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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針對本研究所採用之量表進行信度檢定，並採用專家評

量「民主—權威」向度題目之有效性與信度分析結果；第二節主要針對各變項之描

述統計；第三節為研究假設之驗證。 

 

第一節 「民主—權威」向度題目之檢核與信度分析結果 

 

壹、「民主—權威」向度題目之檢核 

 

本研究所採用之量表，除「民主—權威」向度量表為研究者彙整相關理論與量

表自行發展而來，其他量表主要是採用不同學者所編制之量表加以修改形成，因此，

為瞭解本研究所採用之「民主—權威」向度量表在經過彙整後，是否可測量本研究

所關心的建構，研究者請 5 名研究生為編制題目進行「專家內容效度」評量，刪除

不合適的量表題目，結果發現，評量量表題目的專家一致地認為題目 7、23、24、及

28 無法測量到此向度（結果見附錄二），本研究則根據此內容效度檢核後之題目進行

接下來的資料分析。 

 

貳、信度分析 

 

信度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內部一致性，計算 Cronbach＇s α值，結果如下表

4-1，所採用各量表有良好信度，且皆在.86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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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量表之信度分析結果 

分量表 題  數 Cronbach＇s α 

「民主—權威」 34  .89 

「主動—被動」 12  .86 

集體效能 9  .92 

團隊績效 5  .88 

團隊態度 6  .88 

團隊態度 10  .88 

團隊合作 3  .89 

管理才能 10  .91 

註：量表信度分析樣本數=246 人，管理才能信度分析樣本數=100 人。 

 

第二節　 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壹、資料檢核 

 

一、團隊平均之檢核 

 

本研究主要研究對象為團隊，因此，進行分析時亦以團隊為分析層次，共 100

組團隊資料，每筆資料皆為團隊之平均數，為確保團隊之平均數可代表整體團隊，

過去 Chen & Bliese(2002)採用 ICC 值進行計算，其檢定方式與變異數分析法有關。

Kenny 與 Voie(1985)認為以團隊為研究對象時，所蒐集的資料包含兩層次，分別為

個人與團隊層次，雖然，研究者發現所調查之資料包含兩層次，但多數研究主要仍

以個人層次進行分析，而忽視團隊層次所形成的影響，當採用個人層次作為研究分

析時，值得注意的是，當分析資料來自同一團體時，屬於同一團隊之成員無可避免

的會形成相似的知覺與態度，因此，無法將同屬一個團隊的資料視為獨立的樣本。

另外，Kenny 與 Voie(1985)發覺在驗證相同概念時，個人層次的分析結果可能與團

隊分析有所不同，例如：個人感到「無權」時，其行為可能變得退縮，但團隊感到

「無權」時，卻可能產生集體的行動，因此，相同的概念在不同的層次上，亦可能

產生不同的作用與影響，所以，在進行與團隊相關的研究時，應檢驗所使用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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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是否適合個人或團隊層次的分析。 

 

另外，在檢驗研究應採用團隊或個人層次分析的方法方面，本研究所採用的分

析法為 Kenny 與 Voie(1985)所發展而成之統計分析法，其概念主要是由變異數分析

發展而來，在進行分析時，以團隊作為獨變項，所關心的變項分數作為依變項，Kenny

與 Voie(1985)認為當 F 值顯著時，表示各團隊間，其組間差異大於組內差異，同時

也顯示，同屬一個團隊中的成員，其資料並非相互獨立，而是有共同的知覺與想法。

因此，當 F 值顯著時，則顯示目前所分析的資料可運用團隊層次進行分析。另外，

Kenny 與 Voie(1985)建議，在決定採用團隊進行分析時，可再進一步驗證 ICC 值，

ICC 值代表內部階層相關(intra-class correlation)，其概念與計算內部一致性的

相關相似，其計算公式如下：ICC(1) = [MSB－MSW] / [MSB + (k －1) × MSW]，ICC(2) 

= [MSB－MSW] / MSB，其中 MSB 為組間變異數，MSW 為組內變異數，k代表組內的平

均成員人數，，Myers(1972)建議，計算後所得之 ICC 值應至少高於.25，以顯示所

欲分析之資料採用團隊層次分析之可靠性。  

 

本研究根據上述方法進行分析，其結果如表 4-2 所示，而 ICC 值之計算結果則

分別如下：「民主—權威」向度的 F=2.18(p<.001)，ICC(1)=.33，ICC(2)=.55；「主

動—被動」向度的 F=1.77(p<.001)，ICC(1)=.24，ICC(2)=.44；集體效能的

F=1.94(p<.001) ， ICC(1)=.28 ， ICC(2)=.49 ；團隊表現的 F=2.54(p<.001) ，

ICC(1)=.38，ICC(2)=,60；團隊績效的 F=1.82(p<.001)，ICC(1)=.25，ICC(2)=.46；

團 隊 態 度 的 F=2.25(p<.001) ， ICC(1)=.29 ， ICC(2)=.52 ； 團 隊 合 作 的

F=2.34(p<.001)，ICC(1)=.35、ICC(2)=.57。上述資料顯示，各項變項的 F 值皆為

顯著的情形，顯示組間異質性大於組內異質性，而在 ICC 值的檢驗方面，僅「主動—

被動」之 ICC(1)未大於.25，其他變項之數值皆大於.25，符合本研究採用團隊平均

數之概念。為解決 ICC 值檢定時，「主動—被動」數值 ICC(1)低於.25 的問題，根據

Chen 與 Bliese(2002)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計算 rwg(j)，此計算主要為 James, Demaree,& 

Wolfe(1984)所發展之評估法，其概念與評分者間信度之計算有關，James(1984)等

建議，當 rwg(j)大於.70 時，顯示同一團隊在測驗的表現方面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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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補強「主動—被動」向度在 ICC(1)值方面之不足，亦計算「主動—被動」

向度之 rwg(j)值，結果 rwg(j)=.92( >.70)，顯示在「主動—被動」向度的衡量方面，在

本研究中亦具有良好的團隊一致性，因此，可採用團隊平均數作為資料分析。 

 

表 4-2 各變項之組間變異與組內變異之比較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採用 ANOVA 進行分析，將團隊視為獨變項，「民主—權威」、「主動—被動」、

集體效能、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視為依變項。當 F

值顯著時，表示組間變異大於組內變異，顯示屬於同一團隊之成員間彼此相

關，以個人層次進行分析時，樣本不獨立，因此，需採用團隊層次進行分析。 

 

 

 

 

 

  SS df MS F 

組間 39.12 99  .40  2.18 *** 

組內 26.48 146  .18    

民主—權威 

總數 65.60 245     

組間 79.17 99  .80  1.77 *** 

組內 65.82 146  .45    

主動—被動 

總數 144.98 245     

組間 89.08 99  .90  1.94 *** 

組內 67.71 146  .46    

集體效能 

總數 156.79 245     

組間 79.31 99  .80  2.54 *** 

組內 46.14 146  .32    

團隊表現 

總數 125.44 245     

組間 90.64 99  .92  1.82 *** 

組內 73.46 146  .50    

團隊績效 

總數 164.10 245     

組間 81.51 99  .82  2.25 *** 

組內 53.55 146  .37    

團隊態度 

總數 135.06 245     

組間 115.77 99  1.17  2.34 *** 

組內 73.00 146  .50    

團隊合作 

總數 188.77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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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公司之比較 

 

本研究共調查 6 家壽險公司，100 組團隊，其中 A 公司佔 33 組團隊，B 公司佔

42 組團隊，為了避免分析結果受到不同公司之影響，在進行分析前，先進行資料之

比較，主要檢核對象為 A公司與 B公司，見表 4-3。 

  

表 4-3 A 與 B 公司在各變項間之差異 

註一：* p＜ .05 ；** p＜ .01；**** p＜ .001。 

註二：A公司 N＝33，B 公司=42。 

註三：F檢定：確認兩個團隊是否同質，顯著表示不同質，未顯著表示同質。 

 

由表 4-3 可知，在 F檢定方面，主要是要檢驗兩家公司是否可視為同質性團隊，

結果發現，不同的公司在每個變項方面皆未達顯著，因此可視為同質團體。另外，

進一步進行 t 檢定，結果發現，兩家公司在團隊表現、團隊績效、以及團隊態度方

面有顯著差異，為避免分析受到不同公司的影響，接下來，將檢核兩家公司在上述

主要變項中，各變項之相關性如何，如果兩家公司的相關趨勢相同，則資料可直接

進行整合。表 4-4 為 A 公司各變項間之相關情形，而表 4-5 為 B 公司在各變項中相

關之情形，對照兩表可以發現，在相關趨勢方面，只看其中一家公司資料時，由於

所包含的團隊數較少，因此在各項數值方面皆不穩定，但是，如果只考量其相關之

方向性的話，則可發現，雖然兩家公司所呈現的相關值不相同，但其相關趨勢相同，

此結果顯示，本研究可將兩筆資料彙整進行分析。 

 

 

A 公司 B 公司 
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F 值 t 值 

民主—權威 4.25 .30 4.35 .46 3.79  -1.11  

主動—被動 4.54 .61 4.55 .55 .42  -.06  

集體效能 4.80 .53 5.02 .47 .81  -.195  

團隊表現 4.56 .52 4.81 .54 .25  -2.07 * 

團隊績效 3.96 .59 4.22 .46 1.25  -2.08 * 

團隊態度 4.75 .62 5.07 .58 00  -2.36 * 

團隊合作 4.96 .66 5.14 .74 1.5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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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在 A 公司中各變項間之相關 

向度 1 2 3 4 5 6 7 

1.民主—權威 (.89)            

2.主動—被動 .44 * (.86)          

3.集體效能 .38 * .59 *** (.92)        

4.團隊表現 .47 ** .58 *** .79 *** (.88)       

5.團隊績效 .46 ** .55 *** .73 *** .77 *** (.88)     

6.團隊態度 .28  .30  .58 *** .85 *** .48 ** (.88)   

7 團隊合作 .43 * .58 *** .66 *** .86 *** .47 *** .64 *** (.89)  

註一：N= 33；* p＜.05 ；** p＜.01；**** p＜.001。 

註二：()括弧內數字為內部一致性信度 

 

表 4-5 在 B 公司中各變項間之相關 

向度 1 2 3 4 5 6 7 

1.民主—權威 (.89)            

2.主動—被動 .59 *** (.86)          

3.集體效能 .37 * .64 *** (.92)        

4.團隊表現 .63 *** .62 *** .63 *** (.88)       

5.團隊績效 .32 * .44 ** .66 *** .81 *** (.88)     

6.團隊態度 .68 *** .63 *** .56 *** .94 *** .62 *** (.88)   

7 團隊合作 .65 *** .59 *** .54 *** .96 *** .65 *** .88 *** (.89)  

註一：N=42；* p＜.05 ；** p＜.01；**** p＜.001。 

註二：()括弧內數字為內部一致性信度 

 

 

貳、各變項之描述統計 

 

表 4-6 呈現各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信度係數、以及相關係數，摘要結果顯

示如下所述。 

 

一、團隊領導者之行為向度 

本研究所探討的領導行為分為「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兩向度成正相

關（r=.57，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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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表現 

 

本研究之團隊表現包括有，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共三項指標，

團隊績效與團隊態度間成正相關(r=.57，p＜.001)，團隊績效與團隊合作成正相關

(r=.61，p＜.001)，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成正相關(r=.78，p＜.001)。 

 

三、各變項之相關分析 

 

「民主—權威」向度分別與集體效能、團隊績效、團隊態度、團隊合作間有顯

著正向相關，其中與集體效能的相關為 r=.34(p＜.001)，與團隊績效間成正相關

r=.29(p＜.001)，與團隊態度成正相關 r=.46(p＜.001)，與團隊合作成正相關

r=.54(p＜.001)；另外，「主動—被動」向度亦分別與集體效能、團隊績效、團隊態

度、以及團隊合作間有顯著正相關，與集體效能成正相關 r=.45(p＜.001)，與團隊

績效間成正相關 r=.35(p＜.001)，與團隊態度成正相關 r=.46(p＜.001)，與團隊合

作成正相關 r=.58(p＜.001)；而集體效能則與團隊績效間成正相關 r=.75(p

＜.001)，與團隊態度成正相關 r=.59(p＜.001)，與團隊合作成正相關 r=.63(p

＜.001)。 

 

四、控制變項 

 

本研究中之年齡分別與年資、帶領團隊時間、職級、團隊人數、直接管理人數、

以及管理才能有正相關(r=.69，p＜.001；r=.58，p＜.001；r=.53，p＜.001；r=.42，

p＜.001；r=.34 ，p＜.001；r=.22，p＜.05) ；年資與帶領團隊時間、職級、團隊

人數、以及直接管理人數有正相關(r=.65，p＜.001；r=.53，p＜.001；r=.48，p

＜.001；r=.35，p＜.001) ；而帶領團隊時間與職級、團隊人數、以及直接管理人

數有正相關(r=.56，p＜.001；r=.62，p＜.001；r=.45，p＜.001) ；而職級則與帶

領團隊人數、直接管理人數、管理才能有正相關(r=.64，p＜.001；r=.44，p＜.001；

r=.28，p＜.01) ；最後帶領團隊人數與直接管理人數有正相關(r=.7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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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較值得注意的是，領導者的管理才能與集體效能有高度正相關(r=.50，p

＜.001)，另外，與整體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亦有正相關(r=.31，p＜.01；

r=.41，p＜.001；r=.26，p<.01)。由於領導者本身的管理才能與本研究許多重要變

項有相關存在，因此在進行假設驗證時，應該要考量其所造成的影響，並設法排除

此效果的干擾，以減低在進行主要變項驗證時，對於解釋之混淆。 

 

參、主要變項預測團隊表現之效果 

 

本研究在表 4-7 中呈現主要變項對於團隊表現之影響效果，主要變項包含「民

主—權威」向度、「主動—被動」向度、以及集體效能，另外，在各變項的相關資料

中發現，團隊領導者的管理才能與許多主要向度有高度相關，因此亦將管理才能納

入分析。根據表 4-7 顯示，在這幾項主要變項當中，當同時考量這些不同的主要效

果時，集體效能對於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最具有影響力，

在迴歸分析當中，β值分別在「團隊表現」為.64(p<.001)、「團隊績效」

為.70(p<.001)、「團隊態度」為.49(p<.001)、「團隊合作」為.52(p<.001)；而「民

主—權威」向度主要的預測效果則集中在「團隊態度」β=.24(p<.05)與團隊合作β

=.28(p<.001)，「主動—被動」向度僅在「團隊合作」中具有顯著效果β=.21(p<.05)，

而管理才能僅在團隊合作中具顯著效果β=-.17(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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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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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民主—權威」 4.28 .39         

2.「主動—被動」 4.49 .59 .57 ***       

3.集體效能 4.91 .53 .34 *** .45 ***       

4.團隊表現 4.63 .55 .49 *** .54 *** .74 ***      

5.團隊績效 4.06 .56 .29 ** .35 *** .75 *** .81 ***      

6.團隊態度 4.88 .60 .46 *** .46 *** .59 *** .90 *** .57 ***       

7.團隊歷程 4.98 .71 .54 *** .58 *** .63 *** .92 *** .61 *** .78 ***      

8.性別 .20 * .00  .14  .16  .15  .08  .20      

9.年齡 38.23 7.65 -.12  -.19  .10  .04  .06  .00  .04  .05      

10.年資 7.07 3.32 -.14  -.12  .10  .03  -.01  .06  .02  -.16  .69 ***     

11.帶領團隊時間 4.05 2.53 .01  -.09  .13  .15  .09  .18  .12  .04  .58 *** .65 ***     

12.職級 -.11  -.11  .13  .04  .10  .11  -.07  -.04  .53 *** .53 *** .56 ***     

13.團隊人數 13.63 17.83 -.03  .05  .15  .09  .11  .11  .03  .02  .42 *** .48 *** .62 *** .64 ***     

14.直接管理人數 7.06 10.42 .10  .01  .13  .15  .15  14  .11  .16  .34 *** .35 *** .45 *** .44 *** .75 ***     

15.管理才能 5.04 .59 .19  .14  .50 *** .31 ** .41 *** .26 ** .18  .11  .22 * .08  .12  .28 ** .13  .18    

16.團隊 FYC 值 3.74 1.08 .01  -.01  .22 * .24 * .24 * .22 * .17  .05  .10  .12  -.03  .02  .02  .04  .17  

註一：N=100 

註二：* p＜ .05 ；** p＜ .01；**** p＜ .001。 

註三：性別為名義變項，職級為次序變項，在此不提供平均數與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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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各變項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團隊業績 FYC 值

民主—權威 .22 ** .03  .24 * .28 *** -.02  

主動—被動 .14  .01  .11  .21 * -.12  

集體效能 .64 *** .70 *** .49 *** .52 *** .25  

管理才能 -.08  .05  -.05  -.17 * .06  

R2 (.64) *** (.56) *** (.44) *** (.57) *** (.07)  

調整後 R2 .62  .54  .41  .55  .03  

df1 4  4  4  4  4  

df2 95  95  95  95  95  

F 值 41.30 *** 30.18  18.48 *** 31.59 *** 1.70  

註一：細格內數值為標準化後β值。 
註二：樣本數 N=100。 

 

第三節 　研究假設之驗證 

 

壹、團隊領導的影響效果 

 

本研究採用「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將領導者進行分類，

並採用二因子共變數分析，在排除領導者管理才能的影響後，進一步探討「民

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於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團隊

合作）以及集體效能的影響效果。 

 

一、團隊領導對團隊表現之影響效果 

 

由表 4-8 得知，根據二因子共變數分析的結果，發現團隊領導的「民主—

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表現的影響達顯著效果（F=8.81，p＜.01； 

F=11.31，p＜.001），也就是說，團隊領導在行為方面，當領導表現愈傾向民主

時，對於團隊表現愈有正向的影響，另外，當領導者表現愈傾向主動時，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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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表現亦有正向的影響。此結果支持假設 1 與假設 2，但交互作用不存在無

法驗證交互作用效果，假設 3未獲得支持。 

  

表 4-8 「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表現之二因子共變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民主—權威」向度 DA 1.92 1  1.92  8.81 ** 

「主動—被動」向度 AP 2.46 1  2.46  11.31 *** 

DA*AP 3.61 1  3.61  .17  

誤差 20.65 95  .22    

全體 total 2181.81 100    

註一：N=100；* p＜ .05；** p＜ .01；**** p＜ .001。 

註二：管理才能為共變項，已排除此效果之影響。 

 

由於團隊表現包含團隊績效、團隊態度、團隊合作，因此，本研究也進一

步分析，以了解團隊領導風格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之差異為何。 

 

(1) 團隊領導：團隊表現之「團隊績效」 

 

根據表 4-9 發現，團隊績效受到「民主—權威」向度的影響達顯著效果

（F=4.99，p＜.05），顯示團隊領導的民主行為，對於團隊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

有助團隊績效的提升。而「主動—被動」向度則對團隊績效的影響 F=3.17(未

達顯著)，表示「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績效不具預測效果，而交互作用的影

響方面，「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團隊績效無交互作用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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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績效之二因子共變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民主—權威」向度 DA 1.19 1  1.19  4.99 * 

「主動—被動」向度 AP .76 1  .75  3.17  

DA*AP .10 1  .10  .44  

誤差 22.66 95  .24    

全體 total 1679.03 100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管理才能為共變項，已排除此效果之影響。 

 

(2) 團隊表現之「團隊態度」 

 

根據表 4-10，「民主—權威」的 F= 4.84(p<.05)，「主動—被動」向度的

F=6.33(p＜.05)，顯示團隊領導的民主與主動行為，對於團隊態度具有正向的

影響，有助團隊態度的提升，而在交互作用方面，「民主—權威」與「主動—被

動」向度對團隊態度無交互作用之影響。 

 

表 4-10「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態度之二因子共變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民主—權威」向度 DA 1.44 1  1.44  4.84 * 

「主動—被動」向度 AP 1.89 1  1.89  6.33 * 

DA*AP 2.62 1  2.62  .09  

誤差 28.33 95  28.33    

全體 total 2417.67 100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管理才能為共變項，已排除此效果之影響。 

 

(3) 團隊表現之「團隊合作」 

 

根據表 4-11，團隊合作受到「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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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顯著效果（F=9.35，p＜.01；F=16.35，p＜.001），顯示團隊領導的民主行為

與主動行為，對於團隊合作具有正向的影響，有助團隊合作的提升，而「民主—

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合作則無交互作用之影響。 

 

表 4-11「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合作之二因子共變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民主—權威」向度 DA 3.46 1  3.46  9.35 ** 

「主動—被動」向度 AP 6.05 1  6.05  16.35 *** 

DA*AP 7.37 1  7.37  .02  

誤差 35.17 95  .37    

全體 total 2526.50 100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管理才能為共變項，已排除此效果之影響。 

 

(4) 「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在各團隊表現之平均數 

 

表 4-12 呈現「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在團隊表現、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及團隊合作各向度之細格人數、平均數以及標準差。由於此兩項

度之交互作用並未達顯著，因此僅提供下列資料，作為各細格平均數比較之

參考。根據各細格平均數之比較，在團隊表現方面，權力建立型（民主且主

動）其平均數為 4.98，授權型（民主且被動）其平均數為 4.63，權力過度

型（權威且主動）的平均數為 4.60，而權力矛盾型（權威且被動）其平均

數為 4.32；在團隊績效方面，權力建立型的平均數為 4.32，授權型的平均

數為 4.09，權力過度型的平均數為 3.95，權力矛盾型的平均數為 3.84；而

團隊態度方面，權力建立型的平均數為 5.18，授權型的平均數為 4.87，權

力過度型的平均數為 4.85，權力矛盾型的平均數為 4.69；而團隊合作方面，

權力建立型的平均數為 5.44，授權型的平均數為 4.92，權力過度型的平均

數為 5.01，權力矛盾型的平均數為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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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在各團隊表現之平均數 

民主（N=51） 權威（N=49） 
主動 被動 主動 被動 變項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團隊表現 32 4.98 .38 19 4.63 .50 18 4.60 .47 31 4.32 .57 
團隊績效 32 4.32 .45 19 4.09 .45 18 3.95 .60 31 3.84 .60 
團隊態度 32 5.18 .50 19 4.87 .60 18 4.85 .52 31 4.69 .58 
團隊合作 32 5.44  .43 19 4.92 .65 18 5.01 .50 31 4.51 .78 
註一：總樣本數 N=100。 
註二：「民主—權威」向度以平均數 Mean=4.25進行分組，分數高於 4.25為民主式領

導，共 51人；分數低於 4.25為權威式領導，共 49人。 
註三：「主動—被動」向度以平均數 Mean=4.54進行分組，分數高於 4.54為主動式領

導，共 50人；分數低於 4.54為被動式領導，共 50人。 
註四：細格提供調整後之平均數。 
  

二、團隊領導對集體效能之影響效果 

 

根據表 4-13，「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集體效能的影響達

顯著效果（F=7.05，p＜.01； F=6.78，p＜.05），當領導者的行為愈傾向民主

時，團隊的集體效能愈高，另外，當領導者的行為愈主動時，對集體效能亦有

正向的影響，假設 4受到支持。另外，「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間有交

互作用存在(F=5.09，p<.05)，因此進行事後比較，其結果見表 4-14。 

 

表 4-13「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集體效能之二因子共變數分析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民主—權威」向度 DA 1.23 1 1.23  7.05 ** 

「主動—被動」向度 AP 1.19 1 1.19  6.78 * 

DA*AP .89 1 .89  5.09 * 

誤差 16.61 95 .18    

全體 total 2438.75 100   

註一：N=100；* p＜ .05；** p＜ .01；**** p＜ .001。 

註二：管理才能為共變項，以排除此效果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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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為「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交互作用之事後比較，結

果發現，在「民主—權威」向度為固定效果時，比較「主動—被動」向度的差

異，結果發現，「主動—被動」只有在民主式領導下有差異存在(t=3.45，

p<.001)，而以「主動—被動」為固定效果比較「民主—權威」，時僅在主動式

領導下有差異。因此可知，「民主—權威」向度在集體效能方面的差異，只有在

領導者也是傾向主動式領導時(t=3.33，p<.01)，才會展現。 

 

表 4-14「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集體效能之事後比較 

民主式 權威式 

主動(N=32) 被動(N=19) 主動(N=18) 被動(N=19) 
t 值 

固定效果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標準差平均數標準差 平均數標準差   

5.25 .37 4.84 .45     3.45 *** 「民主—權威」 

    4.74 .59 4.71 .53 .18  

5.25 .37   4.74 .59   3.33 ** 「主動—被動」 

  4.84 .45   4.71 .53 .94  

註一：* p＜ .05 ；** p＜ .01；**** p＜ .001。 

註二：權力建立型（民主且主動）其 N=32；授權型（民主且被動）其 N=19；權力過度

型（權威且主動）其 N=18；權力矛盾型其 N=31。 

註三：細格提供調整後之平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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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 

 

根據 Baron 與 kenny(1986)之觀點，要驗證預測變項（領導風格）是透過

中介變項（集體效能）影響效標變項（團隊表現）時，可採用階層迴歸的方式

進行分析，藉著預測變項與中介變項在模式 1與模式 2兩個迴歸方程式界是變

異量的變化進行驗證。首先，在 M1 迴歸方程式中先將預測變項(X)置入，看此

變項對效標(Y)能題通多少解釋變異量，之後再置入中介變項，看 M的置入能提

供多少解釋變異量。而 M2 的迴歸方程式則是先將中介置入迴歸方程式中，看能

對 Y提供多少解釋量。根據上述說明，在迴歸方程式中，集體效能為中介變項

的β需符合下列四點條件 (1)預測變項(X)對中介變項(M)具有顯著預測力；

(2)X 對於效標變項(Y)有顯著影響力；(3)M 對 Y 有顯著預測力；(4)X 對 Y 的預

測效果會因 M的加入而減弱。而本研究跟根據上述四點，進行迴歸分析，以驗

證中介效果存在，因此，需進行下列四迴歸方程式，分別如下： 

 

M1：預測變項(X)對中介變項(M)是否具有預測效果 

M2：預測變項(X)對效標變項(Y)是否具有預測效果 

M3：中介變項(M)對於效標變項(Y)是否具有預測效果 

M4：預測變項(X)對效標變項(Y)的影響效果，是否因加入中介效果而對效

標變項之預測力減低 

 

上述四迴歸方程式需同時成立，方可證實集體效能為本研究之中介效果，

在此本研究將先探討集體效能對團隊表現之影響（即 M3 迴歸方程式），接著再

驗證 M1、M2、以及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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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體效能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表 4-15 為 M3 迴歸方程式，由表可知，集體效能對於各團隊表現變項的預

測效果均達到顯著預測效果，以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現時，β=.77(p<.001)，

△R2=.42(p<.001)；預測團隊績效時β為.74(p<.001)，△R2=.38 (p < .001)；

預測團隊態度，β= .58( p < .001) ，△R2=.37( p < .001)；預測團隊合作，

β=.72( p <.001)，△R2=.37( p < .001)，結果支持假設 5。 

 

表 4-15 集體效能對團隊表現各變項之預測效果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 -.01 -.02 -.06 .04  

年齡 -.03 .06 -.18 .04  

年資 -.11 -.20 -.05 -.07  

帶領團隊時間 .18 .04 .25 .17  

職級 D1 .08 .11 .10 .02  

職級 D2 .05 .13 .08 -.04  

職級 D3 .03 .11 .13 -.11  

團隊人數 -.20 -.09 -.21 -.20  

直接管理人數 .19 .12 .16 .20  

管理才能 -.13 -.02 -.07 -.22  

公司 D1 .10 .07 .17 .03  

公司 D2 -,08 -.05 -.02 -.13  

(△R2) (.18) (.21) * (.19) (.12)  

   

集體效能 .77 *** .74 *** .58 *** .72 *** 

(△R2) (.42) *** (.38) *** (.37) *** (.37) *** 

調整後 R2 .54  .53 .33  .41  

df1 13  13  13  13  

df2 84  84  84  84  

F 值 9.75 *** 9.40 *** 4.69 *** 6.86 ***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表格中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β。 

註三：表 4-15 呈現 M3 迴歸線方程式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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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體效能中介效果之驗證 

 

本研究首先將團隊領導風格中兩向度「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視

為一區段進行迴歸分析，瞭解整體團隊領導風格對團隊表現之影響，然後再針

對個別領導向度對團隊表現的影響進行分析，以瞭解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其

中表 4-16、-17、及 4-18，皆提供方程式 M1、M2、M4 資料。 

 

1. 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團隊領導風格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表 4-16 呈現團隊領導風格對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包含團隊績效、團隊態

度、以及團隊合作）之預測效果，結果顯示，當同時考量「民主—權威」與「主

動—被動」，將兩向度視為一個區段時，發現：(a)以「領導風格」預測「集體

效能」分別為β=.05(未顯著，民主—權威)與.41(p<.001，主動—被動) ，而

△R2=.16(p<.001)，具有預測效果，結果顯示僅「主動—被動」向度具預測效

果；(b)「領導風格」預測「團隊表現」，β=.18（未顯著，民主—權威）與.48

（p <.001，主動—被動），△R2=.30(p<.001)，僅「主動—被動」向度具預測

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現」，結果發現β為.77，△R2=.42（p < .001，

見表 4-15）；(d)而同時以「領導風格」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現」時，

「集體效能」的β為.61（p < .001），△R2=.20(p<.001)，而團隊領導β分別

在「民主—權威」為.15（未顯著）與「主動—被動」為.23(p<.05)，△

R2=.07(p<.001)。 

 

根據上述四點可發現，「民主—權威」向度對團隊表現的影響效果不顯著，

而「主動—被動」向度則顯著，因此，以整體團隊領導而言，無法預測團隊表

現，需進一步討論個別團隊領導向度對於團隊表現之影響，以便瞭解各變項之

間的關係，而在集體效能的中介效果方面，由第(d)點可知，並無中介效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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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團隊績效 

 

由表 4-16 可知(a)以「領導風格」預測「集體效能」分別為β=.05(未顯著，

民主—權威)與.41(p<.001，主動—被動)，△R2=.16(p<.001)，僅「主動—被

動」向度具預測效果；(b)「領導風格」預測「團隊績效」，β=.01（未顯著，

民主—權威）與.34（p < .01，主動—被動），△R2=.10(p<.05)具有預測效果

存在，且僅「主動—被動」向度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隊績效」，

結果發現β為.74（p <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領導風格」及「集

體效能」預測「團隊績效」時，「集體效能」的β為.72（p < .001），               

△R2=.28(p<.001)，而團隊領導β分別「民主—權威」=-.02（未顯著）與「主

動—被動」=.05(未顯著)，△R2=.01(未顯著)，顯示團隊領導之預測效果因集

體效能而減低。表示同時考量團隊領導兩向度時，假設 7僅在「主動—被動」

向度成立，集體效能具有中介效果。 

 

(2) 團隊態度 

 

由表 4-16 可知(a) 以「領導風格」預測「集體效能」分別為β=.05(未顯

著，民主—權威)與.41(p<.001，主動—被動) ，△R2=.16(p<.001)，僅「主動—

被動」向度具預測效果；(b)「領導風格」預測「團隊態度」，β=.21（未顯著，

民主—權威）與.36（p<.001，主動—被動），△R2=.21(p<.001)，僅「主動—

被動」向度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隊態度」，結果發現β為.58

（p <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領導風格」及「集體效能」預測「團

隊態度」時，「集體效能」的β為.42（p < .001），△R2=.10(p<.001)，而團隊

領導β分別為.19（未顯著，民主—權威）與.19(未顯著，主動—被動)，        

△R2=.07(p<.05)，具有預測效果。表示同時考量團隊領導兩向度時，集體效能

不具有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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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隊合作 

 

由表 4-16 可知(a) 以「領導風格」預測「集體效能」分別為β=.05(未顯

著，民主—權威)與.41(p<.001，主動—被動)，，△R2=.16(p<.001)，僅「主

動—被動」向度具預測效果；(b)「領導風格」預測「團隊合作」，β=.23（p<.05，

民主—權威）與.53（p < .001，主動—被動），△R2=.39(p<.001)，具預測效

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隊合作」，結果發現β為.72（p <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領導風格」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合作」時，「集體

效能」的β為.49（p < .001），△R2=.13(p<.001)，而團隊領導β分別在「民

主—權威」為.21（p<.05）與「主動—被動」.33(p<.001)，△R2=.15(p<.001)，

僅「主動—被動」具預測效果，未支持假設 7。 

 

(4) 小結 

 

整體而言，當同時考量「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對於團隊表

現各向度的影響時，可發現「民主—權威」向度的效果減弱，不論在預測整體

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及團隊合作，皆無法達到顯著的預測效果。

另外，「主動—被動」向度預測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及團隊合作則

皆達顯著，接著在迴歸方程式加入中介變項效果，即將集體效能也納入考量時，

發現「主動—被動」僅在預測團隊績效與團隊態度的效果減弱，根據上述資料

推論，集體效能在中介效果方面，可能非全面性的，因此，接下來，將進一步

將團隊領導兩向度分別進行迴歸分析，以便能深入探討領導向度對於團隊表現

各向度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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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團隊領導風格對團隊表現之預測效果 

  集體效能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迴歸方程式  M1 M2 M4 

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  .12  .07  .07  -.01  .11  -.00  -.02  -.06  .05  

年齡  -.08  -.02  .01  -.16  .09  .03  .06  -.12  .12  

年資  .12  -.01  -.11  .04  .04  -.08  -.20  -.01  -.02  

帶領團隊時間  .06  .22  .10  .27  .18  .18  .05  .24  .17  

職級 D1  -.02  .03  .10  .05  -.04  .05  .11  .06  -.03  

職級 D2  .05  .06  .16  .07  -.05  .03  .13  .05  -.07  

職級 D3  .23  .24  .28  .29  .10  .10  .12  .19  -.02  

團隊人數  -.14  -.35 * -.21  -.32  -.38 * -.27 * -.11  -.27  -.31 * 

直接管理人數  -.04  .14  .10  .11  .16  .17  .13  .13  .18  

管理才能  .37 *** .09  .25 * .08  -.05  -.13  -.02  -.08  -.23 **

公司 D1  .12  .20  .16  .25 * .13  .13  .08  .20  .07  

公司 D2  .08  .03 *** .02  .07  -.01  -.02  -.04  .04  -.05  

(△R2)  (.29) ** (.18)  (.21) * (.19)  (.12)  (.18) (.21) * (.19)  (.12)  

               

團隊領導風格               

民主—權威  .05  .18  .01  .21  .23 * .15  -.02  .19  .21 * 

主動—被動  .41 *** .48 *** .34 ** 36 *** .53 *** .23 * .05  .19  .33 ***

(△R2)  (.16) *** (.30) *** (.10) ** (.21) *** (.39) *** (.07) *** (.01)  (.07) ** (.15) ***

               

中介變項               

集體效能         .61 *** .72 *** 42 *** .49 ***

(△R2)         (.20) *** (.28) *** (.10) *** (.13) ***

調整後 R2  .36  .39  .20  .30  .42  .62  .52  .40  .56  

df1  14  14  14  14  14  15  15  15  15  

df2  83  83  83  83  83  82  82  82  82  

F 值  4.87 *** 5.34 *** 2.71 ** 3.91 *** 5.97 *** 11.35 *** 8.00 *** 5.34 *** 9.36 ***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表格中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β。 

註三：職級與公司採用虛擬變項進行分析，職級分為 D1、D2、D3，公司分為 D1 與 D2。 

註四：M1 代表團隊領導向度預測集體效能之迴歸方程式；M2 表示團隊領導向度預測團隊

表現之迴歸方程式；M4 代表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同時預測團隊表現之迴歸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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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民主—權威」向度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由表 4-17 探討「民主—權威」向度對團隊表現的影響，是否受到集體效能

之中介效果(a)以「民主—權威」預測「集體效能」，β=.28（p<.01），           

△R2=.06(p<.05)，具預測效果；(b)「民主—權威」預測「團隊表現」，β為.45

（p<.001），△R2=.16(p<.0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

現」，結果發現β為.77，△R2=.42（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民主—

權威」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現」時，「集體效能」的β為.69（p < .001），         

△R2=.31(p<.001)，而「民主—權威」β為.26（p<.001），△R2=.05(p<.001)，

假設 7不成立。但根據上述資料可發現，「民主—權威」對於團隊表現的預測效

果△R2因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有降低的趨勢。 

 

(1) 團隊績效 

 

由表 4-17 可發現(a)以「民主—權威」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28

（p<.01），△R2=.06(p<.05)，具預測效果；(b)「民主—權威」預測「團隊績

效」，β為. 21，△R2=.03(未顯著)，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

隊績效」，結果發現β為.74（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民主—權

威」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績效」時，「集體效能」的β為.73（p < .001），

△R2=.35(p<.001)而「民主—權威」β為.00，△R2=.00(未顯著)，結果未支持

假設 7。但根據上述資料可發現，「民主—權威」對於團隊績效的預測效果△R2

因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有降低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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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團隊態度 

 

由表 4-17 可發現(a)以「民主—權威」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28

（p<.01），△R2=.06(p<.05)，具預測效果；(b)「民主—權威」預測「團隊態

度」，β為.42（p<.001），△R2=.14(p<.0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

預測「團隊態度」，結果發現β為.58（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民

主—權威」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態度」時，「集體效能」的β為.49（p <.001），         

△R2=.16(p<.001)，而「民主—權威」β.28 為（p<.01），△R2=.05(p<.05)，

結果未支持假設 7。但根據上述資料可發現，「民主—權威」對於團隊態度的預

測效果△R2因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有降低的趨勢。 

 

(3) 團隊合作 

 

由表 4-17 可發現(a)以「民主—權威」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28

（p<.01），△R2=.06(p<.05)，具預測效果；(b)「民主—權威」預測「團隊合

作」，β為.53（p<.001），△R2=.22(p<.0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

預測「團隊合作」，結果發現β為.72（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民

主—權威」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合作」時，「集體效能」的β為.61（p < .001），         

△R2=.24(p<.001)，而團隊領導β為.36（p<.001），△R2=.09(p<.001)，結果未

支持假設 7。但根據上述資料可發現，「民主—權威」對於團隊合作的預測效果

△R2因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有降低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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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團隊領導「民主—權威」向度對團隊表現之預測效果 

  集體效能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迴歸方程式  M1 M2 M4 

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  .09  .04  .05  -.03  .07  -.03  -.02  -.08  .02  

年齡  -.13  -.08  -.04  -.20  .02  .01  .06  -.14  .10  

年資  .15  .03  -.08  .07  .09  -.07  -.20  -.01  -.01  

帶領團隊時間  -.02  .12  .03  .19  .09  .13  .04  .20  .10  

職級 D1  -.04  .04  .08  .03  -.06  .04  .11  .05  -.04  

職級 D2  .03  .20  .15  .06  -.08  .02  .13  .04  -.09  

職級 D3  .20  -.16  .26  .26  .05  .06  .11  .16  -.07  

團隊人數  .03  .05  -.07  -.18  -.17  -.18  -.09  -.19  -.18  

直接管理人數  -.12  .15  .03  .04  .05  .13  .12  .10  .13  

管理才能  .42 *** .15  .29 ** .12  .01  -.14  -.02  -.09  -.24 ** 

公司 D1  .08  .15  .13  .21  .08  .10  .07  .17  .03  

公司 D2  .04  -.02  -.02  .03  -.06  -.05  -.05  .01  -.08  

(△R2)  (.29) ** (.18)  (.21) * (.19)  (.12)  (.18) (.21) * (.19)  (.12)  

                

團隊領導風格                

民主—權威  .28 ** .45 *** .21  .42 *** .53 *** .26 *** .00  .28 ** .36 ***

(△R2)  (.06) ** (.16) *** (.03)  (.14) *** (.22) *** (.05) *** (.00)  (.05) ** (.09) ***

                

中介變項                

集體效能          .69 *** .73 *** .49 *** .61 ***

(△R2)          (.31) *** (.35) *** (.16) *** (.24) ***

調整後 R2  .25  .24  .13  .21  .23  .59  .52  .39  .51  

df1  13  13  13  13  13  14  14  14  14  

df2  84  84  84  84  84  83  83  83  83  

F 值  3.49 *** 3.29 *** 2.07 * 3.02 *** 3.26 *** 10.93 *** 8.63 *** 5.38 *** 8.07 ***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表格中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β。 

註三：職級與公司採用虛擬變項進行分析，職級分為 D1、D2、D3，公司分為 D1 與 D2。 

註四：M1 代表團隊領導向度預測集體效能之迴歸方程式；M2 表示團隊領導向度預測團隊

表現之迴歸方程式；M4 代表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同時預測團隊表現之迴歸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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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由表 4-18 可發現(a)以「主動—被動」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44（p 

<.001），△R2=.16(p<.001)；(b)「主動—被動」預測「團隊表現」，β為.57（p 

< .001），△R2=.28(p<.0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現」，

結果發現β為.77，△R2=.42（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主動—被

動」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表現」時，「集體效能」的β為.61（p < .001），

△R2=.21(p<.001)，而「主動—被動」β為.31（p<.001），△R2=.06(p<.001)。

假設 7未獲支持。但根據上述資料可發現，「主動—被動」對於團隊表現的預測

效果△R2因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有降低的趨勢。 

 

(1) 團隊績效 

 

由表 4-18 可發現(a)以「主動—被動」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44（p 

<.001），△R2=.16(p<.001)，具預測效果；(b)「主動—被動」預測「團隊績效」，

β為.35（p<.001），△R2=.10(p<.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

隊績效」，結果發現β為.74（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主動—被

動」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績效」時，「集體效能」的β為.71（p < .001），

△R2=.28(p<.001)，而「主動—被動」β為.04(未顯著) ，△R2=.00(未顯著)，

支持假設 7，「主動—被動」向度預測團隊績效，受到集體效能的中介效果。 

 

(2) 團隊態度 

 

由表 4-18 可發現(a)以「主動—被動」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44（p 

<.001），△R2=.16(p<.001)，具預測效果；(b)「主動—被動」預測「團隊態度」，

β為.47（p<.001），△R2=.19(p<.0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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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態度」，結果發現β為.58（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主動—被

動」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態度」時，「集體效能」的β為.43（p < .001），

△R2=.10(p<.001)，而「主動—被動」β為.29（p<.01），△R2=.05(p<.05)，未

支持假設 7。但根據上述資料可發現，「主動—被動」對於團隊態度的預測效果

△R2因集體效能的加入而有降低的趨勢。 

 

 

(3) 團隊合作 

 

由表 4-18 可發現(a)以「主動—被動」預測「集體效能」時，β為.44（p 

<.001），△R2=.16(p<.001)，具預測效果；(b)「主動—被動」預測「團隊合作」，

β為.65（p<.001），△R2=.36(p<.001)，具預測效果；(c)「集體效能」預測「團

隊合作」，結果發現β為.72（p< .001，見表 4-15）；(d)而同時以「主動—被

動」及「集體效能」預測「團隊合作」時，「集體效能」的β為.50（p < .001），

△R2=.14(p<.001)，而「主動—被動」β為.43（p<.001），△R2=.12(p<.001)，

假設 7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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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團隊領導「主動—被動」向度對團隊表現之預測效果 

  集體效能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迴歸方程式  M1 M2 M4 

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  .13  .09  .07  .02  .14  .01  -.02  -.04  .07  

年齡  -.08  -.03  .01  -.17  .07  .02  .06  -.14  .11  

年資  .11  -.03  -.11  .01  .01  -.10  -.19  -.04  -.05  

帶領團隊時間  .07  .26  .10  .32 * .25  .21  .05  .29 * .22  

職級 D1  -.01  .06  .10  .08  -.01  .07  .11  .08  -.00  

職級 D2  .05  .08  .16  .10  -.02  .05  .13  .08  -.05  

職級 D3  .23  .24  .28  .29  .10  .10  .12  .19  -.02  

團隊人數  -.15  -.39 * -.21  -.38 * -.44 * -.31  -.11  -.31  -.36 * 

直接管理人數  -.03  .18  .10  .16  .21  .20  .12  .17  .22 * 

管理才能  .37 *** .10  .25 *** .10  -.03  -.12  -.02  -.06  -.21 * 

公司 D1  .12  .21  .16  .26  .14  .14  .07  .21  .08  

公司 D2  .08  .02  .02  .06  -.02  -.03  -.04  .03  -.05  

(△R2)  (.29) ** (.18)  (.21) * (.19)  (.12)  (.18)  (.21) * (.19)  (.12)  

                

團隊領導風格                

主動—被動  .44 *** .57 *** .35 *** .47 *** .65 *** .31 *** .04  .29 ** .43 ***

(△R2)  (.16) *** (.28) *** (.10) * (.19) *** (.36) *** (.06) *** (.00)  (.05) ** (.12) ***

                

中介變項                

集體效能          .61 *** .71 *** .43 *** .50 ***

(△R2)          (.21) *** (.28) *** (.10) *** (.14) ***

調整後 R2  .36  .37  .21  .28  .39  .61  .53  .39  .54  

df1  13  13  13  13  13  14  14  14  14  

df2  84  84  84  84  84  83  83  83  83  

F 值  5.28 *** 5.42 *** 2.95 *** 3.85 *** 5.79 *** 11.64 *** 8.67 *** 5.36 *** 9.19 ***

註一：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二：表格中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β。 

註三：職級與公司採用虛擬變項進行分析，職級分為 D1、D2、D3，公司分為 D1 與 D2。 

註四：M1 代表團隊領導向度預測集體效能之迴歸方程式；M2 表示團隊領導向度預測團隊

表現之迴歸方程式；M4 代表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同時預測團隊表現之迴歸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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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集體效能一致性與團隊表現之關係 

 

本研究假設 5提及，團隊領導與團隊成員間的集體效能看法如不一致，亦

可能導致團隊表現不佳，因此，根據此假設，表 4-19 提供，領導者之集體效能

與成員之集體效能「相減後取絕對值」後之數值 A，與各變項間的相關，由表

4-18 可發現，相減後取絕對值之數值 A，與「民主—權威」向度有負相關

(r=-.22，p<.05)，與團隊表現成負相關(r=-.26，p<.01)，與團隊績效、團隊

合作亦成負相關(r=-.29，p<.01；r=-.22，p<.05)，與集體效能成負相關

(r=-.39，p<.001)。結果顯示，當領導者愈傾向民主式領導時，與成員間集體

效能差異性愈小；另外，領導與成員之間集體效能差異愈大，其團隊在團隊表

現、團隊績效、團隊合作、及集體效能也愈差。 

 

4-19  團隊領導與成員集體效能差異與各變項間之相關 

 民主—權威 主動—被動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集體效能 

A 相減後絕對值 -.22 * -.03  -.26 ** -.29 ** -.18  -.22 * -.39 *** 

註一：相減後絕對值=▕團隊領導者集體效能－成員集體效能▏ 

註二：N=100；* p＜ .05；** p＜ .01；**** p＜ .001。 

 

此外，表 4-20 則將數值 A視為預測變項(X)，並將其他控制變項納入作為

排除，結果發現數值 A 並無預測效果，結果未支持假設 5。另外，數值 A 預測

集體效能，結果其β為-.31（p<.001），其結果顯示，當領導與成員間集體效能

差異愈大時，團隊之集體效能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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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團隊領導與成員集體效能差異對各變項間之預測效果 

 團隊表現 團隊績效 團隊態度 團隊合作 集體效能 

人口統計變項        

性別 .11  .09  .31  .16  .15  

年齡 -.23  -.12  -.33  -.15  -.24  

年資 .05  -.05  .08  .09  .23  

帶領團隊時間 .14  .01  .20  .14  -.07  

職級 D1 .10  .13  .14  .02  -.00  

職級 D2 .24  .28  .27  .10  .14  

職級 D3 .14  .22  .21  -.03  .17  

團隊人數 .13  -.03  -.12  -.14  .05  

直接管理人數 -.12  .07  .12  .14  -.08  

管理才能 .19  .29 ** .17  .07  .39 *** 

(△R2) (.15)  (.19) * (.15)  (.09)  (.28)  

        

集體效能一致性        

數值 A -.19  -.16  .14  -.20  -.31 *** 

(△R2) (.03)  (.20)  (.02)  (.04)  (.08) *** 

調整後 R2 .07  .10  .06  .01  .28  

df1 11  11  11  11  11  

df2 86  86  86  86  86  

F 值 1.69  2.11 * 1.54  1.10  4.49 *** 

註一：數值 A：相減後絕對值=▕團隊領導者集體效能－成員集體效能▏ 

註二：N=100；* p＜ .05 ；** p＜ .01；**** p＜ .001。 

註三：表格中數值為標準化迴歸係數β。 

註四：M1 代表團隊領導向度預測集體效能之迴歸方程式；M2 表示團隊領導向度預

測團隊表現之迴歸方程式；M4 代表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同時預測團隊表現

之迴歸方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