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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討論、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討論，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與後

續建議。 

 

第一節　 結  論 

 

本研究結果綜合整理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摘要表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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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子 

共變數分析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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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子 

共變數分析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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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子 

共變數分析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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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因子 

共變數分析 

支持 

假設 5 集體效能的一致性會影響到團隊的表現。 迴歸分析 未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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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分析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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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迴歸分析 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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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討  論 

 

壹、團隊領導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發現，在「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的驗

證方面，當團隊領導傾向民主式與主動式領導時，對於團隊表現有正向的影響。 

 

一、「民主—權威」對團隊表現影響之探討 

 

在「民主—權威」向度方面，根據表 4-8、4-9、4-10、及 4-11，民主式領

導對於團隊表現有正向影響，其中對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皆有

顯著影響。上述均結果顯示，當領導者愈傾向民主式領導時，對於團隊各層面

的表現愈有正向的影響。然而，共變數分析的結果與迴歸分析表 4-16 比較時，

卻發現在同時考量另一向度「主動—被動」時，「民主—權威」對團隊績效的預

測效果卻不顯著，這種不一致的產生，其原因可能是因為所採用的分析方式不

同所造成，由於進行二因子共變數分析時，為要進行組間差異比較，而採用全

體平均數將「民主—權威」進行分組，將領導分為民主組與權威組，因此，在

進行共變數分析時，所採用的細格分析人數皆較少，而在進行迴歸分析時，則

未進行分組，分析的樣本數較大。另外，進行迴歸分析時，將可能影響之效果

同時納入考量，因此，各變項間彼此交互影響而導致結果不顯著。所以說，本

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方式不同，可能是形成結果不一致的原因。 

 

另外，根據過去對於「民主—權威」的討論，認為「民主—權威」對團隊

表現之影響結果並不一致(Bass,1990)，一般而言，認為權威式領導對於團隊績

效有正向效果，而民主式領導對於團隊態度有正向的效果(Beam, 1975; Mu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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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Shaw, 1955; White & Lippitt, 1960)，而本研究則支持過去的研究結

果，本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當領導者傾向採用民主式領導時，對於團隊態度與

團隊合作具有正向效果，也就是說，以「民主—權威」向度預測團隊表現與團

隊合作具有穩定性的效果。這可能是由於本研究所調查對象為成立時間較長的

團隊（時間至少 1-4年，佔 39%），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民主式領導可以創造出

良好的工作氣氛，因此，對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有正向影響，而在團隊績效方

面，發現民主式領導與權威式領導所帶領的團隊，在團隊績效上差異方面，表

4-9 顯示民主式領導對於團隊績效具有正向影響，而表 4-17 則顯示「民主—權

威」對於團隊績效不具預測效果。本研究透過不同的分析方法，卻獲得不同的

結果，除了分析方法的不同之外，亦可能是因為運用此向度預測團隊績效時，

其效果不穩定，因此，本研究結果無法肯定支持「民主—權威」向度對於團隊

績效具有影響力。 

 

二、「主動—被動」對團隊表現影響之探討 

 

在「主動—被動」向度方面，根據表 4-8、4-10、及 4-11 發現，主動式領

導對於整體團隊表現、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皆具有正向的影響，也就是說，

相對於被動式領導，主動式領導對於團隊整體具有正向的效果。然而根據表 4-9

卻發現「主動—被動」向度對於團隊績效卻不具有預測效果，而利用迴歸分析

如表 4-16 與 4-18 卻又發現，「主動—被動」向度對於績效具有預測效果，由於

所採用的分析方法不同，可能是導致不同結果的因素。另外，本研究中迴歸分

析如表 4-16 與 4-18，主要是利用來檢驗中介變項的存在，結果發現，「主動—

被動」向度在對於團隊績效的影響效果受到集體效能中介的作用，因此，單純

就「主動—被動」向度預測團隊表現可能會有不穩定的情形，還需要視整體領

導者風格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間接推論至團隊績效，因此，在探討中介效果

時再進行更深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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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團隊表現之交互作用 

 

根據 Manz＆Stewart(1999)的領導理論假設，同時考量「民主—權威」與

「主動—被動」時，會產生四種類型的領導者見圖 2-1，分別為權力過度型、

權力建立型、授權型、以及權力矛盾型，Manz(1999)認為以上四種類型中，授

權型對團隊的影響有最大貢獻，因為此理論認為優質的團隊應該是領導者提供

自主的環境，而民主且被動的領導者其行為則符合此要求，此類型領導提供成

員完全的自主環境，採取民主信任的管理方式，同時將團隊活動全權交給成員

自行運行，Manz(1999)認為此方式運行的團隊為最理想之團隊，而授權型領導

的行為則是形成優良團隊的條件。然而，本研究根據調查後卻發現，根據表 4-12

各領導類型之平均數，對於整體團隊表現有最佳影響的卻是民主且主動的領導

者（權力建立型），由於本研究在經過分組後，細格人數變少，另外，在進行二

因子驗證時，「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並無交互作用存在，因此無法說

明此四組間的差異為何，因此，根據表 4-12，可發現有下列趨勢存在：權力建

立型 > 授權型 > 權力過度型 > 權力矛盾型（「>」代表平均數高於另一數值）。

但上述資料由於人數不多，且數量不均等，因此，上述趨勢僅作參考。 

 

貳、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討論 

 

一、集體效能對團隊表現之影響 

 

根據表 4-15，可發現集體效能對於整體團隊表現、團隊績效、團隊態度、

以及團隊合作皆有正向影響。此研究結果支持過去與集體效能相關之研究

（Chen & Bliese, 2002; Earley, 1999），此一結果亦顯示，關於集體效能對

於團隊表現的影響效果，是顯著且具有影響力，也就是說，個人對於團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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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程度會影響到團隊表現。因此，本研究的發現亦可提醒管理者，當組織期望

有良好的團隊表現時，亦可藉由提升集體效能，進而提昇整體表現。既然，集

體效能的效果顯著，因此，更讓人關心的就是，究竟有哪些機制在影響團隊的

集體效能。根據不同學者的論點，Prussia & Kinicki(1996)認為團隊領導所

產生的影響可能與替代性學習有關，而在組織當中，團隊領導者常是替代學習

中的關鍵人物。另外，Chen & Bilese(2002)也認為，由於領導者所展現的行

為，主要是針對團隊整體，如：在會議當中的決策或指導行為，因此，領導行

為影響的層面也是整體團隊成員，而在對效能(efficacy)的影響方面，領導者

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也大於自我效能。另外，根據過去田野調查(Chen & 

Bilese,2002)與實驗室(Sosik, Avolio, & Kahai, 1997)的研究也發現，團隊

領導的行為確實是集體效能產生的重要前置因素。 

 

根據上述論點，本研究認為，領導者的行為與集體效能有顯著關聯，而究

竟領導者的行為是如何影響團隊的集體效能，根據 Bandura(1997)所發展的模

式，集體效能的形成主要是受到「替代性經驗、正向回饋、負向回饋、以及團

隊表現」的影響而逐漸形成的，因此領導不同風格的領導者展現出不同行為

時，對於成員不同的產生正向與負向回饋，同時創造出不同的團隊表現。為了

對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有更進一步的瞭解，接下來將探討，團隊領導、集體效

能與團隊表現之間的關係。 

 

二、集體效能為中介效果之檢驗 

 

根據表 4-16、4-17、以及 4-18 發現，不論是採用以團隊領導兩向度為一

個區段進行分析，或是以個別的領導行為進行分析，結果皆可發現，集體效能

對於整體的團隊表現、團隊態度、及團隊合作，皆不具中介效果，唯一具有中

介效果的只有團隊績效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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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體效能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根據表 4-16、4-17、及 4-18 發現，在集體效能的中介效果方面，

僅有在「團隊領導」對「團隊績效」方面具有中介效果，即領導者行為對於團

隊績效的影響，會因加入集體效能的考量而減低，對於團隊績效的影響方面，

集體效能具有較重要的影響性。在團隊表現所包含的：團隊績效、團隊態度、

及團隊合作中，集體效能僅對團隊績效具中介效果，這可能是因為在團隊績效

的表現方面，團隊成員比較容易受到其本身所具有對團隊的信心程度所影響，

而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這類較偏向感受的團隊表現則較容易受到領導者的影

響，因此當進行迴歸分析，同時考量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時，會發現團隊領導

對於團隊績效的影響效果因此而減低，而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團隊領導者如

果希望可以提高團隊績效，除了領導風格與行為的選擇之外，亦可以將重心放

在提升團隊成員對於團隊的信心程度，因為研究發現雖然民主式領導與主動式

領導對於團隊績效亦具有影響力，但是除了由領導行為來推論其行為對團隊績

效的影響之外，另外有一種可能就是，領導者的行為展現其實是影響團隊成員

的集體效能，進而增進團隊績效。 

 

（二）團隊領導對於集體效能之影響 

 

本研究團隊領導兩向度中，在「民主—權威」向度上，以民主式領導對於

集體效能有正向影響效果（見表 4-13、4-16、以及 4-17），而「主動—被動」

向度上，主動式領導對於集體效能有正向的影響效果（見表 4-13、4-16、及

4-18），此研究結果支持假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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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主—權威」向度對集體效能的影響 

 

根據表 4-13 與 4-17 發現，民主式領導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相較於權威式

領導來的顯著，雖然根據上述結果，領導者的民主傾向對於集體效能具有預測

效果，特別是當領導者的行為也傾向主動時，民主式領導與權威式領導產生最

大的差異。根據表 4-14 可以發現，民主式領導的集體效能皆高於權威式領導（主

動式領導中的民主=5.25,權威=4.74；被動式領導中的民主=4.84,權威=4.71），

雖然，各組間平均數僅在主動式領導中呈現顯著差異，但由其平均數亦可以發

現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民主式領導優於權威式領導。此結果顯示，「民主—權

威」在集體效能的差異方面，當領導亦呈現主動行為時，民主式或權威式領導

所帶領的團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過去 Earley(1999)在進行調查過程中發現，民主式領導所帶領的團隊有良

好的溝通環境，民主式領導鼓勵成員參與討論，並將決策權與成員分享，在互

動後決策與逐步獲得成果的過程當中，成員有機會逐漸累積團隊共識、成員間

的瞭解、以及成功經驗，因此，民主式領導所創造出的團隊氣氛則有助於集體

效能的產生與成員彼此間信心的增強。而相較於權威式領導的團隊，其集體效

能的產生主要與團隊領導有高度相關，領導者為團隊設定目標，成員將領導的

期望內化為自己的目標(Earley,1999)，集體效能的產生，則與團隊領導所設定

的目標是否與現況相符有關，如果領導者所設定的目標為成員無法認同或達到

的目標，則在完成的過程中，將會遇到許多挫折的情境，而遇到失敗情形時，

權威式領導者又習慣採用處罰的手段，結果提供成員負向回饋與感受，亦可能

破壞成員對團隊整體的信心程度。因此，在權威式領導下，由於決策集中在領

導者身上，成員無法累積決策與成功經驗，同時在任務達成過程中，可能受到

權威式領導的處罰，因此就整體而言，權威式領導者所帶領的團隊其集體效能

較民主式領導的團隊來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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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動—被動」向度對集體效能的影響 

 

根據表 4-13、4-16、及 4-18，可一致的發現，「主動—被動」向度對於集

體效能具有穩定的預測效果，當領導者為主動式領導時，對於團隊集體效能具

有正向的影響。Bass(1990)認為在不考量領導者的類型（如為民主或權威）的

情況下，主動式領導的團隊成員通常有較高的滿意度與團隊表現，相反的，被

動式領導在滿意度與團隊表現方面則較差。另外，Jongbloed 與 Frost(1985)

的研究也發現，領導者的主動式領導行為與成員的動機有關，研究發現主動式

領導的團隊在完成任務方面，有較佳的達成率。而主動式領導與被動式領導的

差異，可能是因為，成員主觀的認為主動式領導提供成員較多的關心與協助，

同時成員相信，當個人需要主管協助時，可以獲得主管的指導，而且成員在任

務完成的過程中，遭遇到困難時相信主管可以提供協助的情況下，面對困難情

境時態度也較正向，願意尋求解決方法，因此，對於團隊較具信心，其集體效

能也較高；相反的，在被動式領導的團隊下，成員覺得主管缺乏關心，且主管

避免決策與意見提供，因此，在成員面對問題，無人可協助的情況下，對於問

題解決信心也較不足，因此造成較低的集體效能。然而並非所有的主動式領導

對於團隊具有正向的影響，因為一個常採用處罰影響團隊表現的領導，其行為

表現雖主動，但是，團隊確有低團隊滿意度，因此，此向度還需同時考量「民

主—權威」向度的影響。 

 

3. 「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向度之交互作用 

 

根據表 4-13 可知，「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於集體效能具有交

互作用的影響，表 4-13 則進行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對於集體效能的影響，

在「民主—權威」向度的比較方面，民主式領導不論在「主動—被動」組下其

組內平均數皆高於權威式領導，民主式領導之主動組平均數=5.25，被動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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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數=4.84，而權威式領導之主動組平均數=4.74，被動組平均=4.71，而根據

上述所提及之平均數可發現，民主式領導下之被動組平均數仍較權威式領導之

主動式來得高分(4.84 > 4.74)。而在「主動—被動」向度的比較方面，主動

式領導在「民主—權威」組下，民主組(平均數=5.25)與權威組(平均數=4.74)

有顯著差異存在，而在被動式領導中「民主—權威」向度無顯著差異存在(民

主組平均數=4.84，權威組之平均數=4.71)。上述結果顯示，不論領導是民主

式領導或權威式領導，當領導者在「主動—被動」向度上傾向被動時，民主與

權威組在所帶領團隊的集體效能間差異不大，但是當領導傾向主動式領導時，

則民主與權威的差異顯著。Bass(1990)發現主動式領導對於團隊表現不一定有

正向的影響，還需要視領導者主動行為的類型，而主動式領導可以加強領導者

在「民主—權威」向度上的表現，當「主動—被動」向度傾向主動式領導時，

主動又權威的領導給予成員處罰式、單一政策、及威權的領導行為，反而不利

於團隊表現，而主動又民主的領導則給予成員決策權與關心成員發展，因此，

有助於團隊表現的影響。而當領導者傾向被動時，所做出的干預與指導相對也

較主動式領導來得少，所提供成員的正向或負向回饋也較少，成員無從透過回

饋修正團隊的表現，同時對於團隊整體性的瞭解也較低，因此集體效能也會較

低。 

 

因此，在同時考量此兩向度時，可以更精確的瞭解領導者行為對於集體效

能的影響模式為何。另外一方面，過去研究發現，當領導者強調合作或共同工

作的重要性時，團隊會產生較佳的集體效能(Sosik, Avolio, & Kahai, 1997)，

這可能是因為，在強調共同工作的團隊當中，成員會更加注意合作伙伴的特

質，同時為了要增加彼此間的合作，成員更重視彼此間的差異性，結果因為彼

此有較佳的默契，而間接形成較高的集體效能，而在民主式領導者的團隊當

中，領導者重視團隊成員的個人發展，也較不強調服從關係，同時也將決策權

與團隊成員分享，因此，成員能將更多焦點集中在與其他成員間的互動，造成



 10

民主式領導的團隊在團隊成員間合作方面有較佳的表現。 

 

參、其他發現 

 

本研究除了驗證所關心的研究假設（參見表 5-1）外，亦從過去相關研究

與研究結果衍生其他的討論，接下來，將進行此部分的討論。主要討論領導與

成員在集體效能一致性所形成的影響、研究結果不一致之解釋、領導者管理才

能之探討、以及 FYC 值之討論。 

 

一、集體效能的一致性對於團隊表現之影響 

 

根據表 4-19 可發現，領導與成員對集體效能間的一致性與團隊表現有關，

本研究將團隊領導的集體效能與成員的集體效能相減後取絕對值，以數值 A 代

表，數值愈大表示團隊領導與其成員間的差異愈大，進行檢驗時，分析數值 A

與主要的變項進行相關檢驗，結果發現，數值 A與「民主—權威」向度、團隊表

現、團隊績效、團隊合作、以及集體效能有關。數值 A與「民主—權威」向度呈

現負相關，表示民主式與權威式相比較後發現，權威式領導所帶領的團隊，在集

體效能的差距較大，這可能是因為權威式領導習慣以下達命令的方式對待成員，

對於相同團隊任務的完成程度，領導者與成員持有不同看法所致。 

 

另外，當集體效能的不一致愈大時，對於團隊表現、團隊績效、以及團隊合

作有負相關，此結果顯示，當領導與成員間的差異愈大，團隊表現、團隊績效、

團隊合作也愈差。Bandura(1997)認為，在進行集體效能的測量時，有兩種方式，

一種是測量個別成員，將成員的集體效能整合後取平均值做為團隊的集體效能，

另一種方式是，請成員先個別寫下自己的集體效能數值，然後再透過團隊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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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共識共同決定一個集體效能的數值。此蒐集資料的方式傳達出，如果希望能

對集體效能有較正確的察覺，其實領導者可以透過團隊互動的方式取得的，因此

領導者平日亦可透過團體討論的方式，調整與成員間的差距，同時也增強團隊的

集體效能。 

 

二、團隊領導對於團隊表現結果不一致之說明 

 

表 4-9 與表 4-16、4-18 的研究結果有部分不一致的地方，在表 4-9 中「主

動—被動」對團隊績效無預測效果，但在 4-16 與 4-18 中，卻又有預測的效果，

這種不同的結果，有可能是所採用的分析方法不同所致，因為在不同的方法下，

所採用的樣本人數不同，另外，在本研究的共變數分析中，「主動—被動」不同

組別的分類，是利用團隊的平均數作為切點，將領導分為主動與被動，這樣的

分組方式，可能會因為抽樣的對象不同，而有不同的分組方法。另外，在團隊

領導對於團隊績效的影響方面，根據表 4-16 與 4-18 可發現採用直接的推論，

可能會有問題，因為在整體的研究分析中可發現，團隊領導者其實是透過集體

效能的作用對團隊績效產生影響效果，因此直接以團隊領導來推論團隊表現可

能有所偏頗，因為，直接推論無法考量到團隊領導在不同向度對集體效能的交

互作用，因此本研究認為，基於上述兩點(1)分析方法的差異，與(2)中介變項

的影響，才導致分析結果的差異。 

 

三、領導者之管理才能對於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之影響 

 

本研究主要關心的問題是團隊領導、集體效能、及團隊表現之間的關係，但

在分析資料的過程中，見表 4-6 卻發現領導者之「管理才能」與本研究多項所關

心之主要變項間有正相關存在，因此，在本研究中將「管理才能」視為共變項與

控制的變項，是為了使研究更聚焦在所關心的問題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除了



 12

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之外，領導者的管理能力亦是不可忽視的一環，特別是管理

才能與集體效能間具有顯著相關，同時也具有預測效果(見表 4-6、4-16、4-17、

及 4-18)，因此，領導者除了修正領導風格之外，加強管理才能，也是促進團隊

表現提升的方法之一，而本研究的管理才能面向包含：專業知識、工作效率、主

動積極、執行力、時間管理、品質管理、誠信正直、學習態度、客戶服務、及情

緒管理。 

 

四、FYC 值的探討 

 

本研究為瞭解團隊領導與集體效能對團隊表現的影響，因此，根據壽險業

的訪談，設計團隊績效測量的問題（即團隊與個人在業績 FYC 值之表現），希望

透過此項題目，可獲得個人實際的績效表現。FYC 值代表個人在業績方面實際

獲利的情形，每位業務員在獲得與客戶產品的簽約後，經轉換而得的實際業績

數值，因此可以代表個人在團隊當中的績效表現。雖然本研究將此題目彙整在

團隊績效中進行分析，但因為實質的業務獲利是組織所關心的問題，因此亦將

此題納入討論，FYC 值與其他主要變項間的關係見表 4-6。根據表 4-6 可以發現，

FYC 值與集體效能、團隊表現、團隊績效、領導者年齡、領導者職級有正相關，

其中團隊表現與團隊績效已包含 FYC 值，因而有高相關，而領導者的職級與年

齡愈大，個人 FYC 值也愈高，這可能是因為團隊成員的 FYC 表現與團隊領導者

的經驗有關，因此年齡與職級愈高時，成員個人 FYC 值也愈高。另外，FYC 值

與團隊集體效能有正相關，此結果顯示，當集體效能愈高時，團隊的 FYC 值也

愈高，這反應出，個人對於團隊的信心程度，也許會影響到個人的 FYC 值，當

信心愈高時，FYC 值的表現也愈好。 

 

然而，根據表 4-6 也發現，多數變項與 FYC 值間並無關係存在，另外，根

據表 4-7，利用本研究主要變項預測 FYC 值時也發現，主要變項對於 FYC 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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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測效果，因此，關於 FYC 值與其他變項之關係推論僅根據相關分析而來，

但根據顯著的相關變項進行推論，其論點也過於薄弱，因此，本研究針對此部

分提出下列解釋： 

 

1. 題目設計的問題 

 

由於與實際業績有關的問題僅一題，因此，單獨以此題與其他變項求相關

效果也較薄弱，另外，業務單位在計算個人薪資與獎金時，亦可能採用多種方

式，所以，本問題無法涵蓋所有的團隊績效部分。根據研究者訪談資料發現，

在計算個人績效與團隊績效方面，主要由 FYC 與 FYP 值而來，FYP 為業務員實

質所獲得之業績獎金所得，FYC 值主要是根據個人 FYP 轉換後而來，由於 FYC

值為經過標準程序轉後之數值，其目的主要使用於公司績效考核，因此，其平

均值較低，而 FYP 值則為個人所得之業績獎金，通常作為個人目標設定之標準。

因此，研究者認為未來在進行績效評量時，可同時考慮 FYC 與 FYP 值。 

 

另一方面，受訪者表示，近兩年來，壽險業正面臨重大變革，首先是，業

務員可由保單中所獲取的利率有所調幅，部分保單可獲取之利率較過去為低，

此變動亦會影響 FYC 值之計算，另外，目前業務員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已逐漸擴

大，除過去所提供的保險工具之外，目前壽險公司也提供金融投資、產險等服

務，雖然業務員的業務範圍已經增加，但是，所增加的工作範圍，其所獲得的

績效獎金計算並未列入 FYC 值中，因此，如果研究僅針對 FYC 值進行測量仍有

所不足。由於近年來，壽險業正進行轉型動作，部分業務員必須學習新的工作

技巧，因此，在學習與吸收新知的同時，部分業務員已逐漸考取與金融相關之

證照，進行新業務的擴展，但仍有部分業務員還在持續加強學習，期望能早日

通過新的證照考試，企業為因應轉型期，雖然有部分業務員已開始壽險之外的

業務，但部分業務員仍在受訓中，因此，壽險公司目前仍舊以保單為主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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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因此，雖在績效計算時，仍以 FYC 與 FYP 為主，但如果在進行績效評量

時，忽略壽險業目前已開始多元化的經營，且仍只侷限 FYC 或 FYP 等，針對保

單所設計的績效評量進行資料收集的話，仍是有所不足的，因此，如欲進一步

設計完善的團隊績效衡量方式，仍須對其工作有更深入的瞭解。 

 

2. 單看金錢方面的績效仍有偏頗 

 

組織最關心的應該是團隊績效的問題，然而除了實際獎金業績的計算之

外，團隊績效應由多方面同時進行考量才較完整，例如：團隊完成計畫的進度

情況與團隊資源的應用等，因為，一個具有良好績效的團隊，除了可以賺錢之

外，其團隊的整體進行，應該也是流暢的。另外，在團隊當中，不同的成員間

有個別差異存在，這差異可能是性格、能力、及目前工作狀態的不同，因此，

如果單由個人的 FYC 值來判斷團隊的績效，也顯得太過獨斷，因為一個運行良

好的團隊，應該會視個人的情形給予適當的指導與方向，也許個人在 FYC 值的

表現與他人比較後屬中庸，但卻為個人最佳表現，而且每個人因其所處的環境、

個人條件、及其他的配合因素不同，團隊領導亦可能為個人設定高低不同的 FYC

值，因此，FYC 值並無法直接代表個人表現的優劣，而應視個人或團隊達成 FYC

值目標的情形才更為恰當。因此就整體而言，一個優良的團隊是指，團隊中的

每個人都可以達到個人表現的最佳值，至於個人是否已達到最佳表現，單由 FYC

值之高低判斷，反而有失客觀，因此，一個能讓個人達到最佳表現的團隊，才

可稱得上是良好的團隊，單以金錢作為衡量，並非完善的團隊績效衡量指標。 

 

 

 

 

 



 15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壹、樣本選取與施測方式 

 

由於本研究進行資料期間，適逢各壽險單位競賽期，研究者接觸許多處單

位經理，許多處經理希望業務人員可以全心為競賽努力，另一方面，在競賽期

間進行關於團隊領導風格與團隊表現之測驗，亦可能會影響業務主管之心情，

因此，各處拒絕以處為單位發出量表。因此，研究者透過部分親友邀請其熟識

朋友，再藉由所接觸之業務人員推薦受測名單。 

 

雖然研究者親自到各單位處與接觸業務員直接進行說明，並告知施測程序

及注意事項，但施測的程序上仍有所不足，此外，本研究採用便利取樣，主要

以親友、業務員所提供名單進行聯繫與施測，另外，採用此方式收集的量表，

可能會導致樣本同質性偏高的情形，例如：較為親切的主管可能會比較願意配

合調查，研究者曾遇過，有主管已開始進行量表填寫，但發現問題與團隊表現

有關之後，又以忙碌為由拒絕填寫量表。因此，後續研究可採行不同方式蒐集

資料，研究者建議，在正式進行施測之前，可以主動與企業單位進行聯繫，並

瞭解各單位的年度時間表，配合單位時間進行施測。另外，研究者認為，進行

施測時，如能以處為單位進行施測，可較有效的收集不同類型的樣本，而在進

行配對（即主管與其成員）研究時，可請主管與成員分開填寫量表，以減低成

員填答時的壓力，避免拒填的情形發生。 

 

 

 

 



 16

貳、工具的使用與後續發展 

 

一、工具的使用 

 

本研究所採用的測驗工具，僅作信度分析，建議可以進一步進行效度檢驗，

以便提高實用性。 

 

1. 領導風格量表方面： 

 

在使用領導風格的測驗時，本研究分為「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

兩向度，為瞭解「民主—權威」向度之量表題目是否可測量到本研究所關心的

向度，特別採用專家內容效度衡量量表的有效性，最後，再進行信度分析。雖

然，在量表題目方面，本研究已進行初步驗證，但在進行「民主—權威」與「主

動—被動」分組時，卻採用整體平均數進行分組，以此方式進行，可能會因抽

樣的對象不同而有所偏誤，因此，本研究認為在後續研究方面，如欲採用本研

究領導風格測驗時，可進一步透過訪談與專家之建議，確認如何有效的將「民

主—權威」與「主動—被動」進行分組，以增加研究後的解釋與分析效果。另

外，本研究在進行分析時發現，「民主—權威」向度的預測效果不穩定，這可能

是因為此量表為研究者自己所編製，雖然，本研究採用專家檢定測驗題目刪除

不適用的題目（見附錄二），但分析的方式仍不夠精確，題目的測量效度仍須進

一步的驗證，因此，本研究建議，在進行與「民主—權威」向度相關的概念測

量時，應進一步採用因素分析，瞭解量表題目所測量的概念是否與 Bass 所提之

概念相符，並根據因素分析結果進行量表的修改與編製，使量表可以有效的測

量到核心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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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集體效能量表 

 

本研究集體效能量表譯自 Guzzo(1993)之研究，結果透過本研究調查發

現，此量表具有良好信度，且與各項效標變項，如團隊績效、團隊態度等有高

度相關，由於本研究首次採用集體效能量表進行組織研究，因此未來欲研究集

體效能與團隊領導或團隊表現之相關研究時，亦可採用本研究量表。 

 

3. 團隊績效之評量方法 

 

本研究除採用王建忠(民 90)所使用之量表進行團隊績效衡量外，亦針對壽

險業本身特性設計 FYC 值之測量，再進行研究結果分析後，研究者亦再次進行

訪談，結果發現，除 FYC 值外，仍有其他可進行績效評量之指標，由於，壽險

業目前正面臨重大轉變，因此，在進行測量時，亦應將此部分列入考量，雖然，

進行調查研究前，研究者已詢問過業務單位何者為合適之評量指標，業務員表

示，目前衡量標準仍以 FYC 與 FYP 值為主，但是，此測量指標僅限於保險相關

業務，而未考量到其他如金融服務、產險等範圍之績效評量，因此，研究者建

議，在進行相關研究指標的發展時，可經由多面向瞭解工作性質，特別是，面

對變動快速的環境時，如能掌握變動中企業所關心的問題，將有助於研究調查

之發展。 

 

二、後續發展 

 

本研究主要探究團隊領導行為與集體效能、團隊表現之關係，研究結果發

現，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有高度相關，且可以有效的預測團隊表現之效果，因

此瞭解如何提昇集體效能，亦對團隊表現有益處。本研究發現，集體效能的前

置因素為領導者的行為，民主與主動的領導行為對於集體效能具有正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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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而 Bandura(1997)認為影響集體效能的因素有：替代性經驗、負向回饋、

正向回饋、及團隊表現，而在上述因素中，領導者具有影響效果，例如，領導

者在團隊中扮演成員替代學習的角色，同時也是提供正向與負向回饋的關鍵人

物，另外，領導是否提供機會讓成員可以由團隊經驗中學習，並逐漸提升其集

體效能。關於領導者角色與 Bandura(1997)所提出的影響模式之間，仍有許多

的問題可以進行釐清，因此，本研究認為，後續研究可針對影響集體效能的前

置因素進行深入的討論。針對本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究竟民主式領導與主

動式領導又是採用何種影響歷程提昇團隊集體效能，亦為可更深入探討的議題。 

 

另外，本研究針對領導者與成員之間集體效能的一致性進行初探，在領導

者與成員的集體效能一致性方面，研究結果發現，民主式領導者所帶領的團隊

一致性較高，而權威式領導者所帶領的團隊一致性則較低，而一致性與團隊表

現、團隊績效、團隊合作、集體效能間有負向相關存在。然而，本研究進一步

採用迴歸分析進行預測時，並未發現一致性對於變項的預測效果，因此，關於

一致性與各變項之間的關係，僅能以相關進行說明。而在迴歸分析方面，進行

預測僅對集體效能具有預測，而對於其他變項則無預測效果，本研究認為可能

是因為，本研究在探討一致性時，並未將一致性做出很詳細的區分，例如，一

致性的差異，是由於領導者的集體效能較高所形成的，或是由於成員的集體效

能較高所造成的，因此，由於所調查的一致性概念相當簡略，而無法有效驗證

一致性對於各變項的影響效果。根據上述的推論，本研究認為，關於一致性方

面的討論，可再進行更深入的討論，以便更瞭解領導者與成員間一致性對於各

變項的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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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貢獻 

 

壹、學術貢獻 

 

一、團隊領導行為的研究 

 

過去許多研究將領導型行為的研究，不論是研究「民主—權威」或是「主

動—被動」對於團隊表現的影響，多是分別進行獨立探討，雖然 Manz 與 Stewart

（1999）首先整合兩向度發展出團隊領導的模式，但仍缺乏相關的驗證，本研

究彙整過去研究，將兩向度進行整合，並檢驗此模式當中，何種領導模式對團

隊表現有較佳的影響，結果發現，領導者的民主與主動行為，對於團隊表現有

正向影響，而此結果與 Manz 與 Stewart(1999)的預測結果有所不同，其理論認

為，同時兼具民主與被動的領導行為，為團隊的最佳領導行為，而本研究卻發

現，兼具民主與主動的領導行為才是對團隊有較佳影響的行為。此結果除了驗

證相關的理論模式外，也顯示，或許不同的文化情境下，其最佳的領導行為也

有所不同。 

 

另一方面，本研究也試圖探討「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間的交互

作用，結果發現，「主動—被動」向度在「民主—權威」對團隊表現的影響上雖

不具有調節作用，但是，此交互作用效果卻展現在對集體效能的影響，由此可

知，單看「民主—權威」向度仍是不足的，因此除了在「民主—權威」上行為

的差異外，應同時考量領導者展現出行為的程度差異（即主動—被動程度），在

納入「主動—被動」的影響後，也可以增加領導者行為對團隊影響的解釋力。

此論點除了顯示，同時考量「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兩向度的重要性，

也提醒我們在進行相關領導行為研究時，要由較寬廣的角度思考領導行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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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拘限在少數的行為面向上。 

 

二、集體效能的前置因素與影響效果 

 

過去許多研究證實集體效能與團隊表現有關，但此類型研究國內僅應用於

運動團隊，而應用在組織方面的研究，也僅限國外的研究，本研究首次，翻譯

國外集體效能量表題目，並將此概念應用在業務團隊的研究，結果發現量表具

有良好信度，此外，研究結果也證實，集體效能確實與團隊表現有高度相關，

因此，此研究可提供給國內對集體效能有興趣的研究者做為參考。 

 

另外，雖然關於集體效能的研究逐漸增多，但對於影響集體效能的前置因

素仍缺乏實徵研究。雖然 Sosik,Avolio,&Kahai(1997)證實轉換型領導與匿名

效果對於集體效能具有影響力，但相關說明的研究仍不足，而本研究針對領導

者在「民主—權威」與「主動—被動」對集體效能的影響方面，提供結果分析

說明，因此本研究亦可成為集體效能研究的參考。 

 

貳、實務貢獻 

 

一、團隊領導者的行為建議 

 

本研究發現，團隊表現分為團隊績效、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這些不

同的層面受到領導者不同行為面的影響，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與領導者本身

的風格有較大的相關，特別是在「民主—權威」向度方面，民主式領導較權威

式可創造出較佳的團隊氣氛，另外，在「主動—被動」向度方面，主動式領導

可以創造出較優良的團隊氣氛。因此，當領導者發現，團隊在其態度與彼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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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面表現不佳時，領導者可以透過對成員的指導與領導者的介入，增加團隊

態度與歷程。此外，本研究亦提供另一想法，即領導者希望改變團隊表現時，

應區分目前團隊所處的問題為何，因為團隊表現包含：團隊績效、團隊態度、

及團隊承諾，而這些不同層面的團隊表現，受到不同的影響，因此欲改善團隊，

需從瞭解問題開始。 

 

針對不同團隊表現向度，領導者應採用不同的方式改善，在團隊態度與團

隊合作方面的改善，本研究建議，領導者採用民主與主動行為，即：鼓勵成員

參與團隊活動、提供團隊成員決策權、關心成員個人發展、以及採用說理與理

論基礎說服成員等，上述行為對於成員的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具有正向影響，

因為這些行為傳達出領導者對於成員的關心與尊重，同時傳達出領導者願意提

供資源與指導，成員因為有機會參與團隊活動，對於自己的表現，也可以透過

領導者的指導有更實際的瞭解，因此，對於團隊也會逐漸產生高滿意度與團隊

承諾，另外一方面，成員有足夠機會參與團隊決策與其他成員互動，也可以累

積團隊成員間的默契，因此，亦有助於團隊合作的增加。而增對團隊績效方面，

如果領導者發現，所帶領的團隊在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表現良好，但是績效卻

表現不彰時，領導希望可以提高團隊績效的表現，根據本研究結果建議，由於

集體效能為重要的中介變項，因此，領導者亦可透過提昇團隊集體效能，進而

提高團隊績效。因為除了指導成員完成任務的技巧之外，提昇成員對團隊本身

的信心，亦可能會影響到團隊成員的行為動機，當成員對於所屬的團隊具有高

度集體效能時，成員通常也較願意付出努力，同時遭遇到失敗時，也會有較高

的堅持度(Bandura,1997)。 

 

二、集體效能的重要性 

 

集體效能對團隊表現具有高度的預測力，特別是針對團隊績效方面，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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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現，集體效能為重要之中介變項，因此，當組織期望提升整體團隊表現與

團隊績效時，亦可由提高團隊集體效能著手，在提升集體效能方面，根據

Bandura(1990)所提之理論觀點，說明有那些重要來源會影響個人的集體效能，

此外，本研究亦將調查分析結果與 Bandura 之觀點進行結合，提供團隊提升集

體效能之方法。Bandura(1990)認為影響集體效能主要來自四項來源，分別為：

(1)過去表現，(2)社會比較，(3)說服性訊息，(4)生理狀態。而另一方面，本

研究結果則發現，民主與主動式的領導對於集體效能具有正向影響。因此，接

下來，將針對上述兩項觀點進行結合，說明團隊領導者應如何提高集體效能： 

 

(1)在「過去表現」的影響方面： 

 

相關研究證實過去的成就表現是集體效能提升最佳的訊息來源(Feltz, 

Bandura, Albrecht ,& Carron, 1989; Lichacz & Partington ,1996)，因此，

領導者如能協助成員自行做出合宜的團隊任務決策，增加其團隊成功表現的經

驗，則可提高集體效能；在民主式領導在帶領團隊下，領導者將決策權與成員

分享，並輔導團隊成員達成任務。成功達成任務的經驗是需要累積的，因此，

如果領導者如果期望可以提升團隊集體效能時，可考慮將團隊之決策權與成員

分享，如領導擔心成員的能力不成熟，則可逐步的引導成員進行決策參與，並

提供其回饋，因為，唯有透過成員本身不斷的練習，與經驗的累積，成員才有

機會建立個人與團隊整體決策之信心。而在下放決策權的同時，即時成員面對

自行決策後的失敗，領導者亦可站在輔導的角色，主動提供成員回饋，而成員

也可由團隊領導者的回饋中獲得經驗，與增強做事的技巧與方法，如此一來成

員將有機會累積經驗，並由過去表現增強集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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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社會比較」方面: 

 

Bandura(1990)認為，集體效能的知覺也會受到跟其他團隊比較的影響，另

外，在團隊中，某隊員有信心的表現或無能的表現典範，也會影響其他成員的

知覺，而團隊當中領導者扮演重要角色，具有示範的效果，因此，團隊領導者

應提高自己對團隊的信心，並且透過行為支持成員的表現。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本研究也發現，領導者與成員間集體效能的一致性與團隊表現有關，因此，

也提醒領導者，除了領導者本身具有集體效能之外，也應該透過其他方式了解

團隊成員本身的看法，彼此相互調適找出合宜團隊的情境與決策，以免差異的

情形發生。另外，團隊成員間的集體效能信念也會受到彼此的影響，因此，研

究者建議，在面對重要議題時，可採行團隊討論的方式，充分讓成員發表意見，

同時可瞭解成員對於完成任務的真實看法，尋求團體共識，另外，也可以讓成

員增進對彼此的瞭解，以增強團隊集體效能。 

 

(3)在「說服性訊息」方面: 

 

高三福(2002)認為，對團隊運動而言，其說服訊息的來源，來自觀眾或媒

體，例如：團隊看到或聽到來自主場球迷的支持，可提昇團隊集體效能，因此，

管理者亦可應用此概念提升成員之集體效能，領導者應以鼓勵代替處罰，成員

在完成任務的過程中，領導應儘量避免採用威權式的影響方式對成員進行獎

懲，而應該提供成員理論依據的回饋，鼓勵成員的參與，以及在過程中每個成

員對於團隊之貢獻，以便加強成員對於自己與合作伙伴的信心。另外，領導者

應注意，在成員面對任務時，可主動關心成員情形，雖然，領導者不一定要做

出實質的行為，但是，可讓成員知道，當需要協助時，領導者可提供幫忙，而

此舉動具有安定團隊效果，亦有助於團隊態度與團隊合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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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生理狀態」方面： 

 

Webster 與 Martocchio(1992)研究發現，透過玩樂方式，可促進個人的電

腦自我效能的產生，這是因為，處於充滿緊張或壓力之情境，會引起個人生理

上之反應，例如焦慮(黃郁雯，民 92)，反之，輕鬆的氣氛則可以增加團隊工作

的努力與堅持(高三福，民 91)。因此，團隊領導者應該創造愉快的團隊氣氛，

因為，在強調服從與遵守規則的團隊當中，容易讓成員在執行任務時感受到壓

力，當成員過度將焦點集中在任務的完成上，而對於個人的發展關心度較低，

結果反而容易將任務一時的成敗想得過於沈重，而影響集體效能，因此，本研

究建議，領導者為減低生理狀態壓力下所造成的反效果，領導者在決策過程中，

可多著重於個人的發展與成長，在團隊的互動中，成員可以感受到個人與其他

合作伙伴間的進步情形，同時創造出團隊逐漸在成熟的印象給成員，以便提升

團隊之集體效能。 

 

三、重視人力資源管理，以提升個人與組織績效與競爭力 

 

現今企業處於快速變遷的環境，為能有效因應變動的環境，企業組織期望

採用團隊結構的設計，來有效的運用人力資源，而在眾多影響團隊表現的因素

中，領導行為又佔有重要的影響。本研究藉由團隊領導、集體效能、以及團隊

表現的調查研究，對實務團隊中的領導行為有更多的認識與瞭解，本研究顯示，

團隊領導的民主與主動行為對於集體效能、團隊態度、以及團隊合作有正向的

影響；而對團隊績效的影響方面，當集體效能表現愈高時，團隊績效表現也愈

佳，因此，領導者可以透過集體效能的提升，加強團隊績效的表現。 

 

本研究調查結果建議，領導者在帶領團隊時可以採用民主與主動的方式與

成員互動，領導者應多鼓勵成員參與團隊的討論與決策，同時，也應重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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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發展，善用團隊成員的優勢；另外，當成員遭遇挫折時，領導者應採取

主動的行為，例如：指導成員等，因為，這樣不僅有助於成員學習完成任務的

技巧，也可以讓成員累積經驗增加其信心。在充滿變動的二十一世紀中，領導

者如能以鼓勵與開放的方式進行團隊領導，培養成員應具備的能力，且讓成員

有意願參與團隊活動，將有助於成員個人的競爭力發展，同時，團隊表現將有

機會大幅提升，而組織也可從中獲益，進而提升組織競爭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