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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資料分析結果計分為六節，第一節為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相關分

析；第二節探討 360度回饋與管理才能測驗對效標變項之遞增效度；第三節

比較個人—工作契合與管理才能測驗對效標變項之預測解釋力；第四節比較

個人—工作契合與 360度回饋對效標變項之預測解釋力；第五節則比較差距

契合與相關契合兩類個人－工作契合指標對效標變項的預測解釋力；第六節

則根據整體研究結果做摘要整理。 
 

第一節  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之相關分析 

 
一、預測變項獨立性分析 

    本研究進行各預測變項之相關獨立性分析，預測變項包含(1)管理才能

測驗，(2)360 度回饋，(3)管理才能測驗與標竿剖面相比之差距契合|D|測驗及

相關契合 Q 測驗，(4)360 度回饋與標竿剖面相比之差距契合|D|360與相關契合

Q360，其結果如表 4-1所示。 

    在管理才能測驗與 360度回饋方面，測驗總分與 360度回饋得分兩者的

相關係數達顯著正相關（r=.34, p<.05），表示在管理才能測驗上的得分愈高，

在 360度回饋的得分上也愈高。這是由於兩種評鑑工具所測量的管理才能向

度是相同的，因此會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 

    至於管理才能測驗得分與其契合指標方面，測驗總分與差距契合分數

|D|測驗之相關極高（r=.98, p<.001），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可能與本研究所採

用的管理才能測驗標竿剖面之選取方式有關，此一問題，將於第五章進行深

入討論；而測驗總分與其相關契合 Q 測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水準（r=.01），

顯示兩者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此外，在 360度回饋與其契合指標方面，360度回饋與其差距契合分數

|D|360之相關極高（r=.93, p<.001），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可能與本研究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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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預測變項與效標變項相關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管理才能測驗   -            

2.360度回饋 .34*   -           

3.差距契合|D|測驗 .98*** .39*    -          

4.相關契合 Q 測驗 .01  .29  .03   -         

5.差距契合|D|360 .34* .93*** .38* .31    -        

6.相關契合 Q360 .19  -.03  .12 -.03 -.01    -       

7.受訓滿意 .43*** .03  .42*** -.02 .03 .01   -      

8.受訓壓力 -.25*** -.13  -.24*** -.07 -.12 -.02 -.16**    -     

9.受訓表現 .63*** .43** .61*** .13* .39* .28 .36*** -.10   -    

10.學科測驗 .04  .42** .05 -.02 .40* .15 -.03  -.03 .02   -    

11.實務驗收 .12* .33* .14** .02 .37* .02 .07  .00 .13* .31***    -  

12.部隊見習 .08  .33* .08 .13* .42** .16 -.11* -.01 .03  .03  .15**    - 

13.總成績 .10  .51** .11* .04 .52** .09 -.05  -.04 .06  .89*** .47*** 44***

N=358或 41（360度回饋樣本數為 41，其餘樣本數為 358） 

*p<.05, **p<.01, ***p<.001 

 



 50

用的 360度回饋標竿剖面之選取方式有關，此一問題，亦留待於第五章進行

深入討論；而 360 度回饋與其相關契合 Q360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水準（r= 

-.03），顯示兩者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二、效標變項獨立性分析 

研究者探討本研究各個效標之間的獨立性（如表 4-1），首先，由於總

成績係計算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等加權計算而成（見第三章「研

究工具」部份），因此三者間會有一定程度之重疊性。此外，其餘 6個效標

間的相關係數介於-.16到.36之間，中位數.02。整體而言，效標之間的獨立

性尚可。 
 
三、管理才能測驗與效標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學習反應（受訓滿意、受訓壓力），與學習成效（自評受訓表

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及總成績）作為效標變項，驗證管理才

能測驗之效度。各管理才能向度與效標間之相關如表 4-2所示，以下依照各

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 

1.受訓滿意：與「受訓滿意」達顯著相關的向度有官兵服務（r=.41, 

p<.001）、主動積極（r=.31, p<.001）、溝通技巧（r=.29, p<.001）、工作效率

（r=.25, p<.001）、問題解決（r=.34, p<.001）、情緒管理（r=.29, p<.001）、誠

信正直（r=.22, p<.001）、專業知能（r=.28, p<.001）、激勵部屬（r=.35, p<.001）

及執行力（r=.39, p<.001）。由此可知，在官兵服務、主動積極、溝通技巧、

工作效率、問題解決、情緒管理、誠信正直、專業知能、激勵部屬及執行力

等向度上得分愈高者，其受訓滿意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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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管理才能測驗與效標之相關分析表 
學習反應 學習成效      效標 

     相 

向度  關 

受訓 
滿意 

受訓 
壓力 

受訓 
表現 

學科 
測驗 

實務 
驗收 

部隊 
見習 

總成績 

官兵服務 .41*** -.10 .55*** .02 .05 .08 .06 

主動積極 .31*** -.10 .54*** -.06 .11* .07 .01 

溝通技巧 .29*** -.22*** .43*** .09 .11* .11* .14** 

工作效率 .25*** -.20*** .47*** .03 .13* .05 .08 

問題解決 .34*** -.23*** .57*** -.02 .02 .08 .03 

情緒管理 .29*** -.39*** .23*** .03 .05 -.01 .03 

誠信正直 .22*** -.13* .28*** .15** .16** .09   .19*** 

專業知能 .28*** -.14* .43*** -.04 .02 .03 -.01 

激勵部屬 .35*** -.16** .54*** .04 .05 .01 .05 

執行力 .39*** -.10 .54*** .04 .17** .07 .10 

測驗總分 .43*** -.25*** .63*** .04 .12* .08 .10 

N=358；*p<.05；**p<.01；***p<.001 

 

2.受訓壓力：與「受訓壓力」達顯著相關的向度有溝通技巧（r= -.22, 

p<.001）、工作效率（r= -.20, p<.001）、問題解決（r= -.23, p<.001）、情緒管

理（r= -.39, p<.001）、誠信正直（r= -.13, p<.05）、專業知能（r= -.14, p<.05）、

激勵部屬（r= -.16, p<.01）。由此可知，在溝通技巧、工作效率、問題解決、

情緒管理、誠信正直、專業知能及激勵部屬等向度上得分愈高者，其受訓壓

力感受愈小。 

3.受訓表現：與「受訓表現」達顯著相關的向度有官兵服務（r=.55, 

p<.001）、主動積極（r=.54, p<.001）、溝通技巧（r=.43, p<.001）、工作效率

（r=.47, p<.001）、問題解決（r=.57, p<.001）、情緒管理（r=.23, p<.001）、誠

信正直（r=.28, p<.001）、專業知能（r=.43, p<.001）、激勵部屬（r=.54, p<.001）

及執行力（r=.54, p<.001）。由此可知，在官兵服務、主動積極、溝通技巧、

工作效率、問題解決、情緒管理、誠信正直、專業知能、激勵部屬及執行力

等向度上得分愈高者，其自評受訓表現亦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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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科測驗：與「學科測驗」達顯著相關的向度僅有誠信正直（r=.15, 

p<.01）。由此可知，在誠信正直向度上得分愈高者，其學科測驗的成績亦愈

高。 

5.實務驗收：與「實務驗收」達顯著相關的向度有主動積極（r=.11, 

p<.05）、溝通技巧（r=.11, p<.05）、工作效率（r=.13, p<.05）、誠信正直（r=.16, 

p<.01）及執行力（r=.17, p<.01）。由此可知，在主動積極、溝通技巧、工作

效率、誠信正直及執行力等向度上得分愈高者，其實務驗收成績亦愈高。 

6.部隊見習：與「部隊見習」達顯著相關的向度僅有溝通技巧（r=.11, 

p<.05）。由此可知，在溝通技巧向度上得分愈高者，其部隊見習的成績亦愈

高。 

7.總成績：與「總成績」達顯著相關的向度有溝通技巧（r=.14, p<.01）

與誠信正直（r=.19, p<.001）。由此可知，在溝通技巧與誠信正直等向度上得

分愈高者，其總成績亦愈高。 

綜合而言，管理才能各個管理才能向度大部分都與自評效標（受訓滿

意、受訓壓力與受訓表現）達顯著相關（30個相關係數中，有 27個達顯著），

僅部份的向度與學習成效(不含自評的受訓表現)的效標（學科測驗、實務驗

收、部隊見習與總成績）達顯著相關（40項中，僅 9項達顯著）；若以測驗

總分來看，總分與「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現」之相關（相關係

數分別為.43、-.25、.63）皆達.001之顯著水準，與實務驗收之相關（r=.12）

達.05顯著水準。綜合上述可知，本測驗對於學習反應效標具有良好的效標

關聯效度，而對學習成效則只有普通的效標關聯效度。 
 
四、360度回饋與效標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學習反應（受訓滿意、受訓壓力），與學習成效（自評受訓表

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及總成績）作為效標變項，檢驗 360

度回饋各評量來源（包含自評、上司、部屬、同儕與360度回饋總分）之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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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結果與效標間的相關，結果如表 4-3所示。以下就各不同評分來源分別予

以呈現分析結果： 

 

表 4-3  360度回饋評量與效標之相關分析表 
學習反應 學習成效      效標 

   相 

來源   關 

受訓 
滿意 

受訓 
壓力 

受訓 
表現 

學科 
測驗 

實務 
驗收 

部隊 
見習 

總成績 

自評 .01 -.30 .47** .09 -.12 -.01 .08 
上司 -.01 -.03 .25 .23 .33* .30 .32* 
部屬 .11 -.07 .40* .27 .31 .32* .38* 
同儕 .04 -.11 .09 .26 .05 .25 .34* 

360總分 .03 -.13 .43** .42** .33* .33* .51** 

N=41；*p<.05；**p<.01；***p<.001 

 

1.自評：與「自我評量總分」達顯著相關的效標僅受訓表現（r=.47, p<.01）

一項。由此可知，自評分數愈高者，其在受訓表現向度上的得分亦愈高。 

2.上司：與「上司評量總分」達顯著相關的效標有實務驗收（r=.33, p<.05）

與總成績（r=.32, p<.05）。由此可知，上司評量分數愈高者，其在實務驗收

與總成績等效標上表現愈好。 

3.部屬：與「部屬評量總分」達顯著相關的效標有受訓表現（r=.40, 

p<.05）、部隊見習（r=.32, p<.05）與總成績（r=.38, p<.05）。由此可知，部

屬評量分數愈高者，其在受訓表現、部隊見習與總成績等效標上的表現愈好。 

4.同儕：與「同儕評量總分」達顯著相關的效標僅總成績（r=.34, p<.01）

一項效標而已。由此可知，同儕評量分數愈高者，其在總成績上的得分亦愈

高。 

5.360 度回饋總分：與「360 度回饋總分」達顯著相關的效標有受訓表

現（r=.43, p<.01）、學科測驗（r=.42, p<.01）、實務驗收（r=.33, p<.05）、部

隊見習（r=.33, p<.05）與總成績（r=.51, p<.01）。由此可知，360度回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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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愈高者，在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與總成績等向度上

的表現亦愈好。 

綜合而言，360度回饋各評量來源對於學習反應效標，皆未達顯著水準

（10項相關係數中，無任何一個達顯著）；而對於學習成效效標，有近半數

相關達顯著水準（25 個相關係數中，有 12 個達顯著），其中 360 度回饋總

分更與學習成效之 5項效標皆為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介於.33∼.51）。整體

而言，360度回饋具有不錯的效標關聯效度。 
 
五、管理才能測驗契合指標與效標間之關係 

在管理才能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標竿剖面的契合方面，契合指標與效標

之相關分析如表 4-4所示。「差距契合」與受訓滿意（r=.42, p<.001）、受訓

壓力（r= -.24, p<.001）、受訓表現（r=.61, p<.001）、實務驗收（r=.14, p<.01）、

總成績（r=.11, p<.05）之相關達顯著水準，表示差距契合度越高者（個人能

力與標竿剖面差距愈小），受訓滿意度越高、壓力感較小、自評受訓表現較

高，實務驗收及總成績的分數亦較高；「相關契合」與受訓表現（r=.13, 

p<.05）、及部隊見習（r=.13, p<.05）之相關達顯著水準，亦即相關契合度越

高者（管理才能剖面型態愈接近標竿剖面者），則自評受訓表現較好，部隊

見習成績亦較高。 

 

 
表 4-4  管理才能測驗契合指標與效標之相關分析表 

學習反應 學習成效         效標 

 契合   相 

指標      關 

受訓 
滿意 

受訓 
壓力 

受訓 
表現 

學科 
測驗 

實務 
驗收 

部隊 
見習 

總成績

差距契合 .42*** -.24*** .61*** .05 .14** .08 .11* 
相關契合 -.02 -.07 .13* -.02 .02 .13* .04 

N=358；*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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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360度回饋契合指標與效標間之關係 

在比對 360度回饋與 360度回饋標竿剖面的契合方面，契合指標與效標

之相關分析如表 4-5所示。「差距契合」與受訓表現（r=.39, p<.05）、學科測

驗（r=.40, P<.05）、實務驗收（r=.37, p<.05）、部隊見習（r=.42, p<.01）、總

成績（r=.52, p<.01）等五項學習成效效標皆達顯著相關，表示差距契合度愈

高者（個人能力與標竿剖面差距愈小），在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

部隊見習、總成績等表現上亦愈好；「相關契合」則未與任何效標達顯著相

關，關於相關契合之效標關聯效度不顯著之原因，將留待第五章作更進一步

的討論。 

 

 

 
表 4-5  360度回饋契合指標與效標之相關分析表 

學習反應 學習成效         效標 

 契合    相 

指標      關 

受訓 
滿意 

受訓 
壓力 

受訓 
表現 

學科 
測驗 

實務 
驗收 

部隊 
見習 

總成績

差距契合 .03 -.12 .39* .40* .37* .42** .52**
相關契合 .01 -.02 .28 .15 .02 .16 .09 

N=41；*p<.05；**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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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360度回饋與管理才能測驗之遞增效度分析 
 
    為了解 360度回饋評量與管理才能測驗對效標（包括學習反應與學習成

效）的預測效果，以及 360度回饋對效標的遞增預測效度，本研究以階層迴

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來檢驗 360 度回饋與管理才能測驗對效標

變項的影響效果。研究者在執行階層迴歸時，首先，以管理才能測驗總分做

為預測變項，求其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與解釋力；其次，在控制了測驗總分

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效果之後，再檢驗 360度回饋分數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

經由此分析，可檢驗 360度回饋對於效標變項的遞增預測效度，其結果如表

4-6與表 4-7所示。 

    從表 4-6可以知，在「受訓滿意」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

分之後，360度回饋在模式 B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16、增加的解釋

變異量（△R2）為 2%，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控制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

360度回饋對於學科測驗不具有預測力及解釋力。 

在「受訓壓力」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360度回

饋在模式 B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01、增加的解釋變異量（△R2）為

0%，並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控制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360 度回饋對

於受訓壓力不具有預測力及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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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360度回饋、管理才能測驗與學習反應之階層迴歸分析 

 受訓滿意 受訓壓力 
 A B A B 
管理才能測驗 .52** .58*** -.36*     -.36* 

360度回饋  -.16  -.01 
R2 .27 .30 .13 .13 

Adjusted R2 .25 .26 .11 .09 
△R2   .02  .00 

F 13.94** 7.61** 5.67*   2.76 
Df (1,37) (2,36) (1,37) (2,36) 

N=41；*p<.05，**p<.01，***p<.001 
表格內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β） 

 

 

 

表 4-7  360度回饋、管理才能測驗與學習成效之階層迴歸分析 

 受訓表現 學科測驗 實務驗收 部隊見習 總成績 
 A B A B A B A B A B 
管理才能測驗 .72*** .65*** .15 .01 -.10 -.23 .04 -.08 .15 -.02 

360度回饋  .21  .40*  .40*  .36*  .51**

R2 .52 .56 .02 .16 .01 .15 .00 .12 .02 .25 

Adjusted R2 .51 .53 -.01 .11 -.02 .10 -.03 .07 .00 .21 
△R2  .04  .14*  .14*  .12*  .23**

F 40.04*** 22.73*** .81 3.44* .34 3.16 .05 2.39 .85 6.11**
Df (1,37) (2,36) (1,37) (2,36) (1,37) (2,36) (1,37) (2,36) (1,37) (2,36)

N=41；*p<.05，**p<.01，***p<.001 
表格內數字為標準化迴歸係數（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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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7可知，在「受訓表現」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

分之後，360 度回饋在模式 B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21、增加的解釋

變異量（△R2）為 4%，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控制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

360度回饋對於受訓表現不具有預測力及解釋力。 

在「學科測驗」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360度回

饋在模式 B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40（p<.05）、增加的解釋變異量（△

R2）為 14%（p<.05），並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控制管理才能測驗總分後，360

度回饋對於學科測驗仍具有預測力，且能增加 14%的解釋變異量。 

在「實務驗收」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360度回

饋在模式 B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40（p<.05）、增加的解釋變異量（△

R2）為 14%（p<.05），亦達顯著水準，表示在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

360度回饋對於實務驗收仍具有預測力，且能增加 14%的解釋變異量。 

在「部隊見習」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360度回

饋在模式 B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36（p<.05）、增加的解釋變異量（△

R2）為 12%（p<.05），達顯著水準，表示了在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

360度回饋對於部隊見習仍具有預測力，且能增加 12%的解釋變異量。 

在「總成績」的預測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後，360度回饋

在模式 B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為.51（p<.05）、增加的解釋變異量（△

R2）為 23%（p<.05），並達顯著水準，表示了在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總分之

後，360度回饋對於總成績仍具有預測力，且能增加 23%的解釋變異量。 

綜上所述，在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的效果後，360度回饋對於受訓滿

意、受訓壓力、與受訓表現並無任何遞增預測效度，然而對學科測驗、實務

驗收、部隊見習、總成績等學習成效效標則具有遞增預測效度，其中以對總

成績的效標遞增解釋力最高（△R2=.23）。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一「控制管理

才能測驗的效果後，360度回饋對於效標仍具有預測力及解釋力」，獲得 

部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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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人—工作契合與管理才能測驗之預測力比較 

 
為比較「管理才能測驗」及「管理才能測驗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個人—工

作契合」對效標（包括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等七個效標）的預測效果，本研

究先求出管理才能測驗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以及個人—工作契合與效標之相

關係數，再以「相依樣本，兩個相關係數的差異顯著性考驗」來檢驗兩個相

關係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其結果如表 4-8與 4-9所示。 

 

表 4-8  管理才能測驗、差距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及其差異顯著性考驗 

 管理才能測驗 差距契合|D|測驗 ｔ值 
受訓滿意 .43*** .42*** 0.34 
受訓壓力 -.25*** -.24*** -0.32 
受訓表現 .63*** .61*** 0.79 
學科測驗 .04  .05 -0.31 
實務驗收 .12* .14** -0.62 
部隊見習 .08  .08     0.00 
總成績 .10  .11* -0.31 

N=358；*p<.05, **p<.01, ***p<.001 
 
 
 
表 4-9  管理才能測驗、相關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及其差異顯著性考驗 

 管理才能測驗 相關契合 Q 測驗 ｔ值 
受訓滿意 .43*** -.02 2.18* 
受訓壓力 -.25*** -.07   -0.77  
受訓表現 .63*** .13* 2.86** 
學科測驗 .04  -.02 0.26 
實務驗收 .12* .02 0.44 
部隊見習 .08  .13* -0.22 
總成績 .10  .04  0.26 

N=358；*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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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管理才能測驗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個人—工作契合」對效標（包

括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等七個效標）的預測效果而言，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

訓滿意（r=.42, p<.001）、受訓壓力（r= -.24, p<.001）、受訓表現（r=.63, p<.001）

實務驗收（r=.14, p<.01）及總成績（r=.11, p<.05）之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

與學科測驗、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則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2-1「管理才能測驗差距契合（|D|測驗）與效標有顯著的正相關」獲得大部分

的支持。 

此外，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表現（r=.13, p<.05）、部隊見習（r=.13, p<.05）

之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與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學科測驗、實務驗收、總

成績之相關係數則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2-2「管理才能測驗

相關契合 Q 測驗與效標有顯著的正相關」僅獲得部分的支持。 

  其次，就個人—工作契合與管理才能測驗之預測力比較而言，管理才能

測驗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3, p<.001），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訓

滿意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2, p<.001），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

著水準（t=.34,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受訓滿

意，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達顯著

（r= -.25, p<.001），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 -.24, 

p<.001），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32, p>.05），亦即

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受訓壓力，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

同；管理才能測驗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63, p<.001），差距契

合|D|測驗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61, p<.001），但兩個相關係數之

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79,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

來預測受訓表現，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學科測驗之相

關係數未達顯著（r=.04, p>.05），差距契合|D|測驗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未

達顯著（r=.05,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31,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學科測驗，兩者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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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實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2, p<.05），

差距契合|D|測驗與實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4, p<.05），而兩個相關係

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62,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

能測驗來預測實務驗收，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部隊見

習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8, p>.05），差距契合|D|測驗與部隊見習之相關

係數未達顯著（r=.08,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00,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部隊見習，兩者在正確

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10, p>.05），

差距契合|D|測驗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1,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

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31,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

測驗來預測總成績，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綜合而言，管理才能測驗對

效標的預測效果，與差距契合|D|測驗對效標的預測效果，兩者在正確性上是

一樣的。因此，本研究假設 3-1「管理才能測驗差距契合（|D|測驗）與效標之

相關係數，會高於管理才能測驗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會有顯

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另外，在相關契合 Q 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對效標的預測力比較方面，管

理才能測驗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3, p<.001），相關契合 Q 測驗

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2,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

達顯著水準（t=2.18,  p<.05），亦即以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受訓滿意，其預

測力高於以相關契合 Q 測驗來預測受訓滿意；管理才能測驗與受訓壓力之相

關係數達顯著（r= -.25, p<.001），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

達顯著（r= -.07,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 -.77,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 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受訓壓力，兩者在正確

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 r=.63, 

p<.001），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3, p<.05），且

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t=2.86, p<.01），亦即以管理才能測驗來預



 62

測受訓表現，其預測力高於以相關契合 Q 測驗預測受訓表現；管理才能測驗

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4,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學科測

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2,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

著水準（t= .26,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 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學科測

驗，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實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

（r=.12,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實務驗收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2,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44, p>.05），亦即以相

關契合 Q 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實務驗收，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

管理才能測驗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8,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3,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

達顯著水準（t= -.22,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 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

部隊見習，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管理才能測驗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未

達顯著（r=.10,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4,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26, p>.05），亦即以相

關契合 Q 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來預測總成績，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綜

合而言，管理才能測驗對效標的預測效果，與相關契合 Q 測驗對效標的預測

效果，前者對受訓滿意及受訓表現的預測力高於後者，而在其他效標的預測

力上則無不同。因此，本研究假設 3-2「管理才能測驗相關契合（Q 測驗）與

效標之相關係數，會高於管理才能測驗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

會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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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人—工作契合與 360度回饋之預測力比較 
 

為比較「360度回饋」及「360度回饋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個人—工作契合」

對效標（包括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等七個效標）的預測效果，本研究先求出

360度回饋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以及個人—工作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再

以「相依樣本，兩個相關係數的差異顯著性考驗」來檢驗兩個相關係數是否

有顯著差異。其結果如表 4-10與 4-11所示。 

 

表 4-10  360度回饋、差距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及其差異顯著性考驗 

 360度回饋 差距契合|D|360 ｔ值 
受訓滿意 .03  .03      0.00 
受訓壓力 -.13  -.12     -0.17 
受訓表現 .43** .39* 0.73  
學科測驗 .42** .40* 0.36  
實務驗收 .33* .37* -0.71  
部隊見習 .33* .42** -1.66  
總成績 .51** .52** -0.19  

N=41；*p<.05, **p<.01 
 
 
 
表 4-11  360度回饋、相關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及其差異顯著性考驗 

 360度回饋 相關契合 Q360 ｔ值 
受訓滿意 .03  .01  0.09 
受訓壓力 -.13  -.02  -0.47 
受訓表現 .43** .28  0.75 
學科測驗 .42** .15  1.29 
實務驗收 .33* .02  1.41 
部隊見習 .33* .16   0.79  
總成績 .51** .09   2.11* 

N=41；*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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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 360度回饋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個人—工作契合」對效標（包

括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等七個效標）的預測效果而言，差距契合|D|360 與受

訓表現（r=.39, p<.05）、學科測驗（r= .40, p<.05）、實務驗收（r=.37, p<.05）、

部隊見習（r=.42, p<.01）及總成績（r=.52, p<.01）等五個學習成效效標之相

關係數皆達顯著水準，而與受訓滿意、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則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本研究之假設 2-3「360度回饋差距契合（|D|360）與效標有顯著

的正相關」獲得大部分的支持。 

至於相關契合 Q360 與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

務驗收、部隊見習及總成績之相關係數皆未達顯著水準，因此，本研究之假

設 2-4「360度回饋相關契合（Q360）與效標有顯著的正相關」並未獲得支持。 

  其次，就個人—工作契合與 360度回饋之預測力比較而言，360度回饋

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水準（r=.03, p>.05），差距契合|D|360與受

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水準（r=.03,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

未達顯著水準（t=.00,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受

訓滿意，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回饋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達

顯著（r= -.13, p>.05），差距契合|D|360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亦未達顯著（r= 

-.12,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 -.17, p>.05），亦即

以差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受訓壓力，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

360 度回饋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3, p<.01），差距契合|D|360

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39,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

達顯著水準（t=.73,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受訓

表現，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回饋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達顯著

（r=.42, p<.01），差距契合 |D|360 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0,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36, p>.05），亦即以差

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學科測驗，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

度回饋與實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33, p<.05），差距契合|D|360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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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37, p<.05），而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

著水準（t= -.71,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實務驗

收，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 度回饋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達顯著

（r=.33, p<.05），差距契合 |D|360 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2, 

p<.01），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 -1.66, p>.05），亦即以差

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部隊見習，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

度回饋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51, p<.01），差距契合|D|360與總成

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52, p<.01），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

準（t= -.19,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總成績，兩

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綜合而言，360度回饋對效標的預測效果，與差距

契合|D|360 對效標的預測效果，兩者在正確性上是一樣的，因此，本研究假

設 4-1「360度回饋差距契合（|D|360）與效標之相關係數，會高於 360度回

饋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會有顯著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另外，在相關契合 Q360與 360度回饋對效標的預測力比較方面，360度

回饋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3, p>.05），相關契合 Q360與受

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1,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

著水準（t=.09,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360與 360 度回饋來預測受訓滿

意，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回饋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

（r= -.13, p>.05），相關契合 Q360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2,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 -.47, p>.05），亦即以相關

契合 Q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受訓壓力，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

回饋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3, p<.01），相關契合 Q360與受訓

表現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28,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

水準（t=.75,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受訓表現，

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回饋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2, 

p<.01），相關契合 Q360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15, p>.05），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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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1.29,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360

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學科測驗，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回饋與實

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33, p<.05），相關契合 Q360與實務驗收之相

關係數未達顯著（r=.02,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t=1.41,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實務驗收，兩者

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 度回饋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33, 

p<.05），相關契合 Q360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16, p>.05），且

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79, p>.05），亦即以相關契合 Q360與

360度回饋來預測部隊見習，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360度回饋與總成

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51, p<.05），相關契合 Q360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

未達顯著（r=.09,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t=2.11, 

p<.05），亦即以 360 度回饋來預測總成績，其預測力高於以相關契合 Q360

來預測總成績。綜合而言，360度回饋對效標的預測效果，與相關契合 Q360

對效標的預測效果，前者僅對總成績的預測力高於後者，而對其他效標的預

測力則無不同。因此本研究假設 4-2「360度回饋相關契合（Q360）與效標之

相關係數，會高於 360度回饋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會有顯著

差異」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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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人－工作契合指標之預測力比較 
 
為比較個人—工作契合之「差距契合」指標及「相關契合」指標對效標

（包括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等七個效標）的預測效果，本研究先後以管理才

能測驗及 360度回饋，求出其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差距契合及相關契合，再以

「相依樣本，兩個相關係數的差異顯著性考驗」來檢驗「差距契合與效標的

相關係數」及「相關契合與效標的相關係數」兩者是否有顯著差異。其結果

如表 4-12與 4-13所示。 

 

表 4-12  管理才能測驗之差距契合、相關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及其差異
顯著性考驗 
 差距契合|D|測驗 相關契合 Q 測驗 ｔ值 

受訓滿意 .42*** -.02 2.15* 
受訓壓力 -.24*** -.07    -0.78 
受訓表現 .61*** .13* 2.71** 
學科測驗   .05 -.02 0.31 
實務驗收 .14** .02 0.54 
部隊見習   .08 .13* -0.22 
總成績 .11* .04 0.31 

N=358；*p<.05, **p<.01, ***p<.001 
 
 
表 4-13  360度回饋之差距契合、相關契合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及其差異顯著

性考驗 
 差距契合|D|360 相關契合|Q|360 ｔ值 

受訓滿意 .03  .01  0.09 
受訓壓力 -.12  -.02  -0.44 
受訓表現 .39* .28  0.54 
學科測驗 .40* .15  1.20 
實務驗收 .37* .02  1.63 
部隊見習 .42** .16  1.26 
總成績 .52** .09  2.20* 

N=41；*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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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管理才能測驗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差距契合」與「相關契合」

對效標的預測效果比較方面，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達顯著

（r=.42, p<.001），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2,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t=2.15, p<.05），亦即以差距契

合|D|測驗來預測受訓滿意，其預測力高於以相關契合 Q 測驗來預測受訓滿意；

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 -.24, p<.001），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7, p>.05），而兩個相關係數之差

異未達顯著水準（t= -.78,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相關契合 Q 測驗來

預測受訓壓力，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訓表現之相

關係數達顯著（r=.61, p<.001），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達顯

著（r=.13,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t=2.71, p<.05），亦

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來預測受訓表現，其預測力高於以相關契合 Q 測驗來預測

受訓表現；差距契合|D|測驗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5, p>.05），

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2, p>.05），且兩個相

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31,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相關

契合 Q 測驗來預測學科測驗，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D|測驗與實

務驗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4,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實務驗收之相

關係數未達顯著（r=.02,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

（t=.54,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相關契合 Q 測驗來預測實務驗收，兩

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D|測驗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

（r=.08,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3,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 -.22, p>.05），亦即以差距

契合|D|測驗與相關契合 Q 測驗來預測部隊見習，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

距契合|D|測驗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11, p<.05），相關契合 Q 測驗與

總成績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4,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

顯著水準（t=.31,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測驗與相關契合 Q 測驗來預測總成



 69

績，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綜合而言，差距契合|D|測驗對受訓滿意、受

訓表現等效標的預測效果，其預測力高於相關契合 Q 測驗的預測效果，而在

受訓壓力、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總成績等效標上，差距契合|D|

測驗與相關契合 Q 測驗兩者的預測力並無不同，因此本研究假設 5-1「管理才能

測驗差距契合（|D|測驗）與效標之相關係數，會高於管理才能測驗相關契合（Q

測驗）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會有顯著差異」僅獲得部分支持。 

其次，在 360度回饋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差距契合」與「相關契合」對

效標的預測效果比較方面，差距契合|D|360 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

（r=.03, p>.05），相關契合 Q360 與受訓滿意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01,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亦未達顯著水準（t=.09, p>.05），亦即以差

距契合|D|360與相關契合 Q360來預測受訓滿意，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

差距契合|D|360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12, p>.05），相關契合

Q360與受訓壓力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02,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之差

異未達顯著水準（t= -.44,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相關契合 Q360來

預測受訓壓力，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D|360 與受訓表現之相

關係數達顯著（r=.39, p<.05），相關契合 Q360與受訓表現之相關係數未達

顯著（r=.28,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顯著水準（t=.54, p>.05），亦

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相關契合 Q360來預測實務驗收，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

不同；差距契合|D|360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0, p<.05），相關

契合 Q360與學科測驗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 .15, p>.05），且兩個相關係數

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1.20,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相關契合

Q360 來預測學科測驗，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D|360 與實務驗

收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37, p<.05），相關契合 Q360與實務驗收之相關係

數未達顯著（r=.02, p>.05），但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並未達顯著水準（t=1.63,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與相關契合 Q360來預測實務驗收，兩者在正

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 |D|360 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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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相關契合 Q360與部隊見習之相關係數未達顯著（r=.16, p>.05），而

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未達顯著水準（t=1.26,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

與相關契合 Q360來預測部隊見習，兩者在正確性上並無不同；差距契合|D|360

與總成績之相關係數達顯著（r=.52, p<.01），相關契合 Q360與總成績之相

關係數未達顯著（r=.09, p>.05），而兩個相關係數之差異達顯著水準（t=2.20, 

p<.05），亦即以差距契合|D|360來預測總成績，其預測力高於以相關契合 Q360

預測總成績。綜合而言，差距契合|D|360 僅對於「總成績」的預測力高於相

關契合 Q360，而在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

部隊見習等效標上，差距契合|D|360 與相關契合 Q360 兩者的預測力並無不

同，因此本研究假設 5-2「360度回饋差距契合（|D|360）與效標之相關係數，

會高於 360度回饋相關契合（Q360）與效標之相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會有

顯著差異」僅獲得少部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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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結論 
 
綜合本章各節之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如下： 
 

1、管理才能測驗與 360度回饋皆具備基本之信、效度，且管理才能測

驗能預測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現及實務驗收等效標，而 360度回饋

能預測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總成績等學習成效效標。 
 
2、在 360度回饋的遞增效度方面，控制了管理才能測驗的效果後，360

度回饋對於受訓滿意、受訓壓力、與受訓表現並無任何遞增預測效度，然而

對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總成績等學習成效效標則具有遞增預測

效度，其中以對總成績的效標遞增解釋力最高（△R2=.24）。 
 
3、以管理才能測驗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個人—工作契合」，差距契合|D|

測驗對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現、實務驗收及總成績等效標具有預測力，

而相關契合 Q 測驗對受訓表現、部隊見習等效標具有預測力。然而，無論是

差距契合|D|測驗或相關契合 Q 測驗，均未能比管理才能測驗具有更高的預測力。 
 
4、以 360度回饋與標竿剖面比對之「個人—工作契合」，差距契合|D|360

對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及總成績等五個學習成效效標

具有預測力，而相關契合 Q360 則對任何效標均不具預測力。然而，不論是

差距契合|D|360或相關契合 Q360，均未能比為 360度回饋具有更高的預測力。 
 
5、在「差距契合」及「相關契合」的預測效果比較上，差距契合|D|測驗

對受訓滿意、受訓表現等效標的預測效果，其預測力高於相關契合 Q 測驗的

預測效果；差距契合|D|360對總成績的預測效果，其預測力高於相關契合 Q360

的預測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