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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針對前述各項研究結果進行討論，並提出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後

續研究建議及實務建議，茲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假設之探討；第二節

為研究限制；第三節為研究建議。 

 

第一節 研究假設探討 

    為使讀者對本研究有個概括性的了解，本節將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摘要

條列如表 5-1所示：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摘要表 

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

方法

研究

結果
說明 

 
假 
設 
1 

 
控制管理才能測驗的效果後，360
度回饋對於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

仍具有預測力及解釋力 

 
階層

迴歸

分析

 
部分

支持

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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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設 
2 

「個人—工作契合」對於學習反應
及學習成效具有預測力，亦即「個

人—工作契合」與學習反應及學習
成效有顯著的正相關。 

 
相關

分析

 
部分

支持

 
假設 2-1、2-2、2-3 皆獲得部分支
持，假設 2-4則未獲得支持。 

 
假 
設 
2-1 

 
管理才能測驗差距契合（|D|測驗）與
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正

相關。 

 
相關

分析

 
部分

支持

差距契合|D|測驗與受訓滿意、受訓壓
力、受訓表現、實務驗收及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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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設 
2-2 

 
管理才能測驗相關契合（Q 測驗）與

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正

相關。 
 

 
相關

分析

 
部分

支持

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表現、部隊見

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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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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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摘要表（續） 

 
假 
設 
2-3 

 
360度回饋差距契合（|D|360）與學

習反應及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正相

關。 

 
相關

分析

 
部分

支持

差距契合|D|360 與受訓表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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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設 
2-4 

360 度回饋相關契合（Q360）與學

習反應及學習成效有顯著的正相

關。 

 
相關

分析

不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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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設 
3 

管理才能測驗之「個人—工作契
合」比管理才能測驗更具預測力。

亦即個人—工作契合與效標（學習
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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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假設 3-1未獲得支持，假設 3-2則
獲得部分支持。 

 
假 
設 
3-1 

管理才能測驗差距契合（|D|測驗）與
效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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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不 
支 
持 

管理才能測驗與差距契合|D|測驗，兩
者對於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

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

見習、總成績等效標的預測力皆無

不同。 
 
假 
設 
3-2 

 
管理才能測驗相關契合（Q 測驗）與

效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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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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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在受訓滿意、受訓表現

的預測力高於後者，而在受訓壓

力、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

習、總成績等效標上的預測力則無

不同。 
 
 
假 
設 
4 

360度回饋之「個人—工作契合」
比 360度回饋更具預測力。亦即個
人—工作契合與效標（學習反應及
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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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假設 4-1未獲得支持，假設 4-2則
獲得部分支持。 

 
假 
設 
4-1 

360度回饋之差距契合（|D|360）與

效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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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不 
支 
持 

360度回饋與差距契合|D|360，兩者

對於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

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

習、總成績等效標的預測力並無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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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摘要表（續） 

 
假 
設 
4-2 

360 度回饋相關契合（Q360）與效

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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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相關契合 Q360 對效標的預測效

果，僅對總成績的預測力高於 360
度回饋的預測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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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預測力則無不同。 
 
 
假 
設 
5 

差距契合（|D|）比相關契合（Q）
更具預測力。亦即，差距契合與效

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之相關

係數，會高於相關契合與效標之相

關係數，且兩個相關係數會有顯著

差異。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假設 5-1與 5-2皆獲得部分支持。

 
 
假 
設 
5-1 

管理才能測驗差距契合（|D|測驗）與
效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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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差距契合|D|測驗對受訓滿意、受訓表
現的預測力高於相關契合 Q 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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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 
設 
5-2 

360 度回饋差距契合（|D|360）與效

標（學習反應及學習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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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係

數的差

異顯著

性考驗

 
 
部分

支持

差距契合|D|360 對總成績的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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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預測力並無不同。 
 
 

壹、360度回饋對管理才能測驗之遞增效度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探討管理才能測驗與 360度回饋對學習反應（受訓

滿意、受訓壓力）及學習成效（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

習、實務驗收、總成績）的影響效果，並進一步檢驗 360度回饋的遞增預

測效度，以作為組織應用管理才能測驗及 360度回饋於人事決策的參考依

據。 

張裕隆（2002）指出，無論國內外研究均支持管理才能與工作表現之

間具有顯著的相關。張裕隆（2002）以國內初、中、高階主管為樣本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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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才能測驗，研究結果顯示管理才能測驗能夠有效地預測工作滿足、工

作壓力、組織承諾、工作投入及表現、家庭幸福、身心健康等效標的表現

（效度係數介於-.48∼.80之間，多元相關係數介於.35∼.88之間），本研究

以軍中受訓學生為樣本，管理才能測驗（見表 4-2）能有效預測受訓滿意、

受訓壓力等學習反應（測驗總分與兩者的相關係數分別為.43、-.25，皆

達.001的顯著水準），而與受訓表現（r=.63, p<.001）、實務驗收（r=.12, p<.05）

等學習成效相關達顯著，此一結果大致與過去研究相符。然而，由於管理

才能測驗與受訓滿意、受訓壓力以及受訓表現皆是以自評的方式進行，可

能會造成「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影響作用，使預

測變項與效標變項間的關係產生高估的現象。 

360度回饋（見表 4-3）與受訓滿意、受訓壓力之相關未達顯著，但有

多項評量來源對於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及總成績

等效標具預測力，其中 360度回饋總分更與五個學習成效效標的相關係數

皆達顯著水準。Gross與 Levy（1998）以房屋租賃之業務主管為受試進行

360 度回饋評鑑，發現其效度係數約在.24 至.29 之間；Brutus，Fleenor與

London（1998）等人的研究發現，不同產業中各評分來源與效標的相關係

數約在.10至.45之間；張裕隆（2002）針對國內初、中、高階主管進行 360

度回饋評鑑，發現 360 度回饋之效度（效度係數中位數多半在.50 以上）

皆要比其他單一來源評鑑之效度來得高；本研究 360度回饋總分與學習成

效之相關介於.33至.51之間，結果與過去研究頗為一致。此外，本研究亦

與 Zazanis，Zaccaro及 Kilcullen（2001）等人的研究結果相符，驗證以多

元來源評量軍中受訓官兵之有效性。至於造成 360度回饋對於學習成效的

受訓表現、學科測驗、實務驗收、部隊見習、總成績等效標具有預測解釋

力的原因，可能係因樣本在受訓期間是以團體生活的方式進行，這些評量

者（上司、同儕及部屬）與受評者之間有許多的接觸與互動的機會，可以

實際觀察到受評者的行為表現，因此評量結果能有效預測受評者在受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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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學習表現；而 360度回饋與學習反應效標相關未達顯著之因，可能是

由於受訓滿意與受訓壓力較屬於個人內在狀態，且受訓滿意、受訓壓力較

可能導因於樣本對受訓環境的認知評估，因而使得 360度回饋對於該效標

較不具有預測力。 

另外，在 360度回饋的遞增效度方面（見表 4-6及表 4-7），在控制管

理才能測驗的效果後，360 度回饋對於學科測驗、部隊見習、實務驗收、

總成績等效標仍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及解釋力（△R2=.12~.23），其中以對學

習成效之總成績遞增解釋力最高（△R2=.23）。此一結果與前述討論相互呼

應，概原本管理才能測驗即已能有效預測受訓滿意、受訓壓力、受訓表現

等效標，因此在加入 360度回饋後，並未能增加額外的解釋力；然而對於

學習成效而言，管理才能測驗的預測力並不高，再加上 360度回饋本身對

學習成效的預測力，因此加入 360 度回饋後對學習成效能有遞增預測效

度。Cohen（1988）認為，如果一項評鑑工具能增加 7%的解釋變異量，即

屬於中等程度的有效量（effect size），而本研究 360 度回饋對於學習成效

能增加 12%至 23%的解釋變異量，因此，如能將管理才能測驗與 360度回

饋結合運用，應可增加我們對管理效能的了解及效標的解釋預測力。 

此外，由相關分析可以看出，360 度回饋對學習成效的效果，結合自

評、上司、部屬、同儕等來源的 360度回饋總分，似乎較任何單一來源具

有較佳的預測力，此一現象除了顯示結合不同來源的效果比任何單一來源

的效果更佳之外，奧林匹克計分或許亦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機制。由表 5-1

可以看出，當 360度回饋是未經過奧林匹克計分時（直接加總自評、上司、

部屬、同儕評量的平均分數），其效度係數介於.15 到.45 之間，而經過奧

林匹克計分處理後，相關係數提升至.33到.51之間，此一結果，支持Edwards

與 Ewen（1996）提出之奧林匹克機制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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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360度回饋總分（有無奧林匹克計分）與學習成效之相關係數 

 受訓 
表現 

學科 
測驗 

實務 
驗收 

部隊 
見習 總成績 

360度回饋 
（未奧林匹克計分） .45** .22 .15 .29 .34* 

360度回饋 
（奧林匹克計分） .43** .42** .33* .33* .51** 

N=41；*p<.05；**p<.01 
 

貳、個人—工作契合之探討 

 
在比對管理才能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標竿剖面的契合方面（見表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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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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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契合 Q 測驗與受訓表現（r=.13, p<.05）及

部隊見習（r=.13, p<.05）之相關達顯著水準；至於在 360度回饋與 360度

回饋標竿剖面的契合方面（見表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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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成績（r=.52, p<.01）之相關達顯著水準，相關契合 Q360則與任

何效標皆未達顯著相關。 

此外，相關分析顯示，本研究之差距契合|D|測驗與管理才能測驗（r=.98, 

p<.001）、差距契合|D|360與 360度回饋（r=.93, p<.001）之相關極高，顯示

差距契合指標與原始來源分數具有極高的重疊性，造成上述的結果，可能

與本研究標竿剖面之選取方式有關。本研究管理才能測驗及 360度回饋之

標竿分數，係請一群軍官評量「表現優秀的人，在管理才能向度上的得

分」，再將所得結果加以平均作為各向度的標竿分數以進行後續契合分數

的計算，然而這些上尉及少校軍官在評定標竿少尉輔導長的管理才能時，

或許是從長官的立場進行評量，因而導致評量結果過嚴，使得各向度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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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分數偏高（管理才能測驗、360 度回饋與標竿分數之比較見表 5-3 及表

5-4）。由於樣本在管理才能測驗及 360 度回饋的得分大多低於標竿剖面分

數，因而在計算差距契合時，造成「在管理才能測驗（或 360度回饋）得

分愈高者，與標竿剖面的差距亦愈小（即差距契合度愈高）」，因而使得差

距契合指標與原始來源分數相關極高。 

 

表 5-3  管理才能測驗與其標竿分數之描述統計結果 

   管理才能測驗(N=358)  標竿剖面(N=23)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官兵服務 3.70 0.41  4.57 0.51 
主動積極 3.51 0.43  4.48 0.59 
溝通技巧 3.59 0.39  4.52 0.51 
工作效率 3.63 0.40  4.39 0.84 
問題解決 3.71 0.45  4.39 0.58 
情緒管理 3.70 0.55  4.22 0.85 
誠信正直 3.61 0.40  4.39 0.72 
專業知能 4.00 0.41  4.30 0.82 
激勵部屬 3.60 0.46  4.30 0.63 
執行力  3.65  0.43 4.39 0.78 

 
表 5-4  360度回饋與其標竿分數之描述統計結果 

  360度回饋(N=41)  標竿剖面(N=2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官兵服務 6.61 0.85  7.24 1.13 
溝通技巧 6.50 1.00  7.56 0.77 
主動積極 6.43 0.98  7.20 1.22 
問題解決 6.68 0.89  7.36 0.95 
工作效率 6.32 0.66  7.36 0.91 
情緒管理 6.95 0.90  7.68 1.18 
誠信正直 6.84 0.96  7.20 1.32 
專業知能 6.44 0.79  7.24 1.05 
激勵部屬 6.24 0.77  7.12 1.09 
執行力  6.85  0.70  7.4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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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相關契合方面，Spencer 與 Spencer（1993）及 Caldwell 與

O’Reilly（1990）以剖面相關進行個人—工作契合的研究結果發現，個人—

工作契合與工作績效、工作滿足皆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然而本研究卻未

得到相同的結果。造成相關契合（無論是 Q 測驗或 Q360）效果不顯著的原因，

或許是由於相關契合的算法導致，以剖面相關係數作為契合指標，可能存

有不同人的相關係數雖然相同，而實際原始分數卻差距甚大的情況，然而

本研究因管理才能測驗及 360度回饋的原始分數本身已具有一定程度之效

度係數，因此輔以標竿剖面的相關契合，反而導致效度的下降。 

綜合而言，研究結果顯示，在評量管理才能的個人—工作契合度上，

差距契合指標似乎是一個較為恰當的指標，然而由於此類研究尚少、且本

研究標竿剖面選取亦存在分數過高的限制，因而此一結論仍有待未來後續

進行研究。 
 

參、管理才能與個人—工作契合之比較 

 
    Spencer與 Spencer（1993）認為，以才能為基礎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

在人事甄選及安置上，應考量到個人－工作間的契合度或適配性。然而本

研究結果卻顯示，無論差距契合（|D|測驗及|D|360）或相關契合（Q 測驗及 Q360）

均未能比管理才能測驗或 360度回饋具有更高的預測正確性。造成此結果

的原因，一方面或許是由於本研究標竿剖面選取的限制，導致契合效果未

能發揮；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本研究的管理才能，如溝通技巧、工作效

率、問題解決、情緒管理、專業知能、激勵部屬及執行力等向度，較偏重

於「能力」部分，而照理說能力愈高，表現亦應愈好，因此不適於以契合

觀點來進行探討，也許當重要的管理才能是人格特質或價值觀時，以契合

的概念來探討，將能產生更佳的解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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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在以管理才能測驗及 360度回饋探討個人－工作契合

之預測力與解釋力，在各項研究流程上，雖力求嚴謹以避免研究之疏失，

但因受限於實地研究法的研究情境、對象、及時間、人力等因素，而影響

或限制了本研究的研究結果。以下便針對這些研究限制進行討論，並進一

步提出未來研究可供參考之方向及建議。 
 
一、管理才能模式發展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對象及情境，僅能以專家調查的方式，修訂原有已

建立之管理才能模式，據以發展研究工具，儘管專家調查是目前實務界應

用廣泛的方式之一，且本研究依此為基礎而發展的研究工具亦具備一定程

度之預測效度，然未來研究在可能的情況下，仍應以工作能力評鑑法或專

家會議法（Spencer & Spencer, 1993），甚至同時合併多種方法以建立管理

才能模式，確保後續發展之評量工具能更符合研究對象的特性與具備更佳

的預測效度（Kochanski, 1996）。 
 
二、差距契合與原始來源分數相關過高 

本研究以軍官評量的標準作為管理才能測驗與 360度回饋的標竿剖面

分數，然而或許因為標準太嚴，導致標竿剖面分數均高於樣本的得分情

況，因而使得差距契合與原始來源分數之相關係數高於.90，使本研究結果

的推論受到限制。未來在標竿剖面的選取方式上，或許可採取多元來源評

量的方式進行評定，亦即由連輔導長及其下屬、長官同時評定，再將結果

加以平均作為標竿剖面，或許可避免由單一來源評量造成的偏誤。此外，

亦可找出組織中現存之優秀成員，求得其在預測指標上（如才能、特質、

價值觀等）的分數，加以平均後求得管理才能之標竿剖面，然而使用此種

剖面比對的方式之重點，在於必需先能有效定義出組織中優秀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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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組織中所需之各項才能重要性最好具有一定之區辨程度，如此一來契合

將發揮最大之效用。 
 
三、效標選取 

最理想的效標應是受試樣本分發部隊後的真實工作表現，然而，欲取

得此類效標有諸多時間、經濟及情境上的限制，因此本研究僅能以訓練期

間所獲得的中途效標作為替代性的指標。此外，儘管本研究廣泛收集研究

對象之各項效標，然而亦不得不考量到效標本身可能出現偏誤或效標污染

的情況。例如「受訓滿意」及「受訓壓力」主要可能係導因與學員對受訓

環境的主觀評估；「學科測驗」為各科教官分別出題與閱卷，考試的重點

在於瞭解學生是否對課程有基礎的認識與瞭解，因此是否能有時間充分準

備或許亦是一項重要影響因素；而「部隊見習」分數是由校方提供標準化

的評分表格，委請受試者分派之各見習單位長官負責評分，因此有可能因

各單位之標準不一，造成評量分數本身的偏誤；綜上所述，縱使本研究同

時採用學習反應與學習成效等多元效標具備廣泛之應用意義，但仍不可輕

忽其中因計量因素所帶來的偏誤。 
 
四、樣本大小 

360 度回饋執行上的一大問題是受評者的選取，當需要由上司、同儕

及部屬分別擔任評分者角色時，受評者的選取就受到限制，且一位受試需

動員 8~10 位評量者，故本研究參與者雖多達 358 位，然 360 度回饋之受

評者卻僅僅 41人，因此在人數稀少的情況下，可能造成統計考驗力不足，

因而本研究結果仍有待後續研究者的進一步驗證。 
 
五、外在效度的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樣本為接受短期軍官養成教育的男性學生，樣本特性與

一般的軍校生及部隊幹部有所差異，因此在做結果類推運用上應注意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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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此外，研究者選取實習幹部擔任 360度回饋之受評者，並在評分時強

調應以實習幹部之上司、同儕及下屬的角色進行評分，雖然實習幹部具有

一定的管理權，但本質上仍帶有同儕的性質，因此可能影響整個評量結

果，進而影響外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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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建立軍中連輔導長管理才能模式 

  現今才能模式已廣泛運用於一般企業組織且具有不錯的效果，而美國

人事管理局及海軍部門等亦曾以才能模式作為人才招募和發展管理能力

的工具，然而在國內，卻未能將才能模式運用於軍事組織。本研究所調查

得出之核心管理才能模式，或可做為發展其它評鑑工具（如傳記式問卷、

同儕評量、情境測驗等）之依據，並作為人力資源管理各項功能（如甄選、

訓練、考核、晉升等）之重要參考，未來亦可針對不同的軍種（如陸、海、

空）、不同的職位（如連長、營長等）發展才能模式，以發揮更具策略價

值的人力資源管理的功能。 
 
二、管理才能評鑑工具之有效性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360 度回饋與管理才能測驗對於滿意度、壓力感

及學習成效表現具有預測效果，而且在控制管理才能測驗的效果後，360

度回饋在某些效標上仍具有遞增預測力及解釋力。因此未來可同時運用管

理才能測驗及 360度回饋於人事管理決策（例如甄選、安置、晉升、訓練、

職涯規劃等），以提升整體預測之有效性。因此未來研究可延伸發展更多

元的評鑑工具，並進行效度及效益分析，以使國軍人力資源能作更有效的

運用，提升國軍整體素質與戰力。 
 

三、從管理才能角度出發探討個人－工作契合 

究竟才能應該是愈高愈好？抑或愈契合愈好？關於此一問題至今仍

沒有一個定論，儘管 Spencer與 Spencer（1993）認為應透過個人－工作契

合度的評估以達到適才適所，然而本研究結果卻顯示，契合分數似乎未能

較原始分數來得具有預測力，甚至在多項效標上，原始分數的預測力反而

高於契合分數，然而由於此類的研究尚少，因此研究結果有待後續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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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驗證。此外，本研究之個人—工作契合雖然不具預期的效果，然而由於

軍中情境具有團體生活、絕對服從等特性，因此未來研究可以朝個人與組

織文化價值觀（P-O fit）、個人與團體（P-G fit）、個人與上司（P-S fit）等

其他種類的契合進行探討，以進一步釐清契合與工作表現之關係。 
 

四、重視評量後的回饋及行為改善 

本研究因受限於時間因素，未能針對 360度回饋受評者在接受回饋後

是否有後續的行為改善，作進一步的追蹤與觀察。London與 Smither（2002）

認為，360 度回饋到行為改變是一個長期而複雜的歷程，僅有回饋尚不足

以帶來行為改變，其中有二個因素會影響行為改變的效果：（1）個體的回

饋傾向（Feedback Orientation）：指個體對回饋結果之整體接受度，包含了

對回饋結果是否有負面的感覺、是否有尋求他人回饋之傾向和對回饋結果

的重視程度，以及是否會依循回饋結果進行行為改變；（二）組織之回饋

文化：指組織對回饋的支持程度，包括組織是否能以寬容的態度面對回饋

之結果、是否協助組織成員解讀及運用回饋、是否建立酬獎行為改善之機

制等。這樣的論點說明了組織與個體因素均會影響行為改變的效果，建議

後續研究者可針對這些關鍵因素進行探討，以進一步釐清接受 360度的回

饋結果之後的行為改變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