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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成六節，第一節將介紹團隊之基本要素，分別為團隊投入、團隊歷

程與團隊產出；第二節主要在界定團隊多元化之意涵與分類；第三節闡明團隊多

元化之理論基礎；第四節為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績效之關係；第五

節為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績效之關係；第六節為研究架構圖。

第一節 團隊之基本要素：團隊投入、團隊歷程與團隊產出

一般而言，團隊基本要素，可分為投入 (input)、歷程 (process)與產出

(output)(McGrath, 1964)。團隊投入指的是團隊成員之組成，包括能力、特質等；

團隊歷程指的是可將團隊成員之能力組合成共同行為與活動之過程，常見的團隊

歷程有協調、合作與溝通等(Tannenbaum, Beard, & Salas, 1992)。而團隊產出指的

是評量團隊行動所產生的效能(effectiveness)之效標(criteria)，團隊效能(team

effectiveness)與團隊績效(team performance)是最常用以衡量團隊產出之構念

(Kozlowski & Bell, 2003)。以下，將簡單介紹投入、歷程與產出等基本要素之內

涵。

一、團隊投入

團隊投入指的是團隊所擁有之資源，包括團隊組成(team composition)、團隊

結構(team structure)與團隊設計(team design)。團隊結構與團隊設計著重於工作任

務、職責與職權之關係，而團隊組成則著重於成員之配置(staffing)與組合。團隊

結構定義團隊成員彼此於任務、職責與職權間的關係(Steward & Barrick, 2000)，

可反映出團隊成員於工作上之人際互動情形，即運用工作設計之方式以協調團隊

成員之互動行為與模式(黃敏萍、戚樹誠、黃國隆, 2002)，正式化(formalization)、

工作自主權(autonomy)與工作參與程度(participation)等都是常見的團隊結構之指

標(Cohen & Bailey, 1997)。過去研究已發現團隊結構與團隊設計對團隊效能之正

向影響，且研究結果相當地一致，例如：團隊之工作自主權愈高，愈有益於團隊

績效之提升(Yammarino & Dubinsky, 1990)；當團隊成員主動積極參與的程度愈高

時，團隊工作績效則顯著地提高(Batt & Applebaum,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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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團隊結構著重於以工作權責與流程之設計方式提升團隊績效，團隊組

成則偏重於成員之特徵與屬性是否會影響到團隊工作之進行，因為團隊成員屬性

之組合對團隊歷程與產出具有極強之影響力(Kozlowski & Bell, 2003)。因此，對

團隊組成與團隊結果之關係進行深入之了解，將有助於未來實務界甄選更合適的

成員以共組有效能之團隊。

團隊組成之構念是以成員個人特性予以操作化為團隊層次，以做成可衡量之

變數，主要可分為共享(shared)構念與配置(configural)構念(Kozlowski & Klein,

2000)。多數之團隊組成研究僅偏重共享構念，主張將成員之個人屬性予以加總

平均以做為團隊層次變數，視所有成員為相似的且無差異的，忽略成員屬性變異

程度所隱含之資訊(Barrick, Steward, Neubert, & Mount, 1998)。同時，隨著組織所

面臨之勞動市場競爭愈趨於激烈，選擇同質性高之成員共組團隊之可能將愈來愈

低；且在以團隊做為因應環境變化之緩衝機制的情況下，異質性愈高團隊愈能廣

收不同之立場與觀點，以避免團隊陷入錯誤決策之歧途，這些原因皆更加突顯出

團隊多元化(team diversity)已是無法阻擋之趨勢(Jackson et al., 1995)。因此，本研

究將著重於團隊多元化之探討，或可稱為團隊異質性(team heterogeneity)，並定

義為團隊成員於特定屬性(例如：性別、年齡、年資或人格特質等)上之分布與組

合，屬於團隊組成要素之一。

二、團隊歷程

團隊歷程 (team process) 是將團隊投入 轉換成產出與結果之機制

(mechanism)(Kozlowski & Bell, 2003)，可依互動對象之不同而分成內部活動與外

部活動兩種主要歷程(Cohen & Bailey, 1997)。其中，內部活動或稱內部歷程指的

是團隊成員於團隊範圍內的溝通與互動，團隊凝聚力(team cohesiveness)、社會整

合(social integration)、衝突與溝通等為常見之團隊內部歷程變數。其中，團隊凝

聚力指的是成員相互吸引且願意留在團隊內的程度(Festinger, 1950)，而社會整合

指的是成員間的吸引力、對彼此的滿意程度以及成員間的互動程度(O’Reilly,

Caldwell, & Barnett, 1989)。團隊凝聚力與社會整合之定義相似，且兩者皆屬於提

高成員互動與吸引之機制，因此經常交替使用(Williams & O’Reilly, 1998)。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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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凝聚力僅可反映出社會整合中的吸引要素，因此，兩者之定義與衡量上仍有

其相異之處(Webber & Donahue, 2001)。此外，衝突是造成團隊成員於工作上與

社會互動上對立的機制，屬於發散(divergence)的力量，與團隊凝聚力、社會整合

所形成之聚集(convergence)效果不同(Kozlowski & Bell, 2003)。

另一方面，當團隊之互動對象為團隊以外之人士，如顧客、供應商或同公司

內其他部門與團隊時，其所進行之工作相關行為與活動則為團隊外部活動。團隊

外部活動可做為團隊對外關係之建立與維持之潤滑劑，透過外部活動之有效執

行，團隊可使外部邊界管理(boundary management)更加完善，並藉由與外部對象

之良好互動，塑造團隊正面形象，以獲得與工作相關之資源與資訊，有助於工作

與目標之完成(Galdstein, 1984)。Ancona (1990)認為外部活動之執行成效決定於溝

通之內容，而非溝通之頻率，且 Ancona 與 Caldwell (1992b)依團隊與外部對象溝

通之內容，將外部活動分為(1)使者活動(ambassadorial activities)：為團隊代言，

與組織高層互動，目的在爭取工作上的支持與所需的資源；(2)任務協調活動(task

coordination activities)：與功能單位或其他團隊之間的協調互動，以相互調適、

協商及解決問題；(3)偵察活動(scouting activities)：偵測外部環境，蒐集資訊。然

而，Huang，Lin 與 Lin (2005)以台灣研發工程師與經理人為研究對象，透過深度

訪談與調查方式發現，工作協調活動並不屬於團隊外部活動之一，這可能是因為

台灣電子公司對工作流程已有完整之制度與規定，因此團隊成員並不認為工作協

調活動屬於外部活動之一。因此，本研究為探究多元化與團隊歷程之關係，將同

時考慮內部活動與外部活動，而內部活動以團隊凝聚力為主，外部活動則以使者

活動與偵察活動為主。

三、團隊產出

團隊活動與行為所產生之結果，被統稱為團隊效能 (Kozlowski & Bell,

2003)。團隊效能為多構面之構念，包括成員滿意度、團隊存續(team viability)等

情感性結果，生產力、績效等工作性結果以及離職率、缺席率等行為性結果(Cohen

& Bailey, 1997)，但離職率與缺席率等屬於團隊內的個人行為，為個人層次，故

不納入團隊層次之結果。而團隊績效被定義為團隊符合或超越預定標準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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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可分為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執行解決方案的能力及團隊滿足成員需求

的能力(Hackman, 1987, 1992)。團隊解決問題與執行解決方案的能力可反映在生

產力與目標達成率等工作性結果，而團隊滿足成員需求之能力可反映在成員對團

隊的滿意程度與承諾等情感性結果。由於團隊效能與團隊績效之內涵與效標十分

地相似，都可用以衡量團隊集體行動之結果，兩者可交替使用(interchangeable)，

因此，本研究將以團隊績效做為團隊產出之效標。

然而，團隊績效類型之不同可能是影響實證研究結果不一致之原因。例如：

Beal，Cohen，Burke 與 McLendon (2003)之統合分析研究發現，團隊凝聚力對行

為 面 績 效 (behavior performance) 之 正 向 影 響 大 於 結 果 面 績 效 (outcome

performance)，對效能面績效(effectiveness performance)之正向影響亦大於效率面

績效(efficiency performance)。其中，行為面績效著重於團隊集體行為之評量，特

別是與工作成果相關且對團隊有益之行為，例如：主管對工作行為之評量或團隊

成員知覺到的決策流程等；相對地，結果面績效強調團隊完成工作後成果之評

量，可針對特定之專案或產出進行評分，例如：主管對該團隊生產力之評量或產

出之不良率等。而效能面績效著重於團隊成果之品質高低或團隊目標之達成與

否，而效率面績效則考量到團隊投入成本與產出之比率，強調成本效益之分析。

就 Argote 與 McGrath (1993)之論點，過去研究在探討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

係時，甚少將團隊績效予以細部化，僅聚焦於不同類型之多元化屬性，這可能是

造成研究結果不一致之原因。因此，本研究認為，為深入了解團隊多元化與團隊

績效之關係，實有必要將團隊績效予以分類，以探究多元化對不同團隊績效之影

響。

小結

本研究以投入、歷程與產出三個團隊基本要素，說明所欲探究之構念於團隊

研究中所扮演之角色。在產出要素中，本研究將探討團隊績效，以工作績效與團

隊解決問題能力為衡量之變數；在歷程要素中，本研究將探討內部與外部歷程，

分別以團隊凝聚力與團隊外部活動做為衡量變數；在投入要素中，本研究將探討

團隊多元化，以了解團隊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績效之關聯性。此外，特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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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在本研究情境中，團隊績效與團隊歷程被視為團隊結果(Webber &

Donahue, 2001)，儘管已有研究發現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之關係(e.g., Ancona &

Caldwell, 1992b; Beal et al., 2003; Mullen & Copper, 1994)，但兩者之關係並不在本

研究之討論範圍內。本研究目的為了解團隊多元化對團隊所造成之影響，並將團

隊歷程與團隊績效視為兩種不同之結果，見表 2.1。

表 2.1 團隊結果之構念與定義

主要構念 次構面 定義

團隊凝聚力 團隊成員相互吸引且願意留在團隊內的程度

(Festinger, 1950)。
團隊歷程

團隊外部活動 團隊成員與團隊以外之人士互動以取得資訊

與資源之行為(Ancona & Caldwel, 1992b)。

工作績效 團隊產出(output)之創新程度(innovativeness)
與符合預定時程及預算之程度 (Lovelace,
Shapiro, & Weingart, 2001)。

團隊績效

團隊解決問題能力 團隊提出解決方案(solution)之速度與解決方

案品質之高低(Atuahene-Gima, 200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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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團隊多元化(diversity)之內涵與分類

Jackson 等學者(1995)分別從內容面與結構面解讀多元化之內涵，個人所擁有

之屬性屬於多元化內容，而社會單位內成員於屬性上之分配(distribution)情形則

屬於多元化結構。就內容面而言，個人所擁有之外在可觀察到的特質，或是內在

無法觀察到的人格特質、態度或價值觀皆為多元化屬性。就結構面而言，個人與

目標人物或團體之比較，或是團體於多元化屬性上之組合與分配，皆為多元化之

結構。對偶多元化(dyad diversity)，或稱人際多元化(interpersonal diversity)，指的

是個人與團體內其他成員於特定屬性上之不相似程度(dissimilarity)，比較個人與

團體之差異性(Riordan, 2000)，屬於跨層次的比較(Keller, 2001; Tsui, Egan, &

O’Reilly, 1992)。對偶多元化亦可將比較對象設定為個別成員，如上司與個人的

不相似程度，屬於個人間的比較(Tsui & O’Reilly, 1989)。相對地，團隊多元化(team

diversity)指的是團隊所有成員於某一屬性的分配比例，屬於團體層次，著重於各

團體間的差異，而非團體內個人與他人之比較(Jaskson et al., 2003)。因此，更明

確地說，對偶多元化重視的是團隊成員在人口統計變數(如性別、年齡等)上的相

似性，又可稱為「相關性人口統計學(relational demography)」(Tsui et al., 1992; Tsui

& O’Reilly, 1989) ；而團隊多元化重視的則是整體團隊成員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即某一多元化屬性於團隊內之分配情形，研究重心在比較不同分

配比例之團隊在工作績效或團隊效能之差異程度 (Guzzo & Dickson, 1996;

Milliken & Martins, 1996)。本研究目的為探討團隊成員於多元化屬性上之組合與

分配對團隊歷程與績效之影響，屬於團隊層次之研究。因此，本研究將以團隊多

元化為重點，同時參考對偶多元化之內容，探討多元化屬性之定義與分類。

一、多元化屬性之定義與內容

學者對於團隊多元化之定義，依不同的理論基礎而有不同的見解(Ashkanasy,

Hartel, & Daus, 2002)。Triandis，Kurowski 與 Gelfanc (1994)定義多元化為團隊成

員傾向用以區分彼此的屬性，此屬性多半是外顯的，即使這些屬性是不重要的，

甚至是任意的或隨機的。人口統計學者主張多元化屬性應集中於顯而易見的特

性，如性別、種族或年齡，皆為團隊多元化之屬性。組織人口統計學者更進一步



11

地指出與組織特性有關之特性亦應視為多元化屬性，例如：功能背景、工作年資

或產業年資等。相同地，決策理論學者亦主張應從資訊與技能的觀點定義多元化

屬性，工作經驗或是功能背景皆為多元化屬性(Wittenbaum & Stasser, 1996)。從

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團隊多元化的概念源自於社會分類理論(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Turner, 1987)，主張個人會運用特定的屬性(attribute)對人們進行分類，而

這些屬性可以是顯而易見的，亦可以是無法觀察到的(Williams & O’Reilly,

1998)。歸納眾學者之論點，本研究將團隊多元化定義為「團隊成員於特定屬性

之分配與組合，而這些屬性包含可觀察到的人口統計特質、與組織相關之特徵以

及無法觀察到的潛在特性，如態度或人格特質等」。

儘管學者對團隊多元化之看法各有不同，唯一的共識為團隊多元化並非由單

一屬性所構成(Phinney, 1996; Smith, Smith, Olian, Sims, O’Bannon, & Scully,

1994)，團隊多元化應包含多種屬性，可個別探討或合併為同一構面進行比較，

以組合性觀點(compositional approach)探討多元化對團隊之影響。Tsui 與 Gutek

(1999)即主張，個人是由多種屬性所構成的，可將性質相同之屬性合併討論，亦

可比較性質不同之個別屬性對團隊結果之影響。大多數的實證研究皆採用組合性

觀點解釋不同屬性的多元化之影響，例如：Wiersema 與 Bantel (1992)研究發現，

只有教育程度多元化能引發高階經營團隊內的資訊來源與洞察力之多樣性，以及

創新決策歷程，進而促進公司的策略性變革；相對地，年齡、團隊年資及公司年

資與公司策略性變革皆無相關。Williams 與 O’Reilly (1998)分別整理年齡、性別、

種族、年資、學歷與功能背景等五類多元化屬性對團隊歷程與績效之影響，發現

不同屬性之多元化對團隊之影響是個別獨立的。

除了探討個別屬性多元化之影響外，亦有學者主張將相同性質之多元化屬性

組成同一構面，比較不同構面屬性之影響。例如：Murray (1989)將高階管理團隊

之多元化屬性組合成年資異質性(temporal heterogeneity，包含年齡、公司年資與

高階團隊年資)，以及專業異質性(occupational heterogeneity，包含專業背景與學

歷背景)，並以總和性指標估算高階管理團隊之多元化程度。然而，Tsui 與 Gutek

(1999)認為總和性指標(additive index)很難反映出個別多元化指標對團隊結果之

獨特解釋力，因此建議應該個別多元化指標分開探討，方能比較個別指標對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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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

除組合性觀點外，亦有學者主張構形觀點(configurational approach)之團隊多

元化，認為不同屬性之多元化應予以適當之配置，方能發揮多元化之效能(cf.

Moynihan & Peterson, 2001)。Pelled 等學者(1999)主張不同屬性多元化之交互作用

效果能對團隊衝突造成不同方向的影響。Simons，Pelled 與 Smith (1999)研究結

果發現，知覺環境不確定性程度之多元化(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diversity, PEU diversity)與爭議(debate)之交互作用項，不僅能提升決策之完整

性，更能進一步提高組織之銷售與利潤成長率。甚者，Jehn，Northcraft 與 Neale

(1999)將團隊多元化分為價值觀、社會類別及資訊多元化等三種類型，主張不同

類型多元化之組合與配置，將對衝突與工作績效有削弱或互補之作用。黃家齊與

蔡達人(2003)同時考慮社會類別、價值觀及資訊多元化之兩兩交互作用，研究結

果發現，資訊多元化與社會類別多元化、價值觀多元化與社會類別多元化之交互

作用對創新績效有正向影響。然而，多元化配適(fit)與交互作用仍缺乏足夠的理

論基礎說明為何不同屬性之多元化配適能有效提升團隊績效(Jackson et al.,

2003)，因此，多數研究仍著重於多元化屬性對團隊結果之獨特解釋力，對於不

同多元化屬性間之複雜關係則較少著墨。

二、團隊多元化之分類(typology)

Pelled (1996)整理過去研究，提出團隊多元化之分類主要有二，全面性觀點

與獨立指標觀點。全面性觀點將廣泛的多元化屬性合併，提出一致的假說，重視

多元化的普遍性，可強化多元化之理論解釋力(Bacharach, 1989)；獨立指標觀點

則強調個別多元化屬性之獨特影響力，提出個別假設，目的在做出更正確且精準

的預測。不管是普遍性或精確性，全面性觀點與獨立指標觀點於理論建構方面皆

有顧此失彼之虞，因此，Pelled (1996)主張多元化屬性之分類應從中立觀點

(middle-ground approach)發展，在保有相同構面之屬性相似性以及不同構面之屬

性差異性之原則下，依相同性質將個別屬性予以分類。本研究整理得到多元化分

類有二，分別為依識別度區分及依屬性功能區分兩類，分述如下：

（一）依識別度區分之多元化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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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構面分類之學者以識別性(visibility)程度高低做為多元化屬性分類之標

準，區分為外顯及內隱之屬性。例如：Milliken 與 Martins (1996)將多元化分為可

觀察到及不可觀察到之屬性，其判定的標準在於此屬性是否為能見度高並可立即

讓人察覺到的。可觀察到的多元化屬性有性別、年齡及種族；無法觀察到的多元

化屬性有學歷、技術能力、功能背景、公司年資、社經地位、人格特質或價值觀

等(Jackson et al., 1995; Tsui et al., 1992)。

此外，與識別度相似的分類尚有 Tsui 與 Gutek (1999)之與生俱來的(ascribed)

與後天造成的(achieved)多元化屬性。Tsui 與 Gutek 主張，性別、種族與年齡等

人口統計特質不只是明顯可觀察到的，亦是一出生就決定且無法改變之屬性；相

對地，年資、教育程度與學歷背景等屬性是後天可再更改或強化的，屬於可改變

的多元化屬性。

為進一步統整多元化屬性之分類及建構更完整之理論，Harrison，Price 與

Bell(1998)將人格特質、信念、態度、認知及價值觀等潛在心理特性統稱為深層

多元化(deep-level diversity)，與個人外顯特質所構成之表象多元化(surface-level

diversity)以為對比，以比較深層多元化與表象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之個別影響。

Harrison 等學者所提出的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是目前較常採用之分類，例

如：Harrison 等學者(2002)以及 Mohammed 與 Angell (2004)皆採用此分類。

（二）依屬性功能區分之多元化分類

然而，隨著團隊成立時間愈久，團隊成員畫分彼此之標準將會有所改變。因

為當團隊互動愈頻繁且密切時，性別、年齡等高識別度屬性所產生之刻板印象將

會因團隊成員之相互了解而降低，但年資或學歷等工作相關之屬性可能因為團隊

成員長時間相處而發揮效能(Williams & O’Reilly, 1998)，而信念、態度或工作價

值觀等潛在特性卻可能因為團隊互動而更突顯出彼此之差異(Tsui et al., 1992)。因

此，為強化多元化屬性之分類，Pelled (1996)主張在識別度之外，另以工作相關

程度(job relatedness)之高低區分多元化屬性之類型。工作相關程度指的是該屬性

對工作結果之影響程度，例如：公司年資的工作相關程度高於性別，因為公司年

資代表工作經驗的多寡，可影響工作的成敗，屬於高工作相關屬性。因此，Pelled



14

為識別度與工作相關程度做為劃分多元化屬性之標準，如表 2.2 所示。

表 2.2 Pelled (1996)之多元化屬性分類表

低工作相關 高工作相關

高識別度 年齡、性別、種族 團隊年資

低識別度 組織年資、學歷、功能背景

資料來源：Pelled (1996)。

此外，Jehn 等學者(1999)延續 Pelled (1996)之雙構面分類，提另一種多元化

之分類，分別為社會類別多元化 (social category diversity)、資訊多元化

(informational diversity)以及價值觀多元化(value diversity)。社會屬性多元化為高

識別度而低工作相關之人口統計屬性變數，包括年齡、性別及種族等先天無法改

變之特質(Tsui & Gutek, 1999)；資訊多元化為低識別度且高工作相關之屬性，包

括學歷、功能背景、職位及年資等；價值觀多元化則為團隊成員對於團隊目標、

任務及使命之認知所存在之差異(黃家齊, 2003)，亦為低識別度且高工作相關之

屬性。

Jackson 等學者(1995)依屬性之功能，將多元化分為關係相關屬性(relations-

oriented attributes)與工作相關屬性(job-related attributes)。關係相關屬性指的是可

引發成員社會認知過程(social cognition processes)與情緒反應的特質，例如：性別

差異容易引發社會分類機制，故屬於關係相關屬性之一(Tsui & Gutek, 1999)。工

作相關屬性指的是與工作知識、技巧與能力(KSA)有關，可引發工作方面認知之

特性，例如：年資決定工作經驗之多寡，可對工作結果產生影響。此一分類與

Pelled (1996)之分類相似。

Pelled (1996)之分類廣為學者所使用(e.g., Simons et al., 1999; Webber &

Donahue, 2001)，但其理論建構多聚焦於高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績效之關係，

對於低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等社會結果面之探討較不完整，且未考慮到潛

在人格特質或態度等潛在屬性。相對地，以識別度區分多元化屬性為表象與深層

多元化之研究則偏重於對團隊歷程之影響，對於工作性結果之影響則相對較少，

且未依功能性區別屬性間之差異。本研究認為 Jackson 等學者(1995)之工作相關

及關係相關多元化較能反映多元化屬性之功能；此外，本研究再依識別度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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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多元化分為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進一步整合 Harrison 等學者(1998)與

Jackson 等學者(1995)之分類。然而，鑑於工作相關屬性難以直接觀察得到，即使

是團隊年資(如 Pelled 所提)，新進人員不一定能從成員外表立即判定其加入團隊

之時間，因此工作相關屬性無高識別度與低識別度之分類(Pelled, 1996)。本研究

整理如表 2.3 所示。

表 2.3 本研究之多元化屬性分類表

關係相關 工作相關

高識別度 年齡、性別、種族

（表象多元化）

低識別度 人格特質、態度、價值觀

（深層多元化）

年資、學歷、功能背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多元化屬性分為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

1. 關係相關多元化：依識別度高低分為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

(1) 表象多元化：可直接觀察到，且終身難以改變之人口統計特質，例如：性別、

年齡與種族等。此種多元化具有關係相關且高識別度之特性，容易在第一次

見面時引發個人之社會分類歷程，並影響之後對彼此關係之回應。

(2) 深層多元化：無法直接觀察到的，須經由互動才能察覺彼此想法差異之特性，

例如：人格特質、價值觀與態度等。此種多元化具有關係相關且低識別度之

特性，需要透過成員互動相處才能逐漸顯現。雖然部分人格特質與價值觀，

例如勤勉審慎性與工作價值觀等，亦具有工作相關特性，但目前之理論性或

實證性研究仍以團隊凝聚力與團隊整合等社會結果為主(e.g., Harrison et al.,

1998, 2002)，且分類之基礎著重於成員經過互動而了解彼此之心理狀況，進

而對相同想法與態度之成員產生吸引力(Schneider, 1987)，屬於關係相關之屬

性。因此，本研究將人格特質、價值觀與態度等需經過互動才能察覺彼此異

同之屬性歸類為關係相關，而非與工作有關之屬性，因為了解彼此於想法與

態度上之異同引發的多為吸引力或情緒等社會認知，而非對知識技能之工作

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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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直接相關之特性，特別是可引發成員對本團隊認知

資源之屬性，例如：學歷、工作年資、公司年資等。此種多元化具有高工作

相關之特性，因為其可反映出該團隊是否擁有可提升團隊績效之工作相關的

知識、技巧與能力(Simons et al., 1999)。

小結

本研究將多元化屬性依功能別區分為關係相關與工作相關多元化，並依識別

高低再將關係相關多元化分為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一方面補足 Pelled

(1996)缺少人格特質與態度等潛在特性之歸類，另一方面加強 Harrison 等學者

(1998)只重視關係相關屬性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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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團隊多元化之理論基礎

Williams 與 O’Reilly (1998)整理團隊多元化之實證研究，將團隊多元化之理

論基礎歸納為社會分類理論、相似性與吸引力以及資訊與決策理觀點。本研究進

一步將 Tsui 與 Gutek (1999)所整理之社會認定理論與社會分類理論合併探討，因

此，本研究整理團隊多元化之理論基礎有四，(1)社會分類理論與社會認定理論，

(2)相似性與吸引力，(3)資訊與決策觀點，(4)認知資源觀點。

一、社會分類理論 (Social Categorization Theory)與社會認定理論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

社會分類理論與社會認定理論為多元化學者最常採用之理論基礎 (見

Williams & O’Reilly, 1998)，其主張團隊成員於多元化屬性之組成與異質性程度

會影響到團隊歷程(如衝突、凝聚力、溝通等)，並進而對團隊績效產生正面或負

面之結果。目前團隊多元化之實證研究多以社會分類理論(Tajfel, 1981; Turner,

1987)與社會認定理論(Hogg & Abrams, 1988; Turner, 1982)之邏輯推導多元化與

團隊績效之關係，因此本研究將這兩個理論合併探討。這兩個理論的基本假設在

於，個人有維持高度自我尊重(self-esteem)之欲望。在個人察覺自己與他人於人

口統計特性或其他屬性上的差異時，將產生社會分類過程，以特定屬性，如性別、

年齡或宗教等，將自己與他人進行分類。而此一過程使得個人得以在社會身份認

同(identity)方面，定義自己與他人，將與自己擁有相同屬性的人視為內群體

(in-group)，而與自己屬性不同的人視為外群體(out-group)。為了維持正面的自我

身份與認同(self-identity)，個人會將內群體與外群體間的差異予以擴大，並視外

群體為吸引力較低之對象(Kramer, 1991)。Brewer (1979)與 Tajfel (1982)的研究指

出，個人會對自己與他人進行分類，且認為外群體的成員是不值得信任、較不誠

實、合作程度不及內群體成員的。

（一）社會分類理論之原始意涵

社會分類理論源自於個人會根據顯而易見之人口統計特性，如性別、種族、

年齡或學歷等社會類別屬性，對他人進行歸類之歷程(Tajfel, 1981)。透過此分類

過程，可導引出不同社會類別(social category)之刻板印象，包含他人可能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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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行為、信念及動作等。因此，社會分類的過程發生在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之前，亦即，個人須先對他人進行分類，將其歸屬於特定之社會類別後，方能衍

生出歸屬於該社會類別之刻板印象，並導引出此人可能產生之想法、態度與行為

(Tsui & Gutek, 1999)。藉由社會分類所產生之刻板印象可提供相關資訊，不管此

資訊是否正確無誤，通常可做為個人未來互動與反應之依據，以簡化複雜之社會

資訊(Tajfel, 1981)。

社會分類與刻板印象不僅可用於歸屬他人之類別以獲得相關資訊，亦可用於

對自我之分類與定義。Turner (1987)對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進

行詳盡的討論，主張自我分類是指個人會使用已成形之刻板印象來描述自己，特

別是當此刻板印象所連結的社會類別屬性對自己而言是突出顯著的。此外，自我

分類亦會使個人更強調自己與其他內群體(in-group)成員的相似性，以及與其他

外群體(out-group)之差異性。對相似性與差異性的強調(accentuation)解釋了為何

個人會對內群體的成員表現出較正向的評價與行為，而對外群體的成員表現出較

負面之評價。因此，內群體的正面特性會被個人誇大解釋，而外群體的負面特性

則會被個人過份地強調與注意(Tsui & Gutek, 1999)。

透過社會分類過程及刻板印象可使個人將他人歸屬於特定之社會類別。個人

不僅將自己做為分類之參考對象，亦會對自己進行分類。經過分類所導引之刻板

印象決定於個人或他人所歸屬之類別，以及個人是否已得到足夠的該類別所代表

刻板印象之資訊。此外，分類過程將使得個人更強調與重視內群體與外群體之不

同，因為個人會愈強調內群體正面的刻板印象與外群體的負面刻板印象，並對內

外群體有不同的評價與行為。其關係可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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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依多元化屬性而引發之分類歷程

資料來源：Tsui & Gutek (1999)。

（二）社會認定理論之原始意涵

社會認定理論(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用以解釋個人如何透過社會分類與

自我分類之過程定義自己，以形成完整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徐瑋伶、鄭伯壎,

2002)。自我概念之形成有兩大要素，一是個人要素，源自於個人之人格特質、

價值觀及身體或是智能之特質；另一為社會要素，源自於個人歸屬於社會類別之

身份與資格(membership)，例如：性別、種族與國籍等(Ashforth & Mael, 1989)。

由於個人具有發展與維持正面自我身份(self-identity)之基本動機，Tajfel (1978,

1981)提出社會認定理論，主張個人會因為自己所歸屬之社會類別的知覺與認

識，使得個人的自我概念與該類別產生連結，並因為身為該類別之成員，而產生

對該類別之正面支持，與對其他類別之負面態度(Tajfel & Turner, 1979)。

（三）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定理論對團隊多元化之影響

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定理論假設個人有維持高度自我尊重(self-esteem)之欲

望，因此透過對自我之分類與定義之後，個人會藉由與其他群體之比較，而對內

群體與外群體有不同之態度與行為(Williams & O’Reilly, 1998)。在進行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之前，個人必須先定義自我，通常會以顯著特徵為分類基礎，

例如：性別、年齡或階級等，再透過自我分類過程將自己歸類於特定社會類別之

中。透過社會分類的過程，使得個人得以定義自我與他人(Tajfel & Turner, 1986)，

亦即，與其他群體比較下，個人屬於特定類別或群體之成員。個人有維持正面自

我認同之傾向，因此將更強調內外群體間之不同，試圖將彼此之差異性予以最大

多元化屬性之線索

分類

● 對他人
● 對自己

刻板印象

● 資訊多寡
● 對相似/差異的強調

對目標對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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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並知覺到對內群體之高度吸引力，以及對外群體之低度吸引力(Tsui & Gutek,

1999)。已有研究發現，即使以不突出的特徵進行分類，亦可使個人將外群體視

為較不值得信任、不誠實以及不適合合作的對象(Brewer, 1979; Tajfel, 1982)。

除了劃分內群體與外群體，社會分類過程不僅使得個人意識到內群體與外群

體之差異性，更會對外群體產生更多的刻板印象、極端化(polarization)以及焦慮

(anxiety)(Williams & O’Reilly, 1998)。在多元化程度愈高的團隊內，因差異性所

引發之焦慮與刻板印象，會降低成員對團隊的滿意度、提高離職率、降低團隊凝

聚力、團隊內部溝通、合作程度、或引起更激烈的衝突(e.g., Crocker & Major, 1989;

Martins & Shanrahan, 1983; Moreland, 1985; Stephan & Stephan, 1985; Triandis et

al., 1994)。

透過社會分類過程，多元化程度愈高的團隊，愈容易在團隊內部產生屬性相

異之次群體(sub-group)，進而造成次群體對彼此之刻板印象，或是擴大彼此之差

異性。而為了維持高度之自我尊重，擁有相同屬性成員所組成之內群體將更認定

自己所歸屬之群體，而對內群體有愈正面之評價，對外群體有愈負面之評價，因

此將對團隊內之互動產生障礙，降低團隊凝聚力、溝通頻率或提高衝突發生之可

能性。甚者，對團隊績效造成負面之影響(Williams & O’Reilly, 1998)。因此，從

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定理論之觀點來看，多元化程度愈高之團隊，愈會對團隊歷程

與團隊績效造成負面之影響。

二、相似性與吸引力(Similarity and Attraction)

Pfeffer (1983)指出，團隊成員於特定屬性之分配，即團隊多元化，會對團隊

歷程與團隊績效造成影響，而此效果之發生源自於團隊成員知覺到自己與團隊內

他人之相似或是不同之程度。因此，相似性與吸引力亦可用以解釋團隊多元化之

效能(Williams & O’Reilly, 1998)。

（一）相似性與吸引力之原始意涵

相似性與吸引力源自於「同性原則(homophily)」，以及其對團體內溝通之影

響(Rogers & Bhowmik, 1971)。在自由選擇的情境中，當個人有機會與所有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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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時，個人通常會選擇與自己相似的人進行交談(Burt & Reagans, 1997)。因此，

當個人與所屬團體或目標人物從人口統計變數到態度與價值觀之相似程度愈高

時，愈能提升對團體或目標人物之吸引力與喜愛程度(Byrne, Clore, & Worchel,

1966)。

Jackson，Stone 與 Alzarez (1993)提到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定理論為相似性與吸

引力提供部分的解釋，亦即透過對團體與目標人物之態度與評價有助於維持正面

的自我與社會認定。相似性與吸引力所推導之多元化－團隊歷程關係與社會分類

及社會認定理論是一致的(Williams & O’Reily, 1998)，因此，Tsui 與 Gutek (1999)

進一步以社會分類理論為基礎，主張透過分類機制所引發對相似性之重視與強

調，將會產生對內群體之社會吸引力與對與自己相似個人之人際吸引力。

1. 社會吸引力

透過社會分類及社會認定之過程，個人傾向於對歸屬於相同社會類別或群體

之成員產生「在一起(togetherness)」的感覺，並引發對內群體及對個人之吸引力

(Tsui & Gutek, 1999)。當個人自我分類於特定社會類別或群體時，會將歸屬於相

同群體之成員，即具有相同特徵但通常是不認識的，認定為心理群體，並對該群

體產生認定感。此種基於相同屬性所產生之去個人化(depersonalize)吸引力，與

人際吸引力或是對個人之喜愛所形成之友誼，並不相同。內群體吸引力形成的原

因主要有三個：第一，個人會因為對相同屬性之重視與強調，進而產生對內群體

之吸引力；第二，個人傾向對擁有相同屬性之內群體進行較正面之評價，並對擁

有不同屬性之外群體予以負面之評價，在相互比較下，個人對內群體之吸引力自

然會高於對外群體；第三，透過自我分類過程，個人為強化自我概念而會對自己

有較正面之認定，而個人會將此機制擴展至擁有相同屬性之內群體，因而衍生對

內群體之吸引力。

因此，此種基於相同屬性所產生對內群體之社會吸引力，可用以解釋為何同

質性團體之社會凝聚力與團結性(solidarity)高於異質性團體。甚者，社會吸引力

之效用可延伸至陌生人，只要其擁有相同屬性且被歸類為相同群體之中，而這也

是為何同種族之成員，例如原住民，即使互不相識亦會基於同屬原住民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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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彼此協助。

2. 人際吸引力

若經由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同機制所衍生之社會吸引力可擴展至屬於相同群

體之陌生人，則已經相識之同群體成員愈有發展友誼的機會。透過分類過程而歸

類於相同群體成員，不只會產生對內群體之社會吸引力，亦會促進人際間的吸引

力(Tsui & Gutek, 1999)。擁有相同屬性之個人，基於背景相同愈有可能分享共同

之生活經驗與價值觀，愈願意與其互動，並產生正面之第一印象，影響之後的溝

通與往來。而透過深入的溝通與友誼的發展，彼此的人際吸引力則會隨之增強。

因此，相似性可增強個人對目標人物之態度與評價，而不相似(dissimilarity)則被

視為懲罰(Williams & O’Reilly, 1998)。

本質上，此種因個人情誼所產生之人際吸引力與對內群體之社會吸引力並不

相同。Tsui 與 Gutek (1999)將社會分類與吸引力之關係標明如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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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多元化屬性與兩種吸引力的關係

資料來源：Tsui & Gutek (1999)。

（二）相似性與吸引力對團隊多元化之影響

團隊成員於人口統計特性或價值觀、態度等潛在屬性愈相似，愈容易增加人

際上的吸引力與喜愛(liking)(e.g., Byrne, Clore, & Worchel, 1966)。當團隊成員擁

有相同之背景，愈能分享彼此共同的生活經驗與價值觀，並覺得成員間的互動是

更容易、更能帶來正面結果、更值得嚮往的。相似性可對個人的態度與信念提供

正面的增強(reinforcement)，相對地，不相似性則被視為一種懲罰(Williams &

O’Reilly, 1998)。因此，個人會主動地與團隊內相似的人進行互動，甚者，發展

友誼，但會對不相似的人保持距離(Brass, 1985; Ibarra, 1992)。實驗室研究已發

現，異質性會降低溝通、扭曲訊息以及產生溝通障礙(e.g., Barnlund & Harland,

1963; Triandis, 1960)。

在組織情境當中，實證研究亦發現相似性與吸引力會運作團隊多元化，降低

高多元化團隊之效能。例如：Tsui 與 O’Reilly (1989)研究結果發現，當上司與下

多元化屬性

社會分類過程

正面社會身份 正面第一印象

群體認同 人際互動與友誼

社會吸引力 人際吸引力

對群體或目標人物的
知覺、評價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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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的性別、年齡等人口統計特性相同或愈相似時，上司對下屬之主觀績效評量愈

高，且兩人愈容易產生友誼。相同地，當團隊成員進入公司的時間愈接近時，愈

能提高彼此的相似性，引起愈高的吸引力。其理由在於，於相同時點加入公司之

成員有愈多的機會互動與溝通，並分享共同的生活經驗(Pfeffer, 1985)。透過頻繁

的互動與交談，同一時間加入公司的成員比不同時間加入者，愈有機會發覺彼此

於背景與價值觀上之相似程度。因此，當團隊成員的性別、年齡或是加入公司的

時間相同或愈相似時，愈有可能因為相似性之提高，而增加吸引力，提高互動程

度，並發展友誼，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產生正面影響。相對地，當團隊多元化

程度愈高，即不相似程度愈高時，團隊成員愈容易產生疏離感，愈不願意與其他

不相似的成員進行互動，因而造成溝通之困難，愈容易發生衝突，進而降低團隊

績效。

整體而言，相似性與吸引力之作用與社會分類及社會認定理論相似，同樣會

使團隊多元化產生負面效能。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定理論可為相似性與吸引力提供

部分的解釋，亦即個人的態度與信念之增強有助於正面自我身份與認同之維持

(Jackson et al, 1993)。許多實證研究皆已發現，不相似程度愈高之團隊，即團隊

多元化愈高，愈會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造成負面影響，包括愈負面之態度、愈

不頻繁之溝通以及愈高之離職率(e.g., Jehn et al., 1999; O’Reilly, Snyder, & Boothe,

1993; Riordan & Shore, 1997)。

三、資訊與決策觀點(Inform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Perspective)

資訊與決策觀點主要用以解釋團隊成員所擁有知識與技能之多樣化程度會

對團隊結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McGrath，Berdahl 與 Arrow (1995)提出特質模

型(trait model)描述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間的關係，其假設團隊成員於特定屬性

上的多樣性分配可反映出工作相關的知識技能與經驗。因此，團隊成員的組成背

景愈多元化，代表團隊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能愈豐富。同時，團隊成員所擁有的

經歷與專業能力愈多樣時，可提升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Jackson, 1992)。為整合

團隊多元化、團隊能耐以及團隊決策之關聯性，Gruenfeld，Mannix，Williams

與 Neale (1996)提出資訊與決策理論以解釋團隊多元化對團隊效能之直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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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與決策觀點之原始意涵

Gruenfeld 等學者(1996)從團隊組成觀點詮釋資訊與決策之關聯性，強調成員

所擁有之資訊將對解決方案之品質高低造成影響。當團隊成員擁有相似資訊時，

該團隊可用以進行決策的資訊幾乎是重複的(redundant)，容易使團隊陷入團隊迷

思(groupthink)之困境，進而降低團隊決策之品質(Janis, 1982)。相對地，當團隊

成員擁有的資訊愈不相似，顯示其得以接觸到不同來源之資訊時，愈能有效地促

進資訊之處理，使得團隊決策得以發揮效能，更能有效地提高團隊決策之品質。

這是因為當成員愈能接觸到不同對象，獲得多樣資訊時，愈有可能搜尋到對團隊

有益之資源，愈有助於團隊解決問題(Jackson, 1992)。同時，團隊成員之資訊多

樣性程度可反映在團隊成員背景之組成，例如：人口統計特性、經驗、價值觀與

能力(McGrath et al., 1995)。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個自

擁有不同的屬性時，顯示成員愈能接觸到多樣化之資訊。因此，成員組成愈多元

化之團隊，代表該團隊擁有愈多樣之資訊，愈有助於決策之進行。

（二）資源與決策觀點對團隊多元化之影響

資訊與決策理論主張團隊組成之變化對團隊績效有直接影響，無須透過團隊

歷程之中介影響(Tziner & Eden, 1985)，而其理由在於，團隊組成之多樣化隱喻整

個團隊的技能、資訊以及知識愈豐富，愈有助於團隊效能之提升，特別是創造力

與創新績效(Bantel & Jackson, 1989; Tsui & Gutek, 1999)。與同質性團隊相較下，

成員背景愈多元化的團隊代表擁有愈廣的知識與經驗(Williams & O’Reilly,

1998)。舉例而言，支持新成員加入舊有團隊的學者認為，員工組成多樣化可提

高工作上的創造力。為強化此論點，Lazear (1997)進一步主張，新進成員必須擁

有現存團隊成員所缺乏的、工作相關且有用的資訊，同時更必須能夠將此資訊分

享給其他成員，方能提升團隊效能。就此觀點來看，當異質性團隊可增加新資訊

時，多元化即是有價值的資源。透過成員多元化的組成背景，可使團隊從多重觀

點思考問題的各個面向，且多樣化的技能組合更有助於團隊提出多種解決問題方

案，因此，團隊多元化能為團隊產生正向的影響，特別是在創新、複雜問題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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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等方面。

團隊多元化的資訊增加不只是成員本身擁有的獨特知識與技能，其所連結的

團隊外部網絡更是資訊的主要來源(Williams & O’Reilly, 1998)。在個人傾向與自

己相似的人互動往來的前提下，多元化團隊內的成員有更多的機會與更高的意願

接觸本團隊以外的資訊網絡(Milliken & Martins, 1996)。即使團隊多元化對團隊歷

程有負面影響，但透過團隊以外的社會網絡所得到的資訊，可為團隊產生正面績

效。學者大多同意團隊成員屬性之多元化不僅可提供解決問題所需的廣泛知識與

技能，更能藉由接觸不同的外部對象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e.g., Milliken &

Martins, 1996; Williams & O’Reilly, 1998)。例如：Ancona 與 Caldwell (1992a)主

張，團隊成員進入公司的時間點不同，代表認識的人亦不相同也不重複，因此，

各自擁有不同的技術能力，對問題的解讀亦有不同的觀點與看法。

除了從團隊成員之多元背景解釋其擁有的豐富知識與技能外，Gruenfeld 等

學者(1996)提出另一種說法解釋團隊多元化所隱藏之意涵－認知衝突(cognitive

conflict)，主張團隊多元化可透過認知衝突之顯現，以增強解決問題的能力

(Damon, 1991; Levine & Resnick, 1993)。以團隊決策為例，藉由各成員點出有缺

陷的假定或是否定的證據，此種魔鬼的建言(devil’s advocate)可有效降低團體迷

思(groupthink)的發生(Janis, 1982)。相同地，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成員提出

不符合常態，甚至是不正確的解決方案時，都可能會引導團隊產生更多的爭論，

應用更多的策略，檢視更多新穎的解決方案，同時間採用多重觀點，進而表現的

比其他缺乏認知衝突的團隊更為優秀。因此，Gruenfeld 等學者認為，異質性團

隊所產生的認知衝突以及之後有效的解析(resolution)是其優於同質性團隊的理

由所在。

整體而言，資訊與決策觀點主張團隊成員之多樣化組成可為團隊產生豐富的

知識與技能、擴大團隊以外的社會資訊網絡以及產生團隊內部的認知衝突。這些

機制皆有助於團隊從不同面向得到多元的資訊，以不同觀點檢視共同面對的問

題，繼而提出多重接近正確的解決方案。因此，本研究將以資訊與決策理論解釋

為何工作相關多元化能對團隊績效產生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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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知資源觀點(Cognitive Resource Perspective)

除資訊與決策觀點外，Wiersema 與 Bantel (1992)連結認知觀點與團隊決策歷

程之文獻，提出認知資源觀點用以詮釋團隊組成與決策之關係。因此，本研究亦

整理認知資源觀點之相關文獻以解釋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聯性。

（一）認知資源觀點之原始意涵

團隊置身於決策過程中時，成員對於事物的知覺與詮釋即反映出自身的「認

知基礎(cognitive base)」。認知基礎被定義為個人對於人事物感受的前提假設

(March & Simon, 1958)。Hambrick 與 Mason (1984)主張個人的認知基礎會在決定

過程中影響到其知覺歷程，其理由有三：(1)認知基礎會限制個人的眼界(field of

vision)以及其對環境的注意力；(2)當個人只專注於眼界中的刺激時，認知基礎會

造成選擇性知覺的發生；(3)個人所接觸的資訊會透過認知基礎而被過濾。因此，

就團隊層次而言，團隊的認知基礎會影響資訊的獲得、處理與解決方案的產生，

此即為認知資源觀點(Wiersema & Bantel, 1992)。

（二）認知資源觀點對團隊多元化之影響

由於認知基礎是從個人的經驗所逐步發展而來(Cyert & March, 1963)，且人

口統計特性是個人的信念、價值觀與看法的預測變數(e.g., McGrath et al., 1995)，

因此人口統計特性與認知基礎有密切的關係存在，亦即人口統計特性可導引個人

認知基礎之形成。Jackson 等學者(1995)認為與工作相關的認知會影響取得的資訊

內容、資訊構成的架構(或可稱為認知地圖, cognitive map)、學習以及資訊的處

理，包括對工作資訊的取得與運用，因此工作相關的多元化屬性可促進工作相關

認知的形成，進而對團隊造成正面的結果，例如：團隊創新或問題之解決(Jackson,

1992)。而以本研究對多元化屬性之分類為基礎，公司年資、學歷背景或是功能

別等工作相關屬性，皆有益於工作相關認知基礎之形成。是故，就認知資源觀點

而言，團隊成員於年資、功能別或是學歷背景上的組成愈多元，將使得其工作認

知基礎愈複雜，進而影響整個團隊的知識基礎與觀點，並使團隊對問題解讀的立

場與觀點愈為多元與完整，愈有助於解決方案之提出(Webber & Donahu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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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地，同質性團隊因為人口統計特質、背景與生活經歷相似，較能產生相

似的知覺，並基於相似性而彼此吸引，有益於團隊認同與凝聚力的提升(Byrne &

Wong, 1962; Lott & Lott, 1965; Rokeach, 1960; Zander, 1977)。同質性團隊容易因

認知基礎相似而形成共識，但卻也造成盲從及缺乏資訊透明化等缺點的發生；同

時，過高的團隊凝聚力會削弱團隊使用資訊的能力(Whitney & Smith, 1983)，反

而可能造成團隊解決問題能力以及績效的下降。但對異質性團隊而言，團隊成員

的組成愈多元，擁有愈多的資訊來源，愈能以不同的觀點詮釋問題，使得團隊的

思考架構愈多元愈複雜，儘管缺乏共識，卻有助於資訊的搜集與運用(Dutton &

Duncan, 1987)。同時，透過挑戰異於自己觀點，更能刺激有效的團隊內部討論，

此舉將使異質性團隊提出的可行解愈多愈完整，愈能決定高品質的解決方案

(Hoffman, 1959)。然而，團隊組成之異質性程度過高，可能會因為立場與觀點太

複雜，反而造成內部溝通不良(McCain, O’Reilly, & Pfeffer, 1983)與衝突的發生

(Pfeffer, 1983)，進而使得團隊缺乏足夠的能力進行決策與採取行動(Wiersema &

Bantel, 1992)。因此，太高的異質性或同質性都可能對團隊造成負面的影響。

（三）資源與決策觀點及認知資源觀點之異同

相較於資訊與決策理論，認知資源觀點強調團隊成員組合下所形成的認知基

礎之多元與複雜性，著重於成員因工作相關屬性之差異而引導出對相同問題的不

同解讀與看法，並進一步推導出更多可行的解決方案(Wiersema & Bantel, 1992)。

兩個理論的相同點在於，資訊與決策理論主張不同背景組合的團隊成員基於知識

基礎之不同容易發生認知衝突，而此論點亦可通用於認知資源觀點，因為團隊成

員原始之認知基礎各有差別，而透過個別意見之表達，不管是一致或不一致，都

可讓問題的思考更趨於全面性，使得團隊於決策過程中能更仔細地考慮到所有的

可行方案，而決定品質相對較高的方案。

儘管兩個理論都主張團隊多元化有益於創新與解決問題方案之提出，但認知

資源觀點主張其潛在中介機制為工作相關認知基礎之多樣化，透過不同屬性成員

之組成，可擴大與深化團隊成員之觀點與看法，使團隊成員避免因為選擇性知覺

等誤差而產生資訊處理之錯誤(Hambrick & Mason, 1984; Wiersema & Ba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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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相對地，資訊與決策理論則認為團隊組合的多元化代表其擁有之資訊與

知識是豐富的，因為成員屬性之多樣化程度愈高，代表成員有愈多的機會能與不

同類型之資訊持有者接觸，比同質性之團隊更能擁有大量與多元化資訊，降低因

資訊重複性過高所造成之資訊與搜集成本(Williams & O’Reilly, 1998)。例如：團

隊內不同背景之成員互動有益於現存知識(existing knowledge)之提升，而與團隊

外不同背景之成員可交換資訊，提升可觸及知識(accessible knowledge)之範疇

(Smith, Collins, & Clark, 2005)。因此，認知資源觀點是從認知之角度看團隊多元

化與決策之關係，而資訊與決策理論則是從知識之角度看團隊多元化能否為團隊

帶入不同類型之知識與資訊。

整體而言，認知資源觀點主張團隊組成愈多樣化，其認知基礎愈複雜，愈能

從不同的角度解讀相同問題。同理可知，當團隊成員於工作相關屬性的組成愈複

雜，變異愈大時，顯示團隊之工作相關認知愈多元，其有益於資訊處理與學習

(Jackson et al., 1995)。

小結

本研究整理社會分類理論、社會認同理論、相似與吸引力、資訊與決策理論

以及認知資源觀點等團隊多元化之理論基礎。從多元化屬性之分類來看，關係相

關多元化，包括表象與深層多元化，適合以社會分類理論、社會認同理論以及相

似與吸引力解釋為何團隊於性別、年齡、人格特質與態度上多元化組成會影響到

團隊之內部歷程與外部活動等社會結果之發生；而工作相關多元化則適合以資訊

與決策理論以及認知資源觀點解釋為何團隊於年資、功能別與學歷背景上之多樣

化組成能有效提升工作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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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績效之關係

Jackson 等學者(1995)依功能特性將多元化區分為關係相關與工作相關兩

類，其中關係相關多元化可依識別度再分成表象及深層多元化(Harrison et al.,

1998; 2002)。就 McGrath 等學者(1995)的特質模型而言，表象多元化，例如：性

別、年齡與種族等屬性，可用以直接替代團隊內成員的態度、人格特質與信念的

差異性。此外，部分潛在屬性，如文化價值觀、態度與觀點，與人口統計屬性亦

存有高相關(Staw & Barret-Power, 1998)。例如：團體成員於年齡上的差距會與該

團體在態度與價值觀上的多樣化有關(Bantel & Jackson, 1989)。因此，本研究將

關係相關分為表象與深層多元化兩類，並合併討論。

本研究將關係相關多元化分為表象與深層多元化，表象多元化的屬性主要有

性別、年齡與種族；深層多元化的屬性則有態度、人格特質與信念等。本研究將

從管理議題與組織情境之相關實證文章整理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對團隊歷

程與團隊績效之影響，其中，團隊歷程將分別探討內部凝聚力與外部活動，而團

隊績效則包含團隊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以下，將依序討論之(實證研究整

理請見附錄一)。

一、表象多元化

Harrison 等學者(1998)定義表象多元化為團隊成員於生理上明顯可觀察到的

異質程度，而性別、年齡與種族等永久不可改變的特質則是最具代表的屬性，而

此三大多元化屬性亦是許多實證研究所討論的(Jackson et al., 2003; Williams &

O’Reilly, 1998)。這些研究多以相似性與吸引力之理論解釋為何團體內不同表象

屬性之組成與分配會對績效造成不同方向與程度的影響。然而，自 Kanter (1977)

將性別組成導入組織情境之後，組織學者開始重視表象多元化與績效間的關係，

並從社會分類理論、社會認同理論或是資訊與決策理論解釋兩者的關係(e.g.,

McLeod & Lobel, 1992; Tsui et al., 1992)。因此，表象多元化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

效之影響多以社會分類理論、社會認定理論以及相似性與吸引力做為主要之理論

基礎。



31

1. 團隊歷程

團隊歷程被廣泛地稱為團隊成員之互動(Marks, Mathieu, & Zaccaro, 2001)以

及集結成員個別努力以達集體目標之過程(Kozlowski & Bell, 2003)，因此，凝聚

力溝通、衝突與協調等皆為常見之團隊歷程類型。社會分類理論及相似性與吸引

力理論皆主張，表象多元化對團隊歷程有負面之影響。當團隊內出現與自己不相

同的成員時，個人愈容易發生社會分類之機制，將與自己相似的成員歸類為內群

體，而與自己不相似的成員歸類為外群體，並產生認知誤差(cognitive biasing)

(Kramer, 1991)。而從相似性與吸引力的觀點而言，愈多樣化的團體愈無法提供

足夠的人際吸引力以集結團體成員，因為成員彼此並無相似之處(Byrne, 1971)。

已有足夠的研究證據顯示此負向關係之存在，例如：Alagna，Reddy 與 Collins

(1982)比較全為男學生與男女學生組成的團體，研究結果發現，在男女學生共同

組成的團體中，其衝突程度愈高、人際間的緊張程度愈高、友善程度亦愈低。其

他的實證研究亦發現，性別組成愈多元化的團隊，團隊歷程之損失(process loss)

愈明顯(e.g., Pelled, 1997; Sackett, DuBois, & Noe, 1991)。

Pelled (1996)提出一概念性架構說明不同的多元化屬性會對不同類型的衝突

造成影響，當團隊成員於工作相關屬性上的組成愈多元時，愈容易產生職務上的

衝突假設；相對地，當團隊成員於人口統計屬性上的組成愈多元時，則愈容易發

生情緒上的衝突。因此，相較於工作相關多元化，表象多元化愈容易造成團隊情

緒性衝突的發生，同時，透過情緒性衝突的增加，將間接對團隊造成負面的影響。

然而，多數的實證研究並未得到支持此假設的結果(Mohammed & Angell, 2004;

Pelled, 1996; Pelled et al., 1999)。僅有 Pelled (1997)研究發現，性別多元化與種族

多元化皆會增加情緒性衝突。Jehn 等學者(1999)將性別與種族多元化整合為社會

類別多元化，研究結果得到，社會類別多元化對情緒性衝突有正向影響。然而，

Pelled 等學者(1999)並未再次發現性別多元化、種族多元化與衝突間的相關，其

認為，性別與種族多元化不管在生活或是工作環境已是普遍之現象，因此工作團

體由不同種族所組成亦不再是特別的事情，亦即團體間的性別與種族差異性並不

如過去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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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Pelled (1997)亦假設年齡多元化與情緒性衝突呈正相關，更進一步主

張，年齡多元化對情緒性衝突的影響高於公司年資多元化。然而，與預期相反地，

研究結果發現年齡多元化與情緒性衝突為負相關，亦即，團隊成員的年齡差距愈

大時，團隊內情緒性衝突的程度愈低。Pelled 認為此相反結果的發生，可能是因

為樣本特性所造成的。此樣本資料顯示，年齡多元化與年資多元化為負相關，亦

即，團隊成員年資上的差距愈大，其年齡差距反而愈小。換言之，團隊成員彼此

年齡各不相同，但恰巧在相近的時點共同加入公司，共同組成團隊，愈能認同於

相同時間內加入的成員，因而忽略年齡上的差距。

除了情緒性衝突外，性別多元化亦可能對團隊社會整合造成負面的影響。社

會整合被定義為團隊成員受到團隊吸引，對彼此感到滿意，進而產生社會互動

(O’Reilly et al., 1989)。而團隊凝聚力為社會整合的情感性構面，被定義為團隊成

員相互吸引與連結於共同團隊的程度(Harrison et al., 1998)。大多數的實證研究將

社會整合與團隊凝聚力視為相似的構念，因此可合併討論(Williams & O’Reilly,

1998)。然而，少有實證研究發現表象多元化與社會整合、團隊凝聚力之關係。

O’Reilly 等學者(1989)研究結果發現，當個人與其他團體成員的年齡愈不相近，

差距愈大時，個人對整個團體的社會整合程度愈低，愈容易發生離職行為，但整

個團隊之年齡多元化對團隊層次之社會整合程度並無任何影響。Harrison 等學者

(1998)為進一步釐清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以團隊成員認識時間為干

擾變項，探討時間對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團隊成員

相處的時間愈久，性別、年齡與種族多元化對凝聚力的負向影響會逐漸地減弱。

相較於性別多元化，年齡多元化與種族多元化對溝通之影響較為明確。

Zenger 與 Lawrence (1989)以某家美國電子公司的研發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年

齡多元化是否會對技術性溝通產生效用。研究結果發現，當專案團隊內研發人員

的年齡各不相同，差異愈大時，反而使得團隊內部的技術溝通頻率愈低。相反地，

當專案團隊成員的年齡愈接近時，團隊內部的技術溝通愈頻繁。此外，年齡愈相

近的研發人員愈常與團隊以外的研發人員一同討論技術上的議題。而 Hoffman

(1985)以 96 個公營單位為研究對象，探討工作單位的種族多元化程度與溝通之

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當黑人於主管職上的比例愈高，超過 47%時，該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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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部人際溝通頻率愈低，特別是與直接上司或下屬之面對面溝通。相對地，提

高黑人之比例卻與組織層次的正式溝通次數，如主管級會議，呈正相關。

假設推導

本研究將以社會分類理論與社會認定理論解釋表象多元化與團隊歷程之關

係。常見之表象多元化包括性別、年齡與種族，然而，本研究樣本之種族分配情

形不如美國之多樣化，因此，本研究之表象多元化僅有性別與年齡兩個屬性。當

團隊成員意識到彼此於性別與年齡上的差異時，容易影響到個人的社會認知

(social cognition)。Jackson 等學者(1993)將社會認知定義為，個人將陌生人之簡單

外在資訊轉換為對應特徵或形象之推論邏輯，特別適用於明顯且高識別性之表象

多元化。這是因為性別與年齡等外觀上顯著的差異容易引發個人的社會分類過程

(Turner, 1982)，將與自己不相同之外群體冠以負面之刻板印象，與自己相同之群

體冠以正面之刻板印象，因而產生偏見與誤解。同時，個人在面對與自己不相同

屬性之他人或群體時，愈容易意識到自己的社會身份與認同(Tajfel, 1978)，因此，

愈會注意到自己與他人之差異。從社會分類理論與社會認同理論的觀點來看，當

團隊成員以性別與年齡定義自己以強調彼此之差異時，為了維護與強化內群體之

身份與認同，其愈有可能對內群體給予正面之評價，而對外群體給予負面之評

價。同時，當成員依性別與年齡將團隊內部再予以區分成不同的次群體(sub-group)

時，次群體間的互動與關係將會因為彼此的差異，而引發不同程度之偏見，進而

影響到整個團隊的內部和諧與對外行為之一致性(Van Knippenberg, De Dreu, &

Homan, 2004)。因此，當團隊多元化程度愈高時，顯示團隊內的次群體愈多，而

相較於高同質性之團隊，次群體愈多，愈可能發生次群體間之衝突與意見分歧，

使得次群體關係愈不良，對團隊認同程度愈低，愈不願意為團隊整體努力，自然

愈不容易對外展現共同行為。

由上可知，當團隊之表象多元化程度愈高，即性別與年齡差異程度愈高時，

團隊成員容易意識到彼此的不同，愈容易產生誤解及引發焦慮情緒，使得成員對

彼此的喜愛程度下降，造成團隊凝聚力降低，愈不願意代表團隊與外界進行良好

的互動。此外，相較於多元化程度低之團隊，高度多元化之團隊，愈可能因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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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間之偏見與歧視，造成各個次群體對團隊整體之認同感愈低，使得其對外之

行為愈不一致，僅考慮到次群體自身之利益，而非整個團隊之共同利益，因此，

為團隊塑造正面形象與搜集資訊之行為遠不及低度多元化之團隊。相反地，當團

隊表象多元化程度愈低，即性別與年齡差異程度愈低時，團隊互動愈好，愈有助

於團隊凝聚力之提升，且愈能夠對外表現一致之行為。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1：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

假設 1-2：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呈負相關。

2. 團隊績效

在組織情境中，實證研究發現性別多元化會對團隊績效造成負向影響，特別

是當樣本為男性佔多數的情況時；相對地，當女性佔多數時，性別多元化與工作

績效是無關的。Pelled (1997)以 42 個組織工作團隊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

性別多元化會間接地對知覺到的生產力造成負向影響。這是因為性別多元化會導

致情緒性衝突的提升，進而降低生產力。Kizilos，Pelled 與 Cummings (1996)以

男性佔多數(超過 90%)的樣本檢視性別多元化與輔助性績效(即組織公民行為)之

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多元化與輔助性績效呈負相關。Kizilos 等學者解釋

此負相關的發生，可能是因為性別是具有高識別性的屬性，容易引發個人的社會

分類機制，進而區別內群體與外群體之差異，造成情緒性衝突，並降低組織公民

行為的發生。然而，在另一群女性超過半數的樣本中，O’Reilly, Williams與Barsade

(1997)的研究卻發現，性別多元化並不會對團隊績效造成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影

響。

實證研究亦發現種族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正向關係。O’Reilly 等學者(1997)

研究發現，種族多元化與團體創新績效及執行能力呈正相關。在控制衝突的干擾

效果下，由亞洲人與白人所共同組成之團隊，比全為白人或是由其他種族所組成

之團隊，愈具有創意，且愈有能力執行其所提出之想法與點子。然而，種族多元

化卻可能對其他的團隊績效造成負面之影響。Kizilos 等學者(1996)研究發現，相

較於同質性團體，成員之種族組成愈異質之團體，其組織公民行為愈低。因此，

種族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會隨著績效類型而有不同方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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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年齡多元化對績效的影響並不顯著。O’Reilly 與 Flatt (1989)研究發現

年齡多元化與創新無關；而 Bantel 與 Jackson (1989)或 Wiersema 與 Bantel (1992)

亦未得到兩者有關的結果。O’Reilly 等學者(1993)以高階管理團隊為研究對象，

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年齡多元化與組織創新的關係。之後，O’Reilly 等學者(1997)

再一次確認，得到相同的結果。目前僅有 Zajac，Golden 與 Shortell (1991)研究發

現，年齡多元化對創新有負向影響。

相對於年齡多元化與績效的模糊關係，年齡多元化被視為有效預測團隊成員

離職與缺席的重要因素(Williams & O’Reilly, 1998)。學者以不同的樣本為研究對

象，包括高階管理團隊與基層製造團隊，皆得到相同的結果，團隊成員的年齡組

成愈不相同時，團隊的離職率愈高 (Jackson, Brett, Sessa, Cooper, Julin, &

Peyronnin, 1991;O’Reilly et al., 1989; Wagner, Pfeffer, & O’Reilly, 1984; Wiersema

& Bird, 1993)。此外，O’Reilly 等學者(1989)亦發現，與團隊成員年齡差距愈大的

員工，愈可能發生離職行為。Wagner 等學者(1984)及 Cummings，Zhou 與 Oldham

(1993)亦得到相同的結論。同時，Cummings 等學者更以缺席率為結果變項，分

析年齡多元化與缺席率的關係。研究結果發現，與團隊成員年齡相差愈多的員

工，愈容易缺席，且直屬上司對該員工的績效評量分數愈低。

除團隊層次的效能外，表象多元化亦會影響到個人的滿意度與組織承諾等情

感性結果。Wharton 與 Baron (1987)研究發現，相較於男性或是女性佔多數的工

作環境，當男性身處於男女比例平均的工作環境時，男性的工作滿意度與自我尊

重程度愈低，工作相關的沮喪程度則愈高。相對地，當女性身處於男性佔多數的

工作環境時，其工作滿意度則顯著地高於其他工作情境的女性。Tsui 等學者(1992)

亦得到相似的結論，處於弱勢團體中的男性愈容易缺席，留職意願愈低，而處於

性別混合團體的女性，其組織承諾愈高。同時，年齡多元化會降低員工的留職意

願，但對組織承諾並沒有任何影響。

假設推導

同上所述，表象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亦可以社會分類理論及相似性與吸

引力理論解釋之。在性別與年齡分布愈多元化的團隊中，成員愈容易意識到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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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異性，進而引發對內群體與外群體的不同對待方式與行為(Williams &

O’Reilly, 1998)。在此種情況下，團隊內部因社會分類機制而被成員區分成不同

的次群體，使得次群體間的關係更形複雜，愈容易發生對次群體的偏見與歧視，

且成員愈無法放下成見，共同為整個團隊之目標而努力與合作(Joshi & Jackson,

2003)。因此，相較於低表象多元化，表象多元化愈高之團隊，愈可能因為團隊

內過多之次群體造成合作程度下降，愈難以共同致力於工作問題之解決，使得團

隊工作績效愈低，並降低解決問題之能力。相對地，當團隊成員於性別或年齡之

組成愈相似，表象多元化愈低時，團隊成員愈容易彼此吸引，愈能認同團隊，因

此愈能共同努力，有助於團隊工作績效之提高。同時，在團隊成員於性別與年齡

上之相似程度愈高時，在意見上之溝通與交流將更趨於一致，更能有效地提高解

決問題之能力。Pelled (1997)研究結果發現，性別多元化與團隊生產力呈負相關；

而 Zajac 等學者(1991)亦發現年齡多元化對創造力有負向影響。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2-1：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工作績效呈負相關。

假設 2-2：表象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呈負相關。

儘管亦有研究發現表象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正向關係(e.g., Bantel, 1994;

Sacket et al., 1991)，表象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仍缺乏一致之結果(Webber &

Donahue, 2001)。然而，學者多支持不同性質之多元化屬性會對不同團隊結果造

成影響之論點，並主張對團隊績效影響較大之屬性應為高工作相關多元化，例

如：教育程度、工作年資等(e.g., Pelled, 1996; Pelled et al., 1999; Webber & Donahue,

2001)。在工作情境中，團隊成員愈傾向以年資與教育程度做為分類之依據，以

推測團隊所擁有之知識與技能(Nickerson, 1999)，因此，愈能夠引發成員於工作

上之良性互動，而提高團隊績效(本研究於下節將討論此關係)。然而，表象多元

化所引發之團隊內次群體偏見與合作困難仍是存在的，相較於其可能對團隊績效

產生之正向影響，本研究仍主張表象多元化對團隊績效呈負向影響，而工作相關

多元化則對團隊績效呈正向影響。

二、深層多元化

相較於表象多元化，深層多元化對團隊之影響經常是被忽略的，因為過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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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多以性別、年齡與種族等表象多元化替代為團隊成員於價值觀、態度與人格特

質上之多樣化組成(Harrison et al., 1998)。深層多元化指的是團隊成員於態度、信

念、價值觀與人格特質等潛在心理特性上之異質程度。這些特性並無法直接觀察

得到，須透過語言或非語言行為表現出來，故屬於潛在特性，且變異程度較大

(Jackson et al., 1995)。同時，相較於表象多元化，深層多元化之實證研究仍屬少

量，實有必要納入更多的深層多元化屬性進行討論，例如：人格特質與認知風格

等(Jackson, Joshi, & Erhardt, 2003)。因此，本研究認為應該對深層多元化做更深

入之探討，以比較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之差異。

人格特質、態度及價值觀為深層多元化屬性。人格特質多元化則著重於團隊

成員於特定人格特質之分布情形，而五大人格特質(Big Five)中的勤勉審慎性、

外向性與親和性則與團隊效能之相關性較高(Kozlowski & Bell, 2003)。態度多元

化指的是團隊成員對於組織、團隊或是工作之觀感與看法上的差異程度(Harrison

et al., 2002)。價值觀多元化指的是團隊成員對於團隊目標、任務及使命之認知所

存在的差異程度(黃家齊, 2003)。價值觀多元化通常用以反映團隊成員於信念與

偏好方面之差異，因此，又與認知多元化相似(Miller, Burke, & Glick, 1998)。價

值觀多元化對團隊之影響已有許多實證研究探討，且兩者之關係亦相當一致

(Jehn et al., 1999; Pelled et al., 1999; 黃家齊, 2003)，因此，本研究僅以人格特質

與態度做為深層多元化之屬性，並不包含價值觀。

相較於表象多元化，深層多元化變數之選取則缺乏普遍之認同(Harrison et al.,

1998)。就深層多元化之定義而言，深層多元化屬性可以是人格特質、工作態度

或價值觀等。然而，本研究所探討之深層多元化變數並未包含價值觀，其理由有

二：第一，價值觀多元化與團隊績效關係之研究結果相當一致(e.g., 黃家齊, 2003;

黃家齊、蔡達人; 2003; Jehn et al., 1999)，相較之下，有關人格特質與工作態度多

元化之研究結果則較不一致；第二，價值觀之衡量較缺乏表面效度(如：新教徒

之工作倫理, Protestant work ethic)，僅是表面上詢問員工對工作環境之意見與看

法(Harrison et al., 1998)。因此，本研究將以親和性、組織承諾與學習目標導向為

深層多元化之衡量變數。其中，親和性為視為團隊組成之重要人格特質之一，因

為在共同工作之情境當中，親和性有助於成員之和平相處與良性人際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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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 & Wright, 1999)。相較於勤勉審慎性與外向性多元化，親和性多元化對

團隊歷程之影響應更為重要，因為團隊成員內部之互動不僅會影響到合作，亦可

能使得團隊對外活動受到影響(Galdstein, 1984)，因此本研究以親和性為深層多元

化之變數，以探討其是否會對團隊結果造成影響。而員工對組織之態度會影響到

個人對團隊之觀感與團隊目標之達成，因此，組織承諾亦為重要之深層多元化變

數之一(Harrison et al., 1998)。此外，學習目標導向又與團隊適應環變化能力有

關，且可協助團隊持續修正工作程序以達到目標(Bunderson & Sutcliffe, 2003)，

是故，本研究亦將學習目標導向做為深層多元化變數。

1. 團隊歷程

團隊成員於人格特質或態度上之異質性愈高，團隊凝聚力愈低，特別是態度

上的相似性可做為預測人際吸引力與友誼之前置因素(Byrne, 1971; McGrath,

1984)。Harrison 等學者(1998)以一家醫院 39 個工作團體為對象，探討團隊成員

於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方面之異質性是否會對團隊凝聚力造成負面之影響，但研

究結果並未發現此關係之存在。然而，隨著團隊成立之時間愈久，成員對彼此愈

熟悉時，工作滿意多元化愈高之團隊，相較於愈低者，其團隊凝聚力愈低。Harrison

等學者(2002)更進一步發現，團隊成員在態度方面的真實差異與知覺到的差異呈

正相關，亦即態度上之真實多元化對成員知覺到的多元化有正向影響。

而在人格特質方面，勤勉審慎性、親和性與外向性則與團隊工作之相關較高

(Kozlowski & Bell, 2003)。Barrick 等學者(1998)以 51 個工作團隊為對象，探討五

大人格特質對團隊績效與團隊歷程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勤勉審慎性多元化與

團隊績效呈顯著負相關，而親和性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顯著負相關，但外向性

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則為顯著正相關。之後，Van Vianen 與 De Dreu (2001)複製

(replicate)Barrick 等學者(1998)之研究，以 25 個工作團隊與 24 個學生團隊為對

象，目的在確認五大人格特質與團隊績效之關係是否適用於歐洲樣本。然而，研

究結果卻發現，不管是勤勉審慎性、親和性與外向性皆未對團隊績效或團隊凝聚

力造成任何影響。此外，Harrison 等學者(2002)亦未發現勤勉審慎性多元化與社

會整合有關。由此結果可知，團隊不同人格特質之組成及分配情形，對團隊凝聚



39

力有不同的影響。

相較於人格特質與態度等潛在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之負面影響，價值觀多元

化與衝突之關係更是明顯。價值觀會影響個人內心之思考，進而引起外顯行為之

發生，因此，團隊價值觀愈趨於多元化，顯示團隊成員的價值觀並不相似，容易

造成團隊成員對目標與任務產生不同之見解(黃家齊、蔡達人, 2003)。Jehn 等學

者(1999)研究結果發現，當團隊成員價值觀愈多元，即契合度愈低時，團隊內部

之情緒性、任務性及程序性衝突愈高，這是因為價值觀多元化容易造成成員間之

溝通不良。與價值觀多元化相似的是，五大人格中的親和性多元化亦會對團隊衝

突產生正向影響(Barrick et al., 1998)，其他四種人格特質之多元化並未有相同之

結果，例如：Mohammed 與 Angell (2004)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外向性會對團隊內之

情感衝突造成影響。

假設推導

就社會分類與社會認定理論之觀點而言，團隊成員於態度、人格特質及價值

觀等心理特性上之差異程度愈高，愈容易使得成員意識到彼此認知結構的不相似

性(cognitive paradigm)。Shaw (1990)強調，由潛在屬性差異性所引發之認知結構

會對處理人際資訊的人員基模(person schema)造成影響，使得對相同行為的解讀

與歸因產生不一致的結果，更容易產生緊張感(tension)。同時，認知結構的不相

似性愈高，個人知覺到的人際互動成本愈高。如同 Devine (1989)所言，為克服成

員間於潛在屬性上的差異，需要花費更多的心力，反而會使得成員對互動產生反

感。因此，當團隊成員於態度與人格特質上之差異程度愈大時，愈不願意付出心

力與彼此互動，愈難達到內部的和諧與外在的共同行為。

此外，就相似性與吸引力之觀點而言，人們會被與自己相似的人所吸引，且

偏好與相似的人互動，因為其預期彼此會有相近的價值觀、信念與態度等(Byrne,

1971)。除性別與年齡等外在上的相似外，此種人際上的吸引力亦會對潛在屬性

造成影響(e.g., Byrne, 1971; Newcomb, 1961)。個人傾向與態度、觀點與信念相近

的人互動與溝通，因為心理特性上愈相似，愈能了解彼此的看法與作為，而此種

人際上的吸引力更能強化自己的情感與行為(Swann, Stein-Seroussi, & Gie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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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同時，團隊成員於潛在屬性上的差異程度愈高，愈不容易相互吸引，知

覺到的互動成本愈高，愈會降低社會互動的可能性。相反地，人格特質與態度上

愈為相似的成員，愈能和緩人際互動，且隨著互動愈趨於正面時，愈能引發交換

關係之形成，使得團隊內的溝通愈順暢，成員相處愈和諧(Harrison et al., 1998)。

因此，本研究認為，深層多元化愈高的團隊，相較於多元化低的團隊，愈容易因

為不相似性而降低人際吸引力，並提高知覺性的互動成本，使得團隊互動程度下

降，因而影響到內部與外部的團隊活動。

此外，多元化程度愈高之團隊，愈可能因為團隊內次群體過多而造成行動上

的分歧，無法以團隊整體之利益為考量重點，不僅使得團隊內部無法凝聚共識，

更使得對外之行為表現缺乏一致性。相較之下，深層多元化程度低之團隊，於人

格特質與工作態度上較為相似，因此，愈能彼此相互吸引，進而凝聚團體，且愈

能夠對外表現出塑造團隊之正面形象及為團隊搜集資訊等共同行為。研究假設如

下：

假設 3-1：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

假設 3-2：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呈負相關。

然而，過去研究結果並不一致，例如：Harrison 等學者(1998)並未發現表象

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有影響；O’Reilly 等學者(1989)則發現表象多

元化與社會整合程度為負相關。Milliken 與 Martins (1996)解釋，這可能與多元化

之類型有關。因此，本研究認為，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有不同

程度之影響。

表象多元化所引起之偏見與誤解可隨著成員相處時間增加而消失，相對地，

深層多元化卻會因為相處時間增加而愈顯突兀，對團隊凝聚力造成負面影響

(Harrison et al., 1998)。深層多元化會使得成員意識到彼此於心理特性上的差異，

容易引起負面的情緒，特別是焦慮(anxiety)與憤怒(Staw & Power-Barrett, 1998;

Tsui & Gutek, 1999)，產生溝通與互動的障礙。同時，Harrison 等學者(2002)研究

發現，當團隊成員知覺到的深層多元化(perceived deep-level diversity)愈高時，團

隊凝聚力愈低(b=-.42, p<.01)，且其影響程度大於知覺到的表象多元化(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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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而真實的深層多元化(actual deep-level diversity)對知覺到的深層多元化有

正向影響，進而對團隊凝聚力產生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深層多元化對團

隊歷程之影響大於表象多元化，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4：深層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之負向影響大於表象多元化。

2. 團隊績效

深層多元化對團隊歷程之負向影響，並未在團隊績效呈現相同之結果。Jehn

等學者(1999)以 92 個工作團體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價值觀多元化與成

員知覺到的績效、真實的團隊績效以及團隊效率有負向關係。甚者，價值觀多元

化愈高的團隊，工作滿意度、留職意願及組織承諾等社會結果亦相對地低於價值

觀一致之團隊。黃家齊與蔡達人(2003)以及黃家齊(2003)研究結果亦發現，當團

隊的價值觀愈多元化時，團隊知識分享與創新績效愈低。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團

隊成員於價值觀方面愈不一致時，愈容易為團隊績效產生負面效果。然而，

Rodriguez (1998)以研究生所組成之學生團體為對象，比較團體層次之價值觀多元

化，卻發現價值觀愈不相似之團體，不僅工作滿意度愈高，團體成果所得到之創

造性與效能評價亦愈高。

與價值觀多元化相似的是，人格特質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影響亦未有一致的

結論。Barrick 等學者(1998)研究結果發現勤勉審慎性多元化與團隊績效呈負相

關，但 Harrison 等學者(2002)卻未得到相同之結果。相對地，團隊成員知覺到的

深層多元化程度愈高，團隊績效愈低。此研究結果顯示，團隊成員於勤勉審慎性

之真實差異並不會影響到團隊績效之高低，但團隊成員知覺到的異質性才是真正

影響團隊績效及團隊社會整合之原因。

假設推導

儘管深層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影響並不一致，本研究仍主張深層多元化可透

過三種潛在機制對團隊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造成負面影響。第一，團隊成員

於人格特質與工作態度上之差異程度愈高時，愈容易使得成員意識到彼此的不

同，且此種潛在特性之不相似感，將使得團隊成員愈不願意與不相似的外群體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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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動，而傾向與內群體相互吸引，愈不願意深入了解彼此差距性所造成之誤

解，無法以同理心為外群體設想，造成次群體間的互動成本增加，對團隊績效造

成負面影響(Harrison et al., 2002; Lovelace et al., 2001)。第二，當團隊深層多元化

愈高，反映在人格特質與工作態度上的差異性愈大時，愈容易將意見不同之原因

歸究於個人因素，使得情緒性衝突增加(e.g., Jehn et al., 1999; Pelled et al., 1999)，

並降低團隊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第三，團隊成員於人格特質與工作態度上

的差異性愈高，將使得團隊成員愈不願意為團隊目標共同努力，缺乏對整體團隊

之認同，自然無法為團隊效力，造成團隊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之下降

(Williams & O’Reilly, 1998)。因此，本研究認為深層多元化愈高的團隊，相較於

深層多元化低之團隊，其團隊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愈低。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5-1：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工作績效呈負相關。

假設 5-2：深層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呈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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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績效之關係

Jackson 等學者(1995)為區別多元化屬性之類別，將之分為關係相關多元化及

工作相關多元化。Pelled (1996)認為將工作相關多元化從過去的組織人口統計學

中獨立出來的理由在於，工作相關多元化比性別、年齡等關係相關屬性愈能引發

團隊成員對於工作的認知與看法，而非與社會分類或社會認同相關之社會認知。

換言之，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之工作職務互動有較直接的關係，而關係相關多

元化則與團隊內外部之人際互動有關(Zenger & Lawrence, 1989)。同時，被歸類

為工作相關多元化之年資、學歷與功能背景等屬性與性別、年齡等人口統計變數

之相關並不高(Staw & Barrett-Power, 1998)，例如：Jehn 等學者(1999)研究得到相

關係數為.08，因此，本研究認為獨立探討工作相關多元化，確有其必要性。為

統一多數學者對工作相關多元化之觀點與看法，本研究工作相關多元化定義為對

職務有直接影響，且可形塑團隊之任務觀點與技術之屬性，年資、學歷及功能背

景等皆屬之。

1. 團隊歷程

已有不少實證研究發現，團隊於年資上之異質性對團隊歷程有負向之影響例

如：早期的小型團體實驗法針對成員之相似性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得到，異質程

度愈高的團體，成員之團隊凝聚力與滿意度愈低(e.g., Good & Nelson, 1971; Lott

& Lott, 1965)。而以組織團隊為對象之研究，亦得到相同之結果。例如：O’Reilly

等學者(1989)以 20 個工作團體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成員加入團隊時間

愈不一致，即團隊年資異質性愈高，團隊之社會整合程度愈低。Smith 等學者(1994)

以 53 個高階管理團隊為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產業年資與公司年資多元化對社

會整合無直接影響，但透過非正式溝通可對社會整合產生間接之負向影響。換言

之，當成員的產業年資差異愈大，加入公司的時間愈不一致時，團隊之非正式溝

通頻率愈低，間接造成團隊社會整合程度之下降。然而，Smith 等學者並未發現

教育程度多元化或功能背景多元化與團隊社會整合程度有關。

工作相關多元化亦會影響團隊溝通之頻率與品質。Zenger 與 Lawrence (1989)

以同一家電子公司內的研究部門，共 19 個專案團隊為對象，探討年資與年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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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對技術性溝通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年齡相似性與團隊內部的技術性溝通

呈正相關，公司年資相似性則與團隊外部的技術性溝通呈正相關。Zenger 與

Lawrence 認為，同一時期進入公司的員工會基於共享經驗，而發展共同語言，

即使並不屬於相同的專案團隊，但因為公司年資相似性之緣故，愈容易促進技術

上的討論與溝通。此外，O’Reilly 等學者對 24 個高階管理團隊進行兩年期之研

究，結果發現，年資多元化愈低，相較於年資多元化愈高之團隊，其公開溝通程

度愈高，支持同質性團隊之溝通頻率與品質愈高之論點。由於高階管理團隊之性

別與種族等人口統計屬性之異質性並不高，團隊年資或公司年資之多元化更顯突

出，愈能引發社會分類之機制(Stangor, Lynch, Duan, & Glass, 1992)。Glick，Miller

與 Huber (1993)以 79 個策略事業單位之高階管理團隊為對象，卻發現，功能背

景組成愈多元化的高階管理團隊，內部溝通頻率愈高，此結果顯示團隊成員為達

到決策共識，愈會積極進行溝通。此外，Ancona 與 Caldwell (1992a)以 45 個新產

品開發團隊為對象，調查團隊多元化、團隊歷程及團隊績效間之關係。研究結果

亦發現，功能背景組成愈多元化的團隊，團隊外部溝通頻率愈高，並可間接提高

團隊創新程度。

相較於關係相關多元化，工作相關多元化與衝突之關係亦有不同。Pelled

(1996)主張工作相關多元化容易造成團隊對工作內容看法之不一致，愈容易增加

工作性衝突。例如：O’Reilly 等學者(1993)研究結果發現，年資多元化愈高的團

隊，衝突水準愈高，政治性活動愈多。而 Pelled (1997)研究亦發現，功能背景多

元化不僅會提高工作性衝突，亦會增加情緒性衝突。Pelled 等學者(1999)則發現

功能背景多元化與工作性衝突有正相關，但公司年資多元化卻與情緒性衝突呈正

相關。

同時，透過工作性衝突之中介效果，工作相關多元化會對團隊績效產生間接

影響。例如：Jehn 等學者(1999)研究發現發現，資訊多元化，包括學歷與功能背

景多元化，對工作性衝突有正面影響，且透過工作性衝突之中介效果，資訊多元

化可間接改善團隊績效。此外，工作相關多元化與情緒性衝突呈正相關，但並未

對之後的團隊績效產生間接影響。Pelled 等學者(1999)亦得到功能背景多元化與

工作性衝突正相關之結果，但並未發現功能背景多元化與情緒性衝突有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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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確認功能背景多元化之效能前，必須先檢視其可能造成之團隊歷程損失

(Hackman, 1992)。此外，Lovelace 等學者(2001)則發現，功能背景組成愈多元的

團隊，團隊內意見不一致的情況愈嚴重，甚者可能造成團隊績效之降低。

假設推導

與過去研究相較，本研究增加兩個工作相關多元化屬性，產業年資與外部網

絡。Milliken 與 Martins (1996)整理多元化研究發現，產業年資為重要之知識技能

屬性，可反映個人於該產業之專屬知識與技能。同時，產業年資之計算始於個人

進入該產業，而公司年資始於個人進入目前公司。相較之下，被挖角或是剛轉業

之產業資深人員無法從公司年資上看出其經驗之高低，但產業年資則無此限制。

此外，外部網絡多元化亦屬於工作相關多元化屬性。Milliken 與 Martins (1996)

指出，跨功能團隊有助於團隊向外擴展網絡關係，且 Oh，Chung 與 Labianca (2004)

強調團隊外部網絡多元化有助於外部資源之取得與績效之提升。因此，本研究之

工作相關屬性包括教育程度、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

Ancona 與 Caldwell (1998)主張團隊多元化為影響團隊外部活動之重要因素

之一，特別是年資、工作經驗或網絡連結(network ties)等工作相關屬性，因為團

隊成員於此些屬性之組合愈多元，顯示該團隊愈能有效地回應外界環境之需求，

並能以不同型式影響團隊對外之關係與互動(Ancona & Caldwell, 1992b; Smith et

al., 1994)。當團隊由不同教育程度之成員所共同組成時，團隊對外的互動與溝通

對象將更為廣泛，因為團隊可運用不同教育程度下所代表之語言(language)與外

部對象往來與交換彼此之資訊。同時，成員不同之產業年資亦可為團隊對外部關

係產生效益，透過與相同產業年資之外部對象互動，因為在相同時間進入本產

業，愈能分享相同之產業經驗，愈有益於資訊之廣泛搜集。甚者，產業年資愈高

之成員愈可能結識組織內之高階管理者與組織外之有力人士，愈有機會為團隊吸

收外界之壓力，並說明團隊所進行之活動，為團隊塑造正面之形象。產業經驗愈

相似的人愈能相互溝通(Zenger & Lawrance, 1989)，因此，產業年資愈多元化團

隊愈能與外部對象有廣泛之接觸與互動，自然能增加外部活動執行之機會與可能

性(Ancona & Caldwell, 1998)。此外，對外網絡連結愈多元化之團隊，亦因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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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之外部對象愈多且愈多樣，相較於外部網絡多元化低之團隊，有更多的機會執

行外部活動，以管理外部關係(Ancona & Caldwell, 1998)。例如：Huang，Lin 與

Lin (2005)研究發現，外部關係愈多元化之研發工程師，愈會表現出為團隊塑造

正面形象與搜集資訊等行為。因此，本研究主張，工作相關多元化愈高之團隊，

即成員於教育程度、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連結分配愈不相同時，相較於工作相關

多元化低之團隊，其執行外部活動之程度愈高。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6：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呈正相關。

2. 團隊績效

Hackman (1987)將團隊績效分成三類，團隊解決問題的能力、團隊執行解決

方案的能力以及團隊滿足成員需求的能力。而團隊多元化對團隊績效正面影響之

推論有兩種說法：第一，異質性團隊被視為愈有能力思考出有助於解決問題的想

法與念頭；第二，異質性團隊容易引發內部衝突，但衝突有助於團隊對事物有更

複雜之解讀，以促進決策品質之提升(e.g., Amason, 1996; Pelled, 1996; Williams &

O’Reilly, 1998)。儘管目前仍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此正向關係之論點，多數學者

仍支持團隊成員持相反觀點進行討論之流程有助於改善團隊決策之論點(e.g.,

Simons et al., 1999)。

如資訊與決策理論所主張，團隊多元化有助於創新結果之產出。然而，

Ancona 與 Caldwell (1992a)提醒學者要注意，團隊多元化與創新結果間的複雜關

係並非一句話所能簡單解釋的，其認為，組成多元化的團隊可能在創意上的產出

是顯著的，但其團隊之創意執行與彈性因應能力不一定會優於同質性團隊。因

此，團隊多元化所面臨的難題在於，如何同時保有團隊多元化之好處，又能降低

團隊多元化之缺點？有關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實證研究，呈現兩極化的

結果。例如：O’Reilly 與 Flatt (1989)研究發現，高階管理團隊成員之公司年資相

似性與組織創新程度為正向關係；Goodman 與其同僚(Goodman & Garber, 1988;

Goodman & Leyden, 1991)以礦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年資相似性與團隊

生產力呈正相關，並與意外發生率呈負相關；Schippers，Den Hartog，Koopman

與 Wienk (2003)則未發現團隊年資多元化與團隊滿意度、團隊承諾或團隊自評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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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有任何相關存在。

相對地，亦有學者發現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正向關係(e.g., Eisenhardt,

Kahwajy, & Bourgeois, 1997; Eisenhardt & Schoonhoven, 1990; Keck & Tushman,

1993)。Bantel 與 Jackson (1989)調查銀行業之高階管理團隊，研究結果發現，團

隊成員的功能背景組成愈多元，銀行之行政創新措施數目愈多。Jehn 與 Bezrukova

(2004)以一家美國資訊處理公司內的 1528 個工作團體為調查對象，採用多重來

源搜集資料，目的在了解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當團隊

成員的功能背景組成與公司年資多元化程度愈高時，團隊績效愈高，且個人績效

評量分數亦愈高。Ancona 與 Caldwell (1992a)雖得到功能背景多元化與管理者評

量之團隊績效為負相關，但功能背景多元化卻可透過外部溝通頻率之提高，而間

接提升團隊之創新產出。然而，如同之前學者所言，組成愈多元之團隊，相較於

同質性團隊，其執行速度愈慢。同時，同質性團隊比異質性團隊愈有可能快速地

回應對手之行動。這是因為，同質性團隊之內部相似性、共同辭彙以及較為流暢

之交換特性皆能提升團隊解釋對手行為之能力，並決定從事與對手相反之作為

(Williams & O’Reilly, 1998)。Ancona 與 Caldwell (1992a)研究結果發現，公司年資

多元化對團隊預算與時程之掌控有負面影響，但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整體效果為

正。

相較於年資與功能背景多元化，教育程度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正向關係較不

一致。Smith 等學者(1994)研究結果發現，當高階管理團隊成員之教育程度愈不

相同，異質性程度愈高時，公司的投資報酬率以及銷售成長率愈高。相較於其他

的多元化屬性，如產業年資及功能背景等，教育程度多元化對績效之影響不僅顯

著且為正相關。Simons 等學者(1999)亦發現，高階管理團隊之教育程度多元化有

助於公司獲利率之提升。然而，Jehn 與 Bezrukova (2004)研究結果卻發現，愈高

的教育程度多元化反而會造成團隊績效以及個人績效之下降。而 Schippers 等學

者(2003)則未發現教育程度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因此，教育程度多元化對

績效之影響可能會依團隊類型而有差異，因為高階管理團隊所從事之認知型工作

(cognitive task)需要愈廣泛之資訊與觀點予以支持，方能提高解決方案之品質，

避免錯誤決策之發生。同時，低階團隊受限於工作類型，成員之學歷普遍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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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多元化程度應不及高階管理團隊，所以教育程度多元化之效能無法反映

在團隊績效上。

除教育程度多元化外，亦可從團隊成員之學歷背景看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影

響。Wiersema 與 Bantel (1992)以 87 家之前五百大企業為對象，分析學歷背景多

元化對公司策略規劃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學歷背景多元化程度愈高之高階管

理團隊，愈能快速地調整公司之多角化策略，愈能快速地因應外界環境之變化。

Wiersema 與 Bantel 認為，團隊成員學歷背景愈多樣化，顯示該團隊擁有愈多樣

之資訊資源與觀點，其立論依據等同於功能背景多元化之效能。同時，教育程度

多元化亦可對組織績效產生相同之效果(e.g., Simons et al., 1999; Smith et al.,

1994)。然而，Bantel 與 Jackson (1989)研究並未發現學歷背景多元化與團隊創新

程度有關。Simons (1995)解釋此理由可能在於，高階管理團隊之教育程度多元化

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發揮其效能，例如：當團隊允許成員有公開討論異議之自

由時，教育程度多元化所帶來之資訊與觀點之差異性，方能促進多重立場與角度

之融合，以提高團隊決策之完整性。之後，Simons 等學者(1999)研究發現支持此

論點。

除團隊績效外，工作相關多元化亦會對離職造成影響，特別是公司年資多元

化。例如：McCain 等學者(1983)以 32 個大學科系為對象，研究新進人員加入時

間點之不同是否會影響離職率之高低。研究結果發現，年資多元化對自願性以及

非自願性離職有正相關，其理由在於，成員加入時間點上的落差愈大，愈容易引

發衝突，降低溝通，因此造成非相同時點加入的成員之離職。Wagner 等學者(1984)

以 31 個高階管理團隊為對象，Jackson 等學者(1991)以 93 個銀行高階管理團隊為

對象，皆得到年資多元化與離職行為正相關之結果。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年資多

元化與離職之正相關是可確信，同時，與其他成員年資差異愈大之個人，愈會離

開該團隊。

為進一步釐清年資多元化與離職之因果關係，O’Reilly 等學者(1989)探討年

公司資多元化對社會整合與離職之直接與間接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公司年資多

元化對離職之正向效果是透過對社會整合之負向效果而來的，亦即，公司年資愈



49

多元化的團隊，其社會整合程度愈低，使得成員愈不願意留在該團隊，而產生離

職行為。因此，與其他成員加入公司的時間愈不相同，知覺到愈低程度的社會整

合程度之個人，愈有可能離開該團隊。

假設推導

關係相關屬性被視為社會與自我分類之基礎，相對地，工作相關屬性則被視

為知識與技能之來源(Milliken & Martins, 1996; Tsui & Gutek, 1999)。從資訊與決

策理論的觀點來看，團隊成員於工作相關屬性的差異性愈大，代表團隊整體的知

識與技能範圍愈廣，包含之資訊層面愈豐富，愈能在決策過程中提供多樣性的資

訊，使得決策品質提高，以利於工作之進行與團隊績效之提升(Williams &

O’Reilly, 1998)。而團隊成員於教育程度與工作經驗上的差異，將擴大團隊對問

題解讀的觀點與看法，產生認知上的衝突，以避免團體迷思之發生(Simons et al.,

1999)。此外，工作相關多元化愈高的團隊，在思考問題之解答時，愈能彈性思

考，不會受制於教育程度或工作經驗相似所造成之思考窠臼之中，愈能引發創新

的想法(West, 2002)。Tziner 與 Eden (1985)研究發現，團隊成員於能力上的組成

差異性愈高，團隊績效愈高。

Wiersema 與 Bantel (1992)提出認知資源觀點，主張團隊組成愈多元化，顯示

其所擁有之資源愈豐富，愈有能力解決複雜的問題(Hambrick & Mason, 1984;

Jackson et al., 1995; Webber & Donahue, 2001)。相同地，McGrath 等學者(1995)提

出期望模式(expectation model)解釋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當團隊處

於工作情境當中，團隊成員會將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任務上，使得工作相關屬性比

關係相關屬性更為顯著。當團隊成員於教育程度、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之差異性

愈高時，成員愈會意識到團隊擁有之資源與能力高於其他相似性高的團隊，因而

對團隊產生愈高的期望。而為滿足此期望，團隊成員愈願意投注心力於工作上，

致力於工作績效之改善(e.g., Libby, Trotman, & Zimmer, 1987; Littlepage,

Robinson, & Reddington, 1997; Littlepage, Schmidt, Whisler, & Frost, 1995)。換言

之，教育程度、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等工作相關多元化愈高的團隊，其成員對團

隊之期望愈高，亦提高成員對團隊完成任務之信心，因此，愈有可能提高團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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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績效。

此外，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多元化有助於團隊社會資本之提升(Jackson &

Joshi, 2004; Reagans & Zuckerman, 2001)。當團隊成員的產業年資各不相同時，

顯示其於不同時點進入該產業，於團隊外的結識的對象愈多，因為人們傾向與相

似的人溝通。因此，當個人發覺自己與團隊成員之產業經驗並不相同時，愈容易

與團隊外產業經驗相同的人討論技術與工作上的問題(Zenger & Lawrence,

1989)。而藉由與團隊外產業經驗相似的人討論與溝通，成員愈能為團隊帶入新

的知識與技術，愈能激發出新的創意與點子，其成效大於產業年資相近之團隊，

而解決問題能力亦明顯地較高。同時，團隊成員對外的網絡關係愈多元化，認識

愈多不同的對象時，團隊擁有的社會資本愈多，愈知道該向誰取得完成工作完成

所需的資源(Oh et al., 2004)。因此，相較於外部網絡多元化低的團隊，外部網絡

多元化愈高的團隊，愈能快速地取得即時資訊、創意等資源，愈能提出創新性高

的解決方案(Ancona & Caldwell, 1998)，並執行之，以提高工作績效。研究假設

如下：

假設 7-1：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工作績效呈正相關。

假設 7-2：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呈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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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

效個別之影響，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2.3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為對照研究假設，本研究另行繪製與研究假設對應之架構圖如下頁所

示：

關係相關多元化
－表象多元化（性別與年齡多元

化）

－深層多元化（組織承諾、親和

性與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

工作相關多元化
－教育程度、產業年資、外部網

絡多元化

團隊績效
－團隊工作績效

－團隊解決問題能力

團隊歷程
－團隊凝聚力

－團隊外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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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對應研究假設之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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