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在進行研究假設的驗證前，針對個人與組織工作習慣調查問卷及組織

管理變項調查問卷先進行信、效度分析，以了解評鑑工具的信度與效度。本章計

分為八節，第一節為個人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分析；第二節為組織工

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分析；第三節為組織管理變項調查問卷之信度與效

度分析；第四節為各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第五節為個人、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

管理變項之整體相關分析；第六節為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競爭力及個人工

作習慣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間之迴歸分析；第七節為個人與組織在績效、競爭力

等變項與組織管理變項之整體相關分析；第八節為標竿及一般企業在各向度上之

比較。 

 

 

第一節  個人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分析 

 

茲將本研究中個人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度、效度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壹、信度分析 

 

本問卷經刪去內部一致性偏低之題目後，各工作習慣向度之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s α值介於.65-.87，中位數為.84（如表 4-1）。由此可見，本測驗之信

度應屬尚可。 

 

貳、個人工作習慣向度與效標間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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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自評效標（個人競爭力、個人績效）作為效標變項，分別驗證本研

究個人工作習慣向度之效度。個人工作習慣之向度與效標間的相關矩陣表如表

4-1 與 4-2 所示。以下依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 

 

（1）個人競爭力：各個人工作習慣向度與「個人競爭力」、年薪等效標之相

關係數值介於.17-.71，中位數為.52。 

（2）個人績效：各個人工作習慣向度與「個人績效」此一效標之相關係數

值介於.18-.86，中位數為.55。 

 

綜合而言，本問卷各個工作習慣向度皆與自評效標（個人競爭力、個人績效）

達顯著正相關，由此可知，本問卷具有不錯的信度與效標關聯效度。以下依照各

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首先是在個人競爭力效標部分： 

 

（1）因應改變：與「因應改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7-.6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因應改變向度分數亦愈高。 

 

（2）決策果斷：與「決策果斷」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6-.5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決策果斷向度分數亦愈高。 

 

（3）企圖心：與「企圖心」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8-.66，皆達.001 顯著水

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統思

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個人

競爭力中的企圖心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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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個人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效度分析表 

信度 效     度 

自評效標（個人競爭力） 

 

內部

一致

性信

度 

因應

改變 

決策

果斷 

企圖

心 

技術

能力

對手

學習

突破

自我

訂定

目標

速度

品質

重視

信譽 

績效

卓著 
年薪

客戶導向 .86 .52*** .41*** .60*** .34*** .65*** .44*** .49*** .54*** .69*** .57*** .20***

執行力 .86 .64*** .54*** .60*** .35*** .58*** .41*** .54*** .63*** .61*** .69*** .17***

團隊合作 .65 .29*** .38*** .60*** .18*** .46*** .33*** .43*** .42*** .57*** .36*** .22***

遵守規定 .69 .27*** .26*** .48*** .17*** .40*** .18*** .32*** .39*** .49*** .33*** .30***

系統思考 .84 .55*** .50*** .58*** .32*** .56*** .36*** .50*** .64*** .68*** .63*** .29***

目標導向 .84 .50*** .54*** .66*** .37*** .59*** .44*** .55*** .58*** .62*** .58*** .22***

重視效益 .81 .58*** .47*** .64*** .37*** .67*** .53*** .48*** .71*** .70*** .63*** .26***

重視專業 .87 .55*** .53*** .66*** .41*** .69*** .52*** .50*** .57*** .63*** .52*** .20***

註：N=480；***p<.001 

 

（4）技術能力：與「技術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17-.41，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技術能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5）對手學習：與「對手學習」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0-.69，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對手學習向度分數亦愈高。 

 

（6）突破自我：與「突破自我」間之相關係數介於.18-.53，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

其在個人競爭力中的突破自我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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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訂定目標：與「訂定目標」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2-.55，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訂定目標向度分數亦愈高。 

 

（8）速度品質：與「速度品質」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9-.71，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速度品質向度分數亦愈高。 

 

（9）重視信譽：與「重視信譽」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9-.70，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重視信譽向度分數亦愈高。 

 

（10）績效卓著：與「績效卓著」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3-.69，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競爭力中的績效卓著向度分數亦愈高。 

 

（11）年薪：與「年薪」間之相關係數介於.17-.30，皆達.001 顯著水準。

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個人年薪

所得上分數亦愈高。 

 

另外，在個人績效與個人工作習慣之部分，以下亦依照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

呈現分析結果： 

 

（1）工作表現：與「工作表現」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4-.8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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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績效中的工作表現向度分數亦愈高。 

 

（2）生產力：與「生產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5-.83，皆達.001 顯著水

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統思

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個人

績效中的生產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3）品質：與「品質」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2-.70，皆達.001 顯著水準。

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個人績效

中的品質向度分數亦愈高。 

 

表 4-2  個人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效度分析表 
信度 效     度 

自評效標（個人績效） 

 

內部

一致

性信

度 

工作

表現 

生產

力 
品質

領導

能力

溝通

能力

行政

管理

能力

努力
人際

關係 

工作

知識 

順從/

接受

職權

客戶導向 .86 .80*** .83*** .70*** .65*** .62*** .21*** .51*** .48*** .51*** .38***

執行力 .86 .84*** .70*** .55*** .58*** .58*** .33*** .43*** .38*** .69*** .42***

團隊合作 .65 .64*** .58*** .49*** .68*** .59*** .40*** .52*** .32*** .50*** .44***

遵守規定 .69 .46*** .58*** .65*** .32*** .34*** .28*** .80*** .30*** .55*** .32***

系統思考 .84 .48*** .61*** .68*** .50*** .59*** .49*** .58*** .41*** .59*** .34***

目標導向 .84 .62*** .65*** .32*** .43*** .48*** .26*** .62*** .35*** .52*** .18***

重視效益 .81 .63*** .45*** .50*** .53*** .57*** .44*** .86*** .34*** .76*** .49***

重視專業 .87 .44*** .50*** .42*** .82*** .76*** .52*** .53*** .60*** .80*** .55***

註：N=48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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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領導能力：與「領導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2-.82，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績效中的領導能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5）溝通能力：與「溝通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4-.76，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績效中的溝通能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6）行政管理能力：與「行政管理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1-.52，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 

在個人績效中的行政管理能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7）努力：與「努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3-.86，皆達.001 顯著水準。

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個人績效

中的努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8）人際關係：與「人際關係」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0-.60，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績效中的人際關係向度分數亦愈高。 

 

（9）工作知識：與「工作知識」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0-.80，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個人績效中的工作知識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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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順從/接受職權：與「順從/接受職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18-.55，

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

遵守規定、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

愈高者，其在個人績效中的順從/接受職權向度分數亦愈高。 

 

 

第二節  組織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分析 

 

茲將本研究中組織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度、效度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壹、信度分析 

 

本問卷經刪去內部一致性偏低之題目後，各工作習慣向度之內部一致性係數

Cronbach’s α值介於 .82 - .93，中位數為.89（如表 4-3）。由此可見，本測驗

之信度應屬尚可。 

 

貳、組織工作習慣向度與效標間之相關 

 

本研究以自評效標（組織競爭力、組織績效）作為效標變項，分別驗證本研

究組織工作習慣向度之效度。組織工作習慣之各向度與效標間的相關矩陣表如表

4-3 與 4-4 所示。以下依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 

 

（1）組織競爭力：各組織工作習慣向度與「組織競爭力」此一效標間之相

關係數值介於.51-.84，中位數為.68。 

 

（2）組織績效：各組織工作習慣向度與「組織績效」此一效標間之相關係

數值介於.44-.76，中位數為.64。 

 

綜合而言，本問卷各組織工作習慣向度皆與自評效標（組織競爭力、組織績

效）達顯著相關。由此可知，本問卷具有不錯的信度與效標關聯效度。以下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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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首先是在組織競爭力效標部分： 

 

（1）適應環境：與「適應環境」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7-.71，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適應環境向度分數亦愈高。 

 

（2）經營團隊：與「經營團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2-.73，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經營團隊向度分數亦愈高。 

 

（3）願景認同：與「願景認同」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8-.70，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

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願景認同向度分數亦愈高。 

 

（4）技術能力：與「技術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1-.6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技術能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5）重視人才：與「重視人才」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7-.72，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重視人才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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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組織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效度分析表 
信度 效     度 

自評效標（組織競爭力） 

 

內部

一致

性信

度 

適應

環境 

經營

團隊 

願景

認同

技術

能力

重視

人才

追求

卓越

目標

管理

速度

品質 

客戶

服務 

績效

卓著

客戶導向 .93 .57*** .64*** .58*** .64*** .67*** .55*** .62*** .75*** .78*** .71***

執行力 .87 .71*** .72*** .70*** .56*** .70*** .68*** .65*** .76*** .76*** .80***

團隊合作 .89 .61*** .70*** .66*** .51*** .70*** .63*** .65*** .64*** .70*** .74***

遵守規定 .82 .58*** .62*** .62*** .56*** .60*** .57*** .62*** .68*** .68*** .76***

系統思考 .89 .63*** .68*** .70*** .56*** .70*** .62*** .61*** .70*** .67*** .72***

目標導向 .91 .70*** .73*** .68*** .62*** .72*** .64*** .65*** .74*** .73*** .84***

重視效益 .88 .62*** .63*** .64*** .52*** .72*** .74*** .61*** .70*** .69*** .76***

重視專業 .87 .62*** .62*** .62*** .58*** .72*** .64*** .66*** .68*** .70*** .75***

註：N=480；***p<.001 

 

（6）追求卓越：與「追求卓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5-.7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追求卓越向度分數亦愈高。 

 

（7）目標管理：與「目標管理」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1-.66，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目標管理向度分數亦愈高。 

 

（8）速度品質：與「速度品質」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8-.76，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速度品質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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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客戶服務：與「客戶服務」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8-.78，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競爭力中的客戶服務向度分數亦愈高。 

 

（10）績效卓著：與「績效卓著」間之相關係數介於.71-.8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

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績效卓著向度分數亦愈高。 

 

另外，在組織績效與組織工作習慣之部分，以下亦依照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

呈現分析結果： 

 

（1）市場佔有率：與「市場佔有率」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0-.62，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

在組織績效中的市場佔有率向度分數亦愈高。 

 

（2）營收成長：與「營收成長」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0-.72，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績效中的營收成長向度分數亦愈高。 

 

（3）獲利能力：與「獲利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0-.72，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績效中的獲利能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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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組織工作習慣調查問卷之信效度分析表 
信度 效     度 

自評效標（組織績效） 

 

內部

一致

性信

度 

市場

佔有

率

營收

成長 

獲利

能力

顧客

滿意

員工

學習

發展

組織

績效

發展

同仁

整體

滿意

度

客戶

整體

滿意

度

品牌

知名

度 

價格

競爭

力 

危機

意識 

內部

流程

改善

客戶導向 .93 .52*** .61*** .57*** .61*** .54*** .76*** .59*** .74*** .47*** .54*** .67*** .61***

執行力 .87 .59*** .70*** .61*** .65*** .64*** .70*** .65*** .73*** .56*** .56*** .72*** .72***

團隊合作 .89 .51*** .60*** .51*** .65*** .64*** .64*** .67*** .74*** .54*** .63*** .67*** .63***

遵守規定 .82 .56*** .63*** .53*** .57*** .56*** .68*** .54*** .66*** .54*** .53*** .65*** .64***

系統思考 .89 .50*** .61*** .54*** .65*** .63*** .65*** .70*** .74*** .44*** .58*** .71*** .69***

目標導向 .91 .62*** .72*** .62*** .68*** .65*** .72*** .65*** .73*** .54*** .60*** .74*** .71***

重視效益 .88 .59*** .66*** .61*** .71*** .74*** .71*** .64*** .73*** .48*** .60*** .70*** .69***

重視專業 .87 .59*** .64*** .64*** .72*** .69*** .69*** .68*** .71*** .46*** .57*** .62*** .61***

註：N=480；***p<.001 
 

（4）顧客滿意：與「顧客滿意」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7-.72，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績效中的顧客滿意向度分數亦愈高。 

 

（5）員工學習發展：與「員工學習發展」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4-.74，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

在組織績效中的員工學習發展向度分數亦愈高。 

 

（6）組織績效發展：與「組織績效發展」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4-.76，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

在組織績效中的組織績效發展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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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仁整體滿意度：與「同仁整體滿意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4-.70，

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

守規定、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

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同仁整體滿意度向度分數亦愈高。 

 

（8）客戶整體滿意度：與「客戶整體滿意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6-.74，

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

守規定、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

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客戶整體滿意度向度分數亦愈高。 

 

（9）品牌知名度：與「品牌知名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4-.56，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

在組織績效中的品牌知名度向度分數亦愈高。 

 

（10）價格競爭力：與「價格競爭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3-.60，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

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價格競爭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11）危機意識：與「危機意識」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2-.7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規定、系

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

組織績效中的危機意識向度分數亦愈高。 

 

（12）內部流程改善：與「內部流程改善」間之相關係數介於.61-.72，皆

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客戶導向、執行力、團隊合作、遵守

規定、系統思考、目標導向、重視效益、重視專業等向度上得分愈高

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內部流程改善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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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管理變項調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分析 

 

茲將本研究中組織管理變項調查問卷之信度、效度分析結果分別說明如下。 

 

壹、信度分析 

 

本問卷經刪去內部一致性偏低之題目後，各組織管理變項向度之內部一致性

係數 Cronbach’s α值介於 .55 - .83，中位數為.77（如表 4-5）。由此可見，本

測驗之信度應屬尚可。 

 

貳、組織管理變項向度與效標間之相關 

 

本研究以自評效標（組織競爭力、組織績效）作為效標變項，分別驗證本研

究組織管理變項向度之效度。組織管理變項之各向度與效標間的相關矩陣表如表

4-5 與 4-6 所示。以下依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 

 

（1）組織競爭力：各組織管理變項與「組織競爭力」此一效標間之相關係

數值介於.29-.79，中位數為.51。 

 

（2）組織績效：各組織管理變項與「組織績效」此一效標間之相關係數值

介於.24-.73，中位數為.49。 

 

綜合而言，本問卷各組織管理變項向度皆與自評效標（組織競爭力、組織績

效）達顯著相關。由此可知，本問卷具有不錯的信度與效標關聯效度。以下依照

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呈現分析結果，首先是在組織競爭力效標部分： 

 

（1）適應環境：與「適應環境」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2-.62，皆達.001 顯著

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紀律、

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適應環境向度分

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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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團隊：與「經營團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6-.68，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經營團

隊向度分數亦愈高。 

 

（3）願景認同：與「願景認同」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0-.65，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願景認

同向度分數亦愈高。 

 

（4）技術能力：與「技術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9-.60，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技術能

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表 4-5  組織管理變項調查問卷之信效度分析表 
信度 效     度 

自評效標（組織競爭力） 

 

內部

一致

性信

度 

適應

環境 

經營

團隊 

願景

認同

技術

能力

重視

人才

追求

卓越

目標

管理

速度

品質 

客戶

服務 

績效

卓著

組織文化 .74 .48*** .60*** .65*** .47*** .40*** .42*** .47*** .55*** .47*** .52***

員工甄選 .55 .37*** .36*** .54*** .57*** .56*** .50*** .48*** .32*** .34*** .42***

教育訓練 .64 .49*** .43*** .50*** .52*** .58*** .76*** .66*** .61*** .70*** .58***

獎酬制度 .87 .32*** .42*** .51*** .29*** .45*** .46*** .48*** .45*** .38*** .38***

紀律 .77 .33*** .49*** .54*** .40*** .38*** .42*** .51*** .60*** .53*** .40***

溝通 .83 .62*** .65*** .65*** .45*** .69*** .43*** .56*** .50*** .45*** .61***

領導 .83 .62*** .68*** .62*** .60*** .79*** .60*** .66*** .55*** .50*** .64***

註：N=480；***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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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視人才：與「重視人才」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8-.79，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重視人

才向度分數亦愈高。 

 

（6）追求卓越：與「追求卓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2-.76，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追求卓

越向度分數亦愈高。 

 

（7）目標管理：與「目標管理」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7-.66，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目標管

理向度分數亦愈高。 

 

（8）速度品質：與「速度品質」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2-.61，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速度品

質向度分數亦愈高。 

 

（9）客戶服務：與「客戶服務」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4-.70，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客戶服

務向度分數亦愈高。 

 

（10）績效卓著：與「績效卓著」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8-.64，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競爭力中的績效

卓著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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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組織績效與組織管理變項之部分，以下亦依照各效標變項分別予以

呈現分析結果： 

 

（1）市場佔有率：與「市場佔有率」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4-.50，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市場佔有

率向度分數亦愈高。 

 

（2）營收成長：與「營收成長」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0-.59，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營收成長

向度分數亦愈高。 

 

（3）獲利能力：與「獲利能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8-.58，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獲利能力

向度分數亦愈高。 

 

（4）顧客滿意：與「顧客滿意」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4-.63，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顧客滿意

向度分數亦愈高。 

 

（5）員工學習發展：與「員工學習發展」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1-.71，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員工學習

發展向度分數亦愈高。 

 

（6）組織績效發展：與「組織績效發展」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9-.71，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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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向度分數亦愈高。 

 

（7）同仁整體滿意度：與「同仁整體滿意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1-.73，

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

獎酬制度、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

的同仁整體滿意度向度分數亦愈高。 

 

（8）客戶整體滿意度：與「客戶整體滿意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48-.65，

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

獎酬制度、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

的客戶整體滿意度向度分數亦愈高。 

 

（9）品牌知名度：與「品牌知名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1-.55，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品牌知名

度向度分數亦愈高。 

 

（10）價格競爭力：與「價格競爭力」間之相關係數介於.25-.63，皆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價格競爭

力向度分數亦愈高。 

 

（11）危機意識：與「危機意識」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4-.66，皆達.001 顯

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酬制度、

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危機意識

向度分數亦愈高。 

 

（12）內部流程改善：與「內部流程改善」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9-.62，皆

達.001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在組織文化、員工甄選、教育訓練、獎

酬制度、紀律、溝通、領導等向度上得分愈高者，其在組織績效中的

內部流程改善向度分數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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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組織管理變項調查問卷之信效度分析表 
信度 效     度 

自評效標（組織績效） 

 

內部

一致

性信

度 

市場

佔有

率

營收

成長 

獲利

能力

顧客

滿意

員工

學習

發展

組織

績效

發展

同仁

整體

滿意

度

客戶

整體

滿意

度

品牌

知名

度 

價格

競爭

力 

危機

意識 

內部

流程

改善

組織文化 .74 .46*** .59*** .46*** .40*** .31*** .58*** .48*** .58*** .48*** .25*** .66*** .40***

員工甄選 .55 .42*** .42*** .45*** .53*** .42*** .51*** .59*** .52*** .31*** .45*** .37*** .40***

教育訓練 .64 .42*** .49*** .44*** .50*** .71*** .71*** .54*** .61*** .45*** .53*** .42*** .57***

獎酬制度 .87 .29*** .44*** .40*** .44*** .52*** .39*** .55*** .48*** .36*** .37*** .34*** .39***

紀律 .77 .24*** .40*** .28*** .34*** .37*** .60*** .41*** .54*** .55*** .40*** .58*** .44***

溝通 .83 .46*** .54*** .53*** .56*** .55*** .42*** .69*** .57*** .32*** .52*** .41*** .56***

領導 .83 .50*** .57*** .58*** .63*** .66*** .56*** .73*** .65*** .47*** .63*** .56*** .62***

註：N=480；***p<.001 
 

 

第四節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分析 

 

壹、資料檢核 

 

本研究共調查 16 家企業，共計 480 位受試，為了避免分析結果受到不同公

司之影響，在進行分析前，先進行資料變異數同質性檢定。結果顯示這 16 家企

業在部分向度上的同質性檢定達顯著水準，亦即違反同質性假設。進一步分析標

竿企業與一般企業在各向度間的相關值後，發現此 16 家企業所呈現的相關值雖

不盡相同，但以單一公司員工為樣本時，由於其樣本數較少，所以在各項數值方

面皆不甚穩定，但若僅考量各向度間相關之方向性，則本研究發現 16 家在相關

部分，擁有共同的相關趨勢，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在合併 16 家企業資料結果部

分並無大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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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表 4-7 呈現各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及相關係數，結果顯示個人競爭力、個

人績效、個人工作習慣、組織競爭力、組織績效、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

間皆存有顯著正相關。 

 

另外，在控制變項（性別、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部分，性

別分別與組織工作習慣（r=.11）、組織管理變項（r=.11）、年齡（r=.15）、職稱

（r=.18）有正相關；教育程度則與個人競爭力（r=.11）、個人績效（r=.15）、

組織競爭力（r=-.18）、組織績效（r=-.16）、組織工作習慣（r=-.12）、組織管

理變項（r=-.17）、年齡（r=-.15）、年資（r=-.22）存有顯著相關；而年齡則與

個人工作習慣（r=.21）、組織競爭力（r=.23）、組織績效（r=.24）、組織工作習

慣（r=-.13）、組織管理變項（r=.17）、性別（r=.15）、教育程度（r=-.15）、年

資（r=.83）、職稱（r=.49）、年薪（r=.71）達顯著相關；年資則分別與個人工

作習慣（r=.19）、組織競爭力（r=.18）、組織績效（r=.19）、組織管理變項（r=.12）、

教育程度（r=-.22）、年齡（r=.83）、職稱（r=.37）、年薪（r=.59）等變項存有

顯著相關；另外在職稱部分，與個人競爭力（r=.09）、個人工作習慣（r=.16）、

組織競爭力（r=.22）、組織績效（r=.28）、組織工作習慣（r=.19）、性別（r=.18）、

年齡（r=.49）、年資（r=.37）、年薪（r=.60）達顯著相關；最後年薪與個人競

爭力（r=.18）、個人績效（r=.10）、個人工作習慣（r=.27）、組織競爭力（r=.25）、

組織績效（r=.28）、組織工作習慣（r=.13）、年齡（r=.71）、年資（r=.59）、職

稱（r=.60）間有顯著相關存在。 

 

雖說控制變項與大部分研究所關注的變項間存有顯著相關，但由於相關係數

皆未達到.30 以上水準，僅達 Cohen（1977）所提相關標準之中低程度，故整體

而言，控制變項，亦即人口統計變項對本研究各變項間的影響效果有限。另外在

社會期許部分，由於欲避免受試在填答個人工作習慣、個人績效、個人績效等題

目時，受社會期許所影響導致改變作答型態，本研究在問卷內放入社會期許量

表，來瞭解社會期許居中產生的效果。 

 



 19

結果顯示（表 4-7），社會期許與大部分研究變項相關皆低於.30 以下，即

Cohen（1977）所提相關標準之中低程度，有少數幾項達.30，最高者為.40。值

得注意的是，與社會期許相關達.30 以上者幾乎都與與個人有關，包括：個人績

效（r=.33）、遵守規定（r=.40）、系統思考（r=.31）與重視效益（r=.33），此

種情形可能與受試在填答時，希望凸顯自己的行為與表現，以達到印象整飾的結

果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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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表 

 

變項 描述統計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個人競爭力 72.94 13.50          

2. 個人績效 71.56 12.70 .76 *** 1.00       

個人工作習慣                    

3. 客戶導向 30.94 5.16 .57 *** .73 *** 1.00                

4. 執行力 30.77 4.97 .69 *** .78 *** .89 *** 1.00               

5. 團隊合作 30.78 4.82 .36 *** .55 *** .78 *** .68 *** 1.00              

6. 遵守規定 29.01 5.17 .33 *** .45 *** .77 *** .62 *** .60 *** 1.00             

7. 系統思考 29.28 5.38 .63 *** .74 *** .90 *** .78 *** .80 *** .60 *** 1.00           

8. 目標導向 29.68 4.94 .58 *** .76 *** .93 *** .83 *** .87 *** .64 *** .69 *** 1.00          

9. 重視效益 30.21 5.15 .63 *** .80 *** .90 *** .77 *** .79 *** .63 *** .65 *** .80 *** 1.00         

10.重視專業 31.18 5.37 .52 *** .76 *** .89 *** .84 *** .73 *** .70 *** .57 *** .76 *** .75 *** 1.00        

11.組織競爭力 68.19 16.11 .37 *** .46 *** .66 *** .60 *** .59 *** .44 *** .58 *** .59 *** .62 *** .59 *** 1.00       

12.組織績效 79.79 19.95 .32 *** .41 *** .61 *** .57 *** .54 *** .38 *** .55 *** .56 *** .58 *** .55 *** .51 *** 1.00      

組織工作習慣                    

13.客戶導向 28.66 7.13 .33 *** .42 *** .58 *** .51 *** .42 *** .46 *** .55 *** .56 *** .52 *** .59 *** .82 *** .78 *** 1.00    

註一：第 1、2、11、12、、21、22 項為各向度之總分。第 3至第 10 項為個人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13 至第 20 項為組織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21 至第 27 項為組織管理變項分向度。 

註二：N=480。 

註三：* p＜ .05 ；** p＜ .01；*** p＜ .001。 

註四：性別為名義變項，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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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表（續） 

 

變項 描述統計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4.執行力 28.05 6.55 .38 *** .47 *** .60 *** .60 *** .43 *** .55 *** .61 *** .63 *** .55 *** .57 *** .88 *** .84 *** .89 *** 1.00  

15.團隊合作 27.74 6.57 .26 *** .38 *** .51 *** .51 *** .42 *** .45 *** .53 *** .53 *** .47 *** .51 *** .82 *** .80 *** .81 *** .88 *** 

16.遵守規定 27.55 5.64 .32 *** .33 *** .54 *** .39 *** .64 *** .54 *** .54 *** .52 *** .51 *** .79 *** .76 *** .79 *** .85 *** .85 *** 

17.系統思考 27.02 6.67 .30 *** .44 *** .51 *** .52 *** .39 *** .44 *** .59 *** .59 *** .52 *** .51 *** .83 *** .80 *** .87 *** .90 *** 

18.目標導向 28.09 6.38 .31 *** .39 *** .55 *** .54 *** .41 *** .52 *** .57 *** .58 *** .52 *** .54 *** .89 *** .86 *** .90 *** .95 *** 

19.重視效益 27.37 6.55 .21 *** .35 *** .50 *** .52 *** .37 *** .48 *** .54 *** .53 *** .49 *** .48 *** .83 *** .85 *** .81 *** .90 *** 

20.重視專業 28.69 6.42 .27 *** .40 *** .52 *** .51 *** .41 *** .41 *** .48 *** .51 *** .51 *** .52 *** .83 *** .82 *** .83 *** .87 *** 

組織管理變項                    

21.組織文化 13.15 3.88 .27 *** .27 *** .40 *** .30 *** .32 *** .40 *** .41 *** .38 *** .33 *** .43 *** .63 *** .61 *** .60 *** .60 *** 

22.員工甄選 12.83 3.72 .26 *** .36 *** .37 *** .34 *** .21 *** .27 *** .39 *** .37 *** .45 *** .36 *** .56 *** .58 *** .48 *** .47 *** 

23.教育訓練 14.15 3.42 .34 *** .45 *** .58 *** .53 *** .44 *** .52 *** .51 *** .61 *** .55 *** .58 *** .73 *** .68 *** .66 *** .70 *** 

24.獎酬制度 12.15 4.23 .14 ** .16 *** .13 ** .17 *** .13 ** .14 ** .21 *** .24 *** .26 *** .17 *** .52 *** .54 *** .32 *** .47 *** 

25.紀律 13.60 3.78 .26 *** .24 *** .44 *** .34 *** .36 *** .28 *** .42 *** .36 *** .37 *** .38 *** .57 *** .55 *** .56 *** .55 *** 

26.溝通 12.94 4.15 .19 *** .33 *** .37 *** .45 *** .32 *** .38 *** .31 *** .45 *** .41 *** .31 *** .71 *** .66 *** .58 *** .64 *** 

27.領導 13.10 3.94 .28 *** .38 *** .41 *** .49 *** .28 *** .40 *** .43 *** .45 *** .50 *** .38 *** .79 *** .77 *** .63 *** .69 *** 

註一：第 1、2、11、12、21、22 項為各向度之總分。第 3至第 10 項為個人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13 至第 20 項為組織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21 至第 27 項為組織管理變項分向度。 

註二：N=480。 

註三：* p＜ .05 ；** p＜ .01；*** p＜ .001。 

註四：性別為名義變項，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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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表（續） 

 

變項 描述統計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28.性別 -.04  .08  .01  -.02  .00  -.02  .02  .03  .04  .10 * .04  .05  .12 * .08  

29.教育程度 .11 * .14 ** -.02  .02  -.02  -.13 ** -.02  .02  -.06  -.04  -.17 *** -.15 ** -.12 ** -.10 * 

30.年齡 .00  .00  .11 * .04  .25 *** .38 *** .18 *** .09 * .19 *** .16 *** .23 *** .23 *** .08  .11  

31.年資 .04  .01  .13 ** .09 * .08  .35 *** .14 ** .10 * .19 *** .10 * .18 *** .00  .04  .04  

32.職稱 .09 * .06  .17 *** .08  .21 *** .17 *** .18 *** .10 * .11 * .18 *** .22 *** .27 *** .17 *** .15 ** 

33.年薪 .18 *** .09 * .19 *** .17 *** .21 *** .30 *** .29 *** .21 *** .25 *** .19 *** .24 *** .28 *** .06  .11 * 

34.社會期許 32.52 10.97 .27 *** .33 *** .23 *** .22 *** .21 *** .40 *** .31 *** .29 *** .33 *** .23 *** .30 *** .31 *** .15 ** .22 *** 

                    

                    

                    

                    

                    

                    

                    

                    

註一：第 1、2、11、12、21、22 項為各向度之總分。第 3至第 10 項為個人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13 至第 20 項為組織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21 至第 27 項為組織管理變項分向度。 

註二：N=480。 

註三：* p＜ .05 ；** p＜ .01；*** p＜ .001。 

註四：性別為名義變項，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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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表（續） 

 

變項 描述統計   

 Mean SD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14.執行力 28.05 6.55                

15.團隊合作 27.74 6.57 1.00              

16.遵守規定 27.55 5.64 .80 *** 1.00             

17.系統思考 27.02 6.67 .86 *** .74 *** 1.00                

18.目標導向 28.09 6.38 .88 *** .86 *** .90 *** 1.00               

19.重視效益 27.37 6.55 .84 *** .76 *** .85 *** .89 *** 1.00              

20.重視專業 28.69 6.42 .83 *** .75 *** .85 *** .87 *** .89 *** 1.00             

組織管理變項                    

21.組織文化 13.15 3.88 .51 *** .59 *** .58 *** .58 *** .50 *** .49 *** 1.00           

22.員工甄選 12.83 3.72 .48 *** .41 *** .58 *** .49 *** .48 *** .50 *** .45 *** 1.00         

23.教育訓練 14.15 3.42 .63 *** .65 *** .67 *** .65 *** .66 *** .67 *** .47 *** .54 *** 1.00         

24.獎酬制度 12.15 4.23 .47 *** .41 *** .46 *** .43 *** .45 *** .43 *** .38 *** .27 *** .48 *** 1.00        

25.紀律 13.60 3.78 .54 *** .59 *** .53 *** .56 *** .52 *** .50 *** .61 *** .35 *** .44 *** .47 *** 1.00       

26.溝通 12.94 4.15 .65 *** .52 *** .72 *** .61 *** .58 *** .67 *** .39 *** .51 *** .50 *** .41 *** .33 *** 1.00      

27.領導 13.10 3.94 .72 *** .60 *** .74 *** .69 *** .69 *** .73 *** .38 *** .57 *** .56 *** .52 *** .50 *** .78 *** 1.00    

註一：第 1、2、11、12、21、22 項為各向度之總分。第 3至第 10 項為個人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13 至第 20 項為組織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21 至第 27 項為組織管理變項分向度。 

註二：N=480。 

註三：* p＜ .05 ；** p＜ .01；*** p＜ .001。 

註四：性別為名義變項，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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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表（續） 

 

變項 描述統計   

 Mean SD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8.性別 .10 * .02  .17 *** .12 ** .10 * .05  -.02  .11 * .00 *** -.04 *** .17 *** .19 *** .16 *** 1.00  

29.教育程度 -.06  -.26 *** -.03  -.17 *** -.13 ** -.06  -.18 *** -.05  -.11 * -.20 *** -.33 *** .04  -.08  .00  

30.年齡 .09 * .19 *** .08  .16 *** .19 *** .07  .22 *** .04  .21 *** .13 ** .19 *** .01  .07  .16 *** 

31.年資 .02  .17 *** .00  .08  .11 * .02  .19 *** .00  .15 *** .13 ** .16 *** .02  .02  .02  

32.職稱 .18 *** .16 *** .16 *** .17 *** .24 *** .18 *** .19 *** .14 ** .19 *** .17 *** .25 *** .04  .21 *** .18 *** 

33.年薪 .15 *** .16 *** .09 * .14 ** .17 *** .12 * .19 *** .18 *** .23 *** .23 *** .26 *** .05  .18 *** .07  

34.社會期許 32.52 10.97 .24 *** .24 *** .26 *** .21 *** .13 ** .10 * .35 *** .20 *** .23 *** .34 *** .26 *** .22 *** .30 *** .07  

                    

                    

                   

                    

                    

                    

                    

                    

註一：第 1、2、11、12、21、22 項為各向度之總分。第 3至第 10 項為個人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13 至第 20 項為組織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21 至第 27 項為組織管理變項分向度。 

註二：N=480。 

註三：* p＜ .05 ；** p＜ .01；*** p＜ .001。 

註四：性別為名義變項，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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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本研究各變項之相關表（續） 

 

變項 描述統計   

 Mean SD 
29 

 
30 31 32 33 34  

 
 

 
 

 

29.教育程度 1.00               

30.年齡 -.15 *** 1.00            

31.年資 -.22 *** .83 *** 1.00            

32.職稱 .02  .50 *** .37 *** 1.00               

33.年薪 .02  .71 *** .60 *** .60 *** 1.00              

34.社會期許 32.52 10.97 .03  .19 *** .23 *** .20 *** .21 *** 1.00             

                    

                    

                    

                   

                    

                    

                    

                    

                    

註一：第 1、2、11、12、21、22 項為各向度之總分。第 3至第 10 項為個人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13 至第 20 項為組織工作習慣分向度；第 21 至第 27 項為組織管理變項分向度。 

註二：N=480。 

註三：* p＜ .05 ；** p＜ .01；*** p＜ .001。 

註四：性別為名義變項，教育程度、年齡、年資、職稱與年薪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59

第五節  個人工作習慣、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間 

之整體相關分析 

 

為瞭解個人工作習慣、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間彼此的關聯性，本研

究採相關分析的方式進行，表 4-7 即為各個人工作習慣、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

理變項間的相關係數，其中： 

 

1. 個人工作習慣與組織工作習慣各向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7-.79 間，皆

達.001 顯著水準。 

2. 個人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各向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13-.61間，皆達.01

顯著水準。 

3. 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各向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32-.74 間，皆

達.001 顯著水準。 

 

就個人工作習慣、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管理變項間之整體相關分析結果來

看，三者間具有顯著關聯性存在，不過在所有的相關係數中，僅組織管理變項中

的獎酬制度此分向度，與個人工作習慣間的相關係數達.01顯著水準，而未達.001

顯著水準，這樣的結果顯示受試在評量公司獎酬制度的狀況時，普遍來說皆認為

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這樣的結果由獎酬制度的平均數（M = 12.15，為組織管

理變項中最低者）與獎酬制度與受試自評個人績效與競爭力間之相關僅達.14

與.16 可得知。因此假設一：組織工作習慣與個人工作習慣、組織管理變項間存

有顯著相關此一假設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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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工作習慣與績效、競爭力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在驗證（1）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效、競爭力之關連；與（2）組織

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競爭力之關連時，以迴歸分析（逐步迴歸）的方式進行。

表 4-8、4-9分別為個人工作習慣迴歸分析表（預測個人績效、預測個人競爭力）

與組織工作習慣迴歸分析表（預測組織績效、預測組織競爭力）。結果顯示，個

人與組織工作習慣不僅與對應的個人績效、個人競爭力、組織績效、組織競爭力

達顯著相關，而且以工作習慣來預測績效與競爭力，可解釋的變異量佔總解釋

量之 53 - 81%。另外，若將標竿企業與一般企業分開進行分析，則如 4-10、

4-11、4-12、4-13 所示。 

 

由於在表 4-8 與 4-9 的迴歸分析中，可發現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效、個人

競爭力間存有顯著正相關，同時以個人工作習慣來預測個人工作績效與個人競爭

力，可解釋的變異量分別可達到 53.2 及 74.8％，在整體分析部分，以個人習慣

中的執行力對於個人績效有著最大的標準化迴歸係數（β=.587），在預測個人競

爭力部分，重視效益一項則最具預測效果（β=.401），而在組織層面，對組織績

效最具預測力的是目標導向（β=.381），而對組織競爭力最具預測力的則是執行

力（β=.383）。若深入探討標竿企業與一般企業間之差異，在預測個人績效方面，

執行力無論是在標竿或一般企業，皆最能預測個人績效（β=.626 與.521），在

預測個人競爭力時則存有差異，分別為目標導向（β=.591）與重視效益（β

=.374），另外在組織層面，最能預測組織績效的分別為重視效益（β=.495）與

目標導向（β=.565），而客戶導向（β=.465）與執行力（β=.407）分別是最能

預測組織競爭力的組織工作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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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在檢視標竿企業的分析結果時，發現以個人工作習慣來預測個人績效

時，團隊合作與遵守規定兩項其β值分別為-.258 與-.348，可能是在標竿企業

中，較為強調單獨個人的績效與表現，同時由於環境變遷快速，公司的規定對於

個人來說有時反倒是束縛，會妨礙個人工作表現，特別由於本研究中包含了兩家

大型外商公司的樣本，在外商強調個人表現與競爭激烈的環境之下，這樣的分析

結果是可以預期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預測組織競爭力的部分，在標竿企業與一般企業的預

測變項中皆包含客戶導向此一組織工作習慣，不同的是兩者的β值相去甚遠，標

竿企業其β值為.465，而一般企業其β值為-.192，這其中透露出標竿企業與一

般企業在組織競爭力上的主要差異，可能主要來自於組織對客戶導向的要求，亦

即對於顧客的重視程度。 

 

以相關及迴歸分析的整體結果來看，在假設二的驗證部分，由於個人工作習

慣與個人績效、競爭力間擁有顯著的正相關，亦即個人若在工作場所中越常表現

這些工作習慣，則對個人績效與競爭力有正向助益，同時以個人工作習慣來預測

個人績效與個人競爭力亦獲得良好的效果，所以假設二（個人工作習慣與個人績

效、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獲得支持。 

 

此外，在假設三（組織工作習慣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間存有顯著相關）部分，

與個人工作習慣、個人績效與個人競爭力間關係相同，組織工作習慣、組織績效

與組織競爭力間亦存有顯著正相關，是故，假設三亦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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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個人工作習慣預測個人績效、個人競爭力迴歸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eta R Adjusted R2 F 

個人績效 

執行力 
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 
重視效益 

.587*** 
-.196*** 
.284*** 
-.246** 
.259*** 

.733 .532 109.95***

個人競爭力 

執行力 
遵守規定 
目標導向 
重視效益 
重視專業 

.245*** 
-.240*** 
.198*** 
.401*** 
.256*** 

.866 .748 284.86***

N=480；*p<.05；**p<.01；***p<.001 

 

表 4-9  組織工作習慣預測組織績效、組織競爭力迴歸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eta R Adjusted R2 F 

組織績效 

遵守規定 
目標導向 
重視效益 
重視專業 

.093* 
.381*** 
.309*** 
.144** 

.883 .777 418.12***

組織競爭力 
執行力 
目標導向 
重視專業 

.383*** 

.372*** 

.172*** 
.900 .810 679.52***

N=480；*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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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標竿企業個人工作習慣預測個人績效、個人競爭力迴歸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eta R Adjusted R2 F 

個人績效 

客戶導向 
執行力 
團隊合作 
遵守規定 
重視效益 

.216** 
.626*** 
-.258*** 
-.348*** 

.174* 

.765 .585 65.91***

個人競爭力 

客戶導向 
執行力 
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 
重視效益 
重視專業 

-.209* 
.223** 

-.251*** 
-.314*** 
.591*** 
.216* 

.470*** 

.839 .704 78.76***

N=240；*p<.05；**p<.01；***p<.001 

 

表 4-11  標竿企業組織工作習慣預測組織績效、組織競爭力迴歸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eta R Adjusted R2 F 

組織績效 
遵守規定 
重視效益 
重視專業 

.293*** 

.495*** 
.173** 

.901 .811 337.84***

組織競爭力 
客戶導向 
團隊合作 
遵守規定 

.465*** 

.161*** 

.363*** 
.918 .842 420.58***

N=240；*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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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一般企業個人工作習慣預測個人績效、個人競爭力迴歸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eta R Adjusted R2 F 

個人績效 

執行力 
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 
重視效益 

.521*** 

.361*** 
-.348*** 
.226*** 

.719 .517 62.98***

個人競爭力 

執行力 
遵守規定 
系統思考 
重視效益 
重視專業 

.286*** 
-.217*** 
.243*** 
.374*** 
.254*** 

.886 .785 170.94***

N=240；*p<.05；**p<.01；***p<.001 

 

表 4-13  一般企業組織工作習慣預測組織績效、組織競爭力迴歸分析表 

效標變項 預測變項 Beta R Adjusted R2 F 

組織績效 
目標導向 
重視效益 

.565*** 

.270*** 
.798 .636 207.11***

組織競爭力 

客戶導向 
執行力 
系統思考 
目標導向 
重視專業 

-.192** 
.407*** 
.185* 
.308** 
.165* 

.849 .721 121.24***

N=240；*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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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個人與組織績效、競爭力、組織管理變項間之整體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相關分析來瞭解個人績效與競爭力、組織管理變項、組織績效與競

爭力等三變項間的關聯性是否符合研究架構所預期，結果顯示（詳見表 4-7）： 

 

1. 個人績效、競爭力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間相關係數介於.32-.46 間，皆達.001

顯著水準。 

2. 個人績效、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各向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14-.45 間，皆

達.01 顯著水準。 

3. 組織績效、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各向度間之相關係數介於.52-.79 間，皆

達.001 顯著水準。 

 

除個人競爭力與組織管理變項中的獎酬制度一項，相關係數 r = .14達.01 顯

著水準，而未達.001 顯著水準外，其餘皆達.001 顯著水準。另外，比較後發現

組織管理變項各向度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間之相關係數皆在.5 以上，較組織管

理變項各向度與個人績效、競爭力間之相關係數高出許多，這可能是由於組織管

理變項涉及公司整體的管理與設計，與組織績效、競爭力關係較為直接，相較之

下，對個人績效、競爭力的關聯性則較為不明顯的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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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標竿及一般企業在各向度上之比較 

 

本研究為驗證假設五：一般企業與標竿企業在員工良好個人工作習慣、組織

工作習慣、員工個人績效與競爭力、組織績效與競爭力等項目上是否有顯著差

異，故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方式進行，結果如表 4-14 所示，標竿企業與一般企

業在各向度上皆有顯著的差異存在，亦即標竿企業無論是在個人或組織層面，其

工作習慣、績效與競爭力皆顯著優於一般企業，是故由分析結果得知假設五獲得

充分的支持。另外，由於本研究共收集金融、電子、製造與服務等產業資料，不

同產業所擁有的個人與組織工作習慣是否有所差異，亦為研究者所感興趣的問

題，結果發現（表 4-15），不同產業所擁有的工作習慣的確有所差異。在個人工

作習慣部分，除在遵守規定這一項上各產業間無顯著差異，在其餘工作習慣向度

上，服務業的平均數皆高於製造業，另外，電子業在大部分向度亦顯著高於製造

業；而在組織工作習慣部分，各產業在團隊合作與重視專業兩向度上無顯著差

異，但在其餘向度上，電子業的平均數明顯高於金融與製造業，這樣的結果可能

顯示：在不同的產業中，為追求個人與組織績效與競爭力，所需具備的工作習慣

可能不甚相同。在組織管理變項部分，結果顯示金融業的獎酬制度與領導較為突

出，而電子業在溝通部分顯著優於金融與製造業。最後是在績效與競爭力部分，

服務業在個人績效方面顯著優於金融與製造業，而在組織績效與競爭力方面，製

造業的表現明顯的不如其他產業。 

表 4-14  標竿與一般企業比較分析表 

標竿企業（N=240） 一般企業（N=240）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F 值顯著性 

個人工作習慣 257.73 30.24 226.02 33.55 118.30*** 

組織工作習慣 247.49 41.39 198.98 42.57 160.44*** 

個人績效 78.08 10.42 65.04 10.71 59.30*** 

個人競爭力 76.04 11.95 67.07 11.85 68.18*** 

組織績效 90.71 16.58 68.87 16.84 204.98*** 

組織競爭力 77.31 12.79 59.09 13.78 225.29*** 

組織管理變項 102.30 17.57 81.55 16.76 175.31*** 

*p<.05；**p<.01；***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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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p<.01；***p<.001 

表 4-15  不同產業之工作習慣、績效與競爭力、組織管理變項比較分析表 

 
1.金融業 

（N=120） 

2.電子業

（N=120） 

3.製造業

（N=120） 

4.服務業

（N=120） 
F 考驗 

個人工作習慣 M SD M SD M SD M SD F 值 
事後 

比較 

客戶導向 30.68 4.26 31.72 5.55 29.47 5.67 31.90 4.71 5.79*** 
4＞3 
2＞3 

執行力 30.75 4.49 31.44 5.30 29.30 5.19 31.61 4.56 5.53*** 
4＞3 
2＞3 

團隊合作 30.30 4.43 31.16 5.45 29.95 4.98 31.70 4.18 3.35* 4＞3 
遵守規定 29.70 4.97 28.51 5.83 28.01 4.07 29.82 5.48 3.59*  

系統思考 29.40 5.35 30.10 5.72 27.61 5.16 30.00 4.80 5.73*** 
4＞3 
2＞3 

目標導向 29.60 4.51 30.58 5.31 28.09 5.19 30.45 4.33 6.70*** 
4＞3 
2＞3 

重視效益 30.28 4.61 30.81 5.24 28.70 5.28 31.02 5.12 5.15** 
4＞3 
2＞3 

重視專業 30.92 4.29 32.02 6.00 29.55 5.35 32.22 5.35 6.43*** 
4＞3 
2＞3 

組織工作習慣  

客戶導向 27.86 7.99 31.02 7.21 26.92 6.30 28.85 6.31 7.58*** 
2＞1 
2＞3 

執行力 28.19 7.26 29.38 6.37 26.55 6.13 28.10 6.16 3.81*** 2＞3 
團隊合作 28.14 6.98 28.75 7.10 26.46 6.10 27.63 5.86 2.63*  

遵守規定 28.60 6.31 28.33 5.71 25.98 4.67 27.28 5.44 5.47*** 
1＞3 
2＞3 

系統思考 25.96 7.15 29.33 6.46 25.50 6.28 27.30 6.16 8.30*** 
2＞1 
2＞3 

目標導向 28.17 7.22 29.37 6.23 26.36 5.82 28.46 5.84 4.79** 2＞3 
重視效益 27.00 7.57 28.55 6.41 26.12 6.02 27.83 5.89 3.10* 2＞3 
重視專業 27.86 7.19 29.77 6.97 27.65 5.61 29.48 5.54 3.50*  
組織管理變項  
組織文化 13.07 3.87 12.96 3.95 12.84 4.29 13.72 3.33 1.23  
員工甄選 12.12 4.03 13.16 3.74 13.03 3.47 13.02 3.54 2.02  
教育訓練 13.92 3.37 14.69 3.30 13.51 3.30 14.49 3.66 3.02*  
獎酬制度 13.37 4.11 11.90 4.66 11.36 3.86 11.98 4.05 5.03** 1＞3 
紀律 13.92 3.95 13.89 4.11 13.23 3.71 13.36 3.28 1.06  

溝通 12.48 4.16 14.09 4.25 12.02 3.75 13.18 4.16 5.86*** 
2＞1 
2＞3 

領導 13.57 3.99 13.52 4.05 12.13 3.57 13.20 4.00 3.49* 1＞3 
績效競爭力  

個人績效 69.99 12.96 72.84 12.88 68.75 12.32 74.63 11.95 5.45*** 
4＞1 
4＞3 

個人競爭力 73.50 16.73 72.25 14.69 71.16 15.78 74.83 14.66 1.25  

組織績效 82.57 21.09 81.50 20.97 73.23 18.66 81.86 17.65 6.01*** 
1＞3 
2＞3 
4＞3 

組織競爭力 69.16 17.01 69.80 16.64 63.35 15.33 70.48 14.53 5.09** 
1＞3 
2＞3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