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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乃以台灣地區五星級旅館之各部門員工為研究對象，探討五星級

旅館員工所知覺到的組織學習(資訊分享、詢問的氣候、學習的實踐與成

就傾向)、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心理安全氣候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發放

之問卷經由業界實務深度訪談及現有文獻之量表修訂而成，以便利抽樣

進行問卷調查，受測對象為五星級旅館各部門工作滿三個月以上之正式



員工。問卷共計發放 600 份，回收有效問卷為 473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78.8%。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學習與員工工作滿足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

子構面資訊分享、詢問的氣候及學習的實踐皆與員工工作滿足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員工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組織學習其子

構面學習的實踐與組織承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工作滿足會對「組織

學習與組織承諾」之間產生中介效果，工作滿足也會對其子構面資訊分

享、詢問的氣候、學習的實踐及成就傾向與組織承諾之間產生中介效

果；心理安全氣候會對「詢問的氣候與工作滿足」、「學習的實踐與工

作滿足」、「成就傾向與工作滿足」、「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之間產

生干擾效果；不同年齡層的員工在組織學習(資訊分享、詢問的氣候與成

就傾向)、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上有顯著的差異；不同任職部門的員工在

組織學習(資訊分享、詢問的氣候、學習的實踐與成就傾向)、工作滿足與

心理安全氣候上有顯著的差異；不同任職飯店年資的員工在組織承諾上

有顯著的差異；不同教育程度的員工在組織學習(詢問的氣候)與組織承諾

上有顯著的差異；不同職級的員工在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上有顯著的差

異。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ve-star hotels employees’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information-sharing patterns, inquiry climate, 

learning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 mindset), job satisfacti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in Taiwan. The research use 

questionnaire survey as the method which was design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viewing. The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samples of this research are employees who have worked in each department of the 

five-star hotels in Taiwan for at least 3 months. There were 600 questionnaires be 

distributed to staff, and 47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78.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Organizational learning(information-sharing 

patterns, inquiry climate, and learning practices) has positive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 2. Job satisfaction has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3. Learning practices has positive impact o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4. Job 

satisfaction has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learning(information-sharing patterns, inquiry climate, learning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 mindset)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5.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has moderation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quiry climate and job 

satisfaction, learning practices and job satisfaction, achievement mindset and job 

satisfaction, also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6. Different ag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information-sharing patterns, inquiry climate, and 

achievement mindset),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re highly 

associated；Different job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information-

sharing patterns, inquiry climate, learning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 mindset), job 

satisfa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are highly associated；Different 

seniority in hotel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re highly associated；Different 

level of education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inquiry climate)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re highly associated. Different rank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re highly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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