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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背景 

 

近年，民意調查公司紛紛成立，不論民意調查或是市場調查，訪員都站在蒐

集研究資料的第一線。因此，在一些學術的相關研究中，訪員本身是否會影響問

卷資料的蒐集也成為重要研究。在蒐集研究資料的過程中，訪員是研究者和受訪

者之間的橋樑，訪員是否能正確的傳達訊息予受訪者，或是受訪者是否願意將真

實的想法告訴訪員，這些都需倚賴訪員的訪問技巧，若訪員填寫問卷時的行為有

作假或疏忽，即使只有一點點，那麼不論問卷設計得再好，蒐集的資料還是有偏

誤的，而運用這個些資料把結果分析出來，接著完成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就不一

定是真的，所以，資料蒐集的過程會深深影響著這一個研究的正確性。故訪員素

質的控制及提升，以及工作品質的維持和確保，就成了各民意調查及市場調查等

公司所應注重的關鍵成功因素。     
 

過去員工的工作型態普遍以單純勞力付出居多，當時或許以簡單的激勵制度

就能激勵員工，使其達到公司所預期的績效目標，但因產業環境改變，現在各公

司的員工與過去已大不相同，員工被視為組織中最重要的核心資源，甚至是決定

企業勝敗的關鍵，因而員工之工作滿意度、工作投入度、職涯規劃、行為態度、

組織承諾等，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員工和組織整體績效。因此，該如何招募適

合公司文化的員工，如何激勵員工、讓員工認同公司組織文化，都是現在各公司

在人事管理上的重點工作之一。 

 
現在的企業管理模式包含了許多人力資源相關的問題，如：企業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e）、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組織能力（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高績效工作系統（high-performing work system）、流程管理（process 
systems）、價值管理（value-based management）、授權（empowerment）、員工
參與度（involvement）、生產力（produtivity）、企業文化變革（culture change）、
高績效團隊（high performing teams）等。1而著重在人力資源管理的模式也有很

多，如多源回饋、三百六十度全方面回饋、性格問卷分析、工作分析、特質分析

及職能基礎管理等。近三十年來無論在學術界或是實務領域均相當重視的課題為

「多源回饋」，如直至九○年代才發展完整的回饋制度，又如「三百六十度全方

面回饋」的方式等，除了直屬主管為回饋來源外，受評者的部屬、同事、自己，

或是顧客等都是回饋來源。也就是說，受評者周圍的同事、上司或接觸到的客戶，

都有機會提供相關的資訊。「多源回饋」的優點，就是可以將它應用於個人發展、
                                                 
1 John Wiley  , “Tomorrow’s HR Management”,  Sons. Inc.,p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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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估、任用以及組織的變革。在實施他人回饋時，因為評估來源多或由多人

擔當評估者，當受評者所收到的評估結果與本身先前所持有的自我概念有差距

時，可能會有負面的效果產生。另外又比如才能基礎管理  ( 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CBM ) 或稱為才能基礎模式(Competence-based model)，這是一種
以「能力」為主軸的管理模式，在一般企業界的應用相當廣泛，漸漸取代了以往

將人格與工作區分開來的「工作分析」、「特質分析」及「性格問卷分析」，變

為強調員工性格、公司組織文化與工作內容的相互結合。此種方式可運用的範圍

相當廣泛，像員工甄選、招募、教育訓練、薪資管理、績效管理、福利制度、員

工生涯規劃、職涯發展和企業人力規劃等人事制度建立，都有其可應用之處，目

前才能基礎管理(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CBM)深受一般企業界的重視，
此方法將有助於企業的人力運作效率和人力素質的提升，間接可以增強組織的競

爭力。在對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做初步的了解後，筆者對才能基礎管理模式

( 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CBM )深感興趣。 

 
才能基礎管理(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CBM)既然深受一般企業界的

重視，並大量運用於公司組織中，讓筆者常想是否能將此種模式運用於電話訪問

員的管理上。因筆者於 2001 年 9 月開始接觸民意調查相關工作，對於民意調查
或市場調查公司的訪員管理有著極大的興趣，像是電話訪問員的甄選、招募、教

育訓練、薪資管理、績效管理、福利制度、生涯規劃、職涯發展、工作品質管理、

升遷制度的建立及設定獎勵制度等，凡是和民意調查或市場調查公司在人力資源

規劃上有關的任何相關性問題，都為筆者想研究的方向，而以上這些議題該如何

做有效的管理、建立制度及提昇績效最為筆者所注意。 

 
這 次 主 要 針 對 現 在 企 業 界 及 學 界 經 常 使 用 的 才 能 基 礎 管 理

(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CBM )，轉換為針對公司內部單一職務的才能評
鑑法為研究方式，期望能藉由才能評鑑法，尋找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所需具備的

核心才能，並依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發展評鑑量表，且藉由本研究解釋下列問

題： 

 
1、核心才能的重要性為何？ 
2、將才能評鑑法用於電話訪問員的職務上是否可行？ 
3、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4、如何建立「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5、是否可建立一套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6、當「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用在電話訪問員的甄選及招募時，其量表
是否具有有效性、正確性及可預測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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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般企業都為如何取得優秀人才而大傷腦筋，辦理員工招募又需花費公司不

少的預算與精神，因此，如何快速有效率的招募到好的員工，是一個重要課題。

除了在招募管道上不斷推陳出新，以求應徵人數及素質的提高外，應徵人員的面

試方式也多有不同，在企業顧問公司的策劃下，部份公司開始採行藉由心理分

析、性向分析、才能分析等方法，尋找出最適合企業文化的新進員工，以期降低

員工流動率及教育訓練成本，與獲得較高的報酬率和表現較好的員工，另外亦期

望藉由此種方式，快速找出適合此份工作的應徵人員，以降低員工招募的成本。 

 
每家民意調查公司都有自己的經營模式，且對於電話訪問員的管理方式也不

盡相同，例如 TVBS 民意調查公司的方法2，就是以高薪資加上高標準來對待電

話訪問員，以初級電話訪問員為例，所謂高薪資為時薪 150元，而佛光人文社會
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則為時薪 100 元3，相對來說 TVBS 民意調查公
司的訪員薪資就相當高。經過筆者深入的接觸後，了解到民意調查中心為提高電

話訪問員的工作品質，除了在問卷題目設計上仔細琢磨外，如何處理和分析蒐集

完成後的資料也是重點之一，但如果在電話訪問員訪問的過程中出了問題，那對

民意調查研究結果的分析影響會非常大，甚至無法補救。因此，如何維持和確保

電話訪問員問卷蒐集的準確性，是各民意調查公司及研究者的困擾與努力追求的

目標。 

 
另外筆者發現，電話訪問員的流動率相當高，在不斷的招募和教育訓練中，

筆者得知培養一位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非常不容易，因此，筆者常思考一位優秀的

電話訪問員，到底須具備什麼樣的核心才能呢？於是，筆者將試著以佛光人文社

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電話訪問員為實驗對象，希望經由此次的研

究，能尋找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所需具備的核心才能，並由此建構出有效性及正

確性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若能將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運用在電話訪問員的招募上，並發展出

一最佳的招募模式，希望能因而降低電話訪問員的流動率，提高電話訪問員的工

作品質，並以此發展建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薪酬獎勵、晉升、教育訓練等制度

的基準，進而作為一般民意調查中心或市場調查公司，在電話訪問員管理上的參

考。因而筆者希望經由此次的研究，尋找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以作為有效

管理電話訪問員的參考，並依研究結果做出提升電話訪問員工作品質的建議，來

作為一般民意調查中心（公司）在電話訪問員甄選與招募上的參考。 

 
                                                 
2 TVBS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訪員管理手冊。 
3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訪員管理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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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由上述總結下列四點，整理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1、藉由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尋找出優秀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2、經由本研究編製建構一份「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3、針對電話訪問員進行實證研究，以檢測本研究設計之「電話訪問員
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正確性、有效性及可預測性。 

4、依本研究結果，對電話訪問員之甄選與招募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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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流程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是藉由相關文獻探討整理、收集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資

料，透過專家會議法找出電話訪問員所需具備的核心才能，同時並經由同時效度

複核進行效標的驗證，以確立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的正確性，之後使用問卷法將

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編製成「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評鑑量表建立

完成後，接著進行電話訪問員的實證研究，施測對象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

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電話訪問員，預計發放二百份問卷，再藉由量化研究的

信、效度檢測建立此量表。 

 
希望透過上述研究方法，能了解一位優秀的電話訪問員所需具備的核心才能

為何，並編制成具有可預測性的核心才能評鑑量表，以期能運用於甄選與招募等

辦法的建立。 

 
研究流程是經由研究問題之發現，到研究背景之了解，再從研究動機之引

發，到研究目的之產生，依據研究方法之設計，建構本研究的研究流程。（詳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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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題及背景的了解 
↓ 

研究動機及目的的產生 
↓ 

文獻探討 

↓ 

研究方法的確定 
↓ 

研究設計的執行 
↓ 

與民意調查專家學者深度訪談建立效標 

↓ 

與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尋找核心才能 
↓ 

編制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 

核心才能評鑑量表正式施測 

↓ 

驗證及修訂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 

完成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圖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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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章節安排 

 
承接上述研究方法及研究流程，接著介紹本研究的章節安排：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並藉由研究背景的陳

述，讓本論文的研究問題較容易為人所了解及接受，其中除簡單提及本論文的研

究方法及流程外，還對研究範圍和對象作出定義，之後便對研究成果作出預期貢

獻的評估。藉此清楚呈現本論文的研究主旨，讓有興趣的讀者能迅速了解本研究

的重點。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共分為六個部份，首先是介紹顧客關係管理中電話行銷

人員和顧客服務員的工作任務及功能，藉由介紹電話行銷和顧客服務人員主要的

工作內容，與電話訪問員的工作任務及功能做一比較與陳述；第二部份是介紹和

整理一些有關訪員的相關文獻資料，藉以了解訪員的相關研究，及說明電話訪問

員對民意調查資料蒐集的重要性；接著是說明本論文對才能的定義，透過對才能

的內涵做陳述，由此衍生出核心才能的相關研究及運用；第五節則是主要針對核

心才能的相關研究方法做整理歸納；再來則介紹提供「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

量表」施測的單位－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從民意調查

研究中心成立的背景，到中心規模設置及人員配置做初步的介紹，到最後以介紹

目前台灣一些與民意調查相關的民意調查公司、市場調查公司、及學術或政府機

關等團體做結束。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到研究設計都有清楚的說明，並對本

論文的操作性定義做清楚解說，及在「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建構過

程中，如何處理所需使用的各種統計分析方法，在此節中也將清楚介紹。 

 
第四章為尋找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首先是使用行為事例訪談法進行專家

學者的深度訪談，來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效標，再以此效標進行電話訪問員的約

訪，並依訪談結果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第五章為編製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在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後，此節將針對評鑑量表的編製流程做清楚的說明及驗證。使用的分析方法為信

度分析、項目分析及效度分析，並針對研究結果做信、效度的說明。 

 
第六章為結果分析，主要使用相關分析及獨立性檢定，針對回收的樣本做問

卷結構的分析。 

 
第七章為結論與建議，在此除說明本論文各項研究問題的結論外，並對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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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做檢討、回顧及總整理，以及對未來可能的研究提出建議。 

 
筆者希望能經由上述的研究方法及章節安排，讓本論文對所要研究的問題，

作清楚而簡單的呈現。（詳圖 2 章節安排流程圖） 

 
 

 

 
圖 2 章節安排流程圖 

 
 
 

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是什麼 

尋找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1、透過專家學者的訪談建立效標 
2、進行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 
3、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定義：1、才能 
          2、核心才能 

結論：1、研究結果說明 
      2、研究限制與建議 
      3、甄選與招募的應用 

建構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1、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量表編製 
2、進行評鑑量表專家學者效度檢驗 
3、核心才能評鑑量表正式施測 
4、核心才能評鑑量表信、效度檢驗 
5、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結果分析 
6、修正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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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的專家學者訪談對象，是以台灣北部、東北部的民意調查公司、市場

調查公司，或擁有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機構或政府機關等單位的資深民意調

查工作者為主，希望藉由與資深民意調查工作者的訪談中，歸納整理出電話訪問

員的主要工作內容、及須具備的主要才能，藉以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效標，進而進

行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並由此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並依電話訪問員

的核心才能建構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從過去的相關研究中可知，訪員的性別、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年齡、學歷

及行為習慣等，皆會對訪問結果造成影響，而歷年來的相關研究，大部分都以面

訪員為主要研究對象。因而筆者非常好奇，如果上述各因素，對問卷調查結果皆

會產生影響，那具備何種特質的訪員可以降低對問卷結果的影響力呢？訪員的核

心才能為何呢？因為筆者對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有較高的興趣，故筆者在此將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對象設定為電話訪問員。 

 
本研究設計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研究單位為，成立滿二年以上的

民意調查公司、市場調查公司，或擁有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機構或政府單

位；而專家學者訪談的對象，其民意調查相關工作資歷需滿二年以上。在電話訪

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建構完成後，將以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

究中心為主要施測單位，以其研究中心的電話訪問員為施測對象，並期望能從施

測結果，對甄選與招募做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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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與預期研究貢獻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因基於時間及經費的考量，在進行才能評鑑法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

才能時，採用的方式為專家會議法（Expert Panels）做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也就是簡短的工作才能評鑑法（JCA），而捨去了各階段皆有完整且周延的研究
設計的工作才能評鑑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但此方法須投入
的人力、物力、時間及經費，都不是筆者所能夠負擔的，故在整個電話訪問員核

心才能的建立過程中，恐有不嚴謹之處。 

 

 

二、預期研究貢獻 

（一）經由本研究結果，可以了解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二）經由本研究建構「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三）經由「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施測結果，可以協助及提供民
意調查公司、市場調查公司，或擁有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機構、或政
府機關團體等單位，在甄選、招募、教育訓練、薪資管理、績效管理、福
利制度、生涯規劃、職涯發展、工作品質管理、升遷制度的建立及設定獎
勵制度等，凡是在人力資源規劃上，任何有相關問題的應用。 

（四）經由了解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之後，讓民意調查公司、市場調
查公司，或擁有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機構和政府單位，可以更清楚、
明瞭一位優秀的電話訪問員所需具備的核心才能，並針對電話訪問員在核
心才能上的缺失，以教育訓練或甄選、招募等方式的運用加以改善，相信
對維持和確保電話訪問員資料蒐集的正確性，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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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顧客關係管理中的客服人員 

     

在提到訪員時，最直接反應為顧客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服務人員或電
話行銷人員，在企業推行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
稱 CRM）時，客服中心無異是執行的重點之一，而其中訪員所從事的業務範圍
也非常廣泛，從初期單一、被動的客戶服務已轉為主動的電話行銷。 

 
傳統的顧客服務中心負責的業務以收集顧客反應為主要任務，目的是為了要

留住客戶。現在因科技的發達已將電腦與電話整合，結合銷售自動化系統與電子

商務，業務範圍擴大到電話行銷、受理訂單、詢問公司產品活動、客戶申訴及洽

談合作事宜等相關項目，建立顧客服務中心（Call Center）的目的從單純的留住
舊客戶，已轉變為開發新的市場、與尋找顧客新價值的一個整合顧客各項服務功

能的新經營模式，和傳統的顧客服務中心（Call Center）已大不相同。顧客服務
中心目前可提供顧客隨時、隨地的貼身服務，將公司的財務、產品及資訊等系統

做整合，快速的累積知識且將經驗傳授，降低公司成本，並且控制及提升服務品

質，容易掌握市場及顧客狀況等，不但對顧客有正面的影響，對公司本身也有很

大的幫助，所以一個完善的顧客服務中心，對公司的助益是很大的。 

 
從文獻資料中得知，電話行銷的成功關鍵因素為訓練優良的專業人員、完善

的顧客關係系統、完整的事前規劃、業務人員的配合等，而電話行銷人員的成功

因素則為專業知識（Knowledge）、正確的心態（Attitude）、良好的銷售技巧
（Skill）、良好的工作習慣（Habit）、高活動量（Call Volume）等，在電話行
銷人員的成功法則部分，則為大數法則、機會成本與速度價值。4由此可知，成

功的電話行銷所需的要件很多，不是電話行銷人員能夠獨立完成，需整合很多的

相關資源。 

 
早期的電話行銷不屬於顧客關係管理（CRM）中的業務範圍，近年因科技

的發達，也將行銷的活動納入這個系統之中，成為顧客服務中心（Call Center）
的功能之一，如此對人員的招募勢必會產生影響。 

 
成功的電話行銷人員具備的特色為良好的溝通技巧與組織能力、堅毅不宜的

精神、具備熱忱和友善的電話性格、彈性大且適應力強等，依上述特色設立錄用

的標準為口齒清晰、反應靈敏、親和力佳、具學習力、邏輯思考及說話有調理的
                                                 
4 姚能筆，《電話行銷輕鬆成交》，麥格羅‧希爾國際，2003年，台北，頁 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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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還須具備正面且單純的心態、強烈的企圖心、要有勇氣及自信心、抗壓性

要高及行事穩健等，總結來說擁有清楚的聲音及健康明朗的個性的人較適合此份

工作。而傳統的顧客服務中心因工作較單純，所需的人員條件較簡單，只需具備

會操作電話系統、能透過電話中讓人了解的溝通能力、讓人容易聽懂又舒服的聲

音、具服務的精神及對公司產品的專業知識等即可，但是現在顧客服務中心因業

務增加，在人員招募的需求上有了明顯的改變，漸漸的與電話行銷人員的招募條

件類似。 

 
從事民意調查相關工作的電話訪問員，其主要工作項目比較單純，但是困難

度並不低，而顧客服務中心的所接觸的人員以固定族群或舊顧客居多，重點也在

挽留舊顧客及開發舊顧客的新價值，但民意調查的電話訪問員則不然，工作時每

次都要與陌生人接觸，並須於短時間內取得對方較深的意念與想法，與顧客服務

中心人員的困難度不同，在人員招募的條件上不盡相同。民意調查的電話訪問員

其人員的特色、特徵及基本條件為何，將在本研究中繼續探討。 

    



 15 

第二節  民意調查中訪員的相關研究 

 

目前針對電話訪問員所做的研究並不多，即使是美國相關研究資料也並不多

見。相關議題最早出現在五○年代的美國，5但在六０年代才有學者以研究種族

差異及其所產生的訪員效應做研究。例如芝加哥大學 E. Singer and S. Presser。6 

 
據 Hyman在 1954年的研究結果表示，訪員可能產生四種型態的誤差：7 

一、詢問誤差－即訪員在訊問時對問卷題目有所更改或省略等。 
二、追問誤差－即訪員經由不適當、不必要、不相干，甚至是有偏見的追問方式

而造成的誤差。 
三、紀錄誤差－即受訪者末說的訪員紀錄下來了，而說了的卻未紀錄，或者紀錄

的不正確。 
四、不實或欺騙－即訪員並未詢問，或是雖然問了但是受訪者並未做答，訪員卻

紀錄了答案。 

 

這些誤差是否會因訪員本身的背景不同而放大或縮小，如訪員的種族、民

族、性別、社會地位、經濟狀況、年齡、學歷、行為習慣等(Hyman etal., 1954)，
其中訪員的種族或訪員與受訪者的種族配對，對訪問結果所造成的影響，受到很

多研究者的注意，因而有較廣泛的研究。 

 
學者 Hyman等人發現：黑人比較不願意對白人訪員表達對於受到雇主和工

會歧視情形的不滿。而另一位學者 Williams 則研究出：訪員與受訪者之間的社
會距離，會促成訪談結果的偏差。8另外的研究中得知：訪員的種族會對激烈抗

爭、和表達對白人敵意，有明顯的影響。而在 Bradburm和 Sudman的研究中可
以發現：訪談誤差和訪員與受訪者間的種族配對有關。9當然還有很多的研究結

果顯示，訪員的性別與受訪者的性別配對狀況會影響到訪談的結果，隨著問項的

不同，訪員的性別效應也會跟著改變，因而訪員與訪談結果的議題才會一直受到

學者們的重視。 
                                                 
5 Herbert Hyman 於 1954年的著作 “Interviewing in Social Research”談到做問卷研究時，應注意  

  的事項。 
6 Eleanor Singer 與  Stanley Presser 花了多年的時間於 1989年發表了研究成果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7 Hyman, Herbert, “Interviewing in Social Research”,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4,  

  pp25-26. 
8 Williams, J. Allen , “Interview-respondent Interaction：a study of Bias in theInfor-mation  

  Interview” , Sociometry , 1964. pp45-47  
9 Bradburn , Norman BM. and Seymour Sudman , “Improving Interview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Inc., Publishers. 1979.pp6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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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研究成果中更發現，年齡較大的訪員較容易得到受訪者的合作；曾

有一些訪問經驗的訪員有較高的完成訪問率，但是當經驗較多時，完成訪問率反

而下降；教育程度較高的訪員，就個別問題的拒答率較低，但受訪者回答問卷的

品質卻不一定會提高，10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很值得探討。 

 
國內針對訪員進行研究的學者更加稀少，在 1993 年時，社會學者瞿海源曾

就訪員人格特質與訪問品質進行研究。主要使用的人格特質量表為修訂過的基氏

(Guilfbrd)人格測驗量表，以測驗得分人格型態、極端人格和背景變項為自變項，
而以問卷的缺失值(missing Data)、重測的信度指標，和實際對各間題的回答為依
變項，其結果顯示：訪員人格因素對受訪者做答有一些零星的影響，其中自卑感

和神經質是影響較多的人格特質。11 

 
在齊力的「訪員特質與調查資料品質之關係」中，12則是以性別、年齡、教

育程度、會不會使用方言(閩南話或客家話至少一種很流利)、是否已婚、是否學
生身份、有無工作經驗、有無市場調查經驗、調查訪問時間是否充裕、夜間進行

訪問是否不方便等為自變項，電話訪問員的性格量表為依變項進行施測，而採用

的人格特質量表為朱瑞玲為教育部所編製之「青少年性格量表」，13內容適用於

初中以上的青年和成人，易於大量施測且所採用的性格量表內容為，成就、親和、

省察、堅毅與攻擊等五項需求性格。這五項需求性格的特性分別如下： 
 

一、成就需求：盡自己的所能，力求成功，努力完成需要技巧或有重大意義 
              的工作，成為眾所皆知的權威，圓滿完成極艱鉅的任務，解  
              決難題及困境，辦事能力比別人強。 
二、親和需求：對朋友忠實，參與群體活動，為朋友服務，喜交新朋友，與 
              他人共享成果，與朋友通信。 
三、省察需求：喜歡分析自己的動機與感情，站在他人立場瞭解他人的感受， 
             分析且預測他人的行為與動機。 
四、堅毅需求：做事認真且有始有終，遇到任何困難也不輕易放棄，熬夜完 
             成一件工作，工作時避免受干擾。 
五、攻擊需求：攻擊和自已有不同觀點的人，公開批評及取笑他人，告訴他 
              人自己的看法，易生氣，當事情不順利時喜歡責怪他人，喜  
                                                 
10 Singer, Eleanor and Stanley Presser , “Survey Research Methods”. ,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989. 
11瞿海源，「訪員背景及人格特質對問卷訪談的影響」，《社會調查與分析》，台北：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1998年，頁 77－79。 
12齊力，「訪員特質與調查品質之關係」，中央研究院調查研究工作室：《第一屆「調查研究方法 

  與應用」學術研討會》，1996年 5月 8、9、10日，頁 1－19。 
13朱瑞玲，「青少年性格量表之編制」，《中國測驗學會測驗年刊》，第44輯2期，1997年，頁 21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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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閱讀暴力的社會新聞。 

以上五項為研究者假設的訪員基本性格。 
 

其研究結果顯示：訪員的性別與對男性受訪者的完成訪問率有關。相對於女

性訪員而言，男性訪員完成訪問率略為偏低，也可以說，女性訪員在訪問男性受

訪者時，完成訪問率平均高於男性受訪者。此外，方言流利的受訪者在訪問男性

受訪者時，完成訪問率也比方言不流利或不會說方言的訪員來得高，但是，當受

訪者為女性時，方言能力上的差異並不會造成完成訪問率的顯著差異。整體而

言，女性訪員似乎較男性訪員的完成訪問率來得高，不過其間差異並不顯著，較

明顯的差異出現在男性受訪者與中學教育程度的受訪者。自認為有充裕訪問時間

的訪員，完成訪問率的確明顯較高。方言流利有助於完成訪問，其中有顯著差異

的是對於男性受訪者的完成訪問率。從訪員性格與完成訪問率的關係來看，其間

關聯還不是很明顯。親和需求高的人對於男性與中學教育程度的受訪者的完成訪

問率，較親和需求低的人要高。攻擊需求較高的人未必對於完成訪問率有不良影

響，其完成訪問率並沒有顯著低於攻擊需求較低的訪員。14 

 
上述資料皆顯示訪員與研究品質有一定的影響，但所提到的研究者，大部分

皆以面訪員為主要研究對象，針對電話訪問員的研究極少，且針對招募及績效所

做的研究更少。筆者對社會學者瞿海源先生所使用的基氏(Guilbrd)人格測驗量表
是否適用於國內的訪員無法完全認同，而齊力先生研究中使用的人格測驗量表為

朱瑞玲小姐所編製的「青少年性格量表」，其中針對訪員所須具備的五種性格做

測試，在此歸納為：一、順從需求；二、變異需求；三、秩序需求；四、親和需

求；五、支配需求，15所能測得的結果有限，我們能從研究結果中發現訪員的基

本個性，卻無法得知此訪員具備何種才能，而訪員又須具備何種核心才能，才能

勝任訪員的工作呢？相對於電話訪問員來說，也產生同樣的問題。因此，本研究

為彌補此項缺失，擬使用才能評鑑法研究何種核心才能適合電話訪問員之職務需

要，並希望於招募時使用，應可有效率的挑選出適合的工作人員。 

 
因此，由上述研究結果推論我們可以知道，若能建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評鑑量表，就能藉由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得知，電話訪問員是否具備了

調薪或是升職的核心才能，甚至可以推廣到作為電話訪問員甄選、招募、教育訓

練、薪資管理、績效管理、福利制度、生涯規劃、職涯發展、工作品質管理、升

遷制度建立、及設定獎勵等制度，和民意調查或市場調查公司，在人力資源規劃

相關事務上的參考依據。 

                                                 
14齊力，「訪員特性與調查資料品質相關性之關係」，八十四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 

  計畫，1996年 7月，頁 8－11。 
15齊力，「訪員特性與調查資料品質相關性之關係」，八十四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研究 

  計畫，1996年 7月，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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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電話訪問員的工作任務及重要性 

     
訪員最重要的工作任務為蒐集資料，而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會遭遇很多的困

難，這些困難對所蒐集資料的正確性會產生影響。如何將這些影響降至最低，甚

至減少困難的產生，從研究的設計、問卷的設計、抽樣方法的選定、資料的處理

及分析等，上述這些過程中為避免影響受訪者、及確認問卷結果的代表性上，都

有很明確的辦法或執行方式來確保此研究的客觀及公正性，然而最困難的確是這

些資料皆須透過訪員來蒐集，而如何得知訪員蒐集問卷的過程沒有一絲的造假或

不中立客觀，就成了最難控制的一部份。 

 
在調查研究的領域中最重要的就是標準化，與一般企業中推行的標準作業流

程相同，目的是希望受訪者能在訪員所給予的相同訊息下接受訪問，所以一般民

意調查公司或研究中心都會不停的辦理各種訪員訓練，為的就是希望訪員能確實

依照教育訓練的內容做訪問，但仍有很多的困難。當然，調查研究的誤差來源有

很多，表一是政治大學劉義周博士針對調查研究的誤差所製作的表格：（詳表 1  
調查研究誤差之來源、發生誤差階段、與誤差原因） 

 
 

表 1 調查研究誤差之來源、發生誤差階段、與誤差原因 

 
階段/來源 研究者 助理、督導 訪員 受訪者 

研究設計 
理論有瑕疵、設

計錯誤 
      

問卷設計 設計有瑕疵       

抽樣 抽樣設計錯誤 執行抽樣錯誤 

戶中抽樣不正確、樣本任意

替代、被受訪者欺騙、訪問

未完成 

誤會而接受或不接

受訪問、誤導而接受

或不接受訪問 

訪問 
訪問訓練準備不

周全、督導不周 
督導不周 

與受訪者互動不良被拒訪、

未按問卷訪問（改變措辭、

問題順序、選項）、自行解

釋問卷、過程處理不當 

誤解或不瞭解題

意、揣摩並配合受訪

者意思、提供錯誤訊

息 

資料處理 
處理原則欠周詳

或錯誤 
執行錯誤     

資料分析 方法使用不當 執行錯誤     

 
資料來源：劉義周，測不到的誤差：訪員執行訪問時的偏誤,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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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所描述的誤差有些是可以控制的，有些卻非常困難，筆者認為訪員就

是一個很難控制的因素。 

 
要保證調查資料的品質是好的、是高的，適當的教育訓練是不可或缺的。而

誤差的主要因素是來自於沒有足夠的訪員訓練及好的訪員手冊。這些筆者都同

意，但是對訪員施以相同的教育訓練後，為何經過實際的訪談後，卻可以明顯的

區分出優秀的訪員與一般的訪員呢？為何有些訪員穩定性很高、持續排班，有些

訪員卻不停的流失呢？這些不是足夠的教育訓練所能改善及解釋的問題。 

 
學者劉義周曾提及，他認為調查的誤差來源若是在訪員，則通常訪員都不是

不能做到標準化的調查訪問，而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教育訓練所使然，而民意調查

中所強調的標準化，與一般企業中推行的標準作業流程是相類似的。16如果是天

生能力上就有限制，那招募訪員時，應該在徵選時就已將他淘汰。這是個假設的

問題，如果招募時的徵選過程是不恰當的，如何確定招募的訪員均符合要求，且

只要給予適當的教育訓練就可以做到標準化的調查訪問，甚至可以有效降低訪員

資料蒐集的誤差，那訪員徵選的方式及標準為何呢？ 

 
故筆者於本研究中，將試著以「才能評鑑法」找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並試著去了解什麼是擔任訪員該有的天生能力，並依研究結果建立一評鑑量表，

進而建立一套標準的招募模式，來避免過多的教育訓練所造成的浪費，以及因訪

員流動率太高，而需不停的招募及教育訓練，所造成的人事管理及成本支出的困

擾。 

  
 
 
 
 
 
 
 
 
 
 
 
 
 
 
 
                                                 
16 劉義周，測不到的誤差：訪員執行訪問時的偏誤，調查研究/第二期，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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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才能的定義與內涵 

 

1959年心理學家 Robe Whlte區分出一項人類特質稱為「能力」開始，引發
後續學者許多的研究。1970 年代初期 D．McClelland 第一次提出「才能」的概
念，在這以前的高等教育皆以「智商」( intelligencequoddent ; IQ )作為篩選學生
的標準，或以智商測驗的結果來預測一個人是否能夠成功，他對此提出質疑，強

調應該注重學生學習績效的能力，並認為學生學習績效的能力才是實際影響學生

學習成果的主因而非「智商」，而「智商」雖然會影響一個人的工作績效，但是

其個人特徵同樣會影響其在工作上的表現，成為第一個挑戰智力測驗的學者。

Lyie Spencer和 Signe Spencen於《才能評鑑法》17。中提到： 
 

傳統的性向測驗和專業知識的考試與在學成績以及學經歷等，會有以下

的缺失： 

1．無法確實預測個人在生活與工作上的成功與表現。 

2．對於弱勢團體、婦女、及低社經地位者的看法，經常有所偏差。 

 

為解決上述問題 Lyie Spencer和 Signe Spencen認為以「才能」為評量的變
項，能有效預測工作表現，且不會對種族、性別或社經地位等產生偏見。McClellmd 
/ McBer發展出「才能評鑑法」( 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JCAM；
JCA )，它是以嚴密的實證方式來分析、評鑑人員的能力，George Klemp,Jr.對「才
能評鑑法」作出評論如下： 

 

          在如何僱用及訓練人員以達到最大效益的問題上，能力評估是一個非
常有力的新方法，它和傳統的職務分析方法顯著差別之處在於，它指出從

事某個職務所需要的關鍵知識、能力、及其他個性。能力評估的出發點是

一個很簡單的前提：要了解擔任一職務需要什麼條件的最佳方法是，分析

該職務的傑出績效者，研究到底是什麼原因致使他們有傑出的表現。因

此，能力評估主要評估的是擔任這個職務的人，而非這個職務本身。18 

 

也就是說將過去所重視的工作分析、工作描述等情況，取代為就主管人員及

績效高的工作者身上，找出達成高績效的主要因素，再進一步整理出這些高績效

工作者所共同擁有的主要能力，並藉此找出此項工作的才能模式(Competence 
Model)，而此模式即可說明在執行某項工作時，所需具備的重要能力。 
 
                                                 
17 Spencer, Lyie M. & Spencer, Signe M 著，魏梅金譯《才能評鑑法：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商 

  周出版社，頁7。 
18李芳齡譯，大衛.杜柏伊斯（Dave D. Dubois Ph.D.） 著，《績效躍進－才能評鑑法的極致運用》。  

  台北市：商周出版社，2002年，頁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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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才能」呢？學者 Hayes, J. L.說，「才能」是整合知識、特質、動機、
社會角色與人際技巧，從而產生優越工作表現的能力；學者 Boyatzis認為，「才
能」就是一個人所具備的某些基本特質，包含知識、動機、特徵、自我形象、社

會角色、態度以及技術的相關因素，而這些基本特質就是導致、及影響個人在工

作領域上，表現出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作表現、以及績效成果的基本特性；學者

Lyie Spencer ＆ Signe Spencer也提出，「才能」就是一項潛在的個人特質，這
些特質與效標參照組的工作表現，具有高度的因果關係；學者 Spencer & Spencer
也說過，「才能」亦是一個人所具有的潛在特質，而這些潛在特質是指個人個性

中最深層、長久不變的部份，即使身處不同的職務或工作中，都可由這些基本特

性來解釋或預測其思考或行為表現；學者 Ryham ＆ Moyer提出說明認為，「才
能」就是有能力且願意運用知識和技術來執行工作任務，是與工作績效高低有關

的所有行為、動機與知識；學者 Peak & Brown曾說，「才能」就是為求成功的
執行各項任務所應有的相關技能、認知及態度；學者 Knowles也認為，「才能」
就是執行特定功能或工作所包含的必需知識、個人價值、技能及態度；學者

McLagan提出，「才能」就是足以完成主要工作結果的一連串知識、技術與能力；
學者村上良三指出，「才能」包含了個人所具備之潛在性的能力在內，但並不以

個人所擁有的潛在能力為對象，而是根據擔任職務所需之執行條件，來測量其已

具有能力的程度，在職場行為方面具體表現的能力，並且以和工作績效有關的實

際能力為論述對象；學者 Quinn, Faerman, Thompson, Mcgrath等人一致認為，「才
能」就是執行特定職務或角色時，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學者 Reynold也曾提
出，「才能」就是員工個人的潛力域，使員工能夠成功的完成或達到原期望產出

的能力；學者 Ralelin & Cooledge 更說過，「才能」必須涉及敏感性、創造性以
及直覺等，不能輕易觀察到的個人特質，並且包含「學習再學習」的有機能力

(organic)，假使才能不能被持續的學習及提昇，則將會逐漸的失去效能；學者
Mansfield 也曾提出，「才能」是精確、技巧與特性行為的描述，員工必須依此
進修，才能勝任工作，並提升績效表現；學者李聲吼也說，「才能」就是人們在

工作時所必需具備的內在能力或資格，這些才能可能以不同的行為或方式來表現

在工作場合中，它亦指某方面的知識與技能，這些知識與技能對於產生關鍵性成

果，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學者 Parry說過，「才能」就是包含知識、態度以及技
能相關群體集，即影響一個人工作的主要因素，與工作績效有密切的相關，且可

以藉由一個可接受的標準衡量，並且可以藉由訓練與發展加以改善、增強的。（詳

表 2 各學者才能定義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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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學者才能定義一覽表 

 
姓名 年代 定義 

Knowles 1970 執行特定功能或工作所包含的必需知識、個人價值、技能及態度。 

Hayes, J. L. 1979 
是整合知識、特質、動機、社會角色與人際技巧，從而產生優越工作
表現的能力。 

McLagan 1980 足以完成主要工作結果的一連串知識、技術與能力。 

Peak 
Brown 

1980 為求成功的執行各項任務，所應有的相關技能、認知及態度。 

Boyatzis 1982 

就是一個人所具備的某些基本特質，包含知識、動機、特徵、自我形
象、社會角色、態度以及技術的相關因素，而這些基本特質就是導致、
及影響個人在工作領域上，表現出更好、更有效率的工作表現、以及
績效成果的基本特性。 

村上良三 1988 

1.包含了個人所具之潛在性的能力在內，但並不以個人所擁有的潛在能 
  力為對象，而是根據擔任職務所需之執行條件，來測量其以具有能  
  力的程度。 
2.在職場行為方面具體表現的能力，並且以和工作績效有關的實際能力 
  為論述對象。 

Quinn 
Faerman 

Thompson 
Mcgrath 

1990 執行特定職務或角色時，所需具備的知識與技能。 

Flekher 1992 
Burgowe 1993 
Ryham 
Moyer 

1996 

有能力且願意運用知識和技術來執行工作任務，是與工作績效高低有
關的所有行為、動機與知識。 

Reynold 1993 員工個人的潛力域，使員工能夠成功的完成或達到原期望產出的能力。 

Spencer & 
Spencer 1993 

指一個人所具備的潛在基本特質(underlying characteristic)，這些潛在的
基本特質，不僅與其工作所擔任的職務有關，更可了解其預期或實際
反應，及影響其行為與績效的表現。 

Lyie Spencer 

Signe Spencen 
1993 

就是一項潛在的個人特質，這些特質與效標參照組的工作表現，具有
高度的因果關係一個人所具有的潛在特質，而這些潛在特質是指個人
個性中最深層、長久不變的部份，即使身處不同的職務或工作中，都
可由這些基本特性來解釋或預測其思考或行為表現。 

Ralelin & 
Cooledge 1995 

才能必須涉及敏感性、創造性以及直覺等不能輕易觀察到的個人特
質，並且包含「學習再學習」的有機能力(organic)，假使才能不能被持
續的學習及提昇，則將會逐漸的失去效能。 

Mansfield 1996 
才能是精確、技巧與特性行為的描述，員工必須依此進修，才能勝任
工作，並提升績效表現。 

李聲吼 1997 
人們在工作時所必需具備的內在能力或資格，這些才能可能以不同的
行為或方式來表現在工作場合中。它亦指某方面的知識與技能，這些
知識與技能對於產生關鍵性成果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Parry 1998 
1.包含知識、態度以及技能相關群體集，即影響一個人工作的主要因素。 
2.與工作績效有密切的相關，且可以藉由一個可接受的標準衡量。 
3.才能是可以藉由訓練與發展加以改善、增強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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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以上各學者對才能的定義可以推知，「才能」除與個人的潛在特質有關

係外，它也與一個人的工作績效表現有很強的因果關係，而如何運用這個個人潛

在特質與高績效工作表現的關連性，就是筆者的研究重點。 
 

學者 Spencer提出「冰山模型」的概念，並將才能區分成動機(motives)、特
質(traits)、自我概念(self-concept)、知識(knowledge)、以及技巧(skill)等五種基本
特質。(詳圖 3 冰山模型－The Iceberg Model ) 
 

 

 

 

圖3 冰山模型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p.11. 
 

 

 
一、動機(motives) 

是指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持續渴望或想要的意向，進而導致付諸行動的發生。

因此，動機可以驅使、引導或指引我們做出選擇，以達成某種特定的、與眾不同

的行動或目標，其中包含對於特殊情境的反覆關注。 

 
二、特質(traits) 

是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身體特性，對於單一一組具有刺激反應的傾向、或特

徵方式，亦或是生理上的特質。情緒的自我控制和主動性是比較複雜的，對一些

看得見的部份 

看不見的部份 

技巧 
知識 

自我概念 
特質 
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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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消息甚或是環境，具持續、且一致性的反應。 

 
三、自我概念(self-concept) 

是指一個人的態度、價值觀、或對自己的想法、印象，也就是自我的形象或

觀感。 

 
四、知識(knowledge) 

是指一個人具備某種特別領域的專業知識、技能和資訊。而這些知識是使個

人有能力做某些事，與想要做某些事是不相同的，因為許多知識的測驗結果只能

顯示機械式的記憶，無法確實衡量出實際運用在工作上的知識、技能和資訊。 

 
五、巧(skill) 

是指要完成某種特定任務、工作時，生理或心智上所需具備的能力，也可說

是執行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力，包括分析性思考（處理知識、資訊、判斷因果關

係、組合資料及計劃）以及概念性的思考（將複雜的資料重新組合的能力）。 
 

學者 Spencer & Spencer認為上述這五種特質，大致可以分為知識和技巧的
才能，這是比較容易被看到的、較為外顯的、也是最容易加以改變、訓練與發展

的，所以若要提升員工這方面的能力，「教育訓練」是最具成本效益的；而動機

和特質的才能，則是屬於人格冰山模型中較深層、比較不容易被探索與發展出來

的部份，所以運用「甄選」來招募員工是最具成本效益的；而自我概念、態度和

價值觀的才能，則介於知識和技巧與動機和特質之間，雖然要改變一個人的自我

概念、態度和價值觀並不容易，但經過長時間的教育訓練、心理諮商，或透過累

積足夠的實務經驗等方式，還是能改變一個人的自我概念、態度和價值觀的。（詳

圖 4 核心與表面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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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核心與表面才能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p.11 

 
 

 
因為我們可以用動機、特質，自我概念、態度與價值觀等才能來預測員工的

工作績效表現，故可推論出才能轉換的流程為：產生意圖、驅動動機和特質、展

開行動、導致結果的產生為其行為流程。所以說，如果沒有任何意圖產生的行為，

就不能定義成一種才能，如「走動式管理」，此種管理者的意圖可能是無聊、監

督品質等等。因此，我們可以了解才能的因果流程模式為：個人特質影響個人的

行為表現，而個人行為表現的好壞，直接呈現在工作績效上。（詳圖 5 才能的因
果流程模式）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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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採用「教育訓

練」方式來提昇員

工能力較合乎成

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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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才能的因果流程模式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p.13 

 
 
 

由上述研究得知，員工的才能對員工的工作表現是正相關，因此筆者這次的

研究是藉由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研究結果，編製成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

表，再將此量表使用在電話訪問員、民意調查相關研究中心或公司的人力資源管

理上，希望能對電話訪問員的人事管理有正面貢獻。 

 
 
 
 
 
 
 
 
 
 
 
 
 
 
 
 
 

 
 

【意圖】 

個人特質 行為 工作績效 

【行動】 【結果】 

動機 

特質 

自我概念 

知識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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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核心才能的相關研究 

     

經上述對才能的定義與內涵做了簡單的說明與整理後，接著是介紹核心才能

的研究方法，在 1982 年由學者 Boyatzis 提出研究核心才能評量方法的步驟為下
列五點： 
 

一、工作表現的適當測量 
二、工作要素分析 

三、行為事例訪談法(Behavioral Events Interview, BEIs) 
四、特質與有效（卓越）工作表現間的相關 
五、整合前四個步驟的結果成為才能評量模型。 

 

後來於 1993 年經學者 Spencer 和 Spencer 整理出設計核心才能的研究方法
共有三種，現在成為一般常用來研究核心才能模式的方法，分別於下做詳細說明。 
 

一、工作才能評鑑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這個方法是最標準而完整的核心才能發展方式，是 Spencer & Spencer
於 1993 年在 Competence at Work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 一書中提出的，它是從直接詢問受訪者中獲得其工作經驗裡最成功
的事例與失敗的事例，分析影響工作績效的重要因素。此法將訪談對象分為優秀

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兩組，再分析何者為影響工作績效的事件，便於瞭解行為者

的思考、作為與工作績效間的相關性，用來區別優秀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能力的

成份。工作才能評鑑法的主要概念即為「向有傑出表現的人學習」，並且讓分析

者自行研判那些是造成差異績效的因素，是種屬於經驗性的研究方法。但施行此

研究方法可能需要花費許多的時間及成本，且不易考量到組織未來的發展需要

等，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問題。工作才能評鑑法其執行步驟總共包含了六個步驟

詳列如下，而其執行流程如下圖所示：（圖 6 工作才能評鑑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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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工作才能評鑑過程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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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義有效的績效標準   
（二）確認效標樣本 
（三）蒐集資料 
（四）分析資料、發展工作核心才能模式 
（五）驗證核心才能模式的有效性 
（六）準備應用該核心才能模式 

 

因此方法在執行時，非常需要內部組織的合作及配合，且受訪者也須完全的

投入整個計畫的執行過程，同時也需要專家的共同協助、參與，所以其成本和時

間是選擇此種研究方法時，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以下針對各步驟做說明： 

 
（一）定義有效的績效標準 

針對所欲研究的職務，做出工作上績效好壞的評量標準及評估方法，並確認

此標準或評估方法是可行的，這是此研究最重要的步驟。因為界定一個工作的效

標標準和正確的效標標準是很重要的，因為以優秀的工作表現所形成的核心才能

模式，會優於一般性表現的核心才能模式，而且能夠參與核心才能模式建構過程

中的人員，應該是經過特別挑選的。 
 
（二）確認效標樣本 

最好的方法就是確認幾項標準，然後在各項標準中甄選出優秀表現者與一般

表現者，也就是說要找出所謂的「超級巨星」(superstar)，真正的優秀表現者不
論以何種標準評鑑，都能夠得到最好的結果，而一般表現者總是可以從這些優秀

表現者，也就是「超級巨星」身上學到最多的東西。 
 
（三）蒐集資料 

工作才能評鑑法中最常使用的蒐集資料方法為下列六點； 
1.行為事例訪談法 
2.專家協助法   
3.調查法 
4.電腦「專家」系統    
5.工作功能/任務分析   
6.直接的觀察   
 

以下將針對上述幾項方式，做其資料蒐集過程中的優點與缺點的分析介紹： 

 
1、行為事例訪談法 

 「行為事例訪談法」是由哈佛大學心理系的教授 David C. McClelland 和其
同事 McBer & Company 所發展出來的，此法源自 Flanagan的「關鍵事例法」
（Critical Incident Method）。「關鍵事例法」是在要求受訪者找出他們工作中所
遇到最重要的情況，訪問他們面對此事件的看法、處理方式及行為結果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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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事例訪談法」包含「主題統覺測試」（TAT），它可以刺探出受訪者的個性與
認知風格，也可以讓受訪者評估某些才能，包括成就動機或思考與解決問題的邏

輯方式方法等。總體來說，「關鍵事例法」就像工作任務分析一樣，可以確認某

份工作的面向；而「行為事例訪談法」則可以確認出，什麼是將工作做到最好所

需要的才能，進而去要求受訪者在面臨最關鍵性時刻時，將焦點放在最重要的技

巧和才能上。  
     

而才能的發展步驟也有六個，分別介紹如下為： 
(1)察覺：發現某種才能 
(2)瞭解：迅速的了解如何去連結才能與管理績效 
(3)評估：測量掌握才能的程度 
(4)實驗：新行為的探究 
(5)練習：在工作上運用此才能   
(6)應用：將才能持續地運用在適合的工作系統中 
 

上述六種步驟的目的在於系統性地掌握他人的期望且加以運用，進而發展成

為自我實現預言(self- fulfilling prophecy)的個人無意識狀態，這是一種相當有用
的組織溝通與發展工具，再加上多元的資訊評估來源，更能夠充分展現管理制度

的民主化及高參與度。且由現場實際運作的過程中所發現的核心才能模式，很適

合組織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因此也較容易為組織中的成員所理解與認同。

同時，可以將才能模式作為個人才能評鑑的標準，也可以加強個人與組織學習的

動機，間接創造出學習型組織的文化，經過這種 360度的績效回饋方式，可以建
立出更全方位的個人核心才能評鑑模式。 
 

    再來要介紹「行為事例訪談法」的優點為下列五點： 
（1）實證訪談法所確認的工作核心才能，超越了其他資料蒐集所產生
的核心能力，也與他們有所不同。 

（2）準確的知道受訪者如何表達他們的工作核心才能。 
（3）歸納出通則。行為事例訪談法可以精確的顯示優秀的工作表現者，
是如何處理特定的工作任務或解決工作上的困難。 

（4）不受種族、性別與文化等歧視的影響。 
（5）可為評估、訓練與生涯規劃等未來人力資源的規劃方向，預先準
備資料。 

缺點為下列四點： 
（1）時間與經費成本較高。 
（2）專業能力的要求。 
（3）遺漏工作任務。 
（4）分析很多工作可能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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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家協助法 

要求員工相互地腦力激盪，構思如何在適當層次和上級階層將工作做好，專

家則再依據成功工作的重要性特徵安排優先順序。邀請組織內、外的專家來進行

模型分析，包括專家的知識與洞察，能力調查資料及專家系統的資訊等，以外界

所發展出來的標竿作為組織學習的參考，這種方法的優點即為經濟，且能迅速地

建構能力模型。由上述歸結整理下列數項優、缺點如下，優點為下列二點： 
（1）快速且有效的蒐集到大量寶貴資料 
（2）專家會對才能概念、評估方式與變項等有近一步的了解，他們的
參與可以協助大家對研究結果產生共識，並支持研究結果。 

缺點為下列二點： 
（1）可能使用傳統或大家信以為真的價值觀。 
（2）專家因缺乏心理學或技術方面的字彙，所以忽略掉重要的才能要
素。 

      
3、調查法 

邀請組織中的專家與組織中的成員評鑑才能項目，以了解某項能力或行為指

標，對工作上的重要性，與需要該項才能的頻率等，訪談人員和其他人員，只要

將重點放在特定時間點上所需要的特定技巧，並且詢問該技巧能區別出優秀表現

者、與一般表現者的差異程度有多高；當某位員工不具備該項技巧時，是否會導

致工作任務失敗，及其機率又有多大；以此來要求新進員工需具備某項特質，是

否合理；此項才能經由培養、學習及教育訓練後，是否就能夠得到等。在執行時

需注意的研究準則為，依照某項工作的員工確認其行為或特徵，以及提供簡短、

簡單的敘述，以不超過 100字為主，且接受訪問的人應該為其工作的主管、優秀
的表現者以及深入了解該工作的外部專家。總歸此項調查的優點為下列二點： 

（1）可以協助研究人員快速蒐集充分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成本又不
會太高。 

（2）員工填寫調查表時，可以提供所知，讓研究人員很容易就能找出
共同的結果。 

缺點為下列二點： 
（1）調查的資料會受限於特定項目與概念，以致於設計調查的人員經
常忽視其他才能。 

（2）調查方法可能效率不彰。 
 
4.、電腦「專家」系統 

電腦化的專家系統可以向研究人員、管理者、主管或其他專家提出問題，而

這些問題是以之前研究所認定的才能為基礎，電腦化的專家系統則是管理分析過

程，並提供優秀的工作表現者所需具備才能的詳細描述。其優點為下列三點： 
（1）取得資料方便。 

（2）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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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產力高。 

缺點為下列三點： 

（1）資料必須是準確的回覆才有價值。 

（2）此方法可能會忽略掉不存在於資料庫中的特殊才能。 

（3）系統軟體與硬體的價格可能非常貴。 

 
5、工作功能/任務分析 

員工或觀察者在一段特定的時間中，將工作者的每項任務、功能或行為詳細

列出來，再經由書面問卷、工作日誌、時間紀錄表、個人或團體的訪談、或是直

接談話等的觀察方式蒐集資料。其優點為下列三點： 
（1）在工作設計、薪資分析及相關的能力分析上，可以產生非常完整
的工作分析。 

（2）提供符合員工篩選統一程序準則的資料。 
（3）可以確認或近一步說明其他研究方法所蒐集到的資料。 

缺點為下列二點： 
（1）提供的是工作特色，而非績效好的員工特色。 
（2）工作任務清單傾向於太過仔細，所以不切實際，且並沒有區分出
真正重要的任務與例行性的工作項目。 

      
6、直接的觀察 

直接觀察員工的表現，且將重要的工作任務進行行為編碼，將之作為才能項

目的編碼。這是確認或檢查專家、調查與行為事例訪談資料的好方法，但其缺點

為昂貴又沒有效率。 
 
（四）分析資料並發展能力模型 

分析各項來源和不同蒐集方法所獲得的資料，以分辨出優秀表現者與一般表

現者間的個性和技術才能的差別，這個過程又稱為成立假設、理論分析、主題分

析或概念形成。此種研究方式有兩種： 
（1）將任何符合才能字典中定義的動機、想法或行為都加以編碼。 
（2）將未列在標準字典中的主題標示出來。 

 
（五）驗證核心才能模式的有效性 

要驗證核心才能模式有效有下列三種方法： 
1、研究者可以蒐集，經由行為事例訪談法中的觀察，在優秀表現者與
一般表現者效標樣本中所獲得的資料，是否可以預測第二次的檢

驗，這個方法稱為「同時效度複核」(concurrent cross-validation)。 
2、研究人員可以設計測驗內容，此測驗內容必須能發展成為可以測量
的核心才能模式，且能夠用來測試在第二效標樣本中的優秀表現者

和一般表現者，這個方法稱為「同時建構效度驗證」 (concurrent 
construct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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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使用測驗或行為事例訪談法的資料，甄選或訓練人員，看看這些人
在未來的實際表現上，是否會比一般表現者的表現更好，這個方法

稱為「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 

 

（六）準備應用該核心才能模式   

在應用核心才能模式前，要先確立核心才能模式的有效性，接著排出各項核

心才能的優先順序，以便應用在各種人力資源管理上，如甄選、訓練、薪資、資

訊系統管理、專業發展、績效管理、接班人計畫、生涯發展、訓練和發展計畫的

評估等；以及管理系統的診斷、整合的人力資源系統、才能模式的發展、工作設 
計、甄選和升遷系統、績效評估、生涯規劃、訓練、其他的發展活動、薪資和福

利、及其它人力資源系統要素。這些都可以作為選擇最先訓練新進人員、甄選人

才、進階訓練的核心才能標準。 

 
這個以員工行為為基礎所作的核心才能模式，其優點在於能夠以實務的方式

來解說其應用測量的方法及方式，這種以行為語言所建構的模式可以解決一些工 
作核心才能測驗上的疑問，如測驗的信度與效度，和對於此項測驗計畫所得的專

業支持是否恰當等；而且，這種核心才能的測量方法，愈是偏向與工作相關的行

為面項，愈能夠輕易地觀察、描述和推論員工個人績效表現的好壞。 
 

二、專家調查（Expert Surveys） 

由核心才能研究專家調查員工在職務上的才能的一種調查方式，由核心才能

研究專家透過問卷、觀察、或訪談等方式，來找出職務的核心才能模式。 
 

三、專家會議（Expert Panels） 

   可稱為簡短的工作才能評鑑法（JCA），其產生原因是因基於工作才能評鑑
法有其實際執行上的困難度，因此產生了一種簡單化且較易進行的工作才能評鑑

法，即稱之為「專家會議法」。 

 

    學者Spencer & Spencer提出的專家會議法總共分為下列四個步驟︰召集專
家、進行行為事例訪談、資料分析及發展核心才能模式、以及驗證核心才能模式

的有效性。本研究方法主要是將優秀表現者及一般表現者，進行行為事例訪談的

過程取代為專家會議。而專家會議的研究期間，其共同組成的專案小組成員集合

了組織內、外的專家，一同來建構核心才能模式。而組織內、外的專家，並針對

所要進行核心才能模式分析之工作，找尋相關的人員，並經開會討論後，做出此

項工作或職務的重要核心才能項目。如：公司或組織中的主管、直屬長官、人力

資源部的專家、顧問、外部顧客、該項工作或職務表現優秀的員工等，都可以成

為「專家會議」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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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行專家會議法首先要確認目標工作的主要任務以及績效指標，再經由行為

事例訪談法及問卷調查法，取得其中一般表現者必備的核心才能及優秀表現者必

備的核心才能，配合其關鍵性行為事例訪談，再加上問卷調查來分析，以確定此

項工作之核心才能模式，然後再將此模式與之前設定的效標進行結果分析，即可

驗證此核心才能模式的有效性。而其執行流程如下圖：（圖7 專家會議法之流程

圖） 

 

 

 
 

圖7 專家會議法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Competence at Work, 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p.107 

 

 

 

經由上述各項研究方法的分析結果筆者決定，此次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

量表的研究設計，將以專家會議法（Expert Panels），亦可稱為簡短的工作才能
評鑑法（JCA）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關鍵事例確認 

資料分析 

專家會議 

驗證職能模式 

1、 定義（腦力激盪法）： 
＊ 工作或職位，包括目前及未來的 
◎ 重要職責 
◎ 結果評估（應用績效指標） 

＊ 職能 
◎ 基礎能力－工作上必備 
◎ 卓越能力－表現優秀者所具備 

＊ 達至績效的障礙 
2、 填寫職能要求調查問卷 
3、 小組會議討論並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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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施測單位及民意調查相關公司介紹 

 
一、「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施測單位介紹－佛光人文社會 
    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是於 2000 年下半年度所設
置，成立至今已有三年多，其當初成立的宗旨在於培育具國際視野及地方關懷的

新一代政治人才。依據 2003 年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簡介中提及設立的目的及服務
方向如下： 

 

設立的目的及服務方向為以下三個－ 

1.提供符合學術研究標準的資料：台灣學術界有關台灣東部地區之研究   

極為缺乏，而此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台灣學術界從未針對此一地區

進行符合學術標準之資料蒐集及累積，以致於對此一地區之學術研究

根本不可能進行。為彌補此一缺憾，本校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以社會科

學規範之標準操作程序，有系統及長期性的蒐集宜蘭地區，以及台灣

東部地區各種資料。如此，將可提供台灣及國外學術界對此一地區進

行更深入及廣泛的研究，而本校學生在深入的資料分析和研究中真正

落實對地方的關懷。 

        2.政府決策資料之蒐集、分析及研究：進入廿一世紀之台灣，無論政治、  

          經濟、社會各方面都面臨空前的挑戰及考驗，各項政治及公共政策議  

          題，都需由政府與民眾共同參與、面對及解決。因此，民意的趨向及

反應在政府施政上將越為重要，而民意從個人到集體、從民間到決策

機構，如何能夠有效、迅速與真實的傳達，需要藉由社會科學規範的

方法及步驟來加以探求，使得民意之要求能落實成為具體的公共政

策。因此本校民意調查研究中心接受各級政府之委託案件，蒐集提供

台灣地區各種高品質民意資料，並結合本校政治學系、公共事務學

系、社會學系、經濟學系、資訊學系及未來學系之研發能力，進行各

種公共政策之規劃、分析及評估。 

        3.一般民調及市場資料調查之蒐集：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為台灣東部地

區唯一民意調查研究機構，除提供教學研究及接受各級政府單位及學

術單位委託研究案之外，本中心之軟硬體設備亦可提供一般營利及非

營利單位，如各種媒體、政黨、工商產業界等，進行一般性民調及市

場調查之用，以服務社會大眾。 

 

依據 2003年民意調查中心簡介中，提及設立的研究及經營方向如下： 
 

       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目前之研究及經營朝以下三個方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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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學術研究與整合：本研究中心之研究重

點並不限定於政治性議題，而是結合目前及未來增加的研究方向，包

括政治、經濟、社會、公共事務與政策、傳播、教育、資訊、未來學

等，作全面性的整合與研究。 

     2.台灣政治、社會、經濟、公共政策實務調查研究：目前各級政府施政   

    對民意的反應非常重視，但是限於資源限制，往往只能透過有限的媒

體或委託市場調查公司進行若干調查，其結果或者不夠深入、或者議

題範圍有限，且資料品質不佳，往往難以具體落實成為公共政策制定

所需要的參考。本研究中心以學術理論為基礎，對實務問題的了解是

各相關系所所關切的研究重點，因此，將能夠深入而廣泛的就各種公

共議題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 

        3.台灣東部地區地方政治、社會調查：東部地區向來是政府施政與公共 

       政策所忽略的區域，本校乃是宜蘭地區第一所大學，除了滿足宜蘭地

方人士多年來的期望之外，同時也希望能成為包括宜蘭、花蓮、台東

東部地區最重要的學術研究重鎮。希望能深入的反應地方政治、社會

與人文現況及未來需求，以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依據，均衡台灣東西

部發展。19 

     

筆者目前於此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工作，因此自 2001 年下半年起，便積極參
與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各項工作，研究重點主要依循民意調查研究中心成立的目

的及服務方針，結合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研究及經營方向努力。從成立初期的一

位主任、三位副主任和兼任助理一位，至今除主任及副主任不變外，另外新增加

了專案協調員和專任研究員，而電話訪問員已達 300 多位，督導員 10 位、專案
研究助理 15位、專案研究員 7位，另有面訪員 30多位，故人事制度之建立及管
理已漸形重要。20以下為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組織辦法，及其人事規劃部分如下： 
 

      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組織與人員狀況為中心主任一名、副主任三

名，另置專任研究員及行政助理若干人。其職掌分列如下－ 

    1.主任一人：綜理民意調查研究中心業務。 

    2.副主任若干人：協助主任綜理本中心業務。 

    3.職員若干人：承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主任之命，辦理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行政事務，現設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專案協調人一位。 

    4.研究員、研究助理、督導、電話訪問員若干人：承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主任之命，執行各項研究計畫。21 

     

本中心的硬體設備為最新的器材，選用的軟體為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19 2003年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簡介。 
20 2003年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統計資料。 
21 2003年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組織辦法。 



 37 

與軒眾公司最新開發的電訪專用軟體，以下為 2003 年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簡介如
下： 
 

    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佔地約三十坪，規劃有民意調查研究及軟體的使用

及研究中心辦公室、會議區、電話訪問區、督導區四個工作區。執行民意調

查作業時，採用最優值之電腦軟硬體設備。硬體方面包括宏碁伺服器一台，

督導員電腦及監看監聽設備三套，研究用電腦三台，及電話、訪問員用電腦、

電話及各種訪問設備二十四套。軟體方面，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使用軒眾公

司最新視窗版的電腦輔助電話調查系(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ing System, CATI )，以自動化的電腦輔助設備進行各種科學性抽
樣、電話號碼分配、題目管理、監聽錄音、資料處理和電話訪問員管理等各

項工作。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使用 SPSS（Statistical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s）統計程式，可對訪問資料做立即有效的分析。這些軟硬體設備可
使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符合民意調查研究所需要的快速、精確、有代表性的

目的。以一般電話民意調查所要求的 1,068個有效樣本而言，在 2-3天之內
即可完成，其結果並可達到 95% 以上的信賴度、抽樣誤差在正負三個百分
點以內。22 

 

除以上各種軟硬體設備外，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對訪問品質要求很高，新進

電話訪問員在面試、職前教育訓練之後，使得上線工作。訪問過程中，研究員及

督導員透過監聽系統對電話訪問員之訪問缺失加以記錄，並立即要求改進。訪問

完成後，本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對電話訪問員蒐集之資料品質進行進一步分析評

估，並針對錯誤問卷及遺漏值做出其產生原因之判斷，進而再次要求電話訪問員

改進，並做為下次職前訓練的教材。而這些繁複的過程，都只為確保資料蒐集的

正確性，希望能降低誤差值，將準確度提高。 
 

 
二、民意調查公司、市場調查公司，或擁有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學術  
    及政府機關團體等單位的整理介紹。 

 

全省的民意調查公司或市場調查公司非常的多，筆者整理了部分有在網路上

登錄的公司行號或學術單位，以表格分別整理為學術單位、政府單位、媒體公司

及一般私人民意調查、市場調查公司等。在執行本研究的專家約訪時，主要以成

立滿三年以上的民意調查或市場調查公司工作，及民意調查相關工作經驗滿五年

以上的資深民意調查工作者為主。在民意調查公司的選擇上，則會從筆者所整理

的下列表格資料中，選取適合的民意調查公司及資深民意調查工作者做專家訪

問。 
 

                                                 
22 2003年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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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單位－八家 

表 3 學術單位附設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單位名稱 成立年 主要服務項目 公司成員配置 備註 

世新大學
民意調中
心 

1991.8.1 
對各項公共政策、傳播效
果、商業資訊等問題深入報

告分析 

政治行銷部、
社會行銷部、
社會行銷部、
商業暨數位行
銷部 

 

中正大學
民意調中
心 

1999.7 
選舉暨投票行為研究、政策
暨策略諮詢、工商市場調
查、大眾傳播媒體研究 

 
 

政大選舉
研究中心 1981 

推動我國及國際間有關選
舉的研究，並提供具體建

議。 

中心主任1
名、助理研究
員3名、秘書
1名、技士1

名 

 

中央研究
院調查研
究專題中
心 

2003年正
式升格為一
專題中心，
並改名為
「調查研究
專題中心」 

改進調查訪問方法，推廣調
查資料，並提昇調查研究的

整體品質 

執行長1名、
助理研究員4
名、博士後研
究員1名 

訪員用電
話47線 

中山大學
民意調查
研究中心 

1994.11 

有系統、連續性的蒐集、
整理、保管及釋出政
治社會化的教學文
獻與調查研究資料 

  

台北大學
民意與選
舉研究中
心 

1990.2.1 
民意調查、政策行銷、 

選舉行為 

中心主任1
名、諮詢委員
11、 

訪員用電
話21線 

輔大市場
研究中心 

 
承接政府與民營企業委託

專案計畫 

主任1名、秘
書1名、研究
生兼任研究人

員 

 

佛光人文
社會學院
民意調查
研究中心 

2000 

1.人文、社會科學及自然科
學學術研究與整合 

2.台灣政治、社會、經濟、
公共政策實務調查研究 
3.台灣東部地區地方政   
  治、社會調查 

中心主任1
名、中心副主
任3名、專案
協調人1名、
研究員1名 

訪員用電
話24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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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單位－一家 

 
表 4 政府單位附設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單位名稱 成立年 主要服務項目 公司成員 備註 

行政院研

考會研究

發展處民

意調查科 

2000.10 

(一)在特定政策形成

前之調查。 

(二)在特定政策執行

後之調查。 

(三)針對民眾對各機

關施政品質滿意度

之調查。 

(四)針對機關內部人

員滿意度之調查。 

(五)其他與施政有關

之調查。 

 
訪員用電

話35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媒體－一家 

 
表 5 媒體單位附設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單位名稱 成立年 主要服務項目 公司成員 備註 

聯合報系

民意調查

中心 
1988 

配合新聞需要進行，

整個調查研究流程，

包括從訪問規劃、問

卷設計、抽樣設計、

調查執行、資料分析

到撰稿製表 

 

一百餘位

約聘訪

員、訪員用

電話35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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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私人民意調查公司－十一家 

 

表6 一般私人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單位名稱 成立時間 主要服務項目 公司成員 備註 

蓋洛普市

場調查股

份有限公

司 

 

接受委託辦理市場

調查 
企業管理之診斷諮

詢分析顧問業務 
國內外市場推廣營

銷研究顧問業務 
國內外市場研究分

析顧問業務 
接受廣告客戶委託

市場調查 
不經營金融保險信

託投資證券交易 

  

上華市場

研究顧問

公司 
1987.9 

接受政府機構、財

(社)團法人、國營事
業及國內外工商企

業之委託，從事產品

與產業調查、消費者

態度與行為研究、市

場機會與發展潛力

評估、投資效益分

析、顧客滿意度調

查、商圈調查評估、

廣告促銷研究、行銷

策略規畫，以及民意

測驗等專案調查研

究服務。 

總經理一人，副總經

理2人，資訊部3

人、調查部6人、研

究部10人、業務部2

人、行政部2人，

CATI執行小組25人 

面訪員約

25人、全

省特約訪

員約一百

人，電話訪

問線路30

線 

天和水行

銷顧問股

份有限公

司 

1995 
市場調查，民意調

查、選舉調查。 

總經理、 副總經理、 

品管部經理、調查部

經理 、 資料部經理、 

研究部經理 

資深訪員

共約600

人，台北、

台中、高雄

三地共 79 

線獨立電

話訪問線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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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一般私人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續前表） 

單位名稱 成立時間 主要服務項目 公司成員 備註 

全國公信

力民意調

查股份有

限公司 

 

調查研究與行銷企

劃機構，並提供CATI
系統建置之整體方

案 

總經理 1名、 專案
經理 2名、行政部 2
人 

電話訪問

線路50線 

全誠股份

有限公司 
1996 

提供賣場貨架管理

與品類管理的咨詢

與服務。 
  

決策民調

中心 
 

民意調查、政府施政

滿意調查、��選舉與

選民行為研究、消費

者行為與態度調

查、顧客滿意度調

查、產品與市場開發

調查、定價策略、大

陸市場調查 

董事長 1名、總經理
1名、副總經理 1
名、研究部主任 1名 

電話訪問

線路25線 

故鄉市場

調查股份

有限公司 
1994.7 

政府民意調查、各類

的市場調查、政黨支

持率調查、媒體收視

率調查 

包含董事長共有 10
位統計調查專業人

員、 

電話訪問

線路70線 

柏克市場

研究顧問

公司 & 

柏克萊意

見調查公

司 

1984 

產品研究、廣告研

究、基本行銷研究、

民意研究 
  

益初九廣

告公司 
 

市場策略、創意表

現、公關活動、媒體

購買 

總經理、總監、執行

副總、業務部、管理

部、創意部、公關

部、 
媒體部 

 

異視市場

資訊研究

中心 

 

媒體研究、行銷研

究、網路調查、選舉

研究 

研究顧問群 4人、研
究團隊 3人 

 

數博網資

訊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會、總管理處、

專案處、行銷企劃

處、研發及資訊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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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前述研究動機之引發，依據研究目的，經相關文獻的分析探討

後，建構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本研究主要研究重點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主要探討議題為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與工作表現的關係，並發展電話訪問員核

心才能評鑑量表。 

 
在確立研究重點及主要探討的議題後，筆者經由文獻分析探討尋找出合適的

研究設計，經由研究設計的結果，建立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評鑑量表，並將針

對研究結果做出甄選與招募制度建立的建議。研究架構圖如下：（圖 8 研究架構） 

 
 

 

 

 

圖8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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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根據前述各項才能評鑑法的研究設計中得知，最完整的研究設計為工作才能

評鑑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但 Spencer & Spencer 於其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此書中提及此研究設計所
需的投入的人力及時間相當多： 

 
      完整的工作才能研究需要兩到三個月的時間，視進度、行為事例訪談  

（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s, BEIs）而定，真正的時間約為三十個

個人工作天。通則是排定依個半個仁工作天進行一個行為事例訪談，其中

半天做訪談，半天做編碼工作，另外半天則搜集概念資料、撰寫報告、管

理專案。 

 
由上述可知，此種研究方法所需之成本及時間相當高，並不適合一般性的研

究使用。而若使用專家調查（Expert Surveys）法，只是經由研究核心才能的專
家，透過問卷、觀察、或訪談等方式，調查出員工在職務上的才能，並發展出職

務的核心才能模式，整個研究設計過程更為簡單，且不論在人力及經濟的成本上

均較低，但其缺點為無法得知其是否具有預測性。故本研究決定使用專家會議法

（Expert Panels），因此種研究設計可彌補上述之各項缺點，同時又具備上述之
各項優點，此研究方法施行的步驟包含下列四項︰ 
 
一、召集專家 
二、進行行為事例訪談 
三、資料分析及發展核心才能模式 
四、驗證核心才能模式的有效性 

 

在上列的第四個步驟中，驗證核心才能模式的有效性有三種方法。第一種為

「同時效度複核」(concurrent cross-validation)，為研究者經由行為事例訪談法中
的觀察結果，歸結整理出重要的核心才能構面後，先預測第二次的檢驗所可能獲

得的結果，再從第二組優秀表現與一般表現者的效標樣本中，驗證所獲得的資料

是否如之前的預測。第二種為「同時建構效度驗證」 (concurrent construct 
validation)，此方式是研究人員從優秀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的效標樣本中，所歸
結整理出的重要核心才能構面，再將之設計成可以測量的核心才能模式問卷，而

此問卷內容必須能夠用來準確預測，在第二效標樣本中的優秀表現者和一般表現

者。第三種為「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這種方式是將行為事例訪談法的
資料，所歸結整理出的核心才能模式問卷，實際運用在甄選或人員教育訓練上，

先預估參與實驗人員的可能工作表現，在實際工作一段時間後，分析比對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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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度，觀察這些參與實驗的人員，與之前所預估的可能表現是否相同。 

 
「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此種驗證方式，執行時的時間和成本較高，

對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平常的實際運作影響也較大，故筆者在驗證核心才能模式的

有效性時，所採取的驗證方式為第一種「同時效度複核」 (concurrent 
cross-validation)，希望透過此種驗證模式，能讓核心才能模式問卷的預測準確度
提升。 
 

故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設計為專家會議法（Expert Panels），並使用「同時

效度複核」(concurrent cross-validation)驗證核心才能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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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及操作性定義 

 

此次研究共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專家學者的深度訪談，藉此尋找電話

訪問員的效標；第二部份為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在此界定電話訪問員的核心

才能；第三部份核心才能量表的建立，此部分將依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建構評

鑑量表；第四部份為評鑑量表施測，依問卷結果建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評

鑑量表」，其研究流程圖及詳細說明如下：（圖 9 研究流程） 
 

 

 

 

圖9 研究流程 

 

 

 

一、建立效標 

本研究是以專家學者深度訪談的方式，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效標。預擬約訪專

家學者共八位，分為行政方面相關經歷，及執行研究相關經歷。在行政方面的相

關經歷訪談中，尋求合作協助的為一般成立滿二年以上之民意調查公司、市場調

查公司、學術團體及政府機關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等單位，行政資歷滿二年以上

之員工、專員、主管、實際經營者、公司所有人、民意調查中心主任、副主任、

人事人員等。在執行研究的相關經歷訪談中，設定的對象為從事民意調查工作相

關經歷滿二年以上者，其中包含電話訪問中心主任、副主任、資深電話訪問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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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從事相關研究的教師、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等。 
 

 

二、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才能 

本研究是經由與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的方式，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電話訪問員的訪問對象，將依專家學者的訪談結果所建立的效標進行約訪。訪談

對象是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人事管理人員，依效標選出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

訪問員，之後採便利抽樣進行約訪。 

 
此階段預計分兩階段進行約訪，每次訪問對象為六位。在執行第一階段的深

度訪談時，同時使用「同時效度複核」(concurrent cross-validation)檢驗效標是否
準確，接著再進行第二階段的深度訪談，來進行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的建立。 

 
 

三、建構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在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後，依此核心才能發展評鑑量表及電話訪問人

員的評分表，並以專家效度作為此階段評鑑量表的驗證方式。 

 
量表初步完成後，第一步驟先請參予深度訪談的專家學者給予意見並修改；

第二階段則請參予深度訪談的電話訪問員試填，並依結果做修正；第三階段為將

完成後的評鑑量表，交與未參予深度訪談的其他專家學者做重複性的驗證，以確

立專家效度的準確性。 
 

 

四、完成「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完成後，委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

心的工作人員，協助發放及催收電話訪員填答的問卷，並請其管理人事的人員依

電話訪問員的評分表，針對填答的電話訪問員進行績效考核，再將回收的問卷結

果與評分表的分數作比對，用以修正「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至此完

成「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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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評鑑量表資料分析方法 

 

一、 信度（reliability）分析 

信度是指可靠度，用來做為監測測量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或穩
定性（stability）的程度，一個具有信度的測量工具，無論在任何不同的條件下，
都能獲得穩定的測量結果。 

 
本研究主要的測量方式是採用統計係數 Cronbach’s a值，作為衡量同一構面

下各題項之間的一致性，或是檢定各因素、衡量題項間內部的一致性，可稱為內

部一致性分析(internal consistency analysis)，透過內部一致性分析法（criter of 
internal consistancy），可以篩選出具有鑑別力的題項。當 a 值愈大時，顯示該因
素內各題項之間的相關性愈大、內部一致性愈高。學者 Cuieford將 Cronbach’s a
係數的取捨標準定為 a 值大於 0.7者為高信度，小於 0.35者為低信度，不過他和
學者 Hair etal.曾建議負荷量在±0.3以上視為可接受，±0.4以上應視為顯著，±0.5
以上應視為相當顯著。在本研究中則依另一位學者 Nunnally 之觀點，以 a 值大
於 0.70作為信度的評鑑標準，並以 a 值大於 0.5以上視為最低標準。而有些學者
如黃俊英、林震岩等人，皆認為當 Cronbach’s a 值介於 0.70到 0.98之間，可視
為高信度值，而當 Cronbach’s a值低於 0.35時，便為低信度值，可加以捨棄。 

 
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在分析問卷結果時，所執行的信度標準判斷為： 
（一）先檢測各題項之總相關部份，若該題項之總相關係數與其他題項之總相
關係數差距甚遠，則考慮刪除此題項。因此，本研究以各題項之總相關係
數低於0.4者作為篩選標準。 

（二）再來是檢測α值的部份，若刪除某一題項能將α值提升到高於0.01
時，本研究則刪除此題項。 

（三）當上述二種情況都同時成立時，則刪除該題項。 
（四）以 Cronbach’s α值大於0.70作為信度的評鑑標準，並將α值大於0.5
以上視為最低標準。 

 

 

二、 項目分析 

項目分析又稱鑑別度分析，主要是用來評估量表中，某一題項是否能夠區分

出表現較好與表現較差的群體。在本研究中，是以此項目分析所採用的 T 檢定
(Duncan’s multiple T-comparison)，來檢測各題項是否具備辨別力，及哪些群體間
存在著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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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素分析 

效度是指檢測量表是否能夠正確地測量出所欲測量的特質程度之方法。因素

分析為驗證以構面為中心的效度中，最常使用的統計方法，它可以同時分析大量

變數間之關係，並找出它們在測量上的共同性。主要功能在於解釋原始變項間之

關係結構，本研究利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Method），且以變
異數最大法(varimax)進行轉軸，用來萃取主要構面，並使用學者 Hair,Anderson, 
Tatham與 Blank之建議篩選主要構面，其標準設定為： 

 
 

1、因素負荷量的絕對值大於 0.5。 
2、萃取出的因素其解釋變異量大於 50％ 。 
3、每一個因素只在單一構面中呈現顯著相關，也就是說兩個不同的變
數，其因素負荷量之絕對值差異必須在 0.3以上。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的主要原因除為了可降低變數的個數，將資料簡易化

以外，另外一項重點則為進一步驗證每一個構面和變數間的相關性，也就是說每

一構面中的各題項均須為顯著相關，並將不具有顯著相關的題項刪除。 

 
 

四、 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在於探討二個或二個以上變數間相互關聯的強度、方向、情況以及

其他特性，為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效標關連效度分析。本研究運用相關分析中

的 Pearson’s 積差相關（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分析，與 Spearman等級相關
（Rank correlation），來說明本研究中變數之間的相關性的大小、與正負方向，
以檢測其效標關聯效度。 

 
 

五、獨立性檢定（test of independence） 

本研究是以卡方考驗進行各變相的檢定。此方式主要是檢測兩個變項之間的

關係時使用，在兩個變項之間沒有關聯性時，卡方值高於 0.05（p＞0.05）為不
顯著，表示兩變相各自獨立，當卡方值低於 0.05（p＜0.05）時為顯著，表示兩
變相具有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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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第一節  核心才能建構流程 

 
在探討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之時，我們先要瞭解的是區隔表現優秀及一般電

話訪問員的標準為何，在這裡筆者使用行為事例法進行深度訪談，來了解這兩種

訪員的差異性。 

 
在第一階段預計約訪六位專家學者，將效標整理出來後，交予參與此次施測

的單位－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配合依此效標協助約訪

資深督導、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共六位，相同的以行為事例法進行深度

訪談，訪談結束後，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告知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是何

者。接著進行第三階段訪談，同樣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中心依

效標，協助約訪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共六位，待訪談結果整理完成後，

對照 Spencer & Spencer 於其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 一書中的才能辭典尋找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並確立電話訪問
員核心才能模式。整個藉由深度訪談所建構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的流程圖如

下：（詳圖 10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建構流程圖） 

 
 

第一階段  以行為事例法進行深度訪談共六位 
約訪具民意調查相關經驗二年以上之專家學者共六位 

↓ 
依訪談結果建立效標 

↓ 

第二階段  以行為事例法進行深度訪談共六位 
依效標進行電話訪問員的約訪－資深督導二位、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各二位 

              ↓→同時效度複核 

第三階段  以行為事例法進行深度訪談共六位 
依效標進行電話訪問員的約訪－表現優秀四位及二位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 

↓ 

建立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模型 
使用 Spencer, Lyie M. & Spencer, Signe M的才能辭典 

↓ 
 確立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圖10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建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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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立效標 
 
此階段約訪民意查相關經驗均在二年以上的專家學者共六位，接著介紹第一

階段專家訪談的結果。 

 
第一位約訪的專家學者民意調查相關驗為三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統籌管

理整個民意調查中心，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在意前途規

劃、缺錢、依照題目去訪問、根據題目唸題、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不靠自己的意

思問問題、不自作主張的加一些字、不引導作答、不自己刪減一些題目、準時、

國台語流利、能夠確實執行訪問、能夠很快的把題目唸得很熟、聲音沉穩有磁性、

聲音很好聽、講話速度不錯、不怕失敗、有自信、被掛電話之後聲音不會改變、

不怕被掛電話、確實唸題目、講話不讓別人覺得有壓力、聲音自然、不緊張、忠

於研究者所設計的問卷題目、國語不能太標準、要會追問、有些經驗、溝通能力

良好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下表：（表7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一） 

 

 
表 7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一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第一個呢跟他講說跟他前途有關係啦，或是說可以得到

一些短期的好處，就是說他得到一些錢吧？用錢啊，對

缺錢的人他可能比較需要啦。 

1.前途。 

2.錢。 

2 
我覺得最主要他訪問的話是要根據這個題目唸題而來

做訪問。 

3.根據題目唸題而做訪

問。 

3 

有設計過就是他那個問卷就是說他有經過一些想法，就

是說我所謂設計就是說訪員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不能靠

他自己的意思問問題，不能他只是去了解題意之後自作

主張而去問問題，而是需要他去唸這個題目，也不能說

自作主張的加一些自己的字，希望說最主要說他根據，

因為他那個他有一個標準化的問題，如果說你發明的一

些字跟人家不一樣，可能你會引導人家答題或者引導人

家拒答，那這個東西是說比較這樣這種情況下是不符合

研究者的心理，所以說設計跟所謂設計過的問題，就是

說是根據研究者他打在問卷上的那個意思來做訪問，而

不是靠訪員他這個自己本身的意思去詮釋這個題目而

來做訪問。 

4.訪員不能有自己的意

思。 

5.不能靠他自己的意思

問問題。 

6.需要他去唸這個題目。 

7.不能自作主張的加一

些自己的字。 

4 

引導作答譬如說題目上說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你會投

票給哪一組候選人，這是我們的題目，如果說那個訪員

就是說，如果說明天投票日你會支持那一種候選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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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答「都不支持或是說你答不知道也沒關係」後面加這些

話，那這個人其實就是不太適合擔任電訪員的工作，因

為他會引導人家去答不知道，你不要自己刪減一些題

目，這就叫做引導作答。 

8.引導人家去答不知

道，不要自己刪減一些

題目。 

5 

工作上表現出的特質啊，還是說你問這個人有什麼特

性，第一個我想就是準時嘛，第二個就是他的語言方面

國台語都可以講，另外別種客家話或原住民語這種是更

好，第三個是在電話裡聽起來的聲音很好聽，就是讓人

家願意接受他的訪問，第四就是他能夠確實執行這個，

就是說他能夠把題目很快的能夠掌握唸得很熟，第五就

是說不要隨便亂，不會亂出主張加字，加減一些字進去。 

9.準時。 

10.國台語都可以講。 

11.電話裡聽起來的聲音

很好聽。 

12.能夠把題目很快的能

夠掌握唸得很熟。 

6 

因為我們這個民調中心剛開始會去注意訪員的這個成

敗，那就是說有些人啊他們的聲音，第一個就是聲音很

沉穩，就是說他聲音很沉穩而且蠻有磁性的，這個時候

呢我觀察他們的成功率，我覺得他們的成功率會蠻高

的，會比一般人來的高，那譬如說我跟你講有一個人鄭 

× × 訪員啊，他在電話裡的聲音很好聽，而且他講話的

速度也不錯，那我看他那個訪問成功的案例喔其實蠻多

的。 

13.聲音很沉穩，就是說

他聲音很沉穩而且蠻有

磁性的。 

14.聲音很好聽。 

15.講話的速度也不錯。 

7 

對還有一種，就是另外一個特質就是不能怕失敗，就是

說自信，我覺得是說自信很重要，當然有一種訪員他來

一兩次就不來了，我覺得是說第一個他蠻怕失敗的，他

不喜歡人家拒絕他，你要知道當一個訪員，其實老實講

我也蠻佩服一個訪員能夠在這邊待呆四個鐘頭，然後被

人家掛那麼多電話還繼續在那邊訪問，其實我覺得這個

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不怕失敗，甚至這個特質

比之前的聲音好都還要重要，自信不能怕失敗是最重要

的。 

16.不能怕失敗。 

17.自信很重要。 

8 

自信的態度啊，那個訪員的名字我倒不記得就是，譬如

說人家掛他電話喔，我看他打下一通跟打這一通的這個

差別不大，就是說如果你常監聽喔，有的訪員一被掛掉

之後，人家一拒訪之後，他的行為可能就跑去上個廁所

或喝個水，有些人就是想利用這個時間來說，一蠻有自

信的訪員就是說，他被人家掛一個電話之後他繼續打，

他下一通打這個電話聲音都不會有什麼改變，像嘆氣啊

這種聲音，那我覺得這些就是比較有自信的。 

18.被人家掛一個電話之

後繼續打，下一通這個

電話聲音都不會有什麼

改變。 

9 

不怕失敗就是自信嘛，就是我覺得不怕失敗和自信就是

蠻相關的，我覺得蠻有關係的，在某一個狀態下就是有

自信，因為他所謂的不怕失敗，就是他的失敗他的訪問

19.不怕人家掛他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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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成功問題不在他，因為他對自己是有信心，所以說

他這個訪問失敗喔，並不是說他認為並不是他自己的問

題，而是接受訪問者的問題，那我覺得這個一方面是對

自己很有信心，另外一方面因為他對自己有這種信心，

所以在人家掛他電話的時候就是他也不怕人家掛他電

話。 

10 
確實執行表示他是真的唸了那個題目，我覺得這個很重

要。 
20.確實唸題目。 

11 

我想第一個是他國語太標準了，第二是他講話太有那個

壓力對人家，所以接到電話的人是說，可能聽到這種口

音以後反而不敢表態，或是說順著這個訪員的意思來表

態。 

21.講話容易讓別人覺得

有壓力。 

12 

唸題第一個自然，第二個沒有緊張啊沒有說唸的很慢，

一般的那個速度講話的速度，然後讓你覺得說這個人他

講這個話講來是他自己的，不是說他是在唸一個什麼東

西，中間也沒有加字減字詮釋來詮釋這個題目，那我覺

得這就是ㄧ個好的訪員唸題，詮釋的意思就是說，如果

說明天就是總統大選，如果說題目是請問您會投票給哪

一位候選人，以前有人做訪問的時候，如果明天就是選

舉日那就是總統大選，明天就是總統選舉日那您會支持

哪一位候選人，他就不講投票他就講支持了，那這就是

說我覺得就是說，他沒有忠於研究者或問卷這個設計者

這個題目，而且主要是說唸題，一個主要是說你要減低

喔，你要減低這個訪員之間的差異性，你要減低訪員之

間的差異性。 

22.自然。 

23.沒有緊張。 

24.忠於研究者所設計的

問卷題目。 

13 

還有就是語言的話比較複雜，這每個問題都蠻複雜的

啦，語言這個問題國語不能太標準也不能不標準，就是

說你要找到什麼是一般人喔，我說誰也好這個人要是一

般人喔，不要讓人家聽起來覺淂說國民黨在做民調、民

進黨在做民調、國安局在做什麼東西，你不能讓人家有

這種感覺，所以你要讓人家感覺妳這個人就是ㄧ個普通

人、是ㄧ個學生，因為常常我們的開場白都是我是佛光

大學的學生，可是有些訪員聽起來就是不像佛光大學的

學生啊，譬如說某訪員，他訪問成功他每次做的那個案

子都非常非常多，可是你去分析它的案子的時候，跟他

表態的都是藍軍，甚至他很得意人家跟他說報告長官什

麼、什麼東西，那東西其實我是覺得他不是ㄧ個很好的

訪員哪，雖然他做成的案子非常非常多，可是他做出來

的樣本呢，是他做出來的東西可能就是有偏差，它必須

25.國語不能太標準，也

不能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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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在你的誤差裡面去，所以你的損失其實是蠻大的

喔。 

14 

那訪員的誤差就是還有很多誤差，譬如說追問強弱度這

種東西，訪員裡面啊這也是訪員就是說他這個人有沒有 

自信有自信的話喔有自信還有一個表現他會去追問你

知道嗎自信的話自信他才會去追問一些東西有時候我

聽訪問就聽的很氣就是說，這個題目明明你就可以問出

來那個人已經要答了，那個人就勾一個拒答或是一個不

知道就過去了，他沒有真正的去喔，因為我覺得那個受

訪的人喔，可能已經快要招供了，快要怎麼樣就是他沒

有去喔，一個有信心的訪員喔，他會去做這種追問的動

作，當然這種東西有的時候可能是靠經驗來累積的，那

我覺得這種東西可能是跟人的個性很有關係，剛剛我應

該再加一個溝通，還有一個溝通能力很好，當然這個跟

自信也是有關係的，就是說他這個東西每一個關係都蠻

密切的，有自信跟他溝通良好他會產生一些不同的結

果。 

26.追問。 

27.經驗。 

28.溝通良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位約訪的專家學者民意調查相關驗為三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民意調

查中心的計畫主持人，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準時、不遲到、

不會無故不上班、真誠、真實、誠實、不能因自己的主觀意識而改變受訪者的意

思、表達能力強、無論何種語言都能清楚的讓受訪者瞭解他的意思、溝通能力好、

非常親切、誠懇、不會不尊重受訪者、效率很重要、有熱忱、開朗活潑的個性、

會主動提出疑問、能用簡短的語言讓對方接受各種請求、咬字、發音清楚、抑揚

頓挫清楚、講的話別人立即就能懂、詞彙豐富、不作假、專注力強、稱呼上用更

多尊稱、有禮貌、常稱讚受訪者、尊敬受訪者、語調是柔和悅耳等，詳細的效標

整理如下表：（表 8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二） 
 

 

表8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二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第一個當然是工作人員必須準時到齊，不能說遲到

或者是不來。第二他必須真誠、真實、誠實，也就

是說他問到的各種資料，他必須不能因為自己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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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意識就給他變造，這是第二個。接下來很重要的

一點就是他的表達能力必須要很強，你接到電話的

人他必須把題目無論國語、台語或其他語言，很清

楚的讓受訪者瞭解他問的意思，讓對方很瞭解。就

是他的溝通能力、表達能力要很強。當受訪民眾不

瞭解的時候他要能夠做解釋，這個解釋又不能扭

曲，所以這裡面就是語言表達能力要很好。那麼更

重要就是態度要非常親切、誠懇，必須給予受訪民

眾一個好的答覆，那麼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往

往就會被掛電話，或是說民眾心裡不高興，就亂答

一通。就是他必須要讓受訪者感覺到他親切、沒有

不尊重，不會讓人家覺得說是被打擾了，我想基本

上最重要的就是這些工作。那麼當然就是說，效率

那麼當然就是說，效率當然也是很重要，不過效率

當然是在調查資料不失真的情況之下，他應該要有

一個效率，你不能說一個晚上拖拖拉拉的，打沒有

幾通電話，所以效率也是很重要的。 

1.準時、不遲到或者是不

來。 

2.真誠、真實、誠實。 

3.不能因為自己的主觀意

識就改變受訪者的意思。 

4.表達能力必須要很強。 

5.無論國語、台語或其他語

言，很清楚的讓受訪者瞭解

他問的意思。 

6.溝通能力。 

7.非常親切。 

8.誠懇。 

9.不會不尊重受訪者。 

10.效率也很重要。 

2 

首先就是剛剛講過的，他起碼要表現出親切感，然

後有某種熱忱，因為人與人相處，熱忱是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熱忱民眾才會覺得很舒服，所以熱忱跟親

切感是很重要的特質。那麼另外就是說，他必須是

一個比較開朗的人，有開朗活潑的個性。因為如果

不活潑很悶的話，那整個親切感就沒有辦法表現出

來，那如果是開朗活潑的人，當他面臨工作上或是

執行上有些疑問的時候，他也會主動的跟督導員提

出請示，他會主動的去解決問題。那如果說是一個

不開朗比較悶的人，也許他就會比較不了了之，不

去處理問題，或者比較被動。所以開朗活潑也是滿

重要的一個特質。那另外語言上的表達能力也是很

重要的一個特質。 

11.熱忱。 

12.開朗活潑的個性。 

13.會主動提出疑問。 

3 

如能夠用很簡短的語言，因為人家也沒有很多時

間，那如果能夠用很簡短的語言，讓對方能夠接受

各種請求，那麼我想這就是溝通能力。這是電訪員

最重要的，如何能夠讓對方接受。 

14.用很簡短的語言，讓對

方能夠接受各種請求。 

4 

詞彙多是一種，那當然他的咬字、發音清不清楚，

然後抑揚頓挫清不清楚，譬如說都是平聲調的，那

保證大家聽了都要嘛就是聽不懂，要不然就是通通

睡著了。所以抑揚頓挫還有咬字，跟剛剛講的詞彙

這些都是。 

15.咬字、發音清楚。 

16.抑揚頓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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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上第一個就是，他講的話別人是否能懂，如果

懂，如果像有些人講話，講了之後，不容易懂，他

不容易懂會造成兩個結果，第一個就是別人會再問 

一次，第二個就是別人會亂答，因為他也沒聽懂、

誤解他的意思。至於說怎麼樣去測量好不好懂，這

恐怕是必須在面談的時候判斷，很難從學歷、經歷

來判斷。我想他講的話能不能立即的讓人來明白，

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比較多的語言能力也是一個判

斷的標的，他會國語、台語或客家話等，能夠使用

的語言越多，當然基本上對他的表達能力也是有幫

助的。另外就是說看他詞彙量夠不夠多，例如說他

談到一些專有名詞的時候，民眾不能瞭解，他有沒

有辦法用他豐富的詞彙做各種說明。詞彙量多不多

也很重要，就是說也許民眾聽不懂什麼叫憲政體制

或者其他名詞，他有沒有辦法用其他的語言，盡可

能的去做解釋，這是牽涉到詞彙量。有時候詞彙量

很重要，因為往往一個題目裡面，他很多比較艱澀，

就要看你詞彙量夠不夠。 

17.講的話別人是否立即就

能懂。 

18.豐富的詞彙。 

6 

這大概有幾種，一種就是大概他訪問的很累，他乾

脆就不訪問了，然後隨便就編一個電話號碼、編個

基本資料，然後幾點答題，然後就把這個資料給報

告出去，那也許這樣2分鐘他就做完那些資料，不

需要去打電話。另外一種就是說，在訪問過程裡面，

他明明聽到別人是選1，他刻意去給他打成2，資料

輸入的時候打錯，那很可能是不專心，很可能是有

意造成的，因為他本身有一個特殊的意識型態，故

意要呈現這樣的結果。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專心度

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不專心的時候，連輸入

資料都會輸入錯誤，那是因為分心的關係，聽錯了、

輸入錯誤，打錯了，那就是專注力的問題。 

19.不作假。 

20.專注力。 

7 

一般都比較純感覺的啦，就是比如說他有笑容，如

果他笑容比較多，基本上他本身是比較快樂的人，

那麼應該都是比較親切的。你如果說是愁眉苦臉

的，基本上就不是親切的。所以從他的笑容裡面大

概也可以看到一些啦。那麼另外，語調也是非常重

要的，所以基本上語調是不是柔和、很悅耳的是很

重要的。 

21.語調是不是柔和、很悅

耳的是很重要的。 

8 
譬如說在稱呼上用更多尊稱，例如阿公、阿媽、阿

伯等更多尊稱。那再來就是說包含一下或者是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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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起等道歉的口吻，例如「對不起啊，剛剛您可能

誤會我的意思」之類的，或者是去稱讚對方例如「這 

位伯伯，剛剛都是我不對，那你剛剛講的非常好，

我們很難得都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是不是再進行下

去」等等，我想主要是禮貌、尊敬、稱讚，這樣的

話應該多數都可以有機會去化解危機。 

22.稱呼上用更多尊稱。 

23.禮貌。 

24.稱讚。 

25.尊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位約訪的專家學者民意調查相關驗為三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協助整

個民意調查中心的業務和督導，及年度的計畫規劃和未來發展的問題等。他認為

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對訪問結果的品質會有一種認同感、有耐

心、要有窮追不捨的態度、盡責、會追問受訪者、有敬業精神、對整個訪問的主

題要有認知、態度中立、不能有太多個人意見、唸螢幕上出現的問題、不輕易拒

訪、有經驗、訪問技巧好、會引導受訪者繼續回答問題、不作假、不遲到、拒訪

率低、回答不知道的比率低、對調查的投入度高、願意聽別人講話、可以接受不

同意見、國語、台語流利、對時事有一些基本的認識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下表：

（詳表9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三） 

 

 
表 9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三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敬業的訪員，你應該不要輕易去讓他拒訪，因為有

時候他說沒空，其實你會知道他是在跟你敷衍，那

當然你必須要想辦法把這個電話留住，那當然這個

訪員需要某一些經驗跟某一些技巧，這樣就是敬業

的態度。 

1.不輕易拒訪。 

2.經驗 

3.技巧 

2 

比如說有些受訪者訪問到一半會說我現在有事情

不方便回答，那你當然可以用一些方式想辦法把他

留住，譬如說很快、剩下幾個問題就好了等等，例

如說有些人對選舉的議題其實也是不太敢表現，或

者是覺得說比較敏感，那當然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較

有技巧的方式來引導他，引導他來繼續你的問題。 

4.用一些比較有技巧的方

式來引導他繼續回答你的

問題。 

3 

比如說包括我們剛剛所講的監聽，我不曉得是不是

一些統計方法可以對真實做監控，因為真實相對來

講就是看有沒有一些作假的事情。 

5.不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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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然語言是一個基本的，比如說你這個，至少要求

他必須要國語、台語要講的流利。然後對某一些時

事的問題大概會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因為我們常常

在做一些民意調查或市場調查，通常是有關於一些

現實的問題的。如果你對於這些東西完全不瞭解，

那你在進行訪問的時候有時候會出錯。 

6.國語、台語流利。 

7.對時事的問題有一些基

本的認識。 

5 

當然首先剛剛前面那個問題就是說你的要求的品

質、你對訪問結果的品質會有一種認同感。你在之

前工作裡面有會希望說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訪問

的品質，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有時候你還需

要一個耐心或窮追不捨的態度，比如說你經常會碰

到某一些受訪者他對某一些問題也許是有一些敏

感，那他可能就是給你敷衍或是說我不知道，可是

我們在做一個分析的時候你會發現說這個不知道

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困擾，我們希望不知

道這樣的答案可以越少越好。所以如果一個比較盡

責的訪員其實應該是要會去追問受訪者是不是可

以正確的給一個答案，就是說有一點追問，去追問

受訪者，當然也不是要對方隨便給一個答案，就是

說你真正能夠去追問他，能夠去反映他的意見，這

樣的話你最後的結果才會有意義，否則如果他說不

知道你就放過他，那就會造成類似不知道這樣的答

案會增高。此外還有敬業，一個好的訪員應該是要

敬業的，還有對整個訪問的主題其實應該要有比較

深的認知，因為雖然我們是說很被動的，螢幕上出

現什麼問題你就是要唸出來，讓受訪者去回答，但

是有時候你會去碰到某一些受訪者他可能會有一

些立場上的意見或反應，所以這時候訪員當然做一

個訪員必須持比較中立的態度，不能夠有太多個人

的意見，但是我覺得如果在實際上的操作過程裡

面，如果訪員對他整個研究的主題有比較深的認

識，事實上我覺得應該會對調查結果會比較有幫

助。 

8.對訪問結果的品質會有

一種認同感。 

9.耐心。 

10.窮追不捨的態度。 

11.盡責。 

12.追問受訪者。 

13.敬業。 

14.對整個訪問的主題其實

應該要有比較深的認知。 

15.中立的態度。 

16.不能夠有太多個人的意

見。 

17.唸出螢幕上出現的問

題。 

 

 

6 

 

 

 

在同一次的調查裡面，所有的訪員你可以做一個比

較，如果說有某些人他的表現特別突出，比如說他

拒訪率特別高，或者是說他的中斷率非常比較高，

就是說在同一次的調查裡面，所有的訪員你可以做

一個比較，如果說有某些人他的表現特別突出，比

如說他拒訪率特別高，或者是說他的中斷率非常

18.拒訪率特別高。 

19.回答不知道的比率特別

高。 

20.對調查的投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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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或是說他的受訪者回答不知道的比率特別高，

那你會覺得說這個訪員可能有問題。那品質的話可

能就是包括他本身的耐心還有他對這個調查的投

入度可能也是一個。 

7 

首先大概就是說願意聽別人講話的人。那其次是可

以接受不同意見的人。再來就是要有耐心，因為畢

竟做訪員，要去做一個案子，有時候要接連好幾個

有時候要接連好幾個小時，一直在接電話聽電話，

其實這是非常需要耐心的。這就是做這些工作所需

要的條件。 

21.願意聽別人講話。 

22.可以接受不同意見的

人。 

8 不要遲到，有些訪員這方面的問題滿嚴重的。 23.不遲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位約訪的專家學者民意調查相關驗為五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擔任計

畫主持人。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對問卷或計畫的目的有清

楚的認知、忠於題目而不會加以扭曲、於限定時間完成所有題目、不怕挫折、願

意接受各方面的訓練、不作假、不疏忽、有使命感、對自己角色的認知、嚴謹、

認真、出缺席正常、負責任、有耐心、思想多元性、具客觀性、包容性、沒有語

言問題、能夠控制情緒、平易近人、情緒不容易馬上受影響、可以了解問題背後

的意涵、對問題的領悟力高、不隨便加減字、能很快取得對方信任、在對方拒絕

之前讓他願意繼續受訪、能夠忍耐、必須會隱藏自己的價值觀、工作態度謹慎、

能幫對方釐清想法、從對方的回答做正確的判斷、可以適時的傾聽及拉回題目、

能適時的讚美對方、會給對方一個適時的鼓勵、會給對方一個正面的回應、說話

很人性、聲音很自然、能在既定時間內完成基本的完訪數、執行率高、會想辦法

改善工作品質、穩定性高、能吃苦、工作不含糊、工作時不會草率應付、容易和

人打成一片、誠實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下表：（詳表 10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
學者四） 
 

 

表10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四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對於一個問題的領悟力跟督導的那種溝通，也就是說督

導所要表現出來研究的目的，訪員能夠領略到他們要的

東西。還有一個，就是當受訪者不清楚你的題目的時

候，他要你解釋，一個訪員就是要非常忠於原本設計的

1.對問題的領悟力。 

2.不可以隨便加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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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他不可以隨便加減字，可是對方在你唸的時候又

不太清楚的時候，你如何跟她解釋又不離原意，這時就

要憑你對於問題認知的能力。 

2 

電訪做到某個階段，一定會遇到某些問題，我們就會集

合起來一起談，那這是問題本身，另外一個關於技術性

的問題就是他可以很快的取得對方的信任，那這就是說

之前的問候語有效，如何在對方拒絕之前，讓他願意談

下去。 

3.很快的取得對方的信

任。 

4.在對方拒絕之前，讓他

願意談下去。 

3 

因為你是在收集資料，那對於對方個人的情緒、個人的

價值觀，你就必須忍耐、要有忍耐跟控制的功夫，在這

時候你的價值觀跟情緒可能就必須隱藏。 

5.忍耐跟控制。 

6.必須隱藏價值觀跟情

緒。 

4 

可是因為那個整個過程、整個答案都控制在那個訪員手

上，所以訪員的謹慎跟負責，有時候這個是能力的問

題，就是說幫對方做釐清，還有一個就是說在對方的回

答裡面，你怎麼去做判斷，這個部分恐怕也是在訓練的

過程裡面很重要的。 

7.謹慎。 

8.幫對方做釐清。 

9.在對方的回答裡面，你

怎麼去做判斷。 

5 

我規定說一戶只能一對，可是因為當我們交出去的時

候，他怎麼問的我們真的不知道，所以你對這個工作的

一個誠實是很重要的。 

10.誠實。 

6 他應該是跟人的相處很容易打成一片。 11.容易和人打成一片。 

7 

過程當中我們並不曉得是怎麼做的，像這個就比較具

體，而且他的穩定性也很高，好像是一個很能吃苦的女

孩子的感覺。可是他就是說對他的工作不會含糊、不會

草率應付，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到後來就是算份數嘛。 

12.穩定性也很高。 

13.很能吃苦。 

14.對工作不會含糊。 

15.對工作不會草率應付。 

 

 

 

 

 

 

 

8 

 

 

 

 

 

 

 

第一，他必須很清楚的對於這個問卷或計畫的目的和問

卷有清楚的認知，甚至整個研究的設計他背後的目的。

如果他可以有清楚的認知，被訪問者如果詢問關於問卷

的意涵，他可以忠於題目而不會加以扭曲，所以對於訪

問的設計以及每一個題目，就是在於限定的時間，問完

所有的問題，所以在掌握時間，這是兩項主要的任務。

所以對於訪員的規劃就是希望他把所有的問題問完，因

為有時候訪員會有一個狀況，他會因為在訪問的過程當

中產生了挫折，所以會有跳題的狀況，總而言之，他最

主要的任務就是把問卷內所有的問題問完，在過程當

中，他如何問將會影響問卷的品質，所以這就牽涉到整

個態度的問題。所以在這個特質裡面又分為，他對問題

的認知、他對問題的態度，還有他能力的部分，態度跟

能力是相關的，但是這個態度的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在工作上面所表現出來的特質，一個訪員最基本的方

 

 

 

16.對於這個問卷或計畫

的目的和問卷有清楚的

認知。 

17.忠於題目而不會加以

扭曲。 

18.於限定的時間，完成所

有的題目。 

19.不能怕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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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面就是說，他非常願意接受各方面對他提出來的訓練，

讓他有來當訪員不只是來要這個訪問費的體認，這個非

常重要，一個訪員必須知道他的角色在整個研究裡面，

他是非常重要的。假設我們的問卷做得再好，而訪員的

態度有一點點作假、一點點疏忽，那麼我們所做好的資

料便是有偏誤的，而我們運用這個資料把結果分析出

來，接著報告出來，這個東西他就不一定是真的，他是

會影響這一個研究的品質的，可是有時訪員對他角色的

認知，只是賺外快的認知，但是我們應該讓訪員有一種

使命感，讓他知道他在整個研究的環節裡面，其實他是

非常重要的，讓他對自己角色的認知。因為第一個對於

角色的認知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們就會一個對於訪員的

訓練，讓他知道對這個對於訪員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

他會影響到後續整個工作的品質，而且他在這個過程裡

面，他是被訓練的，他是一種專業，不是一個PARTTIME 

的工作而已，讓他知道這也是一種專業，所以你剛才說

的提升一個競爭的管道，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作

法。然後他知道他在一個研究裡面的重要性，再讓他知

道這一個工作的專業性，那自然就會提升他對這一個工

作的態度，他就會比較嚴謹、比較認真的去對待這一個

工作，那麼他在接受訓練、出缺席，或是他在對這一個

工作的滿意度上面，就會大大的改進，就是說，我對這

一個工作的回饋就不只是訪問費而已，他就會覺得我在

這一個工作裡面，我的能力有被肯定、能力有被提升。

表出來的一個特質，就是他必須是非常的負責任的一種

態度，再來就是特質的方面，就是他必須具備耐心，他

是比較OPEN MIND，他是一個思想比較多元性的，因

為你可能面對的對象，是非常不一樣的，有各種不同立

場的。例如政治、族群各種不同立場的，你必須培養一

種客觀性，一個包容的多元性角度，例如他是泛藍的，

面對一個民進黨的受訪者，就會影響到他訪問的過程，

搞不好他就在裡面跟他討論起來了，所以他必須有非常

多元的角度、非常多元的視野，還有我們剛才講的耐

心，有時候是語言的問題，你必須很有耐心的聽對方把

話說完。另外一點就是他必須是一個比較能夠控制情緒

的人，有時在電訪的過程裡面，例如說他被掛電話了，

他可能會很難過，或是對方是不信任你的，你被質疑，

在這一個過程裡面，你怎麼讓你的情緒不會馬上受影

響，所以他必須是一個比較能夠控制情緒的人。另外一

 

 

 

 

 

 

 

 

 

 

20.願意接受各方面的訓

練。 

21.不作假。 

22.不疏忽。 

23.使命感。 

24.對自己角色的認知。 

25.嚴謹。 

26.認真。 

27.出缺席。 

28.負責任。 

29.耐心。 

30.思想比較多元性的。 

31.客觀性。 

32.包容的多元性角度。 

33.語言的問題。 

34.能夠控制情緒的人。 

35.比較平易近人。 

36.情緒不會馬上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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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個特質就是他是比較平易近人的那一種人格特質。在能

力方面，我覺得語言是很基本的、是非常重要的，還有

就是他對於一個問題的意涵的真正瞭解跟掌握，能瞭解

他背後的意涵是什麼，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測一個訪員

對於問題的認知能力，我要強調的是他是不是可以抓得

到一個問題背後的意涵。 

 

 

37.是不是可以了解問題

背後的意涵。 

 

 

9 

還有就是電訪員適時的讚美對方，這也是一種人格特

質，我們一些研究法的書當中，好像很少提到關於適時

的讚美對方，可是有時候有些電訪員他們的人格特質會

很自然的表現出來，給了對方一個很適時的鼓勵、一個

正面的回應，可是又不會影響，例如說你贊成綠營，你

就直接說：「對呀！跟我一樣」，就是說延續受訪的動

機，因為是藉著釐清。讓我覺得如果我是受訪者，我也

會很願意接受訪問。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另外一個我是

覺得說跟人接觸，尤其是電話，因為你沒有看到人，所

以很難感受到對方到底是誰，那你如果一開口就說我是

某某民調中心，因為很多人其實已經對民調很感冒了，

所以你在跟人家說話的那種很人性、很自然的那一面，

那個部分讓人家覺得很容易、很快的接受的那一部份也

很重要。然後我曾經接受過一些電話就是說，他那個聲

音，例如說像SEVSE ELEVEN的店員也是一樣，例如說

也些人電訪做久了，像我們以前畢業的那個學校也有一

個民調中心，那時候電訪員做久了，那個講話的口氣就

變的像機器一樣，如果是我我就不願意受訪。那我聽過

的幾次就是例如：「阿伯，你好，我是⋯」就是很人性

化的對話的樣子。 

38.可以適時的傾聽，又可

以拉回題目的部分。 

39.適時的讚美對方。 

40.給對方一個適時的鼓

勵。 

41.給對方一個正面的回

應。 

42.說話很人性、很自然。 

10 

我覺得他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是說，我覺得一個基本的

就說在既定時間內的完成率是非常基本的，因為從這裡

面就可以看出來一個人他負責任的態度。還有他的執行

率，一個就是說他可以估量時間、他能力的自我評估上

面很精準，不會說跟你說可以做十份但卻只做了五份，

所以他對自己的評估就很精準。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他

碰到什麼樣的問題，他會問這個我應該怎麼樣去改善，

就是說他會想辦法去改善他這個訪問的工作。不是像有

的人會想說我只要趕快把它做完就好了，因為要改善我

還要去問，我自己還要做改變，這樣我會花太多時間。

就是他在碰到問題的時候，他說出來他碰到什麼問題，

那背後一個意涵就是說他想去改善他的工作品質。 

43.既定時間內的完成率

是非常基本的。 

44.執行率。 

45.會想辦法改善工作品

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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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位約訪的專家學者民意調查相關驗為四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擔任研

究員及人事管理。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排班很積極、上班

很認真、不會打混、缺錢、交談能力比較好、遵守訪問流程、很忠實、有耐心、

很敬業、不會三不五時跑出去休息和吃東西、不會停下來聽隔壁訪問、口齒清晰、

講話不能無力、思路清楚、講話清楚、會說國台語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下表：

（詳表 11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五） 
 

 

表11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五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就是覺得他對排班很積極，例如說我早上打電話去，他

除了當天有事或是不舒服之外，他都會跟我說他要來。

接下來就是工作表現，他就上班很認真，也不會打混，

讓你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1.排班很積極。 

2.上班很認真。 

3.不會打混。 

2 

像之前有一個訪員我問他說你怎麼那麼久沒來，他就會

說缺錢他才會來。所以學生我不會先找，而且我覺得外

面的訪員他們的交談能力比較好，學生可能經驗沒有那

麼多，所以在碰到一些狀況的時候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4.缺錢。 

5.交談能力比較好。 

3 

就是很遵守整個訪問的流程，什麼時候該打電話，有什

麼狀況的時候該怎麼處理。比如說狀況他是拒訪還是傳

真什麼樣的，他知道怎麼樣去歸類。還有就是說他有問

題的時候應該要詢問督導，而不是說自己去做決定。還

有就是要非常忠實，就是很正確的去把受訪者他的答案

KEY在電腦裡面，我覺得他們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這樣

子。 

6.遵守訪問流程。 

7.很忠實。 

4 
積極的排班、很敬業，還有就是剛剛提過的忠實的去做

你該做的事情。 
8.很敬業。 

5 就是口齒清晰，這是很重要的。 9.口齒清晰。 

6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耐心是最重要的一個特質。

像我們之前有一個經驗是做廣電他們委託的一個案子，

他們案子主要只要我們去做執行這個動作就好了，可是

他們案子200多題，200多題裡面大概分成5個部分，

而且他比較麻煩的是，他是問父母，或是只要家裡有照 

顧小孩的那一個人都可以。就問他說你家裡的小孩平常

看什麼電視、聽什麼廣播、上什麼網，就一大堆主題，

所以除非你跳過那個主題，不然你每個主題都問大概要

問200題。那如果說今天照顧的人是阿公、阿媽，就很

麻煩。所以在題目這麼多，受訪者年齡又不一定的時候， 

10.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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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耐心就很重要。  

7 

就是不會三不五時跑出去休息、吃東西，或者是有時候

講一講就停下來，然後就聽聽隔壁或是他朋友怎麼訪

問。不然就是兩個都訪問完開始討論剛剛訪問的情況，

當然不是說不能討論，但是你要討論可以去外面討論，

因為你會影響別人，而且時間必須要短一點。 

11.不會三不五時跑出去

休息、吃東西。 

12.不會講一講就停下

來，然後就聽聽隔壁或

是他朋友怎麼訪問。 

9 
例如我接到一通電訪電話，聽他講話很無力，一聽就知

道是在唸稿子的，就是類似這種人。 
13.講話不能無力。 

10 

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看這個人他的思路怎麼樣，然

後他講話清不清楚，台語可不可以，我想一開始大概就

是這個。至於後來的那些耐心、敬業就可能從後面開始。

所以如果一開始要定條件的話，主要就是要口齒清晰，

會說國台語，還有會希望他是白天上班，下班之後再過

來的那一種，我比較不喜歡學生。 

14.思路清楚。 

15.講話清楚。 

16.會說國、台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六位約訪的專家學者民意調查相關驗為五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擔任研

究員。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口齒清晰、反應不能太差、邏

輯力中等以上、具備電腦操作能力、表達能力好、有學習能力、不怕跟人聯絡、

認為這個工作是有前景的、不會情緒化、有禮貌、很客氣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

下表：（詳表 12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六） 
 

 

表12 深度訪談整理：專家學者六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口齒清晰、反應中上，反應不能太差，邏輯力可能須要

在中等以上的程度。 

1.口齒清晰。 

2.反應不能太差。 

3.邏輯力中等以上的

程度。 

2 電腦操作能力（效標七）跟口齒清晰，反應不能太慢。 4.電腦操作能力。 

3 

一定要口齒清晰、可能一般簡單的表達能力一定要會，

因為某些時候可能碰到的受訪者不一樣，可能題目在督

導所表達整個題目的過程當中可以接受的範圍是必須

要自己去陳述的，所以在這個部分他必須要有簡單的表

達能力。 

5.具備表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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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這個就是像我前面講的有學習能力、比較能夠有反應

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不去試，可是自己踏出第一步就

一直持平在那一邊，所以他就是被淘汰了。 

6.有學習能力。 

6 所以他本身就必須是不怕跟人聯絡的這樣一個特質。 7.不怕跟人聯絡。 

8 

所以當他認為這個工作是有前景的，那一樣就是說我們

的電話訪問，當他認為我們的這樣的電話訪問的最後的

結果是會有一個正向的發展的話，他自然而然就會去完

成這個工作。 

8.認為這個工作是有

前景的。 

10 另外成熟度也很重要，不會情緒化。 9.不會情緒化。 

11 

所謂服務性的工作就是無論對方是什麼樣的態度，你的

跟他應對的方式一定是有禮貌，一定是客客氣氣的，所

以這就是要給他們灌輸的一個信仰，服務性的正確的態

度在哪裡。所以指的就是他們具備的基本態度是要有禮

貌然後要客氣。 

10.有禮貌。 

11.很客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將以上六位專家學者所強調的電話訪問員之各項核心才能匯整，並將雷

同及相近的整合在一起，之後只保留四位專家學者都有提及的核心才能，做為進

行第二階段深度訪談約訪的效標，詳如下表：（詳表 13 電話訪問員效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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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電話訪問員效標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不怕挫折 拒訪率低 不怕被掛電話 不輕易拒訪 不怕失敗 能吃苦 

嚴謹 
工作態度謹
慎 

工作不含糊 
工作時不會
草率應付 

不疏忽 
遵守訪問流
程 

認真 上班很認真 不會打混 
不會停下來
聽隔壁訪問 

不會三不五時
跑出去休息和
吃東西 

專注力強 

出缺席正常 排班很積極 準時 不遲到 不無故不上班 準時不遲到 

聲音很好聽 
說話很人性
聲音很自然 

講話不讓別人
覺得有壓力 

聲音沉穩有
磁性 

聲音自然 
語調是柔和
悅耳 

誠實 很忠實 真誠 真實 誠懇 誠實 

口齒清晰 講話清楚 講話不能無力 
講話速度不
錯 

咬字、發音、
抑揚頓挫清楚 

口齒清晰 

表達能力好 
溝通能力良
好 

交談能力比較
好 

無論何種語
言都能清楚
的讓受訪者
瞭解他的意
思 

溝通能力好 /表達能力強 

忠於題目而不
會加以扭曲 

忠於研究者
所設計的問
卷題目 

不自己刪減一
些題目 

不隨便加減
字 

不自作主張的
加一些字 

  

有耐心 有耐心 有耐心 能夠忍耐 穩定性高   

思想多元性 具客觀性 包容性 態度中立 
可以接受不同
意見 

  

沒有語言問題 會說國台語 國台語流利 
國語不能太
標準 

國語、台語流
利 

  

能適時的讚美
對方 

會給對方一
個適時的鼓
勵 

會給對方一個
正面的回應 

常稱讚受訪
者 

稱呼上用更多
尊稱 

  

根據題目唸題 
依照題目去
訪問 

唸螢幕上出現
的問題 

確實唸題目     

能夠控制情緒 不情緒化 
被掛電話之後
聲音不會改變 

情緒不容易
馬上受影響 

    

平易近人 
容易和人打
成一片 

非常親切 有熱忱     

反應不能太差 
能夠很快的
把題目唸得
很熟 

思路清楚 
邏輯力中等
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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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要進行的是第二階段以行為事例法進行的深度訪談，同樣請民意調查研

究中心協助，依上列表格所列之效標，進行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之深度

訪談，再次確認效標的正確性，並進行同時效度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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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同時效度複核 

 

第二階段同樣是以行為事例法來進行的深度訪談，電話訪問員及資深督導約

訪的方式是採方便抽樣法進行。 

 
執行方式為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依據效標列出

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之後，採方便抽樣法進行約訪，在此次深度訪談結

束前，訪談人員並不清楚受訪者是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以免影響訪

談人員訪問過程的客觀性。待訪談結束後，才由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協助區分表現

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資深督導的部份，也是請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協助進行

約訪，督導工作年資皆在二年以上。 

 
在此同時將進行同時效度複核，進行方式為將依專家學者深度訪談結果所建

立的效標，與資深督導的訪談結果做對照，接著再藉由比對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

話訪問員其訪談結果的差異做驗證，確立電話訪問員效標。 

 
 

一、資深督導 

第一位約訪的資深督導民意調查相關驗為四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督導

員。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溝通技巧好、聲音好聽、有耐性、

講話不會太直接也不宜太過小心、細心、有親切感、有熱忱、虛心受教又不摸魚

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下表：（詳表14 資深督導訪談整理：資深督導一） 
 

 
表 14 資深督導訪談整理：資深督導一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基本而言訪問者的技巧就是指溝通技巧，這很重要，尤其

面對陌生的群眾，該如何讓對方接受自己所要表達的訊

息，需要獲取他或她的興趣、相信，甚至同情。有時候，

對方可能不過是個覺得電訪員聲音很好聽的人，或者只是

個很寂寞空虛需要相伴的人罷了。 

1.溝通技巧。 

2.聲音好聽。 

 

 

2 

 

 

如果要指出有什麼特質性的話大概就是個性吧，一般而

言，比較沒有耐性或是說話比較直接的人在做電訪工作時

會遇到的挫折比較多，就如剛剛所言，電話訪問是訪問陌

生群眾，對方當然一定會有防備心，常常會因為說話太過

直接或是不經意的一句話使訪問中斷；但是講話太過小心

3.有耐性。 

4.講話不會太直接。 

5.講話不宜太過小心。 

6.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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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電訪員也不好，會讓受訪者失去耐心而掛電話。這樣說

來耐心與細心大概就是所謂的特質吧！ 

3 

當督導後由於立場不同常常需要指導訪員如何應對，最喜

歡那種有熱忱及虛心受教的訪員，比較不喜歡那種明明自

己不會做訪問又不接受建議且又喜歡摸魚的訪員。 

7.有熱忱。 

8.虛心受教。 

9.不摸魚。 

4 

我覺得在做訪問時態度與親切感是很重要的，大概是因為

我是南部人吧！所以當電話打到南部時的訪問通常我都

會做的又快又好；我最怕的就是打到公務人員包括教師、

檢察官或是政府機關職員那種，因為他們一開始的防禦心

就特別強，然後你問一句他就會反問你一句，好像會被監

聽一樣，通常都會以無效收場。 

10.親切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位約訪的資深督導民意調查相關驗為三年以上，目前主要工作為督導

員。他認為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需具備下列各點：不會自己填答案、題目不會唸不

清楚、有效完成數高、拒訪率低、很少填錯答案、有禮貌、工作態度積極、有親

切感、講話很有可信度、愛好活動、工作迅速有效率、易於和別人相處、容易和

受訪者建立互信機制、不會打混摸魚、很喜愛這份工作、覺得這份工作有前景、

需要得到獎勵、很客氣、常排班、會想超越自己、有求知慾、會追問、不會去聊

天、不會常休息、會基本的電腦操作、對民意調查有初步認識、國台語流利、想

增加自己的經驗、想賺錢等，詳細的效標整理如下表：（詳表15 資深督導訪談

整理：資深督導二） 
 

 
表 15 資深督導訪談整理：資深督導二 

 

序號 行為事例 效標 

1 

主要的工作內容、任務就是去監督電訪員的一些工作態

度，還有一些工作的細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說有沒

有自己填答案啊，或者題目唸的不清楚這樣子。 

1.不會自己填答案。 

2.題目不會唸不清楚。 

 

 

 

2 

 

 

電訪員主要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要如 

何有效的完成電話訪問吧！應該是他們的訪問過程有沒 

有瑕疵，然後以及他們的有效完成數跟拒訪率高不高， 

如何將拒訪降到最低這是他們主要的工作任務跟職責所 

在。還有一些錯誤完成的比率，那錯誤指的就是他在訪 

問過程中可能就是有瑕疵啊，比如說答案填錯啊，然後 

3.有效完成數高。 

4.拒訪率低。 

5.很少填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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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的態度都是一些偏激的答案，比如說他都跟你講 

一些很奇怪的答案，那你無法繼續進行一個訪問這樣 

子。訪問的過程他就不跟你說實話，然後一直反過來問 

你說你覺得某某問題你覺得怎麼樣，那你覺得怎麼樣我 

就是怎麼樣。 

3 

最主要應該是錢吧，那第二個就是增加自己的經驗，可

能在未來出社會的話，會比別人多一些不一樣的經歷，

那求職上可能就會比較方便。 

6.想賺錢。 

7.想增加自己的經驗。 

4 

如果是工作態度的話，那電訪員應該表現出來的是一個 

有禮貌，然後工作要積極，然後要有親切的感覺，讓受 

訪者覺得這個人講的話很有可信度，會跟你的距離拉的 

很近的這種感覺，那如果是指人格特質的話，電訪員的 

人格特質應該是具有活動性的，就是說他可能愛好活 

動，工作迅速，然後十分具有效率，還有一些社會外向，

社會外向指的是善於和別人相處，這可能就是說你如何 

去和受訪者建立一個互信機制這樣子。比如說一天訪問 

四個小時，他的工作時間四個小時，那他可能就是不會 

打混摸魚，然後有做事應有的態度，會有一些比較積極 

面，可能就是他對這份工作很喜愛的這種感覺這樣子， 

而不會去逃避他。 

8.有禮貌。 

9.工作態度積極。 

10.有親切感。 

11.講話很有可信度。 

12.愛好活動。 

13.工作迅速。 

14.有效率。 

15.易於和別人相處。 

16.和受訪者建立互信 

機制。 

17.不會打混摸魚。 

18.很喜愛這份工作。 

5 

我的就是說一些年紀比較大，出過社會的這些人，工作就

是十分的積極，可能他們覺得這份工作就是他們的前

景，他需要得到一些獎勵吧，所以他就會表現出十分有

效率的態度出來，不是單說做了怎樣的行為，而是整體

上表現出來，他可能一直去追問一些受訪者的答案啊，

然後在工作的過程中他也不會去聊天，也不會常休息，

工作過程中你有需要休息可以自己休息，那一些比較好

的、優秀的電訪員他就會休息的很少，一直追求有效的

訪問、完成數的達成。 

19.覺得這份工作有前

景。 

20.需要得到獎勵。 

21.會追問。 

22.不會去聊天。 

23.不會常休息。 

6 

如果以現在來講的話，他應該具備一些比較基本的就是

電腦的操作吧！然後還有的就是對一個民意調查的一些

初步的認識，比如說什麼叫抽樣，他應該要有一些基本

的認識，還有像語文能力也算一個要求，因為至少他要

懂說一個題目為什麼要這樣設計的原因何在，他至少要

了解吧，如果這些都不了解那這個案子就很難運行，他

也沒辦法配合，因為有時候一些受訪者會反問電訪員，

這個題目到底是什麼意思。 

24.會基本的電腦操作。 

25.對民意調查有初步

認識。 

26.國、台語流利。 

7 
比如說他會很客氣，打過去會說伯伯好啊！還有阿姨好

啊！ 
27.很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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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就是他工作的態度很積極。比如說他常來，又不打混摸

魚，一直想要去超越自己。就是他在訪問過程當中，很

容易跟受訪者建立互信，受訪者很喜歡跟他講話，很喜

歡告訴他答案，不會中途拒訪。就是他也懂怎樣操作電

腦，語文能力都很好啊，台語又講很棒，講的比督導員

還好啊，對抽樣也都了解。就是統計上的一些抽樣，從

母體如何去抽出有效樣本。我覺得訪員應該也要知道，

要不然他怎麼都不會去懷疑說，? 什麼我們只做了這些

樣本就能代表全部的母體，那如果有受訪者反問他的時

候，他應該也要跟受訪者去講這些基本的知識。就是受

訪者反過來問電訪員的時候，因為有些受訪者不懂不了

解，那他可能也有一些求知慾，所以他就會問啊。 

28.常排班。 

29.想超越自己。 

30.有求知慾。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電話訪問員 

在電話訪問員的部份是將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他們對問題的回覆

整理在同一份表格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們的差異性。 

 
第一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對優秀電話訪問員的認知，表現優秀的電話

訪問員注意到工作的態度並且強調面對問題時的反應；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

還著重在語言的表現上，另一個重點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認為這個工作很辛苦，

所以需要很耐操，但是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卻不這樣認為。（詳表16 電話訪問員

深度訪談整理一） 

 

 
表 16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一 

 

一、對優秀電話訪問員的認知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個性不要那麼衝，比較和藹可親，頭腦

要轉得快。 

2.不要把情? 帶到公司。 

3.上班的時候要認真，不要偷懶，然後就

是看督導講的有沒有做到，然後能做幾題

就盡量做幾題。 

1.對這份工作有興趣。 

2.耐操。 

3.禮貌、親切感。 

4.講話不會結巴，然後語言也要流俐通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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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性要比較好的或看起來比較面善。 

5.要會隨機應變。 

6.反應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二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面對拒訪的表現，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很

少遇到拒訪，他們的拒訪類型都是直接被掛電話居多，面對可能的拒訪會有較多

的應變方式；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拒訪數通常都比完成訪問的多，另一個重

點是對教育訓練的內容似乎較容易遺忘，在教育訓練的過程中，在與受訪者對話

的過程不能使用調查。（詳表17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二） 

 
 

表17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二 
 

二、拒訪時的表現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很少遇到拒訪。 

2.就唸快一點，或是說問第二題，或是看

家裡有沒有其他滿二十歲的人，換人訪問

就對了。 

3.有時候甚至就直接給你掛電話啦，然後

有些就是在拒訪的時候會叫別人來接，甚

至訪問到一半然後就跟你講說不好意

思，我現在在煮菜，或是說我現在要出門

了什麼之類，然後你就趕快說那我快速唸

完，快速的以最快速的方式讓他完成這次

的調查這樣對啊。 

4.有些是接起來，他就直接掛掉啊。 

1.拒訪數比完成數多。 

2.你講到調查基本上人家都不願意讓 

你調查，會直接掛你電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面對中途拒訪的表現，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

員很少遇到中途拒訪，他們將中途拒訪轉為完成訪問的成功機率較高；而表現一

般的電話訪問員中途拒訪數很多，能成功挽回的機率也比較少，為了挽回受訪者



 72 

會不照工作流程進行訪問，甚至會任意更改題目。另一個重點是表現優秀的電話

訪問員在與受訪者溝通的過程中，察覺可能被拒訪的時間點較表現一般的電話訪

問員來的早，故較容易挽回受訪者。（詳表18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四） 
 
 

表18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三 

 
三、中途拒訪時的表現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很少遇到中途拒訪。 

2.我會很快速把題目唸完，並告訴受訪 

者，如果你覺得太快，我會再唸一次這樣 

子。 

3.我就會講剩二、三題而已，其實後面還

有五、六題，我都跟他說剩二、三題而已，

然後就趕快用很快的唸法，讓他覺得說其

實只有一下下而已。對啊，就這樣子。 

1.中途拒訪很多。 

2.然後大部分都會再跟你講，然後自己

也要趕快，因為做過之後就會大概知道

後面問題是什麼，你就要趕快重點式問

一問。比如說後面有很多題目，然後你

就把它濃縮成一題，然後把它問出來。 

3.就是說其實像選舉的話，比如說要選

誰啊，然後跟你的家人會不會有影響

啊，你就問說會不會因為家人影響選舉

的時候，你個人的意見什麼的，就把它

兩題縮成一題，就是有濃縮跟加快，因

為他就說他要忙了，然後還要掛電話

了，如果你又再慢慢問他，他可能直接

就掛你電話了。所以有時後就是直接把

題目濃縮，或是直接加快速度問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面對受訪者講不停時的表現，表現優秀的電

話訪問員遇到時，都會應聲表示有在聽，並想辦法將受訪著拉回題目，或是安慰

對方表現同理心，等獲得受訪者信任後再繼續訪問；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因

為擔心會被拒訪而不敢引導受訪者回到問題。（詳表19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

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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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四 
 
四、受訪者講不停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就嗯嗯嗯，然後問下一題。 

2我就跟他講說，對不起哦我有插撥，或

是跟他講說，對不起啊我們訪問結束啦，

謝謝你的配合啊，再來就是主動掛電話。

如果他還想講，就說真的謝謝你、謝謝你

哦，然後就趕快掛掉，要有禮貌的跟他講

謝謝。對啊，就禮貌滿重要，我覺得。 

3.然後有些會遇到那種一直猛講，講說那 

個人不知在做啥，然後就開始對那個人的 

反應態度會不好，然後啊就會把他的怨氣 

講出來。對啊，然後我們就要聽他講。我 

還遇過那種，他就把家裡的事情講給我聽 

呢，他講到最後就說，最近我老婆怎樣 

哦，啊我父母又怎樣哦，然後開始講。我 

講你不要想那麼多啦，然後就變成安慰 

他，會啊就是這樣，總不能跟他為了趕下 

一個訪問就趕快掛電話啊，就順便安慰他 

一下，然後也想辦法快速解決這次電話就 

這樣。 

4.其實我有沒有覺得什麼，我都覺得還 

好，只是就附和，像說會啊，我也有這樣 

的感覺吶，就是讓他覺得說，你跟他好像 

是同國的這樣子。對啊，這樣他就會比較 

願意接受你的訪問。 

5.然後他就開始哇哇哇的講，他裡面一定 

會帶有問我的話題，然後像在這個時候， 

我就會用這種方式回答我也不知吶。有時 

候問的出來就盡量問出來，問不出來那就 

看他怎麼回答這樣。 

1.先讓他發洩完情緒，因為中途插入的

話，也拒訪的機率會滿高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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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面對受訪者很兇時的表現，表現優秀的電話

訪問員遇到時，會安撫受訪著心情，等受訪者情緒穩定後才開始訪問；而表現一

般的電話訪問員只是消極的面對受訪者，甚至在心理對對方產生不滿的情緒。（詳

表20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五） 

 

 
表 20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五 

 

五、受訪者很兇時的表現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我說沒有啊，只是訪問你一下下啊，就 

是嗯一下下就好啦，那因為我們就是需要 

做個訪問啊，然後就沒有壞意啊，就是可 

以接受我們的訪問嗎一下下就可以啊，我 

們也會盡快就是把你訪問完，就耽誤你 

一下下時間，就是一直跟他勸啊，然後一 

直很緩和的跟他講，然後他接受度就會高 

一點。 

2.就是先不要唸題目，要用聊天的方式 

啊，讓他覺得說你不是要怎樣，就是很專 

業化，或是說很明顯就是要訪問他這樣 

子。 

3.我們在講的時候可以用笑的方式，就是 

例如說，唸一個題目啊，可以笑笑的跟他 

說啊，這樣讓他覺得說其實沒這麼嚴肅， 

對啊！ 

1.話筒拿遠一點還是跟他講完。 

2.就是說遇到不同的人啊，就是還有遇 

到，還有遇到那種很自以為的人，也 

不能說自以為，他覺得說這些題目對 

他來講，就沒什麼或者是說浪費他的 

時間這樣子，然後他明明已經在接受 

訪問了，然後還一邊告訴你他覺得很 

煩這樣，這種也會讓人家很挫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六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被受訪者罵時的表現，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

員遇到時，通常都不會有太多反應，也不會影響到繼續問下一題的情緒，大多數

也都還是能完成訪問；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情緒上的反應比較大，被拒訪

的機率較大。（詳表21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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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六 

 
六、被罵時的表現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就讓他講、就讓他罵，不要管他就好 
了。 
2.就聽他講，然後就一直問啊，他就問一 
題唸一下，一題唸一下。 
3.被罵神經病吧，然後罵一些髒話聽過就 
算了，然後趕快問下一題這樣子。 
4.就嗯這樣，表示你有在聽，但是又把他 
拉回來。 
5.問別題。 

1.用台灣國罵罵我，然後我就說不好意
思先生。他會掛電話然後再打，還是會
再打。 
2.有一個人用國罵罵我，我打第一次也
罵我，再打，還是罵我，然後再打就換
人接了。真的很倒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七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遇到挫折時的表現，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

遇到時，通常都是繼續訪問及自我安慰一下，情緒恢復的很快甚至不會有影響；

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是暫時離開來調適心情，恢復情緒的時間比較長。（詳

表22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八） 

 

 
表 22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七 

 

七、遇到挫折時的情緒反應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我的心情會很亂吧！會想對方可能會 

很生氣吧！沒關係問下一個，下一個會 

更好。 

2.就聽一聽就好了，那是一定會遇到的，

心情就會有一點點變壞吧，不要理他！ 

1.我都是去吃喉糖多吃一點，再回來。就 

當作去吃糖果啊，然後再回來繼續打電 

話。因為如果一直撥都沒有人接或是被掛

電話，我就會先離開一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八項有差異性的問題點在他們遇到的挫折類型，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遇

到的問題都與自身無關，受訪者的表現對他們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而表現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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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電話訪問員挫折原因多和自己的情緒有關，面對挫折的抗壓性較低。（詳表

23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八） 

 
 

表 23 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整理八 

 
八、挫折的類型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1.政治性的題目。 

2.受訪者一直罵。 

1.被掛電話數比完成數還要多。 

2.成功的電訪數很少，四個小時只成功 

八個，而且那次題目也沒有很長、也沒 

有很多，然後只成功八通，那一天晚上 

拒訪還有打到那種，不理解你在講什麼 

的特別多。 

3.有受訪資格的人，可是就是很老很 

老，或者是都聽不懂，最扯就是打過那

種重聽的，然後在用吼的訪問，那也會

讓我覺得很挫折，可是也沒辦法，他也

不是天生要這樣子的。 

4.就好像有人說我講話太快了，問題目 

時候太快，然後沒有問得很詳細，或者 

是選項沒有清楚的唸出來，然後那是我 

開始學電訪的時候，然後其實有點挫 

折，就是要把自己的缺點補強過來就這 

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小結 

綜合以上六位專家學者的意見及第二階段同時效度複核的結果，將電話訪問

員的效標分為三大項，分別為基本條件、工作態度及性格特質等項目，詳細分類

表如下圖：（詳表 24 電話訪問員的效標二） 

 
 
 
 



 77 

表 24 電話訪問員的效標二 

 
基本條件 工作態度 性格特質 

國、台語流利 有禮貌 誠實、不作假 

口齒清晰 積極、主動 有耐心 

聲音好聽 敬業、準時、常排班 不怕失敗或挫折 

溝通及表達能力好 追問 調適心情快、情緒穩定 

反應快、思路清楚 根據題目唸題、遵守訪問流程 活潑外向 

學習速度快  對工作有認同感、很喜愛這份工作 不容易緊張 

  工作迅速有效率   

  認真、不會打混摸魚   

  容易讓受訪者信任   

 求知慾及好奇心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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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  建立核心才能 

 

接著本節要進行的是第三階段深度訪談結果分析，與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的

建立。 

 
進行方式同樣是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依據經同

時效度複核過的效標，列出表現優秀及一般的電話訪問員之後，採方便抽樣法進

行深度訪談約訪。在此次深度訪談結束前，訪談人員一樣不清楚受訪者是表現優

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而是待訪談結束後，依其訪談結果比對效標之後，再

依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約訪名單來比對何者為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 

 
接著依 Spencer & Spencer於其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 一書中的才能辭典，建立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模型，詳細過程分
別敘述如下。 

 
 

一、成就和行動（ACH） 

在成就與行動部分主要針對是否把工作做好，即有沒有設定個人目標或追求

超凡的表現，在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
能辭典中，將此項分為三個構面：A代表行動的強度與完整、B代表企業受影響

的程度、C代表創新的程度。 

 

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在 A代表行動的強度與完整，此項

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之一。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優秀或是一

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中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

特徵為持續不斷的改善績效；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不

符合在工作上的標準。（詳表25 行為事例分析表－行動和成就） 

 
 

表 25 行為事例分析表－行動和成就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ACH A4－持續不斷的改善績效。 ACH A-1－不符合在工作上的標準。 

1.系統上面不是可以打字嗎？那督導通 

常都會打說幾號幾號的人表現很好，或 

是大家再接再厲，目標數已經達到多少 

了。所以如果督導能夠讓我們在打電話 

1.如果說只差一點點那代表我其實是跟 

的上這樣的速度，只是他比我多一點點 

而已，所以我還是會照原來的速度做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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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在上面打字，讓我們看到說我們 

已經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大家就會團結 

一致，繼續往那個目標前進。所以看到 

督導打的字，會讓我信心比較強，或是 

會想說就差一點點，再加油之類的，會 

有這種感覺。 

2.準確的定義就是，因為我之前聽說如 

果一份問卷勾的都是普通或者是勾的都 

是同一個答案，這可能就是人家在敷衍 

你或是說他是亂回答的這樣。那如果說 

他每一題都最起碼有一個差異的話，其 

實可以感覺的出來，就是不會太隨便的 

話，我認為這是比較精確的；隨便的意 

思就是好比二十個問題都是同一個答 

案，就只是年齡不同或者是職業方面不 

同而已。就是可能你對某某人的滿意度 

怎樣？可以。你對× ×黨的滿意度怎樣？ 

可以。可以、可以，一路可以下來，我 

認為這應該是他在亂回答。如果他一直 

說普通、普通或是沒意見、沒意見、沒 

意見，我就不會理他，繼續做下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主動性（INT） 

在主動性的部分主要重點在於是否有採取行動，在 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能辭典中，將此項分為二個構面：A時
間幅度的評量、B不斷的努力。 

 
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在 A時間幅度的評量、B不斷的努

力，這兩項皆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優

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中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

中呈現的特徵為展現堅持，採取多個步驟來解決問題，即使事情進展依然不順

利，但也不會放棄，以及在遇到危機時快速的做出決策並採取行動，和在沒有受

到要求的狀況下，仍會為達成目標而付出很多的心力；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

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只會回想過去，錯失良機，和一點也不主動。（詳表26 行

為事例分析表－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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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行為事例分析表－主動性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INT A1－展現堅持，採取多個步驟來解決 
        問題，即使事情進展依然不順 
        利，但也不會放棄。 

INT A-1－只會回想過去，錯失良機。 

1.再唸啊，就是唸到題目重複兩次、三次 

之後，如果他還是重複這樣的動作，那我 

就會說那我們換下一題，那如果他一直用 

同樣這種方式的話，那我只好就一直讓他 

跳過下一題，畢竟電訪員也不可以主動掛 

人家電話。 

2.然後在下一次，打下一通的話，可能就 

會在過程中的話，可能會跟他提醒一下， 

這個時間可能會有點長，可能要請他耐心 

的回答你，就說在後面的訪問可能會，會 

有放一些比較安撫的那種言詞，或是跟他 

提一下，等一下這個問卷可能會比較長。 

1.他只答了第一題，想要再帶進去，他就 

帶不進去了，因為那一次好像是有關政治 

的問題，然後他就不太願意回答我，然後 

就一直跟我扯人生的大道理。我在想我以 

後要怎麼應付這樣的人，就一直想這樣 

子，我也有跟他們講說這樣的經驗，可是 

他們也只是笑一笑。 

INT A 3－在遇到危機時快速的做出決策
並採取行動。 

INT A0－一點也不主動。 

1.如果他是針對題目太長的問題而不願接 

受訪問，我就會說：「快結束了啦，而且我 

認為您的意見相當重要，此外您在這麼多 

人當中是說的最好的⋯」如此下來，受訪 

者就會繼續讓你問，因為人都喜歡被戴高 

帽。或者是如果他掛電話我就會回撥說： 

「不好意思剛剛斷線」對方都會說：「沒有 

啦，是我掛斷的。」接下來我就會說：「沒 

有啦，電腦線被我踢到了。」然後我就會 

接續前面提到的捧一下對方，然後受訪者 

就會接受了。 

2.因為如果他要說：「我剛好要出門了。」， 

那我就會說：「沒關係，我明天再打給你， 

你說的很好阿，我剛剛打那300通，就只 

有你講的最好，所以你一定要再讓我們訪 

問。」這時候受訪者就會很高興，人都是 

這樣的，尤其是某地方的人，可能是比較 

本土草根性比較重，非常喜歡這種高帽子 

行為。 

1.他是少數例外，就是這樣一直會亂扯， 

很少有像他那麼厲害，還會一個人一直 

扯，一直講。我一直在想要怎麼把他帶進 

題目裡面。有帶一題，好像有一題他很 

ok的幫我回答完，然後再問第二題的時 

候，他又回答完，然後又開始亂扯，就訪 

問了三、四題啊。他就說好那我們以後再 

聊，然後我說好，就掛電話了。其實我還 

是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呢？可能就如果帶 

一、二題，帶不進去，我就會直接放棄掉， 

因為那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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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 B2－在沒有受到要求的狀況下，仍會
為達成目標而付出很多的心力。 

 

1.事先做功課，什麼事情都是如果你事先 

準備好了，你就不會怕了。那當然還是 

打的時候手會抖，可是沒辦法，因為這是 

遲早要面對的，可是如果你事先準備好， 

那你會把題目多演練幾遍，就多唸幾次， 

畢竟你不能結巴或是唸錯字，如果你是先 

演練或準備好，或是多花一點功夫瞭解一 

下題目，其實寫的人他是什麼意思，其實 

你可以融入寫的人他的意思當中，這樣你 

問起來就會比較OK，會有些自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人際瞭解（IU） 

在人際了解的部分包含溝通在其中，主要是在想知道了解他人的能力，在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能辭典中，將此
項分為二個構面：A瞭解他人的程度、B傾聽與回應他人的能力。 

 
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在A瞭解他人的程度、B傾聽與回應

他人的能力，這兩項皆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

出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中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

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傾聽，及表現出願意傾聽，或是積極製造談話的機會，

並設法了解他人想法，和預測他人的回應並預作準備；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

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缺乏瞭解的能力，且對他人的反應感到意外和做出不適切

的判斷，對他人沒有明確的洞察力。（詳表27 行為事例分析表－人際瞭解） 

 

 
表 27 行為事例分析表－人際瞭解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IU B1－傾聽 
I U A-1－缺乏瞭解的能力且對他人的反

應感到意外。 

1.還有就是像做這種選舉的，就是只要問 

到有關政治方面的，大部份的人都會不回 

1.如果是無預警的，那我就不會多想，我 

就會換下一通，那一通就當報廢好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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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然後要不然就是講到一半就掛電話， 

之前遇過，有遇到好幾個滿好笑，啊我跟 

你講，你要跟他們講，我家前面的路，我 

已經跟他說，都半年了都還沒來修理，你 

一定要跟他講，就會跟我講要叫政府來修 

理，他們家前面的路。有些就他們會搞混 

說，我們到底是來做訪問還是政府的人這 

樣。然後我就要一直跟他講哦哦哦哦哦， 

然後還要順便跟他講我們是做訪問而已， 

就只是應聲而已。 

為他不回答或者是拒絕受訪也是民調的 

一種選項、一種成果。 

2.通常掛電話是無預警的，所以我們也沒 

辦法預測，那如果說我現在很忙啊、我現 

在在看電視啊、在吃飯啊，如果他會講國 

語我就會跟他柪，我就會說再耽誤你幾分 

鐘就好了、我是很單純的學校、做很單純 

的學術研究，通常講到這裡比較明智的都 

會幫我們、協助我們完成問卷。  

IU B2－表現出願意傾聽，或是積極製造
談話的機會，並設法了解他人想

法。 

IU A0－做出不適切的判斷，對他人沒有
明確的洞察力。 

1.所以有時候，比如說這個問題，有些問 

題的話，不完全只是要得到他是或不是的 

答案。有時候可以聽聽他其他的意見跟想 

法。所以就是讓他有一些，表達意見的機 

會的話，其實他都很願意繼續做後面的回 

答。那如果是純單你回答是或不是，如果 

很長的話，他可能就不願意做這麼，花這 

麼多時間跟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或是說你 

也花很多時間去告訴他為什麼這麼做。然 

後我覺得這種互動不錯，因為有時候我們 

可以聽到他們對這個議題，或是這個主 

題，他們提出他們不同的看法，可能是我 

們問卷之外的答案。然後，我覺得也是一 

種收獲。 

1.我會看他好像是不小心按到的那種感 

覺，因為他可能自己講到一半，不小心切 

掉了，我會想說是人家按掉的，就再撥回 

去這樣。可是如果那種很明顯停頓了很久 

之後，就給你? 這樣，那那個我就不會再 

打了，因為就很明顯他不想要再聽你講話 

了，就會再打下一通。 

2.他一直跟我講人生的大道理，就一直講 

一直講，然後我從頭到尾都一直不知道要 

怎麼把他切斷，然後我有試圖想要把他帶 

進去我的那個問題裡面，可是我剛帶進 

去，他馬上把我帶出來，就一直在那邊 

拖，然後最後我只好放棄，就跟他說好 

吧，那我們的訪問到這裡結束。因為他一 

直不太願意接受我的訪問，就一直在跟我 

亂扯，然後我試圖帶他進去，他又帶我出 

來，對啊，所以很難溝通。  

IU B3－預測他人的回應並預作準備  

1.我記得有一次是調查某縣的關於立法委 

員的案子，就是你看誰比較適合縣市長， 

或是某縣長你要選誰，就是政黨傾向比較 

重的人，所以某地方我們知道他的地方政 

治是以綠的比較多，台灣地區的人民對於 

政治一般都會發表很多個人的意見，那大 

家可以知道，雖然他題目只有十幾題，但 

每一個人講起來，談論起來都可以長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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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但是那一次我覺得，因為我自認很會 

抓key點，就是當他講很長的時候我就會 

把他彎走了，所以我記得那一次的表現是 

所有電訪員裡面成功率最高的，我自己也 

滿喜歡那一次的經驗，因為有時候你會覺 

得可能民調案子，可能很多人不想接受訪 

問，可是我覺得政治議題是大家如果聽到 

以後就反而會講的更多，剛好相反，就是 

受訪者會越講越多，會告訴你很多。所以 

如何讓受訪者他想表達意見的時候，讓他 

能夠停止然後繼續接受你的訪問，這也是 

很重要的一點。 

2.那第二個問題是我通常會想這個受訪者 

的講話的語氣是還想不想接受訪問，或是 

他已經有點不耐煩了，我是試圖從一、兩 

句話去判斷他的個性。因為今天如果我聽 

得出來他已經開始不耐煩了，我可能就會 

加快速度，或是講說：「謝謝你啊，我們今 

天真的很感謝你」然後再繼續訪問。或者 

是如果我聽得出來他有急事，我可能甚至 

會跟他說要不要再約訪，在他掛掉電話的 

前一刻，我一定要做好讓他沒有辦法拒 

訪，因為當他掛掉電話這是最糟的狀況， 

是比拒訪還遭的狀況。所以我都會判斷受 

訪者的心裡在想些什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自我控制（SCT） 

在自我控制的部分是指當人在遇到一些壓力、阻力、敵意或誘惑等事件時，

是否能冷靜的面對，也就是指如何控制負面情緒的能力，在 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能辭典中，將此項分為三個層次，從
避免採取負面行動，到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並改善現況，再進而到讓自己與他人

的情緒都得以冷靜下來。 

 
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自我控制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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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中

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反應冷靜繼續進行，及

管理壓力並做有效的處理，或是正面處理問題並且有建設性的回應，和自己與他

人的情緒都得以冷靜下來；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失去

控制，和避免壓力。（詳表28 行為事例分析表－自我控制） 
 

 
表 28 行為事例分析表－自我控制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SCT 3－反應冷靜繼續進行 SCT -1－失去控制 

1.還有就有耐心啊，因為有時候，有時候 

我們去訪談的時候，電訪的時候，有時 

候我們問這個問題，他可能會去講到其 

他的，然後，我們可能要試著把他引導 

回來，可能要有耐心。因為有時候，他 

會講很多其他的事情，或是說他會抱怨 

啊、或什麼的，可能要有耐心去聽他先 

講一下，然後慢慢把他引導過來，這樣 

才比較容易順利完成這個訪問。 

2.讓受訪者不會聽出你因為這一題的高 

興、不快樂等任何東西，就是讓他聽出 

來你很平穩的把你的問題唸給他聽，沒 

有做任何的改變，也不會因為在那個聲 

音語調方面去干擾到受訪者。 

3.如果被拒訪很多次的話，是還好啦。因 

為有時候如果對方態度不至於太惡劣的 

話，都不會影響到我的心情。可是如果 

對方太惡劣的話，電話掛下的時候，我 

就會有一點點小不爽。然後就會想要出 

去外面走一走，然後再進來這樣子。可 

是大部份都還好，我很少連續被拒訪。 

1.其實都是差不多。因為掛電話就是直接 

給你? 搓掉，所以就只罵了一二句，然 

後再打下一通，心情就調適過來了。 

2.我就會掛完，然後向自己講，罵完之後 

繼續下一通。這個工作一定是不好玩 

的，因為其實要在那邊坐四個小時也很 

累，然後只是因為要賺錢啊。 

SCT 4－管理壓力並做有效的處理 SCT 0－避免壓力 
1.因為我之前有打過陌生電話，這是另外 

一個部分，就是打電話去專程跟人家推 

銷東西那一種陌生電話。那一種是非常 

冷酷的，因為如果是民調還有可能成 

功，民意調查打十通可能還有八通或五 

通對方願意接受你的訪問。可是如果你 

1.我剛開始心裡也是怪怪，可是到現在， 

掛電話我認為對我心情不會有太大的挫 

折感，因為他掛電話也是他表達自己的 

方式和一種自由。 

2.我認為要不要接受訪問，他不願意接受 

這一份問卷也是他一個個人表達自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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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打去跟人家推銷東西，這是很難的， 

通常打100通會成功1通的機率都很 

小，可能1000通才會成功1通。所以我 

一開始的時候有接受過很多很多的挫 

折，所以之後我覺得如果你要把情緒帶

到下一通電話的話，你所有做的事情都

不會成功的。 

2.我覺得拒訪沒關係，就是我不會害怕被 

拒訪，可能也是跟之前那個經驗有關 

吧！ 

理想法的一種方式，所以說如果他不願 

意接受我們就不要再去干擾他，就換下 

一通。 

3.我會自認倒楣，就再打下一通。因為他 

已經不耐煩，再打回去他應該也是直接 

掛你電話。 

SCT 5－正面處理問題並且有建設性的 
        回應 

 

1.有的是講到一半會嫌題目太長，然後就 

說我不要受訪了，像這種的我會，就是 

好言相勸，例如拜託啦，剩幾題這樣子， 

有的還是會願意繼續配合，只是會越來 

越不耐煩，那這時候就是變成說，我唸 

題目的速度要很快，要讓他趕快結束， 

不可以讓他等太久。 

 

SCT 6－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都得以冷靜 
       下來 

 

1.我想那個態度，態度比較重要。就是一 

定是要有禮貌。因為，其實就是，有的 

時候你跟他的互動，比如說互動不好的 

話，很多人其實都會一下不好就不願意 

接受訪問，所以可能要有耐心跟態度良 

好。就是要慢慢的誘導他繼續完成整個 

問卷，因為有時候，比如說你的一些用 

詞或是什麼，對方覺得不好或是怎樣， 

就很容易就結束掉這個訪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自信心（SCF） 

在自信心的部分是指自己相信自己有完成某項工作的能力，在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能辭典中，將此項分為二個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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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A自信心的強度、B面對失敗如何處理。 
 
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在A自信心的強度、B面對失敗如何

處理，這兩項皆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

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中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在此

項中呈現的特徵為有自信，及表現出願意承擔責任，或是從錯誤中學習，並承認

錯誤並採取行動改正錯誤；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沒有

自信和缺乏信心，並將自己的失敗合理化或歸罪於他人。（詳表 29 行為事例分

析表－自信心） 
 

 
表 29 行為事例分析表－自信心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SCF A1－有自信 SCF A-1－沒有自信 

1.我是覺得情緒比較好，所以我是覺得 
說，在訪問的時候，自己要安排一些， 
比如說訪問完幾個人以後，自己休息一 
下，讓心情沈澱一下，或說讓自己先輕 
鬆一下，然後再去做，如果說一直做的 
話，可能情緒壓力會比較大一點，這樣 
效果不一定，可能不一定會好，因為這 
種電話訪問就直接聽到你的聲音。 

1.我就是盡量。因為如果我柪不下去的 
話，通常都是他掛我電話，不是我掛他電 
話。所以說如果能盡量柪就柪，我是採取 
這樣的方式。 

SCF B1－承擔責任 SCF A0－缺乏信心 
1.因為我本來就覺得這是一個職責，我 

並不覺得他的情緒是針對我，我可以瞭 

解他的情緒是針對在案子並不是針對 

我，所以當他針對這個案子，我也覺得 

OK，因為我是在做這個事情，所以我會 

認為他不是在罵我，他是在罵這個案 

子，如果你是這麼想，就不會有不舒服 

的感覺了。 

1.就看他回答的口氣不是很好，然後就掛 

你電話，你就應該知道，你再打過去也是 

沒有用的。就是你明明知道打過去再也沒 

有用，應該不會想再打回去了。 

SCF B2－從錯誤中學習 
SCF B-1－將自己的失敗合理化或歸罪於 
         他人 

1.像有時候是因為時間太長，還有時候 

是問題，問題的內容。因為我記得，我 

那時候訪問的是做一個有線電視台，有 

線頻道做那個什麼，比如說收費的那個 

民調。當我問到說，你們願不願意接受 

1.我認為因素都不在我們，是在他們。因 

為有時候我們可能開場白唸完，他電話就 

掛上了，或是說遇到那種請問你年齡大概 

幾歲，都已經到問卷的尾巴了，可能問到 

年齡，他就掛電話了，或是說問到比較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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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收費方式，就關於牽涉到金錢方面， 

他就說他很忙，就把電話掛掉了。所以 

可能就是問題比較牽涉到金錢，或是說 

個人利害關係的話，他可能就是不想不 

想理我們了，因為我有二、三個去訪問 

到這個問題點的時候，他就掛掉了，因 

為他可能認為你是什麼要跟他收費，所 

以可能想說問題是，設計是不是中性一 

點會比較好。因為題目很長的話，有時 

候他可能，可能會懷疑是不是，我們是 

不是有什麼企圖，其他的企圖就對了。 

2.如果我今天事先作了功課，去了之後 

還是失敗，或是受訪者打電話來說這個 

訪員表現不好的話，我覺得我應該要重 

新接受訪員訓練，就是請民意調查中心 

再給我做一次訪員訓練，因為可能我在 

一開始的時候對某些事情有誤解，或是 

對於某些事情不夠瞭解，才會有就算我 

自己努力還是沒有辦法成功的事情。所 

以如果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努力，那情緒 

上其實很好控制，因為其實如果你對自 

己有自信的話，你根本就不怕這些事 

情，你對自己有自信，那你覺得我可以 

再學習，就算受挫，也是覺得OK。 

感的政黨的題目，他就掛電話，所以我認 

為就大概這幾種吧。 

2.因為我台語不是很好，如果那個人會講 

國語，我就有八、九成的信心大概這份問 

卷會完成，那如果他教育水準又有一點， 

那本身又比較明智的話，我認為這份問卷 

應該是可以完成的。 

SCF B3－承認錯誤並採取行動改正錯 
        誤 

 

1.我也沒有說，不會說因為他拒訪我， 
然後覺得啊我不想打電話什麼的，我不

會這樣子，我只會覺得拒訪沒差，繼續

打下一個就好了，應該會越挫越勇吧。

問題是你現在在訪問人家，你一定要給

人家一種很穩重的感覺，人家才會相信

你、信任你，才比較願意講出自己所想

要講的話，就是慢慢的去把自己的聲音

壓得穩重一點這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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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彈性（FLX） 

在彈性的部分是指在面對不同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適應力，在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能辭典中，將此項分為二個構
面：A改變的幅度、B行動的速度。 

 
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在 A改變的幅度，為電話訪問員的

核心才能。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工

作表現中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針對情況改變

個人行為以適應環境；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堅持自己

的方法。（詳表30 行為事例分析表－彈性） 

 

 
表 30 行為事例分析表－彈性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FLX A3－針對情況改變個人行為以適應 
         懷境 

FLX A-1－堅持自己的方法 

1.還有就是我覺得因為在接電話的話，因 

為我們電訪的時間都是晚上，有時候可能 

要撘配一下語言啊，比如說講台語啊什麼 

的，會比較有親切感。就是說因為一般我 

們以國語，但是說有時候，用台語或是什 

麼他比較會有親切感，有時候我覺得像台 

語這種語言，應該要具備的，因為我們電 

訪很多都是，很多講台語的。 

1.就是說我們只是很單純的一個學校，一 

個學校要做的研究，就是說不是像外面政 

黨、調查局、警察局那種，我們就只是要 

做一個學術性的研究。通常講到這裡，比 

較明智的人他就通常都會接受我們的訪 

問，那像六、七十歲那種沒有讀書的、不 

會講國語的，那跟他講再多他都聽不下去。 

2.如果是六、七十歲那種沒有讀過書、或 

者是不會講國語，那種你跟他柪再久，他 

們可能聽到最後就火大，就直接掛你電話 

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衝擊與影響（IMP） 

在衝擊與影響的部分是指表現出影響或說服他人意圖，在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一書的才能辭典中，將此項分為二個構
面：A為了影響他人而採取的行動、B衝擊與影響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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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位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中，得知在 A為了影響他人而採取的行動，

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從行為事例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

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中的差異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

為採取多次行動試圖影響他人；而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此項中呈現的特徵為

採取單次行動來影響他人。（詳表31 行為事例分析表－衝擊與影響） 

 
 

表 31 行為事例分析表－衝擊與影響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IMP A3－採取多次行動 IMP A2－採取單次行動 

1.如果他是針對題目太長的問題而不願接

受訪問，我就會說：「快結束了啦，而且

我認為您的意見相當重要，此外您在這麼

多人當中是說的最好的⋯」如此下來，受

訪者就會繼續讓你問，因為人都喜歡被戴

高帽。或者是如果他掛電話我就會回撥

說：「不好意思剛剛斷線」對方都會說：「沒

有啦，是我掛斷的。」接下來我就會說：

「沒有啦，電腦線被我踢到了」然後我就

會接續前面提到的捧一下對方。 

2.我就會跟他講好，然後就是想辦法打斷 

他的話，然後馬上接下一個題目，那如果 

他還是繼續唸的話，我就會跟他講好我知 

道了，然後我會講現在我們繼續問下一個 

題目。 

1.就像剛剛我講的，如果能柪就盡量柪，

不能柪就讓他拒答。因為我剛剛之前已 

經有柪過了，然後如果他真的不想答， 

可能也不要干擾別人的言論自由，所以 

我就不會再理他。 

2.就放棄了。我不會再打一次，因為這是

他個人自由，因為我認為他不想接受訪 

問，我們也就不要勉強他，我也不會再 

回撥了。 

3.因為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在聽他講那人 

生的大道理，因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 

麼把他帶進去。我一直在想，然後他講 

什麼，我就一直說哦⋯哦⋯，然後一直 

在想我要怎麼樣把他帶進來我的問題， 

然後試著幾次之後，真的發現完全我輸 

他了，然後就只好放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將上述各項核心才能整理成一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之核心

才能對照表。從下表中可以清楚的分辨出表現優秀或是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在各

項目中的不同表現。（詳表 32 核心才能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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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核心才能對照表 

 

表現優秀 表現一般 

成就和行動 

不斷的改善績效 不符合在工作上的標準 

主動性 

展現堅持 只會回想過去，錯失良機 

採取多個步驟來解決問題，即使事情進

展依然不順利，但也不會放棄 
一點也不主動 

遇到危機時快速的做出決策並採取行

動 
 

在沒有受到要求的狀況下，仍會為達成

目標而付出很多的心力 
 

人際瞭解 

傾聽 
缺乏瞭解的能力且對他人的反應感到意 

外 

表現出願意傾聽，或是積極製造談話的

機會，並設法了解他人想法 
對他人沒有明確的洞察力 

預測他人的回應並預作準備  

自我控制 

反應冷靜繼續進行 失去控制 

管理壓力並做有效的處理 避免壓力 

正面處理問題並且有建設性的回應  

使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都得以冷靜下來  

自信心 

有自信 沒有自信 

表現出願意承擔責任 缺乏信心 

從錯誤中學習 將自己的失敗合理化或歸罪於他人 

承認錯誤並採取行動改正錯誤  

彈性 

針對情況改變個人行為以適應環境 堅持自己的方法 

衝擊與影響 

採取多次行動試圖影響他人 採取單次行動來影響他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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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電話訪員之核心才能 

 
由上述各項說明可知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為：成就和行動中的不斷的改善

績效；主動性中的展現堅持、採取多個步驟來解決問題，即使事情進展依然不順

利，但也不會放棄、遇到危機時快速的做出決策並採取行動、在沒有受到要求的

狀況下，仍會為達成目標而付出很多的心力；人際瞭解中的傾聽、表現出願意傾

聽，或是積極製造談話的機會，並設法了解他人想法、預測他人的回應並預作準

備；自我控制中的反應冷靜繼續進行、管理壓力並做有效的處理、正面處理問題

並且有建設性的回應、使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都得以冷靜下來；自信心中的有自

信、表現出願意承擔責任、從錯誤中學習、承認錯誤並採取行動改正錯誤；彈性

中的針對情況改變個人行為以適應懷境；衝擊與影響中的採取多次行動試圖影響

他人。（詳表33 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表 33 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主動性 

展現堅持 

採取多個步驟來解決問題，即使事情進展依然不順利，但也不會放棄 

遇到危機時快速的做出決策並採取行動 

在沒有受到要求的狀況下，仍會為達成目標而付出很多的心力 

自我控制 

反應冷靜繼續進行 

管理壓力並做有效的處理 

正面處理問題並且有建設性的回應 

使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都得以冷靜下來 

自信心 

有自信 

表現出願意承擔責任 

從錯誤中學習 

承認錯誤並採取行動改正錯誤 

人際瞭解 

傾聽 

表現出願意傾聽，或是積極製造談話的機會，並設法了解他人想法 

預測他人的回應並預作準備 

成就和行動 

不斷的改善績效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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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情況改變個人行為以適應懷境 

衝擊與影響 

採取多次行動試圖影響他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Spencer & Spencer 於其 Competence at Work－Models for Superior 
Pertormance 的書中提到的電話行銷人員的模式，依核心才能需求的強烈度分別
為，衝擊與影響中的建立可信度、處理顧客關心的議題、間接影響、預測自己的

話和行動有何影響力；成就和行動中的設立可達成的且具挑戰性目標、有效的運

用時間；主動性中的展現堅持不放棄、掌握機會；人際瞭解中的了解非語言的行

為、瞭解他人的態度和含意、預測他人的反應；顧客服務傾向中的盡更大的努力

滿足顧客的需要、發掘顧客的需求並提供所需、追蹤顧客並處理客訴；自信心中

的有自信、樂於接受挑戰、樂觀；關係建立中的經營與工作相關的友誼、整理人

際網路並善加運用；分析式思考中的預測障礙並做好準備、思考不同的解釋或計

畫；概念式思考中的使用通用法則、注意過去與現在的相似處；尋求資訊中的由

很多來源獲得資訊；專業知識中的擁有相關的技術或產品知識。 

 
由此可知，雖然電話行銷人員與電話訪問人員的工作性質相似，但在核心才

能上就明顯的不同。兩者最大的差異處應該是在於顧客服務傾向與關係建立，一

般民意調查的電話訪問人員，每次工作時所接觸的受訪者都是陌生人，與電話行

銷人員為了要留住舊客戶，花許多心思於顧客的服務及建立良好的關係上截然不

同。另一個差異處為自我控制，一般民意調的電話訪問人員因每次的受訪者都是

陌生人，且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詢問出受訪者的一些私人想法，這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故花較多心思於自我控制的項目上。故顧客服務傾向與關係建立和自我控

制，為電話行銷人員與電話訪問人員在核心才能中最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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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編製與驗證 
 

第一節  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建構流程 

 
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確立後，接著要進行的是評鑑量表的建構。建構量表

的過程分為兩部份同時進行，第一為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建構部份，

第二為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的部份，以下將分兩部分詳細描述，整個評鑑量表的

建構流程如下圖：（詳圖11 評鑑量表建構流程） 
 

 

  
 

圖11 評鑑量表建構流程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 

專家效度檢驗 

評鑑量表題項編制 

評鑑量表題項修正 

評鑑量表正式施測 

結果分析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建構完成 

 

電話訪問員效標 

建立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表 

學者專家及資深督導檢驗 

建立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 

修正績效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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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建構部份，是依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如

成就和行動、主動性、人際瞭解、自我控制、自信心、彈性、衝擊與影響等七項，

並參照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之深度訪談，做為題項的編制依據，題項編制完成

後，接著進行專家效度檢驗。此次邀請的專家學者對象中，曾參予過專家學者深

度訪談的有四位，另外二位為以量化研究為主的專家學者，並依專家學者的建議

修改評鑑量表。修訂完成後，再請曾參與過深度訪談的電話訪問員四位，以及具

設計問卷與量化研究背景的研究生試填，再依其建議做細部修正，來確立評鑑量

表的完整性與可閱讀性。 

 
在此階段同時進行的為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建立的部份，本研究的績效考核

建立是依據電話訪問員效標所設計。考核表同樣依電話訪問員效標分為三個部

份，分別為基本條件、性格特質與工作態度，考核表完成後同樣進行專家效度檢

驗，此次邀請對象皆為資深民意調查工作者，包含學者專家、研究員、督導員、

人事管理者等共六位，並依其建議修正考核表。電話訪問員的績效考核表的記分

方式，基本條件與性格特質各佔總分的四分之一，各項總分為二十五分，工作態

度部份佔總分的二分之一為五十分，三項加總後的總分為一百分，完成後的電話

訪問員績效考核表如下表：（詳表 34 電話訪問員之績效考核表） 
 

 
表 34 電話訪問員之績效考核表 

 
 基本條件 分數  0-5 

1 國、台語流利   

2 口齒清晰   

3 聲音好聽   

4 具備表達及溝通能力   

5 學習速度快   

小計   

 
 性格特質 分數  0-5 

1 個性外向活潑   

2 誠實不作假   

3 容易緊張   

4 有耐心   

5 情緒穩定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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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態度 分數  0-5 

1 有禮貌   

2 主動積極   

3 求知慾及好奇心強強烈   

4 敬業   

5 根據題目唸題   

6 工作迅速有效率   

7 認真工作   

8 拒訪率偏低   

9 完訪率偏高   

10 出缺勤狀況良好   

小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表完成後，將交由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

研究中心協助進行電話訪問員的績效考核。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的分數，將與評

鑑量表的結果做比對，以建立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之問卷模型，做為招募新訪

員時的問卷量表模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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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量表編制與專家效度檢驗 

 

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各構面的建構方式，是以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為主，並

參考電話訪問員的深度訪談所建立。 

 
首先將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構面分為七大類，分別為主動性、自我控制、自

信心、人際瞭解、成就和行動、彈性、衝擊與影響等，接著依電話訪問員的深度

訪談進行各題項的編制。量表題項的初步編制共分七個構面六十三題，接著進行

量表的可閱讀性測試。（詳表 35 各構面題項數一） 

 
 

表 35 各構面題項數一 

 

構面 題數 題號 

主動性 12 
Q6、Q8、Q11、Q13、Q27、Q32、Q 40、Q 42、Q46、Q48、

Q57、Q63 

自我控制 14 
Q4、Q9、Q10、Q19、Q25、Q26、Q29、Q33、Q34、Q43、Q54、

Q56、Q59、Q62 

自信心 15 
Q3、Q5、Q7、Q15、Q17、Q.21、Q22、Q24、Q28、Q30、Q 31、

Q38、Q41、Q45、Q61 

人際瞭解 15 
Q14、Q20、Q23、Q35、Q36、Q37、Q39、Q44、Q47、Q49、

Q52、Q53、Q55、Q58、Q60 

成就和行動 3 Q1、Q12、Q51 

彈性 2 Q2、Q50 

衝擊與影響 2 Q16、Q18 

總計 63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為確認量表的可閱讀性，在量表建構完成後，再次邀請專家學者六位，及接

受深度訪談的五位電話訪問員試填此量表。且在這五位電話訪問員試填後，修正

部分語意不清之處做詳細說明或部分修正，及依專家學者的建議將此份量表改為

二個部份：行為量表二十八題與態度量表三十五題，整個量表的題數為六十三題。 

 
至此「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就確立了，再來就要進入評鑑量 

表的施測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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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量表的信度分析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共發出一百八十七份，量表施測時間為十五

天，共回收一百一十六份問卷，有效問卷為一百零七份，問卷回收率為百分之六

十二。問卷回收後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協助，針對填

答問卷的電話訪問員進行績效考核。 

 
研究使用 SPSS進行量化結果的分析，第一階段的量表信度分析部份，將分

別檢測總信度、行為量表及態度量表的信度。經分析結果顯示，行為量表Alpha

值0.763及態度量表Alpha值0.916皆高於標準值的 0.7，而此量表的總信度為
0.919，其Alpha值高於標準的0.7相當多，可知此量表的信度很好。由上可知，

以上各項目的內部一致性皆符合標準，尤其是態度量表和總信度其Alpha值甚至

高於 0.9，可知其內部一致性相當高。（詳表 36 各項目之信度） 
 

 
表 36 各項目之信度 

 
項目 題數 Alpha 值  

行為量表 28 0.7626 

態度量表 35 0.9163 

總信度 63 0.91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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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量表的項目分析 

 
為得知各題項是否能夠區分出考核分數高或低的電話訪問員，因而使用項目

分析來做辨別。執行方式為依考核分數高低做資料的排序，將資料的前百分之二

十五設為優秀組，後百分之二十五設為一般組，接著使用 t檢定針對每一題項做
檢測。若檢測的結果為未達顯著性，則將此題項刪除，因這代表此題項不具有區

分優秀組與一般組的辨別能力，相對若檢測值具有顯著性，則代表此題項具有區

分優秀組與一般組的辨別能力，將不予刪除。（詳表 37 行為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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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行為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題目 t 檢定 顯著性 

1 我發生過題目唸不清楚的事情 2.73 0.009 

2 聊天時我會模仿交談對象的腔調及口音 0.27 0.787 

3 當工作有空閒的時候，我會不停的找事情做很少停下來休 0.51 0.614 

4 與人交談時，我會因對方聽不清楚而需要一再重複 2.10 0.041 

5 工作開始前，我會先確認自己的工作內容並且提早做準備 4.41 0.000 

6 就以往的經驗，具有敬業精神是朋友或上司給我的評語 5.14 0.000 

7 我會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工作，並且認認真真的完成每個工作任務 4.33 0.000 

8 在設定工作目標時，我會優先考慮自己的所得然後才決定要付出多少 1.00 0.324 

9 我會依照工作流程完成工作任務 4.33 0.000 

10 我會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工作表現一次比一次好 6.36 0.000 

11 當對方沒有明確告知時，我會不停的追問絕不輕易放棄 4.93 0.000 

12 我會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學習能增加工作表現的技能 5.67 0.000 

13 我能夠不停的工作甚至不停下來休息 3.03 0.004 

14 無論何時與人交談我會很有禮貌的應對 3.70 0.001 

15 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咬字是否清楚 6.60 0.000 

16 無論何時我都能夠隨意使用國、台語，並且流利的與人交談 3.33 0.002 

17 我能夠完全不作假的表達他人的意見 4.58 0.000 

18 我能夠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而且不遲到、早退 3.61 0.001 

19 我能夠快速的與陌生人溝通，並且有效率的完成工作任務 6.76 0.000 

20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很有耐心的完成每個工作 4.48 0.000 

21 遇到困難時，我能夠使用溝通來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4.23 0.000 

22 我講話時聲音聽起來會很無力 1.76 0.085 

23 我能夠以穩定的情緒及節奏工作，絕不會隨意發洩情緒及改變工作步調 3.17 0.003 

24 只要有工作機會我會天天都到 5.15 0.000 

25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盡全力完成每個工作事項 6.33 0.000 

26 我工作時非常專心以至於常忘了下班時間 3.00 0.004 

27 我會小心的避免引導對方作答，並且有技巧的引導對方繼續接受訪問 4.24 0.000 

28 我能忠實表達他人的真實想法 5.38 0.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行為量表經項目分析後，有四個題項未達顯著性，分別為行為量表的第二
題、第三題、第八題與第二十二題，在將這四題刪除後，重測行為量表的信度變

為0.840，相較之前的Alpha值0.763明顯的增高許多。接著進行態度量表的項

目分析：（詳表 38 態度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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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態度量表項目分析結果 

 
題號 題目 t 檢定 顯著性 
1 聲音沉穩而且有磁性是我的特色 4.79 0.000 
2 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我的心情都不會受到影響 4.45 0.000 
3 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發音是否正確 2.56 0.014 
4 訪問時，我不會加入自己的意思 3.02 0.004 
5 與我交談過的人都說我的聲音很好聽 3.37 0.001 
6 我的朋友認為我的口齒非常清晰 5.43 0.000 
7 工作時我對任何規定都不草率面對 6.04 0.000 
8 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工作產生認同感 7.47 0.000 
9 我能透過交談讓陌生人清楚的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 5.09 0.000 
10 我能透過交談判斷出對方真正的選擇 3.26 0.002 
11 我喜歡參加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 7.21 0.000 
12 不論心情好壞，我能夠輕鬆的控制我的聲音，來隱藏我真正的情緒 5.23 0.000 
13 我很喜歡訪員這個工作 6.09 0.000 
14 我能自然的與陌生人交談一點都不會緊張 6.15 0.000 
15 我會誠實的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並且絕不隱瞞工作上遇到的任何問題 7.27 0.000 
16 我覺得一份研究的正確性是我的責任 6.72 0.000 
17 我會?自己設下目標並且不顧一切的努力達成 6.15 0.000 
18 我對任何工作上的細節都很仔細，不會疏忽略過 5.84 0.000 
19 我會很有耐心的傾聽他人的想法，並且確實的記錄下來 6.22 0.000 
20 我能透過交談，而得到陌生人的信任 4.57 0.000 
21 不論與任何人交談，我能夠話題不斷且絕無冷場 4.62 0.000 
22 我能經由交談，而與陌生人產生良好的互動和互信的關係 5.47 0.000 
23 工作時我的專注力很強，以至於常忽略周圍環境的改變 1.41 0.164 
24 我喜歡用溫柔的聲音與人交談 5.19 0.000 
25 工作步驟不清楚時，我不會含糊跳過 5.82 0.000 
26 我覺得民意調查是一份很有前景的工作 5.56 0.000 
27 我喜歡迅速的完成我的工作 4.53 0.000 
28 工作時我不喜歡與受訪者以外的人聊天 3.02 0.004 
29 我能夠依照題目一字不漏的唸題及紀錄對方的回覆 6.41 0.000 
30 在遇到困難時，我會主動找出改善的方法 5.31 0.000 
31 我對社會大眾的各種想法充滿好奇 6.67 0.000 
32 我能藉由交談瞭解對方真正的看法 4.04 0.000 
33 無論多傷心難過，我的心情很快就能夠恢復 4.95 0.000 
34 訪問時，我不會隨意修改題目及加減題目的字數 2.88 0.006 
35 我無法接受打混摸魚的同事 1.74 0.0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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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量表經項目分析後，只有一個題項未達顯著性，為態度量表的第二十三

及三十五題，在將這二題刪除後，重測行為量表的信度變為0.918，相較之前的

0.916差距不大，總信度也增加為0.933，相較之前的0.919，信度也同樣提高。

（詳表39 刪除未達顯著性題項後之信度） 

 
 

表 39 刪除未達顯著性題項後之信度 

 
項目 題數 Alpha 值  

行為量表 24 0.8400 

態度量表 33 0.9175 

總信度 57 0.93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項目分析的結果得知，在行為量表的部分需刪除四個題項，總題項變為二

十四題；態度量表的部分需刪除二個題項，總題項變為三十三題，其餘各題項均

具有顯著性故全數保留。經項目分析過後，本評鑑量表的總題數減為五十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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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量表的效度分析 

 
本研究將以因素分析來建構此問卷的效度，雖然本問卷各題項，是分別由主

動性、自我控制、自信心、人際瞭解、成就和行動、彈性、衝擊與影響等七個構

面編制，但在經專家效度檢測後歸為兩大類，分別為行為量表與態度量表，因此，

可經由因素分析重新建構此量表的效度及構面。 

 
 

一、行為量表 

行為量表部分因先前已將在相關分析中，不具顯著性的題項刪除，於第一次

進行因素分析時，檢定結果的題項組合，與本研究編制題項時的七個構面數相

同，行為量表部分在此已得到驗證。累計變異量為 62.301％，在共同性的部份最
高為 0.82最低為 0.493，轉軸後的成份矩陣為七個成份，各題項之解說總變異量、
共同性及因素負荷量詳於下列表格：（詳表 40 行為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表 41 
行為量表之共同性、表 42 行為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表 40 行為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 

 

解說總變異量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成份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1 6.243 26.013 26.013 3.317 13.820 13.820 

2 1.883 7.847 33.860 2.569 10.704 24.524 

3 1.790 7.460 41.320 2.421 10.087 34.611 

4 1.566 6.526 47.846 2.227 9.281 43.891 

5 1.216 5.069 52.915 1.569 6.539 50.430 

6 1.170 4.875 57.789 1.520 6.332 56.763 

7 1.083 4.511 62.301 1.329 5.538 62.301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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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行為量表之共同性 

 
共同性 

題項 初始 萃取 

1我發生過題目唸不清楚的事情 1 .820 

4與人交談時，我會因對方聽不清楚而需要一再重複 1 .664 

5工作開始前，我會先確認自己的工作內容並且提早做準備 1 .493 

6就以往的經驗，具有敬業精神是朋友或上司給我的評語 1 .584 

7我會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工作，並且認認真真的完成每個工作任務 1 .735 

9我會依照工作流程完成工作任務 1 .618 

10我會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工作表現一次比一次好 1 .607 

11當對方沒有明確告知時，我會不停的追問絕不輕易放棄 1 .648 

12我會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學習能增加工作表現的技能 1 .532 

13我能夠不停的工作甚至不停下來休息 1 .547 

14無論何時與人交談我會很有禮貌的應對 1 .544 

15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咬字是否清楚 1 .619 

16無論何時我都能夠隨意使用國、台語，並且流利的與人交談 1 .543 

17我能夠完全不作假的表達他人的意見 1 .737 

18我能夠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而且不遲到、早退 1 .693 

19我能夠快速的與陌生人溝通，並且有效率的完成工作任務 1 .510 

20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很有耐心的完成每個工作 1 .685 

21遇到困難時，我能夠使用溝通來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1 .543 

23我能夠以穩定的情緒及節奏工作，絕不會隨意發洩情緒及改變工作步調 1 .500 

24只要有工作機會我會天天都到 1 .702 

25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盡全力完成每個工作事項 1 .675 

26我工作時非常專心以至於常忘了下班時間 1 .655 

27我會小心的避免引導對方作答，並且有技巧的引導對方繼續接受訪問 1 .629 

28我能忠實表達他人的真實想法 1 .667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4 

 
表 42 行為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成份 

題號 
1 2 3 4 5 6 7 

17 .770             

28 .750             

27 .655             

11 .591 .467           

21 .548             

19 .429             

10   .672           

7   .644 .423         

12   .629           

9 .411 .513           

20     .775         

25     .659         

15     .571         

14 .431   .543         

26       .774       

13       .649       

16       .580       

24       .553       

4         .812     

23         .500     

5   .424     .444     

18           .732   

6           .584   

2             .889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轉軸收斂於 8 個疊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為提高其效度，本研究繼續進行各題項的篩選，? 選標準為因素負荷量

的絕對值大於 0.5、萃取出的因素其解釋變異量大於 50％、每一個因素其因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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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量之絕對值差異必須在 0.3以上，並以轉軸後的成份矩陣中的因素負荷量為依
據，做各構面題項之篩選。此階段共刪除了第五、九、十、十四、十六、十九等

共六個題項後，剩餘的題項組合減為七組，經篩選後各題項的共同性最高為

0.901、最低為0.551，七個成份之因素負荷量的絕對值皆大於 0.5，萃取出的因素
其解釋變異量更大於 50％，總累計變異量為 69.066％。經篩除後各題項之共同

性、轉軸後的成份矩陣及解說總變異量，詳於下列表格：（詳表 43 篩選後行為
量表之共同性、表 44 篩選後行為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表 45 篩選後行為
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 

 

 
表 43 篩選後行為量表之共同性 

 
共同性 

題項 初始 萃取 

1 1 .901 

12 1 .762 

25 1 .746 

27 1 .734 

17 1 .730 

23 1 .708 

15 1 .699 

28 1 .698 

18 1 .694 

24 1 .692 

20 1 .681 

6 1 .678 

7 1 .666 

26 1 .665 

4 1 .664 

21 1 .589 

11 1 .574 

13 1 .551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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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份

表 44 篩選後行為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題項 1 2 3 4 5 6 7 

28我能忠實表達他人的真實想法 .776             

27我會小心的避免引導對方作答，並且有技巧的引導對 

  方繼續接受訪問 
.771             

17我能夠完全不作假的表達他人的意見 .738             

11當對方沒有明確告知時，我會不停的追問絕不輕易放 

   棄 
.647             

21遇到困難時，我能夠使用溝通來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507             

20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很有耐心的完成每個工作   .768           

25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盡全力完成每個工作事項   .761           

7我會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工作，並且認認真真的完成每個 

  工作任務 
  .584           

15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咬字是否清楚   .505           

24只要有工作機會我會天天都到     .738         

26我工作時非常專心以至於常忘了下班時間     .713         

13我能夠不停的工作甚至不停下來休息     .633         

18我能夠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而且不遲到、早退       .742       

6就以往的經驗，具有敬業精神是朋友或上司給我的評語       .680       

4與人交談時，我會因對方聽不清楚而需要一再重複         .797     

23我能夠以穩定的情緒及節奏工作，絕不會隨意發洩情 

  緒及改變工作步調 
        .660     

12我會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學習能增加工作表現的技能           .841   

1我發生過題目唸不清楚的事情             .939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轉軸收斂於 8 個疊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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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篩選後行為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 

 

解說總變異量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成份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1 4.500 25.000 25.000 2.825 15.695 15.695 

2 1.910 10.611 35.611 2.216 12.309 28.004 

3 1.453 8.073 43.684 1.914 10.631 38.635 

4 1.323 7.348 51.032 1.532 8.513 47.148 

5 1.143 6.351 57.383 1.420 7.890 55.039 

6 1.097 6.096 63.478 1.284 7.135 62.174 

7 1.006 5.588 69.066 1.241 6.892 69.066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將七個成份分別依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來做命名，本研究將成份 1命

名為人際瞭解、成份 2命名為自我控制、成份 3命名為自信心、成份 4命名為成
就和行動、成份 5命名為彈性、成份 6命名為主動性、成份 7命名為衝擊與影響，
茲將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與各成份之構面命題整理於下表：（表 46 行為量表之
因素分析結果與成份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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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行為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與成份命名 

 

成

份 
構面 

題 
號 

題項 

因素

負 
荷量 

28 我能忠實表達他人的真實想法 .776 

27 我會小心的避免引導對方作答，並且有技巧的引導對方繼續接受訪問 .771 

17 我能夠完全不作假的表達他人的意見 .738 

11 當對方沒有明確告知時，我會不停的追問絕不輕易放棄 .647 

1 
人際

瞭解 

21 遇到困難時，我能夠使用溝通來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507 

20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很有耐心的完成每個工作 .768 

25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盡全力完成每個工作事項 .761 

7 我會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工作，並且認認真真的完成每個工作任務 .584 
2 
自我

控制 

15 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咬字是否清楚 .505 

24 只要有工作機會我會天天都到 .738 

26 我工作時非常專心以至於常忘了下班時間 .713 3 
自信

心 
13 我能夠不停的工作甚至不停下來休息 .633 

18 我能夠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而且不遲到、早退 .742 
4 
成就

和 
行動 6 就以往的經驗，具有敬業精神是朋友或上司給我的評語 .680 

4 與人交談時，我會因對方聽不清楚而需要一再重複 .797 
5 彈性 

23 我能夠以穩定的情緒及節奏工作，絕不會隨意發洩情緒及改變工作步調 .660 

6 
主動

性 
12 我會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學習能增加工作表現的技能 .841 

7 

衝擊

和 
影響 

1 我發生過題目唸不清楚的事情 .939 

  總累積變異量 69.0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態度量表 

態度量表部分因先前已將在相關分析中，不具顯著性的題項刪除，於第一次

進行因素分析時，檢定結果的題項組合為九組，與本研究編制題項時的七個構面

數並不相同。但是其累計變異量為 66.43％，仍高標準值的 50％，共同性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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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為 0.808最低為 0.468，只有一題低於 0.5的標準值，轉軸後的成份矩陣為九
個成份，因素負荷量也都高於 0.3，但各份重複性太高，各題項之解說總變異量、
共同性及因素負荷量詳於下列表格：（詳表 47 態度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表 48 
態度量表之共同性、表 49 態度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表 47 態度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 

 
解說總變異量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成份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1 10.001 29.415 29.415 3.462 10.182 10.182 
2 2.347 6.904 36.319 3.237 9.521 19.704 

3 2.006 5.900 42.219 2.793 8.214 27.918 

4 1.723 5.069 47.288 2.655 7.810 35.728 

5 1.523 4.480 51.768 2.522 7.418 43.146 

6 1.435 4.221 55.989 2.117 6.228 49.374 

7 1.292 3.799 59.788 2.033 5.979 55.353 

8 1.167 3.432 63.220 1.959 5.762 61.114 

9 1.091 3.208 66.429 1.807 5.315 66.429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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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態度量表之共同性 
 

共同性 
題項 初始 萃取 

6 1 .808 

5 1 .771 

33 1 .765 

2 1 .761 

29 1 .759 

15 1 .742 

9 1 .741 

34 1 .733 

19 1 .725 

21 1 .720 

22 1 .717 

28 1 .716 

26 1 .714 

13 1 .690 

11 1 .678 

18 1 .667 

10 1 .659 

24 1 .656 

32 1 .652 

7 1 .648 

25 1 .640 

27 1 .623 

31 1 .610 

12 1 .594 

20 1 .594 

16 1 .590 

17 1 .587 

30 1 .572 

3 1 .571 

1 1 .570 

8 1 .570 

4 1 .565 

14 1 .468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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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態度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成份 
題項 1 2 3 4 5 6 7 8 9 

1 .720           

2 .643   .473       

3 .608     .410         

4 .500           .454   

5 .481                

6 .470         .399   .340  

7 .461     .431     .330 .304  

8 .416 .412         

9   .760         

10   .657 .369       

11 .464 .636               

12   .570     .501         

13   .429   .372   .327       

14     .738     .301       

15     .614           .311 

16     .591             

17     .560     .426       

18 .303 .310 .340   .317         

19       .652 .375         

20       .613           

21 .456     .547           

22       .484         .323 

24         .819         

25         .794         

26 .310 .378     .462         

27           .791       

28       .336   .552       

29             .741     

30             .568 .513   

31         .811  

32       .401  .622  

33          .789 

34          .74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a 轉軸收斂於 21 個疊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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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進行刪除解釋性較低及重複性較高的題項，刪除的標準同樣為因素負荷

量的絕對值大於 0.5、萃取出的因素其解釋變異量大 50％、每一個因素其因素負
荷量之絕對值差異必須在 0.3以上，並以轉軸後的成份矩陣中的因素負荷量為依
據，此階段共刪除了第一、三、七、十二、十四、十五、十七、二十、二十二、

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九、三十一等共十三個題項後，剩餘的題項組合減為七組，

與本研究編制題項時的七個構面數相同。共同性的部份最高為 0.815 最低為
0.582，轉軸後的成份矩陣為七個成份，因素負荷量也都高於 0.5，累計變異量為
69.53％，故本研究的態度量表部分在此也已得到驗證。篩選後各題項之共同性、
因素負荷量及累積變異量整理於下表：（詳表 50 篩選後態度量表之共同性、表
51 篩選後態度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表 52 篩選後行為量表之解說總變異
量） 

 
 

表 50 篩選後態度量表之共同性 

 
共同性 

題號 初始 萃取 

5 1 .815 
6 1 .814 
2 1 .798 
10 1 .753 
26 1 .752 
9 1 .748 
33 1 .747 
34 1 .717 
24 1 .713 
13 1 .707 
28 1 .706 
11 1 .692 
19 1 .677 
32 1 .672 
4 1 .617 
18 1 .613 
30 1 .596 
21 1 .596 
8 1 .593 
16 1 .582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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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51 篩選後態度量表之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轉軸後的成份矩陣 

成份 
題項 

1 2 3 4 5 6 7 

4訪問時，我不會加入自己的意思 .726             

9我能透過交談讓陌生人清楚的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 .654            

19我會很有耐心的傾聽他人的想法，並且確實的記錄下來 .621             

16我覺得一份研究的正確性是我的責任 .617             

18我對任何工作上的細節都很仔細，不會疏忽略過 .595             

8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工作產生認同感 .587             

30在遇到困難時，我會主動找出改善的方法 .530             

26我覺得民意調查是一份很有前景的工作   .821           

11我喜歡參加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   .675           

13我很喜歡訪員這個工作   .548           

28工作時我不喜歡與受訪者以外的人聊天   .542        

10我能透過交談判斷出對方真正的選擇     .815         

32我能藉由交談瞭解對方真正的看法     .737         

02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我的心情都不會受到影響       .857       

33無論多傷心難過，我的心情很快就能夠恢復       .813       

21不論與任何人交談，我能夠話題不斷且絕無冷場       .547       

6我的朋友認為我的口齒非常清晰         .827     

5與我交談過的人都說我的聲音很好聽         .745    

24我喜歡用溫柔的聲音與人交談           .806   

34訪問時，我不會隨意修改題目及加減題目的字數             .777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 

a轉軸收斂於 10 個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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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篩選後態度量表之解說總變異量 
 

解說總變異量 

 平方和負荷量萃取 轉軸平方和負荷量 

成份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總和 變異數的% 累積% 

1 6.011 30.055 30.055 3.029 15.147 15.147 

2 1.610 8.050 38.105 2.305 11.523 26.670 

3 1.465 7.326 45.431 2.115 10.577 37.247 

4 1.429 7.146 52.576 2.054 10.269 47.516 

5 1.305 6.525 59.101 1.604 8.019 55.536 

6 1.083 5.415 64.516 1.535 7.676 63.211 

7 1.003 5.013 69.530 1.264 6.318 69.530 

萃取法：主成份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著將七個成份分別依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來做命名，本研究將成份 1命名

為主動性、成份 2命名為自信心、成份 3命名為人際瞭解、成份 4命名為自我控
制、成份 5命名為彈性、成份 6命名為成就和行動、成份 7命名為衝擊與影響，
茲將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與各成份之構面命題整理於下表：（表 53 態度量表之
因素分析結果與成份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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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態度量表之因素分析結果與成份命名 

 
成

份 
構面 

題 
號 

題項 
因素負 
荷量 

4 訪問時，我不會加入自己的意思 .726 

9 我能透過交談讓陌生人清楚的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 .654 

19 我會很有耐心的傾聽他人的想法，並且確實的記錄下來 .621 

16 我覺得一份研究的正確性是我的責任 .617 

18 我對任何工作上的細節都很仔細，不會疏忽略過 .595 

8 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工作產生認同感 .587 

1 
主動

性 

30 在遇到困難時，我會主動找出改善的方法 .530 

26 我覺得民意調查是一份很有前景的工作 .821 

11 我喜歡參加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 .675 

13 我很喜歡訪員這個工作 .548 
2 
自信

心 

28 工作時我不喜歡與受訪者以外的人聊天 .542 

10 我能透過交談判斷出對方真正的選擇 .815 
3 
人際 

瞭解 32 我能藉由交談瞭解對方真正的看法 .737 

2 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我的心情都不會受到影響 .857 

33 無論多傷心難過，我的心情很快就能夠恢復 .813 4 
自我 

控制 
21 不論與任何人交談，我能夠話題不斷且絕無冷場 .547 

6 我的朋友認為我的口齒非常清晰 .827 
5 彈性 

5 與我交談過的人都說我的聲音很好聽 .745 

6 

成就

和 

行動 
24 我喜歡用溫柔的聲音與人交談 .806 

7 

衝擊

和 
影響 

34 訪問時，我不會隨意修改題目及加減題目的字數 .777 

總累積變異量  69.5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此評鑑量表的信、效度均符合標準，再將專家效度檢測結果與因素分析的

檢測結果整理歸納後，可將行為量表與態度量表依量表題項編制時的七個構面再

做分類，整理後的評鑑量表各構面及題項如下表：（詳表54 各構面題項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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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各構面題項數二 

 

題號 
構面 題數 

行為量表 態度量表 

主動性 8 Q 12 
Q 4、Q 8、Q 9、Q 16、Q 18、

Q 19、Q 30 

自我控制 7 Q 7、Q 15、Q 20、Q 25 Q 2、Q 21、Q 33 

自信心 7 Q 13、Q 24、Q 26 Q 11、Q 13、Q 26、Q 28 

人際瞭解 7 Q11、Q 17、Q 21、Q 27、Q 28 Q 10、Q 32 

成就和行動 3 Q 18、Q 6 Q 24 

彈性 4 Q 4、Q 23 Q 5、Q 6 

衝擊與影響 2 Q 1 Q 34 

總題數 38 18 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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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果分析 

 

第一節  樣本分析 

 
此次共發放一百八十七份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回收一百一十六份

問卷，問卷回收率為百分之六十二。其中在性別方面女性佔 55.17％多於男性的
44.83％；學歷方面大學生為 47.41％和研究生為 21.55％偏高，兩者佔總問卷數
的 68.96％比例相當的高，可能和學校單位有關，訪員以學生佔多數，在職業及
年齡可得到驗證；年齡以 20-29 歲為最多，超過一半的問卷數為 56.03％，應該
還是以學生為大宗；另外在職業的部分，同樣是以學生的 53.45％為最高，故由
此可知，此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電話訪問員，大多數是學生。（詳表 55 回收樣
本之基本資料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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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回收樣本之基本資料分析結果 

 
類別 項目 116人次 百分比 

男生 52 44.83  
性別 

女生 64 55.17  

國中以下 3 2.59  

高中職 18 15.52  

專科 15 12.93  

大學 55 47.41  

學歷 

研究所 25 21.55  

19歲以下 15 12.93 

20-29歲 65 56.03 

30-39歲 22 18.97 

40-49歲 10 8.62 

年齡 

50歲以上 4 3.45 

教 25 21.55  

工 4 3.45  

商 4 3.45  

公 7 4.31  

服務 6 5.17  

自由 3 2.59 

製造業 1 0.86  

學生 62 53.45  

家管 3 2.59  

職業 

無 3 2.5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19 

第二節  相關分析 
  
本問卷雖然信度和效度皆符合標準，甚至高出標準值很多，但還是無法得知

問卷與考核分數的高低是否有關。雖然之前已使用項目分析檢定每個題目的區別

度，績效考核分數前百分之二十五與後百分之二十五的鑑別力檢測，並已將不具

顯著性的題目刪除，接著要進行的是各構面以及人口變數，與考核分數的相關性

檢測。 

 
在考核分數方面為確保其公正性，請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民意調查研

究中心協助在評鑑電話訪問員的考核分數時，由單一人員針對全部的電話訪問員

給分，以避免因為由不同的人員給分，所造成評定標準不一致的情形。下表為各

項考核分數的分布情形：（詳表 56 考核分數分布） 

 
 

表 56 考核分數分布  

 
類別 項目 人次116 百分比 平均分數 

49分以下 9 7.76 

50－59分 21 18.1 

60－69分 34 29.31 

70－79分 30 25.86 

80－89分 19 16.38 

總分 

90－100分 3 2.59 

66.84 

10分以下 1 0.86 

11－15分 32 27.59 

16－20分 70 60.34 
基本條件 

21－25分 13 11.21 

17.39 

10分以下 1 0.86  

11－15分 36 31.03 

16－20分 67 57.76 
性格特質 

21－25分 12 10.34 

16.91 

10分以下 2 1.72 

11－20分 6 5.17 

21－30分 32 27.59 

31－40分 48 44.83 

工作態度 

41－50分 22 18.97 

32.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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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變數與考核分數的相關分析 

首先檢驗的是人口變數，與總分、基本條件、性格特質、工作態度等項目是

否有相關性，這裡指的人口變數為性別、年齡、學歷及職業，另外再加入一項工

作時數。 

 
從下表中可知，在時數的部份與總分、基本條件、性格特質、工作態度等項

目均有顯著相關；性別的部份則只與性格特質這一項有顯著相關；在學歷、年齡

及職業的部份，則與考核分數高低沒有相關性。（詳表 57 人口統計變相與考核
分數之相關系數） 

 
 

表 57 人口統計變相與考核分數之相關系數 

 

 總分 基本條件 性格特質 工作態度 時數 性別 學歷 年齡 職業 

總分 1.000         

基本條件 0.798** 1.000        

性格特質 0.877** 0.809** 1.000       

工作態度 0.962** 0.627** 0.740** 1.000      

時數 0.576** 0.494** 0.492** 0.548** 1.000     

性別 0.168 0.089 0.204** 0.158 0.045 1.000    

學歷 0.111 0.138 0.089 0.094 0.079 0.176 1.000   

年齡 0.089 0.130 0.113 0.057 0.083 0.103 0.287** 1.000  

職業 0.014 0.049 0.010 0.038 0.015 0.021 0.092 0.302** 1.000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績效考核分數的高低與電話訪問員的工作時數有顯著性相關，這表示電話訪

問員的工作時數越長，其績效考核的分數就越高，由此可知電話訪員的排班狀況

對民意調查研究中心的重要性，及工作時數較長，可能因經驗的累積使得訪問技

巧較好，因而績效考核分數也較高。另外在性別方面只在性格特質部分有顯著性

差異，經交叉表顯示，女性在性格特質的分數平均高於男性，這表示女性可能具

備較多的電話訪問員特質，也可能是因此民意調查研究中心較喜歡女性電話訪問

員，故在此性格特質部分的女性分數高於男性的分數。（詳表 58 性格特質分數
與性別交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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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性格特質分數與性別交叉表 

 

交叉表 

性格特質分數 10分以下 11-15分 16-20分 21-25分 總和 

男生  23 25 4 52 
性別 

女生 1 12 42 8 64 

總和 1 16 67 12 1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因性別差異對性格特質的相關性經卡方檢定，p＝0.182＞0.05 未達顯著
性，故在電話訪訪問員的招募上不建議以女性為主要招募對象。（詳表 59 性格
特質分數與性別差異卡方檢定） 

 
 

表 59 性格特質分數與性別差異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7.400 13 0.182  

概似比 21.969 13 0.056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4.768 1 0.029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116     

a.17格 (60.7%)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4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各個構面與考核分數的檢驗 

（一）主動性－此構面除與工作態度、基本條件及性格特質等單項考核分數有
達到顯著性外，與考核分數的總分也有達到顯著性。 

            
（二）自我控制－此構面除與工作態度的考核分數沒有顯著相關外，與基本條
件、性格特質及總分等項皆有達到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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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信心－此構面除與工作態度的考核分數沒有顯著相關外，與基本條
件、性格特質及總分等項皆有達到顯著性。 

            
（四）人際瞭解－此構面除與工作態度、基本條件及性格特質等單項考核分數
有達到顯著性外，與考核分數的總分也有達到顯著性。 

（五）成就和行動－此構面與所有考核分數皆沒有顯著性相關。 
（六）彈性－此構面與工作態度及基本條件的考核分數沒有顯著相關，與性格
特質和考核分數的總分有達到顯著性。 

（七）衝擊與影響－此構面與所有考核分數皆沒有顯著性相關。 
（八）行為量表－此構面與所有考核分數皆有達到顯著性相關。 
（九）態度量表－此構面與所有考核分數皆有達到顯著性相關。 

 

由相關分析結果可知，行為量表和態度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皆有達到顯著性

相關，因此可證實此量表的正確性及可預測性。另外由結果也可得知，電話訪問

員的主動性、自信心、人際瞭解、自我控制和彈性等核心才能，對績效表現有較

顯著的影響力。而衝擊與影響的題項只有兩題，可能因為題項太少，而不容易測

出其是否有顯著性相關。（詳表 60 各構面與考核分數之相關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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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0 各構面與考核分數之相關系數  

 

 
 

主動 
性 

自我 
控制 

自信 
心 

人際 
瞭解 

成就 
和 
行動 

彈性 
衝擊 
和 
影響 

行為 
量表 

態度 
量表 

總分 
基本 
條件 

性格
特質 

工作 
態度 

主動
性 

1.000             
 

自我
控制 

.687** 1.000            

 

自信
心 

.580** .535** 1.000           

 

人際
瞭解 

.730** .583** .382** 1.000          

 

成就
和 
行動 

.548** .453** .397** .363** 1.000         

 

彈性 .453** .458** .387** .316** .414** 1.000        
 

衝擊
和 
影響 

.089 .076 .032 .106 .071 .048 1.000       

 

行為
量表 

.762** .757** .659** .724** .607** .529** .224* 1.000      

 

態度
量表 

.877** .785** .734** .723** .563** .588** .088 .726** 1.000     

 

總分 .279** .194* .242** .263** .139 .184* .057 .261** .263** 1.000    
 

基本
條件 

.274** .281** .328** .299** .161 .168 .087 .327** .292** .798** 1.000   

 

性格
特質 

.325** .248** .346** .295** .173 .242** .123 .324** .326** .877** .809** 1.000  

 

工作
態度 

.229* .126 .152 .208* .103 .145 .020 .187* .200* .962** .627** .740** 1.000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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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獨立性檢定 

 
接著要進行的是獨立性檢定，首先針對行為量表做各題項的獨立性檢定（test 

of independence），本研究以卡方考驗進行各題項、行為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和
態度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及評鑑量表總分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一、行為量表 

首先進行行為量表中各題項的獨立性檢定，各題項經卡方鑑定後 p＝0.000，
均低於標準的 0.05 已達顯著性，表示各題項的相關性很強。（詳表 61 行為量表
各題項獨立性檢定） 

 
 

表 61 行為量表各題項獨立性檢定 

 
檢定統計量 

題號 1 4 6 7 11 12 13 15 17 

卡方 85.241 14.704 75.293 60.690 58.828 57.103 53.397 85.293 143.652 

自由度 3 3 4 3 3 4 4 4 4 

漸近顯著性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題號 18 20 21 23 24 25 26 27 28 

卡方 65.034 87.172 122.522 84.690 47.879 78.414 55.638 67.655 89.517 

自由度 3 3 4 4 4 3 4 3 3 

漸近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9.0。 

b.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8.8。 

c.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3.2。 

d.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接著進行行為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檢定結果的 p＝0.000 同
樣低於標準的 0.05已達顯著性，表示行為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相關性很強。（詳
表 62 行為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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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行為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463.275 1288 0.000 

概似比 469.229 1288 1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7.614 1 0.006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113   

a.1363格 (10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態度量表 

再來同樣針對態度量表中各題項進行獨立性檢定，各題項經卡方鑑定後 p＝
0.000同樣低於標準的 0.05已達顯著性，表示各題項的相關性很強。（詳表 63 態
度量表各題項獨立性檢定） 

 
表 63 態度量表各題項獨立性檢定 

 
檢定統計量 

題號 2 4 5 6 8 9 10 11 13 16 

卡方 56.241 97.565 75.638 89.603 50.552 104.791 98.483 58.569 55.207 69.586 

自由度 4 4 4 4 3 3 3 4 4 3 

漸近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題號 18 19 21 24 26 28 30 32 33 34 

卡方 104.897 115.103 50.690 74.948 44.957 49.739 109.862 73.103 71.845 92.362 

自由度 3 3 3 4 4 4 3 3 4 4 

漸近顯著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a.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3.0。 

b.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9.0。 

c.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8.8。 

d.0 個格 (.0%) 的期望次數少於 5。最小的期望格次數為 23.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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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要進行的是態度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檢定結果的 p＝
0.002同樣低於標準的 0.05也達顯著性，表示態度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相關性
很強。（詳表 64 態度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表 64 態度量表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1782.952 1610 0.002 

概似比 527.549 1610 1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7.689 1 0.006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112   

a.1692格 (10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評鑑量表 

評鑑量表總分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結果同樣是 p＝0.000＜0.05，
一樣通過了卡方檢驗，表示評鑑量表的總分與績效考核總分具有關聯性。（詳表

65 評鑑量表總分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表 65 評鑑量表總分與績效考核總分的獨立性檢定 

 
卡方檢定 

 數值 自由度 漸近顯著性 (雙尾) 

Pearson卡方 2690.054 2438 0.000 

概似比 612.472 2438 1 

線性對線性的關連 8.662 1 0.003 

有效觀察值的個數 109   

a.2538格 (100.0%) 的預期個數少於 5。 最小的預期個數為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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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上列的獨立性檢定得知，本評鑑量表各題項之間的關連性相當強，在行

為量表與態度量表部分達顯著性相關，且在評鑑量表總分與績效考核總分部份也

都達到顯著性相關的標準。 

 
由此可知本研究所建構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除了信、效度

良好外，其相關性分析及獨立性檢定結果也都符合標準甚至高於標準值甚多，因

此本量表的正確性、有效性、及可預測性，在此得到進一步的證實。 

 
 
 
 
 
 
 
 
 
 
 
 
 
 
 
 
 
 
 
 
 
 
 
 
 
 
 
 
 
 



 128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 

 

一、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 

依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為下列七項： 
（一）主動性 

1、時間幅度的評量 
（1）展現堅持 
（2）採取多個步驟來解決問題，即使事情進展依然不順利，但也不會
放棄 

（3）遇到危機時快速的做出決策並採取行動 
2、不斷的努力 
（1）在沒有受到要求的狀況下，仍會為達成目標而付出很多的心力 
 

（二）自我控制 
1、反應冷靜繼續進行 
2、管理壓力並做有效的處理 
3、正面處理問題並且有建設性的回應 
4、使自己與他人的情緒都得以冷靜下來 

 
（三）自信心 

1、自信心的強度 
（1）有自信 
2、面對失敗如何處理 
（1）表現出願意承擔責任 
（2）從錯誤中學習 
（3）承認錯誤並採取行動改正錯誤 

 
（四）人際瞭解 

1、了解他人的程度 
（1）傾聽 
（2）表現出願意傾聽，或是積極製造談話的機會，並設法了解他人想
法 

2、傾聽與回應他人 
（1）預測他人的回應並預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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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就和行動 

1、行動的強度與完整 
（1）不斷的改善績效 
 

（六）彈性 
1、改變的幅度 
（1）針對情況改變個人行為以適應環境 
 

（七）衝擊與影響 

1、為了影響他人而採取行動 
（1）採取多次行動試圖影響他人 

 
由上述各項可推知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為積極、主動、有自信心、冷靜、

可有效管理壓力、情緒穩定、有責任感、願意傾聽、會針對情況改變個人行為、

學習速度快、溝通能力強、有毅力等，招募電話訪問員實應注意應徵者是否具有

這些核心才能及人格特質。 

 
 

二、核心才能評鑑量表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所建構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經信度檢驗結果得知各構面

和總信度的Alpha值相當高，證明本評鑑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相當高。在效度檢驗

方面，經刪除效度未達顯著標準的題項後，各構面的累積變異量皆高於 60％，
單一題項的因素負荷值最高的為0.939，而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0.505，可知本量

表的效度也相當高。 
 
（一）信度檢驗－本量表的信度相當高達0.933 

1、行為量表的信度為0.8400 

2、態度量表的信度為0.9175 

3、量表總信度為0.9326 

 
（二）效度檢驗－平均總累積變異量為69.30％ 

1、態度量表－總累積變異量為 69.53％ 
（1）主動性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726，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0.530。 
（2）自我控制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857，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

0.547。 

（3）人際瞭解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 0.815，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
0.737。 

（4）自信心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821，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0.542。 

（5）衝擊與影響部分只有一題，因素負荷值為0.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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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彈性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827，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0.745。 

（7）成就和行動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806。 
2、行為量表－總累積變異量為 69.07％ 

（1）主動性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 0.841。 
（2）自我控制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 0.768，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

0.505。 
（3）人際瞭解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 0.776，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

0.507。 
（4）自信心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 0.738，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

0.633。 
（5）衝擊與影響部分只有一題，因素負荷值為0.939。 

（6）彈性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797，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0.660。 

（7）成就和行動部分最高的因素負荷值為0.742，最低的因素負荷值為
0.680。 

 

本研究所建構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除具有專家效度之外，依

正式施測後的結果顯示，本評鑑量所建構的信、效度也非常好，故可推知本評鑑

量的正確性相當高。 

 
 

三、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的相關分析及獨立性檢定 

（一）相關分析 

使用相關分析的重點在檢測各構面與考核分數的相關性，經結果顯示： 
1、人口變數與考核分數的高低無關，人口變數包含性別、年齡、學歷、

職業及時數，其中僅有性別在性格特質的部份具有顯著相關，而時

間則與績效考核各部分與總分都有顯著性相關。 
2、各構面部份 
（1）考核分數第一項的基本條件與主動性、自我控制、自信心與人際

瞭解，以 
     及行為量表和態度量表等皆有顯著相關性。 

（2）考核分數第二項的性格特質部分，與主動性、自我控制、自信心、
彈性與 

     人際瞭解，以及行為量表和態度量表等皆有顯著相關性。 
（3）考核分數第三項的工作態度，與主動性與人際瞭解，以及行為量

表和態度 
     量表等皆有顯著相關性。 
（4）考核分數的總分，與主動性、自我控制、自信心、彈性與人際瞭

解，以及行為量表和態度量表等皆有顯著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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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為量表與七個構面都有顯著性相關。 
（6）態度量表則除衝擊與影響未達顯著性外，與其餘六個構面皆有顯
著相關性。 

 

與績效考核分數關聯性最大的兩項核心才能為主動性和人際了解，可知此兩

項是電話訪問員最重要的核心才能，自我控制和自信心則次之；且由以上分析可

知，自我控制與自信心此二項核心才能，屬於基本條件和性格特質的部分較多，

而彈性的才能屬於性格特質的部分較多，成就和行動與衝擊和影響則可能因題數

較少，故對績效考核分數的影響較小；主動性、自我控制、自信心、人際瞭解、

彈性與成就和行動此六項核心才能，則平均分屬為工作時的行為和態度，衝擊和

影響此才能則多在工作時的行為表現中展現。 

 
故以此來推論，協助施測的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可能較喜歡聘用女性擔任電

話訪問員一職，同時女性也可能具備較多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電話訪問員的

主動性、人際瞭解、自信心、自我控制和彈性等核心才能，對績效表現有較顯著

的影響力，故在招募電話訪問員時，此五項核心才能的重要性，應優於成就和行

動及衝擊和影響此兩項核心才能。 

 
 
（二）獨立性檢定 

1、評鑑量表各題項的卡方檢定 p值均大於 0.05的標準，為顯著性相關。 
2、將行為量表、態度量表、量表總分等項目與績效考核總分做檢定時，

p值均大於 0.05的標準，為顯著性相關。 
 

在電話訪問員的績效考核分數與行為、態度量表，及量表總分之間的獨立性

檢定結果皆符合標準 p＜0.05，因此可知本研究所建構的「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
評鑑量表」，各題項及構面與績效考核分數具顯著性相關，故證明此量表具有正

確性、有效性、及可預測性。 

 
總結上述各項研究結果得知，本研究將「才能評鑑法」用於尋找電話訪問員

的核心才能是可行的，依第一階段研究結果可知，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包含主

動性、自信心、人際瞭解、自我控制、彈性、成就和行動及衝擊和影響等七項。

雖然未做後續新進訪員的追蹤，但以核心才能所發展出的評鑑量表，其信、效度

非常好，是一具有正確性、有效性、及可預測性的評鑑量表，所以也可說電話訪

問員評鑑量表的成功建構，是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之正確性很有利的証明。而「電

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經反覆的驗證後，成為一共有三十八個題項的評鑑

量表，其中包含行為量表的十八題、及態度量表的 20 題，若將此評鑑量表用於
電話訪問員的招募，相信可甄選出具有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的應徵者。（詳附錄

7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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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評鑑量表的施測單位為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系的民意調查研究中
心，為一學術單位，從樣本分析中可知，填答問卷者以學生佔大多數，雖
然此量表目前是適用於此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但是否能做全面性的推論，
還有待後續研究繼續做驗證。 

（二）本研究中以相關分析及獨立性檢定來檢測問卷結果與考核分數的關連
性，雖皆達到顯著性相關，但若能回收一定數量的新進訪員所填答的問
卷，進行績效表現的預估，再與之後實際績效考核分數作比對，並依此結
果進行評鑑量表的修正，相信對提升此評鑑量表的預測性會有一定的幫
助。 

（三）在這次發放問卷的過程中，有試著請這些工作幾次後，民意調查研究中
心就不再通知排班，或是自己不願意再排班的電話訪問員協助填答問卷，
但是都遭拒絕。若是能得到這些人的樣本，相信對核心才能的建立，和評
鑑量表的建構有一定的幫助。 

 

 

二、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一）此次研究是以電話訪問員為主要研究對象，建立此職務的核心才能。那
面訪員的核心才能為何呢？與電話訪問員的有何不同？是否同樣能夠以
才能評鑑法來建構評鑑量表呢？為未來可繼續的研究方向，也可繼續針對
其他單一職務做核心才能的研究。 

 
（二）本研究是以學術單位的民意調查研究中心做為最後問卷施測的單位，後
續若有相關研究建議以民營的民意調查或市場調查公司等做為研究對
象，來比較其電話訪問員或面訪員的核心才能或是評鑑量表是否有所不
同。 

 

 

三、招募電話訪問員時的建議 

（一）具有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的應徵人員，其實際的工作表現未必一定優
秀，只是他有成為優秀電話訪問員的才能，故還是需要教育訓練及督導員
的協助。 

 
（二）若能將行為事例訪談法運用於招募時的面談，相信可進一步確認應徵人
員是否具有成為優秀電話訪問員的才能。 

 
（三）在招募電話訪問員的過程中，可將填寫「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安排於甄選流程，可篩選出具有成為優秀電話訪問員潛能的應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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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家學者（一） 

Q：什麼是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及職責（主要工作內容）？ 
A：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啊，第一個是讓民調中心運作，持續的運作，在這種
情況下有幾個條件，有幾個事情我覺得要做的，第一個就是說，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說，軟硬體的設備你要維護喔，第二個你使那個人員喔人員，使人

員的士氣可以做，有士氣所以可以做，就是讓大家願意可以做這個東西啊，

第三個就是說，在對外嘛對不對，在學校像學校也能夠支持這個民調中心，

所以說這三個是說，基本上這三個是說能讓民調中心繼續運作的一個、一些

方向，就這三個，對。 
Q：老師您所說的士氣是什麼可以描述一下嗎？ 
A：士氣嗎？士氣就是說，就是說要讓人家願意幫你做，就是說學生啊、或是說  
一些督導啊，這些人他樂意來做，這種方法當然很多啦，第一個呢跟他講說

跟他前途有關係啦，或是說可以得到一些短期的好處，就是說他得到一些錢

吧。 
Q：為什麼你認為這對他們的前途會有影響？ 

A：為什麼會有影響啊，因為其實政治嗎對不對，你的專業是靠什麼東西，就像
我說政治系畢業你有什麼專業，政治思想當然不能變成你的專業嘛對不對，

那你看現在選舉，都是靠這個東西，陳水扁中槍以後不是都做民調，大家都

繼續做民調，其實都是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靠民調，那除此之外就是說，我想

就是說政治系再過一段時間，你一畢業以後人家可能會問你，就是說你會不

會做民調，因為現在是說大家、很多人有一般普遍的認知，就是覺得政治系

畢業會做民調，那好今天就是說你能達到人家這種預期，你找到好工作的機 

會就比人家大。 

Q：老師您覺得用錢，就是你跟他說有錢的話，他們如何反應？ 

A：用錢啊，對缺錢的人他可能比較需要啦，可是就是現在的小孩子啊，就是說
這個一般來講他也不缺這個錢，譬如說我知道有個小孩一個月的那個生活費

大概是一萬五左右，比很多在學校做事的人所以他們，比學校一些職員甚至

比我還要高啦對不對，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也沒有什麼誘因去做這個東西

啦，所以錢對哪些人有利，會吸引什麼樣的人，第一可能是說環境不太好的

人啦，或是說他錢用完了，買衣服把錢用完了，這種人可能比較有吸引力。 
Q：老師您有跟那個學生，或是你希望能夠、願意幫忙民調的這些人，您有跟他

們談過嗎？談過前途跟錢的問題。 

A：我沒有跟他們談過，只是用這種方法鼓勵過他們。 
Q：請舉例，如何鼓勵？ 

A：就是說，希望他們來做因為這個東西對他們的前途是有幫助的。 
Q：那是在什麼樣的場合？ 

A：上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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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全部的嗎？包含研究所碩士班嗎？ 

A：主要是大學部，因為他來的意願比較低嘛。 
Q：只針對政治系的學生嗎？ 

A：那個課還有資訊系的，資訊系的我也鼓勵他們，因為我說民調中心有電腦，
對他們也是有幫助。 

Q：所以是依你授課的對象為主？ 

A：對，授課，對。 
Q：讓民調中心順利運作是您的任務還是職責？ 

A：職責，因為人家給我那麼多，人家第一個學校給我們編一點預算對不對，第
二個是說起始這個經費有二百多萬對不對，所以說你有一個職責啦，這是你

的職責所在。 
Q：那您說的爭取學校資源，您可以詳細的告訴我一件事情，這個就是您在爭取

學校資源的時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嗎？ 

A：爭取啊，譬如說跟董事會秘書爭取，跟他們解釋說為什麼要這樣編列，以及
不這樣編列的後果是什麼。因為他們有時候會懷疑說為什麼電話費家裡一個

月 70元，那裡一個月要編 200元預算，要跟他解釋為什麼。 
Q：只有經費的問題嗎？ 

A：目前只有這樣，可是我覺得將來會碰到場地的問題。 
Q：老師您所謂的硬體是指哪些？ 
A：硬體就是說我們訪談用的軟、硬體，電腦啊電腦的軟、硬體，最主要就是 電
腦還有這個，譬如說你要寫個結案報告可以出來對不對，你可能需要印表機

啦、反正你要想到一個民調可以做出來，所牽扯到任何的軟硬體。 

Q：老師要完成一個民調它需要經歷哪些過程？會需要用到哪些器材？可以做一

個描述嗎？ 

A：器材啊，最主要是電腦啦，電腦的話就是說從那個問卷開始，從那個開始或 
是從寫一個計畫書開始那都要用電腦，那你說要做什麼的話就需要交通工具

了，交通工具用在標案啦，或是說從學校到民調中心這種往返哪，然後這個

另外就是說，訪員電腦、督導員電腦這個伺服器啊，那到最後就是說分析的

時候要用的一些軟體像 SPSS，然後這個最後就是說你做出來了以後文書軟體
啊這些東西，基本上就是這些東西，基本上軟、硬體就是這些東西，我並不

是說民調中心全部都有，可是你要想辦法應該是可以有這方面的這個，你可

以去你應該可以去想辦法去得到這些所謂軟、硬體資源，譬如你有車也是資

源嘛。 
Q：那過程呢？要完成一個民調的過程呢？它需要經歷一個什麼樣的過程呢？ 

A：過程啊就是說你從接一個案子開始喔，接案然後我先講粗的，這個設計問卷，
當然這兩個當然有時候是顛倒的，也就是先有問卷再接案，接案、問卷然後

再是說訪員的訓練、實際的操作、資料的分析嘛、報告的撰寫嘛，你看中間 
這個東西還有非常多的細節啦，比較多的細節啦就是說，這個東西是說每個

地方每個其實不同的案子性質都不一樣，譬如說我們接這個五百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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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那個郵寄問卷，郵寄問卷我們增加一個催討的過程，那其實說一般的我

們的民調，電話民調就沒有這個問題，那當然是說你看從問卷到執行，執行

的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說抽電話號碼，對不對抽電話號碼輸入這個電話號

碼，你知道中間這個很多一些細節啦，大致上我想說接一個民調過程是這樣

子。 
Q：老師那郵寄的過程呢？郵寄問卷的過程呢？是什麼樣的過程？ 

A：郵寄問卷你也是要找地址啊對不對，就是說你不用抽電話號碼可是你找地 
址，然後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說，找地址然後寄，寄完了之後催，然後那個

催收這些東西，到最後你還要打電話去詢問他們到底怎麼回事。 

Q：催收動作主要是用電話？ 

A：對電話然後。 
Q：問卷催收完成以後就Ok了嗎？ 

A：問卷催收完成當然就是說你就還沒有，你還要做別的東西啊，就是說第一個 
你要看他有沒有到達你所希望到達的這個份數，第一個要看有沒有達到你所

希望的這個份數，第二個是說他有沒有就是說，他那個資料填寫你要去看填

寫有沒有完整，不完整的話你還是要去問他，打電話再去問，使你可以用的

資料增加，想辦法讓你可用的資料增加。 

Q：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及職責（主要工作內容）？ 
A：工作任務啊，我覺得第一個當然就是說你去訪問，訪問啊他是有經過設計的 
訪問，就是說你必須要依照這個題目然後去問這個問題，中間是說比較根據

這個訪員啊，根據這個研究者的心理來問這個問題，也就是說研究者的問卷。 
Q：他只需要做訪問的工作嗎？ 

A：他最主要的任務其實就是訪問。 
Q：請問他是如何訪問的？請您描述一下。 

A：我覺得最主要他訪問的話是要根據這個題目唸題而來做訪問。 
Q：請問什麼樣的題目叫做有設計過，什麼樣的題目叫做沒有設計過？ 

A：有設計過就是他那個問卷就是說他有經過一些想法，就是說我所謂設計就是 
說訪員不能有自己的意思，不能靠他自己的意思問問題，不能他只是去了解

題意之後自作主張而去問問題，而是需要他去唸這個題目，也不能說自作主

張的加一些自己的字，希望說最主要說他根據，因為他那個他有一個標準化

的問題，如果說你發明的一些字跟人家不一樣，可能你會引導人家答題或者

引導人家拒答，那這個東西是說比較這樣這種情況下是不符合研究者的心

理，所以說設計跟所謂設計過的問題，就是說是根據研究者他打在問卷上的

那個意思來做訪問，而不是靠訪員他這個自己本身的意思去詮釋這個題目而

來做訪問。 
Q：老師你有提到說，訪員如果他不是按照經過設計後的題目去唸題的話，他會

有引導作答的嫌疑，那什麼叫做引導作答？ 

A：引導作答譬如說題目上說如果明天就是投票日，你會投票給哪一組候選人，
這是我們的題目，如果說那個訪員就是說，如果說明天投票日你會支持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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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候選人，你答都不支持或是說你答不知道也沒關係後面加這些話，那這個

人其實就是不太適合擔任電訪員的工作，因為他會引導人家去答不知道，好

不過你不要自己刪減一些題目，這就叫做引導作答。 

Q：老師那你說這個題目是經過設計的，那請您針對這個設計再做更進一步的解

說嗎？ 

A：設計啊設計就是說操作化，你有一些問題啊，所謂你要知道這個人的政治傾 
向，你除了直接問他那一黨之外，你可能可以問可以問他說你父親支持哪一

黨，或是說你母親支持的政治態度是什麼，就是說你有很多的面向啦，就是

說問一個問題那你所做出來的目的可能是同一個，就是說你要知道這個人的

政治態度是什麼，那這些東西都有可能會影響到這個人的政治態度，那另外

設計還有一個因果關係，譬如說父親的政治態度會不會影響到兒女的政治態

度啊，那這種東西都是經過設計，那這種設計會有二方面，第一就是因果關

係的設計，另一個就是操作型的設計，你的收入有多少啊，收入，你要怎麼

問他一年的所得是多少，工作所得是多少，或是你一年的利息收入是多少，

或是你有沒有、你們家有沒有賣東西的所得，那這個三個加起來呢才是一個

家真正的收入，而不是只是他的薪資所得。 
Q：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上表現出的特質為何？ 
A：工作上表現出的特質啊，還是說你問這個人有什麼特性，第一個我想就是準
時嘛，第二個就是他的語言方面國台語都可以講，另外別種客家話或原住民

語這種是更好，第三個是在電話裡聽起來的聲音很好聽，就是讓人家願意接

受他的訪問，第四就是他能夠確實執行這個，就是說他能夠把題目很快的能

夠掌握唸得很熟，第五就是說不要隨便亂，不會亂出主張加字，加減一些字

進去。 
Q：老師那你說準時的意思是指什麼？ 
A：上班，到班的時間。 
Q：那語言啊，你說國台語、客家話或原住民語這些是基本要求嗎？ 
A：那當然是國台語啊。 
Q：那聲音好聽，老師請給我一個例子，她是因為聲音好聽，而讓你覺得她是一 

個好的訪員的特質的原因，或是有什麼樣的事情發生，而讓你覺得聲音好聽

是一個重要的特質。 

A：因為我們這個民調中心剛開始會去注意訪員的這個成敗，那就是說有些人啊
他們的聲音，第一個就是聲音很沉穩，就是說他聲音很沉穩而且蠻有磁性的，

這個時候呢我觀察他們的成功率，我覺得他們的成功率會蠻高的，會比一般

人來的高，那譬如說我跟你講有一個人鄭× ×啊，他在電話裡的聲音很好聽，
而且他講話的速度也不錯，那我看他那個訪問成功的案例喔其實蠻多的。 

Q：那他的特質好，表現出的結果就是完成率會比較高？ 
A：對還有一種，就是另外一個特質就是不能怕失敗，就是說自信，我覺得是說 
自信很重要，當然有一種訪員他來一兩次就不來了，我覺得是說第一個他蠻 
怕失敗的，他不喜歡人家拒絕他，你要知道當一個訪員，其實老實講我也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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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服一個訪員能夠在這邊待呆四個鐘頭，然後被人家掛那麼多電話還繼續在

那邊訪問，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他很重要的一個特質，就是不怕失敗，甚至這

個特質比之前的聲音好都還要重要，自信不能怕失敗是最重要的。 
Q：老師請您說明一下，有哪個訪員曾經在工作上表現出自信的態度，而讓你覺

得他的工作表現非常好。 

A：自信的態度啊，那個訪員的名字我倒不記得就是，譬如說人家掛他電話喔，
我看他打下一通跟打這一通的這個差別不大，就是說如果你常監聽喔，有的

訪員一被掛掉之後，人家一拒訪之後，他的行為可能就跑去上個廁所或喝個

水，有些人就是想利用這個時間來說，蠻有自信的訪員就是說，他被人家掛

一個電話之後他繼續打，他下一通打這個電話聲音都不會有什麼改變，像嘆

氣啊這種聲音，那我覺得這些就是比較有自信的。 

Q：老師在您認知中什麼樣的行為叫做不怕失敗？ 
A：不怕失敗就是自信嘛，就是我覺得不怕失敗和自信就是蠻相關的，我覺得蠻  
有關係的，在某一個狀態下就是有自信，因為他所謂的不怕失敗，就是他的

失敗他的訪問沒有成功問題不在他，因為他對自己是有信心，所以說他這個

訪問失敗喔，並不是說他認為並不是他自己的問題，而是接受訪問者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一方面是對自己很有信心，另外一方面因為他對自己有這種信

心，所以在人家掛他電話的時候就是他也不怕人家掛他電話。 
Q：老師那你所謂的確實執行喔，他們做什麼樣的行為，在工作上什麼樣的表現，

讓你認為他這樣的行為代表確實執行。 

A：確實執行表示他是真的唸了那個題目，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唸題對唸題。 
Q：唸題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叫作確實執行？ 

A：唸題要唸到啊自己啊，唸題要唸到自己在講話自己在做訪問，可是你聽他那 
個唸題第一個自然，第二個沒有緊張啊沒有說唸的很慢，一般的那個速度講

話的速度，然後讓你覺得說這個人他講這個話講出來是他自己的，不是說他

是在唸一個什麼東西，中間也沒有加字減字詮釋來詮釋這個題目，那我覺得

這就是ㄧ個好的訪員唸題，詮釋的意思就是說，如果說明天就是總統大選，

如果說題目是請問您會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以前有人做訪問的時候，如果

明天就是選舉日那就是總統大選，明天就是總統選舉日那您會支持哪一位候

選人，他就不講投票他就講支持了，那這就是說我覺得就是說，他沒有忠於

研究者或問卷這個設計者這個題目，而且主要是說唸題，一個主要是說你要

減低喔，你要減低這個訪員之間的差異性，你要減低訪員之間的差異性。 
Q：老師什麼是差異性？ 
A：差異性就是說譬如說某個訪員他的拒訪率特別高，或者某一個訪員他在接受 
的時候你看，他藍軍的比例這個是九成五，這個人訪問成功的都是藍軍的，

或這個人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拒答的這個問題，那這種情形我覺得就是說，訪

員的差異性會顯露出來，所以你問卷設計喔，所謂設計你為什麼要照問卷唸，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減低訪員之間的差異性，因為如果是說你去唸題人家

不唸題的話，你看這兩個訪員的成功率，對某一個題目的成功率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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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說他所謂的那個他的差異性是不一樣的。 
Q：什麼叫做成功比例？ 
A：成功比例，對不起這個不能叫成功比例，這兩個問到東西的差異性，就是說 
那個差異性，就是說那個差異性是不一樣的，譬如說 A訪員他如果唸題啊，
他藍綠比例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三十左右，那另外一個就是說他不照題目唸

或是它有一些特質喔，特質譬如說他不能講台語，或是他國語特別的標準，

然後他訪問成功都是藍軍成功是百分之八十、綠軍只有百分之十這樣子，就

是說在這種情況下就是說，他們的差異性在某一個題目下的差異性會顯著，

那這樣子對一個訪問來講是不好的。 
Q：這樣總結來講一個好的訪員，您認為他在工作表現上的特質就是自信、不怕

失敗、然後確實執行，不隨意加字、聲音要好聽、語言要流利、準時上班，

就這樣嗎？還有別的嗎？ 
A：還有就是語言的話比較複雜，這每個問題都蠻複雜的啦，語言這個問題國語 
不能太標準也不能不標準，就是說你要找到什麼是一般人喔，我說誰也好這

個人要是一般人喔，不要讓人家聽起來覺得說國民黨在做民調、民進黨在做

民調、國安局在做什麼東西，你不能讓人家有這種感覺，所以你要讓人家感

覺妳這個人就是ㄧ個普通人、是ㄧ個學生，因為常常我們的開場白都是我是

什麼大學的學生，可是有些訪員聽起來就是不像佛光大學的學生啊，譬如說

那個王 × × 這個訪員 ，他訪問成功他每次做的那個案子都非常非常多，可
是你去分析它的案子的時候，跟他表態的都是藍軍，甚至他很得意人家跟他

說報告長官什麼什麼東西，那東西其實我是覺得他不是ㄧ個很好的訪員哪，

雖然他做成的案子非常非常多，可是他做出來的樣本呢，是他做出來的東西

可能就是有偏差，它必須要加在你的誤差裡面去，所以你的損失其實是蠻大

的喔。 
Q：老師您可以舉例嗎？什麼樣的狀況會造成誤差。 
A：誤差有很多種，抽樣上有個誤差，你抽樣上有個誤差就是說你，做你民調中 
心做任何動作的時候一定會有誤差，像你想問卷設計會有誤差，不是，也會

導致誤差對不對，你訪員也是會有誤差對不對，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三種情況

之下就是很多外面很多那種假民調，假民調要到分析的時候才有誤差，另外

我門民調中心我比較擔心的一種誤差是在訪問完成後，他會去掉一些人這些

也會有誤差，去掉一些人譬如說，譬如說他會去掉一些完全沒有回答問題的

人，就是說這東西也是也是會有什麼東西，那訪員的誤差就是還有很多誤差，

譬如說追問強弱度這種東西，訪員裡面啊這也是訪員就是說他這個人有沒有

自信，有自信的話喔有自信還有一個表現，他會去追問你知道嗎，自信的話

自信他才會去追問一些東西，有時候我聽訪問就聽的很氣就是說，這個題目

明明你就可以問出來那個人已經要答了，那個人就勾一個拒答或是一個不知

道就過去了，他沒有真正的去喔，因為我覺得那個受訪的人喔，可能已經快

要招供了，快要怎麼樣就是他沒有去喔，一個有信心的訪員喔，他會去做這

種追問的動作，當然這種東西有的時候可能是靠經驗來累積的，那我覺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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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東西可能是跟人的個性很有關係，剛剛我應該再加一個溝通，還有一個溝

通能力很好，當然這個跟自信也是有關係的，就是說他這個東西每一個關係

都蠻密切的，有自信跟他溝通良好會產生一些不同的結果。 
Q：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最成功的二項個人經驗。 
A：最好的就是把電腦搞定，倒不是訪員其實我和訪員接觸並不是很多。我想起
來是國民黨的民調和羅東的民調，有一次幫羅東做的那個民調，就是說我們 
做出來的東西跟人家的感覺是符合的時候，其實我就覺得蠻滿意的，或是說

做出來的這個東西，跟最後實際選舉的這個結果是蠻一致的時候，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還不錯。 
Q：老師請針對一致性做說明？ 
A：就是說你抽的樣本喔跟這個母體喔，譬如說我們做這個選舉民調，我們做這
個民調跟這個實際的投票結果是差不多的時候，你知道我們的樣本其實可以

代替這個母體來做分析的時候，那我們就稱為一致性。 
Q：老師你可以描述一下嗎？在國民黨這個案子進行的過程中，有沒有哪些事件

的發生，讓你覺得對這個案子的滿意度很高，或是成功因素是什麼？ 
A：第一個可能是有經驗啊，第二個是我們抽樣抽的還蠻不錯的，我們那個抽的   
樣，第三個我們那個問卷啊其實設計的還不錯，譬如說羅東的案子我們有些

題目其實是有二題表態題，這兩題的表態題我們安排在不同的地方，那所以

說我們可以去找一些看看有沒有在至少就是說盡我們的力量把一些可能會有

問題的那個東西找出來而且因為有兩題的話，一題比較前一題在後，那我們

可以去對比一下說這兩題之間有沒有什麼差異性，有差異性的話有些前面一

題講要投連宋，後面一題講要投陳水扁，基本上我會特別去注意這種案例多

不多。 
Q：老師你能對經驗做說明嗎？ 
A：經驗我是覺得說我們的訪員哪督導或是寫結案報告這些都是經驗哪，那所以
說在這種情況下，我是覺得說這可能是很大的一個原因，就是別的地方減低

這個誤差，那個誤差可能發現的地方很多，哪我們在很多地方都盡量去減少

這個誤差，抽樣的誤差減少、問卷的誤差減少對不對，訪員他因為有經驗所

以他的誤差可能會稍微降一點，其實在這種情況下說我是覺得，這些誤差減

少就導致了一些我們預估這個狀況是比較符合的， 

Q：老師那羅東呢？羅東那個案子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或是回想一下，羅東那個

案子進行的過程中，是什麼樣的事件發生讓你覺得這是一個成功的案子。 

A：因為我去做簡報的時候，林聰賢跟我們講說跟他們想像的很像，跟他們想像 
的就是這些問題差不多，然後呢因為有我們這個民調的支持呢讓他們確定這

些想法是對的，第二就是說他覺得我們抽樣很精準，每個里的那個人數跟他

的母體幾乎是完全相符，就表示說我們抽樣的時候幾乎沒有問題，我們抽樣

誤差減小，而且那是做六百個案子，照理說誤差應該會較大，基本上我們做

出來的東西跟他們想像的幾乎是沒有什麼差別，那我覺得就是這個還不錯。 
Q：在合作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有沒有跟哪個人的互動，讓你提高對這個案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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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 

A：那次參加的人都還不錯，像陳 × × 最主要是說陳 × × 的嘛對不對，第一個
在那邊跟我們熬夜嘛，熬到第二天早上嘛，這個我覺得是這個人蠻盡責任的，

而且說他的能力也強，就是說一般的研究生不太可能寫交叉分析嘛，他可以

寫的出來，以至於我只要專注在那個結論就夠了，前面啊基本上就是說他的

這些描述性這些統計啊或是什麼都做的很好。 
Q：老師什麼叫做能力強你可以更實際的說明嗎？ 
A：所謂能力強啊，最基本就是在分析的時候嘛對不對，他這個研究員有一個很 
基本的訓練，第一他可以做描述性的統計，第二他能力如果還不錯的話，他

可以做一些交叉還有做一些資料的詮釋，而且是說他詮釋的很有道理，就是

說蠻有見解的啦，那我是說我覺得這個人能力強。 
Q：老師那你可不可以針對見解來講，什麼叫做見解好、什麼叫做見解不好，可

以舉個例嗎？ 

A：比較好的是說有些交叉分析，有些交叉分析是沒有意義的，見解好是說他知 
道有些交叉分析是有意義的，譬如說見解不好我跟你講，就是上次我們幫× ×
黨做那些民調，他們的執行長一直要我們給一個給一個時間排序，給一個鄉

鎮得票數支持度，還有一邊是鄉鎮的支持度，那我覺得這個就是見解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沒有意義的，那陳 × × 那次做的有些交叉不錯譬如用年齡
去交叉夜市，因為他那次是怎麼樣羅東那個案子就是說，有個很怪的地方就

是說夜市是老百姓最喜歡的政績，夜市也是老百姓最不喜歡的政績，那陳 × × 
是用年齡去做個交叉，後來就發現年紀大的人都不喜歡夜市，年紀輕的人喜

歡夜市，所以說真正導致為什麼會有這種兩極化現象，最主要這邊解釋是說

是一個年齡可以來解釋這個東西，不然這個東西你還真的還蠻棘手去解釋，

為什麼這是最好的政績也是最不好的政績。 
Q：老師在合作× ×黨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有沒有跟哪個人的互動，讓你提高對

這個案子的滿意度？ 

A：第一個我想是張 × × 他學得蠻快的，因為他第一個案子的時候我覺得他有
點害怕，後來的話我是覺得他還蠻，他對這個電腦的操作讓你覺得他還是可

以信任的。 
Q：老師是什麼讓你覺得他可以信任？ 

A：可信任啊就是說這個人做出來的這件事情啊，他這次是督導嘛他可以把整
個，因為受訪的時間整個我都不在啊，可是到最後他可以把整個資料交給我，

無誤交給我，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被信賴的，以一個督導來講。 
Q：有誤跟無誤有什麼差別？ 
A：有誤啊就是資料轉不出來啊，看他第一次的時候他資料真是出不來，他害怕， 
第二次的時候他就說好明天轉給我，也不用我去跟他講資料就寄過來了，你

就會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信賴的人喔。 
Q：老師學得快和學得慢你如何區別？ 

A：學的慢是說這個人你怎樣教他是教不動的是沒有用的，你可以看到他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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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Q：教不動是什麼意思？ 

A：就是說我今天跟他講了怎麼複製資料對不對，第二次還是不會複製，有時候 
我跟他講了你這個東西就應該要會，可是他下次還是不行，或連續好幾次還

是不行。 

Q：老師進步有限和無限怎麼區別？ 

A：進步有限啊就是說你第一次什麼都不會，有人教過你一次之後，一樣事情你 
進步有限是說五件事情要做第二次你會做二件，可是人家五件都已經教過你

了，這種我覺得是說你有進步啊，可是進步有限，如果人家教過你五件，第

二次你五件都會那我覺得這是進步蠻大的比較快。 

Q：老師那是什麼事情讓你覺得他蠻害怕的？ 

A：因為他說老師我怎麼出不來，在資料處理上他少做了一步。 
Q：老師那你跟他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嗎？ 
A：我完全沒有做什麼，只跟他說沒有關係，你打電話給侯 × × 嘛，要侯 × × 再
教你，其實他只差一步驟資料更新，在轉 SPSS他所有都做對就只差那一步，
資料沒有更新所以看不到資料，看出來那個螢幕是空白的嘛，只差一步，後

來他打電話給侯 × × ，資料就轉出來了。 
Q：老師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覺得他進步的過程嗎？ 

A：比如說他第二次在做的時候，侯 × × 是不錯的嘛，第一就是說他第一次學
它是第一批去學的嘛，他幾乎可以獨立完全獨立作業，我覺得蠻不錯的，幾

乎從民調拿到題目開始幾乎都可以從頭做到尾，他現在還差的就是前面一點

就是問卷的設計，和後面一點就結案報告，然後中間那一段整個民調那種實

際的操作啊，我覺得他都還可以，蠻不錯的，他還可以帶訪員啊，我覺得這

個算是很成功的。 
Q：老師什麼是帶訪員？ 
A：唸題啊、或是做訪員訓練啊，我覺得都蠻不錯的，再加上他知道怎麼處理一
些突發的狀況，比如說電話抽樣最後抓那個樣本數，我覺得他不錯。 

Q：老師那張 × × 作了三次嘛，請您針對三次的表現描述他的狀況？ 
A：第一次嘛第二次和第三次讓我的感覺啊，這都是一個感覺啊這個都有做到， 
第一次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他害怕嘛，他在轉資料的時候我覺得他沒有什麼

信心，或是說有東西他不知道他不太敢試，讓我有這種感覺，第二次他這些

缺點幾乎都改掉了，資料也按時寄給我，打電話問他有什麼問題他也都可以

答的出來，第三次跟第二次差不多了，第一次我還要跟他講很多東西，當然

這個有可能是默契的關係，第二次就不用講了。 
Q：老師是什麼樣的感覺讓你覺得這是一個默契很好的感覺？ 
A：他知道我要什麼東西。 
Q：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最挫折的二項個人經驗。 
A：最挫折是王 × × 將檔案弄錯，這讓我很火，因為就是說我們做出來的資料， 
我們交給賴 × × 老師的資料，跟實際訪問的內容其實不符合的，那次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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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版本更換很多次，版本換了很多次，中間有一次好像加了一個什麼選項，

可是呢最後他交給他的時候，是把好幾個版本全部加進去，所以以至於就是

說，有些、有一部分的題目是有五個選項，另外有一部分問卷那個同一題只

有四個選項，然後最後問他說哪一個是哪一個的時候，居然他那個督導員不

知道，結果到最後的解決方法就是回到資料庫一筆一筆的去看然後做分類，

第一個就是說我覺得延誤了很多時間，第二個就是說讓我確實懷疑喔，就是

說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那次其實不是我的案子那是賴老師的，那次

就是說王 × × 作那個東西嘛，然後做出來的問卷賴老師看了覺得不太對勁，
然後詳細什麼情況我也不是很清楚喔，然後就是說他複製出來的資料，就是

複製出來三個版本，三個版本可能只能複製出來二個版本，就是說他那個複

製出變成 SPSS 檔的時候呢，他把三個版本都混在一起，你知道嗎，只有最
後兩個版本是可以用，他把另一個版本也混進去，混進去之後哪個可以混進

去哪個不能混進去不知道，甚至是說到最後是說找資料庫找的時候，不同的

版本會有不同得那個什麼嘛對不對，那可能是說這兩個版本的資料可能還是

有錯，就是說有些電腦用的可能還是第四號版本，有的電腦問的有四個答案，

有的訪員問的有五個答案，版本不同嘛，有的電腦用到不同的版本。 
Q：老師那你有做什麼樣的動作嗎？ 
A：後來叫王 × × 去一筆一筆的找出來啊，是賴老師叫他去做的，後來就一筆
一筆的把它找出來。 

Q：還有什麼嘛？後來的結果呢？ 
A：後來好像延誤了好幾個禮拜的時間，要把這些資料一筆一筆的找出來是很費
時間的，這會讓那次就對我們的資料比較沒有信心。 

Q：老師還有其他的事情嗎？ 

A：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電腦我覺得真是讓我覺得痛苦，那個電腦實在是讓我很痛 
苦，一方面我覺得那個軒眾不太負責任啊，第二個是說在做人員訓練的時候，

他對這個電腦這種維護維修啊這種訓練幾乎是沒有給我們，所以以至於說我

們在電腦剛剛開始的時候，常常會有些問題，到最後說這個東西讓我蠻痛苦

的，後來為什麼說要讓我下定決心搞清楚的原因，因為這個東西你不搞清楚

啊就沒有辦法獨立作業，你在某個地方你必須要去倚靠軒眾，可是那又是一

個很容易依賴的，因為他要來的話，可能說今天我們在做案子電腦有問題，

他要兩天才能來，或許他不能來延誤我們的時間，所以說今天如果我們要能

夠順利的去接案的話，這種軟硬體的問題一定要去解決，現在我只摸通百分

之七十而已，伺服器和訪員電腦沒問題，其實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接線的

問題，這個東西什麼時候可以解決呢，只要擴個兩三線那我們就知道線要怎

麼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Q：老師那還有什麼讓您印象很深的事情嗎？ 
A：王 × × 啊，他每次成功率都特別高，他成功率特別高可是他做出來的分佈
喔，就是他做出來的某些題目尤其做一些政治表態問題有很大的不同，其實

我蠻怕他來當訪員的，因為他和別人做出來的不一樣，他的這個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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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師造成他這個誤差的原因是什麼？ 
A：我想第一個是他國語太標準了，第二是他講話太有那個壓力對人家，所以接
到電話的人是說，可能聽到這種口音以後反而不敢表態，或是說順著這個訪

員的意思來表態。 

 
 
 
 

二、專家學者（二） 

Q：請問一下您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主要就是問卷調查還有計畫的構想提出，然後把問卷設計出來交由研究員來
把問卷統計出來，接下來根據這個問卷來做前測，然後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就

根據這個問卷來做調查。當然調查過程裡面主要是督導員跟訪員來做，資料

彙整之後，統計分析資料出來之後再跟研究員討論共同來把報告完成。所以

主要負責的是一個大的方向，還有問卷設計，因為問卷設計牽涉到整個調查

到底有沒有可以參考性，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其次比較重要的是電話訪問的

過程是不是符合標準，然後才是整個調查報告的撰寫，大概就是這些工作。 
Q：您提到說您曾經指導督導跟訪員做這個問卷，那您可不可以舉例說明你指導
過的一些流程跟細部？例如說您是如何指導，您的方式是什麼？那您指導的

定義是什麼，是在什麼樣的範圍？ 
A：最重要的就是整個統計的時候會有各種不同的變項，那到底有哪些變項，我
們根據理論，認為他是將來可能會跟其他變項在交叉分析之後會有顯著效

果，也就是說哪些變項，我們從理論看，他會有相關性，那這些變項可能就

需要把它設計進去。所以主要的指導就是說今天問卷的這些題目，每個題目

基本上就是以後的變項，題目怎麼設計，每個題目裡面包含哪些選項，這些

選項就是以後統計上的變數。最主要就是做這些事情，其實最難的就是這邊，

因為多數的民調做的不好，主要就是問卷設計不良。事實上假如設計錯誤根

本沒有補救的可能，不可能重新再來測一次。 
Q：您所謂的大方向，怎麼樣來定義這個大方向？ 
A：主要看問卷調查的委託者，委託單位他一定有他的目的，我們必須抓住這個
整份問卷的目的、這個方向，譬如說假設他目的是研究選情的，那我們必須

抓住說怎樣的變項是能夠幫助研判選情的，因為事實上有很多個人變項都不

好做，所以我們要更瞭解他的目的是什麼，那有哪些變項是可以輔助這個目

的的達成。譬如說有些單位有時候他們都會做一些市場調查，市場調查我們

當然可以問的題目很多，最重要的是到底針對這樣的一個委託構想，他真正

的目的在哪邊，必須先去設想他的目的何在，然後才能知道說有哪些變項是

適合的，當然還包括題數的控制大概這樣。再來就是他的目的，它要達成什

麼樣的效果，而不是要全部納入，因為很多時候你題目也不對，通常會說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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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就是比較理想的。所以我們要把目的弄得非常清楚，把它侷限在 20幾題能
夠問完就好，不太適合說去搞個七、八十題。 

Q：請問一下您認為什麼是電訪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他的主要工作內容是
什麼？ 

A：第一個當然就是他根據我們的作業規則，然後去打電話，根據一般調查方式
去調查民眾的一些個人意向。那他必須做到的幾點，一個當然是工作人員必

須準時到齊，不能說遲到或者是不來。第二他必須真誠、真實、誠實，也就

是說他問到的各種資料，他必須不能因為自己的主觀意識就給他變造，這是

第二個。接下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的表達能力必須要很強，你接到電話的

人他必須把題目無論國語、台語或其他語言，很清楚的讓受訪者瞭解他問的

意思，讓對方很瞭解。就是他的溝通能力、表達能力要很強。當受訪民眾不

瞭解的時候他要能夠做解釋，這個解釋又不能扭曲，所以這裡面就是語言表

達能力要很好。那麼更重要就是態度要非常親切、誠懇，必須給予受訪民眾

一個好的答覆，那麼如果這一點做不到的話，往往就會被掛電話，或是說民

眾心裡不高興，就亂答一通。就是他必須要讓受訪者感覺到他親切、沒有不

尊重，不會讓人家覺得說是被打擾了，我想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這些工作。

那麼當然就是說，效率那麼當然就是說，效率當然也是很重要，不過效率當

然是在調查資料不失真的情況之下，他應該要有一個效率，你不能說一個晚

上拖拖拉拉的，打沒有幾通電話，所以效率也是很重要的。 
Q：那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訪員，他在工作上所表現出來的特質有哪些？他在工作
的過程中有什麼樣的表現會讓你覺得很不錯？ 

A：首先就是剛剛講過的，他起碼要表現出親切感，然後有某種熱忱，因為人與
人相處，熱忱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熱忱民眾才會覺得很舒服，所以熱忱跟

親切感是很重要的特質。那麼另外就是說，他必須是一個比較開朗的人，有

開朗活潑的個性。因為如果不活潑很悶的話，那整個親切感就沒有辦法表現

出來，那如果是開朗活潑的人，當他面臨工作上或是執行上有些疑問的時候，

他也會主動的跟督導員提出請示，他會主動的去解決問題。那如果說是一個

不開朗比較悶的人，也許他就會比較不了了之，不去處理問題，或者比較被

動。所以開朗活潑也是滿重要的一個特質。那另外語言上的表達能力也是很

重要的一個特質。 
Q：請您解釋一下什麼樣的語言表達能力是好的，是夠的？能否舉例說明？如何
定義好或不好。 

A：基本上第一個就是，他講的話別人是否能懂，如果懂，如果像有些人講話，
講了之後，不容易懂，他不容易懂會造成兩個結果，第一個就是別人會再問

一次，第二個就是別人會亂答，因為他也沒聽懂、誤解他的意思。至於說怎

麼樣去測量好不好懂，這恐怕是必須在面談的時候判斷，很難從學歷、經歷

來判斷。我想他講的話能不能立即的讓人來明白，是很重要的。如果有比較

多的語言能力也是一個判斷的標的，他會國語、台語或客家話等.，能夠使用

的語言越多，當然基本上對他的表達能力也是有幫助的。另外就是說看他詞



 154 

彙量夠不夠多，例如說他談到一些專有名詞的時候，民眾不能瞭解，他有沒

有辦法用他豐富的詞彙做各種說明。詞彙量多不多也很重要，就是說也許民

眾聽不懂什麼叫憲政體制或者其他名詞，他有沒有辦法用其他的語言，盡可

能的去做解釋，這是牽涉到詞彙量。有時候詞彙量很重要，因為往往一個題

目裡面，他很多比較艱澀，就要看你詞彙量夠不夠。 
Q：您能不能夠舉例說明資料不能造假，什麼樣的行為叫做資料造假？ 
A：這大概有幾種，一種就是大概他訪問的很累，他乾脆就不訪問了，然後隨便
就編一個電話號碼、編個基本資料，然後幾點答題，然後就把這個資料給報

告出去，那也許這樣 2 分鐘他就做完那些資料，不需要去打電話。另外一種
就是說，在訪問過程裡面，他明明聽到別人是選 1，他刻意去給他打成 2，資
料輸入的時候打錯，那很可能是不專心，很可能是有意造成的，因為他本身

有一個特殊的意識型態，故意要呈現這樣的結果。所以剛剛提到的就是專心

度也是很重要的，因為如果你不專心的時候，連輸入資料都會輸入錯誤，那

是因為分心的關係，聽錯了、輸入錯誤，打錯了，那就是專注力的問題。 
Q：請您說明一下什麼叫做溝通能力，怎樣的情況下叫做溝通能力好？ 
A：基本上就是能夠分成幾種，一種就是在工作上訪問，一個調查總是有分工、
總是有制度的，那麼在制度上的應對裡面，也是需要溝通的。那另外就是在

訪問的過程當中，如果是在路上的調查，你可能要請求民眾接受調查。那我

的定義是如何使人自願的答應我們某些請求，就是在訪問裡面，如果我們打

電話去說我們要做某某調查，請問您能不能夠接受訪問，那事實上是要請他

自願的接受我們的請求，請求他接受這個訪問。在路上的調查也是一樣，要

使人自願的來接受我們的訪問。所以這裡面，如能夠用很簡短的語言，因為

人家也沒有很多時間，那如果能夠用很簡短的語言，讓對方能夠接受各種請

求，那麼我想這就是溝通能力。這是電訪員最重要的，如何能夠讓對方接受。

那麼在行政工作上，就是如何能夠讓工作伙伴在和諧氣氛下面共同達成一個

工作的共識，當然會有一個制度，可是這個制度如何能夠讓所有的工作伙伴

能夠理解、能夠認同，就是在工作上。所以如果我們以民調工作來看，我覺

得溝通能力就是如何在不是強迫的、讓別人自願的情況下，能夠來配合你的

一些工作，我想這是溝通能力的部分。那至於實質上，進入訪問之後，他的

這個表達能力的問題，那就跟溝通又不一樣了。那是表達能力怎麼樣清楚的

問題。那當然在訪問過程裡面，也會有很多危機，那個也是要溝通能力來解

決的。例如說當問到一些敏感問題，受訪者火氣上來，你如何用溝通能力讓

對方火氣能降低。所以溝通就是要營造一個和諧的氣氛，讓對方能夠自願的

去自願的去做一些事情，然後這些事情是有利於你能把問卷做出來的這種能

力我想就是溝通能力。 
Q：請敘述一個曾經親身經歷過的一個訪問的過程中，受訪者生氣了，然後訪員
很有技巧的讓對方消氣的例子？ 

A：譬如說在稱呼上用更多尊稱，例如阿公、阿媽、阿伯等更多尊稱。那再來就
是說包含一下或者是用對不起等道歉的口吻，例如「對不起啊，剛剛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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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會我的意思」之類的，或者是去稱讚對方例如「這位伯伯，剛剛都是我不

對，那你剛剛講的非常好，我們很難得都已經進行到一半了，是不是再進行

下去」等等，我想主要是禮貌、尊敬、稱讚，這樣的話應該多數都可以有機

會去化解危機。 
Q：請描述一下在你從事民調的所有工作經驗當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最成
功的個人經驗？ 

A：記得印象最深的就是做宜蘭生活月刊的滿意度調查那一次。因為這是接受政
府委託的，那在委託者其實往往也搞不清楚自己需要什麼，很多委託者往往

他只是有這個概念說我要做這個東西，事實上他並不清楚他自己想要問什

麼，那我們在協調溝通過程當中，慢慢去釐清他想要什麼，我想這就是一個

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也就是說真正的一個問卷，我們目的不是只是把問卷

做好，我們做問卷當然是希望很多委託者能夠經由這個調查得到他想要的東

西、能夠幫助他釐清一些事情。所以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說，透過我們的

經驗和一些邏輯思維，幫助他釐清了他所需要的東西。那不然如果我們不提

供這樣的服務的話，事實上他做出來的意見調查事實上是沒有價值的。 
Q：那您還記得在這個案子進行的過程中，誰跟你一起參與這個案子嗎？ 
A：林 × ×、鄭 × ×、侯 × ×。 
Q：那在這個部分您跟他們的互動狀況怎麼樣？有沒有讓您覺得印象很深的事
情？無論好的或是不好的。 

A：好的部分當然就是整個運作都非常順暢，問卷、電話訪問包括後來的結案報
告都非常順暢。也就是說有上軌道、制度化，沒有任何的意外或者是瑕疵。

比較覺得可以改進的是民調中心在結案報告的時候對於研究員的訓練，有兩

個重點，一個就是問卷設計，問卷設計我們就必須滿足委託者他的需求，另

外一個重點其實是如何解讀資料，解讀資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資料是死的，

解讀是活的，那不同的解讀方式，往往他所得出來的一個效果也不一樣。那

比較覺得可以加強的地方就是我們的研究員在解讀資料的時候，敏感度還需

要加強。這分成兩部分，一個就是你哪些資料是委託者需要的，有些資料事

實上他不需要，如果我們列了一堆什麼次數分配表，對他來講不見得是需要

的。也就是他需要什麼資料，我們就要給他什麼資料。一個是說怎麼樣解比

較正確，一樣的資料有時候用不同的程式，有些錯誤的程式可能會讓整個調

查變成錯誤的。所以如何去詮釋，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再加強的。 
Q：您所謂的敏感度好或不好，您怎麼去區別？ 
A：敏感度分兩部分，一個就是委託者到底要什麼、需要什麼，這是要有一定的
敏感度。至於瞭解委託者要什麼，他也許講不出來，也許他不能講，也許他

自己也不知道，我們應該自己去瞭解。譬如說某些調查他可能委託者是想要

行銷某些產品，這時候就必須知道說他需要的就是這個產品的行銷，你必須

抓出對他這個產品行銷最有幫助的一些變項來做分析。那如果不抓出來，那

我們可能做了一大堆交叉分析，事實上對他民意測驗一點幫助都沒有，所以

我們就必須抓出來到底哪些東西是最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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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謂關鍵，請問您是用什麼方式去瞭解委託者需要的是什麼？ 
A：你在接受委託的時候就必須跟他們懇談，瞭解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在哪邊。一
定要先跟他們談，看看他們真正目的到底是什麼，他的目的是要我們幫助他

的行銷還是他只是要做一個客觀的研究，還是他只是要利用這些資料來論證

自己過去的施政是成功的，事實上會有不同的目的，所以要先瞭解他的目的

是什麼。當然我們所謂去瞭解他的目的，不代表我們要變造資料去符合他的

目的，只是我們要瞭解他到底著重在哪邊，如果他目的是要行銷，那我們就

要把跟行銷有關的幾個變項找出來，而不是把它變成一個非常洋洋灑灑、四

平八穩的客觀研究，那有些資料可以拿來用，有些就不可以。如果他的目的

只是要瞭解他的施政品質，可不可以得到肯定，那我們就把有關這方面的資

料特別強調，不需要再去特別分析諸如受訪者年齡結構之類的資料，這些可

能就不是重點。所以第一個就是要懇談，瞭解他的目的是很重要的。 
Q：上軌道、制度化，您可以明確的說明什麼叫上軌道、制度化嗎？ 
A：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整個運作是不是很明確的分層負責，有一個體系嘛。哪一
部份誰應該要做，哪一部份又是應該要誰做，分層負責要很清楚啊。你面臨

哪些問題，誰又應該來解決，例如說電腦壞掉了怎麼辦，或是訪員發生問題

了要問誰，或者是這個問卷設計是要誰來擬定。那我想第一個就是這個分層

負責，分層負責是很重要的。那麼另外一個好的制度當然就是要參與的人有

一個前瞻性，這個制度有沒有一個讓訪員或其他人有晉升的可能，或者是加

薪、晉升的可能，我想這個很重要，目前我們基本上做到了。所以他必須要

有前瞻性，對大家的生涯有所幫助。那當然啦，如果說制度更重要的一環就

是說如何讓大家在這個工作裡面可以學到生命意義。他等於是說做這個工作

對他生命是有意義的，這部分比較抽象，那我覺得制度裡面這個也很重要。

那這部分可能是我們要去加強的，他認為說做這個工作是有意義的、對他生

命來講是很重要的，不只是一個差事而已，他是有意義的，他是有使命感的。 
Q：那在您從事民調的相關經驗中，有沒有讓您印象很深很挫折的一些經驗？ 
A：挫折大概就是，其實基本上在調查過程當中，大概沒有什麼太大的挫折啦。
只有說有時候要去爭取一些案子，要去跟委託者去爭取案子的時候，往往委

託者跟我們理念不一樣，或者是說我們沒有得到、沒有標到那個案子，是會

有一些挫折感。其他我想在調查的過程當中，有挫折的機會不大。 
Q：老師那在您接案的過程當中，大概有過一些什麼人跟您合作嗎？ 
A：你是指我們這個團隊的人？大概就是孫 × × 老師、林 × × 吧，還有那個誰，
現在那個專任助理施 × ×，大概就這些。 

Q：老師那您在最近的一次經驗來看的話，那個時候有成功嗎？最近的一次，挫
折，這一個挫折。 

A：喔，沒有，沒有成功。 
Q：沒有成功，那當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A：還好啦，其實這是在預料中。因為我們地方比較偏遠，然後我們所累積的經
驗，就是我們過去的成果沒有那麼多嘛，那競爭者又非常多，所以沒有成功



 157 

也是意料中的吧。 
Q：那在您跟這些人合作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樣比較特殊的經驗可以稍微介紹一
下，不管是好的還是不好的。 

A：好的話就是我們的研究員獨立作戰的能力都非常高，所以他們的經驗也都是
很豐富，都能夠獨立作業，也就是說我們在協調的過程裡面，不需要浪費很

多時間，再去重頭講一次基本動作，就會很有效率的把一個案子，在很有效

率的溝通之下，就各自努力，然後把它完成。這就是好的經驗。不好的經驗，

我想不出什麼不好的經驗。 
Q：老師那您可以針對獨立性稍做說明嗎？什麼樣的時候叫做獨立性不好？ 
A：基本上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把事情分出等級的話，比如說一個案子執行時，
有各種選擇啦，有些選擇是比較高層次的，有些比較是低層次的，要看，凡

是.一個人，如果一個工作人員他能夠把比較低層次的個人問題都能夠自己去
做選擇、去做判斷，我認為這就是獨立性高的。例如說當一個研究員，或者

督導員，他決定電話調查要找哪些訪員來，那我想這個基本上他們就可以判

斷，這樣的事情他就不需要請示主持人，他可以做判斷，可以的話就自己判

斷，像這樣的情況基本上他就是比較會抉擇，比較有獨立性。那譬如說問卷

設計那是很重要的一環，那這部分他就應該主動在他接受主持人的指導後，

坐下來設計問卷，還是要再回去請示一下，看這樣子好不好，這是比較高層

次的一個決策。那麼說如果說一個很重要的決策，他不去問主持人，他自己

就做判斷、自己做決定，這樣就是過份獨立啦，這樣可能就是有一點過度的

不好。那麼如果說是零碎、瑣碎的事情的話，好比說要找哪些訪員，或者是

說買一些文具，這麼樣瑣碎的事情都要去請示的話，恐怕就是獨立性不夠。 
Q：問卷題目、問卷設計沒有請示您就送出去了，有沒有這樣的經驗，那您怎麼
去做處理？ 

A：現在倒是沒有發現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剛剛講的，我們這些團對基本上是獨
立性滿好的。 

Q：老師那在那個訪員的部分，我想請問一下，怎麼樣的表現，他表現出什麼樣
的行為您會認為他是熱忱的、有親切感的，您有沒有曾經遇過，能不能舉個

例子，您覺得他這樣子是很好的、是很有親切感的，他的標準在哪？ 
A：一般都比較純感覺的啦，就是比如說他有笑容，如果他笑容比較多，基本上
他本身是比較快樂的人，那麼應該都是比較親切的。你如果說是愁眉苦臉的，

基本上就不是親切的。所以從他的笑容裡面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些啦。那麼另

外，語調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基本上語調是不是柔和、很悅耳的是很重要

的。所以基本上還是女性啦，其實在訪員這個工作上平均來講女性還是比男

性高，因為在語調上本身就比較柔軟。 
Q：老師那您提到說詞彙量多，可以多做說明這是比較好的？ 
A：我的意思是說萬一別人不能理解，不能理解一些名詞的時候，他可以有替代
的一些詞彙，譬如說也許問卷裡面講說，譬如說你的年所得多少，有人聽不

懂，那一個詞彙量多的人，他可能就可以用各種取代方式來講，例如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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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用收入去代表所得，或是用薪資、收入、賺多少錢等等，他越多的

詞彙量，他在說明的時候，當受訪者聽不懂的時候，他去說明的時候，可能

讓人家聽懂的機率就會比較高。 
Q：老師那語言能力呢？你提到說他的語言能力要好，你能不能舉個例子說明什
麼樣的行為代表他的語言能力好嗎？ 

A：詞彙多是一種，那當然他的咬字、發音清不清楚，然後抑揚頓挫清不清楚，
譬如說都是平聲調的，那保證大家聽了都要嘛就是聽不懂，要不然就是通通

睡著了。所以抑揚頓挫還有咬字，跟剛剛講的詞彙這些都是。 

 
 
 
 

三、專家學者（三） 

Q：請問老師您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這是那個部分的，當然第一個就是說整個民調中心的部分嘛，據說是民調中
心副主任。當然就是協助整個民調中心的業務和督導，還有一些例如說年度

的計畫規劃還有未來發展的問題。那這是整體性的。就個別來講的話，包括

做個案的主持人方面，那個部分主要的工作當然就是整個調查案的規劃，包

括整個研究案的重點，然後調查問題的設計還有執行工作的督導，還有最後

報告分析的確認。 
Q：老師您執行工作的督導指的是哪些部分？ 
A：督導就是整個執行的過程啊。 
Q：可否詳細的描述一下？譬如說您在做這個督導的時候通常會做什麼、說什
麼？然後會和哪些人合作之類的？ 

A：一般來講當然就是我們主持人以下會有一些分工，譬如說還有一些專案的研
究員，那當然就是說你在這個研究主題上面，會對這個主題的主要的重點給

予一些提示。還有當你在實際上的執行的時候，那有一些必須要特別注意的

問題，那你也要去提醒他，包括研究員、專任督導甚至訪員他們要注意哪些

問題，比如說你訪問對象可能是涉及到例如說原住民，那你碰到原住民的時

候可能你要注意的問題有哪些，有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那你可能就不要去

碰觸他了。或是說需要一些特殊的訪問技巧的，那個可能也是需要主動去提

醒的。 
Q：老師那你需要注意的這些問題都是對誰講的？ 
A：大概就是專案的研究員。 
Q：您通常都會怎麼跟他們說？ 
A：當然會事先做一些開會啦，如果以一個專案來講的話，大概一個主持人會有

1∼2個的研究員，那他們對整個操作執行會去，會比較有實際上的參與。所
以當你去做一些提示的時候，當然他們也會把在執行工作以內的要注意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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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操作的過程裡面會去特別停下來注意。 
Q：您認為什麼是電訪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A：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講，比如說訪員，他的工作任務就是做訪問嘛，那他的職
責可能至少必須要把這個東西做到至少必須要要求它的品質。那如果說這樣

的話，那個訪員當然他主要的工作當然就是要去完成一項的調查，那它的職

責呢，可能就是說在他整個執行的過程裡面必須要注意到一些問題，比如說

品質的問題、真實的問題，所謂真實的問題指的就是說，你要怎麼去透過一

些訪問的技巧，然後把受訪者真正的想法，反應給你。那這個事實上對每一

個訪員來講並不是都可以順利，也就是說這個的確是需要一些專業的訓練。 
Q：那您認為品質的定義是什麼？什麼樣的表現叫做有品質？可以舉例說明嗎？ 
A：首先就是你問的問題可以真正反應受訪者的想法，這是最基本的。那其實更
進一步來講的話，可能是說對於一些比較敏感性的問題，那麼你也可透過某

一些的專業訓練抓一個技巧，能夠去把他的想法給反應出來。其實我們在做

民調本來要求的就是一個真理，這樣在做整個調查訪問的結果之後，所做出

來的統計他才會有意義。才能夠跟現況吻合。 
Q：所以老師您的意思是，品質只要他在訪問過程能夠真實呈現受訪者真正的想
法，就是代表有品質的？ 

A：對。 
Q：老師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是什麼？ 
A：當然首先剛剛前面那個問題就是說你的要求的品質、你對訪問結果的品質會
有一種認同感。你在之前工作裡面會希望說能夠達到這樣的一個訪問的品

質，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有時候你還需要一個耐心或窮追不捨的態度，

比如說你經常會碰到某一些受訪者他對某一些問題也許是有一些敏感，那他

可能就是給你敷衍或是說我不知道，可是我們在做一個分析的時候你會發現

說，這個不知道其實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困擾，我們希望不知道這樣的

答案可以越少越好。所以如果一個比較盡責的訪員其實應該是要會去追問受

訪者是不是可以正確的給一個答案，就是說有一點追問，去追問受訪者，當

然也不是要對方隨便給一個答案，就是說你真正能夠去追問他，能夠去反應

他的意見，這樣的話你最後的結果才會有意義，否則如果他說不知道你就放

過他，那就會造成類似不知道這樣的答案會增高。此外還有敬業，一個好的

訪員應該是要敬業的，還有對整個訪問的主題其實應該要有比較深的認知，

因為雖然我們是說很被動的，螢幕上出現什麼問題你就是要唸出來，讓受訪

者去回答，但是有時候你會去碰到某一些受訪者他可能會有一些立場上的意

見或反應，所以這時候訪員當然做一個訪員必須保持比較中立的態度，不能

夠有太多個人的意見，但是我覺得如果在實際上的操作過程裡面，如果訪員

對他整個研究的主題有比較深的認識，事實上我覺得應該會對調查結果會比

較有幫助。 
Q：老師那您有做什麼動作幫助訪員瞭解嗎？ 
A：一般來講都是做調查前的訪員訓練，但是我們做訪員訓練的時間其實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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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長，其實有時候我也會滿擔心說這樣的訪員訓練時間會不會不夠。除了第

一次以外，每一次開始前的訓練也不夠，有時候，因為畢竟來講設計題目的

人跟你實際上操作的人有時候不完全一樣，所以如果說比較有經驗的訪員，

他對問題要怎麼去問，他可能會有根據他過去的一些經驗，他有他的想法，

所以如果說在調查之前，你做比較充分溝通的時候，他對訪問的進行會比較

順利。也會避免一些例如說受訪者對問題的認知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想法。 
Q：請問一下您認為什麼樣的表現是一種敬業的表現？ 
A：就我剛剛講的，因為其實從訪問過程裡面你可以去瞭解說受訪者他對接你這
通電話的態度，所以當你發現這樣的時候，如果說是一個敬業的訪員，你應

該不要輕易去讓他拒訪，因為有時候他說沒空，其實你會知道他是在跟你敷

衍，那當然你必須要想辦法把這個電話留住，那當然這個訪員需要某一些經

驗跟某一些技巧，這樣就是敬業的態度。 
Q：老師那您可以針對耐心做描述嗎？ 
A：比如說有些受訪者訪問到一半會說我現在有事情不方便回答，那你當然可以
用一些方式想辦法把他留住，譬如說很快、剩下幾個問題就好了..等等，例如
說有些人對選舉的議題其實也是不太敢表現，或者是覺得說比較敏感，那當

然你也可以用一些比較有技巧的方式來引導他，引導他來繼續你的問題。 
Q：老師那您所謂品質的認同感，您是用什麼方式來衡量所謂的品質表現是什
麼？ 

A：我現在想的是說，你怎麼樣來評斷一個人的反應問題，其中可能是可以用比
較，就是說在同一次的調查裡面，所有的訪員你可以做一個比較，如果說有

某些人他的表現特別突出，比如說他拒訪率特別高，或者是說他的中斷率非

常高，就是說在同一次的調查裡面，所有的訪員你可以做一個比較，如果說

有某些人他的表現特別突出，比如說他拒訪率特別高，或者是說他的中斷率

非常高，或是說他的受訪者回答不知道的比率特別高，那你會覺得說這個訪

員可能有問題。那品質的話可能就是包括他本身的耐心，還有他對這個調查

的投入度可能也是一個。 
Q：投入度的定義是什麼？ 
A：投入度就是他對這個問題本身的瞭解。 
Q：老師那真實呢？如何去瞭解訪問出來東西的真實性？ 
A：當然是透過督導員去做一些不定時的監聽，當然如果能再做一些事後對整個
比如說訪員跟訪員之間調查結果的一些比較，那其實也是可以發現的。比如

說包括我們剛剛所講的監聽，我不曉得是不是一些統計方法可以對真實做監

控，因為真實相對來講就是看有沒有一些作假的事情。 
A：有時候我們對受訪者他的回答，有時候可以從問卷的設計裡面去做一些不同
題目的偵測，比如說有些人他就跟你講說，你問他什麼他都說同意同意，就

是說有時候你可以設計同樣的題目但是是在不同的地方，用反向的問法，那

他也跟你回答同意，那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受訪者，事實上他是不經心的。所

以也就是說，正常來講，比如說這個反向值照他說來講應該是不同意，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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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同意，就是你發現他這兩個題目都是回答同意，也就是產生了矛盾，變

成矛盾。那我的意思是，事實上你可以用類似這樣的方式來去偵測，說訪員

他們會不會有一些類似作假的情形出現。 
Q：好像在執行的過程中除了監聽以外，還有一個就是抽查，就是從 A訪員打過
的完訪電話裡面隨機找一支，回去問看他的答案一不一樣，那這樣就是抽查。 

A：對。這樣好像是比較笨的方法，不過其實也是比較保險的方法。那我剛剛講
的那個就是說在技術方面也是不太容易做的到的。 

Q：老師還有嗎？您還有覺得一個好的訪員還會有什麼樣的特質嗎？ 
A：不要遲到，有些訪員這方面的問題滿嚴重的。 
Q：請問一下在您的工作過程中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最成功的工作經驗？  
A：我是覺得就是一些我接觸的一些合作的一些督導員，他們在執行的過程中都
還滿認真的啦。而且他們對於一些操作的技巧其實也都還算可以，應該說也

是滿有經驗的啦。所以對於之前的各種民調都可以說是滿順利的。 
Q：老師您可以針對認真做說明嗎？他們有什麼樣特別的行為或表現讓您覺得他
們是認真的？ 

A：比如說他們對訪員他們所碰到的問題，他們會滿積極的去提供一個協助。還
有呢，比如說在訪員訪問過程裡面，他們所碰到的可能碰到一些問題，那他

們也會主動找我，我指的是這些督導員他們會主動找我去討論，甚至譬如說

有些問題的選項，可能要再去做一些調整，那這些都可以顯現他們對這個問

題認真的程度。 
Q：請問您認為什麼樣的人可以做訪員這樣子的工作呢？ 
A：首先大概就是說願意聽別人講話的人。那其次是可以接受不同意見的人。再
來就是要有耐心，因為畢竟做訪員，要去做一個案子，有時候要接連好幾個

小時，一直在接電話、聽電話，其實這是非常需要耐心的。這就是做這些工

作所需要的條件。 
Q：如果您現在要應徵一個訪員，您期待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除了上面說的以
外。 

A：當然語言是一個基本的，比如說你這個，至少要求他必須要國語、台語要講
的流利。然後對某一些時事的問題大概會有一些基本的認識，因為我們常常

在做一些民意調查或市場調查，通常是有關於一些現實的問題的。如果你對

於這些東西完全不瞭解，那你在進行訪問的時候有時候會出錯。 
Q：性別學歷呢？ 
A：性別的話，有時候我們要考慮到某一些議題跟性別有一些關連。比如說如果
你要做的是一個有關於兩性關係的或是婚姻的議題也是會有啦，我覺得要看

這個調查的主題啦。就上次我們去跟那個縣政府談案子的時候，委託者他們

用一種比較自己主觀的想法，來去要求你。就是說這樣的情形也可能會跟你

這個對問題的專業認知會有差距，那有時候你會面臨一種兩難，要嘛對你就

說服他，可是他又是一個粗淺的人，我不知道這個能不能這樣子講。 
Q：老師那您那個時候有說什麼或做了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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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們當然會先提供他們一個比較正確的一個觀念，可是他如果沒有辦法接受
的話，其實，我們其實也是會提醒他說他可能會造成的結果。我記得那時候

案子問題是跟那個問卷本身有關。 
Q：除了提供正確觀念外你還有做什麼或說什麼嗎？ 
A：因為我也不能說太過於強烈說你就是不對。 
Q：那您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A：我們只是提醒他注意，就是說他可能會造成的一些比如調查結果出來的一些
偏誤的可能性。簡單的講就是說，可能你會碰到的是一個委託者跟對專業的

一種不尊重，對專業的不夠尊重的一種情形。 
Q：老師那您所謂的對專業的不夠尊重，可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嗎？ 
A：當然我不是說上次那個東西，只是說有時候也許當你接政府的一些委託案的
話，當然你跟政府合作的時候，他會想要問某一項的問題，那這樣的問題可

能會有時候是會有引導性的。那當然就是說他事實上做這些調查，他主要是

想要達到某一種結果的，那你從一個專業上的、中立上的角度來看的話，是

希望不要有、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的。那這個有時候就是看委託者能不能接

受你的意見，那當然他沒有辦法接受你的意見，他還是堅持他自己的想法的

時候，那當然還是會有挫折啦。 
Q：那這件事情的結果怎麼樣？ 
A：當然我講的那個不是實際上發生過的事情啦，只是說有可能。 
Q：那如果碰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您都怎麼解決的？ 
A：有幾種不同的作法，第一就是說你善盡你告知的責任，那如果他還是堅持這
樣的作法，那你就提醒他可能造成的結果或者是會怎麼樣。那當然比較極端

的作法是我就不做了，那當然其實是比較不希望是這樣子的啦。我是聽說，

我不知道蓋洛普以前是怎麼樣，我是聽說他們以前也是這樣子，就是說他們

碰到類似這樣可能會侵犯到專業的中立性的問題的時候，他們甚至就會拒絕

接案，比較強調那個品質，那當然我不知道他們現在是不是還是這樣的。 
Q：那在遇到這種狀況這種情形下的時候，您心中真正的想法和感覺是什麼？ 
A：雖然我們做案子當然是接受委託，可是我們還是希望就是說，你用這個專業
的東西來呈現真正的狀況，所以雖然即使你是一個政府委託的，可是你還是

希望能夠是在一個中立的、客觀的角度上，去把這個調查結果真實的狀況去

把它顯示出來，而不是希望說他是被扭曲的。 
Q：老師那您可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專業嗎？ 
A：專業就是你在一個民調的操作過程裡面有一個堅持，在這個調查的專業上面
所要求的一些東西。比如說包括你的抽樣、你的調查的執行的過程，還有包

括問卷設計，那這個當然在專業上面事實上都是有一些相關的共識啦。 
Q：老師那這些工作都是要由誰來負責的？ 
A：當然主持人要負最大的責任啊，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包括這些問題的，比如
說整個督導整個調查案的執行過程裡面，主持人他必須要隨時去提醒研究員

或者助理，請他們對某一些問題特別的注意。比如說你在問卷設計上面，是



 163 

要避免說會有誤導的問題，或者一些錯誤的認知問題，還有像抽樣方法上面

其實也是。 
Q：老師那您跟您的研究員助理強調您的想法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A：這經過溝通通常都可以互相的接受啦。 
Q：老師那您可以舉實際的例子來說明溝通的過程是怎樣的嗎？ 
A：通常都是透過開會的方式來討論啊。就是說我可能會把我自己的想法，把它
講出來，那看看大家有沒有不同的看法，那這個都是可以溝通的啊。 

Q：老師您可以舉例嗎？您曾經對研究員表述過的、陳述過您的想法，是怎麼講
的？ 

A：這是有一個，這當然不是說很特別的，只是說當你在面對一個個案要去操作
的時候，那你可能覺得說有一些東西是特別重要的。比如說我們之前曾經做

過對宜蘭縣政府施政的調查，那比如說你就要必須去瞭解一下說這個組織他

的特性，或者是說他的受訪者他可能接觸的一個面向會是怎樣的情形。就是

說你對受訪者他可能接觸的一個面向的細部你會提醒他去注意。 
Q：老師那您用什麼方式去提醒？ 
A：直接告知。 
Q：跟他們講了這些事情之後，他們的反應怎麼樣？ 
A：能夠理解。 
Q：然後實際上的結果呢？ 
A：實際的結果應該就是你在整個操作過程裡面，或是說包括問卷設計上面，你
應該就是避免可能會有一些負面的情況出現。 

Q：你所謂的負面結果是什麼？ 
A：比如說有引導性啊，或是說你所問的問題受訪者沒有辦法回答，或是沒有辦
法理解。 

Q：老師您怎麼知道這些問題？ 
A：比如說我問一個民眾說：「你對某一個政府機關的服務滿不滿意」，向這樣的
問題可以，可是你如果說問了一個說：「你認為某政府的績效好不好？」，那

績效這個定義本來就是民眾不是很容易理解，所以你必須要用一些很口語

的，可是民眾比較容易瞭解的一個用詞，讓他去回答。所以就是用字上的問

題。 
Q：老師您可以提一下就是你曾經和誰工作過然後有碰到這樣的問題嗎？ 
A：倒沒有說因為碰到問題才溝通，都是說你是先就研究目的做溝通，因為我們
當初在接案子的時候都會把每一個人都帶進去，去跟委託者做溝通，所以他

們也瞭解說他們的需求在哪裡，以及他們可能會面對的一些狀況。那像這樣

就是你事先都要比較充分的溝通。 
Q：老師那您完成一個案子之後你的心情怎麼樣？ 
A：一個是如釋重負，那接著當然就是也會有一種成就感，而且其實從寫報告、
分析調查結果之後，你會覺得對整個問題很清楚，你對某些問題的深入，會

比別人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就是你完成一件作品，這跟只是完成一件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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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一樣的。 
Q：老師您的成就感來自於哪裡？ 
A：因為我剛剛所謂的作品跟工作不一樣的地方，是因為工作只是一個你必須去
盡完的一個義務，可是你把它當作一個作品的話，你會希望是把它表現的比

較盡善盡美。你會比較花一點心力、花一點精神，然後把它做的好。 
Q：老師您對好的定義是什麼？ 
A：這當然是每一個人自己的認知啊，比如說以這個民調來講的話，你是不是能
夠發覺某一些東西，那在發現了這些東西之後，你對原來的調查目的是不是

已經達到了，或是說對於委託者是不是能夠提供他一些進步的一些建議，或

是一些參考的價值。 
Q：老師您之前說在跟委託者溝通的時候，會帶研究員一起參與，可以說明一下
這個研究員是誰嗎？過程怎麼樣？ 

A：之前那個案子就是帶過林 × × 還有周 × × ，我曾經去談過 2個案子，有一
個是那案子後來是請蔡老師做，就是資訊的那一個。那一次我是帶阿德去，

那另外跟計畫室的那個案子，我忘了是跟誰去，好像是鄭 × × 去的。 
Q：老師那過程怎麼樣？ 
A：一個是主要跟他們談他們的需求，還沒有談到比較細節的問卷的問題，主要
就是談他們的需求，談他們想問哪些問題，可是這還沒有涉及到問卷設計的

部分。那一次還不錯，主要就是我們聽到他們的意見還有他們的需求。那另

一個案子是跟那個計畫室，那時候我們是擬出了一些問題然後跟他們討論，

那這就碰到剛剛所提的那個問題，就是好像他們對問題的內容有一些意見。 
Q：那跟鄭 × × 一起去的這個案子問題，後來是怎麼解決呢？ 
A：我們是有做一些比較變通的辦法。就是說不完全堅持我們原本的設計方式，
可是也不完全採用他們的。 

Q：那後來的結果呢？ 
A：後來就是說我們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呈現，他們後來就接受啦。 
Q：那整個案子結束之後你覺得怎麼樣？ 
A：整個都還順利，只是不知道他們對於這樣的調查結果是不是有不同的反應。 
Q：老師那您覺得這個案子做出來之後，您的想法怎麼樣？心情如何？ 
A：唯一的問題就是說對問卷本身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後來有做一些修改之後就

OK了。 

 
 
 
 
 
 

四、專家學者（四） 



 165 

Q：第一個要問的問題就是您實際工作的任務和職責？ 
A：我主要就是例如說負責幾樣調查、主持調查案，那這主要任務跟職責主要就
是說整個案子的設計，這個設計裡面就包括整個這個題目的設計，我想主要

還是在這個題目的設計到完成，再到訪員的接觸這一個部分，可以說就是實

際調查這時候的督導，以及訪員的訓練有一個系統，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說，

因為每一份調查問卷的設計，背後一定有他的目的，我設計的每一個題目以

致於背後的意涵，因為他是有督導、有訪員，已經有層層負責的部分，所以

整個題目設計下來，有沒有被瞭解，在銜接方面，除了問題的本身跟督導的

溝通，確定他理解了研究的目的，及每一個問題設計背後的用意如何傳遞給

訪員。 
Q：請問您認為每一個電訪員主要的任務、職責與工作內容是什麼？ 
A：恐怕會跟第三個問題混在一起。基本上，他就是根據我們所給的問題，接觸
受訪者。第一，他必須很清楚的對於這個問卷或計畫的目的和問卷有清楚的

認知，甚至整個研究的設計他背後的目的。如果他可以有清楚的認知，被訪

問者如果詢問關於問卷的意涵，他可以忠於題目而不會加以扭曲，所以對於

訪問的設計以及每一個題目，就是在於限定的時間，問完所有的問題，所以

在掌握時間，這是兩項主要的任務。所以對於訪員的規劃就是希望他把所有

的問題問完，因為有時候訪員會有一個狀況，他會因為在訪問的過程當中產

生了挫折，所以會有跳題的狀況，總而言之，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把問卷內

所有的問題問完，在過程當中，他如何問將會影響問卷的品質，所以這就牽

涉到整個態度的問題。所以在這個特質裡面又分為，他對問題的認知、他對

問題的態度，還有他能力的部分，態度跟能力是相關的，但是這個態度的部

分也是非常的重要。那在工作上面所表現出來的特質，一個訪員最基本的方

面就是說，他非常願意接受各方面對他提出來的訓練，讓他有來當訪員不只

是來要這個訪問費的體認，這個非常重要，一個訪員必須知道他的角色在整

個研究裡面，他是非常重要的。假設我們的問卷作得很好，而訪員的態度有

一點點作假、一點點疏忽，那麼我們所做好的資料便是有偏誤的，而我們運

用這個資料把結果分析出來，接著報告出來，這個東西他就不一定是真的，

他是會影響這一個研究的品質的。可是有時訪員對他角色的認知，只是賺外

快的認知，但是我們應該讓訪員有一種使命感，讓他知道他在整個研究的環

節裡面，其實他是非常重要的，讓他對自己角色的認知。因為第一個對於角

色的認知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們就會一個對於訪員的訓練，讓他知道對這個

對於訪員的訓練是非常重要的，他會影響到後續整個工作的品質，而且他在

這個過程裡面，他是被訓練的，他是一種專業，不是一個 PARTTIME 的工作
而已，讓他知道這也是一種專業，所以你剛才說的提升一個競爭的管道，我

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作法。然後他知道他在一個研究裡面的重要性，再讓

他知道這一個工作的專業性，那自然就會提升他對這一個工作的態度，他就

會比較嚴謹、比較認真的去對待這一個工作，那麼他在接受訓練、出缺席，

或是他在對這一個工作的滿意度上面，就會大大的改進。就是說，我對這一



 166 

個工作的回饋就不只是訪問費而已，他就會覺得我在這一個工作裡面，我的

能力有被肯定、能力有被提升。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訪員對於他這一個

工作的專業性的一個認定，那他就會影響到他的態度，那麼他在工作上所表

現出來的一種特質，或是我們給他的一個印象就是這是一個專業性的工作，

另外一個就是說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一個特質，就是他必須是非常的負責

任的一種態度，再來就是特質的方面，就是他必須具備耐心，他是比較 OPEN  
MIND，他是一個思想比較多元性的，因為你可能面對的對象，是非常不一
樣的，有各種不同立場的。例如政治、族群各種不同立場的，你必須培養一

種客觀性，一個包容的多元性角度，例如他是泛藍的，面對一個民進黨的受

訪者，就會影響到他訪問的過程，搞不好他就在裡面跟他討論起來了，所以

他必須有非常多元的角度、非常多元的視野，還有我們剛才講的耐心，有時

候是語言的問題，你必須很有耐心的聽對方把話說完。另外一點就是他必須

是一個比較能夠控制情緒的人，有時在電訪的過程裡面，例如說他被掛電話

了，他可能會很難過，或是對方是不信任你的，你被質疑，在這一個過程裡

面，你怎麼讓你的情緒不會馬上受影響，所以他必須是一個比較能夠控制情

緒的人。另外一個特質就是他是比較平易近人的那一種人格特質。在能力方

面，我覺得語言是很基本的、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就是他對於一個問題的意

涵的真正瞭解跟掌握，能瞭解他背後的意涵是什麼，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測

一個訪員對於問題的認知能力，我要強調的是他是不是可以抓得到一個問題

背後的意涵。 
Q：請問老師可以舉例說明嗎？ 
A：沒問題，例如說這裡有一個問題：「你曾經認真考慮過離婚的事嗎？」，因為
我要保持題目的精簡，可是題目裡面的正式意涵是說，所謂真的認真考慮是

指說心裡面真的有這個打算，或是你跟你的配偶真的有談過，跟一般人單純

只有念頭是不一樣的，這裡所謂的認真考慮是你真的認真考慮過要去這樣子

做，所以像這種題目我就必須去做比較多的一種解釋，那我就不太確定訪員

是否真的能夠抓到這其中真正的精神，是否可以真正懂題目設計的意思。所

以說對於一個問題的領悟力跟督導的那種溝通，也就是說督導所要表現出來

研究的目的，訪員能夠領略到他們要的東西。還有一個，就是當受訪者不清

楚你的題目的時候，他要你解釋，一個訪員就是要非常忠於原本設計的題目，

他不可以隨便加減字，可是對方在你唸的時候又不太清楚的時候，你如何跟

他解釋又不離原意，這時就要憑你對於問題認知的能力，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說，以另一個題目來看：「你們夫妻彼此相互扶持嗎？」這一個題目，訪員對

於這一個題目的認知不一樣，他唸起來的語氣就不一樣。所以這些都不是你

可以馬上教得會的，這跟她的人格特質會有關係，總之我強調除了語言的能

力之外，他是不是可以掌握到他對問題目的的掌握。 
Q：是否可以請老師舉例您在跟訪員接觸當中，您是如何發現他人格特質的好
壞？ 

A：對問題的懂不懂對於訪員的訓練真的很重要，其實如果不知道題目為什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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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設計，就會連問起來的語氣都會不一樣，我覺得訪員跟督導，甚至研究

主持者應該要有比較多的、密集式的對於問題上的溝通，但是這要看你研究

的規模，如果訪員非常的多，大概很難對每一個訪員有深入的接觸。 
Q：請問您對於溝通，都針對哪幾項？內容是些什麼？ 
A：我做的時候，我會分成兩大部分，第一就是這一個問題的本身，我會跟他說
我的問卷大概分成哪幾個大部分？我為何要做這樣的設計？我甚至會給他們

看整個研究的架構，每一個小項的問題跟這個研究的架構是什麼樣的關係，

我一定是一題一題唸過去，讓他們覺得沒有問題，可以理解，如果他們對某

一題不太清楚，我們就會再加以討論。另一個就是，當他們已經作了幾份以

後，他們會遇到一些問題，我們再針對這一些問題再作一些討論，我覺得一

個很認真的督導員就是當過程當中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的時候，他會講，會去

解決，他的態度表現在外是非常負責任的，這是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而且

他會盡力去把這一個東西做好。 
Q：老師可以請您解釋一下何謂負責任的態度嗎？ 
A：所謂的負責任就不只是把一個東西做好，例如有些訪員對某些問題不清楚，
可是時間又非常的趕，所以乾脆就不問了，單純以錢來計算，這跟訓練這題

目的管道也會有關係啦。電訪做到某個階段，一定會遇到某些問題，我們就

會集合起來一起談，那這是問題本身，另外一個關於技術性的問題就是他可

以很快的取得對方的信任，那這就是說之前的問候語有效，如何在對方拒絕

之前，讓他願意談下去。另外一個就是說，例如我有幾次比較挫折的經驗，

好像對方很不願意談，但又不拒絕，只是消極的回答，這些答案都是會有問

題的，問卷也會是有問題的，這個地方我很難講說應該如何去解決，雙方只

是很機械式的問答，我在想說這有沒有辦法解決、幫助訪員去解決，這是我

一個比較挫折的經驗。然後還有一種，我想想看，就是當我身為督導，看到

這種訪問過程時，已經知道這種東西已經失真了，那當時，我是否該介入，

幫助這一個訪員，我自己也會面對這一種狀況。我們已經很確定對方不想講

了，訪員會不斷問下去，想要完成一份工作，我此時就會非常掙扎是否該介

入。還有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有時候是語言的問題，對方教育程度不高，

聽得不是那麼清楚，可是你還是一題一題的問，訪員會有一種傾向，就是會

希望完成一份成功問卷，這是電訪員在訪問的過程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動

機。我來模擬一下情境，就是對方在表現出猶疑的時候，對方表現出不太清

楚，可是他就是想要盡快完成問卷，加上時間的限制，所以受訪者不瞭解問

題要問的是什麼，所以會有訪員自己去圈選結果的現象產生，這個時候我就

會很緊張，因為我就不知道我這些資料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情況就是受訪

者他就會把問的問題扯遠，訪員會跟讓他講一下，再拉回來，有點像聊聊天，

有些則會控制不至於跟他聊起來，也會有這種情況。至於印象當中兩項最深

刻的成功經驗的話，當然就是受訪者願意，而且對於問題瞭解清楚，因為一

個成功的訪問，受訪者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我們一直在談訪員的部分，

這也不能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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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個成功的經驗，訪員當時的表現，跟佔了什麼樣的地位？可以請老師描述
一下嗎？一個成功電訪員的特質為何？ 

A：我現在能夠回憶的就是比較片段的，就是說他可以適時的傾聽，又可以拉回
題目的部分。我現在很難舉例，只能說當對方對問題不是很清楚，或是意願

不是很強的時候，他會做一個釐清，你要先說服他，讓他瞭解重要性，願意

跟你談，也就是說加強對方願意配合的動機。一個電訪員在對方可能放棄接

受訪問的時候，適時說幾句話，加強對方回答的意願，我覺得這個比較難，

居然電訪員可以控制得很好，用很簡單的幾句話進行釐清問題然後再加強他

的動機或加強信心，使問答能夠繼續下去，相對的是對方不太清楚的時候，

電訪員的解釋也不是很清楚，也就是在受訓的時候不太清楚，所以在解釋的

時候也不是非常清楚，就是你能加強這個人的動機，把問卷做完。還有就是

電訪員適時的讚美對方，這也是一種人格特質，我們一些研究法的書當中，

好像很少提到關於適時的讚美對方，可是有時候有些電訪員他們的人格特質

會很自然的表現出來，給了對方一個很適時的鼓勵、一個正面的回應，可是

又不會影響，例如說你贊成綠營，你就直接說：「對呀！跟我一樣」，就是說

延續受訪的動機，因為是藉著釐清。讓我覺得如果我是受訪者，我也會很願

意接受訪問。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另外一個我是覺得說跟人接觸，尤其是電

話，因為你沒有看到人，所以很難感受到對方到底是誰，那你如果一開口就

說我是某某民調中心，因為很多人其實已經對民調很感冒了，所以你再跟人

家說話的那種很人性、很自然的那一面，那個部分讓人家覺得很容易、很快

的接受的那一部份也很重要。然後我曾經接受過一些電話訪問就是說，他那

個聲音，例如說像 SEVSE ELEVEN 的店員也是一樣，例如說也些人電訪做
久了，像我們以前畢業的那個學校也有一個民調中心，那時候電訪員做久了，

那個講話的口氣就變的像機器一樣，如果是我我就不願意受訪。那我聽過的

幾次就是例如：「阿伯，你好，我是… 」，就是很人性化的對話的樣子。 
Q：老師您所謂的客觀性是什麼？ 
A：例如說我們如果訪問就是說，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一般電話訪問比較多是
跟政治有關係的，例如說，這是我舉的例子，不一定是真的發生的。例如說

哪一個大選你可能會支持誰，然後剛好受訪者回答的問題是你討厭的，然後

他就嘆了一口氣，不小心就展現出了他個人的意願，然後自己的情緒就會展

現出來，那樣的話就不客觀了。然後或者是說有時候受訪者說他支持誰，那

訪員就說：「啊，我也跟你一樣」，就是說竊喜、會有自己的情緒跟立場出來，

這樣就是比較不客觀的。那相對的就你比較多元，因為你是在收集資料，那

對於對方個人的情緒、個人的價值觀，你就必須忍耐、要有忍耐跟控制的功

夫，在這時候你的價值觀跟情緒可能就必須隱藏，例如說有時候在談的過程

裡面，因為我這個記憶有時候會跟面訪混在一起，例如說，因為一般電訪其

實題目都已經知道了，而且電腦的題目會比較簡單，所以一些敏感性的東西

基本上會先把它過濾過這樣子。那例如說有一個問題是有關喝酒的問題，例

如說問受訪者喝不喝酒、一天喝幾瓶，如果他回答說一箱，一般我們就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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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人一瓶、一杯，那你可能忽然間問到一個例子，他說我大概一天都要喝

五、六瓶，那訪員如果說：「什麼，一天都要喝五、六瓶喔？你是真的還是假

的？」，那這個東西，因為這是那個訪員覺得很不尋常的，那這個部分就又變

成了你要跟對方產生一個對談了，那這個部分，你又要怎麼寫你的紀錄，你

知道我的意思嗎？可是這個東西他說什麼你就是要什麼了，在電訪的過程，

你所謂的客觀，他說幾瓶你就是幾瓶了。如果你說：「九瓶喔？哇！好多喔」

當你講這樣很多的時候，可能對方已經受你影響了，或者是說：「哇！九瓶

喔？！真的假的？！」那對方說：「真的啊！」然後就開始對談了，那他如果

說談的過程中，就是說你在那個對談裡面，你已經影響了對方，那對方可能

會想說那我就不跟你講真的了，因為我如果講真的，你就是那個反應。因為

就是說如果電訪，他就是有那個侷限性在那裡，他回答什麼你就是寫下什麼，

因為他有時間性，可是因為面訪的時候，你有整個情境還有對談的機會，還

有機會去挖出說的人的真實想法，你這個九瓶是真的還是假的，可是在電訪，

他說什麼就是什麼，所以那個客觀性還有避免情緒的價值觀介入是很重要

的。尤其我覺得在訪談的過程中，我覺得那個人的功夫真的是很重要，因為

很多時候一不小心你的反應就會出來，還有一種我們做面訪比較好玩就是

說，例如我們找原住民的一個村子，可能是村內的某個人負責那個村子，所

以可能受訪的是他認識的人，然後就會問說：「你有沒有喝酒啊？喝幾瓶

啊？」，那他可能說：「我可能一天喝一小杯啊！」，那訪員可能會說：「你騙

人，我都知道你一天喝多少阿！」，那變成就是受訪者他可能就不被信任了，

所以他到後面就不會再講了。所以就是說個人的觀察跟價值觀的介入就要很

小心。但是我覺得這個印象最深最挫折的，還有一個就是說有時候我覺得對

方好像題意還不是很清楚，就是說他還在猶豫還不是很清楚，但是因為訪問

者他又急於想要趕快把份數完成，所以我就覺得他們在點答案的時候，我就

會覺得，我聽對方回答如果要我來決定我可能會選 1，可是他居然是選 4。就
是說這個部分，就是說這個部分讓我覺得很困惑，讓我有時候對資料會懷疑，

有時候會不太敢用的部分就在那個地方，就是說問題還沒有聽的很清楚，可

是就是說很快的已經幫那個受訪者寫答案了。可是因為那個整個過程、整個

答案都控制在那個訪員手上，所以訪員的謹慎跟負責，所謂的負責就是說我

不是很模糊然後為了趕快完成一個成功的份數，因為我們常常是每個晚上我

們完成多少份數就是對我們很重要的一個依據嘛，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因

為訪員也會感受到這個壓力，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說，因為對方還沒有回答

的很清楚，然後他就選了一個答案這樣子，這個恐怕也是以後我們在訓練的

時候怎麼樣讓訪員這個部分可以 handle，有時候這個是能力的問題，就是說
幫對方做釐清，還有一個就是說在對方的回答裡面，你怎麼去做判斷，這個

部分恐怕也是在訓練的過程裡面很重要的。所以我就想說，回到之前講的認

知，就是說你對這個問題的認知的能力。我是不是講的比較抽象。 
Q：老師您指的訪員的壓力，是指完成數的壓力嗎？ 
A：我覺得是啊，因為我覺得會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這樣，因為像我們，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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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我跟孫老師就會說：「ㄟ！今天的完成率是多少？」，這都是我們很關心

的嘛，那當然這樣的一個要求，很自然也會在訪員身上，那很清楚啊，我今

天做了多少份我就會領多少錢，所以完成份數這個東西就會變的很重要。就

是說在那個過程裡面，一個是時間的關係，一個就是說我要趕快讓他完成，

所以有些東西我就隨便做，因為那個點是控制在他手上，所以有一陣子我就

是覺得，那個資料我都很想跑下去跟訪員說：「ㄟ！他不是這個反應」，對，

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很挫折就是這樣，不過那也是因為我沒有經驗。另外一

個我就發現說我設計的題目往往都會比較複雜，我也是從那裡很深刻的體驗

到，你做電訪，你的題目的長度一定不能太長，你題目的題數跟長度一定是

要有一個規範的，那我第一次不是做了一個很長的東西嗎？第二次做戶政滿

意度的時候那個就超簡單的，那訪員做起來也很快樂。那還有一種是比較中

型的，那個就是看整個研究的性質，因為我從第一次的那個經驗裡面，我做

了幾份之後我都不想聽了，因為我覺得那個 DATA我不敢用你知道嗎？那我
就發現一來也是因為我的那個題目太複雜了，然後訪員也比較新。所以就是

說電訪它研究的性質跟它那個規範也是很重要啦，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訪

員對這個研究跟題目的認知，要跟研究者的認知的距離越少越好。 
Q：老師那您所謂的耐心，怎樣叫做有耐心怎樣叫做沒耐心？可以舉例說明嗎？ 
A：耐心有兩個部分嘛，一個就是說我可能做了幾通後，我覺得可能做這個常常
被拒絕啊，或者我做了幾次我覺得不是很好做，人在這當中受到的挫折，他

覺得我可以不用花這個時間來賺這種錢嘛，所以他可能做了一次、兩次他就

不做了，所以就是整個延續性的部分。那另外就是針對單單的一份問卷，你

怎麼跟對方，那就牽涉到我剛剛講的，就是說你怎麼樣引發對方的動機，然

後他不清楚的時候，你還可以幫他做解釋、幫他做釐清，那我發現有的他解

釋就是一兩句話帶過去，然後我就不知道對方是不是有清楚這樣子，所以你

會發現在整個那個過程裡面就是模模糊糊，然後就是對方到後來就是跟你隨

便答，就變成即使他給你答案可是他也只是跟你在應付而已。 
Q：老師那您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您有沒有在做哪一個案子的時候，整個流程從
頭到尾的經驗能不能加以描述，然後跟您接觸的這些人是怎麼互動的？然後

他有表現出什麼行為讓您覺得是身為一個訪員是很需要的？或是哪些是有所

欠缺需要加強的？那就一個研究案的歷程來做解說。 
A：我剛剛講最挫折的就是可能我之前就是第一次做電訪，我自己比較挫折的就
是那個第一次嘛，就是說可能我在題目的設計上就是比較複雜、比較長，就

是它可能是不適合做電訪的，也就是說本身的研究性質可能就對這個方法是

不太合適的，所以它整個進行起來，就是說在時間上、在對問題的理解上，

就會有很多的理解上的誤差。所以我第一次的時候，我就發現說，因為是督

導在解釋這些題目給訪員嘛，那我會發現說督導在解釋的意思跟我的意思又

不太一樣，然後那一次另外一個就是電腦的問題，所以嗯，我先講歷程，通

常一個研究案，會有一個研究題目，然後你根據這個主題、目的去設計題目，

然後再來就是我覺得因為也是因為那個是第一次，所以我並沒有跟督導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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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我把題目給督導讓他們去 KEY IN嘛，可能跟督導的溝通也不是很
清楚，就是說他不太清楚我的整個研究目的，所以他在傳達的時候，他是傳

達我這個文字上的東西，所以當這個問題對方有疑問的時候，然後訪員在解

釋上就不是那麼樣的清楚，所以我覺得那一次最不好的經驗就是說覺得還是

對整個問卷的設計、目的、我跟督導的溝通，然後督導跟訪員的溝通，好像

LINK 沒有做得很好。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本身這個問題也比較複雜，所
以，我只記得我聽了三、四個，然後就胃痛的跑出去了，不想再聽下去了。 

Q：老師那當您發現督導的解釋跟您的意思不同的時候，您有做什麼動作嗎？ 
A：我就把督導叫過來，然後再跟他做釐清。 
Q：那是您請他先暫停嗎？ 
A：有的是個別性的，例如說我請督導到某兩個人那裡，我發現是什麼樣的問題。
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到個別的地方去，有的是整個暫停的情況。因為時間很

久了，所以我講的就是比較抽象的東西，很難用實際的例子來講。 
Q：所以您的意思是，當您發現您的意見跟督導不同的時候，您可能會請督導先
暫停，然後再跟他重新說明一次，那等到講完之後，當您發現問題的時候，

再請他過來，一起針對那個問題來做釐清？ 
A：對。 
Q：那在那個時候督導他們有說什麼或做什麼，或是訪員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A：訪員基本上對我們所提出的糾正都會很樂意改正，督導也是很願意。 
Q：那他們聽完您的建議之後呢？他們有說什麼或做什麼嗎？ 
A：當然就是依照我說的方向去做。我應該把實際的例子拿出來講，但我忘記了。
就是說有的是各別性的。 

Q：那老師您剛剛說對林 × × 的印象還很深，你可不可以舉例一個你跟林 × ×
互動過程的例子？ 

A：我覺得他給我一個很深的印象是說，我覺得一個基本的就說在既定時間內的
完成率是非常基本的，因為從這裡面就可以看出來一個人他負責任的態度。

還有他的執行率，一個就是說他可以估量時間、他能力的自我評估上面很精

準，不會說跟你說可以做十份但卻只做了五份，所以他對自己的評估就很精

準。就不會讓我們有過高的期待或過少的期待，有時候他跟你說我可以做三

十份，可是你發現他根本只能做十份，有時候不是他能力的問題，是他自己

不了解自己，他對自己的評估有問題，這個部分我是印象很深刻。然後另外

一個就是說他碰到什麼樣的問題，他會問這個我應該怎麼樣去改善，就是說

他會想辦法去改善他這個訪問的工作。不是像有的人會想說我只要趕快把它

做完就好了，因為要改善我還要去問，我自己還要做改變，這樣我會花太多

時間。就是他在碰到問題的時候，他說出來他碰到什麼問題，那背後一個意

涵就是說他想去改善他的工作品質。例如說有一個案子是要夫妻分開談的，

可是有的時候先生會想要聽太太在講什麼，或是太太會想聽先生講什麼，可

是我們就是必須要分開談，他就會說有時候就是會有一個配偶他不願意離開

這樣子，他就會問說怎麼辦？我就會跟他講說基本的原則是一定要分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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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研究設計裡面是很重要的，有些東西可以不堅持，可是這是必須很重

要的一個點，那這個東西，他會問，那我就覺得這個很好。因為如果說他今

天會覺得不好意思，他如果想說人家夫妻都願意接受訪問了，你還要求人家

離開，然後就會說好吧，那你就在旁邊，那你就在旁邊聽也可以。可是分開

訪問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所以這個是一定要處理的這樣子。所以這個部分

他不會說為了研究方便，就草草了事，因為這是一個模糊地帶，可是他會問，

那問了之後就會更明確的，可能在做訪訓的時候我們有提出這個原則，那他

也聽了，可是可能說在他執行過程中碰到這樣的困難，可是有時候為了方便，

你要人家合作，那他可能就為了方便讓另外一個配偶在旁邊。那他不講，我

也不會知道，可是他方便做事啊，但是這個東西他還是會提出來。但是我還

是很明確的講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還是要請他離開這樣子。有的因為

要方便做，因為他們還要去找人，所以他用的一個方式就是說，我們是一定

一戶就是一個單位，結果他為了方便，例如說有的是兩代一起住的，他問了

年輕那一代再問上面那一代，也就是說他不用找那麼多人，可是我規定說一

戶只能一對，可是因為當我們交出去的時候，他怎麼問的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對這個工作的一個誠實是很重要的。還有就是說你自己覺得模糊，或

是當初督導說明的原則，你執行上有困難時，他願意拿出來談，他不會為了

方便進行把它掩蓋掉，因為我們到最後成果是根據他做幾份，那有的他就會

說我做了幾份，但是那個過程當中我們並不曉得是怎麼做的，像這個就比較

具體，而且他的穩定性也很高，好像是一個很能吃苦的女孩子的感覺。可是

他就是說對他的工作不會含糊、不會草率應付，因為其實這個東西到後來就

是算份數嘛。 
Q：老師那您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他穩定性很高？ 
A：對。就是說，因為我們有學生啊，然後有朋友啊，然後有的就是從這個電訪
員，就是施 × × 找的這幾位裡面，然後從基本的完成率裡面，就是從這些有
電訪經驗的人裡面，完成率是最高的。那另外一個就是在工作態度上，我覺

得關係上也是，就是說不管學生或是朋友，在我們出發點的時候，那個感覺

就是請你們幫忙，所以比較不會那麼嚴謹，我們在要求他們的時候，因為我

們是說請你幫忙，所以你很難說很要求性的。可是其實我們在做訓練的時候

那個態度講話的語氣各方面都是一樣的，可是他們在執行上可能就不是那麼

樣的謹慎，那這些人也可能真的都是忙，然後譬如說這些電訪員，他們在對

自己的生活做過一些評估說我可以做多少之後，我覺得這部分真的是很重

要，就是說你對自己一個的評估，你能夠做多少，然後你承諾你做了多少，

然後你就會做多少。這個部分就是說我們在做評估的時候，就比較好評估說

好，我這個東西交出去，你可以完成，就不會說到時候我覺得你可以完成 50
份，結果到最後只做了 10 份，那我們另外那 40 份就不知道怎麼辦了。就會
增加我們的困擾，可是你如果當初告訴我你就只能做 10份，那我知道我就要
再多找人，所以他那個對自己的評估，我是覺得滿精準的。所以其實我跟他

接觸沒有很多次，但是整個那個感覺就是覺得合作的過程裡面，不會枝枝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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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的東西很多。 
Q：老師您對於黃 × × 在這過程中有什麼好或不好的印象嗎？ 
A：我只記得他完成率很高，但是我跟他對話只有一次，所以還看不太出來。但

是感覺他應該是跟人的相處很容易打成一片。所以我的感覺是這樣，但是跟

他我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接觸。 

 
 
 
 

五、專家學者（五） 

Q：請問您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 
A：主要就是找案子做，然後就是從政府機關那邊，他們會有一些公告的招標案， 
然後就從上面去找案子，找到適合的案子之後就去要案。標下來就做，做就 
是整個的規劃、找訪員到進行、到資料的分析寫報告，差不多就是這樣。 

Q：在您找案子的過程，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或是細部流程需要跟什麼樣 
的人接觸？ 

A：例如說一般都會需要找一個計畫主持人，我覺得比較大的問題是，因為很多 
案子它就會有規定說他們要有相關經驗的，或是有相關專長的，這部分就比 
較麻煩。 

Q：那您如何找訪員呢？請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A：因為這邊的訪員很多都是以前的訪員，然後有一些是新進，就是學生，像我 
找我就會先從在我印象當中我覺得比較優秀的去找，找了之後再從學生裡面 
去找。 

Q：您所謂比較優秀的訪員，那他們曾經做過什麼事讓您覺得他們是比較優秀 
的？ 

A：就是覺得他對排班很積極，例如說我早上打電話去，他除了當天有事或是不 
舒服之外，他都會跟我說他要來。接下來就是工作表現，他就是上班很認真， 
也不會打混，讓你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Q：學生部分呢？ 
A：學生的話，我會比較喜歡找外校的。 
Q：那為什麼您優秀的訪員找完之後，你會選擇去找學生？ 
A：優秀裡面可能會包含學生，但是學生比較少。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學生他們晚 
上有課，有時候部分學生可能會說他們要寫報告，還有一些學生會跑出去玩， 
所以他們其實對賺錢，除非他們真的是缺錢。像之前有一個訪員我問他說你 
怎麼那麼久沒來，他就會說缺錢他才會來。所以學生我不會先找，而且我覺 
得外面的訪員他們的交談能力比較好，學生可能經驗沒有那麼多，所以在碰 
到一些狀況的時候會不知道該怎麼辦。 

Q：請問一下什麼是電訪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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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是很遵守整個訪問的流程，什麼時候該打電話，有什麼狀況的時候該怎麼 
處理。比如說狀況他是拒訪還是傳真什麼樣的，他知道怎麼樣去歸類。還有 
就是說他有問題的時候應該要詢問督導，而不是說自己去做決定。還有就是 
要非常忠實，就是很正確的去把受訪者他的答案 KEY在電腦裡面，我覺得他 
們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這樣子。 

Q：請舉例說明什麼樣的表現是忠實？ 
A：假設說今天他知道這電話號碼是在宜蘭縣的某個地方，可是受訪者卻跟他說 
是在另一個地方，這個時候我認為他應該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去勾那個答案， 
而不是說按照他自己的判斷。至於說要去更正一些受訪者比較客觀的答案的 
時候，應該是由研究員或是主持人他們去更改，而不是由訪員。或者是說有 
些題目前後是有對照性的，前面答什麼後面答什麼，也就是前面答 1後面也 
應該答 1，這個時候訪員他發現受訪者有矛盾了，這個時候訪員不可以去追 
問他說你為什麼前面是這樣但後面是這樣，事實上他應該根據受訪者答什麼 
他就勾什麼。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電訪員應該是要這樣子做。 

Q：請舉例說明你所謂的遵守工作流程是什麼意思？ 
A：譬如說像今天一個新的案子一進來的時候，就先聽題目，聽完題目之後你再 
去看一次題目，每個題目都在心裡唸過，台語怎麼唸，然後都順過一次。然 
後沒有任何問題的時候，你再開始進行訪問。然後訪問當然就是撥號，然後 
看狀況是什麼，然後去歸類，然後就是訪問，應該就是這個樣子。 

Q：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訪員在工作上所表顯出的特質是什麼？ 
A：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耐心，耐心是最重要的一個特質。像我們之前有一個經 
驗是做廣電他們委託的一個案子，他們案子主要只要我們去做執行這個動作 
就好了，可是他們案子 200多題，200多題裡面大概分成 5個部分，而且他 
比較麻煩的是，他是問父母，或是只要家裡有照顧小孩的那一個人都可以。 
就問他說你家裡的小孩平常看什麼電視、聽什麼廣播、上什麼網，就一大堆 
主題，所以除非你跳過那個主題，不然你每個主題都問大概要問 200題。那 
如果說今天照顧的人是阿公、阿媽，就很麻煩。所以在題目這麼多，受訪者 
年齡又不一定的時候，耐心就很重要。所以那時候被掛電話就掛的很慘，可 
是有些人他還是問的很好，因為他們就會很有耐心去勸受訪者繼續接受訪 
問，所以我覺得耐心是最重要的。 

Q：那如果遇到沒有耐心的訪員，怎麼處理？ 
A：就是去跟他講，告訴他你為什麼被掛電話你有沒有想過？會不會是因為你自 
己口氣的問題，然後你覺得受訪者回答太慢的時候，你表現出來的態度是什 
麼？就是你去點他、去跟他講，因為你一定是有證據才會去跟他講，然後他 
就會想，他就會想說他大概要從哪裡去修正。所以當遇到這樣的情況，會先 
跟他溝通，告訴他問題所在。 

Q：告訴訪員他們態度上有問題時，他們的反應如何？ 
A：有的會跟你反駁，這時候我就會跟他說：「我在裡面聽的一清二楚，我就是 
有證據才會跟你這樣講，如果你不相信的話，你可以進來我放給你聽」，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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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種方法。那如果說是很常你跟他講他又不聽的，那就是以後就不要讓他 
排班。 

Q：還有其他工作特質嗎？ 
A：積極的排班、很敬業，還有就是剛剛提過的忠實的去做你該做的事情。 
Q：敬業的表現是什麼。您可以說明一下比方什麼樣的行為叫做敬業嗎？ 
A：就是不會三不五時跑出去休息、吃東西，或者是有時候講一講就停下來，然 
後就聽聽隔壁或是他朋友怎麼訪問。不然就是兩個都訪問完就開始討論剛剛 
訪問的情況，當然不是說不能討論，但是你要討論可以去外面討論，因為你 
會影響別人，而且時間必須要短一點。 

Q：積極排班呢？ 
A：積極排班就是，像我們以前我們辦公室就是會接到一些訪員打來的電話，他 
就會問今天有沒有班可以排，或者是你打電話去的時候，對方都會答應排班， 
這就是積極排班。 

Q：還有別的嗎？ 
A：就是口齒清晰，這是很重要的。 
Q：如果今天要雇用一個訪員，您期待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特質例如耐心、敬業這些都是事後我們才看得到的。所 
以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他跟你的講話、對答的方式。例如像以前我們電訪中 
心的主任，他在應徵訪員的時候，他是要他來，寫完資料以後他就開始跟他 
聊天，有時候用台語聊有時候用國語聊，聊各種方面的東西。聊完之後有一 
個題目，就是假設說他今天要上線，那他要怎麼去問受訪者，讓他唸題目， 
從這個地方去判斷。在跟他聊天的過程當中，看這個人他的思路怎麼樣，然 
後他講話清不清楚，台語可不可以，我想一開始大概就是這個。至於後來的 
那些耐心、敬業就可能從後面開始。所以如果一開始要定條件的話，主要就 
是要口齒清晰，會說國台語，還有我會希望他是白天上班，下班之後再過來 
的那一種，我比較不喜歡學生。 

Q：原因是什麼？ 
A：因為我覺得學生雜務多，他今天不想來他就不來了。但是這些上班的婦女他 
們不是，他們一定是因家裡的需要他們才會過來，所以他們會很積極，而且 
他們跟人家對談的能力比較好。但是這也是有風險，就是他們要求會比較多。 

Q：你所謂的需要是什麼？ 
A：可能他們家裡需要錢。不然就是沒有男朋友，然後晚上沒事做，所以就來賺 
錢。 

Q：請描述一下在你工作的這段期間，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最成功的個人經 
驗？ 

A：記得以前有一個案子是做面訪的，就是做問卷調查。然後那個案子他的受訪 
者，因為他是做 921的那些災民，所以他們那些受訪者就是在南投、台 
中，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必須去那邊做面訪，然後就找訪員，然後那時後有一 
個問題是我們在台中並沒有認識的人，所以我們就只能透過委託單位，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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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單位他是政府機關，他的最主要項目可以幫我們找人就是農會的人。可是 
他在找的時候，他就跟我們說我已經請他們跟你聯絡了，跟我聯絡之後我才 
發現那些都是阿伯，就是那種年紀很大大概四、五十歲那種，後來我們就想 
說沒辦法，有人總比沒有人好，結果等到我們去那邊之後發現二十幾歲的也 
有，但是很少，都是四、五十歲的。然後你跟他們講問卷，他們就會覺得很 
無聊，他們會覺得說我回去自己看就好了，所以就會在下面很沒有耐心，一 
下子睡覺一下子做東做西的，然後你就上去講，他就會覺得說你們怎麼公司 
派一個小妹妹來講這個東西，你們沒有派年紀大一點的或是老師之類的。然 
後那時候你在講的時候就會覺得不知道自己在上面幹嘛，因為都沒有人在理

你，然後你就很擔心說他們到底有沒有聽懂，主要是怕說到時候做出來會不

會都不能用，你會覺得很恐怖，然後那時候辦了三場台中、南投、台南然後

就回來了。之後過了大概一個多月，問卷寄過來了，結果不是這邊漏就是那

邊漏，然後你就打電話跟他講說那個問卷什麼地方還有問題，結果那個阿伯

就講說：「那不然就不要嘛」，我就說：「那不是這樣講」，他就說：「那我就不

要錢啊，那我就不要做啦，你不要給我錢也沒關係啊」。後來沒辦法只好打電

話給那個受訪者直接去問他。所以那次印象很深刻，因為那是我第一次做面

訪，第一次做訪員訓練是那樣子。另一個是有關內政部滿意度調查的案子，

那一次是有十幾家去標案，然後那十幾家都是很有名的，什麼東森之類的一

大堆都去十幾家。然後那時候我就跟我們主持人老師去，然後我就很擔心，

因為那邊有一個最強的一家，每次我們只要碰到他們，每次都一定會輸，然

後我就看到他們我就跟我們老師講說：「我覺得今天一定會輸」，結果我們那

個老師就開始罵我，他就說：「你在標案子之前，你千萬不能這樣子想，雖然

說你也知道他們強，可是你的心態就要調過來」，然後老師就跟我講了很多之

後我們就進去就做簡報，簡報完之後，我們就覺得說，我們覺得這個簡報是

很好，可是我還是覺得我們會輸。結果後來那一次，就被我們拿到了，然後

我就覺得很興奮，因為那一次案子是我寫的，然後老師就跟我說雖然他們很

強，可是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優勢講出去。所以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會

覺得說雖然那一家是很強，可是他們有一個缺點就是他們去簡報都是那個

人，就是他們老闆。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很多政府機關案子

都是他們接，那很多民調公司都跟他們反彈，而且他們公司自己內部有一些

問題，政府有在查他們，所以那一次我們拿到案子我也不曉得是運氣好還是

怎麼樣。結果後來從那次開始，只要我們去跟他們打，我們都會贏，我不曉

得到底是我們真的很好還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問題。再來就是剛剛講到廣電的

那個，200多題，很麻煩，200多題的話你知道 CATI那個系統 200多題，然
後有一個問題的選項是 100 多個，不只一題，是有很多題的選項都是 100 多
個，CATI根本就寫不進去，而且你就算寫進去，他也會跳掉。所以到最後很
多時候我們就只好用筆把它寫下來，寫下來之後你還要回 KEY，然後這個東
西就是我們研究員要做的，所以就是那個案子做了很久，然後後來後續動作

也做很久，然後還要一個工讀生在旁邊幫你唸，唸完之後你再把它 KEY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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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最恐怖的是他有一個郵遞區號，然後我們只能從電話號碼去找那個郵遞

區號，光那個東西就弄了整整兩天，所以那個案子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利潤，

但卻累的要死，也被訪員罵個半死，因為他們會怪你接這種案子，200 多題
誰要做！ 

Q：前面你提到的 921的問題，在這裡面訪員年紀太大對你們來說是有困難的嗎？ 
A：當然會有，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年紀大，而且他們教育程度沒有那麼的高。他

們會覺得說我年紀很大，那你來教我，他們心裡會有一種心態，而且他們就

算真的不清楚，他們也不會打電話問你這個東西怎麼做，就是他們覺得自己

年紀大了，所以有倚老賣老的那種心態。而且我覺得訪員真的要自己找，不

能夠透過委託單位。 
Q：那你當時你發現他們好像都很無聊的樣子的時候，你有做什麼動作或是對他

們說什麼話嗎？ 
A：講笑話，之後他們就會比較注意一點。 
Q：那他們沒有耐心的部分你怎麼樣去解決？ 
A：就剛剛說的講笑話之後他們會比較注意一點，然後就繼續講問卷，講到他們

又不理你的時候，再繼續講笑話，然後又繼續講問卷。就只能這樣子。因為

沒有辦法，他們是來幫你的，所以沒有任何約束他們的東西，所以你只能盡

力去討好他們，讓他們願意幫你做。 
Q：那你講到約束，這次是因為他們年紀大所以沒有約束力也沒有辦法做出要

求，那你對其他的訪員有約束力嗎？那你指的約束力又是哪些？ 
A：例如說會扣錢，或是如果電訪員他們表現不好，那你下次就可以不要找他們

了。但是這種不是，像他們那種面訪是你去請他們來幫你做，那就是你一天

給他們多少錢，即使他們做不好，你也沒有辦法說請他們改進，因為他們會

跟你說那我不要做，你也不要給我錢，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Q：那你說到前面的那些訪員他們教育程度不夠高，那你可以說明一下什麼樣的

教育程度是可以的嗎？ 
A：至少要高中。 
Q：內政部那個案子，當你有這樣的憂慮的時候，你的老師他有跟你說什麼或做

什麼動作嗎？ 
A：他跟我講說如果沒有拿到沒有關係，但是以後都給你去做這個簡報。所以你

必須從你的簡報還有詢問當中，你去學他們怎麼問你的時候你要怎麼回答。

因為會問你的問題大概就只有那些，就算這個案子你沒有拿到，但是在這當

中你的企畫書已經寫的很多了，你已經磨過了，然後在答詢當中，你又知道

怎麼做簡報，你也知道什麼問題該怎麼答的時候，就算案子沒有拿到也沒有

關係，就是可以學到企畫的過程。 
Q：有一個訪員他告訴你他一直被拒訪，同樣也是心情很不好，你會用什麼方式

來對他？ 
A：我就會跟他講說，第一個就是你要想到為什麼你會被拒訪，是不是你講話的

聲音、講話的口氣讓人家覺得不想跟你講話。第二個就是我會跟他講，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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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定會有的，不管是再厲害的人，也會有人掛他電話，就是一開始一定會

這樣，久了之後你就會習慣他的拒訪了。 
Q：那你覺得哪些東西如果他是訪員本身就具備的東西的話，你就不需要告訴他

這麼多了？ 
A：就像我剛剛講的，如果他不是學生，你就不需要跟他講那麼多。就是說如果

他是在外面上班的人，他來了，他碰到這種情況，我覺得他的調適會比較好，

就是我不需要跟他講那麼多，因為他們在外面上班，他們一定知道會有很多

狀況。 
Q：如何評比他們的調適是比較好比較快的？他有什麼樣的行為表現嗎？ 
A：像比如說，他會跟你說：「我今天做的很少」，或是「我今天完成的很少」， 
那我就會跟他講說：「沒關係啊，反正下次來再努力就好」，不然我就會跟他

講說：「反正你在別的地方上班一定會這樣嘛，你的客戶拒絕你什麼的」，他

們就會說也是。可是像一般學生他們就不是，像有的學生他們就會跟我講，

比如說他休息一下跟我講說：「我今天才做 14 通」，我就會跟他說：「沒有關
係」，他就會說：「可是人家都做多少通」之類的，這時候你就要費很大的心

力去安撫他，例如：「沒有關係，今天案子比較難做」之類的，你就會跟他講

很多。就是會有這種差別。所以面對他們的話就是處理的方式會不一樣。 
Q：那你覺得是什麼樣的因素會讓這些學生訪員，這麼樣的不容易調適？ 
A：因為他們經驗不夠多，而且學生有一個特質就是他們會覺得他們應該是很容

易成功的那一群。因為他們在當學生，他們就比較沒有辦法去承受那種挫折，

這是我自己個人所認為的。 
Q：那有沒有學生他是表現的不錯的，那你覺得他身上有什麼特質讓他會比一般

的學生表現比較好？ 
A：有，像有的學生他就會比較厲害，他完成率就會比較高。我發現他們講話會

很柔、很有禮貌。那當別人要拒訪的時候，他就會一直去跟人家? ，就是說

「不要這樣，我這邊快要結束了，我只是學生在打工，你就幫我一下」之類

的，也是有這樣的學生。 
Q：那一般的上班族裡面有沒有表現比較差的？那為什麼他的表現會比別人差？

有什麼樣的特徵？ 
A：有一些可能是因為他口音的關係，那這是他本身口音的問題，所以沒有辦法。

所謂口音就是太字正腔圓，這樣的講話腔調別人比較會不喜歡。就是有一種

人的聲音，你聽到你就會有不想跟他講話的感覺。 
Q：可以舉例說明嗎？ 
A：例如我接到一通電訪電話，聽他講話很無力，一聽就知道是在唸稿子的，就

是類似這種人。腔調部分如果他講國語講的太外省人，打到南部去就會不太

受歡迎。 
Q：那前面那個廣電的案子，當電腦系統有問題的時候，怎麼解決？ 
A：就馬上改成人工的。 
Q：那在這當中有什麼人跟您合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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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為像我們之前是寫完之後馬上就要測試，它現在是沒有什麼問題我們才能

上線。那上次那個有問題是因為太多題了，電腦整個沒有辦法負荷，有時候

你勾進去他就會沒有辦法跳，或是有時候你沒有勾，他卻會跳到什麼的。然

後那個時候你就是要自己想辦法解決，因為那邊只有你是研究員，不然其他

都是督導不然就是電訪中心主任，他們對那個東西也不熟，你就要想辦法自

己解決。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就會跟他們說先用紙把它登記下來。 
Q：那當時訪員的反應是什麼？ 
A：他們會抱怨電腦有問題，因為他們也是第一次碰到這種問題、第一次碰到電

腦發生這樣的情況，所以他們也很緊張，然後他們就只好先停下來，先把它

修一修，修不好的話就只好用人工的。 
Q：那這種狀況常發生嗎？ 
A：很少。 
Q：那在當時他們很緊張的時候，有沒有那個訪員跟他們的反應是比較不一樣

的？ 
A：有的訪員發現有問題，也不講話，就坐在那邊等。那有些訪員就是吃東西然

後開始聊天。 
Q：那等到後來你處理完之後，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A：反正就是又要上班了。然後就乖乖進來，繼續打電話。 
Q：你所謂的積極排班，什麼樣的情況叫做這個人是積極排班的？ 
A：就像我剛剛講的，他會打電話進來問，然後我們 CALL他，他就會願意來，
這樣就算是積極排班。 

Q：那敬業方面，你還有其他的定義嗎？ 
A：積極排班也算是敬業。 
Q：比較有問題的是，你怎麼樣確認他是忠實正確的在歸類答案？能不能舉個實

際的案例？ 
A：這個一方面就是要靠你在上面監督，一方面就是看你平時對他的觀察。 
Q：那你在平時觀察時，你會覺得什麼樣的表現是忠實的行為？有沒有過這樣的

案例？ 
A：因為比如說像我們都會站在他們後面看，比如說他們答案改來改去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注意，我上去聽這個人的訪問內容。 
Q：監聽呢？你都是怎麼操作？ 
A：我會先聽那些新人，聽完新人之後，我會再去聽就是以前比較有問題的。例

如有些人他訪問就是不按照題目給你唸，就是他直接想怎麼樣問他就怎樣

問，他會節省那個語句。 
Q：那當你發現這樣的問題的時候，您會怎麼跟他說？ 
A：我就會馬上下去跟他講，我會告訴他你題目不能這樣子唸，有的會說好，有 

的則會告訴你反正意思都一樣。那時候我就會告訴他們，不管意思一不一樣， 

反正就是要按照題目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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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家學者（六） 

Q：請問您現在民調中心的的實際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研究員。實際工作就是分析判斷整個數字以及電話訪員的督導。而工作過程 
中的職責就是把所有的數字轉換成可以讓老師去完成一份成果報告的一個階

段的工作。 
Q：您認為什麼是一個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A：工作任務就是完成問卷。最主要的工作內容就是完成一份完整可用有效的問 
   卷。舉例說明完整可用有效的問卷就是完成一通電話裡面的每一個題目都是 
   在可控制的狀況之下回答的，比較沒有需要 coding或是有疑問的地方。所謂
可控制就是在整個問卷設計的內容內，他整個狀況都是包含在整個問卷設計

面，沒有其他比較能夠讓人家提出質疑的地方，這就是完整的電話。 
Q：何謂被質疑的呢？ 
A：譬如說某些受訪著的答案是模擬兩可的，那訪員需盡其所能將這個答案明顯 
   確立在選項裡面。 
Q：這樣的工作大部分是由訪員自己做嗎？ 
A：在這當中就是需要督導來幫忙。 
Q：而如果當答案是模擬兩可的時候，還是交由訪員來做，會不會發生問題，就 
   是當這樣的東西叫做是可被質疑的，一樣是由訪員來做，而不會被質疑的也 
   是由訪員來做，但在這當中究竟又什麼差異性？ 
A：應該是說電話訪員在坐下來訪問前他就應該將所有的問卷內容 review一遍， 
   根據其瞭解提出他所有的問題，會先想一遍可能發生的問題，在這個流程當
中，他能夠去想像或能夠控制的內容當中，沒有任何的問題，這就是他可以

完成的主要任務，這就是所謂的可用有效。 
Q：您認為一個好的訪員在工作上表現出的特質為何？今天如果要應徵一個訪 
   員，期待他具備有什麼樣的條件？ 
A：口齒清晰、反應中上，反應不能太差，邏輯力可能必須要在中等以上的程度。 
Q：可以舉例說明如何知道一個訪員是誠實、敏捷或是口齒清晰的呢？ 
A：可能由他的履歷當中反覆去 check他的整個的思考邏輯，這部分實在很難明 
確的說明，因為這可能根據 interview的人不一樣，他每個人的判斷會不一樣，
我這部分比較傾向問他以往的履歷、以往的經驗，由他的口齒反應去知道，

譬如說眼神是否有閃爍、講話的真實度，就是可以從反覆的問題去 check 他
的誠懇的態度或是誠實的態度。 

Q：那如何知道他的邏輯思考是不是適合？另外什麼樣的邏輯思考才是適合的 
   呢？ 
A：應該是說，以往我們都會使用簡單的數理問卷，不過我們因為以往都是比較 



 181 

   屬於 sales的部分，在一般比較電話訪員的部分，大概就是他能夠把一件事 
   情，你描述一個情境讓他把一件事情的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接下來的整 
   個完成那應該那就是有簡單的符合電話訪員的部分。就是敘述一個情境，讓 
   訪員去排順序，由其中看訪員的邏輯性。 
Q：明確呢？什麼樣的行為可以說是明確的？ 
A：應該說是像前面他的主要任務一樣，他對整個 case所要求他達到的某一個程 
   度，例如問題問到什麼程度必須追問或是需要分項來問，他必須做到一步一 
   個動作，做得很清楚，這就叫做明確。 
Q：如果訪員沒有辦法做到這個您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 
A：如果是我，我會先讓他停止這個工作，再進行訓練。 
Q：你有遇過這樣的經驗嗎？ 
A：電話銷售有過。 
Q：那在訓練過後，他的反應怎麼樣？ 
A：會增加，我們的再訓練是他可能坐在另一個人的旁邊先聽，那訓練者可能必

須要讓他再做一次獨立的練習，在其過程中觀察他是不是可以再上線。 
Q：判斷標準呢？ 
A：如果一個 case它的複雜度不高，可能只有 10-20個問題，他只要反覆做練習， 
   原則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Q：如果現在需要一個訪員來做訪問的工作，您認為他最基本上應該具備什麼樣

的條件？ 
A：電腦操作能力跟口齒清晰，反應不能太慢。 
Q：有沒有印象最深、最挫折的兩項個人的經驗？ 
A：可能有一個是當你的訪員是沒有符合前面所說的條件，但比較急切需要用 
   人，可能某些人只是有工作意願就過來做了，可是第一個可能口齒方面不是 
   很清楚，所以他在表達的方面就發現很大的問題，那無論一直訓練一直再訓 
   練，或者是說請他重新再把題目都唸清楚還是沒有辦法，像這種可能就是再 
   訓練對他也沒有意義的，這就是比較有挫折的部分，就是用人不慎。 
Q：那有做什麼樣的方式來解決嗎？或是知道了這件事情之後，您有做什麼樣的

行動嗎？ 
A：就停止，停止他的訪問。 
Q：如果今天要進行面試，需要就哪幾方面來進行改善？ 
A：前面提過的一定要口齒清晰、可能一般簡單的表達能力一定要會，因為某些

時候可能碰到的受訪者不一樣，可能題目在督導所表達整個題目的過程當中

可以接受的範圍是必須要自己去陳述的，所以在這個部分他必須要有簡單的

表達能力。 
Q：可否說明一下怎樣的表達能力比較好，怎樣的表達能力不符合標準嗎？ 
A：譬如說他可以把一句話，即使是用解釋的方式可以不離原意，不會產生對方

的誤解。 
Q：怎樣的反應叫做中上，怎樣的反應叫做不好，你不會用他，可否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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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基本上就是譬如說我請問他以前的工作經驗，他可以表達出大概八成左右他

做過什麼事情，他可以比較簡單扼要的去說出他以前的工作任務等等之類

的，這就是代表他的反應中上。 
Q：可以再想一下在整個民調過程中，比較成功印象深刻的經驗？ 
A：自己印象比較深刻的都是屬於電話銷售的部分，在這部分最深最成功的，例

如說我們的銷售員在剛進來是一個很單純，沒有任何工作經驗，或是一個停

滯很久再度就業的媽媽，原先我們對他的期望水準或是業績能力可能就只有

基本的，可是經過我們的訓練以及他們自己的學習，可能可以達到一個 TOP
的境界。所以只要是一個從你不期望的人，到他最後有達到某個成績的話，

你會覺得這是可能訓練或是過程中一個關鍵的成功，讓這個人可以到達這樣

一個程度。 
Q：當這個人到達這個程度之後你的心情如何？ 
A：很高興。 
Q：那你有做什麼樣的行為嗎？或是有什麼樣的行動嗎？ 
A：通常在電話銷售部分都會有事後的激勵，也就是說我們的設計是，初入門的 
   只要達到某個程度我們就會給他一個激勵，或者說是他已經做了兩年三年， 
   超越以往的境界也會有一個激勵。所以在這個設計他是用獎勵更好的，然後
讓不好的淘汰，所以他的制度是這樣子。 

Q：那在你們做了這樣的行動之後，他會有什麼樣的改變嗎？或是有什麼樣的情 
   緒反應呢？ 
A：通常如果說，越沒有本位主義的人，他是很容易去改變，所謂改變就是說， 
   他可能去看到別人的一個學習的經過，譬如說我之前沒有這樣一個業務的經 
   驗，那我看到別人是這樣的方式，我就去 try，我 tryA不成功我就 tryB，慢 
   慢他會從一堆同儕中去學習到最適合自己的一個銷售方式。那這個就是像我 
   前面講的有學習能力比較能夠有反應的人，有些人可能就是不想去試，可是
自己踏出第一步就一直持平在那一邊，所以他就是被淘汰了。 

Q：那可否解釋一下你的本位主義的意思是什麼？ 
A：比較自我，認為我的方式一定比你好，即使現在業績能力，或是整個對於去 
電的那個成績都不是很好，那他還是認為自己的方式最好，他不會去主動去 
學習。 

Q：請問在您工作的時候通常都在想些什麼，那您怎麼樣去達成您的目標？ 
A：工作的時候只想到達成目標，就先設定現在目標需要的達成步驟，然後依照    
步驟的順序 1、2、3、4去做，也就是自己會去設定，舉例來說，例如電話銷
售，原先沒有教育訓練，只有新人入職訓練，後來發現有些人，可能像訪員

一樣，他可能第一年很有衝勁，可是之後第二年、第三年就已經疲乏了，所

以我們就是會做一個設定，例如說做三年的人，他可能經歷哪些案子，所以

他的能力可能到什麼程度，那兩年的一年的人，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剛

進來的人可能是用一個入門，一年的人我們就讓他去 review他重新進到這個
過程當中，收聽別人的錄音帶，或是請同儕成績比較好的來做交換，甚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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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會去買外面激勵的錄音帶來給他們這些人聽，那一樣兩年的經驗、三

年的經驗會有什麼樣的狀況，原則上就是只要能站在台上分享自己經驗的人

我們用另外一種激勵，這當中一環扣一環。就變成是當我是好的表現的人，

我就可以變成是別人的老師，或者變成小組長，所以我們當初的設定是，希

望每個人是依他的能力，所以是一年的人能力是這樣，兩年的人能力是這樣，

所以是分向去進行，然後找出最適合他們的方式。 
Q：所以這個步驟後來有達成你的目標嗎？ 
A：有。 
Q：達成目標之後心情怎樣？ 
A：當然很高興。當然是我們達成了我們對訪員或 sales的能力之後，我們自己 
   本身也在公司內部也會有一個受到激勵的部分，例如考績等等。 
Q：那在你執行這個案子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人跟你一起合作？ 
A：以我們電銷的例子來說，我是負責教育訓練，那另一個是負責他們的直接輔 
   導，也就是現階段我馬上碰到跟客戶或跟受訪者有任何問題，我們現場有一 
   個人是隨時在那邊 standby給他們解決問題的。那他們那邊每天發生的問題 
   收集起來，就變成我這邊教育訓練應該要去改善或是以什麼樣的方式要去加 
   強的。 
Q：那在做了這些改善之後，那些電訪員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A：業績大概成長了 1-3倍，也就是有明顯的進步。 
Q：之後呢？有再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嗎？ 
A：之後這一套方式還是陸續進行，那只是我們又分的更細，就是將這個打散掉， 
   例如原本是分一年、兩年、三年，那後來就是換個方式分 group這樣，那這 
   個 group裡面可能有好的有不好的或者是有經驗的沒經驗的，然後用一個 
   group的方式，等於是讓他們用同儕互相幫忙的方式，去提升他們的能力。 
Q：前面提到的受到挫折的例子，因為用人不慎讓你覺得挫折感很大，在這件事 
   情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人是跟你一起合作的？ 
A：一般來說就是，以我們的工作經驗來講就是 interview，是兩個人分開，但是 
   現場管理我剛剛講的是另外一個人，那我們是全部在做教育訓練的，其實在 
   這個用人不當的部分，有可能是對方發生有可能是我這邊發生的，那所以後 
   來我們的一個方式是，如果他現在發生問題是屬於他直接跟客戶應對就不是 
   很好的，那我們就是由現場那個人直接去跟他談，那甚至就請他走路，那如 
   果他是屬於教育訓練這個部分，那再訓練、再訓練之後還是沒有辦法，那就 
   變成是由我這邊直接去處理。 
Q：所謂的再訓練，評斷標準是什麼？ 
A：一般來講我們是會有一個業績數，所以是以業績為準，當然在民調當中可能 
   就是他的效率，就是 call出去的電話或是他的成功率等等。 
Q：在這個過程中您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A：協助，協助訪員，屬於比較教育訓練的部分。 
Q：當您告訴他不好的消息之後，他有什麼樣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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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為通常以我們的標準，都是已經是連他自己都可能快要接近沒有辦法做下 
   去的，因為在我們以往的工作經驗並不是非常強勢業績導向，也就是說我們 
   相信可能所有的訪員都是有那個潛力可以做銷售或做開發的，除非是非常嚴 
   重，會需要到立即處理，否則我們都是找他談的時候基本上他已經是自己有 
   那個想法了。 
Q：那他們的反應呢？ 
A：因為可能我過去接觸的電話訪員、電話銷售員都是二度就業的媽媽，所以大 
   部分都是比較成熟，要看角色以及對象是誰，因為如果你的對象可能是年輕 
   人，現在年輕人可能接受度就會比較激烈一點。 
Q：前面提到的挫折事件，您認為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A：因為在一般用人的過程，我們現在大部分一般都是主觀的面試，比較少是比 
   較有數字或是比較客觀一點的測試，或是一個評量標準。所以人大概往往都 
   會看走眼。 
Q：那後來有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嗎？ 
A：就是用一般比較簡單化比較好去評量的一些，例如說性向測驗之類的。 
Q：如何知道藉由這樣的性向測驗出來的就是代表符合你們想要的人呢？ 
A：應該是說當時我們公司正在進行改造，所以有 CBC的協助，中國生產力中 
   心的協助。 
Q：那這一套東西引進之後對你們後來的用人真的有比較好嗎？ 
A：大概有 80％-90％是不會有錯的，因為他可以比較明顯去傾向適合這個工作 
   的性向，那當然適合這個工作的性向的話不是很十分 100％一定是，但是從 
   開始的一個月、兩個月到一年、兩年可以建立公司自己內部這個職位或是做 
   這個工作的人他的性向的取向是什麼？成功的人大概他的性向測驗結果是什 
   麼，那可以去達到說大概八九不離十大概做這個工作最適合的就是這一種性 
   向測驗裡面的哪一型的人。 
Q：因為這樣子而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做教育嗎？ 
A：應該是說離職的人就減少了，教育訓練是一直要進行的，但是因為不適任的 
   狀況就會減少。所以一再訓練的情況也會減少。而變成他們通常是只要做一 
   次或兩次的教育訓練就 OK了，等於說他本身的性向或個性等等比較符合現 
   在工作所需，那他又比較容易去融入他這個的環境，我們之前是屬於銷售的， 
   所以他本身就必須是不怕跟人聯絡的這樣一個特質。 
Q：在這樣一個改造的過程中，從之前到後來這樣子的一個改變之後，什麼樣的

想法或是感覺嗎？ 
A：應該是說因為我們是每年的企畫都不一樣，等於說在我們的作業是今年的企 
   畫做完，去執行，會回去跟前一年的企畫作比較，那也就是如果我今年的達 
   成率多少，我會跟去年作比較，然後在做未來一年的整個企畫，所以在這當 
   中你可以發現某些的獎勵方式或教育方式是很適合幾歲以上的人或是適合初 
   入職的，那慢慢地就可以找到屬於這個位置的教育訓練的方式。可能在我們 
   的經驗裡面，三年以上或是比較 top的人，根本上可以不用去理他，只要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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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任務出來交給他，他就會做得非常成功。可是某些類型例如三年以下，或 
   是他的背景是屬於孩子都大了的那種媽媽的話，就必須時時去提醒他案子的 
   類型是怎樣怎樣的。 
Q：前面提到的不需要擔心只要將任務交給他即可完成的人，有的人可以做到這 
   樣，有的人不可以這樣，他們之間最大的差異性是在哪裡？ 
A：個人的特質、積極度以及對工作的認同。因為可能過去我電話銷售的工作是 
屬於業績導向，所以對於可能比較有生活壓力的人，那他本身就會很努力去 
精進這個東西，希望得到高的報酬。那如果相對的他如果是一個家庭幸福， 
小孩子都大的，那他的業績能力跟企圖心就會比較小。 

Q：比較成熟的人他的成功率會比較高嗎？ 
A：會。 
Q：成熟的定義是什麼？ 
A：應該是說他對於這個工作的認同，我覺得他的成熟是在對於這個工作的認 
   同，他可能，因為我們公司剛在做電話銷售的時候，市場是非常不明的一個 
   狀態，不像現在，所以當他認為這個工作是有前景的，那一樣就是說我們的 
電話訪問，當他認為我們的這樣的電話訪問的最後的結果是會有一個正向的

發展的話，他自然而然就會去完成這個工作。 
Q：完成結案報告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過什麼樣的事情，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A：有一次是品質很差，但因為之後沒有再持續，所以即使有其他想法要再去做

修正，也沒有機會去做補救。但是這樣可以提供下一次作案子的時候的經驗。 
Q：那您有做出什麼樣的行動嗎？ 
A：在這案子當中有很多數據統計的方法，還有就是整個呈現的方式，可能是比 
   較不清楚的描寫。那在後續的案子當中就會比較注意圖表，或是整個統計圖， 
   縱向軸、橫向軸怎麼樣去讓看的人看的懂，而不是要任人家覺得很複雜、很 
   專業。基本上要看委託者他所要求的是什麼東西，而且是要讓他能看的懂， 
   很清楚的去讀出來。 
Q：當時有什麼樣的反應嗎？ 
A：沒有反應，也沒有做什麼樣的行為或說什麼。另一個人在與他的工作經驗中， 
   還滿愉快的。他工作分工會很清楚，譬如說我是研究員，我就把所有 
   的電訪後續的數字或整個呈現的結果比較有邏輯性的、比較符合結案報告所 
   需要的格式都架構好，可是孫老師會在那當中找出他們結論，所以分工是比 
   較清楚的。 
Q：但在將東西給他之後反應如何？ 
A：某些東西以他的角度他還是覺得有必要修正，或者是不是很清楚，或是我想 
   的方向是不對的，他會做修改，會告訴我他的想法是什麼。當他告知這樣的 
   事情之後你的心情如何？如果他的理由是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我就會朝他的 
   方向去做，所以我會學到東西。因為可能他講的部分可能是某些地方我沒有 
   想到的，可是如果他講的方向我沒有辦法理解或是沒有辦法接受，我就會跟 
   他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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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嗎？ 
A：有。 
Q：討論過程中你會跟他說些什麼？ 
A：我會告訴他，例如我對一個題目最後的分析的看法，那他可能也會提出他的 
   看法，因為可能我們所想的所看的都是各自不同的方向，那到最後就是會討 
   論一個，就是他的結論會寫到這個部分，那是依照他去延伸的，那我會依照 
   他的看法來做。討論之後如果是我的看法勝過他的看法，就會依照我的方式
去做。 

Q：如果他照你的方式去做，你的心情如何？ 
A：沒有什麼，因為這就是分工合作做完一件事。 
Q：那如果討論結果你必須依照他他的方式去做，你的情緒又如何？ 
A：如果那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就還好，但如果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的話，那因為

他是主持人他負責，我就會照他的方式去做。 
Q：其他與電訪員、督導的合作過程中有沒有哪些人是讓你印象很深刻的，無論 
   好的或不好的？ 
A：可能因為我們剛開始做，所以一些工作劃分不是很清楚，可能是需要電訪員 
   或督導做的，但到後來是研究助理在做的，而有些是需要研究助理來做的， 
   卻變成電訪員或督導在做，所以可能牽涉到研究單位小，所以可能需要再訓 
   練。 
Q：當你覺得工作劃分不清楚的時候，會如何解決？ 
A：再談清楚，在這個角色當中，例如以我當研究員的角色來講，會直接跟電話 
   督導講或直接跟相關人員，直接說這樣的工作應該怎樣做之類的。 
Q：您學習的看法是什麼？ 
A：學習的話，我覺得不見得是 skill的東西，有時候是一種想法或看法，可能在 
   個人過去的本位裡面，我只會往左的方向想，可是當這個老師或這個同事他 
   提出一個想法是往另外一個方向去想的，他會讓結果也同時到達，或更好。 
   這就是提醒自己以後某些事情可以更廣的去想，我覺得這就是學習。 
Q：你覺得這對你來講很重要嗎？  
A：學不到東西當然就是以後這個主持人的 case就不想接了。學的到的話可能也 
   就是精進自己某一方面的技巧，等於說陸續這個老師或這個 team有其他類似 
   的需求或類似的人力需要我們去協助的時候，就會很樂意去做。 
Q：如果這個學習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話，那你覺得它在電訪上，對電訪員來講 
   又是代表什麼樣的意思呢？ 
A：因為我們看到都是最後呈現的結果，或者說在最後的結果中發現哪一部份是 
   在電訪的部分是沒有辦法解決，或是在電訪部分就出錯的，那可能就是在下 
   一個案子當中就會特別注意這個問題，希望避免它發生。所以雖然他是不好 
   的結果，但是可以產生好的經驗。 
Q：一個好的電訪員企圖心還有生活壓力，你覺得這兩項很重要嗎？ 
A：我覺得很重要，因為我舉一個例子，例如 seven連鎖店，他們授權開放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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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找的都一定是 35 歲上下的，兩夫妻，收入大概 3、4 萬，也就是他希望他
們的生活所得是有點緊又不會太緊，可是兩夫妻能夠同心。那回歸到這個工作 

   就是，當你少了這個工作你可能就整個生活得品質或某些物質的品質可能就 
   沒有辦法達到自己心目中所要的，可是如果沒有這個工作又會覺得有點奇 
   怪，這個部分會促使他去做問卷的這一個動力，所以生活壓力應該也是一個 
   因素。另外成熟度也很重要。 
Q：那現在如果有一些訪員很年輕的話，你會以什麼樣的態度來對待他們？ 
A：年輕不是問題，重要的是態度，只要跟年輕人講清楚是這是一個服務性的工 
   作，所謂服務性的工作就是無論對方是什麼樣的態度，你的跟他應對的方式 
   一定是有禮貌，一定是客客氣氣的，所以這就是要給他們灌輸的一個信仰，
服務性的正確的態度在哪裡。所以指的就是他們具備的基本態度是要有禮貌

然後要客氣。 
Q：請問在你擔任研究員的過程中，如果訪員 
   在電訪時遇到拒答的問題，你怎麼樣去輔導他？ 
A：通常我們會把題目重新唸過一遍，因為我們都是聽到電話才知道他的狀況是 
   什麼，那可能會演練一遍就是剛剛為什麼問到這裡會被拒絕，因為你的話可 
   能有怎樣的狀況。那我們在這當中可能會再跟他做一個訓練。如果再做訓練 
   一樣不行的話，就一樣請他們走路。 

 

 

 

 

 

 

 

 

 

 

附錄二：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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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話訪問員（一） 

Q：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內容和職責的介紹與說明。 
A：主要工作任務就是對每一個案子的抽樣電話進行民意調查，這是最主要的中

心目標，並確實且原始客觀的加以登錄電腦，不加個人意見的。盡力的對每

通隨機抽樣的電話進行不偏不倚的訪問，讓受訪者感到尊重且願意傾聽你的

訪問，不是說隨便問一問就算了的情況，並表達受訪者最真實的意見，不會

因為訪問員有不夠客觀或不中立的問法而讓他不能表達最真實的意見，這是

大概主要的職責。 
Q：請問一下什麼是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 
A：我的工作內容就是，我也是一個電訪員，也是到了那邊先接受一下基本的訓

練，當然本來之前就已經有先接受過電訪員的訓練。那到了每一個案子一開

始的時候總是會有訓練，我的工作任務就是把這些訓練確實瞭解，然後瞭解

題意之後，再執行固定的動作，總之就是撥號、訪問、結束之後再確實的登

入，那有問題的時候當然也是會詢問督導。這是我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

但職責最重要的就是確實做好每一通電話，這是很確實的，我當然不會虛假

或做作。 
Q：你認為一個好的電訪員在工作上所表現出的特質是什麼？ 
A：基本上一定要有一定的教育程度，那基本上我覺得一定要大學以上。有些問

題雖然他不是那麼的困難，但還是有一定的知識範圍，所以我覺得教育程度

要大學以上。然後要能夠流利的說當地語言，如果我們今天是在比較鄉下，

或是比較多客家族群的方面，當然要能夠會說客語或者是台語，否則就是完

全聽不懂。那個性要比較活潑外向，要很樂觀，還有受挫力要強。因為畢竟

我們打的每一通電話不一定都那麼成功，那有可能就是會受到一些辱罵或是

不舒服的感覺的時候，就一個樂觀主義者，他能夠結束這通電話的情緒，然

後馬上繼續下一通電話的開始。然後要有耐心、有親切感，臨機應變要好。

因為你夠親切人家才願意接受你的訪問。 
Q：那在你打電話的過程中，有發生過你不舒服的時候嗎？ 
A：這是一定會有的，因為每一次不是那麼多人都願意受訪，像現在基本上現代

人或是城市人都比較疏離，會比較冷漠，就算今天是有人打電話給我，我也

不一定會接受。所以我記得有一次的案子好像是全台有線電視系統的案子，

就是調查有線電視系統的規格等等問題，那那一次的 case 就是有 50 幾題，
然後大概講起來可能要 15-20分鐘，可是基本上一般人耐性程度大概 5-10分
鐘他就會受不了了，就覺得要趕快結束，然後那一天我可能選到的電話號碼

都運氣不是很好，一開始由電腦選號的電話不是空號就是忙著煮菜的家庭主

婦拒訪，否則就是不在家或沒耐心的，就是不接受訪問。那我覺得已經盡了

最大的力量，就是能用最親切的類似我剛剛提到的職責和特質，但拒訪率還

是很高。或者是訪問到一半就因題目過長被掛電話，只好再回播，但回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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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之後，對方就是告知不想再接受訪問。我想那天真的很辛苦，一場民調案

下來，整個人像是被掏空，會對民調這個工作有點失望。但是因為我也是一

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經過這個案子，我的情緒結束之後我又可以繼續下去。 
Q：如何解決那時的情緒呢？ 
A：因為我本來就覺得這是一個職責，我並不覺得他的情緒是針對我，我可以瞭

解他的情緒是針對在案子並不是針對我，所以當他針對這個案子，我也覺得

OK，因為我是在做這個事情，所以我會認為他不是在罵我，他是在罵這個案
子，如果你是這麼想，就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了。 

Q：那中途拒訪的時候你會怎麼處理？ 
A：拒訪分很多種，如果他是針對題目太長的問題而不願接受訪問，我就會說：

「快結束了啦，而且我認為您的意見相當重要，此外您在這麼多人當中是說

的最好的… 」如此下來，受訪者就會繼續讓你問，因為人都喜歡被戴高帽。
或者是如果他掛電話我就會回撥說：「不好意思剛剛斷線」，對方都會說：「沒

有拉，是我掛斷的。」，接下來我就會說：「沒有啦，電腦線被我踢到了」，然

後我就會接續前面提到的捧一下對方，然後受訪者就會接受了，這是人性，

沒有辦法。 
Q：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的最成功的個人經驗。 
A：我記得有一次是調查宜蘭縣的關於立法委員的案子，就是你看誰比較適合縣

市長，或是宜蘭縣長你要選誰，就是政黨傾向比較重的人，所以宜蘭地方我

們知道他的地方政治是以綠的比較多，台灣地區的人民對於政治一般都會發

表很多個人的意見，那大家可以知道，雖然他題目只有十幾題，但每一個人

講起來，談論起來都可以長篇大論，但是那一次我覺得，因為我自認很會抓

key 點，就是當他講很長的時候我就會把他彎走了，所以我記得那一次的表
現是所有電訪員裡面成功率最高的，我自己也滿喜歡那一次的經驗，因為有

時候你會覺得可能民調案子，可能很多人不想接受訪問，可是我覺得政治議

題是大家如果聽到以後就反而會講的更多，剛好相反，就是受訪者會越講越

多，會告訴你很多。所以如何讓受訪者他想表達意見的時候，讓他能夠停止

然後繼續接受你的訪問，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我覺得這是我比較成功的經

驗。另一個經驗是，我覺得他跟民意調查中心有很重要的因素，我記得有一

次，我已經忘記是什麼案子了，那一天可能大家都是比較累的去，我記得那

天士氣比較低迷，那我記得那時候督導就是我們在使用系統的時候，他就有

在上面打說：「大家再接再勵啊」，或者是「誰誰誰表現很好喔，大家要加油」，

我覺得這是對一個電訪員的信心支持，是一個很大的力量。如果督導可以做

到這個樣子，或者是民意調查中心他可以用一種激勵士氣的方式，我覺得，

因為這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因為畢竟我在其他的地方並沒有這個樣子。就

是如果士氣低迷，大家也只會是互相加油一下或是怎麼樣的，因為一般人做

電訪就會覺得我領先了，我不需要做那麼好。就跟共產主義國家差不多。所

以如果督導可以用一種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方式，很親切的感覺讓你做，

其實我覺得每個電訪員可以表現或是把自己能力用到最高極限，其實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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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Q：那你認為那時候督導是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你覺得很有士氣？或是讓你覺得很

有信心？ 
A：系統上面不是可以打字嗎？那督導通常都會打說幾號幾號的人表現很好，或

是大家再接再厲，目標數已經達到多少了。其實我們可以知道一些保險公司

或直銷公司，不是每次都會在牆壁上貼一些類似業績衝破多少的，其實那是

一種心理戰術。所以如果督導能夠讓我們在打電話的時候在上面打字，讓我

們看到說我們已經達到怎麼樣的目標，大家就會團結一致，繼續往那個目標

前進。所以看到督導打的字，會讓我信心比較強，或是會想說就差一點點，

再加油之類的，會有這種感覺。 
Q：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的最挫折的個人經驗。 
A：除了前面提到的 50 幾題那一次很挫折以外，我記得有一次是比較不一樣的
民調案，就是要專案訪問。就是我要打電話去，然後對方已經知道要接受我

們的訪問了，是關於保險的問題。那一次是我要打過去，那其實我知道要接

受訪問的這些人其實他是事先就知道要接受我的訪問了，所以這種訪問雖然

也是一種民意調查案，但是跟我們的隨機取樣是比較不一樣的，因為受訪者

他是先已經知道要接受訪問的了，所以我不知道他會有怎麼樣的意圖，或是

他已經想好要怎麼樣應對進退，所以我會顯的比較緊張，因為我必須把每一

個題目說出來之後，絕對是不能夠帶有任何的個人意見，或是在表達上有任

何問題。否則，因為他已經知道我今天要問的題目是什麼了，可是如果我講

出來跟他的預期空間有點不一樣，或是搭嘎無法搭嘎上的話，其實是會落差

很大，就是這一通電話就是失敗的訪問。所以我覺得那時候我是很緊張，我

從來沒有這麼緊張過，有事先準備說這次訪問題目的大概是什麼，那瞭解一

下被訪問的人他的階層職位還有他的社會背景等等，我覺得那一次也是印像

滿深刻的。 
Q：那你提到那一次的經驗是很緊張，那你是如何處理這樣的情緒的？ 
A：事先做功課，什麼事情都是如果你事先準備好了，你就不會怕了。那當然還

是打的時候手會抖，可是沒辦法，因為這是遲早要面對的，可是如果你事先

準備好，那你會把題目多演練幾遍，就多唸幾次，畢竟你不能結巴或是唸錯

字，如果你事先演練或準備好，或是多花一點功夫瞭解一下題目，其實寫的

人他是什麼意思，其實你可以融入寫的人他的意思當中，這樣你問起來就會

比較 OK，會有些自信。 
Q：那如果說你做了那麼多功課，你打去還是失敗的話，你的情緒怎麼處理？ 
A：如果我還是失敗了，因為那一次我不知道什麼我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的，因

為一般就過去了。可是如果我今天事先作了功課，去了之後還是失敗，或是

受訪者打電話來說這個訪員表現不好的話，我覺得我應該要重新接受訪員訓

練，就是請民意調查中心再給我做一次訪員訓練，因為可能我在一開始的時

候對某些事情有誤解，或是對於某些事情不夠瞭解，才會有就算我自己努力

還是沒有辦法成功的事情。所以如果我覺得我還可以再努力，那情緒上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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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控制，因為其實如果你對自己有自信的話，你根本就不怕這些事情，你

對自己有自信，那你覺得我可以再學習，就算受挫，也是覺得 OK。 
Q：如果你今天把這個訪談做完以後，那民調中心告訴你希望你可以再回來接受

訪員訓練，你會上嗎？ 
A：當然會願意啊，因為畢竟如果你接受了初級的訪員訓練，那你實際上線之後

了，你做了一些案子之後，其實你會發現，你自己會有一個個人經驗，就是

歸結出什麼樣的狀況會怎麼樣，或是到了什麼樣的狀況你自己沒有辦法處

理。可是那時候如果民調中心再有一個中級或是高級測驗，那時候我覺得民

調中心他可能代表他會將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交給初級接受訪問，那比較高

深的就可以交給中級。或者是比較難的有專業用語的甚至像一些大家聽不懂

的語詞或是特定對象訪問，像民調中心還有可能接到說像我們希望接受訪問

的都是醫生，那一些比較專業的就是交給高級，接受高級訓練的人。所以如

果民調中心在我初級接受完，去電訪完之後，那我有一些問題，在接受中級

訓練的時候，我又可以提出來，那我又可以再增進自己，其實我覺得這是 OK
的。 

Q：還有沒有其他挫折會是印象很深的不好的感受的經驗？ 
A：如果真的要說，我覺得民意調查、電訪員這個東西，其實跟自己的感覺有很

大的關係。尤其我是一個比較注重自己感覺的人，因為今天這個工作是屬於

服務業，你要跟別人接觸，如果你今天不是電話訪問做不好，是你本人要去

之前心情就不好，如果今天剛好下大雨，或是今天剛好跟男朋友或跟爸爸媽

媽吵架，你去之前的情緒就已經很不好了，其實我覺得這會影響你當天所有

抽的電話，你就會比較沒有耐心或自己對號入座。舉例說明，我記得有一次

去民調中心下大雨，因為鞋子濕掉就會心情很不好，記得那一次訪問好像也

是全台吧，記得那一次題目也是非常多，大概 30幾題，每撥一次電話，就算
那個人接受訪問我還是心情很不好，因為就算他接受訪問，我也會覺得怎麼

他回答都斷斷續續，怎麼回答都不是很願意。其實這以一般的每一個案子來

講已經很好，因為人家都已經願意接受訪問而且願意回答或是講的很長了，

你就已經很高興了，可是當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為什麼要

這樣為什麼要那樣，所以也會影響到工作的表現。 
Q：那在那個時候你怎麼處理這樣的情緒？ 
A：我覺得對於情緒這個問題，其實如果當你自己知道自己錯在哪裡的時候，就

比較好處理。我可能一開始前十分鐘很糟，可是當你過了這十分鐘之後，其

實對於今天心情不好的這件事情就已經忘記了，所以又可以繼續下去了。 
Q：那在剛開始來的心情不好的時候，你有沒有請誰幫忙過，或是告訴誰？ 
A：可能沒有吧。因為我是來工作的，我應該是不會跟同事講說我心情不好，可

能都是自己排解吧！都長這麼大了。 
Q：如果今天你要應徵一個訪員，你期待他會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如果今天是我要應徵一個訪員，我當然希望，首先我覺得，如果他來接受面

訪，第一關當然就是篩選，那剛剛提過他學歷要一定程度以上，那此外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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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會試圖用一些電訪曾經遭遇的狀況，看他怎麼處理，來評估這個人有沒有

辦法處理。那當然也要聊一些他生活的事情，因為我要瞭解一下這個人的個

性是不是樂觀積極進取、受挫力強，或者是說脾氣不好，總不能我應徵到一

個沒什麼耐心的人，讓他在打電話的時候跟客戶吵架，或是跟受訪者吵架破

壞我們民調中心的感覺。所以我覺得我應該會問他一些生活的事情以及問他

如果今天真的遇到民調案子，上面的挫折他會怎麼處理。應該就是用這些項

目去應徵一個訪員。 
Q：你為什麼會認為一個電訪員必須樂觀、個性活潑？你有在你的經驗中有什麼

樣的參與過程讓你覺得樂觀、親切感是比較好的嗎？ 
A：針對這個問題我可以倒過來說。我曾經在家裡接受電話訪問，因為自從我做

民調之後，我比較會願意接受人家的訪問。我已經忘記那是什麼單位，好像

是文化大學吧，他就打電話來，然後就是說要找我，因為他們就是針對畢業

生做民意調查，剛好我在家，那個人講話的態度就讓我馬上就想要告訴民調

中心，因為他不是那一種，為什麼我會想到樂觀，因為樂觀的人他講話的音

量以及講話的口氣和每個語調和每分鐘講話的字數，是讓你感覺比較舒服

的。那那個打電話來的人，可能就是已經很累了，因為我一聽就知道這個人

可能很累了，已經打了很多電話了，或是已經沒有耐心了。所以我覺得如果

你一個樂觀的人，他通常對每一件事都會完整把它做到好。然後剛剛提到的

活潑外向，因為如果是你今天打電話來就是：「喂，你好，我們是文化大學，

請問周 × × 在嗎？願意接受訪問嗎？」（語調向下，有氣無力），那這部分我
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外向的人，也許他是一個很封閉的人，那他又很累了，然

後做了 1000通電話，然後他遭受挫折，他又不是樂觀主義者，他會覺得今天
很衰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一個活潑外向樂觀的人，他能夠完整的做完每一通

電話，不會把情緒帶到下一通。所以我覺得這兩個因素非常重要。 
Q：你自己有辦法常常做到像這樣不把情緒帶到下一通的情況嗎？ 
A：對，這是一定的，因為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因為我之前也是有打過電話的

經驗，可是在一開始，就是第一次從來沒有打過電話的人，他一定沒有辦法

做到這一點。因為我之前有打過陌生電話，這是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打電話

去專程跟人家推銷東西那一種陌生電話。那一種是非常冷酷的，因為如果是

民調還有可能成功，民意調查打十通可能還有八通或五通對方願意接受你的

訪問。可是如果你是打去跟人家推銷東西，這是很難的，通常打 100 通會成
功 1通的機率都很小，可能 1000通才會成功 1通。所以我一開始的時候有接
受過很多很多的挫折，所以之後我覺得如果你要把情緒帶到下一通電話的

話，你所有做的事情都不會成功的。 
Q：那你在上線的時候，在訪問過程中你都會想些什麼？ 
A：兩個部分，第一件事情是，當然我一開始的時候，在督導對這個 case 做案子
訓練的時候，我就會想說那個出題目的人在想什麼。那我在面對每一通受訪

者的時候，我也有想這個事情。那第二個問題是我通常會想這個受訪者的講

話的語氣是還想不想接受訪問，或是他已經有點不耐煩了，我是試圖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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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句話去判斷他的個性。因為今天如果我聽得出來他已經開始不耐煩了，我

可能就會加快速度，或是講說：「謝謝你啊，我們今天真的很感謝你」，然後

再繼續訪問。或者是如果我聽得出來他有急事，我可能甚至會跟他說要不要

再約訪，在他掛掉電話的前一刻，我一定要做好讓他沒有辦法拒訪，因為當

他掛掉電話這是最糟的狀況，是比拒訪還遭的狀況。因為拒訪就算了，我們

打下一通，可是如果他掛電話，重新開始很難，就是要他回答接下來的問題

其實很難。接所以我都會判斷受訪者的心裡在想些什麼。 
Q：那如果像前面說的，你在他掛掉電話之前，如果你跟他做好了約訪，這時候

你的心情會怎樣？ 
A：自覺很聰明。因為如果他要說：「我剛好要出門了」，那我就會說：「沒關係，

我明天再打給你，你說的很好阿，我剛剛打那 300 通，就只有你講的最好，
所以你一定要再讓我們訪問」，這時候受訪者就會很高興，人都是這樣的，尤

其是 × ×地方的人，可能是比較本土草根性比較重，非常喜歡這種的，高帽
子行為。 

Q：在這通電話之後，你有說了或做了什麼嗎？ 
A：跟大家比 YA！其實都是藏在心裡不能表現出來，不過我覺得，因為我不知
道隔壁的人表現怎麼樣，如果我自己很高興，那隔壁的人其實他今天是受挫

很大的，或是他今天採訪的很不順利，我就不能夠表現出來。因為可能會影

響他的心情，通常都只會告訴自己人，或者是結束之後跟督導聊天。 

 
 
 
 

二、電話訪問員（二） 

Q：請你針對電訪員的工作任務、內容和職責做說明，什麼是你實際的工作任務
和職責？ 

A：之前主要就是打電話，那到後來就是有負責督導的作業，督導作業有要從接 
到案子之後，在第一天下午 1點要開始 key題目，然後灌電話，然後還要做 
前測之類的，做完之後才能夠讓其他訪員比較容易去做。 

Q：那就打電話方面呢？這個工作的工作任務、內容和職責又是什麼？ 
A：忠實的讀稿機，把電腦上 show出來的字逐字逐句唸給受訪者聽，也忠實的
把受訪者的意見填寫上去就好了。 

Q：可以就忠實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嗎？ 
A：忠實就是不要自己另外加字。題目的設計對於設計者來說或是主持人來說都
有他們的意義，那我們不需要做字句上的改變，有做到這一點的話就叫做忠

實。 
Q：什麼是電訪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A：忠實的讀稿機，誠實的作答即可。大概就是這兩個最重要，一個是把電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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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出來的字講出來，然後把聽到的話 KEY進去。不需要在中間加入任 
何個人的意見。 

Q：那你的主要工作內容是什麼？ 
A：打電話。 
Q：要成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是什麼？ 
A：誠實，穩定，讓受訪者不會聽出你因為這一題的高興、不快樂等任何東西，
就是讓他聽出來你很平穩的把你的問題唸給他聽，沒有做任何的改變，也不

會因為在那個聲音語調方面去干擾到受訪者。所謂的穩定是指聲音的語氣的

語調的，聲音表情的穩定。 
Q：你的誠實定義是什麼？ 
A：就是字句不做改變，然後在做選項歸類的時候不會刻意去做和受訪者意見不 
一樣的答案。打電話的部分就是這兩種最重要。然後至於在受訪成功率方面，

不用太過於在意。 
Q：不在意的原因是什麼？ 
A：因為如果說太過於追求那東西的話，就會讓我訪問的時候會表現出急躁的樣
子，或是刻意要把一個不完整的問題給改成完整的問卷，而在其中作弊。 

Q：可以對不在意加以定義，或是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嗎，例如你做了某個動作或 
   行為，表示你不在意？ 
A：譬如說連續半個小時都沒有辦法做到成功的訪問數，最好的方式就是休息，
休息一下回來再繼續。不用因為說被拒訪太多次，就作弊取巧或是說類似這

樣的方式。也就是等於說情緒要一直保持很穩定。 
Q：請描述一下在你擔任訪員的這段期間，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最成功的兩項個人 
   經驗？ 
A：印象最深刻大概是幾年前做宜蘭縣觀光問題，訪問北部幾個縣市，以我自己
身為宜蘭人，然後幫縣政府做這種事情，會覺得還滿不錯的，因為能夠為自

己住的地方盡一點心力，然後在接受訪問的時候，這一次的訪問的拒訪率會

很低，因為大家聽到就是比較無關政治，而且又聽到說是做有關於宜蘭的觀

光問題，就是旅遊問題的話，那一般的民眾都會很願意配合，那我也遇到好

幾個在邊訪問的同時還邊稱讚，那種感覺是滿快樂的。另一個是之前的選舉，

總統大選，可以從中知道不同階層的人的想法，因為自己平常當學生不可能

接觸到那麼多的人。那因為做電訪可以知道不一樣的人的想法，那從他的聲

音或是他回答的基本資料，可以大概瞭解說什麼樣的人會有什麼樣的想法。 
Q：那在你做總統大選的這個案子的時候，有沒有什麼人讓你印象很深刻，或是 
   做了什麼事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A：好像沒有，就像我說的做事情就是平穩的做，做事情不會太過激動或是沮喪
之類的。不過就是那一次的案子對我來說是滿好的經驗，就是包括打完電話

之後要做的結案報告，連續 1-2個晚上都是撐到天亮，為了趕這個報告。 
Q：如果有一個電訪員他做這樣的工作，你認為他最基本上應該具備的條件是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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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只要能夠簡單的操作電腦，操作所謂的 CATI系統，之後只要能夠口齒清晰，
這樣大概就 OK了，不需要要求太多。 

Q：所以誠實跟情緒的穩定都不需要了？ 
A：基本上就一個剛進來的訪員當然這些東西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如果這個訪員
對他的工作是認同的話，他本身就應該有這種自覺，就是一定要誠實。因為

如果你沒有辦法誠實作答的話，影響的會是整個電訪案的結果。另外穩定是

因為我個人覺得這個很重要，那當然對其他訪員來說，或許他願意在他的聲

音表現上加入更多的快樂的感覺，或是讓受訪者更想要接受他的訪問，那是

其他訪員的看法。那我個人是覺得穩定是最好的。 
Q：請描述一下在你擔任訪員的這段期間，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最挫折的兩項個人 
經驗？ 

A：最深刻的最挫折的都是被掛電話，掛電話如果對方是能夠說直接告訴你他很
忙，那我們都可以諒解。問題是被那種比較不理性的掛電話方式，就會挫折

感很大。中途拒訪，就會挫折感很大。例如說已經問到一半了，然後他用這

種題目設計不好的東西，或者是你唸的字句有問題，來對我個人做攻擊的話，

那對我當然是很大的挫折。譬如說在問有關政治方面的問題的話，民進黨或

國民黨，只因為題目設計先出現了民進黨，他就會例如攻擊我說你怎麼可以

獨厚民進黨而不問國民黨，就用這樣來攻擊我之後掛電話，那我就會覺得這

是非常不理性的方式。還有一些就是題目已經唸了很多次了，那他還是用刻

意干擾的方式，或是不停說不知道不知道，一副愛理不理的樣子來做回答的

話，我也會覺得這是一種很大的挫折吧。畢竟我們很認真的在唸題目，那他

卻用這種方式來面對我們。 
Q：那當他用這種方式來對待你的時候，你當時心中的想法是什麼？ 
A：當時的想法是很氣，但是也只能在掛電話的時候自己罵。在電話沒掛掉之前
都不可以有表現。 

Q：當你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當他出現這種題目重複多次的情況時，你會採
取什麼樣的行動？ 

A：再唸啊，就是唸到題目重複兩次、三次之後，如果他還是重複這樣的動作，
那我就會說那我們換下一題，那如果他一直用同樣這種方式的話，那我只好

就一直讓他跳過下一題，畢竟電訪員也不可以主動掛人家電話。 
Q：那如果他跟你說很忙的情況，你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A：基本上他講很忙的，只要我經過追問之後，他還是講很忙的話，我是不會一
定說要強求他要接受訪問，那就會跟他說：「謝謝，打擾你了」，然後再掛上

電話。 
Q：那你那時候心裡怎麼想？你心中的感受？ 
A：沒有什麼感受，因為我可以體會他不願意接受訪問，或是他真的很忙。那唯
一不能接受就是那種不理性掛電話的方式吧，或是不理性的接受訪問。 

Q：可以舉例說明你覺得不理性的行為嗎？ 
A：有時候在唸字句的時候，他就會說：「你怎麼可以亂唸，你唸的東西我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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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不懂你在唸什麼東西」，問題是我們在做電話訪問的時候我們唸的就是我們

已經唸過非常多次的題目，那這些題目其他人聽都沒有問題，為什麼單獨那

個人會不斷的質疑說你唸的方式有問題或是你這字句是有問題的，那我覺得

這就是所謂的不理性。這種人是刻意要來做所謂的攻擊或者是用言語上的攻

擊電訪員吧。 
Q：那在你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你都怎麼處理？ 
A：就跟他解釋這種東西就是教授寫的方式，我就是按照教授寫的字句來唸，那
我絕對沒有加自己的字，讓他瞭解。那通常這種人在經過這樣得說明之後，

會有兩種表現，一種就是掛你電話，另一種就是之後的問題都回答不知道沒

意見不知道沒意見等等，就直接把你打發掉。遇到這種人大概就是這兩種表

現方式，就是你用很理性的方式跟他解釋之後，就是這些東西是教授寫的，

那我也沒有對字句加以重新編排、沒有自己加任何字之後，你還是不能瞭解

的話，那我會再講慢一點，可是通常這時候他就會把電話掛掉，就是說：「喔，

我聽不懂你在講什麼」然後就把電話掛掉。 
Q：那你那時候的想法是什麼？ 
A：想法就是這些人一定懂我在講什麼，可是他就是很刻意的要來做這種很不理
性的發言，很不理性的言語、言詞出現。 

Q：那那個時候你會請哪些人幫你嗎？如果你發現這樣的問題的時候，還是你都 
   自己用什麼樣的方式解決呢？ 
A：就自己把電話掛掉，換下一通。基本上受到這種挫折對我來說，就剛剛提到
的穩定，所以在播下一通電話的時候，我就已經把那通電話忘掉了。不會一

直在想說剛剛那個人怎樣罵我，因為這是大家都匿名的遊戲，所以他不知道

我是誰，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所以多罵也沒有意義。 
Q：那你之前有說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會很氣。那你會怎麼處理你這樣的情 
   緒？ 
A：電話掛大聲一點、大力一點，之後氣就消了。 
Q：前面你提到做觀光的案子的時候，你覺得很高興，因為你可以為自己住的地 
   方盡一點心力，除此之外你還有其他的感覺，或者是其他的想法嗎？ 
A：除了能夠幫地方盡力之外，也聽到就是除了宜蘭縣以外的那些來過宜蘭觀光
的人對宜蘭縣的稱讚。那我也會覺得是一種光榮吧，就是能在訪問同時還能

夠聽到不同的人對宜蘭縣的讚賞。那當然也會有批評，可是可能感覺上他們

的批評都是出自於善意的，就是不是惡意的批評，都是希望能夠更好，所以

才提出批評。 
Q：那當你完成這樣的訪問之後，你的心情怎麼樣？ 
A：心情很愉快，很願意繼續做下一通。就是希望這種人能夠成功率越高越好，
或是當天的完成數能夠越高越好。 

Q：那就總統大選那個案子呢？那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 
A：其實是滿愉快的，因為可以比一般人還更早知道結果。知道這種結果，雖然
過 2、3天之後結果一樣會出來，但是能夠提早知道那種感覺是很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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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當你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你心裡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在想些什麼？ 
A：想到希望能夠提早完成，然後完成的時候能夠是準確的，不會讓自己的民調
中心的名譽受損，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就是很擔心做出來的東西，如果不準

確的話怎麼辦。 
Q：那不準確，你怎麼界定？ 
A：大概就是只能等事後受委託的單位打電話來跟你說你做的怎麼那麼差的時
候，就知道是不準確。那如果是沒有打電話來，或是自己跟報章雜誌對的話，

發現自己做出來的結果還都 OK的話，那大概就是算準確的了吧。 
Q：那你是如何知道有電訪員這個工作的？ 
A：因為進了佛光政治所之後，然後政治所有在處理民調中心的工作，所以就進
來工作了。 

Q：那你當時來的時候心情是怎麼樣？ 
A：剛開始的時候是帶著那種新奇感，因為讀完政治系之後，對民調這個東西完
全沒有概念，所以剛要接受這個工作的時候就會覺得滿新鮮的，可以知道政

治的另外一個領域。 
Q：那你那個時候的想法呢？ 
A：想法就是搞清楚這一切。 
Q：你所謂的搞清楚是指哪些方面？ 
A：就是整個民調從無到有的過程，然後因為一般就是台灣的民調在很久以前就
已經被很多人去刻意的批評說民調已經是不準確的、是有作弊的。那只有自

己進來之後，從頭參與到尾，才發現其實佛光的民調中心是滿準確，而且是

沒有所謂的作弊的行為。就是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就結果就是什麼，不會說

在中間加油添醋，而且最重要是在那個電訪的過程，都很照實回答。我覺得

這是進民調中心之後比較大的安慰吧，因為就是幸好我進去的一個機構是公

正客觀的，然後這一個民調機構好像也沒有被人家批評過。 
Q：想問一下，因為你現在已經在民調中心工作這麼久了，如果今天是你要來雇 
   用一個職員或是電訪員，你期待他具備什麼條件？ 
A：大概可以分成四種人會比較容易讓人家接受，大概就是年輕的男性和女性，
還有比較年長的女性和男性。所謂的中年人就比較不適合做這樣的東西，年

輕的男性和女性是因為這一類型的人，在做電訪的時候成功率會比較高一

點。因為他口齒的伶俐和清晰度很高，那他唸出來的東西很順，很容易讓人

家接受。然後所謂比較年長的人，是因為他們處事經驗很豐富，就他們在遇

到各種受訪者的狀況的時候，他們也能夠很順利的處理。反而是那種比較中

壯年的人，比較不適合來做這種東西，因為這種東西，挑戰性不是那麼高，

所以對他們來說有時候反而會是一種坐在那裡的壓力，比較容易讓他們在訪

問的時候比較沒有辦法那麼順利。所以我最想要遇到的就是年輕一點，或者

是老一點的人。那年輕一點的，如果他口齒清晰度不夠的話，那當然不是我

想要的。所以年輕的話，你一定要口齒清晰度夠，那禮貌也算滿重要的，對

年輕族群來講，因為好像現在越來越不注重禮貌了，包括打電話的基本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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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年老族群的好處就是處事很圓融，所以他遇到任何狀

況他能夠處理、能夠解釋，可是比較大的問題可能是他的口齒清晰度不夠，

電腦操作不夠流利，但我覺得這可以克服，因為民調中心所需要操作的電腦

並沒有那麼困難。口齒清晰度方面，他們只要能夠把速度放慢，那應該都OK。 
Q：那你所謂的挑戰性不高，那什麼樣的工作或是什麼樣的行為你認為是挑戰性 
   高的？ 
A：因為坐在裡面做民調，你並不能有什麼樣的結果，包括你打完之後，你只能
知道你今天打完了幾通、完成數，那包括裡面督導都不會告訴你今天我們全

部的人打完之後，我們已經做出什麼樣的結果，不可能做這樣的報告。那挑

戰性高就是可能有一種征服感吧，一個案子、一個案子去完成，一個案子完

成之後，可能經驗上的增加或是金錢上的增加，那這種民調電訪員工作是沒

有的，就是一直打電話而已，最多就是累積時數到給你做調薪而已，並不會

有太多經驗上的增加或是金錢上的增加。 
Q：那你剛剛說操作電腦跟口齒清晰是可以克服的，那為什麼你認為是這個是一 
   個訪員所需要的東西？ 
A：這是對於年長的人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如果是對於年輕人他口齒不清晰的
話，那我不會想要雇用他。因為年輕族群他打電話出去之後，他給受訪者聽

的聲音就是要很有年輕的感覺，那如果沒有年輕的感覺還口齒不清的話，那

根本他在年齡上的優勢已經被他口齒不清這一點給全部否定掉了。 
Q：那你要找的人除了年齡、性別以外，還有別的嗎？ 
A：沒有，我比較在意的是年齡和性別的問題。所以只要是年輕的男女都可以來，
我通通都可以收。 

Q：你有實際參與過面試的過程嗎？ 
A：沒有。 
Q：那你為什麼會認為年輕的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參加？ 
A：因年輕的族群，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個打工的機會，打工的話應該就不需要
在意這麼多，而且這樣的工作環境其實是不會有太多工作主管的責罵之類

的，你只要安分的四小時打完電話出來，就可以領到薪水，那我覺得年輕族

群應該可以接受這樣的工作環境吧，所以他們來應該也知道就是打電話，應

該不會想太多。所以既然我先預設他們的心態，那我當然一定會收他們，不

可能因為他們其他的問題..那當然有問題後來還是要一個一個踢掉。 
Q：那你最後你的訪員做了什麼樣的行為，你會覺得這是不能用了，或者是你會
決定把他踢掉？ 

A：年輕族群最大問題應該就是不夠敬業，休息時間太久，或是說因為年輕所以 
   他也會在意那個完成數的話，那他忽然有1、2個地方作弊被我抓到的話，當
然會被踢掉。年輕族群比較重要就是可能有時候在敬業方面比較不足，不像

比較中老年人，他知道拿人家多少錢就做多少事情。可是年輕族群對他們來

說，錢還是比較重要的。 
Q：什麼樣的表現或是一個人他做了什麼樣的事情，你會覺得他是一個敬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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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A：四個小時之間他的休息次數是一次或四次，然後每一次都是很單純的上廁
所、喝茶，然後就回來，並不會在上廁所喝茶之後，多很多時間坐在那裡休

息或者是不肯進來打電話，那我覺得這是敬業。當然還有包括就是你進來打

電話之後，你有持續的在撥電話，而不是每撥一通電話隔了很久之後才播下

一通電話，那這東西就可以看出來，就是從其他訪員的平均撥電話的數就可

以看出這個訪員他撥電話的數是不是太少了，然後他的完成數是不是有問

題，這都可以從控制台那邊看出來。此外當然年輕族群還有一個問題會被發

現，就是禮貌。就是打過去的口氣太壞，那我覺得這會被踢掉，儘管以往都

OK，但是當天因為某些不是屬於民調的事情而影響了他，結果他進來這裡之
後造成他口氣不好，這會間接造成民調中心的名譽也會被他毀掉，所以我覺

得這種人你不可以用。 
Q：那你之前有提到說訪員要安分的打電話，那什麼樣的行為代表他是個安分的 
   訪員？ 
A：就我剛剛提的，就是四個小時裡面你的休息是 OK的，你的撥電話數也 OK，
那就算安分。那有些人會不夠安分，不夠安分就是休息、上完廁所喝完水之

後，居然還能夠拖十分鐘不進來，或者是就和自己的朋友約出去，就在外面

聊天，聊的時間過久才進來，那我覺得這都是不夠安分的。所以安分跟敬業

兩個是滿相近的。 
Q：在你擔任訪員的其間，你的工作內容除了打電話之外還有做過什麼嗎？有沒
有什麼人跟你說過什麼或談過什麼？還是你有沒有和什麼人接觸過？ 

A：擔任訪員進來要先受事前的教育，事前的教育我記得有請人來專門講解，大
概民調是什麼樣的東西，從怎樣會造成民調的失敗到民調怎樣會成功，有講

過這樣的一堂課，然後就會再教授的是怎樣操作整個電腦。 
Q：那在你經過這樣的經歷之後你覺得怎樣？你的想法是如何？ 
A：第一個就是授課之後其實滿高興的，因為學到的東西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知
識。那在操作上面當然因為我覺得那樣的電腦軟體對我而言並不會太困難，

對我來說是簡單的操作方式，所以我是覺得只要用順手就好，沒有什麼特別

的想法。比較大的大概就是之前的那個教育讓我知道整個民調背後的學理意

義。應該不是說比較現實的如何操作，而是大概就是可以知道學理意義，我

覺得這是滿好的。 

 
 
 
 
 
 

三、電話訪問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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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我的工作內容是如何讓企劃案流暢的進行，這包含很多，像訪問進行之前的
一些工作，例如像題目的輸入電腦、還有 cAll電訪員啊！這是主要的工作內
容、任務、那職責就是去監督電訪員的一些工作態度啊，還有一些工作的細

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說有沒有自己填答案啊，或者題目唸的不清楚這樣

子。 
Q：請問在你認知中的電話訪問員他主要的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就我個人覺得電訪員他們主要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要如何
有效的完成電話訪問吧！ 

Q：你所謂的有效是什麼意思？ 
A：應該是他們的訪問過程有沒有瑕疵，然後以及他們的成功率高不高，如何將
拒訪降到最低，這是他們主要的工作任務跟職責所在。 

Q：你所謂的成功率是什麼？ 
A：成功率就是一天他所作的一些有效完成數跟拒訪率，還有一些錯誤完成的比
率，那錯誤指的就是他在訪問過程中可能就是有瑕疵啊，比如說答案填錯啊，

然後受訪者的態度都是一些偏激的答案，比如說他都跟你講一些很奇怪的答

案，讓你無法繼續進行一個訪問這樣子。 
Q：你所謂的有偏激的是什麼意思？ 
A：有偏激就是比如說在選舉的過程他就不跟你說實話，然後一直反過來問你說
你覺得某某問題你覺得怎麼樣，那你覺得怎麼樣我就是怎麼樣。 

Q：那再請問你，你覺得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為何？ 
A：我不曉得這問的是工作態度還是指工作的一些人格特質？ 
Q：都算。 
A：如果是工作態度的話，那電訪員應該表現出來的是一個有禮貌，然後工作要
積極，然後要有親切的感覺，讓受訪者覺得這個人講的話很有可信度，會跟

你的距離拉的很近的這種感覺，那如果是指人格特質的話，電訪員的人格特

質應該是具有活動性的，還有一些社會外向。 
Q：活動性？ 
A：所謂活動性就是說他可能愛好活動，工作迅速，然後十分具有效率，那社會
外向指的是善於和別人相處，這可能就是說你如何去和受訪者建立一個互信

機制這樣子。 
Q：你可以針對活動性再多作一點解釋嗎？ 
A：活動性就是說這人工作的過程，比如說一天訪問四個小時，他的工作時間四
個小時，那他可能就是不會打混摸魚，然後有做事應有的態度，會有一些比

較積極面，可能就是他對這份工作很喜愛的這種感覺這樣子，而不會去逃避

他。 
Q：你可以舉例嗎？有沒有曾經遇過這種狀況？一個訪員他有表現出這種特質？
然後他表現出來是什麼樣子？ 

A：我的工作地點是佛光大學民調中心，我覺得在佛光大學民調中心有一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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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訪員，有很多啦，就是說一些年紀比較大，出過社會的這些人，工作

就是十分的積極，可能他們覺得這份工作就是他們的前景，他需要得到一些

獎勵吧，所以他就會表現出十分有效率的態度出來。 
Q：你說他作了一個什麼樣子的行為，讓你覺得這是一個有效率的表現，或是他
作了一個什麼樣子的行為，讓你覺得這是一個十分積極的表現？ 

A：應該不是說作了怎樣的行為，而是整體上表現出來，他可能一直去追問一些
受訪者的答案啊，然後在工作的過程中他也不會去聊天，也不會常休息，另

外在民調中心他的工作規定不是說很強硬，在工作過程中你有需要休息可以

自己休息，那一些比較好的、優秀的電訪員他就會休息的很少，一直追求有

效的訪問、完成數的達成。 
Q：那可以針對你提到的社會外向來作說明嗎？  
A：我覺得社會外向就是說，應該要從監聽的過程，從他整個工作的表現上，他
如何去訪問一個受訪者，比如說對方跟你講台語的時候，你就會和他很親切

的說一些台語，不會很討厭他，然後會和他建立一些互信的機制，要怎麼舉

例呢，真的很難。 
Q：比如說針對社會外向你就已經說他說台語是建立互信，還有沒有怎麼樣的表
現你會覺得說他是社會外向型？ 

A：我覺得這可能從面訪員會比較容易得証，那如果從電話訪問員來看的話，他
除了在溝通上會使用很多技巧以外，就是說跟他很嘛吉啦，或講一些最近過

的怎樣啊，但是不會偏向在聊天，這種在互相溝通的過程還是會讓訪問繼續

進行，然後讓對方不會覺得很討厭，讓對方不會急著想掛你電話，這就是社

會外向型最成功的，那社會外向型這種人的訪問率可能會比活動性好的高一

點，因為他比較容易和受訪者建立互信，所以他的訪問成功率會比較好。 
Q：在你工作的期間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最成功的個人經驗？在於你與訪員互
動的過程，或是和其他督導，或是你個人互動的過程？ 

A：最成功的個人經驗我覺得好多喔，扣掉第一次的話，我不知道這樣講是不是
你要的答案，我覺得是第一次完成企劃書和第一次個人完成結案報告，這是

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以前都沒有在作企劃案，企劃書的寫作內容第一次完

成覺得蠻高興的，蠻快樂的。 
Q：那你當時完成這兩個案子的時候你的心情？除了高興以外還有別的嗎？ 
A：就很快樂啊，這會讓我還想繼續嘗試下去。 
Q：是怎麼樣的動力會讓你想要再繼續？ 
A：最主要應該是錢吧，那第二個就是增加自己的經驗，可能在未來出社會的話，
比會別人多一些不一樣的經歷，那求職上可能就會比較方便。 

Q：那你剛剛有提到說你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挑戰，那你喜歡這樣子的感覺嗎？  
A：之前應該蠻喜歡的，但是如果一個人麻痺之後可能會覺得工作的內容都一
樣，可能就不太會繼續下去，除非中間又遇到一些挫折，這些挫折可能是說

你寫企劃書去投標的時候沒有標到，這可能就是第五個要問的題目吧！ 
Q：對，那你所謂的挫折是什麼感覺？是什麼樣的事情會讓你覺得是一種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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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挫折就是，覺得自己的企劃書寫的很好，為什麼投標投不上？總覺得自己寫
得很好，可是就沒有得標，然後就覺得很沮喪。 

Q：那在你完成這些計劃書後面結案的過程，在你執行這些案子的時候，你有沒
有跟你的訪員有過接觸？ 

A：你講的是電訪員還是受訪者？ 
Q：都可以。 
A：當然是在完成經驗之前，和電訪員的接觸比較少，因為電訪員他實際，就整
個民意調查來看，他應該是包含三個部分嘛！第一個部分就是企劃書的書

寫，第二個就是去蒐集資料，蒐集資料就是要開始作電話訪問，第三個就是

結案報告，那訪員都是在第二個部分，就是實際在作一些資料蒐集的時候才

會參與，那之前在寫企劃書根本不會和電訪員作一些接觸，因為可能這些電

訪員第一個就是說他們的專長不是這個方向，他們也沒辦法提供一些比較具

體可行的方案，跟他們做接觸就比較少。 
Q：那在專長的部分，你認為擔任你的職務需要具備的專長是什麼？ 
A：我覺得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會一些統計軟體，還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所謂基本
的常識就是你對社會科學的一些認知，那統計軟體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SPSS，
那你如果要獨立完成一個案子的話這是不可或缺的。 

Q：那你認為一個訪員應該具備的專長是什麼？ 
A：如果以現在來講的話，他應該具備一些比較基本的就是電腦的操作吧！然後
還有的就是對一個民意調查的一些初步的認識，比如說什麼叫抽樣，他應該

要有一些基本的認識，還有像語文能力也算一個要求，因為至少他要懂說一

個題目為什麼要這樣設計的原因何在，他至少要了解吧，如果這些都不了解

那這個案子就很難運行，他也沒辦法配合，因為有時候一些受訪者會反問電

訪員，這個題目到底是什麼意思。 
Q：你所說的語文能力，可以再具體說明你指的語文能力是哪些嗎？ 
A：我覺得語文能力以台灣的民意調查市場來講，他的語文能力應該具備國語跟
閩南語吧，因為台灣閩南人佔的族群比較大，那他可能需要從中文直接翻譯

成台語的方式，那如果他連台語怎麼講都不會講，就沒辦法去訪問一些比較

大的受訪者，那像客家語還有原住民就是相對少數，有時候也是需要啦，但

是如果不會講的話也是不太可以的要求，畢竟那個都是少數民族，除非有做

一些比較特別的研究案，比如說針對原住民做一個調查，那可能電訪員就需

要具備一些會講一些原住民的話，因為這當中可能會訪問到一些年紀比較大

的原住民，那他可能聽不懂中文吧，那他只會講原住民話，這些就可能比較

需要一些特別的。 
Q：那你第一次完成你的計畫的時候，在你完成計畫的過程中，有誰跟你一起同
時進行？ 

A：在完成第一份企劃書的時候最主要是老師嘛！還有同學吧。 
Q：那老師在這過程中他扮演怎樣的角色？他有給你什麼樣的幫助？ 
A：老師在這過程當中他扮演一個指導性的，就是說哪邊需要做一個修正，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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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主題偏離，那同學就是負責來協助蒐集資料這樣子，比如說第一個案子

可能就是需要蒐集一些像受訪者的資料。 
Q：那在你和你同學互動的過程中，他有沒有說過什麼或做過什麼或是幫助你什
麼，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好的或是不好的？ 

A：我覺得老師讓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會指導一些和學術上比較不一樣的，比
較實際、實務面的一些指導方向，因為實務面跟一些學術方面可能真的有一

點落差，如果按照學術理論來進行的話，那可能一個企劃書他就有礙於進行。 
Q：有礙於進行意思是？ 
A：就是如果完全依照學術理論來做的話，那這案子它的執行可能沒辦法那麼流
暢。 

Q：你在第一題有問說你的工作是要流暢，你有遇過曾經不流暢的經驗嗎？發生
怎樣的狀況你會覺得這個案子執行的不流暢？ 

A：這可能也要分三個程序來講，第一個就是企劃方面，企劃的方面可能遇到不
流暢的地方就是資料在收集的時候，有時候資料沒辦法完全掌握到，會有一

點偏差，讓整個主題偏差掉，有時候國內的資料又很少，他的通路也很少，

所以資料收集上真的有困難，那第二個就是在訪問在收集資料開始打電話去

訪問的時候，不流暢的地方可能就是電腦系統，最主要就是電腦系統會出現

問題，比如說你在做前測的時候，都覺得蠻順利的，電腦都不會出現什麼問

題，可能真的要訪問的時候就是人比較多吧，讓電腦出現秀逗，這種是第二

部分的主要問題，那第三個就是在寫結案報告的時候，有時候會覺得前面兩

個都沒有問題，第三個可能資料跑出來會跟原本想要的會有點落差，要不然

就是第二個訪問過程的時候，一些電腦上出現了問題，然後讓整個有 DATA
有點流失，這樣寫結案報告的時候會有點不流暢。 

Q：那在訪問過程這個階段，電腦有問題的時候，你有做過什麼，或是找誰幫忙
過嗎？ 

A：電腦如果出現問題了，就是求救。 
Q：你怎麼解決處理，你做了什麼樣的行動？ 
A：會找另外一個督導員來進行，因為這個人是負責佛光大學民調中心的電腦維 
   修。應該分幾個層次來講，可能就是整個電腦系統故障沒辦法進行，那這可
能就需要找人來維修，那另外一個就是題目出現了問題，那就以最快的速度

再重新 KEY一次題目，重新換題目這樣子。 
Q：在重新換題目的時候，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狀況是你無法解決的？ 
A：目前還沒有遇到，我是沒有遇到，但是從朋友的經驗中，有遇到就是他讓整
個電腦都中毒了，所以他也沒辦法 KEY題目，很少會有這種問題啦！都是電
腦系統故障才會有比較大的問題。 

Q：在你工作的期間有沒有讓你印象很深，挫折的經驗？ 
A：挫折的經驗，就是第一次做教育訓練的時候電訪員被炒魷魚，從此就沒來了
這讓我第一次做教育訓練深感挫折。 

Q：你可以講一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經驗或過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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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不知道是不是電訪員本身的問題，剛剛講了就是他要具備基本的知識，可能
就是他的電腦操作比較差吧！沒辦法配合整個工作的進行，所以他就被炒魷

魚了。 
Q：那你當時的心情怎麼樣？當時你教他的時候他的反應怎麼樣？ 
A：就覺得在教的過程和在操作的過程還是會有落差，因為你教的時候是你做給
他看，然後他會很快的就跟你做，但是在實際操作的時候，剛開始他可能會

有壓力吧，然後就會手忙腳亂的，不知道要怎麼辦。 
Q：那你當時怎麼幫他？有做什麼或是對他說什麼嗎？ 
A：就叫他慢慢來不要緊張，先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礙，慢慢來，畢竟第一次工作
的人都會這樣子。 

Q：實際操作的時候。你有再跟他說什麼嗎？ 
A：實際操作的時候還是跟他說不要緊張慢慢來，但是還是一樣，可能就基本知
識比較差吧！所以你叫他不要緊張他也沒辦法。 

Q：那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這種狀況？ 
A：緊張，可能人會緊張可能的原因就是他覺得有些方面他不了解。 
Q：那你的感覺怎麼樣，對這整件事的感覺？除了那個以外？ 
A：以後人要好好挑，要先作一些基本的測驗，看要不要作教育訓練。 
Q：你希望作怎麼樣的基本測驗？ 
A：在他來應徵的時候，除了問他作了什麼工作和年紀之外，應該要先讓他操作
一次電腦，因為電腦算是電訪過程一個蠻具備的東西，那他可能電腦知識要

很熟悉。 
Q：你覺得沒有標到案的原因是什麼？ 
A：第一台灣目前的情況我覺得都是內部作業，內部作業的問題，那些人都不是
站在客觀的立場來評比所有去參加標案的案子，都是有一些內部黑箱作業，

所以沒標到案子就只能罵這些人，沒有站在一個公正還有客觀的立場。 
Q：那現在換過來好了，如果你今天要雇用一個訪員，你希望它具備有怎麼樣的
特質？你希望他在工作上表現出怎麼樣的特質？ 

A：就是剛剛講的那個活動性還有社會外向，可是這個一開始很難發現他們有沒
有這個特質。 

Q：那你覺得應該要怎麼樣，在什麼時候才有辦法發現？ 
A：因為電訪員他也不是一個全職的工作，很難像一些公司那樣做一套人力資源
管理標準出來，只有等他常來參與比較多一點的案子，才能發覺這個電訪員

他到底有沒有具備這兩項特質，如果有的話，那以後的案子就會繼續找他們

來進行來幫忙，如果沒有了話就是除非有必要才會再找，找沒有具備這兩個

特質的人來做，幫一個忙這樣子。 
Q：那你覺得訪員需要的條件是什麼？還有別的條件嗎？ 
A：這是他的特質，他具備的知識應該包含一些基本知識和語文能力，如果有的
話才會找他們幫忙，如果沒有的話你也不會找他們，在第一次篩選的時候就

會把他們打掉。 



 205 

Q：你能不能舉個例子怎麼樣的行為代表有禮貌？你有沒有遇過訪員有做什麼樣
的事情，讓你覺得這個訪員好有禮貌？ 

A：他在訪問的過程被人家掛了電話之後，被人家拒訪之後，他又打過去，又很
客氣的跟人家講，這種人就覺得很有禮貌，又不會很生氣。就是聽他表達的

方式吧！比如說他會很客氣，但是這個客氣我不知道怎麼定義，就是讓你覺

得他講話很客氣。 
Q：你可以舉例嗎？他說了什麼話？或是做了什麼動作呢？ 
A：比如說他打過去會說伯伯好啊！還有阿姨好啊！ 
Q：那積極呢？ 
A：積極就是說他不會打混摸魚這樣子。 
Q：什麼樣的行為是打混摸魚？ 
A：就是說他不會常休息，休息一次又不會拖很久這樣子，那積極只能從這方面
來定義。 

Q：那什麼樣的行為叫做很喜歡這份工作？你之前有提到有活動性啊，在工作過
程不會打混摸魚啊，然後很喜歡這份工作，那他做了什麼樣的行為你會認為

他是個喜愛這份工作的人？ 
A：他覺得從訪問的過程中可以讓他學到溝通的技巧，然後他就會很努力的想辦
法來降低拒訪。 

Q：什麼樣的行為叫做善於與人相處？ 
A：就是建立一個互信，電訪員和受訪者的互動，會讓受訪者表現出一個行為就
是說他很願意接受你的訪問，而不會逃避接受你的訪問，而且他會告訴你的

答案可信度不一定百分之百，但是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但是這答案我們沒

辦法得知是真的他內心的想法，但是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偏差吧！不會使你整

個民調案做起來跟實際上有很大的誤差存在。 
Q：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A：沒有。 
Q：這次的訪問就到這裡結束。 
Q：你可以不用告訴這個人是誰，你有沒有對哪個訪員印象很深刻？你為什麼對
他印象很深刻？ 

A：最有印象的就是邱 × × 他同學，因為他真的表現出一種活動性和社會外向
性，然後基本知識都具備，這使他的完成率很高，拒訪率很低，所以這很容

易讓一個督導員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而且是好的印象。 
Q：你可以再講具體一點，他具備哪些活動性？ 
A：就是他工作的態度很積極。 
Q：你可以說明嗎？什麼樣的態度叫積極？ 
A：比如說他常來啊，幫忙啊，又不打混摸魚，一直想要去超越自己。 
Q：那他的社會外向性呢？ 
A：就是他在訪問過程當中，很容易跟受訪者建立互信，受訪者很喜歡跟他講話，
很喜歡告訴他答案，不會中途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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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認為為什麼會這樣？ 
A：可能他真的有具備這種人格特質。 
Q：那你認為他有什麼樣特殊的能力？ 
A：沒有什麼特殊的能力，就是具備這些特質，可能這些特質真的是比較適合作
電訪員吧！如果就這兩個特質沒辦法兼具的時候，我覺得要取活動性比較好

的。 
Q：你剛剛有提到說他有具備基本知識？ 
A：就是他也懂怎樣操作電腦，語文能力都很好啊，台語又講很棒，講的比督導
員還好啊，對抽樣也都了解。 

Q：你指的抽樣是哪些東西？ 
A：就是統計上的一些抽樣，從母體如何去抽出有效樣本。 
Q：那你覺得訪員需要具備這項專長嗎？ 
A：我覺得訪員應該也要知道，要不然他怎麼都不會去懷疑說，? 什麼我們只做

了這些樣本就能代表全部的母體，那如果有受訪者反問他的時候，他應該也

要跟受訪者去講這些基本的知識。 
Q：你認為什麼時候應該要講？ 
A：就是受訪者反過來問電訪員的時候，因為有些受訪者不懂不了解，那他可能
也有一些求知，所以他就會問啊。 

Q：你可不可以再提一個，你對哪一個訪員印象很深，你覺得他並不適合擔任這
個電訪？ 

A：我覺得很多吧。 
Q：你可以舉例嗎？? 什麼你覺得他不太適合？ 
A：佛光大學政治系的學生都不適合。 
Q：? 什麼？ 
A：因為他們都是被逼的，來打混摸魚的。 
Q：還有呢？ 
A：就這樣。這使得整個工作沒辦法有效快速完成。 
Q：沒辦法有效快速完成很重要嗎？ 
A：很重要！為什麼不重要，就整個民意調查來說，很多問題有時間的急迫性， 
   時間一拖，容易受到社會其他意見的影響，這可能會干擾整個研究過程，快 
   速又有效對我而言很重要。 
Q：什麼樣的行為表現是有效率的行為？ 
A：不是說有效率，整個案子在進行的過程，快速又有效是很重要的。 
Ｑ：什麼是有效？ 
A：有效可能就是效度要高，信度要高。 
Ｑ：那你覺得政治系學生是被逼，是摸魚的，哪你有對他們做什麼或說什麼嗎？ 
A：比較少跟她們說什麼，因為以後常常見到面。 
Ｑ：那有採取什麼行動嗎？ 
A：告訴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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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事後或當時有問題的時候你有跟她們接觸嗎？ 
Ａ：都沒有，因為都交給另一個當壞人。 
Ｑ：你覺得是怎樣的因素導致這樣的狀況。 
A：可能是整個工作的性質導致這樣的狀況，他可能覺得電話訪問是很無聊的 
   事，可能從這些沒辦法得到他想要的知識，也可能是他的特質不喜歡。 
Ｑ：那你認為她們現在做的事情是怎樣的事情她們會不喜歡？ 
A：可能是四個小時都坐在那裡，做的事都是一樣的事，可能會讓她們覺得很無
聊。 

 
 
 
 

四、電話訪問員（四） 

Q：請問在民調中心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最主要是電訪員。 
Q：那你從事的工作內容都是些什麼？ 
A：就是訪問民眾的意見。 
Q：還有做其它的嗎，你擔任過其他職務嗎？ 
A：沒有。 
Q：請問一下你認為一個電話訪問員，他最主要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就是聽民眾他給的答案啊，然後去勾選他，嗯然後如果他有別的意見的話也 
把他寫下來這樣。 

Q：你還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在你電話訪問的時候，你的工作內容或是工作內容是 
   些什麼？ 
A：就是先問一下題目啊，然後看大概要訪問什麼，然後再去一起的討論吧！接 
   著就開始了。 
Q：你會先看一下題目，然後再撥電話給訪問者是不是？ 
A：嗯。 
Q：這就是你主要的任務和職責？ 
A：然後就是有什麼問題或需求啊，就提出給督導員。 
Q：在你工作的經驗中，你有曾經遇過這樣的問題嗎？ 
A：他們就是有的會說像什麼職業的啊，有什麼需求這樣子。 
Q：就業需求？ 
A：就是就業機率太少啦！ 
Q：這是他的反應是不是？還是說他覺得我們這邊，覺得民調的訪問的就業機會
太少，還是他自己本身？ 

A：宜蘭。 
Q：覺得宜蘭的就業機會太少，那你會怎麼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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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是把他寫下來啊，然後跟督導員說。 
Q：那你聽到他有這樣子的反應的時候，你的想法是什麼？ 
A：我想也是這樣吧！ 
Q：你也有這樣的感覺，那你有跟他說什麼嗎？ 
A：跟他說什麼哦，就是會反應給督導啊。 
Q：那你這通電話結束後，你的想法、你的心情如何？ 
A：心情哦，應該差不多吧。 
Q：什麼樣的心情？ 
A：就工作機會太少。 
Q：就你針對工作太少這樣子，你會覺得要怎麼去改善嗎？或是你會採取什麼行 
   動嗎？ 
A：怎麼改善？就多看看啊、上網啊、找那種 104看有沒有，有什麼工作。 
Q：你會積極的去找嗎？還是偶而看，還是說定期去國民就輔站看看？ 
A：就大概三、四天看一次這樣，不定時去看。  
Q：請問你認為要擔任、要成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
是什麼？ 

A：就是口齒要比較伶俐一點，然後就是如果民眾有講出一些比較不好的話要原 
   諒。 
Q：還有嗎？ 
A：然後盡量保持怎麼講，嗯比較平和的語氣。 
Q：你是說語氣，語氣要盡量保持平和，還有嗎？ 
A：就這樣子。 
Q：那在你實際上工作的時候，有沒有遇到讓你無法保持平和語氣的時候？ 
A：他說一些不好的話的時候會。 
Q：他會講不好聽的話，那時候你怎麼反應？你心裡在想什麼？ 
A：沒有啊，就聽一聽就好了，那是一定會遇到的。 
Q：那你就只是聽，心情會不會不好，心裡的感受如何？ 
A：就會有一點點變壞吧！ 
Q：那時候你怎麼辦？ 
A：就不要理他啊！ 
Q：你還有其他的經驗，還有遇過其他的不愉快嗎？哪你有其他的處理方式嗎？ 
   或是其他的表達方式？ 
A：就讓他講、讓他罵就好了。 
Q：那你有曾經試著去制止他嗎？ 
A：制止他，就是趕快問下一個問題。 
Q：那一個好的訪員哦，你剛講到口齒伶俐、保持平和的語氣，那還有沒有其他 
   的。譬如說，你覺得他在個性上有沒有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個性，可能比較適 
   合這樣的工作。 
A：個性不要那麼衝，比較和藹可親，頭腦要轉得快，差不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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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在技能上呢？他有沒有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專業能力？ 
A：就是要會國、台語啊！然後就是像一些比較老一輩的，一開始他就聽不懂你 
   在講什麼，那時候就要講台語。 
Q：是老一輩的人比較會需要講台語嗎？ 
A：對啊。 
Q：那如果你接到電話，然後跟你講台語的話你會怎麼說？ 
A：就是跟他講台語啊。 
Q：就跟他講台語，那如果他講國語呢？ 
A：就講國語啊。 
Q：所以他講什麼話，你就跟他用什麼話講，那麼技能、行為、個性你覺得怎麼
樣是好的訪員？ 

A：就是不要把情? 帶到公司。 
Q：你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 
A：因為如果這樣的話，那如果訪問下一個，他也可能會態度不好，就會變得怪 
   怪的。 
Q：你覺得怪怪是說受訪者感覺怪怪的，還是說你自己會覺得怪怪的？ 
A：就是自己啊。 
Q：那你怪怪的是指說他的情? 怪怪的嗎？還是說講話聲音怪怪？ 
A：就是問問題的時候，說出來的變成不一樣。 
Q：你是說如果他把情緒帶到工作上面來，在打電話的時候唸題目會唸得怪怪的。 
A：嗯。 
Q：那為什麼會怪怪的，是會唸得比較不順、還是或口氣上不好，還是說情緒？ 
A：口氣不好。 
Q：你曾經這樣過嗎？還是說你有看過別人、或是聽過別人說他們有這樣子的 
   事？ 
A：自己沒有。 
Q：請問一下能不能請你描述，在你工作的時候有沒有遇到的，比如訪問的過程
或是與別人共事的過程中，有沒有讓你遇上很深、很成功的經驗。你自己覺

得這是個非常成功的經驗。 
A：就是在訪問之後啊，他詢問我們辛不幸苦啊、很感謝你啊。 
Q：這樣就會讓你覺得很成功嗎？ 
A：感覺最後有點代價。 
Q：他會鼓勵你嗎？還有別的嗎？ 
A：會說你可以再多問幾題，那個可能四十歲左右的男性。 
Q：你跟他講國語還台語？ 
A：都有吧，就是他會聽得懂。 
Q：那你可以描述一下吧，你大概都怎麼跟他說，然後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為 
   什麼他到最後會這麼好？ 
A：就是怎麼講，他可能就是那時候比較空閒吧！然後會讓你多問一些問題，然 



 210 

   後他也想把他的意見跟你講，想講出來這樣子。 
Q：那他有表達意見嗎？有說很多很久嗎？ 
A：對啊，有些說滿久的。 
Q：那他在說他的意見的時候，你心裡是怎麼想、然後你怎麼做？ 
A：就聽到有跟那個選擇不一樣的答案的話，就把他寫下來。然後就是會反應給 
   督導。 
Q：當他說請你再多問幾題，那這樣的狀況又是什麼狀況，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A：因為他比較想要表達他的意見吧！ 
Q：對啊，就是他們就是跟你說覺得你很辛苦，或說你可以繼續問？ 
A：沒那麼多，他就會說有沒有還要問的。 
Q：那有沒有覺得讓你印象很深、很挫折的。 
A：挫折就是罵一些不好聽的話啊！ 
Q：罵的最兇的一次是什麼時候？ 
A：就是統總大選。 
Q：那你的心情如何？  
A：會不高興？一開始就開始一直罵，就是會罵就對。 
Q：那你在這樣子的時候你要怎麼處理，會很常常這樣子嗎？ 
A：不要管他就好了。 
Q：那有沒有遇過拒訪的事情？ 
A：有啊。 
Q：拒訪的時候會不會讓你感到很挫折？ 
A：也會。 
Q：你有遇過一直被拒訪的狀況嗎？ 
A：沒有。 
Q：你第一次上線的時候拒訪率會比較高嗎？ 
A：很多第一次的時候會。 
Q：為什麼你第一次拒訪很高呢？ 
A：因為第一天可能不太熟吧，第一次接觸這樣。 
Q：你的不熟，指的是對系統不熟、對環境不熟、還是對題目不熟，或是對整個 
   操作流程不熟？ 
A：如果被拒訪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做。 
Q：那你第一次出現這樣的狀況的時候，你怎麼辦？ 
A：那時候沒辦法就只好被拒訪，後來就會說問說，可不可以晚一點打，大概幾 
   點打這樣子，改成約訪。 
Q：你為什麼會知道說要去做約訪呢？ 
A：因為說不定他那時候，像有一個他就是在做美髮店，他說他那時候在用頭髮， 
   所以我就晚一點再打。 
Q：是他請你晚一點打，還是你主動問他？ 
A：問他可不可以晚一點打，他就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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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第一次的時候拒訪率比較高，因為你不知道遇到這樣的狀況你要怎麼處
理，可是你第二次、第三次你就知道了，讓你這樣子改變的原因是什麼？是

你有跟什麼人談過嗎？還是說你自己在經驗中學的。 
A：督導員說可以用約訪的啊。 
Q：在你遇到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你有跟督導談過這個事情，還是你有詢問過
他這個事情，還是因為拒訪太高，督導跑來告訴你要這樣做。 

A：因為那時候況狀不一樣吧，是電話有問題，督導員就說改成用約訪的。 
Q：有狀況的時候，督導跑過來幫你，還是你有舉手請他過來？ 
A：請他過來，然後後來就覺得如果有問題的話就用約訪。 
Q：除了用約訪以外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A：就唸快一點，或是說問第二題，或是看家裡有沒有其他滿二十歲的人，換人 
   訪問就對了。 
Q：那你有沒有遇過中途拒訪？ 
A：也是有。 
Q：那你怎麼辦，那時候心情怎麼樣？當時在想什麼？ 
A：我的心情會很亂吧！會想對方可能會很生氣吧！ 
Q：那你有採取什麼行動嗎？ 
A：問下一個 
Q：那那時候你心裡怎樣想？ 
A：沒關係，下一個會更好。 
Q：你有常遇到中途拒訪的狀況嗎？ 
A：比較少。 
Q：那有沒有覺得很不好的，印象很深很挫折的經驗？ 
A：從頭一直罵到尾，從第一題罵到最後一題的。 
Q：那時候你的口氣會變嗎？ 
A：就聽他講而已啊，然後就一直問啊，他就問一題唸一下，一題唸一下。 
Q：他會告訴你答案嗎？ 
A：那我就說是不是這個，是不是這個，這樣就問出答案了。 
Q：所以他還是會答，只是在答題之前他一定是要先抱怨囉？ 
A：對，或是講一些別的這樣。 
Q：那聽到他這樣說，心情如何？ 
A：就繼續問啊，聽一聽就算了。 
Q：對你都不會有影響嗎？ 
A：不會啊，不然等一下怎麼問下一個。 
Q：你是因為有要問下一個的壓力，所以會覺得無所謂，還是說其實不管是誰有 
   沒有要問下一通，他這樣來罵對你來講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A：罵，誰沒被罵過，就讓他罵就好啦，不要管他。 
Q：那你會因為這樣子就不敢打電話嗎？或者就不太敢擔任這個職位。 
A：還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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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 
A：可以聽一些民眾的意見啊，這樣才可以知道大家的想法，像電視上不是都會 
   說什麼民調，什麼幾%、什麼幾%，那我們自己來做這樣比較準啊。 
Q：還有其他的原因嗎？ 
A：想聽聽他們怎麼講的。 
Q：什麼動機讓你願意來排班？ 
A：因為我目前沒有工作，有時間就會過來。 
Q：所以除了嗯目前沒有工作，然後來這裡賺錢以外，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覺得 
   可以聽聽大家的想法滿不錯的？ 
A：這樣才知道跟電視上的有沒有一模一樣。 
Q：那你聽了大家的想法之後，你覺得如何呢？ 
A：覺得跟電視上好像不太一樣。 
Q：那你的想法呢？ 
A：想會不會有的電視上是謊報的。因像那種藝人啊，他不是都會有什麼銷售量， 
   然後什麼突破十萬、十五萬啊，其實很多都是假的。 
Q：你認為民調有很多數字可能是謊報的，這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A：謊報的話，我們是電訪員那不是說到我們。 
Q：那你會很氣嗎？ 
A：還好啦。 
Q：你還有沒有覺得還不錯的經驗可以分享？ 
A：他可能比較好吧，就讓我問這樣子。 
Q：那今天反過來問你哦，如果今天啊你是一個主管，然後你要應徵一些訪員， 
   那你會覺得他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就是腦筋動得快，然後上班的時候要認真，不要偷懶，然後就是看督導講的 
   有沒有做到，然後能做幾題就盡量做幾題。 
Q：你指的幾題是指訪問的題目嗎？還是說完成數。 
A：完成數。 
Q：什麼樣的行為，代表這個人上班很認真？  
A：如果他的手機響了一直接，這個應該無心上班吧！再來是會一直去洗手間閒 
   逛，然後會跟別的訪員聊天。 
Q：那怎麼樣是認真呢？還是偷懶，什麼叫偷懶？ 
A：就是故意等個幾分鐘再問下一通。 
Q：他要具備什麼條件？比如說他會些什麼東西，你才要考慮用他。 
A：個性要比較好的、或看起來比較面善，然後技能就是要會講國、台語，然後 
   也要會聽得懂。 
Q：你覺得一個好的訪員，他要會忍耐，那什麼樣能不能大概講一個狀況，你覺
得他至少要做到怎樣，叫做是一個很能夠忍耐的訪員。 

A：怎麼講，就是被罵啊神經病吧，然後罵一些髒話聽過就算了，然後趕快問下 
   一題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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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有沒有問到過沒有辦法忍耐的。 
A：沒辦法忍耐，還是要忍啊，不然能怎樣。 
Q：那通電話你還是把他問完了，之後你電話掛掉後你的心情怎樣、你的想法是
什麼，會不會很想做什麼事情、說什麼話、或是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A：就有點火而已。 
Q：那你有做什麼事情嗎？ 
A：就去洗手間啊，去沖一沖，先離開一下子。 
Q：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可以滅火？ 
A：就停頓一下啊，然後比較平和的時候再問下一題。 
Q：會讓你覺得沒有辦法，很火很火的記錄多嗎？ 
A：很少。 
Q：如果你要教育一個訪員，今天我來面試你會告訴我說，我擔任這樣的一個職 
   務我要做的內容是些什麼，你會怎麼告訴我？ 
A：就盡量聽取民眾他們想要表達什麼意見，然後就把它記錄下來，再反應給督 
   導。 
Q：那這樣我反過來問你哦，那我做這個工作時候我要做些什麼，就是只是記錄 
   而已。 
A：就是問看他還有什麼意見啊，經驗就這個啊。 
Q：就你訪問的經驗裡，還有沒有什麼可以聊一聊的。好的壞的都可以。像你說 
   遇到那個很好的訪員啊，他不是說會鼓勵你啊、安慰你嗎，那你喜歡這種感 
   覺嗎？ 
A：會啊，鼓勵的當然會喜歡。 
Q：你會希望有其他的角色、或其他職務的人也這樣子對你嗎？ 
A：如果有是會比較好。 
Q：在你工作期間中，有沒有其他人對你說過這樣子的話，或是對你做過這樣子 
   的鼓勵？ 
A：好像沒有吧！ 
Q：那如果受訪者，那他就會說你很辛苦啊，那你也覺得擔任訪員很辛苦嗎？ 
A：還好啦，說不定他還比我辛苦呢。 
Q：那訪問的過程中，有沒有跟其他人有過什麼樣的接觸，就是這裡的工作人員 
   或是有沒有什麼印象？ 
A：是有和電訪員講話聊天。 
Q：在跟其他電訪員接觸的過程中，你感覺如何？你們大概都聊些什麼？ 
A：到後來接電話、還是打電話，也是都變成職業病說你好。 
Q：曾經訪問過一直罵髒話的人對不對，那你有試著把他導回主題嗎？ 
A：就把他拉回來。 
Q：那他的反應是什麼、會答題嗎？他的反應如何？如果他一直講講講，那他一
直在罵一些有的沒有的時候，你的反應是什麼？ 

A：就問別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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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就只是一直直接再問別題，還是你有回應他一些什麼話？ 
A：就嗯這樣，表示你有在聽，但是又把他拉回來。 
Q：當你要問下一題的時候，他的感覺如何？他有做什麼樣的反應？ 
A：他會聽到，看人吧如果有的人他就會答題呀、有的就繼續講，那他如果還是 
   不回答的話，他就只好勾那個拒答，然後直接問下一題啊，答了就勾，然後 
   繼續問。 
Q：那他知道他答題了嗎？ 
A：知道啊，因為他會講出來。 
Q：那他那種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的人啊，你到最後跟他講，謝謝你接受我們的
訪問到這裡結束的時候，他的反應是什麼？ 

A：沒有反應啊！ 
Q：沒有講過你覺得好久好久還問不完的。 
A：就是可能一些比較老一輩的，他會講一些事情，為什麼他孩子怎樣怎麼，就 
   說他兒子是讀什麼啊，什麼大學什麼什麼的。 
Q：這是在問基本資料的時候答的嗎，這是在問基本資料的時候講的還是一開始
就講了，就是他告訴你他的這些身家背景？ 

A：他就是跟題目完全不一樣啊，他會自己在那邊聊天，就是自言自語吧。 
Q：那你接到這樣子的電話，那你怎麼辦？ 
A：就嗯嗯嗯，然後問下一題。 
Q：那你有沒有遇過他一直在講他的東西，那你拉不回來的。 
A：雖然拉不回來，還是要拉回來，因為我們是要聽他的答案。 
Q：那你怎樣拉他回來呢？ 
A：硬是拉回來啊，就給他問那個題目，多強調幾次。 

 
 
 
 

五、電話訪問員（五） 

Q：什麼是你實際在民調中心的工作任務和職責？ 
A：就是打電話去問，照著題目然後打電話去訪問那些不具名的受訪者，然後並
且就是盡量讓他們說出自己最真的答案，有時候要引導他們去回答一些問

題。可是這種引導不能夠影響到他們的答題，對答案的正確性，不能去影響

到這樣。 
Q：你認為一個訪員他主要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答案跟第一題差不多吧，主要工作任務，就是也讓他們說出答案來，然後職 
   責也是一樣，雖然要引導他們答題可是不能夠影響他，就是不能影響他們回 
   答的正確性，所以我覺得應該跟第一題差不多。 
Q：請問你認為一個好的訪員哦，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是什麼，像特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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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工作上，比如說可能他的行為應該是要什麼樣子的行為，然後他的個 
   性，一個好的訪員他可能具備什麼樣的個性，或是他具備什麼樣的專長，就 
   大概聊一聊嗎，講一下你的想法。 
A：最重要是講話要流俐，然後而且不可以怕生，就算你遇到一些很兇的受訪者，
你不可以因為他的口氣不好、很冷漠，然後就退縮，然後自己的聲音就聽起

來有點害怕這樣，這樣可能對方聽起來就會說，啊你這是什麼訪員啊這樣子，

對啊，而且應該要外向一點，不可以太內向，因為太內向你可能就是也是會

講不出來啊。 
Q：可以舉例一下嗎？怎麼樣的方式是流俐呢？  
A：如果說流俐的話，就是題目能夠沒有唸錯，然後就是一字不漏的唸完，而且 
   不會忽然間斷掉就對了。比如說我現在唸一個題目，我不會唸到一半，就啊 
   我不知道要怎麼唸了，然後對對方的答案，就是能夠反應快一點。然後如果 
   以不流俐來講的話，那個訪員可能就會支支唔唔的，講不出個所以然，然後 
   對方問說你到底這是什麼意思，他也沒辦法很明白的表達說他到底要問什  
   麼，然後就是該受訪者搞不清，你這通電話打來到底是要問什麼東西這樣子。 
Q：那退縮呢？怎樣的行為是一種退縮的行為呢？可以舉例嗎？ 
A：譬如啊，你一開始打電話過去，已經孔武有力好了，忽然間對方就啊你要做 
   啥啦，然後就喔這樣子，這樣子就算是退縮了。 
Q：那害怕呢？ 
A：害怕？害怕就是電話一拿起來，當對方一喂，一出來然後就楞住，就不知道 
   該怎麼講話，然後等對方喂了老半天，才嗯你好我是佛光大學的學生，這 
   裡是佛光大學民調中心這樣子，我覺得這是害怕的行為，這就是害怕。 
Q：你覺得一個好的訪員還需要有什麼特色或特徵嗎？ 
A：應該差不多就這樣，因為我覺得，有的人是天生適合當，就是用電話講話， 
   有的人就是沒辦法，必須要磨練啊！所以對於那個特質的話，我覺得沒辦法， 
   就是比較沒辦法形容出來，到底還需要什麼特質。 
Q：那你說到那個天生啊，那你覺得這個人為什麼是天生適合，因為他具備什麼 
   樣的條件，或是你看到他有什麼樣的行為嗎，不然你為什麼認為他天生適合。 
A：就是跟個性有關，如果這個人就是比較活潑外向，而且比較喜歡講話吧，這 
   個應該就滿適合做電訪員的，因為我覺得電訪員，不用面對面，然後你就直 
   接用電話聊，所以你只要敢開口講話的話，那就一切都 ok沒有問題。有的人 
   天生就是比較不行，也不能說不喜歡講話，可能就是比較害羞、比較內向， 
   然後就有像小時候，老師問我們學生問題，有的學生會很踴躍的回答，有的 
   學生就是在下面笑一笑啊，啊支支唔唔不知道要講什麼，所以就是愛講話， 
   這就是他天生的。 
Q：在你工作的經驗中有沒有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很成功的一些訪談記錄？ 
A：應該是幾乎都滿成功的吧！ 
Q：有沒有印象很深的呢？ 
A：有啊，有一通，記得一、二通吧。然後打電話去，他們反而跟我聊起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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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講話講到一半他還說我聲音很好聽，然後我嚇到。 
Q：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嗎？  
A：那一次好像是問有關選舉的事情，然後就是因為很多，我發現就是可能滿多 
   人，對這種選舉的事比較不會講出自己心裡的話，然後有時候就是會藏就對 
   了。比如說你問他，像這次問他你會支持連戰還是陳水扁，然後他們就會笑， 
   開始笑，笑一笑就說，啊我也不知道啊這樣子，然後就是變成說，要去告訴 
   他，啊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或是什麼的這樣子，然後他們就會啦啦啦，到最 
   後才會講出他會去選誰。 
Q：如果他剛開始並不想講，你有跟他們說了什麼嗎？為什麼他們後來會願意接 
   受訪問。 
A：我就說，那沒關係，這一份只是我們自己教授要做一個調查，然後並不是說 
   要公佈什麼，就沒有要公佈出去，只是我們單純做一個調查而已，然後就希 
   望你能配合我們這樣子，就是語氣誠懇一些，然後有一點拜託他們的意思這 
   樣，他們就大致上都會很樂意配合。我還記得一開始的時候啊，就第一次當 
   電訪員的時候，可能那時候才剛接觸那個電話行銷吧，然後變成說那個還沒 
   調適過來，然後講話聲音會比較嗲吧，就是用比較嗲的聲音去講，然後我發 
   現男生會比較喜歡聽到溫柔的女生的聲音，他們就很樂意跟你講話，然後後 
   來就慢慢調回來，因為那樣子講話，我覺得很傷喉嚨，然後後來慢慢調回來 
   之後，就發現男生的態度明顯就會冷淡很多。 
Q：你調適是指那些部份？ 
A：就聲音慢慢降下來，不要那麼嗲，然後感覺換過來。因為之前是在推銷東西， 
   然後現在是在做訪問，然後所以說那種，比如說推銷東西的時候，我覺得聲 
   音會比較輕浮吧。問題是你現在在訪問人家，你一定要給人家一種很穩重的 
   感覺，人家才會相信你、信任你，才比較願意講出自己所想要講的話，就是 
   慢慢的去把自己的聲音壓得穩重一點這樣。 
Q：為什麼你覺得你的聲音穩重一點，對方會比較願意接受訪問，你有什麼樣的 
   經驗嗎？  
A：比較嗲的時候，對方的聲音聽起來會比較，比較嘻笑吧、也比較輕浮，然後 
   尤其是以男生來講，真的會比較輕浮許多，然後女生的話，聲音就幾乎都一 
   樣。女生是幾乎，女性受訪者幾乎都一樣，不會因為就是我們的訪員聲音， 
   好聽與不好聽，然後就會有所改變，可是我發現跟男生真的差比較多。 
Q：還有沒有什麼印象很深的？ 
A：還有就是像做這種選舉的，就是只要問到有關政治方面的，大部份的人都會 
   不回答，然後要不然就是講到一半就掛電話，之前遇過，有遇到好幾個滿好 
   笑，啊我跟你講，你要跟他們講，我家前面的路，我已經跟他說，都半年了 
   都還沒來修理，你一定要跟他講，就會跟我講要叫政府來修理，他們家前面 
   的路。有些就他們會搞混說，我們到底是來做訪問還是政府的人這樣。然後
我就要一直跟他講哦哦哦哦哦哦，然後還要順便跟他講我們是做訪問而已。 

Q：那他一直跟你講這些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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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只是應聲而已。 
Q：那這通電話，你是完訪還是被拒訪？ 
A：完訪。 
Q：因為他一直在抱怨事情啊，你怎樣讓他接受你的訪問？ 
A：我就會跟他講好，然後就是想辦法打斷他的話，然後馬上接下一個題目，那 
   如果他還是繼續唸的話，我就會跟他講好我知道了，然後我會講現在我們繼 
   續問下一個題目。 
Q：那你這樣做的話，他通常都會願意配合繼續接受訪問嗎？ 
A：會啊！ 
Q：你有沒有被拒訪過呢？ 
A：有啊，還是有被拒訪過。 
Q：那你的感受呢，然後你怎麼處理呢？ 
A：我覺得拒訪沒關係，就是我不會害怕被拒訪，可能也是跟之前那個糾驗有關 
   吧！對啊，我也沒有說，不會說因為他拒訪我，然後覺得啊我不想打電話什 
   麼的，我不會這樣子，我只會覺得拒訪沒差，繼續打下一個就好了，應該會 
   越挫越勇吧。對啊，有的是那種電話一拿起來就掛掉那種，要是那個就真的 
   沒辦法再講了。有的是講到一半會嫌題目太長，然後就說我不要受訪了，像 
   這種的我會就是好言相勸，例如拜託啦，剩幾題這樣子，有的還是會願意 
   繼續配合，只是會越來越不耐煩，那這時候就是變成說，我唸題目的速度要 
   很快，要讓他趕快結束，不可以讓他等太久。有的就是真的不要啦，你們的 
   題目太長，啪，然後電話就掛掉了，然後這種就是無法再問的那個，然後如 
   果，我試過有重撥，然後結果可能換別人來接。然後如果這次是換小孩子來 
   接的話，然後甚至可以在電話這邊聽到，啊⋯那哦，不要理他跟他說我們不 
   在。就很大聲，然後小孩就會回來，然後就會跟我講說啊我爸爸媽媽不在家， 
   大部份都這樣子。 
Q：那你遇到這樣子的狀況啊，你心情怎麼樣？ 
A：我會笑，我會在心裡偷笑。然後還有一個小孩子很可愛，他說我爸爸說他不 
   在家，我說好。對啊，我會在心裡偷笑，我會想說讓你講話也要小聲一點， 
   我在這頭我都聽到你的聲音，你跟我講你不在家，可是像這種的我就不會再 
   打過去，因為我是認為這樣是很明顯的不想要接受訪問，那我就不會再去打 
   給他，對，啊除非是那種，就是完全聽不到任何聲音，然後跟我講說家裡沒 
   大人在那種的，我才會有時候再試著重打一次 ，要不然的話大部份我都不會 
   再重打，對拒訪的話，我都不會再重打。 
Q：有連續被拒訪很多次的經驗嗎？ 
A：有啊！ 
Q：對你的心情有沒有影響，然後你會怎麼楚理？採取怎麼樣的行動？ 
A：如果被拒訪很多次的話，是還好啦。因為有時候如果對方態度不至於太惡裂 
   的話，都不會影響到我的心情。可是如果對方太惡劣的話，電話掛下的話， 
   我就會有一點點小不爽。然後就會想要出去外面走一走，然後再進來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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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大部份都還好，因為被拒訪，我很少連續被拒訪。很少，那機會很少，
大部份都是無人接聽電話比較多。如果連續將近打了一百通電話，然後都沒

有人，都沒有接電話的，你會如何處理？如果剛好遇到那天很累的話，我會

打瞌睡。我就會拿著電話打瞌睡，就聽到嘟嘟聲，然後嘟嘟嘟，嘟到打瞌睡。 
   然後要不然就是真的撐不下去的時候，就是站起來去外面走一走。去廁所， 
   去上個廁所喝個水啊，然後再回來，說好吧那再繼續。 
Q：那你有沒有遇過那種，電話接起來跟你，接受你訪問的候，是用國罵的方式 
   來面對你？就是罵一堆髒話啊，或者是講一堆就是一些很不雅或不好聽的話。 
A：好像目前還沒有。就是他們口氣不好，可是好像還不至於把三字經罵出來。 
Q：那遇過口氣最不好是那一種，可以大概舉例一下嗎？ 
A：口氣最不好哦，口氣最不好的，就像那種最兇的、最惡裂的、最不好的受訪 
   者有男有女，對都有他們那種給我感覺好像是對政治很灰心的。對啊，因為 
   是因為大部份問到跟政治的問題，就是都會遇到這種比較不好的受訪者。對 
   啊，然後，他們就會，啊這我沒興趣，你不要問我，啪，電話就掛掉了。 
Q：接到這種電話對你都沒有影響嗎？ 
A：沒有。 
Q：那你那時候的想法是什麼？  
A：好像沒有想法，然後就是電話掛掉再打下一通。 
Q：那你遇過最好的受訪者呢？ 
A：最好的受訪者就是，我就說我這裡是民調中心，然後我有幾個問題想請問你， 
   那就好啊，你請說，然後我就，哦一題唸唸唸完，然後他還會反問我說，啊 
   你這個啊是要怎樣怎樣，還會回問我一些問題，就會跟題目有關的問題，他 
   說我是不是要這樣答，那樣答對你會比較好是不是。所以我就很喜歡遇到這 
   種受訪者。 
Q：那你遇到這種受訪者對你的心情會有影響嗎？然後大概都會有怎麼樣的表 
   現？ 
A：會啦，會有影響啦，就是會突然間覺得署光乍現，因為之前遇到幾乎都是很 
   平的，那突間遇到就會覺得好快樂哦、太棒了，然後就一樣還是繼續打下去， 
   然後就希望下一個遇到會更好的，跟這個一樣好。 
Q：就會希望遇到。 
A：下一個也跟他一樣好這樣子。 
Q：如果今天你是擔任管理者，你要應徵一些訪員進來，那你需要他有什麼樣的 
   條件。 
A：我希望他有什麼條件、敢開口說話，然後活潑外向、不怕挫折、不怕被罵。 
   然後我可能還會把他們拖到大馬路上，面對隨便一個陌生人，然後開始對他
講話，就是會先訓練他們要對一個陌生人講話，就直接面對面，因為我覺得

直接面對面跟電話裡面的感覺不一樣。然後要先讓他們就是，我是覺得先熟

悉直接面對面，然後再用電話，這樣他們應該，就是會比較不會害怕跟人家

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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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在專業技能上，你會希望他最起碼要會些什麼樣的東西？那工作態度呢？ 
A：會啊，還是會要求。 
Q：你覺得他們在工作上的表現態度應該要怎麼樣，你才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
訪員？ 

A：努力不懈、不怕挫折，然後就差不多這樣。然後就是抓起電話來就狂打，就 
   是現在心裡就一直暝想著，我要打電話我要打電話，然後一坐上那訪問，訪 
   員的位子上抓起電話就要開始狂打。 
Q：還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提？ 
A：應該沒有了吧！ 
Q：那我們訪問就到這裡，謝謝哦！ 

 
 
 
 

六、電話訪問員（六） 

Q：電話訪問員的工作任務、內容和職責的介紹與說明。 
A：通常民調中心電訪員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進行電話訪問，內容無非是撥電話尋 
   找受訪者並詢問一些問題及了解對方的對某些事件的意見與看法。 
Q：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上的特質，也就是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
作上所需要的特質為何。 

A：一份民調的準確度，確有其複雜的因素，問卷設計本身以及受訪者的誠實度 
   及訪問者的技巧，都會影響問卷的準確性。您所問的電訪員特質大概就是指
訪問者的技巧部份吧。基本而言訪問者的技巧就是指溝通技巧，這很重要，

尤其面對陌生的群眾，該如何讓對方接受自己所要表達的訊息，需要獲取他

或她的興趣、相信，甚至同情。有時候，電話的那一端，也許是一個對於這

份問卷好奇的人、或者是一位對於這個議題有許多意見的人、又或者是個相

信問卷來源機構的人；也有時候，對方可能不過是個覺得電訪員聲音很好聽

的人，或者只是個很寂寞空虛需要相伴的人罷了。因此電訪員的談話及溝通

的技術是很重要的，但這都是可以訓練出來的。如果要指出有什麼特質性的

話大概就是個性吧，一般而言，比較沒有耐性或是說話比較直接的人在做電

訪工作時會遇到的挫折比較多，就如剛剛所言，電話訪問是訪問陌生群眾，

對方當然一定會有防備心，常常會因為說話太過直接或是不經意的一句話使

訪問中斷；但是講話太過小心的電訪員也不好，會讓受訪者失去耐心而掛電

話。這樣說來『耐心』與『細心』大概就是所謂的特質吧！ 依據我的經驗，
一位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通常都不是一開始他就很優秀的，他一定是經過許

多電訪經驗與多次的拒訪，才會漸漸磨練出一套屬於他自己的訪問技巧，而

這技巧就是讓人覺得他優秀的原因。 
Q：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的個人經驗，如二至三項最成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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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挫折的經驗。 
A：在這裡工作兩三年了，老實說並沒有什麼是會讓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從一開 
始當電訪員到學習如何當督導及研究員，大概因為我是研究生的關係吧，我

一直都把這裡發生的每一件事當作學習經驗，所以即使有過挫折也覺得是一

種經驗的累積；案子結束了也不會覺得了不起，未來還很長的。我想你這題

目應該是想要我述說一至二件我在當訪員時或是督導時，所遇到實際案例來

說明吧！我作電訪時，覺得在做訪問時態度與親切感是很重要的，大概是因

為我是南部人吧！所以當電話打到南部時的訪問通常我都會做的又快又好；

我最怕的就是打到公務人員包括教師、檢察官或是政府機關職員那種，因為

他們一開始的防禦心就特別強，然後你問一句他就會反問你一句，好像會被

監聽一樣，通常都會以無效收場。當督導後由於立場不同常常需要指導訪員

如何應對，最喜歡那種有熱忱及虛心受教的訪員，比較不喜歡那種明明自己

不會做訪問又不接受建議且又喜歡摸魚的訪員。 

 
 
 
 

七、電話訪問員（七） 

Q：你認為訪員主要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訪問啊！然後就是把你們的資料，就是，嗯！資料啊！然後就是再去訪問別 
   人，對啊！然後就是責任嗎！責任就是，如果對方啊！如果就是不想跟你說
什麼之類的啊，你就是盡量，就是盡量能讓他去接受你的訪問就是這樣。對

啊！然後就是做好，就是整個整篇的訪問都能把他做好，就是盡量不要剛好

半途而廢或什麼之類的。 

Q：還有嗎？你還做了些什麼？ 
A：就是可以聽，順便可以聽民眾的一些他們的想法啊！對啊，然後還有就是他 
們的意見啊！就可以先把他們的意見帶給你們啊！就這樣。 

Q：在你擔任這個工作的時候啊，你可以大概簡單介紹一下，這裡工作的流程嗎？ 
A：就是先看，因為你們題目都呈現在電腦裡面嘛，然後就是先看，整個全部都 
   看一次題目嘛，然後包括自己再唸一次啊，對啊，然後再聽一下主管怎麼說， 
   就是他會唸一次國語、台語給我們聽，對啊，然後不懂就問啊，對啊，懂了 
   就開始訪問啊。 

Q：那你在唸題的時候啊，有沒有遇過什麼問題？ 
A：嗯，也是有啊！就是台語有些不大會唸，像之前好像是政治吧，然後有什麼 
   那個縣啊、縣長，那個有時候唸得不是很順。對啊！就這樣，然後有時候我 
   還聽到那個民眾很好笑，我問他說，請問你家就是滿二十歲的人有幾個啊（台 
   灣國語），然後有些還會三個、四個（台灣國語）。其實滿好笑的，有時候自 
   己也會學他，四個喔（台灣國語），然後就會學他講話啊，就覺得還滿好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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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在唸題的時候，如果有發現不是很熟悉的部份的話，你會怎麼處理？ 
A：我會先跟民眾講說，對不起我不是很熟，就是台語不是很會唸啊，然後就是 
   請你多包涵啊，然後我會盡量讓你懂，對啊，然後有時候真的唸錯了，他也 
   會矯正你啊，然後我就說，哦原來就是這樣唸，我都不知道怎麼唸，然後謝 
   謝他，就是有點類似像跟他聊天這樣子。 

Q：那你本身國、台話流利嗎？ 
A：我們家本身是講台語啊！對啊，那國語是因為上課學校都是講國語。 
Q：在工作的過程中，如果你有問題的話你會主動發問嗎？ 
A：會啊，會舉手啊！ 
Q：那通常誰會來幫你處理呢？ 
A：就是督導啊、那個主管。 
Q：你都會怎麼跟他說，然後你跟他說了以後，他有做什麼嗎？ 
A：會啊，就是如果說剛好是客人問的問題我不知道怎麼回答，或者是說，嗯， 
   不知道怎麼回答的時候我就舉手發問啊，我就叫民眾先等一下，然後我先問 
   啊，他就替我解答，看是要勾那一個或什麼之類的啊！尤其像以職業來講， 
   很多職業不好勾，因為分很多行啊，然後不知道勾那一個的時候，就問一下 
   督導，然後他就跟你講要勾那一個，甚至有些比較難問的啊，就是像阿嬤級 
   的啊！對啊，然後有時候就是遇到那種雜唸（台語）的啊，也都會就是盡量 
   聽他們講就這樣子。 

Q：在你訪問的過程中遇到問題你會舉手，那不是要請對方等一段時間嗎？  
A：對啊！ 
Q：那在這個時候受訪者他有沒有什麼表現，或是他有沒有跟你說什麼？ 
A：嗯，不會，我會用比較客氣跟道歉的方式跟他講啊！對啊！我會說，嗯，不 
   好意思你等我一下下哦，等我一下下就好，我馬上好。或者是說，嗯，不好 
   意思耽誤你一下時間，等我一下下，就是稍微客氣一點啊，然後讓他覺得說 
   你不是說故意耽誤他時間，這樣稍等一下或者是說你等一下哦馬上好，就是 
   稍微緩和一下，說一些比較貼心一點這樣的話，其實受訪者就都能接受啊。 

Q：那你有因為請受訪者等待一下，因而被掛電話過的經驗嗎？ 
A：沒有。 
Q：所以你通常都是請他們等一下，然後用很客氣的方式跟他們講，他們都會願 
   意等你？ 

A：對啊！ 
Q：那你當時跟他們說你遇到問題，然後請他等一下，然後他也配合的等你，這 
   個整個案子完成後，你的心情怎麼樣？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A：我會想說又完成一件了，就是會覺得很高興，就是訪問完成了，因為那個訪 
   問其實滿長的。對啊！所以嗯，我們要有耐心，對方也要有耐心。 

Q：好那我現在問第三題哦，你認為一個好的訪員哦，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
質是什麼，或是你覺得他的個性，個性上有沒有什麼是需要具備的，或是說

他應該要有什麼樣的行為表現，或是要有什麼樣的特殊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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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就是要會隨機應變吧！對啊，然後像你可能剛接起電話的時候他會很兇啊， 
   可是你要想辦法讓他願意繼續接受訪問啊，或者是說就是讓他語氣緩和啊， 
   讓他覺得說你就是真的想要訪問他一下而已。 

Q：還有嗎？ 
A：還有就是要有耐心吧！因為你在這之間可能因為有時候我們接電話嘛，有時 
   候就是訪問者會不耐煩，啊我們就是要很有耐心的跟他講，甚至就是配合他 
   的要求，例如說速度方面唸快或唸慢啊或是分析，例如說一條裡面有些你講 
   一次他就懂，有些是你可能要唸很多、很多次，有些是你可能要唸慢一點甚 
   至要跟他解釋什麼意思。對啊！就是這樣。然後嗯，像我之前也有接受過電 
   話訪問。 

Q：可以談一下那次的經驗嗎？ 
A：我不高興接受訪問。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回答他哦，而且他是唸很快很快 
   哦，我跟他講說對不起、不好意思我完全聽不懂，你可以再唸一次、慢一點 
   嗎？然後他可能速度會慢一點，可是我完全沒有回答他哦，我只是說嗯，我
還再想沒有回答他，他就己經幫我選好了，哦你是、哦你是、哦怎樣哦，這

樣跟你講，然後開始唸第二題，那我就覺得很莫名其妙，我想說算了，然後

就繼續接下第二題，一樣唸很快，我就跟他講說我不太懂你在講什麼勒，你

可以再唸一次嗎？然後他一樣你覺得是那一個喲，他就自己講、自己勾，就

是自己講自己的而且已經幫我回答了，然後還繼續唸下去，我就從頭到尾都

在聽他唸，我就嗯… 嗯… .，之後我都用嗯的方式，我看他怎麼唸，之後我已
經不耐煩了，因為我完全沒有回答他啊，他就自己唸題目，也自己幫我決定

好答案，然後我就說對不起我完全沒有回答你，然後我就掛掉了。 

Q：那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A：真的那是我遇過最差的一次訪問，因為那種電訪很不客氣，就是也不是很不 
   客氣，應該說沒有盡責任吧。對啊！我完全沒有回答他，他就自己勾。 

Q：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A：就是覺得怎麼會有這種事，會覺得很莫名奇妙。第一覺得莫名奇妙、第二覺 
   得態度很不好。 

Q：還有嗎？ 
A：因為我已經請他唸慢一點了，而且我也很客氣的跟他說，然後還有就是第三 
   點就是覺得他太不負責任了吧，我完全都沒有說話吶，然後他就自己講自己 
   的，我就覺得很莫名奇妙，對啊，就是這樣的感覺對啊！ 

Q：你剛剛有講到說受訪者一接電話就很兇，你會想辦法讓他語氣變得緩和？ 
A：對啊！ 
Q：你通常會怎麼做，你可以舉例嗎？ 
A：可以啊，他就講啊你要做啥，你要做啥，我說沒有啊，只是訪問你一下下啊， 
   就是嗯一下下就好啦，那因為我們就是需要做個訪問啊，然後就沒有壞意啊， 
   就是可以接受我們的訪問嗎一下下就可以啊，我們也會盡快速就是把你訪問 
   完，就耽誤你一下下時間，就是一直跟他勸啊，然後一直很緩和的跟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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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接受度就會高一點。總比你跟他講說，嗯沒有沒有一下下就好，然後 
   就是什麼樣的電訪我們就開始唸題目了，這樣子就比較不好。對啊，所以 
   就是先不要唸題目，要用聊天的方式啊，讓他覺得說你不是要怎樣，就是很 
   專業化，或者是說很明顯就是要訪問他這樣子。對啊，甚至我們在講的時候 
   可以用笑的方式，就是例如說，唸一個題目啊，可以笑笑的跟他說啊，這樣 
   讓他覺得說其實沒這麼嚴肅，對啊！ 

Q：那你說的隨機應變，可以舉例嗎，什麼樣子的狀況叫做隨機應變呢？ 
A：例如說嗯，明明他就成年了，然後還說他未成年，對啊，然後嗯，還有就是 
   像有些人，例如說像之前你問他政治題目啊，這個我就覺得就不好問，我覺 
   得因為第一我也不懂，然後第二個，那個民眾問的時候啊，也不太會講，因 
   為有些民眾會問你站那一邊的啊、要選給誰啊，他會反問我們哦，然後說啊 
   你感覺怎樣，然後我會跟他講，訪員就是要跟他講，其實我也不太懂吶，然 
   後就是嗯，就是因為不太懂啊，所以我也要聽聽你的意見啊、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是反而又變成訪問他，他就開始哇啦哇啦，就開始講了，通常都會這 
   樣。然後有些會遇到那種一直猛講，講說那個人不知在做啥，然後就開始對 
   那個人的反應態度會不好，然後啊就會把他的怨氣講出來。對啊，然後我們 
   就要聽他講，那我說啊你不要想太多啊，我還遇過那種，我說因為我們是佛 
   光人文社會學院啊，他就把家裡的事情講給我聽呢，他講到最後就說，最近 
   我老婆怎樣哦，啊我父母又怎樣哦，然後開始講。我講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然後就變成安慰他，會啊就是這樣，總不能跟他為了趕下一個訪問就趕快掛 
   電話啊，就順便安慰他一下，然後也想辦法快速解決這次電話就這樣。 

Q：他們跟你講那麼多的時候，你通常都會用什麼方式把他們導回主題？ 
A：例如就像政治那個啊，他會講那個嗯，例如說講游鍚? 好了，他就講游鍚? 
   怎樣怎樣做得怎樣啊，然後反問我們說，你感覺他做得怎樣，然後或者是說
一些有的沒有的之類的，然後我跟他講說，嗯可是我就是不太懂啊，所以才

問你啊，你感覺他怎樣，他就會開始講。然後甚至還有交通方面的，像那個

交通、哪個地段怎樣，他有時候反問你說，你不覺得那路有怎樣喔，就是人

行道啊，咱那條路跟我們去，像去台北那條路很大，啊你不想咱回來也是很

小條路啊，變得比較小什麼什麼的，會啊我也那種感覺，我就會附和他這樣

子。對啊，其實我有沒有覺得什麼，我都覺得還好，只是就附和，像說會啊，

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就是讓他覺得說，你跟他好像是同國的這樣子。對啊，

這樣他就會比較願意接受你的訪問。 

Q：他跟你囉嗦很多，然後你用這種方式去面對他，他的回應就是會繼續讓你訪 
   問是不是？差不多都是這樣嗎？還有嗎？ 

A：還有遇過那種，嗯阿妹啊你幾歲，然後從頭到尾都沒有回答你的問題，也有 
   遇過那種，嗯啊那你怎麼不留電話給我，然後什麼、什麼的，然後啊問你現 
   在是幾歲，就會有那種從頭到尾都沒有回答你的問題那種，然後我說，那你 
   回答我的問題之後我會回答你，這樣他就會很想趕快回答完之類的。最後你 
   完成一件後，要接受他的受訪，嗯我十九歲啊，然後他說可以留電話給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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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不行哦，我們是做電訪，而且我們是電話黑白抽的，我也不知你家電話 
   多少啊，然後所以我也不知你是誰，就給他撒個驕就這樣，然後就趕快掛電 
   話，就這樣。 

Q：在你當訪員這段期間，有沒有訪問過那些電話讓你印象很深，然後是一個很 
   好的經驗，或是很成功的經驗？ 

A：有，我有遇過老師的，對啊，老師的像，嗯剛好遇到童玩節之類的吧，還是 
   什麼交通的，我都遇過老師，然後老師第一有耐心跟你講，然後第二他會以 
   他的角度跟你講，希望你把他建議上去，對，我有遇過這樣子的。然後還有
遇過，嗯像也是滿剛好的，我問政治話題，也有遇過政治家的，然後他自己

可能是學政治的，然後他也會跟我講說，他可能不會透露太多，可是他也會

跟你講說，啊那你懂多少，他會這樣反問你，對啊，那時候就會覺得滿恐怖

的，因為不知道怎麼回答，那時候就怕回答錯誤或什麼的，畢竟人家是政治

家，又不是像那種普通民眾，隨便安撫啊，或者是說，嗯那你講的都是對的，

就遇過這種樣子的。 

Q：那你可以大概提一下他們會問你什麼問題？像你說的那個政治家，他通常會 
   問你什麼樣的問題，然後你會怎麼回他？ 

A：政治家哦，那時候我好像記得，想一下嗯，好像問到什麼問題我已經忘了， 
   可是我好像記得他反問我好多哦，我遇到那個反問我很多，然後剛開始是他 
   來講之後換他老婆來跟我說，然後我就不好意思，因為我們要訪問同一個人， 
   然後她又拿去給她老公講，她老公就說好吧，那換我訪問你好了，他就開始 
   講一堆，然後我跟他講說，我不懂、我是照上級有給我們的資料啊，然後就 
   是想訪問你一下，那就是希望你配合我們啊，把你的感覺沒關係的就說沒關 
   係，你可以把你的感覺跟我講沒關係，然後他就開始哇哇哇的講，他裡面一 
   定會帶有問我的話題，然後我就盡量說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然後像在這
個時候，我就會用這種方式回答我也不知。有時候問的出來就盡量問出來，

問不出來那就看他怎麼回答這樣。 

Q：當他們反問你的時候，你都說來回應他嗎？ 
A：就是盡量回答，因為不能表達自己個人立場啊。畢竟是我們問人家的個人立 
   場，那說出我們自己的個人立場的時候，萬一剛好不是符合他想要的答案的 
   時候，那不是更糟嗎？ 

Q：你說你接到這個電話的時候，你覺得很恐怖，然後當時你做了什麼決定，或 
   你想到了什麼嗎？ 

A：也不是很恐怖啦，就是會有點嚇到是政治家，然後就開始講話就比較政治啊， 
   就會變得比較專業啊，對啊總不能像其他這樣，放笑笑的講啊，啊你覺得是 
   那一個啊什麼之類的，就不能這樣，就是要滿正經跟他說，也就是要滿專業 
   的那種感覺，讓他覺得其實你是滿專業的訪問他。 

Q：然後這通電話有成功嗎？ 
A：有啊，我大部份的訪問都有成功吧！ 
Q：你有講到老師的部份，童玩節的部份也讓你印象很深嗎？你可以舉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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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A：他會問交通方面的問題，然後還有就是他會覺得說嗯，例如說像我們問他說， 
   嗯你撘車方面啊你是自己開車嗎？像他會講說他大部份都是自己開車上來， 
然後他帶小朋友的時候就會坐火車，然後我們不是問他說，我記得那時好像

問他說，嗯你知道公車怎麼坐嗎？哪裡有公車什麼之類的，他講說坐計程車

比較快，可是他會說你們火車上都沒有什麼宣傳單啊，然後什麼之類的啊，

還有什麼一大堆的建議，然後他甚至會講到設施對小朋友那裡不安全，他會

考慮到他的小孩。他會往多方面考慮，他不管是交通啊，可能是因為他是老

師的關係，他的小孩也會考慮到。對啊，還有吃的，他會覺得吃的東西怎樣

怎樣之類的，他都會反應到。 

Q：當他跟你反應這些的時候，你當時的回覆是什麼？ 
A：我們上面不是都有題目嗎？對啊！我們會跟他講說，那你例如說嗯，例如說 
   說交通那個方面好了，我們下面不是會有題目說什麼，我想一下那題目我都 
   忘了，嗯他就說有公車啊，還有那一站到那一站啊，然後還有就是什麼之類 
   的啊，都有題目啊，就是反向讓他反應的方式去訪問他，他說你知道有這個 
   嗎？或者是有那個嗎？對啊，就是這樣子回答他，那甚至有些我們住宜蘭我 
   們會懂啊，像童玩節我們自己也有去玩啊，就懂一些設施，我就說對啊我也 
   覺得你這樣講對小孩子好像有點危險性哦，然後就附和他這樣子。大部份都 
   是這樣子回答。 

Q：你為什麼對這個印象會很深刻？ 
A：因為第一自己懂、也有去過，第二剛好題目讓回答的民眾反應的剛好是自己
也會認同的。有時候可能會被他同化，可是有時候就是會覺得事實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怎麼會覺得好像從來沒有考慮過這種問題，或從來也沒有想過，真

的有時候我會覺得民眾提的事，剛好是我也會覺得是這樣的，有時候會這樣

覺得。 

Q：在你的訪問過程中哦，有沒有讓你印象很深，然後是很挫折的、很不好的一 
   些經驗？ 

A：就政治方面啊，我覺得不好問。 
Q：那一部份讓你覺得不好和不好問？ 
A：像選舉啊，然後他們就是會以他們的意見批評一個人啊，或者是說覺得這個 
   人很好，覺得那個人不好，其實我是不懂政治，真的很不懂，所以我也不會 
   覺得怎樣，可是我要聽他們講啊，就這樣對啊。我本來就不喜歡、不太喜歡 
   聽人家批評東、批評西之類的，有時候我會聽到有點不耐煩，可是還是要聽 
   他們講就這樣。 

Q：你覺得很不耐煩的時候怎麼辦？ 
A：我會趕快跳另外一題啊，我會說，真的哦，那我可以再訪問你一下嗎？就是 
   再開始問第二題，他就會因為你的訪問，讓他本來還在講，因為你又接著下
去問，他就想說算了算了，不要講啊。對啊，有些時候就是這樣子，他會接

著回答第二題，因為他已經講得有興緻啊，你再問他第二題時，他會開始思



 226 

考，又開始跟你講。我有遇過那種從頭到尾每題都跟你講，也是政治題，每

題都跟你講的很多的那種，我會想趕快訪問完這樣。 

Q：那你是說只有政治的這種題目是你比較不喜歡的，你才會想趕快把他問完 
   嗎？那如果不是政治的題目，你就不會想趕快把他問完了嗎？ 

A：不是，其實有些還好，有些是依你的，有些遇到的人還滿好的，他會讓你把 
   題目唸完，就是他也不會表達意見，就是你告訴他選項給他勾這樣子。其實 
   我覺得都還好，像有些聽不懂的都要唸好幾次這樣子，就是覺得還好。 

Q：那在你覺得比較挫折的經驗中，你最不喜歡的是那一個部份？ 
A：就一樣是政治啊，因為我不懂。然後有時候他還會反問我說，那什麼什麼之 
   類的，其實自己不很懂，也不太會回答人家，就是趕快帶過去這樣子。政治 
   問題最難訪問了，因為很多人會想說政治的東西，能不要回答就不要回答， 
   滿多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政治最難訪問，其他都還滿好訪問的。 

Q：那如果他不想回答，你怎樣讓他答出來呢？你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A：我不知道，就是嗯，大部份我都會用撒驕的方式跟他講吧。就是啊，拜託啦 
   、或是什麼之類，對啊就是這樣子講。 

Q：在訪問到政治題目的時候，你會不會遇到拒訪？ 
A：也是會啊。有時候甚至就直接給你掛電話啦，然後有些就是在拒訪的時候會 
   叫別人來接，甚至訪問到一半然後就跟你講說不好意思，我現在在煮菜，或 
   是說我現在要出門了什麼之類，然後你就趕快說那我快速唸完，快速的以最 
   快速的方式讓他完成這次的調查這樣。 

Q：他們會接受訪問嗎？ 
A：有，幾乎都會，就是那不然你快一點，就是這樣子。 
Q：你有沒有遇過中途被拒訪的？ 
A：也有啊，就已經快完成了，剩幾題，有些還問到年齡，他會問我你問我幾歲 
   要做什麼，然後就會這樣子對啊，然後有些明明就快結束啦，然後拒訪。也 
   有些是說你不要再問我，說完後有些就會直接掛電話，有些還會很客氣跟你 
   講，對不起我有事之類的，我就會講剩二、三題而已，其實後面還有五、六 
   題，我都跟他說剩二、三題而已，然後就趕快用很快的唸法，讓他覺得說其 
   實只有一下下而已。對啊，就這樣子。 

Q：會成功嗎？ 
A：大部份都會，因為他會覺得不好意思拒絕你啊！因為你很客氣跟他講，他不 
   好意思拒絕，人本來就會這樣子，你跟人家客氣，人家就跟你客氣。 

Q：那中途拒訪的會不會再重撥？ 
A：中途拒訪就表示人家不會想再接受訪問啊，常通比較少，除非他說等一下， 
   然後我就會等他，就這樣。 

Q：你會等他的意思是什麼？ 
A：如果他說你等一下我接另外一個電話，或者是說你等一下再打馬上好，什麼 
   之類的，我會說好馬上再打一次，就會再打一次，那其他就是嗯，大部份都 
   歸為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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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遇到拒訪時？心情好不好，你怎麼辦呢？ 
A：怎麼辦？就也不能怎麼辦啊！就拒訪啊！心情是找下一個，趕快再找下一個 
   這樣。盡量能完成就完成啊。因為我們題目滿長的，不是像普通那樣短短幾 
   句就問完這樣子。 

Q：如果你問到年齡才中途拒訪，那你心情怎樣，你怎麼處理？ 
A：我會覺得，啊都快問完了。對啊，然後就還是這樣一樣啊，就歸為拒訪，就
這樣。 

Q：那還有沒有什麼好玩的或是很有趣的經驗？ 
A：就我是剛剛講的那個”幾個”（台灣國語），我一直印象很深刻，我覺得很好 
   笑。因為剛好就請問你們家成年的有幾個，然後他剛好台灣國語，就說三個， 
   然後我跟著他唸三個哦。然後你們家的男生有幾個，然後他就開始也會覺得 
   很好笑，他也會講二個，他就自己也會笑然後我也會笑，就這樣然後接下來
的訪問他會覺得比較開心。就這樣，我就遇過這樣子的。 

Q：還有遇過那個跟你講心聲的？ 
A：對啊，心聲不是講跟訪問完全沒關係的，也跟題目有關係的。 
Q：那他們都會這樣一直跟你講話嗎？你會常遇到這種狀況嗎？ 
A：會啊，就是很難掛掉，一直講一直講的那種。 
Q：那你後來都會用什麼方式去把他掛掉或拒絕呢？ 
A：我就跟他講說，對不起哦我有插撥，或是跟他講說，對不起啊我們訪問結束 
   啦，謝謝你的配合啊，然後怎樣怎樣，再來就是主動掛電話。如果他還想講， 
   就說真的謝謝你、謝謝你哦，然後就趕快掛掉，要有禮貌的跟他講謝謝。對 
   啊，就禮貌滿重要，我覺得。 

Q：你還可以不可再談一談拒訪的經驗啊？ 
A：拒訪哦，有些是接起來，他就直接掛掉啊，聽到我訪問就掛掉對啊，有些是 
   接起來他覺得題目怎麼還那麼多，甚至他會直接反問你還有幾題，對啊那種 
   都會掛電話。 

Q：那你在這裡工作的經驗中，有沒有讓你覺得沒有辦法忍受的時候？ 
A：沒有。 
Q：你講要非常有耐心，那你怎麼界定有耐心、跟沒有耐心？ 
A：到現在是還沒有遇過沒有耐心的，因為我會想說趕快全部完成這樣，所以我
也不會想說怎樣，就是覺得還好吶，不會說特別沒耐心什麼之類的，我不會。 

Q：有沒有讓你覺得情緒很低潮的時候？ 
A：嗯，沒有吧！對啊，就這樣。 
Q：那這樣一整個晚上坐在這裡，感覺如何？ 
A：是不會累啦，可是有時候遇到那種電話都還沒接，還沒接通會覺得很急，就 
   會覺得說怎麼都沒有人接，一直沒人接的時候，就會希望趕快有人接可以講 
   講話，就這樣。這邊是很好的，因為你們有供應茶跟喉糖，有時候其實是滿 
   渴，就可以喝水、上廁所，其實是不會很誇張的一直講話。 

Q：如果你要負責應徵一些訪員進來，你會希望這些訪員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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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會覺得嗯，第一個我會先聽聲音吧！對啊，因為如果說今天是一個非常非 
   常沙啞的，我可能不會用他，因為我會覺得說，第一要讓民眾聽起來舒服。 
   然後第二我看他的個性吧！因為如果說很文靜很文靜的話，我可能不會用 
   吧！因為我會覺得說，不知道我會看他的感覺，他給我的感覺，就是說其實 
   有些文靜，像例如說是那種講話感覺讓人家感覺很有氣質的話，我應該也會 
   用吧！對啊，就是要讓人家感覺聽起來會很舒服這樣。 

Q：你還會期望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就反應能力。我跟他談話的時候，我會看一下就是嗯，怎麼講呢？他講話的 
   流俐度啊或是什麼，像和女生講話啊他會不會不好意思，甚至可以在他講話
的時候，看看有沒有發現他不適合的方式，或者看他適不適合訪問我們所要

訪問的題目啊，訪員適不適合他這樣。 

Q：你說看他講話的方式適不適合我們的題目？你的評判標準是什麼？為什麼 
你認為他這個樣子的表現是適合這個題目、或他這樣的表現是不適合的？ 

A：例如說，嗯怎麼講我想一下怎麼舉例。就像如果說我訪問他，怎麼講啊這個 
好難回答哦。就是憑感覺而已，對憑感覺。看他是不是真的有心啊，或者是

說，因為我覺得有些事滿重要，就像我說我接到那個我從頭尾都沒有講，然

後就自己講自己回答的那種，那我寧願你掛電話。像我自己做過電訪，我會

覺得其實滿辛苦的，因為你要一直訪問人家啊，所以我會願意接受他的訪問，

可是最後發現他是完全嗯，就完全沒有盡心力，那我就會直接掛他電話，完

全都不會想要接受訪問。 

Q：怎樣的反應叫做快，能舉例說明嗎？ 
A：反應快哦。嗯就像有些人想要掛電話了，然後你要趕快讓他繼續受訪，要說 
   對不起我馬上好、馬上好，真的剩幾題了我馬上問完，就像這樣子，要快速 
   唸完題目。我會很快速把題目唸完，並告訴受訪者，如果你覺得太快，我會 
   再唸一次這樣子。 

Q：那如果是一個反應不快的人，他會有怎樣的表現呢？ 
A：就是慢慢來，就讓他我覺得這種東西本來就是要有剌激嗎？第二次、第三次
才會反應。有些因為第一次，因為我在做之前就是已經有經驗了，所以我會

覺得對我來講會滿輕鬆，可能題目看一次我就會開始發問，或者就是已經滿

上手這樣子。或者是買賣房子或租的或者是土地之類的，那多少我們就可能

要跟他說明，甚至有人會問說，你們那有沒有要出的租，那我們可能甚至要

跟他講，我們那裡有房子要出租，幾坪我們也要跟他講，甚至坪數什麼之類

我們都要跟他說，可能剛開始做時候我覺得會怕，因為我們是照電話簿一個

一個打的，剛開始打的時候，其實也會怕，因為會擔心一整天下來都沒有成

績，都沒有房子要賣什麼之類的，會擔心就會給自己壓力，但是第一次、第

二次之後就會習慣，反應也會好一點。 

Q：你的習慣是指什麼？ 
A：因為那時候你一直在講啊，就會習慣這份工作，那當民調訪問的時候，也要
有一次經驗才會有第二次嘛，在第二次之後，你一樣的會知道怎樣的反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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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的反應更好，第三次你就會變得很上手還會去緩和對方情緒，或是其他

什麼之類的。 

Q：在來佛光民調之前，你電訪相關經驗有多久？ 
A：從高中開始有三年吧，差不二年至三年對。 
Q：都是類似的經驗？ 
A：對啊，補習班的困難度滿高的，因為目標都是要人家來試聽啊、或要人家來 
   補習。那通常明明接電話的就是本人，還會說不在哦、他不在，就會遇到那 
   種，明明就是不想補習。 

Q：他說他不在你怎麼辦？ 
A：那就不在啊，因為畢竟是人家講不在啊，我們也不能講說他一定在吧，就照 
   事實寫下來。 

Q：那你喜歡這樣子的工作嗎？ 
A：以前到現在都滿喜歡的。包括在學校啊，也會擔任司儀這份工作，還有就是 
   輔導人員。以前在輔導室，工作就類似像接電話。也包括教學妹什麼之類的 
   、或整理資料，自己滿喜歡這份工作。還包括教官會找我去做司儀啊什麼什 
   麼的，就滿正常的。就是覺得說，等於滿上手，就是講話方面。自己不會緊
張什麼之類的，像我第一次當司儀的時候滿緊張的，還講錯話，拿著麥克風

還在猶豫，全校就開始猛笑，然後自己也跟著笑，也覺得很好笑，因為我自

己本身很愛笑，拿著麥克風，跟著全場一直笑，這是我覺得最丟臉的一次，

滿多經驗都讓我滿開心的，就是這樣。 

Q：還有其它經驗嗎？ 
A：在當司儀的時候預演很好笑，就是唸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的時候，我只
是照著本子唸，我說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然後老師說草莓(因為我們學
校老師也都叫我草莓)你等一下，草莓你那個一鞠躬、再鞠躬要看著大家鞠躬
完，你那再鞠躬才能唸，不然你唸完我們的一鞠躬還沒鞠完，那時候全場也

一直猛笑，我也覺得滿好笑的。有時候正式場合我會唸錯，因為正式場合多

少會緊張，因為很多學校的老師啊、或者是校長啊、或者是來賓啊都會來，

那有一次我就要唸說畢業生請向後轉，而我畢業生唸錯還要裝鎮靜，我自己

不能笑場，因為第一次遇過笑場過，有那次經驗後，就知道自己不能笑場，

那不能笑場就要裝鎮靜再重新唸一次，然後他們大家笑一下子就沒有再笑

了，我同學每次都會笑我，說我每次我都很會搞笑。 

Q：那壓力呢？ 
A：我覺得工作壓力其實是要的，第二就是要做得滿開心，就是要融入工作，對 
   我會這樣子。所以我做每份工作，其實會覺得滿開心。 

Q：那你在這邊的工作期間啊，有沒有跟這邊其他人有互動關係，然後你的感覺 
   怎麼樣，然後你的想法怎麼樣？ 

A：有啊，大家都不錯啊。我們大家在外面喝茶的時候，就會講說那我遇到那種 
   人掛我電話、有幾個，或者是說會討論剛剛阿婆跟我講什麼，會開始心得分 
   享吧，我也有遇到。或是像是來上班之前，或者是說下班之後或什麼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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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住哪做什麼工作，啊你在讀書嗎，就會互相聊一下天啊，久了覺得其 
   實還不錯。 

Q：那都是跟其他的電訪員之間的嗎？有和工作人員互動的經驗嗎？ 
A：工作人員，因為工作人員就像助理跟助理一樣，一定會比較熟嗎，那跟主任 
   級的或主管級的那我們可能就比較不熟，然後就是因為有上下級之分，所以 
   就會基於禮貌打招呼就這樣，有時候就是這樣才會聊起來，就是這樣。 

 
 
 
 

八、電話訪問員（八） 

Q：請問你的實際工作和任務是什麼？ 
A：就是打電話，看那個當天的那個題目，就是對題目，然後那個督導給我們的 
   那個任務是什麼，然後我們就照著督導跟我們講的內容去，就是盡量去完成 
   督導給我們的那個任務。 
Q：那是什麼樣的任務，他通常給你什麼樣的任務？ 
A：他通常都是會帶我們，就是國、台語都唸一次題目給我們聽，所以我們要很 
   盡量的去記住，他講台語的那個方式，因為有一些我們平常不會用的詞語啊， 
   就會很難講得出來，所以都要很認真的去聽。 
Q：還有嗎？那你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A：就是打電話去，向一些民眾訪問，就是依題目去訪問他。 
Q：好，那請問你認為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A：就是要積極的向民眾，就是有點推銷你的題目，就是讓他接受你的訪問。這
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你要講到對方接受你的訪問，其實是有點小困難。

因為，很多民眾聽到這種電話訪問，他的電話通常就會直接把你掛掉。 
Q：你在打電話的時候，如果說遇到困難的話，你會怎麼解決啊？  
A：就是盡量撒嬌啊，發揮女生的本錢。就以聲音去撒嬌，然後就一直說什麼耽 
   誤一、二分鐘而已啊，什麼之類的話，盡量說服他。 
Q：那你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哦，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啊、行為啊， 
   應該是個什麼樣子的？ 
A：你要給人家的那個印象是，你是一個很友善，不是一個強制認為，他一定要 
接受你的那個訪問。就是你要認為，他可不可以、他要不要接受是他的決定，

可是你還是要表現出很友好，不要太強硬，這樣會讓人家很反感。就是一個

電話訪員最好，最好就是要做到這樣。 
Q：嗯。還有嗎？比如說他的特質呢？ 
A：就是要有耐心吧！耐心很重要，因為你如果，因為那個民眾本身就已經沒耐 
   性，如果你再跟他一樣沒耐心。那你的那個工作就是不會成功。 
Q：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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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那就是個性一定要很好，人家掛你電話，你也要說謝謝。對。 
Q：那你剛剛說，如果說你遇到有困難的時候，你會跟他撒嬌，那你撒嬌以後， 
   成功率會比較高嗎？ 
A：有些。大陪份是男生的撒嬌那個成功率會比較高，女生就比較難。 
Q：一個好的訪員，你認為他在工作上，他還應該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 
A：條件就是口才一定要很好，就是他那個專長。就是要有三寸不爛之舌。就是 
   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直到他願意接受你的訪問。然後你也盡量要口齒清晰，
然後快速的唸過題目，讓他不要等太久。那等太久他會不耐煩。 

Q：還有嗎？ 
A：應該吧，大概就這樣。 
Q：能不能請你描述一下在你擔任訪員的這段工作期間哦，讓你印象最深，然後 
   你自己覺得這是一個很成功的經驗或是案例。 
A：其實，當電話訪員就是很希望打到一些老師，因為老師他通常都很好，都會 
很有耐心的跟你說講，你慢慢講、慢慢來沒關係我會等你，就讓人家覺得很

感動，然後就不會那麼緊張，你就不會說要很快速唸完，又要很清晰，讓他

聽得懂。 
Q：那在你接到這樣子的電話的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 
A：心情非常好，然後就對這位老師的印象非常深刻，結果到現在，之前只有打 
   過一通老師，可是我到現在還記得。因為，他就很好，就一直跟我講說，慢 
   慢講沒關係我等你，而且那次的題目很長，有五十幾題。然後而且老師會給
你意見。就是他會叫我們，就是轉述給教授說什麼，以後題目要怎麼出會比

較好。 
Q：那他給你建議的時候，你會怎麼處理？ 
A：就有時候就反應啊。 
Q：你會跟誰反應。 
A：督導。 
Q：那你是用什麼方式跟他說？ 
A：就直接跟督導說，剛剛講到一位那個老師的電話訪問，他給了一些建議。 
Q：那你還記得那個老師他有跟你說什麼嗎？然後你的感覺怎麼樣，你可以再詳 
   細一點描述嗎？比如說，他有沒有跟你說什麼，還有沒有印象？ 
A：就因為那次的題目真的很長，然後老師就說已經很久，沒有做到這種這麼長 
的電話訪問，他建議這位教授以後的題目可以短一點，這樣反而那個，正確

的那個電訪的準確率會高一點。不然那種很長的題目，到最後大家都是隨便

回答，最後還會失真。 
Q：那你聽到他的建議之後，你的想法是什麼？ 
A：就覺得很正確，因為我真的覺得其實很多民眾都，聽到最後都會不耐煩，有 
時候真的亂回答。 

Q：那你為什麼會知道他是亂回答？ 
A：那種口氣的方式，就會感覺說好像很隨便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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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聽到他是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你會怎麼處理呢？或是你會跟他說什麼 
   嗎？ 

A：我就會再確定一次，然後他就說對啊，我想說他說對，那就是對了。因為如
果再問，他應該也會覺得很討厭。 

Q：第一個像你訪問到那個老師，你訪問完他的電話就會覺得心情很好。如果說  
你訪問像那種，訪問到他雖然後面很不耐煩，但還是訪問完了，訪問結束後

你的心情會怎樣。 
A：還是會覺得很謝謝他，因為他願意等到我把題目都唸完，然後訪問完，也是
一個很厲害、很好的人。雖然口氣不耐煩，可是還是覺得很好。因為有些會

在我訪問到二十幾題的時候就把我掛掉，就讓我覺得很難過。 
Q：那你會怎麼處理？ 
A：我會自認倒楣，就再打下一通。 
Q：你會不會再撥回去ㄧ次？ 
A：因為他已經不耐煩，再打回去他應該也是直接掛你電話。 
Q：還有嗎？ 
A：應該就這樣，那受挫折就是被掛電話。 
Q：你遇到拒訪了之後，你情緒怎麼樣，心情怎麼樣？ 
A：會有一點難過，可是如果打到下一通，我心情會趕快調適過來，因為不能把 
   情緒帶到下一通去。 
Q：那你有做到嗎？ 
A：基本上都有，因為一聽到那個電話會回復到，很像正常的感覺。被拒的時候 
   會罵了一兩句，然後就再打一下，就又是好的。 
Q：被掛的時候你會罵？ 
A：對。就沒禮貌什麼之類的，然後再打下一通。 
Q：你罵完以後呢？ 
A：罵完之後，就當做發洩完了。 
Q：會需要比較多的時間平復心情嗎？ 
A：不會。 
Q：有沒有印象中你最受不了的電話，你罵了多久？ 
A：其實都是差不多。因為掛電話就是直接給你? 搓掉，所以就只罵了一二句， 
   然後再打下一通，心情就調適過來了。 
Q：所以心情調適過來重要囉？ 
A：對啊！你不能一直停在被掛電話的悲傷中。 
Q：會很悲傷嗎？ 
A：有一點啦，就覺得為什麼要掛我電話。 
Q：那你上線的時候一直被掛電話，你心情怎麼樣？ 
A：很沮喪，我覺得我好像都沒有盡到自己訪員的責任，拒訪數太高，然後完成 
   數很少，然後就覺得很對不起去工讀的助教，或者督導。 
Q：那你有做什麼或是說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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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沒有。 
Q：你覺得問題是在哪裡呢？還是探討是什麼樣的問題嗎？ 
A：我會覺得是有一部份是自己的問題，因為一剛開始上線，我不會去特別去撒 
   嬌，特別去嚕，然後會想應該是自己的問題，因為隔天第二次上線就覺得好 
   多了，有比較好一點，就覺得終於有一點進入狀況了。 
Q：那你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挫折的經驗。 
A：被掛電話。 
Q：還有別的嗎？ 
A：其實沒有，還滿幸運的，沒有被罵過，都只是被拒絕和掛電話而已，都是被 
    掛電話，再來就很生氣這樣，被掛電話就覺得很挫折。 
Q：你被掛很多電話以後，還敢來嗎？ 
A：有一點習慣了。 
Q：還會繼續做嗎？ 
A：就是已經有一點習慣了，就知道當場被掛電話是必經的過程。 
Q：這是你自己感受到，從經驗中學習的還是有人告訴你的。 
A：就自己打了幾次之後的感覺啊，因為一定會有，像我有時候接到這種電話訪 
   問，也是會覺得不耐煩啊，就是可以用自己的同理心，去想對方的那種心情。 
Q：那像在那個你擔任訪員的過程中啊，你有沒有跟哪個老師或是學生，或是其 
  他的訪員，或是督導有一些互動，然後你對他們的一些什麼樣的行為，或是
說什麼話，影響很深的。不管是好的壞的都可以聊。 

A：還好，因為有時候會打一、二通一直有接通，三、四次接通這樣就會停下來， 
會聽聽看別人，旁邊的人怎麼講，然後就覺得這一句話可以用下來的，就記

下來，等一下打的時候，如果遇到這種情況就可以用上，就是聽別的訪員怎

麼跟對方這樣對談。 
Q：還會在什麼時候談到或學習這些技巧呢？ 
A：其實還好，就是跟朋友一起去，然後自己私下在那邊討論。 
Q：都是訪員自己聊天嗎？ 
A：對。就訪員之間的聊天。 
Q：那你覺得跟他們聊過之後，對你的訪談有幫助嗎？ 
A：多少有，因為一定會有一些他很好的方式，你不知道？就是自己不會，然後 
   他有，就可以學習。 
Q：假如今天你要應徵一批新的訪員進來，那你希望他們具備什麼條件，然後你
期待他們有什麼樣的專業，專業的專業能力，或者是說個性上應該要怎麼樣？

你會希望他們有什麼樣的條件呢？ 
A：當然就是希望新進來的訪員就像我剛之前講的，一定要有耐心，然後個性很 
   好啊、口才好啊，然後就是口齒一定要清晰，大概就是這樣。我認為一個電 
   話訪問員這些都要有的，基本上很希望進來應徵的都具備這些特質。 
Q：那接下來你會怎麼做呢？ 
A：應該會聽聽看吧，就是他在打電話的過程中，先聽聽看他的那種對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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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會注意那些部份呢？ 
A：看他在打的過程中，口氣是不是很友好啊，不要太強硬的，口才好不好啊， 
   這些來做。 
Q：那你所謂的口才好，你可以舉一個實例嗎？怎麼樣的方式叫做口才好，怎麼 
   叫做口才不好？ 
A：大概就是，如果他在訪問時，對方能拋出一些問題說，為什麼他要接受訪問， 
   他能對回答出你為什麼要接受訪問的原因。就是說服到他願意接受這個訪
問，我是覺得還不錯，應該算還不錯。 

Q：那你剛有說友善哦？怎樣的態度叫做友善？ 
A：就是盡量有感覺你是笑笑的那種聲音去訪問他，向他問安和回答他，會感覺  
   你就是在跟朋友問安那種感覺，不是很嚴肅的這樣。 
Q：那你剛說到耐心哦，怎樣叫做耐心夠好呢？ 
A：因為對方一定會一直在那邊說，哎唷啊怎麼還有啊，怎麼那麼多，然後你 
   一定要一直去安撫他，已經快完了，你再等一下什麼之類的話。就是安撫他，
然後就不要因為他一直說了什麼，可能說了兩次，說怎麼那麼多次啊，你就覺

得好吧，就不要訪問這樣。就是要有耐心的一直說服他這樣。 
Q：那快速唸題哦，一般來講你的速度都會要求到多快？ 
A：應該是以你自己本身，看自己的況狀而定，你能力有多快，然後又能在清晰 
   的狀況之下。因為你快速他聽不懂也沒用，他一定會說你在說什麼我聽不懂。 
Q：那在訪談的過程中啊，有沒有你遇到語言的問題。 
A：有，就有時候台語還是會轉不過來。雖然平常在家裡都會跟爸媽講台語啊， 
可是比如說遇到這種電訪，其實馬上對上，要馬上把那些一些平常講國語的

詞彙轉成台語，還是有點小困難，所以要一直再訓練。 
Q：那你怎麼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呢？ 
A：就盡量講然後讓他聽得懂。 
Q：那像在台語你覺得有這樣子的困擾的話，你有跟誰提過嗎？或是請求誰的幫 
   助過。 
A：會常跟朋友講這樣，也沒有特別尋求的方式，就是跟朋友聊。 
Q：還有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再聊一下？ 
A：有一個特別印象深刻的經驗就是，他也不是說，他就是其實他沒有完成我的 
那個訪問，可是他一直跟我講人生的大道理，就一直講一直講，然後我從頭

到尾都一直不知道要怎麼把他切斷，然後我有試圖想要把他帶進去我的那個

問題進面，可是我剛帶進去，他馬上把我帶出來，就一直在那邊拖，然後最

後我只好放棄，就跟他說好吧，那我們的訪問到這裡結束。因為他一直不太

願意接受我的訪問，就一直在跟我亂扯，然後我試圖帶他進去，他又帶我出

來，對啊，所以很難溝通。 
Q：那次是用什麼語言？ 
A：用國語。 
Q：那他跟你講那些人生道理之後，你的想法是什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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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為我其實沒有很認真在聽他講那人生的大道理，因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  
   麼把他帶進去。我一直在想，然後他講什麼，我就一直說哦哦，然後一直在
想我要怎麼樣把他帶進來我的問題，然後試著幾次之後，真的發現完全我輸

他了，然後就只好放棄。他講了很久，他就一直講，一直講，然後我在想，

我要怎麼把他帶進來。 
Q：那這題目做了幾題呢？ 
A：他只答了第一題，想要再帶進去，他就帶不進去了，因為那一次好像是有關
政治的問題，然後他就不太願意回答我，然後就一直跟我扯人生的大道理。 

Q：經過那次的經驗，你的想法是什麼？ 
A：我在想我以後要怎麼應付這樣的人。 
Q：那你有採取什麼行動嗎？ 
A：就一直想這樣子，我也有跟他們講說這樣的經驗，可是他們也只是笑一笑。 
Q：他們指的是你的同學嗎？ 
A：對。 
Q：一直很囉嗦的那個受訪者是你第一次遇到嗎？  
A：他是少數例外，就是這樣一直會亂扯，很少有像他那麼厲害，還會一個人一 
   直扯，一直講。 
Q：那你那時候怎麼想呢？ 
A：我一直在想要怎麼把他帶進題目裡面。 
Q：有帶成功過嗎？ 
A：有帶一題，好像有一題他很 ok的幫我回答完，然後再問第二題的時候，他 
   又回答完，然後又開始亂扯，就訪問了三、四題啊。 
Q：你跟他說訪問結束之後，他有什麼反應嗎？ 
A：他接受了，他就說好那我們以後再聊，然後我說好好好，就掛電話了。 
Q：那你下次再遇到類似的問題，你會怎麼處理呢？ 
A：其實我還是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呢？可能就如果再帶一、二題，帶不進去，我 
   就會直接放棄掉，因為那太難了。 
Q：那遇到中途拒訪的時候你會怎麼處理？ 
A：我會看他好像是不小心按到的那種感覺，因為他可能自己講到一半，不小心 
   切掉了，我會想說是人家按掉的，就再撥回去這樣。可是如果那種很明顯停 
   頓了很久之後，就給你? 這樣，那那個我就不會再打了，因為就很明顯他不 
   想要再聽你講話了，就會再打下一通。 
Q：你怎麼決定這通電話要不要再打？ 
A：就看他回答的口氣不是很好，然後就掛你電話，你就應該知道，你再打過去 
   也是沒有用的。就是你明明知道打過去再也沒有用，應該不會想再打回去了。 
Q：可以談談被拒訪的經驗嗎？ 
A：就是都很簡單，他就跟你講說，喂我在忙啊什麼，然後就突然就我忙啊，就
把你掛掉了，就完全不等你再回應，他就掛掉了。有些是聽起來真的很忙，

然後有些知道不是忙，只是不願意接受你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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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說是真的在忙的，你會怎麼處理？ 
A：那就真的趕快放棄，因為他真的在忙，不好意思，打擾人家。 
Q：那如果說並不是，只是拿這個當藉口的呢？ 
A：如果拿這個當藉口，就嚕個一、二次吧，如果他真的還是不願意，那就真的 
   放棄。 
Q：那還有沒有訪談很成功的經驗，可以分享一下嗎？ 
A：其實如果可以完成的那些，都是我都覺得都很成功。因為他可以幫到我這樣 
   整個做完，又很合作的做完，就覺得很成功，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 
Q：那有沒有快要中途拒訪的，然後你又很成功的把這通完成呢？你有沒有過這 
   樣的經驗。 
A：那一次題目二十幾題，然後他問到十幾題的時候，他就想要掛掉了，然後我 
   就講說我們還剩下一、二題，就這樣一直帶一直帶，就把他帶完了。 
Q：你那時候都跟他說些什麼？ 
A：就一直講說，我快完了，不好意思麻煩你，就是希望你們幫我們教授這個忙， 
   大概就是講這些話吧。 
Q：那你覺得講了這些話以後，成功率會變高嗎？ 
A：有一些心腸比較軟的，他就會繼續聽你講，不是真的可以狠下心，把你掛電 
   話的，他就會繼續，繼續聽你講。 
Q：如果還是被掛了，你心情怎麼樣？ 
A：就會很難過啊。 
Q：那在這個時候你會有什麼行動出現嗎？還是有什麼樣的想法？ 
A：我就會掛完，然後向自己講，罵完之後繼續下一通。 
Q：你對電訪員這份工作有什麼樣的想法、看法呢？ 
A：應該是一定不好玩的工作，因為其實要在那邊坐四個小時也很累，然後只是 
   因為要賺錢啊。 
Q：還有別的原因嗎？ 
A：就大概應該這樣了。 
Q：那你會常去嗎？ 
A：我要看課業，然後如果可以我也會去。 
Q：為了是要賺錢嗎？ 
A：嗯，就因為不希望一直再拿爸爸的錢或向家裡拿錢，就自己賺自己花這樣。 
Q：還有沒有什麼要補充的？ 
A：沒有了。 
Q：謝謝。 

 
 
 

九、電話訪問員（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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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想請問一下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電訪，就是訪員。 
Q：那你主要的工作任務是什麼？ 
A：就打電話問別人，然後就是電話訪問，然後就是做一些市場調查，沒有了。 
Q：那請問一下你認為什麼是訪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A：就是表達要調查的人他的想法，然後就是不要加入自己的主觀意見，然後把 
   題目問清楚，讓受訪的人瞭解跟可以清楚的回答。 
Q：那你的主要工作內容就是這些嗎？ 
A：對。 
Q：那通常在你擔任這個職務的時候，你的工作流程大概是什麼？你可以再講的 
   詳細一點嗎？ 
A：就是問受訪者他的意見，直接在那個受訪的單子上面直接寫他的意見，然後 
   不要再加自己的想法。 
Q：那你認為一個好的訪員，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是什麼？ 
A：口齒要清晰，然後就是受訪的目的要清楚，然後不要聊太久，雖說是聊天方 
   式問他，但是也不要聊著聊著就聊太久，有的受訪人員都就會一直跟你聊天
聊很久會聊很多。 

Q：還有嗎？ 
A：他去引導那個受訪的人去做一些特定的解答，可能就是有去引導他了，就是
比較不好，就是如果要問他的話，就是直接問他的想法，不要做其他引導。

舉例說除非有題目上有特別說明可以引導他，比如說做舉例以外，不然的話

基本上就是不要再跟他講說什麼什麼之類的，可能就會對那份調查的結果會

有不同。 
Q：能不能請你描述一下在你工作的期間，有沒有讓你印象很深，然後很成功的 
   經驗？ 
A：有啊，就是第一次做電訪的時候，不是題目很長，那有耐心的人就會幫忙做 
   完這份調查，就會覺得很高興，至少有人願意幫我們做完，不會想說有人做
到一半覺得不耐煩，直接掛你電話什麼的。 

Q：你說的耐心還有不耐煩，指的是受訪者還是訪員？ 
A：我覺得都需要吧！因為一直問問到最後其實可以把題目背下來了，對呀，其 
   實，耐心訪員也要然後受訪者也要有耐心，尤其是遇到比較長的題目的時候。 
Q：那個受訪者有沒有說過什麼話讓你覺得印象很深的，或是說你有沒有跟誰接 
   觸過對他的印象很深的？好的或是不好的都可以。 
A：不好的就是訪問的時候都會說這是佛光大學的調查，他就會一直問你，然後 
   就甚至會問你的電話或者是你的名字之類的，然後問年紀，然後你是什麼系 
   的。 
Q：那你會告訴他們嗎？ 
A：不會，就是照之前訪員受訓那樣子。 
Q：訪員受訓上了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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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訪員受訓就是上了一些上機操作和怎麼接電話，然後怎麼處理就是像剛剛類 
   似那種狀況的問題。 
Q：在你來擔任這個工作之前，你會操作電腦嗎？ 
A：會啊。 
Q：那你在操作電腦上有困難嗎？ 
A：不會啊，就覺得很容易啊。 
Q：那在接電話的時候，你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嗎？或是說有什麼很好的經驗可 
   以分享的？ 
A：就是那個口氣，還有就是禮貌、氣氛就對了。然後還有他的語調，還有你講
話的語意的方式，比如說調查跟訪問這兩個就很明顯的就有區別。你講到調

查基本上人家都不願意讓你調查，會直接掛你電話。假如你說訪問，人家還

有一點願意會跟你聊一下。 
Q：那你有遇過就是講調查結果被人家拒絕的經驗嗎？ 
A：會，我覺得感覺很明顯。因為我就有自己做過實驗，就是講民意調查中心，
他就會直接掛你電話了。 

Q：那你被掛電話的時候你心情如何？ 
A：就很不好。雖然是被掛電話，可是沒關係，下一通會更好。 
Q：那你如果說一直連續很多電話被掛的時候，你會怎麼處理？ 
A：就是會休息，去晃一下，喝個茶、上個廁所，然後再回來再繼續撥電話，通 
   常應該就不太會再被掛電話了。 
Q：不太會再被掛電話的原因是什麼？ 
A：應該就是心情有調整吧。你一直被掛電話，可能你問的口氣也會變的不一樣。 
Q：那你怎麼去調整？  
A：我都是去吃喉糖多吃一點，再回來。就當作去吃糖果啊，然後再回來再繼續 
   打電話。因為如果一直撥都沒有人接或是被掛電話，我就會先離開一下。 
Q：那還有沒有讓你印象很深的經驗？ 
A：就是會遇到外籍的受訪者，還有遇過一個很特別的，有一次遇到日本時代， 
   然後什麼研究所，反正他就是研究人員，然後是一個老先生，然後他就講台
語，他講的台語其實很日本，然後就還是訪問完了。就覺得還滿好玩，可以

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人。 
Q：你喜歡這樣的感覺嗎？ 
A：還可以，有時候會不喜歡。比如說遇到那個就是問你說，就是你覺得他覺得 
   你不友善，然後就會不想跟你聊了，那就會覺得感覺很不好。 
Q：那如果說對方覺得你不友善的話，你會怎麼處理和你的感覺如何？ 
A：跟他做解釋，然後就說其實我們做這個訪問就是要幫教授做一些研究之類 
   的，然後希望他能幫助我們，配合我們一下做這個電訪。 
Q：那你這樣子跟他做完解釋以後，他就會願意讓你訪問嗎？ 
A：他都會半信半疑的，可能就是訪問的結果可能就會有點就是欺騙的。就是他
可能就不會直接跟你講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跟你講假的這樣，所以就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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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感覺，就是他前後題其實做那個問卷調查內容，其實有時候前後題

會有一些關聯，然後就是前後題感覺前面是這樣，後面是這樣，就是不一樣，

就是感覺他要騙你的感覺。 
Q：那當你發現這樣問題的時候，你怎麼辦？ 
A：繼續做完啊，因為他已經回答了，那我也不能做什麼，因為這份就是等於他 
   自己做的啊，因為其實不管什麼訪查都不一定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假的。 
Q：那你在訪問的過程中，覺得對方有欺騙的感覺。那訪問完以後你的心情怎麼 
   樣？ 
A：沒有什麼感覺，就再繼續下一通。 
Q：那有沒有什麼很挫折的經驗？ 
A：挫折就是被掛電話數比完成數還要多。 
Q：那時候你怎麼辦？ 
A：就想辦法不要讓被掛的那麼多，然後盡量增加完成數。 
Q：就是說拒訪數大於完成數，這樣的機會多嗎？ 
A：幾乎每次都有一次吧。其實完成數有時候還會佔拒訪數的一半吧。 
Q：那你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你有跟誰談過這樣的問題嗎？或是有尋求別人 
   的協助？ 
A：通常都是我們這些做完電訪要回去，就會開始聊今天被掛幾通啊，然後完成
數多少，ㄟ！你多少啊？你多少啊？然後就會做比較，然後就會開始聊啊聊

的，然後就這樣子就聊完啦，就沒什麼了。 
Q：你當時心情怎麼樣？ 
A：還好啊。 
Q：那你一直被拒訪心情如何？ 
A：拿到錢就會滿開心的，就想說拿到錢就去吃宵夜啊，獎勵自己一下，慰勞自 
   己。 
Q：那你有試著想要去改變這樣子的狀況嗎？ 
A：就是可能就是像之前講的那樣，就是語氣跟那個可能就要做調整，還有語意 
   啊，就是調查跟訪問就很明顯的。 
Q：那你有實際做過調整再去訪談過嗎？ 
A：對呀！ 
Q：那有改善嗎？ 
A：會啊，就是完成數會比較多一點。 
Q：那因為你自己有做過一些調整、一些改善之後，完成數有提高，這樣的結果 
   產生之後，你的心情怎麼樣？ 
A：很有成就感。從中發現一些小技巧，其實訪問是要有技巧的。 
Q：那你很喜歡有成就感嗎？ 
A：應該是吧，對呀。每個人都應該是這樣吧，都會很有成就感啊。 
Q：你怎麼得到這個小技巧的？ 
A：就從中學習，然後你在做電訪員旁邊也有人在做電訪，有時後你在休息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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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會聽到別人的訪問，你就聽聽他是怎麼訪問的，他的口氣是如何的。有時 
   後你一直在講同樣的題目，講久了會覺得很厭煩，那其實你聽別人的口氣然
後去學別人的口氣去訪問別人，然後就會換個不一樣的心情跟方式。 

Q：小技巧的學習個人經驗的累積和聽別人學的，還有其它方式嗎？ 
A：就是可以算說是偷偷學的，對呀，就是看別人是怎麼問的。因為有些就是我 
   們不是在電訪當中都會說哪位訪員已經在第一名啦 ，那我就會注意他的口氣
或是怎麼問的這樣。 

Q：是你主動的嗎？ 
A：對呀！主動的啊。因為已經被掛那麼多通就會有挫敗感，就會感覺怎麼別人
可以超越這麼多，然後你就會看看他是怎麼做到的啊。 

Q：你在訪問的時候啊，知道哪位訪員已經在第一名的時候，你的感覺是什麼？ 
A：第一次看到會覺得滿有新鮮感，可是後來看到會有壓力，再來看到就覺得沒
有感覺了。沒有辦法追上就是沒有辦法追上，如果說只有差幾通的話，就會

想說我也要趕快追上他，有時後他會說他完成多少，那就會看看說如果自己

跟他差距不大，就會想要跟他一樣。 
Q：那如果差距很大呢？ 
A：就會想啊沒什麼感覺。 
Q：那今天如果你要負責去應徵一個訪員進來，你希望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對這份工作有興趣。 
Q：還有嗎？ 
A：我覺得興趣比較大吧。沒有興趣就沒有辦法工作，而且要忍受別人可以掛你 
   電話，因為這是個不好的感覺。 
Q：還有呢？ 
A：就活潑吧，就要正面不要那麼悲觀。如果說悲觀可能被掛幾次電話之後就不
會再來了吧！然後就會覺得很挫敗，還有耐操。像是第一次那麼長的題目不

就會嚇跑了很多人。 
Q：需要具備一些專業的技能嗎？ 
A：一定要會台語跟國語，如果會客家語會更好吧，看什麼地區啦。 
Q：還有嗎？ 
A：禮貌、親切感。其實接電話聽的都是聲音，如果聲音又好聽的話，那就更好
了。因為有些比如說男性的受訪者，可能就會跟你聊久一點，可能就是因為

你是女性，然後你的聲音又好聽。 
Q：還有嗎？ 
A：應該是這樣。 
Q：那你剛剛有講到你之前訪問到外籍的，還有那個講台語的日籍研究員的時 
   候，當時訪問的狀況可以聊一下嗎？ 
A：外籍的他就自己先用國語跟你講說他聽不懂你在講什麼，然後就直接掛你電 
   話了。 
Q：當他這樣跟你說的時候，你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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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就相信啊，只好這樣啊。因為我也不會講什麼菲律賓語、泰語之類的。那 
如果遇到那個日籍的老先生的話，我就只能跟他講台語啊，因為他說他台語

也是聽的懂，只是他口音上會有所誤差之類的，他就會聽的不太懂，那就是

盡量跟他多解釋。 
Q：你通常都會怎麼解釋？ 
A：台語其實有很多腔調或是意義方面，可能多講幾遍吧。總有一個會講到他聽
的懂吧，就換個方式講那個意思就好了。 

Q：在你訪談的過程中語言會不會是一個問題？ 
A：我覺得還好ㄟ，可是台語有時後還是會啦，因為腔調的關係吧。有的還是會
聽不懂，即使你是講台語，他也是聽台語的，他還是會跟你講他聽不懂，然

後就掛你電話。 
Q：那你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你怎麼辦？ 
A：那就盡量講啊，講到他掛你電話的話，那就掰掰啦。 
Q：那你有沒有遇過跟他講到一半，他才掛你電話的？ 
A：有啊，他就跟你講說有事情要忙就掛你電話了。 
Q：那在遇到這樣的狀況的時候，你通常都怎麼處理？ 
A：我就會先說我只剩下一、兩題而已，麻煩你，就是說快做完了，再一下下就 
   好了，就盡量跟他柪、跟他拜託。然後大部分都會再跟你講，然後自己也要
趕快，因為做過之後就會大概知道後面問題是什麼，你就要趕快重點式問一

問。比如說後面有很多題目，然後你就把它濃縮成一題，然後把它問出來。 
Q：可以請你舉例嗎？ 
A：就是說其實像選舉的話，比如說要選誰啊，然後跟你的家人會不會有影響啊，
你就問說會不會因為家人影響選舉的時候，你個人的意見什麼的，就把它兩

題縮成一題，就是有濃縮跟加快，因為他就說他要忙了，然後還要掛電話了，

如果你又再慢慢問他，他可能直接就掛你電話了。所以有時後就是直接把題

目濃縮，或是直接加快速度問他。 
Q：還有沒有什麼訪談的特別的經驗？或是說很有趣的經驗？ 
A：遇到小朋友的時候，一聽電話就知道那是小朋友的聲音，就會跟他說爸爸、
媽媽在不在家，就可以跳過不用跟他講一堆有的沒有的。 

Q：那他會叫他爸爸媽媽來聽嗎？ 
A：通常都會。因為小朋友嘛。其實有時後一聽那個「喂」的口氣就可以分辨出
是小朋友跟是不是要講台語，就直接跟他講台語或者是就講說家裡的大人在

不在。 
Q：那如果你一聽知道他是講台語的，你就會跟他講台語了嗎？ 
A：對，有時後應該是自己的台語不輪轉吧，然後受訪者就會說我聽的懂國語， 
你講國語好了。 

Q：這樣子的經驗多嗎？ 
A：還好，大部分講台語都是跟老人家居多。大部分像父母親這一代都是聽的懂，
台語、國語其實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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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有沒有跟老人家訪談的經驗，就是有印象的？好的或不好的都可以講一
下。 

A：大部分老人家都會講說：「啊你問我這個，我老人家不知道啦！」，就全部都 
回答不知道。那也有的老人家很有主見的，像我覺得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個日

籍老人家，就會覺得他很有主見，就是問他什麼他都講的很明。 
Q：那你問老人家的時候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或是有沒有遇到什麼障礙過？ 
A：困難就是不能講太快吧講台語不能講太快，要慢慢講，然後要講的很清楚，
要講的很大聲，甚至隔壁附近的電訪人員都會聽到，因為他們耳朵不好啊！ 

Q：那像這樣跟老人家做訪談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 
A：照講，我反而覺得老人家比較好訪談，因為老人家你問他什麼他就回答你什 
麼，不像有些人你問他他還會反問你，那你覺得呢？我就會說我們這個是要

訪問你，那我們不代表任何立場。 
Q：這樣他們會接受嗎？ 
A：他們就說不可能不可能，那就會一直問，比如說選舉的話問說你滿 20了嗎？
那如果要你選你會選誰這樣子，那我就會跟他講說我不代表任何政黨的立場。 

Q：這樣通常就都會過關嗎？還是會有新的問題發生？ 
A：有時後會，但有時後他就會不相信，然後又突然又繼續再問你一次。就是我
們訪談訪到一半，他就會再反過來問你就對了。 

Q：那你怎麼處理？ 
A：就一樣再跟他解釋啊。 
Q：還有嗎？你還會採取別的行動嗎？ 
A：不會啊，就繼續訪問啊。 
Q：那他的成功率會高嗎？ 
A：其實還滿高的。其實他雖然反問歸反問，其實他還是願意配合你。 
Q：那你遇到配合度高的受訪者的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 
A：滿高興的吧。對呀！很快就解決了，又完成了一通。 
Q：那你遇到那種很機車的受訪者，你怎麼處理？心情怎麼樣？ 
A：就是盡量就趕快完成，然後就是說掰掰了。然後有時後就會講一講就會講到
自己的工作啊、失業什麼的，然後就會說政府的事，如果說遇到選舉也可以

扯到自己的工作，就會覺得就聽他小小抱怨一下之後，就會想辦法趕快插話

再繼續問他下一題。 
Q：一個是很容易你就訪問完，一個是很困難才訪問完，你剛剛有講到成就感，
這兩種情況哪一個成就感比較高？ 

A：其實我覺得都一樣，就是完成了。 
Q：那感受是一樣的嗎？ 
A：感受會有一點不一樣吧。 
Q：有什麼不一樣？ 
A：很容易的話就會覺得自己表現不錯吧，如果很困難就會覺得終於完成了，擺 
脫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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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就會覺得自己表現不好嗎？ 
A：如果被掛電話的話可能就要自己調適吧。因為有時後去做電訪並不是每個人
的心情都很好，也有可能原本就心情不好，又去做電訪，又被掛電話。 

Q：那如果說你心情不好又要去做電訪的話，怎麼辦呢？ 
A：也要調整吧。 
Q：你會需要花多少時間來做調整嗎？ 
A：我也不知道，基本上我沒有心情不好還去做電訪的經驗。 
Q：你是說如果你心情不好你就直接請假，或是說你大部分時間心情都是很好
的？ 

A：都有吧。 
Q：你剛剛有提到說你覺得活潑的比較適合當訪員，那你覺得你自己呢？ 
A：還 OK。 
Q：個性上除了活潑還有什麼嗎？ 
A：就是要能接受被掛電話。 
Q：那你覺得什麼樣的人他比較能夠接受被掛電話？或是說你有沒有遇過什麼樣
的人被掛電話還能被掛得很自在，你很佩服的。 

A：有啊，其實都是個性很外向、樂觀的。 
Q：那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A：應該是沒有了吧。 
Q：好，謝謝。 

 
 
 
 

十、電話訪問員（十） 

Q：請問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就是你的主要工作內容是什麼？ 
A：就是完成問卷，然後達到研究者需要研究的結果。 
Q：你說要達到研究者的要求，那研究者通常對你的要求是什麼？ 
A：就是通常他會要求我們每個訪員就是最好每份問卷都能執行的完成，然後都
不要誤導他人作答，然後就是能夠清楚的表明題目的意思，然後就是這樣統

計起來比較方便，比較不會有誤差缺失。 
Q：那在誤導他人作答的部分，你怎麼知道你這樣子的行為是不會誤導他人呢？ 
A：其實就是不要把不知道這個選項唸出來，或者那個電腦系統都會打說要提示
選項或不提示選項，我們就會遵照這樣做。那其他就是有選項再唸，不要唸

其他或是不知道、沒意見那種比較模擬兩可的選項。 
Q：你認為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和職責？ 
A：我認為就是完成問卷這是最重要的。能夠達到研究成果讓你這個研究有一個
結果，能達到研究目的，然後就是比較有意義的結果，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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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如何知道結果是否有意義？有意義或無意義怎麼樣界定？ 
A：有意義就是能夠達到比如說論文的需要，或是國家需要研究的一個政策方
針，不是說這個問卷、這個研究結果做出來是，好比說四不像、用這個也不

行用那個也不行，然後希望能夠真的用在這個社會上。 
Q：你剛剛有講到說你認為訪員的工作任務有一個是要能達到目的，你所謂的目
的指的是什麼？ 

A：目的就像剛剛所說的，讓這個問卷、這個研究結果有意義。 
Q：還有嗎？ 
A：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Q：那請問一下你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或是行為是
什麼？ 

A：首先就是口齒要清晰，然後思想要清楚，然後不可以被受訪者牽著鼻子走。
就大概這三項，這是我個人的一點心得。 

Q：如果你面試人員，你要應徵一個訪員，你認為他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A：國台語流利，最好專業知識上具備一點，需要具備一點專業知識。 
Q：你所謂專業知識指的是什麼？ 
A：就是對社會科學的一點知識。能夠比較清楚民調這個東西是在這個社會上的
地位是什麼。 

Q：還有嗎？你還期待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就其他應有的工作條件都要有，認真、負責，其實大概就這些。 
Q：什麼樣的行為表現你認為是認真？ 
A：首先就不遲到、不早退，要有業績。 
Q：所以是不遲到、早退和有業績，你覺得這同時是負責？ 
A：對，這也是負責任的態度。 
Q：還有嗎？ 
A：大抵就這樣。 
Q：請描述一下在你工作的這段期間，有沒有讓你印象最深、最成功的兩個個人
經驗？ 

A：要兩個喔？通常就是如果對方很配合我、配合度高，這會讓我覺得訪問起來
比較輕鬆，然後最好是親切的態度。 

Q：親切的態度是指誰？ 
A：對方親切。就是不會故意，好比說不會故意說你這是那個單位的啊，你幹嘛
來問這些。然後我認為配合度是最重要的，這樣就會讓我覺得是比較成功的

一份問卷。 
Q：還有嗎？ 
A：我認為大抵是這樣子，就這兩個配合跟親切。 
Q：什麼樣的態度你認為是配合度不高？ 
A：就是我之前做過一個五、六十題的問卷，然後他們都會很認真的回答，沒有
說很敷衍。像可以聽的出來很多受訪者都是很敷衍，很敷衍的接受訪問，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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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這樣訪問完，我覺得這樣做出來的問卷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最好就是他

們仔細的聽，然後就是能夠真正的把他們的意見反應在這份問卷上，我覺得

這是比較成功的。 
Q：當你遇到這樣子的受訪者的時候，你有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或是跟他說什麼樣
的話嗎？ 

A：通常敷衍我是不理他，因為這是一種他反應的模式，所以說我是盡量不要引
導他作答，像好比說我問他是非常滿意、不滿意還是普通，他如果一直跟我

說普通普通普通，那我也就勾選普通，我不會說叫他再想一下，你覺得真的

是普通嗎？還是有點不滿意，我就不會這樣，因為我也怕引導他作答。 
Q：那在親切的部分，他什麼樣的態度讓你覺得是親切的？ 
A：我先講不親切的好了，不親切就是說啊你這是調查局的嗎？你是那個單位
的？是國民黨派你們來的喔？那比較親切的就是說啊我最近剛好有注意到這

個事件，感謝你們來訪問我，讓我把意見表達出在你們的研究上，然後大抵

是這樣吧，就平常講話那種親切的方式吧。 
Q：那如果說你遇到不親切的，你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或是跟他說什麼樣的話
嗎？ 

A：如果說他會講國語，我就會跟他鬧、跟他柪，然後希望他能撥一點時間來完
成我們這份問卷，然後就是表達出我們的善意，就這樣，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的。 
Q：你通常都怎麼表達善意？ 
A：就是說我們只是很單純的一個學校，一個學校要做的研究，就是說不是像外
面政黨、調查局、警察局那種，我們就只是要做一個學術性的研究。通常講

到這裡，比較明智的人他就通常都會接受我們的訪問，那像六、七十歲那種

沒有讀書的、不會講國語的，那跟他講再多他都聽不下去。 
Q：你覺得教育程度有沒有影響？ 
A：我覺得有相當大的影響，教育程度、年齡都有相當大的影響。 
Q：請你描述一下在過去的工作經驗當中，讓你印象最深、最挫折的兩像個人經
驗？ 

A：印象最深就是那一次五、六十題的問卷，然後就是很多人就是很客氣，然後
很有耐心的聽你把問卷講完，然後每一題都回答的很認真，然後就是不會敷

衍你也不會說中途掛你電話，中途問東、問西、問你說這是那個單位的啊，

為什麼要做這種調查啊，我認為就是一切配合我，然後就配合度高我覺得是

很大的重點吧。 
Q：那最挫折的呢？ 
A：最挫折的就是，第一個他聽不懂國語，聽不懂國語我覺得是最挫折的，然後
通常聽不懂國語那脾氣又沒有說很好，因為他可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訓練，

然後所以一打過去他就說啊我不知道、不知道啦、你打給別人，或是諸如此

類那種很不耐煩的言語或中途掛你電話，我認為這是最挫折的。 
Q：那如果說在你遇到這樣被掛電話之後，你通常都怎麼處理？你當時的心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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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 
A：其實我這個人比較臉皮厚，被掛電話就算了，再打下一通就好了。那一通就
放棄了，再換下一通。 

Q：那你那時候在想什麼呢？ 
A：就沒有多想，我認為要不要接受訪問，他不願意接受這一份問卷也是他一個
個人表達自己心理想法的一種方式，所以說如果他不願意接受我們就不要再

去干擾他，就換下一通。 
Q：那你會怎麼做呢？ 
A：沒有，通常掛電話是無預警的，所以我們也沒辦法預測，那如果說我現在很
忙啊、我現在在看電視啊、在吃飯啊，如果他會講國語我就會跟他柪，我就

會說再耽誤你幾分鐘就好了、我是很單純的學校、做很單純的學術研究，通

常講到這裡比較明智的都會幫我們、協助我們完成問卷。那如果是六、七十

歲那種沒有讀過書、或者是不會講國語，那種你跟他柪再久，他們可能聽到

最後就火大，就直接掛你電話了。 
Q：那當你遇到脾氣不好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A：我遇到脾氣不好，如果我能跟他溝通的話，我一定會竭盡所能跟他溝通。就
講好話奉承他吧，然後就說你是我們萬中取一的樣本、取一個樣本非常不容

易、你是可能代表整個宜蘭縣的樣本，就奉承他，通常講到這裡他們也會滿

高興的，然後就會協助我們完成問卷。 
Q：你所謂的明智是什麼意思？ 
A：明智我認為是，我不知道用教育程度是不是太籠統或者是太現實，可是我認
為教育程度是一個明智的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 

Q：那你之前有被掛過電話嗎？ 
A：很多次。 
Q：那你當時都怎麼想的？都怎麼處理？ 
A：如果是無預警的，那我就不會多想，我就會換下一通，那一通就當報廢好了，
因為他不回答或者是拒絕受訪也是民調的一種選項、一種成果。 

Q：那你如果問到一半才被掛電話，這時候你會怎麼處理？ 
A：就放棄了。 
Q：你會不會再打一次？ 
A：我不會再打一次，因為這是他個人自由。 
Q：那還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挫折的第二項個人經驗？ 
A：我認為剛剛講的是我最挫折的，其他其實都還好，沒有遇到什麼特別困難的，
還沒有遇到特別重大的挫折，或是特別重大的成就，大概就這樣。 

Q：你有想過被掛電話的原因嗎？ 
A：我認為因素都不在我們，是在他們。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開場白唸完，他電
話就掛上了，或是說遇到那種請問你年齡大概幾歲，都已經到問卷的尾巴了，

可能問到年齡，他就掛電話了，或是說問到比較敏感的政黨的題目，他就掛

電話，所以我認為就大概這幾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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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遇到在開場白就被掛電話，你剛剛說的這三種比如說開場白被掛、講到
年齡的時候被掛、或是政黨的問題時被掛，在你遇到這種狀況時，你怎麼處

理？  
A：我都一樣啊，因為我認為他不想接受訪問，我們也就不要勉強他，我也不會
再回撥了。 

Q：那你這通電話是成功的、還是不成功的？ 
A：是不成功的。 
Q：你會放棄這種電話嗎？ 
A：對，都一樣，都直接放棄。 
Q：你被掛電話的這個時候，你會尋求別人的協助嗎？ 
A：沒有，因為我都自己解決，解決方法是就是直接跳下一通。因為我認為他不
想接受訪問，我個人沒有必要一直勉強他，因為他不想接受訪問也是那種研

究選項的一種表達方式吧。 
Q：如果今天你要應徵訪員，你怎麼知道他是否具備你要的條件呢？ 
A：其實可以設計一些問題啊，或者說他以前過去的資歷啊，他以前求學的那些
過程，就是他過去成長的環境，我認為這是大概可以知道，或是面試的時候

問他一些比較奇怪的問題。然後看他的談吐、看他的一些行為舉止，我認為

這些大概都可以猜到。我認為找工作是給他一個機會，我不是說給他過去打

成績，如果認為這個人還 OK，就可以給他一個機會試試看。 
Q：你剛剛有說一個好的訪員，他不能受受訪者的影響，你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請問一下你之前是不是有遇過類似的狀況？ 

A：就是說我們宜蘭都是民進黨的，然後就會講一些政治語言啊，或者是說我們
家都是民進黨的。那如果說你這樣一直被他牽著鼻子走，那你後面問題就會

說，比如到後面都會問說如果明天投票你會支持誰，那如果說訪員不夠專業

的話，就可能會直接問說如果明天投票你是不是會投給陳水扁？我認為這就

是犯了很嚴重的錯誤。 
Q：那你遇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A：我通常都是完整的把題目唸一次，雖然他們會很不耐煩的說，我剛剛就跟你
說我們全家都是民進黨的，雖然他會講一些這種很不耐煩的言詞，可是我認

為訪員最重要的還是要忠於題目的完整性，不可以說自己加油添醋，或者是

扯一堆有的沒有的。 
Q：什麼樣的樣訪問方式叫做忠於題目？ 
A：我認為照本宣科是最完整的。因為打電話的時候，你那時候可能頭腦不是那
麼清晰，那如果說你又不是照著題目這樣完整的唸下去，你可能中間插了什

麼自己都不知道，那可是對方已經被你講出去的話影響到了，所以我認為這

樣對著題目照本宣科是最好的。 
Q：如果說你遇到說我們全家都是民進黨的，你都怎麼處理？ 
A：我都照舊，沒有，我都不會說什麼，我就是這樣唸題目把整份問卷唸完，我
不會跟他聊一些政治性的東西，或是一些他比較個人情感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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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果你遇到不耐煩的狀況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A：不耐煩，就是像剛剛講的，奉承他、揶揄他，讓他覺得自己很重要，是被萬
中取一抽到的、很具代表性，然後他高興，然後通常就會接受訪問，如果我

們跟他溝通，這份問卷通常都會完成。 
Q：你通常都怎麼溝通？ 
A：因為我台語不是很好，如果那個人會講國語，我就有八、九成的信心大概這
份問卷會完成，那如果他教育水準又有一點，那本身又比較明智的話，我認

為這份問卷應該是可以完成的。 
Q：那你遇到台語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A：就盡量訪問，因為我之前都會問那些督導員那些題目的台語怎麼唸，所以就
盡量跟他柪，然後台語本身我也不是完全都不懂，只是沒有那麼流利。通常

就是如果年齡這個台語不會講，我就會說你幾歲了，就用這種繞一個彎的方

式，想盡辦法把自己內心的意思轉告給他。 
Q：你還有其他方式來處理語言的問題嗎？ 
A：語言的問題，我現在遇到最大就是台語。台語我就是跟他講就盡量柪，因為
之前都有詢問過督導那些題目的台語怎麼唸，所以說既然題目會唸了，那其

他應該都還可以。聽台語我是可以，說台語比較不行。 
Q：那你遇到那種只會說台語的受訪者你怎麼辦？ 
A：我就是盡量。因為如果我柪不下去的話，通常都是他掛我電話，不是我掛他
電話。所以說如果能盡量柪就柪，我是採取這樣的方式。 

Q：那你有在日常生活中去學台語？ 
A：有，我現在常常看那種比較本土性的政論節目。像什麼汪笨湖那些，因為馬
英九他也是說看這些節目來訓練台語，所以我通常在做民調之前，都會先熟

悉一下那個台語的聽或說的方式，然後在做之前我一定會把題目的台語表達

先問一下督導，讓督導教一下我那個題目怎麼表達。 
Q：那你覺得在你看過這些台語的節目以後，對你的訪談有幫助嗎？ 
A：我覺得太專業的當然不會講，就是日常生活比較夠跟他柪，就是講一些家常
話可以，那好比說研究題目是研究政黨傾向，那我可能就沒辦法說講太多太

專業性的台語，或者是說一些不是那麼家常的台語，那我可能就講不太出來。 
Q：還有沒有什麼要再補充的？ 
A：我認為很多事情只要認真、負責，然後專業知識具備一些，可能不需要什麼
事情都做到面面俱到，因為其實每個人的潛力是可以被激發出來的。 

Q：你講的業績是指什麼？ 
A：就是像我們做那個電訪的時候，他的電腦螢幕都會說某某某現在幾通是最高
的，可能就是激勵我們大家就是說趕快多做幾份問卷，讓這個整個研究能夠

徹底執行下去。 
Q：你是說完成數？ 
A：對，完成數。 
Q：你看到這樣子的激勵的話的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你的想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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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的想法，如果是說我只差一點點，那代表我還可以。如果說差很多通，那
我可能就真的要加油一點。 

Q：那你會怎麼做？ 
A：我如果差很多通，可能我唸的題目速度會快一點，然後或者是說柪就盡量柪，
竭盡所能跟那個受訪者柪下去，想盡辦法完成每一通。如果說差很多的話我

會這樣做，如果說只差一點點那代表我其實是跟的上這樣的速度，只是他比

我多一點點而已，所以我還是會照原來的速度做下去。 
Q：為什麼？ 
A：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都要爭第一，第一名那個完成數的話，那可能這份問卷
就不是那麼精緻了。除非說自己差太多，那可能就是你之前個人的因素、向

太墮落啊，所以想要迎頭趕上，我認為這是兩種不同的心態。 
Q：你認為怎麼樣的問卷是比較精緻的？  
A：精緻的問卷？我剛剛好像沒有說精緻？ 
Q：你剛剛說如果大家都要爭第一，第一名那個完成數的話，那可能這份問卷就
不是那麼精緻了。 

A：可能我當時想表達的就不是那麼的準確，應該不是說精緻，應該是準確。因
為你可能就會欲速則不達，你可能就只是想要湊那個完成數，或是你可能有

些題目就漏掉他的意思啊，然後對方可能也感覺到你講話速度變快，然後就

隨便敷衍你一堆答案，我覺得這可能就會喪失他的準確性。 
Q：如果你遇到那個受訪者敷衍你的時候，你怎麼辦？ 
A：就像剛剛講的，我不會理他。對，如果他敷衍我，他想敷衍我那是他的自由，
那是他回答的一種方式。 

Q：那你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或說什麼話嗎？ 
A：沒有。 
Q：那你當時心裡的想法是什麼？ 
A：心裡的想法就是沒有多想，如果他一直說普通、普通或是沒意見，我就不會
理他，繼續做下去。 

Q：你把這份問卷完成之後，你心情如何？ 
A：如果他都是敷衍的話，我可能沒有多大感覺，就覺得完成了就是完成了，就
沒有抱持著特別感恩那種心態。 

Q：什麼樣的問卷是準確呢？ 
A：準確的定義就是，因為我之前聽說如果一份問卷勾的都是普通或者是勾的都
是同一個答案，這可能就是人家在敷衍你或是說他是亂回答的這樣。那如果

說他每一題都最起碼有一個差異的話，其實可以感覺的出來，就是不會太隨

便的話，我認為這是比較精確的。 
Q：不會太隨便是什麼意思？ 
A：隨便的意思就是好比二十個問題都是同一個答案，就只是年齡不同或者是職
業方面不同而已。就是可能你對某某人的滿意度怎樣？可以。你對× ×黨的滿
意度怎樣？可以。可以、可以，一路可以下來，我認為這應該是他在亂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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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打電話的時候有遇過拒答的問題嗎？ 
A：有啊。 
Q：那你怎麼處理？ 
A：就像剛剛我講的，如果能柪就盡量柪，不能柪就讓他拒答。因為我剛剛之前
已經有柪過了，然後如果他真的不想答，可能也不要干擾別人的言論自由，

所以我就不會再理他。 
Q：那你有沒有跟別人聊過訪問時遇到的問題？ 
A：我有跟同學這樣講過，可是我覺得其實我都還在誤差內，不是說誤差，就是
沒有差別人很多，所以我認為我到目前為止應該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Q：這是誰對你的看法嗎？ 
A：不是，因為通常同儕之間也不會討論到民調的事情。 
Q：那你有跟督導或是研究員聊過嗎？ 
A：都沒有。 
Q：那你參加民調這麼久，你有沒有跟誰合作過讓你覺得印象很深刻的？ 
A：其實我資歷算滿淺的，每一份合作其實心態都沒有很大的差別，可能就是對
問卷的興趣吧。因為我對政黨的問卷比較有興趣，那像說跟誰合作比較好啊，

或者是怎樣，我認為到現在以我這種資淺的經歷，是沒有這種感覺的。 
Q：那你是因為對問卷有興趣才會去工作的嗎？ 
A：沒有我幾乎只要我有空我都會去做，只是如果問卷的題目是我有興趣的，可
能鬥志就比較高昂。 

Q：你鬥志最高昂的一次是什麼時候？ 
A：就是類似總統大選的那些問題。因為我個人也滿想知道宜蘭縣的政治型態怎
麼走，然後研究出來的結果老師上課的時候也會跟我們分享，我認為這是我

滿喜歡知道的。像平常問卷什麼保險啊、生活月刊，我認為那些可能平常我

沒有在接觸，所以可能就只是來賺錢的，或是來訓練自己的，就不是說抱持

著一種想要知道研究結果，然後想要看看整個社會型態的發展。 
Q：賺錢對你來民調工作與否的影響很大嗎？ 
A：我認為學生就賺一點零用錢能購買什麼，就花在娛樂性的吧！因為如果本身
娛樂比較多的話，我認為應該要自己去生財，而不是說跟父母拿錢，因為都

二十歲了，不能萬事都跟父母要吧。一方面學經驗，一方面讓自己也手頭比

較充裕一點。 
Q：那你剛剛說這個可以訓練自己可以舉例說明嗎？ 
A：第一個就台語比較進步嘛，然後就是跟人家講電話不會畏畏縮縮的，嗯嗯啊 
啊的一大堆，我認為這兩方面是可以繼續再增加的。 

Q：那你覺得不畏縮對一個訪員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嗎？ 
A：我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為之前我同學跟我說他不能忍受被人掛電話的那種感
覺，所以我覺得做這種工作可以讓自己臉皮變厚，可以嘗試到被人家拒絕，

或是跟人家怎麼溝通，我認為這也是滿重要的。 
Q：他有沒有跟你說被人家掛電話的心情或是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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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沒有，因為我們同儕之間就幾乎沒有聊到民調的事情，就只是可能做完了，
在回去的路途中講到一、兩句而已。 

Q：你可以忍受被掛電話嗎？ 

A：我剛開始心裡也是怪怪，可是到現在，掛電話我認為對我心情不會有太大的
挫折感，因為他掛電話也是他表達自己的方式和一種自由。 

Q：是誰告訴你的？ 
A：沒有，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的心理建設，是自己訓練出來的結果。 
Q：這是你剛剛所說的訓練嗎？ 
A：對。 
Q：那你說的學經驗，可以學到什麼樣的經驗？可以詳細說明嗎？ 
A：就是我們都還沒出社會，還沒找到一份真的專業性比較高的工作，學這個可
以大概知道民調這個大概題目是怎麼設計的，然後大概都是幫誰做的，或是

他做出來後續的成果，雖然我還沒有接觸到，可是後續的結果我相信也是很

重要的。因為民調大概也有統計的一方面，統計不管是在哪一個行業，其實

都相當相當的重要。所以我認為在學校工作是可以幫助你以後找到正式工作

的一個踏腳石吧！ 
Q：還有沒有要補充的？ 
A：沒有。 
Q：謝謝。 
 
 
 
 
十一、電話訪問員（十一） 
Q：請問什麼是你在民調中心的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 
A：是完整的把民調題目唸出來，然後讓受訪者知道我所要問的以及我所想要知
道的，然後讓他們接受我的訪問，然後不去影響他人的想法，然後完整的做

完一個訪問。 
Q：那你在民調的主要的工作是做什麼？ 
A：是電訪員。 
Q：那你在擔任電訪員的時候，還有沒有其他的工作內容，或是任務？ 
A：要讓對方清楚我要問什麼，然後就這樣，這應該是最主要。 
Q：你認為一個好的訪員哦，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會有什麼樣的特質、個性或行
為？你認為一個好的訪員是什麼樣子？ 

A：口齒清晰算吧，然後講話不會結巴，然後語言也要流俐通暢，然後在受到訪
問者的建議，訪問者有疑問的時候能完整的表現出來，然後完整的回答出，

然後又可以在不影響受訪者的想法之下，清楚的明白自己的訪問內容。 
Q：可以舉一個例子嗎？ 
A：就據我所知道的，然後不去改變原本的意思，用受訪者能夠最瞭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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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程度，然後來跟他們解釋這樣。 
Q：你通常都怎麼做？ 
A：我通常都就我知道的，慢慢的，慢慢的再唸一遍題目，如果真的再不懂，再
據我所知的去解釋。 

Q：你都會怎麼解釋？ 
A：比如說專業名詞就把他弄口語化一點，不然再不行就請督導。然後工作上表
現的特質就是，不可以對受訪者有任何情? 上的、語言嚴厲的言詞吧。對就

有的受訪者會不耐煩，或者是覺得無所謂，就是還是要用平靜的心去面對。 
Q：在你訪問的過程中，你有實際發生過受訪者不清楚你的意思，然後你把題目
慢慢唸，他還是不懂的時候嗎？ 

A：有，就年紀比我的大啊，還是教育程度比較底一點的，或者是當問到的題目
有一點，不管有沒有牽涉到政治，或可能受訪者本身覺得帶有政治的色彩，

然後會去反而來評論你的題目這樣子，然後針對你的解釋挑你的語病。 
Q：那你都怎麼辦？ 
A：真的不行就請督導，不然就，還是請督導。 
Q：那你有實際上，有發生過到說沒辦法解釋，請督導來做說明的時候嗎？ 
A：有。 
Q：你都怎麼告訴督導這個問題，然後他怎麼解決？ 
A：就把專業名詞，或者是有問題的地方跟督導講，然後督導用他所知道口語化
的方式告訴我，然後我再告訴受訪者。 

Q：那之後這個狀況有減少嗎？ 
A：有，有比較少。因為同一樣東西不可能再一直解釋，而且也不可能有那麼多
時間再去請督導來。 

Q：你當時的心情是怎麼樣，你當時在想什麼？ 
A：當時的心情是怎樣？我會比較不耐煩，當然會比較不耐煩啦。可是既然是訪
問，我是電話訪問的人員的話，就不可以有這種想法，所以還是要心平氣和，

慢慢的解釋，然後想辦法訪問。 
Q：受訪者有時候會有一些情? 、語言或是言詞，讓你聽起來對方是不耐煩的或

是無所謂的，當時你會怎麼處理？ 
A：還是一樣，用一個電話訪問人員的心態去面對。因為他已經情? 在不好了，

我們不可以再用很不好的情? 跟他商量。而且，最主要是我今天還是一個電

話訪問人員，不可以對受訪問者有這種行為或什麼。 
Q：那你有遇過這樣子的問題嗎？ 
A：有。 
Q：那你跟他說了什麼，然後他怎麼回答？ 
A：這可以講嗎？ 
Q：可以啊。 
A：用台灣國罵，罵我，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先生。 
Q：那他會掛你電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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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會，然後再打，還是會再打。 
Q：那他用國罵罵你的時候，你的心情呢？ 
A：有幾次想罵回去，因為我態度一直都很好啊，而且，我講這種，就當一個電
訪員不會有那種情? 上的反應出現，所以雖然很激動還是要忍住啊。 

Q：訪員在工作上要有什麼特質呢？ 
A：要有耐心，因為要坐很久，我們都坐四個小時，那還好，可是有人坐八個小
時的。那很累，其實一直接電話、打電話一直講話也很累。而且，有時候會

遇到那種國、台語都跟你講的這種也很麻煩的。 
Q：那遇到國、台語輪流說這種狀況你怎麼辦？ 
A：我處理的過來啊，我國、台語都會，就還是一樣啊。如果他聽得懂國語，我
就盡量講國語，如果題目是用台語比較好解釋的話，那就全部講台語這樣。 
然後就如果他想聊天，有的接受訪問的人，就會不小心跟你聊啊，也不是聊，

他會一直跟你講，然後你要有耐心聽完，你要嗯嗯啊啊這樣聽完。 
Q：那你遇到這樣的問題你怎麼辦？ 
A：還是要聽吧，就聽完。然後聽完了一題就問下一題這樣。 
Q：這樣的拒訪會高嗎？ 
A：不會，可是政治色彩會，通常遇到政治色彩都滿難問的，對方會跟你抱怨政
治上的問題就是了。 

Q：那個你擔任訪員的這段時間，有沒有讓你印象很深、很成功的一些經驗？ 
A：就有遇到那種很明事理的，然後學歷也很高的一個婦人，然後我跟她講，她
一開始以為我們是政黨的，政黨做的電話訪問，然後，我跟她解釋之後，她

也很理性的相信我，然後很成功、很快速的讓我訪問完這樣子，然後也不帶

任何批評、評論這樣。就清楚我的來意之後就接受訪問，讓我覺得很成功。 
Q：那時候他有跟你說過什麼話嗎？ 
A：因為一般，不能說一般，因為我也不知道。就是那種政治色彩濃厚的，就會
嫌東嫌西，會嫌你問的題目。可是她也沒問，然後我講清我的來意，以及我

是以學生的身份去當電訪員，然後跟她講清楚問題的內容之後，然後也很理

性、也很相信、也很平和，就接受完我的訪問。 
Q：那時候你有跟她說什麼嗎？ 
A：沒有，電訪員就是訪問者不是不能夠對受訪者講什麼，不能影響他人不是嗎？ 
Q：那你在訪問這個人的過程中，你心情怎麼樣，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A：我覺得很輕鬆，然後會覺得遇到這種人的機會不多，真的不多，然後我覺得
很開心啊。對啊！就這樣。 

Q：還有嗎？ 
A：印象很深就是遇到那種，就是可能年紀也不大吧！然後就覺得這種訪問很麻
煩，然後就很快讓我問完，然後也真的很認真的回答完。 

Q：你怎麼知道他認真啊？ 
A：因為他每一題都思考一下下這樣子，然後還會問我選項有什麼，重複問一次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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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問到這樣的人之後，你的心情怎樣，會想什麼？ 
A：就覺得她應該很忙吧！對啊，然後會覺得配合度很高啊。 
Q：你為什麼會覺得她忙呢？ 
A：因為她很急著要掛電話，就會覺得她很急著要走，但又很想把題目聽完，還
是完整訪問完這樣。遇到這種反正會讓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遇到高學歷的啊，

不然就是會很平和讓你講，然後回答你，都會讓我覺得印象很深刻。其實還

滿多的，然後會讓自己比較有信心一點，然後也比較不會怕，畢竟跟陌生人

講電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Q：那你擔任訪員的期間啊，有沒有讓你覺得很挫敗的經驗？ 
A：有，有一個人用國罵罵我，我打第一次也罵我，再打，還是罵我，然後再打
就換人接了。真很倒楣。 

Q：為什麼要重複打到三次？ 
A：因為督導說，只要沒有什麼外力因素都要訪問完，進去訪問之前督導說的。 
Q：督導還有說什麼嗎？ 
A：就前面講過，不能影響作答，然後國、台語要流俐。 
Q：那當他用這個罵你的時候，你心情怎麼樣？你當時有什麼想法？ 
A：很差，後來換人接就有成功啦。他可能也覺得不耐煩，然後不來聽，他大概
怕我一直打吧！對啊，然後就還是要問完。 

Q：那你那時候的想法是怎麼樣？ 
A：還是沒什麼想法，因為是個陌生人啊，他也不認識我，我也不認識他。我的 
職責已經盡了就好了。 

Q：職責？你講到職責，你覺得訪員的職責是什麼？ 
A：是完整的把問題問完，對啊就這樣，這應該是最主要的。 
Q：那如果你說這是最主要的，那還有次要的嗎？ 
A：當然還是有啦，你的國、台語啊，或者是你對一些比較專業的東西解釋，或
是遇到問題你處理的方式。 

Q：處理方式是什麼，可以舉例一下嗎？ 
A：比如說人家罵你啊，你要用什麼心態啊，或者接下來你要用什麼心情面對啊。 
Q：那你通常都是會用什麼樣的心態呢？ 
A：你說被罵嗎？ 
Q：你剛說你覺得需要處理啊，處理的事情可以舉例嗎？ 
A：還是深呼吸，世界多麻吉，下一通會更好。不然呢？ 
Q：你還要理處一些什麼事？ 
A：比如說選項不完整，然後就要記起來啊，然後忽然他講一個選項出來，突然
找不到，對啊就這樣。然後再印象比較深的就是，就是有講到一半，大人講

到一半，然後叫小孩子來講的，然後一直跟那小孩子講，小孩子就很嚕啊，

然後覺得，就是你問什麼，他也答不出來啊，然後就叫媽媽叫爸爸的。 
Q：那像這種訪問到一半的狀況多嗎？ 
A：其實很多，其實要看題目啦，有的題目很長人家就不耐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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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題目長不耐煩是指誰？ 
A：就是題目很多受訪者不耐煩，對啊，會很不耐煩。 
Q：那會完成嗎？ 
A：如果能完成的，還是要完成啊，就訪問到一半掛掉就是再打啊，然後反正一
直到他放棄為止。例如說，電話就不掛了，就放旁邊也有遇到啊。 

Q：大人講到一半換小孩子來訪問，那這時候你的做法是什麼？ 
A：還是請，還是叫他請家裡的大人或者是附和這個人。 
Q：如果說大人不願意來呢？ 
A：如果真的沒辦法就問，就先去問督導啊，然後，看督導要怎麼處理，督導如
果說要繼續問的話，還是要繼續跟他問，那督導說可以放棄就再打下一通。 

Q：如果你那時候請他拜託他的父母回來，他父母如果真的也來了，那你怎麼處
理？ 

A：如果真的不行的話，還是要重頭唸，然後再做一次，因為不同人，遇到這種
就是他們比較麻煩而已，我們本身不會麻煩，因為就把題目完整的唸完。 

Q：那當時他為什麼會突然叫別的小朋友來呢？ 
A：也沒有說什麼，就突然覺得麻煩就叫小朋友來。 
Q：那你那時候的感覺的是什麼？ 
A：會覺得我還滿認真的啊，對啊，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Q：那你的想法怎樣？ 
A：還是要努力的去問再訪者。 
Q：什麼時候你會這樣想？ 
A：我會一直這樣想，這樣也比較快樂一點，反正不管，因為通常電訪都不會管
電訪員成功幾通啊，都是會管你問的方式啊，或是你的內容啊，或是你講什

麼話。其實我不會去講什麼話，我會盡責把我能做的做完，不管成功與否已

經盡力，成功的通數又不在我的控制內。 
Q：你有遇過拒訪的經驗嗎？ 
A：有。 
Q：你遇到拒訪的時候通常都會怎麼處理？ 
A：如果真的他都講了就要相信他，他說他有事在忙，然後我跟他約個時間，如
果也不能約時間那就換下一通啊，如果可以約時間，那時間到再打。 

Q：他們通常都會是什麼原因拒訪？ 
A：我要看電視啊、或者是要出門啊、要吃飯啊、小孩子在打架啊。 
Q：那如果說今天那個受訪者跟你說我要看電視，你會怎麼跟他講？  
A：我會跟他講說我們這題目不長，然後幾分鐘就可以做完，請他接受我的訪問，
然後再去看，不會擔誤太多時間，成功的機率還滿大的。 

Q：那如果他說我現在很忙，你都怎麼說？ 
A：那就跟他約時間。 
Q：那如果現在是有小孩在旁邊吵？ 
A：那再跟他約時間，還是要約時間，問他的小孩子幾點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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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他會願意跟你約訪嗎？ 
A：大部份人不會，因為其實大部份的人，其實都會很閒，只是用一點理由，對
自己其實接受過這電話，所以自己知道，我也曾經接到過這樣子的電話，所

以比較知道，比較知道他的心態到底是怎麼樣。 
Q：那你有沒有遇過中途拒訪？ 
A：有，很多。 
Q：那你都怎麼處理。 
A：如果不急的就跟他說，只剩幾題啊，再幾分鐘就可以了，請他有耐心的，或
是拜託他有耐心的接受完我們的訪問這樣。 

Q：有成功嗎？ 
A：如果遇到比較，就是遇到比較客氣的還是會成功，可是遇到那種可能有時候
會打給那種類似地痞流氓之類的，就會很不耐煩。 

Q：你怎麼知道他是地痞流氓呢？ 
A：因為他在電話中就說，就會講了很多，反正就會講一堆有的沒的，然後聽了
大概知道他在幹嘛。 

Q：那時候你心情怎樣？ 
A：沒怎樣啊，就覺得反正電訪嗎，反正打去什麼人家也不知道是誰打的，他愛
講什麼就跟他講啊。 

Q：那他如果一直講，你會怎麼做？  
A：先讓他發洩完情緒，因為中途插入的話，也拒訪的機率會滿高的。 
Q：那你有沒有因為他中途拒訪，電話掛了以後，你又打去然後成功了。 
A：有還是有。 
Q：那你都怎麼做，你可以舉個例子嗎？ 
A：比如說，他接下來都跟你說，我很忙、很忙幹嘛要打，還是要跟他說，還是
要說服他說，我們的題目沒有色彩啊，或者是不會對什麼造成影響啊，不會

有危險啊，然後態度要再好一點啊，然後慢慢的問，就想辦法啊，就像剛剛

那樣子說，說服他。 
Q：你通常都會用什麼方式來說服別人？ 
A：比如說可能聽得懂國語，然後他其實是講台語，那在問句中就用台語跟他講
比較親切一點，或者是就用一些比較有，不能說粗淺，比較通俗的語言或者

是態度來再跟他解釋這樣。 
Q：你可以說明一下嗎？或很舉例你講的什麼話叫做通俗的語言。 
A：譬如說，對方可能是中年男子啊，然後他講台語，可是他就聽得懂國語，那
就會用國語問他，因為這樣，問題目會比較清楚。那如果他掛掉，那就打電

話跟他講，先生不好意思，我們這裡怎樣用台語說明，然後會讓他覺得比較

親切一點，台灣人都這樣。就用台語，然後用比較通俗的，不要讓他覺得文

鄒鄒的，因為那些題目都文鄒鄒的啊。 
Q：還有沒有？ 
A：像你上面那個第一題，自我紹介一下身份，訪問的目的和動機(台語)，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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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文鄒鄒啊。 
Q：通俗的態度又是指什麼態度呢？ 
A：那就當然不能說，先生不好意思，我們這裡怎樣怎樣，我們要替你做訪問怎
樣怎樣，當然不能這樣子。要很和氣，先生不好意思哦，也不能說是欺騙，

可是要虛偽一點倒是真的，不能用情? 去讓受訪問者覺得你已經在不滿了，

就是還是要讓他覺得你其實也是很有心把題目做完。 
Q：所以你指的虛偽，你是指你自己很虛偽？ 
A：就要讓自己變得虛偽，不要覺得自己虛偽，就算再不爽也要盡力的完成。 
Q：你指的虛偽是指什麼？ 
A：不能洩露你的情? 這樣，這樣子的行為叫虛偽。 
Q：你指因為他掛你電話，你再打過去，你那時候情?已經不好了，但是你又必
須很虛偽的穩藏你自己的情? 不能讓對方知道？ 

A：對對對沒錯、沒錯，真聰明。 
Q：那態度呢？你可以說明一下態度嗎？或是舉例一下你覺得什麼樣的態度是好
的，什麼樣的態度會不是很好。 

A：這種東西還滿心裡的，就是不要讓自己，就有時候訪問到一半對方覺得不開
心會跟你大聲，會跟你大小聲用吼的怎樣怎樣，當然我們就不會這樣子，就

保持住自己的心情啊，然後一邊就要告訴自己，我很認真我很認真。 
Q：那你遇到這樣講話很大聲兇你，你會怎麼辦？ 
A：話筒拿遠一點還是跟他講完。 
Q：你還有過別的處理方式嗎？ 
A：就是說遇到不同的人啊，就是還有遇到，還有遇到那種很自以為的人，也不
能說自以為，他覺得說這些題目對他來講，就沒什麼或者是說浪費他的時間

這樣子，然後他明明已經在接受訪問了，然後還一邊告訴你他覺得很煩這樣，

這種也會讓人家很挫折。 
Q：當你覺得很挫折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A：先把這個部份做完，然後喘口氣。 
Q：你怎麼喘口氣？ 
A：出去洗個臉、喝個水，讓自己情? 緩和。 
Q：你通常離開的時候會多久？ 
A：大概一到三分鐘而已吧，然後努力的告訴自己我很認真。 
Q：還有沒有覺得很挫折的經驗？ 
A：還有一次很挫折是成功的電訪數很少，四個小時只成功八個，而且那次題目
也沒有很長、也沒有很多，然後只成功八通，那一天晚上拒訪還有打到那種，

不理解你在講什麼的特別多。 
Q：不理解你什麼？ 
A：就是可能打給就是有受訪資格的人，可是就是很老很老，或者是都聽不懂，
最扯就是打過那種重聽的，然後在用吼的訪問，那也會讓我覺得很挫折，可

是也沒辦法，他也不是天生要這樣子的。我也不是故意要抽到他號碼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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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所以還是努力的要把他問完對啊。 
Q：你那一天很沮喪的情緒有持續很久嗎？ 
A：沒有，因為我盡力了。然後還有一天成功很多次，可是督導說我的不算有，
因為他說我的成功的次數太不平凡了。成功的次數太多，太多了，然後很不

尋常，然後說不算，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Q：你指的不尋常是什麼意思？ 
A：跟其他的訪員比，對就成功的次數太多了，多到讓人家覺得怪。 
Q：那你自己怎麼看呢，那一次為什麼會這樣，你自己有想過嗎？ 
A：就好像有人說我講話太快了，問題目時候太快，然後沒有問得很詳細，或者
是選項沒有清楚的唸出來，然後那是我開始學電訪的時候，然後其實有點挫

折，就是要把自己的缺點補強過來就這樣。 
Q：你剛才不是說那個督導有跟你說，他說了什麼呢？ 
A：沒有，因為我那時候經驗還不夠，說不定是真的，所以我自己知道，而且我
那時候，還不是一個很盡責的電訪員。 

Q：為什麼？ 
A：因為剛開始，一開始一、兩次的電訪會讓人家覺得你講什麼可能無所謂，可
是後來你回頭想，會覺得說可能你影響到訪問的人了。 

Q：你可以舉例嗎？ 
A：還滿難舉例的，譬如說一個題目，然後我把他換句話說這樣子，然後可能意
思已經不一樣了，或者是嗯他的問題的強弱有不一樣的相關性啊，這樣會和

問卷的題目，本身會有衝突。 
Q：是誰告訴你的，還是你自己想的？ 
A：都有，一開始是督導告訴我，然後後來我也發現，也不能說發現啦，後來自
己也去想過那題目，然後自己知道，所以我才知道這樣子。 

Q：那你現在有再遇到之前類似的問題嗎？ 
A：不會，後來就不會。因為不能換句話說，然後，自己就是要去電訪之前要先
把自己不會講的專業名詞，國、台語都要先記起來，然後，這樣讓自己講得

更流俐，或者是先把不懂的地方問督導，這樣也不用麻煩督導，然後，自己

也不會慌，因為你講不出來所以會慌，可能會不經意就解釋錯了，然後就會

影響到別人。 
Q：你指的影響到別人，別人是指誰？ 
A：就是受訪者，被訪問的人。 
Q：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督導，你要應徵一個訪員進來，訪員你會期望他具備什麼
樣的條件？ 

A：當然口齒流利，口齒清晰、以及伶俐這是必要的，那然後再來就是，就是要
很有耐性，然後不曲解題目的意思，我說的不曲解，就是不會自己隨便換句

話說，或者是去影響受訪者這樣，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然後情緒，就是在

訪問的過程中，不能有情緒的，不能受情緒的浮動而影響講話的態度。我覺

得這是最重要，這些是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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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覺得他的個性呢？你會對個性有一些要求嗎？ 
A：當然不可以在電訪的時候打一通出去很久這樣子，就是打完了還是要認真。
可能我會告訴他們說，要想說我是認真的，我很認真這樣。 

Q：你覺得他需要具備什麼樣的專長？ 
A：具備什麼樣的專長，嗯應該不用吧。 
Q：還有沒有？ 
A：沒了，還有什麼可以問？ 
Q：還有沒有什麼經驗你想聊一聊？有沒有什麼經驗你想要分享一下。 
A：都沒什麼特別，因為比較特別的大概講出了。 
Q：好那我們訪問到這裡。 

 
 
 
 

十二、電話訪問員（十二） 

Q：你實際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主要就是電訪員。 
Q：你的工作任務和你的工作內容大概都是些什麼？ 
A：就是訪問啊。 
Q：還有做過別的嗎，或是接觸過別的嗎？ 
A：沒有，就是電話訪問，比較單純的電話訪問。 
Q：你認為訪員主要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是什麼？ 
A：工作任務可能就是主要就是把問卷，就是我們電訪的問卷完整的說完，做完
一份完整的問卷，然後要盡量說每個我們問的問題都要，要得到對方的答案

要比較正確，就是他的正確性滿重要的，因為未來如果他們要做統計分析的

話，比較不會有誤差。 
Q：那工作內容或是流程是什麼？ 
A：就是剛開始會先把今天要訪問的主題跟我們講，然後呢還會說可能有那些部
份需要注意的，因為可能他問題比較複雜。對，複雜的部份，就是督導他們

可能會跟我們解釋一下，解釋清楚這比較複雜的部份，然後之後就開始進行

電訪，就是在訪問前都有先做一個說明。 
Q：你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他在工作上表現出來的特質、或是行為、或是
模式，大概都是什麼樣子？ 

A：我想那個態度，態度比較重要。就是一定是要有禮貌。因為，其實就是，有
的時候你跟他的互動，比如說互動不好的話，很多人其實都會一下不好就不

願意接受訪問，所以可能要有耐心跟態度良好。就是要慢慢的誘導他繼續完

成整個問卷，因為有時候，比如說你的一些用詞或是什麼，對方覺得不好或

是怎樣，就很容易就結束掉這個訪問。所以我覺得就訪問的那種態度是滿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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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還有就是說，問問題的方式可能要比較明確一點，因為有時候你問，

有時候你可能會加一點自己的東西或什麼就模糊掉，比較模糊對方答了也很

模糊，那你就沒辦法得到比較確切的答案，或說他被你誤導了，答成錯的答

案。所以這樣下去做分析都會有一些問題，所以可能就是說態度，還有說問

答的技巧這方面，可能也要比較有專業的訓練。 
Q：還有嗎？ 
A：還有就有耐心啊，因為有時候，有時候我們去訪談的時候，電訪的時候，有
時候我們問這個問題，他可能會去講到其他的，其他的地方啊，然後，我們

可能要試著把他引導回來，可能要有耐心。因為有時候，他會講很多其他的

事情，或是說他會抱怨啊、或什麼的，可能要有耐心去聽他先講一下，然後

慢慢把他引導過來，這樣才比較容易順利完成這個訪問。 
Q：你可以舉一些事例嗎？  
A：有時候，像其實在訪問的時候，像有的人剛開始是，因為打去他可能以為我
們是詐騙集團或什麼的，所以剛開始他不太願意接受訪問，可是我可能會先

跟他說明一下，說我們是學校單位，然後就說我們跟他先解釋一下我們的身

份，還有我們做這個問卷的目的，然後並且就說有時候可以跟他再聊一些，

比如說現在的，就是這個問題的背景，讓他覺得比較放心一點。而且我們問

這個問題也不是要他繳費什麼的，就說可能跟他說明清楚這個問卷的內容，

然後大部份跟他解釋清楚以後，他大部份都願意繼續做。所以，我覺得開頭

給人家的印象非常重要，如果一剛開始沒有先詳細的紹介我們的身份，跟問

題的內容的話。可能講到一半他，或是說覺得有點不舒服什麼的，他就拒訪。 
Q：請你描述一下，在你工作的這段時間哦，讓你印象很深或是很成功的個人經
驗，印象比較深刻的？ 

A：其實就是完成一個，完成一份問卷，就是說因為這樣，我記得之前我做過一
次的訪問，就是問題題目很長，大概做那份問卷，大概快十分鐘吧，所以我

覺得能夠做完一件，就是比較長的那種問卷，能成功一份是很不容易。因為，

對方一定要有這個耐心跟你回答，所以能完成一個長、很長的問卷的，其實

是覺得滿成功的。然後挫折就是說，因為這麼長的問卷成功就覺得很高興，

但是長的東西會遇到挫折，因為我那時候，被拒訪的就是比例很高，而且很

多都是談到一半，他就不接受訪問，因為可能你都過五分鐘或幾分鐘，他沒

有耐心了，他就直接說他有事情要忙，很多都是突然講到一半，他說他有事

情要忙，說下次再訪問這樣，就把電話掛掉。 
Q：你會怎麼處理，可以舉例嗎？ 
A：如果他說他很忙他要直接掛掉的話，其實我們也沒辦法，因為他就直接就掛
掉，對我們也只能說做個記錄，做個記錄起來。然後可是下一次，打下一通

的話，可能就會在過程中的話，可能會跟他提醒一下，這個時間可能會有點

長，可能要請他耐心的回答你，就說在後面的訪問可能會，會有放一些比較

安撫的那種言詞，或是跟他提一下，等一下這個問卷可能會比較長。 
Q：那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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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結果，他像有的是會說沒關係，而且比較容易成功的就家庭主婦，因為可能
她比較有時間，通常會掛電話的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不然就是男性的。像家

庭主婦跟她這樣講的話，她都會說啊沒關係，然後完成訪問。但是如果是男

性或是年紀比較大的，通常這種跟他解釋，他還是就掛了，掛我們電話對啊。 
Q：你這樣講以後，拒訪有減少嗎？ 
A：感覺不到那個差異啦，因為那個問題很長感覺不到。不過是有比較好，因為
後來，可能因為，可能跟機率有關，那後來接的電話大部份都是家庭主婦，

所以這個很難去判斷這個是不是有改善。 
Q：你認為是什麼樣的原因而拒訪？ 
A：像有時候是因為時間太長，還有時候是問題，問題的內容。因為我記得，我
那時候訪問的是做一個有線電視台，有線頻道做那個什麼，比說收費的那個

民調。當我問到說，你們願不願意接受那種收費方式，就關於牽涉到金錢方

面，他就說他很忙，就把電話掛掉了。所以可能就是問題比較牽涉到金錢，

或是說個人利害關係的話，他可能就是不想不想理我們了，因為我有二、三

個去訪問到這個問題點的時候，他就掛掉了，因為他可能認為你是什麼要跟

他收費，所以可能想說問題是，設計是不是中性一點會比較好。因為題目很

長的話，有時候他可能，可能會懷疑是不是，我們是不是有什麼企圖，其他

的企圖就對了。 
Q：你可以舉例說明那時候的過程、經歷，然後你當時的想法，心裡的感受嗎？ 
A：因為那時候題目很長，其實就是說我是覺得說，有時候跟他做訪談的時候，
單純如果只是問問題的話，其實他不一定能回答你，他不一定願意跟你做這

麼多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就是短題目跟長題目，就是短時間跟長時間的訪

問方式可能不太一樣，短時間可能比如說十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就十個問題

就這樣跟他講完，就問完就結束了。可是如果要花滿長的時間的話，我覺得

可能有一些互動跟情感因素要在裡面，因為他才可能真的花那麼長的時間跟

你做回答。所以有時候，比如說這個問題，有些問題的話，不完全只是要得

到他是或不是的答案。有時候可以聽聽他其他的意見跟想法。所以就是讓他

有一些，表達意見的機會的話，其實他都很願意繼續做後面的回答。那如果

是純單你回答是或不是，如果很長的話，他可能就不願意做這個，花這麼多

時間跟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或是說你也花很多時間去告訴他為什麼這麼做。

然後我覺得這種互動不錯，因為有時候我們可以聽到他們對這個議題，或是

這個主題，他們提出他們不同的看法，可能是我們問卷之外的答案。然後，

我覺得也是一種收獲。 
Q：對誰的收獲？ 
A：像對我個人啊、對他，或是說對設計，就是這個設計問卷的這個人，因為有
時候，我們問卷畢竟他有他的局限性。那接受到不同意見，我們也可以把他

記錄起來，其實也可以做為一個參考的價值。 
Q：那你反應給誰或是說告訴誰？ 
A：像如果是，因為我們的表格是制式，那如果有其他意見的話，我會把他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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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那如果是沒有的話，我並沒反應，那如果可以有記錄的地方的話，我都

會把他記錄起來。 
Q：那你在跟他談，問他這個問題的時候，你當時的想法是什麼？ 
A：當時的想法，其實我也是滿想多了解一下他們的想法。就是說因為，其實他
們大部份都是說，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問的問題大概跟生活比較有關，而且

也是以宜蘭，宜蘭地區為主，所以我想說要了解一下其他人的想法。 
Q：你有試著要把他拉回主題嗎？ 
A：有，因為可能就是因為，其實訪談的時間也是也不可以說拉太長，但是就是
說可能會讓他表達一下意見。然後之後把他拉回主題，比如說，再把題目再

重新問一遍，我可能再把題目重新一遍，就說你覺得是那個，那一個你覺得

比較合適的選項。他回答以後，就繼續再問下一個問題，所以我可能會再重

覆問一次問題。 

Q：那你在問完這一份問卷之後，你的感覺怎樣？心情如何？ 
A：其實是覺得是個挑戰，就是說也是滿高興的，因為就說在過程中會滿累的，
而且因為畢竟會，就說如果長問題的話，會遇到比較多的挫折，對啊，但是

是說，其實抱著那種當做學習的心態是不錯的。 
Q：那你喜歡這種感覺嗎？ 
A：是還不錯，因為就說有時候跟人家聊聊天啊，就當作以聊天的心情去做，可
能是還不錯。 

Q：你是因為喜歡這個工作所以才來嗎？ 
A：嗯我是想是接觸一下這一份工作。因為以前是覺得，因為以前沒有嚐試過這
種民調的工作，然後想去體驗一下。 

Q：這是什麼樣的動機，讓你想要去接觸這份工作？ 
A：因為其實有時候在家裡會接到，接到人家的那個電訪或什麼，然後其實也想
了解一下他們的作業方式啊，然後而且從那個電訪當中也可以聽到社會各階

層的一些心聲啦。所以說，這是一種觀察社會一個很好的方式，因為我們平

常也不可能隨便打電話去問人家說，你對這個看法怎麼樣。但是這個民調就

是說有一個正當的一點，讓我們打電話去問問看，所以我覺得做這個還滿好

玩的。 
Q：你說你的拒訪有時候比例還算滿高的？ 
A：對。 
Q：那那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 
A：就是可能會想說調整一下自己的那種用語，因為就是拒訪率高，所以就會想
說下一次不要讓人家拒訪。所以想說調整自己的語氣啊或是用詞，希望說下

一次啊訪談能夠成功，因為拒訪，如果一開始拒訪的話就算了，在中間被拒

訪，被突然被? 掉的話，就覺得很可惜啊，就是說已經做到一半的問卷，就

這樣結束問卷，很可惜。所以拒訪時候，會想說需要調整一下，調整一下語

氣用詞，就希望下一份能夠成功就對了。 
Q：被拒訪的狀況你有對誰提出什麼，或是跟誰講什麼、做什麼樣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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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還沒還沒有。 
Q：那像直接的拒訪和中途的拒訪，這對你有什麼樣的影響？ 
A：就像剛才說，如果直接拒訪的話我覺得還好，因為他當然一開始就跟你講他
很忙，說不定他真的很忙，所以心理上比較覺得還好，那中途拒訪的時候，

你跟他聊了一陣子，你有訪問過他了，就是說有一個交流互動，可是他中間

突然? 掉了，可能一來說不定他是真的很忙，但是也有可能會覺得說他不相

信我，就是有那種被懷疑或是質疑的那種感覺，所以被中途拒訪的那種感受

會比較差一點。 
Q：那你的心情怎樣？ 
A：就是會有點失落，就覺得他好像不信任我們。所以說，因為剛開始他可能是
相信我們才接受訪問，可是突然中間他可能就覺得我們語氣上，或說有什麼

他覺得說，他沒辦法信任我們，所以他才會中途拒訪，直接中途拒訪的會特

別影響到心情。 
Q：你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呢，有什麼做法？ 
A：下一通的話，其實就是說會在前面再多做一些說明，然後讓他更了解我們這
個，這個活動的一個承辦單位，或是說這個議題的內容是什麼，然後在問到

比較就是被拒訪的那個點的話，會更小心一點。比如說在用字上會比較，比

較盡量避開一些厲害關係，而且會以比較輕鬆的態度去，想辦法用輕鬆的態

度去問這個問題，或是比較敏感的一些問題，因為通常比較敏感的問題他們

都不想回答。 
Q：那如果你一直被掛、被拒訪之後你怎麼辦，你的心情是怎麼樣？ 
A：如果是一直被拒訪，我可能會休息一下，可能去喝口水，或是去問問看比較
有經驗的人，看有什麼方式，可以減少被拒訪的次數。 

Q：那你都問誰，或是跟誰談？ 
A：如果到時候，或是遇到這種情形可能就問督導，我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
下喝口水，休息一下就繼續再問。 

Q：之後狀況有比較好嗎？ 
A：我是覺得情緒比較好，所以可能我是覺得說，在訪問的時候，可能自己要安
排一些，比如說訪問完幾個人以後，自己休息一下，讓心情沈澱一下，或說

讓自己先輕鬆一下，然後再去做，如果說一直做的話，可能情緒壓力會比較

大一點，這樣效果不一定，可能不一定會好，因為這種電話訪問就直接聽到

你的聲音。所以，我們的聲音跟情緒就整個精神狀態，可能要比較穩定的狀

態，會給對方比較大的那種信賴的感覺。 
Q：你覺得對方對你產生信賴感是從聲音來的嗎？ 
A：我覺得聲音會有影響，對。 
Q：你為什麼會認為聲音是一種信賴的？ 
A：我想因為聲音可能就是，因為我們電訪，他直接接觸就是我們的聲音，我想
應該是說他看不到我們，大概就是由聲音來感覺，如果是我們的語氣是很急

促，或是說聲音很高，或是很高或低這樣，那他情緒可能會比較緊張，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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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比較會有波動這樣。因為如果要做比較長的問卷，我可能要讓他覺得比

較平穩，情緒上他會比較平穩，比較能夠靜下來好好的回答我們的問題。所

以我覺得我們可能就不能用，比較尖銳的聲音啊，或是說速度很快啊，這樣

霹靂啪啦的唸，唸一大堆。那他那時候題目可能還聽不清楚，你叫他做回答

他也沒辦法。所以我覺得比較平穩，然後節奏不要太快。因為我們可能聲音

要比較清楚，發音要比較明確，所以我覺得那節奏，還有那個聲音的平穩度

滿重要的，因為我們靠也只能靠聲音。對啊，所以我覺得聲音是滿重要的一

個因素。 
Q：還有什麼經驗你可以談一下嗎？ 
A：還有就是我覺得因為在接電話的話，因為我們電訪的時間都是晚上，其實不
一定啦，有時候可能要撘配一下語言啊，比如說講台語啊什麼的，會比較有

親切感。就是說因為一般我們以國語，但是說有時候，用台語或是什麼他比

較會有親切感，有時候我覺得像台語這種語言，應該要具備的，因為我們電

訪很多都是，很多講台語的。 
Q：你有實際上遇到過因為你講台語，所以他比較願意接受訪問的狀況嗎？ 
A：有，有的是直接就是講台語啦，所以你就一定要講台語啊。 
Q：如果要應徵一些訪員，你期望他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A：我想應該是他面對人群的反應是滿重要的，就是因為其實你，電訪就是直接
面對群眾，雖然你們不是面對面，可是你是以電話直接面對群眾，可能他必

需要有能夠很快取得陌生人信賴的那種能力，就一般可能就是我們講的那種

溝通能力，溝通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為如果他沒辦法跟人家溝通的話，他很

難去完成，因為有時候你只是問題目，因為中間一定會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意外或是什麼的，你要如何去處理，或是說你要如何跟他溝通解釋讓他了解，

我覺得這滿要的，因為有時候你溝通不良他就是拒訪，或是說就掛掉電話。

所以這種隨機應變的這種溝通能力，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對，如果他沒有辦

法溝通良好的話，他這個問卷很難做完，所以我覺得溝通技巧滿重要的。然

後還有就是說，我是覺得思考邏輯也是要不錯，因為有時候你，如果你不能，

如果你這個問卷，你沒有了解到他的那個，他到底要問那些問題的話，有時

候你自己也可能沒辦法，就沒辦法要到很確切的答案，因為你自己可能連題

目在問什麼你也不太清楚。也可能你可能單純看字面的話，反而自己看錯的

話，其實受訪者他也就會，他回答的給你的答案也是錯的，所以我覺得可能

對問題的理解力啊，理解力這方面可能也要有，因為有時候是你，我們對問

卷的問題，還有或者是說他給我們的答案，我覺得這個理解力需要具備，就

是對語言或是文字上的理解力需要具備。 
Q：還有嗎？ 
A：還有就是耐心，這耐心是滿重要的。比如說有時，耐心當然，比如說你要做
完一個完整的問卷，還有不然就是說，有時候你被拒訪，你可能要繼續撐下

去，因為這個畢竟是電訪員的工作，其實現在來講不是很好做，因為現在人

就是比較會有那種警誡的心，因為最近這種詐騙的可能比較多，所以你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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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你必須要有能夠承受那種壓力，然後能夠有那種堅持下去的那種耐心

和毅力。 
Q：還有嗎？ 
A：那大概就這些。 
Q：那他的基本個性是什麼樣子？ 
A：我想基本個性應該是穩定啦，就大概是穩定。就是因為我們只是在問個問題，
就是做一份問卷，然後就是不必說牽涉到個人情緒或是什麼的，就盡量避免

個人情緒或個人主觀意識，就穩定比較好，客觀穩定那種個性會比較適合。 
Q：還有嗎？ 
A：嗯沒了，那大概就是這些了。 
Q：還有沒有什麼經驗要談？ 
A：沒有，就大概差不多了。 
Q：好，那就這樣，謝謝。 

 
 
 
 
 
 
 
 
 
 
 
 
 
 
 
 
 
 
 
 
 
 
 
 

附錄三：深度訪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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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家學者深度訪談計畫〈約訪〉 

 

「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深度訪談計畫 

 
一、研究介紹： 
本研究重點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因電話訪問員的流動率相當高，而以

電話訪問為調查方法的問卷結果，又極需倚賴電話訪問員的蒐集，故其訪問過程

的流暢與否，所蒐集問卷結果的可信度如何，不可諱言是具人為影響的，故一位

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須具備何種核心才能，就成為學生此次的研究重點。 

 
二、訪問主題： 
電話訪問員的工作內容、特色及方式，和成為電話訪問員的基本條件、人格

特質等。 

 
三、訪問形式： 
面訪，時間約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需要全程錄音。 

 
四、訪問人：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管理學所  鄭嘉琦      聯絡電話   
    e-mail：             傳真              手機  

 
五、預計訪問對象： 
督導員、研究助理、研究員、行政專員、民調中心主任及副主任，或具民調

相關經驗之教師等，共八位。 

 
六、訪問主題： 
１．電話訪問員的工作任務、內容和職責的介紹與說明。 
２．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上的特質，也就是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

作上所需要的特質為何。 
３．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的個人經驗，如二至三項最成功及

最挫折的經驗。 
 
 
 

二、電話訪問員深度訪談計畫〈約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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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深度訪談計畫 

 
一、研究介紹： 
本研究重點為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因電話訪問員的流動率相當高，而以

電話訪問為調查方法的問卷結果，又極需倚賴電話訪問員的蒐集，故其訪問過程

的流暢與否，所蒐集問卷結果的可信度如何，不可諱言是具有人為的影響，故一

位優秀的電話訪問員須具備何種核心才能，就成為本研究的重點。 

 
二、訪問主題： 
電話訪問員的工作內容、特色及方式，和成為電話訪問員的基本條件、人格

特質等。 

 
三、訪問形式： 
面訪，時間約半小時到四十五分種，需要全程錄音。 

 
四、訪問人：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管理學所  鄭嘉琦          聯絡電話   
    e-mail：                   傳真            手機  

 
五、預計訪問對象： 
表現優秀的電話訪問員六位，表現一般的電話訪問員四位，共十位。 

 
六、訪問主題： 
１．電話訪問員的工作任務、內容和職責的介紹與說明。 
２．電話訪問員在工作表現上的特質，也就是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

作上所需要的特質為何。 
３．請您詳細描述在擔任電話訪問員的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的個人經驗，二

至三項最成功及最挫折的經驗。 

 

 

 

 

附錄四：深度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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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家學者 

研究主題：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基本資料 

訪問者： 受訪者： 

訪問地點： 訪問日期： 

籍貫： 性別： 

教育程度： 年齡： 

職稱： 民調相關工作年資： 

目前工作單位： 居住地： 

聯絡電話： 

訪問範例 

訪員：請您實際描述一個案例，來說明您的管理方式？ 

受訪者：最近，溪北地區的銷售量直線下滑，我把所有的銷售數據分區整理出來，

並帶著資料到溪北的總部，然後迅速召開一個檢討會議，我告訴所有的分區經理

說：「數字會說話，業績真是太糟糕了，這些狀況一定要改善，否則下次我開會

的時候，就會有人消失不見。現在發球權在你們身上，就看你們怎麼做了？」 

訪問主題 

一、什麼是您實際的工作任務及職責（主要工作內容）？ 

    

二、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及職責（主要工作內容）？ 

    

三、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上表現出的特質為何？ 

    

四、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最成功的二項個人經驗。 

  

五、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最挫折的二項個人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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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問員 

 

研究主題：電話訪問員之核心才能 

基本資料 

訪問者： 受訪者： 

訪問地點： 訪問日期： 

籍貫： 性別： 

教育程度： 年齡： 

職稱： 民調相關工作年資： 

目前工作單位： 居住地： 

聯絡電話： 

訪問範例 

訪員：請您實際描述一個案例，來說明您的管理方式？ 

受訪者：最近，溪北地區的銷售量直線下滑，我把所有的銷售數據分區整理出來，

並帶著資料到溪北的總部，然後迅速召開一個檢討會議，我告訴所有的分區經理

說：「數字會說話，業績真是太糟糕了，這些狀況一定要改善，否則下次我開會

的時候，就會有人消失不見。現在發球權在你們身上，就看你們怎麼做了？」 

訪問主題 

一、什麼是電話訪問員的主要工作任務及職責（主要工作內容）？ 

    

    

二、您認為一個好的電話訪問員，在工作上表現出的特質為何？ 

    

三、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最成功的二項個人經驗。 

    

  

四、請您詳細描述在工作期間，讓您印象最深、最成功的二項個人經驗。 

    

    

五、如果您要招募電話訪問員，您認為需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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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電話訪問員績效考核表 
 

                               訪員編號：                  

一、 基本條件 分數  0-5 

1 國、台語是否流利   

2 口齒是否清晰度   

3 聲音是否好聽   

4 是否具備表達及溝通能力   

5 是否學習速度快   

小計   

 
二、 性格特質 分數  0-5 

1 個性是否外向活潑   

2 是否誠實不作假   

3 是否容易緊張   

4 是否有耐心   

5 情緒是否穩定   

小計   

 
三、 工作態度 分數  0-5 

1 是否有禮貌   

2 是否主動積極   

3 求知慾及好奇心強是否強烈   

4 是否敬業   

5 是否根據題目唸題   

6 工作是否迅速有效率   

7 是否認真工作   

8 拒訪率是否偏低   

9 完訪率是否偏高   

10 出缺勤狀況是否良好   

小計   

 

工作時數：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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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施測「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訪員編號或姓名： 

 
 

各位親愛的訪員您好： 

     

    懇請您協助填答此份問卷，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為了要瞭解什麼是

電話訪問員的核心才能，並希望藉由此份問卷結果，建構一套電話訪

問員在甄選與招募等人事管理上的運用模式。此次收集的所有資料僅

做學術研究之用，不會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填答。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您 

            事事順心  萬事如意！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政治學系 

                                 民意調查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3-9871000轉 23101 

或 9313343轉 1540                              

                               傳   真：03-9874813或 9315902                            

     E-mail ： chiachi@mail.fg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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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部 份 ： 請您仔細閱讀下列各題項，並圈出適當選項。 

 
    從 很 偶 經 總 

                                                         不 少 爾 常 是 

1 我發生過題目唸不清楚的事情-------------------------------------------------------□ □ □ □ □ 

2 聊天時我會模仿交談對象的腔調及口音-------------------------------------------□ □ □ □ □ 

3 當工作有空閒的時候，我會不停的找事情做很少停下來休息-----------------□ □ □ □ □ 

4 與人交談時，我會因對方聽不清楚而需要一再重複-----------------------------□ □ □ □ □ 

5 工作開始前，我會先確認自己的工作內容並且提早做準備------------------□ □ □ □ □ 

       
6 就以往的經驗，具有敬業精神是朋友或上司給我的評語---------------------□ □ □ □ □ 

7 我會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工作，並且認認真真的完成每個工作任務-----------□ □ □ □ □ 

8 在設定工作目標時，我會優先考慮自己的所得然後才決定要付出多少-----□ □ □ □ □ 

9 我會依照工作流程完成工作任務----------------------------------------------------□ □ □ □ □ 

10 我會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工作表現一次比一次好----------------------------------□ □ □ □ □ 

       

11 當對方沒有明確告知時，我會不停的追問絕不輕易放棄-----------------------□ □ □ □ □ 

12 我會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學習能增加工作表現的技能-------------------------□ □ □ □ □ 

13 我能夠不停的工作甚至不停下來休息----------------------------------------------□ □ □ □ □ 

14 無論何時與人交談我會很有禮貌的應對-------------------------------------------□ □ □ □ □ 

15 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咬字是否清楚--------------------------------□ □ □ □ □ 

       

16 無論何時我都能夠隨意使用國、台語，並且流利的與人交談-------------------□ □ □ □ □ 

17 我能夠完全不作假的表達他人的意見----------------------------------------------□ □ □ □ □ 

18 我能夠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而且不遲到、早退-------------------------------□ □ □ □ □ 

19 我能夠快速的與陌生人溝通，並且有效率的完成工作任務--------------------□ □ □ □ □ 

20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很有耐心的完成每個工作-----------------------------□ □ □ □ □ 

       

21 遇到困難時，我能夠使用溝通來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 □ □ □ 

22 我講話時聲音聽起來會很無力-------------------------------------------------------□ □ □ □ □ 

23 我能夠以穩定的情緒及節奏工作，絕不會隨意發洩情緒及改變工作步調--□ □ □ □ □ 

24 只要有工作機會我會天天都到-------------------------------------------------------□ □ □ □ □ 

25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盡全力完成每個工作事項-----------------------------□ □ □ □ □ 

       

26 我工作時非常專心以至於常忘了下班時間----------------------------------------□ □ □ □ □ 

27 我會小心的避免引導對方作答，並且有技巧的引導對方繼續接受訪問-----□ □ □ □ □ 

28 我能忠實表達他人的真實想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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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請您仔細閱讀下列各題項，並圈出適當選項。 

 
完                           

 全    有    完 
不 不 點    全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1 聲音沉穩而且有磁性是我的特色----------------------------------------------------□ □ □ □ □ 
2 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我的心情都不會受到影響-----------------------------------□ □ □ □ □ 
3 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發音是否正確--------------------------------□ □ □ □ □ 
4 訪問時，我不會加入自己的意思-----------------------------------------------------□ □ □ □ □ 
5 與我交談過的人都說我的聲音很好聽----------------------------------------------□ □ □ □ □ 
       

6 我的朋友認為我的口齒非常清晰----------------------------------------------------□ □ □ □ □ 
7 工作時我對任何規定都不草率面對-------------------------------------------------□ □ □ □ □ 
8 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工作產生認同感----------------------------------------□ □ □ □ □ 
9 我能透過交談讓陌生人清楚的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 □ □ □ □ 
10 我能透過交談判斷出對方真正的選擇----------------------------------------------□ □ □ □ □ 
       

11 我喜歡參加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 □ □ □ □ 
12 不論心情好壞，我能夠輕鬆的控制我的聲音，來隱藏我真正的情緒----------□ □ □ □ □ 
13 我很喜歡訪員這個工作----------------------------------------------------------------□ □ □ □ □ 
14 我能自然的與陌生人交談一點都不會緊張----------------------------------------□ □ □ □ □ 
15 我會誠實的完成各項工作任務，並且絕不隱瞞工作上遇到的任何問題-----□ □ □ □ □ 
       

16 我覺得一份研究的真實性是我的責任----------------------------------------------□ □ □ □ □ 
17 我會? 自己設下目標並且不顧一切的努力達成----------------------------------□ □ □ □ □ 
18 我對任何工作上的細節都很仔細，不會疏忽略過--------------------------------□ □ □ □ □ 
19 我會很有耐心的傾聽他人的想法，並且確實的記錄下來-----------------------□ □ □ □ □ 
20 我能透過交談，而得到陌生人的信任-----------------------------------------------□ □ □ □ □ 
       

21 不論與任何人交談，我能夠話題不斷且絕無冷場--------------------------------□ □ □ □ □ 
22 我能經由交談，而與陌生人產生良好的互動和互信的關係--------------------□ □ □ □ □ 
23 工作時我的專注力很強，以至於常忽略周圍環境的改變-----------------------□ □ □ □ □ 
24 我喜歡用溫柔的聲音與人交談-------------------------------------------------------□ □ □ □ □ 
25 工作步驟不清楚時，我不會含糊跳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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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有    完 
不 不 點    全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26 我覺得民意調查是一份很有前景的工作-------------------------------------------□ □ □ □ □ 

27 我喜歡迅速的完成我的工作----------------------------------------------------------□ □ □ □ □ 

28 工作時我不喜歡與受訪者以外的人聊天-------------------------------------------□ □ □ □ □ 

29 我能夠依照題目一字不漏的唸題及紀錄對方的回覆----------------------------□ □ □ □ □ 

30 在遇到困難時，我會主動找出改善的方法-----------------------------------------□ □ □ □ □ 

       

31 我對社會大眾的各種想法充滿好奇-------------------------------------------------□ □ □ □ □ 

32 我能藉由交談瞭解對方真正的看法-------------------------------------------------□ □ □ □ □ 

33 無論多傷心難過，我的心情很快就能夠恢復--------------------------------------□ □ □ □ □ 

34 訪問時，我不會隨意修改題目及加減題目的字數--------------------------------□ □ □ □ □ 

35 我無法接受打混摸魚的同事----------------------------------------------------------□ □ □ □ □ 

 
 
 
 

※ 第三部份：下列基本資料請您詳細填答，謝謝。 

 
1 訪員編號或姓名： 

 
2 性別： 

 
3 最高學歷： 

 
4 年齡： 

 
5 E-mail： 

 
6  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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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電話訪問員核心才能評鑑量表 
 
 

                                           ◎姓名： 

 
 
 

※第一部份：請您仔細閱讀下列各題項，並圈出適當選項。 

 
    從 很 偶 經 總 

                                                         不 少 爾 常 是 

1 我發生過題目唸不清楚的事情-------------------------------------------------------□ □ □ □ □ 

2 與人交談時，我會因對方聽不清楚而需要一再重複-----------------------------□ □ □ □ □ 

3 就以往的經驗，具有敬業精神是朋友或上司給我的評語---------------------□ □ □ □ □ 

4 我會以戰戰兢兢的態度工作，並且認認真真的完成每個工作任務-----------□ □ □ □ □ 

5 當對方沒有明確告知時，我會不停的追問絕不輕易放棄-----------------------□ □ □ □ □ 

       

6 我會用工作以外的時間來學習能增加工作表現的技能-------------------------□ □ □ □ □ 

7 我能夠不停的工作甚至不停下來休息----------------------------------------------□ □ □ □ □ 

8 與人交談時，我會非常注意自己的咬字是否清楚--------------------------------□ □ □ □ □ 

9 我能夠完全不作假的表達他人的意見----------------------------------------------□ □ □ □ □ 

10 我能夠依照規定的時間上下班，而且不遲到、早退-------------------------------□ □ □ □ □ 

       

11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很有耐心的完成每個工作-----------------------------□ □ □ □ □ 

12 遇到困難時，我能夠使用溝通來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 □ □ □ 

13 我能夠以穩定的情緒及節奏工作，絕不會隨意發洩情緒及改變工作步調--□ □ □ □ □ 

14 只要有工作機會我會天天都到-------------------------------------------------------□ □ □ □ □ 

15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我會盡全力完成每個工作事項-----------------------------□ □ □ □ □ 

       

16 我工作時非常專心以至於常忘了下班時間----------------------------------------□ □ □ □ □ 

17 我會小心的避免引導對方作答，並且有技巧的引導對方繼續接受訪問-----□ □ □ □ □ 

18 我能忠實表達他人的真實想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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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請您仔細閱讀下列各題項，並圈出適當選項。 

 
完                           

 全    有    完 
不 不 點    全 
同 同 同 同 同 
意 意 意 意 意 

1 無論遇到什麼挫折，我的心情都不會受到影響-----------------------------------□ □ □ □ □ 
2 訪問時，我不會加入自己的意思-----------------------------------------------------□ □ □ □ □ 
3 與我交談過的人都說我的聲音很好聽----------------------------------------------□ □ □ □ □ 
4 我的朋友認為我的口齒非常清晰----------------------------------------------------□ □ □ □ □ 
5 我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對工作產生認同感----------------------------------------□ □ □ □ □ 
       

6 我能透過交談讓陌生人清楚的了解我想表達的意思----------------------------□ □ □ □ □ 
7 我能透過交談判斷出對方真正的選擇----------------------------------------------□ □ □ □ □ 
8 我喜歡參加教育訓練的相關課程----------------------------------------------------□ □ □ □ □ 
9 我很喜歡訪員這個工作----------------------------------------------------------------□ □ □ □ □ 
10 我覺得一份研究的真實性是我的責任----------------------------------------------□ □ □ □ □ 
       

11 我對任何工作上的細節都很仔細，不會疏忽略過--------------------------------□ □ □ □ □ 
12 我會很有耐心的傾聽他人的想法，並且確實的記錄下來-----------------------□ □ □ □ □ 
13 不論與任何人交談，我能夠話題不斷且絕無冷場--------------------------------□ □ □ □ □ 
14 我喜歡用溫柔的聲音與人交談-------------------------------------------------------□ □ □ □ □ 

15 無論多傷心難過，我的心情很快就能夠恢復--------------------------------------□ □ □ □ □ 

       

16 我覺得民意調查是一份很有前景的工作-------------------------------------------□ □ □ □ □ 

17 工作時我不喜歡與受訪者以外的人聊天-------------------------------------------□ □ □ □ □ 

18 在遇到困難時，我會主動找出改善的方法-----------------------------------------□ □ □ □ □ 

19 我能藉由交談瞭解對方真正的看法-------------------------------------------------□ □ □ □ □ 

20 訪問時，我不會隨意修改題目及加減題目的字數--------------------------------□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