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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成五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之描述；第二節為問卷施測之流程；第

三節介紹研究變數之選取與衡量；第四節則說明使用之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不同類型團隊多元化對團隊效能之影響，而研發團隊為

最常見之工作團隊(Tsui & Gutek, 1999)，且為降低可能之產業因素干擾(黃家齊、

黃荷婷, 2004)，故以電子業公司之研發團隊為研究對象。此外，基於團隊樣本取

得不易、團隊成員配合意願較低及施測難度較高等因素，本研究選取 3 人以上之

團隊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發放問卷予 30 家公司的 94 個研發團隊，共 554 份問卷(包括 94 份主

管問卷與 460 份工程師問卷)，最終回收且填寫完整的共有 64 個研發團隊，共 420

份(包括 64 份主管問卷與 356 份工程師問卷)，分屬於 29 家公司。團隊問卷回收

率為 68.09%，個人問卷回收率(包括主管與工程師)為 75.81%。

由於研究中需要計算團隊多元化指標，若全體成員回收率不足 2/3 之團隊即

予以刪除(黃家齊、蔡達人, 2003)，以此條件篩選之結果最終獲得 29 家公司之 62

個研發團隊，共 342 份(包括 62 份主管問卷與 280 份工程師問卷)，有效團隊樣

本回收率為 65.96%，有效個人樣本回收率為 61.73%。

62 個研發團隊人數之平均數為 6.18 人，標準差為 2.60，團隊人數最少 3 人，

最多 17 人(有關原始團隊人數之次數分配表，見附錄二)。342 位填答者中，有

43 位為女性，佔 12.57%。團隊成員之平均年齡為 31.34 歲，標準差為 5.87，年

齡範圍為 18-54 歲。學歷以大學最多，佔 60.11%。平均公司年資為 3.28 年，標

準差為 4.04，團隊成員進入公司最短 1 個月，最長 24 年。平均產業年資為 5.53

年，標準差為 5.55，成員加入該產業最短 1 個月，最長 27 年。



54

第二節 問卷施測流程

本研究以團隊為分析單位，受制於團隊資料取得困難，且多元化之衡量需要

由團隊成員之個別資料估算得到，因此，為有效提高團隊成員問卷之回收率，本

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法發放問卷。首先，本研究透過個人關係接觸資訊提供人

(informant)，通常為公司之高階主管，詢問其提供協助之意願。之後，再進一步

詢問可配合調查之研發團隊數目與研發團隊人數，以準備問卷。本研究之問卷發

放重點如下：

1. 連絡願意接受調查之公司，向連絡人確認可配合調查之團隊數目及各團隊之

人數，以準備對應之問卷及回郵信封，寄收或親自送予連絡人。

2. 研究調查以「團隊」為一組單位，每個團隊的問卷皆置同一牛皮紙袋內，並

於紙袋上標明團隊代號。紙袋共有兩種問卷，分為「研發團隊主管問卷」以

及「工程師問卷」，其中，研發團隊主管問卷為 1 份，而工程師問卷則依各團

隊人數而有不同。為避免受測者填答意願降低，每份問卷皆置於平信信封內，

以便於受測者填答後之密封，並於問卷內承諾研究資料絕不外洩。

a. 將研發團隊主管問卷發給該團隊的主管填寫。

b. 將工程師問卷請發給團隊中的每一位成員填寫。

c. 請受測者將上述完成的問卷置於所附之平信信封內，並予以密封。

3. 請連絡人將問卷回收，並將屬於同一團隊的主管與工程師個人問卷置於同一

牛皮紙袋中，依紙袋上之編號將不同團隊的問卷請放入不同的紙袋中。

4. 請連絡人再次確認回收之問卷是否對應牛皮紙袋上之編號，確認無誤後，再

將每份團隊問卷置於所附之回郵信封內，寄回研究者處。

5. 研究者為確保問卷回收率，將於問卷送交連絡人後之第一個星期，向連絡人

詢問是否已將問卷發交予團隊主管及工程師，並確認可回收之時間。至第二

個星期後，再次確認是否已將問卷回收完畢。待問卷回收完畢之後，請連絡

人將問卷寄回。在收到問卷之後，研究者以電子郵件與感謝函等方式，向連

絡人表達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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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之選取與衡量方法

本研究之自變數為團隊多元化，依變數為團隊歷程與團隊效能，其中，團隊

績效分為工作績效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分別由主管與工程師填答(問卷內容見

附錄三與附錄四)。

一、自變項

團隊多元化包括表象、深層與工作相關多元化，以團隊所有成員，包括主管

與工程師之全部資料進行指標之估算。而指標之計算依數據之型態而有不同的方

式，例如：性別為類別(nominal)型態，以 Teachman (1980)之多元化指標進行估

算；而年齡或年資等屬性尺度(scale)型態，以標準差估算團隊之多元化程度(e.g.,

Harrison et al, 2002)。

（一）表象多元化

本研究探討之表象多元化屬性為性別與年齡。性別區分為男女，男性為 1，

女性為 2；年齡則由成員填寫實際年齡。性別多元化以 Blau (1977)建議之多元化

指標為衡量指標，公式如下：

 21 ipD

Pi = 變項中某一種類佔總人數之比例

多元化指標的數值愈大，代表該團隊的多元化程度愈高，數值愈小，代表團

隊多元化程度愈低。由於 Pi 代表多元化屬性中每個類別之比例，若團隊中無該

類別之成員時，則 Pi為 0。以性別為例，若團隊人數為 5 人，有 1 位女性與 4 位

男性，則性別多元化指標為 0.32；若 5 人全為男性或女性，則該團隊之性別多元

化程度為 0。

年齡多元化以團隊內所有成員之年齡標準差為衡量指標，以反映出該團隊於

年齡上之多元化程度(Bedeian & Mossholder, 2000)。標準差值愈大，代表該團隊

之年齡多元化程度愈高；標準差值愈小，代表年齡多元化程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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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層多元化

深層多元化變數包括親和性、組織承諾及學習目標導向，皆以李克特 5 點尺

度填答，1 至 5 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本研究採用 NEO-FFI

量表中的 12 題親和性問項，例題包括：「我情願與人合作而非競爭」與「我通常

試著細心與體貼」等。本研究採用 Tsui 等學者(1992)之組織承諾量表，共 10 題，

例題包括：「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以協助本公司獲得成功」與「我十分關心

本公司的未來」等。學習目標導向之衡量採用 Button，Mathieu 與 Zajac (1996)

之目標導向量表中的學習目標導向問項，共 8 題，例題包括：「能有機會去從事

具有挑戰性的工作，對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與「我比較做一些能夠促使我學習

新事物的工作」等。

深層多元化指標之衡量以標準差計算(e.g., Barrick et al., 1998; Harrison et al.,

2002)，標準差值愈大，代表該團隊於組織承諾、親和性與學習目標導向等潛在

特性的差異程度愈大；標準差值愈小，代表該團隊於組織承諾、親和性與學習目

標導向等潛在特性的差異程度愈小。

（三）工作相關多元化

過去研究最常探討之工作相關多元化為學歷與功能背景(e.g., Milliken &

Martins, 1996; Riordan, 2000; Williams & O’Reilly, 1998)。由於本研究以研發團隊

為對象，團隊成員皆屬於研發人員，而非如跨功能團隊般集合各種不同領域之專

才，因此，功能背景多元化並不屬於本研究之範圍。同時，研發工作之入門門檻

較高，通常只限定為本科系畢業者，即理工科系，因此，本研究僅探討教育程度，

有關學歷背景則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除教育程度外，本研究亦探討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多元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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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brick, Geletkanycz, & Fredrickson, 19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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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等學者(2005)指出團隊可運用(acce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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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識可反映在成員之產業經驗上，且 Oh 等學者(2004)亦主張團隊外部網絡多

元化有助於外部資源之取得與績效之提升，因此，本研究之工作相關多元化變數

有三，分別為教育程度、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

教育程度分為高中職、大學、碩士與博士等四個類別，由全體成員填寫，再

以 Blau (1977)之多元化指標進行衡量，分數愈高，代表該團隊之教育程度多元化

程度愈高。

產業年資由全體成員自行填寫「在本產業的資歷共＿＿年」，再以標準差計

算多元化之程度。分數愈高，代表該團隊之產業年資多元化程度愈高；分數愈低，

代表該團隊之產業多元化程度愈低。

外部網絡多元化指的是團隊外部社會網絡之接觸的多樣性程度，可用與不同

對象之接觸人數予以操作化(Powell & Brantley, 1992)。本研究以 Collins 與 Clark

(2003)之網絡調查方式衡量團隊成員與外部對象之往來，請全體成員回答自己分

別與供應商、顧客及專業研發機構代表之工作往來人數，再加總為團隊層次，代

表該團隊與這些對象之接觸(contact)程度。之後，參考 Oh 等學者(2004)衡量網絡

多元化之方式，以 Blau (1977)之多元化指標(  21 ipD , pi 指的是不同對象人

數之比例)進行計算，分數愈高，代表該團隊之外部網絡多元化程度愈高，分數

愈低，代表外部網絡多元化程度愈低。

二、依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有團隊歷程與團隊效能，團隊歷程可分為團隊凝聚力與外部

活動，團隊績效則分為工作績效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

（一）團隊歷程

Gladstein (1984)主張團隊歷程應區分為內部互動與外部邊界管理(boundary

management)，方能兼顧內部和諧與外部溝通之順暢。Ancona 與 Caldwell (1992b)

亦主張從外部觀點看團隊歷程，可使團隊歷程之內涵範疇更完整。因此，本研究

將團隊歷程分為團隊凝聚力與外部活動，分別探討團隊多元化對這兩種歷程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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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Shaw (1981)所發展之團隊凝聚力量表，取因素負荷值最高的 4

題問項衡量團隊凝聚力，以李克特 5 點尺度填答，1 至 5 分別表示「非常不同意」

至「非常同意」。例題為：「本團隊成員相處非常融洽」與「本團隊成員經常是隨

時準備好要彼此互相幫忙」等。本研究針對此 4 題進行主軸因子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因素分析及斜交轉軸(oblique rotation) (Conway & Huffcutt, 2003)，結果

顯示此 4 題可用單一因素解釋 51.99%的變異，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係數

為.80。

本研究採用 Au 與 Fukuda (2002)修改 Ancona 與 Caldwell (1992b)所發展之團

隊外部活動量表，共 7 題，以李克特 5 點尺度填答，1 至 5 分別表示「非常不同

意」至「非常同意」。本研究進行主軸因子法分析，萃取出兩個因素，解釋 53.46%

的變異。與過去研究相同(e.g., Ancona & Caldwell, 1992b; Au & Fukuda, 2002)，本

研究可將外部活動分為使者活動(α= .80)與偵察活動(α= .77)，使者活動之例題

為：「我經常向外界褒揚本團隊」，偵察活動之例題為：「我經常搜尋對手公司正

在進行的且與本團隊相似的專案」。

由於團隊凝聚力與外部活動等變項需將團隊成員之個人層次資料加總平均

為團隊層次資料，因此需先行確定團隊成員填答之一致性程度。本研究將採用兩

種方式檢測加總平均個人資料以產生團隊層次資料之妥適性，這兩種方式為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NA)以及 r*
wg (J)指標之計算。

首先，以團隊編號為自變項，分別以團隊凝聚力、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為依

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mason, 1996; Rousseau, 1985)，三個變項之 F 值

分別為 1.37，1.36，1.56 (p< .05)，顯示團隊間的變異程度顯著地高於團隊內的變

異程度。為進一步確認團隊成員填答一致性程度，本研究參考 Bliese (2000)之信

度公式，計算評分者信度 ICC(1)與 ICC(2)。而 ICC(1)值大於.12 (James, 1982)，

ICC(2)值大於.60 (Glick, 1985; Ostroff & Schmitt, 1993)時，表示團隊成員填答具一

致性。計算結果得到，團隊凝聚力的 ICC(1)值為.15，ICC(2)值為.61；使者活動

的 ICC(1)值為.15，ICC(2)值為.59；偵察活動的 ICC(1)值為.22，ICC(2)值為.72。

最後，本研究參考 Lindell (2001)之修正公式計算 r*
wg (J)值，新的 r*

wg (J)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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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原始之 rwg指標(James, Dameree, & Wolf, 1984; 1993)更能降低因為題數增加與

團隊人數增加所造成之不敏感程度(insensitivity)，避免將因為題數增加而提高之

數值誤判為高評分者同意度(Lindell, Brandt, & Whitney, 1999)。計算結果得到，

團隊凝聚力的 r*
wg (J)值之平均數為.78，中位數為.83；使者活動的 r*

wg (J)值之平均

數為.74，中位數為.79；偵察活動的 r*
wg (J)值之平均數為.73，中位數為.75，皆符

合大於.70 之準則(George, 1990)，顯示個人層次資料是適合加總平均為團隊層次

資料的。

（二）團隊績效

本研究將團隊績效分為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工作績效由主管評量，而

解決問題能力由所有工程師評量再加總平均為團隊層次資料。本研究採用

Lovelace 等學者(2001)之創新績效量表，共 7 題，可分為創新程度(innovativeness)

與計畫符合度(constraint adherence)兩個構面，以李克特 5 點尺度填答，1 至 5 分

別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經過主軸因子法之因素分析，可萃取出

兩個因素，與過去研究相同(e.g., 黃家齊, 2003; 黃家齊、蔡達人, 2003; Lovelace et

al., 2001)，解釋 66.33%的變異。創新程度之 Cronbach’s α值為.77，例題為：「本

團隊工作成果的創新程度高」；計畫符合度之 Cronbach’s α值為.70，例題為：「本

團隊之研發費用能符合公司預算」。

本研究採用 Atuahene-Gima (2003)之團隊解決問題能力量表，共 6 題，可分

為解決問題品質與解決問題速度兩個構面，以李克特 5 點尺度填答，1 至 5 分別

表示「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除主管外，由全體工程師填答，屬於團隊

自評績效。經過主軸因子法之因素分析後，可萃取出兩個因素，與過去研究相同

(e.g., Atuahene-Gima, 2003)，解釋 68.31%的變異。解決問題品質之 Cronbach’s α

值為.88，例題為：「本團隊找出的解決方法通常是非常有創造力的」；解決問題

速度之 Cronbach’s α值為.84，例題為：「本團隊通常無法適時地提出解決問題的

方法(反向題)」。

此外，本研究亦以單因子變異分析與 r*
wg (J)指標，以確認個人層次資料加總

平均至團隊層次資料之妥適性。分析結果顯示，解決問題品質與解決問題速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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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值分別為 1.69 與 1.66 (p< .01)，代表團隊間的變異程度顯著地高於團隊內的變

異程度。而 ICC(1)值分別為.26 與.25，ICC(2)值分別為.64 與.63，顯示團隊成員

之評量具一致性。此外，解決問題品質的 r*
wg (J)值之平均數為.83，中位數為.83；

解決問題速度的 r*
wg (J)值之平均數為.73，中位數為.80，皆符合大於.70 之準則

(George, 1990)，顯示個人層次資料是適合加總平均為團隊層次資料的。

三、控制變數

本研究之控制變數包括團隊人數與成員之團隊年資。過去研究發現團隊人數

會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造成影響(見 Kozlowski & Bell, 2003)，且規模愈大的團

隊亦可能有較高程度之多元化與異質性(Bantel & Jackson, 1989; Jackson et al.,

1991)，而成員進入團隊之時間亦常影響團隊成員之互動與團隊績效(黃家齊,

2003)，因此，本研究將團隊人數與成員之團隊年資做為控制變數，以避免其可

能產生之偏誤。團隊人數為該團隊之原始人數。而本研究以區間尺度(interval

scale)衡量團隊年資，1 代表六個月以下，2 代表六個月至一年以下，3 代表一年

至兩年以下，4 代表兩年至四年以下，5 代表四年至六年以下，6 代表六年以上，

而非以產業年資以絕對年資衡量之。而團隊年資之衡量為該團隊成員加入團隊之

中位數(Harrison et al., 1998)。

基於深層多元化各個指標與團隊層次之平均值可能存有高相關，因而造成團

隊歷程之變異是由團隊層次平均值造成而非多元化指標之疑慮，本研究在進行關

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結果之迴歸分析時，將組織承諾、親和性與學習目標導向之

團隊平均值予以控制之。

此外，在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結果之迴歸式中，本研究另行控制產業年資

平均值與外部網絡大小，其理由在於，產業年資平均值及外部網絡大小可能會與

產業年資多元化及外部網絡多元化存有高度相關，若不予以控制，可能會高估該

多元化指標與團隊結果之相關。產業年資平均值之衡量為將團隊成員所填寫於該

產業之就業年數予以平均；而外部網絡大小則是將團隊成員接觸各相關外部對象

之人數予以平均(Collins & Clar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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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研究將變數衡量列表如下：

表 3.1 團隊多元化之衡量方式與受測對象表

變數名 衡量方式 受測對象

性別多元化 Blau (1977)之多元化指標 主管＋工程師表象

多元化 年齡多元化 標準差 主管＋工程師

組織承諾多元化 標準差 工程師１

親和性多元化 標準差 主管＋工程師

關

係

相

關

多

元

化

深層

多元化

學習目標導向多元

化

標準差 主管＋工程師

教育程度多元化 Blau (1977)之多元化指標 主管＋工程師

產業年資多元化 標準差 主管＋工程師

工作相關多

元化

外部網絡多元化 Blau (1977)之多元化指標 主管＋工程師
註 1：組織承諾部分僅有工程師填答，因此，組織承諾多元化僅計算工程師部分，而無團隊主管之資

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2 依變項之衡量方式與團隊同意度之數據

變數名 衡量方式 受測對象 ICC 值 r*
wg (J)值

團隊凝聚力

(α= .80)
個人資料加總平均 工程師 ICC(1) = .15

ICC(2) = .61
平均數= .78
中位數= .83

使者活動

(α= .80)
個人資料加總平均 工程師 ICC(1) = .15

ICC(2) = .59
平均數= .74
中位數= .79

團

隊

歷
程

偵察活動

(α= .77)
個人資料加總平均 工程師 ICC(1) = .22

ICC(2) = .72
平均數= .73
中位數= .75

創新程度

(α= .77)
主管自評 主管 ---- ----

計畫符合度

(α= .70)
主管自評 主管 ---- ----

解決問題品質

(α= .88)
個人資料加總平均 工程師 ICC(1) = .26

ICC(2) = .64
平均數= .83
中位數= .83

團

隊

績
效

解決問題速度

(α= .84)
個人資料加總平均 工程師 ICC(1) = .25

ICC(2) = .63
平均數= .73
中位數= .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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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階層式迴歸分析(Cohen & Cohen, 1983)以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

立，分別以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為依變項。在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

績效之迴歸式中，第一階段放入團隊人數、團隊年資中位數、組織承諾平均值、

親和性平均值、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等控制變項。之後，依序放入表象多元化(性

別與年齡多元化)、深層多元化(組織承諾、親和性與學習目標向多元化)為第二與

第三階段之自變數，以分析個別多元化指標對依變項之影響程度。

而在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團隊績效之迴歸式中，第一階段放入團隊

人數、團隊年資中位數、產業年資平均值與外部網絡大小等控制變數。之後，放

入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教育程度、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多元化)為第二階段之

自變數，以分析個別多元化指標對各個依變項之影響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