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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目的：
從動機、能力、機會理論（MAO)去檢視服務員工的動機、能力與機
會如何影響服務應變力的表現

設計/方法/過程：
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採用受試者自評的方式測量本研究想探討的變
數，總共收集了250份有效資料。

發現：
涉及組織內機會的變數（如服務文化）會正向的影響個人的動機
（如個人主動傾向以及服務動機），從而正面的影響到個人所展現
的能力（如認知彈性與觀點取替）。而個人的能力則會最終影響到
服務應變力。

原創：
本研究提供了系統化的觀點，透過同時檢視外部因子（組織內機會
）以及內部因子（個人動機與能力），去探討服務應變力的前因。
採用MAO的模型架構去進一步分析新的變數。而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支
持我們所提出的假設。此一結果可以應用在服務相關的產業，來進
一步透過工作環境調整與人力晉用的方式來改善服務的品質。

中文關鍵詞： 服務應變力。動機。服務動機。個人能力。組織內機會。認知彈性
。觀點取替。

英 文 摘 要 ： Purpose
Employing the MAO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ew motivation,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variables on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An online survey containing measurements of all variables
was administered to 250 participants.

Findings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variable (i.e. service culture)
positively influences personal motivation (i.e. personal
initiative tendency and service motivation), which in turn
positively influence personal ability (i.e.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Personal ability
factors positively affect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Originality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vides a systematic view on the
antecedents of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by investigating
both external (i.e.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and
internal (i.e. personal motivation and ability) factors
simultaneously. The effects of a set of new MAO variables
on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were tested with supportive



results for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bear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firms to improve overall service quality via
work environment design and personnel selection.

英文關鍵詞：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Motivation. Service Motivation.
Personal Ability.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ies.  Cognitive
Flexibility. Perspective Taking.



精簡報告 

 

The MAO framework i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new motivation, ability 

and opportunity variables on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An online panel of 250 

participants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in service industries were recruited. A set of 

hypotheses concerning how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affects service staff’s 

motivation and how service motivation affects their abilities are developed and tested. 

It is found that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variable (i.e. service culture) positively 

influences personal motivation (i.e. personal initiative tendency and service 

motivation), which in turn positively influence personal ability (i.e. cognitive 

flexibilit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Personal ability factors positively affect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The current research provides a systematic view on the antecedents 

of service adaptive behavior by investigating both external (i.e. organizational 

opportunity) and internal (i.e. personal motivation and ability) factors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s bear implications for service firms to improve overall service quality via 

work environment design and personnel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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