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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領導為管理的四大功能之一，在組織與管理研究領域中，領導行為
一直是研究者長期所關注的議題。其中，華人組織中的獨特領導風
格，近年來成為國際主流議題之一，近期研究更發現華人組織中的
領導者，亦有鮮明的差序式領導風格，藉由差序領導的方式，能增
進自己人部屬的效與工作效能，同時激勵外人部屬展現符合領導者
期待的行為。本研究以差序式領導行為理論為基礎，旨在驗證華人
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情境團隊對層級之中，運動員知覺團隊
認同與團隊凝聚力的關聯性，進而在探討團隊績效所產生的效果。
本研究招募473位臺灣大專運動員為研究參與者，透過問卷調查方式
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針對「差序式領導行為」、「團隊認同」、
「團隊凝聚力」及「團隊績效」等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確立
量表結構之構念特性；並採用以描述性統計、SPSS-PROCESS檢驗本
研究之假設。結果發現在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會
對團隊認同表現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同時，大專院校運動團隊
成員知覺團隊認同會對團隊績效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最後，透
過本研究的之重要發現，以對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情境團隊
層級的具體內涵做出貢獻，並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整理與理論觀點
，其深化差序領導行為理論應用於團隊層級之範疇，亦為實務管理
工作者提供具體參酌依據。

中文關鍵詞： 華人領導、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團隊績效、中介效果

英 文 摘 要 ： Behavior of leadership, one of the four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has been researchers’ concer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mong them, the distinctive style of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all over the world.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leaders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also have the style of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which may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ir in-group subordinates, as well as
encouraging the out-group subordinates to show behaviors
that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designed to
ve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thletes’ perception of
team identity and team cohesiveness when the Chines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is applied to the team
hierarchy under the sport scenarios, which is further
applied to discuss the effect on team performance. This
study recruited 473 Taiwanese college athletes, and
collected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Researchers
conducted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scales, such
as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team identity”,
“team cohesiveness” and “team performance”, to
establish the constru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ale
structu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PSS-PROCESS are
appli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perception of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for college



sport team members may makes a positive and direct impact
on team identity. In addition, perception of team identity
for college sport team members also makes a positive and
direct impact on team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significant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team level under the sport scenarios,
and provide summaries and theoretic views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These findings expand the scope in which the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is applied
on the team level, and can be provided as specific
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英文關鍵詞： Chinese leadership, team commitment, team cohesiveness,
team performance, mediato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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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之研究： 

運動員親疏歸類模式建構與多層級量化分析(三) 
 
 

 

摘 要 

 

    領導為管理的四大功能之一，在組織與管理研究領域中，領導行為一直是研究者長期所

關注的議題。其中，華人組織中的獨特領導風格，近年來成為國際主流議題之一，近期研究

更發現華人組織中的領導者，亦有鮮明的差序式領導風格，藉由差序領導的方式，能增進自

己人部屬的效與工作效能，同時激勵外人部屬展現符合領導者期待的行為。本研究以差序式

領導行為理論為基礎，旨在驗證華人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情境團隊對層級之中，運動員知

覺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的關聯性，進而在探討團隊績效所產生的效果。本研究招募 473位臺灣

大專運動員為研究參與者，透過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研究者針對「差序式領導行為」、

「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及「團隊績效」等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確立量表結構之

構念特性；並採用以描述性統計、SPSS-PROCESS 檢驗本研究之假設。結果發現在大專院校

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會對團隊認同表現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同時，大專院校

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團隊認同，會對團隊績效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最後，透過本研究的之

重要發現，對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情境團隊層級的具體內涵做出貢獻，並提供具有參

考價值的整理與理論觀點。此外，其深化差序領導行為理論應用於團隊層級之範疇，亦為實

務管理工作者提供具體參考依據。 

 

 

關鍵字：華人領導、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團隊績效、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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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in Sport Teams: 

 Exploring the team level of perspective 

 

Abstract 

Behavior of leadership, one of the four functions of management, has been researchers’ concern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n research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mong them, the distinctive 

style of leadership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all over the 

world.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leaders in Chinese organizations also have the style of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which may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ir in-group subordinates, as 

well as encouraging the out-group subordinates to show behaviors that meet their expectation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and designed to ver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thletes’ perception of team identity and team cohesiveness when the Chines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is applied to the team hierarchy under the sport scenarios, which is further applied 

to discuss the effect on team performance. This study recruited 473 Taiwanese college athletes, and 

collected data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s. Researchers conducted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for scales, such as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team identity”, “team cohesiveness” and “team 

performance”, to establish the constru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ale structur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SPSS-PROCESS are appli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of this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perception of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for college sport team members may makes a positive and direct impact on 

team identity. In addition, perception of team identity for college sport team members also makes a 

positive and direct impact on team performance. Finally, the significant findings from this study make 

contribution to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h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which can be applied 

to the team level under the sport scenarios, and provide summaries and theoretic views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These findings expand the scope in which the theory of the differential leadership 

behavior is applied on the team level, and can be provided as specific reference for management 

practitioners. 

 

Keywords: Chinese leadership, team commitment, team cohesiveness, team performance, 

mediator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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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領導為管理的四大功能之一，在組織與管理研究領域中，領導行為一直是研究者長期所

關注的議題。從領導理論研究的發展來看，以 20 世紀為分水嶺，大致分為非實證與實證研究

兩個時期，前為非實證時期，主要為思想家的主觀信念與時代背景因素，提出對領導之主張

與看法，涉及主觀信念與時代背景因素，如英雄論和時代論 (高三福，2009)。在 20 世紀後，

則邁入領導理論的實證研究階段，研究發展的演進，依時序大致可分為特質論、行為論、權

變論及新領導理論 (高三福，2007)。而新領導理論大致從 80 年代初至今，發展出許多新興的

領導理論研究且蓬勃發展、與時俱進，內容涵蓋各種領導觀點，以辦認有效領導及影響組織

效能之要素 (黃敏萍、高鳳霞 ，2014)。然而，西方文化所發展的領導理論是否可完全解釋華

人社會的組織文化，或是別有一番風貌。在藉由跨文化比較與理論反省的相關研究中，發現

領導的內涵確實會因不同文化而有所影響，並主張領導是鑲嵌在文化之下，而隨著領導內涵

與強調不同，所發展出的領導內涵、作風與效能，在不同文化下是有差異的 (Chelladurai, 1993; 

Hofstede, 1980)。由上述可知，領導者不應以同一種領導風格管天下之事，而須因地域、國家

及文化而採取不同領導行為。 

近二、三十年華人經濟快速崛起，使得華人文化圈的組織與管理研究愈來愈受到重視。

臺灣過往在領導理論的相關研究中，多以西方領導理論為主要探討依據，轉換型領導約佔

35.5%，其次為行為論之領導理論佔 12.21%，第三為 LMX 理論佔 11.83% (楊美玉、劉佳雄、

柯旻秀、陳映潔、柯佑宗，2013)。近二十年臺灣領導研究從過去的研究成果與基礎中，逐漸

發展出獨特的面貌 (鄭伯壎、姜定宇、鄭弘岳，2007) 探討華人社會中特殊的領導風格，提出

自家族主義濃厚的企業文化中，發展而成的家長式領導及差序式領導。由於東方社會受到長

遠儒家思想的影響，在華人社會中強調的是人際之間的關係。費孝通在 1948 年提出的差序格

局，指出在華人社會的文化脈絡下，個體與他人在進行人際交往時，互動關係會像同心圓般

的波紋由內向外，依親疏遠近而給予不同的對待方式。鄭伯壎 (2004) 首次將差序格局的概念

運用在組織行為的研究中，指出領導者受到與被領導者親疏遠近的影響下，而產生不同的關

係。由此可知，關係在華人文化中的意涵之重要性。另一研究亦指出華人文化中存在著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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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及偏私主義，個體在團體的人際交流中會選擇性地對待他人，並且關注所謂自己人的內

團體 (伍恬瑩，2013)。 

另外，鄭伯壎與黃敏萍 (2000) 則剖析了家族主義中的尊卑與親疏兩大法則對華人領導

行爲的影響，並闡明尊卑或尊尊法則乃是家長式領導的基礎。尊尊指的是「尊其所當尊」，呈

現出華人社會中的威權取向，親親指的是「親其所當親」，呈現出華人社會中的關係取向，而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禮，其中的「殺」為差等之意，即說明人際間差等的行為是一種

合乎於禮的表現，這種華人社會獨特的文化價值，不同於西方社會之領導行為與模式 (吳華

萍，2011；黃光國，1995；楊國樞，1993；鄭伯壎，2004)。 

然而，儘管華人文化這種有強烈偏私色彩的領導風格，雖有獨特文化意涵的領導風格且

為華人特殊的領導方式，但卻不是華人文化下的特例 (姜定宇、鄭伯壎，2014)。在西方組織

行為研究中，也發現領導者會區分內外之部屬關係，在實際場域中並非一視同仁的對待，Grean

與 Cashman (1975) 指出領導者除了工作契約規定的關係外，為了能有效管理，會與不同的部

屬發展出不同品質的交換關係，而提出垂直對偶連結理論 (vertical dyad linkage model, VDL)。

與領導者關係良好的可稱為內團體部屬或自己人部屬，反之為外團體部屬或外人部屬；相對

於外人部屬，自己人部屬可獲得較高程度的信任與尊重 (Grean ＆ Uhl-Bien, 1995)，認定此

種關係是互惠的行為。後續研究從 VDL 理論發展並進一步以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 之觀點，提出領導者-部屬交換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LMX)，認為領

導者會因資源的有限性及時間壓力下，須將部屬區分為內團體 (in-group) 及外團體 (out-

group)，並從中建立由低至高的交換品質，以使團體工作效率提高，進而達到更好的管理效能 

(Henderson, Liden, Glibkowski & Chaudhry, 2009)。 

相較西方文化社會之下，華人文化社會傾向將團體內成員歸類，並給予依據社會認定理

論的觀點，領導者的差別對待與內、外團體之區別，會讓團體中的自己人與外人部屬產生社

會認定的威脅感，而為了鞏固自己人地位或改變外人部屬類別，而產生消極面與積極面的互

動效果 (伍恬瑩，2013)。然而，LMX 理論是以交換品質之關係將部屬分為內外團體，與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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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領導因關係的親疏遠近不同方式的對待。鄭伯壎 (2004) 的研究中認為東方社會受親親法

則的形塑下，逐漸衍生出親疏遠近的對待方式，而形成差序式領導(differential leadership)。在

差序式領導的氛圍下，領導者會依自己偏好的歸類模式，將部屬區分為自己人與外人，並展

現出不同對待方式的領導風格，且認為領導者會根據差序格局的關係主義，將員工歸類的評

斷標準立為：關係 (親)、忠誠 (忠) 與才能 (才)，即與主管的關係、對主管的效忠及個人才

能的潛力。姜定宇與張菀真 (2010) 將差序式領導定義為：「在人治主義的氛圍下，領導者對

不同部屬有著差異對待的領導行為，是一種對較偏好的部屬會給予較多偏私的領導風格」。姜

定宇與鄭孟育 (2011) 則將員工進一步延伸為五類，分別為才能、忠誠、品格、群性與關係，

這五種分類下發現，親、忠、才仍是主管所重視的歸類標準。如上所述，不論華人社會差序

式格局或是西方社會交換理論皆可發現，領導者會因對於部屬之特定行為，產生偏私與差異

性之領導行為。而此差異則說明在某種程度上，東、西方文化社會有著不同的差異存在。西

方文化所發展的 LMX 理論，建立在領導者與部屬的角色形成與社會交換理論的基礎上，以

交換品質的關係為核心；而差序式領導係以認知心理學之分類為理論基礎，以差序對待的領

導風格對部屬產生影響，因此，兩種領導方式在歷程上有著極大的差異(鄭伯壎、姜定宇，

2006)。過往研究指出，在差序對待過程中，領導者會對自己人部屬有較多的照顧、關懷甚至

是提拔與獎勵，而外人則在角色分化下逐漸受到邊緣化 (周婉茹、鄭伯壎，2014；姜定宇、張

菀真，2010；徐瑋伶，2004；鄭伯壎，2004)。但從華人社會來看，部屬對於差序式領導行為

的知覺也有別於西方文化，發現部屬對公平的認知是建立在貢獻與收穫比例都相等，而差序

對待也顯示出一種付出與收穫的平衡，顯示部屬認為領導者對於不同努力的部屬，展現差異

的領導行為及待遇才是公平的 (姜定宇、張菀真，2010)。而另有研究指出，無論是團隊中產

生分化或激勵，在團隊的運作下，組織會同時出現分化與激勵的情形，最後團隊磨合之後，

會正向的引導團隊效能與績效 (鐘筱涵，2011)。 

然而，鄭伯壎 (2004) 對於差序式領導之研究多從企業組織中，透過長期的觀察及研究而

歸納出的理論，研究對象皆以企業組織為主。高三福、莊仲仁 (2009) 研究指出，運動團隊的

組織與一般企業組織間差異程度較大，相較於企業組織，運動團隊內部成員較少、團隊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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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結構亦較為單純、教練與選手之間有直接且緊密的關係與互動。選手與教練長時間相處，

其情感連結上會比企業組織強烈，所形成的團隊特性及文化亦會與企業組織相異。由於在運

動環境中，存在著相當的複雜性，因選手的角色、情境及狀況的不同，教練會展現出不同的

領導行為 (鄭志富、黃國恩，2016；蕭嘉惠、黃明玉，1998)。國外學者以領導者－部屬交換

理論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的研究發現運動團隊中，教練會給予不同選手不同的

對待方式 (Breukelen, Leeden, Wesselius, & Hoes, 2012)。黃國恩與鄭志富 (2016) 也觀察教練

與選手的關係，發現在運動團隊中，若教練與選手親疏關係不同，則會表現出不同對待的行

為，進而產生差序式領導的情形。 

從教練與選手的互動歷程探究其領導行為，教練的領導行為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受到教

練對選手的認知程度所影響，教練預先瞭解選手的反應，而採取某種領導行為，亦就是採用

「因材施教」的方式 (吳勤榮、卓宣安、張耿介，2013)。此種因材施教的方式，在不同選手

眼中，可能就是教練的差別待遇。黃鈴雯、廖主民與楊証惠 (2013) 提出在運動團隊中，當選

手感受到教練會讓認真練習的人有較多出賽機會時，選手則會感受到較高的公平。由上述可

知，實際的運動情境確實存在著教練因偏愛團隊中的某些選手，而給予較多的提拔與照顧，

而為了有效管理及發揮團隊效能，而給予自己人選手特殊的對待，這些偏好或差別的對待方

式，或許並非來自選手的努力，而是根據教練自己的喜好而定，如此的行為可能影響選手的

態度與行為，進而影響團隊效能，此似可視為華人社會中特有的差序式領導行為 (鄭志富、黃

國恩，2016)。 

在多元領導模式中，認爲成員的特質是教練領導行爲的重要影響因素 (Chelladurai,1993)。

鄭志富 (1997) 綜整過去多元領導模式之研究，發現性別為影響教練領導行為的變項之一，不

同性別對於教練之回饋、訓練、指導、民主、關懷與獎勵行為，皆有不同的知覺表現。從選

手能力變項與教練領導行為之研究亦發現，愈有經驗之選手愈喜歡教練的獎勵行為，能力較

佳之選手認為其教練展現較多的訓練與指導行為、關懷行為、獎勵行為等 (鄭志富，1997；

Erle, 1981；Garland & Barry, 1988)。由於運動團隊的特殊性，教練領導行為更直接影響團隊效

能，且團隊運動中，教練會因不同情境或選手之間技術及能力上的差異，給予不同的賞罰與



 

 

8 

 

任務，此差序行為的發生，會導致不同的團隊效能與選手的公平知覺程度。這種對自己人偏

私，對外人偏惡的領導行為，雖然看似偏心且不公平，但在普遍存在人治主義的華人社會中，

差序式領導卻可被視為促進團隊效能的一種有效領導風格 (姜定宇、鄭伯壎，2014)。研究也

指出差序式領導不僅普遍地存在於華人企業組織中，對於員工效能亦具有正向影響效果，同

時，也不必然會引起部屬的不公平感受。姜定宇與張菀真(2010) 指出差序式領導在工作績效

的廻歸分析中，在控制家長式領導的解釋力後，差序式領導仍具有顯著的額外解釋力，提供

差序式領導對工作績效具有遞增效度的證據。在運動團隊的情境下，教練與運動員的互動是

相當密切，相關領導研究指出，領導行為會影響團隊氛圍，進而影響團隊凝聚力及滿意度 (王

明月，2010；宋一夫、湯慧娟，2009；林澤民，2012)。其他研究指出，領導行為的差異確實

會影響運動員的態度 (陳龍弘、蔡英美、陳瓊茶，2005)。由上述研究可知，領導行為的差異

的確會讓部屬在認知、行為與態度上產生影響。 

Chelladurai 與 Haggery (1991) 提到在運動團隊中，團隊效能非常重要，其不僅會影響團

隊表現，同時也會影響團隊未來發展及內部成員後續之行為 (洪美娟、徐欽賢、吳慧卿，2012)，

選手可能因為知覺與喜愛教練領導行為之差異，而影響到選手對教練領導行為、團隊表現及

整體滿意度 (吳國銑、陳廖霞，2009)，亦會影響團隊凝聚力 (呂文玲、林耀豐，2006；吳慧

卿、鄭志富，2003)。領導者在差序對待過程中，易影響部屬團隊認同感，領導者若屬權威風

格則帶來負向反應，而團隊認同高之團隊會為其組織績效帶來正向效果 (邱敏佳，2012；周婉

茹、鄭伯壎，2014)。 

在人治主義氛圍下之華人差序式領導，係建立在偏私自己人部屬，同時激勵外人部屬能

精進自我，以達領導者之期望 (姜定宇、鄭伯壎，2014；徐瑋伶，2004；鄭伯壎，2004)。鄭

志富、黃國恩 (2016) 研究結果顯示，運動團隊確實存在差序式領導的行為。球類團隊運動教

練對不同的選手，在差序式領導的具體行為上會有不同的對待方式；而研究的重要發現為運

動教練在差序式領導現有的框架中，衍生出另一個主要概念「嚴苛要求」與主要概念「照顧

溝通」之下的次級要素「急難協助」等行為。在運動團隊中，教練對於自己人選手產生的嚴

苛要求，可能出於恨鐵不成鋼的心理，以達到教練期許，而選手對於教練這種行為也有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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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提攜的感受。前述研究結果與葉晁昌 (2011) 研究發現相符，其指出領導者會以嚴格的標準

去要求部屬，讓部屬體認到領導者在栽培自己。 

綜上所述，研究者認為在運動情境中，在各種運動團隊普遍存在差序式領導行為，而教

練對運動員進行親疏歸類後，不一定會產生負向效果，反而可能讓自己人運動員更為努力表

現，亦激勵外人運動員達到教練的期望，進而增進團隊績效表現。但過去研究卻未曾使用差

序式領導之概念，深入探究運動團隊中教練對運動員親疏遠近的歸類模式，以及運動員歸類

與個人認知、態度及行為的反應歷程為何？爰此，本研究延續前兩年的研究成果發現：目前

有關差序式領導研究多半是從個人層次的角度進行探討(姜定宇、張菀真，2010)，關注領導者

的差序式領導在個人層次其工作績效表現的效果。然而，在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的情境中，

往往是一位教練面對多位從屬運動員，經由親疏遠近比較後，所進行的一種差別對待領導風

格，這同時也反映出運動團隊內異質性的差異領導行為，而顯現出一個團體層級的現象。因

此需將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提升至團體層級，才能符合差序式領導行為的理論層級與整體現

象的理解 (周婉茹、鄭伯壎，2014)。因此，本研究計畫即以團體層次 (group level) ，採實證

性研究方式，探究華人差序式領導對於運動團隊績效表現影響之整體架構，以團隊認同與團

隊凝聚力做為中介變項，探討其對於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的中介效果，有鑑於此，本

研究期能藉由華人差序式領導的理論基礎，探討在運動團隊的情境中，其運動員親疏歸類分

化後的知覺反應，以及如何影響運動團隊績效表現的中介歷程，提供未來華人差序式領導主

位途徑研究的方向與管理實務上的意涵之參考依據。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係第三年期研究，以 SPSS-PROCESS 模式的分析方法，檢驗運動團隊差序式領

導行為、團隊認同和團隊凝聚力等潛在變項，影響團隊績效表現之理論模式。 

二、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本研究之具體研究問題可歸結為下： 

一、驗證國內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之相關性為何？ 

二、驗證國內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認同之相關性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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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證國內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團隊認同與團隊績效表現之相關性為何？ 

四、驗證團隊認同在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的影響關係中之中介效果為何？ 

五、驗證國內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凝聚力之相關性為何？ 

六、驗證國內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表現之相關性為何？ 

七、驗證團隊凝聚力在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的影響關係中之中介效果為何？ 

 

三、研究重要性 

近幾十年來，因華人社會之經濟表現亮眼，使得華人文化圈的領導行為研究愈來愈受到

重視。根據研究發現，在企業組織中的領導者普遍存在著差序的領導行為；在運動團隊情境

中的差序式領導行為也屢見不鮮。西方學者提出領導者與部屬交換理論，指出領導者與部屬

透過互惠的形式來建立良好的關係品質 (Keller & Dansereu, 1995)，以達到領導的效能，並影

響部屬的績效 (Gerstern & Day, 1997)。而華人文化中的差序式領導，則以員工歸類為基礎，

對於親疏遠近不同之員工給予差別的對待方式。在華人企業組織中的領導者，對於不同部屬

會有不同的對待方式，對較偏好的部屬會有較多的偏私行為，也因此可能激勵部屬有更好的

表現，以達到領導者的期望 (徐瑋伶，2004) 。然而，黃國恩、鄭志富 (2016) 研究發現，在

運動團隊中的差序式領導行為，所存在的嚴格要求之概念，與華人企業組織有所不同；而且

運動團隊的特性與一般企業組織不同，運動團隊規模小，組織成員結構單純，因教練與運動

員長時間的相處互動，使其關係更為直接與緊密，因而在情感的連結上相較於企業組織更為

強烈，故教練的領導行為對於運動員個人表現與團隊績效影響甚鉅。 

過去有關差序式領導方面的議題，在組織行為研究中雖已有針對員工歸類加以探討，且

普遍證實歸類標準與偏私行為在團體組織中確實存在，但是關於華人差序式領導是如何對部

屬產生影響，其歷程仍然具有很多不甚明確之處，以現有的理論觀點仍需要更多實證性的研

究成果來加以支持 (姜定宇、鄭伯壎，2014)。然而，先前相關研究又以華人企業組織為研究

對象，當前在這組織結構相對簡單清楚的運動情境中，仍未有研究者實際投入研究並瞭解此

一現象。因此，本研究欲延續過去針對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的運動員親疏歸類模式及認知、

態度及行為等知覺反應等現象，接續以團體層次面向進行深入且全面性的瞭解，以釐清並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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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對於華人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動態的理解性及理論界線，使本研究更具有廣度、多元及豐

富等特質。事實上，目前國內對於華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產生影響的實證性研究仍

然有限，就組織行為的學理發展與實務應用的角度而言，實需更多關注領導者的行為對於團

隊所引發的可能反應，以及探究影響團隊績效表現的可能變項與歷程，進而讓華人差序式領

導理論更有細緻的全貌與效用。此外，本研究第三年以團隊層次進行探究，探討在華人差序

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的關連，並藉由團隊認同及團隊凝聚力等中介變項，探討其對團體績

效的影響與機制，期能透過實證方法來檢驗理論，以提升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之意涵，一方

面可以使理論與現象有最緊密及完整的瞭解，以深化華人差序式領導效能的理解及豐富華人

差序式領導主位及多元觀點，另一方面又可彌補理論驗證與實務上之缺口與不足，期望能將

過去研究推進一步，並為後續研究建立基礎之外，亦提供實務界之參考，及教練領導運動團

隊與運動員培訓之參考依據。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華人差序式領導在運動情境中以個人層次與團體層次之多層級對於

團隊績效表現的影響之分析。研究期程為完整之三年研究計畫，使用質性與量化之研究途徑，

以國內大專運動聯賽及大專運動會的運動競賽種類隊伍為研究對象，透過文獻收集整理、深

度訪談、焦點團體座談與問卷調查等方法，藉以探討華人差序式領導在運動情境中運動員親

疏歸類模式與運動員知覺反應歷程對團隊績效表現的影響。因此，第三年研究計畫則以團體

層級 (group level) 來驗證差序式領導在運動團隊的影響效果，其研究參與者是以國內大專運

動聯賽足球、棒球、籃球及排球等團體性競賽種類，及全國大專運動會中田徑、游泳、桌球、

羽球、網球、跆拳道等個人性競賽種類，共計 10 項競賽種類，以每一種類的運動團隊為單位，

由每隊教練與所屬運動員組成做為研究樣本。由於在運動團隊中，其結構相較於企業團體簡

單明確 (高三福、莊仲仁，2009)，團隊成員間彼此角色清楚且容易識別，符合工作團隊 (work 

team) 的定義 (Guzzo & Dickson, 1996)，因此，相當適合以群體為分析單位的研究進行取樣。

另外在有關評估領導效能中，其團隊績效表現為一相當重要的關鍵評估效標 (Liden, Erdogan, 

Wayne, & Sparrowe, 2006)，因此係以華人差序式領導的相關理論為基礎，探討對運動團隊績



 

 

12 

 

效表現之關連性，並以選擇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等相關的團體層級變項進行中介效果之檢

驗，以深化影響團隊績效表現的可能機制及豐富差序式領導的理論意涵。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計畫進一步探討團體層次的現象，採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的分析方法，建構與分析一個包含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團隊認同和團隊凝聚力等潛

在變項，來影響團隊績效表現之理論模式。本階段研究為了初步預測檢驗假設，首先進行各

研究變項的相關分析，再運用模式適配度分析及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um Likelihood, ML) 對

所有參數同時做估計，其結果即可對本研究所提供的假說進行驗證，藉以探討運動團隊差序

式領導對團隊績效表現所產生的直接效果。並進行各研究假說驗證：假設1：運動團隊成員知

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具有正相關；假設2：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認同具有

正相關；假設3：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團隊認同與團隊績效表現具有正相關；假設4：團隊認同

在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的影響關係中，扮演中介效果的角色：假設5：運動團隊成員知

覺差序式領導與團隊凝聚力具有正相關；假設6：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表

現具有正相關；假設7：團隊凝聚力在差序式領導與團隊績效表現的影響關係中，扮演中介效

果的角色。 

 

 

 

 

 

 

 

 

 

a團隊認同 

差序式領導 團隊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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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第三年研究計畫架構圖 

H7 



 

 

13 

 

二、研究對象 

第三年研究計畫所關注的議題，主要是以團體層級來探討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是如何透

過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的中介效果，進而影響到團隊績效表現，此乃一團體層次的議題，

因此，在樣本選取上，採用以團隊為單位，由各種運動種類中教練與運動員所組成的運動團

隊做為研究參與者。在運動團隊中，不僅組織結構簡單、明確，團隊成員的身份清楚且容易

識別 (高三福、莊仲仁，2009)，每一個團隊皆有教練職司訓練、督導與管理工作，並率領整

個團隊。基於上述理由，符合組織結構中「工作團隊」 (work team)的定義 (Guzzo & Dickson, 

1996) ，因此，適合以團體層次來做為分析單位的研究進行取樣。在量表預試方面，其研究參

與者，係以國內大專運動聯賽足球、棒球、籃球及排球等團體性競賽種類及全國大專運動會

中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等個人性競賽種類，共計 10 項競賽種類的教練與

大學三年級以上之運動員，以團隊為單位 (1 位教練 6 位運動員)，每一種運動種類各抽取 2

個團隊共計 20 隊，其中教練人數計有 20 人，運動員 120 人，合計有 140 位研究參與者來進

行預試 (如表 1)，並將預試回收資料進行信、效度檢驗，並掌握各測驗量表的適用性及穩定

性，以形成最後正式測驗量表。在正式施測階段時為考量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可能產生的影響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本研究請各團隊運

動員與教練分別針對不同研究變項進行作答。有關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的題目皆由運動員填

答，而與運動員個人及團隊有關之績效，則請教練進行填答。因此在取樣方面，本研究採分

層隨機等量分配取樣，以確保所選取之次母群不至於隊數過少 (鈕文英，2013) ，其研究參與

者是以國內大專運動聯賽足球、棒球、籃球及排球等團體性競賽種類，及全國大專運動會中

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等個人性競賽種類，共計 10 項競賽種類，並以團隊

為單位 (1 位教練 6 位運動員)，其團隊共計有 80 隊，其中教練人數計有 80 人，運動員 480

人，合計有 560 位研究參與者，以達到適當的統計檢定力與無偏誤的樣本數要求。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計畫是以國內大專運動聯賽足球、棒球、籃球及排球等團體性競賽種類及全國大

專運動會中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等個人性競賽種類的運動團隊進行量化

研究，其研究問卷共包含 4 種量表，分別為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量表、團隊認同量表、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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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表及團隊績效表現知覺量表等；此外還包括人口統計變項部分。為求研究工具的嚴

謹性，其 4 種量表都進行量表的預試及信、效度考驗程序，以確立本研究所有工具之可靠性

與有效性。其各量表的原始資料如下： 

(一) 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量表 

本量表係引用鄭志富 (2016) 科技部研究計畫中，針對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對團隊效能

影響模式所建構出之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量表，該量表經探索性因素分析後，共得到照顧溝

通、提拔獎勵、寬容信任、嚴苛要求 4 項構念指標，涵蓋照顧支持、決策溝通、急難救濟、

提拔隊員、獎勵與資源使用、寬錯容忍、親信信任、嚴格管教及高度期許等 9 項行為範疇，

以及 40 個題項。此量表以李克特式 (Likert type) 六點量尺進行評量，「1」表示「非常不同

意」，而「6」表示「非常同意」。因此，得分愈高，表示該名教練在對待不同隊員時，會有

著較大的差別；而得分愈低，表示該名教練對隊員一視同仁，沒有偏私。本量表內部一致性

估計值 Cronbnch α 係數為.94 至.95 之間，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95 ，為一具有信度與效度之

量表。 

(二) 團隊認同量表 

  本研究參考周婉如、鄭伯壎 (2014) 研究，修改自Mael 與 Ashforth (1992) 的社會認同量

表，以及Shamir 等人所發展的團隊認同量表 (Shamir, Zakay, Brainin, & Popper, 1998, 2000)，

選取因素負荷量較高的8題，做為團隊認同題目。題目分別為：「我常對朋友表示，本團隊是

理想的工作場所」、「我覺得自己所重視的和本團隊重視的一樣」、「身為本團隊的一份子，我

覺得很光榮」、「能夠在本團隊工作，我覺得有歸屬感」、「本團隊的許多信念已經成為我個人

的信念」、「當有人批評本團隊時，我會覺得我個人受到侮辱」、「當別人讚美本團隊的表現時，

我會覺得很光榮」及「我很在意別人對本團隊的看法」，團隊認同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95。 

(三) 團隊凝聚力量表 

本研究主要採用吳慧卿 (2003) 所編製之「團隊凝聚力量表」。此量表包含 34 題，以李

克特式 (Likert type) 六點量尺進行測量，從 1 至 6，分別標明「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同意」、以及「非常同意」等。經驗證性因素分析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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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區分出 4 個因素向度，分別為 1.團隊合作；2.人際親和；3.團隊適應；4.人際吸引。本量表

內部一致性估計值 Cronbnch α 係數為.87 至.90 之間，總量表的 α 係數為.96 ，為一具有信

度與效度之量表。 

(四) 團隊績效表現量表 

本研究則採取主觀效能，以一個運動員根據教練領導的效能、個人與團隊的努力與付出、

練習與比賽的實際狀況等，主觀地評定運動表現的滿意程度，也就是滿意度成為重要的團隊

績效表現指標 (黃國恩，2010；鄭志富等，2016；Chelladurai, 2007)。因此，本量表參考組織

行為學中有關工作滿意度的測量及 Chelladurai 與 Riemer (1998) 和高三福、呂雲梅、顏肇廷、

林子群 (2010) 的測量方法 ，將運動團隊滿意度區分為三個主要部分，分別為：團隊本身、

訓練以及教練。因此，為確保所蒐集的團隊績效為客觀指標，針對每一個運動隊伍近 3 年參

賽成績積分，做為團隊績效之權重分數的衡量指標。 

四、實施程序 

    由於本研究所關注的議題主要在探討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如何透過團隊認同與團隊凝

聚力的中介效果，進而影響到團隊績效，此乃一團體層次的議題。因此，在樣本選取上，採

用以團隊為單位，其蒐集資料的方式是由各運動團隊中 1 位教練，及搭配 6 位運動員所組

成的對偶資料進行驗證分析，以提升研究結果的類推性。此外，由於本研究中各個變項的測

量皆為教練及球員自評，為了避免共同方法變異 (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 的問題，

研究者在資料的收集上，在施測前的預防上，採取區隔收集法，將資料分成教練與運動員不

同的收集來源，教練填答依變項，運動員則填答自變項及中介變項，回收後再加以配對成一

份資料；至於在測驗後統計的檢定上，則是採用哈門式單因子測驗法來進行檢驗，以減低 

CMV 所造成的誤差 (彭台光、高月慈、林鉦棽，2006)。基本上，這些控制共同方法變異的方

式，大致都能符合程序調整原則 (Podsakoff、MacKenzie、Lee & Podsakoff, 2003) 所建議。其

問卷施測程序預定分為三個程序進行： 

(一) 第一程序：於 2020 年 2 月為施測準備階段：所有協助施測人員進行為期一天的訓練，以

充分瞭解問卷填寫說明、施測的程序及各種情況的處理方式。研究者於研究進行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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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及電話通訊方式，聯絡各大專校院公開組運動員之教練及校方體育行政主管，

說明本研究之目的與問卷填答流程，經取得願意協助負責人之同意後，進行後續施測事

宜。 

(二) 第二程序：為正式施測階段：於 2020 年 3 月至 2020 年 4 月期間，採立意取樣方式

進行，首先與各種類運動代表隊教練聯繫確認並在約定時間內，以面訪方式直接至該隊

進行問卷施測程序。在受訪者填答問卷之前，施測人員會詳細說明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及

問卷填寫方式，並保證填寫內容的保密性，同時邀請受訪者填寫受訪者知情同意書，以

遵守學術倫理之規範。在完成相關程序之後，再進行問卷實際填寫。 

(三) 第三程序：為施測完成階段，在施測結束後，將問卷回收，由於每套問卷均有編號設計，

於資料回收之後，可以進行教練與運動員問卷的配對與檢核。在確認研究參與者有無缺

答過多或明顯隨意亂答，以及填答人數不足6人的團隊後，再進行問卷整理與編碼後，隨

即進行有效問卷登錄工作，待完成後則執行後續統計分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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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第三年研究計畫成果 

圖 7.  第三年研究計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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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第三年研究計畫量化分析之資料處理包含：描述性統計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性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及 SPSS- PROCESS 分析。本研究統計分析使用 SPSS 18.0 與 AMOS 18.0 統

計軟體進行分析，並將顯著水準定於.05。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之主要目在於第三年研究採結構方程模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SPSS-PROCESS 的分析方法，進一步建構一個包含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團隊認同和團隊

凝聚力等潛在變項，來影響團隊績效表現之理論模式。接續，依據研究假設逐步論述本研究

重要發現與結果。 

一、結果 

1.樣本特性敘述統計分析與相關性分析 

     首先，男性運動員共 333 人佔，母群體樣本 69.5%；女性運動員共 146 人，佔母群體樣

本 30.5%；而大學三年級共 278 人，佔母群體樣本 58.0%；大學四年級共 147 人，佔母群體樣

本 30.7%；碩博士生共 54 人，佔母群體樣本 11.3%。除此之外，在運動專長分佈的情況為足

球共 42 人，佔母群體樣本 8.8%；棒球共 24 人，佔母群體樣本 5.0%；籃球共 48 人，佔母群

體樣本 10.0%；排球共 54 人，佔母群體樣本 11.3%；田徑共 59 人，佔母群體樣本 12.3%；游

泳共 42 人，佔母群體樣本 8.8%；桌球共 65 人，佔母群體樣本 13.6%；羽球共 48 人，佔母群

體樣本 10.0%；網球共 66 人，佔母群體樣本 13.8%；跆拳道共 30 人，佔母群體樣本 6.3%，

由此可知網球、桌球，及田徑為樣本的多數。其次，在運動員自評隊上實力的部分，依序為

有點好 195 人，佔母群體樣本 40.8%；好 125 人，佔母群體樣本 26.2%；有點差 84 人，佔母

群體樣本 17.6%；非常好 58 人，佔母群體樣本 12.1%；差 16 人，佔母群體樣本 3.3%。在隊

伍級別的部分，公開組為 322 人，佔母群體樣本 67.4%；一般組 156 人，佔母群體樣本 32.6%。 

   在運動教練的部分，其描述性統計結果為男性運動教練為 366 人，佔母群體樣本 77.4%；

女性運動教練為 107 人，佔母群體樣本 22.6%。其中，教練所指導的運動團隊分布情況為足



 

 

19 

 

球共 42 人，佔母群體樣本 8.9%；棒球共 24 人，佔母群體樣本 5.1%；籃球共 48 人，佔母群

體樣本 10.1%；排球共 54 人，佔母群體樣本 11.4%；田徑共 60 人，佔母群體樣本 12.7%；游

泳共 42 人，佔母群體樣本 8.9%；桌球共 60 人，佔母群體樣本 12.7%；羽球共 48 人，佔母群

體樣本 10.1%；網球共 66 人，佔母群體樣本 13.9%；跆拳道共 30 人，佔母群體樣本 6.3%，

由此可知網球、排球，及田徑為樣本的多數。此外，運動教練在指導該運動團隊的年資部分，

依據前三名排序顯示，第一為 4 年共 42 人，佔母群體樣本 8.9% 居多；第二為 2 年 36 人與

6 年 36 人，各佔母群體樣本數 7.6%；第三為 7 年共 30 人，佔母群體樣本 6.3%。最後，擔任

該運動隊伍的運動教練年資部分，依據前三名排序呈現，第一為 10 年共 60 人，佔母群體樣

本 12.7% 為多數；第二為 15 年 36 人與 30 年 36 人，各佔母群體樣本 6.3%；第三為 7 年共

24 人與 8 年共 24 人，各佔母群體樣本 5.1%。 

     依據本研究問題之統計考驗，須進一步證實在運動情境中，差序式領導、團隊認同、團

隊凝聚力及團隊績效之相關性考驗。因此，本研究依據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針對上述之變

項進行相關性分析之考驗，其重要結果呈現於表 1 所示。 

 

表 1 

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摘要表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1.差序式領導 3.90 0.95 -    

2.團隊認同 4.71 0.77 0.11* -   

3.團隊凝聚力 4.69 0.61 0.08 0.66** -  

4.團隊績效 2.80 1.76 0.09 0.11** 0.11* - 

   註: N = 473。 

     

依據表 1結果所示，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認同具有顯著相關性 (r = 0.11, p < 0.05)，顯

示在運動團隊情境中，教練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直接影響運動團隊的認同程度，本研究假設

2 成立。在運動團隊情境中，團隊認同與團隊績效具有顯著相關性 (r = 0.11, p < 0.01)，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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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隊伍的團隊認同程度直接影響團隊績效的表現，本研究假設 3 成立。運動團隊情境中，

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具有顯著相關性 (r = 0.11, p < 0.01)，表示運動隊伍的團隊凝聚力直接

影響團隊績效的表現，本研究假設 6 成立。 

    然而，運動團隊情境中，教練所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無顯著相關性 (r = 0.09, 

p = 0.06)，本研究假設 1 不成立；此外，教練所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凝聚力無顯著相關

性 (r = 0.08, p = 0.06)，本研究假設 5 不成立。 

2. 運動團隊運動員差序式領導、運動認同與團隊凝聚力測量模式適配之分析  

   本研究依據研究假設之推論，針對各個量表信效度進行考驗。同時，依據前述描述性統計

結果，本研究資料亦符合常態分配之假設，因此，在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程序中，採以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E) 進行參

數估計。依據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差序式領導行為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考

驗，模式適配指標為(χ2/df = 4.381, CFI = 0.95, RMSEA = 0.08, SRMR = 0.04, TLI = 0.93, GFI = 

0.90) (Hu & Bentler, 1999)，顯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模式模適配指標。此外，其結果顯示各子

構念平均萃取變異量 (AVE) 為：照顧溝通 0.65；提拔獎勵 0.63；寬容犯錯 0.75；嚴苛要求 

0.77，皆達到良好的構念區別效度指標 (Hu & Bentler, 1999)。同時，在組合信度 (CR) 值為：

照顧溝通 0.90；提拔獎勵 0.89；寬容犯錯 0.90；嚴苛要求 0.91，皆高於.05，其結果符合Bagozzi 

與 Yi (1988) 之建議 (CR > .05)。上述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差序式領導行為測量資料具有良好

之收斂效度與信度，其研究結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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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差序式領導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題項 

Items 

因素負荷量 

λ 

項目信度 

R2 

組成信度 

CR 

平均萃取變異
AVE 

1. 照顧溝通     

1 0.77 0.95 0.90 0.65 
2 0.79 0.95   
3 0.83 0.95   
4 0.84 0.95   
5 0.80    

2. 提拔獎勵     

6 0.81 0.95 0.89 0.63 
7 0.75 0.95   
8 0.79 0.95   
9 0.86 0.95   

10 0.75 0.95   

3. 寬容犯錯     

11 0.83 0.95 0.90 0.75 
12 0.90 0.95   
13 0.88 0.95   

4. 嚴苛要求     

14 0.88 0.95 0.91 0.77 

15 0.91 0.95   
16 0.85 0.95   

 

    另一方面，依據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團隊凝聚力量表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考驗，模式適配指標為(χ2/df = 5.525, CFI = 0.80, RMSEA = 0.08, SRMR = 0.05, TLI = 0.78, GFI 

= 0.70) (Hu & Bentler, 1999)，顯示本研究具有良好的模式模適配指標。此外，其結果顯示各子

構念平均萃取變異量 (AVE) 為：團隊合作 0.53；人際合作 0.51；團隊適應 0.58；人際吸引 

0.40，皆達到良好的構念區別效度指標 (Hu & Bentler, 1999)。同時，在組合信度 (CR) 值為：

團隊合作 0.91；人際合作 0.91；團隊適應 0.93；人際吸引 0.79，亦達到良好的構念區別效

度指標 (Hu & Bentler, 1999)，皆高於.05，其結果符合 Bagozzi 與 Yi (1988) 之建議 (CR > .05)。

上述相關檢驗結果顯示，團隊認同測量資料具有良好之收斂效度與信度，其研究結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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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團隊凝聚力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題項 

Items 

因素負荷量 

λ 

項目信度 

R2 

組成信度 

CR 

平均萃取變異
AVE 

1. 團隊合作     

2 0.72 0.90 0.91 0.53 

4 0.71 0.90   

6 0.65 0.90   

12 0.68 0.90   

14 0.67 0.90   

16 0.75 0.90   

22 0.71 0.90   

24 0.80 0.90   

26 0.82 0.90   

2. 人際合作     

3 0.71 0.90 0.91 0.51 

5 0.60 0.90   

7 0.73 0.90   

13 0.60 0.90   

15 0.70 0.90   

17 0.65 0.90   

23 0.75 0.90   

25 0.79 0.90   

27 0.78 0.90   

33 0.77 0.90   

3.團隊適應     

8 0.77 0.92 0.93 0.58 

9 0.75 0.92   

18 0.78 0.92   

19 0.76 0.92   

28 0.77 0.92   

29 0.76 0.92   

31 0.73 0.92   

32 0.79 0.92   

34 0.74 0.92   

4.人際吸引     

1 0.50 0.78 0.79 0.40 

10 0.61 0.75   

11 0.56 0.76   

20 0.65 0.77   

21 0.68 0.75   

30 0.73 0.76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團隊認同量表進行信度分析，其結果顯示團隊認同總體量表信度達

0.86，而各題項內部一致性分別為 0.87 至 0.90，顯示團隊認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指標 

(Kaiser, 1974)，其研究結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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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量表之信效度分析摘要表 

題項 

Items 
α 

團隊認同  

1 0.88 

2 0.87 

3 0.87 

4 0.88 

5 0.88 

6 0.89 

7 0.88 

8 0.90 

總量表信度 0.86 

 

    具體而言，本研究測量之研究工具：差序式領導行為、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及團隊績

效量表，皆達到良好的因素結構與信效度指標，同時，也為本研究後續中介模型與調節模型

提供立論基礎之重要佐證，以利後續分析符合研究假設之論點。 

3. 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之中介效果 

    本研究以差序式領導為潛在自變項，對潛在中介變項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及潛在效

標變項團隊績效，進行中介模型之檢定。依據 Hayes (2013) 建議之檢驗中介模式程序，進行

中介路徑檢驗與評估，其檢定步驟分述如下: 

(1) 團隊認同在運動情境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關係的中介效果驗證 

    由於中介效果的驗證是本研究主軸，因此，採用 SPSS-PROCESS 統計軟體 (Hayes, 2013) 

的 model 4 (多個中介模式) 進行 Sobel 檢定(Sobel test)，觀察中介變數的間接效果是否達顯

著，與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計算各效果信賴區間作為中介效果的檢驗方法。其結果如表

5 所示，團隊認同的  sobel 檢定結果：Z 值為  -1.36 (p = 0.17)，皆達顯著水準；使用 

bootstrapping 在 95%信賴區間下同時反覆抽取 5000 次進行區間估計，直接效果的信賴區間

為團隊認同 (-.28, .05)；間接效果信賴區間為團隊認同 (-.03, .00)，皆包括零，表示間接效果

不存在。故根據此檢驗之結果，可再次確認團隊認同的間接效果不存在，本研究假設 4 不成

立，詳細結果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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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團隊認同之間接效果分析 

 Bootstrapping 

Sobel test 

 95%信賴區間估計 

 Effect SE LLCI ULCI z p 

總間接效果 .12 .09 -.29 .04 -1.48 .14 

團隊認同 -.11 0.06 -.28 .05 -1.37 .17 

Contrast -.00 .010 -.33 .00 9.49 .000 

註：bootstrapping 為 95%信賴區間下同時反覆抽取 5000 個樣本進行區間估計；Contrast 

為間接效果比較：團隊認同 。 

 

(2) 團隊凝聚力在運動情境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關係的中介效果驗證 

   由於中介效果的驗證是本研究主軸，因此，採用 SPSS-PROCESS 統計軟體 (Hayes, 2013) 

的 model 4 (多個中介模式) 進行 Sobel 檢定(Sobel test)，觀察中介變數的間接效果是 否達顯

著與使用拔靴法(bootstrapping) 計算各效果信賴區間做為中介效果的檢驗方法。其結果如表 5

所示，團隊凝聚力的  sobel 檢定結果：Z 值為  -1.48 (p = 0.14)，皆達顯著水準；使用 

bootstrapping 在 95% 信賴區間下同時反覆抽取 5000 次進行區間估計，直接效果的信賴區

間為團隊凝聚力 (-1.28, .19)；間接效果信賴區間為團隊凝聚力 (37.74, .00)，皆包括零，表示

間接效果不存在。故根據此檢驗之結果，可再次確認團隊凝聚力的間接效果不存在，本研究

假設 7 不成立，詳細結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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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團隊凝聚力之間接效果分析 

 Bootstrapping 

Sobel test 

 95%信賴區間估計 

 Effect SE LLCI ULCI z p 

總間接效果 -.12 .09 -.29 .04 -1.48 .14 

團隊凝聚力 -.11 .08 -.29 .06 -1.28 .19 

Contrast -.00 .118 4.24 4.70 37.74 .000 

註：bootstrapping 為 95%信賴區間下同時反覆抽取 5000 個樣本進行區間估計；Contrast 

為間接效果比較：團隊凝聚力 。 

 

二、討論 

    本研究採用立意取樣設計，探討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

效之間的關係。研究者參照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論與建議，提供教練領導運動團隊情境與

未來研究參考。 

 

(1) 差序式領導、團隊認同、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依據研究結果顯示，運動情境中運動教練所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會對團隊認同表現產

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以及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團隊認同，會對團隊績效產生正向且

直接的影響。此外，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團隊凝聚力，會對團隊績效產生正向且直接

的影響。有鑑於前述之發現，對於大專院校運動團隊而言，運動教練所展現的差序式等導行

為，包含照顧溝通、提拔獎勵、寬容信任、嚴苛要求等四個要素，而這些在運動團隊成員之

間的差別對待領導行為，提升運動員對於該運動隊伍的認同程度，其不僅會影響團隊表現，

同時也會影響團隊未來發展及內部成員後續之行為 (吳國銑、陳廖霞，2009；洪美娟、徐欽

賢、吳慧卿，2012)。運動員可能因為知覺與喜愛教練領導行為之差異，而影響到運動員對團

隊認同的程度，以及整體滿意度 (呂文玲、林耀豐，2006；吳慧卿、鄭志富，2003)。 

 除此之外，在運動情境中，運動員對於團隊的認同程度，亦會影響團隊績效的展現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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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茹、鄭伯壎，2014；姜定宇、張菀真，2010；徐瑋伶，2004)。而本研究在差序式領導行為

的情境之下，證實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團隊認同，會對團隊績效產生正向且直接的影

響，此發現呼應鐘筱涵 (2011) 認為：在團隊的運作下，組織會同時出現分化與激勵的情形，

促使成員產生不同的認同程度，使團隊進入磨合程序，最終將正向的引導團隊效能與績效。

如前所述，本研究結果亦發現在運動團隊實務情運作境中，對於運動員認同程度而言，單單

依賴教練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的成效，亦無法實質的發揮差序領導的效應，須確實增進運動

員自身認同運動隊伍的程度，藉以提升團隊表現，最終達至運動教練領導效能增進之宗旨。

本研究試圖瞭解運動團隊教練差別對待的領導行為，對於團隊效能的影響究竟是正向或是負

向效果？統計結果顯示，選手知覺的差序式領導行為，對團隊效能的預測力不論正負向都很

低，而造成預測力較低的可能原因之一，由於本計畫在資料收集上為避免 CMV 問題，因此採

取資料來源區隔方式，其被預測的依變項「團隊績效」是由教練來填答的，所以用選手所知

覺的差序式領導來預測團隊績效，此結果是否存在教練知覺對於團隊成員是一視同仁的對待，

而選手的感知卻是具有差別對待，因而在知覺上產生落差所造成形成的影響，是後續再從事

相關研究時需要再加以釐清。 

其二，由於本計畫並未區分或檢測運動團隊中「教練與選手關係的團體內變異」，因此，

在團體中選手可能對於本身自己人與外人關係認定產生模糊與不確定性，因而造成成員不清

楚自己在團體內的地位與位置，執行工作事務的角色，進而可能分化形成圈內圈外兩股團體

相互影響，對於團隊績效表現產生干擾作用。 

其三，運動團隊教練的差序式領導不具有群體層次的預測效果，可能是需要在特定情境

下才能發揮作用，如差別對待的認同感、歸類標準的變動性、權力距離的高低等。其四在有

關結果變項的選擇上，由於差序式領導強調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要將這些有限的資本投入

在最有效力的人力，以發揮最大效能，因此，如果能克服不同團隊一致的衡量標準的困難，

進行採用客觀性績效評量來取代以態度來進行主觀評估績效方式，或許能夠獲得不一樣的結

果，亦是值得再努力的方向。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並未對於團隊績效表現產

生直接的影響，同時，也尚未證實大專院校運動團隊成員知覺差序式領導，並未對於團隊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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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產生直接的影響。這樣的結果亦表示：在運動情境中，單單依賴運動教練展現差序式領

導的行為，並無法實質發揮差序領導的成效，及增進運動員與選手之間的關係，此一結果再

度證實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時，應掌握運動員對於差序領導的實質感受及運動隊伍所處氛圍

的時機，並進一步使運動員知覺到差序式領導行為的益處，並以強化教練與運動員之間的關

係，藉以提升運動員之間的凝聚力，其最終達至提升運動隊伍之效能。 

(2) 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在運動情境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關係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驗證大專院校成員知覺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在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之

間的中介效果。研究結果顯示，當運動教練在展現出差序式領導行為時，運動團隊並不會透

過知覺團隊認同程度與團隊凝聚力，進而影響團隊績效。過往在運動團隊的情境下，教練與

運動員的互動是相當密切，相關領導研究指出，領導行為會影響團隊氛圍，進而影響團隊凝

聚力及滿意度 (王明月，2010；宋一夫、湯慧娟，2009；林澤民，2012)。然而，本研究發現：

運動差序式領導團隊層級情境中，團隊認同程度與團隊凝聚力並無法中介影響團隊績效的表

現。 

    具體而言，團隊華人差序式領導是如何對部屬產生影響，其歷程仍然具有很多不甚明確

之處，以現有的理論觀點仍需要更多實證性的研究成果來加以支持 (姜定宇、鄭伯壎，2014)。

然而，先前相關研究又以華人企業組織為研究對象，當前在這組織結構相對簡單清楚的運動

情境中，仍未有研究者實際投入研究並瞭解此一現象。此外，目前國內對於華人差序式領導

與團隊績效表現產生影響的實證性研究仍然有限，就組織行為的學理發展與實務應用的角度

而言，並無以團隊層級的情境進行檢驗。因此，藉由本研究將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團

隊層級之情境中，亦發現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亦無法扮演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之間

的中介角色，同時，也再次證實在運動團隊差序式領導的情境中，所顯現出一個團體層級的

現象，仍有待釐清差序領導行為歷程所產生的具體影響，才能符合差序式領導行為的理論層

級與整體現象的理解 (周婉茹、鄭伯壎，2014；鄭志富、黃國恩，2016)。 

    回顧差序式領導的研究，初期焦點在於驗證員工歸類模式，以及領導者的員工歸類模式，

對於自己人和外人的效能影響為何，因此，從對偶層次進行研究，有其合理性。近期由於累

積一些個人層級實證性研究結果，其無論是在量表或方法上逐步較為完善，以及相關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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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探討諸如角度理論、公平理論、條件式酬賞及替代學習等理論，研究開始探究對於團

體或組織的影響，但仍於起步階段，其直接相關的文獻十分有限，以目前的研究對於群體層

次的預測效果，仍見分歧，研究結果支持 (鐘筱涵，2011) 與不支持均有所見 (蕭淳元，2013；

周婉茹、鄭伯壎，2014)。若以本研究結果而言，顯示在運動團隊情境，其成員對於教練這樣

偏私的差別對待行為，或許教練是以團隊成績為最高考量，而採取技能實力擇優的本位態度，

但由於缺乏集體認定的討論，可能導致成員間的溝通頻率降低與訊息交流阻塞（Wood, 2005）

因此，未必皆能獲得成員的認同，進而產生干擾。 

     綜合上述的論點，本研究雖然無法證實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團隊層級之情境中，

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扮演差序式領導行為與團隊績效之間的中介角色。依據研究結果，

仍提出在差序式領導行為理論應用於運動團隊情境中，存在尚未釐清的影響因素。尤以，差

序式領導行為具備照顧溝通、提拔獎勵、寬容信任、嚴苛要求等四個要素，而這些構念在運

動團隊成員之間的差別對待領導行為產生個體知覺的反應，抑或是團隊知覺的反應，皆有待

後續研究深入的釐清。如高三福、莊仲仁 (2009) 研究之觀點，運動團隊的組織與一般企業組

織間差異程度較大，相較於企業組織，運動團隊內部成員較少、團隊的組織結構亦較為單純、

教練與選手之間有直接且緊密的關係與互動。其中，選手與教練長時間相處，其情感連結上

會比企業組織強烈，所形成的團隊特性及文化亦會與企業組織相異。由於在運動環境中，存

在著相當的複雜性，因選手的角色、情境及狀況的不同，教練會展現出不同的領導行為 (鄭

志富、張琪、王豐家、黃國恩，2019；周婉茹、鄭伯壎，2014；蕭嘉惠、黃明玉，1998)。

因此，鑒於本研究的重要發現，提供後續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團隊層級相關研究重要的立

論觀點。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本研究基於團隊層級的資料蒐集方式，旨在驗證運動情境中，差序式領導行為、團隊

認同、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之間的關係，及如何影響運動團隊績效的歷程。然而，依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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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結果顯示運動團隊中教練所展現的差序式領導行為，對於團隊認同有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

效果，因此，對於大專院校運動團隊而言，運動教練所展現的差序式領導行為，包含照顧溝

通、提拔獎勵、寬容信任、嚴苛要求等四個要素，而這些在運動團隊成員之間的差別對待領

導行為，提升運動員對於該運動隊伍的認同程度，其不僅會影響團隊表現，同時也會影響團

隊未來發展及內部成員後續行為。 

  （二）此外，本研究亦證實運動團隊中成員所知覺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會對團隊績效產

生正向，且直接的影響效果。如前述重要發現所言，在差序式領導行為的情境之下，組織會

同時出現角色分化與激勵的情形，促使成員產生不同的認同程度與凝聚力，使團隊進入磨合

程序，最終將正向的引導團隊效能與績效。尤其，在運動團隊實務情運作情境中，對於運動

員認同程度而言，單單依賴教練展現差序式領導行為的成效，亦無法實質的發揮差序領導的

效應，須確實增進運動員自身認同運動隊伍的程度，與創造團結凝聚的組織氛圍，藉以提升

團隊表現，最終達到運動教練領導效能增進之成效。 

  （三） 最後，本研究試圖瞭解運動團隊教練差別對待的領導行為，對於團隊效能的影響，

基於結果顯示雖未達本研究預期結果，由於探討差序式領導行為在運動情境的研究尚在起步

階段，直接相關的文獻十分有限，正如本研究實證結果所言，運動團體中選手對於自己人與

外人關係認定的不確定性等因素，因而在知覺上產生落差所造成形成的影響，是後續再從事

相關研究時需要再加以釐清。有鑑於此，在運動領域中差序式領導行為做為一個相對新穎的

領導理論，未來仍有許多重要的議題需要釐清。尤其，差序式領導理論是一項具有華人文化

意涵的領導行為，藉由差序式領導行為研究的持續深化，將能為運動領域，帶來更多具體的

理解與啟發。 

 

二、建議 

(一)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雖然有上述重要發現，但仍存在些許限制。首先，本研究所依據之差序式領導理

論，主要在理論主張上，強調教練個人的領導行為對於運動員所產生的心理歷程影響。因此，

本研究雖嘗試檢驗實質影響團隊層級表現的因素，而結果亦呼應過往相關研究指出差序式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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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行為理論，可能對於團表現展現存在不同的影響效果尚待釐清 (周婉茹、鄭伯壎，2014)。

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尚未符合本研究團隊層級的假設之路徑，研究者認為差序式領導行為

理論在運動情境的推論上，仍存有可能之擴展性，建議未來研究可針對不同運動情境，或是

不同教練領導行為的相關因素加以探討，如採以對偶配對的研究方式，檢驗不同運動情境的

教練差序式領導行為，對運動員個人層級與團隊層級的心理知覺影響因素，以豐富理論之完

整性與可推論性。同時，在資料蒐集來源方面，則可透過不同時間點的資料蒐集與不同對象

之自評及他評的方式實施，以避免共同方法變異之問題。 

    本研究假設未能獲得資料支持，表示「角色理論」的觀點，仍有理論上的限制與不足之

處。雖然，領導者的差別對待具有角色分化作用，而應有助於團隊效能的提升，但此條件卻

可能是建立在「內、外圈成員都願意接受彼此的角色位置」（Liden et al., 2006; Stogdill, 1959）

的前提下，而團隊成員是否確實「願意接受」因照顧溝通、提拔獎勵、寬容犯錯與嚴苛要求

等行為所造成的角色位階差異，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況且在運動情境中，更涉及團隊成

員的公平感受。因此，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團隊成員對差別對待的接受程度或態度，所

扮演的調節作用。 

    另一方面，本研究採用橫斷性的研究方式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而鄭伯壎 (2005) 認為

差序式的概念源自於華人社會脈絡之下特殊的人際交往模式，事實上是一種動態的互動方式，

進而影響個人或團體成員的網絡關係。因此，研究者建議未來研究可採用縱貫性研究方式，

進一步探討差序領導行為，對不同運動情境中所產生的時間變化影響，以提供更微觀與細緻

的研究觀點。 

(二)理論與實務貢獻 

     首先，在實證結果方面，研究結果部分符合本研究之推論，即運動團隊中教練所展現的

差序式領導行為，對於團隊認同有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效果。同時，運動團隊中成員所知覺

團隊認同，對於團隊績效有顯著的關聯性與影響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差序式領導行為應用於運動團隊層級之情境中，團隊認同與團隊凝聚力

亦無存在中介效果。顯見，差序式領導行為理論在運動情境的推論上，仍存有可能之擴展性，

如針對差序式領導行為對於個人知覺反應與團隊知覺反應的影響因素釐清。同前所述，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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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式領導行為於運動情境之中，仍存在諸多構念的界定 (周婉茹、鄭伯壎，2014；鄭志富、

黃國恩，2016)，而本研究提供後續相關研究一項重要的佐證。 

    總結而言，本研究藉由華人運動團隊為背景脈絡，除了將運動情境中教練差序式領導理

論應用於運動團隊情境之中，更進一步驗證對運動團隊績效展現的影響機制。本研究透過臺

灣大專運動團隊進行團隊層級的資料蒐集與分析，依據結果顯示在運動團隊情境之中，差序

式領導行為對於團隊認同的程度存在重要的相關性與影響效果。並且，本研究結果亦證實當

差序式領導行為存在與運動團隊情境時，運動團隊所產生的團隊認同程度，將直接影響團隊

績效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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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MY3。再者，關於本專題計畫之初稿，本研究團隊要感謝匿名審查委員針對本計畫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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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執行完成。 

 

陸、本年度計畫執行之檢討 

一、本年度計畫皆依計畫時程執行，工作小組於每次例會皆會檢核工作執行狀況，同時針對

後續預定之工作任務進行討論及確認，在確保計畫正常進行的同時，透過討論與持續回饋，

實際加強研究工作人員對於研究的嚴謹思考和組織架構能力，以及參與研究人員對研究規劃、

籌備與執行上的溝通與實踐能力。 

二、本研究所選取之對象，其中在運動項目的資料蒐集程序上，雖然已預先和抽樣項目的擊

劍運動項目之相關單位進行說明與確認研究參與者和施測時程，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因目

前國內處於新冠狀疫情之影響，導致進行各大專院校之運動代表隊伍的樣本的蒐集時，產生

運動隊伍抽樣之樣本數不足的情況，因此更改與調整將兩階段的研究資料蒐集期程合併為一

階段樣本資料蒐集，雖然並未影響最終之研究成果，不過未來在研究對像抽樣的仍須考量因

應國內突發情況，並在確認上必須要更加慎重和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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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之研究部分結果將彙整先期之研究結果，並投稿於國內外運動領域具學術影響力

之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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