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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探討金控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與人力資源間之關係、員工

知覺組織支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等概念之文獻及其

實證結果作一回顧，以作為本研究發展理論架構之基礎。首先，第一

節在探討金融機構合併的原由、法源、與合併相關之人力資源研究；

第二節中探討員工知覺組織支持之概念，影響員工知覺組織支持的前

因後果及衡量員工知覺組織支持的工具；第三節則以組織社會化的概

念，探討員工進入新工作情境下的調適及社會化的方式與衡量組織社

會化的工具；第四節在說明工作滿足的意義、相關理論與衡量工作滿

足的方式；第五節在探討組織承諾的定義、分類及衡量；第六節在探

討各構面間之互動關係，以作為研究架構之參考。 

第一節  金融機構合併與人力資源關係 

壹、 金融機構合併之原由 

國內針對合併的管理類論文在 2005 年 3 月以前共計 125 筆，在探

討合併的議題中，以金融機構中的銀行合併居多，銀行的備受重視，

探究其原因，一方面來自於金融市場全球化與自由化的趨勢；另一方

面來自於政府對金融業的政策。林盟城(1997)針對金融產業之購併活動

進行研究，提出合併的原因主要來自於因應金融秩序混亂而起、為擴

大規模及營業據點以提昇經營效能而起、因應金融國際化趨勢而起三

大類，其中以第一、二類之原因居多；而推動方式則包括由政府出面

解決之被動式、由買賣雙方基於相互需要而自發性合併之自發式、為

拓展海外業務而積極進行購併之積極主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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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國內金融史，各項金融管制於民國 80 年間逐步放寬，政府先

後核准開放 16 家新銀行設立，並設限每家行庫每年最多祇能增設五家

分行，礙於財政部之設限，對欲迅速擴張版圖之新銀行來說，合併其

他金融機構為一捷徑。早期，合併的對象以信用合作社為主，最主要

是因為在短時間內可快速切入地方的存放款市場；而今日隨著金融機

構合併法、金融控股公司法之通過，再加上政府積極鼓勵銀行同業合

併，推動金融改革政策，明訂 2006 年完成金融控股公司(金控)整併計

劃，將金控家數由現在的 14 家降為 7 家。為了達到經濟規模、降低成

本、提高市場佔有率等因素，金融業掀起合併風，競爭更趨白熱化，

與金融機構合併之相關議題，相繼成為深入研究之緣起。 

貳、 金融機構合併之相關法源 

金融機構的合併可依「金融機構合併法」之規定，乃指二家或二

家以上之金融機構合為一家金融機構。其中，金融機構是指下列銀行

業、證券及期貨業、保險業所包括之機構，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

機構：  

1. 銀行業：包括銀行、信用合作社、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

票券金融公司、信用卡業務機構及郵政儲金匯業局。  

2. 證券及期貨業：包括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

問事業、證券金融事業、期貨商、槓桿交易商、期貨信託事

業、期貨經理事業及期貨顧問事業。  

3. 保險業：包括保險公司及保險合作社。  

4. 信託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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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謂的「金融控股公司」乃指對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有

控制性持股，並依金融控股法設立之公司，其中的「控制性持股」是

指持有一銀行、保險公司或證券商已發行有表決權股份總數或資本總

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或直接、間接選任或指派一銀行、保險公司或

證券商過半數之董事。受控制性持股之銀行、保險、證券商稱之為銀

行子公司、保險子公司、證券子公司。  

參、 與合併相關之人力資源研究 

在學術上合併議題之研究分為幾個不同學派，Haspeslagh 和

Jemison(1991)針對合併之研究分為四個學派：資本市場學派、組織行

為學派、策略管理學派、程序觀點學派；而 Birkinshaw, Bresman 和

Hǻkanson(2000)認為，在討論合併後整合議題時，通常會來自流程及組

織行為兩觀點。其中組織行為學派著重員工及組織層級對合併之行為

表現探討，主體在於合併的人力相關議題。Larsson 和 Finkelstein(1999)

則認為，合併議題包括組織結合(combination)、整合(integration)、員工

反應及績效，以組織觀點探討整合議題，著重在合併之後的整合、文

化衝擊及衝突解決；以人力資源管理觀點探討合併之員工反應，著重

心理議題，如有效溝通之重要性，合併如何影響員工的職涯等。 

過去研究合併議題時著重策略及財務面，近年來陸續有研究開始

討論合併對員工的影響，且認為是決定合併成敗的主因。林尚平(2001)

根據應國卿(1992)蒐集分析自 1971 年至 1991 年中 30 篇有關合併失敗

因素探討之國外文獻，提出其中有 22 篇文獻曾提出「組織及人力資源

的規劃管理」是影響合併成敗之關鍵因素，甚至這 22 篇中有 8 篇文獻



 - 12 - 

認為，「組織及人力資源的規劃管理」是影響合併成敗的唯一因素，

而出現第二多者為「合併後之整合」，亦牽涉到組織內人員之問題。 

惠悅公司於 1998-1999 年針對 190 個來自巴西、中國、香港、菲律

賓、新加坡、南韓及美國等主管的調查，超過 3/4 的高階主管認為留住

主要人才為合併之關鍵，此外公司文化的整合、主要管理者的留任、

溝通等亦對合併成敗造成影響。 

Gemignani (2000) 則針對全世界 450 名人力資源經理作調查，發現

因合併所產生的阻礙有很多與「人」的議題有關，包括關鍵職位用人

不當、無能力管理與執行變革、管理風格與意識衝突、人才的流失與

不相容的組織文化，其中公司管理議題及組織文化面的阻礙最難被克

服。 

在合併中有關人力資源管理文獻相當多出現在員工個人(心理及生

涯觀點)及團隊反應(文化觀點)中。員工對合併的反應會受到"我與他們"

對立、屈尊態度、不信任、緊張和敵意、資遣、重新安置、失去個人

影響力，職涯規劃及文化衝突的影響，而有主動(如表達、自願離職、

破壞活動)及被動(如缺勤、違反及偷懶) 來表達員工個人及團隊對結合

及隨之而來整合之反抗，且會對合併綜效產生負面影響(Larsson & 

Finkelstein, 1999)。除了負面的反應外，Davy, Kinicki, Kilroy 和 Scheck 

(1988)研究中指出員工的行為來自於其預期，當其預期到好的結果，則

會有正面的行為表現；反之，避免表現其行為。如當員工預期到工作

努力且加班會提高薪資或得到晋升，則員工就會表現出工作努力且加

班之行為。因為預期會影響員工的行為，管理者必須瞭解員工對合併

的知覺預期，以降低預期與實際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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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s 和 Mirvis(1992)發現，當合併造成情緒上的受挫，一些員工

有負面的態度，隨著合併的進行，其他則有更正面的態度，而員工對

合併過程的看法，會影響未來對組織的承諾程度。 

Newman 和 Krzystofiak(1993)研究銀行業合併後員工態度之改變，

知覺到工作特性、工作滿意度及組織承諾皆會降低。然而，也發現針

對合併，員工有不同的反應方式，如，剛開始表現正面的員工在其態

度上會變得較負面，但持負面態度的員工則變得更正面。 

Schweiger 和 DeNisi(1991)指出合併整個過程會影響員工態度，尤

其在合併宣佈前到合併宣佈後兩週(或當未合併階段)，員工工作滿意

度、組織承諾及預期組織可靠會降低，同時員工壓力、不安感、缺勤

會增加。 

Bourantas 和 Nicandrou(1997)提出合併影響員工行為因素的模式，

包括員工態度之形成因素與這些因素對員工行為影響間的關係。員工

態度受合併的特性(與管理團隊的關係、組織氣候、溝通)、整合的特性

(整合程度、員工參與程度、和平地改變、員工關係、溝通)、組織的特

性(文化、管理風格、系統和程序、組織規模)、員工特性(人口統計變

項、層級、不安、對模糊的容忍、對改變的容忍、控制)之影響，經由

其對組織的滿意、行動的損失、投資的規模、選擇的品質、預期、對

管理之信任、離開的意圖，會造成員工行為(忠誠度、道德遵循、員工

心聲、忽視)的改變。 

Schraeder(2001)的研究指出，在合併前階段員工對未來組織成功的

預期、對工作保障的預期及對組織溝通合併規劃之預期與員工對組織

的認同有關。而 Fairfield-Sonn, Ogilvie 和 DelVecchio(2002)的研究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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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員工預期的符合程度是一個預測員工對於 HR 政策及 HR 實務長期

態度的最佳單一指標，並用以預測組織承諾及工作滿意度。 

陳重志(2002)購併後被併公司員工對新公司的工作規定和相關福利

措施，乃至於個人與整體組織的配適可能會產生期望落差。而此種期

望落差會對員工的壓力感受與組織承諾產生影響。期望落差除了對員

工的組織承諾和壓力反應有直接的影響效果外，還會透過員工對組織

支持的知覺，間接影響到員工的組織承諾。李佳怡(2000)當員工知覺到

較高之組織支持程度時，將伴隨著較高的情感性承諾、持續性承諾、

工作滿足及工作表現，並有較低之離職意願。 

肆、 小結 

現階段金融機構合併，乃為了因應政府政策及市場經濟，相關合

併議題之探討已由著重策略及財務面，聚焦於以組織行為學派及人力

資源之觀點，研究合併對員工心理議題的影響，重視員工面對合併所

帶來的組織變革之行為反應、態度、預期、溝通、職涯、文化衝突、

知覺組織支持、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等對合併後綜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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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知覺組織支持 

在探討知覺組織支持時，組織承諾此構念常會被相提並論，組織

經常評斷員工的奉獻與忠誠，相對的，員工亦在打量組織對其的承

諾。知覺組織支持為一種忠誠度的概念，但有別於組織承諾，乃是指

雇主對員工的忠誠度或承諾，而非員工對組織之承諾(Shore & Wayne, 

1993)。 

壹、知覺組織支持的意義 

知覺組織支持為員工察覺到組織評價成員對組織的重要貢獻以及

組織是否真實的關心員工福利所形成整體知覺的總合 (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 

Sowa, 1986；Wayne, Shore & Liden, 1997)。所謂的知覺是員工透過感官

去選擇、組織及解釋有關組織四週資訊的過程。而員工認為組織是否

支持自己的信念，是源自於員工內在知覺組織對自己認同的程度，以

及此一評價是否呈現高度的一致性，當然員工對組織在不同情境如何

對待自己的期望，也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看法。一旦員工心理認為自

己受到組織良好的對待，將會願意表現出有利於組織的行為以作為交

換，此種回報心理或交換意識，會影響到員工對於組織的態度，並反

應在工作態度或工作行為上(Shore & Tetrick, 1991)。 

Levinson(1965)認為員工會透過擬人化的歷程，將組織視同一個有

生命的個體，組織雖然是透過成員執行組織的政策或決策，且此種組

織擬人化的歷程所反映的是員工對組織中資源掌控者的看法，但員工

並不會單獨地將這些政策或決策歸因為某個特定成員的行為，而是認

為組織就如同人一樣具有行為的能力，因此這些政策或決策就是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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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所展現的行為。而為決定此擬人化的組織是否已準備好對員工的

工作付出加以酬賞，並符合員工對讚賞及肯定的需求，員工會發展出

一整體的信念，以衡量組織重視員工貢獻及關懷員工福祉的程度

(Eisenberger et al., 1986)。 

Rhoades 和 Eisenberger (2002)指出知覺組織支持為員工的一種信

念，此信念使其認為有義務幫助組織，對組織無條件付出，完成社會

情緒需求及績效-獎酬的期望。 

巫喜瑞(1990)引用 McMillian(1997)於博士論文中提出之多面向知

覺組織支持構念，指出 McMillian 認為 Eisenberger 等人 (1986, 1990)所

提出知覺組織支持觀念只著重於支持之二個面向：親密(intimacy)和尊

重(esteem)支持，而忽略了支持的其他面向。其認為組織支持是由工具

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和社會情感支持(socioemotional support)所

組成，工具性支持包活資訊、物質和人員等方面的功能性支持，有助

於員工執行工作相關功能；社會情感支持包括親密的 (intimacy 

support)、尊重的(esteem support)和網絡整合(network integration)等功

能，有助於員工滿足社會和心理的需要。 

貳、知覺組織支持的內涵 

基於前述，知覺組織支持在探討雇主與員工之間的互惠關係，此

互惠關係建立在員工知覺到組織對其貢獻的重視及福祉的關懷程度，

其給予組織有利的行為以作回報。組織能透過雇主與員工間之關係來

影響員工的工作態度及行為。而此關係則涉及心理契約(Guzzo, Noonan 

& Elron, 1994)、努力-期望酬賞(Esienberger et al., 1986, 1990)、社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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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的概念(Esienberger et al., 1986)、以及個人與社會情緒的需求(Armeil, 

Eisenberger, Fasolo, & Lynch, 1998)之概念。 

(一) 心理契約 

對員工而言，知覺組織支持和心理契約的概念有關(Guzzo, Noonan, 

& Elron, 1994)。心理契約是用以描述員工與雇主之間的互惠關係

(reciprocal relationship)，所指的意義是「員工對於員工與組織之間在相

互的責任與義務上所抱持的信念、期望」(Hill, 1981)，亦即員工認為自

己該為組織做什麼，以及組織該為員工做什麼，該回報員工什麼。

Rousseau 和  Parks (1993) 認為組織中的契約可分為交易型契約

(transactional contract)及關係型契約(relational contract)，前者通常較穩

定且著重的範圍較狹窄，也是一般人所認為的契約；後者則通常會隨

著時間而改變，且範圍廣泛。在關係型契約中，雖有一些成份是可以

金錢衡量，但有更多的因素，尤其是和個人、社會情緒及價值基礎有

關的考量，卻往往不是像金錢這樣的有形物質所可評估的。Rousseau 

等人認為關係型契約是深植在社會關係網絡之中，如人際關係、聲譽

及正義，而這些會影響人們如何看待及評價關係契約。在組織行為的

研究中，當論及個人對組織的期望時，常常會提到「心理契約」，此

一概念在本質上偏向關係型契約，亦即是高度主觀並且是動態的，因

此很難單獨以特定的期望來界定契約的內容(Guzzo et al.,1994)。心理契

約可同時包含金錢性與非金錢性的部份，也常作為評價個體和雇用組

織間關係之依據。 

(二) 努力-期望酬賞 

知覺組織支持亦會透過努力-期望酬賞(Esienberger et al., 1986；

1990)，而影響員工之工作態度及行為。Eisenberger 等人 (1986)探討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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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結果間作用之機制，認為員工知覺到組織支

持後會透過兩個途徑增進其參與及績效，進而達組織的目標。此兩個

途徑分別為：(1)努力和結果預期(effort-outcome expectancy)，意指員工

會預期當自己努力地幫助組織達成目標時，組織會給予對應的獎賞結

果，而此種預期獎賞會反過來讓員工認為組織重視員工的貢獻，使員

工產生回報組織的心理。(2)情感依附(affective attachment)，即對組織

培養出正向的情感依戀。 

Eisenberger 等人(1990)認為知覺組織支持與努力和酬賞期望(effort-

reward expectancy)間的關係應該是屬於雙向，亦即員工會依知覺到的組

織支持程度，來衡量當自己展現出對組織有利的行為時將得到什麼酬

賞，而對自己努力付出所預期得到之酬賞，又會增強員工認為組織是

否重視員工貢獻之知覺。員工回報組織支持自己之方式，和個人對互

惠規範的接受程度有關(Eisenberger et al., 1986)，所以擁有較強交換意

識的個人，所知覺到之組織支持程度將會對工作表現有較強的預測

力。 

(三) 社會交換理論 

雇傭可視為是一種交易，為以努力及忠誠換取實體的利益及社會

酬償。員工及雇主對其關係、好的對待採互惠的標準，成就雙方有利

的結果(Blau, 1964)。當員工知覺到組織支持員工時，便會覺得自己對

組織產生義務，因而透過提升員工對組織之承諾或展現支持組織目標

之行為來履行自己的義務。 

Blau (1964)認為任何的交換關係皆可劃分為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與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兩種形式，其中社會交換的本質

是建立在信任及善意的基礎上，個體並期待這些信任與善意能在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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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回報，所以雙方間的相處是互利互惠，並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出

相互間的權利義務關係，甚至是超越了契約所規範的範圍。社會交換

觀點認為在雇主與員工間關係之維持上，員工會付出努力及展現對組

織的忠誠以交換實質的獎勵，如薪資、福利，或是一些社會情緒的回

應(socioemotional benefits)，如自尊、讚賞及關懷等。但當互惠的規範

破壞時，個體將會產生不適感，因而不履行其義務。 

(四) 個人、社會情緒需求 

個人對社會情緒需求，而影響員工之工作態度及行為。雖然個人

在社會交換的過程中，對互惠規範的接受程度會影響員工回報組織之

方式(Eisenberger et al., 1986)，但此一義務關係的範圍，也受到員工個

人社會情緒需求強度的影響。 

目前大部分探討個人之社會情緒需求差異的研究是來自於人格理

論，如 Hill(1987)認為影響人類行為的主要原因在於人都有尋求與他人

進行社會接觸(social contact)的需求，包括(1)受讚賞及認同之需求（一

般稱之為自尊需求，need for esteem）；(2)接受情感及認知鼓勵之需求

（一般稱之為情感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及(3)當經歷挫折時，尋

求安慰及同情之需求（或稱情緒支持需求， need for emotional 

support）。 

Armeil 等人 (1998) 發現對有強烈社會情緒需求的員工而言，知覺

組織支持和個人的工作表現間有正向的關係存在，且基於社會交換的

觀點：(1)得到社會情緒之支持會增進個人之工作付出；(2)知覺組織支

持可以滿足多種社會情緒需求；(3)個人認為是否該以良好的績效來回

報組織對自己之支持的義務感，會隨社會情緒需求強度的增加而提

高。 



 - 20 - 

參、衡量知覺組織支持的工具 

一、 Eisenberger 等人知覺組織支持量表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和 Sowa 於 1986 年編寫了 36 個

陳述句(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POS)，表示組織對

員工各種工作行為可能會有的評價，以及組織在不同情境下，為激勵

或制止其員工所可能會採取的各種自發性作法，由員工在七點計分之

Likert 量尺上依個人對各描述同意之程度作答。基於 Eisenberger 等人

所發展的 SPOS 量表，後續 Eisenberger 與 Cummings, Armeli, Lynch 

(1997)與 Armeli, Rexwinkel, Lynch, Rhoades (2001)等人的研究中，針對

36 個陳述句中挑選因素負荷量較高的 8 題成為短式 SPOS，其信度與效

度皆已受到相關研究的驗證與支持，驗證性因素分析亦指出短式 SPOS

具單一因素結構，具高內在效度(Cronbach’s α = 0.90; Eisenberger, et al, 

1997)。 

透過知覺組織支持的調查，發現員工確實會發展出整體性的信念

以衡量組織重視其貢獻及對其福祉關懷之程度，且員工認為組織是否

忠誠於員工的信念，是來自於員工知覺組織對員工贊同的程度，以及

此評價是否呈現高度的一致性；另外，員工對組織在不同的情境下如

何對待員工的預期，也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看法。 

二、 Kraimer 和 Wayne(2004)三構面知覺組織支持量表 

Kraimer 和 Wayne(2004) 基於 Guzzo, Noonan 和 Elron(1994)及

Aryee, Chay 和 Chew(1996)對外派人員組織支持之類型，提出 12 題衡

量外派人員知覺組織支持的三構面量表：調整知覺組織支持、職涯知

覺組織支持、財務知覺組織支持。經驗證性因素分析，調整知覺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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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之 Cronbach’s α = 0.87、職涯知覺組織支持之 Cronbach’s α = 

0.88、財務知覺組織支持之 Cronbach’s α = 0.92。 

肆、知覺組織支持的相關研究 

Armeli 等人(1998)的研究中指出，知覺組織支持可以滿足員工多項

社會情緒需求；當個人的社會情緒需求愈強，知覺組織支持的價值及

個人認為自己必須以良好的績效互惠組織的義務也愈高。 

Rhoades 和 Eisenberger (2002)針對 70 篇「知覺組織支持」研究做

探討，歸納出影響知覺組織支持的前因包括公平的組織程序、管理者

支持、好的薪酬及工作條件；後果針對員工是工作滿足、正向情緒，

對組織則包括情感性承諾、工作績效及降低退縮行為(如離職)。 

(一) 影響知覺組織支持的因素 

1. 公平：指決定分配資源方式的公正性，即程序公平，包括結

構及社會的公平，結構是指正式的規定和政策，即在決定分

配時員工會先收到通知或接收到正確的資訊及聲音，也就是

員工能參與決策的過程；社會性公平為資源分配的品質。 

2. 主管支持：員工會視主管對其貢獻的評價及關心程度來評定

自身於組織中的價值。 

3. 組織酬賞與工作條件：包括賞識、薪資、升遷、工作保障、

自主性、角色壓力、訓練、組織規模。 

(二) 知覺組織支持的影響結果 

1. 組織承諾：知覺組織支持可提高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性承諾，

藉由如情感性及情緒上的支持實現員工社會情緒的需求，讓

員工有歸屬感。且 Settoon, Bennett 和 Liden (1996)研究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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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承諾具有正向相關；Shore 和 

Wayne (1993)知覺組織支持比情感性承諾對員工之組織公民

行為有更佳之預測力，且和員工印象整飾行為的有正相關。 

2. 工作相關影響：工作滿足、正面情緒。知覺組織支持在滿足

社會性情緒需求下有助於工作滿足及努力-酬賞期望的提升

(Witt, 1991)。 

3. 工作投入：知覺組織支持可提升員工對工作的興趣

(Eisenberger et al., 1999)。 

4. 工作績效：藉由指定任務權責、標準化工作任務及良好的行

動，知覺組織支持可提升工作的績效。 

5. 緊張：當面對在工作中包括疲勞、精疲力竭、焦慮、頭痛

等，這類讓人厭惡的心理反應，知覺組織支持藉由具體的幫

助及情緒的支持來減少緊張。 

6. 留下的意願：在探討知覺組織支持和員工留在組織的意願時

發現，如果外部給些許高的薪酬、更專業的自由或狀況、更

友善的工作伙伴，員工會傾向離開組織。 

7. 退縮行為：減少主動參與組織的行動，包括放慢腳步、缺席

和自願離職。 

此外，Allen, Shore 和 Griffeth (2003)提出對組織的預期、員工人格

特質、人力資源實務亦會影響知覺組織支持，人力資源實務如參與決

策制定、公平的薪酬、成長機會等有助於知覺組織支持的發展，知覺

組織支持與組織承諾和工作滿足具有間接相關。Stamper 和 Johlke 

(2003)則指出知覺組織支持對角色糊模及混淆、工作滿足、留任意向有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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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知覺組織支持的概念自 Eisenberger 等人於 1986 年提出後，就陸續

有學者進行研究，後續研究者大多以其所發展的量表來衡量知覺組織

支持。因此，本研究以 Eisenberger 等人所提出之定義：「員工會對組

織產生一整體性的信念，用以衡量組織對員工貢獻之重視及福祉之關

懷程度。」為知覺組織支持之定義，並以其所發展之 SPOS 量表為衡量

知覺組織支持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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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社會化 

壹、組織社會化的意義 

目前大多數研究組織社會化的對象是針對組織的新進人員，但

Chao, O’Leary-Kelly, Wolf, Klein 和 Gardner (1994)則認為組織社會化是

一輩子的過程，因為在一生的過程中，個人的工作情境或本身都可能

發生變化，新的學習需求出現，組織社會化需求便會產生，即是指個

人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的學習過程及內容。組織社會化過程

對員工的工作行為及態度有重要的意義，新進者適應組織的快慢會影

響他們能否很快的完全發揮功能(Reichers, Wanous, & Steele, 1995)。

Ashforth, Saks 和 Lee (1998)的研究則指出，機構式的組織社會化戰術對

新進人員的調適有正面的影響。有關組織社會化之相關定義列表如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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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組織社會化的定義 

學者 定義 
Van Maanen 
(1976) 

使一個人被允許成為組織一份子所需學習的價值觀、

規範及必要行為的過程。 
Van Maanen & 
Schein (1979) 

使一個人獲得社會知識及承擔組織角色所需能力的過

程 
Schein (1968) 使一個新的成員學到並適應組織、社會或團體的價值

體系、規範和必要行為模式之過程 
Louis (1980) 使一個人瞭解承擔組織角色或成為組織一份子所需要

的價值觀、能力、期望的行為以及社會知識的過程。

Light & Keller 
(1985) 

組織社會化是個人在組織內學習對別人的態度適應、

對角色期望的順從，並將組織規範與價值觀加以內化

的歷程。 
Chao et al. 
(1994) 

組織社會化是一輩子的過程，充滿個人的整個生涯，

除了新進員工，只要在組織內發生工作上的改變，如

輪調、升職，甚至組織變革等情況，必須重新學習與

適應工作任務與角色時，因此在一生的過程中個人的

工作情境或本身都可能發生變化，新的組織社會化需

求便因此油然而生。 
Taormina 
(1997) 

組織社會化為一程序：個人習得相關工作技能、對組

織具某程度的瞭解、工作夥伴的社會互動支持及對特

定組織的認同 
資料來源：整理、補充自 Tuttle, M. M.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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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組織社會化的內涵 

組織社會化的文獻中可明顯區分有兩種研究類型，大部分的文獻

探討社會化的歷程，瞭解一位新進人員成為組織成員的社會化階段，

最近則將焦點集中在組織的新進人員資訊取得及回饋蒐尋行為上；第

二類研究重心在社會化的內涵，即在社會化中實際習得的是什麼，一

些學者提出組織社會化的內涵或範圍 (Feldman, 1981; Fisher, 1986; 

Schein, 1986)。因此，針對組織社會化可依研究的方向、類型及觀點不

同而加以區分。Morrison(1993)提出傳統的社會化研究視新進人員為被

動反應(reactive)，新的研究觀點為主動作為(proactive)。傳統研究分三

種取向，階段模式、社會化戰術、認知歷程，試說明如下： 

一、 階段模式(stage model) 

著重新進人員在社會化過程中的改變，但不討論改變如何產

生。認為人員在組織中學習應是一系列的過程，從進入組織之前就

開始，一直持續到離開組織，而期間似乎有階段性的發展與需求。

Feldman (1976)綜合先前學者的研究，發展出組織社會化權變理論

(contingency theory of socialization)並將組織社會化階段區分為預先

組織社會化、適應、角色管理與結果等四階段如圖 2-1 所示，並探

討各階段的發展情形(羅時宏，2004)。 

(一) 預先社會化 

本階段包括人員進入組織前所發生的所有學習過程，在這階段

中主要的活動是醞釀對工作的期許、蒐集相關的資訊，並將自己的

條件與情況傳遞給雇主了解，並評估所收到的訊息，以決定接受哪

一份工作。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指出，新進員工的社會化受到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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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或經驗的社會化歷程影響相當大(Adkins, 1995；Louis, 1980；

Jones, 1983；Bauer & Green, 1994)，因為過往的經驗會影響新進人

員對事件的看法(Jones, 1983)。其中以真實性與一致性兩個變項來

表示此階段的社會化程度： 

1.真實性：個人對在組織中的實際工作狀況，完整及正確明瞭

的程度。表示在甄選過程中，個人是否能成功地獲得與評估

資訊。 

2.一致性：組織資源與個人需要和技能相互滿足的程度。一致

性程度愈高，個人愈可能接受此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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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Accommodation)

加入工作(Initiating to the task)
加入群體(Initiating to the group)
角色定義(Role definition)
評估的一致性(Congruence of evaluation)

角色管理(Role Management)

外在生活衝突的解決(Resolution of outside
life conflicts)
衝突要求的解決(Resolution of conflicting
demands)

結果(Outcome)

一般滿足(General satisfaction)
相互影響(Mutual Influence)
內在工作動機(Internal work motivation)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

 
圖 2- 1  Feldman 社會化權變理論 

資料來源：Feldman, D. C.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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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適應 

新進人員在進入組織以後，開始面對組織的真實情況，並嘗試

成為組織的一份子。個人剛開始接觸到組織的時期，一般認為是社

會化中最具決定性的一個階段(Van Maanen, 1976)。適應階段的主

要活動包括學習新的職務、建立新的人際關係、澄清個人在組織中

的角色和評估個人在組織中的發展。有四個變項表示這個階段的社

會化程度： 

1.加入工作：個人覺得能夠勝任工作的程度，表示員工是否成

功地學會新的工作職務。 

2.加入群體：個人感覺被同事接受和信任的程度，表示個人是

否成功地建立新的人際關係。 

3.角色定義：對於個人在組織中該完成什麼職務、職務優先順

序和時間的分配等，個人觀點與工作群體看法一致的程度，

這會影響到個人是否能成功地界定自己的角色。 

4.評估的一致性：個人與主管對於個人在組織中進展，所進行

評估的類似程度。當雙方的評估標準類似，則員工會有較高

的滿足程度。 

(三) 角色管理 

此為新進人員完全被組織所接受的最後一個歷程。有關個人在

工作群體的問題已暫時得到解決後，接著個人會去調解自己在所屬

工作團體與其他團體之間的衝突；一是工作與家庭生活之間的衝

突，工作本身或是組織對個人在工作及非工作上的要求，都有可能

會影響到家庭生活品質，因而造成衝突；二是組織內自己的工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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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與其他團體之間的衝突，對於職務範圍界定和處理職務優先順序

等問題，組織內個人所屬的群體與其他團體亦可能因此發生衝突： 

1.外在生活衝突的解決：個人是否較不受到家庭、工作生活衝

突的影響，並且已對這類衝突找到了解決的規則。 

2.衝突要求的解決：組織工作團體間衝突對個人情緒的影響程

度是否降低，並且已經找到了解決衝突的規則、方法。 

(四) 結果 

Feldman (1976)認為社會化有四種可能的結果： 

1.一般滿足：在不同的工作種類及情況下，衡量出員工對工作

滿足及快樂的程度。 

2.相互影響：表示個人可自己掌控工作狀況或有權力決定工作

的處理方式之程度，也就是員工具有提供建議的權利且被主

管接受的程度。而影響力則是評估組織社會化程度最常引用

的指標之一(Schein, 1968；Van Maanen, 1976)。 

3.內在工作動機：指的是員工能夠自我激勵去有效地完成工作

的程度；內在工作動機與工作績效有直接的相關性。 

4.工作投入：表示員工承諾及投入工作的程度，Wiener 和 

Gechman (1975)以及 Katz 和 Kahn (1978)皆認為工作投入與

組織社會化過程中所學習的價值觀有關聯。 

因此，階段模式提供有限的社會化歷程的看法且很少考量到新

進人員自身所扮演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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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化戰術(socialization tactics) 

此研究取向在於組織社會化所採用的工具的不同。限制在於只

描寫新進人員參與社會化的反應，意味著在既定的脈絡中很少有差

異。Van Maanen 和 Schein (1979)認為社會化的戰術可以分為六

種： 

(一) 集體 vs.個別戰術(collective vs. individual tactics) 

集體戰術指組織將新進者集中起來，透過共同的學習經驗來傳

達特定資訊給新進人員，以使他們對其職務能產生標準化的反應；

個別戰術則指分別對新進者進行社會化，提供每個新進人員一套特

別的學習經驗，以使他們對其職務能產生異質化的反應。 

(二) 正式 vs.非正式戰術(formal vs. informal tactics) 

正式戰術指在社會化期間將新進人員與其他組織成員分離，藉

由計畫性的訓練課程及活動，指導他們了解工作環境和應扮演的角

色。非正式戰術則未將新進人員與其他組織成員分開，而直接安排

工作，讓他們在正常的工作環境中由嘗試和錯誤學習。 

(三) 程序 vs.隨機戰術(sequential vs. random) 

員工為了要達成組織對其之期望角色，必須通過一連串不同階

段的考驗，這種社會化過程即是所謂的程序戰術。隨機戰術則無法

使員工明確了解其所需經歷的各階段順序為何，雖然有時組織也有

以一些步驟或階段來引導新進員工瞭解其組織角色，但卻沒有一定

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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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固定 vs.變動戰術(fixed vs. variable tactics) 

固定戰術提供新進員工明確的時間表，使其了解在社會化過程

中，經歷各不同階段所需花費的時間，而變動戰術則不提供新進員

工關於其達到某一階段所需時間的資訊(Jones, 1986)。 

(五) 伴隨 vs.分離戰術(serial vs.disjunctive tactics) 

伴隨戰術是指組織會安排有經驗的成員伴隨新進者進行社會

化；分離戰術則不安排有經驗且熟悉員工工作的組織成員來指導新

進人員，而由新進人員獨自摸索及發展。 

(六) 賦與 vs.剝奪戰術(investiture vs. divestiture tactics) 

賦與戰術肯定新進人員個人的特徵及先前的一些想法和觀念，

組織並不想改變這些人，且認為這些新想法或特徵是有用的；剝奪

戰術則對這些想法或特徵加以否定，重新建立組織需要的知識及經

驗。 

Jones (1986)將社會化戰術分為二大類，分別是機構式社會化與

個人化社會化。機構式社會化包括集體的、正式的、程序的、固定

的、伴隨的與賦與的戰術，這種社會化戰術使新進者被動地接受組

織預定的角色，讓組織維持現有的狀態﹔個人式社會化則包括個別

的、非正式的、隨機的、變動的、分離的及剝奪的戰術，這種社會

化戰術鼓勵新進者對組織現況提出質疑，並自己去詮釋組織中的角

色。Ashforth 和 Saks (1996)更進一步地指出不同戰術對新進者可能

產生的影響，機構式社會化一般而言，會促使個人改變、提高工作

滿足、高組織承諾、高組織認同及低離職意願：個人式社會化則會

導致新進者有高角色創新、高角色模糊、高角色衝突、高壓力症狀

極高個人績效。如圖 2-2 所示。 



 - 33 - 

 

 

機構式社會化
集體的
正式的
程序的
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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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式社會化
集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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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的
固定的
伴隨的
賦予的

個人改變
工作滿足
組織承諾
組織認同
留職意願

角色創新
角色模糊
角色衝突
壓力症狀

假設的效果

 
圖 2- 2  組織社會化戰術與假設的效果圖 

資料來源：Ashford, S. J., & Black, J. 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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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知歷程(cognitive process) 

著重新進人員對新環境的認同與應對，重視新進人員自身的認

知歷程。 

新的觀點從只描述新進人員的反應轉移焦點至面對新的環境調整

其作為 (Comer, 1991; Miller & Jablin, 1991; Reichers, 1987)。資訊找尋

及回饋是此論點的重心，社會化不僅是由組織發動也可由新進人員起

草。此論點的學者指出，社會化歷程由四項主要的任務所組成

(Morrison, 1993)，每一任務有其所需的資訊，新進人員藉由資訊的蒐

尋來適應新的環境。任務如下： 

1. 任務的掌握(task mastery)：學習如何執行特定工作。 

2. 角色的澄清(role clarification)：瞭解其在組織中的角色。 

3. 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學習及適應組織的文化。 

4. 社交的融合(social integration)：與工作伙伴建立關係。 

Tuttle (2003) 指出可以三種觀點來看組織社會化，第一個觀點在關

心個體社會化的經歷，試著去瞭解個體在社會化中的調適歷程。第二

個觀點在檢視社會化過程中組織的角色，視組織的背景及使用的戰術

為最具重要瞭解的地方。第三個觀點則認為根本組織社會化理論乃在

嘗試去平衡和融合前二個觀點，即交互作用的觀點，此觀點在探索組

織及個體間互動對社會化過程及結果的影響。 

不同的學者對組織社會化的研究觀點會有所不同，即在研究組織

社會化時，一方面可探討新進人員成為組織成員的社會化階段-社會化

歷程，包括社會化階段及組織所採行的社會化戰術、員工主動資訊找

尋；另一方則可從瞭解員工在社會化中實際學習到的內涵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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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組織社會化的衡量工具 

一、 Chao 等人(1994)六構面量表 

Chao 等人(1994)指出，組織社會化在員工調適及學習過程中，扮

演了重要的角色，檢視及歸納 Schein (1968, 1971)、Feldman(1981)、

Fisher(1986)三位學者的觀點，建立初步組織社會化構面的架構，將組

織社會化的內容分成六個構面，並發展衡量此六構面之量表，構面說

明如下： 

(一) 工作掌握(performance proficiency)：指的是個人是否已經學習

到與工作相關的技巧、知識及能力。 

(二) 人物：Fisher(1986)認為找到適當的人並向他學習有關組織、

工作群體及工作相關知識，是組織社會化過程中相當重要的

事。 

(三) 政治：組織政治的社會化是指成員能否有效獲取組織內正式或

非正式工作關係及權力結構的資訊，在組織中調適良好且能有

效率地知道哪些人是比較有見識及權力的(Louis, 1980)。 

(四) 語言：這個構面主要是描述個人能否瞭解組織中的專業技術用

語，以及能否清楚知道一些簡寫、俚語及行話。 

(五) 組織目標及價值觀：個人必須學習特定的組織目標及價值觀。  

(六) 歷史：瞭解歷史及一些特定成員的背景，有助於使個人知道在

某些特定的環境及互動下，哪些行為是適當或不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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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Haueter, Macan 和 Winter (2003)-新進人員社會化量表(Newcomer 

Socialization Questionnaire, NSQ) 

針對 Chao 等人(1994)所發展出衡量組織社會化的六大構面，有部

分學者提出量表中潛在一些問題(Bauer et al., 1998; Klein & Weaver, 

2000)，Haueter 等人(2003)於其研究者針對 Chao 等人(1994)提出三個問

題： 

(一) 在特定構面中內容有不同分析層次(即任務、工作團隊、組

織)：如在 Chao 等人量表裡的歷史構面中，”我對組織的歷史

非常熟悉”及”我對我的工作團隊或部門的歷史瞭解很少”。 

(二) 衡量主要的知識，並未涵蓋所有角色：在社會化的歷程中組織

成員不僅止於學習組織，還必須學習在特定工作團隊的歷史、

政治、語言、目標及價值觀，以確使工作進行順利。 

(三) 疏於區別任務社會化及工作績效：Haueter 等人指出應依

Feldman (1981)對任務社會化的描述，著重在以任務知識的取

得與瞭解來衡量任務社會化，而非以社會化的結果-工作的績

效來衡量。 

因此，Haueter 等人提出在衡量組織社會化時，應分別就組織、工

作團隊、任務，詢問員工每一內涵的知識，並根據 Schein (1968)及 

Feldman (1981) 的社會化理論，發展新進人員組織社會化量表

(Newcomer Socialization Questionnaire, NSQ)。其中，組織社會化產生

於新人學習組織的價值觀、目標、規則、政治、顧客、領導風格及語

言；團隊社會化產生於新人學習對其所屬特定工作團隊及與團隊規

則、目標及價值觀有關的行為；任務社會化則是在執行特定任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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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取得任務知識、學習如何執行相關任務的行為和學習如何與其他

人互動。 

Chao 等人(1994)與 Haueter 等人(2003)發展之量表差異在於：(1)後

者量表的設計乃在確認期望角色行為的知識，前者無指明(2)前者問及

有關專業的術語與知識，後者無(3)前者問及團隊的整合，後者認為團

隊的整合為社會化的產物。 

肆、組織社會化的相關研究 

一、 組織社會化程度 

雖說組織社會化在個人學習及調適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但對於組織社會化內容的界定及程度的探討之相關研究卻不多。 

Gardner和Lambert (1993)針對2000位畢業生以五個構面：組織政

策、組織目標、與主管和同事的人際關係、績效或預期、文化語言，

34項來衡量其對組織社會化之程度，結果發現高組織社會化受試者有

高的組織社會化預期分數；女性比男性有更高的組織社會化；管理職

位的女性在五構面上的組織社會化比男性高。 

Morrison (1993)針對135位新進會計人員工作掌握、角色釐清、文

化調適、社會整合等構面進行組織社會化衡量，新進組織6個月的員工

而言，資訊尋找對於工作掌握、角色釐清以及社會整合具有影響力。 

Chao等人 (1994) 針對594位大學畢業生以34項六個構面來衡量組織

社會化，分別為：工作掌握、人際關係、政治、語言、組織目標與價

值、歷史。比較三個群體（未曾轉換工作、離職、在組織中工作轉換

者），並顯示會離開組織者，其組織目標及價值和歷史構面上並沒有

高度的組織社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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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eter等人 (2003)針對492在職進修的大學及研究生以43項三個構

面來衡量組織社會化：組織、工作團隊、工作/任務，年資較長的員工

比資淺者在三個構面上有較高度的社會化，結果為不同的年資及資訊

來源會影響新人的社會化程度。 

二、 組織社會化結果 

過去探討組織社會化的結果變項時，除了對新進人員適應的探討

之外，亦有針對角色衝突、離職意願、工作滿足、承諾、績效、認

同、生涯投入、角色導向等來探討其與組織社會化的關係，相關之研

究如表2-2所示。 

表 2- 2  組織社會化的結果 

研究 樣本 組織行為之結

果變項 研究結果 

Jones(1986)  以美國主要

中西部之

MBA 為樣

本 

角色衝突、角

色模糊、離職

意願、工作滿

足、承諾 

機構式社會化戰術對角色衝

突、角色模糊、離職意願有

負向的影響；與工作滿足、

承諾有正向的影響；而個別

式社會化戰術則對創新的角

色導向有正向的影響 
Reichers 
(1987) 

無(純粹發

展模式) 
滿意度、承諾 探討新進者社會化的互動觀

點，包括象徵性互動和人-情
境互動關係 

Major et al. 
(1995) 

248 位新進

人員 
組織承諾、滿

意度、留任意

願 

LMX-Leader-member 
exchange 、 TMX-team-
member exchange 為角色期望

與組織承諾、滿意度及留任

意願顯著的情境變項，LMX
及TMX 愈高，對角色愈不滿

的員工，其留任意願較LMX 
及TMX 較低者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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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樣本 組織行為之結

果變項 研究結果 

Chao et al. 
(1994) 

597 位工程

師、經理人

及專業人員

（未曾轉換

工作、離

職、在組織

中工作轉換

者） 

生涯效能(績
效、調適、認

同、工作滿

足、生涯投

入、組織承諾) 

組織社會化對於績效、調

適、認同、工作滿足、生涯

投入、組織承諾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其中組織目標及價

值觀對工作投入、工作滿足

以及調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政治對績效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歷史對工作滿足、認同

有顯著的影響；而工作掌握

及語言則對認同有顯著正向

的影響，至於人際關係部分

則對五個因變數均無顯著的

影響。 
Ashforth & 
Saks 

1991~1992 
年

Concordia 
大學大學部

畢業班同學

角色創新、角

色模糊、角色

壓力、角色衝

突、離職傾

向、工作滿

足、組織承

諾、組織認同 

機構式社會化戰術與角色創

新、角色模糊、角色衝突、

壓力症候、離職傾向有負向

的關係，而與組織承諾、工

作滿意、組織認同有正向的

關係。 

Baker(1995)  Allen 和
Meyer 
(1990) 的資

料 

角色導向、組

織承諾 
程序的、固定的、伴隨的、

賦與的社會化戰術會影響新

進員工的角色導向和組織承

諾 
Fullagar et 
al.(1995) 

工會成員 工作承諾、工

會參與 
採行個別式社會化戰術會對

工會承諾、工會參與產生正

向之影響 
Saks, & 
Ashforth 
(1997) 

154位新進

會計人員 
工作滿足、組

織承諾、任務

多樣性、角

色、緊張、離

職傾向 

討論社會化戰術與資訊取得

對社會化結果的影響。社會

化戰術與工作滿足、組織承

諾、任務多樣性、角色正相

關，與緊張、離職傾向負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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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樣本 組織行為之結

果變項 研究結果 

Haueter et al. 
(2003) 

320位來自

三個不同組

織的新進人

員 

工作滿足、組

織承諾、績

效、社會支持 

組織社會化與工作滿足、組

織承諾及社會支持中的工作

夥伴有正向之影響；對績效

及社會支持中的主管支持則

不顯著。 
資料來源：董玉娟(2000)；Haueter et al.(2003). 
 
伍、小結 

Chao 等人(1994)認為組織社會化是一輩子的過程，因為在一生的

過程中，個人的工作情境或本身都可能發生變化，新的學習需求出

現，組織社會化需求便會產生。組織社會化過程對員工的工作行為及

態度有重要的意義，新進者適應組織的快慢會影響他們能否很快的完

全發揮。因此，本研究對組織社會化之定義為「個人調整自己以適應

特定組織角色的學習過程及內容」並以社會化的內涵，即在社會化中

實際習得的是什麼為研究的重心，採用 Chao 等人之組織社會化六構面

量表，衡量員工在合併後組織社會化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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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滿足 

壹. 工作滿足的意義 

工作滿足是指員工對其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度，而所謂的態

度，係指對人事物正面或反面的評價，由認知、情感、行為構成態度

的三要素(Robbins, 1992)。此概念最早係由 Hoppock(1935)所提出，他

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工作者心理上、生理上對工作環境與工作本身的滿

意感受，是一種心理狀態的整體性單一概念 (轉引自黃貴祥，1991)。

工作滿足，至今尚無最佳且精確之定義，大多視個人研究的目的或性

質而定，可將其歸納為綜合性、參考架構及期望差距三種定義(王傑

明，2004)： 

(一)綜合性定義(Overall Satisfaction) 

將工作滿足概念作一般性的解釋，亦即工作滿足僅為一單一概

念。工作者會將在不同構面上的滿足與不滿足程度作一整合及平衡，

形成一個整體的滿足。此定義可稱為整體或一般工作滿足的定義，其

重點在於工作者對於與工作相關的環境所抱持的一種態度以及看法。 

(二)參考架構定義(Frame of Reference) 

此項定義的重點在於工作滿足為個人參考架構，並對工作的特性

加以解釋後所得到的結果，此定義可稱為構面性定義，也就是工作者

對於工作各項特殊構面之情感性反應。如 Vroom(1962)認為有七個構

面，包含組織本身、升遷、工作內容、直屬長官、待遇、工作環境、

工作伙伴等構面。Smith(1969)等人則提出工作本身、升遷、薪水、上

司以及工作夥伴等五項構面，至於何種工作滿足構面分類為最佳，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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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並無圓滿解答，是故以不同的樣本或不同的量表項目，會導致不同

的因素結果以及解釋。 

(三)期望差距定義(Expectation Discrepancy) 

此種定義可稱為需求缺陷性定義，其重點在於工作者應得以及實

際所得兩者間的差距而言，兩者的差距越大則工作者呈現的滿足程度

越低；反之若差距越小，則滿足程度越高。Porter 和 Lawler(1971)認為

滿足是由個人認定其所應與所知覺真正得到的，兩者之間的差距所決

定，差距越大則越不滿足；而差距越小則越顯得滿足。 

貳. 工作滿足的內涵 

Campbell, Dunnette, Lawler 和 Weik (1970)將工作滿足理論分為內

容理論與程序理論。內容理論主要在研究影響工作滿足的因素，如

Maslow 的需求層次理論(hierarch of needs)及 Herzberg 的激勵-保健理

論；程序理論則在探討如期望、需求和價值等變數與工作特性相互作

用後，所產生工作滿足的過程，如 Adams 的公平理論、Vroom 的期望

理論及差距理論，僅就此五種較具代表性者略述如下： 

(一) 需求層次理論(need hierarchy theory) 

Maslow(1954)的需求層次理論將人類的需求由低至高分成五個層

次，各層次的需求間有階層關係，基層需求獲得相當的滿足後，次一

層需求才出現，因此根據需求實現理論，要讓個人獲得滿足，必須依

序地達成個人的各層次需求。需求實現理論五層次的需求如下： 

1. 生理需求：即個體生存的基本需求，例如食物、飲水、掩蔽場所

以及消除或避免痛苦的需求。 

2. 安全需求：保障身心不受到傷害、威脅、預防危險及意外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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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會需求：包括情感、歸屬、被人接納及友誼等需求。 

4. 尊嚴需求：包括內在的尊重因素，如自尊心、自主權與成就感，

及外在的尊重因素，如身份地位、被人認同與受人重視。 

5. 自我實現需求：為人類最高的需求，此一需求至今未獲適當界

說，大致說來，即期望能成為自己所希望成為的人的需求，包括

成長、達到個人潛力及自我實現。 

需求層次理論的特色為： 

1. 人類的需求可區分為五種，其各需求的滿足由上而下，當低層

次的需求達到滿足後，將再追求較高層次需求的滿足。 

2. 對某一層次需求達到部分程度的滿足之後，即會展開追求較高

層次需求的滿足。 

3. 各需求層次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往往是互相重疊的。 

此外，Maslow 也承認個別差異的存在，亦即上述法則仍會因人而

異；不過，由 Maslow 的理論，管理者可針對員工的需求，發展出

各種獎勵辦法，以有效激勵員工，使其獲得工作上的滿足。 

(二) 激勵保健理論(motivation-hygiene theory) 

激勵保健理論是由心理學家 Frederick Herzberg 於 1959 年提出，認

為內在因素如成就感、他人的認同、工作本身、職責、進步及個人成

長等，與工作滿足有關；而公司政策、管理制度、督導方式、人際關

係及工作環境等外在因素則與工作不滿足有關。能使員工滿足的因素

稱為激勵因子(motivators)，能防止不滿足的因素稱為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s)，當公司將外在因素都處理得很妥善後，員工不會不滿足，但

也不會滿足(Herzberg et al.,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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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 

1963 年 Adams 提出公平理論，認為滿足程度是由一個人知覺到的

工作投入與結果問的平衡(input-output balance)來決定。由於員工會比

較彼此的付出(input)和報償(outcomes)，如果個體的報償與投入的比率

相同於他人時，表示很公平；但兩者之比率不同時，員工即感受到不

公平的壓力。Adams (1965)認為，員工在不公平的壓力下，會激勵自

我，並設法矯正這種不公平的現象，亦即工作滿足是員工自己所投入

與產出和他人相比較後的感覺，並會試圖修正其中不公平的狀態。此

理論主要包括四個主要成份： 

1. 投入：指個人認為他所投入於工作的所有一切，如勞力、技能

與精神等。 

2. 報酬：指個人認為由於他的付出而得到的一切成果與價值，如

薪資、福利等。 

3. 比較對象：可能是組織內或組織外的人物，也可能是職位上前

任的員工。 

4. 公平與不公平：個人的(所得/投入)的比率與比較對象相比較後

的結果。 

(四) 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期望理論是 Vroom 於 1964 年所提出。期望理論認為，人們之所以

採行某種行為(如努力工作)，乃是基於他認為這麼做可得到某種可喜且

吸引人的結果(Robbins, 1992)。期望理論建立在三個基本概念上(Lawler, 

1970)： 

1. 期望(expectancy)：指個人的努力會獲得成功的信念。 

2. 誘力(valence)：指報酬對個人吸引力程度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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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具價值(instrumentality)：指個人知覺到做好工作與獲得酬賞

之間的關係。 

期望理論認為工作者在決定某種行為時，乃是上述三個概念的整

合。分析與判斷。只有 V×E 的力量很高時，才有可能激勵個人行為；

若 V 和 E 兩者有一個很低時，激勵效果很差。所以，管理者應設法改

善工作環境，以提高個人對工作的評價，或增加個人達成結果的可能

性，以產生激勵的效果。   

(五) 差距理論(discrepancy theory) 

此理論是指個人實際獲得與對工作結果的期望水準比較，若前者

大於後者，則個人會感到滿足；反之則產生不滿足，且兩者差異愈

大，愈感到不滿足。因此，Locke (1969)認為，工作者工作滿足與否，

視其自己認為所要獲得的與可能獲得的之問的差別而定。同時，滿足

與否的程度，視獲得成果在工作者心目中的重要性而定。工作者心中

愈重要的東西不足愈多，將有更多的不滿足。 

Porter (1961)的觀點與 Locke 的看法頗為相近，認為工作滿足的程

度是依據個人「應該得到的結果」與「實際得到的結果」之間的差距

來決定。不過 Porter 定義中的「應該」傾向於「公平的判斷」，Porter

也根據差距理論的觀點而設計成需求滿意問卷，對於工作滿足的測量

有相當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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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衡量工作滿足的工具 

由於工作滿足為一種態度，心理學者分析態度之性質，認為態度

是一種心理狀態，是促動行為的內在歷程，態度可從外顯行為去測驗

解釋，是個人行為反應的指標，因此，就工作者的態度測量，可了解

其內在的滿意感受與可能的回應行為。研究者實際研究工作者之工作

態度時，皆基於以下的假設前題： 

其一，工作者對其工作的單一向度具有單一成份的態度。 

其二，工作者對其工作的整體向度具有一合成的態度。 

對工作滿意的詮釋或測量，也基於以上的概念基礎(Robbins, 1992) 

一、 工作滿足指數(Index of job satisfaction) 

Brayfield 和 Rothe (1951)以態度量表來測量員工的一般工作滿足，

共有十八個關於工作方面的敘述問句。 

二、 需求滿足問卷(Nee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NSQ) 

Porter (1961) 根據工作滿足差距理論所發展出來的態度問卷。量表

中每一道題都有其相對應的兩個小選項，第一個小選項指受試者對於

題目的內容現在(is now)感受滿意的程度；另一個小選項指受試者對於

題目的內容覺得應該(should be)獲得滿意的程度。再就每個項目中，受

試者選取「應該」的數值，減去其「現在」的數值，即是其工作滿意

的分數。兩者的差距愈大，表示愈不滿意。將所有項目相加，則代表

整體的工作滿意。 

三、 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 

Weiss, Dawis 和 England (1967)所提出，問卷分為長式及短式兩

種，使用 Likert 五點量尺（非常不滿意、不滿意、中立、滿意、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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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長式問卷包括二十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有 5 個題目，共計

100 個題目。短式問卷由長式問卷每個分量表中，選出相關性最高的一

個題目，代表該分量表，共計 20 題。衡量內部(intrinsic)工作滿足、外

部(extrinsic)工作滿足、一般性(general)工作滿足。 

四、 工作描述指標(Job description index, JDI) 

Smith, Kendall 和 Hulin (1969) 內容包括五種獨立向度的滿足分量

表 -待遇 (pay)、升遷 (Promotion)、監督方式 (supervision)、工作本身

(work)、工作伙伴(co-workers)，共 72 題。每個分量表可提供一個向度

的滿足分數，全部向度相加則代表整體工作滿足的分數。在量表中的

每一個項目，均包含著一連串的形容詞或句子。受測者只需對每一個

字句，依其符合、不符合或不能決定，依序以”Y”、”N”或”?”作答即

可。 

五、 工作診斷調查表(Job diagnostic survey, JDS) 

Hackman 和 Oldham (1975) 此量表除可應用於工作特性及個人成長

需求強度的量測外，亦可應用於量測工作者的一般滿意及特殊滿意。

其內容包括五個核心構面（技能多樣性、工作完整性、工作重要性、

自主性、工作回饋性）及兩個輔助構面（他人回饋性、合作性），並

以激勵潛能分數來測量工作者的反應。短題本，計 21 個題目，可測量

受測者的一般滿足（工作者對其工作感到滿意和愉快的程度）、內在

工作動機（工作者能自我激勵以有效完成工作的程度）、特殊滿足

（工作安全感、社會滿足、待遇、督導、成長滿足等五個構面的滿意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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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小結 

工作滿足的定義被歸納為綜合性、參考架構及期望差距三種，由

於本研究在探討知覺組織支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組織承諾間

之關係，重點放在變項間的關係，非放在工作滿足此變項本身之探

討，故採用綜合性定義，著重於工作者對於與工作相關的環境所抱持

的一種能度以及看法，將工作滿足定義為「員工對其工作或工作狀態

之態度。」其中態度乃指對人事物正面或負面的評價，並 Weiss, Dawis, 

和 England (1967)所提出之明尼蘇達滿足短式問卷來衡量員工工作滿足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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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組織承諾 

組織承諾(organization commitment)的課題一直是學術領域中研究

組織中員工態度的重要課題，原因不外乎其對員工離職、工作績效、

組織績效等變項具有預測力(Po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 1974; 

Morris & Sheman, 1981; Ferris & Aranya, 1983)，亦提供管理實務界於制

定相關管理決策時之重要參考依據。 

壹. 組織承諾的定義 

針對組織承諾的定義，研究者基於本身研究目的之差異，而對其

看法不一，因此，迄今仍無定論，但學者對組織承諾的定義大致可分

為二種類別，第一類以 Porter, Steers, Mowday 及 Boulian (1974)年提出

「個人對某一特定組織的認同與投入的程度」為組織承諾的定義，並

視其提出的三個傾向為組織承諾概念性構面-價值承諾、努力承諾、留

職承諾；第二類則以 Meyer 及 Allen (1990)為主，分離了組織承諾是一

種個人對組織的認同與投入的程度，把組織承諾分為因情感等心理因

素、利益成本的認知和義務規範等道德因素所產生的附著現象（李元

墩、鍾志明、林育理，2000）。綜觀國內研究者對組織承諾的定義以

第一類較廣為接受，是故，本研究中亦以 Porter, Steers, Mowday, 及

Boulian (1974)之定義「組織承諾是個人對某一特定組織的認同與投入

的程度，其包含三個傾向：(1)強烈信仰與接受組織的目標與價值；(2)

願意為組織利益而努力；(3)明確的希望繼續成為組織中的一份子。」

為本研究對組織承諾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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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組織承諾的內涵 

研究組織承諾的內涵時，通常以不同的分類方式，來表達組織承

諾的概念化構面。試將相關學者對組織承諾之分類彙整如表 2-3。 

表 2- 3  組織承諾的分類 

作者 分類 定義 
道德的投入

(moral 
involvement) 

一種正向且高強度的導向，此導向乃

基於將組織目標及價值內化。 

計算的投入

(calculative 
involvement) 

一種較低強度的關係，此關係是一種

利益與報酬的理性交換。 

Etzioni (1961) 

疏離的投入

(alimentative 
involvement) 

一種負向的導向，此導向存在於剝萷

的關係中。 

持續承諾

(continuance 
commitment) 

由於個人對組織的投資與犧牲，以致

於離開組織的成本是昂貴的或不可能

的。 
凝聚承諾

(cohesion 
commitment) 

依附於組織中的社會關係，其產生乃

由於公開的放棄以前的社會關係或是

致力於能夠提昇團體凝聚力的儀式。

Kanter (1968) 

控制承諾

(control 
commitment) 

依附於組織規範並且塑造其行為於所

欲的方向，因為要求組織成員公開否

定以前的規範，且依據組織的價值，

來重新制定其自我概念。 
組織行為的途

徑 
將承諾視為一種對組織的強烈認同及

投入，或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愈趨一

致的過程（態度承諾）。 

Staw & 
Salanick 
(1977) 

社會心理的途

徑 
將承諾視為個人在組織中，由於投入

了沉沒成本而必須與組織連結在一起

（行為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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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分類 定義 
規範性的承諾

(normative 
commitment) 

個體對於某一特定行為抱持規範的理

念，一個人願意繼續留在組織裡，為

組織付出更多努力，並非他已經評估

這樣做將會獲得多少利益．而是他相

信他「應該這樣做，才符合團體的規

範」。 

Steve (1978) 

交換性的承諾

(exchange 
commitment) 

個體以投資報酬率的觀點，衡量付出

與報酬的差距組織成員會將自己對組

織的貢獻以及組織所獲得的報酬之行

為視為「交換性」的行為。 
交換觀點(side-
bets) 

承諾是與成為組織成員有關的報酬及

成本的函數；當在組織的年資增加

時，它通常也會增加。 
歸因觀點

(attributions) 
承諾是個人與其行為的連結，當個人

從事有意志的、明顯的及不可變更的

行為後，其會歸因於自己早已對組織

有承諾。 

Reichers 
(1985) 

個人、組織目

標一致的觀點

(individual/ 
organization 
goal 
congruence) 

承諾發生於當個人認同並且致力於組

織目標與價值時。由Porter等人發展

的組織承諾問卷(OCQ)就是此定義操

作化的最主要問卷。 

Allen & 
Meyer (1991) 

情感性承諾

(affective 
commitment) 

情感性承諾指的是組織成員願意並且

希望繼續留在組織服務的意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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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分類 定義 
持續性承諾

(continuance 
commitment) 

有關離開組織成本的認知，會使成員

產生留在組織中的承諾。成員通常會

依兩方面來決定對組織的持續性承

諾：(1)衡量其他外在就業機會的多

寡(2)知覺離開公司，所付出的犧牲

(成本)。換言之，根據Becker的交換

理論，組織成員認知他們的累計投資

或 "Sidebets"( 附 屬 利 益 ) 的 考 量

Racke(I960) 
規範性承諾

(normative 
commitment) 

規範性承諾強調維持對組織的忠誠，

是發展社會化經驗的結果 Wiener 
(1982)，或經由組織獲得利益(如:學
費的給付或技能的訓練)，在成員心

目 中 產 生 成 員 報 答 組 織 的 義 務

Scholl(1981)。 
報酬基礎的承

諾 (reward-
based 
commitment) 

認為可以滿足其在經濟優勢、地位、

社會利益及任務利益方面之需要，則

會傾向於對變革付出承諾。 

Lamsa & 
Savolainen 
(2000) 

信任基礎的承

諾 (trust-based 
commitment) 

如果認為對於變革所做的承諾是有價

值的，而且情感上是重要的，就會對

變革做出承諾。 
資料來源：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及孫進發（2004）。 

參. 衡量組織承諾的工具 

(一) Hrebiniak 和 Alutto (1972)之組織承諾量表 

此量表係 Hrebiniak 和 Alutto (1972)依據交換性的觀點而發展編

製，主要是在衡量受試者對組織計算性的投入，藉以了解受試者當組

織提供的四個外在誘因（薪資、地位、友誼及專業創造的機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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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的情況下，離開組織的強弱程度。Ferris 和 Aranya (1983)曾以美國

及加拿大 1,105 名專業會計師為樣本進行此量表的信度分析，其

Cronbach’s α係數為 0.88。因為此量表僅有四個題目，且所包含的面向

較少，因此，在實際上被採用的機會不多。 

(二) Mowday, Steers 和 Porter (1979)之組織承諾量表 

此量表乃基於 Porter, Steers, Mowday 和 Boulian(1974)對組織承諾

的定義-個人對某一特定組織的認同與投入(involvement)的程度，於

1979 年由 Mowday, Steers 和 Porter (1979)發展出來的組織承諾量表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共有 15 個自陳式問

題，用來測量成員對組織的忠誠，達成組織目標的意願及對組織價值

的接受程度，其中有 6 題反向題。 

Mowday 等人測量九個不同組織的受試者，並就此問卷進行信度及

效度的分析，發現此問卷再測信度的全距在 0.53 至 0.75 之間，每一項

目與總分的相關係數其全距為 0.36 至 0.72 之間，Cronbach’s α係數亦

達 0.88 以上。至於效度方面，亦提出說明指出此問卷具有相當程度之

辨別效度(discriminant validity)及輻合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 

(三) Meyer, Allen 和 Smith (1993)之組織承諾三構面量表 

Meyer, Allen 和 Smith(1993)所提出的量表乃是修正 Meyer 和 Allen 

(1990)發展出三構面組織承諾問卷而來，包括情感性承諾乃量表

(affective commitment scale, ACS) ， 持 續 性 承 諾 量 表 (continuance 

commitment scale, CCS)及規範性承諾量表(normative commitment scale, 

NCS)。 

(四) 李元墩、鐘志明、林育理（2000）之組織承諾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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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元墩、鐘志明、林育理等學者指出 Meyer, Allen, 和 Smith (1993)

所發展的三構面組織承諾量表，其中題項會產生雙重負荷的現象，且

其對組織承諾的定義與台灣本土學者專家的看法不同，反觀 Porter 等

人對組織承諾的定義，較受台灣研究者的認同，但 OCQ 量表中某些題

項區分效度不足，故興起建構本土化組織承諾量表之念頭。李元墩等

學者所建構之量表乃採用 Porter 等人所建構的三個構面(OCQ)為基礎，

發展台灣本土化企業員工的組織承諾量表(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ventory, OCI)，由三個主構面構成，分別為留職承諾、努力承諾及價

值承諾，共計 25 題，Cronbanch’s α係數為 0.958。 

肆. 組織承諾的相關研究 

探討組織承諾此變項時，學者大多會朝兩個方向進行研究，一為

探討影響組織承諾之因素，另外則會以組織承諾來預測其他變項。組

織承諾的前因後果模式中，雖說以 Steers(1977)及 Mowday 等人(1982)

所提出之前因後果模式最具代表性，但由於組織承諾牽涉之前因後果

變項很廣，因此，到目前為止尚無一模式可以完整呈現所有變項。 

(一) Steers的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Steers於1977年以382名醫護人員及119名科學家及工程師為研究對

象，提出「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理論」，如圖2-3所示。其前因變項

為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經驗，而結果變項為留職意願、留職需

求、出席率、工作績效。結果發現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經驗與

組織承諾有顯著相關，其中以工作經驗最具解釋力；而組織承諾與留

職意願、留職需求之間亦有顯著相關，至於研究對象之組織承諾與工

作績效間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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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特質
（成就動機、年齡、教育程度）

工作特性
（工作完整、互動、回饋性）

工作經驗
（群體態度、組織可靠性、個人

之重要性）

組織承諾

留職意願
留職需求
出席率
工作績效

 

圖 2- 3  Steers 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資料來源：Steers, R. M. (1977). 

 

(二) Mowday, Porter及Steers (1982)所提出之前因後果模式 

Mowday等人(1982)所提出之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如圖2-4所

示，前因變數為個人特徵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角色特徵 (role-

related characteristics)、結構性特徵(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及工作經

驗；後果變數為工作績效、年資、缺勤、怠工及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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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  Mowday, Porter 及 Steers 組織承諾前因後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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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小結 

研究組織承諾重要性，在於可瞭解造成組織成員對組織的投入與

認同強度差異之原因，及用此強度來預測組織成員的工作績效、離職

意願等因素。在本研究中，乃設定組織承諾可預測員工的工作績效，

著重在以組織承諾為後果變項，即依變項，探討在金融業合併時，有

哪些因素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認同及投入的強度。在定義組織承諾

時，採用 Porter, Steers, Mowday 及 Boulian (1974)之定義「組織承諾是

個人對某一特定組織的認同與投入的程度。」並以價值承諾、努力承

諾、留職承諾為組織承諾概念性構面，使用 1979 年由 Mowday, Steers

和  Porter 發 展 出 來 的 組 織 承 諾 量 表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用以衡量員工對組織的價值的接受程度，達成組

織目標的意願及對組織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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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各構面之互動關係 

壹. 知覺組織支持、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 

Shore 和 Tetrick (1991)針對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滿足提出其看法，

認為知覺組織支持為對組織信念的描述，而工作滿足則是一種情感性

態度；再者，工作滿足比知覺組織支持更易受近期工作條件改變影

響。Eisenberger 等人(1997)更具體提出兩者具有相關性，但卻為不同的

概念，知覺組織支持為一種信念，即組織對員工善或惡意的意向；而

工作滿足則為工作有利的多面向概括表列。知覺組織支持在滿足社會

性情緒需求下有助於工作滿足及努力-酬賞期望的提升(Witt, 1991)。 

另由於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承諾在概念上的相似性，因此有些研

究針對兩者的不同進行比較(Shore & Tetrick, 1991; Shore & Wayne, 

1993)，但也有些研究則針對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承諾間之影響關係進

行探討。Eisenberger 等人(1997)在探討知覺組織支持時提出，知覺組織

支持與工作相關產出具正向關係-包括情感性組織承諾、努力-酬賞期

望、角色內工作績效的衡量、協助既有工作伙伴、改善組織營運；與

出缺勤、離職意圖有負向關係。Eisenberger 等人(2001)知覺組織支持會

透過情感責任(felt obligation)與正面的情緒(positive mood)影響情感性組

織承諾。知覺組織支持可提高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性承諾，與組織承諾

具有正向相關(Settoon, Bennett & Liden, 1996; Allen, Shore, & Griffeth, 

2003; Stamper & Johlke, 2003)。 

貳. 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 

Jones(1986)機構式社會化戰術對角色衝突、角色模糊、離職意願

有負向的影響; 與工作滿足、承諾有正向的影響; 而個別式社會化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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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對創新的角色導向有正向的影響。Jones 在研究社會化類型對剛畢業

的 MBA 之影響，其結果顯示：組織採行機構式導向者，新進人員傾向

產生管理者角色取向，且組織承諾較高；反之，組織採行個人式導向

者，新進人員傾向產生創新性角色取向，組織承諾較低。 

Chao 等人(1994)組織社會化對於績效、調適、認同、工作滿足、

生涯投入、組織承諾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組織目標及價值觀對工

作投入、工作滿足以及調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政治對績效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歷史對工作滿足、認同有顯著的影響; 而工作掌握及語言則對認

同有顯著正向的影響, 至於人際關係部分則對五個因變數均無顯著的影

響。Baker(1995)程序的、固定的、伴隨的、賦與的社會化戰術會影響

新進員工的角色導向和組織承諾。 

Saks 和 Ashforth (1997)討論社會化戰術與資訊取得對社會化結果的

影響。社會化戰術與工作滿足、組織承諾、任務多樣性、角色正相

關，與緊張、離職傾向負相關。Haueter 等人 (2003)組織社會化與工作

滿足、組織承諾及社會支持中的工作夥伴有正向之影響。 

參. 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社會化 

Costello (2003) 使用 Chao 等人(1994)及 Eisenberger 等人(1986)所發

展之量表，研究組織社會化內容和知覺組織支持間之關係，雖因受測

對象及環境的喪失，無法驗證此兩變項之關係，但從相關資料蒐集及

問卷回覆中，卻可看出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社會化間之關係，將有助

於員工社會化的成功。 

 

 



 - 59 - 

肆. 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 

在探討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時，兩者在概念上同屬於態度的一

種，皆在衡量心理反應的程度，差別在於反應的標的不同。工作滿足

在衡量個人對「特定工作」的評價，衡量其對工作的「滿足」程度，

而組織承諾則在分析個人對「整個組織」的反應，衡量其對組織的

「投入」程度。 

有些學者將工作滿足作為中介變項，來探討自變項、工作滿足與

組織承諾間的因果關係。例如 Marsh 和 Mannari (1977)的研究結果指

出，日本員工對公司表示高度的終身承諾，主要由工作滿足、團結力

及地位等原因而來。Farrell 和 Rusbult (1981)兩人對工作滿足與組織承

諾之研究指出，此二者之間有顯著正相關存在，且在其研究結果發

現，工作滿足是報酬及成本的函數；組織承諾則是工作滿足、投資及

替代案的函數。因此，工作滿足可視為前因變項（如報酬及成本）與

後果變項（如組織承諾）之間的中介變項（徐正屏，2002）。 

因此，可得知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二者關係為工作滿足是影響組

織承諾的中介變項，且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的關係相當直接且影響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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