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隨著二十一世紀來臨，全球的教育皆面臨前所未有的挑戰；在如此急遽變

動的大環境下，學校組織極需要執行教育功能核心的教師，展現非常重要的角

色外行為，亦即組織公民行為，以便發揮學校教育功效，使學校能適應環境的

變遷。 

本章節依據研究需要，針對國民中學教師心理契約與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

理論，進行文獻收集、歸納、分析，將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心理契約之理論

探討與相關研究分析；第二節組織公民行為之理論探討與相關研究分析；第三

節心理契約與組織公民行為相關之實證研究，並根據所參考之國內外文獻，進

行分析、歸納、比較，以瞭解心理契約與組織公民行為變項之間的關聯性。依

序分別論述如下： 

第一節  心理契約之理論探討與相關研究分析 

壹、心理契約的定義 

    契約（contract）規範了雙方的行為，對員工與組織產生某種束縛，並促

成組織目標的達成，因此契約是雇用關係中不可或缺的關鍵要素

（Robison,Kraatz＆ Rousseau,1994）。而心理契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則為其中一種特殊的契約型式。 

過去，人們為了謀求一份工作而努力，希望組織提供一個安全無虞的工作

環境、良好的晉升管道、合理的薪資待遇，以期保障自己與家庭的生活品質；

而組織則希望聘僱進來的員工擁有犧牲奉獻的精神、絕佳的專業技能、全心投

入工作；如此，員工自然能獲得最公正的對待，進而獲得終身工作的保障。因

此聘僱的行為，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也存在勞雇雙方之間的相互交換行

為，這種相互交換的關係，除了用紙契約來規範彼此的權利和義務之外，無法

訴諸文字或公開呈現，但又確實存在勞雇雙方彼此之間相互的義務期望，這種

無法言明的工作契約，即為心理契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Dainty、



Raiden＆Neale,2004; Robinson,& Morrison,2000; Rousseau,1989; 

Schein,1980; Sutton＆Griffin,2004）。 

心理契約具有主觀的（Mcfarlane, Shore & Tetrick,1994）及知覺的

（Robison, 1996）特性，並影響員工的工作態度和行為(Vos, Buyens & Schalk, 

2003)。近來由於全球經濟景氣低迷，組織必須面對外界不斷變動地環境，為

創造競爭優勢，以裁員、併購、重整的模式來達到組織永續經營的目標。而以

教育單位而言，課程改革、少子化現象、教育資源減少，家長會、教師會、學

校行政三足鼎力的現象、超額教師及候用教師太多、高等學府的升格合併等問

題，使教師的心理契約產生變質，傳統的心理契約受到考驗，學校領導人更應

該瞭解心理契約的理論，方可避免損害組織與教職人員和諧關係，發展出忠誠

與相互信任的關係，使全體教職人員自願地為學校組織目標全力以赴。 

「心理契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一詞可被追溯到 20 世紀的 60

年代。最初，心理契約的概念被 Argyris（1960）及 Levinson（1966）用來描

述雇傭關係中的主觀性的特質（Rousseau＆Parks,1992）。其主要是說明了勞

雇關係中，除正式契約規範雙方的權利與義務外，還存在無法用書面說明的非

正式相互期望，這也是決定員工態度與行為的重要元素。（Dainty, Raiden ＆ 

Neale, 2004; Robison, 1996；Robinson＆Morrison, 2000；Rousseau, 1989；

Schein,1980; Sutton & Griffin, 2004）。 

1962 年，Levinson etal 將心理契約的概念發展得更為具體，他主張心理

契約是雇主與員工之間，除了正式有形的契約之外，還隱含了未公開說明的相

互期待關係。直到 1989 年，Rousseau 開啟了一連串對於心理契約研究，主張：

「心理契約」是員工對於個體與組織之間，對彼此互惠義務之內容條款的承諾

與信念（Rousseau,1989）。 

心理契約是個人主觀的知覺動作，經外界給予某種訊號，由個人知覺後所

形成的一種認知，這樣的認知會存在於心理，進而影響著個人的態度與行為；



也就是當組織提供某些誘因，如薪資、獎賞、升遷等，那麼員工會依據其誘因

是否符合個人期望，進而決定是否貢獻於組織，因此心理契約可說是組織及員

工相互的一種期望認知。另外，不論是在兩人之間或群體之中，心理契約可以

處理隱含在人際之間的問題（Morrison,1994），所以如果能了解心理契約的微

妙形成過程，必定有助於解決組織中抱怨不公或離職的事情發生。 

Schein（1980）更清楚指出心理契約的概念，他認為心理契約為組織與所

有成員間，隨時存在的未寫明期望。心理契約暗示每一個角色的扮演者，對於

薪水、福利等，均會形成期望，而相對的組織也會對員工形成微妙的期望，認

為員工將會竭盡其能，致力於增進工作績效、組織目標（Schein,1980）。 

Rousseau（1989）認為心理契約為一種雙方相互之間的自我認定，是一種

心理層次的介入狀況，當員工願意付出承諾，努力為組織服務時，相對的也會

要求組織付出一些回饋及報酬（Rousseau,1989）。此外， Robinson 和

Morrison(1995)的研究發現：當雇主未履行心理契約時，其公民美德會下降，

員工之所以展現組織公民行為是其將雇主與員工關係視為社會交換關係，在雇

主員工互動過程中，知覺公平的存在，而產生組織公民行為。  

Morrison ＆ Robinson（1997）認為：心理契約是一系列與人的義務（員

工所承擔的）和權利（雇主所擁有的）有關的互惠期望的總和（引自牛建波，

2004）。 

江明修（1999）認為心理契約是主觀、隱而難見的（implicity）一種心

智模式，人們用來形成承諾（promises）、同意（acceptance）、和信賴感

（reliance）。並依照需求將心理契約劃分為：心理及經濟兩層面，在心理層

面則是組織提供體恤，換取員工的公民行為；經濟層面則是組織提供金錢，

以換取員工的投入。 

萬榮水（2002）認為：心理契約是勞雇之間，基於相信對方會遵從社群

的規範，依據彼此之關係性質相互對待，所存有的權利義務默契。此一默契



受主觀的認知影響，隨時間境況變化，並在心理上與對方反覆磋商，當發現

對方違反公平友善時，會出現相對應的行為。 

中國經貿新詞辭典，認為：心理契約是存在於員工與企業之間的隱性契

約，它包括兩部分內容，員工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和承諾的契合關係；員工

在經過一系列投入、回報等循環，所構成的組織經歷之後，與所在組織形成

情感上的契合關係，體現在依賴感和忠誠度，其主要核心是員工滿意度。 

姜法奎（2003）認為：心理契約是人們用以形容承諾、接受信賴和期

望的精神模式，也是組織領導人與員工心理聯繫的紐帶。 

由以上定義可了解，心理契約是存在於員工和組織之間相互的一組期望認

知；心理契約的研究就是在解釋勞雇雙方在正式契約之外，對工作關係與行為

在相對義務上的期望和信念。心理契約能提供組織完善的人力資源管理、改進

招募的方式、公正合理的薪資、良好的福利制度及完善的升遷管道等實質上的

建議，對於個人的工作滿意度也有實際的預測作用。若能使其認知保持在較佳

狀態，則能增進員工承諾與工作績效的效果。 

綜合上述，本文將心理契約定義為：指學校與教師雙方對於相互之間責任

與義務的一種主觀期望，包含四個構面： 

1、體恤教職部屬 

依據林邦傑（1981）認為領導者與成員間處處表現尊重、信任、溫暖和親

睦感，領導者能夠滿足成員的需求，利用雙向溝通方式鼓勵成員參與決策等行

為，可歸納為 LBDQ 領導行為研究結果中的體恤（Consideration）構面。本研

究心理契約第一因素，包含成員尊重、良好溝通、傾聽基層、公平對待、完善

福利、合理獎懲、適時獎勵等內容，與著名領導行為描述問卷（the 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 ）的體恤因素類似（Yukl,1998），故命名

為「體恤教職部屬」：顯示領導者應禮賢下士，重視部屬的意見，使部屬感到

公平與受尊重，並能適時獎勵，使部屬有自我成長的目標。 



2、型塑組織願景 

Perter  Senge（1994）認為「願景」（vision）指願望的景象，是內在的。

共同願景為組織的核心價值，是組織成員共享的意象，能夠激發強大的能量，

激勵組織成員樂於共同追求使命。願景領導為組織領導人為建立共同價值、信

念和目標，引導組織成員行為，凝聚團體共識，來促進組織的進步與發展（吳

清山、林天祐，2002），它也隱含了組織和成員的相互義務，若是得不到成員

得承諾、參與和認同，願景不會烙印在成員的心中（林梓榮，2002）。本研究

心理契約第二因素為「型塑組織願景」，包含願景塑造、願景參與、形象建立、

價值確立及校務前瞻等；學校領導人應以學校願景提供成員共同參與行動的責

任，以激勵成員樂於追求共同使命。 

3、提供環境支援 

由於心理契約是發生於職場之中，員工對於和本身利益相關工作本身和工

作環境非常重視，也被認為是心理契約組成的固有架構之一(Kickul & Lester, 

2001)。本研究心理契約第三因素與學校環境要件內容相關，名為「提供環境

支援」：指領導人應提供完備的教學環境、充足的軟硬體設備、優質的學習環

境等。 

4、建立人情關懷 

中國人注重人情，人際交往屬於人情法則；西方人看重實利，強調功利

性、公平感，人際或社會交往屬於交易法則。個人如果受別人的恩惠、欠他

人人情，一般也會有知恩圖報、以德報德的心理與行為（談炳和、何俐，1999）。

所以領導人重視員工的人情投資，把員工當作自己人，彼此關照，往往可以

換來員工對組織提供的忠誠和服從等超過經濟效益的回報。本研究心理契約

的第四因素超越工作職場的理性界線，與工作及家庭分際的滲透性以及人情

觀念有關，故名為「建立人情關懷」。 

 



貳、心理契約的內容 

分析過去文獻，心理契約是一組複雜的心理結構，也是一種個人對相互

義務的知覺，除了具動態性思考、主觀知覺以外，與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

交換、時代的脈動等關係密切，受其影響深遠，且由於訊息的複雜，加上人們

的性格與有限理性的限制，心理契約成了維繫僱傭關係的重要關鍵，也成為整

合組織行為學與人力資源管理學的核心因素（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2001）。 

大部分的研究都同意心理契約是多範圍的（Rousseau,1995；

Robinson,1996），實證的研究也顯示心理契約是相當多樣性的，縱然心理契約

的範圍沒有太多的一致性（Roehling,1996），但大多數的概念都認為一些契約

中的成分是在於本身的結果（與其工作環境或工作本身有關，如創作的自由

等）；而其他成的契約成分則是在於附帶的結果（與工作成果有關，如績效薪

資等）。 

心理契約的本質是有意識的（Rousseau, 2003），與文字說明或書面契

約不同，其意指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下，組織和員工分享相關的義務，也就是說，

心理契約是組織和員工雙方對彼此所應承擔的義務，與期望對方所應承擔義務

的回報，在自己認為自己已經履行了應盡的本分職責外，對方應該回報自己合

理的期望。所以以下表列學者研究心理契約內容包含組織責任與員工責任的雙

向度研究結果，藉以探究心理契約是從組織的角度出發，或是從員工的角度出

發。 

 
 
 
 
 
 
 
 
 
 



表 2-1-1 心理契約組織責任與員工責任雙向研究 

研究者/年代 
調查 
對象 

研究 
技術 

組 織 責 任 員 工 責 任 

Rousseau 
(1990) 

129 名

MBA 畢

業生 

內容檢

定 

1、高薪 
2、培訓  
3、升遷 
4、績效獎金 
5、長期工作保障 
6、人事支持 
7、職業發展 

1、忠誠 2、加班  
3、志願從事職責以外工作 
4、在公司至少連續作兩年

5、離職前預先通知 
6、保守公司商業機密 
7、接受職務與工作調整 
8、不幫助競爭對手 

Morrison & 
Robinson 

（1997）  

MBA 畢

業生 
聚類分

析法 

1、升遷多  
2、公平的薪資 
3、元化的工作 
4、發展的機會 
5、有吸引力的福利 6、
支持的工作環境 
7、充分的工具資源 

1、忠誠 2、加班工作 
3、在組織中至少工作兩年

4、離職前提前告知 
5、自願從事非組織要求任務

6、保護組織私有訊息 
7、拒絕提供支持給對手 
8、接受工作調動的要求 

Herriot, 
Manning 
and Kidd
（1997） 

184 對

英國經

理人和

員工 

關鍵 
事件

技術和

比例分

層抽樣

法  

1、培訓；2、諮詢； 

3、人性；4、安全；    

5、表彰；6、環境； 

7、福利；8、薪資；    

9、自由裁量；10、需求

關懷；11、執行的公正

12、標準的公正 

1、守時 
2、務業 
3、誠實 
4、忠誠 
5、彈性 
6、愛護資產  
7、體現組織形象 

資料來源：陳美娟，（2006）。國民中學教職人員之心理契約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

院學校行政碩士班論文，臺北市。 
 

 

 

 

 

 

 

 

 

 

 

 



表 2-1-2 員工心理契約中組織/員工責任研究 

研究者/研究年代 調查對象 組 織 / 員 工 責 任 

Pearce、Porter、 

Tripoli ＆Lewis 

(1998) 

4 家公司，

51 名主管， 

339 名員工 

1、公然的賞識；2、績效獎勵；3、發展機會；4、具

挑戰性的工作；5、自主負責 6、員工參與決策；7、

決策中考慮員工利益；8、至少一年的工作保障；9、

工作有效率時增加薪資 

Rousseau ＆ 

Tijorimala 

(1999) 

護  士 1、至少在單位工作兩年；2、不再到其他單位另找工

作；3、接受內部工作調整；4、接受職位變換；5、

不幫助競爭對手；6、願意為單位出差；7、願意到外

地工作；8、負責盡職；9、遵守規章制度；10、遵守

職業規範；11、保護醫院秘密；12、達到組織的工作

要求；13、服裝整潔 

Turnley & Feldman 

(1999、2000) 

804 名跨國

公司，銀行

經理，海外

經理 

1、工作保障；2、定期調漲薪資；3、績效回饋；4、

紅利；5、工資；6、工作責任；7、主管支持；8、組

織支持；9、提升發展；10、挑戰性工作；11、培訓；

12、參與決策；13、總體福利；14、職業發展；15、

保健福利；16、退休福利 

Shapiro & Kessler 

(2000)  

703 位管理

者和 6953

名雇員 

1、同等報酬；2、同等福利；3、報酬與責任相符；4、

長期工作保障；5、必要工作培訓；6、組織支持；7、

新知識與技能培訓；8、隨生活水準提高薪資；9、良

好職業願景 

Kickul & Lester 

(2001) 

246 名在職

MBA 學員 

1、安全的工作環境；2、有競爭力的酬勞；3、彈性

工作時間；4、獎金；5、參與決定；6、工作自主性；

7、有控制權；8、自由決策；9、組織支持；10、挑

戰性工作；11、發展機會 

資料來源：陳美娟，（2006）。國民中學教職人員之心理契約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

院學校行政碩士班論文，臺北市。 

由上述資料可知，組織和員工雙方面的認知是有差異的，組織認為忠誠、

體現組織形象等最為重要，員工則強調薪資、福利、安全等。心理契約的內容

會隨著時代遞移、國家民風、文化、組織規模、個人職務、研究方法、研究對

象及企業性質、職業型態、個人工作年資、年齡與性別等不同而有所差異。而

後來的許多研究也多從員工的角度來探討心理契約，這也增加建構心理契約的

困難度。僱傭關係的改變，心理契約內容也會產生變化，如：組織採用終身雇

用或提供長期工作的安全需求，來換取員工努力工作以及對組織的忠誠..等；



過去被組織和員工彼此雙方認為重要的契約內容，在現今不一定是最重要的，

哪些適用，哪些需要淘汰，值得探究。下面表列 Kissler（1994）、Hiltrop

（1995）和 Maguire（2000）比較過去心理契約內容和現在的心理契約內容的

特徵，以了解其差異。 

表2-1-3 “新契約＂與“舊契約＂的特徵比較 

特  徵 舊   契   約 新   契   約 

勞雇雙方

的 角 色 

組織是＂父母＂，員工是＂小

孩＂ 

組織和員工是基於互蒙其利的 

方式成立＂成人＂契約 

對員工的

定    位 

雇員的定位和價值是由 

組織決定的 

員工的定位與價值由員工 

自己決定 

對員工流

動的觀點 

留下來的員工都是好的和忠

誠的 

員工的流動（進入和移出）是健康和

值得讚揚 

工作契約

要    求 
員工被要求做到退休 

長期工作是不可能的，期待和準備是

多重關係 

員工專業

成長方式 
成長最基本的方式是升遷 

成長的基本路徑是一種個人 

成就的意識 

勞雇雙方

關注焦點 
工作保障、持續工作、忠誠 交易性、可雇用性 

勞雇雙方

契約形式 
有結構的、可預期的、穩定的 無結構的、靈活的、可協商的 

契約建立

基    礎 

慣例、公平、社會正義、社會

經濟地位 

市場趨勢、交易性、能力、技術、附

加價值 

契約關係 
正式的、大多要經由中介機構

來代理 

個人有權對他在公司內或公司外的行

為負責 

雇主責任 
穩定持續、工作保障、培訓、

職業規劃 
對附加價值（利益）的公平回報 

雇員責任 
忠誠、持續工作、參與、達成

績效目標、遵從權威 

務實、創新、有提高績效表現的能

力、良好的績效表現 

職業生涯

管    理 

組織責任由人事部門規劃和

推動，以獲得在組織內的螺旋

式發展 

個人的責任，經由個人技術培訓、

提高能力，以獲得組織外螺旋式發

展 

資料來源：陳美娟，（2006）。國民中學教職人員之心理契約研究。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

院學校行政碩士班論文，臺北市。 

 



比較兩者之間：新契約比舊契約較具有彈性，員工不再是被動的一方，組

織也不再是唯一獲益的一方，員工的定位與價值是由員工自己認定；而舊契約

對於維持組織固有的優良傳統與風氣，例如：工作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忠誠、

多方面參與以達成組織績效目標等，亦有其重要性。組織與員工是基於互蒙其

利的方式成立契約，對於雙方的期望，以公開的的形式呈現，組織必須提供員

工發展與自我實現的機會，員工願意承擔重責大任並學習更廣泛的技能，以換

取更高額的獎賞與參與決策的機會；這樣基於互蒙其利的契約關係，對組織的

經營管理與個人的職場生涯，都是互有助益的。但無論在工作環境、組織目標

績效等各方面，教育人員的心理契約和企業界明顯的不同，教職人員的心理契

約為何，更是值得探究的。 

叁、心理契約的意涵與構面 

   1990 年代迄今，關於心理契約學者間的區分有不同的標準，意見也不盡相

同，有兩個構面、三個構面、六個構面以及七個構面等。要了解心理契約的全

部面向是很困難的，以下整理學者對心理契約的構面分類，以期望能更進一步

瞭解。 

一、雙構面心理契約： 

（一）「交易性契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和「關係型契約」 (relation 

contract)： 

引用 MacNeil(1985)將心理契約分類為兩種契約的形式，分別是交易性契

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以及關係型契約(relation contract)。交易

型契約偏向經濟、外部的，且有特地時間、易於觀察的特質；而關係型契約

偏重於社會情感，是種動態型式，它不限時間且為主觀認定的。而其認為心

理契約較偏向關係性契約(Guzz,Noonan&Elorn,1994)，這樣的區分被廣泛使

用。 

     Rousseau & Prak(1993)認為心理契約同時包含「交易性契約」與「關係



型契約」，兩者佔心理契約的多寡，取決於地位與年資。Rousseau & Prak

進一步列舉二者在關注焦點、時間架構、涵蓋範圍、穩定程度及具體程度等

五個層面上的差異。 

表 2-1-4 關係型與交易型契約之比較 

交易型契約               關係型契約 

關注焦點     經濟性的、外部的       經濟性的、社會情感的、內部的 

時間架構     封閉式的、特定的期間   開放式的、無限期的 

範圍         狹窄的                 普遍廣泛的 

穩定性       靜態的                 動態的 

具體程度     公開的、易於觀察的     主觀認定的 

資料來源：Rousseau, D. M., & Parks,J. M.,( 1993),The contracts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5,1- 43. 

此外 Rousseau（2000）又提出心理契約具有連續的性質，其認為心理契

約是一個交易性契約與關係性契約中的連續帶，在這個連續帶,任何形式的心

理契約都是可能的，另外由於勞雇關係的改變，現今心理契約的內涵及脈絡和

之前已大不相同，勞雇雙方關係的需要也跟之前有所差異，從前勞工只需要溫

飽的薪水，重視和雇主長期互惠的關係，但在現今知識經濟時代，員工的需求

層次提高了，靠生理需求已不能滿足，此時心理契約的變化，從「關係主導型」

的心理契約，轉換為「交易主導型」的心理契約（萬榮水，2001）。另外隨著

產業型態轉換，彈性工作的需求，加上知識型工作者的出現，勞雇關係已經由

個人隸屬於組織轉變為雙方合夥（萬榮水，2001）。 

心理契約的關係型因素，在緊縮的勞動市場中是個複雜的課題，在競爭的

環境下，如何留住適任的員工更形困難，也更加重要。下表整理關係主導型契

約與交易主導型契約之比較。 

 



表 2-1-5 關係主導型與交易主導型心理契約的比較 

 關係主導型契約 交易主導型契約 
意義 傾向社會情感，依社群賦予的

規範互相對待 
偏向經濟、外在的，以客觀的規則

或標準來進行交換 
涵蓋範圍 雙方關係是多層面的 雙方關係傾向局部、有限的 

對待方式 
各盡本分，以適當的方式滿足

對方的需要，相信對方會以適

當方式回饋 

相互確認交換的內容與方式，嚴密

控制彼此交換物件的計算方式與情

況 
有效條件 雙方存有共同規範與權威 具有可以衡量標準的交換規則 
資料來源：陳照明、萬榮水。（2001）。勞僱心理契約理論建構的爭論之剖析及其 

解決之展望。中國行政評論。10 卷（4），101-128。 

（二）外在契約（extrinsic contract）與內在契約（intrinsic contract） 

Kickul & Lester（2001,2002）的研究發現，所有心理契約內容都涉及

兩個基本允諾，一是與工作性質有關，一是與工作完成有關。並透過 11 向

雇主責任的因素分析，外在契約（extrinsic contract）和內在契約

（intrinsic contract）兩個因素。外在契約的內容涉及組織對員工工作完

成有關的承諾，如安全的工作環境、有競爭力的工資和獎金。內在契約的內

容則涉及組織對員工工作性質有關的承諾，如工作自我選擇、自主決策、發

展機會、提供組織支持等（陳加洲等，2003）。 

表 2-1-6 外在契約與內在契約的內容 
外在契約（extrinsic contract） 
組織對員工工作的完成有關承諾 

內在契約（intrinsic contract） 
組織對員工工作性質有關承諾 

安全的工作環境 自主決策 、提供組織支持 
靈活的工作時間 自我控制 、工作自我選擇 
有競爭力的工資和獎金 參與決策 、有發展機會 
 從事挑戰性工作 
資料來源：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2003）。心理契約的內容、維度和類型。 

心理科學進展。11（4），437-445。 

（三）現實責任和發展責任 

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2004）以開放問卷調查 5家企業及一家高級

經營管理公司培訓班的 31 名管理者、81 名員工，及中國西部 4家企業 548

名員工及中部 6家企業公司 792 名員工，得到心理契約結構的劃分及驗證。



其重要的研究結果為：員工心理契約的「組織責任」和「員工責任」都是由

「現實責任」和「發展責任」兩個構面組成。「現實責任」是指組織和員工

相互維持並擔負對方目前正常活動所必須面對現在的責任義務；「發展責任」

是指組織和員工相互維持並擔負對方長期發展所必須面對未來的責任義務

（陳加洲等，2004）。 

表 2-1-7 組織與員工之現實責任與發展責任內容 

組  織  責  任 員  工  責  任 

現實責任 發展責任  現實責任 發展責任 

獎金條件 福利待遇  忠誠單位 關係和諧 

安全環境 加薪調資  樹立形象 同舟共濟 

工作條件 穩定工作  創造效益 長期工作 

溝通交流 績效獎勵  遵守章程 職外工作 

聽取建議 參與決策  提高技能 接受轉崗 

尊重員工 文化娛樂  恪盡職守 合理化建議 

 

資料來源：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2004）。員工心理契約結構維度的探索與驗證。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理，3，94-97。 
 

二、三構面的心理契約 

（一）績效回報、職業成長機會和對員工承諾 

Poter et.al（1998）將組織吸引員工的條件分析之後，獲得組織對

員工承擔的九項責任，再將九項責任進行因素分析，獲得三個構面，分別

為「績效回報」、「職業成長機會」和「對員工承諾」，以下表格分述三者內

容： 

 

 

 



表 2-1-8 績效回報、職業成長機會和對員工承諾的內容 

績 效 回 報 職 業 成 長 機 會 對 員 工 承 諾 

績效的獎勵 提供發展機會 參與決策 

公然的獎賞 工作自主負責 效率好增加薪資 

 提供具有意義和挑戰性工作 至少一年的工作保障 

  決策中考慮員工利益 

資料來源：Porter, L. W., Pearce, J. L., Tripoli, A. M., & Lewis, K. M.（1998）.Differential 
perceptions of employers' inducement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Journal of M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 769-782. 

（二）關係構面、交易構面和團隊成員構面 

Rousseau 與 Tijoriwala（1999）進行實證研究，將心理契約分成三個

構面：關係構面、交易構面和團隊成員構面。關係構面指組織與員工關心彼

此長期穩定的關係，及公司未來的永續發展；交易構面指員工承擔工作任

務，而組織則提供員工經濟與福利；團隊成員構面指組織與員工注重彼此良

好互動關係。 

（三）三構面組織責任和三構面員工責任 

朱曉妹、王重鳴（2005）利用探索性因素分析，對知識型員工進行調

查，得到的心理契約：組織責任方面包括：物質激勵、環境支持、發展機會

等三個構面；員工責任的方面包括：創新導向、組織認同、遵循規範等三個

構面。 

 

 

 

 

 

 

 

 



表 2-1-9 三構面組織責任、三構面員工責任之內容 

組  織  責  任                  員  工  責  任 

物質激勵 環境支持 發展機會  創業導向 組織認同 遵循規範 

績效工資 穩定工作 公平對待  同事合作 忠誠組織 工作職責 

福利待遇 領導支持 交流溝通  提高技能 支持決策 遵守規章 

競爭薪酬 合作氛圍 學習培訓  合理建議 認同目標 職外工作 

 充分資源 目標方向  適應變革 維護利益 職業道德 

 認可業績 工作挑戰  勇於創新 長期任職 加班加點 

 關心生活 施展才能    安排調動 

 信任尊重 自主工作     

  晉升機會     

資料來源：朱曉妹、王重鳴（2005）。中國背景下知識型員工的心理契約結構研究。 
科學學研究，23（1），118-122。 

（四）關聯責任（relational obligations）、培訓責任（training obligations）

和交易責任（transactional obligations） 

Shapiro 和 Kessler（2000）進行實證研究分析，將心理契約分成三個

構面：第一個為關聯責任，與員工個人前途有關的責任；第二個為培訓責任，

與增長員工知識能力有關的責任；第三個為交易責任，與經濟或物質有關係

的組織責任。以下表格分述三者內容： 

表 2-1-10 關聯責任、培訓責任與交易責任之內容 

關聯責任 培訓責任 交易責任 

長期工作保障 工作上必要之培訓 與同行業員工有相同的報酬 

良好職業前景 新知識、新技能培訓 與同行業的員工有相同的福利

 組織支持 責任與報酬相符 

  隨生活水平提高薪資 

資料來源：Shapiro, J. C., Kessler, L.( 2000). Consequence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f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 A Large scale survey.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7,903-930. 



三、六構面的心理契約 

（一）牛建波（2004）主張心理契約具有六個構面： 

1、確切性 

   因為心理契約的主觀性強，容易加入勞資雙方的情感因素，使得對工作責

任難以詳細規範，心理契約訂定越明確，對勞資雙方越有利，當雙方互信

減少時，則容易出現心理契約違背的情形。 

2、期限 

明確建立僱傭時間期限，容易形成交易型契約；沒有明確僱傭時間期限，

容易形成關聯型契約；短期僱傭關係，容易形成交易型契約，長期僱傭關

係，則易形成關聯型契約。 

3、穩定性 

指雇員改變契約內容的能力。交易型契約通常不需進行調整，因為它是明

確固定的，關聯型契約則屬於動態性，會更關注契約目標（Park et. 

al,1998）。 

4、工作範圍 

工作範圍狹窄的工作型態，傾向交易型契約；工作範圍廣泛的工作型態，

則傾向關係型契約。 

5、資源 

指公司資產專有性。契約內容越廣泛通用，組織對個人的依賴性較小；契

約越特殊，組織對個人的依賴性就大，終止契約的成本就會越高。 

6、焦點 

勞雇契約在一開始建立時較關注經濟問題，而隨著勞雇關係的發展，則會加

入更多的情感因素。 

（二）Sels, Janssens 與 Brande（2004）透過理論與勞資關係的架構，發展

出心理契約的六構面形式： 



1、實質性：難以捉摸到具體成形 

指雇員能夠清楚說明並理解契約具體條件的程度。能夠具體描述的為法律

所規範的關係或是書面勞動契約，而難以具體描述的則是信任和對員工角色

的定義。 

2、穩定性：從固著到彈性 

   穩定性指在心理契約訂定之後，再一次開展下一期心理契約的能力。通常

契約頻繁的更動，被認為是有彈性的，顯示心理契約的不確定性以及雇主

的高度包容性。 

3、時間幅度：從短期到長期 

   時間幅度指知覺僱傭關係持續的時間。通常維持長時間的關係與封閉的勞

動市場、工作安全、受長輩提攜的晉升有關；短時間關係則與學習某項專

業技能有關聯。 

4、範圍：從狹窄到寬闊 

   指工作和生活之間是否具有滲透性。嚴格將工作與生活劃分開，則視為狹

窄。 

5、訂約水準：從個人到團體 

   指雇員知覺其心理契約是屬於依附在團體規範之下或是個別的。團體規範

是大多數人可以接受的規則，能提昇雇員對群體認同的程度。而個別的訂

約則是透過個別協商完成，符合個人特性的工作實踐，但是容易脫離正式

準則。 

6、交換對稱性：從相等到不相等 

   指雇員對不平等僱傭關係的接受程度。雇主透過特權，組織成不同階級的

結構，如果雇員對階級組織的權威採取尊奉的態度，則將之視為相等關係。 

四、七構面的心理契約 

（一）Rousseau（2000）針對美國和新加坡兩個國家的企業員工，進行七構面



型態的「心理契約調查問卷」（PCI，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ventory），

分別為：1、穩定 2、忠誠 3、短期交易 4、動態績效 5、有限責任 6、內部發

展 7、外部發展。 

（二）七構面的心理契約 

陳美娟（2005）針對全國 25 個縣市 708 所公立國中，進行分層比例抽樣，

抽取 820 名教職人員，透過開放性問卷蒐集台灣學校教職員工之心理契約內

容；將問卷所得內容綜合、歸納、整理合併成兩大類，每類分成四個構面，分

別為： 

1.組織心理契約： 

（1）體恤教職部屬 

（2）型塑組織願景 

（3）提供環境支援 

（4）建立人情關懷 

2.人員心理契約： 

（1）維護教育專業 

（2）促進組織興革 

（3）認同組織發展 

綜合上述，心理契約的構面並不固定，心理契約是主觀、動態且多變；有

些學者從僱傭雙方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區分心理契約的構面；有些學者則是從

影響心理契約型態的角度探討心理契約的構面。例如：如果員工能用語言文字

正確說明自己和雇主應擔負的責任，心理契約就是實際的；如果員工對組織的

期望不受時間的影響，則心理契約是穩定的；如果員工同意且配合組織的要

求，則心理契約是對稱的。組織的性質、員工對組織是否投入情感、員工工作

的環境、薪資福利等都會影響心理契約。所以大部分研究者都認同以心理契約

來評價組織與員工間的相互義務。只是因為雇傭狀態不同、對象不同、職業別



的不同，使心理契約的構面並無一致的看法與適用性。 

肆、心理契約的類型 

（一）MacNeil（1985）提出契約的連續構面，一為交易型契約，另一為

關係型契約。而心理契約履行的狀況是呈現動態的關係，很少偏向任一端點。

因此，Rousseau（1995）根據績效要求與時間結構，將契約中對員工績效要求

描述的程度劃分為「具體明確的」和「非具體明確的」；將聘僱的時間長短劃

分為「長期的」和「短期的」，產生四類心理契約的架構：平衡型、關係型、

交易型、過渡型。Rousseau（1997）進一步研究分析四種類型心理契約的特徵，

藉以評價組織與員工在心理契約的關聯情形。 

1、平衡型（balanced） 

     屬於長期的、任務明確的勞雇關係。組織提供良好的發展條件，員工貢

獻努力，雙方都關心彼此的職業生涯發展，是彼此獲益的契約型態。 

（1）動態工作要求 

員工有義務成功地完成組織交付的新任務挑戰，不斷幫助公司建立新

目標與保持競爭力；而組織則致力於促進員工持續學習，幫助員工建

立成功的個人經驗。 

（2）外部市場職業發展 

組織致力於提昇員工長期的就業競爭力；員工義務發展符合市場要求

的技術與能力。 

（3）內部市場職業發展 

組織承諾在公司內部提供員工發展與晉升的機會，員工義務提昇自己

任務內工作的技能。      

2、關係型（relational） 

屬於長期的、任務不明確的勞雇關係。雙方基於忠誠與信任，組織穩定

成長，員工長期對組織投入情感。 



（1）忠誠的 

員工對承諾支持組織目標，也了解對組織忠誠能滿足組織的需求與利

益，表現良好的組織公民行為；組織致力於滿足員工與其家庭的各種

福利需求與利益。 

（2）安全的 

員工願意承擔工作任務並且堅定地遵守工作規範；組織致力於提供員

工穩定的福利待遇與長期的僱傭關係。 

3、交易型 

      屬於短期的、任務明確的勞雇關係。以經濟契約為主，雙方承擔有限的

責任。 

（1）狹隘的 

組織提供員工有限的雇用期限，組織不負擔員工的培訓或職業發展規

劃，員工根據組織所支付的薪資完成相對責任的工作。 

  （2）短期的 

  組織對員工只提供具體的工作時間限制，無其他承諾；員工沒有義務長期

留在組織中，與組織僅有工作時間有關係，且時間有限。 

4、過渡型（transitional） 

      屬於短期的、任務不明確的勞雇關係。出現組織正在變動的過程中，員

工對工作出現高度的危機感，組織對員工無法給予承諾，所以心理契約呈

現過渡現象，是容易形成衝突的契約型態。 

（1）不信任 

組織與員工互不信任。組織懷疑員工，因而不願將重要訊息傳給員工；

員工猜測組織，認為組織發佈不真實的訊息或把不一致的訊息傳給員

工，彼此互相猜忌。 

（2）不確定 

組織與員工對彼此的承諾都不確定，組織未來發展性也不確定。 



（3）耗損 

與以往相比，組織逐漸降低員工的工作條件；而員工認為他所獲得的

回報與以往相比逐漸下降，例如：薪資降低、福利減少等。 

以下用圖表格劃分說明交易型、關聯型、變動型、平衡型四種關係的特徵

與實例。 
 

 

 

 

 

 

 

 

 

 

 

 

 

 

 

圖 2-1-1：心理契約的類型 

四種型態心理契約的關係皆屬於動態關聯。當組織面對環境的改變時，員

工在心理上產生不信任與不確定的感覺時，就產生過渡型心理契約；此時組織

應迅速以交易型契約來因應，減低工作的模糊性，進而恢復組織與員工彼此的

信任。當組織與員工情感關係太緊密，組織不易迅速面對環境的變動，此時組

織應給予員工挑戰性任務，以激勵員工自我實現，達成組織績效。 

績  效  要  求
 具 體 明 確 的 非 具 體 明 確 的 
 
 
 
長 
 
期 
 

平  衡  型 
特徵： 
1、高團隊承諾 
2、相互支持 
3、高身份感 
4、高整合或認同 
5、高動力 
6、不斷進行發展活動 
實例： 
團隊成員高參與的心理契類型 
 

關  係  型 
特徵： 
1、高團隊承諾 
2、具穩定性 
3、高整合和認同 
4、高情感投入 
 
 
實例： 
家族企業成員的心理契約類型   

 
 
 
 
 
 
 
時 
 
間 
 
結 
 
構 

 
 
 
短 
 
期 

交  易  型 
特徵： 
1、高流動率 2、契約要件明確 
3、低成員承諾 4、不必經由學習

5、自由達成新契約 
6、低的整合或認同 
實例： 
臨時雇用的銷售 
員的心理契約類型 

過  渡  型 
特徵： 
1、高流動率 2、高不穩定性 
3、契約要件模糊不確定 
4、低成員承諾 
5、高工作不確定性 
實例： 
組織人事精簡、重整或併購過 
程中員工的心理契約類型 



（二）Shore ＆ Barksdale（1998）針對 327 名 MBA 學生進行調查，確認四

種心理契約的類型：高雇員高雇主責任、高雇員低雇主責任、低雇員高雇主

責任、低雇員低雇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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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Shore ＆ Barksdale（1998）心理契約交換關係類型圖 
資料來源：Shore, L. M., & Barksdale, K.（1998）.Examining degree of balance and level of 

obligation 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731-744. 

 

心理契約類型有助於讓僱傭雙方更容易界定心理契約的狀態，協助組織在

變動過程中實施心理契約的動態管理，隨時間改變雙方的契約關係，會使僱傭

的權利與義務更加清楚且願意遵守，因此留住優秀員工，減少人事招募的成

本。而員工也能依據組織的不同的性質加強溝通，讓自己能在職場生涯中不斷

學習與獲得成就；並強化自己的心理契約，與組織一同成長，避免因不當歸因

產生負面態度與行為。 

 



伍、心理契約的功能與特性 

一、心理契約的功能 

McFarlane et al.（1994）提出心理契約具有三大功能： 

（一）減低組織與員工之間不安全的顧慮：因為不是所有對於勞雇關係可能性

議題，都會出現在正式且清楚的契約上，而心理契約正好填滿這個缺口。 

（二）心理契約會塑造員工的行為：員工會權衡自我對組織的責任與義務，並

觀察組織對他們的責任與義務之間的差異來調整自我行為，以為產出標準

的基礎。 

（三）心理契約會使得員工感受到自我在組織中的影響力：也就是說員工明瞭

自己在組織中所被組織期望的角色。 

由上述可知，心理契約彌補了書面契約的不足。學校環境單純，教職人

員任職愈久，所產生的心理契約條款就愈多，也愈容易產生不一致的情形，

因此組織必須隨著時間，對彼此的心理契約進行動態管理，學校提供安全的

教學環境，公平對待並尊重每位教職人員，讓教職人員展現積極正向行為，

在教學上獲得最大成就，如此教師會樂於分享他的成就，不計報酬完成任務，

讓學校組織與教師成為生命共同體，達到互惠雙贏。 

二、心理契約的特性 

以下整理學者對心理契約特性之論述：  

（一）Levinson（1962）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五點： 

1.具有不可言明（unspoken）的性質。 

2.員工對組織的心理契約在彼此見面之前已形成。 

3.心理契約促使組織與員工互為依賴（interdependence），影響彼此 

忠誠度（loyalty）。 

4.員工與組織存在心理距離（psychological distance），挑戰彼此交情。 

5.心理契約隨時間變動，在非正式通知下發生。 



（二）Rousseau（1989）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三點： 

1.心理契約是基於個人認知基準的知覺，不一定要與他人分享。 

2.心理契約具有動態的本質，會因時間改變而產生變化。 

3.強調員工觀點的心理契約。（引自林士峰，2003） 

（三）Robinson & Morrison（1995）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五點： 

1、依賴性  

2、心理距離 

3、可預測性 

4、危機處理 

5、改變 

（四）Rousseau（1995）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四點： 

1.心理契約具有動態本質，組織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會因時間的改變而產生變

化。 

2.個體之間的心理契約是基於主觀知覺的，對另一方具有不同的主觀看法。 

3.心理契約的義務與責任是建立在施予的承諾上，契約雙方會改善彼此之間

關係，以獲得期望的結果。 

4.心理契約緊繫著契約個體間的關係，個體與組織之間必須發生在勞雇雙方

的關係之中，無法由單獨建立形成。 

（五）余桂蘭（1999）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五點： 

1.廣泛性的標的  

員工對組織的期望（獎金、升遷）可以是具體的，也可以是非具體的（信

任、關懷）。組織對員工的期望可以是具體的（專業、技術），也可以是

非具體的（熱情、忠誠）。 

2.表達含蓄性  

心理契約沒有正式的書面說明，也無法以口頭說明，需要雙方細心觀察彼



此的期望為何。 

3.普遍存在性  

心理契約不易在正式契約中明定，但勞僱間的信任、歸屬感、關懷等需求，

普遍存在於雙方之間。 

4.深刻性的影響  

   心理契約包含了正式契約無法言明的期望。當一方未履行承諾，則會發生

心理契約違背的情形，影響雙方彼此態度，產生負向的行為，影響組織正

常運作。。 

5.模糊性的界線  

   心理契約形成時，並無明確的書面程序，對於契約的數量、質量也沒有明

文規定；雙方履約時的地點、時間、方式並無確切的要求，違約時也沒有

責任的追究；訂立、變更、解除都沒有強制的責任；得不到物質滿足時也

可以精神獎勵來代替，所以心理契約的界線具模糊性。 

（六）李原等（2002）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四點： 

1.具有動態性 

   一般工作契約是穩定的，但心理契約卻處於不斷的修正狀態。工作時間越

長，員工與組織的相互期望的內容就越多；組織工作的任何變動，都會對

心理契約產生影響。 

2.具有主觀性： 

   員工對自己與組織之間的關聯性，通常有獨特的見解；因此，個體對自我

的心理契約內容釋義就可能與他人不一致，所表現的理解程度也就不相同。 

3.心理契約與組織承諾存在著差異 

組織承諾是指員工其對組織單方面投入的增加，所產生心甘情願參與組織

活動的情感；而心理契約則是員工與組織間相互責任與義務的信念。組織

承諾是單向度的，心理契約是相互關聯的。 



4.心理契約與期望存在著差異 

員工對期望未被實現，產生失落感的心理情緒；而對心理契約的違背，則

產生憤怒與背棄的情緒。因此相較於期望而言，心理契約對組織與員工的

關聯性與彼此的工作績效與滿意度，兩者是不同的。 

（七）楊杰等（2003）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四點： 

1.心理契約具有多變性：隨局勢的發展，不斷變更其內容。 

2.契約關聯是承諾來的：即許諾是真實發生的，也可能是主觀假想出來

的，後者的可能性較大，也是導致心理契約違背頻繁的因素。 

3.心理契約具模糊性：主觀知覺是有限的，組織與員工之間對於是否履行

心理契約，則在權利與義務出現不一致時才能體會與意識到。 

4.心理契約的權利與義務彼此是對等的，不存在沒有權利的義務，也不存

在沒有義務的權利。 

（八）Sutton et al.（2004）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五點： 

1.是互惠的約定 

2.隨時間而改變 

3.員工自我控制與預測不必監督 

4.具有交易性與關聯性的要素 

5.是主觀且具知覺的 

綜合上述，心理契約是主觀知覺的、動態的、普遍的、多變的、隨時間改

變的，也因上述之種種特性，使僱傭雙方在心理契約的認知上容易產生差異與

歧見，但也因為心理契約是可預測的，所以能將心理契約的模糊概念逐步提升

到可實證研究的階段。 

 

 

 



陸、心理契約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對心理契約相關研究結果並不豐碩，經文獻收集彙整，從 1996

年迄今，以心理契約為篇名的碩博士論文，有 53 篇，以心理契約為關鍵字的

碩博士論文，有 63 篇，以心理契約為關鍵字與篇名的期刊有 13 篇。 

心理契約在國際上的研究，以在組織行為和人力資源的研究領域方面較為

熱門。從 ERIC (ProQuest) 資料庫檢索 psychological contract 的文章，就

出現筆 2816 資料，從中國期刊網搜尋，以心理契約為篇名查詢，1996 至 2005

年，有 193 篇，相較於國外，國內心理契約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階段。可見心

理契約的研究為國際組織上相關學者的研究重點。 

一、國內研究：本節整理部分重要文獻，從 53 篇選擇數篇與本研究相關的著

作，探討心理契約相關的研究發展，表列於下。 

表 2-1-11：國內學者對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 

作者/年代 論 文 名 稱 研  究  結  果 

陳瑞鈺

（1996） 

外商公司駐台人員人力資源

實務與駐外人員離職傾向關

係之研究—心理契約角色之

探討 

人力資源實務認知的足夠程度與心理契約

的滿足程度為顯著的正相關；心理契約的滿

足狀態與離職傾向為顯著負相關。  

江明修 
（1999） 

組織情感與心理契約的建立 
心理契約是種心智模式，形容人們對組織承

諾、同意和信賴。心理契約對信任和工作滿

意有直接的影響。 
陳照明 
萬榮水 
（2001） 

勞雇心理契約理論建構的爭

論之剖析及其解決之展望 
勞僱關係的改變是舊約毀棄與新約形成同

時進行。只要調整彼此間的相互的詮釋角度

即可。 

林士峰

（2003） 
銀行業人力彈性運用與員工

心理契約的關係及影響 

銀行員工大多曾經歷心理契約違背狀況，員

工心理契約的結果會反映在員工的組織承

諾上。 

包希鴻

（2003） 
人力資源管理活動類型、心理

契約與工作績效之關聯研究 

人資管理類型區分傾向承諾最大化與傾向

降低成本二種類型；員工心理契約對人力資

源管理活動類型與工作績效具有中介效果。

蔡綺芬

（2003） 
心理契約量表之建立 

台灣員工之心理契約分為：工作適切性與學

習性、優渥的福利、重視溝通與分享的文

化、完善的制度、成就感、薪酬等六大類，

目前雇主執行心理契約的程度普遍不佳。 



表 2-1-11：國內學者對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續） 
作者/年代 論 文 名 稱 研  究  結  果 

朱鴻薇

（2003） 

教師僱用身分與人格特質

對心理契約實現與組織公

民行為關係之影響 

教師僱用身分對心理契約實現、組織公 
民行均無顯著影響；教師人格特質對心 
理契約實現、組織公民行為有顯著影響。 

顏士傑

（2003） 
員工心理契約與主管領導

風格相關性之研究 
當員工對其主管之領導風格的感受不同時，

確實會影響其心理契約之傾向。 

黃怡楨

（2003） 

心理契約、組織承諾與組

織公民行為之關聯性研究

─知識工作者與非知識工

作者之比較 

知識工作者的交易型心理契約落差度越小，

組織承諾越高；知識工作者的努力承諾越大

時，其越展現組織公民行為之堅守本分、人

際利他與組織公益之行為 

黃家齊 
（2003） 

人力資源管理活動、雇用關

係與員工反應之關聯性研

究－心理契約觀點 

獲得心理契約四種型態：平衡型契約、關係

型契約、交易型契約和過渡型契約。平衡型

契約下，員工態度與績效有最佳的表現，關

係型契約次之，交易型契約與過度型契約較

差。 
 

鍾志群

（2003） 

心理契約履行、信任與組

織公民行為之研究 

心理契約履行與組織公民行為正相關； 
信任對於心理契約履行與組織公民行為 
之中介關係獲得支持。 

林洲安

（2004） 

心理契約、信任與組織公

民行為關係之研究-以台

灣流通業員工為例 

個人特性與組織特性分別與心理契約、信

任、組織公民行為之間存有顯著的關係。 

黃天奇 
（2004） 

心理契約滿足程度對員工

行為表現影響之探討－以

知識工作者為例 

知識員工心理契約滿足與組織行為表現有正

向關係。 

曾信閔 
（2004） 

警察人員對組織公正的認

知對其心理契約滿足程度

的影響性研究─以高雄市

政府警察局為例 

警察人員的組織公正與心理契約認知多呈現

不滿足狀況，組織公正對心理契約滿足成正

相關。 

梁欣光 
（2004） 

組織成員性格特質、心理

契約、組織公民行為與職

場偏差行為之關聯性研究

－關係品質之干擾效果 

組織成員會因性格特質不同形成不同心理契

約型態；心理契約類型與組織公民行為有顯

著相關，員工知覺心理契約違背對職場偏差

行為有正向影響。 
 

顏士棻 
（2004） 

個人社會資本、組織信任

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

究-以心理契約為干擾變項 

員工心理契約被滿足的程度對於組織信任與

組織公民行為之交互作用具有顯著干擾作

用。 
賴育廷 

（2004） 
心理契約違反與職場偏差

行為、離職意圖之探討 
心理契約的違反確實導致員工的職場偏差行

為及離職意圖的提升。 

 
 



表 2-1-11：國內學者對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續） 
作者/年代 論 文 名 稱 研  究  結  果 
陳銘薰 
方妙玲 
（2004） 

心理契約違犯對員工工作

行為之影響之研究－以高

科技產業為例 

心理契約違犯會引起不同程度的情緒反應；負

面情緒會降低員工參與組織公民行為的意願、

以及提高離職意圖與怠忽職守程度。    

裴善康

（2004） 

台商派外人力資源管理實

務、組織公民行為、工作

績效與離職傾向之研究─

心理契約之中介效應 

派外人員的心理契約會影響其組織公民行為。

心理契約中介的影響效果，包括派外教育訓練

與其組織外離職傾向、薪酬制度與脈絡績效、

前程規劃與任務績效、薪酬制度與自我充實、

教育訓練與認同組織等影響高。 

葉穎蓉 
（2004） 

由心理契約檢視員工工作

身份對工作態度與行為的

影響－以公部門的約聘人

員為例 

心理契約的履行程度對正式員工的情感性組織

承諾有較強的影響；正式員工比臨時員工在關

係型心理契約上獲得雇主較多正面的回應。 

周孟君

（2005） 

心理契約履行、信任與職

場偏差行為之研究 
交易型心理契約與組織偏差行為呈顯著的負相

關；關係型心理契約與人際和組織偏差行為呈

顯著負相關；關係型心理契約與情感型和認知

型信任呈顯著的正相關。 

賴燕美

（2005） 

探討組織公平、內部行

銷、心理契約、專業承諾

對組織公民行為關聯性之

研究－以嘉義市警察局為

例 

警政人員不同個人特徵變項對組織公平、內部

行銷、心理契約、專業承諾與組織公民行為，

部分有顯著差異。各變項之間，均呈現顯著正

相關；而以組織公平與內部行銷之相關程度最

高，心理契約與專業承諾相關程度最低 
陳美娟

（2005） 
國民中學教職人員之心理

契約研究 
職務愈高者和學校職員在教職人員心理契約的

看法上明顯高於其他職務的教職人員。 

蔡秀琴

（2005） 

國立大學行政人員心理契

約、組織承諾與組織公民

行為關係之研究 

行政人員覺知心理契約實現與組織承諾、組織

公民行為具有顯著正相關，心理契約違背與組

織承諾、組織公民行為具有顯著負相關。 

羅志強

（2005） 
 
 

金融控股公司員工工作不

安全感與心理契約對組織

公民行為及工作績效之關

係及影響 

不同個人屬性的銀行員工對工作不安全感之知

覺與心理契約實現有差異，且對其工作效能有

負向影響。透過社會交換的關係，員工心理契

約上的結果會反應在員工的組織公民行為及工

作績效上。 

張芝婷 

（2006） 

心理契約破壞對公職人員

態度和行為之影響 
年資高及學歷高的公職人員對於「退休改革優

惠方案」所造成之心理契約破壞情形最為強

烈，而組織公正在改變公職人員態度和行為上

佔有決定性之角色。 

資料來源：研究者經資料收集彙整而成 



三、國外心理契約之研究 

國際相關研究數量達數千篇之多，選擇數篇心理契約及其相關研究結論具

有代表性者，分別表述如下： 
 
表 2-1-12 國外學者對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 

作者/年代/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Robinson, 
Morrison（2000） 

心理契約破壞違

背的發展：一項

縱向的研究 

從新進公司的 147 名經理蒐集資料，一次在

剛進入公司，一次在工作 18 個月。結果：

心理契約破壞與雇員未經過正式社會化過

程、雇員有心理契約破裂的歷史、雇員很少

和組織代理人互動、雇員在雇用時有許多工

作機會選擇有關。  

Pate ＆ Malone
（2000） 

心理契約違反後

續研究：有關耐

久性與職員知覺

的可轉移性的情

形 

雇員與前一任雇主的心理契約違背的負面

知覺會轉一到下個工作且違反的結果是持

久的，違反具有情緒與態度的雙重 
反應，也會對現在的僱傭關係抱持著負面的

知覺。  

Turnley& Feldman 
（2000） 

對心理契約違背

效果的再檢驗：

以未滿足的期待

與工作不滿意作

為中介變項 

心理契約違背與雇員的三種行為表現：忽略

角色內的責任、離職意圖、組織公民行為之

間的關係，會受到期望未滿足與工作不滿足

的影響。 

Bunderson（2001） 

工作觀念學如何

塑造專業員工的

心理契約：從醫

師的反應到察覺

破裂  

專業員工在心理契約上具有專業的和管理

的兩種角色。管理角色義務的契約破裂與工

作不滿足、離職想法和工作完成量有非常強

烈相關；專業角色義務的破裂則與低組織承

諾和工作表現有非常強烈相關。 

Cassar（2001） 
 

馬爾他島公共事

業雇員的心理違

犯條件：事件的發

生和關係 

心理契約破壞和重要工作結果有關，通常的

形式有兩項：1、雇主對義務的履行不足；2、
雇員對義務的履行超過太多。 

Lester, Turnley, 
Bloodgood ＆ 

Bolino（2002） 

不完全一致的看

法：管理者和部

屬心理契約破壞

的知覺和心理契

約破壞的差別歸

因 

管理者和部屬可能在良好的僱傭關係、升遷

機會、公平的薪資等組織責任的違背有不同

程度的知覺。部屬心理契約違背會導致低工

作效能與低組織承諾，當心理契約違背被察

覺時，管理者和部屬對於違背的歸因就可能

不同。 
Kickul ＆ 
Liao-Troth 
（2003） 

隱藏在資訊背後

的意思：風氣和

心理契約的知覺 

調查 370 位員工結果顯示：雇員的心理契約

會受資料訊息、社會性和暗示等影響。 

 



表 2-1-12 國外學者對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續） 
作者/年代/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Johnson and 
O’lwary-Kelly
（2003） 

 

心理契約破壞和

組織消極主義的

影響：非心理契

約違背所創造 

以銀行員工為樣本，發現心理契約破壞和工

作關係的態度（工作滿意度、組織承諾）對

消極主義（cynicism）有部分的表達效力，

心理契約破壞（非消極主義）可預測雇員的

行為反應（成就和曠職）。  

Vos, Buyens & 
Schalk（2003） 

心理契約在社會

化中的發展實際

的適應和角色相

互關係 

333 個新進人員，從他們第一年工作，展開

研究：雇員自己承諾的改變是受到雇主對他

們的貢獻知覺與誘導知覺影響。 

Pate, Martin & 
McGoldrick
（2003） 

關於員工態度和

行為在心理契約

違背所產生的影

響 

心理契約違背與員工的態度有關，與行為關

係並不顯著。定性分析數據解釋兩個現象：

員工知覺勞動市場的不安全，員工會因為自

尊與參與領導的感覺而努力工作。 

 Cortvriend
（2004） 

合 併 的 變 動 管

理：對 NHS 人員

他們心理契約的

影響 

員工的心理契約因為合併造成的因素衝擊

導致破裂，因此產生退縮或離開的意圖。雇

員為尋求安定，在變化期間有時會採用消極

或降低動力的方法。 

Kickul, Lester and 
Belgio（2004） 

心理契約違背及

其態度、行為上

的結果：美國與

香港間跨文化的

比較 

兩種文化背景下的員工在認同心理契約 
的重要性存在不同；美國員工比香港員工 
對心理契約有較強的認同；美國員工對遵守

默契而產生的內在後果持否定態度，香港員

工則對外在後果持否定態定。 

Yu Chen（2004） 
四類不同心理契

約關係的比較研

究 

根據企業對自己義務履行程度和員工對自

己義務履行程度不同，將員工的心理契約分

成，低-低、高-低、低-高、高-高四種類型，

在不同的情況下，員工的公民行為、離職傾

向和高層的信任存在差異。 

Lemire ＆ 
Rouillard 
（2005） 

心理契約破壞和

個別行為經驗的

探索：加拿大魁

北克省聯邦國家

公務員的情況 

在控制組織、個人、情勢的變異量後，證明

組織的承諾、離職、表達和忽視與心理契約

違反所產生的行為有關。 

資料來源：研究者經資料收集彙整而成 

 

 

 

 



綜合上述國內外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可歸納出以下幾項要點： 

一、心理契約其主要研究價值在於它是從組織與員工的角度，探討兩者在心

理層面與外界環境的連結之後的行為反應與態度；了解心理契約的理

論、內容與發展趨勢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二、在研究領域部分，近幾年國內外對於心理契約的研究日益增多，在企業

界、公務部門、教育等領域均有相關研究；其中以企業界之研究最常見，

在教育領域方面的研究較少。 

三、學校的組織型態呈鬆散結合，形成行政與教學雙重系統，行政系統較容

易管理教師系統則因自由度與彈性大，不易凝聚向心力，因此以心理契

約聯繫雙方關係更加重要。 

四、根據文獻資料顯示無論是來自經濟層面或心理層面，皆與離職意圖呈現

正相關。而教師的教學具有專業性，其他領域教師無法替代，每位教師

都是學校重要的資產，優秀教師的離職行為對學校會帶來很大的損失。

教師的薪資並非由學校當局發放，而是由主管教育機關處理因此組織無

法以物質性的激勵來滿足教師，這也是本研究認為學校組織必須以心理

契約來實施教職人員管理的重要因素。 

五、就研究結果而言，與心理契約相關的變項有組織承諾、組織變動、組織

情感、組織文化、領導風格、僱雇用身分、員工工作年資、職業類別、

職務角色、人際互動等因素都與心理契約有相當程度的相關；因此對於

組織型態的改變，學校與教師個人都必須不斷調整彼此的關係；組織必

須為創造學校價值、績效與留下優秀教師而努力。 

六、傳統的經濟型契約並無法適用於學校組織環境，而以心理契約管理彼此

關係，使雙方願意投入真誠、公平、公正、一致的義務的承諾達到雙方

互惠互利，提昇行政績效與教學效能，除雙方外、學生及家長亦能受惠。 

 



第二節組織公民行為之理論探討與相關研究分析 

    組織行為是研究組織成員的行為，而組織公民行為就是組織行為研究所重

視德行為之一（Organ，1988）。組織行為研究希望達成組織目標與效能，以及

滿足組織成員的需求；而組織公民行為的內涵中有合作的助人行為，希望將組

織成員導向表現超越角色要求而利於組織的行為，以達成組織效能。因此研究

組織公民行為將可導向組織行為的最後目標，提高組織效能。 

壹、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 

組織公民行為之概念源自 Barnad 的「自願合作」(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和 Katz 的外角色(extra-role)行為之概念。組織中，績效的衡

量標準，皆是可衡量的觀測值，如工作表現、生產力等，而這都屬於一般組織

規範好的行為準則，組織成員若能達到組織要求目標，當然是組織所樂見，但

Katz（1964）認為「組織行為，靠著明文規定來運作，將是個非常脆弱的組織。」

因此，一個組織，若只靠員工制式化遵從組織規範，展現其角色內行為，如此，

便難達成組織目標。依 Katz（1964）、Katz＆Kahn（1966,1978）的觀點，一

個有效能的組織，其成員必須具備三種主要行為：  

1.成員必須被組織吸引願意留在組織效力； 

2.成員必須達成特定角色要求的組織績效（角色內行為）； 

3.成員必須主動執行超越工作角色要求的組織目標，表現出創新和自動自

發的行為（角色外行為）。 

Organ（1988）認為若要使組織更有競爭力,必須仰賴員工主動執行某些角

色要求以外行為，以補角色定義的不足，並且促進組織目標的達成。而這種角

色外行為，Smith,Organ ＆ Near（1983）則將這種行為定義：「認為它是有助

益的特性且是合作性的額外表示，它不是命令也不是直接藉由正式組織獎賞系

統」。Organ（1988）將此一行為正式定義為「組織公民行為」

（OrganizationalCitizenship Behaviors;OCB） 



組織公民行為自從 Smith、Organ 、 Near（1983）加以歸納後，其名稱

在使用上便較為一致性，稱之為組織公民行為；且在 Organ 出版了組織公民行

為一書後，組織公民行為也被較多學者所重視及研究（Organ，1988）。 

以下為國內外學者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的彙整，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國內研究者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彙整 

學者姓名 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 

林淑姬 

（民 81） 

組織公民行為係指未包含於員工之基本要求的自發性行為；而此行

為對組織目標具有正面積極的貢獻或負面之影響」。組織公民行為

是對組織有益，並符合下列二個條件的員工行為： 

一是此種工作行為不包括在工作的基本要求內，員工可以自行決

定，通常這些行為並非主管可經由正式組織所能影響的。再者，組

織不會對這種行為給予財物上的報酬，但在制訂薪資或昇遷決筞

時。可能予以考慮，一般而言，此種行為與報酬間並無明顯的關係

可循。 

許道然 

(民 90) 

組織成員超越組織正式角色規範，相對於具有強制性和規範性質的

組織正式的職務規定或工作說明書，通常是組織成員的自發性，而

且這種行為對組織績效或效率均具有相當程度的正面意義。展現此

種行為的員工通常不會立即或直接的受到組織的獎勵；反之,未展

現此種行為的員工也不會受到組織立即或直接的懲罰。換言之,組

織成員展現這種對組織運作有利的行為,完全是出自於自身的意

願,與組織的正式獎懲機制無關。 

李新民 

(民 92) 

個人正面認知與情緒感受的影響,而自動自發現出一般期望以上的

利社會與促進組織公益之具體行為。 

 
 
 
 



表 2-2-1 國內研究者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彙整（續） 

學者姓名 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 

黃柏勳 

(民 93) 

學校教師在非基本工作要求下,所表現主動、積極、盡職、利他行為、

此類行為非但有助於特殊他人、更有助於學校效能與效益的提升。 

鄭耀男 

(民 93) 

組織成員並非基於工作上的要求,而能自動表現出有利組織、或有利

於團體的行為,同時兼顧工作上的創新行為。 

李政翰 

(民 93) 

組織成員表現出超過正式的、角色內的工作行為,且這樣的行為有助

於組織效能之提升,此種行為乃是出於自願的,因其不涉及籌賞籌之

因素。 

王心怡 

(民 93) 

教師對於未包含在工作規範中,且因自由選擇,而對學校學生、同事、

學校組織本身所表現的積極建設性行為。 

曾進發 

(民 93) 

在組織中未明文規定且未給予獎勵與報酬的情形下,組織成員自發性

的作出對整個組織或其他成員有貢獻的行為,且此行為有助於組織績

效的提升。 

廖大偉 

(民 94) 

教師在學校環境中能自發性地產生對學校組織及教師同仁與學生有

助益的行為,而此種行為不需要經過學校制度的獎賞系統及明確的教

學工作規定,整體而言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對於提升學校運作是有助益

的及效率的。 

王鳳美 

(民 94) 

指非組織所正式規定,且未有正式工作說明書,也不是可經由正式的

獎懲賞罰系統來評定,乃是個人基於自由裁量,所表現出來能增進組

織效能與效率有關之行為。 

游韻靜 

(民 95) 

1.朝向自我實現：教師專業資格或表現方面，有益於學校整體的行為。

2.朝向工作團隊：教師所表現出來有利於某校內團隊或直接幫助同事

的行為。 

3.朝向學校整體組織：直接有益於學校整體的行為。 

資料來源：研究者經資料收集彙整而成 



表 2-2-2 國外研究者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彙整 

學者姓名 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 

Katz 和 Kahn(1978)
為組織公民行為即是：「自發性或角色外行為，即員工執行創

新及超越角色描述的自發性活動」 

Bateman 和 

organ(1983) 

利於組織的行為與態度，並不是因為組織中的規定或是經由契

約的約束而來，因此組織公民行為是在不考慮組織認可或是正

獎勵的前提下，成員可以自我決定此一非正式的貢獻。 

Organ(1990) 

組織中有意義的行為和展現，這種行為既非以正式的角色義務

為基礎，也不受契約交換的限制。它可說是一種非正式的奉

獻，出現這種行為的人在選擇提供或抑制時，並不考慮制裁或

正式誘因的因素。組織公民行為是組織正式酬賞體系未能直接

且明確承認，卻能使組織有利益的員工自發性行為。 

Anderson 和 

Williams(1991) 

1.朝向組織的公民行為:指員工為組織利益努力而表現出的行

為。 

2.朝向個人的公民行為:指員工在工作上,願意主動幫助別人,

關心其他同事,藉由對同事工作上的幫助而間接使組織獲利的

行為。 

Konovsk 和 

Pugh(1994) 

是一種員工的行為,這種行為超越職責的要求,它是自主裁量

的,而且不在組織正式的酬賞範圍之內。 

Robbins 和

Morrison(1995) 

超越員工與雇主契約協議的所有行為。 

Robbins(2001) 
員工在此正式工作要求之外,所從事的自願的、無條件的行

為。因此它是超越正式及角色內的行為。 

資料來源：廖大偉（2004）。桃園縣國小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之 
相關研究。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學校行政班 
碩士論文，未出版，臺北市。  



歸納上述國內外學者專家的定義，本研究將組織公民行為定義為： 

「在學校組織中不需要明確的教學規定且未給予獎勵與報酬的情形下，教師自

發性的做出對學校組織或其他成員（教師與學生）有正面貢獻性的行為；整體

而言，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對於學校組織的效能與效率的提昇是有助益的」。 

 

貳、組織公民行為的重要性 

一、使組織的資源與人力分配更有效率 

    組織的設計不可能盡善盡美的，環境變動使得原來的職務分配不能應付，

組織要發揮效能必須靠員工自動自發，主動做出超越角色的行為，來彌補原先

人力分配至度的不足。組織成員的經驗傳承或知識分享，無法充分被達成時，

除非成員主動分享與傳承，否則組織的知識知識就難以傳遞，更遑論創新。    

Organ（1988）認為組織成員展現組織公民行為，將能夠使組織更有效率的分

配資源與人力。當組織有新進員工時，經驗豐富的資深員工，主動的教導新成

員，並在協助過程中教導新成員所不知道的組織經驗。如此不但可節省組織訓

練員工的成本，也可以增進新進員工的工作技能，甚至在互動合作的過程中，

教學相長產生新的創意，這就是組織公民行為對於組織的意義與重要性。 

二、使組織形象獲得提升 

    當組織成員展現組織公民行為，願意主動創新，重視組織績效，在面對顧

客或外界諮詢時必定能主動服務，維護組織聲譽；關心組織是否能有績效，自

動、盡心為組織效力，在工作上發揮創意，展現創新的的作為。組織的顧客將

因此獲得滿意，如此一來組織的形象獲得提升，顧客易於長久，組織便能把握

每一次交易的機會，並能夠因為組織成員的創新作為，而更有效能（Organ，

1988）。 

三、組織公民行為可做為評估成員績效的指標 

傳統上對於績效考核常常以客觀的量化資料來評定，員工的態度和行為往



往都被忽略。當員工感到滿足時，即便在本身之事與技能都有限的情況下，會

選擇從事間接有利於組織的組織公民行為，這是員工所能掌控、最有效率的回

報組織方式（Bateman＆Organ,1983；Organ＆Ryan,1995）。而且 Herman（1973）

曾提出一個見解，認為應該以員工的行為面向，來評定員工的績效，才是比較

理想的方式。因此 Herman 經過實證研究指出，當績效指標是可以由員工控制

的項目時，則工作態度的確是有效的預測變項。組織公民行為對組織的績效是

有相當的幫助的，特別是組織經驗的傳承、知識的分享及組織目標的達成上，

都是非常重要的。績效的衡量並不只是數量化的指標可以完全概括的，對於組

織公民行為的衡量也是測量績效的一項有效指標（王梅珍，2001；侯堂柱，

2001）。組織公民行為的展現，是評估員工績效表現的良好指標（鄭燿男，2002）。 

綜而言之，管理者在評估員工時，如果能將組織公民行為列入考慮，將有

助於組織效能與效率的提升；相對的員工的組織公民行為並非憑空而來的，組

織必須設法營造出讓員工樂意展現其組織公民行為的環境。 

 

叁、組織公民行為的意涵及構面 

了解組織公民行為的重要性後，組織管理者為發揮組織效能必須提倡組織

公民行為，使組織成員樂於主動展現；那就先得了解組織公民行為內涵。 

組織公民行為自一九八三年由 Smith、Organ 和 Near（1983）等幾位學者

加以歸納後，在名稱的使用上較為一致了。但在各種學術性研究不斷出現後，

有關組織公民行為的意涵（構面）仍然分歧 ，有許多不同的看法。Smith、Organ

和 Near（1983）即指出組織公民行為是一種多構面的概念，有人以一個構面

作為組織公民行為的內涵、有些以二個構面、三個構面、五個構面、六個構面

及七個構面做研究，最多還有八構面者。雖然構面內涵數量不同，但是對於組

織公民行為的定義仍然一致。以下將依據構面順序介紹，並於後面簡列分類表。 

 



一、單一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Bateman、Organ（1983）將過去的外角色行為，定義為組織公民行為。組織

公民行為的內涵只有一個就是組織公民行為，其涵蓋所有支持組織超出角色規

範之外的行為，對於組織績效的提昇有很大助益。 

二、雙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Smith、Organ 和 Near（1983）的研究結果，認為組織公民行為的構面分

為兩個：「利他行為」及「一般順從行為」。利他行為是指成員能夠主動協助他

人完成組織的工作；一般順從行為指成員能配合組織要求克盡職守，準時上下

班，不浪費時間聊天等。 

另外 Williams 和 Anderson（1991）也將組織公民行為區分為兩大類：「朝

向個人的組織公民行為」，指會表現出對於某些特定的個人有利的行為，也間

接地使組織獲益。還有「朝向組織的組織公民行為」，是指一切的表現都是以

組織整體利益為考量的行為。 

三、三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Graham（1991）以哲學和政治學的取向角度來檢視組織公民行為。認為一

個公民與社區應當具有的正面行為即為公民的義務，並將此概念延伸來表示組

織公民行為，其包括三個內涵，分別是服從、忠誠、參與（引自鄭燿男，2002；

黃柏勳，2004）。 

（一）服從（obedience）：遵守組織原則，並維護組織的政策決定。 

（二）忠誠（loyalty）：對領導者及組織的認同、支持與忠誠。 

（三）參與（participation）：樂於參與組織的活動，也樂於知會其他人

共同參與。 

林鉦棽（1999）也將組織公民行為分為三個構面： 

（一）角色內行為：堅守本分行為，組織成員本分上應當負擔的任務行為。 

（二）人的組織公民行為：又稱為人際利他行為，指組織成員表現出非契



約要求，但是對對組織整體具有公益性的行為。 

（三）對組織的組織公民行為：又稱為組織公益行為，組織成員表現出對

同事有助益的行為。 

Somech 和 Drach-Zahavy（2000）對以色列 251 位教師調查其角色外

行為，並將教師表現角色外行為的對象分為三個：組織層次（如：願意主

動擔任無酬地工作職務）、團對層次（如：團隊合作與分享）、學生層次（如：

幫助學生）。 

Christ、Van  Dick、Wagner、Stellmacher（2003）則根據 Somech 和

Drach-Zahavy（2000）的研究對德國學校教師進行組織公民行為的調查，

所得的結果顯示：（一）教師對組織整體的認同愈高，則朝向整體組織的

組織公民行為愈高；（二）教師對團隊的認同愈高，則朝向團隊的組織公

民行為愈高；（三）教師對個人職場生涯的認同愈高，則朝向學生的組織

公民行為愈高。於是將學校教師的組織公民行為分為三個構面： 

（一）朝向自我實現的行為 

積極進取提昇自我的能力或自我實現；例如主動收集新的資訊、新

的教學方法，參與各項專業訓練，並實踐於組織中。 

（二）朝向工作團隊表現的行為 

直接幫助同仁、主動分擔工作幫助負擔較重的同仁。 

（三）朝向整體組織表現的行為 

自願擔負額外的任務，表現出益於組織整體的行為。 

四、四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蔣景清（2002）在「組織氣候、組織承諾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究」中，

原採用林淑姬（1992）的組織公民行為問卷，經過因素分析後，將六個構面整

併為四個構面，分別為 

（一）敬業精神：指員工工作認真、遵守公司規定等超越組織基本標準之行為，



以及員工為了提昇工作品質，努力充實自我之行為。 

（二）認同組織：指員工努力維持公司形象，積極參與公司相關活動及會議，

並主動提出建設性的改善方案，做出對公司整體有利的行為。 

（三）協助同事：指員工在工作上樂於協助同事，並主動參與溝通協調的工作。 

（四）不爭利營私：指員工不會為了謀取個人的利益，而從事破壞組織和諧的

政治行為，且員工不會利用上班時間，浪費公司資源來處理私人事務之

行為。 

五、五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Organ（1988）將組織公民行為分為五個內涵： 

（一）利他主義（altruism）：主動幫助其他人完成與組織有關的工作。 

（二）禮貌周到（courtesy）：有新的決定形成時，會事先主動知會組織

內其他成員，以防範許多工作上可能發生的問題。 

（三）動家精神（sportsmanship）：成員對於組織中不理想的情境，能夠

忍受且不抱怨。 

（四）盡職行為（conscientiousness）：在工作上能夠主動表現超越組織

要求的標準行為。 

（五）公民道德（civic virtue）：指成員主動關心組織，持續對組織付

出與貢獻，以責任感的態度參與組織中政治性活動，並表現出創新

的行為。 

鄭燿男（2002）比較學校組織與一般組織之異同點，參考 Organ（1988）

組織行為的構面，將之修改為符合學校與教師行為的五構面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分別是主動助人行為、工作要求高標準、關懷學校效益、敬業行為、尊

重學校體制。 

自從 Organ（1988）提出五個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之後，許多學者不是

採用其分類，就是因研究主題的特性將之修改以符合自己研究的目的,而成



為理論發展或問卷編制的重要依據（黃柏勳，2004）。 

六、六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國內學者最早研究組織公民行為的以 1992 年「薪資公平、工作滿足與組

織公民行為的關係」之研究最具代表性（引自李志宏，1990；黃柏勳，2004）。

林淑姬參考 Organ（1988）與 Podaskoff（1990）等人的問卷，並收集國內企

業組織的資料，在國內編製本土性的問卷,總計有六個構面，分別為： 

（一）認同組織：指員工會努力維護公司形象，積極參與公司有關活動與會議，

主動提出對公司整體有利的建設性方案。 

（二）協助同事：指員工在工作上隨時樂於協助同事，並主動參與溝通等行為。 

（三）不生事爭利：指員工不會為了謀取個人利益，而從事破壞組織和諧的行

為。 

（四）公私分明：指員工不會利用上班時間或公司資源來處理私人事務。 

（五）敬業精神：指員工遵守公司規定，認真工作、表現良好。 

（六）自我充實：指員工為提昇工作品質而努力自我充實。 

 

許道然（民 90）研究公部門組織信任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認為公部門

的組織運作方式以及其對組織成員的角色要求與私部門並不相同，因此在研究

公務人員的組織公民行為時，有必要再重新設計適當的行為量表作為衡量工

具。考慮符合我國傳統文化的語詞，擬定以下六個構面： 

（一）敬業：指公務人員負責盡職，積極主動從事所擔任的業務。 

（二）樂群：指公務人員與組織中其他成員和睦相處，不與人無謂爭執。 

（三）守分：指公務人員能自我要求扮演的角色，自發性展現利組織行為。 

（四）忠誠：指公務人員展現出對服務的機關認同的態度。 

（五）參與：指公務人員對組織事務展現高度興趣與投入。 

（六）熱心：指公務人員自發性地協助長官、同仁的意願。 



七、七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Podaskoff 等人回顧組織公民行為的文獻及相關結構，將組織公民行為分

類為七個構面（引自 Somech＆Drach-Zahavy,2004），分別是（一）助人行為

（二）運動家精神（三）忠誠度（四）服從（五）個人自動自發的行為（六）

公民道德（七）自我發展 

八、八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姜定宇及鄭伯壎（2003）依據 Podaskoff 等人針對組織公民行為的相關研究

整理，將組織公民行為的內容分為八個行為向度： 

（一）助人行為：指成員表現出自願協助他人的行為。 

（二）運動精神：指成員能忍受工作上的不方便，也不抱怨工作上的不公

平。 

（三）組織忠誠：指成員與組織共體時艱，對外推銷組織保護組織不受威

脅。 

（四）組織順從：指成員遵從組織的規範與程序。 

（五）自動自發：指成員對工作具有熱忱，自願承擔額外的責任，並表現

具創新及創造力的行為。 

（六）公民道德：指成員願意參與組織會議，注重組織的威脅與機會，為

尋求組織的最大利益，即使個人付出極大的代價也願意。 

（七）自我成長：指成員主動提昇自己的知識、技術及能力，藉以提高個

人的工作表現與組織效能。 

（八）提出建言：指成員提出對組織有利的建議。 

九、九構面的組織公民行為 

邱麗蓉（2003）參考 Podaskoff 等人（2000）組織公民行為的文獻及相關

結構，以及國內學者根據國情的差異，自行建構本土化組織公民行為的構面，

將組織公民行為彙整成九個構面，分別為： 



（一）助人行為（二）運動家精神（三）忠誠度（四）服從（五）個人主動（六）

公民道德（七）自我發展（八）公私分明（九）人際和諧等。 

另歸納列出國內外學者研究組織公民行為之構面分析，如表 2-2-3 所示： 

表 2-2-3 國內外學者研究組織公民行為之構面分析 

構面數 年代 研究者 構面內容 

單一構面 1983 Bateman 和 Organ 組織公民行為 

二個構面 1983 Smith, Organ & Near 1.利他行為   2.一般順從行為 

二個構面 1991 Williams & Anderson
1.利於組織之組織公民行為（OCBO）

2.利於個人之組織公民行為（OCBI）

二個構面 1997 陳葳昌 1.人際利他行為 2.組織公益行為 

二個構面 2000 莊孟峰 1.人際利他行為 2.組織公益行為 

三個構面 1991 Graham 1.組織服從 2.組織參與 3.組織忠誠 

三個構面 1999 林鉦棽 
1.同事互助行為 2.工作本分行為  

3.組織利益行為  

四個構面 2002 蔣景清 
1.敬業精神     2.認同組織  

3.協助同事     4.不爭利營私 

五個構面 1988 Organ 
1.利他行為  2.恪守本分  

3.運動家精神 4.禮貌 5.公民道德 

五個構面 1994 
Van Dyne,Graham    

＆ Dienesch 

1. 服從 2.忠誠 3.社會性參與 

4.擁護性參與   5.功能性參與 

五個構面 1997 Farh,Earley＆Lin 
1.認同組織 2.協助同事 3.人際和諧

4.勤勉謹慎 5.保護公司資產 

五個構面 2002 鄭燿男 

1.利他主義（主動助人行為）  

2.運動家精神（敬業行為）  

3.職業道德（關懷學校效益） 

4.禮貌周到（尊重學校體制） 

5.自主意識（工作要求高標準） 

六個構面 1992 林淑姬 
1.認同組織 2.協助同事 3.公私分明 

4.不生事爭利5.敬業守法6.自我充實

 
 



表 2-2-3 國內外學者研究組織公民行為之構面分析（續） 

構面數 年代 研究者 構面內容 

六個構面 2002 許道然 
1.敬業 2.樂群 3.守分 

4.忠誠 5.熱心 6.參與 

七個構面 1990 Podaskoff 等人 

1.助人行為 2.運動家精神 3.忠誠度 

4.服從 5.個人自動自發的行為 

6.自我發展 7.公民道德 

八個構面 2003 姜定宇及鄭伯壎 

1.助人行為 2.運動精神 3.組織忠誠 

4.組織順從 5.自動自發 6.公民道德 

7.自我成長 8.提出建言 

九個構面 2003 邱麗蓉 

1.服從 2.運動家精神  3.忠誠度 

4.助人行為 5.個人主動 6.公民道德 

7.自我發展 8.公私分明 9.人際和諧 

資料來源：研究者經資料蒐集彙整而成 

表 2-2-4 國外研究學者研究組織公民行為的構面(以構面分頪) 

構面 學者 相似構面 學者 

利他主義

(altruism) 

Organ(1988)Smith,Organ

和

Near(1983);Podsakoff(19

90) 

助人(helping)人

際間的幫助

(interpersonal 

helping) 

Van Dyne 和 Le Pine 

(1998); 

Graham(1989);Moorma

n 和 Blakely(1995)

盡職

(conscientiousne

ss) 

Organ(1988)；Smith 等人

(1983);Podsakoff(1990) 

服從(obenience)

個人的勤勉

(personal 

industy) 

Graham (1989); Van 

Dyne, Graham 和 

Dienesh (1994) 

Graham(1989); 

Moorman 和 

Blakely(1995) 

運動家精神

(sportsmanship) 

Organ(1988) 

Podsakoff(1990) 

  

預先知會

(courtesy) 

Organ(1988) 

Podsakoff(1990) 

  

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Organ(1988) 

Podsakoff(1990) 

  

職務的參與

(functional 

participation 

Van Dyne 等人(1994)   

 
 



表 2-2-4 國外研究學者研究組織公民行為的構面（續） 

構面 學者 相似構面 學者 

倡導參與

(advocacy 

participation) 

Van Dyne 等人(1994) 個人的主動

(individual 

initiative) 

Graham(1989);Moor

man(1989) 和 

Blakely(1995) 

忠誠(Loyalty) Graham (1989)Van Dyne 等

人(1994) 

忠心熱心擁護

(loyal 

boosterism) 

Graham(1989);Moor

man(1989) 和 

Blakely(1995) 

表達意見( Voice) Van Dyne 等人(1995)Van 

Dyne LePine(1998 

  

資料來源: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y Farh, J., Zhong, C.,& Organ. D.,2004, Organizational science,15,241-253. 

 

綜合上述國內外對組織公民行為構面分析發現：「利他主義」、「認同組織

（忠誠）」、「盡職（敬業、運動家精神）」、「人際和諧」、「自我充實」（自我發

展）等研究構面為多數研究者研究，國內外學者皆有不同的分類，有些以行為

的內涵分類，有些則以行為的對象來分類，雖然命名不一，但核心精神實則接

近；而且常見的構面不外乎：（一）主動助人（二）敬業守法（三）自我充實

（四）尊重體制（五）重視組織效益。本研究的組織行為構面分類，考慮學校

情境、教師的角色及工作環境，參考 Organ（1988）將組織公民行為分為認同

學校、敬業精神、助人行為、公民美德、自我實現等五層面作為本研究探討組

織公民行為之變項，分述如下： 

（一）認同學校（identification with school）： 

教師努力維護學校形象，願意主動對外推銷學校、告知外界關於學校

正面的消息，以及主動提供具有建設性的改善方案等對學校有利的行

為。 

（二）敬業精神（conscientiousness）：  

教師能遵守學校的規定，對於教學工作、班級經營等認真負責，對於

行政職務不推諉熱心付出，能忍受不理想的學校環境並依然克盡職



責。 

（三）助人行為（helping behavior）：  

教師表現出自願協助他人、主動參與溝通協調之的行為，且在工作

上樂於協助其他教師完成教學方面之任務。 

（四）自我實現（self development）：  

教師為充實自我的知識、能力，而努力進修的行為，藉以提昇個人

工作表現、教學品質及行政效能。 

（五）公民美德（civic virtue）：  

教師對學校事務表現出高度的興趣及熱忱，積極性地瞭解學校組織

運作，投入與學校相關的一切活動，並參與學校各項會議、發表建

設性意見，不會為謀取個人利益，而從事各種破壞學校和諧的行為。 

肆、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 

成員表現出組織公民行為對於組織運作相當重要，不僅影響領導者對於部

屬的評價（Borman ＆ Motowidlo,1997；Padsakoff , MacKenzie, Moorman ＆

Fetter,1990 ），部屬所展現的組織公民行為還能提升團隊績效，利於衝突解

決，促進團隊和諧，達成組織績效（Borman＆ Motowidlo,1997）；由此可知

組織公民行為對於組織存續與發展的重要性。 

目前國內對組織公民行為相關研究結果，經文獻收集彙整，從 1996 年迄

今，以組織公民行為為篇名的碩博士論文，有 290 篇，以組織公民行為為關鍵

字的碩博士論文，有 344 篇，以組織公民行為為關鍵字與篇名的期刊有 67 篇。 

組織公民行為在國際上的研究，從 ERIC (ProQuest) 資料庫檢索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的文章，就出現 817 筆資料，從中

國期刊網搜尋，以組織公民行為為篇名查詢，1996 至 2006 年，有 52 篇，相

較於國外，國內組織公民行為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階段。可知組織公民行為的研

究亦為國際組織上相關學者的研究重點。 



以下表列彙整國內外學者在組織公民行為方面與教育相關之研究： 

表 2-2-5 國內學者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 

年代 研究者 論文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變項 

民 88 謝佩鴛 校長領導作風、上下關係品質

及教師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

究 

台北市、台北縣及桃

園縣國小校長 200 位

及教師 400 位 

校長領導作風、

上下關係品質 

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 

民 91 鄭耀男 國中小教師的組織公民行為及

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學校組

織公民行為模型初構 

台灣國中小教師 1138

位 

組織公民行為 

民 91  邱麗蓉 組織公平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

之研究—以苗栗縣國民小學為

例 

苗栗縣國小 365 位教

師 

組織公平 

組織公民行為 

民 92 黃怡楨 心理契約、組織承諾與組織公

民行為之關聯性研究─知識工

作者與非知識工作者之比較 

斗六工業區 200 位研

發人員與 100 位一般

行政人員 

心理契約 

組織承諾 

組織公民行為 

民 92 朱鴻薇 教師僱用身分與人格特質對心

理契約實現與組織公民行為關

係之影響 

8 所私立高職 

157 位教師 

僱用身分 
心理契約 
人格特質 
組織公民行為 

民 93 黃柏勳 國民中小學校長轉型領導、學

校組織氣候與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關係之研究 

台南、高雄 750 位教

師 

轉型領導 

組織氣候 

組織公民行為 

民 93 曾進發 臺北縣國民小學校長轉型領

導、互易領導與教師組織公民

行為之相關研究 

台北縣 736 位教師 轉型領導互易領

導教師組織公民

行為 

民 93 李政翰 桃園縣國民中學學校組織文化

與組織公民行為之關係研究 

桃園縣國中教師 312

位 

組織文化組織公

民行為 

民 93 王心怡 國民中小學教師組織信任與組

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究 

台北縣市公立國中小

323 位教師 

組織信任組織公

民行為 

民 94 廖大偉 桃縣國小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 

桃園縣公立小學 765

位教師 

轉型領導 

組織公民行為 

 



表 2-2-5 國內學者心理契約之相關研究（續） 

年代 研究者 論文題目 研究對象 研究變項 

民 94 王鳳美 國民中學校長領導風格與

教師組織公民行為影響之

研究 

台北縣 286 位公立國

中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 

校長領導風格 

民 95 蔡秀琴 國立大學行政人員心理契

約、組織承諾與組織公民行

為關係之研究 

台南縣以南國立大學

行政人員 1238 位 

心理契約 

組織承諾 

組織公民行為 

民 95 游韻靜 臺北市國民中學教師角色

認同與組織公民行為影響

研究 

台北市市立國中 770

位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

教師角色認同 

社會認同 

資料來源：研究者經資料蒐集彙整而成 

表 2-2-6 國外組織公民行為相關之研究 

年代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變項 研究工具 

1983 Bateman＆

Organ  

82 位非學術及非行政部門

在美國中西部大學 

效能 

主管組織公民行為 

組織公民行為量

表 

1992 Fain 俄亥俄州大學 462 類員工 組織公民行為組織

承諾 

主管 OCB 問卷 

組織承諾問卷 

1995 Latham  

＆ 

Skarlicki 

 

兩所大學的商學院全體員

工和心理系 

效能 

組織公民行為 

組織公民行為量

表 

改編行為觀察量

表 

1995 Organ 

＆ 

Lingls 

位於英國中部製造公司 42

位員工，位於美國中部 57

位員工 

組織公民行為人格

滿意度 

工作描述指數 

組織公民行為量

表 

1997 Farh ，

Early 

＆ Line 

109 位台灣 MBA 或 MD 學生

及員工 

公平 

組織公民行為文化 

自編組織公民行

為量表 

1998 Schappe 美國中部亞特蘭大保險公

司 150 位員工 

工作滿意度組織承

諾 

公平知覺組織公民

行為 

程序公平量表 

工作滿意度問卷 

組織承諾問卷 

組織公民問卷 

2001 Allison， 

Dryer ＆

Voss 

美國東南部222位選修商學

程大學生 

組織公民行為 

學生成績 

生涯成就 

組織公民行為問

卷 

社會期望回應取

向 

 



表 2-2-6 國外組織公民行為相關之研究（續） 

年代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變項 研究工具 

2000 Wanger 

＆ Rush 

美國西南地區兩所

私立醫院 185 位護

士 

組織公民行為 

利他構面 

人口背景 

性格 

年齡 

Smith（1983）等人

定義利他主義構面

十一項行為敘述確

定爭論測試（DIT）

--道德兩難測試 

背景顯著態度量表

2001 Dipaola 

＆

Tschannen-Moran 

俄亥俄州和維吉尼

亞州 42 個公立學

校 664 位教師。俄

亥俄州 97 所公立

高中 1120 位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學

校氣氛 

學校組織行為量表

學校氣氛量表 

2002 Somexh 

＆ Bogler 

以色列 25 所中等

學校教師及 27 所

高中 983 位教師 

教師組織公民行

為專業承諾 

外角色行為量表 

2002 Williams Pitre 

＆ Zainuba 

美國西南部企業

114 位員工 

組織公民行為公

平 

組織公民行為量表

分配公平指數 

2004 Jurewicz 維吉尼亞州 82 所

中等學校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學

校氣氛 

學生學業成就 

組織公民行為學校

量表學校氣氛指數

維吉尼亞數學英語

學習標準測驗 

2004 Ehrhart 249 位食品部門員

工 

組織公民行為僕

人領導 

程序公平氣氛 

僕人領導量表 

程序公平氣氛量表

組織公民行為量表

2004 Feather 

＆ Rauter 

澳洲 Victioria 地

區 101 位長期聘任

教師與 53 位短期

聘任教師 

組織公民行為 

工作狀態 

工作不穩定 

組織承諾 

組織認同 

工作滿意 

工作價值 

工作不穩定問卷 

組織承諾問卷 

組織認同問卷 

工作滿意問卷 

工作價值問卷 

組織公民行為問卷

2005 Dipaola ＆ Hoy 美國俄亥俄州郊區

和城市共 97 所高

中 

組織公民行為學

生學業成就社經

地位狀態 

組織公民行為問卷

數學和閱讀成就測

驗社經地位量表 

資料來源：廖大偉（2004）。桃園縣國小校長轉型領導與教師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

台北市立教育大學教育行政與評鑑研究所學校行政班碩士論文，未出版，臺北市。 



   綜合上述國內外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可歸納出以下幾項要點： 

一、與組織公民行為相關的研究文獻，約可分為兩大類：第一類，以組織公民

行為為自變項；第二類以組織公民行為為依變項。第一類的研究重點在於

探討組織公民行為與員工績效考核、離職行為、組織效能間的關係；第二

類的研究重點則在探討組織公正、領導者領導風格、組織信任、工作滿意、

人格特質、組織適配、組織承諾等因素，與組織公民行為間的關係。 

二、研究領域部分，可發現國內外對於組織公民行為的研究日益增多，在企業、

公務部門、教育領域均有相關研究。 

三、組織公民行為的評量工具日益增多，國內外常見的包括：Organ（1998）、

Podsakoff 等人（1990）、林淑姬（1992）及鄭燿男（2002）等人所提供

或發展的評量工具。 

四、組織公民行為的研究對象多以企業員工為主；在教育領域部分，目前國內

外實徵研究並不多見，僅有少數學者以學校教師為研究對象。因此將組織

公民行為理論拓展至學校情境，應是未來學校行政研究的重點之一。 

五、就研究結果而言，得知與組織公民行為相關的變項有組織公正、離職行為、

組織承諾、組織信任、轉型領導、員工績效考核、人格特質等因素。而其

中有研究指出組織公民行為可以降低離職率，並且會影響主管在績效考核

上的評比。此外藉由提昇組織承諾、組織公正、組織特徵、工作滿意、價

值適配、施予轉型領導、改善上下品質關係等策略，皆有助於組織公民行

為的提升。 

六、組織公民行為之展現，若能因上述變項之影響而被激發正相關之組織公民

行為，相信對組織的整體效能與目標之逹成必將會有所助益。因此，組織

公民行為對於組織之發展有著相當重要的關鍵影響，本研究探討心理契約

與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性，將在下節討論。 

 



 

 

 

 

 

 

 

 

 

 

 

 

 

 

 

 

 

 

 

 

 

 

 

 

 



第三節  心理契約與組織公民行為相關之實證研究 

心理契約和組織公民行為的研究皆有談論到社會交換理論，Wayne, Shore 

＆Liden(1997)提出，受到組織關懷且評價高的員工，將會對組織產生信任感，

也較容易呈現出對組織有利之行為，同時也由於員工這種的付出行為，組織也

會給於相對的獎勵與報酬，以達成雙方之交換利益的平衡。 

組織公民行為研究的理論可以區分為「情緒論」及「認知論」兩種。情緒

論者從社會心理學的觀點，認為當人們處於一種正面的情緒狀態時，較易從事

利他行為(Berkowitz,1972)；而認知論者主要是奠基於 Organ (1988,1990)所

提出的論點：從員工的認知面著手，認為人類會有回饋心理，當組織中的成員

認為該組織中的其他成員有利於他，員工會以正面行為加以回報（如主動協助

同事…等），而此處所謂的正面行為，即本研究所稱之組織公民行為。因此若

員工心理契約是處於滿足狀態，也會容易回報出組織公民行為，以增進組織效

益。 

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1990)則認為當員工覺得組織重視他們

的貢獻且關心他們的福利時，員工便會產生一種信任、回饋組織的心理，進而

展現出自發性的行為--主動且自願性的提出對組織具有建設性的建議，希望幫

助組織成長、促進組織效率。 

另外 Organ (1988)從公平理論探討心理契約和組織公民行為之關連，指

出員工面臨不公平狀況時，組織公民行為可能是員工回應不公平的最好方法；

因為組織公民行為是員工自行決定要不要去做的一種行為，因為它不在組織正

式規範之中，員工可自行減少組織公民行為的出現，以舒緩內心產生不公平狀

態；也就是說員工並沒有義務去做超出正式契約內容的必要。Moorman(1995)

也認為，若員工相信自己是被公平對待，他們對於工作態度會表現出較正面的

態度，也就是員工的一種回報心理；因為當員工認知到其產出的衡量很公正，

或是知覺到組織決策過程是公平的，基於回報心態，員工可能會做出一些超出



角色內的行為，來報答組織。 

Robinson(1995)也提出組織公民行為與組織－員工之間契約具有相關性

的二個理由：一是在初期的發展組織公民行為的架構中，Organ(1988)即定義

組織行為是員工會願意貢獻出不同於契約條件的義務；也就是說當員工的行為

超出一般契約所約定的條件時，則該員工就具有公民行為傾向。第二組織公民

行為理論是依據組織和員工之間的交換關係，以公平及互惠的概念形成理論的

基礎。 

由上述分析可知，心理契約與組織公民行為有緊密之相關性。若員工心理

契約是處於最佳情況下，必然會有較高程度的組織公民行為的出現。因此組織

若能從員工心理層次著手，發揮管理之效能，了解員工真正需求，才能留住優

秀核心之人才，展現組織績效，達到互惠雙贏。 

目前國內心理契約與組織公民行為之相關研究成果，經文獻收集彙整，碩

博士論文僅 12 篇，與教育相關的只有：教師僱用身分與人格特質對心理契約

實現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影響（朱鴻薇,民 92）、國立大學行政人員心理契

約、組織承諾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究（蔡秀琴,民 95）等共 2 篇，國內在

這方面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 

本研究希望藉由對心理契約及組織公民行為的探討，來了解教師心理層次

的契約內容，以及所產生的結果，提供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理論與實務上之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