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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一 

編號 發表人/題目 

01 

報告人：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Yuan Z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Pi-Ling Chao 趙碧伶 

【Is Social Entertaining Really a Panacea for People? 應酬真的是人際萬靈丹嗎？】 

02 

報告人：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Yuan Z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Ju-Hsiu Huang 黃如袖 

【“Enlightening with Affection” or “Motivating with Reason”? The Effect of 

Emotional Consensus and Cognitive Consensus on Team Performance. 「動之以情」或

「說之以理」？情緒共識與認知共識對團隊績效之影響】 

03 
報告人：澎湖科技大學 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陳甦彰 教授 

【發展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 

04 
報告人：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研究所 葉庭瑋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基隆港旅運服務品質改善方案之實證研究】 

05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林聖博 

【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留職意願之研究—以台灣北部部隊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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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報告人：世新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研究生 章富傑 

【工程圖管理方法之研究】 

07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黃禾豐 

【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於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關聯性之研究】 

08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陳燕玲 

【應用 KANO 二維品質模式與 I-S Model 分析外送平台線上點餐的服務品質：

foodpanda 與 Uber Eats 的探討】 

09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康景翔 

【北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幸福感中介效果與學習動機調節效果

之檢定】 

10 
報告人：國防大學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研究生 陳若俞 

【考慮備源供應的國軍野戰後勤設施選址問題】 

11 
報告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學系 鄭人杰 

【人格特質對製造業發展工業 4.0 績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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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二 

編號 發表人/題目 

01 

報告人：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pei, Taiwan  in Yi Wong 黃馨怡 (馬來西亞) 

【The Research on the Advertising Strategy of Malaysian Chinese Newspaper Industry 馬來

西亞華文報業廣告經營策略之研究】 

02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胡甯宸 

【應用混合多準則決策探討影響消防人員勤務安全管理之關鍵因素之研究】 

03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黃馨慧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之探討】 

04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吳忠翰 

【臺灣路易莎咖啡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再購意願之影響：以路易莎

咖啡為例】 

05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范芳榮 

【台北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方案評估：服務創新與創新擴散之觀點】 

06 
報告人：臺北商業大學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史鈞潁 

【以品牌形象探討消費者對於遊戲程式內購買意願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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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柯佳妤 

【探討外送平臺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關係之研究-以外送人員服務品

質為干擾變數】 

08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吳泯儒 

【耳朵裡的新浪潮！探討 Podcast 使用者持續使用行為之研究】 

09 
報告人：國防大學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黃旭達 

【結合目標分配與射擊排程問題】 

10 
報告人：考選部 專門委員 黃文鳳 

【臺灣超高齡社會銀髮產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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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三 

編號 發表人/題目 

01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梁佳儒 

【以混合多準則決策模式探討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因素】 

02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林鈺惠 

【情緒勞務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真誠領導的調節效果】 

03 
報告人：政治大學 民族學系 邱淮璟 

【自發性文化旅遊規範機制－以桃園木藝生態博物館為例】 

04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吳啓弘 

【安全氣候、工作態度與工程品質關係之研究—以營造業為例】 

05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林雅淑 

【由產業結構及競爭環境探討非利息收入對台灣銀行業經營績效及風險之影響】 

06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林佳璇  

【智慧資本對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影響-台灣前瞻性產業之實證研究】 

07 
報告人：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財稅碩士班 王皓平 

【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以企業生命週期論析】 

08 
報告人：國防大學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蔡明宏 

【建構多任務型態的選擇性維修最佳化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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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四 

編號 發表人/題目 

01 

報告人：Graduat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Sujitra Busuwan 白馥怡 (泰國) 

【A Study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Repurchase Intention of In-Game Items in Mobile 

MOBA Games Between Thai and Taiwanese Players: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Perspective】 

02 

報告人：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College of Management, Yuan Z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Yi-Shuan Chou 周怡萱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Job Involvement 外送員，請問你怎麼想？探討心理契約、組織承諾及工作投入

之關係】 

03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林律融 

【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關係之研究-以臺北市憲兵為

例】 

04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鄭淑美 

【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05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洪麗雅 

【工作壓力、職家衝突、休閒調適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之研究】 

06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馮瑰仙 

【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對顧客再消費意願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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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報告人：中國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游鎛瑜 

【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對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的影響—以員工沉默為調節變項】 

08 
報告人：致理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彭敔皓 

【行銷輔佐工具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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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 
 

陳甦彰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教授 

E-mail:csc@gms.npu.edu.tw 

 

鍾國章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 

助理教授 

E-mail: d9732004@gms.npu.edu.tw 

 

摘要 
2011年台灣純網路商店占46.7%，實體跨入虛擬商店占38.9%，虛擬跨入實體商店占

10.1%，因此虛實融合勢必將成為零售業的發展趨勢。不過台灣零售業電子商務領域人才

供不應求，因此許多科技校院行銷與物流管理相關科系紛紛開始開設相關課程，以培養零

售業電子商務之人才。本研究的目的是發展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透

過12位學者專家的意見找出虛實融合人員核心能力目錄，再根據該目錄轉換成科技大學行

銷與物流管理系科虛實融合課程的教學單元。 

關鍵詞：虛實融合、課程發展、核心能力、教學單元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6年台灣網購市場的規模約為新台幣1,341 億元，到了2010 年上升到2,597 億

元、2011年更攀升到3,256 億元，2013 年已經達到5,088 億元，亦即每年有20%以上的成

長速度 (姚成彥，2015)。eMarketer（2018）估計全球智慧型手機用戶中有34.9%的人至少每半

年會透過手機在零售通路進行實體支付。Chen, Chung與Tsai (2019)發現隨著台灣4G行動網路

的全面普及和智慧型手機應用的多元發展，民眾使用手機的時間年年提長，其估計2018年

有28.1%的民眾每天花超過5小時使用手機。而在中國，以江蘇省2019年的調查發現有

82.9%的民眾都使用手機支付（金磊，2019）。因此隨著行動設備可用性，加上行動技術的

日益進步及金融服務APP的開發，行動支付勢必會在未來變得更普遍和簡單 (Chen et al., 

2019) 。在此一趨勢下，許多企業試圖發展出一套成功整合虛實通路的行銷模式（江義平、林

家毅、黃智彙，2018）。由於互聯網的科技進步使得虛實整合商業模式擺脫只限於在傳統實

體商業交易模式，延伸到了網路(Porter & Heppelmann, 2014; Rigby, 2011)。根據姚成彥

（2015）研究指出在2011年台灣純網路商店占46.7%，實體跨入虛擬商店占38.9%，虛擬

跨入實體商店占10.1%，因此虛實融合勢必將成為零售業的發展趨勢。就互聯網的發展過

程可以將交易方式分為：第一個階段的純線上時代，第二階段電子商務(E-Commerce)，第

三階段是線上和線下整合(online to offline, O2O)，第四階段則是虛實融合 (online merge 

offline, OMO)。其中虛實融合的概念是2017年9月創新工場李開復所提出，其認為互聯網

的成長已近飽和，未來將會透過線上與線下雙向導流，促使消費行為產生線上和線下雙向

流動（陳甦彰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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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orio, Maggioni, Mauri與Mazzucchelli (2019)調查發現歐洲的義大利、法國、德

國、西班牙、英國等國家經理人一致認為未來產業界最需要的行銷職位都是以數位行銷經

理排名第一。顏瓊玉與林俊劭（2015）發現在台灣零售業電子商務領域人才有供不應求的

現象，因此許多科技校院行銷與物流管理相關科系紛紛開始開設相關課程，以培養零售業

電子商務之人才。根據技職課程網顯示在國內29所科技校院行銷與物流管理相關科系中，

在108學年度共有2校開設專門的虛實融合相關課程。有3校開設專門的新零售相關課程。

有7校開設專門的通路策略相關課程等（技專校院課程資源，2020）。教育部更依據行政院

產學研連結會報會議決議所推動的技職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課程革新試辦計畫中，將智慧

零售列為首波推動對象（教育部，2020）。因此如何在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規劃虛

實融合之課程架構以培養具有零售業虛實融合專業的人員，乃成為本研究的研究動機之

一。 

林郡雯 (2018)指出課程發展是一個「始於至善，止於至善」的歷程，首先需高懸

宗旨(理念課程)，接著寫成教育目的與學科目標，繼而進入學校課室，將這些理念具體化

為教學目標，然後教師進行教學(實作課程)，學生進行學習(經驗課程)。因此，課程是為

教學和實現特定的學習成果提供了系統的計劃(Pillay, 2019)。Ameyaw et al. (2019)指出課

程應該滿足學生的需求，一方面要拉近普遍知識和理論之間的差距，另一方面又要根據日

常生活和工作環境的脈絡變化做回應。Scott, Connell, Thomson與Willison (2019)則認為學

校的課程應該提供特定學科和適當的就業技能的技能。不過，Albashiry, Voogt and Pieters 

(2015)指出由於技職教育與培訓機構缺乏課程設計專業知識，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會遇到要

如何維持和提高課程質量和與勞動力市場需求相關性的挑戰。Kenayathulla, Ahmad與 

Idris(2019)調查就發現馬來西亞5個地區的841名待業畢業生認知學校所學習的技能與就業

市場差異甚大。在台灣亦是如此，Hsiao 與Chen (2004)曾指出台灣的科技大學在教學上存

在著課程是理論導向而不是應用導向的課程設計思維，因此很難培養具有實務能力之人

才。加上部分老師偏重使用理論性的教材，造成學生無法獲得產業界所需要的實務能力。

因而陳甦彰（2013）進行科技大學行銷物流系科創業教育課程發展規劃以及整合校外實習

及實務專題課程發展，從實務能力導向或產業導向發展科技大學行銷物流系科的實務課

程。本研究擬在上述基礎下規劃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發展，此為本研

究的研究動機之二。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目的是發展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內容內涵

及教學單元。 

 

文獻探討 

2.1 虛實融合的內涵 

由於網路的興起，實體通路整合虛擬通路已成為重要的策略，藉由接觸顧客的機會，

以提供便利的多重通路選擇與多樣化的服務（廖采如、李欣樺、李宛庭、游雅雯，

2018）。虛實整合商業模式係由 Alex Rampell 於 2010 年提出，模式運作方式是由消費者

透過網路在線上購買及支付後，再到線下的實體通路去享受服務或拿取商品（江義平等

人，2018）。Weng 與 Zhang (2015)認為虛實整合是基於在線上線下交互的電子商務模

式，是透過虛擬與現實之間，以線上和線下資源的互相促進，互相依靠，實現雙贏的商業

模式。廖采如等（2018）認為虛擬通路無法完全取代實體通路，因而廠商應該透過虛實整

合來增進其競爭力，建構適當的混合策略，以保持與同業間之競爭優勢。Gulati 與 Ga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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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更指出企業已非在虛擬或實體通路中作二選一之選擇，而是考量應將實體與虛擬通

路整合至何種程度較為適當（陳甦彰 2020）。 

虛實整合是消費者利用行動裝置的線上服務至線下實體店面進行消費，同時運用業者

所提供的資訊，透過手機從線下連結到網路上作消費，並且藉由虛擬與實體串連的概念所

形成的模式，而虛實融合則是使用線上與線下雙向交織，互相導流並且隨著移動支付以及

感測器等 AI 技術，讓線上線下的消費行為界限漸漸模糊甚至消失（陳欽雨等，2016）。

換句話說，虛實整合是將線上的消費者引流到線下實體商店中，以降低消費者對於線下商

品服務資訊瞭解的局限性（胡計虎等，2019），而虛實融合則是使用電子支付進行線上購

物，消費行為將被企業在線上收集。而消費者從線下獲得體驗後，可以繼續透過網站、

APP 購買商品。消費者在經由線上線下消費後將成為企業的會員，企業更能在線上做推

薦、引導，並通過社交網路進行二次傳播和增值，形成完整的流量迴圈體系（陳甦彰

2020）。 

2.2 虛實融合核心能力分析 

Everts & Eads（1979）指出能力是指學習者在預定程度上所展現出的知識、技能以及

情意上之判斷力與行為。Blekin 和 Kelly(1987)認為教育的重點，乃在於培養與發展學生

某些專長與潛在的能力。Lysaght & Altschuld(2000)表示能力是指個人廣泛地在價值觀、態

度、推理與判斷力方面上能有效地表現。 

教育部所推動的技職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課程革新試辦計畫中提出智慧零售相關人

員的核心專業能力與技能如表 1 所示。 

表 1「智慧零售」核心專業能力與技能 

領域類別-職稱 核心專業能力與技能 

智慧零售行銷企劃人員 a. 公司對外的新形態行銷、虛實整合媒體活動規劃 

b. 新形態行銷、媒體活動效益進行分析與建議 

c. 了解產品特色，為智慧零售企劃案發想 

d. 熟悉消費者行為，透過ICT 搜集顧客與市場資訊

與分析 

e. 企業網站相關內容與服務之規劃 

跨境電子商務營運人員 a. 跨境商品上下架與庫存管控 

b. 協助跨境平台維護與管理，商品上架規劃 

c. 管理跨境電商平台交易規則、主題內容設計 

d. 跨境電商經營及行銷活動操作資料數據分析 

e. 網路平台數據內容，建立各類分析數據指標模型 

智慧零售創新營運模式分析人員 a. 開發並協助企業導入新型態零售營運模式 

b. 分析智慧零售創新營運績效、針對市場提出創新

營運策略 

c. 透過數據研究持續改善各項創新服務，持續強化

顧客在各個服務接觸點的轉換率與使用者體驗 

d. 了解現有O2O 的營運與獲利標竿企業，並與團隊

功能挖掘創新模式 

OMO 全通路營運模式整合人員 a. 協助線上線下整合通路的文案撰寫 

b. 熟悉電商平台特色與客層分布以協助活動企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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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 

c. 熟悉Facebook、Google 等數位媒體的廣告投放與

關鍵字操作，以協助電商廣告投放 

d. 熟悉Google Analytics、Piwik 等數據分析工具，

協助後台的數據分析、流量監控、銷售分析等 

資料來源：教育部（2020）。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試辦課程革新計畫。 

 

2.3 虛實融合課程內涵及其規畫 

課程的英文字係源自拉丁文 currere，原意是指奔跑或跑馬道。教育部國語辭典簡

編本對課程的定義為達教育目標，由有關單位及人員考量教學內容、時數及成績評量等，所

設計的教學活動科目。為使學習能循序漸進，所以課程的安排要注意其連貫性（教育部，

2015）。另外，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從課程的涵蓋範圍區分出三種不同的定義（鄭世仁，

2000）： 

(一)課程是學校內外一切活動之總稱。這是最廣義的看法。 

(二)課程是學校課表上所列的學習科目。這是最狹義的看法。 

(三)課程包括正向的目標、規劃的內容、合宜的手段、客觀的評量等要素。 

國家教育研究院辭書進一步指出如果從課程要素不同的強調點來看則是有四類（鄭

世仁，2000）： 

(一)課程是學科和教材。 

(二)課程是經驗。 

(三)課程是目標。 

(四)課程是計畫。 

對於課程發展而言，評鑑是作為課程計畫與課程教學之客觀參考依據，課程評鑑的主要目

的是在於改進，而非證明，主要是希望促成課程及教學品質的提升，更是課程方案改進的

重要過程（黃政傑，1997）。Alsubaie (2016)指出一個有效的課程應反映構成特定教育計

劃的理念，目標，目的，學習經驗，教學資源和評估。Pillay (2019)則認為課程為教學和

實現特定的學習成果提供了系統的計劃。就課程發展而言，其重點是強調課程目標、內

容、方法、活動、評鑑程序所發展的一個過程，包含課程決定的互動和協商，課程發展重

視的焦點是教學計畫的過程、人員組織和人際互動等（陳美如，2005)。Schneiderhan, 

Guetterman 與 Dobson(2019)指出課程開發有六個步驟分別為：執行需求評估，確定內容，

編寫目標和目的，選擇教育策略，實施課程以及課程評鑑。Alexander 與 Hjortsø (2019) 

則以非洲四個國家的六所大學為對象，使用文化-歷史活動理論視角來確定潛在課程開發

活動，研究結果發現課程規則僵化和資源可利用性等問題的六個主要矛盾和四個次要矛盾

關係。Chen 與 Lin (2019)以理論知識，行業認知和 LINE @平台技術來強化成為學生在物

流管理技術的應用能力，以整合業務流程，物流流程，財務流程和資訊流程等議題，使學

生能增強物流管理的實際應用，並獲得專業技能和就業準備（陳甦彰 2020）。 

 

研究方法 
本研究邀請 12 位學者專家(學者及業界各 6 位)進行虛實融合人員核心能力之建構，

並透過能力與課程轉換矩陣發展出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 18 個教學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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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搜尋相關學校網頁發現國內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相關科系開設虛

實融合課程並不多見。根據技職課程網顯示在 108 學年度只有國立澎湖科技大學、亞東技

術學院等 2 校開設虛實融合相關課程。另外有南台科技大學、僑光科技大學及醒吾科技大

學等 3 校開設新零售相關課程。開設通路策略相關課程的有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東方設計學院、大仁科技大學及中國科技大學

等 7 校（技專校院課程資源，2020）。 

其次，根據學者專家討論提出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學生若要擔任虛實融合線上

線下人員應具備 (1)市場能力(2) 電商能力(3)營運能力(4) 技術能力(5)一般能力等五個構

面，再根據各構面發展個別之核心能力。表 2 為本研究的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學

生虛實融合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力層級表。 

 

表 2 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學生虛實融合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力層級表 

目標層 標的層 屬性層 能力評估指標說明 

科技大

學行銷

與物流

管理系

學生虛

實融合

人員應

具備的

能力 

1.市場能力 

1-1 市場發展

趨勢 
掌握線上線下市場現況與發展趨勢。 

1-2 發掘創新

模式 

了解現有線上線下的營運與獲利標竿

企業，並與團隊功能發掘創新模式。 

1-3 市場環境

評估 

顧客消費行為數據分析與市場環境評

估。 

1-4 蒐集顧客

資訊 

透過資訊科技蒐集顧客與市場資訊並

進行分析。 

1-5 熟悉公司

產品 

熟悉公司(集團)相關線上與線下的產

品。 

2.電商能力 

2-1 操作程序 熟悉電子商務模式和操作程序。 

2-2 平台內容

設計 

熟悉電商平台特色內容及設計規劃。 

 

2-3 平台維護

管理 
熟悉電商平台維護與管理。 

2-4 交易規則 建立並管理電商平台服務與交易規則。 

3.營運能力 

3-1 商品上下

架 
熟悉商品上下架與庫存管控。 

3-2 行銷企劃 執行線上線下行銷企劃方案能力。 

3-3 項目管理

能力 
具線上線下營運項目的管理能力。 

3-4 服務補救

能力 
具售後服務和服務補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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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層 標的層 屬性層 能力評估指標說明 

4.技術能力  

4-1 廣告投放 
熟悉 Facebook、Google 等數位媒體的

廣告投放與關鍵字行銷操作方式。 

4-2 數據分析 電商及行銷活動數據分析與效益評估。 

4-3 流量監控 協助後台網路流量監控與銷售分析。 

4-4 效益分析 虛實整合媒體活動規劃與效益分析。 

5.一般能力 

5-1 溝通與談

判能力 

具備與供應商及消費者的溝通與談判

能力。 

5-2 文案寫作

能力 
具備平台廣告文案寫作能力。  

5-3 團隊合作

能力 
具備與團隊合作與處理人際關係能力。 

5-4 簡報能力 具備能上台簡報及製作簡報的能力。 

5-5 創新思考

能力 
具備創新與邏輯思考能力。 

 

根據上表的核心能力層級表，透過核心能力與教學單元轉換矩陣提出虛實融合人員的

課程內涵及教學單元包括規劃出虛實融合時代發展趨勢與創新模式、智慧零售與商業

4.0、洞察消費者輪廓、數位行銷概述與熱門工具、關鍵字行銷與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 、虛實融合社群行銷(I) 、虛實融合社群行銷(II) 、虛實融合大數據會員行銷、虛

實融合大數據會員經營、支付工具之類型與說明、虛實融合平台之內容設計、虛實融合

平台維護管理、虛實融合平台廣告投放、虛實融合平台輿情探索、虛實融合平台數位足

跡掌握、虛實融合平台效益分析、虛實融合網站架設之實作(I) 、虛實融合網站架設之實

作(II) 等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 18 個教學單元，如表 3 所示。 

 

表 3 虛實融合人員核心能力與教學單元轉換矩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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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融合時代發展趨勢與

創新模式 
V V                    V 

智慧零售與商業 4.0 V V V  V                  

洞察消費者輪廓    V       V       V     

數位行銷概述與熱門工具      V     V   V         

關鍵字行銷與搜尋引擎最

佳化(SEO) 
     V V V  V V   V     V   V 

虛實融合社群行銷(I)     V     V V V V V     V   V 

虛實融合社群行銷(II)     V     V V V V V     V   V 

虛實融合大數據會員行銷           V V  V V V  V     

虛實融合大數據會員經營           V V V  V V   V V   

支付工具之類型與說明         V              

虛實融合平台之內容設計      V V V V V V            

虛實融合平台維護管理        V V V V            

虛實融合平台廣告投放              V    V    V 

虛實融合平台輿情探索    V           V V V      

虛實融合平台數位足跡掌

握 
              V V V      

虛實融合平台效益分析                 V      

虛實融合網站架設之實作

(I)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虛實融合網站架設之實作

(II)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結論及建議 

5.1 結論 

根據文獻及專家意見本研究提出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學生若要擔任虛實融合

線上線下人員應具備 (1)市場能力(2) 電商能力(3)營運能力(4) 技術能力(5)一般能力等五

個構面，再根據各構面發展個別之核心能力。 

透過核心能力與教學單元轉換矩陣規劃出包括虛實融合時代發展趨勢與創新模式、智

慧零售與商業 4.0、洞察消費者輪廓、數位行銷概述與熱門工具、關鍵字行銷與搜尋引擎

最佳化(SEO) 、虛實融合社群行銷(I) 、虛實融合社群行銷(II) 、虛實融合大數據會員行

銷、虛實融合大數據會員經營、支付工具之類型與說明、虛實融合平台之內容設計、虛

實融合平台維護管理、虛實融合平台廣告投放、虛實融合平台輿情探索、虛實融合平台

數位足跡掌握、虛實融合平台效益分析、虛實融合網站架設之實作(I) 、虛實融合網站架

設之實作(II) 等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 18 個教學單元。 

5.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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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可以根據本研究提出核心能力層級表，進行 AHP 分析，以瞭解各能力之重要

性權數做為課程發展之參考。 

2.建議可以根據本研究提出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虛實融合課程之教學單元，

進行教材之開發並進行教學實驗。 

3.引入業師進行協同研究及教學。 

4.透過產學合作讓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修習虛實融合的學生能夠進行職場參

訪及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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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混合多準則決策探討影響消防人員勤務安全管理之關鍵因素

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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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22003@gmail.com a13952001@gmail.com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影響消防人員勤務安全管理的關鍵因素，並找出改善消防勤務安全

之具體作法。研究結果顯示: 1.構面影響力最大為「人為因素構面」。2.準則影響力最高的

前三項依序為：「職業倦怠」、「超時工作」、「工作壓力」等準則。3.消防勤務安全管理資源

優先投入在工作壓力及指揮決策之準則。4.勤休制度構面最重要，尤其是每日勤務量準則

最重要；在指揮體系構面下，以指揮決策準則最重要；在環境構面下，以危險性救災行動

環境準則最重要；在人為因素構面下，以工作壓力準則最重要。 

關鍵字：消防勤務安全、關鍵因素、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而近十年來因公殉職死亡或傷殘的消防人員合計共 919 人，平均每年約 92 人會因此

受傷或死亡，其中因公殉職或死亡的消防人員共 38 人，平均每年大概是 3~4 位消防員會

因為出勤而不幸身亡。近年來的消防相關研究，大部分都圍繞在工作壓力、消防人力等問

題上。但消防勤務安全確鮮少有學者做相關之研究，所以本研究針對消防勤務安全做探討，

並試圖找出相關影響安全之構面與準則，用以了解究竟消防工作在執行勤務時需要考量那

些重點來讓消防工作更安全，且能更有效率的執行消防工作是此研究的重心所在。 

1.2 研究動機 

本研究將透過修正式模糊德爾菲專家問卷方式，找出影響消防勤務安全之關鍵因素，

針對消防員行使退避權有更明確的判斷方向，此為研究動機之一。針對產、官、學界之專

家問卷調查法，運用 Fuzzy DEMATEL 方法，建立各項評選準則之權重，接著依據權重結果

界定找出消防勤務安全關鍵因素，以解決傳統 DEMATEL 方法之問卷語意不清之問題，並提

mailto:zhu22003@gmail.com
mailto:a13952001@gmail.com


21 
 

供學界對消防勤務安全之關鍵成功因素之分析方式，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二。由於專家在

填答時有可能發生想法或邏輯上有落差的現象，所以用親訪解說的方式確保問卷的信度與

效度，並使用 DANP 法來改善傳統 ANP 超級矩陣在運算上，將不同集群視為具備相同重要

性之問題，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三。 

1.3 研究目的 

近年來消防人員執勤時遭受重大傷亡，勤務安全議題逐漸受大重視，綜合研究背景與動機

所述，本研究彙整出主要目的分述如下： 

一、探討影響消防勤務安全之關鍵因素。 

二、探討消防勤務安全因素之因果關係。  

三、探討消防勤務安全之關鍵因素之重要權重排序，以適當分配投入資源。 

四、研究結果將提供未來執行消防工作或判斷災害風險之指揮決策，及退避權之行使有參考

依據。 

二、文獻探討 

2.1 消防人員勤務 

消防勤務乃指消防機關為執行消防業務，達成消防任務，所進行之一種有計畫之編組活動。

此種編組活動係依時間分配，採不同方式，使消防活動達到有計畫、有效率之目的(陳弘毅、

江龍昇，2009)。而消防勤務主要區分內勤及外勤的勤務方式有所不同分述如下: 

(一)內勤消防人員:大致與一般的公務人員相同，上班時間朝八晚五，主要是以科室來區分各部

門工作，科室有行政科、 預防科、火調科、搶救科、訓練科、預防科等;另外內勤也包含指揮

中心，指揮中心主要是負責勤務派遣工作，上班時間也是24小時，勤一休一方式輪休。 

(二)外勤消防人員:主要工作是救災與救護，例如：火災預防、搶救災害、緊急救護、為民服務

（抓貓、抓狗、捕蜂、抓蛇、淹水抽水、破門等），外勤人員必須在第一線執行災害應變緊

急處置，如救火、救災、救難及為民服務等，因此危險性相對較高。 

2.2 影響消防人員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 

(Heinrich，1931)之理論中提到，造成事故的原因為不安全行為與不安全環境，並從中了

解災害為事故之結果(洪培元，2006)。而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的因素很多，但其關鍵因素大致上

應有人為因素、指揮體系，公司制度、環境因素等，來源分別說明如下: 

一、人為因素：近20年來有很多關於人為疏忽本質與造成疏失的認知結構方面之研究，重點在

於人為疏失會對人的績效產生影響，並且人為疏忽是不能完全避免的(Reason, 1990)。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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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作因兼負多重任務，為保持各項技能之專精，以備勤務之所需，消防人員必須持續接

受教育訓練，如火場之搜索、救助、搶困、水上操舟、泳訓、及各項專業知能之充實等

等。同時配合社會環境之變遷及科技之進步而充實新知，以協助民眾遭遇之各種緊急

危難(邱敏宜，2008)。陸洛、高淑芳(1999)研究指出專業程度越高的工作、必須對他

人生命負責以及高風險性行業的從業人員，皆會感到較高的工作壓力。林宏全(2020)

研究發現工作壓力與職業倦怠為正相關。 

二、指揮體系：內政部消防署已就美國現行的事故現場指揮體系 (ICS)及其他國家的災

害事故現場指揮體系進行研究，並架構我國事 故現場指揮體系的雛形。並於民國

89年2月10日頒布的「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作業要點」中，已初步

建構出我國消防機關火場指揮及搶救的組織架構及各項作業規範。接著於民國92年

3月20日頒布「消防機關災害現場人命救助作業原則」更是以美國ICS的精神及原則

規劃出我國消防機關事故現場指揮體系的架 構、程序、任務及原則，各任務編組

人員及幕僚皆有規範其主要分工任務(消防白皮書，2004)。所以指揮體系對於火場

應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勤休制度：林宜君(2010)研究結果顯示長期以來國內消防單位面於人力編制問題，致我國各

地消防機關之勤休制度與勤務吃緊情況不一。近年來民眾意識抬頭，消防勤務量與日俱增情

況下，以不足之消防人力尙須兼顧質與量的要求，在此雙重壓力下，導致外勤消防人員士氣

普遍低落，其甚者更將導致嚴重疏失之危險情事發生。而目前台灣有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

來替眾多消防員發聲、爭取權益，避免職場疲勞的事件一再的發生，而其訴求中最主要的就

是人力要補足，在人力無法補足之前，勤休方式永遠無法合理，疲勞永遠存在，而危害的潛

在因子只會不斷的擴散蔓延，終究造成難以抹滅的後果、甚至是令人悔恨的傷痛(陳育綸，

2016)。另外鄭雅文(2011)研究中提到導致工作身心疲勞的因素很多，其中「工時」反映勞動

長度，影響工作者身心健康甚劇，乃是各國勞動規範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四、環境因素：張志民（2009）研究指出，消防工作具有潛在危險性，消防人員隨時都有生命安

全及健康之危害，其危害因素大致歸納為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感染及生物性危害、人

因工程危害、心理及社會方面的危害。而消防工作在出勤時，所需的交通工具不論消防車，

或救護車交通事故更是層出不窮（張峻瑋，2014）的研究指出有關道路狀況及救護車狀

況影響救護車發生交通意外因素，因許多外在因素如(天氣、雨天)及執行時段(日間、

夜間)為不可預測，許多消防同仁認為發生交通意外之較大因素為值勤時間過長，導致

精神狀況及情緒狀況較容易受影響，不容易集中精神，反應時間過長，導致增加交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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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意外的機率。 

2.3 模糊理論 
楊敏生(1994)在模糊理論簡介中有提到，模糊理論到今天為何會被廣泛地研究且成功

地應用在多種領域上，將其歸納為二點：一是其簡單性，另一是它帶動了人類科學思想的

革新。從最早十年間的模糊理論發展，到後來各類型的應用；從分類、控制、數學規劃等，

到近幾年十分熱門的類神經網路(人工智慧)等等的應用，可說是有很廣泛地運用。而所謂

事物存在的模糊性，就是一種似是而非性，在某種意義下可以說Yes，在另一種意義下可

以說No。本來事物存在的模糊性尤其是語言和情感這些帶有主觀色彩的東西，其模糊性是

不可避免的，是事物存在的本質，而傳統的科學技術對此都加以忽略，模糊理論開闢了新

的研究方向(張嘉良，2007)。 

本研究即以上述之原則，應用於消防勤務在面對各種勤務的關鍵因子之分析，進而得

知本研究中各項關鍵因素之趨勢，而模糊理論不只是理論更是實用的標誌。其發展至今所

應用之範圍非常廣泛，此研究探討建立消防勤務安全評估構面與準則間因果關係，及簡化

模糊數運算，選取三角模糊數與整合專家之意見來表示模糊語意(Van Laarhoven & 

Pedrycz, 1983)希望能提供消防單位主管之指揮決策及同時提供消防機關對於消防工作

發展時之策略思考。 

2.4 多準則決策  
多準則決策方法起始於Kuhn-Tucker ＆ Koopmans(1972)的早期研究工作，直至1972

年在美國南卡羅來那州舉辦研討會之後大放異彩，備受矚目。Hwang & Yoon (1981)根據

其研究成果，將廣義的多準則決策(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aking, MCDM)區分為

兩類： 

一、多目標決策：主要應用在「規劃」及「設計」面，是多準則決策方法 論發展初期所提出

的方法，通常適用於有無限多個連續性可行方案，或僅知目標函數及限制式條件，但未

知可行方案的狀態，探討在不同之限制下如何達成多個目標，且為最佳化解集合。 

二、多屬性決策: 主要應用在「選擇」及「評估」面，是管理決策領域中常被廣泛應用之評

估技術，通常包含已知的有限個可行方案(通常為離散的)，透過一套選擇評估程序，以

選擇出各可行方案中的最佳方案實施。 

由於評估的過程中，常涉及模糊的因素，因此特針對模糊多準則決策加以探討。模糊

多準則決策主要是以模糊數來表達方案在各準則下之得點與準則偏好概念，配合模糊運算

之各種方式，將方案之模糊偏好值找出，再依此偏好值進行方案優劣之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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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訪談消防外勤單位主管、資深隊員，主管機關科長、科員，以及防災專家

學者對於消防勤務安全之看法與意見，用以了解消防勤務工作之執行面之影響因素，綜合

考量及評估學者們之見解。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及架構  
本章根據文獻探討歸納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的構面與關鍵因素並歸納出四項構面與十

一項準則。第一階段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確認影響消防勤務安全之構面與準則

內涵；第二階段消防工作相關專家填寫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研究問卷，經由模糊決策實

驗室分析法(Fuzzy DEMATEL)分析影響消防勤務安全之關鍵因素之相互因子間關聯程度，

進一步經由網路層級分析法(DANP)計算出影響消防勤務安全關鍵因素之重要程度排序，以

找出影響消防工作安全之原因。 

3.2 各變數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依據第二章文獻將各變數之意涵，彙整成操作性定義如表3-1所示。 

表3-1 各變數操作性定義 

構

面 
定義 準則 定義 資料來源 

人

為

因

素 

消防員值勤

時，因基本訓

練不足，缺乏

專業知識或

人為疏失或

工作壓力太

大所造成的

危害。 

專業素養 

是指消防員應具備執行消防勤務

之安全專業知識與消防技術，才

能有效提升救災成效。 

邱敏宜(2008)； 

陳育綸(2016) 

工作壓力 

是指由於工作環境的特性，對消

防員造成不同壓力反應，進而產

生生理不適或心理的緊張、焦慮。 

陸 洛 、 高 淑 芳

(1999)；曾舟君

(2007) 

職業倦怠 
是指消防人員長期的身心疲勞導

致執勤時疏忽安全防護而受傷。 

陳育綸(2016)； 

林宏全(2020) 

指

揮

體

災害現場指

揮官藉與幕

僚組，為了遂

行其應執行

領導風格 災害現場指揮官之領導方式 
郭淇峰(2019)； 

盧紅旭(2019) 

安全領導 
災害現場指揮官強調控制領導、

安全認知、重細節之領導 

江明俊(2015); 

郭淇峰(2019)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OSRbf/search?q=auc=%22%E9%83%AD%E6%B7%87%E5%B3%B0%22.&searchmode=basic
http://big5.oversea.cnki.net/kcms/detail/search.aspx?dbcode=CDFD&sfield=au&skey=%e7%9b%a7%e7%b4%85%e6%97%ad&code=29015978;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UOSRbf/search?q=auc=%22%E9%83%AD%E6%B7%87%E5%B3%B0%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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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之任務，經由

任務分析、產

生使命與任

務執行概念，

再經過理性

思考、狀況判

斷與執行救

災工作 

指揮決策 
災害現場指揮官對於現場救災人

員之救災指令及風險管控 

吳敬聰(2013) ; 

柯景元(2009) 

勤

休

制

度 

 
 
消防員上班

執勤與休假

方式 

消防人力 消防員之消防外勤單位編現比 
林宜君(2010) ; 

洪智勇(2013) 

超時工作 
消防員每日上班 24 小時、每週工

時超過 84 小時 

李金山(2017)；鄭

郁婷(2017) 

每日勤務

量 
消防員每日外勤出勤次數 

林宜君(2010)； 

陳德展(2015) 

環

境

因

素 

消防員出外

勤務所面對

之外部原因

所造成之危

害 

行車安全

環境 

消防員駕駛消防各式車輛出勤之

安全 

蕭志明(2018); 

張峻瑋(2017) 

危險性救

災行動環

境 

消防員依據危險性救災行動認定

標準第三條規定之危險場所及其

他相對危險之場所 

 

陳世勳(2001); 

鄧子正(2001) 

3.3 資料收集與範圍 

本研究第一階段遴選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問卷之專家：產(4)、官(4)、學(2)共計10位。

本研究第二階段遴選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問卷之專家：產(6)、官(4)、學(5)共計12位。 

3.4 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問卷及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設計問卷 

本研究第一階段設計之修正是模糊德爾非法問卷，請10位專家確認後，獲得4個構面與

11個準則內涵，第二階段再依據第一階段之4個構面與11個準則內涵，設計出DEMATEL之專

家問卷。經回收問卷後轉換為Fuzzy DEMATEL問卷，再運用模糊單三角法及重心法解模糊

數計算，並依據DEMATEL計算步驟找出準則之因果關係圖，最後說明其研究重要發現。進

一步，進行超級矩陣運算，及加權後之超級矩陣，利用矩陣自乘演算至收斂極限化矩陣，

最終求出整體準則權重排序並分析各因素的顯著度與原因度，以利找出具核心影響性的關

鍵成功因素，提供消防工作更有效的提高人員安全管理之參考。 

3.5 資料分析方法 

Fuzzy DEMATEL 實施步驟：一、定義消防勤務安全因子及建立量測尺度，二、專家

意見法取得各因子相依資料，三、建立模糊直接關係矩陣與解模糊矩陣，四、計算模糊正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M5CdB/search?q=auc=%22%E5%90%B3%E6%95%AC%E8%81%B0%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qM5CdB/search?q=auc=%22%E6%9F%AF%E6%99%AF%E5%85%8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RvMXE/search?q=auc=%22%E6%B4%AA%E6%99%BA%E5%8B%8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5GCcfH/search?q=auc=%22%E5%BC%B5%E5%B3%BB%E7%91%8B%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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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化(標準化)直接關係矩陣，五、計算模糊 直接/間接 關係矩陣，六、由模糊 直接/間

接 關係矩陣T 所求得之Di 與Rj 值七、計算顯著度(D+R)與原因度(D-R)。 

Fuzzy DANP 實施步驟：一、重新計算模糊正規化總影響矩陣，二、建立未加權的模

糊超級矩陣，三、轉置模糊加權的模糊超級矩陣，四、將轉置後之加權的模糊超級矩陣自

乘，五、收斂超級矩陣。 

四、 資料分析 

4.1 Fuzzy DEMATEAL 

本研究利用Fuzzy DEMATEL確認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之關鍵因素之問題結構，並分

析四項構面與十一項準則的相互影響關係，計算結果所獲得之構面 總影響關係矩陣及準則

總影響關係矩陣，如表4-1至表4-2所示。 

表 4-1 構面總影響關係矩陣 
構面 A B C D 

VD 3.44 3.30 3.49 3.23 

VR 3.30 3.40 3.40 3.34 

VD+VR 6.74 6.70 6.89 6.57 

VD-VR 0.13 -0.10 0.09 -0.12 

影響力 1 3 2 4 

 

 
圖 4-1 構面準則因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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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準則總影響關係矩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4-1構面總影響關係矩陣觀察，各構面之原因度(VD-VR)權重排序由大到小依

序為：人為因素(A=0.13)>勤休制度(C=0.09) >指揮體系(B=-0.10)>環境因素(D=-

0.12)；當(VD-VR)數值為正數，代表該構面對其他構面的影響力較高，因此 (1)人為

因素構面(A)影響力最大，將影響勤休制度(C)、指揮體系(B)、環境因素(D)等3個構面；

(2)勤休制度構面(C)影響力居第二位，將影響指揮體系(B)、環境因素(D)等2個構面。 

根據圖4-1的四個構面因果圖發現，其中之箭頭方向也隱含重要之管理意涵；人為

因素(A)之原因度(VD-VR)數值大於0且為最大值，其箭頭方向皆指向其他構面，且無任

何箭頭指向此構面，代表所有「影響類」構面中，人為因素(A)只會單向影響其他構面，

卻不會受到其他構面之影響，因此非勤務安全管理進行第一優先改善之構面，若建立

良好的勤務安全管理機制，將導致其他三個構面也會獲得最大之改善績效。其次為勤

休制度(C)的提昇，再則是指揮體系(B)的改善，為最值得消防勤務安全管理投入改善

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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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Fuzzy DANP 

綜合各專家學者之觀點，得出準則及構面之權重關係，顯示消防勤務安全管理績

效關鍵成功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為「指揮體系」(B)(構面權重=0.253)，及「勤休制度」

(B)(構面權重=0.253)、「環境因素」(D)(構面權重=0.249)、「人為因素」(A)(構面

權重=0.246)。依此部分分析各構面底下的準則的重要程度，發現「環境因素」(D)構

面下，準則重要度最高為「危險性救災行動環境」(d2)(準則權重=0.138)，其次是「環

境因素」(D) 構面下，「行車安全環境」(d1) (準則權重=0.112)，第三為「人為因

素」(A)「工作壓力」(準則權重=0.09)。以此類推，綜合專家對於四項構面之觀點，

針對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之關鍵因素的各項構面及準則評估重要度中，專家們認為

影響消防勤務安全最重要的構面為「勤休制度」(C)，佔構面權重25.3%重要度最高的

關鍵因素。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本研究最終利用FDANP分析可知，不同構面或準則間的相對權重顯示，在消防勤務

安全管理關鍵因素上，以「勤休制度」之評估構面最為重要，依序為「指揮體系」、

「環境因素」，最後才是「人為因素」。另外發現，在準則整體權重排序下，「環境

因素」構面之「危險性救災行動環境」準則權重最高，代表此為最重要的準則，其次

為「行車安全環境」，而「工作壓力」準則排序第三，但相較準則排序第四之「指揮

決策」，因指揮體系構面之重要程度高於人為因素構面，凸顯「指揮決策」準則在影

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之關鍵因素更勝「工作壓力」；而勤休制度構面之「每日勤務量」

與「超時工作」亦為重要之關鍵因素。若能將消防勤務大部份資源投注在「減少每日

勤務量」的作法上，並注重「超時工作」管理的勤務管控及彌補「消防人力」上的不

足，並透過「指揮決策」的「救災指令」及「風險管控」並加強指揮官之「安全領導」

的安全認知及災害現場細節，另外在心裡層面的「工作壓力」上來做改善，則能降低

消防勤務安全問題之發生。 

本研究結果，對於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的關鍵因素權重評估偏向於勤休制度及

指揮體系構面的指標，其他部分關鍵因素構面看法略同，例如環境因素構面之危險性

救災行動環境、及出勤所面對之行車安全環境；人為因素構面之職業倦怠問題之改善，

本研究之勤休指度及指揮體系對於改善消防勤務安全的影響納入整體影響性評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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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消防管理者參考。 

5.2 管理意涵 

5.2.1 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之「勤休制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之「勤休制度」構面是專家評選經

FDANP統計得出構面整體權重最高者，於DEMATEL分析其顯著性權重值得分亦為最高者，此

結果顯示「勤休制度」構面受關聯程度大，占整體評估構面之重要性次高，而原因度權重

值是正數，結果顯示「勤休制度」構面對「指揮體系」及「環境因素」等二個構面產生影

響；再從其準則來看，「超時工作」影響「每日勤務量」同時影響「消防人力」等二個準

則，而「每日勤務量」影響「消防人力」準則。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說，消防勤務安全管

理應從「超時工作」與「每日勤務量」兩方面著手改善，才能在消防勤務工作上，提昇安

全管理績效。 

5.2.2 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之「指揮體系」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之「指揮體系」構面是專家評選經FDANP

統計得出構面整體權重排序第二，於DEMATEL分析其顯著性權重值得分次高者，此結果亦顯示

「指揮體系」構面對「環境因素」構面產生影響，占整體評估構面之重要性次末位，其原因

度權重值是負數屬於被影響的構面；從其準則來看，「安全領導」會影響「領導風格」與「指

揮決策」等二個準則，而「領導風格」影響「指揮決策」。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說，消防勤務

安全管理應從「安全領導」與「領導風格」兩方面著手改善，才能在消防勤務工作上，提昇安

全管理績效。 

5.2.3 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之「環境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之「環境因素」構面是專家評選FDANP統

計得出構面整體權重排序第三，於DEMATEL分析其顯著性權重值排序最末位，其重要程度排序

亦最末位，且此構面是專家評選原因度權重值為負數，結果顯示「環境因素」構面受到「人為

因素」、「指揮體系」、「勤休制度」等三個構面所影響；再從其準則來看，「危險性救災行

動環境」影響「行車安全環境」一個準則。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說，消防勤務安全管理應從「危

險性救災行動環境」方面著手重視，才能在消防勤務工作上，提昇安全管理績效。 

5.2.4 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之「人為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之「人為因素」構面是專家評選FDANP統

計得出構面整體權重排序最末，於DEMATEL分析原因度權重值為正值且為整體構面之最高，因

此對「指揮體系」、「勤休制度」、及「環境因素」等三個構面，有極大影響程度。再從其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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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來看，「職業倦怠」影響「工作壓力」與「專業素養」等二個準則，而「工作壓力」影響「專

業素養」。從管理實務的角度來說，消防勤務安全管理應從「職業倦怠」與「工作壓力」兩方

面著手改善，才能在消防勤務工作上，提昇安全管理績效。 

5.3 建議 

本研究針對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之探討，經實證顯示，勤休制度為勤務安全管

理最關鍵因素，且整體來看是整合問題處理方式與各準則之優先重要度。透過領導角度以執行

面為出發點，分析顯示，各構面與準則之間的連動，彼此已息息相關相互影響，儼然形成一個

有系統相依性架構。對消防工作的管理者來說，在管理上可能會碰到的障礙，廣義來說，關鍵

因素四構面十一準則，若能靈活運用，相互配合，提供不同比率的資源，執行成效將大幅提升。 

5.4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係針對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關鍵因素這一領域作為研究範圍，受限於時間、人力、

經費因素，無法針對全台灣各消防機關作為研究範圍，僅以新竹縣政府消防局為研究範圍，研

究結果僅能說明此一地區之消防勤務安全管理狀況，並無法代表台灣地區之整體狀況。 

在未來研究方面，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利用本議題，以DANP結合其他方法，探討消防

勤務安全管理績效的評估模式，獲得各縣市消防機構之勤務安全管理績效排序及更深入之改理

改善具體建議。因此，可以進一步運用修正式VIKOR來找出影響消防勤務安全管理績效的方案

與理想目標的差距，然後提出具體的改善策略，將對此類的研究更據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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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基隆港旅運服務品質改善方案之實證

研究 

 

 

 

 
摘 要 

有關基隆港旅運的服務品質本研究使用 FAHP 結合 QFD 方法，將服務提供者和顧客的

需求轉換成技術需求。本研究成果技術需求前三名依序為:1.興建國際級地標「基隆港旅運

複合商業大樓」。2.持續推動交通接駁與聯外系統的網絡優質化。3.郵輪港營運全面配合郵

輪到港時間之需求。提供港務公司作為改善策略的參考。 

關鍵詞: 模糊層次分析法(FAHP)、品質機能展開(QFD）、技術需求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臺灣為一海島型國家經濟仰賴進出口貿易活動，根據基隆港務分公司統計資料顯示，基

隆港自 2010 年至 2020 年間無論貨物輸送量、貨櫃裝卸量、貨物裝卸量、進出港船舶總噸

位、自由貿易港區貿易量及值等指標都急速萎縮。顯示基隆港的營運不是十分樂觀。然而，

基隆港旅客人數，從 101 年 427,845 人次急速增加到 2019 年的 946,372 人次，其中郵輪部

分占了極重要的角色。顯示基隆港轉型發展郵輪母港有很好的優勢。在過去的文獻當中，

大多偏向空運服務品質的研究為主，對於港埠旅運服務品質的研究較少著墨，本研究嘗試

使用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結合模糊層級分析法探討基隆港旅運服務品質改善方案，期望能

夠在港埠領域研究做出贡獻。 

1.2 研究目的 

一、目前鮮少有關應用品質機能展開法於基隆旅運服務品質改善方案之實證研究文獻，希

望能填補此一缺口。 

二、利用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方法，改善傳統品質機能展開法只以旅客觀點評估服務品質

的缺點。 

三、實證研究從旅客及服務提供者兼顧情況下，分析出基隆旅運服務品質之缺失，並提出

改善策略。 

四、利用品質屋架構求解技術需求之權重，並排列其執行之優先順序。 

五、根據改善旅運服務品質的解決方案的優先順序，提供給港務公司作為未來旅運港埠發

展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服務品質文獻回顧 

  在市場激烈競爭的環境下，企業是否仍保有持續競爭力與永續經營的能力其關鍵因素

在於服務品質(A. P.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8; Reichheld & Sasser, 1990)。1980

年代學術界與實務界的發展重點擺在於服務品質，Gronroos (1983)將服務品質分為技術

葉庭瑋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運輸科學研究所研究生 

10868009@e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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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功能品質與公司形象。Sasser, Olsen, & Wyckoff (1978)則主張分為七個構面：安全

性、一致性、態度、完整性、個人化、方便性與立即性來探服務品質。Lehtinen & Lehtinen 

(1991)則將服務品質區分為實體品質、互動品質與公司品質三個研究構面，直到

Parasuraman et al. (1988)提出服務品質分為五個構面並設計出衡量表 SERVQUAL 才被各

界廣泛的應用在各個行業。本研究根據量表並參考專家意見、文獻與港務公司實務後，

設計出顧客需求、服務提供者需求與技術需求三張表(表 2.1)。 

表 2.1 顧客需求-服務提供者需求-與技術需求 

顧 客 需 求(CD) 技 術 需 求(TD) 服務提供者需求(SD) 

旅運中心之規劃具地

標性與美學工藝造型 

興建國際級地標「基隆港旅

運複合商業大樓」 

客運中心具藝術民俗文物

展示功能 

現代化資通訊設備及

人工智慧服務設施 

持續推動交通接駁與聯外系

統的網絡優質化 

有效的交通疏散網 

交通接駁系統或聯外

系統與停車場 

建置現代化的 IT 及 EDI 資

訊設備平臺通過資安認證 

行李處理設施能量與寬敞

空間 

快速處理行李輸送能

力 

設立綜理 CIQS 及航商等之

業務協調小組 

港區有穩定品質的岸電供

應設備與 wifi 熱點覆蓋 

快速通關與驗照作業

能量 

提供滿足郵輪隨到隨靠的泊

位服務 

提供之資訊的正確性  

 

客服人員回答中、外

旅客問題的溝通能力 

定期實施人員在職專業訓練 提供旅客服務費優惠與複

合航線每航次獎勵金 

提供資訊服務之即時

性與正確性 

編列郵輪相關業者獎助預算 場站內商業服務設施、場

地之租金補貼 

以客為尊優先服務告

知服務何時執行完成 

加入國際郵輪組織並與鄰近

郵輪港口互惠交流 

取得優靠協議方案與碼頭

碇泊費補貼  

提供行李推車、輪椅

的需求服務以及孕婦

之個別服務 

強化岸上景點親水空間與提

供｢郵輪旅遊網｣服務 

良好的動線規劃及導航標

誌 

提供旅客之匯兌與

ATM 等金融需求服

務 

獎勵自動通關櫃台及自動報

到機服務 

未來可取得船舶 LNG 加

氣服務支援 

航站配置緊急疏散及

導航路徑標示燈牌 

更新岸電設備與 LNG 加氣

設施降低空汙與噪音 

足夠數量的自動通關櫃台

及自動報到機服務，全日

全年天提供港口服務 

服務員主動制止未戴

口罩者的不安全行為 

設置有旅客候車長廊區與搭

車專用車道 

專用候車廊與招呼站設施 

 郵輪港營運全面配合郵輪到

港時間之需求 

快篩試劑與防疫用品之採

購補 

 郵輪港定期產官學座談會 防疫車隊之部署  

 嚴格執行檢疫及隔離規範  

 港區所提供服務的設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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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虞通過認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研究方法 

3.1 品質屋內容架構 

品質屋由六大部分組成包括：顧客需求、技術需求、關係矩陣、相關矩陣、相對權重、

目標值(Duru, Huang, Bulut, & Yoshida, 2013)。 

3.2 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法 

圖 3.1 展示出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法之架構。在圖中第 1 軸線為顧客需求，第 2 軸線

為服務提供者需求，第 3 軸線為前兩者共同的技術需求，而立方體頂端所代表的則是解決

衝 突 的 交 叉 合 成 矩 陣 ， 它 是 由 第 1 軸 線 及 第 2 軸 線 所 組 成 。   

  
圖 3.1 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法架構 

資料來源: Duru et al. (2013) 

 

如圖 3.2 所示交叉合成分析是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法架構的一部分，用來解決顧客以

及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衝突。令 Rs
i 和 Rc

j 分別表示服務提供者與顧客的需求，而兩者之間的

關係矩陣以 Aij 來表示，其中 i=1, 2, … 𝑘； j=1,2,..l 。 

           Aij = [

r11 𝑟12 ⋯ 𝑟1𝑙
𝑟21 𝑟22 ⋯ 𝑟2𝑙

⋮ ⋮ ⋮ ⋮
𝑟𝑘1 𝑟𝑘2 ⋯ 𝑟𝑘𝑙

] 

接下來要進行相對重要性的重估分兩個步驟進行，首先計算交叉優先順序加權值的相

對重要度，其次，再用交叉優先順序加權值和原始相對重要值，採用簡單平均數值，獲得

重估後新的加權值。 

下列式子為關係程度與相對權重乘積加總和，式(1)和式(2)分別代表消費者需 j 和服務

提供者需求 i：  

                     ∑ 𝑤𝑖
𝑠k

i=1
 𝑟𝑖𝑗                                  (1) 

                     ∑ 𝑤𝑗
𝑐𝑟𝑖𝑗

𝑙
𝑗=1                             (2) 

式(1)經過標準化的權重與原始權重(wj
c)相加的平均值(ωj

c )，即為消費者需求經過交叉合成

後之相對權重，詳見式(3)。同樣的，式(2)經過標準化的權重與原始權重(wi
s)相加的平均值

(ωi
s )，即為服務提供者需求經過交叉合成後之相對權重，詳見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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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j
c =  { [ (∑ 𝒘𝒊

𝒔𝐤

𝐢=𝟏
 𝒓𝒊𝒋) / ∑ ∑ 𝒘𝒊

𝒔𝒌

𝒊=𝟏
 𝒓𝒊𝒋   ] + 𝒘𝒋

𝒄  }/𝟐 𝒍
𝒋=𝟏            (3) 

ωi
s =  { [ (∑ 𝒘𝒋

𝒄𝐥
𝐣=𝟏  𝒓𝒊𝒋) / ∑ ∑ 𝐰𝐣

𝐜𝐥
𝐣=𝟏  𝒓𝒊𝒋   ] + 𝒘𝒊

𝒔  }/𝟐 𝒌
𝒊=𝟏              (4) 

將式(3)與式(4)重新評估後的需求相對權重值，分別引入品質屋內計算分別得到式(6)，式(6)

顧客品質屋技術需求相對權重𝜑𝑡
𝑐；與式(5)服務提供者品質屋技術需求相對權重𝜑𝑡

𝑠。 

          𝝋𝒕
𝒔 = ( ∑ 𝝎𝒊

𝒔𝐤

𝐢=𝟏
 𝒓𝒊𝒕

𝒔  )/( ∑ ∑ 𝝎𝒊
𝒔𝒌

𝒊=𝟏
𝒏
𝒕=𝟏 𝒓𝒊𝒕

𝒔 )                    (5) 

          𝝋𝒕
𝒄 =  ( ∑ 𝝎𝒋

𝒄𝐥
𝐣=𝟏  𝒓𝒋𝒕

𝒄  )/( ∑ ∑ 𝝎𝒋
𝒄𝒍

𝒋=𝟏
𝒏
𝒕=𝟏 𝒓𝒋𝒕

𝒄 )                     (6) 

 
圖 3.2 衝突解決層交叉合成分析 

資料來源: Duru et al. (2013) 

 

3.3 模糊層級分析法(Fuzzy AHP) 

由於 Chang (1996)發表的廣度法(extent synthesis method)在相關 FAHP 的文獻被廣泛引

用，因此在本研究中沿例使用了它(Weerabathiran, & Srinath, 2012)。 

令 X={𝑥1, 𝑥2, 𝑥3, … 𝑥𝑛}為評選項目集合(object set)，U={𝑢1, 𝑢2, 𝑢3, … 𝑢𝑚}為評選目標集

合(goal set)，每個評選項目將被帶入每個評選目標進行廣度分析，因此，每個評選項目會

有 m 個廣度分析值 (extent analysis value)，總共有 m × n 個參數出現如下所示 :  

         𝑀𝑔𝑖
1  , 𝑀𝑔𝑖

2  , 𝑀𝑔𝑖
3  , 𝑀𝑔𝑖

4  , 𝑀𝑔𝑖
5  , … … … … . 𝑀𝑔𝑖

𝑚, i=1,2,3………,n 

而此處:    𝑀𝑔
𝑗
皆為三角模糊數 

         𝑀𝑔𝑖
1 ,  𝑀𝑔𝑖,

2  𝑀𝑔𝑖
3 ,……..  𝑀𝑔𝑖

𝑚 為 m 個評選目標中第 i 個評選項目之廣度分析值 

依照 Chang (1996)提出的廣度分析展開步驟如下： 

步驟 1  第 i 個評選項目之模糊合成廣度值如下式所示： 

         𝒔𝒊 = ∑ 𝑴𝒈𝒊
𝒋𝒎

𝒋=𝟏   [ ∑ ∑ 𝑴𝒈𝒊
𝒋𝒎

𝒋=𝟏
𝒏
𝒊=𝟏  ]−𝟏 

         ∑ 𝑴𝒈𝒊
𝒋𝒎

𝒋=𝟏  = ( ∑ 𝒍𝒋,𝒎
𝒋=𝟏 ∑ 𝒎𝒋, ∑ 𝒖𝒋  )𝒎

𝒋=𝟏
𝒎
𝒋=𝟏  

         ∑ ∑ 𝑴𝒈𝒊
𝒋𝒎

𝒋=𝟏
𝒏
𝒊=𝟏  = ( ∑ 𝒍𝒊,

𝒏
𝒊=𝟏 ∑ 𝒎𝒊, ∑ 𝒖𝒊  )

𝒏
𝒊=𝟏

𝒏
𝒊=𝟏  

         [ ∑ ∑ 𝑴𝒈𝒊
𝒋𝒎

𝒋=𝟏
𝒏
𝒊=𝟏  ]−𝟏 = (

𝟏

∑ 𝒖𝒊
𝒏
𝒊=𝟏

,
𝟏

∑ 𝒎𝒊
𝒏
𝒊=𝟏

,
𝟏

∑ 𝒍𝒊
𝒏
𝒊=𝟏

 ) 

步驟 2:   M2 = (𝑙2, 𝑚2, 𝑢2 ) ≥ M1 = (𝑙1, 𝑚1, 𝑢1 )的可能性程度定義為 

   V(M2 ≥ M1) =  𝑦≥𝑥
𝑆𝑈𝑃 ⌊min  ( 𝜇𝑀1(𝑥) , 𝜇𝑀2(𝑦 )  ) ⌋  

  上式亦可寫成     V(M2 ≥ M1)  = hgt (M2 ∩ M2 )  

                               =   𝜇𝑀2(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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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m2 ≥ m1

0,                                                   𝑙1 ≥ u2
𝑙1−𝑢2

(𝑚2−𝑢2 )−(  𝑚1−𝑙1 )
                     其他

                               

 

如圖 3.3 所示𝜇𝑀1與𝜇𝑀2相交於最高處 D 點，對應於橫座標 d 點處。為了進行

比較M1與M2，將會利用到V(M2 ≥ M1)及V(M1 ≥ M2)數值。 

步驟 3:  對於一個凸模糊數 M 高於其他 k 個凸模糊數M𝑖 (𝑖 =1,2,3…k)的可能行性程度

(degree possibility)可定義為: 

             V(M≥ M1, 𝑀2, … . Mk)  = V[( M ≥ M1 ) 𝑎𝑛𝑑( M ≥ 𝑀2 ) and 

                              ( M ≥  𝑀3 ) 𝑎𝑛𝑑…and ( 𝑀 ≥ Mk )  ] = min( M ≥  M𝑖 ), 𝑖 = 1,2. . ..k 

        假設𝑑′(𝐴𝑖) = min v(𝑠𝑖 ≥ 𝑠𝑘) , k = 1,23…n ; k ≠ i  則其權重向量為： 

         𝑤 ′ = (𝑑′(𝐴1), 𝑑′(𝐴2), … … … 𝑑′(𝐴𝑛))𝑇 

         其中𝐴𝑖(i = 1,2,3…..,n) 

步驟 4:  經由標準化得到權權重向量為： 

          𝒘  = (𝒅 (𝑨𝟏), 𝒅 (𝑨𝟐), … … … 𝒅 (𝑨𝒏))𝑻 

          𝒘 為解模糊數(non-fuzzy number) 

 
圖 3.3 M2及M1的交集 

資料來源: Paul Tae-Woo Lee, (2018) 

3.4 模糊層級分析法一致性的檢定  

E. Bulut, Duru, Keçeci, & Yoshida, (2012)發展出 CCI 指標(centri consistency index)，用

來處理模糊判斷矩陣一致性的檢定。 

令 A=( 𝑎𝐿𝑖𝑗
, 𝑎𝑀𝑖𝑗

, 𝑎𝑈𝑖𝑗
)𝑛×𝑛 為模糊判斷矩陣， w =[ (𝑤𝐿1

, 𝑤𝑀1
, 𝑤𝑈1

),  (𝑤𝐿2
, 𝑤𝑀2

, 𝑤𝑈2
), 

(𝑤𝐿3
, 𝑤𝑀3

, 𝑤𝑈3
),………(𝑤𝐿𝑛

, 𝑤𝑀𝑛
, 𝑤𝑈𝑛

) ]𝑇為採用欄幾何平均法(RGMM))的優先順序向量，當

CCI(A)=0 表示 A 矩陣完全一致性，依照 Aguarón et al. (2003 )提供的 GCI 臨界值表，只要

CCI(A)< GCI則矩陣A就足以被視為具有一致性，例如當 n>4，其GCI臨界值為GCI=0.037。 

CCI(A) =
2

(𝑛−1)(𝑛−2)
∑  [  𝑙𝑜𝑔(

𝑎𝐿𝑖𝑗
+ 𝑎𝑀𝑖𝑗

+ 𝑎𝑈𝑖𝑗

3
)𝑖<𝑗  –  𝑙𝑜𝑔(

𝑤𝐿𝑖
+ 𝑤𝑀𝑖

+ 𝑤𝑈𝑖

3
)  

   +  𝑙𝑜𝑔(
𝑤𝐿𝑗

+  𝑤𝑀𝑗
+ 𝑤𝑈𝑗

3
)   ]2 

四、研究結果 

4.1 模糊層級分析之結果 

旅客模糊判斷矩陣 CCI=0.004 與服務提供者模糊判斷矩陣 CCI=0.0068，其模糊判斷矩

陣的一致性指標皆小於 0.037 符合一致性要求。而有關旅客及服務提供者的標準化權重見

表 4.3。顧客正規化後可得到非模糊數之權重向量為Ｗ，服務提供者之正規化後之權重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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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W： 

W = ［0.00,0.10,0.06,0.11,0.14,0.08,0.15,0.05,0.06,0.04,0.08,0.12］
Ｔ

 

      W=［0.00,0.06,0.07,0.05,0.08,0.03,0.04,0.04,0.09,0.07,0.14,0.07,0.13,0.13］
𝑇
 

4.2 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分析之結果 

交叉合成分析用來解決顧客以及服務提供者之間的衝突，取得各自新的交叉權重。交

叉權重經過關係矩陣轉換，可獲得各自技術需求的相對權重及排序，將兩者取平均值即得

到第三構面評估結果。其前五名改善策略依序為興建「基隆港旅運複合商業大樓」、交通接

駁與聯外系統的網絡優質化、營運全面配合郵輪到港時間之需求、獎勵自動通關櫃台及自

動報到機服務、港區所提供服務的設施安全無虞。將此前五名改善策略提供給台灣港務公

司作為資源最佳配置參考。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 本研究前四名優先改善策略依序為： 

(a) 興建國際級地標「基隆港旅運複合商業大樓」 

(b) 持續推動交通接駁與聯外系統的網絡優質化 

(c) 郵輪港營運全面配合郵輪到港時間之需求 

(d) 獎勵自動通關櫃台及自動報到機服務 

(e) 港區所提供服務的設施安全無虞通過認證 

(f) 定期實施人員在職專業訓練 

2. 本研究發現「持續推動交通接駁與聯外系統的網絡優質化」旅客的相對權重為 0.065，

服務提供者相對權重為 0.072；以及「設立綜理 CIQS 及航商等之業務協調小組」，旅客

的相對權重為 0.054，服務提供者相對權重為 0.067 等，旅客與服務提供者之間對於服

務品質的看法落差較大，若依照傳統品質機能展開法所得到的結果將會傾向於服務提供

者面向。而「定期實施人員在職專業訓練」旅客的相對權重為 0.073，服務提供者相對

權重為 0.058；與「獎勵自動通關櫃台及自動報到機服務」旅客的相對權重為 0.071，服

務提供者相對權重為 0.063，同樣的，亦存在著兩方對於服務品質的看法有較大的差異，

數據結果傾向於旅客的面向。因而導致無法正確顯示導出目前急需改善的策略，使得資

源配置錯誤效率無法提升，本研究埰用多層次品質機能展開法可克服前述這些缺點。 

5.2 建議 
1. 本研究以基隆郵輪港為對象，其結論是否適用於其他郵輪港仍有待驗證。 

2. 本研究可以考慮把目前 FAHP 決策層級架構提升到三階層，以改善受訪者填寫問卷的意

願。 

3. 未來可藉助 AMOS 或 PLS3 等進一步探討各改善策略對旅運服務品質改善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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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混合多準則決策模式探討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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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因素，透過文獻、專家問卷以修正

式模糊德爾菲法及結合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找出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因

素的權重，研究結果顯示：1.構面顯著性最高為「核心資源」，原因度最高為「政策法

規」。2.準則顯著性最高為「專業物流人才」，原因度最高為「財務資源」。3.建議資源

優先投入構面為物流服務品質。 

關鍵字：智慧物流、關鍵因素、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

分析法 

一. 緒論 
1.1研究背景 

依據商業服務年鑑(2019)研究指出，我國近5年物流營利事業家數及銷售額統計，2018

年物流業銷售額1.03兆元較2017年成長4.53%，2018年物流整體家數為14,531家較2017年增

率為1.25%，因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伴隨而來的是物流產業的轉型，顯然電商為追求快速

有效率的服務，壓縮出貨時間來服務消費者。此外，商業發展研究院(2018)研究指出2012年

開始全球投入物流資訊科技領域的資金規模大幅攀升，2016年投資總金額可望超過50億美

元，相較於2012年僅3億美元的投資，其成長幅度相當驚人，顯見物流業者紛紛致力於強化

物流科技的技術，藉由提高競爭門檻與達到附加價值高的服務領域，拉開與傳統服務業的

差距。因此，管理者如何透過智慧科技建立完善良好的物流體系，提升企業經營效率及競

爭策略，也是各家物流業者最為重視的議題。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2020)統計，台灣社會將持續維持高齡少子化趨勢，工作年齡人

口規模自2015年達最高峰後開始下降，顯示台灣勞動人口規模不斷縮減。所以，快速、廉

價便宜且高品質的物流服務已成為稀有資源，對於傳統郵政物流企業之經營形成嚴峻挑戰

。在面對全球數位轉型的趨勢下，傳統郵政業務是如何透過發展智慧物流來提升企業的競

爭力？其執行之關鍵因素為何？本研究以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為議

題，並提出結合模糊理論與多準則決策的新方法，以考慮人類思維模糊性與準則間的回饋

與相依關係。利用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Fuzzy DANP)企圖找出郵政

體系發展智慧物流之關鍵因素，找出其因果關係及關鍵因素權重之排序，讓未來有中華郵

政或從事物流相關業者，有參考依據。 

mailto:zhu@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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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動機 

隨著網路購物越加盛行，線上與線下實體商機已經密不可分，網路商店的龐大交易必

需仰賴堅實可靠的物流系統來支撐，依靠精準、有效率的進出貨物料管理、物流倉儲管理

，以及智慧搬運機器人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這項不可能的任務。因此，本研究以探討郵

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的發展評估關鍵因素，希望藉此研究結果，提供傳統郵政在未來智慧

物流建立評估準則加以參考，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綜觀過去學者曾對於物流產業研究過

成功關鍵因素，卻未對於郵政郵務體系發展智慧物流的成功關鍵因素做過研究，而本研究

透過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方式，找出其發展智慧物流的關鍵因素，以區別過去之

研究，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本研究使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並加入模糊理論之語意變數

，將人類思維的模糊性納入考量，以進行關鍵因素之篩選準則間之相關性，藉此了解構面

或準則間的相互關係，接著依據權重結果界定找出發展智慧物流關鍵因素，並提供未來郵

政推動智慧物流關鍵因素之分析方式，此為本研究之動機之三。 

1.3研究目的 
一、 探討中華郵政公司發展智慧物流之關鍵因素之構面與準則。 

二、 探討中華郵政公司發展智慧物流之構面與準則之因果關係。 

三、 探討中華郵政公司發展智慧物流之構面與準則之重要權重排序，調整投入的資源。 

四、 建立郵政郵務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關鍵因素評估架構，提供後續研究參考。 

 

二. 文獻探討 
2.1郵政物流 
2.1.1 郵政物流的定義 

為發展物流事業及滿足顧客具體需求，在現有的郵務作業基礎上結合供應商服務架構

，相繼建構郵政物流體系。並發展倉儲業務，建立供貨中心系統，提供快速貨物處理、遞

送流程，並改善貨物追蹤系統，以滿足顧客需求。因此，郵政物流牽涉商流、物流、金流

與資訊流四大機能，透過客戶在銷售過程中的實務流與信息流綜合考慮，在將其進行系統

化、整體化的服務。故郵政郵務之產業範圍(中華郵政全球資訊網，2018)： 

(一)宅配物流：建置商務市場網路購物平台快速到貨、代收貨款、逆物流臨櫃(上收)

等多元整合性服務，提供全國無遠弗屆最後一哩路物流配送。 

(二)倉儲物流：以建構設備完善的倉儲中心，提供顧客上門收件、驗貨、倉儲保管、

流通加工、配送作業、退貨回收、第三地取貨、資訊處理等服務，提供顧客一條

龍式物流服務。 

(三)跨境物流：結合海空運輸業者，協助國內產業拓展對外業務，建置前端物流集貨、

末端物流配送服務機制，提供全方位解決方案之三方物流服務。 

2.1.2 郵政物流業務面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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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科技的發展，移動裝置的性能與普及程度不斷提升，也帶動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

，傳統郵政企業之所以陷入困境的泥淖，存有許多的因素：其一，電子郵件替代傳統書信

的通信方式，使的郵政傳統業務漸漸萎縮。其二，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物流業取代實體

店面成為接觸消費者的最後一哩物流，電商物流具有不可預測性的特點，也具有少量多樣

且配送頻率高等特性，大幅增加物流業的配送難度，讓物流與貨物的運送成為電商競爭下

的關鍵因素：其三，傳統的郵政網絡雖廣佈世界各地，但配送的效率卻不及其他國際或當

地民營快遞宅配業者，甚至遞送業者與超商結盟的優勢，其服務效率迅速，價格彈性有競

爭優勢，而加上新興的電商擁有自有物流的挑戰，讓郵政物流業面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

。綜合前述，郵政物流產業主要的策略就是運用資訊化、自動化及網路應用等智慧化科技

發展智慧物流，藉以提高作業效率、降低成本，同時利用巨量資料進行未來需求之預測，

進而進行人力與車輛之預先調配部署成為物流業發展的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探討傳統

郵政郵務體系對於發展智慧物流來提升郵政的企業競爭力及發展的關鍵因素。 

2.2郵政智慧物流關鍵因素 
企業經營成功因素會隨著時間、企業經營環境、策略屬性或是競爭能力與競爭資產而

不同，主要是於每一個產業都有其特有的產業特質，並非每一個競爭優勢在所有的產業都

適用，即使在同產業，在不同的時期或階段，其因素也會發生變化(司徒達賢，2016)。由此

可知，企業的經營是否永續領先，在於企業是否能找出其關鍵成功因素，透過分析內部最

重要的資源與能耐，考慮外在環境因素並加以規劃，有效地將資訊利用並投入其中，使企

業在市場環境中維持競爭力與永久性的優勢。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提出郵政體系發展智慧

物流的構面與關鍵因素，彙整出六個構面與二十四個關鍵準則，其中六個構面定義如下： 

一、核心資源定義: 郵政企業長期經營過程中的知識積累和特殊的技能以及相關的資源組

合成的一個綜合體系，是企業獨具的，與他人不同的一種能力。 

二、競爭環境定義: 郵政企業所在行業與其競爭者的參與及競爭程度，代表了企業市場成

本及進入壁壘的高低。  

三、物流服務品質定義: 郵政物流透過關鍵配送服務項目來取得競爭優勢，不斷提高物流
服務品質與優化流程，以提供高效率的物流服務體系達到顧客的滿意度。 

四、資訊系統整合定義: 郵政與合作夥伴間，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與不同平台間的資料

、流程加以整合，用以提升資料的商業價值與顧客行銷基礎，及滿足企業對即時正確、有

效性的資料需求。 

五、政策法規定義：係指影響郵政物流業進行國際化，與全球化運作之相關政府政策及其
法令規章。  

六、組織文化定義：郵政企業的主管對智慧物流系統的統一號令與管理員工，藉由激勵措

施與領導藝術凝聚群體意識達到組織認同，達成企業目標。 

2.3模糊理論 
2.3.1 模糊集合理論(Fuzzy set theory) 

美國柏克萊大學教授Zadeh(1965)提出模糊集合理論，意即某種集合元素屬於該集 合

的程度，用0和1之間的某個數值來表示的方法。完全屬於時其值為1，不完全屬於時其值為

0，其他則依其所屬程度給予0和1之間的數值。基本上，模糊集合可視為傳統集合的擴展。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AB%9E%E4%BA%89%E8%80%85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BF%9B%E5%85%A5%E5%A3%81%E5%9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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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集合是指用來表示界限或邊界不分明的具有特定性質事物的集合，它以隸屬函數值（

membership function）來描述某個元素屬於某個集合的過程，並給予0和1之間的一個數值

來表示。這個數值就稱為該元素隸屬於模糊集合的隸屬度。 

2.3.2 模糊德爾菲法(FDM) 

使用Fuzzy Delphi給予專家們更彈性的評估值尺度，同時可減少問卷來回次數，提 升

問卷的效率與品質，經由統計結果即可篩選出較客觀之評估因素(Noorderhaben,1995) 。是

一種進行因子篩檢的有效方法，具有降低調查次數，對專家意見可較為完整表達， 專家知

識經模糊理論可使其具理性與合乎需求，及在時間與成本更具經濟效益。 

2.3.3 多準則決策(MCDM) 

Hwang and Yoon(1981)曾提出多準則決策(MCDM)的新方法，是可以幫助決策者在 數

目有限的可行方案中，根據每一方案的各個屬性的特徵，從可行的方案之中，將各個 方案

做一優劣排序，評估和選擇一符合決策者理想的方案。本研究結合模糊理論及多準 則決策

的新方法，以考慮人類思維模糊性與準則間的回饋與相依關係。利用決策實驗室 分析法

(DEMATEL) 來分析各管理問題間之動態複雜關係，並將複雜問題給簡單化。再 以網路層

級分析法(ANP)透過評估尺度獲取準則、目標與方案間精確關係，以及相互影 響作用後各

集群與元素的權重。 

三. 研究方法 
3.1研究方法及架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歸納郵政郵務體系對於智慧物流關鍵成功因素有六項構面與二十

四項準則(研究架構如圖1)。第一階段採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專家問卷，確認郵政體系對

於智慧物流發展之構面與準則內涵；第二階段由中華郵政高階主管與專家學者填寫模糊決

策實驗室分析法研究問卷，經由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Fuzzy DEMATEL)分析影響郵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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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發展智慧物流關鍵因素之相互因子間關聯程度，進一步經由網路層級分析法(DANP)計算

出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因素之重要程度排序，以找出發展智慧物流之關鍵因

素策略。 

圖 1 多準則決策模式研究架構 

3.2資料分析方法 
3.2.1 資料收集與範圍 

袁建中(2005)研究指出專家小組的成員背景應以多樣化為佳，如此預測的誤差可以 縮

小，若以類似專長或背景的專家共同組成專家小組，難免因為專家們的思考角度相近 ，而

無法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一般而言，專家小組的人數與研究結果的可靠度呈現正相關。

Manoliadis(2006)研究說明，專家人數15人以下為最佳，故專家人數不宜過多，一般以20人

上下為限。本研究僅以華郵政物流體系做為主要研究範圍，並以立意抽樣法遴選之中華郵

政高階主管，或運輸物流業相關大專院校之資深學者等專家為主要研究對象，其服務年資

均為10年以上。 

 

本研究採用專家問卷調查法進行實證研究，所遴選之專家共區分二階段： 

Step 1：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邀請中華郵政高階主管及學者等 12位專家填寫問卷， 

確認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之構面與準則內涵。 

Step 2：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邀請中華郵政高階主管及學者等 13位專家學者，企

圖找出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關鍵因素之相互因子間關聯程度。 

3.2.2 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問卷編制 

步驟一：問卷設計，是先找出較具權威或代表文獻，再由研究者列出「郵政體系對於

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之構面與準則重要性指標。 

步驟二：彙整第一階段問卷調查之專家意見，找出專家意見評量之權重，本研究採 

Holden and Wedman(1993)五點量表，加入模糊百分比權重為評分概念，作為模糊平均數之

重要程度的判斷法。將準則門檻值訂為 4，若加權平均數門檻值＜3.00的題項，予以刪除；

若加權平均數門檻值介於3.00-4.00的題項，則再彙整評分結果發放給專家再次填寫意見，

依此步驟反覆執行，直到通過門檻值為止；若加權平均數門檻值≧4.00的題項，予以保留。 

3.2.3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問卷編制 

設計出DEMATEL之專家問卷。再利用回收後之問卷轉換為模糊DEMATEL問卷， 並

依模糊三角法彙整與重心法解模糊數計算，最後依據DEMATEL計算步驟找出準則之 因果

關係圖，並說明其研究重要發現。另外，進行超級矩陣運算，及加權後之超級矩陣 ，利用

矩陣自乘演算至收斂極限化矩陣，最終求出整體準則權重排序。 

3.3 Fuzzy DANP實施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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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意變數：本研究探討(Fuzzy-DEMATEL)使用的模糊語意尺度及單三角模糊數。  

二、專家意見整合與解模糊化。  

三、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Fuzzy-DEMATEL) (1)尋找決策問題之相關構面、準則。(2)建

立層級結構，準則層成對比較，找出相依性。(3)使用尺度建立個別專家之模糊直接影響矩

陣。(4)整合專家意見，以建立模糊直接影響矩陣。(5)計算模糊正規化直接影響矩陣。(6)

計算模糊總影響關係矩陣。(7)找出準則之因果關係繪製因果圖。  

四、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基礎之網路層級分析法(Fuzzy-DANP) (1)重新計算模糊正規化總

影響矩陣。(2)建立未加權的模糊超級矩陣。(3)計算模糊加權化後超級矩陣，並計算模糊

極限化超級矩陣以找出 FDANP之模糊權重。(4)獲取明確之準則權重，再進行正規化，以確

保權重值之總和為 1。 

 

四. 資料分析 

4.1 Fuzzy DMATEL  

本研究利用Fuzzy DEMATEL確認影響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關鍵成功因素之問題結

構，並分析六項構面與二十四項準則的相互影響關係，計算結果所獲得之構面總影響關係

矩陣及準則總影響關係矩陣，如表1所示。 

表1構面總影響關係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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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六構面因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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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準則影響關係圖 

由表1構面總影響關係矩陣觀察，各構面之原因度(VD-VR)權重排序由大到小依序為:

政策法規(E=0.040) >核心資源(A=0.028) >資訊系統整合(D=0.013) >競爭環境(B=0.001) >物

流服務品質(C=-0.031) >組織文化(F=-0.051)；當(VD-VR)數值為正數，代表該構面對其他構

面的影響力較高，因此構面(1)政策法規(E)影響力最大，將影響核心資源(A)、資訊系統整

合(D)、競爭環境(B)、物流服務品質(C)、組織文化(F)等5個構面；構面(2)核心資源(A)影響

力居第二位，將影響資訊系統整合(D)、競爭環境(B)、物流服務品質(C)、組織文化(F)等4

個構面；構面(3)資訊系統整合(D)影響力居第三位，將影響競爭環境(B)、物流服務品質(C)

、組織文化(F)等3個構面。 

根據圖2之六構面因果圖發現，其中之箭頭方向也隱含重要之管理意涵；其中政策法規

(E)原因度(VD-VR) 數值大於0且為最大值，其箭頭方向皆指向其他構面，且無任何箭頭指

向此構面，代表所有「影響類」構面中，政策法規(E)只會單向影響其他構面，卻不會受到

其他構面之影響，因此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的發展針對政策法規(E)進行第一優先改善之

構面，若制定良好的政策法規(E)機制，將導致其他五個構面也會獲得最大之改善績效。 

由圖2可觀察顯著度(VD+VR)，座標顯示核心資源(A)的數值最大，其次為物流服務品

質(C)構面，代表以上構面對於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扮演重要關鍵因素。另外，物流服務

品質(C)構面的原因度為負值，則代表此構面是被其他構面影響程度較大者，說明郵政體系

發展智慧物流時，對於此類型構面較無法直接改善，需透過優先改善其他「影響類構面」

，進而改善「被影響類構面」以提昇郵政物流服務品質。 

4.2 Fuzzy DANP  

本研究根據Fuzzy DEMATEL所求得的動態重要度影響關係，再根據D-ANP建構未加

權超級矩陣，再求得加權超級矩陣，並自乘4次，最後獲得極限化超級矩陣(FDANP準則及

構面權重排序如表2)。根據各專家學者之觀點，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的關鍵因素中，重

要度最高為物流服務品質，其次為核心資源、資訊系統整合、組織文化、競爭環境、政策

法規。依此部分分析各構面底下的準則的重要程度，發現重要度最高為競爭環境構面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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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環境，其次是競爭環境構面下之總體環境，第三為政策法規構面下之物流發展政策，

以此類推。 

表2 FDANP準則及構面權重排序

 

五.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5.1.1 Fuzzy DMATEL 分析結果 

(一)構面顯著性與原因度排序:顯著性最高為「核心資源」，原因度最高為「政策法規」。  

(二)準則顯著性與原因度排序:顯著性最高為「專業物流人才」，原因度最高為「財務資源

」。  

(三)構面下之各準則權重比較下發現，「財務資源」、「電子商務法規」及「資訊分享能力」

等準則，顯然是整體準則中最具影響力之準則，代表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必須從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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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更多的資源、時間及服務。 

(四)構面之權重排序由大到小為政策法規、核心資源、資訊系統整合、競爭環境、物流服

務品質、組織文化；準則之權重排序為財務資源、電子商務法規、資訊分享能力、智慧物

流設備及技術、總體環境，以此類推。 

5.2 管理意涵 

本研究針對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經實證顯示，物流服務品質

為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最關鍵因素，且整體來看是整合問題的處理方向與各準則之優先

重要度。透過管理角度以經營發展面為出發點，分析顯示，各構面與準則之間的連動，彼

此已息息相關相互影響，儼然形成一個有系統相依性架構。對經營物流業者來說，在發展

上可能會碰到的障礙，廣義來說，關鍵成功因素六構面二十四準則，若 能靈活運用，相互

配合，提供不同比率的資源，成功機率將大幅提升，以達永續經營。 

5.3 建議 

本研究經實證可知，利用FDANP分析可知，郵政體系發展智慧物流成功的關鍵，建議

若能優先將資源分配給「物流服務品質」改善配送品質及作業流程優化的各種作法上，再

透過「核心資源」的強化培養具專業的物流人才及增設智慧物流設備，以擴大市場營業服

務範圍，滿足不同客群的需求及提供更多元的服務，輔以增加「競爭環境」的創新服務與

體驗行銷，透過「資訊系統整合」建立供應鏈的物流整合，克服國營事業在「政策法規」

的限制，最後，必須重視「組織文化」的員工向心力及工作熱忱，提升郵政體系發展智慧

物流的競爭力。 

5.4 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係針對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這一領域作為研究範圍，受

限於時間、人力、經費因素，無法針對台灣前幾大物流業者為研究範圍，僅以中華郵政公

司為研究範圍，其研究結果僅能說明中華郵政公司的經營狀況，並無法代表台灣地區大多

的物流業者。在未來研究方面，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利用本議題，以DANP實證出，郵

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一種評估模式，得到符合且客觀的構面與準則排序。實務上來

看，此方法計算方式雖然簡單但過程繁瑣，建議欲從事物流相關業者可依此建立決策系統

平台，考量主觀判斷可能造成關鍵因素不完整的損失，新方法所提供的決策判斷較具科學

性，且納入多位專家學者之意見，可顯著提升決策之客觀性。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運用

修正式VIKOR來找出郵政體系對於智慧物流發展的方案與理想目標的差距，然後提出具體

的改善策略，將對此類的研究更據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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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透過長期照護機構來探討長期照護的經營績效，並結合模糊決策實驗室

分析法為基礎之網路程序分析法，企圖找出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之關鍵因素，及其因果關係與重

要性之排序。研究結果顯示：1.本研究經專家確認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包含四項構面

及十三項關鍵準則。2.構面影響力最大的為「專業團隊」，其他依序為「營運策略」、「財務管理」

及「服務品質」。3.準則影響力最大的前三項依序為：「價值創新服務」、「財務制度」、「行銷

推廣」等準則。4.建議資源投入優先順序為服務品質，專業團隊、營運策略、財務管理等構面。 

關鍵字：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為基礎之網路程序分析法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1.1 研究背景 

    臺灣因醫療衛生進步、平均壽命延長及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速度躍升全球第一(王順

民，2010)，老年人口越來越多。內政部統計處公布 107 年國人的平均壽命資料顯示，107

年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80.7 歲，其中男性 77.5 歲、女性 84.0 歲，根據內政部統計處（2018）

資料顯示，臺灣已於 1993 年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超過 7%，邁入「高齡化社會」。2018

年 3 月底，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比率達 14.05%，正式邁入「高齡社會」。高齡人口逐

年攀升，高齡年者不僅需要子女們生活經濟上的資援外，還需要支付相關照顧費用，例如：

照顧費用、療養費用、安養費用等，使得青壯年扶養人口日益增加負擔，在未來長期照顧

風險將會是不斷的攀升。 

    而目前的長期照顧現況，最主要是人力缺乏問是，其次是服務內容不足（黃惠玲， 2017）。

家庭負擔失能者照顧工作，大部都會選擇用外籍看護，但是外籍看護工作，可能會因生活

習慣的差異、語言的限制及照顧技巧不熟練，甚至工作條件內容，因此造成照顧紛爭，在

人力培養服務中，大量投入長期照顧市場，並推動社區整合式服務。在 2017 年長照服務法

上路前，在長期照顧產業中是十分的傳統及保守，大多數由非營利組織而行成，如：財團

法人、社團法人、醫院或醫院附設機構等從事長期照顧中心等，而在機構服務品質是沒有

明確規範，在照顧的項目上同樣也被限制的。因此，如何建構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

因素，為現階段推行長期照顧政策時非常重要之議題。 

1.2 研究動機 

    政府推動長期照護 2.0 的目標，是希望向前端銜接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

並促進長者健康福祉，且提升高齡年者的生活品質；因臺灣長照政策制定較晚，綜觀國內

研究論文大部分集中在長照機構(有 76 篇)、照顧服務員(有 8 篇)、長期照顧服務法(有 5 篇)、

高齡化社會(有 3 篇)、長照 2.0(有 3 篇)；從 2016 年至 2020 年共有 60 篇碩博士論文 (國家

圖書館全球資訊網，2020)。過去研究鮮少探討長照機構經營的議題，本研究企圖找出長照

機構經營成功關鍵因素並進一步探討各因素之間的影響關係，以建立學術研究模式；此為

本研究主要之研究動機之一。 

mailto:zhu@cute.edu.tw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iFiY2/search?s=(%232)%20and%20pyr%3D%22201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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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孟賢（2019）研究「長照機構法人化經營之商業模式轉型探討-以國內長照機構為例」，

與李俊佳（2019）研究「長照機構之商業模式分析：以某護理之家為例」，主要目的是應用

商業模式來分析長照機構的經營管理；這些論文本質上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以次級文獻資料

整理及深度法訪法為主，本研究則是選擇模糊多準則研究方法中的以決策實驗分析法為基

礎的網路程序分析法(Fuzzy D-ANP)，以區隔過去類似議題的研究方法，此為本研究的主要

之研究動機之二。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希望能透過長期照護機構來探討長期照護機構的經營績效，因此本研究

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臺灣現行政策下長期照護機構之現況。 

（二）探討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指標。 

（三）探討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之間的影響關係及權重排序。 

（四）研究結果與建議提供長期照護機構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長期照護機構介紹 

為發展完善的長照制度，2007 年行政院即核定「長照十年計畫」，並積極推動長照相

關業務。長照 2.0 目標是希望向前端銜接預防保健、活力老化、減緩失能，並促進高年齡

者的健康福祉，提升高年齡者生活品質；提供多目標的社區式之支持性的服務，轉銜在宅

臨終安寧照顧，及減輕家屬照顧的壓力，減少長照的負擔。除積極推廣外，社區式整體照

顧的模式在試辦計畫中、並發展創新之服務，以建構社區式基礎的健康照護團隊，此時的

服務延伸銜接至出院之準備服務、居家醫療之服務（衛生福利部，2016）。其中從長期照

護 2.0 的服務項目中發現 A 級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長照旗艦店）及 B 級複合型日間服務

中心（長照專賣店）與 C 級巷弄長照站（長照柑仔店）中，解釋社區整體照護體系目的，

建構結合醫療、長期照護服務、住宅、預防、以及生活支援等各項服務一體化的照護體系，

達成在地老化目標，整合了「社會照顧、健康照護、預防保健、生活支援、住宅」。 

2.2 經營績效 

    Drucker(1979)將績效之定義為「效率（efficiency）」與「效能（effectiveness）」兩大

類別的整合，效率是要把事情做對做好，不浪費資源；效能是強調要做正確的事。謝淑慧

（2002）認為績效是指一個機構或其它成員的行為、活動、程序與行動所產生的結果，並

以機構與成員之期望這個結果是能以最少的資源來達成。評估企業經營績效的方式有許很多，

但衡量標準而因人、事、時、地、物而有所的差異，依各專家學者所提出衡量的構面相關皆有不

同。而國內的專家學者對績效評估的標準亦多有差異，吳萬益（1994）以無形績效(企業之

形象、品牌及知名度、商情之資訊的掌握能力、達成的目標成度)、生產力(員工的生產力、

產量之利用率、產品銷售的不良率)、獲利力(投資報酬率、資產報酬率)、成長力(市場佔有

率之成長率、營業額之成長率)做為績效之衡量。 

    過去文獻所指經營績效衡量指標眾多（蔡純姿，2015；楊凱筑，2016；劉文榮，2016），

由於並非每間企業都具備完整的績效衡量制度，大部份的業者對於經營的績效，是以營業

額、成長率或獲利率來衡量。因此，本研究所採用的績效衡量，分為主、客觀兩大類；主

觀的財務績效以銷售成長率及年獲利率為衡量方式；客觀的財務績效以銷售成長率、獲利

率、市場佔有率、滿意度及整體績效為衡量方式。期盼能將服務業特性藉由主客觀衡量績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iFiY2/search?q=auc=%22%E5%91%A8%E5%AD%9F%E8%B3%A2%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tiFiY2/search?q=auc=%22%E6%9D%8E%E4%BF%8A%E4%BD%B3%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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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指標，具體的呈現其績效之實質意涵。 

2.3 模糊理論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常常運用一些模糊語法，例如：大概、可能、大約、或許類，所以

在 1965 年由 zadeh(1965)創立的模糊集合理論之數學基礎發展之起源來的，主要包括了模

糊集合理論、模糊邏輯、模糊推理及模糊控制。Fuzzy 理論講究的是近似推理(Approximation 

reasoning)，指的是根據不清晰的資訊，透過差不多的推論過程而得到精確的結果。任維

廉（2000）指出模糊集合可被運用於解決高度不確定性與模糊替代方案、或多準則決策等

複雜性問題。社會科學所使用之傳統問卷經常使用固定的語意模式調查填答者的態度，並

以整數的名義尺度(Nominal Scale)進行評量，例如李克特量表尺度(Likert scale)；由於人類

思維與行為的模糊性，言語所表達出的想法與態度自然而然地屬於模糊語言，因此進行社

會研究時模糊權重的計算，反而更能反映出人類模糊思維的可能性或可行性(任維廉，

2000)。楊敏生（1994）研究指出模糊理論從最早十年間的理論發展到後來各式各樣的應用。 

2.4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 

    成功關鍵因素(Key Success Fators，簡稱 KSF)，1943 年經濟學者專家 John R. Commons

提出限制的因子概念，並運用到管理和談判；例如衡量企業的成功與否，是看該企業有無

達成某些設定的績效指標？若在那些績效指標中得到高分，則稱為成功（黃鴻程，2006）。

陳慶得、曾慈惠（2010）等學者研究認為關鍵成功因素應具有以下特性:1.不同的產業、不

同的時間，會有不同的關鍵成功因素。2.當產業的生命週期改變，關鍵成功因素會隨之改

變。3.業者應將經營管理的重心，放在關鍵成功因素上。4.應從未來的發展的趨勢來考量關

鍵成功因素。5.若未瞭解關鍵成功因素之前，不該貿然投入該產業，否則會帶來傷害。6.管

理者該把重點集中在某些特定的事物上，並深入分析找出決定性的策略，而非把所有事情

都當作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是策略家尋找策略優勢的途徑之一，把企業的資源集中並投入在特定的

領域中取得競爭優勢（王昭榮，2014）。蔡麗華（2002）就機構經營者角色而言：以長期照

護機構與護理之家受限於專業之護理人員的資格限制，且長期照護機構與護理之家提供的

為較高度專業的服務功能，所以其競爭者的進入障礙最高。因此，非營利機構惟有不斷創

新及改進其經營管理之能力，才能成為產業中之佼佼者，其經營成功之機會也較大。黃德

舜與蔡麗華（2001）也指出企業衡量效率最重要的依據當屬生產力指標，生產力愈高代表

效率愈高；生產力指標為產出數量與投入因素之成本的比率，亦即：生產力＝產出數量/ 投

入因素總成本；而將此一觀點轉換成長期照護機構的觀點來看機構經營成本與品質的管理

控制，機構經營者在追求照護活動過程中的經營效率，應該是在基本的規模下追求最大的

產出。因此，本研究將專業技術與經營管理能力列入長照機構經營成功之關鍵因素之一。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依據文獻探討整理及專家問卷調查結果，歸納出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

素研究架構，如圖 1。 

目標 

 

構面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之探討 

 

專業團隊 A 服務品質 B 財務管理 C 營運策略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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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圖 1 研究架構 

3.2 資料蒐集 

本研究將針對桃園地區政府立案登記之長照機構，作為本研究探討之對象。限於人力、

物力及財力與時間的不足，無法做臺灣地區的長照機構調查，本研究之涵蓋範圍是以桃園

市之各區之長照機構為研究範疇。 

    本研究所實施的專家問卷調查區分二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文獻所獲得的長照機構之經

營成功之關鍵因素，邀請 10 位具有長照機構之經營管理知識與經驗之產官學專家，以修正

式模糊德爾菲法確認其構面與準則之內涵。第二階段是以第一階段確認之關鍵因素內涵設

計決策實驗室分析法之問卷，邀請 12 位具有長照機構之經營管理知識與經驗之產官學專

家填寫問卷，回收後計算 Fuzzy DANP 以獲得研究變數之因果關係圖及權重排序。 

3.3 問卷設計 

一、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 

    本研究採用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來找出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的重要指標，

且利用問卷方式彙整在長期照護領域專家之建議，決定各構面準則的重要程度。鄭滄濱

（2001）參考陳昭宏（2001）所提出模糊德爾菲法的內容做部份修改，而改良以「雙三角

模糊數」來整合專家的意見，可以更有效且客觀的驗證專家的意見來判斷是否有共識，亦

減少問卷重複調查的次數。Holden and Wedman(1993)將五點量表加入模糊百分比權重評分

概念，作為模糊平均數的重要程度的判斷法。其作法為：將加權平均數門檻值＜3.0 的題項

予以刪除；加權平均數門檻值介於 3.00-4.00 的題項，則再彙整評分結果發放給專家再次填

寫意見；加權平均數門檻值≧4.00 的題項，則予以保留。此即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本研

究即是以此法為基礎，找出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 

二、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本研究將文獻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設計成修正式模糊德爾菲問卷設計；問

卷填答對象為長期照護業之產、官、學等專家，從事長期照護業資歷超過十年以上，且考

量回覆問卷的時間因素及填答問卷的理解力，採親自發送，立即說明，增加問卷填寫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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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本研究問卷中影響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之準則共有 12 個，研究每個準則

之間的關聯程度，進而探討影響性的關鍵因素，請各受訪者對於每個因素之間的關聯度給

予評分，評分等級以 1~4 個等級。0 代表不相關、1 代表影響程度最小、2 代表影響程度

中等、3 代表影響程度大、4 代表影響程度最大。 

    問卷設計的結果經修正式模糊德爾菲法則計算，問卷問項已具信度與效度，其專家豐

富經驗充分反映出各個準則的影響程度。最後將取得之問卷資料使用 Fuzzy DEMATEL(模

糊決策實驗室法)來分析各因素的顯著度與原因度， 以利找出具核心影響性的關鍵成功因

素。 

四、資料分析 

4.1 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結果 

    本研究透過相關文獻及產官學專家建議後，進行 Fuzzy DEMATEL 以確定構面與準則

間的影響程度。本研究利用 Fuzzy DEMATEL 計算影響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之

相互影響關係，計算結果所獲得之準則總影響關係矩陣 T 及構面影響程度關係矩陣 VT。

依據 Fuzzy DEMATEL 所求得的動態重要度影響關係，建構未加權超級矩陣，並依各構面

影響程度求得加權超級矩陣，最後極限化超級矩陣。 

    由準則影響程度關係計算結果顯示，無論是直接影響其他準則或被其他準則影響的程

度，相較其它準則而言，員工服務品德(A3)(直接影響=7.1163，被影響=6.1700)是最具有影

響力的準則；相反的資本需求(C2)(直接影響=5.6335，被影響=5.5191)則是所有準則中影響

其他準則及被影響準則程度最小者。此外，觀察直接影響(VD)構面與被影響(VR)構面影響

程度可以發現，專業素養(A)(VD-VR=0.220)是影響其他構面最大者，其次為環境因素

(D)(VD-VR=0.019)，再其次為財務管理(C)(VD-VR=--0.052)，而服務品質(B)(VD-VR=-0.188)

則是被其他構面影響程度最大者。另外，服務品質(B)(VD+VR=4.068)顯著性最大，顯示該

構面影響其他構面及被其他構面影響的程度總權重最大。但其原因度(VD-VR=-0.188)為負

數且值最小，也就是說低原因度且高顯著性的特性，屬於其他三個構面的影響程度是最大

者，也顯示該構面在所有構面中，總而言之因果關係偏向結果類，代表在長期照護機構經

營績效因素中，若具體改善其他構面將會導致服務品質(B)也會獲得改善。 

    從專業素養(A)原因度(VD-VR=0.220)為正數且最大，顯著性(VD+VR=3.917)數值排序

為第二，為高原因度及中低顯著性的結果，屬影響其他構面者，顯示該構面在所有構面中，

歸屬的因果程度偏向原因類，影響其他構面，代表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因素中，財務管

理(C)構面為優先處理的構面，假設要建立良好公司的財務管理(C)機制，將三個構面也會

獲得改善。原因度是負值，偏向結果類的構面及被影響的構面，還有環境因素

(D)(VD+VR=3.286，VD-VR=-0.019)。原因度是正值，偏向原因類的構面及影響的構面，還

有專業素養(A)(VD+VR=3.917，VD-VR=0.220)。觀察到準則的影響程度是可發現，顯著性

(CD+CR)最大者為員工服務品德(A3)(13.286)，這是代表在所有準則中專家認為最重要的準

則。原因度(CD-CR)最大值為價值創新服務(D2)(1.114)，是所有準則中直接影響到其他準是

最大者；原因度(CD-CR)最小者為服務需求項目(B1)(-1.235)，此準則比較容易被其他的準

則影響。 

    依據圖2的構面與準則因果圖。由因果圖來看可明確顯示出四構面間複雜之因果關係。

但其中服務品質(B)(VD+VR=4.068)和環境因素(D)(VD+VR=3.286)之構面之數值，位於因果

圖之間 VD+VR(顯著性)右方位置，因此，可知此構面與其他構面相較之下關聯程度大。而

外，專業素養(A)(VD-VR=0.220) 環境因素(D)(VD-VR=0.019)兩個構面，因 VD-VR(原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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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大於 0，表示其屬於「影響原因類」構面，即為因果關係中的「因」，財務管理(C)(VD-

VR=-0.052)、服務品質(B)(VD-VR=-0.188)兩個構面，因 VD-VR(原因度)值小 0 系屬於「被

影響結果類」構面，即因果關係中的「果」。再依據圖 2 構面與準則因果圖可以知道，專業

團隊構面下的準則，員工服務品德 (D1-R1=0.368)、員工溝通能力(D1-R1=0.031)，因原因

度值大於 0，屬於「影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員工教育訓練(D1-R1=-0.016)、

取得專業證照(D1-R1=-0.239)，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響結果類」準則，因果關係

中的「果」。服務品質構面下的準則意外發生控管能力(D2-R2=0.113)、外部特約醫師團隊

(D2-R2=0.007)，因原因度值大於 0，屬於「影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服

務需求項目準則(D2-R2=-0.140)，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響結果類」準則，因果關

係中的「果」。財務管理構面下準則的財務制度(D3-R3=0.082)，因原因度值大於 0，屬於「影

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資本需求(D3-R3=-0.006)、項目價格服務(D3-R3=-

0.076)，因原因度值小於 0，系屬於「被影響結果類」的準則，因果關係中的「果」。環境

因素構面下的準則價值創新服務 (D4-R4=0.150)、行銷推廣(D4-R4=0.008)，因原因度值大

於 0，係屬於「影響原因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因」，而政府政策支持(D4-R4=-0.158)，

因原因度值小於 0，屬於「被影響結果類」準則，因果關係中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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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糊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為基礎之網路程序分析結果 

    根據各專家學者之觀點，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為服務品質(B)(構

面權重=0.271)，其次為專業團隊(A)(構面權重=0.268)、營運策略(D)(構面權重=0.237)、財

務管理(C)(構面權重=0.224)。因此，部分的分析各構面底下的準則的重要程度，發現營運

策略(D)構面下，重要度最高為政府政策支持(D3)(準則權重=0.359)，其次是行銷推廣(D1)(準

則權重=0.324)，最後為價值創新服務(D2)(準則權重=0.317)。因此類推，綜合專家對於四項

構面之觀點，針對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的各項構面及準則評估重要度中，專家

們都認為最重要的構面為服務品質(B)(構面權重=0.271)，也就是外部特約醫師團隊(B2)(準

則權重=0.353)的高低是重要度最高的因素，而服務需求項目(B1)(準則權重=0.351)和意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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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控管能力(B3)(準則權重=0.296)有著關鍵性的影響，所以外部特約醫師團隊(B2)重要度是

該構面下最高的(詳如表 1)。 

    根據各專家學者之觀點，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因素中，重要度最高為服務品質，其

次為專業團隊、營運策略、財務管理。因此部分的分析各構面底下的準則的重要程度，發

現營運策略構面下，重要度最高為政府政策支持，其次是行銷推廣，最後為價值創新服務。

因此類推，綜合專家對於四項構面之觀點，針對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的各項構

面及準則評估重要度中，專家們都認為最重要的構面為服務品質，也就是外部特約醫師團

隊的高低是重要度最高的因素，而服務需求項目和意外發生控管能力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所以外部特約醫師團隊重要度是該構面下最高的。 

表 1 準則及構面整體權重 

準 

則 

準則整

體權重 
排序 

構面整

體權重 

排 

序 

準 

則 

準則局

部權重 

準則局

部權重 

構 

面 

構面整

體權重 
百分比 

A1 6.7% 11 

26.8% 2 

A1 0.268 

1.00 A 0.268 26.8% A2 
6.7% 10 

A2 
0.270 

A3 5.7% 13 A3 0.229 

A4 5.8% 12 A4 0.234 

B1 8.8% 3 

27.1% 1 

B1 0.351 

1.00 B 0.271 27.1% B2 8.8% 2 B2 0.353 

B3 7.4% 9 B3 0.296 

C1 8.1% 7 

22.4% 4 

C1 0.322 

1.00 C 0.224 22.4% C2 8.3% 5 C2 0.330 

C3 8.7% 4 C3 0.347 

D1 8.1% 6 

23.7% 3 

D1 0.324 

1.00 D 0.237 23.7% D2 7.9% 8 D2 0.317 

D3 9.0% 1 D3 0.359 

SUM 100%  1.000   4.000 4.00  1.000 100.0%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透過量化分析方法，找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評估中的重要影響因子，及

因子間之因果關係；其研究結果發現以下數點：1.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關鍵因素應取決

於長期照護機構的資本及財務制度與服務項目之價格規劃，並以專業服務員能力及經驗、

服務需求項目和專業品質共同配合推動下，才會有經營績效成功關鍵的因素。2.經營績效

準則前三名為價值創新服務、財務制度、行銷推廣。3.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績效資源，可針

對財務管理構面，做為資源調整績效。4. 從專業團隊構面之各準則權重比較下發現，員工

服務品德影響員工溝通能力準則與員工教育訓練準則，而會影響專業證照準則。5. 從服務

品質構面之各準則權重比較下發現，意外發生控管能力準則影響外部特約醫師團隊力經驗

準則、服務需求項目準則，而意外發生控管能力準則會影響服務需求項目準則。6. 從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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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構面之各準則權重比較下發現，財務制度準則影響資本需求準則、項目服務價格準則，

財務制度準則會影響項目服務價格準則。7. 環境因素構面之各準則權重比較下發現，價值

創新服務準則影響人力資源管理、行銷推廣、政府策略支持，價值創新服務準則影響政府

策略支持。 

    本研究透過 FDANP 分析可知，當不同構面或準則間相對的權重，與其分析的顯示，

在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經效的因素上，仍以「政府策略支持」為評估之構面較為重要，依

序為「外部特約醫師團隊」、「服務需求項目」及「意外發生控管能力」。則另外的發現整體

準則之權重排序下，「項目價格服務」準則之權重最重要，依序為「政府政策支持」、「資本

需求」、「財務制度」、「行銷推廣、「價值創新服務」、「外部特約醫師團隊」、「服務需求項目」、

「意外發生控管能力」、「員工教育訓練」、「員工溝通能力」及「員工服務品德」。若將長照

機構已大部份的資源投注在「外部特約醫師團隊」，建立以顧客為尊的服務需求項目與合適

的服務項目價格，則能提升經營績效發展的機會。 

5.2 建議 

    本研究根據分析結果提出相關建議如下： 

一、對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服務品質之建議 

    若能定期提升職員教育訓練，與經驗交談能力，並提供多元項目的品質服務，並符合

機構中，顧客中的口耳相傳的口碑為優勢；增加長期照護之產業的多元化競爭，回歸市場

機制，建議政策應將列為重點推動方向之一。 

二、對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專業團隊之建議 

    應徵者具備有專業服務人員及護理師證照，並經通國語、台語、客家語言等，並能與

住民溝通，適時的檢核服務人員道德、操守等，並提升專業機構的形象為優勢；讓長期照

護產業能多元化競爭；建議政策應將列為重點推動方向之一。 

三、對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財務管理之建議 

    假設機構的資本額越高，財務制度越完善，項目價格服務達到相對公道的價格，可以

適著依隨趨勢做修正為優勢。建議政策應將列為重點推動方向之一。 

四、對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營運政略之建議 

    若是能不定時評估市場的需求，注意政府的政策變動，變更行銷策略的手法，並且有

完善人力資源管理、招募、升遷及訓練管理機制。但增加了長期照護的產業多元化及競

爭，並回歸市場機制，建議政策應將列為重點推動方向之一。 

五、長期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資源分配之建議 

    面對全球老化的趨勢，現今長期照護機構的提供皆為非營利組織，在僧多粥少，供不

應求之情況下，長期照護機構的設立，將可以解決此問題。本研究針對長期照護機構之經

營績效之成功因素探討，經實證顯示，服務品質為機構經營成功最關鍵因素，且整體來看

是整合問題處理方向與各準則之優先重要度。並透過領導的角度以經營面為出發點，分析

顯示各構面與準則之間具有彼此息息相關，儼然形成一個有系統的相依性質架構。對長期

照護機構之經營績效業者來說，在經營上難免會碰到的障礙，廣義來說，關鍵成功因素四

構面十三準則，並能靈活運用，相互配合，提供不同比率的資源，成功機率將大幅提升以

達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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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ming industry is a profitable sector whose monetary Value has been increasing 

exponentially. Technology's exponential growth has been a significant key that drives mobile 

games to the global gaming market leader.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purchase intention of in-game items in Mobile MOBA games by comparing Thai and Taiwanese 

players' behavior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was developed through 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which is Perceived Enjoyment was combined in the study. The data obtained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PLS-SEM and PLS-MG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hai and Taiwanese 

play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was influenced by Social Value, Emotional Value, and Conditional 

Value. Also, the Functional Value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Thai players but not for Taiwanese 

players. In contrast, Perceived Enjoyment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Taiwanese players but 

not for Thai players. Analyzing through nationa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erceived 

Enjoym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se findings are expected to help the game firms or 

those involved understand the gaming industry's marketing issu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 

 

Keywords: Repurchase intention; Mobile MOBA game;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 

Perceived enjoyment; In-game item 

 

 

I.INTRODUCTION 
Game industry is one of businesses that are generating enormous value.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has drove mobile games to become leader in the global gaming market. It was 

estimated that, in 2020, the gaming market worldwide generated revenue of $ 159.3 billion, which 

was 9.3% percent year-on-year growth (Wijman, 2020), Meanwhil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market generated $78.4 billion, up +9.3%, accounted for almost 50% of game revenue worldwide.  

The gaming platforms are divided into mobile games (48%), PC games (23%), and video game 

consoles (28%). It is expected that spending in game industry will surpass $200 billion in 2023, 

representing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of 8.3%. More than 50% of the game revenue have come 

from mobile games. In-game items purchases are a part of a free-to-play market model that 

typically extends to internet platforms easily. It is perhaps the most excellent online gaming to 

attract the most users; the base game is free for users in the form of free-to-play. The game 

developers can maximize sales of various contents in the game (Hamari, Hanner, et al., 2017). 

mailto:aebusu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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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substantial revenue generated by the mobile game industry comes from the trading 

of virtual product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game contents, which have become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come for gamers and game publishers (Hamari, Alha, et al., 2017). Their income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Nevertheless, the sources of income have also changed. Now, 

most of the profits come from selling in-game virtual items for real money  (Hamari & 

Lehdonvirta, 2010)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 customers' needs and to be able to improve the customers' interest 

to buy the item continuously, it is essential for a company or business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cision to purchase and repurchase the in-game items of the game players. 

Therefore, this work studi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game player’s intention to purchase and 

repurchase in-game items in mobile games and explores perceived enjoyment towards a 

repurchase inten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2. LITERATURE REVIEW 
2.1 Mobile Game 

A mobile game is a multicolored electronic game developed for intelligent mobile devices 

(Ahsan, 2017) The smartphone market has grown exponentiall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is 

brings a more successful basis for disseminating mobile games, as smartphone games are more 

sophisticated and compelling.  

The website Newzoo.com released statistics that mobile games were the top-grossing video 

game platform in 2018, reaching an estimated peak of $70.3 billion. For previous year, the mobile 

games have grown 25.5% and covered more than 51% of the gaming market worldwide followed 

by PC games (24%) and video game consoles (25%), respectively. Mobile games are designed to 

operate on a broad range of devices and technologies. Android and iOS are the two commonly 

supported devices today. 

By October 2009,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OS and support for in-app transactions, the 

mechanisms in which smartphone games receive money was drastical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gaming models on consoles or computers. Since 2009, various models have been created, and a 

mobile game developer/publisher may use one or a combination of these models to generate 

revenue (John, 2014).  

Therefore, in this study, the definition of mobile games is game apps that can be 

downloaded into smartphones or tablets through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and based on mobile 

games with in-app purchase models. 

2.2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MOBA) is a subgenre of strategy video games where two-

player teams clash on a predefined battlefield. Each player plays a single character with a collection 

of specific abilities that develop throughout the game and contributes to its overall strategy 

(Cannizzo & Ramírez, 2015). The ultimate goal is to kill their enemies' main structure, situated at 

the opposite corner of the battl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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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OBA mobile games 

(Source: Garena 傳說對決 Taiwan's Facebook) 

2.3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The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was developed by Sheth et al. (1991) to elucidate why 

consumers execute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This theory identifies five consumption values 

affecting consumer choice behavior. Those values include functional value, social value, emotional 

value, epistemic value, and conditional value.  

Functional value is defined as the product or brand characteristics gained from the potential 

of an alternative to functional, useful, or physical efficiency (Sheth et al., 1991). Social value is 

defined as the product or brand characteristics derived by the interaction with one or more 

particular social classes of an alternative. An alternative receives social importance by being 

identified with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which are positive or 

negatively stereotype. In social business, social values have an essential and constructive effect on 

satisfac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Gan Chunmei & Wang Weijun, 2017). Emotional value is 

identified as the product or brand characteristics derived from the potential to excite emotions or 

affective states of an alternative (Sheth et al., 1991). Kimpakorn et al. (2019) suggested that 

emotional value w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attracting customers to purchase beauty products in 

Thailand because they could respond to the lifestyle very well. Furthermore, emotional value will 

cause a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Like the upcycled goods, emotional valu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product attitude and purchase intention (Yu & Lee, 2019). Epistemic value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product or brand characteristics gained by alternative curiosity, creativity, and 

the ability to obtain information (Sheth et al., 1991).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study of Laroche 

et al. (2001), which showed that epistemic value affected any phase in the customer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Conditional value is characterized as the product or brand characteristics that the 

option acquires from an alternative due to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 or set of conditions (Sheth 

et al., 1991). Kaur et al. (2020) showed that the condition value induced a user to have positive 

intentions towards food delivery apps. Conditional value is assessed by including provisions such 

as free shipping, discounted delivery costs, more robust sales offers, faster delivery periods, and 

favored restaurant listings.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review, it was found that "perceived enjoyment" is an essential 

reason why customers repurchase in-game items. Therefore, the variable "perceived enjoyment" 

is added in the study. 

2.4 Perceived Enjoyment  

Perceived enjoyment is identified a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activity of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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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ticular technology is perceived to be personally enjoyable in its own right apart 

from any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Davis et al., 1989). Balog & Pribeanu, (2010) 

found that usage intentions for augmented reality for school environments (ARiSE) 

were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perceived utility and perceived enjoyment. Jan & 

Timothy, (2011) stated that perceived enjoyment wa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perceived utility, perceived user-friendliness, and technology purpose.  Sudono et 

al., (2020) argued that perceived security and perceived enjoyment specifically 

indirectly impacted planned usage by mediating preferences to use mobile 

payment. Chin & Ahmad, (2015) examined online shopping adoption and found 

that perceived enjoyment had a clear association with the purpose to use. They also 

found that Malaysians' intention to use e-payment from the single site related to 

perceived enjoyment. However, Hamari, (2015) argued that perceived enjoyment of 

the gam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ntinuous use intentions for the game.    

2.5 Repurchase Intention 
Understanding the player's behavioral intentions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every gaming 

platform and enhancing repurchase ability. The decision of a consumer to participate in potential 

activities of a manufacturer or provider is referred as repurchase intention (Margee et al., 2006). 

Zhang et al., (2011) obseved that the repurchase intention was a manifestation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Suhaily & Soelasih, (2017) stated that repurchase intention was an optimistic 

customer mindset towards e-retailers that would produce repeat purchases (repeat buying 

behavior). 

 

3. METHODOLOGY 
This study appli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cluding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to gather data 

and utiliz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test the hypotheses.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was 

conducted using 400 game players from Thailand and Taiwan by distributing the surveys to the 

most extensive Bulletin Board System in Taiwan (PTT), the largest Thai-language website and 

discussion forum in Thailand (Pantip.com), and Facebook. All variables were measured using a 5-

point scale. As there we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ai and Taiwanese game players, two models 

were utilized in the study.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PLS-SEM)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tent variables. 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multi-group 

analysis (PLS-MGA)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of Thai and Taiwanese game players 

(Ringle & Hair, 2016). 

 This study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rom 6 latent variables (functional value, 

social value, emotional value, epistemic value, conditional value, and perceived enjoyment) and 

25 observable variables. As shown in Figure 2. the circle represents the latent variable and the 

square represents the observed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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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earch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LS structural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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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ATA ANALYSIS AND RESULTS 

In this research, the game players were defined as the players who previously purchased 

in-game items in Thailand or Taiwan. The online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September 10, 

2020 to January 31, 2021. Four hundred valid surveys were obtained from 199 Thai and 201 

Taiwanese players. 

For PLS-SEM model analysis, the hypothesis was tested using the bootstrapping 

process. In order to evaluat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 value which was less than 0.05 was 

regarded 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was confirmed when t-values were 

much higher than 1.96, meaning that it is a good path coefficient (with considerably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case of PLS-MGA model analysis, the nationality's moderating effect in six of 

the hypothesized relationships was confirmed with a significance of p < 0.05. 

Table 1 shows the model is path coefficients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evels; for Taiwanese, 

the R-square of the model are respectively 0.626 for Repurchase Intention, and Thai is 0.585 

for Repurchase Intention. And Table 2 shows the result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by Multigroup 

analysis (PLS-MGA). 

Table 1. The results of PLS-SEM at analysi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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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V → RI + 0.008 0.156 0.875 

Not 

supported 
+ 0.142 1.999 0.039* Supported 

SV → RI + 0.148 2.585 0.009** Supported + 0.235 2.998 0.003** Supported 

EV → RI + 0.180 2.565 0.009** Supported + 0.206 2.512 0.014* Supported 

EPV → RI - -0.021 0.346 0.726 
Not 

supported 
- -0.014 0.229 0.818 

Not 

supported 

CV → RI + 0.274 4.307 0.000*** Supported + 0.299 4.225 0.000*** Supported 

PE → RI + 0.363 4.449 0.000*** Supported + 0.142 1.086 0.273 
Not 

supported 

p  0.05*, p  0.01**, p  0.001***, 

FV, Functional Value; SV, Social Value; EV, Emotional Value, EPV, Epistemic Value; CV, Conditional Value; PE, 

Perceived Enjoyment; RI, Re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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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result of differences nationalities by Multi-group analysis (PLS-MGA). 

Hypothesis Relationship 
Path 

Coefficients 
p-Value Result 

H1 Functional Value → Repurchase Intention -0.134 0.131 Not supported 

H2 Social Value → Repurchase Intention -0.087 0.356 Not supported 

H3 Emotional Value → Repurchase Intention -0.025 0.796 Not supported 

H4 Epistemic Value → Repurchase Intention -0.007 0.963 Not supported 

H5 Conditional Value → Repurchase Intention -0.025 0.795 Not supported 

H6 Perceived Enjoyment → Repurchase Intention 0.273 0.016* Supported 

Note: Significant *p  0.05 

 

5.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PLS-SEM analysis, 62.6% of Thais sample variance and 58.5% of 

Taiwanese sample variance were clarified by the proposed model. The repurchase intention of 

Thai and Taiwanese game players towards in-games items in mobile MOBA games were 

influenced by social value, emotional value, and conditional value. It was found that the 

functional value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Thai game players but not for Taiwanese players. 

On the contrary, perceived enjoyment was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for Taiwanese players but not 

for Thai players. As per PLS-MGA analysis and identifying national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erceived enjoyment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refore, perceived enjoyment is an 

essential factor in perceiving the differences of Thai and Taiwanese game players. Besides, it 

can contribute to the repurchase behaviour of the game players in Thailand and Taiwan by 

getting this perceived enjoyment. 

The above results clarify Thai and Taiwanese users' instinct and behaviour on 

purchasing the in-game items and what factors crucially affect a player to repurchase an item. 

These findings are expected to help the game firms, game developers, game designers, 

marketing managers, and market research analysts to understand the gaming industry marketing 

issues in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s' or gamers' views 

will help the game industry or game firm plan a marketing strategy that delivers more precise 

results. Moreover, these findings can benefit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invest in the game markets 

in Thailand and Taiwan to understand the purchaser behaviours in each country 

comprehensively. 

 

 



68 
 

 

REFERENCE 

Ahsan, J. (2017). Mobile game impact on the behaviour. 

https://projekter.aau.dk/projekter/files/261696840/Thesis___Ahsan_Javaid.pdf 

Balog, A., & Pribeanu, C. (2010). The Role of Perceived Enjoyment in the Students’ 

Acceptance of an Augmented Reality Teaching Platform: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pproach. Studies in Informatics and Control, 19(3). https://doi.org/10.24846/v19i3y201011 

Cannizzo, A., & Ramírez, E. (2015). Towards Procedural Map and Character Generation for 

the MOBA Game Genre. Ingeniería y Ciencia, 11(22), 95–119. 

https://doi.org/10.17230/ingciencia.11.22.5 

Chin, L. P., & Ahmad, Z. A. (2015). Perceived Enjoyment and Malaysian Consumers’ Intention 

to Use a Single Platform E-Payment. SHS Web of Conferences, 18, 01009. 

https://doi.org/10.1051/shsconf/20151801009 

Davis, F. D., Bagozzi, R. P., & Warshaw, P. R. (1989).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35(8), 982–

1003. https://doi.org/10.1287/mnsc.35.8.982 

Fabrianne Setiawati Sudono, Adiwijaya, M., & Siagian, H. (2020).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ecurity and Perceived Enjoyment on Intention To Use with Attitude Towards Use as 

Intervening Variable on Mobile Payment Customer in Surabaya. 

Gan Chunmei & Wang Weijun. (2017).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value on purchase intention 

in social commerce context. Internet Research, 27(4), 772–785. https://doi.org/10.1108/IntR-

06-2016-0164 

Hamari, J. (2015). Why do people buy virtual goods? Attitude toward virtual good purchases 

versus game enjoy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5(3), 299–308.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5.01.007 

Hamari, J., Alha, K., Järvelä, S., Kivikangas, J. M., Koivisto, J., & Paavilainen, J. (2017). Why 

do players buy in-game content? An empirical study on concrete purchase motivation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68, 538–546.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6.11.045 

Hamari, J., Hanner, N., & Koivisto, J. (2017). Service quality explains why people use 

freemium services but not if they go premium: An empirical study in free-to-play gam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7(1), 1449–1459.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6.09.004 

Hamari, J., & Lehdonvirta, V. (2010). Game design as marketing: How game mechanics create 

demand for virtual goods. 2010, 16. 

Jan, N., & Timothy, T. (2011). An assess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enjoyment and 

attitude on the intention to use technology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A structural equation 



69 
 

modeling approach. 

John, M. (2014, March 26). This simple pricing strategy has driven the phenomenal growth of 

mobile gaming [Mobile Web]. https://qz.com/191931/the-phenomenal-growth-of-the-mobile-

games-industry-in-charts/ 

Kaur, P., Dhir, A., Talwar, S., & Ghuman, K. (2020). The value proposition of food delivery 

app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 

Kimpakorn, N., Navaratana Na Ayudhya, T., Boonnak, P., Phakkong, N., & Fongwanna, N. 

(2019). Perceived Multidimensional Value Towards Beauty Product Consumption Experience. 

Laroche, M., Bergeron, J., & Barbaro‐Forleo, G. (2001). Targeting consumers who are willing 

to pay more f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roducts. Journal of Consumer Marketing, 18(6), 

503–520. https://doi.org/10.1108/EUM0000000006155 

Margee, H., Gillian, S., & Mort, H. W. (2006). Exploring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a performing 

arts context: Who comes? And why do they come back?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pdf/10.1002/nvsm.284 

Ringle, C., & Hair, J. (2016).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 Emerging 

Tool in Research.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n Emerging Tool in 

Research. https://www.methodspace.com/members/hairringle/ 

Sheth, J. N., Newman, B. I., & Gross, B. L. (1991). Why we buy what we buy: A theory of 

consumption value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2(2), 159–170. 

https://doi.org/10.1016/0148-2963(91)90050-8 

Suhaily, L., & Soelasih, Y. (2017). What Effects Repurchase Intention of Online Shop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10(12), 113. https://doi.org/10.5539/ibr.v10n12p113 

Wijman, T. (2020, May). The World’s 2.7 Billion Gamers Will Spend $159.3 Billion on Games 

in 2020; The Market Will Surpass $200 Billion by 2023 [Newzoo].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cles/newzoo-games-market-numbers-revenues-and-audience-

2020-2023/ 

Yu, S., & Lee, J. (2019). The Effects of Consumers’ Perceived Values on Intention to Purchase 

Upcycled Products. 20. 

Zhang, Y., Fang, Y., Wei, K. K., E. Ramsey, Mccole, P., & Chen, H. (2011). Repurchase 

intention in B2C e-commerce-A relationship quality perspective. 

 

 

 

 

 

 

 

 



70 
 

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留職意願之研究—以台灣北

部部隊為例 

  

鄭貴元 

中國科技大學 

企管系兼任助理教授 

Gary127@cute.edu.tw 

張鳳逸 

中國科技大學 

企管系助理教授 

fengyi@cute.edu.tw 

林聖博 

中國科技大學 

企管系研究生 

joejoe5192joejoe5192joejoe@ 

gmail.com 

摘要 

   近年來，軍人薪資待遇，已然超過一般行業薪資水準，成為民間稱羨的目標，不少人

為追求穩定的工作，紛紛考慮投身軍旅，以保障未來長久的生活。「職業軍人」是以從事

軍人作為個人職業，而各先進國家皆在實施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等，造成各國軍職

人員比例皆大幅縮減，軍職相較於其他行業更為特殊；因此，本研究旨在研究職業軍人

的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與留職意願間之關聯性。 

本研究以職業軍人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方式，針對台灣北部部隊

的職業軍人實施探討。利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信效度分析、差異性

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迴歸分析及中介效果分析，來驗證本研究各項假設。研究結果

顯示，中華民國陸軍志願役軍人對於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方面皆為滿意，而留職意願

方面則有待提高；專業職能對工作價值觀具正向顯著影響；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與具正

向顯著影響；工作價值觀對留職意願具正向顯著影響；工作價值觀對專業職能與留職意

願間之關係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關鍵詞: 職業軍人、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留職意願 

 

 

一、 緒論 

  近年來，國內經濟不景氣，民眾收入卻未增加。反觀如今的軍人薪資待遇，相較於政府最

初遷臺時，軍人的薪資已大有不同；現今軍人薪資已超過一般行業薪資水準，成為民間稱羨的

目標(吳培藝，2016)。不少人為追求穩定的工作，紛紛考慮投身軍隊，以保障未來長久的生活。 

  [近年來興起選用人才之「職能」概念，政府日漸重視推廣並發展職能基準(施靜純，2019)。

我國憲法第138條規定，軍人需超出個體、地域以及黨派關係，保證效忠國家，愛護民眾。林鍾

沂(2008)亦指出，「軍隊國家化」需要「恪遵憲法，依法行政」。可見，軍人必須謹守中立的立

場，效忠國家、愛護人民，甚至在國家與個體利益發生衝突時，為國家利益放棄個人權益。][而

職業在人們的生命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因其決定個體之生活型態、人生價值、他人評價等(葉志

mailto:joejoe5192joejoejoe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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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2002)。個體於進入職場前，應對未來工作有所瞭解，即需要具備完整、並且正確的職業認

知，進而對職業現況及未來趨勢有所瞭解，將成為個體在就業發展、以及就業環境進行銜接的

根基(吳雅玲、羅希哲，2010)。]「 職業軍人」是以軍人作為個人職業，此行業相較於他類行業

更為特殊，本研究將探討職業軍人專業職能，為研究動機之一。 

  價值觀在不同情境中的反應，能夠作為行為表現、決定言行亦或是對事物評價的具體依據，

以及決定事物重要性的根據 (Kreitner & Kinicki, 2003)。工作價值觀會對個體工作方面的價值信

念、知覺價值造成影響，並會導致其具體工作態度與工作表現產生差異，來實現工作目標 (郭桓

志，2015)。因工作價值觀會影響個體為組織努力的意願強度。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探討職業軍

人工作價值觀，作為研究動機之二。 

  如今台灣在實施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等，各國軍職人員比例皆大幅縮減。我國軍職人

員亦由原先60萬裁減至現今的21.5萬。在人力大幅縮減、國防任務及勤務卻日漸沉重的狀況下，

國軍面臨的挑戰愈加嚴峻 (吳培藝，2016)。面對龐大的工作壓力，部隊環境、福利待遇變化，

以及非永久性的軍旅生涯等諸多因素影響下，軍人對於未來的發展，有可能產生另尋他路的想

法。因此，本研究將探討職業軍人的留職意願，作為研究動機之三。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期望透過本研究瞭解職業軍人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及留職意願

三者之關係。本研究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職業軍人不同的個人屬性、是否在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留職意願間具有顯著性

差異。 

二、 探討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及留職意願間之關係。 

三、 探討工作價值觀對專業職能及留職意願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四、 研究結果及建議可做為國軍部隊管理策略之參考。 

二、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針對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及留職意願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茲分別說明如下： 

2.1 專業職能： 

    職能(Competency)一詞，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David McClelland最早提出，其表示美國高等教

育日常所運用的能力與知識為主的測驗，不能預測將來職涯的工作績效亦或個人成就；另一方

面態度、認知及職能等個人特質，較能夠推測未來的高績效者，由此成為職能的雛形。後來還

發展了一套「工作職能評量方法」(Job Competency Assessment Method, JCAM)，強調個體工作成

效的優劣程度，並不是由智力決定，而是取決於能力，所以重點應該在個體的特質、態度、認知

等方面因素(王怡惠，2018)。認為，使員工在工作中，產出高績效的內外人格特質，包括知識、

技術、能力以及其他特徵的綜合反應。而「專業」主要是表示符合員工專業所需要具備的各種

特徵(林芯羽，2016)。Jarvis(1983)在「The Psychology of Leisure Travel: Effective Marketing and 

Selling of Travel Service. 」書裡指出，專業職能與個體職務是有關連，就是當個體在專門職務中

扮演特定的角色。希望能夠在工作表現上所需掌握的專業知識、技術、態度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指專業職能是，職業軍人在服役時，所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識、專業技能、

以及專業態度與特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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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rvis(1983)認為，專業職能涵蓋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三個重要因素。王怡惠(2018)研

究實習生專業職能時，皆亦將其劃分為此三大構面。由於國內外學者皆有將其分為三個構面者，

本研究依研究目的，據此將此次研究專業職能的構面，亦劃分為包括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

業態度等三構面。施靜純(2019)分析專業職能知覺重要性發現，不同學歷、畢業系所、年齡、教

育程度的臺南地區旅遊業務管理人員，在認知專業知識向度的重要性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性；

而不同職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管理人員，在認知專業技能向度的重要性方面，存在顯著

差異性；不同職務、性別、最高學歷、畢業系所、年齡及教育程度的管理人員，在認知專業態度

向度的重要性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性。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專業職能包括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專業態度三構面。 

洪潔萍(2011)分析專業能力與有效教學表現關係發現，不同年齡、教學年資的幼兒體能

教師，在專業知識方面呈現顯著差異性；教師專業知識會隨著年齡增加、教學年資增加

而有所提升。施靜純(2019)分析專業職能知覺重要性發現，不同學歷、畢業系所、年齡

、教育程度的臺南地區旅遊業務管理人員，在認知專業知識向度的重要性方面，存在顯

著差異性；而不同職務、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的管理人員，在認知專業技能向度的重

要性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性；不同職務、性別、最高學歷、畢業系所、年齡及教育程度

的管理人員，在認知專業態度向度的重要性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性。 

2.2 工作價值觀： 

    價值觀(values)是一種抽象概念，亦為一種基本信念。價值觀是藉由個體對某個事物

的認知、選擇以及評價，所表現出其個別的價值觀；是個體特質的外在表現，亦或用於

表示個體受到社會、歷史、文化、經驗傳承等外在環境影響而產生的需求(王羽涵，2013)。

江明忠(2018)表示價值觀是某種特定行為表現，亦或用於反映事物的最終優於其他行為

模式或事物的一種最終狀態。葉白鈴(2018)指出，價值觀是潛藏於人們內心一種恆久的

信念，並會對行為反應及個體言行舉止產生影響。呂江梅(2018)表示，價值觀是透過人

們生活經驗而形成的一種抽象性概念，用於描述清楚或不確定、以及無法形容的事物或

者內心領悟，進而演變出的一種抉擇亦或信念，且將會影響人們的偏好與行為規範。工

作價值觀起源於 20 世紀 50 年代。當時，西方組織心理學家們，針對工作價值觀(work 

value)進行剖析探討，認為工作價值觀的意涵來源於「價值觀」，是屬於價值觀中的一項

(江明忠，2018)。綜上所述，本研究所指工作價值觀，指的是職業軍人在執行陸軍志願

役的時候，對於工作相關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思想行為的體現。 

    Ginzberg, Axelord & Herma(1951)先將工作價值觀進行了部分區分，具體分為外部價

值、內在價值、附加價值三大類別。 

高淑錦(2016)歸類高職餐飲科輪調式建教生的工作價值觀，歸為人際價值、專業價值、

成就價值、學分價值及經濟價值等五個影響構面。葉秀玲(2019)認為嘉義縣特殊教育心

理評量人員的工作價值觀應分為五方面，即人際關係、物質報酬、成就聲望、創新發展、

組織安全。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工作價值觀包括人際價值、成就價值、物質價值、專業價值四構面。 

    陳昱均(2017)分析工作價值觀與教學效能相關關係發現，不同教育程度、學校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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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彰化縣國小語文教師，在工作價值觀層面上呈現顯著性差異。葉秀玲(2019)分析工作

價值觀、工作困擾與工作滿意度關係發現，不同「目前任教階段」的嘉義縣特殊教育心

理評量人員，在工作價值觀構面存在顯著性差異；且人員對於工作價值觀具備較高顯著

性。 

2.3 留職意願： 

Holland在1985年則指出，「留職意願」是個體在尋覓一個可以滿足個人順應傾向的狀態，

特別是個人的職業滿足、成就與穩定等，此意願與工作環境及個人特質的調和適應有關(郭德賓、

莊明珠，2006)。Gordon (1984)最先認為意願是屬於個人在設定裡重要目標的標準，為了所期望

能達成的基準，同時為了一個人自我印象的重要組成也可反映在自我合理的評估。而留職意願，

Super(1957)認為「留職意願」是為了符合個人某一工作，則該工作的需求能與個人所學相結合，

使對該工作產生決策的過程，且對該工作具有一定價值觀點，讓他們更傾向進入這產業裡。 

    王怡惠(2018)研究臺南高雄地區技職校院觀光餐旅系實習生留職意願；幾位學者皆同樣採用選

擇採用留職意願單一構面。此外，林麗鳳(2018)認為透過社會化過程而形成留職意願，以五種特

性所構面，即普遍性、穩定性、導引性、主觀性、階層性等；高淑錦(2016)歸類高職餐飲科輪調

式建教生的留職意願；林芯羽(2016)分析服裝相關學系學生留職意願。 

    楊家芸(2018)探討學習態度、學習成效與留職意願關係發現，整體學習態度與整體留職意願之

間，呈現顯著低度正向相關性；在幽默感方面，彭奕學(2016)以幽默感作為調節變項，分析護病

關係與留職意願關係發現，幽默感對留職意願存在正向影響性；而實習生的幽默感，在護病關

係與留職意願之間，存在正向調節效果；楊家芸(2018)發現整體學習成效，與整體留職意願之間，

呈現顯著低度正向相關性。在專業知識與生活適應方面，林慧君(2017)研究生活適應情形及在臺

就業優勢是否對留臺留職意願具影響性發現，專業知識、生活適應情形，皆對僑生的留臺留職

意願存在正向影響性。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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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灣北部部隊職業軍人為研究對象，主要探討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

留職意願等各項變數之影響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假設： 

 依據上述以及文獻探討結果，茲整理將本研究驗證之假說，如下： 

H1：職業軍人之「專業職能」對「工作價值觀」具顯著正向影響。 

H2：職業軍人之「工作價值觀」對「留職意願」具顯著正向影響。 

H3：職業軍人之「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具顯著正向影響。 

H4：職業軍人之「專業職能」會透過「工作價值觀」正向影響「留職意願」。 

H5：不同人口變項之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留職意願方面有顯著差異。 

3.3 問券設計： 

依據本研究架構，研究變數共有「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及「留職意願」，問卷內容

包括三個部分： 

1.受訪者基本資料：具體分為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軍階、服役年資，共計6個題

項。 

2.專業職能量表：分為專業知識、專業技能及專業態度三個構面，共計13個題項，以李克特(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編製。 

3.工作價值觀量表：分為人際價值、成就價值、物質價值、專業價值四個構面，共計17個題項，

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編製。 

4.留職意願量表：分為留職意願一個構面，共計4個題項，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編製。 

 3.4 研究對象、樣本數量及抽樣方式 

H3 

H4 

H2 
專業職能 

專業知識 

專業技能 

專業態度 

 

工作價值觀 

人際價值 
成就價值 
物質價值 
專業價值 

留職意願 

性別 
年齡 

婚姻狀況 
教育程度 
軍階 

服役年資 

H5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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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針對台灣北部部隊職業軍人為此次研究對象。並以便利性抽樣進行調查，發放問卷給予

符合本研究要求之對象，當下回收所填寫的問卷，作為此次研究分析之資料來源。首先發放50

份問卷，進行預試問卷調查；再藉由信效度檢驗，對問卷進行修改或調整；最後進行正式問卷

的發放，共計回收發放503份。 

四、 實證資料分析 

4.1 敘述性分析 

本研究針對台灣北部部隊職業軍人為研究對象，總計共發放 510 份問卷，進行正式

問卷調查，以便利性抽樣方式進行並使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受測者的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教育程度、軍階、服務年資等 6 個題項來進行樣本結構分析。性別以男性佔樣本數

的 77.1%居多，女性佔樣本數的 22.9%。年齡以 18-25 歲，佔樣本數 38.6%居多。婚姻狀

況以單身，佔樣本數 67.2%居多。教育程度以高中職學歷，佔樣本數 38.4%居多。軍階

以士官，佔樣本數 45.3%居多。服務年資以 5 年(含)以下，佔樣本數 41.6%居多。 

4.2 效度分析 

對專業職能量表進行 KMO 與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結果顯示，KMO值為 0.900，Bartlett 的

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1836.037，顯著性小於 0.001，達顯著水準，說明專業職能量表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 

對工作價值觀量表進行 KMO 與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結果顯示，KMO 值為 0.947，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為 4021.118，顯著性小於 0.001，達顯著水準，說明工作價值觀量表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 

對留職意願量表進行 KMO 與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結果顯示，KMO 值為 0.832，Bartlett 

的球形檢定卡方值為946.759，顯著性小於 0.001，達顯著水準，說明留職意願量表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 

4.3 信度分析 

研究結果顯示，專業職能為三個構面信度分別為專業知識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

0.649，具有中信度，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專業技能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0.755，具有

高信度，因此保留所有題目，專業態度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0.722，具有高信度，因此

保留所有題目。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價值觀為四個構面信度分別為人際價值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

0.786，具有高信度，因此保留所有題目，成就價值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0.864，具有

高信度，因此保留所有題目，物質價值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0.749，具有高信度，刪去

題項【軍人的收入穩定】後總體Cronbach' s α系數值上升至0.753,並且題項【軍人的收入穩定】

之對總分項的相關係數值為0.360小於 0.5，所以題項【軍人的收入穩定】予以刪除，專業價值

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0.825，具有高信度，因此保留所有題目。 

研究結果顯示，留職意願為單一構面信度為留職意願量表之總體Cronbach' s α係數為0.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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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高信度，因此保留所有題 

4.4 差異分析 

性別: 

研究結果顯示，專業職能總體上，t值為-2.423，，p<0.05達顯著水準，說明不同性別職業軍

人在專業職能總體方面存在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平均數比較得知，即女性職業軍人在專業職

能方面顯著的高於男性職業軍人。工作價值觀總體，t值為-2.517，，p<0.05達顯著水準，說明不

同性別職業軍人在工作價值觀總體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即女性職業軍人在工作價值觀認知方面

顯著的高於男性職業軍人。留職意願上，t值為0.703，p>0.05未達顯著水準，說明不同性別職業

軍人在留職意願方面不存在顯著差異，即女性職業軍人和男性職業軍人在留職意願方面並無差

異。 

年齡: 

    研究結果顯示，專業職能方面，不同年齡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總體以及專業知識、專業技能、

專業態度構面的F檢驗統計量分別為12.507、4.907、10.964、8.238，p值均小於0.05，達顯著水準，

表示不同年齡的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總體及各構面上具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Scheffe事後比

較後，在專業職能總體方面，職業軍人年齡為26-30歲、31-35歲、36-40歲、46歲以上的專業職能

得分均值均顯著高於年齡為18-25歲的得分均值，即代表26-30歲、31-35歲、36-40歲、46歲以上

的職業軍人專業職能掌握顯著高於18-25歲的職業軍人 

婚姻狀況: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價值觀方面，不同婚姻狀況職業軍人在工作價值觀總體以及人際價值、成

就價值、物質價值、專業價值構面的F檢驗統計量分別為11.763、13.402、10.356、7.737、4.892，

p值均小於0.05，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婚姻狀況的職業軍人工作價值觀總體及各構面方面上具

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Scheffe事後比較後，在工作價值觀總體方面，已婚職業軍人的工作價

值觀得分均值均顯著高於單身職業軍人的得分均值，即代表已婚的職業軍人工作價值觀顯著高

於單身的職業軍人 

教育程度: 

    研究結果顯示，專業職能方面，不同教育程度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總體的F檢驗統計量為4.095，

p值小於0.05，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教育程度的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總體上具有顯著差異，進

一步進行Scheffe事後比較後，在專業職能總體方面，大學教育學曆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得分均

值均顯著高於高中(職)學歷職業軍人的得分均值，即代表大學教育學曆職業軍人專業職能掌握

顯著高於高中(職)學歷職業軍人。 

軍階: 

    研究結果顯示，專業職能方面，不同軍階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總體以及專業知識、專業技能、

專業態度構面的F檢驗統計量分別為12.933、7.480、14.435、6.894，p值均小於0.05，達顯著水準，

表示不同軍階的職業軍人在專業職能總體及各構面上具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Scheffe事後比

較後，在專業職能總體方面，軍官(校級)軍階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得分均值顯著高於軍階為士兵

的得分均值，即代表軍官(校級)專業職能掌握顯著高於士兵；軍官(尉級)軍階職業軍人的專業職

能得分均值顯著高於軍階為士兵的得分均值，即代表軍官(尉級)專業職能掌握顯著高於士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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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長軍階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得分均值顯著高於軍階為士官、士兵的得分均值，即代表士官長

專業職能掌握顯著高於士官和士兵；士官軍階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得分均值顯著高於軍階為士

兵的得分均值，即代表士官專業職能掌握顯著高於士兵。 

服務年資: 

    研究結果顯示，留職意願方面，不同服務年資職業軍人的F檢驗統計量為15.859，p值小於0.05，

達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服務年資的職業軍人留職意願方面具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Scheffe事

後比較後，在留職意願方面，職業軍人服務年資為5年(含)以下的留職意願得分均值均顯著低於

年資為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以上的職業軍人留職意願，即代表5年(含)以下服務年資

職業軍人的留職意願顯著低於6-10年、11-15年、16-20年、21年以上服務年資的職業軍人。 

4.5 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係數統計方法來進行分析，由表1分析得知，專業職能與工作價值

觀之間的相關係數值為0.675 p值為0.000(p＜0.01)，且達顯著，說明專業職能與工作價值觀之間

存在顯著正向的相關關係；專業職能與留職意願之間的相關係數值為0.559 p值為0.000(p＜0.01)，

且達到顯著，說明專業職能與留職意願之間存在顯著正向的相關關係；工作價值觀與留職意願

之間的相關係數值為0.820 p值為0.000(p＜0.01)，且達到顯著，說明工作價值觀與留職意願之間

存在顯著正向的相關關係。 

表1各變數相關分析表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6 迴歸分析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表2），專業職能對工作價值觀之影響，專業職能設定為自變數，工

作價值觀設定為依變數，迴歸分析結果顯示△R²值為0.455，F=419.588，迴歸係數β值為0.675***(p

＜0.001)達顯著水準，說明適合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專業職能越高，工作價值觀

就越高。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表2），工作價值觀對留職意願之影響，工作價值觀設定為自變數，

留職意願設定為依變數，迴歸分析結果顯示△R²值為0.672，F=1025.453，迴歸係數β值為

0.820***(p＜0.001)達顯著水準，說明適合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工作價值觀能越

高，留職意願就越高。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表2），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之影響，專業職能設定為自變數，留職

意願設定為依變數，迴歸分析結果顯示△R²值為0.312，F=228.245，迴歸係數β值為0.559***(p＜

0.001)達顯著水準，說明適合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專業職能越高，留職意願就越

高。 

變數 專業職能 工作價值觀 留職意願 

專業職能 皮爾森相關性 1 - - 

工作價值觀 皮爾森相關性 0.675** 1 - 

留職意願 皮爾森相關性 0.559** 0.82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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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及留職意願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工作價值觀 留職意願 留職意願 

專業職能 0.675*** - 0.559*** 

工作價值觀 - 0.820*** - 

R ² 0.456 0.672 0.313 

△R ² 0.455 0.672 0.312 

F 值 419.588 1025.453 228.245 

*p<0.05, **p<0.01,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7 中介效果分析 

中介效果分析，符合Baron & Kenny（1986）的建議，中介效果必須滿足的四個條件。 

  條件一：專業職能必須對留職意願具有顯著影響。 

透過迴歸分析驗證，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之影響，Beta係數為0.559***， 

因此條件一成立。 

  條件二：專業職能必須對工作價值觀具有顯著影響。 

透過迴歸分析驗證，專業職能對工作價值觀之影響，Beta係數為0.837***， 

因此條件二成立。 

  條件三：專業職能與工作價值觀同時作為預測變數，對留職意願做迴歸分析時， 

          專業職能必須對工作價值觀具有顯著影響具有顯著影響。 

          透過迴歸分析驗證，工作價值觀對留職意願之影響，Beta 係數為 0.814***， 

          因此條件三成立。 

  條件四：在第三個條件迴歸模型中，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的迴歸係數必須小於  

          專業職能單獨預測留職意願時的迴歸係數，甚至變為不顯著。 

          透過迴歸分析驗證，工作價值觀加入模型分析得知，原先專業職能對留職意 

          願的 Beta 係數為 0.559***，透過社區參與之中介影響，Beta 係數變為 0.009， 

          因此條件四成立。 

    因此，本研究之假設四，工作價值觀在專業職能與留職意願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

經實証結果，本研究假設四成立，如圖 1。 

模型一 

 

 專業職能 留職意願 
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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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介效果驗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探討職業軍人不同的個人屬性、是否在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留職意願間具有顯著性差

異。 

專業職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職業軍人專業職能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年齡職業軍人專業職能程

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婚姻狀況職業軍人知覺專業職能程度存在明顯差異，其中單身者知覺程

度明顯為低；不同教育程度的職業軍人知覺專業職能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軍階的職業軍人

知覺專業職能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服務年資的職業軍人知覺專業職能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工作價值觀: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性別職業軍人知覺工作價值觀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年齡職業軍人知

覺工作價值觀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婚姻狀況職業軍人知覺工作價值觀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不同軍階的職業軍人知覺工作價值觀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服務年資的職業軍人知覺工作價

值觀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留職意願: 

    本研究結果顯示，不同年齡的職業軍人知覺留職意願程度存在明顯差異；不同婚姻狀況職業軍

人知覺留職意願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不同軍階的職業軍人知覺留職意願程度存在明顯差異；

不同服務年資的職業軍人留職意願存在明顯差異。 

5.1.2探討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及留職意願間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職業軍人之專業職能對於工作價值觀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職業軍人之工作價

值觀對於留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職業軍人之專業職能對於留職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5.1.3探討工作價值觀對專業職能及留職意願之間是否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職業軍人的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的直接影響，但工作價值觀的加入後，會造

成間接影響，因此專業職能對留職意願的影響主要是來自工作價值觀的間接影響。 

5.2 建議 

模型二 

 

 

模型三 

 

 

 

 

0.009 

專業職能 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 

專業職能 留職意願 

 

0.675***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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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顯示職業軍人專業職能正向影響工作價值觀，軍隊管理人員應重視這方面職能的提升，

為軍人彼此之間增加交流管道，加強相關法律法規宣導，增加瞭解時政狀況的路徑，説明形成

良好的國際觀，甚至將其加入新兵日常訓練任務，進而加強軍人特別是新進軍人的溝通能力，

豐富交流內容，營造良好的交際環境，擴大其人際關係網，提升人際價值，讓軍人更有紮根的

意願，從而提高軍人留職意願。 

    本研究顯示職業軍人工作價值觀正向影響留職意願，軍隊管理人員應重視這方面價值觀的提升，

應于軍人入職時或半年內，以及崗位調動時，充分瞭解挖掘個人專長與能力，優化工作分配方

案，合適的人做合適的工作，使得軍人于工作中不斷成長進步，更容易獲得更好的成功的體驗，

增加自我信任感與自我肯定，甚至將軍職發展成為個人的志向，從而提高軍人留職意願。 

    本研究顯示單身軍人知覺專業職能、工作價值觀與留職意願各方面皆明顯為低，所謂成家立業，

可能由於已婚人員因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之後，家庭責任感變強，生活壓力變大，並且有迫切立

業意識，故而工作上各方面皆有較佳的表現。然本研究抽樣人員中，單身者占67.2%，想要幫助

解決所有人員的結婚問題顯然十分困難，因而軍隊可針對意向培養提拔人員制定相應的措施，

幫助其解決結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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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透過產業環境分析個案報社，以探討傳統報業業者如何應對產業環境

變化與未來產業趨勢的發展，納入 SWOT 分析，針對企業內部環境優勢、劣勢與外

部環境機會、威脅，以制定有利企業發展的策略。但僅憑 SWOT 分析還是略顯不足，

所以本研究加入了波特認為會影響企業持續運作前進於策略規劃的五力分析，以做補

拙之用。 

關鍵詞：SWOT，五力分析，報紙媒體，廣告經營，經營策略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網路、智慧手機等新型傳播形態的發展，傳統形態的紙質媒體受到多種因素

的競爭和挑戰，生存環境並不樂觀。在 2019 年許多新媒體與社交媒體帶來數碼革命，

即是工業革命 4.0，多家國內知名的媒體集團都因無法成功經營而倒閉，很多媒體企業

也都可是裁退部分員工（汪欣儀，2019）。另外，在這經濟發達的現代工商社會裡，廣

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從社會文化層面觀察，廣告不僅能映射大眾對物質的文化

態度與價值觀，也能反映出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Nishimura, S., Nevgi, A. and Tella, 

S.，2008）。廣告作為報紙媒體的收入主要來源，因隨著網絡媒體的普及化，許多廣告

商也都轉移到網路上做宣傳。報紙作為一種傳播載體，也難免會因收入不佳而遭到淘

汰。但報紙已建立了本身多年的權威、公信力，及記錄性等特色，因此，非其他媒體

可以輕易取代。本研究希望除了想通過此機會瞭解馬來西亞報業的發展歷程外，亦想

藉由研究個案分析出適合馬來西亞報業的經營策略與探討馬來西亞報業的現況。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希望透過探討報業廣告在馬來西亞報紙媒體產業之特性，以探討馬來西亞

報業廣告發展現況與未來之經營策略，導出馬來西亞報業未來的發展方向。因此，本

論文研究目的為： 

一、 瞭解馬來西亞報業的發展歷程。 

二、 探討馬來西亞報業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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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由研究個案分析出適合馬來西亞報業的經營策略。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是以馬來西亞中國報報社為研究對象，並針對其產業之概況、競爭優

勢及經營策略等範圍進行相關之文獻探討。除文獻探討外，本研究也採用了訪談法，

向高階主管進一步瞭解更細部的策略規劃及策略實施的動機和考量因素。 

1.4 研究流程 

 本論文之研究流程共分為八個步驟。由研究背景與動機作為開端，提出研究目

的，藉由過去研究者的文獻進行探討，彙集與主題相關的文獻與資料。建立整體架構

後，尋找適合的企業作為個案研究。在訪談之前，先彙集與瞭解企業相關的資訊，再

擬出相關的訪談題目並且進行訪談。訪談完畢後，依據訪談結果整理出訪談重點，並

給予研究結論與建議。 

 

二、文獻探討 

2.1 馬來西亞報業的概況 

 據方漢奇（2002）的《中國新聞傳播史》一書所記，世界上第一份華文報刊是於

1815 年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紀傳》，創刊人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主編是米憐（Willian Milne），這段時期可稱為華文報業的萌芽時期（1815

年-1879 年）。 

 在馬來西亞，真正由當地人創辦的報章是於 1881 年，此時期為華文報業的成長時

期（1880 年-1919 年）由新加坡僑生薛有禮創辦的《叻報》（柯木林，2007）。後來虧

損甚钜，於 1932 年停刊（吳鳳斌，1993）。 

 20 年代，此時期可稱為華文報業的發展時期（1920 年-1941 年），馬來西亞華文報

章因各方面的條件日漸成熟，讀者人數亦大幅度增長，使華文報章邁向蓬勃期。在眾

多報業裡，以《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光華日報》與《星檳日報》銷售量最高

（葉觀仕，1996）。 

 1941 年，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進入了淪陷時期（1941 年-1957 年），日本向南洋開

啟了攻勢，並於短期內占領了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也導致了所有華文報停刊。在這期

間由日軍創辦的報章共 4 份，分別是《彼南新聞》、《昭南日報》、《興亞日報》與《久

鎮日報》，主要以宣傳日軍戰績、刊登皇軍告示通令與一些恐嚇性新聞（葉觀仕，

1996）。 

 直到 1945 年，新馬脫離日本的占領後，各報業也紛紛復刊，此時期也可成為華文

報業的光復時期（1945 年-1957 年）。但這時期的華文報業刊期都不長，而比較重要的

報章是李孝式所創辦的《中國報》（葉觀仕，1996）。 

 馬來西亞於 1957 取得獨立，經過多番經濟與政治的挑戰而繼續營業的報業可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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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無幾，值得留意且重要的幾家報社有：《南洋商報》、《中國報》、《星洲日報》與

《星檳日報》（林景漢，1998）。 

  馬來西亞的華文報業經過了這 6 個發展階段後，發展得更為迅速，也更具競

爭力，為了順應時代的變遷與爭取市場的先機，也紛紛設立了專業的新聞網站，嘗試

在新的平臺上延續他們的榮景，使馬來西亞華文報業邁入了新的里程碑。 

2.2 報業廣告之經營現況 

2.2.1 廣告之定義 

 廣告（Advertising）從字面上之解讀，「廣」即為廣泛；而「告」即為告知，二字

合併即意為：廣泛告知大眾（呂冠瑩，2000）。以現代廣告的定義來看，廣告是透過社

會媒介達到說服性的溝通，經由特定的資助者以付費及單向形式進行溝通，藉以推廣

產品與服務的理念（Engel，Blackwell & Miniard，1990）。廣告的英文原義為 “註意”、

“誘導”，即“廣泛告知”的意思（MBA 智庫，2016）。 

2.2.2 廣告的效果 

 人們的注意能被廣告引發，引起慾望與興趣，進一步對商品品牌形象的印象加深

後，最後對購買採取行動。實際上，廣告業主投入預算，製作廣告，主要的目的是為

了商品的曝光程度能有所增加，提升產品銷售量，進一步累積商譽，創造出品牌的價

值（Kotler，1995）。Kotler & Armstrong（2004）認為廣告是需要使用有效的告知和說

服手段，行銷管理單位要負責發想與發展一項廣告活動，同時必須作出四個重要決

策，分別是廣告預算的編製、設定廣告目標、發展廣告策略及評估廣告效果。其中，

廣告效果亦是一個廣告所能達成的廣告傳遞程度與影響消費者的程度。 

2.2.3 報業廣告的現況 

 據尼爾森（Nielsen）2014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的最新調查，馬來西亞半島的每

日印刷報紙的整體閱讀率從之前的 57％上升至 60％，而每週讀者人數保持穩定，達到

了 78％；另每週的數位讀者量，包括網站與電子報紙，從之前的 10％增長到 13％。根

據報導，從 2010 年至 2014 年，馬來西亞的報紙讀者群佔人口的 57％。印刷收入仍佔

全球報紙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達到 93％，預計仍將保持領先地位。馬來西亞報紙出版

商協會（MNPA）專業發展委員會主席 Eugene Wong 表示，印刷媒體在品牌建設中起

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與數位媒體相比，營銷人員與廣告商在傳統媒體上宣傳其產品

和服務更加有信心（Daljit Dhesi，2015）。 

2.3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法，也稱「TOWS 分析法」或「道斯矩陣」，即態勢分析法」，是一種

簡單的現狀分析模式，是一種兼顧內部（優點、弱點）與外部（機會、威脅）審視的

方法，廣泛受到重視與應用（E. Learned, C. Christiansen, K. Andrews & W. Guth，

1969）。為了確定內外部各種變數，企業高層管理人員會在分析過程中，採用杠桿效

應、抑制性、脆弱性和問題性四個基本概念進行這一模式的分析（圖 1）（MBA 智庫百

科，2018）。簡而言之，SWOT 分析其主要目的如 Tumer （2001） 提出為，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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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最後結果有助於管理者暸解如何糾正其弱點、善用其優點，而制定有助於未來成

功之計畫。 

 

 

 

 

 

 

 

 

 

 

 

圖 1 SWOT 分析 

2.4 五力模型分析 

 波特所提出新五力分析，其作用力之強弱不同會決定往後之策略，其五個競爭作

用力分別為：一、現有產業競爭者的威脅；二、潛在進入者的威脅；三、替代性產品

（或服務）的威脅；四、買方的議價能力；五、供應商的議價能力，如圖 2（波特，

2008）。 

 波特（2008）建議企業可將五項競爭作用力視為規劃策略基準，並打造四大行

動：一、為公司定位；二、善用產業變化，搶得新產業的先機；三、塑造產業結構，

以提高整體經濟價值；四、界定競爭場域，趁機搶占較佳的策略定位。 

 

 

 

 

 

 

 

 

 

 

 

 

 

 

圖 2 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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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設計 

3.1 研究結構 

 本研究主要以報業廣告產業做為主要研究之分析，受訪對象以報業業者為主，利

用與其訪談的過程，瞭解馬來西亞報業廣告之現況，進而瞭解馬來西亞報業廣告的發

展趨勢與其經營模式。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結構，如圖 3。 

 

 

 

 

 

 

 

 

 

 

 

 

 

圖 3 本論文研究結構 

3.2 研究方法 

3.2.1 質性研究法 

 質性研究法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廣泛運用於收集資料的方法之一。常見的質性研究

方法有：民族誌、田野調查法、紮根理論、疊慧法、脈絡分析法、個案研究法等（黃

瑞琴，1997）。本研究採取的是質性研究法裡的個案研究法。根據 Yin（1994）之看

法，個案研究主要分為四種相關之設計類型，如表 1，本研究採類型二。 

表 1 個案研究法之種類 

類型 設計 簡述 

類型一 單一個案與整體設計 
最早被普遍使用，可呈現個案的唯一性與啟示性，例

如：一個方案的整體性質。 

類型二 單一個案與嵌入式設計 
分析單位包含整體單位中的一個或數個字單位，例

如：一個方案中的個別項目。 

類型三 多重個案與整體設計 
包含一個或以上的單一個案，為了對各單一個案進行

比較 

類型四 多重個案與嵌入式設計 分析單位除了單一個案，亦包含單一個案內的子單位 

3.2.2 質性訪談法 

馬來西亞華文報業廣告 

經營策略之研究 

主要文獻 

報業現況 

廣告經營現況 

 

研究設計 

深度訪談法 

個案公司 SWOT 分析 個案公司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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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利用個案研究法先瞭解報紙媒體所處之外部環境、內部資源之檢視，本研究

也採用了訪談法，向高階主管進一步瞭解更細部的策略規劃及策略實施的動機和考量

因素。訪談的型式諸多且各不相同，如以研究過程進行劃分，主要分為群體訪談，結

構式訪談，半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Minichiello, Aroni, Timewell & Alexander，

1995）。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於訪談之前事先設計問題綱要，以引導方式進行

訪談，甚至就受訪者所提出新的意見再臨場提出新的問題，使訪談內容更具深度。如

此也可避免訪談內容過於鬆散及缺乏彈性。 

3. 3 訪談設計 

3.3.1 訪談對象 

 研究者在馬來西亞於南洋報業集團與中國報報社各自訪談一位高階主管，分

別為集團媒體與資訊策劃總經理與副總編輯。 

表 2 參與訪談之人員資料 

職稱 公司 部門 年資 職責 

李總經理 南洋報業集團 集團媒體與資訊策劃 20 年 
廣告經營督導與項

目策劃 

譚副總編輯 

中國報報社 採訪部 11 年 

審稿、策劃與將新

聞上載新聞網 

ntv7 媒體有限公

司 

華語新聞 13 年 

中國報報社 網絡新聞 6 年 

3.3.2 訪談題目 

本研究主要以策略分析模型作為提問基礎，本研究擬定之訪談題目如下： 

1. 可以分享貴報社目前廣告業務的經營管理，由客戶招攬、廣告設計製作、顧客滿

意度評估的流程大致為何嗎？ 

2. 報業廣告對公司整體業務有何影響？ 

3. 請問您認為報業廣告是否可能被其他媒體廣告取代呢？  

4. 請問您覺得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之媒體廣告，您認為報業廣告的機會為何？ 

5. 請問您覺得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之媒體廣告，您認為報業廣告的威脅為何？ 

6. 請問您覺得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貴報社的優勢為何？ 

7. 請問您覺得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貴報社的劣勢為何？ 

8. 請問您覺得報業廣告的潛在競爭者有哪些呢？他們的威脅有哪些? 

9. 請問您覺得報業廣告的現有廠商的競爭有哪些？ 

10. 請問您覺得報業廣告會受到哪些代替品的影響呢?影響有哪些呢? 

11. 請問您認為貴報社，在客戶、廣告設計者、顧客間，你們的優勢為何？ 

12. 請問您認為馬來西亞報業廣告未來該走向何種方向？有何建議可提供呢？ 

3. 4 研究模式 

3.4.1 SWO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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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進入者 

報業廣告的潛在 

競爭者？ 

現有產業競爭者 

報業廣告未來該走向

何種方向？ 

客戶 

在客戶、廣告設計

者、顧客間，優

勢？ 

供應商 

報業廣告的現有 

廠商的競爭？ 

替代品 

報業廣告受到哪些

代替品影響？ 

 本研究以 SWOT 模型分析個案報社之廣告經營策略所擁有的優勢與劣勢及如何製

造市場機會與所遇到之外部威脅而採取之競爭策略，並運用此策略繼續讓公司佔得市

場先機。 

 

表 3 個案報社採用之經營策略 

內部 

因素 

優勢（Strengths） 劣勢（Weaknesses） 

是否掌握關鍵資源？ 

是否具有個別特色？ 

是否有甚麼限制？ 

是否無法提供何種服務？ 

外部 

因素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是否有新市場？ 

是否能夠持續發展新技術？ 

是否可能被其他媒體廣告取代？ 

市場能否持續擴張？ 

3.4.2 五力模型 

 本研究以五力模型分析個案報社，本研究主要瞭解個案報社如何在其他報社和未

來其他可能的潛在進入者下，積極尋找客戶合作，並從顧客之角度著手，以增加顧客

滿意度為核心，得以持續維持競爭力。 

 

 

 

 

 

 

 

 

 

 

 

 

 

 

 

 

 

 

圖 4 個案報社之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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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分析 

4.1 個案介紹 

4.1.1 個案報社發展沿革 

 個案報社成立於 1946 年 2 月 1 日，總部位於吉隆玻的孟沙，由馬來西亞第一任財

政部長李孝式為首的籌組委員會發起創刊。個案報社屬於世界華文媒體有限公司旗

下。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英國重新統治馬來亞殖民地。李孝式創此個案

報社目的在於為親英反共的喉舌，與左傾勢力抗衡，並成為當時吉隆玻最具規模性的

地方性華文日報。1957 年馬來西亞獨立，個案報社開始積極購地建廠，增添設備，為

進軍全國市場作準備。但在 1969 年，馬來西亞發生了「513」種族衝突事件，個案報

社因刊登了一則法庭新聞，被勒令停刊三十天，經李孝式爭取在停刊十天後獲得繼續

出版。在 1969 年底，個案報社購進了美國新式的彩色印刷機，是馬來西亞第一家採用

彩色的華文報章。1984 年個案公司進行改組，由當時的董總主席林晃升擔任總經理，

並開始打入全國市場。但過不久就引來第二次災厄，此災厄發生於 1985 年經濟蕭條之

際，個案報社經不起連年虧損，無奈宣佈停刊。幸於 1986 年，馬來西亞出版界奇才周

寶振注入資金，才得於 7 月 25 日復刊，並以彩色印刷報刊。1990 年 5 月 19 日，個案

公司推出晚報（夜報）。1993 年，被豐隆集團收購，同年報份銷量更衝破 20 萬大關。

1994 年 5 月，個案報社在霹靂州怡保設立了印刷廠。1995 年 8 月，在檳城的北賴設立

印刷分廠，8 個月後也在柔佛州的淡杯設立印刷分廠。1998 年 2 月，個案報社添購新

DGM 印刷機同時全面啟用電腦排版系統。2000 年 4 月 16 日，個案公司正式推出電子

報，並設立報社網站。2001 年，馬來西亞最大華人政黨馬華公會通過華仁控股收購南

洋報業。2004 年，個案報社榮膺最受歡迎之中文電子報，並於同年之 11 月與當地電視

台 Channel 9 合作，製作《新視界》電視雜誌。爾後於 2005 年 1 月 6 日，因政府送個

案報社多台 DGM440 無軸彩色印刷機，成為東南亞區域首家擁有先進印刷機之報館。

2006 年，馬華公會將南洋報業股份脫售予林業大亨張曉卿，個案報社也隨著易主。

2015 年，個案報社推出手機新聞應用程式。2017 年 5 月 5 日，個案報社推出了首個地

方新聞網《柔佛人》。2018 年 3 月，個案報社開始了「新聞搶鮮報」。2019 年 5 月個

案公司不斷進行數碼轉型，持續領先國內中文媒體，並持續積極數碼轉型。 

4.1.2 個案報社之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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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個案報社組織架構圖 

4.2  SWOT 分析 

4.2.1 優勢 

 中國報報社至今已經營 75 年，在這報業產業裡也已有相當的地位。另外，個案報

社是東南亞區域首家擁有這種先進印刷機的報館。除此之外，個案報社是首家推出晚

報的中文媒體。另外，個案報社在新聞報導方面經常搶先報導，或是獨家報導，這是

個案報社的特點之一。中國報是馬來西亞最大中文新聞集團—常青集團旗下的其一報

館，是最受藍領階層華人的支持的中文報。廣告方面，中國報的分類廣告銷售也是全

國第一。個案報社的領導團隊方面，該報社是採用融合老中青組合。此外，個案報社

的新聞報導、版面的設計、標題等，都以簡潔的形式讓讀者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獲得儘

可能多的新聞資訊，都非常接地氣及深受大眾歡迎。副刊方面，編輯也會依據每天不

同的主題，配合各類的圖片與精彩內容，編排出內容豐富的專題，以滿足各類讀者的

需求。 

4.2.2 劣勢 

 中國報的主要市場目前都只侷限於中馬，因北馬與南馬的已有歷史悠久的地方報

刊，導致中國報在此地區銷售量都不太樂觀。另外，中國報與馬來西亞第一大中文報

—星洲日報都同屬馬來西亞最大中文新聞集團—常青集團，雖然常青集團是馬來西亞

最大中文新聞集團，但還是會資源有限而免不了被削弱對其資源的分配。除此之外，

中國報是報業中的老公司，在行政營運或是開銷方面都是非常慬慎。在硬體設備方面

也會出現落後的狀況，這些美中不足有可能會造成客戶的不便。除此之外，在這報業

市場競爭非常激烈，但報紙因印刷受到時間上的限制、而無法將新聞即時地傳達至讀

者手中，會導致讀者流量漸漸流失。 

總經理 

行政助理 業務發展 

協調員 

部 

高級廣告 

業務代表 

總編輯 

高級新聞記者 

新聞記者 

新聞攝影 

高級廣告 

業務代表 

地方廣告 

業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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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機會 

 報紙始於傳統印刷產業, 報館多年來已經建立了本身的權威及公信力，深獲大眾的

信心。目前馬來西亞的傳統媒體，都走向數位化，讓報業除了靠報紙的平面廣告為收

入來源外，也開拓數位和社媒廣告收入。中國報至今已有電子報，報館可以趁著網路

時代把電子報的業務持續擴展至全國，甚至全世界。除了可以拓展有關報業的收入

外，報館也可以試著與跨界合作，例如聯合舉辦商展、演唱會或推介會等等。 

4.2.4 威脅 

 此時新媒體地話語權已經壓過報紙媒體，對於入世未深的一些讀者，因尚缺乏判

斷能力，極其容易輕信謠言。另外，很多新一代華人都因受英文教育而都以閱讀英文

報章為主，再加上政府對中文教育與媒體諸多限制，使華文報業陷入了煎熬與威脅

中。另一個威脅即是與其他的報社削價競爭。同時，人們對環保的意識越來越強烈，

對紙張印刷品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脅，這也會使實體報章終遭淘汰。 

4.3 五力分析 

4.3.1 現有產業競爭者的威脅 

 從上世紀到現今，報業廣告的競爭者即是廣播電台與電視。另外，馬來西亞的報

社有數家，競爭非常劇烈，低價競爭手段嚴重影響市場行銷活動。除此之外，還會面

臨其他媒體的相互競爭。現網路與科技發展迅速，給報業帶來了衝擊，造成報業讀者

閱讀率下降，報業可趁這網路發達的時代，積極經營網路新聞，以降低網路所帶來的

競爭傷害。 

4.3.2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報業因讀者量與廣告收入不佳，已開始嘗試以其他方式增加收入。另報紙的傳播

速度已經不能滿足人們對於資訊獲取時效性的要求，而攜帶方便的手機、PAD 等新媒

體則以其及時的信息發布滿足了受眾對於時效性的高要求，得到了大家的青睞。報館

可嘗試與新媒體合作，使自身能更好的得到發展。 

4.3.3 替代性產品（或服務）的威脅 

 報業廣告目前的敵人即是公關公司，因公關公司可以提供廣告主們一條龍的服

務，從廣告設計至公關行銷等，公關公司都可以逐一解決。除此之外，馬來西亞報業

廣告收益也深受網際網路影響。另外，其實馬來西亞政府對智慧財產權與版權並沒有

很重視，建議馬來西亞政府應該要針對智慧財產權與版權問題進行立法修正，並強制

想在馬來西亞上架的社交媒體繳付合理的費用於馬來西亞新聞媒體。 

4.3.4 買方的議價能力 

 報館與公關公司的差異，即是報館可以更直接瞭解客戶的需求，更有效率地達成

對方的需求。另外，中國報的即時新聞上載速度屬最快，而且很多資訊都屬於獨家新

聞。為確保報館在數位時代保持相關性，中國報也採用了開放式的討論方式，即是

“公開討論”或“言論自由”。於社會層面，馬來西亞華人對中華文化非常重視，中

文報業在華社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這也導致比其他平臺或媒介更深入瞭解社會規模的

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後者比較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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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作為歷史悠久的行銷工具，報紙已經是一種針對特定目標的媒體，並且將會變得

更加如此。這現象以年長者為甚，閱讀報章是從以前開始就養成的習慣，所以以年長

者為銷售對象的產品，報章廣告是比數位平臺較佔優勢。另圖文並茂的報紙對高消費

產品也有一定的廣告效應，每年都會撥出預算於報紙和雜誌媒體，以購買其廣告欄

位。不僅如此，報紙廣告也可以更有效地把廣告資訊傳達給高階管理層。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馬來西亞報業廣告發展現況與未來之經營策略。以目前情況

來看，全球對於報紙的公信力還是位居第一、第二是電視與電台、第三才是我們熟悉

的互聯網。另外，報紙是代表著一個時代的見證。其實報業廣告在未來至少 5－10年

還能存活，因為大部分馬來西亞國內智慧手機普及工作還未達到頂峰，所以民眾還需

要時間去適應新媒體，比起中國的智慧生活化普及率，馬來西亞只處於胚胎階段，因

此報業廣告存活率不會低。隨著時代的變化，網絡不斷且飛速的發展，人類已從工業

化時代進入信息化時代，網際網路的廣泛應用在全球範圍掀起一場影響人類所有層面

的深刻變革，顛覆了人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這也將成為個案報社對未來重要的經

營策略的考量因素。 

5.2 研究建議 

一、電子報業務持續擴展 

 各家報館可以藉由這網路的時代把電子報的業務持續擴展至全國，甚至全世界，

以增加更多的收入。 

二、馬來西亞政府應針智慧財產與版權問題進行立法修正 

 建議馬來西亞政府應該要針對智慧財產權與版權問題進行立法修正，並強制想在

馬來西亞上架的社交媒體繳付合理的費用於馬來西亞新聞媒體。 

三、實施各種線上內容收費模式 

 報社可實施各種線上內容收費模式，許可其內容在電子閱讀器、手機和其他設備

上發行，探索更好地通過其在線內容獲利，並使線上廣告更有效，通過外包日常業務

職能、與其他報紙或新興非營利組織合作生成內容來降低成本。 

四、報業與新媒體合作 

 報館可嘗試與新媒體合作，使自身能更好的得到發展，打造自身在網絡環境中的

影響力、樹立品牌、提高價值。這樣既可以提高傳播資訊的時效性，也能打破傳統報

業單向傳播的模式，更好地與自己的讀者進行互動。 

五、發揮自有特色 

 傳統報業應改變思維模式，從而展現自己獨特個性，辦有特色的報紙以吸引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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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眾，從而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取得一席之地。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的地區、背景與其他限制，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僅以特定一

家報館為訪談對象，並無管道訪談其他競爭業者及其相關關係者，造成資料收集有不

足的情況。 

5.4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針對馬來西亞個案報社之目前狀況作分析，並以相關理論的文獻進行搭

配。然而，報業危機不僅發生在馬來西亞，更發生於全世界。未來可針對不同之國家

或地區的傳統報業進行探討。 

 本研究亦採用質性研究進行個案分析，對個案公司的經營策略進行探討，建議未

來研究可以量化研究探討傳統報業的經營策略。另外，未來研究可以其他相關產業，

如廣告商、新聞業者、新媒體產業者等進行經營策略與模式的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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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關係之研究-

以臺北市憲兵為例 

陳家蓁 林律融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企管系助理教授 企管系研究生 

chiachen@cute.edu.tw rong528639@gmail.com 

摘要 

軍職人員終身學習政策已行之有年，然未針對臺北市憲兵軍職人員進行研究，本研

究欲探討在鼓勵國軍官兵公餘進修下，其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對於公餘進修

意願之研究，運用IBM SPSS Statistics 26.0統計套裝軟體程式量化分析，歸納整理研究結

果，提出具體可行性建議，將研究結果提供憲兵部隊未來在推動公餘進修的參考策略及

方向。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2018 年 10 月 21 日中華民國國防部新聞稿：國軍兵力總員額為 21 萬 5 千員，扣除

維持員額（學生、入伍、受訓、住院調療及留職停薪）1 萬 9 千員及文職、聘雇（8000

員），常備部隊正式軍職編制計 18 萬 8000 員；依據國軍 2020 年志願士兵甄選簡章提及

學歷要求為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教育部認可之同等學力，即得知國軍組成人員

之學歷均為高中或同等學力畢業；教育部教育程度標準分類第 5 次修正版得知，高中職

學歷在進一步取得的學歷依序為副學士、學士、碩士、博士（教育部，2016)。因此可以

得知，我國軍隊的學歷均為高中職以上，且我國教育制度改革欲將九年義務教育提升至

十二年教育。本研究欲探討憲兵職人員在鼓勵國軍官兵公餘進修下，其學習動機、工作

壓力、自我效能對於公餘進修意願之研究。研究中所謂公餘進修意願定義為：於公勤時

間外，以自主進修副學士、學士、碩士學歷為進修意圖，作為本研究之背景敘述。 

1.2 研究動機 

從 2019 年國防報告書資料中發現，參加公餘進修的人數從 2015 年 1627 人上升至

2019 年的 3223 人，足以顯示，國軍參加公餘進修人數有愈來愈多的趨勢，研究者想藉

以研究影響公餘進修意願的原因為何？此為研究動機一；軍方明確定義參與「公餘進修」

的規範，藉以令頒所屬單位執行，貫徹政府落實推展終身學習之決心，本文研究者任職

臺北市憲兵單位，經由長官的鼓勵，參加公餘進修，運用研究此主題，冀望能將相關的

成果提供，長官辦學做為參考，此為研究動機二；研究者搜尋全國博碩士論文網站後發

現，國軍官兵以公餘進修為議題之相關論文有 7 篇；以在職進修為議題相關論文有 13

mailto:chiache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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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研究中尚未探討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的影響，顯見影響

軍隊公餘進修的相關論文闕如，此領域仍有發展的空間，如能研究探討此領域，相信能

將研究的成果供後續研究者參考，此為研究動機三。綜上所述，研究者研究主題為「學

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關係之研究－以臺北市憲兵為例」，探討三

個變數影響北市憲兵公餘進修意願之關係。 

1.3 研究目的 

    研究者任職於臺北市憲兵單位，因此以「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

修意願關係之探討－以臺北市憲兵為例」作為研究題目，並歸納整理研究結果，提出具

體可行性建議，並期將研究結果提供憲兵部隊未來在推動公餘進修的參考策略及方向。 

本研究擬達成下列研究目的： 

一、探討學習動機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顯著影響關係。 

二、探討工作壓力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顯著影響關係。 

三、探討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顯著影響關係。 

四、探討人口統計變項中職務階級在學習動機、工作壓力及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

具有調節效果。 

二、文獻探討 

2.1 國軍公餘進修現況 

以 2019 年統計顯示，計有 38 所大專院校參與國軍官兵終身學習教育，於全軍各營

區開設達 88 個教學點（二專、二技、大學及碩士等 4 種類別)，共計 3223 人次參加「學

位學程專班」。該統計資料意謂國軍官兵之學習動機，基於本身內在需求而產生內在動機，

及外部環境因素將帶來的差異(張春興，1996)，評估願意利用公餘進修，然而學習生身分

背景有別於一般大專校院在職進修生，因肩負保衛國土等責任，致使工作性質亦較特殊，

面對重責的工作壓力，同時面對公餘進修的雙重壓力；另對於個人主觀意識分析自我的

工作能力，及評判自己學業認知能力與成就的自我效能(Bandura,1982)情況下，對公餘進

修的影響程度等，本文研究者任職臺北市憲兵單位，經由長官的鼓勵，參加公餘進修，本

研究以此作為研究對象，其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與自我效能對公餘進修之影響將是本研

究亟欲探討議題。 

2.2 學習動機 

人類學習行為的動力，驅使人類選擇或採取某種活動(Houle,1961)。引起學生參與學

習活動，維持學習動力、並繼續使行為朝向達成學習目標的一種心路歷程(張春興，1996)。

學習者在某種情境中，願意開始持續性的學習活動，並克服學習障礙及學習方式的動力

(范蕙華，2010)。學習活動中，藉由各種客觀的認知，促使個體投入心力、維持學習、

達成學習目標的動力。本研究認為軍職人員於公餘進修的學習動機，依 Maslow 需求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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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理論之追求自我實現視之，來自內在動機因素將包括「求知興趣」、「職涯規劃」等構

面具有激勵進修作用，而來自外部環境的影響因素，如「外部激勵」、「社會期望」、「社

交關係」，彙整以上學者論述定義「學習動機」：基於內、外在學習動機因素，努力朝向

設定目標持續從事學習行為的歷程。故經由統整相關研究後，本研究參考黃富順(1985)

的「成人參與繼續教育動機量表」學習動機構面，修正為本研究學習動機構面，分別為

「求知興趣」、「職涯規劃」、「外部激勵」、「社會期望」、「社交關係」。 

對於軍職人員的學習動機，洪三隆(2019)探討國軍官士兵學習動機、學習障礙對在

職進修意願之影響為例，其結果學習動機的「求知興趣」及「職業進展」對在職進修意

願有正向顯著影響。而從多篇研究發現，利用公餘進修者，無論是任何身分的在職進修

者，如：翁勳容(2020)研究在職訓練外語課程消費者；或黃素梅(2014)抽樣調查利用公餘

學習日語之研究；以及詹秀茹(2004)探討在職人員進修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習動機

與學習阻礙因素，均得到學習動機對進修意願具有顯著且正向的相關結果。政府「終身

學習」政策鼓勵推動下，激勵軍職人員包含憲兵部隊，提升公餘進修的學習動機，因此，

本研究將朝此方向進行研究。綜上所述，推論假設如下： 

假設一(H1)：學習動機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顯著影響關係。 

2.3 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與個人本身能力有關，為工作者能力及其可運用之資源，與工作環境場域

之要求無法調適配合，產生的落差所導致的一種現象(French,1962)。工作壓力是指個人

工作場域的特性中產生負面威脅的一種現象，而對其個人產生的工作壓力涵蓋了超出工

作者個人能力無法負荷的的要求，亦或是當其需求無法滿足導致的匱乏狀態(Caplan and 

Jones,1975)。工作壓力會對個體及組織造成影響，個體在生理及心理的不適則是因為工

作壓力所造成的，且工作壓力會降低工作者工作滿意度、效率及自我肯定，產生身心倦

怠的現象(Robbins,1989)。本研究依學者們研究得到工作壓力是工作環境與個體互動間的

歷程，進而影響身心理狀態，影響參與進修的意願。經由統整相關研究後，本研究參考

温凱文(2020)、鄭聿辰(2020)工作壓力構面，修正為本研究工作壓力構面，分別為「個人

因素」、「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工作負荷」、「職場環境」。 

由於軍職人員工作具特殊性，工作壓力相對程度較高，誠如一般在職人員於公餘進

修與工作壓力的相關研究，如：許琇閔(2017)探討嘉義縣國民中學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壓

力、因應策略及進修動機關係之研究，研究結果得到工作壓力越大，其參與進修動機越

高，且研究顯示兩者之間達顯著相關；蔡天傑(2006)以東海大學全體行政人員為研究對

象，探討私立大學行政人員在職進修、工作壓力關連性之研究，研究結果得到在職進修

與工作壓力之「人際關係」、「工作負荷」、「焦慮與疲勞」、「自尊」等產生顯著關連；許

瑋真(2009)探討成人在職進修與工作壓力具有中上程度，尤其在「工作負荷」構面。林

天尉(2019)研究陸軍戰鬥部隊官士兵工作壓力與公餘進修意願關聯性，研究結果得到影

響現役軍人參與公餘進修意願最大主因是工作壓力。前述研究文獻顯示，工作壓力與參

與進修意願具關聯性，同理臺北市憲兵部隊位於首都，其任務衛戍重要官署之安全，顯

見工作壓力與進修意願可能具有關聯性，因此本研究欲了解工作壓力繁重下的憲兵人員，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KLfgJ/search?q=auc=%22%E6%B4%AA%E4%B8%89%E9%9A%86%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KLfgJ/search?q=auc=%22%E8%A8%B1%E7%90%87%E9%96%9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KLfgJ/search?q=auc=%22%E8%94%A1%E5%A4%A9%E5%82%91%22.&searchmode=basic


98 
 

參與公餘進修意願之影響關係，綜上所述，推論假設如下： 

假設二(H2)：工作壓力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顯著影響關係。 

2.4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定義為人們對自己實現特別領域行動目標所需能力的信念。個體的自我效

能感在其完成目標、任務和挑戰時扮演著主要角色，根據其理論，高自我效能的人，就

是那些認為自己能表現出色的人，往往更容易把困難的任務看成是需要掌握的東西，而

不是要避開(Bandura, 1986)。內控者將事件的成敗歸因於內在個人因素所造成，相信凡

事操之在己，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觀點，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努力，將失敗歸因於

自己的疏忽；外控者將事件的成敗歸因於外在環境因素所造成，相信凡事操之在人（或

命運)，不願承擔責任的觀點，將成功歸因於好運，將失敗歸因於其他外在的阻礙(張春

興，2007)。本研究認為自我效能是在自我效能認知程度，其本身效能的信念強弱，是否

影響參與進修意願的程度。經由統整相關研究後，本研究參考石宜明(2010)、吳珀霖

(2016)、余嘉祺(2018)、廖家瑩(2018)、賴欣萍(2017)自我效能構面，修正為本研究自我

效能構面，分別為「調整適應」、「信心程度」、「抗壓信念」、「溝通協調」、「執行能力」。 

呂蓉致(2014)探討新竹縣國小教師進修動機與教師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結果顯示

與教師自我效能間呈現顯著相關。謝文琪(2008)針對在職進修學分班、碩士在職專班、

EMBA 等學生為研究，其研究結果顯示自我效能在持續學習文化、在職進修動機與學習

成效間產生干擾效果。方雪玲(2004)以國軍在職進修人員為研究，探討國軍人員參與在

職進修動機取向及其自我效能、工作績效之研究，研究結果得到國軍人員參與在職進修

之動機會影響進修者之自我效能與工作績效。其中進修動機為「追求成就」、「成長認知」、

「專業發展」、「社交關係」及「外界期望」等五個層面得分愈高者，其學習自我效能及

工作績效表現也愈高。黃惠玲(2004)探討彰化縣國民小學教師在職進修動機取向與自我

效能之研究，其結果顯示在職進修動機與自我效能間呈高度正相關。軍職人員「三信心」

的軍事訓練教育下，臺北市憲兵人員運用公餘進修，提升自我效能以強化自信心，因此，

在自我效能認知程度，其本身效能的信念強弱，是否影響參與進修意願的程度，綜上所

述，推論假設如下： 

假設三(H3)：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影響關係。 

2.5 人口統計變項與各變數間之關係 

綜觀各學者研究，其背景變項中職務階級對學習動機、工作壓力及自我效能皆具有

顯著性差異，然而本研究發現於人口統計變項，對應研究構面或許具有影響性，但似乎

未進行調節效果研究，故本研究將增加進行調節效果檢定，依組織層級的職權論之，愈

趨近高階管理者，負荷的職權與職責程度相對愈高，同理於軍職人員亦同，故軍職人員

之職務階級的高低，與工作上需要承擔的責任應有顯著的關聯性，故本研究欲將其進行

調節效果之探討，綜上所述，推論假設如下： 

假設四(H4)：職務階級在學習動機、工作壓力及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具有調

節效果。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ncZ1/search?q=auc=%22%E4%BD%99%E5%98%89%E7%A5%BA%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ncZ1/search?q=auc=%22%E5%BB%96%E5%AE%B6%E7%91%A9%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6.ncZ1/search?q=auc=%22%E8%B3%B4%E6%AC%A3%E8%90%8D%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RaCh5/search?q=auc=%22%E5%91%82%E8%93%89%E8%87%B4%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RaCh5/search?q=auc=%22%E8%AC%9D%E6%96%87%E7%90%AA%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RaCh5/search?q=auc=%22%E6%96%B9%E9%9B%AA%E7%8E%B2%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MRaCh5/search?q=auc=%22%E9%BB%83%E6%83%A0%E7%8E%B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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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研究者經由研究目的及研讀相關文獻資料後，彙整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藉以瞭解

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影響關係，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時間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底起至一百一十年二月二十九日止，使用兩個

月的時間。本研究重點在於探討臺北市憲兵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

意願間關係，運用蒐集國內文獻針對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四

個變項進行研究，在進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以臺北市憲兵部隊作為研究對象，運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取樣及資料收集，

發送 35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20 份，有效問卷為到 91.4%，回收後刪除無效問卷並分

析數據，藉以了解研究臺北市憲兵部隊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

間的影響關係。 

3.3 研究變數操作性定義 

3.3.1 學習動機 

H4a 

H1 

人口統計變數 

(職務階級 H4) 

學習動機 

H2 
公餘進修意願 工作壓力 

H3 

自我效能 

H4b 

H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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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黃富順(1985)的「成人參與繼續教育動機量表」學習動機構面，修正為本

研究學習動機構面，分別為「求知興趣」、「職涯規劃」、「外部激勵」、「社會期望」、「社

交關係」。故依據學者文獻學習動機定義為：「基於內、外在學習動機因素，努力朝向設

定目標持續從事學習行為的歷程」。其操作性定義： 

1.求知興趣：學習淵博知識藉以增進能力，內化為自我的軟實力。 

2.職業進展：參與進修有益於職涯發展、提升專業知能或升遷機會。 

3.外部激勵：透過外部刺激因素影響進修的意願。 

4.外界期望：為符合他人的期望、看法而參與進修。 

5.社交關係：為拓展社交生活、增進個人的社交關係而參與進修。 

3.3.2 工作壓力 

本研究參考温凱文(2020)、鄭聿辰(2020) 工作壓力構面，修正為本研究工作壓力構

面，分別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人際關係」、「工作負荷」、「職場環境」。故依據

學者文獻工作壓力定義為：「是工作環境與個體互動間的歷程，進而影響身心理狀態」。 

故操作性定義為： 

1.個人因素：因個人能力限制或是不同的狀況影響進修意願。 

2.家庭因素：來自家庭的限制因素或是不同的狀況影響進修意願。 

3.人際關係：在職場上與他人的人際相處關係影響進修意願。 

4.工作負荷：工作職場上超過自身所能承受與負荷之狀況影響進修意願。 

5.職場環境：工作職場上的氛圍或是特殊性質影響進修意願。 

3.3.3 自我效能 

本研究參考石宜明(2010)、吳珀霖(2016)、余嘉祺(2018)、廖家瑩(2018) 、賴欣萍(2017)

自我效能構面，修正為本研究自我效能構面，分別為「調整適應」、「信心程度」、「抗壓

信念」、「溝通協調」、「執行能力」。故依據學者文獻自我效能定義為：「在自我效能認知

程度，其本身效能的信念強弱，影響行動表現判斷的程度」。操作性定義為： 

1.調整適應：心境上的適應能力。 

2.信心程度：對於困難有充分信心解決相關的問題。 

3.抗壓信念：面對壓力可以保持正向態度面對。 

4.溝通協調：與他人溝通相處的協調能力。 

5.執行能力：解決問題的處理及執行能力。 

3.3.4 量測方法 

本研究量表尺度使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採用五等量表方式填答計分，依受試

者對每項題目的認同程度使用正向陳述方式，依據陳述語句的向度分別賦予各級別不同

的分數，當受試者選擇越正向則分數越高。「非常同意」賦予分數為 5 分、「同意」賦予

分數 4 分、「普通」賦予分數 3 分、「不同意」賦予分數 2 分、「非常不同意」賦予分數

1 分。 

四、研究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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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問卷回收，敘述性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1 所示： 

表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背景變項 項次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性別 

男 249 77.81 

320 

女 71 22.19 

18-22 歲 68 21.25 

23-27 歲 158 49.38 

28-32 歲 47 14.69 

33-37 歲 40 12.50 

38-42 歲 7 2.18 

高中(含同等學力) 121 37.82 

專科(含同等學力) 39 12.18 

大學(含同等學力) 142 44.38 

碩士(含同等學力) 18 5.62 

職務階級 

士兵 106 33.13 

320 

下士 33 10.32 

中士 40 12.50 

上士 34 10.62 

士官長 9 2.81 

少尉 9 2.81 

中尉 36 11.25 

上尉 34 10.62 

少校 19 5.94 

服務年資 

未滿 1 年 13 4.06 

320 

1-4 年 145 45.32 

5-8 年 87 27.18 

9-12 年 52 16.25 

13-16 年 16 5.00 

17-20 年 5 1.57 

21 年以上 2 0.62 

婚姻狀況 
未婚 278 86.87 

320 
已婚 42 13.1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alpha)值來衡量因素的信度，測量結果的一致

性、穩定性及可靠性，本研究各構面之信度分析彙整如表 4-2，結果顯示，各構面之構



102 
 

面信度係數值介於 0.722 與 0.896 之間，並無低於 0.35 需加以拒絕者，顯示本研究問卷

具有相當良好的信度。 

表 4-2 信度分析表 

構面 因素 題數 Cronbach's alpha 值 

學習動機 

求知興趣 4 0.722 

職涯規劃 4 0.871 

外部激勵 4 0.825 

社會期望 4 0.821 

社交關係 4 0.879 

工作壓力 

個人因素 4 0.792 

家庭因素 4 0.736 

人際關係 4 0.831 

工作負荷 4 0.854 

職場環境 4 0.731 

自我效能 

調整適應 4 0.874 

信心程度 4 0.857 

抗壓信念 4 0.878 

溝通協調 4 0.875 

執行能力 4 0.873 

公餘進修 進修意願 4 0.89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因素分析 

本研究運用 KMO 值及 Bartlett's 球型檢定，如表 4-3 所示。 

表 4-3 構面因素分析表 

 KMO Bartleet(p 值) 

學習動機 0.861 0.000*** 

工作壓力 0.875 0.000*** 

自我效能 0.909 0.000***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習動機量表經因素分析後，得到五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社交關係」、「職涯

規劃」、「外部激勵」、「社會期望」、「求知興趣」，累計變異量為 78.844%，其中「題項 3.

喜歡學習的氛圍，拓展新的知識領域。」因素負荷量未達 0.5，故予以刪除；工作壓力量

表經因素分析後，得到五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個人因素」、「工作負荷」、「家庭因

素」、「人際關係」、「職場環境」，累計變異量為 74.927%，其中「題項 9.長官工作要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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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影響我進修學習的意願。」、「題項 17.業務壓力過重影響我參與學習的意願。」、「題項

18.同事人手不足影響我參與學習的意願。」因素負荷量未達 0.5，故予以刪除；自我效

能量表經因素分析後，得到四個因素構面，分別命名為「調整適應」、「信心程度」、「抗

壓信念」、「執行能力」，累計變異量為 92.551%，因素負荷量均達 0.5，題項不予以刪除。 

4.4 相關分析 

運用皮爾森相關係數進行各構面的分析檢驗，如表 4-4 所示： 

表 4-4 相關分析表(N=320) 

構面 學習動機 工作壓力 自我效能 公餘進修意願 

學習動機 1    

工作壓力 .335** 1   

自我效能 .881** .311** 1  

公餘進修意願 .888** .246** .902** 1 

**. 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雙尾)，相關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習動機與進修意願之間呈現高度相關(r=0.888；p<0.01)，p 值均為<0.05，達到顯

著效果，都介於高度相關和完全相關之間，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一之假設成

立；工作壓力與進修意願之間呈現低度正相關(r=0.246；p<0.01)，p 值均為<0.05，達到

顯著效果，都介於無相關和低度相關之間，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二之假設部

分成立；自我效能與進修意願之間呈現高度相關(r=0.902；p<0.01)，p 值均為<0.05，達

到顯著效果，都介於高度相關和完全相關之間，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出本研究中的研究

假設三之假設成立。 

4.5 迴歸分析 

透過皮爾森相關分析得知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及公餘進修意願這四者

之間的相關程度及相關方向與強度，並建立模型以便觀察特定變數來探討依變數和自

變數的關係，因此運用線性迴歸分析，進一步分析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及

公餘進修意願間之影響程度關係。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迴歸分析表 

變項名稱 
公餘進修意願 

β 值 t 值 F 值 p 值 R2 △R2 

學習動機 0.888 34.365 1180.923 0.000*** 0.788 0.788 

工作壓力 0.246 4.528 20.499 0.000*** 0.061 0.061 

自我效能 0.902 37.210 1384.559 0.000*** 0.813 0.813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學習動機可以解釋公餘進修意願 78.8 %的變異量，F=1180.923，p<0.001，表示迴歸

模型達顯著水準，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一之假設成立；工作壓力可以解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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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進修意願 6.1%的變異量，F=20.499，p<0.001，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藉由前述結

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二之假設部分成立；自我效能可以解釋公餘進修意願 81.3%的變異

量，F=1384.559，p<0.001，表示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

三之假設成立。 

4.6 調節效果檢定 

    研究結果顯示，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職務階級」在「學習動機」與「公餘進修意

願」間之干擾效果，因模式 3 的交互項對公餘進修意願達顯著影響﹙β=-0.003，p=0.000﹚，

故干擾效果成立；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職務階級」在「工作壓力」與「公餘進修意願」

間之干擾效果，因模式 3 的交互項對公餘進修意願達顯著影響﹙β=-0.314，p=0.000﹚，

故干擾效果成立；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職務階級」在「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

間之干擾效果，因模式 3 的交互項對公餘進修意願達顯著影響﹙β=0.002，p=0.000﹚，

故干擾效果成立。因此在本研究中設定為干擾變數之職務階級能扮演學習動機與公餘進

修意願間的干擾角色。 

    因此在本研究中設定為干擾變數之職務階級、服務年資能扮演學習動機、工作壓力

及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的干擾角色，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四之假設成

立。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由線性回歸分析中結果發現，學習動機對公餘進修意願的β值為 0.888，顯著性為 

0.000 小於 0.05，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表示當臺北市憲兵的學習動機越高，對公餘進

修意願的程度就越大。t 值為 34.365(顯著性為 0.000 小於 0.05)，因此學習動機與公餘進

修意願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一之假設成立。 

由線性回歸分析中結果發現，工作壓力對公餘進修意願的β值為 0.246，顯著性為

0.000 小於 0.05，呈現正向的低度顯著關係。表示當臺北市憲兵的工作壓力越高，對公

餘進修意願的程度就不一定越大。t 值為 4.528(顯著性為 0.000 小於 0.05)，因此工作壓

力與公餘進修意願具有低度顯著的正面影響。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二之假設

部分成立。 

由線性回歸分析中結果發現，自我效能對公餘進修意願的β值為 0. 902，顯著性為 

0.000 小於 0.05，呈現正向的顯著關係。表示當臺北市憲兵的自我效能越高，對公餘進

修意願的程度就越大。t 值為 37.210(顯著性為 0.000 小於 0.05)， 因此自我效能與公餘

進修意願具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三之假設成立。 

    研究結果顯示，以階層迴歸分析檢驗「職務階級」在「學習動機」、「工作壓力」及

「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間之干擾效果，因模式 3 的交互項對公餘進修意願達

顯著影響，故干擾效果成立。因此在本研究中設定為干擾變數之職務階級能扮演學習動

機與公餘進修意願間的干擾角色。藉由前述結果可推論本研究假設四之假設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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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管理意涵 

5.2.1 對部隊建議 

(一)提倡學習氛圍：建議能夠提升推廣力度並修正相關作法，能依照各單位的任務屬性，

調整進修方式，並且由幹部一同學習進修，藉以提高官兵參加進修

意願。 

(二)完善工作分配：建議單位能依照進修同仁的工作，研擬合適分配，使其專心學習之

外能也妥善執行任務，藉以提高官兵參加進修意願。 

5.2.2 對學校建議 

(一)優化教學制度：建議學校能夠運用遠距彈性方式，攝製教學影片補課，或是改變授

課地點，調整至學校教室教學，另無法參加考試，能改以補考或是

繳交報告替代，藉以提高官兵參加進修意願。 

(二)拓展多元師資：建議學校除既有學系師資外，能夠結合業界優秀人才經驗座談，並

運用參訪方式，更進一步媒合接洽，豐富教學內容，藉以提高官兵

參加進修意願。 

5.2.3 對個人建議 

(一)堅定自我信念：建議官兵參與進修時要堅定信念，排除阻礙認真進取完成學業。 

(二)調整時間管理：建議官兵妥善分配時間完成事務，適切規劃工作節奏，並且掌握學

習上的階段，提升進修效率。 

5.3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5.3.1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以臺北市憲兵部隊同仁為研究對象及範圍，運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

取樣及資料收集，發送 35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20 份，有效問卷為到 91.4%，旨在

探討臺北市憲兵之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與公餘進修意願之關係研究，囿於

研究時間、範圍等相關條件之限制下，僅以臺北市憲兵單位作為研究主題，無法包含

全臺灣各地區之憲兵部隊，故範圍涵蓋略顯不足及無法更完整的研究，因此，冀望未

來研究者能克服，擴及全臺憲兵部隊人員，便能使其研究結果更具完善。 

5.3.2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以學習動機、工作壓力、自我效能作為研究變項探討臺北市憲兵公餘進修

意願，礙於諸多條件無法納入更多變數作為研究之變數項目，然而，影響公餘進修意願

的因素卻很多，例如人格特質、認知程度等，探討是否對公餘進修意願有影響，將有賴

後續研究者進一步探討，其次為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進行量化分析，除了數據分析之外，

如果能夠加上質性研究方式，能更加瞭解變數間之相關程度，使各個構面間更加有意義

性，研究成果更顯為嚴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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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購物網站的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的影響。顧客可以透過網

路商家的服務品質、商家評價紀錄來判斷是否在此網路商店購買。消費者在購物網站上購買產

品或服務時，企業如何提高顧客滿意度，進而提高顧客忠誠度，成為很重要的課題。本研究將

探討顧客滿意度是否會中介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 

關鍵字：服務品質、顧客滿意、顧客忠誠度 

一、緒論 

由於網路應用迅速普及，國內消費者上網購物與網路拍賣己經非常普遍，加上團購風潮及

社群應用等網路促銷的推波助瀾，加速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所以在網路上進行購物，已經是

很多人不可或缺的生活習慣，隨著3C 產品的發達，近年也帶動了網路購物 APP 的商機不斷湧

現。根據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TWNIC)發佈2020年

臺灣寬頻網路調查結果發現，全國12歲以上整體上網率達83.8%，上網人數為1,778萬人，而全國

上網人數經推估已達1,884萬，59.6%的民眾曾在網路上購買東西，平均消費金額為3,217

元，平均網購金額較去年2019年成長，增加556元，使用行動支付的比例為25.8%較去年

(2019)成長，增加0.8個百分點，顯示行動購物市場成長快速。依據經濟部統計2020年上半年

因肺炎疫情限縮民眾實體經濟活動，消費者留在家中和遠離公共場所的措施，增加了線上購

物的市場，反而使網路銷售大幅升溫，台灣在 2020的上半年統計零售網路銷售額高

達 1,587億，相較於前一年同期增長了 17.5%。受到疫情的影響，致使電子商務銷售有

顯著的成長，疫情影響了人類的消費習慣，讓原本的電子商務變得更加活絡。 

自 2017 年台灣零售業網路銷售額是 2,283 億，到了 2019 年增長到

了 2,873 億，在 2020 年更是突破了 3,000 億。而零售業網路銷售額占全

體零售業比重，更是從 2017 年的 6.2%，到了 2020 年上升至 8.8%，足見

電子商務的銷售在零售業者的心目中，已經逐漸成為重要的管道。而在

2020 年，經濟部統計處統計零售業的銷售額，有提供網路銷售的業者平

均年營業額增加 0.5%，而未提供網路銷售服務的業者，營業額減少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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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 服務品質 

（Andrew,2002）認為服務品質指的是滿足顧客的需求和期望的程度。 （Parasuraman, 

Valarie and Leonard,1985)認為顧客所知覺到的品質是消費者對一實體的整體卓越程度之判

斷，它是一種態度的形式，與滿意度相關但是不相等，而長時間的滿意可以導致服務品質的知

覺。(林秀芬，2006）認為服務品質為一種抽象、難以捉摸的概念，這是由於服務本身是無形、異質、

無法保存等特性所致。服務品質在購物的範圍領域，乃是指消費者在進行商品瀏覽、訂購、付

款及互動過程中，感受到商店提供服務優劣的程度。隨著網購市場的激烈競爭，如何留住舊客

源，開發新客源，成為重要的課題。 

(王仲三，2002)認為服務品質所代表的意義在於兩件事情，一為瞭解顧客想要什麼； 另一則

是對於消費者所需要的東西皆能滿足，甚至超越消費者要求的水準。(吳勉勤，2017)則認為服務品質的

提升應以顧客滿意為基礎。 (洪嘉蓉，2004) 認為服務品質就是消費者對於企業所提供各項服務

品質的整體性評價。(林聰哲，2008)則認為服務品質是企業所提供的服務水準能否符合顧客期望

的一種評量，而提供有品質的服務是符合或超越顧客的期望或需求是企業必須重視的。 

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是企業競爭與生存的重要策略

(Parasuraman,Zeithaml and Berry,1988)認為服務品質為顧客對服務的期望與顧客接

觸後實際知覺到服務間之差距，即服務品質=認知的服務-期望的服務。(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個人主觀的認知品質，亦即服務品質的好壞由顧客

主觀來判斷，並不是一種客觀的評估，而顧客對於服務後的滿意程度就是服務品質，它取決

在實際認知服務的表現與原來期望服務的差異。 

2.2顧客滿意度 

(Cardozo,1965）是最早提出滿意度觀念且進行實證研究的學者，研究指出顧客滿意

會增加消費者再購意願且會購買其他產品。(Oliver,1997)滿意被定義為愉快及滿足

感，或是因為消費的行為可以滿足些感知，而這些感知過程是令人愉快的。(Webster 

and Sundaram ,1998) 研究指出若顧客滿意度提高，可以為企業節省許多成本並創造利

潤，購物後感受到滿意的消費者可為公司帶來免費的推薦他人或口碑的建立。

(Yeung ,2002) 認為顧客滿意度可以被視為是對顧客期望的一種鑑定，並且已開始被概

念化為顧客對服務滿意的門檻。(McKinney et al.,2002) 也指出，使用者對於購物網

站的滿意度，會受到購物網站資訊內容品質的影響。(Salisbury et al.,2001)也發現

購物網路交易的安全，也會對顧客的滿意度產生重要的影響。 

2.3顧客忠誠度 

(Oliver,1997）認為顧客忠誠度的定義是指顧客願意再次購買某特定商品或服務，即便是

面臨到環境的改變，也不會影響顧客購買該項產品或服務，而且也會在未來持續使用的意願與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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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 and keller,2006)認為有高滿意度的顧客則會有長期的顧客忠誠行為，

當公司推出新的商品與服務時，或是將現有商品或服務升級時顧客會超額購買，而且肯

為公司之商品傳遞良好的口碑，降低對其他同業的競爭，還會將商品或服務相關訊息提

供給公司，因此顧客會有長期且固定的交易行為，使得服務成本會比服務新顧客更

低。 

(劉明德、梅國忠，2011)指出將體驗模組應用在虛擬的網路上，發現顧客滿意度

與顧客忠誠度間具有正向相關，若增加焦點活動則可以使滿意度提高，進而會影響到顧客

忠誠度方面。 

(陳鈺壬，2013)認為顧客對企業所提供的商品或是服務感到滿意時，進而願意主動向他人推薦

購買， 並且本身有需要時會持續購買，為企業做正面的口碑宣傳，同時也繼續與公司維持關係的一種行為傾

向。(李寀婕，2014)認為顧客感受服務或購買商品後，願意推薦給他人、重覆購買與不受其他服務

或商品的誘惑程度，程度越高則代表顧客忠誠度越高，反之，則顧客忠誠越低。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與假設 
    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和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如圖3-1所示 
                                

H3 
           
 
 

 
 
 H1      H2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H1: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呈正向影響。 

假設二：H2: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呈正向影響。 

假設三: H3:顧客滿意度對服務品質及顧客忠誠度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3.2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台灣地區之網路使用者，有網路購物經驗的消費者為主要對

象。以紙本問卷方式發放，採用便利抽樣之方法為抽取樣本，本研究問卷在回收後，

其中若有問卷填寫不完整者刪除，剩餘有效問卷進行建檔，利用統計軟體 SPSS 進行各

項分析，藉以分析和驗證研究假說。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資料蒐集是採問卷調查方式，分別為：「服務品質」量表、「顧客滿意度」

顧客滿意度 

系統品質滿意度 

整體滿意度 

資訊品質滿意度 

 

服務品質 

效率性 

系統可得性 

履行性 

隱私性 

 

顧客忠誠度 

再購意願 

主要行為 

次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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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顧客忠誠度」量表以及填答者基本資料。量表內容是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

表，從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分別給 5到 1分。 

3.3.1 服務品質量表 

    本研究衡量問項服務品質問卷是參考(Parasuraman,Zeithaml and Berry,1988)、

(呂亞芳，2016)的研究量表 Conbanch's α值 0.821，依實際研究需要加以修改編訂。 

3.3.2顧客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衡量問項顧客滿意度問卷是參考(呂亞芳，2016)的研究量表 Conbanch's 

α值 0.854，依實際研究需要加以修改編訂。 

3.3.3 顧客忠誠度量表 

    本研究衡量問項顧客滿意度問卷是參考(呂亞芳，2016)的研究量表 Conbanch's α

值 0.640，依實際研究需要加以修改編訂。 

四、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之關係 

    以服務品質為自變項各個構面與顧客滿意度為依變項的分析結果。服務品質對「顧

客滿意度」構面之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投入服務品質各構面後顯示整體迴歸模式

（p<.05）有顯著影響，增加了 51.9%的解釋變異量，其中模

型一部份由「效率性」、「系統可得性」和「履行性」、「隱私性」者所解釋。對顧客滿意

度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0.334*、0.099*、0.286*、0.175*（p<.05），表示此四個

構面: 顧客滿意度為顯著正向關係。VIF 值分別介於 1.640、1.224、1.926、1.763 之間

皆小於 10，表示自變項間不具有共線性。 

4.2顧客滿意度對之顧客忠誠度之關係 

以顧客滿意度為自變項各個構面與顧客忠誠度為依變項的分析結果。顧客滿意度對

「顧客忠誠度」構面之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投入顧客滿意度各構面後顯示整體迴歸

模式 （p<.05）有顯著影響，增加了 50.3%的解釋變異量，其

中模型一部份由「系統品質滿意度」和「整體滿意度」、「資訊品質滿意度」者所解釋。

對顧客忠誠度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分別為：0.210*、0.552*（p<.05）、0.033（p＞.05），

表示此三個構面: 顧客滿意度為部分顯著正向關係。VIF 值分別介於 2.353、2.263、

2.281之間皆小於 10，表示自變項間不具有共線性。 

4.3顧客滿意度在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之間的中介關係 

    由表 4-1可知，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由表 4-2可知，服務品質對顧

客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由表 4-1可知，加入中介變數（顧客滿意度）後，顧客滿意度對

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解釋能力，其迴歸係數為 0.538且顯著。服務品質的預測力由原本

的 0.589（顯著）降低至 0.209（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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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5.1研究對象之建議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僅於有網路使用經驗者為主要受測對象，建議後續研究生可以將範圍擴

大。 

5.2研究工具之建議 

本研究所採之研究工具皆為由受試者自評之量表，所以所得之結果皆為受試者之

感受，無法確認受試者是否真實填答其知覺，而造成衡量結果不正確的情況，因此建

議未來研究者可嘗試以配對問卷進行抽樣調查。 

5.3擴大樣本數 

本研究之目的是想了解購物網站的服務品質及顧客滿意度對顧客忠誠度影響，礙

於時間、成本限制之因素，且因是透過問卷調查，所以，在樣本的選定及問卷回收數

量上無法統一控制填答品質與回收率，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擴大樣本數，以驗

證研究之相關假設。 

5.4採用其它的研究構面 

本研究希望藉由探討過去文獻理論的基礎，來探討購物網站的服務品質對顧客忠

誠度之影響-以顧客滿意度為中介變項之研究來進行探討，但若能針對在網路購物的消

費者問卷納入新增項目，從服務品質的問項再增加「關懷性」的構面因素列入研究；

表 4-1 迴歸分析結果表 
  依變數:顧客忠誠度 

模型一 模型二 
服務品質 0.589* 0.209* 
顧客滿意度 — 0.538* 

 

0.347 0.492 

△  0.347 0.145 
F 值變更 140.237* 75.129* 

註：*p<0.05；**p<0.01 

表 4-2 迴歸分析結果表 
  依變數:顧客滿意度 

模型一 
服務品質 0.706* 

 

0.498 

△  0.498 
F 值變更 262.405* 

註：*p<0.05；**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自變數 
統計量 

自變數 
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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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能更完整的呈現整個研究領域全貌，使整個研究架構更為完整，以利更精確的分

析。 

參考文獻 

Andrew, J. D., F. W. Clayton and P. D. Charles, (20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selor satisfaction and extrinsic job factors in state rehabilitation agencies. 

Rehabilition Counseling Bulletin, 45(4), pp. 223-232. 

Cardozo, R. N., (1965),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ustomer Effort ,Expectation and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Vol.2, pp. 244-249. 

Churchill Jr., (1982), GlibertA.and Carol Surprenant.,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ierminant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 pp. 491-

504. 

Kotler ,P and Keller, K. L.(2006) ,Marketing Management, 12ed.Upper Saddle River, NJ:Prentice 

Hall 

McKinney, V., Yoon, K., and Zahedi, F.M., (2002), The Measurement of Web-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 Expectation and Disconfirmation Approach,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 

13, No. 3, pp. 296-315. 

Oliver, R. L.( 1997), Satisfaction a behavior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sumer. New 

York: McGraw-Hill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and Berry, L. L.(1985), A Conceptual Model of Service Qu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ournal of Marketing, Vol. 49, No. 4, pp. 41-50. 

Parasuraman, A., Zeithaml, V. A. and Berry, L. L. (1988), A Multiple-item Scale 

for Measuring Customer Perception of Service Quality., Journal of Retailing 64,pp. 

12-40. 

Salisbury, W. D., Pearson, R. A., Pearson, A. W., & Miller, D. W.( 2001), Perceived 

Security and World Wide Web Purchase Intention, Industrial Management + Data Systems, 

101(.3/4), pp. 165-176. 

Webster, C., &Sundaram, D. S. (1998).Service consumption criticality in failure recovery.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1(2), pp. 153-159. 

Yeung C.H., Ging L.C., and Christine T.E.,(2002)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Profitability:  

A reappraisal of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Targeting. 11(1)：pp. 

24-33 

王仲三（2002）。家電門市服務品質之顧客滿意度研究。義守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碩士論文。 

李寀婕（2014）。 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之研究－以大台南地區金石堂書

局為例。南台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碩士論文。 

吳勉勤(2017)。服務品質管理：提升服務品質的思維與作法 。台北市:華立圖書。 



114 
 

林秀芬（2006）。應用模糊層級分析法於網路商店服務品質評估之研究，電子商務學報，8(3)，

347-372。 

財團法人臺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 2020 年台灣網路報告】 。取自 

https://www.twnic.tw/doc/twrp/202012a.pdf 

陳鈺壬（2013）。服務創新、品牌形象對顧客價值與顧客忠誠度之影響－以台南市轄內農會為

例。南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資策會 MIC（2020）。【 行動下單急追 PC呈五五波行動商務正式成為主流】。取自 

h t t p s : / / m i c . i i i . o r g . t w / n e w s . a s p x ? i d = 5 5 5  

劉明德、梅國忠,2011, 「網站體驗行銷、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關係之研究」，行銷

科學學報，7 卷 2  期，頁129-154。 

 

 

 

 

 

 

 

 

 

 

 

 

 

 

 

 

 

 

 

 

 

 

 

 

 

 

 

https://www.twnic.tw/doc/twrp/202012a.pdf
https://mic.iii.org.tw/news.aspx?id=555


115 
 

工程圖管理方法之研究 

 
郭明煌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mhguo@mail.shu.edu.tw 

廖鴻圖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兼任副校長、 

管理學院院長 

htliaw@mail.shu.edu.tw 

章富傑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研究所碩士生 

s106660505@mail.shu.edu.tw 

 

摘要 
 
工程圖在工程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個案子的圖紙數量最少兩三百張甚至多達

數千張。在審核或討論工程的圖面時，圖面的索引、圖名、圖號的不一致經常會造成

很大的作業困擾。本研究利用 AutoCAD 軟體的圖紙集和功能變數，整理出一套機電工

程圖的製圖準則，並透過案例驗證本研究方法和傳統方法在時間與人力的耗費差異。 

關鍵字：機電工程圖、工程圖管理方法、AutoCAD 

 

一、簡介  

 
所有工程都需要設計規劃製圖，有了圖才有標單項目和數量。工程在發包完成後

與施工前需要施工圖，所以繪製圖面是工程裡非常重要的一環。然而在設計規劃階

段，使用的製圖規則、圖例、符號、字體大小、字型等等，並不一定有相同的規範，

不管是資深或新進員工，常常使用自己慣用的方法繪製，導致其他接手圖面的人員在

判讀時相當吃力，因而影響工程作業效率及公司競爭力。另外，繪圖設計是一項吃力

不討好的工作，因此繪圖設計人員的流動率非常高；如果可以建立一套繪圖或圖紙管

理標準，對工程施作和工程管理將有相當的助益。 

工程圖面是前端施工者與後端設計者的溝通橋樑，圖面文字大小、字型、標註尺

寸、圖面比例、圖筆深淺粗細等，在在影響圖面的判讀。因此，本研究將建立一套工

程圖繪製與管理流程，搭配 AutoCAD 軟體功能(AUTODESK AutoCAD，2021)，增加圖面

製作的準確度及一致性，同時提升工程公司專業度，降低繪製成本及減少人力耗費。 

 

二、工程圖
圖學是以圖畫、符號及文字表達物體形狀、大小及製造等相關事項的科學， 也是

工程單位傳遞構想與知識交換的工具，也可稱為圖畫語言，是工程人員必須精通的語

言。工程圖是運用圖學的原理，藉由線條及文字說明，精確表達物體之構造。由於都

是運用相同的圖學原理繪製工程圖，因此世界各國工程圖的畫法相似，所以工程圖可

稱為世界語言 (康鳳梅等人，2019) 。 

繪圖可以說很簡單，也可以說不簡單。簡單是指只要學過都會畫。就跟開車一

樣，去駕訓班訓練，然後考到駕照就會開；而不簡單方面是指經驗累積。電腦繪圖不

光是畫圓畫線而已、透過布局規畫有效管理圖面，而是要能規劃作業流程以及繪圖軟

體的內建功能深入應用，提升圖面有效率管理，縮短製圖時間增加工作效率，快速完

成大量工作需求。一棟建築物最重要的其中一項工程就是機電工程。機電工程包含了

電氣系統、給水系統、排水系統、消防系統、弱電系統等等。在工地現場常常遇到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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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施工圖拿給現場師傅，過沒多久師傅就把圖丟地上，原因是此圖在現場無法施

作。如遇到沒經驗的師傅就照做，發現錯誤再來打鑿修補，然後再怪繪製施工圖的

人。在專案工程中，前期規劃設計是第一重要的，就算有技術厲害的師傅，沒有正確

的施工圖，就會常做些沒有效率甚至重複的工作，造成工程延宕罰款或是品質驗收無

法通過，不但折損利潤，甚至賠錢。 

工程圖可依圖樣性質、製圖方法、圖面用途及使用專業分為四大類(翁麗敏等人，

2020；李易，2012)，包括： 

1. 草圖：以徒手繪製的圖面，可以立即表達心中所設計的物件，也稱為「構想圖」。 

2. 原圖：將草圖用電腦或儀器在圖紙上面繪製。 

3. 第二原圖：將原圖描繪在描圖紙上，可以曬製藍圖。 

4. 藍圖：將第二原圖放於特製感光紙上以曬成藍底之圖，為現場人員所使用。 

現今工程圖以利用 AutoCAD 軟體繪製為大宗，公共工程近期越來越多另外編列預算

做 3D 圖面，目前最廣泛運用於繪製 3D 圖面的是軟體 REVIT 軟體(AUTODESK Revit，

2021)。然而 3D 圖面需要更多的繪製時間和成本，在時間和預算的限制下，2D 圖仍是

工程採用的主要圖紙。 

本研究將提出一套工程圖繪製與管理流程，本研究的方法需要搭配 AutoCAD 軟體，

因此本研究討論的圖紙類別是以電腦繪製的 2D 工程圖為主，也就是上述的原圖。 

 

三、工程圖管理
建立圖面管理規範與繪圖標準，是強化公司實力的重要工作之一。過去手工繪圖

時期，保存圖面為原稿及藍圖，再合併存放在公司圖櫃裡供人員取用。然而圖櫃需要

佔用很大空間，較具規模的公司都會由專人保管圖紙，但是人力管理方式相當費時費

力。使用 AutoCAD 軟體製圖可用無紙的方式將圖紙存在電腦內，大大提升圖紙的保存

和使用便利性，並可縮小存放空間。數據化後的圖檔在移動、刪除和複製時可以在極

短時間內完成，雖然大幅度的提升作業效率，但也產生若干問題，例如：一圖多檔、

一圖多用、圖檔錯置等問題。因此，數據化後的圖檔管理遠比過去紙本的管理更複雜

也更重要(巫茂熾，2014)。 

針對工程圖，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明定相關規範，包含圖紙尺寸及圖框、標題

欄、圖面佈置及圖碼編排、尺度及比例尺、線條、文字及字體、繪圖標示基本規則

等；另外亦規範圖紙使用，包含圖紙的使用須知、圖樣校核與修訂、圖之折疊、圖之

發送、符號及縮寫字、製圖標準圖例編碼規則等(公共工程製圖手冊，2004)。然而這些

主要是針對工程圖的內容繪製，而各圖紙繪製單位或公司在不同經營策略考量下，發

展適合企業的工程圖管理方法，以展現專業能力和提升製圖效率，對於企業經營是一

件重要的課題。 

因此，本研究將搭配 AutoCAD 軟體功能建立一套工程圖繪製與管理流程，本研究

提出的方法可以增加圖面製作的準確度及一致性，提升公司的專業度，並降低繪製成

本及減少人力耗費。 

 

四、研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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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之工程圖繪製與管理作業流程包含六個步驟，各步驟內容說明如下： 

1. 整理圖框：一般機電顧問公司接案後在設計規劃時，圖框都統一由建築師及業主規畫格式，所

以製圖人員在取得圖框後要先確定尺寸。雖然一般工程圖紙都是 A1(841X594mm)的格式大小，

但是常常遇到需要放大到 100~300 倍。所以先確定尺寸然後統一做成 A1 格式，以便做成樣板。 

2. 製作繪圖範圍：圖框內部為繪圖範圍，先製作繪圖範圍圖塊，圖層訂為不出圖圖層(Defpoints)，

並在圖面上將比例縮放至符合圖面大小範圍。此方法可提供以下優點： 

(1). 在模型內標註時不會超出圖框外。 

(2). 清楚知道目前的製圖比例，以作為參考文字大小、標註整體比例、線型比例及引

線比例等。 

(3). 在製作配置視埠時，可以做參考範圍。 

3. 製作配置樣板：當圖框大小比例整理完成後，另存在工作案件資料夾。此圖框為基本設計，放

至於案件基本設計裡的圖框資料夾內。接下來依序製作配置樣版： 

(1). 在配置中插入外部參考，此外部參考就是剛剛整理過的圖框。 

(2). 在配置設定頁面設置管理員(G)。 

(3). 新增欲填入圖框的文字；文字字高及型式需與圖框相同。 

(4). 另存檔案，檔案名稱格式為：”案件名稱_A1 圖框配置樣版-新建日期”。例如：某

某大樓新建工程_ A1 圖框配置樣版-1100426.dwg 

4. 新增圖紙集：圖紙集是 AutoCAD 2005 之後的新功能，屬於高階管理階層的工具，使用於大型

專案的圖面管理。此功能可以把圖面集組合在一起組織圖面，再選取圖面進行出版(發佈)圖面，

也可將相關從屬檔案以數位方式傳送完整封包。另外，也可透過圖紙集將圖面設定為單位以便

管理、傳送、出版以及封存(蘋果爸，2008；AUTODESK，2011)。 

5. 插入功能變數：功能變數主要是要顯示所指定的圖面內容及資訊，包含了系統變數， 例如系

統的時間與日期，或者是個人所設定的功能變數，包含圖檔的作者、標題、圖號等，也能讓設

計者把功能變數插入至表格或文字物件加以應用。一旦功能變數值被更改後，系統就會對應於

圖面的相關欄位自動加以更新。 

6. 製作索引：當圖紙集做好後，可依照圖紙集內容插入功能列表製作索引。在圖紙集管理員中點

選圖紙，按滑鼠右鍵選擇插入圖紙列表，在圖紙列表對話框中建立表格，字體型式依公司標準

建立表格型式。在表格列表中的”欄設定(C)”加入圖號與版次，修改圖紙號碼及圖紙標題。 

 

四、範例說明 
依據前述內容，本小節以案例方式介紹本研究之方法。本研究使用的案例為某案已完

成細部設計，共有圖面 542 張，如圖 1 所示。審圖時要求其中一項動力平面圖圖面比例需

放大為 6 分割，也就從 A、B、C、D 修改為 A、B、C、D、E、F。針對此項修正要求，圖

紙內需要修改的項目包括： 

(1). 圖的張號欄位全部要變更。 

(2). 在張號 064/542 以後的圖紙張號全部要修改，修改完還要匯出為 PDF 檔。 

依傳統方法，本項修改需要花費人力共 2 人 2 天完成，合計 4 人力/天。後續還新增 2

次需求(從中插入圖紙)，光修改圖面需求(3 次)共花了 12 人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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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案例圖紙索引表 

 
以下利用本研究提出的流程，逐步說明修改內容： 

1. 整理圖框：拿到此專案的圖框後，先整理圖框。第一步先新增一個 841x594 的矩形，圖層設為

Defpoints，此圖層為 AutoCAD 軟體自行產生之不出圖圖層。接下來把建築師給的圖框用比例縮

放為 801x564，因每個專案都有不同圖框，所以此案圖框縮放後為 801x548，如圖 2 所示。 

2. 製作繪圖範圍圖塊：本案繪圖範圍圖塊尺寸為 791x496，如圖 3 所示。在設定繪圖範圍圖塊後發現，本

案比例有 1:50、1:100、1:5000、1:1000 四種，依據各棟不同比例，所需的字體大小也就很快地清楚知道

字體比例係數要多少。 

 

 
圖 2：案例使用圖框 

 
圖 3：案例繪圖範圍圖塊 

 
3. 製作配置樣板：先前圖框及繪圖範圍設定好以後先儲存為”圖框 1”，然後再新增一個 DWG

檔，在配置頁籤做插入外部參考”圖框 1”，此檔案名稱為”XREF 圖框 1 樣板”，如圖 4 所

示。有時候建築師會變動圖框內容，所以使用外部參考，如有變動就不需每個圖紙頁籤一張一

張抽換。另外再設定”頁面設置管理員”，在管理員中新增名稱為”A1”的圖紙，接下來設定

繪圖機名稱、出圖型式表、圖紙大小、出圖內容、出圖比例，如圖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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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在配置插入外部參考 

 
圖 5：新增、設定頁面設置管理員 

 
4. 新增圖紙集：利用 AutoCAD 的圖紙集功能，在案例中新增圖紙集，操作過程如圖 6 至圖 15 所

示。 

 

 
圖 6 啟動圖紙集管理員 

 
圖 7：新增圖紙集 

 
圖 8：圖紙集資料填寫 

 
圖 9：圖紙集性質設定 



120 

 

 
圖 10：圖紙集自訂性質設定 

 
圖 11：圖號和總頁數設定 

 
圖 12：啟動配置 

 
圖 13：勾選配置 

 
圖 14：圖紙預覽 

 
圖 15：圖紙集完成設定 

 
5. 插入功能變數：圖紙集主要是要管理配置中的圖紙，有了這樣版圖紙內容、字體大小及其他設

定如頁面設置管理員的設定會全部一致。圖框插入功能變數的文字，是使用在會變動的位置文

字。例如圖紙上比較常見的圖名、圖號、日期、繪圖者、頁數/總頁數等等。本案只有用到圖名、

圖號、張號，操作過程如圖 16 至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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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插入圖紙標題功能變數 

 
圖 17：插入圖紙圖號功能變數 

 
圖 18：插入圖紙張號功能變數 

 
圖 19：插入圖紙總頁數功能變數 

 
圖 20：啟動設計中心  

圖 21：匯入圖紙 

 
圖 22：插入圖紙集前後 

 
圖 23：圖紙集更名與重新編號 

 
6. 製作索引：製作索引前先在圖框裡設計繪製表格線，本案表格高度為 0.75cm，張號與圖號寬度

各為 3cm，圖名為 7cm，字體高度為 0.45，型式為新明細體，字體圖層為「MV-TEXT」，表格

線圖層為「表格」。在「張號」欄位右半部插入功能變數為自訂性質的總頁數，操作過程如圖

24 至圖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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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插入圖紙自訂性質功能變數  

圖 25：插入圖紙列表 

 
圖 26：總頁數欄位  

圖 27：欄位寬度與高度 

 

五、分析與討論 
前述案例採用傳統的管理方法時，在圖紙部分未制定製圖規則，圖紙內容裡的字體、

圖框大小不盡相同，導致專案管理單位審圖後每次修正都需要 4 人力/天，而且修正後又

會有圖紙與索引內容不一致的問題。採用本研究提出的流程後，前述案例花費 7 人力/天

將專案的圖紙管理導入本研究流程，首先發揮的效用是專案管理單位再審圖時，不再發生

圖紙與索引不一致的缺失。若需要新增圖紙時，不再需要每張圖都要打開修正張數及總張

數，只需要利用前述圖紙管理功能，只以 1 人力/天即可完成工作。案例採用本研究流程

後，減少 3 人力/天，時間與人力上的差異分析如表 1 所示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表 1：採用本研究流程之效益分析表 

比較項目 需求人數 
案例修改時間 

(542 張圖) 
圖面內容更新方式 花費成本 

傳統管理

方法 
2 人 2 天 依圖逐筆修改 4 人力/天 

本研究 

管理流程 
1 人 1 天 

只需在索引圖面以及圖紙集管

理員修改，其他圖面不須開啟，

且圖紙與索引不再發生不一致

的缺失。 

1 人力/天 

 

六、結論 
本研究利用 AutoCAD 軟體的圖紙集和功能變數，整理出一套機電工程圖的製圖準

則，並透過案例驗證本研究方法比傳統方法節省時間與人力的耗費。本研究方法對公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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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專案圖面方面的成效包括： 
1. 提供一個確切的方向性，訂定製圖標準及作業規則，員工不會因個人繪圖風格，導致各系統

整合時圖面時，出現內容有各種格式上的差異。 

2. 圖面只有唯一，不會有過多版本，造成混亂。 

3. 不需開啟圖面就能變更圖名或圖號，使圖紙與索引有一致性，減少虛工和浪費人力。 

4. 透過統一的流程規範提升公司製圖品質，建立標準後，在競圖時能更彰顯專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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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銀行從業人員之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主要

係以銀行從業人員作為此次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銀行從業人員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

工作滿意度間均呈現顯著正向相關。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認同

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最後，提出管理實務建議，作為銀行服務工作管理參考

。 

關鍵詞：情緒智商、工作認同、工作滿意度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20年全球皆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導致許多國家或地區經濟榮景不再，許多企業

為達成既定的業績目標，造成員工更沉重的工作壓力。而在企業規範與薪資報償的影響下

，企業要求其員工必須在工作場合控制自身情緒，以有效達成顧客滿意之目標。因此往往

要求員工在工作場合，與顧客接觸的過程中，展現出合宜的情緒，以創造出一種符合企業

要求的工作氣氛(吳立羣，2017)。加上工作本身即包含了一系列極為複雜的過程，瑣碎且專

，需要滿足客戶需求、解決客戶問題，亦需適時提供客戶新資訊與產品；更甚者，在產品

推廣期，就需要面對企業績效壓力。當員工情緒未能得以適當的調整與抒發，不僅影響員

工自身的工作績效，亦將影響到企業的團隊合作、服務品質、整體績效，嚴重者更將影響

到企業形象與其永續發展(蘇詣堯，2016)。早在2010年，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的「全國工作環

境安全衛生認知調查」中顯示，台灣有14.23%的工作者在職場中存在很大壓力，而有22.85%

的工作者反應在職場中自身存在情緒問題(王子娟與潘致弘，2010)。而調查中亦顯示約有

17%的工作者，存在嚴重的情緒問題(Huang et al., 2012)。近年來，社會上關於工作者受不

了龐大的工作壓力，而產生各種負面新聞事件層出不窮。由此，情緒管理自然成為近幾年

學者們研究探討的熱門話題。 

員工可謂現代企業中最為重要的資產。隨著時代變遷，社會日益全球化與多元化，人

際接觸愈加頻繁，不同的工作情境會產生差異化的需求，更易使工作產生壓力。員工的情

緒智商不同，所感受到的工作壓力將有所差異，進而產生不同程度的工作滿意度(翁曉伶，

2018)。當人們產生負面情緒，將使工作滿意度下降。而企業期以傳遞良好的服務品質給予

顧客時，必須先解決企業員工的需求；換言之，若員工未能感到滿意，則將不會有感到滿

意的顧客(Hallowell, 1996)。可見，企業期以獲得及維持良好的顧客關係，以永續發展，唯

有讓員工全情投入工作，工作滿意度嚴然成為其所需考量的關鍵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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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對於工作的態度，顯現出工作對自身的重要性與價值觀，當員工越認同某一工作

，則越可能對其全力付出、完全投入，並且樂在其中(廖見文，2012)。而工作認同是藉由在

工作過程中，建構及形塑而成(Casey, 2008)。早期的心理學家提出認同概念，認為其在於個

體能夠正向與他人或者團體進行連結，以此提升自我形象(Adler & Adler, 1987)。張寓惠

(2013)表示認同感是個體對於某一客體之主觀知覺，是透過心理所產生的認知、情感、評價

、以及歸屬感，最終反應在個體的外在行為中；當其藉此認同感，能夠與此客體保持長久

關係，並且滿足彼此間之需求。有研究證實，若提升員工對於自我的認同感，能夠使自身

成為有技巧、有競爭力的工作者，進而將在工作過程中，促進自我效能、呈現出較佳工作

表現(Stajkovic & Luthans, 1998)。 

 

1.2 研究目的 

    藉由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探討銀行從業人員之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

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期望達成下列目的： 

   一、銀行從業人員，在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方面的差異性。 

   二、銀行從業人員之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 

   三、銀行從業人員之情緒智商、工作認同對於工作滿意度的影響。 

     

二、文獻探討 

2.1 情緒智商 

1990年，美國心理學家彼得·薩洛維(Peter Salovey)與約翰·梅耶(John Mayer)提出「情緒智商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一全新情緒能力概念，指出個體監控自身以及他人之情緒與情感，並且

能夠識別、利用此類訊息，以指導自身思想及行為的能力；即用以表示個體的情緒智力(Salovey 

＆ Mayer, 1990)。情緒智商被歸類為一種社會智慧，其英文表述是emotional intelligence、emotional 

quotient、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簡稱EI或EQ，中文翻譯為「情緒智商」或「情緒商數」，

強調情緒的表達、調節、控制的能力(黃涵稘，2017)，即個體能夠識別自身及他人的情感、感覺，

並藉由各種資訊以引導自身及他人的思想、行動的能力(Kotsou et al., 2019)。1995年，哈佛大學心

理學家Danial Goleman在其所著的「EQⅡ：工作EQ」書中，對情商進行定義，具體表述為感覺及其

特有的思想、身心狀態與相關的行為傾向。並進一步定義情緒智力為：個體能夠瞭解自身的感受，

能夠理智控制衝動以及惱怒的情緒，在面對各種考驗時，可以保持一種平靜、樂觀心態之處事行為

能力。其後在學術方面定義為，一個複雜但能夠培養的一種能力及人格特質(Herpertz et al., 2016)，

具體包括口頭、非口頭的情感評估與表達，藉由人際情感的調節、及應用情感內容以解決日常生活

中所遇到的問題(Wu, Lu, Chen ＆ Xiang, 2018)。 

本研究認為情緒智商指的是：銀行從業人員能夠清楚的認知、表述自身情緒，並能夠透過學習

進一步提升其管理情緒的能力，進而能夠適切的覺察、以及回應，達到圓融的人際互動關係狀態。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關於情緒智商的研究可見：情緒智商能夠幫助健康相關生活品質、人際關係

品質正向發展，增強領導效能；有助於減低工作壓力、工作-家庭衝突、職業倦怠感；以及提升情感

性承諾、工作投入、及工作績效；而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年齡、學歷、工作年資、父母職業)，在

情緒智商方面具顯著差異性。 

2.2 工作認同 

最早Kagan(1958)詮釋「認同」的概念為，個體獲得認知的一種反應過程，即將某些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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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特質、或情感轉變為個體心理結構的一部分，使其行為表現，如同楷模的特質與情感

的狀態(黃耀宏，2012)。 

本研究認為工作認同指的是：銀行從業人員在銀行工作時，對其自身工作、擔任職務

感到接納與認同，並積極投入工作，達成工作績效。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關於情緒智商的研究可見：工作認同與組織氣氛、主管領導風 

格、行政效能、助人態度、人格特質等，皆存在相關性；而不同背景變項(年齡、職務、僱

用身分、學歷、工作年資、職稱、區域)，在工作認同方面具顯著差異性。 

 

2.3 工作滿意度 

Hoppock於1935年提出，工作滿意是員工身心兩方面對於環境因素的滿意感受，換言之，即員

工對其工作情境之主觀反應(Hoppock, 1935)。其後，Kalleber(1977)表示，員工可將其於不同工作構

面之滿意感受、以及不滿意感受進行平均，進而面對工作所形成的一種集體滿意，即為工作滿意。

Oliver(1980)則認為滿意度指的是一種情感上的反應，並在還未真正接受產品或者服務前就會預先

發生的；而工作滿意度往往用以衡量工作者對于組織的期望、酬賞的實際獲得、控制衝突的方法等

方面情形之實際感受(Robbins, 1998)。Shimizu, Feng and Nagata(2005)指出，員工會對工作經驗產生

正向愉快向的滿足狀態之主觀反應。Song, Lee and Lee(2007)表示，所謂工作滿意度即是對於其工作

狀態以及專業之整體態度、看法等，包括工作熱忱、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影響。而Robbins, DeCenzo 

and Coulter(2011)將工作滿意度進行具體描述，認為圍繞於個體對於其工作整體的情感、情緒等層

面之反應，涵蓋從實際工作中所取得的報酬、與其自身所預期的報酬，二者間的差距，即可稱為工

作滿意。Oyungerel Bayarsaikhan(2019)則提出，工作滿意度是對於個體不同活動特徵的情感、亦或

是情感反應。 

   本研究認為工作滿意度指的是：銀行從業人員對於其工作環境中的人際關係、所 

獲得的薪資福利、在工作方面所得的回饋、以及其主管領導的領導方式等方面的主觀 

判斷與情感反應；若感知較為積極則為滿意，反之則為不滿意。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關於情緒智商的研究可見：疲勞、工作單調、工作條件、領導方 

式、工作壓力皆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而工作壓力、工作績效、人格特質、工作 

環境、薪資福利、升遷考核、工作自主性、工作態度、工作困擾、工作價值觀、團隊 

默契、督導關係、留任意願、人力穩定度、人力流動性、情緒智力等，皆與工作滿意 

度之間存在相關性。不同背景變項(性別、婚姻、年齡、服務年資、學歷背景、服務部 

門、職級)，在工作滿意度方面具顯著差異性。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銀行從業人員，主要目的在探討情緒智商、工作認同、工作滿意度各項變

數之間的關係。依據研究主題與研究目的，綜合文獻探討分析與歸納文獻資料，設計出本研究之基

本架構，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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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說 

    根據以上研究架構，提出以下假說。根據以上研究架構，提出以下假說。 

   H1：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會因為人口統計變項的不同而有差異。 

        H1-1：情緒智商會因為人口統計變項的不同而有差異。 

        H1-2：工作認同會因為人口統計變項的不同而有差異。 

        H1-3：工作滿意度會因為人口統計變項的不同而有差異。 

   H2：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1：情緒智商對薪資福利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情緒智商對人際關係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3：情緒智商對主管領導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2-4：情緒智商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1：工作認同對薪資福利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2：工作認同對人際關係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3：工作認同對主管領導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H3-4：工作認同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有顯著正向影響。 

 

3.3 研究對象及抽樣方式 

本研究針對銀行從業人員，且願意配合填答「銀行從業人員的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

度問卷」者作為此次研究對象。並選擇以便利性抽樣進行調查，發放問卷給予符合本研究要求之對

象，再藉由當場回收其所填寫的問卷，作為此次研究分析之資料來源。首先發放30份問卷，進行預

試問卷調查；再藉由信效度檢驗，對問卷進行修改或調整；最後進行正式問卷的發放，最後發放300

份問卷，進行本研究正式之調查研究。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變數包含四個，分別是「銀行從業人員基本資料」、「情緒智商量表」、「工作認同量

表」、「工作滿意度量表」，茲將本研究之研究變數陳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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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銀行從業人員基本資料 

     本研究具體參酌黃涵稘(2017)與劉啟行(2017)等研究的相關量表，並依本研究具體情

況，擬定出本研究「銀行從業人員基本資料」，具體分為6個題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婚姻狀況、服務年資與平均月薪。 

 

3.4.2情緒智商 

 本研究以Law and Wong(2004)所編制的測量情緒智商量表為基礎，具體參酌黃涵稘(2017)、

Oyungerel Bayarsaikhan(2019)、王立懿(2020)等研究的相關量表，並依本研究具體情況，擬定出本研

究「情緒智商量表」，具體分為自我情緒評價估、他人情緒評估、情緒調節、情緒運用四個構面，

共計16個題項，例如：通常我很清楚自己為什麼會有某些情緒產生、我善於觀察他人的情緒、我生

氣時我總能迅速冷靜下來、我總是鼓勵自己盡力而為。問卷中均以李克特五點式量表計量，而1-5分

的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情緒智商越高。 

 

3.4.3工作認同 

本研究參酌陳怡婷(2013)與李宜貞(2015)等學者的相關量表，並依本研究具體情況，擬定出本研

究「工作認同量表」，具體分為工作價值、經驗分享、同僚關係三個構面，共計12個題項，例如：

我覺得銀行工作是很有意義的事、開會時我很樂意提供我的意見並參與討論、我能與同事共同合作

達成銀行目標。問卷中均以李克特五點式量表計量，而1-5分的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

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工作認同越高。 

 

3.4.4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具體參酌陳怡婷(2013)、劉啟行(2017)與翁曉伶(2018)等研究者的相關量表，並依本研究

具體情況，擬定出本研究「工作滿意度量表」，具體分為薪資福利、人際關係、主管領導、工作環

境四個構面，共計16個題項，例如：我對於公司的薪資待遇感到滿意、我對於與同事之間的相處感

到滿意、我對於主管領導的領導決策能力感到滿意、我對於工作的穩定性感到滿意。問卷中均以李

克特五點式量表計量，而1-5分的選項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及非常同意，得分

越高表示滿意度越高。 

 

 

 

四、研究結果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 

本次一共回收371份有效樣本，其基本資料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 

 

 

 

 

表 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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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變項 分類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96 52.8% 

女 175 47.2% 

年齡 

30 歲以下 29 7.8% 

31-39 歲 100 27.0% 

41-49 歲 128 34.5% 

50 歲以上 114 30.7%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13 3.5% 

專科 53 14.3% 

大學 214 57.7% 

研究所(含)以上 91 24.5% 

婚姻狀況 

未婚 115 31.0% 

已婚 251 67.7% 

其他 5 1.3% 

服務年資 

5 年(含)以下 33 8.9% 

6-10 年 30 8.1% 

11-15 年 91 24.5% 

16-20 年 75 20.2% 

21 年以上 142 38.3% 

平均月薪 

10,000 以下 0 0% 

10,001-30,000 1 0.3% 

30,001-50,000 61 16.4% 

50,001-80,000 173 46.6% 

80,001-100,000 74 19.9% 

100,001 以上 62 16.7% 

N=371 

 

4.2 迴歸分析 

    利用迴歸分析驗證銀行從業人員的研究架構，分析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

等三個變項的影響關係。 

4.2.1 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及其各構面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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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情緒智商與工作滿

意度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而情緒智商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工作滿意度的部分為36.2%

，情緒智商影響工作滿意度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602，假設H2獲得支持。 

情緒智商對薪資福利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情緒智商與薪資福利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而情緒智商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薪資福利的部分為24.6%，情緒

智商影響薪資福利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496，假設H2-1獲得支持。 

情緒智商對人際關係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情緒智商與人際關係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而情緒智商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人際關係的部分為36.0%，情緒

智商影響人際關係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600，假設H2-2獲得支持。 

情緒智商對主管領導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情緒智商與主管領導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而情緒智商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主管領導的部分為24.8%，情緒

智商影響主管領導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498，假設H2-3獲得支持。 

情緒智商對工作環境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情緒智商與工作環境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而情緒智商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工作環境的部分為22.0%，情緒

智商影響工作環境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469，假設H2-4獲得支持。 

表 2 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標準化之 β R2 adj R2 F 

情緒智商 

工作滿意度 .602*** .362 .360 209.495*** 

薪資福利 .496*** .246 .244 120.350*** 

人際關係 .600*** .360 .358 207.258*** 

主管領導 .498*** .248 .246 121.455*** 

工作環境 .469*** .220 .218 104.058*** 

註：*代表 p<.05，**代表 p<.01，***代表 p<.001 

 

4.2.2 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及其各構面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工作認同與工作滿

意度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β=0.769)，而工作認同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工作滿意度的部

分為59.1%，工作認同影響工作滿意度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769，本研究假設H3獲得支持

。 

工作認同對薪資福利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工作認同與薪資福利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β=0.671)，而工作認同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薪資福利的部分為

45.0%，工作認同影響薪資福利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671，本研究假設H3-1獲得支持。 

工作認同對人際關係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工作認同與人際關係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β=.701)，而工作認同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人際關係的部分為

49.2%，工作認同影響人際關係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701，本研究假設H3-2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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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認同對主管領導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工作認同與主管領導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β=0.615)，而工作認同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主管領導的部分為

37.8%，工作認同影響主管領導之標準化迴歸係數為0.615，本研究假設H3-3獲得支持。 

工作認同對工作環境迴歸分析之模式適合度達顯著水準(p<.001)，工作認同與工作環境

間呈現顯著正向相關(β=0.645)，而工作認同這個自變數可解釋依變數工作環境的部分為

41.6%，工作認同影響工作環境之標準化迴係數為0.645，本研究假設H3-4獲得支持。 

表 3 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標準化之 β R2 adj R2 F 

工作認同 

工作滿意度 .769*** .591 .590 534.036*** 

薪資福利 .671*** .450 .449 301.950*** 

人際關係 .701*** .492 .490 356.881*** 

主管領導 .615*** .378 .376 224.333*** 

工作環境 .645*** .416 .414 262.862*** 

註：*代表 p<.05，**代表 p<.01，***代表 p<.001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對銀行從業人員的情緒智商、工作認同與工作滿意度之分析研究，希望透過實證研

究能夠驗證構面之間的理論架構，並提出建議，進而對銀行相關工作的開展能有所助益。本節依據

前述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歸納結論如下。 

1.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情緒智商對薪資福利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情緒智商對人際關係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情緒智商對主管領導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情緒智商對工作環境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認同對薪資福利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工作認同對人際關係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認同對主管領導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工作認同對工作環境構面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5.2 研究建議 

   由實證結果得知受訪者情緒智商對工作滿意度及其薪資福利、人際關係、主管領導與

工作環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所以建議銀行管理加強職員的情緒運用與調節能力，激發職

員上進心，並加強職員情緒控制能力，引導職員在遇到困難或生氣時更好的控制自己的情

緒。另由實證結果得知受訪者工作認同對工作滿意度及其薪資福利、人際關係、主管領導

與工作環境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所以建議銀行職員在與同事意見分歧時應積極溝通處理，

保持良好的同僚關係，並提高自身工作價值認同，主動發現工作的意義，給予自我肯定，

以工作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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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以問卷為主要測量工具，資料收集有限，若要補足問卷調查上研究 

的不足，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對使用者進行訪談，以增加資料收集的真實性和多樣性。另

研究範圍受限於人力限制，僅以銀行從業人員為例，且採隨機抽樣方式，在分析結果上會

產生些許誤差，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將研究範圍擴大至全國各銀行，所產生之研究結果將

更具代表性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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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路易莎咖啡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再購意願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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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臺灣路易莎咖啡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購買決策之間的關

係，將變數深入探討以建立整體線性模式，分析工具為 SPSS 統計軟體分析數據資料，找

出臺灣咖啡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再購意願是否有影響，提出對學術上之管理

意涵與對咖啡企業具體之管理改善建議，以供各界參考。 

關鍵詞：品牌形象、服務品質、再購意願、迴歸分析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根據國際咖啡組織（ICO）調查，臺灣人一年喝掉 28.5 億杯咖啡，市場規模超過 700 億

元，顯示咖啡已成為多數人每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業者星巴克自行調查，2018

年臺灣咖啡整體市場達 720 億元，2019 年上看 800 億元(今周刊，2020)。根據《食力》統

計市場數據發現，臺灣的外帶咖啡杯數高達 6 億杯，臺灣咖啡外帶率能如此高，不得不歸

功於加總起來高達 1 萬 1 千家便利商店（CITY CAFE、Let's Café、Hi Café、OK Café）投

入此黑金市場，全臺前三大的連鎖咖啡館（星巴克、路易莎、85 度 C）總數更高達 1358 家

（Newtalk 新聞，2019)。根據《食力》統計， 2000 年臺灣每人平均的咖啡飲用杯數是 101

杯、2016 年 151 杯，到了 2018 年已達到 204 杯，成長速度逐年增加（天下雜誌，2019），

2000 年至 2016 年這段期間平均增加 50 杯，然而 2016 年至 2018 年僅 2 年時間平均就超越

50 杯，顯示臺灣咖啡市場需求後續的爆發潛力持續看好。 

 

1.2 研究動機 

路易莎咖啡從 2006 年 3 月創立品牌，並於 2007 年 5 月第一間門市開幕，再經過 13 年

後，於 2019 年全臺總店數已經達到 489 家(如圖 1-1)，將正式超越約 480 家的星巴克，成

為臺灣連鎖咖啡品牌龍頭，故本研究欲探討路易莎咖啡消費者的再購意願是否受其品牌形

象與服務品質之影響。 

mailto:chiachen@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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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路易莎咖啡 2006 年至 2019 年全臺總店數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https://travel.setn.com/News/659847) 

1.3 研究目的 

一、探討臺灣消費者對路易莎咖啡企業的「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是否具有影響關係。 

二、探討臺灣消費者對路易莎咖啡企業的「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的「再購意願」是否具有

影響。 

三、探討臺灣消費者對路易莎咖啡企業的「服務品質」對消費者的「再購意願」是否具有

影響。 

四、探討臺灣消費者對路易莎咖啡企業的「品牌形象」對「服務品質」與消費者的「再購意

願」是否具有干擾效果。 

 

二、文獻探討 

2.1 路易莎咖啡簡介 

路易莎咖啡（Louisa Coffee）為臺灣的咖啡連鎖品牌，創辦人黃銘賢以義大利女神 Louisa

為名於 2006 年 3 月創立路易莎品牌，堅信用最合理的價格，提供最佳品質咖啡的理念於 2007

年 5 月成立第一間門市，並於 2019 年 03 月在泰國正式開幕第 1 間海外門市，2019 年 12 月

與潤泰集團代理的日本蔦屋書店跨國合作成立南港蔦屋門市。 

路易莎咖啡採取一條龍式生產，從烘豆廠、烘焙廠、餐食廠到物流中心，路易莎咖啡皆

全數包辦。路易莎咖啡豆秉持著烘豆師親手操爐，以確保咖啡豆的新鮮度。餐點平價且選擇

多樣化，以滿足消費者多元化的需求，採取開放式廚房，製作流程能讓消費者看得清楚，以

高品質且平價價位為定位吸引消費者，使企業形象、環境、服務態度或是價格，都獲得消費

者的一致肯定。 

2.2 服務品質 

2.2.1 服務品質定義 

Garvin (1984) 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對於服務主觀的態度反應，並非客觀的評估，不

能以事物的性能與特色作為量化衡量。Parasuraman et al.(1985)認為顧客對於服務之預期和

實際感受相比而取得服務品質，而品質的評定不單根據服務後的成果，也包括服務傳送的

歷程。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8) 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性的品質，亦即消費

者所知覺的品質。顧客對服務品質是整體事物所做的一種評定，一種主觀知覺的品質，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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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服務品質的好壞是由顧客主觀認定，而不是客觀的評估(歐陽德莊，2018)。胡德豐(2019)

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營銷策略，企業希望客戶感受到服務人員所提供的服務品質，感覺需

要和再次購買行為。林秀玲(2019)認為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概念，每次不同服務體驗就會產

生不一樣的知覺與感受，並非能夠客觀的評估，必須建立整體服務人員及服務環境的整體

評估標準。 

2.2.2 服務品質概念模式 

在服務品質模式的相關文獻中，以 Parasuraman et al.(1985)所提出的「服務品質差距模

式」為較多研究者所採用，PZB Model 顯示於圖 2-1。 

 

 

 

 

 

 

 

 

 

 

 

 

 

 

 

 

 

 

 

 

 
圖 2-1 PZB 服務品質的觀念性模式 

資料來源：Parasuraman et al.(1985) 

2.2.3 服務品質的衡量構面 

1985 年 Parasuraman et al.提出顧客在評量服務品質時，使用頻率最高的十個構面分別

為有形性、可靠性、敏感性、溝通性、信用性、安全性、專業性、禮貌性、瞭解性和接近

性；並於 1988 年對服務品質評量進行篩選，認為服務品質的內涵應包含五個構面，如圖 2-

2 所示，分別如下： 

（一）有形性(tangible)：指提供建築、設備與設施等。 

（二）反應性(responsiveness)：指提供快速服務與協助解決顧客的問題。 

（三）可靠性(reliability)：指能夠正確且準時完成承諾。 



137 

 

（四）關懷性(empathy)：即提供消費者親切關心，並誠懇溝通以理解消費者需求。 

（五）保證性(assurance)：指具有專業知識及能力，讓消費者信任且放心。 

 

 

 

 

 

 

 

 

圖 2-2 服務品質的決定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3 品牌形象 

2.3.1 品牌形象定義 

品牌是一種區別標誌，在消費者心中及市場上表現出的象徵，並於消費者心中產生評

價及認知。品牌形象為組合心中的概念及圖像(Levy，1978)。（柴康偉、歐瑋明、林靖昇、

許碧心，2017）。品牌指在合乎消費者個人的形象，實踐消費者的內在需求（羅玉婷，2019）。

形象是個體對於一標的物所持有的一組特定知覺、想法、見解，是一種在個人心中的整體

認知，同時也對個人反應事情的方式有很大的影響，此形象決定消費者對品牌的觀點且影

響選擇性（游盈靜，2019）。曾吉田（2018）認為品牌形象是消費者辨識商品或服務的相關

資訊，是廠商長期累積信譽的表現。 

2.3.2 品牌形象衡量構面 

關於品牌形象的構面，透過各方學者及文獻探討可以發現論點不完全相同，但仍有雷

同可循，分別如下。Park, Jaworski & MacInnis (1986) 依據消費者利益的不同，提出三個品

牌形象概念，分別為及經驗性、功能性、象徵性。陳麗玲(2014)提出功能形象、機構形象及

商品形象是組成品牌形象的構面。許凱智（2016）認為構成品牌形象的構面為比賽表現、經

營管理、球隊形象聯想。林芳佑（2016）提出專屬形象、經驗認同是構成品牌形象要素。 

2.4 再購意願 

2.4.1 再購意願定義 

Fishbein & Ajzen(1975) 再購買意願指消費者對於商品或服務的個人感受及外在條件效

果，而生成購買的一種消費行為，而再購意願被確認是可預測消費者購買行為的一種指標。

王淑玲(2014)消費者對同一個管理者的服務與商品進行再次購買之意願稱為再購意願。王

瑞琪、陳義文、楊婉婷(2015)消費者再度購買的意願為再購意願，指消費者對相同商品或

服務繼續再次購買的意願。 

2.4.2 再購意願衡量構面 

Sirohi,Mclaughlin & Wittink(1988)衡量再購意願包含未來購買更多商品或服務的意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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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人推薦的意願。Collier & Bienstock(2006)認為向他人推薦、再次購買及再光顧為再購意

願的衡量構面。重複購買及推薦他人購買二種構面來衡量再購意願(杜宜蓁，2018)。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再次購買路易莎咖啡之相關議題，從消費者認知與心理學角度

來探討企業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再購意願此三者變數間之影響。以企業服務品質為自變

數，其次品牌形象與再購意願為依變數，再以品牌形象為干擾變數，是否影響企業服務品

質和再購意願，本研究架構如圖 3-1。各研究變數之假設： 

假設一(H1)：路易莎咖啡企業的「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二(H2)：路易莎咖啡企業的「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的「再購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三(H3)：路易莎咖啡企業的「服務品質」對消費者的「再購意願」具有正向影響。 

假設四(H4)：路易莎咖啡企業的「品牌形象」對「服務品質」與消費者的「再購意願」

具有干擾效果。 

 
圖 3-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資料分析方法 

本章主要目的是依據問卷調查方法給予驗證研究的假設，並將研究結果統整進行探討。

運用 SPSS 軟體量化統計分析方法探討臺灣咖啡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購買決

策之影響，分析方法分為敘述性統計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皮爾森相關分析、迴歸

分析、干擾效果分析。 

四、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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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為 302 份，其樣本結構分析如表 4-1 可得知： 

 

表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基本問項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女 182 60 60  

男 120 40 100  

年齡    

20 歲以下 18 6 6 

21~30 245 81 87 

31~40 28 9 96 

41~50 8 3 99 

51歲以上 3 1 100 

每月平均所得  
 

2 萬元以下 58      19 19  

20,001~30,000 元 43 14 33  

30,001~40,000 元 51 17 50 

40,001~50,000 元 94 31 81 
50,001~60,000 元 39 13 94 
60,001~80,000 元 12 4 98 
80,001~100,000 元 2 1 99 
10 萬元以上 3 1 100 

職業    

軍公教 135 44 44 
商 29 10 54 
工 8 3 57 
農 1 1 58 
學生 46 15 73 
服務業 83 27 100 

購買咖啡消費頻率（次／週）     

不到1次 106 35 35  

1至5次 172 57 92  

6至10次 17 6 98 
11至15次 4 1 99 
16次以上 3 1 100 

每月購買咖啡消費金額    

500元以下 189 63 63 
501~1000 元 82 27 90 
1001~1500 元 20 7 87 
1501~2000元 6 1 98 
2001~2500 元 1 1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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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3000 元 0 0 99 
3001~3500元 0 0 99 
3501元以上 4 1 100 
每次咖啡店停留時間  

不到1小時 124 41 41 
1至2小時 123 41 82 

2至3小時 43 14 96 

3至4小時 10 3 99 
4小時以上 2 1 100 

至咖啡店消費目的    

品嘗咖啡 126 42 42 
閱讀書籍 64 21 63 
促銷活動 19 6 69 

約會 27 9 78 
聚餐 61 20 98 
休息 5 2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信度分析 

4.2.1 信度分析 

    本研究乃採用 SPSS 統計軟體 21.0 版，進行 Cronbach' α 值信度分析，測得各構念及

構面之信度分析彙整如表 4-2。 

表 4-2 信度分析表 

構念名稱 構面名稱 Cronbach' α 值 

品牌形象 

功能性 0.817 

0.915 象徵性 0.657 

經驗性 0.889 

服務品質 

有形性 0.776 

0.945 

可靠性 0.808 

反應性 0.886 

保證性 0.868 

關懷性 0.801 

再購意願 重複購買 0.871 0.892 

註：*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2 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各量表問卷題項，主要係參考過去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相關文獻及理論，並

依各學者所提出的研究量表與指導教授多次的邏輯推理與補充修飾，再加以編修而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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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本研究之調查適用性。故本研究各變數之設計足以涵蓋研究品牌形象、服務品質及再

購意願之構面，具有內容效度。 

4.4 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研究變數各構念皮爾森相關分析結果如表 4-3 所示。 

表 4-3 變數各構念皮爾森相關分析表 

構念 品牌形象 服務品質 再購意願 

品牌形象 1 .733** .679** 

服務品質 .733** 1 .611** 

再購意願 .679** .611** 1 

註：1.樣本 N＝302。 2.*表 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5 迴歸分析 

本研究迴歸分析由於具有處理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之能力，使研究者能在研究中找出

具有顯著影響力的自變項，還能明白個別自變項對於依變項的影響程度，藉由說明變異量

之大小，發現哪些自變項具有較強的影響力。以再購意願做為依變項，將品牌形象及服務

品質作為自變項進行迴歸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4-5 所示： 

表 4-5 迴歸分析表 

變數 

名稱 

再購意願 

P值 F 值 t 值 β 值 R2 △R2 

品牌 

形象 
0.000 256.237 16.007 0.679 0.461 0.461 

服務 

品質 
0.000 178.432 13.368 0.611 0.373 0.373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使用層級廻歸分析方法分析干擾變數之效果，即為檢驗品牌形象、服務品質與

品牌形象及服務品質之交互作用對再購意願成效之影響效果，分析結果如表 4-6 所示，發

現出其交乘項迴歸係數呈顯著，因此判定品牌形象對服務品質與再購意願具有干擾效果。 

表 4-6 層級迴歸分析表 

變數名稱 

依變項 

再購意願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β 值 t 值 β 值 t 值 β 值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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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 0.611 13.358 0.245 4.021 0.317 5.177 

品牌形象 - - 0.499 8.211 0.473 7.972 

交乘項 - - - - 0.186 4.407 

F 值 178.432 142.684 107.458 

P 值 0.000 0.000 0.000 

R2 0.373 0.488 0.520 

△R2 0.371 0.485 0.515 

註：1.樣本 N＝302。 2.*表 示 P＜0.1；**表示 P＜0.05；***表示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假設線性結構方程模式路徑分析驗證結果如表 5-1，顯示本研究假設驗證

H1~H4 均成立。 
表 5-1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H1：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具有正向的影響關

係。 
成立 

H2：品牌形象對再購意願具有正向的影響關

係。 
成立 

H3：服務品質對再購意願具有正向的影響關

係。 
成立 

H4：品牌形象對服務品質與再購意願具有干擾

效果。 
成立 

資料來源:本研究彙整。 

5.2 管理意涵 

(一)提高路易莎咖啡的品牌形象，能增加消費者對其的再購意願： 

路易莎咖啡業者經營之品牌，讓消費者對於路易莎咖啡持有良好印象，此對建立企業品

牌知名度有助益，故能提升消費者再購買意願。 
(二)提高路易莎咖啡的服務品質，能增加消費者對其的再購意願：  

從本研究統計所獲數據的解釋力顯示，路易莎咖啡的服務品質雖然會影響消費者的再

購意願，然業者應加強服務人員的教育，使得在面對消費者尋求幫助時能展現專業與耐

心的態度，讓消費者感到安心，以增加消費者再購意願；以及強化咖啡店家內部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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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適感，藉由完善之服務來提升消費者的再購意願。路易莎咖啡只要能增強服務人員的

教育訓練，強化服務品質，建立企業良好的口碑與形象，即可強化路易莎咖啡消費者之

再購意願。 

5.3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針對服務品質對品牌形象單向的影響關係以及品牌形象對服務品質與再購意

願具有干擾效果做研究，後續研究建議可反向研究品牌形象對服務品質的影響關係、服務

品質對品牌形象與再購意願具有干擾效果，進而提升消費者的再次購買意願。建議未來有

興趣的研究學者，可以針對其他產業類型，並運用隨機抽樣的方式，增加其樣本結構，了

解不同產業異同之處，使其研究更具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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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志願役士官在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之影響，針對現役士官之基本資料、

運動休閒涉入、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等四個量表。 

採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方式取得數據，回收 304 份有效問卷，以 SPSS 軟體實施資料統計分析；區

分描述性分析等研究方法，用來驗證本研究建立之各項假設。 

驗證結果：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

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知覺組織支持對運動休閒涉入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中介效果；不

同職業軍人屬性對運動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與建議將提供給部隊基層單位之各級主官作為往後

部隊管理之參考依據。 

關鍵詞：志願役士官、運動休閒涉入、工作投入、知覺組織支持 

 

ㄧ、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軍志願役人力逐步成長，為強化整體戰力，推動運動員戰士，同時強化所屬素質亦

為首要任務。各級在留優汰劣的要求下，對於人員考核及篩選時，將人事晉升、進修班隊

派訓人員審查、考績評列等，均將體能成績納為參考之一，可見其重要性，而如何培養國

軍人員提升運動休閒涉入則為領導幹部所需了解之議題。 

透過社團活動推廣、體能競賽及驗證，加上各級要求落實體能活動，排除不必要之會

議、勤務，提倡愛運動的氛圍，是以提升所屬對運動休閒涉入之行為，此為本研究動機之

一。提倡單位間輪調，避免官兵久任一職，並在職涯輔導規劃上能提供官兵更多的栽培及

重視，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二。各項機制均以官兵權益為出發點，塑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擺

脫以往惡質領導、演戲作假的環境，有效率執行各項任務，係以提升官兵對於工作的投入

程度，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三。然而對於「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

入」此三項變數關聯性之研究，仍尚未有學者將其做整體性的研究，故本研究將此三項變

數，用以對志願役士官來做相關研究，此為動機之四。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了解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投入間影響

的關係，分述如下： 

1.2.1 探討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是否對知覺組織支持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1.2.2探討國軍志願役士官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是否有顯著正向影響。 

1.2.3 探討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是否有顯著正向影響。 

1.2.4探討國軍志願役士官知覺組織支持對運動休閒涉入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1.2.5探討不同職業軍人屬性對運動休閒涉入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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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志願役士官定義 

現階士官依新制制度，任用時間因入取管道及續約條款區分不同任用期限，一般區分為常備

士官、預備士官(簽約制)，任用制度於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一月一日起實施之新制軍職人員退撫制

度，志願役士官在部隊從事領導職及幕僚職職務，上承軍官領導指揮、下至士兵管理訓練。於基

層聯兵旅、地區指揮部、軍團、學校(兵監)、高司單位(國防部、司令部)等，階級按編缺由下士、

中士、上士至士官長，透過相關晉升管道，逐步晉任，最長服(除)役年齡可至58歲，全軍士官均期

許能戮力自身專業，傳承部隊文化以為單位之骨幹，協助軍官完成團隊任務，帶領士兵成長，成

為軍官及士兵中的橋梁。 

2.2運動休閒涉入定義 
休閒為個人可自由支配的時間、空間狀況下，所選擇的項目及行為，而這項運動休閒

活動是在自己的安排下進行有興趣的活動，在運動後會得當相當程度上的放鬆、愉悅，而

對於項目的選擇可能受到工作環境、社交、健康、個人成就等因素影響。 

運動休閒涉入即是將涉入的對象主要在運動休閒項目上，對運動休閒覺得「有趣」、

「重要」，進而願意投資金錢、時間、精力等成本，故在特定時間(賽季、課程、人生階段)、

地點(項目風氣較盛的地區)、人事(相處的人)等因素，均會成選擇上有所不同。 

2.3知覺組織支持定義 
組織成員會形成一種組織，組織自然形成一種信念，衡量組織重視程員貢獻及關懷組

織成員福祉的程度，關於組織是否重視他們的貢獻，並且關心他們的福利，此信念即稱為

「知覺組織支持」(Eisenberger,Huntingon,&Sowa,1986)。本研究採用林聖慧(2019)及林靜妤

(2018)之知覺組織支持定義，組織成員對於知覺組織支持的感受或信念的形成，在於透過心

理上的需求、預期、交換及互惠的過程中。組織成員的知覺組織支持概念在於組織是否重

視或善待他，係代表員工主觀的認知，當組織成員感受到組織重視組織成員與關心他們的

程度時，會產生一種回報組織的歸因過程。基於互惠的原則下，組織成員感受到組織的幫

忙時，認為自己有義務協助組織達到目標，所屬組織成員們所發展出的整體信念影響其對

組織的行為，用以衡量組織重視組織成員的貢獻及關懷組織成員福祉的程度。 

2.4工作投入定義 
工作投入起源美軍一次大戰時的「士氣調查」，涵蓋多項主題評估，其中軍隊最重視的

在於戰鬥意願。如果要了解一個人工作投入，個人的主觀認同、在乎、關心他的工作，同

時認為工作投入是指個人在其工作上主動參與，以使其個人的尊嚴、自主、自尊心等需求

獲得滿足(謝宗琪，2014)。根據研究歸納得知，個人在團隊當中的工作投入，受到自我尊嚴

的影響程度甚大，若打從心理認同於工作，則視其工作績效的程度亦相對提升，以利樹立

自我價值，表示工作投入是個人對於工作的態度，投入的方式及價值包含時間、金錢、專

注程度，而工作投入與工作滿意度在各項研究中均有諸多相關，其中多以責任心、團隊向

心、幸福感、認同感、使命感等上述屬於內在的影響；而工作投入亦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

如組織目標、團隊領導統御等。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確立研究問題、對象及限制，透過文獻的探討，

找到合適的研究方法，逐步完成研究架構圖。本研究的架構圖在探討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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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休閒涉入對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之關聯性，其研究架構模式，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架構圖 

3.1研究假設 
本節依據上一節研究目的，並根據研究架構，以運動休閒涉入為自變項，知覺組織支持為中介

變項及工作投入為依變項，提出以下研究假設，區分如下。 

H1：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H2：國軍志願役士官之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 

H3：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 

H4：國軍志願役士官知覺組織支持對運動休閒涉入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中介效果。 

H5：不同職業軍人屬性對運動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3.2研究對象與樣本蒐集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以新竹地區陸軍單位志願役士官為研究對象，經由問卷調查以瞭解國軍志

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關聯性之研究。因研究對象單位屬性及任務性

質不同，為使樣本取樣能更確實反映單位之特性，本研究依各基層單位採隨機方式進行抽樣，透過

研究者的附近單位實施問卷發放。本次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的研究，依據所有受測者的屬性，

可能受到填答者之個人因素，影響填答的結果，若要類推到其他地區、軍種將可能有不同的結論，

在抽樣方面，採用非隨機方式進行配額抽樣，本次問卷將以GOOGLE表單的方式為主，採不計名方

式填答，並針對填答結果進行比對與分析。 

3.3問卷設計 
本次研究以問卷為研究調查工具，問卷的內容區分為四大部分，本研究將以研究問卷

的內容、作答及相關評量分數方式、項目分析、信度與效度分析來做相關探討及研究分析，

四大部分區分為(一)背景變項(二)運動休閒涉入量表(三)知覺組織支持量表(四)工作投入量

表。 

個人基本資料本研就擬定相關背景變項區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官科、階級、職

務、婚姻狀況及身體健康狀況等 9 項。 

3.3.1運動休閒涉入量表 

本研究參考台北市立大學體育學系陳顯宗教授修訂李孟佺(2017)及彭來騏(2018)編制

之「運動休閒涉入量表」，量表內將運動休閒涉入區分三個構面 1.吸引力 2.中心性 3.自我表

現，共計 15 題，採用李克特 5 尺度量表(Likert scale)，此量表區分為五個程度：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依照感受程度不同分別以 1 至 5 進行確認。Cronbach’α

為 0.967。 

3.3.2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148 

 

本研究參考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Eisenberger, Cummings, Armeli, & Lynch.(1997)，共有 8

題，採用李克特 5 尺度量表(Likert scale)，此量表區分為五個程度：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等，依照感受程度不同分別以 1 至 5 進行確認。Cronbach’α 為 0.958。 

3.3.3工作投入量表 

本次研究之工作投入量表採用 Kanungo 發展出此問卷，經過國內學者許煥崑整理及參

考沈哲生、黃素貞及孫淑芬三位學者所編製的量表，進行修正訂定而成，本研究之研究者

參考並依據部隊現行狀況，整合相關學者之意見後實施修正，共計 9 題，採用李克特 5 尺

度量表(Likert scale)，此量表區分為五個程度：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

意等，依照感受程度不同分別以 1 至 5 進行確認。Cronbach’α 為 0.940。 

 

四、研究結果 
本章節將運動休閒涉入與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關聯性之探討，依據本單位志願役

士官所填寫之有效問卷量表，加以統計分析，以驗證各研究之假設是否成立。本章節區分

為七節，第一節為研究對象基本資料描述性分析，第二節為信度分析，第三節為效度分析，

第四節為皮爾森相關分析，第五節為迴歸分析，第六節中介效果驗證為，第七節為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 

4.1基本資料描述性分析 
本節以國軍志願役士官為受訪者，回收 304 分問卷，依次數分配表與百分比描述樣本根

據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分配情形，參考受訪者的性別等基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為男性較多，

年齡層以 21-30 歲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專)畢(肄)業學歷人數最多，年資以 6-10 年較多，

官科以戰鬥官科相較於非戰鬥官科多，階級以下士階為多數，職務以領導職相較於幕僚職

多，婚姻狀況以未婚最多，痼疾部分以無痼疾為多數。 

4.2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值來分析依據運動休閒涉入、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等三項

變數之相關構面所設計出之問卷，根據測量值檢視其可信度，是否具有一致性、穩定性及

標準是否符合。測量結果，運動休閒涉入各構面信度值在 0.716-0.975 間，總信度為 0.967；

知覺組織支持信度值為 0.958；工作投入信度值為 0.940，各研究構面之信度 Cronbach’s α

值均大於 0.5，各變數之 Cronbach’s α 值亦大於 0.7 在信度水準之上，本問卷量表為實分可

信。本研究效度分析以因素分析法做量表驗證，Kaiser(1974)提出 Kaiser-Meyer-Olkin(KMO

值)取樣適切性檢定及 Batlett 球形檢定，其目的在確定研究資料是否適合做因素分析，當

KMO 值愈高時，則表示任意兩項變數之間的關係數愈低，此時進行因素分析來萃取共同因

素的效果愈好，研究時所採用的 KMO 值以 0.7 以上為較佳，若 KMO 值低於 0.5 時，則不

適合做因素分析，同時 Batlett 球形檢定需達顯著。本研究各構面的 KMO 值介於

0.8<KMO<0.9 之間，p 值= =0.000＜0.01，達到顯著水準，故適合進行各構面因素分析。本

研究之問卷量表題項，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均大於 0.5，故無需刪除的題項。 

4.3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節以皮爾森相關分析針對運動休閒涉入、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等三個研究變數

進行分析，使其在進入假設驗證前能觀察研究變數之間關聯性的強度，如表 1 所示。 

4.3.1「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投入」兩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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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強度 0.645**，高度相關，p 值為 0.000(p＜0.01)。結果：知覺組織支持程度

越高，其工作投入程度即愈高度相關。 

4.3.2「知覺組織支持」與「運動休閒涉入」兩變數： 

正相關，強度 0.514**，中度相關，p 值為 0.000(p＜0.01)。結果：知覺組織支持程度

越高，其運動休閒涉入程度則愈高。 

4.3.3「工作投入」與「運動休閒涉入」兩變數： 

正相關，強度 0.636**，高度相關，p 值為 0.000(p＜0.01)。結果：工作投入程度越高，

其運動休閒涉入程度即愈高度相關。 

表 1 各變數之相關分析表 

相關性 

變數 知覺組織支持 工作投入 運動休閒涉入 

知覺組織支持 1 .645** .514** 

工作投入 .645** 1 .636** 

運動休閒涉入 .514** .636** 1 

*p<0.05 ；**p<0.01 ；***p<0.001。 

4.3.4 各構面相關係數 

由表 4-15 各變數之相關分析數據所示，各構面相互實施分析，p 值為 0.000(p＜0.01)，

達 顯著水準，各構面間皆全部呈現顯著相關，其中相關係數評定最小值為 0.444(吸引力、

知覺組織支持)、最大值為 0.887(吸引力、中心性)，均呈顯著正相關性，如表 2 所示。 

表 2 各變數之相關分析表 

相關性 

構面 吸引力 中心性 自我表現 知覺組織支持 工作投入 

吸引力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性 

1 .887** .736** .444** .573** 

中心性 .887** 1 .854** .498** .606** 

自我表現 .736** .854** 1 .502** .610** 

知覺組織支持 .444** .498** .502** 1 .645** 

工作投入 .573** .606** .610** .645** 1 

"**"表示顯著水準≤0.05 

4.4迴歸分析 
以階層迴歸分析來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以個人背景變項做為控制變數，分別以運動休

閒涉入、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等三個變項進行分析與討論。 

4.4.1 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之迴歸分析 

驗證假設ㄧ：分析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之影響，將運動休閒涉入設定為自變

數，知覺組織支持設定為依變數，在模型ㄧ中，以個人背景變項性別等做為控制變項，另

於模型二中納入運動涉入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檢視其影響程度。 

經 SPSS 的階層迴歸分析數據顯示，模型二模型的解釋變異量 54.4%，與模型ㄧ的 28.6%

增加了 25.8%的解釋變異量。由統計結果可知運動休閒涉入與知覺組織支持有正向關係

(β=.479, p<.001)，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一成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之迴歸分析 

 模型ㄧ 模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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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變數 

性別 0.042 0.041 

年齡 0.018 -0.022 

教育程度 -0.010 -0.015 

年資(自服役起) -0.211* -0.142 

官科 -0.111 -0.062 

階級 0.271*** 0.216** 

職務 -0.059 0.012 

婚姻狀況 -0.029 -0.024 

身體健康狀況，是否有痼疾(可複

選) 
-0.105 -0.055 

自變數 運動休閒涉入  0.479*** 

R2 0.082 0.296 

△R2  0.272 

F 2.914** 12.298*** 

F-Change  88.920*** 

*p<.05；**p<.01；***p<.001 

4.4.2 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之迴歸分析 

驗證假設二：分析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之影響，將知覺組織支持設定為自變數，

工作投入設定為依變數，在模型ㄧ中，以個人背景變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自

服役起)、官科、階級、職務、婚姻狀況、身體健康狀況(是否有痼疾)等做為控制變項，另於

模型二中納入工作投入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檢視其影響程度。 

經 SPSS 的階層迴歸分析數據顯示，模型二模型的解釋變異量 46.5%，與模型ㄧ的 6.7%

增加了 39.8%的解釋變異量。由統計結果可知運動休閒涉入與知覺組織支持有正向關係

(β=.635, p<.001)，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二成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之迴歸分析 

 模型ㄧ 模型二 

控制變數 

性別 -0.051 -0.078 

年齡 0.043 0.032 

教育程度 0.006 0.012 

年資(自服役起) -0.100 0.034 

官科 0.048 0.118** 

階級 0.174* 0.002 

職務 -0.183** -0.145** 

婚姻狀況 -0.108 -0.090 

身體健康狀況，是否有痼疾(可複

選) 

-0.117* -0.050 

自變數 知覺組織支持  0.635*** 

R2 0.095 0.465 

△R2  0.447 

F 3.414** 25.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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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hange  203.192*** 

*p<.05；**p<.01；***p<.001 

4.4.3 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之迴歸分析 

驗證假設三：分析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之影響，將運動休閒涉入設定為自變數，

工作投入設定為依變數，在模型ㄧ中，以個人背景變項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年資(自

服役起)、官科、階級、職務、婚姻狀況、身體健康狀況(是否有痼疾)等做為控制變項，另於

模型二中納入工作投入變項進行迴歸分析，以檢視其影響程度。 

經 SPSS 的階層迴歸分析數據顯示，模型二模型的解釋變異量 67.2%，與模型ㄧ的 30.8%

增加了 39.8%的解釋變異量。由統計結果可知運動休閒涉入與知覺組織支持有正向關係

(β=.619, p<.001)，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三成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之迴歸分析 

 模型ㄧ 模型二 

控制變數 

性別 -0.051 -0.053 

年齡 0.043 -0.008 

教育程度 0.006 -0.001 

年資(自服役起) -0.100 -0.011 

官科 0.048 0.111* 

階級 0.174* 0.104 

職務 -0.183** -0.092 

婚姻狀況 -0.108 -0.101* 

身體健康狀況，是否有痼疾(可複

選) 

-0.117* -0.053 

自變數 運動休閒涉入  0.619*** 

R2 0.095 0.451 

△R2  0.433 

F 3.414** 24.094*** 

F-Change  190.411*** 

*p<.05；**p<.01；***p<.001 

4.5中介效果驗證 
知覺組織支持在運動休閒涉入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部分中介效果，本研究之假設

H4：國軍志願役士官知覺組織支持對運動休閒涉入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中介效果，假設

成立，如圖 2 所示。其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6 所示：另根據表 6 所示其階層迴歸分析結果顯

示 

 

 

 

 

 

 

 

 

 

圖 2 工作投入之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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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工作投入之中介效果迴歸分析 

 模型ㄧ 模型二 模型三 

控制變數 

性別 -0.051 -0.053 -0.070 

年齡 0.043 -0.008 0.001 

教育程度 0.006 -0.001 0.006 

年資(自服役起) -0.100 -0.011 0.051 

官科 0.048 0.111* 0.138** 

階級 0.174* 0.104 0.009 

職務 -0.183** -0.092 -0.097* 

婚姻狀況 -0.108 -0.101* -0.091* 

身體健康狀況，是否有痼疾(可複

選) 

-0.117* -0.053 -0.029 

自變數 
運動休閒涉入  0.619*** 0.410*** 

知覺組織支持   0.436*** 

R2 0.095 0.451 0.585 

△R2  0.433 0.570 

F 3.414** 24.094*** 37.473*** 

F-Change  190.411*** 94.434*** 

*p<.05；**p<.01；***p<.001 

 

五、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依據樣本資料統計分析結果，研究假設 H1 成立，研究假設 H2 成立，研究假設 H3

成立，研究假設 H4 成立並且具備部分中介效果，研究假設 H5 成立，如表 7 所示。 

表 7 研究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分析結果 

H1：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2：國軍志願役士官之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3：國軍志願役士官之運動休閒涉入對工作投入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H4：國軍志願役士官之知覺組織支持對運動休閒涉入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

中介效果。 

成立 

(部分中

介) 

H5：不同職業軍人屬性對運動休閒涉入具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5.2管理意涵 
透過第肆章之分析結果，本研究對運動休閒涉入、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等變項之

議題進行研究討論，根據問卷量表實施分析及調查，以提出相關的管理意涵。 

5.2.1 運動休閒涉入管理意涵 

本研究對於志願役士官運動休閒涉入部分，得知志願役的部隊重視自身體能狀況下，

若能有效提升自我在運動休閒涉入的程度，則對自身在軍旅生涯的年度測驗及基地測驗均

有益處。在培育幹部、提升團隊運動風氣的同時，領導者需掌握單位性質，先期了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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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習慣，對自身有何幫助，使其發自內心參與訓練，進而努力自我要求，達到建立單位

運動休線涉入風氣之觀念。 

在訓練時，志願役士官應了解個人或是建制單位人員身體素質，針對個人狀況採循序

漸進的方式實施訓練，透過科學的方式分析人員，在各階段性適合從事何項運動，如強化

核心肌群、心肺耐力、爆發力等，在正確的運動觀念下養成運動習慣、建立運動風氣，以

利單位運動休閒涉入程度之提升。 

5.2.2 知覺組織支持管理意涵 

知覺組織支持係在塑造單位的共同目標，單位因各級幹部及弟兄的存在而組成一個組

織，並在上級指揮官的企圖及組織的共同目標，自然形成一種信念，而組織成員對於這個

共同的目標關心的程度即為知覺組織支持的程度。 

部隊的管理需以年度重大演訓為長期目標，不論ㄧ年或是兩年，均足以改變單位的風

氣，由領導者建立目標後，組織成員自然追隨著目標發展，在此信念的引領下組織成員藉

由對團隊工作的努力及忠誠度表現，得以交換薪餉、獎狀(點)及福利，此為建立組織成員

在心理層面認為在組織中獲得肯定、表揚及晉升機會，相對的會更願意表現出有利於組織

的行為做為交換，在成就制度及榮譽制度的管理下，提升單位向心力則為提升組織成員的

知覺組織支持程度。 

5.2.3 工作投入管理意涵 

工作投入是工作角色的心理狀態，若志願役士官能透過對於工作的融入，進而產生對

團隊的情感連結，願意投入精力與熱情，勢必對於團隊各項工作的遂行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然高度工作投入的幹部對於自身及組織的任務勢必會有相當程度的認同及負責。 

部隊的人力管理上士官幹部相較於軍官，在職務的歷練上更強調技術層面的專業性，

故提升志願役士官對自我工做上的認同且以專注及主動的態度面對工作，對於單位、事務

均有高度的認同，且在自我的高評價下獲得工作樂趣，從中獲得滿意及成就感，方能樹立

自我價值。工作投入亦是個人對於工作的態度，投入的方式及價值包含時間、金錢、專注

程度，而內在的影響其中多以責任心、團隊向心、幸福感、認同感、使命感等；而工作投

入亦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如組織目標、團隊領導統御等。 

5.3改善建議 
本研究是以志願役士官為研究對象，希冀本研究結果能提供國軍各基層連隊之連、

排、班級幹部有所啟發，可根據本研究之研究設計、研究結果等，提出對於所屬單位未來

欲強化官兵之運動休閒涉入對知覺組織支持及工作投入相關程度之提升辦法及精進作為，

以利後續研究予以建議。 

5.3.1 研究對象擴大 

現國軍推行志願役兵役制度，故對於志願役部隊的要求也逐年提升，因此本研究建議

志願役士官幹部提升運動休閒涉入程度，以利單位知覺組織支持程度及工作投入程度之提

升。惟本次研究僅以士官幹部為研究對象，且多以新竹地區之士官幹部為研究對象，若能

將軍官幹部及士兵或其他地區的志願役士官做相對比較，或可使相關研究更加豐富且完

整。 

5.3.2 變數及構面探討 

本研究所探討之變項為運動休閒涉入、知覺組織支持及運動休閒涉入，在文獻探討的

部分僅兩變項間有相關研究文獻可查，尚未有三變數間的紋現可做比對，另在構面的部

分，本次研究所引用之問卷設計，仍有許多變項及構面可與之討論與研究，故建議後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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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可以更深入、更多元化的探討不同構面及變項。 

5.3.3培育官兵長留久用及留優汰劣 

根據本研究調查分析可知，受測者在下部隊的第一年對工作初衷較為熱忱，然單位人員在服

役約1-5年間，在役期合同的影響下，多半以4年至6年間為人員離退高峰階段，然達到6年以上

後，知覺組織支持的平均數逐步提升，顯現若需培育官兵使之能長留久用且達到留優汰劣之成

效，應著重在如何鞏固服役1-5年間之人員在，使官兵願意在部隊常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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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公部門的清潔隊員為研究對象，利用問卷調查收集資料，探討清潔隊員情緒

勞務(深層演出及表層演出)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並檢驗直屬主管的真誠領導

在上述關係中的角色。結果顯示，清潔隊員之深層演出、表層演出皆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

行為具顯著正向關係，但真誠領導對深層演出、表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

調節作用關係未獲支持。最後，提出管理實務建議，作為清潔服務工作管理參考。 

關鍵詞：情緒勞務、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真誠領導 

一、緒論 

1.2 研究背景與動機 

清潔隊員是衛生防疫的第一線守護員，也是消費經濟的重要齒輪。紐約大學教授 Nagle

花了 10 年跟各層級的清潔隊員工作，用親身經歷撰述：因清潔隊員的存在，讓人們享受用

完就丟的物質文化。隨著民眾對環保服務要求與意識日益高漲，清潔隊因民眾委託之業務

量也逐年上升，民眾滿意度是各國提升公共服務品質的首要關鍵，垃圾排出是每位民眾生

活中最習以為常的行為；清潔隊負責清運垃圾、資源回收物、廚餘、溝泥及巨大廢棄物、

災害廢棄物等，可謂是城市中的清道夫，維持著整座城市的潔淨，也讓民眾得以持續享受

著消費經濟行為。如何樹立良好的勞資雙嬴關係，促進清潔人員提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

為，讓民眾感受到主動、積極及友善的服務，是本文探討重點。 

廖貞雅在 2013 年探討公部門清潔隊員工作特質，研究發現清潔隊員工作環境處於開放

式空間，且工作的進行主要是受到時間壓力的限制，因此清潔隊員執行工作所需之技術特

質與所產生的勞動經驗，和傳統上在工廠工作的工人所處的工作環境，及以提高生產產品

數量為目的的勞動有所不同；王鶴純(2016)的研究顯示，清潔隊員的工作動機中，安定需求

最高，穩定的收入對清潔隊員而言是優先條件；主管對清潔人員的工作壓力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 

清潔隊員職務屬為大眾服務助人的工作性質，與民眾有高度的接觸，為了滿足民眾的

不同需求，工作中除須積極、熱忱、有禮貌的提供優質服務外，還必須適時合宜地調整自

己的情緒，以符合組織的要求，因此必須隱藏內心真正的情緒並展現出合宜的情緒，這些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4qCm2/search?q=auc=%22%E7%8E%8B%E9%B6%B4%E7%B4%9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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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合宜情緒所付出的努力便是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的概念(Hochschild, 1983)。 

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被視為是提升服務品質與民眾滿意度的重要因素(Tang & Tang, 

2012)。執行服務傳遞的過程中，第一線服務人員與民眾的互動頻繁，二者關係極為密切

(Bowen & Schneider, 1985)，加上民眾的需求屬於不可預期性，所以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

是指針對與民眾接觸的第一線服務人員，在提供服務時所展現出的行為態度，它象徵該組

織對民眾的重視程度，讓民眾對組織的服務績效評價會有所助益。 

當主管展現真誠領導時，可營造正向及和諧的職場氛圍，提高部屬正向情緒，降低員

工因工作壓力而產生之情緒耗竭。在社會環境的運作過程裡，領導者常常扮演著關鍵性的

角色，因領導者的言行不只影響到員工的工作態度及行為，更關乎著工作目標達成與否及

組織效能的優劣(Steers & Black, 1994; Wagner & Hollenbeck, 2005)。Walumbwa et al.(2008)在

探討真誠領導影響員工行為的心理機制研究中指出，真誠領導會透過主管認同來間接影響

部屬的組織公民行為，組織公民行為是員工發自內心且自動自發的行為，無條件去協助完

成同事或主管的工作，這些行為並非組織的要求，卻能幫助組織提升績效(Organ, 1988)。 

本研究以公部門清潔隊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其情緒勞務(深層演出及表層演出)對服務

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並檢驗主管真誠領導行為的調節效果。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清潔人員情緒勞務(深層演出、表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 

(2) 分析主管真誠領導是否在清潔人員情緒勞務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果。 

(3) 研究結果提供公部門清潔人員晉用及教育、訓練管理方向之參考。 

二、文獻探討 

2.1 情緒勞務 

情緒勞務(emotional labor)概念起源於 1983 年，Hochschild(1983)在著作《The Managed 

Heart》中提出「情緒商品化」的概念，主張情緒也是工作任務的一部分，認為工作者要讓

其顧客對象滿意，必須偽裝自己的情緒，展現出合宜的表情。Hochschild(1983)認為與顧客

高度接觸之工作者，在組織的規範和薪資報酬的控制下，能夠展現出合宜的臉部表情與肢

體動作的情緒管理。 

民眾對機關組織認知的服務品質，經常是來自於與服務人員間的互動關係。Ashforth 

and Humphrey(1993)認為情緒勞務是員工在與顧客接觸時，為符合公司期望所展現適宜的情

緒。Grandey(2000)認為情緒勞務是為了組織目標，所做的調整感受和表達情緒之過程。因

此，情緒勞務是用來調節和顧客間的關係，以提升顧客滿意度為目標。Zapf(2002)則提出情

緒勞務是個人根據組織制定的情緒行為管理目標所進行的情緒調整行為。 

而 Diefendorff and Richard(2003)所指的情緒勞務是指員工應該遵守情緒表達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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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上適當的情緒展現，也就是說員工雖然有負面的情緒感受，仍然要表現出正面的情

緒並壓抑負面的情緒，以展現出親切友善的態度與促進顧客(民眾)的贊許。Basim, Begenirbas 

and Yalcin(2013)則將情緒勞務主要定義為情緒調節，也就是在工作中適當之情緒表達，是

組織成功的關鍵。換言之，員工在工作中進行適當之情緒調節與情緒表達，即為情緒勞務。

Lu and Guy(2014)認為的情緒勞務，是一個人對自己在工作中的情緒管理，以及個人在服務

公眾時所表現的情緒狀態(陳昭玲，2015)。 

2.2 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 

Katz(1964)認為組織若想維持有效的運作，組織成員必須表現出三種主要行為：(1)須參

與且留任於組織中；(2)須達成組織工作規範中所要求的績效水準；(3)須主動執行超越工作

角色規範所要求的自發性行為。前二種行為屬於正式角色內行為，第三種則屬於自發性角

色外行為，Smith et al.(1983)將此角色外的所有行為稱為「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簡稱為 OCB)」。 

Organ(1988)將組織公民行為定義為：「工作者依照個人自由意志，表現出對組織整體運

作及增進績效等有益的各種行為，但此行為未被包含在正常報酬體系或工作所規範，也無

獎勵制度約定，但這些行為對組織是有利益的」。根據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闡述，當員工認知並感受到組織對其貢獻與福利重視時，則有可能會產生協助組織達成目

標的義務感(Eisenberger, Huntington, Hutchision & Sowa, 1986)。第一線員工進行服務時即對

外代表組織，他的表現可以決定消費者(民眾)對組織的觀感，組織公民行為之基礎建立於員

工在組織中扮演的角色，藉由組織管理措施讓員工對組織有正向知覺與感受，可使員工表

現積極正向的公民行為(李俊賢、黃芳銘與鍾莉容，2010)。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是指與

民眾接觸之第一線服務人員於提供服務時所展現的熱誠、盡責等態度與行為，以滿足不同

民眾所需的組織公民行為(邱雅暖，2017)。 

長期以來，隨著組織公民的行為的研究歷程發展，組織公民行為的形式會因不同的組

織型態或研究對象而有所差別。故在實務應用上，已逐漸發展出特定類型的組織公民行為，

例如：服務導向、創新導向……等，其中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即是針對以服務性質為

核心需求延伸的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所謂服務導向，Hogan, Hogan and Busch(1984)指出，乃指員工內心抱持著熱誠、由衷表現

禮貌的態度，真心想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以滿足所需，同時也是員工能力、態度、學習意

願和動機的結合，在第一線為民服務任務中，員工服務導向的高低程度強烈影響與民眾的

互動品質，因此服務業向來重視服務導向員工的培養以及組織文化的建立，而現今的公部

門更愈加重視服務品質的精進提升。 

2.3 真誠領導 

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2005)曾說：領導的關鍵是誠實、正直、信任，正向的領導關鍵首

重「真誠」。真誠領導最早係由組織行為學家 Luthans and Avolio 回顧領導學、道德倫理學、

正向心理學以及正向組織學等領域的研究資料後，在 2003 年提出真誠領導理論(Avolio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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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4; Luthans & Avolio, 2003)，定義為「組織中的真誠領導是由正向心理資本(包含自信、

樂觀、希望和回復力)與已高度發展的組織環境互動中所發生的過程，使得領導者與相關利

害關係人能有自我意識與自律的積極行為，並朝向更正向的自我去發展」。 

張敬文(2017)的研究指出，真誠領導是一種強調領導者並非完全成就自己，而是要成就

部屬，透過正向心理資本與正向道德氣候的領導過程，除了會促進部屬有更自律的積極行

為、更高的自我意識外，也會激勵其與組織共同的正向發展，積極為所有利害關係人創造

價值。據此，主管應抛棄過往的集權領導，以誠實、正直與自律的心態對待部屬，建立良

好的互信基礎，促進願意共同與組織正向的自我成長(黃薰儀，2013；Walumbwa et al., 2010; 

Yammarino et al., 2008) 

在領導領域的研究中，已證實領導者的言行對於部屬的工作態度與行為有顯著影響。

Wang et al.(2014)的研究發現真誠領導與領導成員交換關係有顯著正向關係，因此認為真誠

領導者會透過良好的領導成員交換關係，為部屬樹立榜樣，在部屬面前展現自我覺知與自

我規範的過程，影響部屬也會規範自己的行為，展現真誠性，以達到跟領導者一致的目標。

陳彥君與沈其泰(2015)的實證研究則以警察人員為樣本，探討真誠領導與部屬服務品質的

關係，研究結果支持真誠領導與服務品質正相關。 

2.4 情緒勞務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 

Ashforth and Humphrey(1993)認為情緒勞務的提供是個人與社會之間的一種協調。當員

工的情緒與人真實情感產生差距與衝突，不僅影響整體工作表現、機關作業績效，甚至影

響到服務品質與民眾滿意度(Hochschild, 1983)。楊豐華與張喻華在 2008 年針對金融保險業

的研究結果指出，情緒勞務之深層演出能增加組織效能的角色外行為，並增加員工服務品

質(Grandey et al., 2005)，也會提高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張純菁(2012)研究指出，

情緒勞務的深層演出對服務導向組公民行為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陳淑淳(2013)研究分

析結果，員工對表層演出認同程度越低時，展現出組織公民行為程度就越高；當員工對於

深層演出及自然表達情緒的認知程度越高時，對於組織公民行為的認同程度也相對越高。

由此可知員工因個人及組織影響，造成情緒反應而影響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故本研究

假設： 

H1：情緒勞務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關係。 

H1-1：深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1-2：表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具有顯著負向關係。 

2.5 真誠領導在情緒勞務與創新行為間的調節關係 

Avolio(2004)指出，真誠領導能通過員工對於領導者的信任感影響到員工的態度與行為，

透過領導者展現真誠領導的方式，進而強化領導者與部屬彼此坦誠的程度，有助於提高部

屬願意直率地提出想法與意見，並能影響部屬的社會認同感。王雅婷於 2018 年研究結果證

實，在醫療機構中，主管越展現真誠領導，其部屬之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越明顯，當主

管展現高度自我瞭解、與部屬之間關係透明、運用內化的道德觀行事、面對事件時會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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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後做決策時，部屬對於真誠領導感受越好，能提升員工主動參與工作規範以外，有利

於醫院聲譽、績效之事務。 

陳淑淳(2013)以台電公司員工為研究分析，結果獲得實證支持，真誠領導對組織公民行

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邱雅暖於 2017 年探討大學圖書館從業人員研究結果顯示，館員對

主管真誠領導的知覺程度會正向影響其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張敬文(2017)以高階管理

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為問卷施測對象，研究發現主管真誠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

影響。張志誠(2020)的研究證明，真誠領導在主管領導行為與信任感間有調節的效果存在，

當主管的領導行為加上高的真誠領導，能強化員工對於主管的信任感。因此本研究推論真

誠領導具有正向調節效果，故作出以下假設： 

H2：真誠領導在情緒勞務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間具有調節效果。 

H2-1：真誠領導在深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公民行為具有調節效果。 

H2-2：真誠領導在表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公民行為具有調節效果。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與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調查法，以公部門清潔隊員為研究對象與範圍，探討清潔隊員之

情緒勞務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影響情形，以及真誠領導可否調節情緒勞務和服務導向

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架構如圖 1。 

 
圖1 研究架構圖 

3.2 各變項之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3.2.1情緒勞務 

本研究採用 Hochschild(1983)提出情緒勞務之定義，「情緒勞務是個人盡力於自身情感

的管理，以便在公眾面前，創造出他人可見且符合情境之臉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包含著深

層演出與表層演出」。情緒勞務的二項構面，分別為(1)深層演出：「工作者依據組織的訓練，

調適內心的情緒感受，使其內在情緒感受與外顯情緒展現一致，由衷地讓自己的外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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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內心感覺達到平衡。」；(2)表層演出：「工作者隱藏內心的真實情緒感受，以偽裝的外

在情緒展現方式，也就是內在情緒感受與外顯情緒展現不一致，以迎合組織規範與要求的

情緒展現方式。」Grandey(2000)結合了 Hochschild(1983)的「表層演出」與「深層演出」的

概念，及心理學中的情緒調節理論(emotional regulation theory)，探討情緒勞動的現象。引用

鄔佩君(2002)翻譯 Grandey 所採用測量深層演出與表層演出之情緒勞務負荷量表，深層演出

5 題與表層演出 5 題，共 10 題。採用李克特氏六點尺度(1=非常不符合至 6=非常符合)。 

3.2.2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 

採用自 Bettencourt, Meuter and Gwinner(2001)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之定義，「服務導向組

織公民行為是組織公民行為的延伸，員工必須對組織服務品質及組織整體績效有益，是自

發性展現熱誠、盡責等態度與行為，以滿足民眾所需的組織公民行為」。其內涵包括：忠誠、

服務傳遞與參與。衡量採用 Bettencourt et al.(2001)所發展的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量表，

分為忠誠、服務傳遞與參與三個構面，共 15 題，採用李克特氏六點尺度。 

3.2.3真誠領導 

蔡進雄(2013)將真誠領導定義為：「領導者具有堅定的核心價值，且價值信念與外在行

為一致，同時能展現正直自律並樂於服務他人，以贏得成員的信任並促進組織成長與正向

發展。」真誠領導的主管能透過自我察覺、關係透明化、內化道德觀以及資訊平衡處理等

層面，培養部屬正向自我成長(Neider & Schriesheim, 2011)。本研究係以張敬文(2017)參考李

新民與朱芷萱(2012)、陳彥君與沈其泰(2015)、Leoryet al.(2015)等人，修訂自 Walumbwa et 

al.(2008)所編製的真誠領導 ALQ 量表為設計的理論基礎，ALQ 分為四個構面：自我察覺

(self-awaremess)、關係透明化 (relational transparency)、內化道德觀 (internalized moral 

perspective) 及資訊平衡處理(information balanced processing)，共計 16 題，採用李克特氏六

點尺度。 

四、資料分析與實證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對公部門清潔隊隊員為問卷發放對象，回收 247 份有效問卷。受訪者為男性 218

人，佔 88.3%，隊員 140 人，佔 56.7%比例最高，41 至 60 歲的比例居多，教育程度以高中

(職)居多，婚姻狀況以已婚者居多，在本機關工作年資以 10 年以上者居多，與目前主管共

事年資方面，以 2 至 3 年以下及 6 個月至 1 年以下者居多。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對情緒勞務、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及真誠領導等量表採用 Nunnally(1978)提出

之 Cronbach's Alpha 值進行檢定問卷信度(reliability)分析。量表各構面 Cronbach's Alpha 值

都大於 0.852，表示本問卷量表具有相當高之信度。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萃取之

因素特徵值均>1，且實際分析結果取樣適切性量數（KMO）皆大於 0.860，Bartlett 球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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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卡方分配的 P 值皆達顯著，總解釋變異量為 62.993%，表示本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因此本研究採用此三量表的衡量具有相當的效度。 

4.3 相關分析 

各研究變項採用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檢測兩兩連續變數之間與各構面關聯程度。 

 
 

4.4 迴歸分析與假設驗證 

以階層迴歸分析清潔隊員之情緒勞務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關係，以及真誠領導

的調節作用，結果如表 2。先將控制變項置入 M1，再將深層演出與表層演出置入 M2，M2

顯示深層演出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β=0.54，p<0.001)，假設 H1-1 獲得

支持；表層演出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β=0.30，p<0.001)，與原假設有顯

著負向影響不符，假設 H1-2 未獲得支持。M3 則顯示真誠領導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有

正向影響(β=0.26，p<0.001)。 

接著將自變項與調節變項標準化，並將兩者相乘後同時置入 M4 與 M5，發現深層演出

及表層演出與真誠領導的交互作用項對情緒勞動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間的關係並不會

產生調節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設 H2-1 及 H2-1 皆未獲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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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與結論 

本研究的假設部分得到實證資料如表 3，結果顯示，深層演出會正向影響服務導向組織

公民行為(β=0.54，p<0.001)，此結果與楊豐華與張喻華(2008)針對金融保險業的研究結果指

出，情緒勞務之深層演出能增加組織效能的角色外行為，並增加員工服務品質(Grandey et 

al., 2005)，也會提高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表現相符。即清潔隊員的情緒勞務深層演出

越高，其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就越明顯。擁有高深層演出情緒勞務的清潔隊員能調整面

對工作挑戰時的壓力反應，幫助組織團隊完成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的具體實現。 

表 2 中 M2 顯示表層演出會正向影響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β=0.30，p<0.001)，此結果

與假設 1-2 不相符，故 H1-2 不成立。但是，齊飛(2020)曾針對國際觀光旅館第一線員工進

行研究，發現表層演出對工作滿意、工作績效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此外，巫幸澐(2013)亦

發現客務部門第一線員工之情緒勞務對組織公民行為有正向的影響。因此，對於一些特定

的產業或是工作性質，表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確實存在正向的關係。究其可能

原因，本研究推論公部門之清潔隊員在在各項薪資福利制度較民間企業保障較高的條件下，

同時已習於遵守組織制約要求的服務禮儀，故即便內心係以表層演出之行為表現時，仍能

提升其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 

然主管真誠領導的調節角色在本研究分析中未獲支持，依分析結果(M4 與 M5)顯示，

真誠領導在深層演出、表層演出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間關係之調節效果均不具有顯著

影響關係。究其原因，清潔隊各外勤單位勤務分配，實際上是由隊員們推選單位內長期以

來已熟稔業務運作者，擔任該單位領班職務以協助主管進行任務分派，且平日領班與隊員

互動密切，故較能獲同僚間的信賴；而該單位負責管理清潔隊勤務之主管，屬公務員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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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因職務輪調或個人生涯歷練而異動頻繁，亦不及長期於該單位服務之領班能充分掌握轄

區內各項人、事、物的脈動關係，故對於在同單位服務年資較長的清潔隊員而言，較無法

與主管累積共事的體驗讓彼此更能互諒互助，而導致 H2 無法成立。 

 
  

5.2 管理意涵及實務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表層演出能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有別以往

多數的研究中表層演出對依變項表現係屬負向關係。因此，公部門清潔隊管理單位可積極

運用表層演出產生的正向效果，強化員工的禮儀應對訓練、教育課程中聘請專業講師增加

服務心理諮商課程，使第一線員工樂於展現面部表情傳達及關懹友善的肢體語言，為個人

服務績效加分，也為組織樹立良好機關形象。 

清潔隊員每日需面對未知對象及從事未知內容的服務工作，且身處在嫌惡的設施環境

中，在身心靈的調適上需要組織的強化支持，除提升工作環境的優化，並加強情緒管理訓

練課程，亦可適時提供獎勵措施，提振組織團隊的工作士氣，抱持以主動熱忱的心為民眾

解決生活中最基本卻也是最重要的事。 

而主管的真誠領導調節角色在本研究中未獲支持，建議應先強化主管的職務歷練及領

導管理之溝通技巧訓練，培養團隊合作的共存共榮表現。或在面臨公部門組織人力精簡政

策下，研議評估調整外勤隊主管人員有效運用於其他相關政策的制定與推動，並檢討培育

領班職能並賦予應共同為組織所盡的職權與責任。 

5.3 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由於時間、人力等因素限制，本研究僅以橫斷面研究分析變項間的關係，如此可能造

成侷限於該時期內的時間或事件因素，致受測者非客觀填答，且係以網路問卷藉由電子通

訊平台傳遞予各清潔隊之隊員，故無法得知受測者在理解或觀念上的認知差異，致在填答

時對問項有可能產生疑慮，可能對研究結果略有影響。 

另因國內尚鮮少針對公部門之清潔隊員於勤務運作時可能產生的變項間闗聯性分析，

建議未來可再擴增研究分析至各縣市同性質族群，以延伸了解可提升組織清潔服務運作效

能之方式。 



165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甲)期刊 

李新民與朱芷萱，2012，真誠領導的測量與相關後果變項初探，樹德科技大學學報，第14卷第1期，
頁341-366。 

陳彥君與沈其泰，2015，檢驗主管認同與權力距離傾向對於真誠領導與服務品質之關係的效果，人

力資源管理學報，第15卷第1期，頁1-25。 

蔡進雄，2013，真誠領導在教育領導的應用與評析，教育人力與專業發展，第30卷第2期，頁61-68

。 

   (乙)書藉 

羅蘋．奈格爾(Robin Nagle)，2017，垃圾天使：清潔隊裡的人類學家，高紫文(譯)，台北，左岸文化
。 

(丙)碩博士論文 

王雅婷，2018，醫療機構主管真誠領導對員工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 —以情緒耗竭為中介
變項，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王鶴純，2016，清潔隊員工作動機、工作壓力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以台南市為例，大葉大學環境
工程學系碩士論文。 

巫幸澐，2013，國際觀光旅館客務部門第一線員工情緒勞務、工作滿足與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研究
—以工作特性為干擾變項，天主教輔仁大學餐旅管理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李俊賢、黃芳銘、鍾莉容，2010，組織支持、組織認同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餐旅飯店服務人
員的實證。休閒事業研究，第8卷第2期，頁49-67。 

邱雅暖，2017，真誠領導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關係-跨層次中介模式，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
與諮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學位論文。 

張志誠，2020，領導行為、真誠領導、信任感與員工滿意度關係之研究，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管
理科學學程碩士論文。 

張純菁，2012，公立社教機構第一線服務人員知覺組織支持對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之影響—以情
緒勞務為中介變項，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人力資源發展系碩士論文。 

張敬文，2017，真誠領導、組織認同與組織公民行為關聯性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高階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碩士論文。 

陳昭玲，2015，情緒勞務、工作自主性與團隊凝聚力對服務導向公民行為之影響--以幸福感為中介
變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陳淑淳，2013，工作熱情、真誠領導及信任感對組織公民行影響之研究—以情緒勞務為調節變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黃薰儀，2013，真誠領導、組織公民行為與員工生產力的研究：以隱性心理資本為中介作用和團隊

成員交換關係為干擾變數，國立成功大學工程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楊豐華、張喻雯，2008，情緒勞務、工作滿意與服務導向組織公民行為關係之研究─以金融保險業
為例，論文發表於私立真理大學管理與創新研討，新北市。 

鄔佩君，2002，第一線服務人員之情緒勞務的影響因素與其結果之關係：以銀行行員為例，國立政
治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廖貞雅，2013，初探公部門清潔隊員工作特質與勞動過程的性別差異，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齊飛，2020，國際觀光旅館一線員工之情緒勞務、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之相關研究—以心理資本
為干擾變項，天主教輔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900167
http://readopac2.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6900167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7%BE%85%E8%98%8B%EF%BC%8E%E5%A5%88%E6%A0%BC%E7%88%BE/adv_author/1/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Robin+Nagle/adv_author/1/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x4qCm2/search?q=auc=%22%E7%8E%8B%E9%B6%B4%E7%B4%94%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1NCKU5031045%22.&searchmode=basic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nclcdr&s=id=%22101NCKU5031045%22.&searchmode=basic


166 

 

英文部分： 

Ashforth, B. E., and Humphrey, R.H. 1993. Emotional labor in service role: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1): 88-115. 

Avolio, B., Gardner, W., Walumbwa, F., Luthans, F., and May, D. 2004. Unlocking the mask: A look 

at the process by which authentic leaders impact follower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Basim, H. N., Begenirbas, M., and; Yalçin, R. C. 2013. Effects of teacher personalities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labor. Educational Sciences: Theory and Practice, 

13(3): 1488-1496. 

Bettencourt, L. A., M. L. Meuter and K. P. Gwinner 2001, “A comparison of attitude,personality 

and knowledge predictors of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6, 29-41. 

Bowen, D. E., and; Schneider, B. 1985. Boundary-spanning-role employees and the service 

encounter: Some guidelines for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In J. A. Czepiel, M. R. Solomon, and; 

C. Surprenant (Eds.), The service encounter, 127-147. Lexington, MA: Heath. 

Diefendorff , J. M., and Richard, E. M. 2003.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 of emotional display 

rule percep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2): 284-294. 

Eisenberger, R., R. Huntington, S. Hutchision and D. Sowa 1986,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71(3): 500-507. 

Grandey, A, A., Fisk, G. M., Mattila, A. S., Jansen, K. J., and Sideman, L. A. 2005. Is service with 

a smile enough? Authenticity of positive displays during service encounter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6(1): 38-55. 

Grandey, A, A., Fisk, G. M., Mattila, A. S., Jansen, K. J., and Sideman, L. A. 2005. Is service with 

a smile enough? Authenticity of positive displays during service encounter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96(1): 38-55. 

Grandey, A. A. 2000.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he workplace: A new way to conceptualize emotional 

labor.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5(1): 95-110.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Re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gan, R., Hogan, J., and Busch, C. 1984. How to measure service orient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167-173. 

Katz, D. 1964. 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er. Behavior Science, 9(2): 131-146. 

Leroy, H., Anseel, F., Gardner, W. L., Sels, L., 2015. Authentic Leadership, Authentic Followship, 

basic Need Satisfaction, and Work Role Performance: A Cross-Level Study. Journal of 

Management, 41, 1677-1697. 

Lu, X., and; Guy, M. E. 2014. How emotional labor and ethical leadership affect job engagement 

for Chinese public servants.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43(1): 3-24. 

Luthans, F. and Avolio, B.J. 2003. Authentic Leadership: A Positive Developmental Approach. In: 

Cameron, K.S., Dutton, J.E. and Quinn, R.E., Eds., Positive Organizationa lScholarship, 

Barrett-Koehler, San Francisco, 241-261. 

Neider, L., &; Schriesheim, C. (2011). The Authentic Leadership Inventory (ALI):development and 

empirical test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2, 1146-1164. 

Nunnally(1978). PsycjometricThe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Organ, D. W. 1988.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Smith, C. A., D. W. Organ and J. P. Near 1983,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ts nature 



167 

 

and anteceden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8, 653-663.Ashforth, B. E., and Humphrey, 

R.H. 1993. Emotional labor in service role: The influence of ident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8(1): 88-115. 

Steers, R. M. and Black, J. S. 1994.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5th ed.). London: HarperCollins. 

Tang, T. W., and Tang, Y. Y. 2012. Promoting service-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hotel: The role of high-performance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and organizational social 

clim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1(3): 885-895. 

Wagner, J. A. and Hollenbeck, J. R. 2005.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Sec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5th ed.). Orlando, FL: Harcourt. 

Walumbwa, F.O., Avolio, B.J, Gardner, W.L., Wernsing, T.S. and Peterson, S.J. 2008. Authent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Theory-Based Measu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34(1): 89-126. 

Walumbwa, F.O., Wang, P., Wang, H., Schaubroeck, J. and Avolio, B.J. 2010.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Linking Authentic Leadership to Follower Behavior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1, 

901-914. 

Wang, H., Sui, Y., Luthans, F., Wang, D., and Wu, Y. 2014. Impact of authentic leadership on 

performance: Role of followers'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relational processe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5(1): 5-21. 

Yammarino, F. J., Dionne, S. D., Schriesheim, C. A., Dansereau, F., 2008. Authentic Leadership 

and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 Meso, Multi-Level Perspective.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9(6): 693-707. 

Zapf, D. 2002. Emotion work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some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12: 237-268.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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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旅遊被視為提升地方經濟效益的產業型態，然而消費主義形塑的淺薄觀光意識，

使得文化保存與經濟發展存在張力，建構有效文化旅遊規範，則成為可持續文化旅遊的必

要條件。地方中介組織被視為促進地方文化自覺與整合利益關係人的重要建置，新博物館

學將地方主體共同納入地方知識的建構過程，強化認同與公民意識，成為平衡文化保存與

經濟效應的機制。 

 

關鍵詞   文化旅遊、可持續旅遊、非正式規範、新博物館學 

 

 

一、 引言－文化旅遊性質與危機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文化保存與旅遊業視為相輔相成的發展策略，文化

旅遊使得更多的社會成員，得以親近與認識文化資產，不僅得以為地方社區創造收入，更

得以強化地方居民的保存意識，主張若文化旅遊發展得宜，是益於文化資產的可持續性。

顏宏旭、張峻豪（2015）從觀光內容、導覽解說、對當地文化的態度、遊後內涵等四向

度，區分文化觀光與大眾觀光，前者著重於深入體驗當地文化，並藉由當地專業的解說人

員，藉以增進文化知識與尊重文化的自覺意識。 

  根據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WTTC）統計 2019 年，觀光旅遊業為全球創造 3.3 億個工

作崗位，支撐起個人、家庭、社區的生計。余雯親、張長義（2007）肯定文化產業鏈的發

展，對於地方傳統產業的轉型，創造就業人口、文化創新與社區閒置空間利用的積極作

用。 

  馮祥勇、劉鳳錦（2014）認為目前的文化觀光中，仍存在「文化保存」與「經濟發

展」之間的張力，其從政策面分析，觀光事業隸屬於交通部觀光局，而文化資產、文化治

理則為文化部，二局處並未有效的整合，從而產生如何發展可持續觀光的探問。 

  林錫銓、楊惠婷、張琬青（2009）則從消費主義，強調感官刺激、淺薄化、均質化的

文化商品化；政府與民間業者，並未與地方居民進行有效溝通，過度關注於硬體設施、短

期遊客數量的增長等，未能有效的發展長遠的文化復振與文化觀光結合的可持續計畫。霍

鵬程（2011）從地方文化資產保存與研究人員的角度，歸納文化觀光失範的來源，包含文

化未融入建築環境、政府政策與居民欠缺溝通、文化活動宣傳不足、觀光環境整潔規範、

未重視真實文化脈絡、地方居民認同不足、地方文化特色不足等。 

  筆者透過文化旅遊失範的歸因，進一步尋求自發性建立旅遊規範的機制，以及文化保

存、地方認同如何促進地方居民重構旅遊經濟發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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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回顧 

2.1 自發性文化旅遊規範 

2.1.1 可持續旅遊原則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 2017 年訂定為「國際永續觀光發展年」，全球永續

觀光委員會（GSTC）將落實於旅遊目的與旅遊產業的永續觀光原則，界定為同時增進社

會、經濟、文化遺產、生態環境等多元價值的可持續發展。Fernandez, Asuncion, Espinosa, 

Abad, Goytia（2020）旅遊人口乘載數量，作為可持續旅遊的前提，應同時納入自然生

態、經濟效率、社會與文化等向度的多重指標。 

  聯合國世界觀光組織（UNWTO）《全球旅遊道德守則》關注於保護自然資源與維繫

生態多樣性、尊重與保存多元文化，促進不同文化群體的相互理解、促進地方就業，確保

旅遊產業員工權利，並落實公平的利潤分配等原則。 

2.1.2 培養文化自覺意識 

  Klein, Daniel B.（2008）主流經濟發展邏輯，形塑著大眾深層的文化認同。卓幸君

（2014）從社區為基礎的角度，分析居民文化自覺意識，對於形塑可持續文化觀光的重要

性，其使得居民得以超越狹隘的個人利益，而得以站在更為整體性、生態永續、文化傳承

的角度，建構文化觀光的內涵，並得以形塑社區的自主性，形成實質性的公司夥伴關係，

而非政府由上而下，或者僅是淪為財團將地方觀光資源工具化，作為獲利的手段。 

  Saqib, Zunaira（2019）價值群體的認同，受到領導者理念、資金來源、多元利益群體

等元素共構而成，並且存在動態博弈。郭東雄（2018）亦強調地方經營文化觀光主體、文

化自覺意識對於文化觀光規範與可持續旅遊的重要性，其結合多元的治理機制，部落組

織、共管機制與文化主體性等，從制度面與文化認同相結合的角度，藉由共議地方發展的

老七佳石板屋聚落文化協會平台，調和多元利益群體的立場、制定共管原則、文化遊程規

劃、文化資源盤點等，進而由下而上的建構觀光規範。 

    顏宏旭、張峻豪（2015）從觀光客的旅遊屬性分析，大眾觀光動機的比例，仍高於文

化觀光，主張藉由公共設施的改造，與在地文史、藝術更加緊密的結合，並設置更為鮮明

的文化導覽設施，藉以拓展深度文化探索的旅客比例。 

2.2.3 地方賦權與建立共識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一步指出可持續觀光的發展策略，必須強化地方社區的自主管理

與經營能力，並與旅遊業者、政府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共同關注於旅客的體驗、文化保

存與社區發展的共識。霍鵬程（2011）將文化觀光產業區分為包裝行銷、景觀設計、都市

規劃、古蹟修復、建築設計、店面設計、視覺設計、展示設計、資訊網路、旅遊安全、交

通安排、旅遊路線、導覽解說、文化活動、飯店設施、食宿管理等部門，意味著文化觀光

規範需在維繫多元主體利益的前提下，形成相應的發展共識。Laitamaki, Hechavarria,Tada, 

Liu, Setyady, Vatcharasoontorn（2016）培養旅遊產業相關人員對於文化遺產、自然資源、

可持續旅遊的認知，政府除了建立正式規範，亦可發揮整合地方旅遊資源的功能，創建地

方共享的旅遊品牌。 

  Fiori, Stefano（2018）正式／非正式，或者不同原則的規範，彼此可能存在互斥，需

確保彼此間的共同前提。李富美、顏妙桂（2004）以蘭嶼觀光為例，將文化觀光規範視為

互為主體的建構過程，包含整合觀光資源的原住民、設計遊程的旅遊仲介，以及參與遊程

的多類型觀光客，其主張政府應更充分的賦權，讓地方原住民擁有足夠的公共參與決策

權，使其更得以自主性的詮釋文化觀光的內涵，而政府則是肩負起管制生態負載基礎上的

javascript:__doLinkPostBack('','ss~~AU%20%22Saqib%2C%20Zunaira%22%7C%7Csl~~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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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數量等維繫公共秩序的正式規範；另一方面，則更為重視非正式規範的作用，藉由更

為平權的文化主體與文化遊程互動，讓原住民與觀光客得以深刻的體會，在地文化觀點、

遊客需求等，在文化體驗的過程中，傳遞默會知識，自發性的相互欣賞與尊重的文化意

識。 

2.2 新博物館學 

2.2.1 地方文化主體與認同 

    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理論與哲學的發展，與當代思潮、全球議題存在緊密

連結，張譽騰（2004）總結 1970 年代社區主義與環境主義興起，法國首先發展生態博物

館(Ecomuseum)，關注博物館與所在社區、自然景觀之間的互動；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與國際博物館協會，共同舉辦圓桌會議，探討博物館與鄉村發展、博物館與社會、文化

環境、博物館與科技發展、博物館與終身教育等議題，系統性的反思博物館的當代定位與

角色；1980 年代，國際博物館協會於《魁北克宣言》中接受新博物館學的理念，1985

年，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的會議上成立「國際新博物館學運動」。 

    自由與民主的社會氛圍，增進多元思潮的相互激盪，博物館的主體性、策展的題材，

受到更具反身性的互為主體認識論立場影響。Hudson（1977）傳統博物館菁英主義的形

象，不僅與民眾相隔離，且浪費公共資金。機構化的博物館，隱含著由上而下知識權威的

教育觀、獨立於所在社區的生活脈絡、難以與民眾產生知性的有效連結等，促使博物館的

位階，朝向更為在地化的發展方向。Santos, P.A., Primo, J. （2010）新博物館學強調賦權與

知識建構的開放性，強化地方認同、公民意識與社會資本，進而促進社區的包容性與共榮

意識。 

2.2.2 協調利益關係人 

  Krce Miocic,Razovic,Klarin（2016）地方居民、遊客、地方政府、商家、地方協會等

皆是促進可持續旅遊的核心利益關係人，然而彼此間的溝通並不會自發性的產生，而需要

地方政府在賦權的同時，亦扮演鼓勵民間對話的角色。Râna Campbell（2014）博物館與

地方知識脈絡的連結，使其對於物質文化的理解，更具有包容性，常民日常所及的生活器

物、地方人物、歷史事件對於地方的影響、將地方耆老與居民的知識系譜，納入成為共同

策展人，使得博物館成為地方認同的載體，同時強化文化旅遊者對於地方真實文化的追

求。 

  後博物館學所倡議的「沒有圍牆的博物館」，不僅去除博物館作為專家知識權威、官

方建置的形象，亦表明文化的流動具有時間與空間的延續性、創造性、開放性、實踐性，

物質文化的認識框架，經由人文地景產所共構而成的時空場域所體現。另一方面，後博物

館學的理念，不僅作為博物館自身，反身性的省思，同時亦影響著工商空間的場域重構。 

2.2.3 整合多元價值，形塑文化旅遊共識 

  Panzer-Krause（2019）社會資本雖有助於凝聚地方認同，但傳統的社會網絡，具有向

內的封閉性，培力具有創新、非營利、倡議精神的新型企業家，對於可持續旅遊具有積極

作用。Kim, Dong Jin（2020）以和諧與可持續發展作為公約數，助於促進跨身分、認同與

價值取向群體間的整合。 

  Davina M. DesRoches（2015）新博物館促進性別，階級，種族、環境倡議等多元價值

主體，平權的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並助於平衡文化商品化，而其對於工商社會，將生

產、生活、生態、歷史、文化、社會關係等相互割裂，具有積極的社會整合作用，使得社

會成為有機的整體，而非機械的結合。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E5%BC%B5%E8%AD%BD%E9%A8%B0/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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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文獻探討、參與觀察、街角館經營者的訪談，建立自發性文化旅遊規範的

分析框架，進而作為提升文化旅遊品質的基礎，研究流程如圖一。 

 
圖一研究流程 

3.2 個案介紹 

    2015 年桃園市文化局成立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實現生態博物館「沒有圍牆博物

館」理念。不僅肩負起傳統博物館典藏、教育、文化保存的使命，並深化地方主體的文化

自覺意識，將博物館視為建構大溪地方知識的中心。商業活動的參與主體，不再是匿名的

交換過程，反之地方店家，更清晰意識到自身不僅是行政、地理意義上的大溪人，更是乘

載著大溪文化的行動主體；產品乘載著文化積累而成的造物知識與技藝，並藉由商業活動

的交換過程，同時完成文化的延續與傳遞。 

  木藝博物館將地方上多元的利益關係人與組織，共同納入大溪人與大溪學的認識框架

之中，而其所創造的「地方感」與「地方邊界」，促使地方居民將地方認同內化，共榮意

識成為行動原則，而其將進一步形成地方成員間、地方成員與大溪之間的互惠網絡，消極

面而言，將緩解個人利益為基礎的商業活動與地方永續發展之間的張力；積極面而言，地

方文化體系所具有的整體性、整合性，促進地方內部，更為辯證性的調和多元價值與立

場，確立地方發展共識與自我定位，使得地方成員的行動，具有更為鮮明的目標與方向。 

3.3 研究架構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文化規範由參與文化遊程的多元主體所共構而成，其中是否得以

自發性的建立可持續的文化旅遊公約，則端賴於地方商家、遊客、地方居民等主體，是否

具備足夠的文化自覺意識與文化旅遊可持續發展的共識，以及是否存在文化與社區資源的

整合平台。因此，本研究以大溪生態木藝館、街角館、文化體驗遊客等作為共同建構文化

旅遊規範的主體，研究架構如圖二，並形成二命題。 

3.3.1 命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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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藝生態博物館，富有地方文史與傳統工藝保存（歷史建築、社頭文化、木藝教育傳

承等有形與無形資產）、凝聚地方認同（街角館、廣納地方民眾，參與建構大溪學）等功

能，進而得以整合文化遊程與社區發展資源（整合地方文化旅遊訊息、串聯地方商家與社

區組織），並與文化體驗遊客雙向互動。 

3.2 命題二 

   街角館富有地方文化傳承與創新、賦予商品文化內涵、地方商家共同制定公約的功

能，得以透過文化體驗遊程（社頭文化導覽、老街歷史空間、地方商家故事館）的設計，

以默會知識的形式，強調旅人內心的領悟與感知，進而自發性的與地方文化產生互動，達

成理解、欣賞與尊重地方文化，創造文化保存與文化旅遊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 

 
圖二研究架構 

 

四、生態博物館、社區營造與文化旅遊 
  大溪老街作為文建會 1994 年推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第一批的社造點，孕育出地方居

民足夠的地方意識、社區實踐力，促使桃園市文化局 2015 年推行的大溪木藝生態（生活

型態）博物館得以在短期內，整合公部門與民間部門的能量，實踐新博物館學的理念。發

展出公有館（大溪國小校長日式宿舍、大溪警察局宿舍群、武德殿、大溪公會堂等歷史建

築）與街角館（地方商家作為地方文化的一部分，透過商家詮釋自身的歷史與產業故事，

彷若博物館的一部分）共構的新形式，試圖調和觀光化、文化保存、社區共融等多重價

值。 

  然而，伴隨著商家不同的經營理念、地方意識，發展出不同的老街經濟觀點與經營型

態。其中「達文西瓜藝文館」、「黃日香故事館」、「新南 12」、「蘭室」等四間街角

館，以及在地經營數十年的「福記木藝館」，各個經營者不同立場的論述，共構街區發展

多維的複雜向度，將經濟議題（觀光規範、產業轉型、國際與國內產業政策等）、社區議

題（鄰里關係、社區環境、老人照護等）、文化議題（傳統文化保存、歷史建築修復、活

化文化資產）等多重議題，共同统攝在新的分析框架中，整合而成新經濟哲學，並以其作

為各個行動者實踐的共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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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南 12」屋主兼店主佩玲的分享，地方文化保存與社區營造，對於失根的都市人

而言，得以再次獲得建立地方共同體的契機。佩玲夫妻由於工作的因素，十年前移居大

溪，逐漸對大溪產生感情，他鄉在日常生活的積累中，也成了故鄉，亦由於認同傳統建築

保存的價值，五年前便賣屋、籌資，購買位於大溪中山老街上的老屋。 

  老屋修繕所需耗費的精神與費用，遠超出拆除、重新改建的成本，然而為了保存老街

區的一致性與歷史感，佩玲仍選擇老屋修復的方案。而其行動也深受當地工班師傅的認

同，提供幾乎無酬勞的施工服務，協助其建物再生、保存。 

  「新南 12」的成立過程以及佩玲濃厚的社區共榮意識，使得「新南」12 似乎是社區

鄰里所共同擁有，並結合木博館街角館計畫，其經營項目，包含民宿、飲品餐點、獨立書

店（佩玲無償提供其學弟經營）、文創商品寄售（文創工作室、社區媽媽創作）、體驗課

程（社區職人教作）、社區資訊交換站等。 

  不同於共享經濟所強調的閒置資源利用的租賃關係，而是帶有實驗性質的嘗試各種價

值調和、合作的新模式。深化的鄰里關係與社區意識，促使中山老街內 46 戶居民共同簽

屬社區公約，拒絕老街騎樓租借攤商、不設區公所垃圾桶，共同維護與打造高端老街觀光

的可能。然而，每種新觀念與論述背後，皆代表著無數溝通、動員的繁複過程，牽一髮動

全身，如大溪中山老街與大溪和平老街，相隔不過 100、200 公尺，卻是各自實踐著兩種

截然不同的文化旅遊哲學。 

  由大溪木藝生態博物館所整合的大溪老城區，其雖存在特殊的歷史發展條件，難以被

其他地方所簡單的複製，但其發展經驗，仍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可供參照。地方認同作為

老街經濟、文化旅遊永續發展的心法，使得經濟發展、文化保存、社區生活之間，不必然

存在張力、此消彼長的對抗關係，甚而可能作為後資本主義社會、後市場經濟反思下，

「經濟」、「社會」、「環境」重新和解，再鑲嵌的另類途徑。 

 

五、結論 
  相較於正式法律制度，自發性的非正式規範，則需仰賴更為長期、多元主體培力、利

潤共享、價值認同等物質與精神層面的共識。木藝生態博物館作為實踐新博物館學理念的

載體，發揮整合地方多元價值群體的功能，而其由下而上建立的地方認同，則形成自發性

的文化傳承與再造的動力來源。 

  地方認同得以形塑社區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觀，包含文化資產保存意識，如「新南十

二」店主自發性的進行歷史建築修復工程、有意識的向遊客，傳遞地方文化；「街角館計

畫」地方商家與木藝館形成夥伴關係，將零售空間轉換成為文化展演場域，融合店家故事

與地方產業文化；商家自發性的形塑環境整潔公約，大溪中山老街居民，共同意識到歷史

街區存在遊客乘載量的限制，企圖在貨幣價值與生活品質之間取得平衡等，進而共同形塑

成非市場導向的經濟文化，以發掘、深耕、傳承、再造地方文化，作為文化旅遊規範的基

本原則，創造實質性與可持續的文化旅遊價值。 

表一訪談內容 

訪談 

時間 

訪談 

對象 

性別 年齡 居住

時間 

訪談面向 主要意見 

2020／

11／8 

達文西

瓜藝文

男 約

60

大溪

在地

1. 對於大溪老街區發展的

展望 

早在成立木藝館之前，

即已參與文化部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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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店主 歲 人 2. 與木博館的互動 代推行的社造，並持續

投入地方事務與文化推

廣，自家的店面，不僅

是銷售空間，更定位為

文化旅遊資訊站。 

大溪老街由於有不少外

來的攤商，僅想在假日

觀光人潮眾多時，設攤

賺錢，卻未充分理解大

溪文化旅遊的整體經營

理念，導致大溪老街區

動線雜亂、販售商品均

質化、文化特色不鮮明

等。 

目前仍持續與木博館、

社區發展協會保持緊密

互動，企盼木博館能發

揮整合地方資源的力

量，形塑地方發展共

識。 

2020／

11／

8、11

／15 

黃日香

故事館

店主 

女 約

55

歲 

20 多

年前

結婚

移居

大溪 

1. 對於大溪老街區發展的

展望 

2. 加入街角館的原因 

參與社造工作已逾 20

年，參與地方事務充分

獲得歸屬感，自身是大

溪人應當需肩負起再造

大溪繁榮與文化傳承的

責任。 

2015 年木博館成立後，

提出街角館計畫，讓地

方商家、文化建築、常

民生活共同成為博物館

延伸的一部分，「黃日香

豆干」已傳承四代，創

立近百年，店鋪得以成

為文化策展空間，參與

策展的過程，更加感到

持續發展地方品牌的榮

耀。 

2020／

11／15 

福記木

藝館店

主 

女 約

65

歲 

大溪

在地

人 

1. 對於大溪老街區發展的

展望 

2. 對於木藝傳承的看法 

早期大溪是復興區木材

輸出必經之地，由於修

建水庫、林業政策、信

仰習慣變遷等，使得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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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木雕神像等木藝產

業式微。 

目前木雕師傅轉為更細

緻的木雕藝品，結合現

代美學，並朝向設計家

具等方向。 

木藝傳承的困難在於台

灣目前已無原料、原木

產品昂貴，然而木博館

有意推廣木藝文化，並

結合地方國中小課程，

仍希望能與木博館合

作，共同創造木藝文化

的傳承與創新。 

2020／

11／20 

新南

12 店

主 

女 約

40

歲 

大溪

新住

民 

1. 移居大溪的原因 

2. 對於大溪老街區發展的

展望 

3. 與地方居民的互動 

對於大溪歷史建築、人

文風貌深感著迷，加上

自身擁有古蹟修復的專

長，因此決定移居大

溪，以自身的方式詮釋

台灣老街的經營。 

中山老街相較於過度觀

光化的和平老街，更為

貼近老街居民平日的慢

活節奏，地方居民皆已

達成共識，希望能以高

質量的旅遊文化，取代

大眾觀光的模式。 

2020／

11／

8、11

／20 

大溪木

藝博物

館人員 

男 約

30

歲 

桃園

人 

1. 木藝館與大溪居民的互

動 

2. 如何形塑地方居民的共

識 

大溪商家有超過半數皆

是世居於大溪的老大溪

人，加上成功的社造經

驗、定期的與地方居

民、協會開會討論，共

同決策地方觀光模式，

得以更為有效的與地方

居民達成共識。 

另一方面，木藝館的使

命更期盼擴大大溪學的

社群網絡，並更為完整

地保存大溪文化。 

木博館持續與地方商

家、旅客形成良性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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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氣候、工作態度與工程品質關係之研究—以營造業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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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建築工程營造業與業主的組織安全氣候，以及承辦人員與施工人員個

人的工作滿足，並探討彼此對工程品質相互間之影響關係，以大台北市公共工程為主的營

造業相關管理、承辦及施工人員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風險知覺、安全態度及工作滿足

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風險知覺與安全態度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安全

管理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安全管理對工程品質反向關係。最後，提出管理實務

建議，作為營造業工程品質管理參考。 

關鍵詞：安全氣候、工作態度、工程品質 

一、緒論 

1.3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國家進步和發展與其基礎公共建設是否發達息息相關，一個建築工程從機關的預算編

列、專業技師的規劃設計，到承的確實施工與安全管理，並配和各相關機關單位的品質查

核，每個環節均需落實，則方能使整個建築工程工進順遂並確保施工品質。 

雖然政府致力推動勞工安全維護及工程品質管理，然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09年勞工保

險職業病傷病、失能及死亡給付人次統計資料顯示，就營造業的勞工傷害約佔全國各行業

別之16％。又依內政部公共工程委員會公開資料中，109年度履約爭議統計資料，僅工程類

別就有408件，若將勞務採購、財物採購的履約爭議計入，將高達988件之多。 

一個建築工程從無至有，其興建過程中結集各專業人力資源與管理，從基地之評估探

勘、建築設計規劃、法令研究檢討、施工技術精進、工程經費控管、施工人力調配與管理

等環環相扣。一個建築工程大致可分為三部分：業主(機關)與設計監造單位及施工承攬廠商

，而三者中，涉及最多、最廣及最深的便是工程管理人員與施工人員，結集這群人員的智

慧與專業，配合工程相關法令與施工規範，並落實工程安全管理與品質查核，方能成就一

個良好的建築工程與施工品質。 

學生服務於營造工程業多年，觀察一個建築工程的順遂及品質優劣與否，與管理機關(

業主)、設計監造單位及營造廠是否注重組織安全氣候有關，而工程管理人員與施工人員的

工作態度及對組織的安全管理、風險知覺與安全態度的認知，也會進而影響工程品質。一

個建築工程品質除了與組織的安全氛圍及人員的工作環境有關，各組織成員的人口背景如

教育程度、年齡、收入與職位等，亦可能彼此互相影響。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就營造相關工程人員之「安全氣候」、「工作滿足」、「工程品質」其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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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影響為研究議題，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安全氣候對工程品質的關係與影響。 

二、探討工作態度對工程品質的關係與影響。 

三、探討安全氣候對工作態度的關係與影響。 

 

二、文獻探討 

2.1 安全氣候 

有關安全氣候研究學者，多認為勞工對安全的認知，是安全觀念的整體知覺並進而影響其安全

行為的表現；而相關文獻更指出，安全氣候是組織氣候與區域性氣候的另一種型態，是安全文化延

伸發展的背景。安全氣候的概念，是延伸於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之研究。而最先使用此一名詞的為

以色列學者Zohar，Zohar(1980)建構了40項的安全氣候組織指標進行評估分析，經量化分析結果反

應員工對於組織安全的文化與認知，和管理階層對於組織安全的政策與態度，對作業之組織安全有

相當之關連性。其認為安全氣候是組織員工關注於安全的整體知覺，是屬於整體性的認知，而非單

一的感受。 

Brown and Holmes(1986)對425名美國工人進行問卷測驗，並採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法進行統計分

析，歸納出管理階層對於員工的關心、福祉、工作風險感知，將安全氣候定義為一種屬於整體性對

安全方面積極態度的感知。Dedobbeleer and Beland(1991)以Brown and Holmes(1986)研究模型為基礎

，對384名建築營造工人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安全氣候與管理階層及作業階層間有諸多相互影

響之關連性。組織安全政策不論是管理階層或作業員工，其安全感知與認知，均為影響安全氣候的

因子。Niskanen(1994)對國家道路管理局工程管理人員與施工人員進安全氣候研究，獲得結果為管

理人員與施工人員對於組織安全認知與感知關注的焦點不同，但對於安全結果的期望是一樣的。

Niskanen認為安全氣候是能知覺員工對組織特性的整體知覺，同時這種這知覺會受到組織政策與關

注的影響。吳聰智(2001)認為所謂的安全氣候，應解釋為組織員工對安全文化的整體知覺，而該知

覺會受到組織因素及個人因素的影響，並且影響到員工安全行為；管理者建立單位安全氣候知覺文

化及有正確的安全態度與行為，會使得部屬或基層勞工能夠明瞭管理者展現負責正直與道德的行為

，體察到管理者對安全的決心，並將對組織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進而有助於整體組織發展並維

持正向的安全氣候知覺。建議製造業管理者需特別關注「組織因素」與「個人因素」兩者交互作用

的情形，以營造正面的安全氣候知覺。郭建志(2014)認為安全氣候的形成，是藉由組織社會化的歷

程中，逐漸使成員具有相似的安全認知、價值與信念，並且行為集體的安全規範，而領導者便是能

夠創造此規範性的力量。 

 

2.2 工作態度 

營造業是一個集結各個專業人才的職業，可以說是需要各階層且不同領域的人員共同

協力來成就一個建築工程的完成，在各單位的人員組織性質差異頗大之下，若沒有良好的

溝通與工作環境，人員對工作的滿意程度，除了影響人員的流動率，也會間接影響工程進

度與品質。創造獨到的人才管理策略，往往是全球化時代成功的關鍵。每個企業都希望員

工有好的績效與工作表現，工作的整體環境進而會影響員工的感受與工作態度，而組織中

的地位越崇高的人，伴隨他們的是最好的工作心態。Fishbein(1967)指出人類的學習傾向是

由態度而來，基於這個傾向，事物和觀念對個人影響，可能是正或負面的。Hellriegel, Slocum 

and Woodman(1992)認為一個工作能與個人需求、展望、價值相符合時，就會產生正面的好

感與評價。Robbins(1996)指出多數文獻表示員工工作態度(work attitude)主要是由組織承諾

及工作滿足度等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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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指的是個體對組織的認同感及參與組織活動的一

種強度。在組織承諾中個體與組織連接中對組織承諾的程度，高組織承諾的員工心裡對組

織有非常強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指個體對於組織的一種情感上的忠誠及信仰，並盡心盡力

投入於工作中的態度與表現。Mak and Sockel(2001)將組織承諾視為員工對工作與組織的一

種情感反應，也可解釋為員工對於組織認同依附涉入的強度，員工對組織的忠誠程度度並

願意成為組織中的一份子的情感知覺。 Lu, Siu and Lu(2010)研究發現當員工看待工作的態

度更正面，會對組織承諾也會越高時，面對工作壓力的能力也會隨之提高。 

工作滿足度的概念，應是緣起於1927年至1932年期間的霍桑實驗(Hawthorne studies)，

是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Mayo帶領學生和研究人員，在位於伊利諾州西方電器公司霍桑

工廠進行的一系列的心理學實驗。詹慧珊(2014)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實際上由一個個體在特

定的工作環境中獲得的價值，並有望獲得值之間的差異，強調員工的工作滿足度和他或她

認為什麼其他看法實際獲得的差距。張培敏(2016)認為工作滿足是指工作者對工作本身關

係與環境及整體工作認為應應得實際獲得的報酬差距上，所產生的情感知覺之反應。 

 

2.3 工程品質 

營造業的最終的成果，就是造就一個實體建物，這建物是博物館、是住宅、是學校，

也可以是道路橋樑等，建物就在你我身活周邊。隨著時代演進，我們對於建築工程的品質

，也與時俱進，長期以來國內公共工程的設計、監造、施工均遵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頒佈的「三級品管」制度運作，所謂的「三級品管」包含：承包商(一級)的施工品質管制系

統，主辦及監造單位(二級)的施工品質保證系統，及主管機關及工程會(三級)的工程施工品

質查核制度。 

 一個建築物需經年累月長時間才能完成，期間涉及眾多不同專業人員與施工流程，而

工程品質的維持，需長時間累積且持續演進，所謂的工程品質，應包含工程在各階段對於

品質的需求，雖然各階段對品質的期望各有差異，但其追求更佳、更優良的品質目標是一

樣的。每一階段的品質要求，將對下一階段皆具延伸性的意義。從工程品質決策開始，直

至最後之使用營運，整體工程品質每個階段接環環相扣彼此影響甚鉅。換言之，設計品質

是規劃品質的延伸，施工品質是設計品質的表現。倘若公共工程採購發包制度的如實遂行

，從設計階段的勞務採購，工程施工發包的工程採購，每一階段的採購品質將最後工程品

質的關鍵因素與結果表現。 

曾俊達與龔峰祥(2006)指出影響建築工程品質的因素繁多，從法令制度、設計規劃、專

業審查、發包採購、檢驗制度及完工驗收作業，各階段彼此間皆會造成工程品質的影響與

差異。崔盛家(2011)指出，公共工程品質管理制度之發展係由行政院於1993年開始推動，主

要的目的在於建立工程品質的管理制度，有效提升工程建設品質與建立品質管理系統，並

且規定不論工程規模大小均應重視工程施工品質，並提出「三級品管制度」，希望分別藉由

「工程承包商執行施工品質管制」、「工程主辦單位執行施工品質保證」及「工程主管機關

執行施工品質評鑑」的管理架構，在工程進行中對材料設備及施工作業作有效之品質管制

。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提出品質是由業主、設計師與營

造廠商三個團隊成員所共同造就。品質就是滿足已訂定的需求。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

推廣「三級品管制度」，於1993年頒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又於政府採購

法第七十條規定，各機關應成立「施工查核小組」，後又頒布「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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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等行政規定，落實工程品質的要求。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建立研究架構。藉以瞭解安全氣候、工作態度與工程品質之

關聯性，如圖3-1。。 

 

 

 

 

 

 

 

 

 

 

 

 

 

圖3-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 

根據以上研究架構，提出以下假設： 

H1：安全氣候與工程品質具有顯著關係。 

H1-1：安全管理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1-2：風險知覺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1-3：安全態度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2：安全氣候與工作態度具有顯著關係。 

H2-1：安全管理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2-2：風險知覺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2-3：安全態度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2-4：安全管理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2-5：風險知覺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2-6：安全態度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3：工作態度與工程品質具有顯著關係。 

H3-1：工作滿足與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H3-2：組織承諾與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3.3 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對象以大台北地區營造業相關人員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人員對安全管理、風險知覺、

安全態度、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工程延宕及施工品質間的關係進行探討，問卷內容分為、「安全

氣候量表」、「工作態度量表」、「工程品質量表」與「個人基本資料」。問卷採紙本與網路問卷

及電子信箱方式調查，發放時間為期4週，採匿名方式回收問卷，以降低填答者顧慮，共回收270份

安全管理 
【安全氣候】風險知覺 

安全態度 

 
【工作態度】工作滿足 

組織承諾 

 
【工程品質】工程延宕 

施工品質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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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於問卷收回後，進行資料整理以方便進行資料分析。依據研究目的，各構面特性及研究假

設，利用IBM SPSS軟體作為資料分析工具。 

3.4 變數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工具 

3.4.1 安全氣候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工具 

依據Coyle et al.(1995)的觀點，安全氣候知覺是企業員工對於職業安全衛生議題的態度與知覺

之客觀量測，以作為辨識意外事故發生的前兆與預警作用，作為安全管理人員有效的管理工具。多

位學者認為組織承諾對於組織安全氣候有其相對重要性，並對於安全行為有顯著的影響(Flin et al., 

2000; O’Dea & Flin, 2001; Yule et al., 2000)。吳聰智(2001)定義安全氣候為「組織員工對安全文化的

整體知覺，該知覺會受到組織因素及個人因素的影響並且影響到員工安全行為」。衡量工具主要參

考李懷鈞(2013)的量表架構，其量表分3個構面，分別為「安全管理」15題、「風險知覺」2題，以

及「安全態度」9題，在「安全管理」及「安全態度」衡量變項中，取其因素負荷量高於8.5以上共

11題，並文字敘述稍作修飾後，作為本研究之問卷衡量變項，例如：公司會讓我參與設定工作安全

目標、公司會讓我清楚瞭解工作場所的危害、我樂意接受別人對於我的工作提供安全意見。採用李

克特氏五點尺度(1分=非常不同意至5分=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該項組織氣候越強勢。 

3.4.2 工作態度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工具 

有關工作態度，採用多數學者主張的工作滿足與組織承諾兩構面。有關工作滿足採用Porter and 

Lawler(1973)對工作滿足的定義，是指工作者對工作本身、工作環境與工作關係及整體工作之認為

應與實際獲得的報酬差距上，而所產生的情感知覺的反應。Randall(1987)認為組織承諾是指個體對

組織的認同與參與組織活動的強度，Meyer and Herscovitch(2001)則認為擁有有高度情感承諾的員工

，同樣也會對組織有更高度貢獻度及熱沈，及致力於對組織有利的行為。工作滿足構面採用「密西

根組織評鑑問卷」(Cammann, Fichman, Jenkins & Klesh, 1979)，加予文字敘述稍作修飾後用來衡量

工作滿足，有3題，例如：整體而言，我喜歡在這裡工作。組織承諾構面採用Porter, Steers, and Mowday 

(1979)及吳妙梓(2005)及陳巧琦(2014)及黃姝蓉(2015)加予文字敘述稍作修飾後用來衡量組織承諾量

表的依據有7題，例如：我會驕傲告訴別人，我是公司的一份子。採用李克特氏五點尺度(1分=非常

不同意至5分=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工作滿足越高、組織承諾越高。 

3.4.3 工程品質操作性定義與衡量工具 

參考考廖平啟(2014)的「營造業承擔公共工程品質風險之研究」，分工期延宕與施工品質兩部

分，並酌與予題項整合及文字敘述稍作修飾。此一分量表共16題，例如：原物料的價格波動是會影

響工程進度的、限期完工的規定是會影響工程品質的。採用李克特氏五點尺度(1分=非常不同意至5

分=非常同意)，分數越高代表工程品質越好。 

四、資料分析與結果 

4.1 人口統計分析 

本研究調查時間為2019年3月，問卷採紙本與網路問卷及電子信箱方式調查，發放時間

為期4週，但因新冠肺炎蔓延全球疫情嚴峻，且施工地現考量施工人員工作安全，主要問卷

仍以網路問卷回收為大宗，共回收270份。針對問卷調查資料利用SPSS 22.0 進行樣本基本

資料分析，如表4-1所示。 

表4-1 各項變數之敘述統計彙整表 

變數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207 76.7% 

女 63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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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25 歲以下 4 1.5% 

26-35 歲 31 11.5% 

36-45 歲 84 31.1% 

46-55 歲 123 45.6% 

56 歲以上 28 10.4% 

教育程度 

小學國中 1 0.4% 

高中職 23 8.5% 

專科大學 145 53.7% 

碩士 94 34.8% 

博士 7 2.6% 

身份隸屬 

個人施工人員 32 11.9% 

營造承包廠商、建設公司 61 22.6% 

建築師、專業技師事務所 27 10.0% 

業主 56 20.7% 

機關 94 34.8% 

職位 

施工人員 28 10.4% 

承辦人員 87 32.2% 

基層主管 63 23.3% 

中階主管 57 21.1% 

高階主管 35 13.0% 

年資 

1 年以下 18 6.7% 

1～5 年 61 22.6% 

6～10 年 38 14.1% 

11～15 年 46 17.0% 

15 年以上 107 39.6% 

月薪 

30,000 元以下 21 7.8% 

30,001-50,000 元 96 35.6% 

50,001-70,000 元 73 27.0% 

70,001-90,000 元 37 13.7% 

90,001 元以上 43 15.9% 

資料來源：本研究 

 

4.2 相關分析 

本研究針對「安全氣候」、「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及「工程品質」進行相關分析，

由表 4-2 可得知，各子構面除工程延宕與安全管理、工作滿足及組織承諾無明顯相關外，

工程品質與安全管理呈現正向且顯著的相關性，其餘各子構面均呈現正向且顯著的相關

性。 

4.3 信度與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Nunnally(1978)建議，若 Cronbach(197 值大於 0.7，即代表每個構面的一

致性合於標準，測量結果達到信度之標準。由表 4-2 可以得知，本研究各子構面包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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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風險知覺、安全態度、工作滿足、組織承諾、工程延宕及工程品質等，其 Cronbach

各子構面值均大於 0.7 以上，本研究資料應具有高度信度。另各構面量表經因素分析後，

其 KMO 值均接近 1(最小為 0.845)，且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接達顯著 p<.001，表示相關量

表均具有良好的收斂校度。 

表 4-2 相關分析與信校度分析統計彙整表 

  性別 年齡 教育 身份 職位 年資 月薪 
安全
管理 

風險
知覺 

安全
態度 

工作
滿足 

組織
承諾 

工程
延宕 

工程
品質 

性別 1                           

年齡 -.146* 1                         

教育 -.095 -.013 1                       

身份 .044 .033 .137* 1                     

職位 .013 .210** .221** .093 1                   

年資 -.083 .461** .087 .065 .468** 1                 

月薪 -.069 .343** .281** .018 .659** .617** 1               

安全管理 -.017 .147* -.077 -.064 .207** .255** .231** (.872)              

風險知覺 -.015 .104 -.024 -.064 .183** .231** .237** .870** (.826)             

安全態度 .035 .222** .011 -.014 .134* .209** .180** .496** .475** (.784)           

工作滿足 -.072 .124* .052 .040 .153* .178** .187** .438** .456** .344** (.844)         

組織承諾 -.073 .153* -.015 -.069 .235** .189** .224** .541** .511** .297** .693** (.920)       

工程延宕 .036 -.006 .075 -.019 .085 .077 .118 .117 .222** .168** .111 .064 (.774)     

工程品質 .033 .046 .061 .051 .070 .091 .135* .143* .199** .369** .277** .185** .575** (.790)   

*.p<0.05(雙尾)相關顯著；**.p<0.01(雙尾)相關顯著；對角線括弧數字為 Cronbach'a 係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4.3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結果置於表4-3。 

    模型一(M1)：依變項(工程品質)與自變項(安全管理、風險知覺、安全態度)置於迴歸模

型中，獲得β係數為安全管理=-.338(p<.01)，風險知覺=.390(p<.01)；安全態度=.295(p<.001)

。因此得知：H1-1不成立，安全管理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H1-2與H1-3成立

：風險知覺與安全態度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模型二(M2)：依變項(工程品質)與自變項(工作滿足、組織承諾)置於迴歸模型中，獲得

β係數為工作滿足=.242(p<.05)，組織承諾=-.021(p>.05)。因此得知：H3-1成立，工作滿足對

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響；H3-2不成立，組織承諾與工程品質沒有顯著關係。 

    模型三(M3)：依變項(工作滿足)與自變項(安全管理、風險知覺、安全態度)置於迴歸模

型中，獲得β係數為安全管理=.116(p>.05)，風險知覺=.283(p<.01)，安全態度=.152 (p<.05)。

因此得知：H2-2與H2-3成立，風險知覺及安全態度可以顯著正向影響工作滿足；H2-1不成

立，安全管理與工作滿足無顯著關係。 

    模型四(M4)：依變項(組織承諾)與自變項(安全管理、風險知覺、安全態度)置於迴歸模

型中，獲得β係數為安全管理=.386(p<.001)，風險知覺=.161(p>.05)，安全態度=.028(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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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得知：H2-4成立，安全管理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安全管理越高組織承諾越

好。H2-5與H2-6不成立，風險知覺及安全態度與組織承諾無顯著關係。 

表4-3 迴歸分析表 

變項名稱 
M1 M2 M3 M4 

工程品質 工程品質 工作滿足 組織承諾 

自變項         

安全管理 -.338**   .116 .386*** 

風險知覺 .390**   .283** .161 

安全態度 .295***   .152* .028 

工作滿足   .242*     

組織承諾   -.021     

F 值 13.769** 7.311* 26.811** 37.961** 

R2 0.134 .052 .232 .300 

調整後 R2 0.125 .045 .224 .292 

△R2 .134*** .052** .232*** .300*** 

註：* p＜.05 ；** p＜.01 ；*** p＜.001。n=270。表中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對營建業從業人員的安全氣候、工作態度與工程品質之分析研究，希望透

過實證研究能夠驗證構面之間的理論架構，並提出建議，進而對營建業的從業人員在安全

氣候、工作態度與工程品質之間的關係能有所助益。本節依據前述研究目的及研究假設，

歸納結論如下：風險知覺、安全態度及工作滿足對工程品質具有顯著正向關係並獲得支持

，風險知覺與安全態度對工作滿足具有顯著正向關係並獲得支持，安全管理對組織承諾具

有顯著正向關係並獲得支持，安全管理對工程品質與預設架構呈反向關係，可提供將來探

討與研究。 

 

5.2 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透過問卷調查法進行，因抽樣範圍僅侷限於台北市與新北市相關建築業人

員，且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僅回收效樣本數僅270份，雖然在推論上仍有限制，在當今實

證研究很難進行的環境下，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5.3 研究建議 

本研究受限於時間及新冠肺炎疫情關係，為求有限時間內取得有效問卷，營建業有關

人員均為調查研究對象，未來研究可限縮或針對更專業的營造業領域人員為研究對象，例

如僅對現場相關施工人員、監造人員或專業技師等為調查對象，聚焦於營造專業特定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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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對營造業的相關議題，如對安全管理、組織承諾及工程品質的關係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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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五大人格特質對於工作滿意度之影響，研究對象以台中地區的服務業

全職從業人員，研究採問卷調查法採用便利抽樣，使用紙本發放、線上問卷收集資料,共

回收有效問卷 458 份。資料經統計分析，研究結果顯示神經質、友善性、外向性、嚴謹

性，對於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四個構面對工作滿意度有 20.6％的解釋變異量。 

關鍵詞：五大人格特質、工作滿意度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on job satisfaction.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are full-time service industry employees in Taichung area.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adopted. Convenience sampling is adopted. Data are collected through 
paper distribution and online questionnaire. A total of 458 valid questionnaires are colle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uroticism, friendliness, extroversion and preciseness had significant effects 
on job satisfaction. The four dimensions explained 20.6% of the variance of job satisfaction. 
Key words: Five personality traits, job satisfaction 

一、緖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Gaertner(1999)指出員工工作滿意度對組織效益具有影響，因為當工作滿意度越高

時，員工留在企業發展動力越強，反之亦然。企業組織要維持競爭力，員工的工作滿意度

是影響主要因素之一(陳欣欣，2013)。而人才是企業重要的資產，企業要留住適配的人

才，提升企業競爭力。所以員工的工作滿意度，影響其企業經營成敗因素之一(吳怡靜，

2018)。Sharanjit, (2005)研究中指出工作滿意度與個人的人格特質有其關聯性之影響。人格

特質與其所處環境適配程度越高，則越容易滿意（吳芝儀，2002）。由此可知，人格特質

對工作滿意度有其程度之影響。員工的人格特質，會因不同的工作性質而對其工作滿意的

程度也不盡相同(余鑑、于俊傑、廖珮妏，2008)。Mount ＆ Barrick (1995)認為人格特質

可以被使用在人事甄選方面。如何讓每位人才的人格特質與工作條件，達到適配性獲工作

滿意度，是組織與員工雙方角色的重要課題(陸洛、高旭繁，2009)。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動機，透過相關之文獻整理，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

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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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探討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情形。 

 

二、文獻回顧 
2.1 人格特質 

「人格」定義為:「個人為適應環境而形成的獨特行為反應或思考模式」(三民書局，

1998)。「特質」定義為「個體在各種情境中，所表現持久不變的行為屬性」(三民書局，

1998)。Pervin, (1993)認為人格是個體在對於環境中的情境做反應時，個體所表現出的結

構、動態性質，特質為人格的基本組成單位，一個人持久所表現出的不同行為特點就稱為

特質。人格特質是個體心、生理之動態組合，在不同環境中所產生的一種穩定性與持續

性，所表現出的不同行為特徵(Allport, 1937)。人格特質是個體在不同的情境下，所產生個

人的獨特、持續行為模式（Murray, Parks & Mount, 2005）。人格特質是個體在生活情境中

對待事物的行為特徵，具有獨特、持續不同於他人的特質(王麗雅，2020)。人格特質是來

自遺傳、環境影響其個人的反應及行為的表現(蔡宛玲，2015)。個體在面對人、事、物、

環境適應表現內在的獨特性格，即為人格特質(張春興，2013)。 

五大人格特質始於心理學家 Norman (1963)對人格特徵使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出五個主

要人格因素。美國心理學家將五大人格特質，包括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與嚴

謹性(Costa & McCrae, 1992)。 

 

2.2 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度是個人對工作情境中的個人感受，即員工心、生理兩方面對環境的滿意感

受 Hoppock ( 1935 )。Vroom (1964)認為工作滿意度是指員工在組織內所扮演工作角色的感

受反應。是個人所處工作情境產生認知(Anderson, Coffey, & Byerly, 2002)。個人對工作環境

整體認知評價(Lin, Wong, & Ho, 2013)。對目前的工作內容、薪資、時間、升遷感到滿意的

程度(張春興，1991)。個人依據工作成就、主管領導、環境、同事等，主觀所得之結果(許

士軍，1990)。 

 

2.3 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張祐維(2020) 以不特定對象為研究樣本，在探討領導型態是否干擾員工人格特質對工

作滿意及離職傾向之效果的研究中，對探討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是否顯著影響關係，研究

發現，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關係。謝旺龍(2018)以個案 T 企業量販店之員工

為對象，對探討員工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

度」有顯著正向影響。林欽堯(2017) 針對空軍飛機維修人員為對象，從空軍飛機維修員角

度探討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研究顯示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呈現顯著中度正相

關。黃啟雈、李丁文及李珠華(2014)的研究探討門市銷售人員之人格特質對其工作滿足之

影響，結果顯示門市銷售人員個性愈外向、開放性，工作滿足愈高。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並將回收之有效問卷進行統計，以五大人格特質為

自變項，工作滿意度為依變項進行分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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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樣本 
本研究以服務業全職從業人員為研究對象，採用便利抽樣以紙本及電子問卷並行，合

計回收有效問卷為 458 份，發放地區以台中地區。 

 

3.2 研究架構 
                                    
 
 
 
 
                           
 
 
 
 
 
                                 圖一 研究架構圖 

 

3.3 研究假設 
根據上述的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假設： 

假設一(H1):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3.4 研究工具 

3.4.1 五大人格特質量表 
本研究參考以蔡宛玲(2015)編製五大人格特質量表，共計 24 題，如表 3.4.1 所示: 

表 3.4.1 五大人格特質量表 

因素類型 題號與題項內容 

神經質 1.我容易因為一些小事情而緊張。 

2.我時常覺得壓力很大。 

3.我時常會覺得悶悶不樂的。 

4.我容易杞人憂天。 

5.我很容易因一些外在事件而激動。 

外向性 6.我喜歡與人交談。 

7.我喜歡參加社交活動。 

8.我是積極主動的人。 

9.面對新的人或環境，我會感自在。 

開放性 10.我喜愛嘗試新的事物。 

11.我具有豐富的想像力。 

12.我對不同觀念抱持開放的態度。 

13.我具有強烈的好奇心。 

五大人格特質                                 

    神經質 

    外向性 

    開放性 

    友善性 

    嚴謹性 

工作滿意度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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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我喜歡思考解決複雜問題的方法。 

15.我具有創新能力。 

友善性 16.我會盡我所能幫助別人。 

17.我會考慮他人立場和感受。 

18.我是個容易相處的人。 

19.我時常關心別人。 

20.我與他人合作愉快。 

嚴謹性 21.我會盡職地完成上司派給我的工作。 

22.我對份內的事都能如期完成。 

23.我習慣審慎了解實際情況後再做決定。 

24.我善於計劃時間安排要做的事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2 效度分析 
    本研究進行因素分析，首先以主成分分析，抽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共得 5 個因

素，可解釋的總變異量之 66.781％。因各因素間有相關，所以採轉軸法，以直接斜交法得

五因素分別為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嚴謹性，如表 3.4.2 所示，顯示本量表

有良好之建構效度。 

表 3.4.2 五大人格特質因素分析量表 

構面因素 題號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神經質 1 
2 
3 
4 
5 

.788 

.826 

.811 

.833 

.804 

3.313 13.806 

外向性 6 
7 
8 
9 

.828 

.861 

.754 

.721 

1.031 4.294 

開放性 10 
11 
12 
13 
14 
15 

.740 

.815 

.718 

.790 

.778 

.818 

8.256 34.398 

友善性 16 
17 
18 
19 
20 

-.784 
-.720 
-.790 
-.807 
-.796 

1.370 5.710 

嚴謹性 21 
22 

.655 

.817 
2.058 8.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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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822 

.819 

累積總解釋變異量：66.78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3 信度分析 
量表之信度係數以內部一致性加以考驗，各構面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818~.877 之

間，總量表 Cronbach's α 為.872，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信度，如表 3.4.3 所示: 
 

表 3.4.3 五大人格特質量表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摘要 

分量表名稱 題號 題數 Cronbach's α 

神經質 1、2、3、4、5 5 .872 

外向性 6、7、8、9 4 .823 

開放性 10、11、12、13、14、15 6 .877 

友善性 16、17、18、19、20 5 .870 

嚴謹性 21、22、23、24 4 .818 

總量表  24 .87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4 工作滿意度量表 
本研究引用 Anderson, Coffey ＆Byerly, (2002)與 Lin, Wong ＆ Ho, (2013) 

修定而成作為本研究之工作滿意度量表，共計 5 題，如表 3.4.4 所示: 

表 3.4.4 工作滿意度量表 

題號 題項內容 

1. 對我來說我所做的工作是有意義的 

2. 我在工作的公司或組織中，受到尊重 

3. 我覺得自己是工作團隊中的一份子 

4. 我期待每天都與同事們在一起工作 

5. 整體來說，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5 信度分析 
係數以內部一致性加以考驗，該量表 Cronbach's α為.891，顯示本量表有良好的信

度，如表 3.4.5 所示: 

表 3.4.5 工作滿意度量表內部一致性分析結果摘要 

量表名稱 題號 題數 Cronbach's α 

工作滿意度 1、2、3、4、5 5 .89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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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計分方式 
本研究量表皆為李克特五點量表，分數由低至高代表對題項之同意程度，1 分表示非

常不同意，5 分表示非常同意。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背景分析 

本研究服務業全職從業人員背景基本資料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背景分析表 

個人基本資料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222 
236 

48.5 
51.5 

年齡 18-30 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98 
135 
159 
66 

21.4 
29.5 
34.7 
14.4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283 
175 

61.8 
38.2 

教育程度 高中(職)以下 

大學(大專) 

碩博士 

91 
303 
64 

19.9 
66.2 
14.0 

工作年資 1-3 年(含) 

3-5 年(含) 

5-7 年 

7-10 年 

10 年以上 

46 
42 
47 
50 

273 

10.0 
9.2 

10.3 
10.9 
59.6 

工作職級 主管 

非主管 

157 
301 

34.3 
6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2 描述性分析統計 
表 4.2 為五大人格特質現況，本研究發現五大人格特質中嚴謹性得分最高，平均數為

4.002，標準差為.591；友善性第二，平均數為 3.959，標準差為.610；開放性第三，平均

數為 3.633，標準差為.673；外向性第四，平均數為 3.419，標準差為.715；神經質第五，

平均數為 2.935，標準差為.824，如表 4.2 所示: 

4.2 描述性分析統計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排序 

神經質 2.935 .824 5 

外向性 3.419 .715 4 

開放性 3.633 .67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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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性 3.959 .610 2 

嚴謹性 4.002 .591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3 相關性分析 
相關分析是研究兩變數之間的相互關聯的程度以及自變項與依變數間的關聯分析。研

究利用 SPSS 統計軟體相關係數之檢定，由表 4.3 相關分析表可知，外向性、開放性、友善

性、嚴謹性，兩兩變數間的關係程度均呈顯著正相關；神經質呈顯著負相關。 

表 4.3 相關分析表 

構面 A B C D E F 

A 神經質  1      

B 外向性 -.103* 1     

C 開放性 -.076 .649*** 1    

D 友善性 -.112* .545*** .558*** 1   

E 嚴謹性 -.133** .380*** .468*** .626*** 1  

F 工作滿意度 -.204*** .354*** .315*** .388*** .342*** 1 

*p<.05, **p<.01,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4 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 

由表 4.4 顯示在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迴歸分析中，五大人格特質為自變數，依

變數為工作滿意度。經檢定結果為(神經質 Beta＝-.146，t＝-3.470，p＝.001＜0.01)、(外向

性 Beta＝.172，t＝2.999，p＝.003＜0.01)、(開放性 Beta＝.032，t＝.546，p＝.586>0.05)、

(友善性 Beta＝.178，t＝2.962，p＝.003＜0.01)、(嚴謹性 Beta＝.130，t＝2.381，p＝.018

＜0.05)，F＝24.682，調整後的 R2＝.206。依據調整後判斷係數（調整後的 R2＝.206）。五

大人格特質中「神經質」、「外向性」、「友善性」、「嚴謹性」這四種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

度」都具有顯著影響，對「工作滿意度」有 20.6%的解釋力，僅「開放性」對「工作滿意

度」未達顯著。 

表 4-4 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各構面迴歸分析摘要表 

預測變項 標準化

Beta 

t 值 P 值 F 值 R2 調整後的

R2 

神經質 -.146** -3.470 .001 

24.682*** .214 .206 

外向性 .172** 2.999 .003 

開放性 .032 .546 .586 

友善性 .178** 2.962 .003 

嚴謹性 .130* 2.381 .018 

*p<.05, **p<.01, ***p<.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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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上述統計結果，歸納出相關結論並針對企業組織或學術上提供建議。 

5.1 結論 
根據上述統計結果，本研究歸納出結論： 

5.1.1 五大人格特質各構面與工作滿意度關係 
服務業全職從業人員之神經質、外向性、開放性、友善性、嚴謹性與工作滿意度之相

關性均達顯著相關，除神經質與工作滿意度為負相關之外，其餘四種人格特質均與工作滿

意度正相關。 

根據迴歸分析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之神經質、外向性、友善性、嚴謹性等構面

均有顯著影響，其中神經質具有負向影響，意即神經質人格特質其特質越高，則對工作滿

意度之程度也就越低，而開放性未達顯著影響；在工作滿意度變項中，神經質對工作滿意

度β=-.146, p=<.05、外向性對工作滿意度β=.172, p=<.05、開放性對工作滿意度β=.032, 

p=>.05，友善性對工作滿意度β=.178, p=<.05，嚴謹性對工作滿意度β=.130, p=<.05；四個

構面對工作滿意度有 20.6％的解釋變異量。 

5.1.2 人力資源管理方面 
本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有正向顯著影響，表示人格特質對工作滿意度有其

預測力。員工的工作滿意度關係到組織的營運、提升企業競爭力具有重要之影響。 

根據人力資源的招募、甄選，除了考量人員的專業性外，從許多研究中發現，不同工

作性質、產業都有其適合的人格特質，因為聘用合適人格特質的人員對其工作滿意度是有

加乘的效果。 

 

5.2 研究限制 
本研究依據研究構面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參考學術文獻資料，但基於時間、

人力、財力等成本因素，導致本研究有以下限制： 

5.2.1 
本研究僅以服務業全職從業人員為研究調查對象，地區以台中地區，其調查結果可能

適用於本地區服務業全職從業人員之研究，並不足以擴大其他地區之服務業全職從業人

員。 

 

5.3 研究建議 
根據本研究之結果，研究者建議企業組織在員工人格特質方面，可優先選擇「友善

性」、「外向性」，擁有工作滿意度有較高的特性，其次可選擇「嚴謹性」，而「神經質」人

格特質其特質越高，則對工作滿意度會越不滿意。而企業組織在招募、遴選員工面試時可

預先以本研究問卷進行人格特質測驗，用以了解面試者是具有何種人格特質，聘用人格特

質與工作適配的人才，並提供適當職務及工作內容，而個人的特質也可作為選擇工作的參

考，選擇適合自己人格特質的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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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工作時間的延長，加班族群的增加，用餐時間縮短，選擇

外送服務的消費者增加，雖然過去已有許多針對線上點餐有關的研究，然而過去學者提出

對線上點餐的研究大多聚焦在顧客續留、成功因素、消費者行為等研究，對目前強勢崛起

的 foodpanda 與 Uber Eats 服務品質要素之間的分析比較並不多見，因而本研究以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及 I-S 重要度-滿意度模式歸納出各服務品質要素在二維空間的區域，探討其

具有的重要性，以達到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並提出與過去研究不同角度之的建議。 

關鍵詞：服務品質、重要度-滿意度模式 、 KANO 二維品質模式 

 

                            一、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線上點餐外送已逐漸成為台灣消費者的餐飲消費習慣，透過外送點餐族群劇增，餐飲

外送平台成為一日漸興盛的產業(周禎洋，2016)，雖然過去已有許多針對線上點餐有關的研

究，然而過去學者提出對線上點餐的研究大多聚焦在顧客續留、成功因素、消費者行為等

研究，如有以ANOVA分析線上點餐外送平台之購買習慣，與人口統計變數對於氛圍、服務、

便利性、價格、顧客滿意、顧客價值及顧客續留等研究變項是否有差異(賴怡甄，2012)，或

以訪談方式讓業者根據學者在消費者選擇商店的構面及要素中提出實際經營相關因素，再

分析消費者選擇之行為(蔡珮涵，2012)。不過基於服務品質對外送餐飲平台的重要性，本研

究將提出與過去不同之研究方式，將以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5)提出的有關服

務品質概念模式，針對消費者對台灣的主要二家餐飲外送平台foodpanda與Uber Eats，以

KANO二維品質模式對服務品質要素進行二維品質特性分類，探討其是否具有二維品質之

特性，再以I-S重要度-滿意度模式歸納出各服務品質要素在二維空間的區域，探討其具有的

重要性，以達到了解消費者的需求，並提出與過去研究不同角度之的建議。 

 

mailto:yswang@gm.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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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有四。 

一、運用Kano二維品質模式進行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品質屬性的歸類，以探討其不同品

質要素具有的二維品質屬性及指標。 

二、運用重要度-滿意度模式，以了解顧客對於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品質項目的重視度與

滿意度，並歸納出各服務品質要素在此二維空間的區域，探討其具有的重要性。 

三、結合Kano二維品質模式與重要度－滿意度模式的分析，交叉分析兩種的品質排序方法

作為品質改善的優先順序。 

四、將研究結果提供經營餐飲外送平台業者作為提升服務品質之參考，進而提高服務品質

與增強本身之競爭優勢。 
 

二、文獻探討 
  
2.1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為經由第三方外送平台，整合外送人員及美食餐廳，透過 APP 直接

訂餐(劉容瑋，2019)。它是一種 O2O（Online to Offline）的電子商務模式，主要將線上的消

費群轉移到線下實體的體驗，讓線上龐大的客源轉移到線下的實體餐廳，使店家明顯提升

銷售量也可有效減少原本店家外送、接單的人力成本，店家也可藉此提升口碑而創造更多

的曝光機會，如圖 2-1 所示(邱敏翰，2020)。 
 

 
圖 2-1：O2O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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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邱敏翰(2020) 

2.2 台灣目前主要的外送平台 

台灣目前主要的線上點餐外送平台為 foodpanda 與 Uber Eats。 

(一)foodpanda 

foodpanda 是知名電子商務平台 APP，提供線上外送訂餐服務，目前已進駐台

灣、新加坡、泰國等國。在全球 40 幾個國家營運當中，整合了顧客所在地點附近的餐

廳，讓消費者可在輕鬆地在線上訂餐，享受不用出門也能在家吃到美食的便利服務。 

(二)Uber Eats  

Uber Eats 隨著行動支付的興起及人們渴望方便、懶得出門、工作忙碌等原因，

外送平台因此而發展出了無限的商機，也使消費者對餐飲的選擇更加多樣化。Uber Eats

創立於 2014 年 8 月，原先是美國線上叫車平台 Uber 的延伸品，不過 Uber 執行長 Travis 

Kalanick 原先是想要 Uber Everything，而非只有外送美食。從最一開始配送生活用品，

後來出現 Uber Fresh，外送三明治，最後於 2015 才在加拿大推出 Uber Eats。Uber Eats 的

品牌精神是讓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能輕鬆享有美味的餐飲。 

2.2.1 服務品質定義 

服務品質是一種主觀認知，是消費者對於服務的主觀態度，係由消費者的期望及其

參與服務過程所產生之結果的認知所構成(Garvin, 1988)。服務品質的績效水準，絕對是

企業生存命脈的關鍵之一，由於服務品質不易定出標準與規格，又服務是由人員來提供，

故要對服務品質進行正確衡量，勢必要有良好的衡量方法。本研究參考 Parasuraman, 

Zeithamel and Berry 於 1985 年發展出的 SERVQUAL 量表，提出衡量早餐店服務品質的

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等五構面量表 

2.4 Kano 二維品質模式 

    狩野紀昭(Noriaki Kano)於 1984 年提出「二維品質模式」，也稱為「狩野模型」

(Kano model)，Kano 根據「激勵－保健因子理論」提出二維品質模式，將品質屬性分成

魅力品 質、一維品質、必須品質、無差異品質、反向品質等五要素，如圖 2-2。橫軸

的部分代 表品質要素的具備程度，越往右邊表示該品質要素的具備程度越高，越左邊

則該品質要 素具備程度越缺乏；而縱軸代表消費者的滿意程度，越往上面滿意度越

高，反之則越不滿意。藉由劃分產品品質的層次，逐一分析產品功能與顧客滿意度之間

的相關性，從而找出能夠有效提高顧客滿意度的功能，據以排定產品功能改善的優先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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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Kano 模式及品質要素圖 

資料來源：Kano et al. (1984) 

2.5 重要度-滿意度模式 

重要度－滿意度分析法其基本原始架構是根據 Martilla and James (1977)所提出的重 

要度－績效分析法(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IPA)，Yang(2003)提出改良 IPA 的 I-S 

模式(Importance-Satisfaction Model; I-S Model)，如圖 2-3。以顧客對於品質屬性所認知的

重要度與相對的顧客滿意度，這兩項指標程度的高低，區分為優越區、過剩區、不避費 心

區、有待改善區等四區域，提供組織做為品質改善與決策的參考。 

 
圖 2-3 重要-滿意度模式 

資料來源：Yang(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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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利用 SERVQUAL 量表來設計問卷，KANO 二維模式分析出各個品質的要素 

屬性分類，再以重要度-滿意度模式，調查消費者對於早餐業之各項服務要素的重要度 與

滿意程度，更進一步採用品質改善指標及交叉分析，最後擬定品質改善策略。因此根 據

文獻探討的結果，發展出研究架構，如圖 3-1。 

 
3.2 題項發展 

   本研究題項發展分為三大，第一階段參考 SERVQUAL 量表之構面與相關文獻演繹出

原始題項 22 題，有形性4題、可靠性5題、反應性4題、保證性4題、關懷性5題；第二階短以訪談

法，第二階段經訪談有經驗之人補足文獻之不足(業者 3 人、專家 1 人、顧客 3 人)，認為

好或不好，多數決修改題目，第三階段以 22 題項之李克特(Likert）五點尺量表問卷發

放、預試問卷發放 47 份，經有效回收問卷 40 份信度分析結果顯示，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介於 0.41 至 0.89，達可接受標準(Cronbach, 1951)。 

3.3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便利抽樣法，針對曾有使用過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消費者為本研究的主要調查

發放對象，總計發放 268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254 份，無效問卷 14 份，有效問卷率 94.7%。

其中以女性居多(20.4%)，年齡以 20 歲以下居多(43.7%)，其次為 30-39 歲(15%)，職業以學

生占多數(53.1%)。  

 

 

 

SERVQUAL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1)有形姓(2)可靠性

(3)反應性(4)保證姓

(5 關懷姓) 

I-S Model 分析 

Kano二維品質模 

式分析 

服 務 品 質 區 域 

(1) 優越區域 

(2) 過剩區域 

(3) 不必費心區域 

(4) 有待改進區域 

服 務 品 質 區 域 

(5) 優越區域 

(6) 過剩區域 

(7) 不必費心區域 

(8) 有待改進區域 

服務品質 

關鍵屬性 

圖 3-1 本研究架構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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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 

4.1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分析 

本研究依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品質要素加以歸類，針對點餐消費者抽樣 254 份，

以表 4-1「Kano 品質屬性要素評價表」來決定每個品質屬性的二維品質特性歸類，歸類為

魅力品質(A)、一維品質(O)、當然品質(M)、無差異品質(I)、反向品質(R)及無效品質(Q)，

每個品質屬性會得出不同二維品質特性歸類的總累計比率，而相對多數之二維品質特性歸

類就是該品質屬性之最終二維品質特性歸類。  

表 4-1  Kano 品質屬性要素評價表 

產品/服務需求 反向題 

 
正
向
題 

量表 喜歡 理所當然 沒感覺 勉強接受 我不喜歡 

喜歡 Q A A A O 

理所當然 R I I I M 

沒感覺 R I I I M 

勉強接受 R I I I M 

不喜歡 R R R R Q 

資料來源：Kano (1984) 

本研究KANO二維品質模式分析結果如表4-2，結果顯示在22項服務品質衡量要素中 

被歸類為「無差異品質」有17項，有2項為「一維品質」，有3項「當然品質」。在「無差異

品質」屬性部分，有形性構面有2項(題項2,3)，可靠性構面有3項(題項5,8,9)，反應性性構

面有4項(題項10,11,12,13)，保證性構面有3項(題項14,16,17)，關懷性構面有5項(題項

18,19,20,21,22)。另在「一維品質」屬性部分，有形性構面有1項(題項1)，保證性構面有1

項(題項15)。另在「當然品質」屬性部分，有形性構面有1項(題項5)，反應性構面有2項(題

項6,7)。 

 

表 4-2 KANO 二維品質屬性分析歸類結果表 

構

面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品質問項 

二維品質屬性歸類表 屬性 

歸類 A O M I R Q 

有

形

性 

1.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的網頁點餐功能設

計齊全 5 88 67 82 0 12 O 

2.外送平台線上點餐的操作介面是容易上手 

0 72 84 90 0 8 I 

3.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的外送員儀容得體

服裝整潔 0 41 36 175 0 2 I 

4.外送平台網頁上提供的餐點內容與實際送

達的相符 2 2 109 63 0 78 M 

5.外送平台線上點餐能及時處理顧客問題 

2 79 75 96 0 2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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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靠

性 

6.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在顧客遭遇問題時會協

助解決 0 67 94 91 0 2 M 

7.外送平台線上點餐的餐點品質是穩定的 

0 55 102 95 0 2 M 

8.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對顧客的服務承諾能準

時地提供 0 65 57 124 2 6 I 

9.外送平台線上點餐能準確的提供顧客餐點 

0 65 71 112 0 6 I 

反

應

性 

10.外送平台線上點餐不時有顯示優惠訊息的

標示及說明 0 55 31 160 0 8 I 

11.當外送平台線上點餐訂單發生問題時線上

客服會提供協助 2 65 87 98 0 2 I 

12.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人員對顧客隨時保

持高度的服務意願 0 58 22 170 2 2 I 

13.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人員，不會因為太

忙而疏於回應顧客的需求 0 34 37 181 0 2 I 

保

證

性 

14.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是值得信賴的 

6 63 62 119 2 2 I 

15.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結帳金額是正確的 

6 124 86 30 0 8 O 

16.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人員是有禮貌的 

2 67 43 136 0 6 I 

17.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人員，能在標示的

時間，準時提供餐點服務 0 65 19 164 0 6 I 

關

懷

性 

18.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可以提供給顧客客製化

服務 0 42 11 199 0 2 I 

19.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可以依顧客飲喜好提供

餐點 4 39 13 196 0 2 I 

20.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會設身處地體認顧客的

感受 2 22 6 216 0 8 I 

21.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會以顧客的利益為優先

考量，來提供相關服務 4 50 6 190 0 4 I 

22.外送平台線上點餐能以顧客方便的時間進

行服務 0 76 44 128 2 4 I 

 A 魅力品質、O 一維品質、M 必須品質、I 無差異品質、R 反向品質、Q 及無效品質 



205 

 

4.2 I-S Model 分析 

4.2.1 foodpanda 類型I-S Model 分析 

本研究 foodpanda 類型 I-S Model 分析結果如圖 4-1，結果顯示在 22 個項目中，有 8

項落在第一 象限優越區域(題項 1, 2, 4, 7,14, 15,17,22)；有 1 項落在第二象限過剩區域(題項

16)；有 8 項落在第三象限不必費心區域(題項 3, 10,12,13, 18, 19, 20, 21)；有 5 項落在第四

象限有 待改進區域(題項 5,8,6,9,11 )。 

 

 
圖 4-1 foodpanda 重要度-滿意度分析圖 

 

4.2.2 Uber Eats 類型I-S Model 分析 

本研究傳 Uber Eats 類型 I-S Model 分析結果如圖 4-2，結果顯示在 22 個項目中，

有 8 項落在第一 象限優越區域(題項 1, 2, 4, 7,14, 15,17,22)；有 1 項落在第二象限過剩區域

(題項 16)；有 8 項落在第三象限不必費心區域(題項 3, 10,12,13, 18, 19, 20, 21)；有 5 項落

在第四象限有 待改進區域(題項 5,8,6,9,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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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Uber Eats 重要度-滿意度分析圖 

4.3 KANO 二維品質模式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  

為避免運用 KANO 二維品質模式而欠缺考慮重要度問題，或是僅運用重要度-滿意度

模式而未考慮二維品質特性存在的問題，本研究結合 KANO 二維品質模式及 I-S Model 進

行交叉分析。 

4.3.1 foodpanda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類型  

本研究 foodpanda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 KANO 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結果如圖 4-3，結

果顯示，落在第一象限「優越區域」的 8 項服務品質要素中，包含了 2 項「一維品質」(題

項 1, 15)與 5 項「無差異品質」(題項 2, 4, 14, 17, 22)與 1 項「當然品質」(題項 7);落在第二

象限「過剩區域」中的 1 項服務品質要 素為「無差異品質」(題項 16): 落在第三象限「不

必費心區域」中的 8 個服務品質項目為「無差異品質」(題項 3, 10, 12,13,18,19,20,21 ); 落在

第四象限「有待改善區域」中的 5 項服務品質要素為「無差異品質」(題項 5,8,9,11 )與「當

然品質」(題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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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foodpanda KANO 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矩陣圖 

 
4.3.2Uber Eats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類型 

本研究 Uber Eats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 KANO 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結果如圖 4-4，結

果顯示，落在第 一象限「優越區域」的 8 項服務品質要素中，包含了 2 項「一維品質」(題

項 1, 15)與 5 項「無差異品質」(題項 2, 4, 14, 17, 22)與 1 項「當然品質」(題項 7);落在第二

象限「過剩區域」中的 1 項服務品質要 素為「無差異品質」(題項 16): 落在第三象限「不

必費心區域」中的 8 個服務品質項目為「無差異品質」(題項 3, 10, 12,13,18,19,20,21 ); 落在

第四象限「有待改善區域」中的 5 項服務品質要素為「無差異品質」(題項 5,8,9,11 )與「當

然品質」(題項 6)。 

 
圖4-4 Uber Eats KANO與I-S Model交叉分析矩陣圖 

五、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5.1.1 提升或維持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品質優越區競爭優勢  

為提升或維持foodpanda外送平台線上點餐與Uber Eats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優越區域競

爭的優勢，並與競爭業者有所差異性，需以KANO 「當然品質」為加強改善重點，其改善

順序應為「當然品質」>「一維品質」>「無差異品質」，若為相同品質則以I-S Model中重要

度高者為優先改善順序項目。經本研究KANO 與I-S Model交叉分析結果顯示，foodpanda外

送平台線上點餐與Uber Eats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在優越區域可以提升或維持的服務品質項目

順序 如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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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二家業者 KANO 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在優越區域提升順序 

業者類型 改善順序題項 

foodpanda 7(M,0.30)>15(O,0.41)>1(O,0.15)>17(I,0.41)>4(I,0.20)>14(I,0.2)>2(I,0.15)>22(I,0.01) 

Uber Eats 7(M,0.29)>15(O,0.40)>1(O,0.00)>4(I,0.19)>14(I,0.16)>17(I,0.07)>2(I,0.14)>22(I,0.00) 

註：( )內Kano類型與內數字為標準化重要度平均值。  
  

5.1.2 改善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服務品質有待改善區劣勢 

 「有待改善」區域為重要度高，而滿意度甚低的部分，因此優先改善順序應為「當然品

質」>「一維品質」，如為相同品質同樣依重要度決定優先改善順序 。經本研究 KANO 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在有待改善區的優先改善項目 順序如

表 5-2。 

表 5-2 二家業者 KANO 與 I-S Model 交叉分析有待改善區域改善順序 

業者類性 改善順序題項 

foodpanda 6(M,0.18) >9 (I,0.29) > 8(I,0.14) > 5 (I,0.13)> 11(I,-0.20) 

Uber Eats 6(M,0.17) >9 (I,0.28) > 8(I,0.13) > 5 (I,0.12)> 11(I,0.00) 

註：( )內 Kano 類型與內數字為標準化重要度平均值。 

5.2 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針對 foodpanda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與 Uber Eats 外送平台線上

點餐二類型外送平台線上點餐提出建議如後。 

5.2.1foodpanda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瞭解，消費者期盼優先改善是顧客遭遇問題時會協助解決(題項 6)，

所以提高服務人員會在顧客遭遇問題時會協助解決的需求，此項問題可以 foodpand 與 Uber 

Eats 外送平台業者比較中發現此兩家協助方案有諸多的限制對顧客未善盡解決的問題，因

而建議兩家應可從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在顧客遭遇問題時來進行琢磨改善;其次消費者希望

服務人員在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對顧客的服務承諾能準時地提供的需求(題項 8)，這一點可以

考慮在繁忙時段中增加人力，以應付當下消費者的大量湧進；或提升每位服務人員作業能

力，以達負荷當下消費者的人數，進而降低消費者的不滿意度。 

5.2.2 Uber Eats 外送平台線上點餐 

由本研究分析結果瞭解，消費者期盼優先改善是顧客遭遇問題時會協助解決(題項 6)，

所以提高服務人員會在顧客遭遇問題時會協助解決的需求，此項問題可以從 foodpand 與

Uber Eats 外送平台業者比較中發現此兩家協助方案有諸多的限制對顧客未善盡解決的問題，

因而建議兩家應可從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在顧客遭遇問題時來進行琢磨改善;其次消費者希

望服務人員在外送平台線上點餐對顧客的服務承諾能準時地提供的需求(題項 8)，這一點可

以考慮在繁忙時段中增加人力，以應付當下消費者的大量湧進；或提升每位服務人員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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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以達負荷當下消費者的人數，進而降低消費者的不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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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建構一個具有政府消費性支出與經濟成長關係之非線性所得稅內生成長，有鑑於

傳統研究政府消費性經濟的內生成長文獻，幾乎皆侷限於政府消費性支出對經濟成長探討

的研究(諸如陳智華 (2005))，鮮少觸及生產面。同時在既存探討生產面與消費面地政府消費

性支出的文獻中(諸如Turnovsky.(2000))，又僅專注於生產面的研究，幾乎皆忽略公共消費資

本可以累積的事實。這些研究都僅限於所得稅或定額稅融通的討論，無法解釋非線性所得

稅更符合實際現況。結合陳智華 (2005)政府消費性支出的內生成長與Turnovsky.(2000)跟Lai 

and Liao (2012) 非線性所得稅模型，探討政府部門調高政府消費性支出規模(政府消費性支

出佔所得的比率)，將如何主導經濟體系相關總體經濟變數的成長率的影響。準此，本文嘗

試設計一個生產面與消費面之政府消費性支出內生成長經濟模型，探討存在非線性所得稅

時政府宣告調高政府消費性支出規模，將如何主導經濟體系相關總體經濟變數的成長率。 

 
關鍵字：政府消費性支出、內生成長、非線性所得稅 

一、緒論 
世界各國對於政府消費建設與公共基礎建設的最適配置，一直是其施政的重要課題之

一，而政府的公共基礎建設泛指道路橋梁與完善的水電供應系統等等，這些公共基礎建設

能夠帶動整體經濟體系的生產活動。另一種則是能夠帶給民眾快樂和滿足感的政府消費性

支出，例如興建現代化的巨蛋運動場，國家演藝廳與公園等等。許多學者在研究追求經濟

體系自身的成長與最適政府支出比例，更是廣泛探討的議題。本文依據世界銀行資料蒐集

主要國家西元 2012 至 2016 年政府消費性支出佔 GDP 的比例如表一，其中以荷蘭 2012 與

瑞典 2013 的政府消費性支出佔 GDP 的比率最高 26.3%。這代表政府消費性支出議題是很重

要。 

 
表一   世界主要國家 2012-2016 年政府消費性支出佔 GDP 的比率 

國名/年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美國 15.7 17 16 14.4 14.3 

加拿大 21.1 21 20.6 21.2 21.2 

日本 20.3 20 20 19.9 19.8 

英國 20.7 20.1 19.7 19.4 18.9 

瑞典 25.9 26.3 26.2 25.9 26.1 

荷蘭 26.3 26.1 25.9 25.3 24.7 

芬蘭 24.4 24.7 24.7 24.4 24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可是現存的文獻都集中以消費面的方式執行政府消費性支出政策(如陳智華(2005))；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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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實上政府採行政府消費性支出政策是會面臨公共生產資本地累積，而不是以簡單假

設而探討，若政府因應這方面所需，未來是否可能採用生產面與消費面方式執行政府消費

性支出政策是值得關注，也就是政府消費性支出政策有可能影響總體經濟，甚至影響經濟

成長與社會福利。若是採用生產面與消費面政府消費性支出，必須考慮的是：公共消費資

本與公共生產資本累積方式是否會使政府消費性支出、社會福利和經濟成長率有關連？因

此，現存文獻忽略了公共消費資本與公共生產資本累積方式的處理方式很明顯的並不符合

現實狀況。我們認為公共消費資本與公共生產資本累積方式的加入是否會與現存文獻有不

同的結果是我們持續關注的議題。因而，我們想知道存在公共消費資本與公共生產資本累

積方式，政府消費性支出是否會對經濟成長造成顯著地影響，是我們想去了解與解釋。 

自從Djaji´c (1987)提出政府消費性支出與經濟成長的理念後，該題材在政府消費性經濟

領域掀起討論的旋風；迄今，已經累積了相當數量的文獻，諸如Djaji´c (1987)、Ihori(1990)、

Turnovsky and Fisher (1995)、Palivos and Yip (1996)及Chang (1999)等。當中，Turnovsky and 

Fisher (1995)、Palivos and Yip (1996)及Chang (1999)等發現政府的消費性支出不但會影響短期

資本存量也會提高長期的資本存量。然而這些研究都僅限於外生經濟的討論，無法解釋內

生成長的事實。 

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因Romer (1986) 與 Lucas (1988) 建構的內生成長模型，而使總

體經濟的成長理論有劃時代的“體制變革”。在文獻上，第一篇以內生成長理論來檢視政府

消費性支出與經濟成長議題者，首推Barro (1990)的作品；他們發現：如果經濟體系的政府

消費性支出支出愈高，則該體系不會有實質效果。Lau(1995)則利用內生成長模型研究福利

極大與成長極大兩種狀況下，最適的政府消費性支出比率。Devereux and Love(1995)探討在

定額稅融通與勞動工時內生時，政府提高消費性支出有利於經濟成長。Greiner (1998)延伸

Barro (1990)的模型，加入了移轉性支付的考量，認為若政府向民眾課徵某一定額的所得稅

來融通基礎公共建設支出與移轉性支付，則社會福利極大的所得稅率將大於經濟成長極大

的所得稅率；反之，若政府同時以所得稅與定額稅來融通基礎公共建設支出時，則社會福

利極大的所得稅率將小於經濟成長極大的所得稅率。這個結果與Barro(1990)的結果不同。

Turnovsky(2000)在勞動工時內生與商品市場為完全競爭下，政府提高消費性支出不利於經

濟成長。Shieh et al. (2002)指出，如果經濟體系的國防規模愈加擴張，則對於經濟成長率有

不確定的影響效果；其中的關鍵視國防資本佔政府資本(即國防資本與公共資本的總和)的產

出彈性與國防規模之相對大小而定。他們也發現，經濟體系達到成長極大的國防規模小於

福利極大狀態下所需的國防規模。Chang et al.(2004)將社會地位引進內生成長，討論政府消

費性支出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他們發現民眾追求社會地位的行為，則政府消費性支出增加

不利於經濟成長。陳智華(2005)探討政府消費性支出預料到的提高對經濟成長的影響。她發

現政府消費支出提高對短期經濟成長不確定但對長期而言卻是不會有實質效果。Chen (2006)

則是將政府消費性支出可提高民眾效用的觀點引入Barro (1990)的模型，在次佳(second best)

條件下分析最適的政府消費性支出及生產性支出比率。然而這些研究都僅限於政府支出與

經濟成長的討論，忽略了生產面的公共基礎建設的事實。 

既存文獻有關生產面與消費面的財政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研究，如 Turnovsky(2000)

將勞動內生引進生產面與消費面的政府消費性支出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他發現在集權

經濟體系下，政府消費性支出對於經濟體系地長期均衡經濟成長成負向的效果，這是因為

他將民眾的效用函數(政府消費性支出與民眾消費)設計為不可分離形式。但是在分權經濟體

系下，政府消費性支出增加會提升經濟成長率。然而該研究都僅限於生產面與消費面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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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並未觸及公共消費資本累積的事實的議題。事實上，就政府消費性支出與公共消費資本

累積與公共生產資本累積對經濟的影響也有不同的面向，然而，這些研究都僅限於所得稅

或定額稅融通的討論，無法解釋非線性所得稅更符合實際現況。 

既存文獻有關非線性所得稅結構的實證探討研究證實，一般税率是累進稅率或累退稅

率而不是比例所得稅(Shieh et al. (2002b)、Shieh et al. (2007))或定額稅(Shieh et al. (2002a) 、

陳智華(2005))。例如，Pintus (2008)研究美國實證資料支持一般税率是累進稅率或累退稅率，

他發現在 1940-1980 年間，累進稅率的估計值大約落在 0.7%與 1.8%之間，而累退稅率在

1920-40 年與 1980-90 年間的估計值分別為-2.4%與-0.7%。另外，Kakwani (1977)發現在 1968-

70 年間實施累進稅制增加在澳大利亞、加拿大與美國與在 1964-67 年間在英國。Kakwani 

and Lambert (1998) 與 Van Ewijk and Tang (2007) 指出實施累退稅制在 1984 年在澳大利亞

與 1994 年在英國。根據這些實證觀察非線性所得稅(累進所得稅與累退所得稅比比例所得

稅)更符合實際現況。 

從1990年代中期以後，已經有經濟學家將內生成長理論應用於非線性所得稅的議題。

諸如Bovenberg and Van Ewijk (1997)結合累進所得稅與疊代內生成長，發現累進所得稅不利

於經濟成長。Yamarik (2001)設計累進所得稅與內生成長且利用AK模型發現較高的累進所得

稅率會壓低經濟成長率。Li and Sarte (2004)則是將非線性所得稅引進家計單位異質性模型，

也發現較高的累進所得稅率會壓低經濟成長率。自此之後，投入非線性所得稅議題的經濟

學家有日漸增多的趨勢。Greiner (2006)提出政府以非線性所得稅制融通方式，於政府預算

平衡的前提下，若所得稅收以累積公共資本的方式以利於私部門生產，則累進所得稅制有

利於經濟成長。但累進所得稅制會直接傷害稅後私有資本生產力，則不利於經濟成長。Lai 

and Liao (2012) 將非線性所得稅引進Barro模型，探討生產外部性的內生成長與最適非線性

所得稅，並檢驗財政當局在福利最大的觀點之下如何主導最適非線性所得率。因Barro (1990)

的福利水準僅止於次佳境界，他們發現財政當局可藉由一套最適非線性所得稅制，且完全

修正財政政策對私部門所產生的外部效果，進而提升社會福利與達到最佳境界。然而這些

研究都僅限於非線性所得稅的研究並未觸及政府消費性支出政策的議題。事實上，就政府

預算融通而言，對於政府消費性支出有許多稅源的管道，因此不同的稅制融通對經濟的影

響也有不同的面向，所以我們仍然缺乏政府消費性支出、非線性所得稅與內生成長的分析。

因此本文擬設計一個結合政府消費性支出、非線性所得稅與內生成長模型，探討政府部門

調高政府消費性支出規模(政府消費性支出佔所得的比率)，將如何主導經濟體系相關總體經

濟變數的成長率的影響。 

 

 

二、模型 
本文是結合陳智華(2005)消費面的政府消費性支出與Turnovsky.(2000)跟結合Lai and 

Liao (2012)的觀念引入模型而構成的政府消費性支出與非線性所得稅內生成長。因陳智華

(2005)探討政府消費性支出與內生成長但未觸及生產面的公共生產資本累積，Lai and Liao 

(2012)討論政府政策與非線性所得稅內生成長未觸及公共消費資本累積，於是為彌補陳智

華(2005)與Lai and Liao (2012)模型的不足，本文將完整的探討政府消費性支出、社會福利

與非線性所得稅內生成長。 

我們假設經濟體系內存在一個可以存活無限期的代表性個人和政府，而代表性個人的

目標是追求終生效用折現值 U 的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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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為主觀的時間偏好率， ( )cgcV , 是代表性個人的瞬時效用函數， c 是代表性個人對

商品之消費，
cg 為政府消費性資本。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參卓陳智華(2005)與 Chen(2006)

將瞬時效用函數設定為：1 

( ) cc gcgcV lnln, += .                                           (2) 

式(2)中的是衡量政府消費性資本對民眾效用影響程度的參數。 

另外，我們仿照陳智華(2005)，假定生產函數為： 
 −−= 11 pAkQ .                                                (3)   

式中Q 為產出， A為技術參數， k 為資本， p 為政府公共基礎建設資本， 為政府的公共

基礎建設支出生產彈性， −1 為實質資本的生產彈性。 

代表性個人的所得在扣除掉政府徵收的非線性所得稅，除了用來購買商品亦可透過增

加持有機器設備作為儲蓄的工具。準此，個人預算限制式可表示成： 

�̇� = 𝑄 − 𝜋(𝑄) − 𝑐̇                                                (4) 式(4)

中，�̇� = 𝑑𝑘/𝑑𝑡表示資本存量的跨時變化，π(Q)是所得稅函數。 

    依循 Greiner (2006)與 Lai and Liao (2012)將所得稅函數設計為非線性形式： 

 

      −−=−== 1])(1[)( QQQQ
Q

Q
QQ ； 10,10   .           (5) 

式中，Q 為社會平均的總產出水準，  )/(1 QQ−= 為平均稅率。 

    另外，依循 Guo and Lansing (1998)，邊際稅率(
m )為個人所得變動反應於總稅收的變

化，令  −−−== QQQQm )1(1/)(
 )/)(1(1 QQ−−= 。再者，根據式(5)可推得： 

    0
]/)([ )1( =



 +−  QQ
Q

QQ
； 如果  0 .                       (6) 

式(6)表示若 0 對應累進所得稅(即邊際稅率高於平均稅率)，隨著所得稅增加，每單

位所得的稅賦(平均稅率)將會隨之提升，若邊際稅率低於平均稅率，則代表民眾面臨累退稅

制；另外，當 0= 時，個人面對的稅率將與所得高低無關，平均稅率與邊際稅率相等，稱

之為比例所得稅或固定所得稅(flat taxation)。 

 
代表性個人的所得在扣除掉政府徵收的定額稅後，除了用來購買商品外，亦可透過增

加持有機器設備作為儲蓄的工具。而民眾的可支配所得等於消費支出與毛儲蓄的總和；毛

儲蓄包括機器設備的購買。因此代表性個人預算限制式可以表示為： 

 

zcpAkk −−= − 1 .                                              (4) 

                                                      

1 在陳智華(2005)與 Chen(2006)的效用函數為 ( )




−

−
=

−

1

1)(
,

1

c
c

cg
gcV ， 為跨期替代彈性(the elasticity of 

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的倒數。當 1= 時，其效用函數即為本文的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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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tdkk /= 表示資本存量的跨時變化， z 為定額稅。 

家計單位的最適化行為可表示成 ﹕ 

,]ln[ln
0

,,
dtegcMax t

c
mkc

 −



 +                                       (5) 

zcpAkkts −−= − 1..  ,                                      (6)            

根據式(5)及(6)可設定以下現值的 Hamiltonian 函數： 

cgcH lnln += ][ 1 zcpAk −−+ −  .                           (7) 
式中，令為共狀態變數。家計單位選擇 c 、 k 、的一階最適條件為： 

=
c

1
,                                         (8) 

  +−=− − pAk)1( ,                                       (9) 

 zcpAkk −−= − 1 .                                            (10) 

式 (8) 表示消費的邊際效用等於實質財富的影子價格。式(9) 表示代表性個人持有機

器設備之最適條件，其隱含著多持有機器設備之的邊際利得 (  pAk−− )1( ) 等於因為持

有機器設備而減少當期消費所承擔邊際損失 ( − +  )。式 (10)為家計單位預算限制式。此

外，家計單位的行為須符合的終端條件 (transversality condition ) 為：  

0lim =−

→

t

t
ke  .                                                 (11) 

依循 Devereux and Love(o 1995)，Turnovsky (2000) ，陳智華(2005) 和 Tzeng et al. (2008)，

我們假設政府消費性支出佔產出的某一比率 ，在求導市場均衡條件時，必須考量政府的

預算限制式： 

zQ == g ,                                                   (12a) 
 pAkggc

−== 1
,                                          (12b)  

 pAkgp −−=−= 1)1()1( .                                   (12c) 

式(12a)政府預算限制式，式(13)依循 Chen(2006)令政府支出支用於購買消費性支出的

比率(即政府消費性支出比率)為，支用於基礎建設的比率(即政府基礎建設支出比率)為

−1 。 

依循 Shieh et al.(2002)的設定，利用式(12b)與(12c)期初 )1/(/ 00
 −=pgc

，我們可以

獲得 cg 與 p 的關係。    





−
=

1p

gc

.                                                    (13) 

式(10)顯示， cg 與 p 的微分方程是相互依存的；換句話說，只要推得 p 的微分方程，即可

推得 cg 的微分方程。 

加總代表性個人及政府的預算限制式可得經濟資源限制式為： 

cpAkk −−= −  1)1( .                                          (14)        

由式(8)、(9)及(13)可推得： 

  −−−= − )()1()1(
k

g
A

c

c c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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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5)就是著名的 Keynes-Ramsey Rule，該式陳述：如果資本淨邊際生產力大(小)於時間偏

好率，則民眾下期會增加(減少)消費。 

我們依循 Futagamiet al.(1993)，Shieh et al.(2002)的變數轉換處理方式，定義新變數為

kgx c /= 、 kcy /= 。再利用式(10a)-(10d)及(11)-(17) 可推得 x 及 y 所構成的動態體系： 

11 )1( −− −=−=   xA
k

k

g

g

x

x

c

c


  yxA +−−− −   )1()1(

          
(16) 

)()1(   −−=−= − xA
k

k

c

c

y

y 
y+−                          (17) .                     

 

式(16)及式(17)構成了轉換變數 x 及 y 的動態體系。 

三、長期均衡 

這一節，我們將探討政府的消費性支出佔政府支出比率 增加對長期均衡值 *x 及 *y

的影響。令靜止均衡的成長率為 * ，在靜止均衡時由於生產函數  pAkQ −= 1 ，可以進一

步推論：靜止均衡時， ****

Qpkgc
 == *= .必然成立。當經濟體系達到長期均衡時，

0== yx  成立，且令 *x 及 *y 分別為 x 及 y 的靜止均衡值。 

根據式(16)及式(17)，可將 x與 y 以隱函數表示: 

),,( yxFx = ,                       (18) 

),,( yxJy = .                       (19) 

式中， 11 *))(1()1( −− −−=   xAFx
0*)()1()1( −−− −   xA , 0~ = xFy ,

)1(*)()1( 1  
 −−−= −− xAF 0*)()1()1( 111 −−+ +−−−   xA  

, **)()()1( 1 yxAJx

−− −−=   , 0*= yJ y
, 

))((**)()1( 11  
 −−−= −−− yxAJ . 

接著我們討論長期均衡的相關特性。在長期靜止均衡條件的狀況下， 0== yx  ，分別對式

(18)及式(19)全微分，將結果以矩陣形式表示如下：接著，我們探討政府的消費性支出佔

政府支出比率增加，對長期均衡值 *x 及 *y 的影響。 

*x 及 *y 與外生變數的偏導數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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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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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0)                        

利用Cramer ‘s 法則，可以得到x*與 *y 靜止均衡的縮減式： 

)(** xx = ,                                                       (21)                      

)(** yy = .                                                       (22) 

*x 及 *y 與外生變數的偏導數關係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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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1 



 yxAx
0

)1(**)()1( 111




−−+ +−−−   yx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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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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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Ay
, 若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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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0*)(**))(1()1( 1 +−−−= −− xyxA  
。式(23)表示，政府消費性支

出佔政府支出比率增加，對政府消費性存量相對於實質資本的影響為負。式(24)表示，政

府消費性支出佔政府支出比率 增加對消費相對於實質資本的影響為不確定。端視政府公

共基礎建設對於私部門生產外部性 與政府消費性支出佔產出的某一比率 的相對大小而

定。 

由式(23)可得長期均衡經濟成長率 * : 

0)
*

*(*)()1()1(
* 11 




−−−−=



 −−−






  x
xxA ,         (25)                  

式(25)政府消費性支出對經濟成長不利的原因：直覺上來說，政府提高消費性支出為了維

持政府預算平衡，必須同時減少公共基礎建設的支出，此時廠商在製造商品的過程中，所

享受的政府公共基礎建設的外溢效果減少，使得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這樣的結果會讓民

眾有兩種不同的反應效果。第一種途徑當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會使得民眾的稅後可支配

所得減少，理性的民眾將會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第二種途徑當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表示

民眾的儲蓄實質資本而得到的實質利率報酬減少，所以理性的民眾將會降低儲蓄增加消費

來應對。因此，在靜止均衡時，政府的消費性支出對民眾所造成第一種途徑大於第二種途

徑效果因而民眾的消費減少，進而抑制經濟成長。另一方面，由式(15)可知資本邊際生產

力減少也會壓低經濟成長。這個結果與Barro(1990)、Chang et al.(2004)與Chen(2006)等文的

結果相吻合。 

 

四、結 論 

 
自從 Barro (1990) 首先提出政府消費性內生成長的理念後，該題材在政府消費性經濟

成長領域掀起討論的旋風，至今仍有無可計數的文章在學術期刊出現。本文乃由政府消費

支出面著手，延申 Chen (2006)理論架構，加入 Futagamiet al.(1993)之公共基礎建設累積與

陳智華(2005)之公共消費性累積設計及非線性所得稅的概念，探討政府消費支出政策改變對

經濟體系的影響。 

我們發現政府消費性支出增加會抑制經濟成長，這是因為政府提高消費性支出為了維

持政府預算平衡，必須同時減少公共基礎建設的支出，此時廠商在製造商品的過程中，所

享受的政府公共基礎建設的外溢效果減少，使得資本邊際生產力遞減。這個結果導致消費

性支出會壓低經濟成長與 Barro(1990)、Chang et al.(2004)與 Chen(2006)等文的結果相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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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式，經過文獻蒐集，加上與七位專家的深度訪談後，以服務創新

及創新擴散的論點探討其結論觀點，進行資料的萃取與歸納，分析台北市智慧路邊停車計

費系統之方案評估。根據專家訪談評估結果的優勢來看，依序為停車柱、高位攝影、地磁。

依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提出相關結論，供機關施政建議、廠商未來發展、民眾生活品質

提昇之參考。  

關鍵詞：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服務創新、創新擴散 

一、緒論 
1.1研究背景及動機 

「智慧城市」已是全球各城市發展之趨勢，其概念最早源於 IBM(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提出的智慧地球理念(Smart City & IOT,2020)。透過資

訊科技及互聯網應用到城市中的各項公共設施，提昇人們的工作效率及生活品質。在台灣，

台北一直扮演領頭羊的角色；於 2006 年榮獲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

評為全球智慧城市首獎；在 2015 年 7 月 1 日成立「智慧城市委員會」；並獲選遠見雜誌

「2016 智慧城市大調查」智慧城市第 1 名。依據台灣英文新聞 2020 年 9 月 18 日的

報導，在 2020 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所發布的「2020 全球智慧城市指數」(Smart 

City Index)在全球 109 個城市中，新加坡居於首位，台北位居第 8 (徐慶柏，2020)。台

北市以 2050 年為願景，要成為一個宜居城市。打造智慧城市包括智慧交通、智慧健康、

智慧建築、智慧教育、智慧經濟、智慧政府、智慧環境及智慧安防，其中智慧交通是最優

先推動的項目之一。依據「交通部統計查詢網」109年 10月台北市及新北市登記汽車、小

客車、小貨車數量，再根據台北市及新北市民政局統計資料 18 歲以上成年人計算，持有

佔比為 64.5%，而若以家戶數來計算擁有車輛數，則平均每戶擁有 1.37輛車。智慧城市公

司(Smart Cities Consulting; SCC)於 2017年發布：根據統計全球一年總共花費了 7000

萬小時在找尋停車位，其背後代表著的是超過 10 億美金的經濟損失。而我國根據 2019 

年「交通部自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民眾平均每星期使用 4.1 天，主要用途為通勤

使用；駕駛人於居家附近尋找停車位時間平均 8.9 分鐘，而台北市民需要耗時 13.7 分鐘

(圖 1-1)；於通勤時在工作或上學場所尋找車位平均 6.4 分鐘，台北市民平均耗時 8.8 分

鍾(圖 1-2)，以上在大台北地區尋找車位，不論是居家附近或通勤時間皆遠遠高於全國平均

值。在大台北地區平均不到二個人就擁有一輛車；而台灣道路面積狹小，尤其台北市及新

北市為我國之首都，都市化發展使人口過度集中，交通壅塞、停車空間不足的情況日益嚴

重，因此造成了繞行街道尋找車位相當浪費資源，除了造成駕駛人困擾外也相當的不環保；

若有民眾貪圖方便將車輛違規停放在黃線或紅線上，甚至併排停車，不但造成交通阻塞，

更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219 

 

      

圖 1-1 駕駛人於居家附近尋找停車位時間 

資料來源:交通部自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2019) 

及本研究整理 

 圖 1-2 駕駛人於工作或上學場所附近尋找停車位時間 

資料來源:交通部自小客車使用狀況調查報告(2019) 

及本研究整理 

鑑於上述停車問題嚴重，影響都市收費停車格管理深遠，而過去之研究並未針對台北

市路邊停車，如何透過更有效率的路邊停車開單導入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模式，建立一

套便利民眾的停車及繳費方式，來提昇路邊收費停車格之管理效率、促進停車收費公平性，

以達到維護停車秩序及市容美觀。對廠商而言，根據 Frost & Sullivan 2014 年報告顯

示，全球停車商機高達 1000 億美元(約合 3 兆台幣)； IoT Analytics(2018)則針對全球

智慧停車市場產值預估，將從 2019 年的 19 億美元，倍增到 2023 年的 38 億美元，平均年

複合成長率達 14%(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對民眾而言，透過有效的智慧

路邊停車管理系統，可以提供即時的車位即時檢測、車位引導、數據統計、收費監控等、

降低駕駛人繞行時間，進而緩解交通阻塞，降低交通事故與空氣污染，節能減排；對於機

關而言，可提升現有路邊停車格的管理效率和週轉率及停車費的回收率，提供政府機關於

施政上之參考；對廠商、民眾及機關都是獲益。 

1.2研究目的 
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具有前瞻科技性，故本研究以服務創新與創新擴散這二個理論，

其對於新科技的採用意願都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Den Hertog,Van der Aa and de 

Jong,2010; Rogers,1983)，許多學者將其運用至不同的新科技產品與服務上。故本研究以

台北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方案評估：服務創新與創新擴散之觀點，為研究範圍，進行

國內外文獻回顧與資料蒐集，以台北市路邊停車格收費上的營運情形，導入智慧路邊停車

計費系統可行性，並以採用質性研究方式進行，主要議程設定產、官界的專家協助給予相

當的意見及資訊的回饋進行深入訪談。藉由綜整次級文獻資料及半結構訪談資料，歸納分

析現況，研提因應對策及提出結論與建議提供各地方政府之參考。 

1.2.1探討台北市開單服務特性，其經營模式如何創新以符合大眾期待並與國際接軌。 

1.2.2探討開單服務創新的型態及導入後對於機關、市民以及業者的影響。 

1.2.3透過與諸位專家等之深度訪談，將服務創新的思維與實踐進行歸納分析。  

1.2.4透過與諸位專家等之深度訪談，將創新擴散的思維與實踐進行歸納分析。  

1.2.5針對訪談內容提出建議，以供機關施政建議、廠商未來發展、民眾生活品質提昇。  

二、文獻探討 
2.1 國外智慧停車發展概況 

2.1.1 美國 
由美國舊金山市政運輸局(SFMTA)主導推行，美國交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USDOT)、聯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提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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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相關資助與配合；獲得了近 2000萬美元聯邦資金支持(Rachel Gordon,2010)，IBM扮演

營運顧問角色所誕生由新創公司 Streetline 開發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SFpark(Joy 

Tsai,2011)於2010年起應用於美國舊金山共七個區域建置6000多個計時繳費機以及SFMTA

管理的 12250 個停車位。該計畫以物聯網為基礎，整合無線感測網路的感測器偵測停車格

使用狀況，並將資訊傳至停車柱繳費機，使用者可藉手機或網絡取得停車位即時資訊、延

長停車時段與繳納停車費。此外，該系統會依當地剩餘的停車格位動態調整停車費用，費

率調整將基於需求，當車位供給過剩停車費下降，當車位供不應求停車費會逐步調升，根

據停車需求的尖離峰彈性定價。其定價方式為每三個月進行一次，並以每小時 25美分的增

量遞增，將平均佔用率高於 80％的街區的費率提高 0.25 美元，將平均佔用率低於 60％的

街區的費率降低 0.25 美元(桃園市政府，2019；SFMTA,2020)。此響應需求定價方式對當地

的影響如下：稅收成長了 35%以上、降低了當地的平均停車費率 4% ，也就是替車主節省了

每小時 0.11 美元、減少了車位搜尋時間 43%、降低 30%的駕駛繞行哩程與空氣污染、有效

降低 8%-10%的交通壅堵，車格滿載(路邊無車位)的頻率降低了 16%，提升 30%的綜合停車

收入。到了 2018 年舊金山市已擴展了 28000 個路邊停車格實施 SFpark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

(Ben Jose,2017)。在 2016 年的經濟研究發現，動態調整停車費的 SFpark 能讓停車格使

用率保持在 60% - 80%，使停車格能保持在良好的使用狀態。 

2.1.2 日本 
日本的路邊停車位是在路邊停車計費器上設置感應裝置與繳費機，感應裝置偵測使用

者停妥車輛後，即亮未繳燈號，顯示器上顯示應繳納停車費用，車主依顯示器顯示金額繳

費後可列印收據。為使停車格能提供大眾使用，日本路邊停車時間限制大多為一小時，較

為繁榮之路段則為 20 至 40 分鐘以提高停車位週轉度。若車主超過錶定時間，顯示器則亮

逾時燈號，由不定時巡警開立停車違規單。 

2.2 國內智慧停車發展概況 

2.2.1 台北市 

路邊停車自 2017 年以來結合物聯網及相關技術陸續於內湖區、松山區、中山區、信義

區、大安區辦理「路邊特殊格位智慧化管理」運用通訊技術搭配感應設施即時感測格位停

車狀況，至 2018 年共布署 4,300 個地磁感應裝置，至 2019 年共 6700 個車格智慧停車路

段，可 24小時提供民眾更精確、即時之路邊停車動態資訊及有效管理路邊停車格，以減少

車輛繞行尋停時間。 

2.2.2 新北市 

路邊停車以行動 APP 以及行動支付，開發全國首創以分計費 APP，初期以中、永和地

區之全部路邊收費停車格為試辦區域，民眾於車輛停妥後開啟 App 自助計費功能 GPS 即可

自動定位停車路段，只要點選格號或停車格，確認收費資訊後，即能啟動計費，離開時結

束計費，App 將自動計費並由預設繳費方式自動完成扣款，結算繳費一次完成。 

2.2.3 台南市 

臺南市路邊智慧停車格智慧停車計費系統自 2017 起在永康區正南五街試營運時成效

良好，周轉率可達人工收費的兩倍以上，於 2018 年起以 BOT 方式陸續建置 2000 格全球首

創且規模最大的「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以停車柱、地磁偵測器等設施提供市民自動化

車輛偵測、車牌辨識、人工智慧結合物聯網、雲端平台、自動開單及多元支付功能。台南

市交通局長王銘德表示：目前台南市已完成 2000 席智慧停車柱建置與營運，6400 席地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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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測器建置，智慧化停車格總數已達 8,400 席，占全市 12,000 格路邊收費停車格的 70%，

比例居全國之冠(林悅，2020)。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以「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專案獲得獎

項有「2020 智慧城市創新應用獎」、「財政部第 18 屆金擘獎的政府機關團隊獎特優獎」，

該項系統除受獎項的肯定之外，更受民眾的支持，服務滿意度高達 89%，因其改善了停車

熱區供需失衡問題，縮短尋找停車空位時間(臺南市政府，2020)。 

2.3智慧型路邊收費停車管理設備 

2.3.1智慧停車柱 
智慧車柱的路邊停車管理與收費系統設備包含「自動車輛入停駛離偵測」、「車牌辨

識」、「影像拍攝」、「偵測雷達」、「物聯網雲端管理平台」以及「多元行動支付」，進

行自動記錄車輛停放與駛離時間，停放車輛進行車牌辨識，進行車輛影像拍攝存證，經過

一段收費時間加簽拍攝影像存檔，當民眾將車輛停妥至需要收費的時間之後(例如 3分鐘以

上)，系統即開始計費(圖 2-1)，民眾可透過物聯網雲端管理平台顯示之資訊，確認車號、

停放時間等資訊，換算收費金額無誤之後逕行多元的行動支付繳費。防呆的部份以雷達隨

時偵測，一但發現停車格有停放車輛但並未回傳停車影像時，主動發送巡場人員至該車格

查看(張耕碩等人，2020)。 

2.3.2地磁感應器 
地磁感應是利用地球磁場在具有鐵磁物體通過時的變化來檢測，其建置於車位表面下，

當車輛停放駛入時，利用地磁感應器，偵測周圍磁場的變化檢測到車輛，地磁訊號透過無

線網路將車位停車狀態發送至雲端管理平台，藉此瞭解車位是否被占據(張耕碩等人，

2020)，車主可透過 APP即時查看車位狀態，減少繞行時間找到車位(圖 2-2)；其優點為：

成本低、不受電磁波干擾、不影響市容及維護便利；具有車位即時檢測、車位引導、數據

統計、收費監控等功能。考量到地磁感測器在各式各樣的安裝現場，會有不同的環境干擾、

車位尺寸、車位排列方式與各種停車格的埋設要求，因此內建的感測演算法也加入了多種

考量，能做出因地制宜的參數設定，優化演算精準度以滿足需求。 

2.3.3高位視訊辨識系統 
主要透過固定式及移動式鏡頭偵測車輛駛入車格、前後移動與駛出車格之資訊，高位

攝影辨識系統為將攝影機架設在柱高 6~8 公尺的立柱上，視訊辨識系統於前端做車輛識別

運算、車牌辨識及資訊傳送，將其影像串流記錄並分析結果發送至雲端管理平台，做為路

邊停車格現況資訊、車輛停放紀錄、停車費用計算、歷史紀錄查詢(圖 2-3)，可減少開單員

巡場之時間及路程。停車方向若屬於平行車格，其可辨識範圍最大為 50mm，約為 8~10 車

格；而停車方向若屬於垂直車格，其可辨識範圍為 25mm，約為 8~12車格，且系統每 10秒

會自動更新一次即時空位。若發生異常情事，收費管理員可透過開單 PDA 設備顯示即時影

像，再由現場勘查人員查看，提高停車收費之準確率(呂學博，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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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智慧停車柱及各項功能顯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2-2 地磁及 APP 連線畫面 

資料來源：蘇文彬(2019) 

  

圖 2-3 高位視訊辨識系統攝影機及辯識畫面 

資料來源：smart taipei(2020) 

2.4 服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策略管理大師 Michael Porter(1990)在其著作《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中，針對世界上在不同產業中成功的十個國家進行

競爭力分析，最終歸納出幾個成功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經過不斷地創新，他還指出，為

了維持產業競爭優勢，業者必須擴大成功的基礎或是升級，而把技術進步和創新列為重點。

Tidd et al.(2001)認為創新是指企業將其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及方法予以重新設計或改

良，使企業往正向成長發展的過程；企業透過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與服務創新以獲得較大

的競爭優勢。Betz (2003)認為創新是將新的產品、製造過程或服務流程導入市場，進而將

創新分為產品創新、製程創新與服務創新。Rungtusanatham and Forza (2005)指出企業在

改善現有的模式導入服務創新時，以現有流程、技術的運用與掌控的範圍，透過對創新內

涵的認識可以激勵出更多的思維，以新科技的應用提供企業內部流程的改善、產品與市場

的創新。Gallouj (2002) 將服務創新定義為企業提供予顧客不同於過往的消費體驗，即可稱

為服務創新。den Hertog, Broersma and Van Ark (2003)提出四個服務創新面向，包含新服務

概念、新顧客介面、新服務傳遞系統與新服務技術，隨著資訊進步，Den Hertog,Van der Aa 

and de Jong (2010)再發展出服務創新六構面模型(圖 2-12)，強調與客戶之間的互動介面，使

其更完整，此六構面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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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服務創新六構面模型 

資料來源:Den Hertog,Van der Aa and de Jong (2010)、郭靜慧(2016)及本研究整理 

2.4.1 新服務概念(New Service concept)：新的服務概念包括新的概念與新的思維，以新的

邏輯或科學知識，提供客戶服務創造競爭力。或是原本在不同領域已經存在的產品或

流程，但是可以推廣到不同的產業別來應用時，就有其新穎性可以趨動現有市場，進

而讓客戶有新鮮感引發需求。 

2.4.2新顧客互動(New Customer Interaction)：提供服務者與顧客之間互動方式的更新。或

許可以說是消費流程、顧客回饋商家方式的一個改變。服務提供者與消費者之間透過

不斷的互動，可以傾聽顧客的聲音，透過新的介面更可以掌握服務改正的方向，提供

更好的方案，瞭解顧客需求，提高客戶黏著。 

2.4.3新商業夥伴(New Value System or Set of New Business Partners)：新的合作夥伴或新的

價值系統，與服務的對象在參與服務的活動過程時創造出新的價值。客戶轉變為商業

夥伴，相輔相成共同創造出新的商業價值。 

2.4.4新獲利模式(New Revenue Models)：新的商業模式，必須有要新的獲利方式，才能推

動創新的作業機制。現有的經營模式未來可能面臨瓶頸，因此需要重新分配收支方式，

推動創新經營方針。 

2.4.5新服務系統-人資、組織、文化(New Delivery System: Personnel, Oranization, Culture)：

組織內部流程(包括產品開發、製造流程、員工教育訓練、組織文化等)的更新。先從

內部改善，讓整個企業都能感染創新的氛圍，進而讓員工在過程當中不斷激盪出新的

火花；讓企業從心改善、以因應新的服務傳遞模式。 

2.4.6新科技系統應用(New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Technolorical)：引進新的科技來為現有

的服務加值提升企業競爭力，是創新服務最重要的一環，特別是資訊科技。現今全球

物聯網時代，服務提供者必需強化技術來滿足顧客，是目前最普遍的一個創新流程。

技術與服務兩者皆需具備才可以加速推動創新服務的能力。 

2.5 創新擴散(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IDT) 

Rogers 於 1962 年綜合了 405 篇研究案例出版了《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一書，其所提出的「創新—採用模型」是早期著名的創新擴散模型之一。

Rogers(1962)所提出資訊科技的創新擴散議題，定義為「一種被接受者認為是新穎的觀念、

行為或物件」。創新有多種面向，可以是一個想法、過程、反應、結果。擴散(Dif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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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為一種創新產品從一開始上市推廣到社會大眾的時間過程；1983 年經過修正，創新擴

散(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主要研究創新事物（包含新發明、新知識及新觀念）在

社會體系中的傳散情形。主要在描述技術創新透過一種或幾種管道的各成員或組織之間隨

著時間的傳播，某種特殊的動態過程，從傳播過程中可以瞭解個人或組織採用創新事物的

變化狀態。Rogers(1983)檢視先前關於創新採用的研究，辨識出創新擴散應具備的五項性

創新特性說明如下： 

2.5.1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這是一個主觀的看法，當使用者認為創新較之前同

類型事物更優越的程度愈多，則採用速度就愈快，其擴散速度愈快。 

2.5.2相容性(Compatibility)：使用者自身原有的價值觀、需求與過去經驗，對既有價值、

需求及經驗的相容程度，相容程度越高，則採用創新的可能性越高。若跟本身的價值

觀、信仰有衝突時則採用的可能性越低。 

2.5.3易用性(Complexity)：對創新感到相對難以使用或覺得好用的程度。若推廣者能讓普

遍大眾了解與使用則較容易被接納。 

2.5.4可試驗性(Trialibility)：創新讓採用者可試用性越高，不但可降低消費者的不確定

性也會鼓勵人們提早採用此項新產品。或是可以用較低的成本讓未使用過的消費者購

買，也是一種較容易讓人接受的促銷方式，進而可以提高被採用的速度。 

2.5.5可觀察性：創新讓採用者可觀察性越高，可以吸引更多的潛在使用者，增加人們能及

早接受(Observability)創新產品的程度。或是當週遭越多人使用、討論、報導、廣

告等，越容易被大眾看到，進而提高被採用的機會。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北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之方案評估內容，本研究標的為路

邊開單導入智慧計費系統，路邊停車過往皆以人工開單方式進行計費，現今面臨全球趨勢

將以智慧化、系統化的模式並且配合物聯網、行動支付等新科技的採用，將該項服務轉型，

面臨到：主管機關、廠商、車主、民眾等的採用意願。轉型的部份必須借助服務創新，而新

科技的採用則以創新擴散，採二理論進行應用可以增加其解釋力，並提供日後其他學者探

討時，提供為未來研究之參考。另一方面，比較此二理論發現，受訪者對於服務創新中的

新顧客互動與創新擴散有提到相當類似的構念，故本研究將以學者 den Hertog, Broersma 

and Van Ark (2010)提出之六個服務創新構面模型為研究基礎，而其中新顧客互動則是合

併 Rogers(1983)認為創新擴散應具備的五項性作為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以上述十個構面

來做為系統方案評估概念的內容，形成半結構式訪談問卷，進行訪談資料的萃取與歸納，

提出結論與建議，本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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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架構 

3.2 訪談對象 
3.2.1產 (Industry) ：產業界經營管理者。本研究標的為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故以智

慧停車柱、地磁感應器、高位視訊辨識系統，共三家廠商業者之高級主管，較能多面

向發掘產業服務創新之事實。  

3.2.2官 (Government officials) ：主管機關或政策推動者。本研究標的為台北市智慧

路邊停車計費系統，其主管機關為停車管理處政策執行之主管人員進行訪談。 

本研究訪談時間自 2021年 1月 5日至 2021年 3月 5日，共談訪七位產、官界的專家，

茲整理訪談對象如表 3-1，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將其姓名隱藏： 

表 3-1 訪談對象資料表 

訪談序號 任職單位 職稱 

A 停車管理處 主任秘書 

B 停車管理處 管理科 科長 

C 停車管理處 營運科 股長 

D 智慧停車柱廠商 顧問 

E 地磁感應器廠商 產品經理 

F 高位視訊辨識系統廠商 處長 

G 交通顧問公司 總經理 

3.2 訪談架構 
本研究主要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廣泛的收集各類文獻來做為有用的論述和觀點，以

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法來收集資料，訪談大綱主要以研究構面服務創新及創新擴散來擬定

台北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方案評估：將服務創新及創新擴散構面參考 Den Hertog,Van 

der Aa and de Jong (2010)；何淑熏、林裕淩、吳姮憓(2013)、Rogers(1983)擬定變數之

操作性進行定義並以此為訪談大綱： 

SI1.新服務概念：以新的科學知識、新的想法，提供客戶不同服務，使效益價值提升。 

SI2.新商業夥伴：新的合作夥伴或新的價值系統，與服務的對象在參與服務的活動過程時

創造出新的價值。 

SI3.新獲利模式：現有的經營模式未來可能面臨瓶頸，因此需要重新分配收支方式，推動

創新經營方針。 

SI4.新服務系統-人資、組織、文化：組織內部流程(包括產品開發、製造流程、員工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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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組織文化等)能適當的調整、更新。 

SI5.新科技系統應用：投資科技系統的採用及更新，達到服務創新，提升服務品質及效

率。 

IDT1.相對優勢:創新較之前同類型事物更優越的程度愈多，則採用速度就愈快。 

IDT2.相容性：使用者自身原有的價值觀、需求與過去經驗，對既有價值、需求及經驗的

相容程度，相容程度越高，則採用創新的可能性越高。 

IDT3.易用性：對創新感到相對難以使用或覺得好用的程度越高越容易接納採用。 

IDT4.可試驗性：讓採用者可試用性越高，會鼓勵人們提早採用此項新產品。 

IDT5.可觀察性：當週遭越多人使用、討論、報導、廣告等，越容易被大眾看到，進而提高

被採用的機會。 

四、資料分析 
依本研究訪談大綱設計二項衡量評分表，首先，「權重評分表」每個構面項目受訪者

可給分為 0%-100%、百分比愈高表示愈重要，各項合計應為 100%。其次，「計費系統之評

分表」，各構面項目評分 1分-10分，1 分表示達成度最差、10分達成度最佳。將上述受訪

者填答二項評分表平均加乘之後結果如下表 3-2 

構面 
地磁 停車柱 高位攝影 

權重平均 評分平均 相乘結果 權重平均 評分平均 相乘結果 權重平均 評分平均 相乘結果 

新服務概念 0.106 4.600 0.486 0.106 7.600 0.803 0.106 6.800 0.719 

新商業夥伴 0.106 5.600 0.592 0.106 6.400 0.677 0.106 6.200 0.655 

新獲利模式 0.096 5.400 0.517 0.096 5.600 0.536 0.096 6.400 0.613 

新服務系統 0.076 7.200 0.545 0.076 5.800 0.439 0.076 6.200 0.469 

新科技系統應用 0.131 5.400 0.710 0.131 5.200 0.683 0.131 5.000 0.657 

相對優勢 0.074 5.000 0.371 0.074 6.800 0.505 0.074 6.200 0.461 

相容性 0.126 5.000 0.629 0.126 7.400 0.930 0.126 4.800 0.603 

易用性 0.143 5.600 0.800 0.143 7.200 1.029 0.143 5.200 0.743 

可試驗性 0.074 4.200 0.312 0.074 6.600 0.490 0.074 6.000 0.446 

構面 
地磁 停車柱 高位攝影 

權重平均 評分平均 相乘結果 權重平均 評分平均 相乘結果 權重平均 評分平均 相乘結果 

可觀察性 0.069 6.000 0.411 0.069 7.000 0.480 0.069 5.600 0.384 

合計 1.000  5.373 1.000  6.573 1.000  5.750 

五、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依照七位專家之評分結果，分析各項目權重評分之得分統計結果顯示：地磁 5.373，停

車柱 6.573，高位攝影 5.750。上述代表專家的觀點認為，在台北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

方案的優勢評估，依序為停車柱、高位攝影、地磁。智慧停車柱能在本研究中脫穎而出，

擬針對停車柱為最高分數之構面，分別歸納專家的訪談資料，從中歸納出系統的優點評析： 

5.1.1新服務概念：七位專家一致認為，相較傳統的人工開單，新的形態就是可以 IOT連網

至市府資料庫，民眾可以查到車格的即時資訊，達到節省民眾找車位時間，又可節省

繞行時間，減少碳排放。停車柱在停車後有照片可以查證，一致受到四位專家認同。

(承前頁) 

(轉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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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位專家認為，地磁無攝影機可辨識車牌，需搭配人力開單，相較其他二項，不夠

完美的詮釋智慧停車系統能為市民帶來更便利的生活。 

5.1.2新商業夥伴：G專家提出，在停車格附近以路段為單位來設置繳費亭，其操作介面除

了要簡單，還可以語音操作等等方式，連阿公阿嬤都能方便操作，會更貼近人性。因

APP綁定會需要輸入身份證字號等資訊，對外國旅客而言較不友善，若能考慮仿照國

外，繳費亭上的繳費機甚至可以有多國語言教學，讓商務旅客及背包客自駕旅遊時感

受到台北最美的風景是智慧停車。D專家提出，可以公車站牌的美化廣告概念讓智慧

停車柱延伸其他功能：廣告跑馬燈，另外可與附近商家合作提供停車即可優惠的

COUPON 折價券等，讓附近居民不再因停車柱體太大而拒絕於千里之外。 

5.1.3相對優勢：有六位專家一致認同，能在停車完要離場之前，可以在智慧停車柱上即時

繳費，讓市民除了超商繳費之外，又多了一個繳費的選擇，不用擔心在忙碌的時代只

是因為忘記繳款而收到罰單。但相對的，C專家說，地磁以及高位攝影就不像智慧停

車柱這麼方便繳費。相較於以往只能去超商繳費，D及 F專家認為，所謂智慧停車可

以包含繳費方式可以更多元化：網路、現場、銀行註記(銀行代扣)，就不怕忘記繳納

被罰款。四位專家提到民眾對於擋風玻璃上沒有夾停車繳費通知單會不習慣，但可以

透過教育讓停車柱在民眾試用過後，覺得無紙化不但節能減碳，又可以更方便、快速，

進而慢慢習慣使用。 

5.1.4相容性：台北市在 2006年時路邊曾使用悠遊卡計時器收費，另外公共自行車租賃系

統「微笑單車(YouBike)」2019 年已累計 131,834,673 人次租借，相當受市民歡迎，

四位專家認為悠遊卡計時器以及YouBike停車柱的操作方式跟智慧停車柱相當類似，

應該是符合市民期待的。C專家認為智慧柱在其他縣市已經大規模使用了，民眾也已

經有過類似的經驗，接受度應該是高的。 

5.1.5易用性：D專家的意見認為，地磁讓民眾拿到的單子跟以往比較，只有 QR Code 沒有

收費金額，反而會讓民眾會覺得不知所措。台灣是全球超商密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民

眾對便利商店的依賴度也相當高，四位專家提及，繳費方式跟路外停車場的繳費機或

是便利商店的多媒體互動機 Kiosk、Ibon一樣，操作簡單，容易上手會提高市民的接

納度。G專家說，將三種系統互相結合使用，無論地磁或停車柱未繳費時，高位攝影

已擷取到了車主的車牌，可以從後端系統去扣帳，讓民眾無痛繳款。 

5.1.6 可試驗性：本研究共六位專家贊成試辦，選擇其中一個路段先試辦，透過這樣的試

辦，一方面鼓勵民眾接受，瞭解民眾的感受度，機關也可以做修正，再從財務面、設

備面、整個流程、後面的管理面，廠商也瞭解未來的運作模式，再提高層次到區域以

及整個城市。 

5.1.7可觀察性：二位專家在訪談中提及，透過媒體的宣傳，大幅提高曝光率，會提高民眾

的使用意願。但是 D專家持反對意見，因為智慧停車收費系統能夠提高收費效率，停

車從第一分鐘便開始收費，以往人工開單時被巡場員開到才開始起算，平均約 15 分

鐘的小確幸沒了，大肆宣傳反而會造成政府搶錢的一種反感產生。另外 A專家也提出

了可以「停車享折扣」，來讓民眾覺得政府推出智慧停車，其實是一種善意，能改善

停車環境，便利民眾生活。F及 G 專家說，如果以自己本身來講，會想要推薦給親朋

好友來採用的話，首先一定要好用，因此回歸到系統的本質，只要是一個好的流程，

不會讓民眾重複扣款，一定大家就會口耳相傳，加速推廣。 

5.2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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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理論貢獻在於以服務創新與創新擴散評估台北市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方案，

提出結論與建議提供各地方政府機關施政建議、廠商未來發展、民眾生活品質提昇之參考。

以智慧城市的角度：交通的運輸效率是否便捷、舒適、快速，是衡量城市營運水準的重要

指標，相較於以往人工開單模式，智慧路邊停車計費系統透過使用無線感測器，結合 IOT物

萬可聯網的概念，民眾可運用手機查詢即時車位資訊、繳費等功能來提昇效率，讓資訊透

明，還可以結合科技執法節省警力，使用網路技術來改善公共交通系統，將成為關鍵。亦

或許也可以參考專家 A、B、E、G意見，將三種系統因地制宜使用。 

本研究後續仍有需要努力修訂之處：本研究尚未針對每個構面提出詳細實務與學術上

之管理意涵與建議。未來將針對上述議題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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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工作壓力、職家衝突、休閒調適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

工作壓力之焦慮層面、疲勞層面、憂鬱層面與職家衝突呈顯著正相關；職家衝突之工家衝突與工

作滿意度呈顯著負相關；休閒調適策略之提升正面情緒的休閒調適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具調

節效果。最後，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進一步討論，並對後續研究及管理實務提出建議。 

關鍵詞：工作壓力、職家衝突、工作滿意度、休閒調適 

一、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勞動部國際勞動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台灣平均每人每年工時為2028個小時，在39個國家中

排名第4，排名僅次於新加坡、墨西哥和哥斯大黎加。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性別專題分析

，2019年女性勞動力參與率持續上升，2012年首次突破50%，2019年續升至51.39%。就長期資料

觀察，女性因教育程度提升，勞動力參與率持續上升，男性受求學年限延長及退休年齡提前影響

，近年則維持在66%~67%間；長期而言，兩性勞動力參與率差距呈現逐年縮小。 

    隨著家庭形態改變，兩性家庭權利義務的重新配置。新的挑戰帶來新的壓力，對於現代社會而言

，工作與家庭壓力之間的平衡成為新的適應課題，同時也是學術研究中重要的研究議題。

Greenhaus et al.(1985)研究雙薪家庭，指出工作壓力源會影響職家衝突，其影響包含時間衝突及精

力衝突。Allen et al.(2000)指出當職家衝突增加時，工作滿意度則會降低。Coleman and Iso-

Ahola(1993)研究指出休閒可以協助人們產生「社會支持」與「自決感」，藉由此兩種途徑調適壓

力，建立休閒與健康緩衝模式，休閒的功能可做為因應壓力及維持健康的途徑。依據上述文獻，

休閒調適具調適職家衝突的效果，當個人面對職家衝突時，除對職家衝突的壓力源做處理外，休

閒調適可作為一種因應的策略。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目的：一、探討工作壓力對於職家衝突之影響。二、探討職家衝突是否會對工作滿意度產

生影響。三、探討在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間關係，休閒調適策略所扮演的角色。  

 

二、文獻探討 

2.1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work stress)源自於壓力的概念，凡是與工作相關之因素所引起的壓力都可稱為工作壓力(

吳宗立，1996）。陸洛(1997)指出工作壓力是一個連續變化的動態歷程，而非靜態的間斷現象。工

作壓力是個人與環境不斷協調，不斷互動之後的特異化結果。工作壓力是個體知覺能力與預期效

果有差距，而導致挫折的現象。Beehr and Newman(1978)提出工作壓力是工作者受到個人及工作相

關因素相互作用影響，產生的生理或心理潰決狀態，導致個人無法達到正常的工作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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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職家衝突 
    「職家衝突」，又可稱為工作-家庭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WFC)，相關研究興起於1960年代

，Kahn et al.(1964)將職家衝突定義為個人在工作及家庭領域中感到令人矛盾的角色間的競爭性，

其是一種角色之間的衝突，指個人的工作及家庭的要求互不相容時，所產生的角色壓力

。 Kanter(1972)指出，職家衝突是個人在工作與家庭領域所扮演的角色間，某些層面上的不相容而

產生的角色壓力，並非工作與家庭兩個獨立領域彼此間互相的干擾。 Frone et al.(1992)提出職家衝

突是工作家庭二者間雙向干擾概念，工作會影響家庭面向及家庭會影響工作面向。當個人在工作

領域受到工作需求、責任及義務之影響，干擾到家庭需求及義務履行時，將降低家庭的滿意度，

同樣的，當個人在家庭上的問題和責任干擾到工作任務的完成時，這些家庭因素也可能會反過來

干擾其工作，因而產生職家衝突。 

2.3休閒調適 
    Iwasaki and Mannell(2000)提出壓力會影響身心的健康，但休閒調適可扮演緩衝壓力的角色，進而

促進個人之身心健康與幸福感。「休閒調適策略」是個體遭遇壓力事件時，因個體的背景差異而

選擇不同的休閒活動進行壓力調適。亦是指個人受到立即性的壓力之後，透過休閒所產生的調適

行為或認知，其中休閒調適策略又分成三種，主要分為友伴式休閒，是屬於社會支持的一種，其

意義為透過休閒行動來獲得立即性的友誼支持；其二為舒緩式休閒，是屬於逃避導向的調適策略

，其意義為人們藉由休閒使身心得以紓解，以休閒來逃避壓力與舒緩身心；最後是提升正面情緒

的休閒，是利用休閒提升正面心情或是減低負面心情，此三類型皆是重要的壓力調適策略。 

2.4工作滿意度 
    工作滿意係指個人對工作角色及工作經驗所抱持的情感取向，而這種情感取向具有正向與負向之

兩種向度。Hoppock(1935)的工作滿意度一書，率先提出工作滿意度是員工在生理和心理上，對於

工作環境和工作本身的滿意感受程度，指個人對其工作產生愉快的感覺，而此感覺是指工作者對

工作環境的主觀反應而言。Porter(1968)認為個人實得的報酬與其認知應得的報酬二者的差距而定

，當差距愈小，滿意度愈大。Robbins(2001)提出工作滿意度代表員工對工作所抱持的態度，當員

工的工作滿意度愈高，即代表員工對工作抱持著愈正面態度。 

2.5各構面關係探討 
2.5.1工作壓力與職家衝突之關係 

     Frone et al.(1992)驗證發展的職家衝突模型，發現工作壓力與職家衝突呈正相關。工作壓力如何

影響職家衝突，在工作面的變項包含工作投入程度、工作時間長短、工作支持、彈性排班和職務

壓力等。Byron(2005)的研究結果顯示職務壓力及排班彈性與「工作-家庭衝突」最強烈。Pleck et 

al.(1980)也發現生理或心理上的工作要求也和不同類型的「工作-家庭衝突」有關。綜合上述文獻

可得知，工作壓力對職家衝突之間具連動性，工作壓力是影響職家衝突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欲驗

證工作壓力與職家衝突之關係，提出假設： H1：工作壓力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2.5.2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根據學者研究，當職家衝突發生時，會產生一些結果，如工作滿意、職業倦怠、離職率 (Frone et 

al., 1992)、心理壓力、生活與婚姻不滿意 (Greenhaus&Beutell, 1985)…等。本研究僅針對工作相關

的工作滿意度作探討，並根據(Allen et al.,2000)的調查發現工作會干擾家庭而對家庭產生衝突，這

些衝突包含有負向之工作滿意度。在國內研究方面，陸洛等人(2005)研究則認為工作家庭衝突的確

能有效地預測家庭滿意與工作滿意，即當工作家庭衝突與家庭工作衝突愈大，會對個人的家庭滿

意與工作滿意產生不利的影響。總結相關研究，職家衝突會造成對工作的不滿意，而且是直接性

的影響。根據上述文獻資料，本研究欲驗證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提出假設： 

H2：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有負向影響。 

2.5.3休閒調適在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關係中的角色 

    Poff, Zabriskie and Townsend(2010)提出休閒參與能夠緩衝來自工作或家庭的緊張氣氛，休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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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膠著的角色衝突獲得舒緩。休閒調適在一般壓力情境下已被證實具有緩衝壓力帶來的負面效

果之功能，在職家衝突及工作滿意度之間具有調節作用。Rantanen et al.(2011)發現情緒導向與逃避

導向策略分別可緩和職家衝突對於工作滿意度與家庭滿意度的影響。綜合上述探討，推論個體的

休閒行為與認知是可扮演緩衝的角色，用以調適工作家庭間衝突所導致之壓力並促進個體的幸福

感，亦即以休閒作為調適策略，能紓緩職家衝突，提升工作及家庭之滿意度。本研究欲驗證休閒

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提出假設： 

H3：休閒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 

三、 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 
    依據研究動機、目的及文獻探討，建構本研究架構，藉此探討工作壓力、職家衝突、工作滿意度

及休閒調適策略之關聯性，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 

 

                                               H                                              

H2                      H1                        H2           

 

             H3                                                                                                                                

                                                     H3 

                                                       

 

 

 

 

 

圖1研究架構圖 

3.2研究假設 
H1：工作壓力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H1-1：工作壓力之焦慮層面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H1-2：工作壓力之疲勞層面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H1-3：工作壓力之憂鬱層面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H1-4：工作壓力之不滿足層面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H1-5：工作壓力之低自尊層面對職家衝突有正向影響。 

H2：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有負向影響。 

H2-1：工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有負向影響 。 

H2-2：家工衝突對工作滿意度有負向影響 。 

H3：休閒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H3-1：舒緩身心的休閒調適對「工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H3-2：友伴式的休閒調適對「工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H3-3：提升正面情緒的休閒調適對「工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H3-4：舒緩身心的休閒調適對「家工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H3-5：友伴式的休閒調適對「家工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H3-6：提升正面情緒的休閒調適對「家工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具調節效果。 

3.3變項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工作壓力 
(焦慮、疲勞、憂鬱、不滿

足、低自尊層面) 

職家衝突 
工家衝突 WFC 

家工衝突 FWC 

 

 

 

工作滿意度 

休閒調適策略 
(舒緩身心、友伴式、 

提升正面情緒的休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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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工作壓力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主要採用陳甦彰(1981)的研究理論，將工作壓力分為五種層面： 

(一) 焦慮層面：指部屬由於工作的影響所引發緊張、不安的狀態。 

(二) 疲勞層面：指部屬持續工作一段時間後，在主觀上感受到的疲累現象。 

(三) 憂鬱層面：指部屬由於工作的影響引發工作情緒低落的狀態。 

(四) 不滿足層面：指部屬對工作的不滿足。 

(五) 低自尊層面：指部屬對自身的感受及價值感覺不重要，因而無法接納自己。 

「工作壓力量表」參考陳甦彰(1981)建立之量表，共計19題，採用Likert五分法計分，5=「非常同意」

~1=「非常不同意」，分數越高代表工作壓力越大。 

3.3.2職家衝突操作型定義 

   「工作-家庭衝突」，又稱為「職家衝突」。職家衝突具雙向特性（工作影響家庭、家庭影響工作

）及職家衝突的三種類型（時間、緊張與行為），但由於本研究不考量「工作-家庭衝突」與「家

庭-工作衝突」中的各個細部內涵，因此將「以時間為基礎」、「以緊張為基礎」與「以行為為基

礎」三種衝突相加，形成「工作-家庭衝突」量表與「家庭-工作衝突」量表。「職家衝突量表」採

用Carlson, Kacmar and Williams(2000)所編制之量表，共計18 題，採用Likert五分法計分， 5=「非

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分數越高代表衝突越大。 

3.3.3休閒調適策略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將休閒調適策略分為下列三個構面： 

(一) 舒緩身心的休閒調適：藉由休閒使身心得以紓解，以休閒來逃避壓力與舒緩身心。 

(二) 友伴式休閒：透過休閒行動來獲得立即性的友誼支持。 

(三) 提昇正面情緒的休閒：從事休閒讓人們提升正面心情。 

「休閒調適策略量表」使用Iwasaki and Mannell(2000a)所建構之量表，共計18題，採用Likert五分法計

分， 5=「非常同意」~1=「非常不同意」，分數越高代表越常採取此種休閒策略。 

3.3.4工作滿意度操作型定義 

    Kalleberg(1977)主張工作滿意度是一種整體性的的概念，工作者能夠將其在不同工作構面上的滿

意與不滿意予以平衡，反應出對工作具有正面取向的整體工作滿意，形成各種滿意程度的總和，

故無需分割成數個不同的構面來加以測量。本研究「工作滿意度量表」採用Seashore, Lawler, 

Mirvis and Cammann(1982)所建立，共計4題，採用Likert五分法計分， 5=「非常同意」~1=「非常

不同意」，分數越高代表工作滿意度越高。 

3.4資料收集方式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進行資料蒐集，以全職工作者為樣本，並在不同產業、不同組織進行問卷施測

，問卷以不記名方式填答。資料蒐集時間為2021年01月01至02月28日止，回收問卷502份問卷，刪

除離群值，將不完整或填寫不完整等無效的資料予以去除，留有效問卷374份，各項資料以IBM 

SPSS軟體進行樣本之特性分析，分析方法為敘述性統計、信度及效度分析、差異性分析、相關分

析、迴歸分析等。 

四、資料分析 

4.1樣本分析 
    受訪者為女性居多，年齡層方面以36至45歲的比例居多，教育程度以大學(大專)居多，服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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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為業務/行銷及管理行政為主，職位集中在一般職員及基層主管、服務年資集中在3~15年間，大

部分員工平均每周工時集中在36~50小時間。 

4.2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Nunnally(1978)提出Cronbach’s α值來檢定問卷構面之內部一致性，包括工作壓力、職

家衝突、工作滿意度與休閒調適策略等主構面及各主構面中的子構面。結果顯示整體信度達0.917

，各變數之 Cronbach’s α 值皆在 0.7以上，可見本研究資料具有高信度。此外，各構面量表經因

素分析後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大於0.5，KMO值與Bartlett球形近似卡方分配p<.001皆達顯著，顯

示相關量表皆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4.3相關分析 
    各研究變項採用Pearson相關係數分析，檢測兩兩連續變數之間與各構面關聯程度，結果如表1所

示。 

表 1 相關分析表 

變項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焦慮層面 (.780)           

2.疲勞層面 .661** (.728)          

3.憂鬱層面 .603** .582** (.787)         

4.不滿足 .508** .570** .610** (.804)        

5.低自尊 .460** .469** .690** .668** (.799)       

6.工家衝突 .543** .535** .498** .447** .432** (.905)      

7.家工衝突 .465** .418** .491** .396** .429** .743** (.907)     

8.舒緩身心 .139** .309** .078 .187** -0.022 .159** .122* (.873)   . 

9友伴式的 -0.076 0.086 -.137** -0.063 -.193** -0.047 0.006 .465** (.762)   

10.提升正面 -.102* 0.038 -.204** -0.093 -.265** -.206** -.297** .452** .413** (.794)  

11工作滿意 -.312** -.357** -.380** -.484** -.443** -.237** -.124* 0.066 .325** .166** (.837) 

* p＜.05 ；** p＜.01 (雙尾)。n=374。對角線括弧中數字為 Cronbach’α 係數。 

4.4迴歸分析 
4.4.1工作壓力各構面對職家衝突影響檢定 

   表2得知，M1-2模型得到焦慮層面β係數為 0.224 (p<.001)、疲勞層面β係數為0.173 (p<.01)、憂鬱層面β係

數為0.180(p<.01)，表示工作壓力之焦慮層面、疲勞層面及憂鬱層面面對職家衝突有顯著正向影響，因此

H1-1、H1-2及H1-3獲得支持成立。另不滿足層面及低自尊層面假設檢定上p>.05，因此H1-4及H1-5不成立. 

表 2  工作壓力各構面對職家衝突之各變項迴歸分析 

變項名稱 

職家衝突 

標準化係數 β  

M1-1 M1-2 

控制變項     

教育程度 -.138 -.129** 

職位 .051 .105* 

平均每周工時 .280*** .198*** 

自變項   

焦慮層面 
 

.224*** 

疲勞層面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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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層面 
 

.180** 

不滿足層面 
 

.059 

低自尊層面   .092 

F 值 13.058*** 34.407*** 

R² .096 .451 

調整後 R² .088 .438 

△R² .096*** .355*** 

註：* p＜.05 ；** p＜.01 ；*** p＜.001。n=374。表中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4.4.2職家衝突各構面對工作滿意度影響檢定 

    表3得知， M2-2模型得到工家衝突β係數為-0.331 (p<.001)，表示工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

負向影響，因此H2-1獲得支持成立。另家工衝突假設檢定上β係數為0.113 (p>.05)，表示家工衝

突對工作滿意度無顯著影響，因此H2-2不成立。 

表 3 職家衝突各構面對工作滿意度之各變項迴歸分析 

變項名稱 

工作滿意度 

標準化係數 β  

M2-1 M2-2 

控制變項     

職位 .205*** .213*** 

平均每周工時 -.108* -.022 

自變項   

工家衝突 
 -.331*** 

家工衝突   .113 

F 值 9.119*** 10.932*** 

R² .047 .106 

調整後 R² .042 .096 

△R² .047*** .059*** 

註：* p＜.05 ；** p＜.01 ；*** p＜.001。n=374。表中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4.4.3休閒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調節效果 

    將休閒調適策略各構面，舒緩身心的休閒(SLO)、友伴式的休閒(FRI)及提昇正面情緒的休閒(PRO)

，職家衝突各工家衝突(WFC)及家工衝突(FWC)，進行標準化後建立相乘項分數置入迴歸模型，進

行調節效果之討論。 

(一) 由表4中模型3所示，經加入WFC*SLO，其調節效果不顯著(p>.05)，H3-1不成立。 

(二) 由表4中模型4所示，經加入WFC*FRI，友伴式的休閒調適對工家衝突的相乘項，其調節效果不

顯著(p>.05)， H3-2不成立。 

(三) 由表4中模型5所示，經加入WFC*PRO，其調節效果達到顯著係數為-0.168 (p<.01)，此顯示提

昇正面情緒的休閒調適對工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間有顯著的調節效果，且是負向調節關係，

H3-3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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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表4中模型6所示，經加入FWC*SLO，其調節效果不顯著(p>.05)，H3-4不成立。 

(五) 由表4中模型7所示，經加入FWC*FRI，其調節效果不顯著(p>.05)，H3-5不成立。 

(六) 由表4中模型8所示，經加入FWC*PRO，其調節效果達到顯著係數為-0.231 (p<.001)，此顯示

提昇正面情緒的休閒調適對家工衝突與工作滿意度間有顯著的調節效果且是負向調節關係，

H3-6成立。 

 

表 4 休閒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調適效果之各變數迴歸分析 

變項名稱 

工作滿意度(WSA) 

標準化係數 β  

M3 M4 M5 M6 M7 M8   

控制變項        

職位 .216*** .205*** .216*** .210*** .198*** .204***  

每周工時 -.035 -.048 -.043 -.095 -.094 -.095  

自變項        

WFC -.262*** -.211*** -.192***     

FWC    -.134* -.111* -.063  

SLO .115*   .096    

FRI  .290***   .310***   

PRO   .116*   .133**  

WFC*SLO  .011       

WFC*FRI  -.078      

WFC*PRO   -.168**     

FWC*SLO    .025    

FWC*FRI     -.041   

FWC*PRO      -.231***  

F 值 9.357*** 18.280*** 12.314*** 5.533*** 14.432*** 11.411***   

R² .113 .199 .143 .070 .164 .134  

調整後 R² .101 .188 .132 .057 .153 .122  

△R² .066*** .152*** .096*** .023* .117*** .087***   

註：* p＜.05 ；** p＜.01 ；*** p＜.001。n=374。表中為標準化迴歸係數。 

△R²是與表 3中 M2-1相比較。工家衝突=WFC；家工衝突=FWC；工作滿意度=WSA； 

舒緩身心的休閒=SLO ；友伴式的休閒=FRI；提升正面情緒的休閒=PRO。 

五、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果 
5.1.1工作壓力與職家衝突之間的關係 

    假設1的主張「工作壓力」對「職家衝突」具正向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工作壓力之焦慮層面、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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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層面、憂鬱層面對職家衝突之間有顯著的正向相關，亦即當工作壓力來自焦慮層面、疲勞層面

、憂鬱層面三個構面時，會提高職家衝突的發生。驗證結果與Frone et al.(1992)驗證發展的職家衝

突模型，發現工作壓力與職家衝突呈正相關相同，而H1-1、H1-2及H1-3獲得支持成立；另工作壓

力之不滿足層面及低自尊層面與職家衝突之間關係驗證結果為不顯著，故H1-4及H1-5不成立。 

5.1.2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假設2的主張「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具有負向影響，實證結果發現，職家衝突之工家衝突

與工作滿意度之間有顯著負向影響，亦即員工在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越高、越無法達到職家平衡

，對工作的滿意度越低。驗證結果與陸洛等人(2005)提出工作家庭衝突能有效地預測工作滿意，即

當工作家庭衝突愈大，會對個人的工作滿意產生負向的影響，因此H2-1獲得支持成立；另職家衝

突之家工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間關係驗證結果為不顯著，表示家工衝突對工作滿意度無顯著影響

，故H2-2不成立。 

5.1.3休閒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 

    假設3主張與Coleman and Iso-Ahola(1993)提出個人透過休閒調適之認知與行為能有效的調適壓力

，提升個人之正面情緒，來維持良好的健康有相同，相關驗證結果如下： 

(一) 休閒調適策略之提升正面情緒的休閒對工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與家工衝突與工作滿意度的關

係具正向調節效果，驗證結果H3-3及H3-6成立。即表示當發生職家衝突時，個人參與提升正面情緒

之休閒，能帶來身心放鬆及提升工作滿意度的效果，並能降低職家衝突所帶來的負向影響，選擇提

升正面情緒的休閒調適策略，能獲得的調適效果。 

(二) 休閒調適策略之舒緩身心的休閒及友伴式的休閒對工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及家工衝突與工作

滿意度無顯著調節效果，驗證結果H3-1、H3-2、H3-4、H3-5不成立。即表示休閒調適策略中友伴式

的休閒與舒緩式的休閒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沒有緩衝的調節效果，可能是因為當職家衝突愈高

時，工作家庭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此時與家人從事舒緩式及友伴式的休閒，反而增加彼此間的矛盾

。 

5.2管理意涵 
    本研究實證結果，當休閒調適策略為調節變項時，各構面並非全面調節職家衝突對工作滿意度之

負向影響，企業應依員工各別狀態決定是否鼓勵其從事休閒活動。故給予企業建議，當員工面臨

工作壓力及職家衝突時，應先了解員工之壓力源，再評估員工是否能因參與休閒帶來調節效果，

適時鼓勵員工採取有效緩解壓力及衝突之因應策略。 

5.3研究限制 
    本研究量表主要採國內外學者所編制，再經由專家翻譯而成，但本質上國外與華人對於家庭與工

作界限上的認知差異大，建議後續研究者可考慮使用專為華人所設計的量表來進行研究。另受測

者向本研究者反映，問卷題項過多，容易使人覺得冗長，故建議後續學者問卷設計可盡量予以精

簡，增加受測者填答意願，以獲更精確的數據資料。 

5.4研究建議 
    本研究調節變項休閒調適策略對職家衝突與工作滿意度之間關係，有部份結果仍需實證研究及更

著實之理論驗證，休閒在職家衝突特定情境下，所扮演的特定角色及可能產生反效果，此反效果

是否能依不同類型的休閒而有所改變，故若能增加不同類型休閒變項，深層探討何種類型之休閒

活動，針對職家衝突及工作滿意度改善效益最高，藉以實證研究結果給予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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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軍事組織成員的軍人特質與主動行為對於工作投入的影響，以及組織成員的軍隊認同

在軍人特質與工作投入、主動行為與工作投入間的中介效果，亦試圖探討主管部屬關係品質對於前述軍人特

質、主動行為、軍隊認同與工作投入間影響關係的調節效果。本研究係以台灣北部地區國軍成員為研究對象，

採用立意抽樣的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研究發現：軍人責任感特質及個人型主動行為會正向影響工作專注，

軍人榮譽感特質及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會正向影響軍隊認同，軍隊認同會中介軍人特質及主動行為對工作投

入的正向影響。上述影響關係僅存在於高主管部屬關係中，但高低群體模式的路徑係數間差異並不顯著。本

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理論與實務之建議。 

關鍵詞：軍人特質、主動行為、軍隊認同、工作投入、主管部屬關係品質 

 

一、緒論 
近年來，中華民國國軍已於民國 108 年實施全募兵制，國防軍事組織面臨招募、留營、

戰備訓練、以及一些不當行為、不當管教及危安事件，在在都影響社會對於軍人的刻板印

象。加上兩岸關係緊張使得戰訓工作壓力倍增，影響軍人基本信念和行為。因此，瞭解並

鞏固強化軍中成員對於軍隊的認同及對工作的投入，成了國軍重要的基礎工作。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是個人心理對工作的認同度，以及個人表現對自我價值的重

要程度(Robbins, 2001)，為組織成員控制自我以使自我與工作角色相結合的程度(Kahn, 

1990)。Rabinowitz & Hall(1977)認為工作投入會受到個人特質、工作情境及個體與情境互動

等三種因素的影響，而對工作績效等結果變項產生影響。 

性格(Personality)是指個體心理系統之內的動態組織，是決定個人「適應外在環境」及

「思想與行為」的獨特型式(Allport, 1961)；是一種個體有別於他人思想與行為的持久特性 

(Pervin, Cervone, & John, 2005)。Costa & McCrae(1992)亦認為性格是指一個人內部相當持久

的特質或特徵，使得個體的行為顯示出前後的一致性。軍隊是一個擔負國家安全的特殊組

織，軍人面對異於常態的環境，必須接受異於常人所能忍受的訓練，因此，經過社會化的

過程後，常常逐漸形成其特有的性格特質。因此，是否具備某些軍職人員應有的性格特質

對於預測其認知、工作態度與工作行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意義。 

先總統 蔣中正先生於民國 42 年提出軍人的「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五大

信念，將其作為國軍軍事教育的核心價值觀之一。隨著國家民主化的發展進程，國防部將

原來的五大信念調整為「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而世界各國的軍校亦其作為軍人

養成教育過程中的條目。責任與榮譽確實為軍人非常重要的兩種特質。本研究試圖探討軍

人的榮譽感及責任感等特質對於軍隊組織認同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的首要動機。 

認同係指接受一套價值模式，將它內化到個人的學習過程(Parsons, 1951)；它有不同的

mailto:lcm55547@gmail.com
mailto:10867331055@stu.cut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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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強度(陳佳玲，2010)。對組織的認同皆是經過循序漸進的過程逐漸發展而成，當組織成

員對於所屬組織產生高度認同時，才能產生為組織努力付出的動力來達成組織目標(Chan, 

2006)。軍隊認同則為軍事組織成員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知覺到與其他成員在工作環境中具

有相似的背景、態度及目標時，逐漸接受軍隊價值模式並內化的程度。本研究意圖探討軍

事組織成員的榮譽感及責任感等性格特質對於其軍隊認同的影響，以及軍隊組織認同於軍

人特質與工作投入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 

主動行為(Proactive behavior)是一種自發性、積極的行為，有助於改善現行的狀態或環

境，而不是消極、被動的參與現況，又被稱為前瞻性行為、積極性行為(Crant, 2000)；除了

員工本身工作外，為了改善工作現況、預期未來會更好而主動去執行的促進性行為(廖國鋒、

費吳琛、曾鈞甫，2011)。本研究試圖探討軍事人員的主動行為對於其工作投入的影響，以

及軍人的主動行為與工作投入間的中介效果。此為本研究第三個研究動機。 

主管與部屬間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是一種動態歷程，顯示雙方在

職務上的「初步互動」會因雙方特質而有所影響，關係品質存在著循環互動的發展，亦即

「主管部屬交換發展過程模型」(Dienesch & Liden, 1986)。許珮紋(2020)認為主管會以不同

方式對待部屬，當二者關係品質越高，部屬也會表現更好的組織行為，如組織承諾等。本

研究則意圖探討主管與部屬間交換關係的高低對於前述軍人特質、主動行為、軍隊認同及

工作投入等變項間影響關係的調節效果。此為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動機。 

經由以上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的探討，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討軍人特質、主動行為對

工作投入與軍隊認同的影響，工作投入在軍人特質與軍隊認同間、主動行為與軍隊認同間

的中介效果，以及探討主管部屬關係品質對於軍人特質、主動行為、工作投入與軍隊認同

等變項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二、文獻探討與推論 

2.1 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為一種認知心理狀態，這工作的內容被視爲有助於滿足個人的需要和期望

(Srivastava & Sen, 1995)，是個人心理對工作的認同度，以及個人表現對自我價值的重要程

度(Robbins, 2001)，為組織成員控制自我以使自我與工作角色相結合的程度(Kahn, 1990)。

工作投入會受到個人特質、工作情境及個體與情境互動等三種因素的影響，而對工作績效

等結果變項產生影響(Rabinowitz & Hall, 1977)。工作投入度較高的員工更有可能獲得對其

工作和組織有價值的學習(培訓機會)，並且具有較高的學習動機(Zhao & Namasivayam, 

2009)。Schaufeli (1994) 將工作投入建立在幸福感(well-being)的兩個構面上，即快樂(pleasure)

和激發(activation)這一更易理解的分類系統基礎上，工作投入則以高水準的快樂和激發為特

徵。工作投入本身就是一種正向性體驗，體現了工作中的高能量水準和強烈的認同感，精

力專注而不渙散。依據 Bakker & Demerouti(2008)所提出的工作投入模型，工作投入係指工

作者對工作的活力(vigor)、奉獻(dedication)、專注(absorption)，且工作投入也是員工對自己

工作的認知以及心態。 

Boyd & Webb(1982)認為性格特質會影響員工的工作投入。Britt, Bartone & Adler(2001)

的研究發現性特質、生涯韌性與個體工作投入有正向關聯性。林香君(2019)發現基督教同工

的「人格特質」與「服事投入」有顯著正相關。楊苡禾(2016)的研究結果顯示派遣人員人格

特質對工作投入有正向影響。張家豪(2016)證實企業員工勤勉責任感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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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張家欣(2015)發現特教教師正向人格特質(和善性、嚴謹性、開放性及外向性)越高，

且負向人格特質(神經質)越低，工作投入度也會越高。許子涵(2017)發現，代理教師人格特

質中順從性、嚴謹性、開放性、外向性與工作投入呈顯著正相關。陳奕嘉(2020)發現後備軍

人輔導組織幹部五大人格特質對工作投入有正向影響。賴駿青(2020)發現，空運進出口報關

人員人格特質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的影響。孫偉翔(2019)發現南部地區之 Y 世代員工人格

特質對其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詹琬婷(2019)中部地區地方檢察署公務人員個人特質對

工作投入具有正向影響。 

2.2 軍人特質 

性格(Personality)是指個體心理系統之內的動態組織，是決定個人「適應外在環境」的

獨特型式，位於個體心理系統內的動態組織，是決定個人「思想與行為」的獨特型式，是

一種個體有別於他人思想與行為的持久特性，是一種會隨環境變化而產生不同反應的動態

特性(Allport, 1961)。性格特質在人的一生中具有穩定性，且為重要的組成因素持久性(Pervin 

et al., 2005)。Costa & McCrae(1985)的研究整理出穩定的五大性格向度，分別是神經質、外

向性、開放性、順從性以及嚴謹性。 

本研究從軍人日常生活及精神教育中，找尋其職業上特有的性格特質，以探討其對工

作態度及工作行為之影響關係。國軍有「國家、責任、榮譽」三大信念。軍人十分重視責

任、榮譽的個人信念培養。世界各國的軍校教育均強調國家、責任、榮譽的基本信念，包

括美國西點及台灣的三軍官校等軍校都訂有學生榮譽制度及榮譽信條。「榮譽」乃指光榮

的名譽(辭海，1986)，亦即要瞭解並維護所屬組織的優良傳統及光榮名譽。責任感不僅是人

類的基本道德規範，也是工作態度中很重要的層面(許家瑜，2019)；為組織成員對於工作的

結果感受到義務並自認為需要負責的程度；只有在員工認為自己付出的努力比外在因素更

能對工作成果有所影響時，才會產生責任感(Hackman & Oldham, 1980)。廣為學者所應用的

五大性格因素評量中即發現責任感此重要的性格特質因素，是指個體關心目標的專注程度，

亦即對自我節制與規範的程度。羅新興、藍敏慧、梁成明(2013)曾以台灣軍校學生及一般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以縱時性研究法探討不同學生(教育體系)的社會化戰術對其責任、榮譽及

理想性等信念的影響關係之差異。羅新興、謝宗霖、梁成明、楊君琦(2007)則探討校園文化

與學生責任感的關聯性，並分析社會化戰術的干擾效果。研究證實軍校學生的社會化戰術

認知及責任、榮譽、理想性等信念高於一般學生，且社會化戰術會調節校園文化對榮譽、

責任及理想性信念的影響關係。經由上述文獻探討的結果可知，受試者的性格特質越高，

其工作投入程度應會越高，因此推論： 

假設 H1：軍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等性格特質對其工作投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2 主動行為 

主動行為是一種自發性、積極的行為，有助於改善現行的狀態或環境，而不是消極、

被動的參與現況，又被稱為前瞻性行為、積極性行為(Crant, 2000)；亦被認定是一種「除了

員工本身工作外，為了改善工作現況、預期未來會更好而主動去執行的促進性行為」(廖國

鋒、費吳琛、曾鈞甫，2011)。LePine & Van Dyne(1998)指出主動行為是一種員工挑戰現況，

並積極提出建議改變的建言行為。主動行為被視為一個影響組織績效的重要因素，是一種

能使組織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一種能替組織帶來正面效益的行為(陳玫伶，2013)；為會影

響組織運作的成敗(Bateman & Crant, 1993)。Belschak & Hartog(2010)依據三種不同構面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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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行為進行整合性研究，包含：以組織為導向，稱為組織型主動行為；以朝向群體或組織

的整體未來方向為依歸，則稱為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以自我成就或生涯目標為導向，稱

為個人型主動行為。Crant(2000)主動行為前因後果整體模式指出，個體差異和情境因素會

影響員工的主動行為，而主動行為又會對工作績效、職涯成功、工作態度、個人控制感、

工作角色澄清等產生正向的影響。而工作投入即為重要的工作態度之一。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2：軍人的主動行為對其工作投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4 軍隊認同 

認同係指接受一套價值模式，將它內化到個人的學習過程(Parsons, 1951)；它有不同的

反應強度(陳佳玲，2010)。對組織的認同皆是經過循序漸進的過程逐漸發展而成，當組織成

員對於所屬組織產生高度認同時，才能產生為組織努力付出的動力來達成組織目標(Chan, 

2006)。軍隊認同則為軍事組織成員在社會化的過程中，知覺到與其他成員在工作環境中具

有相似的背景、態度及目標時，逐漸接受軍隊價值模式並內化的程度。林香君(2019)的研究

發現基督教同工的「人格特質」與「組織認同」有顯著正向關係。楊苡禾(2016)之研究結果

顯示派遣人員人格特質對組織認同有正向影響。因此推論： 

假設 H3：軍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等性格特質對其軍隊認同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Crant(2000)主動行為前因後果整體模式指出，個體差異和情境因素會影響員工的主動

行為，而主動行為又會對工作績效、職涯成功、工作態度、個人控制感、工作角色澄清等

產生正向的影響。雖然文獻中並沒有主動行為對於組織認同直接的實證研究，但由主動行

為的理論可知，員工的主動行為會影響其工作態度，組織認同即為一種重要的工作態度。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4：軍人的主動行為對其軍隊認同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林香君(2019)發現基督教同工的「組織認同」與「服事投入」有顯著正相關。楊苡禾(2016)

研究結果顯示派遣人員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有正向影響，組織認同在人格特質與工作投入

間具部分中介效果。張家豪(2016)的研究發現員工組織認同和勤勉責任感對工作投入均具

有正向影響。陳奕嘉(2020)發現臺北市的後備軍人輔導組織幹部的組織認同對工作投入有

正向影響。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員工的組織認同程度越高，則工作投入也會越高，亦即工

作投入對於員工的人格特質與工作投入具有中介效果。因此推論： 

假設 H5：軍隊認同對工作投入具有正向的影響，亦即軍隊認同在軍人的榮譽感和責任感

等性格特質與工作投入關係間存在顯著中介效果。 

過去文獻未曾探討過主動行為、軍隊認同與工作投入三者之關係，亦即軍隊認同在主

動行為與工作投入間的中介效果。但如假設 H4 可知，員工的主動行為越高，其組織認同也

會越高，以及依根假設 H5 之推論，相關的文獻證實，員工的組織認同程度越高，則工作投

入也會越高，本研究推論，員工的組織認同對其主動行為與工作投入的正向關係具有中介

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6：軍事成員軍隊認同對其主動行為與工作投入的關係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2.5 主管部屬關係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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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ereau, Graen & Haga(1975)提出垂直對偶關聯論，而後改名的主管與部屬關係品質，

其主要以角色形成系統與社會交換理論為基礎發展。Dienesch & Liden (1986)及 Graen & 

Novak(1986)的研究均認為，主管部屬關係品質根據角色形成與社會交換理論之間的相互關

係概念為基礎，組織透過不同工作角色的組織成員來達成組織目標，而組織成員在工作團

體中扮演的角色，則由員工與主管的人際交換關係來決定。 

有關主管部屬關係品質與軍人特質、主動行為、軍隊認同與工作投入等變項之關係的

實證研究並不多，許珮紋(2020)指出，當主管與部屬關係品質越高，部屬也會表現出更好的

組織行為，如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等。張容鳳(2020)的研究發現主管部屬關係品質會經由

信任的中介機制，影響員工建言的主動行為。本研究則探討主管與部屬關係品質對軍人特

質、主動行為、軍隊認同與工作投入等變項間的調節效果。因此推論： 

假設 H7：主管與部屬關係品質對軍人特質、主動行為、軍隊認同與工作投入等變項間的

關係具有增強的調節效果。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的回顧與理論的推導，提出以下之架構，如圖 1： 

3.2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軍陸軍部隊(湖口廠、269 旅、542 旅)為實證對象，採取立意抽樣方

式進行問卷調查，蒐集樣本資料。本研究採網路發放問卷，共回收 205 份有效問卷。樣本

以男性 167 人(81.5%)、未婚 127 人(62.0%)、大專教育程度 138 人(67.3%)、年齡 30 歲以下

者 108 人(52.7%)、工作收入在 3 萬至 4 萬元者 42 人(20.5%)、陸軍 197 人(96.1%)、基層士

官 71 人(34.6%)、基層軍官 84 人(41.0%)較多。 

 
 
 
 
 
 
 
 
 
 
 
 
 
 
 

3.3 衡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蒐集資料之工具。衡量的變項包括軍人特質、主動行為、

軍人特質 

⚫ 榮譽感 

⚫ 責任感 

主動行為 

⚫ 組織型 

⚫ 人際互動型 

⚫ 個人型 

軍隊認同 

工作投入 

⚫ 工作專注 

⚫ 工作樂趣 

⚫ 工作認同 

⚫ 工作評價 

領導者部屬關係品質 

圖 1 研究架構圖 

H3 

H1 

H5 H4 

H2 

H6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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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投入、軍隊認同及主管部屬關係品質等量表，以及人口統計變項資料等部分。軍人特

質量表包括榮譽感及責任感二個構面，均以羅新興、藍敏慧、梁成明(2013)的論點作為操作

性定義。榮譽感係指個體認為信守不說謊、不作弊、不偷竊的榮譽信條之重要性程度。責

任感則為個體認為信守承諾以努力完成份內工作的重要性程度。共計 10 個題項。主動行為

量表乃參考 Belschak & Hartog(2010)之觀點，分為組織型、人際互動型及個人型等三個構

面，共計 11 個題項。軍隊認同量表則根據 Mael & Ashforth(1992)所發展的組織認同量表，

修訂而成。量表採單一構面，計有 6 個項題。 

工作投入量表乃以 Rabinowitz & Hall (1977)的綜合工作投入理論為操作性定義，並參

考董群楷(2011)問卷量表修訂編製而成，量表區分為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認同與工作

評價等四個構面，計有 18 個題項。本研究主管部屬關係品質量表係董玉娟(2000)參考 Graen, 

Novak & Scommerkamp (1982)發展之主管部屬關係品質量表而來，採單一構面，共計 7 個

題項，各量表均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測量，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對該構面認知或態度的程度越高。個人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

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收入、軍種及軍階等。 

3.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Excel、SPSS 及 PL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輸入、整理及分析。首先以敘述性

統計分析受試樣本之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收入、軍種及軍階等人口統

計變項之次數分配，以及軍人特質、主動行為、工作投入、軍隊認同及主管部屬關係品質

等變項及構面之平均值、標準差，再以內部一致性 Conbanch 's α 值、AVE 值、組合信度，

以因素分析等檢測各變項之建構效度。各變項假設關係的檢定，先以相關分析來觀察各構

面間大概的關聯性。再以 PLS 檢定各主要變項間之假設關係。 

肆、研究結果 

4.1 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採用 Smart PLS 3 偏最小平方法(PLS)及 SPSS 統計工具進行 SEM 結構方程模式

檢定，完整測量模型檢定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各構念的 Cronbach's α值、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值)、及平均萃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瞭解

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測量模型信度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 
題項
數 

最低 
負荷量 

解釋變
異量(%) 

α 值 CR AVE 

軍人

特質 

榮譽感 5 .68 63.53 .85 .90 .63 

責任感 5 .86 80.82 .92 .87 .65 

主動

行為 

組織型 3 .87 65.32 .86 .92 .78 

人際型 4 .76 7.53 .87 .91 .72 

個人型 4 .82 5.17 .89 .93 .76 

工作

投入 

工作專注 5 .66 50.80 .85 .90 .63 

工作樂趣 5 .75 12.03 .88 .91 .67 

工作認同 4 .75 5.08 .82 .88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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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評價 4 .83 4.52 .85 .90 .70 

軍隊認同 6 .77 73.64 .93 .94 .7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 的分析結果顯示，Cronbach’s α係數均達 .82 以上，組合信度(CR)達 .87 以上

的水準，顯示測量變項穩定一致，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而平均變異萃取量(AVE)均大於 .63，

均高於建議的標準值 0.5 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因素負荷量係數亦均達 .66 以上，

顯示各量表內容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4.2 相關分析與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接著計算軍人特質、主動行為、工作投入、軍隊認同等量表，以及各主要變項

及構面的平均值及標準差，並分析各構面間的相關，結果如表 2。 

表 2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軍人特質中，以責任感平均水準較高(M=4.77)，榮譽

感相對較低(M=4.58)。在主動行為中，以個人型主動行為(M=4.65)較高，組織型主動行為

(M=4.49)較低。在工作投入中，以工作專注(M=4.62)較高，工作認同(M=3.86)較低。各構面

平均值介於最高值 6(同意)及中位數 3.50(普通)之間，顯示受測者的軍人特質，以及工作投

入和軍隊認同的態度還算不錯。 

由相關分析結果來看，軍人特質、主動行為、工作投入、軍隊認同等構面間均呈顯著

的正相關，受試者的榮譽感和榮譽感越高，主動行為越高，其工作投入和軍隊認同也越高，

軍隊認同越高，其工作投入也越高。初步的相關分析與本研究的假設相符合。為深入探各

變項之因果關係，本研究進一步以 SEM-PLS 模型來驗證變項間的假設關係。 

 
表 2 平均值、標準差及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榮譽感 4.58 1.00 --          

2.責任感 4.77 .92 .70*** --         

3.組織型主
動行為 

4.49 1.07 .53*** .66*** --        

4.人際型主
動行為 

4.54 .97 .58*** .58*** .78*** --       

5.個人型主
動行為 

4.65 .99 .56*** .70*** .83*** .79*** --      

6.軍隊認同 4.05 1.24 .53*** .48*** .58*** .63*** .56*** --     

7.工作專注 4.62 .86 .63*** .72*** .66*** .65*** .71*** .60*** --    

8.工作樂趣 3.99 1.08 .42*** .48*** .54*** .55*** .49*** .63*** .49*** --   

9.工作認同 3.86 1.12 .47*** .46*** .57*** .60*** .52*** .72*** .56*** .83*** --  

10.工作評價 4.16 1.06 .47*** .50*** .56*** .57*** .56*** .66*** .56*** .81*** .82*** -- 

註：* p< .05; ** p< .01; *** p<.001 

4.3 結構模型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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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實施結構模型的檢定。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偏最小平方法(SEM-PLS)進行路

徑分析以檢測主效果及中介效果的假設，並說明模型解釋力評估，以及實施多群組分析來

檢驗調節效果。其結果如圖 2 及表 3。 

 
圖 2 結構模型路徑 

 

 

 

 

表 3 工作投入之 PLS 線性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整體模型 低關係 
品質 

高關係 
品質 

低高群 
組差異 

軍人性格特質→工作投入     
榮譽感→工作專注 .12 -.24 .15* -.39 

榮譽感→工作樂趣 -.05 -.36 -.05 -.32 

榮譽感→工作評價 .03 .09 -.05 .14 

榮譽感→工作認同 .01 -.03 -.02 -.01 

責任感→工作專注 .35*** .56 .33*** .23 

責任感→工作樂趣 .19 .32 .233 .09 

責任感→工作評價 .10 .11 .22 -.11 

責任感→工作認同 .07 .29 .08 .22 

主動行為→工作投入     

組織型→工作專注 .05 .14 .07 .07 

組織型→工作樂趣 .15 .95 .06 .89 

組織型→工作評價 .07 .12 -.0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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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型→工作認同 .15 .56 .09 .46 

人際互動型→工作專注 .05 .06 .04 .02 

人際互動型→工作樂趣 .15 .44 .13 .31 

人際互動型→工作評價 .08 .68 .07 .61 

人際互動型→工作認同 .19 .03 .23* -.20 

個人型→工作專注 .22* -.04 .21* -.25 

個人型→工作樂趣 -.08 -.83 -.06 -.76 

個人型→工作評價 .12 -.30 .14 -.43 

個人型→工作認同 -.09 -.28 -.09 -.20 

軍人性格特質→軍隊認同     

榮譽感→軍隊認同 .21* .52 .17 .35 

責任感→軍隊認同 .01 .01 .05 -.05 

主動行為→軍隊認同     

組織型→軍隊認同 .16 -.71 .20 -.91 

人際互動型→軍隊認同 .37*** .07 .40* -.33 

個人型→軍隊認同 .01 1.02 -.04 1.06 

軍隊認同→工作投入     

軍隊認同→工作專注 .20** .57 .18** .39 

軍隊認同→工作樂趣 .43*** .42 .45*** -.03 

軍隊認同→工作評價 .45*** .41 .45*** -.04 

軍隊認同→工作認同 .54*** .58 .53*** .06 

註：空格內數字為路徑係數(β 值)；* p< .05; ** p< .01; *** p< .001 

4.3.1 主效果與中介效果 

由表 3 的分析結果可知，「責任感→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35; p<.001)，

也就是受試者的責任感軍人性格特質越高，其工作專注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1 僅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個人型主動行為→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2; p<.05)，也

就是受試者的個人型主動行為越高，其工作專注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2 亦僅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榮譽感→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1; p<.05)，也就是受試

者的榮譽感軍人性格特質越高，其軍隊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3 亦僅得到

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結果結果顯示，「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β=.37; 

p<.001)，也就是受試者的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越高，其軍隊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本研

究的假設 H4 亦僅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結果結果顯示，「軍隊認同→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0; p<.01)，「軍隊認

同→工作樂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43; p<.001)，「軍隊認同→工作評價」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β=.45; p<.001)，「軍隊認同→工作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54; p<.001)，

也就是受試者的軍隊認同越高，其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的投入程度

會越高。 



249 

 

於中介效果的驗證來看，由假設 H1 的結果來看，軍人特質中僅「責任感→工作專注」

主效果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軍人特質中僅「榮譽感→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軍隊認同對工作投入所有構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軍隊認同在軍人特質與工作投入間具

有顯著的中介效果。本研究的假設 H5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而由假設 H2 的結果來看，主動行為中僅「個人型主動行為→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僅「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軍隊認同對工作投

入所有構面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軍隊認同在主動行為與工作投入間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的假設 H6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4.3.2 調節效果 

本研究將主管部屬關係品質以平均值區分為低關係品質樣本群組與高關係品質樣本群

組，分別對前述模型實施多群組分析，以檢驗各變項間的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 

表 3 多群組分析的結果顯示，於低主管部屬關係品質樣本的模式檢定中，各路徑的影

響均不顯著。而在高主管部屬關係品質樣本的模式中，各路徑中，軍人性格特質對工作投

入的「責任感→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33; p<.001)，「責任感→工作專注」具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33; p<.001)；主動行為對工作投入的「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工作

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3; p<.05)，「個人型主動行為→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β=.21; p<.05)；「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40; p<.05)；

「軍隊認同→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18; p<.01)，「軍隊認同→工作樂趣」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β=.45; p<.001)，「軍隊認同→工作評價」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45; 

p<.001)，「軍隊認同→工作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53; p<.001)。由高低關係品質樣

本模式的比較可以顯示，所有整體模式的顯著影響全是來自於高關係品質之樣本。然而，

就各路徑係數的比較來看，卻都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因此，假設 H7 沒有得到實證

資料的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乃在探討軍人特質、主動行為、工作投入與軍隊認同的影響關係，結果發現： 

1.軍人性格特質及主動行為會影響工作投入：「責任感→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個人型主動行為→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受試者的責任感軍人性格特質及

個人型主動行為越高，其工作專注的投入程度會越高。 

2.軍人性格特質及主動行為會影響軍隊認同：「榮譽感→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受試者的榮譽感軍人性格特質越高，其軍隊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人際互動型主動

行為→軍隊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受試者的人際互動型主動行為越高，其軍

隊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 

3.軍隊認同會影響工作投入並中介軍人性格特質及主動行為之影響：軍隊認同對工作

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等工作投入構面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就是受

試者的軍隊認同越高，其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

軍隊認同並會中介軍人性格特質及主動行為對工作投入之影響。 

4.主管部屬關係品質會影響工作投入等變項關係：在高主管部屬關係品質中，軍人性格

特質、主動行為、工作投入與軍隊認同的影響關係才會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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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如下： 

1.持續精神教育及愛國教育：國軍仍須持續強化精神教育及愛國教育，增進成員的榮譽

感與責任感，來促進工作投入及軍隊認同。 

2.強化品格及團隊精神教育：亦須於戰備訓練操演及生活教育中，加強品格教育及團隊

精神教育，以增進成員的主動行為，進而促進其工作投入及軍隊認同。 

3.培養良好主管部屬關係品質：高主管部屬關係品質中才能使軍人性格特質、主動行為

對工作投入及軍隊認同的影響充分發揮。 

4.深化軍事組織行為研究：深入且廣泛地對軍隊成員實施調查研究，發掘關鍵變項，可

增進軍事組織工作績效及員工的心理滿足，適當調整態度行為，以增進組織效能。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自我報導式之問卷調查來蒐集樣本資料，難免有共同來源偏誤之疑慮。受限

於時間及行動之限制，樣本發放不易，以致僅回收 205 份有效樣本資料。 

未來研究可以探討其他認知、態度及行為變數的中介效果及調節效果的影響關係，來

驗證軍事成員工作投入模式效果，使其範圍能夠擴展，內容更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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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產業結構及競爭環境探討非利息收入對台灣銀行業經營績效

及風險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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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台灣銀行業為研究標的，探討1991～2017年，產業結構及競爭環境不同，致

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比率改變，進而影響銀行經營績效及風險。以ROA、ROE及EPS為經營績

效因變數；逾放及作業風險損失率為經營風險因變數，發現資本適足率、存款市占率等愈

高，績效愈佳；逾放及作業風險損失率愈高，風險愈高。    

關鍵詞：金控及非金控銀行、產業結構、競爭環境、經營績效及風險 

 

一、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過去30年間，台灣之銀行業者面臨三次經營環境之重大結構性改變：(1) 1991年開放

民營銀行新設，使得銀行產業結構由既往之公營銀行寡占，轉變為公營及民營銀行同時營

運之獨占性競爭，各銀行超額利潤減少，更積極擴展業務，但此時銀行仍以傳統存放款業

務為主；(2)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使得銀行在企業金融業務上承擔鉅額壞帳損失，財務結

構惡化，促使金控公司成立，並整合銀行、保險及證券業務，進行交叉行銷；(3) 2008年金

融海嘯，各國採取寬鬆性貨幣政策，使得存放款利差縮小，銀行開始積極發展存放款以外

之其他業務。上述改變，根據(王友慶，2006)之研究結果，由於產業結構及經營環境改變，

銀行係經由成立金控公司方式，發展多元化業務以維持競爭優勢，並透過整併增加市占率

，以提高獲利率。此外，在金控公司成立10餘年後，本國大型銀行幾乎均隸屬於金控公司(

下稱金控銀行)，可同時推廣銀行、保險及證券等業務，但部分規模較小之銀行，則因非隸

屬金控公司(下稱非金控銀行)，在業務範圍上將受法規限制，在此種不同之經營環境下，二

者是否在經營型態、經營績效、風險管理上產生顯著性差異，將成為探討銀行經營管理之

重要課題。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由金控銀行及非金控銀行角度探討在金融風暴前(1991～2009年)及金融風

暴後(2010～2017年)，是否因產業結構改變，而產生不同競爭型態，導致利息及非利息收入

對經營績效及風險之影響產生差異。本研究主要目的有三： 

一、探討金控公司成立後，產業結構是否出現變化。 

二、探討在金融風暴前後，非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之改變，對銀行經營績效是否存在顯

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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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驗證金控公司成立後，金控及非金控銀行之經營績效及風險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二、文獻探討 
2.1 產業結構 

    所謂產業結構，根據(張清溪、許嘉棟、劉鶯釧與吳聰敏，2016)之定義，係指各種產業在總體經濟

之組合及分配情況，約可區分為獨占、寡占、獨占性競爭及完全競爭等四種。不同產業結構將影響

廠商競爭型態、經營策略及獲利能力。(王友慶，2006)提及，市場係由買賣雙方組成，市場特性亦由

買賣雙方表現出來，而廠商家數及消費者人數多寡即為組成市場結構之基本因子，故市場結構即產

業結構。根據(李澄耀，2008)之研究結果顯示，自1990年政府開放民營銀行新設後，國內銀行家數迅

速增加，經營生態已由寡占市場轉變為獨占性競爭市場。而在競爭型態方面，依(黃台心及江典霖，

2014)之研究顯示2001～2011年間，台灣之銀行業市場屬於獨占性競爭，且金控銀行所面臨之競爭程

度高於非金控銀行。 

2.2 競爭型態及方式 

(戴錦周與薛美雲，2006)在研究各國銀行業整合情況後發現，台灣銀行業之整合進度較

慢，因此當其他國家個別銀行規模成長時，台灣個別銀行之資產則逐漸縮減，1996年台灣

前三大銀行資產市占率為31%，但2002～2004年則低於30%，代表本國大型銀行規模不足以

發揮規模經濟效果。(鍾俊文與陳佳梅，2005)則指出，無論銀行、保險或證券業，在加入金

控公司後均可經由交叉銷售發揮市場綜效，以提升市場佔有率。台灣之金控公司在2002年

成立後，致力於整合各類金融機構，其中整合之銀行家數，由2003年之68家成長至2009年

之96家，顯見成長迅速，然而，金控銀行之經營績效是否因此提高，則成為另一項管理議

題(劉秀玲及鄭鴻章，2010)。此外，近年來銀行主要收入項目逐漸產生變化，非僅依賴傳統

借貸之利息收入。(DeYoung and Rice，2004)指出，美國商業銀行之非利息收入占營業收入

比重由1984年之24.60%持續上升至2001年之42.20%。而這種現象亦同時發生於其他國家。

(Kaufman et al., 1994)發現，1982～1990年，在所有已發展國家中，非利息收入皆呈現增長

趨勢。 

2.3 收入來源 

本研究將探討銀行營業收入來源中，利息及非利息收入之變化，而此種變化係因銀行產業結構

改變，以及競爭型態不同所產生。(Nguyen,2012)以28個金融自由化國家為樣本，發現於1997～2002年

間，銀行之非利息收入對於銀行淨利差有顯著負向影響；而在其後之2003～2004年間，二者關係雖

不顯著，但為正向相關；且非利息收入與經風險調整後之資產報酬間，亦由顯著負相關變為顯著正

相關，顯示銀行營運模式已逐漸轉變為多角化經營。由於存放款利差已逐年減少，故銀行為維持一

定獲利能力，需積極拓展非利息收入業務，以達其獲利目標。非利息收入已逐漸改變銀行收入來源

，除可增加利潤外，並可降低銀行風險(Feldman and Schmidt, 1999)。 

2.4 經營績效及風險 

由於企業制度之管理評估措施在於更有效運用資源，並透過績效評估系統，幫助企業能順利達

成目標，故績效乃是企業營運活動之最終結果，屬於整體評估概念(Szilagyi, 1984)。此三項指標為許

多學者用來衡量績效之指標，即股東權益報酬率(ROE)、資產報酬率(ROA)、每股盈餘(EPS)。鍾秋香

(2017)以2007～2015年在台灣營運之27家銀行為研究對象，並以ROA、ROE及Tobin’s Q作為經營績

效之衡量指標，探討影響銀行經營績效之因素。經由多元迴歸實證分析，發現市場集中度、放款市

占率、業務多樣化等變項，均對銀行經營績效存在正向顯著影響。 
銀行經營風險係指銀行辦理各項業務時，由於外部總體經濟環境、內部決策失誤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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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善等原因而導致損失之可能性，其中包括利率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及作業風

險等項。過去文獻認為銀行面臨之信用風險、利率風險與流動性風險愈高，其淨利差愈大

(Saunders and Schumacher,2000)。由於本研究探討重點為銀行利息及非利息收入對經營績效

之影響，故此處僅說明對利息收入影響最大之信用風險及對非利息收入影響最大之作業風

險。此外，陳雅慧(2015)之研究發現，銀行過去較關注信用及利率等風險，但近年來屢有企

業發生作業面重大事件並造成鉅額損失，使得作業風險逐漸被重視。作業風險係指因個人

、內部程序及系統或外部事件不足或失誤所造成之損失發生。至於作業風險之衡量方式，

則可根據巴賽爾協議規定之風險及控制自我評估(Risk Control Self-Assessment, RCSA)機制作

為標準，該機制除可評估作業風險發生之機率及影響外，並可要求在銀行內部作業過程中

進行控管。並推出資本適足率至少達到8%之要求，以降低銀行系統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及

加強法令遵循，以減少作業風險損失之發生。 

三、研究方法 
3.1 樣本選取 

本研究由台灣經濟新報、金管會及中央銀行選取台灣之金控及非金控銀行各10家，計

13項年度財務資料，共7,020筆資料作為研究樣本。由於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比較金控及非金

控銀行經營績效及風險之差別，故將樣本期間區分為1991～2009年及2010～2017年等二個

階段進行比較。 

3.2 假說及統計模式 

本研究使用之統計模式共包括四項，分別說明如下： 

1. 敘述性統計：列示樣本平均數、中位數、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等基本統計量。 

2. 相關分析：以Pearson相關係數檢驗變數間之相關及共線性問題。 

3. T檢定：分別以市場地位、財務結構、資本規模及法令遵循及經營能力等項目，就金控及非金控

銀行進行檢定，比較二者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以及銀行產業結構是否改變。 

假說一：金控公司成立後，銀行產業結構由寡占轉變為獨占性競爭。  

4. 複迴歸模式： 

假說二：市場地位愈高、財務結構健全、資本規模完整、且注重法令遵循之銀行，經營績效愈佳。 

𝑌𝑖 = 𝑎0+𝑎1𝐵𝐼𝑆 + 𝑎2𝐴𝐼𝐶 + 𝑎3𝐹𝑅 + 𝑎4𝑁𝑃𝐿+𝑎5𝐴𝑅𝐿𝑁 + 𝑎6𝑁𝐼𝑀 + 𝑎7𝑆𝐼𝑍𝐸𝐿𝑁 
    +𝑎8𝑁𝐼𝑆 + 𝑎9𝐷𝐸𝐵𝑇 + 𝑎10𝐵𝐴𝑁𝐾 + 𝜀𝑖 

其中，Yi＝ROA、ROE、EPS 

      BIS＝第i家銀行資本適足率 

      AIC＝第i家銀行備抵損失覆蓋率 

      FR＝第i家銀行作業風險損失比率

      NPL＝第i家銀行逾放比率

      ARLN＝第i家銀行應收款項(億元，LN)，採自然對數計算 

      NIM=第i家銀行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 

      SIZELN＝第i家銀行公司資本額(億元，LN)，採自然對數計算 

      NIS=第i家銀行存放款利差 

      DMS=第i家銀行存款市占率 

      DEBT＝第i家銀行負債比率 

BANK＝銀行型態，為虛擬變數，0＝金控銀行，1＝非金控銀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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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說三：市場地位愈高、財務結構健全、資本規模完整、經營能力理想之銀行，經營風險愈低。 

𝑌𝑖 = 𝑎0 + 𝑎1𝐵𝐼𝑆 + 𝑎2𝐴𝐼𝐶 + 𝑎3𝐴𝑅𝐿𝑁 + 𝑎4𝑁𝐼𝑀+𝑎5𝑆𝐼𝑍𝐸𝐿𝑁 + 𝑎6𝑁𝐼𝑆 + 𝑎7𝐷𝑀𝑆 + 𝑎8𝐷𝐸𝐵 + 𝑎9𝐵𝐴𝑁𝐾
+ 𝜀𝑖 

其中，Yi＝FR(第i家銀行作業風險損失比率)，採自然對數計算 

NPL(第i家銀行逾放比率)

BIS＝第i家銀行資本適足率 

          AIC＝第i家銀行備抵損失覆蓋率 

          ARLN＝第i家銀行應收款項(億元，LN)，採自然對數計算 

         NIM=第i家銀行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 

         SIZELN＝第i家銀行公司資本額(億元，LN)，採自然對數計算 

         NIS=第i家銀行存放款利差 

         DMS=第i家銀行存款市占率 

         DEBT＝第i家銀行負債比率，即總負債∕總資產 

 BANK＝銀行型態，為虛擬變數，0＝金控銀行，1＝非金控銀行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本研究為驗證金控銀行及非金控銀行於2008年金融風暴前後，在經營績效及風險上之

是否產生差異，將根據前述說明，分別就敘述統計、相關分析、T檢定、線性複迴歸分析等

步驟進行實證。 

4.1 敘述性統計 

在表4-1之敘述統計結果中，於ROA、ROE、EPS之平均值介於0.42～5.89間，與中位數差

距不大；但標準差與最大值及最小值差異極大，代表經營績效出現極大差異，其中ROE之最

小值係為樣本銀行安泰銀行於2006年推出「三貸同償」以招攬小額信貸，致呆帳比率大幅

攀升至50%，故影響到2007年之ROE降低至-113.50%。此外，在資本適足率、備抵損失覆蓋

率、應收款項及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等四個財務結構變項方面，於備抵損失覆蓋率之最

大值為6660.37，係為京城銀行於2017年因投資金融商品獲利，使2017年EPS高達4.89元所致

。在資本額及應收款項方面，採自然對數分析，平均值分別為18.18及16.88。而控制變項之

負債比率，同樣在最大值(98.82%)、最小值(0.66%)及平均數(92.01%)上，存在明顯落差，係

因安泰及聯邦等新銀行於1991年剛成立，致負債比率尚低。至於逾放比率及作業風險損失

比率之平均值，則分別為3.99%及3.97%。 

4.2 相關分析 

   表4-2係列示所有樣本之相關係數，各組變數間相關係數絕對值多介於0.01～0.73，且多

數均達1%顯著水準，顯示變數間並未存在嚴重共線性問題，且與(連亞芬，2017)對共線性所

訂定之標準相符合。 
 

 

 

 

 

表4-1  各項變數之敘述統計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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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2  各項變數之相關分析 

變數 BIS AIC FR NPL ARLN NIM SIZELN  NIS DMS DEBT 

BIS 1.00          

AIC 0.40*** 1.00         

FR 0.11** 0.03  1.00        

NPL -0.36*** -0.25*** -0.06 1.00       

ARLN 0.21*** -0.01 -0.04 -0.19*** 1.00      

NIM -0.38*** -0.12*** -0.04 0.29*** -0.33*** 1.00     

SIZELN 0.34*** 0.10** -0.14*** -0.33*** 0.73*** -0.27*** 1.00    

NIS -0.02 -0.03  0.08 0.12*** - 0.07 -0.03 -0.102** 1.00   

DMS 0.11** -0.09** -0.12*** -0.11** 0.54*** -0.17*** 0.70*** -0.05 1.00  

DEBT -0.01 -0.01 -0.16*** 0.04** 0.53*** -0.18** 0.20*** -0.00 0.10**  1.00 

 各項變數代號說明： 

  BIS＝資本適足率(%)           NIM＝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 

  AIC＝備抵損失覆蓋率(%)       SIZELN＝資本額(億元，LN)         

  NPL＝逾放比率(%)             DMS＝存款市占率(%) 

  FR＝作業風險損失比率(%)      NIS＝存放款利差                

  ARLN＝應收款項(億元，LN)    DEBT＝負債比率(%) 

註：***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4.3 金控/非金控銀行績效及產業結構變化 

本研究將樣本資料區分為金控及非金控銀行等二類，並對各項變數分別進行T檢定，結果列於

表4-3。就經營績效而言，ROA、ROE及EPS均達1%或5%正向顯著，表示金控銀行之經營績效顯著優

於非金控銀行。其次，就收入來源而言，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呈現1%負向顯著，表示金控銀行之

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顯著低於非金控銀行。在業務性質變項中，金控銀行存放款市占率顯著高於

非金控銀行，表示前者市場地位較高。至於財務結構變項，金控銀行資本額顯著高於非金控銀行。

變數名稱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經營績效

  ROA(%) 0.4241 0.53 0.7552 3.21 -5.55

  ROE(%) 5.887 7.655 13.2407 32.89 -113.05

  EPS(%) 1.3105 1.3 1.9909 10.57 -9.09

財務結構
  逾放比率(%) 2.3994 1.56 2.6813 18.06 0.01

  備抵損失覆蓋率(%) 201.629 47.725 558.7662 6660.37 4.89

  應收款項(億元，LN) 16.876 17.1575 1.464 19.3512 9.6625

法令遵循

  資本適足率(%) 11.4556 11.215 1.6062 16.62 5.38

作業風險損失比率(%) 3.9714 3.9714 6.5395 18.33 0

經營能力
  存放款利差 3.4189 2.55 18.5581 0.49 4.33

  利息收入占淨收益率(%) 68.5989 69.01 14.8947 99.07 6.17

市場地位

  存款市占率(%) 3.8412 3.48 2.9408 13.32 0.45

  企業貸款市占率(%) 3.8534 2.975 2.9894 10.75 0.33

  個人授信總額市占率(%) 3.9211 3.86 2.76 10.85 0.42

資本結構

  資本額(億元，Ln) 18.182 18.4096 0.8539 19.5756 16.0843

  負債比率(%) 92.0135 93.425 10.4886 98.82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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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逾放比率部分，呈現1%負向顯著，表示金控銀行逾放比率顯著低於非金控銀行。而在資本適足率

及應收款項二者，皆呈現1%正向顯著，表示金控銀行在此二項變數中，均顯著高於非金控銀行。但

在備抵損失覆蓋率方面，呈現5%負向顯著，表示由於非金控銀行之逾放比率較高，故須提列較高之

備抵損失以因應不良貸款之轉銷。 

 

表4-3   金控及非金控銀行T檢定結果 

 
註:***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外，本研究以表4-4所示說明銀行產業結構之變化，因金控公司成立於2001～2003年間，故以

2004年為準，將台灣前五大銀行各項業務市占率區分為二個部分進行T檢定。結果顯示，存款市占

率及個人授信總額市占率皆呈現1%正向顯著，表示在金控公司成立後，市場集中度顯著下降，產業

結構由寡占轉變成獨占性競爭。由中央銀行統計資料得知，前五大銀行存款市占率自1991年35.81%

逐年下降至2017年29.73%，個人授信總額市占率也自1991年之40.84%逐年下降至2017年之34.82%，顯

示產業集中度降低，競爭趨於激烈，隱含市場結構已由寡占轉變為獨占性競爭。 

 
表4-4    金控公司成立前後銀行各項業務市占率之T檢定 

   

各項業務市占率 

平     均     值 

 T值      P值 

 

觀察值 

 

T值 

 

P值 

存款市占率(%) 35.7338   32.7843 27 4.3985 0.0002*** 

企業貸款市占率(%) 39.7408   40.3971 27 -1,1610 0.1290 

個人授信總額市占率(%) 39.5846   37.2029 27 3.2866 0.0022*** 

註一:***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4.4 對經營績效之影響 

 

金控銀行 非金控銀行 觀察值  T值   P值

0.5011 0.347 270 2.3812 0.0088***

7.0489 4.7243 270 2.0459 0.0206**

1.5935 1.0275 270 3.334 0.0005***

64.4494 72.7483 270 -6.7349 0.0000***

2.619 4.2198 270 -1.0029 0.1584

5.2229 2.4595 270 12.3602 0.0000***

18.182 17.1944 270 13.4675 0.0000***

92.0135 91.7451 270 0.2763 0.3912

作業風險損失比率 (%) 4.1869 3.756 270 0.7654 0.2222

11.7019 11.2092 270 3.6034 0.0002***

財務結構

逾放比率(%) 1.8257 3.2826 270 -4.9828 0.0000***

170.3984 232.8597 270 -1.2996 0.0973**

16.876 15.5961 270 10.1986 0.0000***

資本額(LN)

負債比率(%)

法令遵循

資本適足率(%)

備抵損失覆蓋率(%)

應收款項(LN)

經營能力

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

存放款利差

市場地位

存放款市占率(%)

資本結構

檢定變項
平均值

經營績效變項

ROA(%)

ROE(%)

EPS(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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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5列示以市場地位、財務結構、資本結構、法令遵循及經營能力為自變項，經營績效為因變項之

線性複迴歸結果。由該表可以發現，於市場地位方面，就存款市占率而言，分別出現ROA及ROE達

10%正向顯著水準，而EPS則達1%正向顯著效果，代表存放款市占率愈高之銀行，經營績效愈佳，

支持鍾秋香(2017)之結論。在財務結構上，備抵損失覆蓋率則與ROA及EPS分別呈現1%及10%正向顯

著效果，表示備抵損失覆蓋率愈高之銀行，其經營績效愈佳，此結果與(陳培宏，2020)結論相一致。

至於逾放比率及應收款項，與各項經營績效則皆呈現1%負向顯著關係，表示逾放比率及應收款項愈

高之銀行，其經營績效愈差，此結果與(陳培宏，2020)之結論相一致。在資本結構方面，資本額在

ROA、ROE、EPS等三項因變數分別達10%負向顯著、1%負向顯著及1%正向顯著效果，表示銀行資

本規模愈大，ROA及ROE愈差，但EPS愈佳。在負債比率上，在ROA呈現10%負向顯著水準，代表負

債比率愈高之銀行，經營績效愈差，此結論與陳培宏(2020)之實證發現相一致，但對於EPS則呈現1%

正向顯著效果。於法令遵循上，資本適足率與各項經營績效存在1%正向顯著效果，表示資本適足率

愈高之銀行，經營績效愈佳。而作業風險損失比率與ROA則呈現5%負向顯著效果，表示銀行因作業

風險損失金額愈高，其經營績效愈差，此結果與陳雅慧(2015)之結論相一致。 

     最後，就經營能力而言，在存放款利差上，三項因變數全數出現10%正向顯著，表示銀行存放

款利差愈大則經營績效愈佳，支持楊蓁海(2007)之結論。在表4-5之複迴歸模式中，調整後R
2
介於0.1297

～0.2115，F值則達1%正向顯著，表示模式配適效果良好。 

 

4.5 對經營風險之影響 

本研究以市場地位、財務結構、資本結構、法令遵循及經營能力變項，區分為五個類別及九個

變數為自變項，並以經營風險為因變項，進行線性複迴歸分析，探討財務結構等變數對於經營風險

之影響，結果列於表4-6。根據該表，在市場地位上，銀行型態對於逾放比率存在5%正向顯著影響，

表示逾放比率愈大對銀行之經營風險愈高，但對於作業風險損失比率呈現1%正向顯著效果，表示作

業風險損失比率愈高對銀行之經營風險則愈高; 至於存款市占率方面，在作業風險損失比率達5%

正向顯著，表示存款市占率愈高，經營風險愈低。於財務結構方面，應收款項與經營風險皆呈現1%

正向顯著，代表應收款項愈高，經營風險愈高。在資本結構上，公司規模在所有因變數均出現1%負

向顯著，意謂資本愈大之公司，經營風險愈低。最後，負債比率對所有因變數均出現1%及10%負向

顯著，代表負債比率愈高之公司，經營風險愈高(陳培宏，2020)。於法令遵循上，資本適足率對逾放

比率存在5%及作業風險損失比率呈現1%正向顯著效果，表示資本適足率愈高之銀行，經營風險愈

低(倪衍森、鄭新民與黃寶玉，2009)。至於經營能力方面，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與作業風險損失

比率呈現1%正向顯著，表示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愈高之銀行，其經營風險較高；就存放款利差而

言，與逾放比率呈現5%正向顯著，表示存放款利差愈大，則銀行之逾放比率愈高，與楊蓁海(2007)

之結論相一致。在表4-6之複迴歸模式中，調整後R2介於0.0838～0.1264，F值則達1%正向顯著，表示

模式配適效果良好。 

 

表4-5  對經營績效之複迴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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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各自變數上方數值為係數，下方數值為P值 

註二：***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表4-6  對經營風險之複迴歸結果

項目 ROA ROE EPS

-0.1936 -43.3472 -5.7498

0.0016*** 0.0064*** 0.0124**

市場地位
銀行型態 -0.0348 0.857 0.1511

(0=金控銀行,1=非金控銀行) 0.6327 0.5174 0.4307

0.0028 0.5018 0.2131

0.0902* 0.0644* 0.0000***

財務結構
-0.0152 -0.3182 0.2131

0.0092*** 0.0076*** 0.0000***

-0.1246 -2.2693 -0.4574

0.0004*** 0.0004*** 0.000***

0.0002 0.0003 0.0003

0.0023*** 0.7774 0.0895*

資本規模
-0.0566 -3.0768 0.4807

0.3545* 0.0049*** 0.0024***

-0.0066 0.0909 0.0318

0.0523* 0.1398 0.0004***

法令遵循
-0.0152 -0.3182 -0.0377

0.0092*** 0.0076*** 0.0287**

-0.1246 -2.2693 -0.4574

0.0004*** 0.0004*** 0.000***

經營能力

0.0016 0.0528 0.0078

0.0902* 0.0698* 0.0627*

利息收入 -0.0249 -0.0249 -0.0089

0.25 0.55 0.1405

N 6480 6480 6480

Adj. R
2 0.1867 0.1297 0.2115

F Statistic 12.2478*** 8.3017*** 14.1414***

資本額(億元，LN)

負債比率(%)

逾放比率(%)

資本適足率(%)

存放款利差

截距項

存款市占率(%)

逾放比率(%)

應收款項(億元，LN)

備抵損失覆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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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各自變數上方數值為係數，下方數值為P值 

註二：***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台灣金控及非金控銀行歷經產業結構改變、金融風暴發生及金

控成立後，經營績效及風險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經由T檢定結果發現，金控銀行在市場地位

、財務結構、資本結構、法令遵循及經營能力等變數上，均顯著較非金控銀行為佳。其次，

本研究分別就上列五類變項對經營績效及風險指標進行線性複迴歸分析，結果發現，資本

適足率、備抵損失覆蓋率、存放款利差及存款市占率愈高之銀行，經營績效愈佳；逾放比

率、應收款項及利息收入占淨收益比率愈高之銀行，經營績效則愈差；而資本適足率、應

收款項及存放款利差愈高者，其經營風險愈高；但資本額、存款市占率及負債比率愈高之

銀行，經營風險則愈低。 

5.2 實務意涵及建議 

由上述結論得知，本研究認為，銀行為改善經營績效及風險，應該在各種法令遵循及

財務結構變數上進行必要調整，例如加強貸款之確實徵信及經營風險管理，減少逾放比率

及作業風險損失比率之發生。上述調整將有助於減少銀行之損失並提高獲利率，故銀行之

高階領導者及董監事股東應該以此為中長期策略，定期自行查核及稽核查核，以利控管經

營風險。 

項目 NPL FR

21.3484 29.3825

0.0002*** 0.0000***
市場地位
銀行型態 1.2068 2.1492

(0＝金控，1＝非金控) 0.0115** 0.0000***
-0.2347 0.255
0.0173** 0.0192**

財務結構
應收款項(億元，Ln) 0.8433 0.6667

0.0002*** 0.0083***
-0.0001 -0.0005
0.7098 0.2964

資本結構
-1.5018 -2.0976
0.0001*** 0.0000***
-0.0787 -0.046

0.0004*** 0.0608*

法令遵循
0.3188 0.0921

0.0336** 0.5774***
經營能力

-0.0272 0.0554

0.0717* 0.0009***

0.0258 0.0102
0.0153** 0.3848

N 4080 4080

Adj. R
2 0.1264 0.0838

F Statistic 9.6678*** 6.4757***

存(放)款利差

負債比率(%)

存款市占率(%)

截距項

資本適足率(%)

備扺損失覆蓋率(%)

利息收入

資本額(億元，Ln)



261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係參考現有文獻選取各項變數，但在經營風險指標上因樣本資料蒐集不易，僅

列示逾放比率及作業風險損失比率等二項，涵蓋面仍有不足，使得推論結果未盡完整。 

5.4 後續研究方向 

本研究主要以線性複迴歸及T檢定進行實證分析，所使用之五類自變項對因變項大多具有顯著

解釋效果，但無法比較出各自變項間之影響程度，及自變項間是否存在交互影響，後續研究可朝此

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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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台北地區酒吧業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以便利抽樣方式，採用問卷調查法蒐集

資料，來驗證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與顧客再消費意願間的關係。研究

發現，空間設計感質中「魅力」會影響顧客再消費意願及趣味性酒吧體驗價值，「精緻」

會影響轉介紹意願及社會互動性酒吧體驗價值；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等酒吧形象會影響再

消費及酒吧體驗價值；酒吧體驗價值會中介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對顧客再消費意願的

正向影響。本研究針對結果提出理論及實務上之建議。 

關鍵詞：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顧客再消費意願 

一、緒論 

近年來，隨著經濟所得的躍升，休閒活動成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Dumazedier(1967)認

為休閒具有放鬆、娛樂及自我發展三個相互貫通的功能；能夠消除疲勞與壓力、改善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影響家庭和諧氣氛等社會功能，以及安慰挫折感、改善勞資關係、提高工

作效率等經濟功能。最早發源於英國的 Pub 近年來也逐漸年形成新的休閒風潮，成為人們

追求時尚的重要場地。在酒吧業營運中，屬於小眾消費群體格外注重個人的隱私安全，顧

客的消費、再消費、以及私人情誼間的轉介紹扮演著重要的關鍵要素。 

感質(qualia)原來自於拉丁文，表示腦部針對無法量化的品質差異之認知功能，是一種非常

微妙、難以言喻的感官活動。日本藝術家將運用於空間設計的領域，作為「情緒工學」的

延伸，其核心價值以品質為基礎，並以 ABCDE 為重點，即魅力(Attractiveness)、美感

(Beauty)、創意(Creativity)、精緻(Delicacy)、工學(Engineering)等五大核心主軸(感質力)。

Bitner (1992)則將服務場域定義為「能夠具體有效進行服務行為的實體環境」。Lin (2004)以

完形心理學的概念來分析說明個體從服務場域獲得印象並產生情感反應的過程。若將商

品，應能增加該商品更多正向的利益。因此，在酒吧消費活動的情境中，顧客對於店內的

空間感、擺設和裝飾、燈光氣氛、背景音樂、菜單酒單樣式等的空間設計感質認知，是否

會影響其再消費及轉介紹的意願？此為本研究首要的動機。 

企業形象為消費者對企業組織及所從事的活動，產生主觀的印象或觀感(Walters, 1978)，

其來自於顧客對企業的實體和行為所產生的知覺，包括企業名稱、傳統、經營理念及產品

服務的多樣化等，是顧客對企業的一切經驗、感覺、想法、知識交互影響的結果。酒吧的

形象對於顧客再消費及轉介紹的意願影響又如何？此為本研究第二個動機。 

Zeithaml (1988)指出價值是顧客比較付出價格及得到的商品或服務品質之差異後，所做出

的整體評價。有別於「理性觀點」，體驗價值則為來自消費者與產品或服務在直接或遠距

狀態下互動的知覺，包括產品內在感覺歡愉性質的符號、享樂、美感以及顧客重視的感覺

和情緒(Holbrook & Corfman, 1985)。酒吧特有的體驗價值對於顧客再消費及轉介紹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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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此為本研究第三個動機。 

經由以上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的探討，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討消費者空間設計感質、酒吧

形象認知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及酒吧體驗價值的影響，酒吧體驗價值在空間設計感質、酒吧

形象與再消費意願間的中介效果。 

二、文獻探討與推論 

酒吧是一個兼具公私領域特質的場所，是對大眾開放的公共空間，提供飲食服務的空間，

公與私的不同特質可以讓酒吧隨時調整營業型態用以適應社會、經濟、文化需求方面的改

變(Kling, 2000)。酒吧乃以一種休閒、娛樂空間的角色定位出現，並具有公共領域私人化，

私人行為的公開化特質，形成一種特有的規範和文化識別(Haine, 1996)。 

2.1顧客再消費意願 
當顧客購買產品或服務後，若產品或服務符合甚至高於顧客的要求，形成心理上滿意的程

度，會進而重覆購買或推薦他人購買(Kotler, 2000)。再購買意願就是顧客在考量自身的情

況之後，決定從相同的公司再一次購買相同的產品和服務(Hellier et al., 2003)。劉慶華

(2016)表示，再消費意願涵蓋滿意價值，強化消費者在軟硬體設施的便利性，維持與客人

良好的互動關係，提升服務品質及不斷創造顧客附加價值，讓顧客在消費的過程當中，充

分感受到優良的服務品質及需求上得到滿足，驅使消費者再度消費。 

2.2空間設計感質 
感質是由感性工學再行延伸而來。前日本廣島大學教授長町三生(Nagamachi Mituo)於 1988

年雪梨國際人因工程學會裡，將其原本主張的「情緒工學」更名為「感性工學」是一種以

消費者導向為基礎的新產品技藝開發：「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感覺或意象予以轉化成設計

要素之技術」(Nagamachi, 1989)。感質的核心價值即以品質延伸為基礎，並以魅力、美

感、創意、精緻、工學五大核心(感質力)為重點。朱芷萱(2012)發現，IKEA 公司的顧客對

賣場展示間之感質空間設計對購買意願及顧客忠誠度(再消費意願及推薦他人)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蔡佳宏(2015)發現文創商品消費者之感質元素對品牌評價及購買意願皆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推論： 

假設 H1：消費者空間設計感質認知對其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3酒吧形象 
企業的營運良窳會受到企業口碑傳遞及其他因素之交流互動進而形成企業形象

(Cornelissen, 2000)；它會長存於消費者心中，成為影響其購買行為之主因之一(Griffin, 

2002)。消費者對形象較佳的業者販售之商品或服務有較高的購買意願並容易對其有信賴

感(范佐峯，2012)。企業形象為消費者對企業組織及所從事的活動，產生主觀的印象或觀

感(Walters, 1978)，其來自於顧客對企業的實體和行為所產生的知覺，包括企業名稱、傳

統、經營理念及產品服務的多樣化等，是顧客對企業的一切經驗、感覺、想法、知識交互

影響的結果。酒吧的形象則具有其特殊性，與一般的產業會有不同。 

林佳妡(2019)產險公司企業機構形象、功能形象與個人汽車保險商品購買意願呈現正向關

係。李芳萍(2007)發現旅館企業形象會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林凱晟(2011)證實人力銀行

企業形象對顧客忠誠度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呂怡慧(2013)發現汽車業企業形象對顧客忠誠

度具有顯著正向影響。程淑玲(2014)發現旅行社企業形象對顧客忠誠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林易煌(2015) 發現餅行企業形象對顧客忠誠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于子文(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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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航空公司企業形象對顧客忠誠度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因此推論： 

假設 H2：酒吧形象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4酒吧體驗價值 
過去的顧客價值觀點，大多數採行「理性觀點」的角度來定義。Rys, Fredericks & Luery 

(1987)提出價值就是獲得與付出之間的差異。Holbrook & Hirschman (1982)提出了以產品內

在感覺歡愉性質的符號、享樂、美感以及顧客重視感覺和情緒的「體驗觀點」，包括休閒

活動、感官愉悅、象徵意義、創造力及情緒上的反應等。Holbrook (1996)將體驗價值分成

外在與內在、自我導向與他人導向及主動與被動三種，並細分為效率、卓越、地位、尊

敬、遊樂、美感、倫理與心靈等八類。Mathwick et al. (2001) 將體驗價值分為顧客投資報

酬、服務優越性、美學及趣味性四個主要類型。本研究則以酒吧特有的趣味性、社會互動

性及脫離現實性作為體驗價值的衡量構面。 

劉益達(2018)發現家居賣場感質空間設計對於服務價值具有正向顯著影響。徐畹芸(2016) 

發現感質產品會透過服務體驗間接影響幸福感，具有中介效果。蔡佳宏(2015)發現受測者

之文創商品感質元素對品牌評價及購買意願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林同利(2020) 發現品牌

商店感質因素在不管是商品或是環境中皆對體驗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且環境體驗對滿意

度之影響程度是大於商品體驗的。李唯禎(2019) 發現文化館舍感質體驗對體驗行銷及體驗

價值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張幸慈(2020) 發現感質體驗直接正向影響體驗價值，而體驗價

值則直接正向影響整體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因此提出假設推論： 

假設 H3：空間設計感質對其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劉靜枝(2019)以湖口鄉農會 254 位顧客為研究對象，探討農會企業形象、知覺價值、服務

品質、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間的關係，研究發現企業形象對知覺價值具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亦即知覺價值會中介企業形象與顧客忠誠度的正向效果。張俐文(2019)以墾丁地區

336 位民宿及飯店的國際觀光客為研究對象，探討民宿及飯店的企業形象、體驗行銷與服

務品質對體驗價值和再宿意願的影響，結果發現企業形象對體驗價值和再宿意願具有顯著

正向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4：酒吧形象對其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朱芷萱(2012)的研究發現，IKEA 公司的顧客對賣場展示間感質空間設計及體驗價值對購買

意願及顧客忠誠度(再消費意願及推薦他人)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研究並沒有探討感

質空間設計與體驗價值間的關係。蕭琇銘(2017) 研究結果指出中高齡女性消費者體驗價值

對有機食品再購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張哲專(2019)研究發現付費運動課程的銀髮族體驗

價值與再購意願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朱家廣(2019)研究發現使用 O2O 平台或商店的之消

費者體驗價值會影響其滿意度和再購意願。張幸慈(2020) 發現婚紗公司消費者體驗價值會

正向影響整體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而顧客忠誠度則包含了再購意願與推蔫別人的意涵。

田佳泓(2020)研究結果顯示電競賽事參與者體驗價值與再購意願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本

研究因此推論： 

假設 H5：酒吧體驗價值對再消費意願具有正向的影響，亦即酒吧體驗價值在空間設計感

質與再消費意願關係間存在顯著中介效果。 

假設 H2 推論酒吧形象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如，林佳妡，2019；林易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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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于子文，2017)；而假設 H4 則指出酒吧形象對其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如，朱芷萱，2012；朱家廣，2019；張幸慈，2020；田佳泓，2020)。因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6：酒吧體驗價值在其酒吧形象與再消費意願間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的回顧與理論的推導，提出以下之架構，如圖 1： 

 
 
 
 
 
 
 
 
 
 
 
 

3.2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主要針對台北地區酒吧業的消費者為實證對象，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發放問卷 300 份，剔除填答不完整等無效問卷，得到 249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率為

83.0%。樣本中有男性 122 人(49.8%)、女性 123 人(50.2%)；未婚 105 人(42.9%)、已婚 140

人(57.1%)，教育程度中有高中職(含)以下 39 人(15.9%)、大專 126 人(51.4%)、研究所(含)以

上 80 人(32.7%)；年齡中 21-35 歲 36 人(14.7%)、36-45 歲 111(45.3%)、45 歲以上 98 

(40%)；工作收入在 3 萬元以下 25 人(10.2%)、3 至 6 萬元 97 人(39.6%)、7 至 9 萬元 57 人

(23.3%)、10 至 12 萬元 34 人(13.9%)、12 萬元以上 32 人(13.1%)；職業階層中基層員工 70

人(28.6%)、基層主管 36 人(14.7%)、中階主管 45 人(18.4%)、高階主管 35 人(14.3%)、自營

業主 53 人(21.6%)。 

3.3 衡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作為蒐集資料之工具。變項的衡量敘述如下：空間設計感質根據長町

三生長(1995)的論點為基礎，以五大核心感質力衡量消費者對酒吧空間設計的獨特質感與

心靈感動，所編製量表經吳佩玲、陳聖智、陳盈婷、柳婉郁(2014)及郭嘉文(2020)等學者

引用。分為魅力、美感、創意、精緻、工學性等五個構面。魅力係指風格特色、空間擺

設、燈光和音樂等方面的吸引力高低。美感係指空間的設計感、協調性及質感合宜的程

度。創意是指空間的創新、啟發及令人感到喜悅的程度。精緻包括裝潢素材、指標系統及

裝飾品的搭配擺設的細緻合宜程度。工學是指工法、材料運用及結構組合讓人感到適切合

宜的程度。各構面 3 題，共 15 題。酒吧形象量表係參考 Aaker & Keller(1990)對企業形象之

論點，以及 Arjun & Morris (2001)、張俐文(2016)等學者之量表修改編製。原量表區分為公

司形象、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三個構面，本研究刪除社會大眾所產生的一般公司形象，僅

採用商店形象(6 題)及企業信用(3 題)二個構面。 

空間設計感質 
1. 魅力 

2. 美感 

3. 創意 

4. 精緻 

5. 工學 

酒吧形象 
1. 商店形象 
2. 企業信用 

再消費意願 

轉介紹意願 

酒吧體驗價值 

3.趣味性 

4.脫離現實性 

5.社會互動性 

圖 1 研究架構圖 

H3 

H1 
H5 

H4 

H2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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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體驗價值量表乃參考 Sweeney & Soutar (2001)及 Cengiz & Kirkbir(2007)針對醫療服務院

所所發展的體驗價值量表，修改編製成本研究的酒吧體驗價值量表。Cengiz & Kirkbir(2007)

的原量表共有 8 個構面，趣味性體驗計有 4 題，脫離現實性有 5 題，社會互動性有 4 題，

酒吧體驗價值量表共有 13 題。顧客再消費意願量表以 Kotler(2000)之研究論點為基礎，並

參考葉士菁(2012)、黃培福(2018)的量表改編而成，是指消費者願意到酒吧重複消費產品

或享受服務的心理承諾，並具願意推薦他人的意願。此量表包括再消費意願及轉介紹意願

二個構面，各有 3 個題項，共計 6 個題項。各量表均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測量，由「非常

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5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對該構面認知或態度

的程度越高。個人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收入、工作

性質及工作階層等。 

3.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Excel、SPSS 及 PL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輸入、整理及分析。首先以敘述性統計

分析受試樣本之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年齡、參與年資、工作收入、職業性質及職

業階層等人口統計變項之次數分配，以及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顧客

再消費意願等變項及構面之平均值、標準差，再以內部一致性 Conbanch 's α 值、AVE 值、

組合信度，以因素分析等檢測各變項之建構效度。各變項假設關係的檢定，先以相關分析

來觀察各構面間大概的關聯性。再以 PLS 檢定各主要變項間之假設關係。 

肆、研究結果 

4.1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採用 SPSS 及 Smart PLS 3 偏最小平方法(PLS)統計工具進行 SEM 結構方程模式檢定，

完整測量模型檢定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各構念的 Cronbach's α 值、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值)、及平均萃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瞭解量表的信度

及效度，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測量模型信度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 

題

項

數 

最低 

負荷

量 

α 值 CR AVE 

空間

設計

感質 

魅力 3 .91 .91 .94 .85 

美感 3 .89 .90 .94 .84 

創意 3 .92 .92 .95 .86 

精緻 3 .90 .89 .93 .82 

工學 3 .86 .89 .93 .83 

酒吧 

形象 

商店形象 6 .81 .94 .96 .78 

企業信用 3 .88 .90 .94 .83 

酒吧

體驗

趣味性 4 .90 .94 .95 .84 

脫離現實性 5 .82 .92 .9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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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社會互動性 4 .87 .92 .94 .80 

再消

費意

願 

再消費意願 3 .89 .89 .93 .82 

轉介紹意願 3 .95 .94 .96 .9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表 1 觀察，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 值介於 .89 至 .94 之間，顯示信度良好。本研究各構

面或變項因素分析的因子負荷量(Loading factor) 值介於 .81 至 .95 之間，各構面的 CR 值

符合 Hair, Black, Babin, Anderson & Tatham(1998)的建議(大於 .7)，皆大於.93。平均變異萃

取量亦符合 Fornell & Larcker (1981)之建議(AVE 大於 .5)，AVE 均大於 .75，顯示本研究各

構面的建構及收斂效度良好。 

4.2相關分析與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接著計算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顧客再消費意願等主要變項及

構面的平均值及標準差，並分析各構面間的相關，結果如表 2。 

表 2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空間設計感質中，以魅力及美感平均水準較高(M=3.83, 

3.76)，而以創意、精緻及工學相對較低(M=3.60, 3.61, 3.62)。在酒吧形象中，以企業信用

(M=4.33)較高，商店形象(M=4.15)較低。在酒吧體驗價值中，以趣味性(M=4.28)較高，社

會互動(M=3.68)較低。由相關分析結果來看，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

顧客再消費意願等變項之構面間均呈正相關，受試者的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越高，其

酒吧體驗價值及顧客再消費意願也越高。構面間的關係大致與預期相符。為深入探各變項

之因果關係，本研究進一步以迴歸分析來驗證變項間的假設關係。 

表 2 平均值、標準差及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構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
2 

1.魅力 3.83 .87 --            

2.美感 3.76 .83 
.84**

* 
--           

3.創意 3.60 .88 
.77**

* 
.84**

* 
--          

4.精緻 3.61 .85 
.73**

* 
.77**

* 
.82**

* 
--         

5.工學 3.62 .82 
.71**

* 
.71**

* 
.79**

* 
.85**

* 
--        

6.商店形

象 
4.15 .87 

.73**

* 
.71**

* 
.65**

* 
.66**

* 
.64**

* 
--       

7.企業信

用 
4.33 .83 

.62**

* 
.60**

* 
.57**

* 
.55**

* 
.52**

* 
.88**

* 
--      

8.趣味性 4.28 .84 
.52**

* 
.50**

* 
.46**

* 
.46**

* 
.43**

* 
.74**

* 
.76**

* 
--     

9.脫離現

實 
4.08 .83 

.47**

* 
.48**

* 
.45**

* 
.46**

* 
.42**

* 
.69**

* 
.71**

* 
.84**

* 
--    

10.社會互

動 
3.68 .75 

.48**

* 
.48**

* 
.47**

* 
.52**

* 
.47**

* 
.71**

* 
.73**

* 
.79**

* 
.90**

* 
--   

11.再消費 4.01 .85 
.49**

* 
.46**

* 
.47**

* 
.48**

* 
.45**

* 
.62**

* 
.63**

* 
.65**

* 
.75**

* 
.7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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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轉介紹 4.09 .88 
.47**

* 
.49**

* 
.50**

* 
.50**

* 
.45**

* 
.66**

* 
.68**

* 
.77**

* 
.79**

* 
.74**

* 
.82*

** 
-
- 

註：* p< .05; ** p< .01; *** p<.001 

4.3研究假設檢定 
本研究分別以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及酒吧體驗價值為自變項，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實施

迴歸分析，以檢驗變項間的主效果及中介效果，其結果如表 3 及表 4。 

表3空間設計感質、酒吧體驗價值對再消費意願的迴歸分析(N=249) 

  再消費意願 
 

轉介紹意願 
 趣味

性 

脫離現

實 

社會互

動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模式6 模式7 

空間設計感

質 
  

 
  

    

魅力 
.25*

* 
.14+ 

 
.09 -.09 

 .30** .17 .16 

美感 .01 -.10  .13 -.00  .15 .19 .08 

創意 .10 .08  .15 .14  -.01 .02 .00 

精緻 .18 .03  .22+ .09  .14 .18 .32** 

工學 .04 .03  -.01 -.00  -.01 -.01 .02 

酒吧體驗價

值 
  

 
  

    

趣味性  .03 
 

 
.32*

** 
 

  
 

脫離現實  
.52*

** 
 

 
.43*

** 
 

  
 

社會互動  .19*   .04     

R2 .27 .60  .29 .69  .29 .21 .29 

ΔR2  .33   .40     

F 
18.15*

** 
45.67*

** 
 19.43*

** 
65.40*

** 
 19.91*

** 
17.18*** 

19.71*** 

註：+ p< .1, * p< .05, ** p< .01, *** p< .001 

 
表4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對再消費意願的迴歸分析(N=249) 

  再消費意願 
 

轉介紹意願 
 趣味

性 

脫離現

實 

社會互

動 

 模式1 模式2  模式3 模式4  模式5 模式6 模式7 

酒吧形象          

商店形象 .31
** 

.13 
 .28

** 
-.0

6 

 .33*** .29*** .29** 

企業信用 .35
*** 

.07 
 .43

*** 
.09 

 .47*** .46*** .47*** 

酒吧體驗價

值 

         

趣味性  -.07 
 

 
.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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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現實  
.51*

** 
 

 
.43*

** 
 

  
 

社會互動  .18+   .05     

R2 .42 .60  .48 .68  .60 .53 .56 

ΔR2  .18   .20     

F 
87.33*

** 
71.27*

** 
 112.78

*** 
110.56
*** 

 185.6*

** 
136.7*** 

154.0*** 

註：+ p< .1, * p< .05, ** p< .01, *** p< .001 

4.3.1主效果 

由表 3 的模式 1 分析結果可知，空間設計感質中僅「魅力」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

影響(β=.25, p<.01)，受試者的「魅力」空間設計感質認知越高，其再消費意願會越高。表

3 的模式 3 結果顯示，空間設計感質中僅「精緻」對顧客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影響

(β=.22, p<.1)，受試者的「精緻」空間設計感質認知越高，其轉介紹意願會越高。本研究的

假設 H1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由表 4 模式 1 的結果顯示，受試者的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具

有顯著的影響(β=.31, p<.01; β=.35, p<.001)，受試者對酒吧的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認知

越高，其再消費意願會越高。表 4 模式 3 結果也顯示，受試者的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企

業信用對顧客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影響(β=.28, p<.01; β=.43, p<.001)，受試者對酒吧的商

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認知越高，其願意向其他人轉介紹的傾向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2 得到實證資料的完全支持。 

4.3.2中介效果 

表 3 模式 5 的結果顯示，空間設計感質中僅有「魅力」構面對趣味性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β=.30, p<.01)，受試者感受到空間設計中「魅力」的認知越高，其體驗到酒

吧具有趣味性的程度會越高。模式 6 的結果顯示，空間設計感質對脫離現實性酒吧體驗價

值的影響都不顯著。模式 7 的結果顯示，空間設計感質中僅有「精緻」構面對社會互動性

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32, p<.01)，受試者感受到空間設計中「精緻」的認

知越高，其體驗到酒吧具有社會互動性的程度會越高。本研究假設 H3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

分支持。 

表 4 模式 5 的結果顯示，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對趣味性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β=.33, p<.001; β=.47, p<.001)，受試者對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的認知越

高，其體驗到酒吧具有趣味性的程度會越高。模式 6 的結果顯示，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

企業信用對脫離現實性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9, p<.001; β=.46, p<.001)，

受試者對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的認知越高，其體驗到酒吧具有脫離現實性的程度會越

高。模式 7 的結果顯示，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對社會互動性酒吧體驗價值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β=.29, p<.01; β=.47, p<.001)，受試者對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的認知越

高，其體驗到酒吧具有社會互動性的程度會越高。本研究假設 H4 得到實證資料的完全支

持。 

表 3 模式 2 的結果顯示，酒吧體驗價值加入迴歸模式後，脫離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均對顧

客再消費意願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β=.52, p<.001; β=.19, p<.05)，受試者體驗到酒吧的脫離

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的價值認知越高，其願意再消費的傾向會越高；而模式中空間設計感

質原有的「魅力」構面雖然效果仍然顯著，但其影響顯然變小。由此可推論，脫離現實性

及社會互動性體驗價值會對「魅力」空間設計感質與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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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模式 4 的結果顯示，酒吧體驗價值加入迴歸模式後，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均對顧客轉

介紹意願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β=.32, p<.001; β=.43, p<.001)，受試者體驗到酒吧的趣味性

及脫離現實性的價值認知越高，其願意向他人轉介紹的傾向會越高；而模式中空間設計感

質原有的「精緻」的顯著效果卻消失了。由此可推論，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體驗價值會對

「精緻」空間設計感質與顧客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本研究假設 H5 得到實證

資料的部分支持。 

表 4 模式 2 的結果顯示，酒吧體驗價值加入迴歸模式後，脫離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均對顧

客再消費意願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β=.51, p<.001; β=.18, p<.1)，受試者體驗到酒吧的脫離

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的價值認知越高，其願意再消費的傾向會越高；而模式中商店形象及

企業信用形象的顯著效果卻消失了。由此可推論，脫離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體驗價值對酒

吧形象與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模式 4 的結果顯示，酒吧體驗價值加入迴

歸模式後，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均對顧客轉介紹意願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β=.26, p<.001; 

β=.43, p<.001)，受試者體驗到酒吧的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的價值認知越高，其願意向他人

轉介紹的傾向會越高；而模式中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的顯著效果卻消失了。由此可推

論，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體驗價值會對酒吧形象與顧客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假設 H6 得到實證資料的完全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5.1研究結論 
本研究乃在探討空間設計感質、酒吧形象、酒吧體驗價值、顧客再消費意願的影響，以及

酒吧形象對酒吧體驗及顧客再消費意願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1.空間設計感質及酒吧形象會影響顧客再消費意願：空間設計感質中「魅力」構面對顧客

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精緻」構面對顧客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及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空間設計感質及酒吧形象會影響酒吧體驗價值：空間設計感質中「魅力」構面對趣味性

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精緻」構面對社會互動性酒吧體驗價值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 

3.酒吧體驗價值會部分中介空間設計感質對之顧客再消費意願影響：酒吧體驗價值加入迴

歸模式後，脫離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體驗價值均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並對「魅力」空間設計感質與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

體驗價值均對顧客再消費意願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對「精緻」空間設計感質與顧客轉介

紹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4.酒吧體驗價值會完全中介酒吧形象對之顧客再消費意願影響：酒吧體驗價值加入迴歸模

式後，脫離現實性及社會互動性體驗價值均對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並對

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與顧客再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趣味性及脫離現實性體

驗價值均對顧客轉介紹意願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形象與顧客轉介

紹意願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5.2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如下： 

1.瞭解顧客空間設計感質：研究結果發現空間設計感質中僅「魅力」構面會正向影響顧客

再消費意願，「精緻」構面會正向影響顧客轉介紹意願，且影響的效果不強。因此，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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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必須充份瞭解顧客對空間設計感質的偏好，善用有限的資源，來促進顧客的再消費

及轉介紹的意願。 

2.持續經營酒吧形象：研究結果也指出酒吧形象中商店形象及企業信用均對顧客再消費意

願及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顯示酒吧只要能營造良好的形象和口碑，是可以獲

得顧客的支持。然而酒吧是屬於小眾的場所，不可能像一般企業依賴大量的廣告和促銷等

手段，必須靠長期經營的與顧客的緊密關係來逐步取得顧客的信賴和光顧。 

3.強化顧客體驗價值：研究結果更發現，體驗價值對於顧客再消費及轉介紹意願具有顯著

的直接影響，並會部分中介空間設計感質及完全中介酒吧形象對顧客再消費及轉介紹意願

的影響，實為影響顧客再消費及轉介紹意願的關鍵變項，讓顧客在活動參與中獲得高度趣

味性，確保隱私讓他有暫時脫離社會約束的安全感和舒適感，陪他聊天，讓他願意說出心

裡的煩悶與怨氣，在深刻的社會互動中紓解工作和生活壓力，以增進他們願意再度光臨和

介紹朋友來店的動機。 

5.3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受限於顧客的隱私，以及酒吧中填答問卷的困難，樣本發放及回收不易，以致僅回

收 249 份有效樣本資料。樣本資料蒐集以自我報導式之問卷調查來施測，難免有共同來源

偏誤之疑慮。未來研究可以驗證造成顧客再消費意願的前因變項，如其它實體空間的設計

特性、消費者個人特質、特殊的活動等，以及它們與體驗價值的對應性，或更深入探討個

別職行業的體驗價值構面，以擴展相關模式的範圍，使內容更加豐富而完整，相增進其理

論與實務上之價值。 

參考文獻 

長町三生，1989。感性工學，初版，東京：海文堂。 

吳佩玲、陳聖智、陳盈婷、柳婉郁，2014。休閒農場空間設計之感質要素與遊客認

知程度觀點分析，休閒研究，第5卷第3期，頁1 - 29。 

林貞慧，2003。台北夜飲地圖，台北：生活情報媒體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榮泰，2011。從服務創新思維探討感質體驗設計，設計學研究特刊，14，13-31。 

范佐峯，2012。企業形象、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關係研究—

以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為例。逢甲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系碩士論文。 

陳仕弦，2012。品牌形象、服務品質、滿意度、忠誠度對再購買意願之影響─以智
慧型手機為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曉筠，2014。服務品質、企業形象與顧客滿意度之關聯性研究—

以台灣保險業為例，中國科技大學企管系碩士論文。 

黃志佳，2014。企業形象、服務品質、顧客價值與顧客滿意度關係之研究－以南科
健康生活館為例，南臺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振華，2003。台北PUB消費動機與體驗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碩

士論文。 

李怡陵，2006。從休閒需求、利益區隔探討PUB消費行為之研究─以台南市PUB為例
，高雄餐旅學院餐飲管理研究所學位論文。 

葉智魁，1995。工作與休閒-提昇生活素質的反省。戶外遊憩研究。8(2)，31-46。 

Andreassen, T. W., & Lindestad, B. 1998. Customer loyalty and complex services: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image on quality,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oyalty for customers 



273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service experti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rvice Industry 

Management, 9(1), 7-23.   
Bitner, M. J. 1992. Servicescapes: The impact of physical surroundings on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Journal of Marketing, 56(2):57-71. 
Dumazedier, J. 1967.Toward a society of leis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Griffin, G. 2002. Image: It’s all in the mind, Instant and Small Commercial Printer, 21(8), 

12-15. 
Haine, W. S. (1996). The world of Paris café, sociability among the French working clas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ellier, P. K., Geursen, G. M., Carr, R. A., & Rickard, J. A. 2003. Customer repurchase 

intention: A genera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37(11/12), 17-62. 
Hilliard, A. L. 1950. The forms of value: The extension of hedonistic axi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olbrook, M. C. & Hirschman, E. C. 1982. The experiential aspects of consumption: 

Consumer fantasies, feelings, and fu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9(2), 132-40. 
Lin, I. Y.2004，Evaluating a service space: the effect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3(2), 163-178. 
Mannheim, K. 1997.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 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276-322. London: Routledge and Legan Paul. 
Kupperschmidt, B. R. 2000. Multigeneration employees: Strategies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The Health Care Manager, 19(1), 65-76.  
Kotler, P. 2000. Marketing management: Analysis,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9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Keller, K.L. 2012. Strategic Brand Management: Building, Measuring, and Managing 

Brand Equity, 4th ed., Pearson: Boston.  
Rokeach, M.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Rys, M. E., Fredericks, J. O., & Luery, D. A. 1987. Value=quality? Are service value and 

service quality synonymous: A decompositional approach . In C. Supernat (Ed), Add 

Value to Your Service: 25-28. America: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Sweeney, J. C. & Soutar, G. N. 2001. Consumer perceived value: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ple item scale, Journal of Retailing, 77, 203-220. 
Walters, C. G.1978. Consumer Behavior : A integrated framework, Richard Drwin Inc., 

New York. 
Zeithaml, V. A. 1988. Consumer perceptions of price, quality, and value: a means-end 

model and synthesis of evidence. Journal of marketing, 52(3), 2-22. 
 

 

 

 

 

 

 

 

 



274 

 

以品牌形象探討消費者對於遊戲程式內購買意願之研究 
陳金足 

國立臺北商業大學 

商業設計管理系 副教授 

cathy80249@ntub.edu.tw 

史鈞潁 

國立臺北商業大學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研究生 

1096d005@ntub.edu.tw 

 

摘要 
本研究探討手機遊戲的品牌形象、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購買意願間之相互關係，以競舞

娛樂 (Garena)為研究案例，採用網路問卷隨機便利抽樣法收集樣本，共回收 150 份有效問

卷。研究結果顯示：(1)品牌形象對知覺品質具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2)品牌形象對程式內

購買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3)知覺品質對程式內購買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 

關鍵詞：品牌形象、知覺品質、程式內購買意願、手機遊戲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受到科技快速發展的影響，大眾對於網路的使用率越來越高。根據臺灣網路資訊

中心 (2020)統計顯示台灣民眾利用行動裝置進行上網的比例占總上網人口的 77.0%，約為

1,635 萬人。顯見智慧型手機已成為人類生活最為密切的一項行動裝置 (Katz & Aakhus, 

2002)。也因此，行動裝置硬體規格不斷地提升與精進，成為一種具有多功能服務的科技產

品，造就許多遊戲廠商紛紛投入大量資源在手機遊戲當中。Super Data (2021)在全球數位遊

戲市場報告中指出：2020 年全球遊戲產業總收入約莫為 1,399 億美元，當中行動裝置遊戲

收入高達 738 億，占總收入 52.7%；而其中免費下載遊戲占總收入之 78.0%。舉例而言，

2009 由新加坡互聯網企業集團 Sea 所成立的遊戲代理及開發商「競舞娛樂 (Garena)」，正

是因應手機遊戲快速成長的趨勢，使其企業營業版圖迅速橫跨臺灣、泰國、印尼、馬來西

亞及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並同時持有多款線上及手機遊戲之代理與營運權。其中，旗下

最具代表性的手機遊戲傳說對決，更是獲得 2020 年台灣手機遊戲市場活躍用戶數第一名之

榮譽 (App Annie, 2021)；由此可知，競舞娛樂在台灣手機遊戲市場的影響力是不可小覷的。 

手機遊戲產業替總體社會帶來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應，而程式內購買對於遊戲產業的

整體貢獻及重要性更是不可否認的。Hsu and Lin (2016)指出過往鮮少有探討消費者進行程

式內購買意願動機的相關研究。大多數關於遊戲購買意願的研究傾向於探討消費者的忠誠

度、知覺價值、網路成癮程度、涉入程度與人格特質 (王又鵬、陳信全及曾忠蕙，2015；

Hsiao & Chen, 2016； Balakrishnan, & Griffiths, 2018；羅子傑，2018)。故本研究以探討企業

的品牌形象、消費者的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購買意願之間的相互關係為議題。研究結果可提

供遊戲廠商在後續經營策略上作為參考，以提升競爭優勢，進而創造更多的獲利機會。 

 

二、文獻探討 

2.1 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為消費者對品牌所反映出的商品或服務的感知，且會對特定的品牌產生偏好

與喜愛 (Kotler, 2000)。戴國良 (2017)提及品牌形象是屬於一種多面向的概念，是由心理上

形成的一種聯想性集合體，會受到各種內外在的因素所影響。Park, Jaworski and MacI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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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基礎，將品牌形象細分為象徵性、功能性，以及經驗性等三大構面。

綜觀而言，品牌形象所涵蓋的範圍，包括：產品、精神、服務及營運管理等多方面，因此可

將其視為企業是否具有良好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指標 (Kapferer & Laurent, 1985)。 

2.2 知覺品質 

知覺品質泛指消費者以自身觀點判斷商品之品質優劣，或對品牌服務進行滿意程度判

斷之過程 (Aaker, 1991)。換言之，即個體對商品利益的直接感受程度 (陳冠仰、陳柏元、戴

有德與巫立宇，2016)。Dodds, Monroe and Grewal (1911)將知覺品質分為四種衡量構面，分

別為功能性、耐用性、信賴性及價值性等。綜觀而言，知覺品質是消費者對品牌或商品經

由主觀認定後所產生之結果 (蔡進發、蕭至惠，2017)。 

2.3 程式內購買 

程式內購買為消費者可以透過該程式付費購買額外的加值內容，如：去除廣告、解鎖

新功能與遊戲道具等 (張廷宇，2012)。楊政萍、吳志明與方文昌 (2015)進一步認為程式內

購買是指讓使用者先免費下載一軟體，並在該軟體內附加購買服務的管道，使消費者在該

軟體內購買額外的擴充功能或道具商品。其屬於一種免費增值的行銷策略 (Müller, Kijl, & 

Martens, 2011)。 

2.4 購買意願 

Fishbein and Ajzen (1975)認為購買意願是消費者對品牌的商品或服務所產生的一種態

度及認知，會因為各種外在與內在的因素而影響最終產生之結果。Mac Kenzie, Lutz, and 

Belch (1986)將購買意願的衡量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購買傾向、購買意願及購買行為。

Schiffman and Wisenblit (2015)進一步指出購買意願為個體在購買產品或服務的當下所評估

之結果，當認知結果越為正向時，其產生購買行為的機率則隨之提升。故購買意願是企業

及品牌預測消費者行為的一項重要判斷因素 (陳照森、白翊玄，2013)。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假說與架構 

本研究依據研究背景動機與文獻探討後，提出以下四項研究假設，研究架構整理如圖

1 所示。 

Hl：遊戲的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知覺品質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H2：遊戲之品牌形象對程式內購買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H3：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對程式內購買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 

 

 

 

 

 

 

 

 

 

 

 

品牌形象 

知覺品質 

程式內 

購買意願 
H1 

H2 

H3 

圖 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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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問卷在品牌形象的衡量題項，主要為探討消費者對該品牌所產生的喜好程度，

其參酌 Park, Jaworski and MacInnis (1986)進行編修共列出 12 個衡量題項；而知覺品質方面，

目的為探討消費者以自身觀點對商品或服務的滿意程度認知，係參考 Dodds, Monroe and 

Grewal (1911)加以修改，共設計有 8 個衡量題項；最後在程式內購買意願上，旨在探討消

費者對於商品購買慾望的高低程度，研究改編自 Mac Kenzie, Lutz and Belch (1986)研究之

問卷，共提出 6 項衡量指標。其皆採用李克特 5 點量表，依「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分別給予 1-5 分。 

 

3.3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問卷採取便利抽樣法收集樣本。研究對象為臺灣地區手機遊戲玩家，並以 2020

年台灣手機遊戲市場，活躍用戶數第一名之手機遊戲傳說對決所屬的開發代理商競舞娛樂

為研究案例，藉此瞭解消費者對於手機遊戲之品牌形象、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購買意願之相

關性。 

四、資料分析結果 

4.1 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收集 158 份問卷，扣除所有題項回答皆相同之無效問卷 8 份，共計 150 份有

效問卷，人口統計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人口統計變項 

變項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變項 基本資料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58 38.66 

平均每
月可支
配金額 

10000 以下 85 56.66 

女 92 61.33 10001~20000 47 31.33 

年齡 

16-20 歲 20 13.33 20001~30000 8 5.33 

21-25 歲 99 66.00 30001~40000 3 2.00 

26-30 歲 14 9.33 40001~50000 3 2.00 

31-35 歲 5 3.33 50001~60000 1 0.66 

36-40 歲 3 2.00 60001 以上 3 2.00 

46-45 歲 5 3.33 內購 

經驗 

有 71 47.33 

職業 

學生 110 73.33 無 79 52.66 

電 子 / 資
訊科技業 

8 5.33 

最近一
年內於
手機遊
戲內購
所花費
的金額 

0 元 80 53.33 

餐旅/ 

服務業 
6 4.00 1000 元以下 43 28.66 

商 業 / 貿
易 

6 4.00 1001~2000 11 7.33 

軍公教 5 3.33 2001~3000 6 4.00 

金融/ 

保險業 
4 2.66 3001~4000 1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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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藝術產業 
3 2.00 4001~5000 0 0.00 

大眾傳播
業 

2 1.33 5001 元以上 9 6.00 

專業人員 2 1.33 

學歷 

國中含以下 1 0.66 

自由業 2 1.33 高中職 11 7.33 

營造業 1 0.66 專科 2 1.33 

運輸業 1 0.66 大學 61 40.66 

 碩士 74 49.33 

博士 1 0.66 

 

4.2 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統計分析軟體 SPSS 25.0 進行量表的信度檢測。本研究之研究變數為品

牌形象、知覺品質及程式內購買意願，三項之 Cronbach’s α 皆大於 0.7 (Fornell & Larcker 

1981)，如表 2 所示，表示該問卷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 2：Cronbach’s α 值 

構面 品牌形象 知覺品質 程式內購買意願 

Cronbach’s α 0.902 0.864 0.944 

 

4.3 迴歸分析 

4.3.1 遊戲之「品牌形象」與「知覺品質」之迴歸分析 

針對消費者對遊戲公司的品牌形象判斷，是否會影響到其對該遊戲的知覺品質認知加

以分析，結果如表 3 所示：當消費者對品牌形象的感受越為正向，其對知覺品質的認知亦

會隨之越高；且兩者間具有正向顯著關係 (ß=0.696、t=18.851、P=0.000)。故本研究假說 Hl：

遊戲的品牌形象對消費者知覺品質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表 3：品牌形象與知覺品質之迴歸分析表 

模式 非標準化係數 β 值 標準化係數 β 值 t 值 顯著性 

(常數) 0.760 - 4.181 0.000*** 

品牌形象 0.785 0.805 16.500 0.000*** 

自由度=149，F=272.255，P=0.000*** 

註：***：P≦0.001 

 

4.3.2 遊戲之「品牌形象」與「程式內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 

欲瞭解消費者對遊戲品牌形象的認知，是否會對其程式內購買意願造成影響，分析結

果顯示：消費者對品牌形象的感受會正向的影響其進行程式內購買的意願，兩者間存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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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顯著關係 (ß=0.696、t=18.851、P=0.000)，如表 4；代表本研究之假設 H2：遊戲之品牌形

象對消費者程式內購買意願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表 4：品牌形象與程式內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表 

模式 非標準化係數 β 值 標準化係數 β 值 t 值 顯著性 

(常數) 0.547 - 1.077 0.283 

品牌形象 0.626 0.361 4.708 0.000*** 

自由度=149，F=22.168，P=0.000*** 

註：***：P≦0.001 

4.3.3 遊戲之「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 

消費者的知覺品質認知與程式內購買意願間存在著正向之顯著關係(ß=0.696、t=18.851、

P=0.000)，如表 5 所示；可證明本研究之假設 H3：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對程式內購買意願具

有正向顯著影響成立。 

 

表 5：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表 

模式 非標準化係數 β 值 標準化係數 β 值 t 值 顯著性 

(常數) -0.383 - -0.803 0.423 

知覺品質 0.885 0.497 6.976 0.000*** 

自由度=149，F=48.669，P=0.000*** 

註：***：P≦0.001 

 

五、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探討手機遊戲的品牌形象、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購買意願間之相互關係，經資料

統計分析，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5.1.1 品牌形象對知覺品質之影響。 

手機遊戲的整體品牌形象對知覺品質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因此當消費者對遊戲品牌

的整體態度及感受越為正向時，其對該遊戲的程式內購買意願亦會隨之提升。 

5.1.2 品牌形象對程式內購買意願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手機遊戲的品牌形象及程式內購買意願間具有正向顯著的影響，即

便消費者在休閒時間不一定會想要遊玩手機遊戲，但手機遊戲玩家對該遊戲品牌形象的判

斷，仍然會影響到其是否願意在程式內進行購買的機率。 

5.1.3 知覺品質對程式內購買意願之影響。 

消費者對手機遊戲的知覺品質認知與程式內購買意願間有正向顯著關係，可推論若消

費者認為該遊戲能夠滿足其日常生活中的娛樂需求，則能正向的提升玩家在遊戲程式內進

行付費購買之意願。 

5.2 建議 

本研究結果顯示品牌形象會正向影響知覺品質與程式內買意願，故建議手機遊戲業者

應加強其在品牌形象方面之經營，例如: 舉辦線下的實體活動，凝聚玩家與遊戲間的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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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深品牌與消費者間雙向的溝通及互動，藉此讓玩家對該品牌產生安心、信賴及具有

歸屬的感受。此外，玩家遊玩手機遊戲的主要目的為滿足其休閒及娛樂方面的需求，因此

業者應加強遊戲的娛樂性與新鮮感，如：與動漫、電影、服飾等多元化的產業進行聯名活

動，推出限定的角色或造型等相關道具商品，讓玩家不會因為長時間遊玩同一款遊戲而感

到無趣，進而難以從遊戲中獲得新奇及好玩的感受，或喪失對該遊戲的熱情，降低其對遊

戲品質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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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對於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之影響

—以情緒勒索為調節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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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台灣北部地區國軍成員為研究對象，採用立意抽樣的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

研究主要在探討軍事組織成員的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對於工作壓力及工作

倦怠的影響，以及工作壓力在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與工作倦怠、工作負荷與工作倦怠

間的中介效果，亦試圖探討情緒勒索對於前述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對於工

作壓力及工作倦怠間影響關係的調節效果。研究發現：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會負向影響

去人性化工作倦怠，以及正向影響人際關係及上級壓力；工作負荷會正向影響工作壓力及

工作倦怠，工作壓力會中介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對工作倦怠的影響。情緒

勒索會調節部分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與、工作負荷與工作倦怠間的關係。本研究針對

研究結果提出理論與實務之建議。 

關鍵詞：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工作壓力、工作倦怠、情緒勒索 

一、緒論 

中華民國國防組織近二十年來也面臨巨大的變革，從一連串的精簡中發展成全募兵制。

國防部基於國防戰略實施一系列人力精簡措施，包括精實案、精進案及精粹案，此後持續

推動全募兵制，隨著義務役人力全數退場，國軍僅剩約 19 萬人的員額(108 年國防報告書，

2019)。然而，在持續變革的過程中，國軍的人員滅少，戰演訓任務及日常性業務卻未能同

步減併，加上近幾年兩岸關係緊張，也使得軍中的戰訓工作量及壓力倍增。 

工作倦怠(burnout)為一種複合的現象(Lloyd, 2009)，是指個體身心疲憊，對工作服務喪

失理想和熱情，並產生厭倦、逃避、退縮、冷漠的現象(Maslach, Schaufeli & Leiter, 2001)。

學者指出，工作倦怠可能來自於工作對於個體過度要求，如資源、能力與精力等，使其因

窮於應付而感到身體筋疲力盡，情緒趨於耗竭(Freudenberger, 1974)。 

現今世代網路資訊及通信科技發達，手機和即時通信軟體成了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聯

繫工具。交通大學調查指出，民眾使用率最高的即時通訊軟體為 LINE，高達 86.5%。LINE

的主要功能有隨時隨地傳送免費訊息、免費語音及視訊通話、生動貼圖、建立群組、輕鬆

分享照片、影片及語音訊息等(LINE 臺灣官網，2020)。每天使用 LINE 來傳達訊息，聯繫

感情，已成了台灣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如果這樣一個便利的即時通信軟體被

用來作為傳達工作任務資訊，掌握工作進度，追蹤人員工作狀態、地點、是否讀取訊息的

利器，相信應該會使得最初熱愛這個軟體種種便利功能的使用者大為感歎。本研究首要動

機要想瞭解，軍事成員對於使用 LINE 作為工作任務工具的認知情形，以及這樣的認知對

於工作倦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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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壓力(job stress)則指個體在工作環境中，面對和期望有關自己的機會、限制或要求

時，而自身無法克服或排解，而將問題轉化成阻力或助力的一種狀況(林宥均，2015)。

Robbins(1994)的工作壓力模式指出工作壓力來源於外在環境、組織和個人等三大因素，並

會產生生理、心理及行為等工作壓力結果。梁成明、羅新興(2001)發現志願役軍官的工作本

身要求、角色要求壓力來源對焦慮、疲勞等壓力結果具正向影響。本研究試圖探討軍事人

員對 LINE 作為工作任務工具的認知對於工作壓力的影響，以及工作壓力對工作倦怠的影

響。此為本研究第二個動機。 

工作負荷(workload)是指員工工作負擔過重，其原因為工作要求超過員工負擔之極限

(Maslach & Goldberg, 1998)；亦指員工個人在有效的時間內執行太多的工作，但是由於工作

量過多或工作時間太長，致使其無法在一定時間內完成工作，甚至造成員工在精神或體力

上無法負荷(Gryna, 2004)。過去研究已證實員工感受到過度工作負擔時會產生較高的工作

壓力(Burke et al, 2010)及情緒耗竭(Maskcch et al, 2001)。Taylor(1999)認為造成壓力的最大因

素就是過重的工作負荷。本研究試圖以國軍陸軍單位人員為研究對象，來驗證工作負荷對

於工作壓力的影響。此為本研究第三個動機。 

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是指個體為達成目的，以威脅或利誘的負向情緒來企圖

控制影響對方順從的情感操弄行為(劉仲矩、陳怡伶、田博宇，2003)；它具有要求、抵抗、

施壓、威脅、順從及舊事重演等六項特徵(駱重鳴，2007)。情緒勒索或許不會威脅人的生命，

但卻會奪走他的自我完整性。本研究則意圖探討軍隊成員情緒勒索的高低對於前述工作壓

力等變項間影響關係的調節效果。此為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動機。 

經由以上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的探討，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討 LINE 用作任務工具、工

作負荷對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的影響，工作壓力在 LINE 用作任務工具與工作倦怠間、工

作負荷與工作倦怠間的中介效果，以及探討情緒勒索對於 LINE 用作任務工具、工作負荷、

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等變項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二、文獻探討與推論 

2.1 工作倦怠 

Freudenberger(1974)最早提出工作倦怠(job burnout)的概念，將其定義為個人對能力、

經歷、力量以及資源的過度需求，而導致個人失敗、精疲力盡或身心耗竭；或個人由於執

著於某種生活的理想或方式，或是因為無法得到預期的回報而產生的一種疲勞或挫折狀態

(Freudenberger, 1980)。Edelwich & Brodsky(1980)認為工作倦怠為由於工作的狀況導致助人

的專業人員受到理想、精力與目標的逐漸喪失。Maslach & Jackson(1981)將工作倦怠界定

為生理或情緒的耗竭症狀，它包括消極的自我觀念，消極的工作態度，及喪失對他人的情

愛與關懷。林耀南、楊婉如(2008)則認為工作倦怠是一種追求理想或在工作過程中的情緒

耗竭、挫敗、無助與失望，使自我的生理、心理及情緒產生耗竭。 

2.2 LINE 行動軟體應用於工作任務 

LINE 起源於 2011 年日本「311 地震」時，電信網路受損，民眾無法與親人聯絡，南韓

NHN 的日本子公司 NHN Japan Corp.開發的一個「簡單、好用、可快速傳達」之通訊軟體，

提供免費文字簡訊、電話，目前全球註冊用戶數已超過 10 億，用戶能簡單、方便的透過

LINE 於合作商店及服務內進行交易與付款。目前臺灣人使用行動即時通訊 LINE 已非常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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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企業逐漸導入行動化應用使用 LINE 在工作場合上的頻率與依賴度越來越高，一旦員

工外出洽公或是在其他地方移動時，可以透過即時通訊軟體發送訊息聯繫到他人，比以往

的電子郵件讓對方更快速的收到訊息，也能確認對方收到訊息。然而，若將 LINE 當作任務

的工具，則很容易造成員工負面的感受。本研究因此推論： 

假設 H1：LINE 行動軟體應用於任務認知對其工作倦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3 工作負荷 

工作負荷是指在既定時間下執行一作業所需時間，注重在工作量多寡對員工所造成之

影響(Shaw & Weekly, 1985)；也是一種個人主觀、對於時間、心理投入及壓力負荷的程度

(Reid & Nygren, 1988)；一種工作需求負荷與能力間的關係(Wickens, 1992)。Spector & 

Jex(1998)認為工作負荷為員工要在有限時間內快速處理大量的工作，因而造成身心無法負

荷的情況；工作負荷可用工作時數、生產標準及工作執行中的心理需求來衡量，也就是運

用工作步調及工作量來測量工作負荷。 

Maskcch et al(2001)的研究證實員工感受到過度工作負擔時會產生較高的情緒耗竭。葉

春達(2019)發現空軍地勤人員的工作負荷對工作倦怠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張珺(2020) 發現

中國大陸全職員工工作負荷會正向影響工作倦怠，進而影響離職意向。王乃慶(2020)發現金

融機構員工工作倦怠會中介工作負荷與工作滿意度及離職傾向的負向關係。許多研究均證

實員工工作負荷對其工作倦怠具有正向的影響，亦即工作負荷越高，其工作倦怠的程度也

會越高(彭琦惠，2019；吳嘉原，2019；歐玥蘭，2019；歐陽雯寧，2019；蔡志揚，2019)。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2：軍人的工作負荷對其工作倦怠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4 工作壓力 

壓力為發生在兩個物體接觸表面、垂直於該表面的作用力。Selye(1936)為最早將壓力

概念引入社會科學領域的先驅，將壓力定義為「將壓力界定為個人對任何刺激，所產生的

非特定性反應」。 (Khodabakhsh & Kolivand, 2006)。壓力在現代生活快速的節奏下，加上長

期超負荷工作，壓力就是外力，當此外力超過限度時，其會發生不僅僅是疲乏甚至超乎能

想像的反應，壓力更是對人員產生負面影響的關鍵因素之一(Sintok et al., 2019)。 

林宥均(2015)定義工作壓力為個人在工作環境中，面對和期望有關自己的機會、限制或

要求時，而自身無法克服或排解，而將問題轉化成阻力或助力的一種狀況。該研究指出近

年來空軍推動組織調整政策，人力減少但工作量卻不減，壓力日增。不少研討均指出，國

軍這份職業具有較高的工作壓力，其中以工作負荷過度及角色衝突特別顯著(張健豪，2014；

林宥均，2015；胡庭瑋，2017；姜信晨，201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假設 H3：LINE 行動軟體應用於任務認知對其工作壓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Taylor(1999)認為造成壓力的最大因素就是過重的工作負荷。Robbins(1994)的工作壓力

模式亦將任務要求所造成的負荷過重歸納為形成工作壓力的組織因素之一。Gryna (2004)也

指出當員工的需求或能力無法符合工作要求時就會產生工作負荷，工作負荷會帶來工作壓

力。Burke et al (2010)的研究也證實員工感受到過度工作負擔時會產生較高的工作壓力。國

內的學者王昭儀(2006)、呂政霖(2018)皆證實員工工作負荷越大，其工作壓力也越大。黃亭

瑋(2019)發現受試者的工作負荷對於工作壓力具有正向的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

設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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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H4：軍人的工作負荷對其工作壓力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姜信晨(2019)證實空軍官士兵的工作壓力對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周柏村

(2019)發現空軍現役人員的人際網絡、工作負荷及升遷管道等工作壓力構面對工作倦怠均

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許詮佑(2020)指出空軍現役人員的工作壓力構面對工作倦怠均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陳智彥(2020)發現國小教師的人際關係、專業知能、上級壓力及工作負荷

等工作壓力構面對其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及低成就感等工作倦怠構面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其他針對教師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關係的研究，如王瑞萍(2019)、黃愛德(2018)、賴正

興(2019)、鄭喬瑋(2019)、藍尚梅(2019)以特殊教育教師為對象，皆證實受試者的工作壓力

對於其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他，如姜志昌(2016)以消防人員，曾弘尚(2018)以

刑事警察人員為對象，林以忠(2005)以警察人員為對象，皆證實受試者的工作壓力對於其工

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本研究因此推論： 

假設 H5：工作壓力對工作倦怠具有正向的影響，亦即工作壓力在 LINE 行動軟體應用於任

務認知與工作倦怠關係間存在顯著中介效果。 

工作負荷包括未能達成之工作時程、工作緊張、時間壓力和衝突管理(Jensen et al., 2013)。

當員工感受到工作負荷時，他將經由額外時間和精力來執行工作以有效管理需求。而這些

額外的時間和精力使用，將造成情緒耗竭之感受(Hobfoll, 1989)。過去研究發現員工經驗而

感受到過度工作負擔時會產生工作壓力(Burke et al, 2010)、工作限制、情緒耗竭、增加生理

傷害(Oxenbridgl & Moenseod, 2011)。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6：軍事成員的工作壓力在其工作負荷與工作倦怠間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2.5 情緒勒索 

情緒勒索(emotional blackmail)概念最早由 Forward(1997)所提出，認為由於個體(勒索者)

期望得到關愛與被認同，因而產生想要控制、剝奪他人自主權的行為；它有六項特徵，包

括要求、抵抗、壓力、威脅、順從、舊事重演等主要的成立條件(杜玉蓉譯，2017)。陳怡伶、

劉仲巨、方國榮(2005)及劉仲巨、陳怡伶、田博宇(2003)之研究指出，職場情緒勒索主要來

源為上司、客戶、同事、下屬、供應商等。情緒勒索或許不會威脅我們的生命，但卻會奪走

我們珍貴的自我完整性。如果不斷屈服於情緒勒索，將會覺得自己是軟弱無用的失敗者，

逐漸損害自尊、自我形象。伴隨著情緒勒索而來的壓力和緊張，以及各種負面的情緒，常

對個人的生理造成影響，產生各種生理上的病徵。因此本研究推論：  

假設 H7：情緒勒索對 LINE 行動軟體應用於任務認知、工作負荷、工作倦怠與工作壓力等

變項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情緒勒索會增強 LINE 行動軟體應用於任務認知、工作負

荷、工作倦怠與工作壓力間的正向關係。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的回顧與理論的推導，提出以下之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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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軍陸軍部隊為實證對象，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蒐集樣

本資料。本研究問卷乃採網路發放，共得到 203 份有效問卷。樣本中有男性 156 人(76.8%)、

女性 47 人(23.2%)；未婚者 122 人(60.1%)、已婚者 81 人(39.9%)，教育程度中有高中職(含)

以下者 13 人(6.4%)、大專者 140 人(69.0%)、研究所(含)以上者 50 人(24.6%)；工作收入在

4 萬元以下者 28 人(13.8%)、4 至 5 萬元者 75(36.9%)、5 至 6 萬元 52 人(25.6%)、6 萬元以

上者 48 人(23.6%)；軍種中陸軍 173 人(85.2%)、海軍 11 人(5.4%)、空軍 19 人(9.4%)；軍階

中基層士兵 10 人(4.9%)、基層士官 56 人(27.6%)、基層軍官 82 人(40.4%)、中高階軍官 55

人(27.1%)；年齡平均值為 32.27 歲。 

3.3 衡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蒐集資料之工具。衡量的變項包括以下各部分。工作負荷

量表，乃參考黃鈺涵(2012)、蔡舜宇(2019)等學者之工作負荷量表修訂而成，包括工作種類、

工作品質、工作份量及工作不確定性等四個構面，各構面均為 3 題，共計 12 個題項。工作

壓力量表乃參考陳智彥(2020)、陳振忠(2019)之量表。量表分為專業知能、人際關係及上級

壓力等三個構面，共計 18 個題項。工作倦怠量表乃參考陳智彥(2020)、陳振忠(2019)所發

展之量表題項修訂而成。量表分為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及低成就感等三個構面，各有 6 題，

共計 18 個項題。本研究依據研究需要自行發展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量表，採單一構面，

共計 6 個題項。情緒勒索量表乃參考陳怡伶、劉仲矩、方國榮(2005)、楊東興(2019)的問卷

量表修訂編製而成，計有 12 個題項，再依平均值劃分高低群組。各量表均採用 Likert 六點

尺度測量，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

對該構面認知或態度的程度越高。個人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

度、工作收入、軍種及軍階等。 

3.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Excel、SPSS 及 PL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輸入、整理及分析。首先以敘述性

統計分析受試樣本之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收入、軍種及軍階等人口統

LINE 行動軟體應

用於任務認知 

工作負荷 
⚫ 工作種類 

⚫ 工作品質 

⚫ 工作份量 

⚫ 工作不確定性 

工作倦怠 
⚫ 情緒耗竭 
⚫ 去人性化 
⚫ 低成就感 

工作壓力 
⚫ 專業知識 

⚫ 人際關係 

⚫ 上級壓力 

情緒勒索 

圖 1 研究架構圖 

H3 

H1 H5 

H4 

H2 

H6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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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變項之次數分配，以及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等變項

及構面之平均值、標準差，再以內部一致性 Conbanch 's α 值、AVE 值、組合信度，以因素

分析等檢測各變項之建構效度。各變項假設關係的檢定，先以相關分析來觀察各構面間大

概的關聯性。再以 PLS 檢定各主要變項間之假設關係。 

肆、研究結果 

4.1 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採用 SPSS 及 Smart PLS 3 偏最小平方法(PLS)統計工具進行 SEM 結構方程模式

檢定，完整測量模型檢定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各構念的 Cronbach's α值、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值)、及平均萃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瞭解

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測量模型信度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 題項
數 

最低 
負荷量 

解釋變異
量(%) α 值 CR AVE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 6 .73 55.02 .81 .86 .55 

工作
負荷 

工作種類 3 .90 58.20 .90 .94 .84 
工作品質 3 .45 8.99 .73 .84 .65 
工作份量 3 .90 7.73 .89 .93 .82 
工作不確定性 3 .76 5.33 .75 .86 .67 

工作
壓力 

專業知能 6 .77 53.05 .90 .92 .67 
人際關係 6 .73 11.11 .86 .90 .59 
上級壓力 6 .55 6.94 .92 .94 .74 

工作
倦怠 

情緒耗竭 6 .66 53.91 .89 .92 .65 
去人性化 6 .71 8.81 .87 .91 .62 
低成就感 6 .74 6.34 .90 .92 .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 的分析結果顯示，Cronbach’s α係數均達 .73 以上，組合信度(CR)達 .84 以上

的水準，顯示測量變項穩定一致，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而平均變異萃取量(AVE)均高於建

議的標準值 0.5 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因素負荷量係數亦除工作品質(.45) 外均

達 .55 以上，顯示各量表內容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4.2 相關分析與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接著計算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等主要變

項及構面的平均值及標準差，並分析各構面間的相關，結果如表 2。 

表 2 平均值、標準差及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LINE 工具 4.22 .99 --           

2.工作種類 3.67 1.25 .47*** --          

3.工作品質 4.03 .96 .38*** .69*** --         

4.工作份量 3.77 1.21 .46*** .79*** .68*** --        

5.不確定性 4.65 1.00 .55*** .62*** .61*** .70*** --       

6.專業壓力 3.64 1.15 .43*** .72*** .58*** .78***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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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7.人際壓力 3.45 1.06 .49*** .66*** .47*** .56*** .48*** .60*** --     

8.上級壓力 3.36 1.27 .48*** .56*** .47*** .50*** .47*** .65*** .81*** --    

9.情緒耗竭 3.64 1.18 .43*** .72*** .56*** .72*** .67*** .81*** .67*** .68*** --   

10.去人性化 3.12 1.17 .39*** .60*** .43*** .55*** .48*** .62*** .84*** .76*** .71*** --  

11.低成就感 3.63 1.27 .44*** .71*** .49*** .67*** .58*** .73*** .67*** .64*** .86*** .69*** -- 

註：* p< .05; ** p< .01; *** p<.001 

表 2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之平均值為 4.22，高於 6 點

尺度中間值 3.5，顯示受試者在國軍工作職場中的這種現象確實存在，且程度還不小。工作

負荷中，以工作不確定性平均水準較高(M=4.65)，工作品質次高(M=4.03)，工作種類相對較

低(M=3.67)。在工作壓力中，以專業智能壓力(M=3.64)較高，反而上級壓力(M=3.36)較低。

在工作倦怠中，以情緒耗竭(M=3.64)及低成就感(M=3.63)較高，去人性化(M=3.12)較低。 

由相關分析結果來看，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等變

項之構面間均呈正相關，受試者的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越高，其工作壓力

及工作倦怠也越高。構面間的關係大致與預期相符。為深入探各變項之因果關係，本研究

進一步以 SEM-PLS 模型來驗證變項間的假設關係。 

4.3 結構模型檢定 

本節實施結構模型的檢定。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偏最小平方法(SEM-PLS)進行路

徑分析以檢測主效果及中介效果的假設，並說明模型解釋力評估，以及實施多群組分析來

檢驗調節效果。其結果如圖 2 及表 3。 

4.3.1 主效果與中介效果 

由表 3 的分析結果可知，「LINE 工具→去人性化」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11, p<.05)，

受試者的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越高，其去人性化的工作倦怠會越低。本研究的假設 H1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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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結構模型路徑 

 
表 3 工作績效之 PLS 線性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整體 

模型 

低情緒
勒索 

高情緒

勒索 

低高

差異 

 整體 

模型 

低情緒
勒索 

高情緒

勒索 

低高 

差異 

LINE 為工具→工作倦怠     LINE 為工具→工作壓力     
LINE 工具→情緒耗竭 -.03 .08 -.06 .14 LINE 工具→專業壓力 .04 -.06 .08 -.14 

LINE 工具→去人性化 -.11* -.33** .06 -.39* LINE 工具→人際壓力 .28*** .11 .36*** -.25 

LINE 工具→低成就感 .04 .12 .02 .10 LINE 工具→上級壓力 .30*** 
 

.21 .34*** -.12 

工作負荷→工作倦怠     工作負荷→工作壓力     

工作種類→情緒耗竭 .16* .09 .37* -.28 工作種類→專業壓力 .24** .14 .49*** -.36* 

工作種類→去人性化 .00 .15 -.05 .20 工作種類→人際壓力 .47*** .51*** .32* .19 

工作種類→低成就感 .28** .34* .22 .12 工作種類→上級壓力 .31*** .23 .27 -.04 

工作品質→情緒耗竭 -.02 .00 -.24 .24 工作品質→專業壓力 -.06 -.06 -.28* .22 

工作品質→去人性化 -.04 -.04 -.12 .08 工作品質→人際壓力 .02 -.01 .11 -.12 

工作品質→低成就感 -.05 -.01 -.17 .17 工作品質→上級壓力 .10 .01 .32 -.31 

工作份量→情緒耗竭 .10 .18 .01 .17 工作份量→專業壓力 .46**

* 
.47*** .50*** -.03 

工作份量→去人性化 .05 .03 .07 -.03 工作份量→人際壓力 .00 -.11 .30* -.42+ 

工作份量→低成就感 .08 .14 -.04 .18 工作份量→上級壓力 .01 .11 -.18 .28 

不確定性→情緒耗竭 .15* -.06 .38*** -.44*** 不確定性→專業壓力 .24** .37** .13 .24 

不確定性→去人性化 .06 .06 .21* -.15 不確定性→人際壓力 -.02 .15 -.19+ .35+ 

不確定性→低成就感 .03 -.19 .28** -.48** 不確定性→上級壓力 .04 .06 .07 -.02 

工作壓力→工作倦怠          

專業壓力→情緒耗竭 .39*** .65*** .19 .46** 人際壓力→低成就感 .16* .20 .17 .03 

專業壓力→去人性化 .11 .05 .22 -.18 上級壓力→情緒耗竭 .14 -.19* .27* -.46** 

專業壓力→低成就感 .29** .35** .41** -.06 上級壓力→去人性化 .19* .20 -.02 .22 

人際壓力→情緒耗竭 .12 .15 .14 .01 上級壓力→低成就感 .12 -.08 .15 -.23 

人際壓力→去人性化 .65*** .54*** .61***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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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空格內數字為路徑係數(β 值)；* p< .05; ** p< .01; *** p< .001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種類→情緒耗竭」、「工作種類→低成就感」及「工作不確定性→

情緒耗竭」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16, p<.05; β=.28, p<.01; β=.15, p<.05)，受試者的工

作種類負荷越高，其情緒耗竭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會越高；受試者的工作不確定性越高，

其情緒耗竭的工作倦怠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2 亦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LINE 工具→人際關係壓力」及「LINE 工具→上級壓力」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β=.28, p<.001; β=.30, p<.001)，受試者的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越高，其來自

人際關係及上級的壓力會越高。本研究假設 H3 亦得到實證資料的大部分支持。 

結果結果顯示，「工作種類→專業壓力」、「工作種類→人際壓力」及「工作種類→上級

壓力」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4, p<.01; β=.47, p<.001; β=.31, p<.001)，受試者的工

作種類負荷越高，其來自於專業智能、人際關係、及上級的工作壓力會越高。「工作份量→

專業壓力」及「工作不確定性→專業壓力」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46, p<.001;β=.24, 

p<.01)，受試者的工作份量及工作不確定性負荷越高，其來自於專業智能的工作壓力會越高。

本研究的假設 H4 亦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專業壓力→情緒耗竭」及「專業壓力→低成就感」均具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β=.39, p<.001; β=.29, p<.01)，受試者來自於專業智能的工作壓力越高，其情緒耗竭

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會越高。「人際壓力→去人性化」及「人際壓力→低成就感」均具有

顯著正向影響(β=.65, p<.001; β=.16, p<.05)，受試者來自於人際關係的壓力越高，其去人

性化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會越高。「上級壓力→去人性化」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19, 

p<.05)，受試者來自於上級的工作壓力越高，其去人性化的工作倦怠會越高。 

於中介效果的驗證來看，由假設 H1 的結果來看，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對去人性化

的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主效果；由假設 H3 的結果來看，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對來

自人際關係及上級的壓力具有正向效果；而專業智能工作壓力會正向影響情緒耗竭及低成

就感的工作倦怠；人際關係壓力會正向影響去人性化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上級工作壓

力也會正向影響去人性化的工作倦怠。可知工作壓力在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與工作倦

怠的關係間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的假設 H5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於中介效果的驗證來看，由假設 H2 的結果來看，工作種類負荷對情緒耗竭及低成就感

的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主效果，工作不確定性負荷對情緒耗竭的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

正向主效果；由假設 H4 的結果來看，工作種類負荷對人際關係、專業知能及上級的壓力具

有正向效果，工作份量及工作不確定性負荷對專業知能工作壓力具有正向效果；而專業智

能工作壓力會正向影響情緒耗竭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人際關係壓力會正向影響去人性

化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上級工作壓力也會正向影響去人性化的工作倦怠。可知工作壓

力在工作負荷與工作倦怠的關係間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的假設 H6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

支持。 

4.3.2 調節效果 

本研究以情緒勒索的平均值區分為低情緒勒索樣本群組與高情緒勒索樣本群組，分別

對前述模型實施多群組分析，以檢驗不同群組模式各變項間的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表 3

多群組分析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高情緒勒索的模型中，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與工

作負荷對工作倦怠及工作壓力的正向效果較強，產生的顯著影響的路徑也較多。 

由高低情緒勒索模式間各路徑係數的比較來看，有八條路徑彼此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的

水準。「LINE 工具→去人性化」路徑具有顯著的差異，整體模式的路徑效果為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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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是由低情緒勒索樣本而來，而高情緒勒索樣本的效果卻不顯著。「不確定性→情緒耗竭」

的差異亦達到顯著的水準；整體模型的路徑效果為顯著正向影響，全部是由高情緒勒索樣

本而來，而低情緒勒索樣本的效果則不顯著。「不確定性→低成就感」亦具有顯著的差異，

此路徑在整體模型並不顯著，是由於高情緒勒索樣本顯著的正向影響被低情緒勒索樣本的

負向效果所抵消。「工作種類→專業壓力」的差異亦達到顯著的水準；整體模型的路徑效果

為顯著正向影響，全部是由高情緒勒索樣本而來，而低情緒勒索樣本的效果則不顯著。「工

作份量→人際壓力」亦具有顯著的差異，此路徑在整體模型並不顯著，但是由於高情緒勒

索樣本顯著的正向影響，以及低情緒勒索樣本的負向效果，產生路徑間較大的差異。「不確

定性→人際壓力」亦具有顯著的差異，此路徑在整體模型並不顯著，但是由於高情緒勒索

樣本顯著的負向影響，以及低情緒勒索樣本的正向效果，產生路徑間較大的差異。「專業壓

力→情緒耗竭」的差異亦達到顯著的水準；整體模型的路徑效果為顯著正向影響，全部是

由低情緒勒索樣本而來，而高情緒勒索樣本的效果則不顯著。「上級壓力→情緒耗竭」亦具

有顯著的差異，此路徑在整體模型並不顯著，但是由於高情緒勒索樣本顯著的正向影響，

被低情緒勒索樣本顯著的負向效果所抵消，而二者的正負向效果產生路徑間較大的差異。

各路徑間顯著的差異皆由於高低情緒勒索樣本而產生改變，因此，本假設 H7 亦得到實證資

料的部分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乃在探討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工作負荷、工作壓力及工作倦怠的影響關係，

結果發現： 

1.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會影響工作倦怠：LINE 被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對去人

性化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工作種類負荷對情緒耗竭及低成就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

作不確定性負荷對情緒耗竭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會影響工作壓力：LINE 被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對人際

關係壓力及上級壓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種類負荷對專業智能、人際關係、及上級

的工作壓力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份量及工作不確定性負荷對專業智能工作壓力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 

3.工作壓力會影響工作倦怠並中介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之影響：專業智能

的工作壓力對情緒耗竭及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人際關係壓力對低

成就感的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上級壓力亦對低成就感的工作倦怠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加上前項 LINE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對工作壓力及工作負荷的影響，可

知工作壓力會中介 LINE 作為任務工具認知及工作負荷對工作倦怠的效果。 

4.情緒勒索會影響工作倦怠模式等變項的影響關係：高低情緒勒索模式間有「LINE 工具

→去人性化」、「不確定性→情緒耗竭」、「不確定性→低成就感」、「工作種類→專業壓

力」、「工作份量→人際壓力」、「不確定性→人際壓力」、「專業壓力→情緒耗竭」及「上級

壓力→情緒耗竭」等八條路徑彼此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的水準，路徑的方向及顯著性會因情

緒勒索的高低而有所差異。 

5.2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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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審慎使用 LINE作為任務工具：雖然 LINE 為一款十分便利的社群通信軟體，在日常生活

中成為普遍流行的溝通工具，但經常也難免會被利用作為工作任務的指派及監督的器具。

國防組織於工作任務分派中，應審慎使用，避免造成組織成員壓力和反感。同樣的應用軟

體如果適當運用，不但可增進工作效能，還可以作為主管關懷與疏導的利器。增進主管部

屬間的情誼，營造和諧而向上的氛圍。 

2.適當紓解工作負荷：國軍在繁忙的戰備訓練及刻板的生活中，雖然事情很多，但可有計

畫地調節工作步調，善用人力，做好時間管理，使工作任務能在平緩的準備中逐次完成，

以蓄積整體戰力，發揮更高的效能。 

3.妥善做好壓力管理：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壓力為工作負荷與工作倦怠間重要的中介變

項，適當的壓力可以提高效能，但不會造成惡性的倦怠，軍事幹部可安排如休閒運動、深

度放鬆、聯誼社團等壓力管理活動，適時紓解壓力來源和感覺，調節強健的生理及心理素

質，提升個體成員的能力，以及組織的整體效能。 

4.防範組織中情緒勒索事件：研究結果發現，成員情緒勒索會調節工作指派及負荷等之認

知或態度，因此，應於幹部訓練中教導相關知識和溝通技能，除了避免對下屬產生不當的

情緒勒索行為之外，亦應學習善用正面的激勵溝通技巧，來鼓勵和支持他們。即使在繁重

的工作任務中，也能改變成員擁有正向積極的心態，改善組織氛圍。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自我報導式之問卷調查來蒐集樣本資料，難免有共同來源偏誤之疑慮。受限

於時間及行動之限制，樣本發放不易，以致僅回收 203份有效樣本資料。未來研究可以深

入探討情緒勒索的相關內容，如不同情緒勒索構面或類型對工作壓力模型的影響，或國軍

組織特有的情緒勒索形態，其前因變項和影響的結果變項，使其範圍能夠擴展，內容更加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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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軍事組織成員的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對於工作績效投入的影響，以

及組織成員的工作投入在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組織挫折與工作績效間的中介效果，亦試

圖探討員工沉默行為對於前述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間影響關係的調

節效果。本研究係以台灣北部地區國軍成員為研究對象，採用立意抽樣的問卷調查法蒐集

資料。研究發現：人際性等組織支持會正向影響任工作績效及工作投入，阻礙感及期望落

差等組織挫折會負向影響工作績效及工作投入，亦即工作投入會中介組織支持及組織挫折

對工作績效的影響；研究並證實組織員工沉默對前項工作績效模式的影響關係具有調節效

果。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理論與實務之建議。 

關鍵詞：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工作績效、員工沉默 

 

一、緒論 

軍事組織為因應戰時環境，經常保持嚴格的紀律要求，在運作上不免重視整體的效能，

因此工作績效成為充實戰力的大前提下最重要的事項。然而，組織的基礎是在一個個活生

的個體成員，如何來滿足他們的需求，又同時達成組織的績效，成為當今軍事組織最重要

的課題。因此，如何給予組織成員充分的支持，避免他們過度的挫折，進而達到組織的既

定目標，為許多管理思考的焦點所在。 

組織支持則指員工對組織如何看待他們的貢獻並關心他們的利益的一種總體知覺和信

念，也就是員工所感受到的來自組織方面的支持(Eisenberger et al., 1986)。許多文獻證實，

員工的知覺組織支持越高，其工作績效表現越高(例如，Rhoades & Eisenbeger, 2002)，本研

究首先仍欲針對特定的樣本驗證員工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績效的影響，以繼續深入探討其

他相關變項的中介效果和調節效果。此為本研究的首要研究動機。 

組織挫折(organizational frustration)為達成或維持目標時遭遇到來自組織情境中的阻礙，

亦即個體想要達成的目標受到組織成員或規範等因素阻撓，導致無法順利完成，也就是組

織成員在滿足內在需求的行動中，知覺受到組織人、事、物等因素阻礙的程度；本研究則

想到瞭解員工的知覺組織挫折對於其工作績效的影響，以及員工的知覺組織挫折對於其工

作投入的影響，進而分析工作投入於知覺組織挫折與工作績效間的中介效果。此為本研究

的第二個研究動機。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是一種認知心理狀態，這工作的範圍內容被視爲有助於滿足

個人的需要和期望(Srivastava & Sen, 1995)，為組織成員控制自我以使自我與工作角色相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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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程度 Kahn, 1990) 。本研究則意圖探討員工的知覺組織支持對於工作投入的影響，以及

驗證員工工作投入對其工作績效的影響，換言之，即在瞭解員工的工作投入是否在知覺組

織支持與工作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中介效果。此為本研究的第三個研究動機。 

員工沉默(employee silence)是指組織成員在面對組織中存在的問題時不發表看法，保留

自己觀點的行為，員工表現出此種行為，原因為組織內部整體文化的影響，以及害怕表達

意見後的負面後果(Morrison & Milliken, 2000)。本研究則意圖探討組織成員的沉默行為對於

前述知覺組織支持、知覺組織挫折、工作投入及工作績效等變項間影響關係的調節效果。

此為本研究的第四個研究動機。 

經由以上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的探討，本研究之目的乃在探討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對

工作績效與工作投入的影響，工作投入在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間、組織挫折與工作績效間

的中介效果，以及探討員工沉默對於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績效與工作投入等變項間

關係的調節效果。 

二、文獻探討與推論 

2.1 工作績效 

工作績效是指績效的量、質及對工作盡力的程度所組成，是員工在某特定期間內，執

行工作時所達成結果的記錄，可用以衡量員工目前工作的表現，實現工作的程度(Byars & 

Rue, 1994)。就組織角度來看，工作績效是指員工個人幫助組織完成目標的程度。其中由

Borman & Motowidlo (1993)所提出，將工作績效區分為任務性績效及脈絡性績效最被學者

所接受(e.g., Christian, Garza & Slaughter, 2011；Motowildo Borman, & Schmit, 1997)。 

任務性績效(Task Performance)係指與組織核心活動有關工作的執行效能，主要涵蓋兩

種行為活動：一為直接將原料轉換為組織生產的商品或服務，另一種則屬間接性行為活動，

而任務性績效的定義是員工執行組織核心活動的效能，因此任務性績效是一種客觀且容易

被觀察到的工作績效表現 (Motowidlo & Van Scotter, 1994)。脈絡性績效 (Contextual 

Performance)的活動主要係建立良好的組織、社交及心理環境，以便讓組織核心活動能夠正

常運作，包含持續投入熱情與努力以順利完成工作、自願執行非份內的工作、協助他人及

與他人合作、遵守組織規範與流程、支持組織目標等，它為核心的技術活動提供了社會化

的環境(Borman & Motowidlo, 1993)。 

2.2 組織支持 

Eisenberger et al. (1986)認為組織支持為員工對組織如何看待他們的貢獻並關心他們的

利益的一種總體知覺和信念。簡言之，就是員工所感受到的來自組織方面的支持。 

阮慶雲(2019)以企業員工為對象，研究發現員工組織支持對其工作績效其有正向的影

響。林鳳凰(2020)以台南地區的保險公司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知覺組織支持對員工工

作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李公博(2020)以企業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也發現知覺組織支

持對員工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林吟貞(2019)以房仲業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

知覺組織支持對工作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經由上述文獻探討的結果可知，組織支持

越高，受試者入的工作績效程度就越高，因此推論： 

假設 H1：軍人的組織支持對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2.2 組織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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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Frustration)的概念需包含了個體的內在與外在，且與目標達成的有關，故當個體

所處的情境中，出現妨礙或者阻止個體獲得其渴望的目標時，挫折的感覺便會浮現。

Spector(1978)學者將挫折分為三個面向：阻礙感、期望落差、失敗感。阻礙感：指個體在完

成任務的過程中，知覺受到阻擾、中斷；期望落差：指個體對事物的期望與實際之間有差

異；失敗感：指個體知覺任務無法達成而產生的負向心理感受。 

朱苡嘉(2018)以企業主管及員工為對象，發現組織挫折對創意績效具有負向影響。王郁

心(2017)以護理人員為對象，發現工作挫折對工作績效具有負向影響。因此，本研究提出以

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2：軍人的組織挫折對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2.4 工作投入 

Kahn(1990)將工作投入定義為「組織成員控制自我以使自我與工作角色相結合」。在

Kahn 看來，自我與工作角色實際上處於一個動態和相互轉化的過程中。在上述觀點的基礎

上，Kahn 進一步將工作投入分為生理、認知和情緒等三個構面，生理投入指個體在執行角

色任務時能保持生理上的高度投入；認知投入指個體能夠保持認知上的高度活躍及喚醒狀

態，並能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特定工作情境中的角色和使命；情緒投入指個體保持自己與

其他人(如同事和上級)的聯系以及對他人情緒情感的敏感性。 

吳慧英(2016)以科技業員工為研究對象，發現科技業員工之知覺組織支持與工作投入為

顯著正相關。黃馨儀(2014)以國小教師為對象，研究結果顯示，主管支持對教師的工作投入

有正向影響，同事支持對教師的工作投入有正向影響，同事支持的影響力高於主管支持。

吳玉琦(2016)以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教師為對受試對象，結果顯示組織支持的表現對工作投

入的程度具有正向的影響力；主管支持及同事支持的表現程度越高，對於工作投入的程度

就越高。透過上述文獻探討可知，組織支持越高，受試者入的工作投入程度就越高，因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3：軍人的組織支持對其工作投入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侯欣妤(2013)以台南市 518 位國民小學正式教師為對象，研究國小教師工作挫折、工作

投入與復原力之關係，研究結果發現，教師工作挫折對於工作投入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而期望落差、失敗感構面影響最大。因此，員工所感受到的組織挫折感越高，則工作投入

會越低。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4：軍人的組織挫折對其工作投入具有顯著負向影響。 

Black & Gregersen(1997)的研究指出員工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工作滿意間具正相關。

陳昭儒(2003)以鋼鐵公司員工對象，研究發現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呈現顯著正向關係。沈銘

輝(2008)與黃姬棻(2009)發現員工對組織承諾與工作投入越高，工作績效越佳。江美惠(2011)

以券商業務員為對象，發現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具有正向的顯著影響。許晉瑋(2010)調查警

察人員工作投入、工作績效與工作獎勵之關聯性研究中實證得知，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之

間有顯著正相關。 

洪儀真(2020)以大專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對象，發現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具有正向

影響。黃旭萍(2020)以彰化縣公務人員為調查對象，發現工作投入對工作績效呈顯著正向關

係。林貞瑢(2019)以鋼鐵公司藍領基層員工為調查對象，發現工作投入與員工績效具有顯著

正向關係。施郁綺(2018)以企業員工為調查對象，發現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具有正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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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員工組織認同程度越高，則工作投入也會越高，亦即工作投入對於員

工的人格特質與工作投入具有中介效果。因此推論： 

假設 H5：組織支持對其工作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工作投入在組織支持與工作績

效關係間存在顯著中介效果。 

過去文獻未曾探討過組織挫折、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三者之關係，亦即工作投入在組

織挫折與工作績效間的中介效果。但綜合前述文獻可以發現，員工的知覺組織挫折越高，

其工作投入度越低，而工作投入越高，則工作績效會越高，亦即當組織挫近使工作投入降

低時，亦應使之工作績效隨之降低，也就是工作投入對於員工的知覺組織挫折與工作績效

關係具有中介效果。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之假設推論：  

假設 H6：軍事成員的工作投入在其組織挫折與工作績效間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果。 

2.5 員工沉默 

Morrison & Milliken(2000)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員工保留對組織問題之想法、意見的集

體現象。儘管員工沉默似乎不會對組織造成立即的傷害，然而，卻可能會讓組織無法及時

發現重要的問題(Argyris, 1997)，或是錯過重要的改變機會，進而阻礙組織的變革與發展

(Argyris & Schön, 1978)。 

有關組織沉默與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等變項之關係的實證研究

並不多。張瑋芩(2013)以企業員工為對象，發現默許性沉默、防禦性沉默對工作績效有顯著

的負向效果，而知覺組織支持對於默許性沉默、防禦性沉默、親社會性沉默與工作績效具

有顯著的調節效果，員工知覺組織支持會減弱默許性沉默、防禦性沉默、親社會性沉默與

工作績效的負向關係。本研究則欲探討員工沉默對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與工作

績效等變項間的調節效果。因此推論： 

假設 H7：員工沉默對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等變項間的關係具有調

節效果，員工沉默會減弱組織支持、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間的正向關係；員工沉默會增強

組織挫折與工作投入、工作績效間的負向關係。。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文獻的回顧與理論的推導，提出以下之架構，如圖 1： 

 
 
 

 

 
 
 
 
 
 
 
 

組織支持 
⚫ 制度支持 

⚫ 主管支持 

⚫ 工具性支持 

⚫ 人際關係支持 

組織挫折 
⚫ 阻礙感 

⚫ 期望落差 

⚫ 失敗感 

工作績效 

⚫ 任務績效 

⚫ 脈絡績效 

工作投入 
⚫ 工作專注 

⚫ 工作樂趣 

⚫ 工作評價 

⚫ 工作認同 

員工沉默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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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對象與抽樣 

本研究主要針對國軍陸軍部隊為實證對象，採取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

問卷乃採網路發放，共得到 303 份有效問卷。樣本中男性 250 人(82.5%)、女性 53 人(17.5%)；

未婚 163 人(53.8%)、已婚 140 人(46.2%)，教育程度中高中職(含)以下 71 人(23.4%)、大專

182 人(60.1%)、研究所(含)以上 50 人(16.5%)；年齡中 30 歲以下 118 人(38.9%)、31-40 歲

142 (46.9%)、40 歲以上 43 人(14.2%)；工作收入在 4 萬元以下 50 人(16.5%)、4 至 5 萬元

83(27.4%)、5 至 6 萬元 82 人(27.1%)、6 萬元以上 88 人(29.0)；軍種中陸軍 283 人(93.4%)、

海軍 11 人(3.6%)、空軍 9 人(3.0%)；軍階中基層士兵 12 人(4.0%)、基層士官 138 人(45.5%)、

基層軍官 58 人(19.1%)、中高階軍官 95 人(31.4%)。 

3.3 衡量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作為蒐集資料之工具。衡量的變項包括組織支持、組織挫折、

工作投入、工作績效及員工沉默等量表，以及人口統計變項資料等部分。組織支持量表乃

參考 Eisenberger (1986)、朱粵江(2018)等學者修訂而成，分為制度、主管、工具性及人際關

係等四個支持構面。組織挫折量表乃參考 Spector(1978)、郭建志、蔡育菁(2012)等研究修改

而成，區分為阻礙感、期望落差及失敗感等三個構面。 

工作投入量表乃以 Rabinowitz & Hall (1977)的綜合工作投入理論為操作性定義，並參

考董群楷(2011)問卷量表修訂編製而成，量表區分為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認同與工作

評價等四個構面，計有 18 個題項。工作績效量表係採用學者 Borman＆Motowidle (1993)、

李政謙(2012)的量表，編製修訂而成，區分為任務績效與脈絡績效兩個構面，各有 6 個項

題，合計 12 題。員工沉默量表採用 Vakola & Bouradas(2005)之操作性定義，係指員工不願

意表達對於組織問題的現象之程度，並參考林雯培(2017)之量表修改而成，再依平均值劃分

高低群組。各量表均採用 Likert 六點尺度測量，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

予 1 至 6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對該構面認知或態度的程度越高。個人人口統計變項

包括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收入、軍種及軍階等。 

3.4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Excel、SPSS 及 PL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輸入、整理及分析。首先以敘述性

統計分析受試樣本之性別、婚姻狀況、年齡、教育程度、工作收入、軍種及軍階等人口統

計變項之次數分配，以及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工作績效與員工沉默等變項及

構面之平均值、標準差，再以內部一致性 Conbanch 's α 值、AVE 值、組合信度，以因素分

析等檢測各變項之建構效度。各變項假設關係的檢定，先以相關分析來觀察各構面間大概

的關聯性。再以 PLS 檢定各主要變項間之假設關係。 

肆、研究結果 
4.1 信效度檢定 

本研究採用 Smart PLS 3 偏最小平方法(PLS)及 SPSS 統計工具進行 SEM 結構方程模式

檢定，完整測量模型檢定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各構念的 Cronbach's α值、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值)、及平均萃取變異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以瞭解

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分析結果如表 1。 

表 1 測量模型信度效度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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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題項
數 

最低 
負荷量 

解釋變
異量(%) 

α 值 CR AVE 

組織

支持 

制度支持 3 .87 58.29 .85 .91 .77 

主管支持 5 .78 8.16 .90 .93 .72 

工具性支持 3 .81 6.33 .83 .90 .75 

人際性支持 3 .63 4.78 .74 .78 .86 

組織

挫折 

阻礙感 8 .44 51.67 .81 .74 .34 

期望落差 5 .82 13.64 .94 .95 .82 

失敗感 4 .87 9.17 .93 .95 .83 

工作

投入 

工作專注 5 .49 49.05 .82 .87 .58 

工作樂趣 5 .70 11.52 .88 .91 .68 

工作認同 4 .71 5.84 .80 .87 .63 

工作評價 4 .78 4.52 .86 .91 .71 

工作

績效 

任務績效 6 .85 59.29 .93 .95 .76 

脈絡績效 6 .63 10.71 .86 .90 .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 的分析結果顯示，Cronbach’s α係數均達 .74 以上，組合信度(CR)達 .74 以上

的水準，顯示測量變項穩定一致，量表具有良好之信度；而平均變異萃取量(AVE)除阻礙感

(.34)外均大於 .58，均高於建議的標準值 0.5 以上(Fornell & Larcker, 1981)；因素負荷量係

數亦除阻礙感及工作專注(.44) 外均達 .63 以上，顯示各量表內容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4.2 相關分析與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接著計算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工作績效等主要變項及構面的平均

值及標準差，並分析各構面間的相關，結果如表 2。 

表 2 平均值、標準差及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構面 
平均
數 

標準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制度支持 4.25 .18 --             

2.主管支持 4.47 .14 .81*** --            

3.工具支持 4.30 1.10 .09 .09 --           

4.人際支持 4.56 .94 .14* .11 .56*** --          

5.阻礙感 3.09 .88 -.06* -.05* .39*** -.31*** --         

6.期望落差 2.82 1.35 -.12* -.09 -.09* -.14* .64*** --        

7.失敗感 2.81 1.36 -.08 -.03 -.17** -.15** .55*** .78*** --       

8.工作專注 4.61 .75 .11 .17** .43*** .44*** -.17** .02 .11 --      

9.工作樂趣 4.22 1.03 .11 .08 .61*** .66*** -.46*** -.23*** -.22*** .46*** --     

10.工作認同 4.01 1.04 .05 .10 .53*** .53*** -.36*** -.12* -.09 .52*** .75*** --    

11.工作評價 4.41 .99 .11 .16** .54*** .60*** -.52*** -.24*** -.17** .55*** .76*** .78*** --   

12.任務績效 4.75 .83 .16** .19** .50*** .63*** -.33*** -.31*** -.19** .61*** .67*** .59*** .68*** --  

13.脈絡績效 4.16 .80 .19** .18** .51*** .63*** -.34*** -.13* -.07 .61*** .64*** .67*** .68*** .70*** -- 
註：* p< .05; ** p< .01;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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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的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的組織支持中，以人際性支持平均水準較高(M=4.56)，

制度支持相對較低(M=4.25)。在組織挫折中，以阻礙感(M=3.09)較高，失敗感(M=2.81)較低。

在工作投入中，以工作專注(M=4.61)較高，工作認同(M=4.01)較低。工作績效中，以任務績

效(M=4.75)較高，脈絡績效(M=4.16)較低。 

由相關分析結果來看，組織支持與工作投入、工作績效等構面間大致呈正相關，受試

者的組織支持越高，其工作投入和工作績效也越高；組織挫折與工作投入、工作績效等構

面間大致呈負相關，受試者的組織挫折越高，其工作投入和工作績效也越高。但構面中，

制度支持與工作投入各構面沒有顯著相關性，工具性支持與制度支持、主管支持及人際性

支持等沒有相關性，以主管支持與工具性支持及人際性支持沒有相關性，皆與預期不太相

符。此外，阻礙感組織挫折與工具性支持呈正向關係，也與預期不符。為深入探各變項之

因果關係，本研究進一步以 SEM-PLS 模型來驗證變項間的假設關係。 

4.3 結構模型檢定 

本節實施結構模型的檢定。本研究運用結構方程模式偏最小平方法(SEM-PLS)進行路

徑分析以檢測主效果及中介效果的假設，並說明模型解釋力評估，以及實施多群組分析來

檢驗調節效果。其結果如圖 2 及表 3。 

4.3.1 主效果與中介效果 

由表 3 的分析結果可知，「人際性支持→任務績效」及「人際性支持→脈絡績效」具有

顯著的正向影響(β=.23, p<.001; β=.27, p<.001)，受試者在組織中人際性支持越高，其任務

性及脈絡性的工作績效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1 僅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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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結構模型路徑 

 
研究結果顯示，「阻礙感→脈絡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22, p<.01)，受試者的阻

礙感組織挫折越高，其脈絡績效會越低；「期望落差→任務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

=.22, p<.01)，受試者的期望落差組織挫折越高，其任務績效會越低。本研究的假設 H2 亦僅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研究結果顯示，「制度支持→工作樂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13, p<.05)，受試者在

組織中的制度支持越高，其工作樂趣的投入程度會越高。「主管支持→工作專注」、「主管支

持→工作樂趣」及「主管支持→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6, p<.05; β=.16, 

p<.05; β=.25, p<.01)，受試者在組織中的主管支持越高，其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及工作認

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人際性支持→工作專注」、「人際性支持→工作樂趣」、「人際性支持

→工作評價」及「人際性支持→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0, p<.01; β=.30, 

p<.001; β=.23, p<.001; β=.12, p<.05)，受試者在組織中的人際性支持越高，其工作專注、

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3 亦僅得到實證資料的

部分支持。本研究的假設 H3 亦僅得到實證資料的大部分支持。 

結果結果顯示，「阻礙感→工作專注」、「阻礙感→工作樂趣」、「阻礙感→工作評價」及

「阻礙感→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16, p<.05; β=-.40, p<.001; β=-.60, 

p<.001; β=-.22, p<.01)，受試者的阻礙感組織挫折越高，其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評價

及工作認同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期望落差→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23, p<.01)，

受試者的期望落差組織挫折越高，其工作專注的投入程度會越高。 

 
表 3 工作績效之 PLS 線性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整體 

模型 

低員工
沉默 

高員工

沉默 

低高

差異 

 整體 

模型 

低員工

沉默 

高員工

沉默 

低高差

異 

組織支持→工作績效     組織支持→工作投入     

制度支持→任務績效 -.06 -.11 -.04 -.07 制度支持→工作專注 .04 .01 .01 .00 

制度支持→脈絡績效 -.03 -.09 -.00 -.09 制度支持→工作樂趣 .13* .05 .17* -.12 

主管支持→任務績效 0.12 .21* .08 .14 制度支持→工作評價 .05 -.14 .13 -.26+ 

主管支持→脈絡績效 .08 .19+ -.01 .19 制度支持→工作認同 .01 -.01 -.02 .01 

工具支持→任務績效 .01 .04 -.09 .13 主管支持→工作專注 .26* .27* .33* -.06 

工具支持→脈絡績效 -.05 -.02 -.03 .02 主管支持→工作樂趣 .16* .13 .18 -.04 

人際支持→任務績效 .23*** .26*** .14 .12 主管支持→工作評價 .15 .28*** .10 .18 

人際支持→脈絡績效 .27*** .27*** .28** -.01 主管支持→工作認同 .25** .30** .26 .04 

組織挫折→工作績效     工具支持→工作專注 .07 .09 .08 .01 

阻礙感→任務績效 .10 .14 .02 .12 工具支持→工作樂趣 -.02 .02 .01 .02 

阻礙感→脈絡績效 -.22** -.18 -.22* .04 工具支持→工作評價 -.08 .03 -.13 .16 

期望落差→任務績效 -.30*** -.18* -.35*** .17 工具支持→工作認同 -.04 -.06 -.01 -.05 

期望落差→脈絡績效 -.01 -.05 -.02 -.03 人際支持→工作專注 .20** .15+ .13 .02 

失敗感→任務績效 .13 -.00 .13 -.13 人際支持→工作樂趣 .30**

* 
.25**

* 
.34**

* 
-.09 

失敗感→脈絡績效 .04 .11 -.04 .15 人際支持→工作評價 .23**

* 
.18**

* 
.19* -.01 

     人際性支持→工作認同 .12* .14* .08 .07 

工作投入→工作績效     組織挫折→工作投入     

工作專注→任務績效 .34*** .32*** .35*** -.03 阻礙感→工作專注 -.16* -.34**

* 
-.08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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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專注→脈絡績效 .29*** .17* .36*** -.19 阻礙感→工作樂趣 -.40*** -.49*** -.32*** -.17 

工作樂趣→任務績效 .18** .29** .24* .05 阻礙感→工作評價 -.60**

* 
-.63**

* 
-.59**

* 
-.04 

工作樂趣→脈絡績效 -.02 .00 -.05 .05 阻礙感→工作認同 -.22** -.61*
** 

-.48**

* 
-.13 

工作評價→任務績效 .14* .11 .05 .06 期望落差→工作專注 -.23** -.23* -.22+ -.01 

工作評價→脈絡績效 .02 -.03 .03 -.06 期望落差→工作樂趣 -.10 -.06 -.16+ .09 

工作認同→任務績效 .05 -.11 .18* -.29* 期望落差→工作評價 -.11 -.04 -.19+ .15 

工作認同→脈絡績效 .23** .32** .22* .10 期望落差→工作認同 .01 .06 -.05 .11 

     失敗感→工作專注 .40**

* 
.35**

* 
.30** .05 

     失敗感→工作樂趣 .06 .01 .10 -.09 

     失敗感→工作評價 .14* .04 .12 -.08 

     失敗感→工作認同 .13 .11 .11 -.01 

註：空格內數字為路徑係數(β 值)；* p< .05; ** p< .01; *** p< .001 

比較有趣的分析結果是，「失敗感→工作專注」及「失敗感→工作評價」竟然都具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β= .40, p<.001; β= .14, p<.05)，也就是受試者的失敗感組織挫折越高，其工

作專注及工作評價的投入程度會越高。本研究的假設 H4 亦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結果

中也呈現與假設方向相反的情況。 

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專注→任務績效」、「工作樂趣→任務績效」及「工作評價→任務

績效」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34, p<.001; β=.18, p<.01; β=.14, p<.05)，受試者的工作

專注、工作樂趣及工作評價越高，其任務績效會越高。「工作專注→脈絡績效」及「工作認

同→脈絡績效」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29, p<.001; β=.23, p<.01)，受試者的工作專注

及工作認同越高，其脈絡績效會越高。 

於中介效果的驗證來看，由假設 H1 的結果來看，組織支持中有人際性支持對任務績效

及脈絡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主效果；由假設 H2 的結果來看，組織支持中有制度支持對工作

樂趣有正向效果，主管支持對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及工作認同有正向效果，以及人際性支

持對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有正向效果；且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及工

作評價等工作投入構面對任務績效有正向效果，工作專注及工作認同等構面對脈絡績效有

正向效果。工作投入在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關係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的假設 H5 得到實證

資料的部分支持。 

而由假設 H2 的結果來看，組織挫折中有阻礙感對脈絡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期望

落差對任務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由假設 H4 來看，阻礙感對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

作評價及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期望落差對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且

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及工作評價等工作投入構面對任務績效有正向效果，工作專注及工作

認同等構面對脈絡績效有正向效果。工作投入在組織挫折與工作績效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本研究的假設 H6 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4.3.2 調節效果 

本研究將員工沉默以平均值區分為低員工沉默樣本群組與高員工沉默樣本群組，分別

對前述模型實施多群組分析，以檢驗不同群組模式各變項間的關係是否有顯著差異。表 3

多群組分析的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在低員工沉默的模型中，組織支持對工作績效及工作

投入的正向效果較強，產生的顯著影響路徑較多；而在高員工沉默的模型中，組織挫折對

工作績效及工作投入的負向效果較強，產生的顯著影響路徑較多；而於工作投入對工作績

效的影響關係上，二者則相差不多。 

由高低員工沉默模式間各路徑係數的比較來看，有三條路徑彼此間的差異達到顯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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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準。「工作認同→任務績效」具有顯著的差異，整體模式的路徑效果並不顯著，而由高低

員工沉默模型來看，低沉默群組呈負向關係，而高沉默群組卻呈正向關係，因而使整體效

果並不顯著，整體效果會受員工沉默的高低而有所不同。「阻礙感→工作專注」的差異亦達

到顯著的水準；整體模型的路徑效果為負向影響，然而經過分析可知，高沉默群模型的影

響效果並不顯著，其效果來源主要來自於低沉默的樣本群體，亦即此路徑的效果會受到樣

本的高低員工沉默所影響。「制度支持→工作評價」亦具有顯著的差異，此路徑在整體模型

並不顯著，但由於低員工沉默模式呈負向的影響，而高員工沉默模式中則為正向的影響，

雖然二者路徑效果在模型中皆未達顯著水準，但係數間的差距仍然達到檢定的標準。因此，

假設 H7 亦得到實證資料的部分支持。 

伍、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乃在探討組織支持、組織挫折、工作投入與工作績效的影響關係，結果發現： 

1.組織支持及組織挫折會影響工作績效：人際性支持對任務績效及脈絡績效具有顯著的正

向影響，受試者的人際性支持認知越高，其任務績效及脈絡績效會越高；阻礙感對脈絡績

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期望落差對任務績效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2.組織支持及組織挫折會影響工作投入：制度支持對工作樂趣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主管

支持對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及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人際性支持對工作專注、

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阻礙感對工作專注、工作樂趣、

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均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期望落差對工作專注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然而，失敗感對工作專注及工作評價竟然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3.工作投入會影響工作績效並中介組織支持及組織挫折之影響：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及工

作評價對任務績效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工作專注及工作認同對脈絡績效均具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加上前項組織支持及組織挫折對工作績效及工作投入的影響，可知工作投入會

中介組織支持及組織挫折對工作績效的效果。 

4.員工沉默會影響工作績效等變項的影響關係：高低員工沉默模式間有「工作認同→任務

績效」、「阻礙感→工作專注」及「制度支持→工作評價」等三條路徑彼此間的差異達到顯

著的水準，路徑的方向及顯著性會因員工沉默的高低而有所差異。 

5.2 研究建議 

根據研究發現，本研究建議如下： 

1.提供充份組織支持：國軍於勤訓苦練之同時，應持續改善生活環境，以及各項福利措

施，給予士官兵充份支持，在制度、主管、及人際互動、尊嚴及自信心上得到發展，來增

進工作專注、工作樂趣、工作評價及工作認同等工作投入，進而提升工作績效。 

2.減少及輔導成員組織挫折：於戰備訓練操演及生活教育中，強化心理輔導，適時抒解緊

張壓力，推廣課餘文康休閒活動，以滅少及消弭成員的組織挫折，進而促進其工作投入，

提高各項專業及戰訓技能之效能，以確保持久性之全面戰力。 

3.疏導組織成員沉默：由研究結果發現，成員沉默未必就是不好的事情，但過度沉默有可

能釀成不可挽回的遺憾。國軍幹部應適時疏導組織成的沉默行為，不斷藉由各種管道來與

其溝通，傾聽其意見或心聲，反而能夠發掘問題，防範意外於未然；一方面也可找出機會

和管道，適時發揮影響力，使成員滿足個別的需求，而組織也能提高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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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自我報導式之問卷調查來蒐集樣本資料，難免有共同來源偏誤之疑慮。受限

於時間及行動之限制，樣本發放不易，以致僅回收 303份有效樣本資料。未來研究可以探

討其他組織中相關的認知、態度及行為變數，如團隊綜效、社會賦閒效果等，作為中介變

項或調節變項，來增進軍事成員或組織工作績效的模式效果，使其範圍能夠擴展，內容更

加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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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都市人口密度密集，消費能力飛速提升，網路的快速發展，加上現代人生活

忙碌，三餐溫飽可藉由手機下訂單進行購買，近年來，臺灣使用外送平臺訂餐風氣旺盛，

也因此外送平臺成為一種新興且備受關注的產業。 

本研究主要探討外送平臺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間的關係，並以外送人員服

務品質為干擾變數，採用問卷調查法，以便利抽樣方式，利用 SPSS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統計

分析，以驗證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所建立之各項假設。 

 

關鍵詞: 外送平臺、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購買行為、服務品質 

 

 

一、 緒論 
  台灣都市人口密度密集、消費能力飛速提升，依據經濟部統計處資料，2019年11月為止，營業

總額已達7391億元（經濟部統計處, 2019）。隨者電子商務的興起，網路的快速發展，加上現代人生

活忙碌，外食族正在不斷增加。臺灣使用線上外送平臺訂餐越來越多，顛覆以往大眾的消費習慣。

在台灣餐飲美食外送平臺，成為一種新興且倍受關注的平臺（林聖偉，2019）。 

外送平臺除幫助消費者預定外帶餐點外，亦可將實體餐飲送至在平臺下單的消費者手中，達到線

上線下的虛實整合，促進餐飲業者與外送平臺合作，使餐飲市場發揮出最大產值（吳銘峻、李釧如，

2014）。 

在台灣，當下陸續出現各種平臺外送公司，包括諸如美商Uber Eats、德商Foodpanda、新加坡商

honestbee等幾家規模較大的公司。2018 年在台灣，與Foodpanda合作的餐飲店家數已突破十四萬家，

服務據點涵蓋全台 11 座城市，是目前合作夥伴商家數最多的外送業者（Foodpanda，2019）。2016

年進入台灣的Uber Eats，截止2018年合作餐廳數超過三千家，從咖啡廳、餐廳、中大型國外餐飲品

牌皆有，服務據點涵蓋臺北、新北、台中、高雄等地區（林聖偉，2019）。 

外送平臺因應當前市場需求而生，給予消費者不定時、不定點、多樣化的選擇，消費者

能夠依據自身喜好、健康需求、省時有效的運用外送平臺送餐服務（陳英華，2020）。台

灣外送平臺發展潛力無窮，未來商機固然具有無限可能，但外送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外送

平臺、消費者、速食餐廳各自達到自身需要，促使外送平臺不斷精進，才能在這激烈競爭

的環境下存活下來。由此，探討外送平臺方面的研究開始受到人們關注。 

早期，並未有關於線上外送訂單服務的餐飲外送平臺研究，而多數在於闡述餐飲業的概況。諸如

陳志韋（2015）探討雲端訂餐外送平臺之 VCC 創新策略。而後，陸續有針對外送平臺的研究，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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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盧儀倫（2018）研究熟食外送平臺的使用行為。綜觀前述種種研究，本研究發現，並未見針對服

務體驗、消費者偏好進行調查者，而外送平臺的購買行為基於消費者。由此，本研究將探討外送平

臺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間的關係，作為本研究動機。 

同時，本研究發現近年來關於外送平臺方面的研究中，服務品質是重點研究因素之一。諸如，許

瑛珍（2019）研究台南地區美食外送平臺的創新服務、網路口碑、服務品質之關係；林佑翰（2019）

分析美食外送平臺外送員服務品質構面對顧客滿意度、口碑及忠誠度之影響。由此，本研究選擇將

外送人員服務品質作為干擾變數，加入本次研究。 

根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以下目的： 

一、瞭解外送平臺的消費者現況。 

二、分析外送平臺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之影響關係。 

三、分析外送平臺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影響關係。 

四、以外送人員服務品質為干擾變數，探討外送平臺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之關係。 

五、以外送人員服務品質為干擾變數，探討外送平臺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關係。 

 

二、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針對外送平臺、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服務品質及購買行為之相關文獻進行探討，

茲分別說明如下： 

2.1 外送平臺： 

外送平臺因受惠於全球共享經濟與零工經濟的議題而持續延燒，在近年來的新興科技應用下，

例如人工智慧、大數據、雲端運算、物聯網相關科技及智慧終端裝置等技術日益進步和成熟，更

加速了外送平臺的蓬勃發展，觀察外送平臺藉由智慧科技輔助發展差異化競爭(鄭淑方，2019)。 

在這樣的新興市場中，其不同於傳統面對面的購物方式，因而消費者改以網路平台認識店家、瀏

覽商品與選購產品，虛擬的網路商店成為雇主與顧客間的溝通 橋樑和交易管道(曹金燕，2015)。 

2.2 服務體驗： 

    體驗(experience)，源於英文 trying、experimenting、risking 等詞彙，用以表示一種嘗試、

一個實驗、或是一種冒險；而「服務體驗」的概念，則由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率

先提出，藉由經驗學、現象學兩個方面進行探討，表示消費過程透過主觀意識，呈現出不

同的愉悅反應、象徵意義、審美標準等。Bitner et al. (1997) 認為，服務體驗是消費者在整

個服務過程中，與服務人員進行互動，進而產生的結果，包括在服務傳遞過程中的一切互

動，諸如服務系統、服務提供者、服務過程與服務人員互動產生的結果。 

表 2-2 服務體驗定義 

研究者及時間 相關定義 

（丁裕峰 2017） 服務體驗是指顧客在接受服務後所產生的體驗，這樣的優點

當然是表現出自己對商品的信任，同時也使顧客能接受我們

為她做的服務，給予試用期對顧客來講是需要的，也有利再

次回購。 

彭信淵（2018） 服務體驗為消費者在參與整體服務環節中，透過互動產生的

所有主觀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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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婷（2019） 服務體驗是指消費者在歷經漆彈場提供的服務接觸後所產生

的認知及感受，是由漆彈業者與消費者互動所產生的結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種種，本研究認為服務體驗是消費者在接受外送平臺服務時，對外賣平臺所提

供的核心服務內容、服務人員所傳遞的服務、以及外賣平臺所提供的服務情境等，藉由互

動所產生的主觀認知感受。 

近年來針對服務體驗的諸多研究中，研究者紛紛將其進行構面劃分以方便探討。本研究

蒐集近十年研究者對於服務體驗構面的劃分，具體分述如下： 

薛榮棠、梁德慶（2013）分析旅館消費者之服務體驗，分成服務場景的設計、員工傳遞

服務的過程、核心服務等三個層面。李宗鴻、柳永青、洪群翔（2014）研究馬術活動之經

營型態與消費者服務體驗與忠誠度之關係，藉由設施、服務、資訊、體驗四個內涵以探討

馬術俱樂部消費者的服務體驗。彭信淵（2018）以服務設計觀點探討新竹動物園導覽應用

程式之服務體驗，分為可感知的易用性、知覺有用性、使用者態度、使用行為意圖、實際

上系統的使用等五項構面。王麗婷（2019）分析漆彈運動產業服務體驗、關係品質與行為

意圖之關聯性，將其劃分成設施體驗、人員與場域體驗、資訊與專業體驗三個構面。 

綜合上述可見，多數研究者皆將服務體驗劃分為：核心服務、人員服務、服務情境三個

構面。由此，本研究亦選擇將服務體驗分為此三個構面進行探討。 

2.3 消費者偏好： 
偏好，與喜好、嗜好意義相同，源自於英文「preference」。指的是個體對於某些事物具有獨特的

喜好、或厭惡程度（吳思慧，2019）。偏好指特別喜愛的意思，人們傾向較喜歡那些可以引導出高

度喜悅的刺激，進而使喜悅成為喜好感受之必要的決定要素(Donovan and Rossiter, 1982)；而與討厭

形成明顯對比（林書堯，1993）。 

關於「偏好」的定義，可用於表示個體傾向某一方面的喜好（何容，1994）；簡言之，即指個體

對某事物的偏好（莊議富，2019）。即指個體對於某一事物所產生的興趣或愛好，而其會藉由視覺、

聽覺、嗅覺或觸覺等產生，並在心理上會產生興奮感、甚至心跳加速（吳景漢，2016）。 

表2-3消費者偏好定義 

研究者及時間 相關定義 

Bagozzi, Gopinath, 

and Nyer( 1999) 

一個刺激的有效回應就是能引導出對產品的決定性喜好感。 

Swarbrooke and 

Horner (1999) 

是一種消費者評價標的物的態度。 

凃若涵（2018） 指消費者對一種商品或者某商品組合的喜好程度。消費者依自

身意願對於可供消費之商品作出排序，此種排序能夠體現出消

費者個體之需求、興趣、嗜好。 

林莉芳（2020） 一個消費者對商品是否達到滿意狀態之界定尺度，也就是消費

者在消費的感覺與「喜好程度」。當消費者感到滿意的時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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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變得愉悅、快樂，而這個心滿意足之程度，即是喜好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種種，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偏好是指消費者在外送平臺消費時，對外送平臺的服務感受，

是否達到滿意或喜好的狀態。 

2.4服務品質： 
早期，Levitt(1972)將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定義為，服務的結果能符合最初提供服務者所設定的目

標。Gronroos(1984)則將其定義為，接收服務者對所感受到的服務感到滿意之程度。英國劍橋大學

的Parasuram等人(1985)認為，人們感受到服務好壞之參考比較，人們感受到的服務前後所產生的

差異性；若人們期望的服務等同感受到的服務，即表示服務品質令人滿意；若感受到的服務品質

高於期望服務品質，表示服務令人感到非常滿意；反之則顯示其所服務品質令人失望。 

表2-3 服務品質定義 

研究者及時間 相關定義 

廖玟菁（2015） 有無達成顧客期以被服務之標準，換言之，即表示顧客在接受服

務過程中、以及服務結束後的感受，與其預期所需達到的服務水

準進行比較後的評價。 

古楨彥（2017） 服務本身具有無形性，其是用以解決顧客需求的某個或一連串的

活動，主要發生在提供服務的員工與享受服務的消費者之間的服

務傳遞互動過程中。 

曾曜燦（2018） 服務收受的一方對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的期望和實際得到服務的

感受之間所產生的一種認知。 

林煜迪（2019） 服務品質即為一種主觀知覺，源於消費者在消費前的期望與其實

際消費後，二者進行對比之後的結果。具體而言即用消費者主觀

上的認定，作為評判服務品質的好壞的標準，而並不是以企業或

其他方面的客觀評估作為標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種種，本研究認為服務品質是消費者在接受外送平臺服務的過程中，對外送平臺所提

供的服務的期望與實際所得到的服務感受，二者之間進行的比較評價。 

曾曜燦（2018）以Sunshine Import公司為例，探討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與購買行為之間關係，

將服務品質分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保證性、關懷性。林煜迪（2019）以墾丁地區休閒度

假飯店為例，研究休閒度假飯店附屬早餐服務品質影響顧客滿意度，將服務品質劃分成可靠性、

有形性、確實性、關懷性與回應性等五個構面。綜合上述可見，國內研究者多皆將服務品質劃分

為：有形性、可靠性、回應性、確實性、關懷性五個構面。由此，本研究亦選擇將服務品質分為

此五個構面進行探討。 

2.5購買行為： 
Walter & Paul(1970)認為，購買行為(Purchasing Behavior)指的是個體購買以及使用產品或服務時，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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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決策行為。Bearden, Ingram &Laforge (2001)表示，為滿足特定的需要以及慾望，消費者在

選取購買、使用、處置產品，亦或是服務時，所呈現出的一個心理情緒過程、以及實體活動。近

年來，國內亦有不少研究者對購買行為進行定義。 

表2-5購買行為定義 

研究者及時間 相關定義 

周怡伶（2019） 購買行為即為購買決策以後的消費者行為，是關於消費動機、商

店資訊來源、和實際購買情形的「消費行為特性」描述，以及其

結果產生消費購買意願之「購後反應」。 

林尚倫（2020） 消費者期以滿足需求與欲望，進而尋找、選擇、購買、使用、評

價、處置產品或是服務，在此介入的一系列過程中所進行的活

動，重點涵蓋消費者的主觀心理活動、客觀物質活動二方面。 

黎國康（2020） 一種決策過程與實際行動，藉此消費者致力於評估、取得、使用

或處置產品或服務。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種種，本研究認為購買行為是消費者為滿足自身需求與欲望，而選擇、購買、使用外

送平臺服務的過程。 

2.6小結： 
綜合上述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服務品質、以及購買行為等四個小節的探討，本研究發現服務體驗

會影響購買意圖（丁裕峰，2017；簡秀峰，2018），以及影響購買行為（林富華，2015；許惠

淳，2017；王麗婷，2019；林尚倫，2020）。由此，本研究推論：外送平臺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

有顯著相關性。 

消費者偏好會影響購買偏好（凃若涵，2018），購買意圖（劉勁宏（2016），以及影響購買行

為（黃智彥、 李青松、 洪毓穗，2011）。由此，本研究推論：外送平臺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

有顯著相關性。 

服務品質影響服務態度（曾曜燦，2018）；且服務體驗間接影響再購意願（Zomerdijk and Voss , 

2010；胡同來、何怡萱、謝文雀，2014；林富華，2015；Krishna、Cian & Sokolova, 2016）。加

上，服務品質影響購買行為（謝惠娟，2018）。由此，本研究推論：外送人員服務品質對服務體

驗與購買行為的關係有顯著的干擾作用。 

服務品質影響購買行為（謝惠娟，2018）；且會間接影響購買意願（沈峰誼、鄭駿豪、郭德

賓，2015），以及間接影響購買行為（曾曜燦，2018）。加上，消費者偏好會影響購買行為（黃

智彥、 李青松、 洪毓穗，2011）。由此，本研究推論：外送人員服務品質對消費者偏好與購買

行為的關係有顯著的干擾作用。 

 

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外送人員服務品質為干擾變數，藉由針對外送平臺消費者進行調查，探討

外送平臺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關係。本次研究以文獻探討為基礎，進而

設計出研究架構、研究假設。本研究以服務體驗與消費者偏好為自變項，其中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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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分為核心服務、人員服務、服務情境三個構面；而消費者偏好為單一構面。本研究以服

務品質為干擾變項，分為有形性、可靠性、回應性、確實性、關懷性五個構面。最後以購

買行為為依變項，分為再購意願、推薦意願二個構面。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推論而得的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H1：外送平臺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H1-1：核心服務與再購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2：人員服務與再購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3：服務情境與再購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4：核心服務與推薦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5：人員服務與推薦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1-6：服務情境與推薦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2：外送平臺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H2-1：消費者偏好與再購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2-2：消費者偏好與推薦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H3：外送人員服務品質對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的關係有顯著的干擾作用。 

H4：外送人員服務品質對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的關係有顯著的干擾作用。 

H4 

H2 

H3 
服 務 體 驗 

核 心 服 務 

人 員 服 務 

服 務 情 境 

消費者偏好 

服 務 品 質 

有 形 性 

可 靠 性 

回 應 性 

確 實 性 

關 懷 性 

購 買 行 為 

再 購 意 願 

推 薦 意 願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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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問券設計： 
依據本研究架構，研究變數共有「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服務品質」及「購買行為」，

問卷內容包括五個部分： 

1.受訪者基本資料：具體分為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家庭狀況、使用網路的

頻率，等七項作為本研究之「人口統計變項量表」，並發展出問項。 

2. 服務體驗量表：分為核心服務、人員服務及服務場域三個構面，共計13個題項，以李克特(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編製。 

3. 消費者偏好量表：為單一構面為衡量項目，共計6個題項，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編製。 

4. 服務品質量表：分為有形性、可靠性、回應性、確實性、關懷性五個構面，共計15個題項，以李

克特(Likert)五點尺度量表編製。 

5. 購買行為量表：具體分為再購意願、推薦意願二個構面，共計8個題項，以李克特(Likert)五點尺

度量表編製。 

 

四、 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4.1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針對消費者對於外送平臺在「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購買行為」與「服務

品質」的感知，並進而探討這些變項之間的關聯性，因此研究對象為針對在外送平臺進行消費的消

費者，進行相關問卷調查。 

 

4.2資料蒐集 
本次調查主要研究工具係採由結構性問卷，針對外送平臺之消費者進行便利抽樣，進行預試問卷，

問卷回收後，進行信度及效度分析，以評估預試題目的適切性以求簡明扼要，作為題目改善的依據，

將不適當的題目刪除或修正與指導教授討論後，製成正式問卷。 

五、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SPSS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使用敘述性統計分析、信度效度分析、相關分析、階層迴歸

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以驗證不同變數對本研究的影響結果，分析方法說明以下： 
5.1 敘述性分析 

敘述性統計分析是指樣本基本資料的結構描述，用以瞭解樣本的結構特性。藉由回收

問卷的有效樣本中，所獲得數值的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加以整理歸納，用解釋描述統

計方式，分析各變因統計資料分佈之情形。本研究針對受訪者個人基本資料，包括性別、

年齡、職業、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家庭狀況、每日使用網路的頻率等七項，進行人口統

計變數分析，以了解本研究的樣本結構特性與特徵。 

5.2 效度分析 
分析方法是用以檢測量表能否正確衡量所欲測量對象之特質及屬性。當該效度值越高，則表示

該測量之結果愈能展現其受測對象的本質。本研究採用此法針對「服務品質」、「服務體驗」、「消

費者偏好」、「購買行為」構面題項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成份分析法抽取因素，透過最大變異法

進行直交轉軸萃取主要構面因素，刪除不理想的題項以獲得較精簡理想的題項量表，並確立各變項

所預設之各構面是否一致。 

5.3 信度分析 
信度是描述問卷題項的可靠性、穩定性、一致性。研究者透過信度分析瞭解問卷題項的有效程

度。採用Cronbach α 係數來檢定各項量表之信度，以確保其內部一致性。當研究量表的信度越高，

代表著量表的穩定性越高。常用的信度檢定方法為「Cronbach's α」值，一般而言，信度值≧0.7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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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度，在≧0.6以上為可接受係數值。本研究採用此法檢驗「服務品質」、「服務體驗」、「消費者

偏好」、「購買行為」的內部一致性。 

5.4 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相關分析是用以衡量二個變項之間的關係程度，旨在檢驗各變項彼此間的相關強度及方向。通

常採用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以瞭解兩個連續變項之間的相關情形。本研究採用此法分析「服務體

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各變項之間的相關性。 

 

5.5 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源自於1885年Galon所著的”Regression toward mediocrity in hereditary stature”論文，

是以建立數學模型模式，分析兩個或兩個以上變數之間相互關係，此模型包含敘述、預測與控制

的特性。本研究利用自變數資料預測依變數的可能產生之數值，分析「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

「購買行為」之間影響程度。 

5.6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 

迴歸分析是用以瞭解兩個或多個變數間是否相關、相關的強度及方向的一種統計方法。

階層迴歸分析是用以探討一組自變數對一個依變數之互動關係，並瞭解自變數如何透過干

擾變數, 來影響依變數、以及預測依變數的預測能力與強度。而當干擾變數影響自變數對

依變數的效果減弱，但仍然具有顯著性，則干擾變數具有部份干擾效果；倘若影響程度變

為 0，則不具干擾效果。本研究採用此法檢測外送人員的「服務品質」，對「服務體驗」、

「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關係的解釋影響程度。 

 

六、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一、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相關關係 

購買行為與服務體驗整體、核心服務、人員服務與服務場域之間都不存在顯著相關關

係。此研究結論與林富華（2015）研究結論不同，林富華（2015）研究結論為服務體驗會影

響購買意圖，以及影響購買行為，推測不同的可能原因為研究對象不同導致研究結論不同。 

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係，即外送平臺消費者偏好越大，購買行

為就越大。此研究結論與黃智彥、 李青松、 洪毓穗（2011）研究結論相同，黃智彥、 李

青松、 洪毓穗（2011）研究指出消費者對產品屬性的偏好與其購買行為之間呈現顯著相關

性。 

二、外送人員的「服務品質」，對「服務體驗」、「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關係的

解釋影響程度 

服務品質對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的關係不存在干擾作用。此研究結論與研究推論不一

致，研究推論為：服務品質影響服務態度（曾曜燦，2018）；且服務體驗間接影響再購意

願（Zomerdijk and Voss , 2010；胡同來、何怡萱、謝文雀，2014；林富華，2015；

Krishna、Cian &Sokolova, 2016）。加上，服務品質影響購買行為（謝惠娟，2018）。由

此，本研究推論：外送人員服務品質對服務體驗與購買行為的關係有顯著的干擾作用。推

測不同的可能原因為研究對象不同導致研究結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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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對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的關係存在干擾作用。此研究結論與研究推論一致，研

究推論為：服務品質影響購買行為（謝惠娟，2018）；且會間接影響購買意願（沈峰誼、鄭

駿豪、郭德賓，2015），以及間接影響購買行為（曾曜燦，2018）。加上，消費者偏好會影響

購買行為（黃智彥、 李青松、 洪毓穗，2011）。由此，本研究推論：外送人員服務品質對

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的關係有顯著的干擾作用。 

6.2 建議 

依據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結論，提出以下具體之建議，以供外送平臺經營者及後續研究者

之參考： 

一、對外送平臺經營者的建議 

 由於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係，因此外送平臺經營者可從提高

消費者偏好入手，來提高消費者購買行為。外送平臺經營者首先需要提高外送平臺的特色

及便利性，以提高外送平臺的吸引力；其次提高外送平臺的品質，提高服務人員的專業性

以及良好的服務態度，從而提高消費者的消費偏好。 

由於研究得知服務品質對消費者偏好與購買行為的關係存在干擾作用。因此可提高服

務品質，來影響購買行為。外送平臺經營者可設計更加吸引消費者的外送平臺；將平臺功

能簡化，使消費者操作起來更加便捷。 

二、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綜合本研究的整體研究過程、資料處理與分析、以及研究結果的探討等，提出以下幾項

建議，以供日後進一步研究的參考： 

第一，由於調查的不便利性，故本研究的問卷樣本僅限於以在外送平臺進行消費的消費

者，此研究不能推及未在外送平臺進行消費的消費者，因此未來的研究可針對未在外送平

臺進行消費的消費者進行研究。 

第二，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研究者無法控制研究對象填答時之心態、情緒、情

境、認知及心理對本問卷的配合程度，只能以受測者的主觀方式填答。建議後續研究者增

加質性研究，如個案研究、深度訪談等，以能更深層次的瞭解受訪消費者的看法與意見，

以彌補量化研究的資料。 

第三，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因素甚多，本研究僅將焦點著重於外送平臺服務體驗、消費

者偏好對購買行為的影響，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加入其它因素，如服務品質直接對購買行為

的影響等進行分析，讓研究結果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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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酬真的是人際萬靈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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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應酬文化是人際交往介於於正式與非正式的一種模式，在不同人眼中，應酬文化則有

不同的樣貌，本研究將探索不同背景的人，對於應酬的能力與感受的差異，採用問卷調查

法，總計發放 340 份，回收率為 96%。研究結果證實應酬對於不同背景之差異，且當應酬

能力越高，社交焦慮感越低、工作投入越高、復原力越高。 

 

一、 緒論 

 

1.1 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應酬文化在不同背景下，與社交焦慮程度、工作投入程度與復原力程

度的催化下，是否有差異與相互影響性的存在。本研究問題： 

1. 不同個人背景與應酬能力的差異。 

2. 不同個人背景與應酬社交焦慮的差異。 

3. 應酬界定於感受差異。 

4. 應酬能力與應酬社交焦慮、工作投入、復原力是否有關聯？ 

 

1.2 研究背景 

有關應酬行為的相關研究並不多元，楊泰和（2007）探究華人商業交易場域中關係與

社會網絡建構的相關經驗。游孝謙（2014）針對應酬頻率與關係利益之影響力及溝通的關

係做相關研究。朱家霖（2015）探討業務人員的五大人格特質與工作滿意度對業務績效之

影響程度，並分析應酬行為與休閒參與對業務績效的調節效果。韓聿非（2017）研究臺灣

營建產業中的應酬文化與應酬動因，並分析應酬在營建業裡是否有存在以及商業的價值。 

綜觀過去的相關研究，多以關係、社會網絡建立，或工作滿意度與業務績效的關聯分

析做為討論主題，卻鮮少提及應酬與個人背景差異、社交情境焦慮、工作投入程度與復原

力的關係，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必要將上述變項間之關係作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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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獻探討 

2.1 應酬 

在不同的場合與情境下，應酬代表的意思與範疇是不同的。有的人以應酬來連絡感

情；有的人以應酬來拉攏關係；有的人以應酬來增加名氣；有的人以應酬來擴大交際圈；

有的人以應酬來談生意；有的人以應酬來打通前途；也有的人以應酬輸送利益。這正是應

酬奇妙的地方，雖然應酬的意義非常多元，但在眾多不同解釋之下，他們都有一個共通

點，那就是「聯絡感情、建立關係，為了達成某些目的」。 

 

2.2 社交情境焦慮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思想、背景、態度、個性和價值觀，同時，人是社會動物，有

著相互依存的社會關係，需要運用不同的工具傳遞訊息、交流和表達情感，人與人之間透

過交際往來以達成某種目的則稱之為社交， 然而社交對每個人的情緒、生活、工作都有

相關，甚至對於組織氣氛、組織溝通、組織運作、組織效率及個人與組織之關係都有著很

大的影響。 

Shepherd 等人（1966）曾指出，一般人中約有 30%-40%的人遭遇焦慮的問題。其中

包含人際間的焦慮、與異性交往的焦慮，在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人

際間的疏離感卻與日遽增，無形中提高了個體的社會焦慮。所謂社會焦慮，即是個體在人

際互動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一種不舒服、苦惱、想逃避的情緒，怕受人批評而造成個體在

與人互動中或大眾面前表現的困擾（Watson&Friend，1969）。 

社交情境焦慮量表總共有兩個維度，包含社交回避：個體進行社會交流活動時，常表

現出喜歡一個人獨處，不喜歡親近他人進行交流的行為表現；社交苦惱：個體對於出席參

加社會活動時，與人交談時常表現出感到痛苦煩惱，非常不舒服的情緒反應。本研究認為

應酬為社交主要活動之一，社交的焦慮程度將影響著應酬的意願。 

 

2.3 工作投入 

許多人力資源專家相信對工作高度投入的員工，會敬業樂業、全情投入，且專注於自

己的工作崗位，所以企業會進行一些有關員工投入程度的意見調查，希望調查結果有助於

改善員工的生產力與創意，並降低離職率。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最早是由 Lodahl 與 Kejner 於 1965 年所提出的，他們將

工作投入定義為「一個人認同其工作或在他的自我形象中工作的重要性」，並且進一步的

指出「工作投入是工作績效影響個人自尊的程度」，而這定義的假設前提為，工作投入是

早期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工作價值觀。在這種前提假設下，一個人本身的工作價值觀若無

改變的話，他的工作投入並不會隨著工作的改變而有所變動。本研究認為工作投入程度的

高低，將影響應酬的意願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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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復原力 

為什麼有些人在遭遇逆境打擊後，能順利恢復，而有的人卻無法？每個人都會遇上困

境，而復原力的存在就像橡膠，在面對危機、挫折或壓力情境時，受到擠壓也能迅速的恢

復原來的能力與適應力。復原力（resilience）是指個人具有的某些特質或能力，在面對危

機、挫折或壓力情境時，能發展出健康的因應策略（江志正，2008）。 

復原力的研究最早是由 Werner 與 Smith 在 1955 年開始在夏威夷的 Kauai 島上對生活

在雙親有精神病、父母離婚、家庭失和、酗酒、貧窮等困境中的約七百名貧困兒童做長期

觀察與記錄。經過將近四十年的追蹤後，發現三分之一以上的孩童即使在多重危險因子之

下，不但沒有被困境擊倒而出現行為或發展上的問題，反而發展出健全良好的人生。其長

大後還成為有能力、肯上進、有自信、有愛心的人，甚至也有穩定的工作和婚姻生活，並

且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青年。這種特別的機制，讓這些兒童在面對危險因子時能做出適當

的防護措施，學者便將這類特質稱為抗壓的（stress resistant）或復原的（resilient）。這種

能不被環境中負面因素所影響，而發展出正向適應能力的特質，Werner 將其稱做為「具有

復原力的個體」（邱惠娟 2010）。 

 

三、研究設計 

3.1 應酬相關背景 

此部分量表設計共有 28 題子項，主要為了解受測者的應酬能力、應酬界定範疇、真

實參加應酬的意願、應酬頻率以及提高參加應酬的方法。應酬能力判定方法為取受測者在

應酬能力構面題項的平均數為依據，分數越高代表應酬能力越好，分數越低則為應酬能力

較差；應酬界定範疇為開放性定義填答；真實參加應酬的意願為提供十種常見聚會場合給

受測者，先判定何為應酬場合再回答是否會真心想參加該聚會，包含「部門聚餐、尾牙、

春酒、客戶聚餐、同事聚餐、老闆/主管請客、慶功宴、同學會、長輩請吃飯、非居住在

同屋簷下的家庭聚餐」；應酬頻率為調查過去一年中每個月平均的應酬頻率；提高參加應

酬的方法為開放性填答，希望藉由此量表了解受測者的應酬相關背景。 

 

3.2 社交情境焦慮量表 

社交情境焦慮量表由 Watson 和 Friend（1969）所提出在測量社會焦慮的程度的量

表，用於測量社交焦慮和回避社交行為，評定於社交場合中主觀社交焦慮的體驗，包含：

陌生場合體驗、眾人注視體驗、陌生談話體驗及與眾人相處，分數越高表社交情境焦慮越

高。原表共 28 題，本研究刪除 14 題雷同問題，為更鎖定應酬相關性，將「社交場合中」

改為「應酬場合中」。 

 

3.3 工作投入量表 

工作投入量表（Job Engagement Scale）為 Allport（1947）提出提出工作投入的相關



319 

 

概念，並對工作投入的結構進行研究。即為個體心理層面上對於工作認同的程度，與工作

績效有某種程度的關聯，衡量其價值觀與反應能力。本研究使用劉仲矩、羅奐妤（2017）

修正 Kanungo（1982）與 Vroom（1964）發展之工作投入量表（Job Involvement 

Questionnaire）。  

 

3.4 復原力量表 

本研究採用 Smith（2008）編制簡式復原力量表（The Brief Resilience Scale），測量從

壓力恢復的復原能力，因主張正向適應結果就是復原力，控制復原力的資源，就能促進健

康相關的結果。本研究人為復原力程度高者，即使內心不願意參加應酬活動，但在應酬能

力上較游刃有餘。 

 

3.5 研究樣本描述 

問卷填答採 Google 線上問卷，並利用網路平台邀請不同背景人員填寫。認定無效問

卷的標準為整份問卷答題有超過一題以上未作答，或整份問卷中有超過一半以上選擇同一

個答案視為無效問卷。在此標準衡量下，回收 340 份，剔除無效問卷 12 份，有效回收率

為 96%。 

表 1 樣本結構分析表 

變項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31 39.9% 

女性 197 60.1% 

年齡 

Z 世代 22-31 歲  110 33.5% 

Y 世代 32-41 歲 96 29.3% 

N 世代 42-51 歲 82 25.0% 

X 世代 52-61 歲 40 12.2% 

感情狀態 

單身 113 34.5% 

未婚 58 17.7% 

已婚 150 45.7% 

其他 7 2.1% 

人格 

A 型人格 121 36.9% 

B 型人格 155 47.3% 

C 型人格 52 15.9% 

公司所在地區 

北台灣 254 78.2% 

南臺灣 7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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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方式 

自己住 54 16.5% 

與他人同住 49 14.9% 

住家裡 225 68.6% 

學歷 

專科/高中職 58 17.7% 

大學 171 52.1% 

碩博士 99 30.2% 

職業 

專業人員 132 40.2% 

民營企業 119 36.3% 

技術勞力 32 9.8% 

公部門 21 6.4% 

學生 11 3.4% 

其他 13 4.0% 

年資 

一年以內 43 13.1% 

1-3 年 81 24.7% 

3-5 年 37 11.3% 

5-10 年 67 20.4% 

10-15 年 52 15.9% 

15 年以上 48 14.6% 

所得 

時薪 19 5.8 

3 萬以下 66 20.1 

3-6 萬 165 50.3 

6-9 萬 39 11.9 

9 萬以上 39 11.9 

升遷制度 

按工作表現晉升 193 58.8 

按投入程度晉升 56 17.1 

按年資晉升 79 24.1 

職階 
主管階層 103 31.4 

非主管階層 225 68.6 

職層 

基層 177 54.0 

中層 107 32.6 

高層 4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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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規模 

微型企業 79 24.1 

小型企業 86 26.2 

中型企業 71 21.6 

大型企業 92 28.0 

下班後的休閒習慣 

家庭型休閒活動 109 33.2 

知識型休閒活動 35 10.7 

社交型休閒活動 50 15.2 

閒逸型休閒活動 102 31.1 

無特別規劃休閒活動 32 9.8 

上班時用餐習慣 

帶便當 63 19.2 

和同事一起外食或外送 149 45.4 

自己外食或外送 85 25.9 

公司供餐 31 9.5 

下班後用餐習慣 

回家自己煮 50 15.2 

家裡有煮 146 44.5 

和同事一起外食或外送 12 3.7 

和家人/朋友一起外食或外送 66 20.1 

自己外食或外送 54 16.5 

 

四、研究結果 

 

4.1 不同背景與應酬能力有差異 

應酬能力會因「世代」、「感情狀態」、「人格」、「地區」、「居住方式」、「所得」、「公司

升遷制度」、「公司層級」、「下班後的休閒習慣」、「在公司的用餐習慣」的不同有顯著的差

異。本研究透過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世代背景部分，「Y 世代 32-41 歲」應酬能力高於「Z 世代 22-31 歲」，推測為因 E、Y

世代皆為職涯打拼階段，而 Y 世代在職經驗較剛出社會或尚未成為主管的 Z 世代久，故

應酬能力相對較高；感情狀態背景部分，「已婚人士」高於「單身人士」，推測為已婚人士

年齡較未婚人士高，職涯經驗較豐富；人格背景部分，「C 型人格者」應酬能力低於「A

型人格者」及「B 型人格」，推測為 C 型人格者性格少言寡語、逆來順受、抑鬱內向，比

起好勝心強的 A 型人格與心胸開朗的 B 型人格，在應酬上較不吃香；地區背景部分，「北

台灣」應酬能力高於其他地區，推測為北台灣為臺灣最大的都會區，就業機會多、應酬機

會也高，因此台灣地區應酬能力會高於其他地區；居住方式背景部分，「自己住的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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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能力高於「與他人同住者」，推測自己住的人較能彈性運用下班時間，不用擔心吵到室

友等因素，因此應酬參加意願高，應酬能力相對較好；所得背景部分，月薪越高者應酬能

力越高，推測為薪水越高職權越高，需要透過利益交換的應酬場合也越多，因此應酬能力

較高；公司升遷制度背景，「按工作投入程度晉升者」應酬能力會高於「按年資晉升者」，

推測為按年資晉升者，透過時間的累計即可升職較無壓力，而透過投入程度升職者，升職

快慢則掌握在自己手上，因此會提高應酬意願，應酬能力也相對較高；公司層級背景部

分，「高層人員」及「中層人員」的應酬能力會高於「低層人員」，推測為位階越高者決策

越多，需要應酬的場合即多，應酬能力也越高；下班後休閒習慣背景部分，下班後習慣

「社交型休閒」應酬能力會高於「閒逸型休閒」、「無特別休閒習慣」、「家庭型休閒」；「知

識型休閒」應酬能力會高於「閒逸型休閒」，推測為下班後習慣社交型休閒活動者本身個

性外向、喜歡分享與交朋友，應酬能力必定也不差；閒逸型休閒習慣者下班後喜歡放鬆無

壓力的環境，應酬能力相對低；上班時用餐背景部分，「與同事外食或外送」應酬能力會

高於「自己帶便當」、「吃公司餐」，推測為和同事一起用餐算是小型社交場合，每天接觸

相對應酬能力也會相對提高。 

 

4.2 不同背景與應酬社交焦慮有差異 

應酬社交焦慮會因「世代」、「感情狀態」、「人格」、「地區」、「職業類別」、「年資」、

「所得」、「公司升遷制度」、「公司層級」、「下班後的休閒習慣」、「在公司的用餐習慣」的

不同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透過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如下： 

世代背景部分，「E 世代」應酬社交焦慮高於「X 世代」，推測為 X 世代相較於其他受

測者在職場的時間最久，經驗老道較不會感到焦慮，或是迎來退休生活對於應酬較少連

結，而相較於職場新鮮人的 E 世代，應酬相對生澀，容易緊張及感到焦慮；感情狀態背景

部分，「未婚人士」應酬社交焦慮程度高於「已婚人士」，推測為與已婚人士年紀通常較單

身人士長，職場經驗較豐富，因此應酬社交焦慮會比單身人士低；人格背景部分，「C 型

人格」應酬社交焦慮高於「A 型人格」及「B 型人格」，推測為 C 型人格不擅於與人溝通

與紓壓，在應酬社交方面焦慮程度會較 A 型與 B 型人格者還高；地區背景部分，「南臺

灣」應酬社交焦慮高於「北台灣」，推測為台灣經濟發展南北分布不均的現象，北部較南

部就業機會多、應酬機會也高，應酬機會少當面對到應酬時相對會較焦慮；職業類別背景

部分，「學生」應酬社交焦慮高於其他職業，推測為沒有相關經驗，應酬社交焦慮程度相

較其他職業類別高；年資背景部分，「年資 5 年以內者」應酬社交焦慮高於「年資 10 年以

上者」，推測為年資 5 年以內者尚在適應職場文化，相較於職場老手的年資 10年以上者，

應酬社交焦慮程度會較高；所得背景部分，「月薪 3 萬元以下者」應酬社交焦慮皆高於月

薪 3 萬元以上的人，推測為月薪 3 萬元內職員為基層員工，不太需要接觸到應酬場合，因

此對於應酬的社交焦慮程度較高；公司升遷制度背景部分，「按年資晉升者」應酬社交焦

慮會高於「案投入程度晉升者」，推測為按年資晉升者，透過時間的累計即可升職較無壓

力，不需要積極的透過不同的方法晉升，所以出現在應酬的機會較少，應酬社交焦慮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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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公司層級背景部分，「基層人員」的應酬社交焦慮會高於「中層人員」及「高層人

員」，推測為基層人員應酬場合接觸少，故應酬社交焦慮感較高；下班後休閒習慣背景部

分，下班後習慣「閒逸型休閒」及「家庭型休閒」應酬社交焦慮會高於「社交型休閒」，

推測為閒逸型休閒者習慣輕鬆的生活步調，家庭型休閒者則習慣熟悉的生活環境，相較於

習慣社交型休閒者，應酬社交焦慮會較高。上班時用餐背景部分，「與同事外食或外送」

應酬社交焦慮會高於「自己帶便當」、「吃公司餐」，帶便當與吃公司參皆為自己一人進

行，比起和同事一起吃飯的人少了平時練習社交的機會，因此在面對應酬社交時會較焦

慮。 

 

4.3 應酬界定於感受差異 

「工作性質」的聚會場合較高比例的被判定為應酬場合，接著為「慶祝性質」的聚

會，最後則為「生活性質」聚會；受測者真心有意願想參加的聚會場合為「生活性質」的

聚會最多，其次為慶祝性質聚會，最後則為工作性質聚會。 

增加應酬意願的方法，排名一為「有足夠的利益交換」作為應酬動機，多數受測者提

到升職、接到訂單、拉近客戶關係、提升同事間向心力、增加人脈等；第二名為「應酬參

與對象」，受測者認為應酬場合的參與者將影響參加應酬的意願，如對方人很好相處、有

專業性質對象、公司較好的同事、熟識的朋友，甚至單純有伴都能提高參加應酬的意願；

第三名則為「應酬場合」，多數受測者認為如應酬場合是一間高級的餐廳、氛圍好的場

所、食物好吃等因素將能提高應酬意願，排名四為應酬場合若為「輕鬆沒有壓力的氛圍」

可增加應酬意願；排名五為單純情感交流，例如對象為許久不見的朋友、單純增加同事感

情不談公事的情況、同學會性質；排名六則為「任何方法都無法增加應酬意願」；排名七

為應酬場合「不需要花到錢」，例如主管請客、可以報公帳；排名八則為「有報酬可拿」，

例如加班費、加薪、獎金、禮品或抽獎活動；排名九為應酬場合「有清楚的目的性」可以

增加應酬意願；排名十為「時間因素」，受測者認為上班時間內、可以選擇有空閒的時

間、不續攤、1.5 小時內可以結束，能增加參與應酬的意願；也有部分受測者認為有趣的

場合、不需要喝酒，或是有激勵性質及特殊意義情況都能增加應酬的意願。  

 

4.4 應酬能力與應酬社交焦慮、工作投入、復原力相關 

本研究四個構面應酬能力、應酬社交焦慮、工作投入與復原力之間相互有相關，應酬

能力與應酬社交焦慮(-.733**)呈現負相關，當應酬能力越高，應酬社交焦慮則越低；應酬

能力與工作投入(.379**)與復原力(.391**)呈正相關，當應酬能力越高，工作投入與復原

力也越高，應酬社交焦慮與工作投入(-.465**)與復原力(-.480**)呈現負相關，當工作投入

與復原力越高，應酬社交焦慮程度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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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務意涵 

給雇主的建議 

應酬前，雇主可參考本研究結果，來瞭解員工對於應酬的想法、瞭解不同背景的員工

參與應酬的障礙，給予體諒與替代措施，並因材施教的分派工作。在應酬場合的安排，也

可以改變以往的應酬方式，多了解員工與客戶的嗜好，安排一場賓主盡歡的活動，像是安

排到難預約人氣餐廳聚餐。在應酬制度方面，除了讓員工清楚知道每次聚會明確的目標與

目的外，也需要給予員工足夠的獎勵，例如應酬時間可轉為補休或加班費，減少員工覺得

應酬總是在消耗私人時間的感受。也建議雇主能將應酬的關鍵性與重要性轉嫁質員工本

身，讓應酬變成「幫自己」而非是「幫忙老闆」，這樣便能大大的提高員工參加應酬的意

願與效益。 

給不喜歡應酬的人建議： 

首先可以參考本研究結果，先瞭解自己不喜歡應酬的可能原因，對症下藥解決實際阻

礙和心理障礙，接著可以評估每次受邀應酬參加的必要性，減少參加應酬可以降低對於應

酬的排斥性，並非每種應酬場合都要參加，但可以先放下成見，不排斥的去嘗試看看，觀

察哪種場合跟自己比較喜歡，或是哪些人以後可能比較有合作的機會。同時也可以在公司

尋找戰友，先跟處的來同事交朋友，平時找尋相同的話題，或是下班後相約吃飯聊天，談

話內容不要刻意只鎖定在工作上，可以找些生活上的話題，在未來應酬時有伴參加也能降

低應酬的排斥感。也建議在應酬中放鬆自己的警戒、放下自己的情緒，試著去交新朋友，

建立友誼，多聽聽別人在工作上及生活上的經驗，輕鬆的交換意見，也許會為帶來意想不

到的豐碩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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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以探討台灣聽閱者持續使用 Podcast App 行為的關鍵因素為研究主旨，相較

於傳統的影音平台，Podcast 平台具有即時性、話題性與娛樂性等特性，使其漸成為台灣網

路閱聽者重要的視聽媒介。。探討績效預期、社會影響、享樂動機、保護動機與持續使用

之關聯性相互連結，根據實證數據結果顯示：：績效預期、享樂動機、保護動機對行為意

圖有著正向顯著性影響。 

關鍵詞：Podcast、UTAUT2、保護動機 

 

一、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Podcast 是近年來深受年輕族群喜愛的聲音數位媒體，已風靡歐美國家數年，近 2、3 年

全球收聽人數更是翻倍成長。使用者可以在手機 App 收聽世界各地的原創節目，有別於傳

統廣播只能在固定時段收聽，播客具有隨聽隨放的特性，且介面簡單容易操作，非常適合

在多任務的情況(如通勤、做菜、運動)下聆聽。近年來台灣學界均以運用 Podcast 數位語言

學習的接受程度之探討研究，包含在 Podcast 的使用、學習成效、結合線上學習之動機等等

；此外，Podcast 更廣泛地運用在錄製上課教材或成為教科書外的輔助資源，例如：探討播

客、部落格、行動學習與遊戲式學習(林翠雲，2008)、Podcast 在華語文教學上的應用(張金

蘭，2009)、傳播科技教學活動(龔志隆，2010)、應用 Podcast 輔助專業英語學習(蔣蕙華，

2014)、華語墊子繪本雲端協作及其數位教材設計(林雲翠，2016)。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世界衛生組織(WHO)

也正式宣布疫情進入「全球大流行」，造成全球經濟與社會的巨大衝擊。在個人工作與生

活上的改變，使每個人待在家的時間變長，遠距離工作、網路線上教學或採用社群媒體聯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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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溝通等型態，改變人們以往的日常行為，只能尋求新的娛樂方式來撫慰苦悶的心情，

Podcast 在短短在幾個月內趁勢成為人們的娛樂替代方案。 

本研究探討以 Podcast 為研究主題，以 UTAUT2 中之績效預期、社會影響及享樂動機

來探討 Podcast 對使用者持續使用行為，並以保護動機理論對於聽閱者行為意圖的影響。藉

由相關分析佐證，以提供學者及網路影音平台未來發展之參考及經營理念。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依據前述研究背景與動機，針對聽眾願意持續收聽 Podcast 行為意圖之原因進行

探討。根據研究動機，本研究目如下分述： 

1.2.1 探討績效預期對 Podcast 使用意圖是否具有正向影響。 

1.2.2 探討社會影響對 Podcast 行為意圖是否具有正向影響。 

1.2.3 探討享樂動機對 Podcast 行為意圖是否具有正向影響。 

1.2.4 探討保護動機對 Podcast 行為意圖是否具有正向影響。 

1.2.5 探討助益條件對 Podcast 行為意圖是否具有正向影響。 

1.2.6 探討使用意圖對 Podcast 實際使用是否具有正向影響。 

 

二、 文獻探討 
 

2.1 Podcast的發展沿革 
2.1.1 Podcast的起源 

Podcast 這一詞的概念最早出現於 2004 年英國《衛報》的一篇題為〈聽覺革命：線上

廣播遍地開花〉的文章中。於 2004 年美國人亞當．科力(Adam Curry)開通了世界第一個 

Podcast 網站，這件事情被視為 Podcast 誕生的標誌(劉瑞生，2006)。Podcast 一開始指的是

承載內容的「檔案」，後來推而廣之就成了此模式的代表，泛指「透過網路接收音頻內容

的數位媒體」。Podcast 一詞的由來是結合了蘋果旗下之產品「iPod」和「broadcast」(廣播

)所產生的混合詞，中文簡稱「播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2%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6%9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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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英國路透新聞學研究機構的調查，發現聽播客的聽眾主要有兩大動機，分別是「

學習」跟「娛樂」，不管是哪個年齡層都希望藉由播客來獲得娛樂，越年輕者比例越高，青

壯年聽眾則希望獲得娛樂之餘，也有知識性內容來填補空白時間，並保持對時事的敏銳度

。 

2.1.2台灣Podcast的發展 

台灣 Podcast 節目的開播狀況，自 2000 年起就有節目開始開設，但每年新開設數量並

不多，直至 2019 有近 300 個節目開設，2020 僅上半年更有 870 個節目開設，成長幅度驚

人，至今可能已有幾千檔中文節目，不同類型的節目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因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COVID-19)疫情使大家恐懼出門，創作者有空檔進入市場，聽眾聆聽時間也大增。，

以及智慧型手機普及化，加上無線藍芽耳機發展成熟，人們再也不會被地點限制收聽習慣

。另外，對於忙碌的上班族來說，Podcast 可以讓他們在通勤、運動或是做菜時，還可以吸

收外界資訊，有著其他數位工具無可取代的好處。 

台灣聽眾收聽 Podcast 的節目前三名依序為：娛樂休閒用途、找跟興趣相符的題材、提

升專業領域知識。偏好的節目主題前三名依序為：社會與文化、新聞時事與政治、娛樂八

卦，而 80%以上聽眾偏好聊天型節目型態。現有節目類型以流行與藝術最多(此分類包含藝

術、音樂、影視與流行)，其次為社會與文化(此分類包含社會文化與歷史)。 

 

2.2、延伸整合科技接受模型（UTAUT2） 

Venkatesh et al.(2012)根據 UTAUT 理論架構基礎，進一步提出更具全面性的整合型科

技接受模式來了解使用者對資訊科技的接受程度，透過使用環境發展出 UTAUT2 理論模型

，而該理論的重點在運用不同的資訊科技背景，其在行為意圖及科技使用的解釋變異在結

果方面更為顯著。UTAUT2 延伸性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模型除了原本 UTAUT 有的四個構

念之外，努力預期 (Effort Expectancy)、績效預期 (Performance Expectancy)、助益條件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社會影響(Social Influence)以外，依據過去參考文獻，為了使模型

更加符合現在科技環境，進而添加了價格價值(Price Value) 、享樂動機(Hedonic Motivation)

與習慣(Habit)等三個主要構念，並在四項外在干擾變數中進行變更，由原本年齡(Age)、性

別(Gender)、自願性(Voluntariness of Use) 、經驗(Experience)，在延伸性整合型科技接受模

式中刪去自願性。 

http://www.digitalnewsreport.org/survey/2019/podcasts-who-why-what-and-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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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護動機(PMT) 

保護動機理論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PMT) 最早是由 Rogers (1983) 所發展出

來，最初是運用於健康保護行為，接著陸續被用來引用在於各個領域來解釋要如何讓標的

人口產生保護行為，以避免或減少可能發生的危險行為(Yuen rt al., 2020)。 

 

2.3.1感知威脅 

PMT 指出，當一項宣導訊息能夠引起閱聽人的威脅評估以及因應衡量，聽用人將產生

自我保護動機，進而採取威脅調適性或是威脅因應策略。威脅評估背後機制要素主要有二

：感知威脅嚴重性 (Perceived Threat Severity) 與感知威脅脆弱性 (Perceived Threat 

Vulnerability)。感知威脅嚴重性涉及主觀意識感覺到威脅可能造成的損害程度，而這些損害

程度可能是生理層面、財產層面或是社會層面，意識到心理恐懼造成的損害威脅可能會發

生在自身。 

 

2.3.2反映效能 

因應衡量評估的運作包含有因應功能、低成本與高自我效能。因應功效指的是相信採

取有效的因應措施後能迴避威脅；低成本是指因應促施所需要的相關成本較低，成本可能

來自於金錢或是非金錢方面之成本；高自我效能則是指肯定自己具備足夠的能力來採取建

議預防因應的措施(Rogers ，1983)。 

PMT 對於改變意圖或是行為改變具有高度解釋例，如改變生活習慣(戒菸、減重)、改

變性行為(愛滋病預防)以及改變健康照顧行為(乳房篩檢、子宮頸抹片檢查、流感預防針實

施)等均有學者研究採用，故公共衛生領域及其他社會活動已廣為採用該理論(Floyd et a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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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後整理出個衡量構面與衡量變數關係，建立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觀念性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推論 

依據上述文獻探討與研究架構，推論各變項間之關係，並提出下列假說推論： 

H1. 績效預期對 Podcast 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H2. 社會影響對 Podcast 行為意圖具正向影響 

H3. 享樂動機對 Podcast 行為意圖具正向影響 

H4. 保護動機對 Podcast 行為意圖具正向影響 

 

3.3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各變項的問卷量表採用李克特七點尺度量表，並於問卷回收後，採用 SPSS 

22.0 進行敘述性統計、皮爾森相關分析與迴歸模式分析，並依據觀念性架構建立之各變項

與各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作為驗證研究假說推論是否成立。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的方式

，針對曾經使用過 Podcast 的人，主要採取網路方式來進行抽樣，網路問卷則以 Facebook

H4 

享樂動機 

保護動機 

H2 

H1 

社會影響 

績效期望 

H3 

行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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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Line 為主要發放平台。本次問卷共回收 423 份，另有 47 份無效問卷，問卷有效率達

88.88%。 

 

3.4變數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主要以 Venkatesh, et al. (2012)提出的 UTAUT2 模型，研究影響閱聽 Podcast 者

的使用因素。各項變數的主要操作性定義與使用構面之衡量則是參考國內外過去學者之研

究整理翻譯並修改為適合本研究之量表如表 1，以配合本研究之目的。 

表 1 變數之操作性定義級參考文獻整理 

變數 操作性定義 參考文獻 

績效預期 
聽閱者認為使用 Podcast 能得到有用

的資訊。 

Venkatesh et al.(2003) 

Venkatesh et al.(2012) 

社會影響 
聽閱者因週遭親朋好友觀感，進而

影響使用 Podcast 的意願。 

Venkatesh et al.(2003) 

Venkatesh et al.(2012) 

享樂動機 
聽閱者認為使用 Podcast 能帶來娛樂

的程度。 
Venkatesh et al.(2012) 

保護動機 
聽閱者認為使用 Podcast 有保護作用

。 
Rogers (1983) 

行為意圖 
個人主觀認定及判斷決定會使用

Podcast 意願的程度。 
Venkatesh et al.(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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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證資料分析 

研究將聽閱者使用 Podcast 後填寫之問卷結果加以統計分析，分析人口統計變數的比重

、績效預期、社會影響、享樂動機、保護動機、行為意圖及實際使用之各項構面。 

 

4.1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有效調查樣本中，根據基本資料的統計結果發現，性別方面：女性樣本數有 216 

人佔 57.4%，男性的樣本數有 160 人佔 42.6%，女性多於男性。在年齡方面，受訪者以 31~40 

歲居多佔 33.0%，其次是 25~30 歲佔 26.1%、41~50 歲佔 17.8%、16~24 歲佔 12.5%、51 

歲以上佔 9.6%、15 歲以下最低為 1.1%。訪者居住地多為新北市佔 27.9%，其次是台北市

佔 25.0%、桃園市佔 9.8%、台中市佔 9.8%、新竹市佔 9.3%、高雄市佔 8.8%、最少的是台

南市佔 7.2%、其他佔 2.1%。受訪者職業以服務業居多佔 22.1%，其次為學生佔 18.1、工商

貿易佔 13.3%、自由業佔 10.9%、專業技術佔 10.1%、退休、家庭主婦佔 7.2%、軍公教佔

6.6%、無、待業最低 5.9%、其他佔 5.9%。 

 

4.2 信度分析 

本研究主要分績效預期、社會影響、享樂動機、保護動機度與使用意願五個構面，並

以 Cronbach’α 係數為測量，來判定內部的一致性。一般而言，若 Cronbach’s α 值於 0.7 以

上，屬於可接受水準。如表 1 所示，由此可得知本研究各構面的可信度相當高。 

表 2 變數與各構面間之信度分析 

變數名稱 Cronbach's α 平均數 標準差 

PE 0.940 5.761 0.818 

SI 0.940 5.724 0.878 

HM 0.943 5.734 0.841 

PM 0.958 5.725 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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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 0.951 5.799 0.855 

N=376 

 

4.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分析 

皮爾森相關的分析方法主要目的為瞭解兩個變項之間的相關程度。由表 2 顯示績效預

期、體驗價值、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之關係表，社會影響與績效預期之相關係數 0.880

、社會影響與享樂動機之相關係數為 0.895、社會影響與使用意願之相關係數為 0.730、享

樂動機與績效預期之相關係數 0.842、保護動機與績效預期之相關係數 0.722、保護動機與

使用意願之相關係數 0.887、績效預期與使用意願之相關係數 0.803、皆介於 0.7~1 之間，

所以呈現高度正相關，保護動機與社會影響之相關係數為 0.650、保護動機與享樂動機之相

關係數為 0.589、享樂動機與使用意願之相關係數 0.660，呈現中度正相關。 

表 3 皮爾森 (Pearson) 相關係數檢定 

 績效預期 社會影響 享樂動機 保護動機 使用意願 

績效預期 1 0.880** 0.842** 0.722** 0.803** 

社會影響  1 0.895** 0.650** 0.730** 

享樂動機   1 0.589** 0.660** 

保護動機    1 0.887** 

使用意願     1 

註：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4.4 研究假設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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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分為五個主構面，分別為績效預期、社會影響、享樂動機、保護動機及行為意

圖，資料皆為數值資料。研究根據迴歸分析的方法依序測試 H1、H2、H3、H4。其結果如

表 4 中，所有 F 值皆為顯著，VIF 結果表示模組具有解釋能力偏高。估計績效預期、社會

影響、享樂動機、保護動機對行為意圖有正面的影響。 

表 4 偏迴歸係數表 

  非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 

係數 
   

模型 B 標準誤 β T 顯著性 VIF 

1 （常數） -0.126 0.139  -0.906 0.366  

 績效預期 0.320 0.052 0.306 6.207 0.000 5.792 

 社會影響 0.112 0.053 0.115 2.125 0.034 7.017 

 享樂動機 -0.078 0.049 -0.076 -1.596 0.111 5.445 

 保護動機 0.678 0.032 0.636 21.369 0.000 2.114 
a. 應變數: 使用意願 

 

五、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由研究藉由對 Podcast 使用意圖的假設驗證結果如表 5，顯示並對各項假說之實證結果

，績效預期、社會影響、享樂動機及保護動機對使用意圖呈現正向顯著關係。 

表 5 假研究假說與驗證結果彙整 

代號 研究假說 驗證結果 

H1 績效預期對 Podcast 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 成立 

H2 社會影響對 Podcast 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 成立 

H3 享樂動機對 Podcast 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 成立 

H4 保護動機對 Podcast 使用意圖有正向顯著影響關係 成立 

 

5.2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依分析驗證結果，進一步證實在於使用者閱聽 Podcast 使用意圖會受到績效預期

、社會影響、享樂動機及保護動機等因素影響，期望具體達成對 Podcast 使用意圖及實際使

用的提升，並提供學者及網路影音平台未來發展之參考及經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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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閱聽 Podcast 使用意圖會受到績效預期及社會影響，為了讓閱聽者持續使用

Podcast，表示台灣仍有部分閱聽者仍採取較為保守的思維，若能再使 Podcast 更親民、更活

潑、更人性化，會為 Podcast 帶來更多的閱聽者持續使用。 

5.2.2 閱聽 Podcast 使用意圖會受到享樂動機及保護動機的影響，因為目前台灣因為

(COVID-19)疫情使大家恐懼出門，創作者有空檔進入市場，聽眾聆聽時間也大增。這是種

數位化商業轉型世代，可以善於利用目前的優勢，來作為 Podcast 持續使用的管理方式之一

。 

5.2.3 礙於時間、經費與資源問題，無法對台灣所有地區進行調查。。因此，建議未來

研究者可以擴大研究母體範圍，針對不同地區進行研究，以獲得更臻完備的實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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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台灣上市公司之一般產業、資訊科技業、生技醫療業等三大產業為研究標的

，探討2000年～2019年間，智慧資本存量不同之企業在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差異。結果

發現，智慧資本存量愈高之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愈佳；另外，依產業別區分探討智

慧資本存量，結果發現資訊科技業之智慧資本存量皆優於一般產業及生技醫療業。另以2008

年底金融風暴區隔樣本資料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各產業金融風暴前之智慧資本存量明

顯低於金融風暴後。 

關鍵詞：智慧資本、金融風暴、經營績效、市場價值 

 

一、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二十世紀後期，人類經濟體系已由農業經濟及工業經濟時代，轉而進入一個以知識

為主之「知識經濟時代(Knowledge-Based Economy)」，企業創造價值之來源從過去以土地、

勞力與機器等有形生產要素轉變為以知識為主之智慧資本，加上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及全球

化競爭趨勢所及，使企業所面臨之競爭較以往更為激烈，而隨知識經濟來臨，企業價值之

創造由有形資產管理，轉而成為對無形資產之管理。就知識型企業而言，知識之創造、累

積、共享與整合是創造價值之主因，為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目的，其核心資源「智慧資本」

之創造、管理、衡量與評價，即成為企業競爭之重要關鍵(吳安妮，2002)。隨著知識型產品

和服務之快速成長，知識庫在企業競爭優勢上扮演非常重要角色，而知識累積及轉換之核

心即稱為智慧資本(Dzinkowski, 2000)。尤其當機器設備、廠房逐漸老舊，智慧資本卻隨著

企業成長而增加時，智慧資本便成為公司最值得擁有之資產(Ulrich, 1998)。根據統計資料指

出，企業於有形資產之投資從50%緩慢降低至10%，但智慧資本之投資則由50%提升至90%

，此現象顯示，新經濟發展基礎愈來愈依賴企業內部之無形資產，因此現今產學界皆試圖

尋求一種得以衡量並管理此類無形資產之方法(Lovingsson, F. Dell’Orto, S. and Baladi, P. 

2000)，以期經濟結構迅速變化之時代，能夠持續維持並增強自身競爭力。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由一般產業、資訊科技業，以及生技醫療業等不同產業，分別探討企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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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存量，對於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創造之影響；並且驗證不同產業別之間，以及金融風

暴前後時期，企業智慧資本存量，對於經營績效與市場價值是否具顯著正向或負向影響效

果。同時，基於次級資料取得之便利性，本研究將以台灣上市櫃公司為樣本選取範圍，進

行研究樣本分析。根據上述說明，茲彙總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 研究不同產業之智慧資本存量，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二、 探討企業智慧資本是否會因金融風暴之影響，而產生顯著積存差異。 

三、驗證企業智慧資本存量對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創造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二、 文獻探討 

2.1 智慧資本 

Galbraith(1969)首先提出智慧資本概念，認為智慧資本是企業運用腦力並創造價值之行為，可

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舉凡能創造財富之知識、信息、技術、智能財產、經驗、組織學習能力、團

隊溝通機制、顧客關係、品牌地位等，均為智慧資本之組成元素，與會計科目所列舉之不動產、廠

房與設備、生財器具、現金等有形資產不同(Stewart, 1997)，可以用於解釋公司帳面價值與市場價值

之差異。Kaplan and Norton(1996)指出，當公司投資於客戶、供應商、科技、創新技術和人員管理流

程以創造未來價值時，此種價值之累積即為智慧資本。Stewart(1997)認為，智慧資本係指個人與團

隊可為企業創造競爭優勢之一切知識與能力之總和，舉凡能夠創造財富之知識、資訊、技術、經驗

、顧客關係、品牌地位、智慧財產、組織學習能力、團隊溝通機制等，均屬智慧資本範疇。Johnson(1999)

認為，智慧資本隱藏在商譽之中，並將智慧資本區分為人力資本、關係資本、結構資本等三大類；

其中人力資本包含構思資本及領導資本，結構資本則涵蓋創新資本及流程資本，而其他從外部顧客

獲得之收益，與顧客及供應商之往來關係、網絡成員間之交叉關係和文化資本等，亦是創造外部收

益之重要因素，因此將顧客資本擴張為關係資本，而企業之市場價值則由財務資本及智慧資本組成

，且智慧資本通常大於財務資本。 

 

2.2 智慧資本之理論基礎 

Petty and Guthrie(2000)基於資源基礎觀點之策略分析模式，將智慧資本定義為「組織資本」和

「人力資本」，組織資本係指企業流程、軟體系統、供應鏈等元素；人力資本則為員工能力和公司

可獲得之外部關係人資源。Joia(2000)亦將智慧資本區分為「人力資本」及「結構資本」，人力資本

係員工專業知識及技巧所產生之結果；結構資本依存於組織內外部，分為「流程資本」、「創新資

本」及「關係資本」，流程資本為組織內部作業流程，以及組織和其他關係人間之外部作業流程，

創新資本則為現有資源創造新知識之能力，而關係資本則是組織與顧客、供應商、承包商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間之互動關係。Goran Roos and Johan Roos (1997)指出，智慧資本乃由知識管理領域發展

而來，企業內員工之知識總和即為智慧資本。其理論基論可分為策略流派(Strategic Stream)及評量流

派(Measurement Stream)，策略流派係研究如何創造與運用知識，並研究知識與企業價值創造之關聯

性；而評量流派主要經由資訊系統分析與統計非財務資料，補充財務報導之不足，著重無形資產之

衡量面。Roslender(2000)由現代管理會計觀點探討智慧資本，其研究指出：Hermanson(1960)發現企

業人力評估在資產負債表中明顯被遺漏，因此嘗試將人力資源導入財務報表，使其與會計處理方式

相連結，稱為人力資產會計(Human Asset Accounting)。而後為使人力資產獲得更適切評價，進而發

展人力資源會計(Human Resources Accounting)，以提供更多潛在管理資訊。 

 

2.3 智慧資本之對經營績效及企業價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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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研究多認為智慧資本對於企業經營績效具有正向影響(Youndt et al., 2004；凌雅慧

、洪菱，2010；王文英、李佳琴、邱紫芸，2012)。當企業致力於增進智慧資本時，有助於

經營績效之提升(莊智薰等，2011)。歷年研究結果亦顯示，智慧資本可能有助於提升組織之

創新績效，例如Hurley and Hult(1998)認為，組織資本(即本研究探討之結構資本)之創新文

化會影響組織創新能力。對於智慧資本與企業價值之相關性，既有研究顯示，智慧資本與

企業市場價值呈現顯著正相關。Chauvin and M. Hirschey(1993)以複迴歸方式探討廣告、研

發支出與企業價值三者之關係，結果顯示，市場上對於有研發及廣告支出之企業價值給予

正向評價。Sougiannis(1994)探討研究發展支出對於盈餘之影響，其效益是否會遞延於未來

，並引用Ohlson(1989)評價模式，改以「研究變量」代表「其他價值相關變數」，結果發現

美國企業之研究發展對盈餘及股價具有顯著正向之遞延效果。謝月香(2000)以Ohlson(1991)

之評價模式作為基礎，採用複迴歸分析模型，探討無形資源投資對於企業價值之影響，並

以1981～1998年間台灣上市櫃公司為研究對象，其實證結果顯示盈餘、淨值、帳面無形資

產、研發支出與企業市場價值呈現顯著正相關。經由上述對智慧資本及企業價值之相關性

研究發現，無論是智慧資本單一構面或是綜合構面，其與企業價值皆具有正向相關。 

 

三、 研究方法 

3.1 樣本選取 

本研究選取在台灣資本市場上市櫃之一般產業、資訊科技業、生技醫療業等三種產業

各10家，共30家公司之資料，做為樣本來源，樣本數共計8,640筆，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

報及公開資訊觀測站。並以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嘯為區隔樣本期間之標準，區分為2000～

2009年及2010～2019年等二個不同階段。 

 

3.2 假說及統計模式 

本研究使用之統計模式包括以下四種，分別說明如下： 

 
1. 敘述性統計：根據樣本資料來源，說明樣本資料之基本統計量，包括樣本數、平均數、中位數

、標準差、最大值、最小值等，以瞭解資料性狀。 

2. 相關分析：以Pearson相關係數檢驗變數間之兩兩相關，並根據變異數膨脹係數值(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進行估計，以驗證是否存在共線性問題。 

3. T檢定：分別以經營績效、市場價值等項目，針對人力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進行檢定，

比較二者間是否存在顯著性差異。 

    假說一：不同產業類別企業之智慧資本存量，存在顯著性差異。 

    假說二：金融風暴前後企業之智慧資本存量，存在顯著性差異。 

4. 線性複迴歸模式：以複迴歸模式瞭解智慧資本各構面指標(自變項)對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

因變項)之關係。 

    假說三：不同產業之智慧資本存量，顯著影響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 

𝑌𝑖 = 𝑎0+𝑎1𝐸𝑀𝑃𝑖 + 𝑎2𝐹𝑅𝐴𝐶𝑖 + 𝑎3𝑅𝐴𝑇𝐸𝑖 + 𝑎4𝐻𝑅𝐸𝑅𝑖+𝑎5𝑉𝐴𝐻𝑈𝑖 + 𝑎6𝑅𝐷𝐷𝑖 + 𝑎7𝑃𝐸𝐶𝑖

+ 𝑎8𝐸𝑄𝐻𝑈𝑖 + 𝑎9𝑂𝐸𝑅𝑖 + 𝑎10𝑇𝐴𝑇𝑖 + 𝑎11𝑂𝑅𝑇𝑂 + 𝑎12𝐸𝑀𝑖 + 𝑎13𝑆𝐺𝑅
+ 𝑎14𝑂𝐺𝑅𝑖 + 𝑎15𝐼𝑅𝑇 + 𝜀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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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ROA、ROE、EPS(經營績效)，M/B、Tobin’s Q (市場價值) 

      EMP＝員工總人數，以自然對數計算 

      FRAC＝員工平均年齡 

      RATE＝員工流動率

      HRER＝薪資費用率 

      VAHU＝每人營收，以自然對數計算 

RDD＝研發費用率 

      PEC＝專利、商標、智財權數量

      EQHU＝每人配備率，以自然對數計算 

      OER＝管理費用率 

      TAT＝資產週轉率 

      ORTO=獨立董監事比例 

      EM=以權益法認列轉投資數，以自然對數計算 

      SGR=營收成長率 

      OGR＝毛利成長率 

      IRT=存貨週轉率 

 

四、 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 

表4-1所列示為各變數之敘述性統計量，可以從中瞭解各變數原始資料概況。根據該表

，在ROA、ROE、EPS等三項經營績效變數，以及股價淨值比及Tobin’s Q等二項市場價值變

數上，平均值介於1.74～10.99間，與中位數、標準差之差距不大；但最大值及最小值差異

極大，表示經營績效出現極大差異。在結構資本變項上，專利/商標/智財權數量差異較大，

係因資訊科技業之專利權數量明顯高於其他產業。關係資本變項上，營收成長率、毛利成

長率之平均值介於96.80～277.92之間，與最大值、最小值差距甚大，係因生技醫療業於研

發初期大多未能創造營收，待研發成功進行投產後，其營收表現才得以彰顯，以致其變數

差異較大。 

 

4.2 相關分析 

    為確認各變數間之相關性，本研究採用Pearson相關係數進行分析，相關係數矩陣如表

4-2所示。由該表所列之相關係數可以看出，各組變數間相關係數絕對值介於0.01～0.98間，

且多數均達1%顯著水準，顯示變數間並不存在嚴重共線性問題，符合Dillon and Goldstein 

(1984)對共線性所訂定之標準。 



342 

 

表4-1  各項變數之敘述統計 

變數名稱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經營績效變項      

  ROA(%) 10.99 11.24 18.69 72.01 -191.25 

  ROE(%) 9.31 10.71 24.36 81.64 -394.13 

  EPS(元) 5.89 2.16 19.55 210.70 -7.54 

市場價值變項      

M/B 3.09 1.87 9.32 74.02 0.13 

  Tobin’s Q 1.74 1.14 1.93 20.00 0.27 

人力資本變項      

  員工總人數(百人,LN) 7.84 8.29 2.17 11.71 2.30 

  員工平均年齡(歲) 36.70 37.00 5.19 51.00 26.00 

  員工流動率(%) 12.14 10.00 10.10 71.00 1.00 

  薪資費用率(%,LN) 2.61 2.51 1.22 8.69 0.59 

  每人營收(仟元, LN) 8.55 8.73 1.45 11.39 0.00 

結構資本變項      

  研發費用率(%,LN) 0.55 0.50 2.35 12.01 -4.61 

  專利、商標、智財權數量(件) 115.97 7.00 268.45 2094.00 0.00 

  每人配備率(仟元, LN) 7.70 7.56 1.52 11.18 0.00 

  營業費用率(%,LN) 2.93 2.70 1.42 12.13 0.00 

  資產週轉率(%) 0.87 0.62 0.71 3.54 0.00 

關係資本變項      

獨立董監事比例(%) 19.20 20.00 18.40 100.00 0.00 

  權益法認列轉投資數(仟元, LN) 12.41 13.31 4.22 19.13 0.00 

  營收成長率(%) 96.80 5.22 1704.76 40675.00 -100.00 

  毛利成長率(%) 277.92 6.77 5040.14 119500.00 -393.87 

  存貨週轉率(次) 7.87 5.43 9.34 76.14 0.00 

控制變項      

  設立時間(年) 41.16 43.00 15.10 70.00 12.00 

  資本額(仟元，LN) 22.73 22.36 1.61 26.28 2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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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全樣本各項變數之相關分析 

變數 EMP FRAC RATE HRER VAHU RDD PEC EQHU OER TAT ORTO EM SGR OGR IRT 

EMP 1.00                  

FRAC -0.28*** 1.00                 

RATE 0.01    -0.23*** 1.00                

HRER -0.45*** 0.08*   0.14*** 1.00               

VAHU 0.34*** -0.02    -0.13*** -0.61*** 1.00              

RDD -0.37*** -0.16*** 0.05    -0.75*** -0.42*** 1.00             

PEC 0.40*** -0.24*** -0.04    -0.11*** 0.21*** 0.12*** 1.00            

EQHU 0.11*** -0.03    -0.09**  -0.08**  -0.52*** 0.02    0.24*** 1.00           

OER -0.51*** 0.03    0.11**  0.84*** -0.47*** 0.73*** -0.17*** -0.05    1.00          

TAT 0.39*** -0.17*** 0.04    -0.44*** 0.23*** -0.49*** -0.06    -0.39*** -0.32*** 1.00         

ORTO 0.20*** -0.04    -0.14*** 0.16*** -0.01    0.25*** 0.42*** 0.13*** 0.08*   -0.22*** 1.00        

EM 0.67*** -0.12*** 0.02    -0.42*** -0.44*** -0.29*** 0.32*** 0.41*** -0.41*** 0.20*** 0.05    1.00       

SGR -0.12*** 0.02    0.05    0.14*** -0.11*** 0.13*** -0.02    -0.06    0.15*** -0.06    -0.04    -0.02    1.00      

OGR -0.11*** 0.02    0.05    0.14*** -0.11*** 0.12*** -0.02    -0.05    0.13*** -0.06    -0.05    -0.01    0.98*** 1.00     

IRT 0.42*** 0.01    -0.11**  -0.30*** 0.25*** -0.25*** 0.07*   0.22*** -0.19*** 0.27*** -0.12*** 0.36*** -0.03*   -0.04    1.00    

各項變數代號說明：    EMP＝員工人數(人, Ln)                RDD＝研發費用率(%)                     ORTO＝獨立董監事比例(%) 

                  FRAC＝員工平均年齡(歲)               PEC＝專利、商標、智財權數量(個)        EM＝權益法認列轉投資數(仟元, Ln) 

RATE＝員工流動率(%)                 EQHU＝每人配備率(仟元, Ln)              SGR＝營收成長率(%) 

HRER＝薪資費用率(%)                 OER＝營業費用率(%)                     OGR=毛利成長率(%) 

VAHU＝每人營收(仟元, Ln)             TAT=資產週轉率(%)                      IRT＝存貨週轉率(%) 

註：***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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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智慧資本組成項目在各產業及金融風暴前後之比較 

表4-3係將樣本資料依金融風暴區隔為風暴前(2000～2009年)及風暴後(2010～2019年)

等二個階段，並依序對各項變數進行T檢定。由該表資料可以發現，ROA、ROE、EPS等三

項經營績效變數，以及股價淨值比、Tobin’s Q等二項市場價值變數，均達到1%負向顯著水

準，表示風暴前之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顯著劣於風暴後。其次，就人力資本變數而言，員

工流動率呈現1%正向顯著水準，表示風暴前之員工流動率高於風暴後；而員工總人數、薪

資費用率、每人營收等變數項皆達1%負向顯著水準，表示企業於金融風暴前對於人力資本

之投入少於金融風暴後。在結構資本變項上，研發費用率、專利/商標/智財權數量、營業費

用率均達1%負向顯著水準，表示風暴前各產業之研發投產效益低於風暴後，營業費用之於

營收表現亦較金融風暴後差。而在關係資本變項上，以權益法認列轉投資數及存貨週轉率

之變數，均達1%正向顯著水準，表示各產業受金融風暴之衝擊，在風暴後對於關係資本之

建置，大多趨於保守操作，而使該變數平均值低於金融風暴後；另外，獨立董監事比例之

變數係因法規規定在2013年後，公開發行公司均須設置獨立董監事，故使該變數在金融風

暴後之平均值高於金融風暴前。 

 

表4-3  智慧資本、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在金融風暴前後之T檢定結果 

檢定項目 平 均 值 
觀察值     T值 

金融風暴前 金融風暴後 

經營績效變項     

  ROA(%) 9.66 12.23 576 -1.61*   

  ROE(%) 7.47 11.02 576 -1.71**  

  EPS(元) 2.73 8.83 576 -3.93*** 

市場價值變項     

  股價淨值比 4.05 8.83 576 -2.84*** 

  Tobin’s Q 1.29 2.17 576 -5.75*** 

人力資本變項     

  員工總人數(百人,LN) 7.70 7.98 576 -1.55*   

  員工平均年齡(歲) 35.63 37.62 576 -4.68*** 

  員工流動率(%) 13.23 11.20 576 2.40*** 

  薪資費用率(%,LN) 2.36 2.84 576 -4.85*** 

  每人營收(仟元, LN) 8.54 8.55 576 -0.12    

結構資本變項     

  研發費用率(%,LN) 0.22 0.86 576 -3.33*** 

  專利、商標、智財權數量(件) 98.35 132.95 576 -1.55*   

  每人配備率(仟元, LN) 7.76 7.65 576 0.82    

  營業費用率(%,LN) 2.76 3.10 576 -2.88*** 

  資產週轉率(%) 0.94 0.80 576 2.31**  

關係資本變項     

獨立董監事比例(%) 8.73 28.93 576 -15.70*** 

  權益法認列轉投資數(仟元, LN) 12.82 12.01 576 2.33**  

  營收成長率(%) 167.06 32.64 576 0.90    

毛利成長率(%) 539.89 38.83 576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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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週轉率(次) 9.43 6.45 576 3.76*** 

註：***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研究另根據不同產業進行產業別T檢定分析，因篇幅限制之故，並未將檢定表格列出

，僅於此說明檢定結果。依一般產業與資訊科技業之T檢定結果所示，資訊科技業在智慧資

本、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等各構面上，其表現都顯著優於一般產業。另外，就一般產業、

資訊科技業與生技醫療業之檢定結果所示，生技醫療業之結構資本及市場價值優於一般產

業和資訊科技業，但其經營績效則不如此二個產業，可能原因在於，生技醫療業之發展歷

史較短，尤其此產業目前仍處於投入龐大研發成本，建置更多智慧資本階段，故導致生技

醫療業之經營績效劣於其他產業，但因資本市場仍看好該產業之未來發展，而使其市場價

值高於一般產業及資訊科技業。 

 

4.4 智慧資本對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影響 

    為瞭解智慧資本對於經營績效以及市場價值之影響，本研究以人力資本、結構資本、關係資本等三

構面為自變項，以經營績效(ROA、ROE、EPS)、市場價值(M/B、Tobin’s Q)為因變項，進行線性複

迴歸。實證結果列於表4-4，就該表顯示之模式解釋能力而言，調整後R2介於0.12～0.49間、F檢定達

1%顯著水準，顯示模型具有統計上顯著解釋能力。另外，Durbin-Watson值介於0.39～1.00間，則說

明殘差項不存在顯著之自我相關；而智慧資本各構面變數與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變異性膨脹係數

(VIF)介於1.17～5.96之間，表示變數間不存在共線性問題。 

    根據表4-4，在人力資本各項變數上，經營績效(ROA、ROE、EPS) 除員工平均年齡呈現1%負向顯

著水準外，其餘變數大多呈現1%正向顯著，表示員工平均年齡愈低之企業，經營績效愈佳；市場價

值(M/B、Tobin’s Q)則大數呈現1%負向顯著，其結果意謂，企業人力資本之投產效能愈佳，市場價

值愈好，結果與王文英、張清福(2004)及Wang and Chang(2005)之研究相符。 

    其次，就結構資本變數而言，除每人配備率及資產週轉率呈現1%負向顯著外，其餘變數皆達1%正

向顯著水準，表示企業在結構資本之投資及組織流程控管愈好，經營績效愈佳；而研發費用率、專

利/商標/智財權數量、資產週轉率於市場價值變數上皆呈現1%正向顯著水準，表示企業創新能力及

資產運用效能愈高，市場價值愈好，與李超雄(2010)、莊智薰(2011)、李舜華(2020)之研究結果相符

。在關係資本變項中，獨立董事比例愈高、權益性對外投資數額愈低、存貨週轉率愈高，其經營績

效及市場價值愈好，研究結果支持戴錦周與何玉蘭(2011)之論點。 

 

五、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30家台灣上市企業為樣本，採用線性複迴歸模式分析，檢視智慧資本、企業

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創造之關聯性，結果發現智慧資本透過組織成員質量之增進、創新能

力之提升、對外連結關係之增加等方式，對於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具有顯著之正向影

響，此結果驗證過去與智慧資本相關之文獻，如王文英與張清福 (2004)、Wang and 

Chang(2005)、楊朝旭(2006)、莊智薰(2011)、戴錦周與何玉蘭(2011)、洪志洋(2013)、李舜華

(2020)等人之論點，亦即智慧資本對於創造企業價值與競爭優勢具有重大之貢獻。於整體智

慧資本與經營績效、市場價值之關聯性分析中可見，除了人力資本之員工平均年齡(F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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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資本之研發費用率(RDD)、營業費用率(OER)，關係資本之權益性投資數(EM)具顯著

負相關之外，智慧資本各構面之實證結果與預期相符合，顯示智慧資本確實具有解釋經營

績效及市場價值之能力。由於實證結果顯示關係資本對於經營績效無直接之解釋能力，然

而透過人力資本及結構資本對經營績效產生間接影響性，使本研究於假說三之預期結果僅

得部分成立，而智慧資本各構面之交互作用，是否會顯著影響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

仍有待透過後續研究進一步釐清其交乘效益。 

 

表4-4  智慧資本對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線性複迴歸結果 

項目                        經營績效                                 市場價值      

 ROA ROE EPS M/B Tobin’s Q 

常數項 

 

-41.26    

-4.94*** 

-6.30    

-0.48    

25.57    

2.28**  

63.25    

15.48*** 

1.82    

1.91*   

【人力資本】 

員工總人數(百人,LN) 

 

2.58    

5.22*** 

1.48    

1.90*   

0.80    

1.21    

-1.69    

-7.00*** 

-0.05    

-0.89    

員工平均年齡(歲) 

 

-1.13    

-8.15*** 

-1.26    

-5.75*** 

-0.91    

-4.92*** 

0.00    

0.06    

-0.06    

-3.62*** 

員工流動率(%) 

 

0.01    

0.15    

0.08    

0.89    

0.20    

2.50**  

-0.08    

-2.54**  

-0.00    

-0..52    

薪資費用率(%) 

 

9.66    

8.53*** 

7.02    

3.92*** 

5.84    

3.83*** 

-4.01    

-7.24*** 

1.16    

8.94*** 

每人營收(仟元,Ln) 

 

4.07    

6.22*** 

1.70    

1.64    

2.84    

3.22*** 

-1.52    

-4.75*** 

0.39    

5.15*** 

【結構資本】 

研發費用率(%) 

 

-0.10    

-2.15**  

-1.22    

-1.66*   

0.85    

0.37    

1.11    

4.90*** 

0.07    

1.41    

專利/商標/智財權(項) 

 

-0.01    

-3.66*** 

-0.02    

-3.72*** 

-0.00    

-0.89    

0.01    

3.43*** 

0.00    

0.67    

每人配備率(仟元,Ln) 

 

3.19    

5.17*** 

2.38    

2.44**  

-1.07    

-1.29    

-2.29    

-7.57*** 

-0.22    

-3.15*** 

管理費用率(%) 

 

-4.52    

-5.19*** 

-4.27    

-3.10*** 

-6.09    

-5.19*** 

-0.36    

-0.85    

-0.36    

-3.65*** 

資產週轉率(%) 

 

4.12    

3.40*** 

6.44    

3.37*** 

-1.91    

-1.17    

-1.52    

2.57**  

0.15    

1.08    

【關係資本】 

獨立董事比例(%) 

 

0.11    

2.84*** 

0.15    

2.51**  

-0.00    

-0.05    

0.04    

2.12**  

0.01    

1.45    

權益性投資數(仟元,Ln) 

 

-0.25    

-1.19    

0.34    

1.00    

-0.60    

-2.08**  

-0.40    

-3.82*** 

-0.13    

-5.33*** 

存貨週轉率(%) 

 

0.15    

1.94*   

0.03    

0.24    

0.09    

0.92    

0.16    

4.22*** 

0.028    

3.25*** 

N    576    576    576    576    576    

Adj. R2 0.47    0.22    0.12    0.49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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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tatistic 40.34*** 13.65*** 7.29*** 43.54*** 24.94*** 

Durbin-Watson 0.69    1.00    0.39    0.43    0.52    

註：各自變數上方數值為係數，下方數值為p值，***表示1%顯著，**表示5%顯著，*表示10%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 

 

5.2 實務意涵及建議 

智慧資本一般可藉由下列兩種方式創造價值：(1) 經由卓越之營運而降低組織成本；(2) 

經由密切之對外連結創造有利外部關係，進而增加企業利益(Snell et al., 1996; Treacy and 

Wiersema, 1993)。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指出，「降低組織成本」之價值創造方式，主要是透過

外部夥伴關係資本及組織資本直接驅動，表示組織可利用與外部夥伴之緊密關係所獲取之

知識，引導流程創新及有效解決問題，進而增加生產與服務效率。其次，利用組織資本減

少重複性錯誤、增加知識利用及協助較佳資訊處理能力，企業亦可改善營運效率，進而降

低組織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企業利益」價值創造方式則是透過外部夥伴關係資本及人力

資本直接驅動，此結果隱含企業與外部夥伴間形成之關係網絡，可使企業更能確認並滿足

市場需求，企業可利用此知識創新其生產與服務流程，協助增加產品或服務品質，進而增

加企業利益。此外，人力資本可以藉由給予組織所需之彈性來滿足不斷改變之市場需求，

並提供組織為達到產品或服務創新所需之驅動力。以增加企業利益。因此，管理者在評估

企業績效時，不應單就財務構面進行考量，必須同時考量人力資本、結構資本以及關係資

本等不同績效評估層面，並應針對各項智慧資本單一效果與相互作用所產生之影響進行管

理，才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所使用之次級資料均屬於年資料，在資料之連續性上或有不足，使得迴歸分析

結果無法在每個自變項上均產生高度顯著效果。此外，由於樣本資料所選取之部分生技醫

療業或因成立時間過短，在投入各項預算建置智慧資本時，尚未出現明顯效益，使得對經

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效果尚未顯著。 

 

5.4 後續研究方向 

基於本研究目前所獲致結論，智慧資本確實為一個值得深入研究之議題，因此，基於

現有成果，提出二項後續研究方向： 

1. 強化衡量指標：本研究僅針對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關係資本等靜態智慧資本存量，探討其

對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影響，對於蓄積智慧資本之策略性動因則未深入加以剖析，因此建

議未來研究可考慮以Hamilton et al.,(1996)所提出之全球佈局(configuration)策略、最適控制協

調(coordination)機制，或Christensen and Raynor(1985)發表之破壞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策略等價值創造動因，是否對智慧資本影響企業價值之干擾效果進行研究。 

2. 增加抽樣對象：本研究主要選擇台灣地區一般產業、資訊科技業、生技醫療業之上市公司作為

研究對象，邇後研究可針對其他產業之上市櫃公司及公開發行公司、重視網絡國際化之中小

企業，乃至於外商來台投資企業加以研究，俾能比較差異化產業別、經營規模及對外或外來投

資主體不同之企業，是否會造成智慧資本對企業經營績效及市場價值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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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照機構服務關係品質與住民家屬助人行為之關係-以中部

某護理之家為例 

林英顏 1、黃真慧 2  

1.中臺科技大學人文管理學院行銷管理系 助理教授 yylin1951@ctust.edu.tw 

2.中臺科技大學護理系長期照顧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rr931114@gmail.com 

 

摘要 
    隨人口及家庭結構改變，長期照護需求逐年增加，現於長照機構的關係如同家庭關係

緊密，住民家屬助人行為對於機構成本效益及永續經營具重要之影響。目的為探討機構服

務關係品質與住民家屬助人行為之關係，以訪談調查法，訪談調查機構住民家屬，研究發

現機構服務關係品質對住民家屬的助人行為有影響。 

關鍵字:關係品質、助人行為 

 

一、研究背景與重要性 
    高齡化社會及人口轉型之快速發展，愈來愈多的老人在經濟、醫療，乃至於居家生

活、教育、休閒、娛樂、安養、心理及社會適應等方面的產生困難，帶給家庭及社會極大

的衝擊，因此老人長期照護問題受到重視(范光中、許永和，2010)。長期照護機構提供家

屬情緒上的支持，以及實質照護的協助，並維持家庭系統的持續性，而機構涵括家庭的全

人照護模式，能鼓勵家屬參與機構照護，進而提昇照護品質(王文芳、陳玉敏，2004)。但

機構的人力不足、找不到照顧人力及外籍看護工的管理問題都成為新聞關注的焦點(石富

元，2017；謝宜璋，2017)。由於家戶結構改變、機構照護人力不足，導致家庭照護生活

品質下降、機構人員勞務繁重；而住民家屬提供物資、陪伴或協助相關活動，可減輕照護

人力勞務的問題。長期照護不是老年人的專利，年輕人也可能因為疾病或意外，而失去自

理生活的能力（張家嘯，2011）。各機構對於現有的床位收容率皆達80%以上（衛生福利

部，2020），使用率高可見長照機構內的服務關係品質維持是極為重要的。本研究試圖藉

由臨床實務面探討機構內員工與家屬的服務關係品質對於機構或顧客是否有相互的助人行

為，在家屬的助人行為介入後，是否會提升長照機構內的組織效益，減輕長照機構照護人

員的工作壓力，提升單位內的氣氛，透過不同領域對於服務關係品質及助人行為做更深入

的追蹤，以彌補過去學術與實務界之缺口。瞭解照護人員與住民間關係品質是否會誘發家

屬間互相協助，進而提升照護品質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二、目的 
    過去文獻研究中，黃秀雲(2017)探討某知名連鎖美髮店關係品質之信任、承諾及滿意

度與自發行為之忠誠、合作及參與行為呈正相關。簡郁諺(2019)探討南投縣社區居民之社

區參與對社區認同、幸福感及助人行為呈正相關、McGuinness et al.(2019)探討品牌忠

誠關係有助顧客間助人行為。在過去的文獻中，長照機構內的服務關係品質影響助人行為

的探討幾乎沒有。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長照機構服務關係品質是否為影響住民家屬助人行為的直接因

素？ 

mailto:yylin1951@ctust.edu.tw
mailto:rr9311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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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服務關係品質是企業與顧客雙方之間關係強度的整體程度評估，且此評估能符合雙方

面的需求及心理期望(Farooqi, 2014)。服務關係品質是顧客與企業間的一種關係層次，

而這種關係層次將取決企業滿足顧客需求的程度 (Hennig-Thurau、Klee, 1997)。關係品

質的內涵包含中小企業員工對顧客提供之信任、承諾及滿意(蔡源成，2019)。利社會公民

行為依廣義的定義泛指能夠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力的行為；狹義的定義則指一種能夠增進

他人利益的行為，如助人、奉獻、合作、利他行為等均屬之（張春興，2006）。助人行為

是一種親社會行為，旨在幫助或惠益另一人的自願行為。助人行為普遍被認為是維繫人際

和諧、促進社會安樂的要素，也是現今大學推動品德教育及服務學習期盼養成的行為(洪

敏貴與周靜婷，2020)。Groth (2005)將顧客公民行為定義為：「顧客一種自願、無任何條

件交換的角色外行為，對於成功的服務生產與傳遞並非必要，但總體來說對於服務組織是

有幫助的。」Groth (2005)認為顧客公民行為是發生在特定的服務背景下，顧客行為超出

組織期望外，這些行為通常對提供服務的組織是很有價值的。 

 

四、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本研究以訪談法作為搜集資料的方式，以中部某家長照機構為取樣的

對象，以立意取樣的方式，訪談了8位受訪者。研究過程中訪談了關於對機構選擇的原

因、使用時間及對機構的滿意及建議事項，訪談結束將訪談結果轉為逐字稿並進行分析。 

（二）研究對象：本研究針對中部某家長照機構之住民家屬作為取樣對象，以利益取樣的

方式，訪談了8位住民家屬，家屬須為法律認定之二等親內，且身體精神狀況良好，可配

合完成調查者。排除住民之未成年之家屬(未滿20歲以下之為排除對象)。 

 

五、結果與討論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依據訪討方式共計訪談8位家屬，分析訪談逐字稿之後發現，結果呈現（一1.

家屬選擇機構會依據醫療取得便利性：雙薪家庭對於機構的選擇，常常基於地緣的便

利性，因此，醫療機構的便利性與完整性，就是客戶選擇照護機構的依據。 

家屬1:「我們是住在附近的，平常媽媽就是在這家醫院看診，因為開刀後家裡真的沒

辦法照顧，所以才會選擇這裡。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很細心而且工作專業都很好。」 

家屬2:「家中長輩年紀大，慢性病多，這家醫院的科別齊全，我的朋友也在這家醫院

工作，可以協助就近照顧。而且工作人員都是本國國籍的，較好溝通。」 

家屬3:「我們的爸爸因為中風開刀現在單側肢體不方便，家裡住4樓，我和太太都要

上班，小孩都上學，主治醫師就推薦這邊。我們看過環境，而且平時還有復健師會來協助

復健，我就不用一直請假帶爸爸來回診或復健。」 

2.機構與家屬間關係關係互動關係會影響顧客的選擇：對於照護機構的選擇，良好的

互動是很重要的心理支持，當機構願意提供較多的聯繫與溝通，會使得客戶以正向的回饋

方式來回饋機構。 

    家屬4:「現在疫情期間，護理長及護理師都會主動打電話告訴我們爸爸的狀況。讓我

們超放心的。」 

    家屬5:「現在疫情時間都限制訪客時間了，住在遠處的親戚臨時想來都不行，但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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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對於我打電話來也都很細心解說，讓我們很放心。」 

    家屬6:「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很忙碌，我奶奶住這很久了，他們都很細心照顧，每次來

奶奶都香噴噴的，奶奶開心我們也很開心。」 

    家屬8:「我的弟弟工作及家庭都在北部，想幫媽媽轉到北部的機構，媽媽都說不要，

這裡的工作人員及其他住民都是媽媽的好朋友，把媽媽照顧得很好，捨不得，所以弟弟只

能抽空下來看媽媽。」 

3.住民家屬主動的助人行為和機構間形成正向循環的互助關係：住民家屬的主動協

助，使得住民、家屬以及其他住民、家屬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網，彼此的協助與支持，

讓住民得到心理上的支持與更多的協助。 

家屬4:「現在疫情期間，有訪客限制及預約會客。爸爸在這裡也有很多好朋友，我們

幾個家庭就互相聯繫，若有人沒辦法來機構，我們就會互相幫忙帶東西，關心長輩。」 

家屬6:「這裡的工作人員都很忙碌，他們都很細心照顧奶奶，所以我每次來都會協助

工作人員幫忙佈置長輩的作品、唱歌娛樂大家。」 

家屬7:「這裡的長輩應該每天都要出去曬曬太陽，但工作人員太忙了，我來的時候就

會帶出去散散步。機構很貼心還在門口裝置小電視，提醒我們進出洗手及教導洗手方式，

我都要變成達人了。這樣很好，老人家身體抵抗力較弱，真的需要我們多注意。」 

家屬8:「我是園藝老師，來看媽媽時，會順便幫機構整理花圃內的植物，這樣機構看

起來朝氣蓬勃的。之前也跟護理長協調每周花一些時間教老人家種些小盆摘，訓練他們的

手眼協調，成效還不錯呢。」 

（二）討論 

    1.家屬選擇該機構原因以醫療取得為首要考量，就醫方便也提升了家屬對服務品質的

滿意、機構照護人員會安排相關活動由娛樂中住民的認知功能、肢體活動功能，也提升住

民家屬的認同感及彼此間的關係品質，藉由探視時間協助繁忙的照護人員，使機構的家庭

氛圍提升 

2.機構的服務關係品質對住民家屬的助人行為有顯著影響。所以，照護服務關係品質

對助人行為顯著正向影響，即機構的服務關係品質越高，住民家屬的助人行為也愈高。 

 

六、研究建議 

    本研究僅以某照護機構為取樣的來源，當中也僅訪談8位受訪者，研究結果無法推論

至其他機構，但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有以下建議： 
（一） 建議長照機構可協助家屬成立支持團體，讓較資深的家屬以過來人的身分代言與新入住機

構的家屬分享機構生活點滴，有助於新入住家屬與機構建立類家人之關係。 

（二） 積極與家屬建立良好互動關係，使家屬參與後感受到被重視及尊重，培養彼此的服務關係

品質，藉由電話或探視時連絡提升住民家屬的助人行為。當機構提供家屬服務之行為越完

整，則家屬對機構的服務關係品質及助人行為也會隨之提升。機構持續提供符合長者相關

輔助老化的運動、提供相關友善高齡的居住環境，以提升住民的居住品質，而提高住民家

屬助人行為，可作為該機構擬定策略提升競爭力之參考依據。 

（三） 本研究在資料收集上，僅針對一家護理之家訪查收集，因此在研究結果的推論上可能會受

到影響和限制。在未來會與文獻及臨床調查修訂問卷並擴大研究參與數量，藉以探討長照

機構服務關係品質與住民家屬助人行為間關係。 

 



354 
 

七、參考文獻 

王文芳、陳玉敏(2004)‧家屬安治老人於長期照護機構之經驗‧長期照護雜誌，8(3)，327-

344。 

石富元(2017 年 3 月 18 日)．長照機構合法也不保安全．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 

headline/daily/20170318/37587602/。 

范光中、許永和(2010)‧台灣人口高齡化的社經衝擊‧台灣老年醫學暨老年學雜誌，5(3)，

149-168。 

張春興（2006）。張氏心理學辭典（重訂 版）。臺北市：臺灣東華。 

張家嘯（2011）．70 萬人需長期照護長看險投保率僅 1.4%．取自

https://www.cardu.com.tw/news/detail.php?nt_pk=7&ns_pk=13365。 

黃秀雲(2017) ．關係品質, 顧客正面情感與顧客自發行為之研究．2017．PhD Thesis。 

蔡源成(2019)．從整合性品質的觀點探討企業提升顧客忠誠度的前置因素．品質月刊，

55(3)，41-45。 

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0)．高齡及長期照顧統計．取自 https://dep.mohw.gov.tw/DOS/cp-

4226-45154-113.html。 

謝宜璋(2017 年 3 月 15 日)．長期照顧─安全罩不住．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new/ 

realtime/20170315/1077074/。 

簡郁諺(2019)．南投縣社區居民之社區參與對社區認同, 幸福感及助人行為之研究．暨南

大學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學位論文，1-64。 

Farooqi, S. R. (2014). The construct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Journal of Relationships Research, 5. 
Groth, M. (2005). Customers as good soldiers: Examining citizenship behaviors in internet 

service delive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1(1), 7-27. 
Hennig-Thurau, T., & Klee, A. (1997). The impact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customer retention: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and model 
development. Psychology & marketing, 14(8), 737-764. 

McGuinness, E., Herjanto, H., & Chilicki, A (2019). A new model of customer helping 
behavior. Best practices: synchronizing the corporate culture with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and good governance, 71. 

 

 

 

 

 

 

 

 

 

 

 

 

 

 

https://www.cardu.com.tw/news/detail.php?nt_pk=7&ns_pk=133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70040


355 
 

 

     北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幸福感中介效果與

學習動機調節效果之檢定 

康緞 康景翔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科技大學 

企管系助理教授 企管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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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軍隊為一組織複雜且結構龐大的團體，國軍因應國家政、經情勢發展及精粹案之執

行，現正實施組織精簡、兵役制度革新，並在持續調增募兵比例狀況下，志願役士兵為組

織未來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其質與量是否能達到標準及需求，對國軍成功轉型影響甚

鉅。基此，志願役士兵之進、訓、用、考、退(輔)等相關規劃，若能滿足個人期望與 

需求，實為國軍兵役制度革新與戰力維持之重要題課。 

    本研究係探討北部憲兵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幸福感中介效果與學習動機調

節效果之檢定，將憲兵二0二指揮部五大營分開進行問卷發放，並根據330份有效回收 

問卷，採取便利性抽樣方式將問卷分為軍、士、官兵進行填答，使用SPSS 22.0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工作滿意度、幸福感與留營意願具正向關聯性;幸福感對工作

滿意度及留營意願呈中介效果;學習動機對工作滿意度及幸福感具干擾效果。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人」為現在社會裡重要的結構角色，不論任何團體，「人」是最具價值的資產。而在

人力資源管理日漸重視的社會裡，要維持憲兵國軍戰力則必須保持新陳代謝招募新人，而

如何招募到所需人才及將在職的優秀人員留用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由此可知留營意願的重

要性，因此如何讓國軍感受營中工作過程的愉悅幸福，並提高其職場滿意程度，值得探究。

然 Currivan(2000)和許多學者指出「工作滿意」會與「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我國過

去所實行之「全徵兵制」，因社會環境變遷與兵員來源減少等諸多因素，現正推動兵役制度

改革，而現行憲兵國軍逐年提高募兵比例，期能達成「全募兵制」之目標，使長役期與高

素質之兵員為國所栽培及運用，優化國軍素質，符合「量適、質精、戰力強」的國防目標。

隨著我國憲兵軍備高科技化的趨勢，軍隊專業化程度日漸提升，國軍正朝向｢專業軍隊｣發

展中，對於高素質人力需求更是迫切，各種專業人材的養成訓練，不僅增加訓練的時間，

更應注重訓練內容的精密分工及導向。Senge (1994)在「第五項修練」中亦認為學習機制是

一種改善企業的重要方式，以增進員工幸福感。綜合上述，工作滿意度、學習動機、幸福

感及留營意願之間關聯性，因此，本研究擬以北部憲兵為研究對象，探討北部憲兵的工作

滿意度對幸福感及留營意願的影響，並以幸福感為中介變數以及學習動機為干擾變數，探

討北部憲兵的工作滿意度是否會增加幸福感進而影響其願意繼續留在軍中服務的意願。再

以學習動機使自己獲得更多職場上的知識與技能，藉以探討此結果能否干擾其工作滿意度

與幸福感的關係。 

1.2 研究動機 

    憲兵指揮部為全國憲兵最高階層單位，負責計畫、管制及督考，屬於幕僚單位，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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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般國軍部隊、機關及學校單位任務性質，而因任務特性及工作環境不同於其他國軍單

位狀況下，對該部志願役官兵留營意願影響因素預判將較部隊單位有所不同，為瞭解陸軍

司令部所屬志願役官兵是否能融入單位團體，志願續留於單位效力，故本文擬研究工作滿

意及幸福感對留營意願是否有正向關係，找出問題，進而提出相關建議，將有助於志願役

憲兵的慰留。此外，國軍的學習動機也可能影響他(她)們認知的職場感受。 

    是故，本文擬探究北部憲兵的工作滿意度、學習動機、幸福感及留營意願之關聯性，

以及幸福感是否中介工作滿意度及留營意願之關係，並探究學習動機是否調節工作滿意度

及幸福感其間之關係，以上是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1.3 研究目的 

    基於上述並結合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首先以文獻回顧的方式來了解工作滿意度、

幸福感、留營意願及學習動機等相關變數，再以書面問卷調查的方式，針對北部憲兵相關

單位為研究對象，藉此實證來了解北部憲兵國軍相關單位於工作滿意度、學習動機、幸福

感及留營意願之關係。經由以上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的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一、探討北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與其幸福感是否有影響關係。 

二、探討北部憲兵之幸福感與其留營意願是否有影響關係。 

三、探討北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與其留營意願是否有影響關係。 

四、探討北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是否透過其幸福感而影響留營意願之關係。 

五、探討北部憲兵之學習動機是否干擾其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其間之關係。 

二、文獻探討 

2.1 工作滿意度 

美國心理學家 Hoppock 於 1935 年首次提出工作滿意度，並對此進行了闡述，認為工

作滿意度是組織員工在考慮當前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是否滿足他們的預期需求時的主觀感受，

這主要體現在對個體心理和生理水準的提出和解釋，逐步使工作滿意度具體化，進而使其成

為國內外學者和各學科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綜合多位幾位學者提出工作滿意度的構面，各

學者研究觀點有所不同，但是基本上有包含工作的本質及定位、升遷獎勵的制度、工作環境

以及工作整體評估之滿意感受。故本研究採用 Buitendach and Witte(2005)的研究理論，以員

工對工作的評價與認知程度，包含各個層面的感受，且員工會以滿意程度當作重要因素來評

量本身所從事的工作等學者所製訂之量表修訂之，並參酌 Lee, Ok, and Hwang (2016)「整體

工作滿意度」之衡量構面。此外，本文參酌 Hoppock(1935)的研究將工作滿意度定義為憲兵

在考慮當前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是否滿足他們的預期需求時的主觀感受。 

2.2 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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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維益(2019)之研究係以 Maslow 的層級理論為基礎，說明自願役士官之工作幸福感

愈高則其愈有留任意願。黃明堂(2019)認為壓力較大與工作繁重之一線工作者，因需與客

戶直接接觸，故形成自身有形與無形的壓力，這也造成員工不易留任與幸福感低落。此

外，辜詠琳(2016)也提及國防人力資源轉型是近年來國軍主要政策，國軍有許多默默耕

耘、堅守崗位的軍官，雖不擅長自我行銷，卻是各單位最堅強的後盾。惟近年國軍人事精

簡政策與退伍年金制度等話題持續發酵，軍官幹部因不滿工作現況或因工作與家庭衝突等

因素，轉而選擇另尋出路，徒使國防人力資源蒙受損失。 

    綜合以上敘述，本研究認為國軍弟兄彼此之間可透過幸福感之增進而增加留營意願。

當個人在職場上覺得幸福以及滿意時，則國軍弟兄可能會因感到幸福滿滿，而提升其留營

意願並降低離營率。因此，當國軍弟兄對於幸福感越滿意與幸福時，越能提高其留營意

願。 

2.3 留營意願 

    辜詠琳(2016)說明國防人力資源轉型是近年來國軍主要政策，國軍有許多默默耕耘、

堅守崗位的軍官，雖不擅長自我行銷，卻是各單位最堅強的後盾。惟近年國軍人事精簡政

策與退伍年金制度等話題持續發酵，軍官幹部因不滿工作現況或因工作與家庭衝突等因

素，轉而選擇另尋出路，徒使國防人力資源蒙受損失。林詣軒(2020)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

成就動機、幸福感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知覺差異情形與現況，以探究各變項之間的關聯

作用程度與現況，研究結果實證滿意度愈高的人，愈能感知工作上的幸福感。 

    綜合以上敘述，本研究認為國軍弟兄彼此之間透過工作上的滿意與成就，而感受個人

的幸福感，進而提升其留營意願。當個人工作未能完成與挫折而感到不滿意時，則可能員

工的幸福感可能受限，在工作滿意度上出現困難時，自然而然國軍弟兄難以感到在工作上

得到幸福感。因此，當國軍弟兄對於工作滿意度越滿意與有成就時，越能提高幸福感。 

2.4 學習動機 

    蔡彥芬(2015)說明成員在組織環境所抱持的工作態度，往往跟他在工作上的滿意度有

極大的關聯。為了提升成員的工作滿意度以滿足機關組織的長遠發展考量，不論公私部

門，普遍均會透過如開班授課等學習機制，提供員工各式學習與進修的管道。然而，透過

員工的學習與進修是否確有助於改善其工作滿意度，又參與學習的意願及動機往往牽動著

學習與進修的成效，對於員工工作滿意度的高低而言，與員工的學習動機有無相關的影

響，在政府部門推動在職學習及終身學習政策之際，確實是一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課題。

謝定維(2017)研究旨在探究正向心理、學習動機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其目的為瞭解學習

動機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並實證愈有學習動機者，其感受到的幸福感愈高。 

    綜合以上敘述，本研究認為學習動機會干擾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關係，國軍弟兄彼

此之間透過強化其職場上的學習動機可增加工作上的滿意與成就，並讓個人感受到幸福

感。當個人在學習動機上有某一程度的學習，將可能會對於工作上的滿意程度有所影響，

因此當學習動機愈高，則國軍弟兄的幸福感可能愈增加，反之學習動機低且有困難性時，

自然而然國軍弟兄難以感到高程度的工作滿意度及幸福感。因此，當國軍弟兄對於工作滿

意度越滿意與有成就時，越能提高其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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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目的，首先探討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之影響關係，其次探討幸福感對留營意

願之關聯性，接著瞭解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關係，並以學習動機做為調節變數，

及幸福感為中介變數，說明工作滿意度、學習動機、幸福感及留營意願之關係。研究架構

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研究架構，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1:北部憲兵部屬的工作滿意度對其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H2:北部憲兵的幸福感對其留營意願具有顯著正向影響關係。 

H3:北部憲兵部屬的工作滿意度對其留營意願具有正向影響關係。 
H4:北部憲兵部屬的幸福感對於其工作滿意度及留營意願俱中介效果。 

H5:北部憲兵部屬的學習動機對其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俱干擾效果。 

3.2 研究變數操作性定義與衡量 

3.2.1 工作滿意度 

  (一)操作型定義:憲兵在考慮當前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是否滿足他們的預期需求時的主觀

感受的程度(Hoppock, 1935)。 

  (二)衡量:本研究之工作滿意度量表是參考 Buitendach and Witte(2005)及陳中雲（2001）、

林昕翰（2010）及 Lee, Ok, and Hwang (2016)之量表設計，後依研究目的修改題項，以符合

研究之需求。共計 14 題。 

3.2.2 幸福感 

  (一)操作型定義:本文參酌 Diener(1984)的研究，將幸福感定義為強調憲兵個人對幸福感的

認知感到很可靠及值得信賴的程度，並且認為幸福感是一種對工作評估後的結果，而工作

滿意可以代表個人對工作整體層面的評價包含感知工作很可靠及值得信賴的程度，即反應

出個人幸福感的程度。 

  (二)衡量:本研究採用謝玫芸(2008)研究理論包含：認為在主觀幸福感是個人生活體驗感受，

認為自我肯定是個人存在價值，是他人給予肯定的；對目前的生活感到知足歡喜的生活滿

學習動機 

工作滿意度 

 

 

 

幸福感 

 

留營意願 
H1 H2 

H3 

H4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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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心理、生理健康感到良好的身心健康；與朋友同事有良好互動關係的人際關係等四個

層面，並依研究目的修改題項為單一構面，題項共計 15 題。  

3.2.3 留營意願 

  (一)操作型定義:本研究之留營意願參酌 Mobley(1977)的留任模式中，將「留任意願」定

義為是員工經過審慎思考、評估其留任之成本效益後，願意留在同一組織或不傾向離職的

工作態度，再依據軍職人員的特殊性，將其轉換為「留營意願」稱之。 

  (二)衡量:本研究主要參酌 Price & Mueller(2001)的研究，以「留任意願」作為預測離職行

為的變數，提出模型中的七項自變數：「薪資待遇」、「分配公平性」、「升遷機會」、「工

作重複性」、「決策參與」、「組織溝通」、「同事融洽度」，並依研究目的修改題項為單

一構面，題項共計 15 題。 

3.2.4 學習動機 

  (一)操作型定義:本文參酌 Cross(1981)的研究，將學習動機定義為憲兵個人認知和社會環

境交互作用的結果，學習活動的動機可能是多元的且交互相關的複雜心理歷程的程度。 

  (二)衡量:本研究之學習動機量表主要參酌心理學之父 Maslow(1954)的「需求層次理論」，

將人類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隸屬感與愛的需求」、「自尊的需求」、

「了解的需求」、「審美的需求」、「自我實現的需求」等七個層次，並依研究目的修改題

項為單一構面，題項共計 15 題。 

3.3 研究對象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在於探討北部憲兵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並以幸福感為中介變數及學

習動機為調節效果，採便利性抽樣，蒐集國內外工作滿意度、幸福感、留營意願與學習動

機意願四個變項之相關文獻進行研究。 

本研究以臺北地區憲兵部隊作為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方法收集資料，時間自民國

110年02月至110年3月止，共發放335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33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7%，後根據此330份有效問卷使用SPSS 22.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藉以探討台北地

區憲兵部隊工作滿意度、學習動機、幸福感與留營意願的關聯性。 

3.4 量測方法 

本研究量表尺度使用李克特五等量表(Likert Scale)，依受試者對每項題目的認同程度分

別賦予各級別不同的分數，「非常同意」賦予分數為 5 分、「同意」4 分、「普通」3 分、「不

同意」2 分、「非常不同意」1 分。 

四、研究結果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依據有效回收問卷分析敘述性統計之結果，性別以男性居多，樣本顯示有272位

佔82.4%；婚姻狀況以已婚居多，樣本顯示有295位佔89.4%；年齡以21~25歲居多，

樣本顯示有148位佔44.8%，教育程度以二專居多，樣本顯示有143位43.3%，服務年資

以5(含)年以下居多，樣本顯示有221位67%，職務階級以下士居多，樣本顯示有9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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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4.2 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Cronbach's alpha值來衡量各變數的信度，測量結果的一致性、穩定性及可靠性，

本研究各構面之係數值信度分析介於0.909與0.887之間，並無低於 0.35 需加以拒絕者，顯示本研

究問卷具有相當良好的信度。本研究之各變數整體信度分析，工作滿意度為0.874；幸福感為

0.909；留營意願為0.887；學習動機為0.883，皆大於Cronbach’s α值0.7標準，顯示各構

面及變項具有內部一致性。 

4.3 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進行各變數的分析檢驗，確認變數與變數間是否具有線性關

係。研究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在顯著水準p值＜0.01層時，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呈顯著中度正向

線性相關（r=0.788，P <0.01），工作滿意度與留營意願為顯著低度正向線性相關（r=0.318，P 

<0.01），幸福感與留營意願為顯著低度正向線性相關（r=0.379，P <0.01）；研究結果說明各構念

間均具有顯著的線性關係r均小於0.85，因此判定各構念間不具線性重合。 

表 1 相關分析表(N=330) 

構面 工作滿意度 學習動機 幸福感 留營意願 

工作滿意度 1    

學習動機 0.407*** 1   

幸福感 0.788** 0.551*** 1  

留營意願 0.318** 0.393*** 0.379** 1 

註:*表示 p ＜0.05 ； **表示 p ＜0.01 ； ***表示 p ＜0.001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4.4 迴歸分析 

本研究欲探討北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幸福感中介效果與學習動機

調節效果之檢定，來解釋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關係。 

1.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之影響 

    由表 2 所示，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有 62.1%的解釋力，迴歸方程式的 F-value 為

538.044，P-value 小於 0.001，表示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的影響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其中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呈顯著的影響力（β 為 0.788，P-value 小於 0.001）。綜合前述，

H1：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的影響，成立。 

表 2 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之迴歸分析 

註：「*」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依變數 

     自變數 

 幸福感 
p-value 

標準化係數β 

（常數） 0.650 0.000 

工作滿意度 0.788*** 0.000 

R 平方 0.621 

F-value 538.044 (P-value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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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幸福感對留營意願之影響 

    由表 3所示，幸福感對留營意願有 14.1%的解釋力，迴歸方程式的 F-value為 54.959，

P-value 小於 0.001，表示幸福感對留營意願的影響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表示幸福感對

留營意願呈顯著的影響力（β 為 0.379，P-value 小於 0.001）。綜合前述，H2：幸福感對

留營意願的影響，成立。 

表 3 幸福感對留營意願之迴歸分析 

3.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 

    由表 4 所示，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有 10.1%的解釋力，迴歸方程式的 F-value 為

36.925，P-value 小於 0.001，表示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的影響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表示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呈顯著的影響力（β 為 0.098，P-value 小於 0.001）。綜合前

述，H3：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的影響，成立。 

表 4 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迴歸分析 

註：「*」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4.幸福感對工作滿意度與留營意願之中介效果 

根據表 5 所示，模式一中顯示工作滿意度對幸福感具有顯著正向關係（β=0.437, 

p<0.001），解釋力為 26.3%（R 平方=0.263），符合條件一。並且在模式二當中，顯示工作

滿意度對留營意願具有顯著的正向關係（β=0.425 p<0.001），解釋力為 18.3%（R 平方=0.183），

符合條件二。而在模式三中，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的影響中，加入中介變項幸福感後，

其迴歸係數由 β 值 0.425（p<0.001），下降為 β 值 0.016（p<.001），且無顯著影響。而且幸

福感對留營意願仍然具有顯著正向關係（β=0.634 p<.001），解釋力為 18.9%（R平方=0.189）。 

因此 H5：幸福感在工作滿意度與留營意願間具有部份中介效果。 

 

         依變數 

     自變數 

 留營意願 
p-value 

標準化係數β 

（常數） 2.408 0.000 

幸福感 0.379*** 0.000 

R 平方 0.141  

F-value 54.959 (P-value =0.000***) 

註：「*」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變數 

     自變數 

 留營意願 
p-value 

標準化係數β 

（常數） 2.509 0.000 

工作滿意度 0.098*** 0.000 

R 平方 0.101 

F-value 36.925 (P-value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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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幸福感對於工作滿意度與留營意願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幸福感 留營意願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β T 值 β T 值 β T 值 

工作滿意度 0.437 9.417*** 0.425 7.326*** 0.016 2.651 

幸福感     0.634 23.688*** 

F 110.403*** 72.107*** 74.411*** 

R 平方 0.263 0.180 0.189 

調整後 

R 平方 

0.251 0.162 0.178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5.學習動機對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干擾效果 

   本研究利用層級迴歸來驗證學習動機是否對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具干擾效果，以實證

H5:學習動機對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具干擾效果之假說是否成立，茲將分析結果整理如表

6。 

    據表 6 模型 3 干擾迴歸分析結果可得知，工作滿意度與學習動機對幸福感的的迴歸係

數為 0.028，p值為 0.416，大於 0.05未達顯著水準 (β= 0.028，p>0.05)。因此「學習動

機對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干擾效果」之假說不成立。 

表 6學習動機對工作滿意度與幸福感之層級迴歸分析 

變數名稱 

幸福感 

模型ㄧ 模型二 模型三 

β值 t 值 β值 t 值 β值 t 值 

工作滿意度 .788*** 23.196 .676*** 19.882 .675*** 19.812 

學習動機   .276*** 8.117 .288*** 7.730 

工作滿意度 x

學習動機 

    
.028 .814 

F-value 538.044*** 355.182*** 236.765*** 

R 平方 .621 .685 .685 

調整後 R 平

方 

.620 .683 .683 

註：「*」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0.001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五、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果之探討；第二節研究建議；第三節研究限制。 

5.1 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北部憲兵之工作滿意度對留營意願之影響-幸福感中介效果與學習動機

調節效果之檢定。曾浚吉(2020)認為工作滿意對幸福感具有正向影響，林詣軒(2020)的研

究顯示不同背景變項在成就動機、幸福感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的正向關係。以上研究結果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wy7i6Q/search?q=auc=%22%E6%9E%97%E8%A9%A3%E8%BB%92%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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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假設1相符。張維益(2019)之研究係以Maslow的層級理論為基礎，說明志願役士官之工

作幸福感愈高則其愈有留任意願。辜詠琳(2016)也提及國防人力資源轉型是近年來國軍主

要政策，國軍有許多默默耕耘、堅守崗位的軍官，雖不擅長自我行銷，卻是各單位最堅強

的後盾。以上研究與假設2相符。何昇陽(2020)探討工作滿意度對國軍志願役人員留營意

願影響之研究，結果工作滿意度與留營意願俱有顯著正向關係。陳聿賢(2020)在探討募兵

制下軍職人員的工作滿意度與留營意願間之相關性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研究顯示其間也呈

現正向之關聯性。以上研究與假設3相符。林詣軒(2020)探討不同背景變項在成就動機、

幸福感以及工作滿意度之間的知覺差異情形與現況，以探究各變項之間的關聯作用程度與

現況，研究結果實證滿意度愈高的人，愈能感知工作上的幸福感。以上研究與假設4相

符。蔡彥芬(2015)說明成員在組織環境所抱持的工作態度，往往跟他在工作上的滿意度有

極大的關聯。謝定維(2017)研究旨在探究正向心理、學習動機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其目

的為瞭解學習動機與幸福感之間的關係，並實證愈有學習動機者，其感受到的幸福感愈

高。以上研究與假設5相符。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假設皆成立，且有相關研究可印證。 

5.2 建議 

研究結果可提供國軍單位參考，並能藉由工作滿意度來增進幸福感、學習動機，藉

以提升對國軍的留營意願。 

本研究可採用問卷發放方式，每年進行相關調查，並驗證工作滿意度所帶來之效益，

使其能夠瞭解人員在工作滿意度、學習動機、留營意願與學習動機關係之提升。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透過問卷方式採用量化方式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增加質性訪談的方式，

讓量化與質化能兼具，使研究結果更加完善。 

本研究以臺北地區憲兵部隊進行研究，研究母體範圍有限，但臺北市憲兵營區有許多

單位，若能放大母體範圍，做較為全面性的抽樣調查，或者與不同單位來進行差異性比

較，更能夠瞭解不同單位及體系制度下的研究結果是否一致，若能一致更能襯托出人員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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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以企業生命週期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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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並進一步考量不同企業生命週期之

間，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影響之程度是否存在差異，首先，在未考慮企業生命週期下

，實證結果顯示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呈顯著正向影響。其次，探討處於不同生命週期

對負債資金成本產生之影響，以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實證結果顯示處於成長期之企業其

負債資金成本低於成熟期之企業；而處於衰退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高於成熟期之企業

。最後，在考慮企業生命週期下，以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相較於成長期及衰退期之企業

投入研發投資時，對負債資金成本增加之程度是否存在差異，其實證結果均不具顯著差異

，顯示企業在投入研發時，其負債資金成本增加的程度不受企業生命週期的影響。 

關鍵字：研發投資、負債資金成本、企業生命週期 

Abstract 

In this study,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mpany’s life cycle,the results show that R&D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st of debt funds.Discus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life cycles 

on the cost of debt funds,using the mature period as the basis for comparison.The results that 

companies in the growth period have lower debt capital costs than those in the mature period,while 

in the recession period have higher debt capital costs.Considering the life cycle of a company,taking 

the maturity period as the basis for comparison,wheth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when invests in R&D investment in the growth period and 

decline period,and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Keywords:R&D、cost of debt、business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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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企業為了維持於產業中的地位，研發投資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它關係到企業能否確保

於產業中的競爭優勢，以維持永續之經營，惟企業進行任何一項投資都會產生相對應的風

險，研發投資亦是如此，因研發須投入鉅額的資金，且研發時間及研發結果相當難以掌握

，其不確定性因素愈高，研發失敗的風險就愈高。 

  透過融資借款以滿足自身的資金需求是企業常用的籌資管道，而企業向債權人借款的

融資利率直接影響了企業的負債資金成本；而負債資金成本是企業籌資決策決定的重要因

素，其負債資金成本的決定與企業的違約風險、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及企業失去償債能力的

可能性有關，當企業的整體財務風險增加時，投資人或是債權人都會要求相對應的報酬予

以補償，亦即增加資金報酬率，使其提高企業整體的債務資金成本。 

  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將面臨不同的挑戰，使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有不同的因應策略

及規劃。生命週期的概念最早是由 Haire (1959)提出，認為企業從草創至成熟穩定營運的發

展過程中，將呈現出類似的成長模式；而企業生命週期理論則是來自於個體經濟學及行銷

學領域中的產品生命週期概念所衍生而成的理論，企業就如同每個產品，會經歷開始期、

成長期、成熟期及衰退期之生命週期階段。 

  綜上內容得知，企業欲在這個知識經濟的時代中，取得永續競爭的優勢及維持市場地

位，則應須持續投入研發投資，以維持技術領先，但因企業進行任何一項投資都會產生相

對應的風險，而研發投資通常須投入鉅額資金，且研發時間及結果難以掌握，其不確定性

因素愈大，研發的風險就愈高，而處於不同生命週期階段之企業，其所產生的風險及因應

策略亦有所不同；又因企業透過融資借款以滿足資金需求是企業常用的籌資管道，所以企

業為滿足研發投資所產生的資金需求，其負債資金成本則成為企業決定籌資決策的重要因

素，因此，本研究之動機為探討企業投入研發投資時，對於其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為何，

並考慮處於之不同生命週期階段之企業，其所面臨的風險亦不同，債權人所給予的融資條

件亦不同，本研究進一步探討各生命週期階段之企業投入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影響程

度之差異。 

二、文獻探討與建立假說 

  按資源基礎理論之旨在探討企業的永續競爭優勢，其經營活動及市場競爭優勢，來自

企業所擁有之核心能力與資源(李文瑞，2002)。過去學者從資源基礎理論的觀點進行實證研

究，發現當一家企業擁有不可取代、有價值、稀少、且難以仿效之資源時，若能適當運用

這些資源，則可以為公司創造競爭優勢(Bartlett and Ghoshal, 1989)。至於創造競爭優勢的主

要特定資源包括(1)機器產能(2)顧客忠誠度(3)生產經驗及(4)技術領先等，其中技術領先可

以使企業獲得有利的資源，並形成競爭者難以跨越之門檻，因此，企業應持續進行研發投

資，以維持並改善公司的領先技術與獲利能力(Wernerfelt,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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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支出依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 38 號無形資產之規定，應將其支出區分為研究階

段和發展階段，無法區分者應視為研究階段支出，故企業內部產生之研究發展支出原則上

應認列為當期費用，除符合特定條件時才可以將其認列為無形資產，但國內研究發現研究

發展支出對於效益之影響，具有遞延之現象，亦即其效益似乎實現於第三年至未來幾年，

平均而言，在未來四到五年內每 1 元的研發投入可產生超過 2 元以上的獲利，而高強度的

研發之企業則可以產生 3 元以上的獲利(劉正田，1997)，代表著研發投資會對當期經營績效

產生負面影響，而對未來經營績效產生正向影響。 

  而國內關於研發投資與風險方面之相關研究，如范宏書與林彥廷（2010)研究指出研發

支出所產生之效益無法完全反應於股價上，其原因是來自風險溢酬或是資訊不效率導致股

票錯誤評價，發現股價未能完全反應研發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實質之原因是來自於風險溢酬

，而非研發支出費用化與遞延效益不相配合，導致扭曲財務報表，使資訊在市場上缺乏效

率性。王元章(2001)指出研發支出對內部人持股產生顯著負向之影響，而內部人持股又對風

險產生顯著負向之影響，故研發支出會對公司的風險產生顯著之正向影響。林玉燕(2009)探

討了廣告和研究發展對公司股價風險的影響，結果發現研究發展與公司股價會對系統和非

系統風險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且具有較高風險的公司比具有較低風險的公司具有更大的

影響力。 

  另外，薛健宏與許崇源（2007)研究指出低風險且低報酬公司的研發支出會對公司風險

產生顯著負向之影響，但對於高風險且高報酬公司而言，卻顯著為正。林彥廷、陳宗岡、

范宏書與龔尚智(2014)發現當研發支出波動程度愈高，則信用風險亦愈高，且如果公司本身

已經具有較高的違約風險，則研發支出的波動風險將對信用風險產生更大的負面影響。陳

以林與陳欣妤(2017)實證結果發現，相較於資本支出，研發支出是一項風險較高的投資，因

會計保守性會立即實現研發風險所造成之鉅額損失，進而對公司的資金流動性與現金流量

造成不利影響，且相較於資本支出，研發投資之高風險特性與資訊不對稱，使代理問題更

加嚴重。鄭雯芳、朱靜眉、謝淑玲與戴志璁(2018)研究研發密集度對評價模型之影響，實證

結果顯示，研發密集度愈高，風險及不確定性也愈高。 

  企業與債權人之間普遍存在著資訊不對稱之情形，然而，當企業的決策與債權人之間

的利益不一致時，企業可能從事高風險高報酬的投資決策，而企業與債權人之間的資訊卻

不對稱，使得債權人不僅無法獲得投資計畫所帶來的利益，卻還須承擔企業投資結果不確

定性的高風險，導致債權人的風險增加。過去有關探討資訊風險對債務資金成本的影響，

如 Sengupta (1998)研究發現銀行與企業之間的資訊不對稱程度呈正向影響，資訊不對稱程

度愈高，企業的債務資金成本亦愈高；陳瑞斌、翁慈青與朱全斌(2009)研究發現揭露水準與

信用評等及負債資金成本會產生顯著負向之影響，具有較高揭露水準的公司，資訊不對稱

程度較低，掩飾不利資訊的可能性較小，所以信用風險較低，而信用評等機構也會給予較

好的信用評等，此也代表著公司提高揭露水準，將有助於取得較好信用評等，以降低負債

資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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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Kroszner and Strahan (1999)根據各銀行貸款合約的特徵資料，發現小規模企業和

高槓桿的融資利率相對較高；林玲吟(2018)實證結果發現盈餘管理會對債務資金成本呈顯

著正向影響，表示企業從事盈餘管理，債權人就很難衡量該公司的真實經營成果，因此債

權人會要求較高的風險溢酬，導致債權人給予該公司較高的融資利率。 

  綜上，研發投資雖對未來績效具有顯著正向之影響，但會對當期績效產生顯著負向之

影響，且研發投資雖有助於企業維持市場競爭力，但任何投資都會產生相對應的風險，多

數學者實證結果發現研發投資對風險具顯著正向之影響，且企業若研發成功，其受益者為

股東，非債權人，而當企業的風險增加時，債權人會要求相對應的報酬予以補償，故預期

企業研發投資愈高，則企業風險亦愈高，負債資金成本亦愈高，本研究據此提出假說一： 

H1：研發投資會對負債資金成本產生正向影響 

  企業生命週期理論係 Rink and Swan (1979)與 Daft (2004)整合個體經濟學及行銷學領域

中的產品生命週期概念並加以衍生而成。企業就如同每個產品，會經歷開始期、成長期、

成熟期及衰退期之生命週期階段。在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中，企業皆面臨不同的挑戰，故

企業的經營績效、經營策略與企業價值會隨著企業生命週期階段的不同而有所差異(Adizes, 

1990)。 

  過去探討企業生命週期的研究頗豐，Selling and Stickney (1989)檢驗經營環境對資產報

酬率的影響，其中包含了企業生命週期的變數，驗證結果發現處於成熟期之企業有較高的

資產報酬率，而在衰退期之企業，則有較低的資產報酬率。金成隆、林修葳與邱煒恒(2005)

研究發現成長期的研發以及資本支出對於股票價格的影響明顯大於成熟期與衰退期，由於

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投入研發較可能生產出具創新的產品，因此市場會對該階段的研發給予

較高的評價；林美鳳、吳琮璠與吳青松(2008)研究發現成長期企業的資訊科技投資率和投資

效益都高於衰退期。劉政淮、陳俊合與張竹淵(2012)探討在不同的企業生命週期下，其盈餘

持續性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而研究結果顯示成熟期的盈餘持續性高於衰退期，但成熟期

與成長期之間並無顯著的差異，而成長期的盈餘持續性亦也顯著高於衰退期。Nagar and Sen 

(2017)認為處於衰退期之企業，相較其他生命週期之企業，其獲利與銷售成長率較低，導致

衰退期之企業的營業淨現金流量為負，因此處於衰退期之企業較可能發生財務危機。 

  在不同企業生命週期下，盈餘管理程度亦不同，在成長期時盈餘管理程度高於成熟期

和衰退期，且在成長期較高程度的盈餘管理，將伴隨著更高的總風險，市場風險和獨特風

險，表示投資人在購買具有更高盈餘管理的公司時，會有更高的風險(解純惠，2015)。衰退

期之企業會為了避免達到損失盈餘門檻，而從事實質盈餘管理，而成長期及成熟期公司則

較不會(程心瑤等，2019)。 

  綜上，處於不同生命週期階段之企業，其經營策略及特性會有所不同，如成長期為了

擴張規模而產生資金需求，且成長期企業較可能生產出具創新的產品，因此市場會對該階

段的研發給予較高的評價，另一方面，成熟期經營則相對較穩定，資產報酬率及盈餘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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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均高於衰退期，故究竟債權人係看好成長期企業未來發展而予以較低的融資利率，還是

看好成熟期企業的經營穩定而給予較低的融資利率，難以定論；而衰退期則是存在著即將

發生財務危機的風險，且衰退期之企業較容易從事盈餘管理，盈餘管理亦會影響信用評等

，而信用評等則會影響負債資金成本，故預期衰退期之企業其風險較高，負債資金成本應

高於其他生命週期階段之企業，本研究以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據此提出假說二(含競爭性

假說)： 

H2：處於不同生命週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不同 

H2-1a：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成長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較高 

H2-1b：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成長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較低 

H2-2：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衰退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較高 

    本研究進一步探討，企業投入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處於不同企業生命週

期是否存在差異？因研發支出係無形資產的重要組成，而成長期公司所投入的營運資金和

無形資產所佔比例較高(楊朝旭與黃潔，2004)，且無形資產未來經濟效益的不確定性高於廠

房和設備等資本支出(Kothari,Laguerre and Leone, 2002)，故處於成長期的企業在未來面臨著

更大的不確定性(吳博欽與鄭哲惠，2006)，代表著處於成長期之企業，其所投入研發支出之

風險較高。但亦有學者研究發現成長期的研發以及資本支出對於股票價格的影響明顯大於

成熟期與衰退期，原因係處於成長期的企業投入研發較可能生產出具創新的產品(金成隆等

，2005)，故企業投入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程度，究竟係成長期或成熟期何者影

響較大，無法定論；而衰退期之企業本身財務風險較高，故投入研發投資時對負債資金成

本之影響，影響程度應為更高，本研究以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據此提出假說三(含競爭性

假說)： 

H3：處於不同生命週期之企業，其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存在差異 

H3-1a：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成長期之企業其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較高 

H3-1b：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成長期之企業其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較低 

H3-2：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衰退期之企業其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較高 

三、研究方法 

3.1 實證模型 

  本文旨在探討不同生命週期之企業，其研發密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因此建構

下述三個迴歸模型來檢測本文之研究假說是否成立。有關迴歸模型茲列示如下： 

  模型一：為檢測假說一探討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乃建構以下述迴歸模型

，茲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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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𝑂𝐷𝑖,𝑡＝𝛼0 + 𝛼1𝑅𝐷𝐷𝑖,𝑡+𝛼2𝐼𝑁𝐷𝑆𝑇𝑖,𝑡 + 𝛼3𝐵𝐿𝑂𝐶𝐾𝑖,𝑡 + 𝛼6𝐿𝐸𝑉𝑖,𝑡 + 𝛼7𝑆𝐼𝑍𝐸𝑖,𝑡 + 𝛼8𝑅𝑂𝐴𝑖,𝑡 + 𝜀𝑖,𝑡 

  模型二：為檢測假說二探討處於不同生命週期之企業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乃建構

以下述迴歸模型，茲列示如下： 

𝐶𝑂𝐷𝑖,𝑡＝𝛽0 + 𝛽1𝐺𝑅𝑂𝑊𝑖,𝑡 + 𝛽2𝐷𝐸𝐶𝐿𝑖,𝑡+𝛽3𝐼𝑁𝐷𝑆𝑇𝑖,𝑡 + 𝛽4𝐵𝐿𝑂𝐶𝐾𝑖,𝑡 + 𝛽5𝐿𝐸𝑉𝑖,𝑡 + 𝛽6𝑆𝐼𝑍𝐸𝑖,𝑡

+ 𝛽7𝑅𝑂𝐴𝑖,𝑡 + 𝜇𝑖,𝑡 

  模型三：為檢測假說三探討處於不同生命週期之企業，其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影

響程度之差異，乃建構以下列迴歸模型，茲列示如下： 

𝐶𝑂𝐷𝑖,𝑡＝𝛾0 + 𝛾1𝑅𝐷𝐷𝑖,𝑡 + 𝛾2𝐺𝑅𝑂𝑊𝑖,𝑡 + 𝛾3𝐷𝐸𝐶𝐿𝑖,𝑡 + 𝛾4𝐺𝑅𝑂𝑊𝑖,𝑡 ∗ 𝑅𝐷𝐷𝑖,𝑡

+ 𝛾5𝐷𝐸𝐶𝐿𝑖,𝑡 ∗ 𝑅𝐷𝐷𝑖,𝑡+𝛾6𝐼𝑁𝐷𝑆𝑇𝑖,𝑡 + 𝛾7𝐵𝐿𝑂𝐶𝐾𝑖,𝑡 + 𝛾8𝐿𝐸𝑉𝑖,𝑡 + 𝛾9𝑆𝐼𝑍𝐸𝑖,𝑡

+ 𝛾10𝑅𝑂𝐴𝑖,𝑡 + 𝑣𝑖,𝑡 

其中，應變數之衡量：負債資金成本(COD)，以當期利息費用(含利息資本化金額)／平均有

息負債（包括長短期借款、應付短期票據以及商業應付本票）之比率加以衡量；自變數之

衡量：研發投資(RDD)，以研究發展費／銷貨收入淨額加以衡量；處於成長期之企業(GROW)

，設虛擬變數，第 i 家公司第 t 期處於成長期，則值設為 1，否則設為 0；處於衰退期之企

業(DECL)，設虛擬變數，第 i 家公司第 t 期處於衰退期，則值設為 1，否則設為 0；控制變

數為過去研究顯示會影響負債資金成本之相關變數，其控制變數之衡量：獨立董監事席次

比率(INDST)，以獨立董監事人數／董監總人數加以衡量；外部大股東持股比率(BLOCK)，

以企業於公開資訊觀測站所申報之大股東及每年於股東會年報所揭露之 10 大股東合計占

年底流通股數之比率加以衡量；負債比率(LEV)，以負債總額／資產總額加以衡量；公司規

模(SIZE)，以資產總額取自然對數；資產報酬率(ROA)，以稅後息前淨利／平均總資產加以

衡量。 

3.2 企業生命週期之區分： 

    在企業生命週期方面，對於樣本之分類，係以 Dickinson (2011)，按現金流量表各項活

動淨流量之組合，按各組合之特性，分類出以下五期之生命週期，草創期、成長期、成熟

期、重整期及衰退期。惟本文係採用台灣上市及上櫃之企業做為樣本，其上市及上櫃之門

檻極高，故不存在草創期之企業，因此，本文參採程心瑤等(2019)及林宜勉等(2019)之做法

，將草創期併入成長期，停滯期併入衰退期，故本文生命週期分類依序為成長期、成熟期

及衰退期共三期，其區分標準及相關統計下如表 1。 

表 1 生命週期判斷指標及統計表 

現金流量之淨流入(＋)

或淨流出(－) 

成長期 

(N=1,700) 

成熟期 

(N=1,928) 

衰退期 

(N=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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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活動淨現金流量 － ＋ ＋ － ＋ ＋ － 

投資活動淨現金流量 － － － － ＋ ＋ ＋ 

籌資活動淨現金流量 ＋ ＋ － － － ＋ ± 

各生命週期階段樣本數 632 1,068 1,928 98 486 47 283 

3.3 資料來源 

  本研究方法所蒐集之資料，涵蓋年 2014 至 2019 年之上市櫃公司之棋盤式資料（panel 

data）。根據學者之建議，可採固定效果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黃台心，2005）來進行

實證。各樣本資料係取自台灣經濟新報（Taiwan Economic Journal, TEJ）、公開資訊觀測站

與各公司之年報資訊。研究對象限縮在上市櫃公司，但排除金融、保險、證券、期貨、投資

等，研究期間涵蓋 2014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之年資料，並刪除資料缺漏之觀測值，共

4,542 筆資料。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在表 2 為各變數的敘述性統計值。其中應變數 COD 為負債資金成本之衡量，平均數為

1.524%，中位數為 1.351%，其中平均數略高於中位數，顯示少數企業存在較高的負債資金

成本。應變數 RDD 為研發投資之衡量，平均數為 3.258%，中位數為 1.528%，顯示有些企

業投入研究發展之比率相當之高，有些則是沒有投入研究發展。 

    本研究採用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檢測模型內的各變數之間是否具高

度相關性，在 10%的顯著水準下，各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均在 0.7 以下；進一步檢測變數

之間是否存有共線性問題，本研究利用變異數膨脹係數(VIF)檢測，其各變數間 VIF 值均低

於 3，顯示變數之間不存在明顯高度相關性及高度共線性問題。 

表 2 敘述性統計表 

變數 平均值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應變數      

COD(%) 1.524 1.351 0.001 0.030 12.342 

自變數      

RDD(%) 3.258 1.528 10.795 0.000 165.003 

GROW 0.3743 0.000 0.484 0.000 1.000 

DECL 0.2012 0.000 0.401 0.000 1.000 

控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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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ST(%) 24.672 25.000 12.351 0.000 66.667 

BLOCK(%) 23.028 21.165 11.622 1.720 79.990 

LEV(%) 47.967 48.060 15.087 4.960 94.440 

SIZE 15.600 15.381 1.482 11.151 21.949 

ROA(%) 3.074 3.380 6.827 -67.090 41.850 

4.2 實證結果分析 

4.2.1 H1：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分析 

    由表 3 模型一迴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研發投資會對負債資金成本產生正向影響，係

數為 0.008，P 值為 0.001，具有 1%顯著水準，顯示當企業投入研發投資（RDD）愈高，企

業的風險也會愈高，將導致債權人所承擔企業違約的風險也愈高，債權人則會提高相對應

的報酬予以補償，即提高給予企業的融資利率，進而造成企業的負債資金成本增加，與本

研究之假說一：研發投資會對負債資金成本產生正向影響相符。 

4.2.2 H2：處於不同生命週期之企業，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分析 

    此外，為探討企業處於不同企業生命週期，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由表 3 模型二之

迴歸分析結果，其處於成長期之虛擬變數之估計係數為-0.001，P 值為 0.000，顯示相較於

成熟期，企業處於成長期時，債權人較看好成長期企業之未來發展，市場會對該階段的研

發給予較高的評價，故給予成長期企業的負債資金成本低於成熟期企業，符合本研究假說

H2-1b；而處於衰退期之虛擬變數之估計係數為 0.000，P 值為 0.004，均具有 1%顯著水準

，顯示相較於成熟期之企業，處於衰退期之企業存在著即將發生財務危機的風險，且衰退

期之企業較容易從事盈餘管理，盈餘管理亦會影響信用評等，造成衰退期企業負債資金成

本高於成熟期企業，符合本研究假說 H2-2。 

4.2.3 H3：考慮企業生命週期下，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結果分析 

    再進一步探討，處於不同的企業生命週期之企業，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影響之程

度是否存在差異，由表 3 模型三之迴歸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以成長

期及衰退期之虛擬變數與負債資金成本之交乘項，其係數為-0.001，P 值為 0.254，未達顯

著水準，顯示企業投入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增加之程度，成熟期與成長期之間不具顯

著差異；衰退期與負債資金成本之估計係數為 0.004，P 值為 0.358，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企

業投入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增加之程度，成熟期與衰退期之間不具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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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研發投資、企業生命週期對負債資金成本之影響迴歸結果 

  迴歸模型一 迴歸模型二 迴歸模型三 

變數 預期方向 係數 係數 係數 

截距項  -0.022*** -0.024* -0.025*** 

RDD + 0.007***  0.007*** 

INDST - -0.002*** -0.002*** -0.002*** 

BLOCK + 8.43E-06*** 1.12E-05*** 1.09E-05*** 

LEV + 7.00E-05*** 7.76E-05*** 7.94E-05*** 

SIZE - 0.002*** 0.002 0.002*** 

ROA - -3.26E-05*** -4.27E-05*** -3.31E-05*** 

GROW ?  -0.001*** 0.007*** 

DECL +  0.000*** -0.000*** 

GROW*RDD ?   -0.001 

DECL*RDD +   0.004 

N  4,542 4,542 4,542 

Adj R2  0.915 0.915 0.915 

    註：顯著水準：*** p<0.01, ** p<0.05, * p<0.1。 

 

五、研究結論 

    首先，在未考慮企業生命週期下，研發投資對負債資金成本呈顯著正向影響，此結果

與過去許多文獻發現研發投資會造成企業風險增加，進而導致負債成本增加結果一致，顯

示債權人對於企業投入研發的風險會要求相對應的報酬予以補償。 

    其次，處於不同生命週期會對負債資金成本產生影響，以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處於

成長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低於成熟期之企業，此結果與過去文獻顯示債權人較看好成

長期企業之未來發展結果一致，如成長期企業較可能生產出具創新的產品，因此債權人會

對該階段的所產生的融資利率較低；而處於衰退期之企業其負債資金成本高於成熟期之企

業，此結果與過去文獻顯示衰退期存在著即將發生財務危機的風險結果一致，且衰退期之

企業較容易從事盈餘管理，盈餘管理亦會影響信用評等，而信用評等則會影響負債資金成

本，造成衰退期企業負債資金成本高於成熟期企業。 

    最後，在考慮企業生命週期下，以成熟期作為比較基礎，相較於成長期及衰退期之企

業投入研發投資時，對負債資金成本增加之程度是否存在差異，其實證結果均不具顯著差

異，顯示企業在投入研發時，其負債資金成本增加的程度不受企業生命週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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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時代傳統餐飲業成功因應最適化評估準則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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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係以北部地區傳統餐飲業的經營者為研究對象，以多準則決策方法中 AHP 層級

分析法來實施專家決策，以瞭解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下，傳統餐飲成功因應的最適化

評估準則。本研究經文獻探討及專家訪談發展出餐飲業成功因應疫情最適化模式計有顧客

面、實體面、財務面及行銷面等 4 個構面，以及 16 個評估準則。經整合 12 位產業及餐飲、

管理學者之問卷資料，以顧客面權重最高，實體面次之；準則中以減少顧客安全疑慮、食

物處理安全、顧客即時互動性、實體環境安全、送餐方式調整及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用等準

則之排序較高。本研究依據發現提出理論及實務上之建議。 

關鍵詞：新冠肺炎(COVID-19)、餐飲業經營、關鍵成功因素、AHP 層級分析法 

一、緒論 

2019 冠狀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簡稱新冠肺炎。2020 年初疫情

爆發以來，已超過三千萬感染病例，近百萬人死亡(聯合報，2020. 09. 18)，對全球經濟造成

巨大的衝擊，美國失業率已達 10.4%(2020.0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表示，今年全球經

濟將萎縮 3％，是自 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衰退。BBC 新聞報導，肺炎疫情

「黑天鵝」重創全球六大經濟領域，包括旅遊娛樂、全球運輸、奢侈品、製造產業鏈、銀行

和保險、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等產業(2020.03)。世界銀行 2020 年 6 月期《全球經濟展望》

也報導，根據估算，全球經濟今年將收縮 5.2%，這將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程度最深的經

濟衰退，1870 年以來出現人均產出下降的經濟體數量最多的一次(-3.6%)，因此肺炎疫情的

後續發展，對臺灣產業經濟有高度的影響和衝擊。 

台灣餐飲業 2020 年 3 月份營業額 519 億元，營收減少 309 億元，年減 21%，達到史上

最大減幅，餐館業年減 22.3%，外燴及團膳承包年減 36.4%，台灣餐飲業開始出現了史上最

低的營業低點，損失慘重(聯合報，2020. 05. 21)。台灣的肺炎疫情雖然已經得到控制，市場

經濟活動已經開始有復甦的跡象，但是與中國大陸及歐美國家等重要消費市場間的貿易和

觀光往來仍受到限制，美國和歐洲的疫情仍然居高不下，想要達到過去觀光產業帶動餐飲

產業一起蓬勃發展的盛況，仍有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餐飲業平時的經營有其成功的策略和因素，如蔡淅屏(2019)以台灣連鎖餐飲業者為研究

對象，探討連銷餐業經營之成功關鍵因素，運用專家意見法之整合，歸納出財務績效、管

理智慧與顧客關係三大主構面，由此延伸出九項策略主題，並建構出三十八項關鍵成功因

素，運用網路層級分析法建構出一套以連鎖餐飲業經營績效評估模式。王春輝(2005)則以休

閒遊憩區臺北市木柵貓空區的餐飲業者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的方式，發現「內涵特色」、

「關係行銷」、「產品服務」、「通路合作與」「價格」等五項的經營關鍵成功因素。然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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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時代，餐飲產業所面對的環境有別於過去的經營環境，如何掌握新冠肺炎所帶來

的衝擊與挑戰，思考出讓現有餐飲業者再復甦的成功關鍵因素，是本研究想要探討的議題。 

本研究的目的乃透過專家意見及多準則決策的分析方法尋求餐飲業經營的關鍵成功因

素，運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確認新冠肺炎疫情中因應營運復甦

的關鍵構面與準則指標，並由專家來評定各構面及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權重和排序，以利作

為未來各實際替代方案之評估依據。 

二、文獻探討 

2.1 新冠肺炎疫情對餐飲業之影響 

新冠肺炎(COVID-19)於 2019 年疫情爆發以來，已超過 1 億 5 千萬人確診，造成 320 多

萬人死亡；美國是全球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達 3 千 2 百多萬人，死亡超過 57 萬多人，印

度確診 1 千 8 百多萬人，巴西有 1 千 4 百多萬，影響甚鉅。(衛福部疾管署，2021)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的衝擊，美國失業率已達 10.4%(2020.07)。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IMF)表示，今年全球經濟將萎縮 3％，是自 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衰

退。BBC 新聞報導，肺炎疫情「黑天鵝」重創全球六大經濟領域，包括旅遊娛樂、全球運

輸、奢侈品、製造產業鏈、銀行和保險、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等產業(2020.03)。世界銀行

2020 年 6 月期《全球經濟展望》也報導，根據估算，全球經濟今年將收縮 5.2%，這將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程度最深的經濟衰退，1870 年以來出現人均產出下降的經濟體數量最多

的一次(-3.6%)。儘管疫苗的研發和施打有重大進展，美國也陸續推出振興經濟的方案，但

全球疫情仍有死灰復燃的跡象，專家表示疫情控制問題仍將繼續困擾全世界一段不算短的

時間。 

2021 年 3 月，亞洲開發銀行發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影響報告，全球經濟損失最高可達

3470 億美元，佔全球 GDP 近 0.4%(天下雜誌，2020)。台灣新冠肺炎疫情的控制堪稱全球的

模範生，但這是因為全民遵守秩序的結果。且日前全球疫情告急，台灣也陸續出現令人緊

張的案例，仍然不能大意。且疫情的控制是靠犠牲不小的商業活動的結果，因為避免群聚，

就意味著減少外出消費的機會。台灣餐飲業 2020 年 3 月份營業額 519 億元，營收減少 309

億元，年減 21%，達到史上最大減幅，餐館業年減 22.3%，外燴及團膳承包年減 36.4%，台

灣餐飲業開始出現了史上最低的營業低點，損失慘重(聯合報，2020. 05. 21)。由於新冠肺炎

疫情改變市場消費，民眾選擇在家料理三餐或叫餐外賣服務，避免外出升高染疫風險，經

濟部統計處公布調查統計指出，2020 年台灣餐飲業營業額為新台幣 7776 億元，年減 4.2%，

為民國 2002 年以來首見負成長。因為疫情帶動宅經濟，2020 年網路銷售額為新台幣 3418

億元，年增 19%，占整體零售業營業額 8.9%，較上年增加。台灣的肺炎疫情雖然已經得到

控制，市場經濟活動已經開始有復甦的跡象，但是與中國大陸及歐美國家等重要消費市場

間的貿易和觀光往來仍受到限制，美國和歐洲的疫情仍然居高不下，仍難達到過去觀光產

業帶動餐飲產業一起蓬勃發展的盛況。 

2.2 餐飲業經營之決策準則 

餐飲業是世上分佈最廣，也最為人所知的行業，食材與餐點、人員的服務、用餐的環

境與氣氛都是它的重要因素。食材與餐點的特性包括不易保存性、不易預估性、不易標準

化、產業關聯性大等；人員服務的特性有無形性、同時性、異質性、密集性等；環境與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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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則有地域性、時段性、限制性、坐位的周轉率等；常須仰賴及配合當時顧客的條件

才得以完成交易和消費。 

餐飲業平時的經營有其成功的策略和因素。例如，王春輝(2005)以休閒遊憩區臺北市木

柵貓空區的餐飲業者為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法的方式，發現「內涵特色」、「關係行銷」、「產

品服務」、「通路合作」與「價格/營運成本」等五項的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黃鈺升(2011)以修正式德爾菲法來發展餐飲業發展鄉土特色餐關鍵之成功因素，研究結

果發現鄉土特色餐關鍵成功因素評估指標架構有 3 大目標構面、九項準則、及 44 項要素。

餐飲業於研發鄉土特色餐時應以產品面為主，特別著重充分利用鄉土特色餐展現出在地的

文化特色，以及選用高比例在地當季、具有特色的農特產品入菜。專家們認為最重要的前

9 名要素為「選用具有在地特色農特產品為食材」、「所研發鄉土特色餐產品本身能夠展現在

地文化特色」、「具有烹調鄉土特色餐的技術能力」、「選用在地生產之農特產品為食材」、「選

用在地當季農特產品入菜比例愈高者愈具地方特色」、「具有在地口味代表性」、「烹調過程

需符合衛生安全規範」、「設計佈置所用物品應符合衛生安全規範」、「設計佈置所用物品應

符合衛生安全規範」。 

施霈旻(2017)以商業智慧觀點為基礎，來探索台灣餐飲業經營管理之績效指標。他透過

引入商業智慧將 POS 及 ERP 系統的背後營運數據資料做有效整合、分析，並即時應用在餐

飲業的經營管理決策上。作者連鎖餐飲業中高階經理與餐旅系所資深學者共 11 位，採用修

正式德菲法整合專家意見，得出財務面向 5 個、顧客面向 5 個、流程面向 4 個及員工面向

4 個，共 18 個績效指標來計算組織長短期全面性的經營效能。 

蔡淅屏(2019)以餐飲業者為研究對象，探討連銷餐業經營之成功關鍵因素，運用專家意

見法之整合，歸納出財務績效、管理智慧與顧客關係 3 大主構面，由此延伸出 9 項策略主

題，並建構出 38 項關鍵成功因素，運用網路層級分析法建構出一套以連鎖餐飲業經營績效

評估模式。最後透過 3 家連鎖餐飲公司做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影響連鎖餐飲經營的關鍵成

功因素主要來自財務績效構面(42%)、管理智能構面(33%)、顧客關係(25%)；於財務績效的

準則中最具影響的前三項為現金週轉(0.418%)、資產報酬率(0.412%)、純益率(0.327%)，在

管理智能績效的準則中最具影響的前三項為一致性服務水準 (0.412%)、連鎖體系規模

(0.397%)、企業知名度(0.370%)，在顧客關係績效的準則中最具影響的前三項為服務人員親

和力(0.346%)、產品價格水準(0.34%)、服務人員專業素養(0.285%)。 

楊翠敏(2020)以日月潭餐飲業經營為對象，探討其成功關鍵因素時發現，日月餐坊的消

費者認為最重要的前三個服務項目依序是「餐廳的餐點乾淨衞生」、「餐廳使用新鮮的食材」

與「餐廳的餐點美味可口」，有關此研究結果顯示日月餐坊最需要立即改善項目為「餐廳附

設專有停車場或提供可停車的場所」與「餐廳環境環境寛敞」。 

然而，後新冠肺炎時代，餐飲產業所面對的環境有別於過去的經營環境，面對新冠肺

炎所帶來的衝擊與挑戰，各國餐飲業者無不挖空心思發展出不同以往的商業模式與經營策

略。例如，不少美國餐廳在疫情衝擊下，餐廳為了減少人際接觸，開始加速廚房自動化的

腳步，推出「烹飪機器人」這種充滿未來感的新潮科技產品。對餐廳店主而言，添購具備

烤麵包、煎漢堡、做沙拉等功能的機械手臂，降低烹飪過程中染疫風險的同時，也騰出員

工人力，完成因疫情增加的消毒、處理外送訂單的工作。在美國也有店家將既有的「共享

廚房」概念進一步發揚光大，將店面空間改造成「共享餐廳」—將數間餐廳品牌的大廚集

結在同一空間，提供風格各異，但以外帶、外送為導向的料理，彼此共用設備、合聘外送

員、分攤租金，藉以降低營運成本共度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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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布魯克林的義式小餐館被迫「改造」自家不適合外送的北義風味料理—鵝肝等菜

色被踢出菜單；把麵條煮得生一點、多放一些醬料，以免義大利麵在外送過程中黏成一團，

經典的尼格羅尼雞尾酒也提供顧客外帶。失業的主廚提供以家常菜式為主的外賣美食。澳

洲餐飲業協會指出，許多餐廳在疫情期間展開多角化經營，提供烹飪課、調理包、食材訂

購等新產品。線上餐廳訂位 APP「The Fork」的研究更發現，幾乎所有原本不提供外帶、外

送服務的餐廳，在疫情過後仍會保留相關業務。 

三、研究方法 

3.1 AHP 層級分析法 

3.1.1 層級分析法發展及優點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 1971 年匹茲堡大學教授 Thomas L. Saaty

所發展出來，主要應用在不確定(Uncertainty)情況下及具有多數個評估準則的決策問題上。

而在 1973 年，Saaty 將 AHP 法應用在蘇丹的運輸研究後，整個理論才趨於成熟；其後在

1974 年至 1978 年間，經不斷應用、修正及證明後，使整個理論更臻完備。 

鄧振源、曾國雄(1989)認為採用層級分析法具有以下優點：1. 層級分析法理論簡單，操

作容易，有效擷取多數專家及決策者有共識的意見。2. 層級分析法對於影響研究目標的相

關因素，皆能納入模型中，配合研究目的，考慮各種不同層面。3. 相關影響因素，在經過

專家學者評估及數學方法處理後，皆能以具體的數值顯示各個因素的優先順序。4. 將複雜

的評估因素，以簡單的層級架構呈現，易為決策者所接受。 

3.1.2 層級分析法步驟流程 

層級分析法利用專家(或決策者)對事物的偏好及感受，標示在評量尺度表上，再以對偶

比較矩陣評定各準則相對重要性(relative importance)之權重值，其步驟流程如下： 

1.決策問題之判定。 

2.列舉各評量要素。 

3.結合研究目的及流程建立研究模式層級。 

4.應用成對比較評量權重。 

5.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6.計算各成對矩陣的特徵向量及最大特徵值。 

7.求取及驗證一致性準則與一致性比率。 

8.計算及分析整體層級的一致性準則與一致性比率。 

9.計算整體層級的總優先向量或權重大小。 

3.1.3 確立評估層級架構 

1.決策問題之判定： 

首先要釐清問題，才可對問題下定義，方能清楚瞭解決策之目的。尤其是在應用層級

分析法時，對於評量要素之分層，更須充分掌握問題之方向。 

2.列舉各評量要素： 

在列舉各評量要素時，首在專家及決策者意見之整合，藉由其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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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所面臨問題的評量要素。有關專家及決策者意見之採用可用以德菲法(Delphi Method)

實施，即匿名式專家問卷法，以便意見能夠收斂。 

3.結合研究目的及流程建立研究模式層級： 

將各項評量要素，依各要素之相互關係與獨立性程度劃分層級。層級劃分多寡視問題

之複雜度而定，減少成偶成對之負荷，但各層級之各要素彼此間必須是獨立(基本假設)。層

級結構之建立是基於群體討論的方式，或參考相關文獻及專家之意見，經反覆修正後加以

彙總而成。鄧振源與曾國雄於 1989 年提出建立層級時應注意下列事項：1.最高層級代表評

量之最終目標；2.儘量將相對重要性相近的要素放在同一層級；3.層級內要素不宜多，依

Saaty 建議最好不要超過 7 個，以減少成對比較之負荷(葉牧青，1989)。 

3.1.4 層級因素權重之計算 

1.應用成對比較評量權重 

層級結構建立以後，即根據問卷結果或專家意見，評量同層級之各評量要素間的相對

重要性。層級分析法之評比方式是以上一層級的要素為基準，將同層級內之任兩要素對該

上層要素之相對重要性或影響力兩兩比較，一方面可減輕受訪者在思考時的負擔，另一方

面亦能清晰地呈現決策因素的相對性。層級分析法係採用名目尺度為成對比較之評量準則，

其適合分為 9 個尺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AHP 法評量尺度意義及說明表 

尺度 1 2,3 4,5 6,7 8,9 

定義 同等重要 稍為重要 頗為重要 極為重要 絕對重要 

說明 兩個構面(準則)的

貢獻程度具同等

重要性●等強 

經驗與判斷稍微

傾向喜好某一構

面(準則) ●稍強 

經驗與判斷強烈

傾向喜好某一構

面(準則) ●頗強 

顯示非常強烈傾

向喜好某一構面

(準則) ●極強 

有足夠證據肯定

絕對喜好某一構

面(準則) ●絕強 

資料來源：鄧振源與曾國雄，1989；Saaty, 1980. 

在進行成對比較時，一般是彙集學者、專家的意見，經反覆討論而作成群體評量，以

取得一致的評量觀點；若有相異觀點存在而無法達成共識時，則可將其評量結果，以幾何

平均法綜合之。但若採取問卷方式取得專家意見，則以算術平均法綜合其評量結果。 

2.建立成對比較矩陣 

成對比較矩陣是以每一層的評比要素作為基準，並以其下一層的 n 個評比要素，進行

兩兩比較，形成成對比較的評量值，其所產生的 C(n,2) = n(n–1)/2 個評量值 aij 即為成對

比較矩陣中主對角線右上方的元素值。將右上方之元素值之倒數放置主對角線左下方相對

位置中，並將主對角線上的元素數值均設為 1，則可得完整之成對比較矩陣 A。 

令 此處 w1,w2,…wn 代表層級中各要素對於上一層級中某要素的相對權數。此

時矩陣有兩個特點： 

(1)層級分析法的成偶對比矩陣為正轉置矩陣； 

(2)若專家評比時的判斷均非常完美精確，此時矩陣為一致性矩陣。亦即所有成對值均

滿足數學遞移律。 

3.計算各成對矩陣的特徵向量及最大特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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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A 為正倒值矩陣，所以 , ，按矩陣理

論而言，w 為一致性矩陣 A 的特徵向量(eigenvector)，在層級分析法中又稱為優先向量

(Priority Vector)，代表各要素間的相對權數，而其特徵值(eigenvalue)則為 n。成對比較矩陣

必須符合一致性矩陣，且同時只會有一個特徵值 n，其餘特徵值均皆為零，因而其最大特徵

值為 n。在主觀的成對過程中有稍許不合邏輯誤差之存在(如≠時)，則雖然特徵值亦會有微

量變動，但只要矩陣 A 為符合一致性矩陣(如 aik⋅ akj = a ij 時)，則其最大特徵值仍會趨近

於 n。此時相對於最大特徵值之特徵向量 w 可由矩陣 A 的 n 次乘方的極限矩陣標準化後再

將橫列予以加總的方式得出，因其計算不易，經由電腦計算較可求得精確結果。至於最大

特徵值 λmax 的求法可經由電腦計算方能有精確結果。惟若對準確度要求不高時，可以由

下法求其概略值：首先由 w'=Aw 求 w'(w'即為將 w 正規化之結果)，再將 w'的每一個元素分

別除以相對應的 w 之元素，最後將所得之數值取算術平均數即可得概略的 λmax。 

4.求取及驗證一致性準則與一致性比率 

在進行成對比較評估時，專家對於評量準則間可能無法完全一致。因此必須檢驗誤差

大小，視其是否在可忍受的範圍內，才不會影響優先順序之結果。Saaty 將最大特徵值 λmax 

與 n 之間 C.I.值(Consistency Index：簡稱為 C.I.)，C.I.=(λmax-n)/(n-1)的平均差異值轉化為一

致性準則，以用來評量一致性的高低，作為是否接受成對矩陣的參考。其數學式為 C.I. 

=(λmax- n)/(n-1)。此外，隨機產生的正倒值矩陣的一致性準則稱為隨機準則 R. I. (Random 

Index)，Saaty 求出與階數相對應的隨機準則如表 2。 

表2 n階正倒值矩陣的隨機準則值表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R.I. 0 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53 

資料來源：Saaty, 1980. 

利用上述之一致性準則及隨機準則，便可求得成對矩陣之一致性比率，即 C.R.= C.I./R.I.。

Saaty 教授認為，一致性比率在 0.1 以下是合理可接受的。 

5.計算及分析整體層級的一致性準則與一致性比率 

上一步驟是針對單一成對比較矩陣一致性程度的衡量，至於整體層級的一致性亦應予

以評量，C.R.= C.I. /R.I.，其中 C.R.(Consistency Ratio：簡稱為 C.R)表示整體層級的一致性

比率；C.I.表示整體層級的一致性準則；R. I.表示整個層級的隨機準則；同樣在 C. R.< 0.1 

時，整個層級的一致性達到可接受的水準。 

6.計算整體層級的總優先向量或權重大小 

整體層級之一致性若達到可接受的水準後，層級分析法最後的步驟則將各階層之要素

的相對權數加以整合，以求算整體層級的總優先向量。所算出的向量即代表各決策方案對

應於決策目標的相對優先順序或權重大小。整體層級之權重求出後，即可針對可行方案實

施進一步的評價。 

3.2 專家訪談與問卷填寫 

本研究於蒐集相關文獻之時，同時針對傳統餐廳及學者專家實施深度訪談，深入瞭解

行業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時所面臨的問題，以便於後續的研究中能夠將相真實問題反映於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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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問卷之中，找到直接而具關鍵的意見。 

本研究訪談及後續發放問卷的專家群包括從事餐飲業的企業負責人或高階主管、餐飲

相關科系的學者、以及瞭解市場運作經營的管理學者，訪談大綱包括： 

1.新冠肺炎疫情對於餐飲業的影響如何？ 

2.這段變動期間面臨最大的題為何？ 

3.餐飲公司目前以什麼樣的方法來度過這段經營困難的非常時期？ 

4.公司未來經營的發展方向為何？ 

 

彙整專家學者們所提出狀況及問題描述，以及因應的方法和意見，其重點如下： 

1.肺炎期間最大的問題就是顧客根不敢出門，以致過去成功經營的菜色、服務、裝潢、

聲譽等，全部失靈。因為顧客害怕感染疾病。 

2.目前疫情趨緩，生意比疫情爆發初期有好轉的趨勢。 

3.因應之道來自於顧客的心理需求，過去是滿足美食、氣氛、服務等需求，現在要克服

他們避免恐懼的需求，也就是安全需求，要讓他們安心。 

4.要讓他們安心就要解決害怕的原因，凡是會感染的因素都要注意，例如，要消毒、量

體溫、要求工作人員和進店的人帶口罩、甚至用餐隔離措施等。 

5.因應的作為焦點在於改變。過去的成功因素遇到疫情時全部失效，要克服現有困境，

只有針對性的改變方法才可能有效。 

6.未來一定要改變。例如，過去都是等客人來，現在要去找客人，因此店家比以前更重

視網路的數位軟體和行銷，以接觸潛在客戶；以前等客人來吃東西，現在用外送來給客人；

以前看師父的手藝，現做熱騰騰的食物給客人當場食用，現在開發可以包裝加熱或冷凍的

真空包配送；開發團購的群組，推廣社群廣告貼圖。 

本研究根據過去相關的餐飲業經營文獻，以及專家訪談的意見，來發展設計 AHP 專家

問卷。完成問卷後，則協請先前訪談，以及其他的學者專家，包括從事餐飲業的企業負責

人或高階主管 5 人、餐飲相關科系的學者 3 人、以及瞭解市場運作經營的管理學者 4 人，

共 12 位專家填答 AHP 問卷，來產生餐飲業成功因應新冠肺炎的評估構面和準則。 

3.3 AHP 專家問卷設計 

本研究於各決策準則構面及指標發展完成後，依前述實施流程步驟及兩兩比較方法設

計 AHP 專家問卷，以取得業者及專家之意見，完成構面及指標的重要性排序，其結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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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成功因應最適化模式之構面性 

「新冠肺炎時代傳統餐飲店成功因應最適化模式」的評估構面說明如下： 

1.顧客面：是指餐廳掌握與顧客的即時互動、消除顧客在心理上用餐安全疑慮、加強餐

飲特色以滿足顧客需求，以及增加優惠贈品、活動等附加服務以吸引顧客。 

2.實體面：是指餐廳做好各項防疫措施以維護實體環境安全，妥善處理食物來保障顧客

安全，彈性改善點餐及付款方式，以及迅速調整使顧客便利安心的送餐方式。 

3.財務面：是指餐廳能夠適時協調房東減少租金成本，彈性調節進貨數量及人力運用等

成本，適時申請政府紓困，有效申請銀行貸款，以因應營業額緊縮之困境。 

4.行銷面：是指餐廳能夠順應疫情改變產品消費方式(如果真空包、外送等)，適時調整

價格以減少庫存，擴大運用數位化通路(如網路平台、行動 APP 等)，適時發起促銷方案，

以增進疫情期間之營業額。 

3.3.2「顧客面」之評估準則 

「顧客面」的評估準則包括以下各項，其說明如下： 

1.顧客即時互動性：是指餐廳能夠增進與顧客互動，即時告知因應疫情訊息的程度。 

2.減少安全疑慮：是指餐廳能夠採取各項防疫措施，減少顧客安全疑慮的程度。 

3.加強餐飲特色：是指餐廳能夠加強餐飲方面的特色，以滿足顧客口味需求的程度。 

4.增加附加服務：是指餐廳能夠增加其它附加服務，如贈品、優惠、知/感性或體驗性

等活動的程度，以及引顧客增加來店消費的程度。 

3.3.3「實體面」之評估準則 

「實體面」的評估準則包括以下各項，其說明如下： 

1.實體環境安全性：是指餐廳做好各項防疫措施，如量體溫、消毒、座位隔離等，以維

護實體環境、座位區、設備、器材等安全的程度。 

2.食物處理安全性：是指餐廳妥善處理食材及食物過程，包括運送、儲存、烹調、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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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確保安全的程度。 

3.點餐/付款彈性：是指能適當改變點餐及付款方式，如線上點餐、支付軟體等，以避

免群聚造成感染風險的程度。 

4.送餐方式調整：是指能適當改變送餐及方式，如外帶、外送等，以避免群聚造成感染

風險的程度。 

3.3.4 財務面之評估準則 

「財務面」的評估準則包括以下各項，其說明如下： 

1.協調減少租金成本：是指能適時協調房東調降店面租金成本的程度。 

2.彈性調節成本：是指能適時調整進貨、存貨、人力運用成本的程度。 

3.申請政府紓困：是指能掌握資訊，申請政府紓困援助的程度。 

4.申請銀行貸款：是指能根據營收資金缺口，申請銀行貸款的程度。 

3.3.5 行銷面各評估準則之相對重要性 

「行銷面」的評估準則包括以下各項，其說明如下： 

1.產品變化性：是指能研發改變產品包裝、儲存、運送等方式，以因應疫情的程度。 

2.價格伸縮性：是指能適時調整價格，以增加銷售額來因應疫情的程度。 

3.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用：是指擴大運用網路和行動裝置，設置或連結數位平台系統，以

因應疫情中顧客減少實體消費的程度。 

4.促銷方案彈性：是指能適時推出促銷活動方案，以增進銷售來因應疫情的程度。 

四、研究結果 

4.1 各構面重要性比較 

本文彙集專家填寫之意見，依據前述 AHP 法之運算過程，得出各構面之相對重要性權

重及排序，各構面準則指標之權重和排序，以及各準則在整體準則中的權重和排，其內容

如表 3。 

表 3 各構面和準則之權重及排序 

構面 權重 排序 準則 權重 排序 整體權重 排序 

顧客面 0.459 1 顧客即時互動性 0.271 2 0.124 3 

C.I.=0.065 
C.R.=0.072 

 減少安全疑慮 0.577 1 0.265 1 

 加強餐飲特色 0.110 3 0.050 7 

 增加附加服務 0.049 4 0.023 10 

實體面 0.383 2 實體環境安全性 0.268 2 0.103 4 

C.I.=0.048 
C.R.=0.053 

 食物處理安全性 0.495 1 0.189 2 

 點餐/付款彈性 0.050 4 0.019 11 

 送餐方式調整 0.181 3 0.069 5 

財務面 0.044 4 協調減少租金成本 0.296 2 0.013 12 

C.I.=0.137 
C.R.=0.065 

 彈性調節成本 0.559 1 0.025 9 

 申請政府紓困 0.100 3 0.004 15 

 申請銀行貸款 0.048 4 0.00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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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面 0.115 3 產品變化性 0.342 2 0.039 8 

C.I.=0.022 
C.R.=0.024 

 價格伸縮性 0.059 4 0.007 14 

 促銷方案彈性 0.104 3 0.012 13 

 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用 0.497 1 0.057 6 

整體構面 C.I.= 0.068, C.R.= 0.076 

 
由表 3 最左邊的資料為各構面的權重，其重要性依序為：顧客面(0.459) > 實體面(0.383) 

> 行銷面(0.115) > 財務面(0.044)，本構面層之一致性 C.I.= 0.068，C.R.= 0.076，兩者皆小

於建議的標準 0.1，表示符合一致性程度要求。接著依序針對顧客面、實體面、行銷面、財

務面等構面的評估準則進行衡量分析。 

4.2 顧客面的評估準則衡量分析 

由表 3 的資料可知，顧客面各準則的重要性依序為：減少安全疑慮(0.577) > 顧客即時

互動性(0.271) > 加強餐飲特色(0.110) > 增加附加服務(0.049)，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065，C.R.= 0.072，兩者皆小於建議的標準 0.1，表示符合一致性程度要求。 

4.3 實體面的評估準則衡量分析 

由表 3 的資料可知，實體面各準則的重要性依序為：食物處理安全性(0.495) > 實體環

境安全性(0.268) > 送餐方式調整(0.100) > 點餐/付款彈性(0.050)，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048，C.R.= 0.053，兩者皆小於建議的標準 0.1，表示符合一致性程度要求。 

4.4 財務面的評估準則衡量分析 

由表 3 的資料可知，財務面各準則的重要性依序為：彈性調節成本(0.559) > 協調減少

租金成本(0.296) > 申請政府紓困(0.100) > 申請銀行貸款(0.048)，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137，C.R.= 0.065，兩者皆小於建議的標準 0.1，表示符合一致性程度要求。 

4.5 行銷面的評估準則衡量分析 

由表 3 的資料可知，行銷面各準則的重要性依序為：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用(0.497) > 產

品變化性(0.342) > 促銷方案彈性(0.104) > 價格伸縮性(0.059)，本層次架構之一致性 C.I.= 

0.022，C.R.= 0.024，兩者皆小於建議的標準 0.1，表示符合一致性程度要求。 

4.6 評估準則的衡量分析 

由表 3 右邊的資料為各準則的整體權重，亦即各所屬構面的權重乘上各準則指標的權

重。其重要性排序最前面的 8 項分別為：減少安全疑慮(0.265)、食物處理安全性(0.189)、顧

客即時互動性(0.124)、實體環境安全性(0.103)、送餐方式調整(0.069)、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用

(0.057)、加強餐飲特色(0.050)及產品變化性(0.039)。 

 

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研究乃在探討在新冠肺炎疫情下餐飲業成功因應的最適化模式，研究結果發現： 

1.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因應的焦點在改變：本研究依據餐飲業的文獻及專家訪談發展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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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成功因應的評估構面和準則，其焦點放在因疫情帶來的改變部分，而非一般整體的

經營變項。 

2.成功因應最適化的構面及準則：本研究歸納發展顧客面、實體面、財務面及行銷面等四

個構面，以及顧客即時互動性、減少顧客安全疑慮等 16個準則。 

3.顧客面及實體面為相對重要性較高的構面：由 AHP層級分析法計算 12位專家意見，得

出顧客面權重最高的構面，實體面為次高的構面。 

4.滅少安全疑慮及顧客即互動性等為權重較高的準則：經 AHP 法分析，較重要的準則指標

為減少安全疑慮、食物處理安全性、顧客即時互動性、實體環境安全性、送餐方式調整、

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用、加強餐飲特色及產品變化性。 

5.2 研究建議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以及幾項建議： 

1.傳統餐廳要成功因應疫情必須適時改變：餐飲業過去發展有其既有的成功關鍵因素，然

而，面對疫情這種劇變，過去手藝高、業績好、資本厚的廠商都不免遭遇困境，必須適時

改變才能脫離困境。 

2.成功因應要解決顧客的問題：本研究發現顧客面及其中減少顧客安全疑慮是最重要的構

面和準則，說明顧客害怕疫情的感染是他不敢來的癥結，必須讓他安心，與其即時互動，

告知他廠商做了哪些防範措施(如消費、隔離、安全處理食物及環境因素等)和積極行動

(如外帶、外送)，來解決他們不敢出門消費的問題。 

3.適時變化產品，擴大數位化運用：由相對重要性高的產品變化性及通路數位化擴大運等

準則來看，改變餐飲產品形式，如真空包裝或保溫冷凍等技術研發，來配合外帶及外送，

或由機械操作減少人為接觸等已成為重要的未來趨勢；擴大網路數位化運用更為受困的餐

飲業帶來未來的無限商機。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僅初步發展傳統餐廳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成功因應最適化模式的評估構面及準

則，其一致性等檢驗雖然還算穩定，但有效性仍須不斷優化。未來研究者可以繼續發展具

代表性的替代方案，根據這些構面和準則指標，結合其他多準則決策方法，如模糊法、德

爾菲法等，來評估替代方案優劣，以利產業中的其他廠商作參考，共同來面對新冠肺炎疫

情困境，解決顧客問題，也恢復市場的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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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目標分配與射擊排程問題 
賴智明         黃旭達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副教授   資源管理及決策研究所 研究生 

chyh.ming.lai@gmail.com          dazets@hotmail.com 

摘要 
砲兵是反舟波階段的地面火力骨幹之一。砲兵的火力規劃是火力能否發揚、達成射擊

效果的關鍵之一，其內容包括：武器目標分配問題與火力射擊排程問題。火力規劃時，通

常由火協中心進行武器目標分配，再由射擊單位完成射擊排程，即便兩種決策是各自的最

佳解，但對整體火力規劃卻未必是最佳解。本研究為其建立數學模型並發展適合求解的演

算法。 

關鍵詞：武器目標分配問題(WTAP)，射擊排程問題(FSP)，平行機台排程問題(PMSP)。 

一、 緒論 
台灣位處太平洋西岸，四面環海，進犯敵軍想實質控領台灣就必須對我實施登陸作戰。

國軍反登陸作戰可區分泊地攻擊、反舟波攻擊、灘岸戰鬥與反擊等作戰階段。其中，反舟

波階段是藉由三軍聯合火力打亂其登陸編組、破壞其指揮調度，使其無法依循預期方向進

襲我軍沿岸守備薄弱處，並伺機殲滅其有生力量於海上，以利後續灘岸戰鬥之進行。砲兵

火力是反舟波階段的地面火力骨幹之一，目前國軍可供使用的火砲包括：雷霆 2000 多管火

箭、M110A2 自走砲、M109A2/A5 自走砲、155 公釐牽引砲、105 公釐牽引砲等，依據其最

遠射程，負責距岸 45 公里內的海上目標。 

火砲的射擊任務可區分為計畫性與臨機性等射擊任務(Cha & Kim, 2010)。計畫性射擊

是依據經常戰備時期，將可參與射擊的火砲單位予以整合，並依據火砲有效射程、射擊能

力、編組、可用資源(彈藥數量)、所在地形、目標性質等預先規劃，並據以對敵軍目標射擊，

以達成作戰任務。臨機性射擊任務則是在作戰期間，為了即時回應當前友軍及上級單位提

出的火力需求，僅部分武器對特定地區目標進行火力壓制，相較於臨機性射擊任務，計畫

性射擊任務囊括的武器與目標更為廣泛，任務性質也更形複雜與重要，因此本研究僅針對

計畫性射擊任務的範疇進行研究。 

砲兵部隊的火力規劃是火力能否發揚、達成射擊效果的關鍵之一，其規劃內容主要包

括：武器目標分配問題(Weapon-Target Assignment Problem, WTA)與火力射擊排程問題(Fire 

Schedule Problem, FSP)。Kwon, Lee, and Park (1997)的研究涵蓋上述兩項議題，是首篇較為

完整探討砲兵火力規劃的研究，FSP 也是在此篇研究中首次提出。研究中將火力規劃區分

兩個階段，並分別給出數學模型：第一階段是 WTA(Ash, 1959)，其主要目的在將來襲目標

分配給可用之武器，通常追求最小化的目標總威脅值或射擊總成本。受限於原有的武器目

標分配模型是假設武器在規劃期間至多接戰一個目標（接戰目標超過 2 以上才需要排程），

且具有非線性的目標函數(Manne, 1958)，因此修正上述限制另提數學模型進行目標分配。

第二階段是 FSP(Kwon et al., 1997)，其目的是依據前一階段完成的目標分配內容對武器進

行射擊排程，目標函數是追求最小化的射擊完成時間，兩個問題的複雜度皆為 NP-

complete(Lee, Kwon, Park, & Park, 1999)。受限於該研究的思維及問題的複雜度，此後有關

砲兵火力規劃的研究大多依此兩階段方式求解，並且假設目標分配已經完成，藉此避開複

雜的 WTA 問題，僅聚焦於 FSP 上。然而，WTA 與 FSP 均屬砲兵火力規劃的一部分且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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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因此，為更符合實務，這兩個數學模型應該合而為一、一併探討。 

FSP 問題依武器數量可區分單砲與多砲排程。當排程的對象僅考慮一個武器與多個目

標時，則問題視為單砲射擊排程問題。由於不同的武器擁有不同的射擊能力、有效射程與

可用資源等，火力規劃的目的在於整合這些能力不等的武器，將其火力依適當的時序分配

至不同目標上，以期產生對作戰任務最有利的效果，此一模型刻意忽略了火力規劃的核心：

「整合」，從而簡化問題(Choi, Jin, & Kim, 2017; Choi, Jin, Kim, & Do Chung, 2018)。 

相較於單砲排程，多砲排程考慮了兩種以上的異質性武器，除了排程的決策之外，尚

須考慮目標分配的決策，模型因此更為複雜。然而，過去研究為了使火力能收穫奇襲與制

壓效果，通常限制射擊相同目標的武器必須在同一個時間點對目標進行攻擊，且不考慮目

標進入與離開武器有效射程的時間(Ash, 1959; Cha & Kim, 2010; Kwon et al., 1997)。這種設

定無疑限制了火力運用的靈活程度，且與實務不符，部分武器有可能因此喪失大量與其他

目標交戰的機會。 

檢視過往的 FSP 文獻中，除了武器以外幾乎不討論資源上限的問題(Ash, 1959; Cha & 

Kim, 2010; Choi et al., 2017; Choi et al., 2018; Kwon et al., 1997)，實務上，武器火力的發揚必

然受限於彈藥數量，當彈藥耗盡時即便目標進入武器射程，也無可奈何。火力規劃的資源

（彈藥數量）屬於消耗性資源，一旦彈藥用盡該武器視同失效無法作用，此時掌握的彈藥

極為關鍵，分配問題就不僅限於武器還包括彈藥，可使現有的火力排程模型更符合實務。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排程模型及其相關的演算法被大量應用在製造業與服務系統上。

其中，又以平行機台排程問題(Parallel Machine Scheduling Problem, PMSP)的探討與應用最

為廣泛與熱絡(Kaabi & Harrath, 2014)。在典型的 PMSP 中，通常假設有 m 個機台與 n 個工

件，每個工件需要在其中一個機台上加工一次，加工所需的時間稱為處理時間。PMSP 的目

的在找出一個排程進而優化特定的績效指標，其求解過程包含了兩個決策：工件機台的分

配與排程（工件在機台上的加工順序）。當問題只考慮 m=1 時，則僅需決策最佳的工件排

程，當 m>1 時，則同時要決策工件機台的分配問題(Edis, Oguz, & Ozkarahan, 2013; Mokotoff, 

2001)。平行機台排程問題的決策內涵與本研究的砲兵火力規劃問題如出一轍、不謀而合。

其中，可將敵軍目標視為工件，武器視為機台，武器射擊一群砲彈至目標區所需時間視為

處理時間，但與平行機台排程問題間仍有以下差異： 

1.工件需加工的次數：PMSP 的工件通常需恰好加工一次，FSP 則不限，任一目標可被多次

攻擊，不論攻擊的武器是否相同(Kwon, 2003)。 

2.工件延遲效果：在 PMSP 中，工件的完工時間超過定義的到期日時(due date)通常可持續

加工（每個工件必須完成加工），超過的時間定義為延遲時間，因此最小化總完工時間或延

遲時間可視為績效指標之一。FSP 的目標一旦離開有效射程，又或是射擊所需時間超過 due 

date，則武器不得與目標交戰。此外，本研究建構之模型並未限制目標一定要交戰（優先攻

擊最具威脅的目標），因此總完工時間與延遲時間不適合做為績效指標。 

3.時間窗限制：就武器而言，有其特定的有效射程，當目標進入射程時，武器方能進行交戰。

換言之，任一武器僅能在特定的時間窗內，攻擊特定的目標，此一限制稱為時間窗限制。

時間窗限制在砲兵火力規劃問題中屬於硬限制，而平行機台排程問題的時間窗限制則通常

以軟限制的方式呈現在目標函數中(Kaabi & Harrath, 2014)。 

綜上，本研究試圖以 PMSP 的數學模型為基底進行變形、調整，發展可同時目標分配

與火力射擊排程的砲兵火力規劃數學模型，稱之(Target Assignment and Fire Scheduling 

Problem, TAFSP)，為本研究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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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PMSP 問題具有 NP-hard 複雜度(即使是僅考慮 m=2)(Karp, 1972)，面對 PMSP 的

求解難度，近年多採用啟發式演算法進行求解，也證實這些方法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找到

高品質的近似最佳解，因此本研究將嘗試使用簡群演算法(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SSO)(Yeh, 2009)求解提出的 TAFSP，為本研究目的之二。 

二、 模型建構 

2.1問題描述與假設 

當國土防衛作戰進入反舟波作戰階段時，表示敵軍登陸船團已向我本島灘岸編波前進，

砲兵任務是以各式火砲依其有效射程賦予射擊範圍，以圖 1 為例，M109 射擊範圍是 17 公

里至 5 公里，C105 射擊範圍是 7 公里至 2 公里，因此各目標𝑘進入與離開各火砲𝑖射擊範圍

的時間不同，分別以𝑒𝑖𝑘、𝑑𝑖𝑘表示，形成不同可供射擊的時間窗。火砲從目標諸元設定、彈

藥裝填，到完成一次射擊準備所需時間定義為𝑠𝑖𝑘，從射擊到觀測兵回報射擊效果所需時間

定義為𝑡𝑖𝑘，此外，武器對目標有其摧毀機率𝑝𝑖𝑘。各目標依其類型與作戰價值定義其威脅程

度𝑣𝑘。 

本研究提出的 TAFSP 是採用「射擊-觀測-射擊」(Shoot-Look-Shoot)策略，意指，依當

前目標狀況進行火力規劃，再由各式火砲依目標分配與排程的結果，進行特定的射擊次數，

以𝐴表示。完成後，更新當前目標狀況，再次火力規劃與火砲射擊，以此類推，因此 TAFSP

是在 Look 階段完成。此外，TAFSP 基於兩個假設建模：(1)海上目標的種類、位置、速度

與方向均可透過各種情監偵手段完全掌握。(2)由於採取 Shoot-Look-Shoot 策略，可在 Look

階段火力規劃時，排除因毀損、故障與缺彈導致不能射擊的武器，因此，武器因事故無法

射擊的情形不在 TAFSP 中探討。 

 

 

2.2符號說明 

TAFSP的數學模型符號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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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數學模型 
本研究以Dessouky (1998)的PMSP模型為基礎，依據本研究提出的火力規劃問題建構FASP

的數學模型。假設來襲目標為𝑁𝑡𝑔𝑡個，且武器𝑖可對所有目標進行攻擊，則所有目標的某一排列
方式就對應武器𝑖的一種射擊排程，排程的變數長度為𝑁𝑠𝑒𝑞 = 𝑁𝑡𝑔𝑡。因此，射擊排程的決策變
數定義為𝑋𝑖𝑗𝑘 ∈ [0, 1]，當𝑋𝑖𝑗𝑘 = 1時表示武器𝑖在順序𝑗攻擊目標𝑘，當𝑋𝑖𝑗𝑘 = 0時，則否。射擊次

數的決策變數則定義為𝑌𝑖𝑗𝑘 ∈ [0, 𝐴]，表示武器𝑖在順序𝑗攻擊目標𝑘的次數。 

武器𝑖在順序𝑗的射擊開始時間，可以下列公式(2)計算： 

 
其中，𝑝𝑓𝑖𝑗表示武器𝑖在順序𝑗的射擊完成時間，可以下列公式(3)計算。因火力規劃的初始

時間點均定義為0，因此令𝑝𝑓𝑗0 = 0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𝑖 武器索引值(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𝑗 順序索引值(𝑗 =  1, … , 𝑁𝑠𝑒𝑞) 

𝑘 目標索引值(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𝑁𝑤𝑝𝑛 武器總數量 

𝑁𝑠𝑒𝑞 順序總數 

𝑁𝑡𝑔𝑡 目標總數量 

𝑣𝑘 目標𝑘的威脅值 

𝑒𝑖𝑘 目標𝑘進入武器𝑖射程的時間 

𝑑𝑖𝑘 目標𝑘離開武器𝑖射程的時間 

𝑝𝑖𝑘 武器𝑖對目標𝑘的摧毀機率0 <  𝑝𝑖𝑘 < 1 

𝑡𝑖𝑘 武器𝑖對目標𝑘一次射擊所需的時間 

𝑠𝑖𝑘  武器𝑖對目標𝑘的射擊準備時間 

𝐴 武器𝑖的限制射擊次數 

𝑝𝑠𝑖𝑗 武器𝑖在順序𝑗的射擊開始的時間 

𝑝𝑓𝑖𝑗 武器𝑖在順序𝑗的射擊完成的時間 

𝑠𝑡𝑖𝑘 目標𝑘被指派給武器𝑖的射擊開始的時間 

𝑓𝑡𝑖𝑘 目標𝑘被指派給武器𝑖的射擊完成的時間 

決策變數： 

𝑋𝑖𝑗𝑘 當𝑋𝑖𝑗𝑘 = 1，表示目標k被指派給武器i於順序j實施射擊，若𝑋𝑖𝑗𝑘 =

0，則為目標k未指派給武器i於順序j實施射擊。 

𝑌𝑖𝑗𝑘 武器𝑖於順序𝑗對目標𝑘射擊次數 

𝑝𝑠𝑖𝑗 = 𝑚𝑎𝑥 [𝑝𝑓𝑖,𝑗−1, ∑ 𝑒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𝑡𝑔𝑡

𝑘=1

] 

+𝑚𝑎𝑥 {( ∑ 𝑠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𝑡𝑔𝑡

𝑘=1

− 𝑚𝑎𝑥 [( ∑ 𝑒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𝑡𝑔𝑡

𝑘=1

− 𝑝𝑓𝑖𝑗−1) , 0]) , 0}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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𝑝𝑓𝑖𝑗 = 𝑝𝑠𝑖𝑗 + ∑ 𝑡𝑖𝑘𝑌𝑖𝑗𝑘 ,

𝑁𝑡𝑔𝑡

𝑘=1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𝑗 = 1, … , 𝑁𝑠𝑒𝑞 (3) 

 
武器𝑖對目標𝑘的射擊開始時間𝑠𝑡𝑖𝑘與射擊完成時間𝑓𝑡𝑖𝑘，則可以透過下列公式(4-5)計算： 

 

𝑠𝑡𝑖𝑘 = ∑ 𝑝𝑠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𝑠𝑒𝑞

𝑗=1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4) 

𝑓𝑡𝑖𝑘 = ∑ 𝑝𝑓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𝑠𝑒𝑞

𝑗=1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5) 

 

TAFSP以非線性規劃建模，以下依目標式及限制式的順序說明： 

 

 

公式(6)是目標函數在追求極小化總期望目標威脅值。公式(7)在限制射擊次數，當武器𝑖在

順序𝑗未與目標𝑘交戰時(𝑋𝑖𝑗𝑘 = 0)，則射擊次數𝑌𝑖𝑗𝑘 = 0，當兩者交戰時(𝑋𝑖𝑗𝑘 = 1)，則射擊次數

𝑌𝑖𝑗𝑘 ≥ 1，公式(8)限制武器𝑖至多在一個順序中與目標𝑘交戰。公式(9)限制武器𝑖在一個順序𝑗內至

多接戰一個目標。公式(10)為武器之射擊次數限制，最多射擊𝐴次。公式(11)限制武器𝑖對目標𝑘
的射擊開始時間𝑠𝑡𝑖𝑘須晚於進入射程時間𝑒𝑖𝑘。公式(12)限制武器𝑖對目標𝑘的射擊完成時間𝑓𝑡𝑖𝑘須

Minimize: ∑ 𝑣𝑘 ∏ (1 − 𝑝𝑖𝑘)
∑ 𝑌𝑖𝑗𝑘

𝑁𝑠𝑒𝑞
𝑗=1

𝑁𝑤𝑝𝑛

𝑖=1

𝑁𝑡𝑔𝑡

𝑘=1

 (6) 

Subject to: 

𝑀𝑖𝑛(𝑌𝑖𝑗𝑘, 1) ≤ 𝑋𝑖𝑗𝑘 , 𝑖 = 1, … 𝑁𝑤𝑝𝑛, 𝑗 = 1, … , 𝑁𝑠𝑒𝑞,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7) 

∑ 𝑋𝑖𝑗𝑘

𝑁𝑠𝑒𝑞

𝑗=1

≤ 1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8) 

∑ 𝑋𝑖𝑗𝑘

𝑁𝑡𝑔𝑡

𝑘=1

≤ 1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 𝑗 = 1, … , 𝑁𝑠𝑒𝑞 (9) 

∑ ∑ 𝑌𝑖𝑗𝑘

𝑁𝑡𝑔𝑡

𝑘=1

≤ 𝐴

𝑁𝑠𝑒𝑞

𝑗=1

 , ∀𝑖 (10) 

𝑠𝑡𝑖𝑘 ≥ ∑ 𝑒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𝑠𝑒𝑞

𝑗=1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11) 

𝑓𝑡𝑖𝑘 ≤ ∑ 𝑑𝑖𝑘𝑋𝑖𝑗𝑘

𝑁𝑠𝑒𝑞

𝑗=1

,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12) 

 𝑋𝑖𝑗𝑘 ∈ [0,1] , 𝑌𝑖𝑗𝑘 ∈ [0, 𝐴] 

𝑖 = 1, … , 𝑁𝑤𝑝𝑛; 𝑗 = 1, … , 𝑁𝑠𝑒𝑞;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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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於離開射程時間𝑑𝑖𝑘。公式(13)決策變數𝑋𝑖𝑗𝑘之二元變數限制及𝑌𝑖𝑗𝑘的範圍限制。 

三、 求解方法 
本章運用SSO演算法對TAFSP模型進行求解，因為模型複雜度高，使解群體的生成與更新

產生大量不合理解，嚴重影響求解效率與效果。為提高SSO求解效能，本研究針對TAFSP設計

編碼系統，並提出初始解與修復機制。改良後的SSO命名為TAFSP-SSO，於本章詳細說明其機

制與流程。 

3.1問題描述與假設 

本節藉由一個簡單的問題說明如何應用SSO求解TAFSP：假設有2種武器(𝑁𝑤𝑝𝑛 = 2)、3個

目標(𝑁𝑡𝑔𝑡 = 3)，武器與目標的位置如圖1所示，求解所需的已知資料𝑒𝑖𝑘、𝑑𝑖𝑘、𝑝𝑖𝑘、𝑡𝑖𝑘、𝑠𝑖𝑘、
𝑣𝑘，如表1、表2所示。 

 
圖 1.TAFSP 作戰場景示意圖 

表 1. 參數表（一） 

 

表 2. 參數表（二） 

3.2解的編碼與解碼 

啟發式演算法通常將問題的一組解，編成一組向量讓演算法識別，並做為解的載體在演算

法中流動、反覆迭代，對問題求解。有時為了方便計算適應函數值，甚至會對解的編碼進行解

 𝑒𝑖𝑘    𝑑𝑖𝑘    𝑝𝑖𝑘    𝑡𝑖𝑘    𝑠𝑖𝑘   

 𝑘    𝑘    𝑘    𝑘    𝑘   

𝑖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12.02 14.37 0  32.22 37.25 16.72  .90 .77 .89  1 2 2  2 1 1 

2 27.74 0 0  35.51 0 0  .71 .69 .75  1 2 1  1 2 1 

𝑘 1 2 3 

𝑣𝑘 0.92 0.89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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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TAFSP的決策變數有二：射擊排程𝑋與射擊次數𝑌，為了結合二者編成一組向量，有利演算
法的迭代效能，本研究參考整數編碼與Random Key(Bean, 1994)為TAFSP設計特有的編、解碼
系統。 

任何一組TAFSP的解在TAFSP-SSO中，被編成長度為𝑁𝑤𝑝𝑛 × 𝑁𝑡𝑔𝑡的向量，以𝑯 =
 (𝐻1,  𝐻2, … ,  𝐻𝑖, … 𝐻𝑁𝑤𝑝𝑛)表示，其中的𝐻𝑖  =  (ℎ𝑖1, ℎ𝑖2, … , ℎ𝑖𝑘 , … ,  ℎ𝑖𝑁𝑡𝑔𝑡)表示武器𝑖的射擊排程

與次數。每一個變數ℎ𝑖𝑘 =  𝛼𝑖𝑘 + 𝛽𝑖𝑘，𝛼𝑖𝑘為整數介於[0, 𝐴]，表示武器𝑖攻擊目標𝑘的次數，𝛽𝑖𝑘則
是介於[0, 1]的實數，表示武器𝑖攻擊目標𝑘的順序，例如，圖2的ℎ12=2.476是𝛼12 = 2與𝛽12 = 0.476

加總。為了方便計算適應函數值，必需對𝑯解碼，解碼時，將𝑯解碼成兩組向量以𝑂與𝑅表示。

𝑂 = (𝑜11,  𝑜12, … , 𝑜𝑖𝑘 , … , 𝑜𝑁𝑤𝑝𝑛,𝑁𝑡𝑔𝑡)，其中𝑜𝑖𝑘表示武器𝑖攻擊目標𝑘的順序，是透過對𝛽𝑖𝑘，𝑘 =

 1, 2, … , 𝑁𝑡𝑔𝑡，排序的結果。𝑅 = (𝑟11, 𝑟12, … , 𝑟𝑖𝑘 , … ,  𝑟𝑁𝑤𝑝𝑛,𝑁𝑡𝑔𝑡)，其中𝑟𝑖𝑘  =  𝛼𝑖𝑘表示武器𝑖攻擊
目標𝑘的次數。假設𝑯 =  (2.573, 2.476, 4.387,2.343,1.934,4.743)，且武器可射擊次數𝐴 = 4，𝑯
是一組3.1節範例問題的解的編碼，對其解碼的結果如圖2所示。由解碼結果可知武器1射擊目標
𝑘的排程為𝑂 = (𝑜11, 𝑜12, 𝑜13) = (3,2,1) ，表示武器1對目標的射擊排程是為3 → 2 → 1，射擊次
數𝑅 = (𝑟11, 𝑟12, 𝑟13) = (2,2,4)，則表示武器1射擊目標1、2、3的次數分別2、2、4次。透過本研
究提出的編、解碼系統，可以有效使解不違反限制式(7-9)公式。 

 

 
圖2.編碼與解碼示意圖 

3.3初始解生成 

在SSO初始時會隨機產生一群解，解的數量為𝑁𝑠𝑜𝑙，任何一組解𝑯的元素ℎ𝑖𝑘  是介於[0, 𝐴 +

1]的實數，採用連續均勻隨機數生成，然而，這種隨機生成的方式，容易導致不合理解的產生。

因此本研究除了上述的隨機原則外，另外針對TAFSP提出四種初始解的生成原則，這些原則主
要是依據某些指標決定目標的指派順序。四種原則包括：1.先到優先、2.先離優先、3.易摧毀優

先與4.威脅高優先等。對於武器𝑖來說，這四種原則是分別針對𝑒𝑖𝑘、𝑑𝑖𝑘、𝑝𝑖𝑘與𝑣𝑘的大小進行目

標指派的排序，其中先到與先離原則採用升冪排序，易摧毀與威脅高優先則採用降冪排序。這
四種原則無論何者，在決定目標指派順序的同時，會隨機決定該目標的射擊次數，作為編碼之
用。以先到優先為例對範例中的武器1進行目標排程，各目標到達武器1的射擊範圍時間分別是：
(𝑒11, 𝑒12,𝑒13)=(12.02,14.37,0)，按升冪排列後，武器1的目標射擊順序是(𝑜11, 𝑜12, 𝑜13) = (2,3,1)，
可以得到目標射擊排程為3→1→2，同時，對這些目標隨機決定射擊次數，例如(𝑟11,  𝑟12,  𝑟13) =

(2,2,4)。其餘三項原則產生的目標排程與隨機射擊次數的結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透過四

項原則隨機產生的結果是以解碼的形式呈現，為了後續的更新迭代必須轉換為編碼形式𝑯。 

以武器1的先到優先原則的結果為例說明編碼過程。由3.2節可知𝛼𝑖𝑘與𝑟𝑖𝑘是等價，可以直接

轉換，因此(𝛼11, 𝛼12, 𝛼13) = (𝑟11, 𝑟12 , 𝑟13)  =  (2,2,4)。相較於𝛼𝑖𝑘，𝑜𝑖𝑘轉換成𝛽𝑖𝑘較為棘手，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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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𝑘順序越前，其𝛽𝑖𝑘越小的原則，實數編碼的𝛽𝑖𝑘則以公式𝛽𝑖𝑘 =
𝑜𝑖𝑘

𝑁𝑠𝑒𝑞+1
進行轉換，可得

(𝛽11, 𝛽12, 𝛽13) = (0.25,0.5,0.75)，因此編碼後的H=(2.25,2.5,4.75)。為使群體多樣性，本研究在演
算法的初始階段，採用包括隨機、先到優先、先離優先、易摧毀優先、威脅高等五個原則，各
以20%的比例生成隨機解群體。 

 

表 3.目標指派原則範例表 

編碼 

原則 
(𝑟11, 𝑜11) (𝑟12, 𝑜12) (𝑟13, 𝑜13) 

𝑒𝑖𝑘 (2,2) (2,3) (4,1) 

𝑑𝑖𝑘 (2,2) (2,3) (4,1) 

𝑝𝑖𝑘 (2,1) (2,3) (4,2) 

𝑣𝑘 (2,2) (2,3) (4,1) 

 
 

3.4修復機制 

本研究提出的編、解碼系統僅能保證解在迭代過程中不違反公式(7,8,9)，換句話說，初

始生成與更新後的解仍然有很高的機會，會違反限制式(10-12)，形成不合理解。因此，本

研究另外提出修復機制，針對違反上述限制式的不合理解進行修復，成為合理解。仔細盤

點 TAFSP 的限制式 (10-12)，違反的原因都來自於射擊次數的分配不合理所導致，換句話

說，只要適當修正解中各武器對各目標的射擊次數，即可達到修復的目的。 

對 於 進 入 修 復 機 制 的 一 組 解 Ｈ ， 修 復 機 制 對 每 個 武 器 𝑖 按 其 目 標 排 程 𝑠 =

(𝑠1, 𝑠2, … , 𝑠𝑗 , … , 𝑠𝑁𝑡𝑔𝑡 |𝑜𝑖,𝑠𝑗
< 𝑜𝑖,𝑠𝑘

, 𝑗, 𝑘 = 1, … , 𝑁𝑡𝑔𝑡)（例如 3→1→2），對目標的射擊次數進行

修復，步驟如下： 

 

Step 1. let  𝑖 = 1 

Step 2. construct s ,and let 𝑎 = 𝐴,𝑗 = 1 

Step 3. let 𝑘 = 𝑠𝑗  , and  𝑤 = 𝑑𝑖𝑘−max (𝑝𝑓(𝑖,𝑗−1), 𝑒𝑖𝑘) 

Step 4. if 𝑤 > 0, go to Step 5; otherwise go to Step 6 

Step 5. let 𝑟𝑖,𝑘 = 𝑀𝑖𝑛(𝑟𝑖,𝑘, ⌊
𝑊

𝑡𝑖𝑘
⌋ , 𝑎𝑖), ℎ𝑖𝑘 = 𝑟𝑖,𝑘 + 𝛽𝑖𝑘 

Step 6. let 𝑟𝑖𝑘 = 0, and ℎ𝑖𝑘 = 𝑟𝑖,𝑘 + 𝛽𝑖𝑘 

Step 7. let 𝑎 = 𝑎 − 𝑟𝑖𝑘 

Step 8. if 𝑗 < 𝑁𝑠𝑒𝑞, let 𝑗 = 𝑗 + 1, and go to Step 3 

Step 9. if 𝑖 < 𝑁𝑤𝑝𝑛, let 𝑖 = 𝑖 + 1, and go to Step 2 

Step 10 update 𝑯 and Stop 

 

其中，Step 3.是計算武器對於目標射擊的時間窗，運用上個順序的完成時間𝑝𝑓(𝑖,𝑗−1)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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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進入射程時間𝑒𝑖𝑘，取較大值表示武器可射擊目標的時間，接著與目標離開射程時間𝑑𝑖𝑘

相減，可表示為𝑤 = 𝑑𝑖𝑘−max (𝑝𝑓(𝑖,𝑗−1), 𝑒𝑖𝑘)，運用𝑤可得知武器對於目標射擊時間長度。當

𝑤 > 0時表示武器與目標具有射擊的時間窗，因此 Step5.則運用解碼射擊次數𝑟𝑖,𝑘、武器𝑖對

目標𝑘接戰時間的可射擊次數⌊
𝑊

𝑡𝑖𝑘
⌋、武器𝑖的剩餘射擊次數𝑎𝑖，三者取最小值，作為武器𝑖對於

目標𝑘的射擊次數𝑟𝑖,𝑘，若𝑊 ≤ 0，本次武器𝑖對於目標𝑘不實施射擊，則𝑟𝑖,𝑘 = 0；再將上述射

擊次數，修正解、編碼ℎ𝑖𝑘 = 𝑟𝑖,𝑘 + 𝛽𝑖𝑘。Step7.將武器𝑖可射擊發數𝑎𝑖減去本次射擊發數𝑟𝑖,𝑘更

新𝑎𝑖。依序修正各武器𝑖及各順序𝑗，以達到編、解碼修復之效果。並且將上述修復機制使用

於 TAFSP-SSO 流程中，用於生成初始解以及迭代更新中進行解修復，如圖 3 所示，藉以提

升求解效能。 

 

3.5TAFSP-SSO流程 

本研究提出之 TAFSP-SSO 是為了改進 SSO 在求解時產生不合理解的情形，提升求解

效率，主要是依據 SSO 的流程進行調整，並且於兩個部分增加修正機制，其一是於生成解

群體時進行目標指派原則的修正，以提升合理解品質，其二是在生成初始解後及 SO 自訂

義參數更新後進行對於射擊發數的解、編碼修正，經上述兩種機制修正後，使產生的解均

為合理解，再計算適應函數值，並且於完成最大迭代數後，完成 TAFSP 的求解，如圖 3 所

示。 

 
圖 3.TAFSP-SSO 流程圖 

四、 求解分析 
透過 PMSP 模型為基設計之 TAFSP 模型，運用 TAFSP-SSO 及 CPLEX12.10 進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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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別由 CPLEX 計算 1 次與 TAFSP-SSO 演算法計算 20 次實施比較，如表 4 所示，

表格內容中 Problem 表示問題大小，表示方式為(P-武器數-目標數)；𝐴為各武器最大射擊發

數；CPU Time(s)是比較 CPLEX 與 SSO 演算法的求解時間，並以秒為單位，Objective 

Value(𝑜𝑏𝑣𝑎𝑙𝑢𝑒)則是比較 CPLEX 與 SSO 演算法求解得到的目標函數值，CPLEX 為分支定界

法求得之數據，另外 TAFSP-SSO 演算法為求解 20 次之結果，因此分別以項目 Best、Mean、

Worst、STD、Success、Gap 表示為最佳值、平均數、最差值、標準差、成功率、落差值

(
𝐵𝑒𝑠𝑡−CPLEX 𝑜𝑏𝑣𝑎𝑙𝑢𝑒

CPLEX 𝑜𝑏𝑣𝑎𝑙𝑢𝑒
)為 TAFSP-SSO 最佳值與 CPLEX 的目標函數值的求解間隙比例。 

由表 4.得知，於 P2-2-1 至 P2-5-2 間 TAFSP-SSO 的最佳解均能取得與 CPLEX 之分支定

界法近似的結果，兩者的落差值小於 0.1，僅 P2-2-3、P2-3-3、P2-4-1、P3-6-2 問題因 CPLEX

求解結果已到達最佳整數目標與剩餘最佳節點目標的間隙相對公差。因此較 TAFSP-SSO 演

算法求解結果差。另外因 P2-5-3 以下之題目因求解維度較大，CPLEX 執行時間均大於 3600

秒尚無法求得精確解，因此能發現 TAFSP-SSO 演算法於小問題之求解，均能於 0.4 秒內完

成，目標函數也能夠達到與 CPLEX 求解結果相近的近似最佳解，可以得知 TAFSP-SSO 演

算法求解效率較 CPLEX 高。 

 

 

表 4.TAFSP-SSO 與 CPLEX 求解比較表 

Problem 

(P-w-t) 
𝐴 

CPU Time Objective Value 

Gap 
CPLEX SSO CPLEX 

SSO 

Best Mean Worst STD Success 

P-2-2 1 5 0.19  0.2626 0.2626 0.2626 0.2626 0.0000  100% 0.00  

P-2-2 2 11 0.20  0.0357 0.0357 0.0408 0.0431 0.0034  70% 0.00  

P-2-2 3 12 0.18  0.0077 0.0052 0.0069 0.0077 0.0011  100% 0.32*  

P-2-2 4 19 0.17 0.0007 0.0007  0.0009  0.0009  0.0001  15% 0.00  

P-2-3 1 98 0.25 1.4038 1.4038 1.4038 1.4038 0.0000  100% 0.00  

P-2-3 2 922 0.22 0.5576 0.5576 0.5589  0.5619 0.0020  70% 0.00  

P-2-3 3 879 0.20  0.3138 0.2110  0.2638  0.3383  0.0529  50% 0.33*  

P-2-3 4 9 0.20  0.0999 0.1000  0.1046  0.1302  0.0108  85% 0.00 

P-2-4 1 172 0.25  2.1463 2.1463 2.1463  2.1463  0.0000  40% 0.00  

P-2-4 2 653 0.26  0.8983 0.8983  0.9504  1.2463  0.1237  65% 0.00  

P-2-4 3 689 0.23  0.4367 0.4367  0.5549  1.0394  0.1303  20% 0.00  

P-2-4 4 135 0.21  0.2297 0.2345  0.2709  0.3896  0.0410  5% 0.00 

P-2-5 1 1862 0.25  2.8339 2.8339  2.8339  2.8339  0.0000  100% 0.00  

P-2-5 2 1072 0.24  1.3373 1.3371  1.3372  1.3377  0.0002  65% 0.00  

P-2-5 3 >3600 0.20  0.5107 0.5108  0.8714  1.1183  0.2879  10% 0.00 

P-2-5 4 >3600 0.20  0.2887 0.2888  0.3082  0.4058  0.0329  5% 0.00 

P-2-6 1 >3600 0.26  3.9927 3.9927  3.9929  3.9942  0.0005  90% 0.00  

P-2-6 2 >3600 0.25  2.5315 2.5315  2.5742  2.9826  0.0980  25% 0.00  

P-2-6 3 >3600 0.23  1.1894 1.1894  1.4674  2.1743  0.2728  10% 0.00  

P-2-6 4 >3600 0.25  0.6605 0.6606  0.9084  1.4308  0.2105  5% 0.00 

P-3-4 1 >3600 0.24  1.4538 1.4538  1.4539  1.4556  0.0004  95% 0.00  

P-3-4 2 >3600 0.27  0.5112 0.5112  0.5138  0.5210  0.0032  40% 0.00  

P-3-4 3 >3600 0.21  N/A 0.1976  0.2140  0.2918  0.0260  5%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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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4 >3600 0.22  N/A 0.0885  0.0918  0.1063  0.0058  10% N/A 

P-3-6 1 >3600 0.29  3.1328 3.1328  3.1328  3.1329  0.0000  70% 0.00  

P-3-6 2 >3600 0.26  4.6983 1.0047  1.6159  1.9967  0.3421  10% 0.79* 

P-3-6 3 >3600 0.24  N/A 0.4126  0.6002  1.1145  0.1851  5% N/A 

P-3-6 4 >3600 0.23  N/A 0.2144  0.3482  0.9865  0.1644  5% N/A 

P-3-8 1 >3600 0.32  4.5941 4.5941   4.5962   4.6026  0.0028 5% 0.84*  

P-3-8 2 >3600 0.28  2.3448 2.3473  2.4785  3.0192  0.2226  5% 0.00 

P-3-8 3 >3600 0.28  N/A 0.7206  1.4406  2.6778  0.4465  5% N/A 

P-3-8 4 >3600 0.28  N/A 0.3284  0.5712  1.1506  0.2482  5% N/A 

P-3-10 1 >3600 0.34  N/A 6.6248  6.6260  6.6325  0.0027  85% N/A 

P-3-10 2 >3600 0.28  N/A 4.4123  4.4946  5.0905  0.1417  5% N/A 

P-3-10 3 >3600 0.32  N/A 2.3413  3.1504  4.0460  0.4402  5% N/A 

P-3-10 4 >3600 0.28  N/A 1.1271  2.2796  3.2782  0.6490  5% N/A 

PS:*CPLEX 求解已達最佳整數目標與剩餘最佳節點目標的間隙相對公差。 

五、 結論 
本研究對於 WTA 與 FSP 模型進行重新審視，並且運用其中模型概念如目標函式中的

最小化威脅值、射擊時間窗、武器分配與排程等概念，再運用工業生產常用的 PMSP 模型

進行類比及調整，建構了 TAFSP 的模型，且運用 TAFSP-SSO 演算法與 CPLEX12.10 進行

求解分析、比較，TAFSP-SSO 演算法能夠以極佳的效率求得近似最佳解，使目標能夠快速

分派給武器實施射擊，兼具了整合不同武器的能力，此為本研究的具體貢獻，往後研究將

持續運用多目標規劃方式考量資源限制與求解效率，精進模型與實務相結合並提供砲兵火

力發揚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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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備源供應的國軍野戰後勤設施選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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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後勤補給是部隊的命脈，在戰時網路上的補給設施是雙方攻擊的主要目標之一，為了

分散風險及確保後勤網路的運作，在規劃補給網路時，除了主要補給點之外，還會選擇數

個地點當預備點。補給點設置備用供應是提高網路可靠度的方法之一，結合網路可靠度與

設施選址問題，提出非線性數學規劃模型，協助決策者最佳化補給網路的建構。 

關鍵詞：設施選址、備用供應、簡群演算法、進化演算法。 

一、 緒論 
國軍的後勤補給工作，從時機上可區分基地與野戰後勤。平時，後勤單位在其各駐地，

藉由固定、專用的設施執行各項後勤補保作業，稱之基地後勤。戰時，為了能迅速滿足前

線各部隊的後勤補給需求，必須離開原駐地至上級指定的區域內挑選適合之地點，藉可用

的地形、環境或既有民間設施開設臨時的囤儲點與工作站（以下稱補給點），並且保持必要

機動性，以因應戰況發展，適時推進或向後開設新的補給點，此時的後勤工作是在野戰條

件下完成，故稱野戰後勤。台灣是高度城市化的國家，一旦開啟國土防衛作戰，爭奪巷弄

與街道的城鎮戰將不可避免，為了迅速建立及強化野戰後勤補給網路，野戰後勤會結合現

有的民用堅固建築或設施進行開設。 

戰鬥部隊（通常為排連級以下單位）為保持機動、便於作戰，通常僅攜帶數日份的作

戰物資。營級單位則在戰鬥部隊直後方的安全區域內，徵用民用建築開設營輜重，用以囤

儲後方送抵的軍需並向前轉運，以滿足戰鬥部隊的後續作戰需求。作戰區為統籌分配各項

作戰物資，向轄下作戰單位（通常為營級或獨立連單位）提供源源不絕的作戰物資，責由

地區後勤支援指揮部在作戰地區的後方，徵用堅固建築或設施開設各類物資補給站（以下

簡稱支補點）。作戰物資從源頭倉儲的支補點，到中間轉運的營輜重，最後運送到戰鬥部隊，

從點連成線，線再交織形成野戰後勤補給網路，如圖 1 所示，三角形為 RLD 支補點、正方

形為 BLD 營輜重及菱形為作戰部隊，黑色虛線區為戰鬥地境線區分各營的責任區域，藍色

線是補給線；其中的點、線就是部隊持續作戰的命脈與保證，因此用以開設營輜重與支補

點的地點，其選擇與規劃不可不慎，為本研究之動機。 

戰時，作戰雙方為了癱瘓敵人後勤命脈，補給網路上的節點通常是雙方攻擊的主要目

標之一。設施選址問題（Facility location problems, FLP）通常應用於規劃、設計供應鏈網路，

屬於供應鏈中戰略（或策略）層次的問題，其決策涉及大量成本的投入，一旦決策後很難

更改，並且對供應鏈的績效產生長期影響，因此設施選址問題始終是作業研究中熱門的議

題之一(Owen & Daskin, 1998)。給定一個供應鏈網路，網路中有顧客與設施候選點集合，每

個顧客有其特定的需求，每個候選點有不同的開設成本，各候選點與顧客間的距離可以表

示為運送成本。設施選址問題的決策通常是：在最小化成本的前提下，從候選點中挑選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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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地點開設必要的設施，並將網路中所有顧客分配至這些開設的設施，以滿足顧客需求。 

圖 1：野戰補給網路圖 

設施選址問題是著名的組合最佳化問題，已經廣泛的應用在各個領域中，因應不同的

問題衍生出多種不同的模式，其中的差異可以透過三個面向區分問題的本質：(1)單層或多

層的網路結構、(2)設施有無容量限制與(3)單一或多重的供應來源(Aikens, 1985; Klose & 

Drexl, 2005)。當問題僅涉及單層的設施選址時稱之單層設施選址問題，而多層的設施選址

問題則是從單層衍生而出，必須同時對多層的設施進行選址，而高層是低一層的供應來源。

本研究提出的問題，需同時對支補點與營輜重進行選址，屬於雙層的設施選址問題。在無

容量限制的問題中，假設了所有設施可以無限供應並滿足顧客的需求，因此，這類問題僅

需將顧客分配給一個設施負責供應，自然形成單一的供應來源。當設施容量受到限制時，

稱為有容量限制的設施選址問題，此時，需求較大的顧客則可能需要多個供應商同時服務，

形成多重的供應來源，相較於前者，有容量限制顯然更符合現實，問題也更形複雜。 

近年恐攻、天災頻傳，考慮中斷事件的設施選址問題開始引起產、學、官廣泛注目，

相關議題活躍於近年的文獻中(Lawrence V Snyder et al., 2016)。面對中斷事件，設施選址問

題通常採用兩項策略：設施強化(facility fortification)與供應策略(sourcing strategy)(Govindan, 

Fattahi, & Keyvanshokooh, 2017)。設施強化的策略是挑選適當的設施進行強化，提升設施對

中斷事件的因應能力，強化的手段則包括設施實體的強化與產能的外包 (Hasani & 

Khosrojerdi, 2016; Li & Savachkin, 2016; Qin, Liu, & Tang, 2013; Scaparra & Church, 2008)。

戰時，產能的外包有其難度，而實體的強化亦不適用於國軍後勤野戰補給網路的規劃，原

因是戰前民用設施尚未徵用，無法強化，開戰後，可供實體強化的時間又極為有限。其次

是，任何強化設施的手段，在砲火下的效果極其有限。 

供應策略由 Synder 等學者提出，為本研究採取的策略，可區分兩類：多重供應與備用

供應等。多重供應意指所有的顧客在平時就由多個供應商同時供應，一旦部分供應商發生

中斷事件，顧客可免於全面性的供應中斷(Klibi & Martel, 2012; Mak & Shen, 2012; Qi & Shen, 

2007; Tomlin, 2006)。備用供應則是事先規劃備用設施，一旦主要的供應商發生中斷，則由

備用的供應商遞補、接續供應(Lawrence V Snyder et al., 2016)。受限於國軍的責任區分與統

一指揮原則，營輜重僅接受一個支補點負責軍需供應，因此國軍在規劃野戰後勤補給網路

時，均採用備用供應策略以因應遭敵攻擊的中斷事件。 

有關備用供應的研究可追溯至 Pickul 與 Schilling 等學者，針對醫院、消防局與警察局

等緊急設施，提出有容量限制的選址問題，為每個需要服務的節點設置了一個主設施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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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備用設施。然而，提出的模型並非考慮中斷事件，而是主要設施的服務被佔用後，可以

由備用設施接替服務(Pirkul & Schilling, 1988)，隨後，Pickul 針對相同的問題提出無容量限

制的版本(Pirkul, 1989)。首篇考慮中斷事件的備用供應的研究，是由 Synder 等學者提出，

並將這類選址問題定義為可靠性設施選址問題。 

整理相關文獻後，討論如下： 

一、 現實中的供應鏈網路多屬多階層有容量限制的結構，不同階層間的設施選址，

彼此交互影響著整個供應鏈的運作成效與可靠程度，無法各自獨立評估，相較於單一

階層其決策難度更形複雜。過去研究多數聚焦在單一階層無容量或有容量限制可靠性

設施選址問題(Cui, Ouyang, & Shen, 2010; Li, Zeng, & Savachkin, 2013; Lim, Daskin, 

Bassamboo, & Chopra, 2010; Mohammadi, Jula, & Tavakkoli-Moghaddam, 2019; 

Mohammadi, Tavakkoli-Moghaddam, Siadat, & Rahimi, 2016; Pirkul, 1989; Pirkul & 

Schilling, 1988; Lawrence V. Snyder & Daskin, 2005)，對於多階層有容量限制的應用探

討甚少(Fallah Nezhad, Zarrinpoor, & Pishvaee, 2016; Farahani, Hassani, Mousavi, & Baygi, 

2014; Zarrinpoor, Fallahnezhad, & Pishvaee, 2017)，而有關多階層單一來源有容量限制

的可靠性設施選址問題的探討則付之闕如。 

二、 文獻中的備用供應源數量的給定可區分兩種，其一是與 Pickul 與 Schilling 等

學者相同，對於任一個需求節點，除了主要設施之外，另外僅設置一個備用設施，

亦即𝑚 = 1，這種方式假設了兩種設施不會同時中斷，顯然過於樂觀(Li et al., 2013; 

Lim et al., 2010; Pirkul, 1989; Pirkul & Schilling, 1988)。其二是與 Synder 等學者相同，

事先對備用供應源的數量給予一個定值𝑚，然而，多少的備用供應源才能達到滿意

的可靠度，鮮少探討也莫衷一是，𝑚的定義雖不影響求解結果，但𝑚值給定越大計算

複雜度則越高(Cui et al., 2010; Farahani et al., 2014; Lawrence V. Snyder & Daskin, 2005)。 

綜上，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提出新型態的可靠性設施選址模型，填補過去文獻的侷

限之處，並且應用在國軍野戰後勤設施選址問題上，此一問題稱之可靠性二階層單一來源

有容量限制的設施選址問題(reliable two-level, single source, capacitated facility location problem, 

RTSCFLP)。為此，我們建構一整數非線性數學規劃模型，並且採用 YALMIP 結合商業軟體

CPLEX 進行求解，結果顯示當網路節點超過 30 時，CPLEX 無法在 2 小時內完成求解，因

此有其必要另提方法，更有效率的針對大型問題進行求解。 

二、 模型建構 

2.1問題描述與假設 

當國土防衛作戰開始時，各級部隊依照命令進入戰術位置，為了迅速建立及強化野戰

後勤補給網路，會藉可用的地形及環境結合既有民間設施開設臨時的後勤設施，戰場景況

由前往後介紹，最前面的是戰鬥部隊、接著為營級單位所開設的營輜重、最後方是作戰區

的地區指揮部所開設的支補點，作戰物資從最後方的支補點，轉運到中間的營輜重，最後

運送到最前線的戰鬥部隊，所交織形成的野戰後勤補給網路。為方便說明模型，以一個小

規模模型作說明，此模型第一層級是由 4 個備選支補點組成、第二層級由三個營每個營有

5 個備選營輜重組成，各營有配屬 3 個作戰連，而提出之模型可以用網路圖進一步說明，如

圖 3.1 是一個可靠性設施選址模型網路圖，網路上的圖形有五種類型(1)三角形為支補點(圖

形內紅色為開設支補點)：𝑟𝑙𝑑𝑖、(2)正方形為營輜重點：𝑏𝑙𝑑𝑗𝑘。(圖形內藍色為主要營輜重，

黑色為預備營輜重，未填滿顏色為備選營輜重)、(3)三角形為作戰部隊：𝑢𝑗、(4) 以藍色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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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虛線區分主補給線及預備補給線、(5)黑色虛線為戰鬥地境線區分各營責任區域。 

此模型律定兩階層的單位，必須依補給線開設設施數量來達成可靠度，即選定數組設

施，來因應設施遭毀損後，能立即啟用預備案繼續實施後勤補給支援，使後勤補給支援不

中斷，前方作戰連的需求補給能繼續獲得滿足，以保持持續作戰能力。 

圖 2 可靠性設施選址模型網路圖 

2.2符號說明 

RTSCFLP的數學模型符號表如下所示： 

𝑛𝑅𝑑 備選支補點總數。 

𝑛𝐵𝑛 營級單位的總數。 

𝑛𝐵𝑑𝑗 第 j 營備選營輜重總數。 

𝑛𝐶𝑟𝑗 第 j 營作戰部隊總數。 

𝐼 備選支補點𝑟𝑙𝑑𝑖的集合 i={1, 2, …, nRd} 

𝐽 為營級單位𝑏𝑎𝑡𝑗的集合。j={1, 2, …,𝑛𝐵𝑛} 

𝐾 備選營輜重點𝑏𝑙𝑑𝑗之集合。 j={1, 2, …,𝑛𝐵𝑑𝑗} 

𝑅𝑃𝑗 第 j 營的補給線可靠度。 

𝑃𝑖  第 i 個備選支補點的毀損機率。 

𝑃𝑗𝑘  第 j 營的第 k 個備選營輜重點的毀損機率。 

𝑑𝑖𝑗𝑘  第 i 個支補點運送補給至第 j 營第 k 個營輜重的距離。 

𝑑𝑗𝑘 第 j 營的第 k 個營輜重運送補給至作戰連𝑢𝑗之運送距離加總。 

𝑑𝑚𝑛 備選支補點 m 及備選支補點 n 之間距離。 

𝑑𝑘𝑙 備選營輜重點 k 及備選營輜重點 l 之間距離。 

𝑑𝑒𝑚𝑗 第 j 營的補給需求，來自於其所屬的戰鬥單位 𝑢𝑗。 

𝐶𝑎𝑝𝑖 第 i 個備選支補點可存放物資的設施容量。 

𝑚𝑖 第 i 個備選支補點開設所需的作業人力。 

𝑀 地區支援指揮部可供開設支補點之總人力。 



405 
 

𝑋𝑖𝑗 = {
1，則為 𝑖 支補點運送補給至  j 營。 

0，則否。                                                 
 

𝑌𝑗𝑘 = {
1，則為 j 營的 k 營輜重開設並運送補給作戰連𝑢𝑗。 

0，則否。                                                                              
 

𝑍𝑖 = {
1，則為𝑖支補點有開設並提供服務，∀𝑖 ∈ 𝐼。 

0，則否。                                                                   
 

這些後勤設施有幾個限制需要設定，營輜重由一個以上的支補點提供補給，並只提供

服務給隸屬自己的作戰連，所以會有兩套備選點集合分別對應於支補點備選點和營輜重備

選點，且必須决定兩個層級的哪些設施位置將被確定開設並提供後勤支援服務。支補點備

選點和營輜重備選點都有容量限制，所有後勤設施都有編組隸屬的特定規範。依上述原則

建構了以下之數學模型，分為目標式及限制式說明區分如下： 
目標函數： 

Min 𝑓 = ∑ ∑ ∑ 𝑑𝑖𝑗𝑘𝑋𝑖𝑗𝑌𝑗𝑘

𝑛𝐵𝑑𝑗

𝑘=1

𝑛𝐵𝑛

𝑗=1

𝑛𝑅𝑑

𝑖=1

+ ∑ ∑ 𝑑𝑗𝑘𝑌𝑗𝑘

𝑛𝐵𝑑𝑗

𝑘=1

𝑛𝐵𝑛

𝑗=1

 

(1) 

限制式： 

Subject to:  

(1 − ∏ 𝑃𝑖
𝑋𝑖𝑗

𝑛𝑅𝑑

𝑖=1

) × (1 − ∏ 𝑃𝑗𝑘
𝑌𝑗𝑘

𝑛𝐵𝑑𝑗

𝑘=1

)  ≥ 0.9 , ∀𝑗 ∈ 𝐽 

(2) 

∑ 𝑋𝑖𝑗

nRd

𝑖=1

≥ 1, ∀𝑗 ∈ 𝐽 
(3) 

∑ 𝑌𝑗𝑘

𝑛𝐵𝑑𝑗

𝑘=1

≥ 1, ∀𝑗 ∈ 𝐽 

(4) 

𝑋𝑖𝑗 ≤ 𝑍𝑖 , ∀𝑖 ∈ 𝐼, 𝑗 ∈ 𝐽 (5) 

∑ 𝑑𝑒𝑚𝑗𝑋𝑖𝑗

𝑛𝐵𝑛

𝑗=1

≤ 𝐶𝑎𝑝𝑖, ∀𝑖 ∈ 𝐼 
(6) 

∑ 𝑚𝑖𝑍𝑖

𝑛𝑅𝑑

𝑖=1

≤ 𝑀 
(7) 

𝑑𝑘𝑙 ≥ 1，𝑖𝑓 𝑌𝑗𝑘 𝑎𝑛𝑑 𝑌𝑗𝑙 = 1, 𝑓𝑜𝑟 𝑘 ≠ 𝑙, ∀𝑗 ∈ 𝐽, 𝑘, 𝑙 ∈ 𝐾 (8) 

𝑑𝑚𝑛 ≥ 1，𝑖𝑓 𝑍𝑚 𝑎𝑛𝑑 𝑍𝑛 = 1, 𝑓𝑜𝑟 𝑚 ≠ 𝑛，𝑚, 𝑛 ∈ 𝐼 (9) 

𝑋𝑖𝑗, 𝑌𝑗𝑘, 𝑍𝑖 ∈ {0,1}, ∀𝑖 ∈ 𝐼, 𝑗 ∈ 𝐽, 𝑘 ∈ 𝐾 (10) 

目標函數(1)使總運輸距離成本最小化。限制式(2)確保各營補給線可靠性需大於 0.9。限

制式(3)保各營至少有 1 個支補點提供需求。限制式(4)確保各營需開設 1 個以上的營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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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5)確保支補點僅針對已開設設施進行指派。限制式(6)確保由支補點 i 提供補給給各營

的需求總數不超過其容量限制。限制式(7)確保開設的支補點 i 作業人力加總不超過地支部

人力編制數量。限制式(8)安全考量(敵攻擊範圍)營輜重點 k 及 l 之間的距離要大於 1公里。

限制式(9)安全考量(敵攻擊範圍)支補點 m 及 n 之間的距離要大於 1 公里。限制式(10) Xij, 

Yjk, Zi 為二元決策變數。 

2.3簡群演算法 

簡群演算法(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SSO)，由學者 Yeh 於 2009 年提出，目的是彌

補粒群演算法在求解離散問題的不足(Yeh, 2009)，在演算法領域中屬於較新穎的方式，特點

是所需要的計算時間少，並且可以解决各類型複雜的問題，與精確算法相比，簡群演算法

既能節省時間且解的質量也不錯，而且解在更新迭代時具有多樣性的樣本來源，不易陷入

區域最佳解。SSO 演算法具備三個優點： 

一、操作使用容易：（僅 4 個參數需要調整，容易使用） 

二、運算效率高：（可快速收斂，減少計算時間） 

三、靈活彈性：（能求解離散、連續及混和等不同種類的問題）。 

其中多數研究顯示 SSO 與常使用的 GA(Rahmani & MirHassani, 2014)及 PSO(Ye, Wang, 

Huang, Xu, & Chen, 2012)做比較，能獲得更優更好品質的解。SSO 提出至今已被應用於許多

研究(Yeh, 2012a; Yeh, Yeh, Chang, Ke, & Chung, 2014)，如冗餘分配方面(Lai & Yeh, 2016; Yeh, 

2009)；資料探勘方面(Lai & Yeh, 2016; Yeh, 2012a; Yeh & Wei, 2013)；供應鏈管理方面

(Azizipanah-Abarghooee, 2013; Azizipanah-Abarghooee, Niknam, Gharibzadeh, & Golestaneh, 2013; 

Yeh, 2012b)和設施選址方面(Lai, 2019; Lai, Chiu, Liu, & Yeh, 2019)等。 

2.4模型驗證 

本研究以精確解方法之一的分支定界法(Branch and Bound, B&B) 來驗證本研究提出

RTSCFLP 模型的效度。B&B 是一種系统化的解法，一般線性規畫之單形法解得最佳解，將

非整數決策數割成為最接近的兩整數，形成兩個子問題(或分枝分別求解，如此便可求得目

標函數值的上限(上界)或下限(下界)，從其中尋得最佳解。因為 B&B 不具備隨機性，一次運

算即可找到最佳解，因此問題僅需運算一次，每次運算的時間以一小時為限，運算超過時

間強制結束，並將求得的最佳解輸出。 

首先先定義一個小型問題，假設第一層級設有備選支補點有 4 個( 𝑛𝑅𝑑 = 4)，第二層級

設有營級單位 3 個並接受支補點補給( 𝑛𝐵𝑛 = 3)，各營的備選營輜重有 5 個( 𝑛𝑏𝑑𝑗  = 5 ) ，

所有作戰部隊的需求都必須被滿足，驗證題目如圖 3，其相關參數如表 1。 

 

表 1 原始資料參考表 

設施 設施容量 毀損機率 作業人力 

𝑟𝑙𝑑1 18.39 0.14 2 

𝑟𝑙𝑑2 19.50 0.11 2 

𝑟𝑙𝑑3 18.47 0.10 1 

𝑟𝑙𝑑4 14.74 0.13 1 

設施 設施容量 毀損機率 補給需求 

𝑏𝑙𝑑11  0.16 5.87 

𝑏𝑙𝑑12  0.17 5.87 

𝑏𝑙𝑑13  0.17 5.87 



407 
 

𝑏𝑙𝑑14  0.12 5.87 

𝑏𝑙𝑑15  0.14 5.87 

𝑏𝑙𝑑21  0.19 6.00 

𝑏𝑙𝑑22  0.16 6.00 

𝑏𝑙𝑑23  0.10 6.00 

𝑏𝑙𝑑24  0.19 6.00 

𝑏𝑙𝑑25  0.12 6.00 

𝑏𝑙𝑑31  0.18 6.32 

𝑏𝑙𝑑32  0.14 6.32 

𝑏𝑙𝑑33  0.18 6.32 

𝑏𝑙𝑑34  0.10 6.32 

𝑏𝑙𝑑35  0.18 6.32 

 

問題求解結果如圖 3 及表 2。 

圖 3 範例求解結果圖 

表 2 求解結果 

營級單位 支補點 營錙重 可靠性 CPU_time 

1 主𝑟𝑙𝑑3備𝑟𝑙𝑑4 主𝑏𝑙𝑑12備𝑏𝑙𝑑14 0.9794 

5.8845(秒) 2 主𝑟𝑙𝑑4備𝑟𝑙𝑑3 主𝑏𝑙𝑑22備𝑏𝑙𝑑25 0.9014 

3 主𝑟𝑙𝑑4備𝑟𝑙𝑑3 主𝑏𝑙𝑑31備𝑏𝑙𝑑35 0.9007 

適應值:90.117  

圖中縱軸為防禦縱深、橫軸為防禦正面、三角形為支補點(紅色為開設)，正方形為營輜

重(藍色為主設施、黑色為預備設施)，菱形為作戰部隊，黑色虛線為戰鬥地境線區分各營責

任區域，藍色實線為主補給線、藍色虛線為預備補給線。本次求解的目標函數為最小運送

距離 90.117，求解時間花費 5.8845 秒，第 1 營選擇𝑟𝑙𝑑3作為主補給單位，𝑟𝑙𝑑4作為預備補給

單位，而在營輜重部分選擇𝑏𝑙𝑑12作為主設施，𝑏𝑙𝑑14當作預備設施，其他營參考表 2，此為

本題目 4-3-5_0.9 的最佳解，表示本研究所提出的 RTSCFLP 模型具有效度。 
接續使用問題為度較大的題目來做比較，以任務節點來區分 4 個問題分別為，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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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8、5-7-10 及 7-9-14，可靠性均為 0.9。求解結果如表 3 及圖 4，B&B 在求解 3-5-7 及 4-6-

8 的問題時，均可在時限內求得最佳解，而在 5-7-10 及 7-9-14 的問題，問題複雜度已經超

過 B&B 所能負荷，無法於 1 小時內求得最佳解。因此 B&B 在求解複雜問題時，隨著複雜

度越高，求解時間呈指數增長，B&B 對於求解複雜度高的 RTSCFLP 模型已經不足使用，因

此有必要採用進化式演算法來進行求解。 

三、 演算法驗證與分析 
本研究 SSO 演算法評估所使用之參考資料是模擬作戰狀況，資料題目產生採隨機方式。

此外問題的複雜程度取決於題目集的規模大小，因此以大型問題 𝑛𝑅𝑑(7,8)、 𝑛𝐵𝑛(9,10)、

 𝑛𝐵𝑑(14,16)、網路可靠性𝑅𝑃(0.4, 0.5, 0.6, 0.7, 0.8, 0.9)等變數。並藉 2 種形式的問題，水準間

的組合產生共 12 個隨機資料集，其中(𝑛𝑅𝑑, 𝑛𝐵𝑛, 𝑛𝐵𝑑, 𝑅𝑃)=(7, 9, 14, 0.4)為最小規模題目，(8, 

10, 16, 0.9) 為最大規模題目集，每組題目集內所包含的已知資料，包括：𝑃𝑖,𝑘、𝑑𝑖𝑗𝑘、𝑑𝑗𝑘、

𝑑𝑒𝑚𝑖、𝐶𝑎𝑝𝑖等資料，所有解群體的大小 (𝑁𝑠𝑜𝑙) 的限制為 50 組，最大迭代數 (𝑁𝑖𝑡𝑒𝑟) 的限

制為 250。本研究運用 SSO 演算法及 B&B，解決了數學規劃問題。CPLEX 內部使用分支定

界法解決了大型的數學規劃問題。並且 CPLEX 也提供了跨界面的操作 MATLAB，並且求解

成效兼具穩定性，能夠求得精確解，因此本研究將其作為 SSO 的比較對照組。本研究在所

有 B&B 選項均設定在預設值，僅調整了計算時間最大為 3600 秒、迭代數最大為 1000 代。 

由表 4 得知，於求解大型問題 7-9-14_0.5 與 7-9-14_0.6 間 SSO 的最佳解均能取得與 B&B

之分支定界法近似的結果，兩者的落差值小於 4。另外因 7-9-14_0.7 以下之題目因求解維度

大幅提升，B&B(CPLEX)執行時間大於 3600 秒且尚未求得解，相較之下能發現 SSO 演算法

於大型問題之求解，均能於 85 秒內完成，目標函數也能求取近似最佳解，可以得知 SSO 演

算法於大型問題節點大於 30 組效率較 B&B 穩定，圖 4 為運算時間比較表。 

表 4：SSO 與 B&B 求解大型問題 

Problem 𝑅𝑃 

CPU Time Objective Value 

Gap 
B&B SSO B&B 

SSO 

Best Mean Worst STD 

7-9-14 0.5  >3600 24.321  NA 104.357  105.342  106.123 0.00 0.002 
7-9-14 0.6  >3600 29.142  NA 104.642  107.213  107.932 0.00 0.005 
7-9-14 0.7  >3600 42.546  NA 122.125  123.562  125.422 0.00 0.000 
7-9-14 0.8  >3600 46.972  NA 144.324  147.691  150.214 0.00 0.000 
7-9-14 0.9  >3600 49.231  NA 267.548  277.982  280.322 0.00 0.000 
8-10-16 0.5  >3600 37.766  NA 103.722  104.563  105.892 0.00 0.000 
8-10-16 0.6  >3600 42.764  NA 104.561  105.672  106.793 0.00 0.000 
8-10-16 0.7  >3600 49.023  NA 166.421  170.321  173.649 0.00 0.000 
8-10-16 0.8  >3600 57.870  NA 195.481  200.213  203.762 0.00 0.000 
8-10-16 0.9  >3600 83.238  NA 248.571  251.662  253.672 0.00 0.000 

PS:Gap 為表示 B&B 求解已達最佳整數與剩餘最佳節點目標的間隙相對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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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運算時間比較圖 

四、 結論 
本研究對於 TSCFLP 模型進行提升，將可靠性融入演化成 RTSCFLP 模型，並且運用模

型概念如目標函式中的最小化運送成本、可靠度限制與人力資源限制等概念，再運用 SSO

演算法與 B&B 進行求解、比較及分析，SSO 演算法能夠以極佳的效率求得近似最佳解，在

求解中、大型問題時，SSO 演算法也能夠快速求取合理解，且具有求解效率，使目標能夠

快速分派給作戰物資，並提出優化野戰後勤設施選址之決策工具，供決策者參考，此為本

研究的具體貢獻，建議往後研究方向考量更多的資源限制條件，再進行模型提升與現實景

況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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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員，請問你怎麼想？探討心理契約、組織承諾及工作投入之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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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台灣外送產業規模持續擴大，而外送平台與外送員之間的關係卻逐漸惡化，

而外送平台主要仰賴外送員為消費者提供服務，這樣惡劣的關係，成為其一大隱患。 

本研究主要針對外送員，探討心理契約、組織承諾及工作投入之關係，以及外送員之

不同背景變項對各變項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契約對組織承諾及工作投入產生部分

影響。另外，心理契約與組織承諾受部分背景變項顯著影響， 而工作投入則不受任何背景

變項顯著影響。 

關鍵字：心理契約、組織承諾、工作投入 

 

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 
 近年來，外送產業在台快速發展，從 2012年 Foodpanda 在台灣上線、2016 年 Uber 

Eats 正式登台、本土新創平台的湧入以及其他電商平台、專業第三方物流、不動產服務等

異業跨足創造出現今的豐富產業生態。根據未來流通研究所網站報導，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帶動台灣外送平台 2020 上半年消費金額同期成長近 300%、單季消費金額也首度

突破 30 億新台幣、單季消費筆數超過 1,500 萬筆。 

目前兩大外送平台所服務範圍皆已涵蓋台灣本島及澎湖，而 Foodpanda 則多了金門

縣。另外，根據 Foodpanda 所公布的數據，全台灣至 2020 年底已有高達 7 萬家餐廳在

平台上架，而根據 UberEats 所公布的數據，全台灣至 2020 年底也已有高達 4 萬家餐廳

在平台上架，由此可知，兩大外 送平台在台規模都日漸擴大。隨著外送平台規模的擴大，

平台與外送員之間的相關議題逐漸浮上檯面。尤其是在陸續有外送員在送餐過程中不幸因

車禍喪命後，讓外界對於外送平台與外送員之間的關係更加的關注。 

1.2 研究動機 
從 2020 年開始，多次因為外送平台修訂外送員的配送金額算法或是對外送員的相關

規範，導致外送員怨聲載道，甚至群起抗議、罷工，試圖以這樣的方式來捍衛自己權利。

然而到 2021 年外送平台仍不斷的修改薪資計算方式，在網路上、甚至是新聞上都能看到

許多外送員發聲抗議、揚言退出平台。這些外送員透過網路或新聞媒體表達出對平台的不

滿，提出相關的訴求。 

外送平台主要是仰賴外送員來提供平台消費者的外送服務，外送員為第一線面對消費

者的重要人員，外界對於平台的看法容易受到外送員影響，也因此當外送員對於平台的不

滿日益增加，若是外送員將這樣的不滿情緒帶到工作之中，在面對消費者時的服務態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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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響，久而久之會讓外界對外送平台的評價下降，影響到消費者在消費時的選擇，進而

影響到外送平台的業績，甚至對其營運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 

因此，若是平台希望能夠阻止這樣的情形發生，勢必要做出相關的措施，第一步便是

了解外送員要的究竟是什麼，他們對外送平台以及外送這份工作的認知與期待為何。然而，

以目前狀況來說，外送員的錄取門檻較低，擔任外送員的人擁有著不同的背景、身分、甚

至是家庭狀況，這些都有可能造成其對外送平台的認知與訴求有所不同，找出其中的規律

與影響便顯得十分重要。 

1.3 研究目的 

因此，跟根據上述的背景與動機，本研究將針對外送員做心理契約的調查，並探討心

理契約是否會對其對平台的組織承諾以及工作投入產生影響，也試著對不同的背景所帶來

的影響做整理。故本研究的目的如下： 

1. 檢驗外送員心理契約是否會對外送員對外送平台的組織承諾造成影響。 

2. 檢驗外送員心理契約是否對外送員之工作投入造成影響。  

3. 探討哪些背景變項會對外送員心理契約、組織承諾及工作投入造成影響。 

二、文獻探討 
2.1 外送員 
2.1.1 外送起源 

 外送的歷史起源，古代公認最早的記錄是《清明上河圖》中，北宋末年的首都汴京（今

開封），畫中便有有客棧酒店夥計提供外賣服務的畫面。在現代外送則是由餐飲者逐漸發

展出的商業模式，消費者透過各種管道向餐飲業者訂購餐點，並由餐飲業者將餐點送至指

定地點。後來則出現了由第三方提供服務的外送模式，店家不限於單一家的餐飲業，而是

透過平台整合，而外送人員也不是餐飲店員工，而是與平台簽定相關契約的外送人員。 

2.1.2外送員分類 

 本研究根據目前狀況，將外送服務與外送員分為三大類型： 

1. 大型連鎖餐飲企業：麥當勞、肯德基、必勝客、達美樂等，大型連鎖餐飲企業，外

送員主要由店內員工擔任，與企業之關係以雇傭為主。 

2. 外送平台：Foodpanda、UberEats 等，平台與各式餐飲業者（個人、連鎖皆有）合

作，外送平台進行整合，由外送平台指派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外送員與平台關係

模糊，勞工局無法確切認定為雇傭還是承攬（2020年），平台方則自我認定為承攬。 

3. 私人餐飲店：便當店、小吃店等，無連鎖，外送員主要為店員或是老闆。 

本研究則是針對第二種類型，外送平台之外送員為研究對象。 

2.2心理契約 
2.2.1心理契約定義 

 心理契約的概念於 1960 年代開始出現 Argyris（1960），他對工人與領班之 間隱性

及非正式的理解與默契關係型研究探討，並將其命名為心理工作契約 （psychological 

work contract）。Schein（1965）綜合 Argyris（1960）以及 Levinson（1965）等人的

研究，提出心理契約的名詞解釋，認為組織中的每位成 員與管理者間會有一種期望影響彼

此，而這種期望是不被記錄於正式契約內的， 換句話說，這是一種不成文的期待。  

Rousseau（1994）則提出較為狹義的心理契約定義，認為心理契約是個人自身信念對

其他對象彼此之間「相互義務責任」 與「互惠交換」的認知關係。這樣的認知逐漸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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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中的「主觀性互惠交換承諾」，或者說是雇主與員工之間的相互期待 Roehling

（1997）。而在 2000 年 Rousseau 進一步提出心理契約一方面是各人際之間的交互關係

與設定選擇，另一方面則是個人和團體間相互責任義務的信任（Rousseau, 2000）。  

黃家齊（2003）則提出契約對於員工與組織雙方都具有束縛與規範的效果， 並能夠促

成或影響組織達成其目標，而心理契約在契約關係中，則被視為一種特殊存在型態。Sels, 

Janssens, & Brande（2004）則將心理契約定義為，個人對於雙方權利與義務交換協定的

主觀認知與信念。 

2.2.2心理契約建構 

Sels, Janssens, & Brande（2004）則將心理契約的建構分為穩定性 （stability）、

契約範圍（scope）、明確性（tangibility）、契約層級（contract level）、雇用時間

（time frame）以及換約對等性（exchange symmetry）六大面向來做為區分心理契約的依

據。  

1.穩定性：契約的穩定度，在未重新協商或承諾的狀況下，內容的可變動性與彈性。 

2.契約範圍：在雇用關係中與個人生活或生涯對於工作與工作之間是否有嚴 格的劃

分，個人的工作與個人生活間是否是可被滲透的，組織是否願意對員工家庭關懷照顧

與影響，以及員工是否願意為工 作對於家庭或個人有所犧牲。 

3.明確性：明確的權利與義務條款，是否具體描述職位職責以及績效要求和 評估標準

是明確且清晰可見。  

4.契約層級：契約合同是針對員工個人或是針對集體員工。 

5.雇用時間：是指僱用關係被認為是長期的還是短期的。低度的外部流動性 被認為是

長期關係的指標；相反，開放式合同、高度的流動性 ，則被認為是長期關係的指標。 

6.交換對稱性：員工對不平等和等級化的工作關係的接受程度，接受等級制 度和不平

等主要表現為尊重秩序和服從等級制權威。 

本研究對心理契約之定義採用 Sels, Janssens, & Brande（2004）之研究，將心理契

約定義為，個人對於雙方權利與義務交換協定的主觀認知與信念，並採用其對心理契約之

建構方法。 

2.3組織承諾 
2.3.1組織承諾定義 

 1966 年學者 Grusky 於正式提出「組織承諾」（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一詞, 

而後陸續有許多學者對於組織承諾一詞進行研究並賦予定義。 Kanter R.M（1968）定義組

織承諾是一種為社會系統貢獻心力並保持忠誠的 意願；Porter, Steers, Mowday & 

Boulian（1974）則認為組織承諾是指個人對某一 組織認同與投入態度的程度，包括對組

織目標的接受程度、願意為了組織利益而 付出额外努力的意願程度、希望保有組織成員資

格的渴望程度程度。Robbins, S. P., & Judge, T. A. （2001）則認為組織承諾是一種工

作態度，是成員認同組織以及希望維持組織成員關係的程度。 郭振生（2003）延續了 Porter 

et al.（1974）的觀點，將組織承諾定義為組織內的成員對於組織的認同感及態度傾向的

相對強度。而戴有德、陳冠仰與陳偉仁 （2007）則是將組織承諾定義為組織中的成員對組

織有著一定認同且願意為了達 成組織的目標，投入更多心力、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蔡幸

芸，2017）。 

2.3.2組織承諾分類 

由 Porter , Stees , Mowday & Boulian（1974）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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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承諾：指組織成員對於組織的目標與價值是同意並且接受的。 

努力承諾：指組織成員願意為了組織而付出高度的努力。 

留職承諾：指對於維持組織成員有強烈的慾望。 

本研究對組織承諾之定義採用 Porter et al.（1974）之研究，並採用其對組織承諾之

分類方法。 

2.4工作投入 
2.4.1工作投入定義 

工作投入於 1960 年代由 Lodahl and Kejner（1965）首次提出，Paullay, Alliger, & 

Stone-Romero（1994）將工作投入定義為個人對待承諾以及關心自己工作的程度。Reitz & 

Jewell（1979）指出工作投入是衡量工作態度的重要指標之一。Kanungo（1982）定義工作

投入是為自己的職業或工作，努力去完成的積極程度。 

 Johnson-Crowley, N.（2004）認為工作投入由員工對工作的態度而產生對工作的行

為。Shimazu et al（2008）認為工作投入能使員工產生充滿活力的感覺並有效的影響工作

上的行為。Schaufeli, Salanova, González-Romá, & Bakker（2002）將工作投入定義為

一 種員工對工作所抱持的心智狀態。李新民（2003）認為工作投入是指員工在內心對於工

作的認同或承諾，並願意用心付出的程度。 

本研究對組織承諾之定義採用 Schaufeli, et al.（2002）之研究，將工作投入定義為

一種員工對工作所抱持的心智狀態。並採用其對工作投入之衡量方法。 

2.5相關研究 
2.5.1心理契約與組織承諾相關研究  

1994 年 Rousseau & Greller 針對美國公家機關行政管理人員所做的研究中指出，心

理契約是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的內部根源之一。黃家齊（2003）人力資源管理活動、雇

用關係與員工反應之關聯性研究-心理契約觀點，針對台灣企業所做的研究結果指出，在不

同類型的心理契約構面分別 對組織行為的各構面產生影響。葉穎蓉（2004）之研究，由心

理契約檢視員工工作身份對工作態度與行為的 影響－以公部門的約聘人員為例指出，心理

契約與情感性組織承諾呈現正相關。吳琬婷（2013） 人力資源管理活動、員工心理契約與

組織承諾之關聯研究 —以銀行業為例，研究中提出不同心理契約型態之員工，組織承諾有

顯著差異， 且員工心理契約型態對人力資源管理活動與組織承諾之關係具有中介效果。 

2.5.2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相關研究  

李荔華（2009）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探討工作滿意度、心理契 、工作壓力

與工作投入之相關性，其研究結果顯示,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有顯著關係，心理契約對工作

滿意度與工作投入間具部份中介效果。胡裕華（2013）以某軍事學校志願役成員為研究對

象，探討心理契約與工作績效之關係：工作投入與角色負荷之影響，結果顯示志願役成員

之心理契約與工作投入之間具有顯著正向關係。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架構假設 
 根據相關文獻與研究，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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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如下： 

H1：心理契約對組織承諾有顯著的影響。 

  H2：心理契約對工作投入有顯著的影響。 

 

3.2施測方法與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採用線上問卷的方式填答，以 Google 表單，透過網路

社群媒體發放，填答者可使用手機、電腦等網路通訊設備進行填答。問卷實際回收數量總

共為 293 份，經過統整並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數量為 277 份，問卷之有效比例為 

94.5%。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則為全台灣的外送平台之外送人員，係指目前以正職或兼職身份，

擔任外送平台外送員一職者。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問卷內容共分為三大部分，組織承諾、心理契約、工作投入

以及個人背景變項。本問卷採用 Likert 六點尺度量表，以「非常同意」、「同意」、「有

點同意」、「有點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六個等第來衡量受試者對於每個

問題的敘述內容之感受，並由高至低依序給予 6、5、4、3、2、1、的分數，反向題則反向

計分。 

1. 心理契約 

本研究採用 Sels, Jansseens, &Brande（2004）的文獻為基礎。原量表分為兩

大部分，一為員工自己對公司義務的認知狀況，一為員工評估公司對自己的要求與期

許。本研究僅討論「員工對於公司所應盡義務的認知狀況」，並將此量表翻譯成中文

量表，而在量表中 Sels等人將六大面向，但其中換約對等性的部分被認為不符合因

素分析用 Sels, et al.（2004），因此本問卷僅採用其他五個面向，依序為僱用時

間 6題、明確性 6題、契約範圍 5 題、穩定度 3題、契約層級 4題，共計 24 題，第

19題為反向題。 

心
理
契
約 

工
作
投
入 

組
織
承
諾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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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承諾 

本研究乃採用 Mowday ,Steers & Porter（1979）編制的的組織承諾量表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Questionnaire , OCQ），該量表經國內學者丁虹（1987）、

許志強（1990）與王繼儒（1991）等人翻譯修訂。分為價值承諾 7 題、努力承諾 3 題

與留職承諾 5 題，共計 15題，其中 9、11、12、13、14、15題為反向題。 

3. 工作投入 

本研究量表採用 Schaufeli（2006）所發展的 UWES-9（Utrecht Work 

Engagement Scale）短版量表問卷，其中分為活力 3 題、奉獻 3題、專注 3題，

共計 9題，無反向題。 

4. 個人背景變項 

性別、婚姻、有無子女、有無其他工作、年齡、學歷、所在區域、外送年資、一

周平均時數、外送平台。 

四、研究結果 
回收樣本共 293 份，經過統整並刪除無效問卷後，有效樣本共計 277 份，問卷之有效

比例為 94.5%。 

4.1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之問卷皆為過去學者發表過之量表，為確保有效測量研究變項，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值（內部一致性）來檢定問卷之可靠性，結果顯示心理契約、組織承諾以

及工作投入之 Cronbach’s α值依序為 0.94、0.92、0.94，皆大於 0.70，故各變項皆具有

內部一致性，可進行後續研究。 

4.2相關分析 
本研究利用相關分析探討各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心理契約整體與組織承諾的相關係

數為 0.002,相關係數顯著性大於 0.05，說明心理契約與組織承諾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

心理契約整體與工作投入的相關係數為 0.086，相關係數顯著性大於 0.05，說明心理契約

與工作投入間不存在顯著相關關係。 

4.3迴歸分析 
 本研究利用迴歸分析探討心理契約各構面對組織承諾與工作投入兩個變項之間的影

響。 

心理契約整體對組織承諾以及工作投入的影響之顯著性皆大於 0.05，表示心理契約的

部分皆對組織承諾與工作投入無顯著影響。 

而在心理契約各構面對組織承諾的部分，對整體樣本來看，雇用時間與組織承諾有顯

著影響（𝜷＝.188, p<0.05），呈現正相關，而明確性也與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呈現負相

關，針對不同平台則無顯著影響（p>0.05）；心理契約契約範圍、穩定度以及企業層級，不

管是對整體還是不同平台的工作投入之影響，顯著性皆大於 0.05，表示對組織承諾無顯著

影響。 

而在心理契約各構面對工作投入的部分，對整體（𝜷＝.216, p<0.05）以及「Foodpanda、

UberEats」族群（𝜷＝.615, p<0.05）皆有顯著影響，呈現正相關，針對「Foodpanda」、

「UberEats」族群則無顯著影響（p>0.05）；心理契約明確性、契約範圍、穩定度以及契約

層級，不管是對整體還是不同平台的工作投入之影響，顯著性皆大於 0.05，表示對工作投

入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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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變異數分析 
 利用變異數分析方法來探討各背景變項對各研究變項是否有顯著影響。 

 性別： 

性別對組織承諾的部分 t 值為-2.12 顯著性為 0.035 具有顯著性，再從平均數來

看，可以發現組織承諾的部分是以女性大於男性；而性別對於心理契約以及工作投入

的顯著性皆大於 0.05，不存在顯著差異。 

 學歷： 

學歷對心理契約的部分 F值為 3.95顯著性為 0.009 具有顯著性，根據事後檢

定顯示，高中與博士間之顯著性為 0.035，再從平均數來看，可以發現心理契約的平均

數部分是以高中（職）到博士依序遞減；而學歷對組織承諾以及工作投入的顯著性皆

大於 0.05，因此不存在顯著差異。 

外送區域： 

外送區域對心理契約的部分 F 值為 4.52顯著性為 0.004 具有顯著性，根據事

後檢定顯示，東部地區對北部、中部、南部地區之顯著性依序為 0.009、0.005、0.006，

再從平均數來看，可以發現心理契約的平均數部分是以中部地區最高再來依序為南部

地區、北部地區以及東部地區；而外送區域對組織承諾以及工作投入的顯著性皆大於

0.05，因此不存在顯著差異。 

外送平台： 

外送平台對組織承諾的部分 F 值為 2.65顯著性為 0.049 具有顯著性，再從平均數

來看，可以發現組織承諾的平均數部分是以 UberEats最高，再來為 Foodpanda、其他，

最低的則為同時有 Foodpanda以及 UberEats的族群；而外送平台對心理契約以及工作

投入的顯著性皆大於 0.05，因此不存在顯著差異。 

其餘背景變項： 

婚姻、有無子女、有無其他工作、年齡、外送年資、一周平均時數對於心理契約、

組織承諾以及工作投入的顯著性皆大於 0.05，因此皆不存在顯著差異。 

五、研究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依據迴歸分析結果，對整體來看，心理契約雇用時間對組織承諾，呈現正相關，表示

心理契約雇用時間程度越高，則組織承諾程度越高。也就是當外送員對平台的義務認知為

平台應提供較長期的合作時間時，則外送員對於平台的組織承諾也會比較高， 

另外，以整體來看，心理契約明確性對組織承諾，呈現負向相關，表示心理契約明確

性程度越高，則組織承諾程度越低。也就是說，當外送員對平台的義務認知為平台對外送

員應有明確的任務規範、績效要求等的程度越高，則其對平台的組織承諾就會越低，我們

可以由此推測，外送員對平台對於外送員的相關規範的認知期許是較為自由的，不希望有

太多的明文規定來束縛外送員。 

而除了上述兩構面外，在心理契約的契約範圍、穩定性以及契約層級的構面則對組織

承諾無明顯相關。表示外送員並不因其對雇主義務所需提供的契約範圍、穩定性以及契約

層級有所不同而影響其對平台的組織承諾。 

依據迴歸分析結果，對整體以及「Foodpanda、UberEats」族群來看，心理契約雇用時

間皆對工作投入，呈現正相關，代表心裡契約穩定度越高，對工作投入度也越高，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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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外送員對平台的義務認知為平台應提供較長期的合作時間時，則外送員對於平台的

工作投入也會比較高，我們可以推測，因外送員認知平台對於其的雇傭時間是長期的時候，

外送員將這份工作當作一份長期的穩定工作，而非過渡期的選擇，因此外送員會更努力的

投入於工作中，以期有高報酬使其能賴以為生。  

而除了上述雇用時間這個構面外，在心理契約的明確性、契約範圍、穩定性以及契約

層級的構面則對工作投入皆無明顯相關。表示外送員並不因其對雇主義務所需提供的明確

性、契約範圍、穩定性以及契約層級有所不同而影響其對平台的工作投入。 

另外，根據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學歷對心理契約有顯著性，高中（職）的族群對心

理契約的程度為最高的，而隨著學歷的提高，平均數則逐漸降低，最低的為最高學歷的博

士，推測可能因學歷的不同，對於外送工作的對自身的意義有所不同，因而造成心理契約

上的差異。 

外送區域對心理契約有顯著性，而事後檢定顯示，在這部分主要是東部地區與其他地

區有顯著差異，推測可能是因為東部地區的生活水平與其他地區原本就有差異，因此在對

於同樣工作來說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與期待。。 

根據研究結果，對心理契約的部分有顯著影響的背景變項，僅有學歷以及外送區域，

而在性別、婚姻、有無子女、有無其他工作、年齡、外送年資、一周平均時數、外送平台、

外送企業的部分則皆無顯著影響。 

性別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性，又以女性高於男性，推測可能因女性較為感性、重情感的

特質有關，因此對於組織的承諾相對男生來的較高。 

外送平台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性以 UberEats 最高，再來為 Foodpanda，而最低的則為同

時有 Foodpanda以及 UberEats的族群。推測不同的外送平台與對組織承諾有所差異，可能

因為組織所給予的權利、保障與義務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進而影響員工對組織的承諾。 

5.2管理意涵 
外送平台在台灣的市場越來越大，而外送平台對顧客提供的服務皆仰賴外送員的運送，

然而對於平台與外送員之間的關係卻越來越嚴峻，除了雇傭與承攬的爭議外，外送平台與

外送員之間也因薪酬、福利等問題造成衝突不斷，雙方無法達成平衡與共識，不斷有外送

員選擇離開平台，這時候外送員的想法與訴求對於外送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本研究中，心理契約在雇用時間的構面，對工作投入與組織承諾都有正向的相關，

因此，若平台能夠提供外送員長期的合作關係、減低外部流動性，使雇用時間加長，除了

可以符合已在職的外送員的認知，使其不因心理契約違反而產生想離職的意願（陳明勳、

方妙玲，2004）以外，也可以吸引希望長期擔任外送工作的人加入平台，且他們將會對公

司有較高的組織承諾，以及更加投入其工作，使平台對顧客的服務狀況更穩定甚至提升服

務品質，創造更高的利益。 

另外，在心理契約明確性的構面，則是對組織承諾有負向關係，因此若是平台願意減

少對外送員的相關規範，更加的符合平台與外送員簽訂的承攬關係合約，外送員對組織德

承諾將會更高，或許可以大幅減少平台與外送員間的摩擦與衝突。 

而在背景變項對於心理契約的影響中，雖然不是每項都有所影響，但也說明不同的背

景因素的確有可能造成外送員擁有不同的心理契約程度，因此對於了解外送員的心理契約

訴求就顯得十分重要。因此若是外送平台在針對外送員的相關問題做處理時，可以透過不

管是問卷的方式或是口頭協商，來去針對外送員對於外送平台的義務之認知做深入的了解，

或許能對於後續做相關決策時做為重要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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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的是，在研究過程中，為了蒐集問卷，加入了許多社群媒體的外送員社團中，也

看了許多外送員的貼文，有許多關於平台不滿與訴求，像是派單機制的不確定性、薪酬的

快速變化、甚至是對於平台 APP 使用上的問題，然而這些平台大多是私密性社團，這些問

題大多都僅在外送員之間流傳，因此建議外送平台公司，可以透過這類的管道，利用貼文、

回應等去觀察外送員面臨到的狀況，以及相關訴求，相信對於後續在處理相關議題或決策

時，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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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多任務型態的選擇性維修最佳化模型 

 

 

  

 

 

摘要 

 

海軍成功級艦平時主要負責海域偵巡任務；戰時則依戰況執行要域防衛、聯合反封鎖及聯合截

擊作戰等任務。與其他工程系統相同，必須維持艦載系統的正常運作才能發揮艦艇應有功能，以

滿足平時與戰時的需求。艦艇除大修（數年一次，依艦型而定）及定期保養（約每年一次）之

外，其餘時間均透過泊港期間艦力自修，執行各系統的維修。礙於泊港期間可供維修的時間、人

力與成本有限，無法全面檢修，因此艦力自修的內容影響次一任務的執行甚深。 

選擇性維修的目的是系統在兩次運行之間的中斷間隔（暫時不需運作），進行維修活動，由於

有限的時間及資源，通常無法對所有元件全面維修，因此，必須選擇適當的元件實施適當級別的

維修，以維持或提升系統的可靠度。本研究以成功級艦動力系統為例，建構多次任務型態的選擇

性維修模型，維修策略涵蓋糾正性及預防性維修等。由於模型複雜度依元件數量、任務次數及維

修項目等組合呈指數成長且為非線性規劃，因此以進化式演算法-簡群演算法有效率求解問題的最

佳解。 

 

關鍵詞：可靠度;進化式演算法;選擇性維修;多次任務維修。 
 

  

一、前言 
 

改良自美國海軍派里級巡防艦的成功級艦，是我國海軍現役一級巡防艦，共計10艘，具有防

空、反艦與反潛能力，是我鞏固海疆不可或缺的戰力之一，平時主要負責海域偵巡任務及擔任海

軍敦睦支隊的護衛艦；戰時則依戰況需求執行要域防衛、聯合反封鎖及聯合截擊作戰等任務。其

艦載系統可區分為動力、電力及輔機系統等，其中，動力系統尤其關鍵，其效能的發揮可有效延

伸作戰半徑與縱深，使艦艇得以適時適地發揮其作戰能力。 

海軍艦艇與多數的武器系統相同，以妥善與非妥善等狀態來界定其能否正常運作，這種二分

法只能說明系統當下的狀態，無法提供更多的訊息，就決策的參考價值而言其助益不大。例如，

海軍在任務派遣時，此種二分法的區分僅能讓決策者決定哪些艦艇可以出海執行任務，然而決策

者更關心的問題是，哪些艦艇的妥善狀態更適合執行出海任務。換句話說，艦艇的妥善狀態如果

可以提供更多的訊息，例如，艦艇在任務執行期間可以正常運作的機率或其可靠程度等，除了有

助於決策之外，更可進一步減少因系統失效所導致的海事事件與後續引發的成本。 

本研究將可靠度定義為：元件或系統在給定的期間內，正常運作的機率(Yang and Kapur, 

1997; Zhu et al., 2011)。可靠度評估是測量系統有效運作程度的工具之一(Goševa-

Popstojanova and Trivedi, 2001)，應用範圍非常廣泛，包括高科技產業、精密機械業、材料工

程、醫療產業及公營事業等(Afolalu et al., 2018; Batkovskiy et al., 2016; L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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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ber, 2002; Zuo et al., 2007)。就維修的角度而言，可靠度可做為維修技術人員選擇保養、

檢修或更換的參考指標，用以恢復可靠度較低的元件達到提升整個系統穩定性及壽命的目的。就

決策角度而言，可靠度可提供比傳統二元的妥善狀況更多的訊息，協助決策者派遣適當艦艇執行

特定任務。 

與其他工程系統相同，艦載系統在壽期內必須維持其正常運作才能發揮艦艇應有功能，以滿

足平時與戰時的需求。據此，維修是必要手段之一，而維修包含一連串的活動，例如檢查、潤

滑、調整、檢修與更換等(Cassady et al., 2001a)。海軍艦艇的運作，是以任務為導向，任務完

成後即返航靠岸待命，準備執行下一次任務。因此，除了平時的計畫性預防維修之外，維修技術

人員僅能利用任務間的間隔時間（泊港期間），採艦力自修的方式對艦艇進行維修與保養，以確

保下次任務得以順利執行。因受限於任務間隔時間、可用的人力與預算，這種維修通常只針對部

分的元件或系統進行選擇性的維修活動，這種維修策略稱為選擇性維修 (Selective 

Maintenance) (Ali and Hasan, 2013)。採取選擇性維修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艦艇次一任務執行

時的系統可靠度，然而，受限於任務間隔時長及後勤維修經費有限，如何最佳化艦力自修的維修

項目與內容，達到預定的可靠度，為本研究主要動機。 

選擇性維修主要是將可用的維修資源進行有效率地分配，使得系統可靠度得以最佳化

(Dekker, 1996)，由Rice(1998)等學者首次提出，但該模型僅考慮了任務之間的間隔時長(Rice 

et al., 1998)。隨後，Cassady(2001a) 等學者將資源限制納入，使模型更符合現實，並將可靠

度、成本與時間作為模型的三種不同目標分別分析(Cassady et al., 2001a)。此外，

Cassady(2001)等學者更進一步將選擇性維修模型應用在串聯、並聯及橋式等三種不同的系統結

構，擴展選擇性維修問題的應用(Cassady et al., 2001b)。此後，眾多學者依據不同情境相繼提

出適合的選擇性維修模型，儘管如此，多數文獻探討的時間跨度侷限於單一任務或一次的維修，

因此無法全局最佳化的分配各項維修資源，不敷實務需求(Ali and Hasan, 2013; Cao et al., 

2018; Iyoob et al., 2006; Hoai and Luong, 2006; Ali et al., 2011)。 

Maillart(2009)等學者擴展Cassady的研究，提出多次任務的模型，但模型設計較為簡化，例

如各元件為同質（具有相同的失效率）、每個任務時長相同，使得間隔時長也一致，可採取的維

修方式僅僅是替換失效的元件等(Maillart et al., 2009)。Khattab(2013)等學者以該模型為基

礎將其更實務化，除考慮不同的任務時長及間隔時長之外，各元件有其特有的失效分配，除此之

外，維修的內容包括了矯正與預防維修方式(Khatab et al., 2013)。Pandey(2016)等學者提出了

一種混合的不完全維修多次任務模型，除了考量了元件壽命的綜合影響、元件維修、故障成本，

還將中斷時間及故障成本納入模型。後續，Zhang(2019)等學者擴展了Pandey(2016)等學者多次任

務的選擇性維修模型，與之不同的是，系統內的元件為多元狀態，並以系統的可靠度作為約束條

件，進而求取總維修成本最小化。相較於單一任務的選擇性維修模型，多次任務的模型可以時間

軸為基礎全盤規劃，使決策者有效分配可供調度的資源，最佳化週期內所有任務的可靠度，是目

前研究的趨勢之一(Chaabane et al., 2020)。  

隨著共軍繞臺次數不斷攀升，海軍艦艇巡航任務的頻率也隨之驟增，如何善用有限的資源，

包括維修時間、人力與預算等，有效的維持甚至提升海軍艦艇的可靠度，是海軍當前刻不容緩的

課題。本研究參考Chaabane所提出的選擇性維修模型，發展適合海軍艦艇的選擇性維修模型，為

本研究目的之一(Chaabane et al., 2020)。選擇性維修問題屬於NP-Hard問題，其複雜度隨著元

件數量及維修項目變多呈指數增長，如果將模型擴展為多次任務及多次維修，更是難以透過精確

解方法在合理時間內找到最佳解(Maillart et al., 2009)。已有研究表明，在處理複雜問題時，

進化式演算法是可行的求解方法之一(Karafotias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採用進化式演算

法求解本研究提出的非線性規劃模型，為本研究目的之二。 

本研究貢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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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用元件歷史失效資料擬合韋伯分布函數建構元件失效分配，並據此計算艦艇可靠度，取代傳

統的二元妥善狀態。 

2.依據海軍艦艇維修模式及結構，建立多次任務型態的選擇性維修模型，最佳化艦力自修的維修

方式。 

3.以簡群演算法(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SSO)為基礎，加入初始機制、修復機制及區

域搜索機制，客制化發展本研究模型適用的進化式演算法。 

 

二、數學模型 
本研究依據海軍艦艇特性，建構選擇性維修模型，考慮的資源包括：人力工時、間隔時長及

維修成本，模型以一年為週期，在週期內海軍艦艇執行多次出海任務，各任務時長與間隔時長均

為異質。 

 

2.1問題描述 

成功級艦一年平均執行25次出海任務，每次執行約5至10日，近年來隨著共軍繞台次數及規模

不斷攀升，任務越加頻繁與冗長，不但考驗艦艇可靠度，更壓縮艦艇泊港時艦力自修的間隔時

長。艦力自修時，每人每日平均6小時，必要時可加班作業，增加至每人每日平均10小時。維修的

內容包括潤滑、拆卸調校及更換新品等，但週期內的總維修預算有其上限。在資源有限的條件

下，為確保成功級艦可有效執行任務，艦力自修的內容極為關鍵，為此本研究建構成功級艦多次

任務的選擇性維修模式（以下稱CKSMP）用以最佳化成功級艦的可靠度。數學模型使用的符號及其

說明如下： 

 
𝒏s 子系統的數量 

𝒏𝒆𝒊  第𝑖個子系統的元件數量  

𝑲  維修方式的數量 

𝑴  週期內艦力自修的數量 

𝑼𝒎  第𝑚次任務執行時間 

𝒄𝒊𝒋𝒌𝒎  第𝑚次艦力自修時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執行第𝑘種維修耗費的成本 

𝑪  一年週期維修的總成本 

𝒉𝒊𝒋𝒌𝒎  第𝑚次艦力自修時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執行第𝑘種維修耗費的工時 

𝑯𝒎  第𝑚次艦力自修的總工時 

𝑻𝒊𝒋𝒎
𝒔   第𝑚次艦力自修前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的累積操作時數 

𝑻𝒊𝒋𝒎
𝒆   第𝑚次艦力自修後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的累積操作時數 

𝒙𝒊𝒋𝒌𝒎  
決策變數，𝑥𝑖𝑗𝑘𝑚 = 1，表示第𝑚次艦力自修時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執行第𝑘種維修方式。

𝑥𝑖𝑗𝑘𝑚 = 0，表示第𝑚次艦力自修時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不執行維修 

𝜸𝒊𝒋𝒌  修正係數，用以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執行第𝑘種維修的累積操作時數 

𝑹𝒊𝒋𝒎   第𝑚次執行任務時第𝑖個子系統中第𝑗個元件的可靠度 

𝑹𝒎  第𝑚次執行任務時的整體系統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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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可靠度計算 

為方便說明計算方式，成功級艦的艦載系統可以簡化為一個二元狀態的串併聯系統S，系

統是由多個子系統Si所串聯，每個子系統則由各自獨立的Nj個元件Eij併聯，如圖1所示是2×2的

串併聯系統（兩個子系統，每個子系統由兩個元件組成）。系統在週期內會執行一連串的任務

與間隔，為求符號一致，模型假設系統剛完成前一次週期的最後一次任務，並準備執行新一個

週期的第1次艦力自修，自修後則執行新一週期的第1次出海任務，待任務完成後，執行第2次

的艦力自修，並待命執行第2次的出海任務，以此類推。換句話說，第m次艦力自修後接踵而至

的是第m次任務，共執行M次艦力自修與任務。 

 

 

圖 1 二元狀態串併聯系統 

 

𝑇𝑖𝑗𝑚
𝑠 表示在執行第m次艦力自修時，元件Eij維修前的累積操作時數（相等於執行完第m-1次任務

後的累積操作時數）。累積操作時數是用來指出元件的老化程度，時數越長，老化程度越高，

失效機率就越高。經過第m次艦力自修後，元件Eij會因為維修而緩解老化程度，表現在累積操

作時數的減少程度，因此維修後的累積操作時數𝑇𝑖𝑗𝑚
𝑒 會小於等於維修前的累積操作時數𝑇𝑖𝑗𝑚

𝑠 。

當第m次艦力自修時，沒有對元件Eij採取任何維修，則𝑇𝑖𝑗𝑚
𝑒 = 𝑇𝑖𝑗𝑚

𝑠 。第m次艦力自修後，艦艇將

執行第m次任務，任務時長為Um，因此元件Eij經過第m次任務後，執行第m+1次維修前的累積操

作時數𝑇𝑖𝑗,𝑚+1
𝑠 可以下列公式計算： 

 

, 1
s e

mijmij m
T T U

+
= +  (1) 

 

成功級艦執行第m次任務的可靠度定義為艦艇在執行第m次任務時，艦載系統正常運作的機率，

而艦載系統的可靠度得從各元件可靠度的計算開始。以Rij(Um |𝑇𝑖𝑗𝑚
𝑒 )表示元件Eij執行第m次任務

的可靠度，是其在第m次艦力自修後（累積操作時數為𝑇𝑖𝑗𝑚
𝑒 ），能夠正常運作完成第m次任務

（經過Um的任務時長）的條件機率。以隨機變數Tij表示元件Eij的壽限，則元件Eij 執行第m次任

務的可靠度Rij(Um |𝑇𝑖𝑗𝑚
𝑒 )可以計算為： 

 

( ) Pr( | )

Pr( )

Pr( )

( )

( )

e e e

ij m ijm ij ijm m ij ijm

e

ij ijm m

e

ij ijm

e

ijm m

e

ijm

R U T T T U T T

T T U

T T

f T U

f T

=  + 

 +
=



+
=

         
(2) 

 

其中 f(˙)是隨機變數 Tij 的生存時間分布函數，本研究以風險函數 h(t)描述各元件的失效

狀態，則元件 Eij 的可靠度可改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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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0 0
( ) exp

exp

e e
ijm ijm mT T U

e

ij m ijm ij ij

e e

ij ijm ij ijm m

R U T h t dt h t dt

H T H T U

+ 
= − 

 

= − +

 
         (3) 

 

其中
0

( ) ( )

t

ij ijH t h x dx=  是元件 Eij 的累積風險函數(Khatab et al., 2008)。 

整個串併聯系統執行第 m 次任務的可靠度 Rm 則可以下列公式計算 

 

1 1

(1 ),
ine

m

ns

ijm

i j

R mR M
= =

= −     
(4) 

 

2.3模型說明 

依照前述說明及限制進行模型建構，分別列出目標式及限制式，並依序說明： 

( ( )),mMax Min R m M   (5) 

Subject to  

1 1 11

ineM K ns

ijkm ijkm
m i jk

c x C
= = ==

  (6) 

1 11

,
ineK ns

mijkm ijkm
i jk

h x H m M
= ==

    (7) 

1

1, , ,
K

iijkm
k

x i ns j ne m M
=

      (8) 

(1 ) ( ), , ,e s s
ijm ijm ijm iijkm ijk ijkm

T T x T x i ns j ne m M= − +      (9) 

 0,1 , , ,iijkm
x i ns j ne k K m M       (10) 

模型的目標函數為公式(5)，在最大化全部任務中最小的可靠度。公式(6)限制週期內的元件維

修成本總和，不得超過總成本。公式(7)限制執行第m次艦力自修消耗的總工時，不得超過該次

的上限Hm。公式(8)是艦力自修時，各元件僅能選擇一種維修方式(包含不執行維修)。公式(9)

是計算元件維修後的累積操作時數，若執行維修，以修正係數𝛾𝑖𝑗𝑘緩解元件老化程度，若沒有

維修，則老化程度與維修前相同；修正係數𝛾𝑖𝑗𝑘隨著維修深度越高級，則修正係數越小，使得

元件維修後的累積操作時數越低。模型的決策變數𝑥𝑖𝑗𝑘𝑚為二元變數。 

 

三、簡群演算法 
簡群演算法(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SSO)與廣泛使用的基因(Genetic 

Algorithms, GA)、粒群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algorithm, PSO)一樣，同為

進化式演算法之一，在2009年由葉維彰教授提出，目的是彌補粒群演算法在求解離散問題的不

足(Yeh, 2009)。SSO有三個優點：參數容易調整、求解收斂快速、善於求解多數最佳化問題。

至今，SSO已經被廣泛應用於各種領域，也被證實可以找到比基因與粒群演算法更好的解(Yeh, 

2009; Azizipanah-Abarghooee, 2013; Azizipanah-Abarghooee et al., 2013; Lai and 

Yeh, 2016; Lai et al., 2017; Yeh, 2012; Yeh et al., 2014)。本研究企圖將簡群演算法

的應用層面，擴及選擇性維修問題，驗證它在該問題的求解潛力。然而，受限於問題複雜度，

仍然需要依問題的性質，對演算法進行客製的設計，方能更有效的求解本研究提出的問題。本

研究額外設計三種機制改良SSO求解CKSMP的效能，為與原生的SSO區隔，改良後的SSO命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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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O。以下說明iSSO機制的內涵與演算法的流程。 

 

3.1解的編碼 

任何進化式演算法皆同，當應用於任何一個最佳化問題時，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對解

的型態進行編碼，好的編碼可以讓演算法在求解過程中得心應手、事半功倍，不好的編碼方

式，則可能讓演算法勞心費力，最終事倍功半。 

本研究提出的CKSMP的決策內涵是，在資源受限的前提下，決定每個子系統的元件在每次

維修時應採取何種手段，達到最小可靠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CKSMP的一組解可編成Y = (Y1; 

Y2;…; Ym; …; YM)，其中的Ym表示第m次任務的維修內容，並且編碼為𝑌𝑚 =

(𝑦1,1,𝑚, 𝑦1,2,𝑚, … , 𝑦𝑖,𝑗,𝑚, … , 𝑦𝑖,𝑛𝑒𝑖,𝑚, … , 𝑦𝑛𝑠,𝑛𝑒𝑖,𝑚)，其中 𝑦𝑖,𝑗,𝑚 ∈ [0, 𝐾]的整數, 當𝑦𝑖,𝑗,𝑚= 0時，表

示子系統i的元件j不採取維修，當𝑦𝑖,𝑗,𝑚 = 1, 2, …, K時，分別表示元件採取第1、2或K種維

修方式。圖1的串併聯系統，有4個子系統（ns = 4），假設每個子系統的元件總數分別是ne1 

= 3，ne2 = 2，ne3 = 4，ne4 = 2，可供維修的方式共有3種（K = 3），則編碼Y=(3, 0, 2; 
1, 0 ; 1, 3, 2, 2; 0, 1)可表示為一組CKSMP的一組解。其中，子系統1的元件2、子系統2的

元件2與子系統4的元件1均不採取維修，其餘元件則採取對應數字的維修方式。 

 

3.2更新機制 

更新機制是進化式演算法的核心，目的是使解群體在迭代的過程中，藉由更新機制的區

域、全域搜尋能力，不斷產生比前一代更好的解群體。原生的SSO更新機制甚為簡潔、有效，

因此iSSO的更新機制仍沿用SSO，如公式10所示。 

解群體中的任一組解𝒀𝑖𝑗𝑚
𝑠𝑜𝑙,𝑡=(𝑦1,1,1

𝑠𝑜𝑙,𝑡 , 𝑦1,2,1
𝑠𝑜𝑙,𝑡 , … , 𝑦1,𝑛𝑒𝑖,1

𝑠𝑜𝑙,𝑡 , 𝑦2,𝑛𝑒𝑖,1
𝑠𝑜𝑙,𝑡 , … , 𝑦𝑛𝑠,𝑛𝑒𝑖,1

𝑠𝑜𝑙,𝑡 , 𝑦𝑛𝑠,𝑛𝑒𝑖,2
𝑠𝑜𝑙,𝑡 , …, 

𝑦𝑛𝑠,𝑛𝑒𝑖,𝑀
𝑠𝑜𝑙,𝑡 )進入更新機制時，其變數𝑦𝑖𝑗𝑚

𝑠𝑜𝑙,𝑡會依序更新，更新的來源有四種：自身解變數、區域最

佳解𝑝𝐵𝑒𝑠𝑡、全域最佳解G及亂數解𝑦所構成，以保持解群體的多樣性，並充分利用區域搜索以

增強逃離局部最優的能力。以下分別說明： 

一組解𝒀𝑖𝑗𝑚
𝑠𝑜𝑙,𝑡中各變數更新時，依序產生隨機值𝜌𝑖𝑗𝑚

𝑡 ，若隨機值落在[0, Cw )區間時，則更

新為自身解變數𝑌𝑖,𝑗,𝑚
𝑠𝑜𝑙,𝑡；若隨機值落在[ Cw, Cp )區間時，則更新為一組群體解本身至目前更新

最好的解𝑃𝑖𝑗𝑚
𝑠𝑜𝑙=(𝑝1,1,1

𝑠𝑜𝑙 , 𝑝1,2,1
𝑠𝑜𝑙 , … , 𝑝1,𝑛𝑒𝑖,1

𝑠𝑜𝑙 ; 𝑝2,𝑛𝑒𝑖,1
𝑠𝑜𝑙 , … , 𝑝𝑛𝑠,𝑛𝑒𝑖,1

𝑠𝑜𝑙 , 𝑝𝑛𝑠,𝑛𝑒𝑖,2
𝑠𝑜𝑙 , … , 𝑝𝑛𝑠,𝑛𝑒𝑖,𝑀

𝑠𝑜𝑙 )；若隨機值落在

[ Cp, Cg )區間時，則更新至目前所有解群體中最佳的解𝐺 =

(𝑔1,1,1, 𝑔1,2,1, … , 𝑔1,𝑛𝑒𝑖,1; 𝑔2,𝑛𝑒𝑖,1, … , 𝑔𝑛𝑠,𝑛𝑒𝑖,1; 𝑔𝑛𝑠,𝑛𝑒𝑖,2, … , 𝑔𝑛𝑠,𝑛𝑒𝑖,𝑀)；若隨機值落在[ Cg, 1)區間

時，則更新為一個亂數解𝑦𝑖,𝑗,𝑚 ∈ [0, 𝐾]的整數。 

原生的SSO更新機制，可以數學模式表示如下，其中 𝐶𝑤 、 𝐶𝑝 與 𝐶𝑔 是SSO 內建的調整參

數： 
,

, , , ,

, , , ,, 1
, ,

, , , ,

, ,

      if [0, )

      if [ , )

       if [ , ) 

        if [ ,1)

sol t t
wi j m i j m

sol t
w pi j m i j msol t

i j m t
p gi j m i j m

t
gi j m

y C

p C C
y

g C C

y C









+












=





 

(11) 

 

3.3懲罰函數 

解群體中的解在初始生成時或經過更新機制後，都需要反覆計算其適應函數值。目的之一

是判斷解的優劣，更重要的是決定區域最佳解Psol與G，供更新機制使用，並在演算法結束時，

輸出G做為問題求解的最終解。由於本研究提出的CKSMP的高複雜度，使得解在初始或更新後容

易違反限制式(5)與(6)，形成不合理解。文獻中處理不合理解的方式之一，是在適應函數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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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自適應的懲罰函數，使不合理解的適應函數值會因為違反限制式的程度，而給予適當的懲

罰，使不合理解不易成為區域或全域最佳解，經過一段時間的迭代後，會在解群體中逐漸汰除

(Smith and Coit, 1997)。 

本研究參考文獻(Yeh, 2014)提出的懲罰函數，修改適應函數值的計算如下： 

( )( ),    ( ) , 1,2,...,

( )
( ) ( , ) ,

( ) ( )

m m m

m
m

m

Min R C Y C and H Y H m M

F Y HC
Min R Min otherwise

C Y H Y








  =

=

if

．

 
(12) 

(13) 

當一組解Y所使用的維修資源都沒有超過上限時，例如維修成本C(Y) ≤ C與維修時數Hm(Y) 
≤ Hm，𝑚=1, 2, …, 𝑀，則採用公式(11)計算各次選擇維修後的任務可靠度Rm，𝑚=1, 2, …, 

𝑀，並讓F(Y) = min(Rm)。當任一維修資源超過上限，則對解Y進行懲罰，懲罰方式如公式(12)

所示。其中，𝜆是懲罰係數，用來調整懲罰值的合理程度，本研究經測試後定義𝜆= 3。 

 

3.4演算法流程 

本研究目標最大化問題的演算法流程說明如下：  

Step 0. For 𝑠 =1 to 𝑁𝑠𝑜𝑙, generate 𝑌𝑠,0, calculate 𝐹(𝑌𝑠,0), let 𝑝𝐵𝑒𝑠𝑡 𝑃𝑠 = 𝑌𝑠,0, let 

gBest G =max
𝑌𝑠

(𝐹(𝑌𝑠,0)|𝑠 = 1,2, … , 𝑁𝑠𝑜𝑙) and let 𝑡 = 1 

Step 1. Let 𝑠 = 1 

Step 2. Update 𝑌𝑠,𝑡, and Calculate 𝐹(𝑌𝑠,𝑡) 

Step 3. If 𝐹(𝑌𝑠,𝑡) > 𝐹(𝑃𝑠), let 𝑃𝑠 = 𝑌𝑠,𝑡, and go to Step 4, otherwise Step 5 

Step 4. If 𝐹(𝑃𝑠) > 𝐹(𝐺), let 𝐺 = 𝑃𝑠 

Step 5. If 𝑠 < 𝑁𝑠𝑜𝑙, 𝑠 = 𝑠 + 1, and go to Step.2 

Step 6. If 𝑡 < 𝑁𝑖𝑡𝑟, 𝑡 = 𝑡 + 1, and go to Step.1 

Step 7. Stop, and G is the solution for CKSMP 

 

四、演算法驗證 
為了驗證SSO求得的近似最佳解的品質。本研究將SSO的最佳解與第3章枚舉法求解問題的

結果進行比較，藉此評估SSO的求解品質。SSO對題組中的問題，實施各10次的獨立運算，每一

次運算群體大小為30，迭代次數為100。兩個方法求解的結果如表1所示。  

求解結果呈現的績效指標分別為最佳可靠度𝑅、演算時間T、落差程度Gap及成功率。因為

FEA找到解為最佳解，因此只有求取一次，而SSO的R是10次獨立運算得到最好的解，T則是10次

獨立運算的平均運算時間；另外Gap表示SSO找出最佳解的目標函數值與FEA之間的落差程度，

數值越小表示SSO的解品質越好，計算方式如公式(14)。成功率則是表示10次的獨立運算中，

找到與FEA相同最佳解的次數，是衡量解品質的次要指標。求解較佳值的結果均以粗體字表

示。 

 

(
𝑅𝐹𝐸𝐴 − 𝑅𝑖𝑆𝑆𝑂

𝑅𝐹𝐸𝐴
) (14) 

 

表 1 枚舉法與 SSO 比較結果 

M 
FEA SSO 

Gap Success 
R T R T 

2 0.7917 1.30 0.7917 5.42 0.00 70% 

3 0.7773 60.39 0.7773 7.15 0.00 80% 

4 0.7669 6213.31 0.7669 9.01 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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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6854 >10800 0.7465 10.89 -0.09 100% 

 

結果顯示，當任務數量𝑀=2, 3, 4時，SSO可以找到與FEA相同品質的最佳解（𝐺𝑎𝑝均為

0.00），尤其在𝑀=2, 3時，在10次的獨立運算中至少有7次的運算可以找到最佳解。在𝑀=5

時，則可以找到比FEA更優的解，求解所有問題所需時間不超過11秒，顯見SSO在求解小問題時

具備優異的求解效能與效率。因此，本研究進一步使用SSO求解成功級艦多次任務的選擇性維

修問題。 

成功級艦動力系統屬於複雜系統，由兩個同質的俥葉負責驅動，稱之左右俥葉。俥葉由4

個同質的子系統併聯組成（如圖1），每一個子系統由24個異質的元件併串聯組成（如圖2）。

依照圖示，假設子系統𝑆1中某一元件失效，則右俥葉僅由子系統𝑆3單獨帶動，當子系統𝑆3中某

一元件也同時失效時，動力系統僅由左俥葉驅動；假設子系統𝑆1至𝑆4均失效，則動力系統才視

為失效。 

 

 

圖 1 成功級艦動力系統示意圖 

 

 

圖 2 子系統中的元件配置 

 

假設一成功級艦獲知某年度週期內任務次數𝑀=30，維修總預算有15,282千元，應如何規

劃每次艦力自修時，各元件的維修手段，以保持艦艇執行任務的可靠度。其中任務時長、任務

間隔時長、維修工時及週期內等相關參數以隨機方式產生。 

本研究使用SSO求解CKSMP，。SSO執行10次的獨立運算，每次運算群體大小為30，迭代次

數為 100，求解結果如圖6及表5所示。 

結果顯示，在處理複雜度更高的CKSMP時，SSO平均求解時間僅使用了399秒。週期內全部

任務的平均可靠度達0.9428，其中目標函數是𝑚=29的最小可靠度，為R = 0.9253，週期內維

修總成本為15,260.8千元，未超過維修總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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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SSO 最佳化 CKSMP(M=30) 

 

表 5 最佳化各次維修成本及任務可靠度 

m 1 2 3 4 5 6 7 8 9 10 

Rm 0.985

8 

0.946

6 

0.932

3 

0.934

9 

0.926

4 

0.928

3 

0.926

1 

0.946

4 

0.934

4 

0.948

9 

C

m 
117.2 271.7 410.2 500.3 563.4 547.5 532.8 577 503.7 616 

m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Rm 0.969

9 

0.931

1 
0.926 

0.946

1 

0.946

8 

0.940

1 

0.931

3 

0.960

3 
0.966 

0.950

6 

C

m 
589.3 473.6 574.5 523.4 529 218.4 387.1 488.7 615 298.6 

m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Rm 0.926

6 

0.941

1 

0.947

2 

0.941

9 

0.970

5 

0.930

9 

0.950

5 

0.933

1 

0.925

3 

0.937

5 

C

m 
845.2 601.7 432.1 734.4 533.2 448.8 616.9 494.3 800.7 414.8 

 

 

 

五、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提出的模型經過枚舉方法驗證後，證明CKSMP具有一定的效度，且將枚舉方法與SSO

進行比較後，顯見SSO在求解時具備優異的求解效能與效率。最後，求解成功級艦動力系統週

期內任務數量𝑀=30的實際問題時，SSO有效提供了多次任務型態選擇性維修問題的最佳化決

策。 

然而，這僅僅是可靠度的單一目標最佳化，對單目標最佳化問題來說，最佳解只有一組，

選擇性維修模型隨著維修成本、維修時間的多寡，皆會影響系統可靠度的高低，決策者都希望

可靠度越高越好與維修成本越少越好，可靠度與成本的目標是互相衝突的，因此，本研究後續

將使用多目標最佳化方法，試圖找到最佳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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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參考國內外論壇、網站，透過 PHP、Python、SQL 等技術進行工具的開發，

將繁瑣的流程化繁為簡，由於行銷人員難以掌握消費者會搜尋哪些關鍵字，藉由此工

具提供給行銷人員在於消費者端需求面的關鍵字，另外，當行銷人員在進行特定主題

推廣之際，不需要使用人力手動至網路上挑選適合之資料，透過自動化程式蒐集網路

上之資料。 

關鍵字：網路爬蟲、行銷策劃、活動推廣、關鍵字工具 

 

 

一、緒論 

1.1研究動機 

  現今社會上行銷人員在進行行銷策劃討論、執行時常需要使用到不同的工具輔佐

數據來制定策略和實際活動，我們希望透過由我們開發的兩款工具減輕行銷人員對於

部分數據蒐集所花費的人力和時間成本，並且讓行銷策劃進行當中時能夠有清楚且正

確的資料來使用。 

1.2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目的是為了減輕行銷人員在進行策劃時的人力和時間成本，為此，

我們設計出來兩款工具可供行銷人員使用，分別是(1)行銷關鍵字分析工具、(2)主題

性網路資料分析工具，我們希望透過這兩款工具可以讓行銷人員在進行以下幾種行銷

策略時解決在經營網站所面臨的困擾： 

目的一、幫助行銷人員了解該從哪些關鍵字開始著手進行關鍵字優化動作。 

目的二、幫助行銷人員了解使用者會搜尋哪些關鍵字。 

目的三、在進行網站 SEO時，協助行銷人員快速的拓展關鍵字，並找到適合該網站的

相關關鍵字。 

目的四、在進行有主題性之活動內容時，協助行銷人員對顧客做相關的資訊推廣。 

目的五、協助行銷人員在進行有主題性的活動內容前能夠了解網路上的相關資料，強

化他們對於此次活動的相關知識。 

目的六、減少行銷人員的時間。 

  

mailto:frank48lee@gam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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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2.1市面上的行銷工具  

         在定置關鍵字工具製作目標前，為蒐集相關需求，我們尋找了與我們目標相

似的工具。目前市面上所提供關鍵字相關搜尋服務的工具有以下數種： 

(1)Google 關鍵字規劃工具會協助找出最適合的關鍵字。 

(2)Keyword Tool 結合各個搜尋引擎的搜尋結果，產出關鍵字清單。 

(3)Keyword tool dominator 裡有許多消費者會搜尋的關鍵字。 

(4)Freshkey 是一個匯集許多購物電商網站統整出來的關鍵字系統。 

 

2.2關鍵字數據 

2.2.1關鍵字搜尋量 

行銷人在做關鍵字行銷時，會想說到底該從哪些關鍵字開始著手關鍵字優化的動作，

實際上，我們無法精準地去預測使用者會搜尋甚麼樣的關鍵字，也許有些關鍵字平常不

會有人去搜尋，自然也不必去經營這種關鍵字。 

2.2.2競爭程度 

  關鍵字競爭程度表示，要把這組關鍵字經營到搜尋結果第一頁的難度有多難，競 

爭程度越高代表越難經營到第一頁。 

2.2.3廣告的CPC 

關鍵字的 CPC 表示每一組關鍵字的單次點擊出價為多少意味著市場上有多少競爭

對手有在購買這組關鍵字，代表著關鍵字廣告的競爭狀況。 

2.2.4搜尋趨勢 

關鍵字搜尋趨勢會隨著季節、節日而改變，在特定時間搜尋的關鍵字，時間一過便

沒了搜尋量，例如:水果都有各自盛產的季節。 

2.2.5區域性 

 生活在不同地區的人們，都有各自的風俗習慣以及異國風情，可透過多了解當地文

化，在評估受眾時，劃分區域，縮小範圍，更容易抓住受眾。 

2.2.6競爭對手 

   可經由觀看搜尋結果第一頁的其他競爭對手的網站，釐清跟自家網站有何不同之處，

為何可排在第一頁，藉由不斷的找出不足的地方，持續改進並一併解決問題，才能經營

好自家網站。 

 

 

三、系統開發步驟 
  本章節將會介紹關鍵字分析工具、網路資料分析工具功能。下述將逐項介紹各項

功能的開發步驟： 

3.1關鍵字分析工具 

3.1.1衍生關鍵字 

行銷人員必須先了解使用者會在 google 搜尋哪些關鍵字，才能繼續進行網站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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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而我們利用 Python 爬蟲爬取 google 搜尋結果下，先找出關於關鍵字的相關搜尋在

HTML的哪個區塊，以此爬到其它的衍生關鍵字，在由這些衍生關鍵字繼續的往下爬下去，

而這些關鍵字將會成為行銷人員關鍵字規劃的參考。 

3.1.2關鍵字數據 

取得關鍵字後，必須要確認這些關鍵字是不是使用者實際會搜尋的，我們藉由串接

API 的方式索取各個關鍵字的每月平均搜尋量，如果搜尋量太少，就代表使用者平常不

會搜尋這個關鍵字，自然行銷人員就不會把這個關鍵字做為他們網站的關鍵字。 

3.1.3關鍵字數據圖表 

為了方便給行銷人員觀看數據，關鍵字數據圖表會把關鍵字最近十二個月的各月搜

尋量繪製成圖表，可以觀看到關鍵字在一年內的搜尋趨勢。 

3.1.4excel關鍵字結構 

關鍵字結構是統整了所有爬到的關鍵字，透過 excel 工具，把他們各個關鍵字所衍

生出來的關鍵字一一彙整給行銷人員作查看，清楚了解各個關鍵字之間的關聯性。 

3.1.5關鍵字的競爭對手 

關鍵字行銷是透過提升你的網站在搜尋結果的網站排名來達到行銷的目的，進而提

高網站流量與創造更多商業機會，在這個過程中，勢必要先了解競爭對手有哪些，首先

找出網站標題及網址是在 HTML 的哪個區塊，在藉由 Python 爬蟲抓取 Google 搜尋結果

前 20名的網站標題及網址。 

3.1.6資料儲存  

把蒐集到數據存入資料庫裡，使用者在做搜尋時，可即時顯示出數據。 

3.1.7數據顯示 

    根據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藉由 SQL 指令依照每月平均搜尋量去做排序，當想

查看關鍵字的詳細資訊時，會抓取關鍵字的 id，以此來判斷使用者是點選哪個關鍵

字，並顯示出對應的關鍵字數據。 

 
圖一  數據顯示 

3.2主題性網路資料分析工具 

首先本次研究論文使用食農教育做為舉例用之主題。參考文獻[1]使用 Python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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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Request 模組，進入到網路中，從入口網站《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食農教育教學資源

平台》開始進行動作，用模組模擬出平常使用網路的 User 會進行的動作，包含點選、

進入網站、跟網站請求資源連線等等，並將每一個連結導向進入的網站原始碼傳回至

程式本體，方便後續進行資料分析，此網路爬蟲是以寬度搜尋為主，當進入一個網站

後，將該網域內可能需要爬取的網頁都爬取過一遍後，才進行下一個網站的進入行

為。 

 
圖二  初次回傳之雜亂網頁原始碼 

3.2.1資料分析 

將網頁原始碼獲取到程式內部後，參考文獻[2]、文獻[3]和文獻[4]使用 Python 

中的 Beautiful Soup 4（以下代稱為 BS4模組），進行第一次內容分析─標籤處理，將會

使用到的 A標籤中的 Href 屬性(超連結網址)、DIV(區塊)、P(段落)、img(圖片)等等

擷取下來，其餘用不上的原始碼就不依序進行分析，以加快整體的搜尋速度。 

 
圖三  經過標籤處理後之資料 

3.2.2二次資料分析 

在進行完標籤處理後，由於不同網站的結構、流程皆有一定差異，並且部分網站 

https://fae.coa.gov.tw/search.php
https://fae.coa.gov.tw/searc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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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甚至還分布在不同的網頁中，為了保證資料的完整性、穩定性，參考文獻[5]、

文獻[6]和文獻[7]使用 Python 中的 Regular Expression(RE 模組)配合 BS4模組取得下

來的資料，使用正則表達式來區分所需要的各項資料，如：地址、電話、商業類型等

等。 

 
圖四  最終結果資料 

3.2.3資料呈現 

統整並分析過後的資料將使用 Mysql 和 Python 進行連動，將最終獲取的資料傳送 

到資料庫內，並使用正規化結果後的資料表進行資料儲存，最後以 PHP 從 Mysql 中取

出資料，經過 CSS 設計過後的網頁呈現出資料提供給顧客進行參考，同時在呈現前，

能夠依照顧客提供的條件，如：時間、區域、類型等等，將資料進行分批處理，呈現

在網頁上面。 

 
圖五  資料呈現畫面網頁─以區域為例子 

 
圖六  資料呈現畫面網頁─以類型為例子 

 

四、結論 
    本次研究希望可以解決行銷人員在不同情況時的資料數據蒐集，不論是在關鍵字

搜尋方面上，還是主題性網路資料分析上，根據行銷人員需要獲取甚麼樣的資料，達

到客製化。在適當的時機提供行銷人員所需的資訊，而工具的建立更是提供消費者及

行銷人員雙方良好的溝通與獲取資訊的管道，相較於傳統的操作更能化繁為簡。 

五、未來規劃與展望 
為了能讓行銷人員在行銷時能夠節省時間，對於行銷工具以及主題性網路資料分

析工具的操作上，可以更加便利，我們發現完成本次研究後，未來尚有幾個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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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方法可以努力和需要關注的問題，我們將在下述做詳細的描述： 
一、 一次可 

5.1一次可搜尋多個關鍵字 

    如果可以一次搜尋多個關鍵字，效率將會大大提升行銷人員進行關鍵字行銷的效

率。 

5.2自動化更新已查詢過之主題資料 

    由於本主題資料搜尋工具是從網路上直接搜尋大量資料，考量到資料量多寡會影

響到搜尋速度，我們希望此後還能將其補上資料更新的功能，讓行銷人員可以更有效

率的使用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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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超高齡社會銀髮產業發展趨勢 
黃文鳳 

考選部 

專門委員 

nina.wen.feng@gmail.com 

 

摘要 
從人口結構高齡化的發展趨勢與轉變來看，健康老化及照顧服務是兩大踐行主軸，銀

髮產業將成為二十一世紀全球市場發展的新主流，藉由本文希引發年輕世代了解新興高齡

者的需求及產業發展趨勢，參與銀髮產業供給，贏得市場發展的先機和商機。 

關鍵詞：超高齡社會、銀髮產業、戰後嬰兒潮 

 

一、臺灣超高齡社會即將來臨 

 

1.1 急速高齡化的現況及無可逆轉的趨勢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定義，65 歲以上人口視為老年

人口，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達到 7％時，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

達到 14％是「高齡社會」(Aged society)，若達 20％則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

1993 年我國老年人口即已超過 7%成為高齡化社會，後續戰後嬰兒潮世代(約瑟夫.F.柯佛林，

2018)，成長於和平且經濟起飛的金色年代，平均壽命增長，自 2016 年起，陸續邁入 65 歲，

促使我國老年人口快速成長。2017 年 2 月老年人口首度超過幼年人口，老化指數(65 歲以

上人口/0-14 歲人口之百分比)破百(100.18)；2018 年 3 月老年人口達 14.05%，臺灣終究無

法避開老化的宿命，進入高齡社會；2021 年 3 月臺灣老年人口達 16.29%，此意謂在 2,350

萬人口中，每 6 人便有 1 人是老人。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我國老年人口將於 2025 年

達 20%，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國發會，2020)，屆時每 3 位青壯年就要撫養 1 位老年人。就

目前國內高齡社會各縣市老化的程度來看，高齡縣市從 2011 年 3 個，增加至 2021 年 3 月

計 18 個，顯示人口老化迅速；再依各縣市排名來看，受工作人口紅利、社會福利、醫療資

源及交通房價等因素影響，截至 2021 年 3 月，嘉義縣已成為全臺 22 個縣市中最老的地區，

老年人口比率達20.56％最高，其次為臺北市19.31%，第三則為緊接其後的雲林縣19.28%(內

政部，2021)，這三個縣市已經是或接近超高齡社會(如圖 1)。 

mailto:nina.wen.feng@gmail.com


442 
 

 

 
圖 1 臺灣各縣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內政部 

與全球其他國家相較，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比率，2010 年位居美、英、德、法、義、

日、韓等國家最低之列，後快速增長，成為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與亞洲其

他主要國家相比，僅次於南韓(如圖 2)。我國預計 2025 年由「高齡(>14%)社會」進展到「超

高齡(>20%)社會」，不到 8 年便能達陣，預估將較日本（11 年）、美國（15 年）、法國（28

年）、德國(36 年)及英國（49 年）為快，而與韓國（7 年）及新加坡（7 年）等國並駕其驅

(國發會，2020)，速度之快再創世界之最的「臺灣奇蹟」。 

 
圖 2 全球主要國家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國發會 

 

1.2 人口變遷對產業經濟的影響 

隨著社會變遷與醫療衛生的進步，我國生育率與死亡率雙雙出現下降的趨勢，整體人

口結構快速趨向高齡化。2020 年臺灣男性的平均壽命為 77.76 歲，女性為 84.24 歲(國發會，

2020)，如果自 65 歲退休起算，男性有將近 13 年、女性則有 20 年漫長的老年生活；而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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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時代觀念的轉變，提前在 50 歲至 65 歲之間退出職場者，也不在少數(經濟部，2017)，此

意味著這個跨入退休生活、勢力龐大的新興族群，將有 28 至 35 年的時間，迎向人類史上

最長壽的階段。高齡化浪潮席捲而來，不僅改變社會人口結構，從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進

而衍生新的消費型態/行為，最終影響國家的產業經濟及社會樣貌。 

由於老年人口快速成長及平均壽命延長，國人一生中長期照護之潛在需求時段約 8~10

年，甚至更長久些(李世代，2010)；又因少子化關係，15 至 64 歲勞動人口扶養長輩的負擔

日益加重，截至 2021 年 3 月，全臺約有 23 萬外籍看護人力(勞動部，2021)，協助臺灣的家

庭照顧長者，政府為因應與日俱增的長照需求，於 2017 年 5 月推動《長期照顧服務法》，

併同已送立法院審議之《長照保險法》草案，希能順利銜接長照十年 2.0 計畫，全面建構完

善的長照服務體系。然在大多數的社會機制，聚焦於高齡者的醫護安養、社會保險及預防

保健等需求時，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企業及團體已開始研究高齡人口食衣住行育樂等面

向的需求，甚至與長者共同研究社區參與的方式(世界衛生組織，2016)，開拓「銀髮市場」

創新應用的契機，並結合科技、物聯網，發展新的商業服務模式，啟動永續經濟動能。 

 

1.3 銀髮產業無限商機 

日本產經省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推估 2025 年全球老年人口數，估算全球銀髮產業的市場

規模將達臺幣 1,122 兆元，為 21 世紀最具潛力的產業之一(陳恭亮、楊惠君，2015)，其中，

最活躍的銀髮市場為旅遊及電商產業；至於臺灣的銀髮消費市場，依據工研院推估，2025

年臺灣銀髮產業的市場規模將達到 3.6 兆元，健康食品、醫療照護與養生住宅是業界發展

重點(楊卓翰、孫蓉萍，2016)。 

 

二、新世代高齡客群的特徵與需求 

 

2.1 高齡者的迷思 

根據麻省理工學院年齡實驗室（MIT AgeLab）的調查研究，許多企業雖然明白銀髮市

場力量龐大，也積極開發這個商機無限的領域，然而產品設計背後的依據，卻是傳統社會

價值觀對「老」的根深迷思，把「老人」視為「需要解決的家庭社會問題」，認為銀髮族關

注其健康與安全的基本需求，如照護機器人及吃藥提醒器；喜歡專為他們「量身打造」的

「樂齡專用」設計，如：字超大、功能少、外型樸素、笨重的長輩機；不在乎口感，傾向口

感軟爛，不必咀嚼的老人食品；收入有限，喜歡便宜商品；有「科技恐懼症」，害怕使用智

慧手機、平板電腦；把中高齡族群描述成同質性很高的一群人：老弱病殘窮、無助、要靠

別人奉養、不事生產(約瑟夫.F.柯佛林，2018)。殊不知現正步入中老年的嬰兒潮世代，顛覆

了以往的刻板印象，改變銀髮族群的消費行為模式，其所青睞的商品，是相對「年輕」的

Apple Watch、哈雷機車、動漫遊戲，追求流行的時尚服飾穿搭、日系莉卡 Licca 娃娃、廣

場舞、不老樂團、藝文活動與深度主題/之旅(大衛‧卡特勒，2019)，其想要與渴望的東西，

和我們的想像大不同，他們其實很酷、很潮又很先進，然而由於企業研發設計和行銷企劃

人員多屬年輕世代，往往未能體察年齡增長的生理與心理變化，難以研發讓長者滿意的多

元商品。臺灣亦是如此，形容長者「老番顛」、「老糊塗」、「老頑固」、「老態龍鍾」等

負面字眼，代表社會不能理解老化的正常現象，只是有成見，以年輕世代的眼光詮釋高齡

現象，把高齡者視為社會負擔與拖累社會進步的因素。他們容易被混淆、忽視，甚至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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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老氣的產品或「跟不上時代」的印象(賴寧寧，2015)。 

 

2.2 新世代高齡客群的特徵 

臺灣的出生率與人口增加率，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僅緩步增加，直到 1950 年因為韓戰，

美國第七艦隊巡航台灣海峽，隔年（1951 年）出生率明顯上升，1951 年到 1971 年之間出

生的戰後嬰兒潮，已漸漸離開職場，以過去工作所奠定的雄厚經濟能力，開始投入老年消

費市場(李文龍，2003)。由於嬰兒潮新世代銀髮族成長背景有別於上個世代的銀髮族，其態

度與價值觀也開啟不同的消費行為： 

1.成長背景 

參與並創造臺灣經濟奇蹟，經歷民主改革的風潮與青年學潮的社會運動，見證從傳統農

業社會轉型為現代化工業社會的過程，也受到新事物、新文化的洗禮，從孔孟、老莊到康德、

尼采，從轉盤式電話到智慧型手機，從黑膠唱片到卡式錄音帶、隨身聽、iTunes，從膠卷相機到

數位相機，從桌上型電腦到筆電、iPad 平版電腦，作業系統也從 DOS 進化到 windows，還有美

式速食餐飲文化，飲食習慣西化種種生活習慣的改變，讓嬰兒潮世代成為對新事物包容極高的

世代(詹文男、高雅玲、劉中儀、侯羽穎，2020)。 

2.有能力且勇於追夢 

嬰兒潮世代普遍教育水準及經濟能力強，更重視身體健康及生活品質，不再依循過去從

出生、求學、工作、成家、生子、退休到步入死亡的「線性」生活模式，而是在人生不同階

段，重新開始與轉變的 C 型循環人生(馬蒂‧迪特瓦，2003)，因此，退休後有充裕的時間，

可放手追尋夢想，從事喜歡並且想要參與的活動，並且拒當「下流老人」、拒入「長壽地

獄」。 

3.從群居邁向獨居 

由於婚生養育的觀念改變，傳統孝道的情感、關係與責任已經減弱(世界衛生組織，

2016)，三代以上的家庭型態逐漸減少，核心家庭轉而增加，父母期待與子女同住的比率降

低，與配偶同住或無兒女獨居的比率增加(內政部，2017)，即使相互扶持的兩老，最終也總

有人會先走，「獨居」成為一種普遍的常態。 

4.科技資訊接受度高 

新世代銀髮族高行動力、樂於學習、慣於使用電子科技產品、注重生活品質，又渴望

融入年輕世代，兼具韌性與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有八成以上為智慧型手機的重度使用者，

最常使用 Facebook 及 Line。 

 

表 1 新舊世代銀髮族特徵一覽表 

特徵 1950 年前舊世代銀髮族 1951-1971 年嬰兒潮新世代銀髮族 

1.成長背景 歷經日本統治到由中華民國

代表同盟國軍事接管的變

革。 

出生在臺灣經濟即將起飛的時代，歷經

民歌、民主、社會運動、臺灣解嚴，黨禁、

報禁解除，言論自由，百家爭鳴；政府對

外開放赴中國探親，兩岸人民往來、中小

企業西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市場開放、全球化帶來新的衝擊與機會。 

2.教育程度 日本統治時期，實施國民義

務教育，然高等教育排擠台

戰後教育普及，大學生人數與比例達到

高峰，部分選擇出國留學再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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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1950 年前舊世代銀髮族 1951-1971 年嬰兒潮新世代銀髮族 

灣籍學生，造成台灣人受教

育機會的不公平待遇。 

3.經濟能力 臺灣成為「經濟困頓的年

代」。 

臺灣第一代中產階級，學會使用塑膠貨

幣，先享受後付費，掌握金融訊息熟悉投

資，擁有房地產。 

4.科技資訊 由於生不逢時，在電腦甫於

職場上普及前即已退休，靠

後天學習電腦資訊產品，

2020 年上網率近三成。 

是電腦化的第一代，鍵盤打字比手寫更

快，2020 年上網率達七成五(財團法人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2019)，50-60 歲長者更

高達九成。 

5.身體狀況 隨著年齡增大，身體機能下

降，免疫能力、運動系統退

化。 

多數長者仍保持健康的身心功能，雖接

受自己逐漸老化的事實，普遍不願服老，

透過繼續學習、簡化生活，持續鍛鍊身

體，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老年，希望享有高

品質的生活，並且活得更長久、更健康。 

6.自主性 過去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已

無法因應當前社會的變化，

較易感覺到疑慮不安，比較

不易接受新事物。 

憑藉以往在社會上累積的豐富資金、經

驗及人脈等，對於金錢及生活的安排具

獨立性與自主性，不願意輕易承認自己

已邁入老年或開始與社會脫節。 

7.價值觀 以「照顧家庭」為單一生活

重心，無暇顧及自己夢想。 

「實現自我」與「貢獻社會」雙主軸生活

模式，期許在未來的 20-30 年，享受第二

人生，再造生命新價值。 

8.孝親觀念 「養兒防老」期待與子女同

住，大量財富留給子孫，自

己過著非常儉樸的生活。 

孝道概念逐漸轉型，重視自己生活，不要

求子女孝親奉老，也不視庇蔭後輩為義

務，和子孫保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關係。 

9.婦女角色 父權家庭結構下，婦女擔任

家庭照護重任，多依賴業者

所提供的機能性商品，為銀

髮市場的追隨者。 

由於家庭規模縮減，婦女在職場上打拼，

與家人相處的時間與機會大幅減少；又

隨著年齡增長，女性多於男性，掌握家庭

開支，主導銀髮市場的購買決定權。 

10.退休規劃 因為平均壽命較短，歷經求

學工作、成家立業、生兒育

子，退休後到離世前約有 10

年左右的光景，無經濟生活

壓力，每天逍遙自在過生活。 

根據衛生福利部 2018 年調查，對未來老

年生活有規劃者占 55%，其中以「四處旅

遊」最高，其次「養生保健」，再次為「照

顧孫子女」、「繼續工作」、「從事志願

服務」、「進修學習」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2.3 新世代高齡客群的需求 

依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從低到高分為五個層次，分別為生理、安全、社會、自尊

和自我實現需求，與老年人需求相結合，可較為直觀地反映新世代銀髮族從低層次到高層

次的需求，及所相對應的產品或產業(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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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世代銀髮族需求產業一覽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上圖可歸納新世代高齡者五大需求所衍生的主要銀髮商機，包括：醫療保健、休閒

旅遊、關懷陪伴及金融保險等四產業，並結合資訊走向數位科技化： 

1.醫療保健產業 

隨著年齡增長，長者益發關注自身健康，衍生而來的各種養生保健需求，如保健食品、

養生餐飲、醫療美容及運動健身等，其最熱衷購買的保健商品包括：關節保養品（維骨力）、

視力保健（葉黃素類）、消化道藥品（若元錠）、健康飲品（葡萄糖胺液）及維他命（善

存）等；除了維持身體健康，銀髮族更進一步「追求年輕」，選擇凍齡、抗皺等高價抗衰老

商品。另因國內長者獨立生活比率增加，除因健康及照護考量居住在安養護機構外，與配

偶同住或獨居銀髮族之居家照護，多須借助特殊輔助工具以維持其自主行動能力。此外，

銀髮族處理常三餐，七成以上多由自己或配偶在家準備餐食或外出用餐，選購食品時，品

質重於價格，好吃的食品即使貴 1-2 成仍會購買，傾向縮短備餐時間、營養均衡及方便入

口的食品(黃怡菁，2004)。 

2.休閒旅遊產業 

保持年輕、健康之外，熟齡族群透過旅遊累積體驗和見聞，甚至是圓年輕時的出國夢，

享受退休後的「第二人生」，相較以往租小巴士代步，以便宜或幾乎免費的價格出遊，他

們更捨得花費在旅遊、美食上，特別重視高品質且舒適的旅遊行程，或自行規劃、安排至

物價水準相對較低廉的國家長住一陣，體驗不同的文化風情，在當地享有相對豪華的服務。 

3.關懷陪伴產業  

許多熟齡人士難以適應退休後生活步調的改變，甚至放不下職場的頭銜，覺得自己不

被社會所重視，生活沒有意義，再加上子女成家外移，難免感到孤獨、寂寞、無助，卻又不

願麻煩他人，對於同齡友誼的支持與陪伴需求有增加趨勢(松田裕之，2015)。有些購物中心

或賣場營造友善無障礙的環境，提供吃早餐、聊天、下棋、逛街的空場地間，並設有瑜珈

教室、健身房、復建中心等運動場所，甚至與社區大學共同舉辦創意拼布、手工香皂、創

意塗鴉等活動。另有社群提供旅行、登山、品酒、攝影、音樂、花藝、烹飪、電影、藝文等

主題平台，或參與社團學習書法、繪畫、音樂、歌唱、使用電腦、撰寫程式，甚至出國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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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元化及生活化的課程，提供退休族群「退而不休」的學習機會。部分熟齡人士也會選

擇飼養寵物，或者購買療癒玩偶，陪伴子孫一同玩樂，開心過日子，便不會感到孤單。 

4.金融保險產業 

國人對於長壽風險與退休金缺口仍存有落差，尚未準備充裕，易忽略退休後之年限與

實際退休生活的開銷及通貨膨脹率的影響，近年為保障長者老年經濟安全所發展之金融商

品與服務包括：高齡者安養信託(提供動產、有價證券或不動產，向業者辦理老年安養之財

產管理、安養照護及醫療給付)、商業型逆向抵押貸款(自有不動產設定抵押權予銀行，銀行

每月撥付本金)、保單活化(將傳統型人壽保險契約轉換為同一壽險公司之醫療保險、長期照

顧保險或遞延年金保險)、年金保險(補足民眾退休金給付不足，同時移轉長壽風險)、長期

照顧保險(因應疾病或意外事故傷害致失去日常生活能力所衍生之長期看護需求)、生命週

期基金(張蕙嬿，2018)。惟據衛生福利部 2017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目前長者保存儲

蓄或財產比率偏高，房產多欲留供子女繼承，因此，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多不欲使用。 

 

三、超高齡社會產業發展趨勢 

 

3.1 掌握新世代銀髮族性特，提供客製化商品服務 

老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需實際瞭解高齡者隨年齡增長而產生的不同需求，透過客製

化服務與商品之推陳出新，以滿足市場需求。如家戶人口縮小，意味著家戶消費行為轉變，

對於食品、消耗品的採購行為，將會因為使用量減少、消耗慢，轉趨選購小包裝、小份量

的商品，有需要時才購入，而非計畫性採購；對於餐廳、外食、輕度加工食品的需求也會

增加，想要輕鬆煮食，又要精緻、健康的想法也會變得更為鮮明。另因應「獨居世代」追求

小型、輕巧、健康、實惠及優質的價值重點，開發「個人獨享」商品、「個人」家電、一人

獨行勝過兩人同遊的優惠，將能滿足熟齡人士獨居生活所需。 

 

3.2 結合人工智慧（AI）加強照護服務 

藉由人工智慧的發展，互聯設備大幅增加，與生活有關互聯裝置，從穿戴裝置如智慧

衣、智慧眼鏡、智慧音箱、智慧手錶、汽車等，廣泛蒐集客戶的資訊數據，並透過大數據分

析、雲端運算、社群網路與使用體驗（User Experience）技術，擴大應用照顧服務範圍，如

Care Angel 虛擬護理師助理，每天打電話關懷長者，幫助家屬分擔護理和監督的責任；「e-

Telema 車載系統資訊 e 化服務」，可即時得知駕駛所在的地點與實況，如發生高齡駕駛風

險行為時，即通知家人，甚或發生緊急狀況時，代替家人即時趕赴現場處理。 

 

3.3 實體通路因應銀髮商機轉型調整 

新世代銀髮族對於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等科技品多能操作自如，當上網率與

時共進，善用網路蒐集全方位資訊，並積極消費徹底顛覆市場的主導權，意謂著百貨公司、

超市、賣場等以實體店面為主的零售業即將面臨轉變，如仍以不變應萬變，將慢慢流失熟

齡顧客；反之，由於該世代網購、手機購物比例大幅成長，物流業將蓬勃發展。另因應中

高年族群或行動不便的長者就近想多攝取蔬菜、低卡少量的需求，過去以年輕人為主要客

層、提供「便宜大碗」便當的超商，也開始轉型，成為支撐銀髮族日常生活所需的重要據

點，並研發出少量、少鹽、低卡洛里的「健康型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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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強化異業聯盟，透過分享促成合作 

臺灣中高齡族群數量龐大，且需求非常廣泛，並非大眾單一市場，而是多樣化微型市

場的集合體，因此，需要整合零售通路、健康保健、醫療器材、醫療美容、休閒娛樂、住宅

設計、無障礙環境設施與修繕、居家安全與資訊、物業保全、交通服務、健康促進及財務

金融等多元方向，透過跨業與跨國整合，引進創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及各項發展策略，補

足產品功能，減少醫療及照顧資源重複浪費，為長者提供更好的服務，並發展可觀的產業

規模，達成以關懷為主的共享經濟與循環經濟。 

 

四、結語 
戰後嬰兒潮即將於 2025 年引領臺灣邁入超高齡社會，其所引發的相關產業勢必蓬勃發

展，尤其這個世代的成長背景、教育程度、生活水準和思想觀念都和傳統社會的老人大不

相同，他們坦然接受自己逐漸老化的事實，於退休前即開始對自己的晚年進行規劃，並積

極運動養生、遊山玩水、參與學習、擔任志工、實現自己年輕未完成的夢想，希望自己能

夠健康老化，過著自主充實有尊嚴的老年生活。過去業界多以兒童、青少年為主要目標客

群，尚未投入太多的心力在中高齡族群，在供給未能跟上需求及社會資源未能關注的情況

下，銀髮產業仍處於起步階段，未來結合公、私部門以及銀髮族三方，並納入 AI 大數據等

科技，銀髮族產業將有發展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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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人格特質影響工業 4.0 績效進行探討，透過文獻研究建立本研究所需之待答問

題， 以問卷調查方式，針對 165位工業 4.0 前十大跨國製造業電機電子及資訊工程人員施

測，完成回收 165 份。祈本研究成果作為製造業工業 4.0 人才指標及人資相關參考。 

關鍵字: 技職教育，人格特質，工業 4.0 

 

一、緒論 
研究動機與背景 
製造業為因應全球化工業 4.0 優勢與競爭，改善傳統生產模式提升虛實整合系統（Cyber 

Physical System, CPS）以邁向工廠智慧化(Smart Factory)能力，過程需大量資通訊人才進行

生產系統感測器建構[1]，透過物聯網（IoT）將複雜製造數據參數彙整改善循環深度學習

[2, 3]。為提升製造業資通訊人力需求，本研究以全球重要製造業內電機電子及資訊工程人

員為對象，進行人格特質因素影響相關研究，提供未來就業及企業培育參考。 

 

二、文獻回顧 
2.1 工業 4.0 系統整合 

   虛實整合系統(CPS)分為五個層級結構，規劃為智慧製造方法[1]。CPS 主要功能組件: (1)

快速的連結能力，系統需確保從既有生產線獲取數據後透過網絡反饋。(2)建構及規劃智慧

數據管理、分析和計算能力的雲端能力。依個案不同，參考 CPS 架構，從最初的數據採集，

分析以及系統改善皆仰賴專業人才參與[4]。 

 
圖 1 虛實融合系統(CPS)架構與級別應用技術，資料來源:Wang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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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格特質 

    根據 Costa＆McCraey 研究發現，組織內五種人格特質對於企業整體績效具高度影響

性[5]。神經質（Neuroticism）情緒穩定性常用於職場測試，根據一個人是否能保持穩定和

情緒平衡的能力進行量測。外向性（Extraversion）特徵是善於交際、饒舌、自信和興奮。

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特徵為思想高度開放且充滿想像力及好奇心，喜歡嘗試新

事物。親和性（Agreeableness）高親和性者特質是熱情、友好與機智，對他人持樂觀態度，

相處融洽。親和性低者則以自身利益優先，傾向疏遠不合作。嚴謹性（Conscientiousness）

表徵為嚴謹及自律，有條不紊的計劃和毅力，追求卓越成功表現[6]。 

 

2.3 績效管理 

    績效管理的核心，根據學者 Kaplan＆Norton 平衡計分卡對企業有效快速診斷，透過績

效評量測，以確保員工是否符合組織所需之目標管理、心態與行為[7]。 

企
業
環
境
管
理 

內部組織環境 內部管理能力 績效管理關聯性 

1.人力資源環境管理功能 1.人力資源環境管理 

2.人力資源部門及主管的角色及能力 

3.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與公司策略 

4.公司組織設計及組織發展 

1.公司願景策略 

2.人力資源政策 

3.組織團隊效能 

2.組織及流程管理功能 1.工作設計及人力資源管理 

資訊 

2.公司理念、願景及文化 

工作設計、工作說明、績效主要項目 

公司理念及文化 

 

 3.文化價值管理功能 1.員工多文化及多樣化管理 跨文化、包容、彈性管理能力 

表 1.績效管理與人力資源,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研究架構說明方法與主軸，根據參考文獻提出假設進行問卷設計。問卷發放蒐

集回收最後進行分析。 

3.1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文獻回顧，建立本研究架構為探討員工五大人格特質對工業 4.0 發展績效評

估之間是否相關。 

 

 

 

 

 

 

 

 

 

 

 

績效評估 IN  

 

嚴謹性 CS 

 

情緒穩定 NE 

 

外向性 EX 

開放性 OE 

親和性 AG 
OE 

H1 

H2 

H3 

H4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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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本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設 
依據 Goldberg 與 Barrick 等學者研究發現，人格特質可能影響工作績效[8]。於是本研究

提出了以下假設； 

假設 1: (H1)嚴謹性與工業 4.0 研發績效評估正相關。 

假設 2: (H2)情緒穩定性與工業 4.0 研發績效評估正相關。 

假設 3: (H3)外向性與工業 4.0 研發績效評估正相關。 

假設 4: (H4)開放性與工業 4.0 研發績效評估正相關。 

假設 5: (H5)親和性與工業 4.0 研發績效評估正相關。 

 

3.3 研究工具 
問卷設計量表根據五項人格特質構面問項設計共四十題，採用 Likert 五點計分方式。高

分代表人格特質明顯。 

 

四、資料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樣本來自 2020 年全球工業 4.0 前十大跨國製造業電機電子及資訊工程人員，總樣

本數為 201 份，刪除 46 份無效問卷，完成回收 165 份，回收率達 82%，其中 48 名為電機

學歷背景，55 名為電子學歷背景以及 62 名為資訊工程背景。本研究採用問卷量表，採用偏

最小平方法（PLSSEM）結構方程模型進行信度與效度數據分析[9]。 

 

4.1 量表信度分析 
   根據表 2，量測出整體信度 Cronbach’s Alpha and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內部一致性的

結果皆大於 0.7，可接續進行以下各構面因素分析。多重共線性(VIF)值未大於或等於 10，

根據表 5，本研究無多重共線性。收斂效度透過平均方差 AVE 值皆大於 0.5，收斂效度達滿

意結果[9]。 

   根據表 3所示的結果，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0.08 數值。NFI 值也高於 0.90≤1，

因此被認為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平均平方誤差平方根(rms_Theta)的值<0.0. ，學者（Hu & 

Bentler, 1999）表示模式配適度佳良好[9, 10]。 

 

4.2 變項分析 
根據本研究的結果圖 3&4，假設 3（H3）外向性 T-value 為 0.546（P 值 0.585）與依變項

IN 之間和假設 2（H2）情緒穩定性 T-value 為 0.407（P 值 0.684）及假設 4（H4）開放性 T-

value 為 0.147（P 值 0.883）皆與依變項 IN 之間的關係不明顯，因此，情緒穩定性、外向性

及開放性人格特質非工業 4.0 績效影響的重要預測指標，導致拒絕 H2，H3 和 H4。 

本研究假設 1（H1）嚴謹性 T-value 為 2.876（P 值 0.045）對工業 4.0 績效影響之間的顯

著，以及假設 5（H5）親和性 T-value 為 2.950（P 值 0.042）結果支持 H1 及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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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人格特質與績效評估因素分析 

 

向度 信度 
收斂 

效度 
  區別效度 

  
Cronbachs 

Alpha 

Composite 

Reliability 
AVE 

R 

Square 

親和性 

(AG) 

嚴謹性 

(CS) 

外向性 

(EX) 

績 效

評 估

(IN) 

情緒穩定 

(NE) 

開放性 

(OE) 

親 和 性

(AG) 
0.9067 0.9222 0.6313 0.0000 0.7945           

嚴謹性 

(CS) 
0.9013 0.9203 0.6295 0.0000 -0.8466 0.7934         

外向性 

(EX) 
0.8767 0.8103 0.6316 0.0000 -0.5796 0.5453 0.6569       

績效評估

(IN) 
0.7576 0.7391 0.5808 0.0790 -0.1342 0.2349 0.1676 0.6171     

情緒穩定 

(NE) 
0.9267 0.9355 0.6794 0.0000 -0.8569 0.7487 0.4364 0.1425 0.8242   

開放性 

(OE) 
0.9010 0.9134 0.6107 0.0000 -0.7247 0.7814 0.4846 0.1833 0.6356 0.7815 

表 2.績效評估與五大人格特質信效度分析 

Model Fitness   Staurated Model   Estimated Model 

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SRMR)  0.069  0.069 

標準配適度指標(NFI) 0.979  0.993 

平 均 平 方 誤 差 平 方 根

(Rms_Theta) 
 0.076   

表 3.模型適配度 

 

 

績效評估 IN 

(R2=.751) 

 

嚴謹性 CS 
 

情緒穩定 NE 

外向性 EX 

開放性 OE 

親和性 AG 
OE 

.045* 

.684 

.585 

.883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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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果 
  人格特質與工業 4.0 發展績效研究結果表示，嚴謹性及親和性對工業創新發展具有積

極影響，結果支持相關實證研究。 

 

 

 

 
圖 4.本研究架構分析(SmartPls3.0 模式) 

親和性令人愉快的關係與他人以愉快相處與轉換型領導有顯著[11]，Patterson等人（2009年）

指出了員工的互動，溝通，表達對於績效的重要性[12]。(Matzler, 2011)認為，高責任的員

工勤於記錄與組織共享成功模式[11]。學者 Rothmannm 與 Coetzer 發現嚴謹性具有轉換型

領導與創造力成正比[13]。證實嚴謹性及親和性對於工作中創新績效，與帶領團隊共同創

新行為有關[14]。外向性、情緒穩定性與開放性假設未發現對工業創新發展有影響，需進

一步研究探討[15, 16]。 

 

5.2 管理意涵 
員工職業發展過程中需注意人格特質問題。組織在選擇員工從事工業創新時，非僅技術

本位為主，需考量雇用具有領導特質的人才，以提高團隊創新潛能。專家 De Jong＆Hartog

（2007）同樣支持本研究觀點，企業獎勵政策對組織內具領導型創新者給予升遷具重要性

[17]。 

 

5.3 建議 
本研究僅針對某個案公司研究，無法代表大多數從事工業 4.0 樣本。建議未來研究可以

不同城市及製造業類別進行以及增加人員訪談，更深入探討不同人格與創新行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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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以情」或「說之以理」？情緒共識與認知共識對團隊績效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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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智大學                     元智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班學生        經營管理碩士班助理教授 

              huangrx0225@gmail.com       cjchien@saturn.yzu.edu.tw 

摘要 

    在團隊工作盛行的風氣之下，團隊成員間的溝通及協調需求也隨之上升，顯示團隊觀

念及情緒感受是否一致的重要性。過往探討團隊績效的相關研究已個別指出成員間認知與

情緒的互相影響對團隊績效有正向效果，然而對於團隊中認知與情緒的一致性，目前較少

有量化的實徵研究。有鑑於此研究缺口，本研究聚焦於情緒與認知共識，探討對團隊績效

的影響，並進一步檢驗認知契合度與團隊凝聚力的中介效果。 

關鍵詞：認知共識、情緒共識、認知契合度、團隊凝聚力、團隊績效 

一、緒論 

1.1研究動機 
    在全球快速變遷及強烈競爭的環境下，傳統階層式個人工作環境已無法滿足外在環境

的變化。因為資訊大量充斥，團隊成員間的溝通、協調需求也隨之上升，「團隊」便是在

這樣的變化下形成的彈性化工作模式。根據人力資源管理中心 ADP研究所的調查顯示，現

今大多數工作實際上都是團隊進行的工作，包括每一個產業、世界上每一個地區、組織裡

每一個層級的工作，都是如此；更有 83％的工作者表示，自己大部分工作是與團隊一起

完成的，團隊工作儼然已變成一個常態。於是，有關團隊的研究大量出現。然而，團隊作

業卻不一定適用於任何狀況下。 

在團隊中，個人表現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團隊表現，當成員對團隊、任務和環境具有

相似或兼容的概念時，他們就能更好地預測他人的行動並有效地協調彼此的活動

(Klimoski & Mohammed,1994)，即可顯示團隊成員間共識的重要性，團隊觀念是否一致、

達成共識，會影響團隊成員間共事的協調性，當共識成立時，團隊績效才會有所成長。 

Barsade(2002)用情緒渲染(emotional contagion)的角度說明團隊成員將在無意識或有意

識的情況下，誘導情緒狀態以達到影響群體之情感或行為。另外，沈其泰等(2004)說明團

隊共享心智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有助於成員間的協調與整合 (Marks, Sabella, 

Surke, & Zaccaro, 2002: Rentsch & Klimoski, 2001: Klimoski & Mohammed, 1994)。

從上述可得知，過去針對主要討論團隊達成共識性的過程，有共識性會影響團隊績效，但

是並無強調達成共識的狀態。 

根據 Metcalfe ＆Mischel（1999）提出的冷熱系統（hot/cool system），人們的動

機與行為是透過冷系統進行認知分析與熱系統進行情感關聯而觸發的，這兩個過程分別涉

及不同的系統、也會形成不同績效。我們也自行將過往團隊文獻進行分類後，可以發現：

團隊中也同時並存著認知與情緒的影響關係，而當個人與團隊到達認知一致性與情緒一致

性時，才能使團隊形成一個平衡的狀態，所以本研究分為「認知共識」、「情緒共識」兩

個面向。 

mailto:huangrx0225@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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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對於認知及情緒傳遞的概念只停留在改變團隊成員的過程，但本研究將認知共識與情

緒共識更加強調在團隊成員的一致性，且過去僅有在組織領域中探討過認知共識，情緒共

識僅在社會學中被提及，未在組織領域架構下被探討及研究，本研究欲釐清與說明與過往

實徵研究中的差異性。 

1.2研究目的 

    總結上述，本研究將焦點放在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探討兩者是否能透過認知契合度

及團隊凝聚力，進而提升團隊績效，同時，本研究亦關注團隊的男性化作風在其中所扮演

的調節角色。因此，本研究將以企業工作團隊為對象，並釐清以下關係： 

(一)如何定義組織領域中的情緒共識與認知共識？ 

(二)團隊績效是否可以被區分成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兩條路徑？ 

(三)團隊男性化作風是否能作為調節變項，影響認知共識對認知契合度及情緒共識對

團隊凝聚力再到團隊績效的中介效果？ 

二、文獻回顧 
2.1認知共識與團隊績效 

過去以團隊共享心智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較常說明團隊間統整認知的過程，

定義為團隊成員對於團隊內的相關事物具有類似或相容的知識結構，能夠幫助其他成員去

描述、解釋及預測所處情境的事件，並指引成員在所需情境中與其他成員進行互動。(沈

其泰等,2004)但本研究將著重在團隊中認知的一致性狀態，依據團隊共享心智模式再定義

認知共識（cognitive consensus）為團隊成員透過彼此間對於團隊內相關事務的描述、

解釋及預測所處情境，而達到團隊成員了解團隊內的工作程序、能力與目標。並將認知共

識區分為三個構面，分別為程序、能力與目標。 

而針對團隊績效(team performance)一詞，有學者提出，有效的信息系統對團隊績效

的重要性（Greenhalgh＆Chapman，1998； Schittekatte＆Van Hiel，1996），Mesmer-

Magnus 與 DeChurch (2009)進一步提出每個團隊內成員擁有不同的知識內容，透過共享

的過程以增加團隊的知識庫，進而提升團隊績效。 

2.2認知契合度對認知共識與團隊績效的中介效果 
Cable & DeRue(2002)統整了多位學者(Simon, 1951; Tsui, Pearce, Porter, & 

Tripoli, 1997)認知契合度的研究後，將認知契合度分為三個構面：人與組織、需求與供

給、需求與能力。並根據 Saks和 Ashforth（1997）的建議，認為自己與自己的組織非常

相配的人可能至少部分地根據自己的組織來定義自己。 

2.3情緒共識與團隊績效 
    過去以情緒渲染(emotional contagion)較常說明團隊間統整情緒的過程，定義為團

隊成員將在無意識或有意識的情況下，誘導情緒狀態以達到影響群體之情感或行為。但本

研究將著重在團隊中情緒的一致性狀態，依據情緒渲染的定義再重新定義情緒共識

（emotional consensus）為團隊成員透過彼此不斷誘導情緒的過程，以達到群體共同認

同某一情緒。並將情緒共識區分為兩個構面，分別為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 

    而針對團隊績效對情緒共識的影響，有學者提出，有效的信息系統對團隊績效的重要

性（Greenhalgh＆Chapman，1998； Schittekatte＆Van Hiel，1996），Mesmer-Magnus 

與 DeChurch (2009)進一步提出每個團隊內成員擁有不同的知識內容，透過共享的過程以

增加團隊的知識庫，進而提升團隊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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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團隊凝聚力對情緒共識與團隊績效的中介效果 
    團隊凝聚力(Team Cohesion)一詞是指成員們在情感中找到彼此依附，並因為這樣的

情感而願意為團隊奉獻，進而正向預測團隊成果。當團隊凝聚力受到傷害時，績效也可能

同時受損，團隊需藉由高度相互依存性以維持團隊績效。(Dobbins et al.,1986)而情緒

共識則強調群體共同認同某一情緒，形成一致性。 

2.5男性化作風的調節效果 
    男性化作風(masculinity)由 Hofstede 等人(1998)第一次提出，Brooks(2002)將男性

化作風進一步定義為在情感角色、性別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表現較野心勃勃的程度。過

去已有許多研究證實，職場男性化會負向影響團隊動力(鄭智仁,2017)，而認知契合度提

升團隊績效的狀況為確保資訊充分流通，團隊凝聚力則需要團隊成員能夠彼此體貼。 

 

基於上述文獻回顧的結果與研究推論，本研究提出六個假設，並依據其相應關係，整

理如表一，並繪製研究架構圖如圖一。 

表一  本研究之研究假設 

假設 1 認知共識與團隊績效具有正向關係。 

假設 2 認知契合度會中介認知共識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假設 3 情緒共識與團隊績效具有正向關係。 

假設 4 團隊凝聚力會中介情緒共識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假設 5 男性化作風會正向調節認知契合度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假設 6 男性化作風會負向調節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圖一 研究架構圖 

三、研究方法 
3.1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為團隊部屬間的認知共識及情緒共識兩者與團隊績效間的關係，使

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研究對象為我國企業工作團隊之部屬成員，依據 J.R. 

Hackman& Wageman（2005）將團隊定義為「至少須包括 3 名團隊成員以及一位團隊領導

認知共識 

情緒共識 

認知契合度 

團隊凝聚力 

團隊績效 

男性化作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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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必須是真實運作的團隊，目前正在執行一項或多項團隊任務。」本研究預計蒐集 60

組團隊樣本，包含不同性別、年齡、產業的受試者，並由受試者依據自身的工作現況進行

自評。 

本研究共計發放 75 組團隊問卷，合計 290 份個人問卷，其中 61 組紙本問卷、14 組

線上問卷，發放期間為 2021 年 1 月至 3 月，為期三個月。由於部分回收資料有填答上的

瑕疵，如：部屬填答人數未達三人或低於團隊的一半、問卷漏填及未完成，故予以剔除。

本研究共計回收 61 組團隊樣本，合計 276 份個人問卷，整體團隊有效回收率為 81%。 

在團隊部屬個人樣本資料中，如表二所示。276 位團隊部屬當中，男性人數為 148 人

（佔 53.6%），女性人數為 128 人（佔 46.4%）。教育程度以大學為主，共計 155 人（佔

56.2%）；工作職級以一般職員或現場作業人員為主，共計 211 人（佔 76.4%）。 

在團隊樣本資料中，如表三及表四所示。年齡平均數為 30.8 歲、中位數為 28 歲、標

準差為 8.2。在公司服務年資的部分，平均數為 59.8 個月（約 5 年）、中位數為 34.7 個月

（約 2.8 年）、標準差為 63.1、最大值為 240.6 個月（約 20.1 年）、最小值為 3.75 個月。部

門以行銷/銷售為主，共計 15 組（佔 24.6%）；背景以多元背景為主，共計 36 組（佔

59%）；公司產業類別以傳產製造為主，共 16 組（佔 26.2%）。 

表二 團隊個人樣本資料（N=276） 

項目 分類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性 148 53.6 

女性 128 46.4 

學歷 

高中職及以下 46 16.7 

專科 45 16.3 

大學 155 56.2 

研究所（碩博士） 30 10.9 

職級 

一般職員或現場作業人員 211 76.4 

基層主管或同級專業人員 38 13.8 

中階主管或同級專業人員 17 6.2 

高階主管或同級專業人員 10 3.6 

表三 團隊樣本資料（N=61） 

項目 平均數 中位數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年齡 30.83 28 8.24 52.67 19.75 

公司服務年資（月） 59.84 34.67 63.12 240.57 3.75 

表四 團隊樣本資料（N=61） 

項目 分類 團隊數 百分比％ 

工作部門 

行政/管理 9 14.7 

生產/製造 13 21.3 

行銷/銷售 15 24.6 

人資/人事 1 1.6 

研發/技術 7 11.5 

財務/會計 1 1.6 

資訊/工程 3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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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媒體 1 1.6 

活動/企劃 3 4.9 

客服/法務 1 1.6 

其他 7 11.5 

成員背景 
單一背景 25 41 

多元背景 36 59 

公司產業類別 

傳產製造 16 26.2 

資訊科技 8 13.1 

金融法律 2 3.3 

服務相關 13 21.3 

貿易銷售 9 14.8 

醫療衛生 2 3.3 

營建土木 1 1.6 

文教傳播 1 1.6 

公營機構 1 1.6 

其他 8 13.1 

3.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法作為資料搜集方式，使用結構化問卷，以下將分別介紹本研究測量認

知共識、認知契合度、情緒共識、團隊凝聚力、團隊績效及男性化作風及控制變項所採用

的量表。 

3.2.1 認知共識 

本研究改編自 Rossignac-Milon 等人(2021)建構的題項來檢測認知共識，分別包含各兩

題來測量程序、能力及目標三個認知構面。本量表使用的填答方式為李克特式六點量表，

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最後將團隊成員認知共識的平均分數

作為團隊認知共識的分數。Cronbach's α 值為.861，且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各題

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負荷量詳見下表五。 

表五 認知共識量表（α=.861 ,n=276） 

向度 順序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程序 

1 
當工作有狀況時，我們清楚知道要找誰處

理。 
5.22 .839 .776 

2 
當彼此的工作完成時，我們清楚知道下一

階段要由誰接手。 
4.97 .908 .778 

能力 

3 我們清楚了解彼此的工作內容。 4.98 .861 .784 

4 
我們可以估算彼此在工作上所需要花費的

時間。 
4.53 1.073 .722 

目標 
5 

我們對於本團隊所要達成的共同願景是有

畫面的。 
4.79 1.041 .788 

6 我們的團隊目標是清晰的。 5.06 .926 .786 

3.2.2 認知契合度 

    本研究採用 Cable & DeRue(2002)建構的三個題項來檢測認知契合度，本量表使用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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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方式為李克特式六點量表，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最後將

團隊成員認知契合度的平均分數作為團隊的認知契合度分數。Cronbach's α 值為.902，且

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負荷量詳見下表六。 

表六 認知契合度量表（α=.902 ,n=276） 

順序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1 我與本團隊所重視的事物非常相似。 4.64 .860 .884 

2 我的個人價值觀符合本團隊的價值觀和文化。 4.64 .901 .924 

3 
本團隊的價值觀和文化與我重視的事物非常契

合。 
4.63 .950 .935 

3.2.3 情緒共識 

    本研究改編自 Bartel 等人(2000)建構的題項來檢測情緒共識，分別包含四題正向情緒

及兩題負向情緒，共六題。本量表使用的填答方式為李克特式六點量表，選項從 1 分：

「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最後將團隊成員情緒共識的平均分數作為團隊情緒

共識的分數。Cronbach's α 值為.79，且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各題項平均數、標準

差及因素負荷量詳見下表七。 

表七 情緒共識量表（α=.79 ,n=276） 

向度 順序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正向

情緒 

1 團隊成員的情緒會渲染給彼此。 4.79 .956 .484 

2 我們團隊的成員具有共同的情緒感受。 4.52 1.063 .766 

3 
當團隊有成員感到沮喪時，與快樂的成員

在一起會使他/她振作起來。 
4.71 1.033 .841 

4 
當聽到成員開心的分享事情時，我們也會

真心的感到快樂。 
5.09 .880 .802 

負向

情緒 

5 
當聽到其他成員彼此爭論時，我們也會感

到緊張。 
4.74 1.049 .814 

6 
與有壓力的成員在一起時，我們也會覺得

很緊繃。 
4.77 1.031 .881 

3.2.4 團隊凝聚力 

    本研究改編自 Dobbins 等人(1986)建構的七個題項來檢測團隊凝聚力，本量表使用的

填答方式為李克特式六點量表，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最後

將團隊成員團隊凝聚力的平均分數作為團隊的團隊凝聚力分數。Cronbach's α 值為.757，

且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負荷量詳見下表八。 

表八 團隊凝聚力量表（α=.757 ,n=276） 

順序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1 本團隊的成員之間都相處得很好。 4.89 .892 .745 

2 
當有外來批評時，本團隊的成員會為自己的組

員辯護。 
4.84 .887 .701 

3 本團隊的成員覺得彼此是這個團隊的一部分。 4.87 .931 .836 

4 本團隊的成員都期待每天能待在一起工作。 4.36 1.068 .844 

5 本團隊的成員喜歡在這個團隊裡，因為這裡有 4.64 1.040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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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朋友。 

6 
如果有機會，本團隊的成員會選擇離開，加入

別的團隊。* 
3.49 1.328 .853 

7 本團隊的成員基本上合不來。* 4.50 1.404 .827 

3.2.5 團隊績效 

    本研究改編自 Edmondson(1999)建構的四個題項來檢測團隊績效，本量表使用的填答

方式為李克特式六點量表，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最後將團

隊成員團隊績效的平均分數作為團隊的團隊績效分數。透過信度分析發現刪除第二題「本

團隊常有工作品質上的疏失。」反向題後，Cronbach's α 值由.652 上升至.868，故刪除

之，刪除後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各題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負荷量詳見下表

九。 

表九 團隊績效量表（α=.868 ,n=276） 

順序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1 本團隊的績效表現達到或超過公司的要求。 4.49 .977 .862 

3 本團隊的績效一直在持續進步中。 4.79 .889 .887 

4 本團隊有卓越的工作表現。 4.67 .912 .923 

3.2.6 男性化作風 

    本研究改寫自 Culpepper 等人(1999)建構的五個題項來檢測男性化作風，本量表使用

的填答方式為李克特式六點量表，選項從 1 分：「非常不同意」到 6 分：「非常同意」，最

後將團隊成員男性化作風的平均分數作為團隊男性化作風的分數。透過驗證性因素分析發

現第一題「對本團隊而言，當會議有主席時可以讓會議運作得更好。」的因素負荷量小

於.40，故刪除之，刪除後的 Cronbach's α 值為.91，且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皆大於.40。各題

項平均數、標準差及因素負荷量詳見下表十。 

表十 男性化作風量表（α=.841 ,n=276） 

順序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因素負荷量 

2 
對本團隊而言，職業生涯對男性來說比女性更

重要。 
2.95 1.514 .883 

3 
對本團隊而言，男生通常用邏輯分析來解決問

題；女性通常用直覺來解決問題。 
2.89 1.467 .895 

4 
對本團隊而言，解決組織問題通常要採取強硬

的方式，這是一般男性會用的手法。 
3.07 1.543 .876 

5 
對本團隊而言，在上位者最好是男性，而非女

性。 
2.63 1.619 .891 

3.2.7 控制變項 

團隊成員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公司職級 

3.3研究方法 

3.3.1 描述性統計分析與相關分析 

    本研究將計算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指標，如平均數、標準差、變異數與樣本組成之次

數分配，了解樣本、題項與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概況，並透過最大、最小值與是否有遺漏

值來檢驗受試者填答與資料本身是否皆在正確範圍內。確認資料皆無異常後，本研究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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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各變項間的 Pearson 相關係數以了解各變項間的關聯性，並檢驗變項之相關是否符合

研究預期。 

3.3.2 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 

    內部一致性分析主要在於檢驗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是否具有良好的一致性與可靠性，

本研究透過 SPSS 22 統計軟體計算各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以了解各量表之內部一致

性，普遍來說，Cronbach's α 值大於.6 時為可接受的區間，而大於.7 則被認為是具有較高

的信度。 

3.3.4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主要用來萃取各個觀察變數共同因素，以最少的共同因素來代表原先繁多的

變數。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為依照國內外學者發展之既有量表改寫，因此本研究使用統計

軟體 IBM SPSS Statistics 22 來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來確

保各個量表符合原先的因素結構。 

3.3.5 迴歸分析 

    在確認量表資料無誤且信度、因素結構皆符合預期後，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2

之迴歸分析來檢驗各個假設，並以 SPSS 附加元件─PROCESS 來檢驗調節式中介的效果。 

 

四、研究結果 
4.1資料聚合 

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企業工作團隊之部屬成員，故需要確認各變項是否能夠聚合自

團隊層級後才能進行後續分析。本研究根據 Biemann、Cole 及 Voelpel(2012)所開發之 Excel

套件來計算組內相關係數(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1)、ICC(2)及 Rwg 三個指標並

進一步驗證其結果。 

4.1.1 組內一致性分析(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 Coefficient；Rwg) 

    為檢驗各變項的聚合合理性，本研究首先計算 Rwg指標以檢驗各個團隊內的填答是否

具有高的組內一致性(James, Demarre, & Wolf, 1993)。在剔除資料不符、漏答、部屬少

於三人或少於半數填答的團隊樣本後，本研究一共收集了 61 組有效團隊樣本，在認知共

識上，Rwg平均數為.90；在情緒共識上，Rwg平均數為.92；在認知共識上，Rwg 平均數

為.90；在認知契合度上，Rwg平均數為.88；在團隊凝聚力上，Rwg平均數為.93；在團隊

績效上，Rwg平均數為.89；在男性化作風上，Rwg平均數為.83，皆高於.70的標準。 

4.1.2 組間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以組內相關係數 ICC(1)及團隊層次之信度 ICC(2)來檢驗各個團隊在上述六個

變項上是否具有組間差異。在 ICC(1)的部分，認知共識為 0.27、情緒共識為 0.24、團隊

凝聚力為 0.34、男性化作風為 0.48，皆高於 Bliese(2000)建議之.12的篩選標準，團隊

績效與認知契合度分別為 0.070與 0.066，雖未滿足上述.12 的取決點，但仍滿足一般建

議之.05。在 ICC(2)的部分，認知共識為 0.63、情緒共識為 0.59、團隊凝聚力為 0.7、團

隊績效為 0.25、認知契合度為 0.24、男性化作風為 0.8，雖僅有團隊凝聚力與男性化作

風高於 Bliese(2000)建議之.6之標準，但因 ICC(2)亦受到樣本大小影響，且在組織領域

研究中該值通常會小於.70，若樣本資料的聚合具有理論支持及符合標準之 Rwg與

ICC(1)，仍能將個體層級的資料聚合成團隊層級變項。(林姿葶、何其霞，2017；Ch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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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ese, 2002; Kozlowski & Hattrup, 1992) 

4.2相關分析 

首先就控制變項的部分，團隊性別、團隊年齡、團隊學歷、團隊年資、團隊職級皆與本研

究無顯著相關。 

而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r=.56,p<.001)、認知契合度(r=.64,p<.001)、團隊凝聚力

(r=.39,p<.05)、團隊績效(r=.62,p<.001)及男性化作風(r=.25,p<.001)皆有顯著正相

關。情緒共識與認知契合度(r=.56,p<.001)、團隊凝聚力(r=.53,p<.001)、團隊績效

(r=.58,p<.001)有顯著正相關，與男性化作風(r=.06,p>.05)為無顯著相關。認知契合度

與團隊凝聚力(r=.59,p<.001)、團隊績效(r=.74,p<.001)有顯著正相關，與男性化作風

(r=.12,p>.05)無顯著相關。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r=.59,p<.001)，與男性化作風

(r=-.2,p>.05)無顯著相關。團隊績效與男性化作風(r=.16,p>.05)無顯著相關。 

4.3迴歸分析結果 

透過 SPSS 22迴歸計算，男性化作風對認知契合度與團隊績效的調節效果不顯著

(p>.05)。 

 
圖二 男性化作風對認知契合度與團隊績效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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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男性化作風對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的調節效果 

 

五、討論與建議 
5.1研究結果 

本研究將研究結果彙整如表十一。 

表十一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結果 

假設 1 認知共識與認知契合度具有正向關係。 支持 

假設 2 認知契合度會中介認知共識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支持 

假設 3 情緒共識與團隊凝聚力具有正向關係。 支持 

假設 4 團隊凝聚力會中介情緒共識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支持 

假設 5 男性化作風會正向調節認知契合度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不顯著 

假設 6 男性化作風會負向調節團隊凝聚力與團隊績效的關係。 支持 

5.2理論貢獻與實務意涵 

本研究的主要貢獻有兩點：第一，同時討論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對於團隊績效的影

響。過去多為分開討論認知面及情感面對團隊的影響，本研究依據冷熱系統(hot/cool 

framework)以重新整理，說明單一針對認知或針對情感皆無法有效協助團隊成員的績效表

現；第二，了解在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對於團隊績效的因果關係，。當達成認知與情緒的

一致性後，會透過認知契合度與團隊凝聚力來影響團隊績效，且兩條路徑並無交叉效果。 

    實務意涵中，團隊成員狀態在團隊工作溝通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人力資源領域也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不論在組織、團隊及個人績效上，都和團隊成員狀態密不可分。在現

在多元化的團隊環境中，團隊成員要如何跟彼此進行互動，這時達成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

格外重要。依據本研究的結果，團隊要兼顧包含程序、能力及目標的認知一致性與包含正

負向情緒的情緒一致性，才有辦法提升團隊的認知契合度及團隊凝聚力，讓團隊成員認為

自己跟團隊是共同體，進而對團隊績效產生正向影響。從人力資源實務來看，當團隊仰賴

成員對團隊的支持以增加團隊績效時，一方面可以時常回顧認知及情緒共識是否一致，另

一方面可以在團隊成員發現問題時，決定該用什麼角度來跟團隊進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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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研究限制方面，首先是樣本數上的限制，本研究所納入分析的有效樣本有 61 組團

隊，雖已滿足過往研究所使用的最少團隊樣本 54組(Tims et al.,2013)，但有 43 組團隊

填答人數為 3-4人，團隊規模較小，可能會影響統計上的估計與實際狀況有偏誤。第二，

本研究在樣本收集上採取便利取樣，導致團隊樣本的產業及部門類別較限定，儘管團隊樣

本所屬產業包含資訊科技、貿易銷售、服務相關等，所屬部門也包含行政、研發、工程

等，但實際上較集中於傳統製造產業及生產與服務銷售部門，在樣本數產業部門集中的狀

態下，本研究較難探討實務部門與產業間的差異，未來研究建議可平均收集各類型產業及

部門的團隊樣本，減少誤差。 

    本研究已驗證在單就團隊成員而言，認知共識與情緒共識對團隊績效的影響，然而過

往在探究團隊認知與情緒方面多使用對偶型資料(如，沈其泰等，2004；Barsade,2002)，

這在本研究中並未被探討，未來研究者可以考慮使用對偶型資料來釐清團隊主管對團隊成

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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