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依據第三章之研究架構及假設，運用適當的統計方法對樣本進行處理，

以檢驗各研究假設，並加以解釋分析。首先說明研究問卷之效度及信度，再針對

研究架構中各變項作描述性分析，以了解樣本之新進人員、直屬主管與部門資深

同事在人口統計變數上的平均數及標準差；其次探討人口統計變項、四構面價值

觀契合度、LMX、TMX 與三構面之組織承諾等各變項間的相關程度；最後，以

LMX、TMX為干擾變項，以階層迴歸檢驗其干擾效果。 

 

 

第一節  效度與信度分析 

     

一個良好的衡量工具應具備足夠的效度與信度。「效度」指的是可以從選擇的

衡量工具所得之分數，獲得證據去之支持此為研究者想要衡量之事物的程度。而

問卷的效度則是指問卷的有效程度，即能夠真正測得變數性質之程度。對於效度

之要求，一般分為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效標關聯效度(criterrion-relative)及

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而「信度」所獲得的分數是可信、穩定或一致的。 

 

(一)效度檢定 

     內容效度指衡量工具內容的適切性，即涵蓋研究主題的程度(Cooper & 

Emory, 1995)。若研究的問卷來自於邏輯推理、學理基礎、實證經驗、專家共識等

就可認為其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周文賢(民 91)表示，內容效度的認定相當主觀，

無法運用任何統計方法進行檢定。效標關聯效度係指衡量結果與效標間之相關程

度。衡量結果與效標間之相關係數絕對值即為效標關聯效度之指標。而建構效度

指衡量某一理論的構念的程度。以問卷而言，必須先從某一構念出發，發展出各

種基本假設，而後設計出問卷內容；再以相關、實驗、因素分析等方法探討衡量

結果是否符合構念理論。 

 

本研究衡量價值觀之問卷是採用 Schwartz (1994)以 44個國家內的 97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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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以「最小空間分析法(Smallest Space Analysis, SSA)」進行分析所得之 10種

類型、56題之價值觀項目，並進一步建構更高階的價值觀之完整體系，並發展出

各語言版本，增減題目後(中文版本問卷有 57題)，由國內外學者進行研究驗證後

確立。而 LMX、TMX之問卷內容則是依據文獻，由 Graen、Uhl-Bien(1995)建議

的 LMX 七點量表及 Seers(1989)發展的的 TMX 量表進行測驗。衡量組織承諾的

組織承諾量表(Organization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 ) 也是由Mowday, 

Porter, Steers (1979)所編製而後被廣泛應用。因此，本研究所有使用問卷均根基於

相關理論基礎，被多位學者肯定而能符合效度要求，故因而沿用。 

 

(二)信度檢定 

為確定問卷內容的一致性，檢驗不同分測驗內題目彼此間存在著關係，而以

Cronbach’s α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測。 

 

本研究之研究變項所呈現的信度顯示如下(表 4.1.1)，大部分構面皆達到

Cronbach’s α 係數 0.7以上的可接受信度水準。另在 TMX變項上，原 10題問題

構成的問卷信度僅達 0.66，在刪除「我經常向部門同事建議較好的工作方法。」之題

項後，Cronbach’s α係數為 0.72，故之後分析將以 9個題目構成的 TMX進行關係

探討。 

 

表 4.1.1 研究變項之信度總表 

研究變項 變項構面 問卷題項 Cronbach’s α

自我超然
Self-Transcendence 

平等  
世界和平 
跟自然合成一體 
智慧 
美好的世界 
社會公義  
忠誠 

胸懷廣闊  
保護環境 
誠實  
幫助別人  
有責任心  
寬宏大量 

0.80 價值觀 
(257個樣本) 

自我增進
Self-Enhancement 

社會權力  
富有  
權力 
有野心  
有影響力 

能幹  
享受生活  
成功  
縱情享受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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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 
Openness to Change 

自由  
一個刺激的人生 
創造力 
充滿變化的人生 

獨立  
勇於冒險  
選擇自己的目標  
好奇 

0.78 

 

保守 
Conservation 

 

社會的紀律  
禮貌  
國家安全  
報恩/回報別人的恩惠  
尊重重統  
自律  
家庭安康 

溫和  
謙虛  
尊敬/敬重父母及長者  
接受命運的安排  
服從命令  
虔誠  
乾淨 

0.81 

努力承諾 額外付出 
理想場所 

發揮能力 
接受指派 

0.69 

價值承諾 
願景相符 
滿意一員 
慶幸選擇 

關心公司 
最好工作 0.86 組織承諾 

(38個樣本) 

留職承諾 
忠誠度高 
不願轉任 
留任堅定 

留任好處 
贊同政策 
正確決定 

0.81 

LMX 
 

我知主管對我工作滿意度 
我知主管了解我問題需求 
主管視我為有潛力員工 

主管用權力助我 
主管犧牲利益助我 
我會替主管之決策辯護 
我與主管有良好情誼 

0.82 

交換關係 
(38個樣本) 

 
TMX 

 

告知我對同事的影響 
告知同事對我的影響 
同事了解我的工作能力 
同事了解我的工作問題 

常需同事幫助 
願給同事額外幫助 
易與同事彈性調換工作 
對同事幫助意願高 
同事幫助我意願高 

0.72 

*註：價值觀信度分析樣本來源為回收之新進人員(61 人)、主管群(88 人)及部門資深同事群(108

人)資料；其餘變項之信度分析來源為 38個配對成功之新進人員樣本 

     

 

第二節  各研究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節首先呈現樣本的人口統計特徵，詳見表 4.2.1；而後呈現研究架構中之各

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等敘述性統計資料，其中「新人與主管價值觀差異平方」

的衡量對象是新人與其單一直屬主管；而「新人與同事價值觀差異平方」則以新

人與其部門資深同事群加以比較，部門資深同事群的價值觀分數以平均的方式計

算之，詳見表 4.2.2。 

 

 49



表 4.2.1 樣本人口統計特徵 

樣本群 人口統計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性別(男：0／女：1) 0.05 0.23 

年齡 27.84 2.02 
教育程度 3.79 0.47 

內部工作年資(年) 0.52 0.15 

新進人員 
(38人) 

外部工作年資(年) 1.13 1.47 
性別(男：0／女：1) 0.00 0.00 

年齡 39.50 3.56 
教育程度 3.3 0.73 

直屬主管 
(20人) 

內部工作年資(年) 10.78 3.22 
性別(男：0／女：1) 0.03 0.18 

年齡 37.87 5.88 

教育程度 2.95 0.74 

部門同事 
(93人) 

內部工作年資(年) 10.00 6.01 

 

(一)性別 

在新進人員部份：樣本中男性比例為 94.7%；女性比例為 5.3%。直屬主管部

分：20 個樣本中全部為男性。而部門資深同事部分：共 93 人，其中男性比例為

96.8%；女性比例為 3.2%。可以發現樣本多以男性為主，此為製造業較特殊的性

別分布情形。 

 

(二)年齡 

新進人員部份：年齡層集中在 24~33 歲之間，平均為 27.84 歲；直屬主管部

分：年齡分布較廣，在 35~4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 39.5歲；而部門資深同事部分：

年齡的標準差(5.88)最大，年齡層分佈為 29~53歲，平均年齡為 37.87歲。 

 

(三)教育程度 

本研究對於教育程度的設定標準依照一般學歷高低認定，高中(職)、專科、

大學、研究所得分依序為 1~4。結果呈現，新進人員部份：平均教育程度接近研

究所程度；直屬主管部分：平均教育程度略高於大學程度；而部門資深同事部分：

 50



平均教育程度接近大學程度。 

 

(四)工作年資 

新進人員的內部工作年資介於 2~8個月，平均為 6.24個月；外部工作年資則

為 0~7 年，平均年資是 1.13 年。直屬主管部分，內部年資介於 5 年 10 個月~17

年 7個月之間，平均是 10年 9個月。而部門資深同事，內部年資介於 3年 8個月

~30年 10個月之間，平均年資是 10年。 

 

表 4.2.2 研究變項之敘述性統計分析 

研究變項 變項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自我超然 3.96 0.73 
自我增進 3.74 1.06 
開放 4.03 0.88 

新進人員價值觀 

保守 3.92 0.76 
自我超然 4.37 0.76 
自我增進 3.62 0.84 
開放 4.25 0.89 

直屬主管價值觀 

保守 4.10 0.87 
自我超然 4.09 0.16 
自我增進 3.52 0.34 
開放 3.91 0.22 

部門同事價值觀 

保守 3.94 0.17 
自我超然 1.30 1.47 
自我增進 1.36 1.72 
開放 1.55 2.09 

新人-主管價值觀
差異平方 

保守 1.36 1.60 
自我超然 0.52 0.88 
自我增進 1.28 1.94 
開放 0.75 0.66 

新人-同事價值觀
差異平方 

保守 0.56 0.67 
LMX 5.08 0.57 

交換關係 
TMX 4.96 0.56 
努力承諾 4.85 0.78 
價值承諾 5.28 0.90 組織承諾 
留職承諾 5.00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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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價值觀 

此變項以-1~7的 9點尺度衡量。在新進人員部份，對於價值觀重視的程度，

最重視「開放」，依序是「自我超然」、「保守」、「自我增進」，其中「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最大(標準差為 1.06)；直屬主管部份，最重視「自我超然」，依序是「開

放」、「保守」、「自我增進」，其中「開放」價值觀差異最大(標準差為 0.89)；而資

深同事部分，最重視「自我超然」，依序是「保守」、「開放」、「自我增進」，其中

「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最大(標準差為 0.34)。三群樣本對於「自我增進」價值

觀的平均重視程度都是最低的，但此價值觀在個體間的差異也較大。 

 

(二)價值觀契合度(新人−主管及新人−同事價值觀差異) 

此變項以雙方差異平方值衡量，差異平方愈小者價值觀愈契合；差異平方愈

大者價值觀愈不契合。在新人−直屬主管部分：以平均數來看，雙方差異最大的

價值觀是「開放」，其他依序是「自我增進」/「保守」(兩者平均數相同)、「自我

超然」；顯示雙方在「自我超然」價值觀上最契合，「開放」價值觀最不契合。 

 

在新人−資深同事部分：雙方差異最大的價值觀是「自我增進」，其他依序是

「開放」、「保守」、「自我超然」；顯示雙方在「自我超然」價值觀上最契合，而「自

我增進」價值觀最不契合。 

 

(三)交換關係 

此變項以 1~7的 7點尺度衡量。在主管−部屬交換關係(LMX)變項中，平均數

為 5.08，標準差為 0.57；而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MX)的平均數為 4.96，標準差則

是 0.56。 

 

(四)組織承諾 

此變項以 1~7 的 7 點尺度衡量，將樣本資訊經因素分析後得到三個承諾向

度，分別為努力承諾、價值承諾及留職承諾。統計結果顯示新人組織承諾中「價

值承諾」最高，其次是「留職承諾」和「努力承諾」；標準差最大者也為「價值承

諾」(0.90)，其次是「留職承諾」(0.82)與「努力承諾」(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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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控制變數 

    控制變數的選取原因來自於學者提及之組織承諾之前因變數(Steers,1977; 

Mowday et al.,1982)與組織承諾心理發展模式(Mowday et al.,1982)，分別為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內部工作年資與外部工作年資，以及為釐清「價值觀契合度」

對組織承諾關係而放入的新人四構面自我價值觀。 

 

 

第三節  各研究變項之相關分析 

 

    資料結果詳見下表 4.3.1；其中新人與主管及同事價值觀契合度係以差異平方

(D2)進行衡量，相關係數數值也以差異平方計算後的數值呈現，故表 4.3.1中與價

值觀契合度構面呈現負相關之變數，實際上與價值觀契合度存在正向關係。其後

價值觀契合度與其他變數間的結果分析，也依循「相關係數或迴歸係數數值呈現

顯著負相關者，表示該變數與價值觀契合度存在正向關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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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各研究變項之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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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名稱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3.96 0.73                  --

2.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3.74 1.06 .458**                 

                

               

              

              

                   

                  

                   

                 

                   

                   

                 

                   

                  

                  

                   

       

--

3.新人「開放」價值觀 4.03 0.88 .551** .453** --

4.新人「保守」價值觀 3.92 0.76 .797** .585** .509** --

5.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 1.30 1.47 -.478** -.268 -.335* -.443** --

6.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 1.36 1.72 -.237 -.358* -.127 -.282 .066 --

7.新人-主管「開放」價值觀契合度 1.55 2.09 -.055 -.305 -.170 -.172 .547** .288 --

8.新人-主管「保守」價值觀契合度 1.36 1.60 -.231 -.142 -.134 -.364* .557** .351* .541** --

9.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 0.52 0.88 -.563** -.354* -.157 -.345* .458** .129 .057 .190 --

10.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 1.28 1.94 -.032 -.066 .118 -.086 -.131 .577** -.129 -.042 .237 --

11.新人-同事「開放」價值觀契合度 0.75 0.66 -.024 -.099 -.017 -.113 .061 .130 .252 .347* .271 .141 --

12.新人-同事「保守」價值觀契合度 0.56 0.67 -.095 -.141 .099 -.078 .194 .207 .040 .378* .669** .382* .407* --

13.LMX 5.08 0.57 .306 277 .172 .241 -.153 -.155 -.019 -.035 -.159 .017 .119 -.016 --

14.TMX 4.96 0.56 .358* ..381* .311 .212 -.082 -.308 -.006 .034 -.188 -.124 -.064 -.096 .354* --

15.努力承諾 4.85 0.78 .180 .432** .082 .225 -.023 -.496** -.043 -.014 -.218 -.417** -.066 -.223 .535** .334* --

16.價值承諾 5.28 0.90 .219 .395* .190 .150 -.086 -.467** -.105 .050 -.250 -.390* .000 -.159 .399* .444** .819** --

17.留職承諾 5.00 0.82 .218 .269 .160 .164 -.151 -.230 -.139 -.008 -.150 -.062 .227 -.048 .448** .263 .476** .666** --

*以上價值觀契合度以D2進行衡量，故與價值觀契合度呈現顯著負相關之變數，與價值觀契合度有正向關係 
* Cronbach’s α係數在對角線上 
* p<.05; **p<.01 



各變數相關分析表，先以新進人員為分析對象。在新人價值觀部分：新人本

身四構面價值觀之間彼此皆有正相關。而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與「新人−主

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差異」、「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差異」有顯著負

相關，與同事交換關係(TMX)也有正相關；另外，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與「新

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差異」有負

相關，與同事交換關係(TMX) 以及「努力承諾」、「價值承諾」則有正相關。新

人「保守」價值觀則與「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差異」、「新人−主管『保

守』價值觀差異」、「新人−同事『自我超然』價值觀差異」有顯著負相關。由於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與和努力承諾、價值承諾具有相關性，為釐清組織承諾

的高低是由新人本身價值觀所造成，抑或是由新人−主管/同事價值觀差異所造

成，因此擬將新人本身四構面價值觀也納入控制變數中，讓分析結果歸因更清楚。 

 

以新進人員和其直屬主管為分析對象：在新人−主管價值觀差異部分，「自我

超然價值觀差異」與「開放價值觀差異」、「保守價值觀差異」有正相關；「自我

增進價值觀差異」和「保守價值觀差異」有正相關；「開放價值觀差異」也和「保

守價值觀差異」有正相關。而四構面價值觀差異和 LMX、TMX沒有顯著的相關

性。與組織承諾的相關上，「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分別和「努力承諾」、「價值

承諾」都呈現負相關，表示新進人員和直屬主管間「自我增進」價值觀愈契合，

新進人員的「努力承諾」和「價值承諾」愈高。 

 

以新進人員和其部門資深同事為分析對象：其中「保守價值觀差異」與「自

我超然價值觀差異」、「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開放價值觀差異」都呈現正相關，

而四構面價值觀差異和 LMX、TMX 也沒有顯著的相關性。與組織承諾的相關

上，「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分別和「努力承諾」、「價值承諾」也都呈現的負相

關。表示新進人員−部門資深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愈契合，新進人員的「努

力承諾」和「價值承諾」也愈高。 

 

又 LMX 和 TMX 間彼此存在著正向關係；而 LMX 與「努力承諾」、「價值

承諾」和「留職承諾」都有正相關，TMX 則與「努力承諾」、「價值承諾」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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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顯示高品質的 LMX、TMX對新人組織承諾會產生正面影響，但其中「留

職承諾」則與 TMX無相關性。 

 

最後組織承諾中「努力承諾」、「價值承諾」和「留職承諾」彼此也存在著正

相關。 

 

 

    第四節  各研究變項之迴歸分析與干擾效果探討 

 

本節將「新人−主管」、「新人−同事」兩類個別進行分析，每類中各自以組織

承諾的三構面(努力承諾、價值承諾、留職承諾)為依變數進行三個階層迴歸分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探討「新人−主管和新人−同事：四構面(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組織承諾」之間的關係，並

分別檢驗「主管−新人交換關係(LMX)」和「新人−同事成員交換關係(TMX)」在

以上對應關係中是否存在顯著的干擾效果。 

 

(一)新進人員與直屬主管 

 

檢驗新人與主管之間的變數，一共有三個階層迴歸分析，每個分析中皆有四

個模型，模型分別以三構面的新進人員組織承諾(努力承諾、價值承諾、留職承

諾)為依變數。所有分析中，模型一中放入控制變數(「性別」、「年齡」、「內部工

作年資」、「外部工作年資」、「教育程度」、「新人四構面價值觀」共九個控制變數)；

模型二則除了控制變數之外，將本研究自變數(新人−主管「自我超然」、「自我增

進」、「開放」、「保守」之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放入迴歸式中，以檢定四自變數

的顯著性，驗證假說 1-a~d 至 3-a~d；模型三則除了前兩個模型考慮的控制變數

和自變數之外，再將干擾變數 LMX放入迴歸式中；最後，模型四中則放入本研

究的控制變數、自變數、干擾變數及自變數與干擾變數間之兩兩交互作用項，用

以檢驗假說 4-a~c。詳見以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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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變數：「努力承諾」−階層迴歸結果 

表 4.4.1 新人−直屬主管：努力承諾階層迴歸 

 
 努力承諾 

變數名稱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120 -.185 -.152 -.110 
年齡 .013 .080 .108 .076 
內部年資 .078 .129 .014 .024 
外部年資 -.207 -.019 -.098 -.077 
教育程度 .064 .088 -.082 -.097 

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034 -.137 -.211 -.041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383 .261 .184 .254 

新人「開放」價值觀 
 -.102 .046 .015 -.023 

新人「保守」價值觀 .000 -.046 -.011 -.111 
     

自變數     
新人-主管「自我超然」 
價值觀差異平方 (STD) 

 
 

-.186 -.064 .059 

新人-主管「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平方 (SED) 

 
 

-.542* -.443* -.410 

新人-主管「開放」 
價值觀差異平方 (OCD) 

 
 

.258 .185 .074 

新人-主管「保守」 
價值觀差異平方 (CVD)  .109 .047 .040 

     
干擾變數     

部屬主管交換關係 (LMX)   .450* .427 
     

交互作用項     
STD × LMX    -.080 
SED × LMX    -.049 
OCD × LMX    .220 
CVD × LMX    .002 

     
F檢定值 1.118 1.371 2.163* 1.578 

R2 .264 .426 .568 .599 
∆R2 .264 .162 .142* .031 

附註：所有係數皆屬標準化迴歸係數。 
 p<.1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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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努力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在模型二，檢驗新人-主管「自

我超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

諾」的關係，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增加控制變數以外的解釋力為 16.2%(△R2=.162，

但未達顯著)。其中，「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新人努力承諾」

呈現顯著負相關(β= -.542，p<.05)，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差異平方則否。表示，「新

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假

說 1-b獲得支持，但假說 1-a、1-c、1-d則未成立。 

在以「努力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在模型二，檢驗新人-主管「自

我超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

諾」的關係，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增加控制變數以外的解釋力為 16.2%(△R2=.162，

但未達顯著)。其中，「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新人努力承諾」

呈現顯著負相關(β= -.542，p<.05)，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差異平方則否。表示，「新

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假

說 1-b獲得支持，但假說 1-a、1-c、1-d則未成立。 

  

在模型三中，放入LMX作為干擾變項，與努力承諾呈現正相關，且其標準化

迴歸係數顯著異於零(β= .450，p<.05)。而模型四用以檢驗干擾項的干擾作用，放

入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和LMX之兩兩交互作用項。為了減少交互作用項引起的

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問題，故在放入迴歸式中先予以置中(centered)(參閱

Jaccard, Turrisi, & Wan, 1990)。結果如表所示，這些交互作用項可以增加解釋的

變異程度相當低(△R2=.031，未達顯著性)，其中各項與新人努力承諾的關係皆未

顯著異於零，因此假說 4-a不成立。 

在模型三中，放入LMX作為干擾變項，與努力承諾呈現正相關，且其標準化

迴歸係數顯著異於零(β= .450，p<.05)。而模型四用以檢驗干擾項的干擾作用，放

入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和LMX之兩兩交互作用項。為了減少交互作用項引起的

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問題，故在放入迴歸式中先予以置中(centered)(參閱

Jaccard, Turrisi, & Wan, 1990)。結果如表所示，這些交互作用項可以增加解釋的

變異程度相當低(△R2=.031，未達顯著性)，其中各項與新人努力承諾的關係皆未

顯著異於零，因此假說 4-a不成立。 

  

  

  

  
H1-a

  
H4-aH1-b  

  
H1-c

  
H1-d

  

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

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

新人-主管「開放」價值觀契合度 

新人-主管「保守」價值觀契合度 

主管-部屬
交換關係

(LMX) 

 
努力承諾 

 

  

圖 4.4.1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努力承諾、LMX關係驗證結果 圖 4.4.1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努力承諾、LMX關係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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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變數：「價值承諾」−階層迴歸結果 

表 4.4.2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承諾階層迴歸 

 

 價值承諾 
變數名稱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001 .134 .152 .307 
年齡 .009 .113 .128 .073 
內部年資 .028 .129 .066 .118 
外部年資 -.131 .061 .017 .099 
教育程度 .075 .130 .036 .099 

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266 .096 .055 .136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435  .287 .244 .230 

新人「開放」價值觀 
 -.001 .024 .007 -.052 

新人「保守」價值觀 -.311 -.242 -.223 -.163 
     

自變數     
新人-主管「自我超然」 
價值觀差異平方 (STD) 

 
 

-.318 -.250 -.119 

新人-主管「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平方 (SED) 

 
 

-.606** -.551* -.328 

新人-主管「開放」 
價值觀差異平方 (OCD) 

 
 

.004 -.036 -.205 

新人-主管「保守」 
價值觀差異平方 (CVD)  .437 .403 .442 

     
干擾變數     

部屬主管交換關係 (LMX)   .248 .372 
     

交互作用項     
STD × LMX    .128 
SED × LMX    .250 
OCD × LMX    .216 
CVD × LMX    -.096 

     
F檢定值 .880 1.326 1.406 1.055 

R2 .220 .148 .461 .500 
∆R2 .220 .198 .043 .039 

附註：所有係數皆屬標準化迴歸係數。 
 p<.1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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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價值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主管「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

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價值承諾程度為 19.8%(△R2=.198，

未達顯著)。其中，「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價值承諾」呈現顯

著負相關(β= -.606，p<.01)，表示「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價值

承諾」有高度正相關；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則未與價值承諾呈現相關性。

因此，假說 2-b獲得支持，但假說 2-a、2-c、2-d未獲支持。 

  在以「價值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主管「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

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價值承諾程度為 19.8%(△R2=.198，

未達顯著)。其中，「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價值承諾」呈現顯

著負相關(β= -.606，p<.01)，表示「新人−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價值

承諾」有高度正相關；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則未與價值承諾呈現相關性。

因此，假說 2-b獲得支持，但假說 2-a、2-c、2-d未獲支持。 

  

在模型三中，放入LMX作為干擾變項，可以解釋在控制變數與自變數之外

新人價值承諾的變異程度為 4.3%(△R2=.043，未達顯著)。而模型四的干擾作用

結果則顯示，這些交互作用項可以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相當低(△R2=.039，未達

顯著)，其中各項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皆未顯著異於零，因此假說 4-b未獲支

持。下圖中灰底部分為成立之假設，未標記灰底部分為不成立之假設，後續說明

亦沿用之。 

在模型三中，放入LMX作為干擾變項，可以解釋在控制變數與自變數之外

新人價值承諾的變異程度為 4.3%(△R2=.043，未達顯著)。而模型四的干擾作用

結果則顯示，這些交互作用項可以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相當低(△R2=.039，未達

顯著)，其中各項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皆未顯著異於零，因此假說 4-b未獲支

持。下圖中灰底部分為成立之假設，未標記灰底部分為不成立之假設，後續說明

亦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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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d

  

新人-主管「自我超然」價值觀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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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主管「開放」價值觀契合度 

新人-主管「保守」價值觀契合度 

主管-部屬
交換關係

(LMX) 

 
價值承諾 

 

  

圖 4.4.2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價值承諾、LMX關係驗證結果 圖 4.4.2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價值承諾、LMX關係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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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變數：「留職承諾」−階層迴歸結果 

表 4.4.3 新人−直屬主管：留職承諾階層迴歸 

 

 留職承諾 
變數名稱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187 .390 .422 .566 
年齡 .164 .254 .282 .156 
內部年資 -.173 -.110 -.223 -.109 
外部年資 -.016 .073 -.005 .031 
教育程度 .094 .133 -.035 -.017 

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257 .227 .153 .486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291 .185 .109 .121 

新人「公開」價值觀 
 -.054 -.125 -.156 -.385 

新人「保守」價值觀 -.173 -.065 -.031 -.041 
     

自變數     
新人-主管「自我超然」 
價值觀差異平方 (STD) 

 
 

-.143 -.022 .141 

新人-主管「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平方 (SED) 

 
 

-.321 -.223 .126 

新人-主管「公開」 
價值觀差異平方 (OCD) 

 
 

-.237 -.309 -.620* 

新人-主管「保守」 
價值觀差異平方 (CVD)  .420 .358 .467 

     
干擾變數     

部屬主管交換關係 (LMX)   .442* .518  
     

交互作用項     
STD × LMX    -.017 
SED × LMX    .282 
OCD × LMX    .213 
CVD × LMX    .200 

     
F檢定值 .611 .643 1.077 1.175 

R2 .164 .258 .396 .527 
∆R2 .164 .094 .138* .131 

附註：所有係數皆屬標準化迴歸係數。 
 p<.1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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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職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主管「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留職承諾」的關係，

發現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價值承諾程度為 9.4%(△R2=.094，未達顯著)，其

中價值觀差異部分沒有與「留職承諾」有顯著的相關性，因此，假說 3-a ~3-d皆

未獲得支持。 

以「留職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主管「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留職承諾」的關係，

發現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價值承諾程度為 9.4%(△R2=.094，未達顯著)，其

中價值觀差異部分沒有與「留職承諾」有顯著的相關性，因此，假說 3-a ~3-d皆

未獲得支持。 

  

在模型三中，以 LMX作為干擾變項，與留職承諾呈現正相關，標準化迴歸

係數顯著異於零(β= .442，p<.05)。而模型四的干擾作用結果顯示，這些交互作用

項可以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偏低(△R2=.131，未達顯著性)，其中各項與新人留職

承諾的關係皆未顯著，因此假說 4-c也不成立。 

在模型三中，以 LMX作為干擾變項，與留職承諾呈現正相關，標準化迴歸

係數顯著異於零(β= .442，p<.05)。而模型四的干擾作用結果顯示，這些交互作用

項可以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偏低(△R2=.131，未達顯著性)，其中各項與新人留職

承諾的關係皆未顯著，因此假說 4-c也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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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留職承諾、LMX關係驗證結果 圖 4.4.3 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留職承諾、LMX關係驗證結果 

  

小結小結： 

 

1.「新人−直屬主管『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有顯著正

相關，而與「價值承諾」有高度正相關。 

2. LMX在新人−直屬主管價值觀契合度對組織承諾的關係中干擾效果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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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進人員與部門資深同事群 

 

新人與同事間各變數的分析，一樣有三個階層迴歸分析，每個分析中皆有四

個模型，模型分別以三構面的新人組織承諾(努力承諾、價值承諾、留職承諾)為

依變數。所有分析中，模型一中放入控制變數；模型二則加放自變數(新人−同事

「自我超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以驗證

假說 5-a~d至 7-a~d；模型三則將 TMX此干擾變數加放入迴歸式中；最後，模型

四中則再加放交互作用項於模式中，檢驗假說 8-a~c。詳見以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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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變數：「努力承諾」−階層迴歸結果 

表 4.4.4 新人−資深同事：努力承諾階層迴歸 

 

 努力承諾 
變數名稱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120 -.010 -.079 -.508  
年齡 .013 .127 .179 .123 
內部年資 .078 .098 .067 .107 
外部年資 -.207 -.057 -.074 .350 
教育程度 .064 .125 .136 .303 

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034 .201 .070 -.272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383 .429  .285 -.254 

新人「開放」價值觀 
 -.102 -.014 .003 -.010 

新人「保守」價值觀 .000 -.190 -.087 .236 
     

自變數     
新人-同事「自我超然」 
價值觀差異平方 (STD) 

 
 

.171 .165 -.310 

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平方 (SED) 

 
 

-.394  -.356 -.407  

新人-同事「開放」 
價值觀差異平方 (OCD) 

 
 

-.034 -.044 .031 

新人-同事「保守」 
價值觀差異平方 (CVD)  -.143 -.132 .138 

     
干擾變數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TMX)   .237 .195 
     

交互作用項     
STD × TMX    -.462 
SED × TMX    1.037* 
OCD × TMX    -.004 
CVD × TMX    -.393 

     
F檢定值 1.118 1.177 1.198 1.663 

R2 .264 .389 .422 .612 
∆R2 .264 .125 .032 .190  

附註：所有係數皆屬標準化迴歸係數。 
 p<.1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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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努力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同事「自我

超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

的關係，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努力承諾變異量為

12.5%(△R2=.125，未達顯著)。其中，「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新

人努力承諾」呈現的相關性雖不顯著(β= -.394，顯著性為 0.70)，但仍有低度負向

關係，表示「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有弱

的正向關係；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則未與價值承諾呈現相關性。因此，可

認為假說 5-b獲得部分支持，但假說 5-a、5-c、5-d未成立。 

在以「努力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同事「自我

超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

的關係，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努力承諾變異量為

12.5%(△R2=.125，未達顯著)。其中，「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新

人努力承諾」呈現的相關性雖不顯著(β= -.394，顯著性為 0.70)，但仍有低度負向

關係，表示「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有弱

的正向關係；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則未與價值承諾呈現相關性。因此，可

認為假說 5-b獲得部分支持，但假說 5-a、5-c、5-d未成立。 

  

模型三中，放入TMX作為干擾變項；而模型四放入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和

TMX之兩兩交互作用項，可以顯著地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R2=.19)。分析結果

發現，「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平方(SED)」與「TMX」之間的交互

作用項(SED×TMX)與新人努力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β= 1.037，p<.05)，但其他交

互作用項不顯著；因此假說 8-a部分成立，即TMX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的關係」中存在著干擾效果。 

模型三中，放入TMX作為干擾變項；而模型四放入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和

TMX之兩兩交互作用項，可以顯著地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R2=.19)。分析結果

發現，「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平方(SED)」與「TMX」之間的交互

作用項(SED×TMX)與新人努力承諾呈現顯著正相關(β= 1.037，p<.05)，但其他交

互作用項不顯著；因此假說 8-a部分成立，即TMX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的關係」中存在著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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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努力承諾、TMX關係驗證結果 圖 4.4.4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努力承諾、TMX關係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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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變數：「價值承諾」−階層迴歸結果 

表 4.4.5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承諾階層迴歸 

 

 價值承諾 
變數名稱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001 .223 .135 -.190 
年齡 .009 .045 .112 .106 
內部年資 .028 .049 .009 .058 
外部年資 -.131 .103 .082 .409 
教育程度 .075 .182 .196 .331  

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266 .251 .081 -.347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435  .533* .346 -.201 

新人「開放」價值觀 
 -.001 .060 .082 .163 

新人「保守」價值觀 -.311 -.385 -.252 .096 
     

自變數     
新人-同事「自我超然」 
價值觀差異平方 (STD) 

 
 

-.072 -.081 -.418 

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平方 (SED) 

 
 

-.525* -.476* -.432  

新人-同事「開放」 
價值觀差異平方 (OCD) 

 
 

.097 .084 .094 

新人-同事「保守」 
價值觀差異平方 (CVD)  .028 .043 .267 

     
干擾變數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TMX)   .305 .234 
     

交互作用項     
STD × TMX    -.089 
SED × TMX    1.012* 
OCD × TMX    -.071 
CVD × TMX    -.492 

     
F檢定值 .880 1.231 1.365 1.508 

R2 .220 .400 .454 .588 
∆R2 .220 .180 .054 .134 

附註：所有係數皆屬標準化迴歸係數。 
 p<.1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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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價值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同事「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

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可以增加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價值承諾程度為

18%(△R2=.18，未達顯著)。其中，「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新

人價值承諾」呈現顯著負向關係(β= -.525，p<.05)，表示「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有正向關係；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則

未呈現相關性。因此，假說 6-b獲得支持，而假說 6-a、6-c與 6-d則不成立。 

在以「價值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同事「自我超

然」、「自我增進」、「開放」、「保守」之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

發現此四個自變數可以增加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價值承諾程度為

18%(△R2=.18，未達顯著)。其中，「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差異平方」與「新

人價值承諾」呈現顯著負向關係(β= -.525，p<.05)，表示「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有正向關係；而其他三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則

未呈現相關性。因此，假說 6-b獲得支持，而假說 6-a、6-c與 6-d則不成立。 

  

模型三中，放入TMX作為干擾變項；而模型四放入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和

TMX之兩兩交互作用項，這些交互作用項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為

13.4%(△R2=.134，未達顯著)。結果發現，「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

平方(SED)」與「TMX」之間的交互作用項(SED×TMX)與新人價值承諾呈現顯著

正相關(β= 1.012，p<.05)，但其他交互作用項則不顯著；因此假說 8-b部分成立，

顯示TMX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中

存在著干擾效果。 

模型三中，放入TMX作為干擾變項；而模型四放入四構面價值觀契合度和

TMX之兩兩交互作用項，這些交互作用項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為

13.4%(△R2=.134，未達顯著)。結果發現，「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差異

平方(SED)」與「TMX」之間的交互作用項(SED×TMX)與新人價值承諾呈現顯著

正相關(β= 1.012，p<.05)，但其他交互作用項則不顯著；因此假說 8-b部分成立，

顯示TMX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承諾的關係」中

存在著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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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價值承諾、TMX關係驗證結果 圖 4.4.5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價值承諾、TMX關係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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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變數：「留職承諾」−階層迴歸結果 

表 4.4.6 新人−資深同事：留職承諾階層迴歸 

 

 留職承諾 
變數名稱 模式 1 模式 2 模式 3 模式 4 
控制變數     
性別 .187 .370 .304 .259 
年齡 .164 .158 .208 .197 
內部年資 -.173 -.261 -.290 -.241 
外部年資 -.016 .168 .152 .315 
教育程度 .094 .111 .122 .162 

新人「自我超然」價值觀 
 .257 .349 .224 .018 

新人「自我增進」價值觀 
 .291 .437 .300 -.009 

新人「開放」價值觀 
 -.054 -.093 -.077 .025 

新人「保守」價值觀 -.173 -.198 -.100 .065 
     

自變數     
新人-同事「自我超然」 
價值觀差異平方 (STD) 

 
 

.159 .153 .028 

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差異平方 (SED) 

 
 

-.252 -.216 -.148 

新人-同事「開放」 
價值觀差異平方 (OCD) 

 
 

.394  .384  .355 

新人-同事「保守」 
價值觀差異平方 (CVD)  -.157 -.147 -.077 

     
干擾變數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TMX)   .225 .166 
     

交互作用項     
STD × TMX    .021 
SED × TMX    .450 
OCD × TMX    -.022 
CVD × TMX    -.050 

     
F檢定值 .611 .809 .824 .631 

R2 .164 .305 .334 .374 
∆R2 .164 .141 .029 .040 

附註：所有係數皆屬標準化迴歸係數。 
 p<.10;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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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職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同事四構面價值

觀契合度與「新人留職承諾」的關係，發現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

留職承諾程度為 14.1%(△R2=.141，未達顯著)。然而四構面價值觀差異則與留職

承諾無顯著相關。因此，假說 7-a~7-d皆未獲支持。 

以「留職承諾」為依變數的階層迴歸中，模型二檢驗新人−同事四構面價值

觀契合度與「新人留職承諾」的關係，發現四個自變數可以解釋控制變數以外的

留職承諾程度為 14.1%(△R2=.141，未達顯著)。然而四構面價值觀差異則與留職

承諾無顯著相關。因此，假說 7-a~7-d皆未獲支持。 

  

在模型三中，以 TMX作為干擾變項，而模型四的干擾作用結果顯示，這些

交互作用項可以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偏低(△R2=.040，未達顯著性)，其中各項與

新人留職承諾的關係也皆未顯著，因此假說 8-c並未獲得支持。 

在模型三中，以 TMX作為干擾變項，而模型四的干擾作用結果顯示，這些

交互作用項可以增加解釋的變異程度偏低(△R2=.040，未達顯著性)，其中各項與

新人留職承諾的關係也皆未顯著，因此假說 8-c並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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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6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留職承諾、TMX關係驗證結果 圖 4.4.6 新人−資深同事價值觀契合度、留職承諾、TMX關係驗證結果 

  

小結小結： 

1. 新人−資深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力承諾」、「價值承諾」

有顯著正相關 

2. TMX在「新人−資深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努力承諾」、「價

值承諾」的關係中產生顯著的干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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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干擾效果分析 

 

為進一步了解 TMX 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努

力承諾』的關係」以及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與『新人價值

承諾』的關係」中存在何種干擾效果，將繪製交互作用圖以釐清。 

 

圖 4.4.7 與圖 4.4.8 中，X 軸為價值觀差異度，Y 軸為組織承諾程度(努力承

諾/價值承諾)，將 TMX 變項分為「高品質 TMX」(TMX 平均數+1 個標準差)和

「低品質 TMX」(TMX平均數-1個標準差)，在 X軸上以「新人−同事『自我增

進』價值觀差異度」當作自變數，以平均數±1 個標準差後形成「低價值觀差異

度」(即「高價值觀契合度」)，與「高價值觀差異度」(即「低價值觀契合度」)；

在高 TMX與低 TMX的情況下將「低價值觀差異度(x1)」與「高價值觀差異度(x2)」

帶入屬於努力承諾和價值承諾各自的迴歸公式中，計算出對應的 y 值(即努力承

諾 y1、y2；價值承諾 y3、y4)，分別在軸上描點後連線，呈現出圖 4.4.7與圖 4.4.8

兩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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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迴歸公式結果進一步繪製的斜率與截距的圖4.4.7、圖4.4.8(Cohen & Cohen, 

1983)，可以支持假說 8-a與 8-b中預期的交互作用型態。圖 4.4.7與圖 4.4.8顯示

TMX在「新人−同事『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各自與「新人努力承諾」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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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8  TMX對「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
與「價值承諾」交互作用圖 

圖 4.4.7  TMX對「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
與「努力承諾」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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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價值承諾」的關係中，產生干擾影響。兩交互作用圖皆顯示，在高 TMX關係

品質的情況下，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程度對組織承諾的影響，不再呈現價值觀

契合度愈高（價值觀差異愈小）組織承諾愈高的情況，反而呈現斜率很小，近乎

持平的走向。表示在高 TMX的調節影響下替代了「自我增進價值觀契合度」對

「新人努力承諾」與「新人價值承諾」的影響，使得「低新人−同事價值觀契合

度」不直接產生「低新人組織承諾」。而在低 TMX 的情況下，圖中顯示在高低

契合度不同時，直線斜率很大，表示低 TMX的情形下，「新人−同事『自我增進』

價值觀契合度」對「新人努力承諾」、「新人價值承諾」的影響非常大，價值觀契

合度愈低，努力承諾與價值承諾也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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