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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受訪公司、受訪者背景及團隊資料、第

二節受訪企業實施團隊教導之現況、第三節影響團隊教導的因素。 

 

第一節 受訪公司、受訪者背景及團隊基本資料 

本節所呈現之受訪公司、受訪者及團隊背景資料，皆以匿名方式

呈現，依其訪談時間順序，分別以 A、B、C、D、E 表示。例：A 先

生/小姐，帶領 A 團隊，服務於 A 公司。 

 

一、A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 

A 公司為某保險公司於桃園之通訊處，A 公司為某保險公司全國

200 多個通訊處中排名第五大之通訊處。A 公司的營運方式是以團隊

的方式運作，由於當今保險業的競爭相當激烈，個人單打獨鬥式的業

務行銷方式已難以維持優秀的業績，因此 A 公司相當強調團隊合作，

制定有完整的團隊規則，標準的營運流程及訓練制度，更強調成員間

共好，互利互惠的精神。 

由於 A 公司為某保險公司之營業處， A 公司不必分心於其他的

工作，僅需專注於單一目標，也就是業務的成長，因此整個公司可以

以一個團隊的形式運作單一的業務目標，而非科層組織的方式僵化執

行，而在公司整個大團隊的內部為許多小團隊所組成，整個團隊約

200 多人，屬於相當大型的團隊。另外 A 公司成立經營管理委員會，

以促進團隊的溝通效率，並規劃管理整個團隊的營運方向，使團隊的

運作更有一致的標準規則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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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A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摘要表 

A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產業別 金融服務 

公司運用團隊時間 5 年 

A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男 

目前職稱 協理 

帶領團隊經驗 15 年 

A 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 

成立時間 5 年 

團隊人數 200 人 

團隊性質 業務 

 

二、B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 

B 公司為外商在台灣著名的公關服務業，主要客戶皆為科技產業

的外商大廠為主，其主要業務為承辦客戶所外包的產品展示會、課

程、記者會等各項活動。 

B 公司成立於 1992 年，其中業務部門包括了數個團隊，而各團

隊個別負責一至數個客戶的業務，因此在團隊的運作中，成員的互動

是相當頻繁的。 

B 公司工作採責任制，沒有工作時間的規定，也沒有上下班打

卡，又因各成員可能負責不同的業務，所以成員間工作的平衡與互助

變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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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B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摘要表 

B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產業別 公關服務 

公司運用團隊時間 14 年 

B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女 

目前職稱 總監 

帶領團隊經驗 5 年 

B 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 

成立時間 14 年 

團隊人數 10 人 

團隊性質 客戶服務 

 

三、C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 

C 公司為遊戲軟體公司，其業務包括遊戲軟體及遊戲雜誌之發

行，遊戲軟體又可區分為自製與代理，而雜誌部份則全部由本公司自

行編輯與行銷，故本公司之業務可謂跨足上、中游之領域。 

本次訪談的部分為行銷宣傳團隊，負責公司產品的行銷宣傳，行

銷宣傳團隊中包括公關組、廣告組、活動組等。行銷宣傳的經費較高，

且可能影響到公司產品的成敗，因此在公司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此團隊負責的業務包括整個公司的產品宣傳規劃，而其中包括了

電視廣告宣傳、平面廣告宣傳、活動宣傳等，因此涉足的範圍相當廣，

甚是其業務內容有時還需要與其他部門、子公司甚至異業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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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C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摘要表 

C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產業別 製造 

公司運用團隊時間 20 年 

C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女 

目前職稱 副理 

帶領團隊經驗 8 年 

C 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 

成立時間 20 年 

團隊人數 23 人 

團隊性質 行銷宣傳 

 

四、D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 

D 公司為台灣著名的營建業者，而公司的業務皆以專案方式進

行，本此訪談對象即為其專案經理。 

由於營建業業務特性，其專案經理所組成之專案團隊皆有時效

性，也就是在工程開始設計時，組成專案團隊，而在工程結束後便解

散專案團隊，而其團隊成立時間多為 1~3 年，人數約在 2~10 人之間。

而團隊的成員除專案經理及公司內部支援人力之外，還包括了其他公

司的建築師、工程人員及營業主、地主等，因此團隊的屬於跨公司的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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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D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摘要表 

D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產業別 營建 

公司運用團隊時間 15 年 

D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男 

目前職稱 經理 

帶領團隊經驗 10 年 

D 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 

成立時間 1～3 年 

團隊人數 2～10 人 

團隊性質 工程執行 

 

五、E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 

E 公司為國內某知名企業之子公司，成立時間為兩年，專門從事

高級複合材料自行車製造，提供各種複合材料製成品。產品範圍從複

合材料預浸料到結構件成品、建築結構補強材料及其他複合材料產品

等，為一專業複合材料科技公司。 

此次訪談對象為其研發團隊組長，其研發團隊組織包括：設計、

製造和實驗三個組別，而研發團隊有團隊主任，而此次訪談對象為設

計組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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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E 公司、受訪者、團隊基本資料摘要表 

E 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公司基本資料 

產業別 製造 

公司運用團隊時間 2 年 

E 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男 

目前職稱 工程師 

帶領團隊經驗 2 年 

E 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團隊基本資料 

成立時間 2 年 

團隊人數 10 人 

團隊性質 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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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受訪企業實施團隊教導之現況 

本節依據訪談資料，經整理與分析後，將受訪個案公司團隊教導

的實施現況，歸納為五大類：團隊教導的行為、團隊教導的方式、團

隊教導的時機、團隊教導的態度、團隊教導的特性。以下分述之。如

表 4-6 所示。 

 

表 4-6 企業實施團隊教導現況編碼表 

研究主題 中級編碼 初級編碼 

甲 0101 建立團隊規則 

甲 0102 激發熱忱 

甲 0103 師徒相傳 

甲 0104 觀察成員行為 

甲 0105 協助成員面對及預防問題 

甲 0106 引導成員學習 

甲-01 

團隊教導的行為 

甲 0107 建立正向的團隊氣氛 

甲 0201 正式型態 甲-02 

團隊教導的方式 甲 0202 非正式型態 

甲 0301 成員所面對狀況超出授權

範圍 
甲 0302 工作結果與目標發生差距 

甲 0303 成員工作量不平衡 

甲-03 

團隊教導的時機 

甲 0304 成員工作過程受到阻礙 

甲 0401 尊重成員 甲-04 

團隊教導的態度 甲 0402 從旁引導成員而非主導 

甲 0501 即時性的 

甲 

受訪企業實施團隊教導

現況 

甲-05 

團隊教導的特性 甲 0502 觀念培養重於技能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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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隊教導的行為 

團隊領導者透過團隊教導的行為可以使團隊運行得更順暢，並提

升團隊績效。本研究以領導者的角度，分析領導者有那些團隊教導的

行為。經個案企業訪談資料的歸納分析，團隊教導的行為又可細分為

七點，建立團隊規則、激發熱忱、師徒相傳、觀察成員行為、協助成

員面對及預防問題、引導成員學習、建立正向的團隊氣氛，其詳述如

下： 

（一）建立團隊規則 

建立團隊規則中包括了團隊規則系統化及有效的會議，有效的

會議中又包括報表化、數據化、結構化、事前準備等幾項方法。其

相關資料分析如下： 

1. 團隊規則系統化 

「我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系統化，系統化之後很多事情都可以

解決，例如說在每個團隊和團隊之間，他會有什麼相關聯性，他的定位

在哪哩，我們都有一個很標準的規範。」─A0101 

「我們一定要做兩個東西，一個就是聯絡表…另外一個就是建立窗

口。」─D0203 

2. 有效的會議 

透過個案企業的訪談資料分析，個案企業運用報表化、數

據化、結構化及事前準備等四種方式，以促進會議的效率及效

果。 

(1) 報表化 

「會議上我會讓我所有的東西都進入到一個表報管理，例如說

要訂定策略，我要讓每一個組、區、系統，都能夠提出他的想法，

做有效的溝通，那我就會有統一、制式的表格，讓他們去填，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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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起來就會比較有一個流程，這樣每一個做出來的東西就不會太

離譜，這樣溝通就比較容易，在增援方面有一個表報，在銷售方面

有一個表報，之後再做日報、做周報、做月報。」─A0201 

(2) 數據化 

「我們只要以報表出來的數字為準，那好跟不好就一目了然。」

─A0202 

(3) 結構化 

「那由每一個人都呈現一個電子報的方式，當然就按照那個順

序，一個一個講，那每一個人有幾分鐘，那他就會很清楚，整個會

議就會變得比較結構化。」─A0203 

「在會議當中，每個人都要分享他們在過去那個禮拜他認為他

自己，做得好或做得不好的事情。另外我也會每個禮拜指定一個人

要讀一些雜誌或什麼好書，跟大家分享一個好的觀念。」─B0311 

「所以我的會議是有設計過的，可以分為三大段，第一大段就

是前次會議的追蹤，第二大段是，這一次有沒有新的議題，新的議

題包括設計和施工所提出來的，需要業主裁示的，業主就會回答，

第三大段就是業主要求你達到的目的。」─D0202 

「其實我們會有個研究助理，每次開會他會把所有的問題記下

來，下周開會你要回答上禮拜遇到的問題，然後再把它記下來，針

對大家的問題作追蹤，看看 ok 不 ok、做到那裡了，會有一個比較正

式的記錄。」─E0203 

(4) 事前準備 

「開會的時候就一定要準備，我要準備要跟他們講什麼，我要

跟他們講事情或問題的時候我一定要有準備。」─B0405 

（二）激發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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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個案企業的訪談資料分析，發現許多各案企業的團隊教導

行為中都包含了激發熱忱。其相關資料分析如下：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熱忱，因為對你來說是有意義的」─A0501 

「要怎麼去激起他們對工作的熱愛，怎麼樣讓他們在很辛苦，一

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的工作時間裡，相處的氣氛比較好，讓他們心理上

的層面比較好過。」─B0203 

「大部份都是在那個會議，就會議的時候，平常我們可能作久了

又忘記了，他會在後面再激勵我們，叫我們要走前面一點。」─E0401 

「主任也知道這個問題，但他就是鼓勵我們這些資深的不要被踩

到頭上。」─E0801 

（三）師徒相傳 

師徒相傳行為中包括了教練示範、經驗傳承等兩個部分。其相

關資料分析如下： 

1. 教練示範 

「或者我直接陪你去約會，一起去談，談給你看」─A0402 

「第一個就是做給他們看，再來就是說問有沒有人需要幫忙的。」

─C0601 

2. 經驗傳承 

「我們一定要讓他們了解客戶的個性，讓他們知道說原來有好有

壞。」─B0301 

「比較資深的人員或我們這些幹部，因為有一些過去的經驗會知道

可不可行。」─C0203 

「你有 know how 的人就是要去帶下面的人，都會有新進同事嘛，

那就是要幫忙把他們帶上軌道。」─E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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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比較需要個人經驗的部份，我就會把我的經驗給他，甚至是

把我的經驗寫成一個檔資料教給他。」─E0301 

（四）觀察成員行為 

「如果你每天有在做這個紀錄，你在哪裡出了問題其實我們都很清

楚，一看就知道，是你的活動量不足，還是在那個地方你的能量不足，

這些我們都可以進行溝通和輔導。」─A0401 

「然後後去了解說你那個地方到底哪裡出了問題，所以你 down 在

哪裡我就會在哪裡進行教導。」─A0403 

「在做事的流程當中，觀察他有沒有一些不好的習慣，或是做得不

是那麼正確的地方，我都會跟他說。」─B0102 

（五）協助成員面對及預防問題 

協助成員面對及預防問題包括了面對問題和觀念建立兩個部

分。其相關資料分析如下： 

1. 協助成員面對問題 

「會跟他們講，我注意到上一週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中的狀況是怎

麼樣，哪裡對哪裡錯，哪裡做得好的，我都會拿出來講。」─B0310 

「因為有授權就一定有犯錯，犯了錯第一件事情，先不要怕，一定

要趕快講出來，不要隱瞞，當你隱瞞到很嚴重的時候沒人可以解決，拖

延了時間以後，就沒救了。」─B0403 

「通常會碰到問題是協調上的問題，我們的方法還是一樣就會議，

在會議裡面，你們說，我來仲裁。」─D0204 

2. 建立成員正確的觀念及態度 

「你遇到一個比較不好的客戶，你的工作量就會加重，這樣的情況

其實對你的長期成長來講是好的，就是比人家多一個機會。」─B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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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禮拜有某個客戶的那個 team 有很多事情，我就可能在現場就調

派人力，這樣大家的心裡都會比較覺得說，隨然他的客戶沒什麼事可是

他都會來幫忙，這種我都會公開的做，讓他們互相可以看得到。」─

B0402 

「所以我希望他們能養成比較是互助合作的態度」─C0503 

「本來你自己的東西就要你自己最懂，你不能人家有問題問你的時

候你才來找問題，你自己就是要作好百分之百的準備，不管人家質疑什

麼你都沒有問題，那才是一個比較好的工作。」─E0302 

（六）引導成員學習 

「你可以從這個錯誤中學習到事情，如果你犯了一次錯，你學到一

個教訓，你永遠都記得，我不會介意這個錯有多大。」─B0404 

「但如果是大家都不知道的、比較新的設計，我就會建議說先網上

找資料。」─E0206 

「像剛進來的時候會用一個領導方式，我會把我以前的作的案子，

可是我沒有跟他講結果，我會要他作這個給我看看，看他有什麼 idea，

其實那都是一個結案的案子，那我丟給他看他怎麼解決。」─E0501 

（七）建立正向的團隊氣氛 

建立正向團隊氣氛包括增加團隊向心力、關懷成員、溝通、支

持成員、正向氣氛建立等。其相關資料分析如下： 

1. 增加團隊向心力 

「相處的氣氛比較好，讓他們心理上的層面比較好過，然後他會認

為，大家一起加班，其實是很開心的事情，雖然事情很多，可是大家會

覺得我們是一起的，會蠻有向心力的。」─B0204 

2. 關懷成員 

「比較沒有動力的時候當然會有，通常在忙了一陣子之後，所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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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種時候就必須要用一些比較軟性的方式…就是讓他知道說，主管還

是關心他的。」─B0603 

3. 溝通 

「我們的溝通是非常地頻繁，因為可能是工作性質的關係。」─

C0202 

「我會請他過來說明，…..，我很容易聽出你要的東西是什麼。」

─D0303 

4. 支持成員 

「讓他們知道，你什麼事情你做底決定就好，我一定 support 你。」

─D0302 

5. 正向氣氛建立 

「我希望是大家相處比較融洽，在這樣的氣氛下讓他們覺得工作是

很愉快的，主管不會扳著臉，大家也不會惡言相向。」─C0401 

「可以用比較正面鼓勵的方式要他們做事情，而不是告訴他們不忙

是不好的。」─C0603 

 

二、團隊教導的方式 

透過團隊教導的方式團隊教導的行為才得以執行。經個案企業訪

談資料的歸納分析，團隊教導的方式可分為兩點：正式型態及非正式

型態，其詳述如下： 

（一）正式型態 

正式型態所指的是團隊領導者與團隊成員在事前已約定的狀

況下進行的團隊教導方式，其中包括了兩個部份：會議及個別面

談。其中個別面談所指的是領導者與團隊成員事先約定，談論內容

為工作上相關議題之面談。其相關資料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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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會議 

「如果他是工作職掌方面的問題，我會用開會的方式。」─A0103 

「我跟他們常常開會。」─B0304 

「無論是小組、個人、或課內的大會議，幾乎每天都在發生的。」

─C0303 

「平常介面的融合怎麼辦呢？就是會議。」─D0201 

「我們公司每個禮拜都會開一次會，每個人要上台講你這個禮拜的

工作內容，不管你工作天數長短，你都要整理一下作個報告，其實這個

就是一個經驗的交流。」─E0103 

2. 個別面談 

「或者是面談的方式，聊一聊，來進行溝通和輔導的動作。」─

A0105 

「有時候會特別把他叫到會議室，讓他知道狀況的差別。我們這次

的談話中，我沒有講那個嚴重性，可是他自己會判斷。」─B0306 

「因為我覺得工作態度上的不好，我會個別來跟你說，不是用會議

的方式來做。」─C0501 

（二）非正式型態 

非正式型態所指的是團隊領導者與團隊成員在事前未約定的

情況下進行的團隊教導方式。 

「如果是個人的，個人的瓶頸個人的狀況，個人的情緒問題，我就

會私底下用餐會的方式，或私底下用聊天的方式，或者是面談的方式，

聊一聊，來進行溝通和輔導的動作。」─A0104 

「我會常跟他們一對一的聊天。」─B0305 

「行銷人員很活潑，所以一個禮拜之內，大家去聚餐、唱歌、吃麻

辣火鍋這種都很頻繁。」─C0304 



 55 

「比較非正式的溝通方式，第一個就是吃飯，第二個就是打球」─

D0401 

「其他時間都是自己私底下溝通」─E0204 

 

三、團隊教導的時機 

透過個案企業的資料分析，歸納出四個應用團隊教導的時機，分

別為成員所面對狀況超出授權範圍、工作結果與目標發生差距、成員

工作量不平衡、成員工作過程受到阻礙等四種狀況，其分述如下： 

（一）成員所面對狀況超出授權範圍 

當成員面對的狀況超出團隊領導者所授權的範圍時，團隊領導

者會有團隊教導行為產生。 

「如果在過程當中出現了衝突和沒有辦法處理的狀況，經委會會在

他授權範圍之內決定，超過授權範圍會到我這邊來，我覺得這個是其無

法決定，我就會招開臨時的會議。」─A0102 

「如果說發生很大的事情，譬如說，公安事件，需要走到的是這個

施工者的上面，設計者的上面，那專案經理就必須出面處理」─D0205 

（二）工作結果與目標發生差距 

「我每天做哪些事，寫上去分數就出來，有參加就有，沒有參加就

零，我就很清楚知道這個人有參加幾次的活動，對他們的狀況就很清楚。

我可以知道哪些活動是大家缺乏的，哪些需要補強。」─A0303 

「所以老闆可能就直接看到說，馬上來開會，為什麼這個案子變成

這樣子，可能我們就需要馬上去修正。」─C0305 

（三）成員工作量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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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客戶的要求都不一樣，有些客戶比較嚴格，或是比較挑剔，….

這樣的狀況….如果長時間這樣比較起來心態就會有點不太平衡。」─

B0202 

「所以當誰已經空下來了，你可能就要想一些事情給他做，如果有

些人忙有些人不忙，主管就必需要有所行動。」─C0602 

（四）成員工作過程受到阻礙 

成員工作過程受到阻礙包括兩點，成員工作過程發現問題及成

員發生衝突，其詳述如下： 

1. 發現問題 

「所以只要隨時碰到有障礙，不論層級我們都可以隨時做小組。」

─C0301 

「一種就是我主動發現問題，因為在管理的過程中，有些案子也許

偏掉，那要趕快把它修正回來。」─C0306 

「因為大家位置其實都很近。有時候誰卡住了，大家就直接過去。」

─C0403 

「基本上只要有問題的話，就會互動到。」─E0101 

「有時候你遇到什麼困難你可以寫下來，透用開會的時間作交流、

討論。」─E0202 

2. 成員發生衝突 

「工地如果對某一件事情產生衝突，他們沒辦法解決，平常是我們

來解決。」─D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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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團隊教導的態度 

領導者對團隊教導的態度認知會對團隊教導行為有所影響，經過

個案企業的資料歸納，個案公司團隊領導人對於團隊教導的態度可細

分為兩點：尊重成員、從旁引導成員而非主導。其詳述如下： 

（一）尊重成員 

「你可以選擇自己作自己的，我們尊重差異。」─A0502 

「我不希望是一個例如說中央集權，或者是由上而下指令型的來

做，通常我覺得因為大家都是成人，大家都是來工作，其實他們要付出

的是他們的智慧，他們的努力，但是，做錯的部分就會有改正的空間，

是可以用說的或者是用溝通的。」─C0201 

「通常他有問題的部份，我不會直接去點他，因為我覺得基本上每

個人有每個人基本的尊嚴。」─C0502 

「其實制度很開明，他也不會說去 care 你進度慢，因為他們有瞭解

到說研發這種東西本來就是比較長期的投資，他也不會因為你這個設計

idea 失敗而去責備你或什麼，其實就是一種經驗的累積。」─E0402 

（二）從旁引導成員而非主導 

團隊領導者在進行團隊教導的時候並非命令式地主導成員，而

是引導其發展，至他願意且符合組織利益的方向。 

「你一定要選擇對你最有利的不是嗎？你可以選擇，不用勉強，所

以我們在教導，而不在管理，教導告訴你現在這種方式走，會怎麼樣，

而管理是一種要求。」─A0503 

「最好不要直接告訴他們怎麼去做，因為他永遠會不知道你的原

因，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這個過程是怎樣，你背後的想法是怎樣。」

─C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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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團隊教導的特性 

（一）即時性的 

「讓他們知道說要隨時都要在狀況內，因為他的主管隨時都會抽

查。」─B0308 

「各種正式不正式的互動通通都是會發生的，而且是常態性不斷在

發生的。」─C0204 

「我可以針對你的報告內容發問，或者說我很明顯地發現你錯了，

就可以即時糾正與指教」─E0201 

（二）觀念培養重於技能訓練 

「事務上的 coaching 很簡單，…..可是真正的 coaching 是觀念的培

養。」─B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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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團隊教導的因素 

本節依據訪談資料，經整理與分析後，將受訪個案公司團隊教導

的影響因素分為內部因素及外部因素兩個部分。以下分述之，如表

4-7 所示。 

 

表 4-7 影響團隊教導因素編碼表 

研究主題 中級編碼 初級編碼 

乙 0101 團隊成員因素 

乙 0102 團隊因素 

乙 0103 領導者因素 

乙-01 

內部因素 

乙 0104 產業別及團隊性質 

乙 0201 外部環境變遷 

乙 

影響團隊教導的因素 

乙-02 

外部因素 
乙 0202 公司制度 

 

一、內部因素 

內部因素所指的是發生在團隊內部，對團隊教導會有所影響的因

素。透過個案企業的資料分析，影響團隊教導的內部因素可以細分為

三點，團隊成員因素、組織因素、領導者因素，其詳述如下： 

（一）團隊成員因素 

會影響到團隊教導的團隊成員因素包括四個部分，團隊成員特

性、團隊成員對任務的認知、人事異動，其詳述如下： 

1. 團隊成員特質 

「有些員工他很優秀，可是他個性比較怪異，就是可能他很執著，

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都非常地固執，所以在根別人溝通的時候會選擇不說

話，這樣團隊氣氛就會不好。」─B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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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要看成員的志向的問題，有些覺得輕鬆的可以趕快把事情

做完的最好；有些成員的個性就是覺得，我就是要挑戰，所以這要看情

況。」─B0303 

「第一是選人的錯誤，這種事情發生的原因第一個是因為，對任務

的認知，會影響到對任務選人的派遣，第二是既有人力裡產生斷層，勉

強接受那個人。」─D0403 

「有些人比較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像這個都是個問題，譬如說有一

組就永遠都覺得他自己是對的，有時候他提出一個案子他要這樣做，可

是我們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反對的，但是他不會理你。」─E0701 

2. 團隊成員對任務的認知 

「最重要還是人啊！…..，很多人因為不夠了解，……..，所以就很

容易踰越，所以他會造成品質會有高低。」─A0204 

「一個任務的完整性，就是各單位之間可以平衡，平衡包括了對任

務責任劃分認知的一致。」─D0503 

3. 人事異動 

「不過有可能是異動，因為大家相處久了之後其時感情還蠻好的，

但是如果有異動的狀況發生的時候難免會比較浮動。」─C0604 

（二）團隊因素 

團隊因素包括團隊大小、工作位置安排、工作量、工作資源等。

其詳述如下： 

1. 團隊大小 

「大的單位最大的問題就是資訊傳遞的效率和溝通會比較慢。」─

A0302 

2. 工作位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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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自己直接做指導的人都隔得那麼遠，就沒有辦法進行指

導。」─B0103 

「位置都在一起，所以隨時都可以招開，所以這樣各種的互動每天

都層出不窮的在發生」─C0302 

「平常因為同一組就在附近、坐隔壁而已，所以有可能說假設有人

要提出一個設計案，就會會先詢問一下意見」─E0205 

3. 工作量 

「其實不太一定，要看狀況，也要看我自己的工作量」─B0307 

「工作事務上的多少，是有影響的。就是說那一段時間很忙，他們

犯錯了之後，我盯每一件事情的時間會有差別，因為事情太多的時候，

我已經分心到別的地方去了，我不可能針對一個事情會停留很久，可能

要很久之後才能問他們問題的狀況。」─B0502 

「工作量會有影響，所以我們在一開始面試的時候就會希望他們是

配合度比較高的，希望是時間上比較無條件的」─C0701 

4. 工作資源 

工作資源包括了時間和經費兩個部分，其詳述如下： 

(1) 經費 

「錢就是說，今天公司給你多少錢去運作，那你能不能運作得

完，你當初就要判斷，工程中的突發狀況或其他的問題，衍生的不

只是工程本身，還有你要去執行這些人力的成本，所以如果你預期

三個月要做完，結果你做了六個月，那完蛋了，那顯然你錢就要爆

掉了。」─D0501 

(2)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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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就是時間，專案經理他不會只有一個案子，他可能有

大案小案分了很多種，那你投注時間的多與寡，對於這目標推進的

方向有沒有偏頗，其實是有影響的。」─D0502 

（三）領導者因素 

領導者本身對團隊教導也會有所影響。透過個案公司的資料分

析，可細分為兩點，領導者對狀況的認知不清與領導者風格，其詳

述如下： 

1. 領導者對狀況的認知不清 

「第一層就是領導者對於事情的認知不清，例如我去跟業主的講法

和他真的想要的東西是不同的，我服務的和他需要的是不符合的，唯有

服務的範圍超過業主的需求，才可能包含他所有的需求，所以這是很重

要的，這是影響最大的。」─D0402 

2. 領導者風格 

「就是工作氣氛很悶呀，也不是說很悶啦，只是因為主任很內向，

我們也不敢太 over。」─E0601 

「他在公司裡面跟他比較好的朋友會有影響，因為有時候比較好的

朋友不一定是同組的，有時候是其他組的，其他主管在帶，或做其他客

戶的，有時會對他 coaching 結果的影響還是蠻大的。」─B0602 

（四）產業別及團隊性質 

經資料分析發現，不同的產業別或團隊性質，會有不同的團隊

教導方向，此處呈現出各個案產業別及團隊性質的差異處，而非其

差異所帶來的結果。 

「保險業就只有三個訣竅第一個就是銷售，….業績好了之後他要開

始增員…..再來一個人很多，那怎麼管理…..因此我們的團隊教導行為主

要都在這些方面。」─A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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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政策一定會配合我們業務部門。」─B0604 

「宣傳畢竟是比較花錢的單位，第二個他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產品的

成敗，就是整個遊戲的成敗，所以大到會整個公司跨部門或跨公司。」

─C0101 

「這個 team 包括我們公司內部 in house 的人，也有可能是

outsourcing 給顧問群，那些顧問群也都會 under 在這裡面，我們來做調

配。」─D0101 

「因為你跟他講沒有用，他非得做一次然後失敗你才有辦法，因為

研發團隊太自由了，所以就變成你要這樣做那你就去做吧。」─E0702 

 

二、外部因素 

外部因素指的是團隊以外，會影響到團隊教導的因素。透過個案

企業的資料分析，影響團隊教導的外部因素可以細分為兩點，外部環

境的變遷與公司制度，其詳述如下： 

（一）外部環境的變遷 

「因為現在的環境競爭，外部環境的商品不斷在改變，法令不斷在

改變，這些一改變，整個策略、商品、結構都要做改變。」─A0301 

（二）公司制度 

經各個案企業資料分析，公司制度可細分為兩點，升遷制度與

薪資，其詳述如下： 

1. 升遷制度 

「也是因為這樣太過沒有制度，所以我們比較沒有所謂的職等，像

我們底下的都叫「工程師」，你就沒有職等的分別，這是比較不好的，

成員都會變得比較不積極」─E0901 

2.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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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的體制而言，做行銷的薪資是不高的，所以我會刻意營造

一個比較愉快的環境給他們，所以在團隊教導的態度是是比較開放的」

─C0702 

「我們公司就是沒有加薪制度，也沒有所謂的評比，除了我剛說的

半年一次的評比之外沒有任何的評比，其實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制

度，…，深人員教導上會是一個阻力。」─E0902 

 

 



 65 

表 4-8 整合編碼表 

研究主題 中級編碼 初級編碼 

甲 0101 建立團隊規則 

甲 0102 激發熱忱 

甲 0103 師徒相傳 

甲 0104 觀察成員行為 

甲 0105 協助成員面對及預防問題 

甲 0106 引導成員學習 

甲-01 

團隊教導的行為 

甲 0107 建立正向的團隊氣氛 

甲 0201 正式型態 甲-02 

團隊教導的方式 甲 0202 非正式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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