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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部屬知覺主管轉換型領導行為（包含激勵鼓舞與智性啟迪）
與部屬之工作壓力（包含工作要求壓力、缺乏自主性壓力以及主管壓力）以及主
管滿意度間的關聯，並進一步探討部屬的人格特質中之開放性、神經質、勤勉正
直性，能否調節主管轉換型領導行為與後果變項的關聯。本研究以台灣北、中、
南三地區全職工作者為樣本，進行結構性問卷施測，共回收 310 份有效問卷。研
究結果顯示，主管之「激勵鼓舞」與部屬的工作壓力有正向關聯，主要是「工作
要求壓力」和「主管壓力」；主管之「智性啟迪」行為與部屬的「工作要求壓力」
有正向關聯，但與「缺乏自主性壓力」及「主管壓力」有負向關連，並與「主管
滿意度」有正向關連。在調節作用方面，「開放性」人格特質強化了智性啟迪與
工作要求壓力的正向關係，但可弱化智性啟迪與缺乏自主性壓力的負向關係；「神
經質」人格特質會強化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與工作要求壓力的關聯，並也弱化了
領導行為與主管滿意度的正向關係；而「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能緩和激勵鼓舞
的領導行為與工作要求壓力的正向關係。
關鍵字：轉換型領導、部屬工作壓力、主管滿意度、人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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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uperviso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behaviors and subordinates’ work stress and supervisor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job consequences.
The purposiv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surveys with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among full-time workers in Taiwan. A total of 310 participants returned
valid responses for further analysi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behavior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was positive related to work
overload stress and stress from supervisors. The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behavior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was positive related to work overload stress, negatively
related to lack of autonomy stress and stress from supervisors,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subordinates’ satisfaction with supervisors. We also found that personality traits cou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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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subordinates’ work
stress. Openness to experience could buffer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lack of autonomy stress, but exacerb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work overload. Neuroticism could
exacerbate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work overload,
but buff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supervisor
satisfaction. Finally, conscientiousness could buff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pirational motivation and work overload.
Keyword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subordinates’ work stress, supervisor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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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領導議題一直都是有趣又受人關注的焦點。領導現象也自古有之（Bass,
1990）
，然而時至 1930 年代初期起，學者們才開始對領導進行有系統的研究（House
& Aditya, 1997）。不論是 1930 到 1950 年的「特質論」（the Leadership Trait
Paradigm）」
、1950 到 1960 年中期的「行為論」
（the Leadership Behavior Paradigm）
、
1960 與 1970 年中期間的「權變論」（theories of the Contingency Paradigm），以及
1970 年代中期之後的「新型領導理論」（theories of the Neocharismatic Leadership
Paradigm or the New Leadership theories）（Bryman, 1993），都致力於尋找與辨認
出有效的領導要素。其中新型領導理論综合了各家領導理論的元素，包含特質、
行為、歸因與情境等（Yukl & Van Fleet, 1992），許多以新型領導理論為基礎的研
究已指出，這樣的領導行為不但能大幅提高部屬的工作動機、承諾感，也能使組
織獲致高於平均水準以上的績效，在組織遭逢危機與面對不確定性高的情境時尤
其如此（House, Spangler & Woycke, 1991; Pillai & Meindl, 1991; Waldman, House &
Ramirez, 1996; Waldman, Ramirez & House, 1996）。
新型領導理論基本上包含了 1976 年的魅力領導理論（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轉換型領導理論（Theory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魅力領
導的歸因理論（the Atributional Theory of Charismatic Leadership）、願景理論（the
visionary theories ） ， 以 及 領 導 的 價 值 基 礎 理 論 （ the Value Based Theory of
Leadership）（House & Aditya, 1997）。1989 年 Bass 與 Avolio 操作化轉換型領導、
交易型領導，並發展出多因子領導量表（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
之後，轉換型領導的構念已趨完備，並且幾乎涵蓋了上述新型領導之意涵，Bass
（1997）也不諱言，轉換型領導裡就包含了魅力領導。轉換型領導、魅力領導和
願景領導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為它們都與追隨者在情感面向的後果變項有關，
也都強調領導者行為是具象徵性、訴諸部屬情緒，並且是能喚起高度動機的領導
方式（House & Shamir, 1993）。比起其他新型領導理論，轉換型領導的構念豐富、
完備且具可操作性，因此本研究順應領導理論的發展至此，亦與時俱進，將探討
轉換型領導與台灣工作者之工作後果的關係。
根據黃敏萍（2003）統計，台灣學術期刊有關組織領導議題之研究已累計超
過 1000 篇以上，但對於當代領導理論的討論較少，又以學校研究出現最多，企業
研究則較少，其中被黃所引述的文章中，魅力領導的文章有 2 篇，轉換型領導的
研究才僅 1 篇。於是，研究者再次搜尋國內中文電子期刊引擎 CEPS，以更新統計，
具體了解現況。結果發現，國內以轉型或轉換型領導為題的學術文章已有 39 篇，
但仍多在學校教育的範疇下討論，其中又以觀念討論性文章占多數，關注企業管
理實務類文章很少，僅 6 篇，顯見轉換型領導與工作後果間的關係還有待管理學
界持續關注與討論。轉換型領導理論一直以來在西方文化下以個人主義為前提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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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甚少觸及其他文化價值的觀點與立場（House & Aditya, 1997; House, Hanges,
Ruiz-Quintanilla, Dorfman, Javidan, Dickson & Associates, 1999），相對生活在集體
主義社會的台灣工作者，轉換型領導會對其工作後果產生什麼影響？是否為其喜
愛與接受？值得觀察，也有探討的必要。故此，我們暫以客位（etic）立場，沿用
西方概念與量表進行研究。
回顧文獻，轉換型領導因為領導內涵豐富完整，也已證實可提高被領導者的
工作表現，並使其展現更多有利組織的正向行為，受到學界與實務界多方推崇，
但就如 Bass（1985）所言，在轉換型領導「轉換」部屬的過程中，雖然常常能激
勵部屬的動機與投入感，然而卻無視於此種轉化過程是否會對部屬形成負面的影
響。台灣工作者普遍工作負荷重、工時又長，轉換型領導方式是有效領導工作者
解決了工作上的問題，降低了工作者的工作壓力，還是成了領導者督促績效表現
的工具，反而增長了工作者的工作壓力？研究者發現，對於轉化過程是否對部屬
造成負面影響，轉換型領導與負面工作後果的關係在過去研究中確實鮮少討論。
另外，轉換型領導方式是否受部屬青睞？本研究將透過納入主管滿意度此變項來
觀察，若是可提高對主管的滿意程度，將代表轉換型領導可為領導者加分，部屬
的接受度也越高。故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實徵研究來回答以下問題，1.轉換型領導
（行為）與工作壓力之關係為何？2.轉換型領導（行為）與主管滿意度之關係又為
何？。而有鑑於不同人格特質的部屬，在各種領導行為下可承受工作壓力的程度
應不同，對於主管的滿意程度也有可能不同，因此本研究將納入人格特質為調節
變項，觀察不同人格特質的部屬於領導行為與工作壓力、主管滿意度間的調節作
用。因此本研究還有第三個目的，即探討人格特質於轉換型領導（行為）與工作
壓力、主管滿意度間的調節效果。

二、文獻探討
2.1 轉換型領導行為
轉換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是近年來熱門的領導議題。本質上，
它是一種藉由提出更高的理想及價值來激發部屬內在動機（Burns, 1978），引發部
屬於動機、情感與發展上的高層次需求，並設法迎合的領導方式（Bass, 1998），
也是藉由擁有領導魅力的領導者，以激發部屬的才智、給予部屬個別的關懷（Bass,
1985），最終影響組織成員，使其在心理狀態與態度上產生重大改變，並對組織
目標或使命建立承諾的領導方式（Yukl, 1989）。相對於透過外在獎勵來激勵部屬
的領導者，轉換型領導會創造願景，運用領導魅力來激勵部屬的內在潛力及動機，
提高部屬自我實現的需求，進而提昇部屬的工作士氣，達成組織的目標與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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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型領導基本上包含四項特質：1.魅力（charisma）或理想化影響（idealized
influence）：這是指領導者懷有願景及使命感，並具有自信（self-confidence）、自
尊（self-esteem）的特質，可展現個人魅力來得到成員的尊敬與信賴，進而激勵部
屬的內在動機，提升部屬完成組織目標的使命感。2.激勵鼓舞（inspirational
motivation）：即領導者會藉由演說、喊話等方式將願景傳達給部屬，與部屬建立
共同目標，同時藉由情感上的鼓舞激發部屬的熱忱與樂觀，讓部屬相信自己能表
現得比預期的更好。3.智性啟迪（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領導者會鼓勵部屬質
疑預設、挑戰現狀，從不同的角度重新解析問題，以客觀的方式運用思想、創造
力，為問題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法，智性啟迪可以提升部屬獨立解決問題的能力。
4.個別關懷（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領導者會注意部屬的需求、展現同理
心，了解、接受部屬的個別差異、特殊才能，並給予部屬個別的協助和指導，使
部屬能順利成長與發展（Bass & Avolio, 1994）。
在這四個「轉換型領導」的特質中，「魅力」最難藉由後天訓練所培養，一
個沒有「魅力」的領導者，很難藉由任何努力而變得「有魅力」；「魅力」也很
難用外在行為來定義，因為魅力本身的定義就包含了「受人尊敬」、「受人愛戴」，
所以我們很難觀察到領導者發揮「魅力」的動態過程，而只能觀察到一個有魅力
的領導者「受人尊敬」的結果。相對之下，其他三個特質雖然也不容易藉由訓練、
學習而產生，但這些特質所展現出來的「行為」卻是可以學習的，例如一個本來
不具備「智性啟迪」特質的領導者，可以藉由要求部屬「從不同角度思考問題」
來試著激發部屬的智力；當然，這種不是發自內心的行為很可能反而造成反效果，
不過這樣的訓練至少可以提供領導者具體且明確的努力目標。
由於本研究希望研究結果能夠具體幫助領導者獲致領導成效且對主管訓練發
展有實際幫助，因此會聚焦在「魅力」以外的特質上。而「個別關懷」的特質，
由定義可以推論這個特質只有在極少的情況下會對部屬產生不良的影響，而且這
個特質理論上也不會因「不同部屬」而有不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也不納入「個
別關懷」。換言之，本研究將著重探討轉換型領導中「激勵鼓舞」及「智性啟迪」
行為的影響。

2.2 工作壓力及其構面
陸洛（1997）認為工作壓力是在個人與環境交互作用中產生的，並且工作壓
力是一個主觀的、個體化的現象。Beehr 與 Newman（1978）認為工作壓力是與工
作相關之因素和工作者交互影響，使工作者的身心狀況產生改變，失去正常功能
時產生。另外，Caplan 與 Jones（1975）認為工作壓力是工作環境中的某些因素對
工作者造成脅迫的現象；Cox（1993）定義工作壓力是一種心理狀態，他進一步主
張工作壓力是個人認知到工作要求與個人處理工作要求的能力不平衡時所產生。
從學者們對工作壓力的定義可知，工作壓力主要有兩個面向，一是受壓的一方，
也就是受壓者，另一是使受壓者感受到壓力的壓力源，其中壓力源來自受壓者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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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環境。在壓力源與受壓者產生交互作用後，受壓者可能會產生心理上主觀、
個體化的壓力感受，也可能產生生理上的變化，影響工作表現，這樣的過程就是
「工作壓力」之本質。
陸洛（1997）提出統合性工作壓力模式，將工作壓力源劃分成兩大構面：「工
作內因素」及「工作外因素」。「工作內因素」包含四大項：1.工作本身的主要因
素，包括工作任務、工作角色及工作酬賞；2.工作中的社會關係，可再細分為組織
外及組織內的社會關係；3.生涯發展因素，包含工作發展性、工作與生涯目標的符
合性，以及個人在工作中所得到的成就感和肯定；4.組織結構與氣氛，包含組織制
度及組織文化等。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主管領導行為對部屬工作壓力、主管滿意
度的影響，屬於工作內之範疇，故暫不贅述「工作外因素」之內涵。另外，本研
究所聚焦之主管領導行為與部屬感受之關聯，也與「生涯發展因素」及「組織結
構與氣氛」較無直接關係，因此只考慮「工作內因素」中的前兩項：「工作本身
的主要因素」及「工作中的社會關係」。
在工作本身的主要因素方面，由 Krasek（1979）的「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中可知，工作要求（demand）以及控制程度（discretion）
是兩個與壓力相關的重要指標，因此本研究使用「工作要求」（來自工作要求壓
力源造成的壓力），以及「缺乏自主性」（來自缺乏自主性壓力源造成的壓力），
兩個工作壓力源作為工作壓力之構面。而在工作中的社會關係方面，由於直屬主
管是在完成任務過程中最直接給予受壓者工作壓力的一方，因此本研究選擇探討
代表上下關係的「（直屬）主管壓力」（來自主管壓力源造成的壓力）做為工作
壓力的第三個構面。

2.3 轉換型領導行為與後果變項之關聯
西 方 研 究 已 證 實 轉 換 型 領 導 者 是 有 效 能 的 領 導 者 (Lowe, Kroeck, &
Sivasubramaniam, 1996; Podsakoff, Mackenzie & Bommer, 1996; Yammarino,
Spangler & Bass, 1993)。然而轉換型領導與工作者工作壓力的關係為何，過去研究
則少有提及。回顧文獻，Lyons 與 Schneider（2009）曾以實驗法比較轉換型領導
與交易型領導兩者的效能，在有壓力的任務情境下，轉換型領導要比交易型領導
中的例外管理領導方式有效，在轉換型領導下受測者也可得到更多的社會支持，
並能展現出更多與任務特性相關的自信心（task-specific self-efficacy）。雖然 Lyons
與 Schneider（2009）的研究不在真正的工作情境中進行，並且實驗對象為大學生，
但可以發現在有壓力的情境下，轉換型領導似乎使得個人的抗壓性提高，因而能
表現出較好的成效。Sosik 與 Godshalk（2000）則直接從師徒關係探討導師領導風
格與學徒工作壓力的關聯，結果發現，導師的轉換型領導風格與學徒工作壓力有
著顯著的低度（標準化路徑係數為-.08）負向關係，不過由於沒有個別檢視轉換型
領導的四個構面與工作壓力的關係，於是未能了解轉換型領導的各種行為如何都
與工作壓力有負相關。不過 Seltzer、Numeroff 與 Bass（1989）倒是在實徵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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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轉換型領導中的魅力與個別關懷的行為能夠降低部屬的工作壓力，這個結
果也間接支持了本研究欲從激勵鼓舞、智性啟迪來觀察其與工作壓力關係的研究
角度。另外，國內一項針對國小校長轉換型領導與體育教師工作壓力間關係的研
究表示，轉換型領導各構面（魅力領導、願景提出、智力啟發、個別化關懷）與
教師工作壓力各構面（與學校關係、學生學習、角色衝突、工作負荷、學生管教、
專業發展）皆有顯著的負相關（戴興豪、周麗華，2006），但此份研究卻因缺乏
假設推導與進一步的因果驗證程序，前述的發現仍待更嚴謹的檢驗。
轉換型領導者總是透過情感或情緒上的喊話，給部屬注入活力（Yukl,1998），
像是主管「激勵鼓舞」的行為，例如提出願景、熱烈地規劃未來美景等，可以凝
聚團體動力，正面地發揮眾志成城之志，藉此提高士氣，同時開展部屬們的精神
層次，為部屬編織工作前景，以增強目標達成的可能性。因為轉換型領導能令部
屬相信自己可以達到既定目標，於是部屬努力的意願會提高，也能夠獲致好的績
效（Shamir, House, & Arthur, 1993）。而當部屬的信心與工作意願被提升，看待工
作的態度可以更正面，也能積極應戰，於是適應工作壓力的能力也會提高。再者，
透過激發團隊精神，能夠讓部屬在原本充滿壓力的情境下轉換心情，將壓力轉化
為成長的機會（Bass, 1998; Sosik & Godshalk, 2000），因而也降低了對工作壓力的
感受。而主管「智性啟迪」的行為，例如鼓勵部屬多方思考問題、質疑傳統的行
事方法、會廣納建言等，由於強調有效溝通、包容與接受部屬表達意見，因而可
能使部屬的約束和工作阻礙降低，在工作得以順利進行後，於是可能降低部屬的
工作壓力。同樣地，在這樣鼓勵員工發展個人能力的氛圍下，部屬將更勇於接受
困難，並將困難或壓力視為有意義的挑戰（Shamir et al., 1993），因而降低了工作
壓力的感受程度。類似地，實徵研究也發現，轉換型領導可以降低部屬的挫折感
受程度（McColl-Kennedy & Anderson, 2002）。
過去許多研究已指出轉換型領導與工作滿意度有關。Bass 與 Avolio（1997）
發現轉換型領導與較低的離職率、較高的生產力及較高的工作滿意度有關。Ingram
（1997）則認為轉換型領導者可以讓部屬超越物質層面的需求，進而追求自我實
現，因此會增加部屬的工作滿意度。而在實徵研究上，Medley 與 Larochelle（1995）
以 122 位護理人員為樣本，發現轉換型領導和工作滿意度間呈現正相關。
Dono-Koulouris（2003）也以 500 位教師及 50 位校長為樣本進行研究，發現轉換
型領導與教師工作滿意度有顯著正相關，同樣地，Yammarino 與 Dubinsky（1994）
針對藥品銷售人員進行研究發現，轉換型領導和銷售人員的工作滿意度間亦呈現
正相關。
主管滿意度通常為工作滿意度的構面之ㄧ，當主管越展現「激勵鼓舞」的領
導行為，像是越投入工作，熱烈地規劃願景等，將提高部屬看待工作的重要性，
同時認為在有遠見的主管帶領下，他們的工作不但有保障也前景看好，於是不僅
對工作滿意度高，也會將職涯的發展冀望於主管身上，在主管越是對工作積極，
符合部屬的想像，部屬對主管的滿意度也會提高。再者，當主管越展現「智性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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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的領導行為，也就是主管願意與部屬溝通、鼓勵部屬思考且開放性高時，部
屬能夠於工作中揮灑的空間於是變大，不僅會對工作滿意度提高，也會因為感知
主管的包容與親和力，提高對主管的滿意度。Bass（1990）認為運用轉換型領導能
和部屬保持較好的關係。
於是推論轉換型領導應該可以減輕部屬的工作壓力，並提升部屬的主管滿意
度，據此提出：假設 1，轉換型領導行為（激勵鼓舞、智性啟迪）與部屬之工作壓
力（工作要求壓力、缺乏自主性壓力、主管壓力）成負相關，以及假設 2，轉換型
領導行為（激勵鼓舞、智性啟迪）與部屬的主管滿意度成正相關。

2.4 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
人格特質可做為判定個人與他人差異的一組持久及穩定的特質（Day, 1989）。
Cattell （1943）認為人格特質共有 16 個基本因素，Norman（1963）則在檢驗 Cattell
的程序後，宣稱五因素模式是最合理的人格特質組合，之後 Goldberg（1981）正
式命名五因素模式為「大五人格」（Big Five Model），而目前最被廣泛接受的版
本是 Costa 與 McCrea（1987）所提出的分類法，分別是開放性（openness）、勤
勉正直性（conscientiousness）、外向性（extraversion）、親和性（agreeableness）
以及神經質（neuroticism）。本研究認為，不同人格特質的部屬可能對主管的轉換
型領導行為產生不同的解讀，因而其看待與承受工作壓力的程度也會不同。其中
與三種人格特質可能較有相關，分別是開放性、神經質，以及勤勉正直性。
首先，傳統上開放性的概念有兩種，即文化（culture）與才智（intellect），
前者指對藝術與科學的鑑賞，以及對社會價值的自由、批判的態度，後者則是學
習與理解的能力（McCrae & Costa, 1997）。開放性也代表個人是具創造力、自省
力、富於想像力、富於機智的（resourceful），以及有洞察力的（John & Srivistava,
1999）。高開放性者被認為在情緒上是敏感的，而在才智上是充滿好奇的（McCrae,
1996），他們擁有彈性的態度並熱衷多元思考（McCrae, 1994）。從主管的人格特
質來看，Judge 與 Bono（2000）發現開放性人格與轉換型領導有關。因為他們富
創造力，於是可能展現智性啟迪的行為，同樣地，因為他們具想像力與洞察力，
於是可能展望組織未來的願景，也容易展現激勵鼓舞的行為（Bono & Judge,
2004）。由此看來開放性高的主管似乎容易展現「激勵鼓舞」及「智性啟迪」的
領導行為，也就是會給予高標準的目標以鼓舞、提出願景以追隨，並且鼓勵部屬
從不同角度思考問題、解決問題。而相對地，若部屬是開放度高者，則因為他們
的想像力高且喜歡嘗試新的方法，因此也較能欣然接受主管的願景鼓舞與激勵，
由於願意接受挑戰的程度和適應力可能較高，於是不會感受到工作壓力，還可能
提高對主管的滿意度；反之，一個開放度低的部屬不喜歡從新的角度看問題，也
可能視願景和標準為工作負荷，因此主管的要求可能反而會增加部屬的工作壓
力，也減少了對主管的滿意度。於是提出假設 3，開放性人格特質會強化轉換型領
導行為與工作壓力之關係，也會強化轉換型領導行為與主管滿意度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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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是神經質人格，神經質者傾向從負面的角度來看世界，也容易經驗情緒
的低潮與痛苦，相對地，神經質低者則是冷靜、溫和與隨意的（Bono & Judge,
2004），而根據 Costa 與 McCrae（1992），神經質者也容易經驗負面的作用，例
如害怕、悲傷、罪惡感和憤怒。Bass（1985）認為神經質高者較不可能嘗試去領導
人，也傾向使自己免於被領導。因此一個神經質高的部屬，可能會對主管所有的
額外要求感到緊張、壓力，因此當主管想要激勵部屬的智力或工作動機時，神經
質高的部屬可能反而會增加工作壓力並減少對主管的滿意度。故提出假設 4，神經
質人格特質會弱化轉換型領導行為與工作壓力之關係，也會弱化轉換型領導行為
與主管滿意度之間的關係。
最後是勤勉正直性，勤勉正直性人格最常在工作心理研究中被提及（Bono &
Judge, 2004），勤勉正直性高者是謹慎、勤奮、自律、靈巧且有組織的，且具有高
度的工作方向感，也就是知道自己要做什麼，並且會努力工作達成目標者（Costa &
McCrae, 1992）。因此當主管出現「激勵鼓舞」與「智性啟迪」行為，以鼓勵部屬
提高標準、想辦法解決問題時，勤勉正直性高的部屬因為容易理解主管提出的願
景，也不會逃避工作，於是可能視工作壓力為挑戰而降低壓力感受，另外，因為
期待美好願景的達成，尤其提出的願景與自己的工作目標一致時，對主管的滿意
度也會提高。反之，勤勉正直性低的部屬因為比較不喜歡努力工作及挑戰，所以
當領導行為是提高工作要求時，反而容易感受到壓力，並減少對主管滿意度。於
是提出假設 5，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會強化轉換型領導行為與工作壓力之關係，也
會強化轉換型領導行為與主管滿意度之間的關係。

三、研究設計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部屬知覺主管轉換型領導行為（包含激勵鼓舞與智性啟
迪）、部屬之工作壓力（包含工作要求壓力、缺乏自主性壓力以及主管壓力）與
主管滿意度的關係，以及部屬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研究架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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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

控制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年數
婚姻狀況
組織年資
職位

1. 開放性
2. 神經質
3. 勤勉正直
H3~H5
轉換型領導行為
1. 激勵鼓舞
2. 智性啟迪

H1

工作壓力
1. 工作要求
2. 缺乏自主性
3. 主管壓力
主管滿意度

H2

3.2 研究對象

圖 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全職工作者為樣本，進行結構性問卷施測。由於隨機取樣
非常困難，故改採便利取樣，但儘量選取不同行業、不同組織、不同管理位階、
不同專業背景、不同年齡（家庭周期）的受訪者，以力求樣本之異質性。研究者
透過人際網絡及多所大學之在職進修學生，在北（台北、桃園、新竹）、中（雲
林、台中、彰化）、南（台南、高雄）共發出 350 份問卷，回收 310 份有效問卷，
有效回收率為 88.5%。
本研究之有效樣本有男性 121 人（39.2%），平均年齡為 33.77 歲（SD = 8.06），
平均受教育年數 16.31 年（SD = 1.67）
，大學教育程度者最多，計有 198 人（64.3%）
。
另外，樣本中單身者較多，有 167 人（53.6%），在組織年資方面，平均組織年資
6.13 年（SD = 7.04），非主管者多，計有 237 人（77.2%）。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問卷研究法，針對主要研究變項採用合適的量表加以量測，其中
主要研究變項包括「轉換型領導行為」（「激勵鼓舞」與「智性啟迪」）、「工
作壓力」、「主管滿意度」、「人格特質」等。而「人口學變項」的部分，包含
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組織工作年資、職階等六項背景變項的調查。
本研究之結構性問卷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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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轉換型領導行為
本研究轉換型領導行為的構面有二：激勵鼓舞與智性啟迪。採用 Avolio 與 Bass
（2002）編製的「多因子領導量表」（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測量，
每一構面 5 題，依部屬知覺直屬主管行為符合問項的程度來回答。激勵鼓舞方面
的問項如：「他/她會滿腔熱情地談論我們的工作」、「他/她會勾勒出一幅動人的
願景」、「他/她會對我們設定高標準」等。智性啟迪方面的問項如：「他/她會強
調質疑彼此解決問題的策略是重要的」、「他/她會鼓勵我們去重新思考從未被質
疑過的想法」、「他/她會從許多不同的角度來看問題」等。皆採 5 點量尺計分（1
= 非常不符合，5 = 非常符合）
，兩個構面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s α 均為.84。

3.3.2 工作壓力
工作壓力測量三個構面：工作要求、缺乏自主性、主管壓力。工作要求構面
採用 Spector 與 Jex（1998）編製的 QWI 量表（Quantitative Workload Inventory）
測量，共有 5 題，主要測量個人在工作步調（pace）和工作量（volume）上的感受，
問項如：「我工作的時間總是不夠用」、「我有很多工作要做」等。採 5 點量尺
計分（1 = 從未如此，5 = 總是如此），分數越高，表示工作要求壓力越高，此構
面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s α 為.86。
缺乏自主性構面採用 Hackman 與 Oldham（1975）編製的「工作診斷調查量表」
中的「自主性分量表」（Job Diagnostic Survey-Autonomy subscale），共有 3 題，
主要在測量個人在工作上能將想法和判斷付諸實施的自由度與獨立性，問項如：
「在工作上我能把個人的想法和判斷付諸實施」、「我能自己決定如何進行工作」
等。亦以 5 點量尺測量（1 = 從未如此，5 = 總是如此），經反向計分後，分數越
高，表示缺乏自主性壓力越高，此構面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s α 為.86。
主管壓力構面則使用自編題目「與直屬主管相處，我會覺得有壓力」與「與
直屬主管相處，我會覺得緊張」共 2 題，主要在測量受測者與主管相處時，是否
會緊張或感受到壓力，以 5 點量尺計分（1 = 從未如此，5 = 總是如此），分數越
高，表示來自主管的壓力越高，此構面的內部一致性信度 Cronbach’s α 為.91。

3.3.3 主管滿意度
主管滿意度在測量受測者對主管的滿意程度，使用自編題目「我與直屬主管
互動的滿意程度」，以 5 點量尺計分（1 =非常低，5 =非常高），分數越高，表示
員工對於主管的滿意程度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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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測量三個構面：開放性、神經質及勤勉正直性。所有題目皆採 5 點
量尺計分（1 =非常不符合，5 =非常符合），分數越高表示越傾向該人格特質。開
放性構面使用的是 Goldberg（1999）的大五人格量表，測量方法為列出與開放性
人格特質有關的敘述句，例如「我很快就能理解事情」、「我對抽象的議題不感
興趣」（反向題），總共 10 題，包含 3 題反向題，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80。
神經質及勤勉正直性皆使用 Saucier（1994）的「大五人格特質測量」
（Big-Five
Mini-Marker Set），測量方法為列出形容詞，讓受測者選擇這個形容詞與自己的符
合程度。神經質構面有 8 題，其中有 2 題反向題，如：「焦躁的」、「易怒的」，
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74。勤勉正直性構面則有 8 題，其中有 4 題反向題，
如：「務實的」、「有組織計畫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82。
本研究在測量開放性構面時使用了敘述句量表，是因為開放性題項如：「我
很快就能理解事情」、「對抽象議題不感興趣」等蘊藏的意涵不容易以形容詞充
分表達，若以形容詞測量也可能不容易被受測者理解，因此選用敘述句量表來測
量。而神經質及勤勉正直性構面使用形容詞量表，是發現這些形容詞已能清楚表
達特質的意涵，在避免敘述句中的情境可能干擾受測者，使其造成誤會或混淆的
情況下，形容詞量表會是較為準確的測量工具。

四、研究結果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部屬知覺主管轉換型領導行為（包含激勵鼓舞與智性啟
迪）、部屬之工作壓力（包含工作要求壓力、缺乏自主性壓力以及主管壓力）與
主管滿意度的關係，以及部屬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

4.1 研究變項相關分析
人口學變項與主要研究變項之相關 1 方面，自變項「激勵鼓舞」與「職位」達
顯著正相關，表示本身是主管的部屬比較容易感受到其直屬主管「激勵鼓舞」的
特質；「智性啟迪」則與「性別」達顯著正相關，表示男性部屬比較容易感受到
直屬主管「智性啟迪」的特質。依變項的部分，研究結果發現年齡越高、已婚、
資深、擔任主管職的員工，感受到較少「缺乏自主性壓力」，教育程度越高者則
會有較高的「主管滿意度」。與調節變項的相關部分，結果顯示男性、教育程度
較高、擔任主管職者的「開放性」高；男性、年齡越高、已婚、擔任主管職者的
「神經質」傾向低；年齡、教育程度越高、擔任主管職的員工的「勤勉正直性」
較高。

1

請參見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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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變項的關係方面，自變項「激勵鼓舞」與「工作要求壓力」、「主
管壓力」有正相關，與研究假設 1 方向相反，表示主管越是展現出「激勵鼓舞」
的領導行為，員工會感受到較高而非較低的壓力；而「智性啟迪」與「工作要求
壓力」有正相關，與「缺乏自主性壓力」有負相關，顯示主管越是展現出「智性
啟迪」的領導行為，員工會感受到較多的「工作要求壓力」，與研究假設 1 方向
相反，但會有較少的「缺乏自主性壓力」，此與假設 1 方向相符。另外，「激勵
鼓舞」跟「智性啟迪」都與「主管滿意度」成正相關，表示若主管表現出轉換型
領導行為，員工的「主管滿意度」會比較高，假設 2 初步獲得支持。

4.2 轉換型領導行為對工作後果的預測效果
接續以階層式迴歸模式分析轉換型領導行為對工作後果的預測效果。首先投
入人口學變項於迴歸模式的第一層，以控制人口學變項對依變項的影響，接著投
入轉換型領導行為「激勵鼓舞」及「智性啟迪」於第二層，並於第三層檢驗人格
特質的調節效果。
表 1 為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工作要求壓力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激勵鼓舞」
及「智性啟迪」不但沒有降低來自工作要求的壓力，反而提高了工作要求之壓力。
再觀察表 2，以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缺乏自主性壓力。結果顯示「智性啟迪」的領
導行為能夠降低來自缺乏自主性的壓力。再由表 3 觀察，此時依變項為主管壓力。
結果顯示「激勵鼓舞」的領導行為反而容易使部屬感受到來自主管的壓力，但「智
性啟迪」的領導行為卻可以降低來自主管的壓力。於是假設 1 只有部分成立。表 4
為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主管滿意度之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只有「智性啟迪」的
領導行為可以有效增加對主管的滿意程度。於是假設 2 亦部分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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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工作要求壓力之迴歸分析

預測因子

依變項：工作要求壓力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β
β
β

控制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年數
婚姻狀況
工作年資
職位
轉換型領導行為
激勵鼓舞
智性啟迪
人格特質
開放性
神經質
勤勉正直性
調節變項
激勵鼓舞×開放性
智性啟迪×開放性
激勵鼓舞×神經質
智性啟迪×神經質
激勵鼓舞×勤勉正直性
智性啟迪×勤勉正直性
R2
ΔR2
F（df）

-.06
.05
.02
-.05
-.04
.12

-.08
.05
.01
-.05
-.01
.09
.15*
.14*

-.09
.09
.01
-.03
-.04
.09
.14*
.15*
.03
.05
.06

.02
.02

.09
.07***
3.52***
1.07 （286）
（286）

B=-.32
B=.49*
B=-.04
B=.46+
B=-.48+
B=.38
.14
.05
2.60***
（286）

＋p < .10, *p < .05, ***p < .001
註：性別：1=男，0=女；婚姻狀況：1=已婚，0=單身；職位：1=管理職，0=非管理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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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缺乏自主性壓力之迴歸分析

預測因子
控制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年數
婚姻狀況
工作年資
職位
轉換型領導行為
激勵鼓舞
智性啟迪
人格特質
開放性
神經質
勤勉正直性
調節變項
激勵鼓舞×開放性
智性啟迪×開放性
激勵鼓舞×神經質
智性啟迪×神經質
激勵鼓舞×勤勉正直性
智性啟迪×勤勉正直性
R2
ΔR2
F（df）

依變項：缺乏自主性壓力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β
β
β
.12
-.19
-.06
.00
.00
-.09

.14*
-.20*
-.05
.00
-.00
-.09

.17**
-.16
-.05
.07
-.02
-.04

.03
-.19*

.03
-.17*
-.18**
.05
-.20**

.08
.08***

.11
.03*
4.42***
4.28 （286）
（286）

B=-.10
B=.29*
B=.03
B=.01
B=-.01
B=-.24
.23
.12***
4.82***
（286）

*p < .05, **p < .01, ***p < .001
註：性別：1=男，0=女；婚姻狀況：1=已婚，0=單身；職位：1=管理職，0=非管理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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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主管壓力之迴歸分析

預測因子
控制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年數
婚姻狀況
工作年資
職位
轉換型領導行為
激勵鼓舞
智性啟迪
人格特質
開放性
神經質
勤勉正直性

模式一
β
-.04
.03
-.07
-.07
-.02
.08

依變項：主管壓力
模式二
β

模式三
β

-.03
-.00
-.06
-.06
.00
.06

.01
.06
-.05
-.02
-.00
.08

.29***
-.26***

.31***
-.26***
-.08
.28***
.03

調節變項
激勵鼓舞×開放性
智性啟迪×開放性
激勵鼓舞×神經質
智性啟迪×神經質
激勵鼓舞×勤勉正直性
智性啟迪×勤勉正直性
R2
ΔR2
F（df）

.01

.07

.01

.06***

.63 （286） 2.68** （286）

B=-.08
B=.07
B=.05
B=.19
B=.09
B=-.07
.18
.11***
3.42***
（286）

**p < .01, ***p < .001
註：性別：1=男，0=女；婚姻狀況：1=已婚，0=單身；職位：1=管理職，0=非管理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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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轉換型領導行為預測主管滿意度之迴歸分析

預測因子
控制變項
性別
年齡
教育年數
婚姻狀況
工作年資
職位
轉換型領導行為
激勵鼓舞
智性啟迪
人格特質
開放性
神經質
勤勉正直性

依變項：主管滿意度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β
β
β
.08
-.08
.00
.13*
.09
.06

.03
-.07
-.02
.12*
.11
.03
.06
.39***

.00
-.12
.00
.08
.12
.03
.03
.38***
.03
-.08
.06

調節變項
激勵鼓舞×開放性
智性啟迪×開放性
激勵鼓舞×神經質
智性啟迪×神經質
激勵鼓舞×勤勉正直性
智性啟迪×勤勉正直性
R2
ΔR2
F（df）

.03

.22

.03

.18***

1.60 （286）

9.49***
（286）

B=.03
B=.06
B=.07
B=-.11+
B=.03
B=-.04
.27
.05
5.80***
（286）

＋p < .10, *p < .05, ***p < .001
註：性別：1=男，0=女；婚姻狀況：1=已婚，0=單身；職位：1=管理職，0=非管理
職
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方面，由表 1 與表 2 可知，開放性人格特質可調節智性
啟迪的領導行為與工作要求壓力、缺乏自主性壓力之關係。然而從圖 2 發現，越
是「開放性」高者，越容易在直屬主管的智性啟迪行為多時，感受較高的工作要
求壓力，這與假設 3 預期的方向不符。再從圖 3 可知，越是「開放性」高者，越
容易在直屬主管智性啟迪的行為多時，感受較低缺乏自主性的壓力，此點則與假
設 3 預期相符。於是假設 3 部分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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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由表 1 與表 4 可知，神經質人格特質可調節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與工作
要求壓力、主管滿意度之關係。從圖 4 發現，越是「神經質」高者，越容易在直
屬主管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高時，感受較多工作要求的壓力，雖然領導行為與工
作壓力的方向與預期不符，但神經質人格特質確實強化了領導行為與工作壓力的
關係。而從圖 5 發現，越是「神經質」高者，在直屬主管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多
時，感受較低的主管滿意度。於是，假設 4 部分成立。
最後，表 1 中發現，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可調節激勵鼓舞的領導行為與工作
要求壓力之關係。圖 6 說明，越是「勤勉正直性」高者，在直屬主管激勵鼓舞的
領導行為多時，感受較低的工作要求壓力。由此看來，對勤勉正直性高的部屬而
言，激勵鼓舞的領導行為是可緩和來自工作要求的工作壓力。但假設 5 並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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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開放性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工作要求壓力為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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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開放性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缺乏自主性壓力為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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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神經質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工作要求壓力為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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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神經質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主管滿意度為依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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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勤勉正直性人格特質之調節效果－工作要求壓力為依變項

五、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部屬知覺主管轉換型領導行為（包含激勵鼓舞與智性啟
迪）、部屬之工作壓力（包含工作要求壓力、缺乏自主性壓力以及主管壓力）與
主管滿意度的關係，以及部屬人格特質的調節作用。

5.1 轉換型領導行為與後果變項的關係
5.1.1 激勵鼓舞的領導行為易增部屬工作（工作要求、主管）
壓力
研究結果顯示，主管之「激勵鼓舞」反而會增加部屬的工作壓力，主要是「工
作要求壓力」和「主管壓力」。這個結果與假設預期相反，但得到的結果卻很有
趣，也表現出台灣部屬不同的心理反應。依西方領導理論的邏輯，我們推論主管
激勵鼓舞的行為，例如提出願景、熱烈地規劃未來美景等，可以凝聚團體動力，
正面地發揮眾志成城之志，藉由提高士氣來達成目標，惟反而替台灣部屬帶來心
理壓力而非心理支持。推論可能的原因是台灣工作者的工作負荷原本就重，不僅
工作量大、工時又長，這樣的激勵方式無疑是為原來沉重的工作要求再添新的挑
戰，已超出工作者於個人時間、心力上可以負荷的程度，於是激勵的後果只是徒
增部屬對工作無法盡善盡美的焦慮，以及面對主管時的心神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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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理，主管之「智性啟迪」行為會增加部屬的「工作要求壓力」，或許就在
部屬太會揣測上意，並認為這些激勵行為的目的無非就是要提升績效，於是才在
不斷提醒自己符合工作需求的情況下感到壓力。不過，主管的「智性啟迪」行為
卻可降低部屬的「缺乏自主性壓力」及「主管壓力」，並增加「主管滿意度」。
可知，多與部屬互動、交換意見等的激勵行為，因為部屬能自由表達己見，並可
能因此獲得授權，於是降低了缺乏自主性的壓力和主管壓力，並提升對主管的滿
意程度。

5.1.2 神經質部屬的負面感知最大
在調節作用方面，「開放性」人格傾向者，越容易因直屬主管的「智性啟迪」
行為而增加來自「工作要求」的壓力，這與可強化兩者負向關係的假設預期不符。
這個結果雖然和預期不符，但仍可合理解釋，推論也許就是開放性人格者可塑性
高、富於想像力、好奇心，喜歡思考及求新求變，於是當主管以啟發多元思考來
幫助問題解決的激勵方式時，開放性人格者喜好挑戰與可塑性高的特質，使其更
願意接受與承擔工作要求，因為自我要求的驅力，於是感受更多工作要求的壓力。
另一方面，雖然感受工作要求的壓力變大，但因為主管傾向以傾聽與溝通的方式
啟發部屬，於是某個程度這樣的激勵方式也賦予部屬更多工作或資源運用上的權
力與機會，故對開放性人格傾向者而言，在被賦權和減去工作束縛的情況下，工
作彈性正好迎合了本身喜新求變的性格，自然感受到缺乏自主性的壓力降低，此
點就與預期相符。
越是「神經質」者，發現越易因「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而導致「工作要求」
的壓力，並也弱化了「智性啟迪」與「主管滿意度」的正向關係。神經質人格傾
向者，較易焦躁、沮喪、緊張，且缺乏安全感、較不能妥善控制自己的脾氣，於
是雖然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也大大提高了工作要求的壓力，但心理作用卻和開放
性人格者不同。有別於開放性人格者積極應戰的心理運作，神經質者接受刺激的
程度低，因缺乏安全感反而容易猜測主管心意，焦慮、緊張無法完成工作要求的
成分也許較多，於是感受到更多的工作要求壓力。同理，如預期的，智性啟迪的
領導行為可說大大降低了神經質者對主管的滿意程度。過去 Bono 與 Judge（2004）
曾以整合分析（meta-analysis）發現神經質傾向者較不藉由魅力、激勵鼓舞、智性
啟迪、個別關懷等方式來領導，符合 Bass（1985）所述，而由本研究可以發現，
神經質傾向的部屬也是不能接受轉換型領導方式的一群人。
最後，越是「勤勉正直性」者，越能緩和「激勵鼓舞」的領導行為與「工作
要求」壓力的正向關係。勤勉正直性者通常會對目標努力並專心致力達成，其特
徵是努力工作、成就導向，同時謹慎且有責任感，於是面對願景、目標領導等激
勵方式時，雖然也會增加工作要求的壓力，但由於有能力解決工作挑戰，心理適
應高工作要求的抗壓性強，於是感受的壓力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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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在人格測量時採用較小型的量表，雖然信效度堪稱佳，仍建議未來研
究者能使用較完整的人格量表，或者以不同的人格量表來重新檢測部屬人格特質
的作用力，以確認哪些人格特質者不適用轉換型領導。除此之外，本研究發現幾
項人格特質都有顯著的交互作用，可知不同人格者的領導認知不同，部屬人格特
質大有可能是影響轉換型領導效能的關鍵，未來領導研究在從部屬角度觀察領導
效能時，或許應該納入部屬人格特質作為控制變項，以確認領導行為與工作後果
間的關係。再者，工作後果變項如工作績效等考核項目，才是了解領導效能好壞
最直接的研究變項，未來研究可以納入以確認轉換型領導的實際效用。最後，本
研究雖然採用西方學者所定義的領導量表，但由於華人管理實務界總是取經西方
管理學界，趙安安與高尚仁（2005）的研究亦指出受台灣工商社會現代化下，部
屬忍受威權的程度降低，故本研究特別觀察源自西方的轉換型領導對華人員工的
影響，結果發現「激勵鼓舞」與「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對部屬的影響仍可能存
在東西差異，建議未來研究者可持續觀察此兩個領導行為對員工工作後果的影
響，以釐清轉換型領導的領導效能。

5.3 管理意涵
相對於「激勵鼓舞」式的領導行為，本研究發現「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更
適用於台灣部屬。這些領導行為雖然同樣提高工作要求的壓力，但激勵鼓舞的領
導反而增加部屬感受來自主管的壓力，反觀智性啟迪的領導，因為強調與部屬有
效溝通、共同解決問題，不但實際也能對工作有直接助益，於是儘管增加了部屬
感受工作要求的壓力，卻能夠降低缺乏自主性的壓力及主管壓力，還能提高對主
管的滿意度，「智性啟迪」可說是更適用於台灣部屬身上的領導方式，而這些可
為主管參考的領導行為包含：在工作中鼓勵部屬「質疑彼此解決問題的策略」，
進一步鼓勵部屬「從許多不同的角度來看問題」、「鼓勵去重新思考從未被質疑
過的想法」、「質疑傳統的行事方法」，能夠在「解決問題時，會廣納建言」等。
再者，研究發現「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對某些人格特質者而言，會帶來較
大的工作壓力。對開放性人格者和神經質人格者而言，都大大提高了他們的工作
要求壓力，然而，神經質者的負面效應卻大得多，除了工作時的心理壓力大，還
會大大降低他們對於主管的滿意程度。由此可知，智性啟迪的領導行為並不適用
於神經質者身上。
雖然「激勵鼓舞」式的領導行為可能因為容易導致工作要求的壓力和主管壓
力，較不適用於台灣部屬身上，但研究也發現對高勤勉正直性者而言，激勵鼓舞
的領導方式較可緩和工作要求的壓力，而這些領導行為包含：設定高標準、勾勒
遠景、樂觀展望未來和熱情投入工作。對於已經是努力工作的這群人，有遠見的
主管將帶領他們編織夢想、實現願望，或許就忘了工作中的辛苦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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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研究變項之相關矩陣

項目

1

2

3

4

5

6

1.性別
2.年齡
3.教育年數
4.婚姻狀況
5.工作年資
6.職位

1.00
.08 1.00
.05
.61***
.05 -.09
.03
.68***
.15**
.34***

1.00
.01
.45***
.28***

1.00
-.11*
.11*

1.00
.23***

1.00

7.激勵鼓舞
8.智性啟迪
9.工作要求壓力
10.缺乏自主性壓力
11.主管壓力
12.主管滿意度

.07
.12*
-.03
.08
-.03
.08

.01
.05
.06
-.19***
-.04
.02

-.01
.02
-.04
.01
-.06
.13*

-.05
-.00
.03
-.18**
-.01
.04

.12*
.08
.12*
-.16**
.04
.08

13.開放性
14.神經質
15.勤勉正直性

*

.14
-.13*
.06

.01
.01
.07
-.25***
-.00
.00
-.04
-.25***
.15**

-.05
-.18**
.10

***

.25
-.01
.13*

-.06
-.17**
.04

*

.15
-.14*
.12*

7

8

9

10

11

1.00
.61***
.25***
-.09
.13*
.29***

1.00
.24***
-.17**
-.09
.44***

1.00
-.08
.17**
.11

1.00
.27***
-.21***

1.00
-.40***

*

.15
-.01
.02

*p < .05, **p < .01, ***p < .001
註：性別：1=男，0=女；婚姻狀況：1=已婚，0=單身；職位：1=主管，0=非主管

30

.11
.00
.08

.07
.00
.06

***

-.23
.23***
-.31***

*

-.15
.28***
-.14*

12

13

14

15

1.00
-.27***
.36***

1.00
-.44***

1.00

1.00
.19***
-.14*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