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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解釋 

本章內容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描述所蒐集之樣本的特性，第二節則將本研究

之衡量工具進行信度與效度之檢驗，第三節則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說進行統計

檢定。 

第一節  樣本屬性分析 

一、回收率 

本研究從中華徵信所 2002 年全國企業排名資料庫中，選取營收淨額在一億

元新台幣以上之製造業、金融業與服務業為研究問卷之郵寄對象，並請受測樣本

公司之經營者作為問卷填答的主體。本研究於九十二年五月初寄發 4080 份，其

中 67份因公司遷移或負責人變更而遭退回，有效寄發問卷為 4013份。於三個星

期後總共回收 339 份，扣除資料填答不全者（4 份），總計有效問卷 335 份，有

效回覆率為 8.35﹪（335/4013）。 

二、回收樣本之描述性分析 

受訪廠商 335份資料中之各產業別的比例詳見表 4-1，其中製造業佔 60.4﹪、

服務業佔 28.1﹪、金融業佔 11.5﹪。受訪廠商產業比例與國內產業實際比例略有

不同，此乃因為樣本架構選取時以營收淨額為標準所致。因此，本研究從表 4-1

之樣本架構與實際回收樣本的產業別來進行配合度檢定，以檢驗樣本產業別與樣

本架構之比例是否一致。運用卡方檢定結果獲得 ?2＝0.667，sig.=0.717，不拒絕

樣本產業別與樣本架構產業別的比例相同之假設，因此，就樣本架構而言，本研

究受訪廠商之產業類別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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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受訪廠商產業別統計表 

產業別 製造業 服務業 金融業 總數 
樣本架構 2463 1146 471 4080 
產業比例 60.4﹪ 28.1﹪ 11.5﹪ 100﹪ 
回收樣本 192 91 52 335 
產業比例 57.3﹪ 27.2﹪ 15.5﹪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無反應偏差之檢測 

由於本研究所寄發之問卷超過九成無法回收，雖然回收之有效樣本達 335

份，但為使研究結果可以推論至樣本架構，需要對未回卷部分所可能產生之誤

差（non-response bias）作一檢測，基於無法得知未回卷樣本之反應，因此本研

究採行 Armstrong and Overton（1977）所建議之方法，將所有回收之有效問卷

依照其回收時間，分成前 75﹪與後 25﹪兩組，進而比較此兩組樣本在問卷的主

要問題上是否有顯著差異，此檢測方法的主要假設為後回卷之樣本應較為近似

於未回卷的樣本，因此，如果檢定結果沒有顯著差異存在時，則應可解釋為未

回卷樣本與已回卷樣本兩者之間沒有顯著差異，所以對於無反應偏差所造成之

可能影響，本研究將可予以忽略。 

進行此項檢測時，本研究擬以郵戳時間先後為自變數，取有效問卷（335

份）之前 3/4（252份）問卷為第一組樣本，而後 1/4（83份）問卷為第二組樣

本，並採用 MONOVA分析將問卷中之受訪廠商之基本資料問題作為應變數，分

別檢定兩組樣本之平均值是否相等，得到檢定統計結果分別為產業別

（ F=0.655,sig.=0.419 ）、 資 本 額 （ F=0.615,sig.=0.434 ）、 營 業 額

（F=0.483,sig.=0.487）、員工數（F=0.438,sig.=0.508）皆不顯著，無法拒絕先

後兩組樣本所填答的內容為相等之假設，因此接受兩組樣本之間並無顯著差異

存在。故而本研究將不考慮無反應偏差所可能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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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節擬將研究問卷所使用以蒐集資料之工具，也就是各項構念的衡量尺度，

進行其信度與效度之檢測，並做進一步的淨化以刪除不具內部一致性之問題。本

研究參照 Churchill（1979）與 Gerbing and Anderson（1988）所建議之方法，在

整理回收問卷之後，運用 Cronbach a、單項對總數（item to total）的相關係數、

探索式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來檢驗衡量工具之信度與建構效

度。Churchill（1979）曾指出 Cronbach a係數絕對是第一個用來檢驗衡量工具品

質的方法，因此本研究將先計算各項題目之 Cronbach a 係數以及單項對總數的

相關係數，將不具有內部一致性的題目先刪除，以提高衡量工具的信度，緊接著

採用探索性因素分析來檢驗構念之構面性。 

本研究所衡量之構念包含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以及

組織績效等四個構念，雖然各構念中仍包含多項子構面，但是考慮執行 SPSS統

計軟體時所可能產生的複雜度與各子構面之間相互影響，故除了組織績效構念之

外，本研究並不進一步探討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的各子構念之間彼此的

影響；因此，此處將只進行上述四個構念之信度與效度檢測。檢測的方式將分做

兩大步驟，第一步驟則是以總樣本資料為分析對象進行整體構念檢測，第二步驟

再依據組織學習類型區分為單圈組織學習與雙圈組織學習兩大類樣本資料分別

進行分析檢測。 

一、組織學習類型之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中組織學習類型之衡量設計，乃依據 Argyris and Schon（1978）對單

圈組織學習與雙圈組織學習的定義，並參酌 McGill et al.（1992）、Haeckel and 

Nolan（1993）、Bennett and O’brien（1994）、O’Neil（1995）以及林鈺欽（民 86）

等學者對組織學習衡量與比較構面的看法，從文化、結構、行為以及資訊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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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來表現。此外，本研究亦針對組織學習類型之問卷題目進行必要之前測與修

正工作，期間除實地訪問三家製造、服務與金融業經營者對組織學習的看法與實

際執行的狀況外，並於問卷初步設計完成後透過政治大學 EMBA 班與行銷班的

企業家學員進行兩次問卷前測的工作，最後決定以十組題目來衡量組織學習類

型；因此，本研究中衡量組織學習類型之題目應具有一定程度之內容效度與表面

效度。 

本研究中組織學習類型構念之衡量題目與研究方法主要是參酌 Snow and 

Hrebiniak（1980）、McDaniel and Kolari（1987）、Dvir, Segev, and Shenhar（1993）、

Matsuno and Mentzer（2000）以及 Slater and Olson（2001）等學者在其相關研究

中所採行之單純自我分類方法（Self-Typing）來加以設計。問卷中每個題組包含

兩個題目，題組之順序則隨意安排，每題組以總分十分計算，由受訪者自行針對

每題組中的兩個問題分別給予分數，其中，每題組的第一題代表單圈組織學習，

第二題則為雙圈組織學習；問卷回收後，由研究者將十個題組中之第一題加總計

分得出組織內單圈學習的程度，而第二題加總計分得出組織內雙圈學習的程度。

此外，每一題組內如果第一題的分數高於第二題分數，則該題組記為單圈組織學

習並給予 1分，反之則為雙圈組織學習並給予-1分，至於兩題分數相同則給予 0

分，最後將十個題組的分數加總並據此判斷該樣本資料組織學習之類型，若為正

數則將該樣本資料定義為單圈組織學習，若為負分數則將該樣本資料定義為雙圈

組織學習，若為零分則將該樣本資料捨棄。在 335份有效回收的樣本資料中，依

據上述研究方法得出 247份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而剩餘的 88份則為單圈組織

學習類型。 

（一）不同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之衡量信度 

本研究利用 247份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與 88份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來

檢測不同組織學習類型之信度，雖然單圈學習類型整體構念信度之 Cron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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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127，尚屬可接受之範圍，但是每一題目之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則略低於

0.5，大約只介於 0.41-0.49 之間；至於雙圈學習類型整體構念信度之 Cronbach 

a=0.7743，而其第一、 三、五、八題目之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則略低於 0.5，

大約介於 0.43-0.49 之間。綜合以上結果發現，本研究中單、雙圈組織學習類型

構念之信度 Cronbach a皆達 0.7以上，雖有題目之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略低於

0.5，但仍屬可接受範圍，故本研究仍勉強接受此組織學習類型之信度以作為未

來分析時之依據。詳細資料如表 4-2所示。 

表 4-2 單、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衡量信度 

單（雙）圈組織學習題目 item to total correlation Alpha if item deleted 
第一組題目一（二） 0.4602（0.4375） 0.6739（0.7258） 
第二組題目一（二） 0.4184（0.5407） 0.7031（0.6968） 
第三組題目一（二） 0.4108（0.4898） 0.7029（0.7234） 
第四組題目一（二） 0.4981（0.5756） 0.6839（0.6345） 
第五組題目一（二） 0.4020（0.4500） 0.6639（0.7212） 
第六組題目一（二） 0.4091（0.5322） 0.6812（0.7038） 
第七組題目一（二） 0.4945（0.5223） 0.7095（0.7123） 
第八組題目一（二） 0.4873（0.4688） 0.6608（0.7202） 
第九組題目一（二） 0.4137（0.5338） 0.6808（0.6997） 
第十組題目一（二） 0.4983（0.5501） 0.7102（0.6951） 
Cronbach a 0.7127（0.774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不同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之衡量效度 

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734，經最大變異轉軸後

共解釋 56.258﹪的變異，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2；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

料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738，經最大變異轉軸後共解釋 57.117﹪的變異，

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4。由上述資料顯示此十組組織學習題目於單、雙

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皆具有建構效度，詳細資料如表 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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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單、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衡量效度 

單（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建構效度 
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0.734（0.738） 
特徵值 2.344、1.249、1.055、1.007（2.352、1.293、1.097、

1.069） 
累積解釋變異量 56.258﹪（57.117﹪）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52（皆大於 0.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之信度與效度 

（一）總樣本資料之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中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的衡量設計是以 Covin and Slevin（1989）及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所發展出來的量表為參考依據，為進一步

檢測此量表中九個題目是否包含創新性、承擔風險以及預應能力等三個子構面，

本研究遂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其中，總樣本資料模式之取樣適切性

量數 KMO=0.825，表示樣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萃取出

三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共累積解釋 59.840﹪的變異，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

大於 0.6（除第五題為 0.563），故顯示此九個題目可區分為三個子構面（成分）

並具有建構效度。 

此外，量表中九個題目所計算出來的原始 Cronbach a 係數為 0.6415，刪

除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僅為 0.1893 之第三題後，Cronbach a 係數提升為

0.7230，再刪除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為-0.1183之第四題後，Cronbach a係數進

而提升為 0.8182，因此，顯示剩餘之七個題目具有相當程度之衡量信度。而進一

步針對各子構面進行效度與信度分析發現，第一子構面中題目創業一題與創業二

題（刪除創業三題）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843，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經最大變異轉軸後只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累積解釋 69.380﹪的變

異，且轉軸後主成分中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8，故顯示此二個題目為單一

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且此子構面之 Cronbach a 係數為 0.6696。依據同樣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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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發現，第二子構面之題目創業五題與創業六題（刪除創業四題）以及第三子

構面之題目創業七題至創業九題，皆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其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分別為 0.6874、0.7113。綜合以上結果發現，在總樣本資料下，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不僅具有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且可以明確區分為創新

性、承擔風險與預應能力等三個子構念，詳細資料如表 4-4所示。 

表 4-4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之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檢驗 

總樣本資料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 創新性 承擔風險 預應能力 
取樣適切性
量數 KMO 

0.846 0.843 0.830 0.740 

特徵值 3.180、1.431、1.041 1.388 1.381 3.458 
累積解釋變
異量﹪ 

61.325 69.380 69.041 59.163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6 皆大於 0.8 皆大於 0.8 皆大於 0.65 
Cronbach a 0.8182 0.6696 0.6874 0.71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不同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之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進一步將總樣本資料（335份）依照其所呈現之組織學習類型進行分

類，並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針對不同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來進行因素分析，以

檢測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之效度。其中，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247份）之

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827，表示樣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

軸後萃取出三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共累積解釋 71.740﹪的變異，且所有的因

素負荷量皆大於 0.65，故顯示此七個題目於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可區分為三

個子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而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88 份）依據相同之分析

程序，顯示此七個題目於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亦可獲致相同結論。 

此外，247 份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在刪除第三題與第四題之後，得到

0.8182 之構念信度，而剩餘的 88 份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刪除相同問題後，最

終之構念信度為 0.7838，故兩者亦都在可接受之信度範圍內。而進一步針對各子

構面進行效度與信度分析發現，在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第一子構面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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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一題與創業二題（刪除創業三題）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850，表示適

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只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累積解

釋 70.699﹪的變異，且轉軸後主成分中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8，故顯示此

二個題目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且此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為 0.6850。

依據同樣分析程序發現，第二子構面之題目創業五題與創業六題（刪除創業四題）

以及第三子構面之題目創業七題至創業九題，皆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其

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分別為 0.6188、0.7229。隨後於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中依據同樣程序進行分析亦發現，不論為單圈或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組織創

業精神傾向構念不僅具有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且可以明確區分為創新性、承擔

風險與預應能力等三個子構念，詳細資料如表 4-5所示。因此，不論為總樣本資

料或依據組織學習類型加以分類的樣本資料，此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之衡量題目皆

具有可接受之衡量信度與衡量效度。 

表 4-5 不同學習組織類型中組織創業精神傾向之衡量信度與效度檢驗 

（單圈）/（雙圈）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 創新性 承擔風險 預應能力 
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0.827）/（0.802） （ 0.850） /

（0.856） 
（ 0.845 ） /
（0.798） 

（ 0.758） /
（0.765） 

累積解釋變異量﹪ （71.740）/（71.456） （70.699）/
（65.016） 

（ 67.515） /
（73.733） 

（64.433）/
（65.347）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63 皆大於 0.80 皆大於 0.85 皆大於 0.74 
Cronbach a （0.8182）/（0.7838） （0.6850）/

（0.6589） 
（ 0.6188） /
（0.6291） 

（0.7229）/
（0.71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市場導向之信度與效度 

（一）總樣本資料之信度與效度 

根據本研究的定義，市場導向包含了市場情報蒐集、市場情報傳播、以及市

場情報回應等三階段（Jaworski and Kohli 1993）。而本研究對市場導向構念之衡

量設計，則採用 Matsuno, Mentzer and Ozsomer（2002）修改 MARKOR量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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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Churchill（1979）所提出嚴謹建構行銷構念之方法所得到之新市場導向量表

---即 MO量表為基礎並加以修正。 

此市場導向構念量表共包含二十二個衡量題目，其中市場情報蒐集有八個題

目，市場情報傳播有六個題目，而市場情報回應則有八個題目。為檢測此二十二

個題目是否如同 Jaworski and Kohli（1993）所言，由市場情報蒐集、市場情報傳

播以及市場情報反應等三階段所組成，本研究遂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分

析，其中模式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900，表示樣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經最大變異轉軸後共萃取出三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累積解釋 51.897﹪的變

異，且轉軸後三個主成分中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故顯示此二十二個題

目可區分為三個主要構面（成分）並具有建構效度。 

此外，問卷中二十二個題目所得出之原始 Cronbach a 係數為 0.7855，刪除

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僅為 0.0309之第四題後，Cronbach a係數提升為 0.8734，

再刪除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為 0.2893 之第八題後，Cronbach a 係數進而提升

為 0.8739，刪除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僅為-0.1651之第二十二題，此時 Cronbach 

a 係數為 0.8871，再刪除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僅為 0.2912 之第十八題後， 

Cronbach a係數為 0.8886，且所有題目之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皆超過 0.5（除

四個題目外，但其亦達 0.49以上），因此顯示剩餘之十八個題目具有相當程度之

衡量信度。 

而進一步針對各子構面進行效度與信度分析發現，第一子構面中題目市蒐一

題至市蒐七題（刪除市蒐四題）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870，表示適合進行

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只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解釋 46.794

﹪的變異（解釋力稍低），且轉軸後主成分中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5，故

顯示此六個題目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且此子構面之 Cronbach a 係數為

0.7558。依據同樣分析程序發現，第二子構面之題目市傳九題至市傳十四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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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子構面之題目市應十五題至市應二十一，皆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其

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分別為 0.8404、0.7709。綜合以上結果發現，在總樣本

資料下，市場導向構念不僅具有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且可以明確區分為市場情

報蒐集、市場情報傳播與市場情報反應等三個子構念，詳細資料如表 4-6所示。 

表 4-6 市場導向之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檢驗 

總樣本資料 市場導向構念 市場情報蒐集 市場情報傳播 市場情報反應 
取樣適切性
量數 KMO 

0.900 0.870 0.858 0.813 

特徵值 6.467 、 1.761 、
1.114 

2.808 3.356 2.811 

累積解釋變
異量﹪ 

51.987 46.794 55.927 46.843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6 皆大於 0.55 皆大於 0.65 皆大於 0.65 
Cronbach a 0.8886 0.7558 0.8404 0.77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不同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之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進一步將樣本資料（335份）依其所呈現之組織學習類型進行分類，

並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針對不同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來進行因素分析，以檢測

市場導向構念之效度。其中，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247份）之取樣適切性量

數 KMO=0.892，表示樣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萃取出三

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共累積解釋 58.287﹪的變異，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

於 0.55，故顯示此十八個題目於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可區分為三個子構面並

具有建構效度；而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88 份）依據相同之分析程序後，顯

示此十八個題目於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亦可獲致相同結論。 

此外，247份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在刪除第四題、第八題、第十八題與

第二十二題之後，得到 0.8784之構念信度，而剩餘的 88份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

料刪除相同題目後，最終之構念信度為 0.8779，雖然有些題目的單項對總數的相

關係數略低於 0.5，但兩組樣本資料亦都在可接受之信度範圍內。而進一步針對

各子構面進行效度與信度分析發現，在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第一子構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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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市蒐一至題目市蒐七（刪除第四與第八題）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795，

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只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

累積解釋 55.669﹪的變異，且轉軸後主成分中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故

顯示此六個題目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且此子構面之 Cronbach a 係數為

0.7322。 

依據同樣分析程序發現，第二子構面之題目市傳九至題目市傳十四以及第三

子構面之題目市應十五至題目市應二十一（刪除第十八題），皆為單一構面並具

有建構效度，其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分別為 0.8029、0.7670。隨後於雙圈學

習類型樣本資料中依據同樣程序進行分析亦發現，不論為單圈或雙圈學習類型樣

本資料，市場導向構念不僅具有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且可以明確區分為市場情

報蒐集、市場情報傳播與市場情報反應等三個子構念，詳細資料如表 4-7所示。

因此，不論為總樣本資料或依據組織學習類型加以分類的樣本資料，此組織市場

導向之衡量題目皆具有可接受之衡量信度與衡量效度。 

表 4-7 不同學習組織類型中市場導向之衡量信度與效度檢驗 

（單圈）/（雙圈） 市場導向構念 
 

市場情報蒐集 市場情報傳播 市場情報反應 

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0.892）/ 
（0.764） 

（ 0.795 ） /
（0.799） 

（ 0.832 ） /
（0.784） 

（ 0.814 ） /
（0.766） 

累積解釋變異量
﹪ 

（ 58.278 ） /
（57.127） 

（ 55.669 ） /
（47.143） 

（ 56.177 ） /
（57.191） 

（ 56.435 ） /
（58.270）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55 皆大於 0.6 皆大於 0.65 皆大於 0.55 
Cronbach a （ 0.8784 ） /

（0.8779） 
（ 0.7322 ） /
（0.7473） 

（ 0.8029 ） /
（0.8087） 

（ 0.7670 ） /
（0.793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組織績效之信度與效度 

（一）總樣本資料之信度與效度 

在 335 份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中發現，整體組織績效構念之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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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nbach a為 0.8336，六個績效題目之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皆大於 0.5，因此

顯示此六個績效題目具有相當程度之衡量信度。另外，原始樣本資料之取樣適切

性量數 KMO=0.730，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萃取出三個特

徵值大於一的因素，累積解釋 80.611﹪的變異，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63，故顯示此六個題目可加以區分為三個組織績效子構念並具有建構效度，此

三個子構念之 Cronbach a分別為 0.7389、0.8349、0.7939，詳細資料如表 4-8所

示。 

表 4-8 組織績效之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檢驗 

總樣本資料 組織績效構念 效率子構念 效能子構念 調適力子構念 
取樣適切性
量數 KMO 

0.730 0.751 0.762 0.746 

特徵值 2.910 、 1.206 、
1.072 

1.524 1.730 1.564 

累積解釋變
異量 

80.611﹪ 76.203﹪ 86.518﹪ 78.344﹪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63 皆大於 0.87 皆大於 0.90 皆大於 0.85 
Cronbach a 0.8336 0.7389 0.8349 0.793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不同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之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進一步將樣本資料（335份）依其所呈現之組織學習類型進行分類，

並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針對不同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來進行因素分析，以檢測

組織績效構念之效度。其中，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247份）之取樣適切性量

數 KMO=0.831，表示樣本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異轉軸後萃取出三

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共累積解釋 81.356﹪的變異，且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

於 0.75，故顯示此六個題目於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可區分為三個子構面並具

有建構效度；而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88 份）依據相同之分析程序後，顯示

此六個題目於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亦可獲致相同結論。 

在單、雙圈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中發現，整體組織績效構念之信度

Cronbach a分別為 0.8864、0.8498，六個績效題目之單項對總數的相關係數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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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0.5，因此顯示此六個績效題目具有相當程度之衡量信度。而進一步針對各子

構面進行效度與信度分析發現，在單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第一子構面之題目

一與題目二之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0.795，表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經最大變

異轉軸後只萃取出一個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累積解釋 80.226 的變異，且轉軸

後主成分中所有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83，故顯示此兩個題目為單一構面並具有

建構效度，且此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為 0.7525。 

依據同樣分析程序發現，第二子構面之題目三與題目四以及第三子構面之題

目五與題目六，皆為單一構面並具有建構效度，其子構面之 Cronbach  a係數分

別為 0.8136、0.7844。隨後於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中依據同樣程序進行分析亦

發現，不論為單圈或雙圈學習類型樣本資料，組織績效構念不僅具有衡量信度與

建構效度，且可以明確區分為效率、效能與調適力等三個子構念，詳細資料如表

4-9所示。因此，不論為總樣本資料或依據組織學習類型加以分類的樣本資料，

此組織績效之衡量題目皆具有可接受之衡量信度與衡量效度。由上述結果得知，

不論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或雙圈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整體組織績效構念皆

具有可接受之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且此整體組織績效亦可進一步區分為效率、

效能與調適力三個子構念。 

表 4-9不同學習組織類型中市場導向之衡量信度與效度檢驗 

（單圈）/（雙圈） 組織績效構念 效率子構念 效能子構念 調適力子構念 
取樣適切性量數
KMO 

（0.831）/（0.700） （ 0.795 ） /
（0.699） 

（ 0.784 ） /
（0.784） 

（ 0.814 ） /
（0.766） 

累積解釋變異量﹪ （81.356）/
（81.815） 

（ 80.226） /
（70.006） 

（ 84.334） /
（88510） 

（ 76.388 ） /
（78.028） 

因素負荷量 皆大於 0.74 皆大於 0.83 皆大於 0.9 皆大於 0.85 
Cronbach a （0.8864）/

（0.8498） 
（ 0.7525） /
（0.7514） 

（ 0.8136） /
（0.8700） 

（ 0.7844 ） /
（0.71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彙總本節對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以及組織績效等四

個構念之信度與效度檢測得知（參考表 4-2至表 4-9），上述四個構念皆具備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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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衡量信度與建構效度，其中，單、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信度雖不及其他構念

來得高（Cronbach a約為 0.6），但是仍在可接受之範圍。此外，本節為了因應下

一節中不同組織學習類型之假說檢定與討論，故將樣本資料加以區分為單圈組織

學習與雙圈組織學習兩大類，然後再度分別進行各構念之信度與效度檢測，雖然

兩者在各項數據上有所高低，但是由於各構念除了在提升信度時所刪除的問卷題

目皆一樣外，於建構效度的檢測時各構念與其子構念亦能符合研究文獻之發現，

因此本研究可宣稱兩者具有相同的比較基準，未來所進行的比較結論亦可被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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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假說檢定 

本研究為了探討不同組織學習類型在研究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故而將回收

之有效樣本資料區分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與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兩大類，並利用

SPSS 10.0中之徑路分析、獨立樣本 T檢定等統計方法來分別檢驗並修正第三章

所提出之研究架構與假說。 

由於本研究之理論架構包含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以

及組織績效等四大構念，因此，本研究在利用多元迴歸方法檢測各構念彼此間的

徑路關係時將依循以下之步驟進行：第一階段多元迴歸將首先檢測市場導向構

念、組織學習類型構念兩個自變數與依變數組織績效三者之關係；第二階段多元

迴歸則檢測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兩個自變數與依變數組織學習類型之關

係；第三階段多元迴歸則檢測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自變數與依變數市場導向之關

係；最後建構出整個理論模型。至於本節中實證研究部分的樣本資料則將依據其

組織學習之類型加以區分，並分別進行相關假說之檢定與比較。 

一、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一）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本研究以市場導向構念、組織學習類型構念為自變數，組織績效構念為依變

數透過多元迴歸方法得出變異數分析表，其中，F=21.819（sig.=0.000），代表整

體迴歸模式顯著，且市場導向構念與組織績效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175

（t=2.957,sig.=0.003），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構念與組織績效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

數為 0.337（t=5.507,sig.=0.000）。因此，在單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中，市

場導向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即研究假說 H2）獲得支持，由於此部分

的資料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故而亦可宣示單圈組織學習對組織績效

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亦即研究假說 H4獲得支持。 

（二）雙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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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同樣以市場導向構念、組織學習類型構念為自變數，組織績效構念為依

變數透過多元迴歸方法得出變異數分析表，其中，F=70.807（sig.=0.000），代表

整體迴歸模式顯著，且市場導向構念與組織績效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308

（t=4.300,sig.=0.000），雙圈組織學習類型構念與組織績效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

數為 0.622（t=8.694,sig.=0.000）。因此，在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中，市

場導向對組織績效有正面之影響（即研究假說 H2）獲得支持，由於此部分的資

料為雙圈學習的樣本資料，故而，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面影

響（即研究假說 7）亦同時獲得支持。 

 

由上述結果得知，不論單圈或雙圈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皆證明市場導

向對組織績效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且綜合 H4 與 H7 後發現，組織學習類型對組

織績效亦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詳細資料如表 4-10所示。 

表 4-10市場導向、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三者之關係 

 單圈組織學習類型 雙圈組織學習類型 
迴歸模式檢定 模式顯著（F=21.819,sig.=0.000）模式顯著（F=70.807,sig.=0.000） 
市場導向對組織
績效 

標準化係數為 0.175
（t=2.957,sig.=0.003） 

標準化係數為 0.308
（t=4.300,sig.=0.000） 

組織學習類型對
組織績效 

標準化係數為 0.337
（t=5.507,sig.=0.000） 

標準化係數為 0.622
（t=8.694,sig.=0.000） 

假說檢定 H2、H4皆獲得支持 H2、H7皆獲得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類型之關係 

（一）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本研究以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市場導向構念為自變數，組織學習類型構

念為依變數透過多元迴歸方法得出變異數分析表，其中，F=8.723（sig.=0.000），

代表整體迴歸模式顯著，且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與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構念之間

的標準化係數為-0.287（t=-0.404,sig.=0.000），市場導向構念與單圈組織學習類

型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185（t=2.694,sig.=0.008）。因此，在單圈組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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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之樣本資料中，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而市場導向對組織學習類型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即研究假說 H3獲得支持。  

（二）雙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在此同樣以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市場導向構念為自變數，組織學習類型

構念為依變數透過多元迴歸方法得出變異數分析表，其中，F=33.911

（sig.=0.000），代表整體迴歸模式顯著，且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與雙圈組織學

習類型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59（t=6.825,sig.=0.000），市場導向構念與雙

圈組織學習類型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165（t=1.908,sig.=0.06）。因此，在

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中，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雙圈組織學習有顯著的正

面影響，即研究假說 H6獲得支持，而市場導向與雙圈組織學習之間的關係則尚

未達顯著水準，但是依其數據顯示，兩者之間確實存在正向關係。 

由上述結果得知，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組織學習類型之影響，會因組織學習

類型之不同而產生截然不同之結果，即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有

顯著的負面影響，而對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則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至於市場導向則

對單圈組織學習類型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但是對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正面影響

雖不很顯著（sig.=0.06），不過依其數據顯示，我們仍可宣稱市場導向對組織學

習類型有正面影響，詳細資料如表 4-11所示。 

表 4-11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市場導向與組織學習類型三者之關係 

 單圈組織學習類型 雙圈組織學習類型 
迴歸模式檢定 模式顯著（F=8.723,sig.=0.000） 模式顯著（F=33.911,sig.=0.000） 
組織創業精神傾
向與組織學習類
型 

標準化係數為-0.287
（t=-0.4047,sig.=0.000） 

標準化係數為 0.59
（t=6.825,sig.=0.000） 

市場導向與組織
學習類型 

標準化係數為 0.185
（t=2.694,sig.=0.008） 

標準化係數為 0.165
（t=1.908,sig.=0.06） 

假說檢定 H3獲得支持 H6獲得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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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兩者之關係 

（一）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本研究以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為自變數，市場導向構念為依變數透過多元

迴歸方法得出變異數分析表，其中，F=57.595（sig.=0.000），代表整體迴歸模式

顯著，且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與市場導向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436

（t=-7.589,sig.=0.000）。因此，在單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中，組織創業精

神傾向對市場導向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二）雙圈組織學習類型樣本資料 

在此，同樣以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為自變數，市場導向構念為依變數透過

多元迴歸方法得出變異數分析表，其中，F=12.187（sig.=0.001），代表整體迴歸

模式顯著，且組織創業精神傾向構念與市場導向構念之間的標準化係數為 0.352

（t=-3.491,sig.=0.001）。因此，在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中，組織創業精

神傾向對市場導向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由上述結果得知，不論以單圈或雙圈組織學習類型之樣本資料進行分析，組

織創業精神傾向對市場導向皆有顯著的正面影響，故而研究假說 H1獲得支持，

詳細資料如表 4-12所示。 

表 4-12組織創業精神傾向與市場導向兩者之關係 

 單圈組織學習類型 雙圈組織學習類型 
迴歸模式檢定 模式顯著（F=57.595,sig.=0.000）模式顯著（F=12.187,sig.=0.001） 
組織創業精神傾
向與市場導向 

標準化係數為 0.436
（t=-7.589,sig.=0.000） 

標準化係數為 0.352
（t=-3.491,sig.=0.001） 

假說檢定 H1獲得支持 H1獲得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組織學習類型與組織績效子構面之關係 

本研究為了討論組織學習類型在理論架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故而將樣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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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與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兩大類，由於區分的組別數小於三

組，因此捨棄單因子多變量變異數分析，改採獨立樣本 T檢定來進行相關假說之

驗證。首先，探討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三個子構面之影響是否有顯

著差異存在，其次探討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對問卷中所列組織績效之各題目間的

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一）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子構面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進行此部分之假說檢定時，本研究首先必須將組織績效的三個子構面之相

關題目分數進行加總；其中，題目一與題目二為效率構面，題目三與題目四則為

效能構面，至於題目五與題目六則為調適力構面。經由獨立樣本 T檢定（95﹪的

信賴區間）得知，雖然組織績效之效能構面與調適力構面之組別群體變異數

Levene 檢定，分別為 F=4.121（sig.=0.043）、F=11.931（sig.=0.001），皆十分顯

著，代表著此兩構面之變異數並不相等，但是兩者的 t 值則分別為 t＝-0.058

（sig.=0.954）、t=-1.085（sig.=0.279）卻都不顯著；因此無法宣示不同的組織學

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三個子構面之影響有顯著差異存在，詳細資料如表 4-13 所

示。 

表 4-13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三個子構面之影響 

Levene檢定 t檢定 組織績效 
F檢定 顯著性 t值 顯著性 

效率構面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2.197 0.139 -0.329 
-0.361 

0.742 
0.719 

效能構面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4.121 0.043 -0.058 
-0.052 

0.954 
0.954 

調適力構面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1.931 0.001 -0.927 
-1.085 

0.355 
0.27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問卷題目之影響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 

同樣地經由獨立樣本 T檢定（95﹪的信賴區間）得知，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



 20 

在組織績效之題目二、題目三、題目四、題目五之組別群體變異數 Levene檢定，

分別為 F=8.166（sig.=0.005）、F=5.317（sig.=0.022）、F=5.457（sig.=0.020）、

F=4.281（sig.=0.039），皆十分顯著，代表者上述各題目之間的變異數並不相等，

此外，上述四個組織績效題目之 t 值分別為 t=2.104（sig.=0.037）、t=3.706

（sig.=0.000）、t=3.958（sig.=0.000）、t=1.583（sig.=0.116），除題目五之外皆相

當顯著。故而得知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在組織績效之題目二、題目三以及題目四

上有顯著差異存在，而且依其統計數據顯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在組織績效之題

目二、題目三以及題目四上，則明顯地優於雙圈組織學習類型，詳細資料如表

4-14所示。 

表 4-14不同的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的問卷題目之影響 

Levene檢定 t檢定 組織績效 
F檢定 顯著性 t值 顯著性 

題目一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3.453 0.064 1.902 
1.661 

0.058 
0.099 

題目二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8.166 0.005 2.417 
2.104 

0.016 
0.037 

題目三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317 0.022 4.118 
3.706 

0.000 
0.000 

題目四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5.457 0.020 4.347 
3.958 

0.000 
0.000 

題目五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4.281 0.039 1.692 
1.583 

0.092 
0.116 

題目六 假設變異數相等 
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1.661 0.198 -1.307 
-1.354 

0.192 
0.17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在單圈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中，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是否有顯著差異

存在 

本研究採行成對樣本 T檢定方法（95﹪的信賴區間）來檢驗單圈組織學習類

型樣本資料中，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之個別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其結果

顯示，題目一與題目二（效率構面）和之平均數為 7.87，題目三與題目四（效能

構面）和之平均數為 7.83，題目五與題目六（調適力構面）和之平均數為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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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成對樣本分析後得知，效能構面與調適力構面之平均數有明顯差異

（ t=-3.036,sig.=0.003）、效率構面與調適力構面之平均數亦有明顯差異

（ t=-2.872,sig.=0.004），至於效率構面與效能構面之平均數則無明顯差異

（t=0.300,sig.=0.765）。因此，可以宣稱單圈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三個子構

面中之調適力構面的影響最為顯著，故而研究假說 H5不獲支持。 

（四）在雙圈組織學習類型的樣本資料中，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是否有顯著差異

存在 

同樣地採行成對樣本 T檢定方法（95﹪的信賴區間）來檢驗雙圈組織學習類

型樣本資料中，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之個別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存在，其結果

顯示，題目一與題目二（效率構面）和之平均數為 7.95，題目三與題目四（效能

構面）和之平均數為 7.84，題目五與題目六（調適力構面）和之平均數為 8.55。

經 成 對 樣 本 分 析 後 得 知 ， 效 能 構 面 與 調 適 力 構 面 有 明 顯 差 異

（ t=-2.618,sig.=0.010 ）、 效 率 構 面 與 調 適 力 構 面 亦 有 明 顯 差 異

（ t=-2.461,sig.=0.016 ）， 至 於 效 率 構 面 與 效 能 構 面 則 無 明 顯 差 異

（t=0.474,sig.=0.637）。因此，可以宣稱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對組織績效三個子構

面中之調適力構面的影響最為顯著，故而研究假說 H8獲得部分支持。 

綜合上述檢定結果得知，不論為單圈組織學習類型或雙圈組織學習類型，對

於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中之調適力子構面的正面影響皆較其他兩子構面的影響

來得顯著，詳細資料如表 4-15所示。 

表 4-15不同組織學習類型之組織績效三個子構面之差異 

單圈組織學習類型 雙圈組織學習類型  

平均值 t值 sig. 平均值 t值 sig. 
效率構面 
效能構面 
調適力構面 

7.87 
7.83 
8.30 

 
 
 

7.95 
7.84 
8.55 

 
 
 

效率－效能 
效率－調適力 
效能－調適力 

4.05E-02 
-0.43 
-0.47 

0.300 
-2.872 
-3.036 

0.765 
0.004 
0.003 

0.11 
-0.59 
-0.7 

0.474 
-2.461 
-2.618 

0.637 
0.016 
0.01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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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將本研究的假說檢定結果先做初步整理如表 4-16，以便後續理論架構修

正與研究分析之進行。 

表 4-16假說檢定結果 

 假說內容 單圈組織學習
類型樣本資料 

雙圈組織學習
類型樣本資料 

H1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市場導向有正面之影響 獲得支持 獲得支持 

H2 市場導向對組織績效有正面之影響 獲得支持 獲得支持 
H3 市場導向對組織學習中的單圈學習有正面之

影響 
獲得支持  

H4 組織學習中之單圈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面 
之影響 

獲得支持  

H5 組織學習中之單圈學習對組織績效之效率 
構面有較大之正面影響 

不獲支持  

H6 組織創業精神傾向對組織學習中的雙圈學 
習有正面之影響 

 獲得支持 

H7 組織學習中之雙圈學習對組織績效有正面 
之影響 

 獲得支持 

H8 組織學習中之雙圈學習對組織績效之效能構
面與調適力構面有較大之正面影響 

 獲得部分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