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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領導：理論建構、量表發展及效果驗證

Identity Leadership: Theory Construction, Scale
Development, and Effect Verification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建構並驗證認定領導理論。立基於結構符號互動論與認定理論，本研究
認為，領導者能夠透過特定的認定領導行為來激發部屬不同內涵的自我認定，進而影響
部屬的工作行為。本研究以三個系列研究來建構並驗證認定領導:研究一聚焦於理論模
型的發展，兼採演繹法與歸納法，透過理論推導與訪談事例，建構認定領導之內涵，將
領導者影響部屬自我概念的行為作具體的描繪，並說明這些行為所帶來的影響。藉由研
究一，我們得以釐清認定領導之行為內涵，及其所帶來之效果。研究二旨在發展具有信
效度的測量問卷，奠基於研究一之定義內涵，編製可靠的施測問卷，並提供信度、效度
及邏輯關聯網絡的相關證據。透過研究二，能夠產出符合心理計量屬性之問卷，使認定
領導能夠精準的被測量，以作為未來相關研究的量化基準。研究三則聚焦於模式效果的
驗證，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在組織場域中驗證認定領導的路徑模式與效果，探討認定
領導可能的中介歷程與條件因素。透過研究三，能夠了解認定領導模式在組織中的實際
效用並對其影響歷程有更清楚地掌握。綜合上述三個系列研究，本研究描繪了認定領導
之內涵，並提供相關量化證據，而能為當今認定研究與領導文獻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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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領導（leadership）
，一直以來都是組織行為研究中相當熱門的議題，若從特質論（trait
theory of leadership）所提出的 1930 年算起，領導研究已累積近九十年的歷史了。至今，
相關討論仍方興未艾，研究發表的數量有增無減，足以顯示其在組織行為研究中的重要
地位。而回顧整個領導理論的發展進程，也是歷經了多次的派點轉移（paradigm shifting）
，
才累積出今日所見的多元面貌。從早期的導特質論、行為論及權變論，到後來強調抽象
理念傳遞的魅力領導、轉型領導以及內隱領導，再到 2000 年以後的文化領導、真誠領
導、道德領導及導師領導等理論，領導理論不但觀點多元，也各有其專精之處，就整個
思想的發展長河來看，可以發現 2000 年之後的領導理論雖變得更為豐富多元，卻不約
而同地越來越強調部屬角色在領導者與部屬對偶關係中的重要性。綜觀領導理論這九十
年來的發展軌跡，也可以觀察到相同的進展趨勢，不論是領導者焦點（leader centric）或
部屬焦點（subordinate centric）的理論，皆越來越重視「領導者影響部屬」的作用機制。
回歸本質，領導就是一種影響力的展現，其最重要的核心內涵便在於「影響他人」
，也只
有在領導者影響他人的過程中，我們得以看見領導（Yukl,1999）。因此，一個好的領導
理論，應致力發展一個關鍵的核心機制，並說明領導者的影響作為，如何轉變為部屬實
際的行動與產出（Lord & Brown, 2003）。透過清楚地論述領導者影響部屬，進而引發組
織績效的全歷程，便能夠突顯該領導理論獨特的作用機制，並釐清該理論與其他領導理
論之差異（Epitropaki, Kark, Mainemelis, & Lord, 2017）。
在領導影響歷程的相關論述中，自我認定（self-identity）因涉及到自我概念的定義
內涵與疆界範疇，因而在 2000 左右受到許多研究者的重視（De Cremer & Tyler, 2005;
van Knippenberg, van Knippenberg, De Cremer, & Hogg, 2004）
。事實上，此種觀點的興起，
與 Shamir 等人在 1990 左右所發表的一系列研究有頗大的關係。他認為當時組織行為的
研究，服膺於個體享樂主義之預設，過度依賴認知理性的計算歷程，使得理論的發展多
所侷限。他認為個體作為組織中的一個「人」，其行為模式並非只是單純的邏輯理性與
效用極大，而有更多自我導向的行為意圖在其中，如：自我呈現、自尊維持與提升、自
我一致，以及自我認定…等等。這些與自我意識有關的因素都在邏輯計算之外，對個體
的行為亦有頗大的影響，卻為當代研究者所忽略。因此，他們基於結構符號互動論
（structur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與認定理論（identity theory）（Stryker, 1980），提出
了以自我概念為核心的動機理論（self-concept based motivation theory）
，用以解釋魅力領
導與轉型領導的影響機制（Dvir, Eden, Avolio, & Shamir, 2002; Shamir, 1990; Shamir et al.,
1993）。此一論點使研究者注意到，部屬自我概念在領導歷程中的獨特作用，並引發了
後續領導者改變部屬自我認定，進而提升部屬效能之研究。
自我認定源自於社會自我（social aspect self-concept）的相關論述（Erikson, 1964;
Goffman, 1961），意指個體透過社會互動，所形成一種可作為自我理解與參照的一般性
架構（general framework）（Gioia, Schultz, & Corley, 2000），是個體用來描述自我的一套
邏輯關聯性命題（a set of logically connected propositions）。Gecas（2000）認為，自我認
定是一種個人化的價值系統，能夠提供個人意義、行為目標及生活方向，可說是自我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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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最重要的組成。他進一步推論，自我認定因具有自我連續（self-continuity）
、自我獨
特（self-distinctiveness）及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等特性（Dutton, Dukerich, &
Harquail, 1994）
，故相較於其他的領導影響機制（如：外在酬賞、目標設定、需求滿足、
關係品質等），具有更為獨特的重要性，而能在領導的作用歷程中，扮演重要且獨特的
角色。
有鑒於領導行為對自我認定的重要性，過往一些研究已針對領導者影響部屬自我認
定，進而影響行為反應之歷程進行探討。實徵研究發現，魅力領導與轉型領導中的許多
行為向度，如：自我犧牲、自信展現、強調集體認定、形塑共享價值，及展現支持行為
都能夠引發部屬的集體認定，使部屬展現更多對團體有利之行為（Shamir et al., 1993）
。
這些研究雖對領導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關係提供了一些說明，不過仍有幾項理論缺口
值得省思。首先，這些研究並未跳脫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理論框架，致使我們對於領
導者影響部屬自我概念的行為並未有全面性的了解（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
。具體
來說，Epitropaki 等人（2017）的回顧性文章指出，目前有 7 篇研究在個人分析層次
（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上，聚焦討論領導者影響部屬自我認定之過程，而在這 7
篇研究中，有 5 篇研究是以轉型領導或魅力領導的理論構念出發，討論其向度對自我認
定之影響（Kark, Shamir, & Chen, 2003; Kark & Van Dijk, 2007; Wu et al., 2010）。就此一
脈絡來說，目前的研究仍以轉型領導或魅力領導為基本的理論預設，只有 2 篇研究是以
不同的理論視角（領導者部屬交換品質與認知情感處理系統）切入，據以說明這兩種領
導行為如何影響自我概念。事實上，在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這兩種領導風格之外，仍有
其他的領導行為，可能會對部屬之自我概念有所影響（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 De
Cremer & van Knippenberg, 2002）
，然這方面的探討卻付之闕如，而亟需填補。是故，本
研究認為，既然部屬的自我認定在領導研究中是重要且獨特的影響歷程，且不同的自我
認定層次能夠引發不同的動機與行為，實則有必要將研究重心聚焦於此，在跳脫轉型領
導與魅力領導的理論框架後，全面性地去瞭解領導者的行為為何與如何影響部屬的自我
認定，才能完整釐清領導行為、自我認定及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
為了補足上述之研究缺口，本研究立基於符號互動論與認定理論，提出認定領導，
藉以釐清領導者如何透過一系列的領導行為來影響部屬自我認定，進而影響部屬的工作
行為，並進一步探討此歷程發揮作用的關鍵因素。具體來說，本研究共分為五個部份，
包含三個子研究：首先，文獻回顧的部份將由認定理論的整理耙梳，說明認定領導的理
論基礎，及其概略的影響歷程；其次，在實際組織場域中，採用半結構式個案訪談，將
領導者的認定領導行為具體化，從而確立認定領導之內涵之操作型定義，並與既有的領
導理論進行比對（研究一）；第三，採取歸納研究取徑（inductive approach），將前述的
質性資料進行系統性的分類與整理，據以建構認定領導的關鍵向度，並發展具有良好信
效度的測量問卷（研究二）；第四，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在組織場域中驗證領導者的認定
領導行為，影響到部屬自我認定，再到部屬工作行為的路徑模式，並說明此一路徑模式
的適用條件（研究三）
。最後，則將上述研究進行統整性的論述，並針對認定領導之理論
貢獻與未來研究方向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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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文獻回顧的部份，本研究主要是依照認定理論概念的思想進程進行回顧，共分成早
期的哲學觀、近代認定理論、自我概念三層次及自我概念與認定領導四個部份，藉此完
整說明認定概念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一、早期的哲學觀
認定（identity）源自於拉丁文 identitas，有同一性（sameness）之意，用以表示事物
能持續被定義與被辨識的核心特性。此概念最早出現於古希臘，忒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的悖論中，主要在討論事物同一性的問題。英國哲學家 John Locke 循此觀點，
在《人類理解論》一書中，首次提到了人格同一性概念。他認為，當我們討論性質同一
性時，需要嚴格明晰討論的對象為何，因為就不同對象來說，同一性的標準與意義是不
相同的。對一個人來說，同一性是無法由生物人（man）的角度加以說明，而必須訴諸
高層次的性格人（person）才能清楚表述。具體來說，他認為，人的同一性必須由人格
意識來解釋，透過意識的連續性，人們能夠建立自我概念，並使一個人能與另一個也具
有思考能力的人有所區別（Perry, 2008）
。由上述可知，認定（identity）一詞，起源於哲
學傳統中同一性的辯論，用以表示事物核心且持久的本質特性；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
，則用以表示長期與個人有關的自我意識與身份識別，用以回答「究竟是什麼，
使得我們於時間與空間的流逝中，仍可稱為同一個人」的問題。

二、近代認定理論
二十世紀初，心理學與社會學皆對自我概念多所著墨，其中，社會學家 Charles Cooley
在《人性與社會秩序》一書中提到，每個人都是其他人的一面鏡子，自我概念的形成，
與個體的社會互動有直接的關係，個體主觀知覺到「他人對自己的看法」，將成為建構
自我概念的基本元素。同為社會學家的 George Mead 依循此一想法，提出了符號互動論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他在《自我、心靈及社會》一書中提到，自我概念在本質上，
就是一種社會互動的產物，在剝離了外在事物的華麗外衣後，世界只是符號與象徵的組
成，個體在經驗世界的同時，也正在獲取符號的意義。透過與外在客體不斷地互動，個
體得以發展出主觀經驗，用以形成自我意識並建構自我概念（Mead, 1934）
。整體而言，
此時期對於自我的論述，多聚焦於社會面向上，雖然當時有其他的學者主張，可由內省
反思與行為學習來理解自我，不過，整體來說社會自我仍是當時學者所關注之焦點。雖
然這些論述並未發展成完整的理論典範，但卻突顯了人作為社會性動物，鑲嵌在社會結
構下的基本事實，使得後續關於自我認定的討論更加聚焦於社會互動面向。

三、自我概念三層次
近期文獻指出，自我概念的認定層次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關注焦點，整體來說可以
歸納為個人、人際及群體三個層次的自我概念，其中個人層次的自我是一種個體性的自
我，而人際與群體性的自我則可以歸納為社會性自我。這三種不同層次的自我概念分別
表示了不同的自我定義原則，而會導致不同的認知思考與行為反應（Brewer & Gardner,
1996）。這三種層次的自我概念皆是個體建構自我概念的重要方法，也都能夠幫助個體
進行自我釐清、建立正向自我評價，並作為行為的重要參照。不過，三者之間卻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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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個人層次自我概念的建立基準是來自於個體獨特的能力與特質。外在客體（重要
他人與社會群體）之功能在於提供社會互動訊息，以幫助個體了解自我獨特之處；而人
際層次與群體層次的自我概念則都是屬於社會性自我，兩種自我認定都有部份的社會參
照成份，主要的差異在於連結與依附的對象有所不同，人際層次的自我概念是與關係中
的特定他人產生個人化聯繫；而群體層次的自我概念則是認同某一群體所形成的去個人
化聯繫（Brewer & Gardner, 1996）。三個層次自我認定的特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三種自我認定比較表
自我類型
個人自我
社會自我
社會自我

自我層次
個人
人際
群體

自我概念
個人化
關係性
集體性

自我評價的基礎
個人特質
角色規範
群體範型

自尊建立的參照架構
人與人之間的比較
適切的角色行為
群體間的比較

基本的社會動機
自我利益
雙方利益
集體福祉

四、認定領導與自我概念
Brewer 與 Gardner（1996）認為，這三種層次的自我概念並非是彼此互斥的類別系
統，而是同時存在於個體的自我構念系統中，在不同的情境條件下影響著個體的態度與
行為。在個體的自我概念中，具有許多與個人、關係及團體有關的認定元素，這些認定
元素以一種彈性、階層的結構被組織在一起，形成個體的自我構念系統。此一系統同時
包含了個人層次、人際層次及團體層次的自我概念，隨著場域中的情境線索不同，特定
層次的自我便會被激發，而成為個體當下的運作自我。而對職場中的個體來說，最重要
的環境線索當屬其直接領導者，個體在組織中的許多知覺感受，都受到直屬領導者之影
響（Gersick, Dutton, & Bartunek, 2000）。因此，當領導者展現不同的互動行為時，會引
發部屬不同層次的自我概念，進而對部屬的動機與行為產生影響。根據符號互動論與認
定理論最根本的假設命題：社會形塑了自我，自我引導了行為（society shapes self which
then shapes social behavior; Stryker, Owens, & White, 2000）。本研究將認定領導定義為：
「領導者透過一系列的互動過程，引發部屬內在不同的自我認定，進而影響部屬工作行
為之過程」。進一步來說，個體的行為受到自我認定所影響，而自我認定是鑲嵌在社會
結構與符號互動中的自我意義，透過領導者與部屬雙方持續的符號與訊息交換，部屬便
可以建立出情境脈絡下的自我概念，進而產生特定的動機與行為。

參、 認定領導的概念發展（研究一）
研究一旨在了解領導者所展現的認定領導之具體內容，目的在了解什麼樣的領導行
為，會激發部屬不同層次的自我概念。為了深入的了解受訪者的想法，並確認受訪者完
全了解訪談問題，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透過訪談廣泛蒐集職場上的具體事例，
並藉由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整理資料內容，形成穩定的向度類別。

一、半結構式訪談
（一）訪談程序與樣本
為能清楚的描述認定領導的現象，研究者兼採取演繹法與歸納法，除了對相關理論

加以深入回顧外，亦廣泛蒐集領導者與部屬互動經驗中，關於認定領導的具體行為，並
經過系統化的方法，將蒐集到的反應資料予以整理與分類。在訪談過程中，每位受訪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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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接受約兩個小時的半結構式訪談。首先，研究者會針對認定領導的概念與定義進行
說明，使受訪者對訪談方向與內容有初步了解，接著請受訪者描述自己或直屬領導者曾
展現什麼樣符合認定領導定義的行為。具體來說，研究者會請受訪者逐一說明個人層次、
關係層次及團隊層次的三種認定領導行為，受訪者需清楚的說明領導者實際展現過哪些
行為或互動事例。最後，則會請受訪者評估一下自己或主管是屬於個人層次、關係層次
或團隊層次的領導者。資料收集的過程中，大約在第十位受訪者時發現訪談所蒐集到的
訊息開始收斂而逐漸達到資料飽和。研究者在初步整理了十位受訪者的資料之後，再針
對概念不清楚之處額外補訪兩位受訪者。爾後再追訪另外的三位受訪者，確認達到資料
飽和狀態後便停止訪談。受訪者之人口學資料如表 2 所示。
表 2 半結構式訪談受訪者基本資料

類別
主管
部屬
整體

人數
性別
年齡
9
男性 6 名, 女性 3 名 M = 45, D = 12.73
6
男性 2 名, 女性 4 名 M = 34, D = 98.14
15 男性 8 名, 女性 7 名 M = 40, D = 12.41

年資
M = 16, D = 13.12
M = 94, D = 93.72
M = 11, D = 11.97

（二）內容分析過程概述
研究者針對蒐集到的資料，以事例判讀、初步分類及分類確認等三個步驟進行分析。

事例判讀的部份，首先，研究者邀請兩名組織心理學碩士組成研究小組，共同進行事例
篩選。本研究一共蒐集了 498 則事例，其中個人層次的事例有 179 則、關係層次有 190
則、團隊層次有 129 則。其次，在初步分類階段，研究小組將 498 則有效事例，各自依
內容與性質的相近程度加以分類整理，待分類內容彙整成更抽象的類別之後，研究小組
再共同討論各自分類的結果，逐一檢視與討論分類有差異的項目，直至獲得共識為止。
第三，在分類確認階段，研究小組針對初步分類的結果重新檢視，以了解是否仍有語意
不清之陳述，檢查各事例與其所屬的類別內涵是否相符，並討論各類別是否有重複之處。
最後，研究小組將既有的 13 項初步類別整併為 9 項類別，個人、關係及團隊層次各包
含三個向度，再以各個向度下的類別內涵為基礎，給予向度的命名與定義。

二、研究結果
由上述的分析流程，本研究共抽取出 9 個認定領導的概念向度，分析過程各階段的
內涵與結果，如圖 1 所示。認定領導的向度名稱與定義內涵如表 3 所示。
事例判讀

內涵抽取

初步歸類

向度建立

498 則事例

59 項內涵

13 個向度

9 個向度

個人層次
179 則事例

18 項內涵
4 個向度
3 個向度
個人化的回饋與肯定（23 則, 13%）
尊重接納（99 則, 55%）
尊重個別差異給予個人彈性空間（62 則, 35%）
因人制宜（47 則, 26%）
因人而異的互動與任務分配（38 則, 21%）
職涯引導（33 則, 18%）
個人性的工作指導與職涯發展（56 則, 31%）

關係層次
190 則事例

20 項內涵

5

5 個向度

3 個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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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位階角色與從屬職權（41 則, 22%）
展現主管職責與行使職權（45 則, 24%） 樹立分際（91 則, 48%）
給予部屬職涯引導（49 則, 26%） 經驗傳授（60 則, 32%）
高度控制的專斷領導（41 則, 22%） 擔當負責（39 則, 21%）
拉攏關係（14 則, 07%）

團隊層次
21 項內涵

129 則事例

4 個向度

3 個向度

重視團隊紀律與公平（23 則, 18%）
團隊塑造（84 則, 65%）
強化團體合作與一體感（70 則, 54%）
游光揚聲（22 則, 17%）
建立優良且獨特的團隊知覺（24 則, 19%）
執正持平（23 則, 18%）
大我優先以維持團隊利益（12 則, 09%）

圖 1：認定領導的向度歸類流程與結果
表 3 認定領導之層次、向度及定義內涵
層次
I
個人
層次
R
關係
層次
C
團隊
層次

向度
I1 尊重接納
I2 因人制宜
I3 職涯引導
R1 樹立分際
R2 經驗傳授
R3 擔當負責
C1 團隊塑造
C2 游光揚聲
C3 執正持平

定義內涵
領導者會尊重部屬與自己相佐的想法，以維持個體自主意識。
領導者會觀察部屬的個別差異，以給予獨特任務與關懷。
領導者會引導部屬反思工作意義，以發展個人職涯目標。
領導者會要求部屬依照上下權責行事，以樹立關係分際。
領導者會傳授工作上的經驗給部屬，以落實師徒功能。
領導者會承擔責任給予部屬支援，以扮演堅實後盾。
領導者會設定團隊性的活動與目標，以強化成員一體感。
領導者會強調團隊的優勢特色，以建立成員榮耀感。
領導者會在團隊中建立透明公正的規範，以維護成員公平感。

完成向度建立工作後，研究者透過卡方適合度檢定，進一步瞭解不同向度之間的事
例數量是否有差。結果發現，三種層次的行為展現，以關係層次最多，有 190 則，佔整
體數量的 38%；其次為個人層次，有 179 則，佔整體 36%；團隊層次則最少，有 129 則，
佔整體 26%。顯示關係層次的行為是認定領導中最重要的一項內涵。

三、研究一小結
本研究兼採領導者與部屬的觀點，了解組織場域中認定領導的內涵與行為。結果發
現，領導者確實會透過多種不同的行為去影響部屬自我認定的層次。個人層次包含了尊
重接納、因人制宜及職涯引導三種面向的行為；關係層次則包含了樹立分際、經驗傳授
及擔當負責三個向度；而團隊層次則包含了團隊塑造、游光揚聲及執正持平三個向度。
此外，認定領導之基礎在於自我認定理論，領導行為的重要向度應能夠充份的與認
定理論對話，才能有效地突顯領導者行為影響部屬自我認定，進而影響績效的重要路徑。
故，研究者嘗試將研究一所找到的向度概念與認定理論的內涵進行對比，進一步了解本
研究找出的各個向度能否充份的反應自我認定之本質。就 Dutton 等人（1994）的說法，
自我認定最核心的三項特徵在於能夠維持自我的正向性、自我獨特性及自我延續性。各
種認定領導行為與三種核心特徵的對應關係如表 4 所示。首先，自我正向性源自於個體
維持且發展正向自我的基本需求，因此個體會傾向以自我或環境中的正向客體作為自我
認定的核心元素。本研究認為，在個人層次中，領導者對部屬的尊重接納能夠使部屬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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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安全與肯定，進而能感受到自我的正向性；關係層次的經驗傳授則能使部屬感受到
此段關係是正向的，能夠透過對偶關係中的領導者進一步提升自我能力的正向價值；而
團體層次的游光揚聲則能夠傳遞團體光榮事蹟，使部屬感受到團體是正向且具有價值的。
其次，自我獨特性源自於個體建構出獨特自我並自我辨識的需求，任何能夠幫助個體建
立獨特性的特質或客體，也都會成為自我認定的重要元素。而在個人層次中的因人制宜，
意旨領導者會針對每位部屬的不同特性給予不同的任務與工作，因而部屬能夠在這樣的
互動中，充份感受的自己獨特的特質受到領導者關注，而能自覺是一個獨特的個體；在
關係層次的樹立分際則能夠讓部部屬感受到自己與主管清楚的角色對偶關係，使得雙方
獨特的關係連結變得更為突顯，而能感受到此段關係的獨特性；團隊層次的團隊塑造意
旨領導者會透過共同的任務或一體感來強化團體疆界，進而突顯內團體與外團體，因而
能夠使部屬感受到團隊的獨特性。最後，自我延續性源自於個體維持自我一致與穩定的
需求，因此，能夠協助部屬個體自我概念持續不變的特性，便可能成為自我認定的一部
份。研究者認為，個人層次的職涯引導能夠長期性的將個體留在此一職涯中，而有助於
個體建立一個穩定的自我意識；關係層次中的擔當負責意指領導者能夠承擔責任，成為
部屬的堅實後後盾，因而部屬能夠充份地感受到這段關係是穩定持久且不會輕易改變的；
團隊層次的執正持平則能夠維持團隊運作的順暢，使團隊能夠依循著明確的規章制度穩
定且長久的運作，因而能夠使部屬感受到團隊的延續性。總結來說，研究一所找出的項
度，頗能反應三種層次在正向、獨特及延續性上的特徵，而能與認定領導有所對話。
表 4 認定領導與三種自我需求對應表
概念層次
I 個人層次
R 關係層次
C 團隊層次

認定正向性
I1 尊重接納
R2 經驗傳授
C2 游光揚聲

認定獨特性
I2 因人制宜
R1 樹立分際
C1 團隊塑造

認定延續性
I3 職涯引導
R3 擔當負責
C3 執正持平

除了將研究一的各向度與認定理論進行對話之外，研究者亦發現，認定領導的各個
向度在過去的研究中，也曾被提及。為了與過往的研究進行完整的對話，本研究將研究
一所找出的個向度與既有領導理論中類似的概念進行了一些比較，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認定領導與過往領導理論之比較
層次
I
個人
層次
R
關係
層次
C
團隊
層次

向度

轉型領導

魅力領導

真誠領導

I1 尊重接納

個別體恤

支持行為

自我覺察

師徒領導

家長式領導

I2 因人制宜
I3 職涯引導

職涯發展

R1 樹立分際
R2 經驗傳授

威權領導
智能啟迪

專業發展

R3 擔當負責
C1 團隊塑造

仁慈領導
德性領導

強調集體認定

C2 游光揚聲
C3 執正持平

平衡處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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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來說，研究一首先透過質性研究，對於認定領導的內涵與定義有了初步的描繪，
接著透過一系列的檢核分析，初步可以確立這些行為的描述，大致上掌握了組織場域的
真實現象，最後透過與認定理論及其他領導理論的對話，我們得以更清楚的了解認定領
導在既有的領導理論中具有怎樣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肆、 量表建構與信效度分析（研究二）
研究二主要的目的是發展認定領導量表，本研究同時參考定義與事例編寫題目，進
行專家效度（expert validity）與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的確認，並進行必要的題目
調整。在量表發展的過程中，必須確保研究量表的測量品質，而信度（reliability）與效
度（validity）則是高品質量表的基本條件。為充份了解本量表之信度與效度，本研究將
仿照 Brown、Treviño 及 Harrison（2005）的作法，將量表檢驗的程序區分為兩個部份：
首先，將先以第一個樣本聚焦探討量表的描述統計、內部一致性信度及探索性因素分析；
其次，將以第二個樣本檢驗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區辨效度及關聯效度。

一、題庫建立
（一）題項撰寫與修編
根據研究一的向度定義與事例內容，研究小組隨即進行題目編寫，並初步擬定 54

道題項（每個子項度各 6 題），過程中將盡可能地符合測驗編製的準則（姚開屏、陳坤
虎，1998）
。撰寫完成的題項則再進行小組討論針對語意的清晰度以及問句的判斷表面
效度，進行檢核與修訂。接著則交付一位專精於工商心理學與心理計量學的教授進行
專家審核，其中經過多次來回編修與討論，直至完全取得共識，具有專家效度為止。
（二）題項強迫歸類
為了確認所編量表之題目能夠穩定地代表認定領導各個內容向度的概念定義，研究

者另外召集了兩位工商心理學碩士組成新的小組，針對各題項的所屬類別進行討論。過
程中請新的小組成員將 54 道題項歸類進入 9 個認定領導行為向度，遇到意見不一致或
歸類錯誤的題項則會進行題項的修改，直至所有的題項都能夠取得所有人共識後才停止。
爾後，則進入較大樣本的強迫歸類程序，研究者根據主觀同意度比例法（proportion
of substantive agreement）
，先將經過專家效度篩選後的 54 道題項隨機排列，並編製成問
卷，在充份說明 9 種認定領導行為的定義與內涵後，請 58 位大學或研究所學生進行強
迫歸類。根據題項內容挑選出最符合的概念向度，並將之逐一放入適當的向度中
（Anderson & Gerbing, 1991; Hinkin & Schriesheim, 1989）。由於分類過程為概念關聯性
的認知判斷作業，並不涉及工作經驗，參與者只要具備足夠的理解能力即可操作。因此，
大學或研究所學生，特別適合進行此一作業。在類別的選擇上，除了既有向度之外，亦
增加一個「無法歸類」的類別（Mackenzie, Podsakoff & Fetter, 1991）。待所有評斷者完
成向度歸類程序後，計算各題項在每個類別所佔之百分比，僅將被正確歸類於所屬類別
達 75%以上之題項，納入正式施測（Hinkin, 1998）
。內容效度的分析結果發現，有兩個
題項歸類正確率未達 75%，因而研究者再次針對這兩個題項進行修訂才進行後續的步驟。

二、信度與效度確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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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統計與信度分析
為了更詳細的了解此 54 道題項的心理計量屬性，本研究進行了描述性統計與信度

的分析。在樣本收集上，為增加變異性，本研究透過網路問卷平台，廣邀各種產業與
不同背景屬性的企業員工參與調查。本部份共收集了 233 筆資料，扣除明顯亂答、具
反應心向（response set），以及共事時間不足三個月的回卷後，總計獲得 202 筆有效
資料（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87%）。
研究者首先檢視各題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與峰度、各題項與總分之相關，
以及刪題後之內部一致性係變數化趨勢，作為決定是否刪除或保留題項的檢測指標。
結果發現，在七點量尺中，各題項的平均數介於 4.41~3.36 之間、標準差皆大於 1、偏
態係數與峰度係數皆在正負 1 之間、與向度總分之相關皆大於.7、也並未發現刪題之後
內部一致性信度上升的題項。此結果顯示，各題項的基本描述統計數據皆頗為良好
（Nunnally, 1978）。各題項所形成之向度的統計特性，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向度的描述性統計與信度
概念層次
個人層次

關係層次

團隊層次

向度
尊重接納
因人制宜
職涯引導
樹立分際
經驗傳授
擔當負責
團隊塑造
游光揚聲
執正持平

題數
6
6
6
6
6
6
6
6
6

平均數
4.41
4.16
3.62
3.94
4.26
3.92
4.01
3.90
3.76

標準差
1.01
1.02
1.24
1.01
1.16
1.23
1.14
1.14
1.30

偏態
-.76
-.63
-.31
-.24
-.28
-.35
-.52
-.24
-.33

峰度
.66
-.00
-.55
-.17
-.60
-.40
-.04
-.13
-.35

𝛼信度
.93
.94
.96
.94
.90
.95
.94
.95
.96

（二）三種層次各自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為確認所有題項的因素結構，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對所有題項進行分析。首先，

本研究將所有題項拆解為個人層次、關係層次及團隊層次，以各自的 18 個題項進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就個人層次的 18 個題項來說，KMO 值為.91，各題項的因素
負荷量皆達到標準，且與理論構念一致，顯示題項具有良好的因素結構；關係層次題項
而言，KMO 值為.83，可區分出三個因素結構，大致上亦具有良好的因素負荷量，唯在
樹立分際的第 6 題（R2.6. 領導者的思考比我更為深入細緻，與其交流能讓我有所成長。）
出現了因素的混亂；在團隊層次部份，KMO 值為.88，亦可區分出三個因子，多數題目
仍具有良好的因素結構，不過在游光揚聲的第 1 題與第 2 題（C2.1. 領導者會向成員說
明團隊所達到的非凡成就; C2.2. 領導者會持續向成員說明團隊的卓越優勢，以建立榮譽
感）亦出現了因素混亂。整體來說，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大多數的題目皆具有良好的因
素負荷量，但有三題項無法清楚歸類，因而予以刪除，不納入後續的討論與分析。
（三）各概念之間的相關
為了進一了解九種行為之間的兩兩共變，本研究將九個向度進行了相關分析。表 7

的相關係數矩陣指出，認定領導個向度的平均數並沒有太大的落差，其中尊重接納比
其他向度的分數要高一些，為 4.41。而各向度的變異數皆在 1 附近，各向度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都達.90 以上。進一步檢視向度間相關，發現除了尊重接納與樹立分際（r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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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n.s.）、職涯引導與游光揚聲（r = .13, n.s.），以及樹立分際與執正持平（r = .03,
n.s.）之外，其餘向度間的兩兩相關皆達顯著，相關係數介於.16 至.57 之間。此外，可
以發現同一個層次之三種向度的兩兩相關，並未高於不同向度之間的兩兩相關，顯示
領導者在展現認定領導時，並非同時展現同一層次內的三種認定領導，而是會有跨層
次的關聯性存在。
表 7 九種認定領導行為之相關
概念向度
I1 尊重接納
I2 因人制宜
I3 職涯引導
R1 樹立分際
R2 經驗傳授
R3 擔當負責
C1 團隊塑造
C2 游光揚聲
C3 執正持平

M

D

4.41
4.16
3.62
3.94
4.26
3.92
4.01
3.90
3.76

1.01
1.02
1.24
1.01
1.16
1.23
1.14
1.14
1.30

I1
(.93)
0.42**
0.27**
-0.02
0.41**
0.43**
0.33**
0.16**
0.38**

I2

I3

R1

R2

(.94)
0.41**
0.23**
0.55**
0.57**
0.38**
0.18*
0.33**

(.96)
0.25**
0.39**
0.36**
0.36**
0.13
0.28**

(.94)
0.35**
0.18*
0.33**
0.22**
0.03

(.90)
0.51**
0.33**
0.23**
0.43**

R3

C1

C2

C3

(.95)
0.37** (.94)
0.20** 0.51** (.95)
0.39** 0.47** 0.35** (.96)

*p < .05. **p < .01.

三、認定領導的因素結構
（一）因素結構的再探
第一次的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後，研究者認為有必要對題項進行一些調整，並再次進

行整體性的因素結構探討，主要的原因有三：首先，在前述每個概念個 6 題，整體 54 題
的問卷版本中可以發現，每個概念的內部一致性信度都超過.90。考量到問卷使用上的簡
約性與可及性，若少數題目便能夠捕捉到穩定足夠的變異時，便可以考慮將題目精簡。
是故，研究者在每一個構面上，選擇因素負荷量最大的 3 題作為後續短版問卷的題項，
據此建構一份 9 個子項度，27 個題項的認定領導問卷，以增加日後問卷的可用性（Hinkin,
1998）
。其次，上述的探索性因素分析，是將三個層次的題項分開進行探討，僅能夠提供
初步的訊息，了解題項的適切性，而無法了解認定領導整體的因素結構為何；第三，就
概念之間的相關來說，同一層次的三種認定領導，彼此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想像中緊密，
而與不同層次的認定領導之關係也不如想像中微弱。此一現象說明三種層次之間可能存
在著複雜的關係，雖然在質性研究中確實能夠找出三種層次不同內涵的認定領導，不過
在現實場域中，一位領導者並非只會展現一種層次的三種認定領導，而可能會同時展現
不同層次的認定領導行為。領導者可能會同時展現激發部屬不同層次自我的領導行為，
只是不同領導者所使用的策略組型有所不同，有些領導者偏好某些特定的認定領導行為，
而其他的領導者則有不同的偏好。綜合上述三點，研究者再次收集樣本，進行第二次的
因素分析。
（二）認定領導的探索性因素分
研究者透過網路問卷平台進行問卷收集，問卷內容包含了 27 題，共 9 個向度的認

定領導提項與基本人口學變項。本次共收集到 391 份問卷，扣除工作時間未滿三個月，
以及填答時間過短的問卷，共得到 364 筆有效問卷，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93%。在樣本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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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上，平均年齡 32.67 歲（SD = 4.92）
，平均年資 5.83 年（SD = 2.96）
；男性佔 45%，學
歷以大學居多（佔 68%）
、研究所次之（佔 22%）
，職級則是以一般職員（佔 79%）為主；
在產業分布上，主要是傳統業（佔 27%）
、科技業（佔 16%）及服務業（佔 11%）
。研究
者參考先前學者的做法，研究者將 364 筆資料分拆成兩份樣本，各包含 182 筆資料，分
別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與驗證性因素分析。
延續前一次執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邏輯步驟，27 題認定領導題項的探索性因素分
析結果發現，個人層次的三個向度（尊重接納、因人制宜、職涯引導）聚合成同一因子；
關係層次的兩個向度（樹立份際、擔當負責）聚合成同一因子；其餘的四個概念（經驗
傳授、團隊塑造、游光揚聲、執正持平）則分屬四個不同的因子，此六因素模式的整體
解釋變異量為 75%。此一結果頗為符合先前的猜測，在真實組織中，雖然有三種不同層
次的認定領導，且具有明確的行為模式，不過領導者在展現行為時，或者對部屬的知覺
來說，這並不是分立而行的三種層次。就個人層次的尊重接納、因人制宜、職涯引導來
說，都在強調部屬主體性與獨特性，因而被整合為單一概念，而關係層次的樹立份際與
擔當負責，因為都與主管-部屬的上下位階意識有密切關係，因而也被視為同一概念。研
究者按照探索性因素分析之結果，將原先的九個向度整併為六個向度，並將代表三種個
人層次的認定領導以其強調個人特性的核心為參考，命名為個人認定領導。而與關係層
次有關的樹立份際與擔當負責所合併的向度則取其強調上下對偶關係之核心，而命名為
關係認定領導。
此六因素彼此之間的相關如表 8 所示，可以發現除了團隊塑造的平均數是較低的
3.37 分之外，其餘各向度的平均數約在 4 分左右，標準差多在.90 附近，且個向度的內
部一致性信度也都在.90 上下。至於變項間的相關，多數概念彼此之間仍有中高度的相
關。整體來說似乎可以再區分出兩個不同的集團，其中，個人認定領導、經驗傳授及執
正持平這三個變項彼此之間具有中高度關係（r = .48~ r= .68）
；而社會認定領導、團隊塑
造及游光揚聲三個變項間的兩兩相關亦較高（r = .47 ~ r = .52）。這可能是因為經驗傳授
與執正持平對部屬來說都具有發展個人與維護個人權益的意味，因而與個人認定領導具
有高相關；而團隊塑造與游光揚聲都是強調個人與團隊的一體感，是一種個人與外在客
體的關係，因而與關係認定領導具有高相關，雖然團隊塑造與游光揚聲強調的是個人與
團隊的關係，而關係性認定領導強調的是個人與他人的關係，不過都是可以視為是一種
社會自我（social self-concept）的展現，而此現象也與 Brewer 與 Gardner（1996）所提的
概念頗為契合。
表 8 六種認定領導行為之相關表
認定領導
I 個人認定領導
R 社會認定領導
R2 經驗傳授
C1 團隊塑造
C2 游光揚聲
C3 執正持平

M
4.36
4.14
4.20
3.37
4.34
4.22

D
1.02
0.98
1.04
0.86
0.93
1.02

I
(.92)
.36**
.68**
.27**
.32**
.53**

R

R2

C2

C2

(.91)
.36**
.49**
.52**
.34**

(.87)
.26**
.35**
.48**

(.89)
.47**
.13

(.90)
.28**

*p < .05.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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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定領導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執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外的 182 筆資料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據以瞭解理
論模式與觀察資料的測量模式是否具有良好的適配度，並與單因子競爭模式進行比較，
以確立認定領導問卷的架構。此一樣本數雖未達先前學者建議的基本樣本數 200 筆，不
過相去並不多，因而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進行因素分析之前，考量到題項數量較多（27 題）而樣本數較少（182 筆）的情況，
研究者本研究參考 Williams 與 O’Boyle（2008）的建議，採用題項包裹法（parcels）
，將
多個測量題項，合併成較為精簡的測量指標。此項作法的好處在於能夠顧及結構方程模
型中，對於測量誤差估計的特性，同時也能夠減低因測量題項過多，造成模式估計困難
的問題。具體來說，研究者按照先前的理論架構，將個人認定領導的 9 題，合併為三個
向度的測量指標，將社會認定領導的 6 題合併為兩個測量指標，進行六因素結構的檢驗。
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六因素結構具有良好的契合度（χ2(104, N = 182) = 410.21，
CFI = .92，NNFI = .90，SRMR = .06，RMSEA = .08），而單一因素結構的契合度並不理
想（χ2(119, N = 182) = 1857.01, CFI = .52, NNFI = .45, SRMR = .15, RMSEA = .22）。不僅
如此，兩個模式的卡方差異檢定達顯著水準（Δχ2 ＝ 1446.8, Δdf ＝ 15, p < .01）
，顯示
四因素向度具有相當的穩定性。
在前述的研究中，似乎可以發現六個因素之間的相關可以區分成不同的兩個集群，
因而研究者進一步進行高階因素的抽取，研究者將六個因素再次抽取出兩個高階因素，
第一個高階因素包含了個人層次的三種行為（尊重接納、因人制宜、職涯引導）
，關係層
次的一種行為（經驗傳授）
，及團隊層次的一種行為（執正持平）
；第二個高階因素包含
了兩種關係層次的行為（樹立分際、擔當負責）與兩種團隊層次的行為（團隊塑造、游
光揚升）
。結果發現，二階二因素斜交模式（χ2(104, N = 182) = 440.25, df = 104, CFI = .91,
NNFI = .89, SRMR = .07, RMSEA = .09）亦具有良好的契合度，且契合度指標也與一階
四因素斜交模式相當接近，CFI 指標也只差了.01。為了比較兩個模式的適配度何者較佳，
本研究進一步計算目標係數（target coefficient）作為判讀依據。本研究之目標係數為.93，
頗為接近 1 的標準值，表示二階二因素斜交模式可以更精簡地統御一階六因素斜交模式。
最後，變項間相關與信度，如表 9，整體趨勢與先前的發現頗為一致。而一階四因素的
信度係數皆高於.80 的理想標準，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而二階二因素的信度係數更
分別高達.92（個人認定領導）與.91（社會認定領導）
。綜合多項指標，並考量到模型的
精簡性與日後的使用性，本研究進一步將六個向度合併為兩個高層因素，其一是由三種
個人層次的行為（尊重接納、因人制宜、職涯引導）
，一種關係層次的行為（經驗傳授）
及一種團隊層次的行為（執正持平）所組成。其二是由兩種關係層次的行為（樹立分際、
擔當負責）與兩種團隊層次的行為（團隊塑造、游光揚升）所組成。研究者推測，前者
之所以能夠被合併是因為這些因素都強調了某種程度的個人價值或意義，其中經驗傳授
雖然是與主管的互動，不過最終有所提升與學習的仍是部屬，而執正持平雖是強調領導
者對團隊的公平制度與規範，不過最終的重點仍是維持個人在團隊中的公平知覺。由此
可以發現第一個因素都與個體自己有關，因而能夠整合在一起，而根據此一特性，研究
者將其命名為個人認定領導。而第二個高層因子雖然混雜了對偶關係與團隊意識，不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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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強調個人與外在客體的關係，也都是 Brewer 與 Gardner（1996）所強調的社會性自
我，而能夠被整合在一起，研究者根據其特性將其命名為社會認定領導。
表 9 六種認定領導行為、個人認定領導及社會認定領導之相關表
認定領導
I 個人認定領導
R 社會認定領導
R2 經驗傳授
C1 團隊塑造
C2 游光揚聲
C3 執正持平
I 個人認定領導
S 社會認定領導

M
4.36
4.34
4.20
3.13
4.21
4.13
4.28
4.05

D
0.90
0.73
0.98
0.76
0.89
0.92
0.92
0.78

I
R
R2
C1
C2
C3
I
S
(.89)
.36** (.91)
.65** .43** (.87)
.19** .52** .28** (.90)
.32** .55** .35** .43** (.90)
.43** .30** .41** .12
.14
(.89)
.84** .45** .84** .24** .33** .76** (.92)
.35** .83** .43** .80** .82** .22** .41** (.91)

*p < .05. **p < .01.

五、認定領導的效標關聯效度
在確認了所有的測量題項的信效度與因素結構之後，研究者進一步了解認定領導的
構念效度。由於目前尚無針對認定領導發展的測量工具或相近概念量表，無法直接檢測
聚合效度；因此，本研究仿照 Brown、Treviño 及 Harrison（2005）的作法，探討區辨效
度與關聯效度，作為判斷研究量表能否充份反映認定領導構念內涵的依據。
首先，研究者想要了解，領導者自身的個別差異，是否會影響其認定領導的展現，
研究者收集 198 位領導者的 RIC 量表分數，以及他們在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量
表的分數。完整的 RIC 量表共包含十題，不過既有的量表包含諸多生活情境，因而研究
者從中選取適合作為組織場域使用的題項共五題，進行施測，並以總分的高低來了解受
試者所重視的自我價值。研究者從 198 位領導人中選取分數最低的 36 位受試者，作為
在意個人意識的代表；而以得分最高的 33 人作為社會自我的代表。接著，研究者比較
個人自我與社會自我的領導者所展現的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是否有差異。兩參
數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如表 10 所示，可以發現個人性自我的領導者會展現較多的個
人認定領導（t = 1.99, p < .05）
，而社會性自我的領導者，則會展現較多的關係性領導（t
= -4.32, p < .01）。此結果顯示，當領導者在意的是個人自我或社會自我時，確實會展現
不同的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
表 10 領導者自我意識與兩種認定領導之檢定
領導者自我特性
個人性自我的領導者
社會性自我的領導者

樣本人數
36
33

個人認定領導
,5.10##
,4.01##

社會認定領導
,4.74##
,4.76##

差異檢定值（t）
,1.99*#
-4.32**

*p < .05. **p < .01.

接著，為了確保研究構念不受相異構念的污染，且與不同構念之間能夠具有區分性，
研究者選取了幾項分別與個人認定領導及社會認定領導有關的變項，以了解兩種認定領
導的邏輯關聯網絡。首先，個人認定領導的核心在於尊重部屬，將其視為是獨立且具有
自由意志的個體，鼓勵部屬在工作中持續自我瞭解與提升自我。基於此一觀點，研究者
認為，當領導者展現越多的個人認定領導時，能夠使得部屬更重視自我價值與內在的聲
音，因而會有較多的自我反思投入（Grant, Franklin, & Langford, 2002）
，也因為部屬較常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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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內在的自我對話，因而也會有較高的自我清晰度（Campbell et al., 1996）
，與自我取
向成就動機（張智傑，2018）
；相反地，社會認定領導強調部屬是鑲嵌在社會網絡的關係
連結中，是一種社會角色的個體，鼓勵部屬融入關係與群體，與他人建立緊密的關係。
基於此一觀點，當領導者展現越多的社會認定領導時，應能增加部屬對於社會訊息的覺
察，並更加重視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因而會有較佳的領導這部屬關係品質（Liden, Wayne,
& Stilwell, 1993）
，部屬也會覺得自己的自我概念與領導者具有較高的重疊性，此時部屬
的行為與思考也將包含更多他人的因素，而有較高的社會取向成就動機（張智傑，2018）
。
綜合上述，研究者認為，個人認定領導應與自我反思投入、自我清晰度及自我取向成就
動機有較高的相關，而社會認定領導則應與領導者部屬關係、自我與領導者重疊程度及
社會取向成就動機具有較高的相關。
研究者以進行探索性與驗證性因素分析的 364 筆樣本資料進行邏輯關聯網絡的分
析。所有問卷的量表皆為六點量表，以避免趨中傾向，所有的測量皆以李克式六點同意
度量尺進行衡量，分數由低至高（1 分到 6 分）
。此外，由於本研究的部份量表為英文題
目，研究者採用回覆翻譯的標準程序（Brislin, 1980）進行中文化。施測問卷的部份，皆
使用過去學者常用且符合信效度標準的既有量表。
變項之間的相關，顯示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之間具有中度正相關（r = .38,
p < .01）
，與先前隨機取得的 182 筆資料所得之相關差異不大。在效標關聯的檢驗上，個
人認定領導的部份，自我反思投入與個人認定領導之關係（r = .17, p < .05）高於社會認
定領導之相關（r = .13, p < .05），變項間相關趨勢雖然符合研究預期，不過，兩者之間
並沒有達到顯著差異（t = 0.55, n.s.）；自我清晰度與兩種領導之相關亦呈現前述趨勢（r
= .37, p < .01; r = .23, p < .01），且兩個相關之差異達到顯著（t = 2.07, p < .05）；自我取向
成就動機亦與個人認定領導有較高的正相關（r = .53, p < .01），而與社會認定領導有較
弱的正相關（r = .41, p < .01），兩者之間亦有顯著差異（t = 2.08, p < .05）。而在社會認定
領導部份，領導者與部屬關係品質與兩種認定領導都有中度正相關，不過其與社會認定
領導之關聯性（r = .36, p < .01）高於與個人認定領導之關聯（r = .20, p < .01），兩個相
關係數的差異達到顯著差異（t = 2.1, p < .01）
；個人與領導者重疊亦有同樣的趨勢（r = .39,
p < .01; r = .15, p < .01），兩個相關係數的差異也達到顯著差異（t = 3.5, p < .01）；社會取
向成就動機亦呈現相同的趨勢（r = .37, p < .01; r = .33, p < .01），不過差異並沒有達到顯
著（t = 0.61, n.s.）。整體而言，各變項之間的相關雖然有些沒有達到顯著差異，不果整
體趨勢與相關之間的強弱關係皆符合研究的預期。因此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兩
個問卷之效標關聯效度應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證實。

六、研究二小結
研究二透過多種不同的量化分析策略，嘗試找出穩定的認定領導量表，並驗證其因
素結構。結果發現，雖然研究一的質性研究可以清楚的區分出三個層次的九個向度，不
過在所有的九個向度放在一起，且每個向度皆被簡化為三個題項時，量化資料卻顯示，
這九種領導行為會合併為六個向度，其中個人層次的尊重接納、因人制宜及職涯引導並
無法有效的被區分出來，而被整合為一個向度；關係層次的樹立分際與擔當負責亦被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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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為單一因子。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個人層次的三個向度皆著重於領導者對部屬的個
別化互動，只是展現的方式不盡相同，對於一般的受試者來說，差異不太大，因而無法
有效的被區辨出來；而關係層次的樹立分際與擔當負責可能是因為都帶有較鮮明的領導
者職權色彩，且都與上下的角色階層有所關係，因而無法為受試者所區辨。
此外，在六個向度之間的相關部份，結果發現大致上可以區分成兩個較為明顯的族
群，其中族群間相關較弱，而族群內的變項相關較強。再進一步經過二階因素分析後可
以發現這六個向度可以在找到兩個高層因子，整體而言，可以用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
定領導來表示。前者除了包含原先在個人層次的三種領導行為外，亦包涵一個關係層次
（經驗傳授）與一個團隊層次（執正持平）的領導行為，雖然有兩個向度並非原先屬於
個人層次的領導行為，不過仔細探究，仍可發現這兩個領導行為都具有某些個人性的意
義，其中，經驗傳授則可以幫助自我發展專業技能，而執正持平則可以維護個人在團體
中的公平知覺。有鑒於這些向度都有某種個人層次的意義，因而將其整合稱之為個人認
定領導。而後者則包含了兩個關係層次（樹立分際、擔當負責）的領導行為與兩個團隊
層次（團隊塑造、游光揚聲）的領導行為，明顯可以看出這些行為都強調個體與外在他
人或客體的連結，強調自我融入一段對偶的關係，或一個團體性關係中。顯然對受試者
而言，會將團體連結與主管連結視為是相同的意義，可能的原因是因為，此處雖然強調
個人融入團體，不過仍是主管的領導行為如何幫助個體融入團隊，因此主管仍在融入團
隊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故對部屬而言，都會被視為是主管的領導作為。Brewer 與
Gardner（1996）雖然曾提出個人、關係及集體三種不同層次的自我概念，不過他們也強
調，個人層次的自我概念是一種個人自我，而關係與集體則代表著社會自我。若從這樣
的觀點來看，亦頗為符合研究二所發現的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關係認定領導。
整體而言，研究二雖然無法穩定地找出三種層次的認定領導模式，不過仍可發現個
人與社會兩種不同的穩定結構，且這兩種結構的問卷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且在
領導者自我概念層次及幾個效標驗證上大多符合預期，因此兩構念的認定領導理論應當
是具有一定的正當性。

伍、 認定領導的效果檢驗（研究三）
研究三主要的目的是要了解認定領導在組織中的影響效果，也就是進一步了解研究
二所找出來了兩種認定領導，會如何影響部屬的自我認定、會造成什麼樣的行為，而此
一歷程又有什麼必要的情境條件。具體來說，研究者以結構符號互動論的角度出發，將
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視為是個體建構社會自我的重要因素。並認為在不同的領
導行為會分別引發部屬不同層次的自我認定，也因為自我認定之內涵的不同，部屬看待
事物的方式與互動行為也會截然不同，因而會在組織中展現不同的角色內與角色外行為。

一、認定領導的效果假設
（一）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的預測效果
有鑒於個人認定領導與關係認定領導對部屬自我所帶來的不同影響，研究者認為兩

種領導模式，應能帶來不同的行為表現。首先，個人認定領導能夠激發部屬個人層次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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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定，並透過人際之間的比較來了解自我意義，此時個體建立自尊的方式來自於自
己的行為與表現，因此個體會更在意自己角色內的績效表現，並將個人性的績效表現引
申為自我價值的一部份，基於建立正向自我的基本需求，個體會努力在工作中表現，並
透過相較於別人更優異的表現來肯定自我，故個人認定領導應能有助於提升部屬的績效
表現。其次，個人認定領導會引發個體對於自我延續性的追求，此時個體會希望在與自
我有關的特質上維持穩定，也會以較長遠的角度進行思考自我，以維持長期自我的一致。
是故，個體會更願意從事有助於自己長期職涯規劃，或對自己未來職業發展有幫助的行
為，並希望透過這些行為，能夠持續而穩定的在既有的職涯道路上發展。因此，本研究
認為，個人認定領導有助於部屬長期性的利職涯發展行為。第三，個人認定領導會進一
步引發個體對於自我獨特性的注意，此時個體會透過人際之間的比較，找出人我之間的
差異，透過不同之處來突顯自我疆界，並以此來定義自我。此時個體對於自我獨特的需
求與行為風格會更加的看重與堅持，也會採取更為主動的行為嘗試改變工作環境與工作
內容，使其能夠與自我特性更為契合，因而會展現較多的工作雕琢（job crafting）行為。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1。
H1：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個人認定領導對於部屬職業相關的角色內、外

績效仍具有正向預測效果。
H1a：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個人認定領導對於部屬的績效表現仍具有正
向的預測效果。
H1b：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個人認定領導對於部屬的利職涯行為仍具有
正向的預測效果。
H1c：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個人認定領導對於部屬的工作雕琢行仍為具
有正向的預測效果。
社會認定領導強調個體與外在客體的連結，並引導部屬與主管、同事及團隊建立緊
密的關係，此時個體會透過展現符合互動規範的行為來建立自我價值，並以扮演好關係
中的角色行為為首要任務。而對一位身處於上下對偶關係或團隊中的部屬來說，最重要
的一項任務就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力達到主管或團隊所賦予的任務，此時盡其本份
的完成角色內績效，遂成為自我價值的重要判準。是故，研究者認為，社會認定領導會
引發部屬對於互動角色規範的注重，因而有助於提升部屬的角色內績效。其次，社會認
定領導有助於引導部屬建立職場中的人際連結，並以長期延續的角度來經營此段關係，
此時部屬對於雙方角色關係的看法是長期性的互惠關係，而非短期的利益交換。對於身
處此段關係的部屬來說，雙方的互動關係並不僅限於正式的公事往來，反而會多一些榮
辱與共的情感聯繫與互惠行為，因此部屬會更願意提供主管額外的協助，而非僅是計較
短期的利益得失。據此，研究者認為社會認定領導將能夠增進部屬的利主管行為。第三，
社會認定領導會強化部屬對於人際連結獨特性的需求，此時部屬對於關係的獨特性，以
及自己在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更多的回饋，以了解自己是否在關係中扮演對應且合
宜的行為。也因為社會認定領導強化了部屬對於關係穩定性的需求，因此部屬也會更在
意領導對自己的看法，並希望透過這些回饋來修正自我的行為，使雙方的人際連結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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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穩固的發展。是故，研究者認為，社會認定領導會強化部屬對主管的回饋尋求行為。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 2。
H2：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社會認定領導對於部屬對偶相關的角色內、外

績效仍具有正向預測效果。
H2a：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社會認定領導對於部屬的績效表現仍具有正
向的預測效果。
H2b：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社會認定領導對於部屬的利主管行為仍具有
正向的預測效果。
H2c：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社會認定領導對於部屬的回饋尋求行仍為具
有正向的預測效果。
（二）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的影響路徑
根據 Meijers（1998）的說法，組織中的個體能夠透過與周遭環境的外在對話（external

dialogue）
，以及與個體自我的內在對話（internal dialogue）
，逐漸釐清工作在個體生命中
所代表的意義，進而發展出對職業的認同。依據他的觀點，職業認同是一種內在自我探
索與環境互動共同作用之結果。個人認定領導中，包涵了五種重要的行為向度，其中尊
重接納與經驗傳授能夠讓部屬在一個充份被接納的職場環境中無後顧之憂的自我探索，
了解自我特性如何與工作或組織配合，而不用擔心會受到主管的貶抑與責罵，此種主管
個別性地體察並接納每位部屬的背景、想法及觀點，而不強加個人意見或社會價值在個
體身上的尊重接納行為，能使個人獨特的想法與特色充份發揮，使部屬感受到自己的獨
特性，並持續的自我探索；而經驗傳授則是會根據部屬的不足給予適才適所的提點，這
種類似師徒功能的教育方式，是以部屬為主體，強調充份了解部屬之後，給予其所需要
的經驗與訓練。此一過程能夠幫助部屬認清自己的優勢與劣勢，持續發揮自己的強項，
並對不足之處進行有效了的學習補強。顯然，這兩種行為都能夠增進部屬的自我了解進
行內在對話，有助於發展部屬的職業認同。而個人認定領導的另外三個面向，則有助於
部屬的外在對話。首先，因人制宜的分配任務則可以根據部屬的優缺點或人格特性給予
不同的任務與訓練，這些行為主要的目的是給予部屬不同的工作刺激，使其更能夠透過
工作了解自己的優點與缺點；職涯引導則可以讓部屬瞭解長期性的工作目標與規劃，而
非聚焦於短期成百，使得部屬能夠看長不看短，透過持續地挑戰自我，並逐步成長；執
正持平則能夠營造一個公平正義的工作環境，建立公平透明的制度規範，這些行為使部
屬能夠獲得應有的獎勵或處罰，透過外在的正負向回饋來了解自我的表現。上述的三種
行為都能夠有效的透過環境的工作設計讓部屬更加了解自己，進行外在對話，而有助於
增進部屬的職業認同。
職業認同對於部屬最大的影響，就是能夠使個人的工作態度由被動轉為主動，高度
職業認同的個體不但了解自己，也清楚工作對自己的意義，因而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優
點去完成工作（Strauss & Parker, 2018）。在此情況下，部屬能夠自主性地去設定適合自
己的工作目標、培養工作所需的技能，並主動尋求能夠完成工作的更好方法，從而能提
升部屬的工作表現（Seibert, Kraimer, & Crant, 2001）
。再加上職業認同高的部屬，會將工
作中的各種表現，引申為自我概念的一部份，因此他們相當在意自己的工作表現，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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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積極地尋求更好的表現，也會在表現不如預期時，誠實地面對自己的缺點，並加以改
正，此一過程亦對工作表現有所助益。此外，職業認同高的部屬，其自我概念與職業本
身有較強的連結，此時個人的成就目標、生涯規劃及自我意義都與此一職業息息相關，
是故個體除了會在當前的工作中付出較多努力外，也會對此一工作有長期性的承諾，並
展現較多的利職涯行為（Bhagat & London, 1999）
。而當個體的自我概念與職業本身具有
高度連結時，個體能夠在角色中投入真實的自我，亦會自主性的尋找工作中的意義，在
工作中成為自己的主人，此時在工作中努力表現，或做出額外付出以獲取自己或他人肯
定，都是個體提升自尊的重要方法，因而高職業認同的個體會展現較多的利職涯行為
（Avolio, Gardner, Walumbwa, Luthans, & May, 2004）。最後，職業認同表示個體會以自
己所從事的工作作為定義自我身份的要素，此時個體的自我概念與工作具有高度連結，
為了維持穩定而良好的產出，避免不好的表現影響自我價值，部屬會主動性的創造或改
變工作的內容或人際互動，而能夠使工作更符合自己心中所預想的樣貌，並藉由主動性
的工作雕琢行為來找出自己最適合的工作方式與流程，使得自己能夠持續且穩定的有良
好的績效產出。綜合上述，可以發現，個人認定領導的多個行為向度，能夠有效地增進
部屬在工作中的內在對話與外在對話，強化部屬的職業認同，進而增進部屬的績效表現、
利職涯行為及工作雕琢。是故，本研究提出假設 3。
H3：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角色內與角色外績效。
H3a：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績效表現。
H3b：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利職涯行為。
H3c：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工作雕琢行為。
關係化領導行為最重要的特性是能夠激發部屬社會面向的自我概念，強化自我與主
管或團隊的連結，引導部屬以人際性的角色關係來作為自我定義的元素。以此來說，領
導者持續強調部屬在團隊中的人際穩定性，使部屬感受到雙方的關係是獨特的、正向的，
且長期穩定等行為，是社會認定領導領導的重要內涵。這樣的行為會強化自己與領導者
連結與一體的感受，提升部屬的領導者認同（Sluss & Ashforth, 2007）。領導者認同是一
種個體與領導者連結、內化雙方角色義務的自我擴張歷程，其正向自我概念的建立來自
於能夠表現出符合角色義務的行為，其行為動機也不只是為了自我的利益，而是在於增
進互動雙方的福祉（Brewer & Gardner, 1996）。
Sluss 與 Ashforth（2007）曾提到，個體對領導者的認同，很大一部份取決於雙方在
制式的角色職權上能否取得一致性的共識，也就是部屬接受此一領導者的存在，願意跟
隨其領導，而領導者也認定此部屬與自己具有從屬關係，當雙方有此共識，且對於這樣
的對偶關係具有正向的解讀時，部屬對領導者的認同才得以建立。就這樣的觀點來說，
可以發現社會認定領導中的四種行為模式，確實能夠有效的幫助部屬建立這樣的知覺。
首先，樹立分際強調領導者雙方尊循上下之間的位階差異，透過各司其職，扮演好對偶
中的主管部屬角色來相互合作並尋求互利，在此一情境下，主管與部屬具有鮮明的上下
對偶色彩，彼此互為角色中的一端，當此一對偶角色形塑清楚時，將有助於增進部屬對
主管的領導者認同。而團隊塑造則是強調成員彼此之間的一體感，強調透過共同的行為
與共享資源的方式使整個團隊處於一體的感知中。在這樣的領導模式下，領導者能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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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被辨識，成為團隊鮮明的指揮者，此一過程能夠強化部屬對於主管領導者角色的認
知，也有助於部屬對領導者的認同。就上述兩種行為來說，一種是對偶之間的關係連結，
另一種是領導者形塑的團隊一體感，不論是何者，都能讓領導者的角色更為鮮明且明確，
因而有助於提升領導者制式的角色位階，而有助於提升部屬對領導者的認同。其次，社
會認定領導的另外兩種行為中，擔當負責表示領導者願意承擔責任，給予部屬全部的支
持，成為其堅實後盾。當領導者能夠發揮此一角色功能時，部屬能夠有明確的工作倚靠，
也能夠明確的感受到主管角色所發揮的正向功能，使部屬對於此段關係的本質有正向的
感受，也有益於增進領導者認同；另外，領導者游光揚聲的行為強調領導者透過宣揚團
隊的正向優勢來增進成員榮譽感，此時成員能夠因為團隊身份而感受到於有榮焉，也能
夠對領導者的領導行為有正向解讀，亦能使部屬感受到主管角色的正向功能。綜合上述，
可以發現，社會認定領導的多個行為向度，能夠有效地增進部屬對於主管角色的清晰度
與正向感知，而這些因素都能進一步提升部屬對領導者的認同。
部屬的領導者認同是一種自我概念與領導者的人際連結，會使得部屬產生獨特的行
為動機，進而影響部屬的角色內績效及角色外績效。首先，領導者認同表示個體會以對
偶中的他人來定義自我，此時部屬建立自尊的來源是表現出符合角色規範的行為
（Brewer & Gardner, 1996），當部屬能夠完成一個好部屬的角色行為時，正向自我概念
便得以建立，因此領導者認同會讓部屬將行為的關注焦點聚焦於雙方的對偶互動上，並
積極的展現符合雙方互動規範的角色行為，因而部屬會更加看重領導者所交辦的任務，
努力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積極完成自己份內的工作。是故，領導者認同能夠提升個體
角色內的工作績效；此外，領導者認同也會使得部屬對於雙方的關係，具有長期性的承
諾，此時個體的行為模式不再聚焦於短期性的利益交換，而會轉換為長期性的社會交換，
因此，當領導者需要幫助時，部屬不會只是權衡短期的利益得失，而能以對方的需求與
長期互惠為主要考量，適時給予協助。此外，也因為領導者被部屬視為是自我概念中的
一部份，因而幫助領導者就等同於幫助自己，透過幫助領導者成功，部屬也可以獲得反
射性地榮光，因此也提升了部屬給予領導者協助的動機。因而研究者認為，部屬的領導
者認同能夠提升部屬的利主管行為（Brewer & Gardner, 1996）。第三，領導者認同使得
部屬對於領導者有較多的人際親和需求，並希望長期性的維持此段關係，因此部屬會自
覺有義務去維持雙方的共同關係（Communal relationship）
，並主動性的尋求來自於主管
的回饋，以此回饋來確認自己對於雙方的角色義務及職責有清楚的了解，並檢視自我的
行為是否達到領導者期待（Clark & Mills, 1979）。
綜合上述，可以發現，社會認定領導的多個行為向度，能夠有效地增進部屬對於領
導者的角色清晰度與正向性，因而有助於形塑部屬的領導者認同，並進一步提升部屬的
績效表現、利主管行為及回饋尋求行為。是故，本研究提出假設 4。
H4：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角色內與角色外績效。
H4a：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績效表現。
H4b：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利主管行為。
H4c：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回饋尋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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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的次要路徑
由上述的假設可以得知，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會各自透過職業認同與領導

者認同影響部屬不同的行為表現。就此觀點來看，兩種認定領導會透過不同的機制提升
部屬績效，且領導行為與部屬反應之間具有明確的對應關係。不過以符號互動論的觀點
（Mead, 1934）
，任何環境中的具象或抽象符號，都可能會透過持續互動的歷程，影響部
屬的自我概念。除了外顯的互動行為之外，領導者本身的的價值態度，也會在互動過程
中，透過較為內隱的方式傳遞給部屬，進而影響部屬的自我認定。具體來說，個體的自
我認定源自於社會這一個組織架構下的角色意義，這種角色意義則是個體與他人透過特
定符號互動後，所建立出來的。當然行為往來是一種直接的互動過程，不過結構中抽象
的文化與思想也是重要的符號線索，當互動雙方對於彼此在特定節點上的角色意義有所
共識時，自我認定才得以建立。在此過程中，不論是具象的符號（如：認定領導行為）
或是隱晦的符號（如：領導者的思想價值）
，都會影響部屬的自我認定，只是具象符號的
影響較為直接且強勢，而隱晦符號較為弱勢且必須依賴強勢符號才能產生作用（Stryker
& Serpe, 1994）也就是說，相同的領導行為，但隨著領導者本身所抱持的價值信念之不
同，很可能會帶來不同的效果。因此，外顯行為固然對部屬的自我認定有所影響，不過
領導者價值仍會在其中扮演某種調節角色，使得認定領導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間的關
係變得更為複雜。
自我認定源自於社會結構下外在與個體持續互動所達成的角色共識。因此除了領導
者行為，這種具體直接的互動機制外，領導者價值也會在潛移默化中與領導行為交互作
用，而影響部屬的自我認定。換句話說，認定領導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間的關係仍可
能受到部屬價值的影響。研究者認為，領導者的價值能夠在行為之外扮演一個補充、均
衡的角色，打破原先認定領導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間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這種因領導者
本身價值所引發的路徑效果則稱之為認定領導的次要路徑，因其可能需要在某些條件下
才能夠發揮作用。換言之，個人認定領導除了行為外顯效果所帶來的職業認定之外，當
領導者對部屬具有高度的認同時，領導者個人性的行為除了會強化部屬的自我意識之外，
行為本身也會傳遞出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訊息，因而也能引發部屬的領導者認同，進而
引發相對應的後續行為。也就是說，領導者的部屬認同能夠扮演一個鑰匙的角色，開啟
個人認定領導對部屬領導者認同的影響路徑，進一步提升部屬的績效表現、利主管行為
及回饋尋求行為。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5。
H5：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會調節個人認定領導與領導者認同的關係，進而影響個人認定

領導的影響效果。
H5a：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高時，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
屬的績效表現。
H5b：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高時，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
屬的利主管行為。
H5c：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高時，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
屬的回饋尋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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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社會認定領導除了行為外顯效果所帶來的領導者認同之外，當領導者對其職
業具有高度的認同時，領導者個人性的行為除了會強化部屬的領導者認同之外，行為本
身也會傳遞出領導者對職業的認同訊息，因而能夠在強化部屬人際連結的同時，也引導
部屬對其職業產生認同，進而引發相對應的後續行為。因此，領導者的職業認同能夠扮
演一個鑰匙的角色，開啟社會認定領導對部屬職業認同的影響路徑，並增進部屬的績效
表現、利職涯行為及工作雕琢行為。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6。而本研究所提之整體性
認定領導影響效果，如圖 2 所示。
H6：領導者的職業認同會調節社會認定領導與職業認同的關係，進而影響社會認定領導

的影響效果。
H6a：當領導者的職業認同高時，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
績效表現。
H6b：當領導者的職業認同高時，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
利職涯行為。
H6c：當領導者的職業認同高時，社會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正向預測部屬的
工作雕琢行為。
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

個人認定領導行為

利職涯行為

職業認同

工作雕琢行為
工作績效

社會認定領導行為

主管認同

利主管行為
回饋尋求行為

領導者對職業的認同
圖 2：認定領導的影響效果

二、研究樣本與程序
為了確保研究三的參與者對於職場環境充份熟悉，且了解主管與部屬的互動歷程，
研究三僅納入企業組織內與直屬主管相處三個月以上的員工為研究對象（Cheng, Chou,
Wu, Huang, & Farh, 2004）。考量到共同方法變異，本研究同時採用多重來源法與時間隔
離法的雙重設計，以一名主管搭配一名直接部屬的方式收集對偶資料，其中主管填答一
次問卷，部屬填答兩次問卷，相隔一週施測（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
以達到不同來源與時間延遲的隔離效果。
研究三的樣本來自於台灣一間大型的保險公司，選取此一公司作為研究樣本主要原
因有三：首先，此間保險經紀人公司具有相當明確的組織架構與從屬關係，再加上領導
者的控制幅度不至於太大，因而十分適合作為領導研究的樣本；其次，本次施測對象為
此間保險公司所有的內勤人員，在其工作型態與敘薪機制中，仍保有類似業務體系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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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富邦人壽管理博碩士論文獎

人獎金與團體獎金，因而容易觀察到主管形塑個人與社會的認定領導；第三，該公司為
台灣此一產業的領頭羊，在台灣經營超過三十年，目前處於穩定發展期，不但組織規模
適中且有完整的管理制度，營運狀況亦相當穩定，此一組織背景有助於減少可能的混淆
因子，而可排除產業環境、組織變動及人治氛圍…等等外在因素之影響。
本研究於 2018 年底進行問卷施測，從聯繫公司、問卷發放到回收完成大約歷時兩
個月。研究者首先與該公司的總經理聯繫，在內部人員的協助下了解公司組織架構與人
員編制，從中進行主管與部屬的配對作業，若一位主管具有多位部屬，則從中隨機選取
一位部屬進行配對。由於本問卷為主管部屬配對問卷，因而在施測前，公司的內部人員
會先行告知接受調查的人員，其配對的對象是誰。而所有問卷的題項皆是經過往研究確
認過信效度的既有問卷。本研究共發出 347 組主管與部屬的配對問卷，最後完成配對共
有 293 組主管部屬配對，有效回收率約為 84%。

三、研究結果
（一）測量品質驗證
驗證式因素分析之結果發現，相較於基礎模式，其餘模式的契合度指標都明顯較差，

而且卡方差異亦達顯著；由此可知，部屬問卷一的四因子模式（χ2(146, N = 293) = 539.97,
CFI = .91, NNFI = .90, SRMR = .06, RMSEA = .07）、部屬問卷二的二因子模式（χ2(34, N
= 293) = 141.78, CFI = .90, NNFI = .89, SRMR = .07, RMSEA = .09），以及主管問卷的七
因子模式（χ2(384, N = 293) = 1174.75, CFI = .92, NNFI = .91, SRMR = .05, RMSEA = .07）
相較於其他模式，都具有較佳的契合度，綜合以上分析，可確認本研究的各個變項皆為
獨立存在之構念，彼此之間具有良好的區辨效度。
（二）主要效果驗證：假設 1 與假設 2
假設 1 與假設 2 各自包含了三個假設，主要認為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後，

認定領導對各個結果變項仍具有額外解釋力。首先，屬於角色內行為方面的績效表現，
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的效果之後，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皆不具有額外
的解釋力（b = .05, n.s.; b = .06, n.s.），顯示就份內的工作表現來說，轉型與魅力領導仍
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假設 1a 與假設 2a 並未獲得支持。其次，在職業面向的角色外行為
上，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的效果之後，個人認定領導仍對利職涯行為（b = .27, p
< .01）與工作雕琢行為（b = .45, p < .01）具有額外的解釋力，假設 1b 與 1C 獲得支持。
第三，在對偶面向的角色外行為上，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的效果之後，社會認定
領導仍對利主管行為（b = .23, p < .01）與回饋尋求行為（b = .28, p < .01）具有額外的解
釋力，假設 2b 與 2C 獲得支持。
（三）中介效果驗證：假設 3 與假設 4
假設 3 與假設 4 各自包含了三個假設，皆是針對認定領導之機制效果進行驗證。在

假設 3 的部份，主要是認為個人認定領導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機制，影響部屬職業面
向的行為表現。結果顯示，個人認定領導確實會透過職業認同的中介機制，影響部屬的
績效表現（b = .18, p < .05）、利職涯行為（b = .16, p < .05）及工作雕琢行為（b = .21, p
< .05），假設 3a、3b 及 3c 皆獲得支持。在假設 4 部份，主要是認為社會認定領導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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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機制，影響部屬對偶面向的行為表現。結果顯示，社會認定領導確
實會透過領導者認同的中介機制，影響部屬的績效表現（b = .07, p < .05）、利主管行為
（b = .14, p < .05）及回饋尋求行為（b = .09, p < .05），假設 4a、4b 及 4c 皆獲得支持。
（四）調節式中介效果驗證：假設 5 與假設 6
假設 5 與假設 6 各有三個假設，皆是針對認定領導之中介效果如何受到調節變項之

干擾進行討論。假設 5 認為，個人認定領導在領導者對部屬認同高時，可以增進部屬對
領導者的認同，進而增進對偶面向的行為表現。首先，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在個人認定
領導到領導者認同，再到行為表現的路徑上，確實產生了調節式中介的效果（β =
.06, [01, 12]）
，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高時，個人認定領導能夠增進部屬的領導者認同，
進而提升其績效表現（β =.08, [.01, .17]）；不過此一效果在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低時則
不存在（β =.01, [-.07, .06]）
，假設 5a 獲得支持。其次，領導者對部屬認同的調節式中介
效果亦出現在利主管行為上（β =.13, [.02, .23]），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高時，個人認
定領導能夠增進部屬的領導者認同，進而提升其利主管行為（β = .17, [.01, .30]）；不過
此一效果在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低時亦不存在（β = −.03, [−.17, .09]），假設 5b 獲得支
持。最後，在尋求回饋行為上亦出現同樣的效果（𝛽 =.09, [.01, .16]），當領導者對部屬
的認同高時，個人認定領導能夠增進部屬的領導者認同，進而提升其回饋尋求行為
（β =.11, [.01, .23]）
，而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低時，則沒有效果（β = -.02, [-.10, .07]）
，
假設 5c 獲得支持。
假設 6 認為，社會認定領導在領導者對職業認同高時，可以增進部屬的職業認同，
進而增進職業面向的行為表現。首先，領導者對職業的認同在社會認定領導到職業認同，
再到行為表現的路徑上，確實產生了調節式中介的效果（β = .03, [ .00, .04]）
，當領導者
對職業的認同高時，社會認定領導能夠增進部屬的職業認同，進而提升其績效表現
（ β = .04, [;.00, .08] ）； 不 過 此 一 效 果 在 領 導 者 對 職 業 的 認 同 低 時 則 不 存 在 （ β =
−.01, [−.05, .02]）
，假設 6a 獲得支持。其次，領導者對職業認同的調節式中介效果亦出
現在利職涯行為上（β = .02, [ .01, .05]）
，當領導者對職業的認同高時，個人認定領導能
夠增進部屬的職業認同，進而提升其利職涯行為（β = .03, [; .00, .08]）
；不過此一效果在
領導者對職業的認同低時並不存在（β = .00, [−.03, .04]）
，假設 6b 獲得支持。最後，在
工作雕琢行為上調節式中介效果的指標並未達到顯著（β =.05, [-.01, .12]），不過整體趨
勢仍符合假設預期，當領導者對職業的認同高時，社會認定領導能夠增進部屬的職業認
同，進而提升其工作雕琢行為（β =.08, [.01, .17]）
，而當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低時，則沒
有效果（β =.01, [-.08, .08]），礙於整體性指標未達顯著，假設 6c 並未獲得支持。

四、研究三小結
研究三透過一個實徵研究了解認定領導的路徑與效果。首先，可以發現在控制了過
往常與認同概念連結頗深的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本研究所發展的認定領導行為仍
然對組織效能具有額外的預測效果，而能夠初步的證實認定領導確實有其理論上存在的
必要。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就直接性的預測效能來說，只有針對職業性與關係性的角
色外行為才有額外的增益效度，就角色內的工作績效來說，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
導之後，認定領導並沒有額外的預測效果了。也因此，本研究的假設 1a 與假設 1b 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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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預期的顯著。關於此一現象可能是因為認定領導主要是針對個體的自我認定進行影
響，而根據 Dutton 等人（1994）的說法，這樣的歷程比較適合用來解釋個體自發且持續
性的額外行為。因此在基本的角色內行為部份反而是傳統的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所涵蓋
的面向比較多元，而能夠多方的方式提升部屬的工作表現。
其次，本研究透過中介機制的分析，證實認定領導透過部屬自我認定影響行為表現
的路徑模式。具體來說，個人認定領導主要會透過部屬的職業認同提升部屬角色內的績
效表現、角色外的利職涯行為及主動性的工作雕琢行為，這樣的路徑效果，並不需要外
在的條件配合，便能夠發揮影響，因而可視為是個人認定領導的主要路徑效果。不過個
人認定領導在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高這樣的情境條件下，便可以增增進部屬的領導者認
同，進而提升部屬的工作績效、利主管行為及主動性的回饋尋求行為，後者這種需要特
殊情境條件才能成立的路徑，可稱之為個人認定領導的次級路徑效果。相反的，社會認
定領導主要會透過部屬的領導者認同提升角色內的績效表現、角色外的利主管行為及主
動性的回饋尋求行為，這樣的路徑效果一樣不受情境條件的限制，因而可視為是社會認
定領導的主要效果。而次要路徑效果則發生在領導者對職業認同高時，此時領導者的社
會認定領導亦可以透過部屬的職業認同來提升績效表現、利職涯行為及工作雕琢行為。
這樣的結果有幾項重要的發現：首先，再次證實了認定領導是一種以部屬自我認定
為影響核心的領導理論，而這樣的歷程在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後，能夠更有效
的預測了職業性與關係性的角色內外績效，而能為認定領導在自我在念的影響歷程中取
得初步的正當性。其次，主要路徑與次要路徑的複雜作用顯示，認定領導與部屬自我認
定之間的關係頗為多元，而並非只是單純的一對一關係，在某些情況下，跨層次的遷移
效果確實是存在的。不過兩種次要路徑的比較仍可以發現，個人認定領導因為領導者對
部屬認同高而產生的遷移效果，要比社會認定領導因為領導者職業認同所產生的遷移效
果來的強。事實上，後者的一些結果顯示，雖然趨勢符合言者的預測，不過統計參數卻
沒有到顯著，如：假設 6c 並未獲得支持，此一現象亦可證明這種遷移效果不對等的情
況。

陸、 討論與建議
一、綜合討論
在回顧了整個領導理論的發展脈絡之後，可以發現領導之核心在於領導者影響部屬
之歷程，而在此一觀點中，自我概念的重要性大約在 1990 年代就已經被提及（Shamir,
1991）
。至今，雖然許多學者都承認，自我概念是個體核心且根本的行為發動機，但卻沒
有太多研究專責地站在自我概念的角度發展對應的領導理論（Van Knippenberg et al.,
2004），反而都是以魅力領導或轉型領導的角度探討自我概念的影響歷程。事實上，這
樣的作法頗有不足，畢竟轉型與魅力最早的理論根源在於提升部屬需求與魅力形塑，雖
然後續理論有所擴充修正，使其能與更多的概念進行連結，但這兩個理論概念並非是在
自我認定或相關的觀點下被發展出來的，若我們只從這兩種領導的基礎上討論自我認定
的影響歷程，未免過於狹隘而無法透徹的了解領導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間的關係，而
這也是 Epitropaki 等人（2017）年的回顧性文章中急於呼籲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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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這樣的出發點，本研究希望回歸到比較基礎的角度，重新檢視領導者的領導行
為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間的關係。本研究透過三個系列性的研究，逐一檢視上述的各項問
題。研究一兼採演繹法與歸納法，一方面透過文獻回顧整理認定領導的核心觀點，另一
方面以半結構訪談法在組織場域中搜集諸多事例，嘗試建構認定領導的核心內涵。透過
這兩種方式交叉檢視、來回佐證，建立出能夠影響部屬不同層次自我認定的領導行為，
我們稱之為個人層次、關係層次及團隊層次的認定領導行為，在每一層次中皆包含了三
種不同的領導行為，各自具有不同的認定功能（正向性、獨特性、延續性）
。研究一的結
果描繪了認定領導的基本樣貌，一則將抽象的概念轉化為具體可描述的行為；二則作為
後續研究的基本素材；三則可以與其他的領導理論進行了一些比較，嘗試說明認定領導
在當前眾多的領導理論中之獨特性與正當性。
研究二則是透過諸多樣本，以多種方法編製認定領導的問卷，並探討其背後的因素
結構。透過探索性的資料分析方法，找出具有代表性的關鍵問句，來回進行題目校正，
瞭解理論上與質化研究上成立的九個向度，在問卷資料上的因素結構，並從中歸納出了
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兩個因素結構。爾後，再透過驗證性的資料分析方法確認
這兩個因素結構的穩定性與效標關聯效度。研究二的結果，初步證實了兩因素的穩定結
構，發現這兩種認定領導行為是具有中度正相關的兩個獨立概念，並且與個人性與關係
性的變項有不同強弱的相關。此結果一則更清楚的說明了認定領導的因素結構，二則建
構了具有心理計量屬性與可用性的問卷量表，而能為日後的相關研究提供初步的基礎。
研究三則藉由問卷調查法，嘗試驗證認定領導的效果與影響歷程。在研究三中，所
有的分析都控制了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中的團隊形塑向度，這是過往被視為與自我認定
最有關聯的兩種領導行為。結果發現，在轉型領導與團隊形塑的效果之外，個人認定領
導仍可以透過職業認同提升職業有關的績效表現、利職涯行為及工作雕琢行為。而社會
認定領導則會藉由部屬對領導者的認同提升與主管有關的績效表現、利主管行為及回饋
尋求行為。此一結果在預測效果上初步證實了認定領導的存在價值，也證實了認定領導
影響部屬自我認定再影響績效的層次對應路徑。此外，除了上述具有對應性的主要路徑
之外，研究三也發現了領導者對部屬的認同與對職業的認同，這兩種領導者自身的價值，
將會在影響路徑上發揮調節作用，打破層次對應性，使得認定領導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
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在本研究中稱之為次要路徑。
整體來說，從研究一的現象描繪與確認定義內涵，到研究二的量表編制並找出因素
結構，再到研究三的效果驗證。本研究在既有的領導理論中以認定理論為基礎，提出了
另外一種觀點的領導理論，驗證其效果，使認定領導獲得初步的成果。

二、理論貢獻
本研究主要的貢獻有四點。首先，認定是組織行為研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研究議題，
領導更是此研究領域的重中之重，如此重要的兩個議題大多時間都是被分開談論，鮮少
被放在一起。直到 1990 附近，大家開始注意到領導者透過影響部屬自我概念進而影響
行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篇研究當屬 Shamir（1991）的研究，他基於結構符號互動論與認
定理論，提出了以自我概念為核心的動機理論，用以解釋領導者的影響歷程。而開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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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一系列轉型領導、魅力領導與自我概念的相關研究。長期以來，這些關於認定與領
導的相關研究散落在各處，至今有兩篇比較統整性的回顧性文章，將這些研究成果彙整
一起進行討論。其一是 van Knippenberg 等人（2004）的所發表的研究，該研究的文末提
到：「過往的這些研究，並未跳脫轉型領導與魅力領導之理論框架，致使我們對於領導
者影響部屬自我概念的行為並未有全面性的了解」。十三年後，Epitropaki 等人（2017）
再次針對領導者與部屬的認定進行回顧，雖然研究多了，視野也更為廣闊，其中，較為
聚焦探討此一議題的研究共有七篇，其中有五篇仍是以轉型領導或魅力領導為基本框架。
顯然，關於領導者影響部屬個人認定層次的相關進展，仍非常有限。基於此一缺口，本
研究希望能回到自我認定的角度，提出對應的領導行為，並闡述其中的機制。這是一個
初步的嘗試與開端，目的在用一種更為廣泛的角度了解領導者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之間
的關係。而本研究之結果也確實提供了認定領導一些初步的想像，而能為後續研究提供
一條可借鑑之路線。
其次，本研究以質性訪談開始，了解領導者所展現的行為與部屬自我概念之間的關
聯，具體而細緻的描繪了哪些領導行為會對部屬的自我認定有所影響。在訪談時，研究
者以 Brewer 與 Gardner（1996）所提的三種自我概念的層次為基礎，了解影響三種層次
的行為有哪些，雖然在研究二最後一次的因素分析時進行了一些整併，不過研究一所找
出的九種行為向度仍可能供一個較為基礎的理解框架，去說明領導行為與自我認定之間
的關係。再加上研究一中將各種領導行為與認定理論最重要的獨特性、正向性及延續性
（Dutton et al., 1994）進行對應，更能顯示每一種領導行為的獨特之處。而各向度與既
有領導理論的比較，則能確認各種領導行為之間的關係，並突顯認定領導與其他理論的
異同，有助於釐清本研究之認定領導行為在當今領導理論中該如何被看待與思考。這部
份的成果最主要是使認定領導能夠取得正當性，跳脫被其他領導意義宰制的狀況，並使
日後的研究者能夠針對各種認定領導進行更為深入而細緻的討論。
第三，研究二聚焦在問卷編製與因素結構上，這部份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提供
後續研究一個良好的量化問卷基礎，加速認定領導的研究進程，另一方面也可以協助我
們了解在真實場域中部屬會如何看待領導者的認定領導行為。雖然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
所採用的訪談法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歸納研究法，不過訪談的大綱框架仍是以理論為主，
在理論架構框限訪談大綱的狀況下，其實整體的資料架構仍比較接近理論的演繹導向。
在這樣的情況下研究二變顯得相當重要，透過量化資料所呈現的結構，重新檢視理論，
進行必要的調整與修正，才不至於讓理論建構出來的概念離現實太遠而無法使用。因此
研究二的成果除了具體，具有心理計量屬性的認定領導問卷之外，在理論上更重要的是
能夠換一種角度，跳脫理論框架，了解真實場域中部屬知覺到的認定領導究竟長怎麼樣
子。而歸納出來的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也確實在幾個效標檢測上都符合趨勢，
也初步確認這兩種認定領導行為的存在。
第四，本研究在研究三同時考量了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並在控制了轉型
領導與魅力領導的解釋力之後，發現這兩種認定領導行為，都會各自透過不同的路徑帶
來獨特的部屬效能。在過往的研究中，較少在同一個檢驗模型中同時考慮多個層次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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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定（Epitropaki et al., 2017）
，而少數的幾篇研究也都服膺於轉型領導的框架底下，討
論不同面向的轉型領導如何影響到部屬不同層次的自我概念（Kark et al., 2003; Wu et al.,
2010）。本研究除了以自主發展的認定領導理論為架構之外，也同時在模型中納入不同
層次的自我概念，並說明其中的對應關係。此部份的研究成果有助於釐清兩種認定領導
行為的機制與效果。此外，在中介機制上本研究皆以部屬的認定與認同作為推論與檢測
變項，如此可清楚的將認定領導行為與部屬自我認定做更為緊密的連結，再次驗證了認
定領導是透過部屬自我概念帶來部屬績效的歷程。而所有分析皆控制轉型與魅力領導的
做法，能夠清楚的說明認定領導的存在意義與價值。再者，除了主要路徑之外，領導者
價值也會在影響路徑上扮演調節的角色，此部份的發現能夠更清楚的說明路徑之間的複
雜作用。事實上，領導與自我概念之間的複雜關係，過去也有一些學者提及，並認為應
加以釐清（Hogg, 2001; Lord & Brown, 2001）
，不過相關的研究成果仍是少數，而本研究
透過調節概念將路徑做更為細緻的探討，應可部份補足上述缺口。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過往關於認定領導與部屬自我概念的研究許多都是質性的訪談或概念性文章，較少量化
的研究成果（Wu et al., 2010），本研究的研究二與研究三亦可適當回應此一缺口。

三、實務意涵
除了在學術上，本研究在實務上也具有一些重要的意涵。首先，部屬的自我概念是
個體認知思考、情緒感受及行為反應的重要根源，相較於其他外在短暫的又因機制，如
獎賞、處罰或目標設定，透過自我認定所產生的動機會更為穩定也更加關鍵。因此，領
導者可適當的採用不同策略的認定領導，透過影響部屬的自我概念進而達到穩定有效的
管理目標。至於採用的領導風格為何，研究者建議，應該用一種更為多元的角度觀之，
視產業或工作特性而定，不必然只能區分為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兩種。當工作
性質是屬於需要個人創意或個人特色的行業時（如設計師、個人競賽運動員或自主工作
者）
，如何發掘自我的價值，並找到自己在工作中的獨特作風，是相當重要的，此時個人
層次的三種領導行為，應有助於部屬發展自我的獨特性；而當工作性質是屬於兩人配合
或師徒緊密關係時（如：學徒與師傅、技藝傳承、經驗導向工作者）領導者則可以採用
較多的關係認定領導行為，透過形塑上下之間的對偶關係，來提升工作效能；而當工作
是需要團隊合作或集體互動時（如：業績導向團隊、團隊競賽型運動員或任務型的團隊）
領導者則可多採用團體層次的領導行為，幫助部屬融入團隊，建立集體意識，以帶來更
好的績效表現。

四、未來研究方向
立基於本研究之結果，有幾個未來研究方向值得深思。首先，本研究在研究一時發
現三個層次各有三種認定領導領導行為，也就是九種類型的結構，不過在研究二時，因
為變項間相關與因素分析的原因將其合併為個人認定領導與社會認定領導兩個向度。合
併為兩個向度的作法是考量到，能夠呼應個人自我與社會自我的理論模型，且有比較好
的資料適配度，也是為了簡化後續的討論。不過，按照原始的理論架構，九種認定領導
行為，每種層次各有正向性、獨特性及延續性這三種領導行為的說法，亦相當值得參考，
而且質性資料也能夠確實的區分出九種行為。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再次針對這九種不同類
型的行為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包含構念再探、量表再修正或效果再驗證，都是十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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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嘗試的研究路徑。畢竟本研究算是一個起點，希望透過本研究之結果能夠引發更多研
究者對於認定領導的深入討論。
其次，關於認定領導的效果，本研究之結果僅是幾個樣本，透過問卷調查法的方式
所得到的結果，再加上先期提及的類推性不足的疑慮，使得在不同產業或不同研究方法
的複驗研究更顯重要。尤其是能夠確立因果關係的實驗研究法，如：安排實驗場域中的
領導者說不同的話、展現不同的行為，或者類實驗法的腳本情境法，都是未來研究者應
當考慮的方向，相信這些研究的結果都可以為認定領導提供更為豐富的訊息，而更能釐
清其影響效果。此外，在研究一的部份嘗試與諸多的領導理論對話，不過，在研究三研
究者只選取了最重要的轉型與魅力領導進行控制後，再討論認定領導的增益效度。未來
研究可將認定領導與更多的領導理論進行對話，了解不同理論之間的差異、相似性個預
測效果。此一研究方向能夠使認定領導在整個領導理論中有更清晰的角色與正當性。
第三，研究三聚焦於金融保險公司進行研究，不過研究者認為，不同產業的不同特
性，應可以觀察到更為多元而全面的認定領導行為。也就是說，在不同工作中，因其職
業或工作特性的不同，應當會有不同的自我概念需求。例如對設計師、教師或個人競賽
型的運動員等工作者來說，個人特色是相當重要的，在此情境中是不是個人層次的認定
領導能夠帶來比較好的績效；而強調上下連結關係的工作，例如師父與學徒、兩人一組
的工作搭配或需要較多內隱技能的工作，是否關係性的認定領導會帶來比較好的效果；
而要求團隊紀律的工作，如團隊運動員、業務團隊或軍隊，是否團隊性的認定領導會帶
來比較好的效果。換句話說，在不同的工作特性中，個體需要被激發的自我認定也不一
樣，因而認定領導如何與情境或產業搭配，創造最好的績效，亦是值得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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