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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共分為四個小節，分別對理論及相關研究作探討，第一節為家長式

領導之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二節為組織承諾之理論與相關研究，第三節為工作

滿意之理論與相關研究，第四節為家長式領導、工作滿意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

研究。 

第一節 家長式領導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壹、 家長式領導的內涵 

領導一直以來是組織行為領域重要的研究議題，過去西方的領導研究

幾乎都是採取準則式的研究途徑（nomothetic approach），認為領導應該是

放諸四海皆準的，不會受到文化、地域、國家的影響。然而許多學者透過

理論的反省與跨文化比較研究，發現領導內涵確實受到文化的影響，並強

調做為一種社會影響歷程，領導也許是全球共有的現象，但領導的內容卻

是鑲崁在文化之下的，隨著文化的不同，領導的內涵、作風及效能都是有

差異的(Chemers, 1993; Hofstede, 1980)。 

 

隨著華人所支配的亞洲經濟受到世界的矚目，華人企業組織中的管理

哲學與實務，也受到許多研究者的注目（鄭伯壎, 2003; Redding,1990）。許

多學者（鄭伯壎; Redding ; Silin ; Westwood & Chan）開始研究華人的領導

行為，並且發現華人組織的高階領導者擁有清晰鮮明的特色，可稱之為家

長式領導（paternalistic leadership）。家長式領導是一種類似父權的作風，擁

有清楚而強大的的權威，但也有照顧、體諒部屬、以及道德領導的成分在

(Farh & Cheng, 2000; Westwood & Chan, 1992)。而這種家長式領導作風,在華

人組織中是極為普遍(Pye, 1981, 1985; Redding, 1990; Westwood, 1997)，以下

就國內外學者的研究加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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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ilin 的研究 

1960 年代末期，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 Robert Silin 針對台灣一家大型

民營企業進行個案研究，他面談了企業主、經理人、及員工以後，詳細地

描述此企業的企業主與經理人的領導理念與行為模式，並指出這些領導作

風具有清晰可辨的特色，與西方極為不同。雖然這些作風他並未稱之為「家

長式領導」，但卻促使家長式領導概念的興起(樊景立、鄭伯壎, 2000)。鄭

伯壎、樊景立和周麗芳(2006)指出 Silin 所觀察到的領導理念與行為模

式，包含下列數項： 

1. 領導者技術能力強，能夠將抽象理念與構想轉化為具體的經濟效

益；能夠犧牲私利，顧全團體的利益；亦會表現出大公無私的行

為，而可作為部屬「道德」上的標竿。 

2. 領導者會提供方法，教導部屬如何成功地達成工作目標；也會分

享個人經驗，傳授如何將抽象理論，轉化為實務成就，讓部屬學

習與模仿。 

3. 管理權力集中在企業領導人身上，他既不會與部屬分享權力，也

不會輕易授權給部屬。 

4. 領導者會刻意與部屬保持距離，以維護其威嚴的形象；也會模糊

自己的意圖，以維護自己的權威。 

5. 領導者會施展各種控制手法，嚴密監督部屬，以免受部屬蒙蔽。

控制方式包括:私下獎賞、分化部屬。鼓勵競爭、訊息控制及任用

親信等等。 

Silin （1976）對台灣企業領導人的領導行為，做了十分豐富與詳盡的

描述。然而，由於只是針對一家企業的個案研究，所以不理解該類領導在華

人社會的普遍性。其次， Silin 強力批評了權威領導的效能不彰，但他並未

進一步提供支持的證據；而且這項觀察似乎與台灣家族企業所展現支強大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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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力與蓬勃發展的歷史現實有所矛盾。這方面， Redding 提出全面的考察(鄭

伯壎, 2005; 鄭伯壎、黃敏萍, 2000)。 

 

二、Redding 的研究 

Redding 在 1980 年末期開始探討香港、新加坡、台灣、及印尼等海

外華人家族企業的經營與管理方式。在深度訪談 72 位華人企業領導人之

後，他指出華人的經濟文化具有特殊的風貌，可稱之為中國式資本主義或

華人資本主義( Chinese capitalism )，其中父權主義( paternalism )是個重要因

素(樊景立、鄭伯壎, 2000)。他在整合 Silin (1976)，Pye (1985)及 Deyo (1978; 

1983)的研究之後，將家長式領導細分為七大主題： 

1. 在心態上，部屬必須依賴領導者。 

2. 偏私性的忠誠( personalized loyalty )使得部屬願意服從領導者。 

3. 領導者會明察部屬的觀點，據以修正自己的專斷。 

4. 當權威被大家認定時，是不能視之不見或置之不理的。 

5. 層級分明，社會權力距離大。 

6. 欠缺清晰與嚴密的制度，領導者的意圖不會明確表達出來。 

7. 領導者是一位楷模與良師。 

Redding 對華人企業的研究比起其他研究者就為深入，樣本數較多，

涵蓋香港、台灣、菲律賓、及東南亞的華人家族企業。顯然家長式領導的

確遍佈在華人的家族企業當中。此外，Redding 提出仁慈領導的概念，認

為仁慈是指「像父親一樣地照顧或體諒部屬」與「對部屬的觀點敏感」等

方面。同時也注意到在華人社會有很強的「人治主義」（personalism）傾向，

即允許個人因素影響決策，這使得領導者的仁慈並非一視同仁，而是因人

而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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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Westwood 的研究 

在 Silin (1976)與 Redding (1990)的研究基礎下， Westwood 與 Chan 

(1992)觀察東南亞華人家族企業之組織管理，並檢視相關文獻後，提出了

一個家長式首腦領導（paternalistic headship）的概念(Westwood, 1997; 

Westwood & Chan, 1992)，來形容華人企業組織中的領導。這種領導具有九

種特定的作風，包括（鄭伯勳等人，2006）： 

1. 徇私性照顧：領導者會依照個人喜好。部屬與他的關係，特別照顧或

偏袒某些部屬； 

2. 教誨式領導：領導者對部屬表現出教導或教訓部屬的教誨行為(didactic 

behavior)； 

3. 建立威信：領導者會努力建立其威信，並要求部屬完全服從； 

4. 領導者不明示意圖：領導者不會表明自己的意圖，部屬必須旁敲側

擊，方能體察上意； 

5. 講究權謀：領導者會採用權術來操控部屬； 

6. 維持支配權：領導者不會輕易對部屬授權； 

7. 社會權力距離大：領導者會刻意與部屬保持距離，以維持其高高在上

的地位； 

8. 削弱衝突：領導者要求部屬間必須避免衝突； 

9. 對談理想( dialogue ideal )：領導者與下屬能夠對談彼此的想法與理想。  

Westwood 與 Chan (1992)所建立的領導模式需要建立在兩項基本需求

上：一是命令與服從；二是和諧的需求。領導者面對組織成員，需要確立命

令的形式並建構領導者與團體成員的關係，而這些必須建立在團體成員對領

導者意圖的接受和服從。其次，維持並創造組織中的和諧文化是支持東方領

導者權威地位的有效方法(謝金青,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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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鄭伯壎的研究 

1980 年代末期，鄭伯壎 (1995) 開始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去探討台

灣家族企業領導人的領導作風。根據他對企業領導人的深入觀察與訪談，

發現台灣企業領導人的領導模式與 Salim (1976)、 Redding (1990)所報告的

華人領導很類似的，最初稱為權威領導，之後更名為家長式領導。在 1993

年至 1994 年，他又訪談了 18 位台灣民營企業領導人與 24 位一級主管，

結果肯定了權威領導的確是遍佈在這些企業中。鄭伯燻的研究之所以有價

值，是因為他提供了許多詳細的領導行為方式，以及部屬的相對反應(Farh 

& Cheng, 2000)。根據鄭伯壎的研究，臺灣企業的權威領導具有兩種概括的

行為模式：施恩與立威。 

 

在立威方面，領導者會有四大類的行為表現，包括專權作風、貶抑部

屬能力，形象整飾及教誨行為。應於領導者的立威行為，部屬會表現出順

從、服從、敬畏及羞愧等行為反應。每一大類的領導模式中，鄭伯壎又提

供了更詳細的類別與行為描述。例如，專權作風涵蓋了不願授權、下行溝

通、獨享訊息及嚴密控制等細項。部屬的順從則表現在公開附和領導者的

決定、避免與領導者發生衝突及不唱反調等；而服從則可細分為無條件接

受領導者的指派、效忠領導者及信任領導者等(鄭伯壎, 2005; 鄭伯壎、黃

敏萍, 2000)。 

 

在施恩方面，領導行為可以細分為兩大類，一為個別照顧，一為維護

部屬面子。例如，主管可能會對一個因為私人原因失業而導致財務困窘的

舊部屬，慷慨地提供金錢上的援助，藉以表明施恩於他。針對領導者的施

恩，部屬會表現感恩與圖報兩類行為，回報領導者的恩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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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言之，鄭伯壎的研究是在 Silin (1976)、 Redding (1990）及 Westwood 

與 Chan (1992)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做了更為擴大與精闢的闡釋。他的研究

不僅在探討家長式領導，更延伸至家長式領導與部屬反應間的動態關係。

他提供了一個包含施恩與立威的架構，幫助我們瞭解家長式領導的行為內

涵。 

關於上的研究者對於家長式領導的探討，包括研究領域、研究對象、

強調價值及研究焦點等方面的整理，如表 2-1 所示。 

 

表 2-1  華人企業的家長式領導研究 

項    目 Silin(1976) Redding(1990) Westwood(1997) 鄭伯壎(1995) 

領    域 組織社會學 組織社會學 組織社會學 組織心理學 

研究方式 訪談 訪談 文獻評論 
臨床研究、訪談、

檔案分析 

研究對象 
台 灣 大 型 家

族企業 

港、台、菲華

人家族企業 

東南亞華人 家

族企業 
台灣民營企業 

文化淵源 儒家 
儒家、釋家、

道家 
儒家 儒家、法家 

強調價值 家長權威 家長權威 
秩序與順從、和

諧 
家長權威 

研究焦點 

描 述 企 業 領

導 人 的 經 營

理 念 與 領 導

作風 

探討文化價值

與家族企業領

導的關係，並

建構概念架構

說明文化價值

對家族企業領

導人領導的影

響 

建構華人的權威領

導模式，列出特定

的領導作風與部屬

的相對反應，以預

測領導效能 

資料來源：鄭伯壎（2005）。華人領導：理論與實際（頁 286）。台北：桂冠圖 

          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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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綜合上述可得知，家長式領導經由 Silin 的研究，接著 Redding、

Westwood 加以深入的探討，最後由鄭伯勳加以統整。而這種類似家族式

的領導風格，有著上對下的嚴格的期盼，以及令人尊重的威嚴與地位，如

同在家庭裡的長者。也有著仁慈的心對待著下屬，如同自己的家人一樣，

這些都跟華人的家族歷史淵源，有著極大的關係。儘管現在的是社會著民

主潮流，威嚴的地位受到嚴重的挑戰，但是家長式領導確實存在於華人企

業之中。 

 

貳、家長式領導的三元模式 

鄭伯壎針對台灣民營企業領導人所做的研究，提出施恩與立威的領導

行為架構。但在鄭伯壎的架構中，唯一忽略的是德行領導，並非德行領導

在鄭伯壎的家長式領導樣本中不重要或不存在，而是因為在這個固有的架

構中，領導者的美德或操守是被視為理所當然的。這個說法獲得兩項相關

研究的佐證(樊景立、鄭伯壎, 2000)。 

 

第一項是鄭伯壎與莊仲仁(1981)探討台灣軍事組織基層軍官領導行為

的效能，結果發現品德是領導的一個重要面向。他們先蒐集台灣基層軍官

領導行為的陳述句與領導行陳述問卷加以整合，進而編成製問卷進行施

測。經過施測結果因素分析後，發現三種主要的領導行為因素：體恤、主

動結構及公私分明。所謂公私分明，是指領導者不會徇私或圖利自己(樊

景立、鄭伯壎, 2000)。第二項，由中國大陸學者凌文輇、方俐洛(1991)等以

日本學者三隅二不二之 PM（ performance，maintenance ）領導理論為基礎，

編制量表施測於國營企業的員工，因素分析結果得出三個領導因素，分別

是個人品德（ character and moral，C）、工作績效（performance，P）、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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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維繫（ maintenance，M）。其中，品德因素指的是領導作風之ㄧ(引自

鄭伯壎, 2005)。 

 

樊景立與鄭伯壎(2000)在回顧 Silin 、Redding 、Westwood 、及鄭伯

壎的研究後，提出了家長式領導概念，並指出家長式領導可能包含了三個

重要的面向：威權（ authoritarianism ）、仁慈（ benevolence ）、及德行

（ moral ）領導。 

一、威權領導等同於鄭伯壎所言的立威，是指領導者強調其權威是絕

對而不容挑戰的，對部屬會做嚴密的控制，而且要求部屬毫不

保留地服從。 

二、仁慈領導則類似於鄭伯壎的施恩，是指領導者對部屬個人的福祉

做個別、全面而長久的關懷。 

三、德行領導，則廣義地界定為領導者必須表現更高的個人操守或修

養，以贏得部屬的景仰與效法。其中，以不徇私(指不濫用權力、

牟取私利)與以身作則最為凸顯。 

因此，家長式領導可定義為，在一種人治的氛圍下，顯現出嚴明的紀

律與權威，父親般的仁慈及道德的廉潔性的領導方式。在確定了家長式領

導三元模式的架構後，樊景立與鄭伯壎（2000）接著以領導者、追隨者

( followership )的角色互補與互動概念，提出家長式領導三元模式的架構，

建立家長式領導與部屬心理反應的初步模型(見圖 2-1)。此模型認為對應領

導者的德行領導，部屬會對領導者產生認同與效法的反應；就威權領導來

說，會引發部屬的依賴與順服；而仁慈領導，則引發部屬的感恩與圖報。

圖 1 的垂直箭號描述的是領導行為與部屬反應的相互性；而虛線箭號則代

表三種領導之間、三種部屬反映之間的相依性（鄭伯勳等人,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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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家長式三元領導與部屬相對反應 

資料來源：鄭伯壎、樊景立、周麗芳(2006)。家長式領導：模式與證據（頁 288）。 

         台北：華泰文化公司。 

而表 2-2，總結了家長式領導三個重要面向的領導行為，以及部屬的相對反

應。這些特定的行為都是列舉出來的，並未能一一窮舉。在威權領導下，主要

的領導行為包括專權作風、貶抑部屬能力、形象整飾及教誨行為。而部屬的相

對反應則為順從、服從、敬畏及羞愧行為。就仁慈領導而言，領導者表現個別

照顧與維護面子的行為，而部屬則表現出感恩與圖報的行為。在德行領導方面，

領導者表現出公私分明與以身作則的行為，而部屬則表現出認同與效法的反應

(鄭伯壎等人，2000)。 

表 2-2 隱含著一個基本假設，即在家長式領導中，領導者與部屬的角色是

互補的：除非部屬具有願意順從上級與依賴權威的心態，否則威權領導將無法

發揮作用；除非部屬能夠產生感激，知所圖報，否則仁慈領導的效果將大打折

扣；;除非部屬認同領導者的德行高超，願意效法，否則德行領導將無法產生影

響效果。當領導者與部屬雙方都能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時，人際和諧與社會和諧

就得以維繫，家長式領導就能發揮作用。一旦部屬不願意扮演其應扮演的角色，

而領導者卻堅持採用家長式領導(尤其是威權領導)時，就會導致人際和諧破

壞、關係斷裂，甚至發生激烈的公開衝突，使得領導效能低落，因此，正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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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家長式領導可以說是建立在部屬的追隨（followship）與順從義務上（鄭伯

勳等人, 2006）。 

表 2-2 家長式領導行為與部屬反應 

 

資料來源：樊景立、鄭伯壎 (2000)。華人組織的家長式領導：一項文化 

          觀點的分析，本土心理學研究，13，144 頁。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綜合上述， 家長式領導原本建立在施恩與立威二元模式，又因品德對於領

導者是重要的面向，因此家長式領導的三元模式成形。在華人社會領導者品德

一向受到重視，但是往往會與仁慈混為一談，這與品德的判斷標準難以拿捏有

關。此外家長式領導強調在與部屬的互動關係，而且必須建立在部屬的認同效

法、依賴服從、感恩圖報上面，否則其成效必然不彰，然而在一般的企業界有

明確的上司與下屬的關係，所以家長式領導可以看見存在企業中，而教育界所

存在的校長與教師之間關係，似乎沒有那麼明確的上下關係，是否也存在著家

長式領導？不過對於校長的品德的要求，則是與企業的領導者一樣的。 

 

參、家長式領導的文化根源 

究竟華人社會具備什麼樣的社會與文化背景，使得華人企業的員工願意接

受家長式領導？為何西方不會像華人社會一樣出現此種領導方式及相對應的部

屬反應？針對此問題，樊景立與鄭伯壎(2000)進一步追溯每一要素的深層文化

根源。 

一、威權領導   

       主要的依據來自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思想的主導下，父子

軸一直都是最重要的社會關係，而且遠超過其他的社會關係，父親的

權威要遠高於子女及其他的家庭成員，權力可以說是絕對的。父權的

權利與合法化性是來自儒家倫理中下位者角色的內化，因此下位者將

視服從權威為社會所期待的行為(樊景立 & 鄭伯壎, 2000)。而法家思想

重視實際的成就與具體的成效。根據人性本惡與人本自私的假設，法

家提醒皇帝不能信任臣下，也不能與臣下分享權威。同時，更要採用

各種控制手段，來駕馭臣下。法律必須嚴峻，而且得行之文字，公告

大眾周知，以便能嚴格執行。法家認為政府的權力就是一切，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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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權力的累積、 臣民必須屈從政府，而且進行高壓統治、嚴格控制

思想（鄭伯壎等人, 2000）。 

二、仁慈領導   

       在儒家的理想中，兩個人的角色關係是建立在相互性( mutuality )

上。有兩個原則是很清楚的：第一、上位者(如父、兄、夫、姑、君)

必須以慈、愛、和、義、令，來對待下位者 (如子、弟、妻、婦、臣)；

第二、下位者必須尊敬上位者，同時依循孝順、服從、溫柔。忠誠的

原則，來對待長上。因此，理想中的社會關係應該是仁君忠臣。慈父

孝子。義夫柔妻。友兄順弟及慈姑聽婦。這種上下有別。上位者必須

照顧下位者的文化傳統，是仁慈領導的重要來源。此外，還有儒家對

仁君的理想；在實踐上，他們進一步將上位者的仁慈用來交換部屬的

感恩、忠誠及服從，而這些都是在互惠此一強而有力的規範下所進行

的（鄭伯壎等人, 2000）。 

三、德行領導   

       孔子相信個人人格與美德的培養是社會的基石。以政府的角度而

言，孔子強調道德規範與上位者的表率，並運用道德原則來感化與說

服臣民，他們並不認同法律與嚴刑峻法的效果，理由是這些只對外顯

行為有用，不能使人民心悅誠服。因此，治理國家最有用的方式，是

以身作則，以美德來領導，做為下位者的榜樣，並加以潛移默化。另

外，受到法家思想的影響，為維護君權及社會秩序的完整所設計的中

國法律與刑罰，對保護人民權利不受政府、他人或其他團體的侵犯，

則是漠不關心。由於缺乏對人民權利的保障，人民一旦離開家的範圍，

命運可說即完全操在政府官員手中，因此品德對中國帝制下的官員也

就格外的重要。德行領導的重要性自有其儒家思想的根源。法律制度

的不完備與人治的傳統，形成一般人對握有權力的在位者期待其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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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品德與操守（鄭伯壎等人, 2000）。 

 

圖 2-2 說明了家長式領導的文化根源。三角形上層為可察覺的家長式領導，

三形下層則為家長式領導的文化根源，隱藏在家長式領導基底的中國傳統文化

價值與意識形態。 

 

                    圖 2-2 家長式領導得文化根源 

資料來源：鄭伯壎、周麗芳、樊景立 (2000)。家長式領導：三元模式

的建構與測量。本土心理學研究，14，頁16。 

 

綜合上述，家長式領導其根源於傳統文化，並且受到儒家、法家及帝制思

維的影響，深植在華人社會。尤其是傳統家庭制度，正式培育家長式領導的最

基本根源，許多的領導者都是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雖然這些傳統文化在現代

社會受到排擠與不重視，但是確不影響領導者對於家長式領導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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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家長式領導的測量工具 

由於家長式領導其理論的建構主要是由鄭伯勳所提出，而目前有關家

長式領導的相關研究較少，因此在量表方面僅有鄭伯勳、周麗芳與樊景立

（2000）所建立的家長式領導量表。 

 

鄭伯勳、周麗芳與樊景立為了探討家長式領導與相關因素的關係，以

及驗證所提理論模式的有效性，乃編制家長式領導二元模式問卷，在經過測

驗及編修後，將家長式領導量表分為三個向度：（一）仁慈領導：又分為個

別照顧、體諒寬容兩個因素，共計有 11 題。（二）德行領導：又分為正直盡

責、不佔便宜、無私典範三個因素，共計 9 題。（三）威權領導：又分為威

服、專權、隱匿、嚴峻、教誨五個因素，共計 13 題。分別在企業及學校施

測，得到的α係數分別為 .93、.93、.92 和 .94、.94、.94，顯示其內部一致

性相當高。 

 

而謝佩鴛（2002）以鄭伯勳、周麗芳、樊景立（2000）的家長式領導

量表進行改編，配合學校情境及用語。並且將家長式領導量表分為三個向

度：（一）威權領導，共有 15 題；（二）仁慈領導，共 11 題；（三）德行領

導，共有 8 題。其測量內部一致性α係數分別為 .91、.97、.94，具有良好的

內部一致性信度。 

 

本研究考量將家長式領導在學校的施測，以及在三個層面中的 10 個因

素是否適合學校情境。因此將家長式領導僅分為三個層面，即威權領導、仁

慈領導、德行領導來探討，故以謝佩鴛的校長領導行為量表為主進行改編，

由於此問卷僅在國小施測，故將先進行預試，再進行修訂以符合國中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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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承諾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承諾被認為是很重要的因素並引起許多管理學和組織學研究者的注意

(Kacmar, Carlson, & Brymer, 1999)，早期學者以忠誠（loyalty）、認同（identification）

或承諾（commitment）等名詞來表達員工對組織的一種依附感，而後學者統稱

為組織承諾（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以探討及了解職員對組織的態度與附

著感(Meyer & Allen, 1997)。所以「組織承諾」是瞭解員工在組織內工作行為的

一個要素，故研究組織的學者相信，對於離職與曠職的意向，組織承諾是主要

的影響因素(Lincoln & Kalleberg, 1990; Mathieu & Zajac, 1990)。迄今，組織承諾經

常被證明與員工離職、工作滿意度這些重要的行為結果有密切的關連(Kim & 

Rowley, 2005; Meyer & Allen, 1984;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 

 

壹、組織承諾的意義 

一、組織承諾的定義 

組織承諾已經被幾種不同方式敘述，但是組織承諾這個名詞的意義並

不一致而且要將所有已知的概念都包含在內是很困難(Mowday et al., 

1982)。Morrow 在 1983 年曾歸納指出有關組織承諾的概念、定義及測量，

超過二十五種以上(吳翎綺, 2006)。因此組織承諾的定義，至今仍無統一的

說法。 

 

組織承諾最初是組織行為學中的一個概念，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 

Becker 於 1960 年提出，他在<美國社會期刊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發表「承諾概念摘要」(Notes on the Concept of Commitment )一文，將「承

諾」的概念應用至組織上。Becker 認為承諾乃是從事一致性活動之傾向，

它是一種附屬利益( side-bets )累積之成果，如果活動中斷，則這些附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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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如時間、心血、金錢等等，將喪失，變得毫無價值(引自范熾文, 2002)。 

 

70年代 Buchanan 和 Porter 等人在1974年認為組織承諾應該有更多職

員對組織的感情依賴，而並非是 Becker 所強調經濟上的考量。員工不願離

開組織絕非是附屬利益累積或擔心失去退休金的福利，而是對組織產生感情

上的依附並且重新對組織承諾定義。Buchanan(1974)認為組織承諾是對組織

的目標與價值的情感依附，關於目標與價值個人的角色，及對組織所擁有的

利益。並且認為組織承諾包含三個要素：（1）認同（identification）：接受組

織的目標與價值。（2）投入（involvement）：對於工作角色活動的心理投入

與專注。（3）忠誠（loyalty）：對組織的情感與依附的知覺。而 Porter、Steers、

Mowday 及 Boulian(1974)認為組織承諾是指個人對於特定組織的認同

（identification）與投入（involvement）的相對程度，並且包含三個主要因素：

（1）強烈地信仰與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2）願意為組織付出更多的心

力；（3）渴望繼續成為組織中的一份子。 

 

Salancik 在 1977 年指出，組織承諾乃是個人因受制於自己過去的行

為，所產生的一種對組織的投入；亦即這種投入乃是因為組織成員負擔不起

離開組織的成本，而不得不採取的一種心理適應方式。Koch 與 Steers（1978）

主張，組織承諾是個人在工作上的一種態度性反應，其具有以下特性：（1）

實際工作與理想一致，（2）認同自己選擇的工作，（3）不願意離開目前的組

織去另謀他就(引自陳珮琦, 2003)。 

 

到了 80 年代，社會學家 Wiener 在 1982 年提出組織承諾是組織成員內

化組織規範，以表現組織目標與組織利益行為的結構。，具有下最特性：(1)

可反映出個人對組織的犧性。(2)可顯示出行為具有持續性，較不受環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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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3)可顯示出個人對組織的關注，及對組織投入大量的心力與時間(張

峰旗, 2006)。 

Mowday 等人(1982)認為組織承諾應包含：（1）對組織目標、價值強烈

信念與接受；（2）為組織盡力的意願；（3）維持組織一員的強烈渴望。並且

統整過去學者對組織承諾之研究，歸納出九種不同的定義： 

1. 對組織的態度或傾向，將個人對組織的認同予以連結或附著。 

2. 社會行動者對於社會系統付出心力或忠誠之意願，此種將個人人格

系統附著於社會關係，被視為一種自我表現。 

3. 是一種結構現象，為個人與組織間長時期投資交易或轉接之結果。 

4. 為一種個人受其行動所限之狀態，經由這些行動產生維持其本身投

入之信念。 

5. 為一種組織目標與個人目標逐漸趨於一致之過程。 

6. 成員對於組織系統整體關係之本質。 

7. 組織承諾包括：組織成員之觀念；反應個人目前之地位；具備特別

之預測能力，提供有關績效、工作動機、自動自發之貢獻及其他相

關結果之預測；組織承諾之高低代表著不同之動機因素。 

8. 承諾行為為社會所接受之行為，該行為超過一般對承諾對象所期望

之水準。 

9. 指成員對組織之目標與價值，對於個人有關該目標與價值之角色及

對於組織本身之因素，迥異於純粹工具性價值之感情附著。 

 

從上述可發現，組織承諾大致上可分為態度性觀點與交換性觀點兩種途

徑，態度性觀點（或稱心理性觀點、規範性觀點）就是個人對於組織的一種態

度與附著程度，強調個人與組織的目標和價值一致性的過程，以及個人對於組

織的正面態度、認同與投入。而交換性觀點（或稱工具性觀點、計算性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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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由成本與報酬的考量，當在組織中擁有的附屬利益（如退休金、擁有的

權利等）越高，為了不損失這些利益，而願意留在組織，並且組織承諾也相對

較高。但是不管是態度性觀點或是交換性觀點，這些都只是由單一構面來解釋

組織承諾。但是組織行為是複雜化的，並無法用單一的觀點來做解釋。 

 

二、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 

至於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國內的學者提出的定義，彙整如下(表 2-3)：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 

學 者 年 代 定         義 

黃國隆 1985 

教師組織承諾包括：（1）對學校的正向評價；（2）對學校

付出努力及進修意願；（3）對學校之向心力；（4）留職 

傾向。 

劉春榮 1993 

學校教師對於學校組織的目標、價值及辦學理念有著強烈

的認同感，對學校教育關懷，願意對學校教學或行政工作

付出心力，希望繼續為學校的一分子，為所服務學校教育

工作而努力。 

蔡進雄 1993 

教師願為任教學校付出更多的努力，並認同學校組織的目

標與價值，且渴望繼續留職的一種態度傾向，是屬於規範

性、態度性、心理性的觀點。 

詹婷姬 1994 

教師願意為目前任教的學校付出更多的努力，並且認同學

校組織的目標與價值，而願意繼續留在同一學校服務的態

度傾向。 

邱馨儀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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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容

向度包括：1、組織認同。2、努力意願。3、留職傾向。 

徐善德 1997 
教師認同學校的教育目標與價值，願意為學校付出更多的

心力與貢獻，同時渴望繼續成為學校中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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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續） 

學 者 年 代 定         義 

彭雅珍 1998 

教師認同目前任教學校的目標與價值，願意為學校努力奉

獻，主動積極參與學校活動，並期待繼續留任該校的一種

態度。 

陳怡君 2000 

教師認同學校組織的目標及價值，願意為學校組織利益而

認真投入奉獻心力，並明確希望繼續成為學校組織中的一

份子，同時衡量投資與回報的關係而產生的承諾。 

章珮瑜 2000 
教師對學校的認同與投入的程度，包括：認同承諾、形象

承諾、義務承諾、留職承諾。 

詹益鉅 2001 

教師對其服務學校校長推動教育的目標、價值、信念等認

同，並且願意為學校及學生付出更多的努力，且以身為該

校的一分子為榮，繼續服務該校，貢獻心力。 

陳怡君 2001 

教師認同學校組織的目標及價值，願意為學校組織利益而

認真投入奉獻心力，並明確希望繼續成為學校組織中的一

份子，同時衡量投資與回報的關係而產生的承諾。 

詹萬廷 2002 
教師認同學校教育目標與價值，願意為學校付出更多的心

力，及希望繼續留在原學校服務的歷程。 

施碧珍 2002 

教師對其任教學校組織目標、價值、信念的認同，並願為

學校付出更多努力，希望繼續留任該校的態度。歸納其內

容向度包括：(1)努力意願；(2)組織認同及(3)留職傾向。 

黃詩芳 2002 

認同目前任教學校的教育目標與價值，並願意為學校努力

不懈與奉獻，能主動參與與投入學校的各項措施，且希望

繼續留在學校服務的一種態度。 

王美惠 2005 

教師對於任職學校組織的目標及價值產生積極的認同情

感，願意付出心力以投入學校教學及行政工作，並且為達

成學校組織目標而努力，對於所任教職及行政協助工作願

意繼續留任，以身為教師為榮的態度傾向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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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國內學者對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續） 

學 者 年 代 定         義 

張樵益 2005 

教師對於學校組織的目標、價值及辦學理念，有著強烈的

認同感，願意對學校付出心力與貢獻，且希望繼續留在學

校服務。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從表 2-3 可以發現國內關於教師組織承諾的定義，大都是採用 1974 年 

Poter 等人之「情感性依附」的觀點，並且分成三個構面「組織認同」、「努力意

願」、「留職傾向」。儘管如此，這三個構面仍屬於「態度性觀點」，也就是單一

個觀點來解釋組織承諾。 

 

貳、組織承諾的分類 

組織承諾的概念，因研究的學者所持的觀點或理論不同，定義也不盡相

同，部分學者將組織承諾加以分類，想以多重的構面來解釋組織承諾，整理

如下表 2-4： 

 表 2-4 組織承諾分類表 

研究者年代 層      面 內     涵 

道德的投入 

(moral involvement) 

一種正向且高強度的導向，乃是基於

組織目標與價值內化。 

計算的投入 

(calculative involvement) 

一種利益與報酬的理性交換，一種低

強度的關係。  

Etzioni 

（1961） 

疏離的投入 

(alienative involvement) 
一種負向交換，存在著剝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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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組織承諾分類表（續） 

研究者年代 層      面 內     涵 

持續性承諾 

(continuance commitment) 

由於先前個人對組織的投資與犧

牲，以致於離開組織的成本是昂貴或

不可能的，因此個人將奉獻於組織。

凝聚性承諾 

(cohesion commitment) 

依附於組織中的社會關係，公開拋棄

以前的社會關係，或致力於提昇團體

凝聚力。  

Kanter 

（1968） 

控制性承諾 

(control commitment) 

依附於組織規範中且依其行為所欲

之方向，進而要求成員公開否定以前

的規範，且依據組織的價值，來重新

制訂自我概念。  

態度性承諾 

員工主動對組織的承諾，是個人決定

對組織的隸屬程度，但著重於個人認

同組織的目標與價值， 並願意努力

工作以達成組織的整體使命。 
Staw 

（1977） 

行為性承諾 

行為承諾的產生並非個人對組織目

標的認同， 而是因為個體受到某些

束縛或限制， 如考量年資、退休金、

職位等因素， 而不得不留在組織

中，因此是一種被動性的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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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組織承諾分類表（續） 

研究者年代 層      面 內     涵 

規範性承諾 

(normative commitment) 

個人對於一特定之行動的結果，具有

某種信念，並且對某種特定行為抱持

規範的信念。 
Stevens et al. 

（1978） 
交換性承諾(exchange 

commitment) 

此種承諾又稱為功利性的組織承

諾。指個人以交換性觀點， 衡量付

出與報酬的差距利益後對組織所產

生的承諾。  

附屬利益的承諾 

(side-bets commitment) 

與組織成員有關的報酬與成本的函

數，當成員在組織的年資增加時，它

通常也會增加。 

歸因的承諾 

(attributions commitment) 

由於個人從事有意志的、明顯的、及

不可變更的行為後，會歸因於自己早

已對其有承諾。 

Reichers 

(1985) 

個人/組織目標一致的承諾

(Individual/organization at 

goal congruence commitment) 

組織承諾發生於個人對組織目標認

同，並且致力於達成組織之目標。  

社會性觀點的承諾 
個人與組織關聯的過程與程度決定

承諾高低，及對組織之向心力。  

心理觀點的承諾 
成員認同組織目標與價值，願意留任

組織並為其效勞。  

Reyes 

(1990) 

交換性觀點的承諾 
成員評估與組織利害關係後決定承

諾高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3

   

表 2-4 組織承諾分類表 (續) 

研究者年代 層      面 內     涵 

情感性承諾 

(affective commitment) 

員工對組織的情感依賴、認同、及投入。

在組織內的經歷與期望相符且滿意基本

需求的員工會比那些經歷較少被滿意的

員工更有利於對組織發展一種強烈的情

感性態度。員工以強烈的情感性承諾留

在組織工作，是因為他們的意願。 

持續性承諾 

(continuance commitment)

對離開組織所要付出代價的一種知覺。

依員工的認知，若他們離開組織他們將

會失去所累積的投資或"附屬利益"，或

是他們了解能比較選擇的可用資訊是有

限的。員工與組織基本的關聯是基於持

續性承諾而留下，是因為他們的需要。

Meyer 與 

Allen 

（1991） 

規範性承諾 

(normative commitment) 

有義務繼續這個工作的一種知覺。強調

對雇主忠誠社會化經歷的結果，或透過

收取利益(如：授課鐘點費或技能的訓

練)在員工內心產生一種報答組織義務

的知覺。員工有較高層次的規範性承諾

留在組織，是因為他們覺得必須要如此。

資料來源：修改自蔡炳坤(2006)。高中校長領導行為、教師組織承諾與學校組

織效能關係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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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組織承諾的理論基礎與模式 

    組織承諾依學者的觀點不同，而發展出許多不同的組織承諾模式，然

而支持此組織承諾理論的根本的依據為何？以下就組織承諾的理論基礎

與所發展的模式進行討論。 

一、組織承諾的理論基礎 

Kim 和 Rowley(2005)認為主要有兩個理論支持組織承諾，分別為交

換理論和角色衝突理論。分述如下： 

首先，交換理論，將承諾視為組織和成員之間互相利誘與奉獻的結

果，它明確地強調出成員的工具性價值，因為在交易進行的過程中，成員

所累積的優勢或劣勢是決定的關鍵。我們可以用「默契」這個通俗的字眼

來表達出它的基本邏輯。相較於法定的契約，它是不明講的一種協議， 在

這種協議中，許多的義務及權利仍都不十分明確。基於互惠原則，交易理

論的另一個觀點就是它的回饋機置。雇員會對公司有所期待，而他們竭盡

心力地為公司努力是為了要公司回報他們，符合他們對公司的期待或提供

相對的報酬。 

早期有些學者用交易的原理來研究「承諾」這個主題，例如 Becker

的「附屬利益」理論。它認為成員一旦被解雇，他外加累積的利潤也會跟

著消失。因此，每個人都會在組織當中作投資，方法就是要選擇他們認為

有利的部分下賭注。當他選的那邊下注越多，他的承諾也會越高。承諾因

而被視之為累積投資後的產物。例如：一個人待在組織中的時間越久，年

齡越長，累積的退休金越多，他們就越不會在組織間作職位的異動，而這

些都會讓他們越來越不想離開他們的組織。 

然而，有些學者對交易理論只依賴經濟學上的原理來說明“承諾”提出

反駁。譬如：雇員待在組織中的時間越久，也許他在情感上的增加，繼續

留下和承諾也都會增加。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5

第二個主要理論是角色衝突理論，這個理論指出組織其實是由許多次

團體所組成的，因此每個人在團體中都具有多重角色。多重角色同時作用

之下，個人角色衝突的感覺也會隨之加大，特別是當他扮演的這些角色各

自俱有非常不同的特質和需求時。例如：身為工會成員的雇員就有多重角

色，因為他們同時分屬於不同郤又部分重疊的團體，而這些團體的目標很

不一樣而且有時候是互相衝突的。個人內心如何從角色衝突達到各角色間

能互相協調一致的地步，牽扯到個人如何將他們在組織的角色社會化的一

連串循環過程，以及對他們的行為如何設立準則並且提供回饋以修正行

為。 

基於角色衝突理論，個人角色一致性的程度會影響他們對組織承諾的

程度，當個人所扮演的角色愈一致並符合大家所期待時，個人也愈能對組

織付出承諾。當成員可能同時屬於一個以上的團體或是多數的組織包括多

個次團體時，角色衝突理論不但可以解釋對單一團體的承諾，也可對個人

為何對多個組織表示出多種承諾的現象加以解釋。 

 

二、組織承諾的理論模式 

以下就學者所研究組織承諾的模式，敘述如下： 

（一）、Steers 組織承諾之前因後果模式 

Steers（1977）提出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組織承諾的前因變項

包含個人特質（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s）

與工作經驗（work experiences），組織承諾的後果變項包含留職意願

（desire to remain）、出席率（attendence）與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

並且以 382 位醫護人員及 119 位科學家與工程師為樣本進行研究，發現

三個前因變項與組織承諾有顯著相關。後果變項中，組織承諾與留職意

願達有顯著相關，與出席率為中度相關，與工作績效無顯著相關(陳珮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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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其理論模式如圖 2-3 所示： 

               

圖 2-3  Steers 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圖 

資料來源：引自黃裕敏(2003)。國民小學學校組織文化與教師組織承諾、 

          工作滿意關係之研究。臺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台東市，頁 32  

 

（二）、Mowday、Porter 及 Steers 之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Mowday、 Porter 及 Steers（1982）等人歸納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

提出「前因後果」理論，並進一步以此模式說明組織承諾各階段的發展

及重要因素。本模式與 Steers 的前因後果理論相類似，但本模式更為周

延(Mowday et al., 1982)。其模式如圖 2-4 所示。 

Mowday 等人認為，組織承諾的前因有四個變項，導致五種後果： 

1.. 前因變項： 

（1）個人特徵(personal characteristics)：包括年齡、年資、教育程度

性別、種族、及其他各種人格特質等。 

（2）角色相關特徵(role related characteristics)：包括工作範圍、挑戰

性、角色衝突和角色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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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構性特徵(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包括組織規範、工會介入、

控制幅度、正式化、分權程度以及決策參與程度等。 

（4）工作經驗(work experiences)：包括組織可依賴性、個人知覺受

重視的程度及群體的規範等。 

2. 結果變項： 

（1）工作績效(job performance)。 

（2）年資(tenure)。 

（3）曠職(absenteeism)。 

（4）怠工(tardiness)。 

（5）離職(turnover)。 

 
圖 2-4 Mowday、Porter 及 Steers 之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圖 

資料來源：Mowday, R. T., Porter, L. W., & Steers, R. M. (1982).  

          Employee-organization linkages: The psychology of commitment,  

          absenteeism and turnover( p.3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Reichers (1985)進行組織承諾有關之實證研究，以 Mowday 等人的組織承

諾前因後果理論模式分列成「組織承諾及其前因變項關係之研究」與「組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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諾及其後果變項關係之研究」，根據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有些變項與組織承諾

的關係未達顯著（如：工作績效、組織規模），但基本上，此一架構是正確、有

價值的(簡佳珍, 2003)。 

 

（三）Fishbein 之組織承諾形成模式 

Fishbein 和 Ajzen (1975)認為個體意圖表現( intention to perform )產

生行為，而影響意圖表現因素有二(曾南薰, 1998)： 

1. 個人對於某種行為之評價：指個人對行為結果及其價值的態度，稱之為

工具性的認知信念( instrumental cognitive beliefs )。 

2. 個人對於某行為所秉持之內在規範壓力：指個人受重要參照團體影響去

應對進退，稱之為社會規範信念( social normative beliefs )。 

工具性的認知信念與社會規範信念導致利益動機與組織承諾，並影響

組織承諾之行為與意圖。後者所產生之組織承諾非為計利性考量，而是個

人認為如此做既真且善，且較穩定持久，不易受外界影響。Fishbein 即以

工具性的認知信念與社會規範信念為預測變項，以意圖表現為依變項建立

模式(范熾文, 2002)，如圖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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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 Fishbein 組織承諾的行為意圖模式 

資料來源：Wiener, Y. (1982). Commitment in organizations: A normative 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7(3), 420。 

 

（四）Wiener 之組織承諾形成模式 

Wiener（1982）將 Fishbein 的行為意圖模式予以擴展，認為直接影響組

織承諾之內化規範信念因素有二：1.普遍化的忠誠與責任（generalized loyalty 

and duty）；及 2.組織認同。Wiener 認為普遍化的忠誠與責任只受到選擇成

員過程的影響，組織認同則同時受到選擇成員過程及組織社會化的影響(劉

建男, 2005)。其所提出的組織承諾形成模式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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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6  Wiener 的組織承諾形成模式 

資料來源：Wiener, Y. (1982). Commitment in organizations: A normative 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7(3), 422。 

 

（五）Reyes 的教師組織承諾模式 

Reyes（1990）採用 Mowday 等人對組織承諾的觀點，將教師組織承

諾定義為教師對學校目標、價值的心理認同，希望留在學校繼續的投注並

奉獻。並且將組織承諾的因素歸納為「學校環境變項」、「教師個人變項」、

「個人-組織的契合」等三大類。 

1. 教師個人變項： 

（1）身份變項（status variables）：年齡、年資、性別、教育程度。 

（2）內在變項（intrinsic variables）：對工作任務的情感性承諾，如工

作認同、工作意願。 

（3）工作取向（orientation about work）：規範導向、功績導向。 

 

2. 學校環境變項： 

（1）社會報酬（social rewards）：如與校長、同事、學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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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在獎勵（extrinsic rewards）：如薪資、晉升機會。 

（3）組織取向（organizatioal orientation）：規範導向、功績導向。 

3. 個人－組織的契合： 

指個人與組織的契合程度，也是個人在組織中社會化的過程。當成員

接受組織的信念、價值、目標，並統整個人－組織的價值、目標系統時，

其契合的程度越高，則個人受組織社會化的程度越高，將導致特別的的信

念、態度、行為，並增強教師對學校、對目標與任務的承諾。 

 

社會化的過程是雙向的過程，需要由學校行政人員提供相關角色的訊

息，教師接受並與自己的背景經驗對訊息的解釋整合，此一互動的過程，

契合程度越高會增強教師的態度、信念、行為，提昇教師的組織承諾(簡

佳珍, 2003)。Reyes 和 Pounder 研究教師組織承諾、工作滿意與學校價值

導向的關係，結果發現私立學校教師的組織承諾及教師與學校目標的契合

程度皆較公立學校高(簡佳珍, 2003)。其教師組織承諾理論之模式架構，如

圖 2-7 所示。 

                        圖 2-7  Reyes 的教師組織承諾模式 

資料來源：簡佳珍 (2003)。桃園縣國民小學教師組織承諾與教師效能感關係之

研究。臺北市立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台北市，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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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Meyer 和 Allen 的三個構面模式組織承諾 

Meyer 和 Allen 在 1984 年最初提出對情感性和持續性承諾之間的區

別，情感性承諾意思是一種對組織感情的附著，對組織的認同，及對組織

的投入。而持續性承諾意思是離開組織所要付出代價的知覺。之後 Allen 

和 Meyer 在 1990 年提出第三個從承諾的定義被區分出來的構面，規範性

承諾，反應對留在組織義務的知覺(Meyer, Stanley, Herscovitch, & 

Topolnytsky, 2002)。 

在回顧有關組織承諾的文獻時，Meyer 和 Allen (1991)發現在對承諾

二字下定義時有三個明顯的重點：視承諾為對組織的情感依賴，視承諾為

離開組織所要付出代價的一種知覺，及視承諾為留在組織的一種義務。他

們把這以上形式歸為情感性、持續性及規範性承諾三種，這些承諾形式有

一個共同的觀點就是：視承諾為一種可以描述出員工與組織之間的關係，

並決定是否繼續成為該組織成員的一種心理狀態。然而，除此之外，每一

種形式的承諾其心理狀態的本質是相當不同的。有著強烈的情感性承諾的

員工以留在組織中是因為他們的意願，有著持續性承諾的員工留在組織中

是因為他們的需要，而有著規範性承諾的員工留在組織中是因為他們必須

要如此。Meyer 和 Allen 認為：當我們把這三種形式的承諾都考慮進去時，

我們對員工與組織間的關係才會有更深刻的了解。所以，他們發展出組織

承諾的三個構面模式。根據這個模式，員工會經歷全部三種形式不同程度

的承諾。Meyer 和 Allen 假設每一個構面的發展係因在職行為的不同經驗

及不同的行為意涵(Meyer, Allen, & Smith, 1993)。 

情感性承諾的多種前因變項已經被確認的，包含個人特性，結構特

徵，工作屬性特徵，及工作經驗。Meyer 和 Allen(1991)注意到顯然多數相

符合的關係是由工作經驗中獲得。在組織內的經歷與期望相符且滿意基本

需求的員工會比那些經歷較少被滿意的員工更有利於對組織發展強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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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態度。持續性承諾的發展大概是依員工的認知，若他們離開組織他

們將會失去所累積的投資或「附屬利益」，或是他們了解能比較選擇的可

用資訊是有限的。最後，規範性承諾的發展是依強調對雇主忠誠社會化經

歷的結果，或透過收取利益(如：授課鐘點費或技能的訓練)而在員工內心

產生一種報答組織義務的知覺(Meyer et al., 1993)。 

圖 2-8 呈現這三個構面的組織承諾與它們的前因、相關、及後果變項

之間假設連結摘要圖。 

                     圖 2-8 Meyer 和 Allen 的組織承諾三個構面模式圖 

資料來源：Meyer,J.P., Stanley,D.J., Herscovitch,L., &Topolnytsky,L. (2002).  

          Affective, Continuance,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to the  

          Organization: A Meta-analysis of Antecedents, Correlates, and  

          Consequences.Journal of VocationalBehavior,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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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組織承諾模式理論，可瞭解由 Steers 首先提出個人特質、工

作特性及工作經驗此三項前因變項，做為組織承諾決定因素的理論，奠定

了組織承諾模式基礎；而 Mowday 等人以 Steers 的研究為基礎發展出組

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不僅在組織內部可以一般化，甚至推論至同一社會

文化的不同組織，也可應用。即不同的組織之間不同的目標、結構及與工

作相關的思想型態，可能與所建立模式的組織決定因素相互作用，影響最

終承諾的高低。而 Meyer 和 Allen 所提出的組織承諾三個構面模式，則

是探討可能的前因變項，及已被確認過的後果變項，及相關變項之間的關

係，以進一步確認這三種承諾形成的原因，及對在職行為與員工個人狀況

的影響。 

 

肆、組織承諾的測量工具 

許多的專家依不同的定義發展出不同的測量問卷，就幾種較被廣泛使用的

測量工具加以說明如下： 

（一）Porter、Steers、Mowday 及 Boulian (1974)組織承諾量表(OQC) 

Porter、 Steers、 Mowday 和 Boulian（1974）採規範性觀點發展

組織承諾問卷（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簡稱 Porter et 

al., OCQ)。該組織承諾問卷旨在測量成員在態度行為上，對組織認同與

投入之程度，包含「組織目標和價值認同」、「努力意願」、「留職傾向」

等三向度。採 Likert 式七點量表，從「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

分別給予一分到七分，其中六題是反向題，用來避免受試者反應心向偏

差。問卷內部致性 Cronbach α 係數在 .52 至 .93 之間(蔡炳坤, 2006)。

這個量表有長版本及短版本之分，長版本總共有 15 題，短版本共有 9

題。Mowday 等人用短版本對九個不同的組織，超過 2500 名員工測試，

結果其 Cronbach α 係數都在.82 至.93 之間(Hart & Willower,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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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教育領域大都是採用此量表，且將組織承諾分為價值、努力、

留職承諾三構面。其定義分別為： 

1. 價值承諾 ( Value Commitment )：指接受組織目標及價值。 

2. 努力承諾 ( Effort Commitment )：是願意為組織付出更多的努力。 

3. 留職承諾 ( Retention Commitment )：有高度慾望以維持組織成員

的身分。 

（二）Hrebiniak 和 Alutto 之組織承諾量表 

Hrebiniak 和 Alutto 在 1972 年採交換性觀點發展組織承諾問卷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簡稱 H & A, OCQ），組織承

諾是個體與組織之間以附屬利益或投資的交換觀點，經過一段時間後所產

生結構性現象。該問卷共有四題，旨在測量成員對組織的計利性投入，藉

以了解其在「薪資」、「職位」、「專業創造發揮」及「同事友誼」下之離職

傾向，從「絕對不會」至「絕對會」分五等級計分。Hrebiniak 和 Alutto

針對 318 為小學教師及 395 位護士進行研究，結果發現角色緊張、年資、

及對組織的升遷不滿意具有顯著的解釋力，支持「承諾」是一種交換的觀

點。組織承諾是成員為了薪資、地位、專業創造自由與同事友誼，而不願

離開組織的行為傾向。以投資模式來解釋和預測組織承諾，認為組織承諾

是成員對組織獎勵與成本關係的滿意度(蔡炳坤, 2006)。 

Ferris 和 Aranya（1983）曾作信度分析，其結果顯示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係數為 .88，顯示本量表信度令人滿意。雖然本問卷有良好信

度，但國內使用本問卷，做為測量研究工具者較少(引自蔡炳坤, 2006)。 

 

（三）Meyer、Allen 及 Smith 三個構面組織承諾量表 

Meyer, Allen & Smith (1993)發展的三構面組織承諾量表，考量到不同

類型的組織承諾，也修正 Mowday、Steers 及 Porter (1979)的量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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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性承諾量表（affectivecommitment scale；簡稱 ACS）、持續性承諾量

表（continuance commitment scale；簡稱 CCS）、規範性承諾量表（normative 

commitment scale；簡稱 NCS），近年來常被廣為使用。每一因素量表各八

題，計算分數方式是各因素個別加總。理論上，情感性承諾主要根源於 

Etzioni（1961）的道德性投入、Kanter（1968）的凝聚性承諾；持續性承

諾觀點主要來自於 Kanter（1968）、Becker（1960）等人的成本觀點，後

來則修訂為個人依附於組織與較少的工作替代機會；規範性承諾則以 

Wiener（1982）的內化規範壓力（ internalized normative pressures ）為依

據(引自張新堂, 2005)。其三個構面測得 Cronbach’s α 分別為 0.82、0.76、

0.80。Meyer 和 Allen（1996）認為在量表的建構效度上，後續各項研究

皆支持這三構面的量表。量表每個構面下均有六題題目，合計十八題。 

 

1978 年 Kidor 以保險公司、醫院和大學等人事部門作為對象，進

行研究比較，結果發現 Porter 等人 OCQ（信度在.882～.905 之間）與 H. 

& A. OCQ（信度在.749～.881 之間）的信度都相當高。1983 年 Ferris 和 

Aranya 以美、加兩國 1105 位專業會計師為樣本，同時測量比較 Porter 等

人. OCQ 與 H. & A. OCQ 兩者在信度效度上的差異，發現兩種問卷都是

不同的單一因素概念量表且有顯著相關（r=.39, P<.01），但 Porter 等人 

OCQ 較能測知預測變項與組織承諾之關係，對離職意願的預測力較佳，

但就實際離職而言，二者並無顯著差異；若以性別、年齡、婚姻、兒女數

目、教育程度、服務年資、其他工作機會、組織知覺或職業衝突、工作滿

意及職業承諾，分別對二種問卷進行迴歸分析，結果發現 Porter 等人的問

卷優於 H. & A.的問卷(張新堂, 2005)。而國內有關教師組織承諾的研究，

大都使用 Porter 等人 OCQ。 

從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學者大都使用 Porter 等人 OCQ，並分成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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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組織認同」、「努力程度」、「留職傾向」。杜金璋(1991)還是認為它

是一個同質性量表，只是比起美國的研究結果，其同質性較不高而已。黃

國隆在 1986 年認為也許與文化差異有關（引自曾南薰，1998）。由於研究

者認為組織承諾應是多重構念並非只是單一構念。而 Meyer 和 Allen 

(1991)提到組織承諾任何構成要素與行為之間的關聯是複雜的，三個構面

的組織承諾（情感性、持續性與規範性承諾）都能對一個特別的行為發揮

各自獨立的影響。另外 Chen 和 Francesco (2003)與 Cheng 和 Stockdale 

(2003)在跨文化的研究，也支持三個構面的組織承諾使用在華人樣本，所

以本研究依據 Allen 和 Meyer (1993) 提出的三個構面組織承諾量表，作

為教師組織承諾的測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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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作滿意之理論與相關研究 

    茲將工作滿意的意涵、理論基礎、影響的因素及測量工具，分別敘述如下： 

壹、工作滿意之意涵 

在1927至1932年之間所從事的霍桑實驗發現結果與科學管理之假設

不符，而提出「人群關係理論」，認為員工的情感會影響其工作行為，工

作人員在工作情境中的態度、工作參與、團體凝聚力及工作滿意，乃是決

定工作人員的工作滿意與工作團體生產力的主要因素(蔣佳良, 2006)。之後

管理者逐漸關心組織成員基本的生理需求及心理層面的需求；也引發工作

滿意的研究風潮。 Hoppock 在 1935 年出版「工作滿意」一書後，成為最

早提出工作滿意的概念學者。 Hoppock 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心理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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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

的程度，可由徵詢工作者對工作感到滿意之程度得知(黃裕敏, 2003)。 

 

由於研究學者對工作滿意所依據的理論與觀點不同，所以，對於工作

滿意的定義也有所不同，呈現眾說紛紜的情形。如 Bhuiane 與 

Menguc( 2002)認為工作滿意是指一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本身或從外在的

觀點有正面或負面的感覺。O’Reilly (1991)認為工作滿意度為員工對於他

們的工作所維持的態度，而此態度是源自於他們對於工作的知覺而來。

Weiss 等學者於 1967 年則將工作滿意分為內在、外在以及一般：(1).內在

滿意：工作者對工作本身所引發的價值觀、責任感、成就感、社會地位、

職能地位以及運用能力的機會；(2).外在滿意：工作者在工作中所獲得的

薪資、升遷、與上司、部署、同事間的互動、公司政策以及實施方式；(3).

一般滿意：即對內在性及外在性整體層面的滿意程度。而 Ivancevich 在

1997 年認為個人對於工作的態度，工作上的感受以及個人和組織之間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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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程度會產生工作滿意度。Locke 在 1976 年)認為工作滿意是個人評估或

工作經驗所產生之愉快或正面的情緒感觸。其認為工作滿意度為一種整體

性的構成，包括了工作本身、升遷機會、上司督導、福利、組織參與及同

僚相處等方面感到滿意的特定事實(鄭麗芳, 2005)。 

Vroom (1964)認為工作滿意係指個人對工作角色抱持的情意取向，正

面的情意取向即代表工作滿意，負面的取向則是代表不滿意。Cambell 

(1970)認為工作滿意是員工對其工作或工作某些特定層面，正向或負向態

度的感覺，是個人一種內在的心理狀態。Price (1972)指出一個工作體系

中，成員對於該體系中的角色所具有之感覺或感情。倘若是正面的感覺或

積極的反應即為滿意；反之，則為不滿意。Davis (1977)認為工作滿意是員

工對其工作喜歡或不喜歡的程度。Robbins 在 1996 年認為工作滿意是工

作者對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度，工作者的工作滿意程度高，表示對他的

工作抱持著正面的態度(張峰旗, 2006)。 

由上述可知學者對於工作滿意度的定義繁多，但大都是以個人本身及

外在環境條件來定義工作滿意。楊益民(2002)綜合各家定義，將其歸納為

下列三種： 

(一)、綜合性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將工作滿意概念作一般性的解釋，亦即工作滿意只是一個單一

的概念，工作者能將不同工作構面上的滿意與不滿意加以平衡，形

成集體的滿意。因此，只是將工作滿意作一般性的解釋，而不涉及

工作滿意的面向、形成的原因與過程。此定義可說是整體工作滿意

的定義，其重點在於工作者對其工作有關情境所抱持的一種態度，

亦即工作者對其全部工作角色的情感性反應。 

(二)、期望差距的定義(Expectation Discrepancy) 

將滿意的程度視為「一個人自工作環境中所實際獲得的價值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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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應獲得的差距而定。」差距愈小，滿意程度愈大。反之，則滿意

程度愈低。此定義亦可謂需求缺陷性定義，這類定義的重點在於：工

作者所應得的與實際所得的二者間的差距，若差距愈大，則滿意程度

愈低，反之，差距愈小則滿意程度愈高。Porter 和 Lawler（1971）

亦認為滿意是由個人認為其所應得的與他知覺到真正得到的，二者間

之差異所決定，差距愈大，則愈不滿意，而差距愈小，則愈感滿意。 

(三)、參考架構說(Frame of Reference) 

認為組織或工作情況中的「客觀」特徵並不是影響人們態度及行

為的最重要因素，而是人們對於這些客觀特徵的主觀知覺及解釋，這

種知覺及解釋則受個人自我參考架構的影響。Smith 等人即認為工作

滿意為個人根據參考架構對於工作的特性加以解釋後得到的結果。此

定義可謂構面性定義，其特徵是工作者對於其工作特殊構面之情感性

反應。 

目前國內有關工作滿意的研究大多採取「參考架構」的定義，因此在衡量

工作滿意時，使用多構面的衡量方式。 

 

貳、工作滿意之相關理論 

    有關於工作滿意的相關理論很多，就以需求層次理論、ERG 理論、雙

因素理論、期望理論、公平理論及差距理論，分別加以探討： 

一、需求層次理論（Need Hierarchy Theory） 

此理論的代表人物為 Maslow，他認為促使人們加入一個組織，留在

組織內並為組織目標而努力的驅動力量，實際是一個需求的層級，其將人

類需求分為五個層級，要滿意較高的層次需求之前，須先滿意較低層次的

需求，如圖 2-9 所示。但林欽榮在 1988 年研究指出，Maslow 的五個需

求層級有別，並非每一個層級的需求都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滿意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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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層的滿意與下層次的滿意常有重疊，而每個人的心中對各種不同層級

的需求，都有不同的需求強度。因此需求的滿意與否，會影響工作者的行

為表現，也就會影響其工作效率(梁丁財, 2002)。玆將這五種需求（由低而

高）分別敘述如下(秦夢群, 2004)： 

1.基本生理需求（basic 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人類賴以維生的

各種需求，例如食物、空氣、水、性及睡眠等。現在人類則需要

努力工作，加入各種組織，以賺取酬勞購買自己所需。 

2.安全需求（safety needs）：主要偏向於人類心理上的需求。其中

包括工作的保障、免於疾病、災難或是意外事件等，一般人多

要在此種安全需求滿意後，才會有較大的冒險精神。例如一個

老師必須在自己的工作受到保障後，才願意有革新的行動。 

3.社會需求（social needs）：包括與同輩的親和、對公司的歸屬感，

以及同事的認同感等。是屬於與周圍的人互動後，個體的社會

需求。此種需求若不能滿意，常導致不適應的情形。 

4.尊重需求（esteem needs）：分為自尊與別人對本身的尊重兩種。

前者包括對自己的信心、成就與獨立性的評價；後者則指別人

對自己的看法。老師常需要學校行政者與家長對自己的努力做

一肯定，即是一種對於他人尊重的需求。 

5.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此種需求是在

Maslow 需求階層的最高部分。是指個人為追求完美，或成為自

己理想中的典範，因而不斷自我發展、自我創造的過程。 

Maslow 的理論主張一種需要若是已被滿意，則失去了激勵作用，人

們將會尋求更高層次的需求。但是人類的行為複雜，在同一時間的需求並

不是單一的，而可能同時停留在不同的需求層次上。因此對於一個學校行

政者而言，瞭解教師的需求層次是極為重要的，不能要求教師在自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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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滿意，卻不保障其工作。此外，不同環境、不同教師團體，其需求層級

也不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教育領導者要推行一種政策時，首先瞭解教師的

需求層次是有其必要的(秦夢群, 2004)。 

 

                      圖 2-9  Maslow 的需求層次 

資料來源：秦夢群(2004)。教育行政－理論部份 (頁 384)。台北市：五南出版 

          社。 

 

二、ERG 理論（Existence、Relatedness and Growth theory） 

Alderfer 於 1969 年將 Maslow 的需要層級簡化為三個需要類別：生存

（ existence，E）、關係性（ relatedness，R）、以及成長（growth，G），

簡稱為 ERG 理論。EGR 三個理論需求：生存、關係與成長的核心論述如

下： 

（一） 生存（Existence , E）需求：各種形式的生理及物質的需求，

包括食物、衣服、庇護所與其他物質的慾望。在工作環境中

對於薪資、福利及物質的工作條件之需要亦包括其中，可與

Maslow 的生理需求及某些安全需求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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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Relatedness , R）需求：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包括那些

涉及在工作場所中與別人的人際關係方面的一切在內，。例

如，與親人、師長、部屬及朋友間的關係。此一需要類別與

Maslow 的安全、社會與某些尊重需求相似。 

（三） 成長（Growth , G）需求：是有關人的發展與自我實現，即

個人努力在工作上表現其能力，不斷克服挑戰，充分發展各

種潛能，追求成長的一切需求。此可與 Maslow 的自我實現

需求與某些尊重需求方面相似。 

ERG 理論有三個基本論點：(1)每一需求層次的滿意愈少，則愈希望

能夠獲得滿意；(2)愈低層次的需求愈被滿意，則愈希望能滿意較高層次

的需求；(3)較高層次需求的滿意愈小，則轉而追求較低層次的需求滿意

以資補償。從工作滿意的觀點看 ERG 論理，員工若只停留在追求較低

層次的需求時，組織應檢視是否員工在追求較高層次的過程中遭遇困

難，因而才會只追求較低層次的需求，這時組織應協助員工在低層次的

需求外，給予高層次需求的滿意，如此員工的整體工作滿意度才會提高

(蔣佳良, 2006)。 

 

三、雙因素理論（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Herzberg 指出認為人類的動機與滿意感是由兩組因素來控制，而非傳

統上所認為的只有一組因素。他把滿意的反面定為無滿意（no 

satisfaction），而不滿意的反面卻是沒有不滿意（no dissatisfaction）。滿意

與不滿意分別由兩種不同的因素來控制，如圖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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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0  Herzberg 理論對於滿意與不滿意兩者關係的不同看法 

資料來源：秦夢群(2004)。教育行政－理論部份 (頁 387)。台北市：五南出版 

          社。 

Herzberg 以二百個會計師與工程師為樣本，要他們列出工作中何種情

況會覺得最滿意與最不滿意。結果發現有兩組不同的因素，一組是較趨內

向的(intrinsic)因素，與個人本身有關，稱之為激勵因素(motivating 

factors)。另一組屬於較外向的(extrinsic)因素，來自於外界，稱之為保健因

素(hygiene factor)。分述如下： 

一、激勵因素(motivating factors)：其中包括（1）成就（Achievement）；

是否如願達到自己的目標或成功的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務。（2）

認同感（Recognition）：從他人處所獲得的印象，看到自己是否

稱職或成功。（3）工作本身的挑戰性（The challenge of the work 

itself）：所需完成的工作是否一成不變，或是需有創新而富挑

戰。（4）晉升（Advancement promotion）：是否在一定的工作表

現下，有一定晉升的機會，或因而有更大的機會實現自己的理

想。（5）個人與專業的成長（Personal or professional growth）：

個人在工作中是否在人際關係與專業知識有所獲得，進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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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更有價值。以上五項因素被證明可以激勵個人，進而促進

其滿意感。 

二、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其中包括（1）公司政策與行政體系

（Company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2）上級視導

（Supervision）是否正確或公平。（3）工作環境（Work 

conditions）是否良好（4）與上級之關係（Relationship with 

supervisors）（5）與同僚的關係（Relationship with peers）（6）

與部屬之關係（Relationship with subordinates）（7）個人生

活（Personal life）（8）工作地位（Status）（9）工作之穩定

度（Security）等。這些因素如果不能達到理想，則個人因

而會產生不滿意感，就如保護一個人的健康而不使之生病一

樣。 

Herzberg 認為激勵與保健因素是屬於兩種不同的層面，彼此之間並

非一線之兩極端。因此，消除了使個人不滿意的保健因素，並不代表因

之就能激勵個人，而產生滿意感(見圖 2-11)。舉例來說，一個學校如果

只是一味的調薪或改善工作環境，但卻不一定能真正使老師因而被策勵

而更上層樓。要使老師達到真正的滿意感，學校必須要調適激勵因素，

如給予適當工作，或合理的升遷與學習環境等，如此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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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Herzberg 兩因素理論 

資料來源：秦夢群(2004)。教育行政－理論部份 (頁 389)。台北市：五南出版 

          社。 

 

 

四、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期望理論由 Vroom 於 1964 年提出，他認為作者對於行為結果的期望

與對該結果個人所認定的價值(valence)，是影響工作滿意的主要因素，而「期

望」指的是預期該行為能達到目標的可能性，「價值」則是指該預期目標對

個人的重要性，當「期望」與「價值」愈高時，個人的工作動機就愈強，工

作滿意也愈高。 

期望理論的假設有三(秦夢群, 2004)：（一）不同的個人有不同的慾望、

需要與目標，且隨著環境的改變與自身經驗的增長，個人的慾望、需要與目

標也隨之改變。（二）人們在遭遇不同的抉擇時，常以理性的態度來處理。（三）

人們會自過去的經驗中學習。當其需要做抉擇時，是根據「如果這樣行動，

有多少希望可以得到所要結果」的程度而定。換句話說即是先問自己此次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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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的機率有多大，然後再根據其做選擇。. 

期望理論的建構是以吸引力(valence)、期待(expectancy)及動力（force）

三者的關係為主：1. 吸引力：意即工作表現有可能達成的結果所產生之特

殊的價值。2.期待：個體信念對於行動可能產生結果的關心。3.動機：結合

了各種可能性的價值及個人之期待兩種概念，即為動力 (闕美華, 2000)。而

Vroom 的期望理論即是吸引力→ 期待 → 動力三者的聯結，個人為達到目

標所產生的動機及行為，必須在這三者皆強時才會繼續，工作者若無強烈的

目標吸引他，則不會有動機產生，而有強烈的動機若達不到期待的結果，皆

會造成行動的中斷，動機也隨之因而下降(羅明忠, 2003)。 

 

五、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Adams 在 1963 年提出公平理論的概念是源自於 Festinger 的「認知

失調論」與 Homan 等的「交換理論」。Adams 認為工作滿意是取決於工作

者自己從工作所得的報酬與其對工作投入之間的比例，及參考他人的工作所

得和工作投入的比例而定。兩個比率愈相等，則此人會覺得公平，進而會產

生滿意。較少的報酬會導致抱怨，並減少個人對工作的投入，以消除不公平

的感覺；而過多的報酬會令他產生不安情緒，所以兩個比率愈不等，則愈會

感到不公平，進而導致不滿意。 

在公平理論的架構中，報酬被視為判斷滿意的重要激勵因素。如果工作

者知覺其所得與付出是公平的，則會感到滿意，否則將會感到不滿意。個體

所知覺的公平性來自於本身主觀的感受，對於工作的投入與工作所得的內涵

並沒有客觀依據，主要是取決於這些投入與所得對個體的重要性而言；至於

工作者與他人的比較，個體可能是跟其他個體或團體作比較，也可能與自己

過去的經驗和未來的期望相比較(鄭麗芳,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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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差距理論（Discrepancy theory） 

為了補足 Vroom 理論的不足，Porter 與 Lawler 發展出另一套的期

望理論，稱為「差距理論」，其精神與 Vroom 的期望理論極為相似。兩

人均認為：個人在工作上的動機與熱忱是基於：(1)個人在努力之後，能夠

確實獲得所期待報酬的機率。(2)個人對所期待報酬的評量。Porter 認為工

作滿意決定於個人對工作結果之期望與實際所得之間差距的大小，即工作

滿意的程度是依照個人對其「應該獲得」與其「實際獲得」兩者之間差距

的感受多寡而定。Locke 在 1969 年認為工作滿意決定於個人對期望與結果

之間所知覺到之差距的大小，差距愈小，則愈感到滿意；差距愈大，則愈

感到不滿意，也就是說工作滿意的程度是取決於個人在工作中「實際獲得

的」與「希望獲得的」兩者之間差距的感受大小，如果前者大於或等於後

者，則感到滿意；前者小於後者，則感不滿意。因此，個人的努力與否是

去評估可能得到的報酬機率是否值得而定。而基於個人的表現（努力、能

力、對角色的領悟力等）期待其內在（安全感、歸屬感）或外在（加薪、

升級的報酬）再加上個人想像所應得的獎賞，就會產生個人的滿意感。而

此滿意感的高低取決於個人是否得到自己認為應得的獎賞(游肇賢, 2003)。 

 

參、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 

工作滿意是個人對於工作概括性、整體性評估的一種心理性反應。影

響工作滿意的因素很多且複雜，Herzberg 則認為影響工作滿意的主要因素

可分為兩組：1. 內在激勵因素：如成就、讚賞、責任、升遷、工作本身等。

2. 外在維護因素：如薪資、成長可能性、人際關係、技術視導、組織政策、

行政措施、工作環境、個人生活、地位和工作安全感等。而 Farrell 則認

為決定工作滿意的因素有兩種：1. 工作者本身因素：如教育背景、工作經

驗、特殊訓練及工作動機。2. 工作特性：如薪資、邊際利益、常規、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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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整、溝通、升遷機會等。另外謝文全於 1976 年以中小學教師為研究群

體，由教師個人及其工作環境分析出影響教師工作滿意的有關因素有：1. 

個人因素：包括教師本身的人格特質、性別、教育程度、工作程度、工作

經驗、期望需求等。2. 環境因素：包括有教師進修、權責、酬賞、成就感、

人際關係、社會地位與上級的賞識、領導形式、及教師工作本身的安全性

等(游肇賢, 2003)。 

 

由上述的學者的研究分析，可以了解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大致上分為

個人本身的內在因素與工作環境的外在因素。Seashore 及 Taber 在 1975

年於美國行為科學家期刊(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發表工作滿意指

標及其相關乙文，將與工作滿意有關的主要變項分為前因與後果變項兩

類，茲敘述如下(張峰旗, 2006)： 

一、前因變項：又可分為環境變項與個人變項兩類： 

（一）、 環境變項： 

(1) 政治及經濟環境：如政治體制、失業率、工業化程度

等。 

(2) 職業性質：工作者從事的職業所帶來的社會地位與職

業聲望等。 

(3) 組織內部環境：如組織氣候、組織規模、領導型態、

參與決策的機會等。 

(4) 工作與工作環境：如工作性質、工作特徵等。 

（二）、個人變項： 

(1) 人口統計特徵：如性別、年齡、年資、教育程度、婚

姻狀況等。 

(2) 穩定人格特質：如價值觀、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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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力：如智力、運動技能等。 

(4) 情境人格：如動機、偏好等。 

(5) 知覺認知與期望。 

(6) 暫時人格特質：如憤怒、厭煩等。 

二、後果變項：又可分為三類： 

（一） 個人反應變項：如退卻；攻擊、工作績效等。 

（二） 組織反應變項：如品質；生產力、流動率。 

（三） 社會反應變項：如疾病率、政治穩定性等。 

肆、工作滿意的測量工具 

工作滿意的測量工具一般都是以問卷的方式進行。就幾種常用的量表

做介紹，這些量表都以擁有良好的信度、效度而著名。分述如下 

一、工作描述量表(Job Description Index，簡稱 JDI)： 

JDI 不管在國內還是國外，都是最廣為人知且應用最多的工作滿意量

表，當研究者想針對組織研究做測量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此量表。此量表

係由 Smith, Kendall 及 Hulin 於 1969 年所發展出來的，將工作滿意分為

五個構面 72 子題，分別敘述如下(楊益民, 2002)： 

1.主管：員工自己覺得有管轄權的主管是否對工作內行、是否讚美優

秀工作者、是否對員工有影響力等，所感受到的實際與預期

的差距。 

2.同事：在工作環境中，員工從與自己有往來的同事處覺得同事是否

聰明、是否有活力、是否有責任心等，由以上所感受到的實

際與預期的差距。 

3.昇遷：員工覺得未來昇遷機會，昇幅之公平性所感受到的實際與預

期的差距。 

4.薪資：員工覺得薪資是否收支平衡、是否有分配到公司紅利、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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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生活過得舒服，所感受到的實際與預期的差距。 

5.工作性質：員工覺得本身工作是否令人快樂、是否容易、是否吸引

人、是否有成就感等，由以上所感受到的實際與預期的差距。 

JDI 題目呈現的方式是以評量性的形容詞（evaluative adjective）或簡

短的語句來描述工作，受試者回答是或不是，或針對正面或負面的詞句回答

是、不確定、不是三項中選擇一項填答(林雍智, 2000)，並分別給於 3 分、1

分、0 分，各分量表的得分即代表填答者在各層面上的滿意情形，而五分量

表的總分則代表其工作一般滿意之情形。工作描述量表雖只要求受試者描述

其工作，但其中隱含個人工作的評價，由此可以測量出工作者的工作滿意程

度，採用此量表從事工作滿意的研究者甚多(蒼開強，2004)。 

二、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簡稱

MSQ)： 

明尼蘇達滿意問卷是 Weiss 等人於 1967 年所研製的，它算是在較

早的工作滿意量表中，擁有較細層面的調查問卷。它有長試：100 個試題

和短試：20 個試題的兩種不同版本。分述如下： 

(一) 長題本分為 20 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包括五個題目，二十個分

量表分別表示能力發揮、成就感、活動、升遷、權威、公司政

策與實施、薪資、同事、創造力，獨力自主、道德價值、受賞

識感、責任感、安全感、社會服務、社會地位、督導─人際關

係、督導─技巧、工作變異性、及工作環境等項目，組成可提

供 20 個工作層面的滿意分數。 

(二) 短題本測量受訪者的內在滿意、外在滿意及一般滿意，短題本

則將工作滿意分類為內在滿意、外在滿意及一般滿意：(1)內在

滿意：工作者對工作本身所引發的價值觀、責任感、社會地位、

職能地位等，而感受到的滿意程度；(2)外在滿意：工作者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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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所獲得的薪資、升遷以及與上司、部屬、同事間的互動等

因素所感覺的滿意程度；及(3)一般滿意：即對內在性及外在性

整體層面的滿意程度(蒼開強，2004)。 

雖然此量表分類很細，但卻受到部分學者質疑此分類方式，可能使

受試者難以區分其差異，造成鑑別力低落。因此，MSQ 兩種版本雖為

測量工作滿意之理想工具，但在使用與解釋結果時應加以注意上述之鑑

別力較弱的缺失(林雍智, 2000)。 

三、工作診斷調查量表（The Job Diagnostic Survey, JDS） 

由 Hackman 及 Oldham 於 1975 年共同編製的，目的是診斷現在

的工作及瞭解工作是否需重新設計，藉此改善員工的工作動機及績效，

進而評估工作改變後對員工的影響。此量表分長題本、短題本及工作評

定量表三種題本，可測量工作者的一般滿意、內在工作動機和特殊滿意；

其中，短題本分為五個層面，包含工作保障、待遇、社會關係、督導與

成長等層面，其內部一致性信度為.56 至.88，國內吳靜吉、洪清香並加

以修訂，求得重測信度為.54 至 .82(潘安堂, 2002)。 

 

上述的工作描述量表、明尼蘇達滿意問卷、工作診斷調查量表等三

種，雖各有不同的「構面」，皆有其特色；其中明尼蘇達滿意問卷之短式

問卷， Hirschfeld(2000)將原明尼蘇答問卷做修訂，仍將工作滿意分為內

在滿意、外在滿意、一般滿意這三個面向，主要探討內在滿意與外在滿

意兩者的差異，並與原問卷做比較，研究發現修訂後的問卷與原問卷有

著同樣的信度，並發現修正後的內在滿意與外在滿意相當適配，並且建

議研究者採用 MSQ 短式問卷來測量工作滿意。本研究將以 Weiss 等人

所發展的明尼蘇達滿意問卷，作為探討在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下教師工

作滿意情形的測量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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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家長式領導、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相關研究 

    由於家長式領導與組織承諾相關之研究相當有限，因此就針對家長式領

導的相關研究及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做討論，再分別探討家長式領導與組織

承諾之關係及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之間係。 

壹、家長式領導的相關研究 

家長式領導是近年來研究本土化領導所發展的領導方式，在教育領域

的研究相當缺乏。僅有謝旻憲(2006)、夏小琪(2006)、周怡君(2006)、林龍

和(2004)、蔡秉峰(2003)、謝佩鴛(2000)六篇，茲將研究結果分述如下： 

謝佩鴛 （2000）針對國小教師，對於校長領導作風、上下關係品質

及教師組織公民行為關係進行研究，其研究發現：一、家長式領導作風會

因校長的服務年資不同而有差異。二、仁慈領導與德行領導對於上下關係

品質指標都具有正向效果。二、.威權領導則對情感忠誠與主管信任具顯著

的負面效果。三、教師對校長之義務忠誠與主管信任，在校長仁慈領導、

德行領導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間，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 

蔡秉峰 （2004），以訪談與觀察方法，探討領導行為與因應策略之評

估。結果茲分述如下：一、整體而言，研究對象的領導行為大致符合「家

長式領導風格領導策略行為指標」。二、「命令與服從」需求是領導者最為

期待的需求，然而若要滿足領導者貫徹命令的需求，先決條件是組織要先

達成和諧的需求，只有在組織和諧的情境中，領導者家父長角色才會被部

屬所認可，家父長角色建立後領導者才能貫徹其命令。「組織和諧」與否

是影響領導者命令貫徹及部屬服從領導的關鍵要素。三、運用「家長式領

導策略」可使領導者得以「掌控組織」及「撫平衝突」使組織重新回到和

諧的狀態，俾使「家長式領導型態」得以順利運作 

林龍和（2005）針對國小教師，探討高雄市國民小學校長家長式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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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師服務士氣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一、國民小學校長展現中度

以上家長式領導行為，尤以「德行領導」為最。二、男性、資深、中型學

校之校長展現較高家長式領導行為。三、年長、資深、高學歷、兼任主任

之教師知覺校長展現較高家長式領導行為。四、校長展現「德行領導」、「仁

慈領導」時，教師士氣隨之提升，而展現「威權領導」則教師士氣隨之下

降。五、校長展現德行領導行為，最讓教師感到認同而有助士氣的提升，

效果也最佳。 

周怡君（2006）以國小教師為對象，進行國小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究。研究發現：一、國民小學校長展現中度以上家

長式領導行為，尤以「德行領導」為最。二、兼行政工作之男性教師所知

覺校長仁慈領導與德行領導的行為顯著較高，而學校規模 13∼24 班之教師

對校長威權領導行為的知覺則較高。三、國民小學校長仁慈領導、德行領

導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各層面和整體皆呈顯著正相關，而威權領導則與尊

重體制、敬業守法層面呈顯著負相關。四、校長家長式領導之德行領導與

仁慈領導對整體教師組織公民行為皆具有預測力，其中以德行領導之預測

力最佳。 

謝旻憲 （2006）以客家籍校長為對象，探討客家籍校長領導風格之

研究。歸納研究結論如下：一、苗栗縣客家庄中客家籍國小校長兼具「轉

型式領導」及「家長式領導」之風格。二、苗栗縣客家庄中國小教師知覺

客家籍校長領導風格滿意度之現況，皆在中上程度非常良好。三、根源於

中國傳統社會思維模式所發展出來的家長式領導風格，並未因時代進步而

被淘汰而是將其重要的內涵，加入其他新進的領導風格予以衍化展現。 

夏小琪 （2006）以國小教師為對象，探討台南縣市國小校長家長式

領導與教師教學效能之關係研究。獲得下列結論：一、國小教師對校長家

長式領導具有中上程度的評價。二、不同性別、職務、學校規模、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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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區域之教師對於校長家長式領導之看法有差異存在。5.校長展現「德

行領導」、「仁慈領導」、「權術領導」時，教師教學效能較高，而校長展現

「威權領導」時，教師教學效能隨之降低。6.校長展現德行領導時，最能

提昇教師的教學效能。 

從上述的研究發現，家長式領導確實存在教育領域，並且為教師所知

覺，所展現的領導方式都有中上的程度。綜觀家長式領導相關的研究中，

大多是與其它領導方式作比較、或是單獨探討家長式領導風格，家長式領

導大都被當成前因變項，而被當後果變項的是教師組織公民行為、教師服

務士氣、教師教學效能，對於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則尚未有人加探

討。 

 

貳、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 

教師組織承諾相關研究相當的多，其中以組織承諾為後果變項，其前因變

項最常研究的變項就是領導，茲將領導與組織承諾在教育領域相關之研究整理

如下表 2-5： 

表 2-5 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研究摘要表 

年代 作者   研 究 篇 名 研究方法       研  究  結  果 

1992 鐘長生 

校長領導型態與

教師溝通窘境、

工作滿意、組織

承諾之關係－雲

林縣公立中小學

之實證研究 

問卷調查法

1.校長採取高體恤、高結構領

導型態，教師之組織承諾則較

高。 

2.領導型態的結構因素及體恤

因素與組織承諾呈正相關。 

3.校長領導的體恤及結構因素

對組織承諾有相當預測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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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研究摘要表 

年代 作者   研 究 篇 名 研究方法       研  究  結  果 

1993 蔡進雄  

國民中學校長領

導方式與教師組

織承諾關係之研

究 

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1.國民中學校長領導行為與教

師組織承諾具有顯著正相關 

2.國中教師組織承諾確因校長

不同的領導方式而有差異 

3.校長關懷與倡導行為對教師

組織承諾有預測作用 

1998 彭雅珍  

國小校長領導風

格、教師工作價

值觀與教師組織

承諾關係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1.校長轉型領導行為與教師組

織承諾呈相關。 

2.校長交易領導行為除「被動

例外管理」與教師組織承諾為

負相關外，其他向度與教師組

織承諾亦呈正相關。 

1998 彭雅珍  

國小校長領導風

格、教師工作價

值觀與教師組織

承諾關係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1.校長轉型領導行為與教師組

織承諾呈相關。 

2.校長交易領導行為除「被動

例外管理」與教師組織承諾為

負相關外，其他向度與教師組

織承諾亦呈正相關。 

1998 張瑞村  

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 校 長 領 導 行

為、教師組織承

諾與學校效能關

係之研究 

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個案研究法

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長領導

行為，與教師之整體組織承諾

之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 

2001 陳怡君  

職業學校校長領

導行為與教師組

織承諾關係之研

究 

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1.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組織承

諾均呈顯著正相關 

2.校長領導行為與教師組織承

諾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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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年代 作者   研 究 篇 名 研究方法       研  究  結  果 

2001 詹益鉅  

桃園縣國民小學

校長轉型領導行

為、學校建設性

文化與教師組織

承諾關係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1.教師知覺校長轉型領導行為

越高，其教師組織承諾越高。

2.校長轉型領導行為與教師組

織承諾具有一組典型相關因

素存在，其解釋變異量高達46.

﹪。 

3.校長的轉型領導行為對教師

組織承諾具有高度預測力。 

2002 范熾文  

國小校長領導行

為、教師組織承

諾與學校組織績

效之研究 

問卷調查法

個案研究法

1.國小校長轉型、互易領導、

教師組織承諾與學校組織績

效之間有密切關係。 

2.個案研究結果發現國小校長

轉型、互易領導能影響教師組

織承諾，提升學校組織績效。

2002 蕭雪梅  

高中職校長轉型

領導行為與行政

人員組織承諾關

係之研究 

文獻分析法

問卷調查法

1.校長轉型領導行為能有效增

進行政人員的組織承諾。 

2.校長轉型領導行為愈明顯，

則行政人員組織承諾愈高。 

2003 游淑惠  

國 小 校 長 魅 力 領

導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及 工 作 滿 意 度

之研究 

問卷調查

法 

校長展現魅力領導行為，有助

於提高教師的組織承諾 

2004 陳學賢 

高 雄 市 國 小 校 長

轉型領導、學校願

景 發 展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關 係 之 研

究 

問卷調查

法 

校長運用轉型領導的策略愈

明顯，則教師組織承諾的意願

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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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年代 作者   研 究 篇 名 研究方法       研  究  結  果 

2005 張玄諭  

台 北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組 長 知 覺

校 長 領 導 風 格 與

組 織 承 諾 關 係 之

研究 

問卷調查

法 

國民小學體育組長知覺校長

轉型領導、互易領導與組織承

諾有顯著的相關存在。 

2005 許文敏  

高 職 教 師 之 校 長

領導風格知覺、組

織 承 諾 知 覺 及 公

民 行 為 知 覺 相 關

之研究 

文獻分析

法 

問卷調查

法 

1.高職教師知覺之「校長轉型

領導風格」、「校長交易領導風

格」與「組織承諾」均呈顯著

正相關；「校長放任領導風格」

與「組織承諾」呈顯著負相

關。 

2.高職教師背景變項及其所知

覺之校長領導風格，能有效預

測「教師組織承諾」。 

2005 王美惠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轉

型 領 導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關 係 之 研

究 － 以 台 北 縣 國

民小學為例 

文獻分析

法 
問卷調查

法 

國民小學校長轉型領導與教

師組織承諾呈現高度正向相

關 

2005 簡政為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轉

型 領 導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相 關 之 研

究 

問卷調查

法 

校長轉型領導的各層面與教

師組織承諾的各層面成正相

關 

2005 馮麗珍 

國 小 女 性 校 長 領

導 風 格 與 教 職 員

組 織 承 諾 關 係 之

研究 

問卷調查

法 

國小女性校長領導風格和教

職員組織承諾互為影響關係

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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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相關研究摘要表（續） 

年代 作者   研 究 篇 名 研究方法       研  究  結  果 

2005 林俊傑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道

德 領 導 行 為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及 工

作 投 入 關 係 之 研

究 

問卷調查

法 

實地訪談 

1.國中教師之「覺知校長道德

領導行為」與教師組織承諾之

間有顯著相關。 

2.國中教師之組織承諾會因教

師覺知校長道德領導行為的

不同而有顯著差異 

3.「國中教師覺知校長道德領

導行為」對「教師組織承諾」

具有預測作用 

2005 張樵益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道

德 領 導 與 教 師 組

織承諾之研究 

文獻分析

法 

問卷調查

法 

國民小學校長道德領導能影

響教師之組織承諾。 

2006 吳翎綺  

國 民 小 學 校 長 變

革 領 導 與 教 師 組

織承諾之研究 

文獻分析

法 

問卷調查

法 

1.校長變革領導愈佳，則教師

的組織承諾愈高。 

2.國民小學校長變革領導能影

響教師組織承諾。 

2006 陳芬蘭  

國 小 校 長 策 略 領

導 .人力資源管理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諾

關係之研究 

文獻分析

法 

問卷調查

法 

校長展現策略領導有助於提

昇教師組織承諾。 

2006 黃怡雯  

客 籍 國 中 小 校 長

的領導風格、教師

組 織 承 諾 與 學 校

效能關係之研究 

文獻分析

法 

問卷調查

法 

客籍校長展現愈高的人際關

懷的領導風格，則教師組織承

諾愈高。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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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得知，領導與組織承諾均呈現正相關，並且領導行為對組織承諾

有相當顯著的預測力，由本土所發展出來的家長式領導對教師組織承諾是否也

同樣有相同的效果，有必要做進一步的探討。 

 

參、家長式領導與組織承諾關係之相關研究 

從文獻探討可得知，在教育領域中，對於家長式領導與組織承諾之關

係尚未有相關研究。而在非教育領域，游麗芳（2006）以護理人員為調查

對象，探討家長式領導型態、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

顯示，一、護理人員對護理長之家長式德行及仁慈領導感受較高，二、威

權領導感受較低。三、對於家長式德行及仁慈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及組織

承諾間達正向顯著水準。四、而家長式威權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及組織承

諾間具負向顯著相關。五、外在滿足、德行領導及內在滿足對組織承諾有

最佳預測效果。六、學歷越高，價值承諾及組織承諾越低，努力承諾則未

達顯著水準。 

 

鄭伯壎、周麗芳、黃敏萍、樊景立、及彭泗清（2003）以大陸北京中

低階主管及一般職員為對象，針對家長式領導及轉型領導與主管忠誠、工

作態度進行研究發現，仁慈、德行與威權領導對組織承諾有正向之影響效

果。德行領導對工作滿意有影響效果，威權與德行領導對組織承諾有負向

互涉效果。 

 

可見家長式領導對於組織承諾具有相關，並且具有預測效果，因此本

研究以此相關研究，將以國中校長為對象，探討校長家長式領導與組織承

諾之間關係的相關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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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關係之相關研究 

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兩種態度在概念上的區別，除了兩者的指涉不同

外，工作滿意主要著重於態度的情感性成分，而組織承諾則還涉及態度的

認知性成分與行為傾向成分。其次，組織承諾的指涉範圍較為廣闊，反映

個人對其組織整體全面的心理狀態，而工作滿意則著眼於對個人工作或某

些工作面的情感反應。再者，個人之工作滿意的程度，會依工作環境方面

立即的變化隨時迅遠的改變，而個人之組織承諾態度較為緩慢地發展。且

較一貫地持續。因此，個人的工作滿意態度為一時的與易變的。而組織承

諾態度則較持久與較穩定(曾南薰, 1998)。 

 

由於對工作行為的影響，員工工作滿意和組織承諾是組織行為學與教

育學領域許多研究者研究的主題(Huang, 2004)。許多研究結果發現工作滿

意與組織承諾有顯著的正相關(Cramer, 1996; Elangovan, 2001)。至於工作

滿意與組織承諾兩者之間的關係為何？許多的研究者則有不同的看法，有

一些研究者認為組織承諾是工作滿意的前因變項 (如：Bateman & 

Strasser,1984；Culver, Wolfle & Cross , 1990 )。也有其它研究者發現沒有證

據支持工作滿意是組織承諾的前因變項或後果變項（如：Curry, Wakefield, 

Price & Mueller, 1986；Koslowsky, Caspy & Lazar, 1991）。有較許多學者認

為工作滿意在因果模式中是在組織承諾之前（如：Decotiis & Summers, 

1987；Mathieu, 1988；Mathieu & Hamel, 1989；Williams & Hazer, 1986）。

Poter 等人在 1974 年提出工作滿意在工作環境中與組織承諾相比較呈現

相當不穩定和立即性情感反應，它們認為組織承諾對於組織是一種相當長

期、緩慢發展的態度。Williams 與 Hazer 的研究結果顯示對於組織承諾導

致工作滿意這因果關係並未獲得支持，倒是相反的方向較有可能。也就是

說比較支持工作滿意導致組織承諾(Huang, 2004)。而 Mathieu 和 



國中校長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關係之研究 

 72

Hamel(1989)，Iverson 和 Roy(1994)及 Michaels(1994)也是獲得相同的結

果。 

 

工作滿意是指一個人喜歡工作的程度，它是一種個人對於工作狀況的

主觀反應。大部份工作滿意問卷都是依據 Herzberg 的雙因素理論。其工

作滿意理論都分為內在和外在兩種因素（如：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MSQ）。Desslery 在 1982 年指出對於組織承諾內在報酬比

外在報酬有更強烈的影響(Huang, 2004)。本研究在探討家長是領導與組織

承諾之間係，而從理論得知工作滿意對於組織承諾有高度的相關，因此將

工作滿意加入探討，並且以 Herzberg 的雙因素理論為基礎，將工作滿意測

量分為內在滿意和外在滿意兩個構面，以探討家長式領導與教師組織承諾

之間是否受到工作滿意的中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