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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華人的企業組織中，忠誠是部屬與其主管

互動的重要特徵。現有的研究雖然不多，但已掌

握華人本土的主管忠誠概念，並發展出華人主管

忠誠的建構與測量。然而，由於直接延伸自組織

承諾的概念，所以，西方主管忠誠的概念本身缺

乏完整的建構。因此，本研究以華人本土主管忠

誠的概念與測量，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以彌補

西方主管忠誠概念的不足。經由內容分析確認量

表內容效度後，蒐集美國 160對與台灣 400對領
導者與部屬對偶樣本進行分析。初步結果指出：

（1）華人本土主管忠誠建構，具有相當程度的文
化普同性；（2）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與西方主管
忠誠構念，對工作滿意度、工作績效、及間接組

織公民行為的預測上，美國與台灣相同。文章中

對於研究結果的意涵有更為深入地討論，並提出

未來研究的方向。

關鍵字：跨文化研究、本土普同性構念、組織

承諾、主管承諾、主管忠誠

在華人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思想與華人政治社會

文化，對於個人的忠誠教化，有著深刻的歷史軌跡

（鄭伯壎、姜定宇， 2004）。自戰國時代起，忠誠的概

念即因效忠對象的差異而一分為二，包括有公忠（對

國家社稷較為整體對象的忠誠）與私忠（對君主或特

定對象的忠誠）（劉紀曜， 1982）。這兩類忠誠的概念

並未隨著華人政治體制的改變而隨之消失，在現代華

人企業組織中，員工忠誠仍是重要的態度要求（周逸

衡， 1984；李慕華， 1992）。而公忠與私忠，其效忠

對象從國家與君主，轉變為公司本身與直屬主管（李

慕華， 1992；鄭紀瑩， 1996）。在現代華人家族企業

中，仍可以清晰地觀察到私忠形式的忠誠，而且，仍

是組織管理者所重視的重要工作態度與行為（鄭伯

壎，1995；Redding, 1990; Silin, 1976）。

主管忠誠的概念並非華人所獨有，西方研究者近

期亦針對此議題加以探討，稱之為主管承諾（supervi-

sory commitment或是 commitment to supervisor）

（Stinglhamber & Vandenberghe, 2003）。然而，他們最

先關注的是整體對象的忠誠概念，即為組織承諾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Porter, Steer, Mowday,

& Boulian, 1974），隨後才區分出主管承諾的概念

（Becker, 1992; Gregersen, 1993; Reichers, 1986）。可能

是為了方便相互對比，因此，在主管承諾的概念界定

與測量上，均延用自組織承諾的界定與測量。即使近

期許多研究者指出，主管承諾不論是在概念上和測量

上，均應獨立於組織承諾，然而，除了忠誠的對象不

同之外，對於主管承諾有別於組織承諾的意涵為何，

仍未有研究加以探究（Benkoff, 1997; Berker, Billings,

Eveleth, & Gilbert, 1996; Cheng, Jiang, & Riley, 2003;

Stinglhamber & Vandenberghe, 2003）。

藉由延伸組織承諾的概念，所發展出的主管承

諾概念，也許可以捕捉到部份的組織現象。然而，

西方主管忠誠的研究，卻沒有從主管忠誠的概念內

涵的瞭解開始，逐步建構出主管忠誠的真實面貌，

所以，侷限了主管忠誠的可能意涵。反觀於華人主

管忠誠的概念發展，卻是有著清楚的發展軌跡，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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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掌握了對主管個人效忠的豐富意涵（鄭伯壎、姜

定宇， 2000；鄭伯壎、鄭紀瑩、周麗芳， 1999）。在

鄭伯壎與姜定宇（2000）的研究中指出，華人主管忠

誠的概念，可以區辨出與西方概念相近的西方主管忠

誠構念，與屬於華人本土的主管忠誠構念，而本土性

的主管忠誠構念，在預測華人企業組織的員工效能

時，更具有其獨特的解釋效果。研究結果支持華人主

管忠誠概念在華人組織中的適用性，然而，由於西方

研究者尚未完整地探討主管忠誠的概念，所以，這就

引發一項疑問：從華人社會中所發展出來的本土性構

念，是否就一定不存在於西方社會？基於 A d l e r

（1983）的比較研究觀點，進一步探索兩個文化中的

相異處，可以釐清什麼樣的組織行為構念或理論，是

普遍性的構念或理論；而什麼樣的構念或理論又具有

文化特殊性。因此，華人社會中所發展的主管忠誠構

念，是否能應用在西方企業組織？而對西方員工組織

效能的預測，是否與華人組織情境一致或有所差異？

這些問題不僅值得探討，同時，亦可指出文化差異對

員工組織行為的影響究竟為何。

因此，本研究針對台灣與美國兩地的企業組

織，探討華人主管忠誠對員工組織效能的影響。並

進一步探討在不同的文化區域中，華人主管忠誠對

員工組織效能影響的差異效果。

理論與假設

主管忠誠雖不是華人獨有的現象，但是在組織

行為研究中，也是近期才開始重視部屬對主管忠誠的

議題。同時，華人與西方的主管忠誠概念，有著相當

不同的發展歷程，而需要予以分別予以討論。於是，

接下來將先回顧源於西方的主管承諾概念，接著再回

顧華人本土的主管忠誠概念，最後再整合兩類概念的

異同，並進一步發展出本研究的各項研究假設。

主管承諾的概念發展與內涵

主管承諾的概念乃源自於組織承諾的概念，而

有關組織承諾，則是起源於一九七○年代，許多研

究者注意到組織成員對組織忠誠（loyalty）與承諾的

議題（Kanter, 1968; Buchanan, 1974; Jauch, Glueck, &

Osborn, 1978; Porter, et al., 1974）。早期組織行為研究

者是將組織視為一個整體，因此，並未區分出組織

中不同的承諾對象，而將組織成員對組織整體的承

諾，稱之為組織承諾。 Porter等人（1974）將組織

承諾界定為員工個人對組織認同與投入的程度。他

們以三個層面來說明員工對組織的承諾：在態度層

面上，相信且接受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及經營理

念；在行為意圖（behavior intention）上，願意為了

達成組織目標而付出額外努力（extra effort）；在動

機（motivation）上，想保有組織成員身份的強烈慾

望。換言之，組織承諾可以視為一種員工與組織的

連結關係（employee-organization linkage），這種連

結關係的本質是個人對組織的一種心理依附狀態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O’Reilly & Chatman,

1986）。Meyer與Allen（1991）回顧有關組織承諾

的研究，歸納出組織承諾的三種組成，包括情感承

諾（affective commitment）：成員對組織的情感依

附，使得個人對組織的目標產生認同，並內化組織

價值觀；持續承諾（continuance commitment）：成

員與組織之間關係的維持，是依靠物質利益而非情

感因素；以及規範承諾（normative commitment）：

成員經由內化組織或社會規範，而產生一種接近個

人義務或道德責任的承諾。

然而，組織只是一個籠統與整體的指稱，在結構

上或任務上，組織仍存在著不同的部門或事業單位，

因此，組織員工可能有許多不同的對象可以依附，例

如企業主持人、部門、團隊、直屬主管、以及其他有

形的組織構成體（constituencies）等。不論是在實務

上與概念上，組織構成體並非是無法區隔開來的

（Reichers, 1985, 1986）。於是，有關組織承諾的研

究，則發展出多元內容與多元對象（multi-bases &

multi-foci）的觀點（Becker, 1992; Becker et al.,

1996）。Meyer與Allen（1997）根據Reichers（1985,

1986）的想法，提出一個組織承諾的矩陣式架構。其

中，在承諾內容上，可以區分為情感承諾、持續承

諾、以及規範承諾；而在承諾對象上，則包括組織本

身、最高主管、部門、部門經理、工作團體、及團隊

督導等類別。

組織承諾具有多重對象與多元內容的想法，也

獲得了實徵研究的支持（Becker, 1992; Gregersen,

1993; Becker & Billings, 1993）。在Becker 與 Billings

（1993）的研究中，透過群聚分析（cluster analysis），

以承諾剖面（profile）來界定承諾對象，而得出兩

類重要的承諾對象，即所謂的整體對象（global foci）

承諾，包括對組織本身與最高管理人的承諾；與區

域對象（local foci）承諾，包括對工作團體與直屬

主管的承諾。這顯示可以依照承諾對象與員工心理

距離的遠近，區分出心理距離近的對象（如區域對

象），與心理距離遠的對象（整體對象），此兩類承

諾又以主管承諾與組織承諾最具代表性。一般而

言，這兩類對象承諾對員工的工作行為或態度的影

響，是極為不同的，直屬主管承諾對員工的組織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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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與工作績效上，比組織承諾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

力（Becker & Billing, 1993; Benkhoff, 1997; Becker, et

al., 1996; Cheng, et al., 2003; Gregersen, 1993）。

在上述的研究中，主管承諾的界定均是承襲組

織承諾的概念，認為主管承諾是一種部屬對其直屬

主管的一種心理依附狀態，也由於身為部屬並沒有

如同身為組織成員般，具有較為清晰的成員意識

（membership），因此，組織承諾中的持續承諾較不

適用於主管承諾的概念，而部屬與主管之間的關

係，更不可能有既定的規範要求，於是，在主管承

諾的研究中，大多僅涵蓋認同與內化兩類概念向度

（Becker, et al., 1996; Gregersen, 1993; Stinglhamber

& Vandenberghe, 2003）。

華人主管忠誠的概念與內涵

相較於主管承諾概念的產生，華人主管忠誠有

著相當不一樣的發展軌跡。在西方的忠誠概念發展

中，是從整體對象的忠誠概念，而後衍生出對特殊

對象的忠誠概念。而華人的忠誠概念，卻是先注意

到特殊對象忠誠在華人組織運作中的獨特地位，而

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像是對企業主的效忠與效忠主

管等。但是，有關整體對象的忠誠概念，一開始是

引進西方組織承諾概念所進行的移植型研究時，所

帶來的客位（etic）概念，而本土性的組織忠誠概

念，則是在近期才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姜定宇、鄭

伯壎、任金剛、黃政瑋， 2003）。

雖然早期的華人組織研究，指出華人企業主持

人相當強調員工對其自身的效忠（personalized loy-

alty）（Redding, 1990; Silin, 1976），然而，這些研

究均是從管理者的角度所進行的探討，所以，在忠

誠現象的理解上，僅著重於管理者的個人效益，同

時，在概念建構上，忠誠成為一種基於管理者觀點

的領導效能指標。不過，對於員工而言，對主管忠

誠仍有其獨特的意涵，而不必然僅有管理者的觀

點。李慕華（1992）同時考量企業主持人與員工的

不同觀點，以關鍵事例的研究方式，探討華人企業

組織中的忠誠現象。研究結果指出，不論是從企業

主持人或是員工的觀點，對於組織中的忠誠內涵，

都有著大致相同的看法，包括有負責盡職、主動積

極、與公司一體、穩定、以及順從等內涵。雖然她

的研究並未區分出主管忠誠與組織忠誠的不同，不

過她在討論時指出：「員工提及忠於公司而非忠於

雇主的似乎相當少（頁 109）」，雖然研究者解釋可能

是在取樣時所造成的差異，不過，更有可能的解

釋，應該是在華人企業組織中，忠誠現象的焦點並

不是針對公司整體，而是特定對象，尤其是針對企

業主持人或直屬主管。鄭伯壎（1995）說明這樣的

現象，是由於在華人企業中，組織往往被視為企業

主持人的私有財產，因此，人際連帶為主的非正式

組織，要比正式的組織結構來得重要；再者，企業

主持人在組織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法因人行是華人

企業對法令的典型觀點（Redding, 1990）。於是「華

人組織內的忠誠格局反映的是一種私忠的本質（鄭

伯壎， 1995；頁 176）」，是一種對企業主的個人忠

誠，而非對組織本身的忠誠。基於上述的觀點，李

慕華（1992）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成份可能是反

映出對企業主持人忠誠的概念，而非組織忠誠的概

念。為了釐清華人企業組織中，主管忠誠與組織忠

誠兩類不同對象的忠誠概念，鄭紀瑩（1996）以台

灣一家本土的中型企業為研究對象，採個案研究的

方式，訪問公司中十名具代表性的組織成員，探討

組織忠誠與主管忠誠的具體意涵。研究結果指出，

主管忠誠與組織忠誠，是兩類可以清楚區分的概

念，而主管忠誠可以界定為：「員工基於特定因

素，在心理上順服並認同主管，相信主管會提供所

需的照顧與支持，而願意以行為表現達成主管之目

標與最大利益」，其內涵則包括有：與主管產生情感

上的依附與連結、工作積極、達成主管要求、及替

主管分憂解勞等。

相較於上述較為純粹的本土取向（indigenous

approach）研究，陳鎮雄（Chen, 1997）則是一方面援

引西方主管忠誠的概念，另一方面以項目分析的方

式，歸納中國大陸企業員工的訪談資料，想要藉此擴

充華人主管忠誠意涵。除了兩項屬於西方主管忠誠的

向度－認同主管與內化主管價值觀之外，研究結果發

現，華人主管忠誠的概念還包括為了主管願意付出相

程度的努力、對主管有強烈的依附；並希望能跟隨左

右、願意為主管犧牲自己，或是犧牲個人的利益以尋

求、提升主管的福祉。而含蓋努力（effort）、跟隨

（follow）、及奉獻（dedication）等三類向度，並將效

忠主管界定為：「部屬對主管的高度認同、依附、以

及犧牲」。然而，陳鎮雄（Chen, 1997）的作法，未能

釐清認同與內化是否亦為華人主管忠誠的概念，對於

華人本土主管忠誠的掌握，亦可能失之偏頗。於是，

鄭伯壎等人（1999）根據相關之質性研究結果（鄭伯

壎， 1995；鄭紀瑩， 1996），並參考張慧芳（1995）

與陳鎮雄（Chen, 1997）的量化研究，歸納出主管效

忠的五個主要向度與十二個次級向度，接著以一家台

灣企業組織的 660位員工為對象，進行量表的校正。

研究結果指出華人主管忠誠的構念，具有五個主要向

度，分別為認同內化、業務輔佐、主動配合、犧牲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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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及服從不二。其中認同內化接近主管承諾的概

念，可視為西方主管忠誠的構念；而其餘四個因素則

可稱之為本土主管忠誠的構念向度。同時，不論是使

用陳鎮雄所編製的量表，或是鄭伯壎等人（1999）所

編製的量表，均指出在華人企業組織中，相較於西方

主管忠誠的構念，本土性的主管忠誠概念在預測員工

效能上有更高的解釋力（鄭伯壎、姜定宇， 2000；

Chen, Tsui, & Farh, 2002）。顯示主管忠誠的本土構念

在華人企業組織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從上述的回顧中，指出主管忠誠至少包括兩個層

面：一、心理層次上的依附狀態，即為認同主管與內

化主管價值觀；二、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

tion），像是犧牲，願意為主管做出超越自身利益的行

為，而行為的目的在於達成主管的目標與利益。因

此，從由以上的回顧，可以將主管忠誠界定為：在心

理上認同主管、內化主管的價值觀、並表現依附行

為，而願意將主管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並

且主動為主管付出。

在心理層面上，主管忠誠是一種心理依附的狀

態，著重在對主管的認同與內化主管價值觀兩項內容

上。願意將主管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則是指

個人願意遵從主管，或是願為主管的利益而犧牲自己

的利益等概念。在這個定義中，我們強調主動付出的

行為意圖，並將之視為主管忠誠的重要成份，包括個

人願意協助主管、配合主管、提供主管所需的資

源、甚至是為主管犧牲個人利益等行為。根據以上

的定義，主管忠誠有下列四項基本假定：(1) 主管忠

誠是一個連續性的概念，而非忠誠或不忠誠的二分

建構，個人對主管是可能有不同的效忠程度；(2) 主

管忠誠是相對穩定的概念，它不是一種暫時性的情

感反應，亦不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3) 主管忠誠

的定義僅適用於以直屬主管為對象的忠誠，對於組

織中的其他對象忠誠，其定義與內涵為何，是需要

再進行研究與討論，才能將之延伸或修改。

華人本土主管忠誠：文化普同抑或文化殊異

由於華人本土主管忠誠的概念，是來自於詳細

的質性個案研究，因此在概念的掌握上，應較西方

主管忠誠的概念來得更為周詳。而西方主管忠誠與

華人本土主管忠誠概念的主要差異，即在於華人本

土主管忠誠概念除了強調在態度層面上的認同主管

與內化主管價值觀之外，更包括了表現出負責、盡

職、犧牲、以及服從等行為意圖。同時含蓋態度與

行為意圖的測量，不僅較為符合忠誠概念的意涵

（Mowday, Porter, & Steers, 1982），而在實證研究

中，也指出兩個向度的測量，較單一態度向度更能

解釋員工組織行為（Chen, et al., 2002）。西方對主

管忠誠行為意圖層次的忽視，並非來自實地觀察中

所得到的結論，而是由於西方主管忠誠的概念，是

直接引用組織承諾中情感性承諾的建構，而忽略了

情感性組織承諾之外的概念。因此，華人本土主管

忠誠建構，應能擴充西方主管忠誠的概念建構，並

提供更為深入的理解（Chen et al., 2002）。

Berry（1990）指出，當某些概念已在某一文化

區域中，有較為系統化的發展時，另一文化可藉由

援引已經發展好的外來構念（ imposed-et ic  con-

struct），來進行初步的探索研究。Morris, Leung,

Ames及 Lickel（1999）更進一步說明，這樣的初步

探索研究，可以再輔以本土概念建構的研究歷程，

相互補充不足之處，而能整合出多文化的概念建

構。楊國樞（Yang, 2000）則提出一項跨文化本土

研究（cross-cultural indigenous research）途徑的觀

點，指出在進行跨文化構念的比較研究中，藉由從

事各自文化下的本土質性研究，更為深入地探討兩

兩文化體系中的知識，如此才能得以釐清與增進跨

文化的知識。以往華人組織行為研究均是援引西方

研究發現或是本土探索為主，極少研究曾將本土發

展的概念，帶入其他文化區域下進行跨文化比較研

究。因此，根據跨文化比較學者的觀點，這些本土

研究雖然能夠發現西方研究者所無法觸及的意涵，

但是，這些在華人社會所發展的本土構念，卻並未

能進一步地增進跨文化研究領域的知識，而僅為一

種無法與其他文化溝通的獨特語言。所以，將本土

概念外推，是有其極為重要的意義。

於是，依據楊國樞（Yang, 2000）的觀點，華

人主管忠誠的構念可能包含三種不同的文化概念成

分：西方主管忠誠構念、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

念、以及本土文化殊異性主管忠誠構念。在華人主

管忠誠構念的發展時，主管承諾雖為西方文化下的

忠誠建構，然而，基於文獻回顧與實徵研究，可以

瞭解此種基於認同與內化的忠誠意涵，是目前西方

與華人主管忠誠構念中已知的共同部份；而華人本

土主管忠誠構念，在經過跨文化比較分析後，可能

會發現部份的本土構念亦存在於西方主管忠誠構念

中，而屬於文化普同性的構念，而其他部份的本土

構念可能僅存在於華人主管忠誠構念中，則為文化

殊異性的構念，於是，華人本土主管忠誠構念可進

一步區分為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與本土文化

殊異性主管忠誠構念。從多文化整合概念的觀點來

說，若本土主管忠誠構念，在另一文化中仍具有文

化普同性的建構，那麼華人本土主管忠誠構念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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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另一文化區域的員工行為，提供更為深入的理

解。在本研究中，將以美國企業組織，作為另一文

化的探索標的。

本土普同性構念與西方構念對後果變項的解釋

華人本土文化殊異性主管忠誠構念對組織成員

的意義，僅存在於華人企業組織，而無法也沒有意

義需要套用於西方組織情境中。不過，本土普同性

主管忠誠構念，即意涵了西方組織行為研究者所忽

略的部份，而值得予以探討，並深化其意涵。

Pettigrew（1985）指出，要瞭解文化的影響力，絕

不是從一、兩個文化指標，或是剖面圖（profile）

差異而可以綜觀全貌，文化會滲透文化區域中的每

一個環節，因此，要採用情境主義分析法（contextu-

alist analysis），視文化為所有變項的可能影響因素。

所以，依據Pettigrew的觀點，在跨文化比較中，單純

地比較某一變項的差異水準，並不具有多大的意涵，

而是要檢驗不同文化下的某一概念與其他相關概念間

的關係，是具有相似的或相異的關係形式。因此，我

們將比較台灣與美國企業組織中，西方主管忠誠構念

與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對重要員工效能指標的

差異影響，並藉此突顯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在西

方企業組織情境中的獨特意涵。

員工重要的效能指標主要可以分為三種類型，分

別為︰工作態度、工作績效（in-role performance）、

以及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 citizenship behavior

或是 extra-role performance）等，此三類變項包含了

員工效能中的三個重要層面。在工作態度上，較常為

研究者重視的包括兩項指標，即工作滿意度與離職傾

向，而在西方主管忠誠的研究指出，主管承諾與工作

滿意度具有顯著的正相關，而與離職傾向具有顯著的

負相關（Becker, 1992; Becker & Billings, 1993; Becker

et al., 1996; Reichers, 1986），並且在華人主管忠誠的

研究中，亦發現相同的結果（鄭伯壎、姜定宇，

2000；Chen et al., 2002; Cheng et al., 2003）。

在有關承諾的回顧性文章中指出，組織承諾與

態度指標有較高且顯著的關聯，研究者指出這是因

為承諾的概念本身，即是一種個人自身的態度，因

此，會與工作滿意度或離職傾向有高度相關，是可

以理解的（Meyer & Allen, 1997）。所以，根據此一

邏輯，在西方主管忠誠與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對

工作態度的效果比較上，主管忠誠構念中偏向態度

層面的西方主管忠誠構念，應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而偏向行為意圖的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則相

對上影響力應較弱。然而，不同文化區域下，兩類

主管忠誠與工作態度的關係是否會有所差異？從

Becker & Billings（1993）與鄭伯壎等人（Cheng et

al., 2003）的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西方或華人企業

組織，西方主管忠誠對員工工作滿意，均具有顯著

且正向的影響力。於是我們假設：

假設1： 相較於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西方主管

忠誠與工作滿意度具有較高的關聯。

工作績效則是另一項重要的員工效能指標，西

方主管忠誠的研究指出，主管承諾與工作績效之

間，具有顯著的正相關（Becker et al., 1996; Cheng

et al., 2003），然而，相對於本土主管忠誠而言，本

土主管忠誠構念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效果（Chen et

al., 2002）。同時，相對於主管忠誠中的態度層面，

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強調行為意圖層面的主管

忠誠意涵，對於工作績效這類效能變項而言，應具

有顯著的影響效果（Chen, et al., 2002）。因此，相

對於西方主管忠誠構念，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

應與工作績效有更為顯著的關聯。近期在西方組織

情境所做的研究，雖然並未釐清主管忠誠中傾向行

為意圖的內涵，不過，在有關LMX（leader-member

exchange）的研究中， LMX品質的測量亦包含了一

些類似華人本土主管忠誠的概念，像是「主動替主

管所作的決策提出辯護和解釋」（Graen & Scandura,

1987），而在這些研究中，亦發現相較於與組織本身

的交換品質，與主管的交換品質對工作績效有更高

的影響力（Masterson, Lewis, Goldman, & Taylor,

2000; Wayne, Shore, & Liden, 1997）。所以，即使在

西方組織情境中，相較於西方主管忠誠構念，本土

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亦應與工作績效有較強的關

聯。於是，我們假設：

假設 2：相較於西方主管忠誠，本土普同性主

管忠誠與工作績效具有較高的關聯。

Organ（1988）指出，組織公民行為因為不是工

作規範要求的行為表現，因此，也很難以一般的獎勵

制度予以形塑，不過，組織公民行為卻是影響組織是

否能順暢運作的重要關鍵（Katz & Kahn, 1966）。因

此，許多研究多從動機因素來探索影響組織公民行為

重要前置因素，而在諸多可能因素中，組織承諾被認

為是重要因素之一（Podsakoff, Mackenzie, Paine, &

Bachrach, 2000）。近期的研究中更指出，相對於對組

織整體的態度變項，針對主管的態度變項與組織公民

行為有更強的關聯，像是主管信任（trust in super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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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主管承諾、以及與主管的交換品質（LMX qual-

ity）等（Aryee, Budhwar, & Chen, 2002; Chen et al.,

2002; Cheng et al., 2003; Masterson et al., 2000; Wayne

et al., 1997）。顯示在某種程度上，組織公民行為可能

較接近一種主管關聯性（supervisor-related）較高的變

項，而非組織關聯（organizat ion-re la ted）變項

（Aryee et al., 2002; Cheng et al., 2003; Podsakoff et al.,

2000）。

回顧西方組織行為的研究中，組織公民行為的概

念是指員工基於身為組織公民的意識，會為組織付出

額外努力的行為，就如同身為國家公民一般，主動做

出對組織有利的行為（Organ, 1988）。然而，組織成

員在組織中所會從事的組織公民行為，並非一定都是

直接對組織本身有利的行為（Brief & Motowidlo,

1986）。Williams與Anderson（1991）則將組織公民

行為所涵蓋的內容範疇，區分為直接對組織本身有利

的組織公民行為（OCBO），以及直接對直屬主管或同

事有利，而間接對組織整體有利的組織公民行為

（OCBI）。而在組織情境中，雖然直屬主管扮演著組

織代理人（agent）的角色，然而，根據相容原則

（principle of compatibility），主管忠誠是會直接促進有

利於直屬主管或工作團體的組織公民行為，就是間接

有利於組織的組織公民行為（Cheng et al., 2003）。之

前的研究指出，西方主管忠誠與直接對主管或同事有

利，間接對組織有利的公民行為，具有正向關聯

（Ayree et al., 2003; Becker & Billings, 1993; Gregersen,

1993）。這可能是由於對直屬主管的情感性連結，像

是認同與內化主管的價值觀，會使得部屬會從事更多

有利於其直屬主管或工作團體的行為，而不會計較是

否屬於個人的職務要求。不過在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

構念中，強調部屬對主管各方面的支持與協助，因

此，在這個構念下有較為特定的行為範疇，可能與間

接組織公民行為無直接關聯。所以，相較於本土普同

性主管忠誠構念，西方主管忠誠構念的影響力較不會

侷限於僅針對主管的相關行為表現，於是，西方主管

忠誠構念應對間接組織公民行為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在此，我們假設：

假設 3：相較於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西方主

管忠誠與間接有利組織之組織公民行

為（OCBI）具有較高的關聯。

有關本土普同性的主管忠誠概念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間的關係，僅有少數文章予以探討，而且，均

是以華人為樣本，並未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鄭伯

壎、姜定宇， 2000；Chen et al., 2002）。這些研究指

出本土主管忠誠構念亦與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的正

向關係，不過，研究中並未將組織公民行為區分為直

接或間接兩類，所以，無法從以往研究中，推論本土

主管忠誠構念對於直接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關係。在

華人文化中，員工在組織中所從事的組織公民行為，

或是有利組織的行為，其意涵可能並非是基於身為組

織成員的公民意識。姜定宇等人（2003）的研究指

出，華人企業組織中所展現的組織公民行為，並非是

一種組織公民行為的意涵，而是屬於組織忠誠行為的

範疇。它所意涵的是基於華人文化中的忠誠意識，因

此，更包括了犧牲個人利益等文化殊異性的概念。因

此，在華人企業組織中，直接對組織有利的組織公民

行為，與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概念，同屬於華人文化

下合於規範的忠誠行為，因此，由於同屬忠誠概念的

範疇，所以，在華人企業組織中，直接有利於組織的

組織公民行為是與本土主管忠誠有較高的關聯性（鄭

伯壎、姜定宇， 2000；Chen et al., 2002）。然而，西

方文化由於不像是華人文化般重視忠誠（姜定宇、鄭

伯壎， 2003），這樣的關係可能並不存在於西方組織

中。所以，對於西方的組織成員而言，為主管所做出

的忠誠行為，可能主要是基於與主管的社會交換關係

（Graen & Scandura, 1987），然而，個人會做出組織公

民行為，主要是基於身為組織成員的公民意識

（Organ, 1988），所以，這兩者之間可能不具有直接的

關聯。因此，我們認為只有在華人情境中，本土普同

性主管忠誠才會與直接組織行為有直接的關聯。於是

我們假設：

假設 4：在台灣企業組織中，相較於西方主管

忠誠，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與直接有

利組織之組織公民行為（OCBO）具

有較高的關聯。

總之，本研究想要瞭解，華人社會中所發展出的

本土性構念，是否就一定不存在於西方社會？長久以

來，組織行為研究仍多為以美國為本位的民族中心主

義研究（ethnocentric studies）為主，所獲致的結果僅

能證明美國學者觀點的普同性。於是，根據 Adler

（1983）的觀點，我們可以從兩個文化間的相異處，

做更深入的探討，方能協助我們找出什麼樣的組織理

論是普遍性理論，而什麼樣的又是具文化特殊性的理

論。以此言之，主管忠誠的本土性構念中的文化普同

性構念，或可補足西方組織行為學者所忽略的重要向

度。因此，藉由探討華人與於西方組織情境中，主管

忠誠如何影響員工的組織行為，而能獲致對主管忠誠

議題有所貢獻的文化普同性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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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是以台灣與美國兩個地區

的企業組織員工為研究對象。台灣樣本是以委託施

測的方式進行資料的蒐集，由任職於台灣某家大型

公營物流業的 EMBA班學員，協助問卷的發放，同

時蒐集主管與部屬的資料。主管必須分別針對所管

轄的兩名效能不同的部屬來填寫主管問卷，而每位

部屬填寫各自的部屬問卷。發出 350套 700對問卷

中，總共回收 400對，回收率為 57%。在美國則是

以以一家大型公營企業為對象，由協同的研究人員

親自蒐集主管問卷資料與所屬的部屬問卷資料，共

蒐集 40位主管與 160位部屬的資料，總共獲得對偶

資料 160對。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之量表，將包括中文與英文兩個版

本。若所使用的中文量表沒有相對應的英文量表，則

是經由翻譯與再譯（back translation）的程序，發展

出英文量表，使得量表題項的語意具有對等性。在部

屬問卷中，測量的變項包括有華人主管忠誠量表、工

作滿意、工作績效、以及背景與控制變項。在主管問

卷中，則包括有部屬組織公民行為的衡量。

部屬問卷

主管忠誠。修改自鄭伯壎等人（1999）所編製

的效忠主管問卷來測量，其內容主要來自於鄭紀瑩

（1996）對組織忠識所做的質性研究資料，以及陳鎮

雄（Chen, 1997）的效忠主管量表。此量表包括五個

向度 28題：認同內化、犧牲奉獻、業務輔佐、服從

不二、及主動配合。為了檢測此量表在美國的適用

性，研究者邀請十位美國當地的工作者，工作經驗

從二年至十二年，四位男性六位女性，進一步評估

量表題項的適用性，特別是屬於華人本土建構的主

管忠誠題項，是否在美國亦能反映出主管忠誠的構

念。評估結果如表一所示，表一指出二題平均數低

於三分，包括「當家庭與主管的要求發生衝突時，

我會以主管為優先」與「沒有人願意做的事，主管

會拜託我完成」，因此，在後續的分析中則將此二題

刪除，而華人本土主管忠誠構念的其他題項，在初

步的概念檢測中，指出即使是在西方組織情境中，

仍是可以用來測量主管忠誠的構念，因此，可視為

文化普同性的建構。

表一
效忠主管內容適合度檢驗—美國 (N = 10)

題項內容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數 標準差

16 當家庭與主管的要求發生衝突時，我會以主管為優先。 0 5 2.90 1.66
17 當主管目標和個人目標有衝突時，我願犧牲個人目標以達成主管目標。 2 5 3.50 1.08
18 我會撥出時間處理主管的私事。 1 5 3.20 1.03
19 我確實遵循主管的工作理念與做事方法。 3 5 3.80 0.63
20 我會完全地服從我主管的命令。 3 5 3.80 0.63
21 即使不同意主管的做法，我還是會服從主管的決定。 2 5 3.80 1.03
22 當主管的做法違反誠信原則時，我會幫忙掩飾。 0 5 3.10 1.66
23 我會主動承擔主管的過失。 1 5 3.40 1.65
24 我會承擔過錯，以保護主管免受責難。 0 5 3.20 1.87
33 我喜歡我主管的原因，是由於他（她）的立場和價值觀。 2 5 3.50 0.85
34 我會向主管提供政策實施後同仁的反應，作為改善的參考。 3 4 3.50 0.53
35 我會向主管提供他不知道的消息，以協助他。 3 5 3.90 0.57
36 我願意為主管打聽單位成員的動向、想法及言論。 2 4 3.20 0.79
37 沒有人願意做的事，主管會拜託我完成。 0 4 2.70 1.16
38 我會認真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免主管擔心。 3 5 4.00 0.67
39 主管交代我的事，我會盡快完成。 2 5 4.10 0.99
40 我不會私下做出不利於主管的事。 0 5 4.00 1.56
41 如果我的主管轉到另一家公司工作，我也會跟著走。 3 5 3.70 0.95

註：內容分析中，「0」表示該描述「完全不能用來評估主管忠誠」；「1」表示該描述「不可以用來評估主管忠誠」；「2」表示該

描述「不太可以用來評估主管忠誠」；「3」表示該描述「應該可以用來評估主管忠誠」；「4」表示該描述「可以用來評估主管忠

誠」；「5」表示該描述「完全可以用來評估主管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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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忠誠量表採 Likert式七點量尺進行測量，

以「1」至「7」的分數，代表「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等七種選項。表二為主管忠誠的探索性

因素分析，結果指出不論是在台灣樣本或是在美國

樣本，主管忠誠均可以清楚地區分出五個因素向

度，在台灣樣本中，各向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

（Cronbach’s α）介於 .70至 .92之間，在美國樣本

中，各向度的內部一性信度係數介於 .56至 .91之

間。其中認同內化為西方主管忠誠構念（etic per-

spective）（台灣樣本α = .92；美國樣本α = .91），

而其餘四個向度（包括有犧牲奉獻、服從不貳、主

動配合、及業務輔佐）為華人本土主管忠誠構念

（emic perspective）（台灣樣本α = .74；美國樣本α

= .70）。所以，綜合內容分析與因素分析的結果，雖

然有少數題目內容可能不符合美國企業組織中的情

形，或是並不符合美國人所認同的主管忠誠構念，

不過，概念向度本身並未因此而有所不同，顯示華

人本土主管忠誠構念，在美國企業組織中，亦具有

文化普同性。於是，在本研究中，原屬於華人本土

主管忠誠構念，亦為文化普同性主管忠誠構念。

表二
主管忠誠因素分析結果—台灣與美國樣本

題目內容

台灣 (N = 368) 美國 (N = 112)

因素一：認同內化（αT = .92; αA = .91）

8. 來這裡工作之後，我和我主管的價值觀變得越來越相似 4.74 1.39 .89 -.06 -.04 .06 .00 3.77 1.54 .99 -.03 .02 -.13 -.05

7. 我發現自己和主管的價值觀一樣 4.73 1.40 .88 -.05 .01 .03 -.06 4.13 1.61 .85 .10 -.08 -.03 -.07

10.我主管的信念已變成我個人的信念 4.68 1.38 .88 -.11 .06 .06 -.03 3.39 1.64 .77 -.12 -.09 .06 .11

5. 當有人批評我的主管時，我覺得有如批評我個人一般 4.98 1.42 .85 .01 -.09 -.02 .10 3.46 1.67 .56 .04 -.04 .23 .04

4. 我很欣賞和佩服我主管的為人處事 5.54 1.25 .83 .03 .08 -.06 -.03 4.62 1.74 .76 .04 .11 .03 -.09

3. 我對朋友說，我的主管是個好主管 5.64 1.17 .74 .15 .17 -.12 -.05 4.41 1.85 .79 .03 .05 .08 .01

6. 我主管的成功也是我的成功 5.10 1.34 .70 .16 -.16 .08 .11 4.27 1.90 .56 .03 -.02 .16 .24

因素二：主動配合（αT = .73; αA = .75）

4. 我不會私下做出不利於主管的事 5.89 1.33 .05 .86 -.22 -.13 .13 6.05 1.29 .11 .56 .17 -.07 -.14

39.主管交待我的事，我會儘快完成 6.12 .75 -.03 .81 .16 .08 -.04 6.30 1.06 -.03 .95 -.08 -.07 -.04

38.我會認直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免主管擔心 6.07 .75 .02 .81 .15 .02 -.07 5.57 1.39 .00 .72 -.09 .14 .17

2. 我會完全地服從我主管的命令 5.15 1.36 .17 -.08 .86 -.02 -.06 5.85 1.13 .14 .21 .72 -.02 .05

21.即使不同意主管的做法，我還是會服從主管的決定 5.23 1.16 -.15 .06 .87 .02 .16 5.21 1.54 -.11 -.12 .74 .02 .07

因素四：業務輔佐（αT = .70; αA = .77）

36.我願意為主管打聽單位成員的動向、想法及言論 4.29 1.53 .05 -.34 .05 .85 .10 3.83 1.65 .15 -.06 -.18 .66 .05

35.我會向主管提供他不知道的消息，以協助他 5.43 1.13 .01 .16 .01 .79 -.03 5.20 1.39 -.04 .05 .10 .86 -.13

34.我會向主管提供政策實施後同仁的反應，作為改善的參考 5.46 1.10 -.02 .31 -.08 .71 -.06 4.86 1.50 .09 -.05 .08 .76 -.03

因素五：犧牲奉獻（αT = .70; αA = .56）

22.當主管的做法違反誠信原則時，我會幫忙掩飾 2.93 1.30 -.08 -.01 .09 .00 .86 2.05 1.37 .12 -.12 .03 -.28 .58

23.我會主動承擔主管的過失 3.63 1.44 .11 .08 .02 .02 .83 2.06 1.24 -.05 .08 .09 .11 .76

特徵值 6.51 2.16 1.70 1.23 .91 6.39 2.18 1.70 1.20 1.08

解釋變異量 38.29 12.69 9.99 7.22 5.35 37.61 12.81 9.78 7.08 6.37

累積解釋變異量 38.29 50.98 60.97 68.19 73.55 37.61 5.42 6.40 67.48 73.85

因素間相關：

台灣樣本：因素一、因素二：.34；因素一、因素三：.33；因素一、因素四：.45；因素一、因素五：.14；因素二、因素三：.35；因素二、因素
四：.35；因素二、因素五：-.14；因素三、因素四：.30；因素三、因素五：.13；因素四、因素五：.15

美國樣本：因素一、因素二：.43；因素一、因素三：.26；因素一、因素四：.42；因素一、因素五：.32；因素二、因素三：.45；因素二、因素
四：.40；因素二、因素五：-.04；因素三、因素四：.14；因素三、因素五：-.12；因素二、因素五：.16

註： 因素分析採主因子分析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以promax進行斜交轉軸。

αT：台灣樣本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αA：美國樣本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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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直接測量個人對其目前的工作是否

滿意，「整體來說，您對於您目前的工作是否滿意？」

來衡量個人的工作滿意程度，量尺為 100點連續量

尺。「0」表示非常不滿意，「100」表示非常滿

意。

工作績效。工作績效的測量則採用樊景立、鄭

伯壎（1997）所使用的工作績效評量，包括「我對

本單位的整體工作表現有重大的貢獻」、「我是本單

位內表現優異的員工之一」、「我總是能如期完成上

級交付的工作」、及「我的表現總是能合乎上級要求

的工作標準」等四題，量尺為 100點連續量尺。「0」

表示非常不滿意，「100」表示非常滿意。此量表的

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在台灣樣本中為 .91，在美國

樣本中為 .89。

背景與控制變項。部屬的人口統計變項，包括

性別、教育程度、年資、以及職級，用來做本研究

的控制變項。除此之外，由於以往研究亦指出組織

承諾對員工效能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所以，在進行

主管忠誠與員工效能的關係探索時，亦應將組織承

諾納入考量，作為控制變項，以釐清主管忠誠對員

工效能的影響效果。組織承諾的測量修改自

Mowday等人（1982）與O’Reilly與Chatman（1986）

所編製的組織承諾量表，本量表包括七題，採Likert

式七點量尺進行測量，以「1」至「7」的分數，代

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等七種選項。表

三為組織承諾之因素分析結果，可區分出內化承諾

與認同承諾兩個主要因素向度。而整體組織承諾量

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台灣樣本為 .89，美國樣

本為 .90。

主管問卷

組織公民行為。修改自 Farh,  Earley,  & Lin

（1997）所編製的組織公民行為量表，本量表包括九

題，採 Likert式七點量尺進行測量，以「1」至「7」

的分數，代表「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等七

種選項。經由因素分析，取得三個台灣與美國樣本

一致的因素向度，分別為恪守本分、協助同事、及

維護公利，因素分析結果如表四所示。根據

Williams與Anderson（1991）的區分，其中維護公

利則為直接對組織有利的組織公民行為（OCBO），

而恪守本分與協助同事可視為間接對組織有利的組

織公民行為（OCBI）。在信度組成方面，台灣樣本

中兩類組織公民行為的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分別為

.90與 .87，而在美國樣本中，則分別為為 .64與

.91。

研究步驟

在台灣樣本資料的蒐集，是採個別訪問與委任

表三
組織承諾因素分析結果

題目內容
台灣 (N = 381)                                 美國 (N = 144)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一 因素二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一：內化承諾（αT = .93; αA = .93）

12.我發現自己的價值觀和公司的經營理念一樣 4.59 1.51 .99 -.06 3.88 1.73 .95 -.09

13.公司的許多理念已經變成我的個人信念 4.68 1.44 .85 .01 3.76 1.69 .91 -.02

11.我選擇公司的原因，是基於它的經營理念 4.55 1.51 .85 .03 4.20 1.66 .82 .12

1.來這裡工作之後，我的價值觀和公司的經營理念愈來愈接近 4.90 1.48 .75 .19 3.91 1.56 .82 .02

因素二：認同承諾（αT = .75; αA = .77）

3.當有人稱讚公司時，我覺得很光榮 6.16 .89 -.01 .72 5.04 1.50 -.14 .81

4.我很高興告訴別人，我是這家公司的職員 5.73 1.21 .23 .55 5.49 1.51 .19 .66

9.我很關心別人對這家公司的看法 5.81 .96 .00 .76 5.06 1.47 .08 .66

特徵值 4.25 1.15 4.34 1.12

解釋變異量（%） 6.70 16.41 61.97 15.97

累積解釋變異量（%） 6.70 77.11 61.97 77.94

因素間相關 因素一、因素二：.55                 因素一、因素二：.63

註： 因素分析採主因子分析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以promax進行斜交轉軸。

αT：台灣樣本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αA：美國樣本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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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測的方式進行。為了確保配對資料的蒐集品質，

與問卷資料的匿名性。研究者事先會給予書面指

引，並將問卷以不同的顏色區分。每套問卷包括

白、藍、黃三種顏色的問卷各一份，由委託人或研

究者自己將整套問卷交給主管，再由主管依指示或

由研究者自己，將兩份內容完全相同的問卷（藍、

黃色問卷）交給兩名部屬填寫，主管本身則針對此

兩名部屬來回答白色問卷。為顧及資料的隱私性，

每位受試者填答完畢之後，直接以回郵信封寄回給

研究者，或將問卷交回委託者，再轉交研究者。

而在美國樣本資料的蒐集，則是委託美國當地

的研究者，進行小團體施測。研究者先蒐集主管問

卷資料，每位主管需針對所屬的四名部屬進行評

量，再請該名主管所轄的四位部屬填寫相對應的部

屬問卷。所有問卷均由研究者親自施測，故可確保

配對資料的品質。

資料分析

為了確保量表的對等性，首先以內容分析，確

認題項內容亦符合美國主管忠誠的概念建構，並適

合於美國企業組織中施測；其次，藉由主管忠誠量

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確認美國與華人企業組織擁

有共同一致的因素向度，而得以檢驗主管忠誠的建

構效度與跨文化建構的對等性。而在原本即是源於

西方組織行為研究的概念上，如組織公民行為與組

織承諾，則僅藉由探索性因素分析，確認相同的測

量概念與因素向度。

為了檢驗假設 1至假設 3，首先，需要先了解主

管忠誠與員工效能之間的關係，而進行相關分析。

其次，為了探討主管忠誠的西方構念與本土構念對

員工工作效能的影響，資料分析將以階層性迴歸分

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或區段迴歸分

析（block regression analysis），找出重要的影響變

項。同時，為進一步了解台灣與美國兩地，主管忠

誠對員工效能的影響模式，將以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描述可能的影響歷

程。

研究結果

表五與表六為各分析變項之相關情形，在台灣

表四
組織公民行為因素分析結果—台灣與美國樣本

題目內容
台灣 (N = 400) 美國 (N = 152)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一：恪守本分（αT = .85; αA = .87）
3.樂意參加與工作有關的訓練。 5.71 1.11 .80 -.12 .02 6.01 .98 .75 .08 -.11
4.努力充實自己以提高工作績效。 5.34 1.15 .81 .01 -.06 5.19 1.43 .72 .03 .07
1.不挑揀工作，盡可能接受新的或困難的任務。 5.42 1.21 .71 .08 .07 5.59 1.40 .71 .14 .10
2.會自願承擔職責之外的工作任務。 5.33 1.24 .62 .19 -.04 5.15 1.59 .85 -.03 -.02

因素二：協助同事（αT = .86; αA = .88）
18.會主動分擔或代理同事的工作。 5.56 1.03 -.04 .95 -.06 5.73 1.35 .03 .89 -.03
19.當同事工作負荷過重時，自願提供協助。 5.46 1.07 -.02 .88 .03 5.59 1.37 .04 .95 .01
20.幫忙請假的同事處理公務。 5.42 1.07 .22 .53 .07 5.09 1.42 .06 .61 .01

因素三：維護公利（αT = .90; αA = .64）
11.利用上班時間處理私人事務。(R) 5.13 1.43 .00 -.01 .93 5.79 1.59 .10 -.12 .73
12.利用公司資源處理私人事務。(R) 5.38 1.44 .00 .01 .90 6.41 .94 -.11 .12 .76

特徵值 4.66 1.38 .94 4.92 1.19 .86
解釋變異量 (%) 51.78 15.34 1.41 54.66 13.25 9.59
累積解釋變異量 (%) 51.78 67.12 77.54 54.66 67.91 77.51

因素間相關：台灣樣本：因素一、因素二：.69；因素一、因素三：.43；因素二、因素三：.40；
美國樣本：因素一、因素二：.72；因素一、因素三：.53；因素二、因素三：.44

註： 因素分析採主因子分析法（principle axis factoring），以 promax進行斜交轉軸。

αT：台灣樣本之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α）；αA：美國樣本之內部一致性係數；(R)：表示反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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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中，西方與本土普同主管忠誠與工作滿意、工

作績效、及組織公民行為上，相關係數介於 .16至

.43，均達到 .01顯著水準；而在美國樣本中，西方

與本土普同主管忠誠與工作滿意、工作績效，相關

係數介於 .21至 .47，均達到 .01顯著水準，而與組

織公民行為的相關中，僅西方主管忠誠與間接組織

公民行為的相關 .26達 .01顯著水準，其餘相關均未

達 .05顯著水準。相關表中顯示，不論是在美國還是

台灣樣本，相較於本土普同主管忠誠構念與工作滿

意的相關（台灣： r = .29；美國： r = .22），西方主

管忠誠構念與工作滿意有較高的相關（台灣： r =

.43；美國： r = .39），符合假設 1的預期；相較於西

方主管忠誠構念與工作績效的關係（台灣： r =

.29；美國： r = .21），本土主管忠誠構念與工作績

效有較高的相關（台灣： r = .35；美國： r = .28），

符合假設 2的預期；相較於本土主管忠誠構念與間

接有利組織公民行為（OCBI）的相關（台灣： r =

.16；美國： r = .04），西方主管忠誠構念與間接有

利組織組織公民行為（OCBI）有較高的相關（台

灣： r = .25；美國： r = .26），符合假設 3的預期；

在台灣樣本中，相較於西方主管忠誠構念與直接組

織公民行為（OCBO）的相關（r = .17），本土主管

忠誠構念與直接有利組織組織公民行為（OCBO）

有較高的相關（r = .29），符合假設 4的預期。

表五
迴歸分析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台灣 (N =  324–400)

變項名稱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別 1.28 .45 －

2.教育 2.81 .93 .09 －

3.職務 1.99 1.06 .17** .28** －

4.年資 12.19 9.30 -.23** -.58** .12* －

5.組織承諾 5.28 .97 -.12* -.24** .01 .22** (.89)

6.西方主管忠誠 5.17 1.09 -.06 -.12* .00 .06 .54** (.92)

7.本土主管忠誠 4.79 .71 -.17** -.21** -.08 .23** .42** .48** (.74)

8.工作滿意 8.13 16.35 -.07 -.27** -.04 .23** .52** .43** .29** －

9.工作績效 8.96 11.35 -.10* -.30** -.09 .29** .36** .29** .35** .55** (.91)

10.組織公民行為 –直接 5.07 1.34 -.13* -.17** -.15** .28** .22** .17** .29** .21** .25** (.90)

11.組織公民行為 –間接 5.43 .87 -.07 .09 -.02 -.02 .21** .25** .16** .21** .09 .41** (.87)

* p < .05；**p < .01；括號內為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Cronbach’s α）；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表六
迴歸分析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及相關係數—美國(N = 130–156)

變項名稱 M SD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性別 1.37 .48       －

2.教育 2.77 .87 .14       －

3.職務 1.47 1.39 .00 -.03        －

4.年資 12.43 8.14 -.02 -.14 -.04        －

5.組織承諾 4.61 1.21 .09 .09 .10 -.12 (.90)

6.西方主管忠誠 4.16 1.34 .13 .01 .04 -.14 .49** (.91)

7.本土主管忠誠 4.43 .74 -.04 .05 .12 -.20* .36** .47** (.70)

8.工作滿意 76.95 21.04 .06 -.12 .04 -.02 .47** .39** .22** －

9.工作績效 85.01 13.51 .09 .12 -.01 -.15 .27** .21* .28** .37** (.89)

10.組織公民行為 –直接 2.40 1.46 .05 .10 .00 -.06 .07 .07 .09 -.14 -.19* (.64)

11.組織公民行為 –間接 5.47 1.10 .12 -.03 -.14 -.08 .06 .26** .04 .20* .27** -.23** (.91)

* p < .05; **p < .01；括號內為內部一致性信度係數（Cronbach’s α）；性別：1 =男性，2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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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迴歸分析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工作滿意度 工作績效

預測變項 台灣 (N = 340) 美國 (N = 136) 台灣 (N = 338) 美國 (N = 137)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背景變項

1.性別 -.06 .00 .01 .01 .06 .03 .01 .01 -.04 .00 .00 .03 .08 .06 .05 .08

2.教育 -.20** -.10 -.11 -.11 -.15 -.18* -.17* -.17* -.11 -.05 -.05 -.05 .08 .07 .07 .06

3.職位 .01 -.02 -.01 -.01 .04 -.01 -.01 -.01 -.08 -.10 -.09 -.07 -.01 -.04 -.04 -.06

4.年資 .10 .07 .07 .07 -.02 .04 .06 .06 .23** .21** .21** .18** -.14 -.10 -.09 -.07

ΔR2 (.08**) (.01) (.01) (.01) (.03) (.03) (.03) (.03) (.11**) (.10**) (.10**) (.09**) (.04) (.03) (.03) (.03)

5.組織承諾 (OC) .48** .37** .37** .49** .40** .40** .31** .26** .22** .26** .22* .18

ΔR2 (.21**) (.19**) (.19**) (.23**) (.20**) (.20**) (.10**) (.09**) (.08**) (.07**) (.03*) (.01)

效忠主管

6.西方主管忠誠 .20** .19** .19* .19 .10 .03 .10 .00

ΔR2 (.03**) (.03**) (.03*) (.02) (.01) (.00) (.01) (.00)

7.本土主管忠誠 .02 .02 .21** .22*

ΔR2 (.00) (.00) (.03**) (.03*)

調整後R2 .07 .28 .31 .31 .00 .23 .25 .25 .10 .19 .19 .22 .01 .07 .07 .10

F值 7.25** 27.80** 26.44** 22.63** .87 8.98** 8.57** 7.30** 10.25** 16.48** 14.35** 14.82** 1.27 3.00* 2.68* 3.04**

df1,df2 4,335 5,334 6,333 7,332 4,131 5,130 6,129 7,128 4,335 5,334 6,333 7,332 4,132 5,131 6,130 7,129

估計標準誤 16.03 14.06 13.79 13.81 21.30 18.68 18.39 18.46 10.96 10.42 10.38 10.18 13.84 13.41 13.41 13.22

* p < .05, ** p < .01；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表七為主管忠誠對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迴

歸分析結果。結果指出，在排除控制變項的影響

後，西方主管忠誠的構念，對台灣與美國員工的工

作滿意度，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台灣：β = .20，

p < .01; 美國：β = .19， p < .05），而再加入本土普

同效忠主管後，本土普同主管忠誠的效果均不顯著

（台灣：β = .02， p > .05; 美國：β = .02， p >

.05），而在台灣樣本中，西方主管忠誠仍具有顯著

的解釋力（ΔR2 = .03， p < .01）。在迴歸分析中，

假設 1獲得部份支持：「相較於本土普同性主管忠

誠，西方主管忠誠與工作滿意度具有較高的關係」。

在工作績效的迴歸分析中顯示，在排除其他相

關變項的影響後，本土主管忠誠對台灣與美國員工

工作績效的影響，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效果（β =

.21， p < .01; β = .22， p < .05）。研究結果支持假

設 2：「相較於西方主管忠誠，本土普同性主管忠

誠與工作績效具有較高的關聯」。

表八為主管忠誠對組織公民行為的迴歸分析，

在間接對組織有利的組織公民行為（OCBI）上，在

排除控制變項與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後，西方主管

忠誠對台灣與美國員工的間接對組織有利的組織公民

行為（OCBI），都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β = .15，

p < .05; β = .30， p < .01）。研究結果支持假設 3：

「相較於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西方主管忠誠與間接

有利組織之組織公民行為（OCBI）具有較高的關

聯」。

在對直接對組織有利的組織公民行為（OCBO）

上，在排除控制變項與西方主管忠誠的影響後，本土

效忠主管對台灣員工仍具有顯著的預測效果（ΔR2 =

.03， p < .01）。然而，在美國樣本中，不論是西方

主管忠誠或是本土主管忠誠，對直接有利組織之組

織公民行為（OCBO）而言，均不具顯著的影響力

（ΔR2 = .00, p > .05; ΔR2 = .01, p > .05）。因此，研

究結果支持假設 4：「在台灣企業組織中，相較於

西方主管忠誠，本土普同性主管與直接有利組織之

組織公民行為（OCBO）具有較高的關聯」。

為了更進一步瞭解本土普同性主管忠誠與西方

主管忠誠建構，對台灣與美國員工效能的整體影響

效果，而以結構方程模型呈現主管忠誠與員工效能

的關係。在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中，由於考量組織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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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為重要的前置變項，因此，也加入模式中一併呈

現。圖一結構方程模型是採用多重樣本（multi-group）

的分析方式，同時考量台灣與美國樣本的資料，各

項符合度指標分別為： chi-square = 32.63, df = 16;

NFI = .91; CFI = .95; GFI = .99; SRMR = .07;

RMSEA = .05，上述指標顯示此模式具有良好的模

式符合度。而從西方主管忠誠與本土普同性主管忠

誠對員工後果變項的路徑係數來看，各項顯著的路

徑皆與假設一致，而可以進一步支持在迴歸分析中

所得到的結果。

討論

本研究藉由同時蒐集台灣與美國的資料，探討

由華人本土所發展出來的主管忠誠概念，是否亦具

有文化普同性，而能夠增加我們對於主管忠誠概念

的理解。在內容分析中，指出華人本土主管忠誠的

構念，在美國亦具有相當程度的內容效度。而在迴

歸分析與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中，亦指出在工作滿

意、工作績效、以及間接組織公民行為上，主管忠

表八
組織公民行為迴歸分析之標準化迴歸係數

直接組織公民行為 間接組織公民行為

預測變項 台灣 (N = 340) 美國 (N = 136) 台灣 (N = 338) 美國 (N = 137)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M1 M2  M3 M4

背景變項

1.性別 -.04 -.02 -.02 .01 .00 .00 -.01 .00 -.04 -.01 -.01 -.01 .15 .15 .12 .10

2.教育 .07 .11 .11 .11 .11 .10 .11 .10 .15 .20** .19* .19* -.10 -.11 -.08 -.06

3.職位 -.22** -.23** -.23** -.21** .00 -.00 -.00 -.01 -.07 -.09 -.08 -.08 -.14 -.15 -.15 -.13

4.年資 .34** .34** .34** .31** -.05 -.05 -.04 -.03 .06 .05 .05 .05 -.09 -.08 -.06 -.08

ΔR2 (.12**) (.11**) (.11**) (.11**) (.02) (.01) (.01) (.01) (.02) (.02) (.02) (.02) (.05) (.04) (.04) (.04)

5.組織承諾 (OC) .20** .16* .13* .04 .01 -.01 .25** .17* .17* .06 -.08 -.05

ΔR2 (.04**) (.02*) (.02*) (.00) (.00) (.00) (.06**) (.02*) (.02*) (.00) (.00) (.00)

效忠主管

6.西方主管忠誠 .06 .00 .06 .02 .15* .13* .30** .39**

ΔR2 (.00) (.00) (.00) (.00) (.02*) (.02*) (.07**)(.07**)

7.本土主管忠誠 .19** .10 .03 -.19

ΔR2 (.03**) (.01) (.00) (.03)

調整後R2 .11 .15 .15 .17 .00 .00 .00 .00 .00 .06 .07 .07 .02 .02 .08 .10

F值 1.85** 11.66** 9.89** 1.05** .51 .44 .42 .47 1.25 4.85** 4.96** 4.28** 1.82 1.55 .00** 3.16**

df1,df2 4,311 5,310 6,309 7,308 4,125 5,124 6,123 7,122 4,313 5,312 6,311 7,310 4,129 5,128 6,127 7,126

估計標準誤 1.26 1.24 1.24 1.22 1.49 1.50 1.50 1.50 .84 .82 .81 .82 1.06 1.06 1.03 1.02

* p < .05, ** p < .01；性別： 1 =男性， 2 =女性

圖一︰組織承諾、主管忠誠與員工結果變項之結構
方程模型分析

括號外為台灣樣本，括號內為美國樣本；

模式符合度指標為：χ2 = 32.63(16)，NFI = .91，

CFI = .95，GFI = .99， SRMR = .07，RMSEA = .05

組織承諾

西方主管忠誠

本土主管忠誠

工作滿意

工作績效

直接組織公民行為

間接組織公民行為

.44**(.20**)

.41**(.33**).14*(.02)

.11(-.07)

.44**(.40**)

.26**(.19*)

.19**(.21*)

.23**(.29**)

.24**(.28**)

.20**(-.09)

.47**(.50**)

.52**(.49**)

.4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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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的西方建構與本土建構的影響模式，在台灣和美

國是完全相同的。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不僅在概念

層次上華人本土主管忠誠具有文化普同性，而在各

相關變項的關係分析中，亦可說明華人本土主管忠

誠的效用或是概念結構（nomological network），亦

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普同性。

就不同的效能指標來說，在西方主管忠誠與本

土普同性主管忠誠對工作態度與工作績效的預測模

型中，台灣與美國的影響模式並無差異，顯示主管

忠誠對員工態度與工作績效的影響效果，具有相當

程度的跨文化穩定性。然而，在對組織公民行為的

預測上，台灣與美國在間接組織公民行為（OCBI）

上，有著共同的影響模式，就是西方主管忠誠會有

主要的影響效果，然而，在直接組織公民行為

（OCBO）上，僅有台灣樣本中，本土普同性主管忠

誠有主要的影響效果。在先前的文獻回顧指出，對

台灣的員工而言，組織公民行為可能具有相當不同

的意義，而接近於組織忠誠的意涵，因此，會與本

土普同性主管忠誠有所關聯（姜定宇等人， 2003）。

而除了在概念層次會有所影響之外，這樣的結果也

可能出相較於西方組織情境，華人本土主管忠誠，

在華人組織情境中的影響層面仍較為廣泛。

本研究除了驗證華人本土主管忠誠具有文化普

同性外，在美國的樣本中，亦顯示本土普同性主管

忠誠，夠擴充西方主管忠誠的概念，而增加對員工

效能的解釋力。換句話說，從華人本土研究中所發

展出來的概念，雖然在本質上是屬於地區性的研究

概念或研究取徑，然而，若能因此觀照到主流的研

究概念，進而能基於本土性的知識，為更為廣泛的

學術知識，提供更深入的洞察或反省，就以學術知

識的發展而言，這亦是相當重要的交流過程。對於

這方面的努力，在華人關係（Guanxi）議題的研究

上，就有著相當卓越的成效（Farh, Tsui,  Xin,  &

Cheng, 1998; Tsui & Farh, 1997; Xin & Pearce,

1996）。這些研究可以說明，即使是從華人本土研究

中所發展出的本土概念，亦可能具有文化普同性的

成分，並能為世界知識體系做出具體的貢獻。

本文除了檢測具有文化普同性的主管忠誠概

念，研究過程中亦顯示出可能的文化差異，值得做

更深入的探討。在內容分析中有二題因為在美國樣

本中，不認為可以用來檢測主管忠誠而被刪除，這

二題分別代表著「願為主管而犧牲家庭」與「願為

主管做別人不願意做的事情」等概念。這反映出雖

然台灣與美國有著相近的概念向度，但是，相近的

主管忠誠概念向度，可能並不意味著有等同的含蓋

範圍，以犧牲奉獻為例，在台灣樣本中，「願為主

管而犧牲家庭」可能是合理的，然而，在美國樣本

中，即使是願為主管犧牲奉獻，可能也僅限於工作

場域，而不會連家庭也一併犧牲。因此，這樣的差

異顯示出華人主管忠誠的範圍，可能擴及到個人工

作之外的其他生活層次，而值得再進行討論。另

外，雖然本研究並不討論台灣與美國兩個地區中，

那一地區的主管忠誠比較高的問題，不過從台灣與

美國樣本中的平均數分配中，大致上仍可以觀察到

大部份的題項上，台灣的得分要高於美國，然而，

這樣的平均數比較並不能告訴我們是否台灣企業組

織的員工就較為重視主管忠誠，而美國企業組織中

的員工則否，平均數高低的背後仍有相當多的情境

因素需要加以考量，而不一定都能指稱是文化差異

所造成的影響。因此，本研究重於變項間的關係探

討，並指出變項間關係的差異，如此方能更為清楚

呈現所欲探討的主題。當我們能逐漸釐清台灣與美

國主管忠誠的概念異同後，繼續探討主管忠誠某些

向度的強度在兩地有所差異的成因，亦是未來可進

行討論的議題之一。

由於本研究僅蒐集美國一家公營企業員工為樣

本，因此，在概化程度上會有所限制，不過，即使

如此，在美國樣本所發現的變項關係，仍與台灣多

個企業組織員工樣本所發現的關係接近。由此我們

可以推論，即使是以多家企業樣本所進行的研究，

研究結果應該也會相差不遠。然而，就以研究的實

證層面，未來是可以再蒐集美國私營企業員工樣

本，進行驗證。另外，由於本研究是使用華人本土

所發展出的概念，所進行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因

此，就以主管忠誠的概念而言，可能並不能夠完整

涵蓋美國本土文化下的所有概念內涵，不過，這方

面的限制並不會因此而影響本研究的主要發現與貢

獻。不過，若以跨文化本土研究取徑的觀點來說，

另有一些研究應該從美國本土，由概念發展開始，

逐步建構出屬於美國本土的主管忠誠意涵。從本研

究的結果來看，美國現有的主管忠誠知識，確實是

有不足之處，而需要再加以深化。

有關主管忠誠的概念，其可能的豐富意涵可能

不僅存在於華人企業組織，在日本文化中，忠誠亦

有著相當獨特的發展方式，而有別於華人社會

（Rozman, 1991）。 Fukuyama（1995）指出，德國源

自於「學徒制度」的職業團體認同，以及以團體表

現來進行的工作評量，而非以個人為單位，使得德

國勞工不僅認同他們的社會階層，也認同他們從事

的產業與工作上的主管，換句話說，在德國的企業

組織中，也可能有屬於其文化獨特性的主管忠誠意

涵。 Fukuyama（1995）更指出義大利正如台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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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具有清楚的親族團體與家族主義，同時，家族

企業林立。可以想見的，家族中的運作規則也很有

可能進而影響組織中的應對模式，而在主管忠誠的

概念上，義大利的企業組織中亦可能別具特色。由

此可以知推，除了東亞文化圈，其他文化區域中，

應該亦有著各自的主管忠誠意涵，而不僅限於美國

所發展出的主管承諾概念，況且在本研究中，已經

說明主管承諾的概念不足以涵蓋主管忠誠的概念。

因此，在其他文化地區進行主管忠誠的跨文化研

究，或是在其他文化地區發展出各自的主管忠誠概

念，將會為此一議題，提供更為廣泛的知識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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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ory loyalty (Loyalty to supervisor)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character in the dyadic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ordinates and supervisors in Chi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Based on several Chinese

indigenous studies including case studies and large-

scale questionnaire administrations, researchers have

built the constructs and measurement of Chinese

supervisory loyalty.  In comparison with Western con-

cept, Chinese supervisory loyalty not only has com-

monality with Western construct,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but also has Chinese indigenous con-

structs, such as sacrifice and dedication, task assis-

tance, obedience and compliance, and initiative sup-

portiveness.  Obviously, the concept of supervisory

loyalty is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in Chinese than

in Western contexts.  One would explain these differ-

ences as social culture influences, however, the con-

cept of supervisory commitment, which derived from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Western context, would

limit the scope of the concept.  As a result, we believe

that constructs developed under Chinese context

would be also true in Western context and compensate

the gap in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For this purpose,

cross-culture study using supervisory loyalty scale

developed in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content were

validated by content validity analysis.  Using 160

dyadic sampl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400 dyadic

samples from Taiw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ose

indigenous supervisory loyalty constructs developed

under Chinese context are also vali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con-

structs of supervisory loyalty-Western and Chinese

indigenous commonality, and employee outcomes are

similar  in  most  cases  among two locat ions.

Implic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were discussed and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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