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資料分析 

本研究於三月初進行問卷前測，在此階段除了確認可接受的量表信度與效

度之外，更重要的是探究各構念之間的關係，並於前測結束後，於三月中旬進行

正式問卷調查。因此在本章中，將逐一敘述本研究之正式問卷調查過程與樣本資

料分析，量表的信、效度，各構念之內部結構與彼此之關係，以及研究假說之驗

證結果。  

第一節 問卷之發放與回收及樣本基本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網路問卷調查時間自2005年3月10日至3月31日，計21天，總共回

收467份，其中有效問卷共406份，有效問卷率約為90%。本研究問卷的推廣方式

為（一）主動尋找可能的受訪者─透過電子郵件發佈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正在進行

的訊息，並委請參與問卷填答者協助宣傳。在信件內容上除邀請收件者參與本研

究之問卷調查外，更表達希望收件者能協助本研究以轉寄信件的方式接觸到更多

受訪者之意願；（二）於國內各大電子佈告欄系統之討論區與留言版中發佈消息，

如政大貓空、批踢踢實業坊等。 

問卷的連結網址為http://myhlin.dyndns.org/index.htm。為了表達本研究對問

卷填答者的感謝以及促進問卷回收之順利，在問卷調查期間與結束後，本研究以

摸彩贈送精美手機吊飾以致謝意，問卷調查進行至第21天，由於問卷之累積數目

已經達到預期，且參與填答人數已明顯趨緩，因此決定在該日結束本研究之問卷

調查（見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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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回收情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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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每日參與問卷填答數量變化曲線 

經過21天的問卷調查本研究總共回收467份的問卷，其中無效問卷共61份。

在無效樣本的判別上，依據其填答時間、填答狀況以及其郵件帳號合併判讀。部

份受訪者問卷填答時間相當短暫，在審視過其填答狀況後發現其答題有前後矛盾

之處，如：年齡與學歷不相當，或其所有選項之填答具有特定趨勢，如：所有填

答皆填最高等級，又或者由於問卷儲存方式之設計造成連續數筆在時間點上幾乎

重疊且完全一樣答案的問卷，再者，由於本研究之取樣對象為知識工作者，故職

業為學生之問卷也視為無效問卷，另外，由於考量有些企業之防火牆基於安全考

量致無法上網填答，故亦以附件方式傳送問卷之電子檔，但如此一來，無法藉由

程式控制填答之情況，故有漏填答案之問卷亦視為無效問卷，為了避免這些不正

常填答影響本研究之進行，因此在經過判讀後決定將這些樣本資料捨去。總計有

效樣本為406份問卷。 

在經過問卷篩選之後得到406份有效問卷，其中男女比約為有效樣本的

45.6%與54.4%。教育程度以大學（專科）的樣本最多，約66.7%，其次為研究所

以上，佔有效樣本數的28.1%，整體來說，本研究之填答者教育程度比所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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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均值高。在樣本的年齡組成上，70%左右的受訪者介於20-30歲，其中又以26

歲至30歲的受訪者最多，佔有效樣本數的40.9%，填答者多屬於年輕的知識工作

者。在工作年資方面，約65%在目前公司工作未滿3年，其中又以未滿1年的人的

人數最多占35.5%。代表目前知識工作者的流動率高。另外，填答者在企業內的

階層方面，在目前公司的階層以非主管人員居多，占68.9%，再者是初階管理者

占14.8%。除此之外，多數填答者屬於資訊部門占35%，研發部門次之占14.8%，

大部份屬於技術人員。 

表4-1 樣本基本資料 

  個數 %   個數 % 

男性 185 45.6 未滿 1年 144 35.5性別 

女性 221 54.4 1年以上未滿 3年 120 29.6

國中以下 1 0.2 3年以上未滿 5年 63 15.5

高中/職 20 4.9 5年以上未滿 7年 27 6.7

大學/大專 271 66.7 7年以上未滿 9年 10 2.5

碩士 114 28.1 9年以上未滿 11年 8 2

學歷 

博士以上 0 0 11年以上未滿 13年 9 2.2

20 歲以下 13 3.2 13年以上未滿 15年 9 2.2

21-25 歲 104 25.6

工作年資

15年以上未滿 17年 4 1

26-30 歲 166 40.9 行銷部門 34 8.4

31-35 歲 62 15.3 研發部門 60 14.8

36-40 歲 16 3.9 企劃/設計部門 25 6.2

41-45 歲 30 7.4 後勤部門 68 16.7

46-50 歲 8 2

部門 

資訊部門 142 35

51-55 歲 5 1.2 業務部門 41 10.1

年齡 

超過 60 歲 0 0 稽核/督導/安全管理部門 10 2.5

高階管理人員 12 3 其它  26 6.4

中階管理人員 20 4.9

初階管理人員 60 14.8

工作小組組長 34 8.4

管理階級 

非主管人員 
280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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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更了解填答者的特性，因此問卷題項設計三個題項以了解目前知識工

作者使用電腦的習慣。首先，在知識工作者每天時間分配方面，29.1%的填答者

每天花最多的時間在解決問題，顯示知識工作多從事非結構化性質的工作；另

外，在使用電腦的時間上，43.9%的受訪者每天使用電腦超過7小時的時間，表示

目前知識工作者使用電腦十分普遍且依賴甚深，大部份的工作都是要利用電腦完

成；再者，在通訊工具的選擇上，受訪者使用聯繫的方式仍大部份以電話為主，

占46.3%，再者是利用電子郵件來連繫，占27.6%。其它利用MSN或是視訊會議的

受訪者仍不多，約占7.4%。 

表4-2 受測者使用電腦習慣 

桌上文書作業 106 26.1

解決問題 118 29.1

文案撰寫 30 7.4

產品設計 6 1.5

程式設計 55 13.5

技術研發 15 3.7

電話溝通 31 7.6

開會 15 3.7

拜訪客戶 17 4.2

每天花最多時間的事情 

其它  13 3.2

不到 1小時 10 2.5

1~3 小時 51 12.6

3~5 小時 57 14

5~7 小時 110 27.1

每天使用電腦的時間 

超過 7小時 178 43.8

面對面的溝通方式 76 18.7

電話聯繫 188 46.3

利用 E-mail聯繫 112 27.6

利用文字式的即時通訊軟體 28 6.9

常用的聯繫方式 

利用多媒體的即時通訊軟體 2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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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量表之信度及效度檢定及因素分析 

 

由於本研究是採用網路問卷調查及電子郵件問卷調查做為收集資料的方

式，因此，難免會有取樣及統計上的誤差發生，故測量結果的精確度與準確性就

相當重要。判斷測量品質的好壞與否，最常用的方法為估計測量中代表精確度的

信度和代表準確性的效度。 

測量的信度原理，建立在測驗分數的變異理論上，某個變項的測量分數會落

於一定的範圍內，因此可以獲得該變項的離散變項─變異數。其變異來自真實分

數本身存在的變異以及隨機誤差產生的波動，其關係如下：變項總變異量=真實

分數的變異＋隨機誤差變異=真實分數的變異/變項總變異量＋隨機誤差變異/變

項總變異量。其中真實分數的變異除以變項總變異量即為測量分數之信度指標─

信度係數。在實務上，最常用的為Cronbach’s α係數，此為直接分析題目間的

一致性、同質性或相關程度的一種信度指標，指標分數越高代表題目之同質性越

高，換言之代表量表試題是在測量相同的特質，此種方法較嚴謹，有時被稱為信

度的低限。 

效度的評估方式有個人主觀認定、著重測量特性與質的判斷法與根據具體量

化指標進行評估的實徵法，在應用上由於效度的測量困難，因此常以判斷法為

主。效度的評量有三種主要的模式：反映測量工具本身內容廣度的適切程度之內

容效度、計算測驗分數與特定效標間相關係數以反應測量工具之有效性的效標關

連效度、探測測量工具測得一個抽象概念或特質之程度的建構效度（邱皓政，民

93）。 

在本研究中，以Cronbach’s α係數以及反映測量工具本身內容廣度的適切

程度之內容效度，及題項之意義與欲測量之構念意義相符之表面效度做為量表

信、效度評估之方式。由於本研究之反應變量之構念建構係依據因素分析結果，

因此在信度方面以反應變量之構念與其所萃取題項進行Cronbach’s α信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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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效度方面本研究之問卷題項經過學術專家與同儕間之深入討論，確立本研究

問卷之表面與內容效度。  

 

一、知識管理工具之因素分析 

為了要證實研究者所設計的測驗的確在測某一特質，並釐清潛在特質的內在

結構，「因素分析」是將為數眾多且具有共同特性的一組測量分數，依其彼此之

間的相互關係抽離出背後潛在構念以增加其可理解度的統計分析技術（邱皓政，

民93；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2；Kim & Mueller, 1978）。因素分析

技術之主要功能有四：（Hair et al.）  

1. 從一組龐大變數中找出不易直接觀察到的一組潛在構念；  

2. 找出區別一大群人為不同群組的方法；  

3. 找出適合進行接下來的迴歸分析、相關分析或鑑別分析之變數；  

4. 新增一組為數不多的變數以部份或完全取代原本的變數，並以此變數分數繼

續接下來的分析。  

因素分析以變數之間的相關做為分析的基礎，因此適當的相關係數是檢驗資

料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的重要依據。探討相關係數是否適當的方法有三種，第

一種為Bartlett球型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用來檢定兩兩題項之相

關係數是否顯著的大於0，若檢驗結果顯著，則代表相關係數足以作為因素分析

抽取因素之用；第二種方法是取樣適切性量數（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其為與某變項相關的所有相關係數與淨相關係數的比較

值，該係數越大代表相關情形良好，越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其判斷指標如表4-3

所示；第三種方法是檢查共同性指數（communality），表示該變項的變異量被

共同因素解釋的比例，變項的共同性愈高，因素分析的結果就愈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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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KMO統計量的判斷原理 

 

KMO統計量 因素分析適合性 

0.90以上 極佳的(marvelous) 

0.80以上 良好的(meritorious) 

0.70以上 中度的(middling) 

0.60以上 平庸的(mediocre) 

0.50以上 可悲的(miserable) 

0.50以下 無法接受的(unacceptable)

因此，本研究在進行因素分析之前，先針對各個構念進行Bartlett球型檢定，

並取得KMO適切性量數及其共同性指數之平均值，確認各構念適合進行因素分

析，結果整理於表4-4；在KMO取樣適切性量數上各構念之統計量為0.935，對

照表4-3 KMO統計量的判斷指標，可知該資料進行因素分析之適合性屬於極

佳；至於Bartlett 球形檢定之p 值小於0.001，檢定結果顯著，代表變數間有顯著

的相關性，因此證明資料值得進行因素分析。  

表4-4 KMO與Bartlett球型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切性量數 .935 

Bartlett’s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4054.826 

  自由度 210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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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素個數的決定方式，由於本研究屬於社會科學的實徵研究，故以特徵值

（Eigenvalue）接近1或累積解釋變異量達60%以上，捨棄陡坡圖中走勢趨於平緩

的因素為標準（Hair et al., 1992），且在此分析中，加入第五個因素所增加的

解釋變異相當接近於前一個因素，且真正產生較大差距是在第五個因素之後。因

此，雖然第五個因素之特徵值小於1，仍予以選取，故取因素數目為5，累積的可

解釋變異量達63.237%，詳見表4-5、圖4-2。 

 

表4-5 知識管理工具構念之解說總變異量 

 

因素 初始特徵值 

  總和 變異的% 累積變異的 % 

1 8.913 42.442 42.442 

2 1.333 6.346 48.788 

3 1.057 5.034 53.823 

4 1.032 4.913 58.736 

5 .945 4.501 63.237 

6 .803 3.823 67.060 

7 .752 3.580 70.640 

8 .708 3.372 74.012 

9 .607 2.892 76.904 

10 .581 2.765 79.669 

11 .573 2.728 82.396 

12 .521 2.483 84.880 

13 .458 2.181 87.060 

14 .435 2.071 89.131 

15 .408 1.945 91.077 

16 .389 1.852 92.929 

17 .361 1.719 94.647 

18 .331 1.578 96.225 

19 .308 1.466 97.691 

20 .280 1.336 99.026 

21 .204 .974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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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因素陡坡圖 

 

本研究以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進行因素的萃取，而各變數

在所萃取因素上之共同性、特徵值、陡坡圖等分別如表4-6、表4-5 以及圖4-2

所示。此一結果符合Kaiser提出的「受試樣本數大於250位，則平均共同性應在

0.60以上 」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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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知識管理工具構面之共同性 

共同性 初始 

共同

性 

工作上遇到問題時，不知該去哪裡尋求公司資源？ 1.000 .621

常常因為缺乏一個良好的資料搜尋工具而常常花費很大的功夫

去尋找資料？  
1.000 .510

儲存文件於公司資料庫時，常常不知道該歸哪一類？ 1.000 .581

與成員在進行文件交換、意見溝通、會議排程或是群組討論時缺

乏良好工具？  
1.000 .550

和合作廠商在產品概念形成時缺乏協助互動溝通的資訊系統？ 1.000 .556

遇到問題或是需要意見分享時，找不到工作上同質性高的人進行

討論？ 
1.000 .566

與團隊成員激發新的概念和想法的過程中缺乏一套輔助系統？ 1.000 .587

發展新的技術、產品或是專案時，缺乏展示的機會或是測試環

境，以獲取修正更新的意見回饋？ 
1.000 .512

缺乏一套良好的知識、經驗或工作心得的儲存媒體？ 1.000 .733

文件版本或是技術文件沒有良好的版本控管或是適時更新版

本？ 
1.000 .663

在眾多文件當中，無法搜尋到有用的文件和資訊？ 1.000 .629

缺乏一套整合的使用畫面及操作容易的介面協助你完成工作？ 1.000 .699

缺乏一套整合及保存工作心得及經驗等有用知識的資訊系統？ 1.000 .813

缺乏一套資訊系統能有效運用別人的知識和經驗，並能妥善管理

自己所擁有的資源？ 
1.000 .711

面對收集了大量數據，卻缺乏一套有力的工具來幫助你分析運

用？ 
1.000 .571

各種資訊工具分散在不同系統？ 1.000 .619

進行規劃或是決策時，公司資料庫卻無法提供有用的資訊？ 1.000 .614

進行專案時，需要和不同部門的組員溝通，卻常常因為彼此時間

無法配合，而無法進行有效的面對面溝通？ 
1.000 .622

常常回答同樣問題？ 1.000 .779

缺乏一個非正式的線上聯誼環境，可以提供你和其他同事分享彼

此工作上的心得？ 
1.000 .579

無法上網搜尋資料 1.000 .760

均值  .632

 37



 

由於以主軸法萃取而得的潛伏因素較不容易進行命名和解釋，為了方便因素

的解釋和命名，往往將因素軸做一旋轉，以使各因素的意義變得更清晰明顯。轉

軸是依據題項與因素結構關係的密切程度來做調整，因此並不會改變各變數的關

係，而是改變題項在各因素之負荷量的大小。轉軸後大部分的題項在每個共同因

素會有一個差異較大的因素負荷量，而每個共同因素的特徵值也會改變，但變數

的共同性不會變（周文賢，2002）。 

常用的轉軸方法包括直交轉軸法（orthogonal rotation）和斜交轉軸法（oblique 

rotation）；由於二種轉軸方法各有優缺點，而轉軸方法的選擇大多屬個人偏好

的問題（周文賢，2002）。本研究參考相關研究後決定採用直交轉軸法之最大變

異法（varimax）進行因素的轉軸，調整因素負荷量，以便為潛伏因素命名。表

4-7為轉軸後的結果。 

二、因素之信度檢測 

在為因素命名之前，本研究先對各個因素進行Cronbach’s α係數檢測，由

表4-8可知各個因素之Cronbach’s α係數皆介於0.6~0.8之間，惟其中有一因素

為單一題項無法進行信度檢測。由於本研究屬於探索式的研究，對於構面的建

構仍屬於初探的階段，且知識工作者的清單不存在，無法進行隨機抽樣，且樣

本或有不足，致構面的建構有所偏差，故構面之決定尚賴未來研究繼續。其餘

四個構面之信度皆介於0.6~0.8之間，屬於高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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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轉軸後之因素矩陣 

題項 因素 

工作上遇到問題時，不知該去哪裡尋求公司資源 .635 -.009 .260 .171 .349 

常常因為缺乏一個良好的資料搜尋工具而花費很大的功夫去

尋找資料？ 

.559 .360 .218 .038 .138 

儲存文件於公司資料庫時，常常不知道該歸哪一類 .547 .267 .301 .162 .307 

和合作廠商在產品概念形成時缺乏協助互動溝通的資訊系

統？ 

.653 .129 .250 .189 .123 

遇到問題或是需要意見分享時，找不到工作上同質性高的人

進行討論？ 

.713 .130 .132 .127 .081 

與團隊成員激發新的概念和想法的過程中缺乏一套輔助系

統？ 

.690 .309 .111 -.004 -.052

發展新的技術、產品或是專案時，缺乏展示的機會或是測試

環境，以獲取修正更新的意見回饋？ 

.628 .187 .106 .227 .138 

與成員在進行文件交換、意見溝通、會議排程或是群組討論

時缺乏良好工具？ 

.612 .189 .302 .186 .142 

缺乏一套良好的知識、經驗或工作心得的儲存媒體 .400 .628 .006 .423 -.004

文件版本或是技術文件沒有良好的版本控管或是適時更新版

本？ 

.282 .538 -.004 .511 .183 

缺乏一套整合的使用畫面及操作容易的介面協助你完成工

作？ 

.224 .536 .401 .052 .446 

缺乏一套整合及保存工作心得及經驗等有用知識的資訊系

統？ 

.234 .822 .255 .023 .132 

缺乏一套資訊系統能有效運用別人的知識和經驗，並能妥善

管理自己所擁有的資源。 

.185 .716 .397 .011 .079 

各種資訊工具分散在不同系統 .224 .413 .559 .286 -.067

進行規劃或是決策時，公司資料庫卻無法提供有用資訊？ .310 .309 .622 .166 .084 

進行專案時，需要和不同部門的組員溝通，卻常常因為彼此

時間無法配合，而無法進行有效的面對面溝通？ 

.234 .101 .714 .216 .032 

缺乏一個非正式的線上聯誼環境，可以提供你和其他同事分

享彼此工作上的心得？ 

.191 .173 .553 .051 .451 

面對收集了大量數據，卻缺乏一套有力的工具來幫助你分析

運用？ 

.503 .229 .513 .050 -.006

常常回答同樣問題 .169 -.025 .317 .794 .138 

在眾多文件當中，無法搜尋到有用的文件和資訊 .296 .427 .289 .525 -.007

無法上網搜尋資料 .183 .086 -.015 .099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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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因素 Cronbach’s α係數信度檢測 

 

題項 因素 α

工作上遇到問題時，不知該去哪裡尋求公司資源？ .635 -.009 .260 .171 .349 

常常因為缺乏一個良好的資料搜尋工具而常常花費很大的

功夫去尋找資料？ 
.559 .360 .218 .038 .138 

儲存文件於公司資料庫時，常常不知道該歸哪一類？ .547 .267 .301 .162 .307 

和合作廠商在產品概念形成時缺乏協助互動溝通的資訊系

統？ 
.653 .129 .250 .189 .123 

遇到問題或是需要意見分享時，找不到工作上同質性高的

人進行討論？ 
.713 .130 .132 .127 .081 

與團隊成員激發新的概念和想法的過程中缺乏一套輔助系

統？ 
.690 .309 .111 -.004 -.052 

發展新的技術、產品或是專案時，缺乏展示的機會或是測

試環境，以獲取修正更新的意見回饋？ 
.628 .187 .106 .227 .138 

與成員在進行文件交換、意見溝通、會議排程或是群組討

論時缺乏良好工具？ 
.612 .189 .302 .186 .142 

.871

缺乏一套良好的知識、經驗或工作心得的儲存媒體？ .400 .628 .006 .423 -.004 

文件版本或是技術文件沒有良好的版本控管或是適時更新

版本？ 
.282 .538 -.004 .511 .183 

缺乏一套整合的使用畫面及操作容易的介面協助你完成工

作？ 
.224 .536 .401 .052 .446 

缺乏一套整合及保存工作心得及經驗等有用知識的資訊系

統？ 
.234 .822 .255 .023 .132 

缺乏一套資訊系統能有效運用別人的知識和經驗，並能妥

善管理自己所擁有的資源？ 
.185 .716 .397 .011 .079 

.845

各種資訊工具分散在不同系統？ .224 .413 .559 .286 -.067 

進行規劃或是決策時，公司資料庫卻無法提供有用資訊？ .310 .309 .622 .166 .084 

進行專案時，需要和不同部門的組員溝通，卻常常因為彼

此時間無法配合，而無法進行有效的面對面溝通？ 
.234 .101 .714 .216 .032 

缺乏一個非正式的線上聯誼環境，可以提供你和其他同事

分享彼此工作上的心得？ 
.191 .173 .553 .051 .451 

面對收集了大量數據，卻缺乏一套有力的工具來幫助你分

析運用？ 
.503 .229 .513 .050 -.006 

.794

常常回答同樣問題？ .169 -.025 .317 .794 .138 

在眾多文件當中，無法搜尋到有用的文件和資訊？ .296 .427 .289 .525 -.007 

  

.602

無法上網搜尋資料？ .183 .086 -.015 .099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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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素命名 

 

(一)、定義及分享 

根據轉軸後的因素矩陣，有八個題項在因素一之因素負荷量較高，其中「工

作上遇到問題時，不知該去哪裡尋求公司資源」、「常常因為缺乏一個良好的資

料搜尋工具而常常花費很大的功夫去尋找資料」、「儲存文件於公司資料庫時，

常常不知道該歸哪一類」這三個題項皆和知識的定義有關，其它題項如「和合作

廠商在產品概念形成時缺乏協助互動溝通的資訊系統？」、「遇到問題或是需要

意見分享時，找不到工作上同質性高的人進行討論？」、「與團隊成員激發新的

概念和想法的過程中缺乏一套輔助系統？」、「發展新的技術、產品或是專案時，

缺乏展示的機會或是測試環境，以獲取修正更新的意見回饋？」、「與成員在進

行文件交換、意見溝通、會議排程或是群組討論時缺乏良好工具？」則和知識的

分享有關，包含透過組織成員間知識的傳遞分享以解決問題進而從工作中獲得知

識及經驗並創造知識，組織知識的定義指的是了解組織內外的知識所在，並了解

哪些是組織的重要知識，對於組織知識明確的定義及了解哪裡可尋找到資源，建

立起正式或非正式的聯絡分享網路，才能有效地分享知識於組織之中。因此，將

支援知識定義及知識分享及創造的工具濃縮為一個構念，並以「定義及分享」命

名之。 

 

(二)、儲存及整合 

根據轉軸後的因素矩陣，有五個題項在因素二之因素負荷量較高，其中「缺

乏一套良好的知識、經驗或工作心得的儲存媒體」、「文件版本或是技術文件沒

有良好的版本控管或是適時更新版本？」這兩個題項和知識的儲存工具有關；其

它如「缺乏一套整合的使用畫面及操作容易的介面協助你完成工作？」、「缺乏

一套整合及保存工作心得及經驗等有用知識的資訊系統？」及「缺乏一套資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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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能有效運用別人的知識和經驗，並能妥善管理自己所擁有的資源。」和知識擷

取的工具有關，所謂知識儲存是指將組織內外的知識選擇及過濾，並加工與提煉

有品質的知識後才儲存至合適的媒體，並且隨時依情況予以更新重整，而儲存的

最終目的便是讓知識需求者能利用最有效率的方式擷取知識，藉由整合型的知識

管理輔助工具幫助使用者利用知識，因此，將這兩個構念合而為一，並以「儲存

及整合」命名之。 

 

(三)、決策及溝通 

根據轉軸後的因素矩陣，有五個題項在因素三之因素負荷量較高，其中，「進

行規劃或是決策時，公司資料庫卻無法提供有用的資訊？」、「面對收集了大量

數據，卻缺乏一套有力的工具來幫助你分析運用？」和支援決策的知識管理工具

有關，亦即對於知識的利用有關；其它如「進行專案時，需要和不同部門的組員

溝通，卻常常因為彼此時間無法配合，而無法進行有效的面對面溝通？」、「進

行專案時，需要和不同部門的組員溝通，卻常常因為彼此時間無法配合，而無法

進行有效的面對面溝通？」、「缺乏一個非正式的線上聯誼環境，可以提供你和

其他同事分享彼此工作上的心得？」、「各種資訊工具分散在不同系統」支援溝

通的工具有關，亦即對於知識的傳遞有關。Davenport&Prusak(1998)曾提出知識

移轉=知識的傳遞+知識的吸收+知識的利用。因此，依因素分析的結果將支援知

識利用及傳遞工具的構念合而為一，為了更清楚表達該構念題項中所傳遞的資

訊，因此，此因素以「決策及溝通」命名之。 

 

(四)、文件管理 

根據轉軸後的因素矩陣，有二個題項在因素四之因素負荷量較高，分別為「常

常回答同樣問題」及「在眾多文件當中，無法搜尋到有用的文件和資訊」，此兩

個題項和常見問答題的整理及各種文件的管理有關，雖然，文件格式亦是企業內

儲存媒體的格式之一，但因素分析的結果卻未與支援知識儲存的工具歸為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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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念之下，本研究推論可能是因為企業內許多舊有的經驗和知識皆是以文件形式

存在且每天皆產生大量的文件，因此對於企業的知識工作者來說，支援文件管理

工具的性質是不同於儲存法則、模式或是關連式表格的管理工具，因此，因素分

析後的結果自形成一個單一的因素，故本研究將因素四以「文件管理」命名之。 

 

(五)、資料搜尋 

根據轉軸後的因素矩陣，「無法上網搜尋資料」此題項在因素五之因素負荷

量較高，網際網路雖然在知識獲取上是一項重要的工具，卻沒有歸類於「儲存及

整合」因素之下。本研究推論可能是因為對於企業的知識工作者來說，大部份的

知識管理工具都屬於企業網路中使用，或是和合作企業內的跨企業網路。因此，

網際網路的性質是不同於其它企業內部所使用的知識管理工具。所以經過因素分

析後，此單一題項便自形成一個因素。故本研究將因素五以「資料搜尋」命名之。 

由於本研究設計問卷時是以Taiwan(2001)所提出的整合型架構及文獻回顧

的結果做為依據發展題項。而回收之樣本資料經過因素分析後所形成的構念與之

前的七個構念不同。本研究推論由於Taiwan是以支援不同知識管理階段的資訊工

具來對知識管理工具進行分類，而本研究所收集樣本的對象為知識工作者，也就

是知識管理工具的使用者，所採取的是使用者的觀點，因此，對於知識管理工具

的歸類會有所差異。而本研究強調的是由知識管理工具的使用者，也就是知識工

作者的觀點來探討研究主題，故採用因素分析後所形成的五個因素做為後續資料

分析及驗證的構念。茲將各因素所對應之題項列於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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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各因素及題項之對應表 

 

題項 因素名稱 

工作上遇到問題時，不知該去哪裡尋求公司資源 

常常因為缺乏一個良好的資料搜尋工具而花費很大的功夫去尋找資

料？ 

儲存文件於公司資料庫時，常常不知道該歸哪一類 

和合作廠商在產品概念形成時缺乏協助互動溝通的資訊系統？ 

遇到問題或是需要意見分享時，找不到工作上同質性高的人進行討

論？ 

與團隊成員激發新的概念和想法的過程中缺乏一套輔助系統？ 

發展新的技術、產品或是專案時，缺乏展示的機會或是測試環境，以

獲取修正更新的意見回饋？ 

與成員在進行文件交換、意見溝通、會議排程或是群組討論時缺乏良

好工具？ 

定義及分享

缺乏一套良好的知識、經驗或工作心得的儲存媒體 

文件版本或是技術文件沒有良好的版本控管或是適時更新版本？ 

缺乏一套整合的使用畫面及操作容易的介面協助你完成工作？ 

缺乏一套整合及保存工作心得及經驗等有用知識的資訊系統？ 

缺乏一套資訊系統能有效運用別人的知識和經驗，並能妥善管理自己

所擁有的資源。 

儲存及整合

各種資訊工具分散在不同系統 

進行規劃或是決策時，公司資料庫卻無法提供有用的資訊？ 

進行專案時，需要和不同部門的組員溝通，卻常常因為彼此時間無法

配合，而無法進行有效的面對面溝通？ 

缺乏一個非正式的線上聯誼環境，可以提供你和其他同事分享彼此工

作上的心得？ 

面對收集了大量數據，卻缺乏一套有力的工具來幫助你分析運用？ 

決策及溝通

常常回答同樣問題 

在眾多文件當中，無法搜尋到有用的文件和資訊 

文件管理 

無法上網搜尋資料 資料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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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項間的關係 

 

本研究以組織價值命題的權變觀點探討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從事企

業活動時，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因此本研究以知識工作者的工作內涵

區分為四大類，分別為(1)專業性的知識工作。(2)攜帶性的知識工作。(3)創造

性的知識工作。(4)支援性的知識工作。企業則依其不同的組織價命題分為三類

(1)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2)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3)追求顧客親密性的

企業。應變數則透過因素分析後的五個因素分別為(1)定義及分享(2)儲存與擷取

(3)決策與溝通(4)文件管理(5)資料搜尋。為了驗證研究變數之間的相關程度，

本研究採用雙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的方式，以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為解釋

變數，對於此五個反應變量進行雙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 

雙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之主要目的探討因子對於反應變量的主效果及交

互效果是否顯著，若是交互效果顯著，則進一步以循序方格檢定或條件檢定探討

兩個因子所構成的方格均值是否有顯著差異。若交互效果不顯著，則簡化為二個

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若單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的總檢定顯著，則進入邊

際檢定，進一步探討各組均值的差異。本研究模式驗證流程如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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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因子多變量變異

數分析模式總檢定

雙因子變異數

分析模式檢定

交互效果檢定 

主效果檢定 

成偶檢定 

H0
停止 

H0
停止 

H1 循序方格

檢定 

H1

H1

H0

獲致結論 

H1

H0

 

圖4-3 模式驗證檢定流程圖 

 

首先，本研究先針對雙因子多變量變異數之統計模式進行總檢定，以確認此

模式是否顯著。在本研究的模式中是以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做為分類性的解

釋變數，以因素分析後所建構的五個因素做為反應變量。此模式主要是探討由組

織價值命題和工作內涵兩個分類性的解釋變數所區隔的知識工作者對於不同功

能的知識管理工具是否有不同的需求強度。 

 

一、樣本分布說明 

本研究的模式中是以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做為分類性的解釋變數，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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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結果所回收的問卷情形，共回收有效問卷406份，其中屬於追求顧客親密性

的知識工作者有116份，屬於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知識工作者有164份，屬於追

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知識工作者有126份；根據回收問卷的數據來看，三種組織

價值命題的樣本數約各占三分之一，樣本分布平均，具有代表性；而本研究的另

一個解釋變數為工作內涵，所回收的問卷中屬於支援型的知識工作者有116份，

屬於創造型的知識工作者有65份，屬於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有190份，屬於可攜

型的知識工作者有35份。根據回收問卷的數據來看以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所占比

例最高，以一家企業的知識工作者的分布來看，其企業內的知識工作者的組成結

構多是以工程師及技術人員為主，輔助專業工程師或是專業技術人員的助理人員

為次之，再來是專門規劃分析及提供創意的企劃設計人員，最後則是管理階層的

人數為最少。而本研究所回收的樣本亦呈現出一般企業內知識工作者的分布情

形，故本研究所取樣的分布符合常態性的分配，具有一定的可信度及代表性。 

 

表4-10 樣本特性分布表 

顧客親密性 116

作業卓越性 164

組織價值命題 

  

  產品領導性 126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116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65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190

工作內涵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35 

 

二、資料驗證 

雙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模式總檢定是探討兩個解釋變數對於五個反應變

量的解釋力是否顯著，亦即探討反應變量在雙因子所區隔的組別中，組間均值與

總均值的差異是否顯著。最常使用Wilks' Lambda統計量進行檢定。 

根據實證結果，雙因子多變量變異數分析模式顯著，但交互效果不顯著，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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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s Largest Root統計量檢定交互效果顯著，故以下反應變量仍個別以交互效果

檢定圖說明之。 

表4-11 模式總檢定 

因子  值 F統計量 
模式 

顯著性

截距 Pillai's Trace .949 1451.026(a) .000

  Wilks' Lambda .051 1451.026(a) .000

  Hotelling's Trace 18.603 1451.026(a) .000

  Roy's Largest Root 18.603 1451.026(a) .000

組織價值命題 Pillai's Trace .052 2.074 .024(*)

  Wilks' Lambda .949 2.078(a) .024(*)
  Hotelling's Trace .054 2.082 .024(*)

  Roy's Largest Root .042 3.306(b) .006(*)
工作內涵 Pillai's Trace .132 3.595 .000(*)

  Wilks' Lambda .871 3.673 .000(*)

  Hotelling's Trace .144 3.740 .000(*)

  Roy's Largest Root .118 9.222(b) .000(*)
組織價值命題  

* 工作內涵 

Pillai's Trace 
.097 1.304 .125

  Wilks' Lambda .906 1.303 .127

  Hotelling's Trace .100 1.300 .128

  Roy's Largest Root .043 2.812(b) .011(*)

 

2. 雙因子變異數分析模式檢定 

由表4-12的雙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表可知，組織價值命題對於「定義及分

享」、「文件管理」、「資料搜尋」此三類型的知識管理工具的主效果是顯著的，

表示追求不同的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在支援這三類型的知識管理工具的

需求強度上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這三個因素進一步進行成偶檢定，並

針對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此三類型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

進行排序。 

另外，工作內涵對於「定義及分享」及「儲存及整合」此兩類型的知識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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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主效果是顯著的，表示追求不同的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在支援這二類型

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上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這二個因素進一步

進行成偶檢定，針對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此二類型的知識管理工具的

需求強度進行排序。 

在組織價值命題和工作內涵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上之交互效果在

α=0.1的檢定結果上是呈現不顯著的，但是由所繪製的交互效果檢定圖來看，仍

是有交叉的情形，可能是採取的樣本數仍不夠多，無法表現出此交互效果之顯著

性。故在本研究仍就交互效果部份以各個知識管理工具的交互效果檢定圖說明樣

本所傳達的資訊。 

 

表 4-12 雙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表 

來源 反應變量 F統計量 顯著性 

定義及分享 3.397 .034(*) 

決策及溝通 .834 .435 

儲存及整合 1.482 .229 

文件管理 2.395 .092(*) 

組織價值命題 

  

  

  

  資料搜尋 5.342 .005(*) 

定義及分享 9.240 .000(*) 

決策及溝通 1.039 .375 

儲存及整合 5.465 .001(*) 

文件管理 .593 .620 

工作內涵 

  

  

  

  資料搜尋 1.584 .193 

定義及分享 1.124 .347 

決策及溝通 1.379 .222 

儲存及整合 1.055 .389 

文件管理 .889 .503 

組織價值命題 * 工作內涵 

  

  

  

  資料搜尋 .324 .924 

 49



3.雙因子變異數分析模式之交互作用 

茲就「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於不同功能的知識管理支援工具之

交互檢定圖說明如下： 

 (一) 定義及分享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產品領導性

組織價值命題

2.600

2.800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需
求
強
度

工作內涵

創造型

支援型

專業型

可攜型

定義及分享

 

圖4-4 定義及分享之交互檢定圖 

若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的知識管理工具交互效

果顯著，則由交互效果檢定圖看來，可攜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的

知識管理工具，不論是處於那種類型的企業皆較其它類型的知識工作者高，又以

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最高，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次之，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

業低；而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以

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最

低；就支援型的知識工作者而言，處於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對於支援定義及分

享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最高，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次之，追求顧客親密

性的企業最低；在創造型的知識工作者方面，以處在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

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以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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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儲存及整合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產品領導性

組織價值命題

3.000

3.200

3.400

3.600

3.800

4.000

需
求
強
度

工作內涵

創造型

支援型

專業型

可攜型

儲存及整合

 

圖4-5 儲存及整合之交互檢定圖 

若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於支援「儲存及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交互效

果顯著，則由交互效果檢定圖看來，可攜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及整合的

知識管理工具，不論是處於那種類型的企業皆較其它類型的知識工作者高，又以

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次之，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

業最低；而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及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

以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的

企業最低；就支援型的知識工作者而言，處於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對於支援儲

存及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最高，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次之，追求顧

客親密性的企業最低；在創造型的知識工作者方面，以處在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

業最高，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次之，以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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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決策與溝通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產品領導性

組織價值命題

3.200

3.300

3.400

3.500

3.600

3.700

3.800

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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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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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涵

創造性

支援性

專業性

可攜性

決策及溝通

 

圖4-6 決策及溝通之交互檢定圖 

 

若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於支援「決策及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交互效

果顯著，則由交互效果檢定圖看來，可攜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及溝通的

知識管理工具以處於產品領導性的企業之需求強度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

次之，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低；而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與溝通

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以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

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最低；就支援型的知識工作者而言，處於追求作業卓越

性的企業對於支援決策與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最高，追求顧客親密性

的企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低；在創造型的知識工作者方面，以處在

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以追求產品領導性的

企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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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件管理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產品領導性

組織價值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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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7 文件管理之交互檢定圖 

若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於支援「文件管理」的知識管理工具交互效果

顯著，則由交互效果檢定圖看來，可攜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管理的知識

管理工具以處於產品領導性的企業之需求強度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

之，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低；而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管理的知

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以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

之，追求產品領導性最低；就支援型的知識工作者而言，處於追求顧客親密性的

企業對於支援文件管理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程度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

之，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低；在創造型的知識工作者方面，以處在追求顧客

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以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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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料搜尋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產品領導性

組織價值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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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8資料搜尋之交互檢定圖 

若組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於支援「資料搜尋」的知識管理工具交互效果

顯著，則由交互效果檢定圖看來，可攜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搜尋的知識

管理工具，不論是處於那種類型的企業皆較其它類型的知識工作者高，又以追求

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

低；而專業型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搜尋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以追求

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最低；就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者而言，處於追求作業卓越性的企業對於支援資料搜尋的知識

管理工具的需求程度最高，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次之，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

最低；在創造型的知識工作者方面，以處在追求顧客親密性的企業最高，追求作

業卓越性的企業次之，以追求產品領導性的企業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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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雙因子變異數分析之成偶檢定 

組織價值命題的主效果對於「定義及分享」、「文件管理」、「資料搜尋」

是顯著的，表示追求不同的組織價值命題的企業知識工作者在支援這三類型的知

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上有所不同，因此，針對組織價值命題對於「定義及分

享」、「文件管理」、「資料搜尋」進行成偶檢定，並列表 4-13 如下。 

 

表 4-13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對於知識管理工具之需求強度排列表 

定義及分享 需求強度排序 

(I) 組織價值命題 (J) 組織價值命題 均值差(I-J) 顯著性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073 .493 

  產品領導性 .176 .107 

作業卓越性 顧客親密性 .073 .493 

  產品領導性 .249(*) .011 

產品領導性 顧客親密性 -.176 .107 

  作業卓越性 -.249(*) .011 

產品領導性<作

業卓越性=顧客

親密性 

文件管理 需求強度排序 

(I) 組織價值命題 (J) 組織價值命題 均值差(I-J) 顯著性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117 .373 

  產品領導性 .289(*) .033 

作業卓越性 顧客親密性 -.117 .373 

  產品領導性 .172 .154 

產品領導性 顧客親密性 -.289(*) .033 

  作業卓越性 -.172 .154 

產品領導性<作

業卓越性=顧客

親密性 

資料搜尋 需求強度排序 

(I) 組織價值命題 (J) 組織價值命題 均值差(I-J) 顯著性 

顧客親密性 作業卓越性 .142 .352 

  產品領導性 .483(*) .002 

作業卓越性 顧客親密性 -.142 .352 

  產品領導性 .340(*) .015 

產品領導性 顧客親密性 -.483(*) .002 

  作業卓越性 -.340(*) .015 

產品領導性<作

業卓越性=顧客

親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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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內涵的主效果對於「定義及分享」及「儲存及整合」是顯著的，表示不

同的工作內涵的企業知識工作者在支援這二類型的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上

有所不同，因此，針對組織價值命題對於「定義及分享」及「儲存及整合」進行

成偶檢定，並根據實證結果進行排序並列表如下： 

表 4-14 不同工作內涵對於知識管理工具之需求強度排列表 

定義及分享 需求強度排序 

(I) 工作內涵 (J) 工作內涵 均值差 (I-J) 顯著性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158 .170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332(*) .000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611(*) .000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158 .170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174 .101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453(*) .003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332(*) .000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174 .101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279(*) .027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611(*) .000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453(*) .003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279(*) .027

支援型=創造型<

專業型<可攜型 

儲存及整合 需求強度排序 

(I) 工作內涵 (J) 工作內涵 均值差 (I-J) 顯著性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052 .716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292(*) .005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478(*) .004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052 .716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344(*) .009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530(*) .004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292(*) .005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344(*) .009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187 .233 

可攜型的知識工作 支援型的知識工作 .478(*) .004 

  創造型的知識工作 .530(*) .004 

  專業型的知識工作 .187 .233 

支援型=創造型<

專業型=可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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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假說驗證  

 

依據前述資料分析之結果，各假說之實證結果如下： 

 

<假說 1> 在不同組織價值命題下，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

具的需求強度是否顯著不同。 

由於檢定結果此模式之交互效果並不顯著，故假說不成立。本研究針對「組

織價值命題」及「工作內涵」對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的影響分別加以探討。 

 

<假說 2>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是否顯

著不同。 

根據實證結果，追求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

求強度顯著不同，表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

強度是不同的，故假設成立；茲將<假說 2>細分展開如下： 

 

<假說 2.1>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的知識管

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

及分享」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故假設成立。 

 

<假說 2.2>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及整合」的知識管

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

及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不同；故假設不成立。 

<假說 2.3>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及溝通」的知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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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

及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不同；故假設不成立。 

 

<假說 2.4>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管理」的知識管理

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

管理」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故假設成立。 

 

<假說 2.5>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搜尋」的知識管理工

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

搜尋」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故假設成立。 

 

根據實證結果顯示，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分

享」、 「文件管理」及「資料搜尋」三方面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而對於支援「儲存及整合」及「決策及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

不同。根據此假說之檢定結果，進一步針對組織價值命題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

求強度進行成偶檢定。實證結果顯示，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文件管理」、「資

料搜尋」三方面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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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對於知識管理工具之需求強度排列表 

 

定義及分享  產品領導性<作業卓越性=顧客親密性 

文件管理 產品領導性<作業卓越性=顧客親密性 

資料搜尋 產品領導性<作業卓越性=顧客親密性 

 

<假說 3>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度是否顯著不同。 

根據實證結果，追求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

度顯著不同，表示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是不

同的，故假設成立；茲將<假說 3>細分展開如下： 

 

<假說 3.1>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的知識管理工具

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分

享」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故假設成立。 

 

<假說 3.2>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及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

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及整

合」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故假設成立。 

 

<假說 3.3>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及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

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及溝

通」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不同；故假設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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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說 3.4>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管理」的知識管理工具需

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管理」

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不同；故假設不成立。 

 

<假說 3.5>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搜尋」的知識管理工具需

求強度顯著不同。 

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搜尋」

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不同；故假設不成立。 

 

根據實證結果，追求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

度顯著不同，表示求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是

不同的；而進一步進行邊際檢定顯示，追求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

「定義及分享」、「儲存及整合」二方面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而對

於支援「文件管理」、「決策及溝通」及「資料搜尋」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

無顯著不同。根據此假說之檢定結果，進一步針對組織價值命題對於知識管理工

具的需求強度進行成偶檢定。實證結果顯示，對於支援「定義及分享」及「儲存

及整合」二方面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排序如下： 

 

表 4-16 不同工作內涵對於知識管理工具之需求強度排列表 

 

定義及分享 支援型=創造型<專業型<可攜型 

儲存及整合 支援型=創造型<專業型=可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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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研究之研究假說實證結果列表 4-17 如下： 

 

表4-17 本研究之研究假說實證結果 
 

 假說 
實證 

結果 
強度排序 

1 

在不同組織價值命題下，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

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的需求強度是否顯著

不同。 

不成立  

2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

工具的需求強度是否顯著不同。 
成立  

2.1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

義及分享」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成立 

產品領導性<作業卓越

性=顧客親密性 

2.2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

存及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不成立  

2.3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

策及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不成立  

2.4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

件管理」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成立 

產品領導性<作業卓越

性=顧客親密性 

2.5 
不同組織價值命題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

料搜尋」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成立 

產品領導性<作業卓越

性=顧客親密性 

3 
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知識管理工具

的需求度是否顯著不同。 
成立  

3.1 
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定義及

分享」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成立 

支援型=創造型<專業型

<可攜型 

3.2 
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儲存及

整合」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成立 

支援型=創造型<專業型

=可攜型 

3.3 
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決策及

溝通」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不成立  

3.4 
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文件管

理」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顯著不同 
不成立  

3.5 
不同工作內涵的知識工作者對於支援「資料搜

尋」的知識管理工具需求強度並無顯著不同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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