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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透過個人工作史以及組織脈絡分析，探討組織

中情感經驗的內容及其對組織運作與個人組織行為的影響，並希望藉此

突顯情感議題對於組織研究的重要性，以喚起國內組織研究者對於情感

議題的重視。 在研究方法上，由於本研究尚屬一探索性研究，因此採用

了深度訪談法來收集個人的工作生命史資料，然後再以故事的形式呈現



每個人在工作中的情感經驗。並藉此分析情感經驗的內容以及個人如何

在工作環境中與他人建立私人的情感關係。 在情感經驗的內容上，本研

究分別討論了「好、惡、敬、畏、恩、怨、情、仇」等八種情感的來源

以及外顯行為特徵。在情感關係的形成歷程上，本研究則根據訪談資料

的內容，將情感關係的形成歷程區分為工作上的接觸、情感關係的建

立、情感關係的深化與惡化、以及情感關係的維持等四個階段，並分別

探討了這四個階段的一些特徵。 除此之外，本研究還藉由以家族為經營

核心的大型民營企業中「法因人行」的嚴重現象，討論了私人情感關係

對正式組織制度的穿透威力。並在本文的最後探討了私人情感對個人組

織行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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