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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 文 名 稱  ：公務機關志願工作人員參與動機、領導型式與組織承諾

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志工為例     頁數：110 校（院）所組

別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 管理學研究所 丙組 畢業時間及摘要別 ：八十七

學年度第二學期 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 究 生 ：黃 翠 蓮 指導教授：吳 秉 

恩 博士 論文摘要內容： 在組織行為學裡「組織承諾」一直是熱門的研

究課題，將「志願服務工作者」與「組織承諾」作相關研究常見於非營

利組織。而「公務機關志工」與「組織承諾」相關研究探討，尚屬少

見。本研究希望能拋磚引玉引領更多對「公務機關志工」課題的研究與

關切。 本研究主要目的，除欲對目前台北市志工之個人基本背景變項、



參與動機及領導型式對組織承諾現況有所了解外，並希望能達成以下幾

項目的： 一、 文獻探討目的： 本研究之理論部分，將志工參與動機、

領導型式及組織承諾之內涵、理論發展沿革等予以有系統地分析和整

理，以提供實際工作者與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二、 實證性目的： 藉著

實證研究與統計分析，以了解本研究樣本台北市政府志工人員之特質、

參與動機、領導型式、及對台北市政府組織承諾之實際情形，並進一步

了解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三、 應用性目的： 根據第二章基本理論與

文獻之探討、分析與實證研究之所得，了解本研究樣本之台北市政府志

工個人背景特質、參與動機、領導型式與組織承諾之現況及相關性，做

為嗣後研究公務機關志工者之參考，並提供可能建議以增進台北市政府

志工主管在管理、運用志工人員時之參考。 本研究係以台北市政府所屬

之志工為研究樣本進行問卷調查，共寄出問卷 350 份。回收 278 份、剔

除填寫不完全者，實際有效問卷 244 份、可用率約 70%。應用描述性統

計分析，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簡單相關分析及典型相關等統計方法進行

樣本研究分析。 本研究之樣本統計結果如下： 一、研究樣本之個人基

本背景資料現況 根據本研究樣本統計分析結果，參加台北市政府之志工

者，性別以女性居多，年齡則大多為中年，教育程度以高中以上為主，

職業則以家庭主婦居大多數，婚姻狀況大都為已婚，服務志工年資大多

數為五年以內為主。 二、志工參與動機現況方面 本研究樣本以「利他

主義」傾向志工占 83.6%最多，其次為「社會主義」占 77%，第三為

「利己主義」占 72.5%，第四為「政治傾向」占 67.6%，最後為「宗教

心」占 60.7%。可見公務機關志工參與動機是多元而複雜地綜合體。 

三、領導型式現況方面 根據本研究樣本領導型式係以「中位數」分群，

體卹中位數為 54.5 分，創制中位數為 58.5 分，本研究樣本之統計分析結

果發現，市府志工領導型式大多數為低體卹低創制及高體卹高創制兩種

極端。即市府志工在領導型式上知覺有極好、極差兩種情形並存現象。 

四、組織承諾現況方面 結果發現，目前市府志工對台北市政府整體而

言、仍有頗高的組織承諾度。 五、志工個人基本背景資料之差異分析 

（一） 無差異部分 根據本研究樣本統計分析結果在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等四項上沒有差異。 （二） 有差異部分 １． 在『職

業』本研究樣本之志工，「組織認同」與「留職傾向」上有差異，於

「組織認同」上退休人員比公教人員高，退休人員比學生高,退休人員比

家庭主婦高。於「留職傾向」上，則工商界人士比公教人員高，退休人

員比公教人員高，家庭主婦比公教人員高。在「整體組織承諾」上則退

休人員比公教人員高。 ２． 在『服務志工年資』本研究樣本之志工，

「整體組織承諾」有差異，十年以上志工比一年以下、未滿三年、五年

至未滿十年志工在「整體組織承諾」程度上較高。 六、志工參與動機與

組織承諾之相關 根據本研究樣本統計分析結果，整體而言，志工的「參

與動機」各因素與「組織承諾」各因素之間呈正相關，並達顯著水準。 

七、領導型式與組織承諾之相關 整體而言，志工的「領導型式」各因素

與「組織承諾」各因素之間呈正相關，並達顯著水準。 八、志工參與動

機與組織承諾之關係 本研究為探討整個參與動機與整個組織承諾之間是

否有高的相關存在，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就其重疊指標之和 29.226%，

可知影響志工組織承諾的因素中，有 29.226%是可以由志工參與動機所



預測的。 九、領導型式與組織承諾之關係 為探討整個領導型式與整個

組織承諾之間是否有高的相關存在，進行典型相關分析，統計分析結果

就其重疊指標之和為 20.132% ,即在影響志工組織承諾的因素中，有

20.132%是可以由領導型式所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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