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7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主要是針對各量表題目進行信度分析、第二節則為研究

假設的驗證，主要是檢驗認知風格與溝通風格的關係，主管的認知、溝通風格和主管、

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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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信度分析結果 

各量表之信度分析說明如下，其信度結果整理如表 4-1所示。 

 
一、認知風格量表 
認知風格量表共 38題，其 Cronbach’s a值.74。 

 

二、溝通風格量表 

溝通風格量表原來共 32題，經刪題後為 30題。一共有 8個向度，每個向度各包

括 4個題目。各向度內部一致性如下：「開放性」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6、13、27 和 20，

20題為反向題，其 Cronbach’s a值.65；「友善性」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4、11、18和 25

等題，其 Cronbach’s a值.52；「注意性」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2、9、16 和 23等題，由

於題號 2和 16造成內部一致性偏低，於是將此兩題向刪除後其 Cronbach’s a值為.61；

「生動性」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7、14、21和 28等題，其 Cronbach’s  a 值.64；「輕鬆性」

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29、30、31和 32等題，29和 31題為反向題，其 Cronbach’s a 值.60；

「支配性」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1、8、15和 22等題，其 Cronbach’s a值.63值；「好辯

性」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3、10、17和 24等題，其 Cronbach’s a值.55值；「精確性」

溝通風格包含題號 5、12、19和 26等題，其 Cronbach’s a 值.51。整體信度介於.51~.63。 

 

三、溝通滿足量表 

溝通滿足量表共 8題，其 Cronbach’s a值.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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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現況量表 

此量表共分為員工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等三部份。第一部份員工工作

滿足方面，「內在滿足」包括題號 1、2、3、4、7、8、9、10、11、15、16和 20等題，

其 Cronbach’s a值.87，「外在滿足」則包括題號 5、6、12、13、14和 19等題，其 Cronbach’s 

a 值.79，而所有 20 個題目綜合起來之所得分高低，則代表一般滿足的程度，其

Cronbach’s a值.91。 

第二部分員工工作績效方面，共 10個題目，包括題號 21~30等題，其 Cronbach’s 

a 值.92。 

第三部分員工離職傾向方面，共 5個題目，包括題號 31~35等題，其中第 35為反

向題，其 Cronbach’s a 值.72。 

表 4-1  各量表之信度分析結果 

a.全體(N=287) 
b.員工(N=214) 

量表名稱 a 值 

認知風格 a .74 
溝通風格 a  
開放性 .65 
友善性 .52 
注意性 .61 
生動性 .64 
輕鬆性 .60 
好辯性 .55 
精確性 .51 

 溝通滿足 b .93 
 工作滿足 b .90 
 內在滿足 b .87 
 外在滿足 b .79 
 工作績效 b .92 
 離職傾向 b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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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假設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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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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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份假設的驗證，主要是檢驗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是否會對員工造成不一樣

的影響。根據 Allision & Hayes (1996)以認知風格量表平均數為切點分數的假設下，本

研究結果呈現主管認知風格平均數 28.74分，並以其為本研究之切割點。 

研究者先行以主管認知風格對員工做分類，即主管認知風格分數大於或等於 28.74

分時，是屬於「分析型」認知風格，反之，小於 28.74分時，則屬於「直覺型」認知

風格，並且再以獨立樣本t考驗進行分析。 

表 4-2中可見當主管認知風格是「分析型」時，員工溝通滿足平均數 28，主管認知

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溝通滿足平均數 29.04（t(212)=1.38,p>0.05）並未達顯著差

異，亦即未支持本研究之假設。當主管認知風格是「分析型」時，員工工作滿足平均數

70.11，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滿足平均數 73.12（t(212)=2.23, p<0.05）

達顯著差異。當主管認知風格是「分析型」時，員工工作績效平均數 35.61、離職傾向

平均數 14.07，主管認知風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績效平均數 35.61、離職傾向平

均數 13.73（t(212)=0,p>0.05；t(212)=-0.82,p>0.05），並未符合假設有顯著差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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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統計結果支持本研究之假設 1-2，但假設一之其餘假設並未受到統計結果的

支持，亦即「直覺型」主管僅對工作滿足會造成較佳的效果。但員工溝通滿足、工作績

效與離職傾向的結果，並不會因主管認知風格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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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t考

驗 

 

直覺型 分析型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溝通滿足 29.04 5.87 28.00 5.12   1.38 

工作滿足 73.12 9.85 70.11 9.88    2.23* 

工作績效 35.61 7.36 35.61 5.42    0.00 

離職傾向 13.73 3.24 14.07 2.27    -0.82 

N=214；*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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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知風格與溝通風格的關係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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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份假設的驗證，主要是以獨立樣本ｔ考驗，檢驗目前企業組織中成員的認知風

格與溝通風格的關係。表 4-3中可見，在主管方面，「直覺型」主管與「分析型」主管

在「開放性」、「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輕鬆性」、「支配性」、「好

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上的表現並沒有顯示差異，因此，假設二未得到統計結

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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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主管之認知風格與溝通風格的關係 

 

直覺型主管 

（N=40） 

分析型主管 

(N=33）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開放性 3.01 0.58 3.20 0.58 -1.39 

友善性 3.98 0.46 3.92 0.47 0.53 

注意性 3.94 0.55 3.78 0.47 1.35 

生動性 2.26 0.73 2.13 0.69 0.77 

輕鬆性 2.98 0.58 3.17 0.59 -1.40 

支配性 3.49 0.52 3.27 0.52  1.67 

好辯性 2.94 0.66 2.89 0.52  0.36 

精確性 3.70 0.66 3.52 0.53 1.30 

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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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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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中可見，在員工方面，「直覺型」與「分析型」員工僅有在「支配性」和

「好辯性」等溝通風格上的表現有符合假設 H3-6、H3-7達顯著差異（t(212)= 3.08,P< 

0.01；t(212)=-2.02, P<0.05），亦即「分析型」員工確實會比「直覺型」員工有較多支

配性、較傾向愛爭論或辯論的行為表現，然而，假設三之其餘假設則未受到統計結果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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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員工之認知風格與溝通風格的關係 
 

直覺型員工 

（N=116） 

分析型員工 

（N=98）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開放性 2.90 0.63   3.20  0.69 -3.34* 

友善性 3.88 0.46   3.89  0.50 -0.29 

注意性 4.07 0.58   3.92  0.65 1.86 

生動性 3.70 0.52   3.86  0.54 -2.24* 

輕鬆性 2.88 0.63   2.89  0.53 -0.11 

支配性 3.19 0.63   3.46  0.62 -3.08** 

好辯性 3.03 0.62   3.21  0.67 -2.02* 

精確性 3.54 0.56   3.54 0.50 0.02 

N=214；*p<.05；**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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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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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份假設的驗證，主要是以相關分析檢驗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表現的關係。表

4-5 中的相關矩陣可以發現，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方面分別是「開放性」

（r=.10,p>.05）、「注意性」（r=.23,p<.01）、「友善性」（r=.13,p>.05）、「生動性」

（r=.25,p<.01）和「輕鬆性」（ r=.09,p>.05），「支配性」（r=.09,p>.05）、「好辯性」

（r=-.08,p>.05）和「精確性」（r=.09,p>.05）。其中，僅有「注意性」和「生動性」

符合假設 H4-1，亦即主管在「注意性」或「生動性」等溝通行為表現愈多時，員工溝

通滿足感就愈高。 

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分別是「開放性」（r=.17,p<.05）、「注意性」

（r=.15,p<.05）、「友善性」（r=.13,p>.05）、「生動性」（r=.21,p<.01）和「輕鬆性」

（r=.08,p>.05），「支配性」 （r=.02,p>.05） 、「好辯性」（r=-.12,p>.05）和「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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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r=-.02,p>.05）。其中，僅有「開放性」、「注意性」和「生動性」符合假設 H4-2，

亦即主管在「開放性」、「注意性」或「生動性」等溝通行為表現愈多時，員工工作滿

足感愈高。 

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效分別是「開放性」（r=-.13,p>.05）、「注意性」

（r=-.14,p<.05）、「友善性」（r=-.29,p<.01）、「生動性」（r=-.13,p>.05）和「輕鬆

性」（r=-.15,p<.05），「支配性」 （r=-.18,p<.01） 、「好辯性」（r=-.01,p>.05）和

「精確性」（r=-.20,p<.01）。其中，僅有「支配性」和「精確性」符合假設 H4-7，亦

即主管在「支配性」或「精確性」方面的溝通行為愈多時，員工的工作表現就愈差。 

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向分別是「開放性」（r=-.03,p>.05）、「注意性」

（r=-.08,p>.05）、「友善性」（r=-.18,p<.01）、「生動性」（r=-.13,p>.05）和「輕鬆

性」（r=-.02,p>.05），「支配性」 （r=-.03,p>.05）、「好辯性」（r=.11,p>.05）和「精

確性」（r=.08,p>.05）。其中，僅有「友善性」符合假設 H4-4，亦即主管在友善性的

溝通行為表現愈多時，員工會離開目前組織的意願就愈低。 

 

表 4-5  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的關係 
  

N=214；*p<.05 ； **p<.01 

 

主管 

溝通風格 

溝通 

滿足 

工作 

滿足 

工作 

績效 

離職 

傾向 

開放性 0.10 0.17* -0.13 -0.03 

注意性  0.23** 0.15*  -0.14* -0.08 

友善性 0.13 0.13   -0.29**   -0.18** 

生動性  0.25**  0.21** -0.13 -0.13 

輕鬆性 0.09 0.08  -0.15* -0.02 

支配性 0.09 0.02 -0.18** -0.03 

好辯性 -0.08 -0.12 -0.01 0.11 

精確性 0.09 -0.02   -0.2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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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知風格相似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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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份假設的驗證，主要以相關分析檢驗主管與員工彼此認知風格分數一致性程度

與員工表現的關係。表 4-6中發現，本研究之假設五未受到統計結果的支持，亦即主管

與員工認知風格差距愈小、愈一致，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

的高低均無顯著相關。 

 

表 4-6 認知風格一致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的關係 

 

N=214 

 溝通滿足 工作滿足 工作績效 離職傾向 

認知風格 

一致性 
     0.08 0.11 -0.09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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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溝通風格相似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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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部份假設的驗證，主要以相關分析檢驗主管與員工彼此溝通風格分數的差距與員

工表現的關係。表 4-7發現，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一致性的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分別是

「開放性」（r=.05,p>.05）、「注意性」（r=-.04,p>.05）、「友善性」（r=.02,p>.05）、「生動性」

（r=.04,p>.05）和「輕鬆性」（r=.10,p>.05），「支配性」 （r=-.05,p>.05）、「好辯性」

（r=.07,p>.05）和「精確性」（r=.-06,p>.05）。以上各種溝通風格的一致性程度均未符合

假設 6-1，亦即員工溝通滿足的高低與其主管溝通行為表現之一致性程度大小無顯著相

關 。 

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一致性的程度與員工工作滿足分別是「開放性」（r=-.05, 

p>.05）、「注意性」（r=.13,p>.05）、「友善性」（r=.10,p>.05）、「生動性」（r=.12,p>.05）和

「輕鬆性」（r=.03, p>.05），「支配性」（r=.02,p>.05） 、「好辯性」（r=.01,p>.05）和「精

確性」（r=-.02,p>.05）。以上各種溝通風格的一致性程度結果未符合假設 6-2，亦即員工

工作滿足的高低與其與其主管溝通行為表現之一致性程度大小無顯著相關 。 

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一致性的程度與員工工作績效分別是「開放性」（r=-.03,p>. 

05）、「注意性」（r=-.06,p>.05）、「友善性」（r=.17,p<.05）、「生動性」（r=.05,p>.05）和「輕

鬆性」（r=.14, p<.05），「支配性」（r=.13,p>.05） 、「好辯性」（r=.07,p>.05）和「精確性」

（r=-.06,p>.05）。以上各種溝通風格的一致性程度僅有「友善性」與「輕鬆性」溝通風

格符合假設 6-3，亦即主管與員工彼此的「友善性」或「輕鬆性」溝通行為表現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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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員工工作表現的行為愈好。 

主管與員工溝通風格一致性的程度與員工離職傾向分別是「開放性」（r=-.04, 

p>.05）、「注意性」（r=-.12,p>.05）、「友善性」（r=-.06,p>.05）、「生動性」（r=-.10,p>.05）

和「輕鬆性」（r=-.09, p>.05），「支配性」 （r=.01,p<.05） 、「好辯性」（r=-.05,p>.05）

和「精確性」（r=.11,p>.05）。以上各種溝通風格的一致性程度與員工離職傾向的統計結

果並未支持假設 6-4。 

 

表4-7  溝通風格一致性程度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 

和離職傾向的關係 

N=214；*p<.05  
 
 

溝通風格 

一致性 

溝通 

滿足 

工作 

滿足 

工作 

績效 

離職 

傾向 

開放性 0.05 -0.05 -0.03 -0.04 

注意性  -0.04 0.13 -0.06 -0.12 

友善性 0.02 0.10  0.17* -0.06 

生動性 0.04 0.12 0.05 -0.10 

輕鬆性 0.10 0.03  0.14* -0.09 

支配性 -0.05 0.02 0.13 0.01 

好辯性 0.07 -0.01 0.07 -0.05 

精確性 -0.06 -0.02 -0.06 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