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了解主管與員工認知、溝通風格之相似性對員工溝通滿足、工

作滿足、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的影響。因此，本章文獻共分為四節來進行探討，

第一節、認知風格；第二節、溝通；第三節、認知、溝通風格之相似性與溝通滿

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第四節、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第一節、 認知風格 

 

本節主要說明認知風格的相關文獻。因此，本節將分為二部分來探討: 一、

認知風格的涵義；二、認知風格的相關研究。 

 

一、認知風格的涵義 

 

認知是指個體進行有關思考、理解和訊息處理等活動。風格是指個體擁有某

一非常穩定的特徵或特質。Kelly（1955）的人格認知建構論認為認知是個體主

動解釋環境中所發生的事件，並建構一套個人的理論或假設，以利預測與控制。

人格認知訊息理論則視個體為「電腦」，針對外在世界(物品、情境、他人或事件)

或自己進行一系列的訊息處理，包含訊息接收的方式(編碼)、訊息的儲存與提

取、以及訊息的運用，不同的訊息處理方式即成為個體的特色之一。Neisser（1967）

也認為認知是一種構造類型，能將外界刺激經由視、聽、思考等過程，轉換成訊

息，並以外顯行為表現出來。然而，「認知風格」則是個體一種典型或習慣性解

決問題、思考、知覺、記憶的模式（Allport,1937），是一個人的特徵並且是組織

與處理資訊的一貫方法（Tennant,1988）。更可說是個體偏好組織、處理訊息與

經驗時的典型方式，同時會影響個體日常生活的所有活動，包括社交和人際關係

等功能，是一種個人特質，並無好壞之分，而且是穩定不容易改變的

（Messick,1976）。因此，「認知風格」是指個體處理知覺、符號、訊息、問題情

境及人際關係活動時，所慣用的一致性模式。它不僅支配個體接納、組織與處理



環境出入的訊息，而且也支配個體整個行為表現（劉美慧，1992），並具有一致

性、普遍性、雙極性、穩定性、價值中立、連續性、獨特性等基本特性（楊坤原，

1996）。 

如由學者分別對「認知風格」的解釋，可以發現個體的認知風格是一種穩定、

不易改變的個人特質，說明不同個體在思考、理解和處理訊息時會有的習慣、偏

好並表現在外顯行為，處處影響日常活動的一切。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乃定義「認知風格」是個體內在歷程(例如:知覺、思考、

理解)與外顯行為（例如：解決問題、社會互動等）的一致性模式，而認知風格

又因過去學者研究目的不同，發展出各種認知風格上不同的分類與測量方法，分

別敘述其相關研究如下。 

 

 

二、認知風格的相關研究 

     

由於學者們所持觀點或分析的層面不同，對認知風格的分類亦各有不同，回

顧過去有關認知風格的研究，發現認知風格至少有 20 種以上不同的分類

（Allinson & Hayes, 1994；Armstrong, 1999；Messick, 1984；Riding & Cheema, 

1991），舉例說明如下： 

1.場地獨立型（Field- independent style）和場地依賴型（Field-dependent style） 

（Witkin, Dyk, Faterson, Goodenough, & Karp, 1962） 

這是指個體面對問題情境時考量主體與背景重要性的差異。「場地獨立型」

能清楚的區別世界中的主體與背景，具有肯定的自我概念；「場地依賴型」易受

場地組織影響，不易區別主體與背景，常需要外在資源作為判斷的依據。 

測量方式有三種: 

（1）身體調整測驗（Body-adjustment Test：簡稱 BAT）（Witkin et al., 1962） 

BAT是個體處在可經由控制而任意傾斜的實驗室中，並放置一個可左右傾斜

的椅子。由個體坐在椅子上並在實驗室傾斜時，調整自己身體位置使其垂直。主

要是瞭解個體是參照傾斜的實驗室來調整身體位置，或是憑自我知覺來調整身體

位置使其垂直。 

（2）桿框測驗（Rod-and-Frame Test：簡稱 RFT）（Oltman, 1968） 



RTF是測量個體受情境影響的程度。因此，暗室之中會有一發光的方形框和

桿子，個體必須在暗室中調整方形框中傾斜的桿子，使它成垂直的位置。主要是

瞭解個體的知覺是受到方形框的支配，而依照可任意傾斜的方形框來調整桿子，

或是個體在不受方形框影響之下，以自己身軀的感覺為參考架構，來調整桿子使

其成垂直位置。 

（3）藏圖測驗（Embedded Figures Test：簡稱 EFT）（Witkin , Oltman, Ruskin, 

& Karp, 1971） 

這是一種紙筆測驗，個體必須在錯綜複雜的圖形中，辨識出藏在圖中的簡單

圖形。當個體必須花比較長的時間來找出簡單圖形時，表示容易受到視覺場中

圖形的影響；反之，當個體不受視覺場中圖形的影響時，則能很快的辨析出其

中的簡單圖形。  

此三種測驗都是在測量個體的知覺是否受到視野中組織場地（Field）的影

響。「場地依賴型」的個體比較容易受組織場影響，其知覺方式比較受到外在事

務或視覺架構的支配。所以，RFT和 BAT測驗中調整的位置就愈不正確且 EFT

所需要的時間就愈多；反之，「場地獨立型」的個體不容易受組織場地的影響，

能從整體中分離出個別項目、知覺方式比較傾向依照內在參考架構為主。 

 

2.衝動型（Impulsive style）和沉思型（Reflective style）（Kagan, 1965） 

這是指個體間概念速度的差異，亦即面對問題情境時，形成概念並做出反應

速度的差異。「衝動型」對問題反應較快但可能錯誤較多，亦即急性子；「沉思

型」則是指反應較慢但錯誤較少的一種習慣性格，所謂的慢郎中。測量方式是

以配對測驗工具（The Matching Familiar Figures Test ：簡稱 MFFT）（Kagan , 

Rosman, Day, Albert, ＆ Philips, 1964），個體被要求在雜亂無緒的圖形中找出一

個和目標相同的圖形作為一組，形成配對。「衝動型」者，對問題的反應較快，

相似配對作業所花的時間就較少；反之，「沉思型」者，對問題的反應較慢，相

似配對作業所花的時間就較多。 

 

3.平抑型（Leveling style）和突顯型（Sharpening style）（Gardner, Holzman, Klein,  

Linton, & Spence 1959；Klein, 1970） 

這是指對以舊經驗為基礎，吸收新經驗時在記憶上的習慣差異。「平抑型」



慣於循類化原則，將新經驗納入舊經驗之內；而「突顯型」則慣於循辨別原則，

將新經驗單獨處理。測量方式是以基模測驗（The Schematizing Test）（Gardner et 

al., 1959）為工具，先使個體產生暗適應，然後連續呈現兩個刺激，由個體判斷

後來的刺激是否大於前者。「平抑型」者，較不能感受到刺激間的改變，無法做

正確的判斷；反之，「突顯型」者，對於兩刺激間大小的變化較敏感，能有正確

的判斷。 

 

4.複雜型（Complexity style）和簡單型（Simplicity style）（Bieri, Atkins, Briar, 

Leaman, Miller, & Tripodi, 1966；Drive & Mock, 1974；Harvey , Hunt, & Schroder, 

1961；Kelly, 1955；Streufert & Nogami, 1989） 

這是指個體對情境中線索運用上的個別差異。「複雜型」在知覺上能顧慮到

各種不同線索，並嘗試將之統合運用；「簡單型」則不善於處理複雜的問題情境，

而慣於按簡約法則行事。測量方式之一是給一組包含多種項目的資料，要求個

體將項目作分類，重新組合成數個組別。分類的標準由個體自行決定。「簡單型」

者，分組較少、每組包括的項目則多；反之，「複雜型」者，分組較多、每組包

括項目則少。另一種方式，則根據 Kelly(1955)的角色建構論(Role Construct 

Repertory)，給予三個一組的項目，由個體指出項目中哪兩個是相似的且與另一

個項目是不同的，同時以生活周圍的人物對相似點及不同點命名以瞭解個體的

建構。「複雜型」者，建構系統分化程度會較高；反之，「簡單型」者，建構系

統分化程度會較低（Bieri, 1955）。  

 

5.整體型（Wholist）和 分析型（Analytic）（Riding, 1991） 

Riding（1991）發展出以電腦方式呈現的測量工具。此測量共分成兩部份，

一是測量「整體— 分析」軸向，另一則是測量「文字— 圖像」軸向。依個體在測

驗中反應時間的結果比例，作為認知風格的分類。「圖像型」者，當讀到、聽到

或是看到事物時，會體驗到流暢的、內心自發與習慣的心智圖像；「整體型」者，

則表示該受測者傾向於將資訊視為一個整體，具有全面性的觀點，能夠察覺整體

的脈絡關係；反之，「分析型」者，則表示該受測者傾向於將資訊視為一部份一

部份之集合，經常只會同時注意一或兩個部份，而排除掉其他的部份。 

由上可知，認知風格的分類與測量莫衷一是。Allinson 與 Hayes（1996）回



顧過去認知風格研究的分類與測量，認為這些測量工具尚有缺失，例如除了一些

需要實驗器材、電子儀器，或效度備受爭議的認知風格測量工具外，更指出像

RFT （Oltman, 1968）、BAT（Witkin et al., 1962）、EFT（Witkin et al., 1971）、

配對測驗（Kagan et al., 1964）和基模測驗（Gardner et al., 1959）等，均是由時

間控制來看個體的作答反應程度，以得知個體的認知風格。又認知複雜度的測

量，必須由受過訓練的人員執行紀錄或計算個體的得分、Riding（1991）的認知

風格測量工具則必須要以電腦輔助呈現，如此等等測量方式，不僅造成實行上的

不便，更是無法同時對大量群體進行測量。 

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眾多的認知風格分類，和人類的腦部神經活動有關

（Entwhistle, 1981；Wilson, 1988）。因為，人類的腦部運作可分左右腦兩部分，

左腦運思是具分析、邏輯性的，以處理連續性訊息為主；右腦運思則具直覺性的

思考，以處理當下立即性的訊息為主（Bogen , 1969；Gazzaniga, 1971；Luria, 

1966；Sperry, 1964）。因此，Allinson 等人（1996）則根據左右腦思考方式的不

同與考量過去測量工具的缺失下，發展一連續向度的認知風格量表（Cognitive 

Style Index：簡稱CSI），此乃依個體得分程度結果區分為「直覺型」（Intuitive）

或「分析型」（Analytic）的認知風格。同時，定義右腦思考取向者為「直覺型」，

主要特徵是個體偏好以感覺或感受性的方式知覺或處理訊息，並且會以整體性的

觀點作出決策或判斷；左腦思考取向者為「分析型」主要特徵是個體偏好以邏輯、

推理等思考方式來知覺或處理訊息，並且在對事件有鉅細靡遺的瞭解後才作出決

策或判斷（Agor, 1986）。 

然而，本研究者從以上敘述中發現過去有關認知風格研究的工具均不盡完

善，尚有測量或紀錄上的不便。因此，在考量本研究目的前提下，本研究者認為

Allinson 與 Hayes（1996）的認知風格量表（Cognitive Style Index）有以下幾點

優點：(一)認知風格量表能同時對一大群體使用(二)認知風格量表的使用說明簡

單扼要而且淺顯易懂(三)認知風格量表的使用不需花費使用者太多時間(四)認知

風格量表的計分程序方便容易(五)認知風格量表有相關研究的佐證。所以，本研

究乃決定選擇採用Allinson 與 Hayes（1996）的認知風格量表（Cognitive Style 

Index）作為研究工具，探討個體認知風格與行為的關係。  

根據實證研究顯示，「分析型」者在團體中傾向較支配性的表現（Allinson, 

Armstrong, & Hayes, 2001），以工作取向為主（Witkin & Goodenough, 1977），且



偏好清楚具結構性或技術性取向的工作環境（Armstrong, 2000；Kirton, 1976）；

缺少和善的表現，容易讓人感覺是冷漠無情（Pascual-Leone, 1989）。反之，「直

覺型」者卻傾向較多的自我情感性表達、服從性高、被動，同時擁有更和善的特

質表現（Witkin & Goodenough, 1977）、注重人際互動和社會行為表現豐富

（Armstrong, Allinson, & Hayes, 2000），容易給他人有熱情、溫暖的（Pascual 

-Leone, 1989），與無拘束（Armstrong, 1999）的感覺，並且偏好變化性多、結構

性少的工作環境（Kirton, 1976）。Armstrong 與 Priola（2001）以大學生為樣本，

結果也指出在團隊工作中「直覺型」者比「分析型」者有較多的社會情感性行為

的表現。在工作情境下，「直覺型」者有創新力，傾向無規則、自由思考，以探

索性方式解決工作上的問題並且常能快速立即的作決策；「分析型」者，則有批

判性傾向，注重邏輯與推理，以有組織、有系統的方式做決策或對事情做驗證，

且對於採取步驟性的方式解決問題更感到得心應手（Lynch, 1986）。 

因此，無論是在工作上、團體互動或社交場合等不同情境下，不同的認知風

格會影響個體習慣性表現的模式，它可以表現在人際互動模式、接收資訊和解決

問題等各方面。 

 

然而，在組織情境下，為使員工工作滿意、提高員工生產力、提升員工工作

績效和留職率等，組織行為一直是研究的核心。Breth（1952）曾說：「組織內的

溝通，正如人體內的血液循環一樣；如果沒有溝通活動，組織即趨於死亡」。 所

以，組織中的溝通是促進員工對組織目標的瞭解，達成任務增加組織績效的重要

因子。以下第二節將進一步探討「認知風格」與「溝通」的關係，以瞭解組織成

員的組織行為。 

 

 

第二節、溝通 

 

為了進一步探討「認知風格」與「溝通」的關係，以瞭解組織成員的組織行

為。因此，本節將分為三部分來探討，一、溝通的意義；二、溝通風格；三、認

知、溝通風格與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 



 

一、溝通的意義 

 
「溝通」（communication）源自於拉丁文字 communis，它具有「共同」的意

思，所以當人們在溝通時，便是在設法建立彼此的共通性（commonness）（徐佳

士，1987）。溝通的共通性是兩個人以上，彼此交換意見，建立共識的情意交流

與活動歷程，以幫助他人瞭解我們，也使我們更加瞭解自己。研究溝通的領域

甚多，就組織方面而言，Davis（1962）認為組織「溝通」是提供訊息、增進員

工彼此瞭解、鼓舞員工情緒，促進群體工作與提高員工滿足的有效手段；Simon

（1976）則認為「溝通」是組織中的某一份子，將自己的意思傳達給另一份子

的過程。多年以來，溝通方面的研究不曾間斷，但對溝通的定義在不同學科或

領域中卻有不同的解釋說法。Dance 和 Larson（1976）就曾針對溝通的定義進

行文獻整理，整理出 126個不同的溝通定義，Rogers（1977）也針對 26本組織

溝通教科書的內容分析，發現每位作者對組織溝通的定義也不盡一致。然而，

參考下列學者的詮釋（見表 2-1），就能對溝通的定義有進一步的瞭解。 



 

 

表 2-1   溝通的定義 

 

資料來源: 整理自鄭至傑（1999）、嚴竹華（1999）、王彥程（2000）、蔡淑敏
（2001） 

 

作者 

 

年代 

 

定義 

 

Lasswell 

 

1948 

「溝通是由誰，藉由何種管道，向什麼人說了什麼，並產生了什
麼效果。」 

 

Shannon 

& 

Weaver 

 

1949 

 

「溝通包括一個人的意思影響另一個人的所有過程，是一種社會
行為，用以分享態度、觀點、資訊、知識、意見的方法 。」 

 

Funk & Piersol 

 

1954 

「溝通就是所有傳遞消息、態度、觀念與意見的程序，並經由此
程序，提供目標的一種措施。」 

 

Brown 

 

1961 

「溝通存在於傳遞和交換事實、意念、感覺和行動；是一種思考
程序、往返式的連續歷程，也是一種社會程序符號化的過程。」

 

Katz & Kahn 

 

1966 

「溝通是資訊交換及意義傳達的歷程，也就是人與人之間傳遞思
想和觀念的過程。」 

 

McCloskey 

 

1967 

「溝通是個人或團體傳達觀念、態度到其他個人或團體的一種心
理或社會歷程。」 

 

Kelly 

 

1969 

「溝通是有系統的運用符號共同分享有關的訊息，而達成共同目
標的一種措施。」 

 

塗崇俊 

 

1977 

「溝通是一個動態歷程：為個人或團體將觀念、意見、態度或感
情，利用各種媒介或工具語文、符號，傳遞予他人或其他團體，
建立相互瞭解的一種心理及社會歷程。」 



 

表 2-1（續）  溝通的定義 

 

 

資料來源: 整理自鄭至傑（1999）、嚴竹華（1999）、王彥程（2000）、蔡淑敏
（2001） 

 

從學者對溝通的定義中，學者多強調溝通是一系列社會行為的歷程，並且具

有動態性和互動性。也就是說，送訊者不僅僅是將訊息傳遞至另一方而已，同時

必須讓接收者接受到並反應或給予回饋，表示清楚瞭解送訊者所要傳達的訊息。

 

作者 

 

年代 

 

定義 

 

謝文全 

 

1988 

「溝通是個人或團體相互間交換訊息的歷程，以建立共識、協調
行動、集思廣益或滿足需求，達成預期目標。」 

 

舒緒緯 

 

1990 

「溝通是指送訊者將語言、符號等訊息，經由適當的表達方式，
使收訊者表現出預期反應的一種歷程。」 

Deaux, Dane, & 

Wrighasman 
1993 

「溝通是指一方經由一些語言或非語言的管道，將意見、態度、
知識、觀念、情感等訊息，傳達給對方的歷程，而這種訊息傳達
的歷程，可以發生在個人與個人之間，也可以發生在團體或組織
之間，甚至擴及社會國家之間。」 

 

徐木蘭 

 

1994 

「溝通除了思想與觀念交換的過程外，它的最高目的是藉回饋的
手段，達到彼此瞭解與互享意義的境界。」 

梁憲初 1996 

「溝通是1.人與人之間訊息，理念或意見相互傳遞與瞭解的過
程；2.文字或訊息之交流，思想或意見的交換；3.將一個人的意
思和理念傳達給別人之行動；4.思想與訊息的交流，以得到共同
的瞭解與信心；5.傳遞消息、態度、觀念與意思的程度；6.具回
饋控制作用的訊息傳達程序。」 

 

黃惠惠 

 

1997 

「溝通是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雙方交換訊息以便能瞭解彼此
的想法、感受與經驗。藉由溝通，我們期望別人能知道我所知道
的，重視我所重視的，感受我所感受的，決定我所決定的。」 

 

王彥程 

 

2000 

「溝通為個人或團體將觀念、資訊或感受，藉由媒介、工具或行
動傳遞他人或其他團體，歷經回饋而共享意見、達成共識的一個
動態過程。」 



綜合以上的觀點，本研究乃將溝通定義為： 

「個人或團體藉由媒介、工具或語言、非語言行為等，將態度、觀念、意見、

訊息或想法，傳遞至他人或其他團體接受，並進行解釋、歷經回饋，以達成知己

知彼的動態歷程」。 

然而，溝通是兩個人以上之間的互動，要與他人溝通必須要能吸引他人的

注意力，使他人有意願進行意見交流以達到溝通的效果。一直以來，組織溝通最

常以組織員工溝通滿足的綜合程度作為有效溝通的指標。因此，學者也紛紛對溝

通滿足給予不同的定義，如 Level（1959）定義「溝通滿足」為員工對自己在溝

通環境中，知覺滿足之整體性的程度；Price（1972）認為是組織成員對其所屬組

織團體所產生的一種情感傾向的滿意程度；俞成業（1982）則認為是組織中員工

對於溝通覺得是否滿意的認知程度。簡言之，「溝通滿足」可說是「個人對自己

成功地與他人溝通，或他人成功地與自己溝通所感到滿意的程度」（Thayer, 

1968）。除此之外，溝通的實證研究也指出，溝通除了直接影響員工溝通滿足與

工作滿足之外，也直接影響員工工作績效（Huseman, Hatfield, Boulton, & 

Gatewood, 1980；Jain, 1973；Jenkins, 1977； Lewis, Long , & Cummings, 1981）

或員工離職傾向（莊立民，1995）等。 

因此，為達成組織良好的溝通，我們必須知道組織成員在溝通過程中是如何

表現溝通行為以詮釋、解讀訊息等。以下乃加以敘述「溝通風格」。 

 
 
二、溝通風格 

 

每個人都會建立一種自己所偏好的溝通方式與他人交流，而這種特殊的方式

是可以被組織中其他人所知覺到的（Richmond & McCroskey, 1982）。Norton

（1983）則認為溝通過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個體與他人溝通的方式，這種溝

通的方式就是「溝通風格」。「溝通風格」是可觀察的，是個體傳遞訊息應該如何

被解釋、說明或理解時所表現出語言、非語言或次語言的方式（Norton, 1978；

1983）。 

然而，語言意旨「一般人在與人溝通時說的話」；非語言意旨「使用語言之

外的人際傳播行為」，例如手勢與身體動作；次語言意旨「運用語音所做的非語



言傳播」，例如聲音中所包含的感情，此三要素不但互相影響也因為個體溝通、

思考方式的不同，形成個體獨特的溝通風格（侯正祺，1998；高筱綺，1999）。

Norton ＆ Brenders（1996）也說到當人們溝通時，所傳達的訊息可分兩部分：

即「溝通內容」和「溝通風格」。「溝通內容」是主要訊息的來源亦可說是「訊息

的文字意義」，較易於解讀；「溝通風格」是指與他人溝通的方式，它會影響溝通

內容的訊息意義。所以，「溝通內容」的重點是什麼被說，而溝通風格則是如何

被說（Dion & Notarantonio,1991）。然而，每個人在溝通的過程中，會有特定行

為的表現，以傳達訊息的內容或表達自我的想法與觀點。因此，溝通風格可說是

傳遞訊息時的一部份，因為它伴隨訊息傳遞時而發生，影響訊息傳遞的結果。

Norton（1983）整理有關溝通與心理學等各方面研究，指出個體的溝通行為包括

手勢、臉部表情、速度節奏、音調高低、目光交接的時間長短與頻率和身體姿勢

等等，並精簡歸類出十一種溝通風格類型，以求能用較簡單的分析面向研究溝通

行為，更強調此種分類方法並非絕對的，只是為「溝通風格」定義出一個較接近

事實的範圍。以下乃分別加以敘述 Norton (1983) 歸類出的十一種溝通風格（侯

正琪，1998）。 

 

1.支配性（Dominant） 

個體運用種種語言和非語言訊息操控團體成員的行為。許多文獻亦發現”支

配”是影響溝通風格的一大因素，強勢的一方通常也是較具有支配性的一方。同

時，非語言訊息、心理因素與支配的關係也常被學者拿來作為研究的主題，包括

眼神、身體語言，以及音調。愈具支配性的個體在對他人行為態度上愈表現出不

順從，要求愈多，愈不讓人的特點。支配性溝通風格往往和武斷的（assertive）

相提並論（Myer, 1998），一個具有支配性溝通風格的人通常表現的較有自信、

熱心、有說服力、有行動力、好競爭、自負的、有條理的，而且不但常會在社交

場合和他人交談，懂得掌握團體氣氛，更常以領導者出現在團體中。 

 

2.好辯性（Contentious/Argumentative） 

好辯性溝通風格其實就是好爭論性溝通風格，且與支配性溝通風格相似，而

最大不同是好辯性溝通風格容易造成溝通雙方關係有負面的影響。一個具有好辯



性溝通風格的個體常常和他人辯論，特別是當他不贊成別人的觀點時；同時他也

熱衷於和他人辯論，如果這種辯論得不到一個令他滿意的結果，便覺得困擾。因

此，一個具有好辯性溝通風格的個體極偏愛與他人辯論。 

 

3.戲劇性（Dramatic） 

個體運用誇張的表情，以及故事、寓言，聲音等方式，加強所要敘述的事件。

在團體中，運用戲劇性的溝通風格較亦引起團體的向心力，減少團體成員的不

安。因此，一個具有戲劇性溝通風格的個體會用戲劇化的誇張方式說話，在提及

事件關鍵點的同時，特別會用到誇張的言詞，他深知如何運用肢體動作和語言表

達自己的想法，也會適時的輔以笑話趣聞，小故事增加他說話時的吸引力。 

 

4.生動性（Animated）   

個體使用頻繁並穩定的眼神接觸，豐富的面部表情，以及手勢作為溝通的輔

助，這些非語言的訊息會造成溝通時的生動與活潑。誠懇的眼神可說是誠實的最

佳表現，臉部表情的豐富與否常視個體加入了多少的情感因素而定。Darwin

（1967）研究面部表情所代表的意義，發現溝通者不只使用手勢也會用姿態和面

部表情作為輔助，和用微笑、點頭及頻繁的手部動作增加溝通的生動。因此，具

有生動性溝通風格的個體常用手勢，肢體語言，或面部表情表達自己的意思。由

於這種人善於運用眼神，別人可從他眼中看出情緒反應。 

 

5.注意性（Attentive） 

    個體與他人溝通時，會讓別人知道他正在專心聆聽。「注意性」常和「同理

心」或「傾聽」代表同樣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具有高度注意力的溝通

者有把握使別人相信他正在仔細聆聽。因此，一個具有注意性溝通風格的人會仔

細傾聽別人的對話，同時為求謹慎，他會將他說過的話再重述一遍，而且當他傾

聽他人說話時，態度也會專注。 

 

6.友善性（Friendly） 

   個體與他人溝通時，會用正面肯定的態度瞭解對方。友善也可視為吸引力、

領導力以及社會適應力的指標。可以說，具有友善性溝通風格的個體常會稱讚別



人，也常會向他人表達謝意，會鼓勵他人，同時會用友善態度和他人說話。 

 

7.輕鬆性（Relaxed） 

   個體與他人溝通時具有平靜、和平、舒適和有自信等特質。輕鬆性溝通風格

的個體在和他人溝通時，不會因緊張而有不自覺的小動作，也不會因緊張而影響

說話的流暢度或是速度。因此，具有輕鬆性溝通風格的個體即使在壓力之下，他

還是可以放鬆自己的情緒和別人交談。 

 

8.開放性（Open）    

個體與他人溝通時會有較多的自我揭露，通常這種人被認為值得信賴、有吸

引力。因此，具有開放性溝通風格的個體，會開放心胸和他人說話，會告訴別人

自己的私事，同時會向他人坦承自己的情緒和感覺。 

 

9.印象留存性（Impression Leaving） 

   個體與他人溝通時的風格很明顯，會讓人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由於互動是

一種訊息傳送者和接受者共同創造的過程，雖然訊息傳送者可能控制傳播的線

索，但訊息接受者卻也會以自己的解碼過程解讀訊息。具有印象留存型溝通風格

的個體，通常會讓人對他傳遞訊息的方式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具有印象留存性

溝通風格的人，說話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同時別人也會對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10.精確性（Precise） 

    個體為了堅持心中的信念，和對方把話說清楚、辯明真相。具有精確性溝通

風格的個體，認為凡事都要講求證據，與人談話時要正確的切入重點，也會為了

堅持所謂的真理而與他人辯論。 

 

11.溝通者的形象（Communicator Image）  

相較前述的十種溝通風格，溝通者的形象是一個多面向的綜合體。具有良好

溝通形象的個體不但和他人溝通良好，同時可輕易和陌生人做一對一的對談，也

不會因對方是異性而在溝通上受影響。因此，無論和親密的朋友、普通朋友或是

自身處在一個陌生的小團體中，此人都可和別人有良好的溝通互動。 



 

然而，Norton & Pettegrew（1977）探討溝通風格與個體吸引人、受歡迎的

關係，指出溝通風格是「輕鬆性」、「注意性」、「開放性」、「友善性」、「戲劇性」

或「生動性」時較會受到他人的喜愛。尤其因為「注意性」溝通風格會表現出仔

細傾聽，並瞭解談話者的內容與感受，所以不但與受他人喜愛的程度有強烈相

關，也是他人希望的工作夥伴；「友善性」溝通風格則是最能預測受他人歡迎程

度的預測指標，其次則為「注意性」和「輕鬆性」；「開放性」溝通風格則在人際

互動中被視為外向、容易接近、自我揭露多、讓人有信任感、重視互惠關係（Norton, 

1978）。Kay & Christophel（1995）更發現組織裡，員工知覺主管溝通時開放性

愈多的，就會覺得主管的非語言行為愈多，並增加員工的工作動機。因為，非語

行為傳達喜歡、溫暖和親近的感受（Anderson, Anderson, & Jensen, 1979），是一

種促進人際溝通的方法（Mehrabian, 1981）。 

其他研究發現，學生最喜愛教師的溝通風格依序是「友善性」、「注意性」、「輕

鬆性」、「給人印象深刻性」、「生動性」、「戲劇性」和「開放性」，至於「支配性」、

「好辯性」、「精確性」則是學生最不喜歡的溝通風格（Potter & Emanual,1990）；

醫病關係中，病人會較喜愛具有主動傾聽行為特質的醫生如注意性和生動性，因

為病人會感受到有被醫生同理。再者，醫生的「開放性」溝通行為，不但可以縮

短其與病人的距離，建立信任感和提升病人接受療程的意願。相反的，「支配性」

和「好辯性」的溝通行為，則會令病人因為沒有感受到被同理瞭解而更有防衛心，

以致影響彼此的互動（Cardello, Laura, Ray, ＆ Berlin, 1995）。另外，個體溝通風

格是傾向回應型時(responsiveness)，時常扮演傾聽的角色、關懷他人的感受、滿

足他人的需求，總是讓他人在談話中感到溫暖、舒服甚至有被同理、瞭解的感受。

因此，回應型的溝通者通常也是開放性的溝通者，會適時對他人的言語做回應，

但卻也不放棄自己的論點（McCroskey, Richmond, & Stewart, 1986）；個體溝通風

格是傾向武斷型(assertiveness)時，會積極表達自我的論點或提出反對的觀點、勇

於表現出不滿的感受或心情，並且在不侵犯攻擊他人的情況下為自我的觀點做辯

護。 

因此，武斷型的溝通者是會為自我的立場、意見與看法做反駁回應的人

（McCroskey, et al., 1986）。武斷型溝通風格的個體表現除了同時包括支配性、好

爭論性溝通風格的成分外（Infante & Rancer, 1995）也具有主導的、有自信的、



有說服力的或果斷堅決的等特徵（Jerry, 1979）。 

   簡言之，「溝通風格」是個體溝通行為的表現方式，不同的溝通行為形成不同

的溝通風格，也給予他人不同的感受。根據以上實證研究，明顯可知溝通風格是

「輕鬆性」、「注意性」、「開放性」、「友善性」、「戲劇性」或「生動性」或回應型

的溝通風格，比「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或武斷型的溝通風格在語言、

非語言和次語言行為上，帶給個體更多平易近人的感受、更吸引人也更讓人接

受。再者，依據過去研究結果發現，「開放性」、「友善性」、「注意性」、「輕鬆性」、

「生動性」、和「戲劇性」等是最常被提到，且也是較能被接受的溝通風格。而

最常被提到但不被接受的則依序有「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

格。 

然而，從過去溝通風格相關文獻中發現，以國外研究而言，若欲探討個體溝

通行為的多樣性，則目前大多以 Norton(1978)所編制的溝通風格量表為主要選

擇，其應用的範圍較為廣泛包括以學校老師、組織員工或同儕等為研究對象；以

國內研究而言，尚未有以組織成員為研究對象，並且深入探討組織中主管與員工

溝通風格之多樣性，對員工工作結果的影響之議題。因此，本研究者根據以上文

獻中曾提及到的多種溝通風格研究結果，和同時考量組織情境為目的下，認為組

織成員溝通行為亦會是多樣性，並且值得加以探討。然而，考量組織成員溝通行

為不同於教師在課堂有戲劇性行為的需要，於是選取過去研究結果發現最能被接

受的「開放性」、「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輕鬆性」和較不被接受的「支

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共八種溝通風格作為本研究的研究變項。  

 

 

三、認知、溝通風格與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 

 

一個人的「認知風格」是會影響個體內在思考、知覺與行為表現的方式，例

如在教學方面，場地獨立型的老師偏好使用正式、有結構性的教學方法，以問答

方式引導教學，並且強調學生學習時錯誤的糾正與解釋（Witkin, Moore, 

Goodenough, & Cox, 1977）；場地依賴型的老師重視彼此的互動關係與學生的學

習（Moore, 1973），比較不擅於表現嚴厲的評論，或給予不好的回饋，因為，場



地依賴型的老師希望維持正向的師生關係，能給予學生良好的學習環境。在社會

行為方面，場地依賴型的個體偏好在團體中的學習、喜歡與人相處、喜歡親近他

人，與他人有頻繁的往來互動（Greene, 1973；Holley, 1972；Wineman, 1974；

Witkin et al., 1977）；認知風格「分析型」者傾向邏輯分析、目標和工作導向，「直

覺型」者傾向感覺行事與人際互動導向，就好比 Gruenfeld 與 Lin（1984）指出

認知風格是場地獨立型的，是「工作導向」者、是思考取向或是現實、講究實際

的，注意且強調計劃的發展與行動的瞭解，或較有負向的行為表現，同時他們容

易被沒有既定標準或程序存在的情況干擾；認知風格是場地依賴型的則是「人際

取向」者，則會以建立幽默和諧的互動關係，提升工作士氣、促進討論等。 

由此可知，不同認知風格的個體會藉由其獨特的表現方式與他人互動以達成

目標，所以，也因此會對他人有不同的影響。然而，組織中主管認知風格的不同

也會用其不同偏好的模式和員工互動，因此，員工在不同「認知風格」主管帶領

的情況下，會受到主管思考取向或行事方式的不同，而對主管有不同的的感受或

對員工工作上有不同的影響。換言之，當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則會因

本身較注重自我與員工是否有良好的互動關係，所以，互動中會營造和諧氣氛容

易讓員工覺得輕鬆自如，有被瞭解且注意到內心的感受，而促使員工溝通滿足高

與工作態度會較好；相較之下，「分析型」主管較為工作取向，則會因本身謹慎

且仔細的態度，對員工工作表現有較嚴謹的要求，以致對員工工作績效更有可能

提升的效果。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一： 

 

假設一、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對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與離職傾
向會有所差異。 

 

假設 1-1: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溝通滿

足會較高。 

假設 1-2: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滿

足會 

較高。 

假設 1-3: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的作績

效會較差。 



假設 1-4: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離職傾

向較低。 

雖然，不同「認知風格」的個體會給予他人有不同的印象，但這並沒有所謂

的好與壞。重要的是人們若能瞭解不同認知風格的差異性就會有助於彼此互動時

的瞭解與認識。然而，只要人與人有機會互動，就難免於發生溝通，因此，Dance

（1978）說到研究人類溝通的學者終其一生努力，不過是為了回答最基本的問題

即〝什麼與人類的溝通有關?〞人類的溝通如何使我們更個人化與社會化，他認

為這就是人類用不同方式傳達訊息的結果。同時，Dance（1978）更認為人類說

話的獨特方式跟心智活動有關係，甚至它是更高層次心智活動的處理過程

（Langer, 1972；Vygotsky, 1987）。因為，我們的語言來自內在歷程的思想、記憶、

直覺、概念或推論等等，因此，人類的認知會影響溝通。      

Nasca（1994）認為溝通是個體認知、思想與行為的表現，要知道個體的溝通

行為，就必須先知道其認知風格，才可以正確解讀個體欲傳達的意思，避免更多

的誤會與衝突。Nasca根據 Carl Jung（1921）發表的心理類型(即用來描述人類一

系列基本的心理過程，並揭示這些過程怎樣決定一個人的性格，形成個體的特色

與行為)，說明不同認知風格在溝通上的差異性。他提到 Carl Jung心理類型中，

包括四種不同的認知風格，認知風格屬於「感官思考型」，溝通過程會強調事實

的真相、客觀性，擅用邏輯推理、有條有理的方式與他人交談，容易讓他人覺得

義正言辭、忽略人際間的相處之道、不通人情等感受；「感官感覺型」的人，溝

通目的是很個人的，希望把所有人之意見都能涵蓋在一起，幫助他人得到需求，

容易讓他人覺得忽略事情真正的問題，總是避免衝突、忽略主要的主旨，特別是

該施行的策略；「直覺感覺型」的人，溝通時會以個人經驗為基礎，再以類推、

比喻或故事等方式描述出他們的觀點為何，容易讓他人覺得太過樂觀與理想化、

說話不清楚或曖昧不明；「直覺思考型」的人，溝通過程總是傳達他們的興趣或

複雜的想法，容易讓他人覺得談話內容太複雜、太理論或遠離現實生活等。因此，

瞭解個體認知風格的差異性是促進有效溝通的必要因素。另外，以教師與學生為

樣本的研究中也發現類似的結果，如 Abruzzese（1979）認為教師可藉由知道學

生的認知風格，瞭解學生的溝通方式以利彼此溝通順暢；Carrell（1992）發現教

師的認知風格雖未與溝通風格有顯著的相關，但是學生的認知風格卻與其溝通風



格是有顯著相關的；一些學者也建議在教學環境下，教師可考量學生認知風格與

溝通風格的關係（Butler, 1984；Dunn, 1982；Guild, 1982；Keefe, 1982；Kusler, 

1982）。 

因此，「認知風格」會影響溝通歷程，而「認知風格」又代表個體內在心理

歷程與外顯行為的一致性模式，所以，認知風格不但會反應出個體在溝通互動中

是如何解讀訊息，並且會偏好什麼樣的溝通行為以傳遞訊息。換言之，人們會因

為本身不同的認知風格，而傾向偏好以不同溝通風格與他人做思想與意見的交

流。所以，探究組織中主管和員工之認知風格與其溝通風格的相關性，則有益瞭

解組織成員的組織行為，有助組織的溝通順暢。 

由於個體認知風格為「直覺型」者較注重人際互動關係，所以個體的行為表

現會容易給人可接近、舒服的感受；相對的，認知風格為「分析型」者，則是目

的導向且強調事情的邏輯性與正確性，所以個體的行為表現容易給他人覺得就事

論事、求真求實或缺少親近性的感受。 

根據本研究的八種溝通風格中，「開放性」因為本身自我接露的程度高，容

易和他人建立信任感；「友善性」因為會給予他人正向態度的支持與鼓勵，容易

吸引他人的喜愛；「注意性」因為有傾聽專注的行為，容易讓他人有感受到被同

理的感受；「生動性」因為會擅用豐富的面部表情或手勢動作以增進良好的互動

氣氛；「輕鬆性」則因為本身具有和平、平靜的特質，容易給他人可接近的感受，

因此，本研究認為個體認知風格「直覺型」者，其「開放性」、「友善性」、「注意

性」、「生動性」或「輕鬆性」等溝通行為的表現就會愈多。相反的，因為「支配

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三種溝通風格均比較強調事情要有條理或正確與

清楚性 ，因此，認知風格「分析型」者，其「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

等溝通行為的表現就會愈多。基於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二、假設三： 

 

假設二、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在溝通風格上會有所差異。  

假設 2-1: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開放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2: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友善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3: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注意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4: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生動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5: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輕鬆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6: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支配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低。 

假設 2-7: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好辯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低。 

假設 2-8: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精確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低。 

 

假設三、不同認知風格的員工在溝通風格上會有所差異。 

 

假設 3-1: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開放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3-2: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友善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3: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注意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4: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生動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5: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輕鬆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6: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支配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低。 

假設 3-7: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好辯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低。 

假設 3-8: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精確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低。 

 

再者，組織中主管與員工的互動頻繁，因此，主管的溝通行為對員工的影響

亦不容忽略，如 Infante & Gorden（1985）指出員工知覺主管在溝通過程中，攻

擊性用語少且高度參與討論時，員工對主管和組織會感到高度的滿意度，因為主

管與員工的對話，會影響員工知覺組織給予的支持（Allen, 1995）；主管鼓勵一

些不擅言論的員工，多參與共同討論議題時，員工則對主管同樣會感到較高的滿

意度（Gorden , Infante, & Graham , 1988），尤其是主管對員工的溝通方式是肯定

的，則會增加員工的認同感（Infante & Gorden, 1991）。 

另一方面，Kay（1993）指出開放性行為是溝通時相當穩定的一種表現，會

增進員工的正向表現。主管的開放性可預測員工完成工作任務和發展良好工作關

係的意願，同時主管表現對員工的支持性愈多，員工工作績效和工作滿足也就愈

好；主管的開放性是預測組織成功的指標，主管對員工的開放性越多，則帶來組

織運作成功的可能性越大（Rogers, 1987）。員工知覺當主管重視向上溝通（Infante 

& Gorden, 1985；Jablin, 1980），員工會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度（Allen, Gotcher, & 

Seiber, 1992；Greene ＆ Schriesheim, 1980；Kraus & Gemmil, 1990）；教師的溝

通行為傾向較多的自我揭露、表達自我時，對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有幫助的效果

（Nussbaum & Scott, 1979）；老師課堂上非語言行為表現對學生的學習也有正向

效果（Anderson, 1979；Christophel, 1990；Comstock, Rowell, & Bowers, 1995；

Gorham, 1988；Plax, Kearnery, Plax, Kearney, McCroskey, & Richmond, 1986；

Richmond, Gorham, & McCroskey, 1987）。 



因為非語言表現愈多時，會給他人留下較深刻的印象，讓人覺得他們是可接

近、正向和積極有建設性的，導致對他人有正向效果的產生，所以，傳送者的自

我揭露、社會支持和社會經驗是預測接收者溝通滿意的最好指標（Duran & Zakahi, 

1987）。反之，Fairhurst，Rogers 與 Sarr（1987）發現當主管與員工在溝通互動

中，主管的支配性行為越多，會導致員工與主管關係互動不良，同時更會導致員

工工作表現不佳。在模擬組織情境下，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發現員工對主管

是主導、支配傾向時感到反感，不願多作溝通（Waston, 1982）。學生對於教師教

學時的好辯或爭論性的行為表現愈多，給予的評價就愈差（David & Maryanne, 

1984）。 

由上可知，主管或老師於互動中，若擁有肯定、支持性或非語言行為表現愈

多時，愈能造成對方的溝通滿足、促進正向效果的產生。反之，若支配性或爭論

性的表現愈多時，則較可能導致雙方互動不良。然而，本研究中所提及的「開放

性」、「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或「輕鬆性」等溝通風格，在互動中會較

有愉悅輕鬆的行為表現，來表達自我或接受訊息；「支配性」、「好辯性」或「精

確型」溝通風格者，則為了使對方能了解他欲傳達訊息的意義，通常會是個主動

積極傳遞訊息和掌控溝通歷程的一方，也會是與他人辯論不休或給人覺得強勢的

一方，所以，容易造成他人有負向感受。綜合以上，本研究提出假設四： 

 

假設四、主管不同的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

向有相關。 

 

假設 4-1: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4-2: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4-3: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假設 4-4: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 4-5: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



足有負相關。 

假設 4-6: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

足有負相關。 

假設 4-7: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

效有負相關。 

假設 4-8: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

向有正相關。 

 

 

第三節、認知、溝通風格之相似性與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

和 

離職傾向 

 

一、認知風格之相似性與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 

 

Byrne（1971）「相似-吸引」架構（Similarity-Attraction paradigm），認為個體

之間在特質或其他特徵上存在某些相似性時，會增加彼此的好感、產生更好的人

際互動關係；反之，彼此間的不相似則會引起互斥的現象。然則，配對研究發現，

兩兩之間在溝通或評估事件上的方式有共同性時，會促進溝通效果並且對彼此也

感到較滿意（Triandis, 1960）。Graen（1989）發現當員工與領導者在認知決策風

格上傾向一致時，員工與領導者之間的關係會更好。相似的認知風格是因為有相

似的人格特質、共享的價值觀與相等的溝通模式而導致互動順暢、彼此產生正向

情感（Witkin et. al., 1977）；反之，則容易導致衝突（Goodenough, Witkin, Lewis, 

Koulak, & Cohen, 1974；Kubes, 1992；Lindsay, 1985；McHale & Flegg, 1985；

Rickards & Moger, 1994；Tullet, 1995），甚至會因為價值觀、興趣、或解決問題

的方式不同，造成工作上的阻礙（Lawrence, 1993）。Herrmman（1996）也認為

個體彼此有共同的偏好時，能瞭解對方表現的行為，同時還可預知對方的思考方

式、瞭解他們價值觀、興趣、及解決問題的方式等等，彼此相處起來也較舒服愉

快。舉例而言，Carl Jung(1921)心理類型中的直覺型個體可以說是思考創意者，



認為什麼都是有可能發生的，但對於理性型個體而言，他們只相信事實、實際現

象中發生的一切，並偏好以分析的方式解決問題。所以，直覺型個體容易產生新

的主意，卻忽略細節部份顯得不仔細、不嚴謹、疏忽，因此，理性型個體卻會因

為非常注重細節，而無法接受他們天馬行空的想法。所以，認知風格的不一致則

容易導致彼此互動陷入困境，甚至有負面的影響。組織裡，位階高者，通常會選

擇有相似性認知風格的人作為成員，以促進團體之間訊息的溝通與傳達（Hayes & 

Allinson, 1998）。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愈相似，主管知覺到的衝突會愈少、對

員工的評價也愈高（Portrtfield, 1993）；員工也比較願意與有相似性認知風格的

主管溝通，主管也會認為有相似性特質的員工績效表現會較好（Turban & Jones, 

1988）。不僅如此，當團體成員的認知風格愈相同一致時，對彼此行為的滿意度

會比認知風格差異多的團體成員更高（Kirton, 1976；Lindsay, 1985）；更有學者

指出認知風格的一致性是促進彼此溝通的有效性（Doob, 1958；Frank & Davies, 

1982；Freedman, O’Hanlon, Oltman, & Witkin, 1972；Marcus, 1970；Packer＆Bain, 

1978；Witkin et al., 1977）。其他實證研究也發現，老師與學生有相似的認知風格

則會促進學生的學習（Ekstrom, 1974）；大學生也喜歡教學風格與其認知特質相

符的老師（Porterfield, 1993）。Armstrong，Allinson 與 Hayes（1997）針對學生

與指導教授的研究，結果如下：指導教授與學生認知風格都是「分析型」時，相

較於同樣是直覺型或不一致的認知風格，無論在知覺指導教授的關心或其學習表

現上都是最好；類似的結果有 Garlinger 與 Frank（1986）也發現場地獨立的學

生，在同樣認知風格的老師指導下，呈現較大的成就動機。 

以上研究指出無論是主管與員工或老師與學生，只要是認知風格愈傾向一

致，就愈可能促進彼此的正向效果。另外，有一些學者對以上提出不同看法的如 

Allinson，Hayes 與 Davis（1994）以35位管理系學生和 2 位教師為研究對象，

發現老師與學生認知風格的適配性，對於學生的學習效果並沒有顯著關係；周玉

霜（2000）研究教師與學生互動情形，指出教師思考風格與學生思考風格的相似

性與否，在學生學習知覺滿意與學業成就上並沒有明顯差異（Allinson , Hayes, & 

David, 1994），即使從平均數觀之，教師與學生的一致組比不一致組在學習知覺

滿意度上的平均得分較高，只能說學生會與自己作風相投的教師，對其在教學上

的表現較滿意，但與學業成就沒有關係。 

綜合以上所述，組織、教學情境方面，有些學者支持「相似-吸引」的概念，



例如主管與員工認知風格的相似性有助雙向溝通、減少摩擦、避免不愉悅的感

覺，增進溝通效果；教師與學生有相似的認知風格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動機、學

習的滿意度或對教師的喜愛程度；但持相反觀點的學者也相對提出反駁的證據，

例如：以老師與學生為樣本的研究中發現，即使擁有一致性之認知風格，並非一

定會有正向效果的產生。然而，這些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學生對學習內容

的喜愛，或學生學習能力上等影響所造成的。由此可知，到底主管-員工認知風

格的相似性，是否對於員工有正向影響，又或學生是否會因為與教師認知風格的

相似性，而感到學習滿意或在學業成績上有更好的表現，這方面仍需更多研究加

以佐證。 

基於此，筆者認為過去研究中，大多探討主管與員工認知風格之相似或一致

性，如何影響主管與員工的互動關係，卻甚少有研究進一步探討是否主管與員工

認知風格之相似性，會影響員工工作態度和工作表現等結果。然而，因為工作情

境上的需要，主管與員工會有開會討論、協商事宜等等頻繁的互動，此時若主管

與員工認知風格愈相似性、一致性，愈可能因為彼此有相同特質、共通性的存在，

而增強彼此的互動，也因此愈有可能減少彼此認知衝突的可能，反而有助彼此思

想和觀念的交流通暢，並且促使彼此對溝通內容的瞭解，更快達成共識。所以，

提出本研究假設五： 

 

假設五、主管與員工認知風格之相似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和工

作績效有正相關，且與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 5-1: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5-2: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5-3: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假設 5-4: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二、溝通風格之相似性與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

傾 

向 

 

部分溝通學者在同時考量兩人溝通行為互動的結果發現，員工知覺到主管與

他們有相似的態度表現時，會有高度的滿意度（Falcione, McCroskey , & Daly, 

1997），尤其，當員工知覺主管和他們有相同的溝通風格（Infante & Gorden, 

1982）。Driscoll 與 Reynolds（1984）也指出教師會對那些他感到與他有相似之

處的學生有正向的評價；教師與學生的溝通風格相似時，給予彼此的評價會比那

些溝通風格不相似的高（Carrell, 1992）。再者，Wooten 與 McCroskey（1995）

同樣以老師和學生為樣本，發現老師與學生的武斷型溝通風格愈一致時，也會增

加學生對老師的信任感。根據社會交換理論（Foa & Foa, 1974；Roloff, 1981），

人際溝通是有目的性的目標導向，是一種互惠的關係，所以，學生會對與自己相

似的老師較喜歡、給予較高的評價，也就說有可能較能接受和他們有相似風格的

老師，也會認為這樣的老師所帶來的教導也會較好、以致促進學生的學習（Jones, 

1989）。換言之，個體會因為他人與自己有相似的溝通風格，而對彼此有較高的

滿意度、評價或正向的影響。可見正向溝通效果的產生，就如同 Byrne（1971）

之觀點，彼此的互動關係，是因彼此的相似點而營造出和諧的氣氛。綜合以上，

以互動觀點而言，兩者若是有共通性則會有正向的行為產生，那是否主管與員工

彼此都擁有相似的溝通風格時，也會促進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態度與工作表現?  

根據「相似-吸引」概念，認為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愈相似、一致，愈有可

能促進員工正向效果的表現。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六 ： 

 

假設六、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之相似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和工作

績效有正相關，且與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 6-1: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溝通滿

足有正相 



關。 

假設 6-2: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滿

足有正相關。 

假設 6-3: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績

效有正相關。 

假設 6-4: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離職傾

向有負相關。 

 

 

第四節、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假設綜合整理如下: 

 

假設一、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對員工溝通滿足、員工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

職傾向會有所差異。 

 

假設 1-1: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溝通滿

足會 

較高。 

假設 1-2: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滿

足會較高。 

假設 1-3: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績

效會較差。 

假設 1-4: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離職傾

向會較低。 

 

 

假設二、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和員工在溝通風格上會有所差異。 



 

假設 2-1: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開放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2: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友善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3: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注意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4: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生動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2-5: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輕鬆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2-6: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支配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低。 

假設 2-7: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好辯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低。 

假設 2-8: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主管會在「精確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低。 

 

 

假設三、不同認知風格的員工在溝通風格上會有所差異。 

 

假設 3-1: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開放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2: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友善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3: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注意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高。 

假設 3-4: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生動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3-5: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輕鬆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較高。 

假設 3-6: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支配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低。 

假設 3-7: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好辯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低。 

假設 3-8: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員工會在「精確性」溝通風格上

得分 

較低。 

 

 

假設四、主管不同的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

向有相關。 

 

假設 4-1: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4-2: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4-3: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 

格，與員工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假設 4-4: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

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 4-5: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

足有負相關。 



假設 4-6: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

足有負相關。 

假設 4-7: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

效有負相關。 

假設 4-8: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

向有正相關。 

 

 

假設五、主管與員工認知風格之相似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和工

作績 

效有正相關，且與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 5-1: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5-2: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假設 5-3: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假設 5-4: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與員工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六、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之相似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和工作

績效有正相關，且與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假設 6-1: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溝通滿

足有正相關。 

假設 6-2: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滿

足有正相關。 

假設 6-3: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工作績

效有正相關。 



假設 6-4: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性」、

「支配性」、「好辯性」或「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離職傾

向有負相關。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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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 本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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