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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社會交換理論、個別差異與工作績效觀點、展望理論與資
源存保理論為基礎，推論高績效HR實務與員工建言的關係、敬業貢
獻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以及工作預期的調節效果。本研究採
用問卷調查法，共取得59位主管與176位部屬的資料並進行後續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敬業貢獻是促使員工產生建言行為的趨動力
，而對於工作環境、生涯機會、薪資水準等未來導向的工作預期
，則是調節敬業貢獻與建言行為兩者關係的重要情境條件。當員工
對於未來的工作預期愈正向，將能有效強化敬業貢獻與建言行為的
正向關係。
中 文 關 鍵 詞 ： 高績效人力資源實務，敬業貢獻，工作預期，員工建言行為
英 文 摘 要 ： On the basis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eory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ask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
prospect theory, and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performance HR practices and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future-oriented work
expectations. We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to 59
supervisors and 176 subordinat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work engagement positively predicts voice behavior and
future-oriented work expectations amplifie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work engagement on voice behavior.
英 文 關 鍵 詞 ： high-performance HR practices，work engagement，futureoriented work expectations，employee voice behavior

高績效人力資源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敬業貢獻之中介角色與工作預期之調節效果
How do high-performance HR practices affect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 engagemen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future-oriented work expectations
壹、前言
員工在組織中有意見表達、發聲或建言的機會，有助於員工產生正向的工作態度與工作
結果，提升組織的效能與績效。在個人層次，員工建言行為影響個人對於組織的信任感、程
序和分配公平感知、工作滿意度、對領導者的滿意度、降低離職率以及更佳的工作績效表
現；在組織層次，員工建言行為影響管理者的決策品質、組織學習與改善、同事間或團隊內
的和諧、改善工作流程與組織創新、預防組織危機 (Argyris & Schon, 1978; Avery, McKay,
Wilson, Volpone, & Killham,2011; Jones, Jones, Latreille, & Sloane, 2009; Morrison, 2011; Wood
& Wall, 2007)。
員工建言行為（employee voice behavior）代表員工主動的挑戰組織的現狀，並且提出建
設性的建議，而非只是抱怨或批評（Van Dyne, Cummings, & Parks, 1995）。Morrison（2011）
的回顧性研究指出，雖然不同研究對建言的定義有些許差異，但有其共同的特徵：第一，建
言是一種口語表達的行為；第二，建言是非強迫的行為，當事人可以在任何時刻決定是否進
行建言行為；第三，建言是具有意圖的概念，目標是改善和積極變革。因為建言對於組織變
革具有創新的建議和修改標準程序的功能，所以當組織的環境是動態以及倡議新理念並持續
改善時，員工建言行為是很重要的。
關於員工建言行為的前因，以往的研究累積了豐碩的成果，可分為三個研究取向：第一，
個人差異所造成建言行為的多寡，包括：工作態度、人格特質、角色定義以及全職與否、地
位、經驗、年資等個人背景變項（Morrison, 2011）。例如：LePine and Van Dyne (2001)發現
勤勉正直與外向性傾向愈高的員工，愈勇於產生建言行為。第二，心理與情感因素對於建言
行為所產生的影響，例如：正、負向心情（紀乃文、石蕙菱、郭智涵，2015）
、心理疏離感（Burris,
Detert, & Chiaburu, 2008）
、心理安全感、對於組織的義務感與認同感（Liu, Zhu, & Yang, 2010;
Liang, Farh, &Farh, 2012）
。例如：Liang et al. (2012)的研究結果發現，對於組織的義務感能顯
著影響促進性建言行為，而心理安全感則是強烈影響預防性建言行為。第三，組織情境因素
是否有助於建言行為，例如：組織結構、組織文化、工作團體大小、集體信念、領導者對建
言的開放性、與領導者的關係和領導風格等等（Detert & Burris, 2007；Morrison, 2011）。例
如：領導者與部屬交換關係與轉換型領導行為均有助員工建言行為之產生 (e.g., Burris et al.,
2008; Hsiung, 2012; Liu et al., 2010; Zhang, Huai, & Xie, 2015)。不當督導則與建言行為有負向
1

相關(Burris et al., 2008; Frazier & Bowler, 2015)。
在組織與管理的文獻中有許多與「建言」相似但並不相同的概念，其中一項是建言在高
績效 HR 實務中的核心角色（Budd, Gollan, & Wikinson, 2010），高績效 HR 實務屬於組織情
境因素，其內涵強調建言的機制，例如：團隊合作的工作設計、高度自主性的工作與員工參
與決策制度，因而有助於組織績效的改善。但這些在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建言機制，並不能
代表員工實質的建言行為。因此，本研究的核心議題，即欲探究高績效 HR 實務在提升與改
善組織績效的前提下，如何能促進員工建言行為，因而有效落實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建言機
制。Morrison (2011)提到，人力資源管理與勞資關係相關文獻中所探討的建言機制，其出發
點來自於組織內部的員工個體或群體，透過多元的方式與管道表達對於組織或工作的不滿，
以改變現狀或者投入組織決策制定的程序。這個觀點呼應了 Hirschman（1970）的研究，建言
是員工對工作或組織不滿意的行為表現；但是，除了負向動機，本研究認為高績效人力資源
實務也將影響員工形成正向動機，因而產生建言行為，採用正向動機觀點的學者如 Van Dyne
and LePine（1998）以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OCB）將建言詮釋
為個人角色外的行為，員工以幫助組織為動機進行建言（Morrison, 2011）。
Knoll and Redman (2016)提到，由於高績效 HR 實務聚焦在提升組織的生產力與績效而不
是關注於員工是否有表達個人利益或想法的機會，因此員工對於建言機制的設計有可能框限
在由管理者從事建言與溝通而非員工個人，此外，Avery and Quinones (2002)的研究結果也指
出，建言制度的設計不見得能有效引發員工的建言行為，而必須與其他的因素互補，例如：
員工感受到管理階層對於建言的開放態度或者員工的確能獲得實質建言的機會。因此，本研
究整合正向與負向動機（幫助組織的正向動機與工作滿意度的觀點），闡述高績效 HR 實務
如何影響員工建言行為，並檢視敬業貢獻在兩者之間的中介角色，以及工作預期的調節效果。
在正向動機的部份，基於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Blau, 1964），本研究認為高
績效 HR 實務將正向影響員工的敬業貢獻程度，因而促進建言行為的產生。但另一方面，員
工工作滿意度會變動，當工作滿意提升，員工會對組織產生正向的工作預期；當滿意度下降
則會形成負向的工作預期。基於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Hobfoll,
1989）與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Kahneman & Tversky, 1984)，本研究認為，員工對於工作
的預期將會干擾高績效 HR 實務對於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歷程。

貳、文獻探討與假設推導
一、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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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ery and Doty (1996)指出，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建基於三個理論觀點──普遍觀點
(universalistic perspective)、權變觀點(contingency perspective)與構形觀點(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普遍觀點認為 HR 實務有所謂「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s）的做法，而且適用
於所有的組織。此一研究取向著重一般化觀點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對於組織的影響。包括：
「高
投入工作系統」(high-involvement work systems) （Bae & Lawler, 2000; Batt, 2002; Guthrie,
2001）、「高績效工作系統」(high-performance work systems) （Aghazadeh & Seyedian, 2004；
Huselid, 1995；Jones & Wright, 1992）、「高承諾工作系統」（high-commitment work systems）
（Arthur, 1994）
，支持「最佳實務」
（best practices）
（Pfeffer, 1998）的學者認為組織實施這些
活動相較於未實施的組織能獲取較高的組織績效，而且假定此一最佳實務觀點即具有內部配
適性。大多數的學者探討最佳實務觀點的 HRM 系統對組織財務績效或生產績效的正向影響
（例如： Delery & Doty, 1996; Delaney & Huselid, 1996; Huslied, 1995; Huselid, Jackson, &
Schuler, 1997; MacDuffie, 1995; Ostroff & Bowen, 2000）；後續的研究者則開始探究其中的歷
程，例如：高績效工作系統對於人力資管理效能、員工士氣、流動率、人力資本的影響，再
進一步提升組織績效（Aghazadeh & Seyedian, 2004; Youndt & Snell, 2004）。
高績效 HR 實務包括了不同人力資源管理實務的組合，而且這些實務間彼此相互關連，
包括：選擇性的雇用、廣泛的訓練、雇用的保障、內部人力流動、明確的工作說明與工作規
範、結果導向的績效評估、激勵性獎酬與員工參與（Sun, Aryee, & Law, 2007），不過，由於
不同的學者提出的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個別實務有其差異，Appelbaum, Bailey, Berg, and
Kalleberg (2000)提出能力－動機－機會模型（The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 model）以解釋
高績效 HR 實務與組織績效的連結，該模型主張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能，
需要激勵他們運用這些知識與技能，也必須要有機會可以實踐。因此，後續的學者開始將高
績效 HR 實務中的特定功能進行區分(e.g., Haines, Jalette, & Larose, 2010; Chenevert &
Tremblay, 2009; Mitchell, Obeidat, & Bray, 2013)：(1)發展員工技能：教育訓練、內部勞動市場；
(2)提升動機與承諾：變動薪資、結果導向績效評估；(2)增加員工的影響力與建言：員工參與
制度、自我管理團隊、溝通管道等。
基於高績效 HR 實務有助於提升組織績效的論點，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核心建言機制有
三（Harley, 2014）
：第一，高度自主的工作，員工對於工作任務與工作流程能提出改善建議；
第二，自主性的團隊設計，員工個人需要投入團隊決策程序；第三，溝通與參與機制，包括
意見表達的管道、溝通程序、資訊分享會議等等。這三種核心建言機制若能搭配其他高績效
HR 實務落實，將能增加員工建言行為的產生，例如：績效薪資制度與開放性的組織文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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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主性的工作設計與團隊設計會促使員工運用外顯或內隱知識，解決生產與工作流程上的
問題，再加上他們相較於管理者更了解工作現場的狀況，因此需要透過建言讓管理者理解問
題所在以及如何解決。因此，工作的高度自主性與一定程度的影響力將會提升員工的組織承
諾、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動機，因而工作效率與效能更佳，並且降低員工流動率。Harley (2014)
站在正向的動機觀點，認為高績效 HR 實務促進員工建言的論點不只是建言有助於改善組織
績效；而是回歸到員工本身建言行為能改善員工個人的工作品質。
另一方面，Morrison (2011)提到，人力資源管理與勞資關係相關文獻中所探討的建言機
制，其出發點來自於組織內部的員工個體或群體，透過多元的方式與管道表達對於組織或工
作的不滿，以改變現狀或者投入組織決策制定的程序。員工回應工作不滿意有四種方式：離
開、建言、忠誠度與忽略，其中離開和建言是主動性的回應，而忠誠度與忽視則是被動的回
應（Farrell, 1983）。建言不僅有助於抒發員工不滿意以形成正向改變的力量，也能幫助組織
導正現有的問題，並且進行改善（Hirshman, 1970）。此時，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建言機制：
溝通與參與將扮演其重要的功能。
在實證研究的成果中，Bae, Chuma, Kato, Kim and Ohashi (2011)以日本與韓國的工作者
為研究對象進行跨國研究，他們發現高績效 HR 實務若要透過建言機制提升組織績效，必須
具備以下三個要素：(1)組織必須為員工創造投入決策的機會（例如：小型的委員會與團隊活
動）；(2)員工的薪資應與組織績效連結，員工會為了自己與組織爭取建言的機會，並發揮影
響力；(3)組織應鼓勵員工就生產力增加與品質改善等議題持續提出改善建議。依據以上的論
述，我們提出以下的假設：
H1：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關係。
二、敬業貢獻在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的中介角色
Kahn (1990)從角色理論出發，認為敬業貢獻是個人與工作角色結合的程度，屬於動機的
構念，代表員工個體對於工作的用心投入與熱愛，並且會主動投入個人的資源以完成任務。
Schaufeli, Salanova, Gonzalez-Roma, and Bakker (2002)認為敬業貢獻代表員工投入工作的持續
性，並且具備正向情感與積極的工作動機。Schaufeli and Bakker (2004)指出，敬業貢獻包括三
個要素：(1)活力：工作時具有充沛的精力，願意為工作付出心力，遇到困難能夠堅持；(2)
奉獻：個人感受到工作的重要性，願意接受挑戰，並且有高度的工作熱忱；與(3)專注力：個
人全神貫注且完全投入工作中，因此感到時間過得很快，也不易受到身邊事物的影響。
關於高績效 HR 實務與敬業貢獻之間的關係，基於社會交換理論，高績效 HR 實務無論
是從個別實務，或者是能力、動機與機會提升的功能來看，都代表組織對於員工的投資與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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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例如：廣泛的教育訓練、工作的保障、多元的生涯路徑等等。所以當組織的制度支持員
工持續留任時，員工感受到組織的支持，員工自然會給予正面的回饋，展現積極的工作態度
與行為以利於組織的發展。換句話說，員工認為所在的工作場所可繼續留下來奮鬥，員工對
於工作會更積極的投入，並致力於團隊高績效目標的達成(Rich, LePine, Crawford, 2010)，當
員工知覺到組織所提供的人力資源管理活動有助於員工的工作時，能提高員工的敬業心與奉
獻精神，使員工對企業組織內部的任何決策及文化價值，能保持正面積極的態度，並樂意與
同儕共事，且願意為工作注入更多心力 (Harter, Schmidt, & Hayes, 2002)。過去的研究結果也
顯示，員工福利、教育訓練、工作自主及工作挑戰等有助於提升員工的敬業貢獻度(Schaufeli &
Bakker, 2004; Hess, Emery, & Neupert, 2012; Johnson, Hong, Groth, Bove, Crisp, & White,
2013）。依據以上的論述，我們提出以下的假設：
H2：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敬業貢獻具有正向關係。
Kahn (1990)提到，高度敬業貢獻的員工，能將自我與組織內的工作角色相結合，使個人
在工作角色中有實質的(physical)、認知的(cognitive)與情感上(emotional)的投入與自我表達。
高度認知的投入使員工專注於個人的工作任務上，面對工作的問題，願意花時間積極處理，
並且有意願執行一些新想法以改善工作現況，即使缺乏外在的獎勵（Knoll & Redman, 2016）。
其次，工作上高度的實質投入，是個人期望透過工作自我實現，因而能夠接受較高的工作挑
戰，並能夠持續與堅持以達到目標（Knoll & Redman, 2016）。在情感層面，Kahn (1992)認為
敬業貢獻度較高的員工具備高度與他人連結的同理心，因此，面對同事會協助他們，產生組
織公民行為，面對顧客則能夠展現出深層演出而非只是表層演出。因為具有活力，以及專注
於工作的正向心理狀態，具有高度敬業貢獻的個體，工作上的表現較佳，績效較好，對自己
的工作能力充滿自信。有些學者也指出高度敬業貢獻會讓員工有意願從事工作外的角色任
務，包括：建設性建言行為（promotive voice, e.g., Van Dyne et al., 1995）。
Van Dyne and LePine（1998）以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OCB）
將建言詮釋為個人角色外的行為。不過，員工建言行為與關係型組織公民行為的差異在於，
建言著重於改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與組織績效（洪贊凱、曾鈺雯，2012）
。LePine and Van
Dyne (2001) 認為員工建言行為是脈絡性績效的一種型式，以 Motowildo, Borman, and Schmit
(1997)提出個別差異與工作績效觀點，相較於任務績效，個別差異對於脈絡性績效的影響更
為顯著。脈絡性績效包括幫助他人，與他人合作的行為；在工作上自願多做一些事情；即使
會造成個人的不便也會願意照著組織程序執行任務等等，這些行為不見得與組織成功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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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但個人透過改善組織、社會與人們的心理環境能夠使組織的各項功能有效運作（Motowidlo
et al., 1997）。本研究的核心構念敬業貢獻也是個人層次的變項，而且，個人的正向的心理狀
態或工作動機也會有所差異。由於建言行為需要個體提出勇氣向主管說出他們的想法，並且
適時表達改善的建議，這些員工通常具有較高的責任感，並且願意花費時間與心力做這般吃
力不討好的事情。而敬業貢獻程度高的員工，除了投入心力與熱情完成工作範圍內的任務外，
甚或超越工作的要求，並且重視其他人的需求，所以他們具備盡責、人際合作、創新與投入
等特質，也因此會樂於展現建言行為（Kahn, 1992; Chen, 2015）
。依據以上的論述，我們提出
以下的假設：
H3：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具有正向關係。
Wood and Wall (2007) 從 1994-2005 年文獻中，彙整了 27 篇與高績效 HR 實務－組織績
效關係的研究，他們認為高績效 HR 實務影響組織績效有其歷史進展以及不同的理論概念。
一開始，學者們認為高績效 HR 實務提升組織績效的決定要素在於員工的投入(employee
involvement)；其次，資源基礎論強調員工的技能與知識，並進一步發展為提升人力資本的實
務(human capital enhancing practices)；接下來，工作彈性（work flexibility）以及外在獎酬的
薪資設計(extrinsic motivation through pay)成為 HR 實務的焦點；近期的研究，作者發現組織績
效的變異是來自於工作設計的豐富化（work enrichment）以及建言機制(voice)。經過二十年的
研究成果，高績效 HR 實務有效提升組織的內涵則可概分為發展員工技能、提升動機與承諾
與增加員工的影響力和建言。
本研究正是呼應此一研究趨勢，在改善與提升組織績效的前提下，探究含括建言機制的
高績效 HR 實務如何能有效讓員工展現建言行為。本研究認為高績效 HR 實務，將透過正向
動機形成的歷程，而後影響員工的行為。基於社會交換理論，員工能夠透過高績效 HR 實務
認知組織對其投資與支持，因而增加個人敬業貢獻的工作回饋；個別差異與工作績效的論點，
則適用於說明個人敬業貢獻程度的高低對於工作績效的影響，此一敬業貢獻的正向效果，不
僅展現在任務績效表現上，也會影響員工的脈絡性績效，包括員工建言行為。因為，站在幫
助組織的正向動機上，高度敬業貢獻的員工會協助組織持續進行改善，因而提出改善的建議
或創新的想法。因此，本研究認為，組織層次的高績效 HR 實務將透過個人的敬業貢獻的正
向動機，進一步落實為建言的行為。
H4：敬業貢獻在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間具有中介效果。
三、工作預期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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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建言的動機，除了幫助組織改善的正向動機外，還包括了員工表達不滿的負向動
機。從工作滿意度的角度出發，研究顯示，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的變化會影響未來的工作預期
(work expectations)，因而產生留職或離職的意圖（Chen, Ployhart, Thomas, Anderson, & Bliese,
2011）
。工作預期代表個人對於未來工作環境的預期，包括：工作上與同事、上司的關係、工
作的特性、生涯發展的機會與薪資水準等等。未來的工作預期取決於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當
員工工作滿意度提高，個人會預期未來的工作條件與環境較佳因而有較高的留任率，相對的，
當工作滿意度下降，個人則是會預期工作環境未來會較差，這時流動的可能性就會提高（Chen,
et al., 2011）。因此，本研究認為工作預期在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關係間形成所謂
的界限條件(boundary condition)，員工整體的工作預期愈佳或愈差，將會影響高績效 HR 實務、
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的關係。
（一）對於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關係的調節效果
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Kahneman & Tversky, 1979）用以解釋個體在不確定環境中
的決策傾向，個體在獲利與損失的情境下(gains or losses)所的決策態度不同，當個體在獲利的
情境下，傾向於選擇確定的結果，呈現出風險趨避的行為；反之，當個體在損失的情境下，
傾向於選擇風險的結果，呈現出風險追逐者的行為。所謂的損失與獲利是相對於參照點
(reference point)而定，當改善評價事物的參照點時，就會改變對風險的態度。而且該理論指
出，多數人對於損失相對於獲利更為敏感，所以會願意冒險以有機會減輕損失。
依據展現理論的論點，本研究認為，當個體的工作滿意度下降，因而預期未來的工作環
境與條件變差時，這對於個體來說就是一項損失；當個體的工作滿意度上升，因而預期未來
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更佳時，這對於個體來說就是一項利得。在預期未來的工作環境與條件變
差時面對損失的情境下，組織內部的員工會積極透過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建言機制表達不滿，
以改變工作或組織的現狀；預期未來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更佳的利得情境，組織內部的員工則
不需要透過高績效 HR 實務中的建言機制表達不滿，因為滿足於現況的情境下，個體會希望
維持而非改變。
這個推論也可以透過資源保存理論進一步解釋，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Hobfoll, 1989）指出，個體在面對壓力情境時會被驅動獲得、保護或保有他的資源（包
括體力、情緒資源、時間與注意力等等）
。因此，個體在面對資源的損失時，會積極獲得其他
資源以避免損失擴大（Wright & Hobfoll, 2004）。因此，本研究認為當組織內部員工預期未來
的工作環境與條件變差時，他會透過建言行為以保護與獲取資源；另一方面當組織內部員工
預期未來的工作環境與條件更佳時，因為沒有資源損失的威脅，建言行為反而是非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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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的兩個論點，本研究認為工作預期在高績效 HR 實務和員工建言行為間間有調節效
果。當未來工作預期愈佳，高績效 HR 實務和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效果會減弱；當未來工作
預期愈差時，高績效 HR 實務和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效果則會強化。
H5：工作預期在高績效 HR 實務和員工建言行為間間有調節效果。當未來工作預期愈佳，

高績效 HR 實務和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效果會減弱；當未來工作預期愈差時，高績效 HR 實
務和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效果則會強化。
（二）對於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關係的調節效果
工作預期在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間的調節效果，也可以運用資源保存理論進行推
論，但本研究認為，該立論點與工作預期在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關係的調節效果
有所不同。資源保存理論中提到兩個不同的論點：資源的保存（resource conservation）與資
源的獲取（resource acquisition），Ng and Feldman (2012)的研究指出，這兩個論點對於建言行
為的推論是對立的，在面對壓力的情況下（包括工作壓力、人際關係的壓力與組織的壓力等
等）當個體意識到建言行為需要消耗更多個人資源時，為了保存資源，反而會降低展現建言
行為的意願。但是在資源獲取的論點下，當個體認為建言行為是獲得資源的方法，可以減輕
自己的壓力感時，個體則會傾向於採取建言行為，透過向主管建言，和團隊成員提出改善建
議，都可能獲得解決問題的機會。在高績效 HR 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的關係，員工可以透過
HR 實務中的建言機制而無需消耗個人的資源進行建言，在工作預期不佳的情境下，建言反而
可以幫助自己改善現況，因此，本研究認為該假設適用於「資源獲取」的論點。
但是就敬業獻與員工建言行為的關係而言，則是適用於「資源保存」的論點，敬業貢獻
程度高的員工，除了投入心力與熱情完成工作範圍內的任務外，甚或超越工作的要求，並且
重視其他人的需求，已消耗許多個人的精力與能量，在未來工作預期不佳的情境，面對工作
環境或條件變差的威脅下，個人需要再投入時間與精力構思如何建言，將建言的內容傳遞給
主管或同事，也需要考量如何避免衝突，以及是否的確能改變現況等等。在這樣的情況下，
員工反而會避免建言行為，以保存個人既有的資源。如果未來的工作預期是愈佳，例如：生
涯發展的機會增加、薪資水準提升等等，此一情境有助於敬業貢獻程度高的員工持續保存個
人的資源，為了讓組織更好，個人會有其意願從事建言行為。所以，本研究推論，工作預期
在敬業貢獻和員工建言行為間有調節效果。當未來工作預期愈佳，敬業貢獻和員工建言行為
的正向效果會增強；當未來工作預期愈差時，敬業貢獻和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效果則會減弱。
H6：工作預期在敬業貢獻和員工建言行為間有調節效果。當未來工作預期愈佳，敬業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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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和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效果會增強；當未來工作預期愈差時，敬業貢獻和員工建言行為的
正向效果則會減弱。
根據以上六個研究假設，本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工作預期

H5

H1

高績效 HR 實務

員工建言行為
H6

H2

敬業貢獻

H3

H4

圖1

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計畫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不同的資料來源進行資料蒐集，以避免共同方法變異的
威脅。研究對象為主管與部屬的配對樣本，採便利取樣法，不限制研究對象之產業別以客觀
含括不同類型的工作與組織。每一個公司至少有一位主管與三位部屬參與研究，問卷發放分
為兩個部份，主管的問卷包括個人所知覺的高績效 HR 實務；部屬的問卷則包括工作預期與
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的相關題項。問卷發放時間為 2018 年 3 月~2018 年 6 月，本研究蒐
集了 59 位主管與 177 位部屬的問卷，刪除無效問卷，共取得 59 位主管與 176 位部屬的資料
並進行後續分析。關於主管的屬性資料，63.2%為男性，41-45 歲佔 37.3%，54.2%擁有碩士學
歷，組織年資 1-5 年佔 32.8%，57.1%為中階主管。關於部屬的屬性資料，65.7%為女性，26-35
歲佔 49.5%，61.4%擁有大學學歷，組織年資 1-5 年佔 51.7%。

（二）變數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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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建言行為 本研究使用 Van Dyne and LePine（1998）的量表，共有 3 個題項，採 Likert
五點尺度衡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此衡量題項由主管填寫。例如：「這位部屬會
提出影響部門未來發展的工作建議。」與「這位部屬會在部門中，毫無保留的表達對新方案
或是作業程序修正的創意想法。」alpha 係數為.82。

高績效HR實務 本研究強調於具備建言機制的高績效HR實務，因此採用Mitchell, Obeidat,
and Bray (2013) 的高績效HR實務量表，包括三個構面：提升能力實務（ability-enhancing
practices）
、強化動機實務（motivation-enhancing practices）、增進機會實務
（opportunity-enhancing practices）
。提升能力實務著重於雇用與訓練的內涵，共九個題項，例
如：「我們公司重視員工的教育訓練以提升他們的知識與技能。」；強化動機實務則是績效管
理與獎酬制度的題項，共有六題，例如：
「我們公司會基於發展員工技能與知識的目的進行績
效評估。」；增進機會實務反映的是組織溝通與參與的制度，共有六個題項，例如：「我們公
司內部的員工有機會參與相關的工作決策。」總共21個題項，採Likert五點尺度衡量(1=非常
不同意；5=非常同意)。此衡量題項由主管填寫。alpha係數為.75。

敬業貢獻 敬業貢獻是對於工作相關活動展現積極、充實、動機強烈與豐富的情感(Bakker
& Leiter, 2010)，本研究採用 Schaufeli, Bakker, and Salanova (2006)的定義，認為敬業貢獻具
有活力、專注與奉獻三個特徵，且具正面思考、實現個人抱負與認真態度的心智模式。其中
活力構面即表示工作中具有高度精力與心智願意為工作付出心力，也能在面對困難時堅持下
去；奉獻構面係指在瞭解工作的意義後，對工作富有熱忱及榮譽感；專注構面為樂於投入工
作中，不易受到身邊事務的影響。這三個構面各自發展 3 個題項去衡量，共 9 個題目，以
Likert 七點尺度由員工自我評量，從 1 (從未如此)至 7 (總是如此)評分。例如：「我熱愛我的
工作。」與「我對工作非常投入。」alpha 係數為.88。

工作預期 本研究對未來工作的預期的衡量採用 Chen et al. (2011)的工作預期量表，共有 11
個題項，我們請員工針對工作與工作環境的項目（例如：薪資水準、生涯發展的機會、工作
挑戰、與同事間的關係、與主管的關係等）
，預測與評估在未來的半年後是否有所改變。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1＝相當糟糕的改變；3=大致上沒有什麼改變；5＝相當良好的改變）。
因此，分數愈高代表員工對於工作的未來預期愈佳，分數愈低代表員工對於工作的未來預期
愈差。alpha 係數為.91。

肆、研究結果
表一為相關係數分析結果，高績效HR實務與未來工作預期（r = .19，p < .05）有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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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敬業貢獻與未來工作預期（r = .35，p < .01）
、員工建言（r = .37，p < .01）有顯著正相
關，未來工作預期與員工建言行為（r = .35，p < .01）呈現顯著正相關。
變項

表一 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表
1
2
平均數
標準差

3

1. 高績效 HR 實務

3.69

.32

(.72)

2. 敬業貢獻

5.44

.70

.08

(.88)

3. 工作預期

3.44

.46

.19*

.35**

(.91)

4. 員工建言行為

3.55

.65

.08

.37**

.35**

4

(.82)

註：( )內為 Cronbach’s α。* p<.05、**p<.01。
本研究透過Hayes（2013）PROCESS統計分析軟體中第4個模式檢驗本研究的假設推論中
的直接效果與中介效果，透過第1個模式，檢驗本研究的假設推論中的調節效果。研究結果顯
示，高績效HR工作實務與員工建言行為無顯著相關(b= .64, n.s.)，假設一未獲得支持。高績效
HR工作實務與敬業貢獻無顯著相關(b= .17, n.s.)，假設二未獲得支持。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
為有顯著的正向關係(b= 1.36, p<.05)，假設三獲得支持。由於假設二未獲得支持，中介效果不
存在，假設四未獲得支持。關於工作預期的調節效果，未來工作預期對於高績效HR工作實務
與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關係無顯著的調節效果(b= -.22, n.s.)，假設五未獲得支持。未來工作預
期對於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的正向關係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b= .33, p<.05)，故假設六獲
得支持。

伍、結論
本研究以社會交換理論、個別差異與工作績效觀點、展望理論與資源存保理論為基礎，
推論高績效HR實務與員工建言的關係、敬業貢獻在其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以及工作預期的
調節效果。本研究結果顯示，工作敬業貢獻是促使員工產生建言行為的趨動力，而對於工作
環境、生涯機會、薪資水準等未來導向的工作預期，則是調節敬業貢獻與建言行為兩者關係
的重要情境條件。當員工對於未來的工作預期愈正向，將能有效強化敬業貢獻與建言行為的
正向關係。至於高績效HR實務的影響未獲驗證，可能的原因在於本研究所蒐集的公司數量
小，未達30家，而以個人層次進行分析，而同一間公司有多位主管填答，造成變異程度不足，
因而未能符合研究之預期推論。因此，本研究計畫將在未來持續增收資料，採用跨層次設計，
以再次驗證高績效HR實務對於敬業貢獻與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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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美國心理學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為全球知名的跨領域之研
究學術組織，除了與心理學相關的議題，也有多元的人力資源發展與組織行為等相
關議題之探究，而每年 APA 年會更吸引全球各地的學球共襄盛舉，參與該會議有助
於了解目前人力資源發展的趨勢，以及建立研究者個人研究網絡。2018 年美國心理
學年會在美國加州舊金山(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舉行，會議時間為
2018/8/9-2018/8/12 共四天。我報告的時間為 2018/8/9，參與 poster session 場次主題
為 Leadership, Gender, and Employee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同一場 poster session
有 26 位研究者進行海報發表，都是屬於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IO) division 的
研究，我的報告主題為 Subordinates' Reactions to Abusive Supervision: The Role of
Leader Narcissism，一個小時的時間與四至五位與會者討論該論文，幾位與會者提供
了不少與研究設計，分析結果相關的建議。
除了 8/9 完成自己的報告外，8/10-8/12 我分別參與了不同場次的主題演講與分
享，尤其是 APA 的”Thought Leader Sessions”，APA 邀請在心理學各個研究領域優秀
的學者談論目前研究的趨勢與方向，雖然我的研究主軸為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行
為，但跨領域的學習有助於激發新的想法的產生。8/10 我參與了 Barrett 博士對於職
場情緒議題的探討，其中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她對於情緒定義與我的認知完全不同，
情緒是個體能掌握大腦猜測的程度，而後情緒被建立起來，而非天生的；8/11 我去
聽了 Meg Jay 的演講，早在參與 APA 之前我就聽過她在 TED talk 的” Why 30 is not
your new 20”，這次在 APA 她的演講主題是逆境與彈性；8/12 我參與了兩個場次的
paper session，包括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f I/O psychology 以及 Methods,
Measurements, and Statistics。
二、與會心得
我平常每年參與的國際研討會以 Academy of Management 以及 Asia Academ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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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為主，今年第一次參與美國心理學年會，主因是看到徵稿內容中的組織
與產業心理的議題，與目前我進行的組織行為的研究有關，包括：組織中的領導者
與員工的人格特質、領導者的領導行為、員工的偏差行為或主動行為。這次參與後
有幾點心得：
第一，由於 APA 涉及的主題真的太多太廣泛，與心理有關的專業議題對我們管
理領域的學者而言仍是如同門外漢，而且透過學者的分享才發現心理領域與管理領
域要求的研究方法與衡量的精細度也有極大的差異。但對於跨領域的知識學習有豐
富的收穫，下次若有機會，希望能參與不同類型的 session，例如:symposia or panel
discussion, paper session。
第二，這次參與 poster session 的過程中與隔壁來自於 MissouriState 的教授相談
甚歡，他樂於分享他的研究成果，並且和我討論自戀型人格不同的衡量方式與效度，
也提供我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議，這可能是以往參與 paper session 沒有的經驗。
第三，APA 家庭親善的部份做得很完備，有提供 kid’s place 和 child care，但由
於這次我沒機會使用，服務品質如何不得而知。

三、發表論文或摘要
Subordinates’ Reactions to Abusive Supervision: The Role of Leader Narcissism
Mavis Yi-Ching Chen, Hui-Hsien Hsieh, and Yu-Chi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t is well-documented that, when reacting negatively to abusive supervision, employees often do
so by engaging in workplace deviance (e.g., Burton & Hoobler, 2011; Mackey et al., 2015; Zhang &
Liao, 2015). Numerous research on abusive supervision focused on abuse as an individual-level
phenomenon, and researchers have suggested that abusive behavior can also occur at the team level
(Presemuth, Schminke, Ambrose, & Folger, 2014). Farh and Chen (2014) also concluded that
team-level abusive supervision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team and individuals and needs further
investigation. However, there might b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to explain why employe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perceived abusive supervision climate in the team. There have been research calls to
investigat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at may affect how employees react toward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everal studies examined subordinate personality traits as moderators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 (Henle & Gross, 2013; Martinko, Harvey, Brees, & Mackey, 2013).
Nevertheless, researchers have paid scant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supervisor personality or
supervisor-level moderators on the link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
(Martinko et al., 2013). Thu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we used a cross-level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team-level abusive supervision on individual workplace devia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level leaders’ narcissism. We are responding to the call by Braun (2017) for
2

cross-level research on leader narcissism’s effects on teams and their employees. In this way, we
clarify the paradoxical findings about the positive or negative effects of leader narcissism on employee
behaviors. In addition, our research bolsters the scarce empirical evidence about the outcomes of
work-team responses to leader mistreatment.
We gathered survey data from 45 Taiwanese teams, each of which contained 1 supervisor and 3 to
5 subordinates. We ended up with data from 45 supervisors and 178 subordinates for further analysis.
Results from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ing revealed that team-level abusive supervision was a
positive predictor of individual-level deviant behaviors; interestingly, team-level leader
narcissism significantly weaken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eam-level perceived abuse on
individual-level workplace deviance. Drawing from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behavioral expectancies, we argue that a narcissistic team leader with abusive supervision is
congruent with subordinates’ cognitive perceptions and that the subordinates, thus, expect and prepare
for negative encounters. Subordinates do not need to make an extra effort to engage in acts of
retaliation because team members share a general perception of their team leader; that is, a narcissistic
leader is prone to exhibit abusive behaviors (Hansbrough & Jones, 2014). We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perceived abuse on workplace deviance was stronger when the level of leader narcissism was
low, in line with findings of Hobman, Restubog, Bordia, and Tang (2009) that subordinates may
associate an unexpected type of abusive behavior with significantly pronounced negative outcomes.

四、建議
這次與會的過程中碰到不少來自台灣的學者，無論是事前得知或不得知的學術
界同僚或朋友，我們想到若能有個系統能得知每次出席重要國際會議的學者，在會
議過程中舉辦個來自台灣學者的 gathering meeting 或 research talk，我想對於新進或
資深的研究者而言都會有所獲益。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發表論文海報檔案紙本與電子檔案各一份。

2.

會議議程的紙本與電子檔案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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