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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外在環境與全球化的競爭日趨激烈，一個好的領導者能因應產業內外環境變化，運
用適切的領導型態，並凝聚組織信任，方能帶領組織走向成功。但台灣中小企業一直有著員
工流動率過高的隱憂，企業經營者除應了解失去優秀人才的機會成本外，更不可忽視員工留
任意願的影響因素及長期累積下來所產生的後果與影響。基此，本研究希冀以中小企業員工
的角度，探討主管之領導型態及組織信任與員工留任意願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採便利抽樣的方式，針對台灣地區中小企業製造業員工進行問卷調查，共計回收
有效樣本為 338 份，以企業主管之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組織信任對員工留任意願之關
聯性進行實證調查，並檢驗組織信任是否為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與員工留任意願之中介
變項。經過實證分析結果顯示：
一、中小企業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員工的留任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中小企業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的留任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中小企業組織信任對員工的留任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四、中小企業組織信任對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留任意願之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五、中小企業組織信任對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與留任意願之關係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關鍵字：中小企業、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組織信任、留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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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工留任意願的實務管理建議。

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命脈之所繫，在進

貳、文獻探討

出口貿易、就業創造、所得供給、以及上下
游產業分工及連結等方面，均扮演極為重要

中小企業是指企業規模較小的事業體。

的角色。根據財政部（2013）資料顯示，中

就企業的競爭力而言，規模原本只是多項影

小企業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上有著的顯著貢

響因素之一，環顧規模小但競爭力強的企業

獻，不但創造許多就業機會，賺取出口外

也不在少數。由於中小企業輕薄短小的組織

匯，在產值及附加價值上亦有相當可觀的表

設計，管理者的領導型態對於組織內部各項

現，也因此奠定台灣許多知名品牌打入國際

管理制度均有直接而深遠的影響。中小企業

市場開創成功的基石。

是台灣經濟發展的特色、經濟奇蹟的推手，

台灣企業中有八成是家族企業，這些家

2011 年台灣全部企業家數有 131 萬 791

族企業中又有八成是中小企業。中小企業與

家，其中中小企業（資本額 8000 萬以下

大型企業的管理制度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彈性

者）有 127 萬 9,784 家，占全部企業家數的

空間更大。在台灣，一般中小企業的共同特

97.63%。（財政部，2013）

性就是管理權與所有權合一，企業主具有權

中小企業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之

威地位，講求輩分與倫理關係。此種企業領

一，是配合本土社會的文化價值與獨特生產

導型態往往造成人事任用無章法、親信或家

及貿易體系下的產物，台灣的中小企業間發

族成員身居要職等弊端，因此阻礙了人才晉

展出靈活的協力網絡組織，它使台灣在變動

升，以致留不住優秀人才。對企業經營者而

的經濟環境下，能靈活變化其生產的產品，

言，組織內部適度的人員流動，可以使組織

以因應外在市場的需求（陳介玄，1994）。

內部新陳代謝，避免組織過於老化，有助於

有些學者及企業經營者認為中小企業成功的

經營效能的提昇，但員工流動幅度過高，亦

重要原因之一，在於中小企業主所持有世俗

會造成組織內部有經驗的員工流失以致經驗

化的儒家價值觀，此種觀念不但影響了他們

傳承與技術銜接困難、增加招募訓練費用的

的家庭組型及協力網絡的組成，也影響了他

支出、引發員工士氣低落，甚至造成組織內

們的工作價值，以及對員工的管理與組織結

部人力嚴重不足的現象，進而影響到組織整

構型態，而這種傳統價值亦使台灣中小企業

體的運作。

以國人特有的差序認知結構來管理企業（鄭

如何能使組織內的員工長時間且有效的

伯壎，1995）。

為企業貢獻與服務，又不會隨著組織的變

然而，台灣中小企業也普遍存在著經濟

動，而產生人心離散的情形，即是人力資源

規模較小、且多數以家族式經營型態為主，

管理的目標，也就是組織文化建立的價值所

因此在經營管理上存在著諸多缺失，致使企

在。本研究將透過中小企業主管的領導型態

業經營績效備受影響，亦導致企業長久經營

及員工組織信任來分析其對中小企業員工留

上之重重阻礙，而在這些經營管理上缺失

任意願的影響，並從而提出提升中小企業員

中，員工流動率過高，是其一項深受困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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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黃秉德，1993）。因此，如何提高人

導、轉型領導、文化領導、願景領導、符號

員的留任意願，一直都是中小企業關心的議

領導、魔力領導等）。

題。然在現有的文獻中，討論中小企業員工

隨著組織面對競爭激烈的外在環境，為

留任意願之研究明顯較為有限，大部份以離

了永續生存，管理學者主張一個成功的領導

職意願或離職傾向作為研究主題。留任意願

者必須展現出轉換型領導行為，透過個人提

與離職意願雖為一體之兩面，然而與離職意

出的未來發展遠景以指引組織發展方向，並

願不同的是，留任意願所關心的議題，不僅

對部屬授權、關心、信任等方式，為組織內

在於保留組織關鍵的人力資本，也在於推動

部建立一個和諧、互信的組織文化（Liden

組織成員正面的工作行為（Kraut, 1975）。

& Maslyn, 1998）。此外，在眾多主張轉換

而在現今的組織管理中，主管領導型態

型領導行為是有效領導行為的學者中，Bass

與組織信任乃是影響員工留任意願的重要的

（1985）提出一個廣博的觀點，認為一個成

因素。絕大部份的部屬不會跟隨他們認為不

功的主管人員，除了必須具備轉換型領導行

誠實或只會利用他們的主管，且信任更被認

為外，更應兼具交易型領導行為，透過有效

為是領導的基礎，更被視為連結領導的一個

分配組織內部資源方式，以物質與獎勵誘因

主要特質（Robinson, 1996）。不論現在與未

激勵部屬，達成影響部屬的目地。

來，主管的工作都是領導與協調並解決問

組織信任來自夥伴的集體價值判斷，是

題，不過領導者是否能取得解決問題所需的

公司的重要資源。對組織的信任也影響員工

知識及創新想法，關係人之間的信任程度，

自評的工作表現和公民行為與願意留在公司

實係關鍵之因素，當部屬信任領導者時，基

的意願（Robinson, 1996）。在組織信任方

於相信自己的權利與利益不會被忽視，他們

面，信任的關係不僅發生在人際之間，組織

將會願意全力以赴去達成領導者的期望

成員也會對組織整體產生信任感（institutional

（Davis, Schoorman, Mayer & Tan, 2000）。

trust），此乃一種非個人的信任（impersonal

Bryman（1992）將領導理論研究依據

trust）（Jones & George, 1998）。通常員工對

歷 史 角 色 背 景 ， 區 分 為 特 質 理 論 （ trait

組織做完整體評估並認同組織的政策方針

theory ）、 行 為 理 論 （ behavior pattern

後，才會願意在不能監控組織的情況下，將

theory）、 情 境 理 論 （ contingency situation

自己暴露在可能被傷害的情況之中。不過

theory）及新型領導理論（new theory）等

Pearce（1993）卻認為員工對組織的信任是

四種，然領導理論的研究是跨領域的，在知

經由比較是否公平之後得來的。但是若以社

識經濟時代，領導不再只是規範部屬，而是

會化的角度來論組織信任，員工對組織的認

多元化的考量，才能引導部屬投入與潛能的

同將會導致對組織的信任（Kramer, 1999）
。

開發（Judge, Piccolo & Colquitt, 2004）。因

領導是管理學中重要的研究課題（孫思

此，有關領導理論研究的演變也不斷地推陳

原、潘豐泉、林重均，2011）。中小企業的

出新，陳樹（1998）將領導理論的發展分為

管理人員也必須能夠快速應變，適時提供企

傳統領導理論（包括特質理論、行為理論、

業組織所需的服務，才能提升組織的競爭

情境理論）及新興領導理論（包括魅力領

力。轉換型的領導者會訂立出組織願景，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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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部屬相互溝通，建立彼此共識，也會根據

二、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與員工留任意願之

部屬不同的個性，給予個別的輔導，更會透

關係

過適當的方式來激發部屬的才智（Bolino &

交易型領導是以社會利益交換之觀點，

Turnley, 2009）。而交易型的領導，則是運

強 調 基 本 的 、 外 在 的 需 求 之 滿 足 （ Blau,

用較極端的報酬激勵和懲罰方式來糾正部屬

1964），其關係主要是建立在契約上，目的

不良的表現，也因此交易型的領導者較注重

在於維持組織的安定性。交易型領導係領導

短期績效，容易忽略部屬的長期規劃及發展

者與員工之間的關係，係以一連串的交換和

（Bass, Avolio, Jung & Berson, 2003）。在台

潛在的議價關係為基礎，當追隨者依照領導

灣，有關中小企業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交易

者的期望行動時，便可以收到特定價值的回

型領導對於留任意願之影響的相關研究相當

報（Burns, 1978）。同時，交易型領導亦是

欠缺，因此，本研究乃希冀以中小企業製造

領導的一種基本實務，領導者透過確認工作

業員工為例，來探討主管轉換型領導與交易

角色、期望表現與工作績效，並且管理部屬

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的影響，比較其對組

去達成（Gustafson, 2001）。基本上，此一

織信任與留任意願的關連性，並進行分析探

關係乃建立在資源交換的基礎，因此，當領

討。

導者給予員工適當的獎勵以增加員工工作的

一、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員工留任意願之
關係

誘因，員工的留任意願將會相對隨之增加。
基此，本研究所提出研究假設二：
H2：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

Randall（1987）的研究顯示，轉換型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領導較交易型領導擁有較低的離職率（較高
的留任率）、較高的生產力及較高的員工滿

三、組織信任與員工留任意願之關係

足感。Daft（2001）的研究也顯示，具有轉

Blau（1964）認為，員工與組織的互動

換型領導特質的領導者會激勵部屬，建立願

行為是屬於社會交換時，由於時間幅度較

景，並在組織轉變中全力支持與協助部屬。

長，同時彼此之間的義務關係、規範的行為

在轉換型領導下的部屬受到較多的尊重、溝

以及報酬，皆是不明確的，所以雙方必須依

通及個別輔導，所以在具有轉換型領導風格

靠信任關係，才能維持雙方的交換關係。換

的領導者帶領下的員工，除了覺得從主管那

句話說，當員工與組織維持一種長時間，也

裡不但可以得到精神上的激勵和適當的溝通

依靠信任維持的交換關係時，員工可能會因

方式之外，也有個別化的關心，甚至覺得潛

在交換關係中得到回饋而認同組織、信任組

力也容易被主管所激發（Bolino & Turnley,

織，因而提高留任意願。而當員工付出貢獻

2009），因此，其工作情緒會更好，工作滿

後，組織卻沒有給予適切的回報，此時員工

意度也會更高，員工的留任意願便隨之較

不僅對組織的信任程度降低，也有可能因為

高。基此，本研究所提出研究假設一：

不再信任組織，導致留任意願下降。因此，

H1：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留任意願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

當組織未履行義務時，則可能造成員工留任
意願下降。Robinson & Rousseau（199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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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顯示，當組織未履行義務時，會降低員

增強自己在領導團隊時的人際技巧，進而建

工對於雇主的信賴以及留任的意願，

立起信任的基礎。因此，對組織忠誠、有責

Robinson（1996）、Lo & Aryee（2003）的

任感以及能否在工作中獲得滿足感，很大程

研究亦發現，員工如感受到組織沒有履行義

度上取決於組織與員工心理契約的實現程

務時，會降低留任的意願，同時，員工與組

度，當員工的期望和需要沒有滿足時，就會

織的義務交換關係，也可能透過組織信任，

產生心理契約被破壞，對組織失去信任，產

影響員工的留任意願。基此，本研究所提出

成懷疑、怨憤（Robinson & Rousseau, 1994,

研究假設三：

1994; Robinson & Morrison, 2000）。交易型

H3：組織信任對員工留任意願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

領導是植基於一種利益磋商與交換的過程，
過程中領導者提供報酬以酬謝部屬的辛勞及
績效，使部屬獲得立即的滿足。在此過程

四、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組織信任之關係
Bennis & Nanus（1985）認為轉換型領
導與信任之間具有直接關係，因為領導者需
設法促使部屬的承諾朝向領導者所欲求的方
向，當部屬對領導者缺乏信心時，部屬如何
奢望對願景的企求？具有企圖心的轉換型領

中，其本質上就是一種交換的過程，領導者
應允或承諾之報酬如能如實對現，當可獲得
員工之信任，相對的，當雙方認知有差異或
者交換條件不存在時，對於信任便會有所折
扣。基此，本研究所提出研究假設五：
H5：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組織信任具有

導者經常期望獲得部屬支持，來改變目前的

顯著正向影響。

現況並準備接受風險，亦會在智力上刺激部
屬重新思考問題及接受風險 Pillai, Schriesheim,

六、組織信任在領導型態與員工留任意願

& Williams（1999）。而迎接風險挑戰實有

關係的中介效果

賴於領導者與部屬間的信任關係強弱。

從上述研究假設的建構可知，不論轉換

Podsakoff, MacKenzie, Morrman & Fetter

型領導或交易型領導，其能產生員工留任意

（1990）研究更證明信任直接與轉換型領導

願提升的效用，均須建立於信任的基礎。在

有關，當部屬與領導者間創造出一種約定關

轉換型領導，其之所以能鞭策部屬而讓部屬

係時（亦即一種轉換型的關係），信任即已

追隨其領導，即是基於部屬對其之信任，轉

產生，轉換型領導在建立信任上扮演主動的

換型領導更會藉由發展組織成員的認同及追

重要角色，而且透過特定的行為，使得信任

求所創造的共同願景，而與部屬建立彼此的

儼然成為協助轉換過程的關係變數。基此，

信任。Bennis & Nanus（1985）的研究便證

本研究所提出研究假設四：

明信任直接與轉換型領導有關。而交易型領

H4：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組織信任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

導雖建立於主管與部屬之交換基礎上，但這
種交換關係的效用卻必須仰賴雙方承諾的履
行與兌現，而承諾的履行與兌現及是一種信

五、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與組織信任之關係
有效領導是主管與員工雙向的互動過
程。對組織領導者而言，應該藉由領導行為

任關係，亦即，當員工能獲致領導者所之承
諾而提高其留任意願，即是基於對領導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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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的信任，當交換條件不存在或有所折扣

H6：組織信任對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員

時，將會對領導者產生懷疑，如此將會影響

工留任意願之關係具有顯著中介效

其是否繼續追隨該領導。戴坤輝（2001）研

果。
H7：組織信任對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與員

究即顯示轉換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對信任均
有顯著的解釋能力。

工留任意願之關係具有顯著中介效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所言，本研究認為組

果。

織信任會受到轉換型領導及交易型領導所影

參、研究設計

響，而組織信任知覺越高，則會提升中小企
業員工之留任意願，因此組織信任扮演了轉
換型領導及交易型領導與留任意願兩者間的
中介角色，讓具有正向的轉換型領導及交易
型領導更能提升員工的留任意願。基此，本
研究所提出研究假設六及假設七：

一、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基於上述的文獻探討，本研究擬定出研
究架構如圖 1 所示，同時，根據前述文獻分
析及研究架構，本研究歸納出各變項間之研
究假設共七項：

圖 1 研究架構

H1：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

工留任意願之關係具有顯著中介效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果。

H2：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

H7：組織信任對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與員

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工留任意願之關係具有顯著中介效

H3：組織信任對員工留任意願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
H4：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組織信任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
H5：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組織信任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
H6：組織信任對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員

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之中小企業員
工，針對製造業之員工進行便利抽樣調查。
本研究於 2013 年 3 月 1 日發放紙本問卷，
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為止，施測期間為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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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共計發放 360 份問卷，回收問卷

員工的組織信任程度愈高。

350 份，回收率為 97.2%，扣除回答不完整

(三)留任意願

與無效之問卷 12 份，總計有效問卷為 338

係參考 Tsui, Pearce, Porter, & Tripoli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約為 96.57%。（本研究

（1997）所使用之量表，共計有 6 題，得

未進一步分析製造業分類與企業所在區域）
三、研究變項之衡量工具

分愈高，表示員工的留任意願愈高。
四、研究工具之信度分析

本研究共運用三分量表作為研究變項之

本研究以 SPSS 12.0 統計軟體進行因素

衡量工具，量表之填答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

分析及 Cronbach’s α 係數信度分析，來檢驗

尺度衡量，將每題所描述行為的表現程度由

各研究變項施測量表的信度。

低至高分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沒
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五個等級，
依次給予 1、2、3、4、5 分。

(一)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型態之信度分析
經 KMO 與 Bartlett 檢定，KMO 值為
0.966，Bartlett 球形檢定達極為顯著（P

(一)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型態
係採用 Bass（1985）所編製之多因
子領導問卷量表（Multifactor Leadership
Questionnaire，簡稱 MLQ），並參考吳靜

＜0.000），表示該量表之題項達良好的相
關性，適合進行因素分析。領導型態量表
經由因素分析可分為有「轉換型領導」與
「交易型領導」二個構面，其中轉換型領

吉、林合懋（1998）研究問卷中有關轉換

導解釋變異量 42.69%，交易型領導解釋

型領導與交易型領導的問項修正而成，此

變異量 25.02%，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71

部份量表分為二個構面共 27 題，其一為
轉換型領導計 16 題，構面二為交易型領
導計 11 題。

%；主管領導型態之整體 Cronbach's α 值
為 0.97，轉換型領導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 0.98，交易型領導構面之 Cronbach's α

(二)組織信任

值 0.93，以上係數皆大於 0.7，表示本量

係採用林鉦棽（1996）所發展的組織

表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皆頗佳，具有相當

信任量表，共計有 7 題。本量表主要在測

高的信度水準。茲將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

量員工的組織信任程度，其原始之

型態之因素分析及信度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82，得分愈高，表示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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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轉換型與交易型領導型態之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因素負荷量
領導型態
問卷題項

信度分析
共同性

因素一

因素二

轉換型領導

交易型領導

L_01

0.755

0.265

0.640

0.743

L_02

0.730

0.313

0.631

0.753

L_03

0.792

0.300

0.717

0.798

L_04

0.783

0.315

0.712

0.797

L_05

0.806

0.365

0.782

0.849

L_06

0.780

0.403

0.770

0.850

L_07

0.799

0.363

0.770

0.840

L_08

0.803

0.346

0.765

0.835

L_09

0.843

0.271

0.785

0.821

L_10

0.818

0.299

0.758

0.816

L_11

0.841

0.282

0.787

0.827

L_12

0.838

0.299

0.791

0.833

L_13

0.848

0.288

0.802

0.834

L_14

0.761

0.293

0.665

0.763

L_15

0.728

0.436

0.721

0.827

L_16

0.617

0.503

0.634

0.774

L_17

0.473

0.635

0.627

0.735

L_18

0.486

0.633

0.636

0.745

L_19

0.303

0.772

0.689

0.679

L_20

0.312

0.728

0.628

0.659

L_21

0.549

0.603

0.665

0.779

L_22

0.386

0.690

0.625

0.700

L_23

0.420

0.705

0.673

0.739

L_24

0.368

0.658

0.569

0.665

L_25

0.438

0.581

0.529

0.677

L_26

0.206

0.629

0.438

0.519

L_27

-0.005

0.690

0.476

0.383

特徵值

11.53

6.76

解釋變異量(%)

42.69

25.02

累積解釋變異量(%)

42.69

67.71

各因素 Cronbach's α 值

0.98

0.93

整體 Cronbach's α 值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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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留任意願量表之同質性相當高，

(二)組織信任之信度分析

本構面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高達

本研究之「組織信任」研究變項為單

0.941，顯示本構面內部一致性頗佳，整

一構面，故不作因素分析；經信度分析，

理如表 3 所示：

結果發現組織信任量表之同質性相當高，
本構面整體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高達

表 3 留任意願之信度分析

0.858，顯示本構面內部一致性頗佳，整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題號

理如表 2 所示：

S_1
表 2 組織信任之信度分析

S_2

修正的項
目總相關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S_3

0.824

S_5

題號
T_1

0.721
0.007
0.782
0.829
0.773

T_2
T_3
T_4
T_5

S_6

0.815

0.936

0.765
0.857
0.857
0.793
0.826

S_4

0.923

0.926
0.925
0.933
0.929

0.842

0.927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0.808

項目刪除時的
Cronbach's α 值

0.941

0.818

T_6

0.763

0.818

T_7

0.660

0.833

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先就各研究變項之關係進行相關

0.858

分析，之後再針對研究假設進行迴歸分析與
中介分析，以檢證假設是否成立。由表 4 所

(三)留任意願之信度分析

示 Pearson 相關分析可知，本研究各變項之

本研究之「留任意願」研究變項為單

間均具高度顯著相關。

一構面，故不作因素分析；經信度分析，
表 4 轉換型領導、交易型領導、組織信任、留任意願之相關係數表
1

2

3

1.轉換型領導

Pearson 相關

1

2.交易型領導

Pearson 相關

0.773***

1

3.組織信任

Pearson 相關

0.551***

0.416***

1

4.留任意願

Pearson 相關

0.461***

0.299***

0.698***

4

1

***：p<0.001

一、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之
影響
由表 5 得知，轉換型領導對於員工留任

意願的整體迴歸模型適合度達到極為顯著水
準（F=90.442，P<0.001），整體迴歸模型解
釋力為 21.2%（R2=0.212），且轉換型領導
對 留 任 意 願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β=0.4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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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顯示轉換型領導認知愈高，員工

三、組織信任對員工留任意願之影響

留任意願也將愈高。本研究假設一：主管之

由表 7 得知，組織信任對於員工留任意

轉換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

願的整體迴歸模型適合度達到極為顯著水準

響成立。

（F=319.458，P<0.001），整體迴歸模型解
釋力為 48.7%（R2=0.487），且組織信任對

表 5 轉換型領導對留任意願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轉換型領導

留任意願(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留 任 意 願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β=0.698 ，
P<0.001），顯示組織信任認知愈高，員工留
任意願也將愈高。本研究假設三：組織信任

0.461***

對員工留任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成立。

F值

90.442***

P值

0.000

R2

0.212

依變項

△R2

0.210

自變項

表 7 組織信任領導對留任意願之迴歸分析

***：p<0.001

組織信任

二、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之
影響
由表 6 得知，交易型領導對於員工留任
意願的整體迴歸模型適合度達到極為顯著水

留任意願(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0.698***

F值

319.458***

P值

0.000

R2

0.487

△R2

0.486

***：p<0.001

準（F=32.930，P<0.001），整體迴歸模型解
釋力為 8.9%（R2=0.089），且交易型領導對

四、主管之轉換型領導對組織信任之影響

員工留任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β=0.299，

由表 8 得知，轉換型領導對於組織信任

P<0.001），顯示交易型領導認知愈高，員工

的整體迴歸模型適合度達到極為顯著水準

留任意願也將愈高。本研究假設二：主管之

（F=146.743，P<0.001），整體迴歸模型解

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

釋力為 30.4%（R2=0.304），且轉換型領導

響成立。

對 組 織 信 任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β=0.551 ，
P<0.001），顯示轉換型領導認知愈高，員工

表 6 交易型領導對留任意願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自變項
交易型領導

對組織信任也將愈高。本研究假設四：主管

留任意願(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0.299***

F值

32.930***

P值

0.000

R2

0.089

△R2

0.087

之轉換型領導對組織信任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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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轉換型領導對組織信任之迴歸分析

（β=0.461，p＜0.001），且轉換型領導對留

組織信任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任 意 願 達 到 顯 著 的 解 釋 力 （ R2=21.% ，

0.551***

組織信任之中介（β=0.638，p＜0.001），解

F值

146.743***

釋變異量增加為 49.3%，增加 28.4%解釋變

P值

0.000

易量(R2 改變量=28.4%)，顯示組織信任的

R2

0.304

投入能有效提升解釋力，而轉換型領導對留

△R2

0.302

任意願的直接效果因此減弱（β=0.109，p＜

依變項
自變項
轉換型領導

***：p<0.001

F=90.442，p＜0.001），在模式二中，經由

0.001），由此可證組織信任對轉換型領導及
留任意願具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說轉換型

五、主管之交易型領導對組織信任之影響

領導除了具有直接影響員工留任意願之效果

由表 9 得知，交易型領導對於組織信任

外，同時也具有透過組織信任進而影響員工

的整體迴歸模型適合度達到極為顯著水準

留任意願之間接效果。本研究假設六：組織

（F=70.324，P<0.001），整體迴歸模型解釋

信任對主管之轉換型領導與留任意願之關係

力為 17.3%（R2=0.173），且交易型領導對

具有顯著部分中介效果成立。

組 織 信 任 有 顯 著 正 向 影 響 （ β=0.416 ，
P<0.001），顯示交易型領導認知愈高，組織

表 10 組織信任對轉換型領導及留任意願之迴

信任的情形也將愈高。本研究假設五：主管

歸分析表
留任意願

之交易型領導對組織信任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自變項
轉換型領導

表 9 交易型領導對組織信任之迴歸分析
依變項

交易型領導

模式二

0.461***

0.109*

中介變項

組織信任 (標準化迴歸係數
β)

自變項

模式一

0.638***

組織信任

0.416***

R2

0.212

0.496

△R2

0.210

0.493

F值

90.442***

164.576***

F值

70.324***

P值

0.000

R2 改變量

0.210

0.284

R2

0.173

F 值改變量

90.442

188.295

△R2

0.171

*：p<0.05，***：p<0.001

註： ***：p<0.001

七、組織信任對交易型領導與留任意願關
六、組織信任對轉換型領導與員工留任意

係之中介效果
由表 11 可知，在模式一中，交易型領

願關係之中介效果
從表 10 可知，在模式一中，轉換型領

導對留任意願有顯著的正直接影響效果

導對留任意願有顯著的正直接影響效果

（β=0.299，p＜0.001），且交易型領導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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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意 願 達 到 顯 著 的 解 釋 力 （ R2=8.9% ，

任意願是否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將領導型

F=32.930，p＜0.001），在模式二中，經由

態分類為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兩種型

組織信任之中介（β=0.694，p＜0.001），解

態，研究結果顯示，中小企業主管之轉換型

釋變異量增加為 49.3%，增加 28.4%解釋變

領導及交易型領導對員工留任意願均具有顯

易量（R2 改變量=39.8%），顯示組織信任

著之正向影響。此結果與 Burns（1978）、

的投入能有效提升解釋力，而交易型領導對

Randall（1987）、Daft（2001）及 Gustafson

留任意願的直接效果因此減弱（β=0.010，p

（2001）所做的研究相符。在轉換型領導下

＞0.05），由此可證組織信任對交易型領導

的中小企業部屬，當受到較多的尊重、溝通

及留任意願具部分中介效果。也就是說交易

及個別輔導，在適當的激勵與適當的溝通及

型領導除了具有直接影響員工留任意願之效

個別化的關心下，其工作情緒將會更好，工

果外，同時也具有透過組織信任進而影響員

作滿意度也會更高，留任意願相對的也會隨

工留任意願之間接效果。本研究假設六：組

之較高。而在交易型領導下的中小企業部

織信任對主管之交易型領導與留任意願之關

屬，基於交換和潛在的議價關係的本質，當

係具有顯著部分中介效果成立。

其依照領導者的期望行動，而可收到特定價
值的回報時，工作誘因相對提升之下，員工

表 11 組織信任對交易型領導及留任意願之迴
歸分析表

導型態對員工留任意願的解釋力而言，轉換

留任意願
自變項
交易型領導

模式一

模式二

0.299***

0.010

中介變項
R2
調整後的
R2
F值

型領導顯然遠高於交易型領導型態（21.2%
與 8.9%），其原因應與轉換型領導與員工的
關係乃建立於較個別化的關係基礎上
（Bolino & Turnley, 2009），且以建立願景

0.694***

組織信任

的留任意願相對也會隨之增加。然就兩種領

作為領導基礎（Daft, 2001），相對於交易型

0.089

0.488

領導與員工關係主要係建立於短期利益交換

0.087

0.484

的基礎，對員工的留任意願應有更大的影響

32.930***

159.307***

R2 改變量

0.089

0.398

F 值改變量

32.930

260.273

與吸引力有所關聯。
本研究結果亦顯示，中小企業之組織信
任對員工留任意願亦具有顯著之正向影響，
此結果亦與 Robinson & Rousseau（1994）、

***：p<0.001

Robinson（1996）、Lo & Aryee（2003）的

肆、研究發現與管理實務建議

研究相契合。員工與組織的互動行為必須依
靠信任關係才能維持長久，當員工依組織要

一、研究發現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中小企業之主管領導
型態與組織信任對員工留任意願之關聯性，
並檢驗組織信任對於主管領導型態與員工留

求付出貢獻而對組織有所回饋期待，組織能
適切給予回報，此時中小企業員工可能會因
在互動關係中得到回饋而認同組織、信任組
織，因而提高留任意願。此一結果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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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ra（1996）所分析之組織面臨危機時，

中小企業員工留任意願。本研究結果顯示轉

員工對組織的信任可幫助組織避免一些不當

換型與交易型領導並非是兩個互相互斥的領

的措施而有效地渡過難關之所得研究結果一

導型態，領導者在組織的實際運作下，為提

致。由於組織信任是員工對他們與組織關係

升組織成員的工作動機，同一個領導者在不

的正面期待，組織信任應該可增加他們願意

同的情境和時間下，可以同時運用轉換型領

繼續此關係的動力。

導及交易型領導。又因中小企業組織扁平

同時，本研究結果亦顯示，中小企業之

化，員工對於其領導知覺更為明顯，不同的

組織信任不論對轉換型領導或交易型領導與

領導型態也各有其優點，例如交易型領導的

員工留任意願之關係均具有部分中介效果。

領導模式著重使主管能夠認清角色和工作要

亦即，中小企業之轉換型領導與交易型領導

求，讓組織有效率地完成目標，適用較實際

不僅直接正向影響員工留任意願，亦會間接

性格的製造操作人員；而轉換型領導提出的

透過組織信任而正向影響員工留任意願。本

是願景和信念，以及領導者的魅力和關懷，

研究結果證實不論轉換型領導或交易型領導

希望員工提高需求層次和工作投入意願，適

對組織信任均有正向之影響，由於轉換型領

用於對自我期許較高的設計研發同仁。在本

導必須獲得部屬支持才能改變所面對的挑戰

研究中，轉換型領導及交易型領導與員工留

並準備接受風險，尤其是在迎接風險挑戰時

任意願間存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兩者同時

實，更端賴於領導者與部屬間的信任關係強

也是第一線夥伴較喜歡接受的領導模式。

弱（Pillai, et al., 1999），Bennis & Nanus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論轉換型領導或交

（1985）即認為轉換型領導與信任之間具有

易型領導，均對員工留任意願具有顯著之影

直接關係，因此，唯當獲得部屬的信任，轉

響效果，但家父長型領導是中小企業主最常

換型領導才能帶領部屬朝向領導者所欲求的

見的領導型態，經營者的想法貫穿公司所有

發展方向；而交易型領導基本上是植基於一

的制度，在一定的營運規模內，中小企業人

種利益磋商與交換的過程，其基礎即是建立

治的色彩較法治鮮明，為讓企業永續經營，

於信任，領導者所應允或承諾如能兌現，當

就必須打破傳統領導型態，若能取法轉換型

可獲得員工之信任，方能產生預期效果。而

領導或交易型領導之概念與做法，經營或管

此一中介效果亦顯示，不論轉換型領導或交

理者主動進修以汲取新知、擴大視野，與員

易型領導，將可透過組織信任，而提升其對

工維持親密關係，溝通良好，給予員工心理

員工留任意願的影響力。

及情緒支持，讓員工去認同領導者的計畫或
願景，讓員工與領導者及公司整體願景的結

二、管理實務建議
基於上述研究發現，本研究針對如何提
升中小企業之員工留任意願，提出以下幾點
實務管理上的建議：
中小企業在經營上，應重視主管領導型
態，提升中小企業主管的領導能力，以提高

合，必能提升成員留任意願與努力動機而發
揮最大的工作績效。
同時，中小企業在經營上亦應強化中小
企業員工對組織之信任感，以提高中小企業
員工留任意願。本研究結果顯示中小企業員
工的組織信任確實會影響其留任意願，即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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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信任認知愈高，留任意願愈高。因此中小

資源管理學報，11(4)，1-22。

企業的管理幹部應多關注組織信任的認知程

[4] 財政部（2013）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度，其最終的目的在使中小企業員工樂於工

http://www.fia.gov.tw/mp.asp?mp=1。

作，同時也安於工作，避免形成人員的高度

[5] 陳介玄（1994）。協力網絡與生活結構-

流動，而造成單位人力資源的損失。其具體

臺灣中小企業的社會經濟分析。台

的作法與措施，包括企業主管若能適度授權

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予員工進行工作流程改善，員工不會因沒有

[6] 陳樹（1998）。領導風格與組織文化關

主管在身旁指導或監督產生膽怯而退縮，反

聯性之硏究。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研

而會提升解決問題的企圖心，克服困難以增

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之博士論文）
。

進工作效率，並增強對組織的信任；主管應

[7] 黃秉德（1993）。社會價值變遷下勞資

主動暢通溝通管道，並從中取得共識，讓員

關係之質變與企業倫理的挑戰。行政

工能夠參與企業經營決策的過程，進而增加

院勞工委員會，產業環境變動下之人

組織信任；明訂員工工作表現獎勵制度，無

力資源規劃與開發研討會。

論在管理或執行工作有正面表現者皆應賞罰

[8] 鄭伯壎（1995）。差序格局與華人組織

分明，才能夠直接且有效地執行工作與任務

行為。本土心理學研究，3，142-219。

及企業與員工的夥伴關係，進而增加企業的

[9] 戴坤輝（2001）。轉換型領導，交易型

組織信任。而中小企業組織扁平化，應以實

領導，信任，工作滿足及組織承諾之

質的待遇和職務內容替代名義上的職稱彌補

關聯性研究—組織自尊的干擾效果。

升遷管道的不足，讓員工適才適所發揮核心

國防管理學院資源管理研究所碩士論

專長能力，相信必能增進對組織的認同與促

文（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進組織的永續經營，以提升員工留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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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etition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growing more and more intense, a profound
leader should be able to make adaptation to the changes within or without the industry, implement
adequate leadership style, and establish organization trust, thus bringing the whole organization
toward success. However, the high labor turnover rate has been a worry for Taiwanese Smallmedium Enterprise. As a result, a manager should not only realize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losing an
outstanding employee, but also not ignore factors of employee’s intent-to-stay and the long-term
consequen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leadership style, organization
trust, and retaining intention of employees in Small-medium Enterpri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employee.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research includes conducting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employees of Small-medium Enterprise of Taiw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the total
effective samples numbering 338, this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and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r
organization trust. Also, through the research, whether or not that organization trust is mediating
variable among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The result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Small-medium enterprise supervisor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Small-medium enterprise supervisors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Small-medium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trust has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Small-medium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trust has partial intervening effect on the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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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Small-medium enterprise organizational trust has partial intervening effect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retaining intention.
Keywords: small-medium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Trust, Retaining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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