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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組織系絡下之人際信任形成 
從組織的特性之一，層級化的角度觀之，組織中人際信任的形成可以組織

成員之間不同的階層作為區別，分為相同階層的組織成員之間人際信任的形成

，以及不同階層的組織成員之間人際信任的形成，此乃由正式組織結構的面向

探討組織成員之間人際信任的形成；然而，從社會交換理論中影響社會交換的

因素觀之，可知為組織成員之間關係的特性，以及組織中人際信任發生時的系

絡，皆為探討組織中人際信任所須考量之處。 

在組織研究中，許多探討組織成員的行動受到組織中人際系絡何種影響的

研究，皆出自於「社會網絡1」(social network)的觀點2，把組織成員歸類為各種

非正式組織，從而考慮成員的行動在非正式組織中所受的影響；然而，此種觀

點只強調背景與地位之相似性，藉由網絡的各種型式反映出彼此人際互動的頻

率(周麗芳, 2002: 201-202)，卻無法從人際系絡中察覺出個人於人際互動時的行

動準則。爰此，若個人的行動深受人際系絡的影響，則個人勢必需要仔細地判

斷所處的情境，他人的身份，自己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應該做的行動為何(林以

正, 1999: 96)。 

此外，從人際交往的社會面向視之，人際交往乃遵循著彼此之間的「親疏

」與「尊卑」分際，彼此在此二原則下做出適合的行動，而親疏之別表示彼此

的交往依照著「關係取向3」(relational oriented)(King, 1985; Yang, 1986)，尊卑之

別則意味著彼此的交往由「權威取向4」(authority oriented) (Yang, 1986)決定(鄭

伯壎, 2004: 197)。易言之，前者的交往由彼此關係決定，處於同等地位，是平

等的互動，後者的交往則由彼此所擁有權威的多寡決定，地位不一，互動時呈

現出上下距離。 

職是之故，本研究未以社會網絡的觀點探討組織成員間的人際信任，亦即

為不以團體作為人際系絡歸類的單位，而是基於人際交往中關係與權威二取向

                                                 
1  社會網絡即如 Barnes(1954)對於漁村所做研究的發現，屬於非正式、私人間彼此互動的一種連
結，亦即為非正式關係所組成的社會結構。  
2  基本上，西方的組織研究幾乎都採用此一觀點，而國內在此方面的研究中，許多只是「移植
型研究」 (鄭伯壎 , 1995a)，依循著西方的理論架構，卻無實際地考量本土與西方組織中的人際
系絡是否有所差異。  

3  關係取向即為「凡事以關係為依歸」 (楊國樞, 1993: 98)，意味著「個體間的回報、互倚與相連
性」(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 1991: 59)。  
4  權威取向的特徵為「權威敏感、權威崇拜、及權威依賴」 (楊國樞,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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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下，以為組織中人際信任受到關係系絡和權威系絡的影響，而形成相異

的型式；爰此，首先必須論述人際信任之型式。 

第一節  人際信任之型式 

本節基於社會交換理論的基礎，將藉由人際互動下的社會交換過程，論述

人際信任的基礎，以及所形成的人際信任型式。從社會交換理論觀之，我們可

以發現信任的首次出現，存在社會交換的過程中，雙方未接觸前全然陌生的情

況下，也就是信任形成的探索期，此時期是信任者與被信任者尚未接觸，彼此

正努力地認識對方，以作為信任對方的準備。令人好奇的是，在信任者與被信

任者尚未有社會交換經驗之前，為何信任者願意對被信任者主動示好而逐漸形

成信任呢？原因可能包含信任者本身比較容易信任他人(McKnight, Cummings, 

and Chervany, 1998: 475)；或者儘管彼此仍然完全陌生，但其實信任者對被信任

者卻已經產生了某種「信任的基礎」 (Shapiro, Sheppard, and Cheraskin, 1992)，

這種基礎也許有兩種：信任者因第三者而信任被信任者，或是如 Blau(1964: 21)

所言：「社會吸引的過程導致社會交換的過程」，亦即為信任者因為對被信任

者感到有親切感而被吸引(劉麟書: 25)，進而產生信任。至於信任者與被信任者

開始進行社會交換之後，也就是信任形成的進行期，信任者已經可以直接從其

與被信任者交換過程中，而對有關被信任者的資訊有所掌握，於是信任者能夠

理性地評估被信任者是否值得信任及本身所需要承擔的風險；但也可能在社會

交換的過程中發生對被信任者的依附而形成信任(Rousseau et al., 1998: 399)。綜

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基於上述人際信任的基礎，人際信任可分為以下四種型式

。                                                                            

壹、人格特質 

意指因為信任者的個人特質而對於被信任者產生信任(Rotter, 1967)，其

來源為個人的高度信任傾向。因為信任者本身具有易於信任他人的特質，所

以比較容易信任他人(McKnight, Cummings, and Chervany, 1998: 475)，如此可

以說明為何信任者在對被信任者毫無相關資訊時，願意釋出善意，而使得信

任關係有了踏出第一步的機會，如剛踏入職場的社會新鮮人，也許因為具有

易於信任他人的特質而沒有計算同事是否值得信任，以及沒有察覺出信任同

事所帶來的風險，故往往輕易地信任其他同事。 

對於人格特質可以探討的是，究竟是何種特質使信任者願意信任他人？

一般而言，通常是因為信任者具有利他主義的傾向，也就是高度的仁慈所引



組織中人際信任的形成之探索性研究  

 

 59 

發，他不需要資訊去判斷被信任者可能的行為，而願意承擔風險，期望被信

任者有正面的行為出現。在此需與 Zucker(1986)提出之「基於特質的信任」 

(characteristic-based trust)作一區別，其所指的信任之形成取決於個人或群體

的特質而產生信任感，可能是家族、種族、性別等因素所造成的，讓交易的

過程會有似曾相似的感覺(Zucker, 1986: 62-63)，而非指信任者本身所具之特

質。 

此外，Mayer、Davis 與 Schoorman(1995: 715)認為信任者的人格特質可

以視為一種信任傾向，極端者甚至會有盲目信任(blind trust)的現象，此正顯

示出信任者的人格特質為信任的一個基礎，足以促進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形

成信任。 

貳、移轉 

意指信任者由對第三者的信任轉移至對被信任者的信任，如 Doney、

Cannon 與 Mullen(1998: 606)所指，「信任隨著信任的『合格來源』(proof 

source)轉移至與信任者只有微不足道或無直接體驗的他人」，其來源為現存

的信任關係。爰此，如現存信任關係中的被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具有高度信

任，信任者便很容易將對於身處現存信任關係中的被信任者之信任，轉移為

對被信任者的信任，如其他部門的同事，由於其為同部門同事所信任的對象

，同部門的員工亦可能因信任同部門的同事而信任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處的移轉需要堅實的人際網絡才能引發(Doney, Cannon, Mullen,  1998: 

607)，並非所有信任關係都足以推動，根據被信任者現存信任關係的強弱，

而決定其作為對被信任者信任的參考基準，只有在信任度高的現存被信任者

之影響下，信任者才可能將信任轉移至另一個被信任者身上。 

此外，移轉此一因素亦影響著信任者收集與被信任者相關的資訊之過程

，使得信任者將以第三者對被信任者的評價，作為判斷被信任者是否值得信

任的基礎(Strub and Priest, 1976: 399)；第三者評價的來源不僅是個人，尚包含

來自於具有公信力的機構，如 Zucker(1986)所提出基於制度的信任

(institutional-based trust)中之媒介機制(intermediary mechanism)，此種基於對

制度的信心而生的移轉，可見於組織在召募具法律專長人員時，負責招募的

人員可能相信國家考試制度的效度，而相信擁有律師資格者的能力，使其優

先被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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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情感 

意指信任者因為感情因素的投入，以致於對被信任者產生信任，其來源

為親切感與依附。 

在交換關係的初期，信任者不會開始發展信任，除非他預設已有某些程

度的信任存在，但信任者又不願預設信任的存在，除非某些信任的基礎已然

存在(劉麟書: 26)，情感性因素的產生，可能是因相似經歷而產生的親切感，

此即為促使信任關係開始的重要基礎。此種親切感的形成可能是家庭背景、

年齡、教育程度、地緣關係、性別等因素所造成的，讓信任者交換的過程中

對於被信任者會有似曾相似的感覺，又因為此種似曾相識的熟悉感，於是信

任者對產生被信任者親切感。如組織內以學校或是地區所分派系中成員之間

的信任基礎，正是此種因相似經歷而產生的親切感。 

當交換關係在發展一段時間之後，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會出現一種依

附(attachment)，如果信任者在頻繁互動中逐漸會有情感性的因素進入而產生

情感的連繫，並且對於被信任者產生依賴的意願及情感的依附，即可能在此

種關係中建立信任(Rousseau et al., 1998: 399)。其主要的特點是需要經過一段

時期的互動之後才可能發展，而比較不可能是在交換關係開始時就會出現，

將形成一種無條件的依賴，在心理上毫無保留地依賴對方，而不附帶任何明

顯的具體條件(劉麟書, 2001: 38; 楊國樞, 1993: 109)。正如主管與秘書的長期

互動下的依附，造成主管對秘書的信任。 

再者，信任者亦可能因為認同被信任者而信任被信任者，甚至被稱為「

無條件的信任」(unconditional trust)(Jones and Geroge, 1998: 536-537)，此種認

同出於景仰或彼此的相似，長期相處下所形成的相似性容易造成信任者對被

信任者有種投射作用，認為被信任者的行為會與自己的行為相近，進而對被

信任者產生信任。 

肆、分析 

意指信任者經過分析後而形成對被信任者的信任，其來源為理性計算，

理性計算的原因如 Anderson所指：社會關係中的不確定性會使人變得善於計

算 (轉引自 Chadwick-Jones, 1976: 343)，因此使得每一次的信任時皆為獨立事

件，與之前的信任經驗無關，每次決定信任與否皆需重新作一次分析；然而

，基於人的有限理性，此種分析因素影響的深淺端視於個人珍愛其有限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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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愈愛惜者，其人際信任即愈少受到分析因素之影響。這種分析在社

會交換的過程中表現如下： 

在交換關係的初期，在信任者與被信任者未有交換經驗前，亦即為起初

的邂逅時，由於信任具有不被報答 的風險，因此信任者首先將會對被信任者

進行是否值得信任的分析，以決定其是否值得信任，而為了評估何者為最有

利的行動方針，所以會經過長期的資訊收集(Huston and Burgess, 1979: 15)，

但信任者很快地會發現很難估計被信任者將如何回應，因為缺乏有關被信任

者的第一手資訊，此時信任者至多只能接收到有關他人對被信任者片面且不

連續的評價而已，以致於分析因素尚未對信任者產生影響。 

其次，在交換關係開始之後，信任者可以經由頻繁地接觸而搜集到有關

被信任者較可靠的可信任性及可預測性之資訊(劉麟書, 2001: 37)，如被信任

者的人格特質和意圖善惡；有關人格特質的資訊，除了被信任者的信任傾向

高低以外，由於信任者對人的評價可能建立於道德的基礎上，認為行為只是

道德的外在表現(劉兆明, 2002: 239)，所以信任者亦可能特別注重與被信任者

道德相關的資訊，以評估被信任者是否具有善意。 

再者，信任者在收集相關的資訊後，會依據資訊來計算本身可能的損失

及利益(劉麟書, 2001: 37)，以決定是否願意承擔被信任者會做出損及自己利

益的風險。因為信任者所得的資訊可能是不充分的，更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

侷限：當處理複雜資訊時，對於了解問題的偶然性與正確計算上之無能(Tyler 

and Kramer, 1996: 2)，在預測其所帶來的損失與利益時亦可能判斷錯誤，故

此種計算過程只是有限理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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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中之關係5系絡 

華人在人際系絡中主要的運作方式是一種關係取向式的，而關係取向出現

在平行式的人際交往中，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彼此的權力大致相當(楊國樞, 

1993: 98, 2004: 18)；人際交往的形式則依照與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深淺而決定，

關係的深淺程度不同，使得彼此互動時所使用的準則也不一致，對於不同關係

的人即有不同的應對方式(徐瑋伶、鄭伯壎、黃敏萍, 2002: 56; 葉光輝, 2004 : 85)

。 

職是之故，組織成員處於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將依據人際交往中彼此

心理距離之遠近，將人際系絡區分為數種關係系絡，進而探討在關係系絡下所

形成的組織中人際信任。申言之，組織中人際信任亦將依其所處關係系絡的差

異，而具有不同標準，因此亦形成不一的人際信任。以下將探討關係系絡之起

源、關係系絡之分類、人際互動中之行動準則與義務、以及關係系絡下之行動

準則與義務。 

壹、關係系絡之起源 

一、自我的概念 

楊中芳(1991: 97)認為，華人對「我」的概念相當地具有彈性，「我」

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狹義的我，意指「以自身實體為限的狹窄自身」，

另一種是廣義的我，「包括以實體為界限的，也包括包容特定的其他人的

那一種」，可以是單純的本身，也可以包含數人，甚至涵蓋數個團體，進

而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自我(楊國樞, 2004: 13)；以致於自我已經不再是一種

單元性的現象，或一個封閉的個體變項，而是屬於一個人際間的單位

(Johnson, 1985: 129)。易言之，華人的自我是以外在情境為中心，並不是獨

立存在的(林以正, 1999: 95; 楊國樞, 1993: 100)，對於自我與他人的界線是

模糊的，且相當地具有滲透性(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1991: 62; 楊國樞, 

1993: 118)；其自我不是單純地指涉個體的自我，而是高度地察覺他人存在

而形成的「在他人關係中的自我」，此可稱為「關係性自我」，極端一點

地說，自我已經不是獨立的個人，而是大我的一部份(何友暉、陳淑娟、趙

志裕, 1991: 62) 

                                                 
5  本研究從主觀面向，定義關係為：一種非正式且屬於私人之間，基於相互義務的互動下所形
成的感情親疏程度(鄭伯壎 , 1996; Pen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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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差距格局 

由於華人的自我屬於社會中的一部份，故對於個人而言，其與社會中

的他人之關係即相對地提高了重要性。此種關係即如費孝通(1991: 26-29)所

指，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團體格局6」，團體中的人彼此關係皆相

同；而是一種「差距格局」，像是石頭投到水中所形成的波紋一般，人際

關係以自己為中心，一圈一圈地往外延伸，被波紋所及的人便與處於中心

的個人產生關係，而形成個人的關係網絡，但網絡中的每一圈不同於固定

的團體，而是一個範圍，且具有伸縮性，當圈圈推的愈遠，範圍內彼此的

關係亦愈淡薄。易言之，人際關係並非由個人所屬團體所建構的，而是以

個人為出發點，顯示出人際互動是以自己為中心，將與自己有互動的他人

依據親疏遠近分為多圈，與自己關係欲親近的便愈接近最內圈的自我中心(

周麗芳, 2002: 188)；爰此，自己是人際網絡主要的建構者，所有的人際網

絡都是以自己為中心(鄭伯壎, 1995b: 161)。 

貳、關係系絡之分類 

楊國樞(1993)認為人際關係可以依彼此的親疏程度分為生人、熟識者、

以及家人，其中生人關係指的是與自己無持久性關係的人所建立的關係，熟

人關係則為與自己有間接持久性關係的人所建立的關係，家人關係則是與自

己有直接持久性關係的人所建立的關係(楊國樞, 1993: 105)。 然而，由於本研

究對於組織中的人際系絡不欲採取依個體身份所形成的團體分類，故家人此

一關係類型不予採納；再者，熟人的概念其實是相對地空泛，不易產生明顯

的界限，因此，本研究依據費孝通(1991)所提出的「差距格局」概念，將楊

國樞(1993)所提出關係類型中之熟人關係，進一步地區分為「自己人7」與「

熟識者」，其中自己人與自己的關係較近，熟識者與自己的關係相較於自己

人與自己之間的關係，其距離相對較遠。 

 

 

                                                 
6  由個人組成不同團體，團體之間的界限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個人可以遊走於不同團體之間，
通常見於西方社會中 (費孝通, 1991: 26)。  

7 「自己人」一詞雖然源自於血緣關係，但觀諸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應用，其已然成為一種概念
，任何做到預期「自己人」所做的事與所付出的情感之人，皆可以成為「自己人」 (楊中芳 , 
200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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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組織中之關係系絡 

職是之故，本研究所指組織中的關係系絡可分為三種(如圖 4-2.1)，即為

自己人、熟識者、以及陌生人，共三種關係型式，其中「自己人關係」在關

係系絡的最內圈，「熟識者關係」次之，「陌生人關係」則在最外圈；然而

，因為此關係系絡的範圍屬於組織內部，故除了陌生人關係系絡以外，熟識

者與自己人關係系絡皆具有滲透性，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系絡有可能由陌生

人至自己人，亦可能由自己人轉為陌生人，且自己人關係系絡與熟識者關係

系絡之界限，相較於陌生人關係系絡與熟識者關係系絡而言，其界限更為清

晰，但滲透性則較差。此外，相對於自己人關係系絡，熟識者關係系絡和陌

生人關係系絡中的組織成員，與自己的心理距離並非等距，尤其在陌生人關

係系絡中最為顯著，其系絡是不規則的，此即為費孝通(1991: 27-28)所指，網

絡中的每一圈並非侷限於固定身份的一個團體，而是一個區間，且具有伸縮

性。 

此外，三種關係系絡乃屬於在私人彼此之間非正式的親近程度，並非是

表面上可觀察的一種基於彼此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而是一種內心依據彼此情

感親疏所做的關係區別；系絡中成員彼此的關係可以黃光國(1985)所提出的

情感性關係，混合性關係，及工具性關係之描述作為說明。自己人關係為家

人關係的擴充，是一種長久而穩定的人際關係(黃光國, 1985: 130)，系絡中的

成員彼此皆有意延續已建立的關係；熟識者關係指的是系絡中的成員彼此認

識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但彼此情感並未如自己人關係一般親密(黃光國, 

自己
人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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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33)，情感的基礎在於具有某些「關係基礎8」(guanxi bases) (Jacobs, 

1982)；陌生人關係則為短暫且不穩定的人際關係，系絡中的成員彼此對未來

的交往並無預期(黃光國, 1985: 132, 134)。 

參、人際互動中之行動準則與義務 

華人傳統上在人際互動時習慣以關係界定自己的身分，以關係界定身分

亦即為以角色界定自己(楊國樞, 1993: 98)，並藉由個人依照其所屬關係的角

色，在人際網絡中得到定位，以求得一套對應的期望與行為規則(何友暉、陳

淑娟、趙志裕, 1991: 60; 黃懿慧, 2002: 100)；質言之，個人基於關係中的自我

而對應地產生了關係中的身份，並藉此發展出一套合於關係中身份與角色的

行為(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1991: 62; 黃懿慧, 2002: 100)。 

職是之故，在人際互動中，自己與對方的關係決定了個人對待對方的方

式(楊國樞, 1993: 106)；爰此，個人的行動將依照不同關係中的角色而改變，

往往亦顯示出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林以正, 1999: 95; 楊國樞, 1993: 100)。

申言之，人們互動的形式主要是依照關係中的角色而決定，將關係中兩造的

角色行為加以相當程度的定型化(黃懿慧, 2002: 100; 楊國樞, 1993: 98)，而個

人依循著關係系絡下對角色的規範而行動，人際網絡中的個人義務亦會受限

於角色關係的不同而有差異(鄭伯壎, 1995b: 162; 楊國樞, 1993: 100)。 

在人際互動中，每一個關係中的角色必須依其規範行動，如此才可以滿

足對方根據角色規範所形成的期望(楊國樞, 1993: 103)；然而，實際上華人在

人際系絡中關注的是如何完成義務(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 1991: 56)。爰

此，此種在人際互動中所生的期望即為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所預設的義務，

其規範建立在彼此的關係系絡上。此外，由於華人的關係系絡下會產生一套

履行義務的管理機制，而義務規範一直是華人關係中的主要成分，使義務得

以有效地履行於人際互動中(周麗芳, 2002: 204)。 

肆、關係系絡下之行動準則與義務 

如上所述，人際互動中的角色依據規範而履行義務；爰此，在關係系絡

下，信任者內心所認知對於被信任者的行動準則與義務勢必需要討論。 

                                                 
8  關係基礎意指人與人之間相同的身份背景，乃出自於交往經驗所累積的成分，可能為先天血
緣所造成的交往，亦可能為後天社會互動中的交往，前者如親戚之間的交往，後者如同鄉、同
學、或同事之間的交往 (楊宜音 , 2001: 135; Jacobs, 1982: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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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自己人關係系絡中，互動的義務是盡力，行動準則為真誠，因

為組織成員對於彼此都有高度地認識，彼此做自己所欲的行動，不必在乎對

方是否會有所誤解，但信任者需要表現出對於對方的關注，而信任者是否能

盡力滿足對方則取決於本身的資源多寡。 

其次，在陌生人關係系絡中，互動的義務是自利，行動準則為正式規範

，因為信任者並沒有對未來被信任者再次接觸的預期心理，彼此既然沒有實

質關係，便考慮當時的利害關係而決定行動(楊國樞, 1993: 106)，只要組織成

員遵守法律或是組織中的規範即可。 

再者，在熟識者關係系絡中，互動的義務是適度的報答，行動準則為人

情，因為預期未來彼此仍有接觸的可能性，彼此以過往所累積的人情為基礎

，然後在自己感覺適當的程度上，進行人際互動，由於關係中彼此的角色是

互惠的，所以很自然地會互相依賴，彼此亦形成一種附條件的依賴，在心理

上有限度與有範圍地依賴對方，且附帶著明顯的具體條件(楊國樞, 1993: 101, 

106)，此條件即為持續的互惠；然而，人情是極富有彈性 9而非公平10的，沒

有一個固定的公式以回應對方，只要在未來報答時，至少使對方感受到等質

的人情即可，而不能少於對方所施予的人情，甚至有時表面上的不報答亦出

於人情的考量(金耀基, 1988: 102-103)，此即為熟識者關係系絡邁向自己人關

係系絡的開端。 

 

 

 

 

 

 

                                                 
9  人情的彈性顯示於人情的特色上，人情在數量上可以有大小與增減的情形，且人情可以儲存
、透支或賒欠，人情亦可給予或收回 (楊國樞 , 1993: 102)。  
10  人人所得報酬應相當於其貢獻的比例 (黃光國, 198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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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中之權威系絡 

傳統上，華人總是對於權威特別敏感，在人際互動時，經常注意彼此之間

的權力差距，以作為應對進退的基礎(楊國樞, 1993: 111-112; 吳宗祐、徐瑋伶、

鄭伯壎, 2002: 6)，而權威經常出現於垂直式的人際交往中，使得與他人互動的

過程中，彼此的權力相當懸殊(楊國樞, 2004: 18)。權威彰顯出管理者的尊卑之

別，亦表示了管理者與其他組織成員之間的權力距離(吳宗祐、徐瑋伶、鄭伯壎, 

2002: 6)。 

然而，此種權力距離在華人企業組織中更是明顯(鄭伯壎, 1993)，甚至產生

「權威崇拜」(楊國樞, 1993)的現象。此種現象主要地表現於三方面，第一，對

於權威崇拜經常是無條件的，認為權威即無錯誤的可能性；其次，此種崇拜的

範圍是不加以限制的，權威由單方面可以擴大至全方位，權威彷彿是萬能的；

再者，權威具有延續性，並無時間上的限制，甚至可能形成「一日權威，一世

權威」(楊國樞, 1993: 113)。 

職是之故，組織成員處於權威系絡下的人際信任，將依據人際交往中彼此

權威的有無，將人際系絡區分為不同的權威系絡，進而探討在權威系絡下所形

成的組織中人際信任。申言之，組織中人際信任亦將依其所處權威系絡的差異

，而具有不同標準，因此亦形成不一的人際信任。以下將探討權威之原因、權

威出現之情境、以及權威系絡之分類。 

壹、權威產生之原因 

權威不同於權力。權力乃藉由運用報酬或施予直接的物理力，使他人違

反其意願而行事；反之，權威則為，他人同意(consent)而產生居於下位且服

從的意願，亦即為給予權威者一種命令權(Schin, 1970: 13)。易言之，權威實

際上來自於個人的接受(Barnard, 1938: 166)，如果權威不被個人所接受，權威

者在組織中即不再擁有其高人一等的地位；階級劃分最明確的軍隊可以作為

一個最佳例證，假使低階者不服從高階者的命令，最終可能連「將軍肩上的

星星亦不再閃耀」，意即為高階者失去其權威所在。 

如上所述，如果權威的產生來自於個人的接受，組織成員在組織中即可

選擇接受權威與否；然而，為何組織成員在組織中要接受其他成員的權威呢

？原因有三，權威崇拜、權力不足和心理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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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權威崇拜 

首先，若個人本身有崇拜權威的傾向，則接受權威即可能出自於一種

無條件地服從，因為權威既然是萬能的，自己又無能力與之相比，故很自

然會如同投降一般地順服了(楊國樞, 1993: 113)。 

二、權力不足 

其次，若以社會權力11觀之，即可發現原因在於權威者在組織中具有 

許多社會權力，相對於組織中一般成員而言，其具有酬賞權(reward power)

、強制權 (coercive power)、合法權 (legitimate power)、歸屬權 (referent 

power)、專家權(expert power)、及資訊權(information power)，而使得組織

成員願意接受其他成員的權威；相較之下，組織中的一般成員並不如權威

者具有這些社會權力。 

三、心理弱勢 

再者，從心理契約的角度視之，個人同意且接受權威出自於權威的合

法性，其與權威者之間亦必須對權威合法性的基礎擁有共識，此種共識即

為心理契約；易言之，組織成員同意且接受權威，視其與其他成員之間針

對權威合法性的基礎是否維持著心理契約，以致於個人認為可透過影響權

威者而履行其心理契約，權威者則認為藉由權威而履行其心理契約(Schein, 

1970: 13, 15)。然而，權威的運作過程中會在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心理勢差
12」(涂光社, 1990)，使得權威者在心理上佔有優勢，而個人在心理上趨於

劣勢(閻書昌, 2002: 272)，導致個人在組織中往往得屈從權威者的權威。 

綜上所述，當組織成員的權力落差愈大時，個人便愈有可能因為其與權

威者的權力不對稱，而使得個人與權威者之間的心理契約中形成心理勢差，

若組織成員本身又有崇拜權威的傾向，於是使得個人在組織中往往最終皆會

順服權威者的權威。 

 

                                                 
11   French 與 Raven(1959)提出五種社會權力分別為，酬賞權 (reward power)、強制權 (coercive 
power) 、  合法權(legitimate power)、參考權(referent power)、及專家權(expert power)，而後來
Raven與 Kruglanski(1970)又增添了一種資訊權 (information power)。  
12  一種心理上的優勢感與劣勢感之間的差距(涂光社 , 199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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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權威出現之情境 

在組織中，權威經常出現於個人依賴權威者的情境下，Hamilton(1990)的

研究指出管理者的權威乃出於部屬的依賴，部屬對管理者的依賴程度高時，

管理者的權威便容易被接受；反之，部屬若尋求獨立與自主性，便不希望管

理者使用過多權威(鄭伯壎, 2004: 205)。此外，任金剛等(2002)在一項針對大

陸與台灣兩地企業的管理者與部屬之實證研究中亦發現—依賴對權威接受具

有正面調節效果。 

職是之故，在「不對稱的依賴關係」下，亦即為在權力不對稱的兩者之

間所生的依賴，如部屬依賴管理者大於管理者對部屬的依賴時，擁有較少權

力的部屬對於預測管理者行動的興趣，大過管理者對預測部屬行動的興趣

(Martin, Cooper, and Cox, 1996: 100)；申言之，組織成員對於權威者預測未來

行動的興趣，大於權威者對於預測其未來行動的興趣。實際上，此乃由於權

威者相較於組織成員而言，其擁有資訊權；此亦導致權威者較容易其他成員

未來的行動，而組織成員較不易預測權威者未來的行動。 

此外，部屬面對管理者的權威時，將產生一種暫時性的心理無能

(psychological disability)，而使其思慮緩慢(楊國樞, 1993: 113)；申言之，組織

成員處於權威系絡下，此種思考面向的無能亦為組織成員較不易預測權威者

未來的行動之因。 

參、權威系絡之分類 

Graen與 Cashman(1975)認為管理者對其所管理的每一位部屬之對待方式

不盡相同，依照管理者與其他組織成員的交換關係，會將其他組織成員區分

為內、外兩種不同類型的團體，而採取不同的對待方式；此種管理者對組織

成員加以區分的情形，在 Walder(1983) 、陳介玄與高承恕(1991) 的研究中已

獲得證實。此外， 任金剛、林明村、陳以亨(2002)在一項針對台灣地區銀行

業的管理者與部屬之研究中，發現管理者對屬於自己人的部屬使用權威的程

度，比其對非自己人的部屬使用的程度較低。 

職是之故，本研究將權威系絡分為兩種類型，一種為內圈權威系絡，另

一種為外圈權威系絡，權威者在內圈權威系絡中，使用權威的程度較低，組

織成員彼此關係較親近，而權威者在外圈權威系絡中使用權威的程度較高，

組織成員彼此關係較疏遠，在權威系絡中，組織成員之間的關係遠近決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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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處的權威系絡，組織成員所處的權威系絡則取決於權威者，如鄭伯壎

(1996)的研究即發現：在權威系絡中，管理者對組織成員的區分乃依據，成

員與自己關係的親近程度，成員對自己的效忠程度，以及成員工作績效的高

低；是故，管理者即用此三種標準分別將部屬納入其權威系絡中。然而，組

織成員是否處於權威系絡中，卻是由組織成員自行決定，因為權威的產生來

自於組織成員的接受。 

此外，一般而言，部屬對管理者的分類乃依據組織層級，層級中的名分

使得關係中的角色具體化，且更加明確(楊國樞, 1993: 98)；易言之，組織中

的層級結構，對於界定角色彼此的權威與非權威之相對地位起了很大的作用

，而這種清晰的界定便使得權威的運作特別有利(楊國樞, 1993: 125-126)。爰

此，在組織中容易察覺到的權威者為組織中的管理者；然而，意見領袖等亦

可能為組織中的權威者，因其具有資訊權，即使他們只是一般的組織成員，

只要有人願意接受意見領袖所傳遞的資訊，其就具有權威者的角色。 

 

 

 

 

 

 

 

 

 

 



組織中人際信任的形成之探索性研究  

 

 71 

第四節 組織中人際信任之型式 

由於權威的產生出自於個人的接受，因此在組織中的個人首先必須接受其

他組織成員的權威，方才有權威系絡的出現；反之，若組織成員不接受任何權

威，則對於該成員而言，權威系絡即不出現，使其在與組織中其他成員的互動

中，只有關係系絡的出現。爰此，本研究將組織系絡下人際信任的型式分為兩

類，其一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其二為權威系絡下的人際信任，以探討人

際信任在組織系絡下之型式，茲分述如下： 

壹、關係系絡下人際信任之型式 

一、自己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 

在自己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由於彼此以真誠相待，所以信任者

的預設形成中會認知被信任者到具有善意的承諾；此外，由於此關係系絡

是經過時間所形成的，信任者已經累積了許多被信任者過去行動的相關資

訊，且個人行動受關係角色中所規範的義務較多，所以信任者對於被信任

者行動的可能性特別容易掌握，預測度相對於熟識者關係系絡與陌生人關

係系絡而言，將會是最高的。在自己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評估階段

有其特別之處，信任者因為對於被信任者有深厚的情感，已經形成一種依

附狀態，而形成對被信任者的信任。 

二、熟識者關係系絡下之人際信任 

在熟識者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由於彼此以人情為互動的原則，而

人情講求適當的報答，從社會交換理論觀之，前一次的報答就是一種善意

的展現，所以信任者的預設形成中會認知被信任者到具有善意的承諾；此

外，由於此關係系絡使用的是人情的行為準則，而人情是非常彈性的，因

此被信任者未來通常會有善意行動的出現，但並非就是信任者所察覺的承

諾，所以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行動的預測度會低於在自己人關係系絡中所

為的預測。至於，自己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在評估階段中，信任者

對於被信任者的情感常是一種附有條件的依賴，以社會交換理論視之，只

要信任者發現被信任者此種動機是出於盤算而非自發，信任者就不會受到

情感的影響，只依照個人特質評估是否足以承擔淨損失的出現，以決定對

於被信任者的信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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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陌生人關係系絡下之人際信任 

在陌生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由於彼此以組織規範或是法律為相

處的原則，而講求正式規範並無法顯示不傷害對方利益，所以只有在被信

任者放棄正式規範的情形下，信任者的預設形成中才會認知被信任者到具

有善意的承諾；此外，由於此關係系絡中的彼此並無互動的基礎，信任者

無法依照被信任者過去行動的相關資訊，而判斷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可能

性，所以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行動的預測度，相對於熟識者關係系絡與陌

生人關係系絡而言，將會是最低的。在自己人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評

估階段便只是單純依照個人承擔風險的程度，形成對被信任者的信任，而

不可能有情感的介入。 

然而，關係系絡下的人際信任有一種移轉過程，過程中需要現存的信任

關係推動信任的轉移，此即為陌生人成為熟識者，甚至成為自己人的過程，

而移轉的過程中需要一位信任者信任的第三者做為中間人，使得被信任者得

以由信任關係的外人成為自己人(周麗芳, 2002: 203)，第三者與信任者之間必

須要有特定程度的信任關係，才足以將現存的信任關係轉移為對被信任者的

信任。 

此外，基於人情與面子可以轉讓給第三者(楊國樞, 1993: 108-109; 黃懿慧, 

2002: 101)，此使得關係系絡中的人際信任有種特殊的現象：在進行信任分析

中結合了移轉，因為信任者給予處於較親近的關係下被信任者一份人情，經

過信任分析之後，轉移對已信任的被信任者之信任至尚未建立信任經驗的被

信任者身上。如組織成員對新進人員雖然沒有直接的資訊可提供是否信任的

參考，但由於此一新進人員為組織內一位其所信任的成員之朋友，其仍冒險

地轉移了原本對另一位成員的信任至新進人員身上。 

貳、權威系絡下人際信任之型式 

一、權威系絡下權威接受者之人際信任 

在權威系絡下的人際信任，如果權威者使用的權威較少，亦即為信任

者屬於內圈權威關係系絡中的組織成員，信任者的預設形成中，只要信任

者經常接收有關被信任者承諾的訊息，或許亦可認知被信任者具有善意的

承諾，否則將察覺不出被信任者未來行動會具有善意的可能性；此外，由

於此權威系絡中的信任者並不具有資訊權，只能按照自己與權威者互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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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信任者對於被信任者行動的可能性不容易掌握，預測度亦低於權威

者對其行動所為的預測。在評估階段中，信任者可能因為對於權威者的依

賴度高，，使其不得不承擔未來可能的淨損失，甚至有種權威崇拜的傾向

，而形成對被信任者的信任。 

二、權威系絡下權威者之人際信任 

在權威系絡下的人際信任，由於被信任者對於權威者的依賴度高，信

任者的預設形成中很容易認知被信任者帶著善意的承諾；此外，由於此權

威系絡中的信任者具有資訊權，即使在與被信任者沒有互動經驗的情況下

，都很容易移轉其他組織成員的經驗，以作為預測所需的資訊，是故權威

者對於被信任者未來行動的預測度相對較高。在評估階段中，信任者可能

因為不願承擔未來的淨損失，而對被信任者的信任程度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