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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章主要針對前四章相關文獻及實證結果作成結論，並進一步提

出建議，以作為行政機關管理實務上之參考。 

 

第一節 發現 

本研究透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對於基隆市區公所公務員在個

人與組織契合度、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各面向上有更深一層的瞭解。

透過統計分析結果，發現許多與過去文獻研究結果有相同之處，茲就

本研究之實證研究結果並配合相關文獻作以下說明： 

一、部分個人屬性的不同對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上有顯著差

異。 

（一）不同「性別」、「年齡」的區公所員工在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

各構面上有顯著差異，其餘如不同服務年資、教育程度、婚姻

狀況、官等與家庭居住地的區公所員工在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

各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 

（二）男性員工較女性員工有較高的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個人與主管

契合度和個人與組織政策契合度。 

（三）年齡越高的員工，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就越高。 

（四）另外，服務年資未滿1年、學歷為研究所（含）以上、未婚、

官等為薦任（含）以上、家庭居住地在基隆市以外，在其組別

中，個人與組織契合度最高。 

二、部分個人屬性的不同對工作壓力及各構面上有顯著差異。 

（一）不同「性別」、「年齡」和「家庭居住地」的區公所員工在工

作壓力及各構面上有顯著差異，其餘如不同服務年資、教育程

度、婚姻狀況、官等的區公所員工在工作壓力及各構面上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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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差異。 

（二）在整體工作壓力、工作負荷和角色模糊上男性員工較女性員工

高；而在人際關係和生涯發展上女性員工又較男性員工高，因

此，不同性別的員工有不同面向的工作壓力。 

（三）年齡在26-35歲的員工在整體工作壓力、人際關係和生涯發展

上都有較大的壓力，可能是因為此年齡的員工正好是最受公司

器重，委以重任之時，在升遷和發展上也正是衝刺和打拼期，

如果結果不如預期，當然相對就會有較大的壓力。 

（四）家庭居住地在基隆市以外的員工在整體工作壓力與其構面皆有

較高的工作壓力。 

（五）另外，服務年資1-10年、學歷為專科、官等為委任的員工，在

其組別中，工作壓力最大。 

三、部分個人屬性的不同對組織承諾及各構面上有顯著差異。 

（一）不同「年齡」、「服務年資」和「婚姻狀況」的區公所員工在

組織承諾及各構面上有顯著差異，其餘如不同性別、教育程

度、官等、家庭居住地的區公所員工在組織承諾及各構面上則

無顯著差異。 

（二）年齡越大及服務年資越長的員工對於組織的承諾程度較高，此

與蔡寬信（1993）；陳志偉（1996）；趙秀真（2002）等人之研

究結果相同。可能是因為長年為機關服務，對於機關存有深厚

感情，樂意為其付出心力；也可能是因為多年職務經驗，認為

目前留任的機關就是最適合自己的機關，因而願意為其效勞。 

（三）已婚的員工相較於未婚的員工有較高的組織承諾，已婚者因為

家庭的關係，傾向於安定並希望有穩定的工作基礎，因此願意

為家庭在工作上付出更多心力，這也相當符合一般社會的認

知，並與趙秀真（2002）；蔡盛明（2002）；楊建昌等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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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是相同的。 

（四）另外，男性、學歷在高中職（含）以下、官等為薦任（含）以

上、居住地在基隆市的員工，在其組別中，組織承諾最高。 

四、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與組織承諾之間有關聯性存在。 

整體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與整體組織承諾及各構面之間 

皆為顯著正相關，也就是說當與主管、同儕之間互動良好，配合度高

或是組織政策、工作氣氛和環境與自己期望相符且感覺愉快時，相對

的組織承諾也就越高。此與Harris & Mossholder（1996）；陳蕙君

（1998）；Valentine,Godkin,＆Lucero(2002) ；張悅玲（2003）；

莊璦嘉、林惠彦（2005）等人研究結果是具有一致性的。 

五、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間有關聯性存在。 

整體「工作壓力」及各構面與整體「組織承諾」皆為非常顯著之

負相關。整體「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各構面也呈現非常顯著之

負相關。工作壓力各構面除了「工作負荷」對「認同承諾」、「努力承

諾」無顯著相關外，其餘兩兩構面皆呈現顯著、相當顯著及非常顯著

之負相關，也就是說工作壓力越大，組織承諾就越低；工作壓力越小，

組織承諾就越高。此與Sager（1994）；翁俊明（2001）；姜易慧（2003）；

風貞豪、何若湯（2005）等人研究結果相同。 

六、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對組織承諾有顯著影響。 

（一）經由迴歸分析結果，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對組織承諾及各構面，

均具有顯著解釋力，顯示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對組織承諾有顯著

影響。此與郭宗維（2003）；謝泓隆（2003）研究結果相同。 

（二）個人與組織政策契合度對於「認同承諾」具有最佳的解釋力，

表示組織政策、程序和工作氣氛、環境等如果與員工期望相符

且感覺愉悅，則越能影響員工對於組織的認同程度。 

（三）個人與組織政策契合度對於「留職承諾」具有最佳的解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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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組織政策、程序和制度等如果與員工的期望相符，且契合

度越高，則越能影響員工願意留任的程度。 

（四）個人與同儕契合度對於「努力承諾」具有最佳的解釋力，表示

員工與同儕之間如果是密切合作、彼此信賴、互動良好的，則

更能影響員工願意和同儕一起為機關打拼、努力的程度。 

七、工作壓力對組織承諾有顯著影響。 

（一）經由迴歸分析結果，工作壓力對組織承諾及各構面，均具有顯

著解釋力，顯示工作壓力對組織承諾有顯著影響。此與王禧瓊

（2003）；何蜀恒（2005）研究結果相同。 

（二）人際關係對於「認同承諾」和「努力承諾」具有最佳的解釋力，

顯示出在機關中員工如果和同事或主管們都能相處融洽，互動

良好，則會影響對於機關的認同程度，並更願意為機關奉獻其

心力。 

（三）工作負荷對於「留職承諾」具有最佳的解釋力，顯示出員工如

果覺得工作負荷過重，或是工作量太大以致於犧牲到家庭和休

閒時，會引發員工離開機關的想法，不願意再繼續留任。 

（四）而「人際關係」此構面對於整體組織承諾及其構面皆有顯著之

影響，對於整體組織承諾、「認同承諾」和「努力承諾」更具

有最佳的解釋力，表示人際關係的好壞，對於區公所員工而言 

顯著的影響到對於服務機關的承諾程度。 

另外，透過本研究實證結果可以發現，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工作

壓力確實和組織承諾有其相關性： 

一、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與組織承諾呈正相關。 

（一）男性員工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較女性員工高，其組織承諾也較高。 

（二）官等為薦任（含）以上的員工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較委任員工高， 

其組織承諾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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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呈負相關。 

（一）較年輕的員工工作壓力較大，而較年長的員工組織承諾相對地

較高。 

（二）服務年資較短的員工有較大的工作壓力，而服務年資較長的員

工組織承諾相對地較高。 

（三）教育程度在專科以上的員工工作壓力較大，而教育程度為高中

職（含）以下的員工組織承諾相對地較高。 

（四）官等為委任的員工有較大的工作壓力，而薦任（含）以上的員

工組織承諾相對地較高。 

    而本研究也觀察到不同個人屬性其工作壓力越大，其構面「工作

負荷」、「人際關係」、「角色模糊」和「生涯發展」也跟著越大，

惟在「生涯發展」此構面上卻有以下幾點呈現出較特別的結果： 

一、女性員工在生涯發展上較有壓力。 

二、服務年資20年（含）以上員工在生涯發展上較有壓力。 

三、教育程度為研究所（含）以上員工在生涯發展上較有壓力。 

四、官等為薦任（含）以上員工在生涯發展上較有壓力。 

由此可以推論出女性在職場上的升遷發展仍不及男性，造成女性

在生涯發展上有較大的壓力，或許是因為區公所的業務常需要應酬或

會勘，也需要跟市府、主管、里鄰長或里民們有密切良好的互動，因

而在選擇主管時，多以男性為主，造成女性在生涯發展上的壓力較男

性高。而服務年資長、學歷高、官等高的人在生涯發展上也有較高的

壓力，可能是因為本身已經具備絕佳的條件，卻苦無升遷的機會或是

沒有辦法充分發揮能力所致。 

而本研究之研究假設透過第四章實證分析結果，彙整於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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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研究假設驗證結果一覽表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說明 

假設 1：個人屬性的不同對個人對組

織契合度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在不同性別、年齡上有顯著

差異。 

假設1-1：不同性別的員工對個人與

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整體個人與組織契合度有

顯著差異。 

假設1-2：不同年齡的員工對個人與

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個人與同儕契合度」有

顯著差異。 

假設1-3：不同服務年資的員工對個

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有顯著差

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1-4：不同教育程度的員工對個

人與組織契合度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1-5：不同婚姻狀況的員工對個

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有顯著差

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1-6：不同官等的員工對個人與

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1-7：不同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員

工對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各構面有

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 2：個人屬性的不同對工作壓力

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在不同性別、年齡和家庭居

住地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2-1：不同性別的員工對工作壓

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整體工作壓力與「生涯發

展」有顯著差異。 

假設2-2：不同年齡的員工對工作壓

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人際關係」有非常顯著

差異。 

假設2-3：不同服務年資的員工對工

作壓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2-4：不同教育程度的員工對工

作壓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2-5：不同婚姻狀況的員工對工

作壓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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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2-6：不同官等的員工對工作壓

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2-7：不同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員

工對工作壓力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工作負荷」有顯著差異。

假設 3：個人屬性的不同對組織承諾

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在不同年齡、服務年資與婚

姻狀況上有顯著差異。 

假設3-1：不同性別的員工對組織承

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3-2：不同年齡的員工對組織承

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整體組織承諾有相當顯著

差異；對「認同承諾」有非

常顯著差異。 

假設3-3：不同服務年資的員工對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認同承諾」有顯著差異。

假設3-4：不同教育程度的員工對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3-5：不同婚姻狀況的員工對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對整體組織承諾、「認同承

諾」有顯著差異；對「努力

承諾」有相當顯著差異。 

假設3-6：不同官等的員工對組織承

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3-7：不同家庭居住所在地的員

工對組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差異。
不成立 無顯著差異。 

假設 4：個人與組織契合度與組織承

諾之間有關聯性存在。 
成立 極顯著正相關。 

假設4-1：個人與組織政策之契合度

與組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相關。 
成立 皆為非常顯著正相關。 

假設4-2：個人與主管之契合度與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相關。  
成立 皆為非常顯著正相關。 

假設4-3：個人與同儕之契合度與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相關。 
成立 皆為非常顯著正相關。 

假設 5：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之間有

關聯性存在。 
成立 非常顯著負相關。 

假設5-1：工作負荷與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相關。 
部分成立

與整體組織承諾、「留職承

諾」為非常顯著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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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5-2：人際關係與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相關。 
成立 皆為非常顯著負相關。 

假設5-3：角色模糊與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相關。 
成立 

與整體組織承諾、「認同承

諾」、「留職承諾」為非常

顯著負相關；與「努力承諾」

為顯著負相關。 

假設5-4：生涯發展與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相關。 
成立 

與整體組織承諾、「認同承

諾」、「努力承諾」為非常

顯著負相關；與「留職承諾」

為相當顯著負相關。 

假設 6：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對組織承

諾有顯著影響。 
成立 非常顯著影響。 

假設6-1：個人與組織政策之契合度

對組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對「認同承諾」和「留職承

諾」有非常顯著影響。 

假設6-2：個人與主管之契合度對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對「認同承諾」有非常顯著

影響。 

假設6-3：個人與同儕之契合度對組

織承諾及各構面有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對「認同承諾」和「努力承

諾」有非常顯著影響。 

假設 7：工作壓力對組織承諾有顯著

影響。 
成立 非常顯著影響。 

假設7-1：工作負荷對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對「留職承諾」有非常顯著

影響。 

假設7-2：人際關係對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影響。 
成立 皆為非常顯著影響。 

假設7-3：角色模糊對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對「認同承諾」有相當顯著

影響；對「留職承諾」有非

常顯著影響。 

假設7-4：生涯發展對組織承諾及各

構面有顯著影響。 
部分成立

對「認同承諾」有非常顯著

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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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由於本研究結果發現，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工作壓力與組織承諾

之間呈現顯著相關及影響，也就是說，如要提昇區公所員工之組織承

諾程度，就必須從增加個人與組織之契合度，及降低工作壓力做起。

因此本節將以「政策」、「組織」和「個人」三個層面並就後續研究

提出下列幾點建議： 

一、政策層面 

針對上級主管機關提出相關建議，從政策面著手，以增強區公所

員工組織承諾，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一）增加員額編制 

本研究發現：『我下班後經常感到疲倦』及『我覺得工作量過大』

兩題項在工作壓力量表中，分數分居第1名和第3名，表示區公所員工

感到工作量有過大的情形。因此，是否需要增加員額編制，有賴相關

當局做更為深入之瞭解，通盤檢討基層公務人員的員額配置是否不

足，如能增加人力，必可減少員工之工作負荷，進而提高員工之組織

承諾。 

（二）提高職等 

生涯發展是影響組織承諾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鄉鎮市區公所的 

職等因屬縣市政府的二級機關，區長僅到九職等，課長也只有八職

等，且主管職缺亦不多。為此許多區公所員工常常是在七職等尚未晉

升為主管職就退休，對基層公務人員而言，實在是缺少激勵和打拼的

衝勁。建議上級主管機關能夠提高基層公務人員的職等，以提振士氣。 

（三）定期舉辦壓力管理課程 

可定期舉辦壓力管理相關課程，如認識壓力、壓力感受與調適、

如何管理情緒…等課程，以增進基層公務人員面對壓力及調適壓力的

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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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相關工作研討會 

上級主管機關可多舉辦與業務相關的研討會，不同鄉鎮市區公所

的同仁可就業務上所碰到的問題或疑難雜症，尋求解決的方案；且從

中吸取別人的經驗，亦可增加知識、提高素質，減少錯誤的產生，並

可加強員工的心理建設，提高對工作業務的抗壓性。 

當然透過研討會的進行，還可促進彼此的了解、增進友誼，另外

暫時放下工作，也有紓解壓力的效果。 

二、組織層面 

    針對區公所及主管提出下列建議，希望透過組織內的改變，來提

振員工士氣，增加其組織承諾： 

（一）對區公所之建議 

1.工作執掌應明確以減少角色模糊之產生 

本研究發現「角色模糊」此構面對組織承諾呈現非常顯著之

負相關，因此為了減少角色模糊的情形發生，對於工作項目、權

責、職務、績效標準等應有明確的規範與說明，使員工明瞭應扮

演的角色和本身之職責、職權，以降低角色模糊。 

2.改善工作環境 

機關應提供理想穩定的工作環境（包括工作場所、安全衛生

等），在福利措施上亦應考量員工的需求，使其無後顧之憂，可

全心全力投入工作，如此必可增加工作滿意度及組織契合度，進

而提升留任意願。 

3.辦理教育訓練，以提高員工對組織之契合度 

除了工作環境與獎酬、薪資制度的基本保障外，也要引導員

工與組織價值觀趨於一致，因此應設法尋求適合員工的訓練，藉

由訓練來增進員工與組織之契合度，使兩者間的目標相結合進而

發揮綜效。新進員工由於剛進入機關服務，可塑性及彈性相對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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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再加上訓練為改變個人行為認知的方式之一，因此透過教育

訓練的過程，可激發主動積極的人生態度、樹立樂觀積極的職場

工作觀念，藉此有效提高員工的組織承諾。 

4.增加對區公所的認同感及向心力 

有85.4％的區公所員工都居住在基隆市，對基隆市原本就有

相當程度的了解，若能激發其愛鄉即愛家的共識，對家鄉有益的

各項政令措施，必能徹底執行，也更願意提供改善的建議。 

因此應加強宣導組織的目標，並讓員工參與、了解各項決策

過程，確立其服務價值，讓員工以身為基隆市區公所之一份子為

榮；對於這些原為地方民眾的公務員，相信更能使其願意為地方

打拼，從而對組織有較高的忠誠度及認同感。 

5.舉辦聯誼活動或增加休憩時間 

機關可舉辦促進員工情感的聯誼活動，或鼓勵員工利用工作

閒暇，參與社團活動。增進員工間的互動，可以使彼此更加熟悉，

進而培養默契，使員工的關係像朋友一般緊密。 

（二）對主管之建議 

1.重視獎酬制度並落實升遷 

本研究發現區公所員工在「生涯發展」上覺得最有壓力，特

別是女性、服務年資長、學歷高和官等高的員工，在生涯發展上

最有壓力。且生涯發展對組織承諾亦呈現非常顯著負相關，因

此，要降低員工在生涯發展上的擔憂和壓力，實是主管應重視的

課題。 

首先在升遷或考核時，一切的評比或作業都應公開、透明、

客觀，更不能有所謂的內定，並盡量避免主管的主觀意識太高而

影響結果，使員工能知覺到制度的公平合理及升遷考核的公平公

正。另外，獎懲制度的落實也相當重要，對於認真達成組織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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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任務的員工一定要給予獎勵，除了口頭上的讚許，實質的記功

嘉獎或給予獎金、補假等等都是員工願意為機關努力的動力來

源。 

2.對於組織承諾較低之組別的員工，多給予鼓勵與關心 

本研究發現：「女性」、「26-35歲」、「1-10年」、「專

科」、「未婚」、「委任」、「基隆市以外」組別的員工在組織

承諾上呈現較低的分數，因此，主管應針對上述組別之員工瞭解

其需求，適時給予鼓勵與關心，安定其工作情緒，相信將有助於

提昇對組織的承諾。 

3.建立協調溝通機制，加強與員工間的關係 

主管應加強與員工的溝通，營造一個開放溝通的工作環境，

建議可以定期舉辦區政或課室會議，由主管進行與員工的雙向溝

通，內容包含組織願景、組織文化的宣導、分享員工的經驗心得

等，讓員工瞭解組織的價值目標與自己在組織裡所扮演的角色，

主管亦可給予建議，以減少與基層員工在認知上的差異。如此不

但可以分享經驗、交換訊息及縮短彼此間的距離，在工作推展上

亦可增加支持的力量，營造出一個低恐懼和確定性的工作環境，

藉以提升員工的組織承諾。 

身為主管者亦應多加留意員工的情緒反應，儘可能消弭對主

管的不滿情緒，加強與員工之間的團結和諧氣氛，培養出相互信

任的關係，增加員工對組織及主管之契合度。 

4.適時工作輪調，工作分配亦應適當平均，避免勞逸不均 

許多文獻指出個體一旦長期累積工作壓力，容易導致職業倦

怠，甚至會造成身心上的負擔與傷害；即便是壓力感受較輕，時

間一久，也可能會顯現出消極與漠視的工作態度。因此，工作的

輪調，可適時調整工作職務，防止不良現象發生，以激勵工作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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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另外，主管在工作分配上應力求適當與平均，並隨時注意員

工工作情形，視需要彈性調整，避免員工因工作分配不均而產生

不平的心理，進而降低其留職或為機關努力的意願。 

5.知人善任，適才適所 

工作壓力的程度因人而異，因此工作安排應適才適所，以個

人的專長及特質為考量，才能發揮知人善任的乘數效用，讓員工

樂在其中，發揮所長，以提高對組織之契合度及承諾程度。 

三、個人層面 

針對區公所員工提出以下建議，希望透過員工本身的努力，增加

對組織的承諾程度，組織也因此更能提供完善的服務品質給社會大

眾，達到組織和員工雙贏的目標： 

（一）建立個人願景 

協助員工將區務工作列為個人的核心價值，讓員工感覺到工作就

是為民眾、為家鄉服務的榮耀，使其關心並更積極參與機關中的事

物，也較容易團結一致，達成彼此的願望。因此，主管不但要建立自

己的願景，也要協助員工培養他們自己的願景。 

（二）做好情緒管理並紓解工作壓力 

從事行政工作，面對來自上司、民眾的龐大壓力，乃至對自己工

作上的要求，可能常會有情緒上的低潮或感到憂鬱，因此情緒的即時

調適與管理就十分重要：首先我們應該要瞭解自己的情緒特色是什

麼，了解自己、感覺自己才能管理自己；此外，向專業人員求助或是

親朋好友間的傾訴也是值得考慮的作法。而善用紓解情緒與壓力的方

法是相當重要的，可以透過書籍、電視、網路等多媒體或其他管道來

獲取相關資訊，吸收越多越能在遇到情緒低潮時快速走出陰霾，建立

正向積極快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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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造良好人際關係 

本研究發現：「人際關係」對組織承諾呈現非常顯著之負相關，

也具有非常顯著之影響。因此，人際關係的好壞是影響組織承諾程度

的重要指標。有良好的人際關係，許多行政工作在和諧互助的氣氛

下，更能有效率的完成，不僅可以幫助個人成長，使組織目標容易達

成，也可以提高其組織承諾程度。 

四、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擴大研究範圍 

本研究囿於人力、物力，僅以基隆市各區公所公務人員為研究對

象，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範圍，以全省各鄉鎮市區公所公務

人員為對象進行研究，以瞭解站在第一線為民眾服務的基層公務人員

組織承諾情形。 

（二）增加研究變項 

本研究僅就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工作壓力兩變項來探討與組織

承諾之間的關係，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增加其他相關變項，如組織文

化、領導型態、工作特性、人格特質等，更周延地去分析探討影響組

織承諾之因素，相信研究結果能更為完善。 

（三）修訂問卷內容 

1.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量化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因此後續研究

者如能佐以訪談方式，對相關差異作更深入的探討與瞭解，必

能提出更精確的結果。或是在問卷設計上，除了封閉式的問

題，再加上開放式的回應，以增加質化的分析，相信將有助於

瞭解公務員的組織承諾情形。 

2.問卷的內容可以根據研究對象與目的，再多充實、蒐集經驗與

資料，使結果能更明確地反應出真正的問題，進而謀求舒緩工

作壓力、提升個人與組織契合度及組織承諾之方法與對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