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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勾勒出一個整合多種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person-environment fit)，並同時

探討其前因與後果的模型。其中前因變數包含員工個人差異與環境特性，後果變數則為

工作態度。本研究縱貫四個時間點，調查了 139 位來自不同組織與工作之員工，以 Pearson
相關、階層迴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及 Steiger(1980)的相關差異 z 檢定來驗證假設，

結果顯示領導風格、工作特性、工作群體特性、組織氣候、工作群體特性分別為主管適

配、需求—能力適配、工作群體適配、組織適配、需要—供給適配之相對重要前因變數。

督導滿意度、工作滿意度、工作群體承諾、組織承諾分別是主管適配、需要—供給適配、

工作群體適配、和組織適配之相對重要後果變項。本文亦探討管理意涵及未來研究建議。 

關鍵詞：個人與主管適配、個人與工作適配、個人與工作群體適配、個人與組織適配、

對照關係 

ABSTRACT 
Research on person-environment fit has been focusing on outcomes of separate types of 

fit such as 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 (S-S fit), person-job fit (P-J fit), person-group fit (P-G 
fit), or person-organization fit (P-O fit) to the neglect of their potential antecedents. The 
current study took a longitudinal approach to investigate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four types of fit simultaneously. Using Pearson correlations,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and 
Steiger’s (1980) z test with a sample of 139 employees from multiple organizations and 
occupations, the study found that leadership, job characteristics, work group characteristics, 
organizational climate, and work group characteristics are respectively the most significant 
contributors to S-S fit, demand-ability fit, P-G fit, P-O fit, and needs-supply fit. Besides, 
satisfaction with supervision, job satisfaction, work group commitmen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re separately the most promising outcomes of S-S fit, needs-supply fit, P-G fit, 
and P-O fit. Implications for manage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 person-job fit, person-group fit, 
person-organization fit, contrasting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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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個人與環境適配(person-environment fit or P-E fit)是近年來學者持續關心的研究議

題(Lauver & Kristof-Brown, 2001)。環境一詞其實是一個統稱，不同的學者可以不同的角

度來指涉情境，例如：個人與工作適配(person-job fit or P-J fit)、個人與組織適配

(person-organization fit or P-O fit)、個人與工作群體適配(person-group fit or P-G fit)、和個

人與主管適配(person-supervisor fit or P-P fit)等皆是個人與環境適配的不同表現型

(Kristof, 1996)。 

在文獻上，個人與工作和組織適配已經被驗證出和員工的績效(如，Kolenko & Aldag, 
1989)、組織認同與缺席率(如，Saks & Ashforth, 1997)、組織承諾與離職意願(如，Cable 
& Judge, 1996)、工作滿意度(如，Taris & Feij, 2000)、壓力(如，French, Caplan, & Harrison, 
1982)等有顯著相關。此外隨著組織中工作團隊(work team)的興起，個人與群體適配的研

究也漸受重視(如，Guzzo & Sales, 1995)。學者指出團隊成員間目標(如，Weldon & 
Weingart, 1993)、價值觀(如，Klimoski & Jones, 1995)的相似程度將會影響成員的態度與

行為。至於個人與主管適配，過去研究指出人們傾向給予態度與背景和自己相似的受評

者較佳的評價。因此主管知覺與部屬的一致性與部屬的主管評績效呈現正向關係；反之，

部屬評的主管績效亦受部屬知覺與主管的一致性所影響(Turban & Jones, 1988)。Meglino, 
Ravlin, and Adkins(1989)則指出當主管與部屬的工作價值觀、興趣或嗜好一致性愈高時，員

工的滿足感與組織承諾較高，而主管對於部屬的人際信任與工作信任也會愈高。 

由以上可知，在適配文獻中被討論較多的為個人與工作適配和個人與組織適配。但

罕有研究同時調查不同的適配型態對不同後果變項的關係，且亦無研究探討適配的前因

變項。因此，為了對適配變項更加了解，本研究試圖跨越四個時間點，勾勒出一個適配

的前因與後果的模型。並提出三項有別於目前文獻的動機。有關本研究的架構，請見圖 1。 

 

圖 1 研究概念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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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探索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之前因變項 
過去適配的研究焦點大多放在對工作態度及行為的影響上，甚少觸及前因變項的探

討，並且皆是站在甄選或員工新進組織(organizational entry)的情境上，認為社會化機制

顯著影響新進人員適配度(Kristof, 1996)。由於本研究的對象是組織一般員工而非招募人

員、應徵者或新進人員，因此過去文獻中並無相類似的努力，但基於以下的理由，本研

究試圖建立個人與環境適配之前因變項。 

首先，Chatman(1991)曾指出組織社會化機制(如，導師、新生訓練等)能顯著提升員

工的組織契合度。但對於適配改變的原因是由個人差異(如，人格特質)還是其他因素所

決定，則尚未明朗(Chatman, 1991, p. 479)，因此個人特質在員工適配知覺中佔有何種地

位是吾人所關心的。第二，Rousseau(1978)指出工作環境或情境是一多面向構念，其中包

含工作者特性、工作或任務特性以及組織特性三個主要構面。因此，除了個人特質之外，

任務特性與組織特性對於個人與環境適配的影響力如何是本研究想回答的主要問題之一。 

綜合以上論述，本研究提出兩種個人差異(一般心智能力與五大人格特質)以及四種

環境因素(領導風格、工作特性、工作群體特性、組織氣候)來作為主觀環境適配之預測

因子。 

二、探討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對後果變項－工作態度之影響 
研究個人與環境適配的文獻採用了相當廣泛和工作態度與行為有關的結果變項，而

經由廣泛的文獻檢閱發現，其中又以工作滿意度以及組織承諾為最常用的變項。因此本

研究將探討個人與環境適配對於督導滿意度、工作滿意度、工作群體承諾以及組織承諾

之影響。 

三、探討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前因與後果變項之對照關係 
在眾多有關適配與工作態度、行為的文獻中，尚無研究調查不同的適配型態是否對

不同的後果變項有差異性的關係。例如，工作適配和工作滿意度的關係可能大於組織適

配與工作滿意度的關係；組織適配與組織承諾的關係可能大於工作適配與組織承諾的關

係。尋求對照關係的用法在文獻中屢有前例可循，例如，在績效的文獻中 Motowidlo, 
Borman, and Schmit(1997)發現，人格和輔助性績效的關係比人格和任務績效的關係來得

強；以及，認知能力和任務性績效的關係比認知能力和輔助性績效的關係來得強。類似

的結論也在 LePine and Van Dyne(2001)中被驗證。因此，本研究將探討環境主觀適配與

其後果變項的對照關係。 

在前因變項方面，吾人關心的是不同類型環境特性對於主觀適配的相對變異解釋力

(relative contributions in explaining variance)。所謂相對變異解釋力，即在個人特質控制

之下，比較不同環境特性加入迴歸式後，其 R2△ 的差異。以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為例，

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若領導風格的 R2△ 最大，則允稱領導風格相較於其他環境特性(工
作特性、工作群體特性以及組織氣候)能解釋掉最多的變異。此外輔以相關強弱的檢定，

以期更進一步釐清環境特性對主觀適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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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本研究對於契合度的衡量採用主觀適配而非客觀適配其原因有三：首先，主觀適配

如同工作態度是個體在特定工作環境的情境中與他人互動的結果(Salancik & Pfeffer, 
1978)，因此有助於前因變項的建立。第二，本研究結果變項皆是屬於個人主觀建構(監
督滿意度、工作滿意度、群體承諾及組織承諾)其程度由受測者主觀認定，因此適合直

接衡量契合程度(Kristof, 1996)。最後，過去的研究也指出個人知覺的主觀適配相較於客

觀適配，才是影響工作態度與行為的主因，換言之個人主觀適配對於個人工作結果有較

佳的預測力(Cable & Judge, 1996; Cable & Judge, 1997; Kristof, 1996; Taris & Feij, 2000; 
Turban & Jones, 1988)。故本研究適配度的衡量將採用直接測量的方式，以求得受試者的

主觀適配。下文將鋪陳個人與四種環境適配的定義、適配元素、及其與個人特性、環境

特性、工作態度的關係。 

一、個人與主管適配（person/subordinate-supervisor fit） 
個人與主管適配是指個人與主管的契合度。適配的元素可為領導風格、個人特質、

價值觀與偏好等。學者指出，當上司與下屬在偏好、性格特質、背景(包括年齡、性別、

種族、教育程度、年資)、解決問題方式類似時，雙方的人際吸引力較高、互動的頻率

較多、部屬的工作滿足感較高(如，Tsui & O’Reilly, 1989; Zenger & Lawrence, 1989)。在

價值觀契合方面 Meglino et al.(1989)以工廠工作者為對象，發現當操作人員與督導人員

的工作價值觀一致時，員工的滿足感與組織承諾較高；Weiss(1978)探討直屬上司與直轄

部屬之一般價值觀契合度的效果，亦發現了契合度與上司的體恤、成就及勝任能力間具

有正相關。鄭伯壎(1995)認為當組織成員具有相似的價值觀時，雙方將會具有較類似的

認知歷程，對環境事件的分類與解釋較為一致，並會使用相同的語言，進而促使彼此間

的溝通較為容易。 

由以上討論可知，若以價值觀為適配元素則可預期在工作態度上會有顯著影響，故

本研究採用價值觀契合的觀點來衡量適配度，探討員工知覺到與主管價值觀一致的程度。 

二、個人與工作適配（person-job fit） 
個人與工作適配可廣義地定義為個人與其工作的契合度。例如，若個人的特質與工

作的特性比較之下能互相適合，就是一種個人與工作適配。Edwards(1991)以供給與需求

的概念提出了一個個人與工作適配的模型。根據這篇文章的定義：當工作的供給

(supply；例如：職業特性和工作特性)能滿足員工的欲望(desire；例如：需求、目標、價

值、興趣、和偏好)，或是當員工的能力(ability；例如：性向、工作經驗、和教育程度)
符合工作的要求(demand；例如：為達績效而定的標準)都稱為個人與工作適配。在這篇

文章中，作者也驗證了個人與工作適配和工作滿意度、身心健康、激勵、績效、以及員

工離職之間的關係。 

以知識、技能、能力為元素的工作適配是最能被理解的。Bretz, Rynes, and Gerhart 
(1993)指出在招募人員與應徵者面談之後請其指出最好與最差的應徵者的特徵分別為

何，招募人員最常提到的特徵是相關工作經驗、修過的課程、以及智能。以工作性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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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的工作適配是指個人的特徵(例如，充足的知識與技能、高自我成長型)與工作的性

質(例如，技能多變性、任務完整性、任務重要性、自主性、工作回饋性)相符合(Kulik, 
Oldham, & Hackman, 1987)。 

Cable and DeRue(2002)驗證了三種適配對於工作態度與行為的影響。在這篇研究

中，個人與組織適配定義為價值觀契合、個人與工作適配則與 Edwards(1991)的看法相

同，分為需要—供給適配(needs-supplies fit)及需求—能力適配(demands-abilities fit)。前

者作者定義為工作報酬與個人所需的契合；後者屬於個人知識能力與工作所需的契合。

研究結果顯示以三分法來建構工作及組織適配優於二分法，亦即需要—供給適配與需

求—能力適配合併為個人與工作適配。本研究採用 Cable and DeRue(2002)的看法將個人

與工作適配分為需要—供給適配以及需求—能力適配。 

三、個人與工作群體適配（person-group fit） 
個人與群體適配乃指個人與所屬工作群體(work group)的契合度。工作群體在文獻

中範圍其實很廣，小至同事之間大至部門或事業單位，都可視為一種工作群體。當然現

今組織流行團隊(work team)一詞，強調跨功能整合的特色，亦是屬於個人與群體適配的

範圍。與 P-G fit 有關的研究至今甚為缺乏，比較相關的是有關團隊組成(team composition)
的文獻(Kristof, 1996)。 

團隊組成一直是研究工作群體的主題之一，且被許多團隊效能模型視為主要的因

子，而其中存在所謂異質(heterogeneous)與同質(homogeneous)的爭論(Campion, Medsker, 
& Higgs, 1993)。持異質性看法的學者認為若團隊由不同能力與經驗的成員組成則團隊效

能較高(Gladstein, 1984; Pearce & Ravlin, 1987)；而同質性學者則相信當成員在價值觀、

目標一致程度愈高則工作結果也愈佳(Weldon & Weingart, 1993)，例如工作滿意、衝突、

溝通(Pearce & Ravlin, 1987)及離職意圖(Jackson, Brett, Sessa, Cooper, Julin, & Peyronnin, 
1991)等。Liao, Joshi, and Chuang(2004)也發現，當員工與同儕在種族、年齡、人格上不

相似時，其對組織的承諾較低、對同儕滿意度較低、且會對同儕或組織表現出偏差行為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deviance)。然而之所以出現分歧的現象，Campion et 
al.(1993)認為若團隊的任務傾向不連續，則完成該任務勢必仰賴各種不同知識技能的成

員來完成；相反地，若視團隊為組織的縮小體，成員間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則易形成彼

此共享的認知與溝通系統，而這是有效人際互動的重要因素，因此價值觀的一致性將有

助提升成員的工作滿意與組織承諾(Meglino et al., 1989)。 

由以上討論可知，若以價值觀為適配元素則可預期在工作態度上會有顯著影響，本

研究選擇工作群體承諾作為個人與群體適配的結果變項，因此將群體適配定義為成員間

價值觀一致的程度。 

四、個人與組織適配（person-organization fit） 
個人與組織適配是指個人與其所屬的組織的契合度，也就是任何個人特質和組織特

徵的契合。組織適配之所以被重視，部份原因來自於工作性質的快速改變導致工作內容

的修改，單純的尋求工作適配將無法因應工作內容改變後必須調職或重新學習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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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得組織更加重視尋找與組織環境合得來的員工。因此，工作適配不再是選才時唯一

的標準。組織適配所使用的標準從價值、目標到嗜好、打扮、身體特徵、甚至飲食習慣

都有研究提及過(Kristof, 1996)。Rynes and Gerhart(1990)將個人與組織適配稱為求職者的

第三種特質，僅次於求職者的一般特質(universe characteristics)和招募人員的自我判斷

(idiosyncrasy)。 

和工作適配不同的是，組織適配包含了和組織有關的特質，例如價值、偏好、及需

求。Schneider(1987)的 ASA(Attraction–Selection–Attrition；吸引－甄選－留職)週期很恰

當地解釋了組織適配的概念。這個模型提出，組織的型塑取決於它的成員的類型。ASA
週期起於組織吸引和它相同類型的人，進而選出和其他組織成員有相同特質的人，最後

和其他成員不合的人會離開。亦即，組織和成員都在相互尋求平衡，而留下來的便是和

組織可以相輔相成的人。 

以價值為元素的組織適配在適配文獻中使用的最為廣泛(Cable & DeRue, 2002)。本

研究在個人與組織適配上採用價值觀契合為適配元素，以瞭解員工知覺自己的價值觀與

公司的價值觀一致的程度。 

上文敘述了四種個人與環境適配的定義以及其適配元素，以下將討論四種環境適配

與個人和環境特性的關係以及對工作態度的影響，並提出本研究的假設。 

五、個人特質與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之關係 
由於本研究乃測計個人主觀知覺與環境的契合度，因此假定個體具備某項個人特質

或能力，則應該會傾向知覺到有較佳的環境適配性。本研究提出兩個經常被用來預測心

理建構的個人特質：一般心智能力(general mental ability, GMA)又稱認知能力(cognitive 
ability)以及五大人格特質(Big Five)。這兩種特質都具有不受時間影響、長期穩定的特性

(Barrick & Mount, 1991; Hunter & Hunter, 1984)。 

（一）一般心智能力（general mental ability; GMA） 

已有大量的文獻支持認知能力為個人工作績效的良好預測因子，且適用任何類型的

職業與工作(Hunter & Hunter, 1984; Schmidt & Hunter, 1998)。認知能力是一種有關理解

複雜觀念、釐清角色、從經驗學習、問題解決與適應環境的能力(Hunter, 1986)。換言之，

一般心智能力較高的個體比較能夠快速且正確地獲得執行工作所需的知識，因此工作績

效也就較高(Schmidt & Hunter, 1992)。除了工作績效，GMA 也被驗證與收入、職業地位、

工作搜尋行為以及團隊績效等有關(Boudreau, Boswell, Judge, & Bretz, 2001; Devine & 
Philips, 2001; Judge, Higgins, Thoresen, & Barrick, 1999)。 

過去並無研究驗證 GMA 與環境適配的關係，但由於 GMA 高的人學習速度快且容

易尋找相關線索，並會善用過去的經驗來較快速地適應新環境(Hunter, 1986)。因此面對

組織與工作來說，認知能力高的人應該具備「快速上手」的特色與潛力。此外 LePine, 
Hollenbeck, Ilgen, and Hedlund(1997)指出，團隊領袖的 GMA 高低與決策正確性有顯著

關係，因此認知能力較高的團隊領袖較能發展有效的互動系統，也較能有效地形塑與解

讀資訊。Reid(1972)也提及，g 因素較高的個體有追求團隊導向活動的傾向，他們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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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偏好複雜性、概念清晰及彈性的特質。綜合以上的討論吾人有理由相信，知覺

能力的高低應與員工對環境契合度的知覺有顯著關係。因此可建立的假設如下： 

一般心智能力與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假設 1a）、需求—能力主觀適配（假設 1b）、
需要—供給主觀適配（假設 1c）、工作群體主觀適配（假設 1d）以及組織主觀適配（假

設 1e）有顯著相關。 

（二）人格特質（personality traits） 

人格特質五因素模型(Five Factor Model/FFM)已被廣泛的文獻支持足以代表一個人

的人格傾向(Digman, 1990)。以下將討論每項因子的特徵並發展研究假設。 

勤勉可靠性(Conscientiousness)，被認為是謹慎、負責、自律、努力、有計畫善組織

以及成就導向的。勤勉可靠性已被證實是最能廣泛預測工作績效的人格特質(Barrick & 
Mount, 1991)，此外與工作滿意(Tokar & Subich, 1997)、組織公民行為(Smith, Organ, & 
Near, 1983)、反績效行為(Hogan & Ones, 1997)、職涯成功(Judge et al., 1999)等亦有顯著

的關係。而在團隊情境中，勤勉可靠性也與目標設定、任務達成、激勵團隊成員等有助

任務達成的因素有關(Taggar, Hackett, & Saha, 1999)。情緒不穩定(Neuroticism)，被認為

是易怒、容易激動、情緒不穩定、易焦慮沮喪的。情緒不穩定傾向高的人由於缺乏正向

心理調適機制，因此特別容易受負面事件的影響，進而產生負面的情緒與行為(McCrae & 
Costa, 1997)。研究普遍認為情緒不穩定傾向與工作滿意(Tokar & Subich, 1997)、工作績

效(Barrick & Mount, 1991)等有負向的關係。Barrick, Stewart, Neubert, and Mount(1998)也
指出團隊成員情緒穩定性愈高則成員彼此合作性程度愈高。 

外向性(Extraversion)，被認為是自信、喜歡表現、健談的、好社交的、熱情活潑、

積極樂觀的。學者普遍認為外向性是五因素模型之中對於人際互動最具有影響力的特質

(Barrick & Mount, 1991)。Watson and Clark(1984)指出，外向性與正向情緒有正向的關

係，換言之外向性高的個體對於事件傾向給予正面的解讀，因此會有較高的工作滿意

度。Barrick et al.(1998)則證實勤勉可靠性、外向性與親和性與團隊績效有關。Taggar et 
al.(1999)亦指出，外向性高的人由於偏好社交性活動且有主動積極的特質，因此樂於在

群體中擔任領導角色，而他們的實證研究亦支持了此項觀點。親和性(Agreeableness)，
被認為是溫和、友善、易相處、寬容、願意信任別人以及樂於助人的，換言之具有合作

性是其本質的主要部分。研究普遍認為親和性亦是五因素模型之中對於人際互動較具有

影響力的特質，因此相較於勤勉可靠性專注在任務的達成，具有親和性傾向的個體更在

乎與他人相處的互動與品質(Barrick et al., 1998)。例如，Graziano, Jensen-Campbell, and 
Hair(1996)曾指出，即使任務被設計成容易引發衝突，親和性較高的員工相較於其他人，

仍會知覺到較低的衝突以及傾向較正面的知覺。Judge et al.(1999)則認為，具有合作本質

的個體應該與職涯成功有正向的關係，特別是在團隊合作的情境上。對新事物的接受度

(Openness to experience)，被認為是好奇的、敏銳的、富創造力、具有原創性、獨立的、

喜歡思考、求新求變的。Barrick and Mount (1991)指出此項特質與工作績效的關係最為

微弱，除了客服工作尚具有較低但穩定性的效度。但 Zaccaro, Foti, and Kenny (1991)則
認為此項特質高的主管會傾向採取參與式的領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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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並無文獻探討人格特質與環境適配的關係，因此本研究綜合以上的討論做出推

論性的假設：若個人與環境適配為個人差異與情境特性互動的結果(Pervin, 1968)，則代

表典型個人差異之人格特質應能解釋環境主觀適配之變異，故本研究可推導假設如下： 

在一般心智能力控制之下，人格特質能顯著解釋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假設 2a）、
需求—能力主觀適配（假設 2b）、需要—供給主觀適配（假設 2c）、工作群體主觀適配

（假設 2d）以及組織主觀適配（假設 2e）之變異。 

六、環境特性與個人與環境適配的關係 
除了個人特質可能會預測個人與環境的主觀適配，環境因素也應會提供顯著的變異

解釋力。本研究針對四種不同的環境適配提出代表該環境特性的建構分別是：領導風

格、工作特性、工作群體特性以及組織氣候。以下將進一步界定這四種因素並提出推論

性假設。 

（一）領導風格（leadership） 

Yukl(2001)提及自 1980 年代以來有關領導的廣泛研究中，多數不離交易型領導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與轉換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之核心概念。交易型領

導乃指該領導行為使部屬清楚自己的角色責任、完成領導者所預期的工作且給予部屬喜

好之承諾，因此交易型領導是植基於領導者與部屬彼此交換的過程(Bass, 1985)。轉換型

領導，Bass(1985)係指一種領導者與部屬間相互影響的演進過程，與交易型領導以交換

關係為基本假定有所不同，乃是希望透過領導者的個人魅力與願景，從精神、觀念和道

德層面獲得部屬的敬仰和認同，激發人員超越交易的現實關係，共同追求人格的成長，

並有效達成組織使命。領導者讓部屬建立其對組織任務、目標及策略等的自身策略，同

時也能促進組織社會系統的改變與組織體制的變革，以適應環境的變化(Bass, Avolio, 
Jung, & Berson, 2003)。 

適配文獻中領導風格是適配元素之一。因此若交易型領導反應的是彼此的契約關係

植基於一個交換的過程，主管使部屬清楚自己的角色責任，完成領導者所預期的工作且

給予部屬先前承諾的酬謝以報酬其努力與結果，則應與互補性契合有正向的關係，因為

互補性契合的本質即供給—需求的關係(Muchinsky & Monahan, 1987)。若轉換型領導反

應的是領導者致力於組織文化與價值觀的改革，塑造共同價值觀與願景，喚起成員自

覺，激發成員產生共同戮力以赴之目標，則應與補充性契合有正向關係，因為補充性契

合即是個人的價值觀、偏好、性向等與環境的特質很相似或一致(Muchinsky & Monahan, 
1987)。最後，在對照關係方面，若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覺到與上司價

值觀一致的程度，則在員工個人差異控制之下(GMA 與人格特質)，其知覺到主管的領導

風格應相較於其他的環境特性，能解釋掉最多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的變異。因此，綜合

以上論述，可推得假設如下： 

假設3a：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領導風格能顯著解釋個人與主管主觀

適配之變異。 

假設3b：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領導風格相較於其他環境特質能解釋

掉最多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之變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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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特性（job characteristics） 

泛指所有與工作有關的因素或屬性。工作特性理論以 Hackman and Oldham(1975)最
為著名，他們指出五種工作特性的核心構面：任務完整性(Task Identity)、任務重要性(Task 
Significance)、技巧多樣性(Skill Variety)、自主性(Autonomy)、回饋性(Feedback)。工作

特性代表的是一種內在動機的提升，因此與個人工作結果有顯著的關係如，工作滿意、

組織承諾、離職意圖、工作動機、工作績效等(Barling, Kelloway, & Iverson, 2003; Hackman 
& Oldham, 1980; Naumann, 1993)。此外，工作特性本身亦為工作適配的元素之一，因此

本研究認為在個人特性(GMA 與人格特質)被控制之下，員工對於工作特性的知覺應會影

響其主觀知覺到的工作適配。而對照關係方面，若需求—能力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覺到

與工作所需之知識技能相符合的程度，則在員工個人差異控制之下，其知覺到的工作特

性，應相較於其他的環境特性，能解釋掉最多需求—能力主觀適配的變異；同理，若需

要—供給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覺到工作所提供的一切與自己所需相符合之程度，則在員

工個人差異控制之下，其知覺到的工作特性，應相較於其他的環境特性，能解釋掉最多

需要—供給主觀適配的變異。因此可建立探索性假設如下： 

假設4a、5a：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工作特性能顯著解釋需求—能力

以及需要—供給主觀適配之變異。 

假設4b、5b：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工作特性相較於其他環境特質能

解釋掉最多需求—能力以及需要—供給主觀適配之變異。 

（三）工作群體特性（work group characteristics） 

工作團隊在現今組織中可謂相當普遍與受歡迎，多數學者認為工作團隊的使用有助

於提升生產力與成員的滿意度(Katzell & Guzzo, 1983)。Campion et al.(1993)在廣泛檢閱

相關文獻後指出，有五種基本工作群體特徵與團隊效能有關分別是工作設計(job 
design)、任務目標相依性(interdependence)、組成特性(composition)、情境特性(context)、
轉換特性(process)。若以 IPO 模型(Input-Process-Output)來看前四種特性是投入的概念而

第五種則是轉換的概念。 

工作設計是提升工作動機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工作特性理論不只可以運用在一般

工作也可以延伸到團隊工作的設計上(Hackman & Oldham, 1980)。任務目標相依性代表

的是團隊成員的任務是否環環相扣、個人的目標是否來自團隊的目標，以及個人績效與

團隊績效連結的程度。已有許多研究指出任務、目標或獎酬的相依性與團隊效能有關

(如，Pearce & Ravlin, 1987; Pearson, 1987)。情境特性亦包括在許多模型之中，有的稱為

組織資源、組織特性或情境特性等。Campion et al.(1993)指出情境特性包含團隊運作的

訓練、管理階層的支持以及團隊間的互動等。團隊不若獨立工作，成員必須具備有關人

際互動、群體決策等技巧及能力，因此組織若有提供這方面的資源與訓練，則團隊績效

較佳。至於團隊間的互動，反映的是與其他團隊間的溝通合作程度，因此也與團隊效能

有關。自從 McGrath (1964)提出 IPO 模型以來，該觀點就一直被大多數群體研究所沿用。

如前所述，不只團隊投入會影響團隊產出，團隊轉換過程亦扮演重要的角色。至於轉換

過程的內涵，許多學者皆認為團隊內溝通與合作的程度直接影響到團隊效能(Glad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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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Guzzo, Yost, Campbell, and Shea(1993)則認為團隊自信(team potency)是團隊轉換

過程的重要特徵之一，亦即若成員對於團隊能否成功運作有較大的信心時，團隊效能往

往也較好。至於組成特性，根據 Campion et al.(1993)的界定，為工作群體成員其知識技

能背景多元化之程度。雖然組成特性是團隊研究重要的議題，但本研究對於工作群體適

配的定義為價值觀契合，因此組成特性並不在討論之中，因為它可能與需求—能力適配

較為有關。 

過去罕有文獻探討諸多團隊特性與主觀團隊適配的關係。但若將成員主觀的團隊適

配視為團隊的產出(Klimoski and Jones, 1995)，則團隊的投入與轉換過程應會影響成員對

於該團隊的適配知覺。本研究採用 Campion et al.(1993)的架構探討工作團隊特性與主觀

團隊適配的關係。在團隊工作特性中，在個人特質被控制下(GMA 與人格特質)，較佳的

工作群體特性應會顯著影響到成員的契合度。最後，在對照關係方面，若個人與工作群

體主觀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覺到與工作群體價值觀一致的程度，則在員工個人差異控制

之下，其知覺到的工作群體特性應相較於其他的環境特性，能解釋掉最多個人與工作群

體主觀適配的變異。故綜合以上推論，可得探索性假設如下： 

假設6a：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工作群體特性能顯著解釋個人與工作

群體主觀適配之變異。 

假設6b：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工作群體特性相較於其他環境特質能

解釋掉最多個人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之變異。 

（四）組織氣候（organizational climate） 

組織氣候為一組工作環境屬性，為身在此環境中的人們直接或間接的知覺，並假定

會引發動機進而影響到態度與行為，且為一種典型的組織特性建構(Litwin & Stringer, 
1968)。Wallach(1983)提出三種典型的組織氣候特徵分別是：官僚型(bureaucracy)、支持型

(support)、創新型(innovation)。支持型氣候定義為具有和諧融洽、開放性、合作性、鼓勵

性、信任以及個人自主等價值觀的氣候。創新型氣候則界定為肯冒風險、結果導向、有

創造力的、緊迫的、具挑戰性的、精力旺盛的、具企業風範特性的組織。官僚型氣候則

定義為注重程序、層級分明、富有結構、小心謹慎、遵照規則規定以及具有權力導向的。 

過去研究多認為組織塑造支持的環境對於員工的工作態度與行為會有正向的影響

(Eisenberger, Fasolo, & Davis-LaMastro, 1990)。而以社會化的角度而言，支持性氣候對於

員工儘快融入環境與適應組織亦有相當的幫助。原因是支持型氣候較易觸發員工間公民

行為如導師等行為，因此對於補充性組織契合會有顯著的幫助(Chatman, 1991; Kristof, 
1996)。而創新型氣候對於某些人格特質明顯的員工則預期會有較佳的組織適配，如成

就導向、對新事物接受度等特質。至於官僚型氣候，如同創新性環境對於某些特質的員

工較具吸引力，如安身立命、內向等傾向。因此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GMA 與人格特質)，
組織氣候對於組織適配預期會有顯著解釋力。最後，在對照關係方面，若個人與組織主

觀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覺到與組織價值觀一致的程度，則在員工個人差異控制之下，其

知覺到的組織氣候應相較於其他的環境特性，能解釋掉最多個人與組織主觀適配的變

異。綜合以上論述，可推得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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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7a：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組織氣候能顯著解釋個人與組織主觀

適配之變異。 

假設7b：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員工知覺到的組織氣候相較於其他環境特質能解釋

掉最多個人與組織主觀適配之變異。 

七、個人與環境適配與工作態度的關係 
經由廣泛的文獻檢閱發現，工作適配和組織適配的文獻中以工作績效、工作滿意

度、組織承諾、和離職意願為最常用的後果變項。因此選擇工作態度作為結果變項，搭

配前因變數群試圖勾勒出環境主觀適配之前因與後果的初步架構。即主管適配之於主管

以及督導滿意度；工作適配之於工作滿意度；工作群體適配之於工作群體承諾；組織適

配之於組織承諾。下文將討論個人與環境適配與這些結果變項的關係，並提出假設。 

（一）督導滿意度（satisfaction with supervision）以及工作滿意度（job 
satisfaction） 

文獻中探討主管、工作適配和工作滿意度的研究不少，簡述如下。首先針對主管適

配，Turban and Jones(1988)回顧了有關部屬與主管相似的研究發現，部屬與主管相似對

於工作滿意以及績效評估結果有正向關係。Meglino et al.(1989)以工廠工作者為對象，發

現當操作人員與督導人員的工作價值觀一致時，員工的滿足感較高。工作適配部份，

Kolenko and Aldag(1989)的文章中發現，工作能力契合度愈高的人對工作愈滿意(例如，

對工作特性、督導、薪資滿意)。Cable and DeRue(2002)則將個人與工作適配分為需要—
供給適配以及需求—能力適配。研究結果指出，需要—供給適配與工作滿意度以及生涯

滿意度呈現正向關係。由以上若干研究可知，主管適配、工作適配對工作滿意度的顯著

關係持續地被驗證。 

如同前因變項對主觀適配之對照關係一般，若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

覺到與上司價值觀一致的程度，則個人—主管主觀適配與督導滿意度的正相關，比個

人—主管主觀適配與其餘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同理，不論是需求—能力適配或是需

要—供給適配，若反映的是與工作有關的向度，則需求—能力主觀適配或需要—供給主

觀適配與工作滿意度的正相關，比需求—能力主觀適配或需要—供給主觀適配與其餘後

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因此，假設鋪陳如下： 

假設8a：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與督導滿意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8b：個人—主管主觀適配與督導滿意度的正相關比個人—主管主觀適配與其他

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 

假設9a、10a：需求—能力以及需要—供給主觀適配與工作滿意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9b、10b：需求—能力以及需要—供給主觀適配與工作滿意度的正相關比需求—
能力以及需要—供給主觀適配與其他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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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群體承諾（ work group commitment ）以及組織承諾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組織承諾是指員工對組織的支持和依附。支持表現出認同組織的價值觀與目標並且

願意為此付出相當的努力；依附則表現在願意繼續留在組織的意願上(Mowday, Porter, & 
Steers, 1979)。而工作群體承諾與組織承諾概念相同只不過對象是工作群體(Bishop & 
Scott, 2000; Scott & Townsend, 1994; Vandenberg & Scarpello, 1991)。在適配的文獻上，大

多數的研究都以組織適配和組織承諾為焦點(如，Cable and Judge, 1996)。在工作群體部

分，學者認為當成員在價值觀、目標一致程度愈高則工作結果也愈佳(Kristof, 1996; 
Weldon & Weingart, 1993)，例如工作滿意、衝突、溝通(Pearce & Ravlin, 1987; 鄭伯壎，

1995)、組織承諾(Meglino et al., 1989)及離職意圖(Jackson et al., 1991)等。而 Bishop and 
Scott(2000)也驗證出團隊衝突及成員滿意度與團隊承諾有顯著的相關。因此本研究相

信，若群體成員具有相似的價值觀，則易形成彼此共享的認知與溝通系統，使得溝通品

質較佳彼此衝突較低，進而提升成員對工作群體的承諾感。因此與本研究之核心假設一

致：價值觀契合將有助提升成員的滿意度與承諾感(Meglino et al., 1989)。 

在對照關係部分，若個人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反映的是員工知覺到與工作群體價值

觀一致的程度，則個人—工作群體主觀適配與工作群體承諾的正相關，比個人—工作群

體主觀適配與其餘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同理，若個人與組織主觀適配反映的是員工

知覺到與組織價值觀一致的程度，則個人—組織主觀適配與組織承諾的正相關，比個

人—組織主觀適配與其餘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經由以上的討論可建立假設如下： 

假設11a：個人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與工作群體承諾有正向關係。 

假設11b：個人—工作群體主觀適配與工作群體承諾的正相關，比個人—工作群體

主觀適配與其他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 

假設12a：個人與組織主觀適配與組織承諾有正向關係。 

假設12b：個人—組織主觀適配與組織承諾的正相關，比個人—組織主觀適配與其

他後果變項之正相關要強。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便利抽樣方法，發放問卷給研究者可得的民營企業之全職員工，此種便利

抽樣法在文獻中常被使用(如：Cote & Morgan, 2002)。之所以做此設計乃因本研究的主

要目的之一在於瞭解個人特質以及知覺到的環境特性是否能作為主觀環境適配的預測

因子，因此資料的收集實應跨不同類型的工作與組織，如此在判定研究結果時才有類推

性。新近適配的文獻中，以此種多公司樣本為對象的例子有 Cable and DeRue (2002)。本

研究共接觸 230 個樣本，回收 211 份，回收率為 92%。其中完成所有四個時間點發放的

四份問卷者有 139 人，因此有效問卷佔全體發放問卷的 60%。樣本分佈情況在性別部分，

男性為 36.7%，女性為 63.3%；年齡方面，多數為 30 歲以下，佔 80.6%；教育程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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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數為大學(專)程度，佔 85.6%；工作類型橫跨作業製造類(30.2%)、支援後勤類(20.9%)、
財務會計類(15.1%)、經營管理類(12.9%)、和業務銷售類(10.8%)等八類；職位則為非主

管類佔 84.9%；最後，行業別為服務業佔 79.9%。 

二、進行步驟 
本研究之問卷分四次發放，每次時間間隔為一個月。之所以做此設計乃因：第一，

縱貫時間點的設計可確保前因後果模型在時間點上的正確性。第二，本研究變項的測量

皆為員工自評，因此為降低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影響，故將前因變

項、環境適配以及結果變項分批施測。同方法變異指的是當自變項和依變項皆為同來源

時，則之間的相關可能被有誇大的情形。將自變項與依變項分不同時間測量，有助減少

不當變異產生的可能(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第三，本研究變數

眾多，不同時間點的施作問卷可避免題數過多，造成填答者不耐而使結果偏差。前因變

項分兩次施測，施測順序隨機決定。因此，時間 1 施測人格特質、工作特性、工作群體

特性以及填答者基本資料；時間 2 測量一般心智能力、領導風格以及組織氣候；時間 3
施測個人與環境適配；時間 4 則測量主管及督導滿意度、工作滿意度、工作群體承諾、

組織承諾。 

進行方式為，郵寄給各公司聯絡人代為發放與回收問卷。填答時間為收到問卷後

三天內填寫完畢。發放的對象會要求儘量跨不同單位或層級。為了確保隱密性，員工

填答完畢後可將問卷置入信封中，封口後交予該公司聯絡人。確保回收率部分，由於

本研究問卷必須分次發放，在程序上較為複雜，因此為提高參與意願、確保回收以及

資料配對的正確率，參與調查的公司至多需填答十份問卷即可，且四次施測皆隨問卷

致贈小禮物一份。此外，在問卷寄出的三天內會以電話詢問是否收到問卷，並在 3 天

後詢問發放狀況。 

三、測量工具 
為衡量本研究中所欲測量之變數，所使用的測量工具皆是引自國外學者發展成熟之

量表。若該量表之原文為英文，本研究在使用上採取先對該量表進行交叉翻譯，亦即聘

請一位雙語的專家將英文量表翻成中文，之後再聘請另一位雙語的專家將中文翻回成英

文，並比較原英文與再翻回的英文之間字義上的異同，其間發現有差異時，便與翻譯者

互相討論後再修正。關於量表之來源、內容、計分方式、內部一致信度(表1)，詳述如下。 

 
 



 

 

表 1  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 一般心智能力 33.49 6.71 （.89）               

2 外向性 3.04 0.45 .09 （.76）              

3 親和性 3.75 0.38 .05 .42* （.73）             

4 勤勉可靠性 3.66 0.45 .06 .30* .39* （.78）            

5 情緒不穩定 2.89 0.50 -.14 -.37* -.34* -.20* （.79）           

6 新事物接受度 3.18 0.39 .15* .33* .24* .23* -.01 （.71）          

7 交易型領導 1.90 0.63 .06 .08 .11 .03 -.16* -.15* （.75）         

8 轉換型領導 2.06 0.72 .19* .19* .27* .05 -.25* -.06* .84* （.93）        

9 回饋性 4.58 0.81 .27* .28* .11 .20* -.25* .13 .20* .30* （.83）       

10 自主性 4.41 0.99 .05 .14 .11 -.03 -.16* .17* .19* .29* .28* （.60）      

11 任務完整性 4.59 1.05 -.04 .11 .06 .13 .01 .11 .04 .02 .21* .56* （.74）     

12 技巧多樣性 4.14 1.07 .25* .25* -.05 .15* -.10 .16* .05 .15* .58* .29* .22* （.70）    

13 任務重要性 4.91 1.05 .17* .22* .15* .21* -.10 .20* .15* .25* .56* .32* .35* .54* （.70）   

14 工作設計 4.34 0.68 -.01 .17* .01 .12 -.15* .15* .19* .23* .51* .31* .24* .40* .43* （.50）  

15 目標相依性 4.74 0.98 .16* .06 .02 .06 -.21* -.10 .34* .35* .46* .26* .08 .31* .44* .42* （.74） 

16 情境特性 4.35 1.18 .13 .12 .00 .10 -.23* .01 .29* .32* .34* .23* .07 .19* .18* .38* .42* 

17 轉換特性 4.72 0.82 .05 .28* .34* .09 -.22* -.00 .31* .33* .42* .18* .09 .16* .30* .44* .41* 

18 創新型氣候 1.47 0.60 .13 .15* .12 .11 -.23* .02 .50* .56* .32* .22* .08 .27* .22* .27* .33* 

19 支持型氣候 1.45 0.63 -.01 .30* .23* .22* -.29* .02 .47* .56* .30* .37* .25* .16* .23* .29* .27* 

20 官僚型氣候 1.80 0.62 .11 .24* .15* .15* -.23* .03 .32* .38* .21* .11 .16* .14 .22* .24* .22* 

21 主管適配 4.00 0.96 -.03 .31* .17* .10 -.19* .06 .26* .42* .22* .23* .02 .17* .13 .21* .19* 

22 需求能力適配 4.64 0.96 .09 .24* .05 .04 -.32* .11 .05 .12 .24* .20* .12 .33* .23* .20* .18* 

23 需要供給適配 3.97 1.10 -.01 .20* .08 -.03 -.19* .08 .12 .19* .26* .21* .15* .17* .13 .22* .02 

24 工作群體適配 4.38 0.78 -.08 .35* .20* .10 -.29* .06 .26* .31* .13 .14* -.02 .16* .02 .07 .17* 

25 組織適配 4.03 0.98 -.06 .27* .09 .06 -.30* -.02 .27* .32* .22* .26* .16* .28* .17* .35* .15* 

26 督導滿意度 4.41 1.03 .02 .25* .27* .12 -.23* -.01 .38* .50* .26* .15* -.03 .12 .09 .22* .10 

27 工作滿意度 4.20 0.82 .05 .32* .30* .25* -.34* .10 .18* .32* .32* .25* .11 .25* .18* .25* .05 

28 工作群體承諾 3.83 0.61 .04 .26* .21* .16* -.20* .11 .32* .42* .33* .20* .05 .30* .19* .31* .17* 

29 組織承諾 3.74 0.67 -.05 .30* .16* .20* -.21* .15* .33* .38* .27* .28* .18* .24* .18* .39* .11 



 

 

表 1  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 （續） 
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16 情境特性 4.35 1.18 （.71）              

17 轉換特性 4.72 0.82 .40* （.73）             

18 創新型氣候 1.47 0.60 .41* .28* （.85）            

19 支持型氣候 1.45 0.63 .48* .38* .74* （.88）           

20 官僚型氣候 1.80 0.62 .30* .25* .55* .60* （.88）          

21 主管適配 4.00 0.96 .37* .22* .29* .34* .20* （.92）         

22 需求能力適配 4.64 0.96 .31* .28* .11 .09 .02 .36* （.89）        

23 需要供給適配 3.97 1.10 .31* .33* .19* .26* .02 .52* .54* （.93）       

24 工作群體適配 4.38 0.78 .41* .33* .20* .35* .26* .55* .38* .50* （.89）      

25 組織適配 4.03 0.98 .42* .31* .38* .48* .23* .53* .36* .55* .59* （.94）     

26 督導滿意度 4.41 1.03 .36* .31* .35* .44* .31* .68* .29* .41* .41* .37* （.91）    

27 工作滿意度 4.20 0.82 .38* .31* .37* .53* .26* .44* .36* .61* .47* .53* .57* （.81）   

28 工作群體承諾 3.83 0.61 .49* .33* .40* .48* .31* .54* .34* .53* .55* .54* .63* .71* （.93）  

29 組織承諾 3.74 0.67 .48* .35* .44* .55* .34* .55* .35* .56* .48* .66* .65* .68* .81* （.93） 

註：n = 139，對角線括號為內部一致信度。* p < .05，單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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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適配部分 

個人與主管適配，問項改編自Cable and DeRue(2002)個人與組織適配問項，共計3
題。原量表適配元素為價值觀，適配對象為組織。改寫原則為維持原問法、題數以及尺

度，僅將適配對象改為直屬主管。個人與工作適配，此變項以Cable and DeRue(2002)所
發展出來的需要—供給適配以及需求—能力適配題目為測量工具，兩種工作適配各3
題。個人與工作群體適配，問項改編自Cable and DeRue(2002)個人與組織適配問項，共

計3題。原量表適配元素為價值觀對象為組織。改寫原則為維持原問法、題數以及尺度，

僅將適配對象改為團隊。個人與組織適配，此變項以Cable and DeRue(2002)所發展出來

的個人與組織適配的3個題目來測量。以上量表尺度皆為7點量表：非常不同意(1)至非常

同意(7)。 

（二）前因變項部分 

一般心智能力，此變項是以Wonderlic Personnel Test Chinese Version(WPT, Wonderlic 
& Associates, 2002)共50題來衡量。該量表是最受歡迎的認知能力測驗之一，並廣泛使用

在實務與研究上。人格特質，此變項是以Goldberg(1999)所發展的五大人格特質量表共

50道題目來測量，每一種特質的類型各有10道題目來衡量，尺度為5點量表：非常不同

意(1)至非常同意(5)。領導風格，此變項以Avolio and Bass(2002)所發展的多因素領導風

格問卷(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 MLQ-Form 5X)的28道題目來測量，尺度為

五點量表：從不如此(0)至絕大部分如此(4)。工作特性，此變項是以Hackman and 
Oldham(1980)所發展出的工作診斷量表(Job Diagnostic Survey)的21個題目來測量，除了

回饋性以9題衡量外，每一種工作特性各有3道題目來衡量，尺度為7點量表：非常不同

意(1)至非常同意(7)。工作群體特性，此變項是以Campion et al.(1993)所發展出的工作群

體特性量表(Work Group Characteristic Measure)的15道題目來衡量，尺度為7點量表：非

常不同意(1)至非常同意(7)。此量表旨在衡量以下四種工作群體特性：工作設計、任務

目標相依性、情境特性以及轉換特性。組織氣候，此變項以Wallach (1983)所發展出的組

織文化指數(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dex, OCI)的24道題目來測量，該量表以隨機編排的

方式衡量組織在三種典型輪廓上的程度，分別是：支持型、創新型以及官僚型。每個構

面以8個形容詞式的題目來衡量，尺度為四點量表：並不能形容我的公司(0)至大部分能

形容到我的公司(3)。 

（三）後果變項部分 

督導滿意度，是以Hackman and Oldham(1980)所發展出的工作診斷量表的3道題目來

衡量。工作滿意度，此變項以Brayfield and Rothe(1951)所發展出的綜合工作滿意度5道題

目來衡量。工作群體承諾，問項改編自Mowday et al.(1979)所發展出的組織承諾問卷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OCQ)短題版，共計8題。修改方式為將組織字

眼改為團隊一詞。修改後題數原為9題，但我們刪除了1題，原因是該題反映的是個人與

工作群體價值觀適配。組織承諾，此變項以Mowday et al.(1979)所發展出的組織承諾問

卷短題版，共計8題。原題數為9題，同樣刪除了反映個人與組織價值觀適配的1題。以

上量表尺度皆為7點量表：非常不同意(1)至非常同意(7)。 

（四）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亦測量員工的職位階級(一般員工vs.主管級)以為控制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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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策略 
主要是以Pearson相關、階層迴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以及Steiger(1980)的相關

差異z檢定來驗證假設。其中零階相關用來探討個別前因以及後果變項與環境主觀適配

的相關性，階層迴歸則可以看出不同前因變數群是否顯著解釋環境主觀適配之變異

(LePine & Van Dyne, 2001)。此外藉由比較前因變數群之相對變異解釋力或稱遞增效度

(incremental validity)，則可進一步瞭解其中的對照關係(Darlington, 1968)。至於相關差異

z檢定則是用來判定兩兩相關之強弱關係，在本研究中我們用此方法來驗證環境主觀適

配與後果變項之對照關係。 

肆、研究結果 
一、假設驗證 

由於職位層級(一般員工vs.主管級)的不同可能會影響個人對環境適配的知覺，因此

步驟1控制住一般心智能力以及職位層級，步驟2才加入人格特質變數群。至於環境特性

的部分，則在步驟1控制住個人差異(一般心智能力、人格特質、職位層級)，步驟2才加

入環境特性變數群。 

（一）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之前因 

在個人特質的部分，由表1可知，一般心智能力未與任何環境主觀適配達顯著相關，

因此假設1a~1e並未成立。人格特質方面，由表2可知，在一般心智能力控制之下，除了

工作適配(需要—供給)為7%(p > .05)之外，人格特質變數群的加入能顯著提升個人與主

管10%(p < .05)、工作(需求—能力) 14%(p < .01)、工作群體15%(p < .01)以及組織適配

12%(p < .01)之變異解釋力。由以上數據可知，假設2a、2b、2d、2e成立，但假設2c並未

成立。在環境特性的部分，首先主管適配方面，由表2可知，在個人特質控制之下(GMA
與人格特質)，領導風格變數群的加入能顯著提升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之變異解釋力

(14%, p < .01)。工作適配方面，工作特性變數群的加入能顯著提升個人與工作主觀適配

(需求—能力)之變異解釋力(10%, p < .05)，但個人與工作主觀適配(需要—供給)的部分則

未達顯著水準(6%, p > .05)。在工作群體適配方面，工作群體特性變數群的加入能顯著

提升個人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之變異解釋力(14%, p < .01)。最後組織適配方面，組織氣

候變數群的加入能顯著提升個人與組織主觀適配之變異解釋力(18%, p < .01)。綜合以上

數據可知，假設3a、4a、6a、7a成立，但假設5a並未獲得支持。 

在前因變數群之對照關係部分，首先主管適配方面，由表2可知，在個人特質控制

之下(GMA與人格特質)，領導風格變數群相較於其他環境特性變數，其相對變異解釋力

最高(14%, p < .01)。工作適配(需求—能力)方面，工作特性變數群相較於其他環境特性

變數，其相對變異解釋力最高(10%, p < .05)。工作適配(需要—供給)部分，工作特性變

數群相較於其他環境特性變數，其相對變異解釋力並非最高且未達顯著標準(6%, p 
> .05)。工作群體適配方面，工作群體變數群相較於其他環境特性變數，其相對變異解

釋力最高(14%, p < .01)。至於組織適配方面，組織氣候變數群相較於其他環境特性變

數，其相對變異解釋力最高(18%, p < .01)。由以上數據可知，假設3b, 4b, 6b, 7b成立，

但假設5b並未獲得支持。 



主觀適配的特質環境前因與工作態度後果之探討 

18 

表 2 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前因變數群之相對變異解釋力(△R2) 

註：n = 139，* p < .05 ** p < .01。 
a職位層級與一般心智能力已在迴歸式中。 
b職位層級、一般心智能力以及人格特質已在迴歸式中。 

（二）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之後果 

首先就相關性部分，由表1可知，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與督導滿意度有顯著正向關

係(r = .68, p < .05)，個人與工作主觀適配(需求—能力)與工作滿意度有顯著正向關係(r 
= .35, p < .05)，個人與工作主觀適配(需要—供給)與工作滿意度有顯著正向關係(r = .61, 
p < .05)，個人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與工作群體承諾有顯著正向關係(r = .55, p < .05)，個

人與組織主觀適配與組織承諾有顯著正向關係(r = .66, p < .05)。綜合以上數據，假設8a、
9a、10a、11a、12a成立。 

後果變項之對照關係部分，首先主管適配的部分，督導滿意度與主管適配的相關性

最高，但是否的確如此則需進一步由z檢定來判定。檢定結果顯示在表3，督導滿意度與

主管適配的相關與其他後果變項有顯著差異，代表督導滿意度與主管適配的相關強於其

他後果變項與主管適配之相關，因此假設8b成立。工作適配(需求—能力)方面，工作滿

意度與需求—能力適配的相關性最高，z檢定結果與其他後果變項並無顯著差異，因此

假設9b並不支持。工作適配(需要—供給)方面，工作滿意度與需要—供給適配的相關性

最高，z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設10b獲得支持。工作群體適配的部分，工作群體

承諾與工作群體適配的相關性最高，z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設11b成立。最後組

織適配的部分，組織承諾與組織適配的相關性最高，z檢定結果有顯著差異，因此假設

12b獲得支持。 
表 3 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後果變數之對照關係 

註：n = 139，* p < .05，單尾。Y: Yes; N: No。 
a 相關顯著差異，p < .05，單尾。 
b 因量表信度過低，相關係數經單方(predictor)修正過後，檢定結果並無改變。 

變數 主管適配 需求能力適配 需要供給適配 工作群體適配 組織適配 

人格特質 a .10* .14** .07   .15** .12** 

領導風格 b .14** .01 .02 .03 .06 

工作特性 b .06 .10* .06 .03 .08* 

工作群體特性 b .11** .07*   .15**   .14** .15** 

組織氣候 b .05* .01 .06 .05 .18** 

變數 主管
適配

ra vs 
(1) 

需求
能力
適配

ra vs 
(2) 

需要
供給
適配

ra vs 
(2) 

工作
群體
適配

ra vs 
(3) 

組織
適配 

ra vs 
(4) 

1 督導滿意度 .68* N/A .29* N .41* Y .41* Y .37* Y 

2 工作滿意度 .44* Y .36* N/A .61* N/A .47* Y .53* Y 

3工作群體承諾 .54* Y .34* N .53* Y .55* N/A .54* Y 

4 組織承諾 .55* Y .35* N .56* Y .48* Y .66*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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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後分析 
為了更加瞭解個人特質與環境特性對主觀適配的影響，我們進行了兩項事後分析。

首先，針對前因變數群下的各個構面的個別效果進行瞭解，此舉將有利實務上之解釋。

其次，再針對各構面與環境主觀適配之零階相關，進行強弱檢定，以作為前因變項對照

關係之輔助證據。 

（一）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前因變項之個別效果 

首先就人格特質的部分，方法同假設2a~2e的驗證方式，以求得個別構面之標準化

迴歸係數。結果顯示，外向性與情緒不穩定是五大人格特質中與主觀環境適配最為相關

的兩項人格因子。其中，外向性與主管適配(b = .27, p < .01)、工作群體適配(b = .27, p < .01)
以及組織適配(b = .25, p < .05)的關係為正向且達顯著水準；情緒不穩定則與需求—能力

適配(b = -.31, p < .01)、工作群體適配(b = -.20, p < .05)以及組織適配(b = -.20, p < .05)呈
現顯著負向關係。在環境特性方面，同樣使用階層迴歸方式，步驟1先加入一般心智能

力、職位層級以及人格特質，步驟2再加入環境特性變數群。結果顯示，交易型領導與

主管適配呈顯著負向關係(b = -.30, p < .05)；轉換型領導則與主管適配的關係為正向且達

顯著水準(b = .66, p < .01)。自主性以及技巧多樣性則是工作特性中與環境主觀適配最為

相關的兩項因子。其中，自主性與主管適配關係為正向(b = .26, p < .05)；技巧多樣性則

與需求—能力適配(b = .25, p < .05)以及組織適配(b = .22, p < .05)呈現顯著正向關係。情

境特性則是工作群體特性中對環境主觀適配有最大的影響。其中，情境特性與主管適配

(b = .34, p < .01)、需要—供給適配(b = .24, p < .01)、工作群體適配(b = .37, p < .01)以及

組織適配(b = .34, p < .01)的關係皆為正向。最後支持型氣候對環境主觀適配的效果最為

明顯。其中，支持型氣候與需要—供給適配(b = .31, p < .05)以及組織適配(b = .41, p < .01)
呈現顯著正向關係。 

（二）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前因變項之對照關係 

驗證方式同後果變項，亦即使用Steiger(1980)的相關差異z檢定來判斷相關之強弱。

首先主管適配的部分，z檢定結果顯示在表4，除了人格特質的外向性以及工作群體特性

的情境特性，轉換型領導與主管適配的相關性(r = .42, p < .05)優於所有工作特性與組織

氣候之變數以及大多數個人特質與工作群體特性之變數。工作適配(需求—能力)方面，

除了外向性，技巧多樣性與需求—能力適配的相關(r = .33, p < .05)強於所有領導風格與

組織氣候之變數以及多數個人特質變項，但與工作群體特性之變數則無顯著差異。工作

適配(需要—供給)方面，除了外向性，轉換特性與需要—供給適配的相關性(r = .33, p 
< .05)優於所有領導風格、工作特性與組織氣候之變數以及大多數個人特質之變數。工

作群體適配的部分，除了外向性，情境特性與工作群體適配的相關(r = .41, p < .05)與其

他前因變項皆有顯著差異。最後組織適配的部分，支持型氣候與組織適配的相關(r = .48, 
p < .05)強於所有個人特質、領導風格與工作特性之變數，但與多數工作群體特性之變數

並無顯著差異。整體來說，前因變數個別構面之對照關係大致上符合前述假設驗證的結

果，即領導風格是個人與主管主觀適配之相對重要前因變項；工作特性以及工作群體特

性是個人與工作主觀適配(需求—能力)之相對重要前因變項；工作群體特性是個人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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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主觀適配(需要—供給)之相對重要前因變項；工作群體特性是個人與工作群體主觀適

配之相對重要前因變項；工作群體特性以及組織氣候是個人與組織主觀適配之相對重要

前因變項。 

表 4 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前因變數之對照關係 

註：n = 139，* p < .05，單尾。Y: Yes; N: No。 
a 相關顯著差異，p < .05，單尾。 
b 因量表信度過低，相關係數經單方(predictor)修正過後，檢定結果並無改變。 

伍、結論與管理意涵 
一、結論與討論 

過去適配文獻大多將焦點集中在後果變項上(Edwards, 1991; Kristof, 1996)。本篇研

究試圖勾勒出一個適配的前因與後果的模型。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之前因部分，過去針

對適配前因的研究多是在甄選情境，且絕大多數是客觀適配而非主觀適配(Kristof-Brown, 
2000)。本研究最大的成果即建立主觀適配前因的初步輪廓。結果顯示，人格特質部分

顯著解釋主管、需求—能力、工作群體以及組織主觀適配之變異，證明人格特質與價值

觀契合以及能力之契合有關。人格並未解釋需要—供給適配，可能的原因為此種適配是

以比較員工自身的需求和公司所供給的工作內容或薪資福利為基準，其所追求的為需求

的滿足，所以與員工需求和組織能提供的內容有關的變數，如經濟狀況、興趣、工作環

變數 主管 
適配 

ra vs 
(8) 

需求
能力 
適配 

ra vs 
(12) 

需要
供給 
適配 

ra vs 
(17) 

工作
群體 
適配 

ra vs 
(16) 

組織
適配 

ra vs 
(19) 

1.一般心智能力 -.03 Y .09 Y -.01 Y -.08 Y -.06 Y 
2.外向性 .31* N .24* N .20* N .35* N .27* Y 
3.親和性 .17* Y .05 Y .08 Y .20* Y .09 Y 
4.勤勉可靠性 .10 Y .04 Y -.03 Y .10 Y .06 Y 
5.情緒不穩定 -.19* Y -.32* Y -.19* Y -.29* Y -.26* Y 
6.新事物接受度 .06 Y .11 Y .08 Y .06 Y -.02 Y 
7.交易型領導 .26* Y .05 Y .12 Y .26* Y .27* Y 
8.轉換型領導 .42* N/A .12 Y .19* Y .31* Y .32* Y 
9.回饋性 .22* Y .24* N .26* Y .13 Y .22* Y 
10.自主性 .23* Y .20* N .21* Y .14* Y .26* Y 
11.任務完整性 .02 Y .12 Y .15* Y -.02 Y .16* Y 
12.技巧多樣性 .17* Y .33* N/A .17* Y .16* Y .28* Y 
13.任務重要性 .13 Y .23* N .13 Y .02 Y .17* Y 
14.工作設計 b .21* Y .20* N .22* N .07 Y .35* N 
15.目標相依性 .19* Y .18* N .02 Y .17* Y .15* Y 
16.情境特性 .37* N .31* N .31* N .41* N/A .42* N 
17.轉換特性 .22* Y .28* N .33* N/A .33* N .31* N 
18.創新型氣候 .29* Y .11 Y .19* Y .20* Y .38* Y 
19.支持型氣候 .34* Y .09 Y .26* Y .35* Y .48* N/A 
20.官僚型氣候 .20* Y .02 Y .02 Y .26* Y .23*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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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等可能會比人格的預測能力強。在環境特性部分，主管主觀適配的相對重要前因變數

為領導風格，需求—能力主觀適配的相對重要前因變數為工作特性，工作群體主觀適配

的相對重要前因變數為工作群體特性，組織主觀適配的相對重要前因變數為組織氣候，

以上各適配分別由其假設中的場域的前因變數群來預測，隱含適配間有其獨特性，並不

能視為等同的工作態度。最後，需要—供給主觀適配之相對重要前因變數是工作群體特

性，這點與假設不符。需要—供給適配乃指工作所提供包括薪資福利、升遷機會、具挑

戰性工作等能滿足員工財務或非財務需要的程度。而工作群體不論是單位部門或是任務

團隊，其組織提供良好的工作條件本身就是廣義工作的供給之一(Jurgensen, 1978)。再

則，組織愈來愈以工作團隊型式為員工工作的基本單位，員工需求的滿足也更多來自於

團隊的供給，如參與決策的機會、依團隊工作而定的訓練課程、分工合作的型式等，因

此，需要—供給適配便傾向取決於團隊能提供的內容。 

後果變項部份，結果指出督導滿意度是與主管主觀適配最相關的後果變項，工作滿

意度是與需要—供給主觀適配最相關的後果變項，工作群體承諾是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

最相關的後果變項，組織承諾是與組織主觀適配最相關的後果變項，這些結果與假設相

符並顯示不同的適配導致不同的後果，也意含適配有著多重的面向。需求—能力主觀適

配與工作滿意度的對照關係在本研究中則未得到支持。在過去的研究中，此種適配知覺

與後果變項的關連一直未有顯著的關係。可能的原因是此種適配是以能力為基礎

(competence-based)的知覺，與受訪者自尊(self-esteem)類似，也就更可能有社會期望

(social desirability)的象現(Cable & DeRue, 2002)。相較於其他適配而言，需求—能力主

觀適配有最高的平均數與較低的標準差，雖然仍與後果變數有相關，但平均而言較微弱

(平均相關為.34)，也可能因而使得對照關係的檢驗不成立。 

二、管理實務意涵 
由事後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到，五大人格特質中的外向性與價值觀為基礎的適配最為

相關，此點是過去文獻未有的發現。外向性特質明顯的個體代表自信、好社交的、積極

樂觀的。學者普遍認為外向性是五因素模型之中對於人際互動最具有影響力的特質，並

且與正面情緒有正向的關係(Barrick & Mount, 1991; Watson & Clark, 1984)。積極主動的

傾向使其主動尋找環境線索或調整自我來適應環境，而價值觀契合除了先天相似或久留

後適應，也應該包括彼此磨合的結果，至少在主管以及工作群體上有可能呈現互動的關

係(Meglino et al., 1989)。自信與正向情緒的特質也使得其對於事件總是傾向給予正面的

解讀；換言之，此種特質使得其知覺到契合存在，即使真實適配情況並非如此。因此組

織管理者不論是在制訂甄選或內部選才決策時，可試著將此項因素列入考量，以利選出

志同道合的適當人選。在環境特性方面，轉換型領導與主管價值觀契合有顯著正向關

係，此亦為相關文獻之首見，顯示致力組織文化的建立，型塑與部屬之共同價值觀與願

景的轉換型領導能影響員工對主管，甚至是組織價值觀契合的知覺(b = .29 p < .10)。轉

換型領導的重要性在於，傳統上以契約為基礎的領導方式已不足以應付日益競爭的環

境，因為單憑交易型領導是無法激發員工產生如公民行為等攸關組織未來績效的行為

(Bass et al., 2003)。工作群體特性中之情境特性代表組織支持團隊的建立，以及安排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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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隊訓練。在本研究中，情境特性與工作群體主觀適配為顯著正向關係，代表組織若

能提供心理上或實質上對於團隊的支持，則將有助於團隊成員「準備度」的提升，進而

產生較佳的團隊價值觀契合。而當成員在價值觀、目標一致程度愈高則工作結果也愈佳

(Kristof, 1996; Weldon & Weingart, 1993)。最後，支持型氣候也發現與需要—供給適配以

及組織適配呈現顯著正向關係。如前所述，良好的工作環境是廣義工作供給的一部份，

而支持型氣候強勢的組織就像一個大家庭，員工間友善相處並且會互相幫助，組織氣氛

和諧融洽並且傾向信任員工。因此支持型氣候如同轉換型領導彷彿是一種無形的推手，

幫助員工融入組織並促進員工與組織價值觀更加契合。 

整體來說，轉換型領導、情境特性以及支持型氣候都具有相同的本質，即「支持」

二字。適配的文獻大多承認社會化機制有助於適配的提升(Kristof, 1996)。因此對於實務

界的意涵在於，組織應當營造支持員工的環境與氣候，提供員工良好的養成系統，不論

是新進人員或是在職者。 

三、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所用的GMA量表原始設計需限時12分內完成，但礙於研究者無法親

自衡量填答者的時間，因此我們在開頭指導語及每頁頁尾加註提示語，希冀填答者能遵

守。幸而本研究GMA量表所測得的平均數、標準差以及信度數據皆符合手冊上揭露之

範圍(Wonderlic & Associates, 2002)。第二，本研究對於需要—供給適配除了採用直接測

量的方式，在適配元素上並無特定對象(如，薪資、福利、工作條件等)，此種契合知覺

稱為一般適配(general fit)。此種方式可能是造成部分係數未能顯著的原因之一(Rynes & 
Gerhart, 1990)。例如，交易型領導與互補性契合(需要—供給)在本研究中並無顯著關係。

可能的原因是本研究所用之需要—供給適配量表為一整體概念並未界定特定的適配元

素，因此在每位受試者其自我概念不同的情形之下，無法建立交易型領導與工作報酬適

配之間的關係。因此，後續研究建議可採用真實適配或測量特定適配元素之契合程度，

以釐清交易型領導之建構效度。第三，本研究對於工作群體主觀的定義並非聚焦於工作

團隊等任務性編組的組織，因此小至工作團隊大到部門單位都含蓋在施測的範圍。若以

工作團隊的角度來看，則也有可能產生互補性契合的議題。因為工作團隊的任務多為不

連續非例行的，因而工作團隊所需的知識技能常與日常工作所需的知識技能不同。此

外，工作團隊的供給或是員工對工作團隊的需要，也有可能與員工希望從工作上得到的

有所差異。故潛在的命題是，員工知覺的工作團隊需求—能力或供給—需要適配是否存

在？且是否與工作需求—能力或供給—需要適配為不同的概念。最後，本研究對於環境

主觀適配的前因，提出兩種個人特質與四種環境特性。後續研究可做進一步探討，例如：

主管部屬交換(leader-member exchange)可能影響主管適配、工作複雜度(job complexity)
可能影響工作或工作群體適配、知覺組織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則可能影

響組織適配等，以期能對個人與環境主觀適配之預測因子有更清楚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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