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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運動組織員工之組織氣候認知、組織承諾與創新行為。針

對臺北市部分運動中心及 World Gym 臺北地區四家分店之員工進行問卷調

查，以研究者自編之「員工組織氣候認知、組織承諾及創新行為調查問

卷」為研究工具。共計發出 290 份問卷，回收問卷 262 份，得有效問卷

239 份 (91.2%)。研究結果如下： 一、受試者以「男性」、年齡「21-30

歲」、任職年資「1-3 年」、月收入「18000 元以下」、職稱「教練/指導

員」、任職「專職」及教育程度「大專（院校）」為最多；組織氣候認知

以「結構認同」構面得分最高；組織承諾以「情感性承諾」構面得分最

高；創新行為則以「創新行為的擴展」構面得分最高。 二、不同類別及不

同月收入的員工在組織氣候認知之獎酬標準及組織承諾之規範性承諾構面

上皆有顯著差異；不同任職的員工在組織氣候認知之結構認同、獎酬標準

與責任認知有顯著差異；不同任職與不同年齡的員工在組織承諾之情感性

承諾及規範性承諾有顯著差異；不同月收入及不同任職年資員工在組織承

諾中情感性承諾構面上有顯著差異。 三、運動組織員工之組織氣候認知中

結構認同、獎酬標準和責任認知及組織承諾中情感性承諾和規範性承諾等

構面與創新行為的擴展及創新行為的實施皆呈現顯著正相關，組織氣候認

知之人情感受構面與創新行為的擴展呈現顯著正相關。 四、對創新行為有

最佳之預測效果的變項為組織承諾中的「情感性承諾」、「規範性承

諾」、組織氣候認知中的「責任認知」以及組織承諾中的「持續性承諾」

等四個構面，共可以解釋依變項 29%的變異量。  

摘

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perception 

(OCP),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C)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IB) of employees 

of sports centers and fitness clubs in Taipei City. A total of 290 Employees from 

sports centers and World Gym branch clubs in Taipei City were surveyed using a 

researcher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the “Organizational Climate Percep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Innovative Behavior of Employees Survey”. Two 

hundred and sixty-two copies of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with 239 valid 

ones (91.2%).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a) a typical respondent of 

the study was a 21 to 30-year old college educated male coach/instructor, working 

full-time at the present post for 1-3 years and making less than NT$ 18000 per 

month; the most highly rated subscales for OCP, OC and IB were “Structure 

Recognitio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Expansion of Innovative 

Behavior”, respectively; (b)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OCP’s 

“Rewarding Standards”, “Structure Recognition”, and/or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and OC’s “Normative Commitment”, and/or “Affective 

Commitment” subscales among employe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with 

different monthly income, positions, and/or years of age; (c)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OCP’s “Rewarding Standards”, “Structure 



Recognition” and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subscales, OC’s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 subscales and both of the IB’s 

subscales;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OCP’s “Human 

Relations” and IB’s “Expansion of Innovative Behavior” subscales; and (d) 

the best predictors for IB were “Affective Commitment”, “Normative 

Commitment”,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and “Continuous Commitment” 

subscales, accounting for 29% of the total variance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coll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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