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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影響工作滿意的相關因素，其內涵包括工作

環境、工作者的工作特性、主管的領導統御、以及工作者本身的個人

因素（如性別、學歷、年齡、任用資格、婚姻狀態、、）等因素；本

章節將針對上述的相關主題做文獻的探討與分析，以做為本研究的理

論參考依據。 

本章共分四節，第一節：工作滿意的定義；第二節：工作滿意的

理論基礎；第三節：影響工作滿意的其他相關因素；第四節：工作滿

意的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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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工作滿意的定義 
 

何謂工作滿意？據普萊斯（Ｊ.L.Price）解釋「滿意乃是一個社會

組織成員對其組織團體所產生的一種積極情意導向（ａ  positive 

affective orientation）的程度」。也就是說，當一個組織的成員對其所

屬的組織團體具有積極的情意導向時，則稱之為滿意，反之，若具有

消極的情意導向時，則稱之為不滿意。蓋滋勒（Ｊ.Ｗ.Ｇetzels ,et al.）

指出「滿意是一種存在於個人需要與組織期望兩者間一致性的函

數」。也就是說當一個人的需要與組織的期望達到一致時，則其滿意

程度將達到最高，反之，當一個人的需要與其所屬團體組織的期望不

一致時，則其滿意程度將會自然的降低甚至會消失無疑。除此之外，

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會導致不同程度的滿意傾向及感覺。 

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的概念，最早的鼻祖是 1935年的何

波克(Hoppock)所提出的，他認為工作滿意就是工作者的心理與生理

兩者對其工作環境因素的滿意感受，亦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

應。譚能堡（Ｒ.  Tannenbaum，1961）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個體對其

職位的滿意狀態。佛倫（V.H. Vroom 1964）認為工作滿意和工作態度

常被交替使用，二者都是指個人對目前所扮演的工作角色所持的情感

取向；對工作若是持正向的態度，則表示工作滿意，反之，若是持負

向的態度，則為工作不滿意。除了上述學者所提出的理論之外，國外

也有頗多的專家學者提出各種的理論學說，而綜合各專家的理論學說

大概可以歸納出以下三種觀點，（一）綜合性定義。（二）期望差距定

義。（三）參考架構定義。 

壹、 綜合性定義 

綜合性定義學者所認為的論點是將工作滿意視為對工作環境所



3 

持的一種整體性的情感態度的反應，從這個論點給工作滿意下定義的

有：何波克(Hoppock，1935)在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一書，認

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心理與生理兩者對其所處的外在環境因素的滿

意感受，亦即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反應。赫滋伯（Herzberg，1959）

則認為工作滿意是指感覺到工作特別好或是對其工作感到喜歡或是

愉悅的一種積極性的情意表現。布倫和奈勒（Blum ＆ Naylor，1968）

則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工作者對他所從事的工作，所抱持的各種不同的

態度（任晟蓀，民 70）。康培爾（Campbell，1970）則認為工作滿意

是指個人對於工作或是工作內容的某一些特定的層面而言，具有正向

或是負向的情感或是態度，也可以說是個人的內在心裡狀態的一種表

徵。 

普萊斯（Price ， 1972）則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工作者對於其所屬

的組織團體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種感覺和情感的外在反應而言，如果

是正面積極的反應那就是工作滿意的表現。魏克雷和雅克（Wekly ＆

Yukl，1977）則認為工作滿意是指一個人對其工作各個層面的感受與

評價。卡勒伯（Kallerberg，1977）則認為工作滿意是指工作者將其

整個不同工作層面上的滿意與不滿意予以平衡處理，然後所呈現出來

的一種全面性的情感反應。吉爾模（Gilmer，1969）則認為工作滿意

是一個人對其工作、工作相關因素上所採取的數種態度的呈現結果。 

貳、 期望差距定義 

持本論點的學者主要是著眼於工作所得與實際所得之間差距的

大小，如果是差距大，則其滿足就低，反之，如果差距小則其滿足就

大。史密斯等人（Smith，Kendall＆Hulin，1969）認為工作滿意是指

工作者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所獲得的一種感覺或者是一種情感式

的反應，諸如工作本身、同事間的關係、領導、薪資、及升遷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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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的滿意感覺，而這些感覺乃取決於工作者本身從工作環境之中，

所實際獲得的報酬與其所預期應該獲得的價值之差距，如果差距越

小，則其滿意度越高，反之其滿意度就越小。 

波特（Porter，1968）認為工作滿意是一個人感覺他個人「應該

得到的價值」與「實際得到的價值」二者間差距的大小，如果前者大

於後者，則會感覺工作滿意，反之則覺得工作上不滿意。僑敦和賽門

（Chruden，＆ Sherman，1976）則認為工作滿意是個人工作動機的

一個重要現象，是個人感覺他的需要和需要被滿足的程度而言。 

洛克（Locke，1969）則認為工作滿意是取決於「希望結果」與

「實際結果」之差距的大小；如果「實際結果」 超過「希望結果」

則會覺得滿意，反之則會感到不滿意。卡爾滋（Kazell，1964）則認

為工作滿意取決於「所欲結果」與「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大小而定，

當個人的所欲結果與實際結果差距愈大，則愈不滿意。 

參、 參考架構定義 

亞當斯（Adams，1965）則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有意或是無意

之間，把自己的投入對產出的比例拿來與別人的投入對產出的比例做

比較，如果比例是相等的，則會感到工作還算滿意，如果是不相等的，

則其內心就會感到工作不滿足。海克曼和奧德翰（Hackman＆

Oldman，1975）則認為工作滿意可以分成一般滿意以及特殊滿意兩

種；所謂的一般滿意是指個人對於其工作感到滿意和愉悅的整體感

受，至於所謂的特殊滿意則是指個人對於其工作的五種層面感到的滿

意程度，而這五種層面是指：工作的安全感、工作所獲的待遇、相處

的同事、主管的督導、和工作上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克瑞賓（Cribbin，

1972）則認為工作滿意是工作者對其工作環境的感受程度而言，而這

工作環境包括工作本身、監督者、所屬的工作團體、所屬的工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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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組織、甚至還包括其生活，員工可以由此環境尋找滿足並有權獲

得滿足。 

勞勒與沃勒斯（Lawler＆Wanous，1972）則指出有關工作滿意（JS= 

Job Satisfaction）的九種操作性定義，茲分列如下： 

（1）JS1=Σ（各層面的滿意度）。 

工作滿意是工作上所有各個層面的滿意總和。 

（2）JS2=Σ（各層面的滿意度×重要性）。 

工作滿意是工作上各個層面的滿意度與其重要性乘積的

總和。 

（3）JS3=Σ（各個工作層面上目前所需求的滿意）。 

     工作滿意是各個工作層面上目前所需求滿意度的總和。 

（4）JS4=Σ（目前各個工作層面的滿意×重要性）。 

工作滿意是目前在各個工作層面所獲得的滿意程度與其

重要性之乘積和。 

（5）JS5=Σ（預期應有的滿意－實際的滿意）。 

工作滿意是指個人所預期應有的滿意程度與實際所獲得

的滿意程度差距之總和。 

（6）JS6=Σ【（預期應有的滿意－實際的滿意）×重要性】。 

工作滿意是指個人所預期應有的滿意程度與實際所獲得

的滿意程度差距與每一項需求重要性之乘積總和。 

（7）JS7=Σ（希望滿意－實際滿意）。 

工作滿意是指個人希望得到的滿意度與實際得到的滿意

度差距之總和。 

（8）JS8=Σ【（希望滿意－實際滿意）×重要性】。 

工作滿意是指個人希望得到的滿意度與實際得到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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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差距乘以每一項需求重要性的總和。 

（9）JS9=Σ（需求重要性－實際滿意）。 

工作滿意是指所需求的重要性與其目前實際上所獲得的

滿意度差距之總和。 

綜合上述國外學者的觀點來說，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工作滿意

是指個人對其所從事的工作中某些層面的一種情感所做出來的反應

程度，而此一反應程度有正向與反向之分，如果是正向反應的話則屬

於滿意層面，如果是負向反應的話，則屬於不滿意的層面。 

除了國外的學者提供了不少的研究經驗，國內的學者也做了一些

相關的研究內容；如表 2- 1-1 所示 

 

表 2-1-1 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度的定義 

研究學者（年代） 工作滿意之定義 

吳靜吉、潘養源、 

丁興祥（民 69） 

指工作者認為期望獲得的滿意和實際獲得的滿意程

度差距的總和。 

鄭熙彥（民 69） 

指個人對工作所持的一種總括的看法，此種看法受

到個人內在因素、工作特徵及社會參考架構的影響

而成為一種態度或感覺。 

鄒浮安（民 71） 個人期望的滿意程度與實際滿意程度的差距之總

和。 

楊國樞（ 民 73） 指工作者對工作本身及與工作有密切關連的人、

事、物所持有的主觀滿意程度。 

黃隆民（民 74） 指工作者對工作上各方面及整體所具有的一種感覺

或情意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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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度的定義（續） 

吳清基（民 78） 將教師工作滿意定義為教師對其現任職務所具有的

一種積極情意導向的程度。包括對其本身的教學工

作、學校環境、校長、行政人員、工作報酬、及工

作變異性等五個層面的工作滿意度。 

舒緒緯（民 79） 1工作是一種態度或事情意的反應。 

2 此種態度或是反應係個人對於其工作或結果一種

主觀的價值判斷。 

張春興（民 81） 指個人或是多數員工對其所擔任的工作感到滿意的

程度，工作滿意與否與很多因素有關；諸如薪水的

高低、加薪方式、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性質、

升遷機會、人際關係、管理方式等都屬之。 

謝金青（民 81） 工作滿意指工作者對於其工作工作歷程或工作結果

整體的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屬於感覺、態度或情

意的反應。而其是否感到滿意與否則取決於自特定

的工作環境中，因工作所實際獲得之價值與預期應

獲得價值之差距。此差距愈小，則滿意度愈高；反

之，則滿意度愈小。 

蘇進棻（民 81） 個體實際從事某項工作之後，考慮與工作有關的各

層面問題時，所產生的一種正向積極的情意取向。

林海清（民 83） 所謂的（教師）工作滿意，即是（教師）工作者對

於（教學）工作各方面評估的一種態度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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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國內學者對工作滿意度的定義（續） 

李明書（民 84） 工作滿意是指個人對於工作相關因素（內、外環境）

或是個人需求滿足情形之感覺與態度。 

資料來源：劉峻霖撰（民 89，電腦化印前從業人員工作滿意度之研

究） 

 

綜合以上專家學者所下的定義，研究者認為工作滿意度的定義

是：個人的心理與生理對其工作的相關內容，所產生的一種滿足的感

受，如果滿足的感受很強，則表示工作愈滿足，反之，則表示工作不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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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作滿意的理論基礎 
 

從以上的國內、外各學者所提出的理論來看，大部分都認為工作

滿意是一種對於其所屬工作環境的情感反應，只是所反應的層面各有

不同而已。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響工作者，

什麼樣的自變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以下就各專家學者的理論，分述

其工作滿意的理論。 

零、 需求層次理論（Need  Hierarchy  Theory） 

馬洛斯（Maslow，1943）認為人類所有行為的產生都是因為有需

要才產生的，例如：想吃東西是因為肚子餓了，如果不餓就不會想吃

東西；想喝水是因為口渴了，不口渴就不會沒事去喝水。並進一步將

人類的需求分成為五個不同的層次；如圖人類需求的層次關係圖 2－

2-1所示。 

 

 

 

 

 

 

 

 

 

圖 2- 2-1 人類需求的層次關係圖 

資料來源：馬斯洛（Maslow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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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理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包括人類賴以為生的各

種需求，如飢餓、口渴、疲倦、性及消除或是避免痛苦的需求等。

而生理的需求滿足通常與金錢有關（陶惠芬 民 78），當然並非指

金錢本身，而是指金錢所能購買的事物。所以金錢（薪水）的獲

得也是為了能圖個生理的基本滿足而已。 

二、 安全的需求（Safety  Needs） 為了保障個體的自身生存，

而做出避免威脅、恐懼、及災害的發生。 

三、 社會性的需求（Social  Needs）指人與人之間的一切互動關

係，諸如需要愛與被愛、友誼、親情、愛情、歸屬感、以及各種

人際關係、、、等。 

四、 自尊的需求（Esteem  Needs）係指個人的存在需要受到尊

敬、人生的價值、自我的實現、夢想的追尋、成就感的獲得、其

他諸如個人名譽、聲望、地位、形象、、、等。 

五、 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係指充分發展

出個人的技能、各項能力、潛能等的需要，這是屬於最高的層次

需求，如成就個人的事業（張潤書，民 77）。 

馬洛斯的需求層次理論包括有兩項要點： 

一、 引發行為的動機是具體性的。 

二、 各種具體的需求是處於一種階層的關係，其基層的需求獲得

相當的滿足之後，次一層的需求才會出現並且影響一個人的行為。 

而馬洛斯更認為人類需求理論的主要假設有三： 

一、 人類的需求慾望會影響個人的行為，還沒滿足的需求其影響

為最大，已經滿足的需求慾望影響則會較小。 

二、 人類的需求會依其重要性的不同而有高低不同的層次出現，

會從最基本的食、衣，進而到較高層次的自尊需求及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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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需求層次愈低者，則其需求強度也會愈大，而低層次的需求

獲得最低的滿足之後，就會再提升至較高層次的需求逐步提升其

需求的層次。 

雖然人類的基本需求是有其層次性的，會循序而達到滿意的程

度，但是各層次的需求之間並非是截然一定會劃分開來的，而是會有

部份的重疊的；如圖 2-2-2 所示。 

 

 

 

 

 

 

 

 

 

圖 2-2-2 馬洛斯各種需求間的關係圖 

資來源：馬斯洛（Maslow，1970） 

 

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也遭受一些人的疑慮，諸如以下所

列：（1）忽略了個別差異性的存在，畢竟每一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而且未開發地區的低層次的需求較受個體的關注，但是已開發地區

（國家）則對於較高層次的需求比較有誘發性。（2）需求的層次性決

不是堅固的結構，也不能做明顯的區隔及界限，各層次之間應該會有

互相重疊的區域，某些需求的降低就會相對的提高另外一種需求的增

加。（3）人類的需求會隨著生活環境的不斷改變，而在這五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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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之中不斷的來回做升降的調整，而且其中的變數是相當大，幾乎

無時無刻都在做變化。 

貳、 ERG 理論（Existence，Relatedness，and  Growth Theory ） 

艾德弗（Alderfer，1972）等人將馬洛斯的五個層次需求精簡為

三個需要原則，即所謂的 ERG理論，如圖 2-2-3所示。 

一、生存需求（Existence）：是指各式各樣的生理及物質慾望，

諸如飢餓、口渴、庇護、薪資、工作環境等之類；於個人所屬的工作

環境之中，藉由酬賞、福利與愉悅的工作環境來滿足其生存的需求。 

二、關係需求（Relatedness）：人雖然是一個生而獨立且具有個

別差異的個體，但還是需要過著團體的一種動物；故而亟需一個賴以

依附的生活團體，包括家人、長官、部屬及其他親密或是值得信賴的

朋友甚至是工作夥伴等等，藉由這些人進而產生一些必要的關係需

求，例如：愛情的滋潤、友情的扶持、親情的關懷、同事的情誼、長

輩的呵護、兒女的孝情、、等。 

三、成長需求（Growth）：是指個人在與所處環境的交互過程之

中，不斷的接受各種逆境挑戰，並充分的發揮其個人的特有能力，當

個人的能力能夠不斷的接受環境的考驗，並一一解決各種的挑戰，這

種成長的需求便獲得滿足。 

ERG理論有三個基本的主要論點： 

一、每一個層次的需求如果愈是得不到滿足的話，則其需求的慾

望也就愈大。 

二、較低層次的需要愈滿足，則對較高層次的需求慾望也就愈大。 

三、較高層次的需要愈不滿足，則對較低層次的需求慾望就愈大。 

艾德弗（Alderfer，1972）的 ERG理論把馬洛斯的需求理論簡化

成三個層次，並強調『挫折－退縮；滿足－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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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挫折 慾望的強度 需要的滿足 

圖2-2-3 ＥＲＧ理論的滿足 

資料來源：張潤書（民７８） 組織行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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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馬洛斯與艾德弗需求理論的比較 

馬洛斯 艾德弗ＥＧＲ 

生理性的需求 生存的需求 

安全性的需求 

社會性的需求 

自尊的需求 
關係的需求 

自我實現的需求 成長的需求 

資料來源：王家通（民 75），教育行政學 

 

參、 雙因子理論（Two-factors  Theory，又稱激勵保健理論） 

赫茲伯、繆斯納、辛德曼（Herzberg, Mausner, ＆Snyderman,1959）

等人所作的研究所示：影響個人的工作滿足與工作不滿足的因素是彼

此之間可以分開來的。 

赫茲伯還認為所有人類的基本需求有兩類：第一類是逃避痛苦的

需求（pain-avoidance needs），這類的需求不只是人類特有的，就連動、

植物也是具有的。第二類的基本需求是心裡成長的需求

（psychological-growth needs），而這一類的需求則是人類所獨具有

的。在工作的環境之中，可以讓工作者逃避、離開痛苦需求的相關因

素如果不存或是不恰當時，就容易引發工作者不滿意的情意，而這些

相關因素則稱之為「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反之，可以或

是足夠提供工作者滿足心理成長的因素如果存在的話，就會讓工作者

產生工作的滿足感，而這些相關因素則稱之為「激勵因素」（Motivation  

Factors） ，如圖 2-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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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作者不滿意的相關因素     使工作者滿意的相關因素 

 成就

 賞識認可

 工作自身

 責任感

 升遷

 成就

組織行政管理制度 

監督技術  

與上司關係  

工作條件  

薪資  

與同事關係  

個人生活  

與屬下關係  

地位  

工作安全  

31﹪ 81﹪

69﹪ 19﹪

保健因素                激勵因素 

圖 2-2-4 工作滿意與工作不滿意因素的比較 

資料來源：陳金失民，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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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2-2-4 中可得知保健因素及激勵因素分別有十項及六項內

容，分述如下： 

一、保健因素：是維持工作者最低士氣水準的因素。          

1、組織行政管理制度。 2、監督技術。     

3、與上司關係。       4、工作條件。     

5、薪資。               6、與同事關係。   

7、個人生活。           8、與屬下關係。  

9、地位。              10、工作安全。   

 二、激勵因素：指可以特別提高工作士氣及生產力的因素。   

1、成就。                 2、賞識認可。      

3、工作自身。         4、責任感。       

5、升遷。                6、成就。 

分析「保健因素」與「激勵因素」存在與否的關係時，會有如下

的情況產生：如果「保健因素」存在時，並不能使工作者感到工作滿

意，頂多只能維持一個基本的工作現象而已，尚不至談到什麼滿意的

程度，若是「保健因素」不存在時，那就會讓工作者產生工作的不滿

意。「激勵因素」如果存在時，就會有效的激勵工作者努力的、盡力

的工作進而產生工作上的滿意度提升；但是，如果「激勵因素」不存

在時，並不會產生工作上的不滿意。 

「雙因子理論」的主要論點可歸納以下四點： 

一、造成工作滿意與工作不滿意的主要因素乃基於不同的情感經

驗所致，並不是工作上的特徵或是工作內容所造成的；例如負責倉管

工作的，有人把倉庫整理的井然有序又工作滿意，也有人就是弄的亂

七八糟又做的心理很不高興，工作做的心理不高興要能達到滿意度

高，那就不大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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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滿意與工作不滿意應是本質上或是種類上的差異而已。

工作滿意程度低並非就是工作不滿意，只能說是無工作滿意（no job 

satisfaction）而已；相對地，工作不滿意程度低，也不能說就是工作

滿意，也只能解釋為無工作不滿意。用上一個例子來解釋的話，可以

解釋成：倉庫整理的井然有序的工作者並不一定是一位工作滿意者，

只是達到無工作不滿意（no job dissatisfaction）的程度而已；另外，

倉庫弄的亂七八糟的也不一定是工作不滿意者，只能說是無工作滿意

（no job satisfaction）而已。 

三、工作者之所以會對工作產生工作滿意，主要的原因是受到個

人的成就感、責任、認可等相關因素所產生的影響，而這些相關因素

則與其心理成長或是自我實現的需要有關。 

四、成就感、責任、認可等相關因素是存在於工作者的工作過程

之中，是屬於「工作內容因素」（Job content factors），而且這些因素

是強調心理成長的，足以激發工作者真正的工作動機，所以稱之為「激

勵因素」。其他像是工作條件、薪資、同事關係、工作安全、地位、、

等，是處在工作的外部環境之中，是為「工作情境因素」，比較著重

在逃避痛苦的被動反應，其目的是為避免不滿意的產生，稱之為「保

健因素」；基於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原因，故稱之為「雙因子理論」。 

傳統上都將工作滿意與工作不滿意視為同一連續體上的兩極

端，一端是滿意另外一端是不滿意，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達到不滿意

的話那就是滿意了，亦即不是工作滿意就是工作不滿意了；但是赫茲

伯從他的研究中發現，工作滿意與工作不滿意並不是一個連續體，如

圖 2-2-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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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工作滿意 傳統理論 

高度工作滿意 
（激勵因素存在） 

高度工作不滿意 
（保健因素不存在） 

沒有不滿意 
（保健因素存在） 

沒有滿意 
（激勵因素不存在）

雙因子理論 

雙因子理論 

高度工作不滿意 

 

 

 

 

 

 

 

 

圖 2-2-5 傳統理論與雙因子理論的工作滿意模式比較圖 

資料來源：陳月紅（民 78） 

 

肆、 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佛倫（Vroom，1964）認為人類的行為是基於個人的特質（像是

人格、慾望、期望、想法、態度、角色、價值觀、能力、需要等等）

和個人感受到環境（像是人際關係、工作團體、工作環境、組織氣候

等等）兩者交互作用而產生出來的結果。而影響工作者工作滿意與否

的原因就是個人對其行為期望（expenctancy）與期望值（valuence）

結果的差距。 

他認為一個人之動機作用乃取決於兩項因素：（1）採取某項行

為，如果達成時其所能獲得的價值（valuence）；（2）達成該項任務的

機率。如果以符號來表示的話為： Force（Motivation）＝Σ

（expenctancy×valence）。所以個體所作的行為選擇不僅受到他對這些

結果喜好的影響，同時也受到他所認為的行為可能達成的程度之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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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理論的主要假設有三：（秦夢群，民 77） 

（1）不同的個體就會有不同的慾望、需要與目標。而且會隨著

環境的不斷改變與自身經驗的累積，個體的慾望、需要與目標也

會隨之而改變。 

（2）人們處於環境之中需要做出抉擇時，經常會以理性的態度

來處理之。 

（3）人們常會於經驗當中做學習（ learning by doing）。當遇到

需要做出抉擇時，其抉擇往往是基於「這樣的行為」，有多少的

機會可以得到我所想要的結果。 

期望理論其主要的變因如下： 

（1）期望（expenctancy）：是指對一特定的行為會有一種特定結

果的可能性所產生的信念或是等待。 

（2）期望值（valuence）：是指對某種特定結果的情感傾向，而

這種情感傾向可以是正數，也可以是負數或是零。 

（3）結果（outcome）：是一種特定行為的目的產物，其結果又

可以分為第一層結果（first- level）和第二層結果（second- level）。

第一層結果指的是績效方面的直接行動，例如提高生產數量、提

高生產品質等；第二層結果指的是行動較為遠程的目標，例如加

薪、升遷、等。 

（4）媒具（instrumentality）：是指上述第一層結果與第二層結果

之間的關係。 

（5）選擇（choice）：是指有關於個人對特定行為模式的取捨或

是決定，個人遭遇需要抉擇時，會衡量其所採取的每一種行動的

成果及價值。如圖 2-2-6 所示及圖 2-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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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6期望理論中期望與工具價值的關係 

資料來源：黃昆輝主譯（民 75） 

 

 

 

 

 

 

 

 

 

 

 

 

 

 

 

 

 

 

圖2-2-7 Vroom 期望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張潤書（民77），組織行為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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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理論較受爭議之處有：並未考慮到每一位成員在估算其期望

價值的能力是有差異性的，價值有時是很難用精準的尺度去拿捏的，

甚至也沒有所謂的高或是低的標準。 

期望理論較受讚許的有：（1）對工作努力的成果（績效）及其績

效的結果（獎賞）可做一些評估。（2）管理者需要了解其成員對報酬

的期望與評價，故而團體或是組織可訂定一些符合成員期望的工作獎

賞制度及辦法，藉以提高工作誘因。（3）企業或是管理者可依成員的

特有能力、專長、或是興趣而提供適當的在職訓練，讓員工有機會克

服工作上的障礙，藉以提升工作的績效，以期達到工作上的滿意。 

伍、 差距理論（Discrepancy  Theory） 

波特（Porter）與勞勒（Lawler）把佛倫的期望模式加以擴展（李

田樹，民 75），認為激勵是一種力量，這一力量受到兩項因素的影響，

一為工作者可得到的報酬價值，二為工作者認為它的努力和上述得到

的報酬之間的關係。而報酬則是工作績效的結果，又可以分為內在報

酬（如自我滿足與成就感等）與外在報酬（如加薪水、增加福利）兩

種。如果工作者認為以上的兩種報酬是相當公平的話，其心中就會得

到工作上的滿足，這種的滿足方式如波特與勞勒的激勵模式圖 2-8 所

示，其右半部是績效與滿足的關係，如果工作者努力工作又獲得公平

的報酬，那他的心理自然就會感到滿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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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8波特與勞勒的激勵模式 

資料來源：李樹田（民 75），管理學 

 

波特（Porter，1961）認為工作滿意是受到「應得的結果（should 

output）」與「實際的結果（real output）」之間的差異大小而定，如果

其間的差距愈大，則就愈感不滿意，差距若是愈小就會感覺較滿意。 

卡茲爾（Kazell ，1964）則認為工作滿足是取決於「所欲（desire）」

結果與「實際結果（real）」之間差距的大小，如果個人所欲的結果與

實際的結果差距愈大，那麼就愈是不滿足。 

洛克（Locke  ，1969）則認為工作滿意是取決於「想要（want）

結果」與「實際（real）結果」」間差距的大小。如果「實際結果」超

過「想要結果」而且超出的部份是對個人有利的，那個人就會覺得滿

報酬價值 能力與特質

認知公平 

報酬 

努力 

認知努力 

（報酬可能性） 
角色認知 

績效 

（成就）

內在報酬 

滿足 

外在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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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如果超出部份是對個人不利的，那就會感到不滿意。 

以上差距理論的學者均認為工作滿意的程度是取決於個人「實際

得到的結果」與「其他的結果水準」兩相比較之後的差異大小，而所

謂的「其他的結果水準」則每個人有其不同的解釋；波特認為是「應

得結果」，卡茲爾認為是「所欲結果」，洛克認為是「希望結果」。 

陸、 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 又稱社會比較理論） 

亞當斯（Adams ，1965）在提出公平理論主張中說到：影響工

作滿意的主要因素是當一個人處在工作情境之中時，他所感覺到的公

平程度。他認為，一位工作者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與他人比較工作成

果（job outcomes）及工作投入（job input）上面的比率（ratio），如

果此一比率和參照他人（reference  person）或是參照團體（reference  

group）所得的比例相等的話，他便會覺得公平，也因而產生工作滿

意；反之，如果在做完比較之後，發現此比率不相等的話，那他就會

心生不公平，也因而產生工作上的不滿意。如公平理論決策模式如圖

2-2-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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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9公平理論決策模式 

資料來源：郭崑模等編著（民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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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的主要內容包括：投入（input）、成果

（outcome）、比較他人或參照他人（comparison person or reference 

person）以及公平與不公平（equity-inequity）。這裡所謂的「投入」

是指工作者在工作上很努力的付出而且應該得到的報酬相關因素，例

如：努力程度、經驗、年齡、所承擔的風險、技術、教育程度等等；

而「成果」指的是工作者從工作中得到的報酬，例如薪水、福利措施、

地位、升遷等等，而「參照他人」是指同一個組織內、或是組織內不

同群體的人、或是組織之外同等地位的人而言。 

處在「公平理論」的架構之下，工作者在「投入」與「成果」作

比較時，其比較步驟如下： 

一、比較工作者個人及參考人員之間的「投入」與「成果」之比。 

二、如果該比值一致時，那就會感到是公平的，而工作者也會因

此而產生工作滿足感。反之，如果該比值不一致時，那就會心生不公

平，進而產生工作者的工作不滿足感。 

三、如果發生不公平的行為時，就會促使工作者的心理或是外在

行為做出一些改變，以期能達到或是恢復或是接近至公平的情況。 

經由比較的結果決定了個人主觀的認定公平與否，並無客觀的依

據，往往是因人而異的；比較的對象不外乎是與自己比較和與他人比

較兩種，其比較的結果如圖 2-2-10所示（陳月紅，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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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       成果          比較             行為     團體現象 

 

圖 2-2-10 公平理論模式 

資料來源：陳月紅（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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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降低品質）。 

（3）扭曲對自己的認知。 

（4）扭曲對他人的認知。 

（5）改變參考的對象（例如：我工作的品質雖然比不上張三，

但至少比李四好多了—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6）脫離現今的工作環境（例如：改變工作部門、或是離職-

另謀出路 ）。 

除此之外，公平理論也有一些不大明確的問題，例如：（1）工作

者如何給「投入」與「報酬」下定義？（2）工作者如何去衡量並組

合個人的「投入」與「報酬」？（3）工作者在選用第三者作為參考

指標時，根據什麼標準來作選擇？（4）公平與否的判斷純粹是一種

心理的感覺，而這種心理的感覺很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甚至時

時在改變。（5）大部分的研究尚能支持公平理論中報酬偏低的預測，

但是對於報酬偏高的反應理論，則尚未有令人滿意的理論說法。 

公平理論較受注意之處有：（1）在工作者尚未獲得公平待遇之

前，工作者的生產力及工作精神將無法完全的發揮，故而管理者必須

注重所屬員工其報酬的公平性。（2）公平與否的判斷並不是由單一個

人來作標準即可以的，應該由組織內相同或是類似的工作者所付出的

報酬予於衡量、比較，以避免及減少不公平現象的產生。 

柒、 增強理論（Reinforcement  Theory） 

增強理論是史克那（Skinner，1971）所提出的，他認為行為的產

生乃是受到後果所控制、影響的。賞酬是一種好的行為後果，如果是

一些行為受到獎賞的話，那麼該行為重複出現的機會就會大大的增加

了。反之，如果一些行為的後果是受到懲罰的話，那就會促使該行為

出現的機會大大的降低了，就如同老師處罰、獎懲學生一樣；基於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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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理論，故而身為一個管理者就必須用心的設計適當的程序，用以誘

導所屬員工朝向積極努力的方式去工作。 

捌、 成就動機理論（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又稱三需求理

論） 

麥克里蘭（Mc Clellan，1961）則認為人類的許多需求都是經由

文化的學習或是刺激而來的，其中包括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親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等三種需求。 

（一）、 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想從工作中獲得

成就感及別人的肯定。 

（二）、 權力需求（Need for Power）：追求權力及想要控制別

人的慾望。 

（三）、 親和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希望從人際活動中

及社會群體之中獲得滿足。 

其主要論點就是在探討成就的高低與其工作行為的關係，除此之

外，也有蠻多學者的研究所示出員工的成就動機與工作表現有顯著相

關。 

玖、 系統理論（System Theory） 

威蒙特（WerMmont 1972）認為影響一個人工作滿意度的變項有

兩大項，一是外在環境變項，外在環境變項包括有組織政策、工作環

境、薪資待遇、職位升遷、領導能力、人際關係等因素；另外一項則

是個人內在變項，包括有個人的成就感、責任感、認同感、進步感、

公平感以及贊同感等因素。而系統理論的看法即是認為工作滿意是由

外在環境變項、個人內在變項和結果變項等三者所共同構成的。外在

環境變項會影響個人內在變項的滿意情形，進而影響個人的工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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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而工作滿意的心情又會影響到個人的內在變項因素，也會影響

到外在的環境變項因素，而這三者的因素是互為因果在循環不息的；

例如一個人如果其人際關係不好，則會引發起不公平感，心中老是覺

得凡事都對他不公平，他就會不想認真工作或是工作效率低落，而效

率差又會影響到他的職位升遷甚至薪資待遇，如此一來就形成一個循

環了，其間的循環關係如圖 2-2-11所示 

 

 

 

 

 

 

 

 

 

  

 

圖 2-2-11工作滿意系統圖 

資料來源：威蒙特（WerMmont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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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工作滿意的其他相關因素 
 

綜合各專家學者的研究理論，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工作滿意確是蠻

錯宗複雜的一種組合體，其受到心理生理以及周遭環境交互影響之下

所呈現出來的狀態，所以要分析出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確不是件容

易的事。 

魏克雷和雅克（Wexley ＆ Yukl 1984）提出工作滿意決定因素

的假設模式，他們認為決定個人工作滿意的因素在於應得知覺與實際

的工作知覺之間的差距大小，如圖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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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工作滿意影響因素的假設模式 

資料來源：謝金青（民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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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斯爾和泰伯氏（Seashore ＆ Taber,1975），將影響工作滿意的

相關變項分為前因變項與後果變項兩大類；而前因變項又可分為兩

類，第一類為個人變項，第二類為環境變項。茲分述如下： 

一、 個人變項： 

（一） 人口統計特徵：如性別、年齡等。 

（二） 穩定人格特質：如價值、需要等。 

（三） 能力：如智力、運動技巧。 

（四） 情境人格：如動機、偏好。 

（五） 知覺、認知及期望等。 

（六） 暫時性人格特徵：如憤怒、厭煩等。 

二、 環境變項： 

（一） 政治及經濟環境：如失業率等。 

（二） 職業性質：如職業類別、聲望、地位等。 

（三） 組織內部環境：如組織氣候、領導方式等。 

（四） 工作與工作環境：如工作特性。 

在工作滿意所能影響的後果變項方面，則分為個人反應、組織反

應、與社會反應等三大類。 

一、 個人反應：如退卻、攻擊、工作績效、知覺歪曲、疾病等。 

二、 組織反應：如品質、生產力、流動率、曠職、怠工等。 

三、 社會反應：如國民總生產、疾病率、適應力、政治穩定性、

生活品質等。 

席斯爾和泰伯氏（Seashore ＆ Taber,1975）所提出來的工作滿意

之前因與後果之相關變項可整理為如圖 2-3-2 所示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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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工作滿意之前因與後果相關變項架構圖 

資料來源：陳月紅（民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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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光（民 66）認為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可分為兩類： 

一、組織外部因素： 

（一） 個人特徵：如性別、年齡、年資、居住環境、教育程度、   

職業聲望、心裡與態度。 

（二） 社會文化：如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工業化程度、就業狀況、 

物價波動等。 

二、組織內部因素： 

（一） 工作本身：像是工作是否具挑戰性、自主性、重複性、單

調及興趣等。 

（二） 人際關係：包括與上下屬之間的關係，如組織規模、領導

形態；以及與同事間的關係。 

（三） 工作情境：如薪水、升遷、工作保障等。 

本研究針對技士、技佐最有可能的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加以研

究分析如下： 

一、 在個人因素方面 

（一） 性別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1.男性工作滿意程度高於女性的研究有：李文銓（民 80）、黃景

泰（民 81）、汪伯齡（民 85）、金陪芳（民 85）、張大川（民 86）、李

吉祥（民 86）。 

2.女性工作滿意程度高於男性的研究有：謝金青（民 81）、任晟

蓀（民 74）、陳銀環（民 87）。但是也有另外一種說法，學者哈林和

史密斯（Hulin＆Smith ,1964）的研究指出，性別本身並不會影響工

作滿意的高低，會受到影響的是與性別有相關的一些因素，諸如薪

水、升遷管道或是技術層級、職位階層等因素所導致的。 

3. 性別與工作滿意沒有相關的研究有：楊惠美（民 74）、黃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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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69）、張家振（民 83）。曾弘源（民 87）對工作滿意度的整合指

出，大多數的研究，兩性在工作滿意度上的反應是否有差異，迄今尚

未有一致的結論。蔡林亮（民 82）研究指出，男性在工作本身及升

遷方面的滿意度均高於女性，而女性對於工作環境面的知覺反應比男

性好。 

（二）婚姻與工作滿意之關係 

1.已婚者工作滿意程度高於未婚者的研究有：許士軍（民 66）、

李文銓（民 80）、張家振（民 83）。 

2.未婚者工作滿意程度高於已婚者的研究有：顏玉雲（民 75）、

陳銀環（民 87）。 

3. 婚姻與工作滿意沒有相關的研究有：李靜（民 85）、汪伯齡（民

85）、張大川（民 86）、李吉祥（民 86）。 

（三）年齡與工作滿意之關係 

1. 年齡與工作滿意有正相關的研究有（年齡愈大愈滿意）：朴英

培（民 77）、謝藝娟（民 80）、李文銓（民 80）。 

2. 年齡與工作滿意沒有相關的研究有：黃台生（民 69）、金培芳

（民 85）、汪伯齡（民 85）、張大川（民 86）、李吉祥（民 86）、周淑

娟（民 86）。 

3. 年齡與工作滿意有Ｕ型相關的研究有：剛開始時工作滿意程

度隨著其年齡的增加而降低，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又逐漸的增加工

作滿意程度了。柯惠玲（民 78）、張家振（民 83）、陳銀環（民 87）。 

（四）學歷與工作滿意之關係 

1. 學歷與工作滿意有正相關的研究有：鄭有恭（民 74）、李靜（民

85）、汪伯齡（民 85）、周淑娟（民 86）。 

2. 學歷與工作滿意有負相關的研究有：黃台生（民 69）、鄒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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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71）。 

3. 學歷與工作滿意沒有相關的研究有：許士軍（民 66）、張家振

（民 83）、張大川（民 86）、李吉祥（民 86）。佛爾列（Fournet et al.,1966）

則認為學歷並非影響工作滿意的因素，而是與其他因素有交互作用

的；例如，現在的年輕人學歷都比年長者高，但如果是年長者的工作

滿意度較高的話，有可能是受到年齡或是年資的影響所致。 

（五）服務年資與工作滿意之關係 

1. 服務年資與工作滿意有正相關的研究有：任晟蓀（民 74）、謝

金青（民 81）、李靜（民 85）、林佳芬（民 87）。 

2. 服務年資與工作滿意沒有相關的研究有：朴英培（民 77）、柯

惠玲（民 78）、李文銓（民 80）、周淑娟（民 86）、李吉祥（民 86）。 

 3.服務年資與工作滿意有Ｕ型相關的研究有：許士軍（民 66）、

鄭英耀（民 73）、鄒浮安（民 71）、張家振（民 83）、陳銀環（民 87）、

柯惠玲（民 86）、 赫茲伯（Herzberg，1956）。 

六、 工作職位與工作滿意之關係 

1. 工作職位與工作滿意有相關的研究有：莊榮霖（民 83）、陳銀

環（民 87）、Slocum（1971）、Adans,Laker＆Hulin（1977）。 

2. 工作職位與工作滿意沒有相關的研究有：陸鵬程（民 70）、李

吉祥（民 86）、荷林 Herman ＆ Hulin（1973）。 

七、 人際關係與工作滿意之關係 

趙惠玉（民 87）研究發現員工最重視與上司之從屬關係與同事

間的友誼。林溢琳（民 86），工作之人際關係的滿意與否是員工最為

重視之關鍵所在。 

二、 在環境因素方面： 

（一） 工作本身：研究發現，工作內容越富於變化，所作的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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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越少、自主性越強，則工作者的滿意度也越高（曾弘源，民 87）。

潘扶德（民 83）指出，工作者的自主性、回饋性、友誼性、合作性、

完整性、變化性等均與工作滿意有關。 

（二） 工作環境：林溢琳（民 86）不良的工作環境容易使員工

產生心裡及生理的疲倦，進而導致工作效率低落，影響工作情緒、工

作適應等。陶惠芬（民 87）研究新近圖館人員時發現，其工作最不

滿意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性質與欠佳的工作環境。 

（三） 領導方式：研究發現主管的領導方式與他和部屬之關係極

易影響工作者的工作滿意，上司對部屬如果是採取關懷和接納的方

式，及協助部屬解決問題，就比較能激勵員工的工作士氣與提升生產

效率（楊國樞，民 66）。李文娟（民 86）研究指出，上級的領導方式

會影響成員對工作滿意的知覺。而體諒式的領導方式會比結構式的領

導方式較能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哈平及威樂 Halpin ＆ Winer,1957;

鄭伯壎 1977）。波特及勞勒（Porter ＆Lawer 1965） 則指出，其間

的關係並不是絕對的，還要視其工作情境而定。  

（四） 薪資福利：薪資不僅能激勵工作表現，同時對薪資不滿也

往往會引起不良的工作反應，如影響工作績效、怠工、缺勤、工作不

滿等（李東宜，民 87；勞勒  Lawler,1971）。趙心潔（民 86）對薪資

的不滿是引起離職意願的重要因素。亞當斯（Adams 1963）研究發現，

領同樣薪水者並不一定感受到相同的滿意度。富爾列（Fournet et al., 

1966）發現到薪資與工作滿意之間的關係，受到年齡、職業地位、及

學歷等因素的影響。   

（五） 升遷考核：頗多研究所示出，升遷會帶來更多的薪資、更

高的社會地位以及更多的自我表現機會等等，而使得升遷和工作滿意

呈現正相關（趙惠玉，民 87；荷林 Hulin ，1968）。洛克氏確認維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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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與工作滿意的關係，須視當時的情況而定，因為每個人對於升遷反

應的價值觀不盡相同，有人求名祿，也有人是淡泊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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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滿意的量測 
 

根據專家學者的研究所示，均認為工作滿意是一種情感或態度的

反應；然而，態度係屬於一種心理狀態的內在歷程，著實很難用外在

的觀察就能知曉的。所以工作滿意的測量方法就必須使用其他較為明

顯的方法來檢測。 

一般研究者用來測量工作滿意度的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調查

法，包括直接晤談法，將所訪談的原始資料做工作滿意分析的依據，

或是使用問卷調查法，將工作滿意依據理論分成若干層面，以求得個

別滿意的分數，再將各個層面的分數整理為總分數，以便做更進一步

的分析、探討。 

另一方面也因為所研究的對象分屬不同的工作範疇、領域，自然

所應用的分析量表也會不盡相同，至於什麼樣的量表才是最合適的

呢？也因為變異數實在太大了，至今也尚未有統一的規範。第二種方

法是主觀測驗法，這種方法和調查法很類似，只是把問卷的文字部份

改為圖形或是圖片而已，如投射測驗或是圖形測驗等。不過因為其效

度和實施限制太大，使用的情形不多。第三種方法是直接觀察法，觀

察者可以從正面的方式去觀察被觀察者的言語、臉部表情、肢體的語

言、或是其情緒的表現及外在的其他行為等等作為判斷；另一方面也

可以經由側面的消息打聽被觀察者的言行舉止、人際關係、、等等，。

第三種方法較容易做，一般的管理者或是領導者經常拿來用，不過如

果使用者過於主觀的話，其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了。本研究的對象遍及

全省各地，無法做逐一的資料蒐集，也避免面對面訪談涉及隱私問

題，而使用問卷調查法來蒐集技士、技佐的工作資料，藉以求得其個

別滿意度、及整體的工作滿意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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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不同的專家學者所研究出來的測量工具，大概可分述如下七

種： 

（一） 工作滿意指標（An Index of Job Satisfaction, IJS） 

此一量表係由布瑞非和羅斯（Brayfield ＆ Rothe，1951）所共

同研發出來的，是一種用以測量個人的整體工作滿意的態度量表，他

並不是用以測量各個層面的量表。全量表一共有十八題目，係採用

Likert’s 混合式五點量表計分，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等級。布瑞非和羅斯認為要設計出一種有用的

工作滿意量表必須具備下列七種先決條件： 

1. 他應該是一個測量整體工作滿意的量表，而不是測量工作情  

境各層面的量表。 

2. 他應該適用於許多不同的工作者。 

3. 他應該能測出態度的變異情形。 

4. 題目應該很自然，能引起管理者與員工的合作。 

5. 它應該是很有信度的量表。 

6. 它應該是很有效度的量表。 

7. 它應該是簡單又容易計分的。 

國內學者許士軍先生曾經將此一量表修訂為中文版，並且也做過

施測。 

（二） 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 

明尼蘇達滿意問卷是由威斯、杜依斯、恩格藍、勒克斯特（Weiss 

et al, 1967）所發展出來的，其問卷共分長式與短式兩種，採用 Likert’s

混合式五點量表計分，分為非常同意、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等五個等級。短式的 MSQ 一共有二十個題目，分為三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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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長式的MSQ一共有一百個題目，分為二十個量表，而每一個量

表又有五個題目，用以測量出工作環境之中二十個不同層面的滿意情

形。這兩種問卷所測量的結果都可以獲得內在滿意（ Intrinsic 

Satisfaction）（是指個人對目前工作的活動性、獨立性、創造性、變

化性、運用能力的機會、工作職責的大小、工作中所給與的成就感、

工作穩定性、安全感、對社會的服務性、在社會的地位等方面感覺的

滿意程度）與外在滿意（Extrinsic Satisfaction）（是指個人對目前工作

的升遷性、所得報酬與獎賞、組織政策與實施方式、技術督導、人際

關係好壞等的感覺程度）及一般滿意（General Satisfaction）（是指個

人對目前工作的環境設備、與同事關係、工作內外在滿意程度，亦即

整體的滿意）等三種滿意指標的分數。國內研究者採用短式的有廖素

華（民 67）；吳靜吉、潘養源、丁興祥、（民 69）；李文銓（民 80）；

採用長式問卷的有熊祥林（民 67）、徐金芬（民 80）。 

（三） 工作描述指標（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 

此量表是由史密斯（Smith et al., 1969）所編製出來的，該份量表

共分工作（work）、同事（co-workers）、升遷（promotion）、督導

（supervision）、以及薪資（pay）等五個層面，而每一個層面由九到

十八個題目所組合而成，算是一種敘述性、形容性的檢測量表，作答

者按其實際工作的情況分別在「是」、「無法決定」、「否」三項選項中

填上一種答案，其計分分別為 3分、1分、及 0分。各個分量表的得

分總和就是此量表的分層滿意情形，而所有分量表分數的總和就是代

表整體工作的滿意情形。國內學者採用的有鄭伯壎、楊國樞（民 66）、

許彩娥（民 70）、黃國隆（民 71）、鍾琳惠（民 79）、黃景泰（民 81）。 

（四） 工作診斷量表（Job Diagnostic Survey ,JDS） 

此一量表是由漢克曼和奧德漢（Hackman  ＆ Oldham1975）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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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發展出來的；其內容共有二十一個題目，用以測量工作者對其工

作的情感性反應，此量表可以測量出工作者的內容有： 

1. 一般滿足：指工作者對其工作內容感到的滿意程度及愉悅  

   程度而言。 

2. 內在動機：指工作者能自我激勵而有效完成工作的程度。 

3. 特殊滿足：指工作安全薪資待遇社會滿足督導成長滿足等層

面的滿足程度（黃瑩宵，民 72）。 

及此量表共分長題本 JDS、短題本 JDS、和工作評定量表等三種

主要題本。而國內學者洪清香（民 68）有將其翻譯成中文本並且加

以修訂使用了。 

（五） 教 師 工 作 滿 意 問 卷 （ Teacher Job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TJSQ） 

此一量表係由萊斯特（Lester1987）所發展出來的，可以用來測

量學校教師對其教學工作滿意度的情形。此量表共分 66 題，分成視

導（Supervision）、同事（Colleagues）、工作環境（Working conditions）、

薪資（Pay）、責任（Responsibility）、工作本身（Work itself）、升遷

（Advancement）、保障（Security）、和讚賞（Recognition）等九個層

面。 

在比較早期一點的工作滿意測量問卷，大部分都著重在整體的工

作滿意情形，所以測量出來的只是一個概括的情形而已，比如說施測

的結果是滿意的，也不知是哪裡最滿意，哪裡是滿意？以及有哪些是

不滿意的？同樣的，如果施測的結果是不滿意的話，是完全不滿意？

還是有部份滿意的？參雜一些很不滿意的？在做完測量之後，只知其

結果，也無從提出改善的方針；還好隨著時代的不斷進步，各種相關

的研究也陸續的發展出來了，也比較能針對不同的工作層面去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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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了，甚至也有量身定做對某些特定的工作族群所作的工作量表。 

（六） 何波克量表（Hoppock  Job  Satisfaction Scale 1930） 

霍布克量表是所有工作滿意量表的始祖，此量表可測得四個工作

態度量表： 

1. 員工對自己的工作喜歡的程度。 

2. 員工對自己工作滿足的時間性。 

3. 員工對於改變工作的想法。 

4. 員工工作與他人工作的比較。 

（七） SRA員工調查量表（SRA Employee Inventory） 

此量表於 1973 年由芝加哥科學研究學會所設計的，其內容包括

十四個題目，可以測得工作者對十四個工作構面的滿足層面（黃國

隆，民 73）。 

本研究所編訂的工作量表即是取明尼蘇達滿意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的三大涵蓋層面：內在滿意、外在

滿意及一般滿意等層面，再參考史密斯（Smith et al., 1969）所編製的

工作描述指標（Job Descriptive Index ,JDI）五個工作滿意層面，及參

考國內其他學者的相關研究（鄭伯勳、楊國樞，民 66；張素雲，民

72；陳碧娥，民 74；徐金芳，民 74；蔡淑苓，民 78；鍾琳惠，民 79；

黃景泰，民 81；嚴敏秀，民 85；吳月娟，民 86；王博弘，民 87；陶

惠芬，民 87；劉峻霖，民 89；林澤鴻，民 90；及專家學者的意見，

並斟酌本人的實際工作經驗而加以修改製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