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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本研究運用高層理論(upper-echelons perspective)及主管與部屬交換觀點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探討執行長與高階經營團隊交換關係之差異程
度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同時也探討團隊信任與知覺競爭張力在其間分別扮演的中
介與干擾角色。本研究分析層次為組織層次，透過調查法蒐集 148 家台灣上市、
上櫃與興櫃公司的高階主管資料進行資料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團隊信任對執行
長與高階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的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然
而，競爭張力在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及團隊信任間的干擾效果並不顯著。
本研究具有重要理論意義。首先，本研究運用 LMX 理論來探討高階團隊成
員間的互動，並以整體公司表現做為衡量績效，補足了以往個人層次的探討；其
二，以往學者大多運用人口統計變數作為高階經營團隊心理特質的代理變數，本
研究將 LMX 及團隊信任概念運用在高階經營團隊領域中，直接檢視高階經營團
隊的心理特質對組織績效的影響，補足了此領域的研究；最後，本研究嘗試運用
動態競爭觀點來解釋高階經營團隊的內部動態，為後續動態競爭理論運用在高階
經營團隊上提供一個方向。

關鍵字：高層理論、主管與部屬交換觀點、高階經營團隊、競爭張力、團隊信任、
交換關係差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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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mployed the upper-echelons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perspective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TMT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TMT Trus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competitive tension.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at the
firm or TMT level. Based on the survey approach,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48 firms
listed on TSE, OTC and ROT in 2014. Analytical findings largely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model. More specifically, CEO-TMT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is founded
to be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TMT trust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which TMT trust
plays a partically mediating role. Nonetheles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etitive
ten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O-TMT exchange differentiation and TMT trust
was not supported.
This study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irst, this study first applies
the leader-member exchange perspective to the TMT level and thus complements
previous studies which focus mainly on the individual or dyadic level. Second, prior
research tended to use demographic variables as the proxies of TMT socio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The study address this gap by directly probing into TMT
members’ interactive dynamics. Finally, the study also bridge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LMX and upper-echelons by examining the role of perceived
competitive tension in the CEO-TMT interfac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practices are
discussed as well.

Keyword: Upper-echelons Perspective, LMX perspective, Top Management Team
(TMT), Competitive Tension, TMT trust, LMX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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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節重點將會先闡述本研究之研究背景與動機，以期了解高階經營團隊、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與外部競爭關係的重要性，接著介紹本研究之目的及預期貢
獻。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企業身處外部環境快速變動與複雜的變數環繞，內部組織規模日趨擴大的情
況下，能夠快速且精確回應外部環境與凝聚內部資源並制定上下協調一致的決
策，所仰賴的不再是單單 CEO 個人能力與想法，而是需要一個充分知識與技能的
高階經營團隊(Top Management Team, TMT)進行管理。因此高階經理人員的素質
與績效也攸關企業的成敗與否。
Hambrick(1984)提出『高層理論(upper-echelons theory)』，首次提出透過
高階管理團隊去解釋組織績效，並提出其高階經營團隊組成和決策之重要性，其
價值觀、個性、觀點及特質會對組織的產出重大影響。國外近十年中，許多研究
高階團隊的學者在團隊的組成特質對於組織績效的影響上著墨許多。如 TMT 人口
統計組成和組織特徵關係(Hambrick & Theresa,1996)，TMT 任期與策略延續性及
變革的關聯性(Frinkelstein & Hambrick, 1990; Grimm & Smith 1991;Wiersema&
Bantel,1992)，TMT 功能背景及組織績效差異關係(Thomas Lischert & Rarnaswamy,
1991)，及 TMT 特徵預測組織績效，發現預測效果比單分析 CEO 特徵更加準確
(Hambrick,1995)。透過高層管理團隊的人口組成特徵來代理心理特性。
而過去研究中，TMT 異質性為學者專注發展的領域之一，但 TMT 異質性與企
業績效關聯處於未定論狀態，有學者各自研究出正向、負向及無影響三種現象。
造成如此不明及混亂的狀況，學者認為有其二原因，(1)並未思考兩者間是否存在
非線性關係(Nuesch,2009)；(2)在團隊異質性影響績效存在未考慮的中介變數及
干擾變數(Lawrence,1997)。許多學者對人口統計變數能否理解高階經營團隊運作
和行為，保持懷疑的態度，也認為是如同黑箱問題(black box, Lawrence,1997)。
1

而本研究希望透過調查高階經營團隊成員之主觀認知去了解其高階經營團隊如何
影響組織績效的原因。
在高階經營團隊運作情況是否良好，執行長會形成 TMT 社會心理進程以及影
響組織績效，皆會起到關鍵作用(Carmeli,Schaubroeck & Tishler, 2011)，透過
區分執行長與其他經營團隊成員之互動狀況，有助於了解高階經營團隊之運作情
況 。 本 研 究 希 望 藉 由 主 管 ─ 部 屬 交 換 關 係 理 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Liden & Graen,1980)，幫助探討執行長與經營團隊成員間之關係，並透過
此研究結果幫助此領域之探討。
除此之外，許多學者研究團隊領域中，已有許多實證研究都指出信任對於團
隊的重要性，若建立良好的互信關係下，發現團隊績效通常會比較好，如信任能
夠 有 效 增 強 組 織 的 凝 聚 力 (Bradach and Eccles,1989) ， Alper,Tjosvold &
Law(1998)提出，團隊信任是指在團隊成員中有效率互動產生的信賴；Sitkin &
Roth(1993)的研究發現，信任在組織中能促成有效溝通或影響訊息流通品質。而
上述所提到 LMX 理論中，若執行長與經營團隊成員之交換關係若差異甚大，形成
內群體(in-group)和外群體(out-group)之情況下，會容易造團隊成員間群體內外
的對立之情緒，並造成彼此不信任之情況。本研究希望探討團隊信任與 LMX 差異
程度之關聯(Sias & Jablin ,1995)。
另一方面，團隊運作情況不只有內部因素，也會受外部環境影響，而高階經
營團隊更需要關注外部競爭者之狀況，以確保其組織獲利狀況以及競爭者發動競
爭行動時，該做出怎樣之回應(Chen,1988)。因此經營團隊成員知覺外部與競爭者
之關係是否影響團隊運作之情況，也是本研究希望探討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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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如前所述，許多高階經營團隊研究，基於資料難以取得，過去許多學者藉由
人口統計變數特徵進行高階經營團隊議題研究，較少部分探討關於中間歷程與高
階團隊對於外在環境認知之探討，故具體言之，本研究所提出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執行長─部屬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之間關係
二、探討團隊信任對執行長─部屬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之中介效果
三、探討在競爭張力下對高階團隊主觀認知內部團隊信任關係的干擾效果

第三節

預期研究貢獻

一、 以往國內學者在探討高階經營團隊之學術研究較少，希望透過此研究幫助
擴展此領域發展，並成功收集國內上市櫃及興櫃公司資料，透過問卷方式，
了解企業高層主觀的認知，進一步了解國內企業之高階經營團隊運作。
二、 本研究整合動態競爭理論和高階經營團隊理論。以往學者研究中並無將競爭
張力當作干擾變項，透過此次研究去了解此變數作干擾變數的發展與結果，
為動態競爭學術研究領域開創一個可能性。
三、 探討高階團隊領導─部屬交換關係理論異質性理論，試著去理解中間機制，
提供一個關於 LMX 差異程度和組織績效之間關聯之研究解釋。
四、 本研究透過整合次級資料和問卷資料，不但突破以往高階經營團隊收取問卷
之困難程度，並透過次級資料的整理去交叉比對問卷資料可信度。
五、 探討團隊的研究中對團隊信任相關領域已有許多卓越發現，卻很少學者談
到信任在高階經營團隊的重要性，此研究將一般團隊的重要發現轉移到高階
經營團隊。且本研究了解到高階經營團隊所面臨並非真空的環境下，加入組
織外部競爭關係去探討，會更加符合實務上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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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先針對高階經營團隊、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動態競爭理論作探
討，以了解相關定義與影響。而後透過了解執行長─經營團隊成員、團隊信任與
競爭張力之變數探討，最後探討出變數間關聯性，並推倒出本研究之假設。

第一節

理論背景

一、高階經營團隊理論
高階經營團隊，是兩位或兩位以上制定公司整體規劃、執行以及決定之高階
經理人所組成。高階管理者往往需在競爭激烈的環境當中進行策略性的決策行為
（Frinkelstein & Hambrick,1990），而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企業存活的關鍵因
素來自高階管理者能否視內外環境做出相對應適當策略，除此之外高階管理者的
認知、價值觀以及獨特的領導管理風格，對企業策略、組織設計、組織文化造成
重大的影響(Dalton & Kesner,1985)。
高階經營團隊的定義範圍也隨著企業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原理所依循，由
兩位或兩位以上負責規劃及執行策略的管理經營者所組成，而對於其團隊成員認
定有許多不同方式，有學者認為高階經營團隊只包括擔任內部董事的高階經營團
隊(Finkelstein& Hambrick,1990)，亦有學者認為企業內最高兩層的管理階層為
高階管理團隊之成員( Wiersema & Bantel,1992 ; Carpenter,2002)，或是包括
副總裁以上的人員及內部董事。Boeker 認為，直接對總經理報告的管理人員也應
包含在高階經營團隊成員裡面(Boeker,1997)，而 Hambrick 則認為成員包含 CEO、
其轄下兩個階層的直線管理人員、幕僚人員和高階營運經理(Chief Operating
Officer,COO)。Hambrick& Theresa(1996)定義高階經營團隊為副總裁以上，如副
總經理、總裁、總經理等，此操作性定義最被普遍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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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 1996 至 2003 年間學者提出高階經營團隊相關理論學說進行整理，呈現
如下表 2-1:
表 2-1 歷年高階經營團隊研究整理
高階經營團隊定義

來源

高階管理人員為公司策略
制定和最終決定之人

Amason(1996)

高階經營團隊為副總裁以
上，如副總經理、總裁、
總經理等

Hambrick&
Theresa(1996)

CEO 及直接報告之人員

Tushman &
Rosenkopf(1996)

高階管理人員為公司策略
制定及最終決定之人
高階管理人員為公司策略
制定及最終決定之人

West &
Anderson(1996)
Amason &
Sapienza(1997)

直接對總經理報告的管理
人員也應包含在高階經營
團隊成員裡面

Boeker(1997)

直接對總經理報告的管理
人員也應包含在高階經營
團隊成員裡面

Boeker(199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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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變數及結果
策略決定(決策品質、決策一致
性、決策承諾)與組織績效不一致
之關聯性
高階經營團隊會依功能背景、教
育程度和任期不同，會有不同的
組成和行為。異質性較高的團
隊，與異質性較低的團隊相比之
下，針對相互競爭者主動行為反
應有所不同，且異質性較高團隊
會更費時於回應與行動
探究 1918 到 1986 美國水泥企業
經營管理成功與改革，及策略再
適應的成效中，發現 CEO 與經營
團隊做出改革與改變時會產生正
向績效
策略一致性對高階經營團隊同質
性與組織績效無關
團隊特徵造成不一致性(認知與
情感面)
CEO 及高階經營團隊特徵與組織
績效在預期策略會做改變下，會
產生微弱影響，公司 CEO 與高階
經營團隊任期較長、異質性程度
高情況下將有可能產生改變
公司執行者的變動會影響到策略
變動，若變動過程中的執行者在
其不熟悉產業的產品或市場經驗
時，會增強其公司進入此產業可
能性，當高階經營團隊擁有較小
規模和較短任期，效果將會強化

承上頁

副總經理級以上的主管

副總經理級以上之高階主
管

高階管理人員為公司策略
制定及最終決定之人

高階經理人

執行副總以上層級的人員

組織中最高層兩層的業務
主管

總裁、執行長

組織中最高層兩層的業務
主管，已收集檔案為主
公司發行 IPO 所公告的所
有高階經營團隊成員

網路連結的高階經營團隊戶對公
司顯示策略的不一致性，一致性
會在與其他企業聯盟或是長任期
Geletkanycz &
的團隊中得到強化的效果，而不
Hambrick(1997)
一致性會將額外的企業連結或短
任期團隊中有所關聯，在貿易相
關產業，不一致性對企業績效會
更加強化
短任期且異質性高脂 TMT，較能在
複雜混亂的環境下處理事情並讓
Keck(1997)
組織更有成效獲利。較長任期且
同質性高的團隊在環境穩定時更
能表現出績效。
探討團隊異質性異質性(功能、成
Kinght et al.
員年齡、教育程度及任期)與團隊
(1999)
歷程(人際衝突與協調)和策略一
致性之間關係
作者觀察中國調查報告後，並指
Peng & Lou(2000) 出高階經理人之間與政府官員的
人際關係是能增進組織績效。
透過研究了解若高階經營團隊較
低平均年齡、較長平均任期、較
Tihanyi et
高的平均教育程度、較多的國際
al.(2000)
化經驗，且任期的異質性程度較
高，有利於公司國際多角化的發
展
團隊異質性(教育程度、國際化經
Carpenter &
驗、功能背景、公司任期)與組織
Fredrickson(2001)
績效(全球策略態勢)之間的關一
針對一家公司人口統計與現實認
Pithcher &
知不同間的關係，以及執行權利
Smith(2001)
是否會在 TMT 特徵及組織績效產
生混亂情況。
研究團隊異質性(教育化程度、國
Carpenter (2002) 際化經驗、功能性背景、公司任
期)與 ROA 關聯
董事會與高階經營團隊的國際化
Carpenter et
經驗對於公司國際化程度關係之
al.(2003)
影響

從上述學者之研究可發現研究皆注重在人口統計變數，其假設高階管理者的
人口統計變項會與個人信念、價值觀判定、認知偏好及風險態度等決策依據有關，
6

因此推斷出高階經營團隊的人口統計特徵能預測出組織績效。而其中 TMT 異質性
是指團隊成員特質差異程度稱為團隊異質性(Team Heterogeneity,
Pfeffer,1983)，如年齡、教育程度、任期與功能背景、經驗等方面。而在過往
TMT 異質性研究中，許多學者多以 TMT 成員的性別、年齡(Tihanyi et al.,2000；
Wiersema and Bantel,1992)、任期(Carpenter and Fredrickson,2001；Johnson
et al., 1993)與教育背景(Eisenhardt and Schoonhoven,1990 ； Smith et
al.,1994)等人口統計變數作為衡量 TMT 異質性與組織績效的指標。
但過去研究中，TMT 異質性與企業績效關聯處於未定論狀態，有學者各自研
究出正向、負向及無影響三種現象。造成如此不明及混亂的狀況，人口統計變數
的研究似乎難以完全解釋跟組織績效的關聯，探討高階經營團隊的互動過程和各
團員的心裡知覺會更加精確，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詢問團隊成員對團隊互動下之
主觀意見，力求找出新的關聯性。

二、主管-部屬交換理論
早期相關領導研究中，普遍學者認為領導者對於每個部屬會展現出一致性的
領導行為，這樣概念被稱為平均領導風格(Average Leadership Style, ALS)。此
理論認為領導風格為既定情況下，部屬對同一位領導者的認知皆會為相近的，因
此當部署對同一位領導者有著不同認知時，會被學者當作測量或研究上的誤差。
Graen、Dansereau & Haga(1972)卻認為這樣假設是錯誤的，其學者們主張不一樣
差異，是反映出領導者對每一位部屬的關係不盡相同的有效差異，而非誤差。而
後，Graen & Cashman(1975)提出垂直對偶關聯模式(Vertiacal Dyad Linkage
Model, VDL)，此模式觀點為領導者和每一位部屬之間具有對偶關係，會在一段時
間透過一連串的互動，領導者有意識或下意識地與部屬發展出不同類型的交換關
係。在這時期，領導關係已經發展成一個對偶角度來解釋領導者與部屬的工作關

7

係。在此背景下，Liden & Graen(1980)進一步提出領導-部屬交換關係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LMX)，LMX 是以一種動態、差異的觀點來理
解組織中的上下級關係，而其理論中心思想認為，因時間和精力以及偏好的限制
下，領導者對待部屬的方式會有所差異，並依據部屬能力、願意承擔工作責任的
動機、可信任程度及相似性程度等特徵進行區分，並形成內團體(in-group)和外
團體(out-group)的兩種關係。內團體成員與領導換關係的交換品質高，更容易獲
得領導者的支持和信任(Dienesch, R.M., 1986) ，獲得更多的工作權限和自由度
(Dansereau,F.,Graen,G.,& Haga, W.J., 1975)，得到較好的績效評估
(Graen,G.,Novak,M.A.,& Sommerkamp,P., 1982)和職業生涯發展；而外團體成員
與領導者交換品質低，關係距離較遠，會出現更多正式權力關係，使得外團體成
員與領導交流機會有限，無法得到領導足夠支持與信任，難以獲得理想績效評估
和職位晉升。
此階段驗證 LMX 關係與其結果之關聯，研究重點在於了解對偶關係。另一方
面，不同 LMX 關係與組織變數的關係（Graen & Uhl-Bien,1995），領導者與成員
的態度和行為之影響效果(Gersnter & Day,1997；Sparrowe & Liden,1997)，強
調領導者與領導的對偶關係，並以交換關係品質作為同位領導者對不同部屬的不
同領導行為之解釋，研究結果顯示 LMX 交換品質與許多結果變數皆為顯著且正向
關係
Graen and Uhl-Bien(1995）認為第三階段所重視的是對偶夥伴關係建立的描
述，以公平為出發點，並建議領導者應改變以往內團體、外團體的觀念，對所有
部屬都一對一給予發展高交換品質關係，此階段以領導生命週期(Life Cycle of
Leadership)來表示領導模式建立的程序，分為陌生(Stranger Phase)階段、認識
階段(Acquaintance Phase)、成熟階段(Maturity Phase)，當雙方進入成熟階段，
部屬容易取得領導者信任以及更多的資源，並產生出自發性組織公民行為，現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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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研究將焦點放在部屬間，如何運用夥伴式的領導進行探討，這階段描述管理者
應該對所有的部屬提供發展 LMX 夥伴關係的過程。而產生夥伴關係可為每一個部
屬帶來雙重的影響，其一為 LMX 過程會使部屬知覺到更加公平
（Scandura,1995）。其二為更高品質關係的潛在發展可能會發展出有效的領導和
擴展組織能力。
第四階段是將一對一夥伴關係擴展到團隊和網絡層級。Graen and Scandura
（1987）認為與其說 LMX 是一對一的對偶關係，更應該視為是互相依賴的對偶關
係，或者是團隊集合（Scandura,1995）
。所以第四階段採用宏觀的系統層級觀點 並
研究如何將差異的對偶關係組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網絡集合系統(Uhl-Bien &
Graen, 1992, 1993)。此種關係包括工作單位、部門，甚至是組織疆界的領導關
係。這關係不限於正式的上司下屬關係，還包括同事間、工作小組和跨組織層級
與組織的領導關係。這個階段的研究層級包括工作團隊層級、在現存工作團隊下
擴展和跨越組織疆界等（Graen & Uhl-Bien, 1995）。表 2-2 為 LMX 理論發展階段
之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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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LMX理論發展階段之差異比較:
階段一
階段二
差別對偶的發
關係與結果
現
理論重點
垂直對偶連結 領導部屬交換
為概念性描
驗證區別關係
述，尚未經由 的存在性，探
研究證實。主 討此區別關係
要論點在於領
之前置因素
內涵
導者不可能公
(如:群體大
平一致的對待 小、文化等)或
每位部屬，而 產出結果(如:
是將部屬區別 績效、組織承
為內外團體
諾)
分析層面

單一對偶關係

單一對偶關係

階段三
對偶夥伴關係
的建立
領導模式建立
以領導生命週
期來說明領導
與部屬關係的
部屬關係的發
展程序，強調
領導者應提供
每位部屬發展
高品質關係的
機會
單一對偶關係

思考面向

微觀

微觀

研究階段

成熟階段
Grean &
Cashman

成熟階段

較為宏觀，由
領導者立場思
考逐漸移轉至
部屬立場思考
發展階段

Liden & Graen

Erdogan

代表學者

階段四
擴展到團隊和
網絡層級
團隊建立
採取更為宏觀
的觀點，其不
侷限於單一的
對偶關係，而
是將不同單一
的對偶關係擴
至團隊層面或
組織層面
團隊層面
組織層面
較為宏觀、從
個體層面擴展
至團隊、組織
層面
發展階段
Henderson, et
al.

從上述階段可以發現，第一階段主要對 LMX 的本質進行探討，相關研究篇數
不算太多。而第二階段關注的是 LMX 關係與結果，可再區分為兩大部分，一部份
是針對關係本身的概念和實務部分進行相關研究，另一部份則是針對不同的 LMX
關係和組織變數關聯的相關研究，這第二階段的研究篇數是四個階段中最多的。
第三階段所重視的是對偶的夥伴關係建立的描述，相關研究篇數較少。第四階段
擴展對偶夥伴關係到團隊和網絡層級，相關研究篇數仍然不足。由各階段的研究
篇數可以發現，在管理領域中的理論以應用為主，能用來解決實務上所遇到的相
關問題者為最佳，對於理論發生的原因及理論本身的深入討論則不是管理領域中
學者最為關心的部分。因此，LMX 理論受到不夠完備的批評（Dienesch & Liden,
1986; House & Aditya, 1997; Vecchio & Gobdel, 1984），本研究藉由此研究
結果補足 LMX 理論在組織層次(高階經營團隊)探討與管理實務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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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動態競爭理論
在策略管理領域中，過去研究主要研究廠商如何成功進入並符合市場需求，
並進而取得競爭優勢，從中延伸出許多策略如「差異化」、「成本領導」
等相關策略名詞，但如今產業疆界日趨模糊、環境變動日益劇烈、競爭越加競爭
情況下，尋找持續性的競爭性優勢(William, 1992)變得越加困難，因此，動態競
爭學者對於競爭優勢認知也並非以往認為，競爭優勢視作一種長期的現象（Porter,
1985），反而是廠商透過不斷的行動以及回應去取得短暫性、非持續性的競爭優
勢（Chen & Miller, 1994），而其優勢的時間必長短和大小取決廠商所發動的競
爭行動類型（Chen,Smith, & Grimm, 1992）與被攻擊廠商的回應類型和速度（Chen
& MacMillan, 1992）。過去靜態策略思考已經無法完全滿足市場策略布局，需要
更多微觀和細緻的分析去看待企業的一連串行動和對手的競爭行動，而動態競爭
理論從中去因應線下環境而延伸出來。
動態競爭相關研究從競爭性行動開始，Chen（1988）將競爭行動分為競爭行
動(act)與回應(react)，視為競爭研究的基本研究單位，並依據此發展出動態競
爭理論，相關概念最早來自 Schumpeter（1950）用創新破壞論（Creative
Destruction）解釋廠商透過創新的行動與回應，藉此維持或擴張市場。Chen et al.
（2007）認為動態競爭研究並不是以發動競爭行動或反擊之必要性作為最主要探
討，而重心是放在預測廠商何時且以何種方式反擊能獲取最大報酬。
動態競爭理論發展至今，從最初的探討競爭行動與競爭回應的對偶關係為研
究單位，來了解競爭行動的重要性(Chen, 1996)，過去研究大多研究在廠商層級
的討論，如廠商規模、高階經營團隊的經驗及組織資源寬裕等(Chen & Hambrick,
1995；Chen,Su & Tsai, 2007；Hambrick,Cho & Chen,1996；Young et al,1996)。
在近幾年發展中，動態競爭延伸到總體層次競爭，了解多國企業如何在國際多重
市場上競爭，利用自身資源與能力相互制衡取得市場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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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數探討

一、執行長與高階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
LMX 理論基礎為領導者對團隊中成員差異對待產生不同程度的關係品質，
Liden、Erdogan、Wayne & Sparrowe(2006)透過成員在 LMX 量表上的變異來表示
領導者對團隊中不同成員交換關係品質的差異程度，彙整成一個團隊分數，稱為
LMX 差異程度(LMX Differentiation)。Henderson 等人(2009)則將 LMX 的異質性
定義為領導者透過不同成員所產生的交換形式(exchange patterns)，形成由高到
低、因人而異的交換關係品質。因此若 LMX 差異程度低，則表示此團隊成員與領
導者發展出類似程度的關係品質；若 LMX 差異程度高，則表示團隊成員與領導者
發展出關係品質程度不同、分散程度高。
LMX 差異程度是指團隊中，團隊領導者與不同成員的交換關係在品質上的差
異性，他做為高品質和低品質交換關係共存的現象，是 LMX 理論建構的基礎。對
LMX 差異性的影響因素、影響結果、內在機制及作用條件等核心問題探索被很多
學者們認為是擴展現有 LMX 理論的重要途徑(王震,2011)。因此，針對 LMX 理論現
有研究的不足未來研究的需要。
目前大多學者將 LMX 差異程度的研究大都是將其作為調節變數，分析 LMX 差
異程度如何對 LMX 與結果之間的關係產生影響，而直接將 LMX 差異程度看作是自
變數，探索其員工輸出結果之間的文獻較少，其中代表性是 Hooper & Martin(2008)
的實證研究。它們探索了 LMX 差異程度對工作滿意度和幸福感的影響，結果發現
LMX 差異程度對工作滿意度和工作幸福感有顯著負向影響，而團隊衝突在他們之
間起中介作用。Hooper & Martin(2008)的研究解釋了 LMX 差異程度與成員工作態
度之間的可能影響機制，另一方面，暗示了 LMX 差異程度與工作態度並不是直接
關聯，而是存在某種中介作用。但是團隊衝突是否是唯一的中介因素，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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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中介變數仍是未知領域。本研究驗證團隊信任在 LMX 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的
中介效用。
二、團隊信任
信任議題在 Sabatelli et al.(1993)首先針對此領域進行研究，指出人際信
任是一種對於他人會遵守口頭承諾的綜合性期望(Generalized Expectancy)，故
能夠從遵守或實踐他人所期望的目標，能得到他人信任。李宛蓉議(2004)指出信
任為群體中成員對彼此誠實與合作行為的期待。其奠基於群體成員擁有共同規
範，以及清楚隸屬於群體的某位角色。亦是信任為個人對特定之人的正面預期態
度(McAllister,1995；方妙玲，2007)。
在團隊信任的許多相關研究中，lper,Tjosvold and Law(1998)提出，團隊成
員因有效率互動之下所衍生出的信賴為團隊信任。團隊信任在於互動之意涵，存
在於兩個和兩個人以上的相互作用下所感受知覺到信任。Sitkin & Roth(1993)
研究發現，信任能促進組織中有效溝通和影響訊息流通的品質。
許多學者指出信任對團隊有關鍵性的影響，如信任能增加組織凝聚力
(Bradach & Eccles,1989)，當團隊成員發生關係衝突時，個人因素情緒因素以及
有效降低團隊情緒性的衝突(Edmondson, 1999;田靜婷，2003)，此外，Amason &
Mooney(1999)研究指出，當團隊信任程度越高，其團隊成員越願意進行冒險，並
可激盪出不同角度的想法和意見，進而將績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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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爭張力
張力是一種兩個並存但又相反的力量，當兩種相反的力量產生衝突與對立
時，便形成張力 (Das and Teng,2000)。Chen and Miller（2012）指出競爭張力
理論的發展緣由在於，過去強調知覺取向研究的競爭者、策略群組（Reger & Huff,
1993）與競爭群組（Porac,Thomas,Wilson,Paton,& Kanfer,1995）等競爭分析，
將廠商所面臨到的所有競爭者視為同質，如 Porter（1980）沒有去區別個別廠商
可能感受到各種競爭者不同程度的壓力，且個別廠商也可能給於不同競爭者造成
不同競爭壓力（Chen,1996）。
競爭張力的定義為一種能量儲存的媒介，它可能引發焦點廠商採取行動對抗
競爭者的一種競爭者之間的緊張局勢關係 (Chen et al.,2007)。雖然競爭組織中
的廠商有可能合起來斥責一個惡意的競爭者 (Guedri and McGuire,2011; Porter,
1980)，但競爭張力還是有可能發生在某一產業或者群體層次中。Chen et al.
（2007）定義「競爭張力」為，可能引發焦點廠商採取行動對抗競爭者的一種競
爭者之間的緊張局勢關係。若是競爭張力達到一定程度，將可能被引爆，致使廠
商間產生對抗的競爭行動與回應，而競爭狀態也由原本的均衡對峙，轉變成你來
我往的動態競爭。動態競爭觀點認為，競爭張力是一種廠商對偶層次 (firm
dyad-level) 的概念。 過去已有許多研究探討客觀結構張力，以及與客觀結構張
力有關的產業結構或市場條件，如市場共同性 (Chen,1996)、多重市場競爭 (Baum
and Korn,1999) 及相互威脅。本研究中，競爭張力主要涵蓋了主觀與知覺的考
量。隨著競爭張力的程度不同，焦點廠商採取回應行動的積極性也隨之不同 (Chen
et al.,2007)。由於 公司的決策與策略發展通常由高階經理人及利害關係人所掌
控(Marcel et al.,2010)。是故，其感受到的競爭張力強弱會影響廠商的策略，
以及是否要對可能的潛在威脅採取回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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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假說推導
一、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和團隊信任關聯性
團隊信任的產生來源來自於社會相似性與開放性溝通，社會相似性最早由
Zucker 在驗證組織信任與控制的關係時提出，他主要是通過比較組織中其他成員
與自己的價值觀、偏好以及組織中的地位等方面的相似性來決定是否給予信任
(Zucker,L.G.1986)。一般來說，相似性越多，信任度也越高。基於此原理，團隊
成員與領導之間的關係可以被看作是員工社會性的一部分，如果團隊中的 LMX 差
異程度越大，員工與其他成員間的由 LMX 所帶來的社會相似性就越小，因此團隊
之間產生信任的程度會相應較少。開放性溝通是信任產生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最
初出現在 McAllister(1995)研究中。後來 Ferees(2001)所做的關於信任的分析也
證實這一點。開放性溝通與 LMX 差異程度之間關係雖沒有學者明確指出，但已有
文獻中暗示其負向相關。Sias & Jablin 研究團隊中差異化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如
何對下屬的公平感和相互溝通產生影響，結果發現主管對待方式若差異性，會造
成成員之間關係產生負面影響。交換關係品質相對較低的成員會對 LMX 高的成員
之間關係產生不信任感和不喜歡的情緒，交換關係交換品質相對較高的成員會對
LMX 較低的成員產生不尊重和排斥的情緒。兩種情緒相互作用會降低成員之間的
組織公平的感知並阻礙他們之間的正常溝通(Sias & Jablin,1995)。
Uhi-Bien、Graen & Scandura(2000)研究指出，尊敬、互信、義務為團隊─
成員間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TMX)品質的重要構面，而團隊成員彼此
提供物質上以及情感的支持，能駔進成員提高更高的信任感與忠誠度(Jacorbs,
1970)。高品質互動關係也具有互相信任、尊重、團結等特徵，包含成員知覺到協
助團隊、分享意見、回饋意願、幫助與認可的程度、是否會彈性的幫忙等，相反
地，在低品質互動關係下，個人無法與團隊分工合作、彼此信任度低，也不會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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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尊重(Seer,Petty & Cashman,1995 )。從上述文獻可了解，當 LMX 差異程度越
高，對於，容易形成團隊信任基礎較低。其假設為:

假設一: 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和團隊信任呈現負相關。

二、團隊信任與組織績效的關聯性
團隊績效的產生全賴團隊成員上下一心的共同努力來創造，團隊之所以為組
織帶來創新能力與競爭力，乃是因為團隊成員間之合作與協調，其能建立較高品
質的工作關係、合作滿意度以及好的績效(Thomas,1992; Beer,Eisenstat &
Spector,1990)，因此團隊成員間的信任關係品質非常重要，在彼此都高度信任的
情況之下，依據資源保存理論可知，成員們可以減少非工作本務的額外消耗，進
而全心全意投入在工作本身，提升工作品質並使目標達成率提高(March &
Simon,1958)。在相互信任的團隊中工作時，對於工作的配置都會有最為適配的安
排，且成員們之間通常是用著正向的團隊態度工作。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二：團隊信任與組織績效具有正向關聯。

三、團隊信任、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
Christina 等人(2012)驗證了團隊信任對 LMX 與其個人績效有中介效用。回
顧 LMX 差異程度相關文獻，對於 LMX 差異程度與團隊績效之間的中介變數探討不
多，其中團隊衝是目前有學者指出 LMX 差異程度與成員工作態度之間起中介效用
變數。根據 Hooper& Martin(2008)研究指出，LMX 差異程度會增加團隊成員之間
衝突，進而對成員的工作態度產生消極影響。考慮團隊衝突對團隊信任的負向關
係，而 LMX 差異程度越大，會對成員造成不公平之感，容易造成高交換品質的內
團體與低交換品質的外團體的嫌隙。根據 Blau(1964)所提的社會交換理論觀點，
成員知覺不公平感容易造成團隊成員不信任彼此，進而讓團隊協調運作不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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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高階經營團隊為公司重要決策之負責團隊，與組織績效產生重大關聯性，因
此本研究從此提出假設:

假設三: 團隊信任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具中介效果

四、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團隊信任與競爭張力
本研究透過若廠商知覺到競爭者之間的緊張局勢關係(strain)程度，取代原
本產業特性的觀點，同個產業之下，每個廠商的高階經營團隊運作及組成皆為不
同，所做出的決策也有所不同。透過廠商主觀知覺競爭張力取代客觀的產業特性
方式，可以更加瞭解外界的壓力會帶給高階經營團隊主觀認知，並從中推斷後續
影響，更具公信力。
探討外部的壓力是否會影響到團隊信任，以往研究指出個人知覺到環境不確
定性越高，容易引發個人壓力與焦慮感受，並沒有保握與信心面對環境變化
(Waldman, Ramirez, House & Puranam, 2001)，而當團隊成員壓力與焦慮感受越
大時，會尋求外在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被從中緩衝壓力所給予個人之傷
害(Munroe & Steiner,1986)。換言之，當團隊成員知覺到外在競爭環境越加複雜
以及與競爭對手關係越加緊張，就容易受到較大的壓力，而高階經營團隊成員會
傾向互相幫助，達成一致共識，並專心向外在環境做對抗和回應。而因此，本研
究提出:

假設五: 知覺競爭張力的程度越高，LMX 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的負向關係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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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彙整後，擬定研究方法與流程，並於各節中分
別介紹研究架構、研究模式、研究樣本、問卷內容設計、之運算步驟與分類方式。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執行長─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的關係，
在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團隊信任以及競爭張力的衡量上，本研
究採取問卷調查法，樣本來源以台灣上市、上櫃與興櫃公司作為研究對象，並透
過台灣經濟新報(Taiwan Economic Journal，TEJ)資料庫上所提供的 103 年度各
上市上櫃公司財務數據作為佐證資料來源。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
對組織績效其關聯性間，本研究認為其中間歷程存在團隊信任之中間變數，以此
變數去探討其中介效果。並從知競爭張力的調節效果去檢視，探討此變數下是否
為弱化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對團隊信任。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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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提出假設整理如下:
假設一:

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和團隊信任呈現負相關。

假設二:

團隊信任與組織績效具有正向關聯。

假設三:

團隊信任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具中介效

果。
假設四:

知覺競爭張力的程度越高，LMX 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的負向關係越弱。

第二節

變數操作型定義與衡量方式

本研究包含四個重要變數：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團隊信
任、競爭張力與組織績效。在本研究的架構中，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
程度為自變項、團隊信認為中介變項、組織績效為依變項。變項係根據文獻既有
的量表先行整理，再依本研究之定義加以修正。本研究之問項信度部分採取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對總項相關係數過低的問項予以刪除，以降低測量工
具的隨機誤差。以下將根據文獻探討與本研究的目的，定義各研究變項之操作型
定義分別如下：
一、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
本研究從上述文獻中，可知 LMX 差異程度從領導─部屬交換關係理論而來，
本研究定義 LMX 差異程度為執行長對經營團隊中成員差異對待產生不同程度的關
係品質(Liden,Erdogan,Wayne & Sparrowe,2006)。LMX 差異程度的量表參考
Linden, Wayne, and Stilwell's(1993)所發展的領導者─成員的交換關係品質量
表。測量 LMX 差異程度題項共為五題，LMX 差異程度的算法為每題項的分數，進
用組內標準差方式算出(Roberson,Sturman & imons, 2007; Schyns,2006)，越高
標準差表示其 LMX 差異程度越大，反之則越小。問卷採 Likert 7 點尺度，1 表示
「非常不同意」
，7 表示「非常同意」
，其總題項 Cronbach’s α列餘下表 3-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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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構面與
Cronbach’s
α

問卷題項

LMX 差異程度
（α＝.942）

A1 我和最高領導者在工作上的互動良好
A2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了解我的工作問題和需要
A3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能夠察覺我的潛力
A4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對我有足夠信心；即使我不在現場，
也會為我辯護
A5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會協助我解決問題，即使這樣做可能
干擾他的工作

表 3-1：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的問項內容

二、團隊信任
本研究以 Simon and Peterson’s (2000)所發展之五題為主，衡量方式依李
克特七點尺度測量，從 1(非常不符合)到 7(非常符合)，並將其題項分數加總後，
平均之後之分數作為衡量標準，其分數越大，表示團隊信任程度越高。其總題項
的 Cronbach’s α列餘下表 3-2 中

衡量構面與
Cronbach’s
α
團隊信任
（α＝.948）

問卷題項
B1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非常尊重彼此的才能
B2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都很誠實正直
B3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彼此是坦白的
B4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絕對的互信
B5 我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彼此會信守承諾
表 3-2：團隊信任的問項內容

三、競爭張力
本研究根據 Chen(2007)將競爭張力定義為:一種可能引發焦點廠商採取行動
對抗競爭者之間的緊張局勢關係。而本研究之題項以 Chen,M.J.,Su,K-H.&
Tsai,W.(2007)所發展出題項為主，問卷題項共五題，衡量方式依李克特七點尺度
測量，從 1(非常不符合)到 7(非常符合)，並將其題項分數加總後，平均之後分數
作為衡量標準，其分數越大，表示競爭張力程度越高。其總題項的 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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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餘下表 3-3 中

衡量構面與
Cronbach’s
α
競爭張力
（α＝.846）

問卷題項
C1
C2
C3
C4
C5

我們需要與競爭同業不斷地爭奪市場
我們感受到競爭同業的強大威脅
競爭同業給予我們強大的經營壓力
如果我們不夠積極，很快就會把市場拱手讓給競爭者
對外，我們公司經常強調比同業優秀
表 3-3：競爭張力的問項內容

四、組織績效
本研究透過 TEJ 資料庫的營收數據，分析組織績效依過去營運績效的指標，
上市上櫃、興櫃的公司在 2014 年的稅後淨利，並以此取自然對數。

五、控制變數
本研究中包含 6 個控制變數。在高階經營團隊方面，本研究控制高階經營團
隊規模、平均年資、年資異質性以及教育程度異質性(Carpenter et al., 2004)。
平均年資和高階經營團隊規模皆取自然對數；平均年資為經營團隊成員之服務年
資加總平均；高階經營團隊規模以經營團隊成員人數代表其規模；高階經營團隊
教育程度異質性以 HHI 指標計算其學歷集中程度(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Chen et al., 2010)；年資異質性以高階經營團隊成員之年資取變異數計算。
在組織特性方面，本研究控制組織規模以及組織年齡(cf., Kirkman et al.,
2004)，以每家企業全職員工人數代表組織規模(Miller & Droge, 1986)；每家企
業設立至今年數代表組織年齡(Chen et al., 2010)，並皆取自然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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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樣本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台灣上市櫃、興櫃及台灣中小型企業為研究對象，了解各公司
高階經營團隊成員對於團隊信任知覺。後續並以信函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
提醒等方式提醒，以提高回收率。由於本研究的分析單位為組織層級(高階經
營團隊)，為符合高階經營團隊特性，因此要求各公司至少兩位以上的高階經
營團隊成員填答，方可列為有效問卷。這項作法可變免單一回應者偏誤
(single respondent bias)的可能性(Wright & Boswell,2002)。
本研究發出上市 854 家、上櫃 685 家、興櫃 284 家，每家公司發出三封
問卷，刪去公司註冊非國內住址後，共計發出 1,800 間公司，5,400 份問卷。
問卷蒐集期間預計為 2014 年 2 月至 2014 年 4 月。以郵寄問卷與電子郵件方
式來蒐集資料，並寄發後開始進行郵件摧收，以提高問卷回收率。至截止日
期總計回收 206 家公司，461 份問卷。企業回收率為 11.44%，問卷回收率為
8.54%。經剔除無效問卷（僅一人回覆之公司、不同問卷明顯為同一人填寫、
遺漏值過多、回覆卻未填寫之公司）
，最終回收有效公司為 148 間，有效問卷
為 377 份；公司有效回收率 8.22%，問卷有效回收率 6.98%。有效公司之平均
受訪人數為 2.55 人。

二、樣本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總計回收共有 377 位有效受訪者。受訪者性別部分男性 274 位（74%），
女性 95 位（26%）
。平均年齡為 49.05 歲；平均服務年資為 14.78 年，詳細基
本資料如表 3-4、3-5。受訪者職稱如表 3-6，其中受訪者職稱比例最高的前
三者分別是經理層級，佔 25%；副總經理，佔 20%；協理，佔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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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負責部門方面，原題項的設計為七個單一部門類別且可複選。因此
將複選者歸類為「兩個部門以上（11.1%）」
，其百分比則按實際受訪總人數（351
人）計算，如表 3-7。由表 3-7 可以發現，受訪者的負責部門以「跨兩部門」
最多，佔 32.58%，其次為「所有部門」及「行銷業務」
，分別佔 14.33%和 13.76%。

表 3-4 受訪者性別次數分配表
次數
有效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有效總和
遺漏值

274
95
369
8

總和

377

年齡
年資

74%
26%
100%

表 3-5 受訪者年齡與服務年資之敘述統計量
有效個數
平均數
標準誤
338
49.04586
0.506672
339
14.7774
0.587942

標準差
9.315049
10.82517

表 3-6 受訪者職稱次數分配表
職稱
董事長
執行長
總經理
副總經理
協理
處長
經理
特助
其他
有效總和
遺漏值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9
3
32
74
60
44
91
33
25
371
6

2%
1%
8%
20%
16%
12%
24%
9%
7%
98%
2%

3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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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9%
20%
16%
12%
25%
9%
7%
100%

表 3-7 受訪者負責部門之次數分配表
負責部門

次數

百分比
51
116
23
35
49
24
26
4
28
356
22
378

所有部門
跨兩部門
製造/工程
研發
行銷/業務
財務
人力資源
會計
其他
有效總和
遺漏值
總和

有效百分比

13.49%
30.69%
6.08%
9.26%
12.96%
6.35%
6.88%
1.06%
7.41%
94.18%
5.82%
100.0

14.33%
32.58%
6.46%
9.83%
13.76%
6.74%
7.30%
1.12%
7.87%
100%

（一）企業基本資料
在產業別分類上，在 148 筆回收家數中，有 103 家製造業、28 家服務業和其
他產業 17 家，各佔整體樣本 69.59%、18.92%、11.49%。顯然地，製造業佔樣本
的主要多數，如表 3-8。表 3-9 樣本資料顯示，外資企業佔 1.35%，中外合資佔
6.76%，家族企業佔 20.27%，本土企業佔 70.27%，國營企業佔 1.35%。

表 3-8 產業別次數分配表
產業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製造業
服務業
其他
有效總和
遺漏值

103
28
17
148
0

69.59%
18.92%
11.49%
100.00%
0.00%

總和

14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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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9%
18.92%
11.49%
100.00%

表 3-9 資本來源次數分配表
資本來源
家族企業
外資企業
本土企業
中外合資企業
國營企業
有效總和
遺漏值
總和

次數

百分比
30
2
104
10
2
148
0
148

有效百分比
20.27%
1.35%
70.27%
6.76%
1.35%
100.00%
0
100%

20.27%
1.35%
70.27%
6.76%
1.35%
100.00%

在組織規模問項中，此題為開放式問答，平均組織規模為 1505.86，標準差
為 4383.26。組織年齡之計算方式為資料收集截止時間（2015 年 4 月）減去其成
立時間而得之，其平均組織年齡為 31.39 年，標準差為 18.41，如表 3-10。

表 3-10 企業基本特性敘述統計表
企業基本特性 有效個數
組織規模
組織年齡

第四節

147
148

全距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誤

標準差

43988
94

12
4

44000
98

1505.86
31.39

361.53
1.51

4383.26
18.41

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 Statistics 22.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以下將本研究使用之
統計方法分述如下:
一、 敘述性統計
首先針對樣本的屬性，包括公司的成立年數、資本額、員工人數等資料進行
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等分析，以了解樣本的基本特性。同時進一
步瞭解研究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
二、 評分間信度分析
由於本研究要求同一間企業要有兩位以上受訪者填寫同一份問卷，並且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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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結果加總（aggregate）平均成為組織層次的分數，因此必須進行評分者間信
度（interrater reliability）的評估。本研究採用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表示同一家公司之受訪者對同一標的所作評比
的相關係數。ICC 是一種一致性（consistency）的信度指標，亦即某一位受訪者
對某一個變項的評比，與另一位受訪者對該變項的評比，兩者之間的平均相關。
三、 相關性分析
本研究的變項屬於等距尺度，故採 Pearson 積差相關，以測量執行長與經營
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團隊信任與競爭張力等變相間的關連程度。
四、 層級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運用在檢定自變數對依變數影響程度，以及兩兩變數間的正向或負
向關係。本研究探討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團隊信任及組織績效
間的兩兩關聯性，以此驗證假設，此外本研究透過層級回歸分析來分析中介效果，
透過先檢驗自變數和依變數的關係，再透過檢驗自變數跟中介變數的關係，最後
再檢驗自變數加上中介變數跟依變數的關係，驗證是否自變數會透過中介變數來
影響依變數。即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會透過團隊信任來影響；而
其中影響程度又可分為部份中介效果和完全中介效果。
部分中介效果為除了自變數影響依變數路徑係數顯著外，自變數對中介變數
路徑係數也顯著，最後自變數與中介變數同時影響依變數時，自變數會因為中介
變數的加入而影響變小；而完全中介效果為除了自變數影響依變數路徑係數顯著
外，自變數對中介變數路徑系數也顯著，最後自變數與中介變數同時影響依變數
時，自變數會因為中介變數的加入而變得不顯著。
最後，本研究架構以競爭張力作為干擾變項，用回歸分析檢定干擾變項在執
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和團隊信任之間的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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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節

實證研究分析與結果

評估資料加總的正當性
本研究分析單位為組織層次(高階經營團隊)，在同一家公司兩位以上高

階經營者填寫問卷，並且根據填答的結果加總平均成為組織層次的分數，因
此必須先填先評估填答者間的信度(ICC)，以及各變項對團隊的信度指標是否
顯著，如表 4-1 所示。
表 4-1 中，各變數的 ICC(1)值介於.482 與.531 之間，James(1982)指出，
ICC(1)值通常落在 0 到.05 之間，而本研究變數高於與 James(1982)所發現的
值範圍相近，並甚至高於其範圍，表示其同一企業之公司填答者意見一致，
也說明同一家企業之填答者能夠解釋相當高比例的企業資料變異。而 ICC(2)
值介於.651 到.693，均在.60 可接受水準以上(Glick, 1985)，顯示公司高階
經營團隊成員間的平均數具有一定的穩定性(Bliese, 2000)。而 ANOVA 分析
中，均達到.001 顯著水準，表示其組間變異大於組內變異預期。以上指標均
顯示將個人層次資料加總為組織層次具有高度正當性

變數名稱
執行長對經營團
隊交換關係
團隊信任
競爭張力
***P<.001

表 4-1 研究變數之評分者間信度指標值
ICC(1)
ICC(2)
ANOVA-F 值
0.482
0.651
2.863***
0.503
0.531

0.670
0.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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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
3.260***

第二節

測量模式

本研究衡量測量模式與實際資料之間的配適度，以結構方程分析法中的驗證因素
進 行 分 析 。 整 體 測 量 模 式 的 CFA 檢 定 結 果 發 現 ， 模 式 的 配 適 指 標
為:x^2=268.760(df=87，p＜0.01)，CFI=.965，RMSE=.075，SRMR=.093。其中，
CFI 值通常在.90 以上；RMSE 雖然沒有小於.05，但仍然在.10 以下的可接受範圍
中；SRMR 則介於 0 至 1 之間，所以整體測量模式的配適度良好。

第三節

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數合併後指標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如表 4-2 所示。執行
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團隊信任、稅後淨利與競爭張力。除了競爭張
力相關係數不顯著外，其餘均達到顯著相關（p＜.01）
，因此提供了後續分析的基
礎。而控制變數，組織年齡、組織規模、TMT 規模、TMT 平均年資、TMT 學歷異質
性和 TMT 教育程度異質性和其他變數間的關係則多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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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研究變數之相關分析摘要表
變數名稱

平均數

標準差

1

1.CEO-TMT
交換關係差
異程度

.29

.23

1

2.團隊信任

5.57

.75

-.166*

1

3.競爭張力

5.09

.87

.117

.026

1

4.稅後淨利

12.53

1.50

-.162*

.150

.006

1

5.組織年齡

31.39

.66

.117

-.097

.141

.018

1

6.組織規模

6.02

1.46

.074

-.054

.149

.566**

.305**

1

7.TMT規模

5.77

6.17

.014

-.010

.229**

.406**

.162*

.531**

1

8.TMT平均
年資

1.97

.64

.056

-.038

.056

.057

.354**

.076

-.047

1

9.TMT年資
異質性

31.43

42.65

-.053

-.073

.079

-.060

.269**

-.045

-.034

.429**

1

10.TMT教育
程度異質性

.39

.22

.024

.031

.101

-.063

-.037

.033

.359**

.000

-.038

*p<0.05

2

3

4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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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7

8

9

10

1

第四節

層級迴歸分析

一、 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之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來探討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的
影響關係。在層級迴歸模式的自變項方面，在模式一放入控制變項(組織年齡、組
織規模、TMT 規模、TMT 平均年資、TMT 學歷異質性、TMT 教育程度異質性)；在模
式二放入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在依變數方面則置入團隊信任。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表 4-3)，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
效有顯著相關(p=.0047)，且其（

）=.042，表示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

異程度對組織績效有影響力，另外其 β 值=-.169，表示 LMX 差異程度對組織績效
具有負向影響關係。從上述結果可得知其假說一假設成立。

表4-3 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對組織績效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團隊信任
模式一
模式二
自變項
Beta
t值
Beta
t值
組織年齡

-.076

-.797

-.058

-.606

組織規模

-.045

-.429

-.036

-.342

TMT規模

.018

.162

.009

.082

TMT平均年資

.021

.212

.031

.322

-.062

-.659

-.081

-.864

.021

.222

.028

.302

-.169

-2.002

TMT年資異質
性
TMT教育程度
異質性
執行長與經
營團隊交換
關係差異程
度
R2

.014

.042

ΔR2

-.028

-.007

F

.334

.865*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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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隊信任對組織績效之回歸分析
本研究以迴歸分析來探討團隊信任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關係，在層級迴歸模式
的自變項方面，在模式一放入控制變項(組織年齡、組織規模、TMT 規模、TMT 平
均年資、TMT 學歷異質性、TMT 教育程度異質性)；在模式二放入執行長與經營團
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在依變數方面則置入組織績效─稅後淨利。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表 4-4)，團隊信任與組織績效有顯著相關(p=.001)，且
其（

）=.424，表示團隊信任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力高，另外其 β 值=.170，表

示團隊信任對組織績效具有正向影響關係。從上述結果可得知其假說二假設成立。

表4-4
依變項
自變項

Beta

團隊信任對組織績效之迴歸分析
組織績效─稅後淨利
模式一
模式二
t值
Beta

t值

組織年齡

-.207

-2.759

-.194

-2.633

組織規模

.491

5.952

.499

6.166

TMT規模

.250

5.952

.247

2.948

TMT平均年資

.116

2.923

.113

1.507

-.029

1.522

-.019

-.257

-.178

-.395

-.181

-2.565

.170

2.620

TMT年資異質
性
TMT教育程度
異質性
團隊信任
2

R

ΔR

2

F

.395

.424

.369

.395

1.696**

1.598**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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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團隊信任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之中介效果分
析
以迴歸分析來探討假設三: 團隊信任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
與組織績效具中介效果。在層級迴歸模式的自變項方面，在模式一放入控制變項
(組織年齡、組織規模、TMT 規模、TMT 平均年資、TMT 學歷異質性、TMT 教育程度
異質性)；在模式二放入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及團隊信任。在依變
數方面則置入組織績效─稅後淨利。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表 4-4)，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
任具顯著相關性(p=0.009)，且其（

）= .424，△

.395，表示執行長與經營團

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對團隊信任有影響力，另外其β值= -.172，表示執行長與經
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對團隊信任具有負向影響關係，另外，當團隊信任加入
在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時，其（

）從原本

的.424 變成.444，表示影響力變大，且 p=.025，表示團隊信任在 LMX 差異程度與
組織績效之間存在中介效果，但由於在團隊信任影響加入時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
換關係差異程度並未因此變得不顯著，故團隊信任在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
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之間存在部分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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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團隊信任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組織績效─稅後淨利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自變項
Beta
t值
Beta
t值
Beta
t值
組織年齡
-.207
-2.759
-.188
-2.545
-.179
-2.464
組織規模

.491

5.952

.501

6.190

.506

6.342

TMT規模

.250

2.923

.241

2.875

.240

2.901

TMT平均年資

.116

1.522

.127

1.695

.123

1.658

-.029

-.395

-.049

-.666

-.037

-.510

-.178

-2.465

-.171

-2.413

-.175

-2.504

-.172

-2.635

-.147

-2.259

.145

2.243

TMT年資異質
性
TMT教育程度
異質性
執行長與經營
團隊交換關係
差異程度
團隊信任
R2

.395

.424

.444

ΔR2

.369

.395

.412

F

15.245**

14.614**

13.786**

*p＜.05 **p＜.01。

四、 競爭張力在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之干擾效果
本研究以層級迴歸分析來探討競爭張力在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
度與團隊信任之干擾效果。在交乘項部分，本研究根據 Aiken & West（1991），
將交乘項的主要變項各減去平均值，求中心化之方式；辨別研究變項間的共線性
問題則以 VIF 值是否小於 10(Hair et al., 1998)。在層級迴歸模式的自變項方
面，在模式一放入控制變項(組織年齡、組織規模、TMT 規模、TMT 平均年資、TMT
學歷異質性、TMT 教育程度異質性)；在模式二放入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
異程度；其三，在模式三投入競爭張力；其四，在模式四放入執行長與經營團隊
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競爭張力的交乘變項；依變數則置入團隊信任。層級迴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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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後，VIF 值的範圍介於 1.051 與 1.747 ，之間，結果顯示本研究所分析的變項
之間應不具有共線性問題。
在表 4-5 的模式四中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交乘
項，整理累積變異量（

）=.045，△

=-.018，交乘項之β值=-.019，t 值=-.219.，

顯示競爭張力的干擾作用未達 p＜.05 的顯著水準，代表競爭張力執行長與經營團
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之間關係並無干擾效果存在，故本研究假說四不
成立

表4-6 競爭張力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團隊信任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自變項
Beta
t值
Beta
t值
Beta
t值
Beta
t值
組織年齡
-.076 -.797
-.058
-.606 -.062 -.646
-.061 -.633
組織規模

-0.45

-.429

-.036

-.342

-.037

-.351

-.037

-.355

TMT規模

.021

.162

.031

.082

.031

-.024

-.001

-.011

TMT平均年資

.018

.212

.009

.322

-.003

.317

.032

.332

-.062

-.659

-.081

-.864

-.085

-.902

-.086

-.905

.021

.222

0.94

.302

.026

.280

.024

.264

-.169

-2.002

-.173

-2.05

-.171

-2.00

.058

.672

.053

.591

-.019

-.219

TMT年資異質
性
TMT教育程度
異質性
CEO-TMT交換
關係差異程度
(A1)
競爭張力(B1)
(A1)×(B1)

R2

.014

.042

.045

.045

ΔR2

-.028

-.007

-.010

-.018

F

.334

.865

.810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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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過去主管─部屬交換關係相關研究，依變數方面主要研究個人績效，如個人
工作態度或是工作滿意度和幸福感個人工作升遷，對於注重焦點在高階經營團隊
以及探討組織績效較少，除此之外，近期研究，影響 LMX 差異程度與績效的中介
效果除了團隊衝突外(Hooper & Martin,2008)，其餘的中介效果些少被探討；在
團隊研究探討中，較少了解成員對外部競爭環境知覺對團隊內互動之影響，本研
究嘗試去用動態競爭觀點的競爭張力作為研究重點。
本研究以高階經營團隊角度去了解團隊信任是否對執行長-經營團隊交換關
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間是否有所中介效果，以及競爭張力是否對執行長-經營團
隊交換關係與團隊信任中有干擾效果。研究結果顯示，團隊信任對 LMX 差異程度
與組織績效有中介效果，而競爭張力則對 LMX 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無干擾效果。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
假說一主張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有著負向關係，
實證結果獲得證實，顯示出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越小，團隊信任
的程度會有所提高。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越高，表示高階經營團
隊成員與領導者發展出的關係品質差異越大，而低交換關係的團隊成員會對高交
換關係品質的成員產生不信任和不喜歡之感，而高交換品質的成員會對低交換關
係品質的成員產生不尊重與排斥的情緒，兩者不同認知與情緒之下，會影響其團
隊溝通與運作，產生團隊成員之間的不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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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團隊信任與組織績效
假說二主張團隊信任與組織績效呈現正向關係，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團隊信
任程度越高，對於組織績效也會有所增加，這與以往學者研究結果相同，Amason &
Mooney(1999)認為團隊信任越高，團隊愈願意冒險， 因而可激盪出不同的想法與
意見，致使團隊績效也愈高。Sitkin and Roth(1993)的研究發現信任在團隊情境
中會帶來有效的溝通或提升訊息流通的質與量，當信任可以增進彼此間的合作，
進一步增加 雙方對彼此關係的承諾(Moorman et al., 1992)。此時如果企業成員
了解到知識分享對彼此是一種合作的關係時，信任的建立將有助於提升成員知識
分享的意願，而成員間互信則能讓知識及資訊能自由的交流(Jones and George,
1998)。由此可知，信任可以替雙方在面對經濟交換性質下的知識分享行為，降低
彼此對於交易的不確定性，促使這樣的交換行為發生，提昇整體人員的知識分享
程度。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中，可以得知團隊信任提高，有助於資訊交換、有容易冒
險和產生不同想法與意見以及提高知識分享與互相幫助的意願，而因此提高了組
織績效。

三、 團隊信任、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
假說三預期，團隊信任部分中介對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
織績效。研究結果顯示，團隊信任的加入後，團隊信任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因團隊信任的變數加入之後，進而降低
對組織績效的影響，從此角度來看，因此執行長與企業能夠透過對待經營團隊成
員態度有所不同，和各個夥伴獨自發展出關係差異甚大，會對組織績效產生負面
關係，但因團隊成員對彼此信任的情況下，會提高整體團隊運作順暢度，與整體
組織績效產生正面關係，在探討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
對組織績效影響下，可以發現其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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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這與 Hooper& Martin 所提出研究成果相似，其學者們提出團隊衝突是部分
中介變數，而本研究所假設之團隊信任也是部分中介變數，都對依變數產生部分
影響，並沒有研究矛盾之現象。

四、 競爭張力的干擾效果
假設四主張竟張力在 LMX 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有顯著的正向干擾，競爭張力
的干擾效果不如本研究預期，結果顯示競爭張力在 LMX 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不具
干擾效果，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提出兩種可能解釋，首先，團隊信任最主要影
響來源來自團隊內成員互動結果，如彼此合作意願、資訊交換等等。根據社會交
換理論(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與領導者關係品質低的成員，會採取負
向回應策略，不願溝通合作，團隊成員甚至為爭取更多資源與權益，彼此容易形
成惡性競爭之循環。團隊成員會花更多時間不再工作任務當中，因此對於知覺外
在競爭給予不同張力程度時，相對於內部團隊互動因素而言，並不會有顯著的影
響效果。
另一方面，競爭張力並不會對團隊信任產生調節效果，團隊知覺到外部競爭
張力越大時，團隊成員可能傾向透過公司賦予的正式關係進行合作行為來因應外
在環境變動以及競爭者行動，但並不代表團隊成員之間會產生信任感，因此競爭
力的干擾效果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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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意涵

一、 學術意涵
(一) LMX 差異程度研究方面貢獻
目前 LMX 差異程度的研究大多著墨於 LMX 的本質探討，以及 LMX 差異程度的
關係與結果論證，以往較著重在個體層面做探討，對於團隊方面的相關文獻研究
著墨較少。本研究往這方面領域進行補足，並針對高階經營團隊進行分析，將高
階經營團隊理論與主管-部屬交換關係理論進行結合。

(二)高階經營團隊研究方面貢獻
以往高階經營團隊理論探討專注於人口統計變數與其績效之關聯，由於此層
級收集資料過於不易，因此許多研究皆採取資料庫分析或焦點訪談方式進行分
析，而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方法，跳脫以往專注於人口統計變數之研究，改以調
查高階經營團隊成員主觀知覺團隊內情況以及領導者與其之間關係，如此能夠更
加了解其團隊成員心理以及團隊歷程，突破以往學者對其人口統計的有所懷疑的
黑箱問題( Black box)( Bowen & Ostroff, 2004），為避免出現同源偏差下，本
研究整合 TEJ 資料庫的次級資料以及高階經營團隊填答者問卷內容。以往學者大
多數研究都對高階經營團隊整體去進行分析，而本研究採取 LMX 差異程度之觀
點，將領導者與經營團隊成員之間關係進行探討。除此之外，本研究針對台灣上
市上櫃興櫃公司進行分析，針對台灣特定區域進行分析。

(三) 動態競爭理論研究方面貢獻
動態競爭理論是目前策略領域許多學者探討的領域，本研究以高階經營團隊
觀點出發，試圖了解競爭張力對團隊信任影響狀況，並了解外在與其他廠商之間
緊張關係是否會間接影響到組織績效。並嘗試以競爭張力當成干擾變項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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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與以往學者作為依變數探討，做出不一樣觀點(Chen et al.,2007)。

二、 實務意涵
(一) 經營團隊成員角度
高階經營團隊是在公司是一個重要性很大的團隊，其團隊成員大多數都身兼
兩個身分，不但是此高階經營團隊追隨者，也是公司其他部門或是團隊的領導者，
因此兼具兩身分的情形下，高階經營團隊成員了解其 LMX 差異程度對組織績效之
關聯，不但對高階團隊的關係能有意識去作出改變，而經營團隊成員也會去影響
公司其他團隊，增加公司內團隊的信任程度，並間接形成公司一種良性的氛圍或
信任彼此的文化。
(二) 執行長角度
執行長是公司最高經營層級負責人，帶領底高階經營團隊運作情況責任更加
重大，基於本研究結果，以下提出三點建議:
1. 執行長可透過工作上採取工作上的雙向交流管道，對團隊成員提供反饋意
見，也請團隊成員提供改進與建議，與成員一起找出問題原因與方法，讓成
員有備受尊重、了解工作任務之全局與意義，提高其與成員間交換品質關係，
盡量讓所有團隊成員都在內團體內。
2. 執行長難以對每一個團隊成員都採取相同關係與方式，但執行長可以避免將
資源、以及同類型的工作任務分給同交換品質關係的成員，造成內團隊與外
團隊成員之間交流機會更少，因此執行長可以試著將同類型任務、資源分配
給不同交換品質關係的成員。
3. 不公平感會造成內部團隊的嫌隙，並造成團隊信任之下降。因此執行長在績
效考核和升遷制度上，必須保持公正公開原則，並避免個人喜好與團隊成員
交情深淺之關係而影響績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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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設計上仍有受到限制，而其主要限制為以下二點:
(一)、 抽樣方法與抽樣對象
本研究回覆問卷為 461 份問卷，但分析為組織層次，因此一家公司有取兩到三封
取平均數成為分析單位，並扣除無效問卷與僅有一封問卷之後，最後只有 148 份
問卷，因此在回收率較為不佳情況下，可能會影響到統計上的分析數據與結果。
此外問卷要求公司最高層級團隊進行填答，要求甚高，無法確定受測公司是否因
應本研究之要求原則進行填答，最後，因為其問卷內容有四面共 106 題項，對填
答者來說，題數過多，容易造成填答上的困擾以及困難，因此可能會造成填答效
果與回收效果不如預期。

(二)、 研究架構方面
本研究架構根據研究者主觀推斷，輔以文獻支持很發展出來，但干擾變數競爭張
力與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關聯性，此部分缺乏文獻支
持，而其概念推演以及連結上略有不足，未來也需要更進一步驗證其關係；在研
究架構中，根據合理推理來看，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團隊信任
影響組織績效，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本研究研究期間為 2014 經營團隊成員填
答，並以 2014 稅後淨利進行比較，較無法綜觀近年績效進行比較，略有不足之嫌。

二、 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變項方面
高階經營團隊層次的 LMX 差異程度探討研究較少，本研究設定團隊信任為執行
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間之中介效果，未來可加以驗證，或
尋找其他變數對 LMX 差異程度與組織績效產生中介效果。此外本研究組織績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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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後淨利當作指標進行檢驗，未來可透過其他不同指標更進一步驗證，最後，本
研究採用橫斷面的研究抽樣，蒐集之資料只針對單一時間點，對於各個變項的真正
關係並無辦法完全精確了解。因此，建議未來研究可採取縱斷面的方式，在不同的時
間點進行施測與蒐集資料，可以從蒐集一年的組織績效擴大成三到五年期間，去做

更完整之探討。
(二)擴大研究樣本方面
本研究是以台灣上市、上櫃、興櫃公司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發放問卷，由於此
企業皆為經營績效良好的組織，為了更加精確了解執行長-經營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差異程度對組織績效之影響，應要擴大研究樣本，如增加對台灣中小企業進行調
查，以降低其研究上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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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執行長與經營團隊交換關係差異程度之研究問卷
企業先進，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這份跨國合作的科技部(原國科會)計畫研究問卷！本計畫主要在瞭解外部環
境、高階團隊互動、策略決策與競爭/合作行為對企業經營績效的影響；問卷採無記名方式，研究結
果將以整體方式呈現，絕不會揭露個別企業或個人資訊，敬請放心！由於本計畫十分重要，而資料蒐
集相當不易，因此，您的鼎力協助便扮演關鍵角色。
本問卷共一大張，分成 3 1/2 頁，填答完成約需 10-15 分鐘 (您不知道的部分可以留白)。請將
完成的問卷彌封放入原來的小信封內並交還發問卷給您的人，以便以公司為單位統一寄回或交回【為
提高有效性，每家公司須回收 2 份以上問卷才算有效，某些題項可能要稍作思考才能回答，回收頗有
難度，懇請撥空協助！】
敬祝
平安喜樂、闔府康健、事業順遂！
計畫主持人：林豪傑 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研究團隊：洪雋皓、楊淑蕙、吳文郡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
學院)

聯絡方式：0936-097-057；linhjtw@mail.nsysu.edu.tw

一、經營團隊的定義與基本資料：
「經營團隊」（或「決策階層」）是指一群對公司經營方向具有重大決策權的人，成員通常包括一級單
位或事業部(含)以上的所有高階主管，職稱及人數依各公司組織結構的不同而有差異。
1. 根據上述定義，本公司經營團隊共
人；其中，男性：_________人，女性：_________人。
2. 本公司經營團隊的教育程度分佈：碩、博士：
人；大專：
人；高中(職)及以下：
人。
3. 本公司經營團隊的平均年齡約
歲；在公司內的平均服務年資約
年。
4.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的專長：理/工
人；法/商
人；人文/社會
人；其他
人
五、以下題項想要瞭解您對 貴公司高階主管獎酬與人際互動的看法，請依實際狀況回答。
【數字 1-7 分別表示：1.非常不符合 2.不符合 3.有些不符合 4.普通 5.有些符合 6.符合 7.非常
符合】
9.
10
.
11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非常尊重彼此的才能
能…..……………………………...………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都很誠實正直
直………………………………………….………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彼此是坦白

. 的……………………….………….……………...
12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有絕對的互信
. 信……………………………………….…………
13
本公司經營團隊成員彼此會信守承諾
.
14 我和最高領導者在工作上的互動良好
諾…………………………………….…………
.
15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了解我的工作問題和需要
好..............................................................
.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能夠察覺我的潛力
16
要.....................................................
...........
.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對我有足夠信心；即使我不在現場，也會為我辯護
力..............................................................
17
. ...
護.........
18
我們公司的最高領導者會協助我解決問題，即使這樣做可能干擾他的工作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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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 作…..........
九、下列題項描述 貴公司與競爭者的競爭與合作關係。請依實際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數字 1-7 分別代表：1.非常不同意 2.不同意 3.有些不同意 4.普通 5.有些同意 6.同意 7.非常同
意】
1. 我們需要與競爭同業不斷地爭奪市場
1 2 3 4 5 6 7
場………………………………………………….
2. 我們感受到競爭同業的強大威脅
1 2 3 4 5 6 7
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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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競爭同業給予我們強大的經營壓力
1 2
力.……………………………………………………
4. 如果我們不夠積極，很快就會把市場拱手讓給競爭者
1 2
者……….………………………
5. 對外，我們公司經常強調比同業優秀
1 2
秀………………………………………………….
十三、貴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基本資料仍是研究分析要項，煩請勿遺漏，謝謝！）
1. 公司成立於民國
年；目前員工人數(約)
2. 公司產業別：□1 製造業（主要產品：
□3 其

歲；在公司的年資(約)：

執行長(或總經理)的最高學歷：□1 博士

□2 碩士

□2 外資企業

執行長(或總經理)是家族成員嗎? □1 是

□3 大學
□3 本土企業

6
6
6

7
7
7

）

年。

□4 高中或以下

□3 興櫃

□4 公開發行

□5 其它。

□4 中外合資企業

□2 否；董事長是家族成員嗎? □1 是

經理人(不含董事長、執行長/總經理)是家族成員的人數：
□2 上櫃

5
5
5

）

3. 執行長(或總經理)的年齡(約)：

5. 公司的股權屬性：□1 上市

4
4
4

人。
） □2 服務業（主要產品：

它（主要產品：

4. 公司的所有權屬性：□1 家族企業

3
3
3

□5 國營企業。

□2 否

人。
□5 其他。

十四、您的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仍是研究分析要項，煩請勿遺漏，謝謝！）
1. 職稱：□1 董事長
□2 執行長 □3 總經理
□4 副總經理 □5 協理
□6 處長
□7 經理
□8 特助
□9 其他
（敬請說明）
2. 請問您負責的部門：□1 所有部門 □2 跨二個以上部門 □3 製造/工程 □4 研發 □5 行銷/業務
□6 財務
□7 人力資源
□8 會計
□9 其他
(請說明)
3. 性別：□1 男 □2 女；請問您的年齡：
歲；在公司的服務年資約：
年。
4. 最高學歷：□1 博士 □2 碩士 □3 大學 □4 高中或以下 □5 其它
5. 婚姻狀況：□1 已婚 □2 未婚 □3 其它
士
※ 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協助！請將問卷彌封在原來的小信封內並交還發放問卷給您的人，統一寄回！
※ 如果您希望收到本研究結果，煩請填寫聯絡資料！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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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信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