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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樣本；第二節為研究工具；第三節為

研究程序。 

 
第一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之樣本計分為兩類：  
 

一、管理才能模式發展樣本： 

 
本研究為了解軍中連級輔導長應具備之重要管理才能，以便編製「管

理才能心理測驗」與「360度回饋評量問卷」，研究者邀請具有連輔導長經

歷之男性中高級軍官共 33人填寫管理才能調查問卷（見附錄 A），軍種涵

蓋陸軍、海軍、空軍、憲兵及軍管部，兵科均為政戰。平均歷練連輔導長

經歷為二年四個月，樣本資料如表 3-1： 

 
表 3-1  管理才能模式發展樣本資料表 

階 級 人 數 經          歷 軍  種 
上校 1 連、營輔導長、旅處長 陸軍 1名 

中校 7 連、營輔導長、旅處長（2人）
陸軍 5名，海軍 1名
空軍 1名 

少校 12 連、營輔導長 
陸軍 9名，海軍、空
軍軍管部、憲兵各 1
名 

上尉 13 連輔導長、一般參謀 
陸軍 6 名，海軍 2
名、空軍 2名、軍管
部 1名、憲兵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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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立意抽樣，主要樣本為接受短期軍官養成教育之義務役預官

為樣本，進行測試。針對參與的所有學員進行「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普

測，共計 364人參與，回收有效問卷 358份。其人口統計變項如表 3-2所

示： 

 
表 3-2  研究樣本人口統計資料表 

個人基本資料 人數 比例（%） 
29 歲以上 14 3.8% 
27-28歲 51 14.0% 
25-26歲 146 40.1% 
23-24歲 150 41.2% 

 
 

年齡 

22歲以下 3 0.8% 
博士 5 1.4% 
碩士 82 22.5% 
學士 274 75.3% 

 

學歷 

專科 3 0.8% 
 

除了上述的評鑑之外，另外還要進行「360 度回饋」的評鑑，而擔任

360 度回饋之受評者為學生中擔任實習幹部的人，計有連級幹部 8 人，排

級幹部 6人，班級幹部 25人，合計 41人，每位受評者提名 8位職務上不

同的同學擔任評分者，共計有 243人參與擔任 360度回饋的評分者。 

由於學員在入校前曾於成功嶺接受二個月的入伍教育，入校至進行第

一次 360度回饋間有七週的相處與觀察時間，因此相當適合推行 360度回

饋。另外，因為學生在結訓後將依學號進行抽籤分發，360 度回饋並不會

影響個人權益，回饋僅供受評者作個人改進之依據，可有效避免友誼效

應，故選取該批受試者為研究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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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研究工具包括：（1）管理才能心理測驗；（2）360 度回饋評

量問卷；（3）效標等三項，茲分述如下：  

 
一、管理才能心理測驗 

    研究者以張裕隆（1998）針對國內初、中階主管重要管理才能之調查

結果為基礎，進行管理才能模式調查，確認重要之核心管理才能；並引用

張裕隆（1998）所發展的心理測驗，取前述之管理才能向度的題目編製「管

理才能心理測驗」，其後再經過軍隊組織中的專家稍做語意修訂以符合軍

隊情境。原測驗的內部一致性介於.60~.87，中位數大多達.72 以上；效度

係數介於-.48∼.80之間，中位數在.29以上；多元相關係數介於.35∼.88間，

中位數在.59以上；整體而言，此份測驗具有不錯的信、效度結果。 

    量表形式為 Likert五點量尺，量尺上標明「非常同意」、「同意」、「很

難說」、「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請受試者針對題目的描述，圈選最

能代表自己的答案。 

 

二、360度回饋評量問卷 

    如前所述，依管理才能模式調查結果選定連級輔導長最重要管理才

能，編製「360 度回饋評量」問卷。評量時，請評分者根據該各項管理才

能向度之定義，針對受評者所表現出之管理行為，在 Likert式九點量表上

分別表示其優劣程度，「1」表示「極待改進」；「3」表示「有待改進」；「5」

表示「普通」。「7」表示「佳」；「9」表示「極佳」；另「N」則表示無法判

斷。量表範例見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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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效標 

本研究最理想的效標應該是受試樣本分發部隊後的真實工作表現績

效，但是欲獲取這樣的效標有很多限制，如時間、經濟及情境的干擾等，

故本研究以受訓樣本在訓練期間所獲得的「自評效標問卷」與「學習成效」

的資料，來當作本研究的效標。 

（一）自評效標問卷 

一般而言，工作滿意、工作壓力、及工作投入與表現等效標為工業與

組織心理學研究所經常運用的自評效標（Muchinsky, 1997），且為了解學生

在受訓期間的適應情況與表現，因此，本研究參考張裕隆（1998）的效標

量表，並修改編製而成一份自評效標問卷，這份問卷包括三個向度：（1）

受訓滿意：如「我對目前的受訓環境感到滿意」，共 4題；（2）受訓壓力：

如「我受訓時經常感受到相當大的壓力」，共 2題；（3）受訓表現：如「與

身邊的其他同學相比，我的表現算是相當不錯的」，共 3 題。原量表此三

項效標的內部一致性分別為.86、.61及.79，由此可知其具有不錯的信度。 

    量表形式為 Likert五點量尺，量尺上標明「非常同意」、「同意」、「很

難說」、「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請受試者針對題目的描述，圈選最

能代表自己的答案。 

 

（二）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受訓學生在訓練期間所獲得的學習成績的評量結果，做為效

標變項的一部份。這些效標是在多個時間點取得，分別由受訓學生的授課

的教官與部隊的長官提供。共計有五種，分別為： 

1.學科測驗：計有軍隊與社會關係、民主憲政理論與實踐、基層軍紀

工作作法、基層福利服務工作作法、輔導與諮商技術、社會團體工作等 14

種科目，分別以選擇題、問答題的形式進行紙筆測驗，測驗範圍均在授課

內容之內。各科成績加總平均後得「學科測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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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務驗收：為學生結訓前的一項驗收作業，全程分三天進行，採設

站過關的形式，15-20 員學生編成一組，各組以輪帶方式實施驗收。驗收

的項目計有服務工作、心輔工作、心戰工作、莒光日教學、文宣工作、組

織工作、反情報工作、監察工作、軍歌教唱等九項，主要以實作、狀況演

練、團體討論、小組作業等方式混合實施。評分員由教官組三十六名教官

擔任，加總平均每位教官的評分結果後，為本研究之「實務驗收」成績。 

    3.部隊見習：訓練課程結束前所有學生須至預定分派之單位擔任一個

月的見習官，並由見習單位之直屬長官進行考評，並將考核成績彙報後為

本研究之「部隊見習」成績。 

    4.總成績：為綜合所有考評之成績，計算方式為學科測驗佔 50％，

實務驗收成績佔 25％，部隊見習成績佔 20％，體能測驗佔 5％。加

總後為本研究之「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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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過程，可以分為準備與發展、執行與測量，及統計分析等三

階段，茲分述如下： 

 

一、準備與發展階段 

（一) 管理才能調查 

    研究者依據張裕隆（1998）編製的管理才能測驗，取其初、中階主管

之 20 個向度為藍本，邀請數名具連級輔導長經歷，並選修過組織心理學

相關課程之軍社所心理組研究生參加專家會議，共同討論研究樣本在軍事

情境中的階層與任務，最後從初、中階主管應具備之管理才能 20 項中選

出 16 項管理才能，並依據專家意見針對定義稍做修改以符合軍中情境，

編製成問卷如附錄 A。 

再邀請 33位具豐富基層歷練之軍官，請其就現階段的研究樣本在「未

來擔任連輔導長所需具備的才能」的重要性進行評量。最後將問卷調查的

結果加以分析；經統計分析後，將平均得分超過 3.5的最重要的 10項管理

才能，作為「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360度回饋評量問卷」之評量向度。

其調查結果如表 3-3所示。 

（二）測量工具發展 

    依據前述的調查結果，編製「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360 回饋評量

問卷」（詳見前述「研究工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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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管理才能模式之調查結果 

才能向度 內       容 M SD 

官兵服務 

親和力高，能瞭解與掌握官兵的心理需求，提供

便捷與高品質的服務，以贏得官兵的認同、滿

意。 

5.97 1.19

溝通技巧 

宣布事情時，能具體清晰，有條不紊，使對方能

夠正確接受欲表達的事項。與人交談時，能傾聽

與觀察他人的語言及非語言行為，並適切表達自

己的觀點，去影響、說服別人，並能包容不同的

意見。 

4.80 1.24

主動積極 

踏實、負責，具有敬業的精神，能主動發覺工作

上的種種問題，並且會嘗試自己先行解決，而後

再向上司反映。而非被動消極的因應。 

4.70 1.37

問題解決 

能思考、預見問題，並進行分析研究或集思廣

益，以找出原因與解決方案，進而有效執行，化

解危機。 

4.67 1.10

工作效率 

對於工作始終保持高度興趣與熱誠，且對於預定

的工作計畫或上司臨時交辦的事項，能在既定的

時間內迅速、有效地加以完成，以達成預定的工

作目標。 

4.60 1.14

情緒管理 

心情常保持愉快、穩定、樂觀、開朗，且當有所

爭執或在壓力狀況下，亦能適時讓自己與對方冷

靜下來，就事而論事。 

4.48 1.45

誠信正直 

凡事以身作則，盡心盡力，守信用，勇於承擔責

任，處事公正無私，重視紀律，賞罰分明，富有

使命感，重視個人與團隊榮譽。 

4.29 1.39

專業知能 

本職學能佳，領導經驗豐富，能不斷自我進修，

能主動向專業人士請教，並樂於將個人經驗和同

仁分享。 

4.10 1.19

激勵部屬 

能表達對部屬的關心與支持，公開讚揚優秀的表

現，建立其榮譽感，並能親身示範、鼓勵進修，

以幫助其成長 

4.13 1.47

執行力 

能根據上級指示與任務需要，在擬定詳細的計畫

之後，能排除萬難，認真地加以執行，並能如期

完成，讓長官放心。 

3.97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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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與測量階段 

（一) 針對所有樣本進行「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自評效標問卷的評量。 

 

（二）針對實習幹部進行「360度回饋」的評量，評量過程如下所述： 

    1.宣導 360度回饋機制 

    為使樣本（含評量者及受評者）能放心地評量與受評，本計劃係以訓

練與發展的角度切入，同時並承諾 360度回饋的結果絕對是在於協助個人

管理才能之發展，長官絕對不會將 360度回饋結果運用於派職、休假、考

核等方面。 

    2.選取評鑑對象與相關評分員 

    為尊重受評者意願，使受評者將來能夠接受評鑑結果，評分員之選取

係完全由受評者自由提名，包含受評者之直屬上司 1至 2人，同等級之同

儕 3人及部屬 3人。提名的原則是評量人員必須：（1）與受評者共事一個

月以上；（2）有充分觀察受評者的機會；（3）與受評者在工作上有較多互

動機會。這些評分員是與受評者是一同受訓的學員，只是因為受評者在受

訓期間擔任實習幹部的原因，因此與這些同學產生了上司、同儕，或部屬

的關係，以擔任班長的同學為例，其所要提名的上司是擔任排長或是連長

的同學，同儕則是提名與其同樣擔任班長的同學，部屬則是同班之中的其

他同學，其他職位的實習幹部，依此類推。提名單詳見附錄 C。 

    3.訓練：如何向他人提供回饋 

    簡介「360度回饋」，說明計劃目的、評量時應避免犯下的錯誤（如月

暈、過寬等），以及採匿名、「奧林匹克」計分（去除最高分與最低分）等，

以充分取得評量者的信任。填答說明參見附錄 D。 

    4.進行評鑑 

    請受評者及其評分團根據各管理才能的定義，填寫問卷。由於本問卷

之型式十分簡單，因此評量一位受評者只需 5∼8 分鐘，僅少數學生因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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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人緣關係，必須評量較多受評者，但整個評量時間不會超過 1個小時。 

    5.360度回饋之計分 

    （1）各評分來源總分平均之計算：先依不同評分來源進行分類。例

如：將同一受評者之上司（兩位）評分依各向度評分結果加總平均，即為

其上司評量之各向度平均數。同理，亦可得自評、部屬評量、同儕評量之

各項管理才能向度平均數。然後，再將個別受評者各評分來源（自評、上

司、部屬、同儕）之各項管理才能向度平均數加總平均之後，即為各評分

來源之總平均。 

（2）360度回饋評分之計算：本研究採取「奧林匹克式」計分法，亦

即在計分時需先逐一將受評者，在各個管理才能向度中，所有評分者（自

評、上司、部屬、同儕）的評量結果中的最高分與最低分予以剔除之後，

再加總平均，以獲得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平均數，將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平均

數再加總平均之後，即為其 360度評量之總分平均。 

    6.360度評量結果回饋 

    在完成計分程序後，研究者將得分轉為圖表形式，以利受評者閱讀，

圖表僅呈現自評與他評的差異，可以確保評分者的匿名性。在回饋前，研

究者再次說明本次進行 360度回饋之目的，特別強調協助個人發展用途，

期能降低受評者的負面感覺。 

 

（三）甄選策略的進行方式 

    在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進行甄選策略分析之前，

需先將受訓學生以隨機分派的方式分成 A、B兩組，再針對這兩組的學生

進行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策略的分析。 

在針對 A組受訓學生進行「多元迴歸」的甄選策略之時，必須先運用

B 組受訓學生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效標」上評量結果的資料，進

行多元迴歸分析，以獲得進行多元迴歸甄選策略時所需之迴歸方程式，再



 39

將 A 組受訓學生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各管理才能向度上所得到的評量結

果，帶入前述所獲得的迴歸方程式之中，以得到預測分數（Y 值）。在得

到預測分數（Y值）之後，多元迴歸的甄選策略是利用以下兩項分析，來

分析所得到的預測分數是否能確實區辨受訓學生在效標上表現的優劣：

（1）將預測分數（Y 值）與 A 組受訓學生在各效標上的得分進行相關分

析；（2）利用預測分數（Y 值），將 A 組受訓學生分成高分組（預測分數

得分在前 33％者）與低分組（預測分數得分在後 33%者），並針對這兩組

人在效標上的得分進行獨立樣本 t 考驗，藉此來看這兩組人在效標上的得

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在針對 B組的受訓學生進行「多重切點」的甄選策略之時，必須先請

在學校受訓之上尉級軍官（皆具有擔任連級輔導長兩年以上的經驗）填寫

調查問卷（調查問卷參見附錄 E），以得到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之時所需

之切點分數，由於切點分數所代表的是各管理才能向度「最低」的能力限

制，一般而言較難以直接評定出來，因此，我們請這些上尉級軍官在填寫

調查問卷時，是請其回想出一位「表現普通」的連級輔導長，其所展現出

的行為特質，並評定其在下列各管理才能向度上之表現為何，再將這些評

量者的評量結果彙整之後，計算出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再

將這些平均數減掉 1.5 個標準差之後，以獲得各管理才能向度所需之切點

分數，將前述調查所得之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切點分數，與 B組受訓學生在

管理才能心理測驗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得分進行比較，若是在各管理才能向

度上的得分都高於切點分數，則會被分到「入選」這一組，而若是在任何

一項管理才能向度上的得分低於切點分數的話，則會被分到「淘汰」這一

組。然後將這兩組人在各效標上的得分進行獨立樣本的 t考驗，藉此來看這

兩組人在效標上的得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至於在進行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兩種甄選策略的結果比較時，則先將

進行多元迴歸的這一組人，在預測分數上的得分進行排序，然後由高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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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選取進行比較的人，至於選取的人數，則是與進行多重切點時分到「入

選」那一組的人相同的人數（亦即若進行多重切點的 B組，分到「入選」

那一組的人數是 60 人，則多元迴歸的 A 組就利用預測分數，由高到低也

選出 60人）。最後，進行這兩組人在效標上的獨立樣本 t考驗，藉此來看

這兩組人在效標上的得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綜合而言，上述進行甄

選策略的流程，如下圖 3-1所示： 

 

 

 

 

 

 

 

 

 

 

 

 

 

 

 

 

 

 

 

圖 3-1  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評量結果進行甄選策略分析流程圖 

將全部的受訓學生以隨機分 
派的方式分成 A、B兩組 

A  組 （多元迴歸） 
1.運用 B 組學生在管理才能心
理測驗與效標上評量結果的

資料，進行多元迴歸分析，

以獲得所需之迴歸方程式 
2.將 A 組學生在管理才能心理
測驗上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得

分，帶入迴歸方程式之中，

以便獲得預測分數（Y值）
◆將預測分數（Y值）與 A組
學生與在各效標上的得分進

行相關分析 
◆利用預測分數（Y值），將 A
組學生分成高、低（前後

33%）分組，並將這兩組人
在效標上的得分進行獨立樣

本 t考驗 

B  組 （多重切點） 
1.運用軍官進行問卷調查，以
獲得各管理才能向度所需之

切點分數 
2.運用調查所得之各管理才能
向度之切點分數，與 B組學
生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上各

管理才能向度的得分進行比

較，並將 B組的學生依據比
較的結果分成「入選」與「淘

汰」兩組人，然後再將這兩

組人在各效標上的得分進行

獨立樣本的 t考驗 

甄選策略之比較分析 
◆將 A組進行「多元迴歸」甄選策略結果與 B組進行
「多重切點」甄選策略結果（入選）進行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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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運用「360度回饋」的評量結果，進行甄選策略的分析，由於接受

評量的受評者（實習幹部）人數不多（41人），所以無法進行多元迴歸甄選

策略的分析，但仍可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的分析。 

在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分析之前，必須先請在學校受訓之上尉

級軍官（皆具有擔任連級輔導長兩年以上的經驗）填寫調查問卷（調查問

卷參見附錄 F），以得到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之時所需之切點分數，由於

360 度回饋的評量資料，較經常會使用在組織內部，作為人員晉升時的參

考依據，就組織內部晉升的觀點而言，是要選擇較為優秀的人，因此，訂

定切點分數時，必須較為嚴苛，然而，這樣嚴苛的標準是較難以直接評定

出來，所以，我們請這些上尉級軍官在填寫調查問卷時，是請其回想出一

位「表現普通」的連級輔導長，其所展現出的行為特質，並評定其在下列

各管理才能向度上之表現為何，再將這些評量者的評量結果彙整之後，計

算出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平均數與標準差，再將這些平均數加上 1.5 個標準

差之後，以獲得各管理才能向度所需之切點分數，將前述調查所得之各管

理才能向度的切點分數，與實習幹部在 360度回饋各管理才能向度的得分

做比較，若是在各管理才能向度上的得分都高於切點分數，則會被分到「入

選」這一組，而若是在任何一項管理才能向度上的得分低於切點分數的

話，則會被分到「淘汰」這一組。然後將這兩組人在效標上的得分進行獨

立樣本的 t考驗，藉此來看這兩組人在效標上的得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三、統計分析階段 

（一)信度分析： 

本研究針對「管理才能心理測驗」各管理才能向度進行信度分析，以

求取其內部一致性程度（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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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森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 Moment Correlation），來

探討「管理才能心理測驗」、「360 度回饋」等評鑑工具的評量結果與效標

變項之相關，以求得各項工具的效標關聯效度。此外，並求取 360度回饋

各評分來源間之相關，以進行評分者間之信度分析。 

 

（三）多元迴歸分析 

    以逐步迴歸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來探討管理才能測驗各管理才

能向度的評量結果，那些向度最能有效的預測受訓學生在自評效標與學習

成效上的評量結果。另外，為了解 360度回饋之評估方法是否比管理才能

心理測驗的評估方法，對受訓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自評效標上的評量更有預

測力，則是以多元迴歸分析中之強迫進入法（enter）來進行統計分析。 

此外，為了解 360 度回饋之評估方法是否比傳統上司評鑑的評估方

法，對受訓學生的學習成效與自評效標上的評量更有預測力，以多元迴歸

中之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來檢視與比較兩種評量方式對

效標變項的解釋變異量。首先，以 360度回饋中上司評量的分數做為預測

變項以求取其對效標變項的預測力與解釋變異量；其次，在控制了上司評

量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效果之後，再加入另外三項評估來源分數（即自評分

數、同儕評分與部屬評分）做為預測變項，以了解其對效標變項的遞增預

測力與解釋力，並驗證本研究之假設。 

 

（四）獨立樣本 t考驗 

本研究採用獨立樣本 t 考驗，來驗證進行多元迴歸的甄選策略之後，

運用預測分數將研究樣本分成高、低分的兩組人，運用切點分數分成「入

選」與「淘汰」的兩組人，以及利用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兩種甄選策略選

取出來的兩組人，在效標上的得分是否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43

綜合而言，本研究整個流程如下圖 3-2所示： 

 

準備與發展 

1.管理才能模式調查 

 （1）問卷調查及訪談 

 （2）資料彙整與分析 

 （3）確認核心管理才能 

2.編製「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360度回饋評量問卷」 

3.編製「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360度回饋」切點分數之調查問卷 

 

 

 

執行與測量 

1.進行「管理才能心理測驗」及「自評效標問卷」普測 

2.針對實習幹部進行 360度回饋評鑑 

3.蒐集「學習成效」的評量結果 

4.進行「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360度回饋」切點分數問卷調查 

 

 

 

統計分析 

1. 信度分析 

2. 相關分析 

3. 多元迴歸分析 

4. 獨立樣本 t考驗 

5. 甄選策略分析 

圖 3-2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