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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章在說明本研究所得之統計分析結果，共分成兩節，第一節為所有變數

之相關性，第二節以階段式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

第一節 相關係數分析

表 4.1 為本研究各變數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表 4.1 變數之平均值與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6.13 2.59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2.57 2.81

3. 學習導向平均值 4.33 .23

4. 親和性平均值 3.48 .21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3.42 .32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5.50 3.00

7. 外部網絡大小 7.88 5.29

關係導向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22 .21

9. 年齡多元化 5.06 2.57

10. 學習導向多元化 .38 .16

11. 親和性多元化 .37 .13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41 .19

工作導向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32 .21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4.41 2.78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49 .18

團隊歷程
16. 團隊凝聚力 3.91 .34

17. 使者活動 3.45 .29

18. 偵察活動 3.39 .35

團隊績效
19. 創新程度 3.62 .52

20. 計畫符合度 3.72 .69

21. 解決問題速度 3.53 .46

22. 解決問題品質 3.60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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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過去研究相較，本研究之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的平均

值與標準差，並無太大之差異。例如：Harrison 等學者(1998)及 Van der Vegt 與

Bunderson (2005)同樣以 Blau 指標計算性別多元化，其研究報導性別多元化之平

均值分別為.27 與.26，而變異數則為.17 與.25，與本研究所得之數據差異不大。

Harrison 等學者(2002)以標準差計算年齡多元化，其平均值與變異數分別為 5.06

與 3.20，本研究所得之數據亦與之差異不大。然而，與 Schippers 等學者(2003)

之教育程度多元化之平均值相較(平均值為.49，變異數為.20)，本研究所得之教

育程度多元化似乎偏低，本研究認為這可能研發團隊之特性使然，亦即研發團隊

工作屬於專業導向，管理者傾向以學歷做為判斷應徵者之專業能力，所以研發工

程師之甄選多以教育程度為基本要件，通常為大學以上學歷，因此，其教育程度

多元化自然較低。

本研究將控制變項，自變項與依變項做相關分析，目的在了解各個變數之間

的相關性。表 4.2 為本研究之相關係數矩陣，變數間的相關性是以 Pearson 相關

係數表示，對象線的值為此變數之 Cronbach’s α。

從相關係數矩陣中可以看出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與組織承諾多元化分別與

團隊凝聚力、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呈負相關(r=.30-.40, p<.05)，表示當深層多元

化程度愈高時，團隊凝聚力與外部活動之執行程度愈低。而與深層多元化相較

下，性別與年齡所代表之表象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或外部活動幾乎無相關，由此

可知，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外部活動之相關是高於表象多元化的。

而在工作相關多元化部分，產業年資多元化與創新程度呈正相關(r=.35,

p<.01)，表示當團隊成員之產業年資差異愈大時，愈能提高在工作上之創新程

度。外部網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品質呈正相關(r=.26, p<.05)，表示當團隊成員對

外之接觸對象愈多元時，團隊所提出解決方案之品質愈好。

此外，由表中亦發現，(1)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與偵察活動呈正相關(r=.41,

p<.01)，表示團隊成員於學習目標導向之動機水準愈高，向外搜集資訊之程度愈

高；(2)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與解決問題品質呈正相關(r=.40, p<.01)，表示團隊成

員於學習目標導向之動機水準愈高，團隊提出之解決方案品質愈高；(3)親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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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數之相關係數表 a

a 括孤內為 Crobach’s α係數。

*p < .05; **p < .0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15 ---

3. 學習導向平均值 -.16 -.25 (.86)

4. 親和性平均值 -.03 .03 .26* (.71)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17 -.07 .29* .40** (.84)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02 .49** .04 .09 .12 ---

7. 外部網絡大小 -.02 .24 .15 .11 .15 .31* ---

關係相關多元化

－表象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25* .12 -.11 -.22 -.04 .09 -.07 ---

9. 年齡多元化 -.04 .16 .06 .03 .08 .42** .43** .20 ---

關係相關多元化

－深層多元化

10. 學習導向多元化 .20 .16 -.33** -.07 -.11 .21 .07 .11 -.05 ---

11. 親和性多元化 -.12 .20 .24 .27* .04 .28* .20 .12 .19 .02 ---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05 .28* -.18 .14 -.26 .15 .05 .11 .05 .06 .18

工作相關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04 -.18 -.06 .03 -.11 -.15 -.25* .25* -.16 .05 .10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02 .18 .19 .05 .17 .66** .25* .05 .63** .00 .18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19 -.10 -.04 -.27* .01 .15 .25* -.14 .16 .08 -.31*

團隊歷程

16. 團隊凝聚力 .06 -.21 .34** .33** .44** -.10 .19 -.13 .19 -.32* .02

17. 使者活動 .06 -.41** .39** -.02 .23 -.11 .28* -.16 .11 -.32* .03

18. 偵察活動 -.11 -.33** .41** .11 .27* .01 .38** -.26* .14 -.21 .13

團隊績效

19. 創新程度 .08 .03 .20 .21 .02 .27* .09 .07 .13 .00 .11

20. 計畫符合度 .03 -.09 .14 .11 -.02 .13 .19 -.07 .03 .15 .09

21. 解決問題速度 .06 .13 .25* .27* .41** -.04 -.10 -.08 -.24 -.08 .05

22. 解決問題品質 -.02 -.22 .40** .25* .33** .06 .21 -.07 .13 -.1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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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數之相關係數表 a(續)

a 括孤內為 Crobach’s α係數。

*p < .05; **p < .0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3. 學習導向平均值

4. 親和性平均值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7. 外部網絡大小

關係相關多元化

－表象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9. 年齡多元化

關係相關多元化

－深層多元化

10. 學習導向多元化

11. 親和性多元化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

工作相關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07 ---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11 -.08 ---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18 -.09 .16 ---

團隊歷程

16. 團隊凝聚力 -.40** -.15 .15 .11 (.80)

17. 使者活動 -.30* -.04 .15 .24 .46** (.80)

18. 偵察活動 -.32* -.07 .20 .26* .57** .72** (.77)

團隊績效

19. 創新程度 -.07 .06 .35** .17 .28* .28* .28* (.77)

20. 計畫符合度 .02 .04 .16 .11 .12 .18 .03 .42** (.70)

21. 解決問題速度 .00 -.04 -.12 -.09 .19 .00 .05 -.01 .10 (.88)

22. 解決問題品質 -.11 .06 .20 .26* .54** .55** .61** .30* .25* .2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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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與團隊凝聚力呈正相關(r=.33, p<.05)，表示當團隊由親和性愈高之成員所組成

時，其團隊內之吸引凝聚程度愈高，此結果與 Barrick 等學者(1998)一致。

然而，外部活動中之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呈高度正相關(r=.72, p<.01)，此係數與過

去研究相較(Ancona & Caldwell, 1992b, r=.38, p<.01; Au & Fukuda, 2002, r=.40, p<.01)，則

是明顯地偏高。就 Ancona 與 Caldwell (1992b)之論點，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之本質並不

一致，前者偏重於垂直性的溝通與互動，目的在主動地為團隊消除潛在之工作障礙，而

後者則偏重於對外廣泛地搜集資訊，目的在搜尋可能有用之訊息。因此，本研究並不考

慮將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合併探討，而予以分開，以了解團隊多元化對使者活動與偵察

活動所造成之獨特影響力。此外，解決問題品質亦與團隊凝聚力、使者活動、偵察活動

呈高度正相關(r=.54, .55, .61, p<.01)，這可能是因為此些變數之衡量皆為團隊成員自評，

可能存在相同方法偏誤(common method bias)。但此些變數在本研究中皆屬於依變項，且

本研究目的並非在探討此些變數間之關係，故其高度相關應不致於造成研究結果之誤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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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階層式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階層式迴歸分析驗證關係相關與工作相關多元化是否會分別對團隊歷程

與團隊績效造成影響，因為控制變項並非完全相同，茲將其間關係一一進行分析並分開

討論。在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結果關係方面，分別以團隊歷程(團隊凝聚力、使者活

動與偵察活動)與團隊績效(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題品質)為依

變項。步驟一先將控制變數(團隊人數、團隊年資中位數、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親和

性平均值與組織承諾平均值)列入進行迴歸分析(M1)，步驟二將表象多元化之變數納入

(M2)，步驟三將深層多元化之變數納入(M3)。本研究將關係相關多元化分為表象與深層

多元化，並於迴歸式中依序納入，而不一同納入之理由在於，為比較表象多元化與深層

多元化對團隊結果之個別解釋變異力，以比較兩種多元化類型之差異。

此外，在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結果關係方面，亦分別以團隊外部活動(使者活動

與偵察活動)與團隊績效(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題品質)為依變

項。步驟一先將控制變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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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進行迴歸分析(M1)，之後再加入工作相關多元化變數(M2)。

一、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歷程之關係

（一）表象多元化與團隊歷程之關係

表 4.3 為關係相關多元化各變數對團隊歷程(即團隊凝聚力、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

之階層迴歸分析表。由各迴歸式中的 M1 中可得知，加入團隊人數、團隊年資中位數、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親和性平均值與組織承諾平均值等五個控制變數能解釋團隊歷程

各依變項約 27%至 29%之變異量。其中，團隊學習目標導向分別與使者活動、偵察活動

呈正相關(β=.30, p<.05; β=.27, p<.05)，可知當團隊成員之學習目標導向愈高時，為團

隊消弭外界壓力與搜集資訊之行為表現程度愈高。而團隊年資中位數與使者活動、偵察

活動呈負相關(β=-.32, p<.01; β=-.27, p<.05)，表示當團隊成員加入團隊的時間愈久，

團隊執行外部活動的程度愈低。

其次，將表象多元化之變數－性別與年齡多元化加入，進行迴歸分析，只有對偵察

活動可以增加 7%之解釋變異量，達顯著水準(ΔR2=.06, p<.10)，其餘皆不顯著。在以團

隊凝聚力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性別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並不顯著(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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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而年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正相關(β=.20, p<.10)，與假設 1.1 主張之負相關

不同。在以使者活動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性別與年齡多元化對使者活動之係數皆不顯

著(β=-.17, p>.10; β=.17, p>.10)。在以偵察活動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性別多元化與偵

察活動呈負相關(β=-.23, p<.05)，但年齡多元化卻與偵察活動呈正相關(β=.19, p<.10)，

與研究假設相反。因此，假設 1.1 未獲支持，而假設 1.2 得部分支持。

（二）深層多元化與團隊歷程之關係

第三個步驗將深層多元化之三個變數，學習目標導向、親和性與組織承諾多元化加

入，可增加 15%之的變異量，達.05 的顯著水準，顯示此三個深層多元化變數可以為團

隊凝聚力提供多餘的解釋能力。觀察此三變數的迴歸係數得知，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與

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β=-.24, p<.05)，組織承諾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β=-.36,

p<.01)，惟親和性多元化則否(β=-.02, p>.10)。因此，假設 3.1 得部分支持。然而，在以

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深層多元化變數增加之變異量，並未達顯著

水準(ΔR2=.05, p>.10; ΔR2=.04, p>.10)，且所有深層多元化變數與使者活動、偵察活動

皆無顯著相關存在，因此，假設 3.2 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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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關係相關多元化對團隊歷程之迴歸分析表

團隊凝聚力 團隊外部活動

使者活動 偵察活動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03 .06 .12 .01 .07 .11 -.15 -.09 -.07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14 -.16 -.06 -.32** -.32* -.29* -.27* -.26* -.25*

3.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 .18 .17 .08 .30* .29* .20 .27* .26* .19

4. 親和性平均值 .16 .15 .14 -.15 -.18 -.12 -.06 -.10 -.09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31* .29* .29* .18 .16 .16 .23+ .21+ .17

關係相關多元化

－表象多元化

6. 性別多元化 -.10 -.05 -.17 -.17 -.23* -.24*

7. 年齡多元化 .20+ .19+ .17 .15 .19+ .17

關係相關多元化

－深層多元化

8. 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 -.24* -.20 -.04

9. 親和性多元化 -.02 -.11 -.17

10. 組織承諾多元化 -.36** -.12 -.18

Model F 4.58 3.80 4.61 4.77 4.00 4.23 4.31 4.08 3.26

R2 .28** .32** .47** .29** .33** .38** .27** .34** .38**

ΔR2 .04 .15** .04 .05 .07+ .04

註：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10; *p < .05; **p < .01。

（三）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影響之比較

在以團隊凝聚力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可得知(見表 4.3)，在僅有控制變項之情況下，

表象多元化僅增加 4%之解釋變異量，未達顯著水準。然而，在控制變項與表象多元化

皆予以控制之情況下，深層多元化卻可為團隊凝聚力增加 15%之解釋變異量，達.01 之

顯著水準。由此可知，深層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應大於表象多元化。為進一步確

認，本研究另行將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加入迴歸式之順序予以交換，亦即步驟一加

入控制變項，但在步驟二時，改加入深層多元化各變數，而在步驟三時，加入表象多元

化。研究結果顯示，加入深層多元化後，可為團隊凝聚力增加 15%之解釋變異量，達顯

著水準(R2＝.43, p<.01; ΔR2=.15, p<.01)。然而，在加入表象多元化後，只額外增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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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解釋變異量，未達顯著水準(R2＝.46, p<.01; ΔR2=.03, p>.01)。因此，深層多元化對團

隊凝聚力之影響大於表象多元化，假設 4 得到支持。

二、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

（一）表象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

表 4.4 為關係相關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階層迴歸分析表。依照相同之步驟，將控制

變數、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加入迴歸式中(依序為 M1，M2，M3)，依變項分別為創

新程度、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題品質。在加入五個控制變數後，解釋 5%

至 25%之變異量。其中，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分別與創新程度、解決問題品質呈正相關

(β=.24, p<.10；β=.28, p<.05)，即團隊成員之學習目標導向愈高時，團隊創新程度愈高，

提出之解決方案之品質亦愈高；組織承諾平均值與解決問題速度為正相關(β=.32,

p<.05)，即團隊成員之組織承諾愈高，提出解決方案的速度愈快。

表象多元化各變數之加入，僅在以解決問題速度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增加 9%之

解釋變異量，達.05 之顯著水準，其餘則否。由此可知，性別與年齡多元化可以為解決

問題速度此依變項提供多餘的解釋能力。其中，年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速度呈負相關(β

=-.31, p<.01)，顯示團隊成員於年齡上之變異愈大，團隊提出解決方案之速度愈慢，但

性別多元化則否(β=-.04, p>.10)。因此，假設 2-2 得到部分支持。由於性別與年齡多元

化之加入，並未對創新程度或計劃符合度增加額外之解釋變異量，且各變數亦未與該依

變項呈顯著相關，因此，假設 2-1 並未得到支持。

（二）深層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

在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迴歸式中，深層多元化各變數之加入(見表 4.4 之

M3)，在各個迴歸式中，僅增加 0 至 4%之解釋量，皆未達顯著水準(ΔR2=.02, p>.10; Δ

R2=.04, p>.10; ΔR2=.01, p>.10; ΔR2=.00, p>.10)。同時，各個深層多元化變數－學習目

標導向、親和性與組織承諾多元化，與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

題品質之迴歸係數皆無相關，因此，假設 5-1 與假設 5-2 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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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關係相關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迴歸分析表

工作績效 解決問題能力

創新程度 計畫符合度 解決問題速度 解決問題品質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M1 M2 M3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18 .17 .17 .08 .09 .06 .08 .07 .07 -.02 -.01 -.02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10 .07 .11 -.06 -.06 -.09 .21+ .26* .26* -.15 -.16 -.17

3.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 .24+ .23 .23 .14 .14 .19 .20 .22+ .23+ .28* .27* .26+

4. 親和性平均值 .23+ .25+ .31* .14 .13 .10 .04 .08 .07 .10 .10 .08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17 -.18 -.24 -.14 -.14 -.12 .32* .34** .36** .21 .20 .20

關係相關多元化

－表象多元化

6. 性別多元化 .07 .10 -.06 -.08 -.01 -.01 -.01 -.01

7. 年齡多元化 .11 .11 .05 .06 -.31** -.31** .12 .11

關係相關多元化

－深層多元化

8. 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 .03 .21 -.03 -.01

9. 親和性多元化 -.03 .04 -.03 .04

10. 組織承諾多元化 -.16 .02 .08 .01

Model F 1.41 1.16 .93 .56 .42 .53 3.59 3.98 2.72 3.66 2.70 1.81

R2 .11 .13 .15 .05 .05 .09 .24** .33** .34** .24** .25* .25+

ΔR2 .02 .02 .00 .04 .09* .01 .01 .00

註：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10;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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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之關係

表 4.5 為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之階層迴歸分析表。本研究同樣以階層式

迴歸進行分析，在步驟一(M1)加入團隊人數、團隊年資中位數、產業年資平均值與外部

網絡大小等四個控制變項，其分別解釋使者活動與偵察活動各 23%與 25%之變異量，皆

達.01 之顯著水準。其中，團隊年資中位數與使者活動、偵察活動呈顯著負相關(β=-.35,

p<.01; β=-.39, p<.01)，顯示當團隊成員加入團隊的時間愈久，團隊執行外部活動的程

度愈低。同時，外部網絡大小與使者活動；偵察活動呈顯著正相關(β=.40, p<.01; β=.43,

p<.01)，顯示當團隊所擁有之外部網絡愈大，為團隊消弭外界壓力與搜集資訊之行為表

現程度愈高。

表 4.5 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團隊外部活動之迴歸分析表

團隊外部活動
使者活動 偵察活動

M1 M2 M1 M2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08 .06 -.10 -.12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35** -.28* -.39** -.33*
3. 產業年資平均值 -.06 -.26+ -.03 -.21
4. 外部網絡大小 .40** .34** .43** .39**

工作相關多元化
5. 教育程度多元化 .04 .01
6. 產業年資多元化 .28* .09
7. 外部網絡多元化 .14 .24*

Model F 4.47 3.30 5.11 3.73
R2 .23** .29** .25** .30**
ΔR2 .06+ .05+

註：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10; *p < .05; **p < .01。

在步驟二(M2)時，加入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以檢測工作相關多元化是否會對使

者活動與偵察活動提供額外之解釋變異量。研究結果發現，工作相關多元化分別對使者

活動與偵察活動解釋 6%與 5%之解釋變異量，達.10 之顯著水準(R2=.29, p<.01; ΔR2=.06,

p<.10; R2=.30, p<.01; ΔR2=.05, p<.10)，顯示加入工作相關多元化於使者活動與偵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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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是有具有解釋意義的。而在迴歸係數方面，產業年資多元化與使者活動呈顯著正相關

(β=.28, p<.05)，顯示當團隊成員之產業年資差異愈大時，向外執行正面形象塑造與消

弭外界壓力之活動愈高。此外，外部網絡多元化與偵察活動呈顯著正相關(β=.24,

p<.05)，顯示團隊成員對外之網絡關係愈多元，偵察活動之執行程度愈高。因此，假設

6 獲得部分支持。

四、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

表 4.6 為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迴歸分析表。同樣地，在步驟一(M1)時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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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研究結果顯

示，此四個控制變項可分別解釋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題品質

各 4%、7%、5%與 14%之變異量，其中，只有以解決問題品質為依變項之迴歸式，達.05

之顯著水準，其餘則否。而各控制變項與依變項之迴歸係數中，產業年資平均值與創新

程度呈顯著正相關(β=.30, p<.05)，顯示當團隊成員於該產業之資歷愈久時，團隊於工

作成果上之創新程度愈高。此外，外部網絡大小與解決問題品質呈顯著正相關(β=.25,

p<.10)，顯示當團隊所擁有之外部網絡愈大時，所提出之解決方案品質愈高。

步驟二(M2)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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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分別為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題品質提

供 11%、1%、1%與 5%之額外解釋變異量，其中，在以創新程度與解決問題品質為依

變項之迴歸式中，達顯著水準(ΔR2=.11, p<.05; ΔR2=.5, p<.10)，但在計劃符合度與解決

問題速度之迴歸式中則否(ΔR2=.01, p>.10; ΔR2=.01, p>.10)。因此，在檢定假設 7-1 與

假設 7-2 時，僅以創新程度與解決問題品質之迴歸式為主。在創新程度之迴歸式中，產

業年資多元化、外部網絡多元化與創新程度皆呈顯著正相關(β=.28, p<.05; β=.19,

p<.05)，但教育程度則否(β=.09, p>.10)。此外，在解決問題品質迴歸式中，產業年資多

元化、外部網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品質呈顯著正相關(β=.18, p<.10; β=.19, p<.10)，教

育程度多元化則否(β=.10, p>.10)。因此，假設 7-1 與假設 7-2 得到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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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迴歸分析表

工作績效 解決問題能力
創新程度 計畫符合度 解決問題速度 解決問題品質

M1 M2 M1 M2 M1 M2 M1 M2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07 .05 .01 .01 .08 .10 -.07 -.10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09 -.01 -.20 -.18 .21 .17 -.35* -.27*

3. 產業年資平均值 .30* .08 .16 .11 -.08 .01 .13 .02
4. 外部網絡大小 .01 .01 .18 .19 -.13 -.12 .25+ .21

工作相關多元化
5. 教育程度多元化 .09 .07 -.06 .10
6. 產業年資多元化 .28* .07 -.12 .18+

7. 外部網絡多元化 .19* .02 -.05 .19+

Model F 1.34 1.92 1.17 .72 .75 .53 2.43 2.04
R2 .04 .15 .07 .08 .05 .06 .14* .20*
ΔR2 .11* .01 .01 .05+

註：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p < .10; *p < .05; **p < .01。

此外，本研究為進一步了解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

效影響力之強弱，則以階層迴歸分析，將控制變項、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

依序加入，以比較兩組多元化變數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之獨特解釋能力。表 4.7 為所

有多元化變數與團隊歷程之迴歸分析表。在 M1 中，只放入控制變項，包括團隊人數、

團隊年資中位數、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親和性平均值、組織承諾平均值、產業年資平

均值與外部網絡大小。在 M2 中，則加入關係相關多元化各變數，包括表象多元化與深

層多元化之變數；之後再加入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即為 M3。為進一步比較關係相

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兩組變數對依變項之影響大小，本研究另行在 M4 中，先加

入工作相關多元化，再於 M5 加入關係相關多元化各變數。由表 4.7 中可得知，在以團

隊凝聚力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關係相關多元化無論是先放或是後放，皆可對團隊凝聚

力解釋顯著之額外變異量。此結果顯示，關係相關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大於工作

相關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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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所有多元化變數對團隊歷程之迴歸分析表 a

團隊凝聚力
M1 M2b M3c M4b M5c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04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12
3.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 .17
4. 親和性平均值 .16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31*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17
7. 外部網絡大小 .19

關係相關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02 -.03
9. 年齡多元化 .19 .18
10. 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 -.22* -.23*
11. 親和性多元化 -.01 -.04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35** -.35**

工作相關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10 -.13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06 .06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13 .16

Model F 3.87 4.12 3.32 2.98 3.34
R2 .33** .49** .51** .36** .51**
ΔR2 .16** .02 .03 .15**
註：a 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M2 之ΔR2 為 M2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 值；M4 之ΔR2 為 M4 之 R2 值減去 M1 之 R2 值。
c M3 之ΔR2 為 M3 之 R2 值減去 M2 之 R2 值；M5 之ΔR2 為 M5 之 R2 值減去 M4 之 R2 值。

+p < .10;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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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所有多元化變數對團隊歷程之迴歸分析表 a(續)

團隊外部活動

使者活動 偵察活動

M1 M2b M3c M4b M5c M1 M2b M3c M4b M5c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01 -.17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39** -.40**

3.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

值

.24* .19

4. 親和性平均值 .16 .07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15 .18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06 .02

7. 外部網絡大小 .35** .42**

關係相關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09 -.09 -.15 -.10

9. 年齡多元化 .01 .01 .01 .11

10. 學習目標導向多

元化

-.24* -.24* -.10 -.10

11. 親和性多元化 -.08 -.11 .14 .20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13 -.13 -.20 -.16

工作相關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02 .01 .01 .01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17 .02 .17 .16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12 .11 .19 .17

Model F 5.25 3.67 2.98 3.62 2.87 6.04 4.20 3.61 4.63 3.61

R2 .40** .46** .48** .41** .48** .43** .50** .53** .47** .53**

ΔR2 .06 .02 .01 .07 .07 .03 .04 .07

註：a 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M2 之ΔR2 為 M2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值；M4 之ΔR2為 M4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 值。
c M3 之ΔR2 為 M3 之 R2值減去 M2 之 R2值；M5 之ΔR2為 M5 之 R2值減去 M4 之 R2 值。

+p < .10;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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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延續上述之分析方式，在 M1 加入控制變數後，於 M2 與 M3 中依序加入關

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再將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之加入先後對

調，於 M4 中先加入工作相關多元化，再於 M5 中加入關係相關多元化，以檢視兩組多

元化是否對工作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有不同程度之影響，見表 4.8 與表 4.9。研究結果顯

示，在以創新程度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無論是先放或後放，皆

能對創新程度提供顯著之解釋變異量；而在以解決問題品質為依變項之迴歸式中，亦有

相同之結果。由此可知，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創新程度與解決問題品質之影響大於關係相

關多元化。因此，就上述結果而言，關係相關多元化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較大，而工作

相關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影響較大。

本研究將研究假設之支持與否，整理如下(見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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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所有多元化變數對團隊績效之迴歸分析表 a(工作績效為依變項)

工作績效

創新程度 創新程度

M1 M2b M3c M4b M5c M1 M2b M3c M4b M5c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17 .06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03 -.19

3.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

值

.20 .09

4. 親和性平均值 .23 .13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15 -.17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28 .16

7. 外部網絡大小 -.02 .18

關係相關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12 .21 -.02 -.01

9. 年齡多元化 .01 .20 -.08 -.20

10. 學習目標導向多

元化

-.05 -.04 .16 .16

11. 親和性多元化 -.06 -.02 .01 .03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19 -.11 .01 .04

工作相關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01 .07 .02 .06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38* .29* .24 .07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26* .22* .08 .08

Model F 1.62 1.12 1.98 1.92 1.32 .92 .64 .59 .68 .59

R2 .17 .20 .30* .26* .30 .10 .13 .16 .11 .16

ΔR2 .03 .10* .09* .04 .03 .03 .01 .05

註：a 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M2 之ΔR2為 M2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值；M4 之ΔR2為 M4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 值。
c M3 之ΔR2為 M3 之 R2值減去 M2 之 R2值；M5 之ΔR2為 M5 之 R2值減去 M4 之 R2值。

+p < .10;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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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所有多元化變數對團隊績效之迴歸分析表 a(解決問題能力為依變項)

解決問題能力

解決問題速度 解決問題速度

M1 M2b M3c M4b M5c M1 M2b M3c M4b M5c

控制變數

1. 團隊大小 .10 -.03

2. 團隊年資中位數 .37** -.23

3. 學習目標導向平均

值

.27* .24+

4. 親和性平均值 .10 .09

5. 組織承諾平均值 .36** .18

6. 產業年資平均值 -.18 .06

7. 外部網絡大小 -.23+ .18

關係相關多元化

8. 性別多元化 -.06 -.06 .03 .10

9. 年齡多元化 -.20 -.16 .02 .10

10. 學習目標導向多

元化

-.02 -.02 -.04 -.05

11. 親和性多元化 .02 .01 .02 .12

12. 組織承諾多元化 .10 .08 -.01 .05

工作相關多元化

13. 教育程度多元化 -.01 -.01 .06 .12

14. 產業年資多元化 -.10 -.22 .19 .12

15. 外部網絡多元化 -.06 -.06 .36* .29

Model F 3.85 2.47 1.91 2.89 1.91 3.02 1.63 1.94 2.94 1.94

R2 .33** .36* .37* .35** .37* .27** .28 .38** .36** .38*

ΔR2 .03 .01 .02 .02 .01 .10* .09* .02

註：a 所有的係數皆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bM2 之ΔR2為 M2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值；M4 之ΔR2為 M4 之 R2值減去 M1 之 R2 值。
c M3 之ΔR2為 M3 之 R2值減去 M2 之 R2值；M5 之ΔR2為 M5 之 R2值減去 M4 之 R2值。

+p < .10;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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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研究假設與研究結果之對應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假設 1-1 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 不支持，性別、年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 1-2 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呈負相關。 部分支持，性別多元化與偵察活動有顯著負相關，年齡多元化與偵察活動有顯

著正相關，但性別、年齡多元化與使者活動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 2-1 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工作績效呈負相關。 不支持，性別、年齡多元化與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 2-2 表象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呈負相關。 部分支持，年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速度有顯著負相關，其餘則否。

假設 3-1 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 支持，學習目標導向、組織承諾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有顯著負相關，親和性多

元化則否。

假設 3-2 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呈負相關。 不支持，深層多元化各變數與使者活動、偵察活動無顯著相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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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僅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有顯著負相關，表象多元化則否。

假設 5-1 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工作績效呈負相關。 不支持，深層多元化各變數與創新程度、計劃符合度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 5-2 深層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呈負相關。 不支持，深層多元化各變數與解決問題速度、解決問題品質無顯著相關存在。

假設 6 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外部活動呈正相關。 部分支持，產業年資多元化與使者活動呈顯著正相關外部網絡多元化與偵察活

動有顯著正相關，其餘則否。

假設 7-1 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工作績效呈正相關。 部分支持，產業年資多元化、外部網絡多元化與創新程度有顯著正相關。

假設 7-2 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能力呈正

相關。

部分支持，產業年資多元化、外部網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品質有顯著正相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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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補充分析(Post hoc analysis)

除研究假設之驗證外，某些關係受限於理論證據不足，無法進行假設之推

導，因此，本研究試圖在補充分析中驗證此些關係是否存在。本研究所欲分析之

關係有二：(1)平均值與多元化間的交互作用；(2)工作相關多元化變數間之構形

(configuration)關係。

一、平均值與多元化間的交互作用

團隊層次資料之操作須依構念本身之意涵而有所不同。本研究所探討之多元

化著重於團隊成員屬性之變異程度，因此以標準差或 Blau 指標予以估算。相對

地，當構念為團隊成員所共享之感受，屬於集體的特徵與屬性時，則需以加總之

方式將個人層次資料轉換為團隊層次，以代表整個團隊所共有的屬性(Kozlowski

& Klein, 2000)。例如：學習目標導向平均值代表團隊成員於學習目標導向上之高

低程度，而高團隊學習目標導向則是指團隊是由擁有高學習導向之成員所構成

的，其成員認為能力可藉由學習而增加，因此在面對困難時，愈能調整與適應環

境(Porter, 2005)。而組織承諾平均值代表整個團隊對組織之態度，親和性平均值

則代表團隊是否為擁有高親和性人格特質之成員所組成。

為進一步了解平均值與多元化間的關係，本研究將平均值與多元化之交互作

用項及各團隊結果依變項進行分析。本研究以階層迴歸分析，依序加入控制變數

(團隊大小與團隊年資中位數)、團隊多元化、平均值、平均值與多元化之交互作

用。其中，性別與教育程度為類別變數，因此無法求其平均值，且其平均值所代

表之意涵並無意義，因此，本研究並未對性別與教育程度之平均值與多元化之交

互作用項進行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組織承諾平均值與組織承諾多元化、產業年資平均值與產業

年資多元化之交互作用項對使者行為有顯著正相關(β=.25, p<.05; β=.28,

p<.05)。為深入了解其交互作用之方向，本研究以未標準化之係數繪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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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組織承諾平均值與多元化之干擾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圗 4.1 可看出，當團隊成員之組織承諾低且分歧時，團隊向外塑造正面形

象與消弭外界壓力之行為表現愈少；相對地，當團隊成員對組織之承諾愈高時，

不管其內部對組織之態度差異有多大，團隊對外塑造正面形象之行為並不會受到

影響。而由圖 4.2 可知，當團隊成員之產業年資為高且多元時，表現使者行為之

程度愈高；相對地，當團隊成員之產業年資為低且多元時，表現使者行為之程度

愈低。

圖 4.2 團隊產業年資與多元化之干擾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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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相關多元化之構形(configuration)

Thatcher 與 Jehn (1998)提出多元化之構形論點，主張不同類型多元化之團隊

組成將有益於團隊績效之提升。黃家齊與蔡達人(2003)以社會類別多元化、價值

觀多元化與資訊多元化等三種多元化進行構形組合，研究結果發現兩兩組合之多

元化會對創新績效產生影響，例如，價值觀多元化愈低且社會類別多元化愈高之

團隊，其創新績效愈高。為進一步了解工作相關多元化各變數間之構形組合，本

研究擬對兩兩變數之交互作用項進行分析，以了解不同工作相關多元化屬性之組

成是否會對團隊績效造成影響。

研究結果發現，僅產業年資多元化與教育程度多元化之交互作用項與團隊解

決問題速度呈正相關(β=.28, p<.05)。為深入了解其交互作用之方向，本研究以

未標準化之係數繪圖如下：

圖 4.3 產業年資多元化與教育程度多元化對團隊解決問題速度之干擾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圖中可看出，當團隊成員之教育程度十分接近，缺乏多元化的情況下，愈

高的產業年資多元化反而會造成團隊解決問題速度之降低；相對地，當團隊成員

之教育程度愈不一致時，產業年資多元化與團隊解決問題速度幾乎呈現無相關。

由此可知，若團隊之目地在追求迅速解決工作上所面臨之問題時，成員之組成應

傾向於一致性，即成員於教育程度與產業年資應趨於相似，因為過高的多元化將

造成團隊意見無法統一，錯失解決問題之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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