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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成三節，第一節在解釋本研究所得之結果於理論上與實務上之意

涵；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說明本研究的缺失與可供改進之處；第三節為未來研究

建議，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未來研究再發展與深入之方向與建議；第四節則為本

研究之結果做一總結。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不同類型多元化是否會對不同團隊結果造成影響。本研

究將團隊多元化依功能性分為關係相關多元化與工作相關多元化，且為進一步區

別關係相關多元化，再將其依識別度高低分為表象多元化與深層多元化。同時，

本研究亦延續 Webber 與 Donahue (2001)將團隊結果分為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

其中，本研再進一步將團隊歷程分為內部凝聚力與外部活動，更深入了解團隊多

元化是否會對特定之內部歷程或外部活動有不同之影響。

一、團隊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之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表象多元化深層多元化中的學習目標導向與組織承諾多元化

對團隊凝聚力有負向影響，與研究假設相符。當團隊成員於學習目標導向或組織

承諾之看法與觀感愈不一致時，愈容易導致成員將不相似的人歸類為外群體，愈

容易將彼此之差異性放大，造成對外群體之反感；相對地，對與自身在學習策略

或對組織觀感愈相似的人，成員會將之歸為同一類別成為內群體，對內群體之成

員愈容易相互吸引，並對內群體愈為偏愛(Tsui & Gutek, 1999)。在此種情形下，

高學習目標導向或高組織承諾之成員，愈不願意與低學習目標導向或低組織承諾

的人互動，使得團隊內被畫分成多個次群體，造成相處上的困難，對內部溝通造

成負面影響，成員愈無法消除對異己之偏見與誤解，因而降低團隊內部之凝聚

力。而親和性多元化雖然團隊凝聚力呈負相關，但其相關並不顯著，本研究認為

這可能是因為具高親和性之成員是友善的且寬容的，傾向與人和睦相處，即使面

對與自己特質不同之他人，亦不會對其對立。儘管其亦會將低親和性之成員歸類

為外群體，但高親和性之成員受到待人友善特質之影響(Barrick et al., 1998)，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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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受到刻板印象之影響，而拒絕與其互動往來，因此，親和性多元化對團隊凝

聚力之負向影響並不如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或組織承諾多元化。

相較於過去同時探討深層多元化之實證研究(e.g., Harrison et al., 1998, 2002;

Mohammed & Angell, 2004)，本研究不僅在不同情境中驗證未發現之關係，更納

入過去研究甚少論及之深層多元化變數。Harrison 等學者(1998)以醫院員工與零

售店員工所組之團隊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組織承諾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

之負相關並不顯著。本研究以研發團隊為對象，結果發現，當組織承諾之差異性

愈大時，內部凝聚力愈低，顯示此關係之成立與否，可能與團隊性質有關。此外，

本研究將過去深層多元化甚少討論之潛在特性做為衡量變數，擴大深層多元化之

內涵，例如：學習目標導向被視為個人層次之特性，僅有少數研究(e.g., Bunderson

& Sutcliffe, 2003; Porter, 2005)將之視為共享構念(Klein & Kozlowski, 2000)，並應

用於團隊研究中。然而，Chan (1998)指出，由個人層次提升至團隊層次之構念，

可依構念內涵之不同而有不同之組成模式(composition models)，因此相同的資料

可有不同的組成模式(Barrick et al., 1998)。在本研究中，學習目標導向以離散模

式(dipersion model)呈現，並同時控制平均值，以檢測學習目標導向多元化與團

隊凝聚力之關係，一方面擴大學習目標導向之應用層次，另一方面亦使深層多元

化屬性擴展至動機層面，而不僅是態度與人格特質。

本研究並未發現表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有顯著之負向關係，且在相關係數

表中，性別、年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為不顯著之低度相關(r=-.13, p>.10;

r=.19, p>.10)(Cohen & Cohen, 1983)。本研究以 PASS 軟體估算團隊凝聚力迴歸式

之統計檢定力，發現其統計檢定力為.74，低於.8 之要求(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 Mone, Mueller, & Mauland, 1996)，顯示性別與年齡多元化未能對團

隊凝聚力產生影響，樣本數不足可能為理由之一。

然而，本研究卻得到年齡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正相關，與研究假設方向相

反。本研究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當團隊同時擁有年長與年輕多個年齡層之成員時，

年長者愈能以成熟之眼光對待年輕人，而年輕人亦會抱持著學習之心態向年長者

取經，使得彼此能相互吸引，較不會以刻板印象對不相似的人予以負面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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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較趨於正面之互動，自然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趨於正向。此外，本研究之

年齡多元化雖高，但多集中於 30 至 40 歲之間，年齡差異之全距不大，溝通障礙

較低，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亦較低。

二、團隊多元化與外部活動之關係

與過去研究不同的，除團隊凝聚力，本研究亦探討團隊多元化對外部歷程之

影響。Choi (2002)提出透過外部活動之進行可促進團隊對外關係之管理與經營，

而團隊多元化正是影響外部活動執行之要素。本研究分別探討表象多元化、深層

多元化及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外部活動之影響，研究結果發現，工作相關多元化中

之產業年資多元化與使者活動呈顯著正相關，即當團隊成員之產業年資差異性愈

大時，愈能為團隊塑造良好正面之形象，並消除外界對團隊之誤解。如 Ancona

與 Caldwell (1998)所主張，使者活動之執行需仰賴團隊成員之工作經驗，擁有高

公司年資之團隊，愈有機會與高階管理者溝通團隊正在進行工作，以獲取所需之

資源，其理由在於在公司待的愈久的員工，愈了解公司內的事務，且比一般新進

員工更熟悉管理階層。本研究以產業年資替代公司年資，亦支持此論點，因為團

隊成員的高產業年資，使得其愈能了解產業之動態，且透過長時間之產業工作經

驗，愈能與本公司或其他公司之高階管理者或關鍵人物所有認識，使得團隊在執

行使者活動時，能收到更大之效能。同時，除高產業年資之成員外，產業年資較

低之成員亦能與年資相近之新進人員有所互動，交換新的產業訊息，使得產業年

資多元化愈高之團隊，不僅能從高年資成員處得到高階管理層或外來之支援，亦

能從低年資成員處得到較新之產業動態。

研究結果亦發現，外部網絡多元化對偵察活動有正向影響，即當團隊成員與

愈多類型之外部對象互動時，愈能有效地向外搜集資訊。如 Milliken 與 Martin

(1996)之主張，連結愈多的外部網絡，如供應商、顧客或專業研發機構，愈能接

觸到可用資訊與資源。同時，Ancona 與 Caldwell (1998)亦認為，藉由網絡關係

連結愈多不同類型之外部對象，將使得成員有愈多機會搜集工作相關訊息。但與

過去研究結果不同的，本研究並未發現教育程度多元化與產業年資多元化對偵察

活動有顯著正相關。Zenger 與 Lawrance (1989)研究結果發現，由不同組織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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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所構成之團隊，成員愈傾向與團隊外年資相仿的人溝通，但本研究並未發現

相似之結果。可能的理由為，研究對象皆為電子公司之研發工程師，處於競爭激

烈的產業中，在擔心資訊外洩可能造成公司損失之壓力下，愈難以向相同學歷與

經驗之外部對象取得或交換資訊，因而使得執行偵察活動之程度降低。

此外，本研究發現性別多元化與偵察活動呈顯著負相關，當團隊由男女混合

組成時，向外搜集資訊之程度愈低。本研究認為，在性別比例平衡之研發團隊內，

女性成員可能因為工作性質而被男性成員歸類為次群體，並可能受到女性刻板印

象之影響，使得女性遭受不公平之對待。在此種情況下，團隊內可能形成男女之

對立，使得團隊成員缺乏共識，無法共同對外表現一致之行為，一起向外偵察環

境資訊之行為因而降低。然而，本研究卻發現，年齡多元化與偵察活動呈顯著正

相關，與假設之負相關相反。其可能理由為，不同年齡層次成員愈傾向與同年齡

之外部對象往來與溝通(Zenger & Lawrence, 1989)，且由於同年齡之外部對象不

一定都待在相同產業之中，較不受到同產業保密條款之影響，因此，向外偵察環

境資訊之活動較常發生。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關係相關多元化未對使者活動產生任何影響，這可能與

使者活動之屬性有關。外部活動之高低可從表現頻率與執行程度來看，而本研究

支持 Ancona 與 Caldwell (1992b, 1998)之說法，認為外部活動為團隊成員將邊界

管理(boundary management)視為應盡責任之程度，因此，外部活動之執行程度決

定於團隊成員之特性。其中，使者活動屬於為團隊盡正式領導之責任，須向外負

起為團隊消弭干擾工作之噪音與壓力，並塑造團隊良好正面形象，因此，團隊組

成應著重於成員是否具備領導特質或對外溝通技巧等(Ancona & Caldwell,

1998)。然而，本研究所探討之關係相關多元化各變數並未包含類似之屬性，因

此，研究結果並未發現與使者活動有關之多元化屬性。未來研究應針對與使者活

動有關之成員特性深入了解，並從不同之構念操作化方式著手，而非僅探討多元

化或平均值等單一角度探討其對使者活動之影響，例如：組織承諾多元化高且偏

低之團隊成員組合，將對使者活動造成負面影響。

相較於過去多元化之實證研究，本研究將團隊多元化連結至另一種團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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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外部活動，這是過去實證研究甚少討論的(Ancona & Caldwell, 1998; Choi,

2002)。Gladstein (1984)認為外部活動與內部歷程為同等重要，在了解影響內部歷

程之因素時，亦應探討相同因素是否亦會對外部活動造成影響。本研究結果顯

示，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呈顯著負相關，但對任何外部活動(包括使者活動

偵察活動)皆未產生顯著負相關；相對地，工作相關多元化則與偵察活動為顯示

正相關，與 Harrison 等學者(1998)及 Ancona 與 Caldwell (1992a)之研究結果相似。

由此研究結果可知，團隊成員於潛在特性上之組成對團隊凝聚力之影響大於性別

與年齡，卻不一定會對外部活動造成影響；但團隊成員於工作相關屬性之組成，

可反映出團隊所擁有之知識與技能，影響團隊能否尋找到合適的對象，獲得有效

資訊，驗證並支持 Ancona 與 Caldwell (1998)之主張。而本研究結果亦進一步地

證實，內部歷程與外部活動屬於不同構念，因其自有不同之影響因素，因此，未

來研究在探討團隊歷程時，應該將外部與內部活動分開討論，更能深入了解團隊

歷程之進行。

此外，未來管理者在挑選成員組合團隊時，亦可兼顧成員之經驗與態度，因

為不管是深層多元化或工作相關多元化皆不會對凝聚力與外部活動造成相同程

度之影響，亦即，影響內部與外部歷程之多元化並不相同。因此，為有效提升團

隊凝聚力，應選擇學習目標導向較一致之成員，或盡力提高團隊成員之組織承

諾，使之趨於一致地高；而為有效促進偵察活動之執行，應組合擁有不同連結對

象之成員，使之豐富化團隊的外部網絡關係。

三、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探討之團隊績效為創新績效與解決問題能力(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其中，較少實證研究探討團隊多元化與解決問題能力之關聯，本研究則

認為解決問題能力可反映團隊能否在面臨問題時，有效率地提出即時且符合績效

要求之方案，且解決問題能力(包括提出方案之速度與品質)亦與團隊產出之時效

性與成果品質有關，因此亦屬於團隊績效之一(Atuahene-Gima, 2003)。與過去研

究相同(黃家齊, 2003; Atuahene-Gima, 2003; Lovelace et al., 2001)，本研究將創新

績效分為創新程度與計劃符合度，解決問題能力分為解決問題速度與解決問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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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研究結果發現，工作相關多元化中的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多元化與創新程度

呈顯著正相關，即當團隊成員於產業年資之組成愈多元化，接觸愈多不同類型之

外部對象時，愈能提高團隊於工作成果上的創新，但關係相關多元化則否。此研

究結果與學者之主張一致(e.g., Webber & Donahue, 2001; Williams & O’Reilly,

1998)，即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正向影響高於關係相關多元化，因為團

隊成員於工作相關屬性之多樣組成，比性別、年齡或態度等關係相關屬性，更能

反映出團隊於知識與技能上之廣度與深度(Pelled et al., 1999)。同時，如 Argote

與 McGrath (1993)所言，為了解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必須更仔細地區

別出特定多元化與特定結果之關聯性，方能有助於明確關係之發覺。因此，本研

究更進一步地證實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創新之關係。

此外，本研究結果亦發現產業年資多元化與外部網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品質

有顯著正向關係，即團隊成員之產業年資差異愈大，且擁有愈多元化之連結關

係，愈能提高解決方案之品質。本研究認為，這是因為透過不同產業年資之成員

與外界之互動及往來，以及與不同外部對隊之工作接觸與關係連結，愈能尋找到

合適對象取得有效資訊與資源，進而提出符合需求之解決方案；相較之下，產業

年資相近，且接觸的外部對象愈相似之團隊，愈可能得到高重複性之資訊，使得

團隊無法透過外力之協助，提出高品質之決策(Milliken & Martin, 1996)。本研究

亦引伸 Hansen (1999)之論點，愈廣之連結愈有助於資訊之搜尋，此論點亦可在

團隊層次上獲得支持。然而，本研究並未具體衡量資訊搜尋之程度，僅以潛在機

制(rationale)之說法推導工作相關多元化與團隊績效之關係，因為本研究之重點

在探討工作相關多元化能否提高團隊績效，而非促進大量資訊之搜集，所以衡量

資訊搜尋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然而，研究結果並未發現工作相關多元化屬性與計劃符合度或解決問題速度

有關，僅有年齡多元化與解決問題速度有顯示負相關，即當團隊成員之年齡分布

愈多元時，團隊提出解決方案之速度愈慢。本研究認為，當團隊成員之年齡組合

有高有低時，可能會因為成長背景不同，生活經驗有差異，所以在討論問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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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容易從個人角度發言，造成意見分歧，難以統一形成共識，因此降低解決問題

之速度。本研究之補充分析中發現，團隊成員之教育程度與產業年資愈趨於一致

時，愈能提高團隊解決問題速度。此一結果可間接支持上述說法。

本研究僅發現工作相關多元化對創新程度與解決問題品質之正向影響，在計

劃符合度與解決問速度則否，這可能與績效類型有關。Beal 等學者(2003)將團隊

績效分為兩大類，分別為效能性績效與效率性績效，前者為本研究之創新程度與

解決問題品質，後者為計劃符合度與解決問題速度。從本研究結果可知，工作相

關多元化對效能性績效有直接且正面之影響，但對效率性績效則否，顯示團隊成

員之工作經驗與外部網絡多元化，可為團隊帶入有效資訊與知識，提高工作成果

之創新與品質，但對於有時間與成本壓力之績效並未有正面效果存在，這可能是

因為效率性績效不僅要考慮到成本，亦需與成效(benefit)做一比較(Beal et al.,

2003)。同時，本研究結果亦呼應 Smith 等學者(2005)之研究發現，產業經驗所代

表之團隊現有知識(existing knowledge)與外部網絡所代表之可觸及知識

(accessible knowledge)，可使團隊擁有愈豐富的相關知識供諮詢與愈多來源的知

識基礎可接觸，比工作相關多元化低之團隊，更有機會提高交換與整合知識之能

耐，進而促進產品創新程度。然而，當團隊目的在追求效率性績效時，則必須在

工作相關屬性上之構形組合特別地小心，因為工作相關多元化可能會因為資訊與

知識過於豐富，造成時間與成本上的花費。因此，團隊成員之組成必須視團隊目

的而決定，若團隊目的為快速回應環境變化時，則團隊成員之教育程度與工作經

驗愈一致，愈能迅速解決工作問題；相對地，當團隊目的在提高產品創新程度時，

產業年資與外部網絡愈多元化的團隊成員，愈能達成此目標。

四、實務意涵

就上述結果，本研究建議管理者在組成團隊與進行成員甄選時，須思考該團

隊成立之目標為何，若團隊目的在開發新產品，較無時間與成本壓力時，則工作

相關多元化則是重要元素之一，透過成員產業經驗與外部網絡多元化之組合，將

可為團隊產生更多創新之想法與成果。相對地，若團隊產出有時間上之壓力時，

則不僅要注意多元化組成，成員於特殊屬性上高平均值亦須注意，例如：皆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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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目標導向成員所組之團隊，可能愈能隨環境調整學習之方式，更能快速地提

出符合外界要求之解決方案。

此外，深層多元化有礎於團隊凝聚力之提升，因此，管理者在進行團隊成員

之甄選時，必須考慮到成員之學習導向與工作態度上是否相似，或者在團隊組成

之後，以團隊領導或高階組織文化等社會化歷程，塑造團隊成員對學習與組織一

致之觀感，以利共識之成形與凝聚力之提升。

然而，就目前實際狀況而言，研發團隊成員之甄選與後續的社會化歷程似乎

仍未受到高度的重視，其理由可能在於甄選與社會化成本過高，使得企業不願意

花費太多的心力與金錢於人力資源之投資。愈來愈多的企業傾向於以高學歷與高

工作經驗來甄選新進員工，造成員工特性趨於一致性，忽略多元化可能引發之創

意，特別是在需要不斷更新產品之研發團隊與產品開發團隊。研究結果發現，教

育程度多元化與產業年資多元化對團隊績效之影響雖未達顯著水準，但仍呈正相

關，顯示企業以高學歷或高工作經驗所甄選而來的高相似性之員工，在共組團隊

之後，並不一定會有高的績效表現。因此，企業應審慎地思考團隊成員之甄選，

並同時考量同質性與異質性團隊之優缺點，建立適合企業文化且能發揮效能之團

隊甄選準則，以避免因同質性所造成之缺乏創意與異質性所引發之團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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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有五：

第一，本研究以電子業之研發團隊為對象，研究結果之解讀須特別小心，因

為其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可能受到限制，在類推至其他類型團隊時，不能

完全視為相同。

第二，本研究團隊多元化之衡量多採用客觀指標，應可避免主觀衡量可能造

成之偏誤，然而，深層多元化之衡量是由個人主觀評量再計算整個團隊成員標準

差做為團隊層次變數，仍有可能導致在驗證團隊凝聚力、外部活動與解決問題能

力等依變項之關聯性時，發生相同方法偏誤(common method bias)之疑慮。本研

究為降低相同資料來源可能造成相關高估之情況發生，將深層多元化各屬性之平

均值予以控制，應可有效降低相同方法偏誤所導致之結果解讀錯誤。

第三，Chan (1998)對個人資料加總至團隊層次所採用之方式予以分類，本研

究以「直接共識模式(direct consensus model)」組成團隊外部活動，而以「指稱物

移轉共識模式(referent-shift consensus model)」組成團隊凝聚力與團隊解決問題能

力，與前者不同。然而，Kozlowski 與 Klein (2000)認為團隊層次構念中的共享構

念可由這兩種模式所組成，其內容則視構念定義而定。Ancona 與 Caldwell (1992b)

研究指出，「團隊外部活動是個人貢獻之總和(p. 640)」，顯示外部活動應可由所

有成員個別為團隊所表現之行為而整合成團隊共同行為。同時，本研究為確認個

人行為能否提升至團隊行為，進行 rwg 與 ICC 值之檢定，以團隊內部一致性為基

礎將之加總(Chan, 1998)。因此，就外部活動之定義而言，本研究之處理應屬合

理。

第四，本研究以團隊主管評量團隊工作績效，而非該團隊之上一級主管

(supervisor)，可能有社會期望(social desirability)效果之發酵而造成之工作績效浮

報之疑慮。相較於黃家齊(2003)之研究，同樣以 Lovelace 等學者(2001)之團隊績

效問卷，由團隊主管以 5 點尺度衡量，本研究的團隊工作績效平均值與標準差比

值(CV)並無太大之差異。在創新程度構面，本研究之 CV 值為 7.08，黃家齊(2003)

為 6.84；在計畫符合度構面，本研究之 CV 值為 5.39，黃家齊(2003)為 5.59。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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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即使由團隊主管評量團隊績效可能存有社會期望之效果，但可能使團隊績效

之變異縮小，較難出現顯著相關。而在本研究情境中，團隊多元化與創新程度仍

有顯著正相關，顯示社會期望效果並未對研究結果產生太嚴重的影響。因此，本

研究以團隊主管評量團隊績效，應不致於對研究結果產生太大之偏差。

最後，本研究僅控制成員團隊年資之中位數，並未將團隊成立時間予以控

制，這將使得團隊多元化對團隊歷程與團隊績效之影響缺乏時間背景的描述，無

法更進一步了解團隊多元化是否會因為團隊形成、成長、成熟或衰退等各時期而

有不同程度或方向之影響。因此，未來研究應更仔細地思考在團隊各階段過程

中，多元化所扮演的是促進或阻礙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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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所得，提供幾個方向以供未來學者研究參考。第一，本

研究探討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結果關係之推導以社會分類理論與資訊決策理論為

主，但並未具體衡量其對應之構念，如分類(categorization)程度與資訊探究

(elaboration)程度。然而，本研究目的在了解不同多元化對特定團隊結果之影響，

而非分類或資訊探究是否為兩者之中介變數，因此，分類或資訊探究之探討不在

本研究範圍內。未來研究應以分類與資訊探究分別連結與關係相關及工作相關多

元化，以分析其是否為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結果之關係，驗證 Van Knippernberg 等

學者(2004)所提出之 CEM (Categorization-Elaboration Model)成立與否。

第二，本研究屬於團隊層次研究，屬於單一層次。未來研究應試圖朝跨層次

(cross-level)或多層次(multi-level)模式進行，例如：探討團隊多元化對個人績效之

影響，即屬於跨層次研究，或同時探討成員與團隊主管之不相似性(dissimilarity)

對個人績效之影響，與團隊多元化對個人及團隊績效之影響，屬於多層次研究。

第三，本研究將團隊多元化視為因，團隊績效視為果。然而，本研究屬於橫

斷面分析，並無法明確釐清兩者之因果關係。但本研究所探討之團隊多元化未受

到任何因素影響的個人特性，例如：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等，皆發生於團隊績

效之前且個人難以改變之特性，除深層多元化屬性中的組織承諾與學習目標導向

外。同時，目前現階段之團隊多元化研究甚少論及探討團隊績效之對人員組成之

反向關係。因此，將團隊多元化視為團隊結果之影響因素仍屬合理之推論。未來

研究應朝長期間之觀察與衡量，朝縱斷面研究前進，區隔各個變項的資料搜集，

以確認其間之因果關係，例如：可在搜集完多元化屬性資料後，隔一段時間再衡

量團隊績效，以確保團隊多元化在先，而團隊績效在後。甚者，可透過長期間觀

察團隊人員之變動，從動態觀點檢視團隊組成與團隊績效之相互影響，例如：工

作績效不良之團隊可能會藉由調離低親和性之成員或加入高勤勉審慎之成員，以

提升績效，如此將使得團隊多元化程度產生變異，即團隊績效影響團隊組成，進

而影響之後之團隊績效，產生互為因果之關係。

第四，本研究以 Blau (1977)之指標衡量外部網絡多元化，僅能以數據比較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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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接觸不同外部對象之變異程度，並無法反映該變數之真實意涵，亦即該團隊是

與各一位的供應商、顧客或專業研機構人士互動，亦或是與各十位的外部對象互

動，兩者之數據相同，但所代表之意義卻不相同。因此，未來研究在衡量外部網

絡多元化時，應發展更精確之衡量方式，使估算所得之數據能反映出該屬性之真

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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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論

本研究發現當工作相關多元化愈高時，團隊績效會愈高，即團隊成員於產業

年資與外部網絡之組成愈多元時，愈能反映出該團隊所擁有之知識基礎愈豐富，

愈有助於知識創造與運用，進而提高團隊工作成果之創新程度與解決方案之品

質。同時，本研究亦發現深層多元化與團隊凝聚力有顯著負相關，表象多元化與

工作相關多元化則否，進一步證實 Webber 與 Donahue (2001)之論點，即不同多

元化會對不同團隊結果產生效果。因此，在探討團隊多元化與團隊結果之關係

時，須仔細地思考關係相關與工作相關多元化是否會對特定類型結果產生影響，

方能有助於團隊多元化研究成果之累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