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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員工更有生產力嗎？ 
組織支持與工作態度之雙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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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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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快樂與生產力的關聯是組織行為領域中最受關注的研究議題之一，本研究以正向心理資本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為焦點，重新檢視快樂與生產力之關聯，並以擴張－積聚理論（The broaden-and-
build theory）為起點，探討快樂對工作績效的影響。此外，依據工作投入模式（work engagement model）來探討員
工的工作態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調節角色，並以組織立場來思考如何建構快樂的生產力，即經由提供組織支持來提高

工作者的幸福感。研究方法：使用結構性問卷，以台灣全職工作者為研究對象，總計回收598份有效問卷，採用階
層迴歸來檢驗假設。研究結果：幸福感對工作績效有預測效果，而工作態度對幸福感與工作績效間之關係有顯著調

節效果，亦即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均會強化其幸福感與工作績效間之正向關聯。此外，知覺組織支持可提升員工的

幸福感，幸福感則為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間的中介機制。研究結論：據此，我們建議組織可透過招募甄選、訓

練發展與組織制度來建構快樂的勞動力，創造員工與組織雙贏的競爭優勢。

關鍵詞：工作滿足、工作績效、幸福感、組織支持、組織承諾

快樂與生產力的關聯是組織行為領域中最受關

注的研究議題之一，更有學者視之為組織行為研究領

域的聖杯（Landy, 1989），學者咸認為相較於不快樂

的員工，快樂的員工會展現較高的工作績效（Brief, 
1998; Judge, Thoresen, Bono, & Patton, 2001; Spector, 
1997; Wright & Cropanzano, 2000）。

員工態度和生產力的研究最早可溯及1930年代的

霍桑實驗（Roethlisberger & Dickson, 1939），實驗發

現相較於工作環境和物理條件，員工的心理感受才是

影響工作表現的重要因素之一。這樣的發現促使人群

關係學派（Human Relations）的興起，開始重視工作

者的態度與生產力之關聯，其後諸多學者相繼投入研

究，企圖釐清快樂的員工與高生產力員工是否具有特

定關聯（Brayfield & Crockett, 1955; Herzberg, Mausner, 
Peterson, & Capwell, 1957; Locke, 1970; Schwab & 

Cummings, 1970）。然迄今為止，「快樂的員工就是

高生產力的員工」此一命題所累積的實徵研究結果仍

相當分歧，有鑒於過往研究結果的不一致，本研究期

在現有理論基礎下，探究「快樂的員工就是高生產力

的員工」之研究證據，並進一步探討如何提升員工的

幸福感。

文獻回顧

（一）正向心理學：心理資本與主觀幸福感

Seligamn於2000年擔任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 s y c h o l o g y  A s s o c i a t i o n）主席時提出正向心理

學（pos i t ive  psycho logy）的論點（Se l igman  & 
Crikszentmihalyi, 2000），引發諸多學者的跟進，在

此脈絡下，「快樂」（亦稱「幸福」，happiness）

初稿收件：2011/09/09；一修：2011/10/20；二修：2011/11/10；正式接受：2012/02/20
通訊作者：陸洛（luolu@ntu.edu.tw）10617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致謝： 本研究由國科會資助，計畫編號為NSC97-2420-H-002-201-MY3，特此感謝。

DOI: 10.6129/CJP.20120220



452 林惠彥　陸　洛　吳珮瑀　吳婉瑜

的研究在心理學領域更加受到重視。正向心理學重視

如何發掘人們的優點，並且促使其產生正向的功能，

例如什麼樣的特質或能力，可以使人們過得更好、

更快樂、更幸福，Luthans、Avolio、Avey及Norman
（2007）提出正向心理資本（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 tal）的概念，將正向心理資本定義為個體核心

的正向心理要素，並具體指出正向心理資本是指自

信（confidence）或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希望

（hope）、樂觀（optimism）和韌性（resilience）。此

外，他們也提出正向心理資本有助於個人適應環境與

因應壓力，創造個體的競爭優勢與生活福祉。

除了正向心理資本外，幸福感亦是正向心理學

關注的焦點之一，強調個體對生活的整體性評價。

Andrews與Withey（1976）是最早提出幸福感之完整

定義的心理學家，他們認為幸福包含正向情緒高、負

面情緒低、生活滿意度高等三個層面，此說法兼顧情

緒與認知對幸福感造成的影響（陸洛，1998）。國內

學者楊國樞（1980）則認為，幸福感代表了個人對目

前生活狀況整體的滿意和愉悅程度，是一種主觀的評

估。至於在組織行為研究方面，Warr（1987）則是討

論員工的職場心理健康，視工作幸福感為工作滿足、

工作緊張及工作沮喪低的狀態。其它亦有學者主張員

工幸福感包含情緒幸福、工作滿足、鼓舞、沒有憂慮

和倦怠。整體而言，Diener（1984）整理出了「幸福

感」的三大特點：(1)乃個人主觀的感受（Campbell, 
1976），故又稱「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 SWB）；(2)包含了高正向情緒，以及低負向情

緒；(3)是人們對生活品質所做的整體評價。因此，當

個體對整體生活滿意、擁有較高的正向情感與身心健

康時，便能得到幸福。

晚近，學者更細究幸福感的概念內涵，發現

幸福感基本上是一種穩定的特質（Cummins, 2000; 
Lu, 1999; Lu, 2008; Veenhoven, 1994）。Veenhoven
（1994）回顧有關幸福感的縱貫性研究後發現：幸

福感是相當穩定的特質，具有中度的穩定性。L u
（1999）使用台灣樣本進行為期兩年半的追蹤研究

也發現：華人的幸福感具有中度穩定性（r = .43）。

另外，Cummins（2000）以澳大利亞全國大樣本共

2,000人，分析18年的資料顯示個人的幸福感僅有3%
的變異。Lu（2010）分析在1993 ~ 2007年間使用同

一份華人幸福感量表的39項獨立研究資料，發現幸福

感的變異亦僅為4%。不過，個人的幸福感也會受到

外在環境事件的影響而產生波動。如Myers與Diener

（1995）的文獻回顧就指出：生活際遇（如工作及日

常生活中發生的事件）會影響主觀幸福感。而個人幸

福感除了具中度穩定性外，也確實存在個體內的波動

性（intraindividual fluctuation）（Diener, 1996）。在

台灣的大樣本研究中，陸洛（1998）發現：負向生活

事件會打壓幸福感，而個人感受之社會支持則會提升

幸福感。綜上所述，若以短期論之，外在情境會對幸

福感產生短期波動的影響，例如生活際遇、工作情境

等；而以長期縱貫性研究結果來看，幸福感則是一個

相當穩定的特質，其變動幅度有限。易言之，現有的

研究證據似乎支持確有一種正性人格（長期穩定的正

向情緒）存在，在此基礎上，正向心理學家遂進一步

論述這樣的正性人格特質之功能與作用機制。

Fredrickson（2001）提出擴張－積聚理論（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用以解釋正向情緒對個

體以及行為的影響，此理論將幸福感的概念與影響作

更深一層的剖析。他認為心理學的研究過於偏重負面

情緒，多數學者均將焦點置於負面情緒的不當影響，

認為特定的情緒可以產生特定的行為傾向（Fri jda, 
Kuiper, & Terschure, 1989; Tooby & Cosmides, 1990）。

舉例來說，恐懼會使人產生逃跑的念頭、憤怒可以激

起攻擊的動力等等。每個人對這些情緒的行為反應雖

可能不同，但相同的是情緒會縮小人們行動的選擇

性。然過去對情緒與特定行為傾向的研究側重負向情

緒的探討，鮮少關注正向情緒對行為傾向之影響，故

Fredrickson（2001）強調不同的正向情緒，包含：喜

悅（joy）、興趣（interest）、滿意（contentment）、

自豪（pride）、以及愛（love）等等，雖各有不同內

涵與表現，但都擁有一些相同的特性，可以擴張個體

思考的廣度，同時建立個人生理、智能及社會與心理

資源。

擴張－積聚理論主要包含四項重要的效果：(1)
擴張（broaden）效果：相較於負向情緒會窄化個人

的思考與行為傾向，正向情緒具有擴張思考廣度的效

果。例如興趣會促使個體想要嘗試新的事物或獲取新

知，進而去探索未知的領域。回到工作情境的脈絡，

興趣可以激發個體接受新的工作目標與挑戰，誘使個

體有更高的意願去學習新的技能與展現創新，對個

體的工作表現具有正面的助益。(2)積聚（build）效

果：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負向情緒對行為具有直接的

影響，然正向情緒卻是透過其他方式對行為間接產生

作用。正向情緒可以激發個體的行為意願或持續其行

為展現（Cacioppo, Gradner, & Berntson, 1999; Ca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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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eier, 1990）。正向情緒可以讓個體主動去融入

環境，產生長期的適應效果，同時逐漸累積個人資源

以因應未來的威脅。例如快樂的情緒助長個人在工作

團隊中與同儕合作的動機，進而建立良性互動增加與

同事間的關係品質，增進個人在工作情境中的社會資

源。在未來面對威脅或需要協助時，個人即可運用這

些經由正向情緒累積的資源，產生較佳的因應。(3)
抵消（undo）效果：正向情緒可以減輕或消除負面

情緒帶來的影響，具有正面情緒的個人可以在經歷負

向情緒後較快速的做出適當調整，並讓個人及早恢復

原本的生理與心理狀態，擺脫負面情緒的影響，亦可

以協助個人盡早準備面對下一次的負面情緒或外在壓

力。(4)上升螺旋（upward spirals）效果：Fredrickson
（2001）主張正向情緒的影響具有持久性，他認為

正向情緒會增加個體的資源，這樣的資源又有助於下

一次面對環境的挑戰，進一步產生正向的表現。例如

正向情緒的人會有較開放的因應策略選擇，而這樣的

因應策略有助於產生較好的適應後果，又可進一步預

測未來的正向情緒與正面表現。回到工作脈絡，上升

螺旋效果可以預測具有正向情緒的員工能在未來產

生較佳的績效與較高的薪資增加幅度（Fredrickson, 
2001）。

過去快樂與生產力關聯性的實徵研究結果存在頗

大歧異，學者便開始採用整合分析（meta-analysis）
的研究方式，企圖對快樂與生產力之關聯作一綜

觀性的了解（Brayfield & Crockett, 1955; Iaffaldano 
& Muchinsky, 1985; Judge et al., 2001; Locke, 1976; 
Petty, McGee, & Cavender, 1984; Vroom, 1964）。最

早由Brayfield與Crockett（1955）用工作滿足（job 
satisfaction）和工作績效來驗證快樂與生產力之關聯，

回顧了相關研究後發現工作滿足和工作績效之間的關

係不大，可以說是「很小或者沒有關聯」（minimal or 
no relationship），儘管Brayfield與Crockett（1955）
的整合分析所納入的實徵研究篇數有限，在90年代仍

相當具有影響力（Judge et al., 2001），經常被相關

研究引用。其後部分學者較樂觀地看待快樂與生產力

的關聯，但仍沿用Brayfield與Crockett（1955）的做

法，將快樂的員工視為高工作滿足的員工，並使用工

作績效作為生產力之測量。後續研究有不同的聲浪掀

起，Locke（1970）及Schwab與Cummings（1970）
認為從人群關係學派所提出的理論脈絡來思考，工作

滿足與工作績效間至少存在中度的關聯。而Petty等人

（1984）透過整合分析納入1964 ~ 1983年共16篇相

關研究亦發現：整體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的關聯大於

個別面向的工作滿足與工作績效的關聯，整體工作滿

足與工作績效的相關為 .31，Iaffaldano與Muchinsky
（1985）分析74篇相關研究後，得出工作滿足與工作

績效為 .17的低度相關。晚近，Judge等人（2001）針

對1967 ~ 1999年的研究進行整合分析，共納入312篇實

徵研究，結果發現工作滿足和工作績效也存在 .30的顯

著相關，他們並提出可能尚有中介或調節變項的影響

機制有待釐清。

Wright與Cropanzano（2004）認為過去在快樂與

生產力關聯性上的爭議肇因於對快樂的定義與操作化

方式的不同。一般來說，過去的研究多將快樂的員工

視為具有較高工作滿足的員工，亦即認為快樂等同高

工作滿足，多數研究即以工作滿足和工作績效的關聯

來驗證「快樂的員工就是高生產力的員工」此一命

題，然而快樂的員工未必等同於擁有高工作滿足的員

工，快樂所涵蓋的面向應是更全面性的，是個人對整

體生活的全面性正向感受，而非僅侷限於工作領域的

工作滿足而已。

是故，長久以來多數學者以工作滿足與工作績

效之關聯企圖驗證「快樂的員工就是高生產力的員

工」的方式有待商榷。依循晚近正向心理學中正向心

理資本與幸福感之研究脈絡，快樂應是個體對生活更

全面性的整體評估（Cropanzano & Wright, 2001）。

Bowling、Eschleman及Wang（2010）最近在一篇整

合性研究中回顧幸福感與工作滿足之關聯，分析11篇
縱貫性實徵研究後發現幸福感能預測工作滿足。而依

據擴張－積聚理論的說法，正向情緒諸如快樂等有助

於個體的適應與正向行為表現。據此，將此一邏輯應

用在組織情境下，幸福感既是相當穩定的特質，依擴

張－積聚理論所提出的向上螺旋效果，長期穩定的正

向情緒將可累積更多的資源，有助於個體在工作上產

生正向表現。在本研究中，我們將以幸福感作為正向

情緒與正向心理資本的展現，更精確地界定「快樂」

的內涵，重新檢視組織行為研究的核心議題：快樂與

生產力之關聯，據此具體假設：

假設1：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為正向關聯。

（二）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作為調節因子

Judge等人（2001）回顧了快樂與生產力的量化

與質化研究後，認為兩者之間極可能存在有其它因

素的調節，因而造成過去研究結果呈現不一致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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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然迄今為止僅有獎酬制度的調節作用較受到學者

們的關注（Cherrington, Reitz, & Scott, 1971; Orpen, 
1981），尚未有研究針對其他調節因子加以釐清。

Judge等人（2001）回顧過去研究發現調節因子大致

可分為工作與個人因素，工作因素除上述的獎酬制度

外，尚有工作複雜度（Ivancevich, 1978, 1979）；個

人因素則以自我效能為關注焦點，然研究結論並不一

致，部分研究支持其調節效果（Inkson, 1978; Jacobs 
& Solomon, 1977），部分研究卻顯示調節效果不顯

著（Kaldenberg & Becker, 1991; Tharenou & Harker, 
1984）。尚有其它實徵研究提出不同的調節因子如組

織年資（Norris & Niebuhr, 1984）、認知能力（Varca 
& James-Valutis, 1993）、成就需求（Steers, 1975）
等。然累積至今有關快樂與生產力之調節研究，最大

的限制是實徵研究的數量不多且關注的變數分散，各

調節變數僅有零星的研究加以探討，所得到的研究結

論分歧，缺乏相關的理論基礎以解釋調節效果的機

制。綜上所述，足見有關快樂與生產力的調節研究尚

未發展成熟，亟待學者的努力以增加相關知識的累

積。

承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快樂與生產力的調

節因子研究中缺乏對工作者態度之探討，然我們仍

可從相關研究窺探一二。依據Bakker與Demerout i
（2008）提出的工作投入模式（work engagement 
model），工作投入係指工作者有高度活力（vigor）、

對工作渴望奉獻（dedication）及在工作時全神貫注

（absorption）。而工作投入的驅力或前因包含工作

與個人資源：工作資源如同事與主管的社會支持、對

績效的回饋、技能多樣性、工作自主性及學習機會

等，均與工作投入有正向關聯；個人資源則包含正向

的自我評估與正向態度。當工作者擁有正向的自我評

估，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因應環境需求，則有較高的

目標設定、工作動機，並有較佳的工作績效。有學

者也發現樂觀的人會有較高的工作投入，進而產生

較高的工作績效（Mauno, Kinnunen, & Ruokolainen, 
2007; 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 Schaufeli, 
2007）。簡言之，在工作情境中，若員工擁有較多的

個人資源（如正面自我評價與樂觀），則對工作會有

較正向的態度，並傾向使用積極的因應策略來回應工

作要求（如針對工作要求尋求克服的方法），進而產

生較佳的工作表現。

在組織行為研究中，最受學者關注的兩個工作態

度變項，莫過於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Dirks & Ferrin,  2002;  Harrison, 
Newman, & Roth, 2006）。早期管理領域對工作態

度的研究聚焦於工作滿足的探討，工作滿足係指員

工對自己的工作或工作經驗評價後所產生的一種整

體性態度，且研究發現工作滿足對工作後果有顯著

影響（Locke, 1976）。其後，隨著組織對員工留任

的重視，組織承諾亦成為學者關注的工作態度之一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組織承諾是指員

工在心理上對組織產生強烈的依附，願意認同與投入

組織，並期望繼續在這個組織待下去（Meyer & Allen, 
1997; Mowday et al., 1982）。儘管工作滿足和組織承

諾在理論與實務上有其重疊之處，但工作滿足是員工

對自身工作角色的評估，而組織承諾則是工作者對所

工作的組織的整體感受（Harrison et al., 2006）。這兩

項工作態度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們與員工在組織

中的效能（如工作表現、離職、曠職）息息相關（見

Hellman, 1997; Meyer & Allen, 1997; Siefert, Jayaratne, 
& Chess, 1991）。曾有學者指出「工作態度」可能

是快樂與生產力之間關聯的關鍵調節變項之一（張興

貴、賈玉璽，2009）。亦有研究發現當員工看待工作

的態度更正面，即組織承諾越高時，因應工作壓力的

能力也會隨之提高（Lu, Siu, & Lu, 2010）。而晚近的

一篇整合性研究也顯示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構成的整

體性之工作態度，能預測工作績效、情境績效與員工

退縮行為（Harrison et al., 2006）。綜上所述，一個具

備正向情緒與正向工作態度的人，更有可能積極正面

地解讀組織情境，進而展現較佳的工作績效；反之，

若工作態度是負面的，正向情緒對工作後果的影響很

可能因此減弱或消失，亦即正向情緒的作用未必能在

工作場域發揮效果，唯有在工作者對工作態度是正向

時，正向情緒方有助於正向行為表現。回到「快樂與

生產力」的命題之下，個人若能同時具備快樂的特質

與對工作的正向態度，則有可能發揮快樂的擴張與積

聚效果，用正向態度解讀工作情境，並累積更多的個

人資源，而產生較佳的工作績效。因此，我們提出以

下假設：

假設2 ： 工作態度可調節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間的 
關聯。

假設2a： 工作滿足可強化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間的
正向關聯。

假設2b： 組織承諾可強化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間的
正向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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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讓員工更快樂、更有生產力：組織支持

的影響

若快樂的員工在正向的工作態度之下真能成為高

生產力的員工之前題之下，那麼組織應該如何提升員

工的快樂感受呢?

如前述文獻所揭示，快樂的來源可分為個人因

素與環境因素：個人因素包含人口背景因素（如婚姻

狀態、教育程度、收入等）與人格特質（如親和性與

謹慎性）；環境因素則以社會支持為主（如良好的親

友關係）。站在組織的立場，個人因素均為持久穩定

的特質，較難改變，人口背景因素也僅能在招募時挑

選。故企業如欲提升現職員工的快樂感受，則可由環

境因素著手，創造支持性的工作環境，讓員工感受到

組織的支持。

Wright與Cropanzano（2004）認為環境事件可

能強烈地影響個人的正向感受。且有研究指出，社

會支持有助於緩衝生活中壓力事件帶來的負向影響

（Cohen & Wills, 1985），這樣的結果在本土研究中

亦獲得證實（Lu & Shih, 1997）。若將社會支持的

概念運用到職場上，便是組織支持。知覺組織支持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簡稱POS）一詞由

Eisenberger、Huntington、Hutchison及Sowa（1986）
提出，其涵義是指員工是否感受到組織對其的器重、

是否關心他們的貢獻或福祉，意即員工對組織如何

看待其貢獻並關心其利益的整體知覺。Eisenberger等
人（1986）從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view）

的觀點出發，搭配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
中的績效－獎酬期望連結（p e r f o r m a n c e - r e w a r d 
expectancy），並整合組織擬人化（personification of 
organization）的概念，提出知覺組織支持的理論。他

們認為社會行為的本質即是交換，因此員工與組織間

便存在交換的關係，員工貢獻其心力以換取組織提供

的獎酬。「績效－獎酬期望」則指出，當員工相信工

作的績效可以帶來期望的獎勵時，他們便會有更高的

動機努力工作，以透過其工作績效獲得獎酬。最後，

組織擬人化則指出員工會在某種程度上，將自己與組

織的關係當作是自己與另一個「較大的個人」的關

係。組織的政策、規範、主管的言行舉止，都會被員

工當作是組織這個「個人」對待員工的方式與行為，

進而影響員工對組織的認知與觀感。

G e o rg e、R e e d、B a l l a r d、C o l i n及F i e l d i n g
（1993）的研究證實，知覺組織支持可降低護士照護

愛滋患者時的負面心情，並減低緊張感；Leather、
Lawrence、Beale、Cox及Dickson（1998）的研究則

顯示，知覺組織支持可緩和英國酒吧員工，在暴力威

脅的環境中工作與幸福感的負向關係。亦即，知覺組

織支持有助降低員工在職場上的負向情緒或壓力，進

一步提升整體幸福感。除此之外，近年來職場健康心

理學的興起，也強調透過正向的職場氣氛及良好的工

作環境來促進員工的身心健康。而工作環境中，人際

互動與社會支持等作用，皆對幸福感有提升的效果。

在重視生活福祉的北歐國家，芬蘭的職場安全中心與

工作環境協會做了一系列關於幸福感與生產力的研

究（The Druvan-model）（Rissa & Kaustia, 2007）指

出，員工的工作福祉與管理階層息息相關，從高層提

供的資源到直接主管的關照，皆會影響員工在職場的

生理與心理健康。當管理階層為員工設定目標、並給

予有效的支持時，可以促進員工在職場上的幸福感，

同時讓經理人與員工有良好的互動與合作關係；而好

的人際關係亦可促進員工的工作幸福感，提升工作足

與生產力。因此，組織的管理與領導方式不僅影響了

員工知覺的組織支持程度，同時在促進員工的幸福感

與生產力上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是故，本研究得以

建立以下假設：

假設3：知覺組織支持和幸福感有正向關聯。

（四）以幸福感作為中介因子：連結組織支持

與生產力

早期，研究者認為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的

正向關聯（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 9 9 0 ） ， 有 部 分 是 建 構 在 員 工 對 組 織 的 義 務

（obligation）之上。此觀點以交換理論為依歸，當

員工認為組織待其不薄，便會因此產生對組織的責任

感，進一步有所回饋以同時獲得獎酬。Eisenberger、
Armeli、Rexwinkel、Lynch及Rhoades（2001）的研究

指出，義務為知覺組織支持與角色內行為表現及角色

外行為表現的中介變項。亦即，當知覺組織支持感提

升，員工對組織抱有一定程度的責任感時，表現在工

作上便是更好的工作績效以及組織公民行為。

另一方面，以「績效－獎酬期待」理論也可解釋

組織支持與生產力間的關聯。當員工認為組織重視其

貢獻並期望因此獲得獎酬時，會因此提升工作表現，

「對獎酬的期望」亦在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的關

係中扮演了中介的角色。此外，後續尚有許多研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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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的中介變項，例如正向心

情、組織公民行為與工作壓力等，皆會部分中介知覺

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之間的關係（陳建丞，2008），

也就是當員工知覺組織支持高時，其正向心情會提

升、增加組織公民行為、以及降低工作壓力，因而促

進工作績效。

承前所述，已有許多研究證實知覺組織支持與

工作績效之間的正向關係，亦不乏學者研究兩者間可

能存在的中介因子（例如：正向心情、組織公民行為

等），我們依循同樣的思考邏輯，以較之正向心情且

範圍更廣的幸福感當作中介因子，串聯起組織作為

（社會支持）與員工感受（快樂），以及快樂員工與

生產力的作用機制。換言之，在短期間內個人的幸福

感會受到生活際遇、工作情境之影響而產生波動，故

若當員工知覺到組織支持時，短期的幸福感應會因此

提高，進而提高工作績效與表現。據此，我們假設：

假設4： 幸福感會中介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之間的
關聯。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架構請見圖1所示。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全職工作者為樣本，進行結

構性問卷的施測。由於隨機取樣實屬困難，故採便利

取樣。為力求樣本之異質性，仍盡量選取不同行業、

不同組織、不同管理位階、不同專業背景、不同年齡

之受訪者。研究者透過人際網絡、大學在職進修工作

者、及企業人資部門主管，總計共發出680份問卷，回

收598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7.94%。

本研究樣本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為 3 7 . 8 0 % ：

62.2%。平均年齡為37.61歲，標準差為9.60。在婚姻狀

況方面，已婚或同居者佔51.30%；未婚者佔45.50%；

分居、離婚或鰥寡者則佔3.20%。教育程度則顯示擁

有大學以上學歷的比例居多，佔86.50%，高中職與其

他則佔13.50%。此外我們亦將教育程度轉換成受教育

年數（高中職 = 12，大學 = 16，碩士 = 18，博士 = 
22），以便後續統計分析，教育年數平均為16.03年，

標準差為1.78。在職位方面，非主管佔60.80%；主管

（包括低階、中階、高階與決策主管）佔39.2%；平均

年資為7.95年，標準差為8.33。在行業類別方面，以服

務業（32.40%）、電子資訊科技業（29.70%）與製造

業（12.70%）的從業人員佔了大多數。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編製結構性問卷以收集資料，主要變

項有：「幸福感」、「工作績效」、「知覺組織支

持」、「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等五項。另外，

也收集人口學/工作變項的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婚

姻狀態、教育程度、工作年資、職階、行業等。

量表的選擇除考慮量表所測之構念內涵與本研究

所設定之理論意涵的適配性，也考慮量表在前人研究

中已建立之信效度，及其在華人文化中的適用性。

1. 幸福感

採用Lu（2008）編製的「中國人幸福感量表」

（極短版），測量個人主觀認知的幸福感。「中國人

幸福感量表」為第一份專為台灣華人編製，貼近華人

幸福感經驗的標準化量表，被華人地區研究者廣泛使

用，已累積完整的信、效度證據。亦有整合分析整理

使用該項工具的實證研究結果（Lu, 2010），本研究

使用的版本有5個題項，以四點量尺（0表示非常不同

圖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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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3表示非常同意）衡量。得分越高表示幸福感越

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4。

2. 工作績效

採用Viswesvaran、Ones及Schmidt（1996）所編

製的「工作表現量表」（Job Performance Scale），採

Likert六點量尺（1 = 很差，6 = 優良），針對「工作數

量」、「工作質量」、「出勤率」、「專業知識」、

「與同事間的關係」等5個題項讓員工自我評量。總分

分數越高，表示員工自認其工作績效越高。在本研究

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75。

3. 知覺組織支持

E i s e n b e rg e r、C u m m i n g s、A r m e l i及Ly n c h
（1997）從其1986年及1990年發展之知覺組織支持量

表的36個題項中，抽絲剝繭出8個最具代表性的題項，

編製成極短版之「知覺組織支持量表」，以推廣量表

之廣泛使用。本研究採用此版本（Eisenberger et al., 
1997）量表，從員工的立場，測量員工是否感受到組

織關心並重視其福利。所有題項採用Likert七點量尺，

從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並將2題反向題

反向計分後加總，分數愈高表示員工認為組織愈關心

他、也愈重視其福祉，即知覺組織支持的程度較高。

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9。

4. 工作滿足

取自「密西根組織評鑑問卷」（ M i c h i g a 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Cammann, 
Fichman, Jenkins, & Klesh, 1979），共計3題，問項有

「整體而言，我喜歡在這裡工作」、「整體而言，我

滿意我的工作」和「整體而言，我不喜歡我的工作」

（反向題）。以五點尺度（1表示從未如此，5表示總

是如此）衡量，反向題經反向計分後加總，分數愈高

表示工作滿足愈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8。

5. 組織承諾

參考Meyer與Allen（1997）發展的量表，採用

其中6題，針對受測者對組織的情感性承諾施測。題

目如：「我非常樂意在這家公司渡過餘下的工作生

涯」、以及三題反向題「我不覺得自己是公司『大家

庭』中的一員」、「我對這家公司沒有什麼感情」、

「我對這公司沒有強烈的歸屬感」。所有選項皆採用

Likert六點量尺，計分依次從1（非常不同意）到6（非

常同意），反向計分後總分愈高代表組織承諾愈高。

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信度為 .82。

研究結果

（一）相關分析

根據表1所示，在主要變項的相關分析中，可發現

幸福感、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之間均為顯著正相

關，與研究假設方向相同，即幸福感較高的員工，其

工作績效也會較高；知覺組織支持較高的員工，亦即

認為組織關心其福祉的員工，幸福感受程度也愈高；

而知覺組織支持程度較高的員工，同時也會擁有較好

的工作績效表現。

接著在調節變項部分，亦發現與其他主要變項

的顯著相關。首先，工作滿足足與幸福感、工作績效

及知覺組織支持皆有顯著正相關，代表工作滿足越高

者，有較高的幸福感受與工作績效表現，同時亦有較

高的知覺組織支持感受。

其次，組織承諾與幸福感、工作績效及知覺組織

支持均有顯著正相關代表對組織承諾程度愈高者，擁

有較高的幸福感受與良好的工作績效，也有較高的知

覺組織支持感受。

（二）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使用AMOS 6.0軟體對使用多題量測的變

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驗證性因素分析主要是用以確認觀察變項

是否能精確地衡量潛在變項，依據前述的相關分析

將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合併為「工作態度」後，本

研究的模式包含5個潛在變數與27個觀察變數，其中

表1　主要變項之相關分析
幸福感 工作績效 知覺組織

支持

工作滿足 組織承諾

幸福感 1.00

工作績效 0.29*** 1.00

知覺組織

支持

0.35*** 0.31*** 1.00

工作滿足 0.52*** 0.26*** 0.59*** 1.00

組織承諾 0.39*** 0.22*** 0.58*** 0.72*** 1.00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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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個潛在變數分別為：知覺組織支持、幸福感、工作

滿足、組織承諾與工作績效。首先，我們檢測基本模

式配適度，本研究的測量模式的適配度指標為：χ2 = 
1,129.77，df = 314，GFI = .87，CFI = .90，RMSEA = 
.07。其中GFI雖未達 .90之標準。Cheung與Rensvold
（2002）的研究發現除了RMSEA外，模式的整體適配

度會受樣本大小、題目、與構面（因素）數目增加的

影響，而使適配度指標值變小，即模式複雜度會影響

模式的適配度，因此有學者建議，當模式中含三個以

上構面時，宜以RMSEA進行模式適配度之解釋（李茂

能，2006）。依此建議，本研究模式的適配度雖未盡

理想，但仍屬可接受之範圍。

在五個構面間的區別效度（discriminate validity）
採用卡方差異檢定（chi-square difference test）進

行考核。分別就兩兩構面比較未限定與限定（將兩

構面的相關設定為1）模式的卡方值是否達顯著差

異（Anderson & Gerbing, 1988）。結果顯示：卡方

差異檢定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卡方差異介於38 
~ 222.9），代表研究模式具有區別效度。另外，相

關文獻建議：組合信度應大於 .60（Hair,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而平均變異粹取量應大於 
.50（Fornell & Larcker, 1981）。本研究研究構念的組

合信度介於 .83至 .93之間，個別題目信度皆達顯著水

準，平均變異萃取量皆大於 .53，顯示本研究各構面具

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此外，本研究調查採自陳式問卷，研究結果可

能會受到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 
C M V ）之影響。為了降低填答者的一致性動機

（consistent motif），研究者在問卷編排上將各主要變

項順序打亂，盡量使題項之間看起來互不相關，以避

免填答者自行猜測題項間的關係。此外，參考Liden與
Maslyn（1998）的方法，各變項依不同尺度衡量，例

如：幸福感採用Likert四點量尺、工作績效採用六點量

尺、而知覺組織支持則採用七點量尺。同時亦納入反

向題，以確認受訪者有專心填答。

事後檢測方面，首先採用Harman’s單一因子檢定

法（Podsakoff & Organ, 1986）。結果顯示：在投入所

有題項後得出5個因素，共解釋了61.39%的變異量，

由第一因素解釋的變異量僅為33.52%，可知由共同方

法變異造成的問題應不嚴重。再者，依照Podsakoff與
Organ（1986）之建議採用潛在變數測量法進行測試，

分別進行單一構面模式（創造一個新的潛在變數並設

定所有的題目都落在此潛在變數上）、三構面模式

（知覺組織支持、工作態度、結合幸福感與工作績效

為一構面）、四構面模式（知覺組織支持、幸福感、

工作態度、與工作績效等四個構面)與本研究模式（知

覺組織支持、幸福感、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工作

績效等五個構面）的巢套分析。單一構面模式（χ2 = 
3,480.60，df = 324，GFI = .60，CFI = .60，RMSEA = 
.13）、三構面模式（χ2 = 1,883.90，df = 321，GFI = 
.78，CFI = .80，RMSEA = .09）、四構面模式（χ2 = 
1,311.10，df = 318，GFI = .85，CFI = .87，RMSEA = 
.08）皆低於可接受水準，而五構面的研究模式適配度

指標為：（χ2 = 1,129.77，df = 314，GFI = .87，CFI = 
.90，RMSEA = .07）。根據上述分析可發現本研究模

式為四者中的最佳模式，本研究所測得的五個變項並

未聚合成一個潛在構念，可視為彼此獨立可區分的，

故共同來源偏誤的問題在本研究中可能不嚴重。

（三）假設檢驗

為檢驗研究假設，本研究採用階層迴歸，以釐清

主效果、中介效果與調節效果。首先將人口學背景視

為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婚姻、教育年數、職位與工

作年資，投入階層式迴歸之第一層，以控制個人背景

對依變項的影響。第二層則分為三個部分：(1)以「知

覺組織支持」為自變項，預測依變項「幸福感」；(2)
以「知覺組織支持」為自變項，預測依變項「工作績

效」；(3)將「幸福感」與「知覺組織支持」同時視為

自變項，預測依變項「工作績效」，並從中觀察幸福

感的中介效果。

另外，考慮調節變項對主效果的影響，進行另一

組階層迴歸分析。第一層在人口學背景變項之外，加

入「知覺組織支持」為控制變項；第二層則放入自變

項「幸福感」，觀察其與依變項「工作績效」間的主

要效果；第三層以「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為調

節變項放入迴歸分析；最後再將自變項「幸福感」與

調節變項「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的乘積放入第

四層，觀察其間的交互效果。

1. 預測工作績效

由表2的「模型1」可發現，幸福感可以預測工作

績效。故本研究之假設1獲得支持，亦即當員工的幸福

感程度愈高，其工作績效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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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態度之調節效果

根據表2的「模型3」可見調節變項「幸福感 × 工
作滿足」、「幸福感  ×  組織承諾」的標準化迴歸係

數達顯著。亦即員工對工作的態度會調節幸福感與工

作績效之間的關聯。為更進一步了解上述交互作用的

屬性，本研究依據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將工作

滿足與組織承諾分成高/低兩個族群進行比較。由圖2
可知，整體而言工作滿足高的員工，其工作績效皆高

於工作滿足低者；此外，在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關係

中亦可發現，「工作滿足高」與「工作滿足低」的兩

個群體有明顯不同的斜率，迴歸係數（b1、b2）的差

異達顯著程度（T = -2.67, p < .05）。亦即，當員工

的工作滿足較高時，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間的關係較

為強烈；反之，當工作滿足較低時，幸福感與工作績

效的關聯便相對減弱。在組織承諾方面，亦與工作滿

足呈現相似的調節作用。比較「組織承諾高」與「組

織承諾低」兩個族群，雖無發現顯著的斜率差異（T 
= -1.84, p > .05），然而根據Aiken與West（1993）的

研究，當自變數的交乘項在階層迴歸分析中有顯著效

果，即有明顯的交互作用存在。亦即，員工的組織承

諾對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關係有顯著的正向調節效

果：組織承諾高者，其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關聯比較

強；組織承諾低者，其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關聯則較

弱。故綜合以上，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可調節幸福感

與工作績效之關聯。

3. 預測幸福感

依據表3的「模型1」，知覺組織支持能預測幸福

感。亦即，當員工知覺組織關心與支持的程度愈高，

幸福感也會隨之上升，故本研究之假設3獲得支持。

4. 幸福感之中介效果

在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主效果之外，本研究亦

檢驗幸福感是否為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的中介因

子。根據Baron與Kenny（1986）檢驗中介效果的分

析程序，中介效果應符合三個條件：(1)自變項對後果

表2　工作滿足、組織承諾之調節效果──工作績效為後果變項
工作績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ΔR2 β ΔR2 β ΔR2

控制變項 .22*** .18*** .18***

　性別 .00 .00 .01

　婚姻 -.04 -.04 -.03

　教育年數 .15*** .15*** .15***

　職位 .24*** .24*** .23***

　工作年資 -.00 .00 -.00

　知覺組織支持 .18*** .18*** .19***

自變項 .04*** .03*** .03***

　幸福感 .20*** .20*** .19***

調節變項 .00 .00

　工作滿足 .10

　組織承諾 .01

交互作用 .01* .01*

　幸福感 × 工作滿足 .08*

　幸福感 × 組織承諾 .10*

　R2 .23 .22 .22

　F 17.12*** 16.81*** 16.81***

　df 9,531 9,524 9,524

註： 性別：男（0），女（1）；婚姻：單身（0），已婚（1）；職位：非主管（0），主管（1）；教育年數：高中／職（12），大學（16），

碩士（18），博士（22）。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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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有顯著的預測效果；(2)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著

的預測效果；(3)當自變項與中介變項同時加入迴歸模

型，中介變項的預測效果顯著，自變項的預測效果會

下降或消失。

根據上述條件，如表3「模型2」所示，知覺組

織支持對工作績效有顯著的預測效果，符合第一個條

件；如前所述，知覺組織支持亦對幸福感有顯著的預

測效果（模型1），符合第二個條件；而同時將知覺組

織支持與幸福感放入迴歸模型（模型3），可發現知

覺組織支持對工作績效的預測力明顯降低，β值從 26
變成 .17，幸福感的預測效果則維持顯著水準，符合

第三個條件，因此可判斷幸福感為知覺組織支持與工

作績效的部分中介因子。此外，本研究亦進行Sobel
（1982）檢定，結果證明幸福感的部分中介效果顯著

（Z = 4.10, p < .001），再次驗證在知覺組織支持與工

圖2：工作滿足對幸福感－工作績效關係之調節

表3　預測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迴歸分析
幸福感 工作績效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β ΔR2 β ΔR2 β ΔR2

控制變項 .04*** .12*** .13***

　性別 -.00 -.02 .00

　婚姻 .18*** -.00 -.04

　教育年數 .04 .16*** .16***

　職位 .01 .22*** .23***

　工作年資 -.04 .02 .01

自變項 .10*** .06*** .09***

　知覺組織支持 .33*** .26*** .17***

　幸福感 .20***

　R2 .14 .18 .21

　F 14.97*** 20.23*** 20.75***

　df 6,540 6,549 7,536

註： 性別：男（0），女（1）；婚姻：單身（0），已婚（1）；職位：非主管（0），主管（1）；教育年數：高中／職（12），大學（16），

碩士（18），博士（22）。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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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績效的關係中，幸福感扮演了部分中介的角色，故

假設4獲得支持。

討論與結論

（一）研究結果概述

本研究以知覺組織支持→幸福感→工作績效為主

軸，以正向心理學觀點檢視快樂與生產力之關聯，並

探討工作態度的調節作用。研究結果顯示：幸福感對

工作績效的確有預測效果，而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對

幸福感與工作績效間的關係有顯著調節效果，亦即若

工作者的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越高，其幸福感與工作

績效的關聯會越強。故研究假設1與假設2獲得支持。

在知覺組織支持部分，研究結果顯示知覺組織支持對

幸福感有顯著的預測力，而幸福感則為知覺組織支持

與工作績效之部分中介因子，故研究假設3與假設4獲
得支持。

（二）以擴張─積聚理論回應快樂與生產力之

關聯

本研究發現幸福感與工作績效有顯著的正向關

係，亦即當員工滿足整體生活品質、幸福感愈高，其

在工作上的表現愈良好。在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相關

研究中，台灣的研究者多把兩者同列於後果變項，鮮

少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因此本研究證實了不僅是西

方，華人員工的工作績效亦會受到幸福感的影響。此

結果顯示無論東西文化的差異，一般而言幸福快樂的

人由於較為樂觀自信（Myers & Diener, 1995），對工

作環境或機會有較敏銳的感知能力（Lu, 2005），同時

亦擁有較良好的人際關係、彈性與人際資源（Argyle 
& Lu, 1990），因此在職場上更可能表現良好、擁有較

高的工作績效（Cropanzano & Wright, 2001）。

這 樣 的 研 究 結 果 呼 應 了 擴 張 － 積 聚 理 論

（Fredrickson, 2001）的主張，正向情緒有助於個

體對外部環境的解讀，個體會採用更積極的因應策

略以回應外部需求，且在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中，正

向情緒亦有助於累積個人資源，因而產生正向的後

果。回應到組織情境，工作者對幸福的感受具有跨

界（crossover）的效果，幸福的員工會正面解讀工

作要求，可能將其視為挑戰，採用問題導向的因應

策略，並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同步累積更多的個人資

源，進而創造高績效的工作結果。這項結果也映證了

Cropanzano與Wright（2001）和Diener（2008）的研究

成果，顯示幸福不只是高績效可能產生的結果，同時

也是高績效的前因；也就是說，幸福快樂的員工更可

能產生良好的績效。

（三）以工作投入模式檢視工作態度的調節 
作用

本研究以「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做為「工

作態度」之指標，試以一個整合的角度論述員工對工

作持有態度的不同，的確會調節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

間的關係。簡言之，人們對工作與組織抱持的整體態

度、評價，在幸福感與工作績效的關係中有正向的調

節效果存在。

整合以上所述，個人的幸福感受為其對整體生活

所作的主觀評價，當其愈滿意生活品質，並且擁有較

高的正向情緒時，一般而言在工作上的表現會愈佳。

然而，由於工作與職場在整體生活中僅扮演部分角

色，因此即使是相同幸福感程度的人，也會因為對工

作秉持著不同的態度、在工作上有不同的心理動力，

而產生不同的工作績效；亦即，當員工對整體的工作

評價較高，喜歡並忠誠於其組織而願意付出努力時，

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間的正向關聯便會得到強化的作

用，而更容易產生良好的績效表現。

本研究結果驗證了工作態度能調節快樂與生產

力之關聯，呼應了Bakker與Demerouti（2008）提出

的「工作投入模式」：當員工將工作視為一種使命

（calling），全心投入且樂在工作，這樣的內在動機

會強化正向情緒與個人資源對工作表現的影響。他們

認為工作投入是透過投入的跨界效果（crossover of 
engagement）與正向情緒的感染（emotion contagion）
來提升工作績效。Bakker、Schaufeli、Leiter及Taris
（2008）的實徵研究更驗證了這樣的效果不僅能提高

工作者本身的工作表現，長期也會對周遭同事產生正

向影響，亦即對工作抱持正向態度的工作者，藉由態

度與行為表現，會使同事受其感召進而效法，更加投

入工作，能提升團隊工作績效。

（四）企業如何增加快樂的員工

本研究發現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及幸福感間

皆有顯著正向關聯，再次驗證了過去學者的研究結果

（Eisenberger et al., 1990）。根據交換理論及期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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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當員工知覺組織給予的關懷愈多、重視其貢獻並

予以回報時，員工便會對組織產生責任感，並有較大

的動機提升工作努力以求組織回報，因此帶來更良好

的工作績效。

除此之外，知覺組織支持亦會影響員工的幸福

感。由於幸福感為每個人主觀的心理感受，個體對於

相同的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認知與影響，因此採用如

「知覺組織支持」這種主觀的心理指標，相較於其他

客觀指標會有較好的預測力（陸洛，1998）。本研究

將組織支持視為工作者在職場中獲得的社會支持，當

工作者在職場中受到組織的關心，得以提升尊嚴與自

我價值，便可降低其在職場中的負向情緒、壓力與緊

張感（George et al., 1993; Leather et al., 1998），因此

隨著員工感受到的組織支持程度愈高，其幸福感受亦

隨之上升。此結果證實外在環境會對人們的幸福感受

有所影響（Wright & Cropanzano, 2004），顯示人們在

工作場所中經歷的正向生活事件（如：得到組織的關

懷與支持），有利於幸福感的提升（陸洛，1998）。

一般而言，學者認為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後果

變項間的關係，主要是透過社會交換、社會情緒需求

的滿足、及績效－獎酬預期等心理機制的中介運作，

本研究則發現知覺組織支持亦會透過幸福感的中介機

制，影響工作績效的良窳，證實了幸福感在知覺組織

支持與工作績效的關係中，扮演了部分中介的角色；

亦即，知覺組織支持帶來的績效提升，有部分原因是

源自員工的幸福感提升，再進一步影響到工作績效。

整合以上，本研究不僅證實了知覺組織支持能

夠分別為員工帶來較高的幸福感與工作績效，同時亦

發現了幸福感在「知覺組織支持－工作績效」關係中

的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說，當員工感受到組織的關

懷與支持，並且相信有困難時組織會伸出援手給予協

助，這位快樂、滿足、擁有安全感的工作者，不僅會

抱持著回饋組織的責任感努力工作以獲得期望的報

酬，還會擁有更豐富良好的人際關係與資源，以及更

專注充沛的心思得以運用在工作上，進而創造良好的

績效表現。

（五）研究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的樣本多為教育程度高

（大專以上佔86.5%）的員工，服務於電子資訊科技產

業或服務業，因此本研究結果將較適用於這些第三級

產業的組織、素質較高的工作者；而至於第一、二級

傳統產業的工作者，可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加以驗證

其幸福感受對工作績效是否有相同的影響。

本研究的調查採自陳式問卷，可能產生共同方法

變異之疑慮。據此，本研究以事前防範與事後檢測之

雙重處理模式。在事後檢測的統計控制上，儘管本研

究測量模式與其它模式相比，適配指標值均較好，我

們也僅能說明共同變異的影響較低，但無法完全排除

同源偏差效果，故讀者仍應審慎解讀研究結果。

此外，不同組織的管理者應採用不同的方式來

提升員工的知覺組織支持程度，因為不同產業或組織

的員工在乎的需求會有所不同，例如：服務於金融服

務或科技電子資訊產業的員工，通常教育程度較高，

因此他們追求的不只是低層次需求的滿足（如：生理

需求、金錢、安全需求），而更在乎高層次需求（社

交、自尊與自我實現）。因此身處於這些產業的組

織，大多採取責任制或目標管理的方式管理員工，便

是希望在員工可自由運用時間的情況下，有更大的彈

性、更適合自己作息的方式來完成目標。透過這些自

由空間、授權，或者其他心理上的關懷，將更可滿足

員工高層次的需求、提高其幸福感，也促使他們更樂

於工作、提升績效。反之，在較傳統、或員工教育程

度較低的產業中，組織提供支持的方式則可能多從物

質獎勵的層面著手。這些員工較適合跟隨明確的規

範，按照標準程序逐步完成工作，在達成目標後接受

獎勵，而非給予過多的空間，反使其無從措其手足。

因此，組織應考量員工的背景與需求，透過不同的方

式來提升員工知覺組織支持的程度，進一步提升員工

幸福感及工作績效。

（六）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全職工作者為對象，檢視快樂與生

產力的關聯，並探討工作態度的調節作用。結果顯示

幸福感對工作績效有預測效果，而工作態度對幸福感

與工作績效有顯著調節效果，亦即正向的工作態度會

強化幸福感與工作績效之正向關聯。此外，知覺組織

支持可提升員工的幸福感，而幸福感則為知覺組織支

持與工作績效的中介機制。

創造快樂的勞動力是現代組織的重要管理課題

之一，此外如何讓員工有正面的工作態度亦有助於提

升工作績效。組織可從三方面著手建構快樂的勞動

力：招募甄選、訓練發展與組織制度。招募甄選是人

力資源的第一關，如何挑選到優質的人力資源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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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有決定性的影響。研究顯示個人的快樂與正向

特質是持久且穩定不易改變的（Lu, 1999; Wright & 
Cropanzano, 2004），故組織若能運用適當的甄選方

式，挑選具有正向特質的員工，必然對組織的職場健

康與競爭力有所助益。此外，僅管有研究顯示正面特

質是穩定且不易改變的，然透過學習仍可協助員工習

得樂觀的評估與建設性因應壓力的方法，故組織可設

計相關的訓練發展方案，協助員工以正面的態度面對

工作上的挑戰。最後，在組織制度上，如本研究所

示：知覺組織支持能顯著提升員工的幸福感，據此組

織可以設法讓員工感受的組織的關心、重視員工提出

的意見、在員工需要的時候給予適當的協助，來提高

員工知覺的組織支持。實際的作法可有：提供適當的

薪資與福利制度，在物質酬償之外為員工建立安全

感，讓其生活不虞匱乏並對未來有明確方向；適當地

授權員工，讓其有掌控或決策的機會得以發揮專長並

得到認同；建立創意提案或意見申訴的管道，確保管

理高層與員工之間溝通無礙，適時給予回饋以讓員工

感受到組織對其的重視；設定恰當的目標，維持適度

的工作挑戰或多樣性，讓員工得以從績效達成的過程

中獲得成就與自尊滿足。企業希望招募及培育優秀的

人才以提升競爭優勢，但在選用人才後也莫忘維持重

要的人力資產，致力打造良好的工作環境與制度，將

員工的幸福指數視為績效與利潤的來源，在鞏固企業

與人才的競爭力時尋求共同的最適解，創造兩者的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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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問卷題項

1. 工作績效

(1) 工作的數量

(2) 工作的質量

(3) 出勤率

(4) 專業知識

(5) 與同事之間的關係

2. 知覺組織支持

(1) 公司相當重視我的目標和價值

(2) 公司相當重視我的福利

(3) 公司會在我需要幫助時伸出援手

(4) 公司會在意我所提出的意見

(5) 如果坦承自己的過錯，公司會願意原諒我

(6) 當我需要特殊協助時，公司會願意提供幫助

(7) 公司對我一點也不關心

(8) 如果有機會的話，公司會想要佔我便宜

3. 組織承諾

(1) 我非常樂意在這家公司渡過餘下的工作生涯

(2) 我真的覺得公司的問題就是我個人的問題

(3) 我不覺得自己是公司「大家庭」中的一員（反向）

(4) 我對這家公司沒有什麼感情（反向）

(5) 這公司對我個人來說有重大的意義

(6) 我對這公司沒有強烈的歸屬感（反向）

4. 工作滿足

(1) 整體而言，我不喜歡我的工作（反向）

(2) 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的工作

(3) 整體而言，我喜歡在這裡工作

5. 幸福感
(1) 我覺得生命：

□沒有意義、沒有目標 □有意義、有目標 □很有意義、很有目標 □非常有意義、非常有目標

(2) 我過去的生活：

□並沒有特別愉快的記憶 □有一些事情是愉快的 □所有事情似乎都是愉快的 □所有事情都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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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覺得自己：

□不快樂 □快樂 □相當快樂 □快樂得不得了

(4) 我對現在生活中：

□沒有任何事感到滿意 □一些事感到滿意 □大部分的事感到滿意 □每一件事都很滿意

(5) 我對未來：

□不樂觀 □有些樂觀 □樂觀 □充滿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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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Happy Workers More Productive? 
The Dual Influences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Work 

Attitudes

Hui Yen Lin,1 Luo Lu,1 Pei Yu Wu,2 and Wan-Yu Wu1

1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urp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y employees and high performance is one of the most venerable research 
topics in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The present study took the vantage poin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o re-
evaluate this presumed linkage, applying the broaden-and-build theory to examine the affects of happiness. Moreover,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positive work attitudes were also examined in line with the work engagement model. Method: 
Using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a diverse sample of 598 full-time Taiwanese employees. Result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ed that happines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job performance, and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had also a positive effect on happiness. Moreover, both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job performance. Conclusion: We thus suggested that 
organizations and managers can take three approaches to build a happy workforce: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nd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happiness, job performance,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