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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討論、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討論，第三節為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第一節、結論 

 

本研究之結果綜合整理如表 5-1所示：  

 

表 5-1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結果說明 
假設 1-1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

格是「直覺型」時，員工溝通滿足會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1-2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
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滿足會較
高。 

 
T檢定 

支持 
「直覺型」主管的
員工其工作滿足會
較好。 

假設 1-3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
格是「直覺型」時，員工工作績效會較
差。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1-4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主管認知風
格是「直覺型」時，員工離職傾向較低。

T檢定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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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續) 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研究結果 

假設 2-1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開放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2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友善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3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注意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4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生動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5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輕鬆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6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支配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低。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7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好辯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低。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2-8 與「分析型」的主管相比，「直覺型」

主管會在「精確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低。 

T檢定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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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續) 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研究結果 

假設 3-1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開放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3-2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友善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3-3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注意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3-4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生動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3-5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輕鬆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高。 

T檢定 

 

不支持 

假設 3-6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支配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低。 

T檢定 支持 

「直覺型」主管在

「支配性」溝通風

格上得分較低。 

假設 3-7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好辯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低。 

T檢定 

 

支持 

「直覺型」主管在

「好辯性」溝通風

格上得分較低。 

假設 3-8 與「分析型」的員工相比，「直覺型」

員工會在「精確性」溝通風格上得分較

低。 

T檢定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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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續) 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研究結果 

假設 4-1 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

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通風

格，與員工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部分支持 

主管的「注意性」和「生

動性」與員工溝通滿足有

顯著正相關。 

假設 4-2 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

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通風

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部分支持 

主管的「開放性」、「注意

性」、「生動性」與員工工

作滿足有顯著正相關。 

假設 4-3 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

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通風

格，與員工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4-4 主管的「開放性」、「注意性」、「友善

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通風

格，與員工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相關分析 

 

支持 

主管的「友善性」與員工

離職傾向有顯著負相關。

假設 4-5 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

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有負

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4-6 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

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有

負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4-7 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精

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效有

負相關。 

相關分析 支持 

主管的「支配性」和「精

確性」，與員工溝通滿足

有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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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續) 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研究結果 

假設 4-8 主管的「支配性」、「好辯性」和

「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離職傾

向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5-1 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 

，與員工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5-2 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 

，與員工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5-3 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 

，與員工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5-4 主管與員工的認知風格一致性 

，與員工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6-1 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

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

性」、「支配性」、「好辯性」或「精

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

溝通滿足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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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續) 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方式 研究結果 

假設 6-2 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

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

性」、「支配性」、「好辯性」或「精

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

工作滿足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假設 6-3 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

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

性」、「支配性」、「好辯性」或「精

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

工作績效有正相關。 

相關分析 部分支持 

主管與員工「友善性」

或「輕鬆性」、等溝通

風格愈一致，與員工績

效有顯著正相關。 

假設 6-4 主管與員工的「開放性」、「注意

性」、「友善性」、「生動性」、「輕鬆

性」、「支配性」、「好辯性」或「精

確性」等溝通風格一致性，與員工

離職傾向有負相關。 

相關分析 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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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討論 
 

一、主管認知風格對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的影

響 

 

本研究假設一中發現，「直覺型」主管其員工工作滿足會較高，但員工溝通滿足、

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卻不會因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而有顯著差異存在。 

從以往認知風格的研究中，可以知道「直覺型」者較感覺行事、重視人際感受，「分

析型」者較就事論事、重視目標達成。因此不同認知風格的個體會影響他人對其印象

的形成。然而，假設一結果與過去研究相似，即「直覺型」比「分析型」個體容易使

他人有正向感受或態度的表現。雖然，統計結果發現「直覺型」主管的員工，僅有在

工作滿意度方面會明顯的較好，但可以知道的是，「直覺型」主管也的確會使員工溝

通滿足偏高且離職傾向偏低。其中可能的原因可能是溝通滿足、工作滿足或離職傾向

等變項的態度面或主觀性成分較高，而且，直覺型者本身就善於營造良好愉悅的互動

氣分、表現善意的態度，所以，員工態度則容易因為直覺型主管的特性而較好。 

另一方面，本研究中員工工作績效，沒有因為「分析型」主管的特性而較好，這

與文獻中認為分析型者是現實，講究行動與結果，所以會對他人工作結果有助的觀點

有些衝突。可能的原因是，工作績效比較偏向員工行為方面的測量，又因為「態度與

行為間的一致性不高」，或是其他外在因素如工作難易度、工作經驗、工作量等的影

響，以致不易突顯出不同認知風格的主管對員工工作表現會有差異性存在。 

 

 

二、認知風格與溝通風格 

 

本研究的第二、第三個假設試圖探討組織中的成員，無論是主管或是員工等職級

的個體，若是其認知風格得分愈低，愈傾向「直覺型」認知風格時，個體在「開放性」、

「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方面的溝通行為會有較多的表現；

認知風格得分愈高，愈傾向「分析型」認知風格個體時，相對於直覺型認知風格個體

而言，則在「開放性」、「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方面的溝通

行為會有較少的表現，反而在「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上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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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多的表現。 

然而，表 4-3中主管方面，可以發現「直覺型」和「分析型」主管在「開放性」、

「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輕鬆性」、「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

溝通風格上的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表 4-4中員工方面，除「分析型」員工確實比「直

覺型」員工在「支配性」和「好辯性」溝通行為上有較多表現且達顯著差異以外，「直

覺型」員工在「開放性」、「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和「輕鬆性」等溝通風格

上的表現並沒有比「分析型」員工來的多，反而是「分析型」員工在「開放性」和「生

動性」等此兩種溝通風格上的表現比「直覺型」員工來的多且達顯著差異；「直覺型」

與「分析型」員工兩者在「精確性」等溝通風格上則無顯著差異。此部份結果並不符

合以往文獻的觀點與研究，即「認知」與「行為」是有密切相關的（Dance,1978；

Nasca,1994；Langer,1972）。因為，在組織情境下的結果並不同於 Abruzzese（1979）

以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認為藉由瞭解學生認知風格，知道其溝通方式而有利彼此

溝通互動，或 Carrell（1992）同樣以學生為樣本的研究結果，即學生的認知風格確實

與其溝通風格是有顯著相關的。 

然而，以上結果在主管方面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礙於研究限制下，本研究中能收集到有關主管樣本人數的有效資料僅 73筆，

再依據研究假設進行分類考驗情況後，容易因為樣本人數過小，以致影響統計考驗

力，導致無法符合預期的假設。 

(二)經由事後訪談，發現主管在組織中必須扮演多重角色，互動的對象除了直屬

員工以外，還有其直屬主管、跨部門同仁以及外部客戶等等，所以，主管在工作環境

中會隨時和來自不同背景的對象作互動與溝通。同時，也會因為職務上的需要，或職

場上時間與經驗的累積，而培養出或學習到適用且適時的溝通行為。所以，主管的溝

通行為會較趨向多樣化的表現，在工作場合中，主管會同時運用多種多樣的溝通方式

以傳達訊息，以致他們的行為表現會較多元且更有彈性，因此，本研究假設二則不如

預期得到統計結果的支持。雖然如此，但也呼應了 Carrell（1992）以學校為情境的研

究中，發現老師不像學生一樣，其認知風格與溝通行為是顯著相關的，因為，學校情

境下，老師的角色或職責與學生扮演的角色亦是全然不同的。 

員工方面可能的原因如下： 

(一)當個體的社會化程度愈多，他的溝通行為也就愈可能產生變化。換言之，個

體的溝通行為會隨著個體涉入職場的時間愈久而改變，亦即新進人員在進入職場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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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能會對工作環境人與人彼此的互動方式不甚瞭解，而缺乏因時因地該有的互動

行為。然而，此一情況則會因個體工作時間愈久，對社會或工作環境的認識愈多，個

體學習到不同行為的機率變多，所以，無論是「直覺型」或「分析型」員工則可能同

時擁有以上各種溝通行為上的表現。 

(二)經由研究者事後訪談發現組織文化的要求，或不同工作屬性的訓練與學習，

是會影響個體溝通行為的。由於組織文化試圖塑造出該組織理想中成員該有態度或行

為模式，因此個體在組織文化的薰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更有可能改變自我原有態

度，或行為模式的表現以符合組織期望。 

(三)本研究將個體的認知風格分為「直覺型」與「分析型」兩類，未能同時考量

到是否個體亦有可能同時具備直覺型與分析型此雙重認知特性，因此，在各種溝通行

為表現的頻率上就更有可能反應出多重行為的一致性，並非僅以某些行為為主而已。 

綜合以上結果，反觀過去這方面的文獻，發現大多強調老師對學生認知風格與行為的

瞭解，以利教學上的互動與學習（Dunn,1982；Gild,1982；Keefe,1982；Kusler,1982；

Butler,1984），甚少以組織情境為背景的研究主題。很有可能是，企業組織下的工作環

境較為複雜也千變萬化，尚有更多因素有待納入考量與控制，因此，以企業組織成員

為研究樣本時，則不易突顯出個體認知風格與溝通風格之間的關係。這也是在未來研

究中必須加以考量的方向。 

 

 

三、主管溝通風格與員工溝通滿足、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和離職傾向的關

係 

 

本研究以組織溝通為情境下，發現員工溝通滿足方面，五種令人喜愛的溝通風格

中，僅有主管的「注意性」或「生動性」溝通行為與員工溝通滿足有顯著正相關，亦

即當主管的「注意性」或「生動性」溝通行為表現愈多時，員工的溝通滿足會愈高。

意謂著組織溝通中，主管對員工表現出高度注意力的專心聆聽，會使員工覺得有被尊

重、有被同理了解的感覺；主管生動與活潑的非語言訊息，也可以使員工感受到主管

的反應及情緒。因此，員工則可以在互動中得到更多的滿足感。所以，本研究結果發

現正向行為中的「開放性」、「友善性」、「輕鬆性」等溝通行為，在組織溝通行為中的

作用是較小的，反而突顯出「注意性」和「生動性」，此兩種溝通行為與員工溝通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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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有密切的正向關係存在；如同過去研究，發現不同溝通風格在不同情境下有不同的

影響力，如 Notron& Pettegrew（1977）強調的「注意性」溝通風格會表現出仔細傾聽，

並瞭解談話者的內容與感覺，所以，不但與受他人喜愛的程度有相關，也會是希望的

工作夥伴；學生也較喜愛老師有注意性或生動性的溝通行為（Potter & Emanual,1990） 

；醫病關係中，病人最喜愛醫生擁有「注意性」和「生動性」的行為特質。 

此外，員工工作滿足方面，除了「友善性」和「輕鬆性」之外，「開放性」、「注意

性」和「生動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滿足有顯著正相關存在，類似的結果如 Allen, 

Gotcher , & Seiber（1992）；Kay（1993）；Kraus & Gemmil（1990）；Greene & Schriesheim

（1980），皆反應出主管的多種溝通風格中，確實擁有正向特質行為愈多，愈有可能

提昇員工工作態度。本研究結果是以「生動性」溝通風格作用為主，依序為「開放性」

和「注意性」等溝通行為，然而，「友善性」和「輕鬆性」溝通風格，相對於過去研

究結果影響則甚小。由此可知，組織溝通中不僅是單單過去研究的「開放性」行為，

或是高度支持性等行為與員工工作滿足會有關係，同時其它具體的正向行為，確實也

是與員工溝通滿足或工作滿足有顯著正相關存在的。 

至於「支配性」、「好辯性」和「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以往研究結果（Fairhurst,Roger, 

& Sarr, 1987；Waston,1982）不一致，亦即並未與員工溝通滿足和工作滿足有顯著負

相關存在。儘管如此，研究者也從訪談中發現，主管這些較負向的行為表現與員工態

度的關係，可能並非如同過去的研究結果。例如，有些主管強勢果斷的行為模式在工

作情境中，會散發出自信、有決定性的氣勢，因此，員工對工作任務的看法受到這樣

的影響後，會產生信心或積極的態度，以致提昇員工對自我工作任務的肯定、認同與

滿足。再者，有些研究樣本也反應出主管表現出的「支配性」行為是有可能不具威脅

或負向性的，反而會以偏向中性或較溫和的語氣、態度傳達訊息，以致員工也能接受

這樣的互動方式，而這樣支配性等負向行為研究結果，與過去研究或 Norton量表中

說的強勢主導，或偏向負向行為態度的定義似乎產生差距，以致無法發現有顯著負相

關存在。除此之外，也可能因為採取配對方式，以致主管與員工對主管的看法不同，

亦即可能員工認為主管正向行為不夠多，但是主管卻認為自己的正向行為表現甚多的

情況，因此，主管對自我的認識與員工對其的認知產生差距而影響主管溝通風格對員

工工作績效的影響效果不佳，因此，此亦值得再進一步研究。 

員工工作績效方面，雖然文獻中提到無論是老師或主管，只要非語言表現愈多愈

有可能促進學生學習，或使員工表現有正向效果。然而，本研究結果不同於Kay（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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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主管的開放性對員工工作績效有促進效果；Nussbaum & Scott（1979）認為老師

的較多的自我揭露，或老師非語言行為愈多時（Anderson,1979；Gorham, 1988等）有

助學生的學習效果。反而「開放性」、「友善性」、「注意性」、「生動性」或「輕鬆性」

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效沒有顯著的正相關，而且除了「開放性」、「注意性」和

「生動性」溝通風格以外，「友善性」和「輕鬆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效有顯

著負相關。再者，假設 3-2中，除了「支配性」和「精確性」相同於過去研究結果，

與工作績效有顯著負相關存在外，「好辯性」溝通風格與員工工作績效，則沒有顯著

負相關。  

基於此，回顧過去研究可得知，研究者大多以單一一種溝通行為作為預測變項，

如溝通滿足或其他變項如工作滿足等態度面的表現做為效果變項，甚少將不同多種的

溝通行為與工作行為即工作績效做直接連結的相關研究，大致以間接的方式推論，也

因此，本研究者試圖以直接相關的方式來檢驗溝通行為與工作績效的關係。然而，卻

發現和過去一直認為主管在擁有正向行為表現的情況下，會促進員工有正向態度，甚

至會產生正向行為的此種論點發生衝突。其中的原因可能如下： 

(一)主管正向行為表現愈多，能讓員工在工作上有輕鬆自如，被尊重，被關切的

感受，容易在工作互動中塑造出人際取向的形象，會促進員工溝通滿足或工作滿足

感，但對於是否促進員工工作上的表現則有待商榷。因為訪談中，員工透露出他們工

作表現的好壞，除了主管關心慰問的行為態度以外，最好主管也能同時提供員工有助

解決問題的資料訊息，或工作上的解決方案等。另外，員工的工作表現會受作業時限、

任務難易度或工作量等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綜合以上可知主管正向態度行為的支

持，比較容易對員工的態度如溝通或工作滿足造成影響（Allen,1995；Infante & Gorden, 

1985；1991），但對於員工行為方面的影響力可能就較不穩定。 

(二)主管「支配性」或「精確性」的溝通風格，較容易對員工行為造成影響，因

為這些原屬於負向性行為，較容易使員工在工作進行中，覺得工作內容沒有彈性、自

我空間可以自由發揮的機會受限，甚至需要依照主管的指示或觀點完成任務，以致員

工自認為自我的工作表現不甚理想（Faurhurst，Rogers , & Sarr, 1987）。況且員工工作

績效意旨員工從事的工作，在品質、進度、數量及成效上評估的結果。所以員工在作

業上的表現，容易受到個體工作能力、工作性質或作業難度的影響，而這些因素則有

可能影響溝通行為與工作績效的關係。 

員工離職傾向方面，以往有關主管溝通行為直接與員工離職意願的相關研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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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部分多以間接推論結果為主。除此之外，本研究中發現除「友善性」風格以外，

「開放性」、「注意性」、「輕鬆性」溝通風格，並未與員工離職傾向有顯著的負相關；

「支配性」、「好辯性」與「精確性」等溝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向則均無顯著正相關

存在。 

換言之，這些溝通風格中，當主管對員工鼓勵與讚美肯定的態度行為越多，員工

萌生離職、辭去工作崗位的意念就愈有可能愈少，因為相對於其他溝通風格而言，「友

善性」是一種更正向肯定的溝通態度或行為，適時的給予他人稱讚與激勵，因此，有

助員工感受主管對其需要及認同，或朝正向思考以減少想離職的念頭，所以它是所有

正向溝通風格中，對降低員工離職意願最直接相關的一個正向行為。然而，主管的「支

配性」、「好辯性」與「精確性」卻對員工離職傾向不造成影響，極有可能的原因為近

年來由於全球經濟不景氣、市場的需求與供給量不一，導致求職不易，個體則會採取

較保守的態度，繼續留職其服務單位，不願輕易放棄離開，因此主管的正向行為或許

能使員工得到較多的正向回饋而降低離職意願，但此時主管負向行為的表現是否會促

使員工離職意願提高，則較難以定論。 

 
 
四、相似性的影響 
 

(一)從認知風格相似性的文獻中，可以知道兩個個體的認知風格愈相似時，是否

會促進雙方有正向效果的發生，到目前為止仍尚未有一定的定論。同時，本研究結果

發現主管與員工彼此的認知風格愈相似，與員工態度和員工表現均無任何關係存在。

這樣的結果，雖然與 Ekstrom（1974）發現老師與學生認知相似性會影響學生學習效

果；Garlinger & Frank（1986）研究結果為，學生在相同認知風格老師指導下，會有

較大的成就動機等研究發現均不一致，但另一方面卻呼應 Allinson，Hayes 與 Davis

（1994）的研究結果，即老師與學生認知風格的適配性與學生的學習效果沒有顯著關

係，以及周玉霜（2000）的研究結果，老師和學生思考風格的相似性與學生態度和行

為並無顯著關係。 

然而，回顧過去研究發現，組織成員認知風格愈相似性，愈可以避免衝突、促進

溝通效果，但此方面效果變項也大多以態度面的變項如溝通滿意（Kirton, 1976；Graen, 

1989；Lindsay, 1985；Triandis,1960）或對他人的評價的好壞（Porterfield,1993）等為

主，且此方面的研究結果不多，再加上少有研究同時將認知風格與組織工作情境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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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做直接相關的探討，所以，根據本研究資料和綜合過去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只能

說兩個體的認知風格愈相似、共同點愈多，會有助雙方的互動，並類似過去研究主要

以員工態度面或主觀成分較多的變項(如溝通滿足、對他人的喜愛程度等等)為主。換

言之，只能說組織中兩兩認知風格相似性的作用或效果，充其量而言，是個充分條件，

並非是個必要條件。 

(二)根據「相似-吸引」概念，個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會因為彼此之間的共同性愈

多而愈佳。然而，本研究中， 從表 4-6、4-7 可知，員工對主管的溝通或工作滿足程

度，不受員工與主管相似性關係的影響，這與 Falcione, McCroskey, & Daly（1997），

Infante & Gorden（1982），Wooten 與McCroskey（1995）等研究發現溝通行為相似性，

會有高度滿意度或增加彼此好感的結果不一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主管與員工是

上對下的關係，員工的結果主要以主管單方面的影響為主。所以，假設五結果不支持

Bryrne（1971）「相似-吸引」概念認為個體的相似性愈多正向效果愈多，反而，從本

研究中只要主管對員工的同理，或表達的情緒反應愈多，位於部屬職位的員工，則因

為更有機會被主管接納、瞭解，或得到情感需求上的滿足，而更喜歡、滿意主管。 

換言之，主管和員工溝通行為的共同性，與員工態度的相關性，可能會因為個體

情感性需求的大小而有所變化，所以，未來若能考慮員工如何看主管，與其對主管需

求程度的多寡，則能彌補「相似-吸引」概念的不足。 

另外，表 4-7 呈現僅主管與員工在「友善性」和「輕鬆性」相似性成分愈多時，

會促進員工工作的品質與生產力，此與 Jone（1989）結果發現學生的學習與老師的相

似性風格有相關性是一致的。雖然，假設三中提到外在因素如工作特性、工作難易度、

工作能力會影響員工績效與溝通行為關係之間的穩定性。然而，從互動觀點而言，可

以發現當考量主管與員工雙方某些正向行為愈一致性，即彼此對雙方共事時的鼓勵與

讚賞等關心行為愈相近時，或彼此互動時的愉悅感受差異不大時，對員工工作績效是

有所幫助的。因為由社會交換理論可知雙方的溝通互動可能是一種互惠關係，我們較

能接受、願意為我們相似的人付出。所以，本研究中多種溝通行為中，主管與員工彼

此的友善或輕鬆自如的行為，相對於其他溝通風格而言，此兩種溝通風格貢獻較多，

反映出員工工作的表現，會與主管對員工表現出相對的肯定，與相對的輕鬆氣氛有緊

密的關係存在。 

然而，在本研究中顯示八種溝通風格與員工離職傾向是無顯著關係的，亦即主管

與員工溝通風格的相似性，直接對員工離職傾向的影響可能是極為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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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綜合本以上討論可知，的確有些溝通風格確實與員工態度或行為表現是有關係

性存在的。尤其，本研究在先試圖了解主管個體對員工可能的影響後，再進一步探究

主管與員工相似性情況下可能會有的影響。基於此，研究者認為雙方互動的過程，如

思想、態度或行為等的重要性或作用大小，會隨雙方的需求、角色地位或情境變項的

因素不同而產生變化。總而言之，雖然研究假設並非完全受到支持。然而，研究者卻

也試圖透過訪談作進一步的澄清或找出可能存在的原因，以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 

 

 

第三節、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本研究之限制與建議茲分述如下： 

 

一、量表工具的使用問題 

(一)本研究所使用的「認知風格」量表，在國內過去研究中並未被使用過，此乃

由本研究者，在經由國外學者同意後，將英文量表翻譯成中文量表。然而，量表經由

翻譯的過程容易與原文量表的概念產生差異，導致中文量表的信、效度較差。再者，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溝通風格」量表，雖然在國內曾被使用過，但是溝通風格量表施

測結果後發現，各向度的信度不甚理想，即有可能是翻譯程序所造成。因此，建議後

續研究選取工具之時，最好能使用國內本土化量表，或自行發展工具以避免文化差

異，減少研究限制。 

(二)本研究所使用的「認知風格」量表，將個體區分為「直覺型」或「分析型」

兩類，可能太過簡化、過於強調認知風格的不變性，因此忽略個體可能因自我學習、

適應環境或職場需求等因素，而導致認知可塑性、彈性增大，而非停滯於原有的固著

模式。因此，當個體的認知風格、模式愈具彈性時，個體的行為或反應模式可能也就

愈趨向多元、多樣化。所以，建議後續研究應發展或找尋到更具信效度的多元認知量

表，以作為研究的工具，進而再一步探討認知與行為的關係。 

 

二、樣本之選取與施測的方式 

本研究是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亦即研究者採取透過親朋好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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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公司同仁幫忙填寫問卷的方式進行研究。雖然，研究者曾向委託人親自解說施測內

容，並提醒施測程序以及注意事項，但此施測方式仍無法完全符合標準化。同時，本

研究施測時間剛好接近農曆年的過年，各企業組織業務繁忙，因此，受測者填寫問卷

的心情、動機與配合程度等均會影響受測結果。除此之外，施測樣本同時需要主管和

其直屬員工，因此，可能收集到的樣本多是主管與其員工互動關係較好的，以致樣本

的同質性較高，無法如假設預期。基於此，後續研究可以不同方式或方法來收集資料

與進行抽樣調查，尤其，若能得到企業組織之支持與合作，同時針對某一企業組織之

族群樣本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將更為理想。 

 

三、以知覺方式研究 

研究者因考量本研究量表填答的可行性，乃以配對方式收集資料，但是由於個體

對於自我的認識、知覺會跟他人眼中認識的自已形成差異，因此，主管本身對自己的

看法即有可能與員工認知中的主管看法不同，所以，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員工知覺主管

的方式收集問卷，亦即在同一時間下，僅以員工為樣本對象，由員工自己知覺自我認

知或溝通風格，並再填寫員工對其直屬主管認知或溝通風格的看法。透過此種方式不

但容易使受試樣本針對特定對象(如直屬主管)，根據問卷的描述正確作答，更可以與

配對方式的研究結果做進一步比較，以了解到底是員工心目中認為的主管影響較大，

或是主管自我評量的結果對直屬員工所造成的影響較大。 

 

   此外，研究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作為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基本資料: 

    本研究曾試圖了解本研究假設是否會受到受試樣本基本資料的影響而導致研

究結果不同，例如：主管、員工的性別或其來自的產業別(服務業、科技業、傳統業

和其他類別等)等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然而，統計資料結果，亦未發現研究效果

會受到產業別的影響。雖然如此，但由於本研究樣本來源多元，且各樣本來源之樣本

數不甚多，因此，樣本數的不足，也容易使結果不甚穩定。所以，後續研究可試圖檢

驗基本資料中的變項，是否會影響到研究結果，並試圖加以控制。  

二、組織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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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經由訪談資料發現，溝通行為是企業組織重視的組織行為之一，因此，

對內為了塑造組織有良好的溝通氣分或有效的溝通管道；對外為了要塑造良好形象，

組織文化的傳承與薰陶，是使員工熟悉並表現出符合組織期許或要求的行為之主要方

式之一。所以，依據本研究目的，即瞭解個體工作情境下的溝通風格，此一情況結果

是有可能受到組織文化的影響。基於此，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不同產業別為單位，

大量蒐集資料，並同時考量不同產業別之不同組織文化可能會對員工態度、行為或結

果會有的不同影響。  

 

三、主管與員工的互動： 

(一)關係: 組織溝通可以視為一種人際互動，又中國文化有濃厚之「差序格局」

色彩（費孝通，1948），即對於不同關係的人採取不同的對待方式，而黃光國（1985）

將關係分成三類：情感性關係、工具性關係和混合性關係，因此，組織中成員的互動

結果是否會因為主管與員工彼此的關係不同而產生變化，即成員間的相似性與彼此間

的關係是否會影響研究結果是值得後續研究可納入考量的。 

(二)時間與頻率:由於本研究的相似性影響效果不甚彰顯，因此，在回顧過去相關

主管與員工互動方面的研究， 認為主管與員工彼此互動的時間長短，或接觸的頻率

多寡，極有可能影響主管與員工的相似性效果。但是由於此方面研究多屬上對下的研

究為主，未曾有相似性研究將這些因素同時納入考量，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試圖將

主管與員工彼此共事的時間長短，或互動次數的多寡作為研究變項，進行檢驗。 

 

四、認知風格:  

(一)由於本研究量表，將個體區分為「直覺型」與「分析型」兩類認知風格，因

此，從本研究中無法測量個體是否同時擁有多種的認知功能，或知道個體的認知複雜

度情形，然而研究者綜合訪談與假設二、三結果，認為當個體的認知風格愈有彈性或

複雜度較高時，比較可能因時因地改變自我的溝通行為。所以主管與員工的互動結果

是有可能受到彼此認知複雜度的影響而不同，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將個體的認知複雜

度納入作為其中的考量因素。 

(二)二十一世紀，組織企業愈來愈強調組織成員能全腦革命，亦即瞭解自我認知風

格的特性與功能，以加強或培養其他方面的認知功能。然而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認知風

格量表是以樣本之平均數為切割點將個體區分為直覺型或分析型兩類，對於認知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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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討顯得狹義化，因為，個體的認知風格有可能是同時具備多種功能如MBTI或

Herrmman（1997）全腦革命書中提出，個體的認知風格是由四個象限包括理智、感覺、

實驗和護衛本體所組成的，並認為認知方面的研究，若能同時考量各認知成分的特性，

則能彌補長久以來的左右腦分化理論。因此建議後續研究進一步瞭解個體認知多元化

的行為表現方式，或探究個體之工作態度與結果如何受擔亦或多重認知功能的影響，

以便澄清認知風格與行為是否有存在的關係。 

 

五、工作滿足： 

員工工作滿足是指員工在工作中得到的滿足效果，同時包括內在與外在滿足兩部 

分。然而內在滿足是直接從工作中獲得的，如成就感、自信等；外在滿足則是來自工作

以外，如工作環境的設備、主管的讚美等。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找出在工作環境

下，直接影響員工工作滿足的因素，到底是與工作相關，如成就感?或是來自主管的正

向關懷?亦或是它們是互相影響，以及內外在滿足，是否分別受到認知或溝通風格的影

響，均是值得後續研究者進一步加以探討。 

 

六、相似性研究:  

本研究企圖驗證個體之間若有某成分的相似性存在，則會導致正向結果的產生。

然而，本研究的效標變項以員工自評其個人工作結果資料為主，未能同時收集到主管

對其與員工互動的感受，或主管對員工工作表現的考核結果。因此，未來研究若能同

時收集到與主管和員工相關的效標，則有助後續瞭解，「相似-吸引」此一概念是否會

同時影響雙方的互動結果，或是僅可能發生於某一方，或甚至於其相似性對組織員工

結果變項的的影響程度都是值得繼續加以探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