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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原訂提出三年期計畫，但最終僅核定一年期的經費，故在執
行上精簡。此結案報告將聚焦探討「員工綠色創造力」之研究主題
，以個體層級為衡量單位，無法進行跨層次之探討。本研究試圖瞭
解哪種類行的領導領導風格、獎勵機制，對於知識創造能力、員工
綠色創造力具有影響。本研究以領導風格、獎勵機制為前置變項
，員工綠色創造力為結果變項，並以知識創造能力為中介變項，試
圖探討各構念之關連性，而領導風格分為兩項：不當督導、倫理領
導，而獎勵機制分為：外在財務獎勵、內在關聯獎勵。本研究對於
執行永續發展專案的台灣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總計回收173份有效問
卷，本研究結果顯示，H2、H5、H9假說獲得支持，意即倫理領導對
於知識創造能力具有正向影響，且知識創造力對於員工綠色創造力
亦具有正向影響，也就是說，知識創造力在倫理領導與員工綠色創
造力之間，扮演完全中介的角色；此外，本研究亦證實內在關聯獎
勵對於員工綠色創造力具有正向影響。和國外其他研究不同的是
，本研究發現在外在財務獎勵的部分，外在財務獎勵對於知識創造
能力與員工綠色創造力，均有正向的影響。故台灣企業若要提升員
工綠色創造力，均同時著重外在財務獎勵、與內在關聯獎勵。

中文關鍵詞： 領導風格、獎勵機制、知識創造能力、員工綠色創造力

英 文 摘 要 ： The period of this study is one year. This empirical study
tries to verify the antecedents of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The unit of analysis is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multi-level study can not be carried out because the
executive time of this project is limited. This study wants
to verify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onstructs as follows.
Antecedents in this study are leadership styles and reward
mechanisms, and the consequence is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The mediator is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Leadership styl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ethical leadership. Reward mechanism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extrinsic financial rewards and
intrinsic work-related rewards. 17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Taiwanese companies that execute green
projects. The results shows that H2、H5、H9 are supported
in this study. Ethical leadership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plays the full mediator role between ethic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Moreover, this
study also verifies intrinsic work-related reward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Different
from other research,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extrinsic financial rewards. The results show extrinsic
financial reward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and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rewards. No matter extrinsic financial rewards or intrinsic
work-related rewards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英文關鍵詞： leadership styles; reward mechanisms; knowledge creation
capability;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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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介 

本研究原定為三年期之研究計畫，以跨層級的方式對於綠色創新進行深入

探討，並將創新分為三個不同層級分年度依序探討，如：員工綠色創造力、綠

色共同創新行為、綠色開放式創新，但由於計畫最終僅核定一年期的經費，故

本結案報告將聚焦探討「員工綠色創造力」之研究主題，無法進行跨層次之探

討。本研究以領導風格、獎勵機制為前置變項，員工綠色創造力為結果變項，

並以知識創造能力為中介變項，試圖探討各構念之關連性，而領導風格分為兩

項：不當督導、倫理領導，而獎勵機制分為：外在財務獎勵、內在關聯獎勵。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製造業為台灣 GDP佔比最高產業，歷年來所佔

的比例大約有二至三成，就業人數也最多，企業若沒有綠色思維，在產品製造

過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必會造成環境龐大的負擔。且由於面對氣候暖化日益嚴

重，2015年聯合國宣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提出 17項永續發展目標，提供全球未來 15年之永續發展之指導原

則，例如：就業與經濟成長、產業創新與基礎建設、責任消費與生產等。企業

永續發展委員會(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 簡稱 BSDC)

更指出，企業若能符合永續發展目標，可提供企業不同於競爭對手的創新與競

爭優勢，因此近年來國內已有企業將 SDGs元素納入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

中，讓利害關係人更清楚了解企業對全球永續發展目標所做出的貢獻，例如：

致力於發展綠色創新、綠色環保包裝、計算碳足跡等，而這些行動方案均仰賴

員工的綠色創造力，故本研究試圖探討員工綠色創造力的前置變項。 

過去研究提出不同的領導風格，對於員工創造力具有影響(Shin & Zhou, 2003; 

Zhang & Bartol, 2010)，也有學者認為領導風格可以視為提升或抑制員工創造力

的關鍵因素（George, 2007），然而領導風格有許多不同的分類，也會因為產業、

目的及被管理者特性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故本研究將探討領導分為不當督導

與倫理領導兩類，試圖探就此兩類型的領導風格，對於知識創造能力、員工創造

力，是否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赫茲伯格（Herzberg）雙因子理論打破了傳統的工作滿意度的觀點，經由

研究發現，透過獎勵機制，讓員工感覺工作滿足或不滿足的因素是不相同的，

本研究將激勵機制分為「外在財務獎勵」與「內在關連獎勵」，並探討獎勵機制

與知識創造能力、員工綠色創造力之關連性。外在財務獎勵可視為保健因素，

例如良好工作環境、薪水、人際關係、工作安全、公司政策和行政管理，當缺

乏外在保健因素時，員工會感到不滿意；內在關連獎勵如：工作價值、晉升、

責任感和成就感等，當企業具有這些激勵因子時，會產生工作滿意度，而缺乏

激勵因子，卻會不一定會不滿意（Malik＆Naeem, 2013)。 

本研究試圖彌補三個研究缺口，第一，過去雖有許多研究對創造力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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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但並沒有同時從領導與激勵的觀點，探討知識創造能力、員工綠色創造力

之間的關連性；第二，近年來企業對於永續發展之重視與日俱增，本研究試圖

以探討員工綠色創造力的前置變項：如：不當督導、倫理領導、外在財務獎

勵、內在關連獎勵、知識創造能力、員工綠色創造裡等構念，並提出其管理意

涵；第三，過去相關研究在衡量單位上，大多以組織層級探討知識創造能力，

但本研究將探討個體層級在這些構念上的影響。 

 

二、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計畫計畫探討領導風格、獎勵機制對於員工綠色創造力之影響，並

以知識創造能力作為中介變項。在本研究中，領導風格分為兩類：不當督導、

倫理領導，而獎勵機制亦分為兩類：外在財務獎勵、內在關聯獎勵。本研究結

果顯示，僅H2、H5、H9假說獲得支持。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研究結論： 

第一、不當督導與文化。本研究顯示，過去研究中，認為不當督導對於知

識創造能力、員工綠色創造力會有顯著影響之假說，均未獲支持，其原因在於

數據結果分析顯示，不當督導對於知識創造能力的影響，以及對於員工的綠色

創造力的影響兩者都並未達到顯著效果，其原因可能為在華人集體主義，逆來

順受的態度有關，在這樣的氛圍的作用下，強調的是社會的秩序與和諧，而非

個人主義與自由平等；因此，一般人往往不會輕易表達出其對於主管的負面看

法，就算主管有不當督導的行為，員工也未必會藉由填答問卷的過程中反映出

來，這可能使資料呈現出偏態及失真的狀況，故無法確實反映出不當督導真實

的程度，且在工作環境氛圍偏向高壓與緊張的台灣地區企業中，員工可能處在

不當督導的工作環境下，卻認為此現象為普遍狀況，而非不當督導，因此在填

答不當督導的問項下，多數人不認為其遭受不當督導或是不願意承認自己遭受

到不當督導的領導，導致數據中只有少數人回應其在不當督導的領導風格下工

作，因此削弱了不當督導對於知識創造能力以及員工綠色創造力的影響。 

第二、著重知識創造能力之中界效果。本研究建議未來應著重於知識創造

能力的發展與培養上，研究結果顯示，倫理領導對於知識創造力有正向影響，

且知識創造力對於綠色員工創造力亦具有正向影響，而知識創造能力在倫理領

導與員工綠色創造力之間，扮演完全中介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建議，企業未來

想提升員工的綠色創造力，可透過倫理領導提升知識創造能力，再透過知識創

造能力的提升，激發員工綠色創造力。 

第三、外在財務關連獎勵和其他變項的關連性，與過去相關研究之方向不

同。在獎勵機制的部分，本研究發現H3、H8雖然統計量達顯著水準，但與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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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預估的方向不同。本研究依照過去文獻，原本提出外在關連獎勵，對於知

識創造能力、員工綠色創造力，應具有「負向」影響，但實證結果卻顯示為

「正向」影響，亦即當企業提供愈多外在財務獎勵時，員工的知識創造能力、

員工綠色創造力亦隨之提升。本研究試圖透過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解釋這樣的狀況，該理論題及人類的需求能夠分

成不同的層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自尊需求、自我實現需求，

人將由低層次的需求慢慢發展至高層次的需求，而在台灣目前的工作大環境

中，低薪為普遍現象，員工工作的主要目標，是為了滿足其生活所需與開支，

故根據需求層級理論中，需先滿足較低階的需求，方能往自我實現之較高目標

邁進，因此本研究之結果，和原本的假說方向有所不同。 

在未來研究建議部分，本研究以製造業員工為研究對象，未來可以增加其

他產業為研究對象，發展新構念之衡量指標，並以個案探討發掘研究問題，輔

佐研究的進行。此外，本研究以國內產業為研究對象，後續研究可以其他國家

作為實証對象，驗證本研究的理論架構與假說是否正確，例如和亞洲其他國

家，或是歐美先進國家進行比較，與本研究進行對照。在樣本公司的規模上，

本研究並沒有針對大企業或是中小企業進行分析比較，未來研究可依據企業規

模之不同作為控制變項，比較是否會對於本研究所提出之構念，產生不同的影

響，進行比較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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