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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誌
行筆至此，似乎即將告個段落。說不上來是喜是苦，倒像是吞了一碗摻了辛
茉的麵，嗆到心坎裡。如蘇格拉底所言：未經檢驗的人生不算活過！這段期間反
映出茄綾自身思考的缺陷與本身習性的不完善。這論文主題分析至尾，除解開了
茄綾對職場倫理的一些存疑外，竟發現自己可能是最佳的代表？！真是為難了歷

任擔任茄綾的主管，也感受到他們的包容與大量！
若論這段完筆前所付出的心力與時間，與學會多一點的獨立思考與反思的習
慣相較，茄綾認為這是一筆物超所值的交易！憶及在論文推展過程中，有時自以
為是的縝密邏輯、信心滿滿，卻禁不住 金剛老師的幾句詰問而自亂陣腳、冷汗
淋漓。在週四的近午夜，步出師大校園，卻有種經 金剛老師迎頭棒喝、暢快淋
漓的喜悅（前提是，願意真誠面對自己的弱點）！
在撰寫論文這段期間，茄綾感覺如人生的縮影。各樣的心情輾轉交替如氣候
的四季：茅塞頓開的雪融春雨；常在半夜驚醒的冷汗夏暑；腸思枯竭的秋季及預
告著冬季即將遠離的心情。這樣的過程，茄綾深深體會著咀嚼著。因為這段時光，
可能將會是最後一次以如此認真的態度，對特定主題專研的學習過程。
一路走來， 金剛老師的因材施教的指導風格，在於激勵每一個人對自己的
侷限有所突破，看似不甚相等的衡量標準，卻有著老師識人甚深的苦心。對自我
格局的提升和內心視野的寬廣是老師的叮嚀，茄綾會謹記在心。有幸得此良師，
不枉這條漫長辛苦之路。口試前，以亨所長的犀利作風早有所聞，但他的句句針
砭不失給學生不同的審思方向；振聰老師像股春風，在適當的時機給予學生希望
的力量，讓擔心自身論文沒有價值時還有轉圜的餘地。這樣的口試委員的組合真
是一絕，當然只有我們金剛家族得以享用！在這最後一哩路上，有了您們周延與
細膩洞悉的審視後，茄綾得到了更大的力量，將論文修正視為最後的搏鬥。
學姐謹瑜、蓂芬的鼓勵與期待、同門的互持打氣、自己忙論文外還幫著茄綾
印文獻的台大社研所的慈穎，還有深厚情誼的商場好友及專業經理人們，因為有
您們的慷慨協助願意提供己身的經驗，才能此論文有如此豐富的元素得以探討，
感謝您們！必須對所處公司的貴人們：楊總經理朝安、陳副總力銘與同僚志宗、
秀慧及詩盛，致上深深地謝意！若沒有您們的支持與期勉，茄綾是無法完成得。
摯友林娟的鞭策與家父的催促期待，都是自覺已無力前進時，再次出發的動力；
在這條漫長的路上，甚至尤情、珮燕、盈君，給予關鍵的協助；在精神上給予激
勵的梅花及麗香與嘉慈，最後：感謝自小無緣常聚的媽咪給予女兒樂觀率直的個
性，在這段漫長的歲月總以正向看待，現在，將這重要的里程碑與您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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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阿瑟將軍曾說：你給我一筆錢叫我不要去當兵，我不接受，但是你給我
同樣的錢叫我再當一次兵，我也不願。研究生的生涯開啟了思考的習慣，而學術
的殿堂，就容茄綾暫時缺席了。不過，這樣的結束不會是終點，會秉著做研究心
態去認真看待生命。最後，終於可以無愧的說：謝謝大家！終、於、完、成了！
接下來呢？茄綾的人生劇本的下一幕是該如何演出？這個問題很好，需要一
輩子的時間來思考！
冀望這樣的結束是個思考淬練的學習態度的開展，一來不枉費人生，二來不
辜負老師的苦心培育及大家的給予。
持續這樣的努力，是茄綾唯一可以回報得。
謹誌於丁亥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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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名稱：華人組織不忠（逆）的概念初探
院校系所：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畢業時間及摘要別：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論文摘要
研究生：孫茄綾（Chia-Ling, Sun）
指導教授：任金剛（Chin-Kang, Jen）
主管對部屬的歸類，忠誠是一項重要的歸類標準，究竟這些主管是如何界定
其部屬的行為，是忠或是逆（不忠）？部屬沒有表現出忠誠的正向行為，是否就
被認定不忠誠？一般人所認定的忠與不忠（逆）的行為，各自發生在親殊有別的
部屬身上，主管的認知是否一致？因此以蒐集特定事件的論調，運用質化研究、
紮根理論等方法，採半結構式訪談，依情境而調整訪談內容，瞭解動態性歷程的
忠、逆（不忠）是否為二個獨立向度，其逆（不忠）的具體行為為何。
研究結果發現：1.本研究結果計有 92 個行為事例，依內容涵義分別歸類為
「部屬品德」
、
「部屬才能」
、
「與主管相處」等三大類別，皆可與文獻中之忠誠構
面對應，意即忠誠正向行為所涵蓋的範圍要大於負向行為。2.主管對部屬的忠與
不忠（逆）行為判斷，先以是否能對主管產生正面影響而論，其次才是部屬的歸
類類別，一般常人所認知的正、負向行為無法取代已知結果下對主管的影響。3.
忠與不忠（逆）行為同時出現在同一部屬身上，主管對其感受的作用力不會彼此
抵銷，部屬的正向行為裡，主管忠誠的影響力多於組織忠誠的影響力。嚴重的負
向行為計有：組織忠誠中的可能成為組織的商場競爭對手、違反公司重大政策等
二項；主管忠誠中的發黑函抹黑主管、使主管威信受損、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
對主管貳心、越級報告等五項。主管認為部屬不忠（逆）的形成原因，可能為主
管主觀認定與部屬之間缺乏信任，其原因來自彼此於人際交往中，部屬曾對主管
有負向情感報或觸犯人際禁忌的權威法則，主管依據過往的互動歷程後所累積出
的結論。
最後，進一步說明可能的研究限制，並提出可供未來研究的各項議題以及管
理實務上的意涵。
關鍵詞：忠誠、不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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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pplying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he author interviewed eight targeted
corporate working people via method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and completed the dissertation, which demonstrates and explores how and if
two independent dimensions, loyalty and disloyalty, can be tangibly differentiated
through organization behavior.
Especially in Chinese working organization, loyalty has been a key indicator for
supervisors to categorize their subordinate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finds it
interesting to discover questions such as “how do supervisors define subordinates’
behavior is categorized as loyal or disloyal?”, “Is it reasonable that a supervisor
considers a subordinate as disloyal when he or she does not behave positively related
to loyalty? “, and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when a supervisor considers a supervisor’s
behavior as loyalty or disloyalty?”.
The findings of the research present as follows.
Firstly, the behavior descriptions of 92 sampling are linked to three categories,
“subordinate’s integrity”, “subordinate’s capability” and “interaction with supervisor”.
They explain the factors of loyalty in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flect a phenomenon that
loyalty embraces more positive behavior than negative behavior.
This dissertation presents two important findings. One finding is that loyalty and
disloyalty are two independent dimensions in Chinese working organization. By
means of eight interviews, ninety-two sampling descriptions were brought out. They
are summariz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 how a supervisor considers a subordinate’s
behavior as loyal or disloyal: the subordinate’s character, the subordinate’s capability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bordinate.
The other finding presents the importance of a supervisor’s view and speculation.
Overwhelmingly, a supervisor considers a subordinate’s behavior as loyal or disloyal
through three criteria. Firstly, the maximum interest to be acquired by a supervisor is
the most important. Secondly, a supervisor prefers a subordinate better when he or she
presents more Supervisory Loyalty than Organizational Loyalty. The third, a
supervisor regards that Positive Behavior and Negative Behavior independently exist.
So do loyalty and disloyalty.
Based on previous academic research and studies, both findings successfully
carry out disloyalty as an independent dimension as this research’s achie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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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ast, research limitations are further illustrated. Direc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are offered in this dissertation.
Keywords: Loyalty,Dis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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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華人組織中主管與部屬之間的互動模式，深受自小在家庭關係裡的父母與子
女相處的既有經驗影響，使得企業主極易將員工視如家庭關係裡的子女，以施恩
立威的管理行為，表現出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員工則需表以忠心誠摯的態度來回
報企業主如同父母，這展現出華人組織中的泛家族文化的現象（楊國樞，1998），
而這樣的行為態度表現即為一般人心目中的忠誠。
忠誠可依對象分為組織忠誠與主管忠誠1二類，但因華人組織中的企業主大都
是創業第一代，因此企業主的利益就等同於組織利益，員工對企業主忠誠就等同
對組織忠誠（徐瑋伶，2004；鄭伯壎，1995）。
以主管角度而言，在面對組織中的成員不同，因時間、資源的限制下，會先
在心裡歸類後，形成親疏有別的人際網絡，故在對待不同的部屬時，會依歸類後
的差序格局2展現出不同的領導風格，而忠誠常是此種歸類中的重要標準。這是在
一段時間下，主管與部屬在一些關鍵事件，彼此一連串的人際互動與輸誠交換後
的結果，累積出主管對部屬的歸類。主管會給予忠誠的部屬較多照顧，而部屬則
以聽話、認同來表達對主管的照顧與提拔之恩（鄭伯壎，1995；劉兆明，1996），
不過主管對部屬的歸類並非決然不能更動，經由時間與事件的持續累積，亦可能
形成忠、逆（不忠）異位的結果（鄭伯壎，1995）。
主管對部屬的分類，既然是可以變動的動態歷程，則忠、逆（不忠）究竟會
因而異位？而主管心目中的不忠概念，終究是不同於忠誠的獨立構面，抑或僅是
忠誠構面下的負向行為？意即忠逆異位的變動方式，始終在同一向度上左右移
動，如同白天與黑夜的此消彼長的歷程？亦或是分屬兩條平行線，各別獨立卻又
同時存在，如快樂與痛苦的情緒交雜並存？

第二節 研究動機
我在工作上，常有機會能就近觀察許多企業領導人或部門主管，在面對員工
進用與升遷之決策時刻，似乎在他們的心中自有一把無法具體描繪的標準尺，而
1

部屬在行為上，在組織中力求「維持和諧」
；在態度上，呈現「與公司一體」
，甚以組織利益優先
於個人利益之上（鄭伯壎，姜定予，2005）是為組織忠誠；部屬在行為上，表現出對主管的「主
動配合」
；對主管願意「犧牲奉獻」來完成所交辦的任務（鄭伯壎，姜定予，2005）是為主管忠誠。
2
中國人的人際網絡，較西方社會更具有親疏、貴賤、上下與遠近等差序性，這樣的人際網絡即為
差序格局（費孝通，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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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把尺的衡量單位是部屬展現出的忠誠行為。究竟這些主管是如何界定其部屬的
行為，是忠或是逆（不忠）？部屬沒有表現出忠誠的正向行為，是否就被認定不
忠誠？一般人所認定的忠與不忠（逆）的行為，各自發生在親殊有別的部屬身上，
主管的認知是否一致？
在這些問題中，忠與不忠（逆）似乎是同一概念，如銅幣的相反兩面，但又
似乎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過往有關文獻多是探討忠誠構面，對不忠（逆）的著
墨卻付之闕如，似乎將不忠視為是忠誠的相反面，在組織中的忠誠概念是否一定
如此？

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有：
1. 了解組織中不忠的概念與行為。
2. 區分忠與不忠究竟是獨立向度或是單一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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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節分二節討論，第一節為個別討論華人組織的忠誠：組織忠誠與主管忠
誠的概念與演進；第二節為華人組織中的「關係」與「報」的討論。

第一節 華人組織的忠誠
在忠誠這樣的議題下，分別從組織忠誠與主管忠誠的構面探討，對組織的不
忠（逆）概念有個出發點。
一、組織忠誠
華人的組織忠誠，大多是一種效忠個人的形式（周逸衡，1984）
。在華人文化
中，效忠對象從國家與君主，轉變為公司本身與直屬主管（李慕華，1992；鄭紀
瑩，1996）
。鄭伯壎（1991）曾對組織忠誠做出如下定義：個人對公司或老闆，具
有一種長期而持久的自發性責任，能將公司或老闆的目標視為最重要。個人的
行為是必須、也是應該要符合角色規範的期望，而不必然是合於個人喜好或自主
意願，或是可以自由選擇表現的行為。
在華人組織中，常見人、事不分及人治色彩的痕跡，員工可能因不同的角
色將會有不同觀點，將研究對象延伸至企業主持人與員工，對於組織中的忠誠內
涵，企業主持人與員工的看法大致相同。如：負責盡職、主動積極、與公司一體、
穩定、以及順從等內涵。這份研究是奠基了後續研究者的觀點，即：忠誠的概念
是對企業主持人，而非組織忠誠（李慕華，1992）。鄭紀瑩（1996）以個案研究
方式選擇一家中型民營組織，挑選不同職級的主管與職員來探討組織忠誠的概
念。發現組織成員能夠清楚區分組織內不同對象的忠誠，而不同對象之忠誠所強
調的忠誠內容亦有所差異。主管忠誠與組織忠誠，是兩類可以清楚區分的概念，
而主管忠誠可以界定為：「員工基於特定因素，在心理上順服並認同主管，相信
主管會提供所需的照顧與支持，而願意以行為表現達成主管之目標與最大利益」。
因此提出了華人組織忠誠確實存在對多元對象的忠誠，將組織忠誠推進到主管忠
誠的實證階段。
忠誠同時涵蓋意願與行為，不能僅從單方面的態度或行為，去了解在組織中
的忠誠，避免曲解了整體的意涵態度及行為面，鄭伯壎、任金剛、及姜定宇（2002）
界定出認同組織、內化價值、義務責任、犧牲順從、維護公司是屬於組織忠誠的
態度；盡職負責、建議獻策、共體時艱、遵守規範、主動積極、協助同事、維持
和諧、維護公利、以及自我培養，則屬於組織忠誠的行為。姜定宇、鄭伯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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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及黃政瑋（2003）以歸納法找出具代表性的45條陳述句，再以統計手法找出
八項組織忠誠的行為。認為經由擬家族化的歷程，使個人角色與組織緊密結合，
而願意將組織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並且主動為組織付出，部屬可以對不
同的對象，在行為及態度上行使主管忠誠，且忠誠的內容相異可歸結以下四點：
(一) 忠誠在華人組織中，的確同時存在著組織忠誠與主管忠誠的現象。
(二) 組織忠誠與主管忠誠，其為不同的概念，前者包含對組織本身更廣泛的
正面意圖。
(三) 在華人組織中，主管忠誠比組織忠誠佔更大的成分及受到主管重視，這
種對主管的私忠現象，在部屬的概念裡也獲得實證的研究結果。
(四) 組織中，部屬可以對不同的對象，在行為及態度上行使主管忠誠，且忠
誠的內容相異
概論而言，華人與西方在組織忠誠上有二大基本差異：一是強調情感面而非
工具面（李慕華，1992）
，二是未進入組織即有忠誠概念而非與組織互動後產生組
織忠誠（姜定宇、鄭伯壎，2003）。由於強調人際之間的垂直關係，於是組織成
員最為首要的效忠對象即為其直屬主管或最高主管，爾後才能對組織本身效忠（姜
定宇，2005）。因此結論得知華人的組織忠誠，是透過主管忠誠或個人忠誠而完
成組織整體的目標，而非直接效忠組織目標。關於組織忠誠之近期研究軌跡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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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組織忠誠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
論點
李 慕 華 1. 華 人 忠 誠 性 質 偏
（1992）
情感面而非工具
面
2. 忠 誠 動 機 來 源 為
情感的道德規範
鄭紀瑩
1. 員工對人(包括上
（1996）
司、高階主管、老
闆)的忠誠仍然是
最為重要的
2. 不 同 對 象 之 忠 誠
所強調的忠誠內
容亦有所差異
鄭伯壎、 華人本土性組織忠誠
任金剛、 除涵蓋西方組織承諾
及姜定宇 與部分組織公民行為
（2002） 的概念向度有特有的
忠誠向度

研究方法
質化

研究對象
台灣民營企
業企業主與
員 工 各 20
人

主要構面
負責盡職、主動積
極、與公司一體、穩
定、順從

個案研究
（質化）

一家台灣中 工作積極、達到公司
型民營企業 目標、以公司為家、
各階主管與 金錢管理
職員 10 人

項目分析
（量化）

台灣民營企 態度：
業 員 工 68 認 同 組 織 、 內 化 價
人
值、義務責任、犧牲
順從、維護公司
行為：
盡職負責、建議獻
策、共體時艱、遵守
規範、主動積極、協
助同事、維持和諧、
維護公利、自我培養
姜定宇、 組織忠誠與主管忠誠 1.歸納法
樣本一：某 視公司為己業
鄭伯壎、 其為不同的概念，前 歸納出具代 大學企業碩 願為公司犧牲
任金剛及 者包含對組織本身更 表 性 的 45 士班之組織 不以私害公
黃 政 瑋 廣泛的正面意圖
條敘述序
成員
認同公司作為
（2003）
2.量化分析 樣本二：公 維護公司形象
營機構 264 順服公司要求
份問卷
發揮團隊精神
工作積極認真
主動提案建言
提升自我績效
資料來源：修改自姜定予（2005）
二、主管忠誠
部屬面對直屬主管，做出違反組織忠誠的事情，部屬會以主管忠誠為行事準
則。承上述對組織忠誠的討論，華人主管忠誠概念，可以區辨出和西方概念相近
的西方主管忠誠構念，與屬於華人本土的主管忠誠構念。儘管與西方忠誠內容有
細微之差異，但都涵蓋在情感忠誠、規範忠誠及工具忠誠等三個向度內(Meyer &
Allen, 1991；鄭紀瑩，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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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鎮雄（Chen, 1997）的定義中，將主管忠誠界定為：部屬對主管有相當高
度的認同、依附、以及犧牲，強調的是對主管的情感依附。上述定義中，指出華
人主管忠誠可能來自於部屬對其主管的自發性責任、交換關係、或是情感依附。
將西方主管承諾的概念，延伸至華人組織的主管忠誠上，編製了華人主管忠誠量
表。他的主管忠誠問卷包括兩個主要部分：西方主管忠誠與華人主管忠誠，以中
國大陸六家公司的二十位員工為樣本，要求他們羅列主管忠誠的陳述句，並納入
西方主管承諾的概念，經因素分析後，獲得五個效忠主管的因素，包括認同主管
（identification with supervisor）
、內化主管價值觀（internalization）
、努力（effort）、
跟隨（following supervisor）、以及奉獻（dedication）。
鄭伯壎等人（1999）根據相關的質性研究結果（鄭伯壎，1995；鄭紀瑩，1996）
，
並參考張慧芳（1995）與陳鎮雄（Chen, 1997）的量化研究，歸納出主管效忠的
五個主要向度與十二個次級向度，接著以一家台灣企業組織的660位員工為對象，
進行量表的校正。研究結果指出華人主管忠誠的構念，五個主要向度分別為認同
內化、業務輔佐、主動配合、犧牲奉獻、及服從不二。本土性的主管忠誠構念，
在預測華人企業組織的員工效能時，更具有其獨特的解釋效果（鄭伯壎，1995；
鄭伯壎、姜定宇，2000）。
主管所知覺部屬主管忠誠，會直接影響部屬所知覺主管的個別照顧、提拔獎
勵、工作溝通、以及私人溝通等（徐瑋伶，2004）。姜定宇、鄭伯壎、任金剛與
謝宜君（2005）的研究提出：主管忠誠有下列四項基本假定：(1) 主管忠誠是一
個連續性的概念，而非忠誠或不忠誠的二分建構，個人對主管是可能有不同的效
忠程度；(2) 主管忠誠是相對穩定的概念，它不是一種暫時性的情感反應，亦不
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3) 主管忠誠的定義僅適用於以直屬主管為對象的忠
誠；(4) 對於組織中的其他對象忠誠，其定義與內涵為何，是需要再進行研究與
討論，才能將之延伸。
姜定宇（2005）為界定華人主管忠誠的概念向度，修改自鄭伯壎等人（1999）
所編製的主管忠誠量表，定義出四種部屬對主管的忠誠，如：認同內化的「情感
主管忠誠」、提供主管與工作完成有關的訊息，並能予以主動協助的「訊息主管
忠誠」、部屬對主管的高度順服，甚至是為了配合主管的需要，而做出個人利益
的犧牲的「順從主管忠誠」以及不一定與工作內容有直接的關聯，部屬對主管的
絕對忠誠與忠心不貳，為一種部屬對主管的高度依附的「依附主管忠誠」。因「依
附主管忠誠」是強調對主管的絕對付出與忠心，且具有排它性，在本研究中有被
低估的可能性，而「順從主管忠誠」與「訊息主管忠誠」在主管知覺中無法清楚
區分，或許是姜定予的研究對象選取非高階主管，中階以下的破格照顧，在體制
上有所限制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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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主管忠誠不僅對員工工作效能有所影響，在華人企業情境中，部屬的
主管忠誠，更會影響主管對待部屬的方式與對部屬的觀感，而部屬對組織忠誠的
程度高低與否，端賴主管忠誠的影響效果（徐瑋伶，2004；鄭伯壎，1995），主
管忠誠有賴於彼此之間的關係緊密程度、部屬將主管定義為何種角色及該有的義
務性情感及部屬對主管的資源依賴程度，這些考量皆會影響主管忠誠的程度（姜
定予，2005）。因此主管忠誠是種動態的心理狀態，依照彼此的互動過程來增減
彼此預設的期待標準，同一位部屬面對一位以上的直屬主管，所表現出來的的忠
誠程度也並非一致。
在組織忠誠的研究，我們已可得知，多元對象的忠誠在華人組織中是存在的。
在現代華人家族企業中，確實可以清晰地觀察到私忠形式的忠誠，意即對特定對
象的個人忠誠，此項議題特別受到華人領導者的重視。主管會針對所重視的工作
態度與行為來觀察部屬，進一步擢取親信的名單。主管忠誠之近期研究軌跡如表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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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主管忠誠的研究成果
研究者
鄭紀瑩
（1996）

論點
1. 員 工 對 人 ( 包 括
上司、高階主
管、老闆)的忠誠
仍然是最為重要
的
2. 不同對象之忠誠
所強調的忠誠內
容亦有所差異
陳 鎮 雄 相對於組織承諾，效
（Chen,
忠主管對組織 公民
1997）
行為、角色內績效有
更強的預測
效果。
鄭伯壎、鄭 1. 發展本土化主管
紀瑩、周麗
忠誠量表
芳（1999） 2. 對員工結果變項
的預測，本土主
管忠誠概念具有
較佳之預測效
果。
鄭伯壎與
控制組織承諾 與西
姜定宇
方主管忠誠的 影響
（2000）
後，本土性組織忠誠
仍具有增加對 員工
的組織行為與 態度
的解釋力。
資料來源：修改自姜定予（2005）

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
（質化）

研究對象
一家台灣中型
民營企業各階
主管與職員 10
人

主要構面
工作積極、達
成主管要求、
替主管分憂解
勞

問卷調查
（量化）

中國廣洲、上
海36 家公、民
營、及合資公
司員工333 人

奉獻、努力、
跟隨主管、認
同主管、內化
價值

問卷調查
（量化）

一家台灣中型 犧牲奉獻、服
民營電子企業 從不貳、業務
員工 660 人
輔佐、主動配
合

問卷調查
（量化）

60 家台灣民營 情 感 主 管 忠
企業員工 1198 誠、訊息主管
人
忠誠、順從主
管忠誠、依附
主管忠誠

第二節 「關係」與「報」
在華人社會中，關係是人際往來的重要依據法則，因此在組織中的企業領導
人或主管，的確會與有既定關係的部屬，意欲建立長久的合作關係，為求組織的
長久利益及發展，必須拔擢具有才能的幹部作其左右手輔佐業務，因此具有關係
又兼具才幹的部屬，是主管的核心幹部不二人選。若主管與部屬之間沒有既定關
係時，牽涉到的考慮層面就複雜許多，但忠誠的考量仍是重要指標。在沒有既定
關係時，主管與部屬的往來互動間，部屬除依工具性關係的公平法則付出對等勞
務外，彼此雙方皆會因合作頻繁下，產生情感性因素，而對雙方有預期回報的互
動。因此如何選擇親信及其角色的扮演、人際交往的品質都會對工作績效產生影
響力。本節分「關係」及「報」來做文獻回顧。在關係中，再就「親信或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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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生親信的因素」來分別表述。
一、關係
關係在華人社會中影響的層面是相當深遠，除了一般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
外，在企業組織中關係的重要性也不容小覷。最先試圖描繪中國人社會關係的概
念描述是：西方個人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們的社會組織將
他們綁在一起，成為一捆捆的木柴。中國社會的結構好像是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
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而跟圈子所推及的波紋發生聯繫。這個像蜘蛛網的網絡，有一個中心，就是「自
己」
。這個富於伸縮性的網絡，隨時隨地都是以「自己」作為中心，這並不是個人
主義，而是自我主義。我們所有的是自我主義，是一切價值以「己」作為中心的
主義。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在親疏遠近上是具有差等性的不同（費孝通，1948）。
關係主義在華人組織行為的研究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互動雙方關係的由來
除了是既定關係（如家人、親戚、同鄉等），另外，還有透過雙方的交往而發展
出特別的人際關係，這樣的人際關係又會影響雙方的互動。互動若好會反映在主
管忠誠上，部屬會願意對主管主動付出自身的關懷與支持，並且，也期待與主管
建立起情感性關係。在華人情境中，這種互惠關係還能容許人情在其中運作，使
得華人的人際情感具有更大的彈性，而有利於情感關係雙方的互動（周麗芳，
2002；黃光國，1988）。
在個人面對不同關係的交往對象時，也遵循著不同的人際道德準則。黃光國
（1988、1999a）以「差序性」概念，進一步區分出三種人際關係－情感性、工具
性及混合性關係，當關係中的任何一方未能遵守人際道德規範時，也必然會影響
雙方未來的互動。若處於資源支配者，在權力遊戲中的第一步，會先判斷對方和
自己之間的「關係」類型及「強度」
，並以此來決定，是否將資源作有利於請託者
的分配。在工具成分的觀點，是以利益關係來指稱，若部屬認為自身與主管之間
的關係，僅為一種彼此利益交換的關係，而部屬是為了某種實質的利益，才會聽
從主管的命令與要求，此關係即界定為工具性關係，利益關係傾向高的部屬，與
主管是進行純計算性與功利性的交往，而不涉及彼此之間的情感互動。雙方在交
往中以滿足交往場合的目的，按其內涵角色規範所需而進行的往來活動，在此層
面，雙方以能否滿足在某一場合中，各自應扮演的角色及所應盡的義務，從而達
到交往的目的，為評價交往滿意度的標準。在每一次的交往過程，工具性關係的
交換儘管滿意，但並不一定在情感交換上會比較滿意，反之亦然。
在「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式」中，依照關係判斷進行交易法則，假若資源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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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產生了心理衝突，感到有人情困境的情況發生，對受與者將會形成回報的預期
心理。個人跟屬於不同關係的對象進行社會交換時，首先，會考慮彼此之間的關
係類型，然後再選擇適當的交換法則。其三種關係是判定雙方的關係，而工具性
成分與情感性成分是指在人際交往時的社會交換法則(黃光國，1999b)。如圖2-1
所示。

圖 2 - 1 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式（黃光國，1989）
在人際關係的互動過程裡，楊中芳（1999）提出動態歷程觀。人與人交往之
初，彼此之間的關係可分為：(1) 既定成份：兩人在某一時間點以前，經由交往
所建立的所有社會既定的連繫所形成的一個交往基礎，例如：同學、同事、同鄉、
好朋友等。(2) 工具成份：兩人在其人際交往進程中的某一時間點上的特定場合
中，在工具交換層面，雙方滿不滿意的程度。(3) 感情成份：指兩人在人際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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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程之某一時間點上，在自發感情交流層面，雙方親密的程度。楊中芳與彭泗清
（1999）以深度訪談方式，找出在交往關係的深淺影響因素：「性格相投程度」
意即個人性格、價值觀及行為方式相互投合；「情感相融程度」指的是交往雙方
能夠相互坦露內心的感受，有情感捲入與共用；「同甘共苦程度」反映的是彼此
能否為對方著想、互相關心等。
在關係成分中的既有成分，指的是在社會所認可的既定連繫上，所需表達的
行為義務。常見的既定關係的聯繫，包括天賦的聯繫及通過交往經驗而產生的聯
繫。如親子、手足、足親、夫妻、親家、同鄉、鄰居、同事、同學、同行、師生、
主僕等。若雙方交往中，不按照這些聯繫而盡人情義務的話，往後的雙方交往是
可以不按照這些既定關係。
感情成分是情緒依附的關係，反映出對彼此的關心、關愛、或是溫馨，並能
滿足雙方的情感需求，這種情感交流出於自願，而非出於必然或應該；為對方所
做是出自於關心，而非互惠的交換。楊中芳（1999）認為此構念有一特點，這兩
個層次的往來可以獨立發展。當「情感交流」事件發生時，事件的接受者可能作
內歸因，認為對方的付出是出於本身自由意志，而非外力或環境所逼，歸因於對
方本身的態度或是人格等內在向度。如果是善意的行為，就可能認為對方是善良
之人或是對自己關心的人（鄭伯壎，1999）。在感情交流方面，雙方的互動不會
只關心本身的利益，而是真心關懷對方。這樣會令雙方關係更進一步，進入互相
照顧而達到利益一體化，不分彼此的關係。如圖2-2所示。在工具交換關係上的良
好表現，通常是互動雙方交往的最低要求，因為這是展現雙方有意願進入長期的
互依交往（楊中芳，1999）。工具交換指在關係上的基礎為工具性關係。黃氏所
說的是工具性成分，意即交往時的人情法則，依據社會資源交換理論而來，兩者
所指的工具概念不同。綜論而言，若部屬都能很有效的達成主管預期的工作效能
（工具性關係），只是表示能如黃氏所說，會逐漸進入到情感性關係的階段，抑
或是如楊氏觀點，停頓在工具性關係的程度，則需賴後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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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2 人際關係發展過程中的三個成分變化之假想圖（楊中芳，1999）
依上圖可知，在某一時間點對同一對象上，此三種人際關係形式可能以不同
比重的形式同時存在，隨著不同時間、場合、或是對象，三種人際關係形式的比
重則可能會有所差異。工具階段：以工具交換的互惠互報法則為交往依據；情感
階段：互動雙方，能忠心地、無條件地關心、照顧與幫助對方。周麗芳（2002）
提出在既定關係的基礎上，藉由關係成分從工具性關係進展至情感性關係的過程
中，相似態度與共享價值是調節變項，再藉由彼此互動的歷程得到信任、喜好、
偏私、忠誠與親密的關係品質，可在組織中的正式階層關係裡見到，如圖2-3所示。
在人際信任中，工具階段的滿足是信任的重要基礎，當合作雙方彼此間的人際關
係與信任愈好時，就會進入情感階段的信任。當主管與部屬建立起情感性關係後，
儘管在工具性關係不甚滿意下，也可降低關係衝突，雙方對彼此的信任更加牢固，
互信更深，合作滿意度也隨之提高（王議賢，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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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3 華人組織中對偶關係之互動模式（周麗芳，2002）
主管給予部屬較多的工作資源、願意分享工作上的訊息、並也較常表現噓寒
問暖的行為，且讓部屬有溫暖的感受（鄭伯壎，1995）。危芷芬（2001）研究中
提到，主管在面對非家庭內關係而願意給予較多的資源或施恩，必先經歷過將部
屬先視其為心腹，當部屬想要成為主管心腹的前提，彼此之間要有較強的情感互
依性及親密性。個人是否應該協助「家庭外關係」的對象，便與雙方的情感狀態
有關。個人對「家庭外關係」的對象愈傾向於正向情感，則其義務感愈強。被主
管歸類為「自己人」的部屬，對於主管的情感依附，均較被主管歸類為「外人」
的部屬高（林明村，2002）。
綜合以上論述，關係可由泛家族化的概念延伸至組織中的擬親屬關係。在主
管與部屬的互動過程，又經過動態化的交往歷程，建立彼此的信任與依賴感。若
歸屬於內團體的自己人，就會產生比外人更多的正向管理行為。不過在工具性關
係的滿足，是組織求取利益的先決基礎。儘管在一般的人際交往，利益一體化仍
是最深的人際關係。面對彼此評定的關係牽涉到的義務擔當或是預期回報，在交
往過程中，也會因滿意與否而在這歷程中上上下下。
（一）親信或班底
不論是主管或是部屬，可能每個人心中都存有一張差序性的關係網（費孝通，
1948）
。部屬與主管建立也依續這張網建立彼此的互動關係，影響彼此個人資源的
挹注，加上主管忠誠在華人組織的重要性，往往對部屬在組織中的發展，有著莫
大的影響力。面對不同的對象會有不同的互動方式與資源分配的對待，因此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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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與部屬間會發展出不同的人際交換關係，並從中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也就是
領導者的內團體（ingroup）。
在探索有關企業高階主管的親信關係時，就證實了在企業組織裡，主管身邊
確實有親信（內團體）的存在，忠誠度及部屬的工具價值是主管選擇親信部屬的
主因，其價值觀並不是必要條件（戚樹誠、林行宜，1994）。雙方的關係會由正
式接觸延伸至私人接觸的層面，在這階段，信任就是關鍵因素。在組織中主管與
親信之間的關係，是主管決定人事昇遷、調職、與獎賞，對於組織內資源的分配
方式，都是決策時重要影響因素。
企業主管若是在其權限內，建立班底，培養能幹的屬下，自然有助於組織績
效的達成，而部屬方面，獲得主管的重視，能夠參與主管的決策制定，當然是職
業生涯突破的重要契機，親信便可能形成。「親信」一辭，簡單言之，乃是「親
近且可信任之人」（戚樹誠，1996）。信任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當個體在作純
理性的決策時，不會做出的行為（楊中芳、彭泗清，1999），這牽涉到，對對方
的行為動機，持正面的信心（Lewicki & Bunker, 1996），使個人能夠依賴他人的
言行，並認為對方對自己有善意（Dirks, 2000）。
信任可促進彼此間的溝通，除讓員工願意為組織效命，甚至產生自發性的合
作。主管對於歸類為自己人的部屬，在工作表現的評價上及考績的評定均明顯高
於外人，卻是不爭的事實。此外，對於自己人和外人在領導行為的表現上亦有所
差異。在相對比較下，自己人會感受到較多的仁慈、德行領導行為，及較少的威
權領導行為，而外人則會感受到較少的仁慈、德行領導行為，及較多的威權領導
行為（林明村，2002）
。工具性交換與情感性交流對人際關係、人際信任與關係衝
突有交互作用之效果，部屬先決條件需完成所應盡的義務，才能使主管對其信任
提升，至於其他形式的付出，並不一定能奏效。當部屬的才能展現及顯示忠誠度
後，領導者身邊會出現自己人或班底的現象。
可見親信的確為部屬個人帶來組織資源的挹注程度較外團體來的高，而主管
對親信的差序對待現象也視為當然。在實際職場場域中，這樣的親信關係似乎是
必然存在的現象。這樣的常理並不一定影響組織利益，若要行事得宜，對此差序
格局的庶人倫理，必要了然於心，才能透徹情理。
（二） 形成親信的因素
差序管理是普見的概念。親信首要條件仍以組織忠誠概念出發，如前述組織
忠誠之定義，個人的生涯規劃與長期發展與組織發展是共榮的關係。戚樹誠、林
行宜（1994）在建構親信理論時，先運用深度訪談方式，提出高階主管如何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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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信的要件因素，如圖2-4所示。在親信本質上的親近構面是私誼甚篤、相信部屬
不會危害主管的利益。親信扮演的角色共有15種之多。本理論模型再運用定量分
析，找出工具價值的「能力禮教」及「謙和簡約」，主管與親信在這二個因素上，
彼此無顯著差異。親近構面則有：「體諒貼心」、「了解相知」、「家庭互動」、
「重視在意」。信任構面有：「表達溝通」、「開放接納」、「專家資格」及「安
全信賴」。親信扮演的角色是「事業左右手」及「公關情報員」。考量親信角色
在組織中應該也有反向角色，戚氏再延續本理論建構下，以領導行為問卷、員工
知覺問卷及改編自戚樹誠、林行宜（1994）的親信角色問卷，對137位填答者施測。
發現親信在特徵上具有年資較久、年長、較主管低一階的職級及與主管同性別的
人口特徵（戚樹誠，1996）。若未來能以量化方式來區辨自己人或外人會更加完
善（黃建達，2000）。

圖 2 - 4 親信理論模型（戚樹誠、林行宜，1994）
親信在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工作投入上的確明顯高於自己人和外人，並且
親信、自己人、外人在工作價值觀、忠誠、能力、親近、信任等構面上都存有顯
著差異。當合作雙方彼此間的人際關係（上圖之親近）與信任愈好時，則合作滿
意度也會升高。信任的發生，不單只是對他人的信任，而是經過雙方互動之後，
個人對對象的可以依賴或是有信心的程度。可在王議賢（2004）的研究中得到親
信理論模式的實證結果。
部屬與主管站在個人角度上，選擇對方是否列為自己的親信，在分類上也有
其異趣。以領導的角度出發，鄭伯壎（1995）演繹出因差序格局下的觀點，使得
華人企業主持人會以關係、忠誠、及才能三個基本面向對員工進行歸類。忠誠指
的是員工對企業主的赤誠效忠與無條件的服從。「親」指的就是關係，員工與企
業主之間，是否有血緣或擬似血緣的倫理關係。才能格局是組織成員之間工作能
力與工作動機的差異。由於能力與動機是很難觀察的，企業主持人必須從工作績
效、工作品質、工作效率等具體的工作行為中推論，或是從主觀的績效考核指標
中獲取。也就是說，才能表現在「工具交換」的層面上，指的是員工能完成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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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所應盡的責任與義務；忠誠是表現在「情感交流」，員工對企業主的付出是出
自真心且無私的貢獻。企業主持人與八種原型員工間的互動法則，即構成華人企
業組織行為運作的基礎。此外，鄭伯壎還認為各種因素所強調的比重會因人而異，
不過，在華人企業中，忠誠的考量重要性還是高於才能。一旦員工被企業主歸類
後，就不容易改變其在企業主心中的分類。若員工的某種行為總是不符合該類別
中的屬性，累積到一定的程度後，則可能會產生跳躍的狀況，到新的歸類位置之
中，可能產生「親疏」、「忠逆」、及「才庸」異位的現象，這是一種動態性的
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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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5 組織成員的歸類歷程與類別原型（鄭伯壎，1995）
如圖 2-5 所示，鄭伯壎（1995）將部屬的親（關係親疏）、忠（效忠程度）、
才（能力稟賦）三項標準，是企業主持人歸類自己人或外人的考量因素。將員工
歸類後，有著不同對待的領導方式。這將直接影響主管對部屬的情感信任、照顧
責任、以及正向期待等。劉兆明（1995）對「恃才傲物」的員工為何只因關係而
留在組織中，而不願發展自己的能力？對「不肖子弟」
，組織卻給予包容感到存疑。
洪兆武的文中提到這段話：奴才的特性是能力差反應慢，只會阿諛奉承，不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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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又死腦筋，但也具有唯命是從與忠心耿耿的特性，以及吃苦耐勞的韌性，只要
放在適當的位子，還是能發揮應有功效，似乎也應驗了職場上普見的現象（經濟
日報，2006）。在這些存疑尚未得到鄭氏的進一步論述前，其實劉氏的「報」，是
可思考途徑之一。
而這三種因素孰輕孰重？在接續的研究中，徐瑋伶、鄭伯壎、及黃敏萍（2002）
採用情境故事法，得到有效問卷 198 位企業經理人（受測者為中高階主管非企業
主持人）測量四種管理行為，以「訊息分享」、「決策參與」、「照顧支持」及「親
近信任」等行為與上述分類標準作實驗設計。結果發現具「親、忠、才」的部屬
對四項行為皆效果顯著；對無親高忠大才的部屬與有親高忠小才的部屬在四項管
理行為的分析上相抗衡。林明村（2002）以中部地區 30 家銀行（含 2 個區域中心
及 63 家分行）為實證對象，收集 297 對直屬主管與部屬對偶資料，進行直屬主
管之差序格局對領導行為與領導效能影響之研究，請主管與部屬表達其最重視（偏
好）的歸類標準為何，在主管方面，依序為忠誠、才能、關係；而部屬則依序為
才能、忠誠、關係。但在鄭氏（1995）的論述推論認為，企業領導人會隨著不同
的偏好，對忠誠、才能、關係排列會有不同的信任排序。
部屬對主管分類，考量的因素有「品格風範」、「關懷可親」、「酬賞協助」
與「管理要求」四項（王榮春，2001）
。部屬會根據主管在這四項因素上的表現，
對主管形成不同的分類。在主管是否值得跟隨的研究，劉兆明（2002）考慮以往
研究領導行為時，以問卷方式測量，反映了隱含在內心對領導者的知覺或分類，
而非真正描述特定的領導者行為。劉氏以內隱理論出發，以個別訪談 524 名員工，
收集到 955 個有效事件。與領導行為有關的 269 個事件，有 1/3 無法按西方概念
分類。依此編制問卷共 75 題衡量主管的領導行為，發現有正面行為與負向行為二
大類。有趣的是，在集群分析中，如果受試者將主管分類為好人，就會認為主管
表現出來都會是好的行為，反之亦然。
但是在部屬必須對主管忠誠的框架下，擔心對主管提出異議代表對主管「不
忠」，因此反而讓部屬不敢表達內心真正的想法或異議。此外，部屬對主管的忠
誠，也不一定代表部屬一定會帶著正向的情緒與主管互動。因為部屬為了表示
對主管的忠誠，反而壓抑很多不滿或負向的情緒（徐瑋伶、鄭伯壎、黃敏萍，
2002）。以上也呼應了差序管理的概念，假若部屬成為班底或親信時，在組織
資源上可以獲得主管的破格照顧。可見私忠的效果較公忠更為顯著（徐瑋伶，
2004）外，關係有無，可增加主管的信任程度，而非成為親信的首要因素。因此
在沒有既定關係下，忠誠是異軍突起的關鍵因素，只有在無忠大才的部屬歸類裡，
關係才會是主管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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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討論，從親信理論的形成到內隱理論。總結而論，當彼此被對方歸類完
成後，其心中對彼此的定位與交往的人情法則，都已經在心中有個標準了。這樣
的穩定狀態是一種長期互動下來的信賴感。主管忠誠因素佔了很大的成分，有別
於西方著重在工具性關係下的不同文化。接續可以進一步討論主管與部屬之間的
人際互動的人情法則，來瞭解親信形成的前段歷程。
二、報
華人文化中，報的概念尤為特殊且重要，在組織中主管與部屬之間的互動也
深受影響。當彼此沒有既定關係，無法以人際交往法則作依據時，報的概念會影
響到主管對部屬的歸類，有關華人部屬對主管的「報」之研究中，發現當華人部
屬知覺到主管有恩於他時，部屬會以「超過」主管所施恩惠的程度，回報主管的
施恩。而這樣的「報」，似乎與西方社會交換論的概念有所不同。華人部屬對主
管的報，受到雙方之間情感關係成分的多寡。亦即，當部屬自覺與主管間的關係
是工具性的成分多於情感性的成分時，部屬對主管的互動，應該會先依循「社會
交換論」的公平原則。楊國樞（1999）所提出的「關係決定論」（relational
determinism）在「熟人關係」中，雙方要講人情（即人情原則），以過去所儲存
的既有人情為基礎，用合適的方式與程度，從事進一步的人情來往。因為雙方沒
有血緣關係，對於人情的虧欠有所限度，所以較可能期望對方回報（社會交換的
預期中等）。
部屬在與主管初期互動時，注重個人權益的工具性成分高於對主管的情感成
分時，會要求主管給予立即性、限期性、或一定性的回報，但是當部屬自覺與主
管間的關係是情感性的成分多於工具性的成分時，部屬與主管的互動會比較採取
需求法則。因此，部屬在與主管互動時比較不會在乎自身的利益，一方面會以「報」
的心理，回報主管，另一方面比較不會對主管要求立即性、限期性、或一定性的
回報。
華人部屬對主管的互動法則特色之一，就是與主管的互動，不單單只是主管
給我多少，我就做多少回報主管。而是當部屬知覺到主管對其有恩時，會以更正
向積極（多一點）的方式，來回報主管的恩惠，而對部屬的角色服從性、工作滿
足感、組織承諾有正面的效果，同時亦會降低其流動率。而其後續研究以探討華
人正向情感「報」的具體作法時，發現約有 2/3 的受訪者（跟隨者）指出自己曾
經為了報答主管的照顧與提拔而更加努力工作（劉兆明，1996）。樊景立與鄭伯
壎（2000）也提出了一個仁慈、德行及威權領導三種領導作風的家長式領導與部
屬反應之初步模式，描述三種領導作風與部屬相對反應間的關係。如圖 2-6 家長
式領導的初步模型。意即企業主持人處於單純的競爭環境或是經營權與所有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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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家族企業中，在德行領導下部屬對應的尊敬認同；威權領導下部屬對應的是
依賴服從及仁慈領導下部屬對應的是感恩圖報。

圖 2 - 6 家長式領導的初步模型（鄭伯壎、樊景立，2000）
領導者與外團體（outgroup）的關係及互動都是有限，甚至於對不同的對象
施予恩惠，而期待受惠者回報。因關係遠近而有所不同，如之前討論的預期回報。
同樣地，當部屬覺得主管對他沒有給予特別的恩惠時，這種正向積極的回報行為
就比較不會出現（劉兆明，1995、1996），而產生了負向情感的報，只是可能用
比較隱藏的方式出現，例如匿名電話、黑函、打小報告、或背後中傷等等。關於
「報」，劉氏提出三大與西方概念不同之處：「報」是正反兩面並陳；在量上面
並不對等，中國人傾向加多回報；維持相當長的時間，甚至有來世報獲終身報等
的觀念（劉兆明，1992）。危芷芬（2001）的質化研究中提到，在「家庭外關係」
的脈絡之下，接受幫助者是否要給予回報，則與雙方的情感狀態有關。如果提供
協助者與接受幫助者的感情愈惡劣，則後者愈需要給予回報，個人與互動對象將
彼此視為獨立的個體，此時他們所遵循的社會交換法則與情感因素有所關連，當
雙方存有正向情感時，他們所遵循的交換法則較接近「共享關係」，也就是行動
者較不會預期對方接受幫助之後給予回報，如果雙方並不親密，甚至存有負向情
感，則接受幫助者應當回報對方，正如「交換關係」所描述的情形。
原因是，華人企業主管會與歸類為自己人的部屬間，具有較高的情感依附，
並給予較多的資源分配。部屬則相對表現出良好的工作態度與工作績效；相對於
被主管歸類為外人的部屬在情感依附、資源分配、及工作態度的比較上，均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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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人為低，主管對於部屬的對待上，的確並非一視同仁，這從林明村（2002）的
量化研究中得到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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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三小節。第一節概述本研究所用之質化研究、紮根理論等方法；第
二節研究工具及如何蒐集資料；第三節是資料分析的過程。

第一節 方法論
一、質化研究
質 化 研 究 係 以 多 元 的 方 法 (Multi-method) 為 主 ， 是 一 種 以 詮 釋 性
(Interpretative) 、 自 然 性 (Naturalistic) 的 取 向 ， 研 究 所 關 心 的 主 題 (Denzin ,
Lincoln ,1994)。以個別性、獨特性的方式，進行深入探索與瞭解，是一種解釋性
的研究，重視個別情境因素的影響，以提供個人意義的本質及社會脈絡的洞見為
主(Seidman，1998)。
研究者對某些特定事件或問題，所進行解釋的研究，用來掌握事件的意義及
結構的工具，是對一種重要現象所做的探索、詳述及系統化的工作，對某一事件
或問題所做的陳述、重現 (Parker, 1994)。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而在自然
情境下採用多種資料蒐集方法，以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探究（陳向明，2002）
在解釋性的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質化研究者應嘗試從被研究者的
觀點，來理解其所關心的問題；而由於研究者本身是進行解釋的機制，因此也必
須對自己所持的生命背景與預設立場進行省思，並了解到這些既存的背景與立場
如何影響到解釋的結果（陳向明，2002）。質性研究奠基於批判性和創造性的思
考－是分析的科學，也是分析的藝術 (Patton, 1990)。
二、紮根理論
紮根理論，乃是透過一套嚴謹的程序，從資料中發展出理論。研究者在研究
一開始時，並沒有任何預設的理論或假設，而是從原始資料中歸納出概念或類別，
再進一步整合成理論。紮根理論更是由方法論或概念上的討論（如，Glaser &
Strauss, 1967)進一步發展出具體的研究程序與技術（如Strauss & Corbin, 1990,
1998)。
在Strauss 與 Corbin（1990）合著的「質化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Techniques and Procedure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一書中，指導研究者先以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將資料分解、比較、分
類後著手到主軸譯碼(axial coding)將類別重新組合，找出現象本身、前因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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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間之關聯性，最後形成完整的理論故事，意即完成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依此分析的過程，讓研究者心中有明確的分析地圖，不會因無法像量化
研究，可得其具體數字的呈現，而擔憂辛苦收集的資料卻因研究者分析過程的粗
糙失去其意義性。

第二節 研究工具及如何蒐集資料
一、研究者本身
研究的效度取決於研究者進行實地工作時的技巧、能力與嚴謹度 (Patton,
1990)，研究者與參與者所建立的關係會影響到整個研究，因此要建立什麼樣的關
係很重要。這樣的關係牽涉到收集受訪者的個人經驗的深淺程度及廣泛程度，因
此當研究主題較為閉塞或不常為可公然公開討論的主題時，此關係的信任程度將
會影響原始資料的豐富性。
既然研究者本身即為工具，那研究者個人的主觀性對研究就會有很大的影
響，科學上的絕對客觀性根本上不可能。因此主觀性非但不是禁忌，反而是質性
研究的一大特色。主觀是一種經過反省的觀點與立場，因此是理性且具有正面功
能的，但研究者應當努力的不是設法去排除自己的影響，而是檢視 (monitor)自己
的角色與主觀性對於資料收集與詮釋的塑造(shaping)（丁雪茵、鄭伯壎與任金剛，
1996）。
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我發覺要遵守這樣的份際其實相當棘手。但因受訪對
象皆為舊識且有相當程度的信賴關係，如何在受訪過程中保持高度的同理心以利
完成資料收集的豐富性後，在分類、比對、檢視到最後歸類的過程中，保持我本
身的中立性，不作行為事例的投射或歸因，其實是具有相當難度的一件事。
本研究無法從量化研究中獲得受訪者個人的非數字的意見、個人對本主題的
價值取向、私人情感甚至是感覺等，因此用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特定事件的論
調，並隨著情境而調整訪談內容，以獲得更多的資訊（鍾倫納，1993；Wimmer &
Dominick, 1995）。訪談是一種互動的過程，並非將已存在的客觀事實挖掘出來，
而是透過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互動過程，創造新的意義（胡幼慧，1996）。因
此具有專業素養的主觀是成為質性研究者努力的方向。
因我本身具有在組織中工作年資達 10 年之久，對本研究主題有基本觀察及體
認，因此在進行深度訪談時，刻意保持中立立場並將訪談題目設計成開放式題型。
在訪談過程中，依據被訪者所述之現象或感受，進行追問並適時調整預先預定之
訪談大綱。本研究偏向於做探索性及解釋性的研究，而適合利用非結構式中的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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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semi-structured)訪談來進行(Saunders, Lewis, & Thornhill , 1997)訪談大綱
見附錄一。
受訪對象皆為我所熟識之商場人脈，已排除對我不熟悉所產生的信任度因
素；將受訪情境控制於開放且安靜的環境中，充分說明我所欲訪談的主題及目的，
以確保主題的集中焦點；整個受訪時間，遵從 Seidman (1998)的建議，每次訪談
以不超過 90 分鐘為主。整段訪談程序控制在 60-90 分鐘結束。並於一開始訪談
時，請求受訪者接受現場同步錄音及訪談後之訪談稿的檢閱協助；在繕打訪談稿
時同時參考訪談中的筆記；進行分析時參閱訪談日誌捕捉遺漏之訊息，以上皆為
原始訪談資料之信、效度考量所設計。
在實際訪談過程中，因逆（不忠）在日常職場中是一個敏感的概念，因此要
求訪談者對此回顧個人體認的定義或事例，需要一些訪談技巧來引起受訪者回顧
過往的職場經驗。受訪者立場，不瞭解訪談者，為何一直就著他的「回答」一再
追問。因為受訪者認為，這些詞句是平常生活中，不需解釋的習慣通用詞彙，而
感到我怎會如此愚鈍或是質疑他的用詞，導致氣氛有所僵化。有時必須運用技巧
來不斷的追問受訪者，所提到的形容詞其背後的真正含意。因此在挑選受訪者對
象，必須找與訪談者有相當熟悉程度的舊識為上。追問案例如：
受訪者 1：當他要背叛你的時候他會作賊心虛，他的眼神、目光、談吐、
自然度，很容易察覺的。
問：可以想辦法地描述給我聽聽看？
受訪者 2：他覺得很難帶、他很難施展開來，所以他新接這個位置就說...
問：可是資深的是做了什麼事，讓他覺得難帶？
在受訪者陷入苦思的沈默時刻，訪談者應給予適當停頓時間，不做暗示或是
導引，等受訪者確定此段落無補充後，才轉移至下一個訪談主題。若受訪者未切
入本研究主題時，我會試圖將受訪者談話作快速的小結後，再運用不同的提問詞
或是其它角度，來替受訪者慢慢勾勒回憶出他自己的印象或經驗。用不同角度或
切換形容詞案例如：
問：這些是往正面的，有沒有反向的，譬如說這個人也都很乖、也都很聽話，
可是他有哪些部份這個主管他就是適應不良？
問：那你的印象中有那些小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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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本身的訪談經驗中，最常使用的技巧則是重複受訪者的最後或是結論的
一段話。原因是一來作個小短落的整理，確定受訪者語意，我是否正確解讀，二
來給予受訪者聯想時間，好繼續下一個行為事例的醞釀空間。
再接下來是將初步抽出的概念給予一個形容詞，將行為事例簡述列表，邀請
數位含熟悉本議題及完全不清楚本研究目的的職場人士作進行連結。而觀點不一
致時進行文獻探討，必要時再重檢閱原始資料，若無法歸類的則與以剔除。
二、參與研究者（受訪對象選定）
本研究依據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Patton, 1990/1995)，刻意選擇特定
的場景、人物以及事件，以獲取其他抽樣方法無法得到的重要資訊(Maxwell，
1996/2001)。此抽樣之邏輯與效力，在於選擇資訊豐富的個案(information-rich
case)，做深度的研究。
資訊豐富之個案是指樣本中含有大量對研究目的至關重要問題的資訊(Patton,
1990/1995)。本研究採半結構訪談方式，配合行為事例法（即要求受訪對象以具
體的行為事例說明所說的概念）進行。訪問的實施程序主要是由我以發問方式，
引導受訪者針對本研究欲探討之主題，以舉證相關事例的方式，說明個人對相關
問題的觀察與看法。為求資訊的異質性之下，作以下對象的選定：
一. 必須服務於私人企業：由於本研究是探討組織中，忠誠反向的現象是否
為工作者共同所能認知的概念，其績效考核是受依組織中自行界定項目
而非具有工作權保護的公務人員。
二. 具有一定的工作年資：因主題的限制，將社會新鮮人及工作總年資3年以
下的對象與以排除。
三. 人口背景特徵盡量廣泛：在性別、年齡、職級、所屬服務產業別、職務
屬性皆盡量採取差異化，以避免收集資料太過侷限。
三、約訪程序及訪談策略
依照上述條件，過濾預先受訪設定名單後，選定對象進行約訪程序，先以電
話中取得受訪意願後敲定正式受訪地點及時間，因本主題在一般人概念中相當敏
感，因此進行訪談前並不明確提及訪談主題，也不比照其他質化研究者將訪談大
綱先給予受訪對象過目，只列為我的備用資料。此研究策略是期望受訪者不能預
先準備應對說辭；避免我與受訪者上司因有利害關係考量，在受訪前與組織利害
關係人預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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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規劃訪談稿採取的方法是，訪談問題以簡單大綱為主，依受訪者提出的事
件再進行訪談後續過程。在訪談排程中，前幾位受訪者無法回答或者不明白題意
的問題，我便將之刪除，不會再詢問後面幾位受訪者。反之，倘若前幾位受訪者
都論及訪談大綱上沒有的問題，研究者便將之添入，進一步詢問後幾位受訪者的
意見。由此觀之，就文字而言，訪談大綱的問題是固定不變的；但就實際訪談的
狀況而言，研究者可以靈活增刪問題。（吳宗祐，1995）
四、受訪對象背景摘要
依據研究架構進行立意抽樣訪談後，共收集了 8 位訪談稿資料。在職位等級
上有 2 位高階3主管、2 位中階主管及 2 位基層主管及 2 位部屬層級。在行業上有
資訊軟體業 2 位、金融証券業 2 位、海關航運業 1 位、人力仲介業 1 位、教育出
版業 1 位、咖啡連鎖商店 1 位。
表 3 -1 訪談對象背景
受訪對象

直屬
上司

職級

部屬人數

現任公
司年資

所屬產業別

出生年次

職務別

經營者

50 人

15 年

資訊軟體業

1959 年次

總經理室

G 小姐
1G7
W 小姐
1W2
鄭先生
2C6

副總
經理

高階主管

30 人

5年

人力仲介業

1969 年次

業務部門

協理

中階主管

3人

3年

金融證券業

1968 年次

管理部

L 小姐
2L1

副總
經理

中階主管

2人

1.5 年

咖啡連鎖

1970 年生

訓練部門

經理

職員

0人

2年

教育出版業

1965 年次

業務部門

經理

職員

0人

0.5 年

金融證券

1972 年次

業務部門

經理

基層主管

2人

2年

海關航運業

1976 年次

招募部門

經理

基層主管

2人

1.5 年

資訊軟體業

1979＆
1980 年次

軟體部門

H 先生
3H3
陳小姐
3C4
M 小姐
3M5
Y 先生＆
K 小姐
（工作&
情侶關
係）3Y5

第三節 如何進行資料分析
如前所述，依據紮根理論三大原則：第一，資料與理論的緊密連結。重點在
於「發現理論」，而理論發現之處，應是在資料中，而非憑空產生於腦海中。過
3

高、中、低階主管是可依組織架構來分或依整體部門人數及被訪者的直屬部屬人數比例來分階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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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反覆循環的來來回回的思考及反芻。第二，標準化的操作程序。依照每一步
驟（逐字稿謄寫I進行開放編碼I依據事例進行實境編碼I不斷的比較分析發現
群組後將以分類形成類別I以比較分析手法將類別與次類別相互的關連以主軸編
碼呈現I找出核心類別後將資料統整後形成理論）。第三，持續比較的方法
(constant comparative method) 在上述過程中都運用此手法一直到最後的理論成
形。此手法讓研究者在自我與資料的對話與思辨中，確保思慮的中立及縝密。
本研究因只做本主題的初步探討，尚無到發展理論的企圖，因此紮根理論中
關於理論形成的原則在此不加以贅述。其資料分析過程如下：
一、資料分析步驟
（一）繕打逐字稿
Maxwell (2001)認為，為了方便之後的分析，研究者應將錄音資料謄寫在紙
上，因此研究者將與八位受訪者的談話錄音，繕打成逐字稿，在進行逐字稿時，
編上行號，分為左右二大區塊，左區塊為去除無意義的發語詞及連結詞後的忠實
記錄談話內容；右區塊在此階段保持空白。在適當的段落中，補上手寫的訪談備
忘錄及初步判斷是否要進行第二次的訪談補充。摘錄如下：
問：我整理剛才你講的，你認為在部門會議裡頭，如果是講到工作任務分配
的話就是要認真，可是只要是跨部門，有別人參與你們部門的時候部屬幾乎是要
一定聽話、不可以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反駁意見。
答：不一定是反駁意見，而是說如果我們看法有相左的時候，我們應該私下
協商，可是跨部門會議是我要承擔所有責任，你最好看我眼色行事，看不懂眼色
就閉嘴。除非你覺得我們真的很有默契，我們已經配合很久了，你也知道你說這
句話我會點頭微笑；最好看著我的臉講話，而不要看著別的部門主管講話，因為
重點是我決定我希望你做什要的表現。我希望你做什樣的表現的時候，因為當我
們一起出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只有你是你、我是我，你是代表整個部門在發言。
手記：在外人面前要給主管面子，有意見也不要公開提出。
（二）閱讀逐字稿
Maxwell (1996/2001)提出，質化研究資料分析，第一步就是要閱讀訪談的記
錄、觀察筆記，或是其他要分析的文件。因此研究者反覆觀看逐字稿，並將其與
先前的預設、想法相比較，暫時保持個人意見的中立，以開放式心理去細讀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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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本 ，視其與文獻的相合度 ，理出一個分析的基礎 。在這階段以逐行分析
(line-by-line analysis)方式將初步想法逐步補繕打進逐字稿的右區塊，並初步給予
一個實境編碼，目的是為發現核心類別的過程做個大略概述。這一歷程相當花腦
力及時間，在紮根理論中稱之為理論抽樣。
（三）發現類別
依Van Manen (1997)提出：
(1) 全貌性或句子式的方法 (wholistic or sententious approach)：將文本視為一
個整體而不斷地問，什麼樣的句子可以將文本視為一整體並補捉到文本的根本意
義或顯著意義？試著透過對這句子的描述來表達這意義。
(2) 選擇性或重點式的方法 (selective or highlighting approach)：透過讀文本數
次後，自我省問，什麼樣的陳述或句子似乎特別能反映、呈現出所描述的現象或
經驗的真實本質？
(3) 詳細或逐行分析方式 (detailed or line-by-line approach)：研究者閱讀每一
句、或每一個段落，然後問，這個句子或這個句子段落在這個現象或經驗描述中，
透露什麼訊息？來找出類別，開始著手將實境編碼依訪談內容的次序製作登錄
表，在此階段不斷檢視原始資料，確認實境編碼足以代表一個及單獨的完整事件。
如下表3-2部分登錄表（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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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部分訪談登錄表
序 訪談
號 編號

行數

主題

分類

1

可能成為
33-38；
部屬 組織的商
1G7 250-252
品德 場競爭對
；715-717
手

2

1G7

可能成為
部屬 組織的商
740-755
品德 場競爭對
手

1G7

可能成為
部屬 組織的商
673-675
品德 場競爭對
手

3

原始訪談稿敘述
應該講他們在經營自己的品牌，….那當然
你說哪一天他會自我成就、跳出去做一些
不忠誠的事情，也很難講。有些蛛絲馬跡
覺得有些怪異的傾向，可能會聯想到他可
能有一些其他的不妥的行為…你認為一
天他會出去阿，…他會拿翹就會來跟你
談…如果你認為這個副手太活潑了、太有
企圖心，那如果老闆樂於培養他，新秀之
起，那你真的要擔一個風險，就是他今天
是最你得力的助手，哪一天你綁不住他的
時候，他就是你最強的對手
你可以問他啊，你可以問他員工三年、五
年、十年的計畫？有人會告訴我他很希望
以後可以開個店、開個公司。..你一定要
問，就是你在 interview 的人時候一定要問
到…至少他存在腦子裡的意識裡，他的想
法…但是他創業如果是變成你的同業的
話，就不是很好哇！你找到一個、將來把
你東西學會了去創業，所以你如果有其他
人選你就把他過濾掉啊。
對呀！他說你要注意哦，你底下有一個人
吶，他只顧前不顧後喔！那個人他昏了頭
會捅你簍子、那個人他拼命想出去要當老
闆。結果，他跟我講完回來一個禮拜就發
生，天底下就有這樣的事情。

例如，序號是摘錄訪談稿的流水碼、訪談編號是訪談對象的基本代碼、行數
是訪談稿中的行數、主題是概念的構面、分類各主題下的類別，原始訪談稿敘述
則是受訪者提出的事件。在編號中，1是受訪者職級、G是姓氏匿稱、7是流水序
號。例如：1G7即為高階主管；G是化名後之姓氏；7是受訪編號第一位。依此規
則給予受訪者編號。
（四）重複閱讀登錄表發現核心類別
將登錄表各自分割，透過反覆的檢閱，進行分類、聚集，重分類再聚集的重
複過程，觀察資料分類後所呈現的共同現象及意義。另一方面，研究者也要在一
次一次的分類中，找出各事件對主題的影響層面，進展到發現核心類別。例如它
是可以連結所有類別；經常出現在所有資料中；具備足夠的抽象性能夠解釋資料
呈現出的變異性。
- 29 -

（五）確認共同主題與反思
將所有類別加以比較，觀察彼此的相連程度，試著找出本研究可分析的架構，
定出主題。將不同的類別放置各主題中，再試圖依主軸編碼將各主題下的類別進
行關聯性的分析，目的是找出其間是否有邏輯上的發現，並且在這階段重覆檢視
各類別是否適合此主題，若相似類別卻放在不同主題，則定要清楚確定其間的差
異，做適當的歸類。重複這循環階段直至類別確定在各主題裡。
（六）效度檢驗
與指導教授持續的針對本主題之逐步發現，在彼此交換意見中獲取新的概
念；請工作年資資深的商業朋友，閱讀訪談稿及過目我所撰寫的結果，是否切合
研究架構及主題；將研究結果之主題請部份受訪者檢閱，是否符合他們在職場中
的觀察及再次審閱當事者的受訪談稿（各訪談稿部分摘要於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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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將收集的92個獨立行為事例，依內容涵義分為三大類。「部屬品德」
事件界定為，歸究於部屬本身因習性使然或德行欠缺，常違反組織明確規範的事
項，在與主管合作上，無法在應盡的本分上給予主管協助，此類負向行為事例於
第一節表述。如圖4-1所示，部屬品德欠佳之分類圖。「部屬才能」乃因部屬本身
的能力或經驗不足，在任務達成上有所缺失而引發主管對此部屬感受到忠誠的反
向情緒於第二節說明之。「與主管相處」與「藐視」皆為部屬對直屬上司在互動
上產生的交互現象，屬主管心理或情緒上的感受，以部屬實際行為嚴重或輕微來
劃分。兩者都是與主管互動，但最大的分野是，「與主管相處」比「藐視」事件，
在部屬行為上較為激烈。例如：與主管相處中，對主管的想法不以為然時，在行
為上，部屬消極的不表達意見歸為「與主管相處」的有意見不直接表達；若除了
不表達意見外，在行為上照部屬個人想法做事，則歸為「藐視」，在第三節來分
項討論。
因本研究為探索質性研究的關鍵事例收集，考量後續能有更進一步的關連發
展，以不同角度的方式，所觀察收集的92行為事例的分佈狀況列於（附錄四），
以供後續發展所用。

圖 4 - 1 部屬品德欠佳之分類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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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部屬品德欠佳
一、較嚴重的對「組織忠誠」負向行為
此類負向行為，會造成組織對外之形象商譽、損及組織利益或造成妨礙組織
制度之推行、降低其他成員對組織的向心力等事例，屬公忠的組織忠誠概念的負
向行為。嚴重及輕微之界定在於對任務的完成，是否有立即性的影響。部屬的負
向行為是對主管造成負面影響，則屬私忠的主管忠誠概念的負向行為，像是使主
管的威信受損、讓主管下錯決策使得任務無法完成，即為嚴重的對主管忠誠的負
向行為；部屬習性就是會對他人抱怨主管、做事態度吊兒郎當及部屬個人個性反
覆無常，無法對他培養信任感等，就歸為輕微的對主管忠誠的負向行為。
（一）可能成為組織的商場競爭對手
部屬進入組織的真正目的是取得隸屬於此組織的角色，在行使職務權責過程
中累積人際往來脈絡，塑造個人品牌形象及行業知識，若無法得到個人最大利益
的激勵後，可能俟機帶走客戶群，與組織成為競爭對手。
應該講他們在經營自己的品牌，….那當然你說哪一天他會自我成就、跳出去做一些不忠誠的
事情，也很難講。有些蛛絲馬跡覺得有些怪異的傾向，可能會聯想到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不妥的
行為…你認為一天他會出去阿，…他會拿翹就會來跟你談…如果你認為這個副手太活潑了、太有
企圖心，那如果老闆樂於培養他，新秀之起，那你真的要擔一個風險，就是他今天是最你得力的
助手，哪一天你綁不住他的時候，他就是你最強的對手。（1G7-33-38;250-252;715-717）
你可以問他啊，你可以問他員工三年、五年、十年的計畫？有人會告訴我，他很希望以後可
以開個店、開個公司。..你一定要問，就是你在 interview 的人時候一定要問到…至少他存在腦子
裡的意識裡，他的想法…但是他創業如果是變成你的同業的話，就不是很好哇！你找到一個、將
來把你東西學會了去創業，所以你如果有其他人選你就把他過濾掉啊。（1G7-740-755）
對呀！他說你要注意哦，你底下有一個人吶，他只顧前不顧後喔！那個人他昏了頭會捅你簍
子、那個人他拼命想出去要當老闆。結果，他跟我講完回來一個禮拜就發生，天底下就有這樣的
事情。. （1G7-673-675）

（二）違反公司重大政策
這些政策有些會列入「員工手則」人手一冊，不過更多是大家心裡默認的規
範或暗規，特色是不論產業別或組織成員，在組織中的職務高低，皆是嚴格要求
被遵守的規定。此類有泛知的不可探聽他人薪資或洩漏人事命令；公款財務交代
不清等行為。前者是因擔心部門間的薪資結構不同，引起同仁間比較心態，可能
引起組織內耗或小道傳言；後者是損及組織既有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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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不忠誠當中是因為他犯了錯，所謂犯的錯是…他的財務不清楚，就是他自己有吃掉一
些錢，那通常處理這種財務不乾淨的話，..這種算是操守，比不忠誠還要更嚴重。
（1W2-137-140）
比如說薪資、晉升這些事情，該怎麼問？能不能問？或者問了可以表達什麼立場、或不能表
達什麼立場；我覺得大家在被比較的過程中，能不能因此而影響他自己的工作的認知、角色任務
的達成，或工作的意願有沒有被影響。
（2C6-35-37）
譬如我們講薪資這件事情，其實以人資的角色來講，其實是不能走漏風聲，因為這代表著公
司滿機密的業務，所以會有很多人想盡辦法會跟人資建立關係；例如很多分公司經理請假就教給
人資人員去安排就好了，可是他會專程的打電話來問－請假的假單要怎麼寫－這多麼簡單的一件
事啊！可是他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他會順便噓寒問暖，然後補一句話說「最近有沒有什麼消
息？」，為什麼我的晉升案都還沒過、別人的晉升案都可以過了？為什麼我的加薪案都不會過？
為什麼別人的加薪案都可以過？（2C6-176-182）
絕對不能討論薪水的問題，絕對不行。我們有人討論薪水的問題，後來二個人、三個人都離
開了…然後這個上面的主管就馬上來跟那個上面的主管講，
「唉，你們的薪資結構為什麼跟我們的
不一樣，為什麼你給他們這麼多的錢，你這樣多給那麼多的錢，那我這裡我這樣我要怎麼帶人？」
（3M5-554-555;562-565）
我老闆吶，他就很信任我！他覺得說我就絕對不會去跟人家講、他覺得我嘴巴就很緊。所以
他就覺得人事權全部都可以擺我這邊，那我只要最後 ok、讓他簽個名就好。（3M5-762-764）

（三）發表不當言論
這類言論歸為嚴重的對組織忠誠負向行為。依據影響層面廣泛而論，暫不討
論發表者的部屬角色，是何用意及發表後的後續發展。如，部屬只獲得片段訊息，
將訊息發送給組織相關利益人而影響組織利益；因部屬的行事習慣與主管不同，
散播對主管能力質疑的言論，進而讓組織外的同產業人等，對此組織能力產生反
向印象；在組織內運用小道消息的力量，流傳他人是非以獲得自己的晉升機會；
在公開場合陳述個人對競爭對手的正面肯定，降低他人對組織的信心。
他會一直去挑撥離間、去講別人的是非..同事、相關的主管都會，講全公司…他是情報中心，
當然情報也非常得多，他也非常想要得到晉升，可是他也一直苦無機會；這個人到最後不是被處
理掉，而是因為後來我也沒辦法，剛好有另一個部門成立，他也被主管接收，那個主管也沒辦法；
那只是經過了好幾年嘛，這個人還是沒辦法得晉升。
（1W2-301-306）
當你說別人的產品比較好的時候、自己的產品很差的時候，即使是很客觀的意見、個人主觀
的看法，不管你前面怎麼聲明都沒有用，你只要說別人的產品比較好。（2L1-203-205）
我流程就是這樣處理，你現在還要我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你這個主管不行。然後他們就會
到處去放話，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很封閉，所以除了我們公司內部的人會知道，其他行業的，我們
的人就會「唉，聽說你們那個誰誰主管好像都很怎樣怎樣…」，大家都會很快知道。
（3M5-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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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到今年 12 月底---就是下週就準備今年的合約要結束，然後我們裡面就有同事竟然去跟別
的單位的講說我們今年不標了，可是事實上我們沒有說明年不來標這個案子，是因為明年沒有叫
這個人來..我們老闆就頭很大啊，打電話叫我回公司，問我到底是誰去跟人家講我們不標了？我說
還會有誰！（3Y5-104-106；114-116）

二、較嚴重的對「主管忠誠」負向行為
這類負向行為有，對更高一層主管發黑函來降低直屬主管在更高一層主管心
中的地位；編造理由讓主管做出不當的決策；影響主管最終業務成果的表現及讓
主管感到被要脅等。其事件非關於主管與部屬間的互動上的往來，主管無法透過
溝通或協商的方式改變部屬意圖。
（一）發黑函抹黑主管
在做人處世上，傾向隱惡揚善。姑且不論誰是誰非，在組織中以訴諸文字的
方式極為避諱。若為輸誠目的所揭露垢弊，非要罪證確鑿才可行之。此事件中的
部屬想必由黑轉紅的機率甚小。其他主管看在眼裡，也會對此部屬的品行有所考
量。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黑函寫給副總、也寫給 J 主管，是在描述我跟我現在的這個主管，而且是
我們同部門的同仁寫的。所以我們管理部的副總是說去了解一下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會這樣
提？可是我們的 J 主管卻認為這是我們針對他、捅他一刀，他就非常不能忍受！要我們硬認栽這
件事，那我們不是這樣意思嘛…後來我這個主管便成他的直屬主管，那個寫黑函同仁從此以後就
夠黑。（2C6-428-432）

（二）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
在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時，前提是不影響他人的利益。為求得一職，隱瞞部
分事實的做法而言，對給予自己工作機會的貴人感到被欺騙，並且對這部屬的人
格貼上反向評價標籤，這反向評價之印象並不會隨著工作關係結束而終止。
有一位間接部屬的員工他要遞出辭呈，這已經是他第二次遞出辭呈；他為什麼遞出辭呈的原
因是他去美國唸書，我們就問他當初第二次回來的時候沒有想清楚？他說當初他也不曉得他去辦
了美國學校的資格已經下來了。這個跟他當初回來時講的理由是不一樣的，以做主管來講我會覺
得一個員工講的話不能取得信任的話，這是其中一個不忠誠的原因。（1W2-6-10）

（三）使主管無法完成任務
若因個人能力有限，讓主管在任務完成期限前，能有所應變及支援，應不會
降低部屬在主管心中的評價。主管最擔心的是，對任務執行的狀況一無所知，而
部屬對問題的判斷出了差錯，等到問題浮現，主管無法及時補救而使任務走向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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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一途。
就是他承諾事情他不做，但是他也不講，這種我們認定上也是不合群。（1G7-75-76）
你執行的業務沒有依照應有的動作去做好，仍然去虛造那個過程或虛造那個結果，然後期限
到了你才說你是做不到。
（2C6-172-173）

（四）使主管感到被要脅
與主管互動中，主管針對部屬所進行的任務進行檢核或指導時，期待部屬將
目前進行狀況做適當的回報，若部屬遇到困難，也在這時候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
與主管來作雙向的交流與溝通。若聽到的都是抱怨或負面情緒的言詞，都會是不
被期待的回饋，甚至部屬以任何理由提出離職，會讓主管感受到被要脅。
當你被盯到，就是說你的壓力、或者是你覺得不公平的對待到一個程度你提辭呈，一他覺得
你忠誠度不夠，二他覺得你抗壓力差。
（2L1-193-194）
常提離職單呀，用離職來要脅，偶爾為之可以啊，可是你要抓時間點要抓對吧！否則你常提
辭呈，哪一天他人真的補齊了，你就是被換掉啊。（2L1-298-299）

三、較輕微的對「組織忠誠」負向行為
此類負向行為不會對組織產生立即效益損失，卻會讓組織運作產生阻滯。如，
未照規定執勤、不遵循組織既有作業規定特立獨行、在團隊中不願付出多餘心力
去完成他人任務及抨擊跨部門的同事等事件。
（一）無故缺勤編造理由搪塞
人吃五穀雜糧，部屬偶而因健康因素或私事而必要缺勤，看在平日的工作表
現及平常良好互動的份上，主管不至於因此事件火冒三丈。有時在部屬跟主管報
告因私人事件需請假時，主管反而睜隻眼閉隻眼讓部屬開個小差，來對部屬施以
恩惠。糟糕的是，如果彼此早已心生嫌隙下，缺勤事件才會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
根稻草。
但是也有發生過那種人不見了，然後不出缺勤、也不打招呼的，那我就覺得不好，那個要不
得。那個也是屬於他的那個…應該說是他的工作態度上不好…倒楣危害的是公司，所以這個是屬
於也是態度面的…我曾經把一個能力很好的把他 fire 掉，他三天不來上班，就造成三天沒人代理，
我就 fire 掉他。（1G7-24-26；312-313）
所謂藉口就是說比如今天妳該上班—因為那時候是需要輪班--妳今天上晚班…找不到人，….
因為他己經對他自己的出勤—那是欺騙，他是欺騙了上司、也是欺騙了公司。也是犯了大忌。
（1W2-14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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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能力非常強的、但是態度非常惡劣的人－上班從來不會在早上九點看到人，大概都 11
點、12 點，妳問他九點到 12 點在哪裡？他跟妳說他有低血壓，他可能要照顧他的寵物起不來；
妳可以跟他談說如何改善，他也說沒問題…因為他能力很好、我又是中間介入的—我等於是空降
部隊，但是我的上面並不希望把他處理掉，只是他希望我們能夠動之以情、訴之以理，再給這個
人機會。（1W2-287-293）
他早上就沒有辦法在那個時間到學校，對他自己就有一點轉圜，自己就有一點機變，他就先
在家裡打電話到公司，睡飽一點再去學校。其實電話背景大致都聽得出來你是不是在學校，還是
在家裡。（3H3-93-96）
當然副理心裡有數嘛。等副總回任時又開始 check 他，也是又被抓到三次，抓到時候他也是
如法炮製直接把手機關掉，就沒有再出現。（3H3-122-125）

（二）我行我素
在組織裡特立獨行要先衡量自己的份量。如果能力強，不依照舊有的行事規
範而有良好的績效表現，或許可以給予組織一些刺激來尋求更有效率的流程。就
主管角度而言，部屬遵守組織訂定的規定，是服從團體的最低表現。一來，主管
在意的不是規定的被遵守程度，而是擔心給予其他成員不好的示範；二來，若主
管沒有處理這部屬脫序的行為，會使其他人不遵守相關規定時有所藉口，當然也
對主管未來下達指令時有所質疑。
公司有標準作業流程，如果這些人他已經是公司的一份子，而他我行我素、不按照公司的規
定，那這是絕對是早晚會出問題會出紕漏，只是在問題的大跟小。
（1G7-44-47）
他不按照團隊規定的事項去做..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主管建議的他方法他不聽，自己照自己
的方法；如果他做完工，有成就了那還可以、就算了，表示他的方法也可行嘛。如果他並沒有完
工，而使得公司利益受損的話，這個是屬於他不合群的結果。一種就是公司規定項目、報告，大
家都交了，他不交、一大堆理由，就是沒有按照團體規定的事項照辦，別人都做了就是他少數一、
二個不跟著這麼做，我會認定他是根本不合群的人。
（1G7-70-78）

（三）沒有意願支援他人完成任務
在組織裡有很多默契，是沒有被文字表達出來。不做不代表有錯，做了一定
是加分。或許不會立即得到回饋，但是看在主管的眼裡，可以增加正面評價。像
同事之間的支援往來，可以建立同事情誼外，在自己有難的時機，會是莫大的助
力。只是同事之間的彼此支援，要視主管定義，是團隊合作還是結黨營私，倒是
值得玩味。
他最近他跟我講說「我不要這個人了。」我就問他說怎麼樣？他說「還沒有到下班時間，但
是他已經沒有事情做，他就在那裡發呆。那我就說大家要部門要幫忙，他覺得說那不是他要的事
情，他也不會想要去幫忙。」（3M5-43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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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認為他就是處理他這一塊的事情，那麼其他的二個人的事情他就不管，但是對我們之間
而言，他在忙的時候如果他那邊有事情我們還是要去幫他做，但是他就不會用這種態度來對我們。
（3Y5-52-55）
他就從薪資主管被轉調到專案主管，那他原本轄下二個資深同仁就同步被 promote 上來當主
管。從此之後，這位專案主管相對於其他的平行主管的互動就變得非常糟糕，比如說不會互相支
援、比如說不關我的事就不是我的事，甚至於在移交的過程中，當初他在那個職務的時候是要求
得多麼嚴謹，一旦轉換職那都不是重要的。（2C6-54-59）

（四）抨擊他人
在職場與主管互動中，回報工作成果過程裡，難免會提及其他同仁的工作狀
況，若與主管關係較為親近，你的角色是主管的眼線，替他注意組織其他成員的
動向，反之則為讓主管覺得你是無端放矢來抨擊他人，兩者行為相似，認定的角
度卻大相逕庭。
主管在跟他要做績效面談的時候、去糾正他一些職場觀念的時候，這時候他忽然又說我這邊
的績效很好，但是在此同時他又去咬另外當初他的夥計的主管，是多麼不守工作的紀律；可是這
在主管的認知根本是無地放矢…當他知道他不能搖撼別人的立場的時候，他會見風轉舵找下一
個。
（2C6-60-63；80）

四、較輕微的對「主管忠誠」負向行為
此類事件是部屬對主管的意見雖持反對立場，鑑於言語用字較為緩和加上沒
有其他部門人員在場的互動行為。計有：向他人抱怨主管、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表
示不贊成主管的決策及對主管反覆無常的給予讚美及批評等事件歸為此類。在正
式場合及向主管提出反對意見相當強烈，則被歸類於「與主管相處」的事件。另，
對主管提出反對意見除考量上述場合與用詞強烈程度外，尚須思考部屬做出此類
行為是部屬個人習慣亦或特例，如果是部屬習慣則歸為「部屬品德欠佳」
，若是因
主管個人因素則放在「與主管相處」中。
（一）向他人抱怨主管
工作行事越嚴格、風格越獨斷的主管，越容易引起部屬非議。當然，對工作
有抱怨的情緒是無可厚非，在組織裡若要找到對的對象訴苦，這可是上班族的心
法之一。這樣做，可以得到他人的同情，可以拉攏同事，也可以藉由抱怨得到他
人的援助。不過，這類的抱怨傳回主管的耳中，必然心有不快。有些主管寧可部
屬當面直接溝通，也不願這些蜚短流長在外流竄。只是當面溝通的地雷也甚多，
留待第三小節「與主管相處」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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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部屬、你有責任說服我，你不能夠說服我、你就只能夠被我盯。被盯這件事情我當
然覺得有我的道理，那你可能很覺得不滿意，你不滿意就想辦法來說服我，我接受你的說服，可
是我不能接受你去跟跨部門的人講說『老闆駡我』
（2L1-54-57）
曾經有一個單位主管跟我講說，他很討厭他部門下面一個人，每次愛抱怨、碎碎唸，他就說
很煩，每次都在那邊碎碎唸，不做你就說一聲嘛，要做你又要碎碎唸，他就覺得很煩。
（3M5-813-815）

（二）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表示不贊成主管的決策
受訪者提及這位部屬常無法分辨「公、私」
，受訪者在交辦事項時，有時是以
主管對待部屬的角色在交辦任務，部屬卻會以為是平行關係中的朋友角色來嘻笑
以對。此人經常性的角色錯置，讓這位受訪者帶領這位部屬深感無力。偏此部屬
在跨部門與其他主管溝通時，也無法清楚分辨自身的角色扮演，還屢勸不聽。因
此是，非主管的個人問題而可歸咎於部屬個人的品德欠佳。
可是部門會議裡面如果我們是談到很單純的工作分配、工作進度，這就最好不要開玩笑，除
非你那個玩笑很好笑，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如果你沒有辦法保證任何事情肯定好笑，最好不要隨
便。
（2L1-127-129）

（三）反覆無常的態度讓主管無法信任
彼此相處融洽，依賴價值觀的相近或是任務目標一致下的同心同力，彼此發
生不愉快時，總是以：他個性就是這個樣子，來當做原諒彼此的合理化藉口。如
果這人的喜惡相當善變，無法掌握下一秒他是盟友還是敵人，一般都是敬而遠之。
他是我曾經帶過的員工，他的情況是只要曾經帶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敬而遠之。原因是什麼
呢，大概的歷史是這樣子－我是很小心的，因為他對我太好了，只要我欣賞哪一個企業家，他知
道了，他就會收集相關的剪報隔天放在我桌上。可是我並沒有因為這就把他納入我的班底，原因
是他的喜惡是一瞬間的，他今天可以非常喜歡妳，明天他可以講一百個妳的不是，過去就常常聽
到有人這樣講。（1W2-236-241）

第二節 部屬能力不足
有時部屬自覺已善盡職責做好份內工作，對主管交辦事項盡量於交辦期限內
完成，但在主管角度卻感到困擾。中間的認知差距究其原因可能相當複雜，有可
能是主管本身的溝通、授權能力在部屬接收過程中有所落差，也有可能對任務的
完成，部屬與主管的定義不同。在分析訪談稿中，沒有足夠資料細究每項事件的
緣起及後續發展，因此本研究依循以主管角度為本體，所分析出的事件有執行任
務與傳達指令等兩項行為。如圖 4-2 所示。
- 38 -

執行任務無
法圓滿完成

部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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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指令有
所偏差

圖 4 - 2 部屬能力不足之分類圖
一、執行任務無法圓滿完成
部屬自認在完成任務的整個過程，已確實達到要求，但其效益或成果卻出現
瑕疵，讓主管無法滿意下而對部屬的能力，開始有所質疑的事件歸於此項。一般
而言在組織中，部屬因為能力不足，引起主管必須去做些彌補無可厚非，畢竟身
為主管也清楚部屬在學習過程中，所犯的疏失其實可以預見。受訪者所提出的此
類事件，皆有一個共同的前因後果，就是主管已經在事前教導過部屬該執行的程
序，但出現過失是可歸咎於部屬的個人做事態度或專業能力不足，致使主管必須
重複此一執行步驟，除擔負部屬過失外，也浪費一些主管個人的資源。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真正給錢叫他走路的，十二年來只有一個，能力太差了。差到部門其他同
仁來跟我 complain 說不要跟他同一組；我找他主管，可是他主管就幫他講情，可是那你為了留那
一個人、其他人得罪了，那你還是要…其實是善待晚輩，所以我就跟主管講那個人走路，不要來
跟我講情。
（1G7-166-169）
如果你總是捅我、讓我覺得你的工作能力很差，導致我必需一天到晚去幫你揹黑鍋，然後事
情執行出來你自作主張，那你要自作主張、那麼你要能負責這個結果，如果你不能負責結果，那
你就走著瞧。（2L1-31-34）
假設說我要申請二小時的加班，可是我們單位主管不一定是真的要給你二小時的加班，因為
他覺得說是你沒有效率，你那麼沒有效率，我幹嘛？因為其他人可能六點都準時下班了，你為什
麼要多花 2 小時時間來加班？你自己效率不如人，你本來就要應該加倍努力了！我為什麼還要給
你加班費？（3M5-476-480）
假設他們在交接事情的時候，就交待不清不楚，就說啊這樣就懂啦！這樣子就會了。我就會
覺得很火大，我就說現在怎麼樣怎麼樣，請問一下人家怎麼知道？然後他們就會啞口無言。我說
你們可以把人家當做他是什麼都不懂的一個人，你這樣交接他懂了，那才叫真正交接成功。我就
會很 care 那些小細節吧。（3M5-733-737）
他常認為他是嘴巴都 report 說做完了 ok，可是過了沒半個小時客戶就打電話來說又不 ok….
新設下去的設定啟動了，那個啟動一起來反而變不動了，然後他又折回去，他折回去他覺得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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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因為他一直這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他也很不爽，其實那時候在做那個案子的時候他就已
經跟客戶有過摩擦，那時候客戶就已經有一些 complain。（3Y5-40-41；46-49）

二、傳達指令有所偏差
部屬有時會擔任主管的分身，對其他人傳達主管欲交辦的任務，因自身經驗
或認知的影響，對此項任務轉達給其他被交付任務的對象後，讓被交付任務的對
象對主管指令產生誤解。在收集到的訪談事件中有，誤解任務的急迫性及沒有確
實傳達執行任務的行動步驟，引起的主管對部屬能力產生質疑。
主管也會不爽，他也覺得很不能接受，我明明在電話跟你講的意思是你們有空就回來公司把
貨帶走，但是他傳給我們的話就變成說老闆叫你們今天一定要把貨帶走，可是今天他講一定要帶
走的時候會讓我們覺得是老闆在強迫我們一定要回去幹一件事情。
（3Y5-133-136）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個接收到訊息的，所以也沒那個時間去問嘛，所以就好好好我去拿，就開
車回公司去拿，結果回公司拿時就會問這個貨怎麼那麼急？老闆說我沒有說明天一定要到啊？那
誰誰跟我講說明天一定要到貨！他這個一句話就讓人家覺得、讓老闆覺得說你好像在亂傳話。
（3Y5-126-130）
就很討厭說他下達一些指令，他中間的主管都沒有照實去講，假設說我跟你講這件事情，你
一定要從 A 到 B 到 C，就是你 A 一定要到了 B 才有辦法到 C 哦，我就這樣告訴你。可是中間主
管就上面的講說反正你就是從 A 一定要到 C 就對了啦！不管怎麼樣你們就是要做到。那最下面的
人就開始反彈說「搞什麼，最上面的人都怎樣怎樣…」...

，所以他很氣，已經發生了好幾次了。

那單位主管就很瘋的，就說我們一定要把個人給 fire 掉這樣。（3M5-316-320）

第三節 與主管相處與藐視的分項討論
一、與主管相處
常言說伴君如伴虎，跟在當紅有力的主管身邊，只有禍福相依可以形容其間
的如人飲水。在本研究中受訪者提及，自己與主管的互動過程裡，透過枝枝節節
的行為及點點滴滴的輸誠片段，才成為如今在組織中的當紅派。有許多在我眼中
看來無關緊要的事件，受訪者卻可明確的告知我，受訪者在他的主管心中已被歸
為黑五類。
有些明顯的行為我們可以窺知，更多的內心情緒翻轉，需要不斷的審視訪談
稿才能略為同理。或許就因忠逆（不忠）異位不是短期間內就可以達成效果，因
此有感於只要身為上班族的一天，就要與這些所謂的事件有所纏連。這類事件是
依對主管是否會立即產生心理感受不愉快，或對任務完成影響的急迫性，以嚴重
與輕微來區分呈現。如圖 4-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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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與主管相處之分類圖
（一）較嚴重的與主管相處上的負向行為
嚴重的定義依主管角度出發，部屬只要發生此類事件將會立即引起主管反
感，即使是非當事者（主管與部屬）的其他組織成員，都可以感受到他們之間劍
拔弩張的氣氛。如，對主管有貳心、讓主管的威信受損、不願犧牲個人利益達成
主管任務交辦、沒有讓主管事先掌握自己的出勤狀況及與主管唱反調等五項。
1.

對主管有貳心
部屬在行為上，不隱晦的與主管立場對立的成員或與其他部門同事接觸頻

繁。這些事件讓主管在面對這部屬時的態度，有別與以往的熱絡及和善。改變態
度的原因其實可以揣測，主管可能會擔心部屬在跟這些立場不同的成員長期互動
下，除會動搖自己在部屬心中的地位外，也會讓其他同部門部屬感受到不服主管
的威信。
就這個單位賦予我的角色任務我是 ok 的，可是就老闆個別的政治判斷上的需求我是不及格
的…比如說沒有用他人馬。
（2C6-274-275；278）
「吃碗裡，看碗外」…你在我部門裡面，你搞不清楚我是你主管，或許你要調部門或做其他
事，全部的掌控權不是都在我手上，可是只要有機會，你就不要怪我。（2L1-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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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都不跟他討論任何 case，儘量避免接觸，一跟這個主管要討論案子我不太願意了，那
是 犠 牲 客 戶 嗎 ？ 不 可 能 嘛 ！ 我 寧 願 去 找 其 他 主 管 或 是 可 以 協 助 把 這 個 case 完 成 的 人 。
（3C4-239-241）
有幾句話我很婉轉地頂出來，但是雖是口氣婉轉，可是我知道我的表情已經是很難看的啦！
我認為這是他 test 我的一個方式，就是如果說我今天要處理這個人，我要看你的態度，於是他看
到我不一樣的態度(問：要你擺明立場)，對。所以，之後我發現以前他只要看到我從外面回來，
回到公司處理公事的時候，他經過我他會跟我打招呼、會拍拍我的肩，從那次開始之後就完全沒
有這些東西，一看到我就當做沒有看到這樣。
（3H3-225-230）
中階主管我們稱之為 B 女、她的上一階主管我們稱之為 A 女，A 女跟 B 女啊就有 A 沒有 B、
有 B 沒有 A。他們的部門就直接分為二派，如果你跟 B 好，那你毀了，你那個 A 啊絕對不會給
你好臉色。
（3M5-155-157）
像我們有個單位主管很討厭就是說，假設我們說進口和出口好了，你出口的整個部門的同事
你就是不要跟進口的太好，如果你跟進口的太好的話，好啊，那你調部門啊！會這樣子，因為他
們，有時候熟了之後，因為他單位主管他佷擔心一點、他很 care 的他們會去比較。
（3M5-290-293 ）

2.

讓主管的威信受損
身為主管要有基本的主管架式，不論本身的職權所在或是有其對象願意跟

隨，終究言行必然是有其份量存在，可以驅使被領導的對象完成任務或是遵照指
示。此類事件皆為部屬公然在公開場合，使主管感到顏面受損、言行被部屬出言
反對或讓其他組織成員，對主管的能力有所質疑，而使得主管的威信有所降低的
忠誠負向行為的事件。
應該說當妳在一個公開的規定裡，妳跟妳的老闆意見相左，曾經有些主管他不能接受，他覺
得這樣太沒有面子..有一次有一個老闆把我叫到辦公室去，他說「這樣好不好，我們下次再開會的
時候」，他沒有說得這樣明，「某某某，基本上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是挺妳的嗎！那是不
是能夠在會議的場合，應該是大家互相一下？」，那當然我聽懂他的意思，我說好、了解；因為
這樣的主管希望是在正式的場合，儘管是有意見不同、儘管妳有意見跟他不一致，妳都不能挑明
講。
（1W2-153-154；160-164）
你就閉嘴被電，因為有時候就是要做樣子；可能在一些枱面上的狀況，我說你就是閉嘴聽，
可是大家因為太熟，大家最近還不錯，你就開始一句來一句去。（2L1-121-123）
如果我們看法有相左的時候，我們應該私下協商，可是跨部門會議是我要承擔所有責任…最
好看著我的臉講話，而不要看著別的部門主管講話，因為重點是我決定我希望你做什麼樣的表現。
（2L1-134-138）
我們有些 mail 是公開的，不是每一封都是這樣(問：但是你的那一封是公開的)，等於有一點
是政令佈達，(問：等於是你也公然的反抗，都看得到的)對，我也公然地 challenge 他。
（3H3-40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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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覺得我都下班了為什麼不能做這些事情？他們就說「你要做，你不要在這邊做，你去別
的地方做。」這樣丟了整個公司的臉。因為其實我覺得最上面的人他 care 的不是你做了什麼事？
他 care 的是你讓我這麼丟臉。他覺得這家公司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面子，我覺得他比較 care 的是
他丟了這個臉。（3M5-357-360；363-366）

3.

不願犧牲個人資源來達成主管任務交辦
有時部屬願意犧牲個人資源，例如，私人的金錢花費、額外的加班或是增加

工作份量，為主管的任務達成或對主管投其所好的表現時，主管會產生對此部屬
的信賴感及無以明狀的感激之情。此項行為表現不一定侷限在公領域上，極有可
能願意承擔主管私人事務的請託，而犧牲部屬的個人利益。如果部屬純粹用公私
分明的態度或角度出發，來行使任務的完成，在組織中並無違反規章制度，不過
在主管心中會加深與此部屬的情感距離。
他曾經跟我講我們那個代操的經理人，在某月某日要結婚妳一定要包紅包，但是不能夠算在
公司應付的交際費上，這點我想我不用再說明了，這是主管已經跟我講的；但是就我個人的評估
之下，我個人認為這一部份應該是由公司支出部份..這個客戶是他給我的，他會比較 care 嘛！我
雙手奉上給妳的客戶，妳還不給我照顧好。（3C4-124-128；158-159 ）
還有就是生日囉、三節囉，一定會對這個主管表現；所以那時候我同事有跟我講說「這個主
管的生日妳可以記一記」.......因為有時候客源—大的客源確實是掌握在高階主管手裡。證券業有
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妳跟這個主管互動越好--他權限放給妳越大。
（3C4-264-270）
他覺得妳們都是沒事做、很閒，但是我們這些最基層人要怎麼討好他呢？很簡單就是經常到
廠裡去幫忙，最好我們連會計的工作都不要做、都直接到他廠裡面做他最高興！（3C4-445-447）
他們的主觀意識非常強，他會認為說你跟他談得很來，或是以前我們都是在同一個企業一起
跳過來的，他就會跟他很好很好。所以他會覺得我今天叫你留下來加班你都不願意留下來，他就
會覺得說你不是我這一派的人。
（3M5-33-36）
那時候我們公司裡就是有個部門還在加班，他們加班的時候就還在笑啊，就大家邊聊天邊加
班，那我們老闆回來就好高興哦，隔天回來計小功！他會說「實在太難得了！你們加班留到那麼
晚，還那麼高興！一點怨言都沒有。」
（3M5-340-343）
我們公司很重視就是一些下班之後的一些活動，因為有些聚餐活動你一定要參加... 我們老闆
他非常 care 我會不會參加.... 就覺得說這不關我的事吧，關我 HR 什麼事？為什麼我也要去參加？
（3M5-609-610；614；625-626）
因為我覺得前一任工作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事情，同樣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做，我覺得很多單
位主管他們都很喜歡人家來加班，最好禮拜六也都來上班。
（3M5-71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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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沒有讓主管事先掌握自己的出勤狀況
在一般公司的請假規定，只要依照行政規定就算遵守制度，並無明文規定部

屬須事先讓主管掌握出勤的告知義務，就常理而言，主管若無法掌握團隊成員的
出勤狀況，在其他組織成員眼裡必對此主管領導統馭能力產生懷疑，而其主管也
會有不被部屬尊重的感受。因此彼此若互動良善，部屬若需缺勤，一般情況會先
與主管商量以便主管作人力的調動，必要時部屬亦會體恤主管壓力，犧牲個人應
有的請假權利達到主管意圖。在彼此信任感建立越趨穩固後，彼此甚至會分享私
領域的行程規劃，來協調錯開必要的出勤。
always 他都可以找得到妳，不管妳上班、不管妳下班，當他遇到任何一個問題他都可以找到
得妳，他就覺得妳可以被我信任的、妳是忠誠的。（1W2-78-80）
當員工不管他是病假也好、事假也好，都沒有電話告知，會讓人覺得說不尊重，妳是不是不
忠誠啊？會慢慢地也會變嚴謹，妳做什麼事情都讓上面不知道妳在幹什麼。（1W2-222-224）
就是像有一次他們要請假，然後我跟他們講說隔天有比較重要的事情，你可能不要請假，但
是後面二天我讓你們去請二天 ok 沒問題嘛，這樣好不好？然後他講他不要啦，我說沒關係啦，這
樣子；後來也就沒討論了，所以我覺得說 ok、我就已經不准你的假了，結果隔天他沒來。後來我
就很火大了。（3M5-877-881）

5.

與主管唱反調
在團隊中只能有一個發號司令者，其餘次文化的意見領袖或與主管較為親近

的部屬，若有與主管目標不一致時的意見或看法，皆需利用協商或溝通來達到共
識後進行任務的行動。若組織成員觀察到有同仁對其指令，在行為上或言語上的
不支持，則會視其後續發展來做自我規範的妥協，因此在主管三令五申下的號令
及目標，是不容有其歧見產生。爲維持主管威信因素下，部屬若與主管不同調，
很難成為主管圈內人之選。
不會成為心腹就是他不夠了解主管嘛！他跟他主管不同調啊！.... 主管的喜歡的、優先順序、
發展方向，你的理念跟他不一樣，當然就會變成不同調。（1G7-176；179-180）
部屬應該要盡力去說服主管，主管一樣，應該要聽部屬建議，如果他們兩個都很堅持己見，
那你就看誰要去聽誰的，那後果是誰去承擔？（1G7-194-195）
那個主管我曾經過一件事情讓他氣得半死，因為我那時證券的業績真的是很差，但是因為證
券未來是要走理財這方面的，所以妳所有的金融商品都要試著去推、試著去做促銷... 雖然我那時
候證券的業績很差，可是那時候我為了要力求表現，我告訴自己說「妳既然把我看得那麼扁，那
我就做給妳看。」
，在那個心態之下，全公司只有我一個人額度做到，可是這個主管確更把我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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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號敵人。... 他是不是被他盯、被他主管盯，因為我的證券業績是最爛的人，都能夠做到基金額
度最高。我那時候就故意氣他。
（3C4-345-350；360-361）

（二）較輕微的與主管相處上的負向行為
此類事件的定義是：不會對主管立即產生反向影響。此類事件會引起主管情
緒上的不快，間接產生對部屬有反向印象。如，對主管交辦事項推托、態度待慢、
不願親近主管及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等四項類別。惟須注意的是，若此類事件發
生頻率相當頻繁，會增加彼此的互動摩擦而引發互動上，讓主管較難接受的行為
時，則會發生在上一段落「較嚴重的對主管忠誠負向行為」的類別。
1.

對主管交辦事項推托
當主管有新的任務交付部屬時，心中其實對此任務的困難度已有所初步想

法，視情況交付主管心目中認定的最佳承擔人選。此任務或許瑣碎不過是容易達
成的，因此皆大都以口頭非正式場合進行交辦，部屬若以現有手邊時間資源有限
來做推拖，暫時不會引起主管立刻的反彈，不過會讓主管覺得此部屬並非是自己
容易掌控的；主管在部屬心中的份量是有待商榷的。
我比較不能夠接受我的部屬的是太多 executes、太多藉口，妳說今天做不到是因為怎麼樣怎
麼樣，說了一堆藉口我受不了。我覺得做事情只有妳要做跟不做。
（1W2-196-198）
即使覺得這件事情不好做，你也不要跟他講我不願意做這件事情，你會自己想辦法把這個事
情處理好，甚至是找別的單位支援，然後讓功勞---把功勞給他啦！我覺得那時的主管他會覺得這
樣就是心腹。（3Y5-226-228）

2.

態度待慢
在組織中擔任主管的人，心中都會希望得到他人的認同，尤其在意部屬在他

人面前對待自己的態度。不論能力孰優孰劣，只要是在有第三者面前，部屬表現
上下職位分野的進退是基本的守則。這樣的關係而對應的進退，有時是私下場合
也如此互動，甚至延續到往後的人際脈絡。因此若明確知道主管與組織中其他人
的關係有其親疏差別，作部屬的即不該與主管的立場不一致才好。
當主管提出他的意見的時候，先不要做反駁，先站在他的立場說對就對了(問：是在公開還是
私底下)，不管是在公開或是私底下，因為畢竟他是主管。
（3C4-191-193）
那時候是第一份工作，所以我很在意自己的表現，....我是滿洩氣的。而且說實在話，因為那
時候年紀輕嘛，所以會滿情緒化的。所會變得跟這個主管在講話上、態度上或著口氣上就會變得
很差，所以也許造成主管對我的印象更不好。
（3C4-22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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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的角度認為以他的業務能力，你只要給他一點警告就可以了。可是實情是副總離職後又
回來，就一直去質疑他的工作態度、質疑他回報的資料是不準確的…基本我看來我的副理在這一
行的輩份都認為他是徒孫輩，我的師傅當然不認為他在實力上或各方面是夠的，所以可能對副理
會有一些些待慢，但對副總就沒有這樣子，他態度上可能就會有些收歛…可是因為副總他跟副理
很好。（3H3-102-104；109-112；150）

3.

不願親近主管
人們喜歡與自己氣味相投的人接近，總覺得這樣的互動可以增進在思想上的

交流，儘管對自己的批評也是如此。主管在任務上擔負督導指派之責，正式組織
命令鍊體系下，必須對轄下部屬一視同仁，但是現實生活裡，可以觀察到主管對
每一位同仁分配的時間並不是等同。私下場合的互動更可看出彼此的遠近，當彼
此會提出私下的邀請，想必在公事上也是互動較為頻繁的情況。在這裡無法依據
資料了解起因及雙方的互動真實情況，不過可以確知，主管對與自己接觸頻繁的
部屬，必然在心理距離上是屬較接近的。
任何事情啊，不管在做什麼案子或是專案，隨時隨地都要報告，(跟誰報告？)跟老闆、跟老
闆娘N隨時隨地報告，然後告訴他目前的進度是怎麼樣子。... 但是你沒有隨時都報告的時候，會
很生氣！（3M5-261-262；273）
可能就是會常跟他吃飯罷---中午吃飯、晚上吃飯、比較常攪和在一起，然後事情可能會比較
給他們發言上的機會... 除了公事之外其他時間也比較會聯絡，下班後像想要喝酒或什麼的比較都
會想到這些人。（3Y5-172-173；192-193）
還有一個主管我覺得是比較特別，他如果找你去吃飯、那你沒有跟他去吃飯，他會覺得你不
是他的人，他們覺得在吃飯的過程之中就可以談到一些比較私底下的事吧，甚至是對公司有一些
抱怨什麼的，那個時候大家都會比較敢講，可是你如果沒有跟他們一起去，就感覺好像你跟他們
不是一群的，可能在公司，大家就會比較排擠你。（3Y5-334-338 ）

4.

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
對於部屬對主管提出請求協助的狀況時，在主管心中會得到被尊重的滿足。

可以衡量自己在部屬心中的評價高低外，更讓主管對這項任務的發展與現況，有
更進一步的掌握。因此當部屬有想法或意見，姑且不論溝通的手法成熟與否，主
管傾向當面互動。若藉由他人得知對主管所下的決策有所反對，可以想見主管的
感受必然會往反向方向發展。
我覺得你如果有本事的話，你最好什麼事情直接來找我溝通，我不喜歡、就是不管你能力好
不好，你只要透過別人來跟我放話，即使你講的這件事情是對的，我都沒有辦法接受。
（2L1-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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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很好，我跟你是平行單位，我的屬下不敢跟我說，他可能透過你來跟我說，你有辦法
說服我，那這是良性的溝通….你根本沒有搞清楚我的喜惡，就透過別人來找我來溝通，這是一件
很愚蠢的事情。（2L1-69-73）

二、藐視
這類行為案例在與主管相處時比較明確顯現，屬於部屬在心中對主管的輕視
與不放在眼裡。藐視詞義4即為輕視之意。心中對他人的評價若不以言語表達出
來，其實很難加以具體化，只能用「感覺」一語代過。偏在人際互動上，可以約
略知悉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分量，這些點滴形成的的感覺，當然是透過行為或互動
中形成的認知。在組織中，每個人被規範出來的權責有其共同的認知，如同職權
的形成為職位所賦予的權力。主管既然身為主管，在行政命令上部屬必為聽命行
事，但在組織生態中，許多的行為事例屬於灰色地帶，既未在「職位說明書」中
明示也沒有在員工行為規範中確立，觀察組織中上下關係的互動中，這些藐視事
例常常可以遇見，因此特獨立於本節探討。計有，越級報告、自作主張、讓主管
感覺無法為我所用、不把主管放在眼裡及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等。如圖 4-4 所示。

圖 4 - 4 藐視之分類圖
（一）越級報告
以部屬角度完成任務是最終目的，在心中衡量任務的時間急迫性或對此任務
4

當小講又當遠，也就是模糊不清，特點為藐茫，藐藐另有高遠貌。藐藐疏而不親貌。訓詁學，陳
新雄著，台灣學生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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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實際裁量權的職位擔當者時，必然會繞過直屬上司而先行向上溝通處理。我們
在以最終結果的觀點而言確實是完成使命。處理此類事件的巧妙，不在於完成任
務的速度，是在於直屬主管在這過程中，對部屬的處理手法的感受是好是壞。在
主管的角度而言，名正言順的理由是，須對任務結果做最後負責，理當清楚整個
過程的來龍去脈。一來確認方向正確，二來有時因部屬個人能力或經驗不足引致
判斷有所疏失時，主管可適時加以插手；在被更高一層主管問及時，主管能運籌
帷幄而有所對應。個人的私人理由則不出於，部屬事前請示或事後補充報告以示
對直屬主管表示尊重之意。
不要在沒有先讓我知道一些事情，就直接跟上級報告，因為我覺得這樣會讓我沒有安全感、
也會沒有忠誠度。因為搞不好我事前可以幫他解決.... 起碼應該要能夠主導一些下面帶的人應該要
有一些 rule、要守一些規則。就是我不能夠接受後者，就是妳沒有經過我上面這一層就直接向上
級報告。因為越級報告就是這樣子，就像誰不會互相來分享，誰 email 來都可以，但是我覺得就
是要被尊重跟告知。（1W2-105-107；117-121）
我的老闆是人資最高主管，所以人資主管忌諱的是沒有循正常管道的反應問題，越級報告或
者是沒有跟直線權責的人資主管報告過，就拿了跟更高的主管討論完、用特例的方式來解決。
（2C6-100-102）
你有沒有報備？你有沒有向上反應說你打算怎麼做？為什麼要這樣做？我做這個可以改善
公司什麼問題？或者是我已經知道公司的問題在哪裡，而且我這個知道的過程中是被上面主管
make sure 的，而不是自己仗其專業就猛著做的。（2C6-354-357 ）
所以，我剛才提說一個人要進入我們公司專業是最基本的，可是他必須要了解公司文化，特
別是在策略、專案管理的溝通模式跟報告。當然這樣的報告－－我們剛才講的要事先報告也許不
是在公司的規範，可是卻是公司行之多年、主管跟主管向上主管報告、互動的基本要求，可是這
個也許都沒有規範在文字上。這二個案子他就夠黑了。
（2C6-365-369）
再來有些人會喜歡直達天聽，直接去找總經理那樣子的人，但是副總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他會很鼓勵你去找總經理，但實際上你如果真的是每件事都去找總經理，那真的是…
（3H3-256-258）
我們最主要的老闆他很楚 A 不行，所以他平常也會對他不客氣，像「我覺得你這個問題不夠
長思、你也講不出成果、你也管得不是很好，下面的人不會服你，在開會的時候我就會對你不留
情了」等等之類的.. 老闆他也知道 B 會去使那些手段，而且他也覺得他的手段太激進、太不正大
光明了！他也都很清楚、他非常清楚…反正你現在已經是中階主管了，我也不會繼續幫你往上升
了，他都非常清楚這些事情。（3M5-230-236）
當時有些事情他可能自己就去解決了，處理完了之後就自己去跟總經理報告，中間的過程都
沒有跟主管說，主管會覺得你怎麼可以這件事情不告訴我，到時候我的老闆問下來，我一問三不
知怎麼辦？（3Y5-2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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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像我當初那個主管---他是不管大事小事你都最好告訴他，甚至是處理中或處理完的事
情，你都隨時要跟他報告進度跟結果，只要他不知道或是透過別人知道的話，他都會覺得你不忠
誠。他會覺得你不是站在他那邊。（3Y5-328-331）

（二）自作主張
當主管發現部屬未依照之前所下的指示執行任務時，其反應會立即產生不
悅，除非能圓滿達成任務或是有更有力的理由。儘管如此，仍會影響未來時間裡
彼此的互動關係。原因是主管認為自身的能力及判斷優於部屬，加上職權所在，
部屬只要照章行事即可。若部屬認為主管方式有所不妥，其實應在主管交付任務
初期，即當面提出異見加以討論。
主管建議的他方法他不聽，自己照自己的方法；如果他做完工，有成就了那還可以、就算了，
表示他的方法也可行嘛。如果他並沒有完工，而使得公司利益受損的話，這個是屬於他不合群的
結果。（1G7-71-73）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改善建議的時候，當特別是主管跟你提說「這是董事長一定會想到的事情，
要先做」已經都提醒你了，你還沒有去做，造成被海 K 一場的時候，這是最大的地雷區。
（2C6-122-124）
所謂執行度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執行，而是按照我要的執行，因為我已經對你工作表現很不
滿意，你在照你的方法做有何屁用？所以是按照我的方法來做、不是按照你方法來做。我覺得人
是健忘的動物，他可能久了，大家相處的感情、默契還不錯的時候，他可能又會忘記、他又會爬
到你頭上來了。（2L1-113-117）
我這個下屬是在這公司是比較久的，我就告訴你說這些流程不是這樣處理的，你今天就要我
這樣去處理，我就會去跟你反抗這樣，我就不是這樣子啊，等等之類的。然後就新來的主管就很
火大，你有沒有搞錯，我是你現在主管吔，你竟然這樣子？我叫你做什麼、你就給我做什麼就對
了啦。（3M5-45-49）

（三）讓主管感覺無法為我所用
主管在組織中要平步青雲，除自身的能力要被肯定外，更重要的就是他帶領
的團隊是否表現出色。依這樣的邏輯來論，擁有能力優秀的部屬，是每一位主管
莫大的希冀。在組織中常聽到一些反諷的玩笑話，如：
「主管」就是官字兩個口，
只會說不會做；
「官大學問大」等，其實暗喻主管能力不夠，只能用職權壓人。若
以心理層面來論，部屬能力強不如聽話來的更重要。畢竟不聽話的部屬，只會突
顯主管的領導能力不足。還沒爬上更重要的位置之前，就先面臨部門內耗的問題，
因此能得到能力強又能為我所用的部屬，更是主管的運氣。這樣的部屬為何願意
效忠，不在本研究的討論中，目前只探討出部屬能力強，的確是主管感到威脅的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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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副理心裡有數嘛。等副總回任時又開始 check 他，也是又被抓到三次，抓到時候他也是
如法炮製直接把手機關掉，就沒有再出現。那次其實是很嚴重，我覺得背後還有個原因是副總可
能會擔心在某種程度是掌握不了他的…副總他在業務上的程度可能還不夠，所以他不知道；也有
可能是副總認為你業務太強了，會擔心對他有威脅。
（3H3-122-125；145-147）
我覺得部屬能力太強，其實老闆也會不爽。你的功勞變成不是你主管的，因為別人有看到可
能是你在做事，然後你的主管什麼都不會，主管就會比較排斥你。
（3Y5-224；247-248）

（四）不把主管放在眼裡
如果主管想要知道自己在部屬心中的份量，在正式的職責互動中，尚無法突
顯出這類隱含的心理感受，主管仍可從些微小事中，觀察部屬的思考邏輯來判斷。
有些是：主管交代的小事，部屬是否放在心上；在私人領域中，部屬是否會詢問
主管的個人經驗；處理公務時，部屬會接受不屬於主管直接管轄的建議；暗中觀
察部屬在私人社交的領域中，如何介紹或形容主管等。很多的關鍵並不是顯而易
見及短時間可以下定論的。
下屬有一個同仁就針對我們今年在做 e-learning 案子幾個關鍵的供應廠商的主管寫了卡片，
那在此之前已經提醒他要共同具名，結果我們可愛的小朋友就自己寄出去了。然後我問他說怎麼
還沒有…，他說已經寄出去了，我說不是講好要一起具名嗎，可是他說「可是我跟他有我們的秘
密的話要講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 ok 的，我當場就跟他講因為你用的是公司的卡片，你現在維
持的是你因為執行任務必需要維持的對外關係，而不是要建立你個人的往來，所以我認為這是不
妥的。（2C6-7-13）

（五）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
有時主管會分享給部屬知曉，自己對某件任務的決策想法跟原因。這僅止於
分享，而非讓部屬下評斷。若彼此信任度到一個階段，部屬是可以回饋主管的想
法或做法。不過一般而言，主管仍是希望自己的決策，部屬是持肯定的態度。這
樣的互動是，主管可能希望建立彼此之間的情感關係或是疏解自己的工作壓力。
若是主管正式交辦的命令，最好不要有過多的個人意見；而非自己權責上的公務，
主管願意分享，還是秉持有耳無嘴的應對方式為上。
我的直屬主管跟我說他問問題、主管願意回答是基於尊重他，並不代表我的晉升與否要透過
他來決定。
（2C6-29-31）
在這個行業啊，有很多老鳥、十幾年經驗的都不算什麼，都不算什麼！所以他們的一個主觀
意識都很強，連下面的人主觀意識都很強！我就覺得我以前流程就是怎樣的，你經驗還不如我。
我流程就是這樣處理，你現在還要我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你這個主管不行。（3M5-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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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八小節分別表述，第一節以過往文獻中的忠誠行為為主軸，來與本
研究發現作比對，以增加對本研究主題之瞭解。第二節以過往研究者在其文獻中
提到忠誠之負向行為事例，來與本研究結果比對。第三節從人際交往觀點出發到
組織中的禁忌，來探討不忠（逆）的負向行為形成因素。第四節探討部屬行為如
何產生主管認定的忠或不忠（逆）
。第五節探討部屬的正、負向行為的作用力是如
何運作。第六節許多因素導致對忠誠的定義，應有不同的觀點作一探討。第七節
為本研究限制及第八節試圖給予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忠與不忠（逆）為相同概念的獨立向度
本研究針對普遍存在於華人組織中，不忠（逆）概念下，收集到 92 個具體行
為事例，與組織忠誠有關的 7 項及與主管忠誠有關的 23 項，可歸納出三大類忠誠
負向行為事例。與過往文獻中的忠誠構面比對，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不忠（逆）的向度皆可在忠的向度中找到，且忠誠向度多於不忠（逆）向度。
對受訪者而言，不忠（逆）的行為很難被組織所容忍，因此受訪者將忠誠概念下
的負向行為表現視為不忠，因此不忠（逆）無法有別於忠誠概念，意即忠誠概念
下的正向行為涵蓋的範圍要大於負向行為不忠（逆）。結果於表 5-1 與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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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 組織忠誠文獻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文獻研究者
李慕華
(1992)

本研究結果

鄭紀瑩
(1996)

鄭伯壎、任金
剛、及姜定宇
(2002)

姜定宇、鄭伯
壎、任金剛及
黃政瑋
(2003)

姜定予
（2005）

以公司為家

維護公司

視公司為己業

內化奉獻

與公司一體
維護公利

本研究行為事例

發表不當言論
部屬品德

願為公司犧牲
金錢管理

類別

違反公司重大政
策（侵佔公款）

維護公益
不以私害公

共體時艱
穩定

認同組織

認同公司作為

部屬品德

可能成為組織的
商場競爭對手

內化價值
維護公司

維護公司形象

遵守規範
順從

義務責任

我行我素
順服公司要求

配合順從
部屬品德

犧牲順從
維持和諧

抨擊他人

協助同事

發揮團隊精神

工作積極

主動積極

工作積極認真

達成要求

盡職負責

部屬品德

沒有意願支援他
人完成任務

部屬品德

無故缺勤編造理
由搪塞

主動積極

負責盡職

違反公司重大政
策（討論薪資）

主動盡責

建議獻策

主動提案建言

自我培養

提升自我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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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主管忠誠文獻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陳鎮雄(Chen,1997)

鄭伯壎、鄭紀瑩、
周麗芳(1999)

認同主管

認同內化

情感主管忠誠

部屬品德

對主管相當高度的
認同、依附、以及
犧牲

與主管有相同的感
受、有相似的價值
觀、以及尊敬佩服
主管

部屬對主管在價值
觀上或待人處事上
的服膺

與主管相處

努力

業務輔佐

訊息主管忠誠提供
與主管相處

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

為了主管願意付出
相當程度的努力

主動提供主管在業
務執行上所需的訊
息與協助，多為主
管分擔
主動配合

主管與工作完成有
關的訊息，並能予
以主動協助

部屬品德

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

順從主管忠誠

部屬品德

主動做好份內的工
作，並配合主管的
要求，強調部屬確
實完成所應擔負的
工作責任

部屬對主管的高度
順服，甚至是為了
配合主管的需要，
而做出個人利益的
犧牲

能力不足

使主管無法完成任務
執行任務無法圓滿完
成
傳達指令有所偏差
沒有讓主管事先掌握
自己的出勤狀況
對主管交辦事項推託
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表
示不贊成主管的決策
使主管感到被要脅
與主管唱反調
不願犧牲個人資源

姜定予（2005）

類別

藐視

本研究次主題
向他人抱怨主管
發黑函抹黑主管
不願親近主管
使主管威信受損
態度待慢
不把主管放在眼裡
越級報告
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

內化價值
與主管價值觀一致
及高度內化

與主管相處

服從不貳
部屬品德
無條件地遵從主管
的命令

與主管相處

跟隨主管

犧牲奉獻

依附主管忠誠

願意跟隨主管轉換
公司，或是自願承
擔主管的錯誤

強調為了主管，個
人可以不計所付出
的代價

部屬對主管的絕對
忠誠與忠心不貳，
而為一種部屬對主
管的高度依附

奉獻
更強調為了主管，
個人可以不計所付
出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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藐視

自作主張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貳心

藐視

讓主管感覺無法為我
所用

部屬品德

無法信任

第二節 以忠誠之負向行為事例與本研究結果的比對
組織忠誠之文獻中，與忠誠負向行為描述只有少數。從李慕華（1992）的研
究，由於在組織中的身份不同，對不忠的感受及定義有以下的歸類。影響忠誠前
因則如下表 5-3 所示。
表 5 -3 影響忠誠前因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類別

老闆觀點

歸類

本研究行為事例

員工觀點

歸類

本研究行為事例

員工個人

價值

部屬品德

違反公司重大政策
（侵佔公款）

生涯規劃

部屬品德

可能成為組織的商
場競爭對手

雇主個人

領導

領導

公司

薪資福利與
利潤分享

薪資福利與利
潤分享

工作

工作成果

工作成果

資料來源：修改自李慕華（1992）
歸屬於「員工個人」類別中，老闆認為員工不忠誠，提到最多的是「價值」，
如果員工從小就被要求盡心盡力，在組織中就會秉持這樣的價值，而不會不忠誠；
若個人認為輕鬆的錢比較好賺，就會竊取公司機密，來獲取重利，如藉公司名義
私接生意等，本研究中討論此類別的負向行為事例，如違反公司重大政策討論薪
資。員工在「生涯規劃」這方面則認為，考量自身的生涯規劃或其發展性等因素，
會影響老闆認為自己對組織效忠的程度。在本研究中，提及離職相關事例，是會
給主管感覺有要脅成分或心中隱約知悉員工太有能力，反而是培養公司未來的競
爭對手。
在歸屬於「雇主個人」類別中，雇主與員工皆以提及領導最多，包含：賞識、
尊重、信任、溝通、沒有衝突。在 Umiker (1995)認為會影響領導效能的因素有，
主管的冷漠、對承諾的無法履行、不當的監督、有區別的歧視及持獨裁主義等會
影響主管忠誠。在「公司」類別中，Ewin(1993）認為低薪資與員工自認為較低的
職位，是無法支持員工願意繼續留在組織內效忠。在「工作」類別中，工作成果
的反向事件，如員工是否感受到成就感。此三項類別在本研究中無反向事例資料
呈現，原因為非本研究之主題。
李氏也嘗試提出忠誠論點的負向行為，大至積極表現出與公司一體的共存感
及對組織消息守口如瓶外，小至遵守組織規範及主動協助其他成員的任務達成，
皆屬於組織忠誠概念下的忠誠正向行為。否則會被主管歸類為忠誠負向行為。如
表 5-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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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4 忠誠之負向事件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忠誠構面

負向事件
離開後企圖帶 利用公司名義
走其他員工
私接生意

歸類

本研究行為事例

部屬品德

發表不當言論

與公司一體

出賣公司機密

穩定

離職

部屬品德

順從

不合群（下班後
參加公司活動）

部屬品德

主動積極

拒絕加班

負責盡職

出缺勤不正常

能少作一點就
只作份內的事
少作

影響程度

嚴重「組織忠
誠」
可能成為組織的商
場競爭對手
我行我素

部屬品德

沒有意願支援他人 輕微「組織忠
誠」
完成任務

部屬品德

無故缺勤編造理由
搪塞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慕華（1992）
鄭伯壎（1995）提到一些不聽話的表現，意涵忠誠負向行為的概念。與本研
究結果比對，含括嚴重與輕微的組織忠誠及主管忠誠的負向行為。如表 5-5 所示。
表 5 -5 聽話行為表現與本研究結果比較表
不聽話的表現

歸類

本研究行為事例

影響程度

部屬品德

可能成為組織的商場競爭對手

嚴重「組織
忠誠」

部屬偏好個人表現
愛出風頭
考慮小我

部屬品德

沒有意願支援他人
完成任務

我行我素

公開反對企業主持人
的意見

與主管相處

使主管威信受損

與主管唱反調

要求地位平等

藐視

不把主管放眼裡

越級報告

不留情面使人難堪

藐視

自作主張

向上斤斤計較爭取資
源

輕微「組織
忠誠」

態度待慢 嚴重「主管
忠誠」

與主管相處 不願犧牲個人資源

說話直來直往

藐視

對主管決策不以為
然

人際遲鈍

部屬品德

向他人抱怨主管

輕微「主管
忠誠」

部屬參與對外活動定要以組織名義行之，將榮譽與成果歸屬組織或主管。有
外人在，遵照尊卑法則行禮如儀，在意見表達上以主管意見為先、口徑一致。與
主管相處時，對主管所下的決策或指示，要心存謙卑、有禮貌的接受指導，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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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同時，必先徵詢主管想法，對外要維護主管的名聲，不可加以評論。這些準
則為忠誠的概念，若不奉行會被歸類為忠誠負向行為。
鄭紀瑩（1996），與本研究結果比對，如表 5-6 所示。
表 5 - 6 主管與部屬不相合時的互動行為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主管與部屬不相合時的
互動行為

歸類

本研究行為事例

與主管的意見不合

與主管相處

與主管唱反調

影響程度

嚴重「主管忠誠」
頂嘴

與主管相處

使主管的威信受損

主觀強

藐視

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

不表達意見

與主管相處

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

能力不足

能力不足

執行任務無法圓滿完成

不照規定

部屬品德

我行我素

輕微「主管忠誠」

輕微「組織忠誠」

如上表可知，對組織規範要確實遵守。在外人面前給予主管面子，表現出尊
重主管的行止，來維護主管威信；有意見需私下表達，否則皆是嚴重的忠誠負向
行為。因此主管對部屬的期待是：在公事上能負責盡職外，更能與主管互動良好。
這包括小則親近主管多與之溝通，提出有益於提昇工作效益的個人看法，大至尊
重主管的決策與指令。

第三節 不忠（逆）的負向行為形成因素
在過往文獻中，華人忠誠的對象有其多元性，透過對主管的效忠行使組織忠
誠。西方認為效忠主管，應先考量主管是否對組織忠誠？而組織自身的存在是否
具有對社會的正當性？因此忠誠是先需要本身謹慎判斷後再行使的組織行為的表
現（Ewin, 1993）
。西方的忠誠出發點，以公平法則作其資源交換的基準，是以工
具性關係為建立前提。華人員工在進入組織前，因泛家族文化的影響，就已帶著
對組織如同家庭、對主管如尊上，必須對所屬的組織效忠，這心態與西方觀點有
所不同。除工具交換的互動法則外，更有著人際情感。華人員工的出發點，希望
藉由工具性關係建立起情感性關係。因此談論華人組織忠誠，可先從主管與部屬
的情感性關係來探討。這決定了主管對部屬的行為會歸類為正向或反向的主觀判
定。情感性關係楊中芳（2001）認為是人際交往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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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藉由提拔跟栽培，對部屬施以恩情來作為權力遊戲的手段。權力遊戲所
指是在雙方交往欲支配對方以達到自己目的角力（楊國樞，1992）
。可見主管與部
屬互動往來，雙方會有預期對方回報下產生的人情困境如同Greenberg(1980)所言
的負債感。負債感是一種回報他人的義務，若接受他人好處未給予回報，會產生
心理上的不適感。因此主管對部屬的關懷是期望部屬能感恩圖報，若部屬不給予
回報會產生一種情感的負債感（劉兆明，1992）。
主管與部屬若照人情法則往來，則彼此人際關係也會愈見穩定，周麗芳（2002）
將這互動歷程分為工作歷程與情感歷程，若能同時在這二種歷程中加強關係的穩
定，將可進而促進彼此的關係品質，增進信任與忠誠。
信任會影響部屬對工作與上司的滿意程度（張慧芳，1995），主管依據對部
屬的信任程度有不同的管理行為（徐瑋伶、鄭伯壎、黃敏萍，2002）。而信任與
忠誠又是如何在人際交往中互動呢？信任是相信而敢有所託付，裡面是情感成分
大於工具成分。如鄭紀瑩（1996）的訪談稿：
「表現好，我信任他。他的表現就是

我的表現」
，意涵對彼此的情感支持，當然也有對其報的義務。劉兆明（1992）在
組織中常見到的是工具性回報，有報答、報復；情感性回報則有報恩、報仇。報
中還有包含前面討論的面子與人情的「人情」意含而成為的混合性關係。主管與
部屬即屬於此種關係與報的互動。主管對部屬的報叫提拔、栽培；部屬對主管的
回報叫知遇之恩、做牛做馬，也可稱之為領導效能或績效呈現。人際信任或人品
信任對工作滿意度或上司滿意度皆有其影響力。
不忠（逆）從本研究結果來看，與忠誠是同一構面的概念。主管有可能主觀
認定與部屬之間缺乏信任，其原因來自於人際交往中有負向情感報的經驗。我以
周麗芳（2002）對偶關係之互動模式理論及劉兆明（1996）的負向情感報來探討
本研究各類別的忠誠負向行為作比對，如表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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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負向情感報與關係品質看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互動歷程
相關歷程

負向情感報

本研究行為事例

來源
行為
關係品質 人際 溝通 不受 隱藏式 工作上懈怠
競爭 不良 支持 攻擊
或不合作

主題

分類

任務協助

忠誠

●

●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交辦
事項推託

任務協助

忠誠

●

●

與主管相處

不願犧牲個
人資源

任務協助

忠誠

●

●

藐視

自作主張

任務協助

忠誠

●

藐視

越級報告

情感支持

忠誠

●

●

情感支持

忠誠

●

●

藐視

讓主管感覺
無法為我所
用

任務協助

信任

●

與主管相處

有意見不願
直接表達

情感支持

信任

●

與主管相處

不願親近主
管

●

沒有讓主管
事先掌握自
與主管相處
己的出勤狀
況

●

●
●

●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貳心

情感支持

信任

情感支持

信任

●

●

與主管相處 態度待慢

情感支持

信任

●

●

與主管相處

與主管唱反
調

情感支持

信任

●

●

與主管相處

使主管威信
受損

情感支持

信任

●

●

藐視

不把主管放
在眼裡

情感支持

信任

●

●

藐視

對主管決策
不以為然

依照上表，有以下現象：
1.主管與部屬藉由互動歷程中建立「信任」與「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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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屬行為的「工作上懈怠或不合作」，不管是「任務協助」還是「情感支
持」
，會讓主管沒有得到預期回報，都會引起主管感受到「不受支持」
，而無法建
立「忠誠」的關係品質。
3.主管對部屬在「任務協助」的期許遠高於「情感支持」。在「任務協助」
中，讓彼此的關係品質建立在「忠誠」後，再由「情感支持」的互動產生主管對
部屬的「信任」。因此主管「信任」部屬，首要是部屬對主管「忠誠」。
4.儘管對部屬在「任務協助」上沒有不滿，「人際競爭」仍隱含對主管的「情
感支持」不夠，部屬沒有充分的忠誠行為，雙方的關係品質也因此欠缺「信任」。
劉兆明（2002）提醒，華人文化中也存在著內隱理論的影響效果，本研究所
收集的忠誠負向行為事例，是否也有著受訪者對其談論的對象，有了過往人際交
往的經驗已在心中累積所定下的主觀印象？因此在陳述的行為事例背後，主管對
此部屬的行為，會先主觀認定為忠誠負向行為？
一般而言，當聽到人際困擾為互動不良時，給予的首要建議相信是勸彼此加
強溝通。但從負向情感報的比較表中，落於溝通不良的事件少之又少，本研究結
果僅有 1 例，受訪者不認為與提出的忠誠負向行為事例的當事人，彼此是缺乏溝
通而引起的人際互動不良，可見溝通是需在雙方人際互動尚稱良好的情況下所做
的行為，部屬若能善用溝通管道增加與對主管的親近，可以改善雙方的關係品
質，藉由情感交流來降低與主管的衝突（王議賢，2004），可以為本研究中的「部
屬能力不足」情況下的部屬找到解決途徑。
員工的離職視為對組織的最大背離，在本研究中的高階主管受訪資料中，並
無因員工離職而感到背棄的經驗。李慕華（1992）及鄭紀瑩（1996）已支持員工
離職行為並非不忠誠，因此在組織中的忠誠反向概念是存在於隱含的人際互動，
而不是明確的離職行為。
本研究中的「不願親近主管」此項目雖為輕微的主管忠誠負向行為，卻是阻
礙與主管的情感交流。若依此邏輯則「與主管相處」的嚴重程度反向事例，是部
屬對主管只做公事上的必要接觸，在情感交流層面持保留態度？缺憾的是，由於
無主管忠誠的反向事例中的探討對象在組織中的績效指標，因此無法判斷是因主
管對其有預期回報的不滿足所引起的不滿，抑或是情感交流不足？
從戚樹誠（1998）文中提到組織內的各種規定、道德規範、社會互動關係等
是藉此約束組織成員不致觸犯相關的規條而成為組織禁忌。乃「不應表現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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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包含道德禁忌、管理禁忌上下班遲到早退、如及人際禁忌有權威法則、
情緒規則、以及競爭與合作原則等。
從表 5-8、表 5-9 所示可觀察出，大部分是部屬踩到人際禁忌中的權威法則。
因此對主管要以尊卑法則與之交往，可保有基本的人際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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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8 組織忠誠及組織禁忌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姜定宇、鄭伯
鄭伯壎、任金
壎、任金剛及
剛、及姜定宇
黃政瑋
(2002)
(2003)

維護公司

視公司為己業

姜定予
(2005)

內化奉獻

禁忌種類
禁忌規則
（戚樹誠，1998）（戚樹誠，1998）

管理禁忌

類別

技術機密與業務
部屬品德
機密

本研究次主題

可能成為組織的
商場競爭對手
發表不當言論

願為公司犧牲

維護公益

維護公利

道德禁忌

部屬品德

人際禁忌

權威與社會關係 部屬品德

不以私害公

違反公司重大政
策（侵佔公款）

共體時艱
認同組織

認同公司作為

內化價值
維護公司形象
遵守規範
義務責任

順服公司要求

配合順從

我行我素
違反公司重大政
策（討論薪資）

管理禁忌

管理規定

人際禁忌

競爭與合作

部屬品德

抨擊他人

人際禁忌

競爭與合作

部屬品德

沒有意願支援他
人完成任務

管理禁忌

管理規定

部屬品德

無故缺勤編造理
由搪塞

犧牲順從
維持和諧
協助同事

發揮團隊精神

主動積極

工作積極認真

盡職負責

主動盡責

建議獻策

主動提案建言

自我培養

提升自我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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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 主管忠誠及組織禁忌與本研究結果比對表
鄭伯壎、鄭紀瑩、
周麗芳(1999)

姜定予（2005）

禁忌規則
禁忌種類
（戚樹誠，
（戚樹
1998）
誠，1998）

類別

本研究行為事例

認同內化

情感主管忠誠

部屬品德

向他人抱怨主管

與主管有相同的感
受、有相似的價值
觀、以及尊敬佩服
主管

部屬對主管在價值
觀上或待人處事上
的服膺

部屬品德

發黑函抹黑主管

與主管相處

不願親近主管

與主管相處

使主管威信受損

與主管相處

態度待慢

藐視

不把主管放在眼裡

藐視

越級報告

藐視

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

與主管相處

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

部屬品德

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

部屬品德

使主管無法完成任務

人際禁忌

業務輔佐

訊息主管忠誠

管理禁忌

主動提供主管在業
務執行上所需的訊
息與協助，多為主
管分擔

提供主管與工作完
成有關的訊息，並
能予以主動協助

人際禁忌

主動配合

順從主管忠誠

主動做好份內的工
作，並配合主管的
要求，強調部屬確
實完成所應擔負的
工作責任

部屬對主管的高度
順服，甚至是為了
配合主管的需要，
而做出個人利益的
犧牲

服從不貳
無條件地遵從主管
的命令

權威與社會
關係

情緒規則

人際禁忌

人際禁忌

權威與社會
關係

執行任務無法圓滿完成
能力不足
傳達指令有所偏差

管理禁忌

管理規定

人際禁忌

權威與社會
關係

人際禁忌

權威與社會
關係

人際禁忌

競爭與合作

沒有讓主管事先掌握自
己的出勤狀況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交辦事項推託
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表示
不贊成主管決策

部屬品德

使主管感到被要脅
與主管唱反調

人際禁忌

權威與社會
關係

與主管相處

不願犧牲個人資源
自作主張

犧牲奉獻

依附主管忠誠

強調為了主管，個 部屬對主管的絕對
人可以不計所付出 忠誠與忠心不貳，
而為一種部屬對主
的代價
管的高度依附

人際禁忌

權威與社會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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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品德

無法信任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貳心

藐視

讓主管感覺無法為我所
用

第四節 忠與不忠（逆）之判斷取決於對主管的影響
在忠與不忠（逆）的判斷過程，主管對部屬的行為表現，會依此行為發生後，
是否能有益於主管而定。部屬未出現過負向行為，不等同部屬具有忠誠，因此在
忠誠概念下，依據程度的差異，應該再區分為沒有忠與沒有不忠及中間程度的不
偏忠與不偏不忠。
當部屬表現的是沒有不忠的正向行為時，可能會暫被主管歸類為忠的部屬，
例如：沒有不聽話（正向行為）即為沒有不忠（逆）。在常人判斷準則下的部屬
負向行為，易與不忠（逆）概念作連結，則可能會暫歸類為不忠（逆）的部屬，
例如：不聽話（負向行為）即為沒有忠。若考慮部屬行為對主管的影響時，可分
已知結果及無法判斷結果兩種情況討論。如表 5-10 部屬行為與忠逆程度關係表。
一、已知結果時，以對主管的影響判斷忠與不忠（逆）
在已知結果對主管有正面影響的情況下，部屬歸類就不會對判斷忠誠的程度
有所影響，意即具有才能的部屬，能跨越關係因素，得到主管認定的忠誠歸類。
對主管能產生正面影響的，儘管是負向行為也會被認定為忠誠概念。例如：當著
眾人面前對主管提出異議，部屬雖未顧及主管顏面，但此異議能促進任務完成，
可造成對主管的正面影響時，主管會認定為忠誠行為。對主管產生負面影響的結
果時，正向行為的還是只會歸類於中等程度的忠誠。
在已知結果對主管有負面影響的情況下，正、負向行為對忠誠的影響程度高
於部屬的歸類。即使是正向行為（不違抗主管命令）不論親疏，也僅有中等程度
的忠誠。如：當部屬明知主管依恃錯誤資訊而下達錯誤決策命令時，卻不立即出
言提醒，而造成對主管不利時，皆為中等程度的不偏忠也不偏不忠的忠誠。負向
行為則不論部屬歸類，依行為的嚴重與輕微程度，落於不忠與沒有忠。如：違法
組織政策或對外發表不當言論等行為。
二、未知對主管的影響下，以部屬類別來判斷忠與不忠（逆）
在未知其行為對主管的影響時，在判斷忠誠與否，部屬類別的影響程度高於
一般常人判斷準則的正、負向行為。當主管在不明確因部屬行為造成何種影響
時，可容忍親近部屬的嚴重負向行為，將之判斷為中等程度的不偏忠也不偏不
忠，但對疏遠部屬的同樣行為，會認定為次低程度的沒有忠。意即信任親近部屬
的意圖，應不會做出傷害主管的事情。儘管是常人在一般性判斷時為不忠的行
為，視為忠誠部屬的負向行為，是以任務完成的前提出發，而不會被認定為不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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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親疏不同的部屬，當沒有遵照主管指示行事而表現的「自作主張」行為，
自己人作的部屬會讓主管覺得負責任、是有擔當的表現（鄭伯燻，1995），主管
展現出來的領導風格是，允許親近部屬有不同價值觀的看法（Umiker, 1995）
，會
被主管歸類於沒有不忠，但是其他較疏遠的部屬，讓主管感到被越權與不尊重主
管感受，而歸類於沒有忠。
除對忠誠部屬的行為，主管傾向歸類於忠誠的正向行為外，對負向行為出現
的嚴重程度與頻率的容忍度，也高於其他部屬。如此一來，是否會發生當部屬知
覺到主管將自己歸類於自己人時（林明村，2002），出現負向行為的頻率，會高
於其他不同類別部屬？放任部屬的負向行為的發生與求有正面影響之間，考驗著
主管的寬容心胸。如圖 5-1 部屬行為與忠（逆）判斷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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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 部屬行為與忠逆程度關係表
行為結果 對主管的正、負面 部屬歸類 部屬正、負向
影響
行為表現
最高程度
已知結果
正面影響
親
正向行為
已知結果
正面影響
疏
正向行為
尚無結果
無從判斷
親
正向行為

負向行為 忠誠程度
嚴重程度
忠
忠
忠

已知結果
已知結果
尚無結果
尚無結果

正面影響
正面影響
無從判斷
無從判斷

已知結果

正面影響

次高程度
親
負向行為
疏
負向行為
親
負向行為
疏
正向行為
居中程度
親
負向行為

已知結果

負面影響

親

正向行為

已知結果

正面影響

疏

負向行為

已知結果

負面影響

疏

正向行為

尚無結果

無從判斷

親

負向行為

嚴重

尚無結果

無從判斷

疏

負向行為

輕微

已知結果
已知結果
尚無結果

負面影響
負面影響
無從判斷

已知結果
已知結果

負面影響
負面影響

次低程度
親
負向行為
疏
負向行為
疏
負向行為
最低程度
親
負向行為
疏
負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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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微
輕微
輕微

沒有不忠
沒有不忠
沒有不忠
沒有不忠

嚴重

不偏忠也
不偏不忠
不偏忠也
不偏不忠
不偏忠也
不偏不忠
不偏忠也
不偏不忠
不偏忠也
不偏不忠
不偏忠也
不偏不忠

嚴重

輕微
輕微
嚴重

沒有忠
沒有忠
沒有忠

嚴重
嚴重

不忠
不忠

圖 5-1

部屬行為與忠（逆）判斷流程圖
66

第五節 正、負向行為的作用力彼此不會抵銷
忠與不忠（逆）的行為同時出現在同一部屬身上，其作用力不會彼此抵銷而
是各自對主管產生作用力。以正向行為來看，部屬表現出的主管忠誠正向行為，
在主管的感受程度要高於組織忠誠正向行為，原因是這類行為並非明文規範的守
則，因此讓主管感受到是出自部屬真心的行為；以負向行為而言，發生對組織忠
誠的負向行為的影響程度遠高於發生主管忠誠的負向行為，乃因組織忠誠的正向
行為視為基本守則列為對部屬的最低要求，一旦發生對部屬的評價會大打折扣。
在影響的嚴重性程度上因忠誠研究者所提之各構面，我無法區分重要程度將
之相互比較，只能以行為事例為關鍵事件，分別在忠與不忠（逆）的向度上給予
1-5 分的影響程度，1 表示最輕微、5 為最嚴重的等級。負面影響程度最高的計有：
組織忠誠中的可能成為組織的商場競爭對手、違反公司重大政策等二項；主管忠
誠中的發黑函抹黑主管、使主管威信受損、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對主管貳心、
越級報告等五項，如表 5-11，表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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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 組織忠誠構面-忠與不忠（逆）的行為所產生影響嚴重程度示意表
文獻研究者

本研究結果

鄭伯壎、 姜定宇、
不忠
李慕華
鄭紀瑩 任金剛、 鄭伯壎、 姜定予 忠的程 （逆）
度
（1992） （1996） 及姜定宇 任金剛及 （2005）
程度
黃政瑋
(2002)
(2003)
5432112345

類別

以公司為
視公司為
維護公司
內化奉獻
家
己業
與公司
一體

穩定

願為公司
維護公益
金錢管理 維護公利
犧牲

共體時艱

認同公司
作為

發表不當
言論
部屬
品德

部屬
品德

遵守規範
順從
義務責任

協助同事

負責盡職 達成要求 盡職負責

違反公司
重大政策
（侵佔公
款）
可能成為
組織的商
場競爭對
手
我行我素

順服公司
配合順從
要求

部屬
品德

部屬
品德

維持和諧
主動積極

本研究行
為事例

發揮團隊
精神

部屬
品德
主動盡責

部屬
品德

違反公司
重大政策
（討論薪
資）
抨擊他人
沒有意願
支援他人
完成任務
無故缺勤
編造理由
搪塞

組織忠誠中的忠與不忠（逆）的影響程度如上表所示，嚴重影響程度皆為中
高程度，原因如前所述，蓋因部屬違反公司基本守則，對公司負面影響層面較廣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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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 主管忠誠構面-忠與不忠（逆）的行為所產生影響嚴重程度示意表
不忠（逆）
鄭伯壎、鄭紀
忠的程度
陳鎮雄
程度
瑩 、 周 麗 芳 姜定予（2005）
(Chen,1997)
(1999)
5 4 3 2 1 1 2 3 4 5
認同主管

認同內化

類別

本研究次主題

情感主管忠誠
向他人抱怨主管

對主管相當 與主管有相
同的感受、有
高度的認
同、依附、以 相似的價值
觀、以及尊敬
及犧牲
佩服主管

部屬對主管在
價值觀上或待
人處事上的服
膺

部屬品德
發黑函抹黑主管

不願親近主管

與主管相處 使主管威信受損

態度待慢
不把主管放在眼
裡
藐視

越級報告
對主管決策不以
為然

努力

業務輔佐

訊息主管忠誠

為了主管願 主動提供主 提供主管與工
意付出相當 管在業務執 作完成有關的
程度的努力 行上所需的 訊息，並能予
以主動協助
訊息與協
助，多為主管
分擔

主動配合

與主管相處

有意見不願直接
表達

部屬品德

讓主管做出不當
決策

部屬品德

使主管無法完成
任務

順從主管忠誠

主動做好份 部屬對主管的
內的工作，並 高度順服，甚
配合主管的 至是為了配合
要求，強調部 主管的需要，
屬確實完成 而做出個人利
所應擔負的 益的犧牲
工作責任

能力不足

執行任務無法圓
滿完成

傳達指令有所偏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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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 主管忠誠構面-忠與不忠（逆）的行為所產生影響嚴重程度示意表(續)
不忠（逆）
鄭伯壎、鄭紀
忠的程度
陳鎮雄
程度
瑩 、 周 麗 芳 姜定予（2005）
(Chen,1997)
(1999)
5 4 3 2 1 1 2 3 4 5
努力

主動配合

類別

本研究次主題

順從主管忠誠
沒有讓主管事先
掌握自己的出勤
狀況

為了主管願 主動做好份 部屬對主管的
意付出相當 內的工作，並 高度順服，甚
程度的努力 配合主管的 至是為了配合
要求，強調部 主管的需要，
屬確實完成 而做出個人利
所應擔負的 益的犧牲
工作責任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交辦事項
推託

服從不貳

用漫不經心的態
度表示不贊成主
管的決策

無條件地遵
從主管的命
令

部屬品德
使主管感到被要
脅
與主管唱反調
與主管相處
不願犧牲個人資
源
藐視

跟隨主管

犧牲奉獻

願意跟隨主 強調為了主
管，個人可以
管轉換公
司，或是自願 不計所付出
承擔主管的 的代價
錯誤

依附主管忠誠

自作主張

與主管相處 對主管貳心

部屬對主管的
絕對忠誠與忠
心不貳，而為
一種部屬對主
管的高度依附

藐視

讓主管感覺無法
為我所用

部屬品德 無法信任

主管忠誠的忠與不忠（逆）的影響程度如上表所示，不在主管預期中會出現
的負向行為，當發生時，勢必使主管對部屬評價為之降低。負向行為影響程度嚴
重與否，視他人是否對主管的評價產生負面影響而定，牽涉的層面越廣，負向影
響程度則越高。

第六節 時代變遷下對忠誠有不同的觀點
在組織功能及管理概念日漸成熟下，部屬可區分出組織與主管的忠誠概念有
所不同時，以往的人、事不分的現象益漸改善，以往的主管忠誠的負向行為，如
今看來可能是對組織忠誠的正向行為。若對不對的對象效忠，協助追求不正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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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這樣的忠誠，反而是件很危險的事（Ewin, 1993）
，或許被認定為沒有主管
忠誠，至少並未違背組織忠誠，或許主管忠誠的負向行為反而是忠誠概念的表現。
以往部屬在乎個人利益高於主管利益時，會被主管認為是不忠（逆）的表現。
當「個人主義的興盛」的現在，將不會再一味的加班來犧牲個人的生活時間，員
工將會更加重視公餘休閒生活的價值觀，以追求個人在生活上的平衡（鄭紀瑩，
1996），這樣的轉變將不會被認為是違背「犧牲順從」（為組織目標犧牲個人資
源與目標）與「主動積極」
（主動、積極地投入工作）的組織忠誠（Umiker, 1995）
，
可以預見的是個人生活與工作時間的分配越加的平衡，對公司的貢獻也會因身心
的健康帶來組織的利益。
忠誠含意可能不再是部屬一再地隱抑忠誠負向行為及將工作的時間長短視
為對組織的忠誠程度的高低。在未來定義忠誠時，是衡量員工在必要時，願意甘
冒虎口以求對組織的最大利益，力求在每一階段對組織任務全力以赴的態度，遠
超過員工在組織中的年資長短，因此忠誠的定義將會因時代的變遷而有所質變。

第七節 研究限制
一.

提問的語意婉轉所引起的非本主題旨意的其它概念：本主題訪談大綱以半
結構方式組合提問，無法對每一位受訪者皆以「不忠誠」等字眼提問，藉
由旁敲側擊的方式，來引起受訪者回顧反向經驗。例如：不受主管喜愛的
行為、為何不能成為主管親近的人或是公司裡有無千萬不可做的行為等。

二.

主管忠誠負向事件遠多於組織忠誠負向事例：對組織不忠的員工很難存在
於組織中，當訪談需要收集的是忠誠負向行為的具體表現時，在受訪者經
驗中，會著墨在人際關係上互動，因此忠誠對象仍以「人」出發，而忽略
了與組織有關的忠誠負向行為。

第八節 未來研究建議
一. 在本研究中收集忠誠負向行為事例，並未詳究其原因作深入訪談，雖試圖以
有限資料作原因的探討，仍有其不周延的瑕疵存在。未來可就組織忠誠的
負向行為加以著墨收集，以豐富忠誠反向的概念建構。
二. 在資料分析中，未就受訪者本身人口特徵、職級、產業特性等項目加以區辨
忠誠反向的影響差異。在組織中因職級所關注的忠誠負向行為；在時代變
遷的過程；不同的產業特性及組織所有權的國籍等四大面向，關注的忠誠
構面可能都會有所不同，希冀未來延續本議題探討時，可列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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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訪談大綱

訪談過程注意的要點：給我在開始訪談時的提醒
時間

60－90 分鐘為限

開始

再次說明只為研究使用

問句

不做言語暗示及導引

錄音

一開始提醒受訪者，取得同意

筆記

允許過程中紙筆記錄

場合

安靜完全不受打斷的場所

檢閱訪談稿

提出請求受訪者檢閱逐字稿

結束

感謝受訪者的幫忙

訪談重點（非實際提問的關鍵詞）：
一、受訪者認為何者是關於忠誠的負向行為？
二、你如何判斷與忠誠相對立的、反向部份？
三、哪些行為你認為在忠誠度會打考量的？
四、在與主管或帶部屬的過程中，有哪些不好的經驗？
五、有無印象中比較不好的事件？
六、有哪些具體的行為在公司裡是不妥的？
七、在你經驗中，有哪些是千萬不能做或是暗規？
八、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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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序號

1

2

3

4

訪談
編號

行數

主題

訪談登錄表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可
為
的
1G7 33-38；250-252；715-717 部屬品德 競
手

能
組
商
爭

成 應該講他們在經營自己的品牌，….那當然你說哪一天他會自我成
織 就、跳出去做一些不忠誠的事情，也很難講。有些蛛絲馬跡覺得
場 有些怪異的傾向，可能會聯想到他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不妥的行
對 為…你認為一天他會出去阿，…他會拿翹就會來跟你談…如果你
認為這個副手太活潑了、太有企圖心，那如果老闆樂於培養他，
新秀之起，那你真的要擔一個風險，就是他今天是最你得力的助
手，哪一天你綁不住他的時候，他就是你最強的對手

可
為
的
部屬品德 競
手

能
組
商
爭

成 你可以問他啊，你可以問他員工三年、五年、十年的計畫？有人
織 會告訴我他很希望以後可以開個店、開個公司。..你一定要問，就
場 是你在 interview 的人時候一定要問到…至少他存在腦子裡的意識
對 裡，他的想法…但是他創業如果是變成你的同業的話，就不是很
好哇！你找到一個、將來把你東西學會了去創業，所以你如果有
其他人選你就把他過濾掉啊。

可 能
為 組
部屬品德 的 商
競 爭
手
違 反
司 重
部屬品德 政策

成 對呀！他說你要注意哦，你底下有一個人吶，他只顧前不顧後喔！
織 那個人他昏了頭會捅你簍子、那個人他拼命想出去要當老闆。結
場 果，他跟我講完回來一個禮拜就發生，天底下就有這樣的事情。
對

1G7

1G7

3M5

740-755

673-675

554-555；562-565

公 絕對不能討論薪水的問題，絕對不行。我們有人討論薪水的問題，
大 後來二個人、三個人都離開了…然後這個上面的主管就馬上來跟
那個上面的主管講，「唉，你們的薪資結構為什麼跟我們的不一
樣，為什麼你給他們這麼多的錢，你這樣多給那麼多的錢，那我
這裡我這樣我要怎麼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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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5

6

7

8

9

訪談
編號

2C6

3M5

2C6

1W2

3Y5

行數

35-37

762-764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違 反 公 比如說薪資、晉升這些事情該怎麼問？能不能問？或著問了可以
司 重 大 表達什麼立場、或不能表達什麼立場；我覺得大家在被比較的過
部屬品德 政策
程中，能不能因此而影響他自己的工作的認知、角色任務的達成，
或工作的意願有沒有被影響
違 反 公 我老闆吶，他就很信任我！他覺得說我就絕對不會去跟人家講、
司 重 大 他覺得我嘴巴就很緊。所以他就覺得人事權全部都可以擺我這
部屬品德
政策
邊，那我只要最後 ok、讓他簽個名就好。

176-182

違 反 公 譬如我們講薪資這件事情，其實以人資的角色來講，其實是不能
司 重 大 走漏風聲，因為這代表著公司滿機密的業務，所以會有很多人想
政策
盡辦法會跟人資建立關係；例如很多分公司經理請假就教給人資
人員去安排就好了，可是他會專程的打電話來問－請假的假單要
部屬品德
怎麼寫－這多麼簡單的一件事啊！可是他背後的意義是什麼？他
會順便噓寒問暖，然後補一句話說「最近有沒有什麼消息？」
，為
什麼我的進陞案都還沒過、別人的晉升案都可以過了？為什麼我
的加薪案都不會過？為什麼別人的加薪案都可以過？

137-140

違 反 公 我覺得不忠誠當中是因為他犯了錯，所謂犯的錯是…他的財務不
部屬品德 司 重 大 清楚，就是他自己有吃掉一些錢，那通常處理這種財務不乾淨的
政策
話，..這種算是操守，比不忠誠還要更嚴重

104-106；114-116

發 表 不 我們到今年 12 月底---就是下週就準備今年的合約要結束，然後我
當言論 們裡面就有同事竟然去跟別的單位的講說我們今年不標了，可是
事實上我們沒有說明年不來標這個案子，是因為明年沒有叫這個
部屬品德
人來..我們老闆就頭很大啊，打電話叫我回公司，問我到底是誰去
跟人家講我們不標了？我說還會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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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10

11

12

13

訪談
編號

3M5

1W2

2L1

2C6

行數

53-57

301-306

203-205

428-432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發 表 不 我流程就是這樣處理，你現在還要我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你這
當言論 個主管不行。然後他們就會到處去放話，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很封
閉，所以除了我們公司內部的人會知道，其他行業的，我們的人
部屬品德
就會「唉，聽說你們那個誰誰主管好像都很怎樣怎樣…」
，大家都
會很快知道
發 表 不 他會一直去挑撥離間、去講別人的是非；(問：他會跟誰講？)同事、
當言論 相關的主管都會，講全公司；他是情報中心，當然情報也非常得
多，他也非常想要得到晉升，可是他也一直苦無機會；這個人到
最後不是被處理掉，而是因為後來我也沒辦法，剛好有另一個部
部屬品德
門成立，他也被主管接收，那個主管也沒辦法；那只是經過了好
幾年嘛，這個人還是沒辦法得晉升嘛！
發 表 不 當你說別人的產品比較好的時候、自己的產品很差的時候，即使
當言論 是很客觀的意見、個人主觀的看法，不管你前面怎麼聲明都沒有
部屬品德
用，你只要說別人的產品比較好。
發 黑 函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黑函寫給副總、也寫給 J 主管，是在描述我跟我
抹 黑 主 現在的這個主管，而且是我們同部門的同仁寫的。所以我們管理
管
部的副總是說去了解一下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會這樣提？可是
部屬品德
我們的 J 主管卻認為這是我們針對他、捅他一刀，他就非常不能忍
受！要我們硬認栽這件事，那我們不是這樣意思嘛…後來我這各
主管便成他的直屬主管，那個寫黑函同仁從此以後就夠黑了

81

序號

14

15

16

17

訪談
編號

1W2

2C6

1G7

2L1

行數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6-10

讓 主 管 有一位間接部屬的員工他要遞出辭呈，這已經是他第二次遞出辭
做 出 不 呈；他為什麼遞出辭呈的原因是他去美國唸書，我們就問他當初
當決策 第二次回來的時候沒有想清楚？他說當初他也不曉得他去辦了美
部屬品德
國學校的資格已經下來了。這個跟他當初回來時講的理由是不一
樣的，以做主管來講我會覺得一個員工講的話不能取得信任的
話，這是其中一個不忠誠的原因

172-173

使 主 管 你執行的業務沒有依照應有的動作去做好，仍然去虛造那個過程
部屬品德 無 法 完 或虛造那個結果，然後期限到了你才說你是做不到。
成任務

75-76

193-194

18

2L1

298-299

19

3H3

93-96

使 主 管 就是他承諾事情他不做，但是他也不講，這種我們認定上也是不
無 法 完 合群
部屬品德
成任務
使 主
部屬品德 感 到
要脅
使 主
部屬品德 感 到
要脅
無 故
勤 編
部屬品德 理 由
塞

管 當你被盯到，就是說你的壓力、或著是你覺得不公平的對待到一
被 個程度你提辭呈，一他覺得你忠誠度不夠，二他覺得你抗壓力差。
管 常提離職單呀，用離職來要脅，偶爾為之可以啊，可是你要抓時
被 間點要抓對吧！否則你常提辭呈，哪一天他人真的補齊了，你就
是被換掉啊。
缺 他早上就沒有辦法在那個時間到學校，對他自己就有一點轉圜，
造 自己就有一點機變，他就先在家裡打電話到公司，睡飽一點再去
搪 學校。其實電話背景大致都聽得出來你是不是在學校，還是在家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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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20

21

22

23

訪談
編號

3H3

1G7

1W2

1W2

行數

122-125

24-26；312-313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無 故 缺 當然副理心裡有數嘛。等副總回任時又開始 check 他，也是又被抓
勤 編 造 到三次，抓到時候他也是如法炮製直接把手機關掉，就沒有再出
部屬品德 理 由 搪 現。
塞
無 故 缺 但是也有發生過那種人不見了，然後不出缺勤、也不打招呼的，
勤 編 造 那我就覺得不好，那個要不得。那個也是屬於他的那個…應該說
理 由 搪 是他的工作態度上不好…我曾經把一個能力很好的把他 fire 掉，他
部屬品德 塞
三天不來上班， (問：也沒回報、什麼訊息都沒有？) 就造成三天
沒人代理，我就 fire 掉他。

144-149

無 故 缺 所謂藉口就是說比如今天妳該上班—因為那時候是需要輪班--妳
勤 編 造 今天上晚班，…找不到人，….因為他己經對他自己的出勤—那是
部屬品德 理 由 搪 欺騙，他是欺騙了上司、也是欺騙了公司。也是犯了大忌。
塞

287-293

無 故 缺 他是個能力非常強的、但是態度非常惡劣的人--上班從來不會在早
勤 編 造 上九點看到人，大概都 11 點、12 點，妳問他九點到 12 點在哪裡？
理 由 搪 他跟妳說他有低血壓，他可能要照顧他的寵物起不來；妳可以跟
他談說如何改善，他也說沒問題。為什麼他讓我頭痛的原因關鍵
部屬品德 塞
也是在我的上面，因為他能力很好、我又是中間介入的—我等於
是空降部隊，但是我的上面並不希望把他處理掉，只是他希望我
們能夠動之以情、訴之以理，再給這個人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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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24

25

26

27

訪談
編號

1G7

1G7

3Y5

3M5

行數

70-78

44-47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我 行 我 他不按照團隊規定的事項去做..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主管建議的
素
他方法他不聽，自己照自己的方法；如果他做完工，有成就了那
還可以、就算了，表示他的方法也可行嘛。如果他並沒有完工，
而使得公司利益受損的話，這個是屬於他不合群的結果。一種就
部屬品德
是公司規定項目、報告，大家都交了，他不交、一大堆理由，就
是沒有按照團體規定的事項照辦，別人都做了就是他少數一、二
個不跟著這麼做，我會認定他是根本不合群的人。
我 行 我 公司有標準作業流程，如果這些人他已經是公司的一份子，而他
素
我行我素、不按照公司的規定，那這是絕對是早晚會出問題會出
紕漏，只是在問題的大跟小。因為員工是製造的人也就是
部屬品德
trouble-maker，那主管就應該要有能力去解決這個事情。

52-55

沒 有 意 他就認為他就是處理他這一塊的事情，那麼其他的二個人的事情
願 支 援 他就不管，但是對我們之間而言，他在忙的時候如果他那邊有事
部屬品德 他 人 完 情我們還是要去幫他做，但是他就不會用這種態度來對我們。
成任務

432-435

沒 有 意 他最近他跟我講說「我不要這個人了。」我就問他說怎麼樣？他
願 支 援 說「還沒有到下班時間，但是他已經沒有事情做，他就在那裡發
部屬品德
他 人 完 呆。那我就說大家要部門要幫忙，他覺得說那不是他要的事情，
成任務 他也不會想要去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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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28

訪談
編號

2C6

行數

54-59

29

2C6

60-63；80

30

3M5

813-815

31

32

2L1

2L1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沒 有 意 他就從薪資主管被轉調到專案主管，那他原本轄下二個資深同仁
願 支 援 就同步被 promote 上來當主管。從此之後，這位專案主管相對於其
他 人 完 他的平行主管的互動就變得非常糟糕，比如說不會互相支援、比
部屬品德
成任務 如說不關我的事就不是我的事，甚至於在移交的過程中，當初他
在那個職務的時候是要求得多麼嚴謹，一旦轉換職那都不是重要
的
抨 擊 他 主管在跟他要做績效面談的時候、去糾正他一些職場觀念的時
人
候，這時候他忽然又說我這邊的績效很好，但是在此同時他又去
咬另外當初他的夥計的主管，是多麼不守工作的紀律；可是這在
部屬品德
主管的認知根本是無地放矢…當他知道他不能搖撼別人的立場的
時候，他會見風轉舵找下一個.
向 他 人 曾經有一個單位主管跟我講說，他很討厭他部門下面一個人，每
抱 怨 主 次愛抱怨、碎碎唸，他就說很煩，每次都在那邊碎碎唸，不做你
部屬品德
管
就說一聲嘛，要做你又要碎碎唸，他就覺得很煩

54-57

向 他 人 你是我的部屬、你有責任說服我，你不能夠說服我、你就只能夠
抱 怨 主 被我盯。被盯這件事情我當然覺得有我的道理，那你可能很覺得
部屬品德 管
不滿意，你不滿意就想辦法來說服我，我接受你的說服，可是我
不能接受你去跟跨部門的人講說『老闆駡我』

127-129

用 漫 不 可是部門會議裡面如果我們是談到很單純的工作分配、工作進
經 心 的 度，這就最好不要開玩笑，除非你那個玩笑很好笑，我覺得應該
態 度 表 這樣講，如果你沒有辦法保證任何事情肯定好笑，最好不要隨便
部屬品德
示 不 贊
成 主 管
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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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33

34

訪談
編號

1W2

3M5

行數

236-241

733-737

35

2L1

31-34

36

3M5

476-480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無 法 信 他是我曾經帶過的員工，他的情況是只要曾經帶過他的人沒有一
任
個不敬而遠之。原因是什麼呢，大概的歷史是這樣子－我是很小
心的，因為他對我太好了，只要我欣賞哪一個企業家，他知道了，
他就會收集相關的剪報隔天放在我桌上。可是我並沒有因為這就
部屬品德
把他納入我的班底，原因是他的喜惡是一瞬間的，他今天可以非
常喜歡妳，明天他可以講一百個妳的不是，過去就常常聽到有人
這樣講
執 行 任 假設他們在交接事情的時候，就交待不清不楚，就說啊這樣就懂
務 無 法 啦！這樣子就會了。我就會覺得很火大，我就說現在怎麼樣怎麼
部屬能力 圓 滿 完 樣，請問一下人家怎麼知道？然後他們就會啞口無言。我說你們
成
可以把人家當做他是什麼都不懂的一個人，你這樣交接他懂了，
不足
那才叫真正交接成功。我就會很 care 那些小細節吧
執
部屬能力 務
不足
圓
成
執
務
部屬能力
圓
不足
成

行 任 可是如果你總是捅我、讓我覺得你的工作能力很差，導致我必需
無 法 一天到晚去幫你揹黑鍋，然後事情執行出來你自作主張，那你要
滿 完 自作主張、那麼你要能負責這個結果，如果你不能負責結果，那
你就走著瞧
行 任 假設說我要申請二小時的加班，可是我們單位主管不一定是真的
無 法 要給你二小時的加班，因為他覺得說是你沒有效率，你那麼沒有
滿 完 效率，我幹嘛？因為其他人可能六點都準時下班了，你為什麼要
多花 2 小時時間來加班？你自己效率不如人，你本來就要應該加
倍努力了！我為什麼還要給你加班費？

86

序號

37

訪談
編號

3Y5

行數

40-41；46-49

38

1G7

166-169

39

3Y5

126-130

40

3Y5

133-136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執 行 任 他常認為他是嘴巴都 report 說做完了 ok，可是過了沒半個小時客
務 無 法 戶就打電話來說又不 ok….新設下去的設定啟動了，那個啟動一起
圓 滿 完 來反而變不動了，然後他又折回去，他折回去他覺得很不高興、
部屬能力 成
因為他一直這樣來來回回、來來回回他也很不爽，其實那時候在
不足
做那個案子的時候他就已經跟客戶有過摩擦，那時候客戶就已經
有一些 complain。

執 行 任 其實這麼多年來我真正給錢叫他走路的，十二年來只有一個，能
務 無 法 力太差了。差到部門其他同仁來跟我 complain 說不要跟他同一
部屬能力
圓 滿 完 組；我找他主管，可是他主管就幫他講情，可是那你為了留那一
不足
成
個人、其他人得罪了，那你還是要…其實是善待晚輩，所以我就
跟主管講那個人走路，不要來跟我講情。
傳 達 指 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個接收到訊息的，所以也沒那個時間去問嘛，
令 有 所 所以就好好好我去拿，就開車回公司去拿，結果回公司拿時就會
部屬能力
偏差
問這個貨怎麼那麼急？老闆說我沒有說明天一定要到啊？那誰誰
不足
跟我講說明天一定要到貨！他這個一句話就讓人家覺得、讓老闆
覺得說你 好像在亂傳話
傳 達 指 主管也會不爽，他也覺得很不能接受，我明明在電話跟你講的意
令 有 所 思是你們有空就回來公司把貨帶走，但是他傳給我們的話就變成
部屬能力
偏差
說老闆叫你們今天一定要把貨帶走，可是今天他講一定要帶走的
不足
時候會讓我們覺得是老闆在強迫我們一定要回去幹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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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M5

316-320

傳 達 指 就很討厭說他下達一些指令，他中間的主管都沒有照實去講，假
令 有 所 設說我跟你講這件事情，你一定要從 A 到 B 到 C，就是你 A 一定
要到了 B 才有辦法到 C 哦，我就這樣告訴你。可是中間主管就上
部屬能力 偏差
面的講說反正你就是從 A 一定要到 C 就對了啦！不管怎麼樣你們
不足
就是要做到。那最下面的人就開始反彈說「搞什麼，最上面的人
都怎樣怎樣…」

42

2C6

274-275.278

與主管相 對 主 管 就這個單位賦予我的角色任務我是 ok 的，可是就老闆個別的政治
貳心
判斷上的需求我是不及格的…比如說沒有用他人馬
處

225-230

對 主 管 有幾句話我很婉轉地頂出來，但是雖是口氣婉轉，可是我知道我
貳心
的表情已經是很難看的啦！我認為這是他 test 我的一個方式，就是
如果說我今天要處理這個人，我要看你的態度，於是他看到我不
與主管相
一樣的態度(問：要你擺明立場)，對。所以，之後我發現以前他只
處
要看到我從外面回來，回到公司處理公事的時候，他經過我他會
跟我打招呼、會拍拍我的肩，從那次開始之後就完全沒有這些東
西，一看到我就當做沒有看到這樣。

155-157

對 主 管 中階主管我們稱之為 B 女、她的上一階主管我們稱之為 A 女，A
女跟 B 女啊就有 A 沒有 B、有 B 沒有 A。他們的部門就直接分為
與主管相 貳心
二派，如果你跟 B 好，那你毀了，你那個 A 啊絕對不會給你好臉
處
色

290-293

對 主 管 像我們有個單位主管很討厭就是說，假設我們說進口和出口好
貳心
了，你出口的整個部門的同事你就是不要跟進口的太好，如果你
與主管相
跟進口的太好的話，好啊，那你調部門啊！會這樣子，因為他們，
處
有時候熟了之後，因為他單位主管他佷擔心一點、他很 care 的他
們會去比較

43

44

45

3H3

3M5

3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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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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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數

239-241

76-78

153-154.160-164

121-123

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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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主 管 到最後都不跟他討論任何 case，儘量避免接觸，一跟這個主管要
與主管相 貳心
討論案子我不太願意了，那是犠牲客戶嗎？不可能嘛！我寧願去
處
找其他主管或是可以協助把這個 case 完成的人。
對 主 管 「吃碗裡，看碗外」…你在我部門裡面，你搞不清楚我是你主管，
與主管相 貳心
或許你要調部門或做其他事，全部的掌控權不是都在我手上，可
處
是只要有機會，你就不要怪我
使 主 管 應該說當妳在一個公開的規定裡，妳跟妳的老闆意見相左，曾經
威 信 受 有些主管他不能接受，他覺得這樣太沒有面子..有一次有一個老闆
損
把我叫到辦公室去，他說「這樣好不好，我們下次再開會的時候」
，
他沒有說得這樣明，
「某某某，基本上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
與主管相
是挺妳的嗎！那是不是能夠在會議的場合，應該是大家互相一
處
下？」
，那當然我聽懂他的意思，我說好、了解；因為這樣的主管
希望是在正式的場合，儘管是有意見不同、儘管妳有意見跟他不
一致，妳都不能挑明講。
使 主 管 你就閉嘴被電，因為有時候就是要做樣子；可能在一些枱面上的
與主管相 威 信 受 狀況，我說你就是閉嘴聽，可是大家因為太熟，大家最近還不錯，
處
損
你就開始一句來一句去
使 主 管 如果我們看法有相左的時候，我們應該私下協商，可是跨部門會
與主管相 威 信 受 議是我要承擔所有責任…最好看著我的臉講話，而不要看著別的
處
損
部門主管講話，因為重點是我決定我希望你做什麼樣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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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3H3

406-408

52

3M5

357-360；363-366

53

3M5

33-36

54

3M5

340-343

55

3C4

124-128；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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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與主管相
威
處
損
讓
威
損
與主管相
處

原始訪談稿敘述

主 管 我們有些 mail 是公開的，不是每一封都是這樣(問：但是你的那一
信 受 封是公開的)，等於有一點是政令佈達，(問：等於是你也公然的反
抗，都看得到的)對，我也公然地 challenge 他。
主 管 有一次我們那個司機的 leaderN副理，他在碼頭N就是運送貨櫃的
信 受 碼頭，那他下班了，不是上班時間，就在那邊下棋、然後喝 beer；，
老闆就很震怒！...司機覺得我都下班了為什麼不能做這些事情？
這樣丟了整個公司的臉。但是是在我們公司專屬的碼頭，司機覺
得我都下班了為什麼不能做這些事情？他們就說「你要做，你不
要在這邊做，你去別的地方做。」這樣丟了整個公司的臉。因為
其實我覺得最上面的人他 care 的不是你做了什麼事？他 care 的是
你讓我這麼丟臉。他覺得這家公司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面子，我
覺得他比較 care 的是他丟了這個臉。

不 願 犧 他們的主觀意識非常強，他會認為說你跟他談得很來，或是以前
與主管相 牲 個 人 我們都是在同一個企業一起跳過來的，他就會跟他很好很好。所
處
資源
以他會覺得我今天叫你留下來加班你都不願意留下來，他就會覺
得說你不是我這一派的人。
不 願 犧 那時候我們公司裡就是有個部門還在加班，他們加班的時候就還
與主管相 牲 個 人 在笑啊，就大家邊聊天邊加班，那我們老闆回來就好高興哦，隔
處
資源
天回來計小功！他會說「實在太難得了！你們加班留到那麼晚，
還那麼高興！一點怨言都沒有。」
不 願 犧 他曾經跟我講我們那個代操的經理人，在某月某日要結婚妳一定
牲 個 人 要包紅包，但是不能夠算在公司應付的交際費上，這點我想我不
用再說明了，這是主管已經跟我講的；但是就我個人的評估之下，
與主管相 資源
我個人認為這一部份應該是由公司支出部份、業務人員支出部
處
份，我覺得我才能夠接受這件事情。...這個客戶是他給我的，他會
比較 care 嘛！我雙手奉上給妳的客戶，妳還不給我照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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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270

不 願 犧 還有就是生日囉、三節囉，一定會對這個主管表現；所以那時候
與主管相 牲 個 人 我同事有跟我講說「這個主管的生日妳可以記一記」.......因為有時
資源
候客源—大的客源確實是掌握在高階主管手裡。證券業有一個很
處
奇怪的現象，妳跟這個主管互動越好--他權限放給妳越大

445-447

不 願 犧 他覺得妳們都是沒事做、很閒，但是我們這些最基層人要怎麼討
與主管相 牲 個 人 好他呢？很簡單就是經常到廠裡去幫忙，最好我們連會計的工作
處
資源
都不要做、都直接到他廠裡面做他最高興！

715-716

不 願 犧 因為我覺得前一任工作的話，他們就會覺得事情，同樣一件事情
牲 個 人 大家都在做，我覺得很多單位主管他們都很喜歡人家來加班，最
與主管相 資源
好禮拜六也都來上班。因為我覺得前一任工作的話，他們就會覺
處
得事情，同樣一件事情大家都在做，我覺得很多單位主管他們都
很喜歡人家來加班，最好禮拜六也都來上班。

不 願
與主管相
牲 個
3M5 609-610；614；625-626
處
資源
沒 有
主 管
與主管相 先 掌
1W2
222-224
處
自 己
出 勤
況

犧 我們公司很重視就是一些下班之後的一些活動，因為有些聚餐活
人 動你一定要參加... 我們老闆他非常 care 我會不會參加.... 就覺得
說這不關我的事吧，關我 HR 什麼事？為什麼我也要去參加？
讓 當員工不管他是病假也好、事假也好，都沒有電話告知，會讓人
事 覺得說不尊重，妳是不是不忠誠啊？會慢慢地也會變嚴謹，妳做
握 什麼事情都讓上面不知道妳在幹什麼。
的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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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3M5

877-881

與主管相
處

62

1W2

78-80

與主管相
處

63

1G7

176；179-180

與主管相
處

64

1G7

194-195

與主管相
處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沒 有 讓 就是像有一次他們要請假，然後我跟他們講說隔天有比較重要的
主 管 事 事情，你可能不要請假，但是後面二天我讓你們去請二天 ok 沒問
先 掌 握 題嘛，這樣好不好？然後他講他不要啦，我說沒關係啦，這樣子；
自 己 的 後來也就沒討論了，所以我覺得說 ok、我就已經不准你的假了，
出 勤 狀 結果隔天他沒來。後來我就很火大了
況
沒 有 讓 always 他都可以找得到妳，不管妳上班、不管妳下班，當他遇到
主 管 事 任何一個問題他都可以找到得妳，他就覺得妳可以被我信任的、
先 掌 握 妳是忠誠的。
自 己 的
出 勤 狀
況
與 主 管 不會成為心腹就是他不夠了解主管嘛！他跟他主管不同調啊！....
唱反調 主管的喜歡的、優先順序、發展方向，你的理念跟他不一樣，當
然就會變成不同調。
與 主 管 部屬應該要盡力去說服主管，主管一樣，應該要聽部屬建議，如
唱反調 果他們兩個都很堅持己見，那你就看誰要去聽誰的，那後果是誰
去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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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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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4

1W2

行數

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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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350；360-361

與 主 管 那個主管我曾經過一件事情讓他氣得半死，因為我那時證券的業
唱反調 績真的是很差，但是因為證券未來是要走理財這方面的，所以妳
所有的金融商品都要試著去推、試著去做促銷... 雖然我那時候證
券的業績很差，可是那時候我為了要力求表現，我告訴自己說「妳
與主管相
既然把我看得那麼扁，那我就做給妳看。」
，在那個心態之下，全
處
公司只有我一個人額度做到，可是這個主管確更把我列為頭號敵
人。... 他是不是被他盯、被他主管盯，因為我的證券業績是最爛
的人，都能夠做到基金額度最高。我那時候就故意氣他。

196-198

對 主 管 我比較不能夠接受我的部屬的是太多 executes、太多藉口，妳說今
與主管相
交 辦 事 天做不到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說了一堆藉口我受不了。我覺得
處
項推托 做事情只有妳要做跟不做

226-228

對 主 管 即使覺得這件事情不好做，你也不要跟他講我不願意做這件事
與主管相 交 辦 事 情，你會自己想辦法把這個事情處理好，甚至是找別的單位支援，
項推托 然後讓功勞---把功勞給他啦！我覺得那時的主管他會覺得這樣就
處
是心腹。

67

3Y5

68

態 度 待 以我的角度認為以他的業務能力你只要給他一點警告就可以了。
慢
可是實情是副總離職後又回來，就一直去質疑他的工作態度、質
疑他回報的資料是不準確的…基本我看來我的副理在這一行的輩
與主管相
份都認為他是徒孫輩，我的師傅當然不認為他在實力上或各方面
3H3 102-104；109-112；150
處
是夠的，所以可能對副理會有一些些態度待慢，但對副總就沒有
這樣子，他態度上可能就會有些收歛…可是因為副總他跟副理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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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232

70

3C4

191-193

71

3Y5

334-338

72

73

3M5

3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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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度 待 那時候是第一份工作，所以我很在意自己的表現，可是我個人認
慢
為是我表現得盡心盡力、很好的成績了，可是主管為什麼沒有任
何的一個回饋..所以那時候........我是滿洩氣的。而且說實在話，因
與主管相
為那時候年紀輕嘛，所以會滿情緒化的。所會變得跟這個主管在
處
講話上、態度上或著口氣上就會變得很差，所以也許造成主管對
我的印象更不好。
態 度 待 當主管提出他的意見的時候，先不要做反駁，先站在他的立場說
與主管相
慢
對就對了(問：是在公開還是私底下)，不管是在公開或是私底下，
處
因為畢竟他是主管。
不 願 親 還有一個主管我覺得是比較特別，他如果找你去吃飯、那你沒有
近主管 跟他去吃飯，他會覺得你不是他的人他們覺得在吃飯的過程之中
就可以談到一些比較私底下的事吧，甚至是對公司有一些抱怨什
與主管相
麼的，那個時候大家都會比較敢講，可是你如果沒有跟他們一起
處
去，就感覺好像你跟他們不是一群的，可能在公司大家就會比較
排擠你。

261-262；273

不 願 親 任何事情啊，不管在做什麼案子或是專案，隨時隨地都要報告，(跟
與主管相 近主管 誰報告？)跟老闆、跟老闆娘N隨時隨地報告，然後告訴他目前的
處
進度是怎麼樣子。... 但是你沒有隨時都報告的時候，會很生氣！

172-173；192-193

不 願 親 可能就是會常跟他吃飯罷---中午吃飯、晚上吃飯、比較常攪和在
與主管相 近主管 一起，然後事情可能會比較給他們發言上的機會... 除了公事之外
處
其他時間也比較會聯絡，下班後像想要喝酒或什麼的比較都會想
到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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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3

75

2L1

45-48

76

1W2

105-107；1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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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意 見 我跟你很好，我跟你是平行單位，我的屬下不敢跟我說，他可能
與主管相 不 願 直 透過你來跟我說，你有辦法說服我，那這是良性的溝通….你根本
接表達 沒有搞清楚我的喜惡，就透過別人來找我來溝通，這是一件很愚
處
蠢的事情
有 意 見 我覺得你如果有本事的話，你最好什麼事情直接來找我溝通，我
與主管相
不 願 直 不喜歡、就是不管你能力好不好，你只要透過別人來跟我放話，
處
接表達 即使你講的這件事情是對的，我都沒有辦法接受
越 級 報 不要在沒有先讓我知道一些事情，就直接跟上級報告，因為我覺
告
得這樣會讓我沒有安全感、也會沒有忠誠度。因為搞不好我事前
可以幫他解決...起碼應該要能夠主導一些下面帶的人應該要有一
些 rule、要守一些規則。就是我不能夠接受後者，就是妳沒有經過
藐視
我上面這一層就直接向上級報告。因為越級報告就是這樣子，就
像誰不會互相來分享，誰 email 來都可以，但是我覺得就是要被尊
重跟告知。

77

2C6

100-102

藐視

78

2C6

354-357

藐視

越 級 報 我的老闆是人資最高主管，所以人資主管忌諱的是沒有循正常管
告
道的反應問題，越級報告或者是沒有跟直線權責的人資主管報告
過，就拿了跟更高的主管討論完、用特例的方式來解決
越 級 報 你有沒有報備？你有沒有向上反應說你打算怎麼做？為什麼要這
告
樣做？我做這個可以改善公司什麼問題？或著是我已經知道公司
的問題在哪裡，而且我這個知道的過程中是被上面主管 make sure
的，而不是自己仗其專業就猛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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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訪談
編號

行數

主題

79

2C6

365-369

藐視

80

3H3

256-258

藐視

81

3M5

230-236

藐視

82

3Y5

208-210

藐視

83

3Y5

328-331

藐視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越 級 報 所以，我剛才提說一個人要進入我們公司專業是最基本的，可是
告
他必須要了解公司文化，特別是在策略、專案管理的溝通模式跟
報告。當然這樣的報告－－我們剛才講的要事先報告也許不是在
公司的規範，可是卻是公司行之多年、主管跟主管向上主管報告、
互動的基本要求，可是這個也許都沒有規範在文字上。這二個案
子他就夠黑了。
越 級 報 再來有些人會喜歡直達天聽，直接去找總經理那樣子的人，但是
告
副總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會很鼓勵你去找總經理，但實際
上你如果真的是每件事都去找總經理，那真的是…
越 級 報 我們最主要的老闆他很楚 A 不行，所以他平常也會對他不客氣，
告
像「我覺得你這個問題不夠長思、你也講不出成果、你也管得不
是很好，下面的人不會服你，在開會的時候我就會對你不留情了」
等等之類的.. 老闆他也知道 B 會去使那些手段，而且他也覺得他
的手段太激進、太不正大光明了！他也都很清楚、他非常清楚…
反正你現在已經是中階主管了，我也不會繼續幫你往上升了，他
都非常清楚這些事情。
越 級 報 當時有些事情他可能自己就去解決了，處理完了之後就自己去跟
告
總經理報告，中間的過程都沒有跟主管說，主管會覺得你怎麼可
以這件事情不告訴我，到時候我的老闆問下來，我一問三不知怎
麼辦？
越 級 報 我覺得像我當初那個主管---他是不管大事小事你都最好告訴他，
告
甚至是處理中或處理完的事情，你都隨時要跟他報告進度跟結
果，只要他不知道或是透過別人知道的話，他都會覺得你不忠誠。
他會覺得你不是站在他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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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84

85

訪談
編號

2L1

3M5

行數

113-117

45-49

主題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藐視

自 作 主 所謂執行度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執行，而是按照我要的執行，因
張
為我已經對你工作表現很不滿意，你在照你的方法做有何屁用？
所以是按照我的方法來做、不是按照你方法來做。我覺得人是健
忘的動物，他可能久了，大家相處的感情、默契還不錯的時候，
他可能又會忘記、他又會爬到你頭上來了

藐視

自 作 主 我這個下屬是在這公司是比較久的，我就告訴你說這些流程不是
張
這樣處理的，你今天就要我這樣去處理，我就會去跟你反抗這樣，
我就不是這樣子啊，等等之類的。然後就新來的主管就很火大，
你有沒有搞錯，我是你現在主管吔，你竟然這樣子？我叫你做什
麼、你就給我做什麼就對了啦.
自 作 主 主管建議的他方法他不聽，自己照自己的方法；如果他做完工，
張
有成就了那還可以、就算了，表示他的方法也可行嘛。如果他並
沒有完工，而使得公司利益受損的話，這個是屬於他不合群的結
果。

86

1G7

71-73

藐視

87

2C6

122-124

藐視

88

3H3

122-125； 145-147

藐視

自 作 主 其實我們在做很多改善建議的時候，當特別是主管跟你提說「這
張
是董事長一定會想到的事情，要先做」已經都提醒你了，你還沒
有去做，造成被海 K 一場的時候，這是最大的地雷區。
讓 主 管 當然副理心裡有數嘛。等副總回任時又開始 check 他，也是又被抓
感 覺 無 到三次，抓到時候他也是如法炮製直接把手機關掉，就沒有再出
法 為 我 現。那次其實是很嚴重，我覺得背後還有個原因是副總可能會擔
所用
心在某種程度是掌握不了他的…副總他在業務上的程度可能還不
夠，所以他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副總認為你業務太強了，會擔心
對他有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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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89

訪談
編號
3Y5

行數

224；247-248

主題

藐視

90

2C6

7-13

藐視

91

2C6

29-31

藐視

92

3M5

51-54

藐視

分類

原始訪談稿敘述

讓 主 管 我覺得部屬能力太強，其實老闆也會不爽。你的功勞變成不是你
感 覺 無 主管的，因為別人有看到可能是你在做事，然後你的主管什麼都
法 為 我 不會，主管就會比較排斥你。
所用
不 把 主 下屬有一個同仁就針對我們今年在做 e-learning 案子幾個關鍵的供
管 放 在 應廠商的主管寫了卡片，那在此之前已經提醒他要共同具名，結
眼裡
果我們可愛的小朋友就自己寄出去了。然後我問他說怎麼還沒
有…，他說已經寄出去了，我說不是講好要一起具名嗎，可是他
說「可是我跟他有我們的秘密的話要講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 ok
的，我當場就跟他講因為你用的是公司的卡片，你現在維持的是
你因為執行任務必需要維持的對外關係，而不是要建立你個人的
往來，所以我認為這是不妥的。
對 主 管 我的直屬主管跟我說他問問題、主管願意回答是基於尊重他，並
決 策 不 不代表我的晉升與否要透過他來決定。
以為然
對 主 管 在這個行業啊，有很多老鳥、十幾年經驗的都不算什麼，都不算
決 策 不 什麼！所以他們的一個主觀意識都很強，連下面的人主觀意識都
以為然 很強！我就覺得我以前流程就是怎樣的，你經驗還不如我。我流
程就是這樣處理，你現在還要我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你這個主
管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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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個案逐字稿部分摘錄

個案 A
編號 1G7
受訪者階層：高階主管
受訪者行業：資訊軟體業
問：我們想請總經理談談就您帶領組織而言，忠誠我們談得很多，那有沒有什麼
是與忠誠相對立的、反向的，可能只是一個事件或是感受，都可以聊聊。
答：我先就一般專業性的跟一般管理面的(敍說)，專業性來講，第一個我很不喜
歡員工不上進，因為不上進的話表示他自己根本沒有追求自我成長，如果他
不自我成長的話，團隊就不可能成長，所以我很 care 他這個員工他上不上
進。員工上進的這種管道一個是公司派他去訓練嘛，一個是他自己自我訓
練，或是他自己去參加什麼活動，就是二個管道都可以， 我也是歡迎他們
自己提出來看是需要什麼內訓或外訓，這是在教育訓練的部份，主動參與的
人我覺得會受歡迎，那些根本不參與的或是太被動的，那一些是絕對我不欣
賞或是沒救的。
另外的話就是說主管 assign 他的工作時他的態度，他是份內自己事情做完以
後呢，他會熱忱去幫助他的同組的人完工、完成其他項目的話，我想這種人
都是我們樂於看到的。如果他自己只自掃門前雪，不管團隊其他的項目的
話，這種人我看到不舒服的。
再來就是出缺勤，出缺勤是上班的時間只要不是太離譜，我不會很 care；但
是也有發生過那種人不見了，然後不出缺勤、也不打招呼的，那我就覺得不
好，那個要不得。那個也是屬於他的那個…應該說是他的工作態度上不好。
再來就是比如他對客戶，對客戶問題的解決或問題的發掘，有那種主動型跟
那個被動型的，如果說是主動發掘客戶問題，主動會找答案的話，這種就好
的員工。然後如果他是暗槓問題的，他認為這個無關緊要他也不處理、不回
應的，那都是反向的，因為哪天他 negative 的事情發生的話，倒楣危害的是
公司，所以這個是屬於也是態度面的。
還有他跟同仁互動，跟同仁互動N應該講他們在經營自己的品牌，如果我覺
得說那個人只會做事，而不懂得經營跟客戶的人際關係、或著跟主管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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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的話，這也是屬於，不會去經營的這些人的話，那我覺得他機會也
是會比人家少，那當然你說哪一天他會自我成就、跳出去做一些不忠誠的事
情，也很難講。有些蛛絲馬跡你覺得有些怪異的傾向，可能會聯想到他可能
有一些其他的不妥的行為。
還有積極主動進度的報告，有些人自己做多少他曉得，但是他不會報。不會
報的話，很容易就出大問題，到時候客戶的抱怨、客戶的不滿意度也就會從
個人這邊開始，所以很多是屬於基礎的認知跟基礎的教育，所以如果說團隊
裡面傳達訊息，他們還是沒有在做、沒有按照公司或部門的規定的話，應該
這麼講：公司有標準作業流程，如果這些人他已經是公司的一份子，而他我
行我素、不按照公司的規定，那這是絕對是早晚會出問題會出紕漏，只是在
問題的大跟小。因為員工是製造的人也就是 trouble-making 的人，那主管就
應該要有能力去解決這個事情。
問：那麼您怎麼定義不合群？
答：組員不合群比較容易定義，他不按照團隊規定的事項去做N很簡單就是我行
我素，他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主管建議的他方法他不聽，自己照自己的方法；
如果他做完工，有成就了那還可以、就算了，表示他的方法也可行嘛。如果
他並沒有完工，而使得公司利益受損的話，這個是屬於他不合群的結果；另
外一種就是公司規定項目、報告，大家都交了，他不交、一大堆理由，這也
是算不合群的；另外一種就是他事情他承諾不做，但是他也不講，這種我們
認定上也是不合群。我覺得不合群比較廣義，就是沒有按照團體規定的事項
照辦，別人都做了就是他少數一、二個不跟著這麼做，我會認定他是根本不
合群的人。
問：那在老闆眼中全部都是確實都是以能力取向嗎？就是您剛才說產值好像都是
以能力來取向，只有他有能力他就可以來跟您？
答：能力畢竟會 cover 工作的態度表現。但是，(問：在我們中國人是這樣子嗎？)
我曾經把一個能力很好的把他 fire 掉，他三天不來上班， (問：也沒回報、
什麼訊息都沒有？) 就造成三天沒人代理，我就 fire 掉他。
問：就只因為這件情就您把他 fire 掉？
答：對，他連二次，已經連續二次了，後來他去了 Tony 那裡、吳副總那裡。他
後來問我他能力可以嗎？我說可以，能力非常好，但是你要小心，他可能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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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班、然後白天不接電話，晚上他是夜行工作者，然後三天不接電話。主
人一直找不到他，說主管跑到哪裡去了？客戶也找不到他，他說你怎麼會要
他？當然不能要他，因為他這樣的話危害到公司、危害到客戶。
…………………………………………………………………………………………
答：對呀！他說你要注意哦，你底下有一個人吶，他只顧前不顧後喔！那個人他
昏了頭會捅你簍子、那個人他拼命想出去要當老闆。結果，他跟我講完回來
一個禮拜就發生，天底下就有這樣的事情。
…………………………………………………………………………………………
問：您有什麼要補充的？
答：如果你認為這個副手太活潑了、太有企圖心，那如果老闆樂於培養他，新秀
之起，那你真的要擔一個風險，就是他今天是最你得力的助手，哪一天你綁
不住他的時候，他就是你最強的對手！
問：不是在他還沒有出去創業、還是 O 姊在一開始 interview 人的時候，你會先
去知道他有沒有創業的打算？
答：你可以問他啊，你可以問他員工三年、五年、十年的計畫？有人會告訴我他
很希望以後可以開個店、開個公司。
問：其實他這樣講還比較好，對不對？
答：你一定要問，就是你在 interview 的人時候一定要問到他。
問：可是您怎麼知道他說的是真的假的？
答：至少他存在腦子裡的意識裡，他的想法；比如他說我一定要出國、我兩年內
定要出國，那對不起，我就不一定要用他了；那我覺得你二年內要出國來這
邊幹嘛？等你出國回來工作的時候再談。
問：那您會希望聽到他希望有創業的想法，還是…
答：要看那個人，因為創業他可能五年、十年以後了，但是他創業如果是變成你
的同業的話，就不是很好哇！所以通常老闆不喜歡碰？你找到一個、將來把
你東西學會了去創業，所以你如果有其他人選你就把他過濾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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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B
編號 1W2
受訪者階層：高階主管
受訪者行業：人力仲介業
問：我想請教妳，在妳個人的經歷中，可以跟我舉些例子，依妳平時所觀察到的
哪些妳會覺得他是很忠誠、能夠被妳信任的，或是他做了哪些事情，妳會覺
得他是不能夠信任他。
答：最近的例子，有一位間接部屬的員工他要遞出辭呈，這已經是他第二次遞出
辭呈；他為什麼遞出辭呈的原因是他去美國唸書，我們就問他當初第二次回
來的時候沒有想清楚？他說當初他也不曉得他去辦了美國學校的資格已經
下來了。這個跟他當初回來時講的理由是不一樣的，以做主管來講我會覺得
一個員工講的話不能取得信任的話，這是其中一個不忠誠的原因。
問：他要成為妳的班底，他做了哪些事情還是在忠誠的一塊，就是妳會考慮他？
妳都沒有帶班底嘛，就是當妳在鑑別他妳心目中妳比較有心事的情況的時
候，妳都是怎麼樣去判別他？
答：第一個就是，不要在沒有先讓我知道一些事情，就直接跟上級報告，因為我
覺得這樣會讓我沒有安全感、也會沒有忠誠度。因為搞不好我事前可以幫他
解決。
…………………………………………………………………………………………..
問：如果他事後再來回報給妳可以嗎？
答：當然可以，但是同時就看誰知道的速度。曾經有發生過一次，其實應該這麼
講他已經是我認定的班底的人，可是他犯了這一次，那我最後的決定是把他
找到我的辦公室來，告訴他下次我不希望再發生這樣的事。
問：這樣的情形妳可不可以再多說一點，是妳的直接主管他自己跑去跟妳的主管
講的，還是妳的主管找他？那一種比較會讓妳受不了？
答：二種都有發生過；下面的找上面；因為我覺得上面的找下面是天經地義的，
他要了解業務的第一線，而且妳不能去阻擋老闆要幹啥，但是妳起碼應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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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主導一些下面帶的人應該要有一些 rule、要守一些規則。就是我不能夠
接受後者，就是妳沒有經過我上面這一層就直接向上級報告。因為越級報告
就是這樣子，就像誰不會互相來分享，誰 email 來都可以，但是我覺得就是
要被尊重跟告知。
…………………………………………………………………………………………
問：除這個以為還有別的？除了這個越級報告是妳龜毛的地方嗎？就是妳判別他
不忠誠的，應該還有其他？
答：應該是我曾經處理掉過二個人—應該說 fire 掉的，我覺得不忠誠當中是因為
他犯了錯，所謂犯的錯是，那個企業是這樣子，他的主管他需要道歉，他的
財務不清楚，就是他自己有吃掉一些錢，那通常處理這種財務不乾淨的話，
我並沒有事實的憑證，其實也不要拖，這種算是操守，比不忠誠還要更嚴重，
那他都既然是可以把錢吃掉了，就更不用我說忠誠度。
問：那麼第二個呢？是怎麼被處理掉的？
答：第二個被處理掉的是太多藉口，所謂藉口就是說比如今天妳該上班—因為那
時候是需要輪班--妳今天上晚班，像晚班有時候應該晚上十點打電話過去還
找得到人，他就可以跟妳說在處理客戶的問題—找不到人，一個月當中永遠
都沒有辦法在他上的班找到他，於是就只能去店裡面找他，抓到了，要調公
出證明，像這樣的話也是處理掉，因為他己經對他自己的出勤—那是欺騙，
他是欺騙了上司、也是欺騙了公司。也是犯了大忌。
…………………………………………………………………………………………
問：那妳覺得妳做些什麼事情，一定會讓妳的老闆不舒服，在妳過去的經驗裡面，
沒有到不忠誠、它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但是妳就會讓老闆不喜歡妳的。
答：直接跟妳的…，應該說當妳在一個公開的規定裡，妳跟妳的老闆意見相左，
曾經有些主管他不能接受，他覺得這樣太沒有面子。
問：意見相左的時候，妳怎麼做？
答：有一次有一個老闆把我叫到辦公室去，他說「這樣好不好，我們下次再開會
的時候」
，他沒有說得這樣明，
「某某某，基本上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
是挺妳的嗎！那是不是能夠在會議的場合，應該是大家互相一下？」，那當
然我聽懂他的意思，我說好、了解；因為這樣的主管希望是在正式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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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是有意見不同、儘管妳有意見跟他不一致，妳都不能挑明講。
…………………………………………………………………………………………..
問：應該不止啦，妳再想想看還有沒有？
答：大部份是我遇到我跟上面的人；我對下面的人，除了越級報告就是剛才那件
事，妳說的跟做的不一樣，如果說第三個的話，我比較不能夠接受我的部屬
的是太多 executes、太多藉口，妳說今天做不到是因為怎麼樣怎麼樣，說了
一堆藉口我受不了。我覺得做事情只有妳要做跟不做。
………………………………………………………………………………………….
答：另外我突然想起來不忠誠的事，當員工不管他是病假也好、事假也好，都沒
有電話告知，會讓人覺得說不尊重，妳是不是不忠誠啊？會慢慢地也會變嚴
謹，妳做什麼事情都不上面知道、不知道妳在幹什麼。
…………………………………………………………………………………………
問：還有沒更生活化的例子？
答：有一個確實是這樣子的例子，他是我曾經帶過的員工，他的情況是只要曾經
帶過他的人沒有一個不敬而遠之。原因是什麼呢，大概的歷史是這樣子－我
是很小心的，因為他對我太好了，只要我欣賞哪一個企業家，他知道了，他
就會收集相關的剪報隔天放在我桌上。可是我並沒有因為這就把他納入我的
班底，原因是他的喜惡是一瞬間的，他今天可以非常喜歡妳，明天他可以講
一百個妳的不是，過去就常常聽到有人這樣講；所以妳說是不是每一個人去
捧他上面的人就可以變成他班底，我覺得不可以同等而論，像這個 case 就
不會。
…………………………………………………………………………………………
問：那妳過去的工作經驗裡有沒有員工讓妳受不了的？
答：我受不了的一個是員工，因為我常常講，可能我的價值觀是我覺得我不能改
變我的老闆，就好像我不能改變我的父母一樣。但是我應該可以選擇去我的
下屬才對，就好像去教育他們或著訓練他們。我大概比較頭痛的一個是，當
然第一個他不是我選的，第二個是他是個能力非常強的、但是態度非常惡劣
的人--上班從來不會在早上九點看到人，大概都 11 點、12 點，妳問他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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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2 點在哪裡？他跟妳說他有低血壓，他可能要照顧他的寵物起不來；妳
可以跟他談說如何改善，他也說沒問題。為什麼他讓我頭痛的原因關鍵也是
在我的上面，因為他能力很好、我又是中間介入的—我等於是空降部隊，但
是我的上面並不希望把他處理掉，只是他希望我們能夠動之以情、訴之以
理，再給這個人機會。其實這個員工之前就已經被好幾個主管—等於說都不
要了，那換成是我的時候，其實我的老闆那時候只是給我建議說「如果真的
妳帶再不行，….」他就會處理，可是並沒有，這讓我滿挫折的是因為…，我
只能說妳是要一個能力強的人，因為他的態度已經嚴重到影響周邊其他的
人。
…………………………………………………………………………………………
問：他做了哪些事情？態度很差？
答：我們說第一個，他從來不為他上班遲到而覺得應該有所道歉或不對，第二個
他會一直去挑撥離間、去講別人的是非；(問：他會跟誰講？)同事、相關的
主管都會，(問：講妳的部門？)講全公司；他是情報中心，當然情報也非常
得多，他也非常想要得到晉升，可是他也一直苦無機會；這個人到最後不是
被處理掉，而是因為後來我也沒辦法，剛好有另一個部門成立，他也被主管
接收，那個主管也沒辦法；那只是經過了好幾年嘛，這個人還是沒辦法得晉
升嘛！後來他去外面找了一個他可以晉升的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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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C
編號 2C6
受訪者階層：中階主管
受訪者行業：金融証券業
問：請要請教你對於不忠誠一些概念，就你所觀察到的、就你的生活經驗還是工
作的經驗來分享一些事情。
答：我可能談五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對部屬的表現的一個案例。聖誕節到了，
我們會請相關同仁、就請業務、重要的 key man，以公司的卡片來表示公司
的感謝跟關懷、維持這個關係。我們下屬有一個同仁就針對我們今年在做
e-learning 案子幾個關鍵的供應廠商的主管寫了卡片，那在此之前已經提醒
他要共同具名，結果我們可愛的小朋友就自己寄出去了。然後我問他說怎麼
還沒有…，他說已經寄出去了，我說不是講好要一起具名嗎，可是他說「可
是我跟他有我們的秘密的話要講啊」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 ok 的，我當場就跟
他講因為你用的是公司的卡片，你現在維持的是你因為執行任務必需要維持
的對外關係，而不是要建立你個人的往來，所以我認為這是不妥的。所以我
當場就跟他得很清楚，你是代表公司執行這個業務，如果你要講秘密不是不
行，但是不是在這一件事情上，不是在這張卡片上。你要 MSN、你要寫 email
我們都管不到。
問：就是用閒聊的方式，輕鬆的面對。
答：這個是有關於我們發生的一個部屬的事情；基本上我是認為這個很難去說對
錯，可是因為執行業務的考量，必須要在這一點上去堅持，也許公司沒有規
範，可是這可能是在職場上基本的進退應對。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另外有一
個在我們同儕之間的很有趣的事情，這個可能比較需要去花多一點時間去說
明。
…………………………………………………………………………………………
在我平行的另外一位主管，我的主管要請這位薪資主管針對我個部門做
promotion，我的主管請這薪資主管做要 promote 我的相關資料的準備，要進
行晉升的相關作業；那這位主管對我的主管反應說「他可以被 promotion 的
原因是什麼？」，我的主管就表示了他的看法，結果我們這位薪資主管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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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這樣也可以嗎？這樣應詃不達晉升標準」。後來我的直屬主管跟我說他
問問題、主管願意回答是基於尊重他，並不代表他的晉升與否要透過他來決
定。當然這只是一個點，但是引發後面的是主管對其專業的表現，還有在薪
資主管的一些禁忌的問題能不能拿捏得很好的考量。
問：有什麼樣的禁忌？
答：比如說薪資、晉升這些事情，該怎麼問？能不能問？或著問了可以表達什麼
立場、或不能表達什麼立場；我覺得大家在被比較的過程中，能不能因此而
影響他自己的工作的認知、角色任務的達成，或工作的意願有沒有被影響？
…………………………………………………………………………………………
第二個就是說，公司在面臨環境的變動，常常做組織的因應調整和策略的調
整，他會比較期待他的幕僚同仁或是他的部屬要有預知預謀的能力，就是要
能夠先事先去想到會發生什麼問題、你要優先提出來改善；不要沒提到、發
生問題了又沒有能力解決。所以，其實我們在做很多改善建議的時候，當特
別是主管跟你提說「這是董事長一定會想到的事情，要先做」已經都提醒你
了，你還沒有去做，造成被海 K 一場的時候，這是最大的地雷區。
…………………………………………………………………………………………
問：那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們公司特殊的一些文化，或是特殊的一些規定，只要
觸犯這些東西，在你們公司就可能被打成黑五類，或在主管眼中就是黑五
類？
答：不忠誠吧！你執行的業務沒有依照應有的動作去做好，仍然去虛造那個過程
或虛造那個結果，然後期限到了你才說你是做不到。
…………………………………………………………………………………………
問：那還有沒有什麼地雷？
答：在講地雷之前，我要講的是他會去干涉你的用人，比如說當我們的同仁懷孕，
他會說懷孕會影響到工作績效，所以你在考核上或在任用上你可能要不要太
有期待，在講完了隔天他說他想塞一個人進來，那我們非常清楚懷孕的同仁
跟績效表現不好沒有必然關係，特別是在法令上也有規範得很清楚不能就因
為員工懷孕過程或怎麼樣，而認為她會影響績效。可是他談完一二天之後，
他就會塞他他自己的人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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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然後呢？塞人馬之後？那你會怎麼做？如果你不這麼做呢？
答：你要把原本那個人換掉，但是不能這樣做；不能換就我離開。
問：你在那個老闆眼中你是紅的還是黑？
答：就這個單位賦予我的角色任務我是 ok 的，可是就老闆個別的政治判斷上的
需求我是不及格的。
…………………………………………………………………………………………
問：有人私下跟你講嗎？他們都怎麼說？
答：有。他提這個東西來－到底有沒有了解公司的組織現況啊？他提這個東西來
－到底有沒有經過直屬主管的認同？為什麼我們講的事情他都否決？可是
我們比他在這個公司更了解公司的文化！
問：在你觀察他的直屬主管有支持他導入職能嗎？
答：這就是我講的－你有沒有報備？你有沒有向上反應說你打算怎麼做？為什麼
要這樣做？我做這個可以改善公司什麼問題？或著是我已經知道公司的問
題在哪裡，而且我這個知道的過程中是被上面主管 make sure 的，而不是自
己仗其專業就猛著做的。
…………………………………………………………………………………………
所以，我剛才提說一個人要進入我們公司專業是最基本的，可是他必須要了
解公司文化，特別是在策略、專案管理的溝通模式跟報告。當然這樣的報告
－－我們剛才講的要事先報告也許不是在公司的規範，可是卻是公司行之多
年、主管跟主管向上主管報告、互動的基本要求，可是這個也許都沒有規範
在文字上。這二個案子他就夠黑了。
…………………………………………………………………………………………
問：有沒有看到其他的人，除了類似你這樣的主管，他也做了哪些行為，他是一
定會黑，可是那個人不知道？
答：有哇！人最介意就是寫黑函。的確會有一些同事會寫黑函，比如說會直接寫
給董事長、會寫給管理部副總，那一旦他們拿到的時候，處理的哲學就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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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結果，我記得曾經有一個黑函寫給副總、也寫給 J 主管，是在描述我跟
我現在的這個主管，而且是我們同部門的同仁寫的。所以我們管理部的副總
是說去了解一下怎麼一回事？為什麼他會這樣提？可是我們的 J 主管卻認
為這是我們針對他、捅他一刀，他就非常不能忍受！要我們硬認栽這件事，
那我們不是這樣意思嘛，所以那個同仁從此以後就夠黑了。
……………………………………………………………………………………
他就從薪資主管被轉調到專案主管，那他原本轄下二個資深同仁就同步被
promote 上來當主管。從此之後，這位專案主管相對於其他的平行主管的互
動就變得非常糟糕，比如說不會互相支援、比如說不關我的事就不是我的
事，甚至於在移交的過程中，當初他在那個職務的時候是要求得多麼嚴謹，
一旦轉換職那都不是重要的。結果又發生了在年終的考核N尾巴的終，因為
他的表現相對的比較不 ok，主管在跟他要做績效面談的時候、去糾正他一
些職場觀念的時候，這時候他忽然又說我這邊的績效很好，但是在此同時他
又去咬另外當初他的夥計的主管，是多麼不守工作的紀律；可是這在主管的
認知根本是無地放矢，可以講狗屎？
……………………………………………………………………………………
因為我的老闆是人資最高主管，所以人資主管忌諱的是沒有循正常管道的反
應問題，越級報告或著是沒有跟直線權責的人資主管報告過，就拿了跟更高
的主管討論完、用特例的方式來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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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 D
編號 2L1
受訪者階層：中階主管
受訪者行業：連鎖咖啡業
問：要不要舉一些例子
答：譬如說我們會接觸到各部門主管，各部門主管會跟我們說很多意見，會跟我
的部屬講很多事情，可是重點是你有沒來告訴我，他們講了什麼？那你也可
以不要來告訴我，可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最後是我在打你的考核。你總是
要試圖讓我覺得我應該給你一個高的分數，對我而言一不會造成我的困擾，
我們先不要講威脅，威脅有能力上的問題；那可是如果你總是捅我、讓我覺
得你的工作能力很差，導致我必需一天到晚去幫你揹黑鍋，然後事情執行出
來你自作主張，那你要自作主張、那麼你要能負責這個結果，如果你不能負
責結果，那你就走著瞧。
…………………………………………………………………………………………..
問：什麼樣叫「放話」？
答：放話，除非我們是同部門的，譬如說你今天被修理了，那麼我們先不管這件
事情你被修理的是對還錯，（問：被誰修理？答：被我好了）你不能來跟我
解釋你被我修理旳事情，你提不出我可以接受的道理，當然，你覺得你是對
的、我覺得我是對的，這是兩回事，你不能夠說服我，你是我的部屬、你有
責任說服我，你不能夠說服我、你就只能夠被我盯。被盯這件事情我當然覺
得有我的道理，那你可能很覺得不滿意，你不滿意就想辦法來說服我，我接
受你的說服，可是我不能接受你去跟跨部門的人講說『老闆駡我』。
問：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一般上班族他遇到他主管駡他的時候，他可以跟別人抱
怨是沒關係，但是如果說聽他抱怨的那個人跑來跟你（被接話）
答：因為抱怨是一個所謂的情緒的抒發，我覺得他要抱怨他要有把握，因為抱怨
如果純粹是情緒的抒發，那麼你要確保你情緒的抒發的管道是安全的，除非
你今天是有特殊目的，他就是 IBM，你就是要散播這個消息出去要給你的
主管知道，你要確定你主管聽到不會跳腳，還有你要確定散播訊息給你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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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人跟你主管的關係夠 Close。譬如說我跟你很好，我跟你是平行單位，
我的屬下不敢跟我說，他可能透過你來跟我說，你有辦法說服我，那這是良
性的溝通；那如果我覺得今天你自都做不好了，你叫他來跟我講，那個傢伴
我看到他就想扁他了、你還叫他來講什麼什麼的，我覺得那就活該，你根本
沒有搞清楚我的喜惡，就透過別人來找我來溝通，這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
………………………………………………………………………………………….
問：還有沒有其他的事情，是你覺得對忠誠度你會打考量的？
答：忠誠度，
「吃碗裡，看碗外」
；你在我部門裡面，你搞不清楚我是你主管，或
許你要調部門或做其他事，全部的掌控權不是在我手上，可是只要有機會，
你就不要怪我。
我已經覺得你工作表現已經很差的時候，相對的，因為我覺得服從之後他的
執行度會比較高，重點不是在服從，重點是在執行度。所謂執行度不是按照
你的方法去執行，而是按照我要的執行，因為我已經對你工作表現很不滿
意，你在照你的方法做有何屁用？所以是按照我的方法來做、不是按照你方
法來做。我覺得人是健忘的動物，他可能久了，大家相處的感情、默契還不
錯的時候，他可能又會忘記、他又會爬到你頭上來了。
問：他做哪些事情算是爬到你頭上？
答：譬如說，可能我們之前都有私下協商過，可能我們今天在店裡電你的時
候，你就閉嘴被電，因為有時候就是要做樣子；可能在一些枱面上的狀況，
我說你就是閉嘴聽，可是大家因為太熟，大家最近還不錯，你就開始一句來
一句去
問：在公開場合，你的意思是指你們的部門會議還是跨部門會議？
答：對，跨部門、公開場合；部門會議我覺得很多事情都還可以比較皮的講得過
去，可是部門會議裡面如果我們是談到很單純的工作分配、工作進度，這就
最好不要開玩笑，除非你那個玩笑很好笑，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如果你沒有
辦法保證任何事情肯定好笑，最好不要隨便。我已經覺得你工作表現已經很
差的時候，相對的，因為我覺得服從之後他的執行度會比較高，重點不是在
服從，重點是在執行度。所謂執行度不是按照你的方法去執行，而是按照我
要的執行，因為我已經對你工作表現很不滿意，你在照你的方法做有何屁
用？所以是按照我的方法來做、不是按照你方法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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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你覺得我們真的很有默契，我們已經配合很久了，你也知道你說這句話
我會點頭微笑；最好看著我的臉講話，而不要看著別的部門主管講話，因為
重點是我決定我希望你做什要的表現。我希望你做什樣的表現的時候，因為
當我們一起出去的時候，已經不是只有你是你、我是我，你是代表整個部門
在發言。
…………………………………………………………………………………………
問：但是做了什麼事情，絕對他馬上毛就起來、馬上就覺得你不忠誠？
答：對產品質疑吧，當你說別人的產品比較好的時候、自己的產品很差的時候，
即使是很客觀的意見、個人主觀的看法，不管你前面怎麼聲明都沒有用，你
只要說別人的產品比較好。
…………………………………………………………………………………………
答：離職吧！當你被盯到，就是說你的壓力、或著是你覺得不公平的對待到一個
程度你提辭呈，一他覺得你忠誠度不夠，二他覺得你抗壓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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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E
編號：3C4
受訪者階層：職員
受訪者行業：金融証券業
…………………………………………………………………………………………
問：有沒有哪些實際上的案例，他的個性是怎樣？然後妳們做些什麼事？或著是
他的個性是怎樣，所以妳做了哪些事妳就知道妳可能變黑了。
答：像這個主管我之前跟他互動還不錯的時候，他確實有介紹一個大戶給我，那
這個大戶所有從簽約到最後都由我出面來做完成，那我都一一向他回報，但
是我有一次被他駡得很慘，妳做不到我寧願把它收回來給別業務人員做；最
大一個問題就是他曾經跟我講我們那個代操的經理人，在某月某日要結婚妳
一定要包紅包，但是不能夠算在公司應付的交際費上，這點我想我不用再說
明了，這是主管已經跟我講的；但是就我個人的評估之下，我個人認為這一
部份應該是由公司支出部份、業務人員支出部份，我覺得我才能夠接受這件
事情。但是因為我了解這個主管的個性，當初我有想到「哦，我知道這件事
情了。」，但是我到最後，我在沒有告訴他的情況下，因為我並沒有送紅包
去，因為我個人認為雖然他有做簽約的動作，但是實際上對我業績的貢獻我
並不知道。
問：那妳怎麼知道他對妳很反感呢？
答：因為他當著所有同事的面拍桌子(問：他當著所有人的面拍桌子？這麼直
接？)，他說妳為什麼不早點講妳不行，妳不行的話我去呀！問題是，妳去
－可是紅包錢還是我付啊！但是我那時候我也知道我故意不去是因為我覺
得是公司要出這一部份，因為這個客戶不是我自己開發來的，所有的服務我
都可以做，但是妳公司要出這一部份，並不是全部都有業務人員來負擔，而
且我說過了，我有跟主管也說過我的想法，但是主管說這個客戶就妳的，妳
就是要負責到底；但是我覺得我的想法跟他不同之下，我又必須要把個實情
延續下去，我用敷衍的過去—我根本沒有去送那個紅包的情況之下—我就是
被他駡得很慘，而且他對我相當的不信任的一個部份就是，業務開發能力打
了一個很大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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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可是那只是其中一個客戶啊？
答：但是這個客戶是他給我的，他會比較 care 嘛！我雙手奉上給妳的客戶，妳
還不給我照顧好。
…………………………………………………………………………………………..
問：那麼如果以妳剛才主管來講呢？
答：那個主管我曾經過一件事情讓他氣得半死，因為我那時證券的業績真的是很
差，但是因為證券未來是要走理財這方面的，所以妳所有的金融商品都要試
著去推、試著去做促銷；那時我們要去促銷基金，每個人都有個額度，雖然
我那時候證券的業績很差，可是那時候我為了要力求表現，我告訴自己說「妳
既然把我看得那麼扁，那我就做給妳看。」，在那個心態之下，全公司只有
我一個人額度做到，可是這個主管確更把我列為頭號敵人。(問：為什麼？)
很好笑的事是，他那時候必須要面對他的上級主管來查核業績，他發現所有
20 幾個業務人員只有我達成基金額度的目標，可是證券業績是最爛的，其
他證券業績好的人全部都沒有去推銷基金嗎？妳這主管是怎麼幹的？後來
我才知道件事，這個主管對我更….。
問：這樣不是很奇怪嗎？可是不是只要業績好妳就是紅人？
答：可是我們證券這個單位主要業績是證券喔！不是基金喔！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妳把我看扁我就做給妳看」，結果卻成了…(問：結果是反效果)，因為只
有一個月時間，回來查核說是證券業績那麼爛的人，額度都能夠做到，那其
他業務人員在幹麼？在睡覺嗎？他是不是被他盯、被他主管盯，因為我的證
券業績是最爛的人，都能夠做到基金額度最高。我那時候就故意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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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F
編號：3H3
受訪者階層：職員
受訪者行業：教育出版業
我那朋友就真有個問題，因為調整他在專業上的能力，所以他很喜歡回去就
抱一堆書看---原文書哦，他看得懂、我看不懂，我英語比他強，他不會講我
會講，但是他會看，經常都看到半夜常常忘了，他早上就沒有辦法在那個時
間到學校，對他自己就有一點轉圜，自己就有一點機變，他就先在家裡打電
話到公司，睡飽一點再去學校。其實電話背景大致都聽得出來你是不是在學
校，還是在家裡。我自己常常在類似的時間打電話給他，我也都覺得他這樣
子不夠積極，但是我也不好意思去提醒他，他是我師父他應該自己知道，我
只會去點一點。在開會的時候他雖然沒有什麼特別在態度上不敬，開會時只
要輪到他講話，他論點都是很有他自己的一套，基本上至少從尊敬這一點來
看，他並沒有逾越任何的分際，至少對我來講我的角度是 ok 的，但是我不
能理解的是為什麼這件事情會演變到成為他離職的原因。
問：為什麼會這樣子，就因為他的出缺勤不正常，就懷疑到他整個人？
答：應該是有，第一個是在副總還沒有回任的時候，我們都是要向副理回報，副
理前一份工作其實和我們都是一樣，我們都是同一家公司出來的，我那位副
理是在我離職之後才進公司的，所以基本我看來我的副理在這一行的輩份都
認為他是徒孫輩，我的師傅當然不認為他在實力上或各方面是夠的，所以可
能對副理會有一些些待慢，但對副總就沒有這樣子，他態度上可能就會有些
收歛。
他說副理打電話給他的時候，他說他回答的態度敬意很不夠的啦！比方說他
說他可能睡過頭，連電話都沒有打，被副理的電話聲吵醒，他就不很高興地
說我請一天假好了，副理是告訴他你這樣要請半天，他就直接回答他說那麼
我請一天，我今天乾脆就不要出去。可能因為這樣的事發生，所以副理跑到
學校去 check 他，副理已經在學校他人還在牀上，副理打電話給他問他你人
在哪裡？他就很機警馬上把電話就關掉一天都不接，他就趕快到學校去找副
理說他手機沒電，當然副理心裡有數嘛。等副總回任時又開始 check 他，也
是又被抓到三次，抓到時候他也是如法炮製直接把手機關掉，就沒有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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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那次其實是很嚴重，我覺得背後還有個原因是副總可能會擔心在某種程
度是掌握不了他的。
………………………………………………………………………………
但是業務他心裡篤定的程度他認為一定會有。我那個時候就很忍不住的表現
出來我有很大不滿，甚至有幾句話我很婉轉地頂出來，但是雖是口氣婉轉，
可是我知道我的表情已經是很難看的啦！我認為這是他 test 我的一個方
式，就是如果說我今天要處理這個人，我要看你的態度，於是他看到我不一
樣的態度(問：要你明立場擺)，對。所以，之後我發現以前他只要看到我從
外面回來，回到公司處理公事的時候，他經過我他會跟我打招呼、會拍拍我
的肩，從那次開始之後就完全沒有這些東西，一看到我就當做沒有看到。
…………………………………………………………………………………………
問：你們副總他會表現出來嗎？
答：當場不會，就會沉默半秒鐘，那我們已經看到臉部變化，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那是有問題的；再來有些人會喜歡直達天聽，直接去找總經理那樣子的人，
但是副總他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會很鼓勵你去找總經理，但實際上你如
果真的是每件事都去找總經理，那真的是…
…………………………………………………………………………………………
而且在 email 裡被公然的質疑，那時候當場我看到 mail 就很不高興，當場我
就回了 mail、就很難看地、很難聽的 mail 去對抗；(問：你們的 email 是公
開的、大家都看得到的？)那時候我的話被傳出去的時候，我們有些 mail 是
公開的，不是每一封都是這樣(問：但是你的那一封是公開的)，等於有一點
是政令佈達，(問：等於是你也公然的反抗，都看得到的)對，我也公然地
challenge 他。因為我也積壓了很不滿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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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G
編號：3M5
受訪者階層：基階主管
受訪者行業：海關航運業
…………………………………………………………………………………………
我覺得他們的主觀意識非常強，他會認為說你跟他談得很來，或是以前我們
都是在同一個企業一起跳過來的，他就會跟他很好很好。所以他會覺得我今
天叫你留下來加班你都不願意留下來，他就會覺得說你不是我這一派的人。
我也不會去想要提拔你
以我們公司而言，我們這個行業它是比較封閉性的，你今天離職了，在我們
公司離職，你到別的地方一樣都是同業對不對？很小、這個市場很小，那我
們最 care 的就是你會跟同行講「唉，其實我告訴你們我公司怎麼樣..怎麼
樣..。」，這假如一被發現的話，真的會被N到時候真的就會被貼上黑標籤。
然後這個會…
問：這個還沒有離職前？
答：還沒有離職前，他們就會…，因為，其實我們人經常會流通流通，好像說我
今天在這裡是來當 OK 的經理，可是我後來離開了，我離開了這家公司，我
到 B 公司去了之後，但是我手下、之前舊的那些人N他可能還會跟我這個
OK 經理聯絡，那我手下些人就會「哎！我跟你說哦！今天我們公司那個誰
誰誰，怎樣怎樣…」，他們有意無意之間，就會把我們公司那些消息啊就散
發出去了。甚至，我們公司有一整套的系統，你可以看得出來那些進來的成
本加上一些報價，因為那樣三不五時的講出去對我們公司都是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很 care 說已經離職的員工你為什麼還要跟去他聯絡？你私底下當
朋友可以，但是你不要一直經常讓我們聽到說「啊，以前那個誰誰誰怎麼樣
怎麼樣..」
。只要讓我們發現，我們都會覺得感冒！非常！特別是我們老闆娘
又很 care 這個。
可是這個事情是你應該可以自己去處理的，或著說是我以前在某公司大家都
是這樣處理的，甚至是說我個員工、我這個下屬是在這公司是比較久的，我
就告訴你說這些流程不是這樣處理的，你今天就要我這樣去處理，我就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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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反抗這樣，我就不是這樣子啊，等等之類的。然後就新來的主管就很火
大，你有沒有搞錯，我是你現在主管吔，你竟然這樣子？我叫你做什麼、你
就給我做什麼就對了啦。
因為我跟你說在這個行業啊，有很多老鳥、十幾年經驗的都不算什麼，都不
算什麼！所以他們的一個主觀意識都很強，連下面的人主觀意識都很強！我
就覺得我以前流程就是怎樣的，你經驗還不如我。我流程就是這樣處理，你
現在還要我這樣，然後我就會覺得你這個主管不行。然後他們就會到處去放
話，因為我們這個封閉，所以除了我們公司內部的人會知道，其他行業的，
我們的人就會「唉，聽說你們那個誰誰主管好像都很怎樣怎樣…」，大家都
會很快知道，很誇張！
假設 B 的東西都還是要給 A 簽對不對？我發現有時候，那我就會跟 A 講你
們那個誰誰誰，你們那個 B 啊他有些東西可能你們都要幫他申請哦，你們
怎麼都沒有幫他弄？那 A 就回答說「唉？我們都不知道啊？」
………………………………………………………………………………………
我們有一個能力滿強的中階主管，他跟他的單位主管處得不是很好，可能就
是，中階主管我們稱之為 B 女、她的上一階主管我們稱之為 A 女，A 女跟
B 女啊就有 A 沒有 B、有 B 沒有 A，他們的部門就直接分為二派，如果你
跟 B 好，那你毀了，你那個 A 啊絕對不會給你好臉色；如果你跟 A 好，那
你毀了
……………………………………………………………………………………
問：他們會不會跟你說他們做了哪些事情，你就覺得，其實也不算小心眼，因為
每個人癖好不一樣。
答：曾經有一個單位主管跟我講說，他很討厭他部門下面一個人，每次愛抱怨、
碎碎唸，他就說很煩，每次都在那邊碎碎唸，不做你就說一聲嘛，要做你又
要碎碎唸，他就覺得很煩。
……………………………………………………………………………………
問：那還有什麼事是在你們公司一定不能做，當然雖然說沒有到那麼嚴重，但是
就會得不到自己的老闆的喜歡？如果有些部門是特別的？
答：之前還有些特別的 case，像我們有個單位主管很討厭就是說，假設我們說進
118

口和出口好了，你出口的整個部門的同事你就是不要跟進口旳太好，如果你
跟進口的太好的話，好啊，那你調部門啊！
……………………………………………………………………………………
另外一個呢，他就很討厭說他下達一些指令，他中間的主管都沒有照實去
講，假設說我跟你講這件事情，你一定要從 A 到 B 到 C，就是你 A 一定要
到了 B 才有辦法到 C 哦，我就這樣告訴你。可是中間主管就上面的講說反
正你就是從 A 一定要到 C 就對了啦！不管怎麼樣你們就是要做到。那最下
面的人就開始反彈說「搞什麼，最上面的人都怎樣怎樣…」，所以他很氣，
已經發生了好幾次了。那單位主管就很瘋的，就說我們一定要把個人給 fire
掉這樣。
……………………………………………………………………………………
問：那老闆會不會就跟你講說他不喜歡員工怎麼樣？
答：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主管非常有趣，他們是屬於機場那一部份的，因為我們公
司有做物流，所以有司機、車隊，因為我一般印象當中對司機車隊的水準就
比較不是那麼的高，可能就國中或高中畢業那種程度 ok 了。因為我們配合
的是知名的空廚、長榮航空，長榮航空就覺得說唉？為什麼總公司的水準都
那麼高，為什麼機場的水準就 down 到這麼低？就覺得很困擾。然後有一次
我們那個司機的 leaderN副理，他在碼頭N就是運送貨櫃的碼頭，那他下班
了，不是上班時間，就在那邊下棋、然後喝 beer；然後不論是榮廚的或是我
我們公司的，大家就震怒！
問：這麼嚴重？
答：可是就司機他們而言、他們那幾個，就是不是全部的人，就有幾個，然後還
找了在榮廚和其他同業大家一起來，但是是在我們公司專屬的碼頭，司機覺
得我都下班了為什麼不能做這些事情？他們就說「你要做，你不要在這邊
做，你去別的地方做。」這樣丟了整個公司的臉。因為其實我覺得最上面的
人他 care 的不是你做了什麼事？他 care 的是你讓我這麼丟臉。他覺得這家
公司就是他很重要的一個面子，我覺得他比較 care 的是他丟了這個臉。
……………………………………………………………………………………
問：所以那個同仁事實上他是有照實來寫，是主管主觀認為他不應該花這麼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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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答：因為我們公司的加班，假設說我要申請二小時的加班，可是我們單位主管不
一定是真的要給你二小時的加班，因為他覺得說是你沒有效率，你那麼沒有
效率，我幹嘛？因為其他人可能六點都準時下班了，你為什麼要多花 2 小時
時間來加班？你自己效率不如人，你本來就要應該加倍努力了！我為什麼還
要給你加班費？
……………………………………………………………………………………
問：那你們公司有沒有什麼暗規？除了他們都喜歡同仁加班，然後不要跟別的部
門、跟彼此的員工講公司的事。
答：暗規啊，還有，絕對不能討論薪水的問題，絕對不行。(問：這是應該的)我
們有人討論薪水的問題，後來二個人、三個人都離開了。假設我是跟你討論
的人，然後你又去跟你同個部門的另外的人講，我是 A 部門、你是 B 部門，
A 部門的人跟 B 部門的人講、然後 B 部門的又跟他同部門的講，三個人全
部記大過。然後 A 部門的人他自己覺得太丟臉他就離職。
……………………………………………………………………………………
問：你覺得他們做了什麼事情你會不高興？當然沒有那麼誇張啦，什麼講公司薪
水，那是一定是不對，但是你覺得他做什麼事情你會覺得他還不錯？以你的
角度。
答：因為我覺得現在的小孩子年紀可能因為太輕的關係，所以我也想得滿多，所
以我就很 care，譬如說假設他們在交接事情的時候，就交待不清不楚，就說
啊這樣就懂啦！這樣子就會了。我就會覺得很火大，我就說現在怎麼樣怎麼
樣，請問一下人家怎麼知道？然後他們就會啞口無言。我說你們可以把人家
當做他是什麼都不懂的一個人，你這樣交接他懂了，那才叫真正交接成功。
我就會很 care 那些小細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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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H
編號：3Y5
受訪者階層：基階主管（情侶檔）
受訪者行業：資訊軟體業業
…………………………………………………………………………………………
問：怎麼樣叫做不好的工作態度？
答：第一點就是他常認為他是嘴巴都 report 說做完了、ok，可是過了沒半個小時
客戶就打電話來說又不 ok，他常常這樣折折返返一直來回，所以那個案子
現要收貨回來就是這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一直去去回回、去去回回，每次
去就是…，因為資訊人員它每次設定有一個特別的重點就是你設定完之後它
不會馬上生效，你一定要等五分鐘，它那個東西你剛做下去新的 convince
它才會啟動，那他不知道---一設定完以為通了、就以為 ok 就走了，結果五
分鐘之後時間一到，那個新設下去的設定啟動了，那個啟動一起來反而變不
動了，然後他又折回去，他折回去他覺得很不高興、因為他一直這樣來來回
回、來來回回他也很不爽，其實那時候在做那個案子的時候他就已經跟客戶
有過摩擦，那時候客戶就已經有一些 complain。
問：你的主管覺得他工作態度很不好，他還有沒有做些什麼事情
答：我們覺得他很差的可能是出在大家共事的那種態度上，今天他就認為他就是
處理他這一塊的事情，那麼其他的二個人的事情他就不管，但是對我們之間
而言，他在忙的時候如果他那邊有事情我們還是要去幫他做，但是他就不會
用這種態度來對我們。
…………………………………………………………………………………………
問：什麼意思亂放話？怎麼樣叫亂放話？
答：就像我們在這個維護點，我們到今年 12 月底---就是下週就準備今年的合約
要結束，然後我們裡面就有同事竟然去跟別的單位的講說我們今年不標了，
可是事實上我們沒有說明年不來標這個案子，是因為明年沒有叫這個人來，
我們跟他講的意思是，我們不是叫他跟人家講說我們不標了，是因為明年這
邊人手會裁減嘛，再一點就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又跟那邊的人吵過架，所以我
121

們認為不能把他種在那邊，因為會出事情，結果他反而就把那個意思變成說
到處去講說我們不標這個案子，那邊長官就很關切我們問我們「唉，你們是
今年真的不來標了？」，我們說沒有啊，誰跟你講說我們不標？我們標單都
準備好了、哪有不標。「那為什麼你們一直都跟人家講你們不標了？」我們
說哪一個去講這樣的事？我說也頭很大。結果後來駐點那邊的長官就打電話
到我們公司問我們老闆說「你們邊的人為什麼跟人家講說不標了？」，我們
老闆就頭很大啊，打電話叫我回公司，問我到底是誰去跟人家講我們不標
了？我說還會有誰！
…………………………………………………………………………………………
問：那還有什麼嗎？
答：第一個就是不要亂放話，第二個就是不要曲解你老闆給你的意思。我覺得這
句話比較難拿揑，這怎麼講，換句角度就是不要狐假虎威、亂傳令，就是老
闆明明跟你講的意思是這樣子就好，但是你往下傳的時候你就故意把事情講
得變得更嚴重，這個有什麼例子，好，就拿我那同事來做個例子來講，好比
老闆說有個貨明天要送到我們現在駐點的單位來，他就跟個同事講「你看誰
有沒有空晚上回來拿一下，那沒人有空就算了。」，可是這個同事轉過頭來
跟我們講什麼？他就說「唉，老闆說叫我們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公司去拿貨
哦，可是我今天晚上有事，你們誰要回去？」，因為我們不是第一個接收到
訊息的，所以也沒那個時間去問嘛，所以就好好好我去拿，就開車回公司去
拿，結果回公司拿時就會問這個貨怎麼那麼急？老闆說我沒有說明天一定要
到啊？那誰誰跟我講說明天一定要到貨！他這個一句話就讓人家覺得、讓老
闆覺得說你 好像在亂傳話。
…………………………………………………………………………………………
問：有沒有實際上的案例？
答：有，當時的主管有些事情他可能自己就去解決了，處理完了之後就自己去跟
總經理報告，中間的過程都沒有跟主管說，主管會覺得你怎麼可以這件事情
不告訴我，到時候我的老闆問下來，我一問三不知怎麼辦？所以他會覺得這
樣子，他以後有什麼事情他也不願意告訴他。
答：我覺得部屬能力太強，其實老闆也會不爽。
問：怎麼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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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其實跟剛才講的一樣，就是你的功勞變成不是你主管的，因為別人有看到可
能是你在做事，然後你的主管什麼都不會，主管就會比較排斥你，甚至他也
不讓你做什麼事情讓你在那邊枯坐著不曉得要幹嘛，然後這時他再去跟上面
主管的講說因為他都沒有什麼貢獻，看是不是要把他調單位或什麼的。
…………………………………………………………………………………………
問：還有其他比較特別的嗎？
答：還有一個主管我覺得是比較特別，他如果找你去吃飯、那你沒有跟他去吃飯，
他會覺得你不是他的人；他們覺得在吃飯的過程之中就可以談到一些比較私
底下的事吧，甚至是對公司有一些抱怨什麼的，那個時候大家都會比較敢
講，可是你如果沒有跟他們一起去，就感覺好像你跟他們不是一群的，可能
在公司大家就會比較排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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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整體資料分佈狀況

一、本研究之類別整體如下表

與主管相處與藐視的分項討論

較嚴重的與主管相 1.
2.
處上的負向行為
3.
4.
1. 與主管相處

部屬品德欠佳

5.
較輕微的與主管相 1.
2.
處上的負向行為
3.
4.
1.
藐視
2.
3.
4.
5.
較嚴重的對「組織忠 1.
誠」負向行為
2.
3.
較嚴重的對「主管忠 1.
2.
誠」負向行為
3.
4.
較輕微的對「組織忠 1.
2.
誠」負向行為
3.
4.
較輕微的對「主管忠 1.
2.
誠」負向行為
3.

部屬
能力
不足

1. 執 行 任 務 無
法圓滿完成
2. 傳 達 指 令 有
所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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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主管有貳心
讓主管的威信受損
不願犧牲個人資源來達成主
管任務交辦
沒有讓主管事先掌握自己的
出勤狀況
與主管唱反調
對主管交辦事項推托
態度待慢
不願親近主管
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
越級報告
自作主張
讓主管感覺無法為我所用
不把主管放在眼裡
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
可能成為組織的商場競爭對
手
違反公司重大政策
發表不當言論
發黑函抹黑主管
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
使主管無法完成任務
使主管感到被要脅
無故缺勤編造理由搪塞
我行我素
沒有意願支援他人完成任務
抨擊他人
向他人抱怨主管
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表示不贊
成主管的決策
反覆無常的態度讓主管無法
信任

二、依類別來看事件分佈狀態
忠誠對象
組織忠誠
主管忠誠
23
10
34
17
8

類別分
品德欠缺
與主管相處
藐視
能力不足

在訪談中並未特別導引受訪者，忠誠負向行為對象以「人」為主體，但在本
研究中的行為事例以主管忠誠居多的分佈狀況。
三、依受訪者在組織中層級所呈現的事例分佈
提及對象職級

組織忠誠

主管忠誠

程度

嚴重

輕微

嚴重

輕微

高階主管

2

5

13

2

中階主管

3

2

14

6

基層主管/部屬

3

5

21

16

92

8

12

48

24

如上表所示，受訪者層級越低，所舉出的忠誠負向行為事例比例越多，且多
為嚴重程度的行為事例。
四、依嚴重與輕微程度來看分佈狀況
提及對象職級

組織忠誠

主管忠誠

程度

嚴重

輕微

嚴重

輕微

品德欠缺

12

11

6

4

與主管相處

24

10

藐視

12

5

能力不足

5

3

47

22

92

12

11

以主管忠誠且為嚴重程度的忠誠負向行為事例比例分佈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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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類別、受訪者層級與嚴重性交叉比對來看
類別

品德欠缺

嚴重 組織

輕微

總計

組織

可能成為組織的商
3
場競爭對手（高）
違反公司重大政策
5
（皆有）
發表不當言論（皆
4
有）

總計

發黑函抹黑主管（中） 1

讓主管做出不當決策
（高）
主管 使主管無法完成任務
（中、高）
使主管感到被要脅
（中）
小計
小計
12
無故缺勤編造理由
向他人抱怨主管
5
搪塞（皆有）
（中、基）
用漫不經心的態度表
我行我素（高）
示不贊成主管的決策
2
主管
（中）
沒有意願支援他人
無法信任（高）
3
完成任務（基層）
抨擊他人（中）
1
小計
小計
11
23 總計

1
2

18

2
6
2
1
15
1
4
10

33

註：（）中顯示是提及本事例的受訪者職級
在上表可見，對組織忠誠的嚴重程度被提及的忠誠負向行為事例以「發表不
當言論」為各階層職級的受訪者，皆有觀察到而舉出此類行為事例。而「無故缺
勤編造理由搪塞」是組織中常見的行為事例。
主管忠誠
嚴重
輕微

能力不足
執行任務無法圓滿完成（皆有）
傳達指令有所偏差（基層）
總計

5
3
8

在能力不足的構面中，「執行任務無法圓滿完成」是普遍可見的主管忠誠的
負向行為事例。
類別
嚴重

與
對主管貳心（中、基）

主

6

使主管威信受損（皆有）
6
不願犧牲個人資源（基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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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相 處
輕 對主管交辦事項推託
2
微 （中、基）
態度待慢（基層）
3
不願親近主管（基層） 3

沒有讓主管事先掌握自己
3
的出勤狀況（中、基）
與主管唱反調（中、基）
2
小計
24
總 計

有意見不願直接表達
2
（中）
10

小計

34

在與主管相處的構面中，「使主管威信受損」是屬嚴重程度、各職級皆提及
的忠誠的負向行為事例。
類別

嚴重

藐視
越級報告（皆有）
自作主張（中、基）
讓主管感覺無法為我所用（基層）
不把主管放在眼裡（中）
對主管決策不以為然（中、基）

總計

小計
8
4
2
1
2
17

「越級報告」此忠誠的負向行為事例，是不分職級皆普遍認知的藐視行為。
分佈居次高的「自作主張」則沒有高階主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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