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文獻探討分二大部份：第一部份（第二章）為 1.組織變

革定義、原因；2.員工態度 3.員工工作滿足；第二部份（第三章）

為我國公共圖書館組織變革歷程、現況；暨公共圖書館目前困境。 

 

第一節 組織變革 

壹、組織變革定義、原因 

一、組織變革定義 

定義是基於定義者所在的環境與觀點，不同主張者導出的結論

各異。湯普森（Victor A. Thompson,1991）說「組織是由一群專

家為了達成特定目標而進行理性化和非人情的整合」。 社會心理

學家貝克（E. Wight Bakke）表示「一個分化與協調人群活動的持

續系統」，這些活動將利用到人、財、資源，形成一個以問題解決

為方向的群體，在特定的環境中達成與其他群體活動的特別需求。

而組織是為了遂行某一目標所組成的一種團體形式，它會隨著目標

的改變而改變。因此組織是會變革的。 

１． Michael（1981）認為：組織經營行為與環境無法配合時，

組織為應環境變化從事調整的過程。 

２． 謝安田（1992）認為：組織受到外圍環境的衝擊、配合內在

環境需要，調整內部若干狀況以維持該組織均衡，達到組織

生存與發展目的；它是一個過程。 

３． Van de Ven & Poople（1995）認為：組織變革是組織特徵

（quality）、型態（form）、狀態（state）隨時間更迭會產

生差異的實徵（empirical）之觀察。 

組織變革就是改變。可分為內外環境之改變，也影響到組織

目標、結構、權力系統等修正、重組。外部環境包括科技新技術

發明、社會行為、及制度結構之改變。內部環境是指組織員工工

作態度之改變，以及工作期望與個人價值觀之變化等。 簡言之，

即是「組織為因應外在環境變化或提昇組織本身能力，針對組織

結構採取計畫性變革策略的調適過程」。 



二、組織變革原因 

（一）Leavitt（1965：1144-1170）將組織變革分為三類：結構

變革、人員變革、技術變革。 

1. 組織結構變革 透過正式工作結構、職權關係改善，進而

改善績效的行為；如新的工作流程、新工作方法。也有將

工作豐富化（Job Enrichment）提供員工多接觸各種各種

工作機會，或工作擴大化（Job Enlargement）以量的增加

來使員工增加類似工作量，培養工作能力。 

2. 組織人員變革（或稱行為改變） 指員工知識、技能、態

度的改變，提升員工生產力、建立更多共識、認同。  

3. 組織技術變革 本項變革包含電腦化，機械化等，換句話

說就是資源變成產品（或服務）之新方法運用。 

 

（二）法國經濟分析委員會(Conseil d'Analyse Economique)在新

經濟(Nouvelle Economie, CAE, 2000)的報告中，強調唯有

結合新科技與生產方式的變革，才能夠真正的提高生產力，

只有新科技的使用，而沒有相關的組織變革來配合，是無法

產生真正的作用的（劉大和，2001）。 

因此，科技時代促使組織結構、技術改變，但人員若一成不

變，進步是不可能的。變革要注意組織成員變革，與時俱進

才能成功，不然組織就被淘汰。 

三、組織變革過程 

當組織經驗到、理解到組織不均衡潛抑夠多、夠久，且影響到重要

目標或理想時，組織心理安全（陳千玉譯，1996：305）認為可以

保持自我完整或自我認同下，將會產生改變動機、改變歷程來學習

新的事務。由 Lewin、Hage 看法如下： 

１． Kurt Lewin（1947）提出三階段： 

（1）解凍（unfreezing）打破原來的各項均衡、如行為、習慣、

認知、價值，使組織願意去改變。目的在解除舊觀念並激發

建立改革動機、為改革做準備。 

（2）改變（Change）實際規劃與推動改革，對組織結構、行為予

以變化，轉變成一個新的局面。是一種認知重構的過程。 



（3）再凍結（refreezing）再次將新的行為、習慣、認知、價

值等等予以固著，形成規範，確保變革成果。 

Hage（Heffron,1989）則認為組織變革有四階段： 

（1）評價（evaluation） Hage 認為主事者察覺到組織表現的異

狀、威脅了組織；需要變革。但這種差異評量資料不易獲得。 

（2）發起（initiation）一個概念產生（發起）或計畫去改變組

織，增強表現或對抗危機。概念產生（發起）可能是外部的

（externall）也可能是內部的（internall）。它的發起都

是對組織有清楚的認識，如問題起源、要何類型變革來解決

問題。 

（3）實現（implement）獲得資源的階段，包括：經費、人力，更

重要是組織成員的意願和合作。 

（4）常規化（routinize）變革後必須延續下去，如 Leavitt「再

凍結」階段，使新的行為、習慣、認知、價值等等延續成常規。 

３．盧瑞陽（1993）將變革分為：適應性、創新性、革命性三種

類型。他由員工組織的衝擊效應，分析各類型的屬性特徵。

如： 

 （1）適應性 組織改變在複雜性、成本和不確定性上變動最少；此

種改變並不會特別威脅到員工，因為人員熟悉這些改變。 

 （２）創新性 改變在複雜性、成本和不確定性上屬中等；因非屬

熟悉，以及有較大的不確定性，故人員多會害怕以創新性改變

來解決問題。 

 （３）革命性 改變在複雜性、成本和不確定性最高，這種改變最

難執行，且易於威脅管理者的自信及組織成員工作安全。 

四、成員對組織變革的反應（劉世南、許友耕，2001） 

  員工對組織變革的態度與反應，多著重於分析（1）員工抗拒變

革（resistance to change）的反應方式（行為的描述），（2）造成

抗拒的可能原因（行為的解釋）。 

（一）員工對變革的反應方式 

任何組織變革實施，組織內部之成員或團體的反應很難一致，有

不同程度的贊同和反對。各時期學者和研究如下： 



１．Fulmer（1974）提出：員工個人對於組織變革的反應，其態度不

同，乃基於其對變革所產生之影響、看法不同所致。Fulmer 認為員

工衡量變革方案對其本身的影響，將決定其對於組織變革的反應。

Fulmer 分析：如個人感受到變革對自己有破壞性，會有公開抗拒的

行為；若感受到變革具有威脅性，則採暗地抗拒的反應。若感受具有

不確定性，其反應為容忍、忍耐；但感受到變革有正面價值，則會予

以支持並積極參與。 

２．謝安田（1982）指出拒絕變革的癥兆如下：持續性的減產，要求

調職或要求增加報酬，怒言不斷、爭吵、乖戾的行為；罷工或無故曠

職或怠工，找理由來表示變革將導致無法工作，品質變差、漫不經心、

糟蹋材料，以及以逃避、冷漠來脫離工作。 

３．Ansoff 與 McDonnell（1990）認為抗拒會導致變革過程不可預

期的延遲、成本不穩定的現象發生。抗拒現象為：拒絕改變、拖延變

革；延遲而超過預期之成本、妨害變革進行造成秩序混亂；猶豫不決，

想要使組織恢復變革前原狀及執行變革時缺乏效率。 

４．O＇Connor（1993）將組織內的抗拒行為依抗拒行為「公開與否」

及「有無意識」兩種構面，區分為四種抗拒現象。以下先介紹兩構面： 

（1）公開或不公開（Overt or Covert）。不公開的抗拒者對變革雖

不表示支持，但其態度隱瞞或是不明確；反之，抗拒者表達觀點

並陳述他們反對的理由。雖然公開的抗拒行為，易導致不隱晦辯

論而衝突，但明顯的回應比暗地抗拒較易管理。 

（2）有意識或無意識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有意識的抗

拒者是指對於變革的預期結果，經過考慮後，方採取反對的立場

及態度。這類員工之意見若不被重視與回應，則易增加抗拒強

度。又，無意識抗拒者，他們的行為破壞了變革的進行，「無心

之害」可能源自訓練不足、錯誤的資訊或是根深蒂固的習慣。該

類員工也許認為其行為並未充分配合新任務的需要，但並不認為

將對公司有害。抗拒者認為自己是無辜的，他們只是做自己的工

作，並沒有抗拒變革。若是管理者對於無意識的抗拒反應過度，

對於其缺乏合作的行為表示憤怒，反而會使抗拒者感受到挫折而

造成士氣低落。 

將 O＇Connor 上述兩個構面予以結合，可以形成四種極端的抗拒行

為的原型： 

（1）怠工者（The Saboteur），即不公開、有意識（Convert and 



Conscious）的抗拒。抗拒者破壞、阻礙變革之進行，但卻假

裝支持變革。 

（2）倖存者（The Survivor），即不公開、無意識（Convert and 

Conscious）的抗拒。抗拒者並不知其行為對變革的進展造成

破壞、阻礙。 

（3）殭屍（The Zombie），即公開、無意識（Overt and Unconscious）

的抗拒。此類抗拒者是倖存者（Survivor）的極端，他們慣常

於以舊有的方式工作，因而他們不太適應變革。 

（4）抗議者（The Protester），即公開、有意識（Overt and 

Conscious）的抗拒。這些抗拒者認為他們對變革的拒絕，對

於組織有正面貢獻。 

５．林東清與羅世輝（1994）指出：人員抗拒將可能使變革實施無法

成功、順利。若抗拒降低將可使變革成功性提高。變革成功與否

並非只有抗拒一個因素，但抗拒卻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           

６．Mishra 與 Spreitzer（1998）認為：組織變革下的倖存者

（survivor）對組織縮編（downsizing）的反應，有以「建設性」

（constructive）與「破壞性」（destructive），和「積極」（active）

與「消極」（passive）二個向度加以分類。 

  Mishra與 Spreitzer的分類沿用自Hirschman（1970）與 Farrell

（1983）關於員工對工作不滿足的反應架構。類似的運用在

Thomas（1976）的衝突行為模型中，建設性/破壞性面向相當於

由合作（cooperative）及不合作（uncooperative）；而積極與

消極面向則相當於由肯定（assertive）及不肯定（unassertive）

所組成。 

除上述學者所列舉的抗拒變革行為，尚有其他如支持或冷漠等，其

他反應的描述。Mishra 與 Spreitzer 所提供二種面向已被證實，

對於各種不同組織行為，具有描述區辨力；重要的是，這種行為分

類直接對應於行為後果，以及可導入的對策。亦即符合「有效診斷

在於可引導改變對策的描述判準」。員工對組織變革的反應將如下： 

（1）建設性/破壞性面向的反應。建設性的員工對於組織變革不會

知覺到威脅或傷害，並可獲悉組織進行變革的原因（Rousseau, et 

al, 1999）而對其展現出較多的合作。相反的，破壞性反應的員工

對於組織變革會感受到較多的威脅及潛在的傷害，而且較不相信管

理階層所提供給他們對於組織變革的解釋。因此，破壞性的員工對



組織變革會表現出的合作性就較低。 

（2）積極/消極面向的反應。積極性的員工相信自身具備能適應未

來組織變革的能力，因此會有肯定的態度及積極的反應。相反的，

消極性的員工認為自己不具備適應組織變革的能力，因此對於組織

變革就顯得較不積極主動。 

Mishra 與 Spreitzer 將建設性/破壞性及積極/消極二種面向交

叉形成 座標，得到組織縮減之倖存者的四種反應原型（typology）

的象限：（1）害怕（Fearful），（2）樂於助人（Obliging），（3）

犬儒主義（Cynical）及（4）充滿希望（Hopeful）。 

 

（二）造成員工抗拒的原因 

  關於員工抗拒組織變革的原因，各學者各有不同的重點，如下： 

1. 捍衛變革後可能失去的。 

Hodge 與 Johnson（1970）指出員工抗拒組織變革發生的時機：

變革將使個人地位有降低的可能性、變革引起恐懼、變革影響工作

內容、變革改變工作規則、變革改變團體關係、變革降低個人權威

獲工作機會、變革時未向員工解釋，以及員工亦未參與變革計畫時。 

吳定（1984）對於一般行政機關與企業機構成員抗拒變革的主要原

因，歸納如下：威脅到傳統規範與價值的改變、變革係由外界壓力

所造成、變革威脅到群體關係的改變、變革導致工作技術與方法改

變、變革威脅到個人經濟利益、因變革而產生不安全感、威脅到權

力結構的改變、因變革而產生不方便感覺及因變革目的的內涵及作

法遭致誤解。 

 

2. 抗拒是偏安慣性的反作用力。 

Watson（1973）則指出： 

（1）有機體內部的自然平衡。人類的心理和生理會很容易處於現

狀滿足的狀態。 

（2）優先性。第一次用來處理某種情況的方法成功時，此法會被

當作永久性模式來解決類似的問題，不會輕易變更或有所創

新。 

（3）習慣。習慣會使人類不願嘗試新的改變。 



（4）選擇性的認知和記憶。每個人會以以自己建立的態度來分析

其他問題。 

（5）依賴。先天模仿的行為模式，不願創新。 

（6）超自我。將社會的控制內化至心中，因而對其信仰有所阻礙

的變革產生抗拒。 

（7）無力感之幻想。認為自己沒有力量推動變革目標。 

（8）不信任自我。不信任自己的衝動態度，因而打消了變革的念

頭和決心。 

（9）不安全感和退縮。對未來不確定性的疑慮，造成裹足不前。 

（10）剝奪和焦慮。面臨變革感受到生存權的威脅時，往往會產生

恐懼是造成員工抗拒變革的原因。 

Webber（1979）整理抗拒變革的原因如下：群體和組織的習性，

偏愛現存的體制，恐懼損失的發生，對革新來源的拒絕，以及對

未知的恐懼。 

 

3. 對改變不確定的逃避。 

Kotter 與 Schlesinger（1979）認為組織成員抗拒變革的原因如

下：偏狹自我利益觀念（Parochial self-interest）、對現狀看法

不 同 （ Different assessment ）、 誤 解 與 缺 乏 誠 信

（Misunderstanding and lack of trust）對變革容忍程度較低（Low 

tolerance for change）。O＇Connor （1993）提出五種一般抗拒

的原因：對於變革的需求缺乏信心、對於變革需求認知不同、對變

革的目標看法不一致、對於變革管理缺乏信心、對於變革目標可否

達成缺乏信任。 

Lissak 與 Sheppard（1983）認為：組織內成員間爭議與抗拒的原

因，包括：不同意組織決策，不同意決策的執行方式，不同意衡量

工作績效的方式。管理者當可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予以適當的干預 

  

 4.個人與組織反應的整合。 

Greenberg 與 Baron（1997）以個人及組織對變革的抗拒兩方面因

素探討： 

（1）個人對變革的抗拒。以 Nalder（1987）發現幾個重要因素會

導致個人抗拒組織變革：對未知的恐懼、經濟損失的恐慌、社會關



係的被威脅、習慣（固著）、不瞭解改變的需求所在、及個人特徵

背景。（Steers，1991）。 

（2）組織對變革的抗拒。組織變革抗拒力量的重要因素：組織需

要穩定和持續、對權力和影響力的威脅、資源的限制、團體慣性、

傾向於接受局部改變、及對既有資源分配產生威脅。Ansoff 與

McDonnell（1990）認為： 

Ａ．行為抗拒（behavioral resistance），指個人或群體在變革

時，其文化和地位遭受到威脅，而產生主動對抗的自然反應。 

Ｂ．系統抗拒（systemic resistance），則指變革時所需之新策

略或能力配適失當，或新能力發展落後於策略發展之後，而產生

一種消極被動的反應是造成員工抗拒變革的原因。公圖館員相似。 

 5. 利益，認知與行動的多元論。 

Daft 與 Steers（1986）指出： 

 （1）自我利益受損（self interest） 

通常員工考量個人和工作群體的目標為主，而不考量組織整體目

標。在變革時如有威脅到其經濟、地位、權力、尊嚴等利益時，

便會產生抗拒。（公圖館員相似） 

 （2）不確定性（uncertainty） 

變革的遠景往往充滿不確定性，何況對變革的結果是懷有未知的

恐懼時，則員工容易產生不安和焦慮。 

 （3）缺乏瞭解和信任（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員工不瞭解變革的目的，則將產生不信任，若充分的瞭解和信

任，是可以讓變革的順利執行。 

 （4）成員間有不同的知覺和目標（different perceptions and 

goals）。 

組織內各部門人員的目標、價值和工作任務是不相同的，故對變

革所帶來的影響會有不同的認知和厲害關係。 

 （5）人際的干擾（social disruption） 

變革所帶來的社會人際干擾是不易察覺但卻非常具有影響，員工

的社會需求對抗拒變革，是有相當份量的是造成員工抗拒變革的

原因。 

 

謝安田（1982）也將一般抗拒變革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項：安

全的需求、權力的平衡、習慣、誤解、可能的經濟損失、沈入成

本、控制的怨恨及可能的社會損失。 



 6. 壓力模型。 

壓力（stress）是個體面臨環境改變之不確定威脅所產生的主觀

焦慮。個體如何知覺與評估壓力，則直接影響其將如何因應

（coping）壓力進而適應改變。其調適成功即有高度工作滿足，

本研究認為員工因應組織變革的反應是工作滿足，則是適應組織

變革的壓力處理。員工面對組織變革的態度及其工作滿足，即是

其知覺壓力與處理壓力的方式與結果。故本研究嘗試以壓力模

型，作為解釋員工反應類型的基礎，而提供工作滿足條件是組織

變革的導入策略，即在協助員工做有效壓力管理。 

許多個人抵制變革，其原因並不一定出於公然阻撓組織目標的實 

現。在許多情況下，這些原因是出於對變革所帶來一系列效果的

猶豫和懼怕心理，而造成寧願安於現狀的態度近來不少研究指出

組織變革常被員工視為組織生涯中最主要的壓力源

（stressor）。其通常與失業、社會地位降低及家庭與工作上的

衝突等相關連。 

（三）員工對組織變革的反應 

劉世南、 許友耕（2001）認為員工對組織變革的反應： 

1.不僅是抗拒，尚有正面積極投入的反應，視組織變革是個人成長

的機會。以管理層面的考量，增進員工反應的助力，因當比減弱

阻力重要。 

2.各種原因缺乏可引導對策的分析模型。劉世南嘗試將各種原因分

類為「態度」，「能力」，與「機會」，以對應「激勵」，「訓練」，

與「溝通」等三種對策。 

3.各學者所提的原因缺乏原因發生條件的交待，亦即哪種人（個別

因素），或哪種干預方式（環境因素），是構成反應因素的前置條

件。 

4.對於原因將導致哪種行為反應方式，易言之何者外顯行為症狀是

反應什麼（抗拒）原因的存在。 

（四）個別差異  

１．人口變項；２．性格特質；３．因應不確定策略。 

員工個人屬性特質，對於其如何知覺與因應組織變革的另一重要

因素。 



1. 人口變項 李漢盈（1993）及吳融枚（1996）之研究將個人之抗

拒情形整理如下： 

（1）年齡。年紀大者，抗拒變革的力量較弱；而年輕者抗拒變革

的力量較強；故其對變革的抗拒力也較大（Kirton 與

Mulligan，1973）。 

（2）教育程度與性別。教育程度較低者，因缺乏適應新環境的能

力，故對變革的抗拒力較強，而女性較喜歡安定的環境，因此

較容易抗拒變革（Trumbo，1961）。 

（3）工作職務。非管理層人員因未掌握組織實權，故組織變革對

其影響不大；相反地，管理者，因工作職務而掌有實權，顧慮

組織變革的結果難免會影響到他的權力地位，因而產生抗拒

（姜占魁，1991）。 

2. 個人性格特質。Judge Thoresen、Puick 與 Welbourne（1999）

以跨國組織研究，探討性格特徵如何影響管理者因應組織變革，

以預測不同人格特質的管理者在組織變革的過程中可能會有的

反應。他們找到了七個與組織變革適應相關的特質： 

（1）自我效能（Generalized self-efficacy）。Bandura 認為自

我效能是個體為了達成某項特定目標而去整合認知、社會、

情緒及行為 的一般能力。自我效能可說是：對於自己是否

具有達到想要結果的能力的知覺。低自我效能者常在工作上

有退縮或防衛行為，如抗拒變革及捍衛既得利益等（McDonal

與 Siegall，1992）。高自我效能的人對於組織變革的態度

較低自我效能的人正向。 

（2）內外控（Locus of control）。Rotter（1966）認為內外控是

個人對是否有能力控制環境的知覺。內控（internal locus）

的人認為環境及個人的成功是「操之在我」，而外控（external 

locus）的人則認為他們的生活是操控於外在環境。有研究發

現內控傾向的員工對於組織變革的態度較外控傾向的員工正

向。 

（3）自尊（Self-esteem）。自尊是一種對自我能力及價值的整體

概念。 Coopersmith（1967）定義自尊是個人對自我贊同或不

贊同的評價。即：是否認為自己是有能力、重要、成功及有價

值的。Folkman（1986）的研究指出，自尊會直接影響部分員



工對組織變革的適應。一般對於自尊與工作態度及行為的研究

均認為自尊與對組織變革的適應是正相關。 

（4）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指對經驗的開放性，它

通常與創造性、想像力、容忍性及好奇心相關（Goldberg，

1989）。 

McCrae 與 Costa（1986）發現在面對生活上的壓力事件時，開

放性與適應策略的應用效能呈現正相關。開放性高的人，對於

新奇的環境的容忍及追究性較高，他們比較少把組織變革視為

壓力源，而且適應較好。 

（5）正向情感（Positive Affectivity）。正向情感是一種隱藏的

性格特質，通常與自信、充滿能量、合群及慷慨等特質相關。

Holahan 與 Moos（1987）發現自信對於生活事件的適應效能具

有預測的效果。自信及冷靜是正向情感的主要面向，可預期

的，高正向情感的人會對組織變革有較正向的因應策略。 

（6）對曖昧情境的容忍性（Tolerance  for  ambiguity）。

Budner(1962) 對曖昧情境的容忍性，就是對於曖昧情境的喜

好程度。 容忍性愈低就愈會將曖昧情境視為威脅的來源。因

為組織變革的過程中，充滿了不確定性，因此描述員工對曖昧

情境的容忍性在研究對組織變革的反應時是有用的。 

（7）風險嫌惡（Risk  aversion）。Kahneman 與 Tversky（1979）

認為風險嫌惡是一種尋求或避免風險的傾向。因為組織變革的

過程中，風險是與日俱增的；嫌惡風險的管理者，對於變革的

適應應該較差。事實上，數個研究均認為嫌惡風險者，會自新

奇或風險的環境中推縮的程度是有個別差異的。 

Judge 等人的研究發現，內控、自我效能、正向情感、開放性與

對曖昧情境的容忍性，都和對組織變革的適應呈現正相關。而風

險嫌惡則與對組織變革的適應呈現負相關。 

組織變革能適應、成功，分別與工作滿足度、組織承諾、外顯生

涯成就與工作績效呈現正相關。而工作滿足度、組織承諾、外顯

生涯成就與工作績效等，生涯產出與性格間的關係，會影響是否

能成功的適應組織變革。 

3. 因應不確定的策略。 

劉世南（2000）在探討決策者如何因應不確定（coping with    



uncertainty）的研究，以組織變革中的員工或規劃推動組織發展

的決策主管為研究對象，進行個別深入面談（決策主管），以及焦

點團體面談（不同需求的員工）。研究結果發現因應不確定策略分

類有： 

（1）降低不確定。降低不確定的策略可從兩方面著手： 

   甲、訊息的處理。（a）取得新訊息；（b）延宕決策行動。 

   乙、當訊息無法立即取得，則「凍解」決策，俟所需訊息「揭曉」。 

   丙、當所需額外訊息無法取得，則（c）由從已獲得的資料中或

過去經驗與知識推論不確定部分。控制造成不確定的變異來

源。例如主張設定標準化作業程序以控制組織內部的變異，

而以協商合作條件的契約化，以降低組織外部的不確定。 

（2）承認不確定。若以上各式降低不確定的因應策略失靈或活動

成本太高，則另一類的策略是：正視不確定的存在而加以考

慮。即是改變不了「不確定」，則將之視為決策的條件之一。

常見處理的方向有：將不確定納入決策的考慮；另一則是為可

能的風險作準備。 

（3）壓抑不確定。除上述兩類積極處理不確定的方式，另一類典

型不確定的因應是否認。包括「忽略」或「扭曲」不需要的訊

息；以及「合理化」所面臨的不確定的情境與無助。 

 

五、減少變革抗拒方法之探討  

以下整理研究組織變革學者針對組織變革抗拒所提出的解決方

案，接著比較各學者對減少變革抗拒方法的比較。 

1. Aston(1973)認為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有以下情形： 

（1）高層管理者的全力支持 

（2）讓有關人員參與變革的計畫 

（3）參與變革者認為變革可以減少他們的負擔 

（4）變革計畫所依循的價值和理想，為參與變革者所熟悉 

（5）變革計畫為參與者感興趣 

（6）參與變革者無需顧慮其自主權及安全感受威脅 

（7）促進參與者對變革的重要性產生共識 

（8）讓參與者行動一致 

（9）感同身受的心去相互瞭解 



（10）充分溝通與問題澄清 

（11）使參與者之間建立信任 

（12）透過公開討論，使可行性增加。 

 

2. 謝長宏(1978)認為，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有以下情形： 

（1）就問題關鍵予以明確分析研判 

（2）提供詳盡的理由或可能的結果 

（3）鼓勵各階層參與推動變革 

（4）衡量參與者與當事人之反應與感受 

（5）與非正式領袖合作 

（6）增強被變革者的決心。 

 

3. Kotter 與 Schlesinger(1979) 分析，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有

以下情形： 

  （1）教育與溝通（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此一策略

之基本假設是：抗拒是因為缺乏訊息和溝通；當其瞭解全

盤實情之後，抗拒就會減少。 

  （2）參與與投入（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在實施

變革前，可讓潛在反對者參與決策的制訂，如果能提出有

意義 的貢獻，不但可以減少他們的排斥感，更可以提高

變革的品質。 

  （3）協助與支持（facilitation and support）。藉由對員工

的協助與支持以減少抗拒。如，當員工對變革感到焦慮不

安時，可提供諮商、關懷或施予輔導訓練等。 

  （4）協商與協議（negotiation）時，可採用策略給予補償，

以降低其對變革的抗拒。 

  （5）操縱與吸納（manipulation and cooptation）。操縱是企

圖利用掩飾缺點的方式，如扭曲事實使變革更具吸引

力、隱藏不利的資訊或製造有力變革的謠言，以促使員

工接受變革。吸納則是藉著給予重要職位，收買反對者

的首領，以減少抗拒變革。 

   （6）明示與暗示強迫（explicit and implicit coercion）。 

 

4. 謝安田(1992)分析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有以下情形 

   （1）員工參與決策。讓員工參與組織變革的計畫，可以激發員

工使其產生積極的態度，更可獲集思廣益之效果。 

   （2）領導者的信任與忠誠。領導者應取得上級與部屬的信任，

並對變革的施行開誠布公地適時提出，以適合團體需要。 



   （3）有效的溝通。變革的內容應儘量和盡快的讓員工知道、瞭

解、以減少員工的不安和猜測。 

   （4）減少衝突。管理部門應保持有效的溝通網路，使成員提出

其需要和認識，再合理的疏導或給予滿足，減少衝突。 

   （5）立場的分析。增加驅策力或減少抑制力，兩者有助於變革，

惟後者較為有用。 

   （6）員工的諮商。幫助員工解除心中的不安和疑惑，並獲得其

信任。   

   （7）獎勵建議制度的建立。鼓勵提出具體可行的建議，並給予

適當的獎勵，以提高工作效率，重視組織目標。 

  （8）尊重過去和儀式。管理者應重視過去的習慣、傳統與典禮

和儀式的功能。 

  （9）臨時性的試行措施。測試有關人員的反應，以得到較客觀

的認識和瞭解，檢親與緩和對變革的憂慮、害怕和威脅感。 

  （10）訓練的使用。經由學習的歷程而積極的嘗試去改變員工

的行為和態度。 

 

5. Rosenberg(1993)認為，減少變革抗拒的方法有以下情形： 

（1）給予時間 讓員工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變革的意義，並以

足夠的時間為變革後的新狀況做好準備。 

（2）充分資訊 盡量給員工充分的資訊，使之瞭解並愉悅的接

受變革計畫。 

（3）鬆綁 放鬆控制，允許員工透過參與方式，提供意見並修

正變革計畫。 

6. 劉世南、 許友耕(2001)曾以壓力模型，整合各項員工反應的

對策，蒐集組織獨特的員工的反應與態度，作為壓力模型的

前導性研究。並歸納為三大方向，即「宣導與溝通」、「教育

與訓練」以及「態度改變」。以解決推動組織變革時之阻力

以及員工不良的反應，並且增加其積極投入之正面態度。（如

表 2-1） 

 

 

 

 

表 2-1 減少變革抗拒方法之比較（劉世南，2001） 



 
謝長宏 Kotter、

Schlesinger
謝安田 Rosenberg Waston 

宣

導

與

溝

通 

1、 就問題關

鍵予以明

確分析研

判。 

2、 提供詳盡

的理由或

可能的結

果。 

1、溝通。 

2、協助與支

持。 

 

1、有效的溝

通 

2、立場的分

析 

3、員工的諮

商 

4、臨時性的

試行措施。 

給員工充分的

資訊，使之瞭

解並接受變革

計畫。 

 

1、 變革計畫所依

循的價值和理想

為參與 

   變革者所熟悉。

2、 參與變革者無

需顧慮其自主權

及安全感受威脅

3、 充分溝通 與問

題澄清。 

教

育

與

訓

練 

鼓勵各階層參

與推動變革。 

教育。 

 

訓練的使

用。 

  

 

態

度

改

變 

1、 增強被變

革者的決

心與非正

式領袖合

作。 

衡量參與者與

當事人之反應

與感    受。 

1、 參與與 

   投入。 

2、 操縱與 

   吸納。 

3、 明示與 

   暗示強 

   迫。 

4、 協商與 

   協議。 

1、 獎勵建

議制度的

建立。 

2、 員工參

與決策儀

式和尊重

過去。 

3、衝突的減

少 

4、領導者的

信任與忠

誠。 

1、 員工參

與，提供意

見並修正

變革計畫。 

2、 給予員工

足夠的時

間去思考

變革的意

義，以及 

   做準備。 

1、 讓有關人員參

與變革的計畫。

2、 參與變革者認

為變革可以減少

他們的負擔。 

3、 高層管理者的

全力支持。 

4、 變革計畫為參

與者感興趣。 

5、 促進參與者對

變革的重要性生

共識。 

6、 讓參與者動一

致。 

7、 同身受的心去

相互瞭解。 

8、 使參與者之間

建立信任。 

9、 透過公開討

論，使可行性增

加。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劉世南、 許友耕著（2001），組織變革歷程干

預行動與員工反應改變之縱貫研究論文 

 

貳、公部門組織變革原因（李玉惠，2003） 

公部門組織變革一般都落後於民間企業，其生成原因如下： 

 （一）國外學者 

1. Waldo（1961）認為係主政者察覺到現有結構不當或弊端、事

件頻仍的現況，採行正確的組織原則。組織變革係行政問題，而

非政治問題（傳統行政學理論）。 

2. Kaufman（1963: 35-44）認為是政府體制內部產生負功能導

致結構失靈所致，例如為矯正分贓制，產生行政中立，僵化行政

中立，導致專業無能，產生重組（內在解構因子導致論）。 

3. Mosher（1967:494-97）以為是調適環境變遷或回應組織老化

的發展階段過程和產物，即回應組織落伍（organizational 

obsolescence）的結果（現代化調適理論）。 

4. Collier & Mesick（1975）認為係體系間經驗、模仿或學習

採行的結果，選擇模仿、參考的對象可能是人文地理相近、互動

頻繁或基於歷史友好情節等等（模仿論）。 

5.Rourke（1984）是政黨、利益團體、行政和立法部門等之間政

治角力的結果，究其目的不外是集中或加重首長的權力、排除異

己、任用親信、降低特定利益團體的影響力或改變計畫方向等等

（實際政治論）。 

6. Grafton（1984）認為係社會、經濟、科技等新生事物（novelty）

的出現，促成組織變革的主要決定因素（社經論）。 

茲將上述研究途徑之關切重心、長處和限制整理如表 2-2 所示： 

表 2-2：各種組織重組研究途徑分析對照表 

重 點 

觀 點 

核 心 焦 點 關 切

重 組 階 段

研 究 取 向優 點 和 限 制

傳統行政學理

論 

結構面 規劃／採行 規範性 清晰明確、理想性、忽

略政治因素考量 



內在解構論 結構／過程 先決條件 描述性 洞察重組所依據價值的

角色過於抽象難以運作

化定義且未能慮及人的

因素 

現代化調適論 過程 先決條件 描述性／

預測性 

涵蓋面廣但未能指陳重

組的具體原動力 

模仿論 過程 規劃／採行 描述性 剖析過程、跨越體系之

際、類推性有所限制 

實際政治論 過程 採行／結果 描述性 分析精確、切實際、忽

視行政理論及理想追求

社經論 結構面 先決條件／

採行 

預測性 拓展分析視野，引用科

學觀念和方法，方法論

難題難以克服，結論難

以付諸實行 

資料來源：李玉惠（2003）改自 Garnett, J. L. 1984 “Why State 

Executive Reorganizations Occur: Competing and Complementar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in Miewald, Robert and Steinman, 

Michael (eds.), Problems in Administrative Reform. Chicago: 

Nelson-Hall, 215 

 

（二）國內具實務背景學者 

 朱楠賢（1997）提出「政治」、「經濟」及「管理」等三大因素。 

１．政治因素：合法性降低或喪失 

（１）政治支持減少 

（２）組織功能消退 

（３）相關機關競逐 

２．經濟因素：資源減少 

  （１）人力資源減少 

  （２）財政資源減少 



  （３）環境資源減少 

３．管理因素：行政績效低落 

  （１）組織結構慣性過重 

  （２）上層領導策略不當 

（３）成員團隊精神不足 

 

（三）資訊科技、網路進步 

  吾人認為有別於 Grafton 於 1984年提出的科技等新生事物

（novelty）出現的意義，電腦機具設備推陳出新速度和使用電腦能

力強弱，左右組織效率；而網路溝通形態與普及化更是前所未見。公

部門如何在科技巨流中保持組織原始存在目標，或預見民眾需要，做

出正確的組織調整而不被淘汰，也是組織變革要因之一。 

綜上所述，公部門組織變革的原因兼受外在的政治、經濟因素及

內在的管理因素影響。經整理對照表如 2-3 後： 

表 2-3：組織變革原因及癥兆對照表 

觀察面向 組織變革原因 組織現況 

外在面向 一、 政治因素：合法性降低或

喪失支持 

（一） 政治支持減少 

（二） 組織功能消退 

（三） 相關機關競逐 

二、 經濟因素：資源減少 

（一） 人力資源減少 

（二） 財政資源減少 

（三） 環境資源減少 

三、資訊科技網路進步 

一、 社會評價普遍低落 

二、 法定職掌不切實際 

三、 民意機關多有批評 

四、 遽發重大違失事件 

五、 年度預算或營收減少 

六、 重大計畫迭經駁回或修正

七、 人事費及業務費比例不當

八、 機具設備日新月異 

九、 使用電腦能力強弱 

十、 網路溝通形態前所未見 

內在面向 三、 管理因素： 

（一） 組織結構慣性過重 

（二） 上層領導策略不當 

（三） 行政績效低落 

（四） 成員團隊精神不足 

一、 無力進行長程計畫 

二、 行為模式保守 

三、 人員士氣低落 

四、 人員異動頻繁 

五、 幕僚人員過多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自李玉惠論文 



 

 

小結 

 組織變革發生的原因很多，有些是組織外的大環境影響，如：科

技的改變所引發組織結構、規則、權力的重整，組織為了求生存，不

得不改變。有些則是組織內部人員的覺察、預見或為了某種願景

(VISION)所引發的組織內部流程的再造和文化的重塑，包括組織員工

工作態度之改變，以及工作期望與個人價值觀之變化等。變革的過程

多會有一個陣痛期或混亂，這個陣痛期正是改革成功與失敗的重要分

際。每個組織在不同的改革階段會遭遇到不同的抗拒力和推力。員工

正是其中要素。 

本文研究對象「公共圖書館館員」身處其中的組織變革，正是符

合 Leavitt 所謂的組織變革三類：結構變革、人員變革、技術變革。

也面臨公部門組織變革兼受內在的管理因素和外在的政治、經濟因

素、科技因素及影響。館員於組織變革中，如何注意員工態度，減少

抗拒並創造其工作滿足予以穩定館員留任、積極服務，是值得關注的

一面。 

 

 

 

 

 

 

 

 

 

 



 

 

第二節、員工態度和工作滿足 

壹、員工態度 

人類行為模式中的反應（response），依據 Dubrin（1992）認

為是：外部因素（如：政策、資訊、科技、訊息、事件等等）的刺激，

經由個人內在因素（如：個性、態度、知覺、價值、需求、動機、能

力等等）處理，表現於外的行為（如：行動、表情、情緒、語言、想

法等等）。組織變革成功否反應於由組織成員的工作滿足態度上。 

一、員工對組織變革反應 

1.Hirchman（1970）對組織衰退員工表現分類提出三種類型：出聲

（Voice）、忠誠（Loyalty）、退出（Exit）。 

（1）出聲（Voice） 在不滿意的事件下，任何想使狀況有所轉變的

嘗試。 

（2）忠誠（Loyalty）員工在不滿意的事件下，保持沉默；且相信未

來情  況會有改善。 

（3）退出（Exit）員工試著脫離目前的工作崗位或更換職位，自願

性離 職與退出意義相同。 

2.Piderit（2000）認為員工對組織的反應包含三面向：認知、情緒、 

傾向（intention）。由非常正向到非常負向。 

（1）認知 對組織變革的成功，員工認知可能從非常重要到變革是侮

辱組織。 

（2）情緒 員工可能從感到興奮、快樂到恐懼或生氣。 

（3）傾向 員工可能從支持組織變革一直到反對變革。 

 

二、員工工作不滿足反應 

1983年 Farrell 依據 Hirchman 員工反應分類證實員工工作不滿足反



應分類架構，有退出（Exit）、出聲（Voice）、忠誠（Loyalty）、藐

視（Neglect），稱為「EVLN」反應模式。 

（1）退出（Exit） 包含考慮換工作、遞辭呈離開組織等。 

（2）出聲（Voice） 包括提出解決方案、與主管討論，向外界求援

等。 

（3）忠誠（Loyalty）包括相信組織會做對的事、耐心等待改善等。 

（4）藐視（Neglect）包括缺席、遲到、上班做其他事等。 

 C Rusbult and D. Lowery 在 1985年以主動/被動、建設性/破壞

性兩個構面來劃分這四個反應則如圖 2-1 

 

                       主動 

 

  離開 

 

 

建議 

 

 

藐視 

 

 

忠誠 

                       被動 

圖 2-1  員工工作不滿足反應分類圖 

資料來源：C Rusbult and D. Lowery，``When Bureaucrats Get 

the Blu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15, 

No.1,1985,p.83. With permission 

 

另外，也許員工因為其他因素不會立即衝動辭職，但改以抱怨方式表

達。 

 

三、員工期望與組織目標落差 



除了組織會變革外員工本身也有變革之因： 

１．員工希望挑戰性與個人成長工作，但組織仍然傾向於工作簡化與

專業化，因而限制員工成長與發展機會。  

２．員工對組織之承諾，漸以工作本身所能產生之內在利益、人性之

尊嚴和對組織所產生之責任；但組織仍在強調物質之報酬、員工

之安全，忽略其它員工之希望。 

３．員工希望從組織職位所獲得的是目前即刻之滿足，但組織當前所

設計的工作階層、職位升遷系統，仍然假設員工如前一樣，期望

延後之滿足。  

４．員工更注意到關心到組織生活情緒的感情面，比如，個人的自尊、

人際間的坦誠與溫情的表現，然而組織仍強調理性，不注重組織

的情緒面。  

5.員工正逐漸缺少競爭的衝力，但經理人員卻仍以員工過去習於高度

競爭的方法，來設計職位、組織工作與設定報酬制度。 

 

 

貳、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李青芬等譯，1995：270-271）：員工對自己工作一般性的

態度。找出與工作有關的主因，如工作性質、待遇、升遷、與上司間

和同事間關係，各個因素感受如何與以量化。 

重要變數：對心智有挑戰性的工作、公平的待遇、支持性的同僚、支

持性的工作環境（工作執行的便利性和個人舒適）、個人性格與工作

搭配。 

 組織應多加注意員工態度，態度影響行為、也是潛在問題的前兆。

工作滿足和中程度較高的員工，曠職率和離職率都較低。高度工作滿

足的重要性，有足夠的研究顯示 1.不滿足的員工較會逃避工作、較

有可能離職。2. 滿足的員工比較健康且長壽 3.從工作中得到滿足，

對員工下班後生活役有正面助益。要如何使員工產生正面工作態度，

是我們關心的面向。  

 

一、工作滿足的意義 



工作滿足的概念自從 1935年的 Hoppock 提出之後，有關工作滿

足的 研究報告就不斷提出，可見工作滿足乃是管理上一個重要

的變項，謹將學者對工作滿足的看法例舉如下： 

（１）Hoppock（1935）認為工作滿足是一種狀態且整體性的單一概

念，指員工在生理和心理兩方面對工作環境的滿足感受，即

員工對工作環境的主觀反應。 

（２）Poter and Lawler（1968）認為工作滿足的程度端視一個人

「實得報酬」與「應得報酬」間的差距而定。這種感覺主要

來自個人主觀的需求，在工作環境中，兩者間的差距越小則

滿意程度越高，反之則滿意程度越低。 

（３）Sayles and Strauss（1968）則對工作滿足作下列意義的說

明： 

1、工作為個人生活重心。 

2、工作係個人自我實現的機會。 

3、人們需找尋工作有時並不是因為基本需求或是因為本份所

需，而是希望藉由工作上的滿足以達到心理的成熟。 

4、工作上的不滿足，可能會使心理產生挫折，並且會導致生產

力的降低。 

（４）Smith , Kendall and Hulin （1969）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工

作者對其工作的感受、感覺或情感性反應。 

（５）Cambell（1970）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或工作的某些

特定層面的正向或負向的態度或感覺，所以工作滿足實為個

人內在的心理狀態。 

（６）Locke（1976）定義工作滿足為：由個人的工作評估或工作

經驗所帶給個人的一種愉快或正面的情緒接觸。 

（７）Wexley and Yukl（1977）認為工作滿足是指一個人對其工

作各層面的感受與評價。 

  （８）吳靜吉、潘養源及丁興祥（1980）三人則認為工作滿足是指

工作者期望獲得的滿足與實際獲得滿足之差距總和。 

（９）張春興（1989）則認為工作滿足程度係指個人或多數人在其

所任之工作中感到滿足的程度。如薪水的高低、升遷機會、

人際關係、⋯等。 

（１０）徐富珍（1991）認為工作滿足的定義為：員工在特定環境

之下，根據個人的價值或參考架構對工作構面特徵加以解釋

後所得到的結果。 

（１１）戴婉琳（1992）認為工作滿足之定義為：員工對工作環境

的感覺，此工作環境包括：工作本身、監督者、工作團體、

機關組織、甚至包括生活。而員工可從此環境中去尋求滿足



並有權獲得滿足。 

（１２）白景文（1997）認為是個人根據其參考架構對工作特徵加

以解釋後的結果，並與影響工作滿足的情境因素有關。 

（１３）Robbins（1998）認為這是個人對於其工作的一般態度。 

 

而許士軍（1995）將工作滿足分為三大類，如下： 

1、差距性定義（Expectation concept）： 

   工作者對工作的滿足，取決於「一個人自工作環境中所獲得的價

值與 其預期應獲得的差距而定」，差距愈小則滿足程度就愈大，不

然則愈小。 

２、參考架構說（Frame of reference）： 

   工作滿足是指組織中的成員依據自己不同的工作價值觀、個人期

望與文化背景做為參考架構，依其標準對工作的特徵加以解釋後所得

到的結果。故情境是否影響工作滿足程度，還包括許多其他因素，如

工作環境的好壞比較、個人的能力、與其他人的比較及過去的經驗等。 

３．綜合性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將工作滿足的概念做一般性的解釋，認為工作滿足只是一個單一   

的概念（An unitary concept），工作者能將不同工作面向上的滿足

與不滿足加以平衡，形成集中性的滿足。 

 

 

二、工作滿足的主要理論 

  激勵是滿足需求的重要過程，因此，要探討工作滿足理論之前，

應先暸解「激勵理論」（Motivational theory）。有關激勵理論的探

討，學者間所強調的理念與重點有所不同，約略可分為：內容

（Content）、程序（Process）與強化（Reinforcement）三種型態（陳

義勝，民國 69年）較具代表性的內容說明如下表（表 2-4）： 

 

 

表 2-4   工作滿足主要理論彙整表 

型態 特質 理論 管理實例 

內容 注意引起、產生或引

發激勵行為的因素。

※需求層次理論 

※成就動機理論 

※雙因子理論 

※ERG理論 

以滿足員工金錢、地位與

成就需求來激勵部屬。 

程序 不僅注意引起行為

的因素，同時也注意

到行為方式的程

※期望理論 

※公平理論 

由明暸員工對工作投

入、績效、標準、投入與

報酬的知覺來達成激勵。



序、方向或選擇。 

強化 注意到能增加期望

行為重複與減少非

期望行為重複的可

能因素。 

※強化理論 藉著獎勵期望行為來激

勵。 

資料來源:李靜（1996），組織氣候、人格特質和工作滿足之關連性研

究－以台北市醫學中心檢驗部門醫檢師為例，中興大學企業

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一） 內容性模式： 

１．需求層次理論（Hierarchy of needs）： 

 Maslow（1954）的需求層次理論，包括有兩項要點： 

第一、引發行為的動機是具體性的。 

第二、各種的需求係成一種階層關係，低層需求滿足後，次一層

的需求才會出現並影響個人的行為。 

 

  他將人類的需求分為以下五類： 

（1）生理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亦即是一個個體生存

的基本需求。如食物、飲水、消除或避免痛苦及掩蔽場所

等需求都屬之。 

（2）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個人有免於受身心威脅、預

防危險及意外的需求。 

（3）社會需求（Social needs）：在人群間被接納、有所歸屬、  

情感及友情的支持、與他人互動的需求。 

（4）尊敬需求（Esteem needs）：即自尊及被他人尊重的需求。 

（5）自我實現的需求（Sself-actualization）：Maslow 認為

這種需求是人類最高的需求，大致而言，即一個人期盼成

為自己所希望中理想的人之需求。包括：成就感、成長及

達到個人潛能及自我實現。 

 

２．二因子理論（Two-factor Theory）又稱激勵-保健理論 

 二因子理論係 Herzberg（1959）所提出，他認為導致工作滿

足及工作不滿足的因素是分開的，其中可增加工作滿足者稱

為激勵因子（Motivators factor），可消除不滿足者稱保健

因子（Hygiene factors）。保健因子包括薪水、工作條件、

工作安全、地位、人際關係、上司的監督等，多屬工作外的

因素。當保健因子存在時員工不會感到滿足，當其不存在時

則不滿足將會萌芽。激勵因子則包括：成就、陞遷、器重、



工作本身及成長的可能性，多屬工作內在的因素。 

 

３．Existence Relatedness Growth理論： 

耶魯大學 Clayton Alderfer（1972）以 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

論為 基礎，加以簡化修正為三種不同的需求，分別為： 

（1）存在需求：指生理和安全的各種需求。 

（2）關係需求：指人們想維持重要人際關係的需求，藉著與人

分享情感和相互關懷而獲得的滿足。 

（3）成長需求：指個體追求自我發展的需求，藉由個人潛能發

揮，工作能力受肯定所獲得的滿足。 

    ERG理論與 Maslow 的理論最大的不同是：「挫折－退化」的觀

念－認為當個體較高層次的需求未能滿足時，會退而求其次去

追求低一層次的滿足；且同一時間內，個體可以同時追求一種

以上的滿足，而沒有所謂的先後順序。 

 

４．就動機理論（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McClelland（1961）的成就動機理論，指出組織在了解員工激

勵作用時的三個重要需求： 

（1）成就需求：想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或受他人的肯定。 

（2）權力需求：追求權力及控制他人的慾望。 

（3）隸屬需求：指希望藉由人際活動及社會群體中得到滿足。 

    由成就動機理論在實際探討成就高低及工作行為之間的關係

中，顯示員工成就動機和工作表現間有顯著相關之外，亦發現

成就需求高者大多有喜歡自我負責、喜歡自設成就目標及喜歡

獲得回饋三種特徵。 

 

（二） 程序性模式： 

 1、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Vroom（1964）認為引發個體產生特定行為的力量與他認為此行

為所能導致的特定結果的評價與期望成正比，提出「動機作用之

期望模式」，基本上，他認為個體動機主要來自於（１）採取特

定行為並達到目標時，所能獲得的價值。（２）達成該項任務的

機率。由上述中得知，個體對行為所作的抉擇，不僅受到他對結

果喜好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他相信此一行為可能達成的程度所影

響。 

 

2. 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又稱社會比較理論 

Adams（1963）將此種理論應用於工作環境中，他認為個體會將



個人所投入於工作上的技能、時間及精神與所獲得金錢及精神上

的報酬相比較，然後會將這個比率與他人所獲得的報酬加以比

較。若因此感到不公平時，便會在心理上產生「認知失調」的現

象，並進而採取各種行動來減少此種認知的失調 

 

（三） 強化性模式： 

Skinners（1971）提出增強理論，他認為一項行為發生時，如果

能帶來正面的結果，則以後重複出現的機率會增加。若出現負面

的結果，則以後將不易再出現。運用「操作制約」的原理，將結

果做為控制行為的強化物，以引發、維持或停止組織內成員的行

為，可改善組織績效，達成目標。惟此理論忽略個體的心理狀態，

而只重視個體行為後所產生的結果。 

 

 

結語 
    由以上之文獻探討中得知：組織的變革是適應時代需求，組織存

在員工才能存在；無論公私部門，人力資源是一切組織目標的基礎。

員工工作滿足，能創造組織績效，兩者是相輔相成的。 

  吾人認為提高員工的工作滿足程度，必先了解組織現況；對於圖

書館員工作滿足之研究，多見於各大學圖書館、專門圖書館、學校圖

書館為多，其館員接觸之讀者、服務對象，一般而言素質水準較齊、

甚或為精英份子，該等館員工作滿意度皆較高。對公共圖書館館員而

言，除服務對象多樣化、服務型態多元化外，尚對經費資源拮据、進

修機會有限多所惆悵。加以面臨組織變革，館員工作滿足程度是組織

績效源頭，下一章即以公共圖書館館組織變革現況予以陳述，以為研

究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