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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考驗技職學生職業性別信念、職業激勵及職涯不確定之關係，

從職業激勵之觀點解釋為何某些學生選擇與自身性別相異之工作職業。抽樣方

法透過叢集抽樣抽取 12 所技職校院，再於每所學校內抽取傳統男性及女性職業

性別印象之科系共 453 名學生為受試者。研究工具包含職業性別信念量表、職

涯不確定量表及職業激勵量表，分析方法包含 t 檢定及徑路分析。研究結果顯

示：（1）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

得分高於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2）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中，

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間具有顯著關係。（3）在非傳統職業

性別印象之學生中，男性及女性具有不同程度之職業激勵，男性在工作薪資激

勵得分較高，女性在夥伴關係激勵得分較高，至於兩者在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

不確定之得分則相似。本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進行討論並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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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of occupational 

aspiration, occupational sex belief and career indecision among technological 

students. The participants were 453 students from 12 technological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tools included occupational aspiration scale, occupational sex belief scale, 

and career indecision scale. Questionnaires were tested by t-test and path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vocational sex type students revealed different level of occupational aspiration, 

occupational sex belief, and career indecision. (2) For non-traditional vocational sex 

type students, partnership aspiration and salaried job aspiration decreased 

occupational sex belief and career indecision statistically. (3) It also demonstrated the 

different level of occupational aspiration among different gender students. The males 

were with a high degree of salaried job aspiration, but femal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partnership aspir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practice and research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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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論 

一、動機與目的 

大學生正處於生涯發展及職業選擇之試探及決定階段(Super, 1990)，不過不

少研究卻顯示學生在畢業前對生涯發展仍感到高度不確定性 (Hannah & 

Robinson, 1990)，就學時渴望獲得生涯建議(Creed, Patton, Bartrum, 2004)，但在

畢業後常產生學非所用之現象（行政院青輔會，2009），這顯示許多大學生仍無

法確認自我職業目標，做出適當生涯決策，對生涯目標仍感到高度不確定感

(Betz, Klein, & Taylor, 1996)。社會認知生涯理論(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Lent, Brown, & Hacket, 1994)認為個人所處之環境及個人對職業之認知

及偏好均會影響其生涯決定。不過過去多數以 SCCT 為理論之相關研究均將研

究重點置於個人之認知性因素，鮮少同時考量個人所處之情境因素(Lent, Brown, 

& Hacket, 2000)。Lent 等人(2001)進而提出一個聚焦於情境因素之社會認知模式，

此模式將個人之情境因素概化成三種生態層，分別為個人認知（中心）、最接近

情境（近層）、社會文化情境（遠層），其中近層或遠層因素皆會影響個人對職

業選擇之潛在知覺，這種社會認知模式顯示影響個人職業選擇及不確定性之因

素應同時考量個人、環境及社會文化等因素。 

在社會文化層面，性別角色之社會化被認為是影響個人生涯選擇最重要之

社會文化變項(Lent et al., 1994)。Meece, Glienke 和 Burg(2006)認為性別角色之

社會化包含個人在社會環境中所接受之何種行為適合於特定性別之訊息及歷程。

如果個人能知覺某些角色及行為能與個人性別相符合，則會形成性別之自我概

念，並影響個人對性別刻板印象之知覺(Gottfredson & Lapan, 1997)。這種性別

印象如果能與特定職業連結，則會形成自我界定的社會空間(self-defined social 

space)，因此個體多喜愛追求與自我性別相同之職業，這種現象稱為「職業性

別印象」(occupational sex-type)。 

實際上的確不少研究顯示多數學生會認為選擇與自己性別相同之職業將有

利於社交行為與規範，並且使他們性別同時獲得認同，不過傳統過程亦可能會

妨礙學生對職業之多元選擇，因為學生如果僅以本身性別去區分職業，如此會

讓學生忽略有潛力之職業能力(Lent et al., 2001)。而這種刻板印象亦容易讓學生

誤以為工作本身是因為他們之性別而具有勝任之能力，卻忽略進入某些行業，

其實包含各種職業激勵、親友支持或家庭價值等情境或個人因素，均可能是影

響學生職業選擇及減少生涯不確定感之重要因素（Ji, Lapan, & Tate, 200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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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認知理論即認為環境情境中之工作機會、角色楷模、財力支援，均是影響個

人選擇職業之重要因素，特別是職業本身是否對個人具有職業激勵(occupational 

aspiration )之效果(Danziger & Eden, 2007)。例如現今女性學生普遍接受高等教

育之目的在達成個人職業目標，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間，學生除開始檢視自己之

價值觀及目標，並決定需要多少努力以準備才能對其職業生涯有所助益，進而

形成他們對未來工作之職業激勵。因此職業激勵是否能減少個人之職業性別信

念，從而投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非傳統職業，亦值得本研究探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以職業性別印象為研究焦點，將技職學生先區分為傳統

職業性別印象（例如：女性就讀護理系，男性就讀輪機系）及非傳統職業性別

印象（例如：女性就讀資工系，男性就讀幼保系），並考驗二組學生在職業性別

信念、職業激勵及職涯不確定之差異。其次，為探究為何某些學生會傾向選擇

與自己性別相異之科系就讀，係以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為受試者，考驗

其職業激勵、職業性別印象及職涯不確定之關係。最後，為更進一步理解男性

及女性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中是否具有不同之職業激勵，以及相似之職業性

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故進而考驗男性及女性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

涯不確定之差異。 

 

二、名詞釋義 

（一）傳統/非傳統之職業性別印象學生(traditional/no traditional vocational sex 

type students) 

在本研究中，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係指男性就讀以男性為主之傳統科

系（如男性就讀資工系、機械系、輪機系、電機系等），或女性就讀以女性為主

之傳統科系（如女性就讀護理系、幼保系、社會福利系、老人照顧系等）；相對

的，如果女性就讀以男性為主之傳統科系，或男性就讀以女性為主之傳統科系，

則視為非傳統之職業性別印象學生。 

（二）職業性別信念(occupational sex belief) 

係指個體認為某些職業應屬於特定性別之信念，因此會追求與自我性別相

同之職業。根據 Furnham(2001)對職業之界定，傳統的男性職業包含船員、郵

差、消防隊員、飛行員、工程師及保全人員等；傳統的女性職業包含護理人員、

幼兒園教師、新娘秘書、裁縫師、美容師等。在本研究中以受試者在職業性別

信念量表上之得分為評量依據，當受試者認為傳統男性職業越傾向由男性來做，

或傳統女性職業越傾向由女性來做，均視為高職業性別信念，相對的，倘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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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男性職業可由女性擔任，或傳統女性職業可由男性擔任，則視為低職業性別

信念。 

（三）職業激勵(occupational aspiration ) 

係指個體選擇進入某種職業之激勵因素。根據 Danziger 和 Eden(2007)之界

定，職業激勵包含二類，其一為夥伴關係激勵(partnership aspiration)，係指個體

選擇此職業之原因在於重視工作組織內之成員關係或獲得親友支持。其二為工

作薪資激勵(salaried job aspiration)，係指個體選擇職業之原因在於此工作提供

多少薪資、物質報酬或升遷機會。本研究以受試者在職業激勵量表上之得分視

為兩類職業激勵之評量依據。 

（四）職涯不確定（career indecision） 

係指個人與職業認同之間的不一致，對於個人未來的職業目標仍感到懷疑

或不清楚，因此在生涯選擇中甚難做出決定（Osipow, 1999）。本研究根據 Gati, 

Krausz 和 Osipow（1996）對生涯決定困難之界定，將生涯不確定區分為動機缺

乏（lack of motivation）、物質迷思（material myth）及訊息缺乏（lack of information

）等三成分，並以受試者在職涯不確定量表上之得分視為職涯不確定之評量依

據。 

 

貳、文獻探討 

一、職業性別印象及職涯不確定 

Lent 等人(2001)的研究顯示環境因素會使個人生涯認知產生變化，進而形

成職業生涯之行為態度，因此學生選擇職業所面臨之潛在阻礙，可能持續受到

職業性別印象之影響。Creed 等人（2004）亦認為如果個體對職業之認知與自

身職業目標相衝突時，將有礙於職業目標之形成，如果個體就學期間因各種阻

礙因素而無法形成其職業目標，將導致自我對生涯目標感到不確定感（Lee, 

2005）。 

雖然近年工作環境較為彈性，僅需單一性別之職業已開始式微(Duehr & 

Bono, 2006)，但對於多數職業領域而言，職業性別印象仍然普遍存在(Ji et al., 

2004)。許多研究指出男性與女性在工作場所仍然顯示差異，部分職業工作與特

定性別亦密切相關(Kraus, 2002)。Ji 等人(2004)的研究即顯示多數人均有職業性

別印象，因為性別與某些特定職業之性別角色期待相協調，則個人所面臨之生

涯不確定感自然減少，如女生從事護理及幼保領域工作，或男生從事軍事、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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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及資訊工程領域工作，均顯示出個體對那些與自我性別相同之職業顯示出較

多興趣及較高認同。國內亦有研究顯示幼保系學生對於未來幼保相關工作之職

業選擇態度及職業認知皆相當正面，所獲得之職業激勵因素亦較高(張慧慈，

2008)。田秀蘭（2003）解釋這可能係因於男性從小被教導應獨立、成就、智慧

及創造性，女性則受到母親增強而應去瞭解他人、照顧他人及與他人和善，因

此女性較少從事理工相關職業。綜上所述，職業性別印象在大學生心中可能相

當普遍外，亦即這類學生之職業性別信念可能較高，至於選擇與自身性別相似

之工作亦可能獲得較高之職業激勵。 

不過近年，在許多先進國家中高等教育機構之女學生人數不斷增長，其比

例甚至超過半數，而傳統上在以男性為主的專業系所，如醫學、法律、管理方

面，女性獲得專業教育和就業機會的比例有所增加(Danziger & Eden, 2007)。此

外，McCutcheon(1996)透過 Bem 性別角色量表調查男性及女性護士之性別角色

取向，結果發現只有 7％男護士較為女性化，亦只有 11％女護士較為男性化，

絕大多數男護士均十足男性化，這顯示性別角色並非是影響個體投入與自己性

別相異工作之重要因素。McMillian, Morgan 和 Ament(2006)調查男性及女性護

士亦發現，假使女性護士能花較多時間與男性護士相處及溝通者，亦容易接受

與異性共同工作。因此 Muldoon 和 Reilly(2003)認為成就取向並非專屬於男性

氣質，善於照顧及養育亦非專屬於女性氣質，個體對於特定職業是否堅持較高

且固定之職業性別信念，才可能會妨礙其是否投入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職業

領域。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1-1：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職業激勵具有差異。 

假設 1-2：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職業性別信念具有差異。 

 

二、職業激勵及職業性別信念之關係 

雖然過去研究均顯示多數人的確具有職業性別信念，亦傾向選擇與自己性

別相符之職業，但 Danziger 和 Eden(2007)認為假使將女性的職業激勵與動機連

結起來，則有助於其職業生涯之發展。Metz, Fouad 和 Ihle-Helledy（2009）即

研究發現個體所面對之內在或外在生涯阻礙因子，亦具有提供學生在職業選擇

過程中之激勵及期望等功能。因此職業激勵在大學階段具有重要意義，將引導

學生做出職業決定及選擇實際工作(Greenhaus, Gallanan, & Godshalk, 2000)。職

業激勵主要包含夥伴關係激勵及工作薪資激勵(Danziger & Eden, 2007)。Lips 和

Lawson（2009）說明現今大學生比較期望未來職業具有較高之工作報酬，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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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薪資目標為工作導向之學生，雖然缺乏穩定的工作承諾，但假設薪資報酬高，

則可能減少投入此工作之生涯不確定感。Blau 等人（2009）透過研究自願離職

者指出，高報酬可能與員工的工作滿意度有正相關，這反映出工作薪資激勵具

有職業選擇之功能，但假使缺乏職業承諾，則個體不但缺乏職業認同，可能亦

具有自願離職之念頭。 

Blau（2007）從職業知覺類型之角度探討人口統計資料、工作知覺、工作

態度及工作限制之關係，結果發現假使個體對工作感到滿意，對工作具有情感

性承諾，則自願離職率會降低。Dodson 和 Borders(2006)以男性學校諮商師及男

性工程師為研究對象，研究性別角色衝突、男性主義及工作滿意度之關係，結

果顯示當男性在工作與家庭中具有高程度之衝突，工作滿意度會偏低，至於性

別角色衝突會顯著預測工作滿意度，因此男性投入以女性為主之工作，可能面

臨較高之性別角色衝突。然而 Krause(2007)研究發現無論是男性或女性，社會

支持對於他們投入與自身性別非傳統之工作，均具有關鍵重要作用，並能提升

其生活滿意及工作適應。Rochlen, McKelley, Suizzo 和 Scaringi(2008)以家庭主

夫為研究對象，發現這些待在家之父親特別需要社會支持，亦有助於其心理適

應及生活滿意。Rochlen, Good 和 Carver(2009)以 175 名男性護士為研究對象，

考驗性別阻礙、工作及生活滿意度之關係，研究結果顯示家庭與工作之間發生

衝突會增加男性投入護理工作之阻礙，至於自我評定的工作技巧，以及所知覺

的社會支持，則有助於男性投入女性為主之護理工作，因此除個體是否具有職

業所需之工作技巧，工作本身是否具有夥伴關係激勵，對個人做出職業選擇亦

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過去許多研究亦指出男性或女性傾向在相同性別之工作中表現出較多之生

涯自我效能，生涯不確定感較低，女性則害怕在男性為主之工作場合中面臨性

別歧視及能力輕視，對於自我內在容易缺乏激勵與自信，生涯不確定感較高

（Reis, 2001），但這無法解釋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本研究假設對於非

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而言，學生選擇就讀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科系可能

具有較低之職業性別信念(Muldoon & Reilly, 2003; Rochlen et al., 2009)，可能減

少其職涯不確定感。上述研究顯示，對於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而言，職

業激勵可能對於職業性別信念具有作用效果，而職業性別信念對這些學生之職

涯不確定亦可能存在作用效果。本研究進而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 2-1：職業激勵（工作薪資激勵及夥伴關係激勵）對職業性別信念具

有顯著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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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2-2：職業性別信念對職涯不確定感具有顯著作用效果。 

 

三、性別、職業性別信念、職業激勵及職涯不確定 

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可能獲得不同程度之職業激勵。Lupton (2006)

透過深度訪談 27 名任職於女性傳統職業之男性(如小學老師、人力資源管理人

員、圖書館員)，以及任職於男性傳統職業之女性（如法律人員、電腦工程人員、

會計）。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在女性為主的職業中時，仍會維持男子氣概及異性

戀傾向，男性會將女性為主之職業視為權力和威望之限縮，且勞動階層之男性

對於何種職業適合男性會表達出較多之意見，亦即其職業性別信念可能較高。

Kraus(2002)認為傳統女性不利於職業之重要因素在於她們對自身職業期望較

低，對於職業成就之追求不如男性。Danziger 和 Eden (2007)以玻璃天花板

(glass-ceiling)理論解釋女性因各種人為因素之牽絆，而使得具備資格之個人無

法在其組織中升遷至管理階層職位，無法與男性同儕獲得公平競爭之機會，猶

如玻璃天花板易碎一般。不過亦有研究者指出，只要增加女性就業機會及提高

薪資，會使女性培養己身並投入工作，因此提升女性之職業激勵可能縮短因為

性別而造成之職業差異(Mattis, 2004)。Kraus (2002)即認為在男性為主之職業中，

男性與女性在工作態度與職業激勵會有相似之處，而這些選擇與自我性別相異

職業之女性而言，會比其他女性更具有自信心及成就導向。因此多數男性或女

性或許會選擇與自身性別相同之職業，然而假使學生對該職業能意識到較高之

職業激勵，則或許能減少職業性別印象之藩籬。 

夥伴關係激勵對於不同性別選擇職業亦具有重要功能，Schultheiss(2003)

認為個人的社會關係與生涯發展具有密切關聯，從家庭中的父母、手足及同儕

關係，一直到人際關係，各種社會關係品質均有助於個人做出職涯決策。特別

在女性生涯動機模式中，對家庭具有安全之依附關係，有助於個人生涯探索

(Blustein, Prezioso,＆ Schultheiss, 1995)，至於家庭支持、工作角色及工作支持，

對女性生涯動機更具有重要影響力(Meece et al., 2006)，因此夥伴關係激勵對於

女性投入工作可能較具影響力。綜上所述，男性在工作上顯示出成就導向，女

性則顯示出關係依附導向，因此當男性或女性傾向從事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

或許反映出個人本身職業性別信念較低，職涯不確定感較低，亦可能顯示男性

或女性具有不同程度之職業激勵，因此選擇或樂意在以異性為主之工作職業，

而非同性。研究結果在解釋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學生之職業選擇，提供更豐富

之訊息。呈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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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1：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中，不同性別具有不同之職業激勵。 

假設 3-2：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中，不同性別具有相似之職業性別信念。 

假設 3-3：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中，不同性別具有相似之職涯不確定。 

 

參、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在釐清在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技職學生在職業激勵、職

業性別信念及生涯不確定之差異，並考驗不同類型之職業激勵，是否對職業性

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造成作用效果，最後再針對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

考驗不同性別之受試者是否具有不同程度之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生涯不

確定。根據文獻推論，本研究假設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受試者在職業激

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上具有顯著差異，至於工作薪資激勵及關係激

勵等二種職業激勵對職業性別信念具有直接效果，職業性別信念對職涯不確定

亦具有直接作用效果，如圖一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對象及抽樣方法 

    本研究母群體為臺灣地區技職校院大四應屆畢業學生為研究對象，可接近

母群體為中部及北部之大專院校。抽樣方法以班級為單位進行叢集抽樣，共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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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12 所技職校院，再於每所學校內抽取資工系、機械系、輪機系、電機系等男

性職業性別印象科系，以及護理系、幼保系、社會福利系、老人照顧系等女性

職業性別印象科系，共 453 名學生。第二階段抽樣的目的再抽取非傳統職業性

別印象之受試者，故分別在女性為主科系中抽取男性，以及在男性為主科系中

抽取女性，共抽取 99 名受試者。整體受試者基本資料顯示，男性 214 名（47.2

％），女性 239 名（52.7％），男性與女性比率相似。以居住地區分，北部 111

名（24.5％），中部 237 名（52.3％），南部 72 名（15.9％），東部 33 名（7.3％），

因此受試者以居住在中北部學生為主。以社會經濟地位區分，高社會經濟地位

者 82 名（18.1％），中社會經濟地位者 221 名（48.8％），低社會經濟地位者 150

名（33.1％），因此以中低社會經濟地位為多數。 

 

三、研究工具 

主要研究工具共包含： 

（一）職業激勵之測量 

職業激勵在本研究中係參考 Danziger 和 Eden(2007)之觀點、Thash 和

Elliot(2003)的激勵量表及 Hsu 等人（2003）的知覺生涯激勵量表加以修編而成，

預試量表經技職專家審定內容初編 15 題，以 105 名技職學生為預試施測對象，

量表回收後經項目分析、信度分析及以因素分析進行斜交轉軸可抽取二個因素，

分別命名為「工作薪資激勵」及「夥伴關係激勵」，與 Danziger 和 Eden(2007)

之論點相符，量表解釋變異量可達 69.72％，顯示本量表具內容效度及因素建構

效度。在效標關連效度部分，工作薪資激勵與工作需求型態之相關係數

為.51(p<.001)，與工作便利型態之相關係數降低到.35(p<.001)。相對的，夥伴關

係激勵與工作需求型態之相關係數為.21(p<.001)，與工作便利型態之相關係數

則略增加至.26(p<.001)，因此本量表亦具有效標關連效度。在信度部分，分量

表內部一致性信度分別為.93 及.77，具有實用上信度。量表題目共 10 題，題目

如附錄一，填答方式採 Likert 六點量表加以填答，從「完全不同意」至「完全

同意」，總分介於 10 分～60 分之間，量表得分越高，代表受試者對於職業所知

覺之激勵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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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性別信念之測量 

職業性別信念之測量係根據 Ji等人(2004)之論點以及Furnham(2001)對職業

之界定加以編製，預試量表要求受試者針對常見 24 種男女性傳統職業加以評比，

經因素分析斜交轉軸後可抽取二個因素，因此分別命名為傳統女性職業及傳統

男性職業，各題因素負荷量介於.60～.87 之間，累積解釋變異量達 60.74％，具

因素建構效度。分量表內部一致性信度分別為.85 及.80，顯示量表具有信度。

量表經過信度及效度分析，共 10 題，其中 5 題為傳統女性職業，另 5 題則為傳

統男性職業，題目如附錄二。填答方式採 Likert 五點量表加以填答，對於傳統

男性職業之評比，其中 1 代表非常適合女性之職業，5 則代表非常適合男性之

職業，因此受試者得分越高，代表越傾向男性職業之性別信念；反之對於傳統

女性職業之評比，1 代表非常適合男性之職業，5 則代表非常適合女性之職業，

因此量表分數越高代表受試者認為某些職業僅適合特定性別之個體所從事，即

職業性別信念越高。 

（三）職涯不確定之測量 

本量表係根據李介至、邱紹一、林益永（2011）所編製之職涯不確定量表

加以測量而得，目的在測量學生面對生涯決定時之不確定性。量表共包含動機

缺乏、物質迷思與訊息缺乏等三因素，共可解釋 62.79％累積總變異量，內部一

致性信度分別為.80、.74 及.73，顯示量表具信、效度。計分方式採 Likert 六點

量表填答，從「完全不同意」至「完全同意」，總分介於 11 分～66 分之間，分

數越高代表受試者對於職業選擇越具有高度不確定感。 

 

四、研究步驟 

本研究透過叢集抽樣抽取 12 所技職校院共 453 名學生為受試者，再於每所

學校內抽取資工系、機械系、輪機系、電機系等男性職業性別印象科系，以及

護理系、幼保系、社會福利系、老人照顧系等女性職業性別印象科系，之後如

果男性在男性職業性別印象科系就讀，或女性在女性職業性別印象科系就讀，

則被標示為「傳統」之職業性別印象。相對的，如果女性在男性職業性別印象

科系就讀，或男性在女性職業性別印象科系就讀，則被標示為「非傳統」之職

業性別印象。 

待受試者區分為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兩種組別後，並進而以 t 檢定

考驗傳統及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是否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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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確定上之差異性，以達成研究目的一。之後再進一步以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

之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徑路分析考驗這些特殊學生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

及職涯不確定之關係，以達成研究目的二。最後再將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

生區分為男生組及女生組，以考驗不同性別之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學生是否具

有不同之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以達成研究目的三。 

 

肆、研究結果與討論 

一、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差異 

根據研究目的一，表 1 呈現傳統職業性別印象組別及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

組別在職業激勵（工作薪資激勵、關係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動

機缺乏、物質迷思、訊息缺乏）之差異情形。在職業激勵之考驗上，兩組受試

者在工作薪資激勵或關係激勵均達顯著差異，其ｔ值分別為 2.50(p<.05)及

5.01(p<.001)，其中職業性別印象傳統組及非傳統組在工作薪資激勵平均數分別

為 18.16 及 17.62，在夥伴關係激勵平均數分別為 17.49 及 16.31，即傳統職業

性別印象之學生會認為在工作上所獲得之職業激勵會比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

學生要高。在職業性別信念之考驗上，兩組亦達顯著差異，其 t值為 7.99(p<.001)，

其中職業性別印象傳統組之得分亦顯著高於職業性別印象非傳統組(平均數分

別為 32.45 及 29.42)，即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所持之職業性別信念會高於

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職涯不確定之考驗上，兩組在動機缺乏、物質

迷思及訊息缺乏之考驗上均達顯著差異，其 t 值分別為-2.81(p<.01)、2.26(p<.05)

及-3.09(p<.01)，透過平均數可知，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物質迷思上得

分較高，至於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則在動機缺乏及訊息缺乏上之得分

較高。 

    整體而言，對於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而言，認為選擇與自己性別相似

之職業可獲得較高之工作薪資激勵及關係激勵，職業性別信念亦較高，此外亦

認為選擇與自己性別相似之職業可獲得較高之物質迷思。相對而言，選擇與自

己性別相異職業之學生而言，相對於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而言，可能在職

業激勵、職業動機及職業訊息上均較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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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傳統/非傳統職業印象組別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考驗

摘要表 

 職業性別組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工作薪資激勵 傳統組 354 18.16 1.89 2.50* 

 非傳統組 99 17.62 2.03  

夥伴關係激勵 傳統組 354 17.49 1.95 5.01*** 

 非傳統組 99 16.31 2.29  

職業性別信念 傳統組 354 32.45 3.97 7.99*** 

 非傳統組 99 29.42 3.13  

動機缺乏 傳統組 354 9.84 3.30 -2.81** 

 非傳統組 99 10.93 3.71  

物質迷思 傳統組 354 14.36 3.96 2.26* 

 非傳統組 99 13.34 4.02  

訊息缺乏 傳統組 354 7.47 2.52 -3.09** 

 非傳統組 99 8.39 3.01  

*p<.05, **p<.01, ***p<.001. 

 

二、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組別中，職業性別信念、職業激勵及職涯不確定之關

係 

根據研究目的二，本研究進而以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為研究對象，

考驗其職業性別信念、職業激勵及職涯不確定之關係。統計分析技術採用徑路

分析加以考驗，並以一般最小平方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 GLS)進行模型估

計。估計結果顯示，χ2
(2)=2.55，χ2/df＝1.28，低於判斷值 3；絕對適配度 GFI＝.99，

AGFI＝.94，均高於.90；RMSEA＝.05，低於.08。在相對適配度上，NFI＝.94，

CFI＝.99，IFI＝.97，均高於.90 甚多。在精簡適配度上，PNFI＝.31，PGFI＝.20，

AIC＝18.55，CN＝231，高於 200，上述顯示模型除具有整體適配度外，亦具

有精簡性。 

在參數估計部分，所有估計參數均達顯著水準，且並無負的標準誤，顯示

模型具有基本適配度。其中夥伴關係激勵對職業性別信念之作用效果達顯著水

準(γ＝-.25, p<.01)，工作薪資激勵對職業性別信念之作用效果達顯著水準(γ＝

-.61, p<.001)，職業性別信念對職涯不確定之作用效果亦達顯著水準(β＝-.25, 

p<.001)，透過標準化係數值可知，對於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而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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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激勵與夥伴關係激勵均可抑制其職業性別信念，且工作薪資激勵之作用效

果值亦會高於夥伴關係激勵，解釋變異量達 62％，顯示職業激勵對於解釋職業

性別信念係屬非常重要之變項，至於職業性別信念對職涯不確定亦具有正向作

用效果，但解釋變異量僅 19％，顯示仍有其他重要變項待考驗。 

 

 

表 2 職業性別信念、職業激勵及職涯不確定之徑路分析摘要 

 適配指標 適配值 

1.絕對適配度 （1）Degrees of Freedom  =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  

2 

2.55 

 （2）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05 

 （3）Goodness of Fit Index（GFI）  .99 

 （4）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 .94 

2.相對適配度 （1）Nomed Fit Index（NFI） .94 

 （4）Comparative Fit Index（CFI） .99 

 （5）Incremental Fit Index（IFI） .97 

3.精簡適配度 （1）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PNFI） .31 

 （2）Parsimony Goodness Fit Index（PGFI） .20 

 （3）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18.55 

 （5）Hoelter’s critical N（CN） 231 

 

 

 

 

 

 

 

 

 

 

圖 2 職業激勵對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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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組別中，男女性在職業性別信念、職業激勵與職涯不

確定之比較 

根據研究目的三，本研究進而考驗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組別中，男性（傾

向女性為主之職業科系）及女性（傾向男性為主之職業科系）在職業性別信念、

職業激勵與職涯不確定之比較。研究經差異考驗結果顯示，男性及女性在夥伴

關係激勵上達顯著差異(t=-4.26, p<.001)，亦在工作薪資激勵上達顯著差異

（t=3.16, p<.01），透過平均數可知，當男性傾向女性為主之職業，其工作薪資

激勵得分會較高，相對而言，當女性傾向男性為主之職業，其夥伴關係激勵得

分會較高，這顯示男性或女性在非傳統性別職業中可能所持之職業激勵並不同。

至於在職業性別信念，無論男性或女性並無顯著差異，這顯示當男性傾向女性

為主之職業，或女性傾向男性為主之職業，兩者均具有相似程度之職業性別信

念，亦即較不會因為職業性別信念而傾向不投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工作。而在

職涯不確定之考驗上，男性或女性在動機缺乏、物質迷思或訊息缺乏上均未達

顯著差異，這顯示兩者在職涯不確定上均相似。 

 

 

表 3 不同性別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考驗摘要（非傳統職

業印象組別） 

 性別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t 值 

夥伴關係激勵 男 34 17.94 1.94 -4.26*** 

 女 65 20.28 2.87  

工作薪資激勵 男 34 17.68 1.89 3.16** 

 女 65 16.17 2.42  

職業性別信念 男 34 29.65 2.96 1.03n.s. 

 女 65 29.11 2.17  

動機缺乏 男 34 11.59 3.14 1.28 n.s. 

 女 65 10.58 3.95  

物質迷思 男 34 13.47 4.05 .23 n.s. 

 女 65 13.28 4.04  

訊息缺乏 男 34 8.89 2.37 1.62 n.s. 

 女 65 7.91 3.06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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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討論 

本研究主要根據社會認知生涯理論，從性別職業印象之論點探討傳統/非傳

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差異，以及

進而驗證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中，職業激勵是否能抑制其職業性別信

念，以釐清為何個體會選擇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類科，這對於了解職業性別

印象對學生在科系或職業選擇歷程中所扮演之角色具有重要之研究價值。本研

究透過差異考驗顯示，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

信念及職涯不確定均達顯著差異，其中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會比非傳統職

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具有較高之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因此研

究假設可被支持。與過去研究相比較，本研究結果亦支持過去研究之論點，如

Ji等人(2004) 、Kraus(2002)等研究證實學生選擇職業時所存在之職業性別印象，

可獲得較多效能、激勵及低不確定感，與國內研究亦具有相似之結果，如張慧

慈（2008）、田秀蘭（2003）等研究結果。從社會文化層面而言，Gottfredson

和 Lapan(1997)以環境及承諾理論（Circumscription and Compromise Theory）說

明性別角色如何干擾個人之生涯選擇。這理論假定個人在社會文化之學習經驗

通常與特定工作任務或職責相關，逐漸形成適合其性別之行為角色，因此個體

在環境中所具有之職業性別信念，無論在傳統或非傳統之職業性別印象中均相

當重要。Anker(1998)以性別理論(gender theory)解釋這種穩定趨勢，此理論認為

多數以女性為主之職業，傾向支持對於女性之傳統刻板印象，以及女性應該具

有之能力。Rochlen 等人(2009)則認為目前某些工作仍然由女性所主導，因為某

些職業本身具有關懷和養育之特質，因此多歸屬於女性為主之工作。此外，在

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中，個體性別與職業性別印象相同，不會感到職業性別信念

衝突，職涯不確定感可能較低。然而在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中，如果個體性別

與職業性別印象不同，職業性別信念可能發生衝突，這可能係因於不同性別之

個體面對職業目標之追求難免具有刻板印象、缺乏家人支持，亦可能面對異性

之性別歧視，所獲得之職業激勵可能較低（Reis, 2001）。 

其次，本研究以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為受試者，試圖釐清不同職業

激勵是否能抑制其職業信別信念，進而減少其職涯不確定感，這有助於了解為

何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學生會選擇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類科。研究結果顯示，

無論工作薪資激勵或夥伴關係激勵均能抑制職業性別信念，其中以工作薪資激

勵之作用效果較高，這顯示職業激勵的確有助於受試者進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

職業類別。至於職業性別信念亦會增加職涯不確定感，亦即如果就非傳統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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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印象之個體而言，高職業性別信念反而會增加其職涯不確定，低職業性別

信念才有助於投入非傳統之職業類別，並降低其職涯不確定感。本研究結果支

持 Danziger 和 Eden(2007)、Greenhaus 等人(2000)、Metz 等人（2009）之論點，

即職業激勵的確有助於個體投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類別，其中又以工作薪

資激勵之作用效果較高(Lips & Lawson, 2009)。Autrey, Dikolli和Newman(2010)、

Hsu, Jiang, Klein 和 Tang(2003)均認為職業激勵中最常用之策略包含薪水高於平

均工資、持續支付額外獎金或升遷，如此可吸引更多優秀之人才，這或許可說

明學生自願選擇異於自身性別之職業的部分原因。另一方面，夥伴關係激勵強

調合作、支持及相互服務，這種激勵使個體經歷愉悅感覺，以及對工作情境之

滿足，因此個人會願意為其工作竭盡所能地爭取組織最大利益及社會責任(Nath, 

Holder-Webb, & Cohen, 2013)。Lent 等人(2001)亦認為家庭或友人反對，均會影

響學生在校主修何種學科及職業選擇。因此個體選擇投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

業，可能亦是職業本身具有夥伴關係激勵之特性，如此可減少個體受到職業性

別信念之自我設限。 

最後，本研究進一步將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區分為男性組及女性組，

以比較男性選擇女性為主之職業，以及女性選擇男性為主之職業，其職業激勵、

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是否有所不同。研究結果顯示，男性選擇女性為主

之職業顯示出較多之工作薪資激勵，女性選擇男性為主之職業顯示出較多之夥

伴關係激勵。傳統女性工作通常具有低勞動性、工資較低及高關懷性(Danziger 

& Eden, 2007)，如果男性投入女性為主之工作，可能對此工作更具有成就導向

之特性。Rochlen 等人(2009)解釋其實許多男性相信自己在女性為主之職業中更

容易獲得升遷，實務上亦發現當男性進入傳統女性為主之工作時，的確容易晉

升到高階之職位。Maume（1999）亦認為，雖然女性進入職場之比率增加，但

男性則多為管理職，至於如果男性任職於女性為主之工作場所則會較有優勢。

另一方面，傳統觀點認為男性在職業選擇中會傾向物質及社會地位等外在取向，

女性則重視職業興趣與自我認同之一致性(Duffy & Sedlack, 2007）。至於 Gordon

和 Whelan-Barry(2004)認為女性比男性在職業選擇中仍具有較高照顧或關懷他

人之職責。這反映出假使女性在男性為主之職業中，除需符合其興趣及認同，

另一個重要因素可能在於女性可從工作夥伴中獲得關懷與支持，因此男性或女

性投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類科，其所知覺之職業激勵類型並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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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為何某些個體會選擇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類別，研究

設計主要先將受試者區分為傳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等二組受試者，先考驗傳

統/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學生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差異，

如此可印證傳統對於職業性別印象之論點，研究結果顯示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

學生的確具有較高之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較低之職涯不確定感。其次，

本研究進一步以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受試者為研究對象，目的在釐清職業激

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關係，以及釐清夥伴關係激勵或工作薪資激

勵何者能有效減少受試者之職業性別信念，並進而其減少職涯不確定，研究結

果顯示夥伴關係激勵或工作薪資激勵均能減少職業性別信念，其中以工作薪資

激勵之作用效果較高，這或許能從職業激勵之觀點，解釋為何某些個體會選擇

與自己性別相異之職業類別。最後，本研究再將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學生區分

為男性及女性二組，並考驗這二組學生在職業激勵、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

定之差異，這有助於釐清男性為何選擇進入女性為主之職業，以及女性為何選

擇男性為主職業之激勵相關因素，研究結果亦顯示男性選擇女性為主之職業具

有較高之工作薪資激勵因素，女性選擇男性為主之職業則具有較高之夥伴關係

激勵因素，至於兩組受試者在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則相似，這顯示在非

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中，男女性投入相異性別之職業的激勵因素並不同，

但他們均有相似的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感。 

    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建議學校職涯輔導人員可針對學生職業興趣、個人性

格及職業激勵等因素，規劃各種傳統性別職業之生涯探索，以瞭解自己特質、

興趣、性向及能力，讓學生透過自我內在評估，並結合各種職業之外在激勵，

做出能發揮自我潛能之職業選擇，除可重新協助學生對職業性別印象之看法，

並可使學生在職業選擇上試圖跨越在性別上之障礙。此外，學生在選擇職業時

亦可參酌師長或親友意見以確認自我職業選擇，以及在實習過程中檢視工作環

境中可能所獲得之社會支持，這能提升準畢業學生之夥伴關係激勵程度。其次，

學校則應鼓勵學生選修其他科系課程，培養多種專長，參加不同科系所辦理之

就業學程，在真正就業前即可了解不同工作所具有之工作薪資激勵因素，並檢

視與自我興趣或未來發展之適配程度，這亦可針對在職業仍存在性別印象之學

生，從職業激勵之觀點，鼓勵他們能嘗試在不同性別印象中工作，除可減少其

既定之職業性別信念，並對職業性別印象具有較彈性之想法。 

對後續研究建議部分，本研究對象以技職院校應屆畢業學生為主，且以所



 

 
李介至                                              職業激勵對技職學生職業性別信念及職涯不確定之影響  47 

 

 

 

就讀之科系假定其畢業後之工作導向，雖然這些學生均有實習經驗，但畢竟並

非真正長時間在職場歷練，因此研究結果僅能推論受試者在畢業前夕之心理狀

況。其次，本研究以受試者在校所屬科系界定為其職業傾向，未考慮其他年級、

學院或普通大學之學生，研究推論對象僅限於技職院校應屆畢業生之生涯選擇，

後續研究可進一步追蹤這些非傳統職業性別印象之學生在畢業後之就業狀況，

是否真的投入與自身性別相異之職業，以及投入此職業之時間有多久，以提升

本研究外部效度。第三，本研究幾乎在同一時間收集受試者之填答資料，未能

明顯區分各觀察變項在時間上的差異，後續研究可分別在不同時間點加以施測，

以確認各研究變項在時間上之關係。最後，本研究從職業激勵之外部觀點探究

為何學生會投入與自身非傳統之職業類別，未考驗學生本身內部職業興趣或個

人特質等議題，雖然職業激勵對職業性別信念之解釋變異量尚稱理想，但職業

性別信念對職涯不確定之解釋變異量偏低，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細部考量個人

內部、外部及環境等因素，如工作安全性、工作地點是否便利、個人與家庭平

衡、職務晉升機會及工作挑戰等(Lineberry & Trumble, 2000)，以比較並解釋內

外因素及環境因素對個體職涯選擇之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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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職業激勵量表題目 

請說明您未來選擇職業主要考慮的原因？ 

    1.同事是否容易相處。 

    2.公司是否具有獲利能力。 

    3.家長或親友是否贊同。 

    4.公司升遷制度是否暢通。 

    5.長官或屬下是否容易溝通。 

    6.公司福利是否完善。 

    7.公司團隊是否具有向心力。 

    8.公司是否提供較高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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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公司是否具有前景。 

    10.同事是否真心對待。 

因素一：工作薪資激勵（2、4、6、8、9 等五題） 

因素二：夥伴關係激勵（1、3、5、7、10 等五題） 

 

附錄二：職業性別信念量表題目 

請說明下列職業是否特別適合男性或女性所從事？ 

1.護理人員。 

2.美髮師。 

3.美容師。 

4.裁縫師。 

5.保母人員。 

6.船員。 

7.飛行員。 

8.消防人員。 

9.工程師。 

10.軍人。 

因素一：傳統女性職業（1、2、3、4、5 等五題） 

因素二：傳統男性職業（6、7、8、9、10 等五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