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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第一節在說明本研究之架構；第二節則依前述之研究動機、

目的及文獻探討，建立本研究相關的研究假設；第三節說明本研究之

研究流程；第四節則在說明研究變項的操作性定義及衡量方法；第五

節依據本研究的理論觀點，說明選擇研究對象的理由與研究樣本的特

性；第六節說明資料的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合併綜效的產生，端視合併後的整合狀況，當以組織行為學派及

人力資源之觀點，探討合併對員工心理議題的影響時，員工面對合併

所帶來組織變革之行為反應、態度、預期、知覺，不論是正面或是負

面，根據研究顯示，皆會對員工工作滿足與對組織的承諾產生影響，

進而影響到合併綜效。 

而探究金融業合併時，員工對組織的認同及投入強度，會受到其

對合併過程的看法即合併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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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rantas & Nicandrou, 1997)及工作滿足中介變項的影響。而這些

看法，來自於員工與雇主之間的互惠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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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給

予組織有利的工作態度及行為以作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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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的在提出一影響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承諾之整

合模式，探討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

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間之關係。即在合併的情境

下，探討員工知覺組織對其貢獻的認同與福祉關懷程度之整體性信

念，及員工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之社會化程度，對新工作與

工作狀態之滿足程度與組織認同及投入強度間的影響。依研究目的與

前述文獻分析之結果，提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知覺組織支持

組織社會化

工作滿足 組織承諾

 
 

圖 3-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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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係在提出一影響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承諾之整合模

式，用以探討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

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間之關係，為了驗證其間的關

係，本節建立下列之假設。 

壹、 知覺組織支持對組織社會化之影響 

知覺組織支持為員工察覺到組織對其貢獻之重視及福祉的關懷，

並可藉由社會情緒之支持來增進員工對工作的付出。而組織社會化在

強調新進人員成為組織成員的社會化階段和社會化的內涵，提供什麼

樣的資訊讓員工快速調整自己以有良好的表現。過去研究中 Costello 

(2003)曾使用 Chao 等人(1994)及 Eisenberger 等人(1986)所發展之量表，

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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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經訪談銀行業高階經營層後，其認為組織非常重視員

工的貢獻，因此在員工成為組織一份子時，一定會提供各項工作所需

要知道的訊息給員工，讓員工能於最短時間內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

織角色，顯示在實務上此兩變項確實有關連性存在。因此，由此推論

知覺組織支持對組織社會化有正向之影響，並在實證研究中提出如下

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1：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和組織社會化有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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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之影響 

Rhoades 和 Eisenberger (2002)歸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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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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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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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此推論知覺

組織支持與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有正向之關係，並在實證研究中提出

如下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2：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和工作滿足有正向之影響 

H3：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和組織承諾有正向之影響 

參、 組織社會化對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之影響 

組織社會化可區分為兩種研究類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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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則將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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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類的研究

中，Jones (1986)研究社會化類型對剛畢業的 MBA 之影響，其結果顯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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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類的研究中，Chao 等人則指出組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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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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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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此推論組

織社會化與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有正向之關係，並在實證研究中提出

如下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4：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社會化和工作滿足有正向之影響 

H5：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社會化和組織承諾有正向之影響 

肆、 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之關係 

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間關係之探討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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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ell 和 Rusbult (1981)等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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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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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由此推論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有正向之關係，並在實證研究中提

出如下的假設，欲加以驗證： 

H6：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工作滿足對組織承諾有正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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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列假設，各個構面間之結構性的關係如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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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  研究架構中的假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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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進行方式，分為四個階段，分述如下： 

一、 形成研究架構與假設階段 

依據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進行相關文獻之分析、歸納與整理，

建立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二、 形成研究工具階段 

根據研究之架構與欲考驗之假設，採用國內外現有文獻已發展出

來的量表，再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及專家學者之建議，加以修改作為蒐

集實證資料的工具，形成問卷初稿並進行問卷的預試，根據預試者提

供的意見及信度、效度分析後完成定稿問卷。 

三、 實證資料收集分析與假設考驗階段 

針對研究對象進行正式問卷調查，採用 SPSS 11.0、LISREL 8.30

等套裝軟體作為統計處理工具，依據統計結果，進行資料分析及假設

檢定。 

四、 結論建議階段 

依據分析結果，說明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及其意涵，並提出建議，

以作為學術界後續研究和實務界應用之參考。 

研究流程如圖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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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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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圖 3- 3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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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變數的操作型定義與衡量 

壹.  研究工具 

本研究為確保測量工具的效度及信度，盡量採用國內外現有文獻

已發展出來的量表，再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加以修改作為蒐集實證資料

的工具。在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社會化研究變項的操作性定義及衡量

工具上，主要採用自國外已發表的學術論文，藉由「雙向翻譯」的方

法，先由研究者將這些量表經過翻譯成中文，再由精通英語並熟悉國

外研究環境之研究所畢業人士反翻譯，以確保研究者所翻譯之語意與

原量表的原意相同，並逐題比對及潤飾翻譯及反翻譯後之量表題項。

最後，將各研究變項之量表依據本研究的目的稍作修正，並請教專家

學者之建議，設計成初步的問卷。 

為了解本問卷之適切性，在問卷正式定稿前，本研究先進行問卷

的預試，再根據預試者提供的意見修訂成最後定稿的問卷。預試的對

象為了控制與研究樣本不要有太大的差異，故選擇同屬金融控股公司

且具有合併經驗的銀行為對象，發出問卷 147 份，總計回收 100 份有

效問卷。經信度及項目分析後，皆屬合理範圍(Cronbach’s α 值介於

0.869~0.907 之間)，結果整理如表 3-1 所示。 

表 3- 1 各分量表項目及信度的預試分析 

量表名稱 原量表

題數 
修正後

題數 
刪題前該量

表之

Cronbach’s α 

刪題後該量

表之

Cronbach’s α 

刪除之題號 

知覺組織支持 8 6 0.869  無刪題 
組織社會化 34 20 0.897 0.901 刪第11題 
工作滿足 20 18 0.907 0.912 刪第1、5、

8、17題 
組織承諾 15 8 0.906  無刪題 
總題數 7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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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及衡量 

茲將各變數之操作性定義及衡量工具分述如下： 

一、 知覺組織支持 

從第二章有關組織學習的文獻探討中可發現，學者間對「知覺組

織支持」有一定程度的共識，知覺組織支持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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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衡量知覺組織支持的工具，以 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on 

和 Sowa (1986)所編寫了 36 個陳述句(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SPOS)為主，基於 Eisenberger 等人所發展的 SPOS 量表，後續

Eisenberger 與 Cummings, Armeli, Lynch (1997)及 Armeli, Rexwinkel, 

Lync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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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衡量組織對

員工貢獻的正面評價及對其福祉的關懷程度。 

本量表採李克特五等尺度(Likert 5 Point Scale) ，要求受測者在 1~5 

的數字中圈選一個數字以代表其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的程度，其中

「1」表示「非常不同意」；「2」表示「不同意」；「3」表示「無意

見」；「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將各個變項分

數加總作為員工知覺組織支持的程度。本研究中用以衡量知覺組織支

持之研究變項如下： 

1. 公司重視我的目標和價值觀。 

2. 公司重視我的福利。 

3. 當我需要時，公司願意協助我爭取特別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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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在乎我所提出的意見。 

5. 當我有困難時，公司會適時伸出援手。 

二、 組織社會化之衡量工具 

本研究以Chao 等人(1994)的觀點，對組織社會化之操作型定義為

「個人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的學習過程及內容」。 

組織社會化在員工調適及學習過程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Chao 

等 人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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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歷史、語言、政治、人物、組織

目標與價值觀以及工作掌握，並發展衡量此六構面之量表，用以衡量

組織社會化程度的內容及組織成員在特定內容上社會化的程度。 

本量表採李克特五等尺度(Likert 5 Point Scale) ，要求受測者在1~5 

的數字中圈選一個數字以代表其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的程度，其中

「1」表示「非常不同意」；「2」表示「不同意」；「3」表示「無意

見」；「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將各個變項分

數加總作為組織社會化程度高低。各構面的操作性定義與衡量變項如

下： 

1. 組織背景：係指員工對組織歷史、特定成員背景及專業技術用

語的瞭解，有助於使其知道在某些特定的環境及互動下，應使

用之行話，哪些行為表現是適當或不適當。其衡量變項為： 

(1) 我知道公司長久以來的傳統； 

(2) 我可以很清楚地描述我的工作團隊或部門的狀況； 

(3) 我熟悉公司的歷史； 

(4) 我瞭解工作上的行話及詞彙所代表的特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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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瞭解大部分與專業上相關的縮寫名詞及術語。 

2. 任務運作：係指員工是否體認公司的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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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衡量變項

為： 

(1) 我已經瞭解到公司內事情是如何在運作的。 

(2) 我知道在公司中最具影響力的人是誰。 

(3) 我瞭解在公司中其他成員行動背後的真正動機。 

(4) 我能辨別在組織中要讓事情完成，最關鍵的人物是誰。 

(5) 我瞭解公司的目標。 

3. 同事相處：係指員工能成為工作團隊中的一份子，且受同事愛

戴的程度。其衡量變項為： 

(1) 在我的工作團隊中，我被視為是「一夥的」； 

(2) 我在組織內很受歡迎； 

(3) 我相信我的同事們大多都喜歡我。 

4. 價值觀：係指員工對組織目標的認同及其價值觀。其衡量變項

為： 

(1) 我相信我很適合我的組織； 

(2) 我是個能夠代表組織價值觀的員工； 

(3) 我支持組織所訂立的目標。 

5. 工作掌握：係指員工是否已經學習到與工作相關的技巧、知識

及能力。其衡量變項為： 

(1) 我已經學會如何有效率的完成工作； 

(2) 我已經掌握有關我的工作的各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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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瞭解有關我工作的所有職責。 

三、 工作滿足之衡量工具 

在本研究中對工作滿足的定義為「員工對其工作或工作狀態之態

度。」並採用明尼蘇達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

為衡量工作滿足之工具，此問卷是由 Weiss 和 England 於 1967 年所製

作，以工作適應理論(theory of work adjustment)為架構，分短式(short 

form)與長式(long form)兩種： 

(一) 長式的 MSQ 

共有 100 個題目，分為 20 個分量表，每個分量表包括五個題目，

二十個分量表分別表示能力發揮、成就感、活動、升遷、權威、公司

政策與實施、薪資、同事、創造力，獨力自主、道德價值、受賞識

感、責任感、安全感、社會服務、社會地位、督導─人際關係、督導─

技巧、工作變異性、及工作環境等項目，組成可提供 20 個工作層面的

滿意分數。 

(二) 短式的 MSQ  

共有 20 個題目，分為三個分量表：內在滿足、外在滿足、及一般

滿足，以提供三個工作層面的滿意分數。內部工作滿足來自於對工作

本身的滿足，如工作的成就感及個人成長；外部工作滿足指從事此工

作所帶來的利益，如晉升、薪資及工作條件；一般性工作滿足則為整

合內在及外在工作滿足。 

本研究採用短式MSQ量表，以李克特五等尺度(Likert 5 Point Scale)

作答，要求受測者在1~5 的數字中圈選一個數字以代表其非常不同意至

非常同意的程度，其中「1」表示「非常不同意」；「2」表示「不同

意」；「3」表示「無意見」；「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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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將各個變項分數加總作為工作滿足之程度。各構面的操作性

定義與衡量變項如下： 

1. 內部滿足：指員工對其工作本身感到滿意和愉快的程度。其衡

量變項為： 

(1) 我的工作讓我有發揮所長的機會。 

(2) 我的工作讓我感受到親友們的尊重與肯定。 

(3) 目前的工作會給予我升遷的機會。 

(4) 在工作中我能自由運用專業知識與判斷力。 

(5) 當我有良好的工作表現時會得到讚美。 

(6) 我滿意目前公司的工作環境。 

(7) 我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8) 我的能力與目前的工作需求相符。 

2. 外部滿足：指員工對公司及主管的滿意和愉快的程度。 

(1) 我對主管對待員工的態度感到滿意。 

(2) 我對主管做決策的方式感到滿意。 

(3) 我滿意目前公司執行政策的方式。 

四、 組織承諾之衡量工具 

組織承諾是一種工作上的態度反應，為員工對組織及組織目標的

認同及投入程度，當程度愈高，愈會視自己為組織之一份子，投入高

度的努力。 

在衡量員工對組織承諾時，採用 1979 年由 Mowday, Steers, 和 

Porter (1979) 發展出來的組織承諾量表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指個人對一特定組織認同與投入之強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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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三個次構念：(1) 價值承諾 (2) 努力承諾 (3) 留職承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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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量表採李克特五等尺度(Likert 5 Point Scale) ，要求受測者在1~5 

的數字中圈選一個數字以代表其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的程度，其中

「1」表示「非常不同意」；「2」表示「不同意」；「3」表示「無意

見」；「4」表示「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將各個變項分

數加總作為員工對組織承諾的程度。各衡量變項如下： 

1. 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力，以使組織獲得更佳的經營績效； 

2. 我會告訴我的朋友這個組織是一個值得效勞的地方； 

3. 我覺得個人的目標和組織的目標相吻合； 

4. 能在組織中工作，我引以為傲； 

5. 我很慶幸當年找工作時，能選擇到這個組織，而不是其他可供

我選擇的公司。 

6. 我十分關心公司的未來； 

7. 對我而言，這裡可能是我心目中最好的一家公司； 

8. 為了要繼續留在組織做事，我願意接受組織指派給我的任何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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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樣本 

壹. 研究對象 

一、 研究樣本範圍 

本研究乃在探討員工在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下的知

覺及態度反應，因考量資訊回溯的困難度及本研究探討之變項易受時

間因素造成知覺調整作用及資料取得之困難，本研究的樣本範圍設定

在 2003-2004 年間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臺灣銀行合併之案

例，如表 3-2。 

 

表 3- 2  金融機構合併案 

主併金融機構 被合併金融機構 核准日 方式 
台北銀行 富邦銀行 93.11.2 銀行合併 
台新銀行 新竹市第十信用合作

社 
93.9.23 概括承受 

復華商業銀行 台東縣台東市信用合

作社 
93.3.23 概括承受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萬通商業銀行 92.10.28 銀行合併 
萬泰商業銀行 新竹市第五信用合作

社 
92.7.28 概括承受 

復華商業銀行 雲林縣斗六信用合作

社 
92.7.25 概括承受 

世華聯合商業銀行 國泰商業銀行 92.6.26 銀行合併 
資料來源：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及銀行 92 年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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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樣本對象 

由於考量銀行與信用合作社兩者之經濟規模及人員懸殊較大，在

合併時的各項政策及經營模式被併之信用合作社較無參與之機會，遂

以銀行與銀行間合併之案例，為研究之重心，「銀行子公司合併後之

員工」為本研究之預定受測對象。其中台北與富邦銀行、中國信託與

萬通銀行、世華與國泰商業銀行為金融控股公司旗下子銀行合併之公

司員工為預定受測對象，但在經事前徵詢三家金融控股公司人事單位

之參與意願後，選定 A 及 B 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之員工為研

究的樣本對象。其背景資料比較如表 3-3 所示。 

 

表 3- 3 個案背景資料 

金融控股公司旗

下子銀行 A B 

資本額 431 億 837 億 
員工人數 93.12.31 4,050 人 5,200 人 
組織架構 企業金融事業處 

消費金融事業處 
國內分行 

財富管理事業處 
信用卡事業處 
其他功能單位 

企業金融事業處 
個人金融事業處 
分行營運事業處 
金融服務事業處 
信用卡事業處 
其他功能單位 

服務據點 台灣地區 110 處及 3 家海

外分行、4 家代表人辦事

處 

台灣地區 121 處及 3 家

海外分行 

資料來源：A 及 B 金融控股公司旗下子銀行 93 年度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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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樣本與抽樣 

由於無法取得完整的研究母體名冊做為抽樣構架，故依兩家金融

控股公司銀行子公司之特性-組織皆以功能單位及事業群劃分，採分層

立意抽樣方式，選取樣本單位施測。抽樣架構如表 3-4 所示。 

 

表 3- 4  抽樣架構 

 A 公司 B 公司 
企業金融事業處 20 位 20 位 
消費金融事業處 20 位 20 位 
分行營運事業處 a 100 位 100 位 
財富管理/金融服務事業處 20 位 20 位 
信用卡事業處 20 位 20 位 
其他功能單位 20 位 20 位 
總人數(93 年底) 4050 5200 
抽樣比率 4.94% 3.85% 
a兩家公司之銀行子公司總人數中，以分行營運事業處人數佔大多

數，故在取樣時經該公司人事單位建議，採 1:5 之比例，抽取比

其他事業處多 5倍之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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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問卷回收過程 

為了提高受訪者填答問卷的意願，研究者先向兩家銀行索取公司

組織架構圖，並以研究之名義，詢問各事業處接受填答的意願，針對

有意願之單位，於 2005 年 2-3 月間將問卷、附上限時專送的回郵信封

與紀念品郵寄送交至營業單位，並請其填答完後將問卷寄回，共寄出

400 份問卷。經過兩次的電話催收後，總計回收 315 份問卷，有效問卷

為 291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72.75%，詳見表 3-5 所示。 

 

表 3- 4  樣本數回收狀況 

 A 公司 B 公司 總數 
樣本數 200 200 400 
回收樣本數 152 163 315 
有效回收樣本數 138 153 291 
有效樣本回收率 69.0% 76.5% 72.75% 
有效樣本佔總數比 34.5% 38.25%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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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後，採用計量方法來進行資料分析及假設檢

定，採用的分析方法分述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包含樣本基本資料的描述，作各變數的次數分配及百分比分析，

以了解樣本分佈情形。此外，以平均數及標準差來描述知覺組織支

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等各個構面，以了解樣本在這

些相關變項中的一般知覺，並利用 t 檢定及變異數分析對背景變項所造

成的影響作檢定。 

二、Cronbach’s α與單項對總數(Item to Total)相關係數分析： 

針對各研究變項之衡量變項進行信度分析，用以瞭解衡量構面的

一致性。 

三、複迴歸/簡單迴歸分析 

針對各研究變項個別構面間之關係進行分析，以說明其構面個別

所呈現的影響關係。 

四、因素分析 

(一)探索性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是屬於多變量分析方法中互依分析方法 (Analysis of 

Interdepdence)的其中一種技術，其目的是將彼此相關的變數，轉化成

少數有概念性意義的因素。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因素分析法與最大變異

法旋轉轉軸，分別對知覺組織支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

諾等構面進行因素之萃取，以簡化各構面之變數以利於後續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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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用以測試各構面衡量問項的信度、聚合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與

區別效度(discriminant validity)。 

五、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分析： 

用以驗證研究架構的合理性，在模式參數的推估上，採用最大概

似法；而在模式的適合度檢定方面，則從基本的適配標準(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式適配度(overall model fit)、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度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Bagozzi & Yi, 1988)等三方面的各項指

標作為判定的依據。 

上述第三及第四項的分析方式，係根據 William 和 Hazer (1986)、

Anderson 和 Gerbing (1988)及 Niehoff 和 Moorman (1993)的建議，係採

用兩階段法來進行資料分析與假設檢定，其方式是先用驗證性因素分

析來確立各構面之主要因素，再以因素為基礎，以 LISREL 進行假設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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