石 油  

（億噸） 

天然氣  

（萬億立

方米） 

煤  

（億噸） 

鈾  

（萬噸）  

水 利  

（億千瓦-時

/年） 

哈薩克斯坦  40  6.8  358  169  402  

來源：駐哈薩克使館經商參處 2009 年 7 月 29 日  

 

1 石油產業 

今天在哈薩克斯坦的綜合經濟體系中，碳氫化合物原料具有深刻的世界意義。油氣

資源的開採和出口在哈薩克斯坦國民經濟中占據主導地位。 

一、哈國石油資源儲量和石油生產  

1、石油資源儲量  

哈薩克斯坦油氣資源豐富，截至 2009 年上半年，共已探明 223 個油氣田，其中 81

個正在開發。石油探明儲量為 48-59 億噸，占世界總儲量的 3.3%。  

據英國 BP 油氣公司 2009 年 6 月公布的調查資料，截至 2009 年 1 月 1 日，哈國探

明石油可採儲量約 55 億噸，占世界總儲量的 3.2%。據哈方專家評估，2025 年之前，哈

薩克斯坦原油探明儲量占世界儲量的比例將提升到 5.5%，哈薩克斯坦總的潛在原油量為

120—170 億噸，其中 60%以上集中在哈屬裏海水域。32  

 

                                                        
30 Kazakhstan Country Overview 2010,02 -. www.edc.ca 
31
 納紮爾巴耶夫(2000)。前進中的哈薩克斯坦。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32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http://kz.mofcom.gov.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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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 1991—2009 年原油產量（含天然氣凝析油） 

單位：萬噸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653.1  2548.8  2297.5  2027.9  2064.1 2296.0 2577.8 2594.5  3013.0  3531.7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  

4009.1  4727.1  5145.1  5948.5  6148.6 6500.3 6712.5 7067.1  7640.0  —  

數據來源：哈薩克斯坦國家統計署  

 

    與石油生產規模相比較，哈薩克斯坦國內對原油和石油產品的需求並不是很大，哈

薩克斯坦 85%以上的原油用於出口。據哈薩克斯坦國家海關委員會統計數據，2009 年，

哈薩克斯坦共出口原油（含天然氣凝析油）6726.2 萬噸，總值 262.1 億美元。33 

石油產業是哈薩克斯坦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哈薩克斯坦最大的搖錢樹。納紮爾巴

耶夫總統多次強調，「我們將繼續開發我們的能源和其他資源。其目的就是從出口中獲

益，這不僅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可以促進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據可靠數據表明，

目前哈薩克斯坦的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產值占哈薩克斯坦本國工業產值的 1/3，上交的稅

費占哈薩克斯坦政府收入的 1/3，外匯收入來源的 40%。可見，石油產業對哈薩克斯坦

的重要性。34以石油資源為主的哈經濟產業結構單一，使哈對國際市場變化依賴過度；

2008 年的金融危機期間，40 美元一桶石油的價格並長期處於低價位的狀況使哈國幾乎

破產，不得不舉債度日。截至 2010 年 3 月 31 日，哈外債總額為 1107 億美元，占 2009

年哈全年的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103%，而 2009 年哈全年的國民生產總值為 1077 億美

元。而在世界經濟危機中，哈失業率居高；在 2009 年第一季，女性失業人數增加了 31.4%；

工資也在下降，58%的城市居民因工資太低而無法保障整個家庭的日常生活；而在農村

地區，貧困人口也在增加35。這暴露了哈政府過度依賴石油等資源出口產業，把整個國

家的經濟命脈甚至是政治命脈捆綁在以石油產業為主的經濟快車上的危險性。 

 

2 糧食產業 

哈薩克斯坦地廣人稀，全國可耕地面積超過3000萬公頃，每年農作物播種面積約1500

萬公頃，糧食產量在1300-1800萬噸之間，主要農作物有小麥（占糧食作物產量的90％左

右）、玉米、大麥、燕麥、黑麥，南部地區可種植水稻、棉花、煙草、甜菜、葡萄和水

果等。2006年哈薩克斯坦農牧業總產值約66.4億美元，占 GDP 的8.2％。36 

2002-2006年哈薩克主要穀物品種產量 

（萬噸） 

品 種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穀物總產量 1600 1480 1240 1380 1650 

                                                        
33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http://kz.mofcom.gov.cn/index.shtml 
34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http://kz.mofcom.gov.cn/index.shtml 

35Maja Gavrilovic, Caroline Harper, Nicola Jones, Rachel Marcus, Paola Pereznieto. (2009, October).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Food and Fuel Price Volatility on Children and Women in Kazakhstan--Report for UNICEF Kazakhstan 
Office. London，UK.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 
36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http://kz.mofcom.gov.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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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小麥 
1270 1153.7 993.7 1120 1346 

冬播黑麥 10.6 4.2 2.0 2.4 3.1 

玉米 43.5 43.8 45.8 43.2 41.4 

冬、春播大麥 220.9 215.4 138.8 152.8 195.3 

燕麥 18.3 17.1 13.0 16.0 18.3 

黍米 3.9 4.9 5.1 2.7 3.3 

蕎麥 3.0 4.8 5.2 4.4 5.9 

大米 19.9 27.3 27.6 28.5 28.9 

豆類 3.4 3.9 3.7 3.2 3.9 

資料來源：哈薩克統計局《統計年鑒2007》 

 

哈薩克斯坦不僅是糧食生產大國，也是糧食出口大國，主要出口品種為小麥和麵

粉。小麥是哈出口的農業主打產品，年出口量900萬噸，占世界總出口量的10%，2006-2007

年居世界第七，人均出口量居世界第一，麵粉出口量世界第一。主要出口國家為外阿塞

拜疆、埃及、俄羅斯、沙特阿拉伯、突尼斯、土耳其、烏克蘭、伊朗和吉爾吉斯。對這

些國家的出口量為500萬噸/年。2007年哈是世界糧食市場出口大戶，收穫後的5個月內就

出口了500萬噸穀物，等於2006年全年出口量，還出口了100萬噸麵粉。37 

日前，哈薩克斯坦首次將發展農業擺在了首位，這是哈薩克斯坦未來 10 年的一項

戰略任務，將以兩個 5 年的時間分階段完成，提出了發展農業生產，擴大農業在國內總

產值中所佔的比重的任務。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同時也強調了，發展本國農業生產是一項

艱巨複雜的任務。根據哈薩克斯坦總統的指示，哈薩克斯坦政府制定了「關於發展哈薩

克斯坦農業的重要指示」，目前政府正在制定「哈薩克斯坦農業生產綜合 2009 年至 2011

年實踐發展大綱」，該大綱規定規定將大力發展哈薩克斯坦糧食出口，計劃同時將增加

100 萬噸糧食的出口量。按照計劃用於出口糧食額度最小值為 150 萬噸，出口國家主要

為中亞國家和距離較近的東方國家。除此之外，2009 年至 2011 年農業生產綜合實踐發

展大綱還規定將大力發展農業產品加工，讓本國農業產品加工行業具有市場競爭力以及

贏得高額的盈利,比如產品:澱粉、穀膠酪、生物乙醇等。382007 年是哈薩克獨立後的第一

個大豐收年，共收穫糧食 2010 萬噸，小麥平均單產為 1300 公斤／公頃（折合畝產 87

公斤）2008 年哈薩克斯坦全年出口小麥 495 萬噸，2009 年出口小麥 322.9 萬噸，主要出

口國是伊朗、土耳其、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國。39 

最近幾年，哈薩克斯坦出口產品結構中出現了糧食加工產品（麵粉和粗粒粉）增長

趨勢。從經濟角度分析，這種趨勢是較為有利的。為了進一步擴大糧食加工產品的出口

量，必須建立發燕尾服磨粉-碾穀業的技術基地，支持外向型產品的生產。哈薩克斯坦

在這一領域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第一，哈有著很豐富的土地資源，國土面積中 2.23 億

公頃（74%）以上為可耕地；第二，自然氣候條件良好，適於種植各種作物，其中包括

                                                        
37
 亞心中亞網：http://www.xjjjb.com 

38
 亞心中亞網：http://www.xjjjb.com 

39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參處:http://kz.mofcom.gov.cn/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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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最後，有關國際糧食市場長期需求的預測說明哈薩克斯坦出口糧食是有利的。但

是，為了在糧食國際市場上加強哈薩克斯坦的地位。需要國家在農業作物方面大量的投

入，吸收大量的物質技術資源，擴大耕地面積和改良作物品種。 

1991－2009 年哈薩克斯坦農業產值一覽表  

年份 
農業總產值 

比上年（%）
農業增加值 GDP

占比（%） 億美元 億堅戈 

1991 — 140.41 - 22.6 29.5 

1992 — 140.63 28.7 — 

1993 — 134.24 -6.9 16.4 

1994 20.57 1116.27 - 21.0 — 

1995 31.44 1915.71 - 24.4 12.3 

1996 40.21 2705.84 - 5.0 12.1 

1997 39.37 2969.50 - 0.8 11.4 

1998 31.44 2461.13 -19.9 8.6 

1999 27.99 3349.70 28.0 9.9 

2000 28.29 4020.47 - 4.2 8.1 

2001 37.72 5336.39 17.3 8.7 

2002 36.36 5573.90 3.4 8.0 

2003 41.14 6153.68 2.1 7.9 

2004 51.37 6988.33 - 0.5 7.1 

2005 57.48 7638.43 7.3 6.4 

2006 67.67 8533.13 6.2 5.5 

2007 87.28 10696.00 8.4 5.7 

2008 109.43 13164.00 —5.6 5.3 

2009 109.9 16203 .00 13.8 6.3 

資料來源：哈國家統計局《哈薩克斯坦 1991-2002》第 284 頁；《統計年鑒 2007》第 245 頁；《今

日哈薩克斯坦》第 178 頁。統計局網站。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參處 2010 年 3

月 3 日 ，製作。 

圖表注：1.農業產值（美元）係按當年哈薩克本幣（堅戈）與美元的全年平均匯率折算。  

        2.哈薩克自 1993 年實行幣制改革，開始發行本國貨幣（堅戈），故 1991-1993 年的統計數

據為盧布值，從 1994 年開始為堅戈值。  

在 2009 年 12 月 25 日，哈薩克斯坦國家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當前，農業是哈薩克斯坦商品生產出口的重要領域，因為世界食品需求和價格存在增長

趨勢。以往，哈薩克斯坦總統努蘇爾丹‧納紮爾巴耶夫也在各個場合反覆強調，「儘管

哈薩克斯坦在糧食生產方面的國際地位眾所周知，但是，為了保障國內的糧食安全，我

們應當繼續努力，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產品的附加值，提高農業在國內總產值和出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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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中所占的比重。」40 

 

五、堅定執行「和睦」民族政策 
    哈薩克斯坦由130個民族組成，主體民族哈薩克人有800萬人，占全國人口的50%。

其他民族有俄羅斯人、烏克蘭人、德意志人、烏茲別克人、韃靼人、維吾爾人、塔吉克

人、吉爾吉斯人、白俄羅斯人、朝鮮人、土耳其人、東幹人、亞美尼亞人、猶太人。俄

羅斯人在哈薩克斯坦總人口中占有較大的比重，俄羅斯人在哈薩克斯坦是第二大民族。

蘇聯時期，以俄羅斯人為代表的斯拉夫民族在哈薩克斯坦加盟共和國的社會生活中起了

很大的作用；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獨立後，俄羅斯族人對自身的社會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

下降，以及經濟狀況惡化深感不滿，因而紛紛離開這個國家。據哈薩克斯坦報紙報導，

1992年離開哈薩克斯坦的俄羅斯人有17.5萬人；1993年是17萬人，1994年是25萬人。這些

俄羅斯人大都是水平較高的工程技術人員和教師。俄羅斯族人的出走，不僅在哈薩克斯

坦引起並加劇了民族間的對立情緒，而且對哈薩克斯坦的經濟、文化發展也產生了不利

影響。
41 

    在國籍和俄語地位問題上，俄羅斯人與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主體民族發生過激烈衝

突。哈薩克斯坦的很多俄羅斯人要求保留俄羅斯國籍或獲准雙重國籍，要求俄語與當地

主體民族語言處於平等地位，要求保護他們的合法利益。為此，1992 年 4 月在哈薩克斯

坦成立了俄羅斯人村社和全國性斯拉夫人組織「拉特」。1993 年 12 月，「拉特」向在阿

什哈巴德召開的獨聯體國家首腦會議發出呼籲,要求與會國簽訂關於雙重國籍協議。同年

12 月，在哈薩克斯坦北部巴甫洛達爾市，俄羅斯人與哈薩克人發生流血衝突。此外，哈

薩克斯坦北部地區的俄羅斯人還提出要求，主張成立民族自治實體，或在該國實行聯邦

制，或將北部地區歸還俄羅斯(因為歷史上哈國北部地區屬於俄羅斯)。1999 年 11 月，東

哈薩克州的俄羅斯人提出建立「俄羅斯家園」自治共和國，以圖將該州併入俄羅斯。
42 

面對如此錯綜複雜的民族狀況，哈薩克斯坦領導人納紮爾巴耶夫意識到，能否正確

處理好民族關係問題將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發展。因此，納紮爾巴耶夫主張

採取措施，協調民族關係，處理民族問題，以求達到各民族和睦相處，國內安定團結。

積極提倡民族和睦和共同發展，把維持族際關係和諧放在較重要的位置上。
43
哈薩克斯

坦民族構成的主體結構是由俄羅斯人與所在國的原住民族組成，因而各國民族政策的核

心內容便是如何解決所在國的俄羅斯人問題。哈薩克斯坦的國家管理機構從建立之日起

就將發展民族間和睦。
44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曾強調:「哈薩克民族共和國所有其他民族不認為自己

是置身於我們偉大統一國家之外的民族，維護我們偉大的統一祖國是符合多民族的哈薩

克斯坦政治、經濟利益的。」45為此，哈薩克斯坦政府採取了多種措施，維護各非主體

民族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利益，努力彌補已經出現在各民族間的裂隙，如：建立各

                                                        
40
 亞心中亞網：http://www.xjjjb.com 

41
 劉庚岑(1995)。中亞國家的民族狀況與民族政策。東歐中亞研究，6，28-29。 

42
 何希泉(2005)。中亞變局中的民族宗教問題。現代國際關係，2，15-16。 

43
 納紮爾巴耶夫(1995)。探索之路。烏鲁木齊市：新疆人民出版社。 

44 Olcott, M., Post-Soviet Kazakhstan: The Demographics of Ethnic Politics, Problems of Post- 
Communism, Mar/Apr95, Vol. 42, No.2, pp. 24-28.  
45
 納紮爾巴耶夫(2000)。前進中的哈薩克斯坦。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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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議事機構，於1995 年3月成立哈薩克斯坦民族議會，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專為成立大

會做了題為《爭取我們共同家園的和平與和睦》的報告；在各州議會的領導下設立「民

族中心」，將各非主體民族的主要社會活動納入政府領導之下；允許各非主體民族成立

自己的政黨等。在哈薩克斯坦，除規定俄語為交際語言外，該國於1994—1995年先後與

俄羅斯簽訂《哈、俄關於哈常駐俄的公民和俄常駐哈的公民的法律地位條約》、《哈、俄

關於簡化居民申請到對方居住手續的協議》等，以緩和哈薩克人與俄羅斯人的矛盾。46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強調，政治穩定與族際關係和諧是建立民主和法制國

家的重要條件，為了哈薩克斯坦的發展和繁榮，為保障全體公民的幸福和自由，必須關

心民族團結。哈薩克斯坦將堅定不移地實行民族和諧政策，堅決打擊極端民族主義，不

允許挑起民族仇視情緒，將依法懲治煽動極端民族主義的人。
47 

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主張每兩年召開一次關於民族團結、和睦大會，討論

民族關係方面出現的新問題。1992 年 12 月 14 日，哈薩克各族人民會議在阿拉木圖召開。

與會者呼籲全國人民加強民族團結。根據納紮爾巴耶夫在這次會議上的提議，12 月 15

日，「哈薩克斯坦各族人民和睦與團結大會」宣告成立。它由共和國各地區的各行業、

民族、教會的代表組成，自稱是非政治、非官方的群眾組織。下設民族和諧委員會、宗

教協作委員會等部門。它主張加強族際和睦，贊成生活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各民族及其

語言平等。1995 年 5 月，哈薩克斯坦成立了國家民族政策委員會，研究國外的民族工作

法規和經驗。經過多年的經營，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基本實現了主體民族與俄羅斯族人的

和睦相處。
48經過多年的經營，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基本實現了主體民族與俄羅斯族人的

和睦相處，但是哈國優勢的政治和經濟利益已經從俄羅斯族人完全轉移到主體民族--哈

族人手中之後，納紮爾巴耶夫開始在國內倡導從「主體民族」向「國家民族」的民族和

睦政策，提倡國民教育及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國家認同。 

六、提升了哈薩克斯坦的國際地位 
蘇聯解體初期，哈薩克斯坦遭遇到了所未預料的困難和外交戰略調整過程中，經過

多年的經營，新生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逐漸走向正規。哈薩克斯坦與世界上 120 個國家建

立了外交關係，成為 64 個國際組織成員；哈薩克斯坦簽署了 1300 多個國際間與政府間

協議與條約；有近 70 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在哈薩克斯坦設立常駐機構；哈薩克斯坦有 50

個駐外使館，外交機構及領事館。在國內經濟建設方面，哈薩克斯坦一直處於中亞五國

發展的前沿，保持經濟的快速發展。 哈薩克斯坦建立與美國、俄羅斯、中國、歐盟各

國和中亞地區各國等國家的多元外交聯繫，把哈薩克斯坦打造為在中亞乃至在世界範圍

內具有影響力的地區性大國。
49 

（一）亞信會議 

    哈薩克斯坦剛獲獨立不久，在1992年10月的聯合國代表大會上，哈總統納紮爾巴耶

夫首次倡議建立一個全亞洲範圍的地區性安全合作組織，以期通過各國專家學者和領導

人之間「 討論亞洲或歐亞的和平與安全問題」，促進各國間的對話和協商，消弭各國、

                                                        
46
 劉庚岑(1995)。中亞國家的民族狀況與民族政策。東歐中亞研究，6，28-29。 

47
 季志業(1995)。中亞民族間題及其趨勢。現代國際關系，10，44-47。 

48
 Dave, Bhavna. (2007). Kazakhstan. Ethnicity,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Routledge.  

49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駐華大使館。 



述評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歷史貢獻 

李  寧   
                                                                                           

164 

各地區相互間的誤解、對立與衝突，保障地區的穩定與安寧，進而協商解決共同面臨的

問題，推動在亞洲地區建立安全保障機制，促進區域性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並建議將

這個地區性安全合作組織定名為「亞信會議」。50 

    在納紮爾巴耶夫總統的不懈努力下，參加以促成召開「亞信會議」為目的的政治家

會晤的國家和國際組織越來越多，並逐漸成為亞太地區引人注目的外交活動中心。亞洲

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以下簡稱為「亞信會議」）的各成員國元首級會晤，於2002

年6月4日在阿拉木圖召開。中國、阿富汗、阿塞拜疆、埃及、印度、伊朗、以色列、哈

薩克斯坦、蒙古、俄羅斯、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巴勒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烏茲別克斯坦等16個亞信會議正式成員國的國家領導人與會。美國、澳大利亞、日本、

越南、馬來西亞、印度尼西亞、烏克蘭、韓國、泰國等9個國家的代表以觀察員身份出

席了會議。另外，聯合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伊斯蘭會議組織、阿拉伯國家聯盟等

國際組織和合作機構的代表也參加了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與會各成員國領導人共

同發表了旨在增進亞洲和平、安全與穩定的《阿拉木圖文件》和《關於消除恐怖主義和

促進文明對話的宣言》。首屆亞信峰會不僅以其與會者規格之高和參加國之多成為全亞

洲的一次盛會。
51 

    納紮爾巴耶夫通過提出召開「亞信會議」倡議，進而促使亞洲安全體系的建立，首

先將有利於哈薩克斯坦與亞洲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一步合作，充分利用共同的經濟、人

力、技術資源，謀求發展穩定的政治局勢，其次可以建立亞洲安全保障，使哈薩克斯坦

與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各新興工業國家進入同一地緣政治、經濟體系，有利於哈的經濟

發展，又有助於提高哈薩克斯坦在獨聯體中的地位。
52當然亞信會議規模及其提出的會

議宗旨與哈國本身的政治經濟實力不相匹配；對於剛獨立不久的「中亞大國」哈薩克斯

坦很難確保亞信會議在世界範圍的影響力。但是，納紮爾巴耶夫通過提倡召開「亞信會

議」提高了哈薩克斯坦領導人在中亞地區和世界國際政壇中的威望和進一步鞏固自己的

國內地位。 

（二）歐安組織 

對新興獨立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來說，發展與歐洲國家的關係具有十分重要的戰略

意義，構成了哈薩克斯坦多元外交(均衡外交) 的重要內容。剛脫離原蘇聯的羈絆，哈薩

克斯坦極欲拓展自己的外交空間，通過與世界上各類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發展友好關

係，既可以擺脫原蘇聯的傳統影響，又可以增加各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力與「能見度」，

同時還可以為本國的制度變遷和國家轉型吸引外部力量的支持，因此重視與歐洲重要發

達國家發展關係無疑是這種多元外交戰略中的題中之意。
53 

冷戰結束後，原蘇聯加盟共和國和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推動向資本主義民主政

治、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轉型的進程，並把對外活動的重點放在加強與西方國家的接

觸、合作上，原來沒有加入歐安組織的原蘇聯加盟共和國和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加

入歐安組織。在獨立後極欲脫離俄羅斯的傳統控制、在國家轉型過程中面臨巨大困難的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也接受了正熱切等待向中亞地區滲透的歐洲國家提供的幫助，歐安組

                                                        
50
 許濤(2002)。亞信會議。國際資料信息，6，24-26。 

51
 許濤(1998)。關於召開「亞洲相互促進與信任措施會議」倡議的回顧與前瞻。國際資料信息，4，16-17。 

52
 許濤(2002)。亞信會議。國際資料信息，6，24-26。 

53
 李欣(2006)。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在中亞。蘭州大學國際政治專業，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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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隨即進入中亞。54哈薩克斯坦於 1992 年正式加入歐安組織。 

    歐安組織的前身為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SCE)，是在兩極對抗的國際環境下產生

的。冷戰時期，美蘇都是歐安會的成員國，作為東西方力量對抗妥協的產物，歐安會成

立的基本目標是維護與促進成員國之間的安全與合作，而其最終所體現的是歐洲國家試

圖將傳統的「均勢」理念應用到美蘇兩極針鋒相對而又勢均力敵的國際格局之中，建立

一個能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同時又能自主表達歐洲聲音、逐漸增加歐洲在國際社會中

的地位的國際組織。隨著冷戰的終結，歐安組織的成員國及其活動目標都隨之發生了一

些變化。歐安組織主要使命是為成員國就歐洲事務、特別是安全事務進行磋商，提供講

壇，歐安組織的成員國包括歐洲國家、俄羅斯、蘇聯解體後的國家以及美國和加拿大共

56個成員國，總部設在奧地利首都維也納。蘇聯解體後，儘管俄羅斯仍然擁有不容忽視

的核力量和國際影響力，但地緣政治地圖的改變無疑為歐安組織擴大其在哈薩克斯坦這

一俄羅斯傳統後院的影響，提供了難得的機遇。
55 

    從總體上看，歐安組織與哈薩克斯坦的合作重點是安全和社會發展。歐安組織在哈

薩克斯坦的活動不同於美國和俄羅斯，它沒有謀求在這一地區的軍事、政治優勢或支配

權，而是以維護中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為宗旨，進而實現維護歐洲安全和穩定的目的。

這使歐安組織沒有與哈薩克斯坦政府發生根本利益上的衝突。1998年7月23日，歐安組織

常設理事會通過了第243號決議，決定建立歐安組織駐阿拉木圖中心，自1999年1月1日起

正式開始工作。56 

歐安組織在哈薩克斯坦的活動對哈薩克斯坦保持穩定和謀求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它

每年對哈薩克斯坦投入大量資金以解決其國內存在的各種問題，為這一地區帶來了實在

的好處，受到哈薩克斯坦政府和群眾的普遍支持和歡迎。 

    2009年12月1日-2日，第17次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部長理事會會議在雅典舉行，包括

哈薩克斯坦外長薩烏達耶夫在內的50多國外長與會。期間，與會代表討論加強歐安組織

在政治、經濟、軍事、生態以及人文領域等問題上的合作，重新審視反恐怖法律框架等。

對於哈薩克斯坦來說，這是其接任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前的最後一次外長會議，具有「特

殊的歷史意義」。
57 

  因為，哈薩克斯坦即將成為這涵蓋歐洲、中亞五國以及美國、加拿大,是唯一涵蓋所

有歐洲、中亞國家並將它們與北美洲聯繫到一起的安全機構，歐安組織的輪值主席國。

冷戰期間，歐安組織使命在於為成員國就歐洲安全事務提供一個論壇。當前，歐安組織

則主要致力於促進民主，尊重人權和少數民族利益，建設法治國家。根據獨聯體提名，

哈薩克斯坦2009年成為歐安組織「三駕馬車」成員，並於2010年擔任該組織輪值主席國，

這是前蘇聯加盟國中首個領導歐安組織的國家。 

早在2003年，哈薩克斯坦就正式向歐安組織提交了參選該組織輪值主席國的書面申

請。雖然該申請當時得到了以俄羅斯為首的獨聯體所有成員國的鼎力相助，但美、歐各

國態度卻顯得猶豫。直到2007年11月，在經過了4年的不懈努力之後，哈薩克斯坦才終於

如願以償地拿到了這一職位。自哈薩克斯坦被確定為2010年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後，哈

                                                        
54
 楊恕、李欣(2006)。論歐安組織的中亞戰略--以阿拉木圖中心為例。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6，59-61。 

55
 姚麗(2007)。歐安組織在中亞的活動及影響。新疆師範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專業，碩士論文。 

56
 歐安組織官方網站：http://www.osce.org  

57
 《人民日報》、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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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克斯坦政府高度重視，力圖在其中打上濃重的哈薩克斯坦印跡。58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議會大會第17次會議，2008年6月29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納開幕。這是該會議首次在中亞地區舉行，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會議上發言

稱，在歐亞大陸上遲早將出現歐亞聯盟，而阿斯塔納將成為該聯盟的總部。他說，歐亞

地區是擁有眾多歷史和文化聯繫的次大陸，如果沒有歐亞國家的共同努力，將很難有效

應對威脅和保證地區安全。就地理位置而言，哈是一個地跨歐亞兩洲的國家。實現獨立

後，哈政府積極發展跨大西洋合作。
59被確定為歐安組織2010年輪值主席國後，哈薩克

斯坦制定了一項「歐洲之路」國家計劃，旨在將同歐洲國家關係提升至戰略合作夥伴關

係這一層次，積極採用歐洲模式完善哈國法律，並在管理和體制改革方面引進先進技術

和專業知識。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2008年8月29日批准了哈薩克斯坦外交部製定

的《2009-2011年「通往歐洲之路」國家計劃》。這項簡稱為「通往歐洲之路」的計劃是

要「把哈薩克斯坦與歐洲國家在經貿、創新技術、能源、交通、發展中小企業、人文等

各領域的關係全方位地提升至戰略夥伴的高度」。與之相配套，政府和議會也均應把該

計劃的實施作為未來幾年工作的優先方向之一。60一方面，哈薩克斯坦主張未來的歐安

組織應在人權、安全、經濟等三個層面尋找一個很好的平衡點，從而使之不再遭受偏袒、

採用雙重標準等指責；另一方面，則是促進文明社會之間進行平等政治對話。 

在哈薩克斯坦看來，哈薩克斯坦2010年成為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意義重大。這不

僅說明作為保障地區安全與穩定的領袖，哈薩克斯坦的國際威望與地位在不斷提高，也

是國際社會對哈薩克斯坦獨立以來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及國家發展模式的一種肯定。哈薩

克斯坦要通過擔任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進一步提高本國國際地位，並把自己打造成「東

西方對話、西方與伊斯蘭世界對話的橋梁」。61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2008年2月22

日在莫斯科接受媒體採訪時說，哈薩克斯坦將在擔任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以下簡稱「歐

安組織」)輪值主席國期間，積極促進歐安組織作為東西方對話的橋梁的作用。納紮爾

巴耶夫說，在歐安組織的機構改革中，我們可以引入「新的觀點」和「新的氣息」，平

衡歐安組織各方意見。 

從2010年1月1日起，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成為了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哈薩克斯坦

外長紹烏達巴耶夫在2009年12月1日、2日第17次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部長理事會會議

上，強調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有關「2010年在阿斯塔納召開歐安組織首腦會議」

的建議在此次會議上已得到成員國支持，哈薩克斯坦已準備好在擔任主席國期間對該組

織發展發揮獨特作用62。 

提議召開「2010年在阿斯塔納召開歐安組織首腦會議」將會進一步提升哈薩克斯坦

的國際形象。迄今為止，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此項倡議已得到包括法國總統

薩科齊、斯洛文尼亞總統圖爾克等歐洲國家領導人的支持。 

2010年1月14日，哈薩克斯坦「2010年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

                                                        
58
 新華社、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 

59
 Anna Wolowska：The OSCE chairmanship – Kazakhstan's self-promotion campaign? ，

http://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commentary/2010-01-11/osce-chairmanship-kazakhstans-self-pro

motion-campaign，2010 年 1 月 11 日。  
60
 The Path to Europe- 2009-2011, Kazakhstan state programme, 2008. 

http://www.eucentralasia.eu/fileadmin/user_upload/PDF/other_related_publications/path_to_Europe.pdf 
61
 亞心中亞網：http://www.xjjjb.com 

62 Prior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OSCE Chairmanship of Kazakhstan in 2010 
http://www.osce2010.kz/en/kazakhstan_osce/priorities_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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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播出了哈總統納紮爾巴耶夫的視頻講話。納紮爾巴耶夫在講話中宣布，信任、

傳統、透明、寬容將是哈擔任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期間該組織的工作主題，即推動成員

國間相互信任、堅持歐安組織的基本原則與價值觀、推進國際關係的透明與公開、促進

世界各種文化與文明間對話。納紮爾巴耶夫表示，哈薩克斯坦將努力尋求歐安組織在維

護安全、促進經濟發展和生態保護、推動思想人文交流等方面的三個「籃子」的平衡發

展。具體說，在安全領域，哈薩克斯坦准備延續加強互信和進行有效對話的「科孚進程」，

尋求建立覆蓋整個地區的新型安全架構，加強在維護阿富汗局勢、打擊恐怖主義和毒品

犯罪等領域的合作，促進在核不擴散以及裁軍等領域相關協議的落實。在經濟與環保領

域，哈薩克斯坦準備推動本地區交通運輸合作，促進中亞鹹海生態問題的解決，繼續開

展能源安全對話。在思想人文交流領域，堅持歐安組織的基本原則與價值觀，促進各種

民族及宗教間的和諧。63 

    成為歐安組織輪值主席國後，作為前蘇聯加盟共和國的哈薩克斯坦能夠在該地區發

揮獨特作用。上述種種舉措表明，哈薩克斯坦正以歐安組織所制定的原則，致力於「通

往歐洲之路」計劃，由此增強西方社會對哈薩克斯坦國家價值取向的認同感。這也表明

了納紮爾巴耶夫領導下的哈薩克斯坦在獨立後多年來，在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生活等諸

多領域均取得重大成就。 

 

結 論 
    把哈薩克斯坦建成什麼樣的國家以及採取怎樣的發展道路，是獨立後哈政府所面臨

的最基本問題。威權總統制度成為哈所採取的治國之路，其保證了哈國獨立的成果、穩

定國內局勢、促進經濟增長起了重要作用，同時在政治上強調法制建國，促進民主改革，

培養擁護總統的「祖國」黨組織；在社會經濟上，為了化解由此而引發的社會矛盾，增

強社會保障，提高婦女的社會地位，解決長期拖欠工資、退休金等問題，並相應提高最

低工資和退休金數額標準；在外交上，多國平衡外交，加強大國關係，利用多種場合提

高哈國國際地位；同時，打擊國內反對派，加強個人威權；也面臨社會經濟改革的重任。

面臨即將到來的 2013 年的哈薩克斯坦總統大選，對於納紮爾巴耶夫而言，哈國未來政

治前途有三種可能情況。第一種情況，可合法的繼續宣布參選，相信在無外部勢力嚴重

干預的情況下，納紮爾巴耶夫將順利當選、繼續連任執掌哈國最高權力；第二情況，可

繼續掌握「祖國」黨黨主席一職，通過政黨政治控制議會和下一任的來自「祖國」黨並

由納紮爾巴耶夫欽點為接班人的總統，這種情況下，納紮爾巴耶夫將依然是哈政壇的重

量級人物。但是此種情況有可能造成黨組織機構的權勢將淩駕於政府之上，而對於經歷

過前蘇聯黨政高度集中的納紮爾巴耶夫而言，會慎重選擇之；第三情況，為納紮爾巴耶

夫宣布退休，不再參選和不再擔任「祖國」黨黨主席一職，依據《第一任總統法》其本

人及其家族的將享受絕對的國家安全和政治經濟的保障，類似當年俄羅斯卸任總統葉利

欽，同時由為納紮爾巴耶夫欽點並由「祖國」黨推選出來的參選人角逐哈總統大位並擔

任「祖國」黨黨主席之職，此種情況下，哈有可能實現權力的合法平穩的轉讓，並可能

成為哈國未來政治權力承接轉讓的典範，形成哈國未來的政治制度。此種權力平穩接續

的方式將成就歷史上哈第一任總統納紮爾巴耶夫之名聲。當然，上述第一、第二、第三

等三種情況的決定權依然是由納紮爾巴耶夫本人控制的，並受其本人身體狀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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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轉型期下的「威權」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建立了富有的、穩定的、被世界

所尊重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將被哈薩克斯坦人民所永久感謝。同時納紮爾巴耶夫作為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締造者，為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獨立、穩定和發展，貢獻了自己的

智慧；同時也為未來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探索了一條自己的道

路。而歷史如何評價納紮爾巴耶夫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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