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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歸納出欲探討之各項研究變項之關係，進

而提出之研究假設，整理如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歸納出欲探討之各項研究變項之關係，進

而提出之研究假設，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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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新進人員−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努力承諾」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假設 1-a：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1-b：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1-c：新人−主管開放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1-d：新人−主管保守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2：「新進人員−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價值承諾」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假設 2-a：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2-b：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2-c：新人−主管開放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2-d：新人−主管保守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3：「新進人員−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留職承諾」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假設 3-a：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3-b：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3-c：新人−主管開放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3-d：新人−主管保守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4：「新進人員−主管交換關係(LMX)」在「新人−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組

織承諾關係」中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假設 4-a：LMX 在「新人−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努力承諾關係」中有顯著

的干擾效果 
  -假設 4-b：LMX在「新人−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價值承諾關係」中有顯著

的干擾效果 
  -假設 4-c：LMX 在「新人−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留職承諾關係」中有顯著

的干擾效果 
 
假設 5：「新進人員−部門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努力承諾」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5-a：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5-b：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5-c：新人−同事開放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5-d：新人−同事保守價值觀契合度對「努力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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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6：「新進人員−資深部門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價值承諾」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6-a：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6-b：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6-c：新人−同事開放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6-d：新人−同事保守價值觀契合度對「價值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7：「新進人員−資深部門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進人員留職承諾」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7-a：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7-b：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7-c：新人−同事開放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7-d：新人−同事保守價值觀契合度對「留職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8：「新進人員−部門資深同事交換關係(TMX)」在「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度

對組織承諾關係」中有顯著的干擾效果 
-假設 8-a：TMX 在「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努力承諾關係」中有顯著

的干擾效果 
  -假設 8-b：TMX在「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價值承諾關係」中有顯著

的干擾效果 
  -假設 8-c：TMX 在「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留職承諾關係」中有顯著

的干擾效果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節將對研究架構中各項變數之操作型定義與衡量方法說明如下： 

 

(一)價值觀之衡量 

 

本研究依據變項的操作型定義，採用由 Schwartz(1992, 1994)經由 44個國家，

97 個樣本之跨文化調查所發展而成的價值觀量表，並依照動機目標將 56 個價值

觀區分為 10 類，分別為權力慾望(Power)、成就自我(Achievement)、享樂主義

(Hedonism)、刺激興奮 (Stimulation)、自我引導 (Self-direction)、普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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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ism)、仁慈善心(Benevolence)、傳統(Tradition)、順從(Conformity)、安

全穩定(Security)，而後因為有些價值觀來自於相關的內在意涵，因而進一步將其

中 44個價值觀再分入 4個主要構面並形成一個迴圈結構(circular structure)，即自

我超然 (Self-Transcendence)、自我增進 (Self-Enhancement)、開放 (Openness to 

Change)和保守(Conservation)，在迴圈中面對面的構面是截然相反的面向，如「自

我超然(Self-Transcendence)」對應「自我增進(Self-Enhancement)」，「開放(Openness 

to Change)」對應「保守(Conservation)」；而迴圈中鄰近的構面則是相近的面向，

如「自我超然 (Self-Transcendence)」與「保守 (Conservation)」，「自我增進

(Self-Enhancement)」與「開放(Openness to Change)」分別為相近概念。 

 

 
Openness to Change 

Self-Transcendence

Conservation Self-Enhancement

Benevolence

Universalism

Stimulation 

Self-Direction

Tradition 
Conformity 

Hedonism 

Achievement

Power

Security 

圖 3.3.2  價值觀動機型態、較高順序價值觀型態與兩級價值觀構面關
係之理論模型 Schwartz (1992, 1994) 

 

 

 

 

 

 

 

 

 

 

 

 

本研究問卷即採用 Farh ＆Yue(2004)的 Schwartz價值觀調查中文版本，共有

57個價值觀待受試樣本衡量其對每個價值觀的重視程度，各自的內涵及問卷中呈

現的價值觀說明詳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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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Transcendence 
自 我 超 然 

• 平等 (個人機會均等) 
• 世界和平 (世界上沒有戰爭及衝突) 
• 跟自然合成一體 (適應大自然) 
• 智慧 (成熟地瞭解生命) 
• 美好的世界 (大自然及藝術的美) 
• 社會公義 (糾正不公平的情況，照顧弱小) 
• 忠誠 (對朋友和團體忠心) 
• 胸懷廣闊 (能容忍不同的意見及信念) 
• 保護環境 (維護大自然) 
• 誠實 (真實，誠懇) 
• 幫助別人 (位別人的幸福而去做事) 
• 有責任心 (可倚賴，可信任的) 
• 寬宏大量 (願意饒恕他人) 

Self-Enhancement 
自 我 增 進 

 

• 社會權力 (控制及支配他人的力量) 
• 富有 (擁有物質及金錢) 
• 權力 (領導或命令之權利) 
• 有野心 (勤奮，有抱負) 
• 有影響力 (能影響人和事) 
• 能幹 (有才能，勝任有餘，有效率) 
• 享受生活 (享受食物，性，閒暇等) 
• 成功 (達到目標) 
• 縱情享受 (做自己愉快的事) 

Openness to 
Change 
開    放 

• 自由 (行動及思想自由) 
• 一個刺激的人生(一些激勵性的經驗) 
• 創造力 (獨特性，富想像力) 
• 充滿變化的人生 (生活中充滿挑戰，變化萬千及新奇的事物) 
• 獨立 (依靠自己，自給自足) 
• 勇於冒險 (追求冒險、風險) 
• 選擇自己的目標 (揀選個人的意向) 
• 好奇 (對各樣事物階感興趣，喜歡探究)  

Conservation 
保    守 

• 社會的紀律 (社會的穩定) 
• 禮貌 (有禮，良好的態度) 
• 國家安全 (保護國土，免受敵人侵襲) 
• 報恩／回報別人的恩惠 (避免欠下別人的人情) 
• 尊重重統 (保留年代久遠的習俗) 
• 自律 (自我約束，抗拒誘惑) 
• 家庭安康 (所愛的人得到安全) 
• 溫和 (避免極端的感情和行為) 
• 謙虛 (謙遜，不露鋒芒) 
• 尊敬/敬重父母及長者 (表達敬意) 
• 接受命運的安排 (重人生的際遇) 
• 服從命令 (有責任心，盡忠職守) 
• 虔誠 (忠於宗教信仰及合乎信念) 
• 乾淨 (整齊清潔) 

表 3.3.1價值觀構面與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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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衡量尺度為 9 點尺度，其中正向分數從 0 到 7，分數越高，表示此價

值觀對受試者做人準則越重要；而負向分數-1則表示與做人準則相反的價值觀。

填答方法是請受試樣本先選出相反的和最重要的價值觀，分別標記-1 和 7，其餘

價值觀再逐一給予 0~6的分數。 

 

依據填畢之資料，本研究再從 57 個價值觀中抽出形成以上 4 個主要構面的

44個價值觀，分別進行平均，以得到樣本在「自我超然」、「自我增進」、「開放」

和「保守」4個價值觀構面的分數。 

 

(二)價值觀契合度之衡量 

 

本研究採用鄭伯壎(民 84)認為之最適度指標-差距平方(D2)，將四個價值觀構

面分別衡量，當新進人員與直屬主管個人價值觀差距愈小時，表示新人與直屬主

管價值觀契合程度愈高；當新進人員與部門同事平均價值觀差距愈小時，表示新

人與部門同事群價值觀契合程度愈高。 

 

(三)組織承諾之衡量 

 

Por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 (1974)的組織承諾定義最被廣為接受，認為

組織承諾代表個人對特定組織的認同及投入強度，其內涵包括三點：1.相信及接

受組織的目標及價值觀；2.願意付出努力以達成組織目標；3.對維持組織成員的身

分有強烈的慾望。 

 

而 Mowday, Porter, Steers (1979)所編製之組織承諾量表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簡稱 OCQ ) 是使用最廣的量表(蔡坤宏，2000)，共 15

題，經因素分析可得到三個次構念：「價值承諾」、「努力承諾」和「留職承諾」。

本研究之組織承諾量表採用王瑞申(民 93)修改黃國隆(民 81)翻譯自 Mowday、

Steers和 Poter (1979)的組織承諾問卷，分別以努力承諾、價值承諾和留職承諾作

為員工對組織承諾高低的衡量指標，所對應題項標記如下，本量表在之前許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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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都獲得了高信度，例如陳蕙君(民 88)所得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0.94。 

 

本研究之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七點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

常同意，其中第 3、7、9、11、12、15題為反向題，採用反向計分，測驗結果中

分數愈高代表受測者對目前工作的組織具有愈高的承諾。 

 

表 3.3.2 組織承諾構面及題項 

 
衡 量 次 構 面 問 卷 題 項 
努力承諾 第 1、2、4題 
價值承諾 第 5、6、10、13、14題 
留職承諾 第 3、7、9、11、12、15題 (皆反向計分) 

 

(四)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品質(LMX)之衡量 

 

主管−部屬交換關係品質(LMX)指新進人員知覺到直屬主管運用職權與其發

展不同品質的交換關係程度。在衡量 LMX時，新進人員所填寫之 LMX量表是依

據 Graen、Uhl-Bien(1995)建議的 LMX七點量表，再經由王淑貞(1999)翻譯成中文

後而得，王淑貞(1999)的研究中採用五點量表進行衡量，其信度為 0.78。本研究

為詳盡區分交換關係程度，改採七點量表，計分方式由「1」分到「7」分，分數

愈高代表新進人員與主管之交換關係愈高，顯示其與主管的關係品質愈好。 

 

(五)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品質(TMX)之衡量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品質(TMX)指新進人員與同部門資深同事群之間互動關

係的品質。為衡量 TMX，本研究採用王淑貞(1999)翻譯自 Seers(1989)的量表，修

正後進行衡量。在 Seers的問卷中共有 18題，第 1到 4題是在測量員工對其團隊

凝聚力的知覺，第 5 到 14 題檢測的是員工與同事間互動關係的品質，最後第 15

到 18題則是在檢測團隊進行會議的效率。經由王淑貞的翻譯，此份問卷的整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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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0.79，符合信度標準，而因本研究主要關心的議題是新進人員與資深同事之

互動關係品質對組織承諾的間接影響，故僅採用 Seers問卷中的第 5到第 14題的

題目以 Likert七點量表進行關係的檢測。 

 

 

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樣本描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一國內製造業之新進人員、中階主管(課級課長與組級副

理)和資深同事(本研究界定內部工作經驗三年以上者為此公司之資深同事)，採用

公司內普查的方式發放問卷，期望盡量蒐集到完整可代表該角色之資訊。 

 

針對主管和資深同事的個人價值觀問卷，主管版發放 171份，回收 88份(回

收率為 51%)；資深同事版則發放 356份，回收 108份(回收率為 29%)，至於新進

人員之價值觀問卷發放時間則自 2004年 8月至 2005年 2月，期間共有 108位新

進人員，每一位新進人員進入公司 6個月內不等的時間先填寫個人價值觀衡量問

卷，共回收 84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8%。   

 

衡量新進人員之組織承諾、LMX、TMX時，因考慮新人至少應在公司服務 2

個月，故再對先前有回覆的 84位新進人員發放後續 LMX、TMX及組織承諾衡量

問卷，共回收 6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3%，若以總發放份數 108 份計算，最

後回收率為 56%，表 3.4.1為問卷發放情況。 

 

表 3.4.1 問卷發放程序及回收狀況 

發放期間 發放對象 問卷版本 發放數 回收數 回收率
中階主管 

 
新人任用條件/個人價值觀問卷 
(主管版) 171 88 51% 2004年11月 

⎪ 
2004年12月 資深同事 個人價值觀問卷 

(資深同事版) 356 108 29% 

個人價值觀問卷 
(新進人員版) 108 84 78% 2004年8月 

⎪ 
2005年2月 

新進人員 
後續 LMX、TMX及組織承諾問
卷 84 6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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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客觀進行配對，避免新進人員只給關係良好之主管或同事填寫配對問卷

的影響，本研究採用分群(新進人員群、中階主管群、資深同事群)個別發放問卷

的方式獲取資料，而後才將「新進人員」與「其直屬主管」和「其部門資深同事

群」進行配對。 

 

但由於回收缺漏之故，故成功配對之資料最後為：新進人員樣本 38人，配對

之直屬主管 20人，配對之同一部門資深同事 93人。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根據研究架構與假說，透過 SPSS 統計軟體，針對所蒐集的資料採用

以下的分析方法進行檢定與分析： 

 

(一)有關信度之檢定 

以 Cronbach α之係數對各衡量變數進行內部一致性的檢測。 

 

(二)針對各研究變項進行描述 

採用敘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新進人員、直屬主管、資深同事之三群樣本的特性，

即樣本在各研究變項中的平均數、標準差。 

 

(三)有關預測變項、干擾變項及結果變項的關係 

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進行探討，對「新進人員

−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及「新進人員−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LMX」、

「TMX」和「組織承諾」等變項進行相關分析。 

 

(四)有關預測變項與干擾變項對結果變項之互動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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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層級迴歸分析法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r Moderated 

Regression Analysis)進行分析。其研究程序是以因果之順序將每個變項放入迴歸方

程式中，然後由判定係數之顯著性與偏迴歸係數( β值)的變化量來觀察直接與間

接的預測效果(Cohen & Cohen, 1983)。在本研究中即是將控制變數(性別、年齡、

學歷、內部工作年資與外部工作年資，及新人自我四構面價值觀)放入自變數中的

第一層，再將四個構面之價值觀契合度放入第二層，第三層為干擾變數(LMX、

TMX)、最後一層則放入干擾變項對四構面價值觀契合的交互作用值(以(個別契合

度-平均契合度) × (個別交換關係-平均交換關係)的方式算出)；而應變數的位置則

分別放入組織承諾中的努力承諾、價值承諾和留職承諾進行分析。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