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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假設之探討；第二節為研究限制；第

三節為研究與實務建議。 

 

第一節  研究假設之探討 
 
綜合上述各項研究分析之結果，研究者將本研究的研究假設及驗證之

結果整理如下表：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一覽表 

假設 假  設  內  容 
分析

方法

研究

結果
說       明 

1 

 
 
360 度回饋的評量結果，對受
訓學生自評效標與學習成效

之預測解釋力高於上司評鑑

的評量結果。 
 
 

 
 
階層

迴歸

分析

 
 
部份

支持 

 
由表 4-8可知，在控制了上司評
量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效果之

後，加入另外三項評估來源，僅

對「受訓表現」此項效標上仍具

有顯著的預測力，且可增加 24%
的變異解釋量。至於其他效標則

否。 
 

2 

 
 
360 度回饋的評量結果，對受
訓學生自評效標與學習成效

之預測解釋力高於管理才能

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 

 
 
多元

迴歸

分析

之中

的強

迫進

入法

 
 
部份

支持 

 
由表 4-9可知，管理才能心理測
驗的總分對「自評效標」的預測

力高於 360 度回饋的總分，而
360 度回饋的總分則對「學習成
效」的表現，較管理才能心理測

驗的總分更具有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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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5-1） 
假

設 
假  設  內  容 

分析

方法

研究

結果
說       明 

3 

 
 
 
 
 
 
針對連級輔導長此項職位而

言，運用多重切點的甄選策略

所篩選出來的人，其在自評效

標與學習成效上的得分，會高

於運用多元迴歸的甄選策略所

篩選出來的人，且有顯著的差

異。 
 

 
 
 
 
 
 
獨立

樣本 
t考驗

 
 
 
 
 
 
不支

持 

 
由表 4-11、表 4-13，及表 4-14
可知，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
驗」的評量結果，來進行「多
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
策略的分析，其結果顯示這兩
種甄選策略都可區辨受訓學
生在「自評效標」上的表現，
但對「學習成效」上的表現則
否，而這兩種甄選策略所選取
出來的人，其在效標上表現並
未達顯著的差異。此外，運用
「360 度回饋」的評量結果，
進行甄選策略的分析時，實習
幹部人數太少，不足以進行多
元迴歸甄選策略之分析，只能
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之分
析，結果如表 4-16所示，僅能
區辦實習幹部在部份「學習成
效」效標上的表現。 
 

 
至於上述各項結果，分為以下三個部份來加以探討，（一）360度回饋

與上司評量對效標之預測解釋力之比較；（二）360度回饋與管理才能心理

測驗對效標之預測解釋力之比較；（三）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策略分

析結果之比較。 

 

一、360度回饋與上司評量對效標之預測解釋力之比較 

本研究基於想了解傳統單一來源評估方法（上司評量）與 360度回饋

評估方法，對於自評效標與學習成效等效標變項的解釋變異量，何者具有

較高的預測解釋力。因此以多元迴歸分析的階層迴歸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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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8 可知，在控制了上司評量對效標變項的影響效果之後，加入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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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只有對「受訓表現」這項效標仍具有顯著的預測力（自評：β=.42, 

p<.05），且可增加 24%的變異解釋量。由此可以顯示在原有的上司評量的

基礎上，如果再加入另外三項評估來源的得分，無法有效地提昇其對大部

份的效標變項的解釋變異量。此一結果並未完全支持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一

個假設，且與劉岡憬（1998），以及 Gross 與 Levy（1998）所做出來的研

究結果不符合，也未驗證 Fox 與 Bizman, （1987）、McEvoy 與 Buller

（1987）、及 Zazanis，Zaccaro與 Kilcullen（2001）等人所提出來的論點。 

    本研究導致這樣的結果，其可能的原因是：（1）評量者與受評者之間

的關係：雖然實習幹部具有一定的管理權，並在評分時對評量者強調應以

實習幹部中上司、同儕及部屬的角色進行評分，但在評量者與受評者之

間，其本質上仍為同儕，所以在評量時，不論其所擔任的角色為何，評量

者可能仍然是以同儕的角度進行評鑑，進而影響了整個 360度回饋評量的

結果，此一論點有待後續研究加以驗證；（2）學習成效評量的區辨性：各

項學習成效的評量結果，由於進行評量的方式與目的的影響，造成其無法

區辨出實習幹部的表現優劣（詳見研究限制）。由此可知，由於預測變項

與效標變項在進行評量時，都會因為一些因素的影響，而造成評量結果上

的偏誤，因此，進一步影響到運用這些評量結果進行統計分析時的分析結

果。 

此外，360度回饋是一種「多元來源回饋」（multiple-source feedback）

技術，它係針對特定的個人，以包含受評者自己在內的多位評量者來進行

評鑑工作（Tornow, 1993）。其主要概念是各個不同的評量來源（如自評、

上司、同事、部屬等），基於不同的觀察機會與角度，可以提供受評者不

同的評估結果與回饋，因此各評分來源之間應該不會有太高的相關

（Yammarino & Atwater, 1993），否則沒有必要邀請這麼多人一起來參與評

量。然而，雖然希望分屬不同來源的評分員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可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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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量的還是同一組人，評量的焦點還是在這一個人的管理才能表現上，

因此，各評分來源之間應仍具備一定程度的相關。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

可以預期，這些不同來源評分員所提供的評估回饋得分之間，應該會有某

種程度的一致性，然而相關程度不會太高。本研究結果也支持這樣的論

述，上司與部屬（r=.55, p<.001），與上司與同儕（r=.35, p<.05）之間均達

顯著相關。 

另外，本研究還發現，自評與上司（r=.04, p>.05）、自評與部屬（r=.28, 

p>.05），以及自評與同儕（r=.05, p>.05）之間的相關均未達顯著水準，顯

然地，受評者對自我管理行為的認知與上司、部屬以及同儕的觀察並不一

致。然而，獲得這樣的評量結果對受評者而言，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因

為 Nowack（1993）認為，提升自我能力的第一步是能夠誠心地接受他人

的回饋，O’Reilly（1994）更指出，了解主管、部屬、同事對你真正的看

法時，可能會刺痛你的感覺，但是只有面對這些「真實」，才能使你成為

真正的主管，而 360 度回饋的主要目的即在於增進管理者的自我覺察能

力，透過 360度回饋，受評者可以獲得全方位的回饋，更可以從這些不同

的回饋中釐清彼此認知的差距，正確地了解自身的優缺點，進而規劃出一

套完整的個人發展計劃，提升管理效能與績效表現。 

 

二、360度回饋與管理才能心理測驗對效標之預測解釋力之比較 

本研究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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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實習幹部的學習成效與自評效標上的評量更有預測力。因此，本

研究以多元迴歸分析中之強迫進入法（enter）來進行統計分析，進行分析

時是以「自評效標」與「學習成效」為效標變項，並以「管理才能心理測

驗的總分」與「360 度回饋的總分」為預測變項。結果顯示，管理才能心

理測驗的總分對於實習幹部在「受訓滿意」（β=.58, p<.001；Adjusted △R2

=.26）、「受訓壓力」（β= -.36, p<.05；Adjusted △R2=.09），及「受訓表現」（β



 71

=.65, p<.001；Adjusted △R2=.53）等效標變項上的表現，較 360度回饋的

總分更具有預測力與解釋力；而 360度回饋的總分對於實習幹部在「學科

測驗」（β=.40, p<.05；Adjusted △R2=.11）、「實務驗收」（β=.40, p<.05；

Adjusted △R2=.10）、「部隊見習」（β=.36, p<.05；Adjusted △R2=.07），及

「總成績」（β=.51, p<.01；Adjusted △R2=.21）等效標上的表現，較管理

才能心理測驗的總分更有預測力與解釋力。其分析結果如表 4-9 所示。綜

合而言，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總分對於實習幹部在「自評效標」上的表現

的解釋預測力高於 360度回饋的總分，而 360度回饋的總分則對於實習幹

部在「學習成效」上的表現，較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總分更具有解釋預測

力。此一結果只有部份支持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但與張裕隆（2002）的

研究結果相同，其研究結果顯示，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 360度回饋對於不

同效標有著不同的預測力。 

由上述結果可知，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總分，較 360度回饋的總分更

能有效地預測與解釋實習幹部在「自評效標」上的表現，導致這樣的結果，

可能是因為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自評效標的評量，都是以自評的方式進

行，而這樣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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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造成這

樣的研究結果，另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學習成效」的效標是利用多位評

量者評量的結果，然而，此一論點仍有待後續的研究加以驗證。 

至於 360度回饋的總分則對於實習幹部在「學習成效」上的表現，較

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總分更具有解釋預測力，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在受訓期

間，是以團體生活的方式進行，所以這些評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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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量結果較能有效預測受評者在受訓期間的學習表現。 

綜合而言，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進行自評所獲得的評量結果，未能

完全有效地去預測受評者的行為表現，因此，為了想要更完整且準確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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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受評者的行為表現，除了自評之外，還仍須由其他不同來源的評量者（上

司、同儕與部屬），基於不同的觀察機會與角度，提供受評者不同的評估

結果與回饋，以增進其對自我行為的了解，進而改善其績效表現。 

 

三、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策略之比較分析結果 

本研究為了了解何種甄選策略能篩選出在效標上表現較為優異的

人，因此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 360度回饋兩項評鑑工具的評量結果，

來進行甄選策略的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所述： 

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進行「多元迴歸」與「多重

切點」的甄選策略之分析，由表 4-11、表 4-13，及表 4-14 的分析結果顯

示，運用 A組受訓學生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與 B組受訓學生在

「管理才能心理測驗」與「效標」上的評量結果，所建立的迴歸方程式，

進行「多元迴歸」的甄選策略，其結果可區辨 A組受訓學生在「受訓滿意」

（t= 6.06, p<.001）、「受訓壓力」（t= -2.46, p<.05）及「受訓表現」（t=7.74, 

p<.001）等效標上的表現，但學習成效則否（如表 4-11 所示）；而運用 B

組受訓學生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與調查所得的切點分數，進行

「多重切點」的甄選策略，其結果可區辨 B 組受訓學生在「受訓滿意」

（t=2.52, p<.05）、「受訓壓力」（t= -3.40, p<.001），及「受訓表現」（t=3.40, 

p<.001）等效標上的表現，但學習成效則否（如表 4-13）。此外，運用多元

迴歸與多重切點此兩種甄選策略所選取出來的人，則並未在任何一項效標

的表現上達到顯著的差異（如表 4-14所示）。 

運用「360度回饋」的評量結果，進行「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的

甄選策略之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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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實習幹部 360度回饋的評量結果，與調查所得的切點分數，進行「多

重切點」的甄選策略，其結果可區辨實習幹部在「實務驗收」（t=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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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與「總成績」（t=2.45, p<.05）等效標上的表現（如表 4-16所示）。 

綜合而言，上述的分析結果並未支持本研究所提出的第三個假設，亦

即運用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兩種不同的甄選策略，其所選取出來的人，在

效標上的表現，其差異皆未達顯著水準。 

    從前述的分析結果來看，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進行多

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策略的篩選，其結果均能有效地區辨受訓學生在自

評效標上的表現，但對受訓學生在學習成效上的表現去無法達到區辨的效

果，導致這樣的結果，其實是因為管理才能測驗的評量結果，對受訓學生

在自評效標上的表現的預測解釋力，較其在學習成效上的表現要來得高

（詳見表 4-2），因此，出現這樣的結果，其實是可以預見的。 

此外，運用 360度回饋的評量結果，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的篩選時，

亦會因 360度回饋的評量結果，對受訓學生在學習成效上的表現的預測解

釋力，較其在自評效標上的表現要來得高（詳見表 4-4），所以其結果只能

有效地區辨實習幹部在部份學習成效上的表現，但對其在自評效標上的表

現則不具任何的區辨效果。 

然而，運用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評量結果，進行兩種不同的甄選策略

分析，其所選取出來的人，在效標上的表現之所以沒有顯著的差異，造成

這樣的分析結果，可能是因為在進行多重切點甄選策略的分析時，其篩選

結果只有淘汰掉 6 人而已（見表 4-13），而後來進行甄選策略結果之間的

比較時，多元迴歸那一組所選取的人數是依照多重切點這一組所篩選出來

的人數而決定的，因此，造成進行不同甄選策略的兩組人，最後都是選取

組中絕大部份的人來進行比較；然而，進行甄選策略之前，以隨機分派的

方式所形成的這兩組人，在效標上的表現原本就都未達顯著的差異，所以

若是選取這兩組當中絕大部分的人來進行效標表現上的比較時，必然會導

致其比較的結果未達顯著差異的情形。 

另外，還有可能是因為這群受訓學生皆具有專科以上的學歷，且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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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訓學生在進來受訓之前，都通過了預官考試的篩選，由此可知，這群受

訓學生在素質上是相當整齊且優秀的，因此，不論運用多元迴歸，或是多

重切點的甄選策略來進行篩選，其結果都只會造成少數人被淘汰，也進而

造成進行甄選策略間篩選結果的比較分析時，其篩選出來的人在各效標上

的表現都未達到顯著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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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整體而言，由第一節之研究假設之探討可知，本研究之研究假設並未

完全獲得支持，研究者認為主要因素在於研究方法的限制，由於本研究採

實地研究法，必然有許多外在因素無法加以控制，進而影響了研究的結

果，茲討論如下： 

 

一、內在效度之威脅 

軍人工作績效的考核不若企業界（如壽險業、房屋仲介業、汽車銷售

業）等具有客觀績效指標，因此，本研究乃以自編的效標題目，以及蒐集

研究對象受訓期間學習成效上的評量成績來當作效標，以驗證評鑑工具的

效度。 

    本研究採用自陳量表的方式來進行部份效標變項的測量，不過此種方

式，可能會受「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影響，使預

測變項與效標變項間的關係產生高估的現象，本研究在某些變項之間所顯

示的高度相關，其中可能一部份是受到此種偏誤所影響，因此，後續研究

者應在主觀性的測量方式之外，亦將客觀性的效標納入研究之中。 

本研究所採用之學習成效的效標，雖然是透過不同的他評形式所獲

得，但是因為受限於評分方法及情境限制，不見得能完全代表學生的能

力，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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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在於篩選，而「實務驗收」則

重於提供學生演練的機會，也不是篩選的工具，故成績的分佈集中在 80

至 90分之間，導致區辨力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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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各單位之理

想標準不一致，若受試者 A在甲單位獲得 90分，而受試者 B在乙單位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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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89分，是否受試者 A的表現真的優於受試者 B也不無疑慮。綜上所述，

雖然本研究採用的他評效標比自評效標有較廣泛的應用意義，但也不可輕

忽其中因為計量因素所帶來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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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應以實習幹部中上司、同儕及部屬的角色進行評分，雖然實習幹部具有

一定的管理權，但其本質上仍為同儕，故可能影響其整個評量的結果，進

而影響其內在效度。上述的原因都可能影響評鑑工具的信效度，而使研究

結果無法達到預期的理想。 

 

二、外在效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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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在做結果類推運用上應注意其限

制。另外，軍隊在組織文化與內外環境上還是與一般以營利、績效為目標

的企業組織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上述等因素都會使本研究結果未

必能類化到其他企業組織或是其他產業，本研究之外在效度因此而受到限

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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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之受

評者僅有 41 人。然而，這樣的人數是否足夠具有樣本代表性，以及運用

這樣的人數進行本研究的統計分析，結果是否穩定，都是值得探討的，而

這都有待後續的研究者進一步地加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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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與實務建議 

 

    本研究根據結果與研究限制，提出相關後續研究與實務上的建議，茲

分為以下二部份加以探討：（一）研究建議；（二）實務建議。 

 

一、研究建議 

（一）管理才能評鑑工具之發展 

受限於研究對象及情境，本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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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更佳的預測效度，且更符合

研究對象的特性（Kochanski, 1996）。 

 

（二）選用適當樣本進行 360度回饋的研究 

本研究選取受訓學生中的實習幹部擔任 360度回饋之受評者，並在評

分時強調應以實習幹部中上司、同儕及部屬的角色進行評分，雖然實習幹

部具有一定的管理權，但其本質上仍為同儕，故可能影響其整個評量的結

果，進而影響其內在效度。因此，後續研究者進行 360度回饋的研究時，

應選取現職者為研究樣本是較為適當的作法。 

 

（三）選取客觀的效標資料進行管理才能評鑑工具的效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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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於時間與研究情境上的限制，本研究在獲取這樣的效標上有困

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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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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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的資料，來當作本研究的效標，以進行同時效度的分析。後續研究

或許可以蒐集一些較為客觀，且與其真實工作表現績效有關的效標資料，

以進一步驗證本研究管理才能評鑑工具的預測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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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能針對 360度回饋受評者在接受回饋

後是否依回饋結果，進而改進自己的行為作進一步的追蹤與觀察，實為一

大缺憾。建議在未來的研究中可將此點列入參考，在研究設計時考量受評

者接受回饋後所需產生行為改善動機，及實際進行行為改善之時間，以確

定回饋之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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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有二個因素會影

響行為改變的效果，分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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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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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續的研究者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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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甄選策略方面 

    本研究由於施測程序的關係，無法進行多重關卡甄選策略的分析，後

續的研究，若是能找到以階段性的方式，進行甄選程序的研究樣本，則可

以進一步驗證運用多重關卡的甄選策略進行人員甄選的成效。 

此外，本研究由於時間與情境上的限制，所以只能蒐集到一個梯次受

訓學生在管理才能評鑑工具與效標上的評量資料，接著再以隨機分派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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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將這群受訓學生分成 A、B兩組，以進行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策

略的比較分析，然而，後續研究若在時間與情境許可之下，較為理想的作

法為多蒐集幾個梯次受訓學生在管理才能評鑑工具與效標上的評量資

料，並運用前幾個梯次受訓學生在管理才能評鑑工具與效標上的評量資

料，來（1）利用交叉驗證的方式，建立解釋預測力穩定的迴歸方程式，（2）

運用這幾個梯次所獲得的評量資料，來測試問卷調查所得之切點分數是否

適合當作最低的能力限制，並加以修正；再運用上述所得之迴歸方程式與

切點分數，與後面幾個梯次受訓學生在管理才能評鑑工具與效標上的評量

資料，進行多元迴歸與多重切點甄選策略之比較分析；並在甄選策略進行

完之後，針對這些受訓學生的後續表現，應進行長期的追蹤，以驗證我們

事先所建立的迴歸方程式，與訂定的切點分數，是否真能幫助我們選出優

秀的人，冀望以這樣長期縱貫性的追蹤研究，來進一步釐清甄選策略的成

效。 

 

二、實務建議 

以下乃研究者根據在研究過程中的觀察與體會，提供軍事組織下列幾

點實務應用上的建議： 

 

（一）管理才能模式與管理才能心理測驗的運用 

    本研究所調查出來的管理才能模式，可以做為發展其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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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管理才能心理測驗不僅可以作為軍事組織未來從外部遴選幹部

時之依據，亦可作為內部晉升幹部時之重要參考，而本測驗結果亦可與訓

練課程加以結合，並將評鑑結果於課程中回饋給當事人，以幫助其了解自

己，進而激發其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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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60度回饋評鑑結果之應用 

360 度回饋結束之後必須進行相關的訓練課程，幫助受評者解讀 360

回饋結果、建立接受回饋的正確態度，及協助訂定行動方案等，如此，方

能增強受評者的行為改變動機。此外，行為改善是必須持續進行的任務，

因此長期的追蹤與調查將是另一項不容忽視的工作，故長官應擔負此項責

任，定期檢視部屬是否確實執行行動方案，並在適當時機給予鼓勵，以激

勵部屬持續不斷地改善。另外，360 度回饋之結果不僅可幫助當事人了解

自己的優缺點，亦可協助進行組織診斷，進而針對組織現行及可能面臨之

問題，採取有效的因應改善措施。 

 

（三）甄選策略的進行 

    軍中未來若是想要運用不同的甄選策略來進行人員甄選時，首先，應

先了解該項職缺的工作特性，與進行甄選的程序，再選用適當的甄選工具

與策略進行篩選，而在甄選進行完之後，針對被選上的人員的後續表現，

應進行長期的追蹤，以驗證我們事先所建立的迴歸方程式，與訂定的切點

分數，是否真能幫助我們選出優秀的人，進而發揮管理才能評鑑工具在人

力資源管理方面應有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