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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以人力資源管理的理論為基礎，由學校組織的特性出發，探討

國民中學人力資源管理的情形，以及其對教師工作態度之影響。蒐集國

內外有關文獻資料，加以歸納、分析、比較、整理，作為本研究之基礎，

以及研擬問卷調查工具之依據。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學校人力資

源管理的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二節為教師工作態度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以及第三節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與教師工作態度之相關研究，茲分述如

下：    

第一節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學校組織中最重要的成員就是教師，如何對教師進行有效的管理，

提昇教師的工作態度，進而結合組織目標，與教師個人生涯發展，學校

人力資源管理就愈顯得重要。本節將分別探討人力資源管理、學校人力

資源管理及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相關研究等三部分。 

壹、 人力資源管理 

人力資源管理(humam resources management)一詞自 1920 年代開始

出現，其最早稱為工業福利(industrial welfare)工作，後逐漸取代傳統「人

事管理」(personnel management)的名稱。人力資源管理在傳統人事管理

工作外，增加安全與衛生、壓力管理、員工滿意度及勞資議題也納入此

範疇中(黃同圳，2000)。人力資源管理是指員工和組織間的管理，包括

所有會影響其關係的管理哲學、政策、原則和實務(French，1978)。亦即

管理組織中所有關於人力資源的一切事務，以獲得、維持、發展及有效

運用，來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故人力資源就是與組織成員有關的所有

資源，包含成員知識、能力、態度等，因此，人力資源的有效開展，是

組織生存與發展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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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力資源的意義 

Sherman 和 Bohlander (1992)指出組織中的人力資源係指個人運用

其廣泛而多樣化的知識、技術及能力，去執行組織所賦予的任務，以生

產產品或提供服務。如此，便能對組織的目標產生某種程度的貢獻。 

何永福、楊國安(1996)則認為人力資源就是企業內所有與員工有關

的資源，包括員工的能力、知識、技術、態度和激勵。 

張火燦（1999）指出資源是可資利用的東西，包含物質資源與人力

資源。兩種資源的「產品」都可以用來滿足人類的需要與慾望，兩者間

最大的差異是在人力資源兼具產品的「生產者」與「享用者」，而且生

產活動除可維持生計外，更是自我表現與自我實現的重要方式。 

李正綱、黃金印（2001）則認為人力資源是指與員工相關的所有資

源而言。 

沈建華（2001）從經濟學的觀點出發，提出人力資源的定義：1.係

指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勞動力的能力，亦即達勞動年齡15歲以上的人

口。2.係指具有為社會創造物質、文化、財富，以及為社會提供勞務式

服務的人。3.勞動生產力。4.係指具有智力勞動和體力勞動能力的人們的

總合。5.係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有勞動能力人口的總合。 

林欽榮（2002）認為所謂的人力資源，就是組織內所有員工有關的

任何資源而言，它包括員工的人數、類別、素質、年齡、工作能力、知

識、技術、態度和動機均屬之。 

綜合上面學者所述，人力資源是一種具有生產力的非物質性資源，

就是組織內與員工相關的所有資源，包含成員的素質、能力、智慧、知

識、技術、創新、態度、激勵、公關等。 

二、 人力資源的特質 

人力資源的管理(HRM）強調外在組織的需要，配合人力的提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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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人力資源的特質有四（簡建忠，1995）如下：  

（一）人力資源的運用無遠弗屆：硬體和財務資源的運用方式與範圍有

其一定的限制和功能，人力資源基於「人」的特性，其所能產生

的價值與影響常超出現有的疆界。 

（二）人力資源無法儲存：土地可以閒置，原料可以倉儲，資金可以存

於金融機構（還可生利息），但不能「保留」人力資源以待日後再

運用，人力資源會逐漸流失其價值與特性。唯有前瞻性的、有計

劃的，與適時的運用人力資源，才能減低時間的作用，否則必造

成重大浪費。 

（三）人力資源必須不斷地維持或提昇，才能保持其價值：原料有耗損，

機器有折舊，人力資源也會老化─指體力、記憶力不如前，知識、

技能與態度不能跟上新時代的要求，而人力資源老化的結果將減

損其所能創造的價值。必須持續地強化「人」的知識、技能與態

度，才能面對內在與外在變革的壓力，發揮人力資源的價值。 

（四）人力資源的投資回收不確定性高：各種資源的投資固有其風險，

而基於「人」的特性（善變、不穩定、惰性等），人力資源的投資

回收不確定性更高。但若不投資於人力資源，極可能喪失組織活

力與競爭力。所以，優良可靠的人力資源實為學校組織最重要的

資產，並經由人力資源輪替（洪榮昭，1991）的說明，更可見組

織與成員對人力資源上的努力和預期成果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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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人力資源論 

資料來源：人力資源發展（9 頁），洪榮昭，1991，台北市：師大書苑。 

三、 人力資源管理的意義 

人力資源管理和人事管理概念相當，但人力資源管理是學術領域新

的名詞，在研究方法、研究範圍及研究價值上，都比人事管理較符合時

代潮流。黃英忠（1995）指出人力資源管理是以「人」的價值理念為中

心，探討人與人、人與事的群體互助關係，並及於群體所創造的組織與

制度等多邊關係，包括企業內所有人力資源的取得、運用、維護等一切

管理的過程與活動。 

人力資源管理，起源於英國 labor management，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美國學者開始使用人事管理。爾後有一些類似之名詞，如工業關係

（industrial relations）、勞資關係（labor relations）、僱用國際（employment 

relations）、人力管理（manpower management）等名詞（黃英忠、吳復

新、趙必孝，2001；黃同圳，2000；Kossek & Block，2000）。至 1970

年代，「人力資源管理」一詞正式出現，逐漸取代了傳統人事管理，而成

為跨功能領域，並在實質的組織及目標方面產生重大改變(Mill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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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ack， 1981)。此時人力資源管理所強調的是整合人力資源規劃與組

織策略。有關人力資源管理的定義，中外學者見解各異，眾說紛紜，茲

將各家學者對人力資源管理的看法歸納整理如下：  

Robbins（1978）認為人力資源管理，乃是被界定為包含：人力取得、

人力發展、人員激勵，人力維持等功能的合理程序。因此，其程序是由

「人力」管理的四項步驟所組成：「獲取之，準備之，激勵之並保有之」。 

哈佛學派 Beer、Spector、Lawrence、Mills 和 Walten（1985）認為

人力資源管理是人力資源的吸引、遴選、保有、發展並運用人力資源，

以達成組織及個人的目標。 

Sherman 和 Bohlander（1992）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是負責人員之招

募、甄選、訓練及報償功能活動，以達個人及組織目標。 

Milkovich 和 Boudreau（1994）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是影響勞工關係

與組織效能間的一連串整合性決策（integrated decision）。 

黃英忠（1997）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是將組織內之所有的人力資源作

最適當之確保、開發、維持與活用，為此目的而做的計劃、統制過程。 

張火燦（1999）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指的是管理組織中與「人力資源」

有關的一切事務，亦即透過一些活動，有效的運用組織中的人力資源，

用以達成個人、組織和社會的利益或目標。人力資源管理的主要功能為

人力資源規劃、任用、績效評估、薪酬、人力資源發展、勞資關係等。

簡言之，即為遴選人才、培育人才、運用人才，以及留住人才，其目的

則為提高生產力、改進工作生活品質，以及符合政府法規的要求等。 

吳秉恩（1999）認為人力資源管理乃是人力運用之動態調適過程，

旨在採取計劃、執行及控制基本程序與人力活動，亦即甄選人力、運用

人力、培育人力、晉昇人力及留住人力之循環，以達適才適所目的，進

而創造組織競爭優勢，促成組織目標之達成。 

蔡倩傑（1999）認為人力資源管理視人員為組織最大的資產，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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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活、彈性運用各項程序與方案，整合配置人員使之努力於組織目標達

成的過程，期使人員努力的方向與組織目標一致。 

謝煒頻（2000）認為人力資源管理乃是以「人」的價值理念為考核

中心，藉助「計劃、執行與考核」之管理程序，運用於人力活動。針對

企業的需求，將組織內之人力做最有效的運用，同時整合其他功能部門

相互配合，以提高組織成員的工作績效和發展潛力，進而有效率地達成

組織的目標以及強化組織的核心競爭優勢。 

李漢雄（2001）認為人力資源管理即組織設計一系列有計畫活動，

提供成員必備技能，去符合目前及未來工作之所需。 

方世榮（2001）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是管理工作中對人員或員工，所

必須執行的政策與實務，包含了進行工作分析、勞力需求規劃、招募人

員、遴選人員、新進員工之導引與訓練，薪資管理、提供激勵誘因與福

利、績效考核、溝通、訓練與發展，以及建立員工的承諾等。 

陳岳（2001）認為人力資源管理係公務機關透過人力獲得、人力維

持與人力發展等三項機制的運作，使有效達成組織的目標和發揮功能。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2001）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是將組織內所

有人力資源作最適當之確保（acquisition）、開發（development）、維持

（maintenance）與活用（utilization），此一規劃、執行與控制過程。 

胡政源（2002）認為人力資源管理係指一個組織對人力資源的獲取、

維護、激勵及運用與發展的全部管理過程與活動。 

綜合上面學者所述，人力資源管理的主要功能為人力資源規劃、任

用、訓練、績效評估、薪酬、人力資源發展、勞資關係等。簡言之，即

為遴選人才、培育人才、運用人才，以及留住人才。換言之，人力資源

管理，係組織以科學方法，做好人力開發工作，以人性觀點來提昇成員

專業知能，以激勵讚賞來提高成員的工作態度，結合個人目標與組織目

標，進而提昇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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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力資源管理的演進 

人力資源管理的演進係受整體管理觀念的影響，各階段的人力資源

管理忠實反映了當時的組織經營理念，同時在時代的進步中，組織經營

的重心，由以「事」為本，邁入了「人力資源」的領域，茲將人力資源

管理的演進（吳復新，1996）分述如下： 

（一）工業革命時期（十八世紀中葉至十九世紀中葉） 

1.將人視為「經濟人」，以金錢為獎酬的唯一手段。 

2.雇主將重點放在生產工具與資本募集上，一切以工作成果為依

歸，「僱傭管理」為重，完全忽略了人性的需求與價值。 

3.工資制度以「論件計酬」為主。 

（二）科學管理時期（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1.追求生產增加與成本的降低。 

2.以科學的方法來衡量工作成果。 

3.重視管理的技術與過程。 

4.以系統科學的方法從事工人的訓練。 

5.依工人的專長派任工作。 

6.確定明確的層級及管理指揮系統。 

（三）行為科學時期（二十世紀之 20 年代至 50 年代） 

1.開始強調人的重要性。 

2.開始從社會及心理的層面來研究組織中人的行為。 

3.將行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引進人力資源管理，開闊了人

力資源管理的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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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立和諧的勞資關係。 

（四）系統理論時期（二十世紀之 50 年代至 70 年代） 

1.人力資源被視為組織的一項重要投入資源。 

2.強調人力素質，重視人力與組織的發展。 

3.人力資源管理的觀念取代人事管理。 

（五）權變理論時期（二十世紀之 70 年代迄今） 

1.強調策略性的人力資源管理（strategic HRM）。  

2.重視工作人員的工作品質（quality of working life，QWL）。 

3.強調工作人員的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  

4.強調工作人員的生產力之提升。 

5.強調在不同的情境下，必須有不同的作法。 

五、 人力資源管理效能衡量指標 

人力資源管理效能衡量指標，因學者們對人力資源管理定義不同而

有不同的看法，綜觀各學者的觀點，不外乎人員的招募甄選、任用、培

訓、績效評估、人員的維護保留、生涯發展及薪資津貼..等。故以 Robbins

（1978）「選」、「用」、「訓」、「評」、「留」、「展」、「酬」

七大項指標，將幾位學者觀點歸類整理如下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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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人力資源管理效能衡量指標彙整表 

選 用 訓 評 留 展 酬

Chruden和Sherman
（1972）

人員招募

遴選

人員評估 績效評估

人事評核

及研究

溝通.員工

安全.工會

關係

員工發展.

管理人員

發展

工資及薪

水管理.財
務激勵.津
貼

French（1978） 人力資源

規劃與招

募.員工遴

選. 工作

分析與說

明

鑑別人員

能力.人員

引導.遷

調.升級.

降級與離

職.

訓練 建立績效

標準.工作

守則及工

作條件.考

核績效

糾紛處理.

工會諮商

工作設計.

管理人員

及員工發

展.專業人

員的發展

工資及薪

水的管理.

津貼.獎金

制度.

Robbins（1978） 人員的甄

選.在選用

適當的人

才來擔任

工作，是

「因事適

人」，而

非為某特

定人物而

變造出新

工作，也

就是非

「因人設

事」

人員的任

用.重點在

人力資源

的有效運

用

人員的訓

練.重點在

使員工獲

得工作的

知識與技

能.以適任

指派的工

作

對員工績

效的評估.

重點在公

正客觀

人才的維

護與保留.

重點在結

合員工的

需求.對員

工進行生

涯輔導及

永續發展

人員潛力

的繼續開

發.重點員

工的生涯

發展與永

續發展

員工的獎

酬制度.重

點在於公

平合理.並

發揮激勵

效果

Tichy et

al.(1982)

人員任用 績效評估 訓練發展 酬償制度

哈佛學派 Beer、

Spector、

Lawrence、Mills和

Walten(1985)

人力資源

流程

員工影響 工作系統 報償系統

Michael（1988） 人力資源

規劃

績效評估 生涯管理 報償系統

Dowling和Schuler

（1990）

人力資源

規劃

用人 訓練發展 績效評估 勞資關係 報償與激

勵.報償系

統

Arthur（1992） 廣泛的定

義工作

員工參與 密集的技

能訓練.高

度技術能

力.

正式申訴

管道

資訊分享.

自主工作

團隊

多元福利.

高薪資.按

時給薪.擁

有公司股

票

學者/年代
人力資源管理效能衡量指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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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表所列管理效能指標，再加上考量學校生態環境，研究者擬

引用 Robbins（1978）「選」、「用」、「訓」、「評」、「留」、「展」、

「酬」之觀點，並應用黃英忠(1997)的人力之確保管理、人力之開發管

理、人力之報償管理及人力之維持管理四個體系，做為本研究人力資源

管理效能衡量指標之研究基礎，以探究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執行現況。 

貳、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 

一、 學校人力資源的意義 

學校人力資源的意義隨學校人力資源運用的不同而異，廣義來看，

學校人力資源包含學校組織內外可資運用的人力，包括校內的校長、教

職員工和學生，以及校外的家長會、志工等社區人力。狹義而言，學校

人力資源是指所有教師，包括校長、主任、組長和其他兼任行政的教師、

專任教師、代理代課教師、兼職教師以及支援教學工作人員等。林明地

（2002）認為學校組成人員，包括校長、學校行政人員、教師、學生、

職員、家長與社區居民、上級教育行政機關人員，以及整體的大環境等。

對學校而言，家長和社區人士，是屬於學校組織外的人力資源，而組織

內的人力資源則為學校的教職員工和學生，閻自安（2002）認為學校人

力資源是指學校組織內的所有成員，包括行政人員、教師與學生。 

人力資源包含可為組織所用的人力數量，以及組織成員所貢獻的智

慧、技術、能力和工作表現等人力素質。而教師是學校最重要的資源，

也是教育最大的人力資本。故本研究所探討的學校人力資源，以學校教

師為主要對象，除學校教師人員的數量外，亦包含教師提供學校組織所

用的專業知識、技能，以及參與學校組織運作的人力，即兼任職務工作、

各領域教師專長、教育專業知能及教師參與力等人力資源。 

二、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意義及特性 

（一）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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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 和 Norton（1999）認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是指在教育組織中

計劃、執行及建立有效人力資源系統的過程，並塑造組織氣氛，達成組

織目標。Castetter 和 Young（2000）指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是指學校為

達成組織目標，去招募、發展、維持、激勵人員，並協助組織成員達到

其工作表現標準、統整每位成員的生涯發展規劃、協調個人與組織的目

標等，所進行的人力資源管理活動。而Richard（2001）針對人力資源管

理在學校組織中的定義提出下列觀點：1.人力資源管理是在達成學校任

務需求，及達到教師個人需求間取得平衡，並期待教師有令人滿意及效

能的工作表現。2.人力資源管理是一種態度，強調「人」是所有組織中

最重要的，特別對學校而言。3.人力資源管理專注於管理學校人事方面

的每一件事。4.人力資源管理是在做對教師而言最好的事，如同教師相

信他們應該做對學生最好的事一樣。以校長而言，做對教師最好的事通

常代表著對學生做最好的事。5.人力資源管理關心「人」的問題－所有

組織成員及他們的需求。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乃是將人力資源管理概念應用到學校組織上，

雖然學校與企業組織不同，但對於人力資源管理的重要性卻是一樣的，

學校得做好教職員甄選、任用、進修發展及績效評估等工作。本研究定

義學校人力資源管理係指為達成學校發展目標，對教師的甄選、任用、

發展、績效評估之規劃、整合及執行。並進一步探討學校人力資源管理

的困境及其可行性作法，以為各校之參考。 

（二）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特性 

朱子君、朱如君（2000），提及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有以下幾個特性：  

1.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具有可動性：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將教師視為組

織資產，組織平時就必須掌握內外環境及成員心理需求，主動規

劃各項訓練發展課程，協助教師成長。 

2.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具有獨特性：人力資源管理是以「人性本善」

來看待成員，雖然成員具有資金、機器等資源特質，但成員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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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全人」，是一位活生生的個體，是一個社會道德的人。故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不可盲目移植，一成不變，而在於鼓勵並引導

個人成長。 

3.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具有整體性：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是以長期性、

整合性觀點來規劃或成長。亦即要了解組織外在環境變遷，如法

令頒佈、政策規劃、科技革新等，也要認識內在環境，如工作特

性、成員差異、工作態度等微觀層面。因此，它具有整體性。 

總之，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強調人的因素，也是轉化全體學校成員態

度價值的關鍵因素。 

三、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目標 

人力資源非以量取勝，而是重視人員的素質，是以人力資源管理的

目的與功能，在為組織招募擁有專業技術能力的人才、培育員工具備組

織所需的知能、激勵員工發揮潛能、使其留在組織內，發揮最大效用，

創造組織績效。學校是人才培育的場所，更要注意學校人力資源問題，

必須精心設計、管理並善加利用人力資源，積極規劃教師的甄選、任用、

發展與績效評估等工作，以達到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目標。 

人力資源管理目標分為：1.績效目標與維持目標；2.年資系統與能力

系統；3.提高成員工作滿意品質；4.社會人力素質提升（黃英忠、吳復新、

趙必孝，2001）。良好的人力資源管理，能夠有效地運用人員的能力與技

術專才，激發組織成員潛能，使其工作士氣高昂，滿足自我實現感與增

加成員的工作成就感，並能協助企業負責人做出正確決策，協助達成組

織目標（胡政源，2002）。人力資源管理應配合組織達成最終目的，除

了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提高組織的效率和效果之外，李正綱、黃正印

（2001）亦認為人力資源管理之目的應配合企業最終目的，具有提高生

產力、降低成本、提高員工工作生活素質、提升競爭優勢，以及提升員

工適應力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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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趨勢（Richard，2001）：1.中央人事權力下放

學校後，學校校長被賦予更多的責任在主導學校的人事運作與安排，因

此校長必須具備前瞻性的領導思考，以學校本位領導的形式來估計出學

校學生每年入學率情形、雇用教師的數量與品質控管情形等，用以因應

未來在教育上的任何變化。2.以每位孩子所具有的能力是被受過訓練的

教師教導出來的情形下，未來在預算分配、重要性上，學校人力資源管

理將會超越課程發展。3.電腦科技的使用將會大大提高人力資源管理的

功能，如應徵者的教學檔案夾、自傳、專長學歷證明、履歷表等皆可透

過網際網路來傳送。4.學校在面臨人力資源管理轉變趨勢下，校長必須

負起在人力資源管理上的責任，來針對學校人力進行策劃、執行與評鑑

活動，以利於改善學校行政績效、教師的教學與學生的學習。5.學校會

持續去招募與遴選出不同勞動力的教師進入學校為學生提供教學服務。

6.校長必須有發展良好的績效評鑑技巧與標準來淘汰低於評鑑標準以下

的教師。 

學校領導者被賦予人事上的自主權後，更應該考量未來趨勢的轉

變，來作全面性與前瞻性的人力資源管理策略的制定與機制設計，以達

成學校組織目標。David 和 Jacky (1998)指出一個成功的學校組織必須

實施人力資源管理，用以提高學校成員的素質、承諾與工作表現。學校

若能將對的人在對的時間，安排在對的位置做對的事，則能充分地擁有

人力資源。策略性地運用學校人力資源，能促進學校組織的革新與發展，

提升學校的競爭力。 

綜合整理，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目標如下： 

（一）強化學校的競爭力：優質的人力資源能強化學校的競爭力，促使

績效目標與維持目標的平衡，不過，謝文全（1991）認為組織績

效包括組織及成員個人目標之達成或需要之滿足。故適切的人力

資源活動除提升學校組織績效，也得要維持教職員的滿意感，使

其個人目標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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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永續經營與發展：人力資源管理能夠增加學校領導者作正確的決

策，有效規劃、發展與運用的人力資源，促進學校永續經營、創

新與發展。 

（三）合理的薪資與升遷制度：薪資與升遷是人力資源管理制度化的主

要關鍵。目前公立學校教職員核薪主要以年資為依據，較忽略個

人能力因素。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應融合個人的年資、能力兩者優

點，建構公平合理之薪資與升遷制度。 

（四）提昇教師工作生活品質：學校組織一方面要重視硬體環境，建構

良好的工作環境，充實教學設備，注重教師福利等；一方面要重

視心理環境，Maslow 強調自我實現是人類需求滿足的最高層級，

教師在教育工作中獲得成就肯定，則其心理需求自能得到自我實

現的滿足。因此，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即在提昇教師工作生活品質。 

（五）提昇教師人力素質：學校是社會體系的一環，除了培育學生之外，

也要肩負起社區教育及建構學習社會之責任。為因應時代的改革

與潮流，教師在職進修有其必要性及迫切性。故人力資源管理即

在提昇教師專業素質、發揮教職員能力、改變其工作價值、激發

其服務社區之責任。  

（六）提高學校成員的工作態度與工作表現：學校在進行人力資源管理

時，必須思考到成員的專業和成員的人力發展觀點。了解何種工

作需要何種人才來擔任，以達到適才適任。同時學校必須透過人

力資源管理，來發掘並訓練其成員潛在的專業素質與技巧，並促

進學校成員對所屬學校目標的認同、投入及奉獻心力的強化，進

而提高學校成員對學校的工作態度與工作表現。 

總之，隨著社會環境之變遷與組織革新發展，人力資源管理目標亦

有所不同，除了傳統被動支援角色，更要與整體教改環境結合，積極協

助學校發展競爭力，達到教育改革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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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發展 

（一） 發展歷程 

一個組織的人力資源管理功能，著重於與人相關方面的管理。學校

經營方面，可分為如下的發展歷程（朱子君、朱如君，2000）： 

1.人力資源規劃：依學校背景條件（硬、軟體）、學校願景，而訂定

短、中、長期人力需求發展計劃。 

2.人力資源調查：依學校中有關人員（包括校長、教師、行政人員、

職員工、學校公益團體、優質家長代表及社區人士、學者專家）的

專長、特質、經歷調查，並分類建構「學校人才檔」。 

3.學校背景條件實質分析：以學校的優勢（ strengths）、劣勢

（weaknesses）、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threats）等，作成學

校本位的背景條件分析。 

4.績效評估：以全面品管的理念，實施成員工作績效評鑑，並建立人

才薦舉制度，以為學校成員自省及學習的依據。評估系統的目標是

剌激員工保持適當行為，修正不適當者，期效能與效率和諧圓滿。 

5.訓練發展計畫：訓練及發展是經過規劃的學習經驗，教學組織中的

個人如何有效執行工作任務。訓練著重目前工作，包括在職訓練、

專長訓練、研習訓練；發展則為未來作準備，包括長程計畫中的人

才訓練，跨領域知能訓練，團隊合作的儲訓計劃等。 

6.核心專長的培訓與整合：以人力資源的特質、培訓成員核心專長的

價值，並整合專長特質，形成各能力領域間的結盟。此種策略聯盟

一方面進行和人力資源管理相關的決策（例如：晉級、降級、解僱、

加薪等），一方面集合能力專長特質，發揮創新與變革的理想，提高

組織的生產力與原創力。 

7.人力資源合作與伙伴關係：融合校園組織氣氛的差異性與和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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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行政領導，以團隊合作的智慧組合，改良制式的僵化與本位化，

提高組織的教學效能與行政品管。 

8.建立人力資源管理程序：以共同參與，協同合作方式，選擇人力資

源管理的方式，並經評估實施協助處理相關事件，以使學校也能取

得競爭優勢的效果。 

（二）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提高人力資源管理競爭優勢的策略有十六項（劉秀娟、湯志安，1999）

譯著，分別說明如下： 

1.工作保障（employment security）：一項雇用的保證，使員工不會

因沒有工作而被解雇，且能產生忠貞、信賴感，並自動參與付出。 

2.招募人才的選擇性（selectivity in recruiting）：小心地以正確的方式

選擇適合的員工。一般說來，資歷較高的員工的生產力是資歷較

差者的兩倍。此外，在實施招募人才的選擇時，組織可提供訊息

給申請者，表示他們正將加入一個優秀的組織，如此也表示它對

員工的績效有較高的期待。 

3.高薪（high wages）：薪水較市場所需更高（也就是說，比競爭者

支付得更高）。高薪比較容易吸引資格較高的申請者，降低人員離

職率，同時表示組織對員工的評價與認可。 

4.激勵性薪資（incentive pay）：使員工對提高績效和收益，感到有

責任，並得以分享利益。員工會覺得這樣的實施是公平且無私的，

如果因員工的努力而產生的增益，都只留在高層管理人員，員工

會覺得這種情形不公平，而變得氣餒，並放棄努力。 

5.員工所有權（employment ownership）：組織給予員工股份所有權，

例如提供利潤分享計畫。員工所有權，如果能適當地實施，如此

員工便會以長遠的眼光來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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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資訊分享（information sharing）：提供關於運作、生產力和利潤的

資訊給員工，讓他們知道自己的重要性及成功需要做什麼。 

7.參與和使能（participation and empowerment）：將下決策的權力下

放、分散，使較多的工作人員參與和使能，以控制他們自己的工

作，組織應該從階層控制和協調系統，轉變為讓較低階層的員工

也可以做一些事，以提高績效。研究顯示參與感可增加員工的滿

意度和生產力。 

8.團隊和工作重新設計（teams and job redesign）：採用各科分設小團

隊的方式，以相互協調並督導他們自己的工作。團隊工作可藉由

設定適當的工作量和品質基準，對個人發揮相當有力的影響力，

當團隊努力有所報酬，或團隊工作的工作環境可自治和控制時，

以及當團隊工作被組織認真對待時，團隊工作影響力會有更正面

的效果。 

9.訓練和技術發展（training and skill development）：提供工作人員他

們必須的工作技術。訓練不但可確使員工能更有能力的執行他們

的工作，而且也顯示出組織對員工的信任。 

10.跨部門工作和跨部門訓練（cross-utilization and cross-training）：訓

練員工執行幾種不同的工作。讓員工接觸並從事各種工作，能使

工作更有趣，而且也讓行政主管在安排工作計畫時更有彈性。舉

例來說，當工作人員缺席期間，能替換上已經過訓練執行那些工

作的人員。 

11.象徵性的平等主義（symbolic egalitarianism）：平等地對待員工，

例如去除高層員工專用餐廳和保留停車位。社會階層數的減少，

可減少員工對「他們」和「我們」的想法，並提供每個人工作目

標一致的感覺。 

12.減少薪資差異（wage compression）：減少員工之間薪資不同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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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當工作需要相互依賴以及合作才能完成時，減少薪水差異可

減少員工間的競爭，並加強合作關係，而使生產力增加。 

13.從內部晉昇（promotion from within）：有工作空缺時，拔擢較低

階層的員工晉昇。晉級可增加訓練和技術發展，提供員工要做得

更好的動機，並能在工作場所提供公平感和正義感。 

14.長期的遠景（long-term perspective）：組織要達成競爭優勢，必須

藉由長時間的工作力才能夠完成，因此需要長期的遠景。在短期

內解雇員工或許會比試著維持雇用安全較為有利，刪減訓練也是

維持短期利潤的快速方法，但是當達成以後，這些以實施人力資

源管理所帶來的競爭優勢，會比較可能持久。 

15.實施成效評估（measurement of practices）：組織應該評估這些事

物，例如員工態度，各種不同方案的成功度，以及員工績效程度。

評估能藉由指出「評估標準」以規範員工行為，並能對組織和員

工提供回饋，以瞭解他們的工作表現。 

16.拱形哲學（overarching philosophy）：擁有基本的管理哲學，連結

各種不同的措施，而成為互相密合的整體。第 1 到 15 項各策略

實施成功，均多少要靠以成功為基礎價值觀和信念的系統，以及

如何管理人員。舉例來說，在高等微裝置（advanced micro devices）

的拱形哲學是連續的快速進步；使能；組織完整而無階級界線；

高度的期待；和優秀的技術。 

學校行政是對學校人、事、財、物做系統管理，以達教育目標。過

去學校行政過份重視正式組織的運作與發展，但其缺乏彈性，過於僵化

的結構與領導，已成為今日教育變革中重要的因素。尤其至二十一世紀，

人力資源已成為組織管理中不可忽略的議題，優秀的人力資源是組織的

重要資產。所以，學校若能重視人力資源管理的概念，則會為學校行政

帶來新願景，也為教育理想的實現注入新活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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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與構面 

Bush 和 Middlewood（1997）將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區分為成

員的甄選、成員的領導、成員的激勵、成員的評鑑與發展及人際關係等

內容。茲析述如下： 

（一）成員甄選：包含遴選與招募。學校校長基於公平、有效率，合乎

道德標準，考慮性別、種族、殘障等原則下，進行遴選與招募的

計畫、執行與考評活動，來遴選出合乎學校標準之有能力、有潛

力的教師，促使學校成員皆能適才適用，人盡其才。 

（二）成員的領導： Middle（1998）指出領導是有能力去影響其他人（包

含個人、團體、族群），並驅使他們往你所要求的方向前進。同

時也指出是對組織期望、任務方向、作正確的領導，而其成果是

展現在計畫是否落實、方法的使用、使事情變好與工作是否有效

率等。學校領導者必須熟稔各種領導理論，善用各種領導技巧來

帶領學校成員的發展，形塑學校和諧的組織氣氛與學校發展特色。 

（三）成員的激勵：學校校長必須熟稔激勵、動機理論，前瞻性且策略

性地設定出適合該學校的不同激勵策略，用以激發教師的動機、

成就感與管理教師所遇到的壓力與挫折。 

（四）成員的評鑑與發展：評鑑是證明組織中成員發展的一種方式，用

以激勵教師表現與建立發展需求、發展計畫。評鑑關係著成員的

發展與訓練，學校領導者必須體察組織成員的實際訓練需求，設

計成員訓練與發展的計畫方案，定期採用同儕評鑑或個人評鑑等

不同方式來評估成員的工作表現，並提出回饋改進計畫與檢核。 

（五）人際關係：成功的人際關係是具有優良的溝通能力，包含在人與

人之間去蒐集、選擇、形成和傳送符號並創造出意義來。溝通管

道有上行溝通、下行溝通、平行溝通與非正式溝通等方式，其都

在關心人們說什麼、對誰說、用何方式說、會有何影響等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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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的管道順暢與否或協調的措施是否符合各方的需求、利益，

將攸關學校組織的運作優劣，因此學校領導者應確保組織內溝通

管道順暢與協調技巧的訓練，以利於團體的協商順利進行。            

Richard（2001） 提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包含有計劃、招募、

遴選、新人訓練、監督與評鑑、邊際教師、成員發展、集體協商等步

驟。而為使學校人力資源管理能發揮更佳的效能，學校外部（如政治、

經濟、文化、法律）及內部（如學校文化、規模、結構、位置）等相

關因素， 也應予以重視，以確保學生學習目標的達成。其有效能的學

校人力資源管理系統，如圖2-2所示： 

圖2-2 有效能的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系統 

資料來源：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A school-based perspective, 2nd 
ed（p.4）,by E. S. Richard, 2001, New York: Eye 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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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ell 和 Dean（1992）提出任用、訓練、薪資、獎酬及績效五種人

力資源管理層面（宋其玲，2001）。 

Harvey 和 Bowin（1996）提出成員招募、甄選、訓練、績效評估、

管理者與成員關係是人力資源管理主要內涵。 

Webb 和 Norton（1999）提出教育組織人力資源管理包含三大層面

及十二個步驟：（一）人力資源利用：包含人力資源計畫、募集、選擇、

定位、評估、協商、薪資與福利、穩定成長等步驟。（二）人力資源發展：

包含發展及評鑑兩個步驟。（三）人力資源環境：包含組織氣氛及保護兩

個步驟。 

Castetter 和 Young（2000） 認為教育組織的人力資源管理可分為

十一個領域：計劃、訊息溝通、招募、遴選、新人訓練、發展、績效評

鑑、薪酬、公平、工作維續（employment continuity）、工會（unionism）。 

洪嘉文（2001）提出有關學校的人力資源管理作業程序，主要包括

人力資源規劃、招募、甄選、職前引導、訓練、發展及績效評估等七大

步驟，此即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組成。其程序如圖2-3所示： 

圖 2-3 人力資源管理作業程序 

資料來源：“人力資源管理在學校體育的策略應用＂，洪嘉文，2001，

中華體育，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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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福、楊國安（2001）將人力資源管理分成七部份（1）人力資源

分析、策略與目標；（2）人力資源支援作業；（3）人力資源的取得；（4）

人力資源發展；（5）人力資源報酬；（6）人力資源維護；（7）人力資源

管理的未來。 

朱子君、朱如君（2000）將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內容分為以下七方面： 

人力計畫、晉用人員、工作表現評鑑、訓練、薪資與福利、團體協商、

組織發展。 

吳清山、林天祐（2002）提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重要的課題包括：

建立整體性的人力資料庫、規劃系統性的進修訓練課程、建立績效本位

的薪給制度、強化分工合作的組織團隊、提昇員工工作環境的品質、以

及建構滿足個人與組織需求的機制。 

謝宜倩（2002）研究國民小學教師對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看法，將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定義為：對學校人力任用策略、人力維持策略、人力

激勵策略、人力發展策略的規劃、執行與評鑑的管理過程與活動，用以

達成學校與個人目標，並創造競爭優勢。而人力資源管理活動包含教師

遴選與教師工作分配的「人力任用」策略；溝通、領導、壓力管理的「人

力維持」策略；激勵教師管理與工作績效評估的「人力激勵」策略，以

及研習活動和發展活動的「人力發展」策略。 

馬任賢（2003）認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指透過有系統的規劃及善用

各種技術、方法，對學校成員加以有效管理，使其適才適所，人盡其才，

以達成學校及個人的目標。其於國民小學教職人員對人力資源管理實施

現況之知覺與態度之研究中將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界定為策略性人

力資源計劃，招募、遴選與任用、訓練與發展、績效評估、薪資管理、

溝通及激勵等六大項目。 

           林慧蓉（2004）認為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意義係指配合學校發展目

標，以提升學校效能。其於國民中學學校人力資源運用與學校效能關係

之研究中將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界定為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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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教師績效評估。 

     綜合上述學者所言，並考量到國民中學教育現況及學校目前生態環

境，本研究對於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內涵與構面，擬採用林慧蓉（2004）

的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師發展、教師績效評估等四個層面： 

（一）教師甄選：因應學校發展所需，對於學校內外環境、工作、現有

人力及未來發展需求加以分析，引進適合的教師加入學校團隊。 

（二）教師任用：依學校發展需要，對於教師人力的配置，包括教師職

務、授課節數及任教班級的規劃。 

（三）教師發展：兼顧教師個人生涯發展和學校發展目標，整體規劃長

期的教師發展計畫，包含新進教師的導入、教師進修研習等規劃。 

（四）教師績效評估：為提升學校教與學的效能，達成教育目標，對於

教師工作成效的評估策略，包含平日的教師專業評鑑和年度的教

師成績考核。 

叁、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相關研究 

人力資源管理的相關研究頗多，但有關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相關研

究較稀少，為便於研究結果的比較，本研究以不同的背景變項（性別、

年齡、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與

人力資源管理之研究結果。綜合整理說明如下：  

一、 性別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男性教師運用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人

力激勵策略」與「人力發展策略」優於女性教師。馬任賢（2003）的研

究發現，男性教職員在人力資源管理基本理念的「目標認同」層面高於

女性，男性教職員對於人力資源管理提昇教學績效、促進學校目標達成、

創造競爭優勢等功能及目的具有較正向的觀點。在「需求考量」及「活

動實施」兩個層面，則女性高於男性，女性教職員對於人力資源管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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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結合組織目標及成員需求，講求分權實施及提供專業自主空間的管

理理念具有較正向的觀點。林慧蓉（2004）的研究發現，男性教師對於

學校人力資源運用現況的「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師發展」、

「教師績效評估」層面及整體人力資源運用知覺皆高於女性教師。黎珈

伶（2004）的研究發現，男性教師知覺學校本位課程發展運用人力資源

管理之「選才策略」、「用才策略」、「育才策略」、「晉才策略」、

「留才策略」層面皆優於女性教師。 

二、 年齡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年齡較長教師在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及

其各向度：「人力任用策略」、「人力維持策略」、「人力激勵策略」、

「人力發展策略」等層面知覺高於年齡較輕教師。馬任賢（2003）的研

究發現，年齡較大的教職員有較高的現況知覺。黎珈伶（2004）的研究

發現，年齡51歲以上教師在「晉才策略」層面上高於年齡31-40 歲及41-50

歲教師。  

三、 服務年資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教學年資較多教師，其對整體學校人

力資源管理行政運作知覺優於教學年資較淺的老師。馬任賢（2003）的

研究發現，服務年資越久的教職員在人力資源管理各層面或整體層面的

實施現況知覺都較年資淺者來得高。林慧蓉（2004）的研究發現，年資

21 年以上者無論是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師發展、教師績效評估或整

體人力資源運用現況的知覺高於年資較淺者。黎珈伶（2004）的研究發

現，教師的服務年資與「整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管理」沒有差

異。 

四、 最高學歷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教育類研究所學歷組的國小教師在整

體與人力任用策略、人力維持策略、人力激勵策略等各向度的學校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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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理知覺高於師專或師範、師院與師大學歷組的國小教師。馬任賢

（2003）的研究發現，專科畢業的教職員在「策略性人力資源計畫」及

「招募、遴選與任用」層面的現況知覺高於一般大學畢業者。研究所學

歷者在「招募、遴選與任用」、「訓練與發展」、「溝通與激勵」等層

面及整體的現況知覺情形高於師大、師院及一般大學學歷者。此外，研

究所學歷者在「績效評估」及「薪資管理」兩層面，也比師大、師院學

歷者具有更高的實施現況知覺。林慧蓉（2004）的研究發現，擁有研究

所40 學分班學歷的國民中學教師在「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

師發展」及整體人力資源運用現況知覺較高。黎珈伶（2004）的研究發

現，師範或師專畢業的教師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管理的「晉才

策略」層面高於學士後師資班及教育類研究所（ 包含40 學分班）教師。 

五、 擔任職務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校長與教師兼任主任或組長者，在整

體及人力維持策略、人力激勵策略與人力發展策略各向度的學校人力資

源管理知覺高於科任教師與級任教師。馬任賢（2003）的研究發現，擔

任校長及主任在「策略性人力資源計畫」、「招募、遴選與任用」、「訓

練與發展」及「績效評估」等層面及整體人力資源管理現況知覺都高於

擔任其他職務者。林慧蓉（2004）的研究發現，校長對於國民中學整體

及「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師發展」各向度人力資源運用現

況有較高的知覺。黎珈伶（2004）的研究發現，教師兼行政工作職務者，

在「整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管理」的「晉才策略」層面高於擔

任級任教師者；教師兼行政工作者，在「留才策略」層面高於擔任科任

教師與級任教師者。 

六、 學校規模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與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沒有差

異。馬任賢（2003）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12班以下的教職員在人力資

源管理的「策略性人力資源計畫」、「招募、遴選與任用」、「訓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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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績效評估」、「薪資管理」及「溝通與激勵」等層面及整體

現況知覺高於25至48班規模者。學校規模小者在人力資源管理各層面的

現況知覺普遍較規模大者來得高。林慧蓉（2004）的研究發現，不同學

校規模的學校人員在「教師任用」、「教師發展」及整體人力資源運用

現況的知覺沒有差異，在「教師甄選」與「教師績效評估」則因不同學

校規模而有不同的知覺。黎珈伶（2004）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與「整

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管理」沒有差異；只有學校規模12 班以下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管理的「晉才策略」層面上高於學校規模

25-48班者。 

七、 學校所在地區 

謝宜倩（2002）的研究發現，國小教師對整體各向度的學校人力資

源管理知覺與學校所在地區沒有差異。馬任賢（2003）的研究發現，偏

遠地區學校在「策略性人力資源計畫」、「訓練與發展」及「薪資管理」、

「溝通與激勵」等層面及整體的現況知覺高於城市者。此外，城鎮地區

學校教師，在「訓練與發展」層面的現況知覺高於城市者。黎珈伶（2004）

的研究發現，不同學校地區教師在「整體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管

理」無顯著差異存在。鄉鎮地區學校教師在學校本位課程發展人力資源

管理的「晉才策略」、「留才策略」層面高於直轄市地區學校者。 

綜合上述研究，性別方面：多數研究男性教師對於學校人力資源管

理的知覺優於女性教師，少部分研究發現女性教師對於學校人力資源管

理的知覺優於男性教師。年齡方面：多數研究年齡較長教師運用學校人

力資源管理知覺高於年齡較輕者。服務年資方面：服務年資較久的教師

對人力資源管理的實施現況知覺高於年資較淺者，少部分研究發現服務

年資與人力資源管理的實施現況知覺沒有差異。學歷方面：多數研究最

高學歷與人力資源管理的實施現況知覺有關，但研究結果不一。職務方

面：多數研究發現校長及兼任行政工作者對人力資源運用現況知覺高於

級任教師及科任教師。學校規模方面：部分研究學校規模小者在人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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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理各層面的現況知覺高於規模較大者，部分研究學校規模大小對人

力資源管理的現況知覺沒有差異。學校所在地區方面：部分研究偏遠或

鄉鎮地區對人力資源管理的現況知覺高於城市及直轄市地區，部分研究

學校所在地區對人力資源管理的現況知覺沒有差異。 

綜觀各研究，以不同的背景變項（性別、年齡、服務年資、最高學

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對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探討，

研究結果不一，尚無定論，且大多研究對象是以國民小學為主。本研究

擬以台北縣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針對性別、年齡、婚姻狀態、服務年

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等再做進一步實際

現況調查探討，冀能藉此廣泛的瞭解國民中學實施人力資源管理的現

況，以供有關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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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教師工作態度的理論與相關研究 

在學校裡教師的工作態度是相當重要的，因它會影響到教師的工作

行為表現，進而影響到學校的發展。本節分五部分，分別是工作態度的

意義、工作滿足、組織承諾、工作投入及工作態度的相關研究等，茲析

述如下：  

壹、 工作態度的意義 

Fishbein（1967）指出態度是人類的一種學習傾向。基於這個傾向，

個人對一（或一群）事物或觀念作反應，反應的方式可以是正面的，也

可以是負面的。蘇伯顯的研究（引自陳淑錦，2001）認為態度（attitude）

是一種心理狀態，是一個人對某一特定對象或問題所採取的持續而一致

的習慣性行為趨向，它是一種預備的行為狀態，伴以與目的直接的情緒

傾向。Hodgetts 和 Altman（1979）認為態度除了主觀情感因素外，尚

包括客觀認知及行為要素構面：(1)情感要素：指個體對事物之喜惡、愛、

恨或哀樂等感覺。(2)認知要素：指個體對事物之信仰，通常藉由知識及

推理而來。(3)行為要素：指個體針對事物所預備採取的反應或行動傾

向，通常是接受上述情感及認知要素的影響後，才能產生之行為反應。

張春興（2000）認為態度是指個人對人、事所持有的一種具有持久而一

致性的行為傾向。Schiffman 和 Kuauk(1994) 指出態度為經由學習所產

生的心理傾向，這種傾向是針對某主體(人、事、物)的一種持久性評估。 

綜合上述學者對態度的定義，整理出態度係指個人除情感主觀因素

外，尚可經由經驗、學習，而產生對人、事、物之正面或負面情緒的行

為反應。 

態度顯示在工作上，即指個人對工作產生之持久性感情或評價。榮

泰生（1998）指出一個人可以有很多種態度，但在組織行為中只關心與

工作有關的態度，包含工作滿足 (job satisfaction) 、工作投入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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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olvement)及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在組織行為的研究

領域中，與工作相關的態度，以往研究所探討最多的主要有三個，分別

是工作滿足、工作投入、以及組織承諾（Robbins, 1989）。故本研究分

別就工作滿足、組織承諾及工作投入三項一一作深入探討。 

貳、 工作滿足 

一、 工作滿足的定義 

工作滿足之研究可說肇始於十九世紀末的科學管理時期，當時主張

用科學方法來管理員工，認為經濟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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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以提高工作績效。一九一０年代Taylor

提出「科學管理理論」，著重工作設計與研究，以薪資報酬來提升員工

的工作效率。Mayo 、 Roethisberger 和 Whitehead進行霍桑實驗後，於

1933年提出「人群關係理論」，特別重視員工心理因素對工作行為表現

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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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效率的主要原因，因為他

們才是工作的主體。1935年Hoppock以美國賓州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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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說是早期對工作滿足作有系統研究的學者。

Hoppock對工作滿足的研究著重於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其定義工作滿

足為工作者心理和生理對環境因素的滿意感覺，亦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

的主觀反應。Hoppock(1935)提出「工作滿足」一詞後，相關研究不勝枚

舉，茲將各學者對工作滿足定義綜合整理歸納為綜合性、參考性架構、

期望差距三項，分述如下： 

（一）綜合性的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Vroom（1964）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目前所扮演之工作角色所

持有的情感取向，如果對工作抱持正向的態度，則代表工作滿意，如果

對工作所抱持負向的態度，則為工作不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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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uden 和 Sherman（1972）認為工作滿足為員工認為其需要被滿

足的範圍。 

Locke（1975）認為工作滿足是由個人的工作評估或工作經驗中，帶

給個人的一種愉快或正面的情緒感觸。 

張春興（1989）認為工作滿足是個人或多數員工對其所擔任工作感

到滿足的程度。 

Robbins（1989）和榮泰生（1998）認為工作滿足是個人對於他的工

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度。 

Schermerhorn、 Hunt 和 Osborn（1997）認為工作滿足是個人對於

工作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感覺的程度，即個人對於其工作或工作環境狀

況的情緒性反應。 

綜合性的定義是指認定工作滿足只是一個單一的概念，對於工作滿

足做一般性解釋並不涉及工作滿足的層面與其形成原因及過程，是工作

者對於其工作與有關環境所抱持的一種態度，亦即工作者對全部工作角

色的情感知覺。 

（二）參考性架構的定義(frame of reference) （又稱為「構面性定義」） 

Wexley 和 Yuki（1977）認為工作滿足是一個人對工作各層面的感

覺與評論。 

陳義勝（1980）認為工作滿足是一種對工作的態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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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育誌（1997）認為工作滿足是組織中的個別成員對各種情境之不

同構面表達的主觀感覺，或情感反應的程度。 

參考性架構的定義是指工作者對其工作特殊構面之情感性反應。持

此定義的學者認為組織或工作中的客觀特徵並不是影響人們態度及行為

的最重要因素，而是人們對這些客觀特徵的主觀知覺與解釋，這種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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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解釋受個人自我參考架構的影響。所以員工滿足與否沒有一個絕對的

標準，它是與其他員工比較的結果，員工通常會將某一種上司、薪資或

工作環境作為參考的標準。  

（三）期望差距的定義(Expectation Discrepancy) 

Adams（1963）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的付出與產出之比率，

與他人同一比率比較後的知覺。 

Porter 和 Lawer（1974）認為工作滿足程度視為應得的報酬與實際

報償間的差距而定，當應得的報償與實際報酬間的差距越小，其滿足程

度越大。 

吳靜吉、潘養源、丁興祥（1980）認為工作滿足是工作者認為期望

獲得的滿足和實際獲得之滿足程度的差距總合。 

許士軍（1995）認為工作滿足為工作者對於其工作所具有之感覺或

情感性反應；感覺或滿足大小取決於實際價值與預期價值的差距。 

期望差距的定義是指員工工作滿意的程度與個人實得報酬與其認為

應得報酬之差距而言。此種定義之重點乃在於工作者所應得的與實際所

獲得的二者間的差距，所以又稱為「需求缺陷性定義」。 

綜觀各家學者對工作滿足定義，本研究將援引吳靜吉、潘養源、丁

興祥 (1980)及許士軍（1995）等人的觀點，將工作滿足定義為教師對整

體學校工作環境的感覺，其認為期望獲得的滿足和實際獲得的滿足之程

度差距，所引起的情感性反應。 

二、 工作滿足的相關理論 

學者Campbell(1970)等人將工作滿足理論區分為「內容理論」及「程

序理論」二種類型。 

1.內容理論：主要著重於探討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包括需求層次

理論、雙因子理論、成就動機理論及生存、關係、成長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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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理論：則在探討期望、需求和價值等變數與工作特性交互作

用後，所產生的工作滿足過程。包括公平理論及期望理論。 

茲將工作滿足的相關理論分述如下： 

（一）Maslow的需求層次理論（needs hierarchy theory） 

Maslow 將人類的需求分成兩大類及五種層級，其中兩大類的需求

為基本及發展需求，五種層級的需求為生理、安全、愛與隸屬、自尊及

自我實現的需求。Maslow 根據此模式推論，當一個人的生理需求被滿

足後，即開始產生安全需求，如此沿級而上，直到自我實現的需求滿足

為止。 

（二）Herzberg的激勵保健理論（motivation-hygiene theory）--雙因子理

論（two-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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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因子」能夠防止不滿的

因素，包括機關組織的政策與管理，上司的監督、待遇報酬、人際關係、

工作環境等。「激勵因子」則能帶來滿足的因素，包括成就、賞識、工

作本身、責任、升遷與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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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是追求心理上成長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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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McClelland的三需求理論--成就動機理論（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McClelland(1961)認為人的主要需求可分為下列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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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當人們心中有想要達成的目標

時，就會產生驅動力，以獲得滿足。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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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歸屬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是指人們希望獲得別人的接納、

友誼與喜愛，和他人良好的互動並建立和諧的人際關係。 

（四）Alderfer的生存、關係、成長理論（existence, relatedness, and growth 

theory，又稱為ERG 理論） 

Alderfer(1972)簡化Maslow 需求理論的五種需求層次，提出更普通

的三種需求層次，稱之ERG 理論，即為生存(existence)、關係(related)

及成長(growth)需求。 

ERG 理論雖然是由需求層次理論修正而來，但有兩方面的不同。第

一：Maslow 主張個人在較低階層的需求被滿足後，才會有較高層次的

需求，即滿足─遞進的過程；而ERG 理論認為，不僅有滿足─遞進的過

程存在，還有挫折─回歸的過程存在。第二，Maslow 主張個人一次只強

調一個需求的滿足；而ERG 理論認為，個人可能同時需要一個以上的需

求滿足。如圖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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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ERG理論的滿足─遞進與挫折─回歸模式 

資料來源：Alderfer＇s study (引自人力資源彈性策略對員工角

色知覺及工作態度之影響 [38頁]，潘秀貞，2002，屏東

縣：國立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

版。) 

（五）Adams的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公平理論是由心理學家Leon Festinger 於1950年代發展出來，經由

Adams(1963)的著作而廣為人知。Adams(1963)的公平理論認為員工會以

其在工作上的「投入」與工作上所獲得的「成果」和其他人比較，如果

能達到平衡就會覺得公平，否則就會覺得不公平，進而影響到其對工作

的滿足感。無論在工作上獲得過多或過少的「成果」，都會感到不公平，

也會造成工作的不滿足。因為，如果獲得的成果過少，就會激發其去增

加成果或減少投入；如果獲得的成果過多，則會激發其去減少成果或增

加投入。 

（六）Vroom的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期望理論最早是由美國心理學家Vroom在1964年出版的《工作與激

發》一書中首先提出來的。Vroom(1964)認為人總是渴求滿足一定的需要

並設法達到一定的目標。這個目標在尚未實現時，表現為一種期望，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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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目標反過來對個人的動機又是一種激發的力量，而這個激發力量的大

小，取決於目標價值（效價）和期望概率（期望值）的乘積，其公式為：

（M =ΣV×E）。M表示激勵力量，是指調動一個人的積極性，激發人內

部潛力的強度。V表示目標價值（效價），這是一個心理學概念，是指

達到目標對於滿足他個人需要的價值。E是期望值，是人們根據過去經

驗判斷自己達到某種目標的可能性是大或是小，即能達到目標的概率。 

三、 影響工作滿足的相關因素 

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頗多，至今仍無一完整的模式能將所有可能與

工作滿足相關的因素都包括在內，茲將其中較具代表性者，分述如下： 

（一）Seashore 和 Taber（1975）歸納整理各學者之研究，發展出工作

滿足的相關架構如下圖2-5所示： 

圖 2-5 Seashore 和 Tabor 影響工作滿足的前因與後果變項模式 

資料來源：“Job satisfaction and their correlation,＂by S. E. 

Seashore and T. D. Taber, 1975, American Behavior and 
Scientists, 18,.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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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理論模式可知，工作滿足會受「個人屬性」及「工作環境」

此兩變數的交互作用所影響。 

（二）Wexley 和 Yukl（1977）提出一個工作滿足決定因素的假設模式，

如圖2-6 所示。在Wexley 和 Yukl 的假設模式中，決定員工工作滿足的

結果在於員工了解「期望的工作環境」和「實際的工作環境」中的差距。

換句話說，Wexley 和 Yukl 的假設模式是植基於差距理論的基礎上。

其中期望的工作環境與個人的需求、價值觀、個人特性及社會的比較、

早期工作經驗及參考群體的影響有連帶的關係。而實際的工作環境則受

報酬、管理方式、工作伙伴、工作本身、工作安全及升遷管道所決定。 

圖 2-6 工作滿足影響因素的假設模式 
資料來源：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personnel psychology , by      

K. N. Wexley and G. A. Yukl, 1977, Homewood, IL: Richard, 

 D. Irwin.  

綜合以上學者的說法，可知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大致可分為個

人變項、組織變項及環境變項。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學校組織在面臨

時代的變革，外在環境的影響時，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對教師工作滿足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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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作滿足的量表及構面 

由於學者對於工作滿足的定義觀點，有綜合性、差距性與參考性架

構之差異，導致對其操作性定義也有所不相同。茲將較常使用的幾個工

作滿足量表列述如下表2-2： 

表 2-2 工作滿足之量表及衡量構面 

學者 量表 衡量構面

Weiss et al.(1967) 明尼蘇達滿意量表(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簡稱：MSQ)

測量受試者內在滿足（

Intrinsic Satisfaction）、及

外在滿足（Extrinsic

Satisfaction）

Smith、 Kendall 和

Hulin(1969)

工作描述量表(Job Descriptive

Index，簡稱：JDI)

包括工作本身、薪資、升遷、管

理（監督）及同事等五個構面，

評估其滿意度

Hackman 和 Oldham(1976) 工作診斷量表(Job Diagnostic

Survey，簡稱：JDS)

測量一般滿足、內在工作動機及

特殊滿足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問卷主要參考Weiss(1967) 明尼蘇達滿

意量表，此量表涵蓋了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及一般滿足，亦即是一個人

對各層面的感覺與評論。 

叄、 組織承諾 

一、 組織承諾的定義 

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概念最早起源於Whyte 

(1956)之「組織人」（organizational man）一書，書中提及組織人不僅為

組織工作，並且隸屬於組織。而將承諾一詞正式提出的是Becker（1960），

他認為承諾是由於投資成本（如金錢、心血等）的累積投入，而產生一

種持續性活動傾向。在組織理論方面的相關研究，則以Grusky（1966）

和 Brown（1969）發表的研究報告較為重要（黃同圳，1997）此後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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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學者對組織承諾的重視。然而，組織承諾的定義，各學者之間的看

法相當分歧，Mowday 、Porter 和 Pubin(1974)認為高度承諾的員工表現

可能優於低度承諾的員工；Schein(1993)認為組織承諾可能代表組織績效

的良好指標，自此學者日漸重視組織承諾的研究。茲將各學者對組織承

諾之定義彙整如下： 

Grusky（1966）認為組織承諾是整個系統中組織成員的關係本質。 

Kanter（1968）認為組織承諾是一種為社會系統所付出的能量和忠

誠的意願，這種將個人人格系統附著在社會關係上，被視為自我表現。 

Sheldon（1971）認為組織承諾是一種對組織的傾向或態度，將個人

與組織連接附著為一體。 

Buchanan（1974）認為組織承諾包括下列三種心理傾向：(一)對組

織目標與價值的認同(identification)；(二)對組織的忠誠感(loyalty)；(三)

對組織賦予之任務的充分投入。並且提出組織承諾的概念：1.員工希望

盡其所能以代表組織；2.員工有強烈的意願留在組織中；3.員工對組織的

歸屬感和忠誠的程度；4.員工對組織目標和價值的接受度；5.員工對組織

的評價是正面的。 

Salancilk（1978）認為組織承諾是個人會受制於本身過去的行為，

而對組織產生承諾，這是因為個人負擔不起離開組織的成本，而不得不

採取的適應方法。 

Koch 和 Steers（1978）認為組織承諾是個人對工作的反應態度，

包括個人實際工作與理想工作一致、個人認同自己所選擇的工作、以及

個人不願意離開現在的組織，另外找其它的工作。 

Mowday、 Porter 和Steers（1979）認為組織承諾是指個人對某一組

織認同與投入(identification and involvement)態度的相對強度，包括(一)

對組織目標信仰與接受的強度；(二)為組織利益付出額外努力的意願程

度；(三)很希望保有組織成員資格傾向之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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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craft 和 Neale（1986）認為組織承諾是一種態度，它指（一）

個人願意留在某一組織的意願極高；（二）為了組織不惜犧牲小我或鞠

躬盡瘁；（三）對組織的文化（價值、規範、政策等）絕對的相信與接

受。 

Blau 和 Boal（1987）認為組織承諾可定義為，員工個人認同組織

與組織目標，並希望維持為該組織一份子的程度。 

Wiener（1988）認為組織承諾是個人內化之規範壓力(internalized 

normative pressure)，使個人的行為配合組織的目標與利益。個人對組織

承諾的強度，會表現在三種態度上(一)與組織目標融為一體；(二)專心於

組織的任務；(三)對組織的忠誠度。 

Agarwal 和 Sanjeev（1993）認為組織承諾是個體獲得對組織目標

與目的之眷戀。 

盧瑞陽（1993）認為組織承諾是一位員工對組織和其目標的認同，

而且願意維持作為該組織成員的關係。 

柯惠玲（1994）將組織承諾視為一種態度傾向，其重點在組織，而

同時具有交換及心理的構面。 

Robbins（1998）認為組織承諾是對於組織的忠誠度、認同感及參與

組織活動的積極程度。 

榮泰生（1998）認為組織承諾是指一個人對組織的認同、忠誠和投

入。 

綜合上面學者所述，本研究所指的組織承諾為教師願意在同一學校

服務，為目前任教的學校付出更多的努力，且認同學校的教育目標與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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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承諾的模式 

（一） 組織承諾的觀念性模式 

Steers 和 Porter(1977) 根據Staw(1977)的行為性承諾與態度性承

諾，提出組織承諾之觀念性模式。如圖2-7所示： 

圖 2-7 組織承諾之觀念性模式 
資料來源：Motivation and work behavior (p. 304), by R. M. Steers 

 and L. W. Porter, 1977, McGawHill.  

1、態度性承諾：以態度觀點來解釋承諾，如將個人與組織目標趨於一致

的過程。 

2、行為性承諾：以行為觀點來解釋承諾，如人們對不可撤回的決策所做

的不背棄過程。 

（二） 組織承諾之因果變項模式 

許多研究組織承諾的學者嘗試建立組織承諾之理論模式，但是至今

仍然無一完整的模式可以將所有相關的因素包括在內。根據國內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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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之相關文獻得知，大部分在探討組織承諾形成的前因變項

(antecedents)，以及對於個人在組織中之行為所產生的後果變項 

(outcome)；以下列舉幾種較具代表性組織承諾的理論模式： 

1.Mowday 等人之理論模式 

Mowday 等人 (1982)提出組織承諾的前因變項和後果變項如圖

2-8：前因變項為個人特徵、角色特徵、結構性特徵、以及工作經驗四個

主要範圍；而其後果變項包括工作績效、年資、缺勤、怠工、以及離職。 

圖2-8 Mowday 等人之組織模式 
資料來源： Employee-organization linkage :The psychology of 

commitment absenteeism and turnover. (p. 30), by R. T. 
Mowday, L. W. Porter and R. M. Steers, 198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 黃國隆組織承諾模式      

黃國隆 (1986)依據過去有關組織承諾的研究，將影響組織承諾的前

因變項分成環境變項和個人變項兩類，如圖2-9。環境變項為(1)組織環境

(如領導型態、組織氣候…等)；(2)工作特性(如角色明確性、工作群體對

組織的態度、組織對個人重視程度…等)。個人屬性變項為(1)人口統計變

項(如年齡、性別、年資… 等)；(2)性格特質(如成就動機、性別角色、

個人價值觀…等)；(3)認知與期望(如個人自認為對組織所做的投資以及

從組織所獲得之報償… 等)。他認同Steers(1977)、Stevens 等人(1978)

和Morrow(1983)等學者的觀點，認為組織承諾同時受到環境變項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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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的互動影響。 

圖2-9 黃國隆之組織承諾模式 

資料來源：“中學教師的組織承諾與專業承諾＂，黃國隆，1986，政治

大學學報，53，55-83。 

3.Reyes 和  Pounder 的教師組織承諾模式 

Reyes(1990)採用Mowday、Steers 和 Porter 等人對組織承諾的觀

點，而發展出教師組織承諾模式。Reyes 將教師組織承諾定義為：教師

對學校目標、價值的心理認同，期望留在學校內投注自己的心力。他認

為承諾是指導、維持與活化行為的要素(Reyes，1990)。Reyes 將組織承

諾的因素歸納為「教師人口變項」、「學校環境變項」、「個人-組織的

契合」三大類。如圖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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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Reyes 的教師組織承諾模式 

資料來源： ”Teachers commiment ,job satisfaction,and school value 
orientation ：A study of public and private schools（p.68）”by 
eyes.P.&Pounder,D.G.,1990,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 

綜合上述文獻探討，可知影響組織承諾的因果變項因素應包括環

境變項及個人變項互動影響。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學校組織在面臨時

代的變革，外在環境的影響時，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對教師組織承諾之

影響。  

三、 組織承諾的量表及構面 

（一）組織承諾的量表 

有關組織承諾之測量工具方面有兩種，第一種為Ritzer 和 Trice(1969)

所發展出來的量表，目的在測量持續性的承諾。 

第二種為Mowday、  porter 和  Steers(1982) 發展的組織承諾量表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其將個人與組織的目標

設定為一致性的觀點，此量表發展出「努力承諾」、「價值承諾」與「留

職承諾」三個構面，已在多次實證中證實其解釋能力，為最常被運用測

量之工具。 

（二）組織承諾的構面 

學校環境變項
1.社會報酬
2.外在獎勵
3.組織取向

教師人口變項
1.身份變項
2.內在變項
3.工作取向

個人-組織契合

組織社會化

信念

行為

態度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學校環境變項
1.社會報酬
2.外在獎勵
3.組織取向

教師人口變項
1.身份變項
2.內在變項
3.工作取向

個人-組織契合

組織社會化

信念

行為

態度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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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承諾定義紛雜，衡量構面因定義不同而各有不同觀點，茲將幾

位重要學者們衡量組織承諾量表的構面定義分類整理如下： 

Porter(1974)和 Mowday 等人(1982)認為：1.價值承諾係員工深信並

接受組織目標及價值。2.努力承諾係指員工願意為組織投注高度的努

力。3.留職承諾指員工具有強烈慾望以維持組織成員身分。 

Stevens(1978)指出交換性承諾是指個體以投資報酬率的觀點，衡量

付出與報酬的差距，組織成員會將自己對組織的貢獻以及從組織所獲得

的報酬，此種行為可視為一種「交換性」的行為。員工認為此種交換過

程對自己有利，組織承諾會提高，反之則降低。 

Allen 和 Meyer(1990)認為：1.情感性承諾：員工在情感上依附、認

同及投入組織中。當員工在組織中的經歷與他們的期望一致，而且可以

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時，比那些較不滿足的員工，會對組織發展出更強

烈的情感性依附。2.持續性承諾：有關離開組織成本的認知，而產生留

在組織中的承諾。員工通常會依兩方面來決定對組織的持續性承諾:(1)

員工衡量其他外在就業機會的多寡;(2)員工知覺離開公司，所需付出的犧

牲(成本)。3.規範性承諾：員工對組織的忠誠是一種義務，換言之，規範

性承諾是強調維持對雇主的忠誠，是發展社會化經驗的結果(Wiener， 

1988)，或經由組織獲得的利益，在員工心目中建立產生員工報答組織的

義務。 

研究者根據上述學者對組織承諾衡量構面的分類，將國內外學者對

組織承諾之衡量構面，加以統計分析整理如下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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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組織承諾之衡量構面與分類 

價值

承諾

努力

承諾

留職

承諾

情感性

承諾

持續性

承諾

規範性

承諾

交換性

承諾

Etzioni(1961) V V V

Kantor(1968) V V V

Hall et al.(1970) V V

Porter et al.(1974) V V V

Staw(1977)和

Salanick(1978)

V V

Stevens(1978) V V

Mowday(1979) V V V

Staw(1981) V V

Reichers (1985) V V V V

Allen 和 Meyer (1990) V V V

Reyes(1990) V V V

Becker(1992) V V V

Morrison(1994) V V

曹育誌（1997） V V V V

蔡調舜（1997） V V

徐士堯（1999） V

張藹如（2000） V V V

許朝欽（2000） V V

學者

衡量構面與分類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上述研究，並考量學校生態，本研究在探究學校組織在學校人

力資源管理對教師組織承諾之影響的研究問卷主要參考Mowday、 Porter 

和 Steers(1982) 發展的組織承諾（OCQ）量表，問卷構面為組織認同、

留職傾向與努力意願等三層面。 

肆、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是工作態度中的一項重要指標。因此

近幾年來，不論在實證或理論的研究上，學者都是用工作投入作為衡量

人員工作態度的一種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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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作投入的定義 

根據Webster大字典的解釋投入(involvement)含有個人注意力集中或

是個人感情上承諾的意思，工作投入一詞最早是由Lodahl 和Kejner

（1965）提出，他們認為工作投入是個人認同工作的重要性程度，或是

工作在個人自我定位中的重要性程度，是根據個人自我尊嚴受自我工作

績效影響的程度而定。對於「工作投入」一詞的定義，學者間的看法並

不一致，不同的學者基於不同理論學派與本身的研究需求給予不同的定

義。茲將數位學者對工作投入的定義分述於下： 

Lawer 和 Hall（1970）認為個人認同工作的重要性程度才是真正的

工作投入；而個人工作績效對自我尊嚴的影響程度應視為內生激勵

(intrinsic motivation)。  

Patchen（1970）認為工作投入的發生，受三種工作狀況影響：1.在

工作受到高度激勵時。2.對組織感覺到有團結感時。3.對從事的工作感到

光榮時。 

Saleh 和 Hosek（1976）認為：1.當工作為員工生活中最主要的興

趣重心時，個人的整個工作在其生活環境中佔有相當重要程度。2.當個

人積極主動參與工作時，個人在工作上的主動參與，使個人的尊嚴、自

主或自尊等需求獲得滿足的程度。3.當個人認知工作績效對自我實現很

重要，則其工作績效對個人自尊影響的程度。4.當個人認為工作績效可

與自我概念一致時，則工作績效對自我概念的一致性程度。 

Robinowi1 和 Hall（1977）認為1.工作投入是一個人特質的因變項。

2.工作投入是受個人所處環境誘導下所產生的。3.工作投入是個人特質與

環境因素互動作用形成的。 

Kanuago（1982）強調有關工作投入在定義上引發爭議的主因，是

該概念的構面（construct）所涵蓋的範圍過廣，以致衡量工具未能充分

配合而無法精確的加以測量。其次，Kanungo認為工作投入應視為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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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的工作態度，即個人心裡上對其目前工作認同的一種知覺或信念狀

態。而無論是那一種工作投入皆源於：1.個人目前的顯著需求。2.個人對

工作上滿足此需求的機會所發生的知覺。 

Blau 和 Boal（1987）認為工作投入係個人心裡上認同於工作，並

視工作績效為其自我價值（self-worth）肯定的重要程度。 

Paullay、Alliger 和 Stone-Romero（1994）將工作投入定義為個人

在認知上專心從事，並關心個人目前的工作。且把工作投入區分為投入

工作角色與投入工作情境，並指出當個人在投入工作角色與投入工作情

境並存時，則工作投入程度高。但是個人也可能投入於投入工作角色而

不投入於投入工作情境。 

Robbins（1998）認為工作投入是個人認同工作並積極參與的程度。 

陳正沛（1983）認為「投入」即是一種注意力的集中或是個人感情

上的承諾。 

陳富祥（1984）認為工作投入是指個人知覺到組織可滿足自己目前

的顯著需求時，且知覺到唯有透過個人的努力才能使需求實現的一種工

作態度。 

綜合相關文獻探討，本研究對工作投入之定義為教師專注於現有工

作、積極參與工作，知覺該工作績效對自我需求的滿足程度。 

二、 工作投入的理論 

根據前面學者對工作投入定義的不同，及其理論發展過程，工作投

入的理論模式大致約可分成三種，即期望理論、綜合理論模式及動機模

式。茲分述如下：  

（一） 期望理論 

Lawer 和 Hall（1970）認為，Lodahl 和 Kejner（1965）對工作投

入的兩個定義各代表不同的工作態度，不應以一個名詞來代表兩種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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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念。他們認為，第一個定義可稱之為「工作投入」；第二個則應稱

之為「內生激勵」（intrinsic motivation），這個定義符合期望模式，即

當個人知覺到工作績效可以使個人的自尊需求獲得滿足，而且工作績效

可以經由個人的努力而獲得時，個人便會積極投入在工作上。 

（二）綜合理論模式 

Robinwitz 和 Hall（1977） 綜合過去學者對工作投入的研究發現，

工作投入與三個變數有關，分別是個人特質、工作情境與工作結果。而

工作投入的意義大致可依下列三種方向區分：  

1.工作投入為個人特質的依變項，而個人特質一般包含人口統計變

項與人格特質兩部份。人口統計變項包括年齡、教育程度、婚姻

狀況、性別、年資、薪資等；人格特質則包括內外控人格、高層

次需求強度與清教徒倫理特質等。 

2.視工作投入為個人所處的工作情境誘導下所產生的態度，屬於情

境的因素包括工作特性、組織氣候、領導者行為、組織大小等。

此情境因素較易受組織環境所影響，而個人特質對工作投入的影

響較少。 

3.視工作投入為個人特質與工作情境因素互動下所產生的結果。此

種工作投入概念是較動態的，個人的工作投入不但受個人特質影

響，亦受到組織環境影響，也就是說工作情境和個人特質交互作

用所形成的。而工作投入的結果包括工作滿足、工作績效、離職、

曠職與成就等。 

（三）動機模式 

Kanungo（1982）針對工作投入的不同解釋而舉出個人的獨特看法。

首先，他強調有關工作投入在定義上引發爭議的主因，是該概念的構念

所涵蓋的範圍過廣，以致衡量工具未能充分配合而無法精確的加以測

量。其次，他並認為job involvement 與work involvement兩者是不能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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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論或混為一談的名詞。所謂「job involvement 」是指個人可能投入某

一特定的工作，也就是著重個體目前工作的信念與該件工作可促使其個

人需求的滿足程度。而「work involvement 」則是完全不同的概念，代

表個人對一般性的工作都會努力的投入，就是影射普通工作的價值在個

體生活中所佔的份量或重要的程度，而其所經歷的文化背景與社會化程

度都會對其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Kanungo 認為工作投入應視為單一

構面的工作態度，即個人心理上對其目前工作認同的一種知覺或信念狀

態。而無論是那一種工作投入皆源自：個人目前的顯著需求以及個人對

工作上滿足此需求的機會所產生的知覺。 

根據上述的工作投入理論模式，整理出影響工作投入的因素有前因

變項及後果變項兩類，分述如下： 

    Robinwitz 和 Hall（1977）影響工作投入的前因變項有：1.個人特

質：包含人口統計變項與人格特質。2.工作情境：包括工作特性、組織

氣候、領導者行為、組織大小等。影響工作投入的後果變項包括工作滿

足、工作績效、離職率、曠職率、成就等。 

Kanungo（1982）影響工作投入的前因變項為需要的滿足；影響工

作投入的後果變項為工作行為和態度。 

綜上所述，影響工作投入的因素包括個人變項、環境變項及組織

變項。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學校組織在面臨時代的變革，外在環境的

影響時，學校人力資源管理對教師工作投入之影響。  

三、 工作投入的量表及構面 

工作投入研究中，目前最常使用的量表有二種： 

第一種是Lodahl 和 Kejner（1965）所發展工作投入量表，共20題，

後經國內呂勝瑛與陳正沛（1983）合譯發展而成中文量表。分別以工作

比重取向、工作認同取向、工作成就取向為衡量構面。 

第二種是Kanuago（1982） 所發展的工作投入問卷（Job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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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aire , JIQ），共10題，以工作認同為衡量構面。 

本研究對於工作投入的研究，主要參考Kanuago（1982）所發展的

工作投入問卷（Job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 , JIQ ），將工作投入的構

面分為：  

1. 工作參與： 指個人心理上對目前工作的一種心理認同，因而產生行

動上投入的程度。 

2. 工作認同：指個人對目前工作在個人自我印象中的重要性程度。 

伍、 工作態度的相關研究 

    工作態度的相關研究頗多，唯對教師工作態度的相關研究較為稀

少，為便於研究結果的比較，本研究將援引企業、營利事業，非營利事

業等機構研究結果做為參考，以不同的背景變項（性別、年齡、婚姻狀

況、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與工

作態度之研究結果。綜合整理說明如下： 

一、 性別 

黃勝輝（2003）對國小教師工作滿足的研究發現，男教師在外在滿

足與努力承諾高於女教師，女教師在留職承諾上高於男教師；在內在滿

足、組織承諾的價值承諾、工作投入的工作參與、工作認同等構面，兩

性均沒有差異。其他研究亦有類似結果，葉宏中（2003）對國立博物館

工作人員、施壽椿（2004）對精省後併入中央辦公室人員的研究發現，

男性工作態度高於女性；薛亞敏（2003）對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人員、盧榮俊（2003）對中科院、葉曉菁（2004）對咖啡連鎖店臨

時人員的研究發現，女性工作態度高於男性。 

林俊雄（2002）的研究發現，工職教師的兩性工作態度沒有差異，

與胡美琳（胡美琳，2001；楊力彥，2001；牟素雯，2002；潘秀貞，2002；

樓欣美，2003；顏沛逸，2004）等對縣市府員工、電子業、服務業、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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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醫學中心員工等企業或非營利事業人員的研究結果相同。 

二、 年齡 

林俊雄（2002）的研究發現，年齡與工職教師的工作態度沒有差異。

與楊力彥（2001）對企業員工、樓欣美（2003）對港務人員的的研究結

果相同果。 

另黃仲毅（黃仲毅，2000；周宗德，2001；胡美琳，2001；吳妙梓，

2002；潘秀貞，2002；葉宏中，2003；薛亞敏，2003；盧榮俊，2003；

施壽椿，2004；顏沛逸，2004）等對醫院員工、台電員工、市府員工、

合庫員工、服務業、國立博物館工作人員、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

中心人員、中科院、精省後併入中央辦公室人員等企業或非營利事業人

員的研究發現，年長者有較高的工作態度。 

三、 婚姻狀況 

黃仲毅（黃仲毅，2000；胡美琳，2001；牟素雯，2002；潘秀貞，

2002；葉宏中，2003；施壽椿，2004；顏沛逸，2004）等對醫院員工、

市府員工、電子業、服務業、國立博物館工作人員、精省後併入中央辦

公室人員、醫學人員等企業或非營利事業人員的研究發現，已婚工作態

度優於未婚。另薛亞敏（2003）對財團法人製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人員、

盧榮俊（2003）對中科院的研究發現，未婚工作態度高於已婚。 

又樓欣美（2003）對港務人員的研究發現，婚姻狀況與工作態度沒

有差異。 

四、 服務年資 

林俊雄（2002）研究的研究發現，工職教師在工作態度的「組織認

同」中，服務年資16-25年優於6-15年。黃勝輝（2003）的研究發現，國

小教師隨著服務年資的增加，工作態度的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價值承

諾、努力承諾、留職承諾、工作參與、工作認同的態度有隨著提高之趨

勢。其他研究亦有類似結果，黃仲毅（黃仲毅，2000；周宗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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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琳，2001；楊力彥，2001；吳妙梓，2002；葉宏中，2003；施壽椿，

2004；顏沛逸，2004）等對醫院員工、台電員工、市府員工、企業、合

庫、國立博物館工作人員、精省後併入中央辦公室人員、醫學人員等企

業或非營利事業人員的研究發現，服務年資對工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

不一。 

另樓欣美（2003）對港務人員、薛亞敏（2003）對財團法人製藥工

業技術發展中心人員的研究發現，服務年資與工作態度沒有差異。 

五、 最高學歷 

林俊雄（2002）的研究發現，研究所畢業的工職教師在工作態度的

「工作認同」層面優於其他學歷者。黃勝輝（2003）的研究發現，國小

教師在工作滿足的外在滿足；組織承諾的價值承諾、努力承諾、留職承

諾；工作投入的工作認同等構面，專科或以下學歷普遍高於大學學歷教

師。其他研究亦有類似結果，黃仲毅（黃仲毅，2000；周宗德，2001；

胡美琳，2001；楊力彥，2001；盧榮俊，2003；施壽椿，2004；顏沛逸，

2004）等對醫院員工、台電員工、市府員工、企業、中科院、精省後併

入中央辦公室人員、醫學人員等企業或非營利事業人員的研究發現，學

歷對工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不一。 

另牟素雯（牟素雯，2002；潘秀貞，2002；樓欣美，2003；葉曉菁，

2004）等對電子業、服務業、港務人員、咖啡連鎖店臨時人員的研究發

現，學歷與工作態度沒有差異。 

六、 擔任職務 

黃勝輝（2003）的研究發現，兼行政的國小教師在組織承諾的努力

承諾高於未兼行政者。其他研究亦有類似結果，黃仲毅（黃仲毅，2000；

周宗德，2001；胡美琳，2001；吳妙梓，2002；潘秀貞，2002；葉宏中，

2003；盧榮俊，2003；施壽椿，2004；顏沛逸，2004）等對醫院員工、

台電員工、市府員工、合庫、服務業、國立博物館工作人員、中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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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省後併入中央辦公室人員、醫學人員等企業或非營利事業人員的研究

發現，職務對工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不一。 

林俊雄（2002）的研究發現，擔任職務與工職教師之工作態度沒有

差異。與牟素雯（2002）對電子業、樓欣美（2004）對港務人員的研究

結果相同。 

七、 學校規模 

林俊雄（2002）的研究發現，學校規模在51班（含） 以上的工職教

師在工作態度的「工作認同」、「同仁認同」、「組織凝聚力」三個層面，

優於31-50班。黃勝輝（2003）的研究發現，服務於12班以下的國小教師

在組織承諾的價值承諾上，高於服務於25班以上學校的教師。 

八、 學校所在地區 

黃勝輝（2003）的研究發現，服務於偏遠或特偏地區的國小教師在

組織承諾的價值承諾上，高於服務於鄉鎮一般地區的教師。林俊雄（2002）

的研究發現，工職教師的工作態度與學校地區沒有差異。 

綜合上述，性別方面：多數研究兩性的工作態度沒有差異，部分研

究發現男性工作態度優於女性，亦有研究發現女性工作態度優於男性。

年齡方面：多數研究年長者有較高的工作態度，亦有研究發現年齡與工

作態度沒有差異。婚姻方面：多數研究已婚工作態度優於未婚，部分研

究未婚工作態度高於已婚，亦有研究發現婚姻與工作態度沒有差異。年

資方面：部分研究年資較久教師，工作態度優於年資較淺者，多數研究

服務年資對工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不一，亦有研究發現年資與工作態

度沒有差異。學歷方面：多數研究學歷對工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不一，

亦有研究發現學歷與工作態度沒有差異。職務方面：多數研究職務對工

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不一，亦有研究發現職務與工作態度沒有差異。

學校規模方面：多數研究學校規模大小對教師工作態度有差異，但結果

不一。學校所在地區方面：有的研究發現服務於偏遠或特偏地區的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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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組織承諾的價值承諾上，高於服務於鄉鎮及一般地區的教師，有

的研究發現教師工作態度與學校所在地區沒有差異。  

綜觀各研究，以不同的背景變項（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服務年

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對工作態度之探

討，研究結果不一，尚無定論。目前教師工作態度的相關研究較為缺乏，

大多研究對象是以國民小學或工業職業學校教師為主。本研究擬以台北

縣國中教師為研究對象，針對性別、年齡、婚姻狀態、服務年資、最高

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等，再做進一步實際現況調

查探討，冀能藉此廣泛的瞭解國民中學教師工作態度的現況，以供有關

單位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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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學校人力資源管理與教師工作態度之相關研究 

國內關於人力資源管理與工作態度的相關文獻有限，對於學校人力

資源管理的相關研究更是付之闕如。研究者只能根據學校人力資源管理

與其他變項或非教育領域中之相關研究來加以整理如下： 

謝宜倩（2002）對台北縣國小研究發現：1.國小教師在運用學校人

力資源管理知覺各向度，高低依序為「人力維持策略」、「人力發展策

略」、「人力激勵策略」、「人力任用策略」。2.國小教師在教師組織

承諾知覺各向度，高低依序為「組織認同」、「努力意願」、「留職傾

向」。3.「性別」、「年齡」、「教學年資」、「最高學歷」、「現任

職務」對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有差異；「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

則沒有差異。4.「年齡」、「教學年資」、「最高學歷」、「現任職務」

對教師組織承諾有差異；而「性別」、「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

則沒有差異。5.學校人力資源管理的「人力激勵策略」、「人力維持策

略」、「人力發展策略」、「人力任用策略」四向度對教師組織承諾之

聯合預測力最佳，尤以「人力激勵策略」最具預測力。 

黃勝輝（2003）對嘉、南等五縣市國小教師的研究發現，「性別」、

「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規模」、「學校

所在地區」對教師工作態度（工作滿足、組織承諾、工作投入）的「外

在滿足」、「努力承諾」、「留職承諾」「內在滿足」、「價值承諾」、「工作參

與」、「工作認同」等層面有差異。 

馬任賢（2003）對台灣中部地區國小教職員人力資源管理（招募、

遴選與任用，訓練與發展，績效評估，薪資管理，溝通及激勵）的研究

發現：1.國小教職員對人力資源管理的基本理念有正向認知及態度。2.

國小教職員知覺到人力資源管理實施現況不佳。3.年紀較大、學歷較高、

服務年資較久及擔任行政職務主管的教職員在「目標認同」層面優於其

他各組的教職員。年紀較輕、服務年資較短及擔任級任教師者在「需求

考量」及「活動實施」層面優於其他各組的教職員。4.女性教職員在「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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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與發展」層面優於男性。5.男性、年紀較大、學歷較高、服務年資較

久、擔任職務屬行政主管、學校規模較小及位處偏遠地區學校的教職員，

對人力資源管理的實施現況知覺較高。6.教職員知覺到人力資源管理之

實施現況與表現態度有差。 

林政昌（2004）對高雄縣及屏東縣國小現有或曾有教育替代役人力

資源管理（招募任用、訓練、進修、組織管理及績效評鑑）的研究發現：

1.國民中小學替代役人力資源管理以「組織管理」策略最佳。2.國民中小

學替代役運作中以「組織氣氛」表現最佳。3.校長、年齡愈高、服務年

資愈高、山區及偏遠地區對替代役人力資源管理策略知覺愈佳。4.「招

募任用」最具預測力。 

林慧蓉（2004）對雲林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縣及台南市等五

縣市國中的研究發現：1.學校人力資源運用的現況知覺依次為「教師甄

選」、「教師發展」、「教師任用」、「教師績效評估」。2.性別、服

務年資、學歷、職務、學校規模及所屬縣市的學校人員，對於學校人力

資源運用整體及其各向度（教師甄選、教師任用、教師發展、教師績效

評估）的現況知覺有顯著的差異。 

黎珈伶（2004）對台北市、台北縣、桃園縣國小現任主任的研究發

現：1.國小教師知覺人力資源管理各向度，依序為「育才策略」、「選

才策略」、「留才策略」、「用才策略」、「晉才策略」。2.國小教師

知覺教師工作士氣各向度，依序為「團體凝聚力」、「組織認同感」、

「工作投入度」、「工作滿足感」、「目標意識感」。3.「性別」、「年

齡」、「最高學歷」、「擔任職務」、「學校地區」、「學校規模」對

人力資源管理有差異。4.「性別」、「服務年資」、「最高學歷」、「擔

任職務」、「是否擔任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或各學習領域課程設計小組

成員」、「學校規模」對教師工作士氣有差異。5.人力資源管理的「育

才策略」、「留才策略」、「選才策略」、「用才策略」四向度，對教

師工作士氣之聯合預測力最佳，其中「育才策略」最具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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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宛莉（1997）對銀行行員的研究發現，人力資源管理的「人力維

持」、「人力取得」、「人力訓練」、「人力激勵」等做得愈好，愈能提高銀

行員工組織承諾之「價值承諾」、「留職承諾」、「努力承諾」。 

林元山（2000）對證券商的研究發現，員工對公司人力資源管理滿

意度愈高，則工作滿意度愈高。高結構高體恤之領導型態，會提昇員工

工作滿意度及對公司人力資源管理措施的滿意度。  

蔡天生（2000）對非營利組織志工的研究發現，成員對組織的人力

資源管理策略（招募、訓練、任用、督導及評鑑）滿意度愈高，志工之

組織承諾（價值承諾、努力承諾及持續承諾）就愈高。  

牟素雯（2002）對電子業的結果發現，實施人力成本精簡方案實施

程度愈高，員工組織承諾愈低。內控傾向愈高有愈高工作態度（組織承

諾、工作滿足）。已婚、年齡愈大、年資愈高，擔任行政工作者有較高組

織承諾。 

徐正屏（2002）對中華電信的研究發現，員工對民營後人力資源管

理制度（對人力資源激勵功能、對人力資源維持功能、對人力資源確保

功能）的知覺愈高，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的程度愈高。 

潘秀貞（2002）對服務業的研究發現，「人力資源彈性策略」的運用

愈好，人員工作態度（工作滿足、組織承諾）愈高。 

綜合上述，人力資源管理的研究向度有「教師甄選」、「教師發展」、

「教師任用」、「教師績效評估」、「人力維持策略」、「人力發展策

略」、「人力激勵策略」、「人力任用策略」、「招募」、「遴選與任用」、

「訓練與發展」、「績效評估」、「薪資管理」、「溝通及激勵」、「進修」、「組

織管理」、「督導」等。工作態度的研究向度有「工作滿足」、「組織承諾」、

「工作投入」層面。人力資源管理對個人工作影響的程度非常廣泛，有

個人績效、任務績效、管理掌控個體權力及影響力、專業品質…等，是

以，無論企業界或學術界，人力資源管理是現今大家所共同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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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人力資源管理的相關研究，也正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目前探

討學校人力資源管理與其他變項間關係者，有教師組織承諾、學校效能、

學校本位課程、教師工作士氣等。而有關教師工作態度尚無人研究，因

此，本研究擬探討學校人力資源管理（教師甄選、教師發展、教師任用、

教師績效評估）對教師工作態度（工作滿足、組織承諾、工作投入）之

影響，以供有關單位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