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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與文獻探討 

第一節  我國政府採購制度及採購人員管理之現況探析 

為因應我國加入世界貿易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 

WTO）後，採購國際化的趨勢，政府制定「政府採購法」，揆其立法

精神在於建立公開、透明、公平之政府採購制度，以提昇競爭力；創

造良好之競爭環境，使廠商能公平參與；符合國際標準，創新政府採

購作業；落實分層負責的採購行政。此一立法，也是近年來立法院通

過最重要法案，在各界期盼下，新法將有效遏阻政府採購的弊端。本

節即分就「政府採購」之意義、我國政府採購法之立法緣由及目前政

府採購人員之管理現況作一簡單之介紹討論。 

壹、政府採購之意義 

關於政府採購的定義，國內學者有諸多之見解，茲列述如下： 

一、政府採購係指政府機關以預算撥款換取民間提供物品或勞務、服

務而言，亦即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開始於政府機關認定有採購之

需要而終於採購契約履行完畢，政府機關本身依法定程序辦理結

案為止（高育麟，1997）。 

二、政府採購是指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所辦理之工程、財

物及勞務採購。係指各級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編列之預算，除

人事費外，大部分都必須以政府採購方式來辦理預算之執行（林

鴻銘，1999）。 

三、政府採購係指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所為非供轉售之用

的「定作工程」、「買受、定製、承租財物」及「勞務委任或僱傭」

行為之統稱。就一國而言，政府採購佔國民生產毛額的比率很高

（據世界貿易組織的估計，一國政府採購約佔其國民生產毛額的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在我國則約為百分之十三），對於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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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刺激以及就業機會增加，甚或產業發展均有十足的影響力

（黃玉華、蔡佩芳、李世祺，1999）。 

四、對一般國家而言，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每年採購工程、產品及服

務之總金額，可說是其國家內之最大消費者，這些採購，如非屬

轉售之用，統稱為政府採購（何應朋，2000）。 

五、政府採購是指政府機關運用納稅人稅金編列預算，依據立法制定

之政府採購法令規定程序，辦理採購的行為（蕭念祖，2000）。 

綜合上述諸位學者之見解，各機關除人事費用之外執行政府預算

辦理各項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購置、定製，勞務服務之採購，經由法

定的動態過程，包括滿足機關需求之計劃、招標、審標、決標、簽約，

契約履行與管理，以及其他與運用契約滿足需求目的直接相關之技術

管理及機制功能等行為，均可稱為政府採購程序。由於政府採購金額

龐大，對市場的影響十分重大，因此，政府採購制度的良窳，對於我

們的生活環境、產業結構乃至國家發展影響很大。 

貳、我國政府採購法之立法緣起 

政府採購為國家施政計畫之具體執行，因此採購制度之良窳，和

政策推動之成敗息息相關。過去我國政府採購制度建構在審計稽察制

度之下，各機關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財物業務，係以審計部主管之「審

計法」、「審計法施行細則」及「機關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

察條例」（簡稱稽察條例）為各機關辦理採購行政作業的主要依據，

至於勞務採購，則僅以行政命令作為各機關辦理之規範。在我國申請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之諮商過程中，各國亦以我國現行政府採購法

規及制度不夠健全、開放為由，堅持我國必須簽署該組織之「政府採

購協定」（Agreement On Government Procurement；簡稱 GPA），方支

持我國入會，而簽署此一協定之前，亦有先完成與其配合之國內立法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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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國內外因素之考量，政府有必要從宏觀角度，訂定一套

順應時代潮流，且符合國際社會要求之政府採購基本法律，以營造一

公開、透明、公平、競爭、有效率、分層負責而且兼具興利防弊之政

府採購制度。有鑒於此，工程會爰審酌現行政府採購制度之規定、國

際採購制度之規範及目前政府、經濟之實際狀況與需求，研擬完成「政

府採購法草案」。其後歷經八十五次與學者、專家、顧問之討論會及

說明會，三十六次審查會議，並經立法院八次聯席審查會及多次黨團

協商，終至八十七年五月一日完成三讀，並自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七日

起施行。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可針對政府採購所發生的問題，就政策

法令、實務作業各方面進行通盤處理；各機關辦理採購之過程，亦較

以往更為公開透明，在公平合理、促進競爭、減少浪費等方面，均發

揮了具體功效。採購法之立法及施行，對於我國採購制度的革新，實

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整個政府採購制度大大改觀，為健全我國政府採

購制度與法規之路，樹立了一個新的里程碑。 

參、我國政府採購人員管理之現況 

一、採購人員之任用與訓練 

依現行公務員之職務歸系，採購職務係屬一般行政職系，因此機

關內擔任採購工作者，大多為一般行政職系之人員，以往相關法令並

無明文規範「採購人員任用」之資格與條件。然為充實採購專業人員

智識，提升政府採購效率及品質，預防採購缺失之發生，並建立採購

專業人員管理制度，落實採購專業人員辦法之規定，工程會特於九十

二年一月二十九日以工程企字第○九二○○○四三八七○號令發布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練發證及管理辦法」，並於該辦法內明定

機關辦理採購，其訂定招標文件、招標、決標、訂約、履約管理、驗

收及爭議處理，宜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

或會辦；並規範機關內採購單位之主管及非主管人員均應限期取得採

購人員專業資格，如逾期未取得資格者，機關應命其繼續參加訓練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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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資格止；其情形並列入年終考核獎懲參考。 

二、採購人員之獎懲與升遷 

    採購人員之獎懲，主管機關工程會並無特別之相關規定；而臺北

市政府為獎勵所屬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之採購人員致力於公平、公

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率與功能及確保採購品質，懲處不當之採

購行為，特於九十三年九月二十四日以府工二字第○九三○五五七○

八○○號函訂頒「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獎懲要點」，值得注意的是該

要點中所稱之「採購人員」包括採購機關依政府採購法令為設計、招

標（含承辦及主持開標）、底價審核或核定、監辦、履約管理或驗收

之機關內部人員，此即係謂該要點所規範之「採購人員」並不僅涵蓋

秘書總務單位之實際承辦採購業務之人員，尚包含機關內採購案之需

求單位人員、底價核定人員及負責監辦之會計、政風單位人員，由此

更可看出臺北市政府對於所屬機關學校採購人員之管理更是嚴謹。 

    而採購人員之升遷，係與同屬秘書總務單位內一般行政職系之出

納、文書或研考業務人員列於相同之升遷順序，鮮少有因其具備採購

專業知識，而有較高之升遷機會者；且採購人員雖須面對較高之採購

責任，工作之難易及繁複程度相對其他一般行政業務之人員更高，除

未有相關之專業加給外，其所獲得之升遷機會亦與前述人員相同，此

易致使採購人員因工作滿足感低落而留才不易。 

三、採購人員之義務 

採購程序每一環節所涉及人員，無論是訂定招標文件、招標、審

標、決標、訂約、履約管理、驗收及爭議處理，如缺乏品德操守者，

均有可能降低採購效率與品質，影響採購目標之達成，甚有違法圖利

情事發生，致阻礙政府政策之推動並損害公共利益。因此，較之一般

公務人員，採購人員更需遵循較高標準之道德規範。採購人員依法辦

理機關採購業務，應致力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率

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並促使採購制度之健全發展。因此，辦理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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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業務人員須廉潔自持，重視榮譽，言詞謹慎，行為端莊，並遵守相

關法令規範，方免失職觸法；行政院亦訂有「採購人員倫理準則」，

以為採購人員遵循之道德準繩。以下茲就採購人員應遵守之法令規範

義務簡述之。 

（一）利益迴避義務：為防止政府採購發生不當利益輸送情事，採

購人員對於採購有關事項，若有涉及本人或

一定親屬關係者之利益時，應予以迴避。 

（二）業務保密義務：為確保採購程序之公正，採購人員對於公告

前之招標文件、決標前之底價等採購資訊，

均應予以保密。 

（三）財產申報義務：採購人員應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相關規

定申報財產，並提供民眾查閱，以確立採購

人員誠實、清廉之作為。 

（四）拒絕請託關說：採購人員應依據法令，本於良知，公正執行

職務，不為及不受任何請託或關說。如遇請

託或關說，宜以書面為之或作成紀錄，且不

得作為採購評選之參考。 

（五）拒絕贈受財物：除符合社會禮儀或習俗者外，採購人員不得

利用職務關係對廠商要求、期約或收受賄

賂、回扣、餽贈、優惠交易或其他不正利益。 

（六）拒絕飲宴應酬：採購人員不得接受與職務有關廠商之食、宿、

交通、娛樂、旅遊、冶遊或其他類似情形之

免費或優惠招待，但不接受反不符合社會禮

儀或習俗，或有礙業務執行者，則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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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滿足 

壹、工作滿足之定義 

工作滿足之研究起始於十九世紀末工商企業界的科學管理時

期，主張用科學方法來管理員工，認為經濟報酬是人類工作的最大動

機，以員工的工作績效作為支薪依據，俾提高工作績效（張金鑑，

1985）。一九一一年，Taylor 著「科學管理的原則」（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書，奠定「科學管理」研究理論之基礎。

其理論著重於工作設計與研究，以及按件計酬來提升員工的工作效

率，但忽略了員工的感受及態度。 

Mayo 於一九二七年進行霍桑實驗（Hawthorne Experiment）後，

提出「人群關係理論」，特別重視員工心理因素對工作行為的影響。

其研究發現工作效率的提高，不是利用工作分析或機械性的控制就能

達到，員工自身的認知及情感等才是影響工作效率的主要原因，因為

他們是工作的主體。人群關係學派的學者認為，一個成功的組織應將

管理著重在滿足員工上，因為員工的工作滿足提高，生產力也會跟著

增加（Fitzgerald, 1996）。 

Hoppock 為最早對工作滿足作有系統研究的學者，一九三五年他

以美國賓州三百零九位工作者為對象進行研究，發現不同階層的工作

者，工作滿足感亦不同，階層較高的工作者有較高的工作滿足感（郭

明德，2002）。Hoppock 認為工作滿足為員工心理與生理兩方面對工

作情境的滿足感受，員工的需求如受到滿足，則會改變其行為，進而

增加生產量（Hoppock, 1935），而這也是首度開始重視員工的心理狀

態。爾後，有關工作滿足的研究就開始蓬勃發展並受到學術界與實務

界的重視，許多學者即就工作滿足提出不同看法，以下茲列舉國內外

各家學者對於工作滿足之定義，並整理如下附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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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各家學者對工作滿足之定義一覽表 
年度 學者 工作滿足之定義 

1935 Hoppock 
工作滿足是指工作者心理與生理兩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

足感受，亦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 
1959 Herzberg 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感覺到喜歡的一種正向態度。

1964 Vroom 
工作滿足係指工作者對目前所扮演的工作角色的感受或

態度反應。態度如為正向，則表示工作滿足；態度如為

負向，則表示工作不滿足。 

1965 Adams 
工作滿足是個人將自己對工作投入的心力與所得報酬比

例，和別人比較所得到的差距，若比例相同就覺得公平，

也就有較高的工作滿意。 

1968 
Porter and 

Lawler 

工作滿足為一個人實際從工作中獲得的報酬與本身預期

報酬之間的差距。差距愈小，滿意程度愈高；反之則愈

不滿足。 

1969 
Smith, Kendall 

and Hulin 

工作滿足是一個人根據其參考架構對於工作特徵加以解

釋後得到的結果，因此，某一個工作情境是否影響工作

滿足，涉及許多其他因素，如工作好壞的比較，與他人

的比較，個人能力以及過去的經驗等。 

1970 Campbell 
工作滿足指個人對工作或工作的某些特定面之正向或負

向態度或感覺（為個人內在的心理狀態）。 

1972 
Dunn and 
Stephens 

工作滿足應視為工作者對整個工作情境反應的一種感

受，且此感受來自於個人希望自工作中獲得的與實際所

經驗的二者間之差距。 

1972 Price 
在一工作體系中，成員對於該體系中的角色所具有的感

覺或感情。倘若是正面的感覺或積極的反應即為滿足，

反之則為不滿足。 

1976 Locke 
工作滿足是個人評估工作或工作經驗所產生之愉快或正

面的情緒狀態。 

1977 Kallerberg 
工作滿足為一個單一的概念（An Unitary Concept），工

作者能夠將其在不同工作構面上的滿足與不滿足予以平

衡，形成集體滿足。 

1980 
吳靜吉、潘養源 

、丁興祥 
工作滿足的最簡單定義係工作者認為期望獲得的滿足和

實際獲得的滿足程度差距的總和。 

1991 張春興 

工作滿足係指個人或多數員工對其所擔任工作感到滿足

的程度。工作滿足與否和很多因素有關：如薪水高低、

加薪方式、工作時間、地點及性質、升遷機會、人際關

係、管理方式等，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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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各家學者對工作滿足之定義一覽表 
年度 學者 工作滿足之定義 

1993 
Cranny, Smith 

and Stone 
工作滿足是工作者在比較實際與期望結果後，對工作所

產生的情感性反應。 
1994 林海青 工作滿足是工作者對工作各層面評估的一種態度表現。

1996 Dessler 
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健康、安全、成長、關係及自尊等需

求，從工作或工作結果中獲得滿足的程度。 

1995 
Greenberg and 

Baron 
工作滿足即是個人對於工作之感覺、情感及評價上的反

應。 

1995 李明書 
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相關因素（內、外環境）或個

人需求滿足情形之感覺與態度。 

1995 陳義勝 
工作滿足為一種對工作的態度，由情感、認知與行為三

項因素組成，同時也從多方面學習形成。 

1996 
Cooley and 
Yovanoff 

工作滿足係指個人對工作層面所持有的一種特殊性情

感。 

1999 Bussing 等人 
工作滿足乃基於渴望、需求、動機與對工作環境的感受，

即工作者對其本身之工作所持有的一種滿足或不滿足。

1999 許士軍 

工作滿足是一工作者對於其工作所具有之感覺

（feelings）或情感性反應（affective responses）。而這種

感覺或是滿足大小，取決於他自特定工作環境中所實際

獲得的價值，與其預期認為應獲得之價值的差距。 

2000 蔡坤宏 

可歸納為整體（global）及構面（facet）等兩種觀點。整

體的觀點認為，工作者之工作滿足指的是對其所處的工

作環境，所抱持的感受或態度；構面性觀點，對工作滿

足的定義是指，根據評估做參考架構（Reference Frame, 
工作層面），對工作加以解釋的結果。 

2001 Robbins 
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的概括性態度。凡是對工作滿

意者則對工作抱持正向態度，反之則抱持負向態度。 

2003 梁淑惠 
係指工作者對工作本身及其他層面之情感反應或感受，

而其滿足程度則是工作者對其實際獲得與期望獲得之間

的差距，差異愈小，滿足程度愈高。 

資料來源：整理自許士軍（1999）；羅仕郎（2001）：郭明德（2002）；林秋宏（2004）；

傅町盛（2005）；陳獻宗（2005）。 

由表2-2-1觀之，有關工作滿足之定義，各家學者因研究對象之不

同而論述不一，大體上可歸納為下列三類，茲分述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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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綜合性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綜合性定義是工作滿足最傳統的定義，主要學者包括 Hoppock

（1935）、Vroom（1964）及Campbell（1970）等。係將工作滿足的定

義作一般性的解釋，而不涉及工作滿足的面向、形成原因與過程（羅

仕郎，2001）；認為工作滿足是一種單一的概念，其重點在於工作者

對其工作及環境所抱持的態度或看法，以及工作者對工作角色的情感

知覺。 

二、期望差距性定義（Expectation Discrepancy） 

此定義認為工作者工作滿足的程度取決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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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之間的差距愈大，

則滿足程度愈低；反之，則滿足程度愈高（林揚程，2002）。主要學

者有 Porter 及 Lawler（1968）、Cranny, Smith 及 Stone（1993）、吳

靜吉、潘養源、丁興祥（1980）、許士軍（1990）及梁淑惠（2003）

等。 

三、參考架構性定義（Frame of Reference） 

本項定義認為工作滿足是個人根據參考架構對工作特性加以解

釋後所得的結果，又可稱為「構面性定義」（Smith, Kendall & Hulin, 

1969）。重點在於工作者對其工作特定構面的情感反應。至於其參考

性構面到底應有多少項？至今尚無定論，現有研究中最共同的構面

為：工作內容、上司、薪資、升遷、工作環境及工作伙伴等。持這種

主張的學者包括 Smith et al.（1969）及蔡坤宏（2000）等人。 

貳、工作滿足之相關理論 

要瞭解工作滿足理論，一般學者多從「激勵理論」的觀點

（Motivation Theory）作為探討之理論基礎。激勵是研究人們何以願

意努力工作與不願意工作的現象，在討論激勵理論之前，必先了解激

勵的正確意義，激勵之英文 motivation 是從拉丁字 movere 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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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為引發（to move）。 Berelson 與 Steiner 認為激勵是所有一切被描

述為希望（wishes）、慾望（desires）、驅力（drives）的奮鬥情況，亦

即是一種刺激，引發的內在情況（陳義勝，1995）。激勵之主要目的

在於設法經由各種方式激發員工的工作意願，提高工作績效，進而達

成組織的特定目標（陳又新，2003）。 

激勵理論（Motivation Theory）可區分為三大類：內容理論

（Content Theories）、過程理論（Process Theories）與增強理論

（Reinforcement Theories）（吳定等，1996）；激勵理論著重於個人需

求，利用各種激勵方式去減少或去除生理或心理上的不足，如不佳的

績效、不良的行為或者低度滿足，所以「工作滿足」來自於激勵理論

（陳又新，2003）。在激勵理論中，許多相關學者皆有提出個人在工

作上滿足需求的不同看法，以下即就三大理論學派分別簡述之： 

一、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ies） 

激勵的內容理論，主要在於探討引發、產生行為的是甚麼；亦即

在了解個人和環境中有哪些明確的因素足以發揮激勵作用（陳義勝，

1995）。其中較為著名的主要理論茲分述如後： 

（一）需求層次理論（Needs-hierarchy Theory） 

係由 Maslow 於一九五四年提出，其認為人的基本需

求，按其層次的高低可分成五個層次，由最基本的生理需求

（physiological needs），依次為安全需求（safety and security 

needs）、愛與歸屬（社會關懷）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和自我實現的需求

（self-actualization needs）。而低層次需求的滿足會使人的需

求層次上移，同時使人更加成熟。本項理論後來又提出第六

種的需求層次為自我靈性的實踐（meta-motivation）（蕭武

桐，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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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層次理論係基於二項假定，一為人類為了滿足其需

求會形成動力，而影響其行為；二則為需求具有高低順序，

低層次的需求滿足後，才會產生更高層次的需求（Maslow, 

1954）。 

（二）生存、關係、成長理論（ERG 理論） 

Alderfer 的 ERG 理論是於一九七二年根據 Maslow 

之需求層次理論缺點改進，而提供了比 Maslow 理論更富

彈性之方式，來瞭解人類的需求。其中有三個基本層面與 

Maslow 需求層次理論不同之處如下（Alderfer, 1969）： 

１、ERG理論將 Maslow 的五個需求分類為三種，分別為 

（１）生存需求（Existence Needs） 

係指物質及生理的慾望，前者可藉由飲食來得

到滿足，後者可藉由報酬、福利、愉快的工作環境

來獲得滿足。相當於 Maslow 所提出的生理和某

些安全的需求。 

（２）關係需求（Relatedness Needs） 

指人們想擁有人際互動關係的需求，能與家

人、主管、部屬、朋友等重要他人間相互關懷，是

一種情感性的分享。相當於 Maslow 的安全、愛

與歸屬及某些尊重的需求。 

（３）成長需求（Growth Needs） 

指人們追求自我發展的需求，能發揮潛能，實

現理想和抱負。此類似 Maslow 某些尊重方面及

自我實現的需求。 

２、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具有「滿足－前進」（satisfaction 

-progression）的過程，即當人們滿足其較低層次的需求

之後，就會進而追求較高一層次的需求。而ERG理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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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具有「挫折－退縮」（frustration-regression）的過程，

係指當人們追求某一層次需求受到挫折時，會轉而追求

較低層次的需求（許濱松，1991）。 

３、Maslow 主張一個人一次只能強調一個特定需求，而 

ERG理論則主張一個人可能同時需要滿足一個以上的

需求（Alderfer, 1969）。 

（三）成就動機理論（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McClelland （1961）認為人的主要需求可分為以下三

種： 

１、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 

當人們心中有想要達成的目標時，就會產生驅力，

以獲得滿足。如：想要超越他人，追求成功，以獲得成

就及得到他人的肯定。 

２、歸屬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 

係指人們希望能與他人建立和維持友善且溫馨的

人際關係，形成良好的互動，能獲得接納、友誼、喜愛。

歸屬需求高者，強調人際關係的活動，對社會關係的重

視勝於組織任務。 

３、權力需求（need for power）： 

是指人們想要獲得權力，以控制他人或順從自己的

慾望。權力需求高者，在團體中希望能居於領導地位，

可以去指揮或支配其他人。 

（四）雙因子理論（Two-factors Theory） 

係由 Herzberg、Mausner 和 Snyderman（1959）所提

出，認為影響工作滿足有激勵及保健兩個因素，而發展出雙

因子理論，也稱為「激勵—保健理論」（Motivator-Hygiene 

Theory）。該理論描述造成工作滿足與不滿足的主要因素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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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１、保健因子 

保健因子是工作不滿足的來源，包括有組織政策、

監督的品質、工作環境、底薪或基本工資、與同儕間的

關係、與部屬間的關係、地位及安全等因子。這些因子

乃與工作環境有關，如低薪資造成員工不滿意，但給予

員工較高的薪資，也未必能滿足或激勵他們。 

２、激勵因子 

激勵因子與工作內容有關，包括有成就、認同、工

作本身、責任、升遷及成長等因子。人們在工作中實際

會做的事，將這些激勵因子加入其工作之中，也就是 

Herzberg 對工作績效的連結。 

Herzberg認為人們有二種天生的需求，一種是希望避免

痛苦的需求（Pain-avoidance Needs），另一種是追求心理上

之成長的需求（Psychological-growth Needs）。當激勵因子能

符合個人的心理成長需求時，就會感到滿足，若是缺乏這些

激勵因子並不會感到不滿足，只是沒有工作滿足。同樣地，

當保健因子未能符合個人的避免痛苦需求時，就會感到不滿

足，若是擁有這些保健因子並不會感到滿足，只是沒有工作

不滿足。 

二、過程理論（Process Theories） 

激勵之內容理論雖已指出引起員工與特定工作有關的動機行為

因素，但並沒有告訴我們何以人們會選取某一特定的行為方式來完成

工作目標。此種選取特定行為的方式，即是過程理論所探討的主題。

而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與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為一

般所常提及的兩種主要過程理論（羅仕郎，2001）。 

（一）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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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為 Vroom 於一九六四年提出，認為人類相當理智，

能事先計算在從事某種行為後，所可得到的獎勵程度，才決

定是否要真正努力去達成該目標（吳秉恩，1993）。亦即指

個人的行為作何種選擇，不僅受到其對這些行為結果偏好的

影響，同時也會受到其相信這些行為結果達成可能性的影

響。該理論建立在下列三個變數（Vroom, 1964）： 

１、期望（Expectancy） 

是指藉由努力而獲得績效的可能性。 

２、工具（Instruments） 

指努力的結果與報酬結果之間的相關性。 

３、效用值（Valence） 

指組織提供的報酬對個人之重要性或吸引力。 

综上述，工作的激勵（M）乃是期望（E）乘以工具（I）

再乘以效用值（V）的結果：M=E×I×V。 

（二）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Adams （1963）的公平理論又稱為「交換理論」

（Exchange Theory），認為人們處於「交換關係」情況下，

會將自己的投入（Input）和成果（Outcome）的比例，與其

組織內或不同組織而同工作性質的人或前一工作時的自己

相比較，以確定自己是否受到公平待遇。如果能達到平衡就

會覺得公平（Equity），否則就會覺得不公平（Inequity），因

而影響其對工作滿足的認知。 

所謂「投入」是指員工在工作上所付出且值得獲得報酬

的因素，如年齡、工作經驗、教育背景、技術、努力或負責

程度等；「成果」是指員工從工作中所獲得的報酬，如薪資、

職位、福利、升遷、同事的尊重、上司的賞識等。 

個人對於其工作上獲得過多或過少的成果，都會感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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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這些都會造成工作的不滿足。如果獲得的成果過少，

會激發其去增加成果或減少投入。如果獲得的成果過多，則

會激發去減少成果或增加投入。 

三、增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ies） 

Skinners 於一九七一年提出「增強理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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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nners, 1971）。 

綜上述，學者對於工作滿足的定義不一，也提出相當多的理論模

式，但至今工作滿足的完整構面仍是眾說紛紜，未有定論。目前國內

有關工作滿足的研究大多採取參考架構性定義，從多構面的衡量方式

來測量工作滿足程度，而本研究亦採行之，採用 Smith et al.（1969）

對工作滿足的定義，將工作滿足區分為對工作本身、薪資福利、升遷、

上司與工作伙伴等五個構面之滿足，以及對此五構面之整體性滿足，

從各構面來衡量個人對工作滿足的程度。 

參、影響工作滿足之因素 

影響工作滿足的變項有許多，主要係受到工作情境的特徵（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b Situation）與個人的特徵（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所共同影響，但是並沒有一個模式能將所有可能影響的因

素完全的包括在內，因此僅就較具有代表性的相關研究成果如下： 

一、Vroom（1964）認為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包括：公司及管理當局、

升遷機會、工作內容、直接主管、金錢待遇、工作環境及工作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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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ocke 於一九七三年整理各學者的研究結果，將工作滿足感的影

響因素分為兩類： 

（一）與「工作事件」（Event）有關的因素 

１、工作本身：如工作量、工作彈性、成就感等。 

２、工作報酬：如升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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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與「行為者」（Agents）有關的因素 

１、行為者本身 

２、組織內與組織外的其他人 

三、Seashore & Taber （1975）之工作滿足前因後果變項 

Seashore 和 Taber 所研究的概念性架構，涵蓋了工作滿足的前

因及後果兩個變項，為有關工作滿足變項的架構最為周詳、完整，對

後續研究者有極大的助益，其架構如圖2-2-1。 

（一）前因變項 

１、環境變項 

（１）政治及經濟環境：如失業率、社區別及國家的差異。 

（２）職業性質：如職業聲望、地位。 

     （３）組織內部環境：如領導型態、組織規模、組織氣候 

、複雜化、決策等。 

     （４）工作與工作環境：如工作性質、特徵與保障等。 

２、個人屬性 

  （１）人口統計特徵：如年齡、性別、教育程度等。 

  （２）穩定性人格特質：如價值、需求等。 

  （３）能力：如智力、運動技巧等。 

  （４）情境性人格：如動機、偏好等。 

  （５）知覺、認知及期望等。 

  （６）暫時性人格特質：如憤怒、厭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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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果變項 

   １、個人反應變項：如退卻、攻擊、工作績效、知覺扭曲、

生病等。 

   ２、組織反應變項：如品質、生產力、人員流動率、缺勤、

怠工等。 

    ３、社會反應變項：如國民生產毛額（GNP）、疾病率、適

應力、政治穩定性、生活品質等。 

 

 

 

 

 

 

 

 

 

 

 

 

 

 

 

 

 

四、Wexley & Yukl（1977）之工作滿足因素模式 

  Wexley 和 Yukl 提出工作滿足因素的模式，認為反應的知覺與

實際工作條件的知覺之間的差距，會決定工作滿足與否及其滿足的程

個人反應 
變    項 

組織反應 
變    項 

社會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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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 
工作環境 

組織 
內部環境

職  業
性  質

政  經 
環  境 

環  境

人口統 
計特徵 

穩定人 
格特質 

能  力 

個體---------------------總體

情境人格 

知覺認 
知、期望 

暫時性 
人格特質 

個 

人 

屬 

性 

較
穩
定------------------------------

較
不
穩
定

工作滿足 

相關類型 
（因果、相關
、個人－環境
關係、情境互
動等） 

圖 2-2-1：工作滿足之前因與後果相關變項 

資料來源：許士軍（1999：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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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而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包括工作者特徵（需求、價值、人格特質）；

工作環境（目前社會比較、參照群體、先前工作經驗）與實際工作條

件（報酬、監督方式、工作本身、夥伴、工作安全、升遷機會）等。 

綜上，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可歸納為個人變項及環境變項兩大

因素，本研究在個人變項上探討不同個人屬性之差異對工作滿足之影

響；在環境變項則考慮服務機關之主管領導型態對於採購人員工作滿

足的影響。 

肆、工作滿足之測量 

由於學者對工作滿足定義之觀點不同，因此一良好的工作滿足量

表究竟應該包括那些構面並無定論，以下列舉幾項常被使用的量表，

分別簡述之： 

一、霍伯克量表（The Hoppock Scale） 

係 Hoppock 於一九三五年所編製，為早期測量工作滿足的量表

之一。本量表以對自己工作喜歡的程度、轉換工作的想法、工作本身、

自己的工作與他人的工作作比較等四個態度量表，來測量員工的工作

滿足。本量表測量個人對參考目標之感受，並以七點量表示之，藉以

推斷受測者之工作滿足感（Dunn & Stephens, 1972）。 

二、明尼蘇達滿足量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簡稱

MSQ） 

本量表是由 Weiss, Dawis, England 與 Lofquist 等人（1967）於

明尼蘇達大學所編製而成。量表分為二種型式：一種是長題本，包含

二十個分量表，每個量表各有五題，合計一百題；另一種則是短題本，

由長題本的每個分量表中選出相關性最高的一個題目，代表該分量

表，合計二十題。兩種型式的衡量方式皆是採取五點量表，由非常滿

足（五分），到非常不滿足（一分）。這種量表可測出受試者對工作的

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及一般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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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二○○○年由 Hirschfeld 所修改的短式問卷，仍然將工作

滿足分為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及一般滿足等三個面向，而經其研究發

現修正版的問卷亦有很高的效度與信度（郭明德，2002）。 

三、工作敘述量表（Job Description Index；簡稱 JDI） 

由 Smith, Kendall 和 Hullin（1969）等人編製而成，共包含五個

構面：工作本身、薪資、升遷、同事、直屬上司等，其中工作本身、

直屬上司及同事各十八題，薪資及升遷各九題，合計七十二道題，每

個構面都包含一些形容詞或敘述，由受試者對該形容詞或敘述所描述

的項目作答，同時可將五個構面分量表分數加總而成一個整體滿足分

數。受試者在各構面的分量表之得分加總即為整體工作滿足情形，得

分越高，滿足程度愈高（Dunn & Stephens, 1972）。 

JDI 雖僅要求受試者描述其工作，但在描述中隱含個人對工作的

評價，可用以測量工作者的工作滿足程度，故多年來廣受從事工作滿

足感之研究者所引用。完整的 JDI 在國內亦經鄭伯壎譯成中文量

表，可供參考（陳義勝，1995）。 

四、SRA 態度量表（SRA Attitude Survey） 

本量表又稱為 SRA 員工調查量表（SRA Employee Survey），係

由芝加哥科學研究學會（Chicago 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於一九

七三年所編製，可測量十四個工作層面的滿足感，包括工作環境、意

外防止、工作進度、工作調派、工作辛勞、工作要求、待遇、福利、

同仁合作、領導、重要性、歸屬感、組織印象、溝通等（林秋宏，2004）。 

五、工作診斷調查表（Job Diagnostic Survey；簡稱 JDS） 

本量表由 Hackman 與 Oldham （1975）共同設計，透過成長、

薪水、安全、社會、直屬上司、督導等六種構面來加以衡量，每個構

面的題項介於二至五題間，由非常不滿足到非常滿足區分為七級來衡

量，合計有二十一個題目，用以測量工作者對其工作的情感性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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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員工之一般滿足（指工作者對其工作感到的滿足程度與愉快程

度）、內在動機（指工作者能自我激勵，以有效完成工作的程度）及

特殊滿足（包括工作安全、待遇、社會滿足、督導、成長滿足等構面

之滿足程度）。 

六、工作滿足調查（The Job Satisfaction Survey；簡稱 JSS） 

由 Spector（1985）所編製，包含薪水、升遷、直屬上司、福利、

獎賞、工作情況、同事、工作特性、溝通等九個構面，每一構面有四

種選項，正向意見予以正分，負向意見則予以負分表示，成績由一至

六分代表非常不滿足到非常滿足，而總成績則是將九個構面分數加

總，介於三十六至二百十六分之間。 

七、一般性工作量表（The Job General Scale；簡稱JIG） 

由 Ronson 等人（1989）編製，為一全面性的量表，型式與JDI

相同，共包含十八個題項，每個題項問題係對於工作之一般性描述，

包含三個選項：「是」、「不確定」、「否」，正向意見予以正分，負向

意見則以負分表示，總成績則係將所有題項的分數予以加總。 

綜上述，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一種工作滿足量表可以用來測量所

有的變項，所以在選擇量表時，應考慮其是否能測出研究者最感興

趣的層面，以及是否能提供信度及效度的評估。Smith等人編制之「工

作敘述量表」包含工作滿足五個構面，透過該量表即可測得受試者

的總滿足程度，亦可測得各工作構面的滿足程度，能夠了解個人與

組織間的關係。又該量表列舉工作滿足的具體構面，各個構面包含

一些描述語句，不須受試者說出其內心的感受，只就不同的描述語

句加以選擇，易於作答；且國內外均有不少人採用之，是以，基於

前述優點，本研究將採用「工作敘述量表」進行採購人員工作滿足

感之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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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領導型態 

壹、領導之意義 

有關領導一詞的涵意，由於各家觀點迥異，因而有各種不同的見

解，欲探究領導型態之前，先對「領導」一詞加以詮釋，實屬必要。

領導（Leadership）可以說是影響他人的一種藝術或一種程序，以使

他人自願地、熱切地致力於組織目標的實現。凡是某人影響他人或影

響一個群體，以求實現某項目標者，便是領導（楊銘賢，1995）。就

領導的意義而言，歷來學者之闡述甚多，但觀點亦頗紛歧，說明了領

導乃極為複雜的社會現象，領導所涵蓋的要素及所涉及的層面不同，

研究者所持探討角度互異，致使領導的界說紛紜，茲將較有代表性之

國內外學者對「領導」之定義整理如下表2-3-1： 

表 2-3-1：國內外學者對領導之定義一覽表 
年度 學者 領導之定義 
1935 Tead 領導是影響人們共同合作朝向他們所要追求目標的活動。

1959 
French and 

Snyder 

領導是團體中的一部份人所具有的社會影響力，如果團體

中的一份子對其他份子具有某種影響力，那麼他對他們就

有某種程度的領導作用。 
1960 Terry 領導係為影響人們自願努力以達成群體目標所採之行動。

1961 
Tannenbaum 

et al.   
領導乃係一種人際關係的活動程序，一經理者藉由這種程

序以影響他人的行為，使其趨向於達成既定目標。 

1967 Fiedler 領導是在團體中，擔負起指導與協調團體活動的工作。 

1974 Stogdill 

領導是一種團體活動的過程；個人人格和對他人人格的影

響；說服他人順從的藝術；影響力的運用；是藝術或行為；

說服的方式；一種權力關係；達成目標的工具；一種交互

的影響；角色的差異；倡導的來源。 

1977 
Hersey and 
Blanchard 

領導是在一特定情境下，為影響一人或一群人之行為，使

其趨向於達成某種群體目標之人際互動程序。換言之，領

導程序乃係：領導者（l）、被領導者（f）及情境（S）三

方面變項之函數。 

1979 
Koontz and 
O’ Donnel 

領導係個人試圖將影響力加諸於他人，以期達成共同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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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國內外學者對領導之定義一覽表 
年度 學者 領導之定義 

1980 Davis 
領導是管理的一部份，而管理的活動如計劃、組織、決定

等，都是靜態的，必須依靠領導者運用激勵或有效的說服

力，引導他人向目標邁進。 

1984 
Rauch and 

Behling 
領導是一種影響組織團體朝向目標達成的一種過程。 

1985 吳定 
領導是指在一特定情境下，某人為影響他人或團體的行

為，使其有效地趨向於目標達成的一種過程。 

1985 張金鑑 
行政領導是指機關各級主管適應部屬的心意與需要，運用

思想溝通、人格感召、智能表現及管理措施，促使踴躍的

共赴事功，以協同一致的努力，有效完成機關使命與任務。

1990 
Jacobs and 

Jaques 
領導是給與成員一個有意義的目標，促使他們為達成目的

而努力，在將這些努力予以集結起來的一種過程。 

1990 Koontz 
領導是一種影響力、技巧或程序，以影響他人，期望他們

能自願、盡力的致力於團體目標之達成。 

1999 Conger 
領導不只是獲利與報酬，而是以建立組織文化的方式幫

助員工透過了解工作意義與價值，進而達成具有挑戰工作

的慾望。 

1999 許士軍 
領導是在一特定情境下，為影響一人或一群人之行為，使

其趨向達成某群體目標之人際互動程序。 
2001 Dessler 領導即一個人影響另一個人，而心甘情願去達成目的。 

2001 Madsen 
領導是以較長期的組織範疇做為柔性因素，運用激勵、鼓

舞、參與、願景、價值創造等方式達成組織目標。 

2001 張潤書 
領導乃是組織中影響系統（Influence Systems）的影響力

表現，凡是能對他人產生影響力者即構成領導行為。所以

領導就是組織人員在交互行為下所產生的影響力。 
2004 DuBrin 領導係激勵組織成員，使其具信心藉以達成目標的能力。

2004 
George and 

Jones 
領導是指群體或組織中的一個成員，其所發揮的影響力可

影響其他成員，並協助群體或組織順利達成目標。 

2005 
Robbins and 

DeCenzo 
領導者能影響其他人去執行超過正式職權所能命令的行

動。領導者意謂著能夠影響他人而又擁有管理職權的人。

2006 Kotter 
領導者和管理者是兩種完全不同工作類型。認為管理者的

職責，在於維持正常營運，而領導者則在於突破過時的疆

界。管理者負責控制，而領導者負責激勵。 

資料來源：整理 Stogdill (1974)；Hershey & Blanchard (1977)；Dessler (2001)；

許士軍（1999）；郭明德（2002）；謝秦強（2005）；郭恆祺譯（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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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各家對領導的界說，雖選擇諸角度中的一面或數面來

界定領導及領導者，界定方式雖然分歧，但本質上相互矛盾並不多，

可將其歸納為下列幾點（羅虞村，1999）： 

一、領導是影響力的發揮。 

二、領導是一種說服方式。 

三、領導是一種交互作用。 

四、領導是一種倡導作用。 

五、領導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或工具，並將其定義為：「領導係指領導

者運用各種影響力，透過成員交互反應的行為，以引導成員同心

協力，達成組織特定目標的歷程。」 

貳、領導之相關理論 

學者對領導的研究論著很多，由於研究途徑的不同，而有不同的

學說，較具代表性者，可以歸納如下： 

一、領導者特質理論（Trait Theories of Leadership） 

領導者特質理論興盛於一九三○年代，此理論是從領導者與非領

導者所擁有之人格特質的不同來探討，認為領導者在性格、社會背

景、身體或智力等方面，具有其個人特質。 

（一）Stogdill 曾對一九四五年以前的五十二個領導者特質進行研

究，以找出領導者的共同特徵，他將研究所發現的因素分成

三類（羅虞村，1999）： 

１、屬於技能方面的因素，包括社交與人際關係的技能；技

術性技能；行政技藝；領導效能與技能；及社會性接觸

與友誼等五項。 

２、屬於領導者與團體關係方面的因素，包括維繫具有凝聚

力的工作團體；維持及協調團隊；維繫實際表現標準；

對非正式團體的控制；及一般的印象等五項。 



 
                             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主管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感之研究 

第 36 頁，共 116 頁 

３、屬於有關領導者個人特徵的因素，包括願意承擔責任；

情緒的平穩與控制；道德行為、正直；權力傾向、支配

及果斷；體力；經驗與活躍；成熟、好修養；勇敢；高

高在上；有創造力、獨立；個性隨和；有教養的行為；

及溝通、語文能力等十三項。 

（二）Koontz, H. r及 O＇Donnell, C.（1976）則認為領導者具備有

以下三項特質： 

１、同理心（Empathy）態度 

領導者站在部屬的立場，思考員工個人特質、能

力、價值觀及認知，提供員工良好工作環境與制度。 

２、自知（Self-awareness）態度 

領導者制定決策、訂定管理制度時，思考此行動對

部屬的影響，是否會產生員工工作不滿情形或工作情緒

異常狀況。 

３、客觀（Objectivity）態度 

領導者保持客觀、冷靜角度，不摻入情感成份，公

平地處理部屬紛爭，營造團體和諧氣氛。 

綜合之，從事領導特質研究的學者相當多，惟領導者特質理論忽

視不同情境的因素，僅以個人特質證明領導特質，恐失之偏頗。但特

質理論研究，雖僅以特質方面論述領導，且缺乏領導行為與情境的考

量，無法一探領導全貌，但其揭開領導行為研究的序幕，對於領導理

論的建構仍有相當大的貢獻。 

二、領導行為模式理論（Leader Behavioral Pattern Theories） 

由於領導者特質理論有前述之限制，是以領導行為理論自一九四

○年代中期到一九五○年代開始興起，研究重點著重於領導者的實際

行為，認為領導效能不在於領導者具備的特質，而取決於領導者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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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且領導者係可以藉由訓練來加以塑造。此一理論較重要的研究分

述如下： 

（一）White & Lippitt（1953）的三種領導方式理論 

學者 White 與 Lippitt 從實驗室研究中，將領導型態歸

納為民主式、權威式及放任式等三種，分述如後： 

１、民主式領導（Democratic Leadership Style） 

組織的決策經由群體討論，組織成員對於工作進行

的步驟和使用的技術，有適當的選擇機會。工作績效的

考核，依客觀標準加以評估。在民主式的領導型態之

下，組織的成員表現較為主動、積極、士氣較高，行動

較自由，工作績效也較好。 

２、權威式領導（Autocratic Leadership Style） 

屬於由上而下的領導方式，組織所有決策均操在領

導者一人，部屬只能奉命行事，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缺乏

溝通，工作績效的考核，由領導者個人主觀認定。在權

威式的領導型態之下，組織成員缺乏獨立性和創造性，

士氣較為低落，容易感到挫折。 

３、放任式領導（Laissez-faire Leadership Style） 

領導者放棄決策權，決策由部屬自行制定，至於工

作績效的考核，領導者亦不主動。在放任式的領導型態

之下，組織成員的工作效率差。 

（二）Tannenbaum & Schmidt（1973）的連續構面領導型態 

其主要論點是視領導行為係一連續構面，領導型態依部

屬參與決策的態度，由一端以主管為中心到另一端以部屬為

中心（如圖2-3-1）。一位明智的主管，須考量領導者、部屬

及情境等各種相關因素，在兩個極端之間，選擇出最適合條

件的領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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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亥俄州立大學的雙構面領導型態 

美國俄亥俄州立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於 1945

年對領導行為進行的研究，認為領導可以採用關懷型

（Consideration；又稱為體諒）與體制型（Initiating Structure；

又稱為定規型）二個構面加以描述： 

１、關懷型 

是指領導者以友誼、互信、尊重、接受部屬建議等

方式建立良好工作關係來從事領導。如：幫助部屬、關

心部屬生活、傾聽部屬的問題、以平等方式對待部屬等。 

２、體制型 

是指領導者界定組織成員之間互動型態的種種行

為，使部屬瞭解他們自己的角色，所強調的是在執行任

務及達成目標。例如：批評工作差者、強調達到目標的

重要性、分派部屬任務、要求部屬遵循標準程序、提供

領導者運用之權限範圍 

 

                                                    部屬運用之權限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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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領導者為                                                 以部屬為 

中心的領導                                                為中心的領導

圖2-3-1：領導行為連續構面。 
資料來源：Tannenbaum, R. & W. H. Schmidt（1973: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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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的新方法、監督部屬努力工作等。 

俄亥俄州立大學所發展出來的領導行為描述問卷

（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用來測量部屬

對領導者行為的反應，可以得到關懷與體制因素的分數。根

據這兩個構面的交互關係，可分成四種領導型態（如圖

2-3-2）： 

１、高關懷高體制 

指領導者關懷部屬的需要，亦重視組織目標的達

成。領導者尊重部屬，提供溝通及參與建議的管道，亦

會主動提供部屬解決問題的方法。 

２、高關懷低體制 

指領導者較重視組織成員的需求，而不太重視組織

目標的達成。領導者給予部屬支持和鼓勵，甚至讓部屬

在工作上作決定。 

３、低關懷低體制 

指領導者對部屬的需求與組織的目標皆不太重

視。領導者採取無為而治，不提供部屬溝通的管道，亦

不給予工作上的指導。 

４、低關懷高體制 

指領導者不重視組織成員的需求及感受，只強調組

織目標的達成。領導者與部屬之間缺乏良好的人際關

係，但視達成目標為最優先，會給予部屬工作上的指示。 

而國內對此四種領導型式進行研究結果發現（張鴻友，

2004；黃坤和，2002），「高關懷高體制」領導是最佳的領導

型式；「低關懷高體制」領導雖然有較高的生產力，但往往

因領導者對部屬體恤不足，亦招致部屬抱怨甚至離職。「低

關懷低體制」之領導者不關心組織目標的達成，更不考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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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工作滿足感，組織形同一盤散沙，效果欠佳；「高關懷低

體制」領導型式重點在於如何提昇部屬之滿足感，使其與生

產力成正相關。 
 
 
 
 
 
 

 

 

 

 

 

（四）密西根大學之員工導向與工作導向的領導型態 

自 1947 年開始， 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開始進行許多

關於領導的研究，試圖找出與績效相關的領導者行為特質。

於 1961 年透過問卷調查及田野調查之結果，將領導型態分

為員工導向（employee-centered）及工作導向（job-centered）

兩種，發現前者較能產出較高群體生產力及較高的工作滿意

度；而工作導向則反之（Robbins, 2001）。 

１、員工導向的領導行為 

領導者較注重人際關係，重視部屬工作問題的人性

面，接受群體成員的個別差異，建立有效的工作團隊。

領導者會訂定目標並與員工溝通達成目標的可能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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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Ohio State 大學的領導型態圖。 
資料來源：Stogdill, R. M.＆A. E. Coons（195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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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目標確定後，給予員工較大的自由裁量範圍。 

２、工作導向的領導行為 

強調工作的技能與任務，任務分配結構化，領導者

運用各種方法刺激生產，訂定生產的標準比率，對員工

工作施以嚴密的監督，以確保任務能如實的達成。組織

關心的重點在於團隊任務的完成與否，並視群體成員為

達成目標的手段。 

密西根大學研究結論認為：「員工導向」的領導行為與

提高群體生產力及滿足程度有關；而「工作導向」的領導行

為，則與降低群體生產力及滿足程度有關。 

（五）Blake 及 Mouton（1964）的管理方格理論領導型態 

Blake 及 Mouton（1964）以俄亥俄大學的體諒與體制

雙構面及密西根大學的員工導向與工作導向之領導型態為

基本，編擬「管理方格圖」，以「關心生產」（Concern for 

Production）和「關心員工」（Concern for People）形成雙構

面的管理座標來描述領導行為，並劃分八十一種領導風格及

五種代表性的領導模式，提出管理方格理論（Managerial 

Grid）（如下圖 2-3-3）： 

１、無為式管理（1,1型） 

又稱為「放任型管理」，領導者對績效及部屬都不

太關切，對工作的完成只作最低限度的督促，很少介入

組織的運作，以維持現狀為原則。 

２、關係導向型管理（1,9型） 

又稱之為「鄉村俱樂部管理」，領導者如鄉村俱樂

部的老闆一般，集中全力使成員有個舒適而愉快的工作

環境，以建立良好的人際關係為主。領導者注重部屬需

求之滿足，對組織的目標、績效不太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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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任務導向型管理（9,1型） 

又稱為「權威管理」，以組織的績效為主，領導者

為達成目標，特別重視規劃、指導及控制等工作，與部

屬間互動採取權威式，部屬的需求被忽視。 

４、平衡式管理（5,5型） 

又稱為「中庸管理」，領導者給予部屬與組織任務

均有中等程度的關注，希望兩者能因之取得平衡，其希

望組織維持一定水準的成就。領導者不希望過度重視績

效而傷了成員的感覺，同時也不願因過份照顧部屬而使

績效降低。 

５、統合型管理（9,9型） 

又稱為「團隊管理」，組織任務的達成與部屬需求

的滿足是一致的，領導者藉由和諧的團隊及高昂的士氣

來達成組織與部屬的目標。 

然上述各種領導風格中又以統合型管理（9,1 型）是最

佳的方式，不僅可以達成組織目標，同時也可以維持人員高

度的工作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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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Likert（1967）的管理系統理論（Theory of Management System） 

Likert（1967）以系統觀點依據領導的過程、激勵力量、

溝通過程的特徵、互動及影響過程、決策過程、目標的設定、

控制過程等七個層面，將領導型態分成以下四個系統： 

１、系統一：剝削式的權威領導（Exploitative Authoritative） 

主管與部屬之間缺乏互信，溝通是單向由上而下，

決策權集中於主管，部屬無法參與。 

２、系統二：仁慈的權威領導（Benevolent Authoritative） 

主管對部屬採取較溫和的管理，溝通大部分是由上

而下。在參與方面，部屬的建議有時被接受。 

３、系統三：諮商民主式的領導（Consultative Democratic） 

主管對部屬有相當的信任，採取雙向溝通。組織目

標的設定，經常是由主管與部屬討論之後所作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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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3：管理方格圖。 
資料來源：Blake, R. R. & J. S. Mouton（196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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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成員對工作目標有共識，士氣較高。 

４、系統四：參與民主式的領導（Participative Democratic） 

主管對部屬充分信任，溝通包括雙向與平行。在決

策過程方面，部屬可充分參與。組織內的人際互動良

好，成員具有團隊精神，共同致力組織目標的達成。 

大體而言，領導行為模式理論中，密西根大學與俄亥俄州立大學

的研究受批評之處頗為類似，其共同缺點包括：第一，沒有證據可以

顯示出領導型式或行為隨情境而改變（Walter, 1973）；第二，未考慮

其他情境因素，如工作性質、部屬個人特性等，例如在正常情境下，

領導者可能以員工為取向的領導型態，在遭遇有壓力的情境下，可能

轉以工作為取向的領導型態。故行為理論仍然無法解釋複雜的領導風

格。 

三、情境理論（Situational Theories） 

雖然領導的特質理論和行為理論不同，前者著重於領導者應具備

的特質，後者強調領導者的行為，但是兩者有一共同點即在於忽略了

領導發生的情境。一九六○年代後期，學者將領導由行為模式的研究

轉向領導情境之研究，認為領導過程中會受到許多情境因素的影響，

一個有效的領導，須考量各種情境因素，彈性運用領導的影響力。較

具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一）Fiedler（1967）的權變領導理論（Contingency Theory of 

Leadership） 

Fiedler 認為領導者欲達成組織的績效目標，須視特定情

境下的控制及影響程度而權變。沒有一種領導型式是放諸四

海皆準，有效的領導型式必須與情境適當的配合才能成功。

領導型態是否有效，與情境是否有利相關聯，而以下三種情

境因素會影響領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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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領導者的職位權力（Power of the Leader’s Position） 

領導者對部屬的影響力，視其所擁有之聘雇、待

遇、獎懲等權力大小而定。 

２、工作結構（Task Structure） 

在工作目標明確，有一定工作流程的高工作結構

下，領導者的影響力較為有限。若在工作目標不明確，

工作性質非例行性的低工作結構下，領導者的影響力較

為廣泛。 

３、領導者與部屬的關係（Leader-member Relations） 

部屬對領導者忠誠與信任，雙方關係良好者，領導

者較易指揮部屬。反之，對任務的推行較困難。 

根據此三個情境變數，領導者可視情境是否有利，採取

「工作導向」或「關係導向」的領導型態。研究發現，在最

有利和最不利的領導情境下，以工作為導向的領導，績效較

高；在中度有利的領導情境下，以員工為導向的領導，績效

較高。 

Fielder 並發展出「最不喜歡的工作伙伴量表」（Least 

Preferred Coworker Scale，簡稱 LPC），由受訪者的回答，

決定出受訪者的領導型態。如果受訪者以較肯定的語氣（高

LPC 分數）來描述他最不喜歡共事的工作伙伴，Fielder 將其

歸納為「關係導向」；反之，受訪者以較為不好的語氣（低

LPC 分數）來描述其最不喜歡共事的工作伙伴，則歸其為「工

作導向」（蔡培村、武文瑛，2004）。 

（二）House（1971）的途徑目標理論（Path-Goal Theory） 

House 提出之途徑目標理論，與 Fielder 理論的最大不

同在於，House 認為同一領導者可以根據不同的情境表現出

任何一種領導風格，其著重於領導者如何才能協助部屬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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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提供有效的支援和指導。House 將領導者行為區分為

指導型、支持型、參與型及成就導向型；以兩組情境因素（一

是部屬控制範圍以外的環境因素，如：工作結構、正式職權

系統、工作團體；另一則是部屬的個人特性，如：內外控、

經驗、領悟力等）調節領導行為與結果之間的關係。此一理

論認為領導行為對部屬之工作動機、工作成果和工作滿足具

有影響力。領導者應增加部屬對工作目標的偏好，並為部屬

清除達成目標途徑中的障礙。 

四、轉換型領導理論（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heory） 

轉換型領導的概念，最先係由 Burns 於一九七八年所提出。

Burns 認為轉換型領導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影響過程；並且是改革社

會系統及組織而形成動員力之過程。在過程中，轉換型領導者藉著提

出更高的理想及價值，如正義、公平、自由、人道主義等，企圖喚起

組織成員的自覺。而後由 Bass（1985）加以闡揚，並發展出轉換型

領導理論。此理論認為領導者應規劃組織未來的願景，使部屬為達成

團體目標而努力。而且要促進部屬個人的學習，來提昇其能力，以增

進組織的效能。透過轉換型領導方式，組織會有額外的產出，產生綜

效（Synergy）的效果，須藉著下列四個要素來達成： 

（一）理想化的影響力（idealized influence） 

領導者之言行為部屬所尊重、信賴，成為模仿的規範。 

（二）才智的激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提供有利學習的組織環境，讓部屬有訓練進修的機會，

並鼓勵以創造、革新的觀點去面對及解決問題。 

（三）心靈的鼓舞（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領導者須經常給予部屬激勵，以促使其產生工作熱忱。 

（四）個別的關懷（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領導者須明瞭部屬的需求，並尊重其個別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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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述，雖然領導理論目前主要分為領導者特質理論、領導行為

模式理論、情境理論及轉換型領導等四大類，各項領導理論眾多，但

本研究係以 Blake 及 Mouton（1964）的管理方格理論為理論基礎，

其原因主要係管理格道理論包含了領導行為模式理論中俄亥俄州立

大學與密西根大學的研究範疇，較具有代表性；且管理方格理論中所

提出之五種代表性領導型態，名稱相當通俗，且較符合實務上組織內

領導者之管理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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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壹、個人屬性變項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一、性別 

男女性別的不同，對於工作滿足的影響尚無一致性的結論。有些

研究顯示男性的工作滿足高於女性（顏玉雲，1989；莊榮霖，1994；

黃麗華，1996），可能係女性於職場上在職位、薪資、升遷機會等處

於較男性不利的情況。 

二、年齡 

多數研究顯示，年齡與工作滿足是正相關的（莊榮霖，1994；黃

麗華，1996；羅智丰，1997）。因為年齡較大的員工，較能明瞭現實

的情況，不致於在期望與實際上有太大的差距，相對的工作滿足也較

高。 

三、教育程度 

教育程度的高低是否會影響工作滿足，在研究上亦無一致結論。 

（一）教育程度與工作滿足呈現正相關，即教育程度愈高者，工

作滿足愈高（顏玉雲，1989；柯惠玲，1989；黃麗華，1996）。

可能原因是教育程度高者，在職場裏較受重視，同時專業

能力也較強。 

（二）教育程度與工作滿足呈現負相關，即教育程度愈高者，工

作滿足感愈低（許士軍，1977）。可能原因為教育程度高者，

所獲得的報酬與其所預期有差距。 

（三）教育程度與工作滿足無顯著相關（劉興漢、石雅惠，1990）。

不同教育程度的工作者，可能只在某些方面有較高的工作

滿足，例如升遷，而在其他方面如工作本身、報酬等，其

工作滿足不一定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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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婚姻狀況 

大多數的研究認為已婚者的工作滿足要高於未婚者（柯惠玲，

1989；黃麗華，1996）。其原因可能是已婚者須承擔家庭經濟的責任，

穩定的工作顯然具有重要性與價值。 

五、職位 

就一般情況而言，職位愈高者，其工作滿足也愈高（顏玉雲，

1989；莊榮霖，1994；李淑貞，2000）。其原因可能是職位愈高者，

掌握權力，不僅有較高的名譽，而且較能自我實現。 

六、年資 

部分研究認為服務年資愈長，工作滿足愈高（顏玉雲，1989；莊

榮霖，1994；黃麗華，1996；羅智丰，1997）。因為多數年資較長的

工作者，薪資、職位可能較高。亦有研究認為工作滿足會呈現一Ｕ型

狀態，即初任職者，工作滿足較高，經過數年後，工作滿足降低，再

經過多年後，工作滿足又隨之上升（陳富祥，1984）。因為初任者升

遷發展的機會較廣，到了一段時間則因發展受限，至工作年資愈久則

較能明瞭自己的工作能力與考量實際環境的因素。 

貳、環境變項與工作滿足之關係 

一、工作特性 

依 Hackman 及 Oldham（1975）之工作特性的理論，工作特性

的內涵包含技能多樣性、工作重要性、工作整體性、工作自主性及工

作回饋性五項，這五項工作層面會透過工作的意義性、責任感、對工

作成果的認識等心理狀態，影響到組織成員的行為、工作表現、工作

滿足等。而許多研究顯示工作特性與工作滿足是呈現著明顯的相關

性，包括各種不同的行業（周淑萍，1994；白榮裕，1996；李吉祥，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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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領導型態 

從領導型態探討與工作滿足之關係，多數的研究結果顯示，領導

者對部屬的關懷程度與部屬的工作滿足感間呈現正相關（許彩娥，

1996；羅智丰，1997；陳銀環；1999）。其原因應為在民主領導的方

式下，組織成員較具有獨立思考判斷及裁量的空間，其感覺較受尊

重，工作士氣高昂，因此工作滿足感也較高。 

三、教育訓練 

相關的研究資料顯示，對組織成員所實施的教育訓練會影響其組

織承諾、工作士氣與工作滿足，教育訓練的成效愈高，工作滿足也愈

高（曹明中，1996；陳姿妤，1997）。對新進人員而言，教育訓練有

助於其對業務運作、法令規章的熟悉。對現職人員而言，則有助於提

昇其工作知能、專業知識，及培養領導管理的能力，並增進自我發展。 

四、服務機關層級 

相關的研究資料顯示，公務人員的服務機關層級與工作滿足呈顯

著相關（李吉祥，1997；蕭煥鏘，1999；羅仕郎，2001）。但何種服

務機關層級人員的工作滿足感較高，尚無一致結論，其原因可能與工

作性質有相當之關聯。 

五、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理區域 

有些研究資料顯示，公教人員的服務機關（學校）所在地理區域

與工作滿足呈顯著相關（李吉祥，1997；林佳芬，1999）。其原因可

能與各地方的發展條件及交通的便利性等有關。 

參、直屬主管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之相關研究 

Herzberg, Mausner, Peterson 及 Capwell（1957）於研究中發現，

當組織成員對工作產生負向感覺時，流動率將會提高，進而影響企業

營運之順暢，嚴重時無法在競爭激烈的環境中求生存，員工「工作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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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重要性由此可見。然而，影響員工工作滿足之因素有許多，而

主管之「領導型態」更是影響員工工作滿足重要因素之一。近年來，

國內有關直屬主管「領導型態」與部屬「工作滿足」間關聯性之研究

亦不少見，茲整理列表如下表2-4-1所示。 

表 2-4-1：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相關之研究 
年度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1997 李吉祥 
我國政府主計部門會

計人員工作滿足感之

研究 

1.會計人員對於工作伙伴及直屬上司的

滿足感最高，其次為薪資福利及工作

本身的滿足，而以升遷的滿足最低。

2.機關首長表現轉換型領導行為特質程

度愈高，會計人員愈顯工作滿足。 

1997 馮君宜 

組織學習與領導型態

對高科技產業員工工

作壓力與滿足之影響

研究 

主管的領導風格愈趨向員工導向，員工

的內在工作滿足程度愈高；若主管的領

導風格愈趨向工作導向，則員工的外在

工作滿足程度愈高。 

1998 張世民 

領導型態與工作特性

隊員工工作滿足影響

之相關研究─以中部

地區企業之員工為例

不同的領導型態對工作滿足有顯著差異

；就工作本身構面而言，在高體恤─高體

制領導形態下員工，其工作滿足程度會

高於低體恤─高體制或低體恤─低體制

的領導型態。 

1999 蕭煥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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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的個人特徵在工作滿足上有顯著的

差異性。主管領導型態的不同對部屬工

作滿足有顯著差異性。在高關懷高定規

領導型態下的員工，普遍較其他任三

組，有更高的工作滿足。 

1999 陳銀環 
我國政府部門審計人

員工作滿足感之研究

1.不同人口統計特徵與工作滿足各構面

有顯著差異存在；工作特性與工作滿

足各構面多有顯著正相關存在。 
2.升遷構面採定規領導型態對部屬較具

影響。工作本身、上司、工作伙伴構

面上，採關懷領導型態較受部屬歡迎。

1999 虞順光 

醫院藥局主任領導型

態與其部屬工作滿足

之研究－以臺北市區

域醫院為例 

藥局主管領導型態與員工工作滿足程度

間會有顯著的差異，除工作同事未達顯

著正相關外，高關懷－高倡導領導型態

與行政監督、工作本身、薪資福利、陞

遷機會各構面均達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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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相關之研究 
年度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2000 李淑貞 
我國國稅稽徵人員工

作滿足感之研究 

1.國稅稽徵人員以工作伙伴構面的滿足

程度最高，升遷構面的滿足程度最低。

2.採高體制高體諒領導型態較能提昇國

稅稽徵人員的工作滿足感。 

2000 李麗紅 

護理長的領導型態、

護理人員的工作滿意

度及專業自主性之間

相關性的探討 

護理長的領導型態與護理人員的工作滿

意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影響護理人員工

作滿意度的顯著預測因子為護理長的領

導型態與薪資待遇。 

2001 方俊儒 

領導行為、工作特性

與工作滿足關係之探

討－以我國大型會計

師事務所為例 

工作的內、外在滿足，皆和定規及關懷

的領導行為有相關存在。且會因領導行

為的不同而有所差異，而且也都是在高

定規及高關懷的領導行為下，會有最高

的工作滿足。 

2001 羅仕郎 
我國政風人員工作滿

足感之研究 

1.個人屬性特徵不同對於工作本身及工

作伙伴的滿足感具有顯著差異。服務

機關層級與工作本身的滿足感有關。

2.機關首長表現之轉換型領導行為特質

程度不同，在工作本身、直屬主管及

整體滿足感均有顯著差異，呈負相關。

2002 林揚程 
領導型態、工作滿足

與學習型組織之關聯

性研究－電子報為例

1.不同的個人特徵在工作滿足上有顯著

差異。 
2.主管領導型態之不同對部屬工作滿足

有顯著的差異性，主管關懷及定規的

程度，對部屬工作滿足感有正向影響。

2002 郭明德 
我國地方政府人事人

員領導型態與工作滿

足感之研究 

1.人事人員工作滿足感構面中，以對工作

伙伴的滿足感最高，其次依序為對上

司、薪資福利、工作本身的滿足感，

而以對升遷的滿足感最低。 
2.不同領導型態下的人事人員，在工作本

身、升遷、上司、工作伙伴及整體滿

足構面上有顯著的差異存在。 

2002 何憶雯 
刑事警察工作滿意感

之研究 

1.刑事警察人員的工作滿意，以工作本身

與整體滿足之強度最低；而以工作伙

伴的滿足強度最高。 
2.以高體制高體諒領導較能提高刑事人

員對其工作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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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相關之研究 
年度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結果 

2002 霍祥雲 

工作價值觀、領導型

態、工作滿意與自覺

工作績效之相關研究

－以內政部老人安養

護機構為例 

1.公立老人安養護機構員工以內在滿足

感受性最高，而主管的領導型態則傾

向於關懷因素的領導型態。 
2.領導型態及工作滿意對自覺工作績效

均呈現正相關。 

2002 趙真儀 

主管領導型態、員工

人格特質與其工作滿

意度關聯之研究─以

臺中市區域級以上醫

院為例 

1.主管的體恤領導程度，對員工工作滿意

存在顯著差異；而體制領導程度對員

工的整體工作滿意亦存在顯著差異。

2.主管體制型與體恤型領導之交互作用

與其員工工作滿意不存在顯著差異。

2003 林宮華 

領導風格、工作特性

與工作滿足、工作壓

力關係之研究－以臺

灣地區縣市議會為例

1.縣市議長的領導風格對員工工作滿足

有顯著正向影響。 
2.縣市議長領導風格與縣市議會工作特

性之交互作用對員工工作滿足無顯著

的影響。 

2003 游怡婷 
審計人員對領導型態

與角色壓力對工作滿

足的關係之研究 

高關懷領導對審計人員的工作滿足有正

面效果；反之，高定規領導則必然出現

反效果，降低審計人員的工作滿足。 

2005 陳建壕 
領導型態、組織文化

與激勵制度對工作滿

足之實證研究 

1.員工對於領導型態、組織文化、激勵制

度與工作滿足隨著個人情況之不同部

份顯示有差異。 
2.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之構面間有顯著

的正相關。 

2005 曾淑琴 

軍訓制度變革中之主

管領導行為、組織溝

通、工作投入與工作

滿足關係之研究—以

南部地區高中職為例

軍訓教官個人屬性之年齡、年資、職務、

性別在主管領導行為、組織溝通、工作

投入與工作滿足之差異性，而婚姻狀態

僅在主管領導行為之關懷導向有差異

性，學歷卻沒有顯著性之差異。 

2006 蕭永祥 

領導風格、人格特

質、工作特性和工作

滿足關係之研究－以

國防部文職人員為例

1.國防部所屬之機關主管的領導風格對

員工工作滿足有顯著差異。 
2.主管領導風格、員工之人格內外控傾

向、工作特性等，對員工之工作滿足，

部分有顯著相關。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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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的實證研究文獻探討中，不難發現領導者之領導型態的不

同，確實能影響到員工對工作滿足的程度。就主管領導行為（風格）

相關理論分析，領導型態各家眾說紛紜，要有效領導，必須視不同的

行業與情況而作適當的調整。由於行為領導理論已有多年研究基礎，

經過長久以來修正，其問卷效度較特質論或情境理論更佳，筆者考量

本論文為探索性研究，因此選擇行為理論模式作為領導型態構面。在

領導行為模式理論中，構面意涵均大同小異，本研究認為 Blake 及 

Mouton（1964）所提出之「管理方格理論」，以「關心生產」和「關

心員工」形成雙構面的管理座標來描述領導行為，並劃分五種代表性

的領導模式，包括無為式管理（1,1型）、關係導向型管理（1,9型）、

任務導向型管理（9,1型）、平衡式管理（5,5型）及統合型管理（9,9

型），較符合組織實際的運作概況；故以此分類作為本研究探討主管

的領導風格此一變項的定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