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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 獻 探 討 

 

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是團隊領導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的影響，並探討集體效能

之中介效果，文獻探討主要分五節進行討論。第一節首先針對團隊定義進行討論，第

二節則探討團隊領導的分類架構，第三節將集體效能的因素列入考量，並探討與團隊

表現間的關係，第四節則將團隊領導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的影響進行探討，最後，

第五節彙整前面四節的資料，並提出本研究之研究假設與架構。 

 

第一節　 團隊的定義 

 

本節首先針對團隊的定義與目前團隊的趨勢進行文獻回顧。成功的團隊可以使組

織更具生產力、品質更為提昇、比個人更精簡成本，同時也可以改善工作滿足、激勵

及提振員工士氣(Montebello & Buzzotta,1993)，但並非所有的團隊都是有效的，許

多的團隊缺乏共識，充其量只能說是一群人的組合而已。因此究竟什麼是團隊？將為

本節所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壹、團隊的意義 

 

Guzzo, Salas 與 Associates(1995)認為「團隊為兩人或以上可獨立完成共同目

標的組成體」，所以團隊必須包含兩個人以上，並且有共同的目標要達成；Shonk(1982)

對團隊的定義是：「團隊包含兩人或兩人以上，必須協調一致，以完成共同任務。」

在 Shonk 的定義當中，協調為團隊運作重要的部分，因為這是完成工作任務的首要條

件，而 Quick(1992)則認為團隊最顯著的特徵是「團隊成員都將團隊目標的完成列為

最高的優先地位，團隊成員是各自擁有專業的技能，相互支持對方，自然合作，能很

清楚及公開的與其他成員溝通。」除此之外，Katzenbach 與 Smith(1993)也認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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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是具有互補才能，彼此認同於共同的目標、績效的標準和工作方法，且相互信任的

一小群人的組合」。所以團隊成員除了擁有共同的目標外，彼此相互依賴與信任也是

團隊重要的特徵。「團隊」的概念主要是由組織理論發展而來，團隊通常被視為分享

承諾與目標的團體，而不僅僅是團體(group)而已(Stewart, Manz, Sims, 1999)。 

 

根據上述不同學者對團隊的定義，可知所謂的團隊應該具有下列條件：1. 有兩

個人以上，2.成員擁有共同目標，並且 3.彼此相互依賴，而團隊除了上述的共同點之

外，Maddux(1993)亦認為構成團隊仍有許多其他重要的因素：團隊成員對本身工作及

所屬單位能產生一種歸屬感；成員將自己的天賦與知識完全奉獻給組織，以達成團隊

目標；成員在相互信任的氣氛下工作，也能公開表達想法、意見；成員能公開而誠懇

的溝通；成員瞭解衝突的發生是互動時的正常現象，他們會建設性地解決衝突。所以

說，團隊有別於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團隊必須具有「共識」，如果沒有共識，團隊

績效將只會著重於「個人」；反之，共識的形成將使團隊成為整合團體績效的有力單

位(Katzenbach et al.,1993)。在態度上，團隊成員彼此相互信任與依賴，並且追求

共同的目標，在行動上，還要能彼此合作，並且能主動參與團隊的運作。 

 

貳、目前團隊的趨勢 

 

目前許多企業組織以團隊為單位進行任務的運作，例如以部門為單位、品管圈的

運作等，但是並非所有的團隊皆是有效能的團隊。Katzenbach(1993)認為團隊表現良

好的原因，是因為團隊整合其成員之互補的技巧與經驗，如此遠超過團隊中成員之個

別能力的總和。理想的團隊，講求成員高度的參與，成員的參與是確保團隊運作成功

的基本要素（楊俊雄，民 83）。近幾年更加強調整個團隊應該能自發性的運作，Campion, 

Medsker & Higgs(1993)認為，應該將個人層面之自主性的觀念，擴大到團隊讓成員

有實質自由及裁決權，使團隊成員可以自己安排進度及決定工作的方法。根據 Cohen

等(1996)彙整多位學者關於團隊的定義，認為所謂團隊是指「在一個相依性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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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個人可以在團隊整體性的作業當中調節他們的行為」(Cummings & Griggs, 1977; 

Goodman, Devadas, & Hughson, 1988 )，同時具有下列特徵：(1)成員們在相依性高

的作業中負責產品製造或提供服務；(2)成員們可以自行判斷工作分派、工作方法、

與活動的時間安排。在團隊當中的成員擁有多項可以完成工作任務的技巧，並且在團

隊中可以獲得表現的回饋(Wall, Kemp, Jackson, & Clegg, 1986)，另外，也許有或

沒有正式的領導者。 

 

根據上述論點本研究所定義的團隊為「一群具有共同目標的個人所組成的工作

單位，彼此間相互依賴、相互合作以完成單位所設定的目標」，且具有下列特徵(1)以

團隊為單位，(2)強調團隊成員間彼此的合作，(3)團隊成員可以負起集體的責任，(4)

並且可以調節自己的行為，自行判斷、安排與工作相關的任務等，而根據這項對團隊

的定義，本研究將針對有正式的團隊單位之企業組織，例如保險公司之壽險業務團隊

等進行調查研究。因為壽險業務團隊不論在工作時間、工作任務的安排方面，其自由

度與彈性都相當大，另外，各單位在執行業務時，主要是以團隊的方式進行運作與訓

練，且其團隊特徵也符合本研究對團隊的要求，因此，在研究與團隊相關議題時，壽

險團隊為合適之研究對象。 

 

第二節　 團隊領導 

 

隨著提高員工自主的想法逐漸增多，過去屬於主管的責任與權力也逐漸的轉移到

員工身上，例如，工作任務的安排、任務時間的規劃等，由於對團隊領導者的要求與

過去不同，而造成目前團隊領導者在執行任務時的困難，根據美國企業組織的個案研

究發現，主管不願意將權力與控制權和員工分享，往往是造成團隊失敗的主要原因

(Hackman, 1986; Klein, 1984; Letize et al., 1990; Manz et al., 1990; Manz & 

Sims, 1987; Walton & Schlesinger, 1979)。由於團隊領導者的存在是不容忽視的

問題，因此本段將針對團隊領導者在團隊中的重要性與其角色進行探討。另外，亦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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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過去領導進行討論，並提出本研究所關心的團隊領導模式。 

 

壹、團隊領導者在團隊中的重要性 

 

一、團隊領導者是否應該存在 

 

目前的團隊經常需處理的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團隊是否需要領導者」，

Herbst(1962)發現即使在沒有正式領導者的團隊中，支配性比較強的人在一個團體當

中很容易就會成為領導者，而且當個人身處在一個團體當中，有兩個人以上的互動產

生時，就存在所謂權力與影響力的問題。單就領導的定義而言，所謂的領導

(leadership)是「一種行為、說服方式、整個團體的焦點、影響力的發揮、角色分化

的功能、達成目標的手段或工具、權力關係、使人順從的一門藝術」(羅虞村，民 84)，

另外，也有人認為「領導是一種對別人產生影響的過程，亦即領導者透過一些方法或

技巧來改變被領導者的行為，以達到預期目標」(陳彰儀，民 88)。就領導定義「影響

力的發揮」的角度來看，就算是團隊當中的其他成員也可以執行所謂的領導力影響其

他人，這表示在一個團隊當中是不可能沒有領導的存在，即使沒有正式的領導者，團

隊還是有領導關係的發生。 

 

此外，就組織而言，當團隊強調成員的自主性與自我管理，團隊領導似乎不需要

存在，但當採行團隊為基礎的結構時，領導者的存在仍是個最基本的現象

(Hackman,1986; Lawler, 1986; Manz & Sims, 1987; Stewart & Manz, 1995)。這

是因為一旦組織給予個人團隊領導的角色稱謂，則團隊當中的權力就有不同的分佈，

而且一個正式的團隊領導者，由於其角色的定位與職權的因素，對於團隊成員更是具

有不可避免的影響力。就團隊的角度而言，有效的團隊工作需要各任務間的相互配

合，成員的角色必須明確，決策必須明快(Parker, 1990)，因此即使團隊本身已具有

相當高的自主性，他們仍須領導者提供方向及維持他們工作的目標，而團隊領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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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原則，包括有：維持目標明確性，建立信心、承諾與技術，處理對外關係，以

及為團隊成員創造機會，也因此團隊領導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綜合上述，由於不論就組織或團隊的角度來看，團隊皆需要有領導者存在，因此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主要也是針對有「正式領導者的團隊」之組織進行調查，而本研究

中所指稱的團隊領導，是指「組織給予團隊一個正式的職務與角色，其角色對於團隊

具有指導與影響力之個人」（Stewart& Manz, 1995）。 

 

二、團隊領導者所扮演的角色 

 

目前團隊管理者最大的挑戰就是「領導者被期望帶領團隊的成員，讓他們可以管

理他們自己」(Stewart & Manz, 1995)。團隊領導者是否可以透過其影響力讓成員變

得主動與自主，已成為團隊領導是否為優秀的領導者的判斷條件，因此領導者也面臨

到不同的問題，根據過去研究發現，團隊領導者可能因為在帶領團隊的過程中，缺乏

應該具備何種行為的認識或因為動機因素而導致團隊失敗。因此團隊領導者如能對目

前轉型的團隊領導，應扮演的角色為何有清楚的認識，也將有助於團隊的發展。 

 

Parker (1990)認為有效的團隊領導者同時也是一個有效的管理者與團隊成員，

領導者必須為團隊訂定清楚、明確的目標與願景，促使個別成員為團隊目標努力，以

及與樂於與他人一起工作，而 Jessup (1990)則是提出在團隊中身為團隊領導者所應

扮演的角色，並且明列出其領導角色之行為內容，其所應該扮演的角色是：(1)管理

者—負責確保團隊擁有足夠的資源完成任務，以及釐清團隊所應承擔的工作責任；(2)

教練—注重團隊的發展與整合，以及如何將團隊運作的技巧傳授給團隊成員，以協助

團隊日趨成熟；(3)顧問—負責提供團隊成員專業技術的支援與指導。也就是說，過

去對領導者的定義，已經由組織的監督者變為團隊的領導者，而且是扮演團隊合作的

促進者，換言之，也就是一種教練的角色。這種角色意識的轉換也是促使管理者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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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團隊應具有的行為。隨著組織層級的扁平化，中層管理者必會消失或縮編，此種

組織架構的重組，使管理者必須學習適應新環境，以團隊成員自居來思考及行動，同

時必須學習團隊領導及促進團隊的新技能(Rees, 1991)。 

 

三、過去關於領導的研究與團隊領導者 

 

一般而言，關於領導理論大致可分為五大類，即權力影響論、特質論、行為論、

情境論及互動論，每個理論探討的部分，大概只是領導的某一個向度或層面，例如，

權力影響論探討領導力量的來源及性質；特質論的學者著重研究領導者的人格特質或

技能，因為他們認為成功的領導者本身應有異於一般人的特質；而有些學者基於行為

理論，發現成功與失敗的領導者在行為表現確有不同；而情境論者則提出領導者所處

的情境，決定了何種人格特質、力量或行為才是促成有效領導的因素；互動論認為領

導者和被領導者之間的互動歷程是影響領導者最重要關鍵(陳彰儀，民 88)，近幾年

來，交換型領導與轉換型領導的討論又成為熱門的領導話題。由此可知，關於領導的

理論眾多，這些不同理論所著重的焦點不同，因此無法直接說那一種類型的領導概念

是最有效的領導理論。 

 

過去由於所發展的理論多只針對領導者做研究，並未將團隊的因素列入考量，

因此在進行團隊研究時，如果直接的將理論套用在團隊領導的情境上，仍會有所限

制，例如目前俄亥俄州大學所發展出的領導理論，為國內最常被引用並作為研究之領

導理論，其理論主要討論兩個構面「結構」與「體恤」，所謂結構的行為係指領導者

對於部屬員工的工作、角色扮演方面，制訂規章、程序、及計畫目標；而體恤是指領

導者對於員工所給予的尊重、信任、瞭解的程度。如果將此理論兩構面納入團隊的討

論，會發現仍有侷限存在，因為身處在團隊當中，所涉及的行為範圍更加廣泛，不僅

僅只是對於角色的扮演與是否關心員工而已。為了有效的發展出適合團隊領導者的行

為，Wageman(2001)針對團隊領導的行為進行訪談與調查，發現團隊領導者的教導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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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實際的團隊設計行為，會影響團隊成員的參與程度與團隊表現，而 Stewart 與

Manz(1995)則以團隊為依據，採用 Bass 在 1990年的研究分析，採用「民主—權威」

與「主動—被動」兩個向度，發展出適合團隊領導的分類架構。Bass(1990)發現過去

眾多的領導理論，在概念上有許多相同與相異之處，因此將不同的領導理論內涵以因

素分析的方式進行分析，而發展出新的分類向度—「權威式領導與民主式領導」，詳

見表 2-1（P.13）。 

 

表 2-1 將各理論的內涵分為兩個向度，Bass 發現經由因素分析所發展而成的「民

主—權威」領導類型與其他理論相比，其所包含的面向更為廣泛，因為 Bass 的「民

主—權威」是根據過去領導相關理論所發展而來的新向度，其所討論範圍包含：(1)

權力的分佈方式、(2)團隊過程中誰的需求達成、(3)決策又是如何完成、(4)領導者

是透過何種方式來影響團隊成員。相較於過去的領導理論，其所包含的範圍更加廣

泛，例如與俄亥俄州所發展的向度相比較，俄亥俄州的向度只探討到 Bass 所發展向

度中上述四點的(2)與(3)，詳見表 2-2（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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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權威式領導與民主式領導向度之概念 

理論來源 權威式領導 民主式領導 

1938 Lewin & Lippitt 專制、權威 民主 

1949 Nelson 指導式、管制的、操弄的 民主 

1950 Katz, Maccoby, & Morse 生產導向 員工導向 

1951 Hemphill, Seigel, & Westie 結構 體恤 

1957 Fleishman 強調生產 強調員工 

1958 Kahn 目標路徑結構、修正目標、強調任

務達成 

直接的需求滿足 

1960 Cartwright & Zander 目標達成取向 團隊維持取向 

1960 McGregor X理論 Y理論 

1960 Bass 懲罰的 寬大的 

1964 Blake & Mouton “9,1＂(生產，而非關心員工) “1,9＂(員工，而非關心生產) 

1964 Day and Hamblin 懲罰的 非懲罰的 

1961 R. Likert 高績效表現、技術的、封閉的管理 支持的、團體技巧、全體的管理

1962 Blau & Scott 距離、正式、冷漠的、冷酷的 親近、非正式、溫暖 

1965 F. C. Mann 管理、技術 人際關係取向 

1966 Bowers 與 Seashore 工作促進、強調目標 互動促進、支持 

1966 P. J. Burke 指導式 非指導式 

1967 Bass 任務、自我導向 互動導向 

1967 Fiedler 任務取向 關係取向 

1967 R. Likert 系統一與系統二 

專斷的與仁慈的獨裁系統 

系統三與系統四 

商議式與參與的系統 

1969 Wofford 強制的、指導式 參與決策 

1970 Yukl 集權式決策、結構 體恤 

1971 D. R. Anderson 傳統的、規定的 強調人的重要、支持 

1974 Bass 與 Valenzi 指導式 、談判(操弄)、說服 諮詢、參與、授權 

1974 Zalenik 魅力領導 一致的 

1974 Vroom 與 Yetton A 決策 C、G 決策 

1976 Flowers 封閉的 開放的 

1976 Keller 與 Szilagyi 非講理的 獎勵的 

1985 Misumi 績效型領導 維持型領導 

資料來源：Bass, B. M. (1990). Bass & Stodgill＇s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research, 

& managerial applications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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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Bass 的「民主—權威」向度與其他理論之比較 

           理論 

 

Bass行為向度 

 

 

 

Bass 採行的分類 

「民主—權威」 
「參與—指導」 「關係—任務」 「體恤—結構」 放任領導論

(1)權力的分佈方式  

是 集 中 在 領 導

者，或是分散至團

隊成員身上 

   討論領導者面

對 團 隊 成 員

時，是採取避

免的或是主動

的態度 

(2)團隊過程中誰的

需求達成 
 
團隊成員或任務

需求被滿足 

 誰的需求獲得滿

足 

誰的需求獲得滿

足 

 

(3)決策是如何完成  

團隊領導者自行

決定或團隊成員

共同討論 

重點在決策是

如何達成的 

 討論決策是如何

達成，任務、目

標、以及角色關

係是如何建構的 

 

(4)領導者是透過何

種方式影響團隊

成員 

 

是獎懲的方式或

是提供理論依據

進行說服 

    

‧ 表格說明：其他理論與 Bass 的行為向度有重疊時，表格中才有資料呈現，例如「參與—指導」理

論，主要討論決策是如何形成，與 Bass 架構中的「決策是如何完成」有關，因此在表格中才有註

明其理論內容，其他空白處，表示該理論未討論到相關概念。 

‧ 資料來源：整理自 Bass, B. M. (1990). Bass & Stodgill＇s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research, & managerial applications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表 2-2 為 Bass 所發展之向度與其他理論的比較，由於其所涵蓋的範圍較廣泛，

在探討團隊行為時也較為完善。另外，Bass 的分類架構中，所探討的(1)—(4)問題，

與團隊內的互動息息相關，特別是在強調團隊成員自主性增加的團隊中，權力的分佈

方式、團隊決策是如何完成，是團隊運作時很重要的影響因素，團隊之所以發揮最大

的作用，是因為團隊可以有效的做出整合與決策，因此採用 Bass 的「民主—權威」

向度，可以更深入的探討團隊領導行為對團隊的影響。另外，由於 Bass 建議在討論

領導行為時，應該同時考慮領導者的主動程度，因此 Stewart 與 Manz(1995)亦將「主

動—被動」列入團隊領導模式的衡量向度中， Lewin、Lippitt(1938)、及 Karmel(1978)

發現有些領導者喜歡採取主動(active)行為，而有的領導者則傾向被動(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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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領導者在「主動—被動」向度上的差異，會影響到權力的分佈與團隊成員間的互

動，因此將此向度納入考量，將會使團隊領導的討論更加完善，而本研究則採用

Stewart 與 Manz(1995)所發展之理論架構進行團隊研究。 

 

貳、團隊領導者的行為向度 

 

Stewart與Manz(1995)的團隊領導的分類架構主要採用兩個分類向度，分別為「民

主—權威」與「主動—被動」，本段先針對團隊領導者「民主—權威」以及「主動—

被動」之行為向度進行探討。最後，再將兩向度整合，針對類型概念進行討論。 

 

一、權威或民主式領導 

 

Bass(1990)認為「權威式的領導」常常展現出下面的行為：指示/命令應該要完

成的任務、較不關心團隊成員的自主與發展需求、獎賞或斥責每一個成員、強調與員

工的社會距離；而「民主式的領導」則與部屬分享決策權；關心他們的需要、提供事

實或是理由、不重視與員工之間的社會距離。根據 Bass(1990)的「民主—權威」說明

其向度主要包含了四個行為層面，分別為：(1)團隊領導者是否將決策與團隊成員分

享，(2)團隊成員是否為團隊領導者最主要關心的對象，(3)團隊領導者是否與團隊成

員間維持社會距離（強調服從），以及(4)團隊領導者採用何種方法影響團隊成員。表

2-3 針對這四種行為的內涵進行簡單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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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權威式領導與民主式領導之差異 

團隊領導之行為  行為內涵 

1.團隊領導者是否將決

策權與團隊成員分享

 權威式領導在進行團隊決策時，較傾向自己做出決定；而民

主式的領導者則與部屬分享決策權，在處理事情方面常常會

鼓勵團隊成員發表意見，經過討論後再做出決策。 

2.團隊成員是否為團隊

領導者最主要關心的

對象 

 權威式領導在帶領團隊時，比較關心工作是否被完成，而較

忽視團隊成員自主性與發展的需求；而民主式領導者在完成

任務的過程中，則重視團隊成員的發展。 

3.團隊領導者是否與團

隊成員間維持社會距

離（是否強調服從）

 權威傾向的領導者強調與團隊成員間的社會距離，並強調成

員的服從性；而民主傾向的領導者則不重視。 

4.團隊領導者採用何種

方法影響團隊成員 

 權威式領導者會針對團隊成員個別的表現進行讚美或斥責，

也較常採用處罰或強制性的方法要求團隊成員順從其想法；

而民主式領導在面對團隊成員時，則以提供事實或基礎理論

的方式進行互動與說服。 

資料來源：Bass, B. M. (1990). Bass & Stodgill＇s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research, & managerial applications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表 2-3 是種典型的權威式領導者或民主式領導者的行為描述，但在實務上卻很難

對這兩種類型的領導者做出清楚的區分，例如，一個被指稱為權威式的領導者可能很

喜歡命令與指派任務給團隊成員，但另一方面又很關心成員的需求是否被達成。民主

傾向的領導者可能鼓勵大家做出團隊的決策，但其較關心的卻是工作任務是否被完

成。因此要找到一個單純屬於某一個類型的領導者並不容易，但由於個人做事有其習

慣的風格，因此仍可調查團隊領導者在向度上的傾向程度。 

 

二、主動或被動式領導 

 

Bradford 與 Lippitt(1945)所提及的放任領導(laissez-faire leadership) ，

為本模式「主動—被動」概念的前身，Bass(1990)引用此概念，並認為團隊領導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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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向度的表現可由「極端的主動」到「不理會團隊成員的放任狀態」，另外，其他學

者發現有的領導者會採取主動的領導類型，而有的則採用被動的方式(Lewin, Lippitt, 

1938;Karmel, 1978)。本研究則參考 Steward 與 Manz(1995) 的定義，認為「主動—

被動」為同一向度之兩端，並將領導者分為主動式領導與被動式領導，而「主動式的

領導—是指高度參與團隊活動的團隊領導者；被動式領導—則較少參與團隊活動，也

很少直接的採取行動影響團隊的團隊領導者。」所謂的團隊活動是指：團隊決策、團

隊內權力分佈、及對團隊成員的影響力發揮程度。通常團隊領導者可以透過許多方式

來展現其主動性，例如透過指導或授權的方式、鼓勵或諮詢、談判或協商。不論行為

的形式為何，重點是領導者一定要採取一些行為以發揮其影響力。相關的研究發現，

領導者在決策的過程中，不論是提供指導式或諮詢式行為，只有當領導者表現出高度

的主動時，不同類型之行為才有顯著的差異出現(Bass, & Avolio, 1988)，因此當團

隊領導者表現的行為愈主動時，對團隊的影響也就愈顯著。以下為「主動—被動」向

度之說明： 

 

(1)當團隊領導屬於主動式領導時：團隊領導的主動行為對團隊成員具有重要的影

響，因為領導者主動追蹤成員表現，讓成員察覺到領導者很重視他們的表現，成

員在表現也會顯得比較積極，因此主動式領導對於團隊表現有正向影響。 

 

(2)當團隊領導屬於被動式領導時：被動式領導者給予員工完全的行動自由，提供資

訊、材料，當部屬詢問問題時，克制參與，並且不做出任何評價。通常員工的喜

歡自主性高的環境，並期待可以獲得較自由的工作環境與氣氛，因為這樣的環境

提供員工許多表現的機會，員工也比較有機會學習與成長。但研究也發現，在被

動式領導情境下員工還是感到不滿足，因為被動式領導的行為常是不明顯的，例

如沒有提供清楚的界線，領導者避免決策等。因此如果成員可以自由的表示其意

見與看法，但大家卻缺乏共識，則這樣的領導方式仍是無效的領導(Miner, 1973; 

Price, 1968; Tannenbaum,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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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之領導 

 

如果同時考量領導行為的兩個向度「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時，則可進

一步將團隊領導者分為四種類型，分別為：權力過度型領導(Overpowering 

leadership)、權力建立型領導(Power building leadership)、權力矛盾型領導

(Powerless leadership)、以及授權型領導(Empowered leadership)，其內涵詳見圖

2-1(P.17)。當同時考量兩個向度時，發現主動式的領導可以增強「民主—權威」向

度的效果，這是因為團隊領導者在帶領團隊時，除了有「民主—權威」傾向的差異之

外，其「主動—被動」的程度，會對其所採取的「民主—權威」有加強的效果，例如，

當領導者屬於民主式領導時，如果在「主動—被動」屬於主動式時，領導者在帶領團

隊的過程中，會參與許多團隊活動，鼓勵成員參與討論，另外由於關心成員個人的發

展，也因此較常與成員討論其發展問題，相反的，如果屬於被動式時，領導者還是喜

歡成員參與討論的氣氛，但是卻不會做出積極的鼓勵行為，而是讓團隊成員自行參與

團隊活動，雖然關心成員的個人發展，但是如果成員沒有主動的與領導者進行討論，

領導者也不會過於干涉成員。結果不同的團隊，其領導者皆為民主式領導，但由於在

「主動—被動」向度上的程度不同，而對團隊有不同的影響。因此在探討團隊領導行

為對團隊表現與集體效能的影響時，有必要將兩向度同時考量並進行更深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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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橫軸代表「民主—權威」向度，縱軸代表「主動—被動」向度。 

註二：資料來源：Steward, G. L., & Manz, C. C. (1995). Leadership for Self-Managing 

Work Teams: A Typology and Integrative Model. Human Relations, 48, 7, 

747-770. 

 

 

 

 

 

 

 

 

 

 

 

 

 

 

 

 

 

 

 

 

 

 

 

 

 

 

 

 

圖 2-1：團隊領導模式 

 

 

 

 權威式 民主式 

主動 

權力過度型 

1.領導行為 

高壓的、強迫的；增強與處罰；

專制的決策；建立結構 

2.團隊反應 

順從、一致、懷疑的態度 

3.結果 

服從的團隊：團隊順從領導者控

制 

 

權力建立型 

1.領導行為 

引導的與鼓勵；授權；增強；發

展文化 

2.團隊反應 

學習、技巧發展、團隊建立 

3.結果 

自我管理團隊：團隊能控制工作

應該如何進行 

 

被動 

權力矛盾型 

1.領導行為 

週期性的建立結構；施行認可；

心理距離 

2.團隊反應 

缺乏方向、權力掙扎、挫折感

3.結果 

疏遠的團隊：團隊與領導者在權

力間對抗 

授權式 

1.領導行為 

模範；權限延展的；協助性的 

2.團隊反應 

自我指導、策略性的計畫、擁有

自主權 

3.結果 

自我帶領的團隊：團隊完全可以

主控那些工作要完成與如何完

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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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 

 

團隊表現為企業組織所關心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相關研究討論團隊特徵或

團隊領導，其主要目的是想瞭解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團隊表現，然而不適當的團隊表

現衡量方法，也可能造成研究效果無效，因此有必要對團隊表現進行瞭解。過去研究

發現集體效能證實能增加團隊表現(Guzzo, Yost, Campbell, & Shea, 1993; Lindsley, 

Brass, & Thomas, 1995)，而團隊領導對於集體效能高低具有影響性，因此本節主要

針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的定義與概念進行文獻探討，並說明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間

的關係。 

 

壹、集體效能的概念與定義 

 

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是由 Bandura(1982)所提出的概念，Bandura 認

為集體效能是「團隊所共享的信念，團隊成員認為團隊是否有能力組織與執行以達成

特定的團隊任務之知覺與信心程度」。Guzzo, Yost, Campbell, & Shea(1993)對集體

效能的定義則是「個人對團隊的信念，認為團隊是否可以成功的執行任務」，而

Lindsley, Brass, & Thomas(1995)則認為是「團體集體的信念，認為在特定的作業

中團隊可以執行的程度」。這些不同學者，對集體效能所持有的共同看法就是，集體

效能是(1)團隊層次的概念，而非個人的自我效能；(2)集體效能是一種信念或知覺，

也是一種(3)對團隊成功執行任務的信心程度。 

 

由於本研究的調查範圍為團隊，因此所採用之集體效能定義是指「一種團體所共

享的信念，即團隊成員認為在某一特殊情境中對於自己所屬的團隊，能否成功完成某

項工作的一種能力知覺和判斷」，當團隊成員普遍認為團隊可以成功的完成某項任務

時，稱為高集體效能之團隊；反之，如果普遍的認為團隊無法成功執行任務，則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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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集體效能之團隊。由於本研究將集體效能視為團隊層次的概念，將以團隊為分析單

位。 

 

貳、團隊表現 

 

團隊表現(team performance)是指「用來衡量團隊運作優劣情形的評量指標」，也是

進行團隊研究時，重要的依變項。在實務上，組織採用團隊作為工作任務運作的基本

單位，是希望可以獲得良好的團隊表現，但採用的團隊表現指標不同時，可能會導致

不同的研究結果，因此對於團隊表現的檢定往往也成為學者研究團隊的另一項關注課

題。過去團隊表現的測量方面，可採用績效與態度兩項指標來評定(Barrick, Stewart, 

Neubert, & Mount, 1998; Gladstein, 1984; Kahai, Sosik & Avolio, 1997;王建忠，

民 90)。在團隊績效方面，可透過客觀的衡量指標進行評估，如銷售的利益

(Gladstein,1984)、維修的時間(Wageman,2001)的測量，此類客觀的衡量指標是公司

所關心的部分，但由於涉及公司的利益與機密，通常亦不易獲得，因此也有研究者針

對流動率或離職率進行調查；另外，團隊績效也可透過團隊成員或團隊領導者個人主

觀的判斷(Hackman,1987; Stewart & Barrick,2000;王建忠，民 90)獲得，其資料來源

主要是透過團隊成員自評，或團隊領導者對團隊進行績效評量而來，這類型的資料收

集也是最多研究者所採用的衡量方法。 

 

另外，在團隊表現的態度衡量方面，許多研究認為態度會影響到個人的行為表現，

因此在進行團隊績效的衡量時，不可忽視團隊態度的測量，而在團隊態度測量，主要

包括工作滿意度(Gladstein,1984; Shaw & Barret-Power, 1998; Wageman, 2001)、

團隊承諾(Jehn & Shah, 1977)的測量。除此之外，團隊與個人最大的差異點在於團隊

合作，在團隊更強調團隊成員間彼此的互動狀況，因此在測量團隊表現時，許多的研

究者同時也進行團隊間的關連性的測量，某些學者以合作的角度探討團隊表現，主要

測量的部分包括合作滿意度(Hackman,n 1987; LePine, Hanson, Borman ,& Motowid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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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王建忠，民 90)，或團隊凝聚力(Ancona & Caldwell)。本研究為使調查可以完整

的蒐集到相關的團隊表現資料，關於團隊表現的測量，本研究參考過去相關研究，在

測量團隊表現時，將同時考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 

 

參、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 

 

過去有許多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可以有效的預測工作態度(Saks, 1995)、訓練

的精熟程度(Martocchio & Judge, 1997)、以及工作表現(Stajkovic & Luthans, 

1998)，並且具有緩衝減低工作壓力的功能。自我效能(self-efficay)可以有效的預

測個人在目標設定、進行與目標相關任務時之努力程度、個人在不同任務上的表現

(Phillips& Gully, 1997; Sadri & Robertson, 1993; Stajkovic & Luthans, 1998)，

同時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模式、行動及情緒覺醒。透過自我效能的知覺判斷，決定

個人是否願意面對問題，個人努力的程度，持續時間長短等(劉選吉，民 89) ，而集

體效能概念是根據自我效能而來，因此集體效能也是一種信念與知覺， Bandura(1997)

認為此種信念或知覺為一種社會認知，可做為動機的基礎，而動機可用來解釋行為的

產生和維繫的歷程，而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有時候人類在缺乏外界刺激下，卻可以將行

為維持的很久，這是因為團隊在集體效能的信念上會影響到他們未來的行為，包括：

他們是否會尋求成功的機會、如何管理資源、規劃他們的計畫與策略、花費多少努力

在團隊的任務上、當團隊任務在短期內無法馬上獲得效果或遭到很強的反對時他們將

會如何衡量自己的付出(Bandura, 1997)。 

 

過去研究發現，集體效能對於團隊表現有直接的影響力，Lam, Chen, & 

Schaubroeck(2002)發現當團隊知覺到高集體效能時，他們也比較願意參與團隊決

策，而 Gibson(1999)透過田野法與實驗法證實，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有關，其團隊表

現包含：團隊訊息交換、時間管理、合作、生產力、及計畫發展的品質。另外，Lester, 

Meglino, Korsgaard (2002)也發現集體效能與團隊滿意度、努力程度、以及團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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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有 關 ， Gully, Incalcaterra, Johshi, & Beaubien(2002) 透 過 後 設 分 析

(meta-analytic)證實，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有高相關。上述研究皆顯示，集體效能

與團隊表現間有很高的相關性，因此當團隊成員有不錯的集體效能時，他們也比較可

能在有機會的時候主動的參與團隊的活動，這是因為他們對於自己與團隊伙伴有信

心，也相信他們可以有效的增進團隊表現的緣故(Lester et al., 2002)。因此，本

研究認為集體效能愈高則團隊表現的表現也愈佳；反之集體效能愈低，團隊表現的表

現也愈差。 

 

肆、集體效能的影響因素 

 

Bandura(1997)指出，集體效能與個人相比，受到的影響是較複雜且受社會影響

的，它可能受到信念、動機、或甚至是其他合作伙伴表現的影響。例如，團隊成員可

能普遍的認為個人的能力強（高自我效能），但是對於團隊整體的能力不具信心（低

集體效能），而當團隊成員產生這樣的信念時，其行為的表現就會有所不同。根據

Bandura(1997)所提出的發展模式，探討集體效能受到那些因素的影響，見圖

2-2(P.22)。 

 

如圖 2-2 顯示，集體效能主要受到下列因素影響：回饋、過去經驗中實際的表現、

以及替代性經驗(Bandura, 1997; Prussia, & Kinicki, 1996)的影響。雖然過去研

究指出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之間具有關係，但是少有研究探討影響集體效能的前置因

素為何，Chen, & Bliese(2002)發現領導氣氛(leadership climate)對於集體效能的

預測強過對自我效能的預測，因為團隊領導是一種「團隊層次」的變項，且將團隊視

為整體，透過其行為進而促進團隊的表現，並發揮其影響力。關鍵成員或是團隊領導

者常常會影響到其他人的集體效能知覺(Kozlowski, Gully, Salas & Cannon-Bowers, 

1996; Zaccaro,Blair,Peterson, & Zazanis，1995)，當領導者採取或展現出某些行

為時，他所影響的對象其實是整個團隊成員的知覺，因此團隊領導者特定的行為會影



 19

響到團隊的集體效能。另外，Sosik, Avolio, & Kahai,(1997)透過實徵研究證實團

隊領導者的行為確實是影響團隊集體效能重要的前置因素，因此本研究認為團隊領導

者的行為可以預測集體效能，因為我們相信領導在組織背景中是影響員工與團隊動機

極為重要的因素之一(Chen, & Bliese, 2002)。 

 

 

 

 

 

 

 

 

 

 

 

圖 2-2：影響集體效能之因素 

資料來源：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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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團隊領導、集體效能、及團隊表現間之關係 

 

團隊領導者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具有影響力，因此本節將根據 Stewart 與

Manz(1995)所發展的團隊領導架構，探討領導行為是如何影響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

以及此團隊領導、集體效能、團隊表現三者間又依存著什麼樣的關係。 

 

壹、團隊領導與團隊表現 

 

過去研究發現，在權威式領導下會有較多的抱怨、低忠誠度、較少的承諾與參與

感、較低的滿足感(Day & Hamblin, 1964)。在 Lippitt(1940)的研究中，操弄領導

者展現出來的行為，結果發現在權威組團隊成員的反應，團隊成員順從領導者，對團

隊領導者做出回應，而與其他成員的互動很少；而在民主傾向的領導團隊中的成員則

表現出較少的緊張與敵意，且團體也表現的比較有向心力。然而也有研究發現民主式

與權威式的領導對於生產方面的影響沒有差別 (Lyle, 1961; Spector, & 

Suttell,1957)，因此 Bass(1990)彙整 1940-1975年「領導者類型與生產力、成員滿

意」的相關研究發現，如表 2-4 所顯示，權威式的領導對於生產力有正向的影響，而

民主式領導則對於團隊成員的滿意度有正向的影響。 

 

另外，關於團隊領導者在「民主—權威」向度對團隊表現產生不一致的結果，從

研究方法的角度考量，可能是因為在衡量領導效能時，所採用的標準不同所造成的結

果。另外，由於多數與團隊相關的研究所採用的是實驗室的研究方法，在短時間的互

動下，由權威式領導的團體可以快速的做出決策，因此只要領導者所採用的方式有

效，權威式的領導對於短期的生產力來說具有正向效果。然而團隊表現應該考量較長

遠的效果，因為實務的狀況中，團隊常是經過長時間的互動逐漸形成，且所謂的團隊

表現也不僅是團隊績效而已，團隊表現還包括成員的滿意程度與對團隊承諾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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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團隊領導者類型與生產力、成員滿意度的關係 

民主式領導 權威式領導                      向度 

研究者 滿意度 生產力 滿意度 生產力 

Adams (1952)  0  0 

Anderson (1959) ＋ 0  0 

Argyle, Gardner, & Ciofi (1958)  +   

Beam (1975) +    

Bergum & Lehr (1965)    + 

Calvin, Hoffman, & Harden (1957)    +, 0 

Day & Hamblin (1964)   － － 

Foa (1957) +    

Hamblin, Miller, & Wiggins, Harnquist (1956) +  0  

Johnson & Smith (1953)  0  0 

Ley (1966)     

Lippitt (1940 )     

Lyle (1961)  +  + 

McCurdy & Eber (1953)  0  0 

Mahoney (1967)  0  + 

Mullen (1965) + 0 － 0 

Mullen (1966) + 0 － 0 

Patchen (1962)    + 

Sales (1964)  0  0 

Shaw (1955) +   + 

Snadowsky (1969) +   － 

Spector & Suttell (1956)  0  0 

Torrance (1953)  0  + 

White & Lippitt (1960)  0  0 

Ziller (1957) 0 －   

Zweig (1966)  +   

總計    

正相關 8 3  0 7  

零相關 1 11  1 10  

負相關 0 1  3 2  

資料來源：Bass, B. M. (1990). Bass & Stodgill＇s handbook of leadership: Theory, 

research, & managerial applications (3rd ed.) New York: Free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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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長期效果來看，民主式的領導可以創造良好的互動氣氛，往往也會有較佳的團隊

表現(Bass,1990)。基於上述考量，雖然過去「民主—權威」的影響效果並不一致，

但本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為問卷調查法，調查的對象為實務工作上已運行多時的團

隊，因此就長期的效果而言，在進行團隊領導調查時，本研究認為採行民主式領導

的團隊與權威式領導相比會有較好的團隊表現。 

 

一、主動與被動式領導的影響 

 

如上所述，除了研究方法的因素之外，造成「民主—權威」效果不一致外，也

可能因為在考量團隊領導者行為時，所涵蓋的行為範圍不完整所致。過去研究發現，

如果暫時不考慮領導類別的問題時，領導者在「主動—被動」向度的傾向會影響團

隊的滿意度與成員工作的有效性(Bass, 1990)。身為領導者可能需要完成某些行為，

這些行為包括互動的維持或是建立，在互動的建立方面，其行為主要是指領導者對

於部屬的工作、角色扮演方面，制訂規章、程序、及目標計畫(陳麗芳，民 91)。要

完成上述的任務，領導者可以透過權威式指導或民主式參與的方式，也可使用激勵

或諮詢，或是採用協商、授權，然而不論領導者採取的行動是什麼，領導者的表現

通常都是涉入程度頗高的。Farrow, Valenzi, & Bass (1980)調查 1,300 部屬與 340

主管，結果發現將指導式與諮詢式領導的資料整合，此兩類行為所組合而成的效果

與團隊表現的相關達到.41，比分別處理指導式(.28)或諮詢式(.37)領導時都來得

高。「指導—諮詢」整合處理時，也發現與滿意度的相關為.61，仍是較諮詢式領導

的.52 高。當領導者為指導式或商議式領導時，傾向主動的領導者在進行決策時會負

起決策的責任，而被動式領導或是放任式的領導者，則較少或是沒有肩負起這樣的

責任，而且放任式領導與其他幾種類型領導的相關為－.3到－.6之間(Bass & Avolio, 

1988)。 

 

因此不論領導者的行為是傾向權威式領導（指導）或是民主式領導（諮詢），領

導者的行為對於團隊表現具有加強的作用，此種效果乃是因為領導者在與團隊成員

互動的過程中展現出主動的行為所造成。Bass(1990)認為領導者的主動性對於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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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的，因為領導者主動的追蹤，顯示領導者關心員工的工作狀況，同時會讓

成員認為自己的表現是符合期待的，而被動式領導則不會主動做出此類行為，除非

成員向他提出問題或是進度已經延遲，才會做出反應。雖然主動與被動為同一向度

的兩端，但是從理論、模式、領導行為類型來看，主動與被動式的領導卻有很大的

不同(Bass, 1990)。過去在考量「民主—權威」的效果時，由於忽略同時考量「主

動—被動」的影響，因而造成結果不一致，Stewart 與 Manz(1995)在發展團隊領導

模式時雖然將「主動—被動」列入考量，但仍缺乏相關驗證，因此本研究將進一步

針對「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的交互作用進行探討。 

 

二、主動與被動式領導的效果 

 

Pelz(1956)認為放任式領導與組織的生產間具有負相關，Baumgartel(1957)則

發現在放任式領導團隊中的成員，他們與領導者的關係通常較疏離，領導者也較少

參與決策。因為放任式領導通常較少陳述如何完成工作，對於任務的完成敏感性較

低，並且少將團隊視為一個整體進行運作。Katz, Maccoby, Gurin, & Floor (1951)

研究發現，如果主管在帶領的過程中避免執行領導者的角色，並且將其工作交給部

屬執行時，團隊也容易變得沒有生產力。同樣的，Murnighan & Leung (1976)透過

實驗研究大學生的互動，發現參與者在未涉入的領導者帶領之下，他們問題解決的

品質與量的表現上較差，且與領導者涉入度比較高的團隊相比，其滿意度也較低。 

 

雖然許多研究證實主動式比被動式的領導者所產生的團隊表現較佳(Katz et 

al., 1951; Murnighan et al.,1976)，但是並非所有主動式的領導就可以保證好表

現、滿意度、向心力，因為主動式的領導，如果又是喜歡採用高壓式的手段時，主

動的權威式領導反而會造成團隊的不滿，並且使團隊缺乏向心力從事生產的工作，

因此領導者的主動行為，應該要同時考量其內容行為為何(Bass, 1990)。另外，被

動式領導也並非皆是負面的影響，因為此類型的領導給予員工自由的工作環境且提

供其資源，並且領導者避免在員工提出疑問時即給予解答或是提出評價，給予部屬

充分的自由發揮其想法。相對於民主式領導，權威式領導提供比較多的指示，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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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獎勵與認同，提供無建設性的批評。因此在此向度的的考量上，主動式領導雖

然對團隊表現較有正向的影響，但是仍需同時考量另一向度（權威—民主）行為內

涵之影響。 

 

三、「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間的交互作用 

 

研究者為瞭解「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兩向度間的關係，乃根據團隊

領導在「主動—被動」向度的不同，進一步針對團隊領導者的類型行為進行簡單的

描述(Setwart, Manz, & Sims, 1999)： 

 

1. 團隊領導模式中四種類型之行為描述 

 

(1) 主動式領導 VS「民主—權威」：當領導者在主動程度較高時，「民主—權威」的類

型與行為描述，見表 2-5： 

 

表 2-5 主動式領導 VS「民主—權威」 

主動 VS 民主式領導 

權力建立型 

此類型的領導者在進行決策時傾向提供許多選擇給團隊成員，通常

這類型的領導還是會鼓勵成員參與決策過程，由於領導者也重視團

隊成員的需求，因此還是會重視團隊成員自主性的行為，但因為領

導者的主動性高，所以當領導者發現團隊需要協助的地方或決策方

面有問題產生時，領導者還是主動的做出一些規劃與決定。 

主動 VS 權威式領導 

權力過度型 

此類團隊領導者在團隊中傾向自己做團隊決策，採取處罰的手段影

響成員，以及重視目標的達成，領導者期望每一個團隊成員扮演的

角色、指派的工作有清楚的說明；此類型領導者強勢並主動的參與

團隊，同時也認為自己有權力做這樣的行為，領導者常會主動做好

計畫，設定工作流程，規定團隊成員依計畫完成目標。 

資料來源：Steward, G. L., Manz, C. C., & Sims, H. P.,Jr. (1999). Team Work 

and Group Dynamics.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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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動式領導 VS「民主—權威」：當領導者在被動程度較高時，「民主—權威」的類

型與行為描述，見表 2-6： 

 

表 2-6 被動式領導 VS「民主—權威」 

被動 VS 民主式領導 

授權型 

團隊領導者是民主式領導風格，而且也完全的讓團隊成員來處理團

隊的任務分配、規劃工作行程、解決客戶問題等。然而由授權式領

導所帶領的團隊亦有個問題，就是當團隊成員缺乏團隊自我管理相

關的技巧，例如：自我增強、自我評判、目標設定、自我觀察，而

團隊領導者又無法提供建議與缺乏適當的參與，這樣的狀況下可能

妨礙團隊發展。 

被動 VS 權威式領導 

權力矛盾型 

領導者在行為方面傾向與團隊成員保持距離，且保持一些團隊領導

者的權力，領導者雖然少參與團隊活動，例如與成員共同進行決策

討論，但另一方面又展現出想控制團隊的傾向。這樣的情況下，團

隊領導者反而創造出一種模稜兩可的團隊氣氛，團隊成員在看似有

進行決策的權力，但又感受到團隊領導者想要保留權力，在這樣的

情境下缺乏領導者的指導，反而容易讓團隊成員感到挫折，結果對

整體團隊產生負向的影響。 

資料來源：Steward, G. L., Manz, C. C., & Sims, H. P.,Jr. (1999). Team Work 

and Group Dynamics.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2. 交互作用的影響 

 

根據上述的四種領導類型，接下來進行關於交互作用的討論。 

 

(1) 民主式領導 

 

主動程度高的領導者，通常會主動的指導部屬，幫助員工負起責任完成任務，

且主動的關心與追蹤部屬是否將其任務完成(Bass, 1990)，另外，當員工進行任務

的過程，主動式領導監督員工的表現，並在分歧的標準中尋找可接受的部分，然而

並非所有的領導者皆會如上述般的採取行動，被動式領導則不會主動的解決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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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除非成員要求其主管注意其問題為止(Hater & Bass, 1988)，因此即使同樣

為民主式領導，也可能因為「主動—被動」的傾向不同，對團隊產生不同的影響。

由於民主式領導在進行決策時，喜歡透過大家的討論獲得解決方式，同時也願意將

權力與成員分享，因此有時候會將民主式領導與被動式領導產生混淆。然而民主式

領導並非代表被動，因為在被動式領導的帶領下，領導者避免做出決定，團隊較缺

乏組織，因此效率也較差，且滿意度也較低，相較於民主式領導則是提供建議給成

員，並且刺激部屬要產生自己的意見。Aspegren(1963)比較放任式領導、指導式、

參與式領導發現，放任式領導通常與低任務動機、低滿意度有關。 

 

Stogdill (1974)回顧一系列的調查與實驗研究，分析領導行為與結果之間的關

係，結果發現民主式領導的行為（參與、關係導向、體恤）與團隊的生產、滿意度、

向心力有正向的關係，而參與式的領導行為，則會影響部屬對團隊的預期，並進而

影響團隊向心力，相反的，被動式領導在帶領團隊的過程中其行為不明顯，例如沒

有提供清楚的界線，讓員工獨自的工作，或領導者本身只作與書面有關的工作、避

免決策等，在這樣的情形下，團隊成員有較多自由選擇完成任務的方式，但是這也

意味著過程中缺乏系統的解決方法，雖然成員可以自由表達意見但缺乏共識，這樣

的情形領導的方式仍是無效的領導(Miner, 1973; Price, 1968; Tannenbaum, 1968)。 

 

在民主式的領導下，團隊成員可以自行的運作其角色與任務，除非他們遇到問

題或當標準未達到時，領導才會介入，而在「主動—被動」的程度差異方面，當主

動傾向較高時，領導者在發現成員問題時，團隊領導者會提供成員意見與指導，並

主動提供解決方式，且主動建立與成員間的關係，關心成員的任務規劃，因此成員

處在這樣的團隊中團隊表現會較佳；而同樣為民主式領導，但如果屬於被動傾向時，

領導者喜歡團體討論的方式，在互動過程中並不會主動的介入，另一方面，雖然重

視與成員間的關係，但行為也較被動，不會主動詢問成員的狀況，或為成員安排任

務上的規劃，領導者更傾向讓成員主動的完成團隊任務，自行規劃其任務，因此，

相較於主動傾向的領導者，其成員在滿意度或團隊表現上會較低。因此本研究認為，

在民主式領導的類型方面，權力建立型領導的團隊表現會較授權型領導來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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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威式領導 

 

過去關於權威式領導對團隊表現的影響，發現有不一致的研究結果，如 Bergum

與Lehr(1965)的研究發現，權威式領導對於團隊績效有正向影響，而Snadowsky(1969)

卻發現權威式領導與團隊績效之間有負相關，產生這樣不一致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在

考量權威向度時，並未加入「主動—被動」的緣故。過去，研究者將此兩向度視為

相互獨立的概念，並將之進行比較研究，Lippitt & White(1943, 1960)針對各種領

導行為進行研究比較，結果發現被動式領導的團隊較少將焦點集中在工作當中，且

工作品質也較民主式與權威式領導來的低，另外，其滿意度也較民主式領導來得低，

但較權威式領導來得高；另外，也有研究發現，放任式領導所帶領的團隊，其滿意

度較權威式領導的團隊來的低(Bass, 1990)。因此，如果在考量「民主—權威」時

忽略「主動—被動」的影響，可發現被動式領導（即放任式領導）對於團隊的影響

效果不一致，部分研究優於權威式領導，部分研究其效果低於權威式領導。但是如

果能將此兩向度同時進行考量，則可以解釋不一致的部分，以下將再針對此部分進

行說明。 

 

Stogdill (1974) 發現工作相關的行為（指導式、任務取向、結構行為）與團

隊的生產、滿意度、向心力有正向的關係，此結果顯示權威式領導對於團隊表現並

非皆是負向的影響。當權威式領導為主動傾向時，領導者的行為與工作相關時，其

行為對於團隊表現有正向的影響，因為團隊領導者強調工作的完成，讓成員感受到

領導者的期望，團隊的績效因而展現，但是由於權威式領導傾向與成員保持一定的

距離，並強調領導與成員間的階級關係，同時將決策權集中在領導身上，因此造成

在滿意度方面較差。但是在被動式的權威領導下，成員則無法進行決策，同時也缺

乏團隊領導者的指導，因此在團隊績效方面，因為團隊缺乏指導，成員又無實際的

決策權，造成團隊無法有良好的表現。因此就權威領導在「主動—被動」的比較來

看，權威且主動的領導，其團隊表現較權威且被動的領導來的較好。因此本研究認

為，權力過度型領導的團隊表現較權力矛盾型領導來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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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互作用的討論 

 

根據上述(1)(2)，將「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同

時考量會發現其間具有交互作用的存在。由於過去在探討領導理論時，多是將兩向

度分開探討，並比較其間的影響與差異性，本研究根據過去相關研究的討論，將兩

向度加以整合並進行探討，認為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兩向度具有如圖 2-3 的關係： 

 

 

 

 

 

 

圖 2-3：本研究「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根據圖 2-3 所示，團隊領導行為向度對於團隊表現具有影響力，根據前面的文

獻探討，發現： 

◎ 就長期效果來看，民主式領導對於團隊表現的效果應高過權威式領導，而在對團

隊表現的影響方面，「權力建立型」會優於「權力過度型」；而「授權型」會優於

「權力矛盾型」。 

◎ 「主動—被動」的程度會影響「民主—權威」的效果，「主動—被動」具有調節

效果(moderator effect)。此向度可以解釋為何「民主—權威」對於團隊表現的

影響有不一致的效果。 

 

 

 

 

 

民主—權威

主動—被動

團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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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 

 

過去研究指出團隊領導是透過集體效能的作用，進而影響到團隊的表現(Chen, & 

Bliese, 2002; Sosik, Avolio, & Kahai, 1997)，在這樣的影響歷程當中，集體效

能扮演著中介變項的角色。「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於團隊表現的研究結

果不一致，除了因為未將兩向度同時進行考量之外，另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在探討其

間的關係時，忽略了中介變項在其中的影響。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之間有正向的影

響，這表示當集體效能越高時，團隊表現的表現通常也會越好，而「民主—權威」

與「主動—被動」兩向度在對團隊表現的解釋方面，極有可能是透過對集體效能的

作用而間接產生的，因此當「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集體效能產生正向

的影響時，同時團隊表現也會較佳。因此針對這樣的邏輯推演，接下來將針對 Stewart

與 Manz(1995)所提出的領導架構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進行討論，並進一步推論其間

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為何。 

 

一、「民主—權威」與集體效能間的關係 

 

1. 民主式領導對集體效能的影響 

 

在民主式領導的情境中，Earley (1999)發現通常團隊領導者會透過共同討論的

方式，根據團隊成員間的共識，產生集體效能的共同看法。因為民主式領導的團隊

當中不強調服從關係，並且可以自由的表達意見，領導者關心成員的想法，團隊成

員有良好的溝通與共同的工作，透過會議也可以更加瞭解彼此的工作，同時學習彼

此間的技巧與能力，進而增加團隊成員對於團隊的集體效能(Lester, Meglino, & 

Korsgaard, 2002)。另外，良好的溝通可以有效的促進問題的解決，同時也可以整

合團隊成員的努力(Lester et al., 2002)，且在互動的過程中，團隊領導與成員間

也可以相互給予回饋，在對集體效能的影響中，正向與負向的回饋都會影響到團隊

的集體效能（參見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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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民主式領導的團隊中集體效能的產生是由團隊所共同形成的，

Earley(1999)發現當團隊意見不一致時，民主式的領導所帶領的團隊會採取討論的

方式形成集體效能，而權威式領導則是領導者自己評估，形成團隊的集體效能。因

此當民主式領導的團隊成員間意見不一致時，領導者並不會做出干預，反而是讓成

員發表看法，例如：成員會表達「我們應該可以很容易的達成業績目標」或「在這

件事情方面，我們比較不熟悉，因此我們或許應該要採取比較保守的方式」。在這樣

的互動下，團隊的集體效能逐漸形成，且領導者可以充分瞭解團隊成員的想法，因

此，團隊領導與成員間對於集體效能的一致性也會較權威式領導的團隊來的高。 

 

2. 權威式領導對集體效能的影響 

 

Earley(1999)的研究針對團隊領導者的權力距離(power distance)對團隊集體

效能之影響，發現在高權力距離的團隊當中，團隊領導者（高職位者）對於團隊的

集體效能的影響高於團隊成員（低職位）所帶來的影響。這是由於權威式領導傾向

自己做團隊的決定，因此決策決定後，再自行進行工作計畫的安排，而後再由團隊

成員進行任務執行。因此關於權威式領導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歷程，Earley(1999)

認為是由權威式領導者設定對團隊的期望，團隊成員接受領導者的期望，將其期望

內化為自己的目標。由於權威式領導認為獎勵與處罰對於成員的表現有影響，因此

當成員無法達到領導者的預期時，領導者傾向採取處罰的手段。Sosik(1997)發現領

導者強調目標與獎賞對於集體效能亦會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在權威式領導的團隊

下，領導者由於重視目標與獎勵間的連結，因此也容易有高集體效能產生。 

 

3. 小節 

 

雖然民主式領導或是權威式領導對於集體效能皆可能有正向的影響，但是上述

的討論內容可以發現，(1)其影響效果來自於領導者主動性的行為，如民主式的領導

產生適合討論的團隊氣氛，或是權威式領導主動的設定目標，並強調目標與獎賞間

的關連性等。因此，除了瞭解「民主—權威」對於集體效能所產生的正向影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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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進一步將「主動—被動」列入考慮。(2)在團隊領導與成員對集體效能的看法

方面，發現民主式領導的團隊其集體效能的一致性高於權威式領導。對於集體效能

的一致性很有可能是造成「民主—權威」對團隊表現結果不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

接下來，將「主動—被動」的條件列入考量，並進一步將團隊表現列入討論。 

 

二、主動與被動式領導的影響 

 

Sosik(1997)的研究發現，團隊領導者下列行為對於集體效能具有影響力，包

括：領導者強調目標與獎賞，強調集體任務的重要性和其經濟性與社會應用的價值，

強調對團隊的信心，將焦點集中在共同工作。另外，Bandura(1997)認為口語說服

(verbal persuasion)可以影響到自我效能的發展，因此 Lester(2002)根據此想法，

研究口語說服對集體效能的影響，Lester 等認為魅力型領導擅長於說服的工作，因

此研究魅力型領導者是如何影響團隊的集體效能，結果證實當領導者在魅力型領導

的程度愈高時，團隊的集體效能也愈高。另外，Sosik (1997)的研究也發現轉換型

領導提供額外的訊息給成員，增強共同工作的重要性與合作的重要，而交易型領導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則沒有提供這樣的團隊訊息，而只強調具體目標與獎

勵的重要性，因此轉換型領導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也較顯著，上述的研究主要針對

魅力型領導與轉換型領導進行研究，結果發現領導者對於團隊的集體效能有正向影

響。 

 

團隊領導的行為對於集體效能具有影響力，就「主動—被動」向度來看，領導

者所展現關於魅力型領導或轉換型領導的行為，則顯示團隊領導者在行為方面的主

動性，Bass(1990)的調查 1,006 名工作者發現，當他們的領導者在量表表現方面愈

接近轉換型領導時，與被動式領導的負相關也愈高；而魅力型領導與被動式領導間

的相關為－.56。這是因為如果領導者傾向被動時，所做出的干預與指導也相對的較

少，也就是對於成員較少提供正向或負向的回饋（因為領導者避免做出決策與干預

行為），因而對集體效能的形成作用較低，另外，由於領導者與成員間缺乏互動，對

成員而言缺乏可學習的對象，因此在被動式領導的帶領之下，團隊的集體效能也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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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此本研究認為在「主動—被動」向度對集體效能的影響，主動的領導行為對

集體效能有正向影響，因為領導者透過其主動行為，促進團隊成員的集體效能。因

此在集體效能的比較方面，權力過度型會高於權力矛盾型的團隊，而權力建立型會

高於授權型領導的團隊。 

 

至於「民主—權威」向度的影響方面，研究發現當團隊成員線索愈明顯時，團

隊表現愈高，這是因為當團隊愈強調團隊成員間的關係時，團隊成員就會較少注意

個人差異性的部分，而對於團隊表現有正向的效果(Spear, Lea, & Lee, 1990;Sosik, 

Avolio, & Kahai, 1997)。在民主式領導的團隊中，由於領導者關心成員的發展，

也重視在決策過程中成員共同的參與，因此成員參與團隊決策，對於團隊決策所形

成的目標有共識，且也同意執行的方式，因此願意為目標付出努力，同時對於完成

任務也較具信心，因此也會有高集體效能；另外，Sosik (1997)發現在領導者強調

團隊為一個整體的團隊時，社會閒散(social loafing)的情形會較低，因為領導者

強調整個團隊為整體，因此成員有較好的團隊概念，同時也將團隊視為整體，因此

也會影響到團隊成員對團隊的信心與參與程度。而在權威式領導的團隊中，團隊領

導者傾向自己做出決定，因此在高主動性與權威的領導下，當團隊領導者有高集體

效能，團隊成員也容易有高集體效能，因為領導者會主動的設定團隊目標，並影響

團隊成員對於完成任務的信念，成員受到團隊領導的影響，而有高集體效能。根據

上述，可發現在「民主—權威」向度方面不論領導者屬於何種類型皆可能產生高集

體效能，由於集體效能為此歷程之中介變項，因此，權力過度型（權威）與權力建

立型（民主）所產生的集體效能程度相同時，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應會有相同的效

果。 

 

一般而言，所謂的集體效能是指團隊成員對於團隊執行任務成功的信心程度，

與團隊成員對於集體效能是否具有同樣的信心，當團隊有共識時，對於團隊執行任

務與合作方面也更加有利，因此雖然權力過度型與權力建立型的領導者，有機會透

過提高集體效能而創造同樣的團隊表現，但由於其領導風格導致與團隊成員互動的

方式不同，可能造成領導者與成員間對集體效能知覺的差異，而此差異性可能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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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團隊成員對於團隊的滿意程度，過去研究發現，集體效能與成員對團隊的滿意

度有關(Gibson, 1999; Lester et al., 2002)，因此接下來，研究者針對「民主—

權威」向度對於集體效能的一致性方面進行討論。 

 

三、團隊領導與成員在集體效能的一致性 

 

權力過度型與權力建立型領導建立高集體效能，而同樣能產生高團隊表現，這

表示團隊領導對團隊表現的影響，主要是透過集體效能的作用而產生的，然而在這

樣的推論下，似乎有個因素被忽略，先前 Earley(1999)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權威

式領導的團隊容易產生領導者與成員對集體效能有不一致的現象存在，在 Earley 研

究中，並未提到不一致對團隊所形成的影響，然而本研究卻認為，團隊中集體效能

不一致可能造成對團隊表現的影響。因為當團隊領導者與成員對集體效能的看法有

所差異時，在推動團隊任務上也會較為困難，民主式領導的團隊，因為與團隊成員

進行雙向的溝通較多，其不一致的情形較少，在執行任務的過程中滿意度也較高，

同時由於目標是領導與成員共同產生的，在完成任務（團隊表現）的效果方面也會

比較好；而權威式的領導傾向自行設定的目標，當員工難以接受目標時，團隊缺乏

溝通與共識，容易導致團隊表現不佳的情形。因此本研究認為「團隊領導與成員對

於集體效能一致性看法」會影響後續團隊完成任務的狀況，在本研究中所指的「一

致性」為團隊領導與成員對集體效能的看法是否一致，當一致性高時，集體效能也

高的狀態下，團隊表現佳，相反的，如果集體效能高，但發現缺乏一致性，則團隊

表現也可能偏低，而在「民主—權威」向度上，民主式領導的團隊一致性高於權威

式領導。 

 

四、小節 

 

總之，關於團隊領導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的影響，本研究認為團隊領導者透

過集體效能的中介效果，進而對團隊表現產生影響，並具有如圖 2-4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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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本研究團隊領導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影響之關係圖 

根據圖 2-4 與前述的文獻探討，本研究認為： 

◎ 主動式領導比較容易產生高集體效能，也就是說，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權力過

度型會高於權力矛盾型，而權力建立型會高於授權型。 

◎ 在「民主—權威」的效果當中，不論是何種類型的領導者，能透過集體效能對團

隊表現產生影響。當領導者產生高集體效能時，團隊表現也會較好。但由於

Earley(1999)發現在權威式的領導下，團隊領導與成員間的集體效能有不一致的

情形產生，因此本研究將此不一致的狀況列入考量，以探討「民主—權威」對團

隊表現不一致結果的的原因。 

 

 

第五節  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 

 

研究者為了要驗證前述文獻探討中，團隊領導、集體效能、及團隊表現的關係，

本研究根據前面文獻做出整理並提出假設推論，而推導出本研究架構，如圖 2-5。根

據 Baron 與 Kenny(1986)的分析方法，檢驗中介變項效果共有四個步驟：(1)獨變項

必須與依變項有關—本研究中是指團隊領導者行為與團隊表現有關；(2)獨變項必須

與中介變項有關—即團隊領導行為與集體效能間有關係存在；(3)中介變項必須與依

變項有關—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間有關；(4)當同時考慮獨變項與中介變項時，獨變

項的效果會變小—同時將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進行考量時，會發現團隊領導對團隊

表現的影響效果會減低，而這是因為團隊領導者的行為主要是透過對集體效能而影

民主—權威 

主動—被動 

團隊表現集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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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團隊表現。因此接下來即針對本研究之架構，提出以下的假設與推論。 

 

壹、團隊領導與團隊表現間有關係存在 

 

關於「民主—權威」對於團隊表現的效果，根據過去研究發現，究竟那一種形

式的領導對於團隊表現有較佳的效果，其研究結果並不一致。由於想瞭解團隊領導

者對團隊表現的影響，不應只是透過短時間的觀察，團隊常常是經過團隊領導者長

時間的經營，因此本研究所調查的對象為成立團隊時間較長的團隊，而本研究認為，

在「民主—權威」的影響上，有以下推論： 

 

假設 1：在團隊表現的影響方面，民主式領導的團隊表現會較權威式領導的團隊

來的優良。 

 

如果加入「主動—被動」的程度會影響到「民主—權威」向度的效果，「主動—

被動」在「民主—權威」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具有調節效果。當團隊領導在主動性

的傾向愈高時，團隊領導在「民主—權威」的向度上差異也愈大。另外，當團隊領

導為被動式領導時，團隊表現也表現也較差，因此： 

 

假設 2：在團隊表現的影響方面，主動式領導的團隊表現會較被動式領導的團隊

來的優良。 

假設 3：「主動—被動」對「民主—權威」具有調節作用。當主動程度愈高時，

團隊領導者「民主—權威」對團隊表現的影響差異也會增加，民主式領

導所帶領的團隊表現會優於權威式領導，而當領導也愈傾向主動時，其

差異則會增大。 

 

這表示「主動—被動」與「民主—權威」對團隊表現具有交互作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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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間有關係存在 

 

根據前面文獻探討，認為主動式領導比較容易產生高集體效能，因此： 

 

假設 4：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主動式領導所產生的集體效能會高於被動式領導。

 

當團隊領導者透過產生高集體效能，而造成團隊表現也較好時，本研究亦認為，

集體效能的一致性會影響到團隊表現的效果，由於 Earley(1999)發現在權威式的領

導下，團隊領導與成員間的集體效能有不一致的情形產生，因此本研究將此不一致

的狀況列入考量，根據上述描述本研究認為： 

 

假設 5：集體效能的一致性會影響到團隊的表現。  

   

本研究之「一致性」係指，團隊領導與團隊成員之間對於集體效能的知覺，一

致性高表示領導者與成員對於集體效能有共同的看法，一致性低是指領導者與成員

間，對集體效能知覺有很大的差異。 

 

參、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間有關係存在 

 

根據過去研究發現，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間有正向關係存在，因此本研究假設： 

 

假設 6：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有正向關係，當集體效能愈高時，團隊表現也愈佳。

 

肆、團隊領導對團隊表現的效果會因為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減低 

 

當壹—參的假設成立時，再透過迴歸分析的方式檢驗，團隊領導者對團隊表現

的影響，是否會因為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減低，如果檢驗結果成立，則可證明集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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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此研究之中介變項： 

 

假設 7：集體效能為中介變項：團隊領導者透過集體效能影響團隊表現。 

 

伍、本研究之架構圖 

 

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2-5 所示： 

 

 

團隊領導
「民主–權威」

團隊領導
「主動–被動」

集體效能

團隊表現
1.團隊績效
2.團隊態度
3.團隊合作

假設1

假設2

假設3

假設6

假設4

假設5

圖2-5  團隊領導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之影響

假設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