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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個人與組織契合度 
一、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之定義 

對於個人和其工作環境之間的“ 契合＂（fit）這個議題，研究

組織行為學家和工業組織心理學的學者長久以來都保持著高度的興

趣。此契合是指個人和環境互相得到供需平衡，通常以個人與環境契

合（person-environment fit or P-E fit）來統稱。但是這個詞卻

包含了許多不同的意義，例如：個人與工作的契合（person-job fit 

or P-J fit）、個人與組織的契合（person-organization fit or P-O 

fit）、個人與群體的契合（person-group fit or P-G fit）、個人與

主管的契合（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等，而這些概念在不同

的文獻中都有被研究過（莊璦嘉、蘇弘文，2005）。 

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可定義為個人與所屬的組織之間具有一致性

或適配度(Autry & Daugherty, 2003; Kristof, 1996)，包含價值或

目標的一致性(Chatman, 1991; Schneider, 1987)；或者是組織本身

能夠滿足個人的需求、渴望與偏好(Kristof, 1996)；也是任何個人

特質和組織特徵的契合（莊璦嘉、蘇弘文，2005）。因此，若工作的

特性與員工的期望能夠相互配合，就具備良好的一致性或適配度；反

之，若員工的個人與組織契合程度低落或不一致時，將會影響到員工

對於組織的留職意願與離職傾向（Autry and Daugherty, 2003；

Kristof, 1996；O＇Reilly, Chatman,＆Caldwell, 1991；Schneider, 

1987）。 

廣義而言，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可定義為「員工之個人特質、信仰、

價值觀與組織文化、策略需求、規範與價值間的一致程度」(Bowen et 

al., 1991; Bretz et al., 1989; Rynes & Gerhart, 1990)，其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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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範圍甚廣，因此不同的學者在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研究重點上亦不

同，大致上可區分為三大方向（江達隆，2003），如表2.1所示： 

（一）組織文化觀點 

有關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研究內容，最為豐富的是以組織文化契

合度程度來定義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其核心概念為組織文化中的價值

觀，也就是以價值觀做為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與否的重要指標。 

    雖然組織文化與組織價值觀在字面上不同，但基本上組織價值觀

是組織文化的核心因素，價值觀的契合度也是員工與組織文化契合的

關鍵。所以不論是以價值觀或是文化的角度來探討個人與組織契合度

的主題，其意義是相同的。價值觀契合度的相關研究，大多嘗試分析

組織成員間價值觀契合度對個人工作效能的影響，但是所採用的個人

效能指標不盡相同，而個人效能指標包括組織承諾、工作滿足、離職

意願與組織公民行為等。 

（二）組織目標觀點 

藉由組織目標的角度來探討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主要認為當員工

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間相似度越高時，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也越高，此

將使得員工與組織在彼此互動下達成目標。 

（三）供需利益觀點 

以個人與組織間供需觀點來討論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強調員工以

本身工作能力換取組織所提供之報酬，而組織亦提供各項工作條件以

吸引員工為組織貢獻，當彼此越能符合對方之利益需求，則契合度也

就越高。 

通常此類的研究以員工的工作價值觀來作為其「需求」與「供給」

的衡量項目。因為工作價值代表了員工為何工作及如何努力工作以獲

得其所求的目標，此與需求、供給的概念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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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研究觀點 

研究觀點 主 要 內 容 主 要 學 者

組織文化 以組織文化中的核心概念也

就是價值觀，做為個人與組織

契合度與否的重要指標。 

O＇Reilly（1989）；Cooke &

Rousseau（1988）； 

O＇Reilly,Caldwell & 

Chatman（1991）；Harris & 

Mossholder（1996） 

組織目標 藉由組織目標的角度來探討

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當員工與

組織目標間相似度越高時，個

人與組織契合度也越高。 

Schneider（1987）；

Vancouver, 

Millsap & Peter（1994）  

供需利益 以供需觀點來討論個人與組

織契合度，強調員工以本身工

作能力換取組織所提供之報

酬，而組織亦提供各項工作條

件以吸引員工為組織貢獻，當

彼此越能符合對方之利益需

求，則契合度也就越高。 

Vancouver & Schmitt

（1991）； 

Turban & Keon（199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之面向 

大多數的學者對於個人與組織適配度的定義相近，然而Kristof 

(1996)指出，個人與組織契合度（P-O fit）的一致性，基本上可以

由兩個面向加以探討。 

（一）補充性契合度與互補性契合度 

第一個面向為補充性契合度（supplementary fit）與互補性契

合度（complementary fit）。前者是基於補充的觀念，指個人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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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之間有相似或相符合的特性，通常是用來衡量「價值觀的一致」，

也就是個人的價值觀與組織文化的價值觀系統的相似性，人們會被相

似的人所吸引且信任他們，因為可以彼此分享價值觀，有較好的溝通

與增加社交互動的機會，降低不確定性，並增加人際關係，因此價值

觀的相似性可以影響員工行為。而後者是基於互補的觀念，當個人或

組織可以提供另一方之需求時就會發生，可以視為是「心理需求的實

現」（引自倪家珍，2005）。 

（二）需求－供給與需要－能力 

第二個面向是將互補性契合度再區分為需求－供給

（needs-supplies）與需要－能力（demands-abilities）兩種觀點

來探討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由需求－供給觀點來看，當組織可以滿足

個人的需求、慾望與偏好時，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則應運而生（Kristof, 

1996）。而由需要－能力的觀點來看，當個人的能力可以符合組織的

需要時，則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即會因而產生（Kristof, 1996）。圖

2.1所示即Kristof（1996）對於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之解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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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                                  個人 

 

圖2.1個人與組織契合度概念圖 

 

資料來源：Kristof, A. L. (1996).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Its Conceptualizations, Measurement, and Implications. 
Personnel Psychology, 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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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2.1可知，補充性契合度（supplementary fit）表示個人與

組織基本特徵間的關係（箭頭a）。組織的特徵包括組織文化、氣候、

價值觀、目標與規範等；而個人的特徵則有人格特質、個人的價值觀、

目標與態度。當組織的特徵與個人的特徵相符時，則視組織與個人之

間存有補充性適配度（Kristof, 1996）。 

此外，我們可由供給與需求這兩個構面檢視個人與組織之間的互

動與關係（如虛線所示）。組織在供給面會提供個別員工財務上、物

質上與心理層次的資源，同時也會提供工作關係、人際關係與成長機

會等等。當組織的供給面符合個別員工的需求面時，則個人與組織間

需求－供給的關係即存在（箭頭b）。同樣地，對於組織的需求面而

言，組織需要時間、努力、承諾、知識、技術與能力等資源來執行其

功能，而員工能夠提供組織這些資源，因此組織與個人間需要－能力

的關係即存在（箭頭c）。以上這兩種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需求與供給

之關係，稱之為互補性契合度（complementary fit）。因此，Kristof

（1996）將個人與組織契合的定義歸納如下：  

1.個人與組織至少有一方，可以滿足另一方的需求； 

2.個人與組織彼此之間，具有類似的特質； 

3.以上兩者皆具備。 

然而，若根據以上的定義來衡量個人與組織之間的契合程度，則

需要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與努力，才有可能將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問

卷建構完成。因此Kristof（1996）在對於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文獻

回顧中指出，過去學者對於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探索，可分為四大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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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人的價值觀與組織的價值觀具有一致性(Chatman, 1991)。 

2.個人的目標與組織領導者和同儕的目標具有一致性

(Schneider, 1987)。 

3.個人的偏好或需要與組織的系統和結構能夠相互契合。 

4.個人的人格特質與組織氣候能夠相互契合。  

由此看來，在以往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研究中，學者大多以同一

個構面上來檢視個人與組織的互動關係，例如：個人與組織的價值觀

具有一致性或目標的一致性(Autry & Daugherty, 2003)。但是Autry

＆Daugherty（2003）二位認為應分別由個人態度與組織文化兩個構

面來檢視個人與組織的契合度。他們指出過去學者慣以單一構面來檢

驗個人與組織的契合程度，因此進而提出以個人態度與組織文化雙構

面的觀點，來探討個人與組織的契合度。 

本研究對於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概念，亦依據Autry＆Daugherty

（2003）二位學者的建議，不再將個人與組織契合度放在同一個構面

上探討，而是以個人態度與組織文化雙構面的觀點來探討個人與組織

的契合度，並將組織文化分為：公司政策、上司或管理者、同儕等三

類(Autry & Daugherty, 2003; Schein, 1992)，依據以上的敘述，

個人與組織的契合度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1.個人與組織政策的契合度（company fit）。 

2.個人與主管的契合度（supervisor fit）。 

3.個人與同儕的契合度（co-worker fit）。  

三、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之相關研究 

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研究，早期是建構在吸引－甄選－存留 

（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ASA）的分析架構上，當個人

與組織的背景特質相似時，會互相吸引；反之，當所認知到的價值觀

及目標與組織不配合時，便會選擇離開組織(Schneid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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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man(1989)以互動的觀點提出「個人與組織契合」模式（如圖

2.2），首先個人和組織會經由選擇及甄選的方式，找到與自己價值

體系較適合的對象，然後組織對新進人員透過社會化過程來影響其想

法，而新成員亦經此社會化過程明瞭組織共有的價值觀、行為準則及

各項表徵活動，當組織價值觀與個人價值觀間存有一致性，則個人與

組織的契合度與組織承諾就越高，且越不容易離職；但若與原先期待

有差距，則可能影響到個人的價值觀、角色外行為及留職意願，換言

之，組織透過對員工的甄選及社會化，提升個人與組織的契合程度。

正因為此種觀點的提出，後續研究中便多以價值觀契合的角度來探討

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相關主題；但多數研究重點在組織甄選及招募新

進人員時，應考慮其個人與組織間的契合度，使其在進入組織後能有

較佳的工作結果（如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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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個人與組織契合度模式 

 

資料來源：Chatman, J. A. (1989). Improving Interactional Organizational 
Research:A Model of Person-Organization Fi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4, 333-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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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高，組織成員的組織承諾就越高，且較不容易離職。 

Chatman (1991)以會計師事務所新進人員為研究對象，證實新進

人員的價值觀與組織價值觀契合度越高，則工作滿意度越高；另外，

Harris＆Mossholder(1996)的研究則顯示價值觀契合與組織承諾間

之關係，即契合效果與工作滿足及留職意願呈正相關。 

國內針對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的研究如下： 

組織承諾的部份，郭建志（1992）；任金剛（1996）；張悅玲（2003） 

證實個人與組織價值觀契合與組織承諾呈現正向關係；邱瓊萱等人

（2001）所做主治醫師價值觀契合度對組織承諾關係的探討中發現，

當主治醫師認為醫院越重視「對醫師的尊重與照顧」，則醫師的組織

承諾會越高，當其認為醫院越重視「醫院的成長與延續」，醫師的組

織承諾就會越低。陳蕙君（1998）的研究則是以國內金融服務業之新

進人員為研究對象，結果顯示當個人與組織間價值觀愈一致，則新進

員工對該組織之適應程度愈高，且個人與組織契合度會影響員工組織

承諾及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的部份，鄭仁偉、郭智輝（2004）；洪維宏（2004）；

洪麗真、林淑萍（2006）在關於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工作滿足的研究

中發現兩者呈現正向相關。 

工作績效的部份，江錦樺（2001）在針對國內某高科技公司的研

究中發現當個人的人格特質與組織文化契合時，對工作績效會產生正

面影響。郭建志（1992）；任金剛（1996）的研究中則證實當價值觀

契合時，可透過促進員工的工作滿意，使組織成員的工作績效獲得提

升。 

組織公民行為部分，鄭仁偉、郭智輝（2004）研究發現較佳的個

人與組織契合程度，會影響員工之組織公民行為表現；莊璦嘉、林惠

彦（2005）以三大知名服務業廠商直營店的店主管和店員為研究對



                                          19

象，發現個人組織適配與組織公民行為、組織承諾、工作滿意為正相

關；而與離職意圖為負相關。茲將上述有關個人與組織契合度之相關

研究整理如表2.2所示： 

 

表2.2個人與組織契合度相關研究 

研 究 學 者 研 究 變 項 研 究 結 果

Schneider（1987）；Chatman（1989）；

O＇Reilly,Caldwell & Chatman（1991）；

Harris & Mossholder（1996）；Vigoda-Gadot 

＆ Ben-Zion(2004)；莊璦嘉、林惠彦（2005）

離職傾向 

（留職意願） 

負相關 

（正相關） 

Chatman（1991）；Harris & Mossholder

（1996）；陳蕙君（1998）；鄭仁偉、郭智輝

（2004）；洪維宏（2004）；莊璦嘉、林惠彦

（2005）；洪麗真、林淑萍（2006） 

工作滿足 正相關 

Chatman（1989）；O＇Reilly, Caldwell & 

Chatman（1991）；Harris & Mossholder

（1996）；Valentine,Godkin,＆

Lucero(2002) ；郭建志（1992）；任金剛

（1996）；陳蕙君（1998）；張悅玲（2003）；

莊璦嘉、林惠彦（2005） 

組織承諾 正相關 

Matteson＆Ivancevich(1982) 工作壓力 負相關 

郭建志（1992）；任金剛（1996）；江錦樺（2001） 工作績效 正相關 

O＇Reilly＆Chatman(1986)；鄭仁偉、郭智輝

（2004）；莊璦嘉、林惠彦（2005） 
組織公民行為 正相關 

資料來源：廖敏惠（2001）及研究者補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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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壓力 
一、工作壓力定義 

國內外學者針對工作壓力所下定義未完全一致，茲說明如下： 

Beehr & Newman (1978)認為工作壓力為一種與工作有關的因素

和工作者交互作用之下，改變工作者脫離心理、生理的正常狀態的

一種情況。 

Caplan & Jones (1975)認為工作壓力是工作環境特性對個人造

成威脅的任何現象，它可能是超過其負荷的要求或無法滿足其需要

的匱乏狀態。 

Cooper & Marshall (1976)將工作壓力視為環境因素對個人直

接的衝擊和影響，及對壓力源產生行為的反應。 

Fleming, Baum, & Singer (1984)認為工作壓力為一種概念化

的過程，它隱含個人對於危脅等刺激之認知與反應。 

Jamal (1984)認為工作壓力是個人對於可能威脅其本身之工作

環境之反應。 

李明書（1994）認為工作壓力是指工作相關情境因素與個體產

生交互作用，促使個體產生交互作用及調適反應的一種狀態，個體

若無法控制這些情境因素造成的不利後果，便會產生工作壓力。 

侯望倫（1984）認為工作壓力為一種在與工作有關的因素及工

作者交互作用下，改變個體心理與生理狀態的結果。 

陳志偉（1996）認為工作壓力是工作者在工作環境下與壓力源

交互作用的結果。 

黃清信（1993）認為工作壓力為個人主觀知覺到工作環境之需

求（限制或機會）與個人能力（或期望）能配合，因而破壞原先個

人在生理、心理及行為上的穩定狀態，而改變一種不穩定狀態。 

黃榮真（1992）認為工作壓力是只因工作相關因素而引起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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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促使外在環境的要求與個人內在的能力產生交互作用之差異，

而導致不平衡之狀態。 

黃曉嫄、鄧子正（2005）認為工作壓力是在工作中或職場上所

遭遇的各種情境，經由個人與環境的認知互動過程，所產生在心理

或生理的影響。 

鄭文俊（1995）認為工作壓力為工作者在工作情境中，受到工

作特性的影響，所引發的生理或心理的反應程度。 

蕭武桐（1999）認為工作壓力是當個人面對一種機會、限制和

需求不確定的情境時所引起的壓力。個人只要對情境有所關切，而

結果卻是不確定時，勢必形成壓力。 

    經由上述學者所論述的工作壓力，大致可以將工作壓力的定義歸

類為三大類：1.視工作壓力為反應－此觀點認為工作壓力為因工作壓

力源所引起的任何生理、心理反應及行為；2.視工作壓力為來源－工

作場所裡任何會引起壓力的事件都是工作壓力源；3.視工作壓力為個

人與環境互動的歷程。 

二、工作壓力相關理論 

    生理學家 Walter Cannon 於 1914 年最早從事跟壓力影響的情緒

與生理反應之研究，其後心理學家、社會學家、管理學家及社會心理

學家等各領域學者紛紛投入壓力研究，其壓力研究也擴展到組織中，

由於學者研究角度不同，其理論也有很多種類（引自翁俊明，2001）。 

    繆敏志（1993）將工作壓力之理論歸納為心理學、社會學、社會

心理學及生物學等四個層面：  

（一）心理學理論 

    從心理學的觀點而言，當個體的行為與心理歷程無法應付生活上

的要求時，就會產生壓力。又可分為激發理論、精神分析理論、行為

理論及認知理論四種觀點。激發理論著重在生理及心理的喚起水準；



                                          22

精神分析理論著重在潛意識的作用；行為理論則重視刺激與反應的聯

結；認知理論則著重在個人的認知歷程。 

（二）社會學理論 

    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當人跟人之間互動的形式與其所構成的團

體有問題時，就會有壓力。社會學又可分為兩類：衝突理論著重在利

益或權力衝突與不協調；而角色理論著重於受外力影響無法執行其角

色義務時。 

（三）社會心理學理論 

    從社會心理學的觀點而言，當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因素無法適配，

就會產生壓力。社會心理學又可分為兩類：李文學派（Lewinian 

school）強調場地中相斥的動力或人格需求跟環境壓力無法配合時，

而社會系統理論（Social System Theory）著重在人格與角色無法適

配時。 

（四）生物學理論 

    生物學的觀點，認為個體的生活方式，若偏離原始人類所採取的

生活型式，就會產生壓力。生物學又可分為兩類，以生物精神醫學

（Biologicial Psychiatry）而言，認為工作壓力會引起生理症狀，

而生理症狀又再使工作壓力更惡化。以一般系統理論（General 

System Theory）而言，認為工作壓力從系統不平衡而來。 

三、工作壓力的來源 

Cooper, Steph., & Williams (1988)整合以往工作壓力研究，

發展出一套完整工作壓力源及壓力結果之評鑑工具－「職業壓力指

標」（Occuptional Stress Indicator，簡稱OSI），指標中將工作

壓力源分為六類： 

（一）工作本身因素：包括工作負荷、工作種類、薪資等。 

（二）經理之角色：包括角色定義、角色模糊及角色衝突（OSI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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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以英國之白領階級為對象，故此項因素稱為經理之角色）。 

（三）與他人之關係：包括工作中人際關係所引起之壓力。 

（四）生涯與成就：包括員工對生涯發展之感知、升遷機會和工作穩 

定性等。 

（五）組織結構和氣氛：包括組織內官僚結構、溝通和組織士氣等。 

（六）家庭與生活：包括家庭問題與工作相互影響。 

    蕭武桐（1988）認為工作壓力的主要來源，依研究顯示有下列各 

項來源： 

（一）A類型行為 

個人的需求、動機及行為型態會產生壓力，如 A 類型行為人的特

徵是：努力於工作競爭、較急躁和迫切式的生活方式，同時執行許多

活動的偏好，不斷地追求自我成就及完美。 

（二）事業的轉換 

    事業的轉換涉及新舊事物的改變及比較，當期望無法和事實相配 

合時就會驚訝而形成全面或負面的壓力。 

（三）工作上的偏見 

1.差別待遇造成女性員工的工作壓力。 

2.性別角色樣板因素造成工作壓力。 

3.社的隔離感形成工作壓力。 

4.工作與家庭衝突造成壓力。 

吳秉恩（1993）綜合國外學者的觀點，認為工作壓力的來源如下： 

（一）角色特性：包括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及角色負荷過重或不足所 

引起的壓力等。 

（二）組織特性：包括由於職務不輕或錯誤指派，以及參與決策須為 

決策品質所擔負的壓力。 

（三）群己特性：由別人對自己評價所造成的壓力，以及人際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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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壓力。 

（四）社會環境：如通貨膨脹，或工作機會的增加所造成的追求壓力。 

（五）實體環境：包括由工作條件或辦公室佈置所引起的壓力。 

（六）其他因素：例如財務壓力對企業主所造成的壓力，或自尋煩惱 

所產生的壓力，以及個人面臨生死離別、生活改變、婚姻改變 

的歷程所承受的壓力。 

    吳劍雄（1999）認為工作壓力的形成並非由單一因素所形成，不

僅與個人有關，而且也必須跟組織與社會一起做探討，方能窺知工作

壓力的全貌，並指出工作壓力的來源基本上可歸納為個人、組織與社

會三方面，分述如下： 

（一）個人方面 

1.生理層面：一個人身體的好壞，對其工作的狀態有關鍵影響，

身體較差，工作處理能力就較差，工作壓力較大。相對來說，

工作壓力大，也會影響身體狀態，這是一體兩面的。 

2.心理層面：影響個人的行為，主要在於心理層面，如一個凡事

急功好利的人，自然會有較大的工作壓力，因此，對工作過於

關注的心理，也會造成工作壓力。 

3.家庭層面：家庭可能是製造壓力的地方，當家中有些許不如

意，如夫妻吵架、小孩管教等問題時，也可能會反應在工作上，

而家庭與工作兼顧的問題，也是另一種壓力的來源。 

4.經濟層面：工作的目的固然是為了賺錢，但當個人經濟條件不

好時，個人的工作將變成最沉重的負擔，也因此直接的造成個

人會有較大的工作壓力。 

5.年齡層面：個人隨著年齡的增長，會有不同的工作壓力。年輕

時，初進就業市場，則有需要快速學習事物的壓力；而在中年

時，則會產生如中年危機等心有餘而力不足的狀況；老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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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面臨到退休的窘境。 

（二）組織方面 

1.工作環境：工作場所的環境，對個人來說影響也是最直接的，

如燈光、噪音、溫度、通風等條件，都是工作壓力的重要來源。 

2.角色要求：這跟員工在組織中扮演的角色功能有關，包括各種

角色衝突、角色模糊及角色過度負荷時，如領班在雇主與工人

之間，常有裡外不是人的狀況發生。 

3.人際關係相處：個人在工作職場中，與其他員工相處上所導致

的壓力，如員工間發生的衝突、競爭等。 

4.組織結構：主要包括組織的規定、管制、決策權歸屬、變革等

內部的制度。而大多的規定限制及員工缺乏決策參與，將會造

成工作壓力的來源。 

5.組織成長階段：主要包括創立期、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等，

而在創立期和衰退期，員工常會承受較大的工作壓力。 

（三）社會環境方面 

1.經濟不確定性：從整個經濟層面來說，是工作壓力的一個指

標。因為當經濟不景氣時，自然會影響到企業的營運成效，所

以身為員工也會有較大的工作壓力。 

2.政治不確定性：政局的穩定性、反映了投資環境良劣，直接衝

擊企業生存空間，因此如果政治不穩定，則員工與雇主都會有

較大的工作壓力。 

3.技術不確定性：現代科技一日千里，新技術常推陳出新，而這

種因時代潮流所產生的技術變革因應，也是個人所要面臨的工

作壓力來源之一。 

4.工作階層化：造成工作階層化的原因，在於社會的不平等對

待，如不同族群常造成不同的工作條件差別待遇，這也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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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力的來源。 

5.社會期待：在社會傳統價值中，對不同背景的人，會有不同的

工作期待，如對男人的工作要求比女人高，學歷高者要求較高

的工作表現等，這些也會形成工作壓力。 

另外彙整其他學者有關工作之壓力源如下(Corville & Bernardi, 

1999; Lemire, Saba, & Gagnon, 1999) ： 

（一）組織內壓力源 

1.工作特性：指工作任務之屬性，如工作變化性、自主性、重要

性、責任性、挑戰性及工作需具備之知識技能。 

2.工作負荷：當一個人的能力、體力不足以負擔其工作時，形成

超載現象，又分質與量的超載。量的超載指時間不足以完成多

量工作，質的超載指自身缺乏完成工作的能力。 

3.時間壓力：根據調查顯示，每個國家中絕大部分主管均認為時

間壓力，其最後期限是頭號壓力源。 

4.人際關係：在工作中與上司、同事、部屬及顧客間之關係良窳

與否均與工作壓力息息相關。 

5.組織結構及氣候：包括行為之各項限制措施、組織內政治傾軋

等。此與組織文化有相當關聯。組織文化主要由高階主管塑造

而成，部屬本身信念不相容時遂形成部屬之壓力源。 

（二）組織外壓力源 

1 家庭因素：家庭內親人相處問題或其他因素，可能導致個人情

緒不穩，導致無法安心工作，未達績效，造成工作壓力。 

2.經濟因素：雙薪家庭雖紓解經濟因素，卻也剝奪個人時間及體

力，產生了焦慮、疲勞等身體及精神壓力。 

3.個人因素：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服務年資等個人屬性

及人格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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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壓力相關研究 

工作壓力相關研究整理如表 2.3： 

 

表 2.3 工作壓力相關研究 

研 究 者 年 代 研究對象 研 究 結 果

Hackley 1990 從事聖職

者的妻子 

年齡與工作壓力呈負相關。 

Landsbergis 1988 醫護人員 工作特性與工作壓力之關係不受年齡、

性別、婚姻狀況，工作時數等影響。 

Sager 1991 銷售人員

與經理 

工作壓力與生活滿足呈負相關，而與工

作的複雜性呈正相關。 

Sager 1994 業務人員 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呈負相關。 

尹曉穎 1994 國營事業

精簡方案

被留用員

工 

針對中船、中化、中油、中工四家國營

事業在精簡人力之後的被留用員工進行

問卷調查，探討在精簡之後的組織承

諾、工作壓力、工作績效及工作滿足間

有顯著相關。 

王信景 1992 電子電器

業員工 

工作特性與工作壓力呈負相關，工作壓

力與離職意願成正相關。 

王秋慶 2002 嘉義縣市

地政事務

所員工 

（1）工作壓力的「焦慮」與組織承諾的

「留職與價值承諾、努力承諾」呈極顯

著負相關；（2）工作壓力的「低自尊」

與組織承諾的「留職與價值承諾、努力

承諾」呈極顯著負相關；（3）工作壓力

的「疲勞與憂鬱」與組織承諾的「留職

與價值承諾、努力承諾」呈極顯著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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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由上敘述，地政事務所員工所遭受

的工作壓力越大，則對繼續留任地政事

務所之意願及努力的認同就越低。 

吳娟娟 2001 台灣省中

區國稅局

國稅人員 

工作壓力之「焦慮」因素構面與組織承

諾之「認同」、「留職」因素構面呈顯著

負相關，「低自尊」與組織承諾各因素構

面呈負相關，疲累因素構面與努力、留

職承諾因素構面呈負相關。 

姜易慧 2003 校園實習

電台學生 

銘傳之聲與淡江之聲學生工作壓力顯著

高於政大之聲；而政大之聲的組織承諾

顯著高於銘傳之聲與淡江之聲。因此得

知：工作壓力越高，組織承諾越低。 

胡曉姍 1992 產業員工 工作調適性程度對工作壓力影響達顯著

差異；工作壓力與工作滿足呈負相關。

風貞豪、何若

湯 

2005 國小體育

教師 

（1）體育教師感受到中低程度的工作壓

力，其中以「工作負荷」的壓力最高；（2）

整體組織承諾屬中上程度，其中又以「留

職意願」最高，「努力意願」則較低；（3）

教學年資、職務狀況等背景變項會影響

工作壓力；（4）教學年資、學歷等背景

變項會影響組織承諾；（5）工作壓力各

構面與組織承諾各構面呈顯著負相關。

翁俊明 2001 華視工程

製作中心

人員 

工作壓力會影響組織承諾，且與其呈負

相關。 

 

郭明熊 1988 電子公司 工作壓力與工作壓力來源無直接關連，



                                          29

作業員 而與解決個人問題能力有強烈關連。 

曾怡錦 2003 台南市高

職教師 

教師工作壓力與教師組織承諾存在顯著

且負向的關係。 

黃宏建 2002 台中縣公

立國中教

師 

在「工作本身內在因素」與「工作中人

際關係」兩項，相對於「組織中的角色」

有顯著差異。「組織中的角色」及「組

織架構與氣氛」兩個層面是影響工作壓

力的重要指標。在「教師生涯發展」、

「組織架構與氣氛」及「工作中人際關

係」對教師產生的工作壓力影響較大。

黃淑嫆 

 

 

2004 台南市及

台南縣之

公、私立

幼稚園教

師 

幼稚園教師對工作壓力的感受程度，因

不同背景因素（婚姻狀況、兼任行政工

作與否、學校類別）而有顯著差異；但

不同背景因素（兼任行政工作與否、學

校類別及任教班別）對幼稚園教師的工

作壓力沒有交互作用影響。 

董倏亝 2005 統一企業

公司兩岸

員工 

組織承諾與工作壓力在兩岸均有顯著相

關，而且以台灣地區相關性較高。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綜合上述文獻資料可知，工作壓力之前因變項有工作特性、組織

特性、工作時間、人格特質等。後果變項有離職傾向、身心健康、心

理反應、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等。而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間有顯著

且負向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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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承諾 
一、組織承諾定義 

    近年來在組織行為理論當中，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一直是學者們所熱衷探討的重要課題。在組織理論的領

域當中，員工的組織承諾已成為管理者與研究者關注的主題之ㄧ（曾

怡錦，2003）。組織承諾的定義及相關測量，學者論述很多，各家觀

點也不同，茲整理幾種組織承諾定義如下： 

Mowday et al.(1982)認為組織承諾係個人對某ㄧ特定組織認同 

與投入之態度傾向的相對強度，具有價值承諾、努力承諾、留職承諾

等三構面。 

Thompson (1989)認為組織承諾係指員工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信 

念，並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為了組織的利益，員工能自動自發的

盡心盡力，而且員工有強烈的意願留在組織中。 

     Alpander (1990)認為組織承諾是一種對組織的正向態度，包

括：1.認同組織目標；2.工作會使員工感到快樂，認為工作是其本身

的ㄧ部份；3.對組織是一種忠誠情感的歸屬，因而願意繼續留在組織

中。 

    蔡寬信（1994）認為組織承諾是個人將組織目標與價值內化，對

組織有強烈的認同感和忠誠感，願意為組織付出ㄧ己之心力。 

陳孟修、林麗芬（2001）認為組織承諾是將個人與組織連結在一

起的態度或導向，或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越趨一致的過程。因此，組

織承諾是員工主動的一面，因個人對組織具有正向的態度，而產生對

組織的認同與投入。 

    王秋慶（2002）認為組織成員因為認同組織，對組織忠誠與信仰，

願意留下來付出努力，達成目標。 

    Robbins（2006）認為組織承諾是員工個人認同組織與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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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希望維持為該組織一分子的程度。 

    因此，我們可以說組織承諾乃個人對組織的認同與投入程度，包

括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強烈信仰與接受，願意為組織的利益而付出更

多的努力，並且明確希望能夠繼續成為組織的一份子。 

二、組織承諾相關理論 

    有關組織承諾理論茲說明如表 2.4： 

 

表 2.4 組織承諾理論彙整表 

理論 作 者 承諾分類 定 義 理 論 主 張

單 

因 

論 

Becker 

(1960) 

持續承諾 ㄧ種累積性而無

改變之投入狀態。

承諾是一種個人投資或

下注其本身資源之持續

努力的過程。 

行為承諾 個人對組織的成

本投資，這使得個

人與組織緊緊聯

繫在一起。 

雙 

因 

論 

Staw 

(1977) 

態度承諾 一種對組織強烈

認同以及投入。 

將承諾視為一種複合的

構面，主要將其劃分為

二大類：ㄧ類為態度承

諾，一類為行為承諾。

因此組織承諾的效果視

二種承諾的強度而定。

三 

因 

論 

Etzioni 

(1964) 

道德投入 ㄧ種對組織正面

且強烈傾向。乃是

對組織目標、價值

觀、規範本身以及

組織權力的認同。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多

重的建構。主要可分為

三類：道德投入、計算

投入及疏離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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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投入 一種基於理性的

交換利益及酬賞

之較低度關係。 

疏離投入 一種發現於剝削

關係中的負面傾

向。 

持續承諾 由先前個人的投

資及犧牲因此公

司才得以生存，所

以離開公司的成

本過高或者不可

能。 

凝聚承諾 對組織中社會關

係的依附，是公開

放棄以前的社會

規範或是由鼓勵

團體凝聚之儀式

所形成的。 

Kanter 

(1968) 

控制承諾 成員公開地放棄

以前的規範而以

組織的價值觀作

為其自我概念。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多

重的建構。主要可劃分

為持續承諾、凝聚承諾

以及控制承諾，不同於

Etzioni的分類。Kanter

主要從團體規範的角度

出發，將承諾的概念予

以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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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承諾 個人情感對組織

的依附程度。 

持續承諾 個人對於他離開

現在組織所面對

的成本及風險的

認知。 

Allen & 

Meyer 

(1990) 

規範承諾 一 種 道 德 的 承

諾，乃是個人對其

受雇組織所感受

到的責任與義務。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多

重的建構。綜合以往學

者對於組織承諾的探

討，分別以個人情感

面、成本和風險的認知

以及社會關係面將組織

承諾劃分為情意、持續

與規範承諾。 

資料來源：劉莉蘭（1994）。 

 

三、組織承諾模式 

組織承諾的研究已普遍在企業當中施行，對於組織承諾的模式也

已發展出多種形式，茲綜合張緡鏐（2000）、趙秀真（2002）、劉富

美（2004）與黃敬倫（2004）等人研究之整理分述如下： 

（一）Steers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在Steers (1977)的模式中，其前因後果模式如圖2.3所示。其中

前因變項分為三部份：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和工作經驗；後果變項分

為：留職意願、留職需求、出勤率和工作績效等。 

1.個人特質—成就動機、年齡、教育程度。 

2.工作特性—工作有關因素及屬性。 

3.工作經驗—群體態度、組織可靠性、個人所知覺的重要性、 

個人期望被滿足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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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Steers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資料來源：Steers, R. M. (1977).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2, 46-56. 

 

（二）Stevens等人的組織承諾「角色知覺」理論模式 

Stevens, Beyer, & Trice (1978)等人提出的組織承諾「角色知

覺」理論模式，認為影響組織承諾的預測變項包括個人屬性、角色相

關因素（職位高低、工作過度負荷、組織任職年資、職位年資、工作

技巧及升遷）及組織因素（組織大小、控制幅度及權力的集中化）等

三項；預測變項影響到個人的角色知覺，透過交換及評估的過程，而

產生角色行為或態度，最後會影響到留職意願或離職傾向（即模式之

效標變項），如圖2.4所示。 

 

 

 

 

 

個人特質 

工作特性

工作經驗

組織承諾 

留職意願 

留職需求 

出勤率 

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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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人 屬 性 

 
  

  

角色相關因素 
 

  

 

留 職 意 願

或 

離 職 傾 向

角色知覺
交 換

評 估

角色行為

或 

態 度

組 織 因 素  
   

  

 

 

圖2.4 Stevens等人的組織承諾角色知覺理論模式 

 

資料來源：Stevens, J. M., Beyer, J. M., & Trice, H. M. (1978). Assessing 
Personal, Role, and Organizational Predictors of Managerial 
Commit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pre-1986), 21(3), 
380-396. 

 

（三）Morris & Sherman 的組織承諾「多元預測」理論模式 

Morris & Sherman (1981)整合Steers（1977）的「前因後果」

理論模式和Stevens 等人（1978）的「角色知覺」理論模式，建立了

「多元預測」理論模式，如圖2.5所示。模式中影響組織承諾的因素

有： 

1.個人特徵：年齡、教育程度及勝任感。 

2.角色相關因素：角色衝突及角色混淆。 

3.工作經驗：領導者之關懷及倡導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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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 Sherman (1981)認為從規範性觀點及交換性觀點出發

之動機均會影響組織承諾，故以Stevens 等人的「角色相關因素」取

代Steers 的「工作特性」因素，探究其與規範性承諾的關係；並以

506 位任職於美國州政府組織之志願人士為對象，用多元逐步迴歸分

析自變項之聯合預測力。研究結果發現除「角色模糊」未達顯著水準

外，其餘自變項均對組織承諾具有預測力，可解釋47％組織承諾總變

異量（引自蔡寬信，1994）。 

 

 

圖2.5 Morris & Sherman 的組織承諾「多元預測」理論模式 

 

資料來源：Morris, J. H., & Sherman, J. D. (1981). Generalizability of a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Mode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pre-1986), 24(3), 512-526. 

 

（四）Mowday等人的組織承諾模式 

Mowday 等人(1982)延續了Steers（1977）的前因後果理論模式，

且更為周延，認為有四類的變數是組織承諾的前因，而有五種可能的

個人特徵 

（年齡、教育、勝任感）

角色相關因素 

（角色衝突、角色混淆）

工作經驗 

（領導者之倡導、關懷）

組織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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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果。前因變項為： 

1.個人特徵—包括年齡、年資、教育水準、性別、種族、及其他

各種人格特質的變項等。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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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結構性特徵—包括組織規模、工會介入、控制幅度、正式化、

分權程度、決策參與程度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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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果變項則包括：1.工作績效；2.年資；3.缺勤；4.怠工；5.

離職，如圖2.6所示。 

 

圖2.6 Mowday等人的組織承諾模式 

 

資料來源：Mowday, R. T., Porter, L. W., & Steers, R. M. (1982). 
Employee-Organization Linkages : The Psychology of Commitment, 
Absenteeism, and Turnover. New York ; London: Academic 
Press,30. 

個人特徵 

角色特徵 

結構性特徵 

工作經驗 

組織承諾 

工作績效 

年  資 

缺  勤 

怠  工 

離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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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黃國隆（1982）整理過去多位學者的相關組織承諾研究，歸納 

出影響組織承諾之前因變項，大致可以分成環境變項與個人屬

性兩大類。其中環境變項包括： 

1.組織環境—如領導方式、組織氣候； 

2.工作特性—如自主性、重要性； 

3.工作經驗—如組織對個人重視程度等。 

而個人特質變項則包括：人口統計變項、性格特質、認知與期 

望等。 

 

（六）Mathieu & Zajac組織承諾前因後果變項模式 

Mathieu & Zajac (1990)歸納組織承諾如為後果變項，則與個人

變項、角色狀態及工作環境相連結；若為前因變項，則可應用至預測

員工的缺勤、離職、工作績效及其他行為結果；而組織承諾的相關變

項則如工作投入及工作滿足等，如圖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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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7 Mathieu & Zajac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變項模式 

 

資料來源：Mathieu, J. E., & Zajac, D. M. (1990).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the Antecedents,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108(2), 
17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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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盧盛忠（2003）綜合國外多項研究，認為影響員工組織承諾的

因素有五大類。 

1.管理性因素： 

（1）領導性因素：包括領導者的權威、品德與才能等。 

（2）結構性因素：包括結構的一體化與決策的分權、民主化和 

參與化、用人制度的長期化和穩定化。 

（3）職務性因素：包括職務權責的明確、福利待遇的優厚及對 

組織的依賴等。 

（4）職業經濟效益及財務狀況的健康性。 

2.文化價值觀因素：包括社會及企業的文化，但主要是後者，如

關心及尊重人的價值觀、重視績效和效益的價值觀，以及報答

與互惠的道德觀。 

3.心理性因素：即員工的工作滿足感及感受到組織與社會的分配

公平性。 

4.個人因素：包括性別、年齡與資歷、組織層級地位等。 

5.環境性因素：指組織所處的總體環境條件，例如在經濟衰退

時，組織很難維持員工對組織的承諾。 

四、組織承諾相關研究 

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不管在國內外都相當多，而且研究對象包涵

的範圍相當廣泛。在國外的研究方面，自1960年代起已有組織承諾的

相關研究，在國內也有許多有關的研究。從國內外的研究中，發現影

響組織承諾的因素仍未脫離Mowday 和Steers 的模式，受到四個部分

的影響（張緡鏐，2000）： 

（一）個人的特徵：包括年齡、教育及年資等。 

（二）角色的特徵：包括角色壓力、自我形象及角色負載等。 

（三）結構性的特徵：包括企業文化、企業倫理氣候、工作範圍及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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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型態等。 

（四）工作經驗：工作滿足、工作投入和群體規範等。 

而後果變項也不外乎工作績效、離職傾向和倦怠感等因素。國內

相關研究之整理如表2.5所示： 

 

表 2.5 組織承諾相關研究 

研 究 變 項 研 究 者 研 究 發 現

陳志偉（1996）；秦富珍（1990）；

蔡寬信（1993）；趙秀真（2002）。

年齡與組織承諾呈正相

關。 

年齡 

黃開義（1984） 年齡與組織承諾無關。

年資 秦富珍（1990）；曹采華（2001）；

賴國柱（2005）；何如玉（2004）。

年資與組織承諾有顯著

差異。 

教育程度 張緡鏐（2000）；曹采華（2001）；

賴國柱（2005）。 

教育程度對組織承諾有

差異。 

職位 蕭武桐（1991）；劉家駒（1996）；

許志強（1980）。 

職位高的人其組織承諾

均大於職位低的人。 

陸鵬程（1981）；楊啟良（1982）；

陳乃禎（2004）。 

女性組織承諾較男性

高。 

張萬坤（2000）；趙秀真（2002）；

蔡寬信（1992）。 

男性員工組織承諾高於

女性員工。 

性別 

呂紀嘉（1982）；黃開義（1984）；

林志峰（2005）。 

性別與組織承諾無顯著

差異。 

婚姻狀況 林靜如（1990）；趙秀真（2002）；

蔡盛明（2002）；楊建昌等人

（2005）。 

已婚的受試者組織承諾

高於未婚者。 

人格特質 范成榮（1997）；鍾利敏（1999）； 內外控取向的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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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千凌（2005）。 與組織承諾有顯著的差

異。 

領導型態 蕭煥鏘（1999）；張瓊云（2000）；

張振山（2004）；賴俊哲（2003）。

領導型態會影響組織承

諾。 

組織氣候 杜梅明（2004）；林哲煜（2004）；

蔡寬信（1992）。 

組織氣候會影響員工對

組織的承諾。 

組織文化 蕭武桐（1991）；張萬坤（2000）；

張振山（2004）；黃千凌（2005）。

組織文化與組織承諾各

構面呈現正相關。 

工作滿足 曾進歷（1999）；黃淑蕙（2000）；

張振山（2004）；黃先鋒等人

（2005）。 

組織承諾與工作滿足成

顯著性的相關。 

工作特性 鍾惠智（1992）；蕭煥鏘（1999）；

賴俊哲（2003）；楊建昌等人

（2005）。 

工作特性對組織承諾有

顯著影響。 

工作壓力 張緡鏐（2000）；郭文瑞（2003）。 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呈

負相關。 

離職傾向 陳國樑（1994）；江祖震（2004）；

吳娟娟（2001）；陳國勝（2005）。

組織承諾愈高，其離職

傾向就愈低。 

倦怠感 陳乃禎（2004）；陳德宗（2004）；

何信助、廖年淼（2004）。 

組織承諾與職業倦怠之

間有顯著的負相關。 

工作績效 賴國柱（2005）；柯志宜（2004）；

林志峰（2005）；許景貞（2003）。

員工的組織承諾與員工

的工作績效之間存在顯

著的關聯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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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2.5，我們可以將組織承諾之相關研究整理成兩大部分： 

（一）前因變項：包含 

1.個人因素：如年資、教育程度、年齡及人格特質等因素； 

2.組織因素：如領導型態、組織氣候和組織文化等因素； 

3.工作因素：如工作特性、工作滿足、工作壓力等因素。 

（二）後果變項：包含離職傾向、工作倦怠、工作績效等因素。 

國內相關研究甚多，可見組織承諾對於組織來說是相當重要的指 

標，藉由員工呈現出來的組織承諾可以了解其影響因素，並針對這些

因素來改善機關環境，進而提昇其組織承諾及後果變項。 

 

 

第四節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相關研究 
國內近幾年針對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相關

研究較少，整理如表 2.6： 

 

表 2.6 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相關研究 

研究者 年代 研 究 主 題 研究對象 研 究 結 果

林佳怡 2004 價值觀契合度

與組織承諾 

國內製造

業之新進

人員、直

屬主管、

部門資深

同事 

新人與直屬主管、資深同

事「自我增進」價值觀契

合度是影響新人組織承諾

的重要因素，對「努力承

諾」和「價值承諾」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 

邱瓊宣

等人 

2001 價值觀契合度

與組織承諾 

醫學中心

主治醫師 

當主治醫師認為醫院越重

視「對醫師的尊重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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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則醫師的組織承諾會

越高；當其認為醫院越重

視「醫院的成長與延續」，

醫師的組織承諾會越低。 

洪維宏 2004 個人與組織適

配度對工作滿

意度、組織承

諾及離職傾向

之影響 

非營利組

織 

個人與組織適配程度越

高，越可以提高員工的工

作滿意度，間接提高其組

織承諾，並進而間接降低

其離職傾向。 

康正男 2002 價值觀契合度

與組織承諾、

工作滿意 

臺灣職業

棒球員工 

1.工作價值觀的契合度與

組織承諾及工作滿意有高

度的關聯性。 

2.球員與球團工作價值觀

契合度會影響球員對組織

承諾和工作滿意程度。 

張悅玲 2003 員工－組織價

值觀契合度與

組織承諾 

某區域教

學醫院 

員工－組織價值觀契合度

越高，組織承諾越高。 

郭宗維 2003 個人－組織契

合度與組織承

諾 

製造業、

服務業與

金融業共

160 家公

司 

個人－組織契合度對組織

承諾有顯著影響。 

謝泓隆 2003 個人－組織契 H 公司 1.個人－組織契合度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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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度與組織承

諾及工作滿意

組織承諾具有正向影響。 

2.個人－組織契合度對於

工作滿意度具有正向影

響。 

3.婚姻狀況對於組織承諾

具有影響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述研究中，可以發現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和組織承諾間確有其相

關性，惟目前研究中多以企業及醫院為研究對象，亦多以員工與組織

間價值觀之契合度為其研究面向，尚未針對公家機關進行有關個人與

組織契合度或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實證研究，是以本研究將針對基

隆市各區公所公務人員之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與工作壓力，做相關問卷

調查，加以了解其與組織承諾之關聯性，進而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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