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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探討人格特質對產品創新、管理會計資訊系統（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 

MAS）與組織績效間關係之影響效果。以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中電子相關產業之公司的財會部

門、行銷部門、生產部門經理或廠長為調查對象，有效樣本共 132 份，採用路徑分析進行假設

的檢定。研究結果發現：1. 產品創新、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三者間存在顯著的正

向關係。2. 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間，存在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間接效果。3. 經理人的人格

特質屬於内控型時，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正向連結效果較外控型人格特質時為

高，但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的正向連結效果則無顯著不同。本研究結果意味著：

企業建構一套完善的管理會計資訊系統將有助於企業績效的提升，若未能注意所選任經理人的

人格特質，可能使得管理資訊系統無法得到預期的效果。 

關鍵詞：產品創新，管理資訊系統，組織績效，內外控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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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partment managers drawn from the electronic-industries companies listed on the Taiwan 

Stock Exchange were surveyed via questionnaire, from which 132 respondent samples were obtain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ocus of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 (MA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Path analysis was employed to 

examine the hypothese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all three factors.  Product innovation has an indirect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through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AS information.  When managers tend toward an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the linkage between product innovation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AS 

information will be stronger.  However, the linkage between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AS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indicat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an internal and 

an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These findings strongly suggest that enterprise-construct perfect 

MASes are helpful in the promotion of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MAS will 

probably be unable to achieve the anticipated effect if it has been unable to attend to the locus of 

control when an enterprise appoints a manager. 

Key Words: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locus 

of control 

 

一、前言 

  近年來，隨著市場與科技不斷快速的變動，產品的生命

週期亦日益縮短，企業面對全球性的激烈競爭，如何保有其

優勢，為企業所關注。Smith (1998) 觀察企業演進發現，創

新乃是企業追求永續經營、因應整體產業環境的策略。

Kwaku (1995) 認為產品創新有助於市場佔有率、銷貨收

入、銷貨成長率與利潤目標之達成。因此，產品創新（product 

innovation）成為企業所關注的重要課題。然而企業進行創

新是否便能保有優勢，提高企業績效，過去的研究並沒有一

致的結論，雖然大多數的研究主張創新有助於績效的提升

（如：Hurley & Hult , 1998; Hultink & Robben, 1999），但部

分研究有不同的意見（如：Manu & Sriram, 1996），因此，

產品創新與績效間的關係仍有待加以驗證。此外，在這訊息

萬變的環境下，若僅是追求產品的創新，但卻未能針對市場

所需加以研發、生產，也未能及時瞭解競爭的動向，有時往

往會產生徒勞無功的情形，在此管理控制系統可能扮演一個

重要的角色。Bisbe and Otley (2004) 認為管理控制系統的使

用將加強產品創新對組織績效的效果。然而，在 Bisbe and 

Otley 的研究中，認為管理控制系統將影響產品創新，進而

提升組織績效，但未能得到證實。惟本研究認為未能得到證

實的原因可能是管理控制系統所扮演的角色，並而非 Bisbe 

and Otley 的研究中的前置因素。Bisbe and Otley 的論文中，

定義管理控制系統（MCS）為：「管理者或組織中的其他參

與者使用來幫助確保他們或組織的目標達成的一套步驟或

程序，這個系統包含了正式的控制系統以及非正式的個人的

以及社會的控制。」而 Gerdin (2005) 定義管理會計資訊系

統（management accounting systems，以下簡稱 MAS）為：「組

織所使用的正式資訊系統，用以影響管理者的行為來達到組

織的目標」。由定義中可知，管理會計系統與管理控制系統

的作用是相同的，都是為使管理者達到組織的目標。而因管

理控制系統中包含眾多的子系統，如：管理會計系統、決策

支援系統、管理資訊系統、…等，而建構各子系統均須支付

重大成本，為了解 MAS 對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關係的影

響，以作為建構 MAS 時之依據，因此本研究以 MAS 資訊

系統進行探討。而本研究認為 MAS 在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

中，可能扮演的是一個中介因素，亦即本研究認為產品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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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透過 MAS 資訊系統的使用而增進組織績效。此外，企業

的運作的過程中，企業根據收集到的資料來判斷市場的變

化、制定策略，並將策略轉化為現實的營運。由於人格特質

與行為是息息相關的，因此經理人的人格特質在這組織的運

作中可能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本研究認為經理人的人格特

質傾向，將影響其對 MAS 資訊有用性的知覺，進而影響產

品創新與知覺 MAS 有用性及知覺 MAS 有用性與組織績效

間的連結關係。 

  以下本文將探討相關文獻並建立可檢驗之假設，其後敘

述研究方法，在分析實證結果之後作成結論。 

 

二、文獻回顧與假設建立 

（一）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之關係 

  有關產品創新的觀念，Levitt (1966) 認為產品創新不必

是純粹或全盤的創新，即使是一種模仿與改善亦屬創新。

Zaltman, Duncan, and Holbek (1973) 主張所謂產品創新，是

指在創意、運作上或是實體加工方面，若能體認到「新」的

觀念者，皆可視為一種創新。Bisbe and Otley (2004) 則定義

產品創新為產品之發展與創造在某種程度是唯一的，或者其

能與現存產品區分不同者。根據上述學者的定義，本文認為

產品創新，不論是全新的產品，或就現有產品加以改良，或

是在製造技術上的突破，只要與企業現存之產品有所不同，

即可視為產品創新。 

  有關產品創新與績效的關係，過去文獻大多認為產品創

新對於績效之影響具有正面效果，如 Subramanian and 

Nilakanta (1996) 測試服務業之創新對績效的影響，得到正

向關係的結論；Hurley and Hult (1998) 認為當企業具備創新

能力時，能夠發展出競爭優勢，因而達到較高的績效水準；

Bisbe and Otley (2004) 的研究中，也証實了產品創新對組織

績效的正面影響。然而亦有研究提出不同的意見，如：Manu 

and Sriram (1996) 檢驗創新類型與組織績效的關係，其結果

顯示產品創新雖有助於提高市佔率，但不利於投資報酬率、

現金流量等財務績效。Dougherty and Bowman (1995) 提到

企業在面臨全球性的激烈競爭時，產品創新往往是企業取得

生存契機唯一的途徑，因為產品創新能符合市場與消費者的

需求，減少競爭者威脅，提高競爭力，增加獲利。Song and 

Parry (1999) 則指出與競爭者相比，產品若能創新對於企業

整體利潤、銷售量、產品利潤率與預期利潤目標相對較佳。

因此產品創新是企業持續維持利潤與競爭優勢的來源之

一，亦即能增加銷售成長率、收入成長率、淨利率、與客戶

滿意度、客戶維持率等組織相關之績效（Govindarajan, 

1984）。故本研究認為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存在著正向關

係。本研究建立以下之假設： 

H1：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存在著正向關係。 

（二）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之中介效果 

  有關 MAS，管理會計研究者並沒有一致的界定。Gul and 

Chia (1994) 認為 MAS 是一種控制子系統，為組織整體控制

系統的一部份； Bouwens and Abernethy (2000) 則認為MAS

是用以提供資訊給經理人的一種正式系統。惟不論研究者如

何界定 MAS，此系統的主要目的是用以處理資訊，來幫助

經理人制定決策。 

  有關產品創新與 MAS 間的關係，學者過去並未進行探

討。Chenhall and Morris (1986) 認為 MAS 包含四個資訊特

徵，包括廣範圍（broad scope）、及時性（timeliness）、總和

性（aggregation）與整合性（integration）等構面。其中廣範

圍資訊是指與組織外部環境有關、非財務性的以及未來導向

（例如，未來某一事件發生的機率）的資訊；及時性資訊為

提供經理人要求及時之資訊及有系統地報告所蒐集資訊的

頻率。總和性資訊則包含了使用分析性或正式決策模式（如

折算現金流量與存貨模型）計算出的資訊，以及以時間或功

能區域型態加總的資料。整合性資訊包括能解釋部門之間互

動效果的特定目標，以及某部門決策對於其他部門營運衝擊

的資訊。企業在進行產品創新時，外在環境的反應將是創新

產品是否成功並進行量產的重要因素，而 MAS 所提供的資

訊將為管理者評估的重要參考。因此，在一個經常進行產品

創新的企業中，將會更為倚重 MAS。亦即因此，當企業產

品創新程度愈高，將對於 MAS 更為依重。然而，在 MAS

的四個資訊特徵中，由於廣範圍 MAS 資訊提供了外部環境

及非財務性的資訊，而及時性 MAS 資訊則確保了資訊的及

時有用。而總和性資訊與整合性資訊提供的則為企業內部的

結果，相較於廣範圍與及時性資訊其重要性為低。Tsui 

(2001) 也認為廣範圍與及時性資訊能夠幫助管理者作更多

資訊性的決策，進而影響績效。由於廣範圍與及時性 MAS

資訊特徵和本文所探討的情境具備較高之系統性關聯1，故

                                                 
1 在文獻上 Mia (1993)、Abernethy and Guthrie (1994)、Mia and Chenhall 

(1994) 和 Chong (1996) 皆只採用廣範圍資訊一類資訊特徵，Gul and 

Chia (1994) 採用廣範圍與總和性這兩種管理會計系統的資訊特徵，

Tsui (2001) 採用廣範圍與及時性這兩種資訊特徵，Choe (1998) 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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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以此資訊特徵為探討 MAS 資訊的核心。 

  Porter (1985) 主張企業如果採用差異化策略，會持續發

展新產品和尋找新產品市場，藉以區隔與其它競爭性產品之

不同。然而在產品創新過程中，新產品是否能為消費者所接

受，將會是績效好壞的重要因素。在產品創新後，提供與組

織外部環境有關，及非財務性以及未來導向的廣範圍 MAS

資訊，將幫助經理人瞭解新產品於市場上的反應，以便針對

消費者的反應、市場脈動來進行產品或策略之修正。

Chenhall and Langfield-Smith (1998) 也指出為了讓生產過程

更有效率，運用非財務性的資訊去評估新產品附加價值活動

是非常需要的。因此，產品創新將使得管理者知覺廣範圍

MAS 資訊更為有用。再者，產品創新後，面對快速變動的

環境以及日益縮短的產品生命週期，及時獲知市場上消費者

的反應、競爭者的策略等等的資訊，將有助於管理者進行各

項決策。因此產品創新將使得及時性 MAS 資訊更顯的重

要。由以上可知，進行產品創新時，將使得管理者更加知覺

到 MAS 資訊的有用的。因此，本研究認為：產品創新程度

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存在著正向關係。 

H2：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存在著正向關係。 

  Port (1985) 認為一個組織在競爭的環境要能存活及成

功，必須能夠偵測到他所處環境的威脅。面對多變的競爭環

境，企業如能提供經理人與組織外部環境有關的、非財務性

的以及未來導向的資訊，將有助於經理人考慮到更多的層

面，提升組織績效。而產品生命週期愈來愈短，經理人如無

法獲取及時的 MAS 資訊，將可能造成經理人使用過時資

訊，無法做出與消費者、市場脈動等及時的正確決策，造成

組織績效變差。因此及時性 MAS，將有助於經理人作出正

確的決策進而提升組織績效。Mia and Clarke (1999) 認為管

理者使用 MAS 資訊與組織績效存在正向的關係。所以本研

究當管理者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程度越高，將促使企業提

供 MAS 資訊，將使組織績效提高。因此，本研究作如下之

假設： 

H3：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存在著正向關係。 

  由於追求產品創新的企業，除了必須不斷推陳出新外，

管理者還須要及時做出正確的決策。此時經理人需要廣範圍

與及時性 MAS 資訊，以瞭解市場脈動、消費者偏好、客戶

                                                                              
用廣範圍、及時性與總和性資訊這三類資訊特徵，Gul (1991) 與

Chenhall and Morris (1986) 採用廣範圍、及時性、整合性與總和性四

種資訊特徵。 

滿意度等企業外部攸關資訊，以幫助經理人做出正確的決

策，來改善組織績效。因此，在追求產品創新的企業中，管

理者會知覺到 MAS 資訊的重要，進而透過 MAS 資訊的使

用以提高組織績效。故建立如下之假設： 

H4：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存在著產品創新經由

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進而提高組織績效的間接效果。 

（三）內外控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 

  所謂人格，是個人特徵、屬性和特性的總和，使個人與

他人所不同的一種持續性且特殊的特質（Guilford, 1959）。

對於人格特質學者有多種分類，內外控傾向這個觀念是由

Rotter 所倡導。關於內外控人格特質，Rotter (1966) 的定義，

將事件之發生或結果歸因於自己行為所導致者（即認為對事

件之發生或結果，個人能加以控制者）稱為內控型；反之，

將事件之發生或結果歸因於命運、運氣，而非自己所能控制

者為外控型。本研究依循 Rotter 的觀念，將內外控人格的定

義為：「內控者」認為自己可以掌控命運，成功歸之於自己

的努力。反之，「外控者」認為命運左右自己的成功與否，

凡事聽天由命。 

  由於內控型與外控型的個體對事件與結果歸因的不

同，因而影響其行為反應。Robbins (1998) 認為在組織中，

有若干的人格特性對行為有所影響，內外控傾向便是其中之

一。因此，內外控的人格特質可能會影響其對 MAS 資訊有

用性的知覺，進而影響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及

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間的連結程度。 

  對於具內控型人格特質者，由於這類型的人將事件的成

敗歸因於自我，又在產品創新的過程中，提供廣範圍與及時

性資訊有助於其瞭解消費者偏好、市場脈動、競爭者資訊

等，以做出較佳之決策，並且透過 MAS 資訊的使用，達到

較佳的績效。因此，內控者知覺 MAS 資訊的有用性的程度

會較高，此將使得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間正向關係的連結增強。 

  反之，具外控型人格特質者，他們將事件的成敗歸因於

非自己所能控制，認為產品創新的成功與否是由命運所主

宰，對於無法掌握的情況採取消極作為。此時，MAS 資訊

的取得與否，對其所做決策影響程度較低，MAS 資訊的使

用對組織績效的影響程度亦不高。因此，外控者知覺 MAS

資訊的有用性的程度會較低，此將使得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間正向

關係的連結強度降低。綜合上述討論，本研究建立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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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經理人具内控傾向者，其 

H5-1：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正向連結會增強。 

H5-2：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的正向連結會增強。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來蒐集樣本資料，以台灣上市、

上櫃公司中電子相關產業之公司其各廠的財會部門、行銷部

門、生產部門經理或廠長共 300 位作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共

寄出問卷 300 份，回收問卷 143 份，扣除 11 份填答不全者

外，總計回收有效問卷 132 份，回函率為 44.0%。有效問卷

回覆者年齡介於 22 至 55 歲，平均數為為 37.61 歲，標準差

為 6.79 歲。而這些回覆者任職於該公司的年資為 1 至 29 年，

平均年資為 7.83 年，標準差為 6.81 年。另外回覆者中 92.4%

具有大學以上（包含大學）之學歷。 

（二）變數衡量 

1. 產品創新：本研究定義產品創新為：「不論是全新的產

品，或就現有產品加以改良，或是在製造技術上的突破，

只要與企業現存之產品有所不同，即可視為產品創新」。

以 Bisbe and Otley (2004) 的量表來衡量產品創新程度，

題目分別包含：公司發表新產品次數之多寡、現有產品

修改次數之多寡、新產品是否第一次在市場上發表及銷

售組合中新產品所佔之比率，是否常高於同業平均等問

題，提供企業經理人自我評量產品創新之高低。本量表

採用 Likert 氏七點衡量2，分數愈高，代表受測者認為產

品創新程度愈高。本研究產品創新量表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8629。 

2. 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本研究所稱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係指經理人「主觀」認為 MAS 資訊對於提升他們決策

品質有用的程度。Chenhall and Morris (1986) 發展出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量表，該量表包含四個資訊特徵，本研

究採用該量表中的兩個資訊特徵：廣範圍與及時性，來

衡量 MAS 資訊的有用性。此量表在探討 MAS 的有關研

究中被廣為採用（例如，Gul & Chia, 1994; Mia & 

Chenhall, 1994; Chia, 1995; Bouwens & Abernethy, 

2000）。其中衡量知覺廣範圍 MAS 資訊有用性有六題，

填答者被要求衡量諸如：非經濟性資訊（如：顧客偏好）、

                                                 
2 本研究全部量表除內外控人格特質外，均採用 Likert 七點量表，依序

給予一至七分。 

組織外部廣泛性資訊（如：經濟情況、人口成長）以及

非財務性資訊（如：不良率、市場佔有率） 等相關資訊

對工作的有用性程度。衡量知覺及時性 MAS 資訊有用性

有四題，內容包括：可即時取得的資訊、定期取得的資

訊（如：日報表、周報表）..等相關資訊對工作的有用性

程度。加總十題的分數即為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得

分。分數愈高，代表受測者認為 MAS 資訊對於提升決策

品質的幫助愈高。本研究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 0.9324。 

3. 內外控人格特質：本研究採用 Rotter (1966) 的定義，將

事件的發生或其結果歸因於自己行為所導致者，稱為內

控型；反之，將事件的發生或其結果歸因於命運、運氣，

而非自己所能控制者，稱為外控型。MacDonald (1976)

認為 Rotter (1966) 發展的內外控人格特質量表，在這個

領域中是最具可靠度的工具之一。Brownell (1981, 1982) 

及 Frucot and Shearon (1991) 亦皆採用此量表。因此本研

究採用 Rotter (1966) 的內外控人格特質量表來衡量經理

人內外控取向程度，共二十三個題目，每一題皆有內控

型與外控型的描述，要求受測者從中擇一，其中告知受

測者此一問卷與社會道德或與行為好壞無關，只需以本

身的認知填答。例如，對我而言，得到我所要的，與運

氣甚少或毫無關聯（內控型）；很多時候，我們不如扔一

個銅板(看是正反哪一面)來做決定（外控型）。在計分方

式，選取內控敘述得 1 分；選取外控敘述得 2 分，分數

愈高人格特質愈傾向外控。本研究所測得的 Cronbach’s α 

值為 0.84。 

4. 組織績效：本研究定義組織績效是企業在所處的環境

下，運用組織資源而達到組織目標的程度。先前研究者

主張組織績效的衡量應由多構面進行（如：Venkatraman & 

Ramanujam, 1986; Locke & Latham, 1990）。本研究所採用

的組織績效內容包含財務與非財務的項目，以九種不同

組織績效標準（例如銷貨成長、獲利成長、投資報酬、

顧客滿意度及市場佔有率等）來評估其組織整體績效之

優劣。變數的衡量採用 Bisbe and Otley (2004) 根據

Govindarajan (1984) 組織績效衡量指標所發展的量表，

內容包含財務構面衡量指標：銷售、收入成長率、投資

報酬率及銷售獲利率，與顧客面之非財務構面衡量指

標：顧客滿意度、留住顧客比率、顧客增加比率及市場

成長率，共九個題目，透過經理人自我評量，評估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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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整體績效之優劣。分數愈高，代表受測者認為組織績

效愈高。本研究組織績效量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8974。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採用路徑分析法（path analysis）來檢驗 MAS 的

中介效果。路徑分析可以用來研究具有先後次序性質的變數

之間，兩個變數間是直接影響，還是透過中介變數間接影

響，或者兩種效果皆俱。在路徑分析中，路徑係數是指某個

前置變數對某個結果變數的直接效果，在計算路徑係數時需

先將資料標準化，再以迴歸分析及相關分析求值，透過路徑

係數可以將某兩個變數間的相關係數（總效果）分解成直接

效果及間接效果或是假性效果，從而可以判斷兩個因果變數

間是否存在著中介變數。 

  此外，為檢驗內外控人格特質對產品創新和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以及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連結關

係的調節效果，本研究依內外控人格特質的平均數將樣本分

為兩組，內控型與外控型。依前述路徑分析方法將兩組分別

進行路徑分析，並比較兩組路徑關係是否存在差異，藉以了

解內外控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 

  由於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收集資料，可能產生共同方法

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以下簡稱 CMV），為降低

CMV 所造成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

（Harman’s one-factor test），這個方法被 Podsakoff and Organ 

(1986) 視為是對於 CMV 的一個事後補救措施。透過將問卷

所有題項的分數一起進行因素分析，在未轉軸（unrotated）

的情況下，所萃取的因子數目，來判斷 CMV 是否嚴重。經

因素分析發現，得到三個特徵值（eigenvalues）大於 1 的因

素，而第一個因子並未包含依變項的主要變異量，因此本研

究認為 CMV 所造成的影響並不嚴重。 

 

四、研究結果與分析 

  表 1 及表 2 分別列示各變數的敘述統計量和相關矩陣。

由表 2 可知，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呈顯著正相關，假設 H1

獲得證實，這個結果與 Govindarajan (1984)、Bisbe and Otley 

(2004) 的結果是一致的。在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間亦呈現顯著正相關，假設 H2 獲得證實。而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間的關係，資料分析結果與大部分學

者研究結論一致（Abernethy & Guthrie, 1994; Chenhall & 

Morris, 1986）亦呈現顯著正相關，H3也獲得證實。 

表 1. 敘述統計量（ｎ＝132）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理論分數 實際分數

產品創新 16.8134 4.3073 4-28 4-28 

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 51.7687 9.8510 10-70 16-70 

內外控人格特質 36.4179 4.3789 23-46 28-46 

組織績效 31.8731 5.2511 9-63 18-44 
 

表 2. 相關矩陣（ｎ＝132）# 

變數 內外控人格特質 產品創新 
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 

產品創新 0.059   
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 
0.180* 0.407**  

組織績效 0.128 0.438** 0.466** 

註：1. **：p<0.01；*：p<0.05。 

    2. #：本研究均採雙尾檢定（two-tailed test）。 
 

（一）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採用路徑分析，以驗證產品創新經由中介變數

（本研究中的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對組織績效的影響。

路徑分析允許在兩個變數間（本研究的產品創新和組織績

效），分解部份觀察到的關係到一個或多個中介變數（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路徑上。 

  如圖 1 中， 產品創新為 X1，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為

X2，組織績效為 X3，模型中的路徑係數（path coefficient）

Pij 為變數 Xj 影響變數 Xi 的直接效果。在計算路徑係數時，

首先須將原始資料標準化 iiii SXXZ /)( −= ，接著利用下列

結構化方程式（structural equation）以估計路徑係數 Pij。 

  圖 1 的結構化方程式如下： 

 
Ｚ2＝P21Ｚ1＋Ｒ2e （1） 

 
Ｚ3＝P31Ｚ1＋P32Ｚ2＋Ｒ3e （2） 

 

 
 

圖 1. 研究變數結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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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變數係由單一變數和一個殘差項決定時，兩個變數間

的路徑係數等於它們的相關係數。在本研究中，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X2）只隨產品創新（X1）的不同而變化，所

以 p21 = r12。另外，殘差項 Rie 為變數 Xi 未被解釋的部分，  

在此假設未解釋變數與解釋變數（explanatory variable）不

相關。表 3 列出本研究關於方程式（1）及（2）迴歸後之估

計結果。 

  由表 3 可知，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之間的

路徑係數為 P21，以及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的

路徑係數為 P32 在統計上均為顯著正相關，且產品創新與組

織績效之直接路徑係數 P31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此結

果顯示，產品創新不僅直接、而且間接經由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影響組織績效。 

  對於上述的關係，將路徑係數 Pij 以下列方程式將 rij分

解成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 

 
r12＝P21 （3） 

 
r13＝P31＋P32r12 （4） 

 
r23＝P32＋P31r12 （5） 

 
  上列等式中右邊第一項之路徑係數 Pij 即為估計的直接

效果，第二項 Pijrij 則為間接效果或是假性效果（spurious 

effect）。例如上列方程式（4）將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之間

的相關係數 r13分解成直接效果 P31，和經由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的間接效果 P32r12；方程式（5）則將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和組織績效之間的相關係數 r23 分解成直接效果 P32

和假性效果 P31r12，此假性效果是由 MAS 資訊有用性和組

織績效的共同前提變數，亦即產品創新所引起。以方程式

（3）、（4）及（5）分解產品創新、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

及組織績效間的關係，所得的結果列示在表 4。 

 

表 3. 路徑分析的結果（ｎ＝132） 

因變數 自變數 路徑係數 估計值 t 值 P 值 
知覺 MAS 資

訊有用性 
產品創新 P21 0.407 5.079 0.000** 

知覺 MAS 資

訊有用性 P32 0.345 4.250 0.000** 
組織績效 

產品創新 P31 0.298 3.668 0.000** 

註：**：p<0.01；*：p<0.05。 

 

表 4. 路徑分析模型關係分解（ｎ＝132） 

相關變數 總效果=
直接 
效果+ 

間接 
效果+ 

假性 
效果 

產品創新/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 0.407 0.407   

產品創新/組織績效 0.438 0.298 0.140  
知覺 MAS 資訊有

用性/組織績效 0.466 0.345  0.121 

 

  由表 4 可知，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間的總效果（0.438）

可以分解成直接效果（0.298）以及透過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作用的間接效果（0.140）。根據 Baron and Kenny (1986) 主

張3，以及由表 2、表 3 可以得知，在加入知覺 MAS 資訊有

用性後，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係數由 0.438（相

關係數）降為 0.298（路徑係數），因此，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的間接效果是存在的，支持了假設 H4。 

  由於產品創新和組織績效間之關係，在加入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仍呈顯著相關，因此，本研究之中介效果屬部份

中介（partial mediation），意味著產品創新和組織績效之間，

除了經由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間接效果外，可能還存在

著直接效果影響組織績效4。 

（二）人格特質的調節效果 

  為了檢驗人格特質對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以及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效之連結的影響，

將人格特質依其中位數將樣本分為兩組：內控型人格特質

（ｎ1＝71）及外控型人格特質（ｎ2＝61）。兩組之相關矩

陣如表 5、表 6。然後，依照前述方法，將兩組分別進行路

徑分析，以估計路徑係數 Pij，結果如表 7、表 8 所示。 

 
表 5. 相關矩陣（內控型人格特質下，ｎ1＝71） 

變數 內控人

格特質

產品創新 知覺 MAS 資訊

有用性 
產品創新 -0.068   
知覺 MAS 資訊有

用性 
-0.196 0.555**  

組織績效 -0.099 0.487** 0.481** 

註：**：p<0.01；*：p<0.05。 

                                                 
3
 Baron and Kenny (1986) 主張，在自變數和因變數之間，若存在中介變

數，須滿足下列三個條件：（1）自變數和中介變數呈顯著相關；（2）

中介變數和因變數呈顯著相關；（3）加入中介變數後，自變數和因變

數之間的直接關係係數會降低。而且，若自變數和因變數間之直接效果

仍呈顯著相關，則此中介效果屬部份中介；若不相關則為完全中介效果。 
4 Baron and Kenny (1986) 認為大部分社會心理學研究都只是部份中介，

很少出現完全中介（full 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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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相關矩陣（外控型人格特質下，ｎ2＝61） 

變數 
外控人格

特質 
產品創新 知覺 MAS 資訊有

用性 
產品創新 0.097   
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 
0.128 0.268*  

組織績效 0.318* 0.399** 0.440** 

註：**：p<0.01；*：p<0.05。 
 

表 7. 路徑分析結果（內控型人格特質下，ｎ1＝71） 

因變數 自變數 路徑係數估計值 t 值 P 值 
知覺 MAS 資

訊有用性 
產品創新 0.555 5.544 0.000** 

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 0.305 2.500 0.015* 

組織績效 
產品創新 0.318 2.606 0.011* 

註：**：p<0.01；*：p<0.05。 
 

表 8. 路徑分析結果（外控型人格特質下，ｎ2＝61） 

因變數 自變數 路徑係數估計值 t 值 P 值 
知覺 MAS 資

訊有用性 
產品創新 

0.268 2.140 0.037* 

知覺 MAS 資

訊有用性 0.358 3.095 0.003** 
組織績效 

產品創新 0.303 2.617 0.011* 

註：**：p<0.01；*：p<0.05。  
 

  由表 7、表 8 可知，在內控型人格特質的情境下，產品

創新和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之間的路徑係數為 0.555    

（p＝0.000），大於外控人格特質時兩者的路徑係數 0.268

（p＝0.037）。雖然這兩個路徑係數都顯著，然而其顯著水

準卻不相同，經採 chow test 檢定兩組樣本資料，兩組樣本

呈顯著差異（P<0.05）。顯示當內控人格的情境下，產品創

新和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之正向連結增強，因此，假設

H5-1 獲得支持。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和組織績效間之路徑

關係，在內控型人格特質的情境下，其路徑係數為 0.305   

（p＝0.015），亦大於在外控型人格特質的情境下的路徑係

數 0.358（p＝0.003）。但經採 chow test 檢定兩組樣本資料，

兩組樣本差異不大（p>0.05），因此，無法支持假設 H5-2。 

  表 9 與表 10 分別列出在內控型與外控型人格特質下，

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的直接、間接效果。由表 9、表 10 可

以發現，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的直接效果，在內控型人格特

質與外控型人格特質中並無太大差異，但在內控型人格特質

間接效果（0.169）中則明顯大於外控型人格特質的間接效

果（0.096）。這樣的結果符合本研究原先之預期：經理人具 

表 9. 路徑分析模型關係分解（內控型人格特質下，ｎ1＝71） 

相關變數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假性效果

產品創新/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 
0.555 0.555   

產品創新/組織績效 0.487 0.318 0.169  

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組織績效 
0.481 0.305  0.176 

 

表 10. 路徑分析模型關係分解（外控型人格特質下， 
ｎ2＝61） 

相關變數 總效果=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假性效果

產品創新/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 
0.268 0.268   

產品創新/組織績效 0.399 0.303 0.096  

知覺 MAS 資訊有用

性/組織績效 
0.440 0.358  0.082 

 

內控型人格特質，產品創新與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正向

連結會增強，經理人會多收集資訊並使用進而增進組織績

效。 

 

五、結論與限制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檢驗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是否為

產品創新與組織績效間的中介變數，以及這個間接關係是否

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實證結果證明，產品創新和組織績效

之間，除了直接效果外，存在經由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的

間接效果影響組織績效。人格特質的影響，在統計上只有得

到部分證實。對於內控型人格特質的經理人，其積極、主動

的特質，會使經理人妥善運用廣範圍與及時性 MAS 資訊來

協助產品創新的執行，並且在研發產品遭受挫折後會採取建

設性之適應方法，使產品創新策略達成其提高組織績效的目

標。反之，外控者會因為在產品創新的過程中遭受挫折後，

便消極地認為是命中注定的，再怎麼努力也無法完成，因而

放棄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不但增加企業的投入成本，

減少產品創新的效果，而且會使組織績效大為降低。 

  另外，不同人格特質對知覺 MAS 資訊有用性與組織績

效之關係並無影響。這可能是因為 MAS 的功能主要就是用

來協助經理人執行任務時，可以順利達成組織既定的目標，

進而提高組織績效，所以並不會因為經理人具備不同人格特

質而使 MAS 的功能減少所致；或者是另有其它變數會影響

這二者之關係，例如：經理人的背景（所學之專業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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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歷（工作經驗）或能力（使用 MAS 資訊的能力）等因素。 

  從管理的觀點來看，此結果意涵著（1）在面臨全球競

爭的時代，採用產品創新策略應可增加競爭優勢，進而達成

提高組織績效的目標。（2）企業建構一套完善的 MAS 資訊

系統是重要的，透過資訊的收集運用將有助於企業績效的提

升。（3）對於經理人的任用，需考量其人格特質，因為建構

完善的資訊的資訊系統是需要成本的，若選用外控型人格特

質的經理人，並不會善用這些資訊，資訊系統的設置只是徒

增公司費用而已。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資料工具，可能受到下

列幾項的限制：（1）本研究的實證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

因此資料蒐集上受到此方法上的一些限制，諸如：暈輪效果

（halo effect）、社會的需求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等，且因所有變數均採自評，雖進行事後檢測，但仍然可能

存在共同方法變異。（2）本研究各變數之因果關係的方向

性乃是根據相關理論與文獻資料而建立，實證結果只能驗證

各變數間關係的方向性是否與理論一致，無法決定相關變數

的因果關係。（3）本研究樣本對象為台灣電子相關產業，

研究結果無法概化至其它產業或其它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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