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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關係之研究-以高雄市為例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Job 

Performance- with Kaohsiung Public Servants as Example 

林坤霖a    楊東岳b 

摘要 

隨著資訊透明化及台灣民眾之教育水準的普遍提升，民眾對於自己所付出及該得到的比率之衡量，

比起以往更加自覺，對於公務人員及政府的要求相對提高，在這種民眾期待之壓力下，政府在行政效

率與品質上需要積極地提升，再加上組織文化對員工的績效表現是有影響的，因此更突顯了公務人員

之組識認同、能力與績效表現之重要性。本文係以高雄市公務人員為施測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公

務人員對目前組織文化認同與其工作績效滿意程度之情形，並進而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與深

思。研究結果顯示：一、個人背景變項對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方面部分具顯著差異。二、幕僚職系的公

務人員在組織文化上較為認同。三、資深的及職等高的公務人員在工作績效的表現較優。四、公務人

員的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之表現呈正向關係。五、在組織文化中，以科層型文化對工作績效較具影響

力。  

關鍵詞：公務人員、組織文化、工作績效 

ABSTRACT 

Recently, the standard of education of Taiwanese citizens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coupled with the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the weight given by people to the percentage of cost given up and benefit received 

are much more self-perceived than before. Also, an unfavorable image regarding the service attitude and job 

efficiency of public servants remains within people and a high expectation from government is also increas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employees. Under the economic distress, citizens rely even 

heavily to the government; and under the pressure of public expectations, the government need not only consider 

the feasibility of strategies but also be aware of public opinion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Concern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administration, perseverance for its improvement is more emphasi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skills and performance of public servant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nature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the use of public servants in Kaohsiung city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hoping that it can 

empirically produce abundant and diversified results which will serve as reference to public entities. We find 

the results as follows: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job 

performance among public servants in the personal background. Staff-level public servants are more recognition 

than others in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3) Senior and high-level public servant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in the 

job performance. (4)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job performance public 

servants among public servants. (5) There is the most influence on job performance of public servants in 

bureaucratic culture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Keywords: Public Servant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Job Performance

1. 前言 

最近十幾年來，台灣社會大眾之教育水準普

遍提升，這是不爭的事實，再加上資訊透明化的

聲浪日益增高，人們對於自己所付出及該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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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之衡量，比起以往更加自覺，如人民繳納所

得稅給予公共部門的同時也期待著其該有所作為

與對於社會之貢獻，對於政府的要求也相對的提

高，至於對公務人員之普遍印象，還停留在服務

態度不佳與工作效率低落之刻板印象。在景氣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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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的當下，人們更加依賴政府，在這種民眾期待

之壓力下，政府在施政之過程中除了政策之可行

性也必須兼顧民意，在行政效率與品質上，都需

要積極地提升，當然這些任務都必須由公務人員

執行，而公務人員的表現直接影響至公共部門之

形象，所以在公務人員的人事管理這個層面，顯

得十分重要，除了完善的制度外，更該在適當的

時機給予激勵(林睿宏，2004)，進而使工作上的滿

足感提高，使得在公務的運作及組織文化認同上，

保持良好之工作態度與高昂之士氣。 

組織文化與績效考核是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

管理領域中重要的項目之一，然而公務人員一旦

經過國家考試及格至分發各行政機關服務，其工

作之義務與權益皆受到法律所保障，非依法不得

剝奪，由此可見，績效考核在公共部門之人事管

理更顯重要，當企業任用一批新進員工進入組織，

必須透過績效考核的驗證，才能清楚瞭解任用制

度是否能夠真正篩選對企業或組織有幫助之人選，

探討其有效性，而教育訓練則視員工績效考核之

實際情形，回饋做為設定未來目標與提供獎酬之

依據(Latham and Wexley, 1981；鐘金玉，2000)。

公務人員是社會的中堅、國家統治的基石，其素

質良窳與否攸關國家政治之清明、人民的福祉甚

鉅，因此各國無不重視公務人員人事制度，我國

亦不例外(劉昊洲，1992)。在資訊公開且透明化的

現今，組織文化對員工的績效表現是有影響的，

不同組織文化應會有不同的績效意識或表現。高

雄市行政機關下的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與其工

作績效的認知與看法如何，值得進一步探探，並

提供主管機關於未來行政時參考。 

根據上述研究動機，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如

下： 

(一)瞭解公務人員的任用情形及對組織文化與

工作績效之認知情況。 

(二)探討公務人員之不同個人背景在組織文化

與工作績效間之差異。 

(三)探討公務人員之實際工作情形在組織文化

與工作績效間之關聯性。 

(四)探討公務人員之實際工作情形在組織文化

與工作績效間之影響性。 

(五)進一步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

提供公共部門之主管及後續研究之參考。 

2. 文獻探討 

2.1 公務人員之探討 

公務人員之遴選通常透過 (一)資格審查法

(qualification evaluation) 與 ( 二 ) 文 件 審 查 法

(docunment examination)兩種，前者通常在所需進

用的職缺不多，且較特別的條件時，採用此法，

首先必須確定職務上所需的資格條件：採用資格

審查法，必須先確定需填補應具之基本資格，此

項基本資格，通常包括學經歷，專長等項；在政

府機關又增加考試資格，如高考二級人事行政、

普考金融保險。此外，亦可視職務之需要，規定

特別之要求(蔡祈賢，2008)，包括(1)性別：如限男

性或女性，就政府機關用人而言，如有性別限制，

必須有特別之理由。(2)語言：如必須具備某種外

語之能力，有時尚須規定所需外語之程度，如英

檢中級、英檢初級。(3)年齡：如規定最低年齡及

最高年齡，亦有雙重年齡之上限及下限者。就政

府機關用人而言，不宜有年齡之限制。(4)體能狀

況：某些行業因特殊要求，如規定視力必須在幾

度以上，身高必須在幾公分以上。(5)兵役：如對

男性要求服完兵役，以免進用後又要另覓兵缺代

理人。其他如因素評分法及測驗法亦是遴選的方

法，其中測驗法包括筆試法、口試法、實地測驗、

智力測驗、性向測驗、人格測驗、成就測驗等等。 

後者則是以審查應徵者應具備之一定文件為

主。例如我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 7 條所定之審查

著作或發明、審查知能有關學歷或經驗證明、審

查論文等方式，均屬文件審查法。採用此法者，

多為對於較高級職務或專屬科技職務者採用之。

文件審查因涉級對文件內容之審核，如著作、發

明審查、論文審查，故常聘請用人機關以外之學

者專家擔任評審，以昭大信。採用此法者，亦須

與面談或其他方式(如實地考試)配合實施。 

根據周瑞貞(2003)，「刑法」第十條第二項、

「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一項、「貪污治罪條例」

第二條所稱之公務員：「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

員」。是以，職員、吏員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

之議員，固為公務員，即中央或省政府任命之國

立、省立學校校長，乃至司法警察、庭丁、村里

長、保甲長及服務於國營事業機構之人員，凡依

法令從事於公務者，均為刑法上之公務員。至於

此等人員是否由選舉而來，是任用、派用、聘用

或雇用的，抑或有無俸給，為文職或武職、政務

官或事務官，對公務員之構成要件，並無影響。

而且依公司法組織的公營事業機構，只要政府的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公司中所服務的人員，

也是刑法上的公務員，範圍至為廣泛，是最廣義

之公務員。一般公務員在從事學理上的「國庫行

政」活動時，例如：辦公用具採購的行為，行為

外觀之性質上雖為私經濟行為，學者或實務界人

士仍不認為此時已不具公務員身分。易言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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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從事於公務者，即為公務員，不以受政府委

任為限，亦不以所採取之行為屬公權力行為為限，

即使是私人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亦屬公務員。 

在公務人員之待遇制度上，引述自周瑞貞

(2003)，對於公部門而言，政府作為全體公務人員

的最大雇主，由於公務人員的待遇在性質上不同

於經營企業的獲利盈餘或是勞工工資，所以待遇

制度的規劃除了考量公務人員付出勞務的對價外，

尚須注意公務人員的年資層級及工作專業特色，

並肩負起對民間薪資產生的示範作用。在民主工

業化的社會裡，公共部門文官的管理和民間企業

人事制度管理的分野越來越小，公共部門的用人

條件，除了少部分的職位必須具有身分地位的代

表性外，其餘職位在與民間企業相較時，都必須

要有相當的競爭力。我國歷代，俸祿優厚的朝代

吏治往往清明，而俸祿過於菲薄，則貪贓枉法盛

行。公共部門待遇政策的走向影響公務人員的社

會地位，待遇水準過低，公務人員的社會地位下

降，政府難以吸引優秀的人才投入，所以必得將

公共部門的待遇維持在一定標準之上。然而過高

的待遇水準雖可拔擢人才投入政府團隊，也有助

於提昇公務人員的地位，但卻又易造成政府財政

的沉重負擔。 

政府機關在績效管理方面，為提升行政效率

與服務品質，政府亦引進企業管理的新觀念，積

極倡辦績效管理制度，目前政府機關所推展者計

有兩種。一為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與考核委員會(簡

稱行政院研考會)所策進的施政績效管理；另一為

由人事行政局所推動的績效獎金及績效管理(引

述自蔡祈賢，2008)。 

2.2 組織文化之探討 

Robbins(2001)認為組織文化代表一個公司的

價值觀，而此價值觀會成為公司員工活動、意見

和行為規範且它為組織成員共同享有或持有的內

在信念與價值。企業或組織文化是源於創始人的

哲學理念與經營理念，其價值觀念會強烈影響公

司營運之原則，而且管理當局的言行，將成為員

工言行之規範。至於員工如何社會化，則視新員

工與組織在價值觀上契合的程度，以及高階管理

當局偏愛何種方式而定。 

黃銘廷(2002)，認為組織文化會影響組織成

員對外在環境的思想與行為，換言之，組織文化

對內可用來內化組織成員行為，作為非正式的控

制；對外可提供組織成員作為適應環境的準則(林

炯棋，1999）。探討組織文化功能，也是瞭解組織

文化的一種途徑，組織文化大致具備「劃定組織

與角色的界限」、「促進組織內部的整合與組織系

統的穩定」、「促使成員認同組織經營哲學而奉獻

心力」、「提供意義的理解以瞭解組織的歷史傳統

與經營方針」、「作為控制的機制」與「激發成員

的投入，提升組織的表現與績效」等功能，整體

言之，組織文化是組織正式制度外，是影響組織

成員行為、態度、表現、價值觀，進而影響組織

效能的重要的因素。因為組織文化的意義內涵抽

象難以掌控，可透過組織文化的分類來瞭解之，

但鮮有組織只具備單一類型，不同組織會因具備

不同的組織文化因素展現出綜合的文化類型。而

組織文化對組織成員與組織的政策與管理影響深

遠，同樣是進行知識管理中不容忽視的重要課題。 

而組織文化的類型方面，根據學者們 Harris 

(1984), Likert (1976), Koberg and Chusmir (1987)以

及 Wallach (1983)透過組織成員的互動、其人格特

質以及個體需求和組織環境交互作用等因素，將

組織文化區分出科層型文化、支持型文化與創新

型文化三種組織文化，其中，(一)科層型文化認為

組織結構屬於階層式，對於職權與職責劃分非常

明確，工作性質都以標準化與固定化。該組織為

達其特定目標，必須建立控制和權力的機制，權

威的正確輪廓應該清晰並隨時遵守，以維護團隊

工作的進行，這類的組織屬於較穩定的、承受的

與形式較為審慎的。在一個穩定的市場中擁有相

當大的市場佔有率的組織適合這種文化。(二)支

持型文化，此類組織文化的工作環境相當的開放、

和諧，具有家庭的溫暖感覺，組織中具有高度的

支持及信任，十分重視人際關係。且其文化來源

之一是一種共享的瞭解，「共享」是組織成員能夠

認知共通的感覺、經驗和活動，這種共通的意義

系統，形成高度支持、公平和正義的文化。(三)創

新型文化，則認為組織所面臨的競爭環境通常是

動態刺激的，工作較具創造力及風險性。組織為

了生存與發展，必須不斷的創造與革新，以因應

外在環境的變遷和內在調適問題。故具有企業家

精神或是喜愛挑戰、有創造力的人比較適合進入

這種組織。 

因此，根據國內外之實證結果，本研究將採

用由人格特質、個體需求、與環境交互作用以及

成員間的互動，將組織文化區分出「科層型文化」、

「支持型文化」與「創新型文化」三類型之組織

文化分類，最重要的是每種組織並非只是限制於

一種文化類型，而是三種文化類型因素皆並存，

只是有些組織「科層型文化」因素高；有些組織

「支持型文化」因素高；有些「創新型文化」因

素高，甚至因三者文化因素強弱的不同，就組合

成不同組織所具備不同的組織文化綜合類型，相

信利用三種構面在衡量文化方面已經非常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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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具代表性。 

2.3 工作績效之探討 

Schermerhorn (1989), Campbell (1990), 

Edwards (1991)指出優良之工作績效是由於組織

中的成員有能力完成工作、並願意付出心力與對

組織有認同感，也有學者提出了工作績效是員工

在工作中所從事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必須對組織

目標有所貢獻，也就是說員工在工作上的表現或

態度就是員工的工作績效，而學者們普遍之共識，

將工作績效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a)需求與供給；

認為員工的需求與工作性質能夠互相結合；(b)需

求與能力：指員工的能力與工作所需要的條件能

夠契合。 

影響員工工作績效的因素，Korman (1977)、

柯惠玲(1989)與 Campbell (1990)認為影響一個人

工作績效好壞的因素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工作

角色知覺，係指員工自己能精確判斷工作所需要

的角色該有什麼特質與所需之專業素養。學者對

於工作績效提出了決定性的因素，並將因素分為

兩個部分，分別為(1)直接因素：員工的動機、陳

述性的知識以及程序性的知識與技巧；(2)間接因

素：員工間的個別差異、它可能是個人人格特質

或具體之能力，當然組織最適當管理方法就是使

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而間接因素仍然可以影響

到直接的因素，不該忽略兩者之關係。(二)工作動

機，係指員工會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工作，最主

要的原因為員工本身的工作動機與預設之立場為

何，如果一個員工的工作動機是出於內心良好的

想法，其員工之工作績效會有所提升。(三)工作技

巧，指一個員工他是否擁有對於自身工作的專業

素養與技術，對於工作績效會是非常直接的影響，

若員工本身工作方面的技術不足，則會大大降低

其工作績效，並有可能必須加強該項技巧。 

2.4 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間關係之探討 

在過往的一些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之相關研

究實證結果發現，組織文化對工作績效是有所影

響的。早期學者多從跨文化的角度對企業的影響

進行研究，指出不同企業文化產生不同的績效制

度。Ronen (1979)對於日、德、加國、英和法的雇

員工做目標進行過調查分析，發現法國人比較注

重培訓、技能和挑戰，而德國人更在進步、認同

和培訓，類似的研究還有 Hofstede (1985)與

Dubinsky, Dautermann, Leron and Zazkis (1994)、

林財丁與林瑞發(2006)，學者們從不同類型企業

文化的差異比較度來說明兩者的關係：朱怡蓁

(2004)以醫學中心醫師為研究對象發現，當組織

偏向於科層型文化時，最容易引起醫師兩極化之

反應；鄭素鈴(2000)、林財丁與林瑞發(2006)對東、

西方之企業的比較研究發現，企業在文化特徵中，

個人主義愈高，對總體實施成效有不利的影響；

著重個人績效的程度愈高、對財務方面為主的工

作績效認知程度影響愈大，像是我們常見之目標

設定理論與期望理論。總而言之，組織文化對工

作績效是有所影響的。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高雄市公務人員為研究對象(不包

含學校、軍、警消)，親自前往市府並委託市府各

行政機關之人事單位進行發放問卷，以市府內之

一級機關與少數二級機關為主要抽樣對象，共 20

個單位進行問卷調查，發放問卷 500 份，共回收

401份，問卷回收率為 80%，其中 82 份問卷為無

效問卷(經由反向題項之篩選後刪除)，有效問卷

共 319 份，有效回收問卷 63.8%。資料分析方法

中，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17.0 版進行資料分析，其中採取

Cronbach’s Alpha 值信度分析、T 檢定分析、

ANOVA 分析、相關分析及迴歸分析等計量方法

進行資料分析。問卷內容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

份為個人背景資料、第二部份為組織文化量表、

第三部份為工作績效量表，以下各變項的衡量方

式除人口統計特徵外，測驗題目採用李克特

(Likert)五點順序尺度來衡量，以其主觀認知填寫

量表，並依所得分數高低作為該變項分數評比。

茲分述如下： 

1、個人背景資料：本研究所調查之人口背景變項

包括：(1)性別：男性、女性、(2)年齡：未滿 25

歲、25~29歲、30~35 歲、36~40 歲、41~45 歲、

46 歲以上、(3)學歷：國中及以下、高中(職)、

專科及大學、研究所以上、(4)年資：5 年以下、

6~10 年、11~15年、16~20年、21~25 年、26

年以上、(5)層級：主管、非主管、(6)工作性質：

幕僚性質(總務、會計、人事、政風等)、業務

性質(科、課、組等)、其他、(7)職等：簡任(12~14

職等)、簡任(10~11 職等)、薦任(8~9 職等)、薦

任(6~7 職等)、委任(4~5 職等)、委任(1~3 職

等)、其他。 

2、組織文化：本研究之組織文化量表，修改自

Litwin anc Stringer (1968), Wallach (1983), 林

淑芬(2000)與黃銘廷(2002)，其中，「組織文化」

之量表分為「科層型文化」、「支持型文化」與

「創新型文化」三個構面，問卷中的組織文化

構面共有 21 個題項，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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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組織文化構面操作型定義表 

衡量構面 研究變數 操作型定義 

組織文化 

科層型文化 
係指結構分明的層級式組織，有清楚的責任與授權，工作性質大

多標準化與制式化，此類型文化通常建立在權力的基礎上。 

支持型文化 

指具有高度的合作精神，在組織工作環境中通常相當開放、和諧，

具有類似家庭的溫暖，而組織中有著高度的公平、友善、支持、

鼓勵、開放與信任，是十分重視人際關係導向的工作環境。 

創新型文化 

認為當組織面臨的競爭環境通常較為複雜、多變、變化迅速時，

具有企業家精神或充滿企圖心的人容易成功，當然工作也較具有

風險性與創造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工作績效：本研究之工作績效量表，修改自

Robbins(2001)與吳珊瑾(2005)，對工作績效衡

量提出三項指標，第一項為工作成果；第二項

為工作行為；最後一項為個人特質，為考慮研

究架構之整體契合性，故又選取陳威有(2003)

在工作績效變項之工作投入構面，加入整個工

作績效變項，取代個人特質，同時也參考與修

改余德成(1995)與陳昭儒(2002)之量表，使本

變項之量表更具全面性，問卷中的工作績效共

有 11 個題項，三個因素構面，如表 2所示： 

 

表 2 工作績效構面操作型定義表 

衡量構面 研究變數 操作型定義 

工作績效 

工作成果 係指對於個人工作之表現、貢獻度、完成度與品質等。 

工作投入 
人員在工作時，心理上認同工作重要性的程度也可視為工作為生

活的重心。 

工作行為 指個人對自己份內工作之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正式問卷發展前，預試為最後一個階段，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本研究之預試抽樣對象

為高雄市之公務人員(包含高雄市財政局、教育局、

中區回收廠、南區回收廠)，共發出 60 份問卷，

有效回收問卷為 52 份，此預試使用因素分析與信

度分析之方式將實證結果呈現。對於預試資料分

析之進行，在因素分析中，對於各構面之篩選條

件則視構面之總變異量為 60%，吳萬益(2008)認

為在社會科學中，由於資訊的正確性較低，故其

累積解釋變異若能達 60%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在

進行因素分析的過程中，未到達標準之構面則刪

除該構面負荷量較低之題項，再次進行分析。 

4. 資料結果分析 

4.1 個人背景資料分析 

由表 3得知，(1)性別方面，以女性者佔大多

數(64.9%)；(2)年齡方面，以 46 歲者以上佔大多

數(29.2%)；(3)學歷方面，以專科及大學者佔大多

數(72.1%)；(4)服務年資方面，以 5年以下者佔大

多數(29.5%)；(5)層級方面，以以非主管佔大多數

(83.1%)；(6)工作性質方面，以業務職系者佔大多

數(47.6%)；(7)職等方面，以薦任(6~7 職等)者佔

大多數(35.7%)。 

4.2 問卷信效度分析 

本文問卷信度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在組織

文化相關構面中，科層型文化構面、支持型文化

構面、創新型文化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

0.836、0.843、0.843皆大於 0.8，整體構面為 0.934，

是具有高度信度的。在工作績效相關構面中，工

作成果構面、工作投入構面、工作行為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分別 0.802、0.707、0.787 皆大於

0.7，整體構面為 0.858，亦屬良好信度的問卷。一

般而言，Cronbach’s α值若大於 0.7，表示其具有

較高的信度，而介於 0.35 與 0.7 之間屬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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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範圍，因此，整體而言本問卷是屬於高信度量

表。在效度方面，經由五位熟悉實務的學者實務

專家共同修訂此份問卷內容，再加上組織文化與

工作績效的構面問項內涵已屬成熟問卷，故其內

容效度應屬相當良好。 

表 3 有效樣本次數分配表 

項目 人數 %  項目 人數 % 

性別 
男 112 35.1  

層級 
主管 54 16.9 

女 207 64.9  非主管 265 83.1 

年齡 

未滿 25歲 10 3.1  

年資 

5 年以下 94 29.5 

25~29歲 37 11.6  6~10 年 46 14.4 

30~35歲 67 21.0  11~15年 55 17.2 

36~40歲 58 18.2  16~20 年 49 15.4 

41~45歲 54 16.9  21~25 年 40 12.5 

46歲以上 93 29.2  26年以上 35 11.0 

工作 

性質 

幕僚職系 146 45.8  

職等 

簡任(12~14 職等) 1 0.3 

業務職系 152 47.6  簡任(10~11職等) 0 0.0 

其他 21 6.6  薦任(8~9職等) 59 18.5 

學歷 

國中及以下 0 0.0  薦任(6~7職等) 114 35.7 

高中(職) 27 8.5  委任(4~5職等) 69 21.6 

專科及大學 230 72.1  委任(1~3職等) 28 8.8 

研究所以上 62 19.4  其他 48 15.0 

表 4 問卷信度分析表 

變數 構面 題項 Cronbach's α 

組織 

文化 

科層型 

文化 

1.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各項層級劃分明確 

2.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之規章制度由高層所制定 

7.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中業務處理的程序相當明確 

0.836 

0.934 

支持型 

文化 

1.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成員彼此相互合作 

2.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成員彼此信賴 

3.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對待員工一視同仁 

6.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經常給予鼓舞與獎勵 

7.在我所服務的單位，在組織中工作給予人安全感 

0.843 

創新型 

文化 

3.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鼓勵成員思考 

6.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內知識分享的管道不通暢(反向) 

1.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成員富冒險進取的精神 

2.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鼓勵成員接受新觀念、求創新 

4.在我所服務的單位，組織的工作氣氛充滿活力 

0.843 

工作 

績效 

工作 

成果 

11.我的工作表現受到單位同事的認同 

6.我的工作品質非常的良好 

7.我對所屬的單位而言，工作貢獻良多 

10.我總是能夠提前完成工作 

0.802 

0.858 
工作 

投入 

2.對我而言，生活最大的樂趣來自於我的工作 

4.工作是我生活的重心 

8.我個人非常投入我的工作 

0.707 

工作 

行為 

3.我會主動擔負額外的工作量，去幫助別人或爭取團隊績效 

9.我瞭解自己的工作職責並具備敬業負責的精神 

1.就算主管不在工作現場，我仍會按照指示完成工作 

5.對於工作範圍內的重要事務，我都會提高注意力與警覺性 

0.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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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檢定分析 

由表 5 得知，不同性別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

文化與工作績效沒有顯著差異；不同層級之公務

人員對於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亦沒有顯著差異；

表示公務人員在組織文化與績效方面應有一定規

範與制度，這也表示當前公務體系的升遷管道較

沒有彈性，不會因性別與層級而有所不同。 

表 5 各構面之 T 檢定分析 

構面 

性別 層級 

男 

(n=112) 

女 

(n=207) 
T值 

主管 

(n=54) 

非主管 

(n=265) 
T值 

組織文化 3.239 3.301 -0.878 3.473 3.240 0.541 

工作績效 3.662 3.657 0.107 3.842 3.621 0.314 

*（p<0.1）；**（p<0.05）；***（p<0.01）。 

 

4.4 ANOVA分析 

經由年齡、學歷、年資、工作性質、職等之

ANOVA分析結果得知，如表 6~表 10 所示。由表

6 得知，不同年齡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有顯

著差異(F=2.475，p＜0.10)，其中未滿 25 歲之公

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的看法高於 30~35歲之公務

人員，顯示年齡最輕的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的

認同較關心，意味著攸關日後工作崗位的前途，

趁早瞭解會愈有利；不同年齡之公務人員對工作

績效有顯著差異(F=5.037，p＜0.05)，其中 46 歲

以上、41~45 歲之公務人員對於工作績效的看法

高於 25~29歲之公務人員，顯示年齡較輕的公務

人員對工作績效較不重視。

表 6 不同年齡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工作績效各構面之差異性及事後比較 

構面 組別 年齡 個數 平均數(M) F 值 P 值 Scheffe 

組織文化 

1 未滿 25歲 10 3.539 

2.475* 0.088 1>3 

2 25~29歲 37 3.310 

3 30~35歲 67 3.179 

4 36~40歲 58 3.212 

5 41~45歲 54 3.249 

6 46歲以上 93 3.371 

工作績效 

1 未滿 25歲 10 3.818 

5.037*** 0.000 
6>2 

5>2 

2 25~29歲 37 3.408 

3 30~35歲 67 3.566 

4 36~40歲 58 3.630 

5 41~45歲 54 3.734 

6 46歲以上 93 3.782 

*（p<0.1）；**（p<0.05）；***（p<0.01）。 

 

由表 7 得知，不同學歷之公務人員對組織文

化與工作績效皆無顯著差異。表示公務人員在組

織文化與績效方面應有一定進修的要求與規範，

這也表示當前公務體系的升遷管道較沒有彈性，

不會因學歷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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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學歷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工作績效各構面之差異性及事後比較 

構面 組別 學歷 個數 平均數(M) F 值 P 值 Scheffe 

組織文化 

1 國中及以下 0 － 

1.107 0.332 － 
2 高中(職) 27 3.165 

3 專科及大學 230 3.310 

4 研究所以上 62 3.215 

工作績效 

1 國中及以下 0 － 

0.147 0.863 － 
2 高中(職) 27 3.650 

3 專科及大學 230 3.667 

4 研究所以上 62 3.632 

*（p<0.1）；**（p<0.05）；***（p<0.01）。 

 

由表 8 得知，不同年資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

文化並無顯著差異。不同年資之公務人員對工作

績效則有顯著差異(F=5.540，p＜0.00)，其中 26年

以上、21~25年、11~15年之公務人員對於工作績

效的看法高於 5 年以下之公務人員，顯示年資較

淺的公務人員對於工作績效較不重視，這也表示

公務人員的年資是很重要的，所以資淺的公務人

員再怎麼努力，還是需要一定年資才能有後續的

發展。 

由表 9 得知，不同工作性質之公務人員對組

織文化有些微顯著差異(F=2.421，p＜0.10)，其中

幕僚職系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的看法高於業

務職系之公務人員，顯示業務職系的公務人員對

於組織文化較不滿意；至於工作績效方面則無顯

著差異。 

 

表 8 不同年資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工作績效各構面之差異性及事後比較 

構面 組別 年資 個數 平均數(M) F 值 P 值 Scheffe 

組織文化 

1 5年以下 94 3.219 

1.321 0.255 － 

2 6~10年 46 3.334 

3 11~15年 55 3.257 

4 16~20年 49 3.206 

5 21~25年 40 3.285 

6 26年以上 35 3.499 

工作績效 

1 5年以下 94 3.463 

5.540*** 0.000 

6>1 

5>1 

3>1 

2 6~10年 46 3.696 

3 11~15年 55 3.747 

4 16~20年 49 3.714 

5 21~25年 40 3.755 

6 26年以上 35 3.808 

*（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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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不同工作性質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工作績效各構面之差異性及事後比較 

構面 組別 工作性質 個數 平均數(M) F 值 P 值 Scheffe 

組織文化 

1 幕僚職系 146 3.361 

2.421* 0.090 1>2 2 業務職系 152 3.210 

3 其他 21 3.213 

工作績效 

1 幕僚職系 146 3.677 

0.763 0.467 － 2 業務職系 152 3.657 

3 其他 21 3.546 

*（p<0.1）；**（p<0.05）；***（p<0.01）。 

 

由表 10得知，不同職等之公務人員對組織文

化並無顯著差異。不同職等之公務人員對工作績

效有顯著差異 (F=3.853，p＜0.01)，其中簡任

(12~14 職等)、薦任(8~9 職等)之公務人員對於工

作績效的看法高於委任(1~3職等)之公務人員，顯

示職等較高的公務人員對於工作績效較為重視。 

表 10 不同職等之公務人員對於組織文化、工作績效各構面之差異性及事後比較 

構面 組別 職等 個數 平均數(M) F 值 P 值 Scheffe 

組織文化 

1 簡任(12~14職等) 1 3.462 

1.578 0.166 － 

2 簡任(10~11職等) 0 － 

3 薦任(8~9職等) 59 3.389 

4 薦任(6~7職等) 114 3.200 

5 委任(4~5職等) 69 3.398 

6 委任(1~3職等) 28 3.168 

7 其他 48 3.224 

工作績效 

1 簡任(12~14職等) 1 3.818 

3.853*** 0.002 
1>6 

3>6 

2 簡任(10~11職等) 0 － 

3 薦任(8~9職等) 59 3.817 

4 薦任(6~7職等) 114 3.557 

5 委任(4~5職等) 69 3.752 

6 委任(1~3職等) 28 3.520 

7 其他 48 3.650 

*（p<0.1）；**（p<0.05）；***（p<0.01）。 

 

4.5 相關分析 

由表 11得知，在組織文化中，科層型文化對

工作績效的三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

數大於 0.199，P＜0.01；支持型文化亦對的三個

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大於 0.155，P

＜0.01；創新型文化對工作績效的工作行為構面

呈弱著性外，其餘二個構面皆呈現顯著正相關，

相關係數大於 0.227，P＜0.01。由上述結果得知，

公務人員的組織文化的認同愈高，其工作績效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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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各研究構面之相關分析 

Pearson 科層型文化 支持型文化 創新型文化 工作成果 工作投入 工作行為 

科層型文化 1 
0.782*** 

(0.000) 

0.698*** 

(0.000) 

0.279*** 

(0.048) 

0.375*** 

(0.000) 

0.199*** 

(0.000) 

支持型文化 
0.782*** 

(0.000) 
1 

0.869*** 

(0.000) 

0.244*** 

(0.000) 

0.395*** 

(0.000) 

0.155*** 

(0.000) 

創新型文化 
0.698*** 

(0.000) 

0.869*** 

(0.000) 
1 

0.227*** 

(0.000) 

0.432*** 

(0.000) 

0.111* 

(0.078) 

工作成果 
0.279*** 

(0.000) 

0.244*** 

(0.000) 

0.227*** 

(0.000) 
1 

0.523*** 

(0.000) 

0.654** 

(0.020) 

工作投入 
0.375*** 

(0.000) 

0.395*** 

(0.000) 

0.432*** 

(0.000) 

0.523*** 

(0.000) 
1 

0.390*** 

(0.000) 

工作行為 
0.199*** 

(0.000) 

0.155*** 

(0.000) 

0.111* 

(0.078) 

0.654** 

(0.020) 

0.390*** 

(0.000) 
1 

*（p<0.1）；**（p<0.05）；***（p<0.01）；括號()表 p 值。 

 

4.6 迴歸分析 

由上述相關分析結果可知，在研究變項間具

有某種程度之相關性。為了更進一步瞭解變項間

之影響關係，迴歸分析的結果如表 12所示，從結

果得知，組織文化之科層型文化對工作成果

(β=0.213)及工作投入(β=0.447)具顯著影響性外，

其餘皆不具顯著影響性，表示組織文化對工作績

效存有正面的影響性，尤以科層型文化為甚；亦

即公務人員愈認同他的目前工作的組織文化，則

其工作績效愈高，再度在公務人員的實證中獲得

證實，透過組織文化的分類，對工作績效皆有正

向的影響，其中尤以有清楚的責任與授權及工作

性質大多標準化與制式化下的科層型之組織文化

在工作績效的認知上最被公務人員青睞，影響也

最廣，是值得主管機關深思的。而支持型與創新

型的組織文化對工作績效並沒有顯著影響，然在

這求新求變的創新時代，創新型文化組織的建立

是否值得相關單位的重視以符合時代潮流，實是

未來值得探究的方向。

表 12 組織文化對工作績效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工作績效 

變數 
工作成果 工作投入 工作行為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係數 t 值 

常數項 3.195 12.255*** 1.857 5.472*** 3.763 16.167*** 

科層型文化 0.213 2.269** 0.447 3.667*** 0.131 1.624 

支持型文化 0.144 1.356 0.049 0.365 0.111 1.203 

創新型文化 0.030 0.474 0.036 0.360 0.075 1.233 

R2 0.074 0.132 0.073 

Adj R2 0.055 0.114 0.052 

F 值 14.618*** 19.194*** 14.572*** 

P 值 0.000 0.000 0.000 

*（p<0.1）；**（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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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公務人員之能力與績效表現之重要性，對於

台灣國力的提昇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但近年來

由於台灣人民之教育水準普遍提升，加上資訊透

明化，人民對於自己所付出及該得到的比率之衡

量，比起以往更加自覺，對於公務人員及政府的

要求相對提高，在這種民眾期待之壓力下，政府

在行政效率與品質上更需要積極地提升。本研究

係高雄市公務人員為施測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瞭

解公務人員對目前組織文化與其工作績效滿意程

度之情形，並進而提出相關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

與深思。經實證結果分析，歸納本文主要研究發

現分為三部分如下：。 

第一，個人背景於各研究構面僅少部份有顯

著差異，整體而言，年齡在 41~45歲的公務人員

高於 25~29歲的公務人員在工作績效上的看法，

顯示年齡較大的公務人員對於工作績效較為重視；

而服務年資 26年以上、21~25 年、11~15年的公

務人員對於服務年資 5 年以下的公務人員在工作

績效上之表現較為優秀，意味著較為年長的群體

較年輕之群體資深，無論在業務方面的熟練與人

際關係的融洽程度，此類人際互動的經驗都比年

輕群體豐富，以致於在工作績效上有好的表現，

另外，這也顯示資淺的公務人員再怎麼努力，還

是需要一定年資才能有後續的發展。再者，工作

性質方面，從事幕僚職系之公務人員對於業務職

系之公務人員在組織文化上較為認同。最後，簡

任(12~14 職等)、薦任(8~9 職等)之公務人員比委

任(1~3 職等)之公務人員在工作績效上的表現較

高，顯示職等較高的公務人員對於工作績效較為

重視。 

第二，公務人員在組織文化與工作績效之表

現呈顯著正向關係，意味著目前公務人員普遍認

為，其愈認同組織文化，在工作績效上的表現愈

好。 

第三，組織文化對工作績效之影響性方面，

(1)科層型文化對工作成果具顯著影響性，表示公

務人員在科層型文化下對成果的表現相當重視。

(2)科層型文化對工作投入具顯著影響性，意味著，

公務人員在科層型文化下，工作愈投入，對其工

作績效的表現愈高，值得單位主管關注。(3)支持

型與創新型的組織文化對工作績效並沒有顯著影

響，為因應時代潮流以符合這求新求變的創新時

代，創新型文化的研究實是未來值得探究的方向。

(4)整體而言，組織文化對工作績效存有正面的影

響性，亦即公務人員愈認同他目前的組織文化，

則其工作績效愈高，再度在公務人員的實證中獲

得證實，透過組織文化的分類，對工作績效皆有

正向的影響，其中尤以有清楚的責任與授權及工

作性質大多標準化與制式化下的科層型之組織文

化在工作績效的認知上最被公務人員青睞，影響

也最廣，是值得主管機關深思的。 

5.2 建議 

根據本文的結論，提出下列建議：一、積極

提昇資淺公務人員的能量，行政機關可以在新進

人員之訓練更加積極與多元，調整工作情緒，提

高工作績效。二、因公務人員之組織文化可能礙

於法規之規範與限制，可以在創新層面上做進一

步的規劃，以因應或提昇未來的工作績效。三、

可再配合激勵制度的效應，透過財務與非財務激

勵因素以結合組織文化，進一步瞭解組織文化所

產生的中介或調節效果。四、未來可加強非財務

性層面的認知，建議公務部門可以在非財務性層

面的認同上多多努力，例如，行政機關可以透過

整頓辦公環境、工作設計與細部調整的規劃，以

提昇公務人員在科層組織文化上的感受，再逐步

實現創新理念的注入，結合潮流，相信在未來的

工作績效上一定會有所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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