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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人類社會中，「性別」是相當容易且明顯之分類，但在無形中卻也對於性

別進行了角色的規範，並塑造出性別角色的差異。然而時代的變遷下，女性意識

的提升使得女權受到了重視，在商業時代的今日，現代女性在工作表現上未必不

如男性，甚至是超越了男性。軍隊在性別上的組成也有類似之趨勢，隨著科技的

進步，操作高科技武器並不一定僅能由孔武有力的男性來進行，一些先進武器的

操作或是行政業務的執行，女性的表現可能更優於軍中的男性。本研究希冀在社

會及政治環境變遷的背景之下，來探討國軍及女性官兵在與成就動機相關之因素

之表現，試圖發現男性與女性在現今社會的期待下，對於成就的解讀及需求。 

本研究選取中華民國國軍官士兵研究對象，預試樣本均採取「立意抽樣」的

方式，並徵詢單位主官同意，最後以台北地區空軍松山基地共 400 份為本研究樣

本，有效樣本共 315 份，其中男性占 180 份；女性占 135 份。研究工具採用國

軍兩性平權發展政策說明量表，包含六部分：人口統計變項、性別角色、長官期

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和成就動機。全量表經預試及因素分析，信效度良好。 

本研究之主要發現如下： 

一、在性別差異檢定上：性別差異在男性化、女性化及中性特質上之差異均

未達顯著水準； 女性官兵知覺之長官對於「作業表現期望」較高，而男性官兵

知覺之長官對於「角色表現期望」較高；女性官兵之內在制握信念高於男性官兵，

而男性官兵之外在制握高於女性官兵；男性官兵之家庭刻板知覺及性別刻板知覺

均高於女性官兵；性別差異在「競爭成就」及「自我激勵成就」均未達顯著水準。

在各人口變項差異檢定上： 

二、女性官兵特質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中性特質」最能預測成就動機，

其次為「正向女性特質」；長官對於「作業表現期望」愈高，對於「成就動機」

有愈高的預測力；「內在制握信念」對於「成就動機」有高度預測力；「性別刻板

知覺」對「成就動機」有負向預測力，而「家庭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有正

向預測力。 

    上述發現可做為未來遴選女性官兵之參考，研究者並建議強化推動性別主流

化相關宣導活動及利用個案分析深入了解國軍官兵之特質。 

 

關鍵字：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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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from Supervisor, 

Locus of Control and Gender Stereotype Perception on the 

Achievement of Motivation—The Case Study of Female Army 

Cadres and Soldiers 

In the human society, gender interprets clear rol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standards. Nowadays the awakening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s is shown in several 

aspects, for example many females have excellent achievement in career. Even in the 

army, women can show brilliant performance in weapon operating or administrative 

affairs. So this study aims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from 

supervisor, locus of control and gender stereotype perception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of female army cadres and soldiers and find out the different between 

gender.      

The study surveyed 400 cadres and soldiers in air base of Song Shan district in 

Taipei by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and collected 315 valid samples, which men 

accounted for 180 copies and women accounted for 135 copies. The gender equity 

scale , which includes six criteria, demographics variables,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from supervisor, locus of control, gender stereotype perception and achievement 

motivation, was applied in this study. The scal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per 

pretest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e following results: 

For gender role segment, the masculine, feminine and neutral characters a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f female cadres and soldiers is higher 

than male. In contrast, the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of male is higher than fema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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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and gender stereotype perceptions of male are both stronger than female. And 

the gender towards competitive achievement and self-encouraged achievement does 

not hav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neutral character has highest impac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lso the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has great impac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Moreover, the gender stereotype perception has negative 

impact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however the family stereotype perception has 

positive impact on it.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alternative way of thinking while selecting female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future. The study also ai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 of 

cadres and soldiers by case study.  

 

Keywords: gender role, expectation from supervisor, locus of control, gender 

stereotype percepti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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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 

在人類社會中，「性別」是相當容易且明顯之分類，以不同性別劃分男性及

女性的方式，在無形中卻也對於性別進行了角色的規範，並塑造出性別角色。所

謂性別角色指的是社會上的差異，意指男女兩性在社會的結構中具有特定的權利

與義務之特定位置（柯淑敏，2001）。對於性別角色的認定是一種社會的信念或

是價值的延伸，男性或是女性都必須應該遵守這樣的準則及規範，若是不符合這

些期望就可能造成社會的歧視或是處罰。傳統標準的性別角色，男性被認為是政

治、經濟、社會的主導者，女性則是扮演輔助支持之照顧角色，因此常有「男主

外、女主內」的社會期望，這樣的現象便塑造出男女應該扮演之性別角色（劉惠

琴，1981）。 

然而時代的變遷下，女性意識的提升使得女權受到了重視，在商業時代的今

日，現代女性在工作表現上未必不如男性，甚至是超越了男性，以往「男主外、

女主內」的性別角色界定已經有所改變，特別是「兩性平權」之觀念也逐漸普及，

並促使政府相關單位對於「兩性平權」之重視並制訂相關法令來達成此項目標（參

見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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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性別平等相關法令制訂 

制訂時間 法令名稱 主要目的 

1997 年 性侵害犯罪防制法1 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被害人權益 

1998 年 家庭暴力防治法2 
促進家庭和諧，防治家庭暴力行為及保

護被害人權益 

2002 年 兩性工作平等法3 
保障兩性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

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實質平等 

2004 年 性別平等教育法 
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

視，維護人格尊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隨著時代的演進，對於性別角色的解讀應該以更開放多元的角色來進行探

討，而無論男女處於現今競爭相當激烈的社會中，必須在工作或學習歷程中尋找

滿足自己的誘因才能從中獲得滿足，而「成就動機」常是用於老師、學生、員工

在學習或工作過程中，願意為學校、組織或是個人進行努力及付出的重要評估方

式。所謂成就動機可以解釋為個人認為重要或是有價值的工作，透過完成或是執

行，來達到成功或是取得別人認同的一種內在推動力量（劉修靜，1998）。成就

動機的來源可能是來自於滿足個人需求或是想要得到他人之讚賞，可能由於社會

對於扮演角色的期望或是本身性格之驅使對於成就解讀有所不同。男性與女性是

人類最基本原始之分類方法，在現今的時代下男女角色的解釋已不同以往傳統社

會，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更需要進行深入之討論，來了解性別角色差異對於成就

動機之深刻意涵。 

而軍人在性別的設定上，傳統印象便是以男性為主之職業，鮮少會與女性做

聯結，但實際上隨著科技的進步，操作高科技武器並不一定僅能由孔武有力的男

性來進行，一些先進武器的操作或是行政業務的執行，女性的表現可能更優於軍

中的男性。根據國防部統計資料（2011）指出，現階段國軍女性達 1 萬 7,000 多

人，占志願役 11.6％創歷史新高，女性在軍中的比例逐年提高正是打破傳統對於

                                                       
1性侵害犯罪防制法-內政部八十六年七月二十一日發布台內防字第八六二二六○六號令 

2家庭暴力防治法-內政部中華民國八十七年六月二十四日發布華總(一)義字第八七○○一二二八二○號 
3兩性工作平等法-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三月六日勞動三字第 0910010554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15 條 
4 性別平等教育法-教育部中華民國九十三年六月廿三日發布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31071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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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期待的典型例子，而國軍亦積極在軍隊中建立兩性平等之制度，國防部

依據行政院「婦女權益工作重點分工」計畫，擬定推動「性別平等、促進婦女權

益」工作作業要點，2010 年國軍推動「性別主流化」執行成果，包括設立性騷

擾事件專用申訴管道、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理實施規定」、推動各司令部成

立性別平等工作小組。在工作升遷方面，軍中則是跳脫性別限制，完全以個人表

現、領導統御能力、人格特質等面向來進行指派任用，使優秀女性官兵能夠不受

性別限制發揮所長。國軍之種種措施可以發現，軍隊中對於女性的角色認定不僅

在觀念上已有差異，兩性平權制度的建立及法規的保護也逐漸完善，與以往國軍

總是以男性為主的印象有相當大的轉變。 

然而無論是男性或是女性在這樣的特殊工作環境下，來自團體、上級長官、

家庭或是個人的期望，都可能使得性別角色產生不同行為，甚至在傳統中的性別

刻板知覺也可能造成行為上的改變或是對於角色認知之差異，最後影響對於成就

動機的解讀，使得軍隊中男性及女性在成就動機上產生差異。特別是在軍隊中工

作，傳統社會認為是需要大量體力或是勞力付出並需要遵守軍中紀律，應該以男

性為主之工作條件，對於身在其中的女性所造成性別角色的衝擊不是其它職業可

以比擬，因此，軍隊中女性對於成就的動機或是需求則可進行更進一步的了解，

這也是本研究希冀藉由在此特殊之工作條件下，來探討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的

影響及差異程度的重要原因。 

二、研究動機 

基於上述研究的背景及體認，可以得知性別角色在現今社會下已經有不同之

轉變，兩性平權之概念在社會的進步及政府法令的制定下已經更加的具體化，但

是實際上在以男性為主的國軍體系下，性別角色的認知、長官或社會的期望、個

人的性格差異及傳統對於性別的刻板知覺仍會持續存在，最後可能對於成就動機

有所影響，使得個人之工作表現有所差異。本研究希冀在社會及政治環境變遷的

背景之下，來探討國軍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對於成就動



 

  4

機之影響，試圖發現男性與女性在現今社會的期待下，對於成就的解讀及需求。

茲條例具體的動機如下： 

（一）對於「性別角色」的「期望」轉變 

  女性主義的抬頭，促使女性在社會中的地位與男性慢慢的趨於平等，這是國

際上的潮流也是民主社會所努力想要達到的重要里程碑，臺灣政府為達到兩性平

權之目的，於 1997 年即制訂「性侵害犯罪防制法」，旨在防治性侵害犯罪及保護

被害人權益，在 1998 則實施「家庭暴力防治法」，旨在為促進家庭和諧，防治家

庭暴力行為及保護被害人權益。此二項法規之制訂雖未直接談及女性權益，但由

於法令制訂之社會歷史背景，女性多是為性侵害或是家庭暴力之受害者，因此建

立法規對於女性權益之保障無疑有相當之幫助。其後更於 2002 年制訂「兩性工

作平等法」以保障兩性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兩性地位實

質平等之精神；同時，為厚實性別平等之基本觀念，於 2004 制訂「性別平等教

育法」由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來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

視、維護人格尊嚴。另外，性別主流化 （Gender mainstreaming）是聯合國在全

世界推行的一個性別平等之概念，意指所有政策活動制定或執行，能以落實性別

意識為核心，並要求過去的政策、立法與資源須要重新配置、改變，以真正落實

性別平等。中華民國政府亦順應國際潮流積極落實「性別主流化」政策，在各部

會中擬訂性別主流化實施計畫，並依部會業務狀況全面性或個別業務來推動，致

力創造兩性和諧的環境，破除社會對兩性刻板印象及迷思，使女性在工作職場

上，能發展及實現自我（國防部，2011）。對於性別所造成的差異或是歧視，當

然會造成社會對於角色扮演的期望有所不同，因此在過去常認定男性一定要保家

衛國，女性就是要勤儉持家，但「男主外，女主內」、「男強女弱」、「男尊女卑」

等等…性別角色期望的觀念延續至今已經受到極大的挑戰，許多被認為是男性為

主的工作，女性一樣能夠勝任（如：軍人、維修工人、工程師…），男性也可以

跨入以女性為主的工作（如：護士、彩妝師…），當性別角色的認定已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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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表現出來的行為模式或是思考邏輯便需要重新檢驗及討論，這是本研究的

重要動機之一，為的就是重新了解性別角色的轉變。 

（二）提供不同「成就動機」的研究方向 

  成就動機的相關研究，目前主要是集中於在學習過程中的動機來源探討，例

如：鄧光嵐（2007）進行國小教師對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態度與成就動機關係之

研究-以臺南縣為例；李淑幸（2008）進行國小高年級學童的數學學業壓力、成

就動機與其學業成績關係之研究；李怡宏（2008）研究影響臺東縣國小學童成就

動機之相關因素;或是了解員工對於企業願意付出之原因探討、工作不安全感、

成就動機與輪調意願之關聯性探討（張家綺，2007）；翁誠志（2007）探討內部

服務品質、員工滿意度、成就動機與員工顧客導向關連性之研究－以 C 銀行為

例；黃國棟（2008）進行成就動機、工作特性與組織氣候對組織承諾之影響研究

─以 SMT 公司為例。雖然上述研究頗多，但是單純以性別做為區隔進行成就動

機討論之研究缺乏，普通之成就動機相關研究僅是將男女性別做為基本資料的統

計變項之一，卻無深刻討論整個社會對於性別上的期待所造成行為上之差異。由

於先前成就動機之研究所偏向之領域主要在為管理或是教育方面，本研究希冀可

以藉由性別角色（偏向社會學）之面向來結合不同領域及職業之研究，提供更多

元豐富之發現及建議。 

（三）「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相關

研究缺乏以國軍為主要討論對象 

  國軍負有保家衛國之重要責任，現今中華民國雖有義務役及志願役兩種不

同兵役制度，但已逐漸朝向以志願役為主的國軍結構，同時也於 2006 年開始招

募女性士兵。女性之所以能夠參與戰鬥任務，主要是現代戰爭重視科技，在技

術上之熟練可能是更為重視，因此對體力的要求則相對降低。女性雖然在體能

上不如男性，卻擁有較多之耐性及細心，這可能是現今戰場上需要的特質。因

此，在高科技戰爭已成為現今戰爭主流之趨勢下，女性角色之重要性將日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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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部隊中之性別結構主要是男性為主，男女比例尚存在相當大之差距，同

時工作環境與其它工作相比也來得封閉許多，在軍隊中必須遵守各種嚴格之格

定及操練，擁有其獨特之價值觀，當然對於性別角色之認定及期望可能與其它

行業有相當之差異。因此探討國軍中的兩性議題來得具有特別意義及價值，在

軍隊中之性別角色等相關議題，目前尚無相關研究來進行討論，在國軍對於性

別限制日亦開放之今日，此研究之探討將能夠符合國軍之政策走向，並提供政

策實施之相關建議。 

三、研究目的 

根據研究動機可以了解性別角色之相關議題在國軍中的討論較少，然而性別

比例在國軍依舊呈現男多女少之現象。有關於性別方面的刻板印象或是角色認

定，對於成就動機的形成均可能產生與其它產業有相當大之差異，因此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如下： 

（一）了解性別角色相關議題在國軍中之發展與現況 

  由前面研究動機可以發現性別主流化在全球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發展趨

勢，而國軍傳統上均是以男性為主之團體，近年來志願役士官兵的招募並不侷

限於男性，對於女性也採開放之態度，同時國軍內部為避免性別歧視或是性搔

擾相關事件之發生，對於性別平等也積極宣導，在內外部對於性別議題重視均

有顯著提高之情況，研究者將藉本研究了解性別角色在國軍中之發展及現況，

可供相關研究及議題進行參考。 

（二）了解影響國軍成就動機之因素 

國軍之生產力不若其它行業可用產品或是服務來呈現能力之高低。由於國軍

任務在於保家衛國，服役之士官兵在成就上的滿意度，可能更甚於在經濟或是金

錢上的滿足。除了國軍本身擁有穩定之收入外，國軍士官兵之成就動機是否有深

刻的影響，值得進行了解，因此本研究也希冀藉由士官兵成就動機的探討，了解

在現實層面之外，士官兵心理層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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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供國軍選擇志願士官兵之條件參考 

國軍對於士官兵之選擇，除了義務役是以男性至合適年齡必須服役外，其

它目前均以招募方來增加兵源。然而在志願役的挑選上，大部分是以體格、意願

及基本課目的通過來進行篩選，鮮少以心理素質或是內在動機做為衡量標準。由

於國軍之組成仍以男性為主，在性別議題上的認知可能造成國軍在服役時，所表

現之行為與工作效率，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在於能夠以心理衡鑑方式，提供目前國

軍選擇志願士官兵之條件參考。 

 

 

 

 

 

 

 

 

 

 

 

 

 

 

 

 

 

 



 

  8

第二節  研究問題及假設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現今兩性平權觀念及制度

下，國軍官兵在性別角色及成就動機上之狀況，並了解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之

影響，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1.國軍官兵之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為何？ 

2.國軍官兵之長官期望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為何？ 

3.國軍官兵之制握信念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為何？ 

4.國軍官兵之刻板知覺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為何？ 

5.女性國軍官兵之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對於成就動機之 

預測力為何？ 

二、研究假設 

依循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本研究假設如下： 

假說 H1: 國軍官兵「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假說 H2: 國軍官兵「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假說 H3: 國軍官兵「內外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假說 H4: 國軍官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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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流程 

統整上述研究背景及動機，整理出本研究欲進行之研究流程，以提供更系統

完整之研究步驟，其研究流程如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文獻探討

研究方法

資料蒐集與整理

研究實證結果分析

研究結論與建議

性別角色兩性平權之觀

念及制度
成就動機 性別角色與成就動機

之相互關係研究

問卷設計
問卷編製
問卷發放

 

        圖 1- 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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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性別角色相關研究 

一、性別角色（gender role）的意義 

在我們的生活中，經常將性（sex）與性別（gender）誤認為相同辭彙，若 

是深入而論，生物學解釋「性」以性器官來區分男性和女性；而社會所建構出

的「性別」，屬於心理學和文化上的語彙。Phoda Unger（1989）曾經指出，在

新興的性與性別心理學中，男性與女性被視為社會所建構的產物，他們藉由自

我表現的性徵類型來確定自我性別，並且在不同的社會角色或位置中，表現出

男性或女性的特質；然後，持續表現出這些行為或特質，好讓自己滿足內在的

自我一致性需求，以及符合社會的期待（劉秀娟，1999）。一個人的性取向在受

精的一剎那就已決定，然而性別概念的形成則必須透過成長、學習發展和社會

教育而來。 

「性別角色」一直是社會、心理學和許多教育學者所關心的議題，不同的

學術領域對性別角色的研究取向及內容觀點都有不同之處。有些學者從性別特

質的來分析性別角色，Block（1973）就認為性別角色代表一群特質，個體乃依

照這些特質所處的社會情境來區分男女。有些學者認為性別角色來自於文化認

可的性別行為，「性別角色」是在某一種文化下舉行，人們賦予男人與女人適合

的角色行為，也可以說是文化所造成的差異（劉惠琴，1981）。李美枝（1992）

認為「性別角色」是個體透過自我的行為表現，以表明它所歸屬的性別是由文

化所界定的特定性別之行為。黃文三（1994）認為「性別角色」是指在某一社

會文化下，對男性或女性行為具有共同認可或接納的行為模式。最後，「性別角

色」也可能是來自社會上的差異，意指男女兩性在社會的結構中具有特定的權

利與義務之特定位置（柯淑敏，2001）。「性別角色」 雖然常使用，卻沒有一個

大家普遍接受的定義。 

二、性別角色發展之理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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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性別的本質是由社會建構，人們便容易受制於「性別信念系統」（劉秀 

娟、林明寬，1996）的影響。所謂性別信念系統即是關於男性和女性，男性化

和女性化特質的一組信念。也由於這組信念而產生了性別刻板印象以及對男女

兩性有不同的角色認同。性別刻板印象通常指某一社會或文化，賦予兩性不同

的概括性標準，它含有下列三項特色： 

   1.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只是一種概括性的假定和期望（李然堯，1983；李美枝，   

1987）。 

   2.性別角色刻板印象僅以性別為分化基礎，忽略個別特質的考量（李美 

枝，1987；林惠雅，1991）。 

   3.性別角色刻板印象是種心理傾向，是一般人以偏概全、過度類化的結 

果（張春興，1989）。 

對大多數人而言，男性化特質常與能力相關，例如管理特質，男性較具果 

斷，偏重成就取向；而女性化特質，則是與溫暖和表達有關，像是具有大眾特

質，是不自私的，偏重輔佐他人取向。長久以來，個體受到文化脈絡和歷史傳

承影響，形成信念系統「男主外，女主內」所賦予的角色認知，進而表現出固

有的性別特色，因此對性別的探討多從社會層面著手。 

而社會學家用兩個名詞分別代表男性與女性的不同特質：工具性角色與情 

感性角色（instrumental roles and expressive roles）（蔡文輝，1985）。在傳統觀念

中，工具性角色特質使男人擔任重要職務及完成艱鉅性工作，以其成就來扶養

家庭裡的妻兒子女，例如：在小學國語課本裡「爸爸捕魚去」父親擔任一家經

濟支柱的情節；情感性角色的特質則使女人在輔助男人的地位上有很重要支

持、安慰與鼓勵作用（王行，1997）。這樣的兩性劃分，使得女性自然而然的成

為家庭被動受助者，必須仰賴男人工具性謀生能力來提供家庭的主要經濟支

出，形成經營家庭裡的「從屬角色」。 

「角色」是分析社會結構的主要概念，也是構成社會關係的單位，更是人



 

  13

與社會互動的焦點。一般人多認為男性角色一定具有男性化特質（masculine 

traits），女性一定具有女性化特質（feminine traits）。兩性受到既有認知的約束

故必須表現出符合其性別的行為才算是合理，否則即違背社會文化下的期望行

為。普遍來說，幼童從小受到固定又刻板的性別角色所限制，間接的否定自己

天生的傾向和能力，並強迫自己套上社會引導的角色特質，結果卻影響人生長

遠的規劃。Bem（1974）主張最健康類型的人，便是人格中包含所有對兩性「恰

當」的一種正面平衡組合特性，Bem 稱之為「雌雄同體」（androgynous）的人，

或剛柔並濟（劉惠琴，1999）、兩性化（劉秀娟，1999）的人，此種類型可能是

兼具優勢、獨立又自主富決斷性（男性化特質）的人，同時也是具有同情心、

善解人意、憐憫（女性化特質）的人。雌雄同體的男女顯示出他們就事論事，

並以最有效、適合自己性別的方式採取行動，這就是所謂的兩性化角色。 

不論是從性別特質、社會文化或是心理學來討論，「性別角色」都與個體所

處的社會脫不了關係，因為社會環境所營造出的文化，會影響個體對於性別特

質的解釋，而社會文化進而影響自己與他人對性別角色的看法。例如：女性在

家庭中扮演養育與照顧的角色，男性扮演養家活口的角色，如果一個家庭夫妻

雙方不能達到此角色行為，就會被社會標上負面標籤。以工作職場來說，男性

時常扮演威嚴與有決策能力的角色，女性則扮演溫柔與不適合當決策者的角

色，因為女主內、男主外的性別角色。總之，生理上的「性別」是由基因所造

成的；而「性別角色」的形成則是來自於社會文化的期望或情境，所表現出符

合期望或情境的特質與行為。 

性別角色可分為男性化角色、女性化角色、兩性化和未分化四類（沈姍姍，

1984；劉秀娟、林明寬，1996）。男性化特質又稱工具性（instrumentality）特質，

強調獨立、競爭、主動和爭取成就感，當個人從事工具性行為時，這些特質將

發揮作用，進而影響事情的結果；女性化特質又稱為情感性（expressiveness）

特質，涉及的行為是有關人際關係和情感功能，強調溫柔、依賴、文靜和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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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而未分化特質則是在性別角色發展過程中，尚未做好自我調適，無法自

己做決擇，也不願下承諾，卻又不想表現出外在力量要他們表現的傳統性別角

色，因此產生角色的混淆或認定的擴散（賴美秀，1993）。 

性別角色既是社會文化對於男性和女性行為的一種評價，也是個體行為在

此規範下，表現出在社會中對男性化和女性化定義的相關程度，即稱之為性別

認同（劉秀娟，1999）。個體必須要先瞭解及確認自己的性別後，才能認同並接

受社會對男性（或女性）的規範要求，在體會到與性別有關的行為，而進一步

表現出符合自己性別的態度、價值及行為。所以，性別認同的第一步即是「貼

標籤歷程」，像是爸爸、男孩、女孩、媽媽…這些詞都和衣著、玩具及活動結合

在一起；再者就是「語言標籤歷程」的組織功能，藉由學習及正負強化使兒童

能專注相關的刺激，並提供行為的結果（危芷芬、陳瑞雲，1996）。社會學習論

認為個體的行為可以透過觀察而模仿具體的行為。有此可知，此理論可知各體

的性別角色發展是來自於幼兒模仿成人各種合乎自己性別角色的行為，這是一

種社會學習所獲得的社會行為。 

 孩子的性別角色認知經由兩個方法習得（陳靜宜，1997），一為直接的教導

或懲戒。這個階段的性別角色形成是被動的，而且經由父母有意的分派。父母

從很早就已經開始塑造兒童的性別分化，例如：從孩子的房間布置裝潢、衣著

圖騰以及孩子只玩適合自己性別的玩具和鼓勵合宜的行為…等等，有些另外再

提供性別課程，子女因此學會自己是男孩或女孩的生活模式，發展相關的性別

分化的玩具和活動等偏好，以及對性別刻板印象的瞭解（Fagot & Leinbach, 

1989）。Bandura（1977）認為兒童的性別分化有許多是由觀察和模仿同性楷模

的行為而學得。主要原因是兒童模仿與自己同性別的父母、手足或師長，時常

能得到與增強，而兒童在二歲半至三歲時即進入性別認定期，能知覺到自己與

同性楷模的相似性，於是產生模仿。而認同與模仿的對象就是楷模，先由模仿、

認同同性別的父母行為開始，然後擴大範圍，由父母到教師和社會上的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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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大至整個社會規範，小至個體本身學習，不論是

從性別特質、社會文化或是心理學來討論，「性別角色」都與個體所處的社會脫

不了關係，個體必須要先瞭解及確認自己的性別後，才能認同並接受社會對男

性（或女性）的規範要求，研究者除了要考慮社會對性別角色發展的影響，也

要重視本身認知結構的影響。 

三、性別角色發展之衡量方式 

 關於性別角色態度的衡量，因受刻板印象的影響，出現了各種衡量之方式，

「性別角色態度代表了個人對男女性別上合適行為的判斷，它包含了對性別角

色刻板印象的正當性與公平的判斷。過去的研究對性別角色態度的意義較有一

致的看法，但對於性別角色態度的測量就呈現相當分歧的意見。」（楊琇雅，

2006）。但歸納各量表的內容，也可得到一致性之特徵，便是趨向一種在兩性傳

統角色與兩性平等間進行衡量的方式，在其研究整理中也提到「大部分的研究

都認為性別角色態度是一個從極度堅持傳統規範，到反對舊規範、支持平等原

則的一個連續面」（楊琇雅，2006）。 

1.性別角色量表 

此量表由王叢桂（1995）發展而成，研究者係參考修訂莊淑芳、陳彰

儀（1994）所編制的性別角色量表，在所衡量的面向方面，「保留 18 題 6 

點評量題目，經信效度考驗，得三個因素分別為：傳統男性職責、平權發

展、傳統女性職責，其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數分別為.86、.80、.79，

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44.8％」（田安里、黃財尉、楊素圓，2006）。 

2.女性角色態度量表 

此量表為李藹慈（1993）根據 Spence&Helmreich（1972）所編製的

Attitude Toward Women Scale1 所發展而成。此量表是以女性所扮演的角色

為切入，可分為四個因素：家庭（從屬）角色、兩性關係、角色劃分、工

作角色，可解釋的總變異量為 49%。在傳統與非傳統職業婦女職業選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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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變項比較研究中，分別針對 390 位從事非傳統工作的職業婦女，例如：

醫師、律師、工程師、建築師，以及 419 位從事傳統職業婦女，例如：中

小教師、護士、圖書館員進行施測，在信度及效度考驗方面，此量表之內

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數.81，可充份解釋女性角色態度。 

3.Osmond & Martin 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Sex-Role Attitude Scale） 

此量表加入了性別角色刻板印象之因素，將角色態度分為家庭外角色

及家庭內角色，量表內容以 Likert 六點量尺呈現，由 1 至 6 點分別表示從

「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若性別刻板印象或家庭外角色的分數愈高，

代表性別角色態度較高。其中，性別刻板印象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89，

此部分為正向計分，愈高分代表其觀念愈傳統，並對兩性在角色上有兩極

化的看法，例如：男主外，女主內。另外，家庭外角色之 Cronbach α 係數

為.84，此部分為反向計分，分數愈高，代表愈現代，並認為角色並不以性

別為區別，而且隨時可以彈性轉換。 

4.性別角色特質量表 

本量表由林邦傑（1981）發展而成，係修訂於「Bem 性別角色量表」，

測量受試者是否具有男性特質或是女性特質，分為正向男性化特質、負向

男性化特質、正向女性化特質、負向女性化特質、中性特質。若受測者女

性特質得分高於中位數，且正向男性特質低於中位數，則可歸類為女性化；

反之，若受測者男性特質得分高於中位數，且正向女性特質低於中位數，

則可歸類為男性化。其中中性特質又可分為兩性化及未分化，前者指的是

男女特質之得分皆高於中位數，後者指的是男女特質之得分皆不高於中位

數。黃文三（1994）以此量表，針對小學生至大學生共 208 人進行施測，

各分量表 Cronbachα 係數在.52 至.85 之間，總量表為.82，其中以正向男性

特質與正向女性特質分量表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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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期望理論相關研究 

一、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的定義 

Vroom（1964）提出「動機作用之期望模式」（expectancy model of 

motivation）理論，認為驅使個人採取每種行為是有信念與預想，並預期這樣

的行為後能夠得到所期望的結果，且此結果對該個體具有吸引力。但過去常被

用來討論的行為模式理論為 Maslow 需求層級理論（hierarchy of need theory）

以及 Herzberg 的雙因子理論（two-factors theory）。Maslow（1954）認為人是

「需要的動物」，需求層級理論包括兩項要點：首先是引發行為之動機乃是具

體性的；其次是各種具體需求處於一種階層關係，當基層需求獲得相當滿足

後，次一層需求才會出現並影響個體的行為，需求層級分為五個階段：生理需

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Herzberg、Mausner & 

Snyderman（1959）等人利用 Herzberg 雙因子理論以問卷方式研究約兩百位會

計師及工程師的工作滿足與需求之關係，此理論只從需求本身探討或分類，再

從工作行為觀點加以分析，影響此理論的主要因素為：激勵因素與保健因素。 

林鍾沂（2001）提到以上兩種理論，同樣都認為個體有各種不同的需求，

必須滿足他們的這些需求才能達到良好的工作成果。最大的差異在於，需求層

級理論強調低層需求未滿足前，高層需求不能成為激勵因素；但雙因子理論則

認為，保健因素和激勵因素是同時都會對員工發生維持或激勵作用的。兩種理

論也都有著某部分雷同的缺陷，即是都缺乏有力的研究證據（雙因子理論的研

究對象僅限於工程師和會計師，屬於有限的樣本）來支持他們的理論觀點，也

都忽略了不同人格與技術的員工對於需求選擇的差異性。 

然而過去涉及到解釋人們行為理論的大多來自於以上兩種理論，動機模式

的發展上都較為複雜且難以應用於管理實務上，相對上期望理論不僅是心理學

的主流，且易於理解與實際運用，因此長期被運用於管理領域中（Quick, 

1988）。最初期望理論是解釋期望理論模式為：個人採取某種行為是因為起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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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到的激勵（motivation）作用。Robbings（1998）解釋激勵為個人願為組

織目標努力的強度、方向及持久的過程，前提是為此努力可以滿足一些個人的

需要。當員工受到激勵時，員工與公司有著共同的組織目標，其員工的努力多

寡與工作績效就會成正比。而激勵（M）主要取決於兩個因素：（1）期望

（expectancy）：對採取該行為所察覺（perceived）可能達成結果的預期強度；

（2）價值或偏好值（valence）：此一結果對於個人的吸引力大小（Vroom, 

1964）。其公式表示如下： 

M = E × V 

由此公式可得知，當 E 與 V 兩者的乘積愈大時，其激勵效果相對也愈大，

個人所採取此行為的動機也就愈強烈。而後，期望中的預期達成結果被廣泛分

成了期望（expectancy）和工具（instrumentality）兩個層次結果討論（Galbraith 

& Cumming, 1967；Lawler, 1970；Lawler& Porter, 1967）。因此期望理論模式延

伸為：（1）期望：是個人知覺自己付出的努力之後，能達到績效的機率，這績

效稱之為第一層次結果（first-level outcome）；（2）工具：是指個人努力達到某

特定績效水準時，與所期望獲得報酬之間關係的媒介，而這報酬被認為是第二

層次結果，其可被定義為人類的需求，如友誼、尊重或認同；（3）偏好值：是

指獲得的結果報酬，對個人目標或需求的吸引力（Vroom, 1964），公式表示如

下： 

M = E × I × V 

基本上，個人一定要相信付出的努力與成果或報酬成正相關，且需求能被

所獲得之報酬所吸引，最終的需求被滿足後能夠繼續努力付出。最終的目標是

在激勵個人採取行為而必須要有強烈的期望使其需求獲得滿足（Burton、

Chen、Grover ＆ Stewart, 1993）。因此，期望理論主要專注於三個關係上：個

體努力與績效的關聯性（effort-performance linkage）、績效與報酬的關聯性

（performance-reward linkage）以及報酬與個體目標的關聯性（rewards-personal 

goals relationship）（Robbins, 1998）。綜合以上敘述其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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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  期望理論之簡化模型 

資料來源：Burton、Chen、Grover & Stewart (1993) 

二、期望理論與成就動機的影響 

期望理論在各領域的研究中，不僅提供一個適當的理論基礎架構，並能充分

解釋個體期接受和意圖使用的行為（DeSanctis, 1983），更是一種有效解釋個人

動機的理論基礎（Ferris, 1977）。Mitchell（1973）認為人類的行為及態度，是

受到行為結果的影響，而且當結果在個人心理上的價值越高時，個人越會有此

行為及態度傾向。如同員工為公司所做的努力付出，會因為對此工作或公司的

認同而改變工作態度，當員工可以在工作上找到價值以及成就時，相對的行為

態度皆是對公司是正向的。 

Hugh（1981）認為期望理論主要是探討動機的研究，並且經常在組織行為

管理研究中廣泛被採用。而 Mitchell（1973）認為員工涉入（employee involement）

是基於期望理論。簡單來說員工參與公司組織的決策或大型會議，讓員工有參

與感、對組織更加了解，讓員工能發揮所長更能為組織效力，不僅能提升內部

決策效能，更能讓員工們的工作價值相對提升。 

過去用期望理論探討態度行為動機的研究有許多。Harrell、Caldwell & Dotry

（1985）研究指出期望理論可以準確預測會計系學生在學術上獲得極佳表現的

動機，如果會計系學生對個人可能獲得越高的成績的結果期望越高時，學生越

個體努力 個體績效 報酬 個體目標 

期望 工具 偏好值 

1. 努力與績效的關聯性 

2. 績效與報酬的關聯性 

3. 報酬與個體目標的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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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學術上付出努力越多。 

假設本文所研究之國軍官兵，官兵們設想自己能到達到工作上長官期望的

效能（E）時，儘管薪水不會增加，但達成此期望就可以提升自我的認同感（I）

及績效（V），而為了達到此期望官兵們會努力工作。 

因此，當個人期望達到預期的績效時，不管是藉由可以獲得實質上的報酬或

是心理層級的回饋，只要是能夠提升個人的價值，個人的一定會達成目標，當

一次成功的達成目標後，期望理論模式就會朝向週期性的運轉，此模式對個人、

組織或家庭都是正向的期望理論。 

三、期望之衡量方式 

關於期望之研究廣泛，包含教育、人文歷史及管理等面向，本研究專門針對

與動機及表現有關之期望衡量，予以闡述整理。 

1. 期望符合度量表 

此量表由 Lee and Mowday （1987）編製，認為員工對工作的期望符合度會

影響對工作的情感，包含工作滿意度、工作投入與組織承諾等（Steer and 

Mowday，1981；Lee and Mowday，1987；沈怡伶，2004）。換言之，當員工的

期望與現實不符時，便會在工作上出現不滿足，對組織的承諾程度低，而引發

離職之行為。 

「員工在價值觀配適方面的期望與知覺，也會對工作滿足和組織承諾造成影

響」（Greenhaus，Sidel，Marinis，1983;Irving and Meyer，1994，1995；Vandenberg 

and Scarpell；沈怡伶，2004）。可知當組織與個人在價值觀各方面較為一致時，

例如：成就之定義、績效衡量及公平性要求，那麼員工則會表現出正面的工作

態度，反之則會出現倦怠、抱怨或離職情形。 

沈怡伶（2004）在併購對組織承諾與工作績效之影響研究中，以此量表衡量

期望落差，量表共計 28 題，採 Likert 五點計分法，分為五個構面，分別為「組

織制度與工作環境」、「領導行為」、「工作調整」、「人力資源措施」與「文化面

變更」五個構面，在信度效度上，皆能有效解釋期望與工作績效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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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師期望量表 

本量表由吳美玲（2001）編製，研究的對象專為師生之間的互動，衡量的面

向有教師與學生之態度、經驗、價值觀念、印象及人格特質的互動。量表表現

方式為 Likert 四點計分法，其給分依序為「非常同意」4 分、「部份同意」3 分、

「不太同意」2 分以及「非常不同意」1 分。若分數愈高表示，學生所知覺到的

教師期望程度愈高（張雨子，2007）。 

張雨子（2007）以此量表進行國中學生知覺父母管教方式、教師期望與內在

動機相關之研究，將教師期望量表，分為三個因素，分別為「學習要求」、「生

活關懷」以及「情感偏愛」。在信度考驗方面，本量表採內部一致性 Cronbachα

值考驗，α值為.93 至.95，總量表為.93，顯示此量表具內部一致性。 

3. 課業任務價值量表 

此量表係根據 Eccles 及 Wigfield （1983, 1992, 1994）之成功期望價值理論

（Expectancy-Value Model of Achievement）發展而成，「認為影響學習動機的因

素有二，一是對成功機率之評估（expectancy of success），二是對成功或目標所

賦予之價值，及課業任務價值」（羅幼瓊、林清文，2005）。 

在羅幼瓊、林清文（2005）所編製的正式量表中，包含「重要性」、「效用性」、

「興趣」等三項正向價值及「代價」之負向價值所形成之四個分量表。採用相

關分析和內部一致性以考驗信度，研究結果顯示量表的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均

相當理想，在效度上，也顯示量表的建構效度良好。 

4.父母期望量表（Living up to parental expectations inventory，LEPI） 

本量表由 Wang 與 Heppner （2006）編製，內含三大分量表，包含「所知

覺到的父母期望」、「對自我表現的知覺」以及「父母期望達成程度」。測量的對

象為大學生，父母期望的向度，則包含個人成熟、學業成就以及對約會對象的

關心（洪文婷，2008）。 

國內外關於父母期望之研究者眾，本研究所採用之量表，為黃文三（2006）

所編製的父母期量表，量表共計 16 題，以「是」或「不是」作答，若為正向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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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答「是」者給 1 分，答「不是」者給 0 分；反之，若為反向題，答「是」者

給 0 分，答「不是」者給 1 分。本量表共計兩個分量表，黃文三(2006)以此量

表對高師大一年級學生進行研究，考驗內部一致性，分別說明如下： 

1. 作業表現分量表（因素一）：題號 1-12 題，係數為.6，校正後相關係數

為.54-.63，信度考驗為.89。 

2. 角色表現分量表（因素二）：題號 13-16 題，係數為.63，校正後相關係

數為.43-.65，信度考驗為.78。 

除題號 7 因素負荷量少於.40 以外，其餘各題均大於.40，解釋力則為 36%。

總量表之係數為.62，顯示具內部一致性。在信度考驗方面，則顯示具有相當高

之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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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制握信念相關研究 

制握信念指的是個體對於事件因果關係的知覺，並且將歸因傾向分為內在

歸因或外在歸因。「Rotter（1966）將個體估算行動成功機率的高低，並進一步

探究個人對生活事件中責任歸屬的信念（belief）及控制力（control）的分配問

題，區分為內控（internal control）與外控（external control）」（王明仁，2008；

吳知賢，1990）。屬內在歸因者稱為內在制握信念，他們會將事情的結果歸因於

自己，認為人應對自己的行為結果負責，發生事件時傾向檢討自身，認為成功

時應給予以獎賞，失敗時也應被處罰；屬外在歸因者稱為外在制握信念，他們

將事情的發生，歸因為環境決定一切，自己無法控制，個人的成敗係由運氣或

別人影響，自己本身沒有責任。 

一、制握信念的定義 

制握信念是 Rotter 在 1996 年提出，他認為「內外制握信念是一種類化的 

期望，也就是個人對於自己的行為與行為後果的增強之間的信念」（紀翠玲，

2002）。雖然行為後的獎賞可以影響行為，但 Rotter 也相信認知因素比直接增

強因素更能決定人們的行為反應，也就是人們對事件發生機率的評估，其中，

尤以人們對未來的期待更是主要的決定因素。所以他認為人類的行為奠基於個

體與主要環境之間的互動，他雖然相信人格有其基本的一致性，但人格也可以

透過是學習來的，而且是可改變的。 

在Rotter 的社會學習論中，含有四個主要概念來說明人類的行為（紀翠玲，

2002；鄭悅琪，1997）： 

 1.行為發生的可能行（Behavior Potential） 

  指在某一種特定情境下，某一行為發生的可能性，也就是機率。在一個情   

境中，通常會有多種行為可供選擇，於是一行為發生的可能性必受到當事

人對所有行為的知覺所影響。 

 2.預期（Expectancy,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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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是人們在某特定情境下對某行為會導致結果發生的評估。預期包括類

化預期和特定預期。成功的機率是類化預期和特定預期的函數。故某人在

表現某種行為時，是對採取行為的結果預期，並非不顧後果及一時衝動。 

  預期可受到下列因素的影響： 

 （1）過去增強 

  過去的增強經驗會影響我們對於未來增強的期望。例如：過去曾經發生 

過，則會預期未來也將發生。 

 （2）類化 

  個體考慮是否有類似情境中曾出現的經驗，亦即期望的程度依類似情境 

的類化範圍而定。將對結果的期望奠定在類似事件的反應上。例如：預 

期英語成就高的學生在拉丁文的學習也趨向高成就。 

（3）範圍 

 預期有不同程度的普遍性，亦即個體會考慮得到的資訊，來決定預期的 

範圍，有些範圍很廣，有些預期只涉及某一項事件。 

3.增強價值（Reinforcement Value，RV） 

當個體面對發生的機率一樣時，則取決於個人對某特定增強的偏好程度。

相當於個人的動機或需求強度。 

4.心理情境（Psychological situation） 

指的是個人所回應的內在或外在世界，亦即個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指個體決策時不單只考慮本身內在的期望及經驗，外在環境的影響，也

是個體決策的重要因素。 

二、制握信念的相關研究 

影響制握信念的因素很多，可分為家庭因素及社會因素。家庭因素包括來

自父母的期望，父母的行為以及在家中的排行；社會因素則有社經地位、種族

及文化差異等（紀翠玲，2002）。 

（一）Chubb等人對高中生的自尊及制握信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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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年，此研究以174例高中生為研究對象，針對制握信念及其他變因

進行研究，結果發現，女學生的自尊的得分較低，而制握信念也受到性別及成

績的交互作用影響，指出女性較傾向內控人格。但研究也論及，制握信念其實

並不是一個固定人格特質，因此也會因面對的情境的不同而有所改變，將外控

信念改變為內控，且大多數的人無法完全歸屬於內控人格或外控人格，多是介

於兩者之間（Chubb & Fertman，1997）。 

（二）Liu 等人對青少年生活壓力和制握信念的研究 

在2000年，Liu 等人檢驗1365 名青少年生活壓力和制握信念的關係，結

果指出生活壓力高者與外控傾向者，有顯著會發生問題行為的狀況，換言之，

具內在制握信念者，面對生活的壓力事件，能夠予以緩和；而具外在制握信念

者，則會有行為偏差及情緒困擾（Liu et al., 2000）。根據以上的結果，可以

知道內控傾向較高者，認為自己在面對負面事件時，可以充分的掌握，也能夠

自己發展出策略來減低壓力；外控傾向高者，對於壓力多負面的評估，也容易

產生各種行為問題及環境困擾。 

（三）Parkay、Olejnik & Proller對教師壓力和制握信念的研究 

此針究針對學校內工作的教師，研究壓力與制握信念及情緒撫平力的關係，樣

本數有321位教師，來自3個不同工作壓力的學校，並包含中高低三個年級。研究

結果發現，教師感覺的壓力與自身的情緒撫平力與內控傾向呈現負相關，亦即內

控傾向者的壓力會較小，這樣的教師，比較少有管教問題、人際間的衝突並能與

長官、同事及學生家長維持良好的關係。 

（四）吳瑛「國小學童親子關係、制握信念與利社會行為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以彰化縣、雲林縣、嘉義縣、嘉義市公立國民小學六年級學童為研究對

象， 共得有效樣本 644 人。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個人基本資料調查表」、「親

子關係量表」、「制握信念量表」與「國小學生利社會行為自陳量表」，認為國

小學童親子關係與利社會行為呈正相關， 而且制握信念與利社會行為也呈正相關

（吳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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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李泓瑩「國小教師工作壓力知覺、制握信念與工作倦怠之研究—以彰化縣

為例」 

研究者以彰化縣國小教師為研究對象，進行問卷調查，有效樣本共 298 份。

研究工具為研究者自編之「國小教師工作壓力量表」、「制握信念量表」、「工作

倦怠量表」。認為國小教師會因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的背景變項不同，

而有不同的工作壓力。工作倦怠感會因服務年資、教育程度、擔任職務的背景變項

不同而有差異。但工作壓力與制握信念對於工作倦怠並無明顯交互影響（李泓瑩，

2009）。 

三、制握信念的測量 

 制握信念可分為內控及外控兩類，故制握信念的量表在於評鑑兩種類化

期望的形式。在內外制握信念的評量上，羅特已發展出內外制握量表

（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Scale，IE 量表）。此量表用來評量日常生活中如學

業、社會、愛和情感、社會--政治…等方面的制握信念（Rotter，1996）。此外，

一些適用於兒童的 IE 量表亦被發展出來，如 Crandall、Katko Usky & Crandall

（1965）所發展出來的智能成就責任量表（Intellectual Achievement Responsibility 

Scale，IAR） 。主要用來評量兒童對學業成敗的內、外控制握信念（林建平，

2006）」。 

（一）內外制握量表 

內外控量表最早是由Rotter 編製而成，國內學者洪有義最早加以翻譯，稱為內

外在制握量表，後由學者吳靜吉再繼續發展，將之稱為內外控量表。此量表的信度

及效度已經多位學者證實，洪有義以大學生為對象，得到重測信度為.89，穩定性

甚高。全量表包括29 個強迫選擇式題目，其中六題內容與內外控無關，作為混淆

之用，不予計分。每個題目包含對同一事物的二個不同陳述a 和 b。本量表計分係

為外控性計分，最低分為0 分，最高分為23 分。得分愈高表示受試者愈傾向外控，

得分愈低愈傾向內控（曾鳳菊、謝霖芬，2006）」。 

（二）智能成就責任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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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成就責任量表是由吳武典編制，用以探討個人在內控信念的傾向。一共有

34個選擇題，每個題目皆描述一個情境，然後列舉兩個不同的陳述，其中一個陳述

表示內控，另一陳述表示外控，受測者根據自己的情況。此量表以內控傾向的高低

來計分，分數愈高，表示內控傾向愈高。「此量表又將內控分為正內控（以1+表示）

與負內控（以I-表示） 

1.正內控（1+） 當個人認為「我的成功，靠我自己」時，即為正內控，共

17題1+ 得分最高為17分。 

2.負內拯（I-） :當個人認為「我的失敗，咎在自己時」時，即為負內控，

共17題， 1- 得分最高為17分。 

受試者在智能成就責任問卷上可得1+ 的分數和 1-的分數，而內控的總分以I 表

示，即1 =（1+）+（1-）。本測驗所需時間約20分鐘，本測驗的再測信度為.51」（洪

有義，1982）。 

（三）「IE 量表」 

張來平（1985）之「IE 量表」，全量表有二十九題，每題有兩種不同的陳

述，其中一代表內制傾向，一代表外制傾向，請受試者擇一回答，為一強迫選

擇式的問卷。唯廿九題中有六題是作為混淆用，其內容與內外制無關。此研究

係在比較高中、高職學生制握類型與疏離感的關係；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

以供高中、高職教育與輔導實施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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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刻板知覺相關研究 

刻板知覺指的是人們根據自身的經驗或心理上的觀感，對於某些特定類型

人、事、物的一種概括的看法，且大多數時候是負面且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

威脅」乃社會文化對所屬團體既有之特質、表現與行為，抱持的一些固定、僵

化的看法，使得其所屬之團體中的個人處於可能表現其負面刻板印象的情境中

時，一方面由於擔心他人會以其所屬團體之負面刻板印象來評價自己，另一方

面也擔心自己的表現會應驗他人對其所屬團體之負面刻板印象，因而產生額外

的威脅感與壓力」 （洪秀珍，2010；陳皎眉、孫旻暐，2006；周育瑩，2005）。

可見刻板知覺是一種固有的印象，它不單是其他人給當事人的一種負面看法，

當個人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也會產生心理上的壓力。 

一、性別刻板知覺的定義 

「性別刻板印象是指一般人因為性別而對男女生理性別所抱持不同的印象

與假設，包括男、女會有不同的特質，適合不同的工作等」（林文瑛，2002），

故人們對性別的觀感是一種先入為主，這可能是由於自身的生長環境、教育或

生活的經驗所構成的認知，然而個體處在如此的社會認中，也產生是否符合社

會期待的壓力。陳皎眉、周育瑩（2005）的研究中進一步指出，「性別刻板印象

會透過教育以及社會文化而代代相傳，成為根深蒂固的觀念」，因為透過教育及

媒體傳播，甚至父母及長官的看待方式，在潛移默化中深深影響著個體如何看

待自己及對職業的選擇。 

根據周淑儀（2002）的研究整理，將性別角色的內容及構面整理歸納如下： 

1.生物學上的性別：指的是男女生理構造的不同 

2.活動和興趣：指的是因性別不同，歸類為不同的活動屬性。例如：不同性

別偏好玩洋娃娃或是槍。 

3.個人、社會屬性：指的是不同性別具有的攻擊性、或者是喜好照顧年幼者

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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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關係：指的是不同性別對於社會上的人際關係或認同的對象有所不同。 

5.典型及象徵的特性：例如不同性別所具有的走路的姿態或是用語習慣等 

此不同的構面，說明性別刻板除了最基本的生理構造不同外，大部份來自社會建

構，人們在社會化過程中，會表現出適合該性別的行為。Steele 於1997 研究，

歸納出性別刻板印象的特徵如下： 

1.刻板印象並非只存在於特殊的團體，例如：宗教團體，而是普遍的存在社

會中。 

2.刻板印象的形成，已成為個人根深蒂固的觀念，並不因為是否有他人的旁

觀而表現出不同的行為。 

3.處在不同的團體，個體所感受的性別刻板壓力不同，而同一個團體中的個

體，也有不同的壓力感受。 

4.個體會感受到社會不停的提醒刻板印象，而產生壓力，進而影響工作或學

習表現。 

許多研究者，探討性別刻板來源及建構的原因，洪秀珍（2010）將其形塑

過程論述如下： 

（一）心理學的理論 

1.心理分析論 

由學者Freud提出，他認為兒童性別的趨向，是來自於戀父或戀母情節，以 

孩來說，因為羨慕父親受到母親的關愛，因而產生對同性的敵意，因為不想 

失去父母的愛，而將此衝動轉而形成對父親的模仿，而形成男性化。 

2.社會學習論 

此派學者認為性別刻板的產生，乃起因於社會的安排，一開始社會便給予

不同性別者不同的工作，性別的差異於焉產生，並且透過各種處罰及獎勵

予以增強，強化了社會認為不同性別該扮演的角色。 

3.認知發展理論 

Kohlberg （1958）認為兒童性別的發展是主動的，他們先組成性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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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形成組織基模，並接受社會給予的訊息，表現出適合該性別的行為，並在

六至七歲之間，型成了性別恆常的概念，並向典範學習行為。 

4.父母認同理論 

此派學者主張兒童是透過對父母親角色認同的過程，而發展出性別之價值觀

及行為，並且將此生活之態度內化。 

（二）社會學的理論 

社會學的理論，從不同性別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立論，此派學者重視人

際關係的互動，認為性別的刻板知覺乃是由於社會化過程所產生的。 

1.功能論 

Persons & Bales（1995）指出，兒童產生性別不同的意識，乃是由於在家

庭中父母親扮演不同的角色所致。例如：男性負責授獵，女性負責照顧幼

小的下一代，此即以生理差異作為分工依據的結果。 

2.衝突論 

此派學者認為男女性別的差異，是來自於代表男性的支配團體和代表女性

的服從團體的衝突而來，並認為在工業革命後，由於生產方式及社會變遷，

已有大量的女性接受教育，傳統的功能論已經無法再適用於社會。 

二、刻板知覺的相關研究 

一般來說，男性刻板印象的特質是正向積極，女性則為負面的情緒化及依

賴等（Sara B. Algoe, Brenda N. Buswell & John D. DeLamater，2000）。性別角色

的刻板知覺，會使渴望成功的個體產生額外的壓力與負擔，並形成阻力與妨礙，

也有研究指出甚至會影響表現，在該領域的測驗不如預期。性別刻板知覺會在

不同的面向產生不同的影響效果，並對性別角色產生威脅、自我設限及喪失信

心等。 

Spencer, Steele & Quinn（1999）挑選了一批數學高成就的男女學生作為研

究對象進行三項實驗，首先，以一份簡單及另一份困難的試題進行實驗，當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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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簡單時，男女學生的表現無差異，但當試題困難時，女學生的表現較差，故

面對困難的情境時，女性會受性別刻板知覺影響而產生信心的打擊。接著，若

被告知不同的性別在數學表現上沒有差異，於是將性別的威脅情境消除，則女

性的表現與男性一樣好。之後，在針對廣大不同數學背景的學生進行實驗，發

現性別刻板的影響取決於個體是否認同此學科，若不認同此學科的學習，那麼

性別刻板將不會產生作用。由此研究可知在面對困難情境時，易受到性別刻板

的影響，且高度認同學科者的影響較為顯著。 

另外，個體選擇職業會受到性別科刻板的影響，此現象可以透過教育、父

母及學校的管理來改變。Gregg & Dobson（1980）針對兒童研究未來職業的偏

好，發現受試者喜歡與不喜歡的職業與性別呈現高度相關，並說明欲改變此一

趨勢有賴學生本身、教師、雙親及學校管理多方的互動合作。此外，尚有許多

其他的研究，也指出多數的女孩在追求非傳統職業時無法感到自在，他們所做

的選擇經常以性別類型做為基礎，並且由於傳統性別角色社會化的結果，使得

女生的職業期望較男生為低（邱惠文，1996）。郭靜姿等人（2003） 分析台灣

地區75至87學年度高中資優班畢業840位女性學生之角色知覺、生涯阻礙因素、

與潛能發揮現況之自評。研究結果樣本之婚姻刻板知覺最高（M=2.86），其下

依次為：職業刻板（M=2.89）、家庭刻板（M=2.91）及學業刻板（M=3.10）。

顯示刻板知覺之影響擴及學習之外的其它領域，並且在婚姻角色扮演及職業發

展上，產生了矛盾及心理上的壓力。林良惠（2005）在數理資優女性在生涯發

展的研究中指出，受刻板知覺影響的受試者，有自信心不足的情形，主要是因

為受到社會、文化與環境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包含自己內在的傳統觀點及外在

環境的束縛，也就是社會價值觀的影響。「雖然自我概念有逐漸提升的傾向，

但是對於未來生涯規劃問題時，多數採被動的方式面對自己的未來。他們會因

為傳統的觀點而調整自我發展」（林良惠，2005）。 

三、刻板知覺的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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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刻板知覺的研究方式及測量方法甚多，張育綾（2008）指出其測量構

面多集中於玩具遊戲、職業工作、人格氣質及家務分工，不同的層面刻板印象

也有不同的發展，茲整理如下： 

（一）中國兒童性別角色發展量表 

此量表以玩具、工作及人格特質三種性別刻板印象為測量內容，以「性別

角色區分能力」（Sex role Preference, SRP）及「性別角色認定」（Sex 

roleconfimation, SRC）為測量之指標（李然堯，1983）。此量表以圖畫為主，

係改編自Edelbrock & Sugawara（1978）的SERLI量表而成，以此量表測量發現

兒童之刻板之覺隨年齡增長而增加。 

（二）性別角色態度量表 

此量表由羅瑞玉等人在2001年發展而成，研究目的係為衡量青少年的性別

角色態度。透過研究設計，採用文獻探討、內容分析及訪談法與心理計量法建

構，並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建立全國性的常模。此量表著重於社會/文化之建

構，分為社會權利與義務、職業興趣與工作、能力特質與表現、兩性互動與關

係四個量表。在量表信度方面，此量表內部一致性係數全量表為.9389，各量表

最大值為.9170，最小值為.7753。在效度方面，四個因素可解釋全部變異量為

44.74%。 

（三）性別角色知覺量表 

此量表主要由Swanson & Tokar(1991)針對大學生進行測試對於生涯發展阻

礙知覺所衍生出來之量表，特別是針對女同學在進行生涯選擇可能面臨既有的

刻版知覺使得選擇有所改變，包括學習刻板、職業刻板、家庭刻板、婚姻刻板

共四項，實際上此一量表一方面可以檢驗本身對於性別角色的認同，另外也可

以檢視在社會規範下性別角色對於認同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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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成就動機相關研究 

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起個體活動，維持已引起的活動，並導使該一活

動朝向某一目標的內在歷程（張春興，1994）。」由此可知動機在人類行為中，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是驅動人類各種行為的原動力，有了動機，才有從

事各種活動、行為及學習發生，持有動機可以使這些活動持續的進行。在學習

方面，李詠吟（2001）認為動機使學習者產生一種動力，使學習有方向，另一

方面，動機也有選擇性，它使學習者的行為變得有組織。 

 動機是個體活動的原因，依活動後可得的賞酬，可分為內在動機外在動機。

內在動機的引發，是由於學習者追求行為後所帶來滿足與愉悅，而外在動機，

則是行為者希望行動後能獲得實質的報酬及獎賞（葉和滿，1992）。根據以上

對動機之定義，可知行動之目的，在於取得成就，不論是自發的內在的滿足，

或是由外可得到實際的報酬。 

一、成就動機的定義 

（一）成就動機的內容 

成就動機指的是個體對於自身認為具有重要性的工作，力求達到成果完美

的內在驅力。個體在過去的經驗中，若有好的結果，則會對相似的事物更加積

極獲取成就；反之，若曾遭受失敗的打擊，便會對事物產生恐懼感，並有避免

失敗的動機（劉修靜，1998）。 

成就動機的內容依據各學者的研究，整理如下：（黃盈章，2000；邱奕光，

2001；陳麗玉，2002；廖湘如，2003；楊龍祥，2003；楊重榮，2006） 

1.Murray（1983）提出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的概念，他認為

人類基本需求有二十項，而成就需求便是其中的一種。個體會因成就需求

克服所面臨的困難，並嘗試各種努力以完成高標準的要求。 

2.McClelland & Atkinson（1961）的成就動機理論認為成就動機是指個人去

追求、去完成自己所認為重要或有價值的工作，並欲將之達到完美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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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內在推動力量。它是引起學習，導向學習及維持學習的動機。 

3.Arkoff（1968）對成就動機的解釋是「克服阻礙，完成困難的事及具有勝

過他人的意念。」 

4.Webber（1975）則認為成就動機是一種心理驅力，它可使個體從事活動後

獲得滿足感，反過來說，此滿足感是因為努力之下所獲得的成果而產生。 

5.Helmreich & Spence（1978）將成就動機視為一種人格特質，是個人向困難

挑戰，努力工作與他人競爭，並表現完美的一種驅力。   

6.Nicholl（1984）對成就動機加以分類，他認為可以將成就動機分為兩類，

其中一種是個人自己所產生的想法，想要發展或表現高能力的需求與慾

望，而另一種則是個人為了他人，而想發展或表現高能力的需求與慾望。

因此，成就動機除了是對自我的完美要求外，也因為他人提供的競爭環

境，而產生較勁的心理。  

由以上各學者的論述可知，成就動機係個體努力的內在驅力，並排除障

礙及困難，致力達成目標，不管是因為自己的想法，或是由於和他人比較的

競爭心理。  

（二）成就動機的理論基礎 

依楊龍祥（2003）的研究整理，成就動機的理論基礎可分為四個演進階段： 

1.McClelland的成就動機理論 

McClelland在50年代的一系列研究報告中，整理提出成就動機理論，他認

為「成就動機指個人從事於他認為重要的工作，且力求達到完美水準的內

在驅力，個體在以往的成就情境中，得到好的結果則會更加積極以獲取成

就，若受到失敗的打擊，則會產生失敗的恐懼感，而且產生避免失敗的動

機」（劉修靜，1996）。 

2.Atkinson的「期望-價值」成就動機理論 

Atkinson於1957年提出了「期望-價值」成就動機理論，認為成就動機由兩

大力量來決定，一個是追求成功的榮耀，一個是避免失敗恐懼的動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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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避衝突下之行為端視何者力量為強來決定。「期望主要包括了成功期望

及自我效能，是指對成功的預期想法，預期自己在未來的工作中將會有何

種表現所持有的評估」。（陳惠惠、賴宏昇，2010），故當個體認為某項

行為成功的機率較高時，則會選擇這項行為，因為這項行為可以帶來成

就；反之，若個人認為工作困難度越高，需要投入非很大的努力才能成功，

就越不可能採取此行為而選擇趨避。 

3.Horner的害怕成功理論 

Horner在1968提出了「害怕成功理論」（fear of success），認為以往的成

就動機理論只適用於男性，無法突顯出兩性的差異，他認為女性的成就動

機比男性社會複雜許多。因為女性不但與男性一樣希望所設定的目標能夠

達成，而且還背負著角色期望，害怕成功會讓屬於女性的魅力消失（loss of 

feminity），或甚至不被社會接納（social rejection），在這樣矛盾的心理

下，女性會選擇不將自己的能力充分發揮。「害怕成功理論受到某些研究

的質疑（ Hyland, 1989；Paludi, 1986），另一方面，害怕成功理論也證實

與人口學（ Ishiyyama et al., 1990）及個人動機（ Davis et al., 1987；Ray, 

1985）、父母親（ Maqsud & Coleman, 1993）、社會文化（ Sancho & Hewitt, 

1990）有相關」（楊龍祥，2003）。 

4.Helmreich & Spence 的成就動機理論 

「Helmreich & Spence（1978）綜合了成就動機係多元層面組合的有關研

究，以及性別角色人格特質的探討，提出男女的成就動機是由精熟

（mastery）、工作取向（ work orientation ）、競爭（ competitiveness ）

和個人不在意（ personal unconcern ）四者所組成」（楊龍祥，2003）。

其中「精熟」指的是擔任團體中領導的角色，偏好具有挑戰性及智能思考

的工作，而進而可以專精以指導他人；「工作取向」指樂在工作中，並樂

於在工作中追求滿足；「競爭」指的是有勝過別人的欲望，以打敗敵人為

榮；「個人不在意」指即便因為成就而受到排擠，也不會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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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動機的測量 

成就動機的測量工具主要可分為以下兩類： 

（一）主題統覺測驗（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簡稱TAT） 

於 1935 年， Morgan & Murray 所設計，用來研究內心投射及幻想的方法。

測試方法為給受試者看一些圖片，圖片內容為一個或多個人物，處在模糊背景的

情境中，由受試者回答圖片中發生了什麼事，並對主角人物的情緒反應加以描述。 

主題統覺測驗的理論基礎是：當一個人試圖解釋模糊的情境時，他很容易暴露出

他自己內心所關注的事情。故雖然看來受試者正全心的解釋一個他認為客觀的事

物，而沒有意識到已曝露內心的想法，這樣的測驗，目的在於誘導出受試者的生

活經驗以及內心情感。根據洪志美（2004）的研究，以受試者進行主題統覺測驗

的七種反應內容，來評估是否有投射作用： 

1.沒有理由地把帶有攻擊性或敵意的感受、情緒和意圖歸至故事中某人身

上；或者把不尋常的感受、情緒或意圖歸因至某人身上。 

2.在故事中加入不祥的人物、鬼魂、動物、物體或特質。 

3.神奇式、自閉式、或迂迴性的思考。 

4.擔心如何對抗外來的威脅。 

5.擔憂死亡、受傷或攻擊。 

6.被追趕、被陷害、或脫逃。 

7.故事內容或主題怪異或特別不尋常。 

（二）工作與家庭取向量表（Work and Family Orientation Questionnaire，簡稱

WOFO） 

此量表由Helmreich & Spence 在1978 年所編定，工作與家庭取向量表， 

為兩個部分，第一部份，用來評量個人的成就動機，探討個人對工作或成就的

態度，第二部分探討個人對家庭的態度。此量表將成就動機的因素分為四個要

素，即是精熟、工作導向、競爭、不在意他人。 

其它關於成就動機的測量研究，有以「成就動機測驗」與 「成就行為評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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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來評量國小學童之成就動機，後者用以區分高成就動機行為與低成就動機

行為之個體。研究結論為，「本測量工具不失為一項測量我國年幼學童成就動

機的有效工具，且其假設性理論架構亦大致適用於我國」（張酒雄，1982）。

余安邦和楊國樞（1987）所編制之「社會取向成就動機量表」及和「個我取向

成就動機表」亦廣泛應用在成就動機的研究上，其內容包含「動機性質」、「成

就目標」、「成就行為」與「行為後果的評價」四個要素，在量表信度方面，

社會取向成就動機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Cronbachα值為.91，自我取向成

就動機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信度係數Cronbachα值為.87，皆顯示具有高度穩定

性。在量表效度方面，經由項目分析所選取的社會取向與個我取向量表，皆為

單一因素或單一向度的心理建構，所以是兩種性質不同且相互獨立的心理建

構，皆具有相當的建構效度（陳伯璋、鄭惠文，2009；余安邦，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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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及刻板知覺對個人職涯生活成就動機的影

響，過去相關研究主要著重在兩兩之間關聯性，或者探討組織中員工之間影響，

但對於國軍官兵弟兄而言則較少去琢磨；本研究基於與動機與理由，在樣本選取

上將臺灣志願役軍士官兵納入之樣本，主要探討上述變相與國軍人員成就動機之

相關。有鑑於此，本研究自變項為國軍官兵人口統計變項、性別角色、長官期望、

制握信念及刻板知覺、依變項為國軍軍士官兵成就動機。本章主要分為四節，第

一節建立研究基本架構圖及研究假說；第二節針對研究變項及衡量工具說明；第

三節陳述本研究對象及資料收集方法；第四節則說明資料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 

根據過去相關文獻之探討，綜合得出本研究之架構，如圖 3-1 所示，除了以

相關之分析探討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及刻板知覺，並以成就動機為依

變項，以下說明之。 

(一)個人背景變項 

本研究採用Kotler所提出之人口統計變項，並經過本研究之需要修改

之，其內容包含：性別、年齡、階級、單位駐地、教育程度、職務、婚姻狀

況、子女狀態等八項。 

(二)性別角色 

本研究採用林邦傑(1981）依據林美枝的研究，將性別角色衡量構面分為

三種，分別是男性化特質、女性化特質及中性特質，作為研究的衡量構面。 

(三)長官期望 

國內外關於父母期望之研究者眾，本研究所採用之量表，為黃文三（2006）

所編製的父母期望量表，並經由本研究研究主題之需要將長官期望衡量構面

分為兩種，分別為作業表現和角色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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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握信念 

本研究是採用張來平(1985)所做研究，將制握信念可分為內控及外控兩

類，故制握信念的量表在於評鑑兩種類化期望的形式。在內外制握信念的評

量上，羅特已發展出內外制握量表（Internal-External Control Scale，IE 量表）。

此量表用來評量日常生活中如學業、社會、愛和情感、社會--政治…等方面

的制握信念（Rotter，1996）。 

(五)刻板知覺 

本研究採用 Swanson 與 Tokar(1991)針對大學生進行測試，對於生涯發

展阻礙知覺所衍生出來之量表，特別是針對女同學在進行生涯選擇可能面臨

既有的刻板知覺使得選擇有所改變，包括學習刻板、職業刻板、家庭刻板、

婚姻刻板共四項，實際上此一量表一方面可以檢驗本身對於性別角色的認

同，另外也可以檢視在社會規範下性別角色對於認同之差異。 

(六)成就動機 

成就動機指的是個體對於自身認為具有重要性的工作，力求達到成果完

美的內在驅力。個體在過去的經驗中，若有成功的經驗，則會對相似的事物

更加積極獲取成就；反之，若曾遭受失敗的打擊，便會對事物產生恐懼感，

並產生避免失敗的動機。 

 
圖 3-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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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係經由前述文獻資料、研究架構和假說，並經由指導教

授和國軍中校以上高階軍官共同提出建議修訂而來。擬透過問卷調查之方式蒐集

本研究所需之資料，採用之研究工具以問卷為主。本研究內容架構共有六部分，

分別為：人口統計變項、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和成就動機。

衡量方式將採用李克特七點量表方式，依序為：1.非常不符合~7.非常符合。詳細

的問卷內容分述如下： 

一、問卷A部分：人口統計資料 

本研究以Kotler所提出之人口統計變項為參考基礎，考量研究之相關內容後加

以修改後成為本研究之衡量問項。 

二、問卷B部分：國軍官兵性別角色 

本量表B部分「國軍官兵性別角色」之衡量係根據林邦傑所修訂「Bem性別

角色量表」(林邦傑，1981)，並參考黃文三(1994)等相關問卷，選擇適當題目並

修改部分形容詞所編製而成，共計47題。此量表可檢測出國軍官兵性別角色之特

質。量表分成五個構面，包含：正向男性化特質、負向男性化特質、正向女性化

特質、負向女性化特質、中性特質。為了確保樣本擁有良好信度及效度，在進行

預試前除了和指導教授討論外，並經由國軍中校以上高階軍官提出建議修訂完成

預試問卷。本量表採用Likert七點量表。問卷採正向計分，依照「非常符合」~

「非常不符合」，分數依序為7分、6分、5分、4分、3分、2分、1分，其中分數越

高代表愈重視其項目，反之越低代表愈不重視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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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人口統計變項之構面衡量問項 

     變項        問項內容 

1   性別 
(1) 男 

(2) 女 

2   階級 

(1) 軍官 

(2) 士官 

(3) 士兵 

(4) 聘僱 

3   年齡 

(1) 20歲以下 

(2) 20歲至25歲 

(3) 26歲至30歲 

(4) 31歲至35歲 

(5) 36歲以上 

4      單位駐地 

(1) 北部地區 

(2) 中部地區 

(3) 南部地區   

(4) 東部（含外、離島）地區

5      教育程度 

(1) 博（碩）士 

(2) 大學（專科） 

(3) 高中（職） 

              (4) 國中以下 

6  職務 
(1) 領導職 

(2) 非領導職 

7     婚姻狀態 

(1) 未婚 

(2) 已婚 

(3) 離婚 

8     子女狀態 
(1) 有子女 

(2) 無子女 

黃文三（1994）以此量表，針對小學生至大學生共208人進行施測，各分量

表Cronbachα 係數在.52至.85之間，總量表為.82，其中以正向男性特質與正向女

性特質分量表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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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   

國軍官兵性別角色之構面衡量問項 

 變項 問項內容 

1 正向男性特質 

(1)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豪放的？ 

(2)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獨立的？ 

(3)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善謀的？   

(4)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有主見的？ 

(5)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膽大的？ 

(6)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剛強的？ 

(7)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有雄心的？ 

(8)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冒險的？ 

(9)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好支配的？  

(10)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競爭的？ 

(11)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獨立的？ 

(12)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有領導才能的？ 

(13)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自立更生的？ 

2 負向男性特質 

(14)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好鬥的？ 

(15)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隨性的？ 

(16)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粗魯的？ 

(17)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衝動的？ 

(18)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浮躁的？ 

3 正向女性特質 

(19)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伶俐的？   

(20)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甜蜜的？     

(21)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輕聲細語的？ 

(22)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溫柔的？  

(23)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慈善的？ 

(24)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親切的？ 

(25)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心細的？ 

(26)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溫暖的？ 

(27)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富同情心的？ 

4 負向女性特質 

(28)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依賴的？     

(29)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被動的？   

(30)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害羞的？ 

(31)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敏感的？ 

5 中性特質 

(32) 您認為人應該是有創意的？ 

(33) 您認為人應該是鎮靜的？ 

(34) 您認為人應該是理智的？    

(35) 您認為人應該多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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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您認為人應該主動的？   

(37) 您認為人應該任性的？   

(38) .您認為人應該好奇的？   

(39) 您認為人應該有計畫的？ 

(40) 您認為人應該忠實的？ 

(41) 您認為人應該要求完美的？ 

(42) 您認為人應該順從的？ 

(43) 您認為人應該包容的？   

(44) 您認為人應該聰明的？   

(45) 您認為人應該言出必行的？ 

(46) 您認為人應該風趣的？ 

(47) 您認為人應該有不拘小節的？    

三、問卷C部分：國軍官兵長官期望 

本分量表B部分「國軍官兵長官期望」之衡量係根據黃文三（2006）所編製

的「父母期望量表」之研究結果為問項基礎，選擇適當題目並修改部分形容詞所

編製而成，共計20題，此量表可檢測出國軍官兵本身所認知之長官期望。本量表

將分成兩個構面，包含作業表現期望和角色表現期望。為了確保樣本擁有良好信

度及效度，在進行預試前除了和指導教授討論外，並經由國軍中校以上高階軍官

提出建議修訂完成預試問卷；本量表採用Likert七點量表。問卷採正向計分，依

照「非常符合」~「非常不符合」，分數依序為7分、6分、5分、4分、3分、2分、

1分，其中分數越高代表愈重視其項目，反之越低代表愈不重視其項目。 

黃文三(2006)以此量表對高師大一年級學生進行研究，考驗內部一致性，分

別說明如下： 

1. 作業表現分量表（因素一）：題號 1-12 題，Cronbach 係數為.6，校正後

相關係數為.54-.63，內部一致性信度考驗為.89。 

2. 角色表現分量表（因素二）：題號 13-16 題，校正後相關係數為.43-.65，

內部一致性信度考驗為.78。除題號 7 因素負荷量少於.40 以外，其餘各

題均大於.40，解釋力則為 36%。總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係數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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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3   

國軍官兵長官期望之構面衡量問項 

 變項 問項內容 

1 
作業表

現期望 

(1) 上級會要您多增加本職學能嗎？ 

(2) 上級一向認為您工作表現很好嗎？ 

(3) 執行重要任務前，上級會以性別考量安排任務性質嗎？ 

(4) 上級會拿您的工作表現與異性同事比較嗎？ 

(5) 上級會要求您每次執行任務都要得到好成績嗎？ 

(6) 您是有雄心的？ 

(7) 上級會安排您參加工作外的藝文活動嗎？ 

(8) 上級會讓您參加進修課程嗎？ 

(9) 上級會免除女性同袍一些繁重的工作嗎？    

(10)您覺得上級常把希望寄託在您身上嗎？ 

(11) 上級常賦予您重要任務嗎？ 

(12) 上級對性別的期望有差異嗎？ 

(13) 上級會為您選擇他心目中所認為的好幹部來領導您嗎？ 

(14) 上級會相信你未來在軍職生涯中表現傑出嗎？ 

2 
角色表

現期望 

(15) 上級認為女性不適合在軍職生涯中發展嗎？ 

(16) 上級認為女性仍要好好努力，在軍職生涯中追求成就嗎？

(17) 上級認為男性應以軍職生涯發展為第一嗎？ 

(18) 上級認為男性應以事業為重嗎？ 

(19) 上級認為女性應以家庭為重嗎？ 

(20) 上級會以性別決定工作績效與表現嗎？ 

(21) 上級會將需長期加班的任務賦予男性擔任嗎？ 

四、問卷D部分：國軍官兵制握信念 

本分量表B部分「國軍官兵制握信念」之衡量係修訂自張來平（1985）之「IE 

量表」，由其中選擇適當題目並修改部分形容詞所編製而成，共計30題。此量表

可檢測出國軍官兵本身所認知之制握信念。本量表將分成兩個構面，包含：內在

制握信念和外在制握信念。為了確保樣本擁有良好信度及效度，在進行預試前除

了和指導教授討論外，並經由國軍中校以上高階軍官提出建議修訂完成預試問

卷；本量表採用Likert七點量表。問卷採正向計分，依照「非常符合」~「非常不

符合」，分數依序為7分、6分、5分、4分、3分、2分、1分，其中分數越高代表愈

重視其項目，反之越低代表愈不重視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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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量表張來平（1985）之「IE 量表」經由高師大學生 67 人，採重測信度考

驗，其檢測結果之 cronbach’s α係數為.77。並由探索型因素分析考驗量表建構

效度，在符合因素負荷量大於.4 之原則，且解釋力高於 30%下，完成測驗編製。

由此可知此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與效度。 

表 3- 4   

國軍官兵制握信念之構面衡量問項 

 變項 問項內容 

1 
內在制

握信念 

(1) 人生許多不愉快的事，大多歸因於運氣欠佳。 

(2) 在這世界上，人們終究能獲得他們所應得的尊重。 

(3) 認為長官對待部屬不公平，這種想法是荒謬的。 

(4) 成功乃是努力的結果。 

(5) 上級會要求您每次執行任務都要得到好成績。 

(6) 一般百姓對政府的決策是有影響力的。 

(7) 當我擬訂計畫時，我就確定能夠實現。 

(8) 個人的成功絕少與運氣有關。 

(9) 能成為領袖的人，多半靠外力或機運。 

(10) 就世事而論，我們大多數成為強權的犧牲者。 

(11) 大多數的人都不瞭解，他們的生活被意外事件所操縱的程度。 

(12) 要知道一個人是否真喜歡你，是件困難的事。 

(13)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總是好壞參半的。 

(14) 我們只要以足夠的努力及督促，便能消除政治上的腐敗。 

(15) 有時後我們實在不瞭解長官是怎麼評分的。 

(16) 我常常覺得很多事情無能為力。 

2 
外在制

握信念 

(17) 人生的不幸，是由個人所造成的錯誤而起。 

(18) 一個人能獲得別人的尊重，主要是依個人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而

決定的。 

(19) 大多數的同仁不明白，他們的成就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有多大。

(20) 得到一個好的工作，主要靠好的機會。 

(21) 這世界為少數有力人士所操縱，大眾小民無能為力。 

(22) 未來的事情要看運氣的好壞而確定。 

(23) 許多時候，我們可以拋擲銅板的方法來決定我們應該做些什麼。

(24)做事成功要靠能力，與運氣沒有多大關係。 

(25)人們自動參與政治與社會事務，使能影響世界大事。 

(26) 嚴格來說，根本就沒所謂「運氣」這回事。 

(27)你有多少朋友，完全看你怎樣善待他人。 

(28) 大多數的不幸，是因為能力不夠、無知或懶惰而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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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人們要控制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是相當難的事。 

(30) 我下多少功夫，便能得到多少分數。 

五、問卷E部分：國軍官兵刻板知覺 

本分量表 B 部分「國軍官兵刻板知覺」之衡量係根據 Wanson & Tokar(1991)

針對大學生進行測試，對於生涯發展阻礙知覺所衍生出來之量表，選擇適當題目

並修改部分形容詞所編製而成，共計 18 題。此量表可檢測出國軍官兵本身所認

知生涯選擇可能面臨既有的刻版知覺使得選擇有所改變另外也可以檢視在社會

規範下性別角色對於認同之差異。本量表將分成四個構面：包含學習刻板、職業

刻板、家庭刻板和婚姻刻板。為了確保樣本擁有良好信度及效度，在進行預試前

除了和指導教授討論外，並經由國軍中校以上高階軍官提出建議修訂完成預試問

卷；本量表採用 Likert 七點量表。問卷採正向計分，依照「非常符合」~「非常

不符合」，分數依序為 7 分、6 分、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其中分數越高

代表愈重視其項目，反之越低代表愈不重視其項目 

表 3- 5   

國軍官兵刻板知覺之構面衡量問項 

 變項 問項內容 

1 
學習 

刻板 

(1) 我認為女性不適宜在戰鬥部隊任職。 

(2) 我認為從事理工類科的女性，以後不容易找到對象。 

(3) 我認為男性比較能成大事。 

2 
職業 

刻板 

(4) 我認為女性最好從事醫護、人事或行政等服務性的工作。 

(5) 女性的生涯規劃，應依據其專長發展。 

(6) 我認為女性在工作上，做決定的能力不如男性。 

(7) 我認為工作能力強的女性較不受歡迎。 

(8) 女性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事業。 

3 
家庭 

刻板 

(9) 我覺得已婚女性若不生子，其生涯發展就不算完整。 

(10) 我認為子女年紀幼小時，母親最好先暫停外出工作，以便照

顧子女。  

(11) 我認為在家事方面，妻子應比丈夫多負一點責任。 

(12) 我認為在教養子女方面，妻子應比丈夫多負一點責任。 

(13) 女性的生涯規劃，應依據其家庭做為依據。 

(14) 如果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我認為女性應以家庭為優先考量。

(15) 我認為女性最大的成功是在家庭美滿，而非在職場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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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我認為身為女性，應該要為家庭犧牲一些自己的理想。 

4 
婚姻 

刻板 

(17) 我認為女性在工作上表現太出色，他的配偶可能會無法接受。

(18) 我認為已婚女性的工作投入較低。 

六、問卷F部分：國軍官兵成就動機 

本分量表 B 部分「國軍官兵成就動機」之衡量係根據郭生玉 (1973)針對大

學生進行測試所衍生出來之量表，選擇適當題目並修改部分形容詞所編製而成，

共計 20 題。此量表可檢測出國軍官兵本身所認知之成就動機。為了確保樣本擁

有良好信度及效度，在進行預試前除了和指導教授討論外，並經由國軍中校以上

高階軍官提出建議修訂完成預試問卷。本量表採用 Likert 七點量表。問卷採正向

計分，依照「非常符合」~「非常不符合」，分數依序為 7 分、6 分、5 分、4 分、

3 分、2 分、1 分，其中分數越高代表愈重視其項目，反之越低代表愈不重視其

項目。 

原量表郭生玉(1973)之「大學生成就動機量表」經由高師大學生 67 人，經

由重測信度考驗，其檢測結果 cronbach’s α係數為.87，其中再藉由探索型因素分

析考驗其量表建構效度，在符合因素負荷量大於.4 原則下，且解釋力大於 30%

下編製完成問卷。由此可知此量表是具有良好信度及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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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6   

國軍官兵成就動機之構面衡量問項 

變項 問項內容 

成就動機 

(1) 同事認為我是一位認真負責的好軍人。 

(2) 從事軍職是我所喜歡的。 

(3) 在上班期間，我經常很專注。 

(4) 同事認為我從沒有把工作當作一回事。 

(5) 我喜歡軍隊中大部分的工作。 

(6) 擔任軍職是一種浪費時間的事。 

(7) 工作未達預期目標，我絕不放棄。 

(8) 我總會按時完成上級所交付的工作。 

(9) 我覺得目前的工作相當無趣。 

(10) 遇到困難時，我不會輕易放棄。  

(11) 每天我希望儘早下班，離開工作崗位。 

(12) 我害怕長官託付工作及執行。 

(13) 即使工作乏味無窮，我仍會努力完成。 

(14) 多數時間，我都很努力在工作。 

(15) 我喜歡不需要被評定成績的工作。 

(16) .對於目前的軍職生涯，我胸懷大志。 

(17) 專心於工作是困難的事情。   

(18) 競爭的對手愈多，我愈會加強努力。 

(19) 我總是盡力做好工作。   

(20) 我會把成功的表現告訴父母或是親友。 

第三節 研究對象及資料收集方法 

一、母群體 

本研究選取中華民國國軍官士兵研究對象，其中國軍官士兵數量係根據國

防部 99 年施政績效報告統計資料顯示(2010)，目前中華民國國軍總兵力為

275000 人，為本研究之母群體。 

二、預試樣本與抽樣方法 

預試樣本均採取「立意抽樣」的方式，並徵詢單位主官同意，最後以台北

地區空軍松山基地為本研究之預試樣本。本研究於 2010 年 12 月中旬進行問卷

預試，共發出 100 份問卷，並於 2010 年 12 月底回收完畢，共計回收 100 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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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有效樣本為 80 份，計得有效回收率達 80％，進行預試量表信度及效度之

考驗及量表之修訂。 

  三、正式樣本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正式樣本採「便利抽樣」的方式，在樣本正式發放前，先以電話

連繫，徵詢各軍種單位主官同意，其後調查參與意願再發放問卷。而根據願配

合發放之國軍士官兵，在取樣過程中係參考利用母體己知下之樣本數計算公式

計算所需樣本數；假設抽樣誤差 d 值為 5﹪，信賴度為 95﹪，因此 Z 值為 1.96，

且因為 P 值未知，採較為保守之估計值.5。而本研究中定義的母群體共為 27

萬 5,000 人，經過計算後，得到樣本數為 384 人，但因吳明清(1991)引述 Sudman 

(1976)認為地區性之研究，其平均之樣本人數以 400～1000 份較為適當，所以

本研究預定抽取之樣本數為 400 份。 

表 3- 7   

樣本數計算 

信賴水準 .95 .99 

二項分配比例 
30 40 50 30 40 50 

70 60 50 70 60 50 

±1.0％ 8,067 9,220 9,604 13,933 15,924 16,587 

±2.0％ 2,017 2,305 2,401 3,483 3,981 4,417 

±3.0％ 896 1,024 1,067 1,548 1,769 1,843 

±4.0％ 504 567 600 871 995 1,037 

±5.0％ 323 369 384 557 637  

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問卷回收後，研究者將有效問卷加以編號，並將問卷填答資料輸入電

腦，以SPSS for Windows 17版統計軟體做為分析工具。各項分析的顯著水準皆設

定在p-value 小於.05 以下。採用的統計方法計有下列五項，茲分別詳述如後。 

一、信度分析 

為避免問卷之填答內容一致性過低，而影響到資料分析的正確性，故進行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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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一致性信度分析。本研究以Cronbach’s α係數來衡量同一構面下各項目的一致

性。一般而言，Cronbach’s α係數最佳的情況乃是落於.7到.98之間，倘若係數低

於.35，便需加以拒絕(黃俊英，1994)。 

二、效度分析 

效度是指一個測驗能夠測量到欲測量的特質之程度。本研究採建構效度分

析。 

三、敍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藉由敍述性統計分析，分析「人口統計變項」、「長官期望」、「制

握信念」、「刻板知覺」和「成就動機」之現況；以次數分配及百分比來瞭解樣

本資料之分佈情形，並且利用平均數來瞭解資料的基本特性。 

四、獨立樣本 t 檢定 

以人口統計變項自變項，以國軍官士兵在成就動機為依變項，進行 t 考驗，

檢定性別在國軍官士兵成就動機的差異。 

五、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來考驗不同背景變項的士官兵在成就動機是否有顯著

差異，若是變異數分析的結果 F 值達顯著水準，則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瞭

解各組之間的差異情形。 

六、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為探討單一分析性反應變量(Y)對一個(X)或多個分析性解釋變數

(X1, X2,…,XK)之關係，其目的在了解個別解釋變數對反應變量的影響。迴歸分

析除可檢驗變數之相關性及相關的方向與強度外，也可用以確認自變數是否能用

來解釋依變數，亦即變數自變數和依變數的關係是否密切，其中兩者必須均為屬

量變數否則會違反線性關係的規定。本研究採以迴歸分析中的同時進入法分析，

以驗証自變數對依變數的解釋關係，並建立較佳的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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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8   

研究假設及驗證之統計分析方法表 

研究假設 分析方法 

國軍官士兵人口統計變項在各變相之差異檢定達到顯著水準
獨立樣本t檢定 

單子變異數分析 

國軍官兵「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迴歸分析 

國軍官兵「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迴歸分析 

國軍官兵「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迴歸分析 

國軍官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達到顯著水準 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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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預試分析 

項目分析旨在探究高低分組在每個題項的差異及進行題項間同質性檢核。根

據項目分析結果可作為個別題項篩選或修改的依據，項目分析時一般的判標準則

摘要如表 3-9 所示（吳明隆，2009）。 

表 3- 9   

項目分析判斷標準摘要表 

題項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同質性檢驗 

決斷值 
題項與總

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α值
共同性 

因素負

荷量 

判標準

則 
≧3.00 ≧.300 ≧.200 ≦.7~.98 ≧.200 ≧.450 

註：Cronbach‘s α值依據測量變數計算得出 

資料來源：吳明隆（2009）。SPSS 操作與應用問卷統計分析實務（2 版 2-85）。。

台北市：五南。 

項目分析是用來進行量表發展最基本的工作，其主要目的是在針對預試題項

進行適切性的評估並檢驗一個量表個別題項的可靠程度（邱皓政，2000），而項

目分析之操作步驟如下（吳明隆，2009）： 

1.求出量表總分， 

2.量表總分高低排序， 

3.找出高低分組上下 27%處的分數， 

4.依臨界分數將量表得分分為高低分組， 

5.以 t 檢定考驗高低二組在每個題項的差異， 

6.將 t 檢定結果未達顯著性的題項刪除。 

一、性別角色量表 

表 3-10 為「性別角色量表」之項目分析摘要表，含題項決斷值、題項與總

分相關、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題項刪除後的 α值、共同性與因素負荷量等指標。

題項 A2-2「您認為男性應該是隨性的」、A3-1「我您認為女性應該是伶俐的」、A3-5

「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慈善的」、A4-1「您認為女性應該是依賴的」、A4-2「您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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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應該是被動的」，有 3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A3-3「您認為女性應該

是輕聲細語的」，有 4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A3-4「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溫

柔的」、A4-4「您認為女性應該是敏感的」，有 5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A2-3「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粗魯的」、A2-4「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衝動的」、A2-5「您

認為男性應該是浮躁的」，有 6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經綜合項目分析評鑑，

原 47 題性別角色量表決定刪除題項 A2-2、A2-3、A2-4、A2-5、A3-1、A3-3、A3-4、A3-5、

A4-1、A4-2、A4-4共11題，其餘予以保留。因此，性別角色知量表共保留 3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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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   

國軍性別角色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同質性檢驗 未達標

準指標

數 
決斷值 

題項與總

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α值
共同性

因素負

荷量 

A1-1 6.393*** .603** .568 .911 .538 .733  

A1-2 5.459*** .667** .642 .910 .468 .684  

A1-3 5.701*** .615** .585 .911 .542 .736  

A1-4 6.558*** .695** .672 .910 .599 .774  

A1-5 8.878*** .734** .710 .909 .681 .825  

A1-6 7.395*** .718** .693 .909 .600 .774  

A1-7 7.225*** .640** .612 .910 .645 .803  

A1-8 10.393*** .713** .687 .909 .663 .814  

A1-9 6.167*** .595** .563 .911 .437 .661  

A1-10 8.158*** .683** .656 .910 .585 .765  

A1-11 5.485*** .661** .633 .910 .508 .713  

A1-12 7.986*** .654** .629 .910 .555 .745  

A1-13 5.369*** .497** .457 .912 ＃.173 ＃.416 2 

A2-1 4.561*** .365** .312 .914 ＃.046 ＃.214 2 

A2-2 ＃1.616 ＃.191* .248 ＃.921 .247 .497 3 

A2-3 ＃.028 ＃.032 ＃.014 ＃.917 ＃.098 ＃.314 6 

A2-4 ＃.523 ＃.077 ＃.026 ＃.917 ＃.087 ＃.294 6 

A2-5 ＃.645 ＃.032 ＃.084 ＃.918 ＃.152 ＃.390 6 

A3-1 ＃2.786** .317** .275 .914 ＃.075 ＃.274 3 

A3-2 3.859*** .306** .271 .914 ＃.032 ＃.178 2 

A3-3 ＃2.529* ＃.276** .229 .914 ＃.002 ＃.046 4 

A3-4 ＃2.311* ＃.254** .203 ＃.915 ＃.001 ＃.030 5 

A3-5 3.091** .245** .196 ＃.915 ＃.007 ＃.082 3 

A3-6 5.507*** .471** .437 .912 ＃.098 ＃.313 2 

A3-7 4.371*** .456** .417 .912 ＃.105 ＃.324 2 

A3-8 4.382*** .424** .387 .913 ＃.082 ＃.287 2 

A3-9 5.329*** .486** .449 .912 ＃.157 ＃.396 2 

A4-1 ＃1.634 ＃.163 .205 ＃.918 .263 .513 3 

A4-2 ＃1.398 ＃.180* -.221 ＃.918 .256 .506 3 

A4-3 ＃2.798** .300** .346 ＃.921 .392 .626 2 

A4-4 ＃.268 ＃.053 ＃.107 ＃.919 .159 ＃.398 5 

A5-1 6.678*** .555** .521 .911 .296 .544  

A5-2 8.188*** .688** .667 .910 .448 .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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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國軍性別角色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續) 

A5-3 8.014*** .755** .738 .910 .615 .784  

A5-4 4.775*** .504** .468 .912 .342 .585  

A5-5 8.542*** .675** .647 .910 .634 .796  

A5-6 6.267*** .558** .519 .911 .404 .635  

A5-7 8.743*** .707** .684 .910 .525 .724  

A5-8 9.842*** .734** .713 .909 .647 .804  

A5-9 9.212*** .740** .719 .909 .518 .720  

A5-10 8.938*** .741** .720 .909 .604 .777  

A5-11 4.303*** .491** .455 .912 .248 .498  

A5-12 6.734*** .629** .602 .911 .503 .709  

A5-13 10.546*** .693** .666 .910 .611 .782  

A5-14 8.064*** .702** .678 .910 .555 .745  

A5-15 10.374*** .695** .670 .910 .561 .749  

A5-16 8.389*** .668** .641 .910 .532 .730  

判標 

準則 
≧3.00 ≧.300 ≧.200 ≦.914 ≧.200 ≧.450  

註 1：***p＜.001，**p＜.01，*p＜.05
註 2：.914 為國軍性別角色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註 3：＃未達指標值 

 

二、長官期望量表 

表 3-11 為「長官期望」項目分析摘要表，從題項決斷值、題項與總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題項刪除後的 α值、共同性與因素負荷量等指標分析，題

項 B1-1「上級會要您多增加本職學能嗎?」、B1-4「上級會拿您的工作表現與異性

同事比較嗎?」、B1-5「上級會要求您每次執行任務都要得到好成績嗎?」，有 3 個

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B2-2「上級認為女性要好好努力在軍職生涯追求成

就」，有 6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經綜合項目分析評鑑，原 21 題組織變革認知量

表決定刪除題項 B1-1、B1-4、B1-5、B2-2共4題，其餘予以保留。因此，長官期望

量表共保留 17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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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   

長官期望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同質性檢驗 未達標

準指標

數 
決斷值 

題項與總

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α值
共同性

因素負

荷量 

B1-1 3.995*** ＃.397** .289 .695 ＃.187 ＃.433 3 

B1-2 3.351*** .409** .299 .694 .456 .675  

B1-3 4.803*** .401** .296 .694 .396 .630  

B1-4 3.303*** ＃.362** .240 .699 ＃.168 ＃.410 3 

B1-5 3.211** ＃.390** .318 .695 ＃.008 ＃.087 3 

B1-6 3.520*** .451** .372 .691 .343 .586  

B1-7 2.724** ＃.306** ＃.176 .706 .561 .749 2 

B1-8 4.108*** ＃.357** .235 .700 .399 .632 1 

B1-9 2.796** ＃.328** .207 .702 .598 .773 1 

B1-10 3.317*** ＃.386** .281 .696 .570 .755 1 

B1-11 2.865** ＃.357** .246 .699 .618 .786 1 

B1-12 3.621*** ＃.399** .281 .696 .499 .706 1 

B1-13 3.809*** .407** .315 .694 .448 .669  

B1-14 2.271* ＃.332** .226 .700 .648 .805  

B2-1 4.699*** .441** .321 .692 ＃.147 ＃.384 2 

B2-2 ＃1.643 ＃.243** ＃.135 ＃.707 ＃.117 ＃.342 6 

B2-3 5.842*** .409** .282 .696 ＃.045 ＃.212 2 

B2-4 6.743*** .426** .293 .695 ＃.124 ＃.352 2 

B2-5 4.145*** .413** .302 .694 .413 .643  

B2-6 5.222*** .459** .345 .689 .461 .679  

B2-7 3.937*** .407** .265 .698 .550 .742  

判標 

準則 
≧3.00 ≧.400 ≧.200 ≦.707 ≧.200 ≧.450  

註 1：***p＜.001，**p＜.01，*p＜.05
註 2：.707 為長官期望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 
註 3：＃未達指標值 

 

三、制握信念量表 

表 3-12 為「制握信念」項目分析摘要表，從題項決斷值、題項與總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題項刪除後的 α值、共同性與因素負荷量等指標分析，題

項 C1-1「人生許多不愉快的事，大多歸因於運氣欠佳」、C1-4「成功乃是努力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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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C1-9「能成為領袖的人，多半靠外力或機運」、C1-12「要知道一個人是否真

喜歡你，是件困難的事」、C2-1「人生的不幸，是由個人所造成的錯誤而起」、C2-2

「一個人能獲得別人的尊重，主要是依個人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決定的」、C2-6

「未來的事情要看運氣的好壞而確定」，有 3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C1-8

「個人的成功絕少與運氣有關」、C2-7「許多時候，我們可以拋擲銅板的方法來

決定我們應該做些什麼」、C2-14「我下多少功夫，便能得到多少分數」，有 4 個指

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C2-8「做事成功要靠能力，與運氣沒有多大關係」、C2-11

「你有多少朋友，完全看你怎樣善待他人」，經綜合項目分析評鑑，有 5 個指標

統計量未達標準，原 30 制握信念量表決定刪除題項 C1-1、C1-4、C1-8、C1-9、C1-12、

C2-1、C2-2、C2-6、C2-7、C2-8、C2-11、C2-14共12題，其餘予以保留。因此，制握信

念量表共保留 18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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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2   

制握信念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同質性檢驗 未達標準

指標數 決斷值 題項與總
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α值 共同性 因素負

荷量 

C1-1 3.914*** ＃.386** .301 .717 ＃.165 ＃.407 3 

C1-2 4.193*** ＃.380** .292 .717 .415 .644 1 

C1-3 3.024*** ＃.358** .270 .719 .348 .590 1 

C1-4 ＃2.249* ＃.267** ＃.165 .726 .291 .539 3 

C1-5 4.535*** .451** .396 .715 ＃.080 ＃.283 2 

C1-6 4.354*** .483** .418 .712 .356 .597  

C1-7 3.070** ＃.334** .239 .721 .417 .646 1 

C1-8 3.503*** ＃.256** ＃.114 .734 ＃.173 ＃.416 4 

C1-9 ＃1.469 ＃.242** ＃.144 .727 .423 .651 3 

C1-10 3.666*** .422** .346 .715 .500 .707  

C1-11 3.958*** .418** .330 .715 .481 .693  

C1-12 ＃2.036* ＃.273** ＃.169 .726 .375 .612 3 

C1-13 5.765*** .495** .427 .711 .420 .648  

C1-14 4.281*** .441** .360 .713 .440 .663  

C1-15 4.041*** .423** .330 .715 ＃.087 ＃.295 2 

C1-16 ＃2.753** ＃.293** .202 .723 .249 .499 2 

C2-1 5.054*** ＃.392** .294 .717 ＃.052 ＃.228 3 

C2-2 5.798*** ＃.348** .237 .721 ＃.147 ＃.383 3 

C2-3 4.000*** .421** .332 .715 .301 .549  

C2-4 3.387*** ＃.346** .246 .720 .433 .658 1 

C2-5 2.779** ＃.304** ＃.189 .725 .484 .696 2 

C2-6 ＃.216 ＃.027 ＃.071 .740 .526 .725 3 

C2-7 ＃.643 ＃.158 ＃.066 ＃.731 .323 .568 4 

C2-8 3.198** ＃.248** ＃.128 ＃.730 ＃.128 ＃.358 5 

C2-9 3.668*** .484** .403 .710 .422 .650  

C2-10 3.237** ＃.346** .244 .721 .500 .707 1 

C2-11 ＃2.112* ＃.252** ＃.187 .724 ＃.043 ＃.207 5 

C2-12 ＃2.304* ＃.341** .274 .720 .242 .492 2 

C2-13 4.241*** .518** .456 .710 ＃.053 ＃.231 2 

C2-14 ＃2.242* ＃.220* ＃.153 .725 ＃.181 .425 4 

判標準則 ≧3.00 ≧.400 ≧.200 ≦.727 ≧.200 ≧.450  
註 1：***p＜.001，**p＜.01，*p＜.05
註 2：.727 為制握信念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 註 3：＃未達指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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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刻板知覺量表 

表 3-13 為「性別刻板知覺」項目分析摘要表，從題項決斷值、題項與總分

相關、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題項刪除後的 α值、共同性與因素負荷量等指標分

析，題項 C2-2「女性的生涯規劃，應依據其專長發展」、C3-5「女性的生涯規劃，

應依據其家庭做為依據」，有 6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經綜合項目分析評鑑，

原 18 性別刻板知覺量表決定刪除題項 C2-2、C3-5共2題，其餘予以保留。因此，

性別刻板量表共保留 16 題。 

表 3- 13   

性別刻板知覺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同質性檢驗 未達標

準指標

數 
決斷值 

題項與總

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α值
共同性

因素負

荷量 

D1-1 10.631*** .710** .652 .883 .504 .710  

D1-2 6.908*** .612** .554 .887 .357 .597  

D1-3 10.038*** .673** .609 .884 .427 .654  

D2-1 7.013*** .574** .501 .888 .329 .574  

D2-2 ＃.714 ＃.029 ＃.041 ＃.901 ＃.016 ＃.126 6 

D2-3 9.199*** .718** .670 .883 .559 .748  

D2-4 6.106*** .581** .517 .888 .357 .598  

D2-5 3.913*** .383** .460 ＃.917 .279 .528  

D3-1 5.756*** .531** .472 .889 .304 .551  

D3-2 10.337*** .716** .662 .883 .522 .722  

D3-3 14.161*** .860** .831 .877 .746 .864  

D3-4 14.798*** .837** .802 .877 .717 .847  

D3-5 ＃.147 ＃.166 ＃.083 ＃.900 ＃.001 ＃.029 6 

D3-6 10.962*** .723** .674 .883 .511 .715  

D3-7 12.728*** .855** .826 .877 .758 .871  

D3-8 14.476*** .847** .816 .877 .755 .869  

D4-1 9.843*** .763** .719 .881 .632 .795  

D4-2 8.821*** .709** .658 .883 .535 .731  

判標準則 ≧3.00 ≧.400 ≧.200 ≦.893 ≧.200 ≧.450  
註 1：***p＜.001，**p＜.01，*p＜.05
註 2：.893 為性別刻板知覺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 註 3：＃未達指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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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就動機量表 

表 3-14 為「成就動機」項目分析摘要表，從題項決斷值、題項與總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總分相關、題項刪除後的 α值、共同性與因素負荷量等指標分析，題

項 E1-4「同事認為我從沒有把工作當作一回事」、E1-6「擔任軍職是一種浪費時間

的事」、E1-9「我覺得目前的工作相當無趣」、E1-12「我害怕長官託付工作及執行」，

有 3 個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E1-17「專心於工作是困難的事情」有 5 個指

標統計量未達標準；題項 E1-11「每天我希望儘早下班，離開工作崗位」有 6 個

指標統計量未達標準，經綜合項目分析評鑑，原 20 成就動機量表決定刪除題項

E1-4、E1-6、E1-9、E1-11、E1-12、E1-17共6題，其餘予以保留。因此，成就動機量

表共保留 14 題。 

表 3- 14   

成就動機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 

題項 

極端組比較 題項與總分相關 同質性檢驗 未達標

準指標

數 
決斷值 

題項與總

分相關 

校正題項與

總分相關 

題項刪除

後的α值
共同性

因素負

荷量 

E1-1 5.667*** .595** .519 .656 .571 .756  

E1-2 6.938*** .620** .517 .648 .470 .685  

E1-3 6.125*** .642** .565 .650 .601 .775  

E1-4 ＃.953 ＃.205* .309 ＃.724 .357 .598 3 

E1-5 8.459*** .618** .521 .649 .448 .669  

E1-6 ＃1.487 ＃.264** .386 ＃.741 .400 .632 3 

E1-7 6.139*** .579** .499 .658 .355 .595  

E1-8 5.818*** .681** .613 .647 .590 .768  

E1-9 ＃1.066 ＃.226* .354 ＃.739 .315 .561 3 

E1-10 6.662*** .590** .509 .656 .443 .666  

E1-11 ＃1.740 ＃.162 ＃.012 ＃.714 ＃.027 ＃.165 6 

E1-12 3.603*** ＃.349** ＃.190 .688 .004 ＃.061 3 

E1-13 5.288*** .530** .438 .662 .467 .683  

E1-14 5.415*** .586** .506 .657 .521 .722  

E1-15 2.522* .361** .219 .683 ＃.051 ＃.226 2 

E1-16  7.135*** .570** .468 .656 .326 .571  

E1-17  2.192* ＃.172 ＃.011 ＃.708 ＃.007 ＃.082 5 

E1-18  8.171*** .661** .588 .648 .524 .724  

E1-19  4.356*** .537** .459 .663 .326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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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4   

成就動機量表項目分析摘要表(續) 

E1-20 5.293*** .554** .459 .658 .323 .568  

判標 

準則 
≧3.00 ≧.400 ≧.200 ≦.689 ≧.200 ≧.450  

註 1：***p＜.001，**p＜.01，*p＜.05
註 2：.689 為成就動機量表的 Cronbach‘s α值 
註 3：＃未達指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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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針對中華民國國軍(包括自願役及義務役士官兵)進行問卷發放，共發

放正式問卷 400 份，共回收 395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315 份，無效問卷為 80 份，

有效回收率為 79.7％ 

本研究以中華民國國軍之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及刻板知覺與成就

動機之關聯程度，並在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下，檢驗與研究構面之差異性。其中基

本背景變項包括，性別、階級、年齡、單位駐地、教育程度、職務、婚姻狀態、

子女狀態，共八項，基本資料之次數分配如表 4-1： 

（一）性別：受訪者之性別，男性占整體比例 57.1％，女性占整體比例 42.9％。 

（二）階級：受訪者之階級，以軍官占最多為全體比例 48.6％；其次為士官占全

體比例 30.5％；士兵及聘雇占全體比例 10.5％。 

（三）年齡：受訪者之年齡以 36 歲以上共 99 位最多占整體比例 31.4％；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共 89 位次多占整體比例 28.3％；26 歲至 30 歲占整體比例最

少為 8.9％。 

（四）單位駐地：受訪者之單位駐地，以北部地區最多整體比例 40.3％，其次為

中部地區占整體比例 29.5％，東部（含外、離島）地區最少占整體比例

9.8％。 

（五）教育程度：受訪者之教育程度，大學（專科）占整體比例最多為 72.4％，

博（碩）士占整體比例 22.9％，高中（職）占整體比例 4.8％。 

（六）職務：受訪者之職務為領導職占整體比例 23.2％；非領導職占整體比例

76.8％，明顯可以看出非領導職之士官兵為多數。 

（七）婚姻狀況：受訪者已婚者占整體比例 52.1％；未婚者占整體比例 36.8％。 

（八）子女狀況：受訪者子女狀況，有子女者占整體比例 44.1％；沒有子女者占

整體比例 55.9％。以沒有子女者佔較高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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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   

受訪者基本資料次數分配 

變數 類別 樣本數(N=315) 百分比(％) 

性別 
男 180 57.1 

女 135 42.9 

階級 

軍官 153 48.6 

士官 96 30.5 

士兵 33 10.5 

聘雇 33 10.5 

年齡 

20 歲以下 49 15.6 

20 歲至 25 歲 89 28.3 

26 歲至 30 歲 28 8.9 

31 歲至 35 歲 50 15.9 

36 歲以上 99 31.4 

單位駐地 

北部地區 127 40.3 

中部地區 93 29.5 

南部地區 64 20.3 

東部（含外、離島）地區 31 9.8 

教育程度 

博（碩）士 72 22.9 

大學（專科） 228 72.4 

高中（職） 15 4.8 

職務 
領導職 73 23.2 

非領導職 242 76.8 

婚姻狀況 

未婚 116 36.8 

已婚 164 52.1 

離婚 35 11.1 

子女狀況 
有子女 139 44.1 

無子女 176 55.9 

 

第二節 信度與效度分析 

一、效度分析 

此部分針對回收之問卷再進行全部樣本之效度之測量，先以 KMO 檢定

(Kasiser Meyer Olkin Test)以及 Bartlett's 球型(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用以來

檢驗是否具有顯著的相關係數，顯著的球形考驗表示相關數足以作為因素分析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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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因素之用，經確定各變數觀察值間具有共同變異數存在，接著進行因素分析。

當 KMO 檢定值呈現越高，表示任兩變數之間的偏相關程度就越低，因素分析的

效果將呈現越佳狀態。進行因素分析主要目的在於做資料簡化，也就是用來減少

變數個數，將為數眾多的變數濃縮成少數幾個有意義的因素。縮減之後，將以負

荷量最大的變數或萃取的因素進行命名。 

此部分以中華民國國軍對於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

就動機進行效度檢驗，可以由表 4-2 得知性別角色、上級長官期待、制握信念、

刻板知覺、成就動機之 KMO 值大於.8 以上。同時，研究變項經由 Bartlett 球型

檢定後檢定值均達顯著水準，故表示本研究之資料題項效度均屬適合範圍，可進

行因素分析。 

表 4- 2   

KMO 值與 Bartlett 球型檢定 

研究變數 KMO 值 
Bartlett 球型檢定 

卡方值 自由度 P 值 

1 性別角色 .946 8697.576 561 .000 

2 長官期望 .900 3654.959 120 .000 

3 制握信念 .824 2201.163 66 .000 

4 刻板知覺 .911 3000.049 66 .000 

5 成就動機 .896 2177.622 66 .000 

*p < .05，**p < .01，***p < .001 

確認研究變數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後，採取因素分析中的主成份法及最大變異

法，萃取主要構面，以降低原始變數個數並剔除少量且彼此無關的因素，在進行

因素之濃縮時需以特徵值大於 1 作為因素選取的原則，同時經最大變異法轉軸後

因素負荷量之絕對值大於.5，轉換後累積解釋變異量大於 60％以上。以下將以性

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與成就動機進行因素分析： 

（一）性別角色 

在「性別角色」方面，原有 47 個衡量題項，前測分析後刪除不符標準之題

項，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成分矩陣發現，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



 

  66

成分矩陣發現，結果皆集中於一個成分且因素負荷量均大於.5，並萃取出三個主

要因子。分別命名為「正向男性特質」、「中性特質」、「正向女性特質」，針對性

別角色因素分析之結果其解釋累積總變異量為 62.424％（大於 60％），表示因素

分析所萃取的三個因素可以解釋此構面的程度很高，其結果如表 4-3。 

表 4- 3   

性別角色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命名 

題號 問卷題項 
因素 

負荷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轉軸平方
和負荷量
累積總變
異量 

正向男性 
特質 

A2 您是獨立的 .817 

8.705 25.60％ 

A11 您是獨立的 .813 

A5 您是膽大的 .804 

A4 您是有主見的 .793 

A3 您是善謀的 .786 

A6 您是剛強的 .779 

A10 您是競爭的 .740 

A7 您是有雄心的 .720 

A8 您是冒險的 .703 

A12 您是有領導才能的 .678 

A1 您是豪放的 .625 

A13 您是自立更生的 .601 

A9 您是好支配的 .570 

中性特質 

A42 您是順從的 .777 

8.081 49.37％ 

A46 您是風趣的 .769 

A44 您是聰明的   .729 

A38 您是好奇的   .720 

A47 您是有不拘小節的    .719 

A37 您是任性的   .711 

A43 您是包容的   .709 

A45 您是言出必行的 .682 

A34 您是理智的    .669 

A41 您是要求完美的 .653 

A39 您是有計畫的 .652 

中性特質 A40 您是忠實的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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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您是鎮靜的 .603 

A36 您是主動的   .598 

A35 您是多疑的 .561 

A25 您是心細的 .819 

正向女性 

特質 

A26 您是溫暖的 .802 

4.438 62.42％ 

A24 您是親切的 .763 

A20 您是甜蜜的     .745 

A27 您是富同情心的 .665 

A32 您是有創意的      .613 

（二）長官期望 

在「長官期望」方面，原有 21 個衡量題項，前測分析後刪除不符標準之題

項，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成分矩陣發現，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

成分矩陣發現，結果皆集中於一個成分且因素負荷量均大於.5，並萃取出二個主

要因子。分別命名為「作業表現期望」、「角色表現期望」，針對長官期望因素分

析之結果其解釋累積總變異量為 65.353％（大於 60％），表示因素分析所萃取的

二個因素可以解釋此構面的程度很高，其結果如表 4-4。 



 

  68

表 4- 4   

長官期望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命名 

題號 問卷題項 
因素 

負荷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轉軸平方
和負荷量
累積總變
異量 

作業表現
期望 

B14 
上級會相信你未來在軍職生涯中表

現傑出嗎? 
.874 

5.595 34.97％ 

B7 
上級會安排您參加工作外的藝文活

動嗎? 
.869 

B10 
您覺得上級常把希望寄託在您身上

嗎? 
.861 

B11  上級常賦予您重要任務嗎? .849 

B13 
上級為您選擇他心目中所認為好幹

部來領導嗎? 
.796 

B2  上級一向認為您工作表現很好嗎? .795 

B8  上級會讓您參加進修課程嗎? .790 

B6  您是有雄心的嗎? .764 

角色表現
期望 

B20 
上級會以性別決定工作績效與表現

嗎? 
.867 

4.861 65.35％ 

B12  上級對性別的期望有差異嗎? .856 

B21 
上級會將需長期加班的任務賦予男

性擔任 
.841 

B9 
上級會免除女性同袍一些繁重的工

作嗎?    
.822 

B19  上級認為女性應以家庭為重嗎? .806 

B3 
執行重要任務前上級以性別安排任

務性質嗎? 
.755 

B15 
上級認為女性不適合在軍職生涯中

發展嗎? 
.622 

B18  上級認為男性應以事業為重嗎? .560 

（三）制握信念 

在「制握信念」方面，原有 30 個衡量題項，前測分析後刪除不符標準之題

項，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成分矩陣發現，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

成分矩陣發現，結果皆集中於一個成分且因素負荷量均大於.5，並萃取出二個主

要因子。分別命名為「內在制握信念」、「外在制握信念」，針對制握信念因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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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結果其解釋累積總變異量為 62.213％（大於 60％），表示因素分析所萃取的

二個因素可以解釋此構面的程度很高，其結果如表 4-5。 

表 4- 5    

制握信念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命名 

題號 問卷題項 
因素 

負荷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轉軸平方
和負荷量
累積總變

異量 

內在制
握信念 

C14 
我們只要以足夠的努力及督促，便能

消除政治上的腐敗。 
.833 

4.500 37.50％ 

C11 
大多數的人都不瞭解，他們的生活被

意外事件所操縱的程度。 
.812 

C10 
就世事而論，我們大多數成為強權的

犧牲者。 
.806 

C13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總是好壞參

半的。 
.780 

C2 
在這世界上，人們終究能獲得他們所

應得的尊重。 
.752 

C7  當我擬訂計畫時，我就確定能夠實現。 .738 

C16   我常常覺得很多事情無能為力。 .568 

C6 
一般百姓對政府的決策是有影響力

的。 
.560 

外在制
握信念 

C20  得到一個好的工作，主要靠好的機會。 .884 

2.966 62.21％ 

C21 
這世界為少數有力人士所操縱，大眾

小民無能為力。 
.814 

C19 
大多數的同仁不明白，他們的成就受

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有多大。 
.807 

C3 
認為長官對待部屬不公平，這種想法

是荒謬的。 
.737 

（四）刻板知覺 

在「刻板知覺」方面，原有 18 個衡量題項，前測分析後刪除不符標準之題

項，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成分矩陣發現，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

成分矩陣發現，結果皆集中於一個成分且因素負荷量均大於.5，並萃取出二個主

要因子。分別命名為「家庭刻板」、「性別刻板」，針對刻板知覺因素分析之結果

其解釋累積總變異量為 72.047％（大於 60％），表示因素分析所萃取的二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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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解釋此構面的程度很高，其結果如表 4-6。 

表 4- 6   

刻板知覺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命名 

題號 問卷題項 
因素 

負荷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轉軸平方
和負荷量
累積總變

異量 

家庭 
刻板 

D16 
我認為身為女性，應該要為家庭犧牲
一些自己的理想。 

.904 

5.717 47.64％ 

D12 
我認為在教養子女方面，妻子應比丈
夫多負一點責任。 

.900 

D11 
我認為在家事方面，妻子應比丈夫多
負一點責任。 

.890 

D17 
我認為女性在工作上表現出色，他配
偶可能無法接受。 

.885 

D15 
我認為女性最大成功是在家庭美滿，
而非在職場揚名。 

.867 

D18  我認為已婚女性的工作投入較低。 .787 

D14 
如果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女性應以家
庭為優先考量。 

.766 

D10 
我認為子女年紀幼小母親最好暫停工
作以便照顧子女。  

.651 

性別 
刻板 

D6 
我認為女性在工作上做決定能力不如

男性。 
.900 

2.929 72.05％ 
D1  我認為女性不適宜在戰鬥部隊任職。  .860 

D4 
我認為女性最好從事醫護人事或行政

等服務性的工作。 
.848 

D7  我認為工作能力強的女性較不受歡迎 .654 

（五）成就動機 

在「成就動機」方面，原有 20 個衡量題項，前測分析後刪除不符標準之題

項，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成分矩陣發現，進行因素分析，以觀察轉軸後

成分矩陣發現，結果皆集中於一個成分且因素負荷量均大於.5，並萃取出二個主

要因子。分別命名為「競爭成就」、「自我激勵成就」，針對成就動機因素分析之

結果其解釋累積總變異量為 65.112％（大於 60％），表示因素分析所萃取的二個

因素可以解釋此構面的程度很高，其結果如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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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7   

成就動機因素分析摘要表 

因素 
命名 

題號 問卷題項 
因素 
負荷
量 

轉軸後
特徵值 

轉軸平方
和負荷量
累積總變

異量 

競爭 
成就 

E18 競爭的對手愈多，我愈會加強努力。 .908 

4.013 33.44％ 

E7  工作未達預期目標，我絕不放棄。 .886 

E5  我喜歡軍隊中大部分的工作。 .880 

E10  遇到困難時，我不會輕易放棄。  .878 

E1 同事認為我是一位認真負責的好軍人 .717 

自我 
激勵 
成就 

E8  我總會按時完成上級所交付的工作。 .822 

3.801 65.11％ 

E3  在上班期間，我經常很專注 .809 

E14  多數時間，我都很努力在工作。 .787 

E19  我總是盡力做好工作。   .720 

E2  從事軍職是我所喜歡的。 .715 

E20  我會把成功的表現告訴父母或是親友 .654 

E15  我喜歡不需要被評定成績的工作。 .559 

二、信度分析 

信度即是代表測量可靠性 (Trustworthiness)，係指測量結果的一致性

(Consistency)或穩定性(Stability)。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係數來檢測研究問項

間一致性與穩定性 Cronbach’s α係數越高，則代表各題項之間的關聯性越高，問

卷的一致性越高。通常會使用 Cronbach's α值來作為測試信度的標準，α值越高

表示信度越佳，內部一致性也越高，α 值則是以達到.7 為佳，若介於.35 至.7 尚

可接受，若低於.35 則應加以拒絕(Guieford, 1965)。本研究中各項變數之信度分

析如表 4-8：  

（一）性別角色 

本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萃取出三個因子：「正向男性特質」、「中性特質」及

「正向女性特質」，其中「正向男性特質」Cronbach's α 值為.947；「中性特質」

Cronbach's α值為.947；「正向女性特質」Cronbach's α值為.872。全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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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官期望 

本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萃取出二個因子：「作業表現期望」、「角色表現期

望」，其中「作業表現期望」Cronbach's α值為.933；「角色表現期望」Cronbach's 

α值為.901。全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801。 

（三）制握信念 

本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萃取出二個因子：「內在制握信念」及「外在制握信

念」。「內在制握信念」Cronbach's α值為.853；「外在制握信念」Cronbach's α值

為.848。全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853。 

（四）刻板知覺 

本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萃取出二個因子：「家庭刻板」與「性別刻板」，其中

「家庭刻板」Cronbach's α值為.942；「性別刻板」Cronbach's α值為.845。全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900。 

（五）成就動機 

本量表經因素分析後共萃取出二個因子：「競爭成就」及「自我激勵成就」，

其中「競爭成就」Cronbach's α值為.910；「自我激勵成就」Cronbach's α值為.855。

全量表 Cronbach's α值為.879。 

表 4-8 為本研究各構面之間的信度分析之結果，從表中的 Cronbach's α值可

以看出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信度達.8 以上，

故本研究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構面之信度堪稱

良好。 

 

 

 

 

 

 



 

  73

表 4- 8   

各研究構面之信度分析 

構面 因素名稱 構面 Cronbach's α 整體 Cronbach's α 

性別角色 

正向男性特質 .947 

.961 中性特質 .947 

正向女性特質 .872 

長官期望 
作業表現期望 .933 

.801 
角色表現期望 .901 

制握信念 
內在制握信念 .891 

.853 
外在制握信念 .848 

刻板知覺 
家庭刻版 .942 

.900 
性別刻版 .845 

成就動機 
競爭成就 .910 

.879 
自我激勵成就 .855 

三、修正後研究架構 

  根據因素分析及信度分析結果，可以歸納性別角色共萃取出「正向男性特質」、

「中性特質」及「正向女性特質」三個因素。長官期望共萃取出「作業表現期望」、

「角色表現期望」二個因素。制握信念共萃取出「內在制握信念」及「外在制握

信念」二個因素。刻板知覺共萃取出「家庭刻板」及「性別刻板」二個因素。成

就動機共萃取出「競爭成就」及「自我激勵成就」二個因素。修正後之研宄架構

如圖 4-1。 

 
圖 4- 1  本研究修正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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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差異性檢定結果 

一、性別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性別的差異性檢定  

1. 性別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t 值＝.385，P=.701，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性別在「正向男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9 所示)。 

2. 性別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t 值＝-.525，P=.600，未達統計之意義，因

此性別在「中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9 所示)。 

3. 性別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t 值＝1.489，P=.138，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性別在「正向女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9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性別的差異性檢定  

1. 性別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2.590，P=.010＜.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性別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且女性之平均分數大於男

性之平均分數(如表 4-9 所示)。 

2. 性別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4.601，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性別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且男性之平均分數大於女

性之平均分數(如表 4-9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性別的差異性檢定  

1. 性別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t 值＝-4.585，P=.000＜.001，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性別在「內在制握信念」有顯著差異，且女性之平均分數大於

男性之平均分數(如表 4-9 所示)。 

2. 性別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t 值＝3.251，P=.001＜.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性別在「外在制握信念」有顯著差異，且男性之平均分數大於女

性之平均分數(如表 4-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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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刻板知覺在性別的差異性檢定  

1. 性別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t 值＝3.425，P=.001＜.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性別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異，且男性之平均分數大於女性之平均

分數(如表 4-9 所示)。 

2. 性別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t 值＝2.782，P=.006＜.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性別在「性別刻板」有顯著差異，且男性之平均分數大於女性之平均

分數(如表 4-9 所示)。 

（五）成就動機在性別的差異性檢定  

1. 性別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t 值＝-1.408，P=.160，未達統計之意義，因

此性別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9 所示)。 

2. 性別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t 值＝-.683，P=.495，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性別在「自我激勵成就」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9 所示)。 

表 4- 9   

性別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男性平均數 女性平均數 t 值 顯著性 

正向男性特質 5.32 5.28 .385 .701 

中性特質 5.43 5.48 -.525 .600 

正向女性特質 5.41 5.57 -1.489 .138 

作業表現期望 5.04 5.37 -2.590 .010* 

角色表現期望 3.83 3.16 4.601 .000*** 

內在制握信念 4.25 4.81 -4.585 .000*** 

外在制握信念 3.68 3.19 3.251 .001* 

家庭刻板 3.48 2.91 3.425 .001* 

性別刻板 4.83 4.34 2.782 .006** 

競爭成就 3.44 3.70 -1.408 .160 

自我激勵成就 5.72 5.79 -.683 .495 

* p <.05, **p＜.01, ***p＜.001 

二、階級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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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角色在階級的差異性檢定  

1. 階級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125，P=.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聘雇的平均數；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

大於階級為士兵及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2. 階級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3.866，P=.000＜.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階級

為軍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聘雇的平均數；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

為聘雇的平均數；階級為士兵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3. 階級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531，P=.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正向女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小於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

大於階級為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階級的差異性檢定  

1. 階級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7.745，P=.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小於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

大於階級為士兵及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2. 階級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3.028，P=.030＜.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 (如表 4-10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階級的差異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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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階級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1.402，P=.242，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內在制握信念」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0 所示)。 

2. 階級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3.715，P=.012＜.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外在制握信念」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士官、士兵、聘雇的平均數 (如表 4-10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階級的差異性檢定  

1. 階級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4.908，P=.002＜.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階級

為士官的平均數小於階級為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2. 階級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2.439，P=.0645，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性別刻板」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0 所示)。 

（五）成就動機在階級的差異性檢定  

1. 階級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F 值＝5.217，P=.002＜.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競爭成就」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階級

為軍官的平均數小於階級為士兵的平均數；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小於階級

為士兵及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2. 階級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F 值＝5.217，P=.002＜.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自我激勵成就」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階級為軍官的平均數小於階級為士官的

平均數；階級為士官的平均數大於階級為聘雇的平均數(如表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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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   

階級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軍官 士官 士兵 聘雇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正向男性特質 5.33 5.51 5.10 4.77 6.125 .000*** 
1>4 

2>3,4 

中性特質 5.43 5.56 5.61 5.03 3.866 .010* 
1>4, 2>4

3>4 

正向女性特質 5.35 5.81 5.48 5.16 6.531 .000*** 1<2, 2>4

作業表現期望 5.00 5.61 5.16 4.80 7.745 .000*** 
1<2 

2>3,4 

角色表現期望 3.71 3.23 3.46 3.75 3.028 .030* 1>2 

內在制握信念 4.36 4.63 4.56 4.63 1.402 .242  

外在制握信念 3.72 3.34 3.06 3.11 3.715 .012* 1>2,3,4 

家庭刻板 3.46 2.81 3.03 3.61 4.908 .002** 1>2, 2<4

性別刻板 4.69 4.77 3.98 4.48 2.439 .064  

競爭成就 3.57 3.13 4.17 4.05 5.217 .002** 
1>2, 1<3

2<3,4 

自我激勵成就 5.62 6.01 5.80 5.60 4.898 .002** 1<2, 2>4

* p <.05, **p＜.01, ***p＜.001 

三、年齡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年齡的差異性檢定  

1. 年齡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1.594，P=.176，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年齡在「正向男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1 所示)。 

2. 年齡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4.523，P=.001＜.0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年齡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年齡

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及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年

齡為士 20 歲至 25 歲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的平均數；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1 歲至 35 歲的平均數(如表 4-11 所示)。 

3. 年齡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F 值＝3.364，P=.010＜.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年齡在「正向女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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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年齡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26 歲至 30 歲、

31 歲至 35 歲、36 歲以上的平均數(如表 4-11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年齡的差異性檢定  

1. 年齡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4.275，P=.002＜.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年齡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年齡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31 歲至 35 歲、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31 歲至 35

歲、36 歲以上的平均數(如表 4-11 所示)。 

2. 年齡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4.745，P=.001＜.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年齡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年齡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31 歲至 35 歲、36 歲以上的

平均數(如表 4-11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年齡的差異性檢定  

1. 年齡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1.083，P=1.083，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年齡在「內在制握信念」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1 所示)。 

2. 年齡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876，P=.479，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年齡在「外在制握信念」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1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年齡的差異性檢定  

1. 年齡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4.497，P=.002＜.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年齡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年齡

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如表 4-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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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年齡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3.127，P=.015＜.5，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年齡在「性別刻板」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年齡

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31 歲至 35 歲的平均數；

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年齡為 31

歲至 35 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6 歲以上的平均數(如表 4-11 所示)。 

（五）年齡在成就動機的差異性檢定  

1. 年齡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F 值＝2.182，P=.071，未達統計之意義，因

此年齡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1 所示)。 

2. 年齡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F 值＝4.038，P=.003＜.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年齡在「自我激勵成就」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年齡為 20 歲以下的平均數大於 26 歲至 30 歲為士官的平均數；年齡為

20 歲至 25 歲的平均數大於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的平均數；年齡為 26 歲至

30 歲的平均數小於年齡為 31 歲至 35 歲、36 歲以上的平均數(如表 4-1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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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 

年齡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20 歲以

下 

20 歲至

25 歲 

26 歲至

30 歲

31 歲至

35 歲

36 歲以

上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正向男性特質 5.50 5.37 5.09 5.37 5.17 1.594 .176  

中性特質 5.74 5.56 5.01 5.45 5.33 4.523 .001** 
1>3, 1>5

2>3, 3<4

正向女性特質 5.87 5.50 5.20 5.30 5.45 3.364 .010* 1>2,3,4,5

作業表現期望 5.62 5.37 4.94 4.97 4.97 4.275 .002** 
1>3,4,5 

2>4,5 

角色表現期望 3.44 3.09 3.65 3.69 3.89 4.745 .001** 
1<5 

2<3,4,5 

內在制握信念 4.64 4.60 4.29 4.54 4.35 1.083 .365  

外在制握信念 3.58 3.26 3.62 3.44 3.59 .876 .479  

家庭刻板 2.99 2.81 3.39 3.28 3.67 4.497 .002** 
1<5 

2<5 

性別刻板 5.02 4.42 4.41 4.18 4.88 3.127 .015* 
1>2,4 

2<5, 4<5

競爭成就 3.03 3.56 3.71 3.94 3.55 2.182 .071  

自我激勵成就 6.01 5.79 5.23 5.76 5.74 4.038 .003** 

1>3, 2>3

 

3<4,5 

* p <.05, **p＜.01, ***p＜.001 

 

四、單位駐地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性

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單位駐地的差異性檢定  

1. 單位駐地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773，P=.000＜.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

檢定可以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東部（含外、離島）地區的平均數 (如表 4-12 所示)。 

2. 單位駐地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7.725，P=.001＜.001，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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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南部地區、

東部（含外、離島）地區的平均數 (如表 4-12 所示)。 

3. 單位駐地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F 值＝7.314，P=.001＜.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正向女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

檢定可以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東部（含外、離島）地區的平均數 (如表 4-12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單位駐地的差異性檢定  

1. 單位駐地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20.025，P=.001＜.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

檢定可以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東部（含外、離島）地區的平均數 (如表 4-12 所示)。 

2. 單位駐地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3.452，P=.017＜.05，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

定可以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大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的平

均數；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東部（含外、離島）

地區的平均數；單位駐地為南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東部（含外、

離島）地區的平均數(如表 4-12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單位駐地的差異性檢定  

1. 單位駐地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4.158，P=.007＜.01，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內在制握信念」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2 所示)。

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

為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含外、離島）地區的平均數 (如表 4-12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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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單位駐地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2.557，P=.055，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外在制握信念」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2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單位駐地的差異性檢定  

1. 單位駐地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4.658，P=.003＜.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單位駐地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大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的平均數；單

位駐地為中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東部（含外、離島）地區的平

均數；單位駐地為南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東部（含外、離島）

地區的平均數(如表 4-12 所示)。 

2 單位駐地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669，P=.571，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單位駐地在「性別刻板」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2 所示)。 

（五）成就動機在單位駐地的差異性檢定  

1. 單位駐地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F 值＝1.264，P=.287，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單位駐地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2 所示)。 

2. 單位駐地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F值＝12.667，P=.000＜.001，達

統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自我激勵成就」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現，單位駐地為北部地區的平均數大於單位駐地為中部地

區的平均數；單位駐地為中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東部（含外、

離島）地區的平均數；單位駐地為南部地區的平均數小於單位駐地為東部

（含外、離島）地區的平均數(如表 4-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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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2 

單位駐地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北部 

地區 

中部 

地區 

南部 

地區 

東部 

（含外、離島）

地區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正向男性特質 5.04 5.40 5.49 5.71 6.773 .000*** 1<2,3,4 

中性特質 5.20 5.64 5.51 5.79 7.725 .000*** 1<2,3,4 

正向女性特質 5.20 5.67 5.73 5.58 7.314 .000*** 1<2,3,4 

作業表現期望 4.63 5.52 5.64 5.49 20.025 .000*** 1<2,3,4 

角色表現期望 3.68 3.28 3.41 4.05 3.452 .017* 
1>2, 2<4

3<4 

內在制握信念 4.23 4.64 4.65 4.78 4.158 .007** 1<2,3,4 

外在制握信念 3.71 3.38 3.16 3.41 2.557 .055  

家庭刻板 
3.42 2.84 3.14 3.83 4.658 .003** 1>2, 2<4

3<4 

性別刻板 4.53 4.55 4.84 4.72 .669 .571  

競爭成就 3.63 3.53 3.25 3.86 1.264 .287  

自我激勵成就 5.42 5.94 6.02 6.00 12.667 .000*** 1<2,3,4 

* p <.05, **p＜.01, ***p＜.001 

 

五、教育程度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性

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教育程度的差異性檢定  

1. 教育程度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7.448，P=.000＜.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

檢定可以發現，教育程度為博（碩）士的平均數大於教育程度為大學（專

科）、高中（職）的平均數 (如表 4-13 所示)。 

2. 教育程度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5.143，P=.006＜.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教育程度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教育程度為博（碩）士的平均數大於教育程度為大學（專科）的平均

數 (如表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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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程度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F 值＝2.004，P=.136，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正向女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3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教育程度的差異性檢定  

1. 教育程度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085，P=.919，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作業表現期望」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3 所示)。 

2. 教育程度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2.176，P=.115，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角色表現期望」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3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教育程度的差異性檢定  

1. 教育程度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124，P=.884，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內在制握信念」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3 所示) 。 

2. 教育程度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F 值＝1.258，P=.286，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外在制握信念」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3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教育程度的差異性檢定  

1. 教育程度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1.417，P=.244，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教育程度在「家庭刻板」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3 所示)。 

2 教育程度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217，P=.805，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教育程度在「性別刻板」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3 所示)。 

（五）成就動機在教育程度的差異性檢定  

1. 教育程度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F 值＝1.363，P=.257，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教育程度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3 所示)。 

2. 教育程度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F 值＝.393，P=.675，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度在「自我激勵成就」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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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3 

教育程度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博 

（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 

（職）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正向男性特質 5.67 5.20 5.11 7.448 .000*** 1>2,3 

中性特質 5.70 5.36 5.64 5.143 .006** 1>2 

正向女性特質 5.54 5.44 5.91 2.004 .136  

作業表現期望 5.13 5.19 5.23 .085 .919  

角色表現期望 3.45 3.61 2.91 2.176 .115  

內在制握信念 4.55 4.47 4.46 .124 .884  

外在制握信念 3.39 3.53 2.98 1.258 .286  

家庭刻板 3.38 3.23 2.67 1.417 .244  

性別刻板 4.54 4.63 4.82 .217 .805  

競爭成就 3.78 3.50 3.12 1.363 .257  

自我激勵成就 5.70 5.76 5.90 .393 .675  

* p <.05, **p＜.01, ***p＜.001 

 

六、職務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性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的職務差異性檢定  

1. 職務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t 值＝5.465，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異，且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大於

非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如表 4-14 所示)。 

2. 職務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t 值＝4.727，P=.000＜.0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職務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異，且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大於非領導職

之平均分數(如表 4-14 所示)。 

3. 職務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t 值＝1.713，P=1.713，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職務在「正向女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4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職務的差異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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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職務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4.842，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且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大於

非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如表 4-14 所示)。 

2. 職務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3.067，P=.002＜.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且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小於

非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如表 4-14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職務的差異性檢定  

1. 職務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t 值＝3.909，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內在制握信念」有顯著差異，且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大於

非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如表 4-14 所示)。 

2. 職務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t 值＝-1.559，P=.122，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職務在「外在制握信念」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4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職務的差異性檢定  

1. 職務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t 值＝-1.084，P=.280，未達統計之意義，因

此職務在「家庭刻板」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4 所示)。 

2. 職務在「職務刻板」構面，其 t 值＝-1.004，P=.316，未達統計之意義，因

此職務在「職務刻板」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4 所示)。 

（五）成就動機在職務的差異性檢定  

1. 職務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t 值＝.704，P=.482，未達統計之意義，因此

職務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4 所示)。 

2. 職務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t 值＝3.924，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自我激勵成就」有顯著差異，且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大於

非領導職之平均分數(如表 4-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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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4   

職務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領導職 非領導職 t 值 顯著性 

正向男性特質 5.80 5.15 5.465 .000*** 

中性特質 5.84 5.33 4.727 .000*** 

正向女性特質 5.65 5.43 1.713 .088 

作業表現期望 5.73 5.02 4.842 .000*** 

角色表現期望 3.13 3.67 -3.067 .002** 

內在制握信念 4.92 4.36 3.909 .000*** 

外在制握信念 3.24 3.54 -1.559 .122 

家庭刻板 3.06 3.29 -1.084 .280 

性別刻板 4.46 4.67 -1.004 .316 

競爭成就 3.66 3.51 .704 .482 

自我激勵成就 6.08 5.65 3.924 .000*** 

* p <.05, **p＜.01, ***p＜.001 

 

七、婚姻狀態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性

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婚姻狀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婚姻狀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3.527，P=.031＜.05，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婚姻狀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

定可以發現，婚姻狀態為未婚的平均數小於婚姻狀態為離婚的平均數 (如表

4-15 所示)。 

2. 婚姻狀態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406，P=.666，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婚姻狀態在「中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5 所示)。 

3. 婚姻狀態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922，P=.001＜.01，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婚姻狀態在「正向女性特質」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

定可以發現，婚姻狀態為未婚的平均數小於婚姻狀態為離婚的平均數 ；婚

姻狀態為已婚的平均數小於婚姻狀態為離婚的平均數(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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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長官期望在婚姻狀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婚姻狀態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4.961，P=.008＜.01，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

定可以發現，婚姻狀態為未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婚

姻狀態為已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如表 4-15 所示)。 

2. 婚姻狀態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1.226，P=1.226，未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角色表現期望」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5 所示)。 

（三）制握信念在婚姻狀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婚姻狀態在「內在制握信念」構面，其 F 值＝.107，P=.899，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內在制握信念」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5 所示) 。 

2. 婚姻狀態在「外在制握信念」構面，其 F 值＝.371，P=.690，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外在制握信念」沒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5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婚姻狀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婚姻狀態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3.117，P=.046<.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婚姻狀態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婚姻狀態為未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已婚、離婚的平均數(如表 4-15

所示)。 

2 婚姻狀態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3.903，P=.021<.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婚姻狀態在「性別刻板」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定可以發

現，婚姻狀態為未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婚姻狀態為

已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如表 4-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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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就動機在婚姻狀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婚姻狀態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F 值＝1.746，P=.176，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婚姻狀態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5 所示)。 

2. 婚姻狀態在「自我激勵成就」構面，其 F 值＝5.468，P=.005<.01，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自我激勵成就」有顯著差異。從 Scheffe 事後檢

定可以發現，婚姻狀態為未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婚

姻狀態為已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如表 4-15 所示)。 

表 4- 15   
婚姻狀態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未婚 已婚 離婚 F 值 顯著性 
Scheffe 
事後檢定 

正向男性特質 5.16 5.34 5.62 3.527 .031* 1<3 
中性特質 5.42 5.44 5.57 .406 .666  

正向女性特質 5.44 5.40 6.02 6.922 .001** 1<3, 2<3 
作業表現期望 5.07 5.14 5.74 4.961 .008** 1<3, 2<3 
角色表現期望 3.42 3.57 3.81 1.226 .295  
內在制握信念 4.49 4.47 4.57 .107 .899  
外在制握信念 3.39 3.53 3.44 .371 .690  

家庭刻板 2.97 3.35 3.54 3.117 .046* 1<2,3 
性別刻板 4.44 4.61 5.26 3.903 .021* 1<3, 2<3 
競爭成就 3.55 3.64 3.09 1.746 .176  

自我激勵成就 5.64 5.74 6.16 5.468 .005** 1<3, 2<3 
* p <.05, **p＜.01, ***p＜.001 

 

八、子女狀態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成就動機的差異性

檢定  

（一）性別角色在子女狀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子女狀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t 值＝2.410，P=.017＜.05，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子女狀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異，且有子女之平均

分數大於無子女之平均分數(如表 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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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子女狀態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t 值＝.298，P=.766，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子女狀態在「中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6 所示)。 

3. 子女狀態在「正向女性特質」構面，其 t 值＝.233，P=.816，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正向女性特質」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6 所示)。 

（二）長官期望在子女狀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子女狀態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942，P=.347，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作業表現期望」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6 所示)。 

2. 子女狀態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1.673，P=.096 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角色表現期望」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6 所示)。 

（三）制握信念在子女狀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子女狀態在「內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t 值＝.705，P=.705，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內在制握信念」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6 所示)。 

2. 子女狀態在「外在制握信念」構面，其 t 值＝-1.333，P=.184，未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子女狀態在「外在制握信念」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6 所示)。 

（四）刻板知覺在子女狀態的差異性檢定  

1. 子女狀態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t 值＝2.899，P=.004<.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異，且有子女之平均分數大於

無子女之平均分數(如表 4-16 所示)。 

2. 子女狀態在「子女狀態刻板」構面，其 t 值＝.517，P=.606，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子女狀態刻板」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6 所示)。 

（五）成就動機在子女狀態的差異性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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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子女狀態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t 值＝1.129，P=1.129，未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子女狀態在「競爭成就」未有顯著差異(如表 4-16 所示)。 

2. 子女狀態在「自我激勵成就」構面，其 t 值＝.991，P=.322，未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女狀態在「自我激勵成就」未有顯著差異 (如表 4-16 所示)。 

表 4- 16   

子女狀態之差異性檢定 

構面因素 有子女 無子女 t 值 顯著性 

正向男性特質 5.44 5.19 2.410 .017* 

中性特質 5.47 5.44 .298 .766 

正向女性特質 5.50 5.47 .233 .816 

作業表現期望 5.25 5.13 .942 .347 

角色表現期望 3.68 3.43 1.673 .096 

內在制握信念 4.54 4.45 .705 .481 

外在制握信念 3.35 3.56 -1.333 .184 

家庭刻板 3.50 3.02 2.899 .004** 

性別刻板 4.67 4.58 .517 .606 

競爭成就 3.66 3.46 1.129 .260 

自我激勵成就 5.80 5.71 .991 .322 

* p <.05, **p＜.01, ***p＜.001 

小結 

一、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性別角色」之差異性： 

由表 4-17 可以發現「性別角色」在職務、子女狀況、階級、年齡、單位駐

地、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有顯著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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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7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之性別角色差異摘要表 

t 檢定 

基本人口變項 

平均數 
t 值 差異情形 

男 女 

性別 

正向男性特質 5.32 5.28 .385  

中性特質 5.43 5.48 -.525  

正向女性特質 5.41 5.57 -1.489  

 領導職 非領導職   

職務 

正向男性特質 5.80 5.15 5.465*** 領導職＞非領導職

中性特質 5.84 5.33 4.727*** 領導職＞非領導職

正向女性特質 5.65 5.43 1.713  

 有子女 無子女   

子女狀況 

正向男性特質 5.44 5.19 2.410* 有子女＞無子女 

中性特質 5.47 5.44 .298  

正向女性特質 5.50 5.47 .233  

  ANOVA 

基本人口變項 
F 值 差異情形 

階級 

正向男性特質 6.125*** 軍官＞聘雇,士官＞士兵,聘雇 

中性特質 3.866* 軍官＞聘雇、士官＞聘雇、士兵＞聘雇

正向女性特質 6.531*** 軍官＜士官、士官＞聘雇 

年齡 

正向男性特質 1.594  

中性特質 4.523** 

20 歲以下＞26 歲至 30 歲, 36 歲以上 

26 歲至 30 歲＜20 歲至 25 歲, 31 歲至

35 歲 

正向女性特質 3.364* 
20 歲以下＞20 歲至 25 歲, 26 歲至 30

歲, 31 歲至 35 歲, 36 歲以上 

單位駐地 

正向男性特質 6.773*** 北部地區＜中部,南部,東部 

中性特質 7.725*** 北部地區＜中部,南部,東部 

正向女性特質 7.314*** 北部地區＜中部,南部,東部 

教育程度 

正向男性特質 7.448*** 博（碩）士＞大學（專科）,高中（職）

中性特質 5.143** 博（碩）士＞大學（專科） 

正向女性特質 2.004  

婚姻狀況 

正向男性特質 3.527* 未婚＜離婚 

中性特質 .406  

正向女性特質 6.922** 未婚＜離婚、已婚＜離婚 

* p <.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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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長官期望」之差異性： 

由表 4-18 可以發現「長官期望」在性別、職務、階級、年齡、單位駐地、

婚姻狀況有顯著之差異。 

表 4- 18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之長官期望差異摘要表 

t 檢定 

基本人口變項 

平均數 
t 值 差異情形 

男 女 

性別 
作業表現期望 5.04 5.37 -2.590* 女性>男性 

角色表現期望 3.83 3.16 4.601*** 男性>女性 

 領導職 非領導職   

職務 
作業表現期望 5.73 5.02 4.842*** 領導職＞非領導職

角色表現期望 3.13 3.67 -3.067** 領導職＜非領導職

 有子女 無子女   

子女狀況 
作業表現期望 5.25 5.13 .942  

角色表現期望 3.68 3.43 1.673  

  ANOVA 

基本人口變項 
F 值 差異情形 

階級 
作業表現期望 7.745*** 軍官＜士官,士官＞士兵,聘雇 

角色表現期望 3.028* 軍官＞士官 

年齡 

作業表現期望 4.275** 

20 歲以下＞26 歲至 30 歲,31 歲至 35

歲, 36 歲以上 

20 歲至 25 歲＞31 歲至 35歲,36 歲以上

角色表現期望 4.745** 

20 歲以下＜36 歲以上 

20 歲至 25 歲＜26 歲至 30 歲,31 歲至

35 歲,36 歲以上 

單位駐地 

作業表現期望 20.025*** 北部地區＜中部,南部,東部 

角色表現期望 3.452* 
北部地區＞中部 

中部＜東部、南部＜東部 

教育程度 
作業表現期望 .085  

角色表現期望 2.176  

婚姻狀況 
作業表現期望 4.961** 離婚＞未婚, 已婚 

角色表現期望 1.226  

* p <.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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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制握信念」之差異性： 

由表 4-19 可以發現「制握信念」在性別、職務、階級、單位駐地有顯著之

差異。 

表 4- 19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之制握信念差異摘要表 

t 檢定 

基本人口變項 

平均數 
t 值 差異情形 

男 女 

性別 
內在制握信念 4.25 4.81 -4.585*** 女性>男性 

外在制握信念 3.68 3.19 3.251* 男性>女性 

 領導職 非領導職   

職務 
內在制握信念 4.92 4.36 3.909*** 領導職＞非領導職

外在制握信念 3.24 3.54 -1.559  

 有子女 無子女   

子女狀況 
內在制握信念 4.54 4.45 .705  

外在制握信念 3.35 3.56 -1.333  

  ANOVA 

基本人口變項 
F 值 差異情形 

階級 
內在制握信念 1.402  

外在制握信念 3.715* 軍官＞士官,士兵,聘雇 

年齡 
內在制握信念 1.083  

外在制握信念 .876  

單位駐地 
內在制握信念 4.158** 北部地區＜中部,南部,東部 

外在制握信念 2.557  

教育程度 
內在制握信念 .124  

外在制握信念 1.258  

婚姻狀況 
內在制握信念 .107  

外在制握信念 .371  

* p <.05, **p＜.01, ***p＜.001 

四、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刻板知覺」之差異性： 

由表 4-20 可以發現「刻板知覺」在性別、子女狀況、階級、年齡、單位駐

地、婚姻狀況有顯著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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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之刻板知覺差異摘要表 

t 檢定 

基本人口變項 

平均數 
t 值 差異情形 

男 女 

性別 
家庭刻板 3.48 2.91 3.425* 男性>女性 

性別刻板 4.83 4.34 2.782** 男性>女性 

 領導職 非領導職   

職務 
家庭刻板 3.06 3.29 -1.084  

性別刻板 4.46 4.67 -1.004  

 有子女 無子女   

子女狀況 
家庭刻板 3.50 3.02 2.899** 有子女>無子女 

性別刻板 4.67 4.58 .517  

  ANOVA 

基本人口變項 
F 值 差異情形 

階級 
家庭刻板 4.908** 士官＜軍官,聘雇 

性別刻板 2.439  

年齡 

家庭刻板 4.497** 36 歲以上＞20 歲以下, 20 歲至 25 歲 

性別刻板 3.127* 
20 歲以下＞20 歲至 25 歲, 31 歲至 35 歲

36 歲以上＞20 歲至 25 歲, 31 歲至 35 歲

單位駐地 
家庭刻板 4.658** 

中部＜北部,東部 

南部＜東部 

性別刻板 .669  

教育程度 
家庭刻板 1.417  

性別刻板 .217  

婚姻狀況 
家庭刻板 3.117* 未婚＜已婚,離婚 

性別刻板 3.903* 離婚＞未婚,已婚 

* p <.05, **p＜.01, ***p＜.001 

五、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成就動機」之差異性： 

由表 4-21 可以發現「成就動機」在職務、階級、年齡、單位駐地、婚姻狀

況有顯著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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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1 

不同基本人口變項之成就動機差異摘要表 

t 檢定 

基本人口變項 

平均數 
t 值 差異情形 

男 女 

性別 
競爭成就 3.44 3.70 -1.408  

自我激勵成就 5.72 5.79 -.683  

 領導職 非領導職   

職務 
競爭成就 3.51 3.51 3.51  

自我激勵成就 6.08 5.65 3.924*** 領導職＞非領導職

 有子女 無子女   

子女狀況 
競爭成就 3.66 3.46 1.129  

自我激勵成就 5.80 5.71 .991  

ANOVA 

基本人口變項 
F 值 差異情形 

階級 
競爭成就 5.217** 

軍官＞士官、軍官＜士兵 

士官＜士兵,聘雇 

自我激勵成就 4.898** 軍官＜士官、士官＞聘雇 

年齡 

競爭成就 2.182  

自我激勵成就 4.038** 
26 歲至 30 歲＜20 歲以下,20 歲至 25

歲 

單位駐地 
競爭成就 1.264  

自我激勵成就 12.667*** 北部＜中部,南部,東部 

教育程度 
競爭成就 1.363  

自我激勵成就 .393  

婚姻狀況 
競爭成就 1.746  

自我激勵成就 5.468** 離婚＞未婚,已婚 

* p <.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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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迴歸分析 

此部分將針對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與成就動機進行迴

歸分析，了解假設中變數之預測能力，同時本研究將探討女性官兵在性別角色、

長官期望、制握信念、刻板知覺與成就動機之預測力，並與整體之分析結果作比

較： 

一、「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之迴歸分析 

（一）整體「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性別角色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2 可知性

別角色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3.686＋.070正向男性特質+.384中性特質+.024正向女性特質 

表 4-22 所示，「性別角色」預測成就動機，F(3,311)= 25.327，p＜.001，顯示

迴歸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189，顯示性別角色可解釋成

就動機 18.9％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性別角色之「正向男性特質」

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070（p＞.05），未達顯著統計意義；性別角色之「中性特

質」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384（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性別角色之「正向

女性特質」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240（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國軍之

性別角色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程度則越高。 

表 4- 22  

「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3.686 14.226 .000*** 
正向男性特質 .070 1.341 .181 
中性特質 .384 6.351 .000*** 

正向女性特質 .240 5.298 .000*** 
R 平方 .196 

Adj R 平方 .189 

F 檢定 25.327***（P＜.001） 

* p <.05,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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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角色可以說是個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意識到性別應該扮演特定角色的

刻版印象，其印象可能來自家庭背景、同儕、大眾媒體等。這樣的印象及觀念影

響了男性及女性選擇的職業，也影響對於獲取成就的動機，甚至產生害怕成功的

心態，由於傳統上女性被認為是以家庭為主的性別，不應過份著重於事業之中，

造成女性經濟上對於男性的依靠，塑造女性的柔弱形象，因此若有女性在事業上

過於耀眼，容易造成社會的不平等看待，使得女性產生害怕或逃避成功的心態。 

然而，由本研究之結果可以發現，在中性特質及正向女性特質對於成就動機

上有顯著的影響，可以發現中性特質及正向女性特質的受試者更能引起成就動

機。由此可見與傳統的性別角色比較，在國軍中擁有中性特質及正向女性特質者

反而更需要成就來滿意個人需求或是長官期望。Alper(1974)研究提出，擁有傳統

性別角色的女性較非傳統成就動機較低，當性別角色的認定過深的女性，可能擔

心事業成就帶來的不良結果，而有較高的害怕成就傾向。在國軍服役之女性其家

庭背景可能多是非傳統角色的女性，因此使得對於女性的角色是偏向中性及正向

看待，而國軍服役中的男性，也因為近來的性別主流化政策推動等因素，對於性

別角色不再有於過度偏頗的現象。 

（二）女性官兵「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女性官兵在性別角色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３可知女性官兵在性別角色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3.384＋.118正向男性特質+.398中性特質+.228正向女性特質 

表 4-22 所示，「性別角色」預測成就動機，F(3,131)= 17.672，p＜.001，顯

示迴歸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272，顯示女性官兵在性別

角色可解釋成就動機 27.2％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性別角色之「正

向男性特質」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118（p＞.05），未達顯著統計意義；性別角

色之「中性特質」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398（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性別

角色之「正向女性特質」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228（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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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國軍女

性官兵之性別角色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程度則越高。 

表 4- 23  

女性官兵「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3.384 7.972 .000*** 
正向男性特質 .118 1.465 .145 
中性特質 .398 5.029 .000*** 

正向女性特質 .228 3.944 .000*** 
R 平方 .288 

Adj R 平方 .272 

F 檢定 17.672***（P＜.001） 

二、「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之迴歸分析 

（一）整體「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長官期望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4 可知長

官期望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3.978＋.181作業表現期望－.023角色表現期望 

表 4-24 示，「長官期望」預測成就動機，F(2,312)= 16.364，p＜.001，顯示

迴歸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089，顯示長官期望可解釋成

就動機的 8.9％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長官期望之「作業表現期

望」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181（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長官期望之「角色

表現期望」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023（p＞.05），未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長官期望」中，「作業表現期望」對於「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

統計意義，當國軍之長官對作業表現期望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程度則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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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4 

「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3.978 17.937 .000*** 
作業表現期望 .181 5.385 .000*** 
角色表現期望 -.023 -.812 .418 

R 平方 .095 
Adj R 平方 .089 

F 檢定 16.364***（P＜.001） 

* p <.05, **p＜.01, ***p＜.001 

Hugh(1981)認為期望理論主要是探討動機的研究，並且經常在組織行為管理

研究中廣泛被採用。國軍之薪資及升遷體制是屬於較為僵硬之制度，國軍之任務

為保家衛國不需與一般企業以營利為營運目標，因此對於志願役官兵而言，其言

行舉止必須符合國家之期望，而上級長官便是決定士官兵的工作績效的角色，當

能夠符合上級長官之作業表現期望時，表示符合了國家所付予的責任，達成此期

望就可以提升自我的認同感，增加成就動機。 

（二）女性官兵「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女性官兵之長官期望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5 可知女性官兵之長官期望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3.728＋.229作業表現期望－.013角色表現期望 

表 4-25 示，「長官期望」預測成就動機，F(2,312)= 6.921，p＜.001，顯示迴

歸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081，顯示女性官兵之長官期望

可解釋成就動機 8.1％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長官期望之「作業

表現期望」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229（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長官期望之

「角色表現期望」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013（p＞.05），未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長官期望之「作業表現期望」對於「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

意義，當女性官兵國軍之長官對作業表現期望越明顯，則對於女性官兵成就動機

之影響程度則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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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5 

女性官兵之「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3.728 9.065 .000*** 
作業表現期望 .229 3.620 .000*** 
角色表現期望 -.013 -.243 .808 

R 平方 .095 
Adj R 平方 .081 

F 檢定 6.921***（P＜.001） 

三、「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 

（一）整體「制握信念望」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制握信念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6 知制握

信念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3.682＋.287內制握信念－.023外在制握信念 

表 4-26 示，「制握信念」預測成就動機，F(2,312)= 50.794，p＜.001，顯示

迴歸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241，顯示制握信念可解釋成

就動機的 24.1％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制握信念之「內在制握信

念」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287（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制握信念之「外在

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039（p＞.05），未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內在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國軍

之內在制握信念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程度則越高。 

表 4- 26  

「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3.682 17.636 .000*** 
內在制握信念 .287 8.593 .000*** 
外在制握信念 -.039 -1.450 .148 

R 平方 .246
Adj R 平方 .241

F 檢定 50.794***（P＜.001）
* p <.05, **p＜.01, ***p＜.001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對於制握信念，國軍之受試者相信其結果主要操縱於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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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內在制握信念較強烈者會將事情的結果歸因於自己的行為，並對自己的

行為結果負責，當發生事件時會檢討自身並認為應予以處罰，並在成功時給予自

己獎賞，由於國軍是相當注重紀律的團體，其言行舉止皆有相關準則與規範，換

言之，只要遵守相關準則便不致於發生重大疏失，自身的行為結果大部分都可以

掌握在可控制的範圍中，鮮少是無法預測或是會超出控制的結果，因此在國軍中

還是以內在制握信念為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因素，較少受試者會歸咎於外在不可

控制的外在制握信念。 

（二）女性官兵「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女性官兵制握信念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7

知女性官兵制握信念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3.448＋.362內制握信念－.086外在制握信念 

表 4-27 示，「制握信念」預測成就動機，F(2,312)=35.854，p＜.001，顯示迴

歸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342，顯示女性官兵制握信念可

解釋成就動機 34.2％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制握信念之「內在制

握信念」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362（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制握信念之「外

在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086（p＞.05），未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內在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女性

官兵國軍之內在制握信念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程度則越高。 

表 4- 27  

女性官兵「制握信念」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3.448 11.177 .000*** 
內在制握信念 .362 7.232 .000*** 
外在制握信念 -.086 -2.131 .035 

R 平方 .352
Adj R 平方 .342

F 檢定 35.854***（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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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之迴歸分析 

（一）整體「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刻板知覺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8 外在刻

板知覺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5.541＋.090家庭刻板－.217性別刻板 

表 4-28，「刻板知覺」預測成就動機，F(3,311)= 42.506，p＜.001，顯示迴歸

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209，顯示刻板知覺可解釋成就動

機 20.9％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刻板知覺之「家庭刻板」對成就

動機 Beta 值為.090（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個人刻版知覺之「性別刻板」

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217，（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刻板知覺」「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國軍之性別刻

板知覺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有負向之影響。 

表 4- 28 

「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5.541 46.263 .000*** 

家庭刻板 .090 3.663 .000*** 
性別刻板 -.216 -9.159 .000*** 

R 平方 .214 
Adj R 平方 .209 

F 檢定 42.506***（P＜.001） 

* p <.05, **p＜.01, ***p＜.001 

刻板知覺指的是人們根據自身的經驗或心理上的觀感，對於某些特定類型

人、事、物的一種概括的看法，且大多數時候是負面且先入為主的觀念，在本研

究中明顯發現，當國軍人員對於性別刻板的情況越嚴重時，對於成就動機便會產

生負向的影響，由於目前軍隊中還是以男性為主，當於性別上有嚴重的刻板印象

時，認為軍人應該由強壯，果決，堅定等男性特質的人來擔任時，就容易排斥認

為是柔弱、被動、依賴的女性，造成工作的不認同。對於國軍中的女性而言，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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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認為女性特質與軍人形象不符也會使得工作績效降低，Horner(1972)認為在強

勢的性別刻板印象下，女性即使具有相當能力，也會傾向於壓抑自我的成就。因

此，國軍應淡化性別刻板印象，以提供工作所帶來之成就動機。 

（二）女性官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之預測力 

藉由複迴歸分析，確認女性官兵刻板知覺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從表 4-29

女性官兵刻板知覺與成就動機之迴歸方程式係數，其方程式如下： 

成就動機＝5.541＋.130家庭刻板－.240性別刻板 

表 4-29，「刻板知覺」預測成就動機，F(2,312)= 30.764，p＜.001，顯示迴歸

具有統計意義模型達顯著性，其調整後 R2 為.308，顯示女性官兵刻板知覺可解

釋成就動機 30.8％的變異量。統計係數估計的結果指出，刻板知覺之「家庭刻板」

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130（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個人刻版知覺之「性別

刻板」對成就動機 Beta 值為-.240，（p<.001），達顯著統計意義。 

整體而言，「刻板知覺」「成就動機」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女性官兵「家

庭刻板」愈高；而性別刻板知覺越低，則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較正面。 

表 4- 29 

女性官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迴歸分析摘要表 

變數名稱 
成就動機（依變項）

β t P 
常數 5.580 30.153 .000*** 

家庭刻板 .130 3.252 .001*** 
性別刻板 -.240 -7.332 .000*** 

R 平方 .318 
Adj R 平方 .308 

F 檢定 30.764***（P＜.001） 

 

小結 

綜合上述假設檢驗之結果，此小節將整理研究中之驗證結果，彙整如下表： 

一、假設一：「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當女

性官兵「中性特質」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程度則越高。 

  研究分析發現，無論是在整個國軍或是僅針對女性官兵，在「性別角色」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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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中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且細看性別角色之組成，「正

向男性特質」均呈不顯著之結果，「中性特質」、「正向女性特質」均呈顯著之結

果。唯其整個國軍解釋力為 18.9％，女性官兵解釋力為 27.2％，可見若僅以女性

官兵做為研究對象，女性官兵對於「中性特質」認同越高，用來預測成就動機有

更好之效果，其次為「正向女性特質」。 

二、假設二：「長官期望」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達顯著統計意義，當國軍之

上級長官作業表現期待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程度則越高。 

  研究分析發現，無論是在整個國軍或是僅針對女性官兵，在「長官期望」變

項中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且細看長官期望之組成，「角

色表現期望」均呈不顯著之結果，「作業表現期望」均呈顯著之結果。唯其整個

國軍解釋力為 8.9％，女性官兵解釋力為 8.1％，可見整體國軍與女性官兵對於「作

業表現期望」認同越高，用來預測成就動機均有類似之效果。 

三、假設三：「制握信念」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達顯著統計意義，當國軍之

內在制握信念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程度則越高。 

研究分析發現，無論是在整個國軍或是僅針對女性官兵，在「制握信念」變

項中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且細看制握信念之組成，「外

在制握信念」均呈不顯著之結果，「內在制握信念」均呈顯著之結果，唯其整個

國軍解釋力為 24.1％，女性官兵解釋力為 34.2％，可見若僅以女性官兵做為研究

對象，女性官兵對於「內在制握信念」認同越高，用來預測成就動機有更好之效

果。 

四、假設四：「刻板知覺」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達顯著統計意義，當性別刻

板知覺越明顯，則對於成就動機之預測力程度則呈負向。 

研究分析發現，無論是在整個國軍或是僅針對女性官兵，在「刻板知覺」變

項中對於「成就動機」預測力影響達顯著統計意義，且細看刻板知覺之組成，「家

庭刻板」、「性別刻板」均呈顯著之結果，唯其整個國軍解釋力為 20.9％，女性官

兵解釋力為 20.9％。若僅以女性官兵做為研究對象，女性官兵對於「性別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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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越低，越能預測成就動機；然「家庭刻板」愈高，卻正向預測成就動機。 

表 4- 30   

假設檢驗彙總表 

假設 研究假說 檢定結果

假設一 『性別角色』對於『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力 成立 

假設二 『長官期望』對於『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力 成立 

假設三 『制握信念』對於『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力 成立 

假設四 『刻板知覺』對於『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力 成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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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為研究結論，根據研究結果，分析其重要研究發現；

第二節為研究建議，針對研究發現，與先前研究相互呼應並試圖在國軍實際的情

況上提出建議；第三節為研究限制，提出本研究之不足及有待改進之處，提供未

來進行相關議題研究時，可進行之方向。 

一、樣本結構分布 

本研究主要針對 315 名國軍士官兵進行調查，了解國軍在性別角色、長官期

望、制握信念及刻板知覺與成就動機之關聯程度。在國軍之基本資料分析，男性

人數為 180 人，佔總樣本數 57.1％，與女性人數相近；階級方面則是以軍官占最

多為為 153 人，佔總樣本數 48.6％，其次為士官的階級，顯示此抽樣以軍官及士

官為主；年齡層方面則是 36 歲以上（31.4％）佔最多比重，其次為 20 歲至 25

歲（28.3％）；單位駐地主要以北部地區居多佔總樣本 40.3％；教育程度方面以

大學（專科）人數（72.4％）佔比重最高，其次為博（碩）士以下（22.9％），顯

示接受國軍之士官階級多擁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職務方面，以非領導職為主

佔總樣本 76.8％；婚姻狀況，已婚超過樣本一半以上為 52.1％，且填寫問卷者有

半數以上已育有子女。 

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

覺」與「成就動機」之差異檢定： 

（一）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性別角色」之差異性：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性別角色」在職務、子女狀況、階級、年齡、單位駐

地、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有顯著之差異，其內容如下。 

1. 職務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t 值＝5.465，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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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職務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t 值＝4.727，P=.000＜.0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職務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3. 子女狀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t 值＝2.410，P=.017＜.05，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子女狀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4. 階級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125，P=.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5. 階級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3.866，P=.000＜.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6. 階級在「正向女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531，P=.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正向女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7. 年齡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4.523，P=.001＜.0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年齡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8. 年齡在「正向女性特質」構面，其 F 值＝3.364，P=.010＜.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年齡在「正向女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9. 單位駐地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20.025，P=.001＜.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10. 單位駐地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3.452，P=.017＜.05，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11. 教育程度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7.448，P=.000＜.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教育程度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12. 教育程度在「中性特質」構面，其 F 值＝5.143，P=.006＜.01，達統計之

意義，因此教育程度在「中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13. 婚姻狀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構面，其 F 值＝3.527，P=.031＜.05，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正向男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14. 婚姻狀態在「正向女性特質」構面，其 F 值＝6.922，P=.001＜.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正向女性特質」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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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長官期望」之差異性：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長官期望」在性別、職務、階級、年齡、單位駐地、

婚姻狀況有顯著之差異，其內容如下。 

1. 性別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2.590，P=.010＜.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性別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2. 性別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4.601，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性別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3. 職務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4.842，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4. 職務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t 值＝-3.067，P=.002＜.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5. 階級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7.745，P=.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6. 階級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3.028，P=.030＜.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7. 年齡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4.275，P=.002＜.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年齡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8. 年齡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4.745，P=.001＜.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年齡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9. 單位駐地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20.025，P=.001＜.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10. 單位駐地在「角色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3.452，P=.017＜.05，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角色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11. 婚姻狀態在「作業表現期望」構面，其 F 值＝4.961，P=.008＜.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作業表現期望」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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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制握信念」之差異性：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制握信念」在性別、職務、階級、單位駐地有顯著之

差異，其內容如下。 

1. 職務在「內在制握信念」構面，其 t 值＝3.909，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內在制握信念」有顯著差異。 

2. 階級在「外在制握信念」構面，其 F 值＝3.715，P=.012＜.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外在制握信念」有顯著差異。 

3. 單位駐地在「內在制握信念」構面，其 F 值＝4.158，P=.007＜.01，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內在制握信念」有顯著差異 (如表 4-12 所示)。 

（四）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刻板知覺」之差異性：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刻板知覺」在性別、子女狀況、階級、年齡、單位駐

地、婚姻狀況有顯著之差異，其內容如下。 

1. 子女狀態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t 值＝2.899，P=.004<.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子女狀態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異。 

2. 階級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4.908，P=.002＜.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異。 

3. 年齡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4.497，P=.002＜.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年齡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異。 

4. 年齡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3.127，P=.015＜.5，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年齡在「性別刻板」有顯著差異。 

5. 單位駐地在「家庭刻板」構面，其 F 值＝4.658，P=.003＜.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單位駐地在「家庭刻板」有顯著差異。 

6 婚姻狀態在「性別刻板」構面，其 F 值＝3.903，P=.021<.05，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婚姻狀態在「性別刻板」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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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下，在「成就動機」之差異性：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成就動機」在職務、階級、年齡、單位駐地、婚姻狀

況有顯著之差異，其內容如下。 

1. 職務在「自我激勵成就」構面，其 t 值＝3.924，P=.000＜.0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職務在「自我激勵成就」有顯著差異。 

2. 階級在「競爭成就」構面，其 F 值＝5.217，P=.002＜.01，達統計之意義，

因此階級在「競爭成就」有顯著差異。 

3. 階級在「自我激勵成就」構面，其 F 值＝5.217，P=.002＜.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階級在「自我激勵成就」有顯著差異。 

4. 年齡在「自我激勵成就」構面，其 F 值＝4.038，P=.003＜.01，達統計之意

義，因此年齡在「自我激勵成就」有顯著差異。 

5. 單位駐地在「自我激勵成就」構面，其 F 值＝12.667，P=.000＜.001，達統

計之意義，因此單位駐地在「自我激勵成就」有顯著差異。 

6. 婚姻狀態在「自我激勵成就」構面，其 F 值＝5.468，P=.005<.01，達統計

之意義，因此婚姻狀態在「自我激勵成就」有顯著差異。從 Scheffe 事後檢

定可以發現，婚姻狀態為未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婚

姻狀態為已婚的平均數小於婚姻狀態為離婚的平均數(如表 4-15 所示)。 

三、「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構面有

顯著預測力（表 5-1）： 

表 5- 1 

「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摘要表 

 

自變數 
性別角色 長官期望 制握信念 刻板知覺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成就動機 
（依變數） 25.327  16.364  50.794  42.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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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確認性別角色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顯示性別

角色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影響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3.686＋.070

正向男性特質+.384中性特質+.024正向女性特質，此模式中F(3,311)= 25.327，p

＜.001，顯示迴歸具有統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189，顯示性別角色可解釋成就

動機的18.9％的變異量。整體而言，性別角色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數為中性

特質及正向女性特質，當國軍之對於性別角色認知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容易提

高。 

（二）「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確認長官期望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顯示長官

期望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3.978＋.181作業表

現期望－.023角色表現期望，此模式中F(3,311)= 16.364，p＜.001，顯示迴歸具有

統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089，顯示長官期望可解釋成就動機的8.9％的變異量。

整體而言，長官期望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數為作業表現期望，當國軍之對於

長官期望認知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容易提高。 

（三）「制握信念」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確認制握信念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顯示制握

信念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3.682＋.287內制握

信念－.023外在制握信念，此模式中F(3,311)= 50.794，p＜.001，顯示迴歸具有統

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241，顯示制握信念認知可解釋成就動機的24.1％的變異

量。整體而言，制握信念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數為內在制握信念，當國軍之

對於制握信念認知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容易提高。 

（四）「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確認刻板知覺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顯示刻板

知覺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5.541＋.090家庭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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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21693性別刻板，此模式中F(3,311)= 42.506，p＜.001，顯示迴歸具有統計意

義，其調整後R2為.209，顯示刻板知覺可解釋成就動機的20.9％的變異量。整體

而言，刻板知覺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數為性別刻板，當國軍之對於刻板知覺

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低。 

四、女性官兵在「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對「成就

動機」構面有顯著預測力（表 5-2）： 

表 5- 2 

女性官兵「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摘要表 

 

自變數 
性別角色 長官期望 制握信念 刻板知覺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F 值 顯著性

成就動機 
（依變數） 17.672  6.921  35.854  30.764  

（一）「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確認女性官兵在性別角色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

果顯示女性官兵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

＝3.384＋ .118正向男性特質＋ .398中性特質＋ .228正向女性特質，此模式中

F(3,311)= 17.672，p＜.001，顯示迴歸具有統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2729，顯示

性別角色可解釋成就動機的27.2％的變異量。整體而言，女性官兵在性別角色中

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數為中性特質及正向女性特質。其中當女性官兵之中性特

質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高。 

（二）「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確認女性官兵長官期望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

顯示女性官兵長官期望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

3.728＋.229作業表現期望－.013角色表現期望，此模式中F(2,312)= 6.921，p

＜.001，顯示迴歸具有統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081，顯示長官期望可解釋成就

動機的8.1％的變異量。整體而言，女性官兵長官期望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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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作業表現期望，當長官對作業表現期望越高，則女性官兵成就動機也越高。 

（三）「制握信念」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女性官兵確認制握信念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

顯示女性官兵制握信念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

3.448＋ .362內制握信念－ .086外在制握信念，此模式中F(2,312)= 35.854，p

＜.001，顯示迴歸具有統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342，顯示制握信念認知可解釋

成就動機的34.2％的變異量。整體而言，女性官兵制握信念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

之變數為內在制握信念，當內在制握信念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高。 

（四）「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有顯著預測力： 

本研究以複迴歸，女性官兵確認刻板知覺是否顯著預測成就動機。研究結果

顯示女性官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具有顯著預測力效果，其方程式為成就動機＝

5.541＋.130家庭刻板－.240性別刻板，此模式中F(2,312)= 30.764，p＜.001，顯示

迴歸具有統計意義，其調整後R2為.308，顯示刻板知覺可解釋成就動機的30.8％

的變異量。整體而言，女性官兵刻板知覺中主要影響成就動機之變數為家庭刻板

及性別刻板，當性別刻板知覺越高，則成就動機也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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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國軍現行制度建議 

（一）招募時進行性別角色傾向測驗 

     由研究可以發現性別角色對成就動機有正向影響，其中特別以中性角色的

認知越高對於成就動機的影響程度最高，在相關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若是兼具男

性與女性特質的人，可以視情境的需要進行較彈性自由的轉換，能夠較符合現今

的社會需求，而若是高度男性化或是女性化的特質則容易產生適應上的困難，中

華民國國軍已經逐步朝向全面募兵制，且女性的加入也有逐漸成長的趨勢，截至

2012 年 7 月止，國軍女性官士兵已達 1 萬 5,421 人，占全軍志願役人員達 11.59%。

因此，女性在國軍中已成為重要的之比例，對於國軍一定是由男性所擔任的觀念

已不適用於現今之體制，特別若是有強烈性別刻版之個人，可能造成入營後成就

動機的低落。 

  然而，目前國軍士官兵招募仍以基礎科目、智力測驗為主，鮮少考量人格特

質，根據本研究可以發現，對於性別上若存在過度之刻版印象者，會使得成就動

機有所降低。另外，國軍相當講求紀律的遵守，就如同研究中可以發現願意參與

國軍之人才多具有強烈的內在制握信念，相信自己能夠掌握未來的命運，對於工

作績效的好壞也篤信能操之在己，因此建議在進行國軍人才招募時可加入對於人

格特質的衡量，降低因個人特質因素造成工作績效不彰之情況產生。 

（二）鼓勵進修士官兵持續進修及成為領導職 

在研究中可以發現職務方面，領導職對於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之

認知均高於非領導職，在性別角色方面領導職展現較高的正向男性特質、中性特

質；在長官期望方面領導職能夠表現較高的作業表現期性特質；在內在制握信念

方面則是呈現較高的內在制握信念。而在成就動機方面也能因自我激勵成就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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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工作滿足。 

由此可見在軍隊中若擔任領導之職位，對於工作上的認同是會高於非領導

職，同時因為作為下屬之表率對於政策的了解及執行能夠更加的深入，特別在於

性別上的角色，在基於管理的層面必須不能在男女性別上有過度之差異，但又必

須遵守男女之界線，因此更能夠了解現今國軍在軍隊中應具備之性別觀念。由研

究中也發現具備領導職之士官兵，的確在性別角色的認知及長官期望下能夠獲得

較高的成就動機，對於國軍而言雖然近年相當強調專業化、菁英化的培養，但畢

竟軍隊是團體生活，需要上下更多的互動與了解才能達到更高的工作績效。 

（三）強化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宣導及活動之對象 

國軍近年為因應女性在軍隊中人數持續增，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相關觀念

及活動，如：2010 完成修訂「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明確規範國軍人

員性騷擾防範措施、處理原則與處置程序，並頒佈「國防部各司令部性別平等工

作小組運作原則」，推動各司令部成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並實施「性別主流化」、

「性別統計」及「性別影響評估實務」等課程，強化士官兵性別平等之觀念。 

國軍推動性別平等之相關活動及宣傳持續在進行當中，然而從本研究之結果

可以發現，特定之族群更需要進行相關的觀念灌輸及推廣。首先，男性在年輕族

群在刻板知覺中之家庭刻板及性別刻板仍明顯高於女性，顯示服役於國軍中之男

性仍對於性別上的認知有過於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現象，其次在年齡方面則是 26

歲至 35 歲之族群，對於男性及女性的特質仍偏向於傳統之框架之中，反而是 20

歲以下之族群已經沒有根深柢固性別角色的概念，因此對於現今性別主流化之推

廣，可特別針對 26 歲至 35 歲之男性族群加以強化，降低此族群男女角色刻板印

象，並提升成就動機 

二、後續建議 

（一）利用個案分析深入了解 

本研究之性別角色及個人刻版印象中，是偏向於個人主觀及家庭背景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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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觀念或想法，可以藉由個案分析方式更深入了解國軍士官兵之想法，並與問卷

結果相互比較及輔助，對於性別角色或是個人刻板印象可透過質性研究更加深刻

探討對於成就動機所帶來的影響。 

（二）討論中介變項 

本研究討論國軍「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對「成

就動機」之影響，均是以兩兩變數進行討論，在未來相關的研究中可以討論中介

變項，如：長官期望對於成就動機擁有正向之影響，制握信念又與成就動機呈正

向之變動，可以制握信念或是刻板知覺當作中介變項或是干擾變數，了解上級長

官期待在透過制握信念或是刻板知覺後對於成就動機之影響。 

（三）增加專家之參加及討論 

本研究之內容主要在於了解影響國軍在工作中影響成就動機之因素，希冀研

究結果可以做為國軍在招募或工作設計上改善之建議，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

召集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共同設計問卷之內容，或是針對研究之結果提供相關配

套措施，使研究更能夠符合現實國軍制度上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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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由於時間及地點之限制，對於研究之中仍有無法達到盡善盡美之處，

以下提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其分述如下： 

一、抽樣兵種之限制 

本研究主要是以問卷進行研究調查，主要是為了解在國軍士官兵在「性別角

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對「成就動機」相互關係，然而在

樣本的取得上是以地區的劃分來做為選擇對象，國軍兵種（陸、海、空三軍）各

有所長及其不同文化，因此可能造成在樣本比例分配及兵種之探討上尚有不足之

處，因此列為研究限制之一。 

二、缺乏訪談資料佐證 

本研究主要以量化問卷做為研究之方法，然而受訪者確切之想法及深入之理

由，應藉由深度訪談來了解其原因，研究中是以國軍士官兵為主要對象，若能夠

進行深度訪談，將有助於了解「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

覺」、「成就動機」的看法，同時也可以針對現役高級將領或是心輔單位進行深度

訪談，了解國軍對於「性別角色」、「長官期望」、「制握信念」「刻板知覺」、「成

就動機」與一般軍士官間可能產生的落差，並提供更實務詳細之建議。 

三、問卷內容的遺漏 

進行問卷調查時因為時間、地點或是個人因素，可能對於填寫內容產生忽

略、敷衍之現象，而產生填寫結果均填寫固定之選項(如：全部填寫無意見)，資

料處理過程中對於過度偏頗或是過多空白的部分已經做為無效問卷剔除，然而並

無法在問卷填寫的過程中完全了解填答者之心態，有效問卷中可能仍存在部分過

度偏頗或是刻意閃避問題之現象，這也是研究中可能產生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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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國軍兩性平權發展政策說明量表 

敬啟者，您好： 

這是一分用來瞭解現階段國軍兩性平權發展滿意度調查，問卷分為八大部分，

兹分別說明如下： 

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性別角色特質量表；第三部分為長官期

望問卷；第四部分為制握信念量表；第五部分為成就動機量表；第六部分為同儕認

同問卷；第七部分為性別刻板知覺量表；第八部分為結語。 

請您依據個人的實際狀況與心理的想法據實填寫，並依據個人現況程度勾選最

適當的選項 ，在每個題目的右方，都有一個雙箭頭的強度量尺，例如這一題： 

                          從                      總 

                             來                      是 

                             不                      如 

                             是                      此 

                                1  2  3  4  5  6  7 

◎我連續工作十幾個小時都不覺得累...←․－․－․－․－․－․－․ 

尺量中越往右邊的刻度代表強度越強，越往左邊的刻度代表強度越弱，如果左

邊的所描述的特質對您來說總是如此或完全符合，請您在「總是如此」也就是刻度

「5」的地方打「○」；如果從來不是或完全不符合，請您在「從來不是」也就是刻

度「1」的地方打「○」，如果介於兩者之間，則請您斟酌在中間的刻度上打「○」。

作答時請您依序作答，不要跳著作答，而且每一題只能圈 1個答案，刻度越往

右邊代表強度越強。作答完畢後，請您檢查一遍有沒有漏答的題目，非常感謝您的

協助。 

您的資料我們會加以保密，僅作學術研究，不做其他用途，您的協助晚輩由衷

感謝！敬祝 

身心如意        公私迪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董中峯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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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個人基本資料 

性    別：□男    □女 

 

 

階    級：□軍官  □士官  □士兵  □聘雇 

 

 

實足年齡：□20 歲以下 □20 歲至 25 歲  □26 歲至 30 歲   

□31 歲至 35 歲       □36 歲以上 

 

 

單位駐地：□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含外、離島）地區 

 

 

教育程度：□博（碩）士    □大學（專科） 

□高中（職）    □國中以下 

 

 

職    務：□領導職        □非領導職 

 

 

婚姻狀態：□未婚    □已婚    □離婚 

 

 

子女狀態：□有子女  □無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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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性別角色特質量表 

以下您會看到許多有關人格特質的形容詞，請你看看這些特質符合您的程度，請

不要遺漏任何一個特質： 

問項內容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7 6 5 4 3 2 1 

A1-1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豪放的？ □ □ □ □ □ □ □

A1-2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獨立的？ □ □ □ □ □ □ □

A1-3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善謀的？   □ □ □ □ □ □ □

A1-4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有主見的？ □ □ □ □ □ □ □

A1-5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膽大的？ □ □ □ □ □ □ □

A1-6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剛強的？ □ □ □ □ □ □ □

A1-7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有雄心的？ □ □ □ □ □ □ □

A1-8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冒險的？ □ □ □ □ □ □ □

A1-9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好支配的？   □ □ □ □ □ □ □

A1-10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競爭的？ □ □ □ □ □ □ □

A1-11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獨立的？ □ □ □ □ □ □ □

A1-12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有領導才能的？ □ □ □ □ □ □ □

A1-13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自立更生的？ □ □ □ □ □ □ □

A2-1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好鬥的？ □ □ □ □ □ □ □

A2-2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隨性的？ □ □ □ □ □ □ □

A2-3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粗魯的？ □ □ □ □ □ □ □

A2-4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衝動的？ □ □ □ □ □ □ □

A2-5 您認為男性應該是浮躁的？ □ □ □ □ □ □ □

A3-1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伶俐的？   □ □ □ □ □ □ □

A3-2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甜蜜的？     □ □ □ □ □ □ □

A3-3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輕聲細語的？ □ □ □ □ □ □ □

A3-4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溫柔的？  □ □ □ □ □ □ □

A3-5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慈善的？ □ □ □ □ □ □ □

A3-6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親切的？ □ □ □ □ □ □ □

A3-7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心細的？ □ □ □ □ □ □ □

A3-8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溫暖的？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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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富同情心的？ □ □ □ □ □ □ □

A4-1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依賴的？     □ □ □ □ □ □ □

A4-2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被動的？   □ □ □ □ □ □ □

A4-3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害羞的？ □ □ □ □ □ □ □

A4-4 您認為女性應該是敏感的？ □ □ □ □ □ □ □

A5-1 您認為人應該是有創意的？ □ □ □ □ □ □ □

A5-2 您認為人應該是鎮靜的？ □ □ □ □ □ □ □

A5-3 您認為人應該是理智的？    □ □ □ □ □ □ □

A5-4 您認為人應該多疑的？ □ □ □ □ □ □ □

A5-5 您認為人應該主動的？ □ □ □ □ □ □ □

A5-6 您認為人應該任性的？ □ □ □ □ □ □ □

A5-7 您認為人應該好奇的？ □ □ □ □ □ □ □

A5-8 您認為人應該有計畫的？ □ □ □ □ □ □ □

A5-9 您認為人應該忠實的？ □ □ □ □ □ □ □

A5-10 您認為人應該要求完美的？ □ □ □ □ □ □ □

A5-11 您認為人應該順從的？ □ □ □ □ □ □ □

A5-12 您認為人應該包容的？ □ □ □ □ □ □ □

A5-13 您認為人應該聰明的？ □ □ □ □ □ □ □

A5-14 您認為人應該言出必行的？ □ □ □ □ □ □ □

A5-15 您認為人應該風趣的？ □ □ □ □ □ □ □

A5-16 您認為人應該有不拘小節的？   □ □ □ □ □ □ □

 
 
 
 
 
 
 
 
 
 
 
 
 
 
 
 
 



 131

第三部分  長官期望問卷 

這問卷共有二十題，請在□內勾選適合您的想法，請不要遺漏任何選題。 

問項內容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7 6 5 4 3 2 1

B1-1 上級會要您多增加本職學能嗎? □ □ □ □ □ □ □

B1-2 上級一向認為您工作表現很好嗎? □ □ □ □ □ □ □

B1-3 執行重要任務前上級以性別安排任務性質
嗎? □ □ □ □ □ □ □

B1-4 上級會拿您的工作表現與異性同事比較嗎? □ □ □ □ □ □ □

B1-5 上級會要求您每次執行任務都要得到好成績
嗎? □ □ □ □ □ □ □

B1-6 您是有雄心的嗎? □ □ □ □ □ □ □

B1-7 上級會安排您參加工作外的藝文活動嗎? □ □ □ □ □ □ □

B1-8 上級會讓您參加進修課程嗎? □ □ □ □ □ □ □

B1-9 上級會免除女性同袍一些繁重的工作嗎?    □ □ □ □ □ □ □

B1-10 您覺得上級常把希望寄託在您身上嗎? □ □ □ □ □ □ □

B1-11 上級常賦予您重要任務嗎? □ □ □ □ □ □ □

B1-12 上級對性別的期望有差異嗎? □ □ □ □ □ □ □

B1-13 上級為您選擇他心目中所認為好幹部來領導
嗎? □ □ □ □ □ □ □

B1-14 上級會相信你未來在軍職生涯中表現傑出
嗎? □ □ □ □ □ □ □

B2-1 上級認為女性不適合在軍職生涯中發展嗎? □ □ □ □ □ □ □

B2-2 上級認為女性要好好努力在軍職生涯追求成
就嗎? □ □ □ □ □ □ □

B2-3 上級認為男性應以軍職生涯發展為第一嗎? □ □ □ □ □ □ □

B2-4 上級認為男性應以事業為重嗎?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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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 上級認為女性應以家庭為重嗎? □ □ □ □ □ □ □

B2-6 上級會以性別決定工作績效與表現嗎? □ □ □ □ □ □ □

B2-7 上級會將需長期加班的任務賦予男性擔任嗎? □ □ □ □ □ □ □

 

第四部分  制握信念量表 

這份問卷的目的，是想瞭解您個人對一些事的看法或意見。請於每題中選擇一項

與您自己看法或想法較符合的敘述，然後在它前面的方格內打「ˇ」。在作答時，

請您以您真正的想法或實際情形為依據  

問項內容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7 6 5 4 3 2 1

C1-1 人生許多不愉快的事，大多歸因於運氣欠佳。 □ □ □ □ □ □ □

C1-2 在這世界上，人們終究能獲得他們所應得的尊重。 □ □ □ □ □ □ □

C1-3 認為長官對待部屬不公平，這種想法是荒謬的。 □ □ □ □ □ □ □

C1-4 成功乃是努力的結果。 □ □ □ □ □ □ □

C1-5 上級會要求您每次執行任務都要得到好成績嗎？ □ □ □ □ □ □ □

C1-6 一般百姓對政府的決策是有影響力的。 □ □ □ □ □ □ □

C1-7 當我擬訂計畫時，我就確定能夠實現。 □ □ □ □ □ □ □

C1-8 個人的成功絕少與運氣有關。 □ □ □ □ □ □ □

C1-9 能成為領袖的人，多半靠外力或機運。 □ □ □ □ □ □ □

C1-10 就世事而論，我們大多數成為強權的犧牲者。 □ □ □ □ □ □ □

C1-11 
大多數的人都不瞭解，他們的生活被意外事件所操縱 
的程度。 

□ □ □ □ □ □ □

C1-12 要知道一個人是否真喜歡你，是件困難的事。 □ □ □ □ □ □ □

C1-13 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總是好壞參半的。 □ □ □ □ □ □ □

C1-14 
我們只要以足夠的努力及督促，便能消除政治上的腐 
敗。 

□ □ □ □ □ □ □

C1-15 有時後我們實在不瞭解長官是怎麼評分的。 □ □ □ □ □ □ □

C1-16 我常常覺得很多事情無能為力。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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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1 人生的不幸，是由個人所造成的錯誤而起。 □ □ □ □ □ □ □

C2-2 
一個人能獲得別人的尊重，主要是依個人家庭的社會 
經濟地位而決定的。 

□ □ □ □ □ □ □

C2-3 
大多數的同仁不明白，他們的成就受外在環境因素影 
響有多大。 

□ □ □ □ □ □ □

C2-4 得到一個好的工作，主要靠好的機會。 □ □ □ □ □ □ □

C2-5 這世界為少數有力人士所操縱，大眾小民無能為力。 □ □ □ □ □ □ □

C2-6 未來的事情要看運氣的好壞而確定。 □ □ □ □ □ □ □

C2-7 
許多時候，我們可以拋擲銅板的方法來決定我們應該 
做些什麼。 

□ □ □ □ □ □ □

C2-8 做事成功要靠能力，與運氣沒有多大關係。 □ □ □ □ □ □ □

C2-9 人們自動參與政治與社會事務，使能影響世界大事。 □ □ □ □ □ □ □

C2-10 嚴格來說，根本就沒所謂「運氣」這回事。 □ □ □ □ □ □ □

C2-11 你有多少朋友，完全看你怎樣善待他人。 □ □ □ □ □ □ □

C2-12 
大多數的不幸，是因為能力不夠、無知或懶惰而引起 
的。 

□ □ □ □ □ □ □

C2-13 人們要控制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是相當難的事。 □ □ □ □ □ □ □

C2-14 我下多少功夫，便能得到多少分數。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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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性別刻板知覺量表 

下面有十八個題目，是要瞭解您對工作、家庭及婚姻之間的看法。請依照您的意

見在適合的項目中打「ˇ」。（除非確實無法決定，盡量避免填無意見） 

問項內容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7 6 5 4 3 2 1

D1-1 我認為女性不適宜在戰鬥部隊任職。 □ □ □ □ □ □ □

D1-2 我認為從事理工類科的女性以後不容易找到對象。 □ □ □ □ □ □ □

D1-3 我認為男性比較能成大事。 □ □ □ □ □ □ □

D2-1 
我認為女性最好從事醫護人事或行政等服務性的工 

作。 
□ □ □ □ □ □ □

D2-2 女性的生涯規劃，應依據其專長發展。 □ □ □ □ □ □ □

D2-3 我認為女性在工作上做決定能力不如男性。 □ □ □ □ □ □ □

D2-4 我認為工作能力強的女性較不受歡迎。 □ □ □ □ □ □ □

D2-5 女性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事業。 □ □ □ □ □ □ □

D3-1 我覺得已婚女性不生子生涯發展不算完整。 □ □ □ □ □ □ □

D3-2 我認為子女年紀幼小母親最好暫停工作以便照顧子女。□ □ □ □ □ □ □

D3-3 我認為在家事方面，妻子應比丈夫多負一點責任。 □ □ □ □ □ □ □

D3-4 我認為在教養子女方面，妻子應比丈夫多負一點責任。□ □ □ □ □ □ □

D3-5 女性的生涯規劃，應依據其家庭做為依據。 □ □ □ □ □ □ □

D3-6 如果工作與家庭無法兼顧女性應以家庭為優先考量。 □ □ □ □ □ □ □

D3-7 我認為女性最大成功是在家庭美滿，而非在職場揚名。□ □ □ □ □ □ □

D3-8 我認為身為女性，應該要為家庭犧牲一些自己的理想。□ □ □ □ □ □ □

D4-1 我認為女性在工作上表現出色，他配偶可能無法接受。□ □ □ □ □ □ □

D4-2 我認為已婚女性的工作投入較低。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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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成就動機量表 

這份問卷不是能力測驗，它的目的是用來幫助您瞭解自己的。作答時，您只要根

據自己的情形或想法來回答即可。 

問項內容 

非

常

符

合

 非

常

不

符

合

 7 6 5 4 3 2 1

E1-1 同事認為我是一位認真負責的好軍人。 □ □ □ □ □ □ □

E1-2 從事軍職是我所喜歡的。 □ □ □ □ □ □ □

E1-3 在上班期間，我經常很專注。 □ □ □ □ □ □ □

E1-4 同事認為我從沒有把工作當作一回事。 □ □ □ □ □ □ □

E1-5 我喜歡軍隊中大部分的工作。 □ □ □ □ □ □ □

E1-6 擔任軍職是一種浪費時間的事。 □ □ □ □ □ □ □

E1-7 工作未達預期目標，我絕不放棄。 □ □ □ □ □ □ □

E1-8 我總會按時完成上級所交付的工作。 □ □ □ □ □ □ □

E1-9 我覺得目前的工作相當無趣。 □ □ □ □ □ □ □

E1-10 遇到困難時，我不會輕易放棄。  □ □ □ □ □ □ □

E1-11 每天我希望儘早下班，離開工作崗位 □ □ □ □ □ □ □

E1-12 我害怕長官託付工作及執行。 □ □ □ □ □ □ □

E1-13 即使工作乏味無窮，我仍會努力完成。 □ □ □ □ □ □ □

E1-14 多數時間，我都很努力在工作。 □ □ □ □ □ □ □

E1-15 我喜歡不需要被評定成績的工作。 □ □ □ □ □ □ □

E1-16 對於目前的軍職生涯，我胸懷大志。 □ □ □ □ □ □ □

E1-17 專心於工作是困難的事情。   □ □ □ □ □ □ □

E1-18 競爭的對手愈多，我愈會加強努力。 □ □ □ □ □ □ □

E1-19 我總是盡力做好工作。   □ □ □ □ □ □ □

E1-20 我會把成功的表現告訴父母或是親友。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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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您協助填答，不勝感激，敬請於  年  月  日前，利用回函信封將資料擲回。

若您對於本研究有任何疑問請與董中峯聯絡。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若您希望本研究提供研究結果摘要報告，請留下您的聯絡資料及聯絡方式（郵寄

請填寫地址欄，電子郵件請填寫 E-Mail 欄），本研究完成後，將儘速寄送給您！ 

 
 
姓        名：                         

 

地        址：                         

 

電子郵件信箱：                         

 

 

 

 

 

 

 

 

～辛苦了，謝謝您！請檢查有沒有漏答的題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