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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建立一個理論性的架構來探討台灣資訊部門的權力來源。本研究之

整合研究模式是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來加以補強修正，研究模式包括基礎模

式、及補強修正後的中介模式，與中間模式三部份。實證資料驗證之結果顯示:

策略權變理論用來解釋資訊部門權力的來源，除了基礎模式中的直接關係之

外，必須進一步觀察中介模式與中間模式的關係才能較正確的了解與預測資訊

部門的權力來源。本研究除了深入了解台灣資訊部門的權力現況與權力來源之

因素外，對於策略權變理論應用於解釋資訊部門權力來源的關係上，有深入的

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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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that have influence on Information 

Department’s power. The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 (SCT) is used to build the basic 

research model. Two SCT enhanced model namely moderate model and mediate model are also 

built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variabl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e enhanced 

moderate model and mediate model both have higher explanation power compared with original 

base model.  

Keywords:  Power Theory,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 Power Sources, Information 

Department’s Power 

壹、緒論 

組織推動資訊系統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真實問題，很多都是與權力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因為在建立新系統或改變目前的系統時可能混亂了組織內原本的

權力或社會結構[Markus，1983; Dickson，1985; Lucas，1975; Gorry，1971; 

Churchill， 1969]，藉由對於資訊部門及使用者部門之間權力關係的了解，可

以解決及避免因權力而引起的一些問題[Markus，1983] 。例如，經由對權力

的承認與更多的瞭解，資訊分析者將會降低政策使用錯誤的可能，並且更加重

視系統開發及建置的環境，以了解組織內的權力是如何轉移，以及各部門權力

間的依賴關係。在組織中，資訊部門的權力會影響組織引進資訊科技各項決策

的制定過程與決策結果[Dickson，1985； 黃貞芬、林東清，2002]，除此之外，

資訊部門的權力也會影響組織推動資訊化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及資訊部門

對於問題所應採取的解決方式[Markus，1983，1987]，所以資訊部門的權力為

重要的研究議題。 

然而，我們發現在資訊管理領域中針對權力來探討的主題，幾乎都是圍繞

在資訊系統如何影響組織各部門或使用者個人權力的消長問題[Jasperson et 

al.，2002； Robey & Boudreau，1999; Lee，1991; Kling & Iacono， 1984; Robey 

& Markus， 1984; Markus，1983]，學者強調使用資訊系統能提升部門的權力，

或是強調資訊人員在建置系統時應該注意 「權力」這個重要變數。近期已經

開始有一些學者了解到影響資訊系統的成敗中權力因素的重要，然而國內除了

對權力與企業績效的關係進行過相關研究之外[劉宗其等，1997]，雖有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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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資訊部門權力大小做過相關的影響因素之探討與發現[黃貞芬、林東清，

1998；黃貞芬、林東清，2002]，但是對於資訊部門權力來源則少有研究者提

起，所以引發本研究想要對資訊部門權力來源進一步了解的動機。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傳統組織權力理論，及整理資

訊管理領域中與權力相關之研究文獻，以了解資訊部門的權力來源。本研究模

式主要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來建立，並透過相關的研究與理論基礎，建立以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為中

介變數(moderator)，以及以「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為中間變數

(mediator)來補強及修正策略權變理論，以彌補傳統組織權力理論在解釋資訊

部門權力現象的不足。本研究的整合研究模式關係主要是以大樣本的調查研究

法來驗證，透過實證資料來解釋並探討資訊部門權力來源之關係，期望藉由本

研究的調查，能更深入了解台灣企業中資訊部門的權力來源。 

貳、文獻探討 

一、權力及資訊部門權力 

權力這個名詞，人們很容易引用高度個人特質的方法來對權力加以主觀的

定義[Nagel，1975]。各個學者對於權力有不同的觀念，所持觀念的不同對於

權力的描述與權力的運作便有相當大的差異[Sillince & Mouakket， 1997; 

Jasperson et al.，2002]。本研究為了研究的通明性須對權力作一個定義，本研

究採用最常為研究者所採用的基本觀念，將權力定義為: 權力是指影響他人行

為的能力[Emerson，1962] ，而資訊部門的權力定義為資訊部門能改變他人﹙或

部門﹚的行為，以獲得資訊部門意欲的結果[Lee， 1991]。 

根據蔡宏明[1985]所提出的權力分析架構，將權力在組織研究中分為靜態

面及動態面兩個方面，其中靜態面主要是探討有關權力的形式及內涵，涉及權

力的來源與權力基礎（結構）﹔另外，動態面主要是探討權力的操弄及派系分

合，涉及組織政治行為的過程及其結果。這個架構將組織對於權力的研究課題

做一個明確的分野，本研究分析資訊部門的權力及其來源，在分析架構中屬於

權力的靜態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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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權變理論 

權力研究的分析單位分為三個層次，即個人層次、部門層次、及組織層次 

[Pfeffer， 1992]。有關部門層次的權力理論包括權力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 

of power)、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及策略權變理論(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其中，最重要且最具代表性的首推 Hickson等[1971]學

者提出的策略權變理論，這個理論是以 Emerson[1962]及 Blau[1964]的權力交

換理論為理論前提，強調部門間的權力大小是由對策略權變能力的依賴程度來

決定。由於論證嚴謹，因此常被運用在解釋組織中部門權力分配的現象

[Lucas，1984]。 

策略權變理論的假設前提為--組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組織必須面對許多

的不確定性，所以處理環境中的不確定是組織的重要工作。所謂的不確定

(uncertainty)是指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缺乏相關資訊，且無法預測結果；

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是指藉由處理組織系統中所面臨的投入、處理、輸出環境的

不確定事件。在這理論的前提之下，在解釋組織部門的權力分佈及關係上，策

略權變理論特別強調組織中的權力結構並非恆常不變的特點，部門的權力受部

門掌握策略權變的能力(control of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所影響。 

部門權力

工作流程的中
心性

策略權變能力

工作的可替
代性

處理不確
定性的能力

環境不確定性

+
+

+

+

+
以預防來提高例行性

- 其他相等變數:
個人特質
群體合作競爭關係
組織距離

與權力有直接關係
其他影響權力變數
與權力有間接關係

以資訊及吸收

提高例行性

 

圖 1 策略權變理論模式(資料來源:Hickson et. al，1971，p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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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ckson等指出，在組織中部門相互依賴的關係下，依賴程度即決定權力，

而若一個部門有能力處理其他部門的不確定而且又不容易被替代，則其他部門

將提高對此部門策略權變能力的依賴，因而能提升部門的權力。所謂部門的策

略權變能力即是在環境變動中能因應變動的權宜能力，而掌握策略權變的能力

是受組織的環境不確定性、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 (coping with 

uncertainty)、部門工作的可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及部門工作的中心性程度

(workflow centrality)的因素所決定，如圖 1所示。Hickson等[1971]指出，若部

門具有較高的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部門不容易被取代、部門的工作中心性較

高，則在組織高度部門互相依賴的關係中，部門將會因為策略權變掌控能力較

高而擁有較大的部門權力。 

策略權變理論中所強調的不確定程度是以組織系統中的投入之變異性、部

門工作績效的回饋速度及特性、及部門工作或活動的結構性程度來衡量。其中

投入的變異性造成不確定的可能原因，對生產部門而言可能是生產物料的變

異，對工程部門人員而言可能是機器設備的運行績效的變異等；另外，第二個

不確定性的指標是部門工作績效的回饋，包括回饋的速度及回饋資訊的特質。

若回饋速度較慢、回饋的資訊不足，部門將無法對工作進一步的了解及預測，

結果將增加不確定性的程度[Lawrence & Lorsch， 1967]；另外，不確定性的

指標是部門工作或活動的結構性程度，工作愈結構化則不確定性愈低。策略權

變理論強調不確定性的程度不能決定權力，處理的能力才是決定權力的關鍵。

而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可以藉由事件發生前先發制人的預防、藉由資訊加以預

測、及事件發生後適當地因應處理來提升。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可以提升部門的

權力，但必須在此部門之處理不確定的能力為另一個部門難以有其他可替代的

選擇、部門工作中心性高的情況之下才能產生權力。然而，可替代性可以由其

他選擇方案的存在性以及人員的可替代性來決定；部門中心性是指部門工作與

組織其他部門的連結程度，在策略權變理論中是指工作的普及度(pervasiveness)

及部門工作對於組織的急迫性程度(immediacy)。 

策略權變理論著眼於部門權力的來源結構中的權宜能力，只強調部門對於

策略權變能力的依賴，對於其他部門間的資源依賴則沒有提及，同時並沒有探

討及解釋組織部門成員的心理特質，這些是主要的缺點所在[Hinings， 1974]。

Hickson 等學者也承認: 決定部門權力除了策略權變能力之外，尚包括個人的

特質、與高階主管的關係之組織距離、部門間的競爭與合作之關係等其他變數。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曾經列出在 1975到 1978短短幾年間就有 34



資訊部門的權力來源：以策略權變理論來分析 

 ～182～

篇文章引用策略權變理論[Saunders & Scamell， 1982] ，也有許多研究部門權

力的學者引用策略權變理論來探討部門權力的決定因素，或進行模式的驗證與

修正 [Hinings， et al.， 1974; Lucas， 1975; Saunders， 1981; Lucas， 1984; 

Saunders & Scamell， 1982]。其中，Hinings[1974]研究五家製造業來驗證策略

權變理論，他發現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是其中最重要的權力來源因素，而

Lucas[1984]對三大多國公司的 136 經理的研究中也有相類似的發現；在

Saunders 及 Scamell[1982]的研究也支持此理論，但是研究發現中心性是最重

要的因素而非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從這些研究中，我們發現由於研究的對象

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雖有不同，但是研究者都支持策略權變理論的解

釋能力。 

在決策制定的過程中，資訊是重要的關鍵因素，人們藉由資訊來增加自己

的權力或藉由控制重要資訊來獲取權力[Saunders， 1981; Pfeffer， 1992]。然

而，在組織中資訊部門負責組織資訊相關的工作，例如，處理組織的重要資料，

或藉由系統的處理以產生管理者所需的資料，或管理組織資訊流通的管道等

等。所以，資訊部門與其他各部門相較之下，資訊部門掌握大部分重要的資訊

[Lucas， 1984]，但資訊部門是否因為掌握資訊而提高其部門權力呢?這個答案

首先由 Lucas[1984]提出，Lucas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針對一些組織部門做

權力狀況的調查，研究結果卻發現資訊部門的影響力及權力沒有比其他部門

高，反而居於末位。這個研究發現引起學者的各項解釋及興趣[Markus， 1987; 

Saunders& Scamell， 1986，1982]，也顯現傳統的策略權變理論不足以解釋資

訊部門的權力架構。本研究基於策略權變理論嚴謹，並且為了盡一步釐清先前

學者的疑惑以加強知識理論的建構，所以本研究乃採用策略權變理論來探討資

訊部門的權力來源。 

三、應用策略權變理論於資訊部門的相關研究 

雖然有許多研究探討權力與資訊科技相關的議題，但是探討資訊部門權力

來源的研究不多，其中 Lucas[1975]、Saunders[1981]、Lucas[1984]、Saunders 及 

Scamell[1986]、以及 Lee[1991]等研究是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來探討權力，

以下歸納整理其研究結果。 

其中 Saunders[1981]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來探討權力的決定性因素與

部門權力的關係，主要研究的課題是針對使用資訊系統是否會提升使用者部門

的權力為研究中心。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資訊系統能增加使用者部門的處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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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性的能力、部門工作的不可替代性、及部門工作的中心性程度，證實了使

用資訊系統能增加使用者部門的權力。另外，在研究結果中對策略權變理論模

式進行部份修正，並提出了新的部門權力模式（見圖 2）。 

 
部門處理

不確定的

能力

部門的不

可替代性

部門的中

心性

部門工作

的關鍵性

權力

大

小

 

圖 2 Saunders 之權力及其決定因素模式 

(資料來源:Saunders，1981， pp.439) 

新的模式與 Hickson等在 1971年所提出的策略權變理論模式主要的差異

是: Saunders將原來策略權變理論的中心性(centrality)變數做更清楚的釐清。原

來在 Hickson等的策略權變理論中，部門的中心性之衡量變項包括工作普及程

度(pervasiveness)及工作急迫性程度(immediacy)。然而，Saunders 將普及程度

及急迫性程度分開，保留普及程度在策略權變理論中的位置，而將急迫性程度

變數賦予更清楚的定義，將其改為部門工作的關鍵性 ( task-criticalness)，並將

這個變數視為其它三個變數對權力大小影響的中介變數(moderator variable)。

亦即要獲得較高的部門權力則部門的工作必須具有達成組織目標的關鍵地

位，也就是部門工作是組織目標達成的重要關鍵。 

Lucas[1975]利用策略權變理論的變數來探討資訊部門與組織中其他部門

的權力狀況。提出三大研究假設: (1)資訊部門與組織其他部門相較有較高的權

力(2)資訊部門有較高的權力是與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部門中心性、部門不

可替代性、及部門的高度依賴有關(3)資訊部門有較高的處理不確定性的能

力、較高的部門中心性、較高的部門不可替代性。Lucas的研究結果卻發現: 資

訊部門的影響力及權力沒有比其他部門高，甚至居於末位。雖然資訊部門大致

上有較高的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但是在資訊部門所處的環境中，環境的不確

定性及作業的不確定性都不高。探究原因，是一般管理者皆認為資訊部門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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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是依照程序做事且不常改變工作內容，同時資訊部門以外的管理者皆不認

為資訊部門不可替代性高、或對資訊部門依賴性高等的假設。Lucas的研究結

果支持 Hickson等[1971]所言：並非單一因素（即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可以

決定權力，而是各因素的綜效影響，包括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部門的中心性、

部門的不可替代性，亦即策略權變模式所強調策略權變能力。 

在 Lucas的研究中，除了驗證策略權變理論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發現策略

權變理論所探討的變數之外的重要影響資訊部門權力的變數，包括：使用者的

涉入、電腦輔助管理決策的潛力、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及使用者

個人對於新系統的影響力等。表示影響資訊部門權力的因素除了策略權變理論

所提的因素之外，使用者個人對於新系統的影響力、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

滿意度也是重要的權力來源。除上述的研究結論之外，Lucas懷疑研究結果可

能由於傳統策略權變理論忽略了其他影響部門權力的重要性因素，他認為在製

造業中資訊部門的工作主要在支援作業性的工作，很少涉及策略性的決策工

作，所以製造業的資訊部門權力是不高的。根據這個觀察，Lucas建議策略權

變理論應該對中心性變數做適當的修正，他表示部門的活動與組織使命的達成

之相關性愈高，則部門的策略權變能力才可能是影響部門權力的重要因素，再

次驗證了 Saunders[1981]對策略權變理論所做的修正。 

參、研究模式與假說 

本研究的整合研究模式主要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並結合上述文獻所提

出的修正意見，結合「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

主管的關係」對策略權變能力與權力關係的中介影響效果，以及「使用者部門

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對「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資訊部門權力之中

間效果，形成了影響資訊部門權力大小的整合研究模式，包括基礎模式(base 

model)、中介模式(moderator model)、與中間模式(mediator model)，如圖 3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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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資訊部門權力來源的整合研究模式 

以下針對資訊部門權力來源的整合研究模式﹙圖 3﹚說明研究構面與

關係： 

一、研究構面 

(一) 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coping with uncertainty) 

處理不確定性能力與權力關係密切[Hinings，et al.，  1974; Hickson， et 

al.， 1971]。所謂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指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缺乏相

關資訊，且無法預測結果；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是指處理組織系統中所面臨的投

入、處理、輸出環境的不確定事件的能力。如果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增加，則

可以降低不可預測的事件對組織的影響[Saunders， 1981]。 

在策略權變理論中所強調的不確定程度是以組織系統中的投入之變異

性、部門工作績效的回饋速度及特性、及部門工作或活動的結構性程度來衡

量。策略權變理論強調不確定性的程度不能決定權力，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才是

決定部門權力的關鍵。一般而言，可以利用一些方法來增加處理不確定性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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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1.藉由預測技術來增加對未知事件相關的資訊數量(by information)，2.藉由

預防措施來降低不確定事件的發生的可能性(by prevention)， 3.藉由事件發生

後的適當處理來吸收事件所帶來的影響(by absorption)[Hickson， et al.， 

1971]。若單單藉由降低組織的不確定性是無法增加部門的權力，因為如果降

低了所有的不確定性，則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便不再成為部門權力的重要影響

因素了。 

(二) 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non-substitutability) 

不可替代性是指資訊部門所負責的工作被其他部門取代的困難程度。一個

部門所負責的工作愈簡單，愈能由其他部門所取代；可替代性可以由其他選擇

方案的存在性或及人員的可替代性來決定，如果部門工作愈複雜、多樣，則不

可替代性自然提高[Emerson， 1962; Hickson， et al.， 1971; Saunders， 1981]。

資訊部門人員具有獨特的專業能力，且在一般組織中對於系統文件的製作不是

很理想，資訊人員（尤其是程式、特殊系統維護人員）若要轉換需要相當的時

間，而且本身系統的開發與維護工作又具高度複雜性，所以資訊部門比起其他

部門來說不可替代性較強[Lee，1991;Saunders， 1981;Lucas， 1984]。 

Hinings 等[1974]的研究中將部門的不可替代性分為外部的不可替代性

(external non-substitutability) 、 內 部 的 不 可 替 代 性 (internal non- 

substitutability) 、部門的不可替代性(department non-substitutability)。外部的不

可替代性是指部門人員或工作被組織外部人員或單位取代的不可能性， 內部

的不可替代性是指工作可以由相同部門中其他人來完成的不可能性，部門的不

可替代性是指資訊部門的工作可以由組織中其他部門來完成的不可能性。本研

究主要研究部門之間的權力問題，所以不可替代性以外部不可替代性與部門不

可替代性為重點。 

(三)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 

部門在組織中所掌握的資訊主要是受到位於組織溝通網路的地位

(location in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所決定[Pfeffer， 1992] 。如果所愈越接

近網路中心、與其他部門的互動性增強，可能接受到的訊息便愈多。掌握資訊

程度提高，權力自然較高。在策略權變理論中，部門的中心性是由部門工作流

的普及度 (workflow pervasiveness)及部門工作的急迫性程度 (workflow 

immidiacy)來衡量，所謂工作流的普及度是指部門工作與其他部門的連結程

度，亦即部門與部門間工作的互相關連及互動程度。如果一個部門的工作必須



中山管理評論 

 ～187～

與組織所有部門相關才能完成工作，則部門工作普及度最高。而部門工作的急

迫性程度是指工作完成的時間對組織或其他部門的重要性及影響性，若資訊部

門的工作停擺則部門工作受影響的程度愈高則急迫性程度增強，則中心性提高

[Hickson, et al.， 1971]。策略權變理論中，中心性是由工作流的普及度及工作

的急迫性程度來衡量，偏向於完成工作的互動及連結，沒有包含一些非工作面

的因素，例如溝通管道、情感關係等[Hinings， et al.，1974]。 

(四)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MIS support strategic level) 

在 Lucas[1984]及 Saunders 等[1986]的研究中，資訊部門的權力低於組織

中其他部門，可能的原因是兩者的研究樣本皆為製造業。在製造業中資訊部門

參與組織策略規劃或決策的程度不高，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層次大部分在作業

層次上，對於組織的重要關鍵決策的影響力不大，所以即使其處理不確定的能

力比一般部門高，但卻沒有相對高的權力。Saunders 及 Scamell[1986]提出資

訊部門的工作對於組織目標的達成的重要性對資訊部門的權力應具有關鍵性

的地位。Donovan[1989]也指出，資訊部門必須要了解組織的策略目標，資訊

管理者若不將資訊部門的系統應用推往組織的策略層次，資訊部門主管將喪失

其權力。然而，資訊系統在組織中的應用層級會影響到資訊系統在組織中的策

略地位[MaFarlan， et al.， 1983]，這方面的研究最著名的首推MacFarlan等

學者提出的策略格道(strategic grid)，其將資訊系統對策略的影響以兩個構面來

看，即「現存作業系統的策略性影響」及「計畫開發的資訊系統的策略性影響」，

以此將資訊系統的策略地位分為支援型、轉換性、工廠型、及策略性等四種類

型[MaFarlan， et al.， 1983]。Lucas[1984]、Saunders及 Scamell[1986]學者建

議利用 McFarlan 的策略格道之分類方式，以現存資訊系統對於組織的策略性

目標之影響及未來計畫的資訊系統對組織策略性目標的影響，將資訊部門支援

組織的層次分為四類以研究其中介效果。 

本研究將「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視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

能力、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及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三個構面所組成的權變能

力與權力大小的中介變數。如果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高、資訊部門的

不可替代性也高、資訊部門所位於的中心性也高，但是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目

標達成的重要性不高，則資訊部門的權力不會因權變能力增強而提高

[Saunders， 1981; Luca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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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relation between CIO and CEO) 

策略權變理論中部門的中心性是由工作流的普及度及工作的急迫性程度

來衡量，偏向於完成工作的部門互動及連結情況，沒有包含一些非工作面的因

素，例如溝通管道、情感關係等，Dalton[1959]及 Harsanyi[1962]強調個人與高

階主管的關係(組織距離)亦為權力重要的影響因素[Hickson，et al.， 1971]。

資訊部門主管是否能夠進入組織的策略核心，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

好壞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如果高階主管對於資訊部門主管較為滿意或彼此的關

係較為密切，則在重要的決策中資訊部門的影響力將會提高[Jones， et al.， 

1995]。 

資訊系統若能支援組織的策略層次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然而資訊系

統是否能達到策略性的目的，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好壞是非常重要

的關鍵[Watson， 1990]，因為在良好的關係下，高階主管會藉由正式或非正

式的接觸較為了解資訊系統所能帶給組織的利益，而資訊主管藉由高度與高階

主管的互動也會較明瞭組織的目標與策略。 

Fenny[1992]等學者指出資訊主管能透過高階主管的關係來影響企業策

略，影響高階主管與資訊主管關係好壞的因素之中，資訊主管的屬性非常重

要，資訊主管具有下列的屬性較可能與高階主管有良好的關係，屬性如下:資

訊部門作業能與公司管理互相配合、能達成上級指派的任務、對資訊部門來說

是個好主管、與其他部門主管的關係良好、與高階主管有良好的溝通話題、對

公司的目標或策略規劃的優先順序能夠掌握、對公司有情感上的認同、能運用

資訊科技對公司有所貢獻、及能勝任代表公司等九個屬性。本研究將資訊部門

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視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資訊部門的不可替

代性、及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三個構面所組成的權變能力與權力大小的中介變

數。 

(六) 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user department’s satisfaction with 

information department) 

Lucas[1984]的研究發現影響資訊部門權力除了策略權變能力之外，資訊

部門服務也是影響資訊部門的影響力與權力重要的變數。在影響力方面，使用

者的涉入(user involvement)與資訊部門的影響力呈顯著性的負向關係，而電腦

輔助管理決策的潛力(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 potential of computers) 與資

訊部門的影響力呈顯著性的正向關係；在權力方面，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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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user satisfaction) 與資訊部門的權力呈顯著性的正向關係，使用者個人

對於新系統的影響力(personal influence on new systems) 與資訊部門的權力呈

顯著性的負向關係，表示影響資訊部門權力的因素除了策略權變理論所提的因

素構面之外，Lucas所提的服務構面之變數，使用者對於新系統的影響力、使

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也是重要影響來源。 

根據 Lucas的研究發現，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與資訊部門權力

高度相關，且資訊部門的權力會受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影響

[Lucas， 1984]。影響使用者滿意度的因素包括使用者的期望 (user 

expectations)、系統使用(system usage)、技術支援(technical support)、電腦系統

的型態(type of computer)、使用者涉入(user involvement)、溝通(communication)

等因素[Conrath & Mignen，1990]。根據 Rushinek等[Rushinek & Rushinek，1986]

對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之研究的發現，資訊部門對使用者部門的技

術支援(technical support)為影響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尤其是解決使用者部

門所遇到的困難 (troubleshooting) 的能力對於滿意度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顯

示資訊部門有較強的解決使用者部門所遇到的問題之能力，則使用者部門會提

升對資訊部門服務的滿意度，表示若資訊部門有較高的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則會

提升使用者部門的滿意度[Canning， 1984]。根據上述的研究，使用者部門對

資訊部門的滿意度會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會影響

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所以本研究將「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

意度」變數，使其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與資訊部門權力之中間

變數。 

二、研究假說 

(一) 基礎模式(base model) 

雖然一些學者對策略權變理論有所批評，認為策略權變理論只針對權變能

力的控制來影響權力，缺乏對於其他變數的討論[Hinings et al.， 1974]。但是

在研究部門的權力中，策略權變理論仍是最為研究者所支持的權力理論

[Pfeffer， 1992]。同時在研究資訊部門權力的相關研究幾乎都是以策略權變理

論為基礎，所以本研究的研究模式主要是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礎來建立影響資

訊部門權力的整合研究模式。根據 Hickson等學者[1971]所提出的策略權變理

論，決定部門權力大小的因素是部門的策略權變能力，影響策略權變能力的因

素包括三個，即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部門的不可替代性、及部門的中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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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據策略權變理論提出影響資訊部門權力的基礎模式（圖 3中之假說一

部份），包括以下的關係假說: 

H1.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愈高，資訊部門的權力愈高。 

H1.1.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愈高，資訊部門的權力愈高。 

H1.1.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愈高，資訊部門的權力愈高。 

(二) 中介模式(moderator model)： 

(1)「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的中介模式關係 

Donovan[1989]指出資訊管理者若不將資訊部門的系統應用推往組織的策

略層次，資訊部門主管將喪失其權力。Lucas[1984]及 Saunders等[1986]也視資

訊部門的工作對於組織目標的達成度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資訊

部門的不可替代性」、及「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資訊部門的權力影響關係的

中介變數。 

所以本研究以 Saunders[1981]、Lucas[1984]、Saunders & Scamell[1986]的

觀察及實證結果，認為傳統的策略權變理論應用在資訊部門中應該做適度修

正，亦即將原來的權力影響因素—「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資訊部門

的不可替代性」、及「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三個影響權力的變數與資訊部門權

力之直接關係外，另外加入「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來調節資訊部門

的策略權變能力對資訊部門權力大小的影響關係，以修正策略權變模式的應

用。 

(2)「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的中介模式關係 

在策略權變理論中，部門的中心性是由工作流的普及度及工作的急迫性程

度來衡量，偏向於完成工作的部門互動及連結情況，沒有包含一些非工作面的

因素，例如溝通管道、情感關係等[Hickson，et al.， 1971]。Dalton[1959]及

Harsanyi[1962]強調個人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組織距離)亦為部門權力重要的影

響因素[Stephens，et al.，1992]，「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在策略權

變能力與權力的關係中具有重要的影響效果[黃貞芬、林東清，1998]。 

資訊部門主管是否能夠進入組織的策略核心，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

關係好壞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如果高階主管對於資訊部門主管較為滿意或彼此

的關係較為密切，則在重要的決策中資訊部門的影響力將會提高[Jones，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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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資訊系統若能支援組織的策略層次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然而資

訊系統是否能達到策略性的目的，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好壞是非常

重要的關鍵[Watson， 1990]，因為在良好的關係下，高階主管會藉由正式或

非正式的接觸來了解資訊系統能帶給組織的利益，而資訊主管也能藉由高度與

高階主管的互動來明瞭組織的目標與策略[Fenny，1992]。所以本研究將「資

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視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性的能力、資訊部門

的不可替代性、及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等三個構面所組成的權變能力與權力大小

的中介變數，以「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來中介策略權變能力對部

門權力大小的影響，以修正策略權變模式。 

綜合「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及「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

係」對於資訊部門策略權變能力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中介關係，本研究提出

圖 3中假說二的部份，並提出假說如下： 

假說 2.1：「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中介資訊部門的策略權變能力影響

資訊部門的權力之關係。 

假說 2.2：「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中介資訊部門的策略權變能力影

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關係。 

再根據決定部門策略權變能力的因素分別對假說 2.1、假說 2.2 提出以下

的各項研究假說： 

H2.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愈高且「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

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H2.1.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愈高且「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愈高

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H2.1.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愈高且「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愈高則會

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H2.2.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愈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

愈好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H2.2.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愈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愈

好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H2.2.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愈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愈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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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三) 中間模式(mediator model):  

根據 Lucas 的研究發現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與資訊部門權力

高度相關，且資訊部門的權力會受使用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影響[Lucas，

1984]；根據 Rushinek等[Rushinek & Rushinek，1986]對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

門的滿意度研究發現，資訊部門對使用者部門的技術支援(technical support)為

影響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其中尤其是解決使用者部門所遇到的困難 

(troubleshooting) 的能力對於滿意度有顯著性的正面影響，這顯示資訊部門有

較強的解決使用者部門所遇到的問題之能力，則使用者部門會提升對資訊部門

服務的滿意度，這反應了若資訊部門有較高的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則會提升使用

者部門的滿意度[Canning， 1984]。 

根據上述的研究，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會影響資訊部門的權

力、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會影響使用者的滿意度，所以本研究將「使用

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變數視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資訊

部門權力之中間變數，修正策略權變理論，亦即研究模式中假說三的部份，所

以本研究提出中間模式的假說: 

H3.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會透過「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

來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 

肆、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流程 

本研究採用調查研究法，調查研究是一個廣泛為人所用的一種研究方式，

本研究採用大樣本的調查研究，使用者部門的經理人為資料蒐集對象。調查研

究的進行程序包括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主要的工作是問卷的製作，包括研究

變數的定義、問卷題目的設計、問卷的前測(pretest)等工作；第二個階段主要

的工作是問卷的回收，包括研究母體的抽樣、問卷的寄發、問卷的回收、問卷

有效性的檢測等工作；第三個階段主要的工作是資料分析，包括描述性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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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析方法的假設前提之資料檢測1、模式與假說的驗證；第四個階段是

進行研究結果的撰寫。 

二、問卷的製作與前測 

本研究問卷之內容設計分為二個部份，第一個部份主要是受測者本身、企

業、及資訊部門的基本資料，採用類別尺度(nominal scale)來加以衡量；第二

部份主要是針對研究模式所設計的問題，問題的填答方式採限制式(closed)的

結構性問題以利資料的統計及量化。為了提高郵寄問卷的回收率，在問卷的設

計上除了有研究目的的說明及附上回郵信封之外，因為權力問題在組織中屬於

較為敏感的問題，所以本研究除了採匿名填答方式之外，儘量減少對於受測者

本身基本資料的填答，並且對於回答者的資料有不對外公佈的保證。初步的問

卷設計主要是針對研究模式的各個研究構面進行設計，本研究考慮問卷的信度

及效度的問題，研究變數量表的設計儘量採用先前研究者設計並經過測試具有

良好的效度之量表(詳細問卷測量量表設計請見附表 1 )。 

另外亦針對問卷進行前測(pretest)兩次，以此達到問卷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第一次的前測是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選取六位資訊部門的主管及使

用者部門主管對於初步設計的問卷進行前測，進行方式以一對一的訪談方式進

行，填答時沒有時間上的限制，受測者可針對問卷內容提出疑義，目的在於修

正問卷語意的問題，將問題中有語意含糊的辭句進一步修正，以修正後的問卷

作為第二次前測問卷。 

為了驗證問卷的信度及效度，本研究進行問卷的第二次前測，對象為國立

中山大學商業自動化碩士學分班的學員，共二十五人，前測對象都是企業在職

進修人員，其中二十位分別工作於公民營企業中的各部門，另外有五人為資訊

部門人員。為了提高受測者填答的興趣及進一步釐清問題的語意問題，前測活

動採研究者親自到課堂上進行的實地問卷方式。前測的目的包括:衡量問卷填

答的時間、問卷的語意進一步確認、及問卷的初步效度檢驗。 

                                                        
1註 1: 本研究使用簡單迴歸分析及複回歸分析，所以需要檢查的基本假設包括:常態性(normality)、無自我

相關(nonautocorrelation)、變異數齊一性(同質性，homoscedasticity)，而複迴歸分析除了上述三個假

設之外，尚必須遵從無共線性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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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對象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探討資訊部門在企業組織中的權力大小，權力分析單位為部門層

級，故本研究主要是以台灣地區企業中的資訊部門為研究對象，其中包括公

營、民營、及公民營合資的企業。部門的權力難以衡量，衡量部門的權力可以

藉由觀察部門主管的權力來作為指標[Pfeffer， 1992]，在衡量權力上對於權力

主觀與客觀的衡量也是重要的區別[Hall， 1972]，大部分的研究都是以受測者

主觀的判斷與比較來決定權力的大小。本研究衡量資訊部門的權力是以使用者

部門主管以主觀的方式來對權力的綜合指標進行衡量，所以在權力衡量的分類

上視為認知權力的型態[Provan， 1980]。所以，本研究選擇使用者部門經理為

問卷受測對象，以主觀態度回答與資訊部門相關的問題，受測的使用者部門主

管，包括行銷（業務）、人事、生產、財務、會計、工程、客戶服務、稽核、

徵信、總務部門等經理。調查對象由於人力、物力的限制，無法以普查的方式

進行調查，本研究故採取「取樣法」，直接選取具有代表性個體作為調查對象。 

本研究係以中華徵信所調查出的國內一千大製造業及國內五百大服務業

（包括金融業在內）為母體，依隨機抽樣法之間隔抽樣法（interval sampling）

的方式抽取製造業五百家、服務業二百五十家為使用者部門主管的樣本進行郵

寄問卷的調查。 

伍、資料分析 

一、樣本的分佈 

本研究以台灣一千大製造業及五百大服務業（包括金融業在內）為隨機抽

樣的母體。本研究針對五百家製造業及二百五十家服務業寄出問卷，共寄發

750份，樣本回收共計 145份，回收率 19%。其中 16份為無效問卷，有效問

卷總共有 129份，其中男性主管有 94人（佔 78%），女性主管有 35人（佔 22%）。

另外，有 3家為公營企業、5家為公民營合資的企業，其餘 121家為私人企業。

產業型態的分佈狀況為 75家（58%）是屬於製造業、36家（28%）為服務業、

18 家（14%）為金融業。以受測者所處的企業之資本額的分佈來看，資本額

最多集中於 1億至 10億的範圍中。而受測樣本所處的企業的成立年數分佈均

勻，其中資訊部門在組織中的層級，有 49個資訊部門位於其企業組織架構中



中山管理評論 

 ～195～

的一級單位（佔 39%）、39個資訊部門位於其企業組織架構中的二級單位（佔

31%）、15個資訊部門位於其企業組織架構中的三級單位（佔 12%）、21個資

訊部門位於其企業組織架構中的幕僚單位（佔 19%）。 

由資訊部門權力在同級單位的排名狀況來看，有 10個使用者經理認為資

訊部門為同級單位中權力最大者、30 個經理認為資訊部門為同級單位中權力

排名第二、14個經理認為資訊部門為同級單位中排名第三、14個經理認為資

訊部門為同級單位中排名第四，其中使用者經理認為資訊部門為同級單位中權

力大小排行在部門前 25%者有 14%、在部門前 50%者有 48%、部門前 75%者

有 69%（見圖 4）。若以資訊部門成立的年數與企業成立的年數相較，可以發

現國內資訊部門在企業中是屬於較新興的部門，所以相對的部門人數都不多，

大多集中於 10人以下的小型部門狀態。另外，根據我們所回收的使用者部門

經理人的回覆問卷中，我們統計出其所處的部門，其中行銷（業務）部門的經

理人最多，佔 27份(21%)，其次是人事部門，佔 20份（15.5%），再其次為生

產部門，佔 18份(14%)，其他部門諸如:財務、會計、工程、客戶服務、稽核、

徵信、總務等也有經理人回覆。由此，可以表現出使用部門經理人的資料並沒

有過度集中於某些部門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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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使用部門經理人對資訊部門權力的排名分佈圖 

二、無回應分析 

在無回應的分析上，本研究以第一次回收問卷與一個月後的第二次回收問

卷公司的資本額及資訊部門的員工人數兩項變數為分析基礎，其分別代表公司

規模與資訊部門大小，以 T 檢定進行回收樣本與母體的顯著性差異檢定。另

外，本研究以卡方檢定來檢驗回收樣本的產業別之差異性分析。在公司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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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資訊部門的員工人數、及產業別在回應數與無回應數均無顯著性的差異（見

表 1，2），表示回收的樣本資料沒有嚴重的無回應錯誤。 

表 1 無回應錯誤的 T 檢定結果 

 平均值 T值 自由度 t-test Sig.顯著性

公司的資本額($億) 
   回應數 97 
   無回應數 31 

 
19.490 
26.354 

-1.016 41.642 NS 
 

資訊部門的員工數 
   回應數 97 
   無回應數 32 

 
12.113 
13.125 

-0.445 127 NS 
 

NS:未達 0.05信賴區間的顯著水準 

表 2 產業別無回應錯誤的卡方檢定結果 

 製造業 服務業 金融業 

無應日前 59 24 14 

回應日後 16 12 4 

卡方值=1.953 
顯著性 0.377 NS

Cramer’V=
0.123 
顯著性

0.377 NS 

NS:未達 0.05信賴區間的顯著水準 

三、信度與效度分析 

在建構效度方面，本研究在問卷題目的設計上，除了以文獻中的量表為問

卷設計的來源之外，並且進行前測與試測來達到內容效度的要求之外，並針對

正式的問卷進行建構效度的檢測，包括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及區別效

度(discriminate validity)。在收斂效度上，每個構面中的衡量項目與構面總合的

相關程度都達 0.01 的顯著水準，表示正式問卷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而在區

別效度的檢測中，每一個構面中所有變項均負荷在單一因素上，其因素負荷量

皆高於 0.5，表示正式問卷具有良好的區別效度，詳細資料如附表 1。由內容

效度、收斂效度、區別效度的檢測來看，本研究正式施測的問卷達到一定的效

度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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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法來進行信度的檢測，每個構面的內部一致性的衡量

是以 Cronbach’s α來衡量。本研究的正式問卷中每個構面的信度α值介於

0.9132 至 0.7124 間，詳細資料如附表 1，根據 Carmines 及 Zeller[1979]提到

Cronbach’s α值最好不要低於 0.8，研究構面中除了「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

管的關係」的α值為 0.7124低於 0.8之外，每個構面的α值都高於 0.8，整體

而言本研究的正式問卷具有相當的信度。 

陸、模式與假說的驗證 

一、基礎模式的驗證 

本研究使用 Stepwise進行複迴歸分析以進行直接關係的驗證，結果如表 3

所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會直接影響

資訊部門的認知權力，而「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資訊部門的認知權力的直接

關係卻沒有得到顯著性的支持。而模式的 2R 達 0.324，「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

的能力」為最重要的因素，其次為「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而「資訊部門

的中心性」則未達顯著水準(p值為 0.747)。 

表 3 基礎模式的自變數與權力的複迴歸分析 

 係數 Std. 

Coefficients 

t 值 P 值 P 

(model)

2R Adj.
2R

常數項 0β  6.074 .000*** 0.000 0.324 0.312

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 1β .442 5.349 .000***    

部門的不可替代性 2β .231 2.800 .006***    

*p<0.1, **p<0.05,***p<0.01(regression method: stepwise) 

綜合本研究針對策略權變理論的關係進行驗證的結果顯示:「資訊部門處

理不確定的能力」會影響資訊部門的認知權力，而且是三因素中最重要的影響

因素，研究結果與 Hinings等[1974]與 Lucas[1984]的結果一致。 

另外，資料顯示:「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為影響資訊部門權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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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直接因素。進一步分析，一般使用者皆認為資訊部門的部門不可替代性

較外部不可替代性為高，亦即在組織中其他部門要替代資訊部門的工作是比尋

求外部軟體公司來替代資訊部門來得困難的。但是整體而言，使用者皆認為資

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高。原因除了 Lucas 所言:資訊部門的工作具有高度專業

性的因素之外，對於組織資訊系統複雜度升高也是主要關係。資訊部門的工作

不容易被取代，所以使用者在高度依賴資訊部門的支援狀況之下，資訊部門的

不可替代性便成為其重要的權力來源。 

二、中介模式的驗證 

(一) 關係驗證 

要進行「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及「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

程度」中介變數的檢驗，亦即檢驗「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及「資

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對策略權變變數與權力關係上是否具有調節效

果。中介變數必須要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必須要中介變數與自變數間沒

有相關性存在；第二個條件是必須要中介變數與自變數的交互作用對權力變數

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Baron & Kenny, 1986]。 

第一個條件：中介變數與自變數間沒有顯著相關性存在 

從表 4中，「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

程度」高度相關( userP =0.000)，所以「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不具有

「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對權力變數關係的調節效果，因此假說 H2.1.a

不成立；另外「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

關係」高度相關( userP =0.000)，所以「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不具

有「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對權力變數關係的調節效果，因此假說 H2.2.a

也不成立。而「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與「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高

度相關( userP =0.000)，所以「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不具有「資訊部

門的不可替代性」對權力變數關係的調節效果，因此假說 H2.1.b不成立；「資

訊部門的不可替代」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高度相關

( userP =0.000) ，因此假說 H2.2.b 不成立。總之，在中介模式的假說群中，依

據自變數與中介變數間要滿足中介變數成立的條件之無顯著相關的檢驗，有四

個假說不成立，H2.1.a、H2.2.a、H2.1.b、H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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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介變數與自變數的相關係數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 

的策略程度 

資訊部門主管與 

高階主管的關係 

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 .349** .225* 

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 .357** . 319**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 .113 . 128 

**p<0.01(2-tailed),*p<0.05(2-tailed); userN =129 

另外，「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無顯著

相關( userP =0.213)、「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與「資訊部門的中心

性」無顯著相關( userP =0.152)，這些滿足第一個條件的關係將進行調節複迴歸

模式的第二個條件之交互作用檢驗。 

第二個條件：中介變數與自變數的交互作用對權力變數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調節複迴歸分析被評定為檢定交互作用最普遍適當的方法[Guimaraes， et 

al.，1992; Cohen & Cohen，1983; Peters & Champoux，1979]，所以本研究以此

方法來檢定交互作用的存在性。 

1.「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的中介效果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交互作用的效

果，如表 5所示，「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

的交互作用對其認知權力(p值=0.0025)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亦即「資訊部門支

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對「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認知權力的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2.「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的中介效果 

在「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分析其交

互作用的效果方面，如表 6示，「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與「資訊

部門的中心性」的交互作用對其權力有統計上的顯著性(p值=0.0898,)，亦即「資

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對「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權力的關係具有中

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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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交互作

用分析 

 係數 估計值 P 值 P 

(model)

p 

(model+ 

interaction)

2
1R  2

2R  2R∆

常數項 0β  -1.6480 .1271 0.000 0.000 0.1161 0. 1850 0.0689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 1β  .9621 .0004***      

資訊部門支援組

織的策略程度 2β  1.1735 .0004***      

乘積項 3β  -.2409 .0025***      

*p<0.1, **p<0.05,***p<0.01 
2

1R :R squares of no interaction model; 2
2R :R squares of interaction model; 

2R∆ =
2

2R -
2

1R  

表 6 「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的交

互作用效果分析 

 係數 估計值 P 值 P 

(model)

p 

(model+ 

interaction)

2
1R 2

2R 2R∆  

常數項 0β -.9103 .5321 .001 .000 . 1702 . 1828 0.0126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 1β .6531 .0927*      

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

主管的關係 
2β .8535 .0281**      

乘積項 3β -.1332 .0898*      

*p<0.1, **p<0.05,***p<0.01 
2

1R :R squares of no interaction model; 2
2R :R squares of interaction model; 

2R∆ =
2

2R -
2

1R  

 

(二) 中介模式的驗證結果與發現 

綜合以上的分析，對於中介模式所提出的假說其驗證結果如表 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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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介模式的假說驗證結果 

假說 
假說驗證 
支持與否 

H2.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愈高且「資訊部門支援組
織的策略程度」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No 

H2.1.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愈高且「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
策略程度」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No 

H2.1.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愈高且「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
程度」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Yes 

H2.2.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愈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
高階主管的關係」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No 

H2.2.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愈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
主管的關係」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No 

H2.2.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愈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
的關係」愈高則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 

Yes 

 

針對策略權變變數所受到的中介效果來看，「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

與權力的關係、「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與權力的關係皆不受中介變數的調

節，只有「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受到中介變數所影響，這對本研究驗證策略權

變理論的結果具有進一步說明的意義。在探討策略權變理論的三個策略權變變

數對權力的影響，結果顯示三個變數中唯有「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資訊部門

的權力沒有顯著性影響，而本研究中介模式的驗證結果可以說明為何 Hickson

等[1971]所指出的影響權力重要變數之一的「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權力的影

響是不顯著的，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中介變數所調節，所以若單單只是直接

觀察「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於權力的直接關係可能顯現不出實際的影響關係。 

進一步分析「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的

交互作用效果對資訊部門權力的影響，本研究依據「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

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兩個變數的中位數將樣本資料分成四組，以代

表不同組合下的認知權力的平均分數。在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高之

下，中心性高的資訊部門其認知權力的平均分數(為總效果)相較於低度中心性

的資訊部門為高（「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的效果顯著，

userP =0.0038）；而在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低之下，中心性高的資訊部

門其認知權力的平均分數相較於低度中心性的資訊部門亦較高，兩者說明了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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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部門的中心性高會提升資訊部門的權力（「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的效果顯著，

userP =0.0188）。 

2

2.5

3

3.5

認
知
權
力

低 高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

2.45

3.14

2.72
2.79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性高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性低

 

圖 5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對認知

權力的交互作用總效果圖 

在圖 5中，我們可以看出「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高與「資訊部

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低的兩直線並沒有平行，所以「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

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兩個變數並非獨立，具有交互作用[Sharma，

1996，pp.344]。對認知權力的總效果而言，若資訊部門的中心性高且資訊部

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高則對於提升資訊部門權力效果最大；若資訊部門的中

心性高而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低則會減少「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資

訊部門權力的影響；若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低且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也

低，則資訊部門權力最低。 

另外，分析「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

的交互作用效果對資訊部門權力的影響，本研究依據「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

管的關係」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兩個變數的中位數將樣本資料分成四組，

以代表不同組合下的認知權力的平均分數，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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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對認

知權力的交互作用總效果圖 

在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程度高之下，中心性高的資訊部門其認

知權力的平均分數(為總效果)相較於低度中心性的資訊部門為高（「資訊部門

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的效果顯著， userP =0.0001)；而在資訊部門主管與高

階主管的關係程度低之下，中心性高的資訊部門其認知權力的平均分數相較於

低度中心性的資訊部門亦較高，兩者說明了資訊部門的中心性高會提升資訊部

門的權力（「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的效果顯著， userP =0.0377）。在圖 6 中，我

們可以看出「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高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

管的關係」低的兩直線並沒有平行，所以「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

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兩個變數並非獨立，具有交互作用。「資訊部門主管

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與「資訊部門的中心性」交互作用對認知權力的總效果而

言，若資訊部門的中心性高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良好則對於提升

資訊部門權力效果最大；若資訊部門的中心性高而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

關係欠佳則會減少「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資訊部門權力的影響；若資訊部門

的中心性低且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也欠佳，則資訊部門權力最低。 

三、中間變數的驗證 

(一) 關係驗證 

要進行「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之中間變數的檢驗，亦即檢驗

「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變數對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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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上是否具有中間效果。根據 Baron及 Kenny[1986]指出，中間變數必須要

具備四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自變數與中間變數必須要有顯著性相關；第二個

條件是自變數必須要在迴歸模式中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第三個條件是在自變

數與中間變數在同為預測變數的迴歸模式中，中間變數必須具有顯著性的影響

效果；第四個條件是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效果來說，在條件三的影響效果

需要低於在條件二的影響效果。以下我們將針對中間變數所需的四個條件一一

檢驗： 

第一個條件：自變數與中間變數必須要顯著相關 

「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與自變數「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

力」的相關性分析，可以得到「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與「資訊部

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的相關性達到顯著水準(p 值=0.011)，所以「使用者部

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滿足第一個中間變數的條件。 

第二個條件：自變數必須要在迴歸模式中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由基礎模式中對自變數的簡單迴歸模式的檢驗結果(表 8)可以得知，自變

數「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對資訊部門的權力具有顯著性的影響(p 值

=0.000)，自變數符合第二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自變數與中間變數在同為預測變數的迴歸模式中，中間變數必

須具有顯著性的影響效果 

我們將「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與「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

力」對權力進行複迴歸分析，以檢驗條件三及條件四。由複迴歸模式的檢驗結

果(表 8)可以得知，「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p 值=0.027)對認知權

力的影響效果達到顯著水準。所以依據以上的分析得到，「使用者部門對資訊

部門的滿意度」符合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變數的中間變數

之條件三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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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中間變數的迴歸分析 

變數 係數 估計值 P 值 P 

(model)

2R 2R∆ Beta

差量

顯著

性

常數項 0β  1.8967 .000 .000 .2567    

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 1β  .3776 .000     ***

常數項 0β  1.5259 .000 .000 .2793 .0226 -.0479  

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 1β  .3297 .000      

使用者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 2β  .1487 .027     **

*p<0.1, **p<0.05,***p<0.01 

第四個條件：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效果來說，在條件三的影響效果需要

低於在條件二的影響效果 

根據條件三的複迴歸分析的結果，進一步分析其 Beta 的差量，發現在條

件三中的中間變數影響權力的顯著水準達到顯著的關係者，其策略權變變數的

係數其 Beta 的差量均為負數(-.0479)，表示自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效果來

說，在條件三的影響效果低於在條件二的影響效果，所以「使用者部門對資訊

部門的滿意度」符合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變數的中間變數

之條件四的檢驗。 

(二) 中間模式的驗證結果 

依據以上的分析，「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符合為「資訊部門

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變數的中間變數之四個條件的檢驗，所以「使用者

部門對資訊部門的滿意度」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變數的中

間變數。對於中間模式假說的驗證結果:「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會透

過「使用者部門對於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來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 

四、整合研究模式的預測能力 

根據對於研究模式與假說的驗證，結果如表 9所示，其中在策略權變模式

的關係中（基礎模式），「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直接影響資訊部門的權

力、「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直接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得到驗證；而在策略

權變模式的中介關係中，「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

程度」、「資訊部門的中心性」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對資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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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權力大小具有交互作用的存在得到驗證，亦即「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影響

資訊部門權力的關係會受到「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主

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的調節。除此之外，「使用者部門對於資訊部門的滿意

度」中間變數的關係得到驗證，亦即「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會透過「使

用者部門對於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來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策略權變理論經由

本研究的中介模式與中間模式的修正，整體模式的解釋力由基礎模式的 2R 為

0.324(Adjusted R squares=0.312)上升到 0.438(Adjusted R squares =0.407)，與

Lucas[1984]的研究結果( 2R 為 0.36) 高出許多。 

表 9 模式的假說驗證結果 

 假   說 
假說驗證

支持與否 

H1.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愈高，資訊部門的權力

愈高。 
Yes 

H1.1.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愈高，資訊部門的權力愈高。 Yes 

基礎模式 

(base model) 

H1.1.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愈高，資訊部門的權力愈高。 No 

H2.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

關係會受到「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大小

所調節。 

No 

H2.1.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關係

會受到「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大小所調

節。 

No 

H2.1.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關係會受

到「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大小所調節。
Yes 

H2.2.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

關係會受到「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大

小所調節。 

No 

H2.2.b：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關係

會受到「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大小所

調節。 

No 

中介模式 

(moderator 

model) 

H2.2.c：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之關係會受

到「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大小所調節。
Yes 

中間模式 

(mediator 

model) 

H3.1.a：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會透過「使用者部門對

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來影響資訊部門的權力。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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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論 

一、研究貢獻 

本研究針對策略權變理論的關係進行驗證與修正，對於組織理論應用於資

訊管理部門權力的解釋有更好的效果，其次本研究也發現一些重要的影響資訊

權力來源的因素。 

(一) 基礎模式的發現 

本研究針對策略權變理論的關係進行驗證的結果顯示:「資訊部門處理不

確定的能力」會直接影響資訊部門的認知權力，而且是三因素中最重要的影響

因素，此研究結果與 Hinings 等[1974]與 Lucas[1984]的結果一致。另外，「資

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也是直接影響認知權力的重要因素；而認知權力卻不受

「資訊部門的中心性」的直接影響。對於資訊部門中心性沒有直接影響資訊部

門權力的假說沒有得到驗證，正反映出其關係可能受到中介變數或中間變數的

影響，值得進行本研究中介模式及中間模式的探索。 

(二) 中介模式的發現 

針對策略權變變數受到「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主

管與高階主管的關係」的調節效果來看，「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

力的關係、「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與權力的關係皆不受中介變數的調節，

只有「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受到中介變數所影響，這對本研究驗證策略權變理

論的結果具有進一步說明的意義。在探討策略權變理論的三個策略權變變數對

權力的影響，結果顯示三個變數中唯有「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資訊部門的認

知權力沒有顯著性直接影響關係，而本研究中介模式的驗證結果可以說明為何

Hickson 等[1971]所指出的影響權力重要變數之一的「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

權力的影響是不顯著的，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中介變數所調節，所以若單單

只是直接觀察「資訊部門的中心性」對於權力的直接關係可能顯現不出實際的

影響關係。 

至於對於「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程度」與「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

的關係」對於「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的關係、「資訊部門的不

可替代性」與權力的關係皆不受中介變數的影響，更加說明為何從基礎模式中

可以得到直接關係的驗證，因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與權力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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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與權力的關係是直接影響關係而不受中介變數影

響。 

(三) 中間模式的發現 

Lucas[1984]的研究發現「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為影響權力最重

要的因素，但是他只探討「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對權力與使用者對於

資訊部門的滿意度對權力的直接影響關係，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並驗證「資訊部

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透過「使用者部門對於資訊部門的滿意度」來影響權力，

可以補充加強說明為何在 Lucas 的研究中發現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能力高

於其他部門，但是權力卻沒有相對較高的現象，因為「資訊部門處理不確定的

能力」對權力的影響除了直接關係外，尚包括其透過「使用者部門對於資訊部

門的滿意度」中間變數的影響關係來影響權力。 

二、研究限制 

(一) 缺乏高階主管的資料 

在研究資訊部門權力的部門權力比較上，高階主管的認知具有重要的影響

效果，本研究針對高階主管寄發 500份資料，由高階主管實際填答並寄回的問

卷僅有 3份。高階主管資料不易取得，所以本研究無法以高階主管的意見來作

資料的分析的基礎為研究限制之一。 

(二) 研究工具的限制 

問卷並由於本研究研究的主題在組織中是屬於較為敏感的問題，在實證研

究的問卷設計上大部分的變數均採用知覺性量表以測得研究構面的相關變

數，而非以實際的客觀的數字來衡量各項變數，因此可能會有一些偏誤。另外，

在探討交互作用效果時，本研究採取調節複迴歸分析，其所能推論的交互作用

效果只有雙線性(bilinear relationship)的交互作用形式，所以對於本研究所沒有

證實的交互作用也可能是以非雙線性的交互作用存在。 

(三) 缺乏探討個人特質因素 

個人特質為影響權力重要的因素，然而本研究主要是以策略權變理論為基

礎來探討資訊部門的權力，所以並未考慮人格特質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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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 研究方法的建議 

本研究為探索性的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模式建立而已，因為在時間及經

費的限制之下無法以縱斷研究法(longitudinal research)探討變數間的關係，而

是採用橫斷面(cross section)的資料作為實證研究的依據，無法以此推論變數間

的因果關係。 

(二) 研究問題的建議 

本研究探討權力的來源，是屬於權力的靜態面研究。至於權力的動態面研

究，諸如影響權力的運作因素（政治行為）、權力運作的效果等都是有趣的問

題。研究者可以進一步分析，資訊部門權力大小的影響效果，包括資訊部門在

組織各部門中屬於權力較大者，其在推動資訊化的過程中與資訊科技的引進過

程中，其行為與權力較小者有何不同；或是權力較大者與較小者對資訊部門在

組織的策略地位、組織資訊化成敗中的影響效果為何等，都是可以進一步研究

的問題。另外，本研究是以策略權變為基礎來探討權力問題，未來的研究可以

以不同的權力理論為基礎來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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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研究變數問卷設計之參考來源及問卷信、效度檢測表 

構面及衡量項目 題數 參考 

來源 

信度 

(Cronbach’sα)

收斂效度** 

(correlation of 

item with total 

score-item) 

區別效度*** 

(factor loading) 

資訊部門的權力 17  0.9132   

資訊部門的認知

權力大小 

 蔡宏明

[1985] 

 .734 

.726 

.582 

.591 

.753 

.779 

.738 

.591 

.638 

.557 

.456 

.545 

.721 

.668 

.695 

.764 

.757 

.70053 

.71745 

.54722 

.57414 

.76163 

.79168 

.73366 

.57242 

.66036 

.58206 

.57725 

.56152 

.74959 

.66212 

.70461 

.79256 

.77064 

不確定性 2  0.8670   

環境的不確定性 

部門的不確定性 

 Hinings et 

al.[1974] 

 .858 

.846 

.85228 

.85228 

資訊部門處理不

確定性的能力 

3 Hickson， 

et 

al.[1971] 

0.8490   

說明： 

**相關係數，每個相關係數均達 0.01(2-tailed)的顯著水準 

***因素負荷量，每一個構面均以單一因素負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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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研究變數問卷設計之參考來源及問卷信、效度檢測表(續) 

預測不確定的能力 

預防不確定的能力 

處理不確定的能力 

   .829 

.916 

.883 

.82743 

.91773 

.88180 

資訊部門的不可替代性 3 Hinings et 

al. [1974] 

0.8011   

外部不可替代性 

部門的不可替代性 

   .736 

.732 

.757 

.74945 

.72474 

.75126 

資訊部門支援組織的策略

程度 

4 本研究 

 

 

0.8462   

現存資訊系統對於組織的

策略性目標之影響 

未來計畫的資訊系統對組

織策略性目標的影響 

目前資訊系統對於中、高

決策階層的支援 

   .884 

.840 

.897 

.679 

.90350 

.85961 

.89360 

.63758 

資訊部門主管與高階主管

的關係 

2 Fenny 

[1992] 

0.7124   

CIO與CEO關係好壞的評

估 

CEO詢問CIO意見或觀點

的比率 

   .864 

.901 

.88306 

.88306 

使用者部門對資訊部門的

滿意度 

3 Palvia 

[1996] 

0.8920   

使用者對於資訊部門的運

作績效的認同 

使用者對資訊部門提供的

系統或服務的滿意程度 

資訊部門的服務與使用者

的期望的符合程度 

   .918 

.930 

.873 

.91731 

.93403 

.86964 

說明： 

**相關係數，每個相關係數均達 0.01(2-tailed)的顯著水準 

***因素負荷量，每一個構面均以單一因素負荷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