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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組織內對偶關係以部屬與主管間最為重要，而兩造雙方如何
以此關係定義自己，是目前研究關注的焦點，但目前關係認
同的概念發展尚未成熟，故未有合宜的量表可供使用，本研
究欲發展並檢驗主管部屬關係認同的信效度，與相關效標間
之關聯性，結果顯示主管及部屬的關係認同，會與對部屬與
對主管的信任具正相關，且與兩方的角色完成度亦有關聯
性，而部屬的關係認同會與 LMX 及組織承諾具有正相關。並
進一步討論可能的管理意涵以及研究限制。
中文關鍵詞： 關係認同、信任、角色完成度、 LMX、組織承諾
英 文 摘 要 ： The dyad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is most important in organization.
Previous research focused on that how people define
themselves through this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construct and measurement development of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s not matured nowadays. The present
study tried to develop and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scale. Our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rust and role fulfillment.
Moreover, the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subordinate positively related to LMX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英文關鍵詞：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Trust, Role fulfillment,
LMX,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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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英文摘要
摘要
組織內對偶關係以部屬與主管間最為重
要，而兩造雙方如何以此關係定義自己，
是目前研究關注的焦點，但目前關係認
同的概念發展尚未成熟，故未有合宜的
量表可供使用，本研究欲發展並檢驗主
管部屬關係認同的信效度，與相關效標
間之關聯性，結果顯示主管及部屬的關
係認同，會與對部屬與對主管的信任具
正相關，且與兩方的角色完成度亦有關
聯性，而部屬的關係認同會與 LMX 及組
織承諾具有正相關。並進一步討論可能
的管理意涵以及研究限制。
關鍵詞：關係認同、信任、角色完成度、
LMX、組織承諾
Abstract
The dyad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is most
important in organization. Previous
research focused on that how people
define themselves through this relationship.
However, the construct and measurement
development of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s not matured nowadays. The present
study tried to develop and test the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of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scale. Our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rust and
role fulfillment. Moreover, the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of subordinate positively
related to LMX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Keywords：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 Trust,
Role fulfillment, LMX,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結果
組織中的認同（identification）概念
一直受研究者重視 (Ashforth, Harrison,
& Corley, 2008; Riketta, 2005)。其指個體
與特定群體（包含組織或工作團隊）或
角色間的連結程度，主要影響個體思考、
感覺及行為，並解釋個體如何與特定對
象產生一致性感受 (Ashforth et al., 2008;
Ashforth & Mael, 1989; Sluss & Ashforth,
2007, 2008)。由於認同會影響個人工作
態度與行為，故此構念在探討組織成員
心理歷程的相關研究中，扮演著重要角
色 (Ashforth et al., 2008)。
個體的認定（identity）會受不同層
次因素影響(Ashforth et al., 2008)，包含
個人（personal）、關係（relational）層
1

次與集體（collective）層次因素 (Brewer
& Gardner, 1996; Sluss & Ashforth, 2007,
2008)。儘管個人認定有不同層次來源，
但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認為過往的
研究僅著重個人與集體層次因素，卻忽
略工作場域中人際關係層次的影響。由
於人我兩方的互動是組織中重要的人際
互動模式，因此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進一步提出關係認定（relational identity）
與關係認同（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的
概念，並且試圖以組織中主管部屬關係
的關係認定與認同為例，討論關係認同
與關係認定在組織行為中的意涵。
根據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之定
義，關係認定是個人角色關係的本質，
說明了角色占有者（role occupant）彼此
如何扮演他們相對應的角色，而關係認
同是個人願意利用給定的角色關係來定
義自我的程度 (Sluss & Ashforth, 2007)，
但兩者在實務應用的重要性有所不同。
因為關係認定的主要內涵是角色關係的
本質，所以是屬於個人獨特的認知，並
會受個體過去經驗與知識所左右，因此
相較於認同的概念是較難以操弄改變的。
同時在組織認同的文獻中也發現，認同
感的差異會影響部屬工作態度與表現，
顯示出認同此概念相較於認定更具有實
務意涵。故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認
為在釐清關係層次的認定與認同對個體
的影響時，可以先從個體的關係認同出
發，並於相關研究成果累積至一定的基
礎後，再進一步討論不同個體所認知的
角色關係本質。有鑑於此，本研究將著
重在發展關係認同量表的內涵。
此外，Sluss 與 Ashforth (2007) 也建
議同時在發展關係認同的測量工具時，
可以從組織中較常見、較重要的人際關
係著手，例如由發展主管部屬關係認定

量表開始進行。這是因為工作場所中主
管與部屬的關係，是組織中最常見且密
切的一種關係形式，且部屬不論是在執
行業務或是接受績效考核等活動，皆與
其直屬主管有關。因此，對部屬而言，
在組織中定義自我的方式應會深受其主
管部屬關係之影響。此外，部屬與主管
的關係認同，也可能會藉由社會影響或
個人的認知歷程，進而影響到部屬對於
組織的認同感受 (Sluss & Ashforth,
2008)。因此從了解組織內部屬間關係內
涵的觀點來看，針對主管部屬關係認同
進行深入討論，的確有其必要性。
儘管研究者已指出關係認同對部屬
工作態度與行為的重要性，也試圖說明
關係認同與組織認同會如何有所交集
(Sluss & Ashforth, 2007, 2008)，但目前並
無相關實證研究加以探討或驗證。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尚未發展出關係
認同的測量工具。由於對偶關係是組織
中人際互動的基本單位，且可能是個人
層次認同與集體層次認同之橋樑 (Sluss
& Ashforth, 2007, 2008)，因此，若能考
量關係認同對部屬工作態度與行為的影
響，將能幫助我們對於影響部屬工作態
度與行為之心理歷程有更完整的理解，
故發展關係認同的量表有其必要性。
由於關係認同與其他層次認同概念
最大的差異，在於關係認同是個體願意
用給定的角色關係來定義自我的程度，
例如：一位部屬對其主管部屬關係認同
的程度，是指該部屬願意以該段主管部
屬關係來定義自我的程度，而非該部屬
願意以其主管所展現的一些行為或態度
等來定義自我的程度。雖然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指出一種量表發展的可
能方式，是改編既有的社會或組織認同
量表 (Kreiner & Ashforth, 2004; Ma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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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forth, 1992)，並將評量工具的目標對
象由特定群體轉換成一段關係。故本研
究發展關係認同量表的過程，將依循
Sluss 與 Ashforth (2007)的建議，並檢驗
其信效度。
總結來說，組織中的關係認同對部
屬工作態度與行為應有深遠的影響
(Sluss & Ashforth, 2007, 2008)，而組織中
的主管部屬關係對部屬而言皆為關鍵的
角色關係，因此值得針對此兩類關係進
行關係認同量表之發展。因此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有以下兩點：第一，依循過往
研究所提出的關係認同構念，發展出主
管部屬關係認同量表；第二，檢驗主管
部屬關係認同的效標關聯效度。
相關效標變項
由於關係認同的概念是個人會願意
用某段關係來定義自我的程度，因此反
應出這段關係對於個體的重要性，且關
係認同也代表個體願意與這段關係有所
聯結。因此在主管與部屬的關係中，當
雙方認同此段關係時，應該會較留意彼
此的工作態度與行為，或是對此段關係
中的個人產生正向的態度，因此本研究
選擇與主管部屬間關係較為密切之變項
作為效標，例如：信任與 LMX (Henderson,
Liden, Glibkowski, & Chaudhry, 2009;
Scandura & Pellegrini, 2008; Zhou &
Schriesheim, 2009)，以及角色完成度
（role fulfillment）與組織承諾 (Dawley,
Stephens, & Stephens, 2005)。根據本研究
的推論，主管及部屬關係認同，應分別
與主管對部屬信任及部屬對主管信任具
有高相關，而反之則相關較低，且與角
色完成度具有較高的相關。此外，部屬
關係認同亦會與 LMX 及組織承諾具有
高度關聯性。

總結來說，組織中的人際互動最小
的單位就是對偶關係，因此個人對與所
處關係的認同程度（關係認同）對個人
工作態度與行為應有顯著的影響，雖然
關係認同的概念在組織行為的文獻中日
益受到重視，但由於關係認同量表並未
完整發展，因此無法對關係認同進行實
證研究。有鑑於此，本研究計畫欲根據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2008) 對關係認
同之定義，發展組織內重要關係的關係
認同量表（主管部屬關係認同量表），
以回應目前關係認同上文獻上的缺口。
研究方法與結果
本研究目的為建構主管部屬關係認
同量表，參考 Hinkin (1998) 建議的流程。
首先為題項形成（item generation），此
步驟依 Sluss 與 Ashforth (2007, 2008) 的
定義，彙整 Ashforth 等人 (Kreiner &
Ashforth, 2004; Mael & Ashforth, 1992)
編制的組織認同量表，將認同對象更換
為主管部屬關係，以確保題項內容合理
且有效反應兩類關係認同內涵。其次為
問卷調查（questionnaire administration）
，
以下將說明研究對象、程序與工具。
研究一

研究對象與程序
研究一以全職工作者為樣本，目的
為確認主管與部屬關係認同的構念是否
具有構念效度。此階段採用匿名問卷方
式以避免填答者受主管的影響，同時於
受試者填答後致贈禮券以答謝。共收集
主管與部屬對偶樣本 135 對，在背景方
面，主管平均年齡為 41.71 歲（標準差
= 7.71 歲），男性佔 51.1%，在目前公
司的平均年資為 10.59 年（標準差 =
7.74 年），其中基層主管佔 42.3%，中
3

階主管佔 30%，而其餘樣本為高階主管。
部屬的平均年齡為 34.4 歲（標準差 =
8.44 歲），男性佔 30.1%，在目前公司
的平均年資為 6.96 年（標準差 = 6.99
年），現場人員佔 4.8%，一般部屬佔
78.3%，其餘為基層主管。

研究工具
關係認同。本研究參考彙整 Ashforth
等人 (Kreiner & Ashforth, 2004; Mael &
Ashforth, 1992) 編制的組織認同量表，
將認同對象更換為主管部屬關係，共包
含 6 題，分別為：「1. 當有人批評我與
我主管的關係時，我會覺得好像我自己
被侮辱了」、「2. 我很在意別人對我與
我主管的關係的看法」、「3. 當我跟別
人談論我與我主管的關係時，我會用「我
們」來稱呼我與我主管的關係，而非用
「他們」」、「4. 我與我主管的關係的
成功就是我的成功」、「5. 當有人稱讚
我與我主管的關係時，我會覺得與有榮
焉」、「6. 如果有媒體的報導批評我與
我主管的關係時，我會感到羞愧」，以
Likert 五點量尺施測。
信任。本研究採用近期 Scandura 與
Pellegrini (2008) 所發展的信任量表，此
量表針對主管與部屬間關係，評斷對方
是否受到自己的信任，為單一向度共 15
題，以 Likert 五點量尺施測，例題如：
「我想我可以準確地預測他(她)會做什
麼」。在本研究中，主管樣本之內部一
致性為.90，部屬樣本的內部一致性為.91，
顯示此工具在本研究中具有良好信度。
角色完成度。本研究參考 Dawley 等
人 (2005) 的方式改編而成，為單一向度
共 3 題，包含：「我的主管（這位部屬）
有履行身為一個主管（部屬）的義務」、
「我的主管（這位部屬）有盡到一個主

管（部屬）應有的責任」、「我主管（這
位部屬）的行為符合一位主管（部屬）
的角色」，以 Likert 五點量尺施測。在
本研究中，主管樣本之內部一致性為.88，
部屬樣本的內部一致性為.89。
LMX。本研究採 Graen 與 Uhl-Bien
(1995) 所編製的量表，此測量為部屬評
量主管與其的關係品質，為單一向度共
7 題，以 Likert 五點量尺衡量，例題如：
「一般來說，我很清楚我的主管是否滿
意我的工作表現」。在本研究的內部一
致性為.83。
組織承諾。本研究採用近期 Cheng
等人 (2003) 所發展的量表，此量表為部
屬評量自身對於組織的承諾，為單一向
度共 5 題，以 Likert 七點量尺施測，例
題如：「只要能繼續留下來，這個組織
讓我做什麼工作都可以」。在本研究的
內部一致性為.87。

資料分析
根據 Hinkin (1998) 所建議的問卷
編制流程，第三步驟為初步資料縮減
（initial item reduction），本研究採用
SPSS 18.0 進行探索因素分析（EFA），
同時進行內部一致性檢驗。而第四步驟
為確認性因素分析（CFA），本研究採
用 LISREL 8.02 進行。第五步驟則為檢
驗關係認同構念與效標關聯效度。

研究結果
分析結果顯示，在部屬樣本方面，
以探索性因素分析進行題項因素結構確
認，利用 PROMAX 斜交轉軸後，發現題
項間可清楚被區分為兩個因素。其中，
題項 1、2、6 題為因素一（因素負荷量
介於：.66~.87），題項 3、4、5 為因素
二（因素負荷量介於：.63~.84），兩因
4

素之間相關為.38，顯示為中度相關，累
積解釋變異量為 63.16%，顯示關係認同
概念應有兩個次構面。重新審視題項內
容後，將因素一命名為：負向評價（內
部一致性為.69），因素二命名為：正向
評價（內部一致性為.68），整體量表之
信度為.74。進一步以主管樣本進行驗證
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項適配度指標
皆為良好（

2

(15)

= 191.18, p = .53, NNFI =

1.01, CFI = 1.0, GFI = .98, SRMR = .04,
RMSEA = .00），同時兩個因素的內部一
致性分別為.78 與.63，整體量表之信度
為.76。
在相關分析方面，整體主管關係認
同與兩個次面向，皆與主管對部屬信任
具有顯著正向關聯性（r = .35, p < .01; r
= .31, p < .01; r = .29, p < .05），而與部
屬對主管信任無顯著關聯性（r = -.04, p
= .70; r = -.05, p = .66; r = .02, p = .88），
顯示具有區別效度。而整體部屬關係認
同與正向評價此次面向，皆與部屬對主
管信任具有顯著正向關聯性（r = .40, p
< .01; r = .51, p < .01），而負向評價此次
面向則與部屬對主管信任不具顯著關聯
性（r = .18, p = .11），同時，整體部屬
關係認同與負向評價此次面向，也與主
管對部屬信任有顯著關聯性（r = .26, p
< .05; r = .30, p < .05），但正向評價此次
面向與主管對部屬信任則不具顯著關聯
性（r = .14, p = .22）。同時，主管關係
認同中的正向評價，與部屬角色完成度
具有顯著正向關聯性（r = .23, p < .01），
而整體部屬關係認同與正向評價次向度，
與主管角色完成度具有顯著正向關聯性
（r = .39, p < .01; r = .47, p < .01）
。最後，
整體部屬關係認同及兩個次向度與
LMX 皆有顯著正向關聯性（r = .46, p
< .01; r = .32, p < .01; r = .46, p < .01），

而整體部屬關係認同及負向評價次向度
與組織承諾皆有顯著正向關聯性（r = .26,
p < .05; r = .28, p < .05）。
在效標關聯效度方面，在分別控制
主管與部屬的年齡、性別、與職級後，
整體主管關係認同與兩個次面向對主管
對部屬信任具有顯著正向關聯性（β
= .46, p < .01; β = .36, p < .01; β = .44, p
< .05），而整體部屬關係認同與正向評
價此次面向，與部屬對主管信任具有顯
著正向關聯性（β = .40, p < .01; β = .50, p
< .01），其結果與相關分析一致。而員
工角色完成度對整體主管關係認同與正
向評價此次面向，有顯著正向關聯性（β
= .25, p < .05; β = .27, p < .05），而主管
角色完成度對整體員工關係認同與正向
評價此次面向，有顯著正向關聯性（β
= .38, p < .01; β = .47, p < .01）。最後，
整體部屬關係認同及兩個次向度與
LMX 皆有顯著正向關聯性（β = .50, p
< .01; β = .48, p < .01; β = .34, p < .01），
而整體部屬關係認同及負向評價次向度
與組織承諾皆有顯著正向關聯性（β
= .30, p < .05; β = .27, p < .05）。
由於信度較差，故本研究重新收集
樣本，以確立關係認同概念的穩定度。
研究二

研究對象與程序
此階段同樣針對已擁有正式工作之
全職工作者進行施測，施測過程與篩選
受試者條件皆與預試相同，且此階段將
同時收集效標變項。刪除無效樣本後，
可分析之樣本數共 221 人，平均年齡為
27.7 歲（標準差 = 4.14 歲），男性佔
46.2 %，在目前公司的平均年資為 2.19
年（標準差 = 2.23 年），其中一般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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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83.7%，中階主管佔 9.5%，而其餘
6.8% 為專業人士。

資料分析
此階段採用 SPSS 18.0 進行內部一
致性檢驗，並採用 LISREL 8.02 進行確
認性因素分析（CFA）。

研究結果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各項適配
度指標皆為良好（2(15) = 713.149, p = .01,
NNFI = .97, CFI = 98, GFI = .97, SRMR
= .03, RMSEA = .08），同時兩個因素的
內部一致性分別為.77 與.87，整體量表之
信度為.87。
三、 討論
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關係認同應
包含兩個向度，包含正向評價與負向評
價，其中正向的部分較著重於此關係越
好，會讓個體同樣感到光榮，而負向的
部分則是當關係受到質疑或批評時，個
體是否會感到不舒服。而從兩個研究樣
本的結果，發現此二向度頗為穩定，同
時，雖然研究一信度指標不佳（小於.70）
，
但研究二的信度指標顯示當提升樣本數
時，信度會相對提升，因此顯示本研究
的因素結構與信效度均可接受。
此外，本研究發現主管與部屬的關
係認同，會與對對方的信任有正向關聯
性，顯示在一段關係中，當認同程度越
高時，對對方會更為信任，然而有趣的
是員工在負向評價方面的關係認同，並
不會與對主管的信任具有關係，僅有正
向評價的認同會具有效果，同樣的狀況
也顯示在主管與部屬的角色完成度中，
當主管的角色完成度越高時，部屬對其
整體關係認同或正向評價關係認同越高，

而員工的角色完成度越高時，主管對其
整體關係認同或正向評價關係認同越高，
但兩者在負向評價關係認同中皆不具效
果。此現象與 Cialdini 等人 (1976) 所提
出的沾光效應（bask in reflected glory,
BIRGing）不謀而合，Cialdini 等人 (1976)
主張個體會因為關係他人的表現較好，
而較願意與此人拉近關係，以提升自我
評價，而當對方並未滿足其角色期望時，
則產生了疏遠效應（cutting off reflected
failure, CORFing），藉由疏遠雙方的距
離達到自我保護的效果 (Wann, Hamlet,
Wilson, & Hodges, 1995)。最後，部屬對
於主管的關係認同，也與 LMX 及組織承
諾等重要的員工個人態度變項有關，因
此顯示關係認同的程度，對於員工具有
重要影響。
四、 計畫結果自評
本研究以過往研究為基礎，除了提
出關係認同應該具有不同向度外，也檢
驗了主管與部屬關係間可能的效標，並
獲得頗為有趣的結果。整體而言，此研
究結果，能增進組織內不同層次的認同
研究的豐富性，而聚焦於主管與部屬間
關係對於兩方自身的影響，不同於 LMX
僅討論關係品質好壞與否，同時也進一
步確認在組織中，自我概念確實會受到
與重要他人間關係的影響，對於理論應
具有一定程度之貢獻。在實務方面，本
研究發現角色完成度與不同向度的關係
認同具有不同關聯性，由於主管部屬關
係通常是一種正式關係，並且主管往往
具有較高的職權（authority），能夠指派
部屬任務或評定其績效，同時具有控制
監督的責任 (Cole, 2004; Evans, 2004)，
因此關係較偏向利益的成分，當對方能
讓自己有較好的評價時，往往就會越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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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其互動或拉近關係，此部分真實地
呈現實務現象。
以下提出本研究現階段的限制，由
於樣本已設定為對偶資料，要收集二階
段資料仍為困難，因此本研究目前仍僅
採用同一時間點之橫斷資料，但由於關
係可能會因時間改變而有所不同，因此
未來應以縱貫設計進一步確立變項間之
關聯性。此外，本研究在研究一的樣本
數較少，因此可能是導致信度不佳的原
因之一，未來研究時應盡可能再提升樣
本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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