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接續第一章繼續深入探討有關角色壓力、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度

的定義與相關文獻，最後則就三變項間的關係作一彙整，藉以推論本研究

之理論研究架構。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角色壓力之理論分析與相關研究 

 

壹、 角色的意義 

 

「角色」（role）一詞最早源於戲劇，係指舞台上上場演出的每一個

演員。大文豪莎士比亞曾說：我們所處的世界就是一個大舞台，來來往往

的男男女女都不過只是個演員。所謂的「人生如戲」，即是認為真實人生

猶如一場戲劇表演般，以世界為舞台，每個人在舞台上都有其角色要扮

演。在真實的人生與舞台的情境中有許多相似的地方，每一個人佔有某一

地位（position）、享有某一身份（status），猶如演員經由導演的指派

擁有某一「角色」一般；每一個人的行為隨著身份、地位的不同，而有不

同的行為規範，正如不同角色的演員有不同的行為模式一樣；每一個人的

行為是否合度有效，端賴個人對於自己身份、地位有清晰的瞭解且樂於實

踐，亦猶如演員須對劇本有充分的瞭解，並全力投入演出才會成功（郭為

藩，1971）。 

 同樣的每一個人在不同的場合，扮演不同的角色。更有甚者，在同

一個時間、空間中，扮演著多重角色。例如：當教師一但兼職處室主任，

在同一時間、空間內即扮演了學校校長的部屬、同處室組長的長官、校內

學生的老師，如果是已婚者，則又同時扮演了為人夫或妻⋯⋯等等。 

 

國內有研究者指出兼任行政職務教師與一般教師最大的不同在於其



扮演角色的多元化與複雜化，造成理想角色與多重角色的衝突，自民國八

十四年八月九日教師法公佈之後，中小學學校行政結構產生重大改變，學

校組織結構已非科層體制 （bureaucracy），而是由學校行政部門、教師

會、家長會組成的等邊三角形的組織架構 ，此等衝擊使學校行政工作推

動的難度增加，行政工作成為吃力不討好的工作 (張明輝，民87 )，沉重

的角色壓力已成為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必然現象。 

「角色」一詞運用於戲劇領域後，由於行為科學研究的蓬勃發展，促

使學者將角色相關概念運用於心理學、社會學、人類學、教育學、精神醫

學等學術領域，以致於近二、三十年來角色的相關概念大量增加，對於角

色理論的建構，有極大助益（郭為藩，1985；林郁絲，2000；游怡婷， 2003）。

不過，對於「角色」一詞的定義迄今仍然分歧，尚無一致的看法，取其犖

犖大者，茲列舉如下。 

林清江（1971）指出角色具有兩方面的特徵：一是指團體中居於某一

位階的特定行為模式；二是指其他人對於居於某一位階者所抱持的期望。

郭為藩（1971）將角色定義為：某一特定人物在團體中表現出符合社會大

眾期望的行為模式。張春興（1989）從心理學中定義「角色」一詞，包含

以下兩種意義：一是指特定類別的人在團體中被賦予的「身份」及該身份

所應發揮的功能，是屬於個人與團體的相對關係；二是指特定類別的人所

表現出的「行為模式」，乃指社會期待下個人學習到的被期望角色行為（role 

behavior）。范利民（1992）定義較為狹義，認為「角色」是某種象徵意

涵，代表一個人被賦予的「職務」及「工作內容」。 

黃昆輝（1992）認為角色具有四大特徵：(一)角色代表個人在團體中

被賦予的地位與明確的職位；(二)角色的定位常須符合其他大眾的角色期

望、權利義務為主；(三)角色的扮演依不同時間具有變動性與不確定性；

(四)角色間具有互補現象，視與其所在團體組合的角色關係而定。 

游怡婷（2003）指出角色至少須符合兩要素：首先，從角色的角度來

看，角色須與特定行動相關連。戲劇中角色所演出的行為，乃是劇本早有

清楚規範，角色扮演者只是加以詮釋而已。當觀眾一看到或想到某個角

色，便可預期他會有什麼樣的行動；其次，從觀眾的角度來看，扮演角色



的本人真實情感和潛在動機是不重要的，只有劇本描述角色本身的情感和

動機才是觀眾想看到的。黃敏榮（2003）綜合學者所述，將角色概括界定

為：個體在社會團體中，基於所處的身分位階，所呈現出他人所期望的言

行舉止特質與實際的言行舉止特質。 

綜合專家學者之看法，研究者將角色定義為「個體由於所處位階而應

有預期行為之表現」。 

 

貳、壓力的意義 

 

壓力（stress）原本為物理學的概念，廣泛應用在機械工程學與材料

科學等領域之專業用語。在工程學上，壓力意指直接施予物體的任何外

力。在力學上，壓力之操作型定義為單位面積上所承受的力。就物理學而

言，虎克定律（Hook's Law）則說明了物體所承受的負荷力，超出了彈性

限度(elastic limit) 則會永遠變形，未超出彈性限度，則負荷力消失後，

物體會恢復成原來形狀（Haliday & Resneck，1988）。在心理學的範疇，

對於壓力的詮釋，近代中外學者，有其不同的觀點。 

在社會科學領域，學者將壓力視為一種生理及心理因應環境狀況的反

應。 Selye（1956）認為壓力是人體因外在環境的影響下，對各項要求下

的非特定反應。而Warr and Wall（1979）則將壓力定義為：「個人的特

殊狀況或心理上的失調。」。除了將壓力的影響，涵蓋了個體生理及心理

的層面外，Ivancevich and Matteson（1980）指出壓力是一種調適性的

反應，由於外在環境或突發事件對於個體發生干擾，致使個體心理或生理

的結果，此種反應以個人特質為中介變項，壓力影響個體程度大小，因個

人特質而異。張春興（1994）認為壓力是個體生理或心理上感到威脅時的

一種緊張狀態，此種緊張狀態使人在情緒上產生不愉快，甚至痛苦的感

受。葉兆祺（2000）指出壓力是個體面對環境要求時，易造成環境、心理、

生理三方面的失衡狀態。 

綜括上述論點可發現，壓力是指個體受到外來刺激，因個人特質的差

異不同，對個體心理及生理而產生的一種不平衡的狀態。壓力是刺激，是



反應，也是個體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 

 

參、角色壓力的分類 

     

吳秉恩（1991）指出角色種類包括三種： 

一、預期角色 (expected role) 或規定角色 (prescribed role)：是指

在組織團體中並且環繞在角色扮演者周圍的一種期望狀態。 

二、知覺角色 (perceived role) 或主觀的角色 (subjective role)：

是指角色扮演者對己身行為模式的特殊期望。 

三、實際角色 (enacted role)：角色扮演者當與別的組織團體位階角色

扮演者互動時，所產生的特殊明顯的行為模式。關係如圖2-1：

 

由圖2-1 可知，當預期角色和知覺角色之間有差距時，即個體（角色

扮演者）不清楚角色應有權利或任務時，常造成角色模糊 (role 

ambiguity)；而當角色知覺與實際角色有差距，或是同時扮演二種角色

時，則產生角色衝突 (role conflict) (吳秉恩，1991)。 

Kahn 等人 (1964) 定義角色壓力時，分為客觀事實及主觀經驗兩種型

態。客觀的角色壓力是指組織中的社會與環境特質確實具有某些不利角色

活動因素，而造成不良的角色特性；在主觀的角色壓力方面，則是指個體

對客觀的角色背景，經由心理認知、個人經驗及人格特質等中介歷程，所

預期角色 

(或角色期望) 
知覺角色 實際角色 

角色模糊 角色衝突 

圖 2-1 角色關係圖 

 
( 資料來源：修改自吳秉恩，1991，P237 ) 



產生的一種負面反應。換句話說，客觀的角色壓力指的是一種環境狀態；

主觀的角色壓力指的是個人受環境狀態所引起的心理歷程，所強調的是個

體與環境間兩者的互動 (王青祥，1985；梁瑞安，1990)。 

就角色壓力的構面而言，學者們的看法並不一致。Van Sell, Brief and 

Schuler（1981）和廖貴鋒（1986）將角色壓力區分為兩類，即「角色衝

突」與「角色模糊」；Kahn et al.（1964）則再從角色衝突中分出「角

色過度負荷」（role  overload ），而成為「角色衝突」、「角色模糊」

與「角色過度負荷」三種。而Hardy and Conway（1978）則認為角色壓力

包括了「角色衝突」、「角色模糊」與「角色過度負荷」，以及「角色不

一致」（role incongruity）、「角色能力不足或過度」（role 

incompetenceand roleover-qualification）等五構面。 

張德銳（1995）指出，對學校中的行政人員而言，角色壓力普遍存在

於日常學校成員彼此互動過程中，可概略分為三大類。首先，兼職行政工

作教師往往同時面臨二種以上的角色期望，而這些角色期望又難以達到一

致性，故形成無可避免的角色衝突；其次，教育主管行政單位的要求、學

校的期望、社會文化的價值、社區民眾家長得企盼都有可能與兼職行政工

作教師的人格需求不盡一致，使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角色衝突更形嚴重。

即使兼職行政工作教師所承受的各個角色期望彼此之間並無衝突存在，但

由於有限的時間和精力的限制，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可能無法同時滿足所有

角色期望，形成角色過度負荷；此外，學校行政人員可能由於缺乏足夠的

角色訊息，以致於不清楚他的角色職責，或是不知如何有效的完成角色職

責，或是不了解上司對他角色表現的評價等情況，形成角色模糊。 

本研究採用Kahn等人的論點，將角色壓力構面分為「角色模糊」、「角

色衝突」與「角色過度負荷」三種，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角色模糊 

 

角色模糊，亦有學者稱之為「角色混淆」或「角色不明確」。Kahn et 

al.(1964)認為角色模糊是指角色要求或角色期望不清楚的狀況之下而產

生。Rizzo,House 與 Lirtzman（1970）將角色模糊定義為：「對於不同



場合的行為要求欠缺瞭解，和預測個人行為所導致的後果及回應時所致的

模糊」。House 與 Rizzo（1972）定義角色模糊：「個人對所應表現行為

的模式不甚清楚，同時也缺乏事前預測的能力」。 

Graen（1976）則更進一步指出，角色模糊指個人對角色期望、達成

角色期望的方法與角色績效的成果表現等三種訊息缺乏認識的程度，當個

體缺乏這些訊息中的一種或一種以上時，就會形成角色模糊。 

Pavelky（1991）則認為由於個人接收不適當的訊息狀況，造成不確

定與壓力，此即角色模糊。 

Sarbin & Allen（1968）認為角色模糊包含下列數種不同類型的角色

期待（引自Davis, 1995）：A. 期望的不確定及模糊（uncertainty and 

vagueness of expectations）；B.工作夥伴之間對某職位缺乏一致的期

望（lack of agreement amongco-workers of expectations for the 

position）；C.角色表現者對他本身的期望與工作夥伴對他的角色期望之

間不一致（incongruity between the role performer' s own expectations 

for his or her role and the expectations of co-workers）（引自Davis, 

1995）。 

歸納多位學者對角色模糊的定義，可由下列四個方向來衡量是否具有

角色模糊：(l)是否瞭解他人對自己的期望；(2)是否瞭解工作目標；(3)

是否瞭解工作職責與權利義務；(4)是否瞭解工作進行的方法與步驟（梁

瑞安；1990）。 

 

二、角色衝突 

 

Lipham and Hoeh（1974）對角色衝突的歸類如下： 

(一)不同角色間的衝突：個體同時扮演許多角色時，基於不同的角色期望

所引發的衝突。 

(二)不同團體間的衝突：不同組織團體對同一角色競爭性的期望所引發的

衝突。 

(三)同一團體內的衝突：個體面對同一團體內兩派以上不同的角色期望



時，所引發的衝突。 

(四)角色與人格間的衝突：角色要求與個體人格特質、價值觀、自我需求

不一致所產生的衝突（引自秦夢群，2001）。 

Kahn et al.（1964）認為角色衝突指當個體被外來的訊息要求去滿

足（fulfill）二個或二個以上的角色期望，而其角色扮演彼此之間是矛

盾（incompatible）或是互相衝突（in conflict with one another）而

產生的狀態。 

黃昆輝（1992）則指出在社會系統中普遍存在的角色衝突可概分為三

類：第一為律則型角色衝突（nomothetic role conflict），係發生在規

範（機構）層面，此乃因組織結構內共同的固定規範，屬「法」的位階，

不因人而異；第二為個殊型角色衝突（ideographic role conflict），

係發生在個人需要間的衝突，屬己身個體的內在衝突；第三為交叉型角色

衝突（transactional role conflict），係指因個人人格特質與機構的

角色期望間之衝突。張德銳（1995）與陳奎憙（2000）則認為角色衝突為

二個以上彼此相互矛盾的角色訊息現象。 

賈馥茗、伍振鷟、楊深坑、黃發策與謝福生（2000）指出，角色衝突

有兩種不同的意義：第一，指不同的個體由於己身所處身份地位的不同，

因對立而引起的衝突。例如：師生之間由於所處身份地位不同而衍生的內

在衝突；第二，指單一個體由於某種己身所處身份地位，為符應角色期望，

在執行其工作任務或表現其角色行為而導致內心的緊張、不安或困擾，而

衍生的內在衝突。例如：上司、部屬、教師、家長與學生對兼職行政工作

教師角色期望的不一致，形成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角色衝突。 

近來國內學者研究學校教師(含校長及兼行政職務教師)之角色衝

突，大致將角色衝突分為「角色間衝突」、「角色內衝突」、「個人角色

衝突」三類（陳姚真，1988；蘇進棻，1991；陳鴻銘，1995；許寶源，1996；

林郁絲、2000；林瑞錫，2001；謝承慶，2001），其中「角色間衝突」，

如已婚職業婦女所面臨的家庭與職業的不同要求所造成的衝突；再來「角

色內衝突」，包括角色背景中不同的人員對個人有不同的要求，以及同一

人員對個人所具有的不同要求所造成的衝突；最後「個人角色衝突」，如



個人的志趣或個性與其職位所需表現的行為的相互衝突。 

 

三、角色過度負荷 

 

Caplan等人定義角色過度負荷是指知覺太多事情要做，而沒有足夠的

時間去處理它們（Caplan ,Cobb ,French ,Harrisonb & Pinneau,1975）。 

Kahn（1980）從「角色衝突」中，另外區分出「角色過度負荷」。Kahn

認為角色負荷過重是因角色賦予者要求太多的工作，讓角色接受者無法在

時限內完成，是一種量的過度負荷。因此對角色過度負荷的定義是，角色

賦予者基於合法的地位對角色接受者提出工作要求，角色接受者因無法完

成所有的角色行為要求，超過個人能力的一種心理負荷狀態。角色過度負

荷又有「量」及「質」的兩種類型，如果對角色行為的要求過多，導致無

法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則會造成「量」方面的角色負荷過重；如果

角色要求行為是個人能力、技術及知識範圍所不能及，則形成「質」方面

角色負荷過重(Hardv ＆ Conway,1978;Van Sell et al.,1981)。 

因此，角色過度負荷可從「質」與「量」的過度負荷兩方面來說明，

前者指角色要求的內容，超過個人能力所及範圍；後者指角色要求過多，

使角色扮演者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亦即，角色過度負荷可從工作

的工作量與工作執行困難度兩方面來加以衡量，大致說來，量的過度負荷

情形比質的過度負荷還要普遍，這種現象經學者研究結果歸因於以成就為

導向社會（the achievement oriented society）的普遍狀況，因為現代

人的成就需求較為強烈，自我期望相對增加，所以過度負荷的情形相當普

遍（王秋絨，1981）。 

 

肆、角色壓力的理論模式 

 

探究角色壓力的成因，學者們皆有其獨到的看法，而形成不同角色壓

力的理論模式。最常被眾研究者提及的理論模式之一，當屬首先將角色理

論因用到組織研究的範疇中，並建立了角色插曲模式（role episode 



model）的 Kahn等人（1964），角色插曲模式為角色壓力的研究奠定了理

論基礎。另一種模式是Van Sell et al.（1981）所提出的角色衝突模式

（role conflict model），角色衝突模式與角色插曲模式兩者皆強調背

景因素的交互作用，此動態模式的三個影響角色壓力的背景因素為組織因

素、個人因素與人際因素，與角色插曲模式非常的相近，故在此並不提出

介紹。 

再來介紹Hoy and Miskel 的角色壓力模式，Hoy and Miskel（1982）

是以社會系統的觀點來探討角色壓力的形成原因，並根據Getzel and Guba

（1957）的社會系統要素圖，提出適合解釋學校的學校社會系統修正模式。 

 

一、 Kahn et al.的角色插曲模式（Role Episode Model） 

 

角色插曲模式認為角色壓力源自於不當的角色期望，而角色期望則源

自於組織環境，主要為角色賦予者與角色接受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而影響

兩者間互動關係的三個因素（組織因素、人格特質、人際關係）則決定角

色期望為何，進而影響到角色接受者的角色壓力程度。（如下頁圖2-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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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校內兼職行政工作教師而言，套用角色插曲模式說明如下：角色

組織因素

角色賦予者（上司、教師） 

 

角色期望：對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教師）的知覺與評估 

反應：角色壓力；客觀的角色衝突；客觀的角色模糊 

人格特質 人際關係 

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教師） 

 

體驗：主觀的角色衝突；主觀的角色模糊；       

對角色及角色傳遞者的知覺與評估 

反應：對壓力接受、因應或形成壓力癥候群 

圖 2-2  角色插曲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Kahn et al, 1964, p.30） 

賦予角色期望之主體（賦予者與接受者） 

可能影響到角色傳遞之三種情境因素（組

織、人格特質、人際關係） 

角色期望之傳遞方向（1、2） 

三種情境因素影響角色傳遞過程之方向 

說明： 



賦予者與接受者，如圖2-2白色方塊部分所示。根據Kahn等人（1964）指

出，角色賦予者是由與角色接受者有直接重要關係的團體組織內角色組合

成員所組成，在本研究中即指學校內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工作環境中之上

司、部屬、教師、家長與學生等。角色賦予者（上司、部屬、教師、家長

與學生等）會將角色期望傳遞給角色接受者即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箭頭

1），企圖影響她╱他的行為，使其按照角色賦予者的期望去行事，或完

成其角色任務，或達成角色賦予者本身之個人意圖。因此，這種角色期望

的傳遞，本質上即是一種對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施予壓力並

影響其行為的歷程。而角色賦予者所傳遞的角色期望有時候確實有相互衝

突或說明不清楚的情況，這種現象即造成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

之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 

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在接受到角色期望之後，即對角色

本身及角色賦予者形成主觀的知覺，然後再根據此知覺做出反應。當其所

體驗到的角色期望有不清楚或相互衝突的情形時，即會產生角色壓力。而

當她╱他無法因應或化解這些壓力時，便會形成生理上、心理上及行為上

的症狀。 

在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對角色期望做出反應之後，其角

色賦予者會透過這些回饋反應（箭頭2）對傳遞角色期望之效果做出主觀

的評估，並依據評估之結果調整其角色期望。而後才再次傳遞給角色接受

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新的角色期望，如此形成兩者間不斷的互動現象。

換言之，如果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之表現行為的確達到了角

色期望，則角色賦予者可能會提高日後之角色期望並對角色接受者（兼職

行政工作教師）給予有形（或無形）獎勵，而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

教師）則會獲得工作滿意。相反地，若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

未達到角色期望，則會產生工作不滿意。總而言之，角色接受者（兼職行

政工作教師）之反應會回饋給角色賦予者，再影響到角色賦予者對於角色

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之期望，而成為如圖2-2中方塊與實線箭頭

所示，角色賦予者傳遞出角色期望→角色接受者體驗與反應出角色壓力→

賦予者體驗、反應修正角色期望後再傳遞之循環過程。 



而在這不斷互動的過程中，有三種情境因素可能會影響到角色期望傳

遞的過程，如圖2-2 所示灰色方塊部分，這三種情境因素影響角色期望傳

遞過程之方向則用空心箭頭表示。第一是「組織因素」，包括組織結構、

角色期望、工作屬性、組織內外環境及組織任務等。角色賦予者會根據學

校各種主客觀狀況及或個體本身的主觀經驗，而形成了對角色接受者（兼

職行政工作教師）之角色期望。因此組織變項與角色期望及客觀性的角色

壓力之間，便有著重要的因果關係（空心箭頭3）。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人格特質因素」，包括了個體的動機、習慣、價

值觀、己身需求等，另外也包含了年齡、性別、負荷能力、工作年資、教

育程度、婚姻狀況等一些個體人格特質因素。這些因素對傳遞角色期望產

生影響的方式有兩種，首先是角色賦予者可能會考慮到角色接受者（兼職

行政工作教師）之人格特質，然後再根據此一變項進行適當的角色期望傳

遞（空心箭頭4）；其次是，這些人格特質因素也可能影響到角色接受者

（兼職行政工作教師）本身對角色訊息的主觀知覺及反應方式。換言之，

不同人格特質的人在接受相同角色訊息時，也會產生不同的知覺及反應

（空心箭頭5）。 

第三個影響角色期望傳遞的因素則是「人際關係因素」，而此人際關

係是指在此團體組織內外所有關係人（即角色賦予者與角色接受者）代表

之間的關係而言，包括兩者之間的溝通模式、相互依賴的程度、彼此互動

的頻率、兩邊情感關係（affective bonds）及彼此間互相回饋和參與深

淺的程度。而此項因素對傳遞角色期望的影響方式亦與人格特質因素相

同，其一是影響角色賦予者對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角色期

望及其傳達訊息的方式（空心箭頭6），第二方式則是影響角色接受者（兼

職行政工作教師）對角色訊息的體驗及反應，亦即與角色賦予者有不同的

關係，就可能會有不同的壓力知覺及反應（空心箭頭7）。 

就回饋方式而言，有三種模式。首先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

對角色壓力的反應會直接影響到角色賦予者的傳遞角色期望之外（箭頭

2），還有兩種回饋方式也會影響整個傳遞角色期望的過程。其次是角色

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經由個體的反應來影響她╱他跟角色賦予者



的關係（空心箭頭9），然後再間接地影響到角色賦予者未來的傳遞角色

期望行為（空心箭頭6）及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對新的角色

訊息的知覺與反應（空心箭頭7）。例如，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

師）知覺到角色壓力而緊張不安時，她╱他可能採取退縮或拒絕的反應方

式來降低與角色賦予者人際溝通的頻率；而當角色賦予者察覺到這種改變

後，就可能會修正其角色傳遞的方式及內容，以進行另一次的嘗試。 

最後一種回饋方式則是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透過人格特

質因素的改變（空心箭頭8），來間接影響角色賦予者對她╱他的評估（空

心箭頭4）及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個體對往後角色訊息的體

驗與反應（空心箭頭5）。例如，當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無

法符合角色期望，達成其角色任務而產生角色壓力時，她╱他可能會一再

地使用防衛機制來歪曲事實，結果只有使她╱他越來越不能適應其工作環

境，同時角色賦予者在察覺到此種變化後，也可能會調整其傳遞角色期望

行為。 

總之，傳遞角色期望的過程本身即是一種互為因果的動態歷程。角色

賦予者對其目標對象（角色接受者）傳送出其角色期望，而角色接受者（兼

職行政工作教師）經由其反應將所感知之壓力經驗回饋給角色賦予者。此

外，角色期望本質上即是具有影響角色接受者行為的意圖，同時可能隱含

因多重角色期望而衍生的角色衝突及因期望不明確而產生角色模糊的特

質。因此就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而言，它是一種客觀性的角

色壓力，而這種壓力是否會繼續發展成為角色接受者（兼職行政工作教師）

在心理上所經驗到的角色壓力，則仍需視角色接受者的人格特質因素及其

與角色賦予者的人際關係而定。 

 

二、H o y & M i s k e l （1 9 8 2 ）的角色壓力模式 

 

Hoy & Miskel（1982）是以社會系統的觀點來探討角色壓力的形成原

因，並根據Getzel & Guba（1957）的社會系統要素圖（如圖2-3），提出

適合解釋學校的學校社會系統修正模式（如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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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社會系統要素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Getzels & Guba, 1957, p.429 

（規範性向度） 

（個人性向度）

組織的邊界 

組織的邊界 

在社會系統要素圖（圖 2-3）中，整個社會系統受到機構內的次級系

統影響，機構內的每一個次級系統又是一組社會地位（角色）的組合，而

每一角色即是對應該社會地位所屬的角色期望，角色與期望對機構的功能

而言是必須的（黃敏榮，2003）。 

 

 

根據社會系統要素模式，社會行為是角色和人格交互作用的函數。社

會系統包含二個基本元素包括 (1) 規範性向度，它是以一些角色和期望

組合起來，以履行系統的目標； (2) 個人性向度，它是以系統中人員的

人格和需求傾向，向系統提供能量以完成目標。以社會系統要素模式來

看，可了解社會行為是個人企圖因應由他的行為所組成的期望型式的環境



與他自己的需求傾向型式一致的結果。以方程式表示，就是B=f (R×P)，

其中B 是行為 (behavior)、R 是角色 (role)、P 是人格 (personality)

行為的表現取決於「角色」與「人格」的交互作用，當「角色」與「人格」

發生落差時，行為表現將無所適從，角色壓力因而產生 (Getzels & Cuba, 

1957)。 

Hoy & Miskel（1982）是以社會系統的觀點來探討角色壓力的形成原

因，並根據 Getzel & Guba（1957）的社會系統要素圖（如圖 2-3），結

合社會學中的角色概念與心理學的人格概念，提出更為周延的社會學校系

統修正模式（如圖 2-4）用以解釋學校人員角色壓力的形成原因。 

 



 

 

由圖2-4 可以看出正式組織（如學校系統）所表現的組織行為係受到

機關的「期望」、成員的「需要」、以及工作團體的「規範」所影響。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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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社會學校系統修正模式圖 

 

（資料來源：修改自 Hoy & Miskel,1987,p.56.） 



即組織的行為乃是機關的「期望」、成員的「需要」以及團體的「規範」

三者交互作用的結果（黃昆輝，1992）。同樣的組織行為除了受到「個人」、

「人格」與「需求」等因素外，也受到「正式工作團體」與「非正式組織」

等層面的影響。 

另外有兩種回饋機制可以對組織行為作適時的調整及修正：（一）內

部回饋圈作用來自正式學校組織所建立的激勵制度與非正式團體的規

範，此二者會使正式組織從其輸入重新加以調整及改變，幫助組織行為能

有更適當的改變；（二）外部回饋圈作用則來自正式組織的外在環境。例

如以學校系統而言，學校外部環境即學校所處的社區環境對學校系統深具

影響力，社區文化或社區意識對學校提供某些環境的限制，直接影響學校

的期望與團體的模式，也間接影響學校成員的需要。 

Hoy 和 Miskel（1982）認為個人在組織中的行為，應包含非正式組

織的層面。在正式組織中，工作團體是社會期望與個人需求交互作用，進

而相互修正的機構。在團體的工作場所中，科層要求和個人需求的動態關

係會出現。工作團體會發展其非正式組織、地位、結構與文化，並藉著重

要的團體規範，對成員組織行為產生有的影響。 

總之，因為組織成員（如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總是設法使自己所扮演

的角色符合己身個性，也就是能夠重新塑造科層體制中的角色，使個人的

需要得到實現；相反的，「學校組織本身」也企圖塑造成員個人，使他們

能適應規定的角色，充分達成學校組織的目標。黃昆輝（1992）認為實際

上這是一種衝突、矛盾，因此在學校正式組織中科層元素與成員元素之間

往往存在著一種對立性、持續的緊張。 

 

伍、角色壓力的測量工具 

 

角色的客觀特質及角色接受者的主觀知覺反應都有可能產生角色壓力

(Lichtman & Hunt，1973)，因此，在測量角色壓力時可分為客觀的測量 

（objective measure）和主觀的測量（subjective measure）兩種方式，

但在現實情境中，很難對客觀的角色壓力進行測量，因此大部分的研究者



仍以自陳式量表對角色接受者進行主觀性的角色壓力測量（梁瑞安，民

79）。 

在主觀式測量的自陳式量表中，最被研究者支持且廣泛應用的是

Rizzo,House 與 Lirtzman（1970）三者所發展出來的「角色衝突與角色

模糊問卷」(role conflict & role ambiguity questionnaire)(郭騰淵，

民80)。國內學者也多以此份問卷為藍本，編製適合研究情境的問卷，皆

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王秋絨，1981；王青祥，1985；鄭得臣，1985；

廖貴鋒，1986；林世昌，1987；謝茉莉，1989；梁瑞安，1990；郭騰淵，

1991；陳貞芳；1996；趙美玲，1997；王麗淳，1999；林郁絲，2000)。

本研究有關於角色壓力的部分，問卷爰採用Rizzo等人發展的「角色衝突

與角色模糊問卷」加以修改後，當做研究工具。 

 

 

陸、角色壓力的相關研究 

 

與角色壓力有關的研究，無論是以工商企業界、政府公務體系或學校組織

成員為調查對象，數量均頗為豐碩，研究結果卻各有異同；另一方面角色壓力

的高低並非單一因素所能決定，而是諸多影響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結果。因此，

在探討相關實徵性研究時，將著重在與本研究所涉及的教師背景變項－性別、婚

姻狀況、年齡、年資（含兼職行政年資）、最高學歷、職位、學校所處區域及

學校班級規模等與角色壓力關係之分析比較。 

 

一、角色壓力與背景變項的相關研究 

（一）性別  

 

性別與角色壓力有關，但各個研究者研究結果並不一致。例如有些研

究者的研究結果顯示男女性別與角色壓力各構面無關 (王秋絨，1981；黃

隆民，1985；廖貴鋒，1986；韓楷聖，1987；郭騰淵，1991；陳貞芳，民

1996；張麗琪，2000；韓繼成，2002；Decker & Borgen,1993；Fogarty, 



Machin,Albion,Sutherland,Lalor & Revitt,1999；Schwab,1980)。有些

研究者發現男性所感受到的角色壓力高過女性 (周立勳，1986；梁瑞安，

1990；鄧柑謀，1991；蘇進棻，1991；謝金青，1992)；有些研究者發現

女性的角色壓力高於男性 (鄭世仁，1984；劉焜輝，1984；林玟玟，1987；

陳桃真，1988)。王青祥 (1985) 研究顯示，男性所知覺到的角色資源不

足程度顯著高於女性；而在角色模糊、角色衝突知覺方面，男女性別並無

差異。 

 

(二)婚姻 

 

大部分的研究皆支持已婚者角色壓力較未婚者低 (王青祥，1985；謝

金青，1992)。但鄧柑謀 (1991) 針對訓輔人員壓力的研究卻顯示相反的

結論，即已婚有子女的訓輔人員工作壓力顯著高於未婚之訓輔人員。韓繼

成（2002）的研究結果婚姻對訓導人員其整體角色壓力沒有顯著差異。 

 

(三)年齡 

 

大多數的研究者研究發現年齡與角色壓力呈負相關，也就是說年齡愈

大，所感受到的角色壓力諸面向愈小 (王青祥，1985；黃隆民，1985；廖

貴鋒，1986；謝金青，1992；鄭仁忠，2004；Rizzo et al.,1970；

Schwab,1980)；而鄧柑謀 (1991) 的研究卻呈相反，年齡大者在「工作負

荷」的壓力較高。此外謝金青（1992）研究結果發現，30歲以下國小兼職

行政工作教師比其他年齡層有較高角色壓力。另外亦有研究者的調查結果

顯示年齡與角色壓力沒有相關 (王秋絨，1981；陳姚真，1988)。 

 

(四)學歷 

 

多數研究結果發現學歷與角色壓力無顯著差異（王秋絨，1981；鄭世

仁，1984；黃隆民，1985；陳姚真，1988），但梁瑞安 (1990)針對國小



教師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學歷越高，角色壓力越小，頗令人玩味。 

 

(四)年資 

 

有些研究者研究發現，年資愈長，角色壓力愈輕 (黃隆民，1985；王

青祥，1985；林玟玟，1987；郭騰淵，1991；謝金青，民1992；Schwab, 1980)，

但鄧柑謀 (1991) 的研究卻顯示，年資在七年以上者在工作負荷方面顯著

高於一至三年與一年以下者。其他的研究發現教師的角色壓力並不隨年資

增長而有所差異 (王秋絨，1981；黃隆民，1985；韓楷聖，1987；陳桃真，

1988；陳貞芳，1996)。在此一背景變項，並無相對多數的研究者研究結

果一致，眾說紛紜，值得進一步探究。 

在兼職行政年資的部份，謝金青 (1992) 的研究顯示，兼職行政年資

在五年以下的角色衝突最高，達到顯著水準。 

 

(五)職位 

 

有些研究者研究發現，職位愈高者角色壓力愈低 (王秋絨，1981；王

青祥，1985；黃隆民，1985；廖貴鋒，1986)，但也有研究者發現職位愈

高者角色壓力愈大(周立勳，1986；陳桃真，1988；郭騰淵，1991；鄧柑

謀，1991)。韓繼成（2002）的研究結果職位對訓導人員其整體角色壓力

沒有顯著差異。研究調查結果眾說紛紜，值得進一步研究。 

 

 (六)學校所處區域 

 

「偏遠」學校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角色壓力也大（陳貞芳，1996；鄭

仁忠，2004）。此外，有的研究發現任教學校地區與角色壓力構面無關 (王

秋絨，1981；黃隆民，1985；鄧柑謀，1991；韓繼成，2002；Schwab，1980)。 

 

(七)學校班級規模 



 

研究顯示不同學校規模 (班級數) 的教師，角色壓力各因素構面均無

顯著差異 (王秋絨，1981；黃隆民，1985；陳姚真，1988；郭騰淵，1991；

謝金青，1992；韓繼成，2002)。但是郭明堂 (1988) 的研究顯示任教中

小型學校的輔導人員，其「經費設備」的壓力經驗大於大型學校的輔導人

員 (頁135)。



 

第二節  組織承諾之理論分析與相關研究 

 

為了進一步瞭解組織承諾的理論與相關研究，本節擬就組織承諾的意

義、組織承諾的分類、理論模式、測量工具及相關研究加以整理說明。 

 

壹、組織承諾的意義 

 

組織承諾（organization commitment）一詞約始肇於60年代國外相

關研究中。最初是研究者在從事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變項的研

究中，所衍生出來的另一種概念「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其後

再從工作投入的概念，衍生出「組織承諾」的研究（張嘉娟，2004）。最

早提及「組織承諾」概念的學者是Whyte在1956年發表之「組織人」（The 

Organization Man）書中描述，「組織人不僅為組織工作，同時也是隸屬

於組織的人」（Whyte，1956），是謂組織承諾概念之濫觴（張嘉娟，2004）。 

組織承諾在組織理論及管理實務上均是相當受到重視的課題，最主要

的前提在於高度的組織承諾通常被視為是對組織有利的要素，組織承諾也

被認為是衡量組織績效的有效指標。組織承諾亦有助於組織維持競爭力，

降低工作流動率及提升生產力和工作品質（蔡崑源，2001）。 

學校亦是正式組織，兼職行政工作教師是否認同學校目標與價值、願

意為學校付出更多心力，除了關係到教學與行政工作績效之外，也影響學

校辦學理念及組織目標的達成。 

Becker 於1960 年首先將「承諾」這個概念應用在組織的研究上（白

崇亮，1986），爾後「組織承諾」之相關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組織承諾」

之相關研究量也不斷推陳出新，呈百家齊嗚的多元發展。直至1977 年，

經Steers 嚴謹的實證探討後，提出「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此一理論

架構奠定了組織承諾的理論基礎。 

對於「組織承諾」定義，由於由於各研究者研究主題及樣本對象的不



同，所給予的定義也就互異，茲列舉部份摘述如下： 

Kantor（1968）組織承諾是個人對所屬組織盡心、盡力及盡忠的意願。

Porter，Steers Mowday & Boulion（1974）組織承諾指個人對組織的認

同感與投入程度。有三個要件：1.強烈的信仰與接受組織目標與價值；2.

願意為組織利益而努力；3.希望繼續成為組織中的一份子。Kushman（1992）

組織承諾係指個人將組織的價值和目標內化，並表現對組織的忠誠。 

黃國隆（1986）指出教師組織承諾包括：1.對學校具正向評價；2.對

學校之向心力；3.對學校事務努力及個人富進修意願；4.調職傾向低。邱

馨儀（1996）教師組織承諾為教師對其任教學校組織目標、價值、信念的

認同，並願為學校付出更多的努力，希望繼續留任該校的態度。謝宜倩

（2002）認為組織承諾係為教師認同服務單位的目標與價值，願意為服務

單位付出更多心力，並且渴望繼續留職的一種態度傾向。 

綜合國內外學者對組織承諾的看法，各學者對組織承諾定義雖不盡相

同，但本質上並不互相衝突。綜觀各家看法，大抵認為組織承諾的三個構

面是「組織認同」、「努力意願」及「留職傾向」等。本研究將「組織承諾」

定義為個人深信並接受學校的目標與價值、願意為對學校有利而付出更多

的心力、具強烈的慾望繼續留在學校服務，並將此意願內化成為個人信念。 

 

貳、組織承諾的分類 

 

Staw（1977）的分類將組織承諾分為兩類： 

一、態度性組織承諾(attitude commitment)：代表員工與組織之間的正

面態度關係，是員工個人與組織連結的一種態度或傾向。 

二、行為性組織承諾(behavioral commitment)：個人對組織產生認同感，

並非個人認同組織目標，或願意為組織努力。而且由於個人受到特定

約束，非得留在組織中，同意或願意努力去達成組織目標。 

 

Stevens、Beyer 與Trice（1978）等人將組織承諾分為兩類： 

一、規範性承諾（normatic commitment）：指個人對某一特定行動的結



果具有某種信念，並且對某種特定行為抱持規範的信念。因此，個人

願意繼續留在組織中為組織盡心盡力。此種承諾屬於道德性的組織承

諾。 

二、交換性承諾（exchange commitment）：個人以投資報酬率的觀點，

衡量付出與報酬的差距後，對組織所產生的承諾。此又稱為功利性承

諾（utilitarian）或計算性(calculative)組織承諾。 

 

Reichers（1985）的分類： 

一、交換觀點的承諾(side-bets commitment)：組織承諾是與成為組織成

員有關的報酬與成本效益之函數，當其在組織的年資增加，承諾通常

也會增加。 

二、歸因觀點的承諾(attributions commitment)：組織承諾是個人與其

行為的連結，當個人出現有意志、較明顯、不可改變的行為之後，就

歸因於是自己已有的承諾。 

三、個人與組織目標一致觀點之組織承諾(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goal congruence commitment)：組織承諾的發生是

在個人對組織的認同，並致力於組織目標與價值達成之時。 

 

Reyes、Pounder（1990）將組織承諾分為三類： 

一、交換觀點承諾（exchange prospective）：組織承諾的高低取決於成

員估算與組織的利害關係，越有利，組織承諾越高。 

二、社會觀點承諾（social prospective）：組織承諾是個人系統與組織

系統間關聯的主要過程，包括道德、共識、疏離與酬賞等。 

三、心理觀點承諾（psychological prospective）：組織承諾是組織成

員認同對組織的目標與價值與信念。 

 

除了以上學者對組織承諾的分類外，Reichers（1985）曾依組織承諾不同定 

義及操作方法，將組織承諾分為三大類，如表2-1。 

 



表2-1 Reichers（1985）對組織承諾的定義與分類 

分類  
定義  研究者 

交換觀點 

（side-bets） 

組織承諾是與組織成員有關

的報酬及成本的函數；組織服

務年資與組織承諾成正比關

係。服務年資增加時，組織承

諾相對也會增加。 

Becker（1960）; Grusky

（1966）;Sheldon（1971）; 

Farrell & Alyutto（1972）; 

Alutto, Hrebiniak（1972）& 

Alonso（1973）; Staw

（1977）;Kidron（1978）; 

Stenens et al.（1978）; 

Farrel & Rusbult 

（1981）;Staw（1981）; 

Rusbult & Farrell（1983） 

歸因觀點 

（attribution） 

 

 

 

組織承諾是個人與其行為表

現的連結。當個人從事有意志

的、顯著的、及不可變更的行

為後，他會歸因於自己早已經

對組織有承諾。 

Kiesler & Sakumura

（1966）;Salanick（1977）; 

O＇Reilly &Caldwell（1980）

個人、組織目標

一致的觀點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goalongruence） 

 

 

組織承諾發生於當個人認同

並且致力於組織目標與價值

之時。 

Hall, Schneider & Nygren

（1970）;Por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1974）; 

Porter, Crampon &Smith

（1976）; Steers

（1977）;Stevens, Beyer & 

Trice（1978）;Bartol（1979）; 

Mowday, Steers &Porter

（1979）; Angle & Perry

（1981）; Morries & Sherman

（1981）; Welsch & La Van

（1981）; Mowday, Porter & 

Steers（1982）; Stumpf & 

Hartman （1984）; Bateeman 

& Strasser（1984） 

（資料來源：Reichers,1985,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p. 468） 

 

劉莉蘭（1994）歸納各家組織承諾分類，將之分為單因論、雙因論及

三因論，重點整理如表2-2。 



表2-2 組織承諾分類歸納表 

理論  作者  承諾分類  定義  理論主張 

單 

因 

論 

Becker 

(1960) 

持續承諾  
一種累積性且無法改

變的投入狀態。 

承諾是一種行為的持

續，個人投資或賭注其

本身資源之持續努力的

過程。 

行為承諾 個人對組織的成本投

資，這使得個人與組織

緊緊維繫在一起。 

雙 

因 

論 

Staw 

Salanick

(1977) 

 態度承諾 
一種對組織強烈認同

以及投入。 

將承諾視為一種複合的

構面。主要將其分為二

大類：一種為態度承

諾，一類為行為承諾。

因此組織承諾的效果視

二種承諾的強度而定。

道德投入  一種對組織正面且強

烈傾向。乃是對組織目

標、價值觀、規範本身

以及組織權力的認同。

計算投入  一種基於理性的交換

利益及酬賞之較低度

關係。 

Etaioni 

(1961) 

 

疏離投入  一種發現於剝削關係

中的負面傾向。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多

重的建構。 

 

主要可分為三類：道德

投入、計算投入及疏離

投入。 

持續承諾  

 

由先前個人的投資及

犧牲因此公司才得以

生存，所以離開公司的

成本過高或者不可能。

凝聚承諾  

 

是對組織中社會關係

的附著，它是公開放棄

以前的社會規範或是

鼓勵團體凝聚之典禮

所形成的。 

Kanter 

(1968) 

 

控制承諾  

 

成員公開地放棄以前

的規範而以組織的價

值觀作為其自我概念。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多

重的建構。 

 

主要可劃分為持續承

諾、凝聚承諾以及控制

承諾。不同於 Etaionii 

的分類，Kanter 主要從

團體規範的角度出發，

將承諾的概念予以分割

成三部份。 

三 

因 

論 

 

Allen 

Meyer 

情意承諾  

 

個人情感對組織的附

著程度。 

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多

重的建構。 



持續承諾  

 

個人對他離開現在組

織所面對的成本及風

險的認知。 

(1990) 

 

規範承諾 

 

一種道德的承諾,乃是

個人對其受雇組織所

感受責任與義務。 

綜合以往學者對於組織

承諾的探討，分別以個

人感情面、成本和風險

的認知以及社會關係

面。將組織承諾劃分為

情意承諾、持續承諾及

規範承諾。 

（資料來源：修改自劉莉蘭，1994。） 

 

綜合以上的文獻中，本研究認為組織承諾共可區分為三類： 

一、情感的承諾：即成員基於心理性情感而依附組織，對組織價值觀的認

同與內化，非純然工具性（或稱交換性）價值。 

二、持續的承諾：組織成員知覺到離開組織必需付出高度代價，選擇續留

組織的傾向。成員隨著時間變化對組織所投入心力增加，並知覺到轉

換工作的困難所形成的合理化反應。 

三、規範的承諾：成員認為留在組織是一種義務，而願意留在組織中。 

以往組織承諾的研究，多從組織認同、努力意願、留職傾向三個層面

來探討（黃國隆，1986；邱馨儀，1996；謝宜倩，2002），但是由於兼職

行政工作教師因執行的業務與一般教師較為不同，工作時間長且與同事及

長官互動頻繁，對組織（學校）投注成本相對增加，是否將導致較高程度

的組織承諾，則有待探究。再則，業務執行上不論是執行教育政策、校長

或主任交辦工作事項或是教學事務的進行，對工作所必須的專注與投入常

被學校同仁、社區家長認為是一種工作道德的一部分，因此，規範性承諾

中的留職傾向概念，本研究係針對兼職行政職務的意願，而非一般教師的

介聘調校。 

 

參、組織承諾的理論模式 

 

探究組織承諾之理論模型由於不同學者觀點而區分為不同的模型，但

一般而言，學者們對組織承諾之理論模型的研究中多以前因後果模式做為

主要之研究探討其相關變項。本節篩選出影響組織承諾之相關研究中，最



具代表之三個模式，分別為Steers（1977）、 Mowday,Porter＆ Steers

（1982）所提出之前因後果影響因素模式與黃國隆（1986）的組織承諾模

式又稱前因模式，分別敘述如下。 

 

一、Steers(1977)的前因後果模式（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組織承諾的前因變項（antecedents）及後果變項（outcomes）一直

是研究組織承諾者關注的因素。從1970 年代始，組織承諾的研究者為了

使組織承諾的研究模型加週延，就不斷提出新的因素加以補充，不過由於

其中所涉及的變項眾多，且彼此交互關係複雜，難以釐清，界定完整，迄

今尚無一個完整的模型能將所有的相關因素都包括。 

Steers（1977）根據過去相關組織承諾的研究，對382 位醫護人員及

119 名科學家與工程師進行研究考驗，其結果發現個人特質、工作特性、

工作經驗與組織承諾有顯著相關，而組織承諾與留職意願亦達顯著相關，

與出席率成中度相關，與工作績效則無顯著相關。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組

織承諾的「前因後果模式」，前因變項分為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及工作經

驗三部份；後果變項分為留職意願、出席率及工作績效等，其關係如圖2-5 

所示。 

 



 

由圖2-5 得知其組織承諾包含前因（預測）變項與後果（效標）變項

兩部分。預測變項包括個人特質、工作特性與工作經驗；效標變項則包括

出席率、留職意願與工作績效。其中個人特質包括年齡、成就動機與教育

個人特質 

年齡 

成就動機教

度育程  

工作特性 

挑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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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 

 

工作經驗 

度個人態  

個人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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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變項 

後果變項 

圖 2-5 Steers 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 Steers,1977,P.47.） 



程度；工作特性包括挑戰性、回饋性與工作完整性；工作經驗則包括個人

態度、個人重要性、組織重視度及組織信賴度。 

 

二、Mowday、Porter 和Steers(1982)的前因後果模式 

 

Mowday等人修正Steers(1977)發表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除原有

的個人特質、工作特性與工作經驗三個前因變項外，增加了「角色特質」

變項。Mowday等人認為是影響「組織承諾」的四個前因變項為：1.個人特

質（包括年齡、年資、教育程度、性別及其他各種人格特質等）；2.角色

特質（包括工作範圍、挑戰性、角色衝突及角色混淆等）；3.結構性特質

（包括組織規模、工會介入、控制幅度、正式化、分權程度及決策參與程

度等）；4.工作經驗（包括組織可依賴性、個人重要性、期望水準及團體

規範等）；後果變項除保留Steers原有的工作績效、留職意願，並將出席

率改為缺席情形外，另增加二個變項。五個後果變項為：1. 工作績效；

2.員工任用期（tenure）；3.怠工情形；4.缺席情形；5.人事異動率

（turnover）。其關係如圖2-6 Mowday等人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三、黃國隆（1986）的組織承諾模式又稱前因模式 

 

黃國隆（1986）綜合有關組織承諾的研究，並針對中學教師組織承諾

的研究結果提出組織承諾模式又稱前因模式，黃國隆認為，組織承諾的前

因變項可分為兩大類：環境變項與個人變項。並且認為組織承諾會同時受

到環境變項與個人變項的交互影響，其關係如圖2-6 所示。 

（一）環境變項分為：1.組織環境（如領導方式、組織氣候等）；2.工作

特性（如工作的自主性、對組織的態度、工作的重要性等）。 

（二）個人變項分為：1.人口統計變項（如年齡、性別、年資等）2.性格

特質（如性別角色、成就動機、個人價值觀等）；3.認知與期望（如

個人自認對組織的投資與從組織所獲得的報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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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Mowday、Porter和 Streers 的組織承諾

前因後果模式 

 
（資料來源：修改自 Mowday et.al,1982,P.30.） 



 

 

肆、組織承諾的測量工具 

 

組織承諾的測量多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為主（蔡寬信，1993；Morrow，

1983），而從學者過去針對組織承諾所做的定義，多以情意觀點（態度性）

及交易觀點（行為性）為二大主軸。因此，所發展出的量表也都以此為基

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首推Porter 和他的同事（1974）所編製的組織承

諾問卷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簡稱 Porter,et 

al.O.C.Q)，大部分的組織行為研究者，都使用此一量表來測量組織承諾

的概念（林政宏，2004）。而有別於Porter ,et al .O.C.Q 用來測量態

度性的組織承諾，Herbiniak 和Alutto(1972)所編製的組織承諾問卷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簡稱H& A O.C. Q)則根據

交易及附屬利益觀點，著重在測量行為性組織承諾（梁瑞安，1990；曾南

薰，1998）。 

目前國內運用較廣的仍是Porter,et al.O.C.Q 量表，因其信度、效

度及預測力均較為理想。但國內學者（黃國隆，1986）提醒研究者在翻譯

運用實際施測時，仍應特別注意中譯本在中外研究結果比較上之限制。 

環境變項 
組織環境 
工作特性 

個人變項 
人口統計變項 
性格特質 
認知與期望 

組
織
承
諾 

圖2-7 黃國隆的組織承諾模式 

 

（資料來源：黃國隆，1986） 



簡佳珍（2003）為探討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組織承諾與教師效能感關

係之研究，在教師組織承諾調查問卷架構是依據Porter 等人的組織承諾

量表之觀點為主要依據，並參考Hrebiniak and Aoutto（1972）所編製的

組織承諾問卷，以及國內外等學者的測量工具架構，最後編製成「國民小

學教師組織承諾調查問卷」，其包含1.組織認同。2.努力意願。3.留職傾

向。4.功利計算。 

簡佳珍（2003）編製之組織承諾問卷，總量表α值為.92，各向度的

α值在.82 到.94之間，顯示問卷的信度係數令人滿意。如表2-2-3 所示。

簡佳珍所編製之組織承諾問卷內容較符合本研究，因此本研究採用簡佳珍

編製的問卷，抽取「組織認同」、「努力意願」以及「留職傾向」三個向

度面，並將「留職傾向」修正為「續任兼職傾向」，共16 題為本研究教

師組織承諾的測量工具。 

 

伍、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         

 

與組織承諾有關的研究，無論是以工商企業界、政府公務體系或學校組織成

員為調查對象，數量均頗為豐碩，研究結果卻各有異同；另一方面組織承諾的高

低並不是單一因素所能決定，而是諸多影響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結果。因此，在

探討相關實徵性研究時，將著重在與本研究所涉及的教師背景變項－性別、婚姻

狀況、年齡、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所在地區及學校規模等與組

織承諾關係之分析比較。 

 

一、組織承諾與背景變項的相關研究 

（一）性別  

 

性別與組織承諾有關，但各個研究者研究結果並不一致。例如有些研

究結果顯示男女性別與組織承諾無關 (梁瑞安，1990；林靜如，1990；詹

婷姬，1994；許明文，2001；林保豊，2002；黃裕敏，2003；McGrevin，

1984)。有些研究者發現男性所感受到的組織承諾高過女性 (陳金水，



1989；蔡寬信，1993；蔡進雄，1993；劉春榮，1993；莊榮霖，1994；劉

志鵬，1995；邱馨儀，1995；徐善德，1997；林月盛，2003)；有些研究

者發現女性的組織承諾高於男性 (Quinn，1985)。其中梁瑞安（1990）以

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男性教師在「組織認同」上顯著高於女

性；但是女性教師在「留職傾向」上高於男性教師；可是在於整體「組織

承諾」上，男女教師並無顯著差異存在。 

 

(二)婚姻 

 

大部分的研究皆支持已婚教師之組織承諾較未婚教師為高（黃國隆，

1986；黃秀霜，1987；陳金水，1989；林靜如，1990；梁瑞安，1990；鐘

長生，1992；蔡寬信，1993；蔡進雄，1993；莊榮霖，1994；詹婷姬，1994；

邱馨儀，1995；黃素華，1997；黃裕敏，2003）。但張瑞村（1994）與許

明文（2001）的研究卻顯示已婚教師與未婚教師在組織承諾各層面與整體

組織承諾上均無顯著差異存在。 

 

(三)年齡 

 

幾乎所有研究者研究結果發現，發現年齡與組織承諾呈正相關，也就

是說年齡愈輕，組織承諾愈低 (陳金水，1989；林靜如，1990；梁瑞安，

1990；蔡進雄，1993；莊榮霖，1994；蔡寬信，1993；黃素華，1997；范

熾文，2002；林月盛，2003；黃裕敏，2003；鄭仁忠，2004；Mathieu和

Zajac，1990）。但是許明文（2001）針對公立高職工科主任所做的研究

指出，組織承諾與年齡變項無顯著差異。 

 

(四)年資 

 

大部分的研究皆支持年資愈長，組織承諾愈愈高（陳金水，1989；梁

瑞安，1990；蔡寬信，1993；蔡進雄，1993；莊榮霖，1994；詹婷姬，1994；



劉志鵬，1995；邱馨儀，1995；周崇儒，1997；黃裕敏，2003）其中林靜

如（1990）研究發現：16-20 年之教師在「組織承諾」上的得分最高。徐

善德(1997)研究顯示：服務16-25年的教師組織承諾最高；年資1-5年的教

師組織承諾較低。但是許明文（2001）針對公立高職工科主任所做的研究

指出，組織承諾與年資變項無顯著差異。 

 

(五)學歷 

 

研究發現，不同學歷教師在「組織承諾」各向度均無顯著差異（陳金

水，1989；林靜如，1990；許明文，2001）。研究所（含40學分班）畢業

者在「組織承諾」上，顯著高於其他的教師（蔡寬信，1993；莊榮霖，1994；

徐善德，1997；）。其中亦有研究結果發現，師專畢業之教師在「組織承

諾」最高，顯著優於師大、師院或教育系組教師（梁瑞安，1990；蔡進雄，

1993；詹婷姬，1994；邱馨儀，1995；黃裕敏，2003）。 

 

 (六)職位 

 

多數研究結果發現，擔任職務愈高者，其組織承諾愈高（黃秀霜，1987；

陳金水，1989；劉春榮，1993；蔡進雄，1993；莊榮霖，1994；劉志鵬，

1995；邱馨儀，1995；徐善德，1997）。亦有研究結果顯示，兼行政工作

之教師，其組織承諾顯著高於未兼行政工作的教師（黃國隆，1986；林靜

如，1990；鐘長生，1992；蔡寬信，1993；張瑞村，1994；劉志鵬，1995；

林月盛，2003）。其中亦有研究結果發現，教師之組織承諾不因職務之不

同而有顯著差異（梁瑞安，1990；黃裕敏，2003）。 

 

 (七)學校所處區域 

 

服務於都會區學校的的教師比城鎮的教師有較高的組織承諾（劉春

榮，1993；莊榮霖，1994）。在鄉鎮地區學校教師之「組織承諾」優於都



市學校（蔡寬信，1993；蔡進雄，1993；詹婷姬，1994；邱馨儀，1995）。

在此一背景變項，並無相對多數的研究者研究結果一致，眾說紛紜，值得

進一步探究。 

 

 (八)學校班級規模 

 

由於各研究者在定義學校規模大小時，因各縣市人口密度不一，並無

統一看法，有的研究者定義班級數達到25-48 班即視為大型學校（劉春

榮，1993），在班級數切割介面值，有以59 班為界線（林靜如，1990）

亦有以49 班為界線（劉春榮，1993），亦不相同，故將部份研究結果摘

錄如下： 

林靜如（1990） 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59 班以上之教師在「組織承

諾」上最高，學校規模13-24 班之教師，其組織承諾最低。 

劉春榮（1993）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學校組織認同分量表上，有小

型學校（12 班以下）優於大型學校（25-48 班）的現象；在整體

組織承諾、留職傾向分量表上，則是特大型學校（49 班以上）得

分最高。 

蔡寬信（1993）研究發現：24 班以下之教師在「組織認同」方面顯

著高於其他各組教師。 

蔡進雄（1993）研究發現：學校規模24-49 班之教師其「組織承諾」

最高，而學校規模13 班以下之教師，其「組織承諾」最低。 

詹婷姬（1994）研究發現：不同學校規模的教師在「組織承諾」上，

並無顯著的差異存在。 

劉志鵬（1995）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學校組織認同分量表上，有小

型規模學校（6 班以下）優於中型規模學校（7-24 班）的現象；

在整體組織承諾、留職傾向分量表上，則無顯著差異。 

邱馨儀（1995）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整體教師組織承諾、努力意願、

組織認同向度上有顯著差異；但在留職傾向上，未達顯著差異。學

校規模在12 班以下者，其整體教師組織承諾顯著優於學校規模在



49 班以上者；其組織認同亦顯著優於學校規模49 班以上及25-48 

班者。 

徐善德(1997)則發現學校規模在51 班以上之教師的組織承諾最高，

36-50 班規模學校的教師組織承諾最低。 

黃裕敏（2003）研究結果指出學校規模在組織承諾各層面上沒有差異。 



第三節  工作滿意之理論分析與相關研究 

 

壹、工作滿意的意義 

 

工作滿意度又稱「工作滿足」或「工作滿足感」。工作滿意度研究起

於1930 年代的霍桑研究 (hawthorne studies) ( Roethlisberger & 

Dickson,1939)，Hoppock 是最早定義工作滿意度的學者，Hoppock (1935) 

在其所著「工作滿意」一書，強調外在環境對工作滿意的影響，不同的職

業階層有不同的滿意程度，使其著作成為對員工「工作滿意」研究最早最

有系統的文獻（劉榮哲，2004）。他定義工作滿意度為個人受心理、生理

及環境因素的影響，而使個人說出「我滿意我的工作」。「工作滿意」的

概念具有多個面向，站在心理學的角度，認為工作滿意是一種態度，一種

組織成員對整體工作情境評估後的態度表現，心理學者分析態度是一種心

理狀態，是促動行為的內在歷程（張春興，1994），自從Hoppock提出「工

作滿意」的概念後，由於當時行為學派相當興盛，工作者的心理因素被高

度重視，認為工作者的心理因素會影響工作績效；亦即，員工的工作滿意

程度愈高，他們就自然會增加生產力（秦夢群，2001）。 

「工作滿意」的研究迄今，可說相當豐富，但由於研究對象與研究架

構的不同，各學者對工作滿意的定義也就不盡相同。茲列舉部份摘述如下： 

Schaffer（1953）工作滿意是動機過程的一個重要現象，即表示察覺

員工的需要及需要被滿足的程度（陳明崇，2001）。Vroom（1967）指個

人對目前所扮演的工作角色感受或情緒性反應，若為正向，則代表工作滿

意，反之，則表工作不滿意。Blum & Naylor（1968）工作滿意乃是工作

者對其工作及有關環境所抱持的一種態度，而不涉及工作面向、形成的原

因及過程。Porter & Lawler（1968）認為滿意只是由個人認為其所應得

的與其所知覺真正得到的，兩者之間的差異所決定，差距越大，則越不滿

意，而差距愈小，則愈感滿足。 

許士軍（1977）認為工作滿意是個人對工作所具有的感覺，而這種感

覺取決於他從工作環境中之實際所得的價值與預期間之差距。張春興



（1989）指個人或多數員工對其所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度。工作滿意與否

與很多因素有關：諸如薪水高低、加薪方式、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

性質、升遷機會、人際關係、管理方式等。謝金青（1992）認為工作滿意

係指工作者對其工作、工作歷程或工作結果整體的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

是屬於感覺、態度或情意的反應。而其感到滿意與否取決於自特定的工作

環境中，因工作所實際獲得之價值與預期應獲得價值的差距。此差距越

小，滿意程度愈高；反之，則滿意程度愈低。 

從以上各學者對於工作滿意的定義中，可以瞭解工作滿意是一種對於

工作知覺的主觀態度，而且是相對現象並非一個絕對現象，是個人與環境

的多元互動比較結果。因此，研究工作滿意不僅在於研究組織環境所能提

供的條件外，更要重視組織成員的差異性。研究者將「工作滿意」定義為

個人從工作的經驗、工作評價中，所感受到的一種整體性或特殊性的主觀

情感，而這種情感性的反應是正面（滿意）的抑是負面（不滿意）的，乃

是取決於工作環境中，因工作所實際獲得的價值與工作者預期應獲得價值

的差距，差距愈小，滿意程度愈高，反之，滿意程度愈低。 

 

貳、工作滿意的分類 

 

Campbell（1970）曾將工作滿足的理論分為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內

容理論（Content Theories）」，在這一部份中，最具代表性的為「需求

層次理論（Need Hierarchy Theory）」與「雙因素理論（Two-Factor 

Theory）」。「內容理論」較關心特定激勵人們的內容，主要的部份是在

於辨認及界定存在於重要變項中的特定實物，如升遷、薪資、工作安全性、

認同、獎項等稱為「獎賞」的東西。 

另一部份為「程序理論（Process Theory）」，在這一部份中，具有

代表性的為「公平理論（ Equity Theory）」與「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程序理論」則較注重在如何激勵、指揮、維持及停止行為

的過程。最主要的是在於明確界定變項交互作用及影響他人產生某種行為

的方法。以上工作滿意的分類，在下一節理論模式中，將分別敘述之。 



 

參、工作滿意的理論模式 

 

一般探討工作滿意度的理論，都是從動機理論來探討的 (張碧娟，

1978 )。因此本節擬先就與工作滿意度有關的動機理論，做一概略之探討，

期能對工作滿意度的理論基礎有所了解，再來針對工作滿意的幾個較著名

代表理論模式，加以介紹。 

動機 (或稱激勵) 一詞源自於拉丁文movere，意思是移動 ( to move ) 

(秦夢群，2001)。Kotle（1997）認為，動機是一種被刺激的需求，它足

以引發個體採取特定行動以滿足需求。張春興（1994）定義動機是引起個

體活動，維持此一活動，並導引該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行的一種屬內在心

理歷程。此外林靈宏（1994）指出動機是一種促使個人採取特定行為，此

行為乃係為滿足某種需求的力量。 

當個人產生某種需求，同時就會感到壓力的存在，此時個人內心會出

現一股驅力(drive)，這股驅力會驅使個人採取行動以降低壓力或滿足這

種需求(林靈宏,1994；蔡瑞宇,1996)。個人首先感覺到需求的存在，這個

需求可能是功利（utilitarian）的需求，也可能是享樂（hedonic）的需

求。這兩種不同的情況下，個人的實際情況與目標理想之間產生差距，這

個差距的存在會產生壓力，壓力的大小決定了個人解決這個問題的迫切程

度；除了迫切程度外，同時壓力也具有方向性，它是一種目標導向的行為，

為滿足特定的需求，動機性行為隨動機的滿足而告終止（黃玉湘，2002）。 

工作滿意度係指在工作場合中，個人在工作中是否獲得滿足，相對於

當初或自己內心的需求設定。以下針對工作滿意的幾個較著名代表理論模

式，加以介紹。 

 

一、需求層次理論（Needs Hierarchy Theory） 

 

Maslow 於1954 年提出需求層次理論，其假設為人類所有的行為，都

是由需求（needs）所引起的，這些需求具有普遍性，個人在滿足較低層



次的需求後，會依序追求更高層次的需求。人類的需求由低而高可分為五

個層次，依序如下： 

（一）基本生理需求（Basic Physiological Needs）：個體為維持生存的

基本需求，如空氣、食物、水、飢餓、渴、性等生理動機。 

（二）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個體有免於恐懼及受到威脅的需求。

如個人需求保障、工作的保障、免於別人侵犯的威脅。 

（三）社會需求（Social Needs）：個體在人際友誼中有給予和接受的

需求，如情感、友誼、愛。 

（四）自尊需求（Esteem Needs）：包括別人對自己的尊重、個人對自

己的尊重。 

（五）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經由了解自己、接受

自己、進而發揮自己的才能，追求完美、成為典範。即個體完全

展開自己的潛能及創造力（秦夢群，2001）。 

 

本理論之特色為： 

（一）各需求的滿足由下而上，低層次之需求被滿足後，將再追求較

高層次需求的滿足。 

（二）並非較低層次的需求獲得滿足後才追求次一高層次的需求，對

一層次的需求達部份程度的滿足後即會追求次一高層次的需

求。 

（三）各需求層次間沒有分明的界限，其間往往相互重疊。 

（四）每個人對需求的滿足層次不一樣，有些人始終維持在低層次的

需求，有些人則追求高層次的需求。 

（五）不同的人表現相同的行為，不一定基於相同的需求；相同的需

求，不一定會導致相同的行為。 

 

以此一理論來看待教師兼職行政工作的工作滿意度問題，可由第三部

份社會的需求加以切入，因為在目前教師的薪資條件情況之下，對於生理

的需求部份應可達到滿足的程度，並且本研究係針對公立學校教師而言，



在教師聘約的保障下，安全的需求部份應可達到滿足的程度。但處理學校

行政事務這種繁瑣、勞心、勞力與吃力不討好的事務，是否會得到教師、

行政同仁與上級長官的認同便有待商榷。尤其現在學校內推展行政工作事

務早已並非如早期「行政獨大」的時代，處處須與教師會、家長會協商，

取得共識，教師是否可從兼職行政工作獲取社會需求與自尊需求的滿足，

進而達到自我實現需求目標，攸關續任行政職務的意願，這便是值得進一

步討論的議題。 

 

二、雙因素理論（Two-Factor Theory） 

 

Herzberg，Mausner & Snyderman（1959）以美國匹茲堡地區九家公

司的203 位工程師與會計人員為研究對象，區分出引起工作滿意與不滿意

的影響因素，並且在隨後予以擴充推廣 (Herzberg,1966)。其研究發現影

響工作滿意度與不滿意的因素並不相同，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可分為二

種，一是激勵因素（Motivators）：增加工作滿足的因素，存在，將造成

滿足，不存在，並不會不滿足（又稱無滿足）。另一是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防止工作者感到不滿的因素，存在，不會造成滿足，但不存

在，則會造成不滿足（又稱無不滿足）。 

（一） 激勵因素（Motivators）：包括成就感（achievement）、認

同感（recognition）、工作挑戰性（challenge）、升遷（advancement 

promotion）、個人或專業成長（personal or professional growth）等

五個因素。這些因素存在時，能夠激勵個人，引發工作者的滿足感；但若

這些因素不存在時，並不會造成工作者的不滿意。 

（二） 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包括公司政策與行政體系

（company police and administration）、上級視導（supervision）是

否正確或公平、工作環境（work condition）是否良好、與上級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supervision）、與同僚關係（relationship with 

peers）、與部屬關係（relationship with subordinates）、個人生活

（personal life）、工作地位（status）、工作穩定度（security）等



九個因素。這些因素如果不能達到理想，則個人會產生不滿足感；這些因

素好比是保護一個人的健康，使之不生病，故稱作保健因素（秦夢群，

2001）。意即這些因素存在時並不能使工作者感到滿意，意即本身並無激

勵的作用，只能維持使工作者不感到不滿意；但若這些因素不存在，則工

作者將感到不滿意。但這類因子增加到某程度時，也無法再使工作者感到

滿意。 

 

以兼職行政工作教師而言，激勵因子應為個人的責任感、教師同仁與

督導 

公共政策管理 

責任 

保健因素 
（工作不滿意的因素）

激勵因素 
（工作滿意的因素）

成就 
賞識 

工作本身 

擢升 
成長 

上司關係 

工作條件 
薪資 

同儕關係 

個人生活

部屬關係

地位

安全 

圖2-8 Herzberg工作滿意理論內涵 

 

（資料來源：Herzberg,1987,p.112） 



處室同僚的認同、上級長官的賞識、升遷（輪調職務）的機會，這些因素

不存在的時候，並不會造成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在行政工作上的不滿意，但

若能有這些因素，卻可以令兼職行政工作教師更樂於從事此一行政工作；

另一部份的保健因子如職務加給、加班費、敘功嘉獎等因素，便與兼職行

政工作教師執行行政工作業務的滿意無直接的影響，因為做了這一部份的

工作，對於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職務加給、加班費、敘功嘉獎並沒有直接

的影響。是故，以此一理論來檢視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工作滿意度，主要

仍是以激勵因子等相關因素來做為施測的依據。 

 

三、平等理論（Equity Theory） 

 

平等理論係由Adams 於1963 年提出，他認為個人的工作動機是基於

與同地位的同僚間比較所產生。社會比較的歷程對工作者的工作滿足產生

影響，意即工作者認為他從工作中所得到的成果跟他們所付出的投入有關

聯，之後以「工作成果/工作投入」的比率，與一個或多個同為工作者之

人做比較，進而產生工作滿足程度的差異。其理論架構如下： 

（一）投入（input）：指個人在工作上的付出與貢獻。例如工作經

驗、工作資格、教育背景、努力度程等等。因此部份受到個人差異的影響，

故較為主觀。 

（二）成果（Outcomes）：個人在工作上所得到的價值。例如薪資、

地位、福利、升遷機會、同仁敬重、上級信任等等。 

（三）參照對象：工作者心中所比較的對象，可能是組織內或外的人

物，但也可能是同一職位上的前任員工。意即是任一被工作者拿來做為「工

作成果/工作投入」（O/I）比率參考之團體或個人。 

（四）公平與不公平：工作者是存在著有「公平」與「不公平」感受

的個體，以個人的「工作成果/工作投入」（O/I）比率與參考人物的「工

作成果/工作投入」（O/I）比率加以比較。若比率相同，則認為是「公平」，

則個體將感到滿足；若認為是「不公平」，則個體將不感到滿足。 

（五）不公平影響個人行為的模式：當個人的O/I 比率高過參照對象



的O/I 比率時，則表示個人有過多的「成果」與過少的「投入」，如此將

使個人生產生罪惡感，於是個人便試圖「減少成果」或「增加投入」來加

以平衡。當個人的O/I 比率低於參照對象的O/I 比率時，則表示個人有過

少的「成果」與過多的「投入」，如此將使個人生產生怨懟感，於是個人

便試圖「增加成果」或「減少投入」來取得平衡。 

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在學校行政工作事務中的付出與投入有多少？這

些付出與投入會得到什麼樣的成果；如升遷（輪調職務）、敘功嘉獎⋯⋯等

等。同為學校單位裡的人員，未兼行政工作教師的優遊自在，是否是職務

加給、休假天數與獎金所能彌補？工作的投入與所得到的成果，經過兼職

行政工作教師與其所認定的參考人物加以比較之後，是否覺的公平？這亦

是兼職行政工作教師是否願意繼續工作下去的動力。 

 

四、差異理論（Discrepancy Theory） 

 

差異理論亦稱差別理論或差距理論，Porter於1961年提出此理論，

Porter認為「工作滿足」的大小乃依一個人感覺他「應該獲得的」與「實

際獲得的」兩者之間的差距大小定。此外 Locke（1969）則認為一個人對

於工作中某一部份的滿足與否，乃取決於這一個人在工作中「實際獲得的」

與「希望獲得的」（如薪資、職位、知識等等）兩者之間的差距。倘若此

二者的差距愈大，工作的成就感愈不滿足；若此二者的差距為零，則成就

感到滿足。基本上Locke與Porter的看法極為類似，但Porter 更強調「公

平」的因素對於工作滿足的影響。 

兼職行政工作教師辦理學校行政工作業務，所預期希望得到如同儕肯

定、社會贊許、組織認同、工作升遷等等，與實際所獲得的有無差距？差

距愈小，工作的動力愈高；差距愈大，則工作的意願則可能降低。惟，此

一期望往往因個體需求的不同，以致無法能齊一對待，個體差異程度不

一，導致困難度的增加。 

 

五、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俗諺：「越得不到的東西越想要。」因為得不到，所以內心興起了強

烈的念頭。期望理論發展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此種心理歷程。相關理論

眾多，其中最著名與廣泛為人所引用的，當屬Vroom於1964年提出的理論

（秦夢群，2001）。Vroom（1964）指出個人之所以採取某種行為（例如：

在職場中殫盡心力），乃是因為預期會有某種結果（例如：升官、加薪），

這種結果對個人極具吸引力；換言之，一個行動是否能滿足個人的需要，

主要受到兩個變項的影響，（一）該項行為能否產生所期待發生的結果？

其可能性有多大？，這一個變項Vroom 稱為「期望（expectancy）」（二）

在該行動所產生的結果，對於工作者個人所需要的滿足能夠提供多少的貢

獻？這個變項Vroom 稱為「期望價值（valence）」。 

Vroom認為個體為達到目標而激發的力量大小取決於目標期望報酬和

主觀機率的乘積，以下列公式表示： 

MF（動機作用力）=SV（期望值）*E（主觀機率） 

期望理論認為工作者的行為經過思考和判斷，建立在實用性

（ instrumentality）、吸引力（valence）和期待（expectancy）等三

個基本概念上，動機和選擇行為的方式以及最後目標的達成，將影響工作

滿意與否（王博弘，1998；林佳芬，1999；秦夢群，2001）。以下就期望

理論的三個基本概念加以說明：  

（一）實用性（instrumentality）：指直接結果（direct consequence 

of one＇s behavior）能夠導致或避免另一種結果的實用程度。 

（二）吸引力（valence）：指個人對於所期望的特定結果之可能看

法，即對特定結果的喜惡程度。 

（三）期待（expectancy）：指個人對其努力會導致結果的自信與機

率。 

我們可由期望理論的公式看出，如果期望值與主觀機率相乘的結果為

負數或零，則對該工作人員無任何激勵作用。因此，是否能夠發生激勵作

用取決於下列兩項因素：第一，工作者完成任務的可能性。第二，工作者

在完成任務後所得到的報酬或其他附帶結果是否是他所期望的。若上述兩



項結果皆為正面的，則可產生相當大的激勵作用；反之則反。 

例如：兼職行政工作教師在學校行政業務執行過程中，能否得到對於

此行政工作的吸引力，且此一吸引力符合個人的期待，例如學校組織的認

同、教師同仁的讚許或親、師、生的感謝等等。而這些吸引力是否能獲致

到等同的成果、報酬，這則是兼職行政工作教師能否在行政業務崗位上持

續努力的重要信念。 

六、ERG 理論 

 

Alderfer（1972）將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簡化為三個類別，分別

是生存需求（Existence needs）、關連需求（Relatedness needs ）與

成長需求（Growth needs），三層次之英文字首為ERG，故以此命名。其

理論與 Maslow看法極為相似，最大的二點不同在於Alderfer認為，首先，

三個層次間非互斥，而是可同時進行。其次，若上層需求不能滿足，個人

會轉而加大對於低層次需求的慾望（秦夢群，2001）。 

 

 



 

換言之，在無法辭退學校行政職務的情況之下，若兼職行政工作教師

在行政工作中無法得到學校組織的認同、成長的需求時，那麼可能會轉換

個角度，告訴自己，這份行政職務比起一般教師多了職務加給、休假補助

或休假日數等外加的生存需求條件，以使自己產生續留行政職務的動機。 

 

肆、工作滿意的測量工具 

 

工作滿意的測量主要是了解個體對於整體工作滿意度的程度，一般採

用的測量方式有質性的「直接晤談法」、「直接或間接觀察法」以及量化

的「工作量表滿意度」、「投射測驗法」量測。前者利用結構或半結構問

卷，可依被訪談者的意見予以歸納得知；後者則是以不同的工作滿意度理

論所製作的量表施測，經由測得的分數統計分析後而得到結論。常用的工

自我實現需求 

自尊需求 

社會需求 

安全需求 

基本生理需求 

成長需求 

關連需求 

生存需求 

圖2-9 Maslow與Alderfer之ERG理論的比較 

 

（資料來源：修改自秦夢群,2001） 

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 Alderfer 之 ERG理論 



作滿意量表歸納說明如下: 

一、明尼蘇答滿足問卷（The 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aire，

簡稱MSQ） 

 

明尼蘇答滿足問卷量表（MSQ）是由Weiss，Dawis，England及Lofquist

等人1967 年所發展出來。問卷分長式（Long－form）及短式（Short－form）

兩種。長式的含一百個題目，並分為二十個分量表，可提供二十個向度的

滿意分數。長式問卷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於工作滿意各方面進行了完整的

測量，也由於題數太多，容易造成受試的負擔因而產生誤差影響測量的準

確性；短式問卷修正了長式問卷的缺點，將一百個題目萃取為二十個題

目，測量受訪者的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及一般滿足等三種分數（朱慶龍，

2003）。 

 

二、工作描述指標（Job Description Index，JDI） 

 

工作描述指標（JDI）是Smith 等人在1969年使用固定反應項目發展

出來的另一種工作滿意量表，內容包含五種獨立向度的滿意分量表，包括

待遇（pay）、升遷（promotion）、監督方式（supervision）、工作本

身（work）以及工作伙伴（people）。每個分量表可提供一個向度的滿意

分數，全部向度相加則代表整體工作滿意分數。在量表中的每一個項目均

包含著一連串的形容詞或句子，受訪者只需對每個句子，依其「是」、「否」

或「不能決定」三種答案作答即可（Wexley＆Yukl，1984）。 

 

三、需求滿足問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s，NSQ） 

 

需求滿足問卷（NSQ）是Porter（1962）根據工作滿足差距理論所發

展出之態度問卷。量表中每一道題目包含兩個子選項，第一個選項是指受

試者對於題目內容現在感受的滿意程度，另一個選項則是要受試者對於題

目內容覺得應該獲得滿意的程度。就每個項目中，受訪者將「應該」的數



值，減去其「現在」的數值，即是工作滿足的分數。 

 

四、教師工作滿意問卷(TJSQ)   

 

教師工作滿意問卷是由Lester 所發展出來的，全量表分為九個向

度，分別是工作本身、薪資、工作環境、監督、同事、陞遷、責任、安全

和認可。 

 

上述各量表中以工作描述指標 (JDI)為多數研究者所採用，佳評最多 

(Dunn & Stephens, 1972)。本研究的工作滿意度量表所採用謝秀珍（2004）

編製之工作滿意度問卷，是改編Smith 等人 (1969)的JDI 量表而得來

的。包含六個工作滿足層面，分別是工作本身、工作環境、行政領導、薪

資待遇、升遷進修及同事關係，採李克特五點量尺，總量表α值為.94，

各向度的α值在.81 到.92之間，顯示問卷的信度係數令人滿意。 

 

伍、工作滿意的相關研究 

 

與工作滿意有關的研究，無論是以工商企業界、政府公務體系或學校

組織成員為調查對象，數量均頗為豐碩，研究結果卻呈現差異；另一方面

工作滿意的高低並不是單一因素所能影響，而是諸多因素交互作用的共同

結果。因此，在探討相關實徵性研究時，將著重在與本研究所涉及的教師

背景變項－性別、婚姻狀況、年齡、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

校所在地區及學校規模等與工作滿意關係之分析比較。 

 

一、工作滿意度與背景變項的相關研究   

（一）性別  

 

性別對於工作滿意度有影響，但結論並不一致。例如：有的研究者發

現女性在整體工作滿意度上顯著高於男性 (吳金香，1985；謝金青，1992；



郭明德，1994)；但有些研究者的研究結果卻是男性的工作滿意度高於女

性 (張碧娟，1978；彭剛力，1981；王青祥，1985；郭文景，1985；石雅

惠，1988)。而吳清基（1979）、闕美華（2000）、黃盈彰（2000）、許

明文（2001）、韓繼成（2002）與黃裕敏（2003）的研究卻發現，性別與

工作滿意度無顯著差異；此外國外的研究也呈現差異，例如Fraser 等人

(1998) 對中小學教師做工作滿意度的施測，結果顯示在整體的工作滿意

度上，男女性並不相同。其中男性教師對「我的影響學校政策」的滿意度

高於女性教師；但是「認可我的努力」的向度上，則女性教師高於男性教

師。Robbins (2001）的報告指出「沒有證據顯示被雇者的性別會影響工

作滿意度」（p.35 )。Mack (2000) 對校長的工作滿意度研究顯示，工作

滿意度與性別無關。因此，關於性別因素是否影響工作滿意度，眾說紛紜，

值得進一步研究。 

 

（二）婚姻狀況 

 

大多數研究結果發現已婚者工作滿意度較未婚者高 (張碧娟，1978；

彭剛力，1981；侯望倫，1984；王青祥，1985；郭文景，1985；林世昌，

1987；石雅惠，1988；謝金青，1992；黃盈彰，2000；但闕美華 (2000) 、

許明文（2001）與黃裕敏（2003）針對中小學教師的研究結果卻顯示婚姻

經驗對工作滿意度無顯著影響。 

 

（三）年齡 

 

年齡愈大工作滿意度愈高 (張碧娟，1978；彭剛力，1981；鄒浮安，

1982；王青祥，1985；郭文景，1985；謝金青，1992；鄭仁忠，2004；Herzberg 

et al., 1959；Robbins, 2001)；黃昆輝（1980）針對高職教師研究發現，

41歲以上教師，其工作滿意程度顯著大於30歲以下教師。但鄭美玉 (1984)

與許明文（2001）的研究卻顯示不同年齡的中等學校行政人員在工作滿足

上，並沒有顯著差異。 



 

（四）服務年資 

 

國內研究發現，教學年資對工作滿意度有影響，教學年資愈長工作滿

意度愈高 (彭剛力，1981；郭文景，1985；黃隆民，1985；張明麗，1991；

謝金青，1992；郭明德，1994；黃盈彰，2000；闕美華，2000；Bedeian, 

Ferris & Kacmar, 1992)；但是國外有研究指出，教師工作愈久 (工作年

資5年與10-15年比較)，教師專業工作就愈不滿意 (Fraser et al., 

1998)；此外亦有研究者研究發現年資與工作滿意度無顯著相關 (張碧

娟，1978；吳清基，1979；黃國隆，1982；鄭美玉，1984；許明文，2001)

由此可知，教學年資與工作滿意度國內外的研究結論並不相同，值得進一

步研究。 

至於在兼職行政年資部分，有的研究者發現，兼行政年資對工作滿意

度有影響，謝金青 (1992)研究顯示兼行政年資5年內者工作滿意度最低。 

 

（五）學歷 

 

學歷不同的行政兼職教師在工作滿意上並無差異（謝金青，1992；許

明文，2001）。但是鄭仁忠（2004）以國民小學主任為對象的研究結果卻

發現，學歷愈高工作滿意度也愈高。吳清基（1979）對國中教師所做調查

結果顯示，非師範院校畢業教師其工作滿意度較高；鄒浮安 (1982) 對高

職教師所做調查結果顯示，專科程度者工作滿意高於大學學歷者，惟兩項

研究結果距現今已有二十幾年，且眾研究結果不一，何種結論成立，值得

進一步研究。 

 

（六）擔任職務 

 

職位愈高，工作滿意度愈高(彭剛力，1981；鄭美玉，1984；王青祥，

1985；莊靜宜，2000；Fraser et al., 1998 )，兼行政教師工作滿意度



高於導師和專任教師 (張碧娟，1978；吳清基，1979；黃隆民，1985；黃

盈彰，2000)；未兼行政的教師(導師或專任教師)有較高的工作滿意度 (鄒

浮安，1982；石雅惠，1988)。但是黃裕敏（2003）研究結果卻發現擔任

職務在教師工作滿意度各層面上沒有差異。由此可知，是否兼職行政工作

與工作滿意關係，眾說紛紜結果不一，值得進一步研究。此外，參考國外

的研究，Dinham 和Scott (1996) 研究發現教師的工作滿意度中，主任比

校長或專任教師工作不滿意(引自Schmidt,2000)。 

 

（七）學校所在地區 

 

有的研究者認為學校所在地區與工作滿意度沒有關係（鄒浮安，

1982；黃隆民，1985；韓繼成，2002）；研究結果持相反意見郭文景(1985)

與鄭仁忠（2004）的研究顯示任教鄉鎮地區兼職行政工作教師的工作滿意

度顯著高於城市教師。 

 

（八）學校規模 

 

學校規模小，工作滿意度較高（任成蓀，1984；吳金香，1985；吳幼

妃，1985；黃隆民，1985；鄭仁忠，2004）。但是黃盈彰（2000）對國小

教師的研究卻顯示學生人數多 (學校規模大)的學校，教師工作滿意度較

高。另外謝金青(1992)、韓繼成（2002）與黃裕敏（2003）的研究顯示行

政兼職教師不因學校規模不同對工作滿意度沒有影響。 



第四節 角色壓力、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 

 

在前面的三個章節中，已將角色壓力、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等變項分

別與背景變項的眾研究結果發現，作一彙整與分析。在本節將針對角色壓

力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與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兩兩變項間

彼此相關性作一探討。 

茲就國內部分研究者對此相關變項研究之結果，整理如下表。 

 

壹、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 

 

表 2－3為摘錄國內部份研究者近年來對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二個變

項的研究發現，多數研究結果發現，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成負相關。 

 

表 2－3  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結果 

研究者（日期） 研 究 對 象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劉瑢（2000） 

 

泛亞電信客服

代表 

「資深者」之角色衝突、角色模糊愈低，並且內在

滿意、外在滿意愈高。「資淺者」則並未完全成立。

林瑞錫（2001） 

 

國民小學校長 國民小學校長之「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在整

體上呈負相關。 

韓繼成（2002） 國中訓導人員 角色壓力與工作滿意度呈顯著負相關。 

陳傳宗（2003） 國小總務主任 桃園縣和台北縣國民小學總務主任之「角色壓力」

與「工作滿意」在整體上呈負相關。 

游怡婷（2003） 審計人員 審計人員的角色壓力會影響工作滿意。 

黃敏榮（2003） 高中行政兼職

教師 

角色壓力各層面和整體工作滿意度呈現顯著的負

相關。 

蘇珍蓉（2003） 

 

地方教育行政

人員 

地方教育行政人員所知覺到之角色壓力趨向中高

程度，整體地方教育行政人員所知覺到之工作滿意

度未有顯著滿意與不滿意之情形。 



鄭仁忠（2004） 國小主任 國小主任角色壓力愈大，工作滿意度愈低。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貳、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 

 

表 2－4為摘錄國內部份研究者近年來對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二個變

項的研究發現，多數研究結果發現，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成正相關。 

 

表 2－4  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結果 

研究者（日期） 研 究 對 象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許明文（2001） 高職工科主任 公立高職工科主任的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呈正相

關。 

游淑惠（2003） 國小教師 教師對學校的組織承諾愈高，相對的工作滿意度

就愈高。 

古聖姿（2004） 公所公務人員 工作滿意、組織承諾度及其各構面均有關連性。 

林宜宏（2004） 高科技公司 

員工 

工作滿意、組織承諾及工作績效之間呈正相關。

換言之，員工工作滿意愈高，則其組織承諾愈高、

員工工作滿意愈高，則其工作績效愈好、及員工

組織承諾愈高，則其工作績效愈佳。 

許清鈞（2004） 銀行員工 工作滿意度會影響組織承諾之方向，認為工作滿

意度係組織承諾之決定因素。 

黃裕敏（2003） 國小教師 教師組織承諾及教師工作滿意度各層面之間均呈

顯著正相關。 

鄭仁忠（2004） 國小主任 組織承諾愈高，工作滿意度也愈高。 

傅錦堃（2004） 高科技產業 

業務人員 

業務人員之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呈顯著正相關。 

羅樹平（2004） 警察人員 警察人員的組織承諾與工作滿意所產生的交互作

用對組織公民行為各構面的關係比組織承諾或工



作滿意對組織公民行為各構面有較佳的預測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