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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闡述研究之背景與動機，說明為

何要針對台灣國際觀光旅館業組織與員工為研究範圍與對

象，探討有關人力資源實務、主管與部屬交換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關係進行研究；第二節確立研究之目的，將研究的方向

具體化；第三節說明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說明本研究

中之重要名詞解釋。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幾年來，台灣為因應國內外商務及休閒旅客的增加，

以及未來在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需求準備下，目前全台

國際觀光旅館已有58家，正在興建與籌設中的國際觀光旅館

亦有34家（交通部觀光局，2005），可見其快速成長的程度。

相對發展快速亦代表產業競 爭激烈，所以各國際觀光旅

館 除了強化旅館內外舒適豪華的設施與環境外，無 不 以 提

昇服務品質為招徠旅客的主要訴求，然而提升旅館服

務品質的關鍵，在仰賴員工的投入及其專業素養。但是，

長久以來國際觀光旅館普遍有人才不足、員工流動率高、工

作績效不彰等問題，主要的原因是員工對旅館的認同感不

足，再加上員工間缺乏互助合作的精神，而導致員工對旅館

缺乏向心力（梁凱雯，2001）。  

前述之現象，不應只從員工角度單向思考，反而應將重

點放在旅館組織採何種態度看待「人－員工」這個資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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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知識經濟時代，人力資源是維繫組織有效運作的重要因

素。所以，員工在完成組織所規定的工作事項外，若能自動

自發地發揮其角色外的行為，必能促進組織運作的效能。

Organ (1988)將此種角色外之行為稱為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

民行為主要是描述員工主動從事自治、協調、互動與創新的

行為，這些行為並非工作說明書上所規定或要求，亦不是組

織正式報酬制度所承認，但卻有助於組織效能的提升。Katz 

(1964)亦認為一個組織如何使員工在工作環境中創造有利的

績效，並且使組織更有效率及效果，除員工須致力參與完成

角色內指定之任務外，另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是必須從事超

越角色所規定的創新及自發性活動。因此如何吸引人才留住

優秀的員工，並且激勵員工展現組織公民行為，成為國際觀

光旅館重要的課題之一。  

回顧過去有關行為科學的研究，絕大部分集中在個人特

質、工作滿足與員工行為等個體層次的討論，較少從關係取

向的角度切入 (Mowday, Porter & Sreers, 1982；Wayne & Green, 

1993)。自從Katz & Kahn (1978)提出「超越角色內要求的主動

創新行為」的論點以來，「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研究議題即廣泛的被提出來討論。例

如：MacKeizie, Podsakoff & Fetters (1993)指出員工組織公民

行為的表現，有助於提昇個人在組織中的績效；Organ & Ryan 

(1995)與Allen & Rush (1998)也指出員工所展現的組織公民

行為，有助於組織績效的提升及目標的達成。由此推知，過

去的文獻大致支持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有助於個人與組織績

效的提升。綜觀組織公民行為的相關研究，大多建立在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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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基礎上：一為員工的工作認知及態度，二為員工個人

的性格及性情 (Organ & Ryan, 1995)。其中，員工的工作認知

及態度和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深植於社會交換理

論的觀點，亦即，員工所表現的組織公民行為是為了回報主

管或組織有「恩」於他的一種回饋行為。至於員工個人的性

格及性情和組織公民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則源自於員工身

有主動自發的行為傾向，願意主動幫忙別人、與人合作的偏

好 (Bolino, 1999)。  

許多研究發現，員工身處於組織環境中，對人力資源實

踐的知覺程度以及員工和主管互動關係，是在組織公民行為

中扮演相當重要的關鍵因素 (Shore & Shore, 1995；Wayne, 

Shore & Liden, 1997；Whitener, 2001)。事實上，影響員工對

組織知覺因素中，最直接且最切身的就是人力資源措施，攸

關員工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在此種關係中的直接介面就是主

管，人力資源措施是必須透過主管宣導與執行，主管和部屬

的互動關係將是重要的潤滑劑。諸多研究證實，員工對薪資

滿意、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人力資源管理措施均與組織公

民行為有高度的相關 (Motowidlo, 1984；Bateman & Organ, 1983；

Konovsky & Cropanzano, 1991；Yochi & Spector, 2001)。  

基本上，員工對組織中的「人力資源實務」的認同程度，

隱含了員工知覺組織對待員工的態度，當然此種態度表現亦

會受到員工和主管互動的關係所影響，特別是員工知覺到主

管在有關自己切身的人力資源措施之決策過程具公正性，基

於人會有回報行為的假設前提下，當員工感受到「組織」有

恩於他時，員工會以正面或有利的行為加以回報 (Goul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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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而這正面或有利的行為即是本研究所稱的組織公民行

為。因此，本研究嘗試同時納入「組織與員工」及「主管與

員工」二個層面，來探討其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關係。基

於此，本研究承襲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脈絡，以人力資源實

務、主管與部屬交換二構面為出發點，進一步深入檢證Organ 

(1988)提出以社會交換理論來探討其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關

係。  

以往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壽險業、銀行

業、醫院員工、或是高科技產業等對象的討論，以觀光產業

中國際觀光旅館員工範圍的研究並不多見。而國際觀光旅館

服務業中一貫強調的顧客滿意，是旅館成功的指標，要使顧

客感到滿意的重要決定因素，也就是和顧客直接接觸的員

工，倘若員工對工作擁有責任感並對組織、上司有信心，在

服務的過程中自然而然願意展現盡職、忠誠等非工作規範的

行為表現，如此一來顧客自然而然會得到滿意的服務。有鑑

於此，旅館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的是建立在互信機制，

而互信機制是建構於員工知覺人力資源措施之公平性與合理

性 (Wayne et al., 1997) 、領導者關心成員 (Dansereau, Graen, & 

Haga, 1975)，終極目標方能促使員工除了對角色內的工作產

生責任感外，更積極促進角色外行為之扮演 (Bettencourt, 

Meuter & Gwinner, 2001)。因此，本研究除驗證人力資源實

務、主管和部屬互動與組織公民行為間之關係外，也暨望能

進一步建構以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的中介變項之路徑關係，

以供學術與旅館實務上之參考。此乃為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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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動機的敘述，本研究是系統性探討國際觀光旅

館員工對組織之人力資源實務認知程度、主管與部屬交換關

係，預測它們對組織公民行為所產生之影響，並探析其徑路

關係。具體言之，本研究的目的有下列五項：  

（一）探討人力資源實務、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與組織公民

行為的文獻，整合此三構念之間的關係，發展出以主

管與部屬交換關係為中介效果的理論架構。  

（二）瞭解國際觀光旅館人力資源實務對主管與部屬交換關

係之影響性。  

（三）瞭解國際觀光旅館人力資源實務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

響性。  

（四）瞭解主管與部屬交換關係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性。  

（五）探析人力資源實務、主管與部屬交換與組織公民行為

的路徑關係。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提出結論與建議，作為國際觀光

旅館增進員工組織公民行為與人力資源實務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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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之對象範圍設定在交通部觀光局所公佈的58家國

際觀光旅館業員工。選擇此一對象範圍的原因為：國際觀光

旅館的形象塑造，受到服務人員所提供之服務品質的良窳因

素影響很大，顯示旅館組織績效與員工投入間之依存度相當

高，符合本研究議題之概念。而研究議題範圍主要為： (1)員

工對旅館組織人力資源實務之認知程度； (2)員工與主管互動

關係；(3)前二者之認知程度與互動關係對員工角色外行為 (公

民行為 )的影響。  

研究對象範圍雖以全台58家國際觀光旅館為主。但由於

受限於人力與實際配合度之因素，無法針對58家國際觀光旅

館全部實施調查，故先以旅館經營型態區分為，商務旅館與

休閒旅館兩大類，休閒旅館雖然理論與實務上均使用該名

稱，但是目前官方統計資料則是以風景區之旅館為分類名

稱，因此目前商務型國際觀光旅館有50家，風景區國際觀光

旅館有8家。商務型旅館採用分層隨機抽樣將其分為北、中、

南、東四個區域，再就各區域之旅館家數與預定抽取的總家

數，按比例推出後，隨機抽取出研究樣本總共17家，休閒旅

館則隨機選取3家。至於研究對象的選擇是針對前述所抽取出

的旅館樣本，再以隨機抽樣進行抽取各旅館之部門樣本，各

旅館抽取出四個部門後，以部門為單位進行員工之問卷調

查。因此，可能會產生之侷限性為：由於國際觀光旅館是營

利性機構，不易取得旅館所有員工名冊進行隨機抽樣，故僅

能先隨機抽取旅館家數，再隨機抽取部門，以部門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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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員工之問卷調查，故無法完全考量其他特質，如：性別、

服務年資、教育程度等，此為取樣上的限制。再者是本研究

的資料蒐集方法是問卷調查法，由於問卷量表係以自陳量表

為主，基本上研究者是假設填答者在填寫時是能代表真正內

心所欲反應之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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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一、國際觀光旅館（ International Tourism Hotel）  

依據我國現行「發展觀光條例」第二條第七項，觀光旅

館業係指經營觀光旅館，接待觀光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之事

業。第二十二條規定觀光旅館業業務範圍如下：（1）客房出

租；（2）附設餐飲、會議場所、休閒場所及商店之經營；（3）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與觀光旅館有關之業務。而在第二

十三條說明觀光旅館之等級，按其建築與設備標準、經營、

管理及服務方式區分之，該區分在「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

所規定之建築及設備標準，將其區分為國際觀光旅館與觀光

旅館。因此，國際觀光旅館係指依「國際觀光旅館建築及設

備標準」之規定，申請核准籌建，以接待國際及國內觀光旅

客住宿及提供服務之旅館。 

二、人力資源實務（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Lado & Wilson (1994)將人力資源系統(Human Resource 

System)定義為員工與組織之間所交互作用產生的活動、功能

和過程。換言之，組織與員工關係本質的管理決策與行為的

表現，就是人力資源活動或系統之一種實踐。因此本研究之

人力資源實務之定義採用Howard & Foster (1999)的觀點，人

力資源實務是員工對企業組織在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實行過程

中的一種知覺程度。 

三、主管與部屬交換（Leader-Member Exchange） 

    主管與部屬交換主要著重於描述主管和不同部屬間會發

展出不同互動關係的過程。在此關係建立的過程中，主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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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間會相互影響，進而投入資源以利彼此互動關係的發展

(Bauer & Green, 1996)。而本研究採Liden & Graen (1980)與

Dienesch & Liden (1986)的觀點，將其定義為員工知覺主管與

自己之間互動關係好或壞的程度。  

四、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  

     早期學者Katz (1964)指出提高組織運作的效能，存在著

三種行為：第一、組織的成員必須參與並留任在組織中。第

二、履行角色職務。第三、員工必須主動執行及超越工作角

色要求的自發性活動。而第三種行為並非屬於角色規範及工

作說明書所明定，稱為角色外行為，且不包含在正式的酬賞

制度中，但卻有利於組織運作，提高組織的效能，Organ (1988)

將 此 行 為 稱 為 組 織 公 民 行 為 (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簡稱為OCB)。而本研究組織公民行為之操作型定

義採用採Organ (1988)之觀點，乃指一種不在組織正式獎酬制

度下，未經正式或必要約定條件，出自員工自願性且無條件

的由內在動機而表現出來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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