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首長警衛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沿革 

保安警察第六總隊第二警官隊源於民國三十八年九月由台灣省

警務處（時警務處長為王成章將軍）成立之「台灣省警衛處特務大隊

第二中隊」，當時係責司維護台灣省主席陳誠（時兼台灣省警備總司

令，旋即出任東南軍政長官）等軍政首長安全，成立之初，奉頒編制

人數為九十四人，區分為隊部一，分隊三，小組六，由東南軍政長官

公署調撥尉級幹部，在警察學校受一個月警察教育後編成。 

民國四十三年五月，陳誠當選第二任副總統後，該隊除以主力擔

任副總統警衛外，尚負有行政院院長警衛責任。由於警力不足，於是

年六月一日，奉准增編一個分隊，由警務處就出身特警幹部派充。嗣

層峰鑑於該隊多為校、尉軍官出身，全隊素質高，遂於民國四十四年

三月間核准該隊為警官編制，改稱為「台灣省警務處直屬警察大隊第

二警官中隊」。民國四十九年一月改稱為「台灣省政府警衛處直屬警

察大隊第二警官隊」。 

民國七十九年一月一日台灣省政府警務處直屬警察大隊奉准改

隸為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該隊改稱為現名「保安警察第六總隊

第二警官隊」。歷年來因中樞首長相繼賡替，警衛任務不斷增加，民

國七十九年八月六日該隊奉令將副總統警衛任務移由第一警官隊擔

任，該隊即專責擔任中央憲政機關首長安全維護及特定人士之警衛任

務迄今（引自陳弘道，第二警官隊史略，1999）。 

 

二、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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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一章所述，目前我國有關國家元首、政府各級首長的安全維

護方式，區分為「特種勤務警衛」、「首長警衛」及「一般警衛」等三

類。而本文所要探討者則屬「首長警衛」一項，「首長警衛」之所以

是每個國家均至為重視的問題，乃因政府首長的安全維護工作不僅攸

關政治人物的人身安全，且對於政策的推行乃至國家政局的穩定，均

有極為深刻的影響。 

依據警察法第二條：「警察任務為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

安全，防止一切維護，促進人民福利。」，同法第五條：「內政部設警

政署（司），執行全國警察行政事務，並掌理左列全國性警察業務：

一、關於拱衛中樞，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安之保安警察業務⋯」，

復依據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總隊組織通則第二條：「保安警察總隊

分別掌理左列事項：一、拱衛中央現正機關，準備應變及協助地方治

安事項。⋯」，同法第九條：「保安警察總隊為負責中央憲政機關首長

安全警衛事項，得設警官隊，由內政部警政署層報行政院核定設立；

各警官隊均冠以隊次⋯」。上揭相關法令明文揭示警政署維護中央政

府機關首長安全的權責，而目前相關警衛派遣及任務執行係依據內政

部警政署函發「中央政府機關首長及特定人士安全警衛派遣作業規定

」辦理
8
。由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六總隊負責執行；實際勤務單

位為所屬第二警官隊
9
。 

依據上述派遣作業規定，首長警衛派遣對象如下： 

（一）五院院長。 

（二）五院副院長。 

（三）各部會首長。 

 
8資料來源：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六總隊全球資訊網/總隊沿革/貳、編組/第二警官隊，檢索

日期：2004.03.04。取自：World Wide Web：http://www.spc.gov.tw/zht/history.htm。 
9資料來源：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六總隊全球資訊網/總隊沿革/參、工作概況/二、重點工作
，檢索日期：2004.03.04。取自：World Wide Web：http://www.spc.gov.tw/zht/histo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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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定人士。 

如前所述，目前首長警衛任務係由保安警察第六總隊所屬第二警

官隊專責實際安全維護任務，其警衛對象包括五院正副院長、各部會

首長、總統府資政或卸任（特定人士）中央政府機關首長等合計三十

五位
10
，因此責任極為重大，任務執行之良窳，均直接影響受安全維

護之政府首長之人身安全，甚至影響國家政局之穩定。 

 

三、工作類別 

（一）六序列副隊長以上（不分類） 

第二警官隊目前時有配置員額第六序列以上計有隊長一名（第五

序列）、副隊長四名（均為第六序列）。隊長綜理隊務，為全隊指揮官

；隊本部置副隊長三名，襄理隊務，另於行政院院長警衛任務編組置

副隊長一名，為任務編組指揮官。 

（二）機動組，專責蒞臨場所警衛 

於隊本部置機動警力若干組並以擔負蒞臨場所便衣警衛複式部

署為主要任務（蒞臨場所警衛尚有地區警察單位派駐警力並執行，惟

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目前共計八個編組。 

（三）機動組，專責隨從警衛 

1、編制於機動組內，但主要任務為擔任隨從警衛任務，僅於必

要時支援擔任蒞臨場所警衛任務。隨從警衛性質雷同於隨扈

警衛，然因人員更為精簡，必須一人身兼數職，且與警衛對

象互動極為密切、貼近，故另名為隨從警衛。 

2、於部分區域組內由特定同仁（或輪流）擔任隨從警衛，平時

 
10 2003.06.21中時電子報─新聞專輯抓龍？烏龍？余政憲全都露：「⋯警政署表示，目前共有二

十九位中央政府首長，由一百四十七名警力保護安全；總統府資政或卸任中央政府機關首長，也

有六人受到十一名員警隨扈⋯」合計有三十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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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負區域警衛任務，惟甚少支援蒞臨場所警衛。 

（四）區域警衛組 

擔任重要首長寓所內警衛任務（寓所外由其他警察單位負責，不

在本研究探討範圍內），目前共計五個編組。 

（五）兼辦業務組 

第二警官隊設置兼辦業務編組，平日以辦理蒐集情報、規劃警衛

勤務、勤務督導、訓練規劃與執行、人事綜合業務、資訊化推動與執

行、行政、庶務等事項為主要職責，並需擔任各項警衛勤務（目前以

擔服蒞臨場所警衛勤務各項分工勤務為主），目前共計四個編組。 

（六）隨扈警衛組 

擔任首長活動時，近身隨扈工作之任務編組，人數較隨從警衛為

多，且分工細緻，通常尚有隊部各項參謀作業加以協助，目前共計一

個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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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格特質之探討 

一、人格的定義 

  人格（Personality）不僅具有使個體有別於他人之思想與行

為的一種持久性，並且具有隨環境不同而產生不同反應的動態特性。

基本而言，人格是個人特徵（Characteristics）、屬性和特性的總和

，使個人與他人有所不同的一種持續性且特殊的特質（Guilford,1959

）。人格的形成則是一連串心理層面成長與發展的累積（Scott & 

Mitche11,1972），由於具有持續性及穩定性，並且因人格的不同造成

個體的差異，因此人格的存在可以作為區辨個人差異的標準。 

  人格也與情境有互動關係，Allport（1937,1961）認為人格是

位於個體心理系統之內的動態組織，決定個人「適應外在環境」與「

思想與行為」的獨特型式。因此個體的行為，反映出其獨特的人格特

徵（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當這些特徵若持續出現在不同

的情境中，則稱為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對於人格的定

義包含以下各點: 

（一）人格是由行為來定義的 

   由於個人必須對於環境有所因應,因而產生一些行為，人格的

定義及是由這些適應環境的反應而來，故對於人格的觀察，必須設計

情境來引發個人對周遭環境有所反應，在此情境下才能進行人格研究

。 

（二）人格具有持久性 

 人格與構成人格的各種人格特質都具有相當的持久性，並會影 

響個人適應環境的行為模式，人格特質雖然也可能因個人年齡或所屬

的情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但改變也是些微且漸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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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格的組成來自於多種特質 

 人格並不是由單一特質所造成，而是由多種特質所構成，這些 

特質統稱為人格特質，不過對於人格特質的構面，Guiford （1959

） 分為七大特質：生理、需要、興趣、態度、性情、嗜好、型態（

引自 Robbins,2000）。 

 

二、人格的形成 

（一）自然的遺傳性因素：這是指人格會決定於遺傳來的基因。 

（二）社會化因素：是指人們在少年時代的家庭與學校中，逐步認識

並學會如何適應其現實環境的過程。 

（三）環境影響因素：環境影響因素是一些外顯行為的塑造，而且這

樣的影響對人的作用只是局部的，可是人們行為的變化還是會

發源於其較穩定的特徵。 

（四）社會實踐：對成年人性格產生決定性作用的是社會實踐活動，

人在與環境、社會互動時，性格就會受到影響。 

 

三、人格與行為 

行為科學專家Maccoby認為若將美國高科技產業中的男性管理者

分為「工匠型」、「叢林鬥士型」、「企業人型」、「選手型」四種，這四

種管理者在企業中也會表現出不同的管理行為，例如屬於技術專家的

工匠型管理者在工作行為上會表現出熱愛本專業、刻苦鑽營、喜歡革

新、討厭規章的約束，而屬於有野心、領袖型的「叢林鬥士型」管理

者則會表現出強大的企圖心，利用權術手段獲取權力，至於「企業人

型」的人則會表現循規蹈矩的行為，「選手型」的人則善於團結別人

、鼓舞別人，願意培養提攜部下（盧盛忠，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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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既然是預測個人不同行為表現之特徵（張潤書，1985），因

此具有不同人格類型的人都會產生不同的行為，譬如說有些人比較外

向，有些人又比較內向。因此這些不同人格特質的人對環境也有不同

反應及互動，例如在工作上，外向的人也許喜歡當業務銷售員，內向

的人可能喜歡坐辨公桌；有些人喜歡和其他人一起工作，而又有些人

喜歡獨自工作（吳秉恩，2002） 。 

    所以組織行為學者及管理者主要關心的事就是準確評估員

工與候選人的人格特徵，利用人格測驗的結果，預測一人的工作行為

（吳秉恩，2002）。譬如，決定何種人格類型對首長警衛工作較能稱

職，在人員甄選時即有幫助了解人格與工作互動關係，則有助於僱用

、調職、派任及晉升決策；了解人格形成之過程，則有助於確認行為

之適當性，預防不良行為之出現。 

 

四、人格特質的分類 

  曾經有人統計過，被拿來形容人格特徵的詞彙總共有四千多條

（盧盛忠，1997）。但是這些多數是獨立的形容辭彙各自對人的行為

難具解釋力，所以 Cattell 在 1973 年就利用 171 項表徵特質將人格

歸類為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敏威性、特強性、興奮性、有恆性

、威為性、獨立性等等共十六個種類，嘗試將人格特徵進行整合來預

測行為。 

  Cattell（l973）對人格特徵進行的歸納開做了替人格進行分

類的大門，在他之後，「類型研究法（Type Approach）」的學者就將

Cattell 等「特質研究法（Trait Approach）學者的做法加以擴充，

試圖將某些特質歸於單一類型，譬如「野心勃勃」與「積極進取」有

高度相關性，因此即為同一類型。在此之後，學者們就紛紛研究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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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進行分類的研究，其中有 Myers & Briggs 將人格區分為「外

向的─內向的」、「理智的-直覺的」、「有理性的-靠感覺的」、「有判斷

力的─有洞察力的」等四個構面共十六種人格組合（或類型）。 

  另外，除了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風險傾向

（Risk Taking）等人格類型之外，其他比較受到重視的人格分類還

有從 1950 年代發展至今的「五因素模式（Five Factors Model），在

俗稱「Big Five」的五因素模型中，人格主要是被劃分為五個構面，

而其中最被廣受接受的是 Costa McCras（1986）等人使用之分類形

容詞，亦即「情感穩定型（Neuroticism or Emotional Stability）

」、「外向型（Extraversion）」、「開放率直型（Openness）」、「合群型

（Agreeableness）」以及「認真盡責型（Conscientiousness）等五

個主要分類（引自黃世忠，2002）。 

 

五、內外控的人格特質 

  內外控傾向人格特質這個觀念是由Rotter於 1954年率先倡導

。所謂內外控人格特質乃是將個體對事件結果的知覺區分為兩類，第

一類認為事件的結果是個人所能控制和了解的，第二類則認為事件的

結果是個人所不能控制和了解的。Rotter（l966）則認為由於個人早

年經驗和當前環境的綜合效果，同一事件對不同的人產生的效果可迥

然不同。當一個人認為他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時，且認為事件的發生

，是由於自己行為的後果，是個人的能力和屬性造成，可由自已加以

控制或預測，亦即凡事可操之在我時，此人就是傾向於內控傾向的人

格特質者，例如當一個人認為加薪、升遷或較佳的工作條件是由於他

們的努力所爭取得來的時，此人即是具有內控傾向的人格特質。反之

，如果一人認為他的生活是受外部力量的操控，且認為事情的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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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他本人行為的後果，而是由於運氣、機會、命運、他人權威等

所造成並決定，或此人認為週遭的環境太過複雜，致使他無法預測事

件的後果，則抱持此種看法者即稱作外控傾向者，在實務上，這種人

就可能認為升遷、加薪或較佳的工作環境是由於運氣好或其他無法控

制的原因而造成。 

  在組織中，人格特質之效用，目的在預測與說明實際行為與績

效能力（吳秉恩，1986）。每個人都有自已的思考與行為方式，以及

其獨特的風格和人格。人格可定義為是一組具有特徵的思想、感情和

行為模式，它可以區分每個人和他人之不同，而且在不同的時間和情

境中具有特久性（Phares,1976）。人格研究學者 Rotter（l966）所

提出一個區分不同人格特質的構面，他稱之為內外控取向（locus of 

control ,LOC）建構。LOC 是屬於連結個人特性與∕或行動同所經驗

到結果之一般性期望，Rotter（1966）主張人們對於其行為皆傾向歸

因於他們自己或是外在環境因素。這種人格特質會造成相當不同的行

為表現。某些人堅信事的成功與否是操控在他們自已，具有這種人格

特質者，稱為「內控者」；相反地，有些人則自認事情的結果走出外

在的環境因素所控制，他們無能為力只有聽天由命的份，這種類型者

稱為「外控者」。自 1966 年後，關於內外控（I-E）的研究發表的相

當多，在組織行為學的研究上，發現內外控取向是一個解釋組織中人

們行為非常重要的一個變項；同時，它也和員工激勵、努力、績效、

工作滿足、對工作的認知、對職權的服從、及監督的風格有關（

Spector,1982）。 

  對於內外控取向的研究發現，內控者與外控者的行為有重大的

差異： 

（一）內控者呈現出較高的工作激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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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控者對於努力會獲致績效有較強的期望。 

（三）內控者對於需要有學習或問題處理的任務，並且績效是結合有

價值的獎勵時，會展現高的績效表現。 

（四）工作滿足與績效表現關係的強度，對於內控者而言是大過外控

者。 

（五）內控者獲得的薪資及薪資調幅比外控者高 

（六）外控者傾向於比內控者容易焦慮。 

內控者與外控者之基本特性上的差別，在於其堅信他們對於組織

應有直接與有力的影響，並且這是他們自已所能控制的。例如，內控

者相信他們的行為能改變工作的環境，因而他們會努力去達到，但其

前提是會獲致預期的結果或得到獎勵。如果情況不能達到預期結果，

則內控者在控制知覺上會與外控者沒什兩樣。但對於外控者而言，他

們較為循規蹈矩與順從（Spector,1982）。由於組織環境與工作特性

，不同的工作會適合不同內外控取向的人。對於需要複雜的資訊處理

、經常有要有複雜的學習、或任務上需要主動與獨言時，內控者會較

為適合；對於需要有較高順從性的工作，則外控者較為適合。另外，

因為內控者深信他們的努力會獲得必要的報酬，對於需要高激勵的工

作，內控者是更為合適；因此，像高技術性與技巧性的工作、專業的

工作、及管理者等類型的工作，內控者比外控者來得佳（Spector，

1982）。 

  依據以上對人格特質有關文獻加以探討，考量本研究個案首長

警衛特性，以內外控傾向，作為本研究人格特質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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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特性之探討 

對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的研究，乃由於今日的工作

型態大多為專業分工與工作性質改變，針對日益複雜的工作內涵，運

用歸納法以釐清足以形容工作分工專業程度、或是知識技能需求之複

雜度等等指標。因此工作特性之研究以較廣闊之層面來分析工作，通

常用於研究工作之性質與員工工作績效、滿足、離職率之相關性。 

一、工作特性的意義 

所謂「工作特性」是指與工作相關的各項因素（Factor）或屬性

（Attributes）。Seashore & Tabor（1975）認為工作特性所包括的

範圍甚廣，舉凡工作本身的性質、工作環境、工作的待遇與福利、安

全感、人際關係、技能、需求、自主性、學習、發展機會、工作挑戰

以及自我實現等，皆屬於工作所具有的特性，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各種

特性，對於滿足個人的需求，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 

Turner & Lawrence（1965）認為工作特性包含工作環境、工作

待遇與福利、工作安全咸、工作的人際關係、工作技能需求、工作的

自主性、工作中學習與發展機會、工作的挑戰性等；其對工作者的態

度與滿足感，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影響；易言之。工作本身所具有的各

種特性，對滿足個人的需求具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二、工作特性的理論 

學者所提出有關工作特性的理論中，較重要者有必要任務理論（

Theory of Requisite Task Attributes）、工作特性理論（Job 

Characteristics Theory）和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 

（一）必要任務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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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er & Lawrence （1965）對工作特性做有系統的大規模研究

，他們對四十七種工作加以分析，評估不同性質的工作對員工工作滿

足及曠職的影響，並推測員工應較為偏愛複雜且富挑戰性的工作，而

歸納出六項「必要的任務屬性」（Requisite Task Attributes），分

別是多樣化（Variety）、自主性（Autonomy）、必要的互動（Required 

Interaction）、隨意的互動（Optional Interaction）、知識與技能

（Knowledge & Skill）與責任（Responsibility）。研究結果顯示，

此六項任務屬性與工作者的工作滿足及出席率呈現正相關。 

（二）工作特性理論 

Hackman & Lawler（l971）根據 Turner & Lawrence 所提出的「

任務屬性（Task Attributes），發展出六個工作特性，即變化性（

Orarity） 、自主性（Autonomy）、完整性（Task Identity）、回饋

性（Feedback）等四個核心構面 （Core Dimension）及合作性（Dealing 

with Others）與交友機會（Friendship Opportunities）兩項與社

會互動有關的特性。在上列六個構面中，前四者被認為屬於「核心構

面」，後兩者則為人際關係構面。但所有這六個構面，都是根據工作

者主觀知覺。Hackman & Lawler 認為，真正影響員工的態度和行為

，並非工作之客觀性質，而是他們主觀經驗。 

此外，Hackman & Lawler 也提出，一項工作是否具有內在激勵的

作用，和上述四個構面有關。具體而言，凡在這幾個構面一自主性、

完整性、多樣性及回饋性上程度較高的工作可給工作者較高的動機作

用和滿足，也能夠導致較高的工作績效。 

（三）工作特性模式 

Hackman & Oldham(1975）根據 Turner & Lawrence 的研究提出

五個工作特性構面，命名為「工作特性模式」如圖 2-1，可 



 

以作為工作設計的參考指標，其構面描述如下所示: 

1、技能多樣化(Skill Variety）：係指執行工作時，所採取不同行

動的程度，包括運用個人的各種技術與才能等。 

2、工作完整性(Task Identity）：係指完成整件工作的程度，也就

是工作自始至終皆能預見一個明顯的結果。 

3、工作重要性（Task Significance）：工作對於他人生活的實際

影響程度，無論是自己所在的機構或是外在環境裡的人。 

4、工作自主性(Task Autonomy）：在決定工作進度和執行程序

上，工作所給予個人的自由、獨立和判斷之程度。 

5、工作回饋性(Task Feedback):執行工作時個人能獲得有關工作

效率直接及清楚的訊息之程度。 

 

 

 

 

 

 

 

 

 

 

 

技能變化性 

 

工作完整性 

 

工作重要性 

 

工作自主性 

 

工作回饋性 

 
高內在工作動機 

 
高品質工作績效 

 
高度的工作滿足 

 
低缺勤率及離職率

 

 

對工作意義的體驗 

 

 

 

對工作結果之責任體驗

 

對實際工作成果的明瞭

個人成長需求強度

核心工作構面 重要心理狀態 個人及工作結果

圖 2-1  工作特性模式圖 

資料來源：Hackman, J. R. & Oldham, G. R(1975）. Development of the job 
Diagnostic surve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0(2),159-170. 

三、工作特性的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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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工作特性的衡量，一般國內外常用的方法有如下幾項： 

（一）任務屬性指數(Requisite Task Attribute lndex） 

   Turner & Lawrence(1965）所發展出之必要任務屬性包含多

樣性、自主性、職責、知識及技能、必要的互動及隨意的互動等六種

工作特性，並根據研究結果，發展出 RTA Index，用來測量工作特性

與工作者之工作滿足及出席率之間的關係。 

（二）工作特性量表(Job Characteristic Inventory, 簡稱 JCI） 

Hackman & Lawler(1971）依據 RTA Index 而發展出工作特性量

表，內容包含多樣性、自主性、完整性、回餚性、合作性及友誼性等

六項工作描述，其中前四項屬核心構面，工作者若能從工作上體驗高

的多樣性、自主性、完整性及回饋性，則可能獲得高度的滿足並覺得

是有意義的工作；至於合作性和友誼性雖然和工作滿足並沒有直接的

關聯，卻可以發覺工作設計對人際關係之影響。 

Hackman & Lawler 並以美國東部一電話公司十三種不同工作之

208 位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工作者若有較高層次的需求

，則四個核心構面和激勵、滿足、績效及出席率等均呈正相關。 

（三）工作診斷調查表(Job Diagnostic Survey 簡稱 JDS) 

Hackman & Lawler(1971）依據 JCI 而修正編製的工作診斷調查

量表(JDS），係由原來的四個工作核心構面加上重要性而成，包含多

樣性、完整性、自全性、回債性及重要性等五個測量構面。 

（四）激勵潛能分數(Motivating Potential Scores，簡稱 MPS) 

  基於內在激勵作用大小的觀點，Hackman & Oldham(1975)發展出「

動機潛力分數」(MPS)來衡量；其公式為: 
技能  工作   工作 
多樣化+完整性+重要性 

Mps＝───────────────  X  工作自主性  X  工作回饋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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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kman & Oldham(1975）認為愈具有激勵潛能的工作，愈能

促進工作者的內在工作動機，因此能夠達到較佳的工作成果。而具有

激勵潛能的工作必須包含三種要素，分別為：1、至少具有一種影響

工作體驗的工作特性；2、高的自主性；3、高的回饋性。在工作自主

性與工作回饋性兩者中若有一個為零，則激勵潛能分數等於零。技能

變化性、工作完整性、工作重要性中若有一為零，卻不致使激勵潛能

分數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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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滿足之探討 

一、工作滿足之定義 

  Hoppock 於 1935 年首先提出工作滿足的概念，認為:「工作滿

足」就是員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足感受；簡言之，即

員工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而對於工作者的工作滿足程度，可由徵

詢工作者對於工作感到滿足的程度而知（黃世忠，2002）。之後，各

種不同面向的相關研究即如開花散葉般不斷推陳出新，對工作滿足的

定義也人言言殊，有關國外的學者所作成的定義如表 2-1：  

表 2-1 國外學者對工作滿足的定義 

研究者 研究時間 研究結果 

Hoppock 1935 
認為工作滿足就是員工心理與生理兩方面對環境因

素的滿足感受層度。 

Vroom 1964 
認為工作滿足趕係指員工對目前所扮演的工作角色

感受或情緒性反應。 

Blum & Naylor 1968 
認為工作滿足感係指員工對其工作以及其他相關因

素和生活抱持著不同的態度所產生的結果。 

Porter & Lawlar 1968 
認為工作滿足感係指取決於工作者對工作報酬之預

期與實際報酬之差距。倘差距越大，工作滿足感程

度愈低；若差距越小，工作滿足感程度愈高。 

Smith, Kendall & 
Hulin 1969 

認為工作滿足感係指個人對其工作的感覺或情感性

的反應，尤其對工作本身、上司、薪資、升遷狀況

、同事相處等方面。換言之，若工作者對這些方面

的預期與實際不服時，滿足程度將有所變動。 

Cambell 1970 
工作滿足感係指工作者對工作某些特定層面正向或

負像的感覺，是一個人內在的心理狀態。 

McCormic & Tkffin 1972 
認為員工的工作滿足感乃是動機過程的現象，表示

個人察覺他的需要被滿足的程度。 

Locke 1976 
認為一般而言，工作滿足感乃是導因於個人對於工

作或工作經驗評估的一種愉快或者正向的情緒。 

Kalleberg 1977 
將工作滿足感作為一般性的解釋。亦即工作滿足感

指示一個單一的概念，工作者能將其在不同工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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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的滿足與不滿足予以平衡，形成整體的滿足程

度。 

Porter & Lawler 1977 
定義工作滿足為單一的觀念（An Unitary Concept）

，工作者能將其在不同構面上的滿足與不滿足予以

平衡，形成整體滿足。 

Dessle 1978 
認為工作滿足感係指個人對健康、安全、營養、親

密、尊重等需求，在其工作上或因工作而實現的程

度。 

Muchinsky 1983 
認為工作滿足感如同任何滿足的感覺，係指一種情

感的反應，代表喜歡或不喜歡的感受。 

Robbins 2001 
認為工作滿足是工作者對其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

度，工作者的工作滿足程度高，則表示對他的工作

持正面的態度。 

資料來源：鄭文慶（2003）。北部地區醫院臨床藥師工作壓力與工作滿足之研究。銘傳大學管理

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作者彙整。 

惟一般而言仍可將相關定義歸納為三類: 

（一） 綜合性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將工作滿足作一般性的解釋，認為工作滿足是一種單一概念 

（an Unitary Concept），工作者能將不同工作構面上的滿足與不滿

足加以平衡，構成整體的滿足。 

（二）差距性定義（Exception Discrepancy） 

  認為滿足的程度可視「一個人從工作環境中預期獲得實際獲得

的價值差距」而定。其間差距愈小，滿足程度愈高；差距愈大，滿足

程度愈低。 

（三）參考架構說（Frame of Reference） 

  認為組織或工作情況中的「客觀」特徵，並非影響人類態度及

行為的最重要因素，而是人們對於這些客觀特徵的主觀知覺及解釋，

這種知覺與解釋則受個人自我參考架構的影響，Smith 等人認為工作

滿足是一個人根據其「參考架構」對於工作特徵加以解釋後所得的結

果（Smith，Kendall & Hulin,1969）。此類定義強調特殊構面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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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針對工作者對特殊構面的情感反應。 

  目前國內有關工作滿足的研究多半採取參考架構的定義，因此

在衡量工作滿足時，採用多構面衡量方式者也佔多數（宋清華，1992

）。至於工作的構面，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較具體的解答，認為滿足

的程度可視「一個人從工作環境中預期獲得與實際獲得的價值差距而

定」。 

 

二、工作滿足的理論 

  Campbell，Dunnette, Lawler, & Weik（1970）將工作滿足理

論區分為內容理論及程序理論。內容理論主要著重於影響工作滿足的

因素，例如 Maslow 的需求層次理論、及 Herzberg 的雙因子理論；程

序理論則在探討期望、需求和價值等變數與工作特性交互作用後，所

產生的工作滿足過程，例如公平理論、期望理論、參考群體理論等（

Gruneberg ,1979）。以下分別就工作滿足的內容理論與程序理論加以

說明: 

（一）需求層次理論（Needs of Hierarchy Theory） 

Maslow 於 1954 年提出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所有的行為是由

需求所引起的，人類的需求由低而高分為五個層次，依次為（Maslow  

,1987）： 

1.生理需求：如飢餓、渴、性等生理動機。 

2.安全需求：個人需求保障、免於別人侵犯的威脅。 

3.社會需求：如情感、友誼、愛。 

4.自尊需求：包括別人對自己的尊重及個人對白已的尊重。 

5.自我實現需求:經由了解自己、接受自己，進而發揮自己的才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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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論特色主要為（李吉祥，1997）: 

1.「人類有五種需求，各需求的滿足由上而下，低層次的需求

被 滿足後，將再追求較高層次需求的滿足。 

2.對某一層次需求達到部份程度滿足之後，才會開始追求較高

層次的需求。 

3.各需求層次間並無明顯界限，其間往往相互重疊。 

（二）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 

 Herzberg 等人於 1959 年出版之「工作激勵」（The Motivation to 

Work）一書中提 雙因子理論（Herzberg,1993）。Herzberg 反對傳統

研究將工作滿足不滿足視為同一連續體上的兩個極端。他認為工作滿

足程度低，並非即工作不滿足，祇能說是無工作滿足的感覺罷了；同

理，工作不滿足程度低，也不能說是工作滿足，祇是無工作不滿足的

感覺而已，因此他認為導致人們工作滿足與不滿足的影響因素可區分

為:激勵因素與保健因素（Herzberg,1968）。 

 1、激勵因素（Motivators） 

叉稱內在因素或滿足因素，包括成就感、晉陞、成長機會

、富有挑戰性工作、負擔重要的責任、受人賞識與認可等

。當激勵因素存在時，導致工作滿足，當這些因素不充足

時，並不會導致工作不滿足，只是無法使個人獲得愉快的

工作經驗。 

 2、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 

叉稱外在因素或不滿足因素，包括薪水、工作條件、工作

安全、人際關係、上司的督導等。當保健因素不足時，員

工感到不滿足；惟一旦保健因素獲得改善，則僅能降低員

工的不滿足，員工並不會因而產生工作滿足。 



 

Herzberg 發現導致工作滿足的因素為激勵因素，所以注重員工的

福利、改善工作環境等，祇能排除不滿足因素而無法導致員工工作滿

足，惟有透過工作擴大化、豐富化的工作設計，使工作內容更具完整

性、挑戰性，並賦予更大的責任而成受高度的器重，才能藉以改變提

升員工工作滿足（黃英忠，2003）。惟在本研究中，仍將工作滿足視

為一構面，由高至低，或自低而高。因此，在此假定滿足與不滿足乃

屬一連續構面，而非如 Herzberg 所言，工作滿足與不滿足乃屬兩個

不相連續的構面。 

（三）、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Adams 於 1963 年提出公平理論，叉稱為社會比較理論，主要由工

作投入、工作所得、參考人物、公平─不公平四種成份組合而成（

Adams,2001）。該理論強調，決定員工工作努力程度、工作績效、及

工作滿足的主要因素為個人在工作情境中所感受到的公平與否，員工

會衡量本身與他人的情況，作一社會比較，比較自己及組織中他人的

「投入」（包括教育、努力、及耗用在職位上的時間）與「報償」（包

括金錢、工作情況、和獲得賞識、工作興趣等）。此一社會比較，可

用下列式子加以表示（李吉祥，1997）: 

 

報酬  ＞  報酬 

（自己） ＝ （他人） 

投入  ＜  投入 

                

 
 
 
 
 
 
 

 Adams 認為一個員工的滿足與否乃決定於「個人工作所得與工作

投入之比率」與「一個或多個參考人物的工作所得與工作投入之比率

」的比較結果（Adams,1963）。若個人的報酬∕投入比率等於或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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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報酬∕投入比率，會感到滿足；若自己的報酬/投入不若他人

，就會覺得不滿足。由此可知，公平理論所謂工作滿足可定義為「員

工本身報酬/投入比率與參考人物之報酬∕投入比率相比較後的一種

感覺」，此率差距愈小，則工作滿足愈強（李吉祥，1997）。 

（四）期望理論（Valence Expectancy Theory） 

Vroom 於 1964 提出期望理論，此理論主要由期望值（Valence）

、 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及期望值（Expectancy）三個概念

所構成 （Vroom,1964）。期望值就是個人對某一行動成果的偏好程度

、或個人希望獲致該結果的強度。期望值為正、負值或零，端視個人

對行動結果的偏好程度而定。工具性則反應個人對於期望值的知覺；

而期望值則表示這個人所採取的行動，能達到某種效果的可能性或機

率（劉進財，2000）。 

該理論認為祇有當實得報酬與個人認知中應得的合理報酬相等

時，才會達到工作滿足。換言之，當個人察覺某事物對其具有極高度

的正面意義，而且預期該結果出現的可能性相當高時，則會增強此人

為預期結果而採取行動的動機。因此，激勵作用的強弱，是決定於該

項激勵行為，所產生的各種期望值及其期望的乘積總和，即： 

N 

激勵大小 ＝  Σ （期望值×期望）K＝1,2,3,⋯N 

K = l 

 

 
 
 

 其中「期望值」表示該項行為能產生的結果，對於個人需求貢

獻的大小。「期望」表示該項行為能產生預期結果的機率（李吉祥，

1997）。 

  綜合上述，工作滿足理論的探討上，主要是從兩方面來著眼。

一是著重在需求、價值或期望對個人在決定工作滿足程度上有何重要

影響，屬於內容理論；二是著重在工作中個人的需求、價值與期望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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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間如何交互影響，而決定員工的滿足與不滿足，此皆屬程序理論的

重點（劉進財，2000）。 

  需求層次理論說明了工作特性若能與個人需求密切配合，將導

致個人的工作滿足；雙因子理論強調影響工作滿足與不滿足的因素，

彼此間是分隔的；公平理論提供了我們對工作滿足的研究，增加了客

觀的工作報酬率與個人主觀之參考群體的考慮；期望理論則決定行動

取向的因素中，提供了我們對權衡結果「重要性」的重視，再導進「

乘號」的邏輯觀念（劉進財，2000）。 

   

三、工作滿足的相關變項 

在有關工作滿足的研究中，有絕大部分是探討其前因及後果者。

由於其中所涉及變項之繁多、關係之複雜，迄今尚無一完整模式能將

所有可能與工作滿足有關的因素都涵蓋於內。就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

而言，不同研究者所強調的重點分歧，迄今仍無定論。 

儘管如此，絕大多數的學者大致上同意，應儘可能將龐雜的因素

歸納為幾項共同構面，俾便於衡量工作滿足。以下探討其中較具代表

性者: 

（一）Locke（1973）整理過去學者研究的結果後指出，影響工作滿

足的因素可分為「工作事件」（Events）與「行為者」（Agents

）兩類。 

1、工作事件有關的因素包括： 

（1）工作本身:如工作量、工作彈性、成就感等。 

（2）工作報酬:如陞遷、薪資、責任、口頭認可等。 

（3）工作環境:如社會環境、物質環境、工作條件等。 

2、與行為者有關的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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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為者本身。 

（2）公司內與公司外的其他人。 

Locke 並認為工作滿足為「工作事件」與「行為者」間互動作用

的結果。 

（二）國內學者徐正光（1977）整理有關工作滿足的文獻，將影響工

作滿足的因素分為兩大類: 

1、與組織無直接相關的因素： 

（1）人格特質:如性別、年齡、地區因素、教育程度、職業類

別、心理與態度因素（如需求、成就動機等）。 

（2）社會文化因素:如傳統文化、價值觀、政府立法及政治措

施、勞力市場供需、物價水準等。 

2、與組織有直接相關的因素: 

（1）工作本身：如工作自主程度、變化程度、從工作中知道

成果的程度、工作重要性等。 

（2）工作中的人際關係因素：如上司與下屬間的關係、同事

間關係等。 

（3）工作情境因素:如薪資、陞遷機會、工作保障等。 

（二）Seashore & Taber（1975）歸納與工作滿足相關的主要變項整理

出一個概念性架構圖形，如圖 2-2，最具參考價值。該圖將影

響工作滿足的前因變項，歸納為兩大類（許士軍，1994）： 

1、環境變項 

（1）政治及經濟環境，如失業率等； 

（2）職業性質，如職業聲望等； 

（3）組織內部環境，如組織氣候、組織規模、領導行為等； 

（4）工作與工作環境，如工作特性等。 



 

2、個人屬性變項: 

（1）人口統計特徵，如年齡、性別、婚姻等； 

（2）穩定人格特質，如價值觀、需要等； 

（3）能力，如智力、技能等； 

（4）情境人格，如動機、偏好等； 

（5）知覺、認知與期望等； 

（6）暫時性人格特質，如憤怒、厭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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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 

個 體 總 體

 

圖 2-2  工作滿足前因變項與後果變項圖 

資料來源：Seashore, S. E. & Taber, T. D.(1975). Job Satisfaction And Correlation. 
American Behavior & Scientists, 18,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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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也將工作滿足的後果變項，歸納為三大類: 

（1）個人反應變項：如退卻、攻擊、工作績效、知覺歪曲、

疾病等； 

（2）組織反應變項：如品質、生產力、流動率、曠職、怠工

等； 

（3）社會反應變項：如國民生產總額、疾病率、政治穩定性

、生活品質等。 

（三）儘管 Seashore ＆ Taber 的努力對工作滿足上的研究有著空前

的寶貴貢獻，然而從整個模式中我們不難發現，工作滿足的變

項模式針從「內容理論」衍生而來，缺乏「程序理論」的推演

；於是 Wexley ＆ Yukl（1977）乃提出一個決定工作滿足因素

假設之模式，如圖 2-3 所示。 

 
需求、價值 
個人之特性 

當代社會之比較 
當帶社會之影響 
早期的工作經驗 

補償、報償 
管理方式 
工作本身 
工作伙伴 
工作安全 
升遷機會 

期望的工作環境

實際的工作環境

期望的工作環境

 

 

 

 

 

 

 

 

 

      圖 2-3  決定工作滿足因素假設之模式 

資料來源：Wexley, K. N. & Yukl, G.. C.(1977).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Personnel 

Psychology，p109, Homewood, III: Richard D. I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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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xley & Yukl 認為對員工「期望的工作環境」和「實際的工作

環境」的瞭解，有助於決定員工工作滿足；期望的工作環境，與個人

的需求、價值、個人特性、當代社會之比較、早期工作經驗和參考群

體的影響均有聯帶的關係。而實際的工作環境，則受補償、報酬、管

理方式、工作伙伴、工作安全性及升遷管道所決定。 

四、工作滿足的衡量 

  工作滿足在指員工對其工作環境的知覺或滿足狀況。而所謂之

環境則由工作本身、上司、薪資、工作伙伴及陞遷五項因素形成。其

整體的滿足及其各構面之滿足的衡量，依據（Smith ,Kendall & Hulin

，1969）三位學者所發展出來的工作說明量表（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來衡量員工工作滿足程度，共分為工作本身、薪資報酬、昇遷

狀況、上司關係及工作伙伴五個構面。 

1、工作本身：指工作者對於其現在工作的創造性、變化性、成

就感、被尊重等個人身心方面感覺滿足的程度。 

2、薪資報酬：指工作者對於其所獲工資、各種獎金、津貼等方

面感覺滿足程度。 

3、昇遷狀況：指工作者對公司所給予的昇遷機會及其對在公司

內的前途所感覺滿足的程度。 

4、上司關係：指工作者對於其直屬上司的督導、作風感覺滿足

、相處關係感滿足的程度。 

5、工作伙伴：指拍工作者對工作在一起、互動頻繁、職務類似

的同仁，彼此間表現的各種交流情形所感覺滿足的程度。 

由此五構面得分的加總即可獲得員工整體工作滿足的程度，得分

愈高，表示工作滿足度愈高，得分愈低表示工作滿足度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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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滿足的衡量型態 

  Wanous & Lawer（1972）根據各學者衡量工作滿足目的之差異

，將工作滿足區分成整體工作滿足與特殊構面的工作滿足，並將其歸

納為九種型態，茲分述如下: 

（一）工作滿足是工作上所有構面滿足的總成。 

JS（工作滿足）＝（工作各構面的滿足） 

著名的 Job Descriptive Index 即是採此種定義，簡而言之，

整體工作滿足是工作構面滿足總和的函數。 

（二）工作滿足是工作上各構面的滿足與其重要性乘積之總和。 

  JS（工作滿足）＝（重要性 x 各構面的滿足） 

（三）工作滿足是目前在工作上需求滿足程度的總和。 

  JS（工作滿足）＝Σ（目前的滿足） 

工作滿足也曾被認為是在工作構面上達成目標或實現需求的

總和，在 Porter 的研究中目標的達成或實現曾被認為是在特

定工作構面中，對目前實際情形的一種反應。 

（四）工作滿足是目前在工作上需求滿足的程度與其重要性乘積之總

和。 

JS（工作滿足）＝Σ（重要性 x 目前的滿足） Vroom（1967

）曾經提出與上述公式類似的模式，認為整體工作滿足即等於

Vroom 的「對工作的誘力」。工作層面的重要性即工作結果的

誘力，而目前的滿足即 Vroom 的「工作所得到的結果之工具價

值」。 

（五）工作滿足是個人認為應得的與實際所得的之滿足程度差距的總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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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工作滿足）＝Σ（應得的一實際所得的） 

滿足被視為一種差距。Porter（1961）將工作滿足界定為：對

「實際所得」與「應得到的」兩者反應間的差距。統計兩種型

式題目反應的差異，並將各工作構面的差異作一總和，即為工

作滿足。 

（六）工作滿足是個人認為應得的與實際所得的之差距乘上每一需求

的重要性之總和。 

JS（工作滿足）＝Σ（重要性 x 應得的一實際所得的） 

（七）工作滿足是個人期望得到的與實際得到的滿足之差距的總和。 

JS（工作滿足）＝Σ（期望獲得的一實際獲得的） 

在明尼蘇達的研究中，工作滿足被界定為:對工作期望獲得的

滿足，與實際獲得的滿足之差距的總和。而 Locke 亦認為，當

欲望不能實現將引起不滿足。而滿足即欲望或理想與實現之間

比較的結果。 

（八）工作滿足是個人期望得到的，與實際得到的滿足，乘上每一需

求的重要性，再求總和。 

JS（工作滿足）＝Σ[重要性x（期望得到的一實際得到的） 

Locke 認為，重要性已從實際和理想問的差距之總和而決定影

響工作層面的程度，因此，與重要性相乘是多餘的。 

（九）工作滿足是需求的重要性，與目前實際的滿足之差距的總和。 

JS（工作滿足）＝Σ（重要性一實際所得的滿足） 

此一公式的主要爭議在於 7一 7=0 的差距（高重要性與高實際

表現）被視為等於 1 一 1=0 的差距（低重要性與低實際表現）

。因為後者所代表的也許比前者更不滿足（如果個人的需求是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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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作滿足的量表 

根據上述九種操作型定義，究竟一個理想的工作滿足量表應該包

含哪些構面?迄今尚無定論。茲列舉幾個較常用的工作滿足量表如下

： 

（一）工作說明量表（Job Descriptive Index，簡稱 JDI） 

  為目前衡量工作滿足量表中最為廣泛使用的，該量表由 Smith

，Kendall & Hulin（1969）等人發展而成，其將工作滿足分為五個

構面，即工作本身、薪水、陞遷、同事、直屬上司等，每一層面由九

至十八個題目組成，為一種形容詞檢核量表，填答者依每項題目是否

適合描述其工作，在「是」、「不確知」、「否」三項中擇一做答，並分

別給予 3 分、l 分、0 分。各分量表的得分即代表填答者在各構面上

的滿足情形，五個分量表的總分即代表對工作整體滿足情形，分數愈

高愈滿足。由於該量表描述是來自受試者對工作的評價，而非其對工

作的感覺，因此 JDI 屬於間接地衡量工作滿足（Harpaz,1983）。 

（二）明尼蘇達滿足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簡稱

MSQ）。 

  該量表由 Weiss, Davis, England &  Lofquist（1967）等人

編製而成。MSQ 衡量工作環境二十個層面的滿足情形，各層面由五等

量表來衡量，從非常滿足給 5 分，到非常不滿足給 1 分（Gillet & 

Schwab, 1975）。 

上述量表曾由國內學者吳靜吉、廖素華（1976）修訂編譯完成，

量表包括 20 個題目，依據相關文獻探討所獲得之操作型定義，顯示

本量表可測量工作者的內滿足、外滿足及整體滿足等構面，相關構面

操作型定義如下： 

1、內滿足：指員工從工作本身中得到的成就感、表現機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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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機會等帶來的滿足程度。 

2、外滿足：指員工對公司之薪資及各種福利制度的滿足程度。 

3、整體滿足：綜合內在滿足與外在滿足，以及工作環境、工作

時間安排等整體性滿足程度。 

（三）工作診斷調查表（Job Diagnosis Survey，簡稱 JDS） 

  本量表是由 Hackman & Oldham（1975）所發展，用以衡量工作

對其工作之情感性反應，計有 21 道題目，由受試者填答，可測量出

其一般滿足（指工作者對其工作感到滿足、愉快的程度）、內在工作

動機（指工作者能自我激勵以有效地完成工作的程度）及特殊滿足（

包括工作安全感、待遇、社會滿足、督導、成長滿足等五個方面的滿

足程度）。本量表曾經由國內洪清香（1979）於研究「工作特性對教

育行政人員工作滿足之影響」時修訂完成。 

 

七、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之相關性研究文獻 

依據 Hackman & Oldham（1975）工作特性模式，五項核心的工作

構面，透過三種心理狀態，進而影響個人的行為、工作表現、工作滿

足等。據此可知，工作特性乃為工作滿足的前置變項，而後者即前者

的結果變項。一般有關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之關係的研究顯示，工作

特性與工作滿足間有正相關（洪清香，1979）。 

   有些研究者顯示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間的關係會受其他因素

影響，如工作價值、成長需求強度、職位階層等（Hackman & Oldham, 

1976）。 

 

八、個人特徵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一）性別與工作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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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性別與工作滿足的關係，至今尚無定論。部分研究發現 男

性的工作滿足高於女性（黃麗華，1995；黃瑩宵，1982），原因可能

是女性通常位於較低的職位，因此薪水較低，升遷機會也較男性少，

所以女性在性別上較男性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 

      Hulin & Smith 則認為性別本身不影響工作滿足，而是一

些與性別有關的因素，如薪資、升遷管道、工作階層等交互影響工作

滿足（Hulin & Smith，1964）。 

（二）年齡與工作滿足 

 大多數的研究發現:年齡與工作滿足呈正相關，年齡愈大者工作

滿足程度愈高（Hulin & Smith，1965；黃麗華，1995）。可能是工作

滿足是取決於員工期望水準與實際水準的差距愈小，滿足程度愈高，

而員工隨著年齡增加，愈了解本身工作，也愈能接受現實狀況，因此

差距愈小，工作滿足愈高。另外，隨著年紀的增長，人們會調整其對

工作價值的看法，所設定的目標也會較切實際，因此在較易達到目標

的情況之下，工作滿足感也會較高。 

 Herzberg（1993）研究發現年齡與工作滿足呈 U 字型曲線關係

。剛開始時滿足程度提高，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過某一階段後

滿足程度又與年齡呈正向變動，二者呈 U 型。亦有相當多研究者發現

工作滿足與年齡並無顯著相關（黃世忠，2002；張嫣紅，2003）。 

（三）教育程度與工作滿足 

 教育程度與工作滿足的關係有三種研究結果: 

1、教育程度與工作滿足呈正相關，教育程度愈高者，工作滿足

程度會愈高（黃麗華，1995）。原因是教育程度帶來高的工作

報酬，此外受過高等教育，表示接受過更多的正式訓練，擁

有更多的專業知識來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因此教育程度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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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工作滿足程度較大。 

2、教育程度與工作滿足呈負相關，教育程度愈高者，工作滿足

程度愈低（許士軍，1977；張嫣紅：2003）。可能是因為教育

程度高者，渴望工作能滿足其較高層次需求，對工作的要求

相對提高，因此較不易滿足。 

3、教育程度與工作滿足無顯著相關（黃世忠，2002）。有人感

到強烈的工作滿足，有人則是極端不滿足，推斷而言，教育

程度與工作滿足無顯著相關。而影響一個人工作滿足與否的

原因源自他對工作的看法與評價。 

（四）婚姻狀況與工作滿足 

 一般的研究大都發現已婚者的工作滿足程度高於未婚者（許士

軍，1977；黃麗華，1995）。因為已婚者在生活上較有安全感，此安

定的情緒延伸至工作上，對工作較容易滿足。另外，已婚者視工作為

維持家計的主要來源，對工作的要求較符合實際，因不滿足的情況也

較未婚者少。許士軍認為已婚者之滿足程度較高，婚姻狀況對於人的

期望水準、心理成熟、安全感重視都有密切的關係（許士軍，1977）

。 

（五）職位階層與工作滿足 

 一般說來，職位愈高者，工作滿足程度愈高，並在自我尊重、

自主性、和自我實現需要的滿足上，中低階層管理者明顯的低於高階

管理者（Hoppock，1935；Porter & Lawler，1964；Blauner，1966

）。Blauner （l966）認為職位階層差異之所以會影響工作滿足，乃

是因為職業聲譽、控制權、工作群體的組合、及職業社區的緣故。另

外國內也發現：管理人員之工作滿足比非管理人員高，高階層者的工

作滿足較低階層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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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服務年資與工作滿足 

關於年資與工作滿足之關係，各有不同的研究結果: 

1、年資與工作滿足呈正相關，年資愈長，其工作滿足愈高（許

士軍，1977；黃麗華，1995）。 

2、年資與工作滿足呈 U 字型，即初入組織時滿足程度較高，稍

後降 低，工作數年後，工作滿足再繼續上升（Herzberg，1957

；Smith & Hulin，1969）。此可能是剛進一個組織時，升遷

的機會較多，因此滿足程度較高；至中間年資時因競爭激烈

，不易升遷，因此工作滿足較低；在公司待得比較久的員工

，已清楚了解自己的能力與表現，工作滿足再度提高。 

3、年資與工作滿足呈現負相關，年資愈長工作滿足愈低（Gibson 

& Klein，1970）。 

4、年資與工作滿足無顯著相關（黃世忠，2002）。 

   

依據以上對工作滿足有關文獻加以探討，考量本研究個案首長警

衛特性，爰以內滿足、外滿足、整體滿足作為本研究工作滿足之變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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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人格特質與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 

在工作滿足方面，依據人格特質之定義不同，滿足之層面及程度

亦會有所不同。以內外控取向人格特質而言，Spector（1982）指出

，內控人格與工作滿足呈正相關，內控者之工作滿足程度顯然也比外

控者來得高，其理由有下列四點： 

（一）內控者傾向於時常採取行動，對於感到不滿足的工作，他們會

棄之而去。因此不滿足的內控者是比較少。 

（二）在績效與獎勵結合的情形下，內控者可能有較好的績效表現，

並能獲得較多的利益。 

（三）內控者在升遷方面較快，並有較好的調薪。因為組織職位與工

作滿足有正相關。 

（四）就知覺一致性理論來說，內控者若選擇留在某個情境裡，則他

們會重新以較支持的態度去評估該情境，使其態度與行為得以

一致。 

另就五大人格特質理論而言，如外向性等亦與工作滿足呈正相關

。內控者與外控者在基本特性上也有所差別，由於內控者堅信他們對

組織能有直接與有力的影響，而且認為這是他們自己所能控制的。例

如內控者相信他們的行為能改變工作的環境，而且他們也確實會設法

去達成，但其前提是努力是會獲致預期的結果獲得到獎勵。如果情況

不能達到預期結果，則內控者在控制知覺上會與外控者沒什麼二樣。

但對於外控者而言，他們較為循規蹈矩與順從（Spector,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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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 

  就工作所處的職業階層而言，一般研究大都支持 Hoppock 

(1935)的觀點，認為工作滿足隨著職業階層的提高而增加。Locke 

(1973)的研究則指出:工作者所重視的工作特質隨著職業階層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藍領工作者所重視的工作特質以外在工作特質居多，如

:溫度、工作量等;而白領工作者則以內在工作特質居多，如責任感、

挑戰性等。由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不但職業階層較高，工作滿足也

就較高，而且不同的職業階層所重視的工作特質，亦有所不同。 

  不過 Gruenberg(l980)的研究則指出，工作的外在特質，如薪

資、工作的環境等，對非技術工作者、半技術工作者及辦公室工作者

，比對技術工作者或專業技術人員更能影響整體工作滿足;但是對所

有的職業類別而言，工作的內在特質，如工作性質有趣、能充分表達

意見及自我實現等，都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工作外在特質之所以會對

藍領工作者有較高的影響力，是因為藍領工作者的工作本身較缺乏工

作內在特質，既得不到工作內在特質的實現，便透過社會調適的機制

，而提高了對於較易實現的工作外在特質之重視。由 Gruenberg 的觀

點來看，會造成不同職業階層者對所重視的工作特質有不同的調適，

乃是不同職業階層有不同的工作特質所造成的，這往往造成了不同職

業階層者在工作滿足上並沒多大的不同。 

  其他有關於各向度的工作特質對工作滿足之影響的研究中，

Herzberg (1993)認為工作的成就感、擔任重要責任等激勵因素最能

影響工作滿足，而薪資、安全性等保健因素只能使工作者不會工作不

滿意，卻不能增進工作滿足。但 Kalleberg (l977)對於各個工作特

質對工作滿足所造成的影響，卻有著不同的研究成果;他發現工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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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內在報酬和財務報酬對整體工作滿足最有影響力，其中財務報酬

在 Herzberg 的理論中卻是屬於保健因素的，也就是說，Herzberg 認

為薪資並不會促進工作者的工作滿足，只會使工作者不會工作不滿意

，但從 Kalleberg 的研究卻可看出，財務報酬對工作滿足還是有著重

要的影響力;另外，Gerhart(1987)的研究亦指出，薪資對工作滿足有

著顯著的解釋力，這也都說明了薪資對工作滿足的重要性。另外，

Hellriegel 和 Slocum (1989)的研究指出，無聊的、重複的、缺乏挑

戰性及自主性的的工作，是引起工作者不滿意之重要因素;Hackman

和 Lawler(1971)指出，當工作富有較佳的變化性、自主性、完整性

和回饋性這四個向度的工作特質核心構面時，工作者將有較佳的工作

表現與工作滿足。Aldag 和 Brief (1975)對 Hackman 和 Lawler(1971)

的理論做驗證性的研究，亦發現變化性、自主性、完整性和回饋性和

整體工作滿足有正相關;而依照黃國隆(1982)將國內外工作特質與工

作滿足有關的研究綜合整理之後的結果，可以看出變化性、自主性、

完整性及回饋性等工作特質越佳的組織，它的員工工作滿足的程度越

高，相對的，若上述的工作特質越差，員工的滿意度使越低落;黃毅

志(1999a)則發現職業社經地位越高，工作滿足越高，這是因為高社

經地位職業之工作特質中的專業性、自主性、安定性高，勞累性低，

工作受尊敬、貢獻大，收入高，較無過度教育的問題所致。 

  另某些工作特質，如專業性、自主性、挑戰性、安定性、受尊

敬程度、貢獻性、人際關係、高工作報酬等（郭丁熒，1998），對工

作滿足亦有正向影響，這些工作特質可稱為正面的工作特質;某些工

作特質，如勞累性、例行性、過度教育等，則對作滿意有負影響，這

些特質則可稱為負面的工作特質。至於哪一項工作特質對作滿意的影

響力較高，或許難有定論，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在探討工作滿足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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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絕不可忽視了工作特質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