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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分為兩節，第一節為結論，說明研究結果及其管理涵義；第

二節研究限制；第三節是研究建議，說明後續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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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現況 

合併後員工(包括消滅/存續銀行的員工/新進員工)對知覺組織支

持、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處於不同意至無意見之狀態，但組織社會化

程度則是介於無意見至同意的狀態，顯示員工在合併後，會調整自己

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此外，消滅銀行員工對組織的認同與承諾上較

存續銀行的員工來得高，此乃因本研究之消滅銀行皆為金融控股公司

的主體銀行，雖然合併銀行子公司時，名稱被消滅，組織與存續銀行

整合，但消滅銀行的員工本質上仍屬金融控股公司之存續員工，對組

織的認同與承諾上較存續銀行的員工來得高；不同金控別之合併後員

工在組織社會化之價值觀構面及工作滿足變項上，有顯著之差異。 

二、 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之影響 

本研究在整體構念上的研究發現，知覺組織支持分別對工作滿足

及組織承諾有正向的影響關係與直接效果，且知覺組織支持亦能透過

工作滿足的中介，對組織承諾產生間接效果。 

即合併後員工察覺到組織對其貢獻之重視及福祉的關懷程度愈

高，員工對其工作或工作狀態之正面的評價就愈高，直接、間接影響

員工對組織及組織目標的認同及投入程度愈高，愈會視自己為組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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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子，投入高度的努力。 

三、 組織社會化對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之影響 

本研究在整體構念上的研究發現，組織社會化對工作滿足及組織

承諾皆有正向的影響關係與直接效果，且組織社會化亦能透過工作滿

足的中介，對組織承諾產生間接效果。 

即合併後員工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之程度愈高，員工對

其工作或工作狀態之正面的評價就愈高，直接、間接影響員工對組織

及組織目標的認同及投入程度愈高，愈會視自己為組織之一份子，投

入高度的努力。 

組織社會化可區分組織背景、任務運作、同事相處、價值觀、工

作掌握等五個構面，工作滿足可區分為內部滿足與外部滿足兩個構

面，組織社會化中的價值觀對工作滿足的內部滿足、外部滿足有顯著

正向的影響，亦即員工對組織目標及其價值觀的認同程度愈高，其對

工作滿足的程度也愈高；價值觀對組織承諾亦有顯著正向的影響，即

員工對組織目標及其價值觀的認同程度愈高，其對組織承諾的程度也

愈高；任務運作對外部滿足有顯著正向的影響，亦即員工其任務運作

的程度愈高，其對外部滿足的滿足程度也愈高。 

四、 知覺組織支持與組織社會化之關係 

本研究在整體構念上的研究發現，知覺組織支持對組織社會化(組

織背景、任務運作、同事相處、價值觀、工作掌握)有正向的影響關

係，表示合併後員工察覺到組織對其貢獻之重視及福祉的關懷程度愈

高，對組織背景、掌握任務運作要領、同事相處、價值觀認同程度及

工作的掌握度愈高，愈願意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角色的學習過程

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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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之關係 

本研究在整體構念上的研究發現，工作滿足(內部滿足與外部滿足)

對組織承諾有正向的影響關係，表示合併後員工對其工作或工作狀態

之正面的評價就愈高，員工對組織及組織目標的認同及投入程度愈

高，愈會視自己為組織之一份子，投入高度的努力。 

此外，於整體模式中可發現，組織承諾對工作滿足之外部滿足構

面具正向之影響，即合併後員工對組織及組織目標的認同，會影響其

對公司及主管的滿意和愉快程度。 

六、 理論模式配置的發現 

本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為背景前提，探討員

工知覺組織支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等四個變數之間

的關係，冀望能提出一影響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承諾之整合模

式。結果發現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及組織社會化皆會直接影響其

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兩變數亦會透過工作滿足之中介影響組織承

諾，且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亦會影響其組織社會化。就各變數間

的整體影響效果分析來看，兩外衍變項對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的效果皆

為知覺組織支持小於組織社會化對工作滿足/組織承諾的整體效果。 

整體及兩公司樣本經由 LISREL 的模式適合度比較檢定，經修正模

式後，雖 B 公司較 A 公司研究樣本對象與修正後模式有良好的配適

度，但就整體而言，修正後模式為一可接受的模式，顯示本研究理論

模式配置符合可接受的適合度檢定水準，亦即本研究的理論模型可獲

得支持。故本研究結論認為，這四個構念間確實存在著影響關係，此

配置模式可以適當的解釋與預測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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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員工對知覺組織支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等構面間

之因果關係，而這個整體結構關係在過去的文獻中尚未有人提及。 

綜合前述之論述及研究假設驗證之結果，本研究之發現為： 

1.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會直接影響組織社會化程

度 

2.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會直接影響工作滿足程度 

3.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會直接影響組織承諾程度 

4.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工作滿足對知覺組織支持和組織承諾有

中介效果 

5.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社會化會直接影響工作滿足程度 

6.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社會化會直接影響組織承諾程度 

7.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工作滿足對組織社會化會和組織承諾有

中介效果 

8. 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工作滿足會直接影響組織承諾程度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兩家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之員工為研究的樣本

對象，但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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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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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3-2004 年間行政院金融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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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委員會核准臺灣銀行合併之案例中選定兩家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

行子公司為研究對象，並統一問卷施測時點。但因兩家公司各自銀行

子公司合併基準日有所不同，造成施測時點與實際合併發生有時間上

之落差，其中 A 公司為合併 3 個月後施測，B 公司為合併 16 個月後施

測，且兩家公司之合併核准日與基準日分別差 2 及 5 個月，是否因時

間因素造成知覺調整作用，進而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無法得知。 

二、研究變數 

針對組織社會化，Adkins (1995)的研究中指出當人在學習新的工作

技能時，會使用過去學習舊的技能相類似的方式，因此新進人員會引

用在過去經驗的基礎上對遭遇到的新工作環境作出詮釋與判斷，工作

經驗在組織社會化的過程中也扮演了學習與工作調適的重要角色。但

由於本研究的重點在探討「合併」情境下的組織社會化歷程，對於個

人過去經驗並不加以討論。 

另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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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變數間關係之探討，至於樣

本對象之人力屬性與組織背景因素是否對研究變項產生影響，則不做

進一步之討論。 

三、研究結果之應用 

本研究僅針對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後員工之知覺及

態度反應提供一理論性架構，在引用本研究結論制定人力資源政策及

整合策略時，要考慮不同組織、不同情境之差異性進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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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節將針對後續研究與管理實務提出以下的建議： 

一、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 考量人口統計變項及組織變項對本研究主要變數間關係之影響 

在本研究中，著重在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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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數間之關係，對於樣本對象之人力屬性

與組織背景因素是否對研究變數產生影響則不作討論，後續研究者

可針對此部分進行後續之研究，以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理論模式之

適切性。 

(2) 研究設計之建議 

1. 衡量變項之操作 

探討合併議題時，通常分合併初期及合併後整合階段，合併

初期之研究，著重於員工預期心理之探討；而合併後之整合，則

著重於員工對合併後之知覺、態度及反應。本研究在討論後者，

以合併後員工為研究之對象，探討影響員工組織承諾之員工知覺

組織支持、組織社會化及工作滿足等變數間之關係，但因探討之

變數易受時間因素造成知覺調整作用，本研究採用設定研究範圍

之方式作控制，建議後續研究者於衡量變項時可考量採用此方式

或是分別於合併初期及合併後整合階段進行員工知覺組織支持之

衡量，以去除時間因素所造成之知覺調整。 

2. 衡量變項之考量 

本研究所提出之模式在進行理論模式配適度評估時發現有修

正之空間，表示有衡量變項之因素未納入理論模式中，雖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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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邱皓政之建議，針對模式進行修正，在理想的契合度之基礎

上，提出一套較具可信度的參數資料，讓本模式具學術上的意

義，但顧及修正屬事後的行為，建議後續研究者在探討相關變數

間之關係時，於理論模式形成過程中，可將本研究中修正模式前

之未納入變項納入考量，以提升模式與資料之契合度。 

3. 去除情境因素對本研究主要變數間關係的影響 

本研究乃限定在合併的情境因素下，探討員工知覺組織支

持、組織社會化、工作滿足與組織承諾間之關係，建議後續研究

者可依循本研究之因果關係架構，從事非合併情境下各變數間關

係之研究。 

4. 擴大研究成果的一般化 

擴大研究成果一般化最重要的在於實證樣本資料的取得，因

此不論就時間幅度或增加研究範圍，越多的延伸，越能將研究成

果一般化。在時間幅度上，由於金融產業是我國重點發展產業，

政府鼓勵財政策政下，合併為金融產業的趨勢，今日為存續銀

行，明日或許會變成消滅銀行，因此，如果僅對於某一時點下的

合併作分析，則僅能代表該時點上的結果，而不同時點上的結果

是否一致，則需進一步地觀察與驗證。在擴大研究範圍上，可以

考慮將其他非銀行的金融機構的合併納入，換言之，即研究範圍

擴大至證券及保險機構之合併案例。 

5. 本研究模型在其他產業的適用性及比較 

本研究以金融控股公司旗下銀行子公司合併之員工為研究對

象，探討其對合併之知覺與反應，乃以金融控股公司為控制變

項，如果將此控制變項移除，則未來的研究可嘗試探討不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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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併下員工之知覺與反應，驗證本研究的模式，以瞭解本研究

模型在其他產業的適用性，甚至作不同產業間的比較，則可驗證

本研究結果的一般化推論程度。 

二、 對管理實務之建議 

本研究提供了一影響金融控股公司旗下子公司合併後員工組織承

諾之整合模式，說明了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及組織社會化皆會直

接影響其工作滿足及組織承諾，亦會透過工作滿足之中介影響組織承

諾，且合併後員工知覺組織支持亦會影響其組織社會化。 

基於此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管理者於衡量合併綜效及制定合併

人力資源策略時，可考量以下之因素： 

(1)整合模式之運用 

影響合併之因素眾多，本研究試圖就員工面對合併之知覺與態

度反應，提供一影響合併後員工組織承諾之整合模式，管理者可

在資源與時間限制下，運用此模式瞭解員工知覺到組織對其貢獻

的認同與福祉的關懷程度及成為組織一份子所歷經的社會化過程

和這些因素造成其對工作與工作狀態是否滿足、對組織的認同及

投入間的關係，以作為公司合併整合時之參考。 

(2)人力資源部門主導合併前期 

合併對員工的影響，已成為決定合併成敗的主因，在組織決定

合併前，除了考量合併之組織策略及財務面外，於合併前期人力

資源部門之加入或主導合併，可於合併前期掌握人力資源相關議

題，發展初步的組織設計與確認高階管理團隊、評鑑關鍵人員與

調度新公司資源、保留主要人才與裁撤多餘人力、發展整體獎酬

策略、溝通策略的規劃與執行、薪資福利與人力資源相關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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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此舉將有助於減緩合併對組織人力之衝擊，並為人員合併

整合做好相關的準備。 

(3)合併過程之人力資源活動 

員工對合併之看法與態度，不論在合併前期(宣佈合併)、合併

初期、合併後整合，員工個人或團隊會藉由主動(如自願離職、破

壞活動)及被動(如缺勤、違規及偷懶) 的反應來表達自己對合併的

態度，而此反應會對合併綜效產生負面影響。如何處理員工對合

併之知覺及反應，降低負面情緒的產生，提高其對組織的認同及

投入程度，提升合併綜效可從以下各點做起： 

1. 瞭解員工對合併之知覺 

員工對合併的負面看法，主要來自"我與他們"對立、屈尊

態度、不信任、緊張、敵意、謠言、有限的溝通、文化衝突等

及合併所會造成資遣、重新安置、失去個人影響力，影響員工

的職涯規劃等因素。而對被併者而言，除了上述之心理因素

外，最關心的議題則為工作權、薪資福利及職涯，當其預期到

合併後會有好的結果，則會有正面的行為表現，反之，則有負

面的行為表現。而員工預期與實際之符合程度可作為預測員工

對於人力資源政策及人力資源實務長期態度的指標，並用以預

測組織承諾及工作滿意度(Fairfield-Sonn, Ogilvie, & DelVecchio, 

2002)。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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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雇主與員工間之互惠關係來影響員

工的工作態度及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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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為出發點，於合併前期針對被併或主併者施以前測，以瞭

解其對於現任組織是否重視員工的意見、目標、價值觀、福

利，於有難時適時伸出援手、容忍無心之過之整體知覺程度。

並於合併中期再次施測，以檢測合併後組織所提供之人力資源

活動是否有效轉化員工知覺，適時調整人力資源活動之實施與

運用。 

2. 瞭解員工對新組織之社會化程度 

面對合併，不論是被併或是主併者員工之工作情境皆會發

生變化，而此變化會促使員工須快速調整自己以適應特定組織

角色及內容，重新瞭解或認識組織的歷史、特定成員背景、專

業技術用語、公司的目標、組織內正式或非正式工作關係及權

力結構的資訊，對公司產生認同及學習與工作相關的技巧、知

識及能力，快速使自己成為工作團隊中的一份子，受同事愛

戴。 

管理者可使用本研究用以衡量組織社會化之各變項為出發

點，以瞭解員工面對合併後工作情境改變對其在組織背景、任

務運作、同事相處、價值觀、工作掌握上產生的影響與感受程

度，設計相關之人力資源活動，以協助員工自我調適其組織角

色及學習相關工作內容，快速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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