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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為適應變動的環境，降低人事成本，政府機關採取彈性的因應措施，引進非
典型僱用人員的趨勢已相當明顯，但執行過程中應加以設法避免導致政策價值衝
突，引發勞資對立，造成社會衝突，所以，採行彈性用人制度之變革，需有完善
的推動方針與合適的作法，以爭取社會的認同。
本研究的對象為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政府機關內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的正
式員工與非典型僱用員工，針對正式員工及非典型僱用人員進行個人屬性、轉換
型領導行為、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的探討以瞭解其想法,用以作為政府
機關運用彈性人力資源的參考。
本研究結果有以下的發現，
1.「情感性組織承諾」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皆會對其「利他主義」行為
產生顯著影響，且對非典型僱用人員的影響大於正式人員。
2.「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皆會對其「利他主義」
行為產生影響，且對非典型僱用人員的影響大於正式人員。
3.「情感性組織承諾」對非典型僱用人員的「認真負責」會產生顯著影響，對正式
人員則否。
這些結果顯示，僱用身分在僱用關係中確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同的僱
用身分，不但會影響員工如何看待自己與雇主間的關係，在行為上也會表現出他
們的回應。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進行討論，並對於政府機關彈性運用人力資源實務後續
研究提出建議。
關鍵字: 轉換型領導、個人屬性、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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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adaptation of rapid environment variation and human affairs cost
reduction, the tendency toward introducing flexible workaround and the atypical
employee for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lready becomes quite obviously, but in the
enforcement process should try to avoid causing the policy value conflict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and social conflicts. Therefore, it needs to
have the complete promoting policy and suitable method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flexible rules of choosing talent on order to strive for society approval.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s on the official staff and the atypical employee who
deal with environment cleaning affairs in New Taipei City, Taichung City, and
Kaohsiung City.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thoughts of the official staff and
the atypical employee, the discussion for the individual attribute,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s regarding as the reference of flexible human resource usag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following are the discoveries in this research results.
1. The “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for the official staff and atypical
employee has obviously influences on “altruism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
atypical employee are greater than the official staff.
2. The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an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for the official staff and
atypical employee have obviously influences on “altruism behavior” and the influences
on the atypical employee are greater than the official staff.
3. The “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the
“seriousness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atypical employee, but not for the official staff.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ployment ident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exactly
in the employment relations. Different employment identity will affect employee not
only how they t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 and employers but also the
responses on their behavio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also brings up
some advices fo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n physical future researches of flexible
human resource usage.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behavior, individual attribute, 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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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為適應變動的環境，降低人事成本，政府機關採取彈性的因應措施，引進非
典型僱用的趨勢已相當明顯，但在過程中卻導致政策價值衝突，產生彈性用人制
度變革引發之問題，政府的做法與理由很難獲得外界普遍的支持，經濟利益損失、
對未來的惶恐與不安、社會信任關係的瓦解、倫理價值的摧毀等負面的情事發生，
亟待政府加以重視與設法解決，以扭轉政府彈性運用人力資源的偏差。
政府彈性運用人力資源的法令依據包括「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
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
要點」、「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除此之外，尚有攸關彈性人力
資源運用的「聘用人員人事條例草案」、「勞動派遣法草案」，則尚未完成立法
程序。
國內廠商使用非典型僱用的主要動機為增加人力運用彈性與降低勞動成本，
Beard＆Edwards(1995)覺得非典型僱用關係是一種冒險,因而提出警告:倚賴臨時
員工雖然在短期之內會為組織帶來經濟利益,但臨時性工作對員工本身有負面影
響,從長期的角度來看,這種負面的影響也會損及組織。
公部門的非典型僱用相關研究並不多,目前公部門運用彈性人力的做法卻常
引起民間各界勞工團體的抗議與紛爭,造成政府導入企業運用彈性人力的政策出
現了負面形象,也對在公部門工作的臨時人員造成傷害,所以為期了解更多關於公
部門運用非典型人力的情形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一。
依據行政院公布的「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第 3 點規定，各機
關除依法律規定不得運用勞動派遣者外，得依下列業務檢討運用派遣勞工：有關
事務性、重複性及機械性等行政服務工作。例如：公文傳遞、環境清潔、事務機
器設備維護、公務車輛駕駛、圖書出借、文書繕打、翻譯或校對、資訊、總機、
倉儲管理及業務資料彙整登錄等事務。
環境清潔工作是允許公部門可以進用彈性人力的項目之一, 目前基層清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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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所從事的工作包括垃圾清運,資源回收,街道清掃,髒亂消除等工作,工作範圍相
當廣泛,整體而言隨著環保意識的高漲,環保工作的人力需求亦是隨之增加,但是
依照組織法令的規定,清潔人員的編制是有限制的,所以不足的人力缺口勢將透過
彈性人力資源來彌補,在業務上的需求是相當明顯的情況下,目前各縣市政府運用
非典型僱用的人員協助環境清潔工作已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本研究的對象為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的正式員工與非
典型僱用員工，其正式員工均為依法任用，至於非典型僱用員工則是各機關自行
招募、遴選與僱用。以是，本研究將針對既有運用的正式員工及非典型僱用人員
進行個人屬性、轉換型領導行為、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的探討以瞭解
其想法,可供作為用人機關的參考是另一個研究動機。
組織內部若單以員工角色內行為並不能使組織充分發揮效率，因為有些員工
的想法與態度、個人屬性、工作特性，並沒有明文規定於組織規章之中。這突顯
了員工角色外行為(extra-role behavior)如組織公民行為的重要性，亦即要完成
組織的目標，組織的成員除了完成份內的工作之外，願意主動協助同事、關心同
事，方能達成組織目標的行為(Smith, Organ & Near, 1983)。基層環境清潔人員
愈勤於展現這些有利於組織的自發性行為，對政府的行政效能及整體服務績效應
有正面的意義。
Bennis＆Nanus (1985)提出領導者是影響組織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當領導
者具有「轉換型領導」的特質時，將有助於提升員工對工作的興趣與成就感。因
為轉換型領導者能提供部屬一種自信和受人尊重的感覺、清楚的傳達組織的目標
與願景、提升部屬的智能、以及對部屬給於個別化的關懷(Bass, 1985)。
在公部門中，當主管關心、信任與激勵部屬，並給予支持與充分的授權時，
員工自然會更努力工作，進而對組織目標給予支持與認同。因此，轉換型領導會
影響員工對組織之認同與否，即影響員工的組織承諾。
回顧過去的文獻，關於轉換型領導、個人屬性對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與
工作滿意的研究不在少數(廖先思，1999；蘇永富，2001；侯堂柱，2001；林士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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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但較少以政府環保單位內的非典型員工與正式員工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本
研究欲驗證政府機關因應人事成本考量及運用人力彈性措施而產生的這群非典型
僱用的環境清潔人員（約聘、約僱、臨時人員），其對轉換型領導行為、情感性
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與一般編制內的正職人員（隊員、駕駛、技工工友）
是否有不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非典型僱用關係不斷增加,對於直接面對民眾的政府部門而言，員工的服務品
質關係到政府的形象，如果這些部門又大量僱用臨時員工，則臨時員工的服務態
度與行為對政府服務品質有立即而直接的影響（Coyle-Shapiro＆Kessler，2002）
。
基於前述的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以從事環境清潔維護工作的正式員工與
非典型僱用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轉換型領導、個人屬性與情感性組織承諾以及
組織公民行為等變項之間的關係是否因身分別不同而有所差異。
本研究利用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探討變項之間的關係，驗證本研究假設。
期望本研究結果能提供公部門中運用環保人力資源管理佐證與實務上之建議，進
而適度調整組織的管理行為，進而達到最佳的管理狀態，讓組織的運作更有效率。
研究目的包含如下，
1.探討領導者轉換型領導行為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影響關係為何。
2.探討領導者的轉換型領導行為對員工的情感性組織承諾之間的影響為何。
3.探討正式員工與非典型僱用人員在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上是否有顯
著差異。
4.探討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受僱用身分的影響，而其影響的方
式為何。
5.探討從事於環保工作的員工，其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
在不同個人屬性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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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將依序進行下列程序，茲就研究流程的各個階段分述
如次（如圖1）：
一、擬定研究主題:首先，由初步的文獻探討與指導教授討論研究主題，並依研究
方向及動機，訂定本研究之主題。
二、蒐集相關文獻:蒐集、整理與分析國內外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資料，做為本研
究之理論基楚。
三、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經由相關文獻的分析、整理與歸納來建立研究架構與研
究假設。
四、選擇研究方法:根據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選擇適當的研究方法來驗證。
五、問卷設計與發放:根據研究方法選擇適當的量表來設計本問卷，並選擇研究對
象(編制內與非典型僱用的環境清潔人員)進行問卷發放。
六、問卷回收:問卷回收後，加以整理並刪除無效的問卷。
七、資料分析驗證:將回收的問卷進行資料彙整，利用統計軟體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以驗證本研究假設。
八、研究結論與建議:將資料分析結果加以討論，提出研究的結論以供實務運作之
參考，最後提出對於後續研究者之建議，完成論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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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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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及文獻探討
本章之內容著重在針對收集到的相關文獻進行統整與探討，章節的安排共七
節，最後並依據本章文獻回顧彙整之後提出本研究內容架構。
第一節 政府採用彈性用人的背景
英國學者 Handy(1990)提出的酢醬草理論(Shamrock organization)表示未來
企業在經營上，主要由三種人來運作執行，他們就會像酢醬草，葉雖然有三辦，
仍屬一葉。三片葉子分別代表著專業核心人員(the core workforce)、承包委外
事務(the contractual fringe)、彈性運用人力(the flexibility labor force)。
Segal＆Sullivan(1997)認為企業使用暫時性人力(contingent workforce)最
常見的原因有：臨時業務量增加、短期專案人力需求、代替缺席的正式員工、降
低勞動成本、缺乏特殊技能人員等。
因應國際潮流之趨勢，各國為增進行政效能以獲取人民信賴，無不大幅進行
政府再造與行政革新，期能經由簡化政務與創新學習，改善政府職能並提升國家
競爭力，此種導入企業經營觀念，使政府部門更具民主性、回應性、顧客導向的
小而能行政組織，著實與以往文官體系慣常持有之萬能政府大相逕庭（詹中原，
2002）。
面對國際人才無國界的之流動趨勢，取得優勢的關鍵繫於「創意」和「彈性」，
冀以強化國家整體競爭優勢（施能傑，2005）。
未來公部門人力資源管理之重要議題包括：政府人力運用彈性化、組織人力精簡、
建立公務核心價值：創新、進取、專業、重視人力資本、養塑社會資本、建立學
習型組織、強化知識管理、追求效率與績效、營造公私部門協力夥伴關係。
（吳瓊
恩、張世杰、許世雨、董克用、蔡秀娟、蘇偉業，2006）。
政府人力運用彈性化是人力資源運用的重要議題，也因此
政府再造成為世界性的趨勢，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奠基工程，也是當前世界先進
國家追求高度發展的重要策略，而政府人力運用彈性化則是政府再造工程中相當
重要的一環（Hammer＆Steven,1995：邱昌泰，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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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末期，由於政府部門的人事支出，占政府預算比例極高，因而出現
彈性運用人力的主張。彈性用人之背景大約有下列三點因素：1.政府的稅收逐年
減少，導致預算赤字日趨嚴重，必須採取彈性用人的措施以資因應；2.過去僵固
性的官僚組織之效率與效能為人所詬病，故而欲提高公部門的生產力，須引進彈
性用人制度；3、代理人理論的興起，公共事務是可以交由非經正式任用人員來完
成，促使政府設計更為彈性的人力進用制度（詹中原，2005：1-3）。
政府改造委員會於2002年9月15日舉行第六次委員會議時，提出「政府人力運
用彈性化計畫方案」
，強調政府人力資源變革之核心，應使政府各階層人力之運用
具有更彈性活化之管道，不完全強調終身僱用模式，俾使政府人力運用制度可以
強化政府領導能力、遂行績效管理及建立人力彈性組合，進而提供政府推動績效
管理的良好環境（詹中原，2004a、2004b）。
Carrillo＆Gaimon（2000）對彈性的看法：
「彈性源自於因應組織內、外部壓
力，所以在層面上可能是策略的（strategic）、結構的（structural）或是營運
的（operational）性質」，可知組織在整體作業上、結構上或策略上可作調整變
動的特質，而組織之所以需要這些本質上的調整變動，主要是為回應治理環境所
引起的壓力。
目前人力資源彈性化的運用，在實務上已經發展出各種不同型態（林文益、
梁傑芳，2005），例如：臨時人員（temporary worker）、兼職（part time）、定
期契約（fixed-term contracts）、短期或臨時契約（temporary contracs）、外
包（outsourcing）或人力派遣（dispatched worker）…等，均有助於組織處理
人力需求問題之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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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推動彈性用人制度的因素與過程
有關政府各種人力調整的學說及方案，眾多學者提出不同的論點。諸如，學
者 Lepak＆Snell（1999）兩人，曾將當代政府可能的彈性人力運用策略，整合為
「組織間結盟運用」、「自行僱用培育發展」、「契約外包」及「市場購買」等四種
模式，強調在不同的系統下，政府應當有不同的人力運用策略。
然在此眾多的學說理論中，契約性用人制度可說是此波政府彈性化用人政策
的最具體展現。
在目前傳統官僚體系逐漸解構之情狀下，彈性化政府人力政策的建構，特別
是「契約性用人制度」之建立及完備，實已成為此一環節不可忽視的重點，茲就
政府契約性用人制度的產生因素、彈性運用人力資源的推動過程、政策價值衝突
分述如下：
一、政府契約性用人制度之產生因素
根據國內外學者 Lenz,Mintam ＆ Lovatt、施能傑以及成之約等人之見解，
此波政府「契約性用人」潮流，主要乃為數項外在環境因素所致，而這些因素又
可大抵區分為：需求面（政府人力運用彈性化之需要）
，以及供給面（人力市場結
構改變）等兩大面向論之。
（一）需求面：政府人力運用彈性化
首先，就政府本身立場言之，即如前文所提一般，在新右派「小而美」政府
謂為一股當代潮流之際，如何降低政府支出，同時達到更高的效能，實已成為各
國政府現行努力的共同目標之一。而在此因素下，傳統文官體系對於政府而言不
但顯得財務沈重而且責任重大。因為，其不但要負擔常任文官的訓練、保障、退
休生活，而且對於某些臨時性、專業性事務又顯得應變能力不足。是以，契約性
用人制度（含人力外包、短期勞動派遣）在可有效降低人事成本（如訓練、福利、
保險、退休金等）
，輔以彈性運用之考量，同時又可迴避許多繁瑣法令規範，及控
制政府員工數之利多下，遂成為各國政府歡迎的策略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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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基於政府乃為一「公共性組織」之考量下，契約性用
人制度尚可達成下列功能。
1.契約性用人制度可視為是各國政府於失業率升高之際，所提供的增加就業機會之
公共政策。
2.契約性用人制度可有效降低類似公務人員工會等組織的影響力，強化控制。
3.契約性用人制度可視為是一種擴大的顧客主義（clientism）
，有論者主張其為更
能回應民意的方式之一。
4.契約性用人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政府開放與改革的象徵。
（二）供給面：人力市場結構改變
其次，就人力市場的供給面向論之，不同時代的勞動者，往往會因當時環境
之影響而形成特有的文化特色（成之約，2000）
。另外，由於環境變遷的影響，有
越來越多的兼職工作者出現，諸如家庭主婦、學生，與為了找尋下一份更理想的
工作而暫時兼差者（許道然等譯，2000）
。這些人並非以找尋一份永業性質的工作
為目標，僅可能只是抱持著一份打發時間、貼補家用，或暫時過渡的心態來謀求
職務。基此，在前述各項因素的交互影響下，有越來越多的臨時性工作者出現，
例如，一般常稱的 SOHO 族，即為此時空下最明顯的代表。也因此，就在前述政府
需求考量以及當今人力市場結構的交互作用下，契約性用人制度成為了應因時代
潮流下的產物，提供政府及工作者更多元化的選擇。
丘昌泰（2000）認為過去人事管理在公部門發展上是被動的角色。在強調國
家競爭力的快速步調中，政府的職能與角色必須因應環境而有所改變，對人力資
源的規劃也必須如此。為了使得人事管理更具有策略性，公部門更傾向於以契約
方式處理人事制度。
二、政府推動彈性人力資源運用的過程
民國 87 年政府再造有了較完整的架構，在當時行政院蕭萬長院長指示下，頒
布「政府再造綱領」正式啟動政府再造推動計畫。並組成「政府再造推動委員會」
擬訂策略選定「組織再造」、「人力及服務再造」及「法制再造」為推動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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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項重點。政府組織與用人趨向彈性與精簡，是世界各先進國家政府再造的潮
流所趨。
從民國 90 年 10 月成立政府改造委員會，並於隔（91）年 9 月 15 日於第六次
會議中，由專業績效人事制度分組提出「政府人力運用彈性計畫方案」後，即分
別針對：一、政務職位；二、高級行政主管職位；三、契約進用人力等三面向之
制度進行設計（謝正君，2003：27）
。目前而論，在契約人力進用部分，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以每年約略裁撤 5％的聘雇人員為目標，並配合「聘用人員人事條例」
草案之初步研擬，期以整建一套完善的契約性人事制度為用。
立法院 94 年 2 月 5 日第 5 屆第 6 會期第 16 次會議通過「中華民國 94 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
，作成「中央各機關編列在業務費項下之雇員及臨時
人員，請人事局專案研處訂定相關管控規定。」之通案決議。
行政院 96 年 2 月 6 日「研商臨時人員適用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
會議結論，臨時人員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勞基法，惟公部門人力配置宜有適當
規範，臨時人員係屬機關臨時性、短期性支援人力性質，惟部分機關存有長期性、
經常性、進用臨時人員擔任核心公務之情形，實有檢討之必要，請本局督促各機
關檢討改進，並研擬禁止臨時人員不當使用之機制，使臨時人員回歸其臨時性工
作本質。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發布公告，配合勞委會 96 年 11 月 30 日勞動 1 字第
0960130914 號公告，公部門各業臨時人員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勞基法，行政
院函頒本要點作為臨時人員進用及管理規劃配套措施。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
，臨時人員進用人數未
超過進用機關九十六年度實際進用之人數，所需用人經費未超過進用機關九十六
年度實支數額，所辦理業務屬常態性、核心業務或涉及行使公權力者，檢討改由
正式公務人員、聘雇人員擔任，或改採其他替代性人力措施辦理。
「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事項」
，各機關運用派遣勞工人數，在勞動派
遣相關規定完成立法前，應予適度控管，原則不得超過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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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實際進用派遣勞工人數（包括上開期日前已在招標程序中或簽訂契約進用
之人數）
，並由主管機關視所屬機關之業務需要，進行總量管控。各機關於本注意
事項生效前運用之派遣勞工，如非屬第三點第一項規定之範圍者，得依以勞務承
攬、定期契約進用臨時人員的方式檢討所辦業務。
三、政府運用彈行人力資源所面臨的政策價值衝突與問題
（一）遭遇政策價值衝突
政府推行彈性用人制度變革所引發之問題，分述如下：
1.經濟利益損失：任何與現職員工工作或職務有關的政策變遷，均有可能威脅現
職員工及其家屬的生計，造成現職員工的疑慮。
2.對未來的惶恐與不安：現職員工的安全感可能受到影響，原有的互動溝通模式
及工作情形均會出現改變，造成現職員工的疑慮。
3.社會信任關係的瓦解：威脅原已建立的社會信任關係，破壞現職員工的社會歸
屬感，無法再提供員工關係報償的重要來源。
4.倫理價值的摧毀：要求現職員工重新學習上司所指派的工作任務，適應不同的
領導風格，熟悉不同的互動關係，會引發員工情緒的反彈。
5.既得利益的損失：現職員工為既得利益者，均希望維持目前的運作模式，不願
接受改變。
6.權力競逐衝突：任何改變將會造成既有權力結構產生變化，權力的重分配，造
成協力的不順、態度消極。
7.部門的價值緊張：部門間持本位主義，不願接受改變，彼此間缺乏共識，無法
藉由溝通協調來共同合作完成組織的目標。
針對上述產生的問題必須研議妥適的處理方法加以解決，學者 Black＆
Gregerson（2003）指出，彈性用人制度主事者於組織變遷的過程中，產生政策價
值衝突之際，必須開闢各項言談對話的平台，勵行參與式管理，經由審議式民主
的討論，匯聚專家與公民的意見，讓誤解得以澄清，變遷的未來效益方能銘刻於
員工心裡，使期參與變遷的過程，突破其思維上的障礙，讓其鑑察到變遷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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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能在認知變遷必要性後協力變遷的運轉，進而繼續完成業已啟動的變遷工程
（Black＆Gregerson,2003）。
彈性用人制度變革基本上是符合世界潮流趨勢，其能經由簡化政務與創新學
習，來改變政府職能並提升國家競爭力，惟彈性用人制度所秉持的價值，所面臨
的最大挑戰，應是與傳統或不同政策價值間的衝突問題，不同政策價值又引申出
不同政策目標間的抵換關係（Robert,1997；林水波，1999）
（二）推動過程衍生的問題，分述如下：
1. 法令分歧：關於非典型人力的進用散見各法令規章中，例如，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及其施行細則、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等，並未加以統合，使得運用上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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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聘用人員」、「約僱人員」、「臨時人員」比較表
聘用人員

約僱人員

臨時人員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用 人 員 聘 用 條 例 施 行 僱人員僱用辦法。
法令依據 細則、行政院暨所屬各

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
運用要點。

級機關聘用人員注意
事項。
發展科學技術、執行專 季 節 性 或 簡 易 性 工 1.指各機關為應辦理
門性之業務、專司技術 作、或因辦理臨時新增 臨時性、短期性、季節
性研究設計工作，非本 業務，以第五職等以下 性及特定性之勞務工
機 關 現 有 人 員 所 能 擔 臨時工作為主

作需要，非以人事費，

任者為限

且非依公務人員、約聘
雇人員、工友（含技
工、駕駛）等相關人事

任用目的及

法令進用之人員。

專業性

2.不包括以下人員：
(1)、民間受託辦理機
關委託外包業務之人
力。
（2）其他經行政院
勞工委員會認定非所
屬須提撥勞退基金對
象之人員（如以工代
賑、公共救助等）。
以 學 經 歷 及 「 專 業 知 65 歲以下且體格合格 依用人機關需要自行

進用資格
能」為考量基礎，無特 之國民，同時具備擬任 訂定，基本上無特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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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人員
殊限制。

約僱人員

臨時人員

工作之知能條件者。 制。

可參照「行政院暨所屬 可參照「行政院暨所屬 係機關與此等人員產
各 級 機 關 聘 用 人 員 注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生雇傭法律關係（民法
意事項」之「聘用人員 法」之「約僱人員比照 第 482 條以下參照）
，
比 照 分 類 職 位 公 務 人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 且經勞委會公告適用
員 俸 點 支 給 報 酬 標 準 點支給報酬標準表」 勞基法者
表」

依民國 94 年 6 月 29 日 採公開甄審或委託就 以「私法契約」聘用。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3 業 輔 導 機 構 代 為 甄
局力字第 24480 號函： 審，以「契約方式」進
「 各 機 關 進 用 聘 用 人 用。
進用程序 員，應以公開遴選或甄
選方式辦理。」
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於
一個月內將相關資料
送銓敘部登記備查。
參照「聘用人員比照分 參照職位分類標準認 各機關於契約中自行
敘薪標準 類 職 位 公 務 人 員 俸 點 定支給報酬之薪點，折 規定。
支給報酬標準表」，其 合通用貨幣後於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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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人員

約僱人員

臨時人員

俸 點 在 280 ～ 790 點 契約中訂定。目前薪點
間，同時不得超過用人 約為 160～280 點之
機 關 單 位 副 首 長 之 薪 間。
點。
人事費以外的經費，如
經費來源

人事費

人事費

業務費或工程管理費
支給薪酬

不 適 用 公 務 人 員 俸 給 不適用俸給、考績、退 在民國 97 年 1 月 1 日
法、退休法及撫卹法等 休、撫卹及公務人員保 臨時人員納入「勞動基
規定，其權益義務應依 險等規定，其權益義務 準法」適用之前，各機
聘 用 人 員 聘 用 條 例 等 應依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自行參照「勞動基準
相關規定辦理，並記載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法」之精神，依「勞工
於聘用契約內。

規定辦理，並記載於僱 保險條例」之規定給予

適 用 公 務 人 員 保 障 法 用契約內。

臨時人員參加勞工保

第 102 條第 4 項規定之 不適用公務人員保障 險外，其餘部分或有準
權益保障 救濟事項。

法第 102 條第 4 項規定 用政府相關規定，於契
之救濟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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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中規範。

聘用人員

約僱人員

臨時人員

依 行 政 院 及 所 屬 機 關 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各機關自行辦理考核。
聘雇改進方案，建立年 聘雇改進方案，建立年
終評核機制。由行政院 終評核機制。由行政院
及所屬機關自民國 94 及所屬機關自民國 94
年 1 月 1 日先行試辦 1 年 1 月 1 日先行試辦 1
考核獎懲
年，另兼顧各機關業務 年，另兼顧各機關業務
及管理需要，自民國 95 及管理需要，自民國
年 起 授 權 由 各 主 管 機 95 年起授權由各主管
關自行決定是否採行。 機關自行決定是否採
行。
依民國 84 年所訂定之 依民國 84 年所訂定之 原比照「各機關學校聘
「 各 機 關 學 校 聘 雇 人 「各機關學校聘雇人 雇人員離職儲金給與
員 離 職 儲 金 給 與 辦 員 離 職 儲 金 給 與 辦 辦法」規定提撥離職儲
法」，聘用人員 84 年 7 法」，約僱人員自 84 金。自 95 年 1 月 1 日
月 1 日起按月之報酬之 年 7 月 1 日起按月之報 起，為其提繳退休金，
7%提存儲金，分由聘用 酬之 7%提存儲金，分 所需經費由各用人機
人 員 機 關 與 聘 用 人 員 由約僱機關與約僱人 關編列預算辦理。
退離撫卹
各負擔 50%，又配合勞 員各負擔 50%，又配合
工 退 休 金 條 例 自 民 國 勞工退休金條例自民
94 年 7 月 1 日實施，聘 國 94 年 7 月 1 日實
用 人 員 儲 金 提 撥 率 由 施，約僱人員儲金提撥
7%提高至 12%，分別由 率由 7%提高至 12%，分
約 僱 機 關 與 約 僱 人 員 別由約僱機關與約僱
各負擔 50%。

人員各負擔 50%。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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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機制：無辦理考核之依據。
3.進用程序與期限：臨時人力進用資格寬鬆、人員素質不一、雖然聘雇人員以一
年一聘（雇）
，屆滿應即解職，然而實際上卻形成長期僱用、出現臨時人員永業
化的情形。
4.權益保障問題：退休撫卹規範不一，制度設計上失去公平性，各類人員保障不
同。
依新公共管理(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觀點主張，透過公共行政內部
的經濟化，政府體制及運作應轉向企業型政府(詹中原，1998)。
然而，企業結構與運作必然在企業型政府理念下被全盤適用嗎？誠如學者對
「政府再造」相關理論與實務運作存在許多構念的濫用（abused use）
、斷章取義
／混用（over use、under use）
、及誤用（inaccurate use）現象的提醒(詹中原，
2002)。較值得重視的是，「政府再造」應形成公務人員工作觀念及心態的改變，
並體認到再造的重點不是減輕公務員的工作內容和工作量，反而在「質」上力求
「產出結果與價值」的不同，亦即是公共服務品質的大幅改善，此即是 Osborne &
Gaebler (1992)所主張的政府再造必須是「結果取向」(results-oriented)的。
企業型政府並不等同於讓政府完全成為一個商業導向的企業，其所強調的在
於以創新、效能、且具有快速回應環境需求的能力之「政府的企業精神」
(entrepreneurship)(江岷欽、林鐘沂，1995)。
綜上所述，勞動市場彈性應該包括雇主管理上的彈性，例如僱用、遣散與工
資的彈性，但勞工也該擁有對工作型態選擇的彈性。此外，政府在身兼立法、執
法與雇主等多重角色下，應審慎思考，如何保有雇主管理彈性的同時，必須提供
員工充分的進修與訓練機會，使他們在失去原有工作，或原有工作遭受威脅時，
有選擇到其他產業、職業或地區去工作的能力與彈性。
在以知識為競爭基礎的前提下，勞動者也應該提升本身的技能，作為全方位
的工作者，故無論勞方或是資方，都應改變過去的工作方式，而以彈性化的方式
來配合整個環境、組織、以及工作本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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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典型聘僱及工作型態
一、非典型聘僱的定義：
在一般典型僱用關係（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或稱傳統的僱用
關係（traditional employment relations）中，員工係期望以全職方式長期受
雇，並在雇主的指導之下於企業內從事工作（Kalleberg，2000）。
相對於典型僱用關係的是非典型僱用關係（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Atypical employment relationship）（Kalleberg 等人，2000；
Cordova，1986），亦稱非傳統僱用關係（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
（Ferber ＆ Waldfogel，1998）、不安定僱用（Precarious employment）（Treu，
1992）、彈性人力部署（Flexible staffing arrangements）（Abraham，1988）。
它是一種新的僱用關係，也是一種臨時性的僱用關係，這些僱用關係所指涉的是
一種非全時或非長期或非一對一的受雇於一個雇主或一家企業的關係（成之約、
鄭津津，民 89）。
相對於典型僱用關係，非典型僱用關係的薪酬較低、福利較少（Rousseau，
1997），沒有升遷機會，雇主亦僅提供有限的訓練（Mallon 和 Duberley，2000）。
Belous(1989)指出企業為因應人力資源的彈性化，僱用關係隨之改變，這類
的人力主要的工作任務是協助核心人力完成各項作業流程，其僱用關係的差異，
如下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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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雇傭關係光譜
核心聘雇關係模式

非典型聘僱關係模式

（緊密的關係）

（薄弱的關係）

勞工長期任職於一家企業

雇傭只維持一段相當短的時間

雇傭關係間有承諾與責任

雇傭關係沒承諾，彼此有最大自由與彈
性

勞工未來發展與企業息息相關

勞工所依賴的是個人技能

雇主對勞工願意進行人力資本投資

雇主不願對勞工進行人力資本投資

資料來源：Belous, Richard（1989）
Polivka(1996)指出非典型工作安排是指一群人，其工作乃透過人力仲介機構
所安排的（如臨時支援服務公司、派遣公司）工作地點、時間與數量則具有潛在
的不可預期性。
Kalleberg(2000)認為非典型聘僱，形式上與典型的工作安排不同。而所謂的
典型工作安排即是指全時工作、工作延續性確立、在雇主所屬的公司內完成工作
內容並接受雇主的指揮監督。
綜上所述，可知有關非典型聘僱的定義與傳統僱用關係定義是有所差異的，
其中針對非典型聘僱的定義及內容而言，可由員工與雇主所簽訂的合約關係型
態、工時、工作地點、指揮監督權責等幾個面向來加以區別。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除一般編制內的清潔人員（含技工、工友、駕駛）之外，
還包括政府為因應人力資源彈性及人事成本考量需求所採用之非典型僱用的清潔
人員，這類非典型聘僱的清潔人員與一般清潔隊員不同之處，除在於其與政府簽
訂的合約關係型態與一般清潔隊員不同之外，其他在工作內容與項目、福利（清
潔獎金的領取）、預算編列的來源也有所差異。
二、非典型聘僱的種類
非典型聘僱所包含的種類說法不一 依照學者的研究有不同的看法 其分述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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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el(1995)將暫時性聘雇(contingent employment)區分為兩大類：企業直接
聘雇的臨時雇員和人力仲介公司(staffing company)提供暫時勞動力。在直接僱
用方面又分（1）短期工(temporary worker of short-term assignments)(2)隨
傳工(on-call)(3)獨立的契約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由人力仲介公司提
供的臨時人力可分成(1)臨時性支援服務者(2)租賃工(leased employees)。
陳正良（1994）的研究中則分成有臨時工、短期或定期契約工、外包工、家
內勞動者、部分工時員工、以及派遣勞工。
成之約（1999）認為非典型聘僱關係所涉的是一種非全時、非長期受雇於一
個雇主或一家企業的關係。其聘雇關係與一般勞務提供對象是單一雇主、及其受
到非法解雇保護的聘雇關係是不同的。大體而言，包括部分工時勞動、定期契約
勞動、家內勞動及許多不同類型的工作，如網路勞動、派遣勞動、電傳勞動等。
行政院勞委會(2000)委託李誠、辛炳隆、成之約所執行名為「勞動市場彈性
化與非典型僱用」的專案研究中，其非典型僱用的分類為定期契約工、部分工時
工以及派遣工。
依上述非典型聘僱的種類來看，按各學者不同的研究而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本研究對象除編制內清潔隊員外，還包括政府依其業務需求與人力資源彈性運用
策略所進用的非典型僱用關係的環境清潔人員，而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當中，非典
型聘僱的分類則包括約聘（雇）人員與臨時人員。
三、非典型僱用與環境清潔業務
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統計資料結果顯示，從事「垃圾清運」、「垃圾處
理」、「資源回收」、「其他」工作的正式人員及非典型僱用型態人員的職稱及人數
整理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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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環境清潔人員職稱及人數表
工作
垃圾

垃圾

資源

內容

其他

合計

清運

處理

回收

隊員

10676

3047

3936

1051

18710

駕駛

3320

1339

799

245

5703

284

168

166

225

843

臨時工

1731

1004

1664

136

4535

代賑工

1681

25

84

5

1795

職員

363

355

212

375

1305

職稱

技工
工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理，統計時間:98 年 12 月底
目前政府運用於環境清潔工作的非典型僱用人力，臨時工人數約 4535 人，佔
總人數的 13.79％，編制內清潔人員（含隊員、駕駛、技工工友）約 25256 人，
佔總人數的 76.79％。
顯見政府在環境清潔這項事務性工作有相當程度需倚賴非典型僱用人力的資
源方能有效落實環境清潔維護的工作，由此可知，如何進一步探討從事於環境清
潔工作的非典型僱用人力，有關其與編制內清潔人員對於轉換型領導行為、個人
屬性、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的差異，是本研究的重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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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轉換型領導
如何提升行政管理、提高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向來皆是公部門所追求的重要
目標。Bennis ＆Nanus (1985)提出領導者是影響組織成功的關鍵要素之一。根據
Stogdill（1950）對領導定義為領導是針對組織目標並完成目標而影響群體活動
的能力，而Hersey & Blanchard（1974）定義領導為企圖影響一人或團體的行為。
本研究所著重的領導行為將針對轉換型領導為主，茲就其起源、涵義、主要
內容及重要性與影響分述如下：
一、 轉換型領導的起源與涵義
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一詞，最早出現在Burns (1987)
所著的Leadership 一書中。Burns 認為轉換型領導是領導者與部屬之間的互動程
序，經由此過程，使領導者提出更高的理念和價值，使部屬的工作動機與道德得
以提升，並以組織之整體利益為主，喚起組織成員的自覺。
Bass (1985)認為轉換型領導是領導者藉由給部屬信心和受到重視的感覺，並
開發部屬的智能，給予他們體貼的個別關懷等方式來提高部屬對組織目標的承
諾，使其把組織之整體利益置於個人利益之上的一種領導方式。
Bryman (1992)對有關轉換型領導的理論進行研究，發現它有五個共通的中心
主題，分別為願景、傳達願景、提昇部屬的動機與努力、領導者是變革的機制等，
因此將轉換型領導理論稱之為新領導理論。
綜合上述，本研究認為轉換型領導是領導者運用各種影響力，透過成員交互
反應的行為，以利引領組織的成員同心協力達成組織的目標。
二、轉換型領導的主要內容
（一）理念的影響 (idealized influence or charisma):
理念的影響又可分為理念的特質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 attitude)與理
念的行為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 behavior)。指領導者與部屬的一種互動過
程，領導者影響力的產生不是因為職位的權力，而是基於對領導者角色的認同，
專業上的尊重，社會上的影響力，使得領導者可以將價值理念傳達並鼓舞部屬的
- 22 -

信心，激勵
工作士氣來達成組織目標，其具備以下四種特質:
(1)自信、自尊(self-confidence; self-esteem):
這項特徵是魅力型領導者最主要的共同特徵，領導者以此建立良好的形象，
來維持部屬對領導者的信心。
(2)自主(self-determination):
魅力型領導者常有超乎常人的自主能力，以此而能掌握自己的命運。
(3)轉換的能力(transformational abilities):
魅力型領導者能洞悉部屬的需求、願望及價值觀，並且能夠以說服性的語言、
行動來喚起部屬對領導者期望的滿足。
(4)解決內在的衝突(resolu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
魅力型領導者對於自己所認同的價值能有確定認知。因此，產生內在衝突與
感情衝突的情形較少。
轉換型領導的領導者與部屬間關係，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這種關係
的產生可能基於專業上的尊重、社會的影響力，或是情感的交流，但基本上是超
越層級職位的。而領導者的組織功能在於提供人員一種角色認同的模式，並藉以
增進組織績效。所以，領導者無須憑藉正式的權力地位，就能夠在願景形成、個
別關懷、精神感召、才能激發、個人成長的過程中，建立起平等互信的關係。
（張
潤書，民 87）
（二）個別關懷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轉換型領導同時關注工作與人員兩個面向，但更重要的是針對人員性情、能
力的個別差異，關懷其思想與行為的改變。在關心人員的構面上，轉換型領導不
只關切人員的心裡感受，更透過引導方式來促進其人格的成長。（張潤書，民87）
領導者關心每一個部屬獨特的發展需求，提供每一個成員有自我實現的機
會，同時幫助部屬開發出未來最大的潛能。轉換型領導對部屬的個別關懷表現於
下列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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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發展取向(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領導者首先對部屬的潛能進行瞭解並加以評估，依照不同的屬性指派任務，
促進其個別的能力發展，並確定部屬能勝任目前的工作，或使其能在未來的職位
上擔負更大的責任。另外，領導者亦會運用授權的方式提供具挑戰性的工作給部
屬，增加其在工作上的責任感。
(2)個別化取向(individualized orientation):
Zaleznik 於1977 年指出，主管與部屬之間的私人情誼及一對一的主管與部
屬關係皆對領導能力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並強調個人主義的組織文化應予以鼓
勵。主管若與部屬保持親近關係，則可以瞭解部屬的個人屬性與特殊需求。主管
對部屬的個人關懷也能提供決策時的資訊管道，在經由與部屬的互動中，知悉組
織所發生的事，或知悉部屬對事件的反應及關心程度，進而讓彼此有機會對問題
的本質詳加瞭解或澄清，建立領導者與部屬之間的互信與良好情誼。即領導者與
部屬之間保持密切的接觸關係，主管能即時提供回饋，當面告知部屬的工作表現
如何，是否有改進之處，並讓部屬充分明瞭組織的運作現況。（張潤書，民87）
(3)輔導取向(mentoring orientation):
係指組織中的資深主管提供行政經驗與專業知識輔導新進職員或較無經驗
者。Bass 於1985 年提出，輔導計劃可發展出促使新進職員儘早進入狀況及不易
離職，進而讓組織成員對工作感到滿意，融入其他同儕的工作行列。領導者不僅
關心舊部屬的情況更注意新進人員的適應問題，並能從旁輔導，使其安心。
（張潤
書，民87）
（三）精神的鼓舞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精神的鼓舞是指經由鼓舞的過程，喚起與提升部屬追求成功的動機。組織文
化的觀點認為精神的鼓舞是轉換型領導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在於塑造組織內部的
新價值，領導者將從事組織文化與價值的轉化，使組織成員能開放的學習，建立
起不斷自我超越的信念。因此他將精神的鼓舞定義為，領導者藉由文化的意義與
符號，來激發部屬工作熱忱(陳惠森,1996)。其管理的重心，經由單純獎懲機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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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擴充為組織文化的改善。總之，領導人的角色，不單只是帶領組織達成既
有的目標，更重要的是管理者應具有帶領組織達成轉型的能力和接受不同環境下
的挑戰。Bass (1985)指出，鼓舞性領導者為了取得成員情感上的認同，通常會經
由下述過程影響部屬:
(1)行動取向(action orientation):
領導者以行動取向對抗官僚體制的限制，贏得部屬精神上的認

同。

(2)建立信心(confidence building):
領導者關心部屬的工作，肯定部屬的工作能力。
(3)鼓舞信念的深處(inspiring belief in the cause):
領導者必須將部屬個人心靈深處的聳動激發出來。
(4)運用期望效應(making use of the Pygmalion effect):
領導者透過期望的鼓舞，激勵部屬去達成其所期望的目標。
轉換型領導和傳統領導理論之間最大的不同點，即在於人員工作動機的啟
發。領導者必須先揭示一個能夠結合組織發展與個人成長的未來遠景，同時考量
組織所處之情境和部屬的個別需要，使這個共通的遠景或組織目標能成為人員工
作動機的源頭，賦予個人工作行為較為深刻的行動意義。而在這種願景形成與動
機啟發的領導過程中，逐步提昇組織績效，逐漸提高部屬個人的工作期望，所以
雙向的溝通顯得特別重要。（張潤書，民87）
（四）智能的啟發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智能的啟發是一種促進組織成長與變遷時，提升組織成員對自我認知，並增
進工作能力的一種影響方式。Bass (1985)指出，為了組織的變革，領導者必須接
受新的觀念並提供創新的解決方案，對於部屬應鼓勵其質疑原本的假設及過去所
接受的刻板印象，期待成員在面對問題的解決能力上，有不斷提升的處理能力。
轉換型領導者的職責係在建立一種激發組織上下才智互動的創造過程。透過
彼此意見的交換、腦力的激盪與思考觀念的多元化，組織才能夠應付詭譎多變的
環境，但最重要的是，如何破除過去唯命是從的領導關係，從根本來培養部屬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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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自主的能力，以避免盲目的服從和單一的思考。此外，部屬才智能力的開發，
可以從新知觀念等各方面的教育訓練著手。（張潤書，民 87）
在Quinn 與Hall (1983)的研究中，歸納出四種主管常用的智能啟發方式。其
中理想型導向以組織成員的成長為取向，而存在型導向是關注於創造力，此二類
型是轉換型領導者所採用的方式:
(1)理想型導向的智能啟發 (idealistic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理想型的領導者追求學習、成長，重視適應性、直觀與妥協的運用。
(2)存在導向的智能啟發 (existenti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此類型的領導者關心安全，信任與團隊合作的提昇。認為只有在非正式與人
性的互動過程中，不同的觀點才能獲得認同。
(3)理性導向的智能啟發 (ration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理性導向的領導者，傾向於有強烈的成就動機，重視個人才能與獨立性，在
決策過程中是重視效率的。
(4)經驗導向的智能啟發(empirically oriented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經驗導向的領導者是謹慎保守的，以嚴謹、精確，較長時間蒐集資訊，尋求
最佳的問題解決方案。
三、 轉換型領導的重要性與影響
領導者是組織的一份子，但相較於組織成員而言，領導者對組織的表現有主
宰性的影響力(Jackson, 1992；Finkelstein, 1992)。Hambrick (1994)在討論組
織的組成元素時，除了組織組成，結構、動機與流程外，也將領導者列為形成組
織的第五個元素，更顯出領導者對於組織的重要性。正因為領導者在組織中扮演
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領導者的領導風格就常常決定了組織的運作(Perry, Pearce,
&Sims Jr., 1999; Edmondson, 2003)。
所有的領導風格中，轉換型領導被認為對組織合作有顯著的影響，如轉換型
領導會影響組織的決策技巧(Bass, 1994)、凝聚力以及衝突管理、提升組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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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減少組織成員社會賦閒(social loafing)的程度、Bass 與Avolio (1994)認為，
理想化的影響與精神的鼓舞有助於組織建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在這目標下，組
織成員把組織的目標視為第一要務，個人的興趣反而擺在其次。當成員擁有共同
目標時，會願意相信自己能夠排除萬難的完成目標。正因為轉換型領導有此特性，
領導者可以將組織成員的自我思想(self-concept)連結到組織的使命上。過去的
研究也證實，因為轉換型領導者強化了組織成員的信心及在組織中的自我定位，
組織的成員願意盡全力貢獻己長去完成組織的目標，這影響間接的促進了組織的
內部溝通與成員的相互合作，證實轉換型領導中的理想化影響力與精神鼓舞對組
織士氣具有強烈與正面的預測能力(林冠弘,2003)。
根據以上研究發現可知，領導行為會影響組織成員的凝聚力、工作表現與運
作，轉換型領導更是以超越期望的表現作為增加員工信心與提升工作成果為目標
(Bass, 1985)。
因為轉換型領導者能提供部屬一種自信和受人尊重的感覺、清楚的傳達組織
的目標與願景、提升部屬的智能、以及對部屬給於個別化的關懷(Bass, 1985)。
回顧過去的文獻，關於轉換型領導、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不在少
數(廖先思，1999；蘇永富，2001；侯堂柱，2001；林士奇，2001)，但較少以政
府機關中，從事環保清潔工作之不同身份別的基層員工作為研究對象，因此本研
究欲加以驗證公部門的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結果
是否與過往的文獻資料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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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情感性組織承諾
一、組織承諾－情感性組織承諾的意義
國外對於組織承諾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最先是由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
的研究中，衍生另一種相關的概念，即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進而衍生
出對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的研究。
「組織承諾」的概念最早由 Whyte(1956)提出，係一種將個人與組織連結在
一起的態度或導向(陳孟修，1999)。
McClurg(1999)指出，非典型聘僱關係的勞動關係與典型聘雇關係之勞工是否
在組織承諾表現有明顯的差異尚未有定論。
過去研究未考量員工與僱用組織之工作關係對於工作相關承諾的影響，而現
今非典型僱用型態逐漸成為潮流，不同群體的測量觀察變項有可能具有不同意
義，可能造成研究者無法知曉其中的差異是來自於真實態度的差異，還是來自於
觀察變項的不同心向反映（Cheung & Rensvold , 2002）。
Meyer,Allen,&Smith(1993)則認為組織承諾是一種對組織情感的依附、留在
組內的義務，而是否離開又和成本的認知有關。組織承諾是一種心理狀態，牽涉
的不只是個人與組織的價值觀是否一致，還受組織中成員的慾望(desire)、需求
(need)或義務(obligation)的影響。所以，Meyer & Allen (1991)認為組織承諾
含有三種成份(1)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員工在情感上認同並參與
組織，而情感性承諾高的員工留在組織裡的原因是因為他想要(want to)這麼做；
(2)持續性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員工考量本身的利益得失而留在組織
中，而持續性承諾高的員工會留在組織的原因是因為他需要(need to)這麼做；(3)
規範性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員工在情感上認為有義務留在組織中，規
範性承諾感高的員工會留在組織的原因是因為他相信他有義務應該(ought to)這
麼做。
許多學者均將組織承諾界定為員工對組織的感情歸屬，因此組織承諾很高的
員工，會認同、投入組織，並且樂於成為組織的成員。Kanter（1968）描述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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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cohesion commitment）為個人對組織的情感累積所產生凝聚力。
Mowday等人（1982）指出，組織承諾會使成員內化組織的目標，自然而然表
現對組織有利的角色外行為。至於實證部分，組織承諾是否為組織公民行為的前
因變項？經O’Reilly和Chatman（1986）以及Shore和Wayne（1993）的研究結果
證實，組織承諾確實為組織公民行為的前因變項。
依據Vroom的期望理論，員工會依「期望」目標滿足的狀況，決定其付出努力
的程度（工作投入），以及Adams的公平理論，個人滿意與承諾端視個人認為的投
入與報酬是否公平而定，認為公平則感到滿意，給予較高的承諾，覺得不公平則
感到不滿意，給予較低的承諾，而報酬太多或太少均會產生不滿意，意謂公平與
否往往是靠比較而來的。
Festinger於1954所提出社會比較理論，其認為人具有評估自己
能力與意見的需求或趨力。當人所處的情境中缺乏客觀標準來自我評
估時，造成人們對本身的能力與意見產生不確定感，為減低其不確定
感，人們便會藉由與相似他人 (similar others) 進行比較，以釐清自己的不確
定感與自我評估之需求(Suls,1977)。
Kruglanski ＆ Mayseless(1990)指出社會比較對象可分為：平行比較、向上
比較與向下比較三種，然而，不同的動機將導致人們對比較對象的選擇有所不同。
(McFarland & Miller,1994 ;Suls,1986 ; Wills, 1991 ; Wood ,1989)。
在典型（正式員工）與非典型（約聘或臨時人員）之混合勞動結構中，非典
型員工最容易以在同一工作場場域中的正式員工進行平行比較以獲取安全感，而
最常見的標的物是薪資（Goodman,1982）。
在同工作場域下，員工會自發地、無意識地且相對自動地平行與向上比較。在平
行比較上，契約身份員工（約聘雇或臨時人員）會以正式員工為參照點，比較其
投入與所獲得之比例，是否公平且合理。
在實證研究指出，目前社會比較對人們所產生之影響方面的研究顯示，社會
比較可以使人更正確的評估自己，並影響個人對工作之投入程度( Jagac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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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ls, 1987)；因僱用身份的差異性，使得非典型僱用員工與正式員工相較
下，一旦發現薪資、福利、組織內之職涯發展較於弱勢下，會產生不公平的感受，
而一旦有不平感受，或有被剝削感，O’Reilly ＆ Chatman(1986)指出此會讓員
工產生一連串相關的負面工作態度，例如組織承諾的低落、曠職、病假的增加等。
相關實證研究也指出當非典型僱用員工發現到相較於正式員工，他們所得之
報酬少於應得之報酬，例如：工作缺乏保障、薪資福利較低，就會產生被剝削感，
發覺自身的投入與產出的比率少於從事相同工作之正式員工的投入與產出比率，
則會有不公平之感覺。
（Beard & Edwards , 1995）；此外，Benson (1998)研究指出契約工的出現，對
於組織中的正式員工具有負面的影響。Van Dyne ＆Ang(1998)即發現非典型僱用
之員工較正式員工其情感性組織承諾較低。卻有部分研究指出，若是其服務之組
織有提供轉任正式員工之機會（大部分員工都希望獲取工作穩定），則契約員工
會提高其對組織之承諾與工作投入，甚至高於員工，像是Von Hippel（1997）
與Pearce(1993)的研究都指出非典型員工之正向工作態度不輸給正式員工，甚至
其工作表現更勝於正式員工，其可能的原因是寄望以良好的工作表現來獲取續聘
或成為正式員工之身份或機會。
由理論與研究中可發現，不同僱用身份在同一組織內，經由相較
下，會有不同之工作態度，而非典型僱用員工相較於正式員工大部分低安全度工
作者，或者本身是依附其自身之專業能力而遊走於各組織之間，工作本身必須成
為一種自身專業能力發展學習的管道。
Mowday et al.（1982）認為組織承諾會促進員工與組織之間的連結，使得員
工願意為組織付出更多的時間與能力，也因此獲得更多報償，而減少流動率。
組織承諾是員工基於組織在利益交換上、在情感交流上、在個人
組織目標一致下，員工願意終於組織並給予忠誠、盡心盡力之承諾的心理態度，
對於組織承諾的概念，已經引起研究組織行為的學者們極大的注意，他們認為組
織承諾是影響離職和曠職意向的主要因素( Ko,Price ＆ Mueller,1997)。Mo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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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rman (1981)認為組織承諾可用來有效地預測員工的績效、缺勤及離職行
為。Meyer, Paunonen,Gellatly, Goffin,＆Jackson (1989)認為組織承諾可以用
來代表工作績效的良好指標。而陳忠謙（1998）的研究發現，組織中主管領導型
態會影響其組織承諾。
Mowday et al.（1982）認為組織承諾會促進員工與組織之間的連結，使得員
工願意為組織付出更多的時間與能力，也因此獲得更多報償，而減少流動率。
O’Reilly & Chatman（1986）認為缺乏個人意願而從事某一工作，比較不容
易對組織產生歸屬的感覺，也比較難以認同組織以及組織的價值。Salancik（1977）
也主張自願選擇某一工作，會令個人對自己選擇的工作發展出比較正向的態度以
證實他的選擇，同時也比較容易發展出組織承諾。Feldman、Doerpinghaus &
Turnley（1995）的實證研究中則發現，自願的臨時員工對工作的態度比較積極，
組織承諾比較高。
Meyer ＆ Allen（1991）在回顧組織承諾的相關文獻之後，確認文獻上對組織
承諾的定義包含三種不同的主題：將組織承諾定義為對組織的感情歸屬、將組織
承諾視為知覺與離開組織相關的成本、定義組織承諾是留在組織的一種義務。他
們分別以情感性組織承諾、持續性組織承諾和規範性組織承諾來代表這三種形式
的組織承諾。基於研究主題，此處僅探討情感性組織承諾（affective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由員工對組織的情感歸屬切入探討組織承諾之學者相當多，集此觀點之大成
的學者當推Porter和他的同事，他們定義組織承諾為：「個人對某一特定組織的認
同及投入的相對強度」
（Mowday，Steers和Porter，1979，P226；Mowday，Porter ＆
Steers，1982，P27）
，此一定義包含三個要素：接受組織的價值及目標之強烈信念、
為組織利益而努力的意願以及持續成為組織成員的強烈欲望。
Meyer & Allen兩位學者（1991）綜合各家定義，認為情感性組織承諾係指員
工對組織的認同、投入以及感情的歸屬。情感性組織承諾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可
以預測角色內行為，更重要的是也可以預測角色外行為。當個人加入組織，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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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形成一種交換關係，交換彼此認為有價值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經
濟的（薪酬），也可能是非經濟的（情感上的支持）。Mowday 等人（1982）主張
個人進入組織，期望運用自己的才能滿足各項需要，假如組織可以提供合適的環
境，達到個人的期望，滿足其需要，則個人對組織的承諾會有明顯的增強。這項
主張很明顯的告訴後人，良好的交換關係（心理契約）可以增進情感性組織承諾，
換句話說，假若雇主能妥善照顧員工的需要，在理論上可以預期對情感性組織承
諾有正向的影響。
二、情感性組織承諾的重要性
情感性組織承諾的重要性在於它不僅可以預測角色內行為，更重要的是也可
以預測角色外行為，特別是組織公民行為。
Mowday et al.（1979，1982）便闡述情感性組織承諾並不限於被動的對組織
忠誠，還包含個人與組織的積極關係，使個人願意付出，對組織福祉有所貢獻。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余安邦 (1980)對於員工離職行為的研究發現離職意願與
情感性組織承諾有顯著的負相關。
尤瑞彰 (1998)的研究則發現情感性組織承諾對於離職傾向的影響達顯著水
準。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組織承諾是指員工對有雇傭關係的公司所產生的一種心
理從屬感，其中，情感性承諾是指源自於個人對組織在情感方面的依附與認同，
進而對組織產生的承諾關係，非典型僱用員工的情感性組織承諾愈高，對組織的
認同、投入及歸屬感也會愈高。
情感性組織承諾指員工認同組織之價值與目標、投入自己的工作角色專心貢
獻以及感情的歸屬（Meyer ＆ Allen，1991）
。這些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比
較可能產生。臨時員工在性質上不能預期長期受雇，因此不需要將組織的價值與
目標視為自己的價值與目標，對組織的感情歸屬在理論上亦比長期受雇之正式員
工來得低。加上與正式員工所做的社會比較，使臨時員工因被剝削與不公平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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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第六節 組織公民行為
一、組織公民行為意涵
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緣起於 Barnard(1938)認為組織為一合作性機構，人們
會自願貢獻努力在合作性的系統中，這種自願行為是不同於效能、能力、個人貢
獻的價值，而是一種自我犧牲。更重要的是，這種自發性合作的行為是任何組織
有效運作的首要條件。
組織公民行為是指員工自發性表現出非工作要求的積極行為，如協助同事完
成工作、教導同事新的工作內容、自願完成有益於所屬工作團隊的事務、幫助新
同事熟悉環境等。這些行為內容不在工作說明書、也不在正規獎酬制度之內。目
前學界已達成普遍的共識，認為組織的成功必須依賴員工主動地付出一些職責外
的積極行為；也有研究指出，組織公民行為是部分主管進行績效評核時重要的考
量指標之一（Cardy,Dabbins,1994；Organ, 1988；Campbell 等,1993）。
Organ (1988) 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是組織中角色規定以外的行為，是無條件、
非直接或明顯的被組織所獎酬，並且能有效促進組織功能的行為，Organ (1988)
指出組織公民行為有兩個主要的向度：盡職行為(conscientiousness)與利他行為
(altruism)。前者指的是員工在一些組織規定的角色行為上，能夠超越所規定的
標準；後者指的是組織成員會主動協助他人，幫助組織達成目標。比方說，主動
協助同事、提供工作上有益的意見、守時、出席、參加非規定但對公司有益的活
動、不利用公司資源完成個人事務等，皆稱為組織公民行為。
所以，綜合學者的說法，組織公民行為的精神在員工的行為超越了組織的要求、
員工自動自發去做的及沒有明顯的獎酬制度予以鼓勵的。
二、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研究
學者們對於組織公民行為構面的區分方式，隨著時間的演進，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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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卻無損於其內涵與核心精神，其主要構面的研究如下:
(一)Netemeyer,Boles,Mclee ＆ McMurrian (1997)則區分為四個構面:
1.運動家的精神(sportsmanship): 是指員工忍受不理想情況的程度。例如，是
否常出現抱怨或常把離職掛在嘴邊。
2.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是指員工會主動關心及參與組織的各項活動，只
要對組織有利即說到做到。
3.職業道德(conscientiousness): 是指員工表現超越角色需求行為的程度。例
如，當無人監控時，上班是否準時、是否有偷懶、能否主動遵守組織規定或
主動服務客戶等。
4.利他主義(altruism): 指員工願意花費自己的時間，自動幫助其他同事完成
任務而不求回報。
(二) Farh,Earley ＆ Lin (1997)針對華人組織發展出五個組織公民行為構面：
(1)認同公司(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mpany): 即組織成員願意主動告訴
外界關於公司的正面消息以維護公司形象，以及主動提出建設性的改善方
案。
(2)協助同事(altruism toward colleagues): 指組織成員願意協助同事處理工
作上的問題。
(3)盡職行為(conscientiousness): 指組織成員自發性的行為超越組織所要求
的行為，並遵守組織的規定努力工作。
(4)人際關係和諧(interpersonal harmony): 指組織成員不會謀取個人利益而
從事各種可能破壞組織和諧的政治行為，例如：在背後談論他人是非等。
(5)保護公司資源(protecting company resources): 指組織成員不會利用上班
時間或使用公司資源來處理其私人的事務。
企業為了提升管理彈性，減低固定成本，通常會大量僱用各種類型的非典型
員工；但在此同時雇主又希望這些低成本、無固定工作的員工能有與固定員工相
同或更佳的表現，這種矛盾是二十一世紀管理者與人力資源工作者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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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研究指出，此問題可藉由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提升而予以解決（Moorman ,Lynn,
2002；Meyer, Allen, Smith,1993；Feather, Katrin, 2004；
Bateman,Organ,1983）。
三、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
有學者 Organ (1988)認為組織公民行為可以提高維持工作對員工的吸引力的
組織能耐；Podsakoff & Mackenzie(1993)認為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可以增加共事
者的生產力。Posdakoff 及 MacKenzie(1994)的研究發現，組織公民行為對組織
目標的達成有重要影響，其中公民道德及運動家精神與部門的績效有正相關。依
據 Blau（1964）的社會交換理論，總合個人的組織公民行為可增進團體的績效，
因為有助於大家團隊合作(Organ, 1988；Podsakoff, Ahearne, & Mackenzie,
1997)。
綜合而言，促使員工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可增進組織的生產力、降低成本、
加強員工的團隊合作及服務品質的提昇，因此間接促進了組織目標及財務績效的
達成。Dyne 及 Ang (1998)以新加坡的正職雇員和臨時雇員為研究對象，認為當
臨時人員自願選擇從事臨時性工作時，臨時人員較不容易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因
為他們與雇主締結心理契約的期望較少且對組織的情感性承諾較低的緣故。
組織公民行為對組織的運作，確實有其重要性。在組織中，通常必須投入許
多人力、物力以維持結構體系運作，但這些資源投入越多，組織績效不一定提高。
以往在組織績效的研究中，對工作績效的定義也都是採用數量指標，如生產量、
利潤、成本等。但近年來非數量指標，如合作、建議、利他行為等，也漸漸受到
學者的重視(林士奇，2001)。由於以量為主的傳統績效指標受到質疑，因此學者
漸漸注意到以行為面或質化的指標來補強傳統績效指標的不足，而在這類行為面
或質化的績效指標中以組織公民行為最廣為學者討論(梁凱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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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各研究變項的關係
一、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
Graham(1995)提出組織公民行為，會因領導形態以及領導者對員工的精神鼓舞
上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Podsakoff(1996)等人研究轉換型領導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個別關懷對利他行為、盡職行為、運動家精神、禮貌與
公民道德行為皆有正面的影響。轉換型領導可以使員工的表現比預期還要更好
(Bass,1985;Yukl, 1989)。在國內的研究方面，彭一烈(1996)針對魅力型領導與組織
公民行為的相關性進行研究，發現魅力形領導會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尤其
以魅力領導中的激發員工成長與組織公民行為中的認同組織之相關更為顯著;陳佩
秀(1996)發現，探討主管視察行為、個別化關懷行為對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的影
響，其中個別化關懷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較有影響力。呂欣茹(1998)在對護理主
管所做的研究中發現，當主管表現轉換型領導的行為頻率越高，越能激發護理人
員角色外行為的表現以及增加護理人員工作滿意度。
因此，根據以上推論，本研究提出第一個假設如下:
假設一:領導者轉換型領導行為對員工的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二、轉換型領導與情感性組織承諾
轉換型領導能使員工提升其參與力並從中獲得成就感或肯定，同時使員工對
其組織產生認同感。根據Avolio、Waldman ＆Yammarino(1991)的研究中，發現轉
換型領導可以使部屬經由自我的犧牲，進而加強對工作同仁以及組織的承諾。Hult
＆ Hurley (2000)對多國籍企業進行有關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對廠商、採購
者、使用者的影響之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交易型領導，轉換型領導較容易建立
起當事人的認同與承諾之正面影響。
胡美林(1991)以非營利事業機構為對象的研究顯示，轉換型領導對組織承諾具
有顯著預測力。
因此，根據以上推論，本研究提出第二個假設:
假設二:領導者的轉換型領導行為對員工的情感性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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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三、僱用身分與情感性組織承諾
僱用身分代表員工是以典型僱用關係正式的受僱於政府機關，或以其他非典
型僱用關係暫時受僱於政府機關。在本研究中，典型僱用關係包含技工、工友、
駕駛，非典型僱用關係係指臨時員工（含約聘、約僱人員）。
員工僱用身分之衡量依受測者在問卷中勾選為依據。問項之一請受測者勾選
其屬於正式員工或非典型僱用員工，非典型僱用員工再勾選其為臨時人員、約聘
人員或約僱人員。
Churchill,. et al（1974）提出工作者對其工作本身的工作角色情感性的知
覺，會影響其工作滿足，此工作角色情感性的知覺以社會交換的觀點來說，因為
員工對公司的信任與忠誠度都很高，並且相信公司對其付出日後必有報償，情感
性組織承諾的元素是員工在心理或情感上認同公司、珍惜與公司間的關係，員工
會留在公司是因為自己想要留在公司，此與社會交換的觀點亦相符合。
全職的員工因為在心態上屬於比較穩定的層面，對未來較有安全感，對公司
的認同、信任、忠誠度與支持度很高，工作展現出對公司的貢獻也很大。就全職
員工的心理狀態與工作表現來說，應該比較傾向於社會交換。反之，部分工時（時
薪人員）因設限於工作契約權利與義務明確制訂，並且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在心
態上缺乏安全感，對公司的認同、信任、忠誠度與支持度有限，因此推論部分工
時（時薪人員）會傾向於經濟交換。僱用型態與工作表現之關係分為全職人員的
工作滿足與情感性組織承諾及部分工時人員（時薪人員）的工作滿足與情感性組
織承諾，全職人員的工作滿足比部分工時人員（時薪人員）高，全職人員的情感
性組織承諾比部分工時人員（時薪人員）高。（林莉莉，2005）
情感性組織承諾指員工認同組織之價值與目標、投入自己的工作角色專心貢
獻以及感情的歸屬（Meyer 和 Allen，1991）。這些都需要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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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能產生。臨時員工在性質上不能預期長期受僱，因此不需要將組織的價值與
目標視為自己的價值與目標，對組織的感情歸屬在理論上亦比長期受僱之正式員
工來得低。加上與正式員工所做的社會比較，使臨時員工因被剝削與不公平的感
受所產生的負面效應。
在國內的研究方面，余安邦(1980)對於員工離職行為的研究發現離職意願與
情感性組織承諾有顯著的負相關，尤瑞彰(1998)的研究則發現情感性組織承諾對
於離職傾向的影響達顯著水準。
因此，可以發展出假設三，
假設三：相較於正式員工，非典型僱用員工持有較低的情感性組織承諾。
四、僱用身分與組織公民行為
Organ（1988）強調組織公民行為具自由裁量的本質，並定義組織公民行為是
不包括在正式的工作說明書當中之建設性的行為，例如幫助同事完成他們的工
作、協助新進人員適應工作環境等。由於這些行為並非工作上的要求，就算疏忽
了，也不會受到組織的制裁，所以組織公民行為可以視為員工回應其與組織間關
係的一種指標。當員工覺得組織善待他們，他們會以超過工作最低要求的行為回
報組織，例如幫助其他同事，來回報組織。反之，像臨時員工，他們覺得自己是
短期的、臨時的、非必要的，基於社會交換的觀點，臨時員工會回報以僅執行必
要的義務，並儘量少從事組織公民行為。依據社會比較理論亦可獲得相同的結論，
因為社會比較過程，使得臨時員工知覺付出的代價比得到的報酬少，因而有了被
剝削的感受；又或發覺自己的投入與產出的比率較少，而有不公平的感覺。預期
這種不公平或被剝削的感覺，會對於不在正式規範內的組織公民行為產生負面作
用。
公司與員工之互動，以各種交換的方式進行，即員工以工作上的付出來換取
實際或形式的報酬；意即雙方以各種不同的動機及交換方式進行僱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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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uldner（1960） 指出交換需以互惠的方式進行。員工依據互惠的原則，找出交
換關係的平衡。
Blau（1964）將交換類型分為經濟交換與社會交換兩類。社會交換是指交換
的雙方之間，並未明訂未來的權利義務、行為規範與報償，所憑藉的是對彼此的
信任及善意，以及一種維繫長期關係的信念，這將使得雙方對彼此的關係投入更
多的忠誠及支持，對回報的預期會採取開放的態度，且受惠的一方存在著公平互
惠的認知，此將反映於工作的責任、義務、行為態度上，著重於長期的交換關係。
（黃家齊，2002；黃品全，2003）
根據社會交換理論得知，員工本身所抱持的交換認知，對於其工作表現有很
大的影響，如果員工自己認為與公司的關係完全建立在經濟交換上，亦即工作僅
是因為自己的付出來換取公司的報酬而已，那麼對公司的情感因素就較不會投
入，對公司的忠誠及支持也不會很高。但是，如果員工認為與公司的關係是一種
社會交換，藉由對公司的信任及互惠的原則，員工將會努力付出及展現對公司的
忠誠與支持，來交換實質的報酬如薪資、福利，或是一些社會情緒的回應
（socio-emotional benefits），例如自尊、讚賞與關懷。（王經明，2003）
社會交換中所涵蓋的利益若以單一的數量交換來說 並沒有確，切的價格，此
與經濟交換中的商品數量有其價格的機制存在（Whitener,1998） 是不一樣的。
當員工對自身與公司關係的認知是一種社會交換時，員工將會努力付出及展現對
公司的忠誠與支持。而不同的僱用型態上，其工作滿足、情感性組織承諾與角色
認知也有所差異。
因此，可以發展出假設四，
假設四：相較於正式員工，臨時員工展現較少的組織公民行為。
探討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聯性，可以從回顧學者們對情感性
組織承諾的定義著手。1977 年 Steers 定義情感性組織承諾是個人對於某一特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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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認同及投入的相對強度，並強調此一定義包含：接受組織的價值及目標之強
烈信念、為組織利益而努力的意願以及持續成為組織成員的強烈欲望等三要素。
承接 Steers（1977）對情感性組織承諾的定義，Mowday 等人（1979，1982）進
一步的闡述情感性組織承諾並不限於被動的對組織忠誠，還包含個人與組織的積
極關係，使個人願意付出，對組織福祉做出貢獻。由這些定義，不難明白，情感
性組織承諾很高的員工會接受並內化組織的目標，並基於組織利益，積極貢獻心
力。如果情感性組織承諾很高的員工真的可以達到本於組織利益積極奉獻的境
界，那麼他所表現的行為應該不會侷限於角色內行為，只要是對組織有利，就算
不在規範內之角色外行為，也願意付出。而對組織有利的角色外行為就是組織公
民行為的定義（Organ，1988）。由此可知，在本質上，情感性組織承諾和組織公
民行為有其共通性，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前者屬於態度面而後者則屬於行為面。
在實證研究方面，1986 年 O,Reilly 和 Chatman 發現認同、內化的組織承諾和
組織公民行為正相關。他們所謂的認同、內化的組織承諾分別指員工認同與內化
組織的目標和價值，亦即在定義上類似於情感性組織承諾的概念。此後又有許多
學者也分別證實情感性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聯性（Shore 和 Wayne，
1993；Meyer，Allen 和 Smith，1993）。
由上述的文獻探討得知，無論在理論上或實證上均支持情感性組織承諾和組
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正相關。至於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否受僱用身分的影響？Van
Dyne和Ang（1998）以及Coyle-Shapiro和Kessler（2002）均持肯定的看法，而且主
張對正式員工的影響大於對臨時員工的影響。
理論上預期僱用身分與情感性組織承諾的交互作用會對組織公民行為造成影
響，並未完全獲得證實。在Van Dyne和Ang（1998）的研究結果當中，正式員工表
現較高的組織公民行為，但不受情感性組織承諾的影響；臨時員工雖然表現較少
組織公民行為，但其情感性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正相關。在Coyle-Shapiro和
Kessler（2002）的實證研究中則發現僱用身分和情感性組織承諾的交互作用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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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行為的影響並不顯著。
這些不一致的發現，表示需要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釐清僱用身分與情感性
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就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本質而
言，可以合理的假設前者為後者的前因變項。
無論情感性組織承諾或組織公民行為，都屬於關係型之交換關係，因此可以
推論正式員工有較高的情感性組織承諾，也會表現較多的組織公民行為，而且其
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亦較強。相反的，臨時員工由於和組織建
立交易型之交換關係，彼此間的交換內容屬於比較明確，交換的種類亦較有限，
因此可以預期臨時員工和組織間的情感性組織承諾較低，在工作上亦可預期這批
員工僅止於完成其份內的工作，而較少表現組織公民行為。同樣的道理，其情感
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就較弱。
因此，可以發展出假設五，
假設五：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受僱用身分的影響，而且影
響的方式是對正式員工的影響大於對臨時員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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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說明研究流程、研究變項的定義與衡量方法，以及描述研究樣本的
特性，量表的來源，資料蒐集和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內容，本研究以轉換型領導、正式員
工及非典型人員的個人屬性為自變項，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作為
依變項，將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呈現如下，

圖3-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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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卷設計
本節將針對問卷設計中各變數問卷之引用及量表內容與填答計分方式等，茲
說明如下:
一、轉換型領導
轉換型領導的定義為領導者給部屬的一種自信、自負和受人尊重的感覺，清
楚的傳達組織的目標、願景、提升部屬的智能，對部屬給予個別化關懷。在轉換
型領導之下，部屬會轉化自身的利益，進而追求組織願景之更高理想(Bass,1985)
（Bass B.M. (1985)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 NY: Free
Press.）。本研究採用Bass與Avolio (1997)所編製的轉換型領導量表，其中轉換型
領導量表有理念的影響、個別關懷、精神的鼓舞及智能的啟發等四構面共20題問
項，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Likert’s scale)，以選擇方式勾選「非常同意」、「同
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答案，依次給予5分、4分、
3分、2分、1分。分數越高者代表主管的轉換型領導程度越高。
二、情感性組織承諾
由於 Morris 等人(1982)所編製的「組織承諾問卷，簡稱OCQ」在國內外施測
結果所得的信度相當良好（Mowday et al., 1982；丁虹，1988），因此本研究在組
織承諾的量測上便以此為藍本，並且參考丁虹(1988)、鄴惠君(2002)等人修正、翻
譯的中文量表，另參考鄴惠君(2002)之定義，認為「組織承諾」係「測試員工對組
織的認同及願意為組織付出額外努力以協助達到組織目標的程度」。並依研究需
要，將針對「組織承諾」中，受試者「對公司的情感性承諾（又稱認同與努力承
諾）」進行探討。
「對公司的認同認同與努力承諾」衡量的是「受試者願意為組織付出努力、
個人願意繼續成為組織中一分子的程度」，題目有8題，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
(Likert’s scale)，以選擇方式勾選「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答案，依次給予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若受試
者在此構面上得分愈高，表示其對公司認同及願意付出努力的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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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公民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的定義為組織中有意義的行為和展現，這種行為既非以正式的
角色義務為基楚，也不受契約交換的限制，此行為通常不是組織工作說明書或其
他正式規章所規範的行為，為自發性的行為，做或不做取決於行為者的自主裁量
(Organ, 1990)。本研究採用Farh、Earley與Lin(1997)所編製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其為針對華人組織發展出來的五個組織公民行為構面：認同組織行為、協助同事
行為、盡職行為、人際關係和諧、保護公司資源共18題問項。
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Likert’s scale)，以選擇方式勾選「非常同意」、「同
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等五個答案，依次給予5 分、4 分、
3 分、2 分、1 分。分數越高者代表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越高。
四、受測者個人屬性
本問卷以身份別、性別、婚姻、年齡、個人每月收入為受測者個人屬性共5題
問項。並瞭解樣本資料的分佈情況。
第三節 研究樣本與資料蒐集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三個地區的清潔人員為研究對象，針對不同
身份別的清潔人員加以探討其個人屬性、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
民行為之間的關係。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樣本的收集係以根據其職務性質及工作內容可區分出三種主要的
工作性質，分別為垃圾清運、資源回收及其它。
1.垃圾清運係負責一般事業廢棄物的清運作業。
2.資源回收係依公告資源回收項目進行的資源回收作業。
3.其它指街道打掃、公文書處理等。
研究母體人數計31,096人，以便利抽樣的方式進行抽樣，分別依新北市、台
中市、高雄市三個都會區所轄清潔人員的人數多寡及配合度來分配問卷發放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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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本問卷於100年2月間進行，總共發放750份，回收577份，扣除無效問卷101份，
得有效問卷487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64.9% 其發放與回收情形詳如表4所列:
表3-1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
總問

總回收

無效

有效

有效問卷

卷數

問卷

問卷

問卷

回收率

500

382

78

304

60.8％

250

206

23

183

73.2％

對象
正式員工
（隊員、駕駛、
技工工友）
非典型僱用人員
（約聘、約僱、
臨時人員）
三、樣本資料統計
本樣本資料統計的目的是為了解整體樣本的架構，如下表所示即為有效問卷
受測者之身份別、性別、婚姻、年齡及個人每月收入等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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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樣本統計資料
變數

類別

問卷數

百分比（＆） 累計百分比（％）

男

232

47.6

47.6

女

255

52.4

100

21-30 歲

61

12.5

12.5

31-40 歲

163

33.5

46

41-50 歲

185

38

84

51-65 歲

78

16

100

已婚

353

72.5

72.5

未婚

120

24.6

97.1

離婚或分居

14

2.9

100

35000 元（含）以下

307

63

63

35001-45000 元以上

108

22.2

85.2

45001 元以上

72

14.8

100

正職人員

304

62.4

62.4

非典型僱用人員

183

37.6

100

性別

年齡

婚姻

家庭收入

身份別

(1)性別:有效樣本中，以女性居多，共255人約52.4%；男性則有232人約47.6%。
(2)婚姻:有效樣本中，已婚者占多數，有353人約72.5%；而未婚者有120人約24.6%；
離婚或分居有14人約2.9％。
(3)年齡:有效樣本中，以41-50歲居多約38%；其次為31-40歲約33.5%。亦即31-50歲
年齡，已占總樣本數的71.5%。
(4)家庭收入：以35000元（含）以下居多約63%；其次為35001-45000元約22.2%，行
政院主計處（98年，中華民國統計年鑑）統計，關於服務業受僱員工每人每月平
均工資43,914元，相較之下環境清潔人員的家庭收入多數比率低於全國服務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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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工的平均工資。
（5）身份別：正職人員304人，約62.4％，非典型僱用人員183人，約37.6％。
第四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利用 SPSS 12.0 for Windows 軟體進行統計分析，藉以探討並驗證本研
究之假設，茲將所運用到的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所謂信度(也稱可靠度)指的是一份量表所測的分數的可信度、一致性或穩定
度。Cronbach(1951)提出計算一個量測系統(問卷或測驗)的信度稱為Cronbach α係數
(簡稱α 係數)。Nunnally(1978)認為Cronbach α 係數若大於0.7 則表示信度很高，
若小於0.35 則表示信度低。本研究即以Cronbach α 係數為準則，測量問卷中各因
素之衡量變數的內部一致性，並以Nunnally 所認定之數值作為標準進行分析。
二、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利用因素分析來建構量表的效度，採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為萃取因素之方法；將本研究之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各
構面進行因素分析。
三、Pearson 相關分析(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分析是討論兩組變數間的相關性，若此兩組之變數各僅有一個時，則其
稱為簡單相關，又稱為Pearson 相關，其主要目的是在於研究兩兩變數間關係的密
切程度。此為在進行迴歸分析前，能夠先行反應變數之間關係緊密程度的指標，
相關係數表示變數關係的大小與正負方向，其相關值的大小係指變動的程度。正
負符號則代表相關的方向，正向相關係指兩變數呈同向變動的情形，負向相關則
為兩變數呈反向變動的現象，當兩個變數呈現不相關時，相關係數即為零。
四、獨立樣本t檢定：
針對兩個相互獨立，並接受相同測量的樣本，在測量變異數上之平均數是否
存在差異，用來檢定分組變數的兩個分群，，在測量變數上的平均數是否存在顯
著差異，例如，性別及身分別對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是
- 47 -

否存有差異。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進行變異數分析時，只使用單一個分組變數，藉以瞭解不同個人屬性的人口
統計變項（如：年齡、性別、婚姻、每月收入、身分別）的受測者，對轉換型領
導、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存有差距。
六、簡單迴歸分析(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透過逐步迴歸分析，檢驗轉換型領導對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
為的影響效果，以及員工的身分別對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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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料分析與統計方法
本章依據問卷回收內容，進行問卷信度的檢定與各變項相關分析，以及因素分析
後的研究變項及架構，並利用簡單迴歸分析驗證前述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
第一節 問卷信度與因素分析
一、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與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1.信度(也稱可靠度)指的是一份量表所測的分數的可信度、一致性或穩定度。
Cronbach(1951)提出計算一個量測系統(問卷或測驗)的信度稱為 Cronbach α
係數(簡稱 α 係數)。Nunnally(1978)認為 Cronbach α 係數若大於 0.7 則表
示信度很高，若小於 0.35 則表示信度低。本研究即以 Cronbach α 係數為準則，
測量問卷中各因素之衡量變數的內部一致性，並以 Nunnally 所認定之數值作為
標準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測量問卷中，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諾及組織公民行為等因素
Cronbach α 係數大於 0.7，表示信度很高。
2.利用因素分析來建構量表的效度，採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為萃取因素之方法；將本研究之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及組織公民行為
各構面進行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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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轉換型領導」因素及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
構面

Cronbach
轉換型領導

刪除本題後

名稱

α

項總相關
α值

精神 13.上司展現出一種自
0.785843 0.254669 0.946

0.719

0.9637

0.755142 0.322003

0.745

0.9634

0.747782 0.321489

0.738

0.9635

0.738955 0.432988

0.813

0.9626

0.734504 0.37203

0.764

0.9631

具有不同的需求、能力 0.702089 0.465033

0.808

0.9626

0.700785 0.420077

0.772

0.963

0.669546 0.47125

0.786

0.9629

量道德與倫理方面的後 0.663187 0.503169

0.805

0.9627

0.778

0.963

鼓舞 信與權威
與智 18.上司建議我尋找新
能啟 的方法來完成任務
發

20.上司對目標的達成
深具信心
17.上司會協助我發揮
自己的實力
19.上司強調具有集體
使命感的重要性
15.上司對待我像一位

及抱負之個體
14.上司能清楚勾勒出
美好的遠景
16.上司要求我從不同
的角度審視問題
12.上司做決策時會考

果

11.上司的做為令我對

0.59301 0.54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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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分尊敬
10.上司視我為一獨立
的個體，而不僅只是組 0.580754 0.275598

0.579

0.9654

0.699

0.9639

0.225773 0.717043

0.62

0.9648

0.424069 0.711998

0.769

0.9631

0.448017 0.703765

0.782

0.9629

0.387907 0.689205

0.724

0.9637

0.488891 0.66752

0.788

0.9629

織裡的一員
理想
化的
2,上司會和我談論他認
影響
為最重要的價值觀和信 0.244367 0.809709 0.932
力與
念
個別
關懷
1.上司會重新檢視關鍵
假設以討論其是否合宜
8.上司會花時間給予我
所需要的指引與輔導

理想
化的
5.與上司共事讓我感覺
影響
到很光榮
力與
個別
關懷
4.上司會樂觀的談論未
來
7.上司會詳細說明目標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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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上司會以團隊利益為
優先，而非他個人的利 0.481483 0.646739

0.766

0.9631

0.482661 0.627479

0.754

0.9633

0.519043 0.603817

0.764

0.9631

益
6.上司在談論需要完成
的工作時總是充滿熱情
3.上司會尋求各種不同
的看法來解決問題
特徵值

12.103

1.011

解釋變異量（％）

60.514

5.057

累積解釋變異量（％）

60.514

65.57

各構面 Cronbach α值

0.932

0.946

總量表 Cronbach α值

0.965

將「轉換型領導」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特徵值大於 1 的成分只有兩個，
故只抽出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共解釋原有 20 個變數 65.57％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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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組織公民行為」因素及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
構面

Cronbach
組織公民行為

刪除本題

名稱

α

項總相關
後α值

利他主 36.我會主動與同事溝
0.841265 0.004086 0.953
義

0.655

0.9223

0.708

0.9212

0.834404 0.072643

0.694

0.9216

的優點，並澄清他人對 0.825882 0.033159

0.657

0.9221

0.822613 0.110727

0.696

0.9215

0.806532 0.189469

0.733

0.9209

0.801558 0.122484

0.689

0.9215

0.796443 0.073715

0.656

0.9222

己的工作，並且很少出 0.795055 0.17922

0.718

0.921

通與協調
35.當同事需要時，我會
主動分擔或代理同事之 0.840538 0.099069
工作
40.我會努力地自我學
習以提升工作品質
30.我會主動宣傳單位

本單位的誤解
34.我會樂意協助同事
解決工作上的困難
33.我會主動協助新進
同事適應工作環境
37.即使無人注意，我也
會遵守單位的規定
29.我會挺身而出捍衛
單位的聲譽
38.我會認真地看待自

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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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我會盡可能接受新
的或是具有挑戰性的工 0.787792 0.059395

0.643

0.9224

0.7855 0.022152

0.619

0.923

0.753084 0.048169

0.605

0.9233

0.683429 -0.06218

0.483

0.9257

0.557

0.9242

0.548

0.9244

0.562

0.9241

0.12283 0.903965

0.557

0.9242

福利，並找各種藉口請 -0.01231 0.865561

0.418

0.9271

0.442

0.9266

作
31.我會主動提出建設
性的改善方案
32.我會積極參與單位
內的相關會議
41.我通常提早到達單
位，並立即開始工作
認真負 46.我會在上班時間處
責

理私事，如買股票、跑 0.10901 0.923583 0.951
銀行、逛街
43.我會利用職權之
便，假公濟私謀取個人 0.10775 0.909573
私利
45.我經常在上司和同
事的背後說三道四論人 0.127326 0.904295
長短
44.我會爭功諉過，不顧
ㄧ切謀取個人利益
48.我認為病假是一種

病假
47.我會使用單位的資
0.015379 0.864441
源處理私事，如私自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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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單位電話
42.我會不惜破壞單位
和諧，擅用權謀以謀取 0.066883 0.783384

0.429

個人權勢與利益
特徵值

8.84

5.073

解釋變異量（％）

44.199

25.364

累積解釋變異量（％）

44.199

69.563

各構面 Cronbach α值

0.953

0.951

總量表 Cronbach α值

0.927

將「組織公民行為」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特徵值大於 1 的成分只有兩
個，故只抽出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共解釋原有 20 個變數 69.563％的變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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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77

表 4-3「情感性組織承諾」因素及信度分析
構面

Cronbach 信度分析
情感性組織承諾

名稱

α

項總相關

刪除本題後α值

情感性組

27.我很慶幸當時選擇了這單位

0.860859 0.916

0.860859

0.860859

0.822545

0.822545

0.822545

0.820926

0.820926

0.820926

0.806403

0.806403

0.806403

0.797173

0.797173

0.797173

0.792536

0.792536

0.792536

0.792148

0.792148

0.792148

0.64621

0.64621

0.64621

織承諾

23.為了要繼續留在單位內，願
意接受單位所指派的任何工作
25.向別人提起自己是這個單位
的一員時，感到很自傲
28.對我來說,這單位是我所待
過單位中最好的單位
22.我覺得我服務的單位是一個
值得效勞的好單位
26.在這個單位之內做事能使我
充份發揮自己的能力
24.我感覺自己與單位所重視的
事十分相近
21.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以協
助單位獲得成功
特徵值

5.051

解釋變異量（％）

63.132

累積解釋變異量（％）

63.132

各構面 Cronbach α值

0.916

總量表 Cronbach α值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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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情感性組織承諾」進行因素分析，分析結果，特徵值大於 1 的成分只有
一個，故只抽出一個因素，這一個因素共解釋原有 8 個變數 63.132％的變異量。
第二節 因素分析後之變項及研究架構
一、自變項「轉換型領導」構面合併：
（一）構面發展歷程：Bass 與 Avolio 在「Improving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指出當領導者表現出以下幾種行為時，即是轉換型領導行為：
1.領導者能刺激成員以新的觀點來看他們的工作。
2.使成員意識到工作結果的重要性。
3.領導者協助成員發展本身的能力與潛能，以達到更高一層的需
4.領導者能引發團體工作的意識與組織的願景
5.引導成員以組織或團隊合作為前提，並超越本身的利益需求，以有利於組
織的發展。
Bass 與 Avolio 於 1990 設計的 MLQ 量表，並於 1994 年提出轉換型領導的
四項指標（簡稱 Four I’s）為：理想化的影響力、心靈的鼓舞、才智的激發、
個別化關懷。
Bass 於最初所提出之領導理論，只包含三個轉化型領導因素，分別是「魅
力（charisma） 領導」、「智能的啟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與「個別的關
懷（individual consideration）」
。與兩個交易型領導因素：
「論功行賞（contingent
reward leadership）」
、
「例外管理（management-by-exception）」
。之後又從魅力領
導分離出第四個因素，即「鼓舞式激勵（inspirational motivation）」，而魅力領
導被「理想化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所取代。至此的理論包含四個因素的
轉化型領導，也就是「4Is」。
Bass 與其他學者陸續研究探討至今，全方位領導理論已經發展到九個因素。
這九個因素包含轉化型領導五個因素：理想化的特質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
attributed）
、理想化的行為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 behavior）、鼓舞式激勵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智能的啟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個別的關懷
- 57 -

（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
；交易型領導三個因素：論功行賞（contingent reward
leadership）
、主動式例外管理（management-by- exception active）、被動式例外例
外管理（management-by-exception passive）；以及非交易型的放任式領導一個因
素。
將轉換型領導之三個或四個構面合併視為一個構面進行研究分析，各文獻之
研究變數間仍具有顯著相關性 (池文海，黃庭鍾，魏國州，2007；林郁宙，2004；
鄭芬姬，伍晉弘，2006；劉于暄，2008)。
Bass 與 Avolio 主張轉換型領導的四項指標是彼此各自獨立的四個不同面向但
是，即使有部分研究者之最後統計結果未必能如 Bass 所言順利分離出四個因
素，有關 Bass 與 Avolio 所提出的轉換型領導的四項指標構面，經國內學術研究
採用透過因素分析進行構面合併後重新命名的資料，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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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轉換型領導構面合併情形
研究生

論文名稱

轉換型領導構面

轉換型領導構面

（Bass 和 Avolio）

合併

王佳玉

轉換型領導與領導效能

1.理想化的影響力

1.理想化影響力

（2000）

關聯之研究─以台北市

2.心靈的鼓舞

2.個別化關懷

政府為個案分析

3.才智的激發

3.才智激發

4.個別化的關懷
林士奇
（2001）

轉換型領導、組織承諾
與組織公民行為相關之

1.魅力領導
2.個別化關懷

1.魅力領導與個
別化關懷

3.才智啟發
研究 – 以中華電信南

2.遠景提出與才

區分公司為例

智啟發

林淑華

轉換型領導方式與員工

1.理想化影響力

1.個別化關懷

（2002）

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

2.個別化關懷

2.理想化影響力

以台北市立忠孝醫院為

3.才智激發

例

4.心靈的鼓舞
5.權變獎賞
6.例外管理

葉淵縣

義工行為與組織公民行

1.理想化的影響力

（2002）

為之相關研究-- 以中部

2.心靈的鼓舞

地區汽車經銷業為例

3.才智的激發
4.個別化的關懷

1.個別化的關懷
2.自我發展（心靈
的鼓舞與才智的
激發合併）
3. 魅力領導

林 冠 宏

轉換型領導、組織認

1.理想化影響力

（2003）

同、組織溝通對領導效

2.個別化關懷

能影響之研究－以台南

3.才智的激發

1.理想化影響力
2.個別化關懷

縣政府組織變革為例
劉于暄

轉換型領導、人力資源

1.魅力產生

（2008）

品牌涉入與員工品牌行

2.個人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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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轉換型領導

為之關係─ 以飯店業為

3.智能啟發

例
余秋慧

轉換型領導、組織文

1.魅力領導

（2008）

化、組織承諾與內部行

2.個別關懷

銷對工作績效之影響—

3.智力啟發

以中部壽險公司員工為

4.願景提出

1.智力啟發
2.魅力領導
3.願景提出

例
（二）問卷調查結果後之研究變項：
本研究變項原有四個構面，分別為理念的影響、個別關懷、精神鼓舞、智能
啟發，但本研究經對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的環保人員進行問卷普查後發現僅
存二項指標因素，原「理念的影響」有五題、「個別關懷」有四題結合成同一因
素，並將此一因素命名為「理念的影響與個別化關懐」；另「個別關懷」有一題、
「精神的鼓舞」有五題與原「智能啟發」有五題結合成同一因素，將此因素命名
為「精神的鼓舞與智能啟發」。
（三）構面命名與定義：
1.理念的影響力與個別化關懷：指領導者具有遠見、前瞻性及活力，因而成
為部屬崇拜學習的理想對象，而心悦誠服接受領導以完成組織的目標，且領導者
對每一位部屬依其個人所需予以關懷，使其覺得深受重視而更加努力，領導者與
部屬間經互動下更能建立特別良好關係，使成員對組織產生更高向心力及認同感。
2.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領導者運用個人魅力來有效傳達組織的目標及前
途，鼓舞員工在樂觀與希望中期待發展，使之產生強烈工作動機與向心力，並鼓
勵部屬在知識上增進，培養創造力及對事務處理再思考或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事
件，以促使工作行為會更順暢及圓滿。
二、依變項「組織公民行為」構面合併：
（一）構面發展歷程：
參考國內外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研究之相關文獻，並加以整理歸納後，有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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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公民行為在概念定義上，係指組織內的成員主動表現出自發性的行為，從事一
些對組織或同事有益的行為，此非正式的角色義務，是無條件的利他行為且非由
組織獎酬系統所規範的績效行為 但卻能直接或間接提升組織的運作成效並促進
達成組織目標(Bateman &，Organ, 1983; Podsakoff, Mackenzie, Paine, &
Bachrach, 2000)。
綜合學者們的看法，其基本觀念實為一致，可說明組織公民行為是無條件而
自然產生的，且超過了組織的正式要求，不需要組織的正式獎酬系統的鼓勵。而
大多數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有鑑於組織中所有行為並無法精確地區分成角色內
或角色外的行為，皆採取較廣義的描述方式，整體而言，可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
為「在組織中未明文規定且未給予報酬與獎勵的情形下，是員工主動表現出的自
發性行為，且對組織運作有幫助的行為」。
茲就學者提出關於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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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組織公民行為構面整理
學 者

年份

組織公民行為的構面

Bateman&Organ

1983 僅公民行為一個構面

Smith, Near&

1983 1.利他行為(Altruism)2.一般順從(Generalized

Organ

Compliance)

Brief＆Motowidl 1986 1.反功能或機能障礙/有結構的功能性之適於社會性的
組織行為（Dysfunctional/organizationally
functional Organizational）
2.角色內/外行為（In-role/Extra-role Behavior）
Organ

1988 1.利他行為(Altruism)2.職業道德
(Conscientiousness)3.運動家精神(Sportmanship)4.
禮貌(Courtesy)5.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Organ

1990 1.利他行為(Altruism)2.一般順從(Generalized
Compliance)3.運動家精神(Sportmanship)4.禮貌
(Courtesy)5.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Podsakoff et al 1990 1.利他主義、2.殷勤有禮、3.運動家精神、4.盡職、5.
公民道德
Graham

1991 1.遵從(Obedience)2.忠誠(Loyalty)3.參與
(Psrticipation)

Williams &

1991 1.朝向個人的公民行為 2.朝向組織的公民行為

Anderson
Witt

1991 1.利他主義 2.一般順從

林淑姬

1992 1.認同組織 2.協助同事 3.不生事爭利 4.公私分明 5.敬
業守法 6.自我充實

Dyne, Graham,& 1994 1.遵從(Obedience)2.忠誠(Loyalty)3.社會性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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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nesch

(Social Participation)4.擁護性參與(Advocacy
Participation)5.功能性參與(Functional
Partivipation)

MacKenzie et al 1994 1.利他行為 2.事前知會 3.運動員精神 4.公民道德 5.盡
職行為
Podsakoff &

1994 1.運動員精神 2.公民道德 3.幫助他人

MacKenzie
Van Dyne, Graha 1994 1.服從、2.忠誠、3.社會性參與、4.擁護性參與、5.功
Dienesch
Netmeyer,

能性參與
1997 1.利他主義、2.職業道德、3.運動家精神、4.自主意識

Boles, Mckee, &
McMurrian
Farh、Earley＆L 1997 1.認同組織行為 2.協助同事行為 3.盡職行為 4.人際關
係和諧 5.保護公司資源
陳威菖

民 85 1.人際利他 2.組織公益

陸儀勳

民 85 將組織公民行為歸屬於角色外行為

組織公民行為的測量量表則始於 1983 年 Bateman & Organ 所提出，之後有
多位學者提出各種不同構面之量表，茲將較常為國內學者使用 2 構面量表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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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組織公民行為 2 構面量表
學者
Smith, Organ &

年代
1983

Near

Brief＆Motowidlo

1986

Williams &

1991

Anderson

構面說明
1.利他人公民行為：能協助他人，包括主管、
同事與顧客，尤其是員工在相關任務與問題上
能主動協助特定他人。例如，幫助缺勤的同
事、自願做非要求的事，引導新進人員甚至部
屬要求的事項，幫助工作負擔重的同事，協助
主管，為部門改進提出革新建議。
2.一般順從行為：包括準時上班、不超出工作
中應得的休息、從事高於規範的工作、如無法
工作會事先通知、不耗費很多時間在電話交
談、工作上不混時間（Smith , Organ
&Near,1983; 王梅珍，2000）。
1.反功能或機能障礙/有結構的功能性之適於
社會性的組織行為
（Dysfunctional/organizationally
functional Organizational）
2.角色內/外行為（In-role/Extra-role
Behavior）
1.利他人公民行為：指員工發自於自願性的幫
助他人；例如主動幫助別人，此行為對特定個
人有馬上的利益，而亦能間接為組織帶來利
益。
2.指員工為組織利益而表現的行為。非員工職
務份內應擔任之工作，但有益整體組織的行為
（Williams & Anderson,1991;謝慶鎰，2003）
1.遵從(Obedience)2.忠誠(Loyalty)3.參與
(Psrticipation)

Graham

1991

Witt

1991

1.利他主義 2.一般順從

陳威菖

民 85

1.人際利他 2.組織公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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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man & Organ (1983)首度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概念時，是將組織公民行
為以一個整體的、綜合性的概念處理，並未將其區分為不同的構面。同年，Smith
et al.(1983)始經由因素分析將組織公民行為分成「利他主義」(altruism)和「一
般性順從」(general compliance)兩個構面；而 Graham (1986)認為組織公民行
為尚應包括「公民美德」(civil virtue )；最後，Organ (1988)又再加入「謙恭
有禮」(courtesy)和「運動家精神」( sportsmanship)，並將一般性順從改成「認
真負責」( conscientiousness)。此後，學者多以 Organ (1988)所稱的五大構面
為研究範圍，即利他主義、認真負責、公民美德、謙恭有禮和運動家精神。林淑
姬(1992)參考了 Organ(1988)的架構以及 Podsakoff et al.(1990)的問卷，針對
台灣企業組織進行研究，而重新建構了一份組織公民行為的問卷，並發展出了「認
同組織」、「協助同事」、「不生事爭利」、「公私分明」、「敬業精神」、「自我充實」
六個構面（林淑姬，1992）。而後 Farh et al. (1997)採用林淑姬 (1992)所發展
的六個構面之本土組織公民行為量表進行實證研究，再次修改成：認同組織、協
助同事、敬業守法、人際合諧 (interpersonal harmony)與保護公司資源五構面。
將 Farh et al. (1997)之五構面與 Organ (1988) 和 Podsakoff et al. (1990) 所
用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做比較，可發現其中認同組織、協助同事、及敬業守法分
別與公民美德、利他主義、及認真負責三個構面相似。其差異在於，中國人的組
織公民行為少了運動家精神與謙恭有禮構面，而增加了人際合諧與保護公司資源
兩構面。由於 Farh et al. (1997) 所發展的五構面是將西方組織公民行為與東
方的特有傳統文化(例如重視人際關係)相結合，不僅與國外研究中的組織公民行
為概念有相通之處，更貼合了台灣本土的實際情況，因此本研究認為 Farh et al.
(1997)的五構面較適用於本土的研究，並整理以 Farh et al. (1997)所提出的本
土組織公民行為五構面，作為研究架構基礎之研究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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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構面合併情形
研究生

文獻名稱

採用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構面

許耀峰

1.Chu〈2001〉
所用之組織公
民行為量表，
並參考吳志男
〈2003〉研究
中所使用之翻
譯本
2.醫院護理人
員任職型態對
其工作態度、
組織公民行為
與工作績效的
影響研究

Farh、Earley＆Lin（1997）： 1.公民道德、2.
認同醫院、3.利他
1.認同組織行為 2.協助同事行 行為

（2005）

合併後的構面

為 3.盡職行為 4.人際關係和諧
5.保護公司資源

楊志弘，王 東森電視公司
員工的組織認
智立，蘇妍 定、組織形象
文（2006） 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關聯性研
究

縮減為四個因
素，原本的「敬業
守法」與「人際合
諧」構面併為「認
真負責」
，成為「認
同組織」
、
「協助同
事」
、
「保護公司資
源」、及「認真負
責」四構面

楊志弘、陳 組織學習與組
佳慧、陳怡
織公民行為之
萱（2007）
關聯性研究：

認同組織、協助同
事、認真負責、保
護公司資源

以東森得易購
為例
備註說明：楊志弘、蘇妍文（2006）採用 Farh et al.的組織公民行為五構面，
經過修改之後，將「敬業守法」與「人際和諧」二構面，合併成為「認真負責」，
故五構面縮減為四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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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結果後之研究變項：
本研究變項原有五個構面，分別為認同組織行為、協助同事行為、盡職行為、
人際關係和諧、保護公司資源，但本研究經對新北市、台中市及高雄市的環保人
員進行問卷普查後發現僅存二項指標因素，原「認同組織行為」有四題、「協助
同事行為」有四題、「盡職行為」有五題合成同一因素，，並將此一因素命名為
「利他主義」；另「人際關係和諧」有四題、「保護公司資源」有三題結合成同
一因素，將此因素命名為「認真負責」。
（三）構面命名與定義：
因為組織特性、研究對象及工作環境的影響，本研究構面經過修改後，修正
為兩個構面，即「利他主義」、「認真負責」，其定義說明如下：
1.利他主義(altruism)：能協助他人，包括主管、同事與顧客，尤其是員工
在相關任務與問題上能主動協助特定他人。例如，幫助缺勤的同事、自願
做非要求的事，引導新進人員甚至部屬要求的事項，幫助工作負擔重的同
事，協助主管，為部門改進提出革新建議。
2.認真負責（conscientiousness）：在某些工作上主動表現出超越組織所
要求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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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後的研究架構

圖 4-1 修正後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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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分析
一、Pearson 相關分析(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分析是討論兩組變數間的相關性，若此兩組之變數各僅有一個時，則其稱為
簡單相關，又稱為 Pearson 相關，其主要目的是在於研究兩兩變數間關係的密切
程度。此為在進行迴歸分析前，能夠先行反應變數之間關係緊密程度的指標，相
關係數表示變數關係的大小與正負方向，其相關值的大小係指變動的程度。正負
符號則代表相關的方向，正向相關係指兩變數呈同向變動的情形，負向相關則為
兩變數呈反向變動的現象，當兩個變數呈現不相關時，相關係數即為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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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相關－正式人員
理想化影

精神鼓舞

響與個別

與智能啟

關懷

發

情感性組
利他主義

認真負責

織承諾
理想化
影響與
1
個別關
懷
精神鼓
.850＊＊
舞與智

1
（.000）

能啟發
情感性
.541＊＊

.614＊＊

組織承

1
（.000）

（.000）

.459＊＊

.527＊＊

諾
利他主

.610＊＊
1

義

（.000）

（.000）

（.000）

認真負

-.002

-.083

.062

.186＊＊

責

（.966）

（.068）

（.170）

（.000）

1
註：在雙尾檢定下，* p<0.10 ** p<0.05 ***p<0.01
1.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與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2.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情感性組織承諾、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3.情感性組織承諾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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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利他主義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
認真負責有正相關（p<0.01）。
5.認真負責與利他主義有正相關（p<0.01）
，和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
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無顯著相關。
表 4-9 相關－非典型人員
理想化影

精神鼓舞

響與個別

與智能啟

關懷

發

情感性組
利他主義

認真負責

織承諾
理想化
影響與
1
個別關
懷
精神鼓
.850＊＊
舞與智

1
（.000）

能啟發
情感性
.541＊＊

.614＊＊

組織承

1
（.000）

（.000）

.459＊＊

.527＊＊

諾
利他主

.610＊＊
1

義

（.000）

（.000）

（.000）

認真負

-.002

-.083

.062

.186＊＊

責

（.966）

（.068）

（.170）

（.000）

1
註：在雙尾檢定下，* p<0.10 ** p<0.05 ***p<0.01
1.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與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 71 -

2.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情感性組織承諾、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3.情感性組織承諾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4.利他主義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
認真負責有正相關（p<0.01）
5.認真負責與利他主義有正相關（p<0.01）
，和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
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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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相關－全部人員
理想化影

精神鼓舞

響與個別

與智能啟

關懷

發

情感性組
利他主義

認真負責

織承諾
理想化
影響與
1
個別關
懷
精神鼓
.850＊＊
舞與智

1
（.000）

能啟發
情感性
.541＊＊

.614＊＊

組織承

1
（.000）

（.000）

.459＊＊

.527＊＊

諾
利他主

.610＊＊
1

義

（.000）

（.000）

（.000）

認真負

-.002

-.083

.062

.186＊＊

責

（.966）

（.068）

（.170）

（.000）

1
註：在雙尾檢定下，* p<0.10 ** p<0.05 ***p<0.01
1.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與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2.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情感性組織承諾、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3.情感性組織承諾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利他主義有
正相關（p<0.01），與認真負責無顯著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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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利他主義與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織承諾、
認真負責有正相關（p<0.01）。
5.認真負責與利他主義有正相關（p<0.01）。
第四節 獨立樣本 t 檢定
一、針對「性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表 4-11「性別」獨立樣本 t 檢定
構面

男

女

t

顯著性 (雙尾) 平均差異

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

29.26

29.06

0.408

0.684

0.199

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

35.70

35.98

-0.455

0.649

-0.273

情感性組織承諾

25.74

24.94 1.993＊

0.047

0.801

利他主義

45.15

44.44

1.064

0.288

0.707

認真負責

27.60

26.63 2.496＊

0.013

0.965

註：＊p＜0.05
1.「認真負責」：變異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為「不同質」（F=5.695，P=0.017），
檢定結果，平均數差為 0.965，t 值為 2.496，達非常顯著之水準（p=0.013），
「男性」的環保清潔工作人員，其「認真負責」的均值（27.60），顯著比「女
性」的環保清潔人員高。
2.「情感性組織諾」：變異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為「同質」（F=0.145，P=0.703），
檢定結果，平均數差為 0.801，t 值為 1.993，達非常顯著之水準（p=0.047），
「男性」的環保清潔工作人員，其「情感性組織承諾」的均值（25.74），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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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女性」的環保清潔人員高。
二、針對「身分別」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
表 4-12「身分別」獨立樣本 t 檢定
非典型僱
構面

正式員工

顯著性
t

用人員

平均差異
(雙尾)

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

29.09

29.27

-0.364

0.716

-0.184

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

35.73

36.04

-0.493

0.622

-0.305

情感性組織承諾

25.40

25.19

0.519

0.604

0.213

利他主義

45.33

43.87

2.132＊

0.034

1.455

認真負責

27.12

27.05

0.185

0.854

0.075

註：＊p＜0.05
1.「利他主義」：變異數同質性考驗結果為「同質」（F=1.608，P=0.205），檢
定結果，平均數差為 1.455，t 值為 2.132，達非常顯著之水準（p=0.034），
「正式員工」的環保清潔工作人員，其「利他主義」的均值（45.33），顯著比
「非典型僱用員工」的環保清潔人員高。
第五節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進行變異數分析時，只使用單一個分組變數，藉以瞭解不同個人屬性的人口
統計變項（如：年齡、性別、婚姻、每月收入、身分別）的受測者，對轉換型領
導、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是否存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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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年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多重比較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F值

P
（Scheffe）

21-30 歲

61

3.668

31-40 歲

163

3.628

理想化影響與 41-50 歲

185

3.538

個別關懷

51-60 歲

72

3.603

61-65 歲

6

3.685

487

3.596

21-30 歲

61

3.626

31-40 歲

163

3.526

＊精神鼓舞與 41-50 歲

185

3.479

51-60 歲

72

3.602

61-65 歲

6

3.818

487

3.536

21-30 歲

61

3.557

31-40 歲

163

3.477

情感性組織承 41-50 歲

185

3.505

51-60 歲

72

3.691

61-65 歲

6

3.917

487

3.535

61

3.599

總和

智能啟發

總和

諾

總和

0.662

0.618

1.148

0.333

2.160

0.072

5.589
利他主義

21-30 歲

51-65 歲＞
0.000

＊＊＊

21-30 歲
51-65 歲＞

31-40 歲

163

3.621
31-4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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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0 歲

185

3.696
51-65 歲＞

51-65 歲

78

3.972
41-50 歲

總和

487

3.703

21-30 歲

61

4.393

31-40 歲

163

4.447

41-50 歲

185

4.314

51-60 歲

72

4.476

61-65 歲

6

4.833

487

4.399

認真負責

1.673

總和

0.155

註：＊＊＊P＜0.001
年齡對「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感性組
織承諾」、「認真負責」並無差異，但對「利他主義」，有非常顯著的影響，經
Scheffe 多重比較結果顯示，51-60 歲＞21-30 歲，51-60 歲＞31-40 歲，51-60
歲＞41-50 歲，即年齡在 51-60 歲的員工，相較於 21-30 歲、31-40 歲、41-50 歲，
更能表現出利他主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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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每月收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多重比較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F值

P
（Scheffe）

35000 元(含)以下

307

3.557

108

3.638

72

3.699

總和

487

3.596

35000 元(含)以下

307

3.478

108

3.602

理想化影響 35001-45000 元
與個別關懷 45001 元以上

精神鼓舞與 35001-45000 元
智能啟發

45001 元以上

72

3.683

總和

487

3.536

35000 元(含)以下

307

3.535

108

3.568

72

3.486

總和

487

3.535

35000 元(含)以下

307

3.647

情感性組織 35001-45000 元
承諾

45001 元以上

1.616

0.200

3.733

0.025

0.370

0.691

35001-45000
108

3.816 3.766

72

3.770

＊

總和

487

3.703

35000 元(含)以下

307

4.378

35001-45000 元

108

4.521

72

4.304

487

4.399

35001-45000 元
利他主義

0.024 元＞35000
45001 元以上

元(含)以下

認真負責

2.446
45001 元以上
總和

註：＊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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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8

每月收入對「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情感性組織承諾」、「認真負責」
並無差異，但對「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有非常顯著的差異，且對「利他主義」，
亦有非常顯著的影響，經 Scheffe 多重比較結果顯示，35001-45000 元＞35000
元(含)以下，即每月收入 35001-45000 元的員工，相較於每月收入 35000 元(含)
以下的員工，更能表現出利他主義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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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身份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項

個數

平均數

正式人員

304

3.590

非典型人員

183

3.607

總和

487

3.596

正式人員

304

3.522

非典型人員

183

3.558

總和

487

3.536

正式人員

304

3.544

183

3.520

總和

487

3.535

正式人員

304

3.745

非典型人員

183

3.633

總和

487

3.703

正式人員

304

4.406

非典型人員

183

4.386

總和

487

4.399

F值

P

理想化影響與個
0.081

0.776

0.361

0.548

0.170

0.681

3.970

0.047

0.100

0.752

別關懷

精神鼓舞與智能
啟發

情感性組織承諾 非典型人員

利他主義

認真負責

員工身分別對「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情
感性組織承諾」、「認真負責」並無差異，但對「利他主義」，有非常顯著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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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簡單迴歸分析(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透過簡單迴歸分析，檢驗轉換型領導對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
為的影響效果，以及員工的身分別對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效果。
表 4-16「轉換型領導」對「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組織公民行為
情感性組織承諾
轉換型領導

利他主義

認真負責

0.036

0.269＊＊

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

0.089

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

0.55＊＊＊

R2

0.394

0.29

0.026

△R2

0.392

0.288

0.022

F 檢定與顯著性

157.495＊＊＊

99.082＊＊＊

6.574＊＊

0.508＊＊＊ ﹣0.316＊＊＊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達顯著水準
1.轉換型領導解釋情感性組織承諾共 39.4％的變異量，檢定結果達非常顯著之水
準，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情感性組織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轉換型領導解釋利他主義共 29％的變異量，檢定結果達非常顯著之水準，精神
鼓舞與智能啟發對利他主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轉換型領導解釋認真負責共 2.6％的變異量，檢定結果達顯著之水準，理想化
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利他主義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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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不同身份別的「轉換型領導」、「情感性組織承諾」對「組織公民行為」的
迴歸分析
依變數：利他主義

依變數：認真負責

構面
正式人員
自變數
情感性組織承諾

非典型僱用人員

β分配與顯著性

正式人員

非典型僱用人員

β分配與顯著性

0.44***

0.499***

0.132

0.317***

-0.141

0.166

0.283*

0.303*

0.341**

0.194*

-0.454

-0.429

R2

0.369

0.541

0.043

0.099

Adjusted R2

0.362

0.533

0.034

0.084

F值

58.386

70.359

4.526

6.530

Sig.

0.000

0.000

0.004

0.000

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
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達顯著水準
以情感性組織承諾、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利他主
義、認真負責進行迴歸分析，並比較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的差異，結果如
下：
1.「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而言，都無法激發他
們的「利他主義」行為，管理階層（清潔隊長與副隊長）的人數較少，相對而
言，清潔隊員的人數眾多，隊長除了在每周工作會報的會議上與隊員談話外，
基層的清潔人員有事皆會先尋求任務指派性質的班長協助，例如，調（排）班、
請假代班等事情皆由班長處理，隊長一般只負責環保局直接交辦的事項，故與
基層清潔人員的接觸談話機會較少，無法產生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的效果。
2.「情感性組織承諾」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皆會對其「利他主義」行為
產生顯著影響，且對非典型僱用人員的影響大於正式人員，非典型僱用的人員
多半對工作懷抱著一種想法，即好的工作表現日後將有機會轉任為正式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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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除了在工作上力求表現外，對同事之間的互助行為亦較正式人員更加的熱心
與誠懇。
3.「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皆會對其「利他主義」
行為產生影響，且對非典型僱用人員的影響大於正式人員，正式人員久任其職，
容易產生韋伯的官僚主義心態，態度上較會抱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作
為，然而非典型僱用人員，心裡懷有轉任正式人員的想法，工作動機容易受到
激發。
4.「情感性組織承諾」對非典型僱用人員的「認真負責」會產生顯著影響，對正
式人員則否，導因於正式人員的心態較為消極，非典型僱用人員對工作的期望
與組織的認同較強烈，在「情感性組織承諾」的影響下，工作上表現出「認真
負責」的行為。
5.「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而言，都會影響他們
的「認真負責」行為，主管人員雖然基層清潔人員有較少的接觸時間，但主管
人員在員工的地位普遍受到尊敬與認同，故主管人員交辦的事情，基層員工往
往都會盡力來完成，已獲取主管人員的信任與鼓勵。
6.「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正式人員與非典型僱用人員而言，都無法激發他們
的「認真負責」行為，此與清潔人員的教育程度與社會地位普遍較低，且對環
保工作的價值與重要性認知不足，未能深入體認清潔工作所代表的意涵，故「精
神鼓舞與智能啟發」無法改變員工既有的想法與觀念，因此無法影響激發員工
「認真負責」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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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以前述統計驗證結果為主題進行說明，於第一節提出研究結論，針對先
前所提出之研究假設，彙整本研究之發現與說明；第二節為研究建議，以研究結
論為基礎，說明本研究的貢獻以及提出管理實務面之建議；第三節闡述本研究受
限之處，進而提供後續研究者對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探討領導者之轉換型領導行為、員工個人屬性是否會影響
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
其結論彙整如表所示，以下針對研究之結果依續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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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研究假設結果摘要表
研究假設

結果
部份成立
「理想化影響與個別關懷」對「認

H1:領導者轉換型領導行為與員工的組織
真負責」、「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
公民行為之間有正向影響關係
對「利他主義」、「認真負責」有
顯著影響
部份成立
H2:領導者的轉換型領導行為與員工的情
「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情感

感性組織承諾之間有正向影響關係

性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
H3:相較於正式員工，非典型僱用員工持
不成立
有較低的情感性組織承諾
部份成立
H4: 相較於正式員工，非典型僱用員工展
現較少的組織公民行為

正式員工對「利他主義」的表現高
於臨時員工
不成立

H5: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 「情感性組織承諾」對非典型僱用
係受僱用身分的影響，而且影響的方式是 員工產生「利他主義」的影響大於
對正式員工的影響大於對非典型僱用員 正式員工、「情感性組織承諾」對
工的影響

非典型僱用員工產生「認真負責」
的影響大於正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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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換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證實轉換型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部份具有顯著的影響，「理想化
影響與個別關懷」對「認真負責」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
對「利他主義」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精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認真負責」
有顯著負向的影響，在先前的文獻研究中(Smith, Organ & Near, 1983; Schnake,
Cochran & Dumler, 1995;Koh, Richard & Terborg, 1995; 彭一烈，1996; 陳佩秀，
1996)，轉換型領導者藉由理念的影響、個別關懷、精神的鼓舞與智能的啟發等方
式，無形中引導組織成員自願為工作投入，與本研究結果有部份結果不盡相符，
可能因為主管人員需同時管理眾多的清潔人員，已超過合理的控制幅度，導致彼
此間產生溝通障礙，造成員工與主管上下無法完全融入組織與工作，所以仍需強
化溝通的管道與合理調整主管人員的控制幅度。
二、轉換型領導對情感性組織承諾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證實轉換型領導對情感性組織承諾部份具有顯著正向的影響，「精
神鼓舞與智能啟發」對「情感性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但「理想化影響與個別
關懷」對「情感性組織承諾」則否。此結果與先前探討的研究結果並不完全相符
(Morris & Sherman, 1981; 黃國隆，1986; 朴英培，1988; Koh, Richard& Terborg,
1995; 蘇永富，2001)。轉換型領導者持續不斷的激勵與鼓舞組織成員，經由明確
的職掌畫分與充份授權，使員工充滿責任感，願意為組織目標付出更多的心力，
除此之外，轉換型領導者亦需提出更具體的對組織願景及使命的描繪與說明，讓
員工有深刻體認在此組織之下有發展，自然會提高對組織的認同感。
三、員工個人屬性對情感性組織承諾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員工身分別對情感性組織承諾並無顯著的影響，顯示員工身分
別的不同並不會造成其對組織的付出，員工個人屬性中的婚姻、年齡、家庭收入
在「情感性組織諾」的表現並沒有差異，而性別上，男性員工比較女性員工較易
表現出情感性組織承諾的行為，顯示男性員工清楚明白自己所負責之責任區塊，
並付出個人最大的努力，且能以合作的方式取代競爭，並能在成員遭遇困難時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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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支援、協助、積極解決問題，並對於進行任務時所發生之新挑戰抱持正面的觀
感，透過解決問題的方式充實自身的實力。
四、員工個人屬性對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員工身分別對組織公民行為部份有顯著的影響，正式員工對「利
他主義」的表現高於臨時員工，「認真負責」對正式員工及非典型僱用人員則無
顯著的影響。
員工個人屬性中的婚姻、性別、家庭收入在「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並沒有
差異，而40歲以上的員工，則顯示較高年紀比較年輕的員工較易表現出組織公民
行為。
五、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受僱用身分的影響
本研究假設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受僱用身分的影響，而且
影響的方式是對正式員工的影響大於對臨時員工的影響，研究結果顯示，「情感
性組織承諾」對非典型僱用員工產生「利他主義」的影響大於正式員工、「情感
性組織承諾」對非典型僱用員工產生「認真負責」的影響大於正式員工，非典型
僱用人員較正式人員在組織裡能表現出協助他人，包括主管、同事與顧客，尤其
是非典型僱用人員較正式人員在相關任務與問題上能主動協助特定他人。例如，
幫助缺勤的同事、自願做非要求的事，引導新進人員甚至部屬要求的事項，幫助
工作負擔重的同事，協助主管，為部門改進提出革新建議。
此結果與先前文獻探討相同，Von Hippel 等人（1997）與Pearce(1993)的研究都
指出非典型員工之正向工作態度不輸給正式員工，甚至其工作表現更勝於正式員
工，其可能的原因是寄望以良好的工作表現來獲取續聘或成為正式員工之身份或
機會，轉任制度對於非典型僱用人員的態度與行為表現具有相當程度的激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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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管理意涵
本章將對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研究貢獻與管理實務上的建議:
一、研究貢獻：
(一)證實轉換型領導行為對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在公部
門與在企業間的研究結果並不全然相同，過去對於轉換型領導行為對員
工態度（情感性組織承諾）及行為（組織公民行為）的探討多以一般企
業為研究對象，對於在公部門內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的基層環保人員的影
響卻鮮少被討論。由本研究的假設結果證實，對基層環境清潔人員而言，
領導者的轉換型領導行為對其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結
果與在企業間的研究結果不同，此為本研究的重要發現。
（二）本研究另一項發現，由於公部門內從事環境清潔工作的人力需求相當
大，地方政府為維護環境衛生及改善都會居民生活品質，運用彈性人
力資源（含約聘人員、約僱人員及臨時人員），除可降低人事成本的
負擔，亦提供了非典型僱用人員轉任正式人員的管道，即正式人員若
退休或因故無法繼續工作時，非典型僱用人員將有較多的機會透過內
補的機制遞補轉為正式人員，用人單位亦可減少重新招募及新人訓練
的成本，此種方式有效激勵了非典型僱用人員。
二、管理意涵
(一)發展領導階層的領導能力：
本研究結果證實轉換型領導對情感性組織承諾、組織公民行為產生
部份顯著的影響。在此建議主管在管理上，有必要加強轉換型領導特質
的培養，透過共同願景、以身作則、鼓勵學習與創新、關懷並啟發員工
的潛能。另外，為了使基層領導階層均能發揮適當的領導能力，有必要
針對初任主管人員進行領導才能的強化訓練。更進一步，機關單位未來
應建立一個制度化的主管才能訓練發展機制，以培育現任主管人員的轉
換型領導能力，並以提升環境清潔維護、資源回收及垃圾清運工作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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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服務品質與績效為目標。
(二)加強內部溝通與員工的認同感：
本研究建議掌管地方環保事務的執行單位應建立各種溝通管道（包括上
行、下行、平行）並維持其暢通，讓員工情緒獲得舒發，不致影響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也讓主管與員工面對面的解決問題，因而使主管可以獲得員工的信
任。再者，主管應塑造專業知能分享的研討平台，正面鼓舞員工適時提出自己
的專業知識與想法，也適時提出回饋，使彼此之間產生良好的互動關係。同時，
主管人員必須具體表達出對部屬的期望，並展現出對組織目標的承諾與共同的
願景，藉以提振組織士氣，使部屬發揮熱愛工作之情及樂觀的精神。員工在轉
換型領導者的領導之下，也因此產生對組織高度的認同感，促使員工對組織展
現有益之組織公民行為。
（三）管理人員的工作輪調與領導風格形塑
適時的工作輪調與工作豐富化有助於管理者發展與培養領導的能力，透過
Kurt Lewin推動變革的三個階段，解凍（unfreezing），進行變革（movement）、
再結凍（refreezing），進一步將轉換型領導深化為組織文化的一部分，讓新
上任的主管人員得以繼續的落實轉換型領導，發揮其功用，不至於因為主管人
員的異動而造成管理風格上的改弦易章，使得組織發展轉換型領導的過程出現
前功盡棄的情形。
（四）積極授權，提高管理者的權限：
機關內部員工的考核獎懲決定權往往並非由直屬的主管人員所擁有，主管
僅對員工考核獎懲具有建議權，亦使得主管人員推動組織變革過程中常遭遇許
多的困難，因此必須適度的將員工考核獎懲的決定權，授權給主管人員，此舉
將有助於主管人員運用權限進行轉換型領導，推行改革時便能減少員工抗拒的
力量，亦能汰換不適任的員工，促進員工的新陳代謝。
（五）運用工作分析，建構職能模型，強化管理效能：
透過系統化的分析方法，瞭解各項清潔工作的內容，編制工作說明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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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者可用以評估員工績效表現，擬定員工訓練計劃，，工作分析是人力資源系
統的基礎，使用工作分析的結果作為整合人力資源管理系統的基礎，將有助於
提升組織的管理效能。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自文獻探討、研究架構之建立、問卷量表之設計與構面發展、以至問
卷回收與分析，雖力求嚴謹、客觀、並合乎科學的原則，然而囿於人力、物力與
時間等因素，仍有未臻完善之處，在此提出本研究之建議，以供後續研究者參酌。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為主，採問卷調查法進行實證研究。問卷填答雖可蒐
集大量的資料，惟填答者容易受當時個人情緒、認知的影響而偏於主觀，且只能
了解填答者對問題的態度，無法探知其內在意涵，亦較無法深入瞭解現象背後的
原因。因此，建議與研究對象進行個別訪談、現場觀察等質化式的資料蒐集；亦
可利用長時間的蒐集資料進行縱貫式的研究，以獲得更詳盡、客觀的研究結果。
且受限於問卷數量未能遍及其他地區的環境清潔人員，所以日後仍有再進一步探
討與調查的需要。
本研究對員工進行便利抽樣調查，由於工作性質、地區區域及樣本特性的關
係造成樣本對象分布不對稱，地區樣本回收數不均及樣本特性的差異致可能產生
分析上的偏誤。

二、研究變項
本研究主要探討轉換型領導、員工個人屬性、情感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間的關係。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模式，增添新變數，諸如:人格特質、
- 90 -

離職率、留任性、價值觀等，進一步探討工作態度與行為、組織績效表現等之間
的關係。
三、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僅限於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轄內的環境清潔人員，建
議未來可擴及更多機關單位或民間從事環境清潔的相關企業之研究，以強化研究
結果的概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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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各位女士、先生您好：
您好！這是一份探討轉換型領導、員工個人屬性、組織承諾與組織公民行為的學術問卷，您
寶貴的意見對於本研究有關鍵性的影響，懇請您務必撥冗填答。本問卷以匿名方式進行，您
所提供的問卷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會對外公佈任何個別資料，本研究將會善盡資料
保密之責任，請您放心填答。您的參與將會增進政府單位對於非典型人力彈性運用實務運作
之瞭解，並可提供組織日後的人力資源規劃與管理之參考。
謹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理研究所
教授 趙必孝 博士
研究生 劉育成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第一部分：以下的敘述是描述您對直屬上司之看法，請您依
據自身的理解與實際感受，在每題的選項中勾選一個最適合
的選項(在□中打「ˇ」)

(1) (2) (3) (4) (5)

1.上司會重新檢視關鍵假設以討論其是否合宜。
2.上司會和我談論他認為最重要的價值觀和信念。
3.上司會尋求各種不同的看法來解決問題。
4.上司會樂觀的談論未來。
5.與上司共事讓我感覺到很光榮。
6.上司在談論需要完成的工作時總是充滿熱情。
7.上司會詳細說明目標的重要性。
8.上司會花時間給予我所需要的指引與輔導。
9.上司會以團隊利益為優先，而非他個人的利益。
10.上司視我為一獨立的個體，而不僅只是組織裡的一員。
11.上司的做為令我對他十分尊敬。
12.上司做決策時會考量道德與倫理方面的後果。
13.上司展現出一種自信與權威。
14.上司能清楚勾勒出美好的遠景。
15.上司對待我像一位具有不同的需求、能力及抱負之個體。
16.上司要求我從不同的角度審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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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常不同 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 □ □ □ □
非常同意

17.上司會協助我發揮自己的實力。
18.上司建議我尋找新的方法來完成任務。
19.上司強調具有集體使命感的重要性。
20.上司對目標的達成深具信心。
第二部分：以下的敘述是描述您對服務單位的認同程度，請
您依據自身的瞭解與實際感受，在每題的選項中勾選一個最
適合的選項(在□中打「ˇ」)。

(1) (2) (3) (4)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常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同意

21.我願意付出額外的努力以協助單位獲得成功。
22.我覺得我服務的單位是一個值得效勞的好單位
23.為了要繼續留在單位內，願意接受單位所指派的任何工作。
24.我感覺自己與單位所重視的事十分相近。
25.向別人提起自己是這個單位的一員時，感到很自傲。
26.在這個單位之內做事能使我充份發揮自己的能力。
27.我很慶幸當時選擇了這單位。
28.對我來說,這單位是我所待過單位中最好的單位。
第三部分：以下的敘述是描述您個人平日的實際工作情形，
請您依據自身的瞭解與實際感受，在每題的選項中勾選一個
最適合的選項(在□中打「ˇ」)。

(1) (2) (3) (4) (5)

29.我會挺身而出捍衛單位的聲譽。
30.我會主動宣傳單位的優點，並澄清他人對本單位的誤解。
31.我會主動提出建設性的改善方案。
32.我會積極參與單位內的相關會議。
33.我會主動協助新進同事適應工作環境。
34.我會樂意協助同事解決工作上的困難。
35.當同事需要時，我會主動分擔或代理同事之工作。
36.我會主動與同事溝通與協調。
37.即使無人注意，我也會遵守單位的規定。
38.我會認真地看待自己的工作，並且很少出差錯。
39.我會盡可能接受新的或是具有挑戰性的工作。
40.我會努力地自我學習以提升工作品質。
41.我通常提早到達單位，並立即開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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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我會不惜破壞單位和諧，擅用權謀以謀取個人權勢與利益。

□ □ □ □ □

43.我會利用職權之便，假公濟私謀取個人私利。
44.我會爭功諉過，不顧ㄧ切謀取個人利益。
45.我經常在上司和同事的背後說三道四論人長短。
46.我會在上班時間處理私事，如買股票、跑銀行、逛街。

□ □ □ □ □

47.我會使用單位的資源處理私事，如私自利用單位電話。
48.我認為病假是一種福利，並找各種藉口請病假。
第四部分：個人基本資料
49.性別：□(1)男
□(2)女
50.出生年：請問您是民國
年出生
51.婚姻：□(1)己婚
□(2)未婚 □(3)離婚或分居
52.家庭收入：請問您目前每月收入
元。
53.身分別：□(1)正職人員（含隊員、駕駛、技工、工友）
□(2)非典型僱用人員：□約聘人員
□約僱人員
□臨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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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