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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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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是我提醒自己，激勵自己的座右銘。如今，在這鳳凰花開、驪歌高唱的季節裡，我
即將揮手與這美麗與莊嚴並具的學術殿堂道別，回首這一千多個在中山的時光，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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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的支持與耐心的指導。尤其恩師時時耳提面命：「要愛自己的論文」；「一份
好的論文要有血、有肉、有靈魂」。更是我銘誌五內，不敢或忘。在此對恩師要致上
最深的敬意與謝意，他日學生若有所成，均為恩師今日之功。
同時也要感謝任金剛教授及王湧泉教授二位口試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及細心指
導，斧正疏漏之處，使本文得以更加完備。而修業期間人管所上師長們的有教無類、
諸多助理先生小姐們的服務及協助，惠我良多，也在此向大家致上無限的謝意。
另要感謝學長陳國卿、學姐康華行在我入學考時給予我的指導與協助，因為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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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好友苡彤、素華與書芳姐的親切熱心，鈴蘭、莎莉與純萍的英文及理解能力，瑋
志、美惠與美玉的邏輯歸納推理及麗君姐的堅忍毅力，在在都使我自嘆弗如，而同窗
好友們認真嚴謹且要求完美的求學態度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二年來大家相互扶助，
砥礪切磋，共同努力一起走完了這段艱辛的路程，也給了我許多的協力支援，何其有
幸能與諸位相識、相知，點滴在心，終生難忘，在此衷心的向各位一一表逹謝意。
外子宏明，在這段期間除了本身工作的重任外，又為我擔下家中所有的一切，付
出他最大的包容及支持，讓我得以全力以赴，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小兒龍昇、龍
和乖巧懂事，獨立自主，是我最大的欣慰。舍妹貝懿，提供了許多的建議和構想，使
我深深體會「學而不思則罔」的道理。感謝我最親愛的父母及家人，你們永遠是我在
人生的道路上不斷向前的推動力。
最後，謹以此論文獻給我心目中最偉大的先生李宏明，你永遠是我的英雄，願以
這份榮耀彰顯你的桂冠，與你共享。
張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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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為避免金字塔型的層級架構減緩了資訊的傳達與命令的執行，許多企業組
織結構逐步朝向扁平化發展，傾向以團隊取代原有以個人為主的工作方式，員工也因此
獲得更多的權力來參與組織的決策。這些趨勢也導致組織員工或部門間彼此的互動與依
賴性增加。
但是工作的重疊性增加也意味著績效的重疊性也增加，人類「自利」的心態復以個
人工作的自主性，引發權力、利益的爭奪，爭功諉過的政治行為愈發出現於「員工－員
工」甚至「主管－員工」之間。組織政治知覺（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即
在探討員工個人在身處的工作環境之中，對於政治行為的感受。
多年來，許多組織政治的研究對組織政治的定義莫衷一是。對組織政治行為的界定
亦眾說紛紜，在企業經營中，一方面雇主要求員工要有良好的工作態度，但另一方面，
員工在組織中卻處處伴隨著政治行為的產生，究竟是何種環境情況下，會造成人們對所
謂的「事實的知覺」採取行動，而非「事實的真相」
，畢竟那又會造成何等影響，是個
值得深思的問題。
本研究以 Ferris et al（1989）組織政治知覺模型前因變項為主研究架構，國內公、
民營企業為驗證對象，探討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力及公、民營企業員工對組
織政治知覺的差異性。
本研究共發出問卷 3651 份，有效回收問卷 2306 份，回收率逹 63.16%。藉由因素
分析、差異性分析、Pearson 相關分析、複迴歸分析等統計分析後，由結果顯示可歸納
獲致以下幾項結論。
一、經探索性研究，歸併組織政治知覺構面為三個分構面：
1. 上司與同事行為
2. 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3. 保持沈默靜待好處
二、個人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差異性
1. 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與主管共事年資，對組織政治知覺有顯著差異。
2. 工作職級對組織政治知覺及三個分構面均有顯著性的差異。
3. 公、民營企業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有顯著差異；公營企業員工的知覺程度高於民營
機構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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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性假設驗證結果
經相關性分析及複迴歸分析後，結果得到：
1. 個人因素中，公、民營企業員工的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各分構面均有顯著影
響。
2. 工作環境因素中，公、民營企業的升遷機會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各分構面均有顯著的
負向影響力。
3. 組織因素中，工作職級、組織專業化、民主化對民營企業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有顯
著的負向影響力。但對公營企業員工則未具影響力。
4. 前因變項對整體組織政治知覺的解釋變異量，公營企業可逹 42.60%；民營企業可
逹 41.40%。
經由研究結果顯示，公、民營企業的個人、組織與環境因素對於組織政治知覺的
影響性均有各別程度的差異，經實證分析瞭解，個人因素中具有不同之人格特質、不
同的組織結構及工作特性之差異化，其各別程度越顯著時，則對於組織政治知覺存在
性之影響力亦就越強，故若能越瞭解形成組織政治行為之各項存在因素，將有助於企
業找到適才適所之人才，則員工亦可找到適合於自己的企業機構，發揮其專業能力並
為企業創造佳績。人盡其材、物盡其用、均有所長、各有所終。人力資源管理最終即
在實現此一目標。

關鍵字: 組織政治知覺（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
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
組織結構（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公、民營企業（Public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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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 structure were toward gradually to the
‘flat’ from pyramid-like hierarchical system for avoiding slowdown in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nd implementing any decision, and tended to have teamwork instead of
individual workforce, from those employees gained more power to involve in the
organization decision. And, such trend led to the increase of interaction and reliance on
each member or divisions of organization.
Yet, the increment of job overlap meant overlap in job performance, the manner of
‘selfish’ human beings have plus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 job triggered the fight of power
and benefits,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contending prize shifting blame’, were emerged from
“employee-employee” even “employee-supervisor”.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re engaged in research in employee’s feeling about the political behaviors in his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years, there’re various definitions about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roposed by
researchers in this field, organizational politic behaviors as well. In running business,
employees are required good job attitude by employer, but on the other hand, employees are
accompanied the rising of political behaviors in organization. What environment would
result in action taken by people ‘perception of fact’, not ‘truth of fact’, after all, what
consequence would it be taken? That’s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The mainframe of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variables of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model proposed by Ferris et al (1989), the domestic public、private
enterprises are the examined objects, studying the variables influence on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employees to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Issued 3651 questionnaire,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2306 employee; the collecting rate
reached 63.16% The data being examined by statistic method as variance analysis, Pearson’s
r, correlation analysi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etc., an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
一. Through exploratory study, three dimensions were contributed to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1. Employee and Supervisor behavior
2. The range between policy and practice
3. Keeping silence for advantage
二. The difference found by individual variables in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1.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Age、education、working tenure and the tenure
with supervisor.
2.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job ranks for both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three dimensions.
3.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employees of public、private organization；The
public employees have higher perceptions than privates’.
三. The examining finding on influence hypothesis：by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1. In individual factors, significant influence was found in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Ⅰ

of employees of public、private organization for both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each dimension.
2. In working environment, negative influence was found in the promotion opportunity
of public、private organization for both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nd each
dimension.
3. In organization factors, negative influence was found in job rank、organiz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 democratization for private employees in the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but no effect on public employees.
4. The variables to the variance explanation of whole explanation of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 public organization could be reached to 42.60%； 41.40% to
private organization.
This research indicated that there’re some degrees of difference on the influence of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at individual、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factors of
public、private organization, after empirical studies, knowing there’re vary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in individual factors、vary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difference of job
characteristics, more significance in respective degree, more influence in the existence of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more respective existent
contributory factors of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helping enterprises more in
finding right person to right place, and employee could find suitable enterprise to develop his
expertise for mutual great advantage, that’s the ultimate go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mplemented ev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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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管理大師 Peter F. Drucker（1998）曾說：「我們正處於巨變的時代」，又說：「每
一種變化都會造成社會的動盪、紛亂與變動。每一種變化都是『不公平』的，也都是
不安定的。」世界經濟的形式在改變，經濟結構也在重組，企業現在所面臨的是一個
高度競爭、不斷創新及快速變化的經濟環境，無論是公、民營機構均籠罩在此衝擊之
下。如何迅速的反應變化、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組織競爭力是目前所有企業的主要組
織政策。
在此政策之下，組織的資源分配及技術的使用即更形珍貴，Drory&Romm（1990）
即指出，當組織中的資源有限時，就己經孕育出政治的環境了，而誘人資源及利益，
都是促使人們決定從事組織政治活動的要因。研究指出在現今工商業社會中重大且快
速的技術改變，在環境中產生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因此助長了政治行為的發生
（Ferris,G.R.,1998）。
Pfeffer（1981,1992）也在其提出的架構中解釋造成這種趨勢的理由，因為權力的
稀少性、資源的分配性、目標和信仰的異質性、組織中的依存關係等，造成了組織中
政治行為使用頻率的增加。有些人可能藉由政治的方法而獲得晉升，就會將政治視為
組織中一項有用的工具（Ferris & Kacmar,1992），因為人們依其對事實的知覺採取行
動，而不是事實的真相，故對員工如何認知及瞭解組織政治知覺對組織來說是非常重
要的（Lewin,1936; Porter,1976）。
而現實之中，組織更往往因目標模糊、非程序化的決策、組織變革的手段、及組
織員工的人格特質、個人因素、價值觀、態度、知覺上的差異性條件等而深化了組織
環境的不確定性及複雜性，再加上人類自利的天性，更強化了個人對自我利益的追逐，
藉以其累積資源來創造個人更多的權力及影響力，因此組織內部常常充斥著衝突競
爭、矛盾對立的現象。
近年來為避免金字塔型的層級架構減緩了資訊的傳達與命令的執行，許多企業組
織結構逐步朝向扁平化發展，民營機構隨著企業組織架構的重整及階層式組織層級之
去除，產生了扁平化組織結構（flat organizations），其主要特性為工作任務的完
成，傾向以團隊取代原有以個人為主的工作方式，認為較少層級的團隊工作（teamwork）
方式能更有效率的從事決策之制定。員工也因此獲得更多的權力來參與組織的決策。
這些趨勢也導致組織員工或部門間彼此的互動與依賴性增加。
但是工作的重疊性增加也意味著績效的重疊性也增加，人類「自利」的心態復以
個人工作的自主，引發權力、利益的爭奪，爭功諉過的政治行為愈發出現於「員工－
員工」甚至「主管－員工」之間。組織政治知覺（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即在探討員工個人在身處的工作環境之中，對於政治行為的感受。

1

Karman & Ferris (1991) 將組織政治知覺定義為：個人對他人的活動產生的知覺並
將其認為政治性的。也就是當組織中的員工會基於個人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環境與
組織結構等因素的影響而對相同的行為產生不同的政治知覺，進而做出相應之行為反
應，如：工作滿足、工作態度、工作投入、工作焦慮、工作壓力、離職傾向等。
承上所述，不同的組織型態或者工作特性，仍會有政治行為的發生，公營事業機
構從組織結構、服務對象及獎酬制度等皆與民營事業機構的管理運作迥然不同。
Vigoda（2000）認為服務於公營機構的員工類型及工作方式與一般私人機構的員工有
顯著地不同，因公營機構的員工通常擁有穩定的工作環境及高的工作保障，且大部分
公營機構的報償制度並不是以員工的工作表現為依據，使得公營機構的員工對於他們
的工作責任及任務分派更為忽視。而組織內部政治化的結果，導致公營機構大部分的
員工是由「不滿意---忽視」，而非「不滿意---離開」的人組成，故組織政治行為對
公營機構的破壞程度更勝於私人機構。
但有關公營機構政治知覺的研究，卻甚為罕見，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私人企業
的探討中。主要因為大多數人仍把公營機構視為傳統科層式、擁有高度正式化的組織
結構，研究者大部份均假設組織內部的政治行為在此高度正式化的組織結構中，並不
會有顯著的影響或引發一些後果產生。
故本研究即以公、民營事業機構為研究對象，探討公、民組織員工在個人因素、
工作環境因素及組織因素三方面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並以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
做為組織行為管理之參考，是為本研究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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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依上列所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以所調查的公、民營事業機構為研究對象，藉由
Ferris 等人 1989 年建立的組織政治知覺模型為主架構，來探討員工政治知覺的各個前
因變項，並深入瞭解有關組織政治知覺與前因變項之實證分析結果。

一、探討個人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
個人因素可概括分為人口統計變項及人格特質兩類，人口統計變項是指年齡、工
作年資、教育程度、性別等特徵；人格特質代表個人對於外在刺激的一致性反應，
Robbins （1993）認為組織行為的研究中，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控制信念
（locus ofcontrol）、成就取向（achievement of orientation）、權威主義（authoritarianism）
及風險偏好（risk taking）等五種個人特質對於解釋個體行為相當具有價值。例如高馬
基維利傾向者行事沒有原則、不講情面，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控制信念人格特質在於
個體認為事件的發生，是出於自己的行為（內控）或外在因素所造成（外控）。Valle﹐
Perrewe（2000）發現前述人格特質中，僅馬基維利與控制信念與政治知覺有顯著之相
關性。本研究認為有 A 型人格特質的人較傾向工作狂熱、追求完美的好勝性格，對於
政治行為的知覺應較為敏銳且反應激烈，可以進一步探討。

二、探討組織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
員工的工作職級越高，通常表示個人的能力與貢獻獲得組織的肯定，也得到一定
的權力去管理員工的行為並達成組織的目標。組織結構化的程度，代表了員工的工作
關係是否清楚劃分；工作程序、流程是否正式化、制度化；員工是否獲得權力參與決
策，以降低員工利用非正式關係或管道去影響決策、汲取私利。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
結果了解，組織結構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是否具有影響性。

三、探討工作環境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
Ferris 認為員工享有工作的自主、回饋與技能的多樣性，可使工作所面臨的模糊與
不確定性降低而減少政治知覺；亦認為與上司及同事的互動良好，或者升遷機會較多
時，政治知覺可降低。本研究希望藉由分析結果了解，工作特性因素在企業中對組織
政治知覺的影響力大小。

四、探討公、民營事業機構的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有否差異，及分
析形成的因素為何。
以公、民營事業機構為研究對象，探討公、民組織員工在個人因素、工作環境因
素及組織因素三方面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及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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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以國內公、民營事業組織為實證對象，藉由不同企業的組織結構及職務劃
分，驗證組織政治知覺前因模型，研究流程圖如圖 1-1。 首先依據研究背景、研究動
機界定研究目的，再整理組織政治知覺之相關文獻，以確立研究架構。其次選擇適合
的量表來設計問卷，並以不具名的問卷填答方式向公、民營企業員工進行研究變項的
量測。最後利用 SPSS for Windows （10.0.7C 版）統計軟體彙整資料並分析各變項之
間的關係，再依輸出結果提出結論與建議。

確定研究目的
確定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建立研究架構
建立研究架構

研究設計
研究設計
選擇量表
選擇量表
設計問卷
設計問卷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資料統計分析
資料統計分析

結論與建議
結論與建議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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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組織、組織結構、組織政治的定義
一、組織的定義
「組織」，是指一群人為了達成共同目標，經由權責分配的結構所構成的一個完
整有機體系，藉著功能的分工與互動和人員間建立起的團體意識共同朝向總目標的達
成而努力，並隨著時代及環境的改變而自謀調整與適應(馬傑明,1979)。
「結構」，是指在某一時點(Moment of Time)系統中之組件間之關係。它會隨時間
(或過程)而改變。若將系統之過程停止在某一時點，系統所顯示的組件間之關係，即系
統在該時點之結構(王久雄,1983)。

二、組織結構之基本概念
組織結構是根據三項組織原理而組成的。此三項原理即為「監督的界線原理，或
稱控制幅度原理」、「專業化原理」及「權力責任原理」(王久雄,1983)。
組織體結構在廣義上可分為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兩部分。所謂「正式組織」是
將必須達成的一定目的，能使各員工都認識清楚，而且為了目的之達成所作之合理行
為基準是由人為所造成的。具體的說，就是討論組織結構的問題；非正式組織是由個
人與個人之間的接觸，自然發生，自然形成的。並無必須達成一定的目的。因此沒有
合理的行為基準存在(王久雄,1983)。
Jackson 和 Morgan 兩位學者認為，「組織結構」可定義為作業角色和管理機構之
相對持續性分配。藉此分配，產生互相關聯作業活動之模型，並且組織得以引導、協
調和控制其作業活動。因此正式組織結構是經由分配權力與責任所作人事安排與配合
的歸依所在。藉此，組織員工具備了實際的地位和角色。同時，組織中形成命令、溝
通、協調之基本體系，為描述組織各部分活動功能及關係之主要架構，是組織系統之
主要次級系統之一。

三、組織政治的研究
Mayes & Allen（1977）把組織政治描述為在組織中想要藉以獲得利益或升遷的一
種方法，是一種動態的影響過程，以便在工作任務表現外，產生額外的產出結果；或
是一種影響現有組織管理程序，而獲得不被組織允許之利益。
Wilson（1995）將組織政治視為：活動有害組織的效能或行動設計為個人獲取權
力的目的等。Cropanzano, Howes, Grandey, & Toth（1997）則將其定義為：自我服務的
行為（self-serving behaviors）。
有關組織政治（OP）的概念眾說紛紜，但無庸置疑且普遍的現象是在任一組織內，
皆有內部政治（internal politics）的存在（Mintzberg,1983; Zhou & Ferris,1995）。
Tushman（1977）組織政治行為的發生頻率及強弱，端視此組織的架構及環境等
特性而有所不同，例如，認為不確定性（uncertainty）將使得組織政治更為活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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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ris et al.（1989）認為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是從上司、同事的行為及組織
政策與實務間之差距等行為所引起的。當組織員工知覺工作環境中，其上司、同事會
因個人私利而採取某些行為，或組織中有關升遷、薪資等決策係受到外力不當干擾時，
員工心理會有不公平的感覺，進而對其工作態度會產生不良之影響。
Frost & Hayes（1979）則認為當組織在資源分配的決策上，如果使個人或各單位
間在重要資源上相互依賴時，將造成組織政治行為頻率的增加。並認為在組織資源的
分配過程中，其管理行為可區分為兩種方式，一種是放任自由的方式
（discretionary），即運用非正式化的組織行為，但可使對方接受的影響方式；而另
一種則是運用政治策略及行為，採取相對的另一方不能接受，且將招到抵制的方式。
有關組織政治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為二種學派：
1. 將組織政治視為可觀察的客觀行為（objective behavior）
此派學者針對個人採取的政治策略（技巧）進行研究，例如，Kipnis（1980）提出
的影響策略架構（influence tactic framework）即獲得大多數研究者的支持，其構面包括
獨斷（assertiveness）、逢迎（ingratiation）、合理化（rationality）、聯盟（coalitions）、
利益交換（exchange of benefits）、向上討喜（upward appeal）、認同（sanctions）及反
對 策 略 （ blocking tactics ）。 Judge & Bretz （ 1994 ） 便 提 出 使 用 上 司 較 易 注 意
（supervisor-focused）的政治策略（如逢迎）
，比起自我提昇（self-promotion）
，更易達
到個人職業生涯成功的目標。
Ashforth & Lee（1990）則認為組織政治研究不能僅將焦點放在順從性以促進本身
利益的政治策略上，而忽視了反應/防衛性的政治策略，他將政治策略分為避免行動
（avoiding action）（如過分順從、保持沉默、失去個性、圓滑、牽強附會）
、避免責罵
（avoiding blame）
（如辯解、代罪羔羊、謊報）與避免改變（avoiding change）
（如抵制
變革、保護地盤）等三大類。
Tedeschi & Melburg（1984）在對不同的影響策略構面及類型加以結合後認為，防
衛性的行為（defensive behavior）是導因於個人知覺需要採取防衛手段以避免一些威脅；
然而獨斷行為（assertive behavior）卻是由於個人知覺到需要去利用對其有利的機會。
Arkin（1981）則將影響策略分成：想從中獲得利益（acquisitive）及保護現有利益
（protective）兩類。
Vredenburgh & Maurer（1984）則提出政治行為是由一系列目標導向（goal-directed）
的策略所組成；而慣用某些影響策略則與個人潛在的需求相連結，故認為個人是為了達
到自己的目標而決定從事順從性或反應性的策略。
2. 將組織政治視為個人主觀的心理狀態（subjective perception）
此派學者針對個人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反應加以驗證（Cropanzano et al.,1997; Ferris
& Kacmar, 1992; Kacmar et al., 1999），此種觀點指出，組織政治係經由個人的主觀經驗
獲得；而個人的反應（如工作態度）是依據其對事實的知覺，而非事實的真相（Lewin,
1936）。
本研究主要即探討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的形成因素、影響性、及其與態度、反應
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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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政治的定義
綜合組織政治的定義，大致上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視組織政治為權力和影響力運用有關之行為模式，強調該行為運用於組織決
策過程之中，並強調利害關係人相互調整、妥協的適應活動，例如 Madison
等學者認為組織政治與預算標列、組織變革等情境有關，在這些情況之下，
為了達成個人與組織目標所採取的手段皆為組織政治。
第二類：乃定義組織政治為個人或團體單方面操縱他人且為自我服務(Self-serving)之策
略，並有損於組織運作效率，該行為的目的為強化自身的職位與利益，未顧
及公司和他人之代價，這類定義擴大第一類定義的範圍，係強調組織政治並
非只侷限於決策資源的分配，例如 Pettigrew、 Pfetter、 Ferris 等學者。
第三類：認為凡是權力和影響力的運用皆視為組織政治，其產生的結果可能有利於組
織亦有損於組織，Mayes、 Fobbims 學者皆如此認為。
有關組織政治的研究甚多，歸納其結論略述如下：
1.不被組織認可的自我服務行為（self-serving）（Ferris et al.,1989;Gandz &
Murray,1980;Mayes & Allen,1977;Schein,1977）。
2.個人或組織非正式且含有狹隘、分歧不和的行為；以技巧觀之，則為非法且不被正
式管理當局認可接受的專門技術（Mintzberg,1983）；這樣的行為將造成個人或團
體間的敵對爭鬥，Mintzberg（1985）更以政治競技場（political arena）隱喻組織內
的政治活動。
3.個人為迎合上意所表現的策略（Wortman & Linsenmeier,1977）。
4.在利益團體中使用權利以影響組織決策制定之行為（Tushman, 1977）。
5. 一 種 社 會 的 影 響 過 程 ， 可 能 對 組 織 產 生 功 能 性 （ functional ） 或 非 功 能 性
（dysfunctional）的結果（Ferris et al., 1989; Madison, 1980）。
6. Ferris et al.（1989）則認為組織政治是一種社會影響的過程（social influence
process）
，其行為是經策略設計以獲得極大化短期或長期的個人利益，而其結果可
能與其他人的利益一致，或是需藉犧牲別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利益。
7. Pfeffer（1992）將組織政治定義為：組織政治活動的施行，是個人藉由對權力及其
他資源的取得、加強及使用，以便在不確定或是紛擾的環境中，獲得其想得到的
產出結果。
8. Mayes & Allen（1977）則提出組織政治是在組織中想要藉以獲得利益或升遷（get
ahead）的一種方法，是一種動態的影響過程，以便在工作任務表現外，產生額外
的產出結果；或是一種影響現有組織管理程序，而獲得不被組織允許的所得。

有關組織政治相關定義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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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組織政治相關定義彙整表
學 者
Burns
Mayes
Allen
Wortman
linsenmeier

年
組 織 政 治 定 義
代
1961 乃指當組織資源處於競爭狀態時，利用他人之行為。
組織政治是一種影響力管理，個體為了達到非組織認可之目標，或
1977
使用非認可之手段，而達到組織認可之目標。
1977 認為組織政治乃個人為迎合上司所表現之策略。

Kipnis

1980

Quinn

1980

認為組織政治是工作場所中的員工，透過影響其同事、部屬及上
司，以便獲得個人利益或滿足組織目標的一種方法。

Cavanagh
Moberg
Velasquez

組織政治是為了達成增加個人政治權力的目標，使於執行工作任務
時，獲得更多之影響力。
強調組織政治是一種社會影響過程，可能會對組織產生功能性
1980
（functional）及非功能性（dyfunctional）的結果。
組織政治是不被組織目標所引導或一般人所同意的公平標準，通常
1981 是為了要增強某些選擇的個人或團體的利益，而忽視其他道德的考
量。

Mintzberg

1983

Madison

組織政治為「行動與可接受的組織規範不一致」
、
「行動目的是為了
促進私利」及「行動不計代價甚至需犧牲組織目標」。

Porter
Allen
Angle
Beeman
Sharkey

對於組織政治的定義，認為較廣泛的見解是「運用非正式化的組織
1983 行為，仍為了當與其他人或團體間有利益衝突時，用以保護或增加
個人、團體本身的利益」。
組織政治會消耗組織寶貴的時間、擾亂組織的目標、移轉員工的精
1987
力與注意力，甚至會導致員工的流失。

Ferris
Fedor
Chachere
Pondy

組織政治是一種社會影響力的過程，其行為是經策略設計以獲得極
1989 大化短期或長期的個人利益，而其結果可能與其他人的利益一致，
或是藉由犧牲別人的利益以成就自己的利益。

Pfeffer

組織政治為「組織政治活動的施行，是個人藉由對權力及其他資源
1992 的取得、加強及使用，以便在不確定或是紛擾的環境中，獲得其所
欲的產出結果」。

林月珠

組織政治為個人或團體所採取之影響力活動，以便在衝突的環境
1994 中，維護自己的利益，包含既得或未得而欲得的利益，其雖是可察
覺的，但常是隱藏的，若適當使用則可強化影響政策的權力。

黃隆民

認為在狀況不明、意見不一致及資源稀少時，組織員工會運用某些
手段或策略，以爭取、提升、維持權力地位及其他資源，或企圖影
1995
響組織中利害相關事務的分配情形，而得到其想得到的結果，但此
種行為會損及其他員工之利益。

8Ⅰ

學 者
Cropanzano
et al.

年
代

組 織 政 治 定 義

1995

是組織員工企圖運用社會影響，直接從中獲得報償及幫助晉升並保
護其自身利益的一種行為。

Wilson

1995 視組織政治為有害組織效能，或為個人獲取權力目的之行動設計。

Kacmar
Baron

1999

組織政治為個體追求有助於自身利益之目標，而不顧其他人或組織
利益之行為。

資料來源：組織政治研究團隊 (何金銘博士、李鈴蘭、吳美惠、林素華、林瑋志、廖力儀、郭莎莉、黃
美玉、黃麗錦、張貝瑩、楊純萍、甄書芳) 整理國外研究部分（1992~2003）。

由上述之定義可發現大部分有關組織政治的論述多與個人利益間的爭鬥、衝突及
權力活動有關，企圖影響組織決策，進而對組織產生功能或非功能性的影響。
何金銘（2002）將有關組織政治行為特質的界定，歸納出概念要素如下：
1.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自利的行為。
2.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與組織利益相衝突的行為。
3.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社會行為，會對組織產生勁能或非功能性的影響。
4.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權力的展現。
5.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個人或團體相互結盟議價，企圖影響決策之行為。
6.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在競爭、衝突、不確定的工作環境下所產生的行為。
7. 組織政治行為是一種非正式、不合法、隠藏動機的行為。

9Ⅰ

第二節 組織政治知覺的定義
組織政治知覺的概念強調：組織政治為一主觀的知覺，它可能真實地反映出客觀的
事實，也可能僅是錯誤的判斷（Ferris et al.,1989）
。Porter（1976）更指出：「雖然
僅是知覺，但對於組織政治而言卻相當重要，因其往往與真實不符」。
組織政治知覺代表受試者視其工作環境政治化的程度。其測試方法是根源於Lewin
（1936）所提出的「個人的反應是基於對事實的知覺，而非事實本身」的見解。政治知
覺研究的重心不像政治行為研究，企圖去瞭解實際政治的運作過程，而是藉由對事實所
顯現的莖幹加以探討，所以更容易定義、解釋及運用於經驗資料的測量（Vigoda,
2000）。

一、知覺的定義
知覺(perception)係指一種程序，經由此程序，人們將感官所接受的印象予以組織
及解釋，使外在的環境富有意義。然而，如上所述，每個人的知覺狀態往往與客觀的事
實不盡相同；每個人的看法雖不見得不同，但常常是有差異的。當個體看到目標而想要
加以解釋的時候，解釋的過程明顯會受到知覺者(the perceiver)個人特質的影響，容
易影響知覺的個人特質為：態度、動機、興趣、以往的經驗及個人的期望等(Stephen P.
Robbins，2002)。
Luthans et al.（1998）知覺是一種經由環境刺激而產生反應的歷程，當人們察覺
到環境的刺激後，會選擇性的注意環境刺激中的某幾項因素，然後依據個人獨特的心理
感受及思考模式，加以組織及解釋所觀察之目標物並賦予意義，再作出內隱或外顯之反
應。
Lewin（1951）提出「場地理論」(Field Theory)，指出要瞭解人類行為就需考慮
行為發生的整個情境，而這整個情境所指的便是個人和環境，所以人類行為是個體與其
環境的函數，對個人的動機和行為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說明了組織氣候是個體與組織
互動的結果，而形成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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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知覺形成的要素包括：
1.

知覺者本身(perceiver)：

包括個人人格特質、態度、動機、興趣、個人過往經驗以及個人期望等。人格特質
與態度具有僵固性與一致性，除非個體受到外在較大的刺激，否則不易改變。但此類特
性可能受過往經驗、學習訓練與個人期望等而受到壓抑。同時因存於內心深層，不易測
量。
2.

目標物的屬性(target)：

目標物不會單獨存在，故目標物與環境的關連性也會影響知覺的形成。不同的目標
物、不同的目標屬性會產生不同的知覺。例如同樣受到上司的責罵，和言悅色規勸與公
開場合的斥責必定會產生不一樣的感覺。
3

情境因素(situation)：時間、工作場合、社交場合、接近程度。

知覺的影響要素與知覺的相關係架構如圖 2 所示。

知覺者個人因素
態度、動機
興趣、經驗
期望

情境因素

目標物因素

時間
工作場所
社交場所

動作、新奇
聲音、大小
背景、接近程度

圖2

知覺

影響知覺因素歸納圖

資料來源：Robbins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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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政治知覺的定義
Kacmar & Ferris(1991)組織政治知覺是由「個人對他人的政治活動產生的知覺」，
例如循私(favoritism)、壓制競爭對手和巧妙的操縱組織政策等。
Ferris and Kacmar(1992)指出當組織員工認為其組織政治知覺程度高時，相對地代表
其對組織中公正、平等及公平的認知程度會低。
組織政治知覺的研究仍從員工角度看其整個工作環境，當察覺到別人採取政治行為
以獲取其個人私利的本質時，認為不公平或不公正之程度。其研究方式則是略過實際的
政 治 行 為 或 影 響 策 略 的 運 用 ， 而 將 焦 點 置 於 員 工 主 觀 的 政 治 知 覺 上 （ Kacmar &
Ferris ,1991）。
組織政治知覺是指以個體（micro, individual leved），有別於總體（macro, subunit
level）的角度來分析組織政治活動（Kacmar & Baron ,1999）
。所以組織政治行為被解釋
為未經組織批准的自私行為，具有戰略性的極大化短期或長期的私人利益 ，甚至會犧
牲組織目標的行為（e.g., Burns, 1961; Ferris & Petersen, 1982; Ferris et al., 1989; Gandz &
Murray, 1980; Mayes & Allen, 1977;Schein, 1977; Ferris et al.,1996; Zhou & Ferris,
1995）。（吳孝慈，2001）
Kacmar and Ferris（1991）則為組織政治知覺提出更詳細的說明：
(一)、一般政治行為（General Political Behavior）
Mayes and Allen (1977), Ferris et al. (1989) 認為一般政治行為是指不被組織認同的
自我服務行為。當組織中政策、規章無法有效發揮功能時，組織內的政治行為就會增加
Ferris and Pondy(1989),Kacmar and Ferris(1993)。
(二)、保持沉默、靜待好處（Go along to get ahead）
當個體知覺到組織內有政治行為，會為避免衝突產生帶來威脅，以消極順從方式獲
取生存機會。Drory & Romm(1990)指出，如果行為是特別為了個體私利的促進為目的，
那麼個體就視為從事政治行為Frost(1987)。
(三)、薪資與升遷政策（Pay and Promotion Policies）
Ferris and King(1991)認為組織中之政策，有可能會因政治力量的介入，獎勵了運用
政治行為之個體，而懲罰了其他個體。如此一來，會鼓勵運用政治行為的個體持續的政
治行為；而原先未運用政治行為的個體亦會仿效政治行為，以達在組織中生存或得利
Ferris et al.(1989),Ferris and Kacmar(1993)。

12 Ⅰ

第三節 組織政治知覺模型之研究
一、組織政治知覺模型（model of organizational politics perceptions）
Ferris et al.（1989）發現當組織員工知覺工作環境中，其上司、同事會因個人私利
而採取某些行為；或組織中有關升遷、薪資等決策係受到外力不當干擾時，員工心理
會有不公平的感覺，進而對其工作態度產生不良之影響，因而提出「組織政治知覺模
型」架構，此架構包括包含「前因變項」、「後果變項」、「干擾變項」三大部份。(如
圖 3)，

組織因素
集權化
正式化
組織層級
控制幅度

工作投入
工作滿
足
控制

工作環境因素
工作自主性
技能多樣性
回饋性
升遷機會
與他人互動
同事
上司

工作焦慮

組織政
治知覺

瞭解

組織退縮
離職
缺席

個人因素
年齡
性別
馬基維利主義
自我監控

圖 3 組織政治知覺模型
資料來源：Ferris, G. R., Russ, G.S. & Fandt, P. M. 1989.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s’. In R. A. Giacalone & P.
Rosenfield（Eds.）,Impression management in the organization:143-170.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此模型架構組織政治知覺的前因變項受到組織、工作環境及個人等三個因素之影
響：組織因素包括集權化、正式化、組織層級、控制幅度等因素。
個人因素為年齡、性別、人格特質包括馬其維力主義(Machiavellianiam)及自我監
控(Self-monitori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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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因素包括工作自主性、技能多樣性、回饋性、升遷機會與他人、同事及
上司的互動等因素。
組織政治知覺的後果變項為工作投入、工作焦慮、工作滿足和撤離組織等，並受
「知覺控制」(Percetived control)、「領悟」(Understanding)此二項干擾變項所影響。

二、組織因素
（1）集權化：
如果一個組織是高度集權化，那麼較低階層的員工會對決策結果感到無法加以控
制，故其知覺組織政治會對決策具有影響性。Madison（1980）如果組織中的權力及控
制集中於高層，員工擁有很少的權力，則將增加其使用影響策略的可能性。

（2）正式化：
組織中有關目標、角色及程序的正式規定可減少員工對達成目標的模糊性，進而
降低使用政治行為的必要性。但 Ferris & Kacmar（1992）發現正式化及組織政治知覺
間並無相關性。

（3）組織層級：
模型中認為員工在組織層級中，處於較高職位者，應較低階者知覺更多的政治行
為。因高地位的員工位居較佳的職務，可以操控政治行為並從中獲利，故比較不會與
負面的態度相連結。Madison（1980）指出公司內的 CEO 組織組織政治知覺較中低階
經理高，而在其研究調查中有 90﹪的經理相信政治行為在高層經常發生。 但 Gandz &
Murry（1980）卻發現組織中較低層的員工知覺較多的政治行為。Drory（1993）指出，
低地位的員工，由於缺乏權力基礎及從政治遊戲中獲取利益的影響力，所以知覺組織
政治是一種挫折的來源，對他們來說，組織政治知覺常與負面的態度相連結。 然而
Ferris & Kacmar（1992）則發現在組織中擔任主管或非主管對組織政治知覺沒有顯著差
異。
（4）控制幅度：
Ferris et al.（1989）認為主管控制幅度愈大，將使員工覺得工作環境中的模糊增多
而導致政治知覺的增加。但 Ferris & Kacmar（1992）則發現控制幅度與政治知覺二者
間並無顯著相關。

三、工作環境因素
Ferris et al.（1989）; Madison et al.（1980）認為組織環境中的「模糊性」及「不確
定性」愈多，則個人愈有可能知覺到政治活動的運作。Daft（1989）認為個人需要權力
以遂行其職掌；較高的工作自主性、變化性及回饋性代表個人在組織中被賦予較多的
責任及身處重要的職位，並進而被轉換成個人權力的增加。
Hackman & Oldham（1980）提出工作自主性、變化性及回饋性，可減少工作環境
中的不確定性，進而降低員工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Ferris & Kacmar（1992）發現，工
作自主性、技能多樣性及回饋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呈負相關，支持其模式假設。 組織中
有關升遷的政策及活動已被發現與組織政治知覺有關（Ferris & Judge, 1991; Gandz &
Murry, 1980; Madison et al., 1980）。即個人知覺其有較高的晉升機會時，組織政治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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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負相關）（Ferris & Kacmar, 1992）。當職業生涯中晉升機會有限時，政治的影
響力被期望可在職位爭奪戰中扮演一關鍵性的角色。
在工作環境的影響中，以上司及同事兩者對於員工知覺組織政治的影響最為重
要。Ferris et al.（1989）如果員工認為上司及同事與其交往的行為是以機會主義為取捨
時，將增加其政治知覺的程度；相反地，如果與上司及同事間保持良好的關係，則可
降低知覺組織政治的程度。

四、個人因素
Ferris et al.（1989）的模式中，認為女性與較資深員工在工作環境中較常知覺到政
治行為；因為女性在組織中一般的職務較低，導致她們常成為政治活動下不利結果的
接受者。Ferris & Kacmar（1992）則發現並不能證明其間的相關；Ferris（1996）則認
為個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成熟及從組織生活中獲得的經驗累積，原本對組織中政治行
為可能採取激烈反應的，卻變的較為緩和；也對組織中如何運作的事實習以為常，故
可能會減少其對政治的知覺。 Ferris & Kacmar（1992）; Ferris et al.,（1989）提出，在
團體中從事較低階層的員工（例如女性、少數裔及低教育程度者）或在過去曾目睹、
經歷過不公平對待者，較有可能知覺組織政治。 Mayes & Allen（1977）提出人格特質
與政治的適切性，認為特有的人格特質，造成對於組織政治不同的認知。Valle（2000）
則發現馬其維尼主義（Machiavellianism）及外控信念者（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與
組織政治知覺呈正相關。
歷年各學者在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的相關研究彙整如表 2-2

表 2-2
前因變項
年齡
(age)

年度
1992
1992
1994
1995
1996
1996

組織政治知覺與前因變項之關係
研究者

Ferris & Kacmara
Ferris & Kacmarb
Ferris, Frink, Gilmore, & Kacmar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Gilmore, Ferris, Dulesohn, & Harrell-Cook
Ferris & Frink

1998 Witt
1998
1998
1999
1999
2000
2000
2000
2001
2001
2001
2002

Maslyn & Fedor (organization focus)
Maslyn & Fedor (group focus)
Hochwarter, Perrewe, Ferris, & Guercioa
Hochwarter, Perrewe, Ferris, Guercio b
Witt, Andrews, & Kacmar
Valle & Perrewe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Andrews, Witt, & Kacmar
Vigoda (British sample)
Vigoda (Israeli sample)
Vigoda & Cohen
Vigodaa
2002 Vigodab
Vigodac
2002 Witt, Kacmar, Carlson, & Zivnuska
2003 Huang, Chuang, &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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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2**
0.24**
-0.2**
-0.02
0.04
0.04
Sample 4=0.04
Sample 5=0.09
-0.02
-0.08
-0.16
0.11
0.01
-0.15**
-0.02
-0.15*
0.1
-0.12*
0.02
0.03
0.01
0.17
-0.01
-0.07

前因變項

年度
研究者
2003 Valle, Kacmar, & Zivnuska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1998 Witt

教育程度
（education）

2000
2000
2000
2000
2001
2001
2002
2002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6

Vigoda
Valle & Perrewe
Witt, Andrews, & Kacmar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Vigoda (British sample)
Vigoda (Israeli sample)
Vigoda & Cohen
Vigodaa
Vigodab
Vigodac
Ferris & Kacmara
Drory
Ferris, Frank, Gilmore, & Kacmar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Ferris & Frink
Gilmore, Ferris, Dulesohn, & Harrell-Cook

1998 Witt

性別
（gender/sex)

種族
（race )
收入
(income)
工作型態
(job status)
年資
（tenure )

1998
1998
1999
1999
2000
2000
2000
2000
2001
2001
2001
2001
2002
2002
2002
2003
2003
1996
2000
2001
2003

Maslyn & Fedor (organization focus)
Maslyn & Fedor (group focus)
Hochwarter, Perrewe, Ferris, Guercioa
Hochwarter, Perrewe, Ferris, Guerciob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Witt, Andrews, & Kacmar
Vigoda
Valle & Perrewe
Valle & Witt
Andrews, Witt, & Kacmar
Vigoda (British sample)
Vigoda (Israeli sample)
Vigoda & Cohen
Witt, Patti, & Farmer
Witt, Kacmar, Carlson, & Zivnuska
Huang, Chuang, & Lin
Valle, Kacmar, & Zivnuska
Ferris & Frink
Valle & Perrewe
Adnres, Witt, & Kacmar
Valle, Kacmar, & Zivnuska

r
0.1
0.12
Sample 4=-0.03
Sample 5=-0.10
-0.12*
-0.05
-0.05
0.03
-0.21*
0.05
0.08
0.04
0.08
-0.01
0.1
0.02
0.1
-0.02
-0.15**
-0.15***
Sample 2 =0.14
Sample 3=-0.08
Sample 4 =0.03
Sample 5 =0.00
0.1
0.11
0.1
-0.05
0.06
0.04
0.19***
0.01
-0.02
-0.21*
-0.30***
0.21***
0.1
-0.03
0.13**
-0.07
0.19**
0.1**
0.01
-0.04
0

2000 Vigoda

-0.04

2000 Vigoda
2002 Vigoda & Cohen
Vigodaa
2002 Vigodab
Vigodac
1992 Ferris & Kacmara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1996 Ferris & Frink

-0.07
-0.01
0.11
-0.03
-0.24**
-0.12*
0.02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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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變項

年度
研究者
1996 Gilmore, Ferris, Dulesohn, & Harrell-Cook

1998 Witt

2000
2000
2001
2001
2002

Witt, Andrews, & Kacmar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Valle & Witt
Andrews, Witt, & Kacmar
Witt, Patti, & Farmer

1998 Witt
少數種族
(minority status)
2000
2000
2001
2001
2000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Witt, Andrews, & Kacmar
Valle & Witt
Andrews, Witt, & Kacmar
Valle & Perrewe

馬其維尼主義
（machiavellianism
2001 O'connor & Morrison
）
2000 Valle & Perrewe
權力需求
（need for power） 2001 O'connor & Morrison
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
自我評估
(self-appraisal)
自尊
（self-esteem）
一般心智能力
(general mental
ability)

r
0.02
Sample 1 = 0.02
Sample 2 = 0.11
Sample 3 =
-0.20*
Sample 4 = 0.12
Sample 5 = 0.12
0.06*
-0.04
-0.02
-0.07
-0.06
Sample 3 =
-0.20
Sample 4 =
-0.02
Sample 5 =
-0.06
0.10**
0.05
0.04
-0.09
0.28***
0.34*** (F),
0.49*** (M)
-0.06
-0.03 (F),
-0.12*** (M)

1992 Ferris & Kacmarb

0.02

1999 Kacmar, Bozeman, Carlson, & Anthony

-0.07*

2000 Valle & Perrewe

-0.06

2000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0.17***

2000
外控人格
(locus of control - 2001
External)
2001
內控人格
(locus of control - 2001
Internal)
1995
1999
參與決策
2000
（participation in
2001
decision making）
2001
2002
1992
2000
工作自主性
2001
（autonomy）
2001

Valle & Perrewe
O'connor & Morrison
Andrews & Kacmar
O'connor & Morrison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Kacmar, Bozeman, Carlson, & Anthony
Witt, Andrews, & Kacmar
Vigoda (British sample)
Vigoda (Israeli sample)
Vigoda & Cohen
Ferris & Kacmara
Valle & Perrewe
Vigoda (British sample)
Vigoda (Israeli sample)

2001 O'connor & 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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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
0.38*** (F),
0.53*** (M)
0.71*
-0.38*** (F),
-0.53*** (M)
-0.57*
-0.45*
-0.48
-0.38***
-0.06
0.38***
-0.32**
-0.3***
-0.47***
-0.09
-0.20*** (F),
-0.25***(M)

前因變項

年度
研究者
Ferris
&
Kacmar
（1992,
study 1）
1992
回饋性
K.Michele Kacmar, Dennis P. Bozeman, Dawn S. Carlson,
1999
（feedback）
William P. Anthony
2000 Valle & Perrewe
1992 Ferris & Kacmara
技能多樣性
（skill variety） 2000 Valle & Perrewe
1992 Ferris & Kacmara
升遷機會
1992 Ferris & Kacmarb
（promotional
1996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opportunities） 1999 Kacmar, Bozeman, Carlson, & Anthony
2000 Valle & Perrewe
1992 Ferris & Kacmarb
1996 Gilmore, Ferris, Dulesohn, & Harrell-Cook
與上司的關係
1999 Kacmar, Bozeman, Carlson, & Anthony
（relationship with
2000 Valle & Perrewe -supervisor influence
supervisor - LMX）
2000 Valle & Perrewe
2001 Andrews & Kacmar
與主管相合
1998 Witt
(congruence w/boss)

與同事相合
(congruence
w/peers)

1998 Witt

同事關係
2000
(co-worker relation)
1996
集權化
1999
（centralization） 2000
2001
1992
1996
2000
正式化
2001
（formalization） 2001
2001

Valle & Perrewe

-0.43**
-0.59*
-0.27***
-0.23**
-0.19**
-0.26**
-0.38**
-0.52***
-0.15*
-0.56***
-0.58**
-0.58***
-0.47*
-0.44***
-0.44***
-0.40*
Sample 1 =
-0.01
Sample 2 = 0.18
Sample 3 = 0.08
Sample 4 = 0.12
Sample 5 = 0.09
Sample 1 = 0.10
Sample 2 = 0.18
Sample 3 = 0.04
Sample 4 =
0.18*
Sample 5 = 0.10
-0.29***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Kacmar, Bozeman, Carlson, & Anthony
Valle & Perrewe
Andrews & Kacmar
Ferris & Kacmarb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Valle & Perrewe
Andrews & Kacmar
Vigoda (British sample)
Vigoda (Israeli sample)

2001 O'connor & Morrison
1992
1993
1994
1995
組織層級
1996
（是否擔任主管） 2000
（hierarchical level 2000
/ Supervisor status) 2001
2001
2001
2002
2002
職級
2000

r

Ferris & Kacmara
Drory
Ferris, Frank, Gilmore, & Kacmar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Witt, Andrews, & Kacmar
Valle & Perrewe
Valle & Witt
Eran Vigoda (British sample)
Eran Vigoda (Israeli sample)
Witt, Patti, & Farmer
Vigoda & Cohen
Witt, Andrews, & Kac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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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3***
0.5*
0.36***
0.56*
-0.3**
-0.15
-0.1
-0.26*
0.19*
-0.15**
-0.24*** (F),
-0.37*** (M)
0.15*
0.14*
0.15**
0.04
0.15***
-0.22**
-0.19**
0.11
-0.07
-0.04
0.13**
0.32***
-0.08

前因變項
(grade level)

年度

研究者

1992 Ferris & Kacmara
控制輻度
1992 Ferris & Kacmarb
（span of control）
2000 Valle & Perrewe
組織氣氛
(organizational 2001 O'connor & Morrison
climate)
信任氣氛
2003 Poon
(trust climate)
信任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trust)
薪資
(salary)

2001 O'connor & Morrison

2001 Andrews, Witt, & Kacmar
2000 Hochwarter, Witt, & Kacmar
自覺
(conscientiousness) 2002 Witt, Kacmar, Carlson, & Zivnuska
愉快
2002 Witt, Kacmar, Carlson, & Zivnuska
(agreeableness)
外向
2002 Witt, Kacmar, Carlson, & Zivnuska
(extraversion)
情緒穩定
L A Witt, K Michelle Kacmar, Dawn S Carlson, Suzanne
2002
Zivnuska
(emotional stability)
率直
2002 Witt, Kacmar, Carlson, & Zivnuska
(openness)
工作團體凝聚力
1992 Ferris & Kacmarb
(work group
cohesion)
2001 Vigoda (British sample)
全/兼職工作
(full/part-time job) 2001 Vigoda (British sample)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生涯發展
(career
1999 Kacmar, Bozeman, Carlson, & Anthony
development)
獎賞/認同
(reward/recognition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
資深管理者的支持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sr. mgmt support) 2001 Andrews & Kacmar
溝通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communication)
確定的行動及公平 1993 Nye, Lendell, & Witt
的機會
(affirmative action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and equal
opportunity)
跨團體的合作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intergroup
cooperation)
同事合作
2001 Andrews & Kacmar
(co-worker
cooperation)
程序上的公平
2001 Andrews & Kacmar
(procedural justice)
個別的公平
2001 Andrews & Kacmar
(distributive justice)
2001 Andrews & Kac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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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02
0.14
0.03
-0.48*** (F),
-0.66*** (M)
-0.67***
-0.35*
-0.19*** (F),
-0.21***(M)
-0.19*
-0.17***
-0.21***
-0.07
-0.07
-0.21***
-0.17***
-0.33**
-0.17*
-0.13
-0.45*
-0.51*
-0.48*
-0.29*
-0.72*
-0.45*
-0.55***
-0.09*

-0.63*

-0.51*
-0.48*
-0.43*
0.63*

前因變項
角色衝突
(role conflict)
角色模糊不清
(role ambiguity)
工作模糊不清
(job ambiguity)
人力欠缺
(scarcity of
resources)
工作超過負荷
(work overload)
清楚的角色及責任
(clarify of
roles/reps.)
離上次升遷的時間
(time since last
promotion)
離上次考核的時間
(time since last
appraisal)

年度
2001 Andrews & Kacmar
2003 Huang, Chuang, & Lin

研究者

r
0.63*
0.42**

2003 Huang, Chuang, & Lin

0.25**

2003 Poon

0.54***

2003 Poon

0.36***

2003 Huang, Chuang, & Lin

0.28**

1995 Parker, Dipboye, & Jackson

-0.51*

1996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0.1**

1996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

0.03

資料來源 ： 組織政治研究團隊(何金銘博士、李鈴蘭、吳美惠、林素華、林瑋志、廖力儀、郭莎莉、黃美玉、黃
麗錦、張貝瑩、楊純萍、甄書芳)整理國外研究部分（1992~2003）。

由上述的組織政治知覺與前因變項之關係表中可發現，各方學者由各種角度提出
不同的前因變項，試圖去了解與釐清組織政治知覺的形成原因。而組織政治知覺的來
源不僅是多元的，且是有層級性的(Ferris, Kacmar,1992)。 但這些研究結論並未為此模
型帶來有效的解釋。反而對後續的研究造成矛盾與困擾，其原因為：
1.各方學者所提之前因變項，缺乏系統性與一致性概念。Ferris 在模型中提出個人
要素、組織結構、工作環境之三類屬。而後續學者則因對類屬的定義不同而使用不同
的量表，或僅採一部份的指標進行研究。在各方前因定義不統一之情況下，使得組織
政治知覺前因模型雖歷經各方學者多年之研究仍無法釐清，反有日漸混亂之勢。 13
2.前因變項在概念上的重疊，造成無統一的比較基礎：如馬基維利主義與權力需求
在概念上重覆，但又不盡相同。而控制幅度和工作自主性亦有相似之處。部份學者甚
至採用前因變項的上層概念，如環境的不確定。此種定義上的模糊和不統一增加後續
研究在比較分析上的困難度。
3.前因與組織政治知覺的研究結果不一致：由先前之研究可發現除了馬基維利主
義、參與決策、工作回饋性、合作性、技能多樣性與上司的關係、升遷機會等與組織
政治知覺之關係較為穩定與一致外，其餘年齡、教育程度、性別、年資、內外控人格
等結果均呈現前後不一致，甚至相反的結果。 這種研究結果的不一致，不禁讓我們思
考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影響組織政治知覺的形成造成。故本研究除驗證 Ferris 所提出之
前因變項外，亦加入其他的前因變項並採行更精確的研究方法試圖去解決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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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格特質的意義
「人格」（Personality）一辭源自於拉丁語 Persona，其意義有二：
(1)、是指舞台上演員所戴的面具，以它作為個人身份的表徵。
(2)、是指個人真正的自我，包括一個人的內在動機、情緒、習慣、思想等（詹益統，
民 85）。
而根據 Allport（1937）之定義，所謂「人格」一詞可意指為「個人心理與生理體
系之動態組織，以對環境做適度的調適」，Robbins 則將人格說是「個人對他人反應或
和他人互動方式的總和」（1998, p.50）。張潤書（民 74）則認為，為便於我們的應用，
人格可界定為我們用以說明一個人顯示其典型的人類特徵或變因的混合物。
此外，行為科學家對人格是相當持久不變的這一點都有同意的趨勢，因此人格也
可說是由那些不會很快改變、可預期短期行為模式的人類特徵所組成。盧盛忠等人（民
86）則將人格定義為，人格是人一組相對穩定的特徵，這些特徵決定著特定的個人在
各種不同情況下的行為表現。

一、 人格的形成
盧盛忠（民86）等人認為，人格（或性格）的形成是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
（一） 自然的遺傳性因素：這是指人格會決定於遺傳來的基因，在此基礎上成長初的
中樞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感官等對人的行為都具約束力。
（二） 社會化因素：這是指人們在少年時代的家庭與學校中，逐步認識並學會如何適
應其現實環境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受到不同的強化，其影響逐步累積，
對性格的塑造起了相當的作用。
（三） 環境影響因素：當人們已成年並獲得職業後，工作組織的環境繼續影響人的性
格，例如獎酬制度、工作設計等，不過由於前面兩個因素對人格已經造成的影
響，環境影響因素反而是一些外顯行為的塑造者，而且這樣的影響對人的作用
只是局部的，可是人們行為的變化還是會發源於其較穩定的特徵。
（四） 社會實踐：對成年人性格產生決定性作用的是社會實踐活動，人在與環境、社
會互動時，自己的性格就會受到影響，在大體環境中生活及成長的人，由於他
們實踐活動的不同，以及主觀努力的傾向不同，會形成不同的人格。另外，陳
義勝（民78）認為人格除了受到基因及感覺等生理因素、與他人或情境互動的
群體因素影響之外，人格還會受到個體身處的文化所影響，因為文化對個人的
角色會有所期望，所以個人人格會受到這些他人的期望影響而有所不同。

二、 人格特質的分類
曾經有人統計過，被拿來形容人格特徵的詞彙總共有四千多條（盧盛忠，民 86），
但是這些多數是獨立的形容辭彙，各自對人的行為難具解釋力，因此 Cattell（1973）
利用 171 項表徵特質將人格歸類為樂群性、聰慧性、穩定性、敏感性、恃強性、興奮
性、有恆性、感為性、獨立性等計十六個種類，嘗試將人格特徵進行整合來預測行為。
Myers & Briggs 將人格區分為「外向的-內向的」、「理智的-直覺的」、「有理性
的-靠感覺的」、「有判斷力的、有洞察力的」等四個構面共十六種人格組合（或類型）
（Furnham, 1992）。
21 Ⅰ

除了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風險傾向（RiskTaking）等人格類型之
外，還有從 1950 年代發展至今的「五因素模式（five factors model）」，在俗稱「Big
Five」的五因素模型中，人格主要是被劃分為五個構面，而其中最被廣受接受的是 Costa
及 McCrae（1986）等人使用之分類形容詞，亦即親和性（Agreeableness）、外向型
（Extraversion）、勤勉正直性（Conscientiousness）、情緒敏感性（Emotional Stability）
以及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等五個主要分類。玆分述如下：
1、親和性（Agreeableness）
：指一個人對於他人所訂下之規範的遵循程度，例如對
主管、父母、配偶等人規範之遵循程度越高，則其親和性程度越高。其特徵為有禮貌、
令人信賴、待人友善、容易相處、寬容。
2、勤勉正直性（Conscientiousness）：指一個人對追求的目標之專心、集中程度，
若一個人目標越少、越專心致力於其上，則其勤勉正直程度越高。其特徵有努力工作、
成就導向、不屈不撓、有始有終，此外也意涵負責守紀律、循規蹈矩、謹慎有責任感、
細心。
3、外向性（Extraversion）：指一個人對於與他人間關係感到舒適之程度或數目，
若一個人對自己和他人之間舒適的關係越高或越多，則表示其越外向。特徵除了自信、
主動活躍、喜歡表現，尚有喜歡交朋友、愛參與熱鬧場合、活潑外向。
4、情緒敏感性（Emotional Stability）
：指能激起一個人負面情感之刺激所需之數目
及強度，當一個人所能接受的刺激越少，則其情緒敏感性越高。其特徵為容易緊張、過
分擔心、缺乏安全感，較不能妥善控制自己的情緒、敏感。
5、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
：指一個人興趣之多寡及深度。若一個人興趣
越多樣化，但相對深度較淺，則其開放性越高，反之則開放性越低。其特徵為具有開闊
心胸、富於想像力、好奇心、創造力、喜歡思考及求新求變。
有關此五種人格特質之典型特徵茲整理如表 2-3 所示：

人 格 特 質

表 2-3 五大人格特質的典型特徵
典 型 特 徵

親和性

有禮貌、令人信賴、待人友善、容易相處、寬容

勤勉正直性

努力、有始有終、不屈不撓、循規蹈矩、謹慎、有責任感、細心

外向性

自信、主動活躍、喜歡表現、喜歡交朋友、愛參與熱鬧場合、活潑外向

情緒敏感性

容易緊張、過分擔心、缺乏安全感，較不能妥善控制情緒、敏感

開放性

有開闊心胸、富於想像力、好奇心、創造力、喜歡思考及求新求變。

資料來源：McCrae R.R., Costa P.T., Busch CM. (1986), Evaluating Comprehensiveness in
Personality Systems: The California Q-set and the Five-facto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4, pp430-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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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內外控傾向在組織政治知覺中扮演的角色
內外控傾向的概念近年來被有效的運用於工作態度及行為的研究上。根據 Spector
（1986）的研究，一個人工作行為的變異有 5%到 25%可以由內外控人格變數來解釋，
因此本研究即以內外控人格為人格特質的指標進行研究。
所謂內外控乃是個體對事件結果的知覺區分為兩類，
內控型（internals）：認為自己是命運的主宰者，事件的結果是個人所能控制和了解的
外控型（externals）：認為自己的命運會受到外力所操縱，事件的結果往往不是個人所
能控制和了解的。
當內控型與外控型的人同時面對壓力時，內控型的人相信自己具有影響力，而尋
求控制情況的方法；外控型的人則比較被動而採取防衛態度。所以外控型的人較容易
感受壓力（李青芬 譯,1995）。
通常內控者是比較主動、自主、積極，外控者又是比較依賴、聽天由命、消極的。
其他學者對內外控人格特質所下之不同定義及特徵，茲整理於表 2-4 中。
表 2-4 內外控人格特質的定義及特徵
學

者

Butterfield（1964）
Joe（1971）

Bledsoe & Bader（1978）

Hammer & Vardi（1981）

Spector（1982）

吳秉恩（民75）

盧盛忠等（民86）

研 究 結 果
內控者比較積極、自主與內在導向，能專心致力於自己感到興趣或
自認為重要的事情；外控者比較消極、依賴與他人導向，比較關心
別人認為重要的事情。
外控者比較好憂慮、好攻擊、武斷、不信任別人、缺乏自信心與洞
悉力，對社會讚許的需求低，使用敏感的防禦方式。
針對美國一所東南部自由派藝術學院的女生，以Cattell 的十六種主
要人格特質問卷所作之調查發現，內控者較易於管理，情緒穩定、
誠實的、值得信賴的、機伶的、愛社交的，外控者較易興奮且不安
定的。
他們認為內控者在強調自我管理型的組織中，會比外控者更積極主
動、更有動力達到工作目標以及獲得想要的工作。
內控者對自己的能力比較有信心，他們在複雜的環境中會比較努力
蒐集資訊，因此表現也比外控者好，另外內控者也比較喜歡參與式
管理，對自己的工作會提出較多的回饋，至於外控者則比內控者順
從，且較易接受組織的領導。
外控者較難對工作投入，滿足感較低，對工作群體較有疏離感，內
控者則反之。另外內控者之績效有較高之傾向，且較易熱衷於找尋
情報，易受激勵，不過若內控程度太高，則亦導致行為僵化，協調
性較差。
內控者對工作成果較可預計，對自己下工夫就能做好的工作獲得報
償會較有信心，因此喜歡擁有交多自主權並有較大的整體滿足感。

資料來源：薛婉婷（民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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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 型人格特質及其行為特徵
在 Chesney & Rosenman 於 1980 年所撰寫有關 A 型人格理論之回顧報告中曾指
出：早在 1868 年，一位德國的醫生 Von Dusch 即發現過度投入於工作中並具有某些
行為特徵的人，似乎是罹患冠狀動脈及心臟疾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CHD）的典
型人物。從此逐漸發展出 A 型人格特質之理論。
根據 Friedman & Rosenman 於 1974 年對 A 型冠狀傾向行為模式（Type A
coronary-prone behavior pattern）所下的定義為：「A 型行為模式乃是一種行動與情緒
的複雜體，從具有這種人格模式的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種長期、不中止的奮鬥，企圖
在最短時間內做出最大的成果，而且如果一定有必要達成目標，則無論任何人、任何
事干擾，A 型人格組型者，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有關 A 型人格者之行為特徵，歷來學者所研究的極多，例如 Abush & Burkhead
（1984）認為 A 型行為模式應被視為一種「行為模式的生活型態」（life style of
behavioral pattern），而可由下列特徵來加以界定，即競爭、面臨職業精進的壓力、強
烈的成就動機、攻擊性及自我投入等。Carver & Glass 於 1978 年之研究中也指出 A 型
人格者講話快、動作快、性子急、無耐心、時常遭遇時間的緊迫感以及會為自己立下
工作期限，強迫自己在期限內完成工作。
Chesney & Rosenman（1980）根據眾多學者及其自身的研究發現指出，A 型人格
特質確實與工作有關，他們認為一位具有 A 型人格特質者，在工作中可能表現出的行
為如下：
1.傾向於低估一項作業所需的時間，因此會經驗到時間的壓力。
2.傾向於迅速工作且缺乏耐性，而且一但工作必須放慢進行，則會降低工作的品質。
3.工作期間忽略或否認生理與心理上的症狀，除非工作完成才會體察到上述症狀。
4.當作業被視為具挑戰性時，會更認真努力並經驗心理激起。
5.苦幹並競爭，對挑戰表現出敵意與非理性。
6.對現居環境要求予以控制，否則會表現出敵意與競爭式的 A 型行為。
郭淑娥(民 89)綜合各專家學者之論，整理出國內外對 A 型人格的定義，如表 2-5。
表2-5
學

者

Friedman &
Rosenman(1974)
Burnam、Pennebker &
Glass(1975)
Dembroski &
MacDougall(1978)

A型人格的定義
A 型人格定義

A 型人格是一種行為與情緒的複雜體。具有 A 型人格者，
會出現一種長期不止的奮鬥，企圖再最短時間內，達到最
大的成就。
A 型人格者，對於事情之拖延無耐性，且會低估作業之時
間。
A 型人格者，當有壓力時，較喜歡單獨工作。

A 型人格者，在工作表現之行為有：經常有時間壓迫感、
Chesney & Rosenman(1980) 缺乏耐性、勇於面對挑戰、在工作中易忽略生理、心理上
的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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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者

Friedman &
Rosenman(1974)
Burnam、Pennebker &
Glass(1975)
Dembroski &
MacDougall(1978)

A 型人格定義
A 型人格是一種行為與情緒的複雜體。具有 A 型人格者，
會出現一種長期不止的奮鬥，企圖再最短時間內，達到最
大的成就。
A 型人格者，對於事情之拖延無耐性，且會低估作業之時
間。
A 型人格者，當有壓力時，較喜歡單獨工作。

Abush(1982)

A 型人格者，具有高度競爭性、有強烈自我需求、成就慾
望高、常有不安全感、緊張型、缺乏耐性、動作急速、積
極進取等。

Frost & Wilson(1983)

A 型人格者，較能從工作中得到滿足、勝任感、及成就感。

Taylor、Locke & Gist(1983)
Abush & Borkhead(1984)

A 型人格者，傾向喜歡同時做很多工作，且做事情能考慮
未來性，而且能達成預期目標。
A 型人格可以競爭、面臨工作進展的壓力、強烈的成就動
機、攻擊性及自我投入等特徵來加以界定。

Miller, et al. (1985)

A 型人格者，具有高度控制同伴之需求，即使是同伴之業
績已明顯的超過自已，其仍無法放鬆對同伴之控制。

Burke, et al.(1979)

A 型人格者具有高度競爭性，成就導向，經常有時間急迫
的感覺；具有一種不間斷的推力，具有多向變的想法；說
話的速度急促；動作快速，具有攻擊性，不安及無耐心的
作風。最顯著的特徵是專心投入工作，而忽視其他生活的
追求。

六、馬基維利主義者的特徵
馬基維利(Machiavellianism)主義一詞起源於十六世紀的 Niccolo Machiavelli 的著
作，係指個體行事獨斷、為人現實、功利、冷酷、保持情感距離、甚至只求目的不擇
手段 ( Christie & Geis,1970)。高度的馬基維利主義者深信人性是自私的，擁有權力便
擁有地位，充份顯現對於權力的渴望。
馬基維利主義者為了獲得權力、持有權力，可能會表現出誠實、慷慨大方、有同
情心等等，但其實際上是均為了獲得權力的表面假象。
Christie & Geis(1970)為了量測馬基維利者之性格，遂發展出馬基維利量表。高馬
基維利指數者大多以功利主義處世，其在人際關係處理上，均以對方是否有利用價值
做為選擇標準，而非以傳統的道德標準做取捨(Christie,1970)。高馬基維利者較具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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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manipuation)，不情緒化，較不受社會影響，不易被說服，反而會嘗試去說服別人
(persuaded less,persuade others more)，當高馬基維利指數者從事談判工作或佣金銷售的
工作時，比低馬基維利者具有較佳的生產力，因為高馬基維利者會為達目的而不擇手
段，其在意的是成功或失敗而非道德與否(Mayer,1973)。
在下列情境下，高度的馬基維利主義者會有極佳的表現：
1、要與人面對面的接觸，而非透過其他間接方式接觸時。
2、當規定及限制很少，允許自由發揮時。
3、當情感投入無濟於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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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工作特性的意義
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s）指與工作有關的各種屬性（Attributes）與因素
（Factors）
。例如工作的薪資與福利、工作中必備的技能、工作中的人際關係、工作本
身的性質、工作中學習新知或發展的機會、工作的安全感、工作具有的挑戰性、工作
所提供的回饋、工作中的自主性、工作的環境以及工作中所具備的內在報酬（如滿足、
成就感、榮譽感、自我實現等），均可算做是工作特性（Seashore & Tabor, 1975）。
Sims, Keller, & Szilagyi(1976)認為其重要性有三：
1.工作特性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
2.有關工作之研究都與工作本身的特性有相當程度的關係。
3.工作特性對領導行為與工作滿足、工作績效的關係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一、 工作特性理論
Hackman & Oldham（1976）的工作特性理論是起源於 Turner& Lawrence（1965）
的必要的工作屬性研究。
Hackman & Oldham 研究結果發展出具有五種關鍵工作特性的「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 JCM）」。此一模式確認五項核心工作構面並指出各項特性之間的
關聯性，另外也分析這些特性與員工工作動機、績效與工作滿足的關係。
根據 JCM，任何工作都可以利用其提出的五種核心工作構面來形容，這五種核心
工作構面為：
1. 技能多樣性（Skill Variety）：指員工完成工作所需的技術及才能種類多少的程
度。若工作要求個人從事具有挑戰性的工作或擴展其工作技能，則這種工作就
能使人體會到豐富的工作意義。
2. 工作完整性（Skill Identity）：工作中的任務是否完整及工作段落如何辨認出成
果的程度。當個人能提供一件完整的勞務或貢獻，則對工作意義的體驗自然較
只對某一小部份的工作負責要來的深刻。
3. 工作重要性（Task Significance）：工作對於他人生命或工作有多少實質影響力
的程度。當一個人覺得他的工作是對於別人有重要的影響力，他便會覺得自己
的工作是重要的、有意義的。
4. 自主性（Autonomy）：工作中讓員工有實質上的自由、獨立性以及讓員工能自
行安排工作進度及決定何種工作方法的程度。個人在其工作上享有充分的自主
時，則工作成果的好壞是取決於自己的努力、創新與抉擇。如此，個人對其工
作成果的成敗得失必然有強烈的成就感。
5. 回饋性（Feedback）：工作中讓員工個人直接而清楚的獲知自己績效表現情形
的程度。根據這些工作績效的訊息，個人便會自動調整工作步調，或更改工作
方案，以達成工作的要求或是組織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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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kman & Oldham 認為以上的五個個人核心工作構面會影響關鍵的心理狀態，
進而促使個人產生自我內在的工作動機、高品質工作績效、高工作滿足及低缺席及流
動等個人與工作成果。此三種重要的心理狀態分別是「體驗工作是否有意義」、「體驗
對工作成果的責任感」以及「知曉工作活動的實際結果」。
1.「體驗工作是否有意義」是指員工感受到工作是有意義、有價值的程度，而影
響工作意義性的體認可源自於技能多樣性、任務完整性及任務重要性三項工作
特性。
2.「體驗對工作成果的責任感」是說員工對進行的工作成果自認為需負責的程度，
若當一個員工感覺工作的完成為其努力及控制的結果，而使其自覺負其成敗的
責任時，一個工作對他就有意義，而此點則與工作自主性相關。
3.「知曉工作活動的實際結果」是指員工對工作成果知道或了解的程度。因為知
道一個人的績效如何是較高層次需求的滿足要件，如果一個員工在有意義的、
值得的、而他個人負責任的工作上工作，除非提供某種形式的反饋，較高層次
需求的滿足是不會得到的。而「知曉工作活動的實際結果」即與工作回饋性有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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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公、民營企業的比較
一.公、民營企業的分析
公、民營企業之區別，其意義相當分歧，一般是以事業體的「所有權」、「控制
權」、「交易權」與「自主權」等四項因素作為衡量的基礎。因此，凡事業之所有權
及控制權為政府所有，並以私法人的地位從事農、礦、工商、交通、金融、保險、文
化等業務，依特定公共利益從事有形財貨或無形勞務之事業皆屬公營事業範圍（黃財
源，1995）。
根據這個定義，則公營事業應涵蓋了國營、省市營、縣市營與鄉鎮營的事業類別。
而這些事業也適用於民國八十年修正通過的「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第二條中所規
範的部份，其中包括各級政府獨資或合營之事業、依事業組織法規定政府與人民合營
之事業與依公司法規定政府資金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事業等。
目前，我國公營事業單位，根據其所隸屬的各級政府主管機關加以區分，共可分
為三大類：
第一類：為隸屬中央各部會的「國營事業」，共二十七家，再加上行政院退輔會所屬二
十八家事業單位，總計國營事業單位共有五十五家。
第二類：為隸屬省政府的「省營事業」
，共有三十四家，以及「院轄市事業」
，共有七家。
第三類：屬於縣市政府經營的「縣市營事業」，共有八家。
儘管台灣的公營企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曾擔任過重要的角色，但與民營企業比
較，其營業方式及人事預算的管制難以發揮自由經濟機動調節及競爭淘汰的作用，無
法把握經營時效而易坐失良機，且程序法令繁複，糜費人力物力。這些不可克服的先
天性限制，造成其經營績效，往往不及民營企業，茲說明如下：
1.層層法規的束縛：公營企業受到層層法規束縛，經營操作僵化，加上這些法規各有其
主管單位，造成公營企業「前輩」太多的現象；法規太多，結果導
致事事以法規為準，營利事業形同行政機關，經營目標以合乎法令
為準，公文往來耗時，以致無法因應瞬時萬變的商場，而難以有效
經營。
2.人事制度的僵化：公營企業的人事任免與獎懲，受限於法令規章，不但求才、留才、
用才及育才無法隨業務需要實施，庸才的資遣也十分困難。上司無
法以人事晉升激勵員工，員工亦失去追求工作表現的動機。
3.董事會的虛設：董事會是推動各企業營運決策的樞鈕，其員工必是由知識相當及具備
專業才能者來出任；但就其執行情形來看，卻不全然如此，其中不乏
由軍旅、政界及公職人士來充任，這些軍、政、公職人員其本身的能
力固無庸置疑，然其過去的知識訓練能力及專業能力與企業化經營所
需，則未必相同。
4.盲目投資的浪費：公營企業往往以擴充規模的方式來逃避利潤規定。因為擴建可以降
低資本報酬率，亦可爭取較多預算，因此經常是資本設備未能充分
利用，產品銷售不佳，卻依然不斷增加投資，擴充規模，企圖「以
大取勝」
，採購一些非必需之物品，加以財產權分離，事業盈虧與己
無關；員工又都擁有公務人員身份，工作受到保障；自然造成許多
資源上的浪費。這種現象在學術上被稱為「自發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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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策性的包袱：儘管某些公營企業所擬的計畫頗佳，但是由於投資計劃常須背負多項
政策性任務，而各項任務之間又常相互矛盾，造成執行時左右為難。
結果使得原始任務模糊不清，失去創立事業的目的。所以公營企業甚
多披著政策的外衣，隱藏著無效率的經營，甚至虧損每每歸咎於政
策，這是一種行政的缺失（Administrative failure）或稱為「營運的缺
失」（operation failure）。
綜上所述，公營企業的員工因缺乏管理上的自主性與權責，以致缺乏良好的財務
訓練，在沒有財務紀律下進行投資，而導致盲目投資，造成生產效率低於一般水準；
但是事業單位卻將財物損失歸咎於政策包袱，結果往往造員工工的士氣低落，使得員
工更加沒有動機達到財務目標，於是事業發生財務危機；但是，財務危機將會導致更
少的自主權，更加促使主管單位施以更嚴密的監督與管理，最後形成一個經營上的惡
性循環。這就是許多公營企業因績效不彰，而走向民營化，或因年年虧損，最後不得
不結束營業的原因。

二.公、民營企業組織特性及員工屬性之探討
（一）. 制度化
Robbins（1983）歸結組織行為的研究，主張組織行為應以「政治」分析的角度予
以整合，並就規範的觀點建議：為了減少組織內負功能的政治行為，組織在人事作業
上應儘可能合乎理性，包括：具體陳述組織的目標，澄清所有員工的職責，要求每個
員工確實負起所應負的責任，薪資結構要能反映員工對公司的貢獻度，確實獎勵對公
司有貢獻的人等。亦即組織內凡與人事有關的作業應理性化、正式化、標準化、以合
乎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由於這些概念集中在與人事有關的作業，因此，我們將
這些人事作業的正式化與標準化定義為制度化。
Burns & Stalker(1961)二人區分組織的種類為「有機型（organicorganization）」與
「機械型（mechanistic organization）」。機械型組織採用科層化的組織原則，明確規
範所有員工的工作目標、職掌、相互之角色關系、績效評估方式與賞罰標準，惟組織
內的人際互動關係是非人格化的(impersonalized)；公營企業可以說就是機械型的組織結
構的代表。
反之，民營企業是有機型的組織，在組織環境較不確定的情況下，組織的任務及
工作，由於隨著環境的變動而變動，員工的角色與相互關係無法確定，為了完成組織
的目標，組織的員工必須不斷進行溝通與協調。
至於公營企業的人際互動關係，由於是非人格化的，組織內人際的互動結構，與
組織正式規範的類型相當，而著重上司的仲裁整合功能。因此，組織內的人際互動，
以主管與部屬的上下互動為主，組織內人際間的互動，尤其是平行的人際互動程度將
減少；換言之，組織內的人際疏離程度將增加。
而有機型組織內的人際結構會隨著組織環境的變動而變動，組織內員工之間互動
的機會與層面較多，而且與機械型組織比較，平行部門員工之間的互動也較頻繁，所
以，這種組織較不易有牢固性的人際集群或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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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ison et al.（1980）對組織內的人際結構與組織內的的政治歸因（即政治知覺）
之間的關係，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組織內人際結構的疏離，代表組織內人際間
有顯著的集群（派系），因此造成群體與群體間相互的競爭、不暸解與不信任。即組
織內人際結構的疏離程度愈大，則員工的政治知覺程度也愈高。

（二）組織成員屬性分析
March & Simon（1958)指出員工的屬性（attributes）差異，對組織內的人際集群及
政治行為會產生影響。 Lincoln & Miller（1979）也認為，雖然尚無充份的實證研究支
持，但是員工的屬性差異，應該會影響員工之間的互動與集群，進而影響到組織的政
治行為。Kanter(1977),Spangler,Gordon ＆ Pipkin(1978),South et al.(1982）等人，則強
調員工的組成差異，對員工行為與群體互動的影響大於員工個人的特質。
Pfeffer(1983)針對組織員工的組成差異，提出組織員工人口統計狀態(organizational
emography)的概念，認為此一概念有助於連結個人層次與組織層次特質間的研究；
Wagner,Pfeffer,O’Reilly(1984)指出，組織的人口統計狀態是一個重要的變數，對組織內
衝突、整合與凝聚力等現象都可能會有影響；也有助於瞭解、預測個人在組織內的升
遷過程、離職情況，對組織的人事決策有很實際的涵意。
McCain,O’Reilly,Pfeffer(1983)發現大學學系教職員的流動率與該系教職員的年資
與年齡有關；Wagner,Peffer,O’Reilly（1984）則發現財星五百大(公司)的高階層管理人
員，離職率與其年資變項有關，他們預期其他的變項，如教育背景、功能別組織經驗
的差異等，也都可能造成組織員工的差異，影響組織內的人際集群(派系)及政治行為；
Lincoln＆ Miller(1979)發現與組織有關的個人屬性，如職稱以及一般的個人屬性
(ascribe attributes)如性別，均與人際集群及政治行為有關。
由於員工的年齡及年資愈大，人際結構的垂直疏離程度會愈高，容易造成員工間
的相互競爭、不信任，因而易於促成政治行為的產生。
再者，組織的工作性質愈不同或部門愈多，則會造員工工在平行上的愈分化；這
類分化，將減少不同部門員工之間互動的機會，因而造成組織內員工間較多的政治行
為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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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料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經由文獻探討的歸納及研究目的確立後，本研究將進行公、民營事業組織的員工
在組織政治知覺的前因模型上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力及相關性探討。故本研究將以
Ferris 所提的組織政治知覺之模型中的前因模型做為本研究的主架構，並依文獻探討的
結論加入前因變項，再檢視各變項的性質，經由 Person 相關分析、迴歸分析等，對前
因變項及公、民營事業員工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連性進行驗證和分析。架構圖型如下
所示：

個人因素
性別
年齡

公、民營

教育程度
婚姻現狀

事業機構

工作年資
與主管共事年資
內外控人格特質
A 型人格特質
馬基維利主義者

組織政治知覺

工作環境因素

及其構面

升遷機會
工作自主性
工作變化性
工作合作性
工作回饋性
工作完整性

組織因素
工作職級
組織專業化
組織正式化
組織民主化

圖4

研究模型架構圖

32 Ⅰ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之假設如下：
假設 1.

個人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1 性別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2 年齡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3 教育程度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4 婚姻現狀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5 工作年資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6 和主管共事的年資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7 內外控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8 A 型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9 馬基維利主義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 2.

工作環境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1 工作自主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2 工作回饋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3 工作完整性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4 工作變化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5 工作合作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6 升遷機會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 3.

組織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1 工作職級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2 組織專業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3 組織正式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4 組織民主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 4.

個人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1 性別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2 年齡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3 教育程度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4 婚姻現狀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5 工作年資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6 和主管共事的年資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
不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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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內外控人格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8 A 型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9 馬基維利主義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假設5. 工作環境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5-1.工作自主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不同而不同。
5-2.工作回饋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5-3.工作完整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5-4.工作變化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5-5.工作合作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5-6.升遷機會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假設 6.

組織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6-1 組織專業化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6-2 組織正式化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6-3 組織民主化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6-4 工作職級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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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及分析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軍方、公、私立醫院、公營服務業、民營金融服務業、民營服務業、民
營高科技製造業及民營傳統製造業等為研究對象，並依其體制區分為公營事業與民營
事業等二大頪，分二梯次抽樣。
抽樣時間：第一次為 91 年 7 月 29 日起至 91 年 9 月 9 日止，第二次自 92 年.9 月
25 日至 92 年 11 月 21 日止。共計發出 3651 份問卷，回收 2545 份，回收率達 69.717
﹪，剔除無效問卷 239 份，有效問卷為 2306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63.16﹪詳如附錄二。

二、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For Wwindows（10.0.7C 版）統計軟體針對回收的有效問卷做樣
本特性分析，其相關資料彙整如表 3-1 所示。
針對有效樣本的基本分佈做一簡單描述如下：
1. 性別
女性約佔總樣本之 53.3%，男性則約佔總樣本之 46.7%。顯示本研究樣本中女性人
數略比男性人數稍多。
2. 年齡
29 歲以下人數約佔總樣本之 33.3%，30∼39 歲則約有 38.5%最多，40 歲以上者則
只有 27.0%。顯示目前在職人口普遍年輕化。
3. 婚姻狀況
未婚者佔約 41.2%的比例，有配偶(佁與人同居者)則有約 54.1%為最多，而離婚、
分居或配偶死亡者的比例只有佔總樣本的 1.3%。由於婚姻變項在組織政治知覺的相關
研究文獻中，均未有明顯的相關性，故本研究問卷在題目設計時，僅略做概述。並依
受測者填答現況區分為未婚及己婚二種頪別。
4. 教育程度
以大專教育程度為最高，佔有約 70.4%的比例，其次是高中(職)者，約有 19.6%，
研究所佔 8.8%，國中及小學畢業者共佔約 0.9%的比例。整體而言，教育程度普遍在大
專以上。
5. 任職機構
民營事業機構部份以民營服務業最多，約佔 22.9%，民營高科技製造業佔 19.4%，
民營傳統製造業佔 15.1%，民營金融服務業佔 12.6%。
公營事業機構中則以製造業佔 9.9%最多，公立醫院則佔 7.2%，服務業佔 6.6%，
軍方則只佔 6.0%。

35 Ⅰ

6. 工作年資
5 年以下者約佔 51.3%，為最大多數；5∼10 年者則佔 18.2%，10∼15 年者佔 11.3%，
15∼20 年者佔 5.2%，20 年以上者則佔 13.5%。年資的分布呈現二極化。
7. 工作職級
高階主管約佔冇 2.2%最少，中階主管則佔 7.9%，基層主管佔有 14.2%，技術人員
佔 20.6%，基層人員最多，佔有 53.5%。整體而言，主管人員共只佔約總樣本之 24.3%
的人數。
8. 與主管共事年資
共事年資中以 1 年以下者最多，約有 41.2%的比例，1∼3 年者佔約 31.3%，3∼5
年者佔 1.08%，5 年以上者則佔 15.2%。與工作年資的分布情形相同，也呈現二極化的
現象。
表3-1 研究對象樣本描述性分析
資料類別
樣本人數
1114
女
性別
976
男
696
29歲以下
年齡
804
30~39歲
564
40歲以上
861
未婚
婚姻狀況
1131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28
離婚、分居或配偶死亡
8
小學或以下
10
國(初)中
教育程度
409
高中(職)
1472
大專
184
研究所
126
＊軍方
150
＊公立醫院
137
＊公營服務業
206
＊公營製造業
619
合計
任職機構
264
民營金融服務業
479
民營服務業
406
民營高科技製造業
316
民營傳統製造業
1465
合計
1073
5年以下
381
5.01~10年
工作年資
236
10.01~15年
109
15.01~20年
283
20.01年以上
47
高階主管
165
中階主管
工作職級
297
基層主管
430
技術人員
1119
基層人員
861
1年以下
654
1.01~3年
與主管共事年資
226
3.01~5年
318
5.01年以上
註：任職機構＊者為公營事業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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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53.30%
46.70%
33.30%
38.50%
27.00%
41.20%
54.10%
1.30%
0.40%
0.50%
19.60%
70.40%
8.80%
6.00%
7.20%
6.60%
9.90%
29.70%
12.60%
22.90%
19.40%
15.10%
70.00%
51.30%
18.20%
11.30%
5.20%
13.50%
2.20%
7.90%
14.20%
20.60%
53.50%
41.20%
31.30%
1.08%
15.20%

三、研究分析方法
1. 描述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是用以整理、描述、解釋資料的系統方法與統計技術（李安民,2002）。本研究採
用次數分配及所佔百分比，對樣本的個人變項部份實施，以瞭解各別變項之分布情形。
2. 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測量工具所得到結果之一致性或穏定性(王保進,1999)，本研
究中將以 Cronbach’s α 係數來檢定各量表的信度，其中α值愈大，表示量表內部一致
性愈大，信度越高。
3. 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是將為數眾多的變數，透過共同因素（common factor）的抽取，重新歸併為新的、
較少的幾個精簡變數的統計方法，目的在於以較少的維數（dimensions，即構面）來表
示原有的資料結構，而又能保存原有資料結構所提供的大部份訊息。本研究將使用主
成份分析法（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抽取特徵值（eigenvalue） 大於一的因素，
並利用最大變異數（varimax）法進行正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以縮減原始資
料的構面，並求得因素數目與可解釋變異量（explained variance）間的平衡點。(何金
銘,2001)
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檢定公、民營企業組織在組織政治知覺上，是
否有顯著差異；若是差異達到顯著，則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多重比較，作差異性分析
以了解組群之間的差異是否有顯著性。
5.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correlation）是用以檢驗兩個變項間線性關係的統計技術。相關係數原理是
先計算兩個變項的共變量，再除去兩個變項的不同分散情形與單位差異（標準差），
加以標準化，所得到的一個去除單位的標準化分數（邱皓政,2001）。本研究採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檢定公民營組織的各前因變項間與組織政治知覺的相關程度。
6. 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
迴歸（regression）是基於兩變項間的線性關係，進一步分析兩變項之間的預測關
係（邱皓政,2001）。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的β（標準化迴歸係數）及顯著性，瞭解哪
些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具有影響及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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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工具
依本研究之架構，將以組織政治知覺為主要依變項，而在自變項方面，過往研究
之變項繁多，故依據研究目的除了將過往研究結果與組織政治知覺具有穩定相關性的
與主管共事年資、馬基維利人格特質、工作特性外，亦將具有爭議性的研究變項包括
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內控人格傾向、組織結構納入。而一些如自我監控
(Self-monitoring)、機會主義(opportunistic behaviors)等，因其本身即為一種行為方式，
而這種行為的展現，很有可能是因其產生了「組織政治知覺」後所產生的反應行為，
在這種因果關係不明確的情況下，暫不考慮將其納入前因變項。另外，亦參考相關文
獻提出新的研究變項－A 型人格特質。各研究變項的操作性定義如下：

一、個人變項
1. 工作年資
指受測者在該機構的任職時間。
2. 主管共事年資
指與目前直屬主管的共事年資。
3. 內控與外控人格特質
內外控傾向人格特質已被普遍用於管理學及心理學的實證研究上。其概念最早由
Rotter 於 1954 年提出，認為內控人格傾向是指個體對於行為與後果間的信念是一種類
化的期待。
內控者認為一切操之在我，行為後果完全取決於個人的所作所為；
而外控者則較相信個人的成敗是由外在的因素所控制，行為後果受到外在因素的
影響，而非取決於個人(李安民,2002)。
據 Spector (1986)的研究，一個人工作行為的變異有 5-10%可以由內外控人格變數
來解釋。內控人格者認為事件的結果是人所能控制和了解的；而外控人格則認為事件
的結果是人所不能控制的。這兩種不同的人格特質會對相同的事情做出不同的反應。
內控人格會積極主動的去改變外在環境而外控人格則會將事件的發生交托給運氣、機
會甚或命運，並做出消極的接受或迴避行為。
原內外控量表由 Rotter, J.B. (1966)發展，而本研究是採用吳子輝(1975)所修正之「內
外控人格特質量表」，共 23 題原量表信度為 0.76-0.90，刪除部份題意不明或題意重覆
的部份，僅保留單一構面共 5 題。本量表採強迫選擇式計分方式，每題包括兩種說法。
由受試者從中擇一。選擇第一種說法得一分；選擇第二種說法者得兩分，分數越高表
示其內控人格傾向越明顯。
4. A 型人格特質
A/B Type 人格特性是由美國心臟專家 Friedman & Roseman 提出，此研究試圖去建
立一個模式，用此解釋一連串當個體面臨外在環境改變時的所產生的因應行為。典型
的 A Type 的人格特性在面對壓力時會採取積極性行為去改變環境、高度競爭力、具有
敵意、強烈的驅動力和慾望野心、缺乏耐心、易怒、對工作要求勝於家庭 (Glass,1977;
Atkinson,1988)。尤其易表現在物質方面的追求，為高成就動機者。相對而言 B 型人格
者則是個性隨和、生活較悠閒，對工作要求較為寬鬆，對成敗得失的看法較為淡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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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剛,1994)。A 型與 B 型人格特質分別位於光譜的兩端，而每個人則是位於不同的點上
(Sparacino,1979)。
因 A 型人格特質對外在環境的改變會採行積極反應，同時有高成就動機取向，故
其在面臨組織內之政治行為時有可能將其試為一種挑戰或是組織內的常態，進而積極
的去從事組織政治行為。故本研究將此變項納入前因變項之一，並加以驗証。
原量表由美國心臟學會(1981)所編定，本研究採用王尚剛(1994)參考原量表所設計
之單一構面 12 題量表，信度分析之 Cronbach’s α值為 0.6414。計分方式為 Likert 五
點計分法，若得分越高表示其 A 型人格特質傾向越明顯。
5. 馬基維利人格特質
馬基維利認為政治權術是君主最有效的統治方法。強調強權就是公理，政治是超
道德的與非倫理的，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陳秉璋，1984)。
高度馬基維利主義的人，行事獨斷，與人保持感情上的距離，並且相信為達目的
可以不擇手段。「如果行得通，就照這樣去做」可說是權術主義的寫照 (李菁芬等譯，
1995)。Calhoon 認為馬基維利主義者乃是為了達成個人或組織的目標而採取攻擊性、
操縱、剝削與迂迴的方式謂之(Turner and Martinez, 1977)。
根據 Gandz and Murray(1980)的研究指出，職階愈高，權術運用愈頻繁；而非管理
者階層則較少有權術運用的活動。Kipnis andSchmidt (1982)的研究指出，幕僚人員較主
管人員常透過向上影響獲取個人利益，與 Madison(1979)的研究結果相近。在李佩玫
(1988)的研究裡驗證馬基維利傾向與政治行為成正向關係。
據此，可作為本量表在職階效度上的檢定。馬基維利人格特質是指其是否具有不
擇手段達成目的的傾向。馬基維利 IV 量表為 Christie and Geis 及 16 位科學家發展出
來，而本研究採用的馬基維利量表乃是劉仲矩(1995)參考葉光輝之譯本所修訂之量表，
為單一構面共 20 題。

二、工作特性
工作特性是指與工作有關的各種因素及屬性（Hackman & Lawler,1971），例如
工作所需的技能及人際關係、學習或發展的機會，工作本身的性質（回饋性、自主性、
挑戰性）。
1. 技能多樣性（Skill Variety）：指個人完成其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活動與知識的
複雜程度。
2. 工作自主性（Autonomy）：指個人能獨自決定工作計畫與工作程序的程度。
3. 工作完整性（Task Identity）：指個人從開始到結束，完整地知覺其工作的程度。
4. 工作回饋性（Feedback）：指個人能從工作中直接得知工作結果等訊息的程度。
5. 工作合作性（Dealing with Others）：指個人在工作中需要與別人共同合作，才
能達成目標的程度。
本研究採用陳黃煌（1996）修改沈文恕（1978）所使用的「工作特性量表」。原
量表係由 Hackman & Lawler（1971）發展出來（Job Stress Questionnaire, JSQ），量表
（問卷 Part E，共 19 題）分為以下五項測量構面。問卷之第 1、10、16~19 題為測量「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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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多樣性」構面，問卷之第 5、9、11、15 題為測量「工作自主性」構面，問卷之第 2、
8、12 題為測量「工作完整性」構面，問卷之第 3、6、14 題為測量「工作回饋性」構
面，問卷之第 4、7、13 題為測量「工作合作性」構面。

三、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是指為達成組織員工「有效分工」與「良好協調」的正式規劃（陳義
勝,1981）。
1. 組織正式化（Formalization）：指員工行為及工作受到組織規章、規則與程序
等正式規定限制的程度。組織的規則、工作說明書、 工作程序及責任等書面文件的限
制越多，則正式化的程度越高。
2. 組織專業化（Specialization）：指組織的功能和角色專業化的程度。組織在工
作職務及工作責任區分程度越高、工作成果越不受其他部門工作成果影響，則組織專
業化程度越高。
3. 組織集權化（Centralization）：指組織決策依賴高階層主管制定的程度。組織
的決策由少數高階主管掌握，高階主管決策的範圍及廣度越大，則集權化的程度越高。
本研究參考陳義勝（1981）所使用的組織結構量表，比照國內、外研究政治知覺
模型採用正式化、集權化及專業化三項測量組織結構。問卷 Part F 之第 1、2、3 題為
測量組織正式化構面，4、5、6 題為測量組織專業化構面，7、8、9 題為測量組織集權
化構面。
本量表採用 Likert 五點計分法，兩端分別為「非常少（相當不明確）」和「非常
多（相當明確）」，分別給予 1,2,3,4,5 分，每一構面以相關題項得分的平均值為量測
結果（1 至 5 分），得分愈高則表示正式化、專業化程度越高，但集權化的程度越低
組織正式化意指組織是否將所有工作流程以書面方式明文規定。組織專業化是指
該工作任務是否具有獨立性。而組織民主化則是測量組織內部的授權程度。 本研究引
用陳義勝(1981)修訂之量表，經修訂後共採用 9 題量表組織正式化程度(3 題)、專業化
程度(3 題)、民主化程度(3 題)。採 Likert 五點計分法。

四、組織政治知覺
組織政治知覺量表在過去的使用上出現分歧的現象，本研究在比較各學者所使用
的量表後，選擇以 Kacmar, Carlson（1997）年的 15 題量表作為母體，共包含三構面：
「一般政治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與「薪資與升遷政策」。為增加量表的涵
蓋面，再由 Ferris 與 Kacmar(1992)31 題量表中選取「上司的行為」與「同事與小團體
行為」兩個構面的適合題項加入，成為一 26 題的新量表。其中第 3、4、5、6、22 題
項為反向題，採 Likert 五點計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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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量表信度分析
在進行研究架構的實証分析前，首先必須對測量變數的量表信度進行分析與檢
測。唯有當量表的信度與效度符合標準方可確認利用其所測出之資料是正確且可靠
的。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 係數檢測本研究所使用之量表信度。當α值越高量表信
度也越高。黃俊英(1994)認為α值最好能到達 0.75-0.98 之間。如低於 0.35 則表信度有
問題。
在量表方面，組織政治知覺量表共包含 26 題，Cronbach's α 值為 0.7367，而因
素分析後，刪除不適題項後保留 19 題，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 0.9000，各構面
則分別為：「上司與同事行為」：0.882、「保持沉默靜待好處」：0.768 與「政策與實
務的差距」：0.769。
組織結構量表在整體構面上 Cronbach's α 值為 0.7367，各子構面則分別為：「組
織正式化」：0.5844、「組織專業化」：0.5588 與「組織民主化」：0.6250。
工作特性量表在整體構面上 Cronbach's α值為 0.7360、各子構面分別為：「工作
自主性」：0.6175、「工作完整性」：0.6034、「工作變化性」：0.8284、「工作回饋
性」：0.5813、「工作合作性」：0.5807。其餘之量表則均為單一構面，且信度與效度
均在 0.56 以上，由此可知各量表之內部一致性均在可接受之範圍內。
本研究使用量表的信度係數如表 3-3 所示：

表3-2 其他量表之信度分析彙整表
量 表 名 稱
內外控人格特質
A型人格特質
馬基維利主義
升遷機會

工作特性

組織結構

構面名稱
單一構面
單一構面
單一構面
單一構面
主構面
工作自主性
工作完整性
工作變化性
工作回饋性
工作合作性
主構面
組織正式化
組織專業化
組織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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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題數
5
12
20
3
19
4
3
6
3
3
9
3
3
3

Cronbach's α值

.5389
.5874
.6752
.6998
.8880
.6175
.6034
.8284
.5813
.5807
.7367
.5844
.5588
.6250

第六節 組織政治知覺量表之因素分析
一．組織政治知覺量表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特徵值大於一的因素，利用變異數最大法，歸併出
五個構面。經檢視，第五構面僅佔一題(22 題)故將該題予以刪除。其次第 3、4、6 題
亦與原始題項所測構面不符而予以刪除。題項 2 在上司與同事的行為與保持沉默靜待
好處的構面上之因素負荷量相當，且題意模糊，故不採用。第 23、1 題則因題意不清
亦予刪除。確定刪除題項後將餘下之 19 題項再次進行因素分析，歸併後共得到三個構
面。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3.126，整體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0.9000。

二．組織政治知覺構面的命名
經因素萃取後，將 19 題題項歸併為三構面，總累積變異量為：53.126。以下將對
各構面所含題項之內容與特徵進行探討，並為其命名。
1. 構面一：上司與同事的行為：
此構面所包含 9 題，變異量為：23.645%，題項內容主要是在測量組織員工認知到
上司或同事在工作或人際關係的互動上，是否是以利己為出發點，而所有的組織行為
背後均只是謀圖個人私益，而非互助與合作。故因素隱含意義為，組織員工認為上司
與同事所有的行為決策目的都只是為了達成自我的目標。依意涵將構面一命名為上司
與同事的行為。
2. 構面二：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共有 6 題題項被歸併在此構面，變異量為：15.233%，題項內容為測量組織員工是
否有知覺到組織內員工順從擁有權力者，做個沒有聲音的人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故
將此構面命名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3. 構面三：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構面三共包括 5 題變異量為 14.246%，主要是解釋組織員工是否有認知到組織的
薪資與升遷制度與實際上執行結果並不符合，並傾向於將這種不一致與不公平的現象
歸因於組織內部政治運作。故本研究依特性將其命名為薪資與升遷制度。
組織政治知覺量表各題項在「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與「薪
資與升遷制度」構面上的的因素負荷量與共同性如 3-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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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組織政治知覺量表之因素及信度分析表
題號

上司與同 保持沉默 政策與實
共同性
事的行為 靜待好處 務的差距

題 項 內 容
在這裡，同事願意提供支援，那是因為他們期望從中獲得好處，
而非他們真的願意幫忙
我的同事只照顧自己，不會幫助別人
我曾看見同事為了個人利益，藉由不提供或選擇性給予資訊，來
扭曲他人所需的資訊
在這裡，同事間僅會選擇在未來有助於自己，或與對事情看法類
似的人作朋友
雖然我的上司作為（如溝通、給予回饋等）似乎有助於員工，但
事實上是基於保護他自己
在這裡，上司對員工的績效評等，反應出更多的個人喜好，而非
員工的實際績效
在這裡，薪資和升遷的規則與政策均公平合理，但上司執行不公
，且只為私利
上司與我溝通，只為了他自己塑造良好形象，對我並沒有多大幫
助
在這裡，管理者僅會選擇僱用未來有助於自己，或對事情看法類
似的人

.720

.071

.107

.535

.703

.054

.195

.535

.696

.134

.124

.517

.694

.208

.023

.526

.661

.241

.184

.529

.652

.285

.253

.571

.649

.194

.306

.553

.623

.212

.330

.542

.603

.315

.144

.483

G9 在這裡有時候保持沉默比和組織對抗好

.143

.144

G8 在這裡最好不要管別人自利行為的閒事

.216

G7 在這裡順從有權力的人，是最好的選擇

.212

G10 有時候告訴別人他們想聽的比告訴他們的實情好

.232

G11 在這裡，聽別人的意見，比自己做決定來得穩當

.096

.758
.706
.695
.657
.597

G14 在這裡，員工什麼時候該加薪和晉升，沒有明文規定

.134

.107

.724

.616
.560
.540
.506
.372
.554

G5R 整體而言，這裡對於薪資與升遷的規則、政策均有明文規定

.064

.008

.706

.503

G13 組織的薪資與升遷規定與實際施行無關

.232

.225

G12 我經歷的所有升遷，沒有一項與升遷政策的規定相符

.278

.159

.706
.638

.603
.509

G15 在這裡獲得晉升並不是什麼值得榮耀的事，因為政治力決定一切

.390

.265

.563

.540

4.493
23.645
23.645
.882
.900

2.894
15.233
38.879
.768

2.707
14.248
53.126
.769

G26
G7
G18
G20
G24
G25
G21
G16
G19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變異量 ％
各因素構面Cronbach α值
整體量表Cronbach α值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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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110
.143
.077

第四章

實證分析

第一節 個人變項在組織政治知覺上之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探討公、民營機構及不同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
姻現狀、工作年資、與主管共事年資和工作職級等各個個人變項在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
上是否有否差異，若組別有二組以上且有達顯著差異的變數，再以 Scheffe 多重比較法
進行檢定，以期進一步瞭解各組間的差異情況。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
表4-1
變項名稱
性別
年齡

教育
程度

婚姻
現狀

工作
年資
與主
管共
事年
資
工作
職級

任職
機構

個人變項在組織政治知覺上的差異性分析
平均數

女
男
29歲以下
30-39歲
40歲以上
小學或以下
國
中
高中(職)
大
專
研究所
未 婚
有配偶(含與人同居)
離婚，分居或配偶死亡
5年以下
5~10 年
10~15年
15~20 年
20 年以上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年以上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技術人員
基層人員
民營機構
公營機構
其
他

2.923
2.926
2.910
2.957
2.894
2.923
2.719
2.942
2.937
2.811
2.894
2.943
2.923
2.887
2.992
2.979
2.939
2.918
2.849
2.960
3.036
2.978
2.574
2.819
2.859
3.012
2.948
2.896
2.991
3.200

F值

顯著性

Levene
同質檢定

.022

.882

.648

_ _

3.132

.044

2.556

30-39歲>40歲以上

3.283

.011

1.783

大專>研究所

2.384

.092

2.955

_ _

4.074

.003

1.111

5~10年>5年以下

Scheffe

檢定

1~3年>1年以下

13.072

.000

.330

3~5年>5年以上
5年以上>1~3年
技術人員>基層人員
基層人員>基層主管

13.545

.000

1.482

基層主管>中階主管
中階主管>高階主管

8.965

*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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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507

公營機構>民營機構

1. 「性別」、「婚姻現狀」
個人變項中的「性別」在組織政治知覺上並無顯著性的差異性。
此結果與 Ferris & Kacmar（1992）
，Parker, Dipboye, & Jackson（1995）
，Witt（1998）
，
及 Huang, Chuang, & Lin（2003）的發現相同。
而個人變項中的「婚姻現狀」在組織政治知覺上也並無顯著性的差異。顯示員工
的組織政治知覺程度並不會因己婚與否而有所不同。
2. 「年齡」
個人變項中的「年齡」在組織政治知覺上有顯著性的差異（F=3.312，P<.05）。經
由進一步 Scheffe 多重比較法進行檢定後發現員工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對組織
政治知覺的敏感性。此發現與 Ferris & Kacmar(1992)、Ferris, Frink, Gilmore, &
Kacmar (1994)、Valle & Perrewe (2000)、Vigoda (2001)的發現相同。
3.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在組織政治知覺上有顯著性的差異（F=3.283,P<.011）。進一步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法進行檢定後發現，大專程度的員工對政治知覺的程度比研究所
程度的員工高。此發現與 Vigoda (2000)相同。
4. 「工作年資」
「工作年資」在組政治知覺上有顯著性的差異（F=4.074,P<.003）。進一步分析後
發現工作 5~10 年的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高於工作年資在 5 年以下的員
工。此結果相同於 Ferris & Kacmar (1992)、Ferris & Frink (1996)、Witt (1998)、
Witt, Andrews, & Kacmar (2000) 的發現。
5. 「與主管共事年資」
「與主管共事年資」在組織政治知覺上也有顯著性的差異（F=13.072,P<.000），
進一步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檢定，結果顯示「與主管共事年資」在 1 年以下者，
對政治知覺程度最低；共事年資在 3~5 年者最高。顯示員工的政治知覺程度會因
「與主管共事年資」的長短而有所差異。
6. 「工作職級」
「工作職級」在組織政治知覺上也有顯著性的差異（F=13.545,P<.000），進一步
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檢定，結果顯示基層及技術人員對政治知覺的程度明顯高於
主管級人員。驗證了 Gandz & Murry（1980）的發現，Gandz & Murry 認為組織中
較低層的員工會知覺較多的政治行為。而工作職級較高者則傾向於將組織政治行
為視為一般的組織行為。Drory(1993); Drory & Romm(1988)年亦發現主管人員涉入
政治活動之頻率較為頻繁，故將其視為組織一般行為而非政治行為。
7. 「任職機構」
「任職機構」在組織政治知覺上有顯著性的差異（F=8.965,P<.000），經由 Scheffe
多重比較檢定，結果顯示公營機構的員工對政治知覺的程度高於民營機構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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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的初步分析結果發現，個人變項中除性別及婚姻現狀二項之外，其餘均與
組織政治知覺有部份組別，甚或全部組別的顯著相關性。

但回顧文獻資料發現，仍有相當多的部份研究顯示，年齡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
是具有顯著性的。故為求研究結果的正確性及再次的驗證，本研究在下一節變項間的
相關性分析中，仍繼續依研究架構將全部的個人變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
現狀、任職機構、工作年資、與主管共事年資等及 A 型人格特質、內外控人格、馬基
維利主義者均列入本研究之個人因素的變項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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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將所有前因變項，與進行因素分析後之組織政治知
覺三構面：「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策與實務差距」及
組織政治知覺主構面進行分析檢視，以瞭解各變項與各構面及組織政治知覺之間的相
關程度及顯著水準。結果如表 4-2 所示，並分述如下：

表 4-2 整體樣本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之相關係數表
↓自變項

個
人
因
素

工
作
環
境
因
素
組
織
因
素

→依變項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現狀
任職機構
工作年資
與主管共事年資
內外控人格特質
A型人格特質
馬基維利主義
工作變化性
工作自主性
工作完整性
工作回饋性
工作合作性
升遷機會
工作職級
組織正式化
組織專業化
組織民主化

組織政治 上司與同
知覺
事的行為
.003
.052*
-.041
-.009
-.008
-.044*
.041
.071***
.090***
.076***
.010
.058**
.040
.055*
.267***
.230***
.170***
.183***
.388***
.347***
-.037
-.021
-.073*** -.046*
-.023
-.026
-.067**
-.041
-.041
-.038
-.468*** -.442***
-.130*** -.073***
-.116*** -.095***
-.326
-.270
-.265*** -.211***

保持沉默
靜待好處
-.005
-.041
.022
.017
.051*
-.028
.013
.226***
.164***
.351***
-.008
-.041
.017
-.030
-.008
-.258***
-.120***
-.012
-.149
-.158***

政策與實
務的差距
-.064**
-.107***
.019
-.046*
.011
-.058**
-.003
.178***
.099***
.272***
-.027
-.051*
-.021
-.050*
-.052*
-.302***
-.152***
-.213***
-.311
-.199***

*P<.05 , **P<.01 , ***P<.001
註：部份個人變項所使用的虛擬變項處理如下: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婚姻現狀：未婚、離婚分居或配偶死亡為 0，己婚為 1
教育程度：大專以上為 1、大專以下為 0
任職機構：公營為 1、民營為 0 ；工作職級:主管為 1、非主管為 0

一、個人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
1. 性別與「上司與同事的行為」呈正相關（r=.052,p<.05），與「政策與實務差距」
則呈負相關(r=-.064,p<0.05)，顯示女性較容易感受到組織中自利的行為，Ferris
et al.（1989），認為女性比男性較常知覺組織政治，因為女性在組織中一般的
職務較低，導致她們常成為政治活動下不利結果的接受者，故常知覺到組織環
境的政治行為。Fernandez（1981），的研究指出，對於可能成為日後管理者的
女性主管，最重要的訓練項目就是如何瞭解管理的政治觀點。Rose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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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指出有限的政治技巧是女性升遷最常遇到的障礙。Rosin and Korabik（1990）
發現女性主管處在多為男性優勢的環境中，而且只能和其他少數的女性結盟，
是造成女性離開組織的原因之一。而男性較則易以用消極、避免參與組織活動
的態度來面對組織政治。Drory and Beaty（1991）認為政治在組織中運作，男
性較易涉入其過程，導致可以接受政治是在組織生活中的一部分。Heilman’s
（1983）在研究性別偏見的研究中指出「自我設限行為」
（self-limiting behaviors）
顯現在女性職場的工作發展上，由於對女性傳統的性別定位及認為非男性不可
的工作等兩種錯誤知覺的評斷，造成一種錯誤的期待，而這種負面的評斷導致
了「自我設限行為」，因此女性便不把政治看的很重要，其實是和她們對自己
低的期待所造成的。
2. 年齡與「政策與實務差距」呈顯著負相關(r=-.107,p<0.01)，表示年齡愈輕的員
工，較易以保持沉默的方式以求在組織中生存或獲得利益。
3. 教育程度僅與「上司與同事的行為」呈負相關（r=-.044,p<.05），表示教育程度
較低的員工對主管及同事間的政治行為敏感度較高，此結果與 Vigoda(2000)的
研究結果相同。
4. 婚姻現狀與「上司與同事的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071,p<0.001)、但與「政策
與實務差距」呈負相關(r=-.046,p<0.05)，表示已婚者較容易感受到組織政治，
有可能是已婚者在人際互動之機會較多，故較容易感受到組織內自利的行為，
而未婚者比較不希望在組織中造成對立，故較易以保持沉默的方式來靜觀其
變。
5. 工作年資與「上司與同事行為」呈顯著正相關（r=.58,p<.01），與主管共事年
資與「上司與同事行為」(r=.55,p<.05) 也呈現顯著正相關，顯示年資愈久或與
同一主管共事愈久者，因為熟悉組織內部或因與主管相處較久瞭解主管行為個
性，故對組織內的政治行為會有較高的敏感度。而工作年資與「政策與實務的
差距」則呈負相關(r=-.058,p<.01)顯示年資較淺的新進人員較重視組織中薪資及
升遷政策的實施及差異。
6. 馬基維利主義與「上司與同事行為」、「政策與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
好處」及組織政治知覺均有顯著之正相關(p<.001)，顯示當員工人格傾向做事現
實、不擇手段、忽視他人感受等特質時，對組織內的政治行為具有較高的敏感
度，此結果與過去的研究結論相吻合（詳參表 2-2 ）。
7. A 型人格特質及內外控信念與「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政策與實務的差距」及組織政治知覺等構面均呈顯著的正相關(p<.001)，顯示
A 型人格特質傾向的員工經常知覺到組織內上司或同事的政治行為，或對組織
的事務採取消極、沉默和順從。而人格特質上如果傾向於外控人格，在面對於
組織中的不公平或有自利的行為時，則會歸因於自己遭受到組織中的不平等待
遇，內控人格傾向越明顯，則會傾向於將組織內的行為視為一種機會而非威
脅。此結果與 Ferris , Kacmar （1992、1994）、Valle, Perrew（2000）等人對於
政治知覺的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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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環境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
1. 工作環境因素中工作自主性及工作回饋性與「政策與實務差距」（p<.05）及組
織政治知覺呈顯著負相關(p<.01)，顯示當員工在工作上，自主控制的程度愈高、
瞭解自己工作進度及成果的情形愈多時，則愈不會知覺到組織內有否政治行為
的發生，因為工作環境中的不確定性降低，因此也降低了政治知覺的程度。工
作合作性與「政策與實務差距」呈顯著負相關（r=-.052,p<.05），顯示當員工
的績效會影響其他單位或其他人的績效時，在組織中會被激勵以更積極的行動
來表現，以達到個人在組織的生存目的。
2. 升遷機會與「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策與實務的
差距」及組織政治知覺等構面均呈顯著的負相關(p<.001)，顯示當員工的升遷機
會愈低時，對組織內部的政治知覺程度就愈高。本研究結果與相關文獻的結論
一致（詳參表 2-2 ）

三、組織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
1. 組織因素中「組織民主化」、「組織正式化」、均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
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策與實務差距」三構面呈顯著負
相關（p<.001），顯示當員工參與組織決策的機會愈多時、組織內規章制度的
落實愈徹底、員工的工作職掌愈明確，其政治知覺的程度就會愈低，此結果與
過去的研究結論相吻合。
2. 工作職級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
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策與實務差距」三構面均呈顯著
負相關（p<.001）。表非主管級的員工對組織內部的政治知覺程度較高，
Dubrin(1988)及 Valle, Perrewe(2000)的研究結果也證實此一結論（詳參表 2- ）。
工作職級愈高，由組織中所得利益也愈大，掌握的控制權多，參與組織運作的
機會也相對增加，甚或本身即是政治行為的行為者。一般基層及技術人員若經
常淪為組織內部爭功諉過的犧牲者時，對政治知覺的感受程度即較主管級人員
深刻許多。
3. 任職機構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均
呈顯著正相關(p<.001)，顯示公營機構的員工對組織內的政治知覺及同儕、主管
的行為較民營機構的員工敏感度要高，相對採行的態度則選擇保護自己沉默以
對。
以下將繼續深入探討公、民營企業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
持沉默靜待好處」、「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等構面中存在的差異。

49 Ⅰ

第三節 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之關係─公、民營企業比較分析
由本章第二節發現，公營企業對組織政治知覺、上司與同事行為、保持沉默靜待
好處等構面均有顯著性的正相關，顯示員工在任職機構中對上述構面的認知是有所不
同的。因此將任職機構分為公營及民營二大類，使用虛擬變數設公營為 1，民營為 0，
並以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法，將所有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
的行為」、「政策與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再一次進行分析，利用相關
係數的顯著水準(*p<0.05,**p<0.01,***p<0.001)來探討公、民營企業與各構面及組織政
治知覺之間相關程度的差異。

一、在個人變項部份
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簡述如下：

變項名稱
性別

表4-3公、民營企業之相關係數比較表—個人變項部份
組織政治知覺
上司與同事的行為 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168*** -.019
-.198*** .029
-.172*** -.020

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公營
民營
-.204*** -.063

-.117**

-.072**

-.080

-.058*

-.103*

-.044

-.153***

-.080**

教育程度

.013

-.019

-.001

-.063*

.004

.022

.046

.011

婚姻現狀

.021

.017

.005

.049

.017

.006

.049

-.042

-.002
.034
.281***
.139***
.399***

-.043
.055
.220***
.284***
.326***

.041
.050*
.233***
.154***
.352***

-.056
.031
.105*
.235***
.291***

-.037
.006
.268***
.140***
.369***

-.082
.020
.185***
.251***
.273***

-.027
-.009
.176***
.040
.274***

年齡

-.071
.052
.221***
.278***
.345***
*p<.05 , **p<.01 , ***p<.001

工作年資
與主管共事年資
內外控信念
A型人格特質
馬基維利主義

註:部份個人變項所使用的虛擬變項處理如下:
性別:女性為 0，男性為 1；婚姻現狀：未婚、離婚分居或配偶死亡為 0，己婚為 1
教育程度:大專以上為 1、大專以下為 0
任職機構:公營為 1、民營為 0 ；工作職級:主管為 1、非主管為 0

1.

性別

性別變項在公、民營企業中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
策與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程度有明顯不同，公營企業的員工均
呈顯著的負相關(p<.001)，但民營企業的員工則都未逹顯著水準，表示公營企業的女性
員工對組織內的政治行為、相對應的態度及攸關本身利益的敏感度比民營企業的員工
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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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齡

年齡變項在「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等三構面中公、民營企業員工的認知程度有些許差異（p<.05,p<.01,p<.001），而與「組
織政治知覺」均呈顯著的負相關，表示年齡愈輕的員工，愈易知覺到組織的政治行為。
3.

教育程度

公、民營企業的員工就教育程度此一變項而言，僅「在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構面
上有所差異，民營企業員工呈顯著負相關（p<.05）,公營企業員工則是相關性不顯著。
4.

與主管共事年資

公、民企業員工在此變項上，僅有在「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構面有所不同，民營
企業員工呈顯著正相關（p<.05），公營企業員工則相關性不顯著。
5.

內外控人格特質

民營企業員工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實務差距」、
「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等構面均呈顯著正相關（p<.001），公營企業員工也大致相同，
只在「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構面上有些許顯著性的差異 (p<.01)顯示民營企業的員工中
內控人格傾向者面對組織中的政治行為出現時，比公營企業的員工更趨向選擇沉默以
對、保護自己的態度來面對。
6.

A 型人格特質

A 型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
處」的相關性，公、民營企業均呈顯著性的正相關(p<.001)，但在「政策與實務差距」
上，民營企業的相關性未逹顯著水準；公營企業則有顯著的正相關。
7.

婚姻現狀、工作年資、馬基維主義

如表 4-3 所示，婚姻現狀及工作年資與所有構面的相關程度，無論是公營企業或
民營企業均未逹顯著水準；而馬基維利主義與所有構面的相關程度則是無論公營或民
營企業均為顯著的正相關。表示馬基維利主義傾向者，無論在公營企業或民營企業都
對組織中的政治行為有極高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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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工作環境部份

表4-4公、民營企業之相關係數比較表—工作環境部份
組織政治知覺
上司與同事的行為
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變項名稱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071** .106*
-.056*
.130** -.050*
工作變化性 .086
-.119*** .079
-.088*** .137** -.094***
工作自主性 .080
-.044
.056
-.048
.121** -.012
工作完整性 .056
-.084*** .012
-.057*
.018
-.045
工作回饋性 -.009
-.051*
-.019
-.045
.097*
-.040
工作合作性 -.010
升遷機會 -.465*** -.467*** -.423*** -.446*** -.230*** -.267***
*p<.05 , **p<.01 , ***p<.001

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公營
民營
.047
-.051*
.079
-.086***
.022
-.034
.022
-.074**
-.006
-.066**
-.277*** -.315***

分析結果如表 4-4 所示，並分述如下：
1. 工作變化性
研究發現，工作變化性與「組織政治知覺」的相關程度，民營企業呈顯著負相關，
此結果與 Ferris & Kacmara(1992), Valle & Perrewe(2000)的結論相同；但公營企業則未
逹顯著水準，推測應是公營企業的工作較為制式化，工作內容大多有明確的工作說明
書或工作手冊可依據，故而變化性不大；工作變化性與「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
性，民營企業呈負相關(p<.05)，公營企業則呈正相關(p<.01)，顯示民營企業員工在工
作變化性愈低時，愈會感受到組織政治知覺，從而選擇保持沉默，以求在組織中繼續
生存；與「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的相關性，民營企業是呈顯著負相關(p<.05)，公營企
業則未逹顯著水準，表示當民營企業的員工在工作變化性不大時，對組織的升遷及薪
資制度之實施有否差異部份，其感受較公營企業的員工要高。主要原因應與公營企業
的薪資及升遷制度均明文訂有詳細規範以供遵循有關。
2. 工作自主性
研究發現，工作自主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
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公營企業均未逹顯著水準，民營企
業均呈顯著負相關(p<.001)，此與 Ferris & Kacma(1992), Valle & Perrewe(2000), O'connor
& Morrison(2001)的研究結論相同，顯示民營企業員工對能否自行決定工作計畫、自行
安排工作程序方面，較公營企業的員工更為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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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完整性
研究發現，工作完整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實務
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民營企業均未逹顯著水準，公營企業在「保
持沉默靜待好處」構面上呈顯著的正相關(p<.01)。顯示公營企業員工對工作內容、工
作進度瞭解的程度愈完整，即愈不會對組織中出現的政治行為表達意見。
4. 工作回饋性
研究發現，工作回饋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
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公營企業均未逹顯著水準，其原由應
與上述工作變化性相同，民營企業則在「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
「政策與實務差距」構面部份有顯著的負相關(p<.001)，與 Ferris & Kacmar（1992）,
Kacmar, Bozeman, Carlson, Anthony（1999）, Valle & Perrewe（2000）的研究結果相同。
5. 升遷機會
升遷機會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實務差距」、
「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公、民營企業均呈顯著的負相關(p<.001)，研究結果
與 Ferris, Frink, Galang, Zhou, Kacmar, & Howard(1996),Valle & Perrewe(2000)的結論相
同，顯示無論是公營或民營企業，升遷機會愈低的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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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組織結構部份

表4-5公、民營企業之相關係數比較表—組織結構部份
組織政治知覺
上司與同事的行為 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變項名稱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145*** .003
-.086*** -.051 -.144***
工作職級 -.030
組織正式化 -.104* -.124*** -.119** -.095*** .027 -.025
組織專業化 -.217*** -.361*** -.182*** -.300*** -.028 -.188***
-.255*** -.043 -.195***
組織民主化 -.137** -.303*** -.066
*p<.05 , **p<.01 , ***p<.001

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公營 民營
-.048
-.170***
-.206*** -.213***
-.249*** -.332***
-.112* -.233***

分析結果如表 4-5 所示，分述如下：
1. 工作職級
研究發現，工作職級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實
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公營企業均未逹顯著水準，其原由應與
上述工作變化性相同，民營企業則均呈顯著的負相關(p<.001)，顯示民營企業的基層及
技術人員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遠高於主管人員。研究結果與 Witt, Andrews, &
Kacmar(2000), Valle & Perrewe(2000)的研究結論相同。
2. 組織正式化
研究發現，組織正式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
實務差距」的相關性，公、民營企業均呈顯著的負相關，顯示無論是公、民營企業，
其正式化的程度愈高，員工對政治知覺的程度即愈低。
3. 組織專業化
研究發現，組織專業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
實務差距」的相關性，公、民營企業均呈顯著的負相關(p<.001)，顯示組織工作權責劃
分得愈明確，員工的工作成果愈不受其他部門或同事的影響，則其對政治知覺的程度
就愈低；組織專業化與「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民營企業呈顯著負相關
(p<.001)，公營企業則未逹顯著水準，顯示民營企業的員工對於可能影響自己工作成果
優劣表現的因素，較勇於表逹自我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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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組織民主化
研究發現，組織民主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政策與
實務差距」、「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相關性，民營企業呈顯著負相關(p<.001)，顯示
民營企業的員工較重視自己參與決策的程度，若組織中制定決策的範疇及施行目標、
對象的選定權利大多集中在主管身上時，員工對政治知覺的程度就愈高；公營企業僅
在組織民主化與「組織政治知覺」、「政策與實務差距」的相關性上有顯著負相關，
顯示公營企業的員工在認知組織是否民主概因其對組織政策施行差距的知覺。政策施
行的落差愈小，員工愈不易知覺政治行為的出現，即愈不覺得組織中有集權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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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性分析
經本章第二節變項間之相關性分析後，結果發現內外控人格特質、馬基維利主義、
A 型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有顯著的正相關，而組織正式化、組織民主化、工作職
級、工作自主性、工作回饋性、升遷機會等與組織政治知覺則呈顯著的負相關。為進
一步瞭解各個前因變項對於組織政治知覺形成的影響性及解釋力大小，故本研究將接
著利用迴歸分析方法，將組織政治知覺的所有前因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婚姻現狀、工作年資、與主管的共事年資，內外控人格特質、A 型人格特質、馬基維
利主義人格特質、工作特性、組織結構等，以強迫進入的方式將各變項納入同一迴歸
方程式中，藉以瞭解各個變項對於組織政治知覺的解釋力之大小為何。並將組織政治
知覺經因素分析後萃取所得之「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
策與實務的差距」三個分構面加入分析，深入探討各個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分構
面的影響及解釋力大小。
分析結果如表 4-6 所示，分述如下：
表4-6 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各構面之複迴歸分析表
標準化係數β
保持沉默
政策與實
→依變項 組織政治 上司與同
知覺
事的行為
靜待好處
務的差距
↓自變項
-.008
.048*
.001
-.069**
性
別
-.058*
-.059*
-.031
-.046
年
齡
-.001
-.045*
.009
.022
教育程度
.061**
.054*
.060*
.014
婚姻現狀
.091***
.056*
.061*
.042
任職機構
-.003
.048
-.029
-.042
工作年資
.016
.013
.009
-.014
與主管共事年資
.090***
.081***
.096***
.040
內外控人格特質
.134***
.146***
.134***
.068**
A型人格特質
.266***
.239***
.275***
.186***
馬基維利主義
.051
.059*
.011
.056
工作變化性
-.021
-.006
-.041
-.009
工作自主性
.079**
.041
.103***
.044
工作完整性
.011
.036
-.016
.017
工作回饋性
-.016
-.044
.000
-.005
工作合作性
-.370***
-.377***
-.175***
-.207***
升遷機會
-.066**
-.022
-.087***
-.089***
工作職級
.021
.025
.062**
-.111***
組織正式化
-.143***
-.119***
-.021
-.152***
組織專業化
-.070**
-.024
-.089***
-.044
組織民主化
.644
.595
.482
.484
R
2
.415
.354
.233
.235
R
60.619*** 47.034*** 26.375*** 26.562***
F 值
* p<.05 , ** p<.01 ,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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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
整體迴歸模型顯示，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有顯著的影響力(p<.001)，F 檢
定值為 60.619，R2 為.415，其中具有正向影響的變項為內外控人格特質、A 型人格特
質、馬基維利主義、任職機構及工作完整性等；具有負向影響的變項為年齡、升遷機
會、工作職級、組織專業化及民主化等，其餘變項則未逹顯著水準。
任職機構對「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組織政治知覺」
等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在公營企業任職的員工，對此的知覺程度較高。後續本
研究將再深入分析公、民營企業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差異。
1. 個人變項的影響
研究發現，馬其維力主義、A 型人格特質、內外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具正向
的影響，與 Mayes & Allen (1997), Valle Perrewe(2000)之結論相同，表示具有馬其維力
主義、外控性格和 A 型人格特質傾向的員工，越容易知覺到政治知覺的存在；高度馬
其維利傾向的人行事專斷，且相信為逹目的可以不擇手段。而 A 型人格特質其個性具
有較高的野心及競爭性，經常專注於工作，喜歡具挑戰性的事物，所以較容易意識到
政治知覺。內外控制程度越低表示越偏向外控性格，內控性格的人相信命運是掌握在
自己手中，而外控性格的人則認為自己外界力量所控制，所以後者容易認為很多的組
織活動背後都有其政治目的，而自己的命運也將被操弄在這些政治手段之中。
2. 工作環境變項的影響
研究發現，工作完整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具有正向的影響，但升遷機會對組織政治
知覺則為負向的影響。顯示升遷機會越多，員工了解只要努力就會有機會獲得更高的
職位或薪水，所以從事政治行為來爭取自己的升遷機會可能性較低，而對於政治知覺
行為的感受也會比較低。
工作完整性越高，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也愈高，意味員工對工作過程、進度要
能有較完整的了解時，則員工在組織內即常需以政治活動或政治行為來爭取自己的利
益。
3. 組織結構變項的影響
研究發現，組織專業化、民主化、工作職級對於組織政治知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表示組織越趨於專業化、民主化、或職位階級愈高者，則其對組織政治知覺的感受則
較低。
當組織越趨向專業化時，每個部門各司其職，相互間的影響較少，所以員工對於
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也較低。
而組織民主化也是負向影響，表示當組織民主化程度越低時，員工意識到政治行
為出現的程度就越高，這可能是因為當權力集中在高階主管身上時，基層員工積極的
從事政治行為不一定就會得利，因此員工對於政治行為的感受也比較低，此結果與大
部分的研究結果不同，只與 Parker et al. (1995)的研究結論相符合。
工作職級對組織政治知覺亦呈顯著負相關，顯示主管級人員對於政治行為的感受
較低，這可能是因為主管掌握比較多的控制權，因此一般的活動較不容易損害其利益，
所以他比較不容易感受到政治行為的進行，此與 Dubrin(1988)及 Valle Perrewe(2000)之
研究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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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因變項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影響
整體迴歸模型中，對「上司與同事行為」具有正向影響的變項為性別、婚姻現狀、
任職機構、內外控人格特質、A 型人格特質、馬基維利主義、工作變化性等；具負向
影響的變項為年齡、教育程度、升遷機會、組織專業化等，顯示對於「上司與同事行
為」的知覺影響最大的是在工作環境及個人性格兩方面，可能是因為對於上司或同事
行為的看法會因為工作環境中彼此關係是否良好而有所差異，且不同個性的員工對於
上司與同事的活動有會有不同的見解。
整體模型之 F 檢定值為 47.034，R2 為.354，顯著性 P<.001。其餘變項則未逹顯著
水準。
1. 個人變項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影響
性別、婚姻現狀、任職機構、內外控人格特質、馬其維力主義和 A 型人格特質對
「上司與同事行為」認知都是正向的關係，表示己婚的男性、具有 A 型人格特質的人、
較高程度的馬其維力主義及外控人格，越容易感受到上司與同事政治行為的出現，而
內外控人格特質、馬其維力主義和 A 型人格特質三者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影響方
向性，和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方向一致。
年齡及教育程度則呈負向的影響，顯示年齡愈輕及教育程度愈低的員工，愈在意
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並進而影響其對組織政治的知覺程度。
2. 工作環境變項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影響
研究發現，工作變化性對「上司與同事行為」具正向的影響性(β=.059,p<.05)，顯
示當員工的工作變化性大時，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敏感度即愈高。而升遷機會對「上
司與同事的行為」呈負向的影響性（β=-.377,p<.001），顯示升遷機會愈小的員工，對
上司及同事的行為是否有政治意含存在，會有較高的敏感度。
3. 組織結構變項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影響
研究發現，組織專業化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知覺是顯著負相關，表示當組織越趨向
專業化時，上司與同事間出現自利的政治行為的空間可能較少，所以意識到上司與同
事行為的程度也較低。工作職級在組織政治知覺部分的影響性是顯著的，但在此部分
則是影響性不顯著。

三、前因變項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影響
研究發現，前因變項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具正向影響的變項為婚姻現狀、任
職機構、內外控人格特質、A 型人格特質、馬基維利主義、工作完整性、組織正式化
等，具負向影響的變項為升遷機會、工作職級和組織民主化。整體模型的 F 檢定值為
26.375，R2 為.233，顯著性 P<.001，其他變項則均未逹顯著水準。
1. 個人變項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影響
研究發現，內外控人格特質、馬其維力主義、A 型人格特質對「保持沈默靜待好
處」知覺的影響都是顯著正向影響，表示內外控人格特質、馬其維力主義及 A 型人格
特質程度較高的員工，對於「保持沈默靜待好處」的認知較為深刻，此三者影響的方
向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所影響之部分是相同的。
58 Ⅰ

2. 工作環境變項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影響
研究發現，升遷機會「對保持沈默靜待好處」是顯著負向影響(β=-.175,p<.001)，
表示升遷機會越多，則「保持沈默靜待好處」的感受也會越低，員工不怕因為自己一
時的失言而失去升遷的機會，因為機會仍然很多，因此也降低了這方面知覺的產生。
工作完整性則呈正向的顯著影響（β=.103,p<.000），此結果與在「組織政治知覺」
的顯現的影響相同，但其影響力及顯著性在此變項上更高，表示員工在知覺到政治行
為時，會選擇保持沉默來保障自己的利益。
3. 組織結構變項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影響
研究發現，組織正式化對「保持沈默靜待好處」呈現顯著正相關，此結果只與
Vigoda(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依文獻研究顯示，組織正式化的程度愈高，應可減少工
作環境的不確定性及模糊性，進而降低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但由分析所得之數據顯
示，組織正式化程度的高低，僅對「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產生影響。
組織民主化、工作職級對「保持沈默靜待好處」具負向的影響性，與「組織政治
知覺」及「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之結果相同，表示當員工的職級愈低、組織越趨向集
權化時，員工對於組織內政治行為的發生多傾向以保持沉默的方式來保護自己。

四、前因變項對「政策與實務差距」的影響
研究發現，前因變項中僅 A 型人格特質及馬基維利主義對「政策與實務差距」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性(β=.068,p<.01;β=.186,p<.001)，性別、升遷機會、工作職級、組織正
式化及組織專業化則呈顯著的負向影響。整體模型之 F 檢定值為 26.562，R2 為.235，
顯著性 p<.001。
1. 個人變項對「政策與實務差距」的影響
性別對「政策與實務差距」呈負向的影響（β=-.069,p<.01），顯示女性員工對與薪
資、績效、考評、升遷等政策較為重視，因此對政治知覺的程度也較高。
馬基維利主義者及 A 型人格傾向者則呈正向的影響性，表示具有為追求私利而不
擇手段心態的人，容易將薪資及升遷政策視為追求私利的手段之一，因此對此部分的
知覺會有正向的影響。而具有野心及競爭性的人，薪資升遷機會對他具有很大的吸引
力，所以也容易感受到薪資升遷政策部份政治行為的存在。
由分析數據顯示，薪資升遷政策的執行是否會造成政治知覺，大多受到外在的環
境因素的影響，如升遷機會、組織正式化、組織專業化、工作職級等，而個人性格方
面的影響力則相對較低。
2. 工作環境變項對「政策與實務差距」的影響
升遷機會對此呈顯著的負向影響（β=-.207,p<.001），顯示升遷的機會愈多，對於
薪資升遷政策知覺的感受越低，此結果與前面三部分相同，表示當升遷機會較多時，
薪資升遷政策則較不具有吸引力，所以員工較不會認為薪資升遷政策可以成為政治行
為的工具之一；但若升遷機會較少，則薪資升遷政策極具有吸引力，所以容易成為政
治行為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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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機會在此模型中是唯一具有顯著影響的變項，表示薪資升遷政策方面的知覺
是否容易產生的關鍵因素在於組織內升遷機會的多寡。
3. 組織結構變項對「政策與實務差距」的影響
組織正式化、組織專業化對薪資升遷政策知覺都呈顯著的負向影響，薪資升遷政
策為公司制度的一環，當組織正式化的程度愈高，則薪資升遷政策較難成為政治行為
的報酬工具，所以組織正式化程度的高低即是此制度會不會淪為政治行為的報酬工具
之關鍵因素；而當組織越注重專業化時，各部門均各司其職，專業能力為薪資升遷政
策上的主要考量，因此不易成為政治行為的報酬工具，所以員工對於薪資升遷政策知
覺的感受程度也較低；此外，工作職級對薪資升遷政策知覺的影響也是顯著負相關，
表示主管人員不認為薪資升遷政策可被利用來作為政治行為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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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分析 ───
公、民企業的比較分析
根據本章第四節的分析結果顯示，任職機構的不同使員工對組織政治的知覺程度
也有所差異，為進一步探討比較各變項間影響力的差異，故本研究仍沿襲第四節的迴
歸分析方法，以強迫進入法將所有前因變項均納入同一迴歸方程式中進行分析，但為
求分析結果的確實，因此本研究將所得樣本區分為公、民營企業二大類，分別以上述
之迴歸方式來進行分析，最後將二者合併彙整，以便研究判別。
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公營企業的個人變項之教育程度變項因分析過程未逹顯
著水準，故刪除該變項，不列入下述討論中。分述如下：

表4-7 前因變項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性分析--公、民營的比較分析表
標 準 化 係 數 β
組織政治知覺
上司與同事的行為
保持沉默靜待好處
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依變項
↓自變項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公營
民營
-.057
-.008
-.082
.044
-.064
-.006
-.099*
-.064*
性
別
-.053*
-.073**
-.010
-.019
-.063
-.015
-.011
.018
年
齡
-.010
-.058*
––
.010
––
.017
––
––
教育程度
.062*
.057*
.065*
.054
.017
.029
-.008
.008
婚姻現狀
-.026
-.001
-.014
.029
-.014
-.016
-.004
-.029
工作年資
.020
.027
.020
-.058
.018
-.039
-.010
與主管共事年資 .005
.105*** .048
.087*** -.015
.134*** .016
.039
內外控人格特質 .034
.219*** .105*** .211*** .121*** .196*** .114*** .206*** .017
A型人格特質
.268*** .259*** .247*** .228*** .250*** .273*** .199*** .183***
馬基維利主義
.063*
.032
.060
-.043
.023
.082*
-.017
-.073
工作變化性
.074
-.034
.041
-.009
.111
-.060
.029
-.015
工作自主性
.076**
.082
.034
.099**
.070
.046
.106*
.098
工作完整性
-.064
.026
-.054
.056
-.071
-.001
-.020
.012
工作回饋性
-.024
-.007
-.043
-.034
.023
.003
.011
-.012
工作合作性
-.425*** -.351*** -.399*** -.369*** -.242*** -.157*** -.195*** -.213***
升遷機會
-.083*** .000
-.026
-.112*** -.044
-.120***
-.031
-.052
工作職級
.000
.035
-.033
.047
.102*
.064*
-.105***
-.117*
組織正式化
-.170*** -.077
-.135*** .001
-.047
-.155***
-.075
-.128*
組織專業化
-.091*** .049
-.062*
-.105*** -.026
-.055
-.037
-.075
組織民主化
.653
.643
.615
.591
.489
.502
.520
.485
R
2
.426
.414
.379
.350
.239
.252
.271
.236
R
15.789*** 48.680*** 13.162*** 37.411*** 6.853*** 23.658*** 8.047*** 21.514***
F值
*p<.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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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民企業在「組織政治知覺」構面上的差異
就整體的模型而言，公營企業對組織政治知覺的解釋度比民營企業高，公營（R2
=.426），民營（R2=.414），與前一節中任職機構對組織政治知覺為正向影響性的分析
結果相同。
公營企業中會影響對組織政治知覺程度的變項是以稀少的升遷機會、對工作內容
及過程瞭解的程度、高度馬基維利主義者及 A 型人格傾向者。
民營企業中會影響組織政治知覺程度的變項是年齡較輕的員工、已婚者、外控人
格、A 型人格傾向、高度的馬基維利主義者、對工作內容與過程瞭解的程度、稀少的
升遷機會、基層員工、組織專業化及民主化的程度。
公、民營企業間具有差異的變項為年齡、婚姻現狀、內外控人格特質、工作變化
性、工作職級、組織的專業化及民主化等。

2. 公、民企業在「上司與同事行為」構面上的差異
就整體模型而言，公營企業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的解釋度較民營企業為高，顯
示公營企業員工對「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之知覺程度較民營企業的員工高。
公營企業中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知覺程度顯著的變項為 A 型人格傾向者、高度
的馬基維利主義者、稀少的升遷機會三項。
民營企業中對「上司與同事行為」知覺程度顯著的變項為年齡較輕、教育程度較
低的員工，己婚者、外控人格者、A 型人格傾向者、高度馬基維利主義者、稀少的升
遷機會、組織專業化及民主化的程度。
公、民營企業間具有差異的變項為年齡、婚姻現狀、內外控人格特質、組織的專
業化及民主化等。

3. 公、民企業在「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構面上的差異
就整體模型而言，公營企業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的解釋度較民營企業為低，
此結果與上一節分析結果相異，其原因應如上一節分析結果所述，組織正式化的程度
高低對整體組織政治知覺並無顯著性的影響，僅對同為分構面的「政策與實務的差距」
之知覺程度產生變化。
公營企業中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知覺程度顯著的變項為 A 型人格傾向者、高
度馬基維利主義者、稀少的升遷機會、組織正式化的程度等。
民營企業中對「保持沉默靜待好處」知覺程度顯著的變項為外控人格、A 型人格
傾向、高度馬基維利主義者、工作完整性、稀少的升遷機會、基層員工、組織正式化
及民主化的程度。
公、民營企業間具有差異的變項為婚姻現狀、內外控人格、工作完整性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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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民企業在「政策與實務差距」的差異
就整體模型而言，公營企業對「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的解釋度較民營企業為高，
此結果與上一節分析結果並無太大的差異。
公營企業中對「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知覺程度顯著的變項為女性員工、A 型人格
傾向、高度的馬基維利主義者、稀少的升遷機會、組織正式化及專業化程度。
民營企業中對「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知覺程度顯著的變項為女性員工、高度的馬
基維利主義者、工作的變化性、稀少的升遷機會、基層員工、組織正式化及專業化的
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馬基維利主義者、女性員工及升遷機會較低者對組織的薪資制度
與政策施行等執行面上較為重視，
公、民營企業間具有差異的變項為 A 型人格特質、工作變化性、工作職級等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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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綜合上述，可知個人因素、工作特性因素、組織結構因素等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
知覺確有顯著的相關性。且不同的組織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分構面的影響程度也有所
差異。
本章即根據第四章之研究結果，加以彙整及說明，並提出研究結論和適當的建議，
以做為管理實務上政策制定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依據本研究實證分析結果，將各前因變項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分構面之關係彙整
出驗證結果如表 5-1。並說明如下：
表 5-1 研究假設結果驗證表
假 設 內 容
假設 1. 個人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1 性別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2 年齡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3 教育程度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4 婚姻現狀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5 工作年資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6 和主管共事的年資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7 內外控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8 A 型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1-9 馬基維利主義人格特質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 2. 工作環境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1 工作自主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2 工作回饋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3 工作完整性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4 工作變化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5 工作合作性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2-6 升遷機會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 3. 組織因素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1 工作職級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2 組織專業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3 組織正式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3-4
組織民主化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有顯著相關。
假設 4. 個人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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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結果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成立
部份成立
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成立
部份成立

假 設 內 容
4-1 性別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
不同。
4-2 年齡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同而
不同。
4-3 教育程度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
同而不同。
4-4 婚姻現狀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
同而不同。
4-5 工作年資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
同而不同。
4-6 和主管共事的年資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
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4-7 內外控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公、民營組織
的不同而不同。
4-8 A 型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
的不同而不同。
4-9 馬基維利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
組織的不同而不同。
假設 5. 工作環境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
織的不同而不同。
5-1.工作自主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5-2.工作回饋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5-3.工作完整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5-4.工作變化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5-5.工作合作性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5-6.升遷機會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
同而不同。
假設 6. 組織因素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6-1 組織專業化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6-2 組織正式化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6-3 組織民主化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
不同而不同。
6-4 工作職級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其構面的影響會因公、民營組織的不
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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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結果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成立
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部份成立

一、個人因素中，公、民營機構員工的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各分構
面均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發現，個人因素中之性別、年齡、婚姻，年資與教育程度等變項均未發現
對於政治知覺產生顯著或一致之相關性。 但 A 型人格特質、內外控人格及馬基維利主
義對於政治知覺及其構面均具有顯著的影響力。顯示好強不服輸的員工（馬基維利及
A 型人格傾向）對於組織中的政治行為會有較敏銳的知覺；易受環境影響的員工（外
控傾向）也有很高的政治知覺。有關馬其維力主義變項的分析結果與 Biberman(1985)
&Valle, Perrewe(2000)研究結論吻合；但內控人格特質卻不同於 Biberman(1985)之不顯
著的研究結論。
綜合上述分析，可證實對於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公營機構確實較民營機構明顯
敏感許多，由表 4-7 中的分析結果可了解，影響公營機構員工的個人變項為：A 型人格
特質、馬基維利主義。其中又以馬基維利主義為最顯著（β=-.268***）。顯示在公營
機構中，因為制度僵化、組織層級箝制，使得一些對自我期許較高，有強烈企圖心的
員工無法藉由努力工作而得到應有的鼓勵。因而這類型的員工會強烈的感受到組織政
治行為的存在。由表 4-7 中，「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
策與實務的差距」與 A 型人格特質、馬基維利主義、升遷機會及工作的完整性等變項
均有顯著影嚮的分析結果可得證。
另由分析結果可知，民營機構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因素雖大致與公營機構相同，
但外控人格、年齡也是影響民營機構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程度的因素之一。相對於公營
機構，民營機構員工受到的影響較為「多樣性」。

二、工作環境因素中，升遷機會對組織政治知覺及各分構面有顯著的負向
影響力
本研究結果顯示，升遷機會與組織政治知覺及其分構面具有顯著負相關（表 4-4），
即意謂著組織內部的升遷管道愈暢通，對於形成組織政治行為的程度就會降低；反之，
則較高。
雖在「上司與同事的行為」、「保持沉默靜待好處」、「政策與實務的差距」等
分構面中，尚有其他影響因素，但影響性不若升遷機會高（表 4-7）。
傳統的考核方式很可能無法真正地反出部屬的工作績效，達不到激勵員工的目
的；由於中國人是一個講求「人情、關係」的民族，因此如果主管因與某些員工有特
殊的關係，將其視為「利益團體」內的一員，則績效考核必將失之偏頗，如此將加深
其他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Cropanzano（1997）指出，個人在政治環境中，有
理由相信「努力工作不一定與報償一致」，因為權力決定一切，則個人將專心致力於
同盟的建立上，工作環境將因此更具不可預測性及威脅性，導致大部分人不快樂，並
減少投注於組織的努力意願，並更可能離職。
此分析結果公、民營機構均相同，顯示在工作上，無論有多少自主性及受到多少
精神上的鼓舞，實質上的獎酬永遠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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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因素中，工作職級、組織專業化、民主化對民營企業員工的組織
政治知覺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力
由表 4-6 可知，組織結構因素在專業化、民主化方面，對於整體組織政治行為程
度均呈顯著負相關，故當組織中的決策權集中在高層時（民主化的程度低）
，政治行為
將會增加以企圖影響決策者，Ferris et al.（1996）,Eisenhardt and Bourgeois（1988）,Welsh
and Slusher（1986）的研究也驗證了民主化的程度和政治行為間有直接的關聯。因此組
織結構設計若是愈趨於專業化、民主化，則員工就愈不易知覺組織政治行為的產生。
組織正式化的程度對於員工政治知覺大多未能顯著相關之現象。可能與大型組
織正式化程度高，員工彼此感受之差異不大所致。
由表 4-7 的分析可知，組織結構因素對整體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以民營企業員工
最為顯著。其中，工作職級有非常顯著的負向影響力，此結果正可與升遷機會的結果
相呼應，由文獻中得知 Ferris et al.（1989）認為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是從上司、同事
的行為及組織政策與實務間之差距等行為所引起的。當組織員工知覺工作環境中，其
上司、同事會因個人私利而採取某些行為，或組織中有關升遷、薪資等決策係受到外
力不當干擾時，員工心理會有不公平的感覺，進而對其工作態度會產生不良之影響。
Drory（1993）曾提出，組織政治是附屬於組織事件及過程，特別是在與決策相關
的領域上的一種特性。員工透過互動和對制定決策事件及過程的知覺，形成有關於此
事件的本質及意義的認知。而其特別注重的即是「公平」與「合理性」相對於「自利」
與「權力運作」所做的知覺。因此，組織所做的決策，可能被知覺為一種公平、合理
且出自於專家的建議；或只是受到一些有勢力的個人或團體操縱的一種不公平的權力
遊戲，或僅是為了個人利益所做的決策。
此為本研究分析結果中公、民營企業最大的差異。

四、公、民營企業員工對組織政治知覺的程度確實存在差異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及結論，公、民營企業員工對組織政治行為知覺的程度確實存
在著差異。
在「組織政治知覺」部份，影響公營企業員工的變項為升遷機會、對工作內容及
過程瞭解的程度、高度馬基維利主義者及 A 型人格傾向者。民營企業中會影響組織政
治知覺程度的變項是年齡較輕的員工、已婚者、外控人格、A 型人格傾向、高度的馬
基維利主義者、對工作內容與過程瞭解的程度、升遷機會、基層員工、組織專業化及
民主化的程度。顯示民營企業員工會因上述變項的影響而感受到組織中有否政治行為
的進行，其中影響力最顯著者是升遷機會（β=-.351***），而影響力最小者為年齡變
項（β=-.053*）。
公營企業由於組織制度化的程度比民營企業高，雖然可減少員工達成目標的模糊
性，進而降低員工使用政治行為，但是相對地因為組織高度化的集權，且組織內人際
互動關係的非人格化，所以人際互動的疏離程度比民營企業高，造員工的不安及相互
的競爭、不暸解與不信任，而導致組織內產生較多的政治行為，結果員工的政治知覺
程度比民營企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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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結果和 Cropanzano, R.,（1997）的結果不同，該研究針對製造業員工和兼職
學生的組織政治知覺及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作研究，認為兩者關係為不顯著。由本研
究的結論得知，組織政治行為對於組織中的功能性行為表現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力，且
對公營企業的破壞程度更勝於民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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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組織中存有政治行為已是一客觀存在之事實，既然成員對組織政治產生知覺是必
然之現象，管理者即應正視此問題，透過對問題的了解，採行因應措施以降低員工組
織政治知覺的產生。
組織政治知覺雖是由微觀的角度分析組織中的個體認知情境，與組織整體的成
長、利潤並無直接相關性，但組織員工在組織內所從事行為與反應均是基於其對於事
件的認知。因此對組織員工的認知形成越了解，越有助於對員工行為模式的預測與控
制。組織員工的組織政治知覺越高，越可能採行不利於組織之行為或態度，造成工作
意願下降，工作績效減低，其至出現離職等現象。
經由本研究所得出之結果，提出以下之管理實務建議：
1. 公營企業應塑造資訊開放的環境，鼓舞員工發揮所長，產生良性互動。
由研究結果可知，在不同組織中，其組織政治知覺的形成要素均不同，愈是大型
企業結構，員工間愈容易產生疏離感。而資訊開放的工作環境，則有助於優秀員工產
生良性互動，主動推動工作並提升工作效率。從人性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
置身「贏的團隊」中，在最佳的團隊中追求個人最佳表現，所以管理者塑造資訊開放
的環境，正可以鼓舞同仁發揮自己專長，產生良性互動。
從 Ferris, Kacmar 及其同事對於組織政治知覺模式的一連串實證中，也認為「工作
環境」的影響，為組織政治知覺的一潛在預測變數，例如工作自主性（job autonomy）、
工作變化性（job variety）
、回饋（feedback）
、升遷機會及與組織中上司、同仁的互動等，
都代表個人與工作職場的適配及相合性。
故當個人與組織有較佳的適配性，且有明確的目標可供追求時，就會視其環境中
有較少的攻擊性及權力爭奪，並認為組織是公平、平等的。
故此，公營企業應進行內部的全面溝通，管理者除將組織的營運目標、方案告訴
同仁外，並鼓勵內部提案與書面建言，讓員工發表看法及意見、向員工說明決策的因
素，並明確劃分組織內的權責角色。
同樣的，在目前一般民營企業裡，知識工作者佔最大比例，這些員工普遍受過良
好教育，主動性高，也願意為組織貢獻所長，但他同時也需要更多的資訊，例如組織
目標、經營策略與營運狀況等等，幫助他找到自己的定位，同時更能為企業的方向貢
獻才能，產生更大的成就感。
2. 公營企業在組織結構設計上應趨向民主化與專業化
由研究中顯示，當企業在組織結構的設計上，將組織的工作程序與行事方式制定
的更明確，並將工作責任明確的劃分，可使組織員工在行事時有明確依循標準，同時
在實行績效評核與職位升遷時也有事實之依據，不會有爭功諉過之情事發生。另一方
面，透過授權與員工參與，確認員工被賦予具挑戰性且可達成的目標、讓員工參與目
標設定、提供協助資源、幫助員工改善工作技術、持續追求進步。加強對最低階層員
工的授權、鼓勵團體作業、增加團隊溝通、讓員工有追求創新及冒險的空間、確保員
工具備工作自主性。亦可使組織的決策與資訊透明化，減少組織員工的不確定感。因
此公營企業應可透過組織設計朝向專業化與民主化，有效的降低員工產生組織政治知
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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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民營企業在招募人員時可將人格特質列入評估
研究結果顯示在不同的組織中，形成組織政治知覺的原因不同，但 A 型人格特質
與馬基維利主義傾向的人格特質對組織政治知覺具有普遍性預測力，馬基維利主義人
格特質越明顯，在組織內的人際互動關係上或是面對組織各種政策上越容易產生政治
知覺。相反的，具有內控人格特質者在面對環境時較不會將其認知為政治性的。 故就
管理者而言，在招募人力時，可藉由了解應徵者的人格傾向，評估此人是否容易產生
政治知覺。但人格特質僅為一參考值，高馬基維利主義傾向的人不一定就是高組織政
治知覺者，同時組織政治知覺的形成亦有許多環境因素存在。故組織應視組織目標與
組織需求做一綜合性的考量。
由上述之結果說明，在不同的組織結構制度下，企業經營者除了考慮此因素對公
司經營上的直接影響外，亦須考慮其對組織政治知覺的影響。 另於工作環境方面，我
們發現升遷制度與互動關係對組織政治知覺也具有影響力。因此，企業經營者若能夠
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使公司內有更好的互動關係及升遷制度，則對於企業的經營績
效亦會有所幫助。
本研究主要經由公、民營企業探討個人、組織與環境因素對於組織政治知覺的影
響性。經實證分析，在瞭解個人因素中具有不同之人格特質、不同的組織結構及工作
特性之差異化，其各別程度越顯著時，則對於組織政治知覺存在性之影響力亦就越強，
故若能多方瞭解形成組織政治行為之各項存在因素，將有助於企業找到適才適所之人
才，則員工亦可找到適合於自己的企業機構，發揮其專業能力並為企業創造佳績。人
盡其材、物盡其用、均有所長、各有所終。人力資源管理最終即在實現此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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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力求明確順暢，在研究方法上力求嚴謹客觀，在資料蒐
集上力求詳實充分。但仍然存在著若干研究限制，而未能達到盡善之境。
有關研究限制茲述如下：
1、研究變項仍待補充
本研究雖提出 14 項前因對組織政治知覺進行分析，但部份變項之研究結果並不顯
著，是否具有其它之中介變數之影響，又或者是有其它的重要變數未納入本研究探討。
皆有待進一步分析與探討。
2、研究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之抽樣範圍盡量遍及各產業，而為了提升問卷之回收率，問卷係有委請各
單位中熟識人員協助發放，亦有直接交付各相關成員答卷，方法不一，所以在選擇樣
本上難免有失隨機性，問卷雖然採用無記名方式填答，由於量表篇幅稍長及各量表前
後順序因素，加諸一些較敏感的題目，填答者容易有防衛心理、煩躁不耐及隱瞞事實
之情形發生，測量結果恐未能完全反應組織成員的真實感受，因此，研究結果用來解
釋及推論時必須相當謹慎。
3、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團隊研究方式，抽樣對象分佈九大行業，彙集各組織之運作情況，試圖
了解其中差異，但在抽樣過程上宥於組織對象分佈的龐雜，致研究結果難如原先預期，
所以本研究的外部效度受到限制，因此引用本研究的結果時須考慮本研究的研究對象
特性。
4、研究範圍區域有待擴展
不同國家、地區的企業組織，其組織文化及員工特質也有所不同，本研究因時間
和人力物力的限制，僅以台灣地區之企業組織為研究對象，未能包括大中華地區的企
業組織，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擴大研究範圍，以便獲得更進一步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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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抽樣組織描述
序號 1
一、抽樣機關特性：
進口醫療器材銷售公司，母公司是國際知名企業 Johnson & Johnson。主要人員以
行銷、業務人員為主。平均年齡為 34 歲。台灣分公司現有員工一百名。
二、問卷編號：從 01001∼01037 號、01039∼01069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因台灣分公司僅有一百名員工，故經報備總經理後，採取全公司發放。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0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68 份

1份

69 份

回收樣本比率

68﹪

1﹪

69﹪

序號 2
一、抽樣機關特性：
從事醫療產品研發、生產製造與銷售(經與老師討論歸屬於第九項民營高科技製造
業)，於民國 91 年 1 月上櫃。
公司組織架構為：台北總公司、新竹研發中心、台中辦事處、高雄辦事處、嘉義
廠、樹林廠、上海廠(子公司) 。員工總人數 231 人(至 91.8.30)。
二、問卷編號：從 02001 號到 02105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問卷調查時間：91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二）全公司 231 人中，有 83 人屬 91 年 6 月起併購入之樹林工廠員工，因對抽樣母
體公司之工作環境及規章尚不熟悉，為避免造成樣本偏差，故將其排除。
（三）駐外點之業務人員 11 人、外派大陸 2 人，因不易接觸與接受調查，亦排除。
（四）嘉義工廠現場作業人員 20 人，由工廠管理課提供識字者名單 5 人接受調查。
扣除雇主外，其餘台北總公司、新竹研發中心及嘉義廠間接人員採普查方式，共
發出 112 份問卷；回收 106 份(其中一份明顯亂寫，廢卷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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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12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回

收

樣

本

數

105 份

回 收 樣 本 比 率 93.75 ﹪

總計

1份

106 份

0.89﹪

94.64 ﹪

序號 3
一、抽樣機關特性：會計服務業
二、問卷編號：從 03001 號到 03026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針對所有員工發放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26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26 份

0份

26 份

回收樣本比率

100﹪

0﹪

100﹪

序號 4
一、抽樣機關特性：電子科技業
二、問卷編號：從 03027 號到 03078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針對白領員工(非現場員工)發放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69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52 份

0份

52 份

回收樣本比率

75.4﹪

0﹪

75.4 ﹪

序號 5
一、抽樣機關特性：顧問服務業
二、問卷編號：從 03079 號到 03105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針對所有員工發放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3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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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樣本數

27 份

0份

27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0﹪

0﹪

90﹪

序號 6
一、抽樣機關特性：屬民營金融業，現有員工 5629 人。
二、問卷編號：從 04001 號到 04110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抽樣步驟：
1.取得全行人數統計表
2.歸併全行職等成為五等級並計算歸併後等級人數比率
3.決定歸併後職等抽樣人數
4.各職等抽樣人數明細表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基層員工 合計
人數比率 3.68%
抽樣人數

5

7.35%

19.12%

10

25

69.85% 100.00%
95

135

（二）問卷發放方式：
1、使用 INTRANET 同時發送說明信給抽樣名單內基層主管級(含)以下受測者(共 120
人)，說明本問卷主要調查目的及問卷回傳日期，並徴詢受測意願，如受測者回覆
願意填寫問卷，則利用內部傳送(公司內部各單位或各分行間文件傳遞的方法)將問
卷送到受測者手上，受測者填答完畢再將問卷利用內傳方式回傳。
2、中高階主管(15 人)則採取親送問卷，當場解說並同時回收的方式進行。
（三）問卷回收狀況：
1.各職等實際收回份數明細表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基層員工 合計
人數比率 4.50%
抽樣人數

5

9.01%

27.03%

10

30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35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
回收樣本數

110 份

回收樣本比率

81.48%

1份

計

111 份

0.74% 82.22%

序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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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6% 100.00%
66

111

一、抽樣機關特性：
以存款、匯款、放款、信用卡、基金等金融業務為主。設置總管理處、信用卡部、
業務部、審查部、秘書室、資訊室、人事室、企劃室、稽核室、總務室等單位，
現有員工共 56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5036 號到 5062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自 91 年自 91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23 日止。
（二）全高雄縣市員工共 560 人，高階主管 30 人，中低階主管 80 人，職員 450 人。
依階層比例發放，分行之經理及襄理共 3 人全部發放，其餘職員發放 32 份，共回收 29
份.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35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27 份

2份

29 份

回收樣本比率

77.1 ﹪

5.7﹪

82.8﹪

序號 8
一、抽樣機關特性：
產品以製造電腦、手機的 IC 板為主。高雄分公司員工共 425 人，內部劃分 6 個部門：
1.管理部：人資課、資訊課、物料課、總務課、採購課、會計課、環安課。
2.工程部：製前課、工具課。
3.品保部：品管課、客服課、文管課。
4.公務部：防制污染課、維修課。
5.廠務室：專案課、生管課。
6.製造部：製造課、品檢課。
二、問卷編號：從 5063 號到 5100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自 91 年 8 月 5 日至 27 日止。
（二）高雄分公司員工共 425 人，高階主管 2 人，中低階主管 28 人，技術人員 68 人，
基層人員 327 人。依階層比例發放，中低階主管依 1/3 比率發放，共發放 9 份，
回收中階主管 3 份、基層主管共 5 份。技術人員依 1/3 比率發放，共發放 21 共份。
其餘基層人員共發放 10 份。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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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發出總數＝4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38 份

1份

39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5﹪

2.5﹪

97.5﹪

序號 9
一、抽樣機關特性：
屬民營服務業，主要提供通訊相關之各類產品服務，包括通訊工程顧問與通訊網
路產品之銷售（硬體），工程技術人員安裝、測試、加值、維護等服務（軟體），
另有通訊技術人員之仲介服務等。
營業的項目從整體服務到客制化專案皆包含，主要項目為：競標通訊業者之專案、
通訊工程施作及設計服務、專案管理、完整的通訊系統建構及優質化服務、確保
運作及後續維護服務、提昇通訊網路品質、通訊技術及營運顧問服務、通訊軟體
顧問及通訊系統的研發等。
公司設置九個單位，包括總經理室、業務發展部、工程營運部、合約部、人力資
源部門、行政管理部、訓練及品管部、資管部、財務部。全公司現有員工 72 人。
二、問卷編號：從 06101∼06130 號、06134∼06145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自 91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30 日止。
（二）全公司總計 72 人，扣除長期派駐客戶公司及調職海外員工，北部及南部辦公室
員工共 60 名，發出問卷 55 份，回收 44 份。不分任何職位全體填答。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 55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42 份

2份

44 份

回收樣本比率

76.3﹪

3.6﹪

80﹪

序號 10
一、抽樣機關特性：
屬民營服務業，提供建築設計及施工營造服務。公司設置九個單位，包括行政管理部、
建築設計部、工程部、電腦繪圖部、企畫部門。
二、問卷編號：從 06201 號到 06213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自 91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30 日止。
84 Ⅰ

（二）全公司總計 30 人，扣除長期派駐工地監工之員工，辦公室內部員工共 25 名，
發出問卷 21 份，回收 13 份。不分任何職位全數作答。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 21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13 份

0份

13 份

回收樣本比率

61.9﹪

0﹪

61.9﹪

序號 11
一、抽樣機關特性：
屬民營製造業，提供電梯製造與維護服務。公司設置九個單位，包括董事長室、總經
理室、行政管理部（總務、服務、人資、法務）、財務部（會計、財務、出納）、稽核
室、資訊管理部、業務部、研發部、品管部、行銷企畫室（繪圖設計、行銷企畫）
、國
外事業部、發電機部、六個分公司。全公司員工總計 100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06301 號到 06331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自 91 年 8 月 19 日至 8 月 30 日止。
（二）全公司總計 1000 人，扣除製造工廠員工及派外維護產品員工，總公司與分公司
行政部門員工約計 180 名，發出問卷 45 份，回收 32 份。主要問卷填答者集中於行政
管理、行銷企畫及會計部門員工。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 45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31 份

1份

32 份

回收樣本比率

75﹪

4.16﹪

79.16﹪

序號 12
一、抽樣機關特性：
（一）台新銀行隸屬台新金控之主要構成份子，經營各項商業銀行業務。
（二）該行共有員工 4,500 人，90 個營業據點，其組織結構係由下列九大部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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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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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編號：從 09001 號到 09110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採分層抽樣法，依上列九大體系之人數比例，就 116 份問卷按比例分發。
（二）各事業單位之問卷再選擇三個適合的分層變項（在此係以性別、台新及大安員
工比、工作性質）採簡單隨機或系統抽樣完成。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16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110 份

1份

111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4.8﹪

0.8﹪

95.6 ﹪

序號 13
一、抽樣機關特性：
民營服務業，其總院暨大甲分院兩院合併評鑑，連續通過衛生署評鑑為台中縣最
大「區域教學醫院」，並有相關體系-弘光技術學院，做為醫學教學研究之後盾。在專
科訓練醫院評鑑方面：心臟內科、心臟外科、腎臟內科與腸胃科分別通過次專科訓練
醫院評鑑，為中部海線地區唯一可訓練專科醫師之醫院。目前兩院區合併共計 1200 床、
近 200 位主治醫師、全院員工 1588 名。
在邁向第八十年歷史，擁有最強大完整的醫療團隊與最豐富的醫療技術，結合先進之
儀器設備，本著三十四年以上教學醫院品質殊榮，服務遍佈中部各地區，本著「光大
愛心．廣播福田」的初衷，服務民眾遍及全省。
二、問卷編號：從 10021 號到 10051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3 日至 22 日。
（二）主要針對光田醫院總院之行政人員及部份醫護人員進行抽樣調查。總計發放 33
份問卷，回收 31 份問卷，有效樣本 3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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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33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31 份

0份

31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3.9﹪

﹪

93.9﹪

序號 14
一、抽樣機關特性：
民營服務業，成立於民國 88 年 4 月 22 日，歷經地區醫院評鑑、生殖醫學中心評鑑、
急救責任醫院評鑑加入緊急醫療網及地區教學醫院評鑑，並參加行政院衛生署舉辦之
九十年度區域教學醫院評鑑：於今年七月一日起正式由地區教學醫院升級為區域教學
醫院。目前總床數約 450 床，全院員工約 41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10052 號到 10109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3 日至 22 日。
（二）針對其醫師、醫技人員、護理人員及行政人員進行抽樣調查。總計發放 73 份問
卷，回收 66 份問卷，有效樣本 58 份。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73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58 份

8份

66 份

回收樣本比率

79.4﹪

10.9﹪

90.4﹪

序號 15
一、抽樣機關特性：
為美國 AIG 國際集團投資之台灣民營保險公司
全省正式員工人數超過三萬人以上，該抽樣組織人數共計 110 人
產品為無形之長期服務性質
業務人員須具有專業、耐性、熱忱極願接受挑戰之特質
二、問卷編號：從 11004∼11014 號、11087∼11096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2 日至 9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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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組織問卷是透過該公司之業務主管先發放 12 份，結果僅回收 11 份，後來深
怕總回收份數不夠 100 份，另再加發 10 份亦全數回收。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22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21 份

0份

21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5.4 ﹪

0 ﹪

95.4 ﹪

序號 16
一、抽樣機關特性：
於 1987 年成立，從開發第一套 POS 系統到屈臣氏、金石堂、何嘉仁….等流通業領導
品牌的大型專案開發。
為專業的流通業資訊服務廠商，企業使命在於「塑造流通業競爭力」
，滿足流通業 e 化
整體需求。現階段以中、大型連鎖商店為主要服務對象，提供產品及服務。
組織與人力資源：專業分工團隊，人員穩定性高，資歷豐富，總公司設於台北大安區
信義路，全省員工人數共計 13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11015 號到 11054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2 日至 8 月 30 日。
（二）本組織問卷是透過該公司高階主管協助發放，共計 40 份亦全數 100%回收。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4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40 份

0份

40 份

回收樣本比率

100 ﹪

0 ﹪

100 ﹪

序號 17
一、抽樣機關特性：
（一）台北榮民總醫院之網址為 www.vghtpe.gov.tw，自網址上可查到該院詳細之簡介。
（二）該院隸屬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第六處，成立於民國 47 年 7 月 1 日，
48 年 3 月開始門診、急診作業，於同年 11 月正式開幕。
（三）40 多年來，該院孜孜不懈，秉持「以客為尊」以顧客為導向的服務理念， 致力
於醫療技術之創新、服務品質之提昇，提供患者身、心、靈全方位的醫療照護，便利
的就醫環境與人性化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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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該院仍將秉持「視病猶親、追求卓越」的服務理念，遂行醫療服務、教學
訓練、醫學研究三大任務的發展與成長，以「品質」、「效能」為核心競爭力，謀求人
類的健康與福祉。
二、問卷編號：從 11055 號到 11086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2 日至 8 月 30 日。
（二）本組織問卷是透過已在該院服務計 25 年之久本研究所在職專班甄書芳同學協助
幫忙發放，共計 32 份亦全數 100%回收。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32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32 份

0份

32 份

回收樣本比率

100 ﹪

0 ﹪

100 ﹪

序號 18
一、抽樣機關特性：
該公司為一民營傳統製造業公司，負責人為台灣家喻戶曉的企業名人，素有台灣經營
之神的美譽。
產品為樹膠類產品，在林口、嘉義等地皆有工廠。
全省員工人數計有 15,804 人，該總管理營業處亦有超過二、三千人為一大型傳統製造
業公司。網站為:www.npc.com.tw 有詳細之簡介。
二、問卷編號：從 11001∼11003 號、11097∼11117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2 日至 8 月 30 日。
（二）本組織問卷是透過一已在該公司服務計 22 年之資深主管，予以協助發放，共計
24 份亦全數 100%回收。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24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24 份

0份

24 份

回收樣本比率

100 ﹪

0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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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9
一、抽樣機關特性：
屬民營服務業，設有總裁辦公室、醫藥事業部、醫藥資訊部、公共關係部、業務管理
部、資訊部、會計行政部、人事部等 8 個單位，現有員工 323 人。
012001 號到 012060 號

二、問卷編號：從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現有員工 323 人（高階主管 12 人、中階主管 27 人、低階主管 36 人、一般職員 248 人）
，
依階層比例發放問卷，進行抽樣調查，總計發放 70 份問卷，回收 66 份問卷，有效樣
本 65 份。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7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回收樣本比率

65 份

1份

92.86﹪ 1.43﹪

66 份
94.2﹪

序號 20
一、抽樣機關特性：
戰系工廠隸屬海軍後勤司令部，擔任海軍各型軍艦武器及通信系統的故障維修工作，
性質類似民間的維修站(服務業性質)。
二、問卷編號：從 14001∼14052 號、14087∼14130 號（14201∼14213 號係抽樣高階
人員未列入）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本研究是針對戰系工廠之單一組織，以抽樣方式進行，自 91 年 7 月 29 日至今共發出
問卷總數 100 份，回收 96 份，回收率 96%，其餘 4 份則因為工作太忙，無法在期限之
內作答；但有效問卷 96 份，有效回收率 100%。有關抽樣過程概述如下：
(一)問卷對象：戰系工廠工程部門之軍職人員為抽樣發放對象。因為軍職人員有升遷和
職務(輪)調動的工作性質，非軍職人員則沒有此一問題；此外，工程部門的人員升遷和
調動的管道與行政部門人員不同且不能夠相互調任，所以先行控制此二變數進行分析。
(二)發放類別：依前述條件分類，計軍官 87(31%)員、士官 194(69%)員。隨機發放 100~130
份問卷。但其中有五個部門分別位於基隆、蘇澳、花蓮、澎湖及旗津，所發放的比例
無法與整體比例相同
(三)回收分析：本案實際回收問卷計軍官 52 員、士官 44 員(統計表如下)，回收率雖高
達 96%（100%有效），但樣本與母體結構差異已達顯著（故本項不予檢驗）。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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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發出總數＝10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96 份

0份

96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6﹪

0﹪

96﹪

序號 21
一、抽樣機關特性：
中華電信公司目前屬交通部管轄之國營電信事業機構，營運項目有市內、長途、國際、
行動通信、數據寬頻等項，為涵括民生、企業、國防等國家通訊之大規模國營組織，
日前國內部分通訊事業雖已開放民營，但公司一半以上股份仍為國家所有，因此中華
電信公司體制上屬於公營服務業性質。
二、問卷編號：從 15001 號到 15124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個人研究部分是採中華電信公司之單一組織結構，以抽樣方式進行，共發出問卷總數
130 份，調查時間是 91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6 日，回收 126 份，回收率 96.9%，其中
無效問卷 2 份，有效問卷 124 份，有效回收率 95.4 %。有關抽樣過程概述如下：
（一）問卷對象：大高雄地區之中華電信員工 2609 人為抽樣發放對象。
（二）發放類別：依中華電信公司員工工作類別統計資料進行比例發放，計管理人員
30 份、業務人員 50 份、技術人員 50 份。
（三）回收分析：基本上高雄地區中華電信公司員工之人力結構，管理、業務、技術
三類的比例約 1：3：6，宥於本問卷篇幅稍長，經考慮受訪者之填答意願及回收效果（技
術人員多數為外勤工作）
，經重組發放比例為 2.3：3.85：385，回收率高達 96.9%（95.4%
有效），但亦可能造成樣本與母體結構差異（故本項不予檢驗）。因此，各構面的採用
事先應予以評估，避免資料失真，而影響研究內容，特此敘明。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3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回收樣本比率

124 份
95.4﹪

2份

126 份

1.5﹪

96.9﹪

序號 22
一、抽樣機關特性：
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房屋及廠房設計及監造；公司內部設置：總經理室、業務部、工
程規劃部、估算部、發包中心、修繕部、人力資源部、會計部、工務部、結構設計部、
品保安衛部等單位，現有員工 18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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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編號：從 16001 號到 16070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12 日至 8 月 23 日。
（二）挑選部門後（業務部、工程規劃部、估算部、發包中心、人力資源部、會計部、
結構設計部、品保安衛部）全部發放，當天下班前收回。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75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70 份

0份

70 份

回收樣本比率

93 ﹪

0﹪

93 ﹪

序號 23
一、抽樣機關特性：
民營服務業，現有員工 158 人；目前擁有眼科、小兒科、皮膚科、泌尿科、腸胃肝膽
科、家庭醫學科、精神神精內科及放射診斷科等八科。
二、問卷編號：從 16071 號到 16100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1 年 08 月 20 日至 8 月 31 日。
（二）各部門由主管挑選當天值班員工填寫。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55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30 份

8份

38 份

回收樣本比率

55 ﹪

15﹪

69 ﹪

序號 24
一、抽樣機關特性：
民營製造業，成立於 1967 年 7 月 1 日，主要營業項目橫跨食品、宅配、速食、營建、
電子、金融..等產業，目前員工人數 5800 左右，其經營策略以「追求高成長」
、「多角
化經營」為主。
二、問卷編號：從 17001 號到 17498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2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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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放對象為該公司台南總公司之員工。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00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482 份

78 份

560 份

回收樣本比率

48.2 ﹪

7. 8﹪

56 ﹪

序號 25
一、抽樣機關特性：
民營製造業，為世界 TFT-LCD (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領導廠商，產品以顯示器、筆
記型電腦用面板、液晶電視用面板為主。於 2002 年 8 月成為股票上市公司，員工人數
700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18001 號到 118317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2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
（二）發放對象為該公司 12 廠及 3 廠之員工。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50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312 份

40 份

352 份

回收樣本比率

62.4 ﹪

8 ﹪

70.4 ﹪

序號 26
一、抽樣機關特性：
創立於民國 45 年，並於民國 87 年 7 月改制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國最早開
拓海外工程市場的單位，目前仍隸屬於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要以承
包道路、橋樑工程、更擴展到港灣建築、機場、水壩、工業區、鋼廠乃至綜合性的統
包工程為主。
二、問卷編號：從 19001 號到 19116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
（一）調查時間：92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
（二）針對該公司業務單位之主管級同仁發放。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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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發出總數＝35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114 份

回收樣本比率

32.57 ﹪ 12.29 ﹪ 44.86 ﹪

43 份

157 份

序號 27
一、抽樣機關特性：
中油公司於民國 35 年 6 月 1 日成立，隸屬於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主要產品為重要
塑化原料之生產與銷售，目前員工人數 90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20001 號到 20143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2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
（二）發放對象為桃園煉油廠、高雄大林煉油廠及中油煉製事業部本部，每處採隨機
方式發放。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

35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143 份

51 份

194 份

回收樣本比率

40.86 ﹪ 14.57 ﹪ 55.43 ﹪

序號 28
一、抽樣機關特性：
民營服務業，主要從事專業客服中心諮詢顧問及客服委外服務。目前員工人數高逹 1900
人。
二、問卷編號：從 211001 號到 239020 號
三、問卷發放方式（抽樣方法）：
（一）調查時間：92 年 9 月 25 日至 11 月 21 日。
（二）發放對象為該公司全省各部門之正職及派遣月薪制人員(不包含兼職人員)。
四、問卷回收情形統計：
問卷發出總數＝1800 份

有效樣本 無效樣本 總計

回收樣本數

802 份

回收樣本比率

44.55 ﹪ 3.39﹪

6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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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份
47.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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