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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探究國民中學教職人員之心理契約，根據國內外文獻，將本章分

成四節，第一節心理契約的發展，第二節心理契約的構成，第三節心理

契約的特性與功能，第四節心理契約的相關研究，以下分別論述之。 

 

 

 

 

第一節  心理契約的發展 
  

過去，人們為謀求一份工作而努力，希望公司組織提供一個安全的

工作環境、合理的薪資待遇、良好的升遷管道，以便保障自己生活品質

與家庭福祉；公司組織希望聘僱進來的員工擁有最佳的專業、犧牲奉獻

的精神、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如此，員工自然能獲得最公正的對待，從

而獲得有意義的人生舞台與終身工作的保障。因此聘僱的行為，是普遍

存在的社會現象，也存在勞雇雙方的相互交換行為。這種互為交換的關

係，除了可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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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ok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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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覺的（Robison, 1996）特性，

影響員工的工作態度和行為(Vos, Buyens & Schalk, 2003）。近年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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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球經濟低迷，組織面對外界環境不斷地變動，為減少組織的障礙、

創造競爭優勢，經常以重整、併購、裁員的模式來達成組織永續經營的

目標。對教育單位而言，少子化現象，課程改革，教育資源減少，家長

會、教師會、學校行政三足鼎力的現象，高等學府的升格、合併，超額

教師及候用教師太多等問題浮現，教師的心理契約逐漸產生質變，傳統

的心理契約已受到嚴峻的考驗，學校領導人應理解心理契約的理論，才

能避免不當損害組織與教職人員關係，發展正直、忠誠與相互信任的關

係，激發全體教職人員主動自願地為學校目標全力以赴。   

 

一、心理契約的發展 

「心理契約」（psychological contract）此一名詞可以被追溯到

20 世紀的 60 年代。主要是為了說明勞雇關係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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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的相互期

望，這也是決定員工態度與行為的重要原素。（Dainty, Rai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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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Schein,1980; Sutton & Griffin, 2004）。 

從心理契約研究的整體歷程觀察，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李

原、郭德俊，2001）︰ 

 

階段一：概念引入期（1960 年─1979 年） 

1927 年，Mayo（Elton W. Mayo, 1880--1949）在美國西部的電

燈工廠進行霍桑實驗，發現當工作條件改變之後，影響生產力的不

是嚴格的科學管理，而是員工的心理因素。結果顯示︰忽視了個人

需要與個人目標，並無法提升工作效率，唯有重視人的動機、感情，

採用激勵、誘導來滿足員工自我實現的慾望，才能提升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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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年，Bernard 提出「組織協作系統」，認為組織的成敗，基

於組織與個人是否願意投入與奉獻（引自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

2003）。 

        1960 年，Argyris 在他的著作《理解組織行為》一書中，用心

理工作契約(Psychological Work Contract)來說明個人和組織間的交

換關係，心理契約是在雇主和雇員之間達成一種未成文的默契，並

且互相尊敬協議所達成的規範（Meckler、Drake ＆ Levinson ,2003； 

Thomas, Au ＆ Ravlin,2003）。Argyris 最重要的貢獻是將正式契約

與心理契約分開（Sele, Janssens,＆ Brande,2004），使心理契約成為

一正式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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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契約的個案研究結果，主張組織與員工之間隱含的未公開說明的

相互期望的概念，就稱之為心理契約（Anderson ＆ Schalk,1998）。

他在 1965 年注意到組織代理人所採取的行動通常被視為組織目標

而非代理人自己的目標，因此組織與與員工的關係，事實上為雇主

與員工之間的關係（Meckler et. Al, 2003）。 

        1973 年，Kotter 將心理契約界定為：存在於組織與個人之間的

一份內隱的協議，協議中說明在彼此聯繫中的一方期望另一方付出

的內容和得到的內容（引自李原等，2001）。 

        綜上可知，心理契約表明組織與員工之間存在著模糊的期待。

然而相互期待的內容與程度，如何被明確鑑定，則眾說紛紜，未有

定論。 

 

階段二：概念發展期（1980 年─1994 年）  

        1980 年，Schein 將心理契約定義為︰個人將所奉獻與組織所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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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獲取之間，以及組織回饋員工個人期望的一種配合（ McDonald 

＆ Makon, 2000）。由此定義可看出，組織的代理人（管理者）和

員工之間形成互相關聯的系統，組織清楚員工對組織是有期望的並

且願意回饋滿足其期望，員工願意為組織貢獻努力，因為他們相信

組織能實現他們的期望。這樣的方向，明確奠定的心理契約的內容

和研究基礎。 

        1989 年，Davis & Newstrom 將心理契約定義為：員工對於組

織在心理層面介入的情況，員工願意付出貢獻並保持對組織的忠

誠，但同時也向組織要求非經濟性的報酬，如：安全、尊重、人際

關係及組織的支持等。 

        1989 年，Rousseau 開啟了一連串對於心理契約研究（Dainty et 

al., 2004；Robison, 1996；Robinson et al.,2000；Rousseau,1989；Sutton 

et al., 2004），也是第一位將心理契約分成交易型契約與經濟型契約

的研究人員（Sele et. Al, 2003）。她將心理契約定義的更為明確，認

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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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早期研究最大的不同點，是她從個人的認知來探討心理

契約，且認為心理契約是互為義務的（obligations）而非期望

（expections）的，因為期望是内隱的，而義務是外顯的。因此，

修訂後的定義就更為明確與易於操作，也為實證研究帶來方便，廣

為研究者所採納。 

 

階段三：實證研究階段（1994 年迄今） 

歸納學者李原等（2001），陳銘薰、方妙玲（2003）的論述，

將此階段的研究方向歸納為三類，以下分別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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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理契約的內容構成研究： 

1994 年，Robison & Rousseau 的研究團隊進行一項對 MBA 畢

業生有關心理契約內容的調查，發現心理契約是在招募人才的過

程中形成的。 

1994 年，Robison , Kraatz , Rousseau 等人指出，組織心理契約

的兩種型態分為：交易型（transactional）和關聯性（relational）。 

         1997年，Herriot、Manning 與 Kidd使用關鍵事件的技術，和

分層比例抽樣方法研究心理契約的內容。分析結果，獲得12項組

織責任與7項員工責任。 

 2、心理契約的動態發展過程研究 

1996 年，Freeze 與 Shalk 研究組織變革對心理契約的影響。

其結論認為：心理契約包含平衡型、修改型和遺棄型三類。 

1998 年，Thomas 與 Anderson 考察英國軍隊新兵在社會化過

程中的心理契約發展。他們認為”社會訊息的獲取”對新進成員社會

化具有重大影響。 

3、心理契約的違背（violation）研究 

1994 年，Robison 等人針對畢業生畢業後第一次工作經歷與

其心理契約的發展情況的研究，發現有 55%的受訪者在兩年內發

生心理契約違背的情形。 

1996 年，Robison 的一項心理契約違背與行為關聯性的縱向研

究，發現員工對組織的信任程度會影響員工的行為。 

2000 年，Turnlex 與 Feldman 從心理契約違背對員工行為的

影響，指出「未實現的義務」與「工作滿意度」是兩項影響的中

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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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Lambert, Edwards 與 Cable 研究發現心理契約的履

行與破壞和員工的「工作滿意」和「組織承諾」對「組織誘導」

相關。 

由於心理契約的理論尚未完備，相關研方興未艾。2003 年

Thomas, Au 與 Ravlin 針對文化差異與心理契約作一實證研究，以

及 2003 年 Meckler, Drake 與 Levison 認為：個人認知知覺和環境

的交互作用才是心理契約要討論的核心，建議從心理學的角度探

討心理契約。 

 

綜上可知：心理契約從概念引入期、概念發展期到實證研究

期，心理契約從模糊概念到全面性的研究，可以說是從 Rousseau

確立了心理契約定義開始，使後續的研究者可以在心理契約的內

容、架構、動態發展過程、契約履行或違背所產生的影響，以及

心理契約與員工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組織風氣、文化氣候等不

同方向繼續研究，進而使心理契約成為組織行為學和企業經營管

理上重要的一環。 

 

二、心理契約的定義 

從 Argylis 至今，歷經時空更迭，心理契約因為研究範圍的擴大，

定義也有略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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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報循環構成的組織經歷之後，與

所在企業形成的情感上的契合關係，體現在依賴感和忠誠度。其核心

是員工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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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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sseau （ 1989 ）認為：心理契約是基於個人認知知覺

（ congnitive-perceptual ）去理解關於勞雇雙方之間互惠的承諾

（agreement）交換與互為義務（obligation）信念（belief）。（Lamber,et   

al.,2003） 

     萬榮水（2002）認為：心理契約是勞雇之間基於相信對方會遵從

社群規範，依據彼此關係之性質相互對待而存有的權利義務默契。此

一默契受主觀認知影響，隨時間、境況而演化，並在心理上與對方反

覆磋商。當發現對方償付有違反公平友善時，會出現相對應的行為。 

江明修（1996）認為：心理契約是種心智模式，常表現於人們的

承諾（promises）、同意（acceptance）和信賴感（reliance）上。承諾是

主觀的意念，瞭解到什麼信息被傳送和什麼信息具有何種的意義。 

姜法奎（2003）認為心理契約是組織領導人與員工心理聯繫的紐

帶，是人們用以形容承諾、接受信賴和期望的精神模式。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心理契約是指組織與員工在動態關聯下，

一組構成主觀認定的責任與義務關係。表現於契約的正向與負向情感

都與組織以及人員的行為與態度有關。 

 

三、心理契約定義的討論 

由上述心理契約的歷史與定義發展分析，最早由 Argyris（1960）

和 Schein（1962）提出心理契約是在雇主和雇員之間達成一種未成文

的相互期望，但因為相互期望的主體性為何，不易認定，造成測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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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與理解分歧。因此英國與美國的學者於 1980 年代開始，即各自 

開展對心理契約探討與研究，結果造成目前研究心理契約兩個不同學

派。一派是以延續 Argyris（1960）和 Schein（1962）觀點的英國古典

學派，認為心理契約是僱傭雙方對交換關係中的主觀理解，其代表人

為 Guest、Conway、Herriot，一派是以美國學者 Rousseau（1989）為

代表的 Rousseau 學派，認為心理契約是基於雇員個體的認知知覺去理

解關於勞雇雙方對交換關係中彼此的義務，其代表人為 Rousseau、

Robinson、Morrison（魏峰、張文賢，2004）。前者將心理契約分成兩

個層次，後者只的是基於個體主觀的認定，另一方並不一定要有相同

的意識。由此看來，兩者在主體的認知上是不同的，對於能否將“組織”

視為有知覺的一方，兩派則有以下不同的觀點： 

 

（一）古典學派 

Herriot 與 Pemberton（1995）認為心理契約是由組織和雇員兩方

面對於雙方關係中責任和義務的知覺與理解。對於“組織”是否能行使

自由意志，或是能否具有知覺，Tsui, Pearce, Porterm 與 Tripoli（1997）

則透過研究，認為組織透過“代理人”來傳達組織目標、行使組織責任

與義務、展示心理契約的組織一方，是可行的。 

（二）Rousseau 學派 

Rousseau（1989）認為“組織”是抽象的，它只是提供的一個創造心

理契約的環境，並無法和其成員形成心理契約，雖然它的組織代理人

有可能個人感知一個存在雇員之間的心理契約並有相對反應，但組織

本身是不可能感知的（魏峰等 2004）。而 Rousseau 認為，心理契約的

研究動機就是“要讓雇員說話”，因此，她才提出以雇員為主觀認定的

心理契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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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on 與 Robinson（1997）進一步指出，心理契約乃雇員對其

與組織之間的相互義務的一系列信念，這些信念建立在對承諾主觀理解

的基礎上，但不一定被組織或其代理人意識到。 

透過 Rousseau 學派的定義，對心理契約的內容、架構、模型、心

理機制轉移的變化與應用研究，相對的有限與易於操作，廣為後續研究

者所採用。然而古典學派對於心理契約的操作是較為完整的，同時顧及

僱傭雙方相互期望以及因期待不同產生的心理落差與反應。 

 

綜上所述，心理契約目前存在廣義與狹義兩種解釋，雖然狹義的定

義背離了 Argyris 和 Schein 的雙向、隱含的互惠協議的初衷，但是

Rousseau 等人提出的定義對實證的研究功不可沒，仍為多數研究者所採

用。 

 

 

 

 

第二節 心理契約的構成  
 

分析過去文獻，心理契約是一組複雜的心理結構，除了具主觀知

覺、動態性思考以外，與時代的脈動，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交換、

組織風氣關係甚密，受之影響非常深切。由於訊息的複雜與不對稱性，

人們的性格與有限理性的限制，心理契約成為維繫僱傭關係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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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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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理契約的內容 
作為主觀心理模式的契約，其內容除正式的契約條文記載以外，更

多未明確表達的權利、義務與期望，隱含於契約之間。由於心理契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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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是指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下，組織（或其代理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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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期望對方應承擔的義務的回報，在自己認為自己已經履行了應盡的本

分職責，對方應該回報自己合理的期望。所以，心理契約是雙方自己的

認知，也因此在建構心理契約內容時出現很大的歧異，究竟心理契約是

從員工的角度出發，或是從組織的角度出發。以下先整理學者所研究心

理契約內容包含組織責任與員工責任的雙向度之研究結果。 

表 2-2-1 心理契約組織責任與員工責任雙向度研究 

研究者/
研究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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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班工作；2、忠誠；  
3、志願從事職責以外的工
作；4、離職前預先通知； 
5、接受職務與工作調整； 
6、不幫助競爭對手； 
7、保守公司商業機密； 
8、在公司至少連續作兩年 

Morrison 
& 
Rousseau 
（1997） 

MBA
畢 業
生 

聚類
分析 
 法 

1、多元化的工作；  
2、公平的薪資； 
3、發展的機會； 
4、升遷；5、充分的工
具和資源；6、支持性
的工作環境；7、有吸
引力的福利 

1、忠誠；2、加班工作； 
3、自願從事非組織要求任
務；4、接受工作調動的要
求；5、拒絕為競爭對手提供
支持；6、保護組織私有訊
息；7、離職前提前告知； 
8、在組織中至少工作兩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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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方 
法  

1、培訓  
2、標準的公正； 
3、需求關懷； 
4、諮詢；5、自由裁量；
6、人性；7、表彰； 
8、環境；9、執行的公
正；10、薪資； 
11、福利；12、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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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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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料顯示，勞雇雙方認為在「組織責任」方面，包括：工作穩

定、培訓、提供合理薪資、獎金、支持性與安全的工作環境、保障員工

的工作與職業發展，組織尚需實施人性化管理與合理的心理關懷。勞雇

雙方認為在「員工責任」方面，忠誠被視為最重要的員工責任，高出席

率、優良績效、遵從權威、願意調動職務、提供多元的能力從事額外職

務，保護企業機密、長期服務等在員工任職期間謹守的本分用以換取組

織提供的長期工作保障。Herriot et.al（1997）還認為組織和員工雙方面

的認知是不同的，員工強調安全、薪資和環境，組織則認為人性、表彰

與福利為重要。而員工對「員工責任」認為愛護資產、體現組織形象較

重要，組織對「員工責任」則認為忠誠較重要。 

雙向度的研究結果，由於對象方面不同，國家民風不同，研究技術

不同，所以所獲得的結果不同，因此可以瞭解，心理契約的多變性和模

糊性。後來的研究者，多從員工角度來探討心理契約，指的就是組織應

盡的責任或是自己應盡的責任，這是有所不足的，也因此造成建構心理

契約的困難。 

以下分別以表列方式，說明近期心理契約內容的研究結果。 
 
表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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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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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幫助競爭對手；4、接受

內部工作調整；5、接受職位變換；6、願意

為單位出差；7、願意到外地工作；8、達到

組織的工作要求；9、負責盡職；10、遵守

職業規範；11、保護醫院秘密；12、遵守規

章制度；13、服裝整潔 
Porter 、 Pea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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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挑戰

性的工作；4、發展機會；5、自主、負責；

6、至少一年的工作保障；7、工作有效率時

增加薪資；8、員工參與決策；9、決策中考

慮員工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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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員工心理契約中組織責任研究（續） 

研究者/研究年代 調查對象 組 織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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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與

決策；4、紅利；5、培訓；6、工作責任；7、
工資；8、組織支持；9、提升發展；10、挑

戰性工作；11、主管支持；12、退休福利；

13、總體福利；14、職業發展；15、績效回

饋；16、保健福利 
Shapiro & Kessler 
(2000)  

703 名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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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生活水準提高薪資；5、必要

工作培訓；6、新知識與技能培訓；7、組織

支持；8、長期工作保障；9、良好職業願景

Kickul & Lester 
(2001) 

246 名在職

MBA 學員 
1、彈性工作時間；2、有競爭力的酬勞；3、
安全的工作環境；4、獎金；5、自由決策；

6、工作自主性；7、有控制權；8、參與決

定；9、挑戰性工作；10、發展機會；11、
組織支持 

資料來源：修改自“心理契約的内容、維度和類型”,（437~445）。陳加洲、凌 
文輇、方俐洛。心理科學進展， 2003，11（4）. 

 

綜上所述，心理契約的內容會隨著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及時代遞 

移、企業性質、職業型態、組織規模、個人工作年資、個人職務、年

齡與性別等不同而有所差異。僱傭關係改變，心理契約的內容也會產

生變化，近期的組織責任除有長期工作保障的傳統項目以外，對等性

的報酬與責任相符、參與組織的決策、控制權、分紅與志願接受挑戰

性的工作成為重點，因此，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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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組織和員工彼此

雙方認為重要的內容，現在則不一定被視為是最重要的。在全球化競

爭與組織變革的時代背景下，是否適用，哪些項目值得保存，哪些項

目又該淘汰，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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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trop（1995）、Kissler（1994）和Maguire（2000）對心理契約

所做的內容分析，比較過去和現在的心理契約特點。 

 
表2-2-3 “新”與“舊”的心理契約的特徵差異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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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ew employment contract. （p. 335-351）.by G.D. Kissle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994,33(3),.和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re they still relevant?
（p.167-181）.by H. Maguire.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 2002,7（3）.和  
The changing psychological contract：the human resource challenge of the1990s.
（p.286-294）. by J. M Hiltrop. European Management Jurnal,199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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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過去舊合約和近代新合約的內容，新合約具有彈性與平衡的交

換關係，員工不再是被動的一方，個人也有權利爭取自己應該獲取的利

益，組織不再是唯一獲益的一方，他需提供員工發展與自我成就的利

基，組織與員工基於能力的互換性與彼此互惠成長的需求，對於雙方的

期望以公開的的形式呈現，強調內部和諧、組織創新、人員適應、重視

高度績效，員工也傾向願意接受長時間工作、願意承擔更大責任、願意

學習更廣泛的技能、承受更大的壓力，以向組織換取更高額的報酬、分

紅、決策參與、公平獎酬，這樣的關係對經營與管理或個人的職業生涯

都具有助益。然而舊契約並不可全然揚棄，諸如：公平正義、經濟保障、

多方參與以達成組織績效，對於體現組織固有的優良傳統與風氣的維

持，亦為重要因素。近代心理契約的內容比較關注員工和組織雙方的互

惠關聯，以中學教職人員為基礎的心理契約由於其在組織目標上、工作

型態上和產品品質的要求上和企業不同，教職人員的心理契約為何，是

值得研究的問題。 

 

二、心理契約的維度（dimension） 
1990 年代迄今，研究發現心理契約的維度有二維、三維、甚至六維、

七維。事實上，學者們認為要瞭解心理契約的全部面向是很困難的，近

幾年，學者努力地建構心理契約的維度，並試圖更進一步發展心理契約

的模型。 

以下整理學者對心理契約維度與模型的研究，以期望有一概括性瞭

解。 

（一）二維型態的心理契約 

1、「交易型契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和「關聯型契約」（relational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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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sseau（1990）用典型相關分析技術（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對 129 名 MBA 的畢業生進行有關心理契約的內容調查，從

所獲得的七項雇主責任與八項雇員責任進行維度分析，結果獲得兩個

因素，一個稱為「交易型契約」（transactional contract），它是以經濟

交換為基礎的關係，指的是組織以經濟條件為誘因，換取員工已具備

技術的投入，員工對組織僅有低度的情感投入。一個稱為「關聯型契

約」（relational contract），反映出以社會情感交換為基礎的關係，員工

與組織在經濟交換的同時，個人還會投入長期的情感，影響個人生涯

的發展。 

      

Robinson et al.,（1994）接著發現，不同心理契約之間的差異主

要基於兩種成分所佔比例不同，亦即「交易型契約」多關注具體經濟

條件、短期利益交換的關聯，例如：組織以薪資為誘因交換員工勞動

能力；「關聯型契約」則關注内隱情感投入與長期社會關懷的聯繫，

例如：個人的忠誠與信任、發展生涯成就等。兩者佔心理契約的多寡，

主要由年資與地位來決定。 

以下以表格說明「交易型契約」和「關聯型契約」的特徵比較。 

 
表2-2-4 交易性契約與關係性契約之特徵比較 

交易型契約 關聯型契約 
經濟性的，外部的 經濟性的，社會情感的，內部的 
封閉式的，特定時間 開放式的，不限期間 

靜態的 動態的 
狹窄的 普遍的，廣泛的 

公開的，易於觀察的 主觀認定 

資料來源： The contracts of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p.11）. 
by Rousseau ＆ Park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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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Rousseau（1995）對「交易型契約」 和「關聯型契約」所 作

的特點分析：  

 
表 2-2-5 交易型契約與關聯型契約的特點比較 

資料來源：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written and unwritten agreements. By D. M. Rousseau,1995. Thousand Oaks, 
CA:Sage. 和“心理契約的内容、維度和類型”，（p.437~445）。陳加洲、凌文 
輇、方俐洛。心理科學進展，2003，11（4）。 

 

2、外在契約（extrinsic contract）與內在契約（intrinsic contract） 

Kickul & Lester（2001,2002）從 246 名 MBA 的學員的研究，提

出十一項組織責任，進行因素分析後發現了兩項因素，一為外在契約

（extrinsic contract），一為內在契約（intrinsic contract）。外在契約的

內容與組織對員工工作完成相關的承諾有關；內在契約的內容則與組

織對員工工作性質相關的承諾有關（陳加洲等，2003）。 

 
 

交 易 型 契 約 關 聯 型 契 約 
1、立即的金錢交易。 1、有經濟交易，也有情感的投入。 

2、以經濟條件作為激勵手段。 
2、相互依賴和相互吸引的程度高，涉

及個人、家庭生活等廣泛的條件。

3、有限的個人工作投入。 
3、相當多的雇員投入（學習公司需要

的技能、長期的職業發展等）和雇

主投入（廣泛培訓計畫等） 
4、封閉的時間模式，如：季節性雇用，

工作兩年或三年。 
4、開放的關係模式和時間模式。 

5、只對非常具體的條件予以承諾。 
5、有成文的與不成文的契約條（某些

條款是超過契約期限的）。 
6、沒有靈活性，如要改變，需對契約

進行協商。 
6、在契約期限內動態的、主動的 

進行改變。 
7、運用既有的技能，沒有發展。 7、全面的人事關係（成長、發展等）。 
8、清晰的界定工作條件，他人 

也能瞭解。 
8、主觀内隱的條件約定，他人 

難以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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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外在契約與內在契約的內容 

外在契約（extrinsic contract） 
雇主對員工工作完成相關承諾 

內在契約（intrinsic contract） 
雇主對員工工作性質相關承諾 

靈活的工作時間 工作自我選擇 
安全的工作環境 自主決策 
有競爭力的工資 自我控制 

獎金 從事挑戰性工作 
 提供組織支持 
 參與決策 
 有發展機會 

資料來源：Promise breaking during radical organizational change: do justice 
 interventions make a difference.（p.469~488）.by J. Kickul, S. W. Lester,  
J.Finkl .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2,23.和“心理契約的内容、維度和 
類型”（p. 437~445）。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心理學進展 2003，11（4）。 

 

3、現實責任和發展責任  

陳加洲、凌文輇、方俐洛（2004）在訪談中國 6 家企業 18 名高

級主管及 11 名員工，並以開放問卷調查 5 家企業及一家高級經營管

理公司培訓班的 81 名員工及 31 名管理者，接著分別選取中國中部 6

家企業員工 792 名及西部 4 家企業員工 548 名後，得到心理契約結構

維度的劃分及驗證。其重要的研究結論，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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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維

度組成。「現實責任」是指組織和員工相互擔負的維持對方當前正常

活動所必須的面向現在的責任義務；「發展責任」是指組織和員工相

互擔負的維持對方長期發展所必須的面向未來的責任（陳加洲等，

2004）。「現實—發展」責任主要是從交換的目的性和時效性來描述心

理契約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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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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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條件 穩定工作  創造效益 長期工作 
獎金條件 福利待遇  提高技能 接受轉崗 
安全環境 加薪調資  遵守章程 職外工作 
尊重員工 文化娛樂  忠誠單位 關係和諧 
聽取建議 參與決策  樹立形象 同舟共濟 
溝通交流 績效獎勵  恪盡職守 合理化建議 

資料來源：“員工心理契約結構維度的探索與驗證”（p.94-97）。陳加洲、凌文輇、

方俐洛。 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理， 2004，3 。 

 

（二）三維型態的心理契約 

1、交易維度、關係維度和團隊成員維度 

Rousseau 與 Tijorimala（1999）進行實證研究，認為心理契約

由三個維度構成：交易維度、關係維度和團隊成員維度。交易維度

指組織為員工提供經濟與福利，員工則承擔工作與任務；關係維度

指員工與組織彼此關心長期穩定的關係，也希望共創公司未來永續

的發展；團隊成員維度指員工與組織注重人際支持和良好互動關係。 

 

2、績效回報、職業成長機會和對員工承諾 

Poter et. al（1998）自理論上建構，將公司吸引員工的條件分

析之後，獲得公司對員工承擔的九項責任，再將此九項責任進行因

素分析，獲得三個維度，分別為「績效回報」、「職業成長機會」和

「對員工承諾」。以表格陳述三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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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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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然的獎賞 
提供有意義、有興趣和具

挑戰性工作 
至少一年的工作保障 

績效獎勵 提供發展機會 效率好加薪資 
 工作自主負責 參與決策 
  決策中考慮員工利益 

資料來源：Differential perceptions of employers' inducements: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contracts.（p.769~782）.by Porter, Pearce, 
 Tripoli＆ Lewi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8, 19. 
  

3、交易責任（transactional obligations）、培訓責任（training obligations）

和關聯責任（relational obligations） 

Shapiro 與 Kessler（2000）在英國選取 703 名經理以及 6953 名職

員進行九項雇主責任的因素分析，抽取出三個因素。第一個稱為交易責

任，是指與經濟或物質有關係的組織責任，第二個稱為培訓責任，與員

工能力知識增長的有關責任。第三個稱為關聯責任，與員工個人前途有

關的責任。與物質經濟交換為基礎的為交易契約，以社會情感為基礎的

是關聯契約。在兩者的基礎上再加入培訓責任的維度，則成為此三維度

的架構關係。以表格陳述三者內容。 
表 2-2-9 交易責任、培訓責任與關聯責任之內容 

交易責任  培訓責任  關聯責任  
與同行業員工要有 

相同的報酬 
必要的工作培訓 長期工作保障 

與同行業的員工要有相

同的福利 
新知識、新技能培訓 良好職業前景 

報酬與責任應相符 組織支持  
隨著生活水平 

提高薪資 
  

資料來源：Consequence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for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 A Large scale survey.（p.903~930）.by J. C, Shapiro ＆ 
 L.Kessler.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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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維組織責任和三維員工責任  

朱曉妹、王重鳴（2004）對 40 家企業中的 562 名知識型員工進行

心理契約調查，利用探索性因素分析，得到知識型員工的心理契約：有

關組織責任的維度包括：發展機會、物質激勵、環境支持三個維度；有

關員工責任的維度包括：規範遵循、組織認同、創新導向三個維度。這

個研究的特點是考慮到中國文化的特性並增加員工發展和組織發展的

內容。 
表 2-2-10 三維組織責任、三維員工責任之內容 

組  織  責  任                        員  工  責  任 
發展機會 物質激勵 環境支持  規範遵循 組織認同 創業導向

工作挑戰 競爭薪酬 穩定工作  工作職責 支持決策 勇於創新

施展才能 福利待遇 關心生活  遵守規章 長期任職 合理建議

自主工作 績效工資 合作氛圍  職業道德 認同目標 適應變革

晉升機會  信任尊重  加班加點 忠誠組織 同事合作

目標方向  認可業績  安排調動 維護利益 提高技能

交流溝通  領導支持  職外工作   
學習培訓  充分資源     
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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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六維型態的心理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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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出心理契約的六維形式，在經過 1106 名雇員的跨國際的研究之後，

確認心理契約概念。其中在時間幅度、交換對稱性、訂約水準三維度被

確認。 

Sels et al.（2004）主張的心理契約的六維包括： 

1、實質性（tangibility）：難以捉摸到具體成形（intangible-tangible） 

   真實性是指雇員能夠理解並清楚述說契約的具體條件的程度。通常

能夠具體描述者為法律所規範的關係或是書面勞動契約，難以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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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包括信任和對員工角色的定義。 

2、範圍（scope）：從狹窄到寬闊（narrow-broad） 

   範圍指界於工作和生活之間是否具有滲透性（permeable）而言，將

工作與生活嚴格劃分則視為狹窄，反之則寬闊。 

3、穩定性（stability）：從固著到彈性（stable-flex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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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頻繁的更動契約，被認為有彈性，也顯示心理契約的不確

定或是雇主的高度包容性。 

4、時間幅度（time frame）：從短期到長期（short-term-long-term） 

   時間幅度指知覺到僱傭關係的持續時間。通常長時間關係的維持與

工作安全、封閉的勞動市場、透過長輩提攜的晉升有關；短時間關

係與學習一項專業技能或無界限的事業有關聯。 

5、交換對稱性（exchange symmetry）：從相等到不相等（equal-unequal） 

   交換對稱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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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雇員對階級組織的權威，採取尊奉的態度，

亦被視為相等。 

6、訂約水準（contract level）：從個人到團體（individual-collective） 

   訂約水準指雇員知覺他的心理契約是屬於個別的或是依附在團體規

範之下。所有的勞動觀點，都認為由團體所決定的規範是大多數人

可接受的規則，可提昇雇員認同群體的程度。個別的訂約則透過個

別協商完成，容易脫離正式準則，但可符合個人特性的工作實踐。 

 

牛建波（2004）從一篇探討公司執行長（CEO）報酬、心理契約與

企業績效之間的關係的論文談到心理契約的維度，主張心理契約具有六

個維度： 



 - 34 -

 

1、確切性； 

   越能明確訂定心理契約，對勞資雙方越有利，因為心理契約的主觀

性強，容易加入勞資雙方的情感，使得對工作責任難以詳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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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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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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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焦點； 

一般勞雇契約在開始建立時對經濟問題較為關注，隨著勞雇關係的

發展，會加入更多的情感因素。 

4、範圍； 

指勞雇契約中對雇員行為的期望。通常工作範圍狹窄的工作型態，

會傾向交易型契約；工作範圍廣泛的工作型態，則傾向關係型契約。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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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資源； 

指公司資產專有性，也就是公司的一般或特殊技能。契約內容越廣

泛越通用，組織對個人的依賴性小；契約越特殊、越個性化，則終

止契約的成本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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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維型態的心理契約 

Rousseau（2000）設計一份包含七維型態「心理契約調查問卷」

（PCI，psychological contract inventory），針對美國和星加坡，進行橫跨

兩個國家的企業員工心理契約維度探討。七維型態分別為：1、穩定；2、

忠誠；3、短期交易；4、有限責任；5、動態績效；6、內部發展；7、

外部發展。 

 

綜上所述，心理契約的維度並不固定。有些學者延續 Rousseau 的

研究，不管是外在契約與內在契約、現實責任和發展責任、三維組織責

任和三維員工責任，皆從僱傭雙方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的角度區分心理契

約的維度，以期與心理契約相結合。Sels,et al.和牛建波則是從影響心理

契約型態的角度探討心理契約的維度，解釋心理契約的維度受哪些因素

的影響。例如：員工是否能用語言正確說明自己和雇主應負擔的責任，

如果說的清楚，則心理契約就是實際的；如過員工把工作與家庭的心理

期望區分清楚，則心理契約的範圍是壁壘分明的；員工對組織的期望不

會一再改變，也不受時間的影響，則心理契約是穩定的；若組織對員工

的要求，員工同意且配合，則心理契約是對稱的；組織性質是高度專業

或是一般性質的、員工是否對組織投入情感或員工工作的範圍等都會影

響心理契約。這種討論凸顯了心理契約的主觀性，也呈現了心理契約動

態性，更顯現了心理契約的模糊性與多變性。 

所以大多數的研究者都傾向認同心理契約，也同意心理契約用以評

價勞資雙相互義務，但目前對心理契約的維度研究，因為對象不同、雇

傭狀態不同，並無一致的看法，心理契約在不同的職業別，也無一致的

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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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理契約的類型 
 

（一）交易型（transactional）、關聯型（relational）、變動型（transitional）、

平衡型（balanced） 

MacNeil（1985）提出契約的連續構面，一端為交易型契約，

另一端為關係型契約。然而就履行的狀況而言，很少有契約偏向

任一端點，事實上都是呈現動態的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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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的」和「長期的」，最後形成一組 2＊2 的模式，產生

四類心理契約的架構：交易型、變動型、平衡型、關聯型。 

1、交易型（transactional） 

         以經濟契約為主，屬於短期的、任務明確的勞雇關係。雙方 

承擔有限的責任。 

2、變動型（transitional） 

          屬於短期的、任務不明確的勞雇關係，通常出現在組織正在 

變動的過程中，組織對員工無法給予承諾，員工對工作出現高度 

的危機感，所以心理契約呈現過渡現象，是容易形成衝突的契約 

型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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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益型的契約型態。 

   4、關聯型（relational） 

屬於長期的、任務不明確的勞雇關係。雙方基於信任與忠 

誠，組織穩定成長，員工對組織長期投入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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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型態心理契約的關係屬於動態關聯。當一個組織面對環

境的改變時，例如：公司合併或裁員，員工在心理上產生不確定

與不信任的感覺，此時，變動型心理契約就產生，組織應迅速以

交易型契約來因應，減低工作模糊性、恢復組織與員工彼此的信

任。當組織與員工關係太緊密，尤其是情感太緊密，組織不易迅

速面對環境的變動，組織應提供挑戰性任務給予員工，以激勵員

工自我實現。 

以下用圖形劃分來說明交易型、關聯型、變動型、平衡型四

種關係的特徵與實例。 

圖 2-2-1：心理契約的類型 
資料來源：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written and unwritten agreements. by D. M. Rousseau,1995. Thousand  
Oaks, CA: Sage.和“組織中的心理契約”（p.83-90）。李原、郭德俊。心理科學進 
展。200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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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整合或認同 
3、高身份感 
4、不斷進行發展活動 
5、相互支持 
6、有動力 
實例： 
高參與團隊成員的心理契類型 
 

關  聯  型 
特徵： 
1、高團隊承諾 
2、高情感投入 
3、高的整合和認同 
4、具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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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要件明確 
2、高流動率 
3、低成員承諾 
4、自由達成新契約 
5、不必經由學習 
6、低的整合或認同 
實例： 
銷售旺季時，臨時雇用的銷售 
員的心理契約類型 

變  動  型 
特徵： 
1、模糊不確定的契約要件 
2、高流動率 
3、高不穩定性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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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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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四類型心理契約的評價 

Rousseau（1997）進一步以實證研究分析四種類型心理契約

的特徵值，藉以評價組織與員工在心理契約的關聯情形。  

  

 1、交易型（transactional）的特徵值 

（1）狹隘的（Narrow） 

員工根據組織所支付的薪資完成相對責任的工作，組織向員工

提供有限的雇用期限，組織無須負擔員工的培訓或職業發展計

畫。 

  （2）短期的（Short-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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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對員工只提供具體的工作時間限制，無其他 

    承諾。 

 

2、變動型（transitional）的特徵值 

（1）不信任（No Trust） 

員工與組織互不信任。員工猜測組織，認為組織把不一致的訊

息傳給員工或發佈不真實的訊息；組織懷疑員工，不願將重要

訊息傳給員工，彼此互相猜忌。 

（2）不確定（Uncertainty） 

員工與組織對彼此的承諾都不確定，組織未來發展性也不確定。 

（3）磨耗（Erosion） 

員工與過去相比，認為他所獲得的回報將逐漸下降。組織與過

去相比，逐漸降低員工的工作條件，例如：降低薪資、減少福

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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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關聯型（relational）的特徵值 

（1）忠誠的（Loyalty） 

員工對組織承諾支持組織目標，也明白對組織的忠誠能滿足組

織的利益與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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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利益。 

（2）安全的（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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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平衡型（balanced）的特徵值 

（1）外部市場職業發展（Career Development External Market） 

員工有義務發展符合市場要求的技術與能力，組織致力於提昇

員工長期的就業競爭力。 

（2）動態工作要求（Dynamic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員工有義務成功地完成組織交付新的任務挑戰，幫助公司不斷

建立新目標與保持競爭力，組織致力於促進員工持續學習，幫

助員工建立成功的個人經驗。 

（3）內部市場職業發展（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l Market） 

員工有義務提昇自己任務內工作的技能，組織承諾在公司內部 

提供員工發展與晉升的機會。 

 

Rousseau 發展的心理契約評價模型說明員工與組織共同面對

內部與外部不同的生態環境下，員工與組織對各自的責任與義務

的分析，對於勞雇關係提供很好的檢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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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市場                         內部市場 
 
      短期的                                            忠誠的 
   

交 易 型                              關 聯 型 

 
      狹隘的                                             安全的 
 
 
              不信任            不確定             磨耗 
                     

變 動 型 

 

圖 2-2-2：心理契約評價關係圖（Assessmen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資料來源：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ventory technical report. by Denies 
 Rousseau.1997. 
http://www.andrew.cmu.edu/user/rousseau/0_reports/employee.html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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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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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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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  主 責  任 

  高 低 

 

高 

 

高雇員高雇主責任

 

 

高雇員低雇主責任 

 

雇

員

責

任 

 

低 

 

低雇員高雇主責任

 

 

低雇員低雇主責任 

圖 2-2-3：Shore ＆ Barksdale（1998）心理契約交換關係類型圖 

 
資料來源： Examining degree of balance and level of obligation 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A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p.731~744）.by L. 
M.Shore ＆ K.Barksdal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8, 1. 

 

心理契約的模型有助於讓僱傭雙方更容易界定心理契約狀態，協

助企業組織在變動過程中實施心理契約的動態管理，對員工不同的在

職年限，施予不同的管理，留住優秀員工，減少人事招募的成本。另

外員工也可以依據企業的性質，加強與組織的溝通，讓自己在職業生

涯中不斷學習與獲得成就，強化自己的心理契約，避免不當歸因產生

職業負面態度與行為，與組織共成長。 

 

四、心理契約的形成模型（Model） 
Schein（1980）認為：心理契約是組織與員工在職場上行為與態度

表現的決定關鍵，Shore 與 Tetrick（1991）更肯定心理契約在組織與

員工的關係當中，讓組織不用監督的手法，可以同時對員工進行控制

又提供安全的感覺。因此，探討影響心理契約的形成模式，變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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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理契約三階段模型 

Rousseau（1995）指出，員工建立個人心理契約的模型，通常必

須具備三個階段：首先，個人會從他人收到有說服力的資訊，例如：

在招募時從人事組獲得承諾的暗示或肯定。 第二、一旦任用，從同

事或上司那裡獲得組織與成員之間相互義務的訊息，並瞭解組織的

績效要求，解碼成為個人心理契約的義務要件。第三、組織利用工

作手冊正式提出組織訊息，例如：回饋系統、績效考核標準、和組

織文化，個人形成內在心理契約的編碼，個人的心理契約於是形成。 

 

 

 

 

 

 

 

 

 

 

 

 

圖 2-2-4：建立個人心理契約的形成模型 

 
資料來源：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s: Understanding written and 
unwritten agreements.（p.33）.by Denise M. Rousseau, 1995.和“薪資公正、升遷公

正與心理契約違背之關係探討-以醫師為例”。王南琳（2002）。  

 

 

訊息建構 編碼 

個人特徵

解碼 

個人過程 

心理契約 

社會過程

社會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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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理契約的四階段模式 

Rousseau（2001）繼續提出一個四階段的心理契約形成模型： 

 

1、就業前 

員工個人在受聘之前，個人通常有一套基於學習與經驗累積的

抽象價值觀，這種概念稱為「輪廓」（schema）。然而這種輪廓通常

不完整，個體必須經過訊息的整合，以便進一步理解新的聘僱關係。 

2、新成員 

組織與成員雙方就相互的權利義務與利益的關係進行溝通，進

而使僱傭雙方對各自承諾有所瞭解。擔任組織代聘人的人事經理在

此階段並不會將員工將會遇到的困難與問題告知員工，這種作法容

易使員工產生不正確與不穩定的心理預期，模糊對組織的責任。 

3、早期的社會化 

個體在此階段會繼續蒐集新的信息，一方面將蒐集到的信息進

行比較、驗證，若分析之後得到的是矛盾的訊息，將會腐蝕（erode）

員工對組織的信任。這個階段大約是員工工作三個月到半年。 

4、晚期經驗 

晚期經驗階段的關鍵期有二：一是在員工工作二、三年面臨升

遷之時，一是在員工工作五、六年對前途厭倦之時。在此階段，員

工將承擔比新人更多的責任，更多的自我實現，其個人的心理契約

亦隨著更動。若組織對員工此時的需求未予重視，未及時將彼此的

心理契約的具體內容、履行方式，包括數量和質量予以更新，則心

理契約容易出現違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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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1 心理契約的四階段模型 

就  業  前 新  成  員 早期社會化 晚期經驗 
評   價 
修正/違反 

     
專業的基準 積極的 

承諾交換 
持續地 
承諾交換 

間歇地 
承諾交換 

從矛盾的資訊

中尋求評價 
     
  積極地追求關

於員工和組織

代理人的資訊

減少積極地追

求員工和組織

代理人的資訊

變化的誘因/
花費 
衝突的修正 

     
社會的信念 表示關於穩定

型員工的評價 
多數的資訊來

源是穩固的 
穩定的減少社

會化的成就 
 

     
   與現存的心理

契約混合與改

變 

 

 資料來源：Schema, promise and mutuality: Th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p.511-542）.by D. M. Rousseau .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Leicester: 2001,74（4）. 

 

從 Rousseau 的模型，可以瞭解心理契約是個不斷變動的過程，它

處在不斷形成與不斷修正的循環中。組織管理者可以藉著動態管理方

法，管理組織與員工的心理合約。 

 

（三）Guest 的心理契約模型  

Guest（1998）從組織動力、員工工作滿意相關研究，發展出一組

心理契約的模型。從此模型可以看出，Guest 以組織與個人為背景，提

出一套相互關聯的系統，組織文化會影響心理契約的內容，心理契約的

履行與否也會影響員工的態度與行為，而最重要的關鍵是彼此的信任、

公正的態度和訊息傳達系統。此模型解釋影響組織中成員的心理契約的

因素除了個人知覺還有外在政策的影響，而非僅如 Rousseau 的界定認

為心理契約是個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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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5：Guests 的心理契約模型 

 
資料來源：Is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worth taking seriously? （p. 649-664）. 
by D.E.Guest, Journal of Organisational Behaviour, 1998,1. 
 和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re they still relevant?（p.167-181） 
by H. Maguire.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Bradford:2002,7（3） 

  

（四）心理契約的三層模型 

     Maguire（2002）從研究澳洲 ONEBANK 862 名銀行經理的心理契

約，確定心理契約的三層模型。 

最初階層說明：組織成員為組織貢獻合理的壓力與責任水準。例

如：合理的工作時數、易於管理的工作量、適度的壓力，雇主則貢獻自

治權以及相對於酬勞的職責與適當的責任，包括：薪資、合適工作條件、

工作滿意和證明能力的機會等。此一階層相當於 Rousseau 的交易型契

個  人 
年齡 

性別 

教育程度 

會員資格 

組織中的等級 

工作類型 

工作年限 

勞僱契約 

 

組  織 
部門 

組織大小 

公司大小 

態度 
工作滿意度 

生活滿意 

組織認同 

安全感 

聘僱關係 

工作穩定 

 

 

行為 

受激勵 

為組織一員 

努力工作/曠職

留下/離職 

 

 

 

 

公正 

 

信任 

 

交易的傳達

 

  

組織文化 

/氣候 

 

政策的實踐

 

參與管理 

 

經驗 

 

期望 

 

選擇 

 

背 景 因 素 心理契約內容 結  果 政策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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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  員  貢  獻    雇  主  貢  獻 

忠    誠 

信任管理 

工作承諾 

合理的壓力與責任水準 

時間、工作量、壓力、 
自我管理、控制距離、 
職務範圍、責任 

稱職的管理 

恰當的情緒 

給予機會 

內部升遷管道

教育訓練 

重複工作的適當水準 

薪資、工作情況、 
工作滿意、 
展現能力的機會

關聯層面

專業層面

交易層面

約。 

第二階層說明：承諾與心理契約、專業觀點與關於變動的相關原

因。員工為回報組織提供教育和專業訓練，強化他們的專業能力，因而

深化他的工作承諾。 

第三階層說明：組織成員在管理方面貢獻、忠誠和信任，以回報組

織稱職的管理。組織給予進入決策核心的機會，讓成員投入情感於組織

文化中。此一階層相當於關聯型契約。 

 

 

 

 

 

 

 

 

 

 

圖 2-2-6：心理契約三層模型 

（Tree-tier model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資料來源：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re they still relevant? （p.167-181） 
 by H.Maguire.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Bradford: 2002,7（3） 

 

學者所提出的模型中，Rousseau 從個人角度說明個人心理契約的建

立，接著再提出個人進入組織前與進入後心理契約的變化模型，建議組

織應注意員工心理契約的變化，英國學者 Guest 提出一套完整的心理契

約研究模型，說明影響心理契約背景因素、組織實施管理的政策、心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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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的型態和心理契約履行或違背產生的後果。Maguire 認為雇員忠誠

的付出和組織恰當的管理為心理契約最高境界。所以員工的付出若得到

相對應的回報，或組織對自己的承諾可以實現，讓雙方心理契約減少差

異，組織減少不當政策，員工減少不當歸因，加強溝通，形成一種良性

循環的心理契約，對雙方都會產生實質的互惠作用。 

 

探討至此，Rousseau（2003）對心理契約是組織與員工的相互關聯

的義務與承諾的信念， 做一番詮釋： 

1、它起於員工進入公司前個人有意識的價值觀，簽訂過程是行為力學

的表現。 

2、心理契約是一種存在於組織與員工之間的承諾關係，管理者將員工

安置在適當的職位並適時滿足成員的需求，當這個階段實現，心理

合約就可以說是”生效了”（functional）。它同時滿足的是人類的自

尊與經濟需求。 

3、不僅員工從職場心理合約上獲得利益，組織本身提供員工獲得人生

經歷，他們也從創造良好的勞雇關係中獲得利益。 

4、其後發展的心理契約，經由成員的工作經驗形成員工與雇主之間獨

特而穩定的連結。 

5、心理契約改變了僱傭關係的方向，它使得人們更加關心與期望契約

的另一方。 

6、心理契約的雙方，包括：員工、經理人和公司，彼此分享類似的心

理需求。 

7、員工需求的四種核心概念是：愛（affection）、侵略（aggression）、

信任（dependency）和成就（achievement）。 

8、職業的範圍提供人類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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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交換的觀點而言，雇主（組織）透過工作提供員工心理成功

（psychological success）的經驗，員工投資優良的人力資本給雇主，心

理契約是維繫雙方心理期待的無形橋樑，一致性的契約，對於雇主與雇

員雙方的成長都有助益，隨時間改變雙方的契約關係，會使雇用的權利

與義務更加清楚與願意遵守。學校組織也有相同的道理，學校提供安全

的環境，尊重與公平對待每位教職同仁，讓教職人員在教學上獲得最大

成就，教師也會樂意分享他的成就，樂意不計較報酬完成任務，隨時間

的改變，學校組織與教師成為榮辱與共的生命共同體，心理契約也具有

高度的穩定性。 

 

 

 

 
第三節 心理契約的特性與功能 

 

一、心理契約的特性 
許多研究顯示，心理契約的形成始於組織對員工招聘

（Rousseau,1990），甚至在彼此見面之前(Levinson, 1962)就已展開。由

於員工應聘時，接受組織傳達的組織目標、工作內容等訊息，員工亦藉

此理解自己在此公司將有的升遷管道、培訓目標、基本薪資等權利與義

務的問題，雙方於此刻已在心理上建立心理契約。因此，心理契約建立

的條件是彼此的信任（trust），相信對方會實施承諾（promise）。然而，

當雙方正式工作之後，一方發現另一方未滿足當初的諾言，或未履行承

諾時，即心理契約遭受破壞，組織或員工可能產生與期望不一致的情

緒，因而做出消極的反應：調任、解聘；怠職、請辭。所以，心理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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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作職場中不可忽視的動力來源。 

以下根據學者對心理契約研究，整理學者對心理契約特性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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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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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sseau（1995）後來從心理契約的定義，修正心理契約的特性： 

1、心理契約具有動態本質（dyacmic），組織與員工之間的關係會隨時 

   間改變。 

2、個體的心理契約是基於主觀知覺的，並未與契約的另一方具有相同 

   期望。 

3、心理契約的義務與責任是建立在“施予承諾”上，契約雙方會改善 

   彼此關係，以獲得期望的結果。 

4、心理契約無法由單方面形成，必須發生在勞雇雙方的關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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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桂蘭（1999）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五點： 

1、表達含蓄性  

心理契約無正式書面說明，甚至無口頭說明，雙方需細心觀察彼此

期望為何。 

2、標的廣泛性  

   員工對組織的期望可以是具體的，如：獎金、升遷，也可以是非具

體的，如：信任、關懷。組織對員工的期望可以是具體的，如：專

業、技術，也可以是非具體的，如：熱情、忠誠。 

3、存在普遍性  

心理契約不容易在正式契約中約定，然可滿足雙方高層次的需求，

如：歸屬感、公平、讚賞、信任、關懷等，普遍存在於雙方之間。

因此，心理契約具有普遍性。 

4、界線模糊性  

   由於心理契約形成時，並無明確的書面要約程序，對於契約的數量、

質量亦無明文規定，雙方履約時並無確切的時間、地點、方式的要

求，違約時亦無責任的追究，訂立、變更、解除都沒有強制的責任，

甚至物質得不到滿足亦可以精神獎勵來代替，所以心理契約的界線

具模糊性。 

5、影響深刻性  

   心理契約涵蓋了正式契約未言明的期望，其作用甚至超越正式契

約。一方打破承諾，致使契約被忽略或未履行，則會產生心理契約

違背的情形，輕則削弱或影響雙方行為、態度，嚴重有可能興起不

良的負向次級文化，影響公司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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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原等（2002）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四點： 

1、具有主觀性： 

   個體對自己與組織之間的關聯性通常有自己獨特的經歷與見解，因

此，個人對自我的契約內容的解釋就可能與他人不一致，表現的理

解程度就不相同。 

2、具有動態性 

   一般而言，工作契約是穩定的，但心理契約卻處於不斷的修正狀態

之中。任何有關組織工作變動，都會對心理契約產生影響。工作時

間越長，員工與組織的相互期望的內容就越多。 

3、心理契約與期望存在差異 

   員工對期望未被實現，產生的心理情緒為失落感；對心理契約違背

的情緒，則為憤怒與背棄。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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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期望而言，兩者是不同的。 

4、心理契約與組織承諾存在差異 

組織承諾是指員工隨著其對組織”單方面投入”的增加產生一種心甘

情願參與組織活動的情感；心理契約是指員工與組織間相互責任與

義務的信念。兩者的差異是：組織承諾是單向度的，心理契約是互

相關聯的，組織承諾是心理契約的結果之一，兩者程度不同。 

 

楊杰等（2003）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四點： 

1、心理契約不存在”無權利之義務”，也不存在”無義務之權利”，權利

與義務是彼此對等的； 

2、契約關聯是諾成性的，亦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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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能是導致心理契約違背頻繁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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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理契約具有多變性：隨時代局勢的發展，其內容不斷變更。 

4、心理契約具模糊性：主觀知覺往往是有限的，在組織與員工之間對

於是否履行心理契約，唯有等到權利與義務出現不一致時才能體會

與意識。 

 

Sutton et al.（2004）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有以下幾點： 

1、是主觀的（subjective）且具知覺的（perceptual）；  

2、是互惠的約定（reciprocal and promissory）； 

3、具有交易性（transactional）與關聯性（relational）的要素； 

4、隨時間改變； 

5、不必監督，員工自我控制與預測。 

 

 

Robinson & Morrison（1995）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的五點： 

1、可預測性 ； 

2、依賴性； 

3、心理距離； 

4、改變； 

5、危機處理 

 

學者普遍認為心理契約的特性，包含：主觀知覺的、多變的、動態

的、普遍的、隨時間改變的、諾成的、不可言明的，上述的特性，讓僱

傭雙方對心理契約的認知容易產生歧見，也不易管理。然而心理契約是

可預測的，因為可預測，將模糊概念的心理契約逐步的提升到可實證研

究的階段。心理契約受到三個最基本的因素影響，即個人、組織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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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個人的知覺，組織的型態，社會的文化，會影響心理契約的內容和

結構，這也是本研究要探究的方向。 

 

二、心理契約的功能 
綜合王經明（2003）、徐輝（2005）和 McFarlane et al. (1994)認為，

心理契約功能如下： 

1、書面契約的補充。勞雇雙方於就業之初簽訂勞動契約即確定雙方勞

雇關係，就組織發展和個人追求成功的企圖，雙方會在心理上界定

不同程度的心理期望，心理契約可降低員工與組織的不確定性，成

為書面契約的有效補充。 

2、減低組織與員工彼此之間不安全的顧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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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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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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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影響員工績效。員工隨時都在心中權衡個人與組織是否履行彼此的

心理契約，如果滿意度高，則工作投入的程度高，進而提昇工作績

效。 

綜上所述，心理契約填補了書面契約的不足，心理契約的特性多變

且影響深遠。學校環境單純，教職人員任職愈久，心理契約條款就愈多，

也愈容易產生不一致的情形時，所以組織對彼此的心理契約隨時間進行

動態管理，讓教職人員應自我監控展現積極正向行為，達到互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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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心理契約相關研究 
 

心理契約的研究價值在於它從員工與組織的角度探討雙方心理層

面與外界環境的維妙連結之後的態度與行為反應。就目前我國在心理契

約研究的結果而言，心理契約不但與個人人格特質（朱鴻薇，2003）、

知覺（梁欣光，2004）、教育程度（黃天奇，2004）、職業（曾信閔，

2004）有關，也會受到領導型態（顏士傑，2003）、組織對員工的信任

（顏士棻，2004）、人力資源管理類型（包希鴻，2003）的影響，與行

為結果：組織公民行為（鍾志群，2003）、工作滿足感（蔡綺芬，2002）、

離職率（陳瑞鈺，1996）相關。 

對於契約的內容、架構、形成機制、反應過程，則尚無相關研究。

所以，目前國內對心理契約相關研究結果並不豐碩。經調查，從 1996

年迄今，以心理契約為篇名的碩博士論文，有 31 篇，以心理契約為關

鍵字的碩博士論文，有 39 篇，以心理契約為關鍵字與篇名的期刊有 13

篇。相較於國外而言，國內心理契約的研究尚在起步的階段。 

國際上的研究，心理契約在組織行為和人力資源領域的研究成為熱

門題材。尤其在英、美兩國，因為對心理契約定義的不同而有精彩的辯

論（相關探討刊登在 1998 年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 期心

理契約專刊），後續研究量頗多。從 ERIC (ProQuest) 資料庫檢索

psychological contract 的文章，就出現 2816 筆資料，從中國期刊網搜尋，

以心理契約為篇名查詢，1994 至 2005 年，即有 193 篇，尚不包括以關

鍵字查詢的結果。可見心理契約的研究正成為國際上組織相關學者的研

究重點。 

因此，本節將整理部分重要文獻，探討現階段心理契約相關的研究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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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國內研究 
一、以心理契約為篇名的碩博士論文，計有三十一篇，擇定與本研究相

關的數篇，將其作者、論文與研究結果表列於下。 

 

表 2-4-1：國內心理契約相關之碩博士論文 

作者/年代 論 文 名 稱 研  究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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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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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林士峰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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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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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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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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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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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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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國內心理契約相關之碩博士論文（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上述國內碩博士論文，多數於企業界進行，少數的樣本選自醫院 

的醫生，研究結果與國際上所進行之心理契約研究結果大致吻合，即：

心理契約的履行與否與公民行為、個人工作滿足感、組織承諾有正相關

（林士峰，2002；蔡綺芬，2003；鍾志群，2003），與個人離職傾向呈

負相關（陳瑞鈺，1996）。僱用身份不同，對心理契約的知覺則因對象

不同而有不同研究結果（朱鴻薇，2003； 顏士傑，2003）。 

與本研究較有關聯的論文，為朱鴻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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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分析該研究與

本研究的不同之處，將其研究對象與工具，分別敘述於下： 

    1、研究對象：分為北、中、南三區，選取八所公私立高級職業學

校的正式教師與非正式教師進行調查，發出 66 份問卷，回收 56

份，上網填寫 99 份，共 157 份。 

    2、研究工具：分別使用「人格特質量表」、「心理契約量表」、「組

織公民行為量表」等三份量表。其中「心理契約量表」採用

Coyle-Shaprio＆ Kessler（2000）修正 Rousseau（1990）的心理

作者/年代 論 文 名 稱 研  究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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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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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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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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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量表而來。Rousseau（1990）將員工認為雇主應盡的義務

有共有以下七個項目：晉升（advancement）、高薪（high- pay）、

按績效給予薪酬（performance-based pay）、訓練（training）、

工作保障（job security）、生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個

人支持（support with personal problems）為符合學校組織特性，

研究者共使用 12 道題目。以 Cronbach'sα 進行分析，量表信度

在 0.83，表示信度達到可接受的水準。 

  

 比較：該研究主要對象為高中職的正式與非正式教師，並且以單方面       

（教師身份）瞭解教師僱傭身份與人格特質對心理契約實現與

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影響與驗證，對於上網填答者的真實性受

到質疑，樣本是否能推估至母群體，代表全國高中職教師，值

得討論；其量表選用國外學者發展而來的問卷，並忽略組織認

為員工應盡的八個責任項目(Rousseau, 1990)，造成心理契約的

不完整與偏差運用。另由於文化、職業不同，且文中未見研究

者進行預試，其信效度亦受質疑。本研究以國民中學教師為母

群體，將全國分成北、中、南、東及離島四區進行的分層比例

抽樣，樣本數量龐大；再則，本研究對國民中學教職人員心理

契約內容的調查，同時以組織與教職人員兩個角度探索心理契

約的內容，屬於本國性、全面性與開創性的研究，最後，本研

究的研究程序嚴謹，從量表建立、量表施測至回收後統計處理，

不斷檢驗。因此，本研究與該研究具有不同的研究方向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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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心理契約為關鍵字與篇名的期刊有 13 篇，剔除中國學者的論文 

3 篇，餘 10 篇，將與本研究有較大關聯的期刊文獻表列於下： 
  
表 2-4-2 國內心理契約相關期刊 

作者/年代 論  文  名  稱 研  究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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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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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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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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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面情緒會提高離職意圖與怠忽職守程度、

以及降低員工參與組織公民行為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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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型契約和過度型契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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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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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容人們對承

諾、同意和信賴。心理契約對信任和工作滿

意有直接的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學者的研究發現，心理契約確實是影響人力資源管理的因素，不

管在公務機構或是企業公司，心理契約對信任和工作滿意有直接的影響

（江明修，1999），黃家齊（2003）也驗證 Rousseau 所稱的四種心理契

約的存在與其關聯性。陳銘薰等（2004）則探討心理契約違背對員工情

緒與離職意圖、怠忽職守等行為呈正相關，與組織公民行為呈負相關。 

 

貳、國際上心理契約相關研究 

國際上心理契約相關研究數量達數千篇之多，以下選擇除前述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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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討論以外，在不同文化、不同研究對象（公務人員、銀行人員醫務人

員）、不同研究方法（縱貫性研究、橫斷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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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國際心理契約相關研究 

作者（年代） 研 究 題 目 研 究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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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個人（如：年齡）、組織（如：規

則章程）、情勢（如：就業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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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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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員工較香港員工

對心理契約有強的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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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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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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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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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波的縱貫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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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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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契約會受社會性、資料訊息和暗示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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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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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國際心理契約相關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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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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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承諾、工作滿意度）

對消極主義（cynicism）有部分的表達效

力，心理契約破壞（並非消極主義）可預

測雇員的行為反應（成就和曠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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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薪資、升遷機

會、良好的僱傭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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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低組織承諾與低工作效能，當心理契約

違背被察覺時，管理者和部屬對於違背的

歸因很可能不同。 

Cassar（2001） 
 

在馬爾他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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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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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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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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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

職意圖、忽略角色內的責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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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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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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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inson, 
Morrison（2000） 

心理契約破壞

違背的發展：一

項縱向的研究 

資料從新進公司的 147 名經理蒐集，一次

在剛進入公司，一次在工作 18 個月。結

果顯示：心理契約破壞與雇員未經過正式

社會化過程、雇員很少和組織代理人互

動、雇員有心理契約破裂的歷史、雇員在

雇用時有許多工作機會選擇有關。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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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上心理契約的研究果相當豐碩，撇開定義的爭議（已在第一

節有詳細說明），目前偏向心理契約理論的驗證研究與心理契約違背的

研究。心理契約違背（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就是指：當組

織與員工的任何一方，感覺滿足對方的需求，而另一方卻未履行應盡

的一種或多種義務時，所產生的心理契約認知差異，這種差異表現在

組織中，會造成員工減少對組織的貢獻與對組織的信賴（Robinson ＆ 

Rousseau, 1994），以及與出現工作不滿足、離職意願 和怠忽職守的行

為（Bunderson,2001; Johnson,et al., 2003; Lemire,et al., 2005; Lesteret, et 

al., 2002; Pate, et al., 2000；Robinson, et al., 2000；Turnley, et al.,2000）。

此部分研究結果與我國的相關研究結果差異不大。組織中的心理契約

與組織變動、組織情感、組織承諾、領導風格、民族文化、組織文化、

員工工作年資、職業類別、職務角色、人際互動、僱雇用身分等有相

當程度的相關，對於當前組織型態的改變，組織與員工個人都必須不

斷調整彼此的關係，尤其組織，更須為創造企業價值、績效、增進與

員工間信任與留下優秀員工而努力，了解心理契約的內容、理論與發

展趨勢是非常重要的知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