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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業務員銷售情境複雜，頻遭客戶的拒絕挫敗、交易兩難的猶豫抉擇，以及

短暫的成就歡愉，也因此業務員的流動率高居不下，且中外皆然。因此，瞭解

業務員在面臨挫敗、猶疑及愉快事件後之意向結構為何，將有助於銷售工作行

為表現之預測。行動控制理論指出當個體遭受成敗或兩難時，會影響個體的動

機維持系統及執行工作的貫徹意向。Kuhl 雖曾在 1990 年發展 36 題的「行動

控制量表」(Action Control Scale, ACS)，但此一量表的題項係以日常生活中發

生猶疑不定或失敗題材為編撰依據，在愈多學者提議量表編製應考慮特定情境

的呼籲下，本研究以衡量業務員在銷售工作情境時之行動控制取向為目的，發

展一套適用於業務員之「銷售行動控制量表」(Sales Action Control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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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S)。研究結果顯示，經由 608 位業務員五個階段的訪談、預試與評量，30
題之 SACS 信度穩定，建構及效標關聯效度良好，評鑑優於 ACS，不僅支持

本研究以「銷售情境」做為行動控制取向衡量的主張，並可提供業務人員甄選

與教育訓練之評量與應用。 

關鍵詞：行動控制理論、行動控制量表、銷售行動控制量表、業務員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professions, salespeople have encountered more rejection 
frustration, hesitation, performance volatility. During the rejection situation, hesitation 
situation and volatility situations, the more we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 orientations of 
salespeople, the more we can explore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 accounted for behaviors 
differences observed. According to the Action Control Theory, action-state orientation, that 
facilitates or impairs performance following uncontrollable failure, is concerned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 in the ability to initiate and maintain intentions. In 1990, Kuhl 
developed the Action Control Scale (ACS), but 36 items of this scale focused on hesitation 
or unpleasant experiences in daily life. Many 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psychological 
instruments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domain-specific situation. Sales Action Control Scale 
(SACS), developed by 30 items in the study, is a measure of salespeople’s action-state 
orientation concerning sales events occurred. A total of 608 salespeople in Taiwan were 
used for interviewing,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for the scale in five step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eliabilities, the construct validity and most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ies are not 
only supported, the criterion validities of the SACS are also better than ACS. The 
usefulness of the scale is discussed. 

Keywords: Action Control Theory, Action Control Scale, Sales Action Control Scale, 
Salespeople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銷售業務員剛踏入職場時，多半抱持著工作熱情與美麗願景。但事實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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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多的業務員在職場工作一段時間後，頻遭客戶的挫折被拒、交易兩難的猶豫

抉擇、與成就的短暫歡愉，亦開始動搖最初投入的理想目標。由於業務員的績

效評估明確且現實，因而業務員在經歷職場一段時間後，很快的就能夠檢視到

自己做得好或是不好。有些人會產生厭倦迷惘或動機減弱，甚至決定離職；但

也有些業務員不改心意，不灰心繼續向目標努力，終於有了傑出亮麗的業績表

現。是什麼原因讓業務員在同樣遭受挫敗與兩難情境後，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

想法與行為？ 

行動控制理論 (Action Control Theory ) (Kuhl, 1981)，提出個體在個人特質

與成長環境相互影響下，個體在行動控制上會發展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個體差

異：行動導向(action-oriented) 與狀態導向 (state-oriented)。狀態導向者會對失

敗的經驗反覆思考，而無法從失敗的情境中脫離，降低了個體從事其他行為活

動的能力。相反地，行動導向者可以迅速的從失敗經驗中脫離，不受失敗事件

的影響，繼續堅持原有的目標。因此從 Kuhl (1994) 發表的文章可發現，行動

導向者的工作表現要比狀態導向者佳。 

Kuhl 雖曾在 1985 年根據其所定義的行動導向與狀態導向特質，編製「行

動控制量表」(Action Control Scale, ACS)，但此一量表的題項係以日常生活中

發生的題材做為編撰考量。許多學者建議量表編製應考慮特定情境 
(domain-specific) 以加強提昇量測效度  (e.g., Diefendorff et al., 2000; 
Hodgkinson, 1993; Lefcourt et al. 1979; Phares, 1976; Weiner, 1985)，後來若干學

者亦紛紛投入工作情境下心理量表的發展或修訂，並獲致研究上的肯定 (e.g., 
Diefendorff et al., 2000; Furnham et al., 1992; Hodgkinson, 1992; Kent, 1991; 
Spector, 1988; 鍾燕宜與丁承, 2001)。在行動控制量表的發展上，鍾燕宜曾於

2002 年提出「拒絕行動控制量表」，張憲卿亦曾於 2002 年提出「大學生行動

控制量表」，皆是呼應此一主張下而發展與修訂。因此，本研究擬以銷售情境

為主題，發展一套三個分量表之「銷售行動控制量表」 (Sales Action Control 
Scale, SACS)，衡量業務員在銷售工作中失敗、決定、表現之行動控制傾向。

期盼 SACS 的開發，可做為業務員行動控制研究的測量工具，並提供產業界對

業務員的甄選與教育訓練的應用參考。 

二、研究目的 

(一) 根據行動控制理論，發展「銷售行動控制量表」，並瞭解該量表是否可以

通過量表評鑑在信度與效度上的要求，以支持業務員在業務情境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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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控制人格特徵衡量的主張？ 

(二) 比較「銷售行動控制量表」(SACS) 與「行動控制量表」(ACS) 在信度與

效度上的表現，是否支持以特定情境編製量表以提高測量效度的主張？ 

貳、文獻探討 

根據動機理論，個體的期待目標與他目前的成就結果會存在落差，起因於

達成目標的動機減弱了。但是 Kuhl (1984) 及 Corno (2001) 提出不同的看法，

認為期待目標與最後結果之間不具有必然性，個人在設定目標之後並不見得一

定會產生行動來達成目標；Kuhl (1985) 提出質疑，他認為動機僅是促使個人

設定行動的目標，但行動完成則有賴於行動控制 (action control)，或稱之為意

志控制 (volition control)。 

一、行動控制理論 

許多學者認為除了認知、動機、後設認知之外，行動控制 (意志) 也是重

要的學習者特性 (Boekaerts, 1994；Kuhl, 1985, 1994；Kuhl & Kraska, 1989)。
當代有關行動控制方面的研究是以 Kuhl（1984, 1985, 1994）行動控制理論為

代表。Kuhl (2000) 及 Kuhl & Goschke (1994) 認為人類心理的認知機制已不足

以解釋所有的目標引導行為，也非動機的價值期望模式所能解釋，例如具誘惑

力的分心物出現時，個體仍能堅持於當前的意向，或個體可能會對一個次級

的、較微弱的行為承諾。以上這些情形都需要透過行動控制加以維持。 

根據行動控制理論 (Kuhl，1994)，此種個體意圖行動 (intended action) 的
無法發生，與傳達意圖行動的抑制和發生的機制有關。像沈溺思慮 
(rumination)、拖延 (procrastination)、疏離所好 (alienation) 等會損害行動控制

機制的情況，可解釋為何個人無法發生他認為最好的行動。Kuhl (1982, 1984) 
假定只有足夠的動機和能力並不能實行意向行動。當一個人企圖表現一個行動

時通常會遭受一些外在或內在的力量，它們會喚起個體可選擇的行動傾向。為

了確保這個意圖行動而不受其它的互競行動干擾，這個意圖行為必須被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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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強，並且被保護不受干擾，直到它已經被個人表現出來為止。這種歷程就

是 Kuhl 假設的「行動控制」(action control) 歷程。因此，「行動控制」完整

的定義可以是：「個人保護意圖對抗其他互競行動傾向的干擾，以使這個意向

能順利執行，而不被其他互相競爭傾向所取代的歷程」。 

二、行動控制風格 

行動控制指的就是對意圖的維持與保護，可分為被動或主動的控制模式來

運作。行動導向與狀態導向最大不同在於其行動控制模式各異。 

(一) 行動控制模式  

Kuhl (1984, 1985) 認為在特質與情境因素交互作用影響下，個體在行動控

制上具有兩種不同氣質傾向的個別差異：行動導向風格與狀態導向風格。行動

導向與狀態導向最大不同在於其行動控制模式各異。兩者非截然區分，而是連

續的狀態。而個體在某些情境中是否變成行動或狀態導向也因氣質因素 
(dispositional factor) 而有不同 (Beckmann, 1994; Kuhl & Beckmann, 1985)，這

方面的氣質因素可以經由 Kuhl (1985) 所設計的行動控制量表 (ACS) 而測

得： 

1. 行動導向  

行動控制指的就是對意圖的維持與保護。行動導向者可以彈性地激

發維持其動機的系統以促進其行動意向的啟動，因而他們能採取立即的

行動以達成目標。這是因為行動導向者同時注意現在和未來的狀態，處

理兩者間不一致之處，亦即計畫出消弭此一差距的行動方案，並採取此

行動有效地轉換現狀至理想的未來狀態。因此，行動導向者能把注意力

集中於真實的行動意圖上，致力於行動意圖的執行 (Kuhl, 1984, 1985)。
它可以激發動機維持系統彈性地操作，促進行動意圖的設定，有助於意

志功能，並在反覆失敗後會以轉換不同的策略來完成當前目標，是屬於

動態風格 (metastatic mode)。 

由最後決策及意圖行動形成前的訊息處理量來看，行動導向者較少

注意不相關的訊息，迅速處理以避免決策長考，藉選擇性注意與決策意

圖相關的訊息，凍結與決策無關但具吸引力的訊息，以最節省的行動訊

息進行編碼控制，保護意圖，對抗阻礙的競爭意圖，一旦決定，則會維

持意圖並行動，同時會抗拒紛至的訊息 (劉佩雲，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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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決策前的訊息處理觀點來看，行動導向者會增加選擇間吸

引力的差異性，也就是擴大增加偏好選擇的正面向並遞增其吸引力，而

給予非偏好選擇負面向，因此較少更改或修正當前的決定，也由於不同

選擇間吸引力的歧異性愈大，也愈容易做出抉擇。 

2. 狀態導向 

狀態導向的控制模式所控制的意圖是將焦點集中於「狀態」，也就是

個人過度把注意力擺在過去、現在及未來的狀態上，花過多的時間去反

覆思考過去的失敗經驗、對於行動意圖猶豫不決或太過於注意外在焦點 
(程炳林，2000)。同時，狀態導向者會過度覺察挫折，無法活化其動態控

制模式，意即無法視情況彈性地運用其意志方面的功能，此情形導致其

監控動機的功能因長期被忽略而受到抑制，因而使其猶豫不決、行為被

動。它對動機維持系統會採取僵化性的操作，也就是即使試過各種方法

都失敗，仍舊固執於原目標，如此一來造成對動機維持系統有所傷害，

也代表著有害於個人的意志功能。此外，他們傾向錯誤地內化與自我不

一致的訊息，使其在堅持與分心間產生矛盾，無法停留在愉悅的活動中。 

由最後決策及意圖行動形成前的訊息處理量來看，狀態導向者會同

時注意相關與不相關的訊息，蒐集大量表現及行動所可能需要的訊息，

但這些可能不符合長期記憶的意圖進入工作記憶卻無法順利轉換成執行

行動，會使工作記憶超過負荷，導致行動受到抑制 (劉佩雲，1998)。其

次，從決策前的訊息處理觀點來看，狀態導向者容易在想選、不想選之

間猶疑，以致在諸多選擇間難下決定，出現誘因遞增 (incentive escalation) 
的現象 (Kuhl & Beckmann, 1985; Kuhl, 1984)。 

(二) 狀態導向對動機維持系統的傷害 

1. 意向固著（preoccupation）： 

意向固著是指個體不知道要如何來達成目標。當個人經歷過失敗的

經驗後，由於個人會不斷地反覆思考失敗的過程，於是伴隨著不好的認

知與負向的情緒反應，進而無法從此一失敗情境脫離（disengagement）
去執行行動意圖 (程炳林、林清山，1998)，因此，個體在即使無能為力，

或與當前自選意圖不一致的情況下，仍會不由自主地去做某件事 (Kuhl, 
1981)。由於此一現象常與失敗的經驗有關，所以也稱這種狀態導向為「失

敗關聯的狀態導向」 (failure-related state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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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猶豫不決（hesitation）： 

猶豫不決是指個人不確定自己是否真正知道行動意圖，因此會搖擺

不定。若個人將啟動（initiative）去執行行動意圖難度的門檻（threshold）
提高，也就代表著將無法下決定啟動行動意圖，如此一來意謂著個人無

法對行動意圖進行支援，而行動控制策略也就不會出現，因此，個體在

即使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礙的情況下，卻仍無法開始從事意圖的行動。

由於此一現象是與無法抉擇有關，所以也稱這種狀態導向為「決定關聯

的狀態導向」（decision-related state orientation）。  

3. 反覆無常 (volatility)： 

反覆無常是指個人經歷成功、愉快的經驗後，無法長期停留這種狀

態，很容易又受到外在其他行動意圖的干擾，也就是太過於注意外在的

焦點，以致於無法持續 (persistence) 愉快的成功經驗，因此，個體在即

使是喜歡的活動，在進行中仍會受到其他干擾，或貿然改去從事另一活

動 的 傾 向 。 這 種 狀 態 導 向 也 稱 為 「 表 現 關 聯 的 狀 態 導 向 」

（performance-related state orientation）。 

三、行動控制量表 

Kuhl (1985, 1994) 行動控制理論文獻，以及其所發展行動控制量表(ACS)
之編製內容，其中包括：(1) Kuhl 將測量「意向固著」構念的分量表稱為「失

敗相關的分量表」(failure-related subscale)，或「失敗後的行動導向-意向固著」

量表 (Action orientation subsequent to failure vs. preoccupation，AOF)，簡稱為

「失敗分量表」；（2）Kuhl 將測量「猶豫不決」構念的分量表稱為「決定相關

或未來的行動 /狀態導向」量表  (decision-related or prospective action/state 
orientation)，或「未來的和決定的相關行動導向  vs. 猶豫不決」量表 
(prospective and decision-related action orientation vs. hesitation，AOD)，簡稱為

「決定分量表」；（3）Kuhl 將測量「反覆無常」構念的分量表稱為「表現相關

的行動/狀態導向」量表 (performance-related action/state orientation)，或「表現

活動中的行動導向 (內在導向) vs. 反覆無常」量表 (Action orientation during 
performance of activities (intrinsic orientation) vs. volatility，AOP)，簡稱為「表

現分量表」。 

行動導向者在需要做決定或啟動決定時，不會猶豫不決；面對失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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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沉溺在這些失敗的經驗；經歷成功的經驗後，能保持成功經驗的感受，阻

止其他行動意向的干擾。相反的，狀態導向者則會偏向猶豫不決、意向固著與

反覆無常的狀態中。表 1 整理行動導向與狀態導向在下列三向度上之差異： 

表 1  行動導向與狀態導向的差異 

行動導向 狀態導向 

自由解脫：會轉換不同的策略來達成目標 意向固著：沉溺在過去發生過的失敗中 

主動自發：自主且有效率的決策 猶豫不決：猶疑偏好的選擇 

堅持到底：埋首在一個既定決定的能力 反覆無常：追求目標時會受到其他思緒

干擾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參考 Kuhl 的 1985 年版和 1990 年版之 ACS 三個分量表的編製

架構與概念，以業務員 (包括從事壽險、藥品行銷、多層次傳銷者) 為研究對

象，搜集業務員對於銷售工作時發生挫敗的厭惡經驗時、經歷面臨兩難決定

時、和獲致銷售成功經驗時之事件，做為編製「銷售行動控制量表」(SACS) 的
題庫。 

一、研究流程 

(一) 整理文獻 

瞭解 Kuhl (1985, 1994) 行動控制理論文獻，以及其所發展 ACS 之編製內

容、特點及缺失。其中包括：(1) Kuhl 測量「意向固著」構念的分量表稱為「失

敗相關的分量表」(failure-related subscale)，簡稱為「失敗分量表」；(2) Kuhl 將
測量「猶豫不決」構念的分量表稱為「相關決定的或未來的行動/狀態導向」

量表 (decision-related or prospective action/state orientation)，簡稱為「決定分量

表」；(3) Kuhl 將測量「反覆無常」構念的分量表稱為「表現相關的行動/狀態

導向」量表 (performance-related action/state orientation)，簡稱為「表現分量表」。 



中山管理評論 

 ～205～

(二) 搜集業務員的失敗、決定、表現事件 

深度訪談資深業務員 40 位 (壽險、藥品行銷、多層次傳銷者各佔 10~15
位)，描述在銷售情境中所遭遇失敗的厭惡經驗時、及當面臨兩難決定時、和

經歷成功經驗時的事件，並說明當時的因應處理方式(行動/狀態導向)： 

1. 失敗事件： 

搜集業務員在面對失敗或令其不愉快的銷售經驗，及其當時的因應

處理方式 (行動：自由解脫；狀態：意向固著)。失敗事件主要在瞭解業

務員在面對失敗經驗時，是否能將其注意力集中在解決發生問題的計畫

上 (行動導向) 或是將焦點集中在過去、現在、未來的狀態上 (狀態導

向)。例如：當我全力以赴地想要做成一件案子，但卻遭遇到失敗，A：

我會繼續堅持努力下去 (行動導向)，B：我根本什麼事也不想做了 (狀態

導向)。 

2. 決定事件： 

搜集業務員遭遇那些令他們猶豫不決的銷售事件，及其當時的處理

因應方式 (行動：主動自發；狀態：猶豫不決)。決定事件是要瞭解業務

員能否掌握有效的訊息，並在適當的時機做成決定，且順利啟動已做成

決定的活動 (行動導向)；或是無法結束或停留在一個決定歷程而產生猶

豫不決 (狀態導向)。例如：當面對同行競爭導致客戶不願購買時，A：

我不知道要如何的處理 (狀態導向)，B：我立即可以想到應該怎麼做 (行
動導向)。 

3. 表現事件： 

搜集業務員經歷那些愉悅的銷售事件，及其當時的因應方式 (行
動：堅持到底；狀態：反覆無常)。表現事件主要在瞭解業務員在經歷愉

悅事件後之短暫堅持 (short persistence) 的程度。瞭解其是否仍能保持成

功的感受，杜絕其他意念的干擾，沒有過早轉變為另外可選擇的活動之

能力。例如，當我得到意外訂單時，A：我不會花太長時間去想這件事 (狀
態導向)，B：我會想自己做得多棒 (行動導向)。 

(三) 確認與篩選失敗、決定、表現事件 

將所搜集業務員的失敗、決定、表現事件，以及各事件所回應的行動/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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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導向整理成問卷，另請 50 位業務員 (並未接受任何訪談者，且壽險、藥品

行銷、多層次傳銷者各佔 15~20 位) 詢問以下九個問題，用二選一的答題方式 
(dual- response)，做「是」、「否」及「無意見」的回答。篩選標準為每一個題

目至少有 60%以上的業務員回答「是」，才會納入 SACS 的正式題庫中。問題

如下： 

(1) 這個失敗事件是否會帶來一種挫折、壓力或不愉快的感覺？ 
(2) 這個失敗事件是否經常會發生？ 
(3) 發生這個失敗事件時，你是否也會有如此的反應(行動/狀態導向)？ 
(4) 這個決定事件是否會讓你有面臨兩難的壓力？ 
(5) 這個決定事件是否經常會發生？ 
(6) 發生這個決定事件時，你是否也會有如此的反應(行動/狀態導向)？ 
(7) 這個表現事件是否會讓你感到很有成就感？ 
(8) 這個表現事件是否經常會發生？ 
(9) 發生這個表現事件時，你是否也會有如此的反應(行動/狀態導向)？ 

(四) 發展 SACS 量表 

將確認與篩選過的失敗、決定、表現事件建立題庫後，轉換成量表測題。

再另請 35 位資深業務員 (壽險、藥品行銷、多層次傳銷者各佔 8~14 位)，就

測題適切性、題意清晰度及概念重疊性進行刪選及表面效度預試。在第一次預

試時，採用變異數分析與信度做為題向篩選的方法。由於本研究施測對象包含

壽險、藥品及直銷業務人員，為避免三個行業別產生試題反應不同的現象，發

生量測適用性的疑慮，在第二次預試時除了使用變異數分析與信度外，另外進

行試題區別功能(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 之 Mantel-Haenszel 法 (簡
稱 MH 法；Holland & Thayer, 1988; Mantel & Haenszel, 1959) 來檢測三個不同

性質的業務員在答題機率上是否有不同的現象。若其中一題產生反應不同則予

以刪除，直至全數題項通過後，評量版 SACS 才告一段落，接續進入正式評鑑。 

SACS 作答方式與 ACS 相同，皆採用強迫二選一的回答方式。SACS 量表

中每一個題目都是相當具體的行為敘述，要求受試者在兩個答案中選擇一個和

自己經驗相符的答案。計分方式為選擇行動導向的答案給予一分，選擇狀態導

向的答案則給予零分，因此，受試者在各分量表的得分加總，即為分量表的行

動導向得分，將三個分量表的總分加總，即為 SACS 總量表的行動導向得分。

得分愈高者，表示愈接近行動導向特質，得分愈低者愈接近狀態導向特質。 

(五) 評鑑 SACS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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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於前述編製 SACS 初版之業務員，我們另外抽樣約計 273 名業務員施

測 SACS 評量版。本研究將參考多位測驗學者對於良好量表評鑑標準的建議 
(e.g., Anastasi, 1990; Churchill, 1992; Nunnally & Bernstein, 1994; Robinson et al., 
1990)，做為評鑑新量表的依據。本研究採 Alpha 係數做信度判準以及三種效

度指標，分述如下： 

1. 信度 

信度  (reliability) 代表一測驗在測量某持久性心理特質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或穩定性 (stability)。本研究係以所有測驗題的反應一致性

為基礎，只根據一次測驗結果，確定測驗題是否測量相同特質的估計信

度的內部一致性法 (internal consistency) 來計算信度。為能提高 SACS 每

個測驗題間的一致性，以測驗本身的總分為效標，計算每一測驗題與總

分的相關，相關係數若未達顯著水準或低於 0.30，則應予以刪除或修改 
(Nunnally & Bernstein, 1994, p. 305)。由於Alpha係數 (Cronbach, 1951) 為
估計內部一致性信度之下限 (Ten Berge & Zegers, 1978)，尤其是 SACS
之測驗題記分屬二選一型式，Alpha 係數很可能低估信度 (Cortina, 1993, 
p.101)，因此，以 Alpha 係數做信度判準是相當穩健的。 

2. 內容效度 

透過 40 位業務員個別訪談資料收集，加上 50 位業務員的測試篩選，

加上效度預試，應可獲得測驗內容的代表性與適切性。 

3. 建構效度 

SACS 屬於單向度之心理量測，題目採二選一的回答方式，無法使用

因素分析法驗證建構效度。由於 SACS 與 ACS 為同一概念下之不同量測

工具，兩者應有高度相關。故以 ACS 為比較驗證的對象，藉由「多元特

質-多重方法矩陣法」(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MTMM) (Campbell & 
Fiske, 1959)，評鑑 SACS 的收斂效度與區辨效度。 

4. 效標關聯效度 

效標 (criterion) 即指測驗所要預測的某些行為或特質的一種直接且

獨立的量度。SACS 主要是用來解釋或預測業務員工作態度、業務績效與

離職傾向特質，因此我們選擇近期人員銷售管理研究中常見之工作態度

變數做為效標，包括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Chowdhury, 1993)、目標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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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 (goal commitment) (Hollenbeck et al.,1989)、工作投入 (job involvement) 
(Lawler & Hall, 1970)、工作滿意 (job satisfaction) (Brown & Peterson, 
1993)、角色內行為 (in-role behavior) (Williams & Anderson, 1991)、組織

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OCB) (Williams & Anderson, 
1991)、及離職傾向 (turnover intention) (Sager & Menon, 1994)等七項。效

標關聯效度係以七個效標與 SACS 求相關。由於效標資料是與施測同時

獲取，故屬同時效度 (concurrent validity)。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針對銷售人員為對象，包含壽險業務人員、藥品業務人員、直銷

業務人員，總共經過五個階段的訪談、篩選、預試與評量，總計獨立抽取出

608 位銷售業務員。為避免三個行業別的樣本數差異過大，盡可能的將抽樣的

比例控制在三群人數差異不超過 30%，且為達到交叉驗證 (cross-validation) 
之效，受訪者均不重複抽樣。表 2 列示 SACS 經由訪談、篩選及三次的測試後，

人數及題數的變化情形。由表中可知，SACS 經由最後第二次預試及正式評量

後，30 題之 SACS 已達穩定。 

表 2 樣本人數統計表 

 壽險 
業務員 

藥品 
業務員 

直銷 
業務員 

總計 問卷 
題目數 

訪談 14 位 12 位 14 位 40 位 46 題 
確認與篩選試題 18 位 15 位 17 位 50 位 38 題 
第一次預試 18 位 14 位 18 位 50 位 31 題 
第二次預試 69 位 53 位 73 位 195 位 30 題 
正式評量 88 位 86 位 99 位 273 位 30 題 
合計 207 位 180 位 221 位 608 位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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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銷售工作中常見之拒絕事件，發展「銷售行動控制量表」

(SACS)，衡量業務員在發生失敗情境、面臨兩難決定時、和經歷銷售成功經

驗時之行動控制傾向。我們將 30 題 SACS 與 36 題 ACS 分由三群業務員同時

進行施測，進行 SACS 與 ACS 間信效度之檢測，研究結果顯示如下： 

(一) SACS 信度評量 

獨立於前述編製 SACS 二次預試之業務員，我們另外不重覆抽樣 273 名業

務員 (壽險業 88 位、藥品行銷 86 位、多層次傳銷 99 位) 進行 SACS 正式評

量階段。這些業務員年齡平均為 34 歲，56%是女性，未婚與已婚各半，從事

銷售服務年資平均為 6.6 年，教育程度大多集中在高中及大專。我們依據每一

測驗題與總分的相關係數低於 0.30 予以刪除的原則，發現題目中總分相關均

高於 0.3 以上，且 SACS 三各分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Alpha 係數均超

越 0.7。 

(二) SACS 效度評量 

1.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主要是依據編製者對於所要測量特質之概念與假設，採用

邏輯的分析方法進行判斷，重視測驗題的研製與預試過程。透過 50 位業

務員之個別訪談資料搜集，195 位業務員之次數篩選，以及二次的表面效

度預試，最後編製出 SACS (參見附錄)。如此在質量分析兼顧下，應獲得

測驗內容的代表性與適切性。 

2. 建構效度 

SACS 屬單向度之心理量測 (非行動導向即狀態導向)，題目採二選

一回答方式，無法使用因素分析法驗證建構效度。因此，將藉由「多元

特質-多重方法矩陣法」 (Campbell & Fiske, 1959)，評鑑 SACS 檢驗收斂

效度與區辨效度。MTMM 目前已成為驗證量表建構效度相當正式且最為

常用的評量方法 (Marsh & Grayson, 1997)。雖然 SACS 是衡量業務員銷

售情境下之行動控制傾向，而 ACS 則是衡量個人在一般生活情境下之行

動控制傾向，但 SACS 與 ACS 所衡量之心理構念皆源於行動控制理論 
(Kuhl, 1981)，因此 SACS 與 ACS 為同一概念下之不同量測工具，二者

應有高度相關 (Anastasi, 1990)。 

這套方法的邏輯在於心理測驗的結果會同時受到所欲測特質、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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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或二者兼具之共同影響。我們將 30 題 SACS 與 36 題 ACS 分由 273
名業務員同時施測，為方便說明，以表 3 研究結果說明。MTMM 變數包

括三個特質 (決定、失敗、表現)，以及兩個方法 (SACS 與 ACS)。首先

就 SACS 收斂效度方面，由表 3 結果顯示，所有 MTHM 相關係數值皆

達顯著水準，介於0.65 至 0.69 間 (平均數 = 0.67)，解釋變異程度達42% 
~ 48%，且 MTMM 之信度係數高於 MTHM 相關係數。代表這些相關係

數值不僅能反應特質上的變異 (亦即普遍情境與銷售情境下之各行動控

制因素)，且反應在方法上的變異 (亦即不同的量測工具)。由結果顯示，

應支持 SACS 的收斂效度 (Cohen, 1969)。 

Campbell & Fiske (1959) 提供三個判別區辨效度的指標。 

第一個是 MTHM 的相關係數值須高於 HTHM 的相關係數值。結果

顯示，進行 MTHM 的相關係數值 (平均數 = 0.67) 之 12 對比較，皆高

於其餘 HTHM 的數值 (平均數 = 0.46)。因此，第一個指標獲得支持。 

第二個區辨效度指標為 MTHM 的相關係數值須高於同列同行之實

線三角形內之 HTMM 相關係數值。Campbell & Fiske (1959) 建議符合的

次數最好能達 100%。如表 3 所示，SACS 之符合次數皆達 100%，但 ACS 
在表現部分未能通過 (MTHM 為 0.66 < HTMM 為 0.72)。 

第三個區辨效度指標為特質間相關係數的高低排列，在各三角形數

字之排列情況應相同。Marsh (1982) 建議用下列較為簡單的方法來檢

驗。由表 3 顯示，所有失敗與表現的相關係數值高於決定與表現、以及

決定與失敗的相關係數。表示在此一指標上，SACS 的區辨效度可獲得支

持。 

最後一項區辨效度指標，無論是相同方法或不同方法，所有各特質

與其他特質間的相關係數值，皆應顯著低於各特質本身的信度係數 
(Marsh & Grayson, 1997)。就 SACS 部分，總計有 12 項數字 (上三角形

與正方形) 與三個分量表的信度係數比較，結果顯示這 12 項數字皆低於

0.85 ~ 0.92，表示 SACS 的區辨效度在最後一項指標上亦獲支持。 

由以上分析結果顯示，SACS 確為三個共同因素之心理概念結構。表

示 SACS 能夠測量到行動控制理論所提出之個體對於兩難、失敗、成功

事件具有「思考固著/自由解脫、猶豫不決/主動自發、反覆無常/堅持到

底」心理概念或特質，斂聚效度佳。另外，SACS 信度良好，各分量表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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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0.85 (決定 SACS’α= 0.87 (題數=13)、失敗 SACS’α=0.92 (題數=11)；
表現 SACS’ α= 0.85 (題數=7)。 

表 3  MTMM 矩陣 

量表 信度   SACS   ACS  

  (Alpha)  決定 失敗 表現 決定 失敗 表

現 
決定 .87**        

失敗 .92**  .55**      SACS 
表現 .85**  .59** .55**     

          
決定 .73**  .69** .50** .51**    
失敗 .82**  .37** .65** .42** .43**   ACS 

表現 .76**  .45** .52** .66** .49** .72**  

* P<.05; ** P<.01 (n = 273) 

 

3. 效標關聯效度 

由 273 名業務員同時施測 SACS 各分量表與七項效標 (自我效能、

目標承諾、工作投入、工作滿意、角色內行為、組織公民行為、及離職

傾向)，結果顯示各量表信度皆超過 0.7，表示測量反應一致性高。由於

SACS 各分量表與七項效標皆達顯著，顯示效標關聯效度良好 (參見表

4~6)。另外，我們亦可由 SACS 各分量表與七項效標之相關係數中顯示，

行動導向之業務員，較易展現出銷售自信、達成目標的決心與堅持度高、

認同銷售工作的重要性、工作滿意度高、表現出組織所期望的工作行為

或標準、具有自動自發互助的精神與留任意圖強等工作態度與行為；反

之，狀態導向者則傾向於自信心不足、目標堅持度低、工作投入感差、

工作滿意度低、所表現出的工作行為未達理想、以及有退出業務工作的

意向等。此外，鍾燕宜 (2002) 研究結果亦顯示，壽險業務員面對拒絕情

境時，狀態導向者較缺乏克服障礙的自信，達成目標的決心與堅持度不

高、工作滿意度低、績效表現不佳與離職傾向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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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決定行動控制與效標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Kuhl 
決 
定 
行 
動 
控 
制 

自
我
效
能 

目
標
承
諾 

工
作
投
入 

工
作
滿
意 

角
色
內
行
為 

組
織
公
民
行
為 

離
職
傾
向 

銷售決定行動控制 .79** .649** .736** .744** .602** .737** .740** -.593** 

Kuhl 決定行動控制  .467** .582** .603** .510** .609** .584** -.493** 

相關係數差異  .182** .154** .141** .092 .128** .15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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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失敗行動控制與效標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Kuhl 
失 
敗 
行 
動 
控 
制 

自
我
效
能 

目
標
承
諾 

工
作
投
入 

工
作
滿
意 

角
色
內
行
為 

組
織
公
民
行
為 

離
職
傾
向 

銷售失敗行動控制 .83** .625** .700** .753** .622** .752** .744** -.618** 

Kuhl 失敗行動控制  .437** .516** .566** .563** .615** .559** -.517** 

相關係數差異  .188** .184** .187** .059 .137** .185**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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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表現行動控制與效標之相關係數矩陣表 

 Kuhl 
表 
現 
行 
動 
控 
制 

自
我
效
能 

目
標
承
諾 

工
作
投
入 

工
作
滿
意 

角
色
內
行
為 

組
織
公
民
行
為 

離
職
傾
向 

銷售表現行動控制 .759** .614** .652** .634** .543** .690** .683** -.532** 

Kuhl表現行動控制  .408** .494** .494* .446** .560** .533** -.448** 

相關係數差異  .206** .158** .140* .097 -.130* .150** -.084*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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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效標關聯效度的比較，係以兩兩變數間相關係數之顯著檢定法為據。

然而相關係數達顯著有三種可能的情況：(1)兩變數間單純的直接關係；(2)透
過其他中介變數產生顯著的相關；(3)以上皆是 (Nunnally & Bernstein,1994, 
p.196)。這表示 SACS 與效標達顯著相關，有可能是因 SACS 透過其他中介

變數所致，當我們一旦控制這中介變數後，SACS 與效標間的關係可能會因而

消失。如此，使用相關係數顯著檢定法判斷 SACS 與 ACS 在效標關聯效度上

的差異，並不週延。因此，Diefendorff et al. (2000) 與 Nunnally & Bernstein (1994) 
認為為提供更具說服性的證據，須盡可能地控制中介變數，應用階層複迴歸分

析法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來瞭解何項預測變數 (predictor) 對效

標變數最具有解釋的能力。多文獻皆已指出工作態度 (例如自我效能、目標承

諾、工作投入、工作滿意) 與人口統計特徵變數有關，而行動控制變數亦與人

口統計特徵有顯著關聯 (Diefendorff et al., 2000)。因此，為更清楚瞭解 SACS
與 ACS 是否能對各效標增加解釋變異量 (R square change)，以及何者最能增

加解釋變異的程度，我們將控制人口統計特徵變數，以階層複迴歸分析進行比

較。 

階層複迴歸模式包括三個 (見表 7~9)：模式一僅包括人口統計特徵變數 
(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年資) 等五項控制變數，未加入任何行

動控制變數；模式二 a 則是五項控制變數外，再加入銷售行動控制變數；模

式二 b 則是將模式二加入變數改為 Kuhl 行動控制變數。由三個分量表階層複

廻歸分析顯示，加入行動控制變數後，SACS 在增加效標的解釋幅度上皆大於

ACS。 

表 7  決定行動控制對各項效標之階層複廻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樣本數 模式一 模式二 a 模式二 b 差異 

 N R2 △Ra
2 R△ b

2 △Ra
2- R△ b

2 

自我效能 229 .39** .18** .06** .12 

目標承諾 229 .44** .21** .10** .11 

工作投入 229 .50** .19** .12** .07 

角色內行為 229 .60** .16** .12** .04 

組織公民行為 228 .54** .17** .10** .07 

工作滿意 229 .53** .12** .11** .01 

離職傾向 230 .25** .18** .12**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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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一：包括性別、婚姻、年齡、教育程度、年資。 
模式二a：除模式一所包括之變數外，另外加入銷售決定行動控制。 
模式二b：除模式一所包括之變數外，另外加入Kuhl決定行動控制。 

R△ 2：模式一對效標解釋的幅度。 
△Ra

2：模式二a 增加效標解釋的幅度。 
R△ b

2：模式二b 增加效標解釋的幅度。 
△Ra

2- R△ b
2：模式二a與模式二b在增加效標解釋幅度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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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失敗行動控制對 廻各項效標之階層複 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樣本數 模式一 模式二 a 模式二 b 差異 

 N R2 △Ra
2 R△ b

2 △Ra
2- R△ b

2 

自我效能 229 .39** .14* .04 .10 

目標承諾 229 .44** .16* .05 .11 

工作投入 229 .50** .21** .09 .12 

角色內行為 229 .60** .18** .11* .07 

組織公民行為 228 .54** .17** .07 .10 

工作滿意 229 .53** .13* .11* .02 

離職傾向 230 .25** .21** .16* .05 
模式說明同表7。 
* p < .05; ** p < .01. 

表 9  廻表現行動控制對各項效標之階層複 歸分析摘要表 

效標 樣本數 模式一 模式二 a 模式二 b 差異 

 N R2 △Ra
2 R△ b

2 △Ra
2- R△ b

2 

自我效能 229 .39** .14* .07 .07 

目標承諾 229 .44** .14* .06 .08 

工作投入 229 .50** .13* .07 .06 

角色內行為 229 .60** .15** .10* .05 

組織公民行為 228 .54** .14** .07 .07 

工作滿意 229 .53** .11* .10* .01 

離職傾向 230 .25** .14* .09 .05 
模式說明同表7。 
* p < .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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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ACS 與 ACS 的比較 

比較 SACS 與 ACS 之信效度部分，Kuhl 之決定 ACS’α= 0.73 (題數=12)、
失敗 ACS’α = 0.82 (題數=12) 表現 ACS’α= 0.76 (題數=12)，顯示 ACS 的三個

分量表信度均低於 SACS 的信度 (參見表 3)。就效標關聯效度而言，各分量表

與效標之相關係數差異檢定，SACS 高於 ACS，且大多達顯著差異 (除工作滿

意外) (參見表 4~6)；在階層複廻歸分析部份，加入行動控制變數後，SACS 在
增加效標的解釋幅度上亦皆大於 ACS (參見表 7-9)。由信效度比較分析得知，

本研究以「銷售情境」做為業務員行動控制衡量的主張獲得肯定，並支持學者

提議量表編製應考慮所適用之特定情境的呼籲。因此，SACS 不僅可做為業務

員行動控制研究的測量工具，並可提供業界應用於業務員甄選與教育訓練的參

考。 

伍、討論 

本研究係以「銷售特定情境」(selling domain-specific) 下發展行動控制量

表。「銷售行動控制量表」(SACS) 是衡量業務員拒絕情境下之行動控制傾向，

而 Kuhl (1994)「行動控制量表」(ACS) 則是衡量個人在一般生活情境下之行

動控制傾向。在比較 SACS 與 ACS 之信效度評鑑過程中，已發現 SACS 相對

於 ACS 確實有提昇測量效度的貢獻，不僅肯定以銷售特定情境做為行動控制

的衡量，並支持未來學者從事以特定情境編製量表的開發。因此，SACS 不僅

可做為從事業務員行動控制研究的測量工具，並提供產業界應用於業務員甄選

與教育訓練的參考。包括： 

(一) 甄選行動導向者 

由 SACS 與七項效標的關聯分析顯示，銷售業務員對於所發生之面臨兩難

決定、經歷銷售成功經驗及失敗事件時，屬行動/狀態控制導向者，在銷售自

信、目標承諾、工作投入、工作滿意、角色內行為、組織公民行為與留任意圖

上有明顯的差異。此一研究結果與 Kuhl (1994) 回顧 1981~1993 年的研究發現

接近：狀態導向者比行動導向者對拒絕事件做較多的思考、比較被動、過度堅

持無法執行的行動意向；在決定過程中，無法掌握有效訊息做成決定無法在適

當的時機做成決定，並順利啟動已決定的活動，在經歷成功的經驗後，不能保

持成功的感受，而受到其他行動意圖的干擾；而行動導向者則會透過有效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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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控制，轉換不同策略、自主且有效率的決策，決定目標後會埋首於既定的決

策當中，以達當前目標。因此，我們認為對於一個具有挑戰性、頻遇客戶拒絕、

交易兩難情境的銷售工作，篩選出「銷售行動控制導向」者，絕對是需要考慮

到的特質。業務主管可以對應徵者施測 SACS，瞭解其在銷售情境下之行動控

制導向，篩選出行動意向型態者，淘汰過於狀態導向應徵者。 

 (二) 重視狀態導向者的訓練 

許多訓練課程的實驗研究成果已知，狀態導向者若經由適當的治療過程提

供成功、有控制感的經驗，是有可能改變或減少狀態導向，增加行動導向特質 
(e.g., Levy & Lord, 1992; Rholes et al., 1989)。因此，我們建議教育訓練目標是

將「意向固著」、「猶豫不決」及「反覆無常」的狀態導向者導引至「自由解脫」、

「主動自發」及「堅持到底」的行動導向者。譬如強調如何以平常心看待失敗

事件，停止將注意力集中在被拒之挫敗感中、訓練業務員能自主且做出有效率

的決策，能再兩難情境中不會猶疑偏好、在加強對於目標的追求動機之餘，更

能體驗成功的喜悅與成就感，並將此化作為目標努力之動力，以增加成功的機

會與經驗。而有效的行動控制訓練，可以培養業務員能夠自主定見地分析，彈

性地維持目標導向的行為，克服執行難度，以行動控制進行自我調整，更能在

多競爭、多挫折的銷售環境下獲致亮眼的業績。 

參考文獻 

張憲卿，2002，大學生行動控制之研究：學習動機之機轉，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碩士論文。 
程炳林，2000，「行動或狀態導向、目標層次、工作複雜度對國中生行動控制策略與

工作表現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31 卷 2 期：67-92。 
程炳林、林清山，1998，「行動控制量表編製報告」，測驗年刊，45 輯 1 期：65-82。 
劉佩雲，1998，兒童自我調整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鍾燕宜，2002，銷售與拒絕情境下心理的量表與評量-以壽險業務員為例，國立交通大

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鍾燕宜、丁承，2001，「壽險業務員拒息歸因風格量表的發展與評量」，管理與系統，

8 卷 3 期：251-278。 
Anastasi, A. ,1990, Psychological Testing, NY: Macmillan Publishing. 
Beckmann, J., l994, “Volitional correlates of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in Kuhl, J. and 

Beckmann, J. (eds.), Volition and Personality: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中山管理評論 

 ～217～

Seattle: Horefe and Huber, 155-156. 
Boekaerts, M., 1994, “Action control: How relevant is it for classroom learning?” in Kuhl, J. 

and Beckmann, J. (eds.), Volition and Personality , Seattle, WA: Hogrefe and 
Huber, 427-433. 

Brown, S. P., & Peterson, R. A., 1993,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lesperson job 
satisfaction: a meta-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causal effects”,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30, 63-77. 

Campbell, D. T., & Fiske, D. W., 1959, “Convergent and discriminate validation by the 
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56, 81-105. 

Chowdhury, J., 1993, “The motivational impact of sales quotas on effort.”,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30, 28-41. 

Churchill, Jr. G. A., 1992, “Better measurement practices are critical to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ales management issue”, The Journal of Personal Selling and Sales 
Management, Vol.12, 73-80. 

Cohen, J. (1969).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San Diego: 
Academic Press. 

Corno, L., 2001, “Volitional aspects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Zimmerman, B. J. and 
Schunk, D. H. (ed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NJ: Lawrence Erlbaum. 

Cortina, J. M., 1993, “What is coefficient alpha? An examination of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78, 98-104. 

Cronbach, L. J. 1951, "Coefficient alpha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ests", Psychometrika, 
Vol.16, 297-334. 

Diefendorff, J. M., Hall, R. J., Lord, R. G., & Strean, M. L., 2000, “Action-state orientation: 
construct validity of a revised measur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work-related 
variabl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85, 250-263. 

Furnham, A., Sadka, V., & Brewin, C. R.,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an occupational 
attributional style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13, 
27-39. 

Hodgkinson, G. P., 1992,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trategic locus of control 
scal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3, 311-317. 

Hodgkinson, G. P., 1993, “Doubts about the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tatus of context-free 
and firm-specific control expectancies: A reply to Boone and De Brabander”,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14, 627-631. 

Holland, P. W. and Thayer, D. T. 1988, “Differential item performance and the 
antel-Haenzel procedure” in Wainer, H. and Braun, H. (eds), Test,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ollenbeck, J. R., O’Leary, A. M., Klein, H. J., & Wright, P. M., 1989,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a self-report measure of goal commitment”, Journal of 



銷售行動控制量表的發展與評量 

 ～218～

Applied Psychology, Vol.74, 851-956. 
Kent. R. L.,1991, The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 Scale to Measure 

Organizational Attributional Styl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Kuhl, J. and Goschke, T., 1994, “A theory of action control: Mental subsystems, modes of 
control, and volitional conflict-resolution strategies” in Kuhl, J. and Beckman, J. 
(eds.), Action 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93-126. 

Kuhl, J., 1981, “Motivational and functional helplessnes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tate 
versus action orient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40, 155-170. 

Kuhl, J., 1982,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as a mediator between motivation and 
action” in Hacker, W. Volper, W.and Cranach, M. (eds.), 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Aspects of Action, Amsterdam：North Holland. 

Kuhl, J., 1984, “Volitional aspects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learned helpless: Toward 
a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action control” in Maher, B. A. (eds.), Progress in 
Experimental Personality Researc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99-171. 

Kuhl, J., 1985, “Volitional mediators of cognitive-behavior consistency: Self-regulatory 
processes and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in Kuhl, J. and Beckman, J. (eds.), 
Action Control: From Cognition to Behavior,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01-128. 

Kuhl, J., 1994,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Action 
Control Scale” in Kuhl, J. and Beckmann, J. (eds.), Volition and Personality: 
Action Versus State Orientation, Seattle: Horefe and Huber, 47-60. 

Kuhl, J., 2000, “A functional-design approach to motiv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The 
dynamics of personality systems and interactions” in Boekaerts, M. Pintrich, P. R. 
and Zeidner, M. (eds.), Handbook of self-regulation,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11-169. 

Kuhl, J., and Beckmann, J., 1985’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action control” in 
Kuhl, J. and Beckmann, J. (eds.), Action Control: From Cognitive to Behavior, 
Berlin: Springer-Verlag. 

Kuhl, J., and Kraska, K., 1989, “Self-regulation and meta-motivation: Computational 
mechanisms,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in Kanfer, R. Ackerman, P. L, and 
Cudeckl R. (eds.), Abilities, Motivation, and Methodology: The Minnesota 
Symposium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Hillsdale, NJ: Erlbaum, 343-374. 

Lawler, E. E., & Hall, D. T., 1970, “Relationship of job characteristics to job involvement, 
satisfaction, and intrinsic motiv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54, 
305-312. 

Lefcourt, H. M., Von Baeyer, C. L., Ware, E. E., & Cox, D. J., 1979, “The 



中山管理評論 

 ～219～

multidimensional-multiattributional causality scale: the development of a goal 
specific locus of control scale”,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r Science, Vol.11, 
286-304. 

Levy, P. E. & Lord, R. G., 1992, “Self-regulatio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theories”,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41, 
139-144. 

Mantel, N. & Haenszel, W., 1959, “Statistical aspects of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retrospective studies of disease”,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Vol.22, 719-748. 

Marsh, H. W., 1982, “Validity of student’s evaluations of college teaching: A multitrait - 
multimethod analysi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Vol.74, 264-279. 

Marsh, H. W., and Grayson, D., 1997, “Multitrait-multimethod analyses” in Keeves, J. P., 
(eds.), Educational Research Methodolog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xford: Pergamon Press. 

Nunnally, J. & Bernstein , G.,1994, Psychometric Theory, NY: McGraw-Hill. 
Phares, E. J.,1976, Locus of Control in Personality,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Rholes, W. S., Michas, I., & Schroff, J., 1989, “Action control as a vulnerability factor in 

dysphoria”,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Vol.13, 263-274. 
Robinson, J. R., Shaver, P. R., & Wrightsman, L. S., 1990, Measure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ttitudes, CA: Academic Press. 
Sager, J. K., & Menon, A., 1994, “The role of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turnover of 

salespeopl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29, 179-188. 
Spector, P. E., 1988, “Development of the work locus of control scale”,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Psychology, Vol.61, 335-340. 
Ten Berge, J. M. F. & Zegers , F. E., 1978, “A series of lower bounds to the reliability of a 

test”, Psychometrika, Vol.43, 575-579. 
Weiner, B., 1985, “An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nd emo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92, 548-573. 
Williams, L. J., & Anderson, S. E., 1991,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and in-role behaviors”,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17, 601-617. 

 



銷售行動控制量表的發展與評量 

 ～220～

附錄 

銷售行動控制量表 (SACS) 

1. 連續好幾次我都被顧客拒絕或爽約時 
(A)這會讓我耿耿於懷 
(B)這沒什麼大不了＊ 

2. 當顧客開出額外條件時 
(A)我需要花時間去思考解決之道 
(B)我很快就可以反應要如何處理＊ 

3. 當客戶以不友善的態度對我時 
(A)我有茫然若失的感覺 
(B)這件事不會困擾我太久＊ 

4. 當客戶試用過產品，對產品感到很滿意時 
(A)我會很高興分享它的快樂＊ 
(B)我會感到快樂，但馬上想到還有其他的事要處理 

5. 在面對同行競爭導致顧客不願購買時 
(A)我立即就可以想到應該怎麼做＊ 
(B)我會再三考量應該如何處理較妥 

6. 當我好幾個月都無法達到業績目標時 
(A)我需要一點時間克服心中的失落感 
(B)我保持平常心就當沒事發生過＊ 

7. 當我有很多的客戶需拜訪，而且都需要盡速拜訪完時 
(A)我常常不知從何處開始 
(B)我從容不迫地擬定計畫＊ 

8. 當我經由客戶幫忙介紹而使案子成交時 
(A)快樂的忘記其他事＊ 
(B)過不久，我就會想到我還有其他事要處理 

9. 好不容易快要談成的案子，一夕之間卻變卦了我常常不能立即處理這樣的客戶 
(A)我會繼續做其他的事＊ 
(B)不相信為什麼會這樣，且常不自主的想著這件事 

10. 當我發現所培植的新人可以獨當一面時 
(A)我會想到還有其他新人需要栽培 
(B)我會縈繞於快樂之中＊ 

11. 當主管要求我必須在時間內達到業績要求時 
(A)我覺得達成這要求是很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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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必須壓迫自己盡全力去達成 

12. 在銷售過程中，因自己處理不洽當而導致客戶流失時 
(A)這會影響我拜訪其他客戶的心情 
(B)我不會在意，繼續做我要做的事＊ 

13. 當我替顧客爭取到優厚的價格時 
(A)我會樂此不疲，沉浸於此事上＊ 
(B)不一會我就會接著繼續處理其他工作 

14. 當我面對兩件案子無法同時都處理的時候 
(A)我會很快地可以做一件案子＊ 
(B)我心裏會一直想著那件沒有做的案子 

15. 與顧客介紹產品，但顧客卻對推銷感到反感時 
(A)我一點也不會放在心上＊ 
(B)我會檢討是不是自己的表達有問題 

16. 好不容易談成一樁大交易時 
(A)不久我就會繼續處理其他的事 
(B)我會沉浸在其中，不會注意其他的事＊ 

17. 當我知道必須在短時間內擺平客戶投訴案時 
(A)我發現完成它是容易的事＊ 
(B)我必須督處自己著手去做 

18. 親朋好友排斥我從事銷售工作時 
(A)我會很在意，一直想怎麼會這樣 
(B)這一點都不會影響我的決定＊ 

19. 當我獲得公司的升遷或加薪時 
(A)我會繼續將手上的事做完 
(B)我會一直處於這種勝利的情境久久不能忘懷＊ 

20. 花費很長的時間在經營一個案子，但始終無任何進展時 
(A)我會很猶豫做出判斷或進一步的行動 
(B)我可以很快地決定下一部該怎麼做＊ 

21. 當我確定已無法履行當初對客戶的承諾時 
(A)我會花時間想想要如何說明較妥 
(B)這不會影響我做其他的事＊ 

22. 當公司重大政策改變影響我的權益時 
(A)我會猶豫，不知所措 
(B)我會有立即的行動＊ 

23. 當我與同事之間發生不愉快的事件時 
(A)我需要一段時間來平復心情 
(B)這不會困擾我很久＊ 

24. 當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待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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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可以立刻做出選擇＊ 
(B)我不能馬上判斷選擇哪家公司對我比較好 

25. 因為交通阻塞使我錯失一個案子時 
(A)剛開始我很難去做其他的事 
(B)我很容易藉由其他的事來移轉注意力＊ 

26. 當我受到客戶熱情款待時 
(A)賓主盡歡，其他事都不想＊ 
(B)過不久我就會想到還有其他的事要做 

27. 當家中有急事，卻與客戶約好了時間 
(A)我可當機立斷做出處理＊ 
(B)我會很猶豫，很難去選擇 

28. 公司對於我的工作表現很不滿意時 
(A)我會蠻氣餒的 
(B)這件事不困擾我太久的＊ 

29. 當我必須去處理一個非常不喜歡卻很重要的客戶問題時 
(A)與其拖延，我寧可馬上去＊ 
(B)我會盡量避免，直到非去不可才去處理 

30. 當顧客要求收取回扣時 
(A)我不能立即做出決定 
(B)我能從容的想到辦法解決＊ 
 
 
計分方式： 
＊表示行動取向者計分 1 分，非行動取向者計分 0 分 
銷售決定分量表 2、5、7、11、14、17、20、22、24、27、29、30 
銷售失敗分量表 1、3、6、9、12、15、18、21、23、25、28 
銷售表現分量表 4、8、10、13、16、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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