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文獻與理論探討 
 

第一節  組織承諾 
 

壹、組織承諾意義與分類  

 

一、組織承諾的定義 

「組織承諾」（organization commitment）概念，最早源自於 whyte

（1956）在一篇名為「組織人」的文章， 後經 Mowday 等人加以發

揚光大，「組織承諾」便代表著個人對其所屬組織的忠誠與貢獻的決

心，從相關的文獻顯示，迄今仍持續不斷地討論各種不同檢測組織承

諾的方式，以衡量組織承諾對組織的影響，因此，在理論方面亦呈現

百家齊鳴的多元發展景象（陳美志，2001）。對於「組織承諾」一詞

的定義，不同的學者基於不同的理論與本身研究的需求而給予不同的

定義。 

（一 ）Herbiniak and Alutto(1972)： 

認為組織承諾是個人與組織在在賭注或投資（side-bet or 

investment）上有交易或改變而造成的結構性現象。 

（二）Porter, Mowday & Boulin(1974) 

認為組織承諾是指個人對組織認同（identification）與投入

（involvement）的程度，組織成員若有強烈的組織承諾，則會

有其表現：(1)堅信及接受組織的目標；(2)願意為組織付出更多

的心力，(3)渴望繼續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三）Buchanan(1974) 

組織承諾是個人對組織目標價值等相關個人角色及組織派別的

一種情感屬性，包含三個心理傾向：(1)對組織的目標與價值的

認同；(2)對組織的忠誠度；(3)對組織所交付的責任充分投入。 

（四）Alpander(1990) 

組織承諾是一種對組織的正向態度，包括：(1)認同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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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會使組織員工感到快樂，認為工作是其本身的一部分；

(3)對組織是一種忠誠與情感的歸屬，而願意留在組織內工作。 

（五）Meyer and Gellatly(1990) 

認為組織承諾包括組織認同、對組織工作的投入及對組織依附 

的評估等三個構面。 

（六）Jerald  Greenberg（1999） 

人們對於組織的心態就是組織的承諾。組織承諾的概念被認為

是人們涉入組織的程度及對於留在組織內的興趣。 

（七）Moon（2000） 

    在研究公部門員工的組織承諾上認為，組織承諾的高低決定於

個人的激勵偏好與組織獎勵系統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個人特質

與組織提供的機會結構相互配合的結果。 

 

二、組織承諾的分類 

因為組織承諾的定義很多，於是有些學者嘗試將組織承諾的意義

加以分類整理。 

（一）Stevens, J. M. Beyer, J. M.,& Trice（1978）將組織承諾分為：  

1.規範性觀點(Normative approach) 

此觀點源自於 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及 Herzberg 雙因子理

論，強調從激勵與自我實現的角度來探討組織承諾。 

認為組織承諾是組織主動積極而正面的傾向，不因個人認同

組織可獲得利益才去作為，而是個人認為努力工作是該有的

義務，亦才符合團體的規範，此承諾是強調道德規範的層面。 

2.交換性觀點(Exchange Approach) 

此觀點源於社會交換理論與公平理論。認為個人會衡量自己

對組織的貢獻，與從組織內獲得報酬作比較，如果認為自己

有利時，則會提高自己對組織的承諾，反之則降低，可視為

一種交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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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orter, Mowday & Steers(1982)將組織承諾分為 ：  

    1.認同承諾：將承諾視為一種對組織目標或價值的認同，且使

個人目標和組織目標愈趨一致的歷程。 

    2.努力承諾：認同組織目標投入心力以追求組織的利益的努力

意願。  

    3.留職承諾：對組織產生認同，願意投入心力並渴望繼續成為

組織的一份子。 

（三 ）Allen and Meyer (1991)將組織承諾分為： 

1. 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指組織成員對組織感

情依附，願意且希望繼續留在組織內工作的意念。 

2. 持續性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組織成員通常會

依衡量其他外在就業機會的多寡與認為自己離開公司所需

付出的成本，來決定是否願意留在組織中的承諾。 

3. 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強調維持對組織的

忠誠，或經由組織獲得的利益，在組織成員心中產生組織

成員報答組織的義務。 

另外，西方研究者早期認為只要員工不離職即代表該員工對組織

具有忠誠度，然而這觀點卻無法瞭解員工為何離職，也無從改善員工

曠職的情形。於是研究者開始探討員工的心理層面，並認為員工對組

織的心理投入與認同外，尚主動為組織付出工作要求之外的努力才是

組織忠誠的內涵。因此，把組織承諾的概念當作組織忠誠是不恰當的。 

表 2-1組織承諾與組織忠誠的比較 

 忠    誠 組 織 承 諾 

性質 情感性為主 工具性為主 

對象 對人為主 對組織為主 

動機來源 以道德規範為主 以報酬為主 

社會性 社會規範 個人取向 

影響結果 成為自己人、升遷 願意留在組織中 

                                                資料來源：李慕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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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各有關學者對組織承諾的定義與分類，彙整如表 2-2 所示： 

表 2-2組織承諾的分類 

學    者 分     類 定     義 

規範性承諾 一個人願意留在組織內，為組織付出更

多努力，並非是他這樣做會得到多少利

益，而是他認為應這樣做才符合組織的

規範。 

Steven et.al. (1978) 

交換性承諾 組織成員會將自己對組織的付出與貢

獻，來衡量付出與報酬的差距。 

認為有利的承諾會提高，反之則降低。

認同承諾 指深信並接受組織目標及價值。 

努力承諾 指願意為組織投入高度的努力。 

Porter et. al.(1982) 

留職承諾 指具渴望繼續成為組織的一員。 

情感性承諾 指成員對組織的感情依附，這依附會使

人願意繼續留在組織內工作。 

當一個組織 正經歷變革時，員工會懷疑

使否仍歸屬組織 ，如果是否定的，也許

就會離職。 

持續性承諾 組織成員通常會依衡量其他外在就業機

會的多寡與認為自己離開公司所需付出

的成本，來決定是否願意留在組織中的

承諾。因此，外在的獎賞成為維持此類

承諾的關鍵。 

Allen ＆ Meyer(1991) 

Jerald Greenberg（1999） 

規範性承諾 強調個人與組織關係中的義務層面，認

為留在組織為組織付出是一種不可逃避

的義務。 

是員工對責任的感覺，待在組織的原因

是來自他人的壓力。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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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Porter (1974)等人觀點，即「組織承諾是一個人對於

某一特定組織認同與投入的程度，組織成員強烈地相信並接受組織的

目標與價值觀，願意為組織付出」。內容包括認同承諾、努力承諾與

留職承諾三構面。 

 

貳、組織承諾的前因後果 

     

在相關組織承諾的文獻中探討前因後果因素非常多且關係複

雜，迄今尚無完整體系可以涵蓋。 

 

一、Steers的理論模式 

    Steers(1977)探討組織承諾的前因時，以實驗研究發現三個變項分

別為「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聲望」，受組織承諾影響的三

個後果變項分別為「留職意願」、「出席率」及「工作績效」。茲將前

因變項說明如次： 

（一）個人特質：指在特定環境下的各種統計下的人口變項與人格特

質，例如，年齡、教育程度和成就動機。 

（二）工作特性：包括工作本身、工作環境、福利安全、工作回饋、

工作技能、自主性、挑戰性、薪資、人際關係、內在報酬等。 

（三）工作經驗：包括對組織的態度、組織的可能性、工作聲望、個

人所知覺組織對其重視程度、個人期望被滿足的程度。  

 22



個人特性（年齡、教育程度、
成就需求）

工作特性（工作挑戰性、互動
機會、回饋）

工作經驗（對組織的態度、組
織可依賴性、工作聲望、對期
望的認識）

組織承諾

渴望留職

留職意願

出席

員工留任

工作績效

圖2-1　Steers(1997)組織承諾之前因與後果變項

資料來源：李慕華、林宗鴻，1996，工商心理學導論（Paul M. Muchinsky原著：
　　　　　Psychology Applied to Work 4th），台北：五南，338頁。

二、Mowday的理論模式 

  Mowday et al.(1982)參照 Steers(1977)提出的模式，發展出更具

體的組織承諾的前因後果模式，如圖 2-2所示。前因變項有四為： 

（一）個人特徵：包括年齡、年資、教育程度、性別等。 

（二）有關角色的特徵：包括工作範圍及挑戰性、角色衝突及角色混

淆等。 

（三）結構性特徵：包括組織工會介入、控制幅度、正式化、分權程

度、決策參與程度等。 

（四）工作經驗：包括組織可依賴性、個人重要性、期望程度、群體

規範等。 

後果變項為：工作績效、(2)年資、(3)缺勤、(4)怠工及離職。 

 

 

 

 

 

 

 

前因變項 

個人特徵 

有關角色特徵 

結構性特徵 

工作經驗 

組織承諾 

後果變項 

工作績效 

年資 

缺勤 

怠工及離職 

圖 2-2  Mowday組織承諾的前因與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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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探討職務列等調整與組織承諾之關係，茲將歷年來與

人力資發展相關之組織承諾前因變項整理如下表 2-3所示 
 

表 2-3 組織承諾前因變項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樣本 前因變項 

Brown 1969 公務員 需求滿足 

Sheldon 1971 科學家 年齡、年資、地位 

Buchanan 1974b 公共/私人部門經理 期望自我形象強化、感覺自身重要

Steers 1977 醫院員工 個人特性、工作特性、工作經驗 

Welsh and Lavan 1981 醫院雇員 年齡、年資 

Rusbult & Farrel 1983 會計師、護士 報酬、成本、其他選擇 

Stumpf and Hartman 1984 學生、新雇員 人、工作配合、績效、工作壓力 

Sager 1994 業務人員 工作壓力 

Steihaus & Perry 1996 公/私部門人員 自主性、工作滿足感、聯合管理關

係、同事間關係 

Cho & Lee 2001 韓國公部門 聲望知覺 

黃國隆 民 75 中學教師 體恤因素 

朴英培 民 77 韓國電子業員工 工作滿足、領導型態、工作地位價

值、薪酬價值、其他工作價值 

張勳智 民 81 台電員工 團隊士氣 

郭義復 民 85 鋼鐵從業員 工作設計、工作指派、工作分配 

鍾秀古 民 86 印刷從業員 企業文化、領導型態 

陳自強 民 90 外派大陸幹員 人力資源管理 

游騰馨 民 90 台商幹部 人力資源管理 

陳怡君 民 90 職業教師 領導行為 

資料來源：修正自陳美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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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個人特質與組織承諾之實證研究 

 

有關個人屬性變項與組織承諾的關係廣泛的被研究者所探

討，茲將介紹與本研究有關之結果並整理分析如下： 

一、性別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有研究顯示男性員工的規範性組織承諾高於女性員工（杜佩

蘭，1999）。也有研究顯示兩者不存在顯著差異（徐敏莉，201；

劉鑫，2002）。因此，性別與組織承諾關係到目前還未呈定論，可

能因為牽涉到工作特性等其他因素的影響。 

 

二、年齡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大部分的研究顯示，年齡與組織承諾有正面的關係存在，表

示年齡愈大對組織的承諾愈高。（Mathieu & Zajac,1990；張瑞春，

1998） 

 

三、教育程度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綜觀各學者的研究，在教育程度與組織承諾的關係方面有些

發現呈正相關，有些呈現負相關，也有認為並非主要影響因素。 

 

四、年資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組織成員在組織中任職的久暫會影響組織成員的承諾程度，很

多研究均發現年資較高者普遍具有較高的努力意願和留職傾向。 

 

五、職位（職級）與組織承諾的關係： 

有研究顯示，主管或非主管與組織承諾呈正相關（杜佩蘭，

1999）。也有研究顯示，在非營利機構中員工職位與組織承諾關聯

性未達顯著水準。（王桂英，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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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組織承諾之衡量 

 

根據上述對組織承諾的觀點包括規範性與交換性，學者們分別發

展出二類不同的組織承諾量表： 

 

一、Mowday, Steers and Porter(1979)組織承諾量表 

Mowday(1979)等人依據規範性的觀點所發展出來的組織承諾量

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自發表以來，大

部分組織行為研究者均使用該量表來測量組織承諾，1982 年修正後

共 15題衡量問項如表 2-4所示。Reichers(1985)甚至認為該量表已成

為研究組織承諾的固定途徑，在許多公部門組織承諾的研究也都引用

此量表。 

表 2-4組織承諾量表 

1.為了使組織的目標得以完成，我願意承擔更大責任並努力工作。 

2.我會誠懇地告訴朋友，我的組織是工作的好地方。 

3.我覺得自己對這個組織沒有情感。 

4.為了繼續留在組織裡，我會接受任何的工作安排。 

5.我發現自己的價值觀與組織觀點很接近。 

6.在任何的場合裡，我會記得自己是組織的一員。 

7.如果有相似的工作或待遇，我會離開組織。 

8.目前我在組織的工作能夠發揮我的才能。 

9.我很難忍受組織給我的壓力，即使是芝麻小事都會讓我離開組織。 

10.我很高興當初選擇到組織工作。 

11.我覺得繼續留在組織對我沒有太大的好處。 

12.我不同意組織管理員工的方法。 

13.我會在意組織的盈虧。 

14.對我而言，組織是工作的好地方。 

15.我後悔當初決定到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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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rebiniak and Alutto(1972)組織承諾量表 

此量表係依據交換性觀點加以編制，主要在衡量受試者對組織計

算性投入，藉以瞭解工作者在當組織提供四個外在誘因（薪資、地位、

友誼、專業創造的機會）的情況下，離開組織的可能性。因為量表只

有四題，實際被採用機會不多。 

 

三、Heyer, Allen and Smith(1984)組織承諾量表 

  Heyer, Allen修正Mowday等人於 1979年所發展的量表，排除離

職傾向的題目，提出 8題情感性承諾量表(Affective Commitment Scale; 

ACS)。Meyer and Allen(1984)亦發展持續性承諾量表(Continuance 

Commitment Scale; CCS)，此量表驗證了成本認知交換理論。Meyer 

and Allen(1990)發展三構面組織承諾問卷，其中包括規範性承諾量表

(Normative Commitment Scale; NCS)。（林秋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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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文獻檢閱 
 

壹、人事制度與組織承諾相關研究 

 

組織承諾是員工對組織一種完整而持續性的態度，一直是管理者

及組織行為學者所欲探討的主題，透過組織承諾的了解可以尋求留住

員工及提高工作績效的方法，相關的實驗成果不論國內外均非常豐

碩，研究對象涵蓋各行業，但大多以私部門為主，其所探討的變項方

面也十分廣泛，以下僅就與人事制度有關之組織承諾相關文獻檢閱，

如表 2-5所示。 

表 2-5組織承諾相關文獻檢閱 

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趙 必 孝

（1990） 

金融自由化與金融

機構人員人員離職

因素關係之研究－

以高雄市金融機構

為對象 

本研究探討哪些因素影響金融機構人員的離

職意願，研究發現現有金仍機構人員人事知

覺比較與組織承諾有顯著相關。 

鄭乃壬(1992) 國營事業人事制度

與組織承諾關係之

研究 

本研究從國營事業員工對民營企業與任職公

司人事制度比較認知之觀點出發，目的在探

討不同個人特徵或工作資歷之員工在人事制

度比較、工作滿足、工作壓力、組織承諾上

之差異；探討人事制度比較、工作滿足、工

作壓力與組織承諾之關係；並驗証人事制度

比較、工作滿足、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之影

響途徑。本研究以高雄地區中鋼、中油、中

船、中化、台機等五家國營事業的員工為對

象。發現人事制度比較可能直接影響工作滿

足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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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蕭煥鏘(1999) 領導型態、工作特性

與我國地方機關人

事人員工作滿足、組

織承諾關係之研究 

本研究探討個人特徵、領導型態、工作特性

對工作滿足的影響，以及領導型態、工作特

性、工作滿足、對組織承諾的影響。本研究

將其研究範圍置於政府部門，以全省各縣市

政府所屬人事人員 788 位樣本資料，進行實

證研究分析。經實證研究發現：（1）員工對

於服務機關之組織承諾高於員工對人事單位

之組織承諾。（2）工作特性與組織承諾有顯

著影響。 

 

林秋華(2000) 組織變革中人事制

度對員工工作滿足

及組織承諾影響 

本研究是以聯勤總部的一級行政人員為研究

對象，以問卷方式來評量其在組織經過變

革，進行人員精簡後，員工在人事制度上的

知覺，對於工作滿足及組織承諾有何影響。

並將人事制度知覺分人事升遷、考核獎懲、

薪資、薪資福利三個構面，經實證研究發現：

（1）人事升遷制度之知覺對於組織承諾有顯

著性影響，（2）考核獎懲於組織承諾有負向

影響，（3）薪資福利水準直接影響員工留職

承諾。 

 

蔡碩川(2001) 農會信用部組織變

革認知、組織承諾與

變革態度之研究 

農會信用部的變革對現有農會員工而言是一

大衝擊，不但要適應新的工作挑戰，而且包

括工作保障、個人發展等切身權益問題皆面

臨不確定性。本研究藉由不同屬性員工對農

會信用部變革認知、組織承諾程度與變革態

度的差異和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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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經實證研究發現：（1）不同農會信用部組織

變革認知程度的員工，對農會信用部組織變

革態度有顯著相關。（2）不同組織承諾程度

的員工對農會信用部組織變革態度有顯著相

關。（3）員工對農會信用部組織變革認知與

組織承諾有顯著相關。（4）員工對農會組織

變革之認知對農會信用部組織變革之態度有

顯著影響。 

蔡木霖(2002) 公賣局獎酬結構改

變對組織公平、組織

承諾、工作滿足及績

效的影響 

本篇論文主要目的在評估公賣局獎酬結構改

變後是否提高員工的公平知覺、努力投入、

工作滿足及績效。 

發現：（1）公賣局獎酬結構改變並沒有提高

員工的公平知覺、努力投入、工作滿足及績

效。（2）新獎酬方式對組織公平、組織承諾

或工作滿足的影響因員工而有差異，顯示影

響效果差異的多元性。(3) 組織公平、組織承

諾或工作滿足與績效的關係微弱。(4) 公賣局

新的獎酬分配方式應較符合公平理論上的觀

點，預期可以達到員工知覺公平提高，同時

會對組織承諾加深，顯然結果並不如預期

者，顯示公賣局目前的獎酬政策值得檢討。

徐正屏(2002) 員工對民營後人力

資源管理制度知覺

與組織承諾關係之

研究－以中華電信

南區公司為例 

本研究即在探討民營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是否能提高員工工作滿足、組織承諾。本研

究以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為研究對象，實證

調查結果發現：（1）員工對民營後人力資源

管理制度的知覺愈高，其工作滿足、組織承

諾愈高；（2）員工對民營化後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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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制度之人力資源激勵功能的知覺，對組織承

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預測力最高。 

陳光榮(2003) 精省後中部辦公室

就地安置之公務人

員的心理知覺、工作

滿足與組織承諾之

研究 

本研究以 88年 7月以後，原台灣省政府各廳

處改制中央政府各部會處局屬中部辦公室，

且於 91年 2月仍未改制為內部單位之就地安

置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與發

現：（1）現今薪資制度無法激勵精省後就地

安置公務人員之組織承諾；（2）精省後就地

安置公務人員之升遷制度與升遷管道有待檢

討；（3）勞逸平均對精省後就地安置公務人

員組織承諾有重要的影響。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趙必孝（1990）將人事制度知覺分為「薪資福利制度」、「陞遷發

展制度」、「考核獎懲」、「個人發展」四個構面。林秋華(2000)將人事

制度知覺分「人事升遷」、「考核獎懲」、「薪資福利」三個構面。徐正

屏(2002)將人力資源管理知覺分「激勵功能」、「維持功能」、「確保功

能」三個構面。陳光榮（2003）將精省後中部辦公室就地安置之公務

人員心理知覺分為「公平性」、「安全感」、「確定性」、「社會支持」四

個構面。 

 

貳、人事制度與職務列等之相關文獻檢閱 

 

我國的人事制度自 1929年建制以來，隨著政治、經濟、環境變

遷與發展，配合階段性任務需求，屢經檢討改進並作過多次改革，在

碩博士論文中以組織變革及政府再造作為研究議題的論文非常多，至

於有關人事制度之理論或實務則非常有限，茲針對關縣市政府組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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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制度、職務列等等理論與實務相關論文進行檢閱與彙整，如表

2-6所示。 

表 2-6人事制度相關文獻檢閱 

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謝惠琴(1986) 我國新人事制度制定過

程之研究 

人事體制關係到整個行政效率的好壞，有

健全的人事制度才有高效率的公務人

員，如此國家才能安定進步，有怎樣的人

事制度，就有怎樣的公務人員，越發突顯

其人事政策制定的重要性。 

吳基安(1990) 我國公務人員職務列等

之研究 

針對兩制合一時，職務列等公布實施後，

有關職務列等之法規、函釋、訂定過程加

以蒐集，並透過問卷調查了解公務人員的

看法，及對公務人員升遷轉調，改任換

敘、俸給待遇、士氣之影響等，作系統化

之探討。 

研究發現：（1）品評列等缺乏客觀標準及

無公正性。（2）機關層次越高者對於現任

職務列等每滿意度有顯著影響。（3）學歷

對現任職務所列職等滿意度沒有顯著影

響。（4）服務年資對現任職務所列職等滿

意度有顯著影響。（5）職務性質對現任職

務所列職等滿意度有顯著影響。（6）現任

職務官等對現任職務所列職等滿意度有

顯著影響。（7）整體而言有 42.2％公務人

員對於現任職務列等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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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中國人事行

政 學 會

（1994） 

公務機關職務列等改進

之研究 

以問卷調查及訪問座談方法，探討我國公

務機關職務列等表之缺失，文中並指出職

務列等之評定方法為工作評價，有關問卷

調查之內容為瞭解現行公務機關職務列

等滿意度、及對職務列等考量因素、彈性

列等、中央與地方機關職務列等平衡性之

看法。並建議（1）大幅調高地方機關職

務列等，鼓勵人員久任達到人才下鄉目

的。（2）調整職務列等的考量因素以職責

程度為重要考量並輔以組織規模、人口多

寡。（3）執行職務品評工作。（4）訂定簡

明易行的職務列等審查作業原則。 

 

吳定(1997) 職務列等及相關人事法

制通盤檢討規劃之研究

首先從人力資源管理作為理論基礎，針對

我國現行公務人員之職務列等架構作系

統性與通盤性的檢討，以了解中央機關與

地方機關間職務列等平衡問題及如何合

理的解決。 

現行官等職等基本架構設計是否妥適，提

出立即、中幅、較大幅度之改進作法，並

建議將現行十四職等之架構增加為十六

個職等。 

 

 

丘昌泰 

（1998） 

台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

架構調整之研究 

以地方政府再造理論及美英日等先進國

家地方政府組織架構作基礎，說明縣市政

府組織架構之形成與現況，以深度訪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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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題目 研究內容及發現 

問卷調查方式，探討當前縣市政府組織架

構問題，並提出建議及調整方案。 

建議縣市政府局長之職務列等至少要調

整到簡任第十一職等。 

 

林志忠(2002) 我國公務人員任用制度

之研究－至府再造之觀

點 

本論文是從政府再造之觀點分析我國公

務人員任用制度，有關職務列等部分，則

指出辦理職務列等時應依照品評的方法

與步驟，目前經人事人員以會商及比敘的

方法決定職務列等，造成職務列等日漸攀

升，已使職務區分喪失正確性、失去意

義，難以做為人事管理之依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睽諸全國博碩士論文有關縣市政府組織或人事制度大都以組織

結構、組織設計或人力資源管理之觀點探討，涉及有關職務列等一

節，則僅以職務列等偏低一語帶過，至於職務列等對公務人員之意義

為何？在政府組織結構中所代表的意義為何？並無進一步說明，有關

職務列等議題之論文僅有吳基安(1989)及吳定(1997)，碩博士論文中

除吳基安(1989)曾針對七十六年實施新人事制度所制訂之職務列等

作研究外，以後隨著政經環境變遷，職務列等歷經多次調整並無人再

作專題研究。至於謝惠琴(1986)、程本清(1999)、林志忠(2002)等人之

碩士論文雖然以人事制度為研究主題，但對於職務列等均未有深入探

討，此實因職務列等涉及組織架構及人事運作，未具實務經驗者無法

有所著墨。 

以職務列等為研究主題發表的之文章也寥寥可數，主要有：趙其

文（1992）「從職務升遷論職務列等」；吳泰成（1997）「官等職等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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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列等改進芻議」；徐有守（1997）「現行官職併立制度建立與檢

討」；許濱松（2002）「從職務列等調整論我國公務職位職務列等應有

之興革」。 

趙其文（1992）「從職務升遷論職務列等」一文認為：（1）職務

列等有關簡薦委官等係代表職務之工作職責。（2）職務列等表可以顯

示升遷體系。（3）職務列等代表個人及組織之發展空間（官等之高低、

各官等人數）。吳泰成（1997）「官等職等暨職務列等改進芻議」一文

認為：職務列等是人事管理之基礎可供考試選才、進用升遷之依據，

以為發給俸幾、考績獎金及退撫給與之準據。許濱松（2002）「從職

務列等調整論我國公務職位職務列等應有之興革」一文認為：職務列

等之目的在提供俸給管理之依據。中國人事行政學會（1994）「公務

機關職務列等改進之研究」認為：職務列等調整可以拉長基層職務之

俸給，鼓勵人員久任達到人才下鄉留鄉之目的。 

綜上可知，人事制度、薪酬結構等，有關人力資源管理或人事制

度之觀感知覺對於組織承諾均有顯著關係。職務列等調整涉及個人薪

酬、地位及升遷空間之變更，是人事制度之措施之一，亦屬人力資源

管理之範疇。因此，本研究擬以職務列等調整來探討其與組織承諾之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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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力資源管理 
 

壹、人力資源管理的意義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P. F. Drucker），指出人力資源與資本資源、

物質（設備）資源同列為組織的生產要素。一九八○年哈佛企管學院

開設「人力資源管理」課程開啟了企業引進人力管理方向，一九九○

年後西方學者將人事職能與策略管理加以整合為策略性人力資源管

理，並逐漸被國內行政界引介。人力資源管理有的稱之為人事管理，

其工作就是強調「人」是組織中最重要的資產，必須有效管理、發揮

潛能，以配合組織的經營策略達成組織目標。 

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觀點而言，公務人力必須珍惜運用，以達成機

關目標，即充分運用組織中各種職位，一個人之發展性向予以歷練，

再配合進修以恢弘其能力。有關人事管理業務的主要項目包括：組織

編制、職位設置、考試分發、人才儲備、任用升遷、退休資遣、人力

報告、人事經費。（蔡良文，1999） 

人力資源管理與人事管理之定義雖然很多學者之意見並不一

致，一般而言仍大同小異，究其差別主要係隨著時間與人因素重要性

之轉變而定義不同。茲將人事行政、人事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之定義

分述如次： 

一、Willoughby（1927）： 

人事行政為選用並保持最有效能的公務員為政府執行公務時，所

需的各種程序與方法，以及對公務員所施有效管理與指導的制度。 

 

二、張金鑑（1979）： 

人事行政就是一個機關或團體，為完成其使命，對工作人員最適

切有效的選拔、任用、教育、維護、督察、考核時所需得知識與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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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chuler（1987）： 

人事人力資源管理乃是透過各種管理之功能，促使人力資源有效

利用以達組織的目標 。 

 

四、李長貴（1987）： 

人事管理人與力資源管理是互為通用的名詞，乃組織對其人力的

管理，包括招募人員、執行評價、報酬福利、訓練發展等。 

 

五、許濱松（1991）： 

人事行政與人事管理，二者均係指人較多之公私機關或團體，在

工作推動及完成使命過程中，所使用有關人與人關係的調整，及

工作員個人身、心、才、力之最高而有效率的利用與發揮上諸般

技術、方法、理論及實施。 

 

七、Ulrich, Brockbank, & Yeung（1989）： 

人力資源管理實務分為六個領域：招募、發展、評核、薪酬、組

織設計及溝通。（蔡錦麟,2000） 

 

八、吳秉恩(1999)： 

人力資源管理的最終目的是在提昇組織內部成員工作品質及組織

競爭力，組織內部各單位均需相互合作，其有關人力資源管理活

動如下：1.選才：配合工作需要，甄選任用適當之人才，包括人

力預測、人力招募及人力規劃等。2.用才：因才器使，使人盡其

才，達成組織目標，包括工作指派、溝通領導及人力運用等。3.

育才：依目前及未來需求，實施教育訓練、培育人才，包括職內

外訓練、教育研習及管理發展等。4.晉才：實施績效考績、調遷

晉升，並輔導人員實施生涯規劃，包括調遷晉升、員工輔導及績

效考評等。5.留才：依組織需求，維持適當良好的人力，包括薪

酬福利、紀律管理及內在激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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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力資源管理的範疇 

    

人力資源管理的意涵及其主要活動較具代表性有： 

一、Dc Cenzo & R0bbins（1994） 

1.晉用功能：包括員工之招募、選拔及對員工的指導。 

2.發展功能：其一為員工訓練；其二為員工發展；其三為組織

發展；其四為生涯發展。 

3.激勵功能：包括工作設計、陞遷、提昇工作滿足感、降低員

工疏離感。 

4.維持功能：相較於激勵功能著重在提供適宜的工作條件。 

 

二、黃英忠(1997) 

將人力資源管體系分為成四個體系： 

1.人力資源確保（acquisition）：包含人力規劃、作業研究及任用

管理等。 

2.人力資源開發（development）：包含教育訓練、績效考核及人

力異動等。 

3.人力資源薪酬（compensation）：包含薪資管理、福利措施及勞

動條件等。 

4.人力資源維持（maintenance）：包含人際關係、勞資關係及離

職管理等。 

 

三、李長貴（2000）： 

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乃將有效的人力套入公司的組織架構

中，使員工與老闆成為互辦事的策略執行人。認為公司要發展必須

將人力資源納入組織系統及工作活動形成人力資源管理理體系。（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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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人力資源管理體系 

企業目標 

人力資源面 組織系統面 工作活動面 人力發展面 

企業運作及企業

發展所需求人力 

 

 

 

招募人力 

甄選人力 

派用人力 

人力運用 

人力績效 

 

人力激勵 

將人力納入由策

略而建構的組織 

 

 

 

職務分類 

職務級職 

專業及管理職務 

的升遷及運用 

扁平化及團隊化

的設計 

機體性組織 

設計完成工作任

務及達成策略的

工作設計 

 

 

工作分析 

工作說明 

 

工作評價 

 

激勵性薪資結構 

 

激勵性及績效性

的薪資結構 

提升人力素質、 

發展人力品質、 

卓越的技術能力

及創新能力 

 

訓練需求訓練項

目及訓練內容 

 

 

 

訓練發展與競爭

力生產力結合 

資料來源：李長貴（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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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激勵理論 
 

為維持組織永續經營及不斷成長，人力資源管理中有關員工的激

勵是個重要的課題，組織為了長期發展與成長，各機關組織之管理人

員無不想盡方法來有效激勵員工以提高績效。而一個人的工作績效如

何，牽涉到施給他的激勵為何。又組織、領導、團體、報酬、制度、

邊遷、發展制度、個人態度、技能及所做的努力等因素也會影響激勵

效果。 

 

壹、激勵的意義 

 

激勵（motivation ）一詞源於拉丁文的 movere 其意為推動，乃

是激發、促動之意。卡斯特（Fremont E. Kast）與羅森威格（James 

E. Rosenzweig）說：「所謂激勵是促使某人以某些方式去行動或至少

去發展某些特殊行為傾向的方法。此種促使行動的動力可以是外在刺

激所引起，也可以是由個人內心的心理與思考程序所激發。」簡單的

說，激勵是一種激發、指引和持續某種行為朝向目標的過程。如果個

人的某些需求沒有滿足，組織乃採取行動設法引導個人行為，使其達

到組織的目標，並給予需求的滿足。而激勵又包含三個要素，第一項

是激勵水準，及促成行為出現的驅力。第二項是行為的選擇，第三項

是持續，代表追求目標決心。 

 

貳、激勵與行為的關係 

 

    一般而言，人的行為通常會受某些驅力所影響，例如，慾望、需

要、和恐懼等。此種驅力對人類行為的影響狀況，因人、時、地而有

不同，某人也許希望獲得權力，另一人則渴望能夠自我實現，而第三

人則可能害怕受到社會的排斥或喪失原有的職位。總之，一個人的行

為會受某些驅力而有所影響。換言之，需要乃是行為的根源與持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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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動力，人類對此需要而產生目標，而進而發展成行為以求需要之滿

足的過程。（吳定，2003） 

    激勵是一項高度且複雜的概念，員工很容易受到激勵而提高績

效，但也可能因為激勵而造成衝突。例如，工廠作業員為努力工作搏

得績效，但同時也可能為了和同伴維持良好關係而降低工作績效，激

勵是績效的關鍵因子，但並不表示激勵與績效成正比。事實上，即使

高度工作動機者也會有低績效，此乃肇因於缺乏工作技能或工作條件

不佳。（Greenberg，1999） 

 

參、激勵理論內涵 

關於激勵理論的發展與評述，當代的激勵理論所強調的概念及觀

點，可分成為內容(Content)、過程(Process)、增強(Reinforcement)三種

不同類型的理論，如表 2-8所示。其理論內容說明如下： 

表 2-8相關激勵理論 

類型 特徵 理論 管理上實例 

內容 

(Content) 

強調從內在屬性方面

去探討何種激勵較能

引起或發動行為的問

題。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雙因子理論 

ERG理論 

藉滿足個人對於金

錢、地位，及成就的需

要予以激勵。 

過程 

(Process) 

所強調的主題在解釋

人為何選擇某種特殊

行為模式，已達成工作

目標。不僅注意引發的

問題，同時也重視行為

的模式。 

公平理論 

期望理論 

藉澄清個人對於工作

投入、績效要求，及獎

酬的知覺予以激勵。 

增 強

(Reinforce

ment) 

主要在探討員工被激

發或改變行為，如何長

久維持。 

增強理論 藉獎酬所希望行為予

以激勵。 

                                 資料來源：修正自張潤書行政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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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個人激勵為主的內容理論，重點集中在何種因素可以激勵、引

起或發動人員從事行為的問題。一種需要或動機被認為是個人的一種

內在屬性。在激勵的內容理論學派中被認為比較重要的有（黃囇莉、

李茂興譯,1991）： 

一、需要層次理論： 

馬斯婁（Maslow）的需要層次理論認為，工作場所中的人，是為

滿足一切內在的需要、慾望所激使而從事工作，需要層次共分五個類

級，需先滿足下層級的需求，其上者才會被滿足，而當較低的需求被

滿足時，它將不再受激勵，接者層級中上一較高層級的需求就變得很

重要： 

1.第一層次是「生理需求」：為個人基本需求，如對於飲食、掩蔽所，

在工作場所，可由薪水及基本工作條件（例如，溫度、空氣、飲食

設施）來代表。所以工作要維持基本的生活暖飽所需。一份工作即

使具有崇高的理想，卻無法提供足夠的生活所需，恐怕無法滿足這

層次的需求。 

2.第二層次是「安全及保障需求」：免於威脅、預防危險、預防意外

及環境安全。在工作場所，人們把此當作安全工作條件，例如，

薪水增加、工作保障。 

3.第三層次是「愛及社會需求」：關於友誼。情感及別人滿意的互動。

這類需要即由關切與同事的時常互動及被別人接納的表現。  

4.第四層次是「自我、地位、尊榮的需求」：自己成就的自負，別人

尊重的需要、發展自信及聲望感的需要、高作職銜的使用。在工作

中是否可以提供工作者一種自我的價值感，也得到應有的尊重和肯

定。 

5.第五層次是「自我實現需求」：在工作中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

有一種勝任愉快的成就感，是工作本身提供的成就，而不是工作所得

提高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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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 Maslow 晚年(1971)在著作的修訂版本中提出更高層次的「靈

性需求」，強調第六層次是「超越個人需求協助他人達到自我實現的機

會」的需求。追求的是利他和自我超越的生活目標。 

 

二、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 

赫茲伯格（Herzberg）提出雙因子理論－保健及激勵，他們曾做

過一項有關工作滿足與不滿足的大規模訪問研究，分析結果發現不滿

足的項目多與工作「外在環境」有關，而受訪者感到滿足者一般均屬

工作本身，對於能夠防止不滿的因素稱之為「保健因素」，例如監督、

薪酬、人際關係；而對於那些能帶來滿足的因素稱之為「激勵因素」，

例如，成就、責任、陞遷與發展。滿足及不滿足必非同一連續面的兩

端，他們是不同現象，好的工作內涵因素及激勵因子出現時可使滿足

否則會導致不滿足。而保健因子的消失會引起員工的不滿，即使這些

因子出現，也不能達成滿足和激勵員工努力工作。 

 

三、生存關係成長（ERG）理論（吳定，2003） 

阿福特（Clayton P. Alderfer）生存、關係、成長理論是一種較新

的理論，是一種謀求建立組織環境中之人類需要的理論，他將人類需

要層次分為三類： 

1. 生存需要（need of existence, E）：指所有各種生理及物質的慾望追

求與獲得滿足，例如：飢餓、口渴、保暖等需要。在機關組織中

對於薪給、福利及工作環境改善的需要，都屬於生存需要。 

2. 關係需要（need of relatedness,R）：指在工作場所中滿足 

3. 成長需要（need of growth,G） 

 

四、成就動機理論（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麥克里蘭（McClelland）認為成就動機理論是指人們一種完成某

種任務或達成某種目標的願望，而達成此項任務或目標後所得的工作

滿足。他強調在工作環境中有三種重要的需求為成就需求、權力需

 43



求、歸屬需求。其說明如下： 

1. 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想從工作中獲得成就及他人的  

肯定。 

2. 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追求權力及控制他人或順從自己的慾

望。 

3. 歸屬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希望從人際活動及社會群體中得

到滿足。 

 

五、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公平理論是由亞當斯（J.  Stacy  Adams)所提出，認為人們會將

自己所投入於工作的技能、時間及精神與所獲得金錢及精神上的報酬

相比較，不僅關心自己的努力得到多少報酬，也關切自己和他人之間

的比較。人們如果感覺所得報酬數量與其努力間有差距，將設法減少

其努力。 

公平理論認為人們不僅關心自己的努力得到多少報償，也關切自

己和他人之間的比較關係，員工的公平感能激發積極性，員工的不公

平感會帶來消極作用。因此，有效地激勵員工的工作動機，領導者必

須在工作任務的分配和工資、獎金報酬的評定及工作成績的評價等，

應力求做到公平合理，而決定其貢獻。 

根據 Greenberg(1987)嘗試以「反應－預防」構面及「程序－內容」

構面來歸納整理對組織公平的看法： 

（一）在反應－預防構面方面：公平反應理論強調個人感受到不公平

對待而所作的各種調適或逃避行為；預防理論則強調個人促成

或達成公平的行為。 

（二）在程序－內容構面方面：公平的程序理論強調組織決策的制定

與執行過程的公平性；內容理論則強調決策導致的分配結果是

否公平。Greenberg所提的組織公平架構中，以程序－內容構面

的分類較為明確，並得到多數學者的贊同。因此，程序－內容

構面將組織公平區分為分配公平(distributive justice)及程序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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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justice)兩個觀念，其分述如下： 

1.分配公平 

大部分的分配公平都著重於組織所得分配的公平，組織成員會

依據所得分配，以評估他們對組織管理決策的公平知覺。所以，分

配公平是指對於決策制定結果的公平知覺。分配公平的概念可以由

Adams(1965)所提出的公平理論來說明，公平理論是由社會交換理論

為基礎所發展的，包括四個成分為：工作投入（時間、心力、金錢

等）、工作所得（報酬、福利、地位等）、參考對象及公平－不公平。

這四個成分意指個人在社會交換關係下，相信報酬應該是根據個人

貢獻或付出的多寡來分配，當個人認為付出對報酬的比率，與他們

所比較的參考對象相同時，他們能認為是公平的而覺得很滿意；反

之，當比率不相同時，他們會認為是不公平的而覺得不滿意。 

所以公平理論強調： ⑴人們對報酬的滿意度是以社會比較為基

礎；⑵人們適用最少的付出成本以換取最大的報酬；⑶人們也會關

切自己的付出和報酬的比率，是否與所比較的參考對象相同。 

2.程序公平 

根據 Greenberg(1990)認為對於分配公平結果的處理方式，組織

實際應關切公正分配的過程，重點是決策如何做，而不是做什麼決

策。所以，程序公平是指對於制定分配決策過程的公平知覺。 

程序公平是從公平理論演化出來的，Lin and Tyler(1988)指出程

序公平是在交換關係的品質上，檢驗制定決策程序的影響，主張人

們很重視公平的程序，因無法直街操控某項決策時，公平的程序就

可當作一種間接控制的手段。Waullace and Fay(1988)引用程序公

平，並主張薪酬制度應追求外部、內部、個人及程序四項公平。其

指出程序公平可分為：⑴薪酬公開，組織應將有關薪酬決策訊息予

以開放，可提高員工對薪酬認知的確實性及信任程度；⑵薪酬溝通，

組織要將有關薪酬制度的訊息傳達員工，也要主動向員工蒐集對酬

新制度的認知、偏好等看法，以確保能有效滿足員工的需要；⑶員

工參與，組織應讓員工適度參與薪酬制度的設計與執行，可使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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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薪酬制度結果有較大的影響力；⑷員工申訴，組織應建立正式的

申訴管道，讓員工能表達對薪酬制度的異議與不滿 

另外，Adsoms也指出當個人認為自己的分配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時，可能會採取以下六種不同行為：⑴改變付出的水準；⑵改變所

獲得的報酬；⑶扭曲他對自己的付出與報酬的認知；⑷扭曲他對參

考對象的付出與報酬的認知；⑸改變比較的參考對象；⑹離開造成

不公平的情境。所以，公平理論提供一個良好的分配指標，組織成

員認為報酬與付出相當則會有正面的效果，若與付出不相當則引起

不滿意的感受並會降低其工作的表現。 

總之，員工激勵會顯著的受到不公平狀態的影響。 

 

 

圖 2-3公平理論模式（資料來源：吳定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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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知 覺 
 

一、

二、 （perception）指經由感官以覺知環境中     

物體存在、特徵及其彼此間關係的歷程。亦即個體靠以生理為基

，進而對其周圍世界的事做出反應或解釋的心

三、

環境變得賦意義。事

作事實。 

意義的解釋即為知

五、

差異，而知覺與實

際狀況亦常有差異。 

 

 

  

於事實的知覺，而不是根據事實本身。

一、

二、

括：新奇

壹、知覺的定義 

辭海：感官受到刺激傳至中樞神經而能辯其刺激如何之作用。 

張春興（1992） 知覺

礎的感官獲得訊息

理歷程。 

S. P. Robbins（1999）：知覺可定義為一種程序。人們經由此程序，

將感官上的印象加以組織與解釋，使外在的

實上我們看到的東西並不真實，因為我們會去解釋我們看到的東

西，並把這解釋稱

四、李美枝（1986）：感覺（sensation）代表生理上對訊息的接收，

而知覺乃賦予訊息的瞭解與解釋。一般而言，人的感覺受納器感

受菜來與內發的刺激而形成感覺，將感覺賦予

覺 

吳秉恩（1993）：指個體對環境事物加以組織、解釋而負予意義

的過程，每個人對同一事物或現象之知覺會有

貳、影響知覺的因素 

    為什麼知覺對於研究組織行為具有重要性呢？因為人們的行為

是根據他們對

（Robbins1999）至於影響知覺的因素有： 

知覺者 ：包括知覺者個人的態度、動機、興趣、過去的經驗及

個人的期望等。 

目標事物：目標事物與背景之間的關係也會影響人們的知覺，我

們常因此將距離接近或模樣類似的事物歸為同一類。包

性、移動、聲音、大小、背景、接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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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得笨手笨腳，這就是知覺受情境影響。

 

參、

均會

理均

（一） 現實

而是根據其對現實的認知情況而來，個人對於工作情境的認知，

比對情境本身更大，工作本身是否有挑戰性則無關緊要，其個

人對其努力之知覺及自知努力程度更重要，因此，要促使員工生

產力提高，估量其對自己工作的認知程度最有必要。 

（二）知覺與流動率關係：同樣地員工的缺勤率與流動率均受個人知

覺的影響，自覺工作有意義才會降低流動率缺勤率，主管應檢視

時情與被

（三）知覺與工作滿足的關係：工作 足是由工作而來的的主觀及一

般印象，此與 高對於工作特

性及組織必定積極樂觀。 

（四）

 

 

 
 

情境：事物出現時的四周環境對我們的知覺也很重要，例如當老

闆來時會發現員工突然變

情境包括：時間、工作場合、社交場合等。 

知覺對組織行為之涵義  

       知覺係吾人對事物或現象等刺激的看法，知覺過程中的因素

對知覺產生影響，認知者的人格特質價值觀動機興趣及預期心

是影響因素。 

知覺與生產力關係：一般而言個人行為之一具並非屈就於

會

認知的差異。 

滿

個人知覺有密切關係，如果工作滿足

知覺與組織承諾之關係：組織承諾是指個人對於組織的人認同

與投入之態度傾向，與個人知覺有密切關係。實證研究方面徐正

屏（2002）在員工對民營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知覺與組織承諾關

係之研究指出，人力資源管理知覺與組織承諾有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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