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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長期以來，國內外的眾多研究發現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始終不高，可能與業

務內容繁瑣、工作壓力沈重、福利保障不足、薪資偏低、人身安全威脅等問題有

關，這些因素也成為了影響社工員留職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旨在關注身為專

業助人者之社工員，針對社工員在工作職場上的工作滿意度為一變項的思考邏輯

下，試圖以組織管理的出發點切入，找出具有提高社工員工作滿意度之變項。  

 

增強權能對於社工界並不陌生，多數的運用都針對案主層面加以討論，但甚少

有文獻對於社工員自身的增強權能感（staff empowerment）作詳細的探討與說

明；自我效能則是 Bandura（1977）提出的概念，認為其對於個人工作上認知的

改變具有相當重要的貢獻，將可以藉此對工作態度上的知覺有所影響，因此研究

者藉此著力於社工員所處之組織環境脈絡與個人內在心理過程對於影響工作滿

意度的知覺狀況進行研究，將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納入研究變項，並期待藉著

研究結果釐清社工員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係以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將全台灣各縣市分成北、中、南、東四區，從

各區抽取四個縣(市)單位，但東部地區只有三縣（市），因此採全抽之方式，並

從各縣市內的私立社會福利機構中抽四個機構，東部地區則抽取等比例之機構數

量，共抽出大約六十六個機構，機構內職稱為「社工員」的工作人員皆為樣本對

象，回收有效問卷兩百四十一份。綜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如下： 

 

一、在增強權能感部分，社工員其整體增強權能感為中間偏高的程度。個人特徵

變項中，已婚、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越少之社工員，其整增強權能感較高。 

 

二、在自我效能部分，社工員的自我效能為中間偏高的程度。個人特徵變項中，

年齡較大、已婚、東部地區、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越少之社工員，其自我效

能的程度較高。而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為顯著正相關。 

 

三、在工作滿意度部分，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為中間偏高的程度。個人特徵變項

中，年齡較大、已婚、現職年資較長、東部地區、機構內社工員數量越少之

社工員，其工作滿意度較高。而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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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 

 

四、透過階層迴歸分析結果發現，社工員年齡、擁有權、自我效能得對工作滿意

度產生影響力，另外，自我效能證實為部分中介效果。 

 

五、透過路徑分析結果發現，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此兩變項可用來預測工作滿

意度，且增強權能感透過自我效能此一中介變項後，更能加以提升工作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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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ortraits the concepts in social workers’ empowerment, self-efficacy 

and job satisfaction among social workers. It is discussed in the private sector of 

social welfare in Taiwan. 

 

For a long time the job satisfaction had always been low among the social 

workers,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It may imply the possible issues including the 

trivial working content, over-workload stress, insufficient benefit guarantee, low-paid 

salary and their safety in work. These factors had jeopardized one’s willingness of 

staying in the job. To determine ways raising level of their job satisfaction the study is 

proposed mainly to discuss in the aspect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is a familiar term in the field of social work field. In 

comparison to the facilitation use of empowerment among clients the empowerment 

for social workers became a rarely discussed or documented concern. Self-efficacy is 

a concept brought up by Bandura (1977). He believes it can effectually make changes 

in time to one’s attitude at work and awareness of one’s change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e researchers will concentrate in the area of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the 

process of mental awareness to further apply and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Self-efficacy, and job satisfaction. 

 

This research uses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dividing Taiwan into 4 areas, north, 

west, south and east. 4 counties (cities) are picked from each area and 4 organizations 

form each county (city)’s , but east area just only has 3 county(city), so picked 

isometric private sector of social welfare sums up a total around 66 organizations. The 

sampling targets are all the workers, titled as “social workers”, from these 

organizations. 241 valid questionnaires return. Conclusion from the analysis: 

 

1.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Social workers are among the level of middle to high. As in personal variable the 

married, and titled social workers with fewer colleagues intend to have stronger 

conception of empowerment. 

 

2. Self-Efficacy 

Social workers are among the level of middle to high. As in personal variable the 

elder, married, and workers who work in east area or with fewer colleagues intend 

to have stronger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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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b Satisfaction 

Social workers are among the level of middle to high. As in personal variable, the 

elder, married, senior and workers who work in east area or with fewer colleagues 

intend to have stronger job satisfaction.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and 

self-efficacy are also showing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 in regression mode of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self-efficacy, and job 

satisfaction concludes that social workers’ age, ownership, self-efficacy could 

affect job satisfaction. Besides, self-efficacy is the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5. Path Analysis 

The result in path analysis concludes that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self-efficacy 

could predict the level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perception of empowerment though 

self-efficacy mediation variable could enhance the level of job satisfaction. 

 

 

Key words：：：：Social worker、、、、Empowerment、、、、Self-efficacy、、、、Job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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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與研究動機 

台灣社工員制度的推動始自民國六十年通函省、市政府依「民生主義現階段

社會政策」規定，編列社會工作員名額（邱汝娜、李明德，2005），至此，社工

員制度推行已逾三十多年，一路走來艱辛又漫長，社工員被賦予成為社會福利服

務提供者的角色，但也因制度不完善、社會資源不足，使得推動社會福利工作的

過程，面臨到相當多的困難。自社會工作師法於民國八十八年公布實行，社會工

作公會在各地紛紛成立，社會工作專業逐漸成形，各專業組織也不斷致力於教育

訓練，此過程也促使民眾更加認識社會福利，並對更好、更健全的社會福利要求

與日遽增，也讓民間社會工作環境發展愈趨成熟，社會工作專業處於更有利的位

置，發揮其價值，服務更多的弱勢人群，但在此專業蓬勃發展的背後發現，身為

服務提供者的社工員，卻面臨許多來自工作上的衝擊。 

 

Matthew曾針對眾多不同的職業調查發現，助人專業者的工作壓力常常高於

其他行業，主要是因為助人專業者往往要持續與有困難的人作深度接觸，並且處

理他們負面的情緒如痛苦、挫折、憤怒和害怕等（張素惠，2006）。因此，當社

工員面臨這些高度的人際議題時，也是一種自我察覺的內在省思過程，不但要解

決案主的問題，更讓社工員去重新檢視自己的內在創傷、弱點，對社工員來說，

這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力，甚至出現離職或流動率過高、生涯承諾偏低的現象，這

將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成為一項隱憂。在國內相關研究也發現社會工作學系畢

業生不願投入社會工作就業市場的現象，早在二十多年前，廖榮利和藍采風

（1983）的研究中曾談及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對未來社會工作生涯的態度與感受，

研究發現只有4.35%的社會工作學系的大學生和研究生認為社會工作是唯一能真

正令自己感到滿意的專業；高迪理在1990年對於大學生社會工作社會化之探究的

研究調查中發現僅40%的受訪大學生表示畢業後打算從事與社會工作相關的職

業，11%的人將轉入他行，其它則多屬不確定（高迪理，1994）；沈慶鴻（2002）

更在社會工作學系大學部學生即將畢業前的一個月進行調查，發現受訪學生中有

超過五分之一的學生確定不會從事社會工作，另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對是否投入社

會工作仍抱持猶豫、觀望的態度。而在官方報告部分，內政部在1997年針對一般

社會福利機構的社工員的每月平均薪資作調查，平均薪資為32000元（許祖維，

2007），雖然此薪資與其他行業相較之下並不算少，但當服務年資拉長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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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類別的薪資差距就顯而易見，社工員的薪資成長幅度不多，這也成為社會工

作學系畢業生的考量之一。 

 

從上述研究得知，長期以來社會工作學系畢業生對於投入社會工作的興趣與

動機皆偏弱，可能大致上與下列因素有關：社工員的工作負荷量重、工作內容龐

雜、工作上需面臨行政體系與專業服務無法配合、工作缺乏保障、薪資待遇偏低、

升遷機會少、角色定位不清、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等因素（簡春安，1993；呂勻琦，

1995；鍾美智，1996；高永興，1997），這些問題的產生，與非營利組織的現況

有很大的關係。周月清（2002）認為這些眾多民間非營利組織其成立宗旨多以社

會服務為目的，而主要經費來源多為社會捐款、政府補助，部分機構採收費服務，

也因部分機構的慈善性質及財源限制，社工員有時被期待成為慈善工作者，被期

待能夠擁有奉獻精神，因此導致低新、工作量大、缺乏專業督導制度、流動量高

等問題普遍存在。監察院（2002）同樣指出在社會工作領域中，人力的缺乏與專

業品質不穩定，是要政府想要發展永續社會福利所要面對的問題，而當機構的財

務狀況出問題時，社工員就會被迫裁減或減薪，使得其餘社工員必須接手龐大的

工作量，品質也就難以維持，加班加時工作狀況也越來越常見，報告也提出相關

數據比較，在1996年時，台灣平均每10000人以上只有一位社工員服務；英、法

兩國每1000人就有一位；香港每900人也有一位。相較之下，即知工作負荷過重，

此結果易造成社工員對於工作的滿意度低落，可能間接性地影響其工作上的態度

及表現，不但易使社會工作專業環境呈現出不利的狀態，社工員的就業意願降

低，甚至轉換至其他專業領域。對案主而言，更意味著福利服務的輸送將出現不

連續性和不穩定性，將對服務案主的品質出現漏洞，這對於現今強調責信

（accountability）與服務績效（service effectiveness）的社福機構來說，將成為持

續發展的一股隱憂。 

 

陳惠娜、邱慶祥（2002）認為在重視責信、服務品質和資源競爭的非營利市

場中，要能夠在「效率」、「效能」兼具的情況下完成組織使命，是十分依賴優

秀專職人才的參與和投入才可能達成。因此，站在社福機構的立場，要讓社工員

願意在現有的工作環境中持續地為專業付出努力，不僅僅是組織本身的問題，更

是社會工作朝向專業發展過程中需要積極解決的難題，所以使社工員對於目前所

服務的組織感到工作滿意、離職率與流動率降低，將是社福機構能夠永續發展的

重要課題，而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也將成為影響其續留組織的重要關鍵之一（滕

青芬，1987）。Hayes 在2005年指出，根據英國倫敦城市行業協會針對三十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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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團體工作滿意度調查結果，社工員是工作滿意度最低的專業團體（汪淑媛，

2008）。在國內針對社工員滿意度的研究中，雖然早期許多研究結果顯示社工員

的工作滿意度尚稱滿意（王麗容，1980；莫藜藜，1988；鐘琳惠，1989；賴資雯，

1995），但距今已有一段時間，難以反映近年來的社會工作專業生態，因此，研

究者期待藉著本研究瞭解目前社工員工作滿意度之現況為何。 

 

從過去研究得知，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是大致上可分成個人背景與工作環

境兩大類別（Wernimont, 1972；Reiner and Zhao, 1999），若從工作環境中的機構

實務層面出發，目前許多社福組織也越來越重視管理運作的過程，McGill, Slocum, 

與Lei（1992）即認為當前組織發展之趨勢已經從過去強調組織完整一致的機械

型（Mechanism）觀點，導向強調過程、適應力、創造力以及發展力的有機型

（Organic）的組織發展觀點，透過授權及分權的過程，藉此充分運用人力資源。

因此，人的運用將是影響組織發展的重要關鍵。而研究者試圖從現行的管理學思

潮皆以「人」的管理當作首要的管理價值為出發點，亦即重視組織內員工的自我

認知狀態與感受當作研究主體，除了讓組織可以回應員工的需求外，更可讓組織

從人力資源觀點去重新認識、理解員工，將員工放置在更正確的工作位置，也藉

此讓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提升。 

 

研究者認為目前國內社福資源普遍缺乏的大環境之下，社工員必然會面臨薪

資不易提升、工作保障偏低、工作內容繁雜等問題，進而影響其工作意願與工作

滿意度，要立即性著手改善這些現實工作條件上的不足，確有其難處，相關學者

也都認為管理者應善用增強權能（empowerment）的理論與技巧，選擇最適切的

激勵方法並加以彈性運用，使員工能發自內心自動自發的重新思考工作方向、增

強工作動機，不僅使個人的滿意度與成就感提高外，也會增進工作效率（Thomas 

and Velthouse, 1990）。而Labbe於2004年從Frederick Herzberg 的員工激勵研究中

也發現，薪資屬於保健因子（hygiene factor），然，對員工工作滿足影響最大的

成就（achievement）與公司政策與管理（company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等

因素則屬於激勵因子（沈慶鴻，2008），從此研究即可知激勵因子更是影響工作

滿意度的重要因素，而增強權能的運用便是屬激勵因子的一部份。但目前在社會

工作領域中，增強權能的概念皆是運用在以弱勢案主群為主的服務對象，身為服

務弱勢案主群的我們卻往往忽略或是深入探討自身在工作情境中對於增強權能

的感受為何。目前，在一般企業、教師、護理、服務業等領域都不斷提及增強權

能的概念，一般認為，此概念的普及與新管理主義思潮的崛起有相當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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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管理主義著重於控制的解除，強調透過權力的下放，讓員工內化對組織的承

諾，主動參與並負起責任，進而提升工作績效與表現，Carlos 與 Taboard 同樣

地認為增強權能將是未來管理模式的趨勢（羅世輝、湯雅云，2003）。因此，研

究者認為若從增強權能感著手，或許為一可行之方式來提升工作滿意度，故將社

工員增強權能感當作研究變項，欲瞭解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是否有

所關聯。 

 

社會學習理論學者 Bandura（1977）認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行為改

變的重要中介（mediation）因素，是與外在環境、及個人能力、成就表現等交互

作用而產生的結果，會受個體過去經驗與行為結果影響。Bandura認為高自我效

能知覺會全心地投入工作，而獲得高成就；低自我效能知覺者則無法全心投入工

作，而導致工作的失敗，所以自我效能將有助於個人在面臨困境和挫折時，提升

工作的情緒和績效，因此在外在環境相同的影響之下，個人透過自我的內在改

變，在相同的條件與資源之下，將有助於自我信心的提升。從此角度來看， 

社福組織也應加強對於社工員之人性瞭解，以及對社工員工作心態的深刻認識都

會是未來發展的挑戰。因此，若能根本性地從瞭解員工的內在心理層面著手，深

入體會社工員在面對工作、人際相處、專業技能困難時的個人心理調適過程，將

有助於社福機構對於社工員作職務與工作內容的規劃與調整。由此，即知若從瞭

解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著手將也是可行的方法之一。雖然目前社會工作領域對於社

工員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鮮少，但可從其他的專業領域的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

能對於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工作投入、工作績效、工作表現等變項，都有顯

著的相關（萬金生，2003；陳素子，2003；楊惠玲，2005；林寶生，2004；張素

惠，2006）。因此，瞭解社工員的自我效能將可藉此知其在工作態度上的感受，

又可間接瞭解一個人的自我效能會不會因外在的情境因素或內在個人特質而受

影響，進而影響到未來的表現或工作的感受，選擇將自我效能當作研究變項之一。 

 

綜合上述，從現有的文獻及相關議題來看，不論是增強權能感或自我效能的

相關研究對象皆多以學校教育者、企業員工、醫護人員等為主，對於社工員在此

相關議題的中文文獻幾乎沒有加以討論，外國文獻也甚少提及，因此，本文希望

探究在離職率偏高的社會工作專業環境之下，欲瞭解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現況，

以及出自於對於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與增強權能感的實質影響力感到好奇。故，將

此兩變項納入研究，期藉著研究的結果瞭解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

作滿意度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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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與研究問題與研究問題與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動機，盼能從研究中瞭解目前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與增強權能感之情

況，及其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本研究擬透過實證調查研究，達到下述研究目的：

瞭解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並根據理論證據研究

的結果，提出具體研究建議，供社福機構在未來人力資源管理運作上有更多調度

空間，以便提升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 

 

為達成本研究之目的，欲瞭解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是否受到了增強權能感與

自我效能的影響，抑或個人如何看待在目前服務組織中所感受到的增強權能感和

自我效能，並針對下列問題進行研究： 

一、不同個人特徵變項之社工員其增強權能感有何差異？ 

二、不同個人特徵變項之社工員其自我效能有何差異？ 

三、不同個人特徵變項之社工員其工作滿意度有何差異？ 

四、目前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的現況，及其關聯性

為何？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重要名詞解釋重要名詞解釋重要名詞解釋重要名詞解釋 

本節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

作名詞定義。 

壹、增強權能感（empowerment） 

本研究所指增強權能感是依據 Klakovich（1995）的定義：指在組織中所感

受到的一種持續改變的動態過程，是指領導者與部屬相互影響的過程中，透過訊

息、資源分享及支持，以及提供參與決定機會，使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達成一致，

強調透過員工本身感受，使個人在此過程以其可以得到適度的權力，並且達到能

力的增長，並使個人在組織中產生自主性及所有權，其可從相互性、共同參與、

擁有權來加以測得。本研究所指的社工員增強權能感是以王秀珍、盧美秀（1998）

以 Klakovich（1995）「增強權能感量表」（Reciprocal Empowerment Scale，RES）

所翻譯之中文版本來測量，分數愈高，代表其增強權能感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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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效能（self-efficacy） 

本研究所指自我效能是依據 Bandura（1977）的定義：指個體對於自己能否

成功執行並達成任務的一種信念及能力判斷，這種信念或能力判斷會影響個人任

務選擇，努力及堅持程度，並影響自己的情緒思考與反應，對於個人行為的改變

與預測有很大的作用。本研究所指社工員自我效能是採用黃毓華、鄭英耀（1996）

以 Sherer 與 Maddux（1982）的「一般自我效能量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所翻譯之中文版本來測量，分數愈高，代表其自我效能愈高。 

 

參、工作滿意度（Job Satisfaction） 

本研究所指工作滿意是以許士軍（1977）的整體滿意（overall satisfaction）

架構的定義為主，視為一種對工作本身情感上的一種反應，主要在於工作者對其

工作及有關環境所抱持的一種態度，將工作滿意為心理狀態的單一整體性概念，

工作者能將不同構面上的滿意與不滿意予以平衡，而不涉及工作滿意的構面、形

成原因與過程，是指個人心理及生理對環境的滿意感受，也為工作滿意的一般性

解釋，由工作者綜合兩者對其的影響而平衡對於工作滿意的結果，將可迅速的瞭

解工作者對於工作的滿意程度。本研究所指之社工員工作滿意度採用許士軍

（1977）以 Brayfield和 Rothe（1951）的「工作滿意度指標」（An Index of Job 

Satisfaction, IJS）所翻譯之中文版本來測量，分數愈高，代表其工作滿意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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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所蒐集的文獻資料包括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工作

滿意度之內涵與相關研究。本章將文獻分為三節，依續探討第一節增強權能感；

第二節自我效能；第三節工作滿意度，並以此作為研究假設之依據。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增強權能感之內涵與相關研究增強權能感之內涵與相關研究增強權能感之內涵與相關研究增強權能感之內涵與相關研究 

本節將針對增強權能之發展背景、定義、概念分析、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

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能感、相關研究、測量等七個部分予以探討。 

 

壹、增強權能之發展背景 

增強權能的概念主要來自於 1960年代末期與 1970年初的巴西教育學者Paul 

Freire在開發中國家所提出的教育理念，其藉由識字營活動，觀察中低階層民眾

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與地位，帶領他們以對話性的教育（dialogue pedagogy）與

提問（problem- posing）的方式，透過互動與省思，來增進其自身所處情境的洞

悉，以提升其問題解決能力，增進對生活的控制，進而去除壓迫自身的障礙。Freire

強調增強權能的目的是讓群眾「批判意識覺醒」，同時，這個批判意識的覺醒是

一個結合「反思」與「行動」的事件過程，是一個除去壓迫與被壓迫關係的社會

變革（張麗春、李怡娟，2004）。此時，社會行動過程成為一種意識型態的表現，

並且被授予成為一種自助觀（self-help），當時的社會運動學者認為增強權能是有

利於群眾改變自身的命運。 

 

在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歷史中真正出現 empowerment的名詞或概念，大概都

無異議地認為是出自著名學者 Barbara Solomon的著作。Solomon在 1976年出版

了一本書，書名為 Black Empowerment：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明確使用「增強權能」的名詞或概念，以此描述美國社會中的黑人少數民族因為

長期遭受同儕團體、優勢團體與鉅視環境的負向評價，以致於感受到既深切且全

面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因而建議社會工作的干預應致力於給予黑人民族

增強權能，以解除社會中的「制度性種族主義」所加諸的壓迫與疏離，以增進案

主個人的自我效能與社會改革的力量（Simon, 1994；鄭麗珍，2002）。同樣地，

Lee（1994）指出所謂的「權能」是個人覺醒到自我的意識和體認到壓迫（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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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ppression），並透過此覺察的歷程中看到更多的選擇機會（alternatives），並促

進個人周遭環境的轉變（transformation），個人終於得以脫離壓迫與原來社區生

活的歷程及結果，朝向改變社會的願景（vision）發展。而根據上述對於增強權

能的相關定義與由來，可知增強權能的概念來自於早期被外界壓迫的族群團體一

種增進個人力量的過程。 

 

Thomas 與 Pierson曾針對社工辭典中的增強權能概念，加以重新定義為乃

是關心人們得以集體控制其生活，指以團體方式獲致符合其利益的目標，也是社

工員試圖協助缺權者能獲得權能的方法（Adams, 2003）。Barker在 1999年也將

增強權能的概念在社會工作實務定義為「幫助個人、家庭、團體和社區的一種過

程，藉此增加其個人、人際間、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的影響力，並改善他們目前

的狀況。」，Baistow（1995）則從社工員與案主間的權力互動關係來分析，指出

社會工作專業的創立之初為了取得專業的認定及地位，必須逐漸擴增專業權能，

宣示成為專精於問題分析與解決的專家，直到 1980年代，在基變觀點社會工作

取向的批判下，才強調案主的增強權能觀點，必須與案主一起工作（鄭麗珍，

2002），此時，社工員由傳統的「指導者」角色轉變成為「協助者」的角色，彼

此以互信和合作的方式共同找出問題，並且針對問題訂出合宜的目標。 

 

1980年代後，增強權能的概念發展越趨蓬勃，已運用在各不同專業領域上，

不論是在心理學、教育、護理工作，甚至在以營利為目標的企業組織和管理領域

都運用在實務工作上，至 1990年代末期發展更盛，且有諸多學者認為增強權能

的妥善運用將可增加組織效能（Thomas and Velthouse, 1990）。由此得知，增強權

能的概念發展，由於環境驟變引發的衝擊，使得此概念有了更新一步的詮釋和改

變，使此概念成為當代重要潮流之一，主要是由三個原因所致：其一為管理思潮

與方式之轉變，管理方法由過去「上而下」轉變為「下而上」的方式，使參與式

的管理日漸受重視；其二是多樣化組織管理的趨勢，面對多變的環境需求，領導

者必須賦予成員活力與能力，以建構一個可為多樣化因素運作的管理型態；其三

為全面品質管理對增強權能觀念的啟發，增強權能的過程實質上是全面品質管理

的核心特徵，其終極目的在組織績效的提高和品質的保證（林秀聰，1998）。由

上得知，增強權能的概念已經被重新賦予新的意義，也成為目前各種企業組織掌

握成功管理，追求卓越的重要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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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由增強權能的概念脈絡發展來看，並非是一種全新的概念，而是

在時空背景的轉移之下，從早期對於弱勢成員所使用的自助觀的策略方法逐漸轉

變在組織管理上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此種轉變將增強權能概念的意涵更具厚實

與寬廣，但從整體來看，增強權能的精神不外乎為一種使個體可以發展權能力量

的過程。 

 

貳、增強權能之定義 

近年來，Empowerment一詞在台灣目前各領域中因為普遍使用的緣故，使

得有不同的翻譯名稱，茲整理表 2-1所示： 

 

表 2-1  增強權能之譯名彙整表 

專業領域專業領域專業領域專業領域 譯名譯名譯名譯名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教育 

權能 鍾任琴（1997） 

授能 吳正成（1999） 

增權賦能 洪孟華（2003） 

護理 

灌能 王秀珍、盧美秀（1998） 

授能 陳玉枝、林麗華（2002） 

授權賦能 魏千金（2002） 

社會工作 

充權 萬育維（2002） 

增強權能 張秀玉（2002） 

充權 趙善如（2003） 

公共行政 
授能 楊敏珊（1996） 

賦能 吳定（1998） 

林秀聰（1998） 

企業管理 灌能 陳育美（1996） 

呂盈良（1997） 

資料來源：研究者綜合整理（參考：潘安堂，2001；賴宛瑜，2005） 

 

隨著 Empowerment的概念普遍性地在各專業領域中運用，也因此有了不同

的詮釋，在社會工作、護理、教育、公共行政、企業管理都有相關的研究範疇，

因此，此概念必須要看其文章的情境脈絡作適當的詮釋，其概念的界定也更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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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廣，有的是強調來自於政治層面的集體行動；有的是強調個人內心層面的一種

轉變；有的則是強調在組織內一種權力下放的過程。以下將對增強權能的定義作

一完整的說明。  

 

韋式字典中定義增強權能（empower）是給予權力（power）或職權

（authority）、認可（authorize）、給予能力（ability）使能夠（enable）、允許（permit），

字尾的“ment”被定義為結果或產物、行為、事實、過程、態度（魏千金，2002）。 

而 Random House Webster’s College Dictionary（1991）指出增強權能具有兩種意

義：1.授予權力或權威；2.增能（enable）或允許（permit）。Evans（1992）則認

為增強權能指的是一個個體或組織試著去尋求權力和自決的過程。Rappaport

（1987）則指出增強權能為一種過程和機制，藉著此一種機制，人們、組織和員

工和團體社群得以支配其事務，故當團體的成員、組織及情境不同，增強權能的

意涵也將有所差異，其將增強權能描述成一種構念（construct），此構念為具備

選擇性和自主機會的環境，加上個人的才能和能力投入，意指為一種勝任感，在

那個環境中，個人得以充分展現其能力。Barner（1994）認為增強權能應該具備

兩個要素，授予權力（delegate）與使有能力（enable），前者指權力向下移轉的

過程，後者則為發展自主權力所需具備的能力。Kondrat’s（1995）則將增強權能

定義為：自決、自助、並且在社區中參與，有能力去影響組織或社區的決定以及

人際間的影響力。 

 

在國內文獻部分，王麗雲、潘慧玲（2000）曾整理了多位學者對於此概念的

說明，將之歸納與定義成以下三個面向：1.心理面向：個人對自己有信心，相信

自己具有能力，對自我價值肯定，能夠有信心的運用個人的技能，影響工作的完

成；2.行動面向：除了在信念之外，也伴隨著具體的行動，如資訊的搜集、自我

學習的安排、資源的爭取等，以促使工作的完成與組織的改進；3.政治面向: 增

強權能無可避免地會涉及到有價值資源的重新分配與安置，所以政治面向乃是增

強權能不可少的部份，在增強權能的過程中，個人發展參與能力（participatory 

competence），以扮演有價值的社會角色，並具備知識與批判意識，瞭解事情運

作的情況，知道自己無力的原因，並積極改變個人生活的狀況，進而促進社會正

義。 

 

Boehm 和 Staples（2004）則針對過去關於增強權能為主題的相關文獻做出

整理：1.增強權能既為一種過程（processes）也是一種產出（outcomes），前者意



 

11 

 

指個人和團體從無力感獲得權能的過程，後者指的是從過程中獲得權能的結果；

2.增強權能可從個人面和集體面著手，個人面指的是個人對自己的知識、能力、

技術的認同，集體面指的是打破沈默，彼此互相協助、互相學習，並培養具備行

動能力的技術；3.即使個人處於無力感的狀態，但仍有能力、技術去找到資源來

改變個人和集體；4.個人的增強權能是無法由他人所創造的，但是卻是他人可協

助發展的；5.增強權能專注在社會中缺乏權能而被壓迫的團體，並試圖瞭解是如

何造成個人和社會的問題。 

 

綜合上述相關文獻對於增強權能概念的論述，大致上可以將增強權能分成三

個層次：1.個人內在層次：個人可以從一種缺乏資源的環境中，擁有能力、自決、

掌控感，並且針對自身問題訂定目標再加以行動；2.社會政治層面：成員理解自

己所處之環境，瞭解自身權利，認知到可藉由團結與集體行動的方式達到處境的

改變；3.組織內權力下放過程：在組織環境中，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彼此產生

影響且尊重與信任，權力在此情境中由上而下得以釋放。 

 

由上得知，增強權能是一種可適用於各種不同層次的過程，不只重視結果，

更重視過程，藉著此過程增強其權力與能力，改善其所處的不利處境，而一個能

感受到增強權能過程的人，並非為一個等待被幫助的人，而是能夠追求自己的權

力，並且從過程中得以負擔責任的人，並且尚可透過學習及發展的方式來增長，

使個人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參、增強權能感之概念分析 

在 1980 年代末期因為企業組織減縮（downsizing）考量因財務及指揮鍊的

改變，使得組織需訓練第一線員工作決定的能力，使得以員工能力為研究主題開

始蓬勃發展，其中，員工增強權能的概念也在 1990年代成為組織內的一個關鍵

詞彙，因為組織對於人的重視，人與組織已經可以共同以此概念來描述（Honold , 

1997）。在相關學者的說法中，員工的增強權能常指涉為在組織內部的權力分享

和增加對組織的效能，增強權能在此概念下則變成了一種權力之間的流動和給

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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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er 與 Kanungo（1988）認為過去的管理專業中時常提及的給予權力或

分享權力就是一種增強權能的過程，但此種說法是不夠完整的，應從員工內心層

面去探究情感因素所造成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而缺乏此種無力感將使工

作上的表現受到影響。其認為增強權能的意涵大致上可分成兩種，若以管理與社

會影響的觀點作切入的話，稱為關係的建構（empowerment as a relational 

construct），指的是個人或組織將權力、權威傳遞給他人的過程行為，組織可藉

此種關係的建構將權力下放，共同分享權力，對員工的控制性將降低，增加其自

主性。若以心理學的觀點作切入的話，為一種動機的建構（empowerment as a 

motivational construct），權力與控制將視為是一種內在的激勵因素，將可用來激

勵個體的行為與其期望的信念，組織可以激勵員工的內在動機，鼓勵員工去提升

自我能力，達到增強權能的結果。而Deci也認為此種權力在激勵過程中可反應出

一個人對自我決策（Self-determination）的內在需求，在此觀點下增強權能被視

為除了權力下放外，還考慮到個體的自我價值感受（陳宜佳，2003）。雖然上述

兩種增強權能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可看成從外在組織環境中著手，後者則為一

種員工內在心理因素感受，但所造成的結果是一致的，重點是員工要是無法感受

到增強權能感的話，那就不算是增強權能的過程了（Honold, 1997）。以下將針對

此兩種增強權能方式作更清楚的說明。 

 

若從個人內在層面的增強權能觀點出發，此概念強調的是發展特殊技巧使個

人更有能力去影響別人與其他事物（Gutierrz, Glenmaye, and Delois, 1995）。

Thomas 和 Velthouse（1990）根據Conger與Kanungo（1988）的研究，接著指出

了增強權能的四種認知模式：影響力（sense of impact）、能力（competence）、意

義（meaningfulness）、選擇（choice），其認為增強權能是一種內在激勵，藉由個

人對工作環境的主觀看法及他人對相同環境的評估，進而產生自我對工作的評

價，而影響工作行為，此觀點反映出個人在所處的工作環境中，決定出自己的立

場，並使自己能夠適應環境。工作上的內在激勵包含了個人直接來自於工作的正

面評價與個人的自身狀況，可藉此產生激勵和滿意感，強調的是一種內在對於工

作上的認知，而非來自於外在環境的工作任務。Spreitzer（1995）則以此建構了

一個以內在心理認知的增強權能概念，其認為被增強權能的員工必須認定自己有

能力來執行或相信他有技術能力完成該工作，此為第一步；其次，員工必須相信

完成工作目標是有意義的，再來，被增強權能的員工必須有自主權，可以自行決

定該如何完成工作；最後，員工必須認知到行動是具有影響力的，或是相信自己

可以採取不同的策略來完成工作目的，如果員工瞭解到自己對工作的主導權、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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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及經驗將會帶來更好的表現。 

 

若從外在組織層面的增強權能觀點來看的話，Kanter 則提出三種使員工認

知工作的增強權能組織結構。首先，權力結構（structure of power），是指能從三

種管道取得：1.資源（resource）：指有能力影響組織中的資產、人力資源或財物

及其他工作中的資源；2.支持（support）：指員工在組織中不需經過各個層級，

即可冒險的從事專業活動的機會；3.訊息（message）：指訊息取得的便利性，能

知道組織的決策、政策、政令的改變及未來發展的方向。其次，機會結構（structure 

of opportunity）是指在組織中有機會成長及學習，包括增進知識及技能，參與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或跨單位的工作團隊。最後，比例結構（proportions of structure）

是指組織中的社會組成，其觀點是以組織的角度出發，認為增強權能是激勵組織

員工增強工作意願的方法，內涵包括授予人員權力（power），並形成激發員工

潛力的組織氣候，使員工能由衷的貢獻才能，有效地完成更多的工作。員工能力

的表現係為組織環境所創造，不為個人特質所影響，其所描述的權力是一種把事

情做好的能力，故權力在這方面表現是正向的（陳玉枝、林麗華，2002）。 

 

Bowen and Lawler 認為員工增強權能感的獲得並不會因組織發佈施行，也

並不是組織架構一轉變，員工就會忽然覺得被增強權能了，除非組織所有架構、

措施與政策甚至是組織內的主管都顯示出一致性的訊息，否則增強權能是不會成

功的，而員工的行為正是容易受其認知及所反映之態度所影響；所以要使組織推

行增強權能之管理方法成功，需先創造員工被增強權能的心態（魏千金，2002）。

進而，Klakovich（1995）提出了不同於上述兩種單以心理層面或組織層面的增

強權能觀點，其指出若單從工作環境來測量增強權能感較缺乏完整性，增強權能

感應該要兼具內在的激勵因素與外在工作環境任務共同進行，在主管與部屬的互

動過程中，員工必須與主管分享共同的目標以及對未來的願景（vision），並且要

提供一個信任、誠實、開放溝通、互相尊重的工作環境，促進工作者參與決策，

才能使員工在工作中具有增強權能感。Klakvoich提出三個增強權能的面向，即

相互性（reciprocity）、共同參與（synergy）、擁有權（ownership）。相互性是指

領導者與部屬分享權力，提供訊息、資源與支持、肯定，使部屬朝向組織目標努

力；共同參與是指領導者建立對未來願景的過程中，部屬的參與及其對組織目標

的影響；擁有權是指部屬感到自我肯定、對組織產生承諾以及內化主管對未來的

願景（王秀珍、盧美秀，1998）。此種模式認為在組織的架構下釐清員工的增強

權能感，很難不將組織文化、領導者領導過程、被領導者的跟隨過程都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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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包含組織、領導、人際關係的各層級綜合指標，如下圖2-1所示。由此可

知，此種對於員工增強權能感意涵的說法相較於上述兩者是更具廣度的。 

 

 

 

 

 

 

 

 

 

 

 

 

 

 

 

 

 

圖2-1 增強權能感模式（Klakvoich, 1995） 

 

綜觀上述學者對增強權能感的詮釋，可知增強權能是一種過程，可藉由各種

刺激、動機、慾望、需求、希望和個人的驅動力，來激發員工的內在工作意願，

並投入精力，朝特定、理想的方向持續前進及達成工作目標。從來源來說，員工

增強權能感的獲得大致上不外乎是來自於個人對工作的知覺與組織中所獲得的

各式資源、權力與能力。本研究基於研究目的，期以較寬廣的角度去看待社工員

的增強權能感獲得，故對於增強權能單以權力下放論獲得或是個人從工作環境自

我知覺到增強權能感的說法似乎都過於狹隘，因此，本研究認為若從機構與社工

員之間的彼此互動關係來探討增強權能感的強弱，將可更清楚理解機構與社工員

彼此所扮演的角色，希望透過此過程得以瞭解增強權能感對社工員之工作表現及

態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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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 

一直以來，增強權能策略在社會工作專業領域中的使用，大多侷限於服務對

象為主，如老人、婦女、兒童、青少年等，卻忽略了社工員本身在組織內增強權

能的感受。但在 80年代初期社會工作專業已就逐漸體認到增強權能感對於社工

員來說是重要且必須的（Pinderhughes, 1983；Sherman and Wenour, 1983），往後

在一些社會工作文獻中，更擴及到組織中之社工員身上，逐漸反映出此議題的重

要性（Conger and Kanungo, 1988；Guterman and Bargal, 1996；Gutierrez,Glenmaye 

and DeLois, 1995；Shera and Page, 1995）。 

 

從相關文獻中發現，缺乏增強權能感的社工員在工作場合會使其作決定的權

力受限、自覺為低職業地位、難以有效管理個案量、難以感受機構的支持以及承

受極度的壓力（Hasenfeld, 1987；Kondrat, 1995；Lee, 1994；Shera and Page, 1995）。

Hasenfeld（1987）即指出一個缺乏權能感的社工將他的經驗轉變成對案主的撤離

或是自責，漸漸的無視於案主的價值，而 Kondart（1995）則認為如果社工員自

己無法省察進而克服自己的缺乏權能狀態，案主將無法感受自己的增強權能感，

其認為社工員如果獲得增強權能感，將能形成一種包容力，不僅能發揮監督服務

過程的效果，更進一步可以增進增強權能的服務。余漢儀（1998）也認為權力

（power）原屬社會工作專業關係的核心要素，但專業人員卻常不自覺的忽略了

案主與專業間不平權的處境，更遑論發展能引發案主潛能的使能策略了

（Empowerment  strategies）－即使它被視為是社工專業的核心。而 Gutierrez, 

Glenmaye, 和 Delois（1995）對於社工員擁有增強權能感也是持贊成態度，其認

為社工員若能接受到組織結構上以增強權能為基礎的支持，在面對案主時，將更

有能力使案主在過程中獲得資源與共享權力。因此，若從接受服務的案主角度來

看，一個在組織中已具備增強權能感的社工員，在服務案主時，便能使案主在服

務過程中較易獲得增強權能的感受。 

 

從此觀點出發，即可知社工員所處的專業情境和組織環境有其特殊性，社會

服務也具有不確定性（ intangibility）、變化性（variability）與不可分割性

（inseparability）的特質，使服務的產出是難以用數據化估計且標準化的，因此

處於提供服務的社工員更需要被組織授予足夠的權力，協助服務使用者適當的運

用服務，不至讓服務產生太大的落差（Rafiq and Ahmed, 1998；Kotler, Roberto, and 

Lee, 2002）。綜合上述文獻可知，社工員若能在組織工作環境中擁有增強權能感，

不僅使其在工作能力表現得以發揮更淋漓盡致，特別是對於弱勢被壓迫的案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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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將從接受服務的過程中更易獲得增強權能感。 

 

另外，Peterson 與 Speer（2000）曾針對組織與增強權能之關係做過相關研

究，研究結果發現組織的特性、領導者能力與對成員的支持與員工之增強權能感

是有相關的。夏民光（2003）指出在社會工作領域中，由於社工員向個案進行增

強權能的工作往往以所屬機構為基礎，機構哲學、政策、行政架構與運作模式，

對社工有莫大的影響力，所以這問題將牽引我們進入增強權能的機構面向（The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 of empowerment）。劉淑瓊（1982）也認為社會工作是一

門以組織為基礎的專業（organizational-based professional），亦即任何專門領域的

社會工作均運作於組織之中，如醫院、監獄、社會工作（服務）機構、學校等。

所以對組織有一個理論的與實際的理解架構是必要的。過去，Lazzari’s（1999）

曾對於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作一探索性的定義，其認為增強權能感是藉由機構內

主管與社工員透過彼此互動的信任關係而獲得，此信任關係指的是彼此分享角色

與利益，並促進個人的專業能力，協助社工員習得新的技巧與能力。但研究者認

為此概念過於模糊且難以理解，也尚未以此而發展相關衡量工具，因此將不以此

當作本研究之定義。故，研究者認為，基於以社工員為研究對象，瞭解其增強權

能感的產生必須從環境組織脈絡著手，同時也希望理解其內在心理層面感受，因

此採用的增強權能感概念是以社工員在組織中所感受到的一種動態性過程，強調

透過社工員本身的感受，使個人在此過程以其可以得到適度的權力，並且達到能

力的增長，藉此了解社工員在組織機構當中所感受到的狀況，因此稱為增強權能

感，並且將以 Klakovich（1995）所提出的「增強權能感」概念作為理論基礎來

定義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 

 

 

伍、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能感之關係 

Thomas and Velthouse（1990）曾提出個人對工作環境的主觀看法及他人對相

同環境的評估會影響增強權能感，而 Bandura的社會認知理論也強調個人情感和

認知、環境具有交互關係（Bandura, 1997）。因此可知影響增強權能感的因素大

致上與個人和環境因素皆有關係，而員工增強權能感的感受是來自於多個複雜的

層面所交互影響（Klakvoich, 1995）。目前這些研究多集中在護理、教育、服務

業等領域，在非營利組織或社福組織的研究並不多見，因此將斟酌參考各領域對

於影響增強權能感的個人構面的研究，如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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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大多數的研究認為性別在增強權能感是有差異的，男性員工的增強權能感多

高於女性（Ruscoe, Whitford, Egginton, and Esselman，1989；Wu，1995；鍾任琴、

黃增榮，1998；潘安堂，2001；廖運楨，2001；馮琬婷，2008）。此研究結果可

能是因為男性在擔任職位、參與決策及升遷管道等行政經歷機會較女性高，且兩

性在成就動機、社會期望、參與事務的涉入程度及興趣的差異影響下，而造成男

性較女性高。Short 與 Johnson（1992）則以老師為研究對象指出，女性校長較

男性校長在權力的運用上是傾向非權威式的，認為女性對於員工增強權能感較男

性為高。Rinehart與 Short（1994）、Klecker 與 Loadman（1998）、Koberg , Boss, 

Senjem,與 Goodman（1999）的研究則認為男性與女性並無差異。 

 

二、年齡與服務年資 

年齡與服務年資的差異對於員工的增強權能感是不盡相同。Short 與 Johnson

（1994）研究以教師為研究對象，認為教師的年齡越高、服務年資越久，其整體

增強權能感將會降低，這樣的結果可能係與工作熱忱降低、高度工作壓力、缺乏

升遷機會、等待退休心態等因素有關。另外，也有研究認為隨著年齡越高與服務

年資越久，其增強權能感將會隨之而提升（王秀珍、盧美秀，1998；鍾任琴、黃

增榮，1998；馮琬婷，2008），此結果可能與年齡及服務年資較輕，有意願及做

事熱忱有關；也有相關研究指出，年齡與服務年資與增強權能感是沒有相關的

（Klakovich, 1996；Klecker and Loadman, 1998）。 

 

三、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與增強權能感之關係，研究結果也有所差異。Wu（1995）以賓州

公立學校教師的研究認為教育程度與增強權能感呈現低度正相關；馮琬婷（2008）

在國中教師研究中發現，教育程度與增強權能感也為正相關。有些研究結果則呈

現出無顯著關係（Rinehart and Short，1994；Klecket and Loadman，1998；Koberg 

et al，1999）。在鍾任琴、黃增榮（1998）的教師研究中發現，教育程度與增強

權能感呈 U 型相關，研究所以上學歷的教師高於大學畢業者，除外，一些資深

的國中教師其學歷為高中畢業，但其增強權能感高於大學學歷教師。 

 

四、職務 

大多數的研究結果指出，職務越高時，其增強權能感越高（Rineha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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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1994；Annis，1996；鍾任琴、黃增榮，1998；王秀珍、盧美秀，1998；

潘安堂，2001）。其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因有較高的工作肯定，較常參與事務決策

及專業訓練與成長機會較多等有關；另有研究指出兩者是無相關的（Wu，1995），

其認為可能會因執掌過多業務因內容不熟而心生厭煩，管理職務與上司或下屬關

係緊張導致的人際關係不佳，或覺得不受重視等心理因素有關。 

 

五、婚姻 

在過去研究中，以婚姻為變項去探究其與增強權能感之關係，其結果顯示也

不盡相同。在國外研究部分，Chebat與Kollias在2000年以服務業員工為研究對

象，研究指出已婚者之增強權能感受是高於未婚者（呂學榮，2007）。在國內部

分，王秀珍（1997）以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羅世輝、湯雅云（2003）以金融保

險業員工為研究對像的國內研究皆指出，婚姻與增強權能感是無顯著差異的，而

黃珊（2004）以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發現已婚之護理人員的增強權能感高於未

婚之護理人員。 

 

上述研究得知，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能感之間似乎無一定的顯著關係，但

研究中幾乎無以社工員為對象所作的研究，因此社工員之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

能感之關係較難以瞭解現況與事實的呈現，僅呂學榮（2007）以公部門之社工員

為研究對象的結果發現，已婚、育有子女、教育程度為碩士以上畢業、具宗教信

仰、擔任督導職務、具正式公務人員資格之受訪者，其整體增強權能感受較高，

並具顯著差異，在性別變項則無顯著差異。由此，可知目前以社工員所做的員工

增強權能感的研究仍是缺乏的。 

 

 

陸、增強權能感之相關研究 

Thomas and Velthouse（1990）指出擁有增強權能感的員工，其將會在行為

上的改變與內在動機上作再一次的重新評估，相關研究也認為擁有增強權能感的

員工將會提升自我及對工作的認同感，並且表現出對工作上情感性的產出

（Bowen and Lawler, 1992；Spreizer, 1995）。Shera and Page（1995）回顧文獻中

也發現：組織內增強權能的概念在許多管理學、組織與企業的相關文獻中出現，

當中發現增強權能感的提升將可以增加員工滿意度、管理者和領導者滿意度、工

作士氣、工作動機、組織功能、生產力，以及顧客滿意度。因此，可證實增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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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感對於員工的工作表現或態度都會有所影響，但目前這些研究多集中在護理、

教育、服務業、企業等領域，在非營利組織或社福組織的研究並不多見，本研究

將斟酌參考各領域之研究結果，以下將表列出增強權能感與工作表現的相關研

究，如表2-2： 

 

表2-2  增強權能感之相關實證研究整理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Spreitzer（1995） 當員工的增強權能感越高時，其所處的工作環境中的管理

效能（managerial effectivess）與創新行為（ innovation 

behaviors）將會有所提升，呈現正相關。 

Spreitzer, Kizilos,  

and Nason（1997） 

以五百位一般工業組織的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

現，當員 工的 增強 權能感愈 高時 ，其 工作效能

（effectiveness）、工作滿意度會因此而提升，且工作相關

的壓力（job-related strain）會減低。 

Conger and 

Kanungo（1988） 

以一般服務業的員工當作研究對象，其研究指出，當員工

的增強權能感愈高時，其職業承諾、職業滿意度、組織承

諾、工作滿意度等變項也將會愈高。 

Koberg, Boss,  

Senjem, and 

Goodman（1999） 

以醫院內的技術性、專業性和管理職位的員工為研究對

象，欲瞭解員工的增強權能感與其工作表現和態度的相關

研究。研究的結果指出當員工所擁有的增強權能感愈高

時，員工的工作效能（worker effectiveness）與工作滿意

度都會愈高，但離職傾向將會降低。 

Carson, Carson , 

Eden , and Roe

（1998） 

以公共醫藥協會的一百二十七位成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

果發現，當成員的增強權能感愈高時，其職業承諾、組織

承諾、工作滿意度都會愈高。 

Robert, Probst, 

Martocchio, 

Drasgow, and 

Lawler 

（2000） 

以美國、墨西哥、波蘭、印度等國家的商業性組織員工為

研究對象，並且進行跨國研究與比較，其研究的結果皆一

致性地認為，當員工的增強權能感愈高時，其不論是對於

同事間的滿意度、對主管的滿意度與工作滿意度都會有所

提升。 

Laschinger（2001） 以加拿大的四百零四位護士為研究對象，其研究結果發

現，當其增強權能感越高時，工作滿意度也會因此提升，

但工作壓力並不會因此而降低。 

羅世輝、湯雅云

（2002） 

以金融業的一百二十六位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

現，當員工的增強權能感提升之後，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

效也將會因此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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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增強權能感之相關實證研究整理（續）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陳宜佳（2003） 以一百一十七位在某國際連鎖附屬餐廳之員工為研究對

象，研究結果指出，當這些員工的增強權能感愈高時，其

工作滿意度愈高。 

黃珊（2005） 針對四百四十六位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當護理人員的增

強權能感愈高時，其組織承諾與工作滿意度也愈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由上表之相關實證研究可知，若員工擁有增強權能感的話，將會對其在工作

上的表現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且增強權能感愈高時，工作上的態度與表現也將愈

趨正面，因此可知，深入瞭解員工的增強權能感將不啻為一種方式去探究其所知

覺的工作滿意度。 

 

 

柒、增強權能感之測量 

增強權能感的測量方式，Bowen 與 Lawler認為評估增強權能感的方法有下

列幾種：1.為評估員工是否覺得較被增強權能，亦即員工對工作相關授權之知

覺；2.為對顧客調查，調查他們眼中的員工是否有被增強權能；3.為評估增強權

能策略的方法，係追蹤這個管理方法實行對象有何變動且要評估顧客滿意度是否

隨著這些人數的增加而改變；4.係追蹤組織結構有哪些變化（魏千金，2002）。

由此發現，因增強權能的內涵包含了多種不同層面的概念所組成，因此各種測量

呈現出的結果意義也將不儘相同，以下將說明各學者對於增強權能感的相關測量

方式。 

 

Maccoby則認為測量增強權能感有兩個面向：1.職權：是指除了角色所賦予

的權力外，個人具分析、反映及解決品質問題的能力；2.責任：是指個人能負擔

起行為相對的責任（王秀珍、盧秀美，1998）。Spreitzer則於 1995年發展了心理

增強權能量表（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 Scale, PES），內容涵括四個向度：1.

意義（meaning）：工作的價值與目的和個人得理想與標準之關係；2.勝任度

（competence）：個人對於其執行任務的能力之信念；3.自決(self-decision)：個人

感覺到在發動和調整行動上自己是有選擇的；4.影響（impact）：個人可以影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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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結果的程度，共有 12題，其量表具有內部建構效度，四個向度的內在一致

性很好，α值為 0.79至 0.88之間（宋麗玉，2006）。Wilson and Coolican（1996）

則以 Maslow的自我實現理論和 Block的權能理論為基礎，發展出自我增強權能

量表（The Self-Empowerment Index，SEI），經因素分析後得到三個因素：1.冒險

的勇氣（courage to risk）：有勇氣冒險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或做出自己認為重要的

事：2.自我反省（self-reflection）：能承認並反省自己的過失，且願意從別人的批

評或意見中學習；3.獨立（autonomy）：有內在的獨立感，即使自己的看法和別

人不同，仍然相信自己的觀點。 

 

目前國內外在社會工作領域發展的增強權能感量表未臻成熟，以下將說明以

社工員為研究對象所發展的測量工具。Boehm 與 Staples曾針對案主群和社工員

的質化研究粹取出四個向度：掌控度（mastery）、自決、集體歸屬感、和參與並

控制社區中的組織（宋麗玉，2006）。而 Frans（1993）也以五百二十位社工員為

研究對象，發展了社工員增強權能量表（Social Worker Empowerment Scale，

SWES），主要用來測量社工員的個人權力與專業權力，發展出三個向度，分別

為：做決定的能力、維持工作信念的能力、解釋案主權利的能力，研究結果發現

社工員在解釋案主權利的能力是最弱的，維持工作信念的能力的分數最高。而此

量表雖以社工員為研究對象所發展，但以此為測量常模的相關研究甚少，基於信

度原則而未加以使用。在國內部分，屬宋麗玉（2006）以 Rogers, Chamberlin, Ellison 

與 Crean（1997）的量表為基礎發展的增強權能量表為主，此量表發展的研究對

象為家庭暴力防治中心之社工員和案主、與社會工作系所教師，共三百五十八

位，因素分析後，分成八個因素：自我效能與內控力、社會政治資源與影響力、

外在掌控力、社會政治權能、社會政治行動、社會自我肯定、人際溝通技巧、人

際自我肯定，簡短版的三十四題中，內在一致性標準且良好，α 值達到 0.946，

研究結果總體而言，教師的增強權能感主要落在「中度到高」的程度，多數社工

員為「尚可至中度」，案主則多數落在「低權能」與「尚可至中度」。此增強權能

量表中，將自我效能納入了測量增強權能的範疇中，主要因其增強權能的測量範

疇包含了個人面向、人際層面、社會政治面向等，因此將自我效能納入個人面向

中。此說法是因有學者將個人自我效能的高低當作是增強權能感的指標之一

（Zimmerman, 1995；Spreitzer, 199；Rogers et al, 1997）。而張麗春、黃淑貞（2003）

則以 Walker 與 Avant所提之概念分析為主體，蒐集相關文獻分析，結果發現，

自我效能與增強權能感是有所差異的，其認為自我效能與增強權能感是分別從微

視觀點與鉅視觀點出發，從個人層面看來，自我效能為個人對於結果的期待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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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fficacy 

個人 

組織 
家庭/社區 

社會 

Empowerment 

增強信念，以增進對於行為達成的信心，而逐漸推向集體效能，測量的概念是以

個人為主，概念的本質是信念而非能力；增強權能則是由社區（社會）推向個人

產生各層級之增強權能改變，強調的是大環境的壓迫因素增強權能感的過程，測

量的概念是以個人與組織關係為主，概念的本質是能力。而兩者之間的關係，可

藉由下列圖 2-2清楚呈現兩者之異同。 

 

 

 

 

 

 

 

 

 

 

 

 

圖 2-2 增強權能與自我效能概念發展演進分析圖（張麗春、黃淑貞，2003） 

 

從本研究之立基點出發，期待瞭解個人自我效能與組織中的各種複雜關係所

形成的增強權能感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若將自我效能納入增強權能的測量範疇

內，將使個人自我效能的角色意涵與獨立性削弱，因此，測量增強權能概念時，

特將兩概念分別測量，以達成研究之目的。 

 

本研究基於採用以Klakovich（1995）所提的增強權能感之概念內涵，因此

選擇王秀珍與盧美秀（1998）參考Klakovich於1995年所制訂的增強權能量表

（Reciprocal Empowerment Scale，RES）的中文譯本，此量表分成三個構面共35

題，包含相互性（13題）、共同參與（10題）、擁有權（12題）。量表以李克特式

五點計分法（5-Point Likert Scale），量表得分範圍由36分至180分，得分越高表示

增強權能感越高。王秀珍與盧美秀（1998）以兩家醫學中心、兩家區域醫院與兩

家地區醫院的四百四十六位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在信度部分，該量表之整體α

值達到0.94，其中相互性構面為0.85，共同參與構面為0.90，擁有權構面為0.87，

顯示本量表具有良好之信度。 



 

23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自我效能之自我效能之自我效能之自我效能之內涵內涵內涵內涵與相關研究與相關研究與相關研究與相關研究 

 本節將針對自我效能之定義、概念分析、影響、個人特徵變項與自我效能、

相關研究、測量等六個部分予以探討。 

 

壹、自我效能之定義 

「效能」（effectance）的概念，最早是由 White（1959）所提出的，其將效

能認定為一個人有動機乃是因為他覺得有能力影響改變環境，由不斷地重複行動

熟練新技能而獲得信心，並認為自己有能力可以成功地與環境互動，此效能所產

生的動機被稱為是內在動機的統稱，轉換成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效能感受」。而 

「自我效能」概念最早乃是源自於 Rotter（1960）的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其認為傳統的行為主義對於個人行為的增強或抑制，僅受到酬賞與懲罰

兩種因素之影響，但這一種簡單的方式無法展現複雜的人類行為，因人類行為受

到許多因素的干擾，如其他經驗影響而得的知識，不同情境中的因果關係知覺感

受。因此 Rotter認為要預測行為時，除了受到外在環境因素之外，更會受到內在

認知轉變過程，此內在認知亦是影響外在行為重要關鍵的歸因。 

 

Bandura（1977）則為首次開始有系統的提出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一詞，

自我效能也是社會學習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根據Bandura（1986）的定義，「自

我效能是指一個人判斷其執行一連串行動的能力，強調並非一個人所擁有的技術

能力，而是這個人運用技能達成任務的能力判斷」。Bandura其以社會學習理論觀

點指出，人對自我信念的強度，決定他們是否會努力應付困難的情境。通常人們

害怕並逃避自己認為難以應付的威脅性情境，而當他們判斷自己能夠成功對他們

威脅不大的情境時，他們的行為就會十分的果斷，而這種對自我完成某項任務能

力的判斷即是「自我效能」（蔣美蕙，2003）。 

 

因此，綜合上述得知，自我效能是一個人主觀的認定，而非客觀的評量結果，

指涉個體對於自己能否成功執行並達成任務的一種信念及能力判斷，這種信念或

能力判斷會影響個人任務選擇，努力及堅持程度，並影響到自己的情緒思考與反

應，對於個人行為的改變與預測有很大的作用。在國內外的許多學者對於自我效

能的概念有不同解釋，茲將國內、外研究者對自我效能所下的定義，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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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自我效能之定義整理表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自我效能的定義自我效能的定義自我效能的定義自我效能的定義 

Bandura（1977） 自我效能是關於個人對其本身去成功表現賦予一項任務或

行為之能力的個人信念。 

Bandura（1982） 自我效能是指個人對自己能夠完成任務與行動方案之程度

的信念。 

Bandura（1986） 自我效能是個體對於自己是否有能力組織並執行一連串行

動以達成特定形式成就的評斷，並將自我效能區別為結果預

期與效能預期兩部分 

Kanfer（1987） 自我效能是個人意念運用心理或身體的努力，來達成績效的

目標水準。 

Gist and Mitchell 

（1992） 

自我效能是判斷員工個人能力，運用激勵、認知資源和行動

方式，以達成未來特定的任務績效。 

Busch（1995） 自我效能定義為一種個人成功執行某種行為的信念，在個人

動機中扮演關鍵性角色。 

Roth（1985） 自我效能是個人為達成預期結果，在執行其學習活動之行為

中，對其自身能力的一種知覺，他同時認為自我效能會影響

個人的動機與行為。 

Schunk（1989） 自我效能是個人一種信念，是個人自信能夠做到期望之表現

水準的一種看法，亦即對自己的執行能力能夠有效達到預期

目標的信念。 

Lee（1983） 自我效能是個人估計完成某項工作所具有的能力或信心。 

孫志麟（1991） 自我效能定義為個人對於自己能夠獲致成功所具有的信

念，而此信念乃是對自己完成某種行動的一種能力判斷。 

黃郁文（1994） 自我效能乃為個人對從事某種工作所具備的能力，以及對該

工作可能做到地步的一種主觀評價。 

陳玉玲（1995） 自我效能是在指定情境中，個人能夠成功表現行為的方向的

信念，也就是個人表現特定作為與能力的信念。 

洪菁穗（1999） 自我效能是在情境特定的構念、能力的信念，並且與先前的

經驗關係密切，也是未來工作表現的預測指標。 

蔣美惠（2003） 自我效能指ㄧ個人對自己從事某項工作或表現某種行為所

具有的能力，以及對該工作或該行為可能做到之地步的一種

主觀評價。 

資料來源：研究者綜合整理（參考：朱雪梅，2005；蔣美蕙，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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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效能之概念分析 

自我效能最完整之概念是由 Bandura（1977）提出，其重點在於以社會學習

理論來解釋人類行為改變之歷程。Bandura的社會學習理論主張人類行為的產生

是來自於個人、環境及行為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而成，依其所提出的交互決定論

（reciprocal determination）來看，在社會環境中，環境因素、個人對環境的認知

以及個人行為三者之間，彼此交互影響，因為環境與個體之間簡單的雙向關係並

不能解釋人們複雜行為的學習，而環境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大多牽涉到各種內在個

人因素，且這些因素會影響環境對行為的作用（郭順利，1998）。因此，個人內

在認知會受到個人學習的影響而有所變動，換言之，個人的行為決定是來自於自

我認知、外在行為與外在環境，此三個因素彼此互相互動而形成的。 

 

Bandura（1977）將自我效能視為一種運作的機制，進一步從反應－結果的

期望來區分，可區分為兩個面向來解釋自我效能的層面：「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nces）與「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nces），如圖 2-3所示： 

 

 

                        

 

 

 

 

 

圖 2-3 自我知覺概念架構（Bandura, 1977） 

 

「效能期望」被定義為個人可以成功實行期望達到結果的行為，「結果期望」

則是個人對既定行為將導致特定結果的評估。前者強調為達成結果目標所採取的

行為、努力及持續性；後者強調結果的評估，而在此概念之下，「效能期望」是

相對於「結果期望」被廣為運用來解釋個人行為的努力及持續性，亦即，「效能

期望」是人們在行為選擇、努力多寡程度和在有壓力情境下持續努力的主要決定

因素，若缺乏此構成要素，則無法達到。 

 

 

效能期望(efficacy expectances) 

程度(level) 

強度(strength) 

類化程度(generality) 

結果期望(outcome expectances) 

生理的(physical) 

社會的(social) 

自我評價的(self-evaluation) 

個人 行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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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ura（1977）提出以下四種自我效能的資訊來源，以圖 2-4將加以說明： 

 

  圖

2-2 自我效能對成敗的影響模式 

    （Bandura, 1989 : 732；Wood and Bandura, 1989 374） 

圖 2-4 自我效能之資訊來源（Bandura, 1977） 

 

（一）熟悉經驗（mastery experience）回饋 

個人熟悉經驗是影響自我效能訊息最有效果的來源，對自我效能的影響力大

於其他資訊所產生的效果（Bandura, 1977）。個人會根據過去的成功或失敗的經

驗來發展自我效能的信念，並且以此來初步解釋行動的結果，個人成功的經驗可

以提高人對自我能力的預期，而重複失敗的經驗會形成自我的懷疑，進而降低自

我效能。但從不斷累積成功的過程中，將會增加其自我效能感，使失敗的經驗不

會影響或降低其自我效能，並且人們會自己建立很多成就標準（performance 

standards），然後再根據這個自我成就標準來評量自己成就的好壞，因此成功的

熟悉

經驗 

替代

經驗 

生理

狀態 

言語

說服 

形成自我效能

的資訊來源 
回饋 行為模式 結果 

高 

我知道我能勝任 

低 

我知道我無法勝任

自我

效能

信念 

主動-選擇最佳機會 

掌握情況-避免或減 

少障礙 

設定目標-決定目標 

計畫、準備、練習 

認真、積極 

創意十足 

從挫折中學習、預見成功 

減少壓力 

被動 

逃避困難 

士氣低落 

強調弱點 

不願嘗試 

因挫折退縮 

將挫折歸咎於能力 

不足或運氣不佳 

擔心、壓力過大而 

沮喪 

成功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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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不一定能夠提升自我效能，還需要視個人對表現結果所做的認知標準

（Bandura, 1986）。因此，社工員透過個人不斷地努力，並且在努力過後可逐漸

累積成功與失敗的經驗，對其自我效能的判斷也將因此而提升。 

 

（二）替代經驗（vicarious） 

替代經驗指的為經由他人的經驗、社會角色的示範而得到的效能，但替代經

驗的影響程度相對於熟悉的經驗是較弱。個人透過觀察與自己擁有相似能力的

人，若在相似的情境下獲得成功且正向的讚賞，會說服自己他人能成功，預期自

己也會有相同的結果，相信自己也應該會成功，因而提高自我效能的知覺，反之，

若觀察到他人在高度的努力下仍然失敗，則有可能會降低本身的自我效能期待與

信念（Bandura, 1986）。林哲立（2001）指出成功者良好的示範可以提供他人一

種具有示範性的功用，使觀察者形成一種效能感，進一步提升自我效能。 

 

（三）言語說服（verbal persuasion） 

言語說服是指個人接受到他人言語上的支持與鼓勵，尤其是積極性的言語說

服，當個人獲得重要他人給予正面言語激勵時，可以增強個人的信念與效能，反

之，負面的言語評價將會降低個人的自我效能，使人容易產生放棄的念頭（Pajares, 

1996）。而負面的言語說服對於自我效能信念的影響是比正面的言語來得大，也

就是說，個人較容易受到負面言語的影響，容易出現相信自己是能力不足的並且

會逃避困難的任務或從事具有挑戰性的活動（Bandura, 1986）。此方式也是用來

改變人類行為最常用且最為容易的來源方法。因此，社工員若能在組織中獲得主

管較為正向的支持與讚賞，其自我效能也將隨之提升。 

 

（四）生理狀態（physiological states） 

個人會根據自己的生理狀態，如：焦慮、壓力、緊張、害怕等心情起伏所傳

遞的訊息來評估自己的能力，即為當個人對於面臨的工作或任務時所產生的生理

或情緒反應，將可以當作其預測成功或失敗的線索。亦即，當個人的生理與情緒

是較為平穩或興奮時，則對自己的能力會有較為正向的判斷，但當個人的生理與

情緒是較為低落且焦慮不安時，自我效能與期待也會因此而被減弱，工作的表現

也會受到影響（Pajares, 1996）。由此可知，若社工員在工作面對壓力時，生理、

情緒焦慮的狀態下，自我效能會受到威脅而降低其工作上的表現。反之，若社工

員在工作時的情緒是維持興奮且對工作持正面評價時，將對其工作表現上是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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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的。 

 

綜合上述，效能期望的四個主要訊息的來源皆可以作為改善或提升個人自我

效能的判斷基礎。個人藉由自己過去所熟稔信賴的行動經驗、觀察他人的行為後

果、他人的勸導建議以及自己面臨採取行動時的生理情緒反應，進而自我判斷、

衡量與評估進入自我行為的一種調節運作，因此除了刺激個人的自我觀察、省思

外，提供持續而具深度的訊息影響源也是重要的。但 Bandura（1986）也認為不

論是上述的任一種訊息來源都不代表有完全性影響自我效能之作用，個人還是要

透過認知的過程，在訊息中透過各種選擇和統整，加以完成自我效能的判斷。 

 

 

參、自我效能之影響 

自Bandura（1977）對自我效能概念做出較為清楚的陳述之後，往後的學者

對於自我效能概念的輪廓描述更加蓬勃發展，也證實自我效能對於個體的影響是

相當大的。Pajares（1996）即提出指出自我效能是一種複雜的心理歷程，控制人

的動機與行為，其以自我效能對個體的影響層面所言，歸納如下： 

 

（一）影響個體的決策 

當需要做選擇時，將影響人們對於抉擇的決定，人們對於自認能力不足的工

作，會選擇逃避；而從事自認為有能力掌控的任務及活動。 

 

（二）影響個人努力的程度 

高效能的人面對挑戰時，會付出較多的努力以獲致成功的表現；而低效能的

人總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認為工作很困難完成，因此逃避面對工作反而容易導致

失敗。 

 

（三）在面對困難時，影響個體堅毅的程度 

自我效能具有產生激發行為的作用，作為行為動力的來源。高效能的 

人面對困難時能保持正向的態度，對失敗亦有較大的容忍力；低效能者則 

較不能堅持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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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面對失敗挫折時，影響個人的情緒反應 

高效能的人當遭受挫折時較不受失敗情緒的影響；低效能者則反之，容易變

得憂鬱、沮喪而逃避面對現實。 

 

（五）影響個體的思考模式 

高效能的人易產生自我協助（self-aiding）的傾向，當面對困難時，低效 

能者則有自我壓抑的傾向。 

 

上述可知，具有高效能者比低自我效能者更勇於嘗試，其相對有較大的成就

機會。高自我效能者會訂定具挑戰性的活動且積極地參與其中即使失敗了會歸因

於努力不夠或未發展適切的策略，如此仍會支持其能成功的策略而繼續努力。而

低自我效能者在面對困難時容易輕言放棄，將其歸因於能力不足，而產生焦慮和

懼怕等心理的壓力，因而影響到成就的表現。以下將自我效能高者與自我效能低

者在行為表現、目標設定、持久性和情緒反應上的差異加以說明，如表 2-4： 

 

表2-4  自我效能高者與自我效能低者之差異 

 高自我高自我高自我高自我效能的人效能的人效能的人效能的人 低自我效能的人低自我效能的人低自我效能的人低自我效能的人 

思考型態與活動選擇 

積極參與各種活動，促進成長 逃避豐富的環境和活動，因

此阻礙了發展  

求有挑戰性，有興趣及喜歡的

工作  

為了逃避壓力，較小的願望

達成即可  

與工作有關的行為 
面臨困難時更加努力  洩氣：面對困難情境時，裹

足不前  

努力程度與堅持 

在困境中堅持到底  在困境中輕易放棄  

遇到困難時，對已習得之技能

更加肯定  

遇到困難時，可能全部放棄 

失敗的原因認為是努力不

夠，而不是沒有能力  

認為是自已的錯，因此不能

有效運用個人能力  

情緒狀態 

有信心面對困境  預期失敗，因此易導致失敗 

在有負擔的情境下，不會覺得

有壓力 

在有負擔的情況下，為焦慮

與壓力所苦  

對情境的要求會更努力更注

意  

很在意自己的缺陷和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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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4  自我效能高者與自我效能低者之差異（續） 

 高自我效能的人高自我效能的人高自我效能的人高自我效能的人 低自我效能的人低自我效能的人低自我效能的人低自我效能的人 

長期效應 

遇到困難時，使已習得的技

更為強化 

遇到困難時，可能會完全放

棄  

集中努力和注意力於情境的

要求  

注意到個人的缺陷和難處：

且將這些問題誇大  

參與各種活動與經歷而促進

自我成長  

逃避豐富的環境與活動，從

而阻礙了發展  

在有負擔的情境裡，個人不

覺得有壓力  

在各種表現的情境裡，個人

為焦慮和壓力所苦  

通常失敗的原因是不努力而

不是沒有能力  

把注意力放在自已的缺陷

上，因而損及個人技能的有

效運用  

追求有挑戰性，個人有興趣

且投入的目標  

追求較小的願望成為躲避壓

力的機轉  

資料來源：曾華源、李自強、陳玫伶（2005） 

 

由此，若依上表說明得知，將自我效能放置在員工的工作情境中來看的話，

員工的自我效能對於其工作表現應是有其影響力的。湯大緯（2002）即建議管理

階層應善加運用員工的自我效能。因此為了提昇或維持員工的效能感，管理者應

傳遞較多正面的評價（appraisal）給員工，且為了提昇員工對本身能力的信心，

應指派給員工具些許挑戰，但卻依舊能夠勝任的任務，同時也應避免過早賦予員

工能力無法負荷的工作；且管理者應常常運用語言鼓勵的方式來影響員工對自我

效能的知覺，而對於自我效能較低者常有學習無助感，需要給予結構性的指導及

正向的回饋（Bandura, 1986）。同樣地，對於社工員而言，為使其能持續提供服

務，增進服務的動力及達成服務績效，提昇其自我效能似乎也成為了關鍵性的因

素。 

 

 

肆、個人特徵變項與自我效能之關係 

目前關於自我效能的研究已廣泛運用在各領域中，大部分運用於教師、教育

議題、護理人員、運動員及恐懼症、憂鬱症、抽煙行為等臨床諮商輔導問題的研

究（梁茂森，1998）。在任一領域中，多數研究皆顯示，當個人的自我效能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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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工作任務上的表現也將會愈好（Judge and Bono, 2001；鄭如安，1993；Eden 

and Aviran, 1993；湯大緯，2000），其中，個人的不同背景變項也將會對自我效

能有程度不一的影響（何麗君，2004），以下將針對一些個人背景變項與自我效

能的關係加以說明： 

 

一、性別 

過去在性別與自我效能的研究中，男性與女性的自我效能通常顯示是具有差

異性的。在教育、諮商、護理、等領域都曾對於男性與女性的自我效能做過研究，

多數的研究認為男性的自我效能是高於女性的（林哲立，2001；廖顯能，2002；

李旻樺，2002；楊惠玲，2005）。有些研究顯示女性自我效能高於男性的（顏淑

惠，2000；Greenwood, Olejnik, and Parkay, 1990；Bardou, 2003）。而 Bleek 與 

Jacobs則認為男性與女性的自我效能差異是受到幼年時期母親所灌輸的觀念所

影響，並無特定的高低程度之分（張素惠，2006）。綜上所述，可略知性別與自

我效能間的影響程度並非絕對，在社會工作領域中更甚少提及此議題，需再進一

步探討之。 

 

二、年齡與服務年資 

Bandura（1986）認為個人生活上的經驗是影響自我效能最直接的來源，而

個人隨著年齡的增加也會有較多參與事物的經驗與體驗，因此在年齡過程中所累

積的各種經驗，也將會影響著自我效能。在其他專業領域，針對年齡與自我效能

的研究皆指出，當個人的年齡與服務年資愈大時，其自我效能會愈高（孫志麟，

1991；鄭如安，1993；曾騰光，1996；王湘栗，1997；顏淑惠，2000；楊惠玲，

2005；Soodak and Podell, 1997）。在服務年資部分，與年齡有相似的狀況，即為

當其服務年資愈資深時，自我效能也愈高（孫志麟，1991；顏淑惠，2000；朱雪

梅，2005；Larson,1998）。從上述相關研究顯示，年齡與服務年資對於自我效能

是有相關的，此結果與 Bandura（1986）的看法是相似的。 

 

三、教育程度 

在教育程度與自我效能的研究中，許多研究皆指出，當個人的教育程度愈高

時，自我效能也愈高（Woolfolk and Hoy, 1990；Larson, 1998；曾騰光，1996；

王湘栗，1997；陳美言，1998；魏方亭，2001），但也有研究認為，教育程度的

高低與自我效能並非具有絕對關係（孫志麟，1991；王受榮，1992；謝寶梅，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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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蘭馨，1998；朱雪梅，2005）。因此，教育程度的高低同樣也為影響自我效能

的因素之一，而對於社工員來說，真正相關性為何，必須再多加討論。 

 

四、職務 

在相關研究中，關於職務高低與自我效能的關係是存在著歧異的。有些研究

認為，當個人職務愈高時，其自我效能愈高（孫志麟，1991；郭淑珍，2003）。

也有研究指出，個人的職務高低與自我效能是無關的（王受榮，1992；謝寶梅，

1995；王湘栗，1997；陳蘭馨，1998；顏淑惠，2000；李欣慧，2006）。從上述

研究結果可知，個人的職務高低與自我效能的關係仍無特定答案，仍須要再加以

研究與討論。 

 

五、婚姻 

在現有研究中，對於婚姻狀況與自我效能的關係，目前研究大多顯示已婚者

比未婚者擁有較高的自我效能（曾騰光，1996；王金敦，2004；許惠評，2005；  

楊惠玲，2004；曾信超、蔣大成、侯淑華，2008）。而陳盈潔（2004）以客服員

工與蔡英美、王俊明（2006）以中年人的運動行為的研究結果都指出婚姻狀況與

自我效能是無顯著關係的。 

 

綜觀以上文獻分析可知，對於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並沒有一致的結果。不同

的背景變項如個人之性別、服務年資、擔任職務等方面，各學者都做了不同層面

的探討；然而研究結果顯示，這些變項與自我效能間並非全部都達顯著之要求。

由此可發現，在不同的時間點，針對不同的研究對象，所做的研究結果也會有所

差異，尤其目前在國內的研究中，幾乎無人研究社工員的自我效能情形為何，值

得進一步的加以探討。 

 

伍、自我效能之相關研究 

近年來，有許多研究特別將焦點放在自我效能與工作表現上的關連性。吳幸

宜（1996）指出知覺到的自我效能會影響與工作有關的行為，而且也會產生長期

效應。蔡立旭（2000）以科技業的員工當作研究對象，其研究發現自我效能低者

往往會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缺陷上，這種行為會造成士氣低落以及逃避可增進其

能力的情境，但若自我效能提升，員工將會盡自己才能、更有耐心地學習克服工

作相關的困難。由此大概可知，員工若有強烈的自我效能信念，則易於被鼓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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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工作相關的困難（孫志麟，1991），這也就意味著自我效能與工作上的表現

是有關連性的。以下將針對自我效能對預測行為、改變行為或建立新行為的相關

實證研究作一歸納，茲列表 2-5： 

 

表 2-5  自我效能之相關實證研究整理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Locke, Frederick, 
and Bobko（1984） 

能力、過去表現及自我效能可以用來預測目標選擇，而 
自我效能與過去工作表現及未來工作表現皆相關。 

Eden and Aviran 
（1993）  

員工提昇一般自我效能將有助於其尋找工作的能力，而低

自我效能者也可以經訓練後增加其再就業機會。 

Michael and 
Ferrell（1996） 

增強權能感較高的員工其自我效能也較高；角色衝突對員

工知覺到的自我效能有正向影響；角色模糊對員工知覺到

的自我效能有負向影響；員工自我效能知覺對顧客（意識

到的）服務品質有正向影響。 

Harrison, 

Chadwick, and 
Scales（1996） 

針對駐守國外主管階級的一般企業商業人員之自我效能與

其跨文化適應間的關係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具有較高

自我效能的駐守者在一般生活適應、社交適應與工作適應

上亦較佳。 

Judge and Bono
（2001） 

以商業組織之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一般性自我

效能與工作滿意度、工作表現皆達顯著正相關。 

鄭如安（1993） 輔導人員男性、已婚、較長的輔導工作經驗、較高職務者， 
其自我效能較高，且自我效能越高，其輔導成效也愈好。 

徐佩汶（1997） 
 

以壽險人員為研究對象，發現自我效能對業務員的工作績 
效確實有正面的影響，亦即當業務員的自我效能愈高，其 
工作績效越佳。 

萬金生（2003） 
 

以資訊委外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其自我效能與 
目標認同、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皆為顯著正相關。 

許秋芬（2004） 精神科護理人員的自我效能會因為年齡與工作年資之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年齡越高，年資愈久其自我效能的

表現越高，而自我效能越高，其對於病人的關懷行為頻率

也會越高。 
蔣美蕙（2003） 保全人員在生涯管理、人格特質、組織氣候、工作滿足、

自我效能及工作績效各研究變項之間都有顯著相關。當保

全人員自我效能越高時，工作績效、工作滿足感也越高。 

葉瑞元（2005） 中央氣象局員工的自我效能越佳，其歸因信念愈趨向內控

人格、壓力知覺越趨正向、工作滿意度越高。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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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以自我效能為研究的主題中得知，自我效能對於工作上的表現是具

有相當影響性的，Bandra（1982）主張自我效能會影響個人的表現動機，當個人

覺得自己有能力完成工作時，其完成工作的動機也會越高，又因自我效能的認定

往往是個人主觀的判定，旁人難以客觀的評量得知，可以經由經驗、語言說服，

以及對生理狀態的知覺等方式來逐漸增強（Bandura, 1997）。因此，透過瞭解社

工員的自我效能將可知其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性，也從中可知自我效能對於個體

在工作情境的重要性，成為了影響其各種工作態度上的關鍵。 

 

 

陸、自我效能之測量 

就自我效能的測量工具而言，Maibach 與 Murphy指出發展自我效能測量工

具需掌握二原則，其一、要先瞭解研究需求為何，在針對不同的研究目的、行為

及任務目標，來決定需要包含哪些情境或特殊的行為來做為測量的面向；其二、

考量 Bandura（1986）提出的效能判斷（efficacy judgement）的三種特質：1.程度

（level 或 magnitude），即事情的難易程度；2.類化程度（generality），即對某一

特定情境或經驗的自我效能是否能擴及到其他情境；3.強度（strength）即個人對

行為表現之信心的評估，利用適當的問卷題項及引導與評量研究對象自我效能的

高低程度（余靜雲，2000）。Bandura（1986）也指出測量自我效能時並不是將行

為分解成不同的能力，而是強調在不同的能力之下個人仍有信心執行該行為的把

握度。之後，Bandura對於自我效能的觀點又作了一番詮釋，其將自我效能分為

「一般自我效能」（generalize self-efficacy, GSE）與特殊自我效能（specific 

self-efficacy, SSE）。一般自我效能為個體執行未來行動時，對於個人能力信心

水準整體性評估；特殊自我效能指對特定工作表現的認知性評估。一般自我效能

與特殊自我效能的不同主要在於，它是在較長期經驗後所累積而成的穩定性質

（Bandura, 1977）。由 Bandura的看法可知，自我效能的測量大致上可分成情境

性與一般性兩種，首先研究者需考量其研究目的與研究需求選擇，其次再針對是

否要對其情境的特殊性重新編制，前者的優點是符合特定情境與對象特性，後者

則是強調不論過去失敗或成功的經驗都將藉著學習的過程，讓個人學會新的技巧

與能力去面對未來的挑戰，而這些過去的經驗都將成為現在自我效能的依據。 

 

而萬金生（2004）針對資訊委外人員對於工作各表現層面的驗證以一般自我

效能模型與特殊自我效能模型驗證其影響力及預測力。結果發現特殊自我效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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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工作各表現層面的影響是直接影響，亦即「工作與個人的互動面」；一般自我

效能則是必須透過以組織為基礎，才能對工作各表現層面產生影響，如組織制

度、組織文化、領導風格等，亦即「組織與個人的互動面」，而 Sherer 與 Maddux 

（1982）對於自我效能的說法也較偏向於一般自我效能的概念，其認為一個人過

去在各種不同情境下所累積的成功或失敗經驗，會讓一個人發展出綜合性、整體

性的效能期望或自我效能，且綜合性、整體性的效能期望會影響一個人對新情境

處理能力的期望，為一種不針對特定情境或行為的自我效能概念，其也認為一般

自我效能愈高的人，在不同的工作情境中較易成功。研究者基於考量前述文獻中

之增強權能感的概念是以組織下之架構為基礎的測驗，與研究目的之故，因此將

欲測量的自我效能的概念界定為一般性自我效能。若將此概念套置在本研究中，

研究者初步認為社工員不論過去的失敗或成功的個人經驗，都會影響著現今所擁

有的自我效能，而習得面對新事物的技巧與能力等資訊都將成為具有整體性的自

我效能。因此，本研究測量自我效能的概念將採用，Sherer 與 Maddux（1982）

發展出不針對特定情境或行為、綜合性的「一般自我效能量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並使用黃毓華、鄭英耀（1996）的中文版本，主要目

的是測量受試者自評的一般性自我效能感，原始量表 17 題，α 為 0.88，採用李

克特式五點計分法（5-Point Likert Scale）。國內許多研究也以此量表測量自我效

能程度，具有不錯的信度（葉瑞元，2005；林世娟，2005），也顯示本量表具有

相當程度的的穩定性與一致性。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工作滿意度之內涵與工作滿意度之內涵與工作滿意度之內涵與工作滿意度之內涵與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本節將針對工作滿意度之定義、影響因素、個人特徵與工作滿意度、測量、

變項間相關研究等五個部分予以探討。 

 

壹、工作滿意度之定義 

工作滿意度之相關研究可追溯於人群關係理論概念及原創的創始者 Mayo，

其於 1927至 1932年從事工人行為及工作效果關係的 Hawthorne廠進行實驗研

究，結果發現經濟性誘因並非唯一的重要動力，事實上非經濟的社會約束力限制

了經濟誘因的效率，即說明工作產量受物質環境影響較少，員工的產能表現受心

理及社會環境的影響要多，顯示社會和人際關係是生產力較強的預測因素，員工



 

36 

 

深覺受到關注重視而激發其生產力，其研究結果指出「工作者的情感會影響工作

行為，而工作者的社會及心理因素才是決定工作滿意及生產力的主要因素。」（孫

建忠、賴兩陽、陳俊全譯，2005），自此，工作者的內在情感與社會心理因素變

成了管理者關注的焦點，也將強調工作效率與品質的工商學界對於工作滿意度的

調查更如火如荼的進行，掀起一股股的熱潮。  

 

最早提出工作滿意之概念之學者為 Hoppock（1935），其認為工作滿意是工

作者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意感受，視為工作者對工作情況的主觀性

反應。至今，隨著研究者對於此概念有不同的定義與看法，有關工作滿意度之相

關文章已超過數千篇，本研究茲綜合國內外重要學者相關對於工作滿意度的看

法，以供參照，歸納表 2-6所示： 

 

表 2-6  工作滿意之定義整理表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工作滿意之定義工作滿意之定義工作滿意之定義工作滿意之定義 

Hoppock（1935） 工作滿意乃工作者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對於工作環境亦即 

工作者對工作情境的主觀性反應。 

Herzberg（1954） 個人對工作感覺到很好或喜歡的一種積極情意取向。 

Porter（1961） 視個人應該得到及實際得到的報酬兩者差距而定，後者若

大於前者則感到滿意，反之則為不滿意。 

Vroom（1964） 工作滿意是指員工在組織中情緒性的反應及對於組織中扮

演角色之感受 

Locke（1969） 工作滿意與不滿意為某人想要從工作中獲得的和某人知覺

到他所獲得的之間知覺關係的函數，亦即對於其他所知覺

到的成果和所實際獲得的成果之間的差距。 

Smith,Kendall and 

Hulin（1969） 

工作滿意度視個人根據其參考架構對於工作特徵加以解釋

後得到的結果，因此，某一個工作情境是否影響工作滿意

度，還涉及工作好壞的比較、與他人的比較、個人能力以

及過去的經驗等其他因素。 

Campell（1970） 工作滿意乃員工對工作或工作的某些特定層面、正向或 

負向的態度或感覺。 

Price（1972） 工作滿意為員工對其在組織中扮演的角色具有正感情取 

向者，即為對工作感到滿意之員工。 

Adams（1972） 個人經常將自己的個人條件與所得報酬做比較，當兩者 

相等時則產生滿意感，不相等時就感到不滿意。 



 

37 

 

表 2-6  工作滿意之定義整理表（續） 

資料來源：研究者綜合整理（參考自李永聖，2002；張瑋恩，2000；黃蘭鈺，2003；

潘安堂，2001） 

 

綜合上述，工作滿意可知為一種多種工作層面上的一種態度或情緒感受，大

致可以分成三種（許士軍，1977）： 

 

（一）整體滿意（overall satisfaction） 

此定義是將工作滿意概念視為一種對工作本身情感上的一種反應，主要

在於工作這對其工作及有關環境所抱持的一種態度，視工作滿意為心理狀態

的單一整體性概念，工作者能將不同構面上的滿意與不滿意予以平衡，而不

涉及工作滿意的各構面、形成原因與過程，是指個人心理及生理對環境的滿

意感受，也為工作滿意的一般性解釋。 

 

（二）期望差距（expectation discrepancy） 

此定義將工作滿意視為工作者在工作環境中，對於自己為組織所付出的

心力，期望獲得之價值與實際獲得價值間的差距，以此落差來呈現出工作滿

意的程度大小，此差距越小滿意的程度越大，差距越大則滿意的程度越小。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工作滿意之定義工作滿意之定義工作滿意之定義工作滿意之定義 

Saal and Knight 

（1988） 

工作滿意乃指工作者對其工作的一種情緒、情感或評價上

的反應。 

Robbins（1992） 員工對於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當工作滿意程度高時 

表示對其工作抱持正面的態度。 

Greenberg and 

Baron（1995） 
個人對於工作之知覺、感情上及評價上的反應。 

Schermerhom, Hunt 

and Osbom（1996） 
個人對於工作所感受到的正面與負面態度。 

張春興（1994） 個人或多數員工對其所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度，工作滿意 

與否跟很多因素相關如薪資高低、加薪方式、工作時間、 

地點、工作性質、升遷機會、人際關係、管理方式等。 

許士軍（1981） 工作者對於其工作所具有之感覺或情緒性反應，這種感覺 

乃取決於自特定工作環境中所實際獲得的價值與其預期認 

為應獲得之價值的差距。 



 

38 

 

（三）參考架構（frame of reference） 

此定義認為工作滿意是可來自於工作各構面所得到的情感性的反應，包

含工作本身、上司監督、同事關係、升遷機會及薪資待遇等，也是藉著探討

個人對工作相關構面的感受，以此來瞭解工作滿意的程度。 

 

由上可知工作滿意的概念是相當廣泛的，而本研究將以上述的整體滿意

（overall satisfaction）當作測量的依據，此種整體滿意的內涵來自於個人由工作

本身所得到的滿意程度，如成就感、成長、自尊、自主、掌握控制感，以及與工

作本身並無直接的關係，包括良好的工作環境、福利、薪資、升遷等，是由工作

者綜合兩者對其的影響而平衡對於工作滿意的結果，將可迅速的瞭解工作者對於

工作的滿意程度。 

 

 

貳、影響工作滿意度之因素 

目前在各職業以工作滿意度為主題的研究相當多，但在早期，關於社工員的

工作滿意度研究卻是偏少的。Dehlinger and Perlman（1978）在針對一系列工作

滿意度的研究中發現以人群服務組織員工為研究對象的甚少，因而將其員工稱為

「被遺忘的工作者」，在1970年代晚期後，相關研究才漸漸陸續增多。相關研究

中，Cherniss 和 Egnatios（1978）、、、、Zaharia 與Baumeister（1979）、、、、Frontz（1978）

發現人群服務組織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是低於其他專業領域的，但對於產生這種結

果的原因卻往往難以清楚地解釋（Spector, 1985）。因此，瞭解人群服務組織的工

作滿意度變成相當重要，許士軍（1977）即指出工作滿意度的重要性在人群服務

組織中逐漸獲得重視，研究工作滿意度之目的在於：1.視為組織內一項早期的警

戒指標，若能對組織內成員的工作滿意度加以適當地監督，可以早期發現組織在

工作上的不當調配現象、策略或計畫上的缺失，進而能夠採取適當的補救措施；

2.提供組織及管理理論一項重要的變項，透過對於工作滿意感的相關研究，能夠

瞭解工作滿意度具有的重要影響性，且以作為擬定策略的重要參考指標。 

 

目前由於工作滿意度的內涵所涉及的範圍廣泛，所以大部分研究只限於部

分變項的探討，但有許多學者都同意影響工作滿意度的變項不僅僅是涉及工作者

本身的個人變項而已，同時工作環境與工作本身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此，就

部分學者研究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素，茲列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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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影響工作滿意度之因素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影響工作滿意影響工作滿意影響工作滿意影響工作滿意度度度度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之因素 

Herzberg（1954） 

 

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有十四種，分別為：成就、認知、

工作本身、責任、升遷可能性、成長可能性、薪資、與上

司關係、與同事關係、技術指導、公司政策與行政措施、

工作環境、個人生活及工作安全性。 

Vroom（1964） 組織本身、升遷、工作內容、直接主管、金錢待遇、工作 

環境、工作夥伴 

Fitzgerald（1966） 1.個人特性因素：年齡、教育程度、智力、性別、職業水準 

2.工作特性因素：組織及管理、上司的監督、社會性環境、

溝通、工作安全、工作安全、工作薪資。 

Smith（1969） 工作的本身、視導、薪資、升遷以及同事關係等五個 

工作層面的感受對工作滿意影響度的影響最大也最重要。 

Wernimont（1972） 1.個人內在因素：成就感、責任感、認同感、進步感、公 

平感、贊同感、其他因素 

2.外在環境因素：組織政策、工作環境、薪資待遇、職位 

升遷、領導能力、人際關係、其他因素。 

Spector（1997） 工作特性、組織壓力、角色因素、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 

薪資、工作壓力。 

Reiner and Zhao 

（1999） 

認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分為二類： 

1.人口屬性，包括種族、性別、教育、年齡、符合員工本 

身特性的工作分配。 

2.工作環境，包括員工對工作環境、經驗特色的感覺。 

徐正光（1977） 認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可分為三大類： 

1.組織外部因素，包括個人特質及社會文化。 

2.組織內部因素，包括工作本身、人際關係 

3.工作情境因素，薪資、升遷機會、工作保障。 

張碧娟（1978） 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有責任、升遷、社會服務、讚賞、 

環境、待遇、人際關係。影響工作不滿意之因素有人際關 

係、權威、社會服務、安全性、工作環境、學校行政、工 

作本身。 

張春興（1978） 認為影響工作滿意度至少有三種因素： 

1.與工作本身有關者。 

2.與個人條件有關者。 

3.與他人或社會有關。 

資料來源：本研究綜合整理（孫令凡，1999；陳世勳，2001；林建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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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文獻，大致可歸納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除了工作本身、人口特

徵變項外，尚包括環境組織的部分，如公司政策與管理措施等，許士軍（1977）

也同樣地指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前因變項，大致上可區分為「個人變項」與「環

境變項」，並從這些研究也知影響工作滿意的前因變項不單只是單純的個人變項

或環境變項單一性地來決定，更是要取決於兩者之間的互動結果。 

 

若從本研究所欲測量的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二變項的定義來看，也分別符

合上述環境變項與個人變項的分類，而本研究變項中的年齡、性別、宗教信仰、

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可歸類為個人變項，現職年資、雇用

狀況、薪資則歸類為環境變項。因此，可得知本研究所欲瞭解的社工員的工作滿

意度的測量也是以上述之前因變項模式為基礎。  

 

 

參、個人特徵變項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關於個人特徵變項與工作滿意度之研究相當豐富，本部分所呈現之文獻，將

盡量針對以社會工作相關領域為探討主題，希望能夠針對文獻與本研究之結果作

一比對，其探討內容如下： 

 

一、年齡與服務年資 

多數研究皆指出年齡與工作滿意度為直線正相關（Reiner and Zhao,1999；許

士軍，1977，王綉蘭，1998），亦即當年齡愈大時，其工作滿意度愈高。而Ting

於1997年時研究發現，愈年長者更能將自己個人的需求與組織或工作的情形作一

適當的調適、配合，所以愈年長者的工作滿意度也會愈高（孫令凡，1999）。而

也有些研究認為年齡與工作滿意度是無關的（鐘琳惠C，C1989；PoulinC,  1994；Sliver, 

Poulin, and ManningC, C1997），只有少數的研究指出年齡與工作滿意為U型相關（莫

藜藜，1988）。在年資部分，Smith, Kendall, and Hulin (1969)、商富華（1980）

的研究發現年資與工作滿意度為正相關，然而年資因與年齡之趨勢相似，因此，

綜上而知，年齡、服務年資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仍無絕對之相關性，其中還牽涉

到工作情境因素之複雜性，因此難以斷定，有待後續研究作更深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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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性別 

性別與工作滿意度間是否具有相關性仍處於眾說紛紜的階段。有些研究顯示

女性工作滿意度是高於男性的（McNeely, 1984；莫藜藜，1988；商富華，1980）。

有些則是認為男性的工作滿意度是高於女性的（朱雪梅，2005；Rinehart and Short, 

1994）。也有研究發現性別與工作滿意度感之間無顯著相關（王麗容C，C1980；鐘

琳惠，1989；王琇蘭，1998；Poulin，1994；Sliver, Poulin, and Manning，1997）。

但就目前來說，仍然難以斷定性別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 

 

三、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並不明確，有研究認為教育程度與工作滿意度

為負相關（商富華，1980；彭淑華C，C1986； Rinehart and Short, 1994），此原因

主要是學歷較高者通常會對工作報酬與相關的條件會有較高之期待，因此工作滿

意度有可能因此而較低（孫令凡，2000）。有些則認為教育程度與工作滿意度為

無顯著相關（鐘琳惠，1989；王琇蘭，1998；Poulin，1994；Sliver, Poulin and 

Manning，1997）。而產生此現象間之關係，Fournet於1996的研究發現，認為教

育程度跟工作滿意度無顯著相關的主因是年紀輕者之教育程度較高，並不是本身

教育程度的關係，而是與年齡有關（呂學榮，2007）。 

 

四、職務 

Poulin 與Walter在1992年的研究發現，社會工作專業中，工作滿意度的高低

是與職位有關的（Poulin, 1995）。而Barber（1986）的研究指出，社會工作管理

階層人員的工作滿意度最高，其次為督導、基層社工員。Poulin（1995）的研究

也同樣地發現管理階層人員的工作滿意度是高於督導的。在國內研究中，莫藜藜

（1988）、王綉蘭（1998）的研究都同樣地認為社工員之職務高低與工作滿意度

無關。由此，工作滿意度與職務的關係在國內外研究呈現出不一樣的結果。 

 

五、婚姻狀況 

對於婚姻狀況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多數研究都認為，已婚者的工作滿意度

是高於未婚者的（McNeely, 1984；莫藜藜，1988；鐘琳惠，1989；Poulin，1995；

王綉蘭，1998），但也有研究認為兩者間是無關的（王麗容，1980；Sliver, Poulin 

and Manning，1997）。因此，對於婚姻狀態與工作滿意度間是否為顯著相關無

特定的說法，需作進一步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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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與和工作滿意度的關係並不明確（黃國隆，1982）。在國內以社工

員為研究的部分，王麗容（1980）研究社工員的專業滿足與教育背景之關係，發

現受過專業社會工作相關教育的內外在滿足程度，與非受過社會工作教育的社工

員沒有顯著差異。莫藜藜（1988）則以醫務社工員為研究對象，發現社會工作專

業之畢業者的專業滿足程度較非專業科系畢業者為低，其認為主要原因與學校教

育有關，社工教師們在授課時，將國內外理想的實務工作型態傳達給學生們，但

是許多機構的實際狀況卻不如裡想，因此在期望過高之下而產生了失望。王綉蘭

（1998）以公部門社工員為研究對象，發現教育背景與工作滿意度間無顯著差

異。由此，可發現社工員的教育背景與工作滿意度間並沒有絕對之關係。 

 

七、薪資 

社工員之薪資高低與工作滿意度的關係是難以定奪的。在國外研究部分，

Gilsson 與Durick（1988）以人群服務組織的社工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

薪資高低與工作滿意度無顯著相關。而Vinokur-Kaplan在1991年的研究發現，在

私立兒童福利機構領較低薪的社工員，與在公部門工作享有較高薪的社工員，在

工作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Poulin,1995）。在國內研究部分，王麗容（1980）、

鍾琳惠（1989）的研究結果皆發現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與薪資無顯著相關。 

 

綜看上述研究，雖多數研究對象皆以社工員為研究對象，但從個人特徵變項

對於工作滿意度的結果發現，在各個人特徵變項所呈現的結果仍無一定的趨勢，

可能因各研究之抽取樣本、文化因素、量表使用等差異而產生此現象，另外，

Poulin（1995）也指出因為社工員所處之機構組織差異性太大，因此必須考量到

工作環境、工作職責、服務對象等環境因素，才能準確測量出社工員的工作滿意

度，而上述各研究結果可能也同樣反應了此說法，才使得研究結果不盡相同。 

 

 

肆、工作滿意度之測量 

關於工作滿意度之測量，依許士軍（1981）認為有兩種基本方式：一是整體

性者，所衡量的是一種整體滿意程度，並未辨別所針對之工作性質或環境之具體

構面；其次是列舉性者，即是先列舉有關工作之具體構面，然後由被訪者表示其

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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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各學者對於此概念仍有不同見解，因此架構性、參考性也有所不

同，導致工作滿意之操作性定義也有所不同，以下將概述各量表之測量構面與意

義。Weiss, Dawis, England 與 Lofquist（1976）以新進員工和休假復職員工為研

究對象，試圖去瞭解其對於工作適應與工作滿意的影響，並以此而編制了明尼蘇

達滿意度問卷（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MSQ），將工作滿意度分成

工作本身、升遷、薪資、主管與同事等五個構面，並且分為短式（Short Form）

及長式（Long Form）兩種。Hackman 和 Oldman（1975）所創的工作診斷調查

表（Job Diagnosis Survey, JDS），此量表可測量工作者的一般滿意、內在工作動

機和特殊滿意，並分成五個構面，工作性質、薪水、升遷、督導關係、同事關係

等，並以 62種不同工作職務的 658員工進行信度測試，α係數達到 0.92。Smith、

Kendall 和 Hulin（1969）編制的工作描述量表（Job Descriptive Index , JDI），認

為工作滿意度是員工在特定工作環境中，實際獲得報酬與預期應得價值之差距，

若差距愈小，滿意程度愈高；反之，差距愈大，則滿意程度愈低，此量表將工作

滿意度分成五個面向，即工作本身、薪水、升遷、同事及直屬長官，描述是來自

受訪者對於工作的評價，而非其對工作感覺，屬於間接地衡量，而此量表之信度

頗高，α 係數為 0.74。而 Ironson、Smith、Brannick、Gibson和 Paul（1989）是

以 Smith、Kendall 和 Hulin（1969）所編制的工作滿意度量表為基礎，發展了一

般工作量表（Job In General Scale, JIG)，用以測量員工的整體工作滿意情形，問

卷共十八題，每個題項的問題是對於工作一般性描述，總成績是所有題項的加

總，並以佛羅里達州政府員工為樣本研究，α係數達到 0.91。 

 

上述工作滿意度量表的建構往往是以營利為主的商業組織所建構為研究對

象而發展，Spector（1985）認為人群服務組織應該有其特定的工作滿意度量表，

因此將這些量表套用在社福機構來說，將可能會忽略掉社福機構此種非營利組織

的獨特性，測驗的各面向也有可能與研究測量對象不同而產生區辨力不足的問

題，所以工作滿意度的測量將格外小心。另外，由於工作滿意度測量都有其依據

的構面，而何種量表之工作滿意度衡量構面是最為適當、適合，會隨著不同的研

究對象、研究主題，量表的選擇也會有所不同，因此所呈現出的結果及解釋也不

盡相同。 

 

因此，本研究將捨棄以多構面的測量工具為問卷架構，改以整體工作滿意的

測量方式來測驗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降低問卷適切性不足而產生的偏誤。 

而 Brayfield 和 Rothe（1951）共同發展的工作滿意度指標（An Index of Job 



 

44 

 

Satisfaction, IJS），即是以簡單易懂的描述性語句加以測量員工的整體工作滿意度

情形。此量表共有十七題，每個題項的問題是對於工作一般性描述，包含五個選

項，採用李克特式五點計分法（5-Point Likert Scale），其信度表現良好，α係數

達到 0.87，此量表的優點包含：可測量整體工作滿意度、適用於各種行業、測量

態度問題特別敏感、各種職位都適用、具信效度、簡短且易測量分數。根據研究

者所欲瞭解社工員工作滿意度的知覺狀況，此量表之構面包含在內，且信度經過

證實達到一定的水準，並符合工作滿意度相關文獻的總體面向，因此將選擇此由

許士軍（1977）的中文譯本當作測量工具，經測試後其 α係數為 0.94，故就量表

之內部一致性而言，應無問題，檢視量表的各項目，亦可獲有相當的「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之支持。 

 

 

伍、各變項間之相關研究  

本段將分別就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以下探

討，以作為建立研究假設之基礎。 

 

一、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增強權能的概念自 1950年代起在社會科學研究領域，即被視為影響工作成

效之重要變項（Kizilos, 1990；Savery and Luks, 2000）。其中影響工作滿意度之

層面，廣泛地包含工作組織的變遷、擴大、縮編、薪資改革等、工作負荷量、管

理階層的領導統御對工作者所造成之壓力感、倦怠感、組織承諾程度等（Savery 

and Luks, 2001）。在本研究中，關注的核心議題在於增強權能感此一變項，對社

會工作者於實務工作上可能產生之工作滿意度之態度差異，以及增強權能感所扮

演的角色功能為何？為求本研究能更為精準與可靠的進行此一問題之澄清，並進

一步針對社會工作此一領域之變項差異進行探討，研究者以下檢視增強權能感與

工作滿意度此二變項在相關經驗證據所呈現之研究結果進行研究架構的初探。 

 

自 1990年後，針對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之相關研究結果，多數研究結果

皆呈現增強權能對工作滿意具有正相關性（Bowen and Lawler, 1992；Jun and Lee, 

2000；Enz and Siguaw, 2000）。Hechanova, Alampay 和 Franco（2006）在一針對

菲律賓服務業工作者之研究結果即指出，工作者在直接面對服務人口群時，工作

者之增強權能感確實能降低工作壓力同時提高工作滿意度。Gruss（2007）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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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臨床護理人員之工作滿意度研究中亦指出，增強權能具有直接影響工作者對

服務成效表現與對自身工作滿意之雙向度影響力，對專業工作者具有持續投入服

務之激勵效果。 

 

國內研究方面，多與前述 Gruss（2007）所採研究取向近似，乃針對增強權

能在特定專業人員的服務場域上，進行工作者的增強權能狀態與工作滿意向度上

進行探討。研究人口群雖廣泛包涵教師、護理人員、企業白領、勞工等，且因組

織架構差異而對不同組織變項具有差異性的結論，但其中在增強權能與整體工作

滿意度二變相關聯性上，仍多呈現正相關的研究結果（林秀聰，1998；陳瑞芬，

2002；陳宜佳，2003；黃珊，2004）。而賴宛瑜（2005）與呂學榮（2007）分別

針對醫務社會工作者與公部門社工的增強權能狀況所進行工作滿意之相關討

論，即更精確的呈現，社工員的增強權能狀態確實對實務工作者對所屬服務構之

認同感、投入程度以及面對案主時的正向態度具有顯著性的影響。 

 

綜上所述，增強權能感可能受到組織管理風格與組織背景差異而對工作滿意

產生差異性的結果，但普遍性被視為於組織與工作態度兩者間的一種主要心理狀

態。高增強權能者具有認同工作價值、高工作滿意的正向關聯性，是一種工作者

願意投入工作、掌控工作狀態的心理變項。此一觀念架構亦呼應 Spreitzer（1995）

所提出的－增強權能是一種激勵結構，是以工作為基礎的增強權能而非人格屬

性，是個人在工作環境中所形成的認知，也是一種連續的狀態，進而產生行為前

的變化過程。 

 

二、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Bandura（1977）發表了「自我效能感：邁向行為改變統一理論」，開啟了對

效能感的一系列系統化的研究，並且運用在各個領域當中，當個人擁有強烈的自

我效能時，便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完成重要的工作。自此，自我效能成為了與工

作相關研究的重要變項，工作滿意度的研究也包含在內。 

 

在國外研究方面，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的相關研究結果相當眾多，多數研究

結果皆指出自我效能越高，其工作滿意度也越高（Judge and Bono, 2001 ; Bradley 

and Roberts, 2004 ; Perdue, Reardon, and Peterson, 2007）。Michael, Kevin, 與

Dougles（2002）以市場銷售人員當作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發現，當銷售人員的

自我效能越高時，其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的表現也將隨之而提升。G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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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dio, Patrizia, 和 Patrick（2006）在一針對義大利超過 2000名的國中教師的工

作滿意度研究中指出，教師的個人自我效能的確會影響其工作滿意度。Michael 

and Ferrell（1996）在針對客服人員的工作滿意度的研究調查中的結果即發現，

當客服人員的自我效能越高時，工作滿意度也隨之提升。 

 

在國內研究部分，多以特定專業人員的服務場域上，進行工作者的自我效能

與工作滿意向度上進行探討。曾淑芬（2005）以我國中央機關檔案管理人員為研

究對象，研究結果得知，受試者的自我效能感越高，工作滿意度越高。另外，葉

瑞元（2005）以中央氣象局員工為對象，研究發現，員工自我效能感越高，工作

滿意度越高，自我效能是會深刻地影響工作行為。林世娟（2005）則是以市立醫

院之員工與志工為對象，研究指出，員工與志工的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是有影

響的，呈現出正相關。 

 

綜合上述的國內外相關研究中得知，在各種不同的職業類別中，各專業人員

或工作者的自我效能高低與工作滿意度之間卻呈現出相同的正相關趨勢，即為當

自我效能越佳時，工作滿意度就越佳，本研究也將以此當作重要的參考，成為研

究的假設。 

 

三、自我效能、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自我效能、增強權能感可能不只是社工員達成案主改變的變項概念，同時也

是社工員能否繼續投入改變案主的重要概念。整理前述得知，自我效能、增強權

能皆為影響工作滿意之重要影響變項（Judge and Bono, 2001 ; Bradley and Roberts, 

2004 ; Perdue, Reardon, and Peterson, 2007；Gian, Claudio, Patrizia, Patrick, 2006），

增強權能感的由來則包含組織的實質授權，以及心理上的增強權能兩部分都對工

作滿意態度產生影響（Bowen and Lawler, 1992；Jun and Lee, 2000；Enz and Siguaw, 

2000）。而自我效能則被認為是個人內在心理是否具有決策、判斷情境因素、從

事特定行為之心理自信程度，同樣地也對知覺到的工作滿意度具有影響力

（Schunk, 1990；Pajares, 1996；孫志麟，1991）；由此，我們可以發現增強權能

感對於在心理層面概念的感受，與自我效能都會對工作滿意產生影響，但自我效

能概念著重於個人之外在行為展現的心理層面的中介之過程（Bandura, 1986），

而增強權能則透過一系列的活動對個人心理產生激勵過程，成為了增強權能感

（Spreitzer,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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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Bnadura的個人自我效能的歷程來看，如圖 2-4得知，自我效能的資訊來

源是來自於四種方式：熟悉經驗、替代經驗、言語說服、生理狀態等，其中，自

我效能信念會將資訊來源做一統合性地判斷，藉此瞭解自己是否能夠加以勝任，

並透過效能判斷（efficacy judgement）的過程加以內化這些資訊，而資訊來源的

程度（level）、類化程度（generality）、強度（strength）的大小差距也將影響到

個人透過自我效能機制所產生的結果。若將 Bandura對於自我效能提出的理論加

以推論，由前述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相關研究的檢視中，支持了研究者依循

Bandura（1977）的概念架構對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間相關性，即為增強權能

感愈高，個人的自我效能也有愈高的傾向（Rusco etal, 1989；Edwards, Green, and 

Lyons, 2002），另外，Conger與 Kanungo（1988）也認為組織中成員透過正式的

組織經營及非正式的訊息提供來改善無權的環境，並透過分權賦予權責的方法，

可提升其自我效能。同樣地，沈慶盈（2007）指出，面對一沮喪且缺乏行為動機

的社工員，機構可藉著增強社工員的權能來達到提升自我效能的目的，並進而升

社工員的能力信念和權力。而在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的相關研究中，大多顯示

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間存有正向關係，且增強權能感對自我效能具有正向的影

響（Hipp, 1997；Rusco et al. , 1989；洪嘉鴻，2003；李欣慧，2005）。因此，本

研究將社工員所知覺到的增強權能感當作是一種對於影響自我效能的正向激勵

因子，個人則會因自我效能信念的不同而加以判斷與解讀，作一調整的動作。 

 

綜上所述，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兩變項，存在著正向增強的關聯性；又分

別是工作滿意態度之影響因子，三者間同時存在的變異性，即是本研究所欲釐清

之基本架構。唯因目前國內外文獻，較少將三者作為研究概念變項進行探討，增

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兩變項關係，亦多處於單獨對於工作滿意度之關聯性分析。

由此，本研究將依循現有理論以及經驗證據，將工作滿意度視為是社工員對實務

工作之整體態度評價，個人自我效能以及增強權能狀態兩者，則為交互影響社工

員實務表現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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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章三章三章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章共分成六節，將針對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變項之操作性定義、測

量與信效度分析、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資料分析方法、研究倫理與研究限制等

章節加以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與研究假設與研究假設與研究假設 

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的結果，整理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與相關文獻的探討，就各構念間關係分別提

出假設，作為實證分析之依據，茲列如下： 

一、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H1：社工員知覺到增強權能感愈高，則其工作滿意度愈高。 

 H1-1：社工員知覺到的相互性愈高，則其工作滿意度愈高。 

 H1-2：社工員知覺到的共同參與愈高，則其工作滿意度愈高。 

 
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 
 

增強權能感 
Empowerment 

 
相互性（reciprocity） 
共同參與（synergy） 
擁有權（ownership） 

 

 

工作滿意度 

Job satisfaction 
 

 

H1 

H2 H3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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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3：社工員知覺到的擁有權愈高，則其工作滿意度愈高。 

 

二、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之關係 

H2：社工員知覺到的增強權能感愈高，則其自我效能愈高。 

H2-1：社工員知覺到的相互性愈高時，則其自我效能愈高。  

H2-2：社工員知覺到的共同參與性愈高時，則其自我效能愈高。 

H2-3：社工員知覺到的擁有權較高時，則其自我效能愈高。 

 

三、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H3：社工員知覺到的自我效能愈高時，則其工作滿意度愈高。 

 

四、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關係 

H4：社工員的增強權能感會透過自我效能的間接中介效果，對工作滿意度

產生影響。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研究樣本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分層隨機取樣方式，以全台灣地區的私立社會福利服務組織的社工

員為研究母群體，以瞭解社工員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足感之全面性概

況。茲描述其抽樣概況、如下： 

壹、樣本概況 

一、母體界定 

本研究以全台灣地區的私立社會福利服務組織的社工員為研究母群體，依據

「內政部統計年報」1之調查，2007年底全台灣地區之社會工作專職人員數為四

千七百零四人，其中公部門為一千六百六十六人，民間為三千零三十九人。 

 

二、抽樣單位 

以全台灣地區所有私立社會福利服務組織為抽樣單位，組織內職稱為「社工

員」者即為研究對象。本研究所指稱之私立社會福利服務機構為設立之目的並非

                                                 
1
 詳見網址：http://sowf.moi.gov.tw/stat/year/list.htm 上網日期：1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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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取財務上之利潤，並具有獨立、公共、民間等性質之組織或團體，其業務內

容為從事社會福利服務為主。 

 

 

貳、抽樣方法 

本研究採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將全台灣各縣市

分成北、中、南、東四區
2
，從各區抽取四個縣（市），但東部地區只有三縣（市）

（宜蘭縣、花蓮縣、台東縣），因此採全抽的方式。接著，再從各縣市內的私立

社會福利機構中抽出四個機構，而東部地區則抽取等比例之機構數量，共抽出約

六十四個機構，以機構內的所有社工員皆為樣本對象。 

 

由於目前主管單位內政部社會司並無針對國內的所有社會福利服務組織作

立案之名冊，因此研究者將透過網路上搜尋相關資料以獲取較為完整之抽樣名

單，盡可能使樣本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得以提升，因此私立社會福利機

構的抽取名單乃以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網站的補助機構名單
3
為主，內共

有八百零六個組織單位。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為目前全台最具規模之專責募款

機構，並統籌合理地分配給需要的社會福利機構或團體，其補助之機構遍布全

台，為目前國內社福機構申請補助之主要對象，對於社福機構的生存與永續發展

具有相當大的正面幫助。因此，研究者以此方式進行不但可獲得目前所找尋到最

為完整之名單，且可避免抽取到無社工員職稱之社會福利機構，將更貼近實際之

概況及有利於研究之進行。 

 

 

參、研究樣本描述 

本部分針對回收之問卷進行研究樣本之個人特徵變項資料分析，根據前述抽

樣架構進行樣本抽樣，逐一聯繫各機構，進行樣本的發放，寄出問卷至十五縣市，

北部地區為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中部地區為台中市、南投縣、彰

化縣、雲林縣；南部地區為高雄市、高雄縣、台南市、嘉義市；東部地區為宜蘭

縣、花蓮縣、台東縣，總計為六十六個機構，符合樣本數預估為三百五十一人，

實際回收的機構數為六十個機構，兩百六十七份樣本，扣除二十六份無效問卷，

                                                 
2
 詳見網址：http://www.cpami.gov.tw/lawdata/l6_detail.php?jnno=11&pageno1 上網日期：10/16/08 

3
 詳見網址：http://www.unitedway.org.tw/wedo/default.asp 上網日期：1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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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有兩百四十一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率為68.67％，此研究之回收率高於60

％，達到好的程度（李美華、孔祥明等譯，1995），其樣本分佈如表3-1所示。 

 

表3-1  研究樣本之分佈狀況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縣市縣市縣市縣市 機構數量機構數量機構數量機構數量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數量數量數量數量 有效回收數有效回收數有效回收數有效回收數 
回收率回收率回收率回收率

(%) 

佔整體樣本佔整體樣本佔整體樣本佔整體樣本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北部地區 

台北市 

台北縣 

基隆市 

桃園縣 

4 

4 

4 

4 

38 

43 

6 

10 

27 

35 

6 

6 

71.05 

81.40 

100 

60 

11.20 

14.53 

2.49 

2.49 

中部地區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雲林縣 

4 

4 

5 

4 

26 

22 

14 

33 

18 

17 

10 

30 

69.23 

77.27 

71.43 

90.91 

7.47 

7.05 

4.15 

12.45 

南部地區 

高雄市 

高雄縣 

台南市 

嘉義市 

5 

4 

4 

4 

18 

19 

24 

35 

13 

3 

15 

24 

72.22 

15.79 

62.50 

68.57 

5.39 

1.24 

6.22 

9.97 

東部地區 

宜蘭縣 

花蓮縣 

台東縣 

5 

5 

6 

21 

23 

19 

9 

17 

11 

42.86 

73.91 

57.89 

3.73 

7.05 

4.57 

總計 15縣市 66 351 241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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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測量工具測量工具測量工具測量工具 

本研究為衡量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及工作滿意度之研究，問卷題項共分

為四個部份，依序為增強權能感量表、自我效能量表與工作滿意度量表與個人特

徵變項（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

薪資、雇用狀況、機構所在地區），並將個人特徵變項當作控制變項，避免影響

研究結果，使研究產生偏誤。 

 

在測量工具部分，本研究之測量工具係依據參考國內外文獻，而完成結構

性、封閉式之研究問卷，進行調查研究，所採用的量表除基本資料部份外，其餘

量表均為現成量表，而 Spector（1997）即認為使用現成量表的優點如下：1.當一

量表發展成熟後，大多都已經可以涵蓋測量概念的重要面向，可提供較明確的指

引；2.多數的現成量表因已經有超過足夠時間的考驗，可提供特定人口與組織中

充足的比較基準；3.多數現成量表大多能提供足夠水準的信度。4.運用現成量表

的研究可以提供良好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5.使用現成量表亦可節省

下研發或自行編制量表的大量時間與成本。 

 

此外，為了進一步了解本問卷的可靠性及有效性，接著進行量表之各層面與

總量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考驗分析，α係數愈高，代表量表的內部一致性愈佳。

多數研究認為0.70 以上是可以接受的最小信度值，而一份信度係數佳的量表或

問卷，其總量表的信度係數最好在0.80 以上，若在0.70至0.80 之間還可以接受

使用，但分量表其信度係數值則最好在0.70 以上。所以分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

度係數值在0.60 以下或總量表的信度係數在0.80以下，則應考量重新修訂量表

(吳明隆，2003)。本研究也將依循此原則來作量表的選擇，另外，為避免同源偏

差產生的共同方法變異問題，在編排問卷上採用不記名方式設計問卷，以減少填

答者在作答時的疑慮，其次將在作答時插入反向題，以減少受訪者一致性的動

機。以下將說明本研究各變項量表，茲列如下： 

 

 

壹、增強權能感 

一、量表之選擇 

本研究採用之增強權能感變項係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及文獻探討所

產生而成，以 Klakovich（1995）發展的增強權能量表（Reciproc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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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le，RES)為概念發展，並使用王秀珍、盧美秀（1998）所譯之中文版本。此

量表內容共計三十五題，以態度量表採李克特五點尺度（5-Point Likert Scale）方

式填答，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有意見」、「同意」到「非常同

意」，分別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將每一位受試者最後的總分

加總起來，得分愈高者代表增強權能感愈高，得分愈低者則反之。量表內容包括：

相互性（13題）、共同參與（10題）、擁有權（12題）。另茲將此量表構面之

操作性定義、問項彙整於表 3-2。 

 

表 3-2  增強權能感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相互性 

相互性是指直

屬主管與部屬

分享權力，提

供訊息、資源

與 支 持 、 肯

定，使部屬得

以朝向組織目

標努力。 

1. 我的主管傳達清楚且一致的期望 

2. 我的主管對單位及組織很有遠見 

3. 我的主管不瞭解我在想什麼事情* 

4.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可以激發我的衝勁 

5. 我的主管能創造好的工作氣氛 

6. 我的主管太專制了* 

7. 我值得我的主管信任 

8. 我的主管採用單向溝通方式，直接下令* 

9. 我的主管提供工作相關的重要訊息給我 

10. 我的主管討厭我給的意見及建議* 

11. 我的主管委派適合的任務給我，並給我相當職權來完成任務 

12. 我的主管是我的角色模範 

13. 我工作做的如何，我的主管很少過問* 

共同參與 

共同參與是指

直屬主管建立

對未來願景的

過程中，部屬

可以參與，以

及對於組織整

體目標可產生

影響力。 

 

1. 重要的工作事項我均有參與 

2. 我有權利深入參與和我工作有關的決策 

3. 我的主管說明組織未來發展的方向，使我能朝組織目標努力 

4. 有關我們工作的重要決策事宜，由我們與同事們共同來決定 

5. 我會主動參與組織目標的設定 

6. 我的主管激發我對組織有所貢獻 

7. 對組織及單位未來的方向，我能自由地向我的主管反應 

8. 在決策的過程中，我提出的意見會被考慮 

9. 我能協助去除達主管對未來構想的障礙 

10. 在主管與我之間，有許多工作互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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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增強權能感操作性定義與衡量（續）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擁有權 

擁有權是指部

屬對自我感到

肯定、並且對

組織產生承諾

以及擁有內化

上級直屬主管

對未來的願景

的能力 

1. 因為我在乎，所以我會做一些額外的工作 

2. 我受他人尊敬與尊重 

3.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讓我有目標的感覺 

4. 我的主管相信我的能力優於他人 

5. 我有時候感到在工作中沒有任何的選擇* 

6. 我覺得我對組織有獨特的貢獻 

7. 我能塑造（形成）或改變主管對未來的構想 

8. 我瞭解我對這項工作會有什麼貢獻 

9. 我感受到做對事情的喜悅 

10. 我覺得對這個組織有所屬感 

11. 我所做的事情能對組織整體方向造成影響 

12. 我從工作中獲得驕傲的感覺 

(註：*表示此題為負向題) 

 

二、信效度 

在國外原始量表部分，Klakovich（1995）以二百二十二名護理人員為研究的預

試對象，並由增強權能感之相關文獻所衍生出來，透過因素分析的方式，分析出

三個因素，分別為相互性、共同參與、擁有權三個因素，命為「增強權能量表」，

總體量表之 Cronbach ‘α值 0.95、其相互性構面 Cronbach ‘α值 0.95、共同參與構

面 Cronbach ‘α值 0.90、擁有權構面 Cronbach ‘α值 0.82。其內容效度為 0.97、建

構效度達到 0.80，顯示此量表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在中文譯本部分，王秀珍、盧美秀（1998）經過 Klakovich本人同意翻譯此量

表，並透過回譯過程確保問句詞卷符合原意。在信度部分，針對三百七十四位護

理人員為研究預試對象，問卷一致性達到 Cronbach ‘α值 0.86、其相互性構面

Cronbach ‘α值 0.89、共同參與構面 Cronbach ‘α值 0.87、擁有權構面 Cronbach ‘α

值 0.75，顯示本研究具有良好之信度。效度部分，內容效度值達到 0.85，由此，

本研究採取王秀珍、盧美秀（1998）所譯之版本。以下列出本量表過去研究之信

度分析，彙整於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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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增強權能感量表之信度分析 

量表名稱量表名稱量表名稱量表名稱 測量構面測量構面測量構面測量構面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王秀珍王秀珍王秀珍王秀珍、、、、盧美秀盧美秀盧美秀盧美秀

（（（（1998）））） 

Cronbach ‘α 

Klakovich
（（（（1995）））） 

Cronbach’ α 

RES 

相互性 

1、2、3r4、4、

5、6r、7、8r、

9、10r、11、

12、13r 

0.89 0.95 

共同參與 

14、15、16、

17、18、19、

20、21、22、

23 

0.87 0.90 

擁有權 

24、25、26、

27、28r、29、

30、31、32、

33、34、35 

0.75 0.82 

 

 

貳、自我效能 

一、量表之選擇 

研究所使用之自我效能量表係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相關文 

獻，並以Sherer and Maddux（1982）的一般自我效能量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為概念，並選擇黃毓華、鄭英耀（1996）所編制之「一般性自我效能量表」

的中文譯本，成為施測工具。自我效能量表設計內容共計十二題，以態度量表採

李克特五點尺度（5-Point Likert Scale）方式填答，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沒有意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1 分、2 分、3 分、4 分、

5 分。將每一位受試者最後的總分加總起來，得分愈高者代表自我效能愈高，得

分愈低者則反之。另茲將本量表構面操作性定義、問項彙整於表3-4。 

 

 

 

 

                                                 
4
 題號有標注「r」則為反向計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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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自我效能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自我效能 

反映個人對自

己完成目標、解

決問題、處理環

境改變自覺能

力 

1. 當我必須靜下心來作事時，我無法做到* 

2. 當我遇到不會做的事，我會繼續嘗試，直到會做為止 

3. 我很少能達成我為自己所設定的重要目標* 

4. 當我做出一個計畫後，我能使這計畫付諸實行 

5. 我通常會在事情沒做完時就放棄了* 

6. 我會避免面對困難* 

7. 如果事情看起來很複雜，我根本不想嘗試* 

8. 就算是不喜歡做的事情，我仍會堅持把它做完 

9. 當我決定要作某件事時，我會立刻就去作 

10. 當我學習新事物時，若一開始並不成功，我會很快就放

棄* 

11. 我無法很妥善地處理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問題* 

12. 當新事物看起來太困難時，我會避免去學習他們* 

13. 失敗會使我更加努力 

14. 我對自己的做事能力沒有信心* 

15. 我是個自立的人 

16. 遇到事情，我很容易放棄* 

17. 我似乎沒有能力處理生活中大部分的問題* 

(註：*表示此題為負向題) 

 

 

二、信效度 

在國外原始量表部分，Sherer and Maddux（1982）參酌 Bandura的自我效能

理論，發展出針對一般情境或行為之自我效能測量工具，以三百七十六名大學生

為預試對象，進行因素分析。經因素分析及最大變異法轉軸後，取得二個因素。

因素一命名為「一般性自我效能」，由 17個題項所組成；因素二命名為「社會性

自我效能」，由 6個題項所組成。本研究採用的為前者之概念，在信度部分，其

Cronbach ‘α值為 0.71。效度方面，一般性自我效能量表與內外控量表、Rosenberg

自尊量表均呈現為顯著負相關，顯示原始量表具有良好的建構效度。 

 

在中文譯本部分，黃毓英、鄭英耀（1996）取得原量表作者的書面同意後，

請語言中心老師翻譯成中文，並且聘請相關專家針對量表內容提供意見，在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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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二百五十二名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進行施測，進行內部一致性、再測信度

及項目分析，內部一致性為 Cronbach ‘α為 0.88。效度方面，進行建構效度與校

標關聯效度考驗，一般自我效能量表與教學自我效能量表、自我概念量表、認知

需求量表、幽默感量表、身心憂急量表均達顯著水準，因此具有良好之建構效度。

另外，以認知需求量表為效標，發現兩者具有顯著正相關，顯示擁有良好效標關

聯效度。以下將列出本量表過去研究之信度分析，彙整於表 3-5： 

 

表 3-5  自我效能量表之信度分析 

量表名稱量表名稱量表名稱量表名稱 測量構面測量構面測量構面測量構面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黃毓英黃毓英黃毓英黃毓英、、、、鄭英耀鄭英耀鄭英耀鄭英耀

（（（（1996））））
Cronbach α 

Sherer and 
Maddu（（（（1982）））） 

Cronbach’ α 

GSE 一般自我效能 

36r、37、38r、39、

40r、41r、42r、43、

44、45r、46r、47r、

48、49r、50、51r、

52r 

0.88 0.71 

 

 

參、工作滿意度 

一、量表之選擇 

本研究所使用之工作滿意度變項將以許士軍（1977）依據Brayfield與Rothe

（1951）的譯本所編制的工作滿意度指標，用以測量員工的整體工作滿意情形。

工作滿意度量表設計內容共計十七題，以態度量表採李克特五點尺度（5-Point 

Likert Scale）方式填答，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有意見」、「同

意」到「非常同意」，分別給予1 分、2 分、3 分、4 分、5 分。將每一位受試

者最後的總分加總起來，越高分則表示工作滿意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另茲將此

量表構面的操作性定義、問項彙整於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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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工作滿意度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操作性定義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工作滿意度 

對於目前工作

滿意程度的整

體感受 

1. 我覺得目前所做的工作相當有趣味，所以並沒有厭倦的感覺 

2.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對於他們的工作感到興趣的程度都超過

我* 

3. 我覺得目前我所擔任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覺不愉快* 

4. 我對目前的工作多數時候覺得厭倦* 

5. 多數時間，我動身去上班工作都有一種勉強的感覺* 

6. 就目前而言，我對於現在所做的工作還感到滿意 

7. 我覺得如果我能找到其他工作，都會比我現在的工作有趣味

得多* 

8. 我十分討厭目前所擔任的工作* 

9. 我覺得和多數同事比較，我算是對於目前的工作較有興趣的

一個人 

10. 多數時間我都感到上班是一件津津有味的事 

11. 我每天在公司都在盼望趕快下班* 

12. 我目前的工作相當乏味* 

13. 我從目前的工作中，可以得到一種真正的快樂 

14. 我很後悔擔任目前這份工作* 

15. 對於擔任目前這份工作，我總是盡了我最大努力去做 

16. 就我目前所擔任的工作來說，即使我個人不努力，並不會影

響工作結果多少或者好壞* 

17. 對我來說，目前的工作除了可以拿到薪水外，就沒有其他意

義了* 

(註：*表示此題為負向題) 

 

二、信效度 

在國外原始量表部分，Brayfield 與 Rothe（1951）以二百三十一位女性職

員為施測對象，其以折半信度所得之 Cronbach ‘α 係數為 0.77，經過

Speraman-Brown Formula公式調整後為 0.87。在效度部分，透過專家的判斷，並

透過統計方法證實與霍柏克工作滿意度量表（The Hoppock Scale）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顯示本量表具有良好之表面效度與建構效度。 

 

在中文譯本的信度部分，其以某公司之三百一十六位職員為研究對象，所得

之折半信度Cronbach ‘α為0.89，調整過後達到0.94，顯示具有內部一致性。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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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部分，以本量表所獲結果與SRA員工態度調查量表的相關情形來看，以後者為

外在效標亦可支持本量表之效度。檢視量表之內容，也有相當的表面效度（許士

軍，1977），由此可知，此量表在信效度皆具有一定的水準。以下將列出本量表

過去研究之信度分析，彙整於表3-7： 

 

表 3-7  工作滿意度量表之信度分析 

量表名稱量表名稱量表名稱量表名稱 測量構面測量構面測量構面測量構面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許士軍許士軍許士軍許士軍（（（（1977）））） 

Cronbach ‘α 

Brayfield and 
Rothe（（（（1951）））） 

Cronbach ‘α 

工作滿意度 整體工作滿意度 

53、54r、55r、56r、57r、

58、59r、60r、61、62、

63r、64r、65、66r、67、

68r、69r 

 

0.94 

 

 

0.77 

 

 

肆、個人特徵變項 

以下將針對本問卷之人口統計變項作說明，茲列如下： 

1. 性別： 

「男性」、「女性」二項。 

2. 年齡： 

「25歲以下」、「26-30 歲」、「31-35 歲」、「36-40 歲」、「41-45 歲」、

「46-50歲」、「51-55歲」、「56-60歲」、「60歲以上」等九組。 

3. 宗教信仰： 

「無」、「有」二項。 

4. 婚姻狀況： 

「未婚」、「已婚」、「離婚」、「喪偶」、「分居」等五項。 

5. 教育程度： 

「專科」、「大學（專）」、「研究所（含）以上」、「其他」等三項。 

6. 教育背景：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

畢業」二項。 

7. 現職年資： 

「未滿一年」、「滿一年未滿二年」、「滿二年未滿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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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三年未滿四年」、「滿四年未滿五年」、「五年以上」等六組。 

8. 薪資： 

     「20000~25000」、「25000~30000」、「30000~35000」、「35000~40000」、

「40000~45000」、「45000~50000」、「50000以上」等七組。 

9. 雇用狀況： 

「全職」、「兼職」、「其他」 

10. 機構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東部地區」。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上述問卷整理如下： 

 

表 3-8  本研究問卷架構 

構構構構面面面面 衡量構面衡量構面衡量構面衡量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增強權能感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1-13 

14-23 

24-35 

自我效能 一般自我效能 36-52 

工作滿意度 整體工作滿意度 53-69 

個人特徵變項 

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

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薪資、

雇用狀況、機構所在地區 

 

 

 

伍、本研究施測量表之項目分析與信效度分析 

一、項目分析 

本研究採用極端組比較法（comparisons of extreme group）來探討測驗項目

是否具有鑑別度，並從具有特殊屬性的受試者在各題的差異來判斷，目的在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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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表個別題目的可靠程度。在全體受試者二百四十一人當中，各取全量表總分

最高與最低的各27%為極端組，分別為百分位數中的27%與73%，進行平均數差

異檢定，總題項69題當中，根據數據顯示，t檢定未達.001顯著水準者只有量表第

1題（t= -1.829，p=.05）（我的主管傳達清楚且一致的期望），顯示此題的鑑別高

低分數較弱，但因其仍達.05之顯著水準，因此仍將其納入本研究之量表題項中。 

二、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分析衡量項目間一致程度（interitem consistency）的Cronbach’s α

值來衡量同一構念下各項目間之一致性。若信度愈高，則表示誤差值愈低，因此

所得的觀察值就不會因形式或時間的改變而有所變動，即為有相當穩定性。本研

究以Cronbach’s α 係數為標準，用以檢驗信度係數或整個模式的顯著性，檢測結

果顯示各變項構面之信度介於0.800至0.921之間，各題之構面信度整理如表3-9所

示。 

 

表3-9  施測量表之信度分析 

構構構構面面面面 衡量構面衡量構面衡量構面衡量構面 Cronbach’s α 

增強權能感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0.862 

0.808 

0.857 

 

0.929 

 

自我效能 一般自我效能 0.853 

工作滿意度 整體工作滿意度 0.917 

 

由上表可知，增強權能感量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29、相互性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62、共同參與構面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08、擁有權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57、自我效能量表之 Cronbach’s α係數為 0.853、工作滿

意度 Cronbach’s α係數為 0.917，而各構面的 Cronbach’s α係數皆大於 0.7，顯示

本研究之 Cronbach’s α屬於高信度係數，亦即表示本研究使用量表已具有足夠之

信度，量表是具有可靠性的。 

 



 

63 

 

三、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部分，研究者使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方式，來檢驗證各量

表原有的潛在構念在本研究之適切性。 

 

（一）增強權能感 

本研究將所有增強權能感之題項共35題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檢定是否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其KMO 值.925且Bartlett’s 球形檢定達統計顯著水準（p＝.000），

顯示此變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將本量表之因子數設定為與原量本相同之三因

子，將施測量表與原量表作一對照，詳細之各因素與結構關係如表3-10所示。 

 

表3-10  增強權能感之主成分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卷題項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變異量 

（％） 

累積解釋

變異量（％） 

因素一 我所做的事情能對組織整體方向造成影響 

我覺得我對組織有獨特的貢獻 

在決策的過程中，我提出的意見會被考慮 

我能協助去除主管對未來構想的障礙 

我會主動參與組織目標的設定 

我能塑造（形成）或改變主管對未來的構想 

對組織及未來的方向，我能自由地向我們主

管反應 

我的主管相信我的能力優於他人 

我瞭解我對這項工作會有什麼貢獻 

我受他人尊敬與尊重 

重要的工作事項我均有參與 

我有權利深入參與和我工作有關決策 

我感受到作對事情的喜悅 

我值得我的主管信任 

因為我在乎，所以我會做一些額外工作 

我從工作中獲得驕傲的感覺 

在主管與我之間，有許多工作互助的情形 

0.671 

0.642 

0.632 

0.582 

0.580 

0.574 

0.559 

 

0.556 

0.533 

0.519 

0.512 

0.497 

0.472 

0.458 

0.436 

0.395 

0.386 

11.642 17.005 1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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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增強權能感之主成分因素分析表（續） 

因素 問卷題項 因素負荷量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 

累積解釋

變異量（％） 

因素二 我的主管對未來構想可以激發我的衝勁 0.749 

 

 

 

 

2.920 

 

 

 

 

13.949 30.954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讓我有目標的感覺 

我的主管說明未來組織發展的方向， 

使我能朝組織目標努力 

我的主管是我的角色模範 

我的主管對單位及組織很有遠見 

我的主管能創造好的工作氣氛 

我的主管激發我對組織有所貢獻 

我覺得對這個組織有所屬感 

我的主管提供工作相關的重要訊息給我 

我工作做的如何，我的主管很少過問 

我的主管傳達清楚且一致的期望 

0.743 

0.678 

 

0.656 

0.623 

0.607 

0.511 

0.499 

0.430 

0.214 

0.153 

因素三 我的主管採用單向溝通方式，直接下令 

我的主管太專制了 

我的主管討厭我給的意見及建議 

我的主管不瞭解我在想什麼事情 

我的主管委派適合的任務給我，並給我相當

的職權來完成任務 

有關我們工作的重要決策事宜，由我們與同

事們共同來決定的 

我有時候感到在工作中沒有任何選擇 

0.702 

0.628 

0.604 

0.544 

0.436 

 

0.367 

 

0.336 

1.686 10.955 41.909 

    

由上表之增強權能感因素分析結果得知，將本問卷施測量表之因素分析定為

三因子，構成因素一有17題；因素二有11題；因素三有7題，但其累積解釋變異

量僅為41.909％，與原量表有所差距，因此可知將此原始國外量表譯成中文譯本

並不一定適用於國內情況，可能與國內外之文化差距、組織型態、施測對象等因

素有關，但研究者欲瞭解此原始量表各構面題項在國內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表

現，因此仍沿用原有量表的因素架構進行後續分析。 

    

    

（二）自我效能 

本研究將所有自我效能之題項17題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檢定是否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其KMO 值.874且Bartlett’s 球形檢定達統計顯著水準（p＝.000），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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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變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將本量表之因子數設定為與原量本相同單因子，將

施測量表與原量表作一對照，詳細之各因素與結構關係如表3-11所示 

 

表3-11  自我效能之主成分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卷題項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變異量 

（％） 

累積解釋

變異量（％） 

因素一 當新事物看起來太困難時，我會避免去學習

他們 

如果事情看起來很複雜，我根本不想嘗試 

當我學習新事物時，若一開始並不成功，我

會很快就放棄 

我對自己的做事能力沒有信心 

我通常會在事情沒做完時就放棄了 

我會避免面對困難 

當我做出一個計畫後，我能使這計畫付諸實

行 

遇到事情，我很容易放棄 

我是個自立的人 

我很少能達成我為自己所設定的重要目標 

當我遇到不會做的事，我會繼續嘗試，直到

會做為止 

我似乎沒有能力處理生活中大部分問題 

我無法很妥善地處理事前沒有預料到的問

題 

失敗會使我更加努力 

當我必須靜下心來作事時，我無法做到 

當我決定要作某件事時，我會立刻就去作 

就算是不喜歡做的事情，我仍會堅持把它做

完 

0.699 

 

0.624 

0.621 

 

0.621 

0.581 

0.544 

0.522 

 

0.518 

0.516 

0.515 

0.473 

 

0.472 

0.463 

 

0.451 

0.425 

0.374 

0.256 

 

 

 

 

 

5.299 

 

 

 

 

27.091 27.091 

    

由上表之自我效能因素分析結果得知，將本問卷施測量表之因素分析定為單

因子，其累積解釋變異量僅為27.091％，與原量表甚有差距，因此可知將此原始

國外量表譯成中文譯本並不一定適用於國內情況，可能為文化因素導致個人對於

自我認知之差異，但因量表架構的檢驗非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因此仍沿用原有量

表的因素架構進行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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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滿意度 

本研究將所有自我效能之題項17題進行因素分析，首先檢定是否適合進行因

素分析，其KMO 值.932且Bartlett’s 球形檢定達統計顯著水準（p＝.000），顯示

此變項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另將本量表之因子數設定為與原量本相同單因子，將

施測量表與原量表作一對照，詳細之各因素與結構關係如表3-12所示 

 

表3-12  工作滿意度之主成分因素分析表 

因素 問卷題項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變異量 

（％） 

累積解釋

變異量（％） 

因素一 我覺得目前我所擔任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覺

不愉快 

我從目前的工作中，可得到一種真正的快樂 

我很後悔擔任目前這份工作 

我對目前的工作多數時候覺得厭倦 

多數時間，我動身去上班工作都有一種勉強

的感覺 

我十分討厭目前所擔任的工作 

我覺得如果我能找到其他工作，都會比我現

在的工作有趣味得多 

就目前而言，我對於現在所做的工作還感到

滿意 

對我來說，目前的工作除了可以拿到薪水

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 

我覺得目前所做的工作相當有趣味，所以並

沒有厭倦的感覺 

我目前的工作相當乏味 

多數時間我都感到上班是一件津津有味的

事 

我每天在公司都在盼望趕快下班 

就我目前擔任的工作來說，即使我個人不努

力，並不會影響工作結果多少或好壞 

對於擔任目前這份工作，我總是盡了我最大

努力去做 

我覺得和多數同事比較，我算是對於目前的

工作較有興趣的一個人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對於他們的工作感到興

趣的程度都超過我 

0.782 

 

0.768 

0.764 

0.757 

0.749 

 

0.745 

0.715 

 

0.711 

 

0.705 

 

0.683 

 

0.678 

0.644 

 

0.608 

0.391 

 

0.391 

 

0.328 

 

0.295 

 

 

 

 

7.703 

 

 

 

 

42.341 4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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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之工作滿意度因素分析結果得知，將本問卷施測量表之因素分析定為

單因子，其累積解釋變異量為42.341％，與原量表有所差距，因此可知將此原始

國外量表譯成中文譯本並不一定適用於國內情況，可能與文化因素導致於個人對

於工作上之態度與認知有所差異，而研究者對於本量表之各題項皆深感興趣，因

此保留原仍保留原量表的所有題項以測驗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 

 

另，本研究再發放問卷之前，先行請十位在民間社福機構任職的社工員作試

測，主要針對問卷的內容與語氣作適度的調整，使未來受試者在填答問卷時可以

更容易理解問卷題項。研究者並且根據試測者建議調整過後的語意與文獻作比

對，防止語意上產生落差，試測結果將第22題 「我能協助去除達主管對未來構

想的障礙」改為「我能協助去除主管對未來構想的障礙」，其餘題項試測者皆表

示可理解問卷內涵。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資料蒐集方法與過程資料蒐集方法與過程資料蒐集方法與過程資料蒐集方法與過程 
 

壹、資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問卷大致以結構、封閉式選項設計為主，在考量各種資料蒐集

的優缺點之後，決定採用郵寄問卷以全面且普及的方式為主要資料蒐集方法。 

郵寄問卷的優點為：1.相較於其他方法，郵寄問卷成本較低；2.受試者不會被訪

談人員的特質或技巧所影響，因此郵寄問卷可以降低偏誤；3.問卷對受訪者提供

高度的匿名性，涉及敏感議題時特別重要；4.受訪者有充分時間思考答案並諮詢

其他來源；5.問卷以低成本的方式，提供在地理上散布甚廣的樣本進行廣泛的接

觸（潘明宏、陳志瑋譯，2003）。缺點則為：1.回覆率偏低；2.無法確認填答者

是否為本人；3.無法控制受訪對象之受試環境及實際回答問卷的順序；4.受訪者

可能不了解問題，但無法給予解釋；5.對於漏填的問項無法立即處理；6.問卷不

可過長或過於複雜；7.受限於可取得有效地址的樣本；8.受訪者的程度影響對問

卷問項的理解（簡春安、鄒平儀，2004）。其中，回收率偏低的問題將是影響研

究結果之重要關鍵，也是研究者必須加以克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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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蒐集過程 

為了增加郵寄問卷之回收率，將透過下列資料蒐集的過程加以提升問卷之回

收率： 

一、寄發問卷前的溝通 

研究者投遞問卷時，必先打電話再次確認該機構主管是否願意接受問卷訪

問，在此過程展現出善意，增加其回覆意願。此外，寄給受訪對象之資料除問卷

之外，另附有受訪同意書（附件二）與感謝函（附件三），且由於題項涉及敏感，

因此各回郵信封封口處將先行貼上雙面膠帶，以利受訪者填完問卷後直接黏貼，

保有個人填答之隱私，再交給負責人統一寄回給研究者 

 

二、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協助 

在問卷寄達各單位三天後，研究者亦藉由電話瞭解問卷是否送達，並瞭解社

工員填答的狀況是否需要協助，以減少社工員填答問卷之疑問，減少錯誤的填答

發生。 

 

三、進行問卷之催收 

在問卷寄發後十五天與三十天之後，研究者將分別進行兩次問卷催收。透過

此種有系統且小心的電話聯繫、催收訪問作業，增加其回覆率，並且可顧及本研

究資料之信度、效度、完整性與準確性。 

 

另外，本研究結束完成後，回收問卷與電腦內之檔案將全數銷毀，避免受訪

者之資料外洩。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下列分析方法，並使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Descripitive stastics analysis） 

藉由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等描述述性統計分析說明本研究之樣本結

構，並將受測者對各變數之意見進行概略描述，本研究利用次數分配方式探究受

測者在各人口特徵變項(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教育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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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現職年資、薪資、雇用狀況、機構所在地區、機構社工員數量等)之分佈情

況。 

 

二、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衡量工具的可靠程度，表示相關性相當高，本研究

對各概念的各構面進行信度分析，均將以 Cronbach’s α來衡量各構面的信度。 

 

三、T 檢定（T-test）與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檢定控制變項之個人特徵變項，二組別的選項將採取獨立樣本 T 檢定進行

分析，組數高於三組者，則採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檢定，若達統計上之顯著差

異時，則進一步以雪費法（Scheffe’s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posteriori 

comparisons)，藉此初步考驗個人特徵變項對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

度之影響。 

 

四、史比爾曼等級相關分析（Spearman Rank Order Correlation Analysis，Rho）

與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Peason Correlateon Analysis） 

本研究使用史比爾曼等級相關分析藉以瞭解個人特徵變項中的等級變項與

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三等距變項間的相關程度。至於皮爾森積差

相關分析用來檢驗等距變項概念之相關係數，藉以初步瞭解本研究增強權能感、

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等各概念的構面相關程度。 

 

五、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是用以測量工具中的各個量表進行分析，主要目的在於分析各量表

的潛在概念的結構與各變數之間旳因素負荷量（loading），以檢驗測量工具的效

度。本研究應用因素分析方式萃取出與原量表相同之因素個數，與原量表作對

照，以利後續的各種分析。 

 

六、階層迴歸（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本研究為檢驗所設立之模式與假設，將採用階層迴歸分析，除可檢驗模式假

設外，同時可過濾控制變數產生之中介效果的影響。對本研究來說，首先納入個

人變項為迴歸模式一；其次，將前置因素變項納入迴歸模式二中。第二階段，再

將可能產生中介效果的變項納入模式三中。由三模式解釋變異量的變化，以及因

果係數是否達統計顯著水準，判斷中介變項的中介效果及強弱。然Bandura（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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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認為自我效能為影響個人行為改變的重要中介（mediation）因素，本研究嘗試

將自我效能視為中介變項角色，因此，採用階層式迴歸，以檢測自我效能是否能

對此工作滿意度模式產生中介效果。 

 

七、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路徑分析是一種將變項關係以模型化（modeling）的方式來進行分析的一

種統計技，其主要的工作是從變項之間的共變關係來檢驗研究者所提出的影響、

預測或因果關係（邱浩政，2003）。本研究運用路徑分析來檢驗增強權能對於工

作滿意度之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與透過自我效能所產生之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以瞭解自我效能在此工作滿意度模式中，是否為中介變項。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本研究雖以量化研究方式進行，對於受訪者的個人背景隱私較無深入接觸，

但仍有些研究倫理議題上需加以注意。綜合上述對於研究倫理的討論，本研究之

研究倫理考量如下： 

一、告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 

告知後同意是指被研究者是否充分被告知參與研究的意義及相關訊息。從倫

理的角度來看，要進行研究，一定要事先獲得案主的同意。但是所謂同意，必須

事先給案主充分消息，包括所需負擔的時間、活動，並有權在研究結束時毀滅其

個人資料….等等，若萬一案主拒絕參與研究時，研究者也應保證對他們的服務

與利益不會有任何影響（簡春安、鄒平儀，2004）。本研究也將依循此原則進行，

將會在問卷內附上研究同意書，並在同意書上明確的寫出本研究之目的、研究內

容及並針對受訪者權益詳加書寫，受訪者同意相關權益後再進行問卷填寫。 

 

二、受試者的匿名（Anonymity of Participants） 

匿名指的就是研究者在開始進行資料收集之前，就應該主動向被研究者說明

如何處理被研究者姓名或可辨識身份訊息的處理方式，任何有關人名、地名或其

他可辨識的訊息都應該刪除，這就是「匿名」原則（anonymity）（潘淑滿，2003）。

本研究將使用匿名原則，對於問卷當中任何得以辨識出受訪者之身分資料皆加以

省略，避免他人得以循資料內容得知受訪者的真實身份。此外，在抽樣時，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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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編號，在催收問卷時，可避免直接得知受訪者所填該份對應的問卷。 

 

三、資料保密（Confidentiality） 

用來保障參與者的隱私，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保密。保密就是對研究所收集之

資訊謹守嚴格守密的原則（潘淑滿，2003）。本研究之研究論文完成後，依保密

原則，將所有問卷資料及受訪名單全部予以銷毀處理，避免他人得以取得受訪者

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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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章章章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本章根據本研究之主要理論與架構，運用適當之統計方法，針對蒐集回收之

兩百四十一份有效問卷進行統計分析。首先，在第一節部分，進行研究樣本之描

述；其次在第二節部分，對增強權能感之分佈狀況進行差異與相關分析；第三節

部分，對自我效能分佈狀況進行差異與相關分析；第四節部分，對工作滿意度之

分佈狀況進行差異與相關分析；第五節部分，運用階層迴歸分析與路徑分析檢測

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對工作滿意度的實際影響力，並判斷自我效能中介變項的

效果強弱。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樣本之描述研究樣本之描述研究樣本之描述研究樣本之描述 
 

回收之研究樣本中，在性別方面，男性為三十位，女性為兩百一十一位，以

女性佔多數（佔 87.6%）。在年齡部分，以 26-30歲佔多數（佔 47.7%），其次為

25歲以下（佔 24.5%）。在婚姻狀況部分，未婚者為居多（佔 76.8%）。在宗教信

仰部分，無宗教信仰者較多（佔 55.2%）。在教育程度部分，以大學畢業者最多

（佔 84.6%）。教育背景方面，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較多（佔 88.4%）。

在現職年資方面，以滿一年未滿二年最多（佔 25.3%）。在薪資方面，25000~35000

居多（佔 46.9%）。在雇用狀況方面，全職員工者有兩百二十八人（佔 94.6%）。

在機構所在地區部分，以北部地區的社工員居多數（佔 30.7%）。在機構社工員

數量方面，機構內以四位社工員居最多，共有十二個機構（佔 20%）。詳細狀況

以下列表 4-1、4-2所示。 

 

綜上述可知，在個人背景資料部分，受試之社工員多以女性為主，年齡多落

在 26-30歲左右，未婚者佔多數，無宗教信仰者較多。在學歷部分，大學畢業佔

多數，畢業科系以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為最多。在工作情境部分，

社工員現職年資大多滿一年未滿二年，薪資大約為 25000～30000左右，全職員

工佔多數。在機構規模部分，可知受訪的社福機構多以小型機構為主，五人以下

之機構組織有四十四個（佔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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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研究樣本之個人特徵變項分析 

 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 樣本人數樣本人數樣本人數樣本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 樣本人數樣本人數樣本人數樣本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性別 
男性 
女性 

30 
211 

12.4 
87.6 

教育背景 
社會工作相關 
非社會工作相關 

213 
28 

88.4 
11.6 

年齡 
 

25以下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59 
115 
28 
17 
10 
8 
2 
2 

24.5 
47.4 
11.6 
7.1 
4.1 
3.3 
0.8 
0.8 

現職年資 

未滿一年 
滿一年未滿二年 
滿二年未滿三年 
滿三年未滿四年 
滿四年未滿五年 

五年以上 

60 
61 
43 
16 
20 
41 

24.9 
25.3 
17.8 
6.6 
8.3 
17.0 

薪資 

20000-25000 
25000-30000 
30000-35000 
35000-40000 
40000-45000 
45000-50000 

19 
113 
89 
16 
2 
2 

7.9 
46.9 
36.9 
6.6 
0.8 
0.8 

宗教信仰 
無 
有 

133 
108 

55.2 
44.8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喪偶 

185 
54 
2 

76.8 
22.4 
0.8 

雇用狀況 

全職 
兼職 

約聘人員 

228 
4 
9 

94.6 
1.7 
3.7 

教育程度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其他 

16 
204 
18 
3 

6.6 
84.6 
7.5 
1.2 機構所在地區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5 
55 
37 

30.7 
31.1 
22.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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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機構社工員數量分佈狀況 

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個人特徵變項 機構數機構數機構數機構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累積百分比 

 

 

1人 8 13.33 13.33 

2人 7 11.67 25 

 3人 11 18.33 43.33 

 4人 12 20 63.33 

 5人 6 10 73.33 

6人 2 3.33 76.66 

機構社工員數量 7人 2 3.33 79.99 

 8人 2 3.33 83.32 

 9人 1 1.67 84.99 

 10人 2 3.33 88.32 

 12人 1 1.67 89.99 

 14人 1 1.67 91.66 

15人 3 5 96.66 

20人 1 1.67 98.33 

 28人 1 1.67 100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增強權能感之分佈狀況增強權能感之分佈狀況增強權能感之分佈狀況增強權能感之分佈狀況 
 

本節主要探討受試者之個人特徵變項與其所知覺之增強權能感之相關性。首

先針對個人特徵變項在增強權能感上的差異進行描述性分析，接著，對個人特徵

變項與增強權能感進行整體平均數差異檢定與相關分析。 

 
壹、受試者之增強權能感傾向分析 

受試者所測量之增強權能感分析是以Likert量表之五點計分法，因此藉由此

量表的各題之平均數為3，而受試者的總平均數為3.65（標準差為0.732)，顯示受

試者在組織內所感受到之增強權能感為中度偏高，亦即受試社工員認為在組織當

中能夠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增強權能感。在增強權能感的分別構面上，相互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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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參與、擁有權此三構面將以下表4-3、表4-4、表4-5所示，並進一步對各構面作

說明： 

 

一、相互性 

在相互性部分，各題之平均數為 3，而受試者的總平均數為 3.65（標準差為

0.834），且各題項之平均數得分多高於平均數 3，顯示受試者在工作環境中與主

管間的相互性感受為中度偏高，意即表示受試者認為在與主管分享權力、訊息、

資源上的互動是中度偏高的，能夠從主管那邊得到足夠的支持與肯定。 

 

表 4-3  相互性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相互性 

1. 我的主管傳達清楚且一致的期望 4.03 0.709 1 

2. 我的主管對單位及組織很有遠見 3.73 0.861 7 

3. 我的主管不瞭解我在想什麼事情* 3.27 0.880 13 

4.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可以激發我的衝勁 3.36 0.898 12 

5. 我的主管能創造好的工作氣氛 3.49 0.988 9 

6. 我的主管太專制了* 3.79 0.890 5 

7. 我值得我的主管信任 3.83 0.673 3 

8. 我的主管採用單向溝通方式，直接下令*  3.66 0.940 8 

9. 我的主管提供工作相關的重要訊息給我 3.82 0.724 4 

10. 我的主管討厭我給的意見及建議* 3.91 0.649 2 
11. 我的主管委派適合的任務給我，並給我相

當的職權來完成任務 
3.76 0.768 6 

12. 我的主管是我的角色模範 3.49 0.922 9 

13. 我工作做的如何，我的主管很少過問* 3.41 0.936 11 

總平均數= 3.65   標準差=0.834 

(註：*表示此題為反向題，已反向計分) 

 

由上表各題平均數發現，平均數高於 4之題項為第 1題（我的主管傳達清楚

且一致的期望），顯示在機構中，社工員對於直屬主管的要求和期望可以清楚理

解，表示使社工員與直屬主管彼此的溝通互動上是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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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參與 

在共同參與方面，各題之平均數為 3，而受試者的平均數為 3.48（標準差為

0.82），除了第 22題之平均數低於 3 以外，其他題項的平均數皆高於 3，顯示受

試者在工作環境中的共同參與感受為中度偏高，亦即表示受試者與主管間對於組

織未來方向與目標的參與程度是較高的，可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表 4-4  共同參與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共同參與 

14. 重要的工作事項我均有參與 3.68 0.758 2 

15. 我有權利深入參與和我工作相關決策 3.74 0.856 1 

16. 我的主管說明組織未來發展向，使我能朝組織目標努力 3.53 0.822 6 
17. 有關我們工作的重要決策事宜，由我們與同事們共同來

決定的 
3.56 0.874 5 

18. 我會主動參與組織目標的設定 3.24 0.796 9 

19. 我的主管激發我對組織有所貢獻 3.53 0.924 6 

20. 對組織及單位未來的方向，我能自由地向我的主管反應 3.43 0.924 8 

21. 在決策的過程中，我提出的意見會被考慮 3.63 0.702 4 

22. 我能協助去除主管對未來構想的障礙 2.84 0.738 10 

23. 在主管與我之間，有許多工作互助的情形 3.64 0.810 3 

  總平均數＝3.48    標準差＝0.82  

 

由上表各題平均分數發現，第 22題（我能協助去除主管對未來構想的障礙）

的平均數最低，表示社工員較不認為自己有能力協助主管解決機構在未來發展中

的阻礙，抑或是機構主管較不願釋放權力讓社工員參與機構未來目標設定相關的

決策。 

 

 

三、擁有權 

在擁有權方面，各題之平均數為 3，而受試者的平均數為 3.47（標準差為

0.757），除了第 30題之平均數低於 3以外，其他題向的平均數皆高於 3，顯示受

試者在工作環境中的擁有權感受中度偏高，亦即表示受試者在工作環境中能對自

我感到肯定，對於組織產生承諾及內化主管對未來願景的能力也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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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擁有權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擁有權 

 

 

 

 

24. 因為我在乎，所以我會做一些額外的工作 3.88 0.729 1 

25. 我受他人尊敬與尊重 3.57 0.616 5 

26.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讓我有目標的感覺 3.46 0.846 6 

27. 我的主管我相信我的能力優於他人 3.28 0.749 9 

28. 我有時候感到在工作中沒有任何的選擇* 3.03 0.976 11 

29. 我覺得我對組織有獨特的貢獻 3.26 0.736 10 

30. 我能塑造(形成)或改變主管對未來的構想 2.95 0.794 12 

31. 我瞭解我對這項工作會有什麼貢獻 3.83 0.633 3 

32. 我感受到做對事情的喜悅 3.88 0.682 2 

33. 我覺得對這個組織有所屬感 3.71 0.728 4 

34. 我所做的事情能對組織整體方向造成影響 3.32 0.818 8 

35. 我從工作中獲得驕傲的感覺 3.44 0.782 7 

 總平均數=3.47    標準差=0.757 

(註：*表示此題為反向題，已反向計分) 

 

由上表各題的平均分數發現，明顯偏低的為第 30 題（我能塑造(形成)或改

變主管對未來的構想），顯示社工員自認在機構中較無足夠的地位或能力可加以

改變主管對於機構未來發展的方向。 

 

 

貳、社工員個人特徵變項的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分析 

此部份將探討個人特徵在增強權能感上的差異與相關，但因雇用狀況之選項

分類不夠清楚詳細，致未加以分析，因此個人特徵包括了性別、年齡、宗教信仰、

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薪資、機構所在地區、機構人數等。

另外，因回收樣本之故，因此在個人特徵的選項上有所更改。在年齡部分，由於

46歲以上人數較少，因此將46歲以上的人數結合在一起，進而為「25歲以下」、

「26~30歲」、「31~35歲」、「36~40歲」、「41~45歲」、「46歲以上」等五

個選項。在婚姻狀況部分，由於圈選喪偶的人數偏低，藉由統計方法將此選項刪

除，並將婚姻狀況分為「已婚」、「未婚」二組。在教育程度部分，由於圈選「其

他」選項的人數過少，因此加以刪除，剩下「專科」、「大學（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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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以上」等三組。在薪資部分，由於薪資為40000以上的人數過少，將其

合併為新選項「35000以上」，共有「20000～25000」、「25000～30000」、「30000

～35000」、「35000以上」，共有四組。 

 

一、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之差異 

就整體而言：從表4-6可知，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雖然男性社

工員之總平均總分（124.60）高於女性社工員（123.89），但透過t考驗結果，並

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亦即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沒有顯

著不同。研究結果與Rinehart與Short（1994）、Klecker 與Loadman（1998）以教

師為研究對象，以及Koberg etal（1999）以醫院員工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一樣，

皆認為性別與增強權能感之間無顯著差異。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6可知，不同性別的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的「相互性」

構面（t= -.510，p>.05）、「共同參與」構面（t=1.097，p>.05）、「擁有權」構

面（t=0.286，p>.05）皆未達顯著水準，亦即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相互性、共同

參與、擁有權的感受上無顯著不同。 

 
表4-6  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構面 性別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整體 
增強權能感 

男 
女 

30 
211 

124.60 
123.89 

14.414 
15.489 

0.236 

相互性 
男 
女 

30 
211 

46.97 
47.64 

5.738 
6.836 

-0.510 

共同參與 
男 
女 

30 
211 

35.73 
34.67 

4.934 
4.958 

1.097 

擁有權 
男 
女 

30 
211 

41.90 
41.58 

5.479 
5.710 

0.286 

* p<0.05  ** p<0.01  ***p<0.001                               N＝241                                

 

 

二、社工員之年齡與增強權能感之相關 

就整體而言：從表4-7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

之年齡與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之間無顯著相關（rs=.097，p>.05），亦即表示社

工員之年齡大小與整體增強權能感之間是沒有相關的。研究結果與Klakovich

（1996）以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Klecker and Loadman（1998）以教師為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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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結果一致，皆顯示年齡與增強權能感無顯著相關。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7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

之年齡與「相互性」構面並無顯著相關（rs= -.027，p>.05）；社工員之年齡與「共

同參與」構面並無顯著相關（rs=.092，p>.05）；社工員之年齡與「擁有權」構

面有顯著正相關（rs=.234，p<.001）。顯示社工員之年齡與其相互性、共同參與

的感受上沒有顯著相關；而年齡較大之社工員，其擁有權的感受也越高的，亦即

年齡較大之社工員在組織當中較容易感到自我肯定、可較易對組織產生承諾。 

 

表4-7 社工員之年齡與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增強權能感構面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整體增強權能感 

年齡 -.027 .092 .234(***) .097 

* p<0.05  ** p<0.01  ***p<0.001 

 

 

三、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之差異 

就整體而言：從表4-8可知，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雖然無宗教

信仰者平均總分（125.05）高於有宗教信仰者（122.67），但經過t考驗結果發現，

並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亦即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

沒有顯著差異。 
 

表4-8  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構面 宗教信仰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整體 
增強權能感 

無 
有 

133 
108 

125.05 
122.67 

14.850 
15.877 

1.199 

相互性 
無 
有 

133 
108 

48.29 
46.65 

6.350 
7.037 

1.896 

共同參與 
無 
有 

133 
108 

34.97 
34.60 

4.656 
5.320 

0.572 

擁有權 
無 
有 

133 
108 

41.79 
41.42 

5.900 
5.397 

0.508 

* p<0.05  ** p<0.01  ***p<0.001                              N＝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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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8可知，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的「相

互性」構面（t=1.896，p>.05）、「共同參與」構面（t=0.572，p>.05）、「擁有

權」構面（t=0.508，p>.05）皆未達顯著水準，亦即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相

互性感受、共同參與感受、擁有權感受上沒有顯著差異。 

 

 

四、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之差異 

就整體而言：從表4-9可知，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

上達統計之顯著差異（t=-2.693，p<.01），而已婚者之平均總分（122.68）高於

未婚者（122.98）。亦即表示已婚者之社工員其增強權能感之整體感受是高於未

婚者的。研究結果與Chebat和Kollias以服務業員工為研究對象、黃珊（2004）以

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之研究結果一致，皆發現已婚者之增強權能感高於未婚者。 

 
表4-9  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構面 婚姻狀況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整體 
增強權能感 

未婚 
已婚 

185 
54 

122.68 
128.98 

15.074 
15.333 

-2.693** 

相互性 
未婚 
已婚 

185 
54 

47.14 
49.24 

6.491 
7.004 

-2.060* 

共同參與 
未婚 
已婚 

185 
54 

34.75 
35.80 

4.866 
5.170 

-1.602 

擁有權 
未婚 
已婚 

185 
54 

40.79 
43.95 

5.633 
5.282 

-3.459*** 

* p<0.05  ** p<0.01  ***p<0.001                              N＝239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9可知，不同婚姻狀況的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的「相互

性」構面（t=-2.060，p<.05）與「擁有權」構面（t=-3.459，p<.001）皆達顯著水

準，但在「共同參與」構面（t= -1.602，p>.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已婚者之社

工員其相互性感受、擁有權感受是高於未婚者的，但在共同參與的感受上是沒有

顯著差異的，亦即相較之下，已婚社工員較能在機構中與主管共同分享權力與資

源，並能獲得較多的肯定，也較易擁有理解主管對未來構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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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之差異 

就整體而言：從表4-10可知，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雖然教育程

度為專科的平均總分（124.75），略高於大學（123.69）、研究所（含）以上（123.94），

但透過變異數分析發現，並未達到.05顯著水準，亦即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

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沒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和Rinehart 與 Short（1994）、

Klecket 與 Loadman（1998）以教師為研究對象，Koberg et al（1999）以服務業

員工為研究對象之結果一致。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10可知，不同教育程度的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的「相

互性」構面（F=1.448，p>.05）、「擁有權」構面（F=0.854，p>.05）、「共同

參與」構面（F=1.915，p>.05）皆未達顯著水準。亦即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

相互性感受、擁有權感受、共同參與感受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4-10  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構面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F值 

整體 
增強權能感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16 
204 
18 

124.75 
123.69 
123.94 

12.741 
15.121 
18.688 

1.132 

相互性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16 
204 
18 

47.75 
47.63 
45.44 

6.787 
6.452 
8.563 

1.448 

共同參與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16 
204 
18 

34.94 
34.73 
34.83 

4.404 
4.927 
5.670 

0.854 

擁有權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16 
204 
18 

42.06 
41.33 
43.67 

3.785 
5.736 
5.941 

1.915 

* p<0.05  ** p<0.01  ***p<0.001                                N＝238 

 

 

六、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之差異 

就整體構面而言：從表4-11可知，雖然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背景畢業

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的平均總分（125.07）是高於社會工作、社會

福利相關背景畢業（123.84），但透過t考驗結果發現，並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

亦即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未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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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層面而言：從表4-11可知，不同教育背景的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的「相

互性」構面（t= -0.675，p>.05）、「共同參與」構面（t= -0.302，p>.05）、「擁

有權」構面（t= -0.020，p>.05）皆未達顯著水準。亦即是否為社工、社福相關科

系畢業之社工員在相互性感受、擁有權感受、共同參與感受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4-11  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構面 教育背景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整體 
增強權能感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213 
28 

123.84 
125.07 

15.071 
17.452 -0.400 

相互性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213 
28 

47.45 
48.36 

6.591 
7.583 -0.675 

共同參與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213 
28 

34.77 
35.07 

4.933 
5.331 -0.302 

擁有權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213 
28 

41.62 
41.64 

5.633 
6.063 -0.020 

* p<0.05  ** p<0.01  ***p<0.001                                 N＝241 

 

 

七、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增強權能感之相關分析 

就整體構面而言：從表4-12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

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之間無顯著相關（rs=.122，p>.05），

亦即表示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整體增強權能感之間是沒有相關的。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12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

工員之年齡與「相互性」構面並無顯著相關（rs=.074，p>.05）；社工員之現職

年資與「共同參與」構面並無顯著相關（rs=.074，p>.05）；社工員之現職年資

與「擁有權」構面有顯著正相關（rs=.184，p< .001）。表示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

其相互性、共同參與的感受上沒有顯著相關；而現職年資較長之社工員，其擁有

權的感受是越深的，亦即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較長者，對於機構較容易產生組織承

諾感，並且在組織中有較大的影響力。研究者認為在單一機構中工作時間較長之

社工員，職位可能較高，對於機構的整體組織承諾感與歸屬感會較高，因此反應

在擁有權構面的分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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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增強權能感構面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整體增強權能感 

現職年資 .074 .074 .184(**) .122 

* p<0.05  ** p<0.01  ***p<0.001 

 

 

八、社工員之薪資與增強權能感之相關分析 

就整體構面而言：從表4-13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

社工員之薪資與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之間無顯著相關（rs= -.020，p>.05），亦即

表示社工員之薪資與整體增強權能感之間是沒有相關的。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13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

工員之薪資與「相互性」構面並無顯著相關（rs=-.089，p>.05）；社工員之薪資

與「共同參與」構面並無顯著相關（rs=.023，p>.05）；社工員之薪資與「擁有

權」構面無顯著相關（rs=.063，p>.05）。亦即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其相互性、

共同參與、擁有權的感受上沒有顯著相關。 

 

表4-13  社工員之薪資與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增強權能感構面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整體增強權能感 

薪資 -.089 .023 .063 -.020 

* p<0.05  ** p<0.01  ***p<0.001 

 

 

九、不同機構所在地區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之差異 

就整體而言：從表4-14可知，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上，雖然東部地

區之社工員的平均總分（126.61）高於北部地區（123.50）、中部地區（124.23）、

南部地區（122.59）的社工員。但透過變異數分析結果發現，並未達到.05的顯著

水準，亦即不同機構所在地區的社工員在整體增強權能感上未有顯著差異。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14可知，不同機構所在地區的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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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性」構面（F=0.463，p>.05）、「共同參與」構面（F=0.695，p>.05）、「擁

有權」構面（F=0.756，p>.05）皆未達顯著水準，亦即不同機構所在地區的社工

員在相互性感受、共同參與感受、擁有權感受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4-14  不同機構所在地區之社工員在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差異情形 

構面 機構所在地區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F值 

整體 
增強權能感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0 
59 
38 

123.50 
124.23 
122.59 
126.61 

16.248 
15.723 
14.122 
14.817 

0.560 

相互性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0 
59 
38 

47.69 
47.89 
46.68 
48.03 

7.127 
6.114 
6.645 
7.111 

0.463 

共同參與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0 
59 
38 

34.54 
34.99 
34.34 
35.71 

5.169 
5.393 
4.249 
4.770 

0.695 

擁有權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0 
59 
38 

41.27 
41.36 
41.58 
42.87 

6.152 
5.799 
5.243 
5.116 

0.756 

* p<0.05  ** p<0.01  ***p<0.001                                N＝241 

 

 

十、機構社工員數量與增強權能感之相關 

就機構層面而言：從表4-15可知，透過Pearson’s r 積差相關分析發現，機構

社工員數量與增強權能感整體構面間為顯著負相關（r=-.255，p<.000），表示機

構社工員數量越少者，其機構內社工員的整體增強權能感越高。研究者認為，當

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較少時，社工員在機構中較可獲得足夠的自主性及所有權，

並且增加參與機構內重要決定的機會。 

 

就各構面而言：從表4-15可知，機構社工員數量與增強權能感之「相互性」

構面（r= -.027，p<.01）、「共同參與」構面（r= -.250，p<.001）、「擁有權」

構面（r= -.237，p<.001）皆為顯著負相關。表示機構社工員數量越少時，社工員

之相互性感受、共同參與感受、擁有權感受越高，亦即相較之下，機構社工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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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越少時，社工員不論在與主管分享權力與資源，或在參與機構內之重要決策與

對組織的歸屬感受，皆高於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多者，可能原因為機構人數較少

時，社工員與主管間的關係較為緊密，因此在互動上也較為頻繁，使得在相互性、

共同參與、擁有權等構面的感受較高。 

 

表4-15  機構社工員數量與增強權能感各構面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增強權能感構面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整體增強權能感 

機構社工員數量 -.027** -.250*** -.237*** -.255*** 

* p<0.05  ** p<0.01  ***p<0.001   

    
    

綜合上述結果所示，在年齡方面，顯示社工員的年齡越大時，其擁有權感受

越高。在婚姻狀況方面，顯示已婚的社工員在整體增強權能感、相互性、擁有權

的感受是高於未婚者的。在現職年資方面，顯示社工員的現職年資越長者，其擁

有權的感受是越高的。在機構人數方面，顯示當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越少時，其

組織內之社工員在整體增強權能感、相互性感受、共同參與感受、擁有權感受也

會越強烈。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之分佈狀況之分佈狀況之分佈狀況之分佈狀況    
    

本節主要探討受試者之個人特徵變項與其所知覺之自我效能之相關性。首先

針對個人特徵變項在自我效能進行描述性分析，接著，對個人特徵變項與自我效

能進行整體平均數差異檢定與相關分析。最後，進行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的積

差相關分析。 

 
壹、受試者自我效能之傾向分析 

受試者所測量之自我效能分析是以Likert量表之五點計分法，因此藉由此量

表的各題平均分數為3，而受試者之總平均數為3.72（標準差為0.750），顯示受

試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中度偏高，亦即顯示受試者自認對於生活中完成目標、解

決問題、處理環境改變自覺能力是足夠的，以下將對此構面各題項進一步的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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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以表4-16所示。 

 

表4-16 自我效能量表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自我效能 

 

 

 

 

 

36. 當我必須靜下心來作事時，我無法做到* 3.70 0.828 10 
37. 當我遇到不會做的事，我會繼續嘗試，直到會

做為止 
3.91 0.645 3 

38. 我很少能達成我為自己所設定的重要目標* 3.62 0.772 12 

39. 當我做出一個計畫後，我能使這計畫付諸實行 3.79 0.665 6 

40. 我通常會在事情沒做完時就放棄了* 3.93 0.632 2 

41. 我會避免面對困難* 3.53 0.857 15 

42. 如果事情看起來很複雜，我根本不想嘗試* 3.75 0.756 7 

43. 就算是不喜歡做的事情，我仍會堅持把它做完 3.70 0.721 10 

44. 當我決定要作某件事時，我會立刻就去作 3.49 0.862 16 
45. 當我學習新事物時，若一開始並不成功，我會

很快就放棄* 
3.72 0.715 9 

46. 我無法很妥善地處理事先沒有預料到的問題* 3.49 0.862 16 
47. 當新事物看起來太困難時，我會避免去學習他

們* 
3.82 0.689 5 

48. 失敗會使我更加努力 3.58 0.738 13 

49. 我對自己的做事能力沒有信心* 3.49 0.971 14 

50. 我是個自立的人 3.74 0.780 8 

51. 遇到事情，我很容易放棄* 3.83 0.624 4 

52. 我似乎沒有能力處理生活中大部分的問題* 4.18 0.637 1 

   總平均數=3.72   標準差=0.750  

(註：*表示此題為反向題，已反向計分) 

 

從上表各題的平均分數發現，平均數明顯偏高的題項為第52題（我似乎沒有

能力處理生活中大部分的問題），顯示受試社工員自認處理生活中大部分問題的

能力充足，面對困難時都將能夠得以適當的處置。 

 

 

貳、個人特徵變項在自我效能變項之差異與相關 

此部份將探討個人特徵在自我效能上的差異與相關，個人特徵包括了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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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薪資、機構所在

地區、機構人數等。 

 
 

一、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 

從表4-17可知，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雖然女性的社工員平均總分（63.50）

高於男性社工員（61.57），但透過t考驗結果發現，並未達到.05的顯著水準，亦

即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上沒有顯著差異。此結果與大部分的研究結

果相似，皆顯示男性與女性的自我效能無顯著差異（孫志齡，1991；陳馨蘭，1998；

謝寶梅，1995；魏方亭，2001）。 

 
表4-17  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構面 性別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自我效能 
男 
女 

30 
211 

61.57 
63.50 

7.166 
6.993 

.159 

* p<0.05  ** p<0.01  ***p<0.001                                N＝241 
 

    
    
二、社工員之年齡與自我效能信念之相關分析 

從表4-18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 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之年齡與自

我效能信念上有顯著正相關（rs＝.213，p<.001），表示社工員之年齡越大時，其

自我效能信念也會越高，亦即年齡越大之社工員對在完成目標、解決問題、處理

環境改變自覺之能力高於年齡較小者。研究結果與Bandura（1986）的說法一致，

其認為個人生活上的經驗是影響自我效能最直接的來源，個人隨著年齡增加也會

有較多參與事物的經驗與體驗，所累積的各種經驗，也將會影響著自我效能。此

種正相關的研究結果也與孫志麟（1991）、鄭如安（1993）、曾騰光（1996）、王

湘栗（1997）、顏淑惠（2000）、楊惠玲（2005）的結果一樣。 

 
 
表4-18  社工員之年齡與自我效能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自我效能 

年齡   .213***  

*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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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 

從表4-19可知，社工員在自我信念，雖然有宗教信仰者之平均總分（63.57）

高於無宗教信仰者（63.01），但透過t 考驗結果發現，未達.05顯著水準，亦即

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上沒有顯著差異。 

 

表4-19  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構面 宗教信仰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自我效能 
無 
有 

133 
108 

63.01 
63.57 

6.846 
7.267 

0.535 

* p<0.05  ** p<0.01  ***p<0.001                                N＝241 

 

 

四、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從表4-20可知，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上有顯著差異

（t=0.856，p<.000），而已婚者之平均總分（66.72）高於未婚者（62.29），表

示已婚者之自我效能信念高於未婚者之自我效能信念。亦即已婚之社工員在完成

目標、解決問題、處理環境改變自覺之能力高於未婚者。此研究結果與多數研究

相同，多數研究皆認為已婚者之自我效能是高於未婚者的（王金敦，2004；許惠

評，2005；楊惠玲，2004；曾信超、蔣大成、侯淑華，2008），產生此結果之原

因，研究者認為已婚者通常也伴隨著較大之年齡與家庭組合之個人生涯經驗，可

能藉此也增加了個人的自我效能信念。 

 

表4-20  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構面 婚姻狀況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自我效能 
未婚 
已婚 

185 
54 

62.29 
66.72 

6.662 
7.244 

0.856*** 

* p<0.05  ** p<0.01  ***p<0.001                                N＝239 

 

 

五、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從表4-21可知，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雖然專科畢業之社工員平均數

（65.00）高於大學(專)畢業（62.97）、研究所(含)以上（64.06），但透過變異數

分析發現，未達.05統計顯著水準，表示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

上無顯著差異。此研究結果與孫志麟（1991）、王受榮（1992）、謝寶梅（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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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蘭馨（1998）、朱雪梅（2005）之研究一致。 

 
表4-21  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構面 教育狀況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F值 

自我效能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16 
204 
18 

65.00 
62.97 
64.06 

5.416 
7.019 
7.855 

1.274 

* p<0.05  ** p<0.01  ***p<0.001                                N＝238 

 

 

六、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由表4-22可知，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雖然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

系畢業之社工員的平均總分（64.18）高於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者

（63.14），但透過t考驗結果發現，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上無

顯著差異。 

    
表4-22  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構面 教育背景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自我效能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213 
28 

63.14 
64.18 

6.943 
7.722 

0.464 

* p<0.05  ** p<0.01  ***p<0.001                                N＝241 

    

    

七、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自我效能之相關分析 

從表4-23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 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現職年資與

自我效能信念上無顯著相關（rs= .071，p>.05），亦即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自我

效能信念間沒有顯著相關。 

 
表4-23  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自我效能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自我效能 

現職年資   .071  

*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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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工員之薪資與自我效能之相關分析 

從表4-24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 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薪資與自我

效能信念上無顯著相關（rs= .013，p>.05），亦即社工員之薪資與自我效能信念

間沒有顯著相關。 

 
表4-24  社工員之薪資與自我效能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自我效能 

薪資   0.13  

* p<0.05  ** p<0.01  ***p<0.001    
    

    

九、不同機構所在地區的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 

從表4-25可知，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東部地區的社工員之平均總分最高

（66.32），高於北部地區（63.16）、南部地區（63.10）、中部地區（61.84）。

透過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機構地區之社工員的自我效能信念會有顯著差異

（F=3.461，p< .05）。藉由雪費法事後比較發現，中部地區的社工員與東部地區

的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信念上有顯著差異，而東部地區的社工員其自我效能信念高

於中部地區。原因可能為東部地區的社福機構選擇性較少，同時所享有的資源也

不若其他地區之社福機構多，使得東部地區之社工員在此情境中必須要更努力的

去學習他人之替代經驗，而使自己的自我效能因此而加以提升，另外也有可能為

東部地區的社會工作專業人力上較不足，機構在專業的訓練與要求較少，使得社

工員的信心較易培養，工作上之打擊較少，因此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較高。至於中

部地區之社工員的自我效能偏低，與東部地區社工員之自我效能之顯著差異的實

際原因為何，仍待後續研究再加以瞭解與探討。 

    
表4-25  不同機構所在地區之社工員在自我效能之差異情形 

構面 機構所在地區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F值 雪費法比較 

自我效能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0 
59 
38 

63.16 
61.84 
63.10 
66.32 

7.406 
6.967 
6.630 
6.247 

3.461* S4 > S2 

* p<0.05  ** p<0.01  ***p<0.001                                N＝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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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機構社工員數量與自我效能之相關 

由表4-26可知，透過Pearson’s r 積差相關分析發現，機構社工員數量與社工

員之自我效能信念為顯著負相關（r = -.175，p< .01），表示機構社工員數量越少

時，機構內之社工員自我效能信念越高，原因可能為機構社工人數較少時，與同

事或主管的關係較為親近，與他人的相處較為放鬆，不但在生理狀態上的情緒較

為平穩，也可獲得較多言語上的支持與鼓勵，都可藉此增強個人的信念與效能。 

 
表4-26  機構社工員數量與自我效能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自我效能 

機構社工員數量   -.175**  

* p<0.05  ** p<0.01  ***p<0.001    
 

綜合上述結果所示，受試者的某些個人特徵變項差異的確會影響自我效能的

高低。在年齡方面，顯示社工員之年齡越大時，其自我效能信念越高。在婚姻狀

況方面，顯示已婚之社工員其自我效能信念高於未婚社工員。在雇用狀況方面，

顯示全職社工員之自我效能信念高於兼職社工員。在機構所在地區方面，顯示東

部地區之社工員的自我效能信念高於中部地區社工員。至於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

方面，顯示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越少時，社工員的自我效能也會因此而提高。 

    
    

參、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之相關 

增強權能感共有三個構面，為相互性、共同參與及擁有權，分別對自我效能

進行Pearson’s r 積差相關分析。統計結果可知，整體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的相

關係數為.434（p=.000）；相互性與自我效能的相關係數為.270（p=.000）；共同

參與與自我效能的相關係數為.363（p=.000）；擁有權與自我效能的相關係數

為.538（p=.000），如表4-27所示 

 

表4-27  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之 Pearson’s r 積差相關表 

變項名稱 自我效能 

整體增強權能感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434*** 

.270*** 

.363*** 

.538*** 

* p<0.05  ** p<0.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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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得知，整體增強權能感、擁有權與自我效能呈現中度正相關。相

互性、共同參與和自我效能呈現低度正相關。亦即當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越高

時，其自我效能感受也會越高；社工員之相互性感受越高時，其自我效能感受也

會越高；社工員之共同參與感受越高，其自我效能感受也會越高;社工員之擁有

權越高，其自我效能也會越高。其中，擁有權構面與自我效能的相關性最高。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工作滿意度之分佈狀況工作滿意度之分佈狀況工作滿意度之分佈狀況工作滿意度之分佈狀況    
    

本節主要探討受試者之個人特徵變項與其所知覺之工作滿意度之相關性。首

先針對個人特徵變項在工作滿意度上的差異進行描述性分析，第二部分，對個人

特徵變項與工作滿意度進行整體平均數差異檢定與相關分析。第三部分，針對增

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進行積差相關分析，以瞭解變

項間之相關性。 

 

壹、受試者之工作滿意度傾向分析 

受試者所測量之工作滿意度分析是以Likert量表之五點計分法，因此可知各

題之平均數為3，而受試者之總平均數為3.63（標準差為0.838），顯示受試者的

工作滿意度為中度偏高，表示社工員對於目前所任職的工作是尚稱滿意的。以下

將對此構面各題項進一步的瞭解。 

 

表4-28  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工作滿意度 

 

53 我覺得目前所做的工作相當有趣味，所以並

沒有厭倦的感覺 
3.36 0.935 14 

54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對於他們的工作趕到興趣

的程度都超過我* 
3.36 0.836 14 

55 我覺得目前我所擔任的工作常常使我感覺不

愉快* 
3.48 0.832 10 

56 我對目前的工作多數時候覺得厭倦* 3.46 0.908 11 
57 多數時間，我動身去上班工作都有一種勉強

的感覺* 
3.56 0.869 9 

58 就目前而言，我對於現在所做的工作還感到

滿意 
3.77 0.65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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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8  工作滿意度之平均數與標準差（續）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題號題號題號題號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工作滿意度 

59 我覺得如果我能找到其他工作，都會比我現

在的工作有趣味得多* 
3.61 0.789 8 

60 我十分討厭目前所擔任的工作* 4.05 0.681 3 
61 我覺得和多數同事比較，我算是對於目前的

工作較有興趣的一個人 
3.08 0.810 17 

62 多數時間我都感到上班是一件津津有味的事 3.27 0.861 16 

63 我每天在公司都在盼望趕快下班* 3.41 0.918 13 

64 我目前的工作相當乏味* 3.90 0.720 6 
65 我從目前的工作中，可以得到一種真正的快

樂 
3.45 0.856 12 

66 我很後悔擔任目前這份工作* 4.07 0.685 2 
67 對於擔任目前這份工作，我總是盡了我最大

努力去做 
3.93 0.732 4 

68 就我目前擔任的工作來說，即使我個人不努

力，並不會影響工作結果多少或者好壞* 
3.93 0.695 4 

69 對我來說，目前的工作除了可以拿到薪水

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 
4.14 0.734 1 

  總平均數=3.63   標準差＝0.838 

(註：*表示此題為反向題，已反向計分) 

 

從上表各題的平均分數發現，明顯偏高的題項為第60題（我十分討厭目前所

擔任的工作）、66題（我很後悔擔任目前這份工作）、第69題（對我來說，目前

的工作除了可以拿到薪水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此三題的平均分數高於其他

題項，顯示受試社工員對於自己目前所擔任的工作是感到滿意的，並且認為這份

工作對自己來說是具有意義的 

 

 
貳、個人特徵變項在工作滿意度變項之差異與相關 

此部份將探討個人特徵在工作滿意度上的差異與相關，個人特徵包括了性

別、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薪資、機構

所在地區、機構人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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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 

從表4-29可知，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雖然男性社工員的平均總分（62.60）

高於女性（61.78），但透過t考驗結果發現，未達.05的顯著水準，亦即不同性別

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上沒有顯著差異（t=0.240，p<.05）。此結果與Poulin

（1994）、王麗容（1980）、王綉蘭（1998）、呂學榮（2007）針對社工員所做

的工作滿意度調查的結果相似，皆呈現出性別與工作滿意度間無顯著相關。 
 
 
表4-29  不同性別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構面 性別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工作滿意度 
男 
女 

30 
211 

62.60 
61.78 

8.527 
8.971 

0.240 

* p<0.05  ** p<0.01  ***p<0.001                                N＝241 
 
 

二、社工員之年齡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 

由表4-30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 等級相關發現，社工員之年齡與工作滿

意度間為顯著正相關（r =.265，p<.01），亦即社工員之年齡越大，工作滿意度

越高。此結果與王綉蘭（1998）、莫藜藜（1988）、呂學榮（2007）針對社工員

所做的研究相似，皆認為年齡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研究者認為當社工員

的年齡越大時，可能代表在社會工作服務的時間也越久，對於此專業也產生認同

感受，因此工作滿意度也較高。 

 
表4-30  社工員之年齡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自我效能 

年齡   .265**  

* p<0.05  ** p<0.01  ***p<0.001            

 

 

三、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從表4-31可知，社工員在宗教信仰上，雖然有宗教信仰者之社工員的平均總

分（62.01）高於無宗教信仰（61.69），但透過t考驗結果發現，未達顯著水準，

亦即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上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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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  有無宗教信仰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構面 宗教信仰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工作滿意度 
無 
有 

133 
108 

61.69 
62.01 

8.773 
9.904 

-0.275 

* p<0.05  ** p<0.01  ***p<0.001                                N＝241 

 

 

四、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差異 

從表4-32可知，社工員在婚姻狀況，已婚之社工員平均總分（66.09）高於未

婚社工員（60.59），透過t 考驗結果發現，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

上有顯著差異（t= -4.120，p<.000），而已婚者之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是高於未

婚者。研究結果與莫藜藜（1988）、、、、鍾琳惠（1989）、、、、Poulin（1994）的結果相

似，皆認為已婚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是高於未婚者的。 

 

表4-32  不同婚姻狀況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構面 婚姻狀況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工作滿意度 
未婚 
已婚 

185 
54 

60.59 
66.09 

8.948 
7.456 

-4.120*** 

* p<0.05  ** p<0.01  ***p<0.001                                N＝239 

 

 

五、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上之差異情形 

由表4-33可知，社工員在教育程度，雖然專科畢業之社工員平均總分（64.81）

高於研究所(含)以上（64.22）、大學(專)（61.26），但透過變異數分析發現，不

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沒有顯著差異。研究結果與鐘琳惠（1989）、、、、

Poulin（1994）、Sliver, Poulin and Manning（1997）對於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之

研究結果一致，皆認為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與教育程度的高低無顯著差異。 

 
表4-33  不同教育程度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構面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F值 

工作滿意度 
專科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16 
204 
18 

64.81 
61.26 
64.22 

7.467 
9.000 
8.186 

2.254 

* p<0.05  ** p<0.01  ***p<0.001                                N＝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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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 

由表4-34可知，社工員在教育背景上，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教育背景

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上的平均總分（65.21）高於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教

育背景之社工員（61.39），透過t 考驗結果發現，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工作

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t=-2.154，p<.05），亦即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

畢業之社工員在工作滿度上高於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畢業者。研究結果與莫

藜藜（1988）、呂學榮（2007）針對社工員所做的調查結果為一致狀況，產生此

結果的原因可能為多數專業背景畢業之社工員在學校內接受專業的社工教育，但

當到實務機構工作時，由於背景緣故，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有較深入的瞭

解，期待也較高，反而產生了落差，也較易與國外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作比較，因

此工作滿意度相較於非專業背景畢業之社工員低落。 

    

表4-34  不同教育背景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構面 教育背景 樣本數 平均總分 標準差 t值 

工作滿意度 
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 

213 
28 

61.39 
65.21 

8.854 
8.677 

-2.154* 

* p<0.05  ** p<0.01  ***p<0.001                                N＝241 

 

 

七、社工員現職年資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 

由表4-35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之現職年資

與工作滿意度為顯著正相關（rs＝.194，p< .01），亦即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越高時，

工作滿意度越高。此研究結果是可以預期的，因為當社工員願意在單一機構服務

的時間越長時，可能在職務上也有所提升，使得其工作滿意度也同樣提高，因此

現職年資與工作滿意度間為正相關。而Poulin（1995）以督導與管理階層為研究

對象，也發現其現職年資與工作滿意度間為正相關。 

 
表4-35  社工員之現職年資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工作滿意度 

現職年資   .194**  

* p<0.05  **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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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工員之薪資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從表4-36可知，透過Spearman’s rho等級相關分析發現，社工員之薪資與工

作滿意度間無顯著相關（rs＝.036，p>.05）。鐘琳惠（1989）也同樣認為薪資與

工作滿意度間無顯著相關，但就目前許多社工員工作滿意度的現存研究中，薪資

皆與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通常薪資越高，其工作滿意度也越高（莫藜藜，

1988；沈慶鴻，2008），此研究結果可能是因目前私立社福機構的薪資普遍不高，

差異不大，而使得社工員的選擇有限，因此對於工作滿意度的影響也較小。而

Poulin（1995）針對社工員之薪資與工作滿意度的研究，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發現，

雖然薪資對於工作滿意度是可加以預測，但當其他組織因素出現時，薪資對於工

作滿意度就未必是最顯著之因素，可知對於社工員來說薪資可能並非是最重要影

響工作滿意度的因素。另外，本研究也與Frederick Herzberg 的員工激勵研究之

結果相呼應，薪資只為保健因子，並非為影響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子。 

 
表4-36  社工員之薪資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工作滿意度 

薪資   .036  

* p<0.05  ** p<0.01  ***p<0.001    
 

 

九、不同機構所在地區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 

從表4-37可知，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東部地區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最高

（67.00），高於北部地區（61.38）、中部地區（61.40）、南部地區（59.59），

透過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機構所在地區的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上有顯著差異（F

＝5.984，p<.001）。 

 
表4-37  不同機構所在地區之社工員在工作滿意度之差異情形 

構面 機構所在地區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雪費法比較 

工作滿意度 

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74 
70 
59 
38 

61.38 
61.40 
59.59 
67.00 

8.342 
8.809 
9.154 
8.024 

5.984*** 
S4 > S1 
S4 > S2 
S4 > S3 

* p<0.05  ** p<0.01  ***p<0.001                                 N＝241 

 

藉由雪費法事後比較發現，東部地區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分別高於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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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員、中部地區社工員、南部地區社工員。而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

社工員之間的工作滿意度無顯著差異。從平均分數發現，東部地區社工員的工作

滿意度明顯高於其他地區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其原因可能為東部地區的社福機

構數量較少，社工員在就業壓力的考量之下，缺少機構間比較的機會，而使得東

部地區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高於其他地區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但詳細之後續分

析仍有待未來研究再加以探討之。 

 

 

十、機構社工員數量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由表4-38可知，透過Pearson’s r 積差相關分析發現，機構社工員數量與社工

員之工作滿意度間為顯著負相關（r= -.240，p<.000），亦即當機構內的社工員數

量越少時，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會越高。產生此結果的原因可能是當機構內的社

工員數量較少時，社工員在機構內的同事關係較緊密、升遷機會較多、制度較富

有彈性有關，但深入之原因仍待後續研究再加以探討。 

 
表4-38  機構社工員數量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個人特徵 工作滿意度 

機構社工員數量   -.240***  

* p<0.05  ** p<0.01  ***p<0.001    
 

綜合上述結果所示，顯示在年齡方面，當社工員之年齡越大時，其工作滿意

度會越高。在婚姻狀況方面，顯示已婚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是高於未婚的社工

員。在現職年資方面，顯示社工員的現職年資越長時，工作滿意度也會越高。在

機構所在地區方面，顯示社工員所處機構的地區不同，會影響其工作滿意度，而

東部地區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是最高的。在機構社工員數量方面，顯示當機構內

的社工員數量越少時，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也會因此而越高。 

    

    

參、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增強權能感共有三個構面，為相互性、共同參與及擁有權，分別對工作滿意

度進行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統計結果分析可知，整體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

度的相關係數為.637（p=.000）；相互性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係數為.472（p=.000）；

共同參與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係數為.537（p=.000）；擁有權與工作滿意度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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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數為.693（p=.000）。詳細之個別各構面與整體間之相關如表4-39所示。 

 
表4-39  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之Pearson’s r 積差相關表 

變項名稱 工作滿意度 

整體增強權能感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637*** 

.472*** 

.537*** 

.693*** 

* p<0.05  ** p<0.001  ***p<0.001    
 

由統計結果分析得知，體增強權能感、相互性、共同參與、擁有權與工作滿

意度均呈顯著中度正相關。亦即當社工員之整體增強權能感越高時，其工作滿意

度感受也會越高；當社工員之相互性感受越高時，其工作滿意度感受也會越高；

當社工員之共同參與越高時；其工作滿意度感受也會越高；當社工員之擁有權越

高時，其工作滿意度感受也會越高。其中，擁有權構面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性最

高。此研究結果與Klakovich（1996）、黃珊（2004）、王秀珍與盧美秀（1998）

的研究相符。 

 

 

肆、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進行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統計結果分析可知，自

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的相關係數為.510（p=.000）。詳細工作滿意度之 

工作滿意度之相關分析如表4-40所示。 

 
表4-40  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Pearson’s r積差相關表 

變項名稱 工作滿意度 

自我效能 .510*** 

* p<0.05  ** p<0.001  ***p<0.001    
 

由統計結果分析可知，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呈現中度正相關，亦即當社工

員之自我效能程度越高時，其工作滿意度感受也會越高。此研究結Bradley 和 

Roberts（2004）、 Perdue，Reardon 與 Peterson（2007）的研究結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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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研究之個人特徵變項為：性別、年齡、宗教信仰、婚姻狀況、教育程度、

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薪資、機構所在地區、社工員數量等變項。測量變項則為：

增強權能感（相互性、共同參與、擁有權）、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等三變項。

以下將針對這些變項以表4-41進行統整，將各變項間達顯著水準或有相關性的加

以標示。 

 

表4-41  變項間之顯著與差異表 

 增強權能感 
自我效能 

工作 
滿意度 整體 

增強權能感 相互性 共同參與 擁有權 

性別       

年齡    *** *** ** 

宗教信仰       

婚姻狀況 ** *  *** *** *** 

教育程度       

教育背景       

現職年資    **  ** 

薪資       

機構所在地區     * *** 

機構社工員數量 *** ** *** *** ** *** 

整體增強權能感  *** *** *** *** *** 

相互性   *** *** *** *** 

共同參與    *** *** *** 

擁有權     *** *** 

自我效能 .     *** 

工作滿意度       

* p<0.05  ** p<0.001  ***p<0.001    
 

由上表可知，在增強權能感部分，社工員個人特徵變項中，年齡、現職年資、

與增強權能感有達顯著正相關，機構社工員數量與增強權能感達顯著負相關；婚

姻狀況與增強權能感達顯著差異。在自我效能部分，社工員個人特徵變項中，年



 

102 

 

齡與自我效能達顯著正相關，機構社工員數量與增強權能感達顯著負相關；婚姻

狀況與自我效能達顯著差異。在工作滿意度部分，社工員個人特徵變項中，年齡、

現職年資與工作滿意度達顯著正相關，機構社工員數量與增強權能感達顯著負相

關；婚姻狀況、機構所在地區與工作滿意度達顯著差異。由上述三測量變項得知，

顯示工作滿意度的感受較易受個人特徵變項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另外，在增強權

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等構面間的相關性部分，由統計分析結果可以得

知，各構面間均呈現顯著正相關。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工作滿意度之迴歸分析工作滿意度之迴歸分析工作滿意度之迴歸分析工作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本節將使用階層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與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以瞭解自我效能變項對此工作滿意度模式之實質影響力。 

    

壹、工作滿意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本研究為瞭解自我效能在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的中介效果

（mediator effects），因此採用階層迴歸分析進行驗證。而為了簡化分析模型，

只挑選上節對於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差異及相關的自變項放入迴歸分析中，以探討

個人特徵變項、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等變項對工作滿意度的預測力。在個人特

徵變項部分，包括年齡、婚姻狀況、現職年資、機構所在地區、機構社工員數量

等五變項，故先將類別變項轉變成虛擬變項（dummy viariable），再放入迴歸模

式中，因此，需轉換的類別變項為婚姻狀況、機構所在地區此兩變項，婚姻狀況

以未婚為參照組；機構所在地區以北部地區為參照組，並以工作滿意度作為依變

項，將這些變項以強迫進入法納入迴歸分析模式中。 

 

在第一階段部分，將個人特徵變項放入迴歸模式中，第二階段部分再將增強

權能感各構面放入迴歸模式中，並觀察其整體模式在工作滿意度的解釋量

（Adjusted R Square）有無達到顯著水準。在第三階段部分，再放入自我效能變

項，觀察其解釋力有無增加，以及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能感各構面是否有所變

化；若有所改變且對於前述步驟中各自變項均產生增強或抑制作用的話，則證明

自我效能變項具有中介效果，並將進一步分析其差異所代表之意義。以下將針對

各階層模式步驟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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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特徵變項與工作滿意度間之探討： 

在此階段的迴歸分析中，將個人特徵變項（年齡、婚姻狀況、現職年資、機

構所在地區、機構社工員數量）放入迴歸模型中，初步結果發現，整體迴歸模型

達顯著水準（F=6.334，p=.000）（見表4-42）。其決定係數值為0.160，調整過

後為0.135，表示個人特徵變項對工作滿意度的解釋力為13.5%，亦即受試者之工

作滿意度會受到個人特徵變項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其中，發現年齡（t=2.576，

p=.005）、婚姻狀況（t=2.073，p=.039）、現職年資（t=2.015，p=.045）、機構

社工員數量(t= -2.408，p=.017，)在工作滿意度上呈現顯著差異，由Beta值的正負

可知（β=.173、β=.146、β=.131、β=-.157），顯示社工員年齡越大，工作滿

意度越高；已婚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較未婚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高；社工員的現

職年資越長，工作滿意度越高；機構社工員數量越少時，工作滿意度越高。 

 

二、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能感對工作滿意度之探討： 

在此階段的迴歸分析中，再將相互性、共同參與、擁有權納入迴歸模型中，

初步分析結果發現，其整體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F=24.178，p=.000）。決定係

數值為0.542，調整過後的決定係數值為0.522，表示對於工作滿意度的解釋力為

52.2%，亦即受試者的工作滿意度會受到上述自變項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其整體

解釋力較上階層迴歸模型增加38.7％（ΔR＝.387）。 

 

在分析個別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及其顯著上，發現在個人特徵變項

中，只剩下年齡此變項在工作滿意度上呈顯著差異（t=2.269，p=.002），其Beta

值為正值（β=.288），顯示當社工員年齡越大時，其工作滿意度越高。在增強

權能感構面中，只有擁有權構面達顯著水準（t＝8.370，p=.000），其Beta值為

正值（β=.584），表示當社工員之擁有權感受越高時，其工作滿意度越高。    
 

三、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的階層迴歸分析 

此階段的迴歸分析中，再將自我效能變項再納入迴歸模型中，其結果顯示同

時納入個人特徵變項（年齡、婚姻狀況、現職年資、機構所在地區、機構社工員

數量）與相互性、共同參與、擁有權、自我效能等相關變項之迴歸模式，其解釋

變異達顯著水準（F=26.355，p=.000），決定係數為0.609，調整過後的決定係數

為0.587，表示對工作滿意度的解釋力為58.7％，此外，增加自我效能變項後，對

於工作滿意度總變異量增加6.5%解釋力（ΔR＝.065），表示投入自我效能變項

能夠有效提升模型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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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分析個別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及其顯著上，發現再放入自我效

能變項後，個人特徵變項中，依然只剩年齡此變項對工作滿意度有顯著影響（t= 

1.496，p=.008），其Beta值為正值（β=.127），顯示當社工員的年齡越大時，

其工作滿意度越高。在增強權能感構面中，雖相互性、共同參與的係數有所改變，

但仍無法達顯著水準，至於擁有權此構面仍可達顯著水準（t=6.667，p=.000），

其Beta值為正值（β=.498），顯示當社工員之擁有權感受越高時，其工作滿意

度也越高。在自我效能變項中，達顯著水準（t=2.975，p=.003），其Beta值為正

值（β=.161），表示自我效能對於工作滿意度有正面的影響力，顯示當社工員

之自我效能越高時，工作滿意度也會越高。而依據邱政皓（2003）對於部分中介

效果的認定，其認為自變項若置入同時有中介變項的迴歸模式中，其估計值小於

上一階段迴歸模式之自變項估計值，且迴歸模式達統計顯著水準，代表中介變項

對此迴歸模式產生影響，為部分中介效果。因此，由前後比較放入自我效能變項

後，其迴歸模式仍達顯著水準，而原達統計顯著的擁有權構面之估計值降低與整

體變異的解釋力增加來看，表示自我效能扮演中介作用效果不大，只為部分中介

效果（partial mediation effects）。詳細之內容，如表4-42所示：  

 

表4-42  個人特徵、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在工作滿意度之階層迴歸分析表 

 

加入自變項 

工作滿意度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Beta t  Beta t    Beta t 
年齡 .173 2.576** .288 2.269** .127 1.496** 
已婚（dummy1） .146 2.073* .032 .594 .012 .219 
現職年資 .131 2.015* .027 .556 .034 .711 
中部地區（dummy1） -.029 -.400 -.005 -.095 .011 .217 
南部地區（dummy2） -.075 -1.062 -.094 -1.798 -.092 -1.782 
東部地區（dummy3） .120 1.598 .140 1.506 .130 2.358 
機構社工人員數量 -.157 -2.408** .023 .450 .025 .501 
相互性   .098 1.497 .109 1.681 

共同參與   .020 .264 .021 .281 
擁有權   .584   8.370*** .498  6.667*** 

自我效能     .161 2.975** 

F 6.334***    24.178***   26.355*** 

Ｒ²  .160***    .542***    .609*** 
Ｒa²  .135***    .522***    .587*** 
∆F  17.844 2.177 
∆Ｒ  .387 .065 

* p<0.05  ** p<0.001  ***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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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滿意度模式之路徑分析 

本研究進一步使用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檢驗第三章所提出研究架構的

準確和可靠程度。本研究三個變項間的結構關係，包括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

工作滿意度等三變項。此一結構關係，係由下列二組假設而組成： 

假設一：增強權能感（互惠性、共同參與、擁有權）、自我效能影響工作滿意度。 

假設二：增強權能感（互惠性、共同參與、擁有權）影響自我效能。 

 

使用路徑分析將可瞭解各個變項間是否存在相關或因果關係，以及透過變項

間的直接效果（direct effect）與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驗證此工作滿意度

模式之實質影響力。以下說明分析過程： 

 
一、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的多元迴歸分析 

此多元迴歸分析中，將互惠性、共同參與、擁有權、自我效能等變項納入迴

歸模型中，其解釋變異達顯著水準（F=62.487，p=.000），決定係數為0.514，調

整過後決定係數為0.506，由此可知，表示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高低會受到增強

權能感與自我效能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在分析個別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及其顯著上，發現互惠性（t=1.447，

p=.149）、共同參與（t=.327，p=.744）皆未達顯著水準。而擁有權（t=6.834，

p=.000）、自我效能（t＝6.834，p=.511）達顯著水準，顯示當社工員擁有權感

受愈高時，工作滿意度愈高；社工員自我效能愈高時，工作滿意度愈高。其中擁

有權之路徑係數為.511（β＝.511），自我效能之路徑係數為.201（β＝.201），

而上述此二路徑係數顯示，增強權能感中的擁有權構面與自我效能對於工作滿意

度具有預測力。 

 

二、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之迴歸分析 

此迴歸分析中，將互惠性、共同參與、擁有權三變項納入迴歸模型中，其解

釋變異量達顯著水準（F=32.583，p=.000），決定係數為0.294，調整過後決定係

數為0.285，表示社工員之自我效能高低會受到增強權能感的影響而有所不同。 

 

在分析個別預測變項之標準化迴歸係數及其顯著上，發現發現互惠性

（t=-.934，p=.351）、共同參與（t=-.240，p=.810）皆未達顯著水準。而擁有權

（t=7.362，p=.000）達顯著水準，顯示增強權能感中的擁有權構面對於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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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預測力，其中擁有權之路徑係數為.598（β＝.598）。藉由上述變項間的路

徑係數，整體模型估計如圖4-1所示。 

 

 

    
圖 4-1 工作滿意度模式之路徑圖 

 

 
三、效果分析 

藉由上述各變項間的路徑係數，將每一變項的效果分析摘要整理如表 4-43

所示。 

 

表4-43  迴歸取向路徑分析各項效果分解說明 

 依變項：內衍變項 
自變項 自我效能 工作滿意度 

外衍變項外衍變項外衍變項外衍變項   

增強權能感 

直接效果 

 
 

.598*** 

 

.511*** 

  間接效果 - .120*** 

  總效果 .598*** .631*** 

自我效能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201*** 

- 

.201*** 

* p<0.05  ** p<0.001  *** p<0.001 

 

 
自我效能 

 

 
增強權能感 

 
 

 
工作滿意度 

 0.511*** 

0.598*** 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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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43得知，增強權能感對於工作滿意度產生 0.511的直接效果，然透過

自我效能，則對工作滿意度產生了 0.120的間接效果，而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相

加後，得知增強權能感對工作滿意度的總效果為 0.631，另，自我效能也對於工

作滿意度產生 0.201的直接效果。因此，藉由各項效果分解可驗證在此工作滿意

度模式中，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此兩變項的確可用來預測工作滿意度，且增強

權能感透過自我效能此一中介變項後，更能加以提升工作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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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發現發現發現發現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本章針對研究之結果分析進行整體的回顧與整理，將研究結果做出摘要與結

論。此外，研究者將藉研究結果對於此相關議題做出初步的發現與討論，希望能

對於後續從事相關議題的研究者有所幫助，最後，將對本研究進行研究限制的說

明，期許後續研究者能針對本研究不足之處進行更縝密與精闢的討論與論述。本

章主要內容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研究發現；第二節：研究建議；第三節：研究

限制。茲分將各節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    
    

本節將對於回收之樣本進行摘要性結論，首先針對樣本個人特徵變項特性進

行描述。接著，陳述樣本在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的分佈狀況，最

後，再探討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間之關係。  

 

壹、研究樣本的個人特徵變項特質分析 

若綜合來看研究回收樣本，可發現目前台灣民間社工員的基本個人特徵變

項，就業人口還是以年輕人口結構為主，因此連帶著出現未婚、現職年資資淺的

情況。從專業教育背景來看，顯示目前民間的社工員大多都接受過社會工作相關

教育，社會工作專業不論是在數量或品質的表現都相當平均。在現職年資部分，

研究中發現多數社工員的現職年資都偏低，顯示社工員在現職機構長時間服務的

狀況不常見，可能意味著社工員的人力資源流失的情況依然存在，這與許多學者

認為社工員流動率偏高的看法顯然可以互相呼應（高迪理，1994；林萬億，2002；

張煜輝，1991）。另外，由機構人數來看，可知目前台灣地區民間社福機構仍以

小型機構為主要型態。 

 

 

貳、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程度分析 

一、台灣地區民間社工員其整體增強權能感為中間偏高的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整體而言，目前台灣地區民間社工員其整體增強權能感是中

間偏高，在相互性、共同參與、擁有權等構面頗為一致。而相互性構面各題之平

均分數為最高，顯示在一般民間社福機構內，直屬主管與社工員之間在分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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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供訊息，給予，給予足夠資源與支持互動的層面是最好的，社工員對於組

織目標而努力的動力與組織的向心力也足夠，可能原因也為目前民間社福機多以

小型機構為主，成員間的關係較緊密有很大之關係。  

 

二、整體增強權能感部分，已婚社工員、全職社工員、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較少

之社工員，其整體增強權能感較高，但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薪資、機構所在地區與整體增強權能感間無顯著關聯。 

 

三、相互性構面，已婚社工員、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較少之社工員，其相互性的

感受程度較高，但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

薪資、機構所在地區與相互性構面間無顯著關聯。 

 

四、共同參與構面，全職社工員、機構內之社工員數量較少之社工員，其共同參

與的感受程度較高，但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教育

背景、現職年資、薪資、機構所在地區與共同參與構面之間無顯著關聯。 

 

五、擁有權構面，已婚社工員、年齡較大之社工員、現職年資較長之社工員、全

職社工員、機構內社工員數量較少之社工員，其擁有權的感受程度較高，但

性別、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教育背景、薪資、機構所在地區與擁有權構面

之間無顯著關聯。 

 

 

參、社工員之自我效能程度分析 

一、台灣地區民間社工員其自我效能為中間偏高的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台灣地區民間社工員其自我效能為中間偏高的，亦即社

工員對自己完成目標、解決問題、處理環境改變自覺的能力應該是達到一定程度

的，顯示一般社工員在面對工作中的挑戰應該是有足夠的應變能力加以解決。在

社會工作此專業中，社工員身處瞬息萬變的社會環境，面對案主的殷切需求以及

社會變遷等壓力，必須不斷吸收新知識才可以應付工作上的需要，同時亦顯示了

社工員對於社會的承擔與責任，若擁有高度的自我效能來回應工作的挑戰與壓

力，不但將可增進案主的權益，自身的復原力量也將因此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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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效能部分，年齡較大之社工員、已婚之社工員、全職之社工員、東部地

區之社工員、機構內之社工員數量較少之社工員，其自我效能的程度較高，

但性別、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教育背景、現職年資與自我效能之間無顯著

關聯。 

 

 

肆、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程度分析 

一、台灣地區民間社工員其對於現職工作的整體工作滿意度為中間偏高的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目前台灣地區民間社工員其工作滿意度為中間偏高的，亦

即表示社工員對於現職工作應是可接受的程度。顯示社工員在機構中，雖然外

在環境的條件不佳，如：薪資偏低、工作負荷沈重等，但仍表現出對於工作為

尚稱滿意的狀態，可能原因為社工員對於社會工作專業仍有一些期待和專業認

同，才能在此專業中表現出尚可的工作滿意度。而本研究與王麗容（1980）、

莫藜藜（1988）、鐘琳惠（1989）、賴資雯（1995）、呂學榮（2007）之研究，

皆有相似的結果，也發現不論各年代之間的差距，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雖不算

良好，但仍維持一定程度的滿意水準。 

 

二、工作滿意度部分，年齡較大之社工員、已婚之社工員、現職年資較長之社工

員、東部地區之社工員、機構內社工員數量越少之社工員，其工作滿意度較

高，但性別、薪資、宗教信仰、教育程度、教育背景與工作滿意度之間無顯

著關聯。 

 

 
伍、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迴歸分析 

一、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之階層迴歸分析 

由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得知，在階層迴歸模式一（個人特徵變項）中，整體

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唯有社工員年齡得對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力；在階層迴歸

模式二（個人特徵變項與增強權能感）中，整體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唯有社工

員年齡與擁有權得對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力；在階層迴歸模式三（個人特徵變

項、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中，整體迴歸模式達顯著水準，社工員年齡、擁有

權與自我效能得對工作滿意度產生影響力。其中，擁有權之影響力最大，其次為

自我效能、社工員年齡。換言之，若提高社工員的擁有權感受與自我效能信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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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必能使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提升。另外，藉由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可證實自我

效能的中介效果確存在，但實質效果並不大，可能只產生了部分中介效應。 

 

二、工作滿意度模式之路徑分析 

藉由各項效果分解可驗證在此工作滿意度模式內，增強權能感與自我效能此

兩變項的確可用來預測工作滿意度，且增強權能感透過自我效能此一中介變項

後，更能加以提升工作滿意度。然，增強權能感三構面中，唯有擁有權構面達顯

著水準，顯示其對於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力，因此可知擁有權感受為提升工作滿

意度之重要因素。 

 

 

陸、總結 

回顧本研究之研究背景是以台灣地區的民間社福機構社工員為對象，其中又

以小型社福機構佔多數，要持續生存除了要有源源不絕的捐款與補助款的挹注之

外，更需要有對組織具所屬感及充滿工作熱忱的社工員，願意替機構達成使命與

目標而努力的人力。但研究發現，社會工作專業人力出現流失率偏高的現象（黃

韻如，1996；曾華源，1993），不僅僅造成教育資源浪費，也對福利機構的組織

運作和人力資源管理造成困擾，同樣間接影響了服務品質的提升和績效的達成，

由上述即可知留住人才成為小型社福機構更需關注的焦點，而讓社工員感到工作

滿意也成為重要關鍵，必須從內部管理著手與改善，這其中也包含了對於人的管

理，因此，讓社工員在現職機構中感到工作滿意，願意留在原機構內，這也為當

初本研究關注社工員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動機。 

 

本研究結果發現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三者間為正相關，而自

我效能扮演的為部分中介角色。因此，從本研究對於增強權能感的普遍分數為中

間偏高的狀況即可瞭解自我效能、工作滿意度也同樣會中間偏高的程度。若將此

狀況與現存社會工作專業環境互相對照的話，即可認知到目前許多小型的社福機

構中，因機構內的工作人員數量較少，主管、督導與基層社工員相處時，即可知，

因彼此互動頻繁，較無科層體制所過份強調的權威（authority）、層級體系

（hierarchy）、權限（competence）的限制，較能在組織中分享權力與資源，社

工員與主管間處在互相信任與互相尊重的工作環境中，社工員得以參與機構的決

策及目標設定，也讓社工員在工作中的增強權能感為中間偏高的程度，個人也產

生一定程度的滿意感受。至於在自我效能部分，從研究中瞭解到受試社工員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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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效能為中間偏高的程度，且扮演部分中介變項的角色，似乎也可與Bandura對

於自我效能的詮釋互相呼應，自我效能的確為行為改變的中介（mediation）因素，

是與外在環境、及個人能力、成就表現等交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只是在本研究

中，自我效能並非是完全的中介角色。 

 

本研究也發現工作滿意度的模式中，擁有權、自我效能、年齡、機構社工人

員對於工作滿意度具有預測力，從擁有權的概念，即可瞭解若機構內的社工員增

強自我肯定與自信心，增進自己與主管的接觸機會，在工作中獲得主管的賞識，

將可在機構內產生影響力，對機構產生承諾感，也可增加自己的工作滿意度，因

此這將有賴於機構或主管善用管理的策略與方法著手，讓社工員在工作環境中體

會到被增強權能的感受，將有助於社工員提昇工作滿意度。在自我效能部分，因

自我效能的高低有一部份是受到長期來自於外在經驗累積與內在心理層面交互

影響所致的結果，因此瞭解社工員過去生活之經驗與個人的內在對事物的感受與

表達變成觀察指標之一，當然同樣也可藉著機構或主管增加社工員之權能感受來

提升自我效能，以達到提高工作滿意度的方法。在年齡部分，從迴歸分析可知，

年齡越大者，工作滿意度是越高的，這很有可能與當年齡增長時，仍從事社會工

作之社工員對於社會工作專業的認同越高，職位較高有很大之關聯，而詳細原因

還將有賴後續研究者針對此一議題再作深入的探討，才能加以瞭解實際之概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研究建議 

 

本節將針對此研究之結果，提出實務工作之具體可行之建議，希望將有助於

未來民間社福機構在人力資源管理與員工教育培訓上之參考，將分成個人層面、

機構組織層、未來研究建議等三方面加以探討，其建議如下： 

 

壹、個人層面 

一、社工員對於增強權能感的自我檢視 

雖然本文所定義之增強權能感主要是來自於機構或主管所給予社工員的一

種分享權力、能力過程的感受，但倘若社工員無法從中獲得此種感受，就算機構

或主管願意主動對社工員進行種種激勵社工員增加權能的方法，也將是枉費的。

因此，社工員應該要從自身開始檢視自己在機構組織內是否有缺權的感受，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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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權能感受又為何？才能進一步的與機構對此議題作更多的接觸。趙雨龍等

（2003）即指出，個人可以透過辨識自身的缺權經驗、檢視權力關係的合理性、

妥善運用外化與個別化的技巧、尋求例外經驗以發展能力感等策略來達到自我充

權的目的，因此，研究者認為社工員應該仔細對自己所處之環境重新認知到自己

在機構內之定位，體認自己在機構中與主管及組織之間所處的權力關係，也重新

看待自己的能力與權力，以此方式才能瞭解到自己的需求，而Conger 與 Kanungo

（1988）認為可從工作中的無力感（powerlessness）來加以辨識是否具有增強權

能感。另，藉著機構內作決定過程中，即可看出誰是真正擁有權力的人，因此，

從這政治運作的結果發現，即可清楚瞭解誰是缺權者，對所有參與者而言，看到

權力之間的流動，也是一種自我發覺缺乏權能的過程（Turner and Shera, 2005），

因此，社工員可從此處著手瞭解自己是否為缺乏權能感之狀態。 

 

二、社工員應體認到權責必須是兼顧的 

從眾多研究結果的說法皆可知，社工員應該被賦予擁有更多增強權能感知覺

（Conger and Kanungo, 1988；Guterman and Bargal, 1996），將可使社工員能夠意

識到擁有能力、權力及肩責的責任，進而提高對於案主服務的品質，增進個人自

我效能，以符合社會大眾對於社福機構的要求與期望。然而，權力與責任是相對

的，當社工員感受到高度的增強權能感時，其能力與活力應該要更投入到服務案

主身上，致力於增進案主最佳利益與服務品質，以達到責信之要求，若一味地要

求增進能力與權力的伸張，而忽略將此權能感受加以運用在服務弱勢案主上，那

麼所得到之能力與權力將喪失其原有本意。因此，權責分明是社工員感受到增強

權能感的基本認知，權利與責任必須相稱，感受到來自機構主管給予的能量與權

力時，應體認到自己得到更多，也需付出更多，並不斷反求諸己，善盡社工員的

義務與責任，故社工員應自發性地投入實踐與承諾。 

 

三、社工員自我學習增進自我效能之方法 

本研究針對個人特徵變項對於工作滿意度的預測發現，只有年齡可用來預測

工作滿意度。但年齡此變項是無法加以改變與控制的，因此從自我效能的提升著

手將可用來增進工作滿意度，社工員自己可加以提升的方式可根據Bandura

（1977）提出影響自我效能的四種來源方式為出發點，以下為研究者嘗試提出之

具體方式： 

 

 



 

115 

 

（一） 增進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社工員在服務案主的過程中若遭受到任何壓力時，應該要就本身的能力與相

關的資源和經驗作判斷，評估是否可有效處理，再與機構內的督導或主管討論，

吸取他人經驗，藉以加強自己的自我效能。 

 

（二） 定期與同儕進行聚會。 

與其他社工員進行聚會，討論實務工作上之心得，藉由此種聚會，討論服務

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問題或是服務過程中所獲得的肯定與收穫，藉由團體過程社工

員彼此在想法及經驗上的交流與力量，一起思考問題，相互學習和鼓勵，以達到

示範學習及言語說服的效果。 

 

（三） 充實專業知能。 

社工員應主動的定期接受訓練與督導，瞭解到人群服務需要高度的專業

性，也體認到自己的侷限性，如此，將有助於社工員瞭解自己服務的功能與定

位，並且能降低因能力不足而引發的無力感。 

 

（四） 提升自我管理內在心裡情緒的能力。 

社工員在服務案主的過程往往自己的內心也容易因為案主的處境而受到影

響，若內在心裡沒有一套健全的管理機制，將會在行使專業服務時，重新體驗

自己的內在脆弱部分，將降低個人之自我效能。 

 

 

貳、機構組織層面 

一、建立一個支持與具備增強權能感的組織環境 

本研究得知增強權能感與工作滿意度間具有正相關。因此，若機構或主管能

夠讓社工員在組織內感受到高度的增強權能感，將有助於使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

提高。而增強權能感的來源，主要是來自於組織工作環境、激勵層面以及領導者

與部屬的互動關係（Klakvoich，1995），經由增強權能感的發揮可使得計畫變成

想要的事實與目標，成員具有持續性的努力態度，以達成彼此共同的目標，這過

程也讓員工得以獲得能力與權力，因此機構主管與工作環境所給予社工員的的感

受將是影響增強權能感的重要因素。然，目前台灣有些民間社福機構帶有宗教色

彩，抑或主管之身份並非為社會工作專業出身，主管或領導者對於社會工作專業

並不甚瞭解，致產生「外行領導內行」的狀況，對於這些機構社工員而言，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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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挫折與打擊，連在專業行使上都無法尊重社工員的建議與想法，更遑論是進

一步行使增強權能的策略，這也為台灣在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上的現象，更值得相

關專業人士的重視。以下為改善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之具體之方式： 

 

（一）主管應適時的分享權力 

機構主管應相信機構內之社工員，適時的授權讓社工員能夠有更多機會參與

機構或組織內的決定，使社工員擁有參與感，Turner和Shera（2005）認為讓社工

員參與機構決策的過程，彼此有效的互動也可增加其增強權能感。沈慶盈（2007）

認為可先從小事情開始著手，機構可充分授權社工員安排掌控其日常工作與時間

的安排，以激發社工員的專業自主意識，讓社工員體認到自己是機構的一份子，

將可有助於提升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受。而Poulin與Walter（1992）同樣認為在

人群服務組織若能夠對於社工員提供足夠的專業自主性，使其工作上有更多的彈

性，在工作滿意度上也會表現較好。 

 

（二）增加社工員專業能力的訓練與培訓機會 

機構主管應該定期的安排一系列針對社工員的在職專業訓練與發展的機

會，使社工員在面對各式各樣案主的時候，能夠擁有足夠的工作所需之基本技

能，也可讓社工員在服務案主的過程提升自我信心，感到自我肯定。Shera也認

為，在組織當中建立一個學習的環境，讓社工員在組織當中當一個「學習者」，

藉由實務工作上犯錯的過程，習得新的知識和技能，將有助於社工員擁有被增強

權能的感受，因為專業能力的培養也是增強權能感受的環節之一（Turner and 

Shera, 2005）。Kondart（1995）提出，社工員擁有足夠的權能感受時，將可提升

案主的增強權能服務。因此，研究者認為主管應認知到社工員除了具備專業知能

之外，亦可主動學習增進社工員之權能感的方法，並樂於和社工員分享權力。 

 

（三）主管應善用督導管理制度 

對於社福機構來說，主管與社工員有較深入互動時，往往是進行督導活動，

但也因社會工作之績效難以斷定，面對案主問題繁雜，有時還需兼顧行政業務，

常造成主管與社工員之間對於工作任務的期許有時會產生出入，因此在督導活動

進行時，若能讓社工員與主管有效進行溝通，並給予社工員在情感上與專業上支

持之督導，將能有效使社工員的專業持續成長，而Poulin與Walter（1992）也認

為督導若能提供一個與社工員可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工作環境，將使前線社工

員的工作滿意度有效的提升。但也因社工員之專業成熟度與自主度和個人特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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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差異，因此一個能夠在督導活動進行時，具備權變模式的督導將可有效提升

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而社福機構所要處理社會及經濟問題的本質，因此更需要

學習在一個不穩定或動盪的環境中生存，因此具備權變模式的管理與督導方式也

可提高生產力及較好的成果（孫建忠、賴兩陽、陳俊全譯，2005）。同時，機構

也應主動對於督導人員的在職訓練，課程的設計也要促成督導者專業自我的成

長，更應使其足以勝任督導的角色， 

 

（四）主管應適度給予社工員回饋 

機構主管應該要對於社工員給予適度的回饋，有形的回饋包括：薪資、升遷、

獎金；無形的包括：讚美、肯定、多花時間與社工員相處、感謝函、聚餐慶祝等，

透過此種方式將可有效的讓社工員體會到自我價值。而Locke、Frederick和Bobko

（1984）認為適度的使用此種回饋機制，對員工來說，也是一種自我肯定、被重

視的象徵。機構在給予回饋時，應該同時注意社工員的個人獨特性與個人性，並

鼓勵每一位社工員對機構、方案及案主最有助益的方式應用它們，如果可透過對

社工員最有意義的方式獎勵它們，此回饋比較有可能對整個工作品質與機構的效

益有很大的貢獻，使回饋制度為一種彼此互惠的過程，也可貼切反應社工員的實

際需求，然，具體的作法可使機構定期舉辦團體聚會的方式，藉由主管與基層社

工們在團體內的互相給予支持、鼓勵、打氣，藉此凝聚彼此士氣，從中得到來自

對方的有形或無形的回饋，將可有助於社工員增進自我的增強權能感受。 

 

（五）機構應建立與社工員互相溝通的機制 

從研究樣本中，發現現職年資資淺者與年齡輕者佔多數，意味要讓社工員在

現職機構久留的機會是相當少的，研究結果也指出現職年資越長，年齡越大之社

工員在工作滿意度的表現是較好的。因此，機構應該要創造一個讓社工員願意持

續在機構服務的環境，機構可試著主動建立一個讓社工員對機構回饋的機制，不

論是在升遷制度、專業能力培養、教育訓練、督導制度等，都應透過此機制達到

互相溝通、理解雙方的用意，藉此將可讓機構瞭解社工員的實際需求，也有機會

參與更多的機構事務，但這需要諸多因素的協調與配合，像是行政配合、組織文

化、有效溝通、時間與經費、培訓計畫、參與意願等，而機構也必須體察權力結

構已然改變，尊重社工員的專業能力，鼓勵社工員提供建言，而Turner和Shera

（2005）認為機構也要致力於培養社工員擁有良好的溝通技巧，才能使雙方的對

話更順暢，機構必須虛心接受各式不同意見，以活化機構的營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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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管應主動讓社工員參與組織目標設定 

從迴歸分析結果得知，社工員的擁有權構面感受將可預測其工作滿意度之高

低，而目前社工員的擁有權構面平均數恰為增強權能感三構面中最低者，其中，

在未來參與組織目標設定的部分為表現較弱的題項。因此，機構主管應該要更加

鼓勵基層社工員參與組織未來發展方向相關的決策，尊重社工員在機構中的發聲

權利，使社工員意識到自己在機構中是有份量的，也能在決策過程中增加自我信

心，對自我感到肯定，進而提升社工員的工作滿意度。 

 

二、以自我效能理論規劃社工員之人力資源管理活動 

本研究結果證實自我效能也是預測社工員對於工作滿意度的重要因素，且自

我效能高的社工員，其工作滿意度上的表現都明顯優於自我效能低的社工員。由

此，研究者建議，將自我效能之理論融入社工員晉用、培訓與發展、激勵以及維

持等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中，發展一套完整的自我效能社工員之培力計畫，如：透

過教育訓練，提升社工員的自我效能；制定優秀社工員獎勵辦法與回饋機制；定

期讓社工員間互相交流，增進彼此互相學習的機會，提昇社工員的自我效能。而

楊蓓（1988）認為社工員的在職專業訓練應該要著重再提高社工員的自我強度

（ego strength），因此，以自我成長、發展、肯定自我為重的課程設計，將可使

社工員適應壓力的能力增加、更能提升專業素養，透過自覺的過程將專業內化為

自己的人格一部份，進而發展出一套屬於自己信念、價值與能力的方法，才能勝

任愉快。而此種專業訓練與自我成長課程，正好與Bandura（1977）所提出的自

我效能獲得方式不謀而合，意味透過此種在職訓練課程，將可以有效的提升社工

員的自我效能。 

 

 

參、未來研究建議 

一、量表選擇的建議 

在本研究的增強權能感測量部分，此概念是依據Klakvoich（1995）對於增

強權能感、自我效能的定義而來，使用的為王秀珍與盧美秀（1998）的中文譯本

之量表，此量表的概念與構面雖然完整，本研究所測出的信度也甚高，但在因素

分析時，萃取相同之因子數時，其解釋變異量卻偏低，且在回顧文獻時，運用在

以社工員為對象的研究中尚未出現，惟日後社會工作專業領域的研究者如需測量

此概念時，可再針對量表內容另行修訂，或自行設計出一套符合社會工作專業情

境的自評量表，使研究更具嚴謹性，更能反映現況。另外，本研究是採用量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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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測量的工具，難免發生受試者因在社會期許的情況下，產生結果高估的現象，

若後續研究在研究工具編製的過程中將較敏感的題項與字句加以修正，詢問較精

確之概念並採用事實導向的活動敘述，將可盡量避免此種誤差。 

 

 

二、採用不同取向之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是採用量化研究方式進行，研究結果皆為受試者自評對於問卷之

反應而來，倘若以質性研究方法，如：參與觀察、深入訪談等方式，將可進入受

試者的工作脈絡情境中，並呈現出另一種不同的切入角度，研究者可觀察社工員

在組織內所獲得的增強權能感，並可以與量化研究之結果作一互相參照。另外，

也可採用實驗研究方法，機構可以藉由舉行一系列增強權能感活動，如：在職教

育、支持團體、專題講座等，作前測、後測之比較，將可瞭解增強權能感所發揮

的實際效果。 

 

 

三、資料收集方式 

研究者於研究正式施測發放問卷前一週，確認各機構受訪者人數並告知各機

構將進行本研究一事，但由於各機構資訊流通管道不一致，因此雖然研究者已電

話告知各機構將進行本研究，但在問卷寄發後確認各機構郵件收件狀況時，少數

機構主管反應並未獲得該項訊息，或在聯絡上產生疏忽，耽誤問卷的發放。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者若要進行郵寄問卷發放前，應盡量於發放問卷兩週前初步與各機

構進行聯絡，並盡可能直接與各機構之單位主管取得聯繫，告知機構主管研究目

的與內容並徵得同意，並以該機構主管為聯絡人，以提高各機構成員之填答率。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壹、樣本的限制 

本研究以全台灣地區的私立社會福利組織之社工員研究對象，但由於國內目

前私立社會福利組織種類繁且龐雜，且目前政府公部門並無特別針對國內社會福

利組織發行相關統計資料，也無完整之名冊，因此，為求樣本符合研究架構與代

表性，研究者試圖搜尋全國各社會福利組織名單，最後決定藉由聯合勸募網路上



 

120 

 

的資料為母群體，藉由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取得樣本名單，但樣本名單的取得難免

有疏漏，因此難以掌握全國各社會福利組織的真實現況。此外，本研究在寄送問

卷前，先打電話詢問各機構有多少位社工員，在依據機構給予的人數發放，因此，

研究者事先無法知道機構內的人數，難以瞭解機構是否確切發給職稱為社工員填

寫，這也為本研究之限制之一。 

 

貳、分析的限制 

本研究在分析個人特徵變項與測量變項的差異與相關時，研究者事後認為問

卷的設計可更為謹慎，可增加個人特徵變項，如：職位、服務對象、工作內容等，

如此將可增加變項間互相對照的結果，作更深入的探討。另，本研究之增強權能

感是依據Klakvoich（1995）之概念定義而來，此概念顯然與領導風格、組織特

性、組織文化等有明確之關連，但因本研究旨在瞭解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

作滿意度間之關係，因此並無將其納入測量變項加以探討，所以，未來後續研究

若能將這些變項納入研究內的話，將可使研究結果更能回饋至社會工作實務上，

以滿足實務之需求，此可留供實務界、學術界作進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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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函感謝函感謝函感謝函 

親愛的主管： 

您好，我是師大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感謝您在百忙之中願意撥冗協

助研究者發放此問卷。為了提高本研究的問卷回收率，煩請您協助將裝問卷之信

封蒐集，並統一郵寄給研究者。再次感謝您的幫忙與配合！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打電話或寫 e-mail給研究者，謝謝您的合作！ 

電話：0918254525 

信箱：695180057@ntnu.edu.tw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林彥宏           

【附錄一】 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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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受訪受訪受訪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同意書    

    

感謝您願意協助研究者，進行「民間社工員之增強權能感、自我效能與工作

滿意度之研究」碩士論文研究，為保障受訪者之隱私與權益，訂此協議供雙方遵

行，有關受訪同意書之內容如下： 

 

一、為確保您的自願性與權益，研究者會先取得貴機構對於問卷施測的同意後才

開始問卷的發放，此外，您可再自行決定是否填答此問卷，在確認您受試之

意願後，才會開始進行問卷之施測。 

二、問卷內容僅供本論文及學術研究之用，未經您的同意，研究者絕對不對外洩

漏有關您問卷中受試之資料。此外，在問卷分析整理的過程中，研究者會秉

持「匿名性」之倫理原則，您的真實姓名或任何可辨識身分之資料，皆不會

從本論文之資料中得知。 

                                          研究者簽名： 

           

□□□□    您您您您已閱讀完上述問卷同意書之內容已閱讀完上述問卷同意書之內容已閱讀完上述問卷同意書之內容已閱讀完上述問卷同意書之內容，，，，並同意並同意並同意並同意參與此研究參與此研究參與此研究參與此研究    

 

 

親愛的社工先進： 

 

您好，我是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感謝您在百忙中撥冗

拆閱本問卷。由於研究需要與研究者個人興趣，想對於社工員組織內的增強權能

感、自我效能與工作滿意度作深入瞭解，希望藉由此份問卷來瞭解從事社會工作

服務的社工員之工作滿意度，以及個人自我效能與在組織中所知覺到增強權能感

間的交互影響性，在此向您請教一些問題。 

 

這份問卷的目的為學術上的研究分析，問卷中的答案並無所謂對錯，請您盡

量以實際感受及直覺的第一印象安心作答。您的意見相當重要，需要您的協助與

支持，在此衷心懇請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 

 

本問卷填答完畢後，煩請您再次確認是否有任何遺漏之處，若皆已填答完

畢，煩請您將問卷放入信封內彌封，統一裝入回郵信封內寄回。 

 

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台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研究生：林彥宏             謹上 

 

【附錄二】受訪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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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增強權能感增強權能感增強權能感增強權能感    
下面的句子是用來描述您目前在工作環境中與主管、同事間相處的感受，請您依照現

實狀況，思考您在工作上的感受，並在五個 □ 欄位中選出最適合的答案，謝謝。 
                                                    
 
 
 
 
1. 我的主管傳達清楚且一致的期望  □     □     □    □    □ 
2. 我的主管對單位及組織很有遠見  □     □     □    □    □ 
3. 我的主管不瞭解我在想什麼事情  □     □     □    □    □ 
4. 我的主管對未來構想可以激發我的衝勁  □     □     □    □    □ 
5. 我的主管能創造好的工作氣氛 □     □     □    □    □ 
6. 我的主管太專制了 □     □     □    □    □ 
7. 我值得我的主管信任 □     □     □    □    □ 
8. 我的主管採用單向溝通方式，直接下令 □     □     □    □    □ 
9. 我的主管提供工作相關的重要訊息給我 □     □     □    □    □ 
10. 我的主管討厭我給的意見及建議 □     □     □    □    □ 
11. 我的主管委派適合的任務給我，並給我相

當的職權來完成任務 
□     □     □    □    □ 

12. 我的主管是我的角色模範 □     □     □    □    □ 
13. 我工作做的如何，我的主管很少過問 □     □     □    □    □ 
14. 重要的工作事項我均有參與 □     □     □    □    □ 
15. 我有權利深入參與和我工作有關決策 □     □     □    □    □ 
16. 我的主管說明未來組織發展的方向， 

使我能朝組織目標努力 
□     □     □    □    □ 

17. 有關我們工作的重要決策事宜，由我們與

同事們共同來決定的 
□     □     □    □    □ 

18. 我會主動參與組織目標的設定 □     □     □    □    □ 
19. 我的主管激發我對組織有所貢獻 □     □     □    □    □ 
20. 對組織及未來的方向，我能自由地向我們

主管反應 
□     □     □    □    □ 

21. 在決策的過程中，我提出的意見會被考慮 □     □     □    □    □ 
22. 我能協助去除主管對未構想的障礙 □     □     □    □    □ 
23. 在主管與我之間，有許多工作互助的情形 □     □     □    □    □ 
24. 因為我在乎，所以我會做一些額外工作 □     □     □    □    □ 
25. 我受他人尊敬與尊重 □     □     □    □    □ 
26.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讓我有目標的感

覺 
□     □     □    □    □ 

27. 我的主管相信我的能力優於他人 □     □     □    □    □ 
28. 我有時候感到在工作中沒有任何選擇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附錄三】 施測版研究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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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覺得我對組織有獨特的貢獻  □     □     □    □    □ 
30. 我能塑造（形成）或改變主管對未來的 

構想 
 □     □     □    □    □ 

31. 我瞭解我對這項工作會有什麼貢獻  □     □     □    □    □ 
32. 我感受到作對事情的喜悅  □     □     □    □    □ 
33. 我覺得對這個組織有所屬感 □     □     □    □    □ 
34. 我所做的事情能對組織整體方向造成影

響 
□     □     □    □    □ 

35. 我從工作中獲得驕傲的感覺 □     □     □    □    □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自我效能    
下下面的句子是用來描述您本身個人的綜合性、整體性的自我感覺能力，請您依照現

實日常生活中的狀況，並在五個 □ 欄位中選出最適合的答案，謝謝。 
 

                                                    
 
 
 
36. 當我必須靜下心來作事時，我無法做到 □     □     □    □    □ 
37. 當我遇到不會做的事，我會繼續嘗試，直

到會做為止 
□     □     □    □    □ 

38. 我很少能達成我為自己所設定的重要目

標 
□     □     □    □    □ 

39. 當我做出一個計畫後，我能使這計畫付 
諸實行 

□     □     □    □    □ 

40. 我通常會在事情沒做完時就放棄了 □     □     □    □    □ 
41. 我會避免面對困難 □     □     □    □    □ 

42. 如果事情看起來很複雜，我根本不想嘗試 □     □     □    □    □ 

43. 就算是不喜歡做的事情，我仍會堅持把它 
做完 

□     □     □    □    □ 

44. 當我決定要作某件事時，我會立刻就去作 □     □     □    □    □ 

45. 當我學習新事物時，若一開始並不成功， 
我會很快就放棄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不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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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我無法很妥善地處理事前沒有預料到的

問題 

 □     □     □    □    □ 

47. 當新事物看起來太困難時，我會避免去學

習他們 
 □     □     □    □    □ 

48. 失敗會使我更加努力  □     □     □    □    □ 
49. 我對自己的做事能力沒有信心  □     □     □    □    □ 
50. 我是個自立的人 □     □     □    □    □ 
51. 遇到事情，我很容易放棄 □     □     □    □    □ 
52. 我似乎沒有能力處理生活中大部分問題 □     □     □    □    □ 

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下面的句子是用來描述您對於目前工作的感受，請您依實際情況，並在五個□中選出

最適合的答案，謝謝。 
                                                    
 
 
 
 
53. 我覺得目前所做的工作相當有趣味，所以 

並沒有厭倦的感覺。 
□     □     □    □    □ 

54.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對於他們的工作感到

興趣的程度都超過我。 
□     □     □    □    □ 

55. 我覺得目前我所擔任的工作常常使我感

覺不愉快。 
□     □     □    □    □ 

56. 我對目前的工作多數時候覺得厭倦。 □     □     □    □    □ 

57. 多數時間，我動身去上班工作都有一種勉

強的感覺。 
□     □     □    □    □ 

58. 就目前而言，我對於現在所做的工作還感

到滿意。 
□     □     □    □    □ 

59. 我覺得如果我能找到其他工作，都會比我

現在的工作有趣味得多。 
□     □     □    □    □ 

60. 我十分討厭目前所擔任的工作。 □     □     □    □    □ 

61. 我覺得和多數同事比較，我算是對於目前

的工作較有興趣的一個人。 
□     □     □    □    □ 

62. 多數時間我都感到上班是一件津津有味

的事。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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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我每天在公司都在盼望趕快下班。 □     □     □    □    □ 

64. 我目前的工作相當乏味。 □     □     □    □    □ 

65. 我從目前的工作中，可以得到一種真正的

快樂。 
□     □     □    □    □ 

66. 我很後悔擔任目前這份工作。 □     □     □    □    □ 

67. 對於擔任目前這份工作，我總是盡了我最

大努力去做。 
□     □     □    □    □ 

68. 就我目前擔任的工作來說，即使我個人不

努力，並不會影響工作結果多少或好壞。 
□     □     □    □    □ 

69. 對我來說，目前的工作除了可以拿到薪水

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 
□     □     □    □    □ 

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第四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1) □男  (2) □女 

 

2. 年齡： 

(1) □25歲以下 (2) □26-30歲 (3) □31-35歲 (4) □36-40歲 (5) □41-45歲   

(6) □46-50歲  (7) □51-55歲 (8) □56-60歲 (9) □60歲以上 

 

3.  宗教信仰： 

 (1)□無  (2)□有 

 

4.  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5)□分居 

 

5.  教育程度： 

(1) □專科  (2)□大學（專） (3)□研究所（含）以上  (4)□其他＿＿＿＿＿＿ 

 

6.  教育背景： 

(1)□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  (2)□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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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至此結束，請檢查是否有漏答的題目，並且再次感謝您的合作 

 

 

 

 

 

 

 

 

 

 

 

 

 

7.  現職年資： 

(1)□未滿一年 (2)□滿一年未滿二年  (3)□滿二年未滿三年 (4)□滿三年未滿四年 

(5)□滿四年未滿五年  (6)□五年以上 
 
 

8.  薪資： 

  (1)□20000~25000  (2)□25000~30000  (3)□30000~35000  (4)□35000~40000 

  (4)□40000~45000  (5)□45000~50000  (6)□50000以上 

 

9.  職稱： 

(1)□全職   (2)□兼職   (3)□其他＿＿＿＿＿ 

 

10. 機構所在地區： 

  (1)□北部地區（台北、基隆、桃園、新竹）  

(2)□中部地區（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3)□南部地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4)□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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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下面的句子是用來描述您目前在工作環境中與主管、同事間相處的感受，請您依照現

實狀況，思考您在工作上的感受，並在五個 □ 欄位中選出最適合的答案，謝謝。 
                                                    
 
 
 
 
1. 我的主管傳達清楚且一致的期望  □     □     □    □    □ 
2. 我的主管對單位及組織很有遠見  □     □     □    □    □ 
3. 我的主管不瞭解我在想什麼事情  □     □     □    □    □ 
4. 我的主管對未來構想可以激發我的衝勁  □     □     □    □    □ 
5. 我的主管能創造好的工作氣氛 □     □     □    □    □ 
6. 我的主管太專制了 □     □     □    □    □ 
7. 我值得我的主管信任 □     □     □    □    □ 
8. 我的主管採用單向溝通方式，直接下令 □     □     □    □    □ 
9. 我的主管提供工作相關的重要訊息給我 □     □     □    □    □ 
10. 我的主管討厭我給的意見及建議 □     □     □    □    □ 
11. 我的主管委派適合的任務給我，並給我相

當的職權來完成任務 
□     □     □    □    □ 

12. 我的主管是我的角色模範 □     □     □    □    □ 
13. 我工作做的如何，我的主管很少過問 □     □     □    □    □ 
14. 重要的工作事項我均有參與 □     □     □    □    □ 
15. 我有權利深入參與和我工作有關決策 □     □     □    □    □ 
16. 我的主管說明未來組織發展的方向， 

使我能朝組織目標努力 
□     □     □    □    □ 

17. 有關我們工作的重要決策事宜，由我們與

同事們共同來決定的 
□     □     □    □    □ 

18. 我會主動參與組織目標的設定 □     □     □    □    □ 
19. 我的主管激發我對組織有所貢獻 □     □     □    □    □ 
20. 對組織及未來的方向，我能自由地向我們

主管反應 
□     □     □    □    □ 

21. 在決策的過程中，我提出的意見會被考慮 □     □     □    □    □ 
22. 我能協助去除主管對未構想的障礙 □     □     □    □    □ 
23. 在主管與我之間，有許多工作互助的情形 □     □     □    □    □ 
24. 因為我在乎，所以我會做一些額外工作 □     □     □    □    □ 
25. 我受他人尊敬與尊重 □     □     □    □    □ 
26. 我的主管對未來的構想讓我有目標的感

覺 
□     □     □    □    □ 

27. 我的主管相信我的能力優於他人 □     □     □    □    □ 
28. 我有時候感到在工作中沒有任何選擇 □     □     □    □    □ 

【附錄四】修訂版研究問卷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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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我覺得我對組織有獨特的貢獻  □     □     □    □    □ 
30. 我能塑造（形成）或改變主管對未來的 

構想 
 □     □     □    □    □ 

31. 我瞭解我對這項工作會有什麼貢獻  □     □     □    □    □ 
32. 我感受到作對事情的喜悅  □     □     □    □    □ 
33. 我覺得對這個組織有所屬感 □     □     □    □    □ 
34. 我所做的事情能對組織整體方向造成影

響 
□     □     □    □    □ 

35. 我從工作中獲得驕傲的感覺 □     □     □    □    □ 

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第二部份        
下下面的句子是用來描述您本身個人的綜合性、整體性的自我感覺能力，請您依照現

實日常生活中的狀況，並在五個 □ 欄位中選出最適合的答案，謝謝。 
 

                                                    
 
 
 
 
36. 當我必須靜下心來作事時，我無法做到 □     □     □    □    □ 
37. 當我遇到不會做的事，我會繼續嘗試，直

到會做為止 
□     □     □    □    □ 

38. 我很少能達成我為自己所設定的重要目

標 
□     □     □    □    □ 

39. 當我做出一個計畫後，我能使這計畫付 
諸實行 

□     □     □    □    □ 

40. 我通常會在事情沒做完時就放棄了 □     □     □    □    □ 
41. 我會避免面對困難 □     □     □    □    □ 

42. 如果事情看起來很複雜，我根本不想嘗試 □     □     □    □    □ 

43. 就算是不喜歡做的事情，我仍會堅持把它 
做完 

□     □     □    □    □ 

44. 當我決定要作某件事時，我會立刻就去作 □     □     □    □    □ 

45. 當我學習新事物時，若一開始並不成功， 
我會很快就放棄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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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意
見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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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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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意 

沒
有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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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我無法很妥善地處理事前沒有預料到的

問題 

 □     □     □    □    □ 

47. 當新事物看起來太困難時，我會避免去學

習他們 
 □     □     □    □    □ 

48. 失敗會使我更加努力  □     □     □    □    □ 
49. 我對自己的做事能力沒有信心  □     □     □    □    □ 
50. 我是個自立的人 □     □     □    □    □ 
51. 遇到事情，我很容易放棄 □     □     □    □    □ 
52. 我似乎沒有能力處理生活中大部分問題 □     □     □    □    □ 

第第第第三部份三部份三部份三部份        
下面的句子是用來描述您對於目前工作的感受，請您依實際情況，並在五個□中選出

最適合的答案，謝謝。 
                                                    
 
 
 
 
53. 我覺得目前所做的工作相當有趣味，所以 

並沒有厭倦的感覺。 
□     □     □    □    □ 

54. 我覺得我的朋友們對於他們的工作感到

興趣的程度都超過我。 
□     □     □    □    □ 

55. 我覺得目前我所擔任的工作常常使我感

覺不愉快。 
□     □     □    □    □ 

56. 我對目前的工作多數時候覺得厭倦。 □     □     □    □    □ 

57. 多數時間，我動身去上班工作都有一種勉

強的感覺。 
□     □     □    □    □ 

58. 就目前而言，我對於現在所做的工作還感

到滿意。 
□     □     □    □    □ 

59. 我覺得如果我能找到其他工作，都會比我

現在的工作有趣味得多。 
□     □     □    □    □ 

60. 我十分討厭目前所擔任的工作。 □     □     □    □    □ 

61. 我覺得和多數同事比較，我算是對於目前

的工作較有興趣的一個人。 
□     □     □    □    □ 

62. 多數時間我都感到上班是一件津津有味

的事。 
□     □     □    □    □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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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我每天在公司都在盼望趕快下班。 □     □     □    □    □ 

64. 我目前的工作相當乏味。 □     □     □    □    □ 

65. 我從目前的工作中，可以得到一種真正的

快樂。 
□     □     □    □    □ 

66. 我很後悔擔任目前這份工作。 □     □     □    □    □ 

67. 對於擔任目前這份工作，我總是盡了我最

大努力去做。 
□     □     □    □    □ 

68. 就我目前擔任的工作來說，即使我個人不

努力，並不會影響工作結果多少或好壞。 
□     □     □    □    □ 

69. 對我來說，目前的工作除了可以拿到薪水

外，就沒有其他意義了。 
□     □     □    □    □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個人基本資料        

1.  性別：(1) □男  (2) □女 

 

2.  年齡： 

(2) □25歲以下 (2) □26-30歲 (3) □31-35歲 (4) □36-40歲 (5) □41-45歲   

(6) □46-50歲  (7) □51-55歲 (8) □56-60歲 (9) □60歲以上 

 

3.  宗教信仰： 

 (1)□無  (2)□有 

 

4.  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  (3)□離婚  (4)□喪偶  (5)□分居 

 

5.  教育程度： 

(2) □專科  (2)□大學 (3)□研究所（含）以上  (4)□其他＿＿＿＿＿＿ 

 

6.  教育背景： 

(1)□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  (2)□非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科系畢業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有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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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至此結束，請檢查是否有漏答的題目，並且再次感謝您的合作 

 

 

 

 

 

 

 

7.  現職年資： 

(1)□未滿一年 (2)□滿一年未滿二年  (3)□滿二年未滿三年 (4)□滿三年未滿四年 

(5)□滿四年未滿五年  (6)□五年以上 
 

8.  薪資： 

  (1)□20000~24999  (2)□25000~29999  (3)□30000~34999  (4)□35000~39999 

  (4)□40000~44999  (5)□45000~49999  (6)□50000以上 

 

9. 機構所在地區： 

  (1)□北部地區（台北、基隆、桃園、新竹）  

(2)□中部地區（苗栗、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3)□南部地區（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4)□東部地區（宜蘭、花蓮、台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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