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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歷史背景的發展下，長久以來，女性的角色
與地位總是被刻意地壓抑與忽視；相較於男性，女
性擁有較少的自主權與決策權，使得女性創業家的
比例一直低於男性。但是在知識經濟發展以及教育
普及下，女性獨立自主的意識及男女平權觀念的提
倡與宣導，現代女性在職場上與男性同台競技，其
表現不亞於男性的成就。雖有多數的研究探討影響
企業間業務往來及忠誠度的因素，但本研究以女性
企業家為個案並著重於探討人格特質及快樂因子
對企業間業務往來傾向及忠誠度的影響度。本研究
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共發出約 200 份問卷並回收 109
份問卷。經統計驗證分析後，發現女性創業家的五
種人格特質-親和、勤勉正直、外向、情緒敏感及
開放性格均顯著影響客戶與之業務往來的態度並
進而影響業務往來傾向。另一方面，客戶與女性創
業家互動時的寧靜感會顯著影響其間的快樂程度
並進而影響到業務合作關係的忠誠度。
關鍵詞：女性創業家、人格特質、快樂因子、業務
往來傾向、忠誠度。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由於女性獨立自主的意識，加上男女平權觀
念的提倡與宣導，現代女性有機會與男性同台競
技，展現不亞於男性的工作與生產能力。相較於男
性，女性以往擁有較少的自主權與決策權，加上傳
統社會賦予她們較多的家務牽絆，由於受限於環境
以及家庭的因素，使得女性創業家的比例一直低於
男性。但在知識經濟改變傳統物質生產方式，使腦
力勞動和體力勞動的差別進一步縮小，有利於發揮
女性善於管理和人際交流的特長。同時，網路科技
發達且工具普及，工作不受場所與地點限制，女性
有更多發揮空間，也為廣大婦女提供了更彈性的事
業機會。
雖有多數的研究探討影響企業間業務往來及
忠誠度的因素，但本研究著重於探討女性創業家人
格特質及快樂因子對企業間業務往來傾向及忠誠

度的影響度。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變數
二、1 女性創業家、創業動機及相關研究
Lavoie(1985)對女性創業家的定義為：一位女性
開創事業，所承受伴隨而來的風險、財務、行政及
社會的責任，且有效的處理每天的管理工作。女性
的創業者的創業動機有許多不同因素(李翊璇,2007;
楊敏玲,1993;蔡璧如,1999; 蘇建翰,2012)， Acs 等
學者(2011)多年來一直關心女企業家的參與和表
現的差異率。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都認為女性
創業的動機來自我們增加女性角色的創建、運作和
成長，而這些是企業經濟增長的根本驅動力。關於
女性創業家之相關研究，有以下幾位學者提出論
述。Alam 等學者(2011)研究在馬來西亞南部地區的
女企業家成功的關鍵因素，透過郵寄問卷調查的問
卷收集數據，採用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來分析成功
女企業家的重要決定因素。結果顯示家庭支持、社
會關係和內部動機積極對於小企業的女性企業家
成功有顯著的影響。
Vossenberg, (2013) 指出儘管越來越多的女性
為創業，加上政策和資源都在促進和發展婦女創
業，但是創業中的性別差距依然存在。其研究結果
是基於一個女權主義者的角度來看，目前婦女創業
的促進政策若使得個別婦女受益時其創業的性別
偏見是存在的，但是大多數的努力，只會留下虛
榮，但是對於宏觀經濟或者社會影響是沒有顯著差
異的。Kobeissi (2010)指出女企業家在國家和國際
層面和這樣的企業家精神對經濟增長和扶貧的重
要性上升，強調需要更多的女性創業活動的全球化
和多元化分析。其研究在於瞭解性別有關的變量的
影響程度，研究對象是在 44 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
國家女性的創業活動。其結果發現以下重點的變
量，分別是：女性受教育程度、女性的經濟活動、
女性收入的比例，以及生育率顯著代表女性的創業
活動。了解的因素可以是政策制訂者在女性創業上
促進其發展。
二、2 人格特質及快樂因子

二、2、1 人格特質: 每個人都擁有個別且獨
特的人格，其回應外在環境時，其所顯示的個性與
反應，Day (1989)認為人格可以判定個人與他人差
異的一組持久及穩定的特質及傾向。因此，人格特
質在人的一生中是穩定且為重要的組成因素。許多
學者專家都以五大人格特質來描述人，最被廣泛接
受的是 Costa & Mcrae (1992)使用的分類法，將人
格特質歸類為親和性、勤勉正直性、外向性、情緒
敏感性和開放性五大類。而 Mark J. Schmit et.al
(2000)將五大人格特質構面整理成: 親和、勤勉正
直、外向、情緒敏感及開放性格等五大性格。
二、2、1 快樂因子: 寧靜感:有許多針對寧靜
的反義詞「焦慮」進行研究，證實快樂與焦慮是反
相關，越焦慮將感到越不快樂(Glatzer, 2000; Ott,
2001) 。一個實際的情境，人們若是生活太過緊張
與擁擠，就會需要找一個安靜地方，像是渡假飯
店、有情調的餐廳、室內令人舒服的裝潢布置、藝
術的販售等等，可以有效地降低緊張的情緒 (盧希
鵬，2010)。根據上述文獻，寧靜感表示心靈的平
靜、沒有焦慮的感覺，因此本研究定義寧靜感為不
會焦慮的程度。

本研究目的以企業間業務往來為背景，並以
女性企業家的個案來探討女性企業家的人格特質
及快樂因子是否會對客戶業務往來傾向及忠誠度
造成影響。本研究採調查法並以問卷調查作為研究
工具。我們以問卷方式調查研究所需的各位變數，
本研究所使用之測量變項皆以李克特五點尺度為
主 (1 表示非常不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本次
研究以國內的問卷調查網站 Google 之文件平台做
為問卷調查設計平台，並以 email 方式通知被調查
者回答問題。本次問卷調查之內容調查問卷所需量
表項目均參考已有的文獻，本研究使用 SPSS 10 統
計軟體為工具，並針對問卷內容進行資料的計算及
分 析 。 本 研 究 調 查 期 間 自 2013.07.20 至
2013.08.10，共發出 200 份樣本，回收樣本數為 109
份，回收率為 54.5%。回收後之樣本分配及信度如
表一及表二。

三、3 理性行為理論及研究模型
理性行為理論（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 Fishbein 和 Ajzen (1975)共同發展出來的
模型架構，主要為探討及預測個人行為態度意向之
理論。TRA 主要為探討個人的實際行為(Actual
Behavior) 是 受 信 念 與 評 價 (Beliefs and
Evaluations) 、 規 範 信 念 和 遵 循 動 機 (Normative
Beliefs and Motivation to Comply)、態度(Attitude
Toward Behavior)、主觀規範(Subjective norm)、行
為傾向(Behavioral Intention)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本
研究模型導入該理論之態度及傾向二變數，並根據
Mark J. Schmit et.al(2000)五大人格特質構面及次
構面, 推論引伸出本研究模型, 本研究如圖一。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問卷調查項目由表二可知，其 Cronbach’s α
的信度大都在 0.6 以上，表示本研究的問項有著一定的
參考性。
四、研究結果及分析

四、1 描述性分析
表三所顯示為各變數之平均數, 標準差及相
關係數各變數間大都存在著顯著的正向關係，表示
本研究的變數有著程度性的相關。由於本問卷調查
及由客戶或樣本以印象或認知的程度來填寫，由結
果顯示，在各變數的平均值比較上，勤勉正直、外
向性及親和性都有著較高的平均值，可推論被調查
樣本對於女性創業家在嚴密及精準、具有道德義務
感、可信及可靠的習慣、有實現個人目標的強烈驅
動力、高度活躍、有精力、採取行動積極主動、高
度參與社交活動、扮演領導角色、表達對他人關
心、和他人能良好工作及接受及尊重個人差異等都
有較高或較強的程度。而樣本的反應在寧靜感上雖
仍有著 3.72 的分數，但相對於其他變數是最低的
值，推論生意間的業務往來仍存在著利益關係，在
一切以成本或利益為前題的關係下，要彼此間有著
放鬆的情緒似乎仍不容易。

四、2 模型檢定
回收資料經路徑分析後，結果如圖 2 及表四。

由表四顯示，所有假設經驗證後都成立。亦即經統
計驗證分析後，發現女性創業家的五種人格特質親和、勤勉正直、外向、情緒敏感及開放性格均顯
著影響客戶與之業務往來的態度並進而影響業務
往來傾向。另一方面，客戶與女性創業家互動時的
寧靜感會顯著影響其間的快樂程度並進而影響到
業務合作關係的忠誠度。

五、結論
1. 經本研究驗證後，有顯著的數據顯示女性創業
家的五種人格特質-親和、勤勉正直、外向、情
緒敏感及開放性格均顯著正向影響客戶與之業
務往來的態度並進而影響業務往來傾向。且由
於路徑係數顯示其路徑係數均在 0.5 之上，可
推論女性創業家在本研究的樣本認知上或許較
男性創業家有著較高的＂欽佩＂認知性。所以
雖然女性創業家可能在某些因素上有著較競爭
的劣勢，但相對的這些劣勢也有可能轉換為有
機會往來的優勢。
2. 客戶與女性創業家互動時的寧靜感會顯著影響
其間的快樂程度並進而影響到業務合作關係的
忠誠度。樣本的反應在寧靜感上雖為較低 3.72
的分數，但在路徑分析上，其顯著的影響快樂
的程度並間接影響著客戶的忠誠度。故我們建
議雖然生意間的業務往來仍存在著利益及成本
為前題的關係，但如果能儘量提高彼此間放鬆
的情緒似乎仍有助於業務往來的機會。
3. 結合人格特質及快樂因子於理性行為理論在女
性創業的研究獲得驗證。這項結果有助於未來
的研究在探討女性創業行為時提供探討及預測
個人行為態度意向之理論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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