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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隨著企業開始重視內部顧客服務，傳統的組織人事管理轉變為人

力資源管理，又轉變成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後，人力資源服務也開始

走向顧客導向。人力資源專業人員的角色與任務也不斷在轉變及增加

中。因此，企業因應組織及外在環境的改變，為了提供更即時有效的

高品質人力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力資源部門直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

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部門等）專責的服務「窗

口」，使得人資客服代表（Account Service, AS）的新角色逐漸形成。 

本研究主要探討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內部顧客單位所感受之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相關性。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法，回收的

有效問卷共 56 對，有效回收率為 23.63%。研究結果則有以下發現： 

一、人資客服代表在角色衝突之壓力相對較重。 

二、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服務的反應性滿意度最高。 

三、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不因個人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 

四、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不具有顯著相關。 

 

關鍵字：人力資源、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服務品質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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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of Human Resource Service Quality— 

A Study of HR Account Service 

Author：：：：Chien-You, Pai 

Advisor：：：：Chih-Chien, Lai 

ABSTRACT 

As the enterprises start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internal customer 

service and change traditional organization personal management into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becomes more strategic. And human resource (HR) service is more 

customer oriented. HR professionals’ role and mission also change and 

improve constantly. The enterprises reply to organization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change with more effective and responsive high quality 

service by providing HR Account Service (AS). In this new structure, 

full-time HR professionals are assigned to be the sectional internal 

customer service window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role stress situation of HR Account Service, 

the satisfaction of internal customers to human resource quality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ole stress and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opted and fifty-six of valid copies of questionnaire were returned. The 

return rate was 23.76%.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shown as the 

follow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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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R Account Service feels more stressful when they face the a role 

conflict. 

2. Internal customers have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toward the 

responsiveness of HR Account Service. 

3.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role stress of HR Account 

Service’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4.  Role stress and human resource service quality satisfaction have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Key words：human resource, HR Account Service, role stress, satisfaction 

of human resource servi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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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本章首先說明研究背景及動機，訂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及待答問

題，並對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作一說明。最後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做

操作型定義。而各節分別為研究緣起、研究目的、待答問題、研究範

圍與限制及名詞釋義，其各節之內容分別敘述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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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緣起主要包含五項議題，分別為良好的內部顧客服務成為

企業成功的關鍵、人力資源服務走向顧客導向、人資客服代表角色之

興起、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及國內外現階段相關研究成果等內容

，藉以呈現本研究之背景與動機。 

一、良好的內部顧客服務成為企業成功的關鍵 

Rosenbluth 公司是全球第三大旅遊服務公司，根據該公司董事會

主席與執行總裁 Hal Rosenbluth 在其 2002 年的《顧客第二：一家百年

老店蛻變為企業創新典範的真實故事》這本書中提到：「假設我們的員

工是馬匹，我們可以把顧客放在馬車裡，並且將馬車擱在前面領頭的

位置，就算我們在馬車裡放著香檳與魚子醬招待顧客，但只要馬匹是

在馬車的後面，顧客這輛馬車是哪兒也去不了。我們就是基於這種心

態來對待員工，一旦我們將他們的需求放第一位，他們也就自然會將

顧客的需求放第一了」（徐曉慧譯，2005：30）。而他也說明了 Rosenbluth

公司從 1892 年創立至今，促使公司成長的最大原因就是：顧客第二，

員工（內部顧客）第一。 

又根據1993年和2006年所做針對內部顧客服務（internal customer 

service）相關研究的結果研究顯示，在分別為 841 和 1,266 個樣本中

，都有 88% 和 87% 的企業認為，優異的內部顧客服務，將會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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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關鍵。且根據 2006 年的研究發現，人力資源部門的內部服務品

質，雖然尚不算高（認同比率低於 50%），但相較於 1993 年的研究結

果來說，確實已有顯著的改善（Seibert & Lingle, 2007）。 

由上述兩段敘述看來，可得知內部顧客（internal customer）（簡單

來說，也就是企業內的員工）的重要性，以及內部顧客服務在這近十

年間已有所轉變。並且已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組織型態與外在經營

管理環境的變遷，人資專員所扮演的角色也逐漸改變，更加強調為內

部顧客提供服務。 

二、人力資源服務走向顧客導向 

《HR Magazine》（1991）說明人資部門要成為內部顧客的策略夥

伴，就必須走向顧客導向（customer oriented）。並且調整、提升人力

資源服務，以符合內部顧客的需求，幫助內部顧客達到其部門之營運

目標。 

林文政（2007a）也提出近年來人資角色與任務的轉變，主要受到

組織內部環境的影響。包括：人力資源管理對於企業策略與競爭優勢

達成的影響性提高；功能性直線主管需要人資部門高效率與高品質的

人資服務以達成部門績效；組織需要人資部門更即時與貼近的服務與

掌握來保留關鍵人才；以及員工關係的和諧與工作、生活的需求，需

要人資部門提供快速與個人化的協助。因此，人資客服代表之新角色

於焉而生。 

三、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的興起 

林文政（2006b）將人資客服代表簡單定義為直接派駐人資部門人

員至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營業部等），成為常駐「窗口」，提供內

部顧客更符合需求的服務。過去傳統人資部門多提供較作業性之服務

，強調行政專家的角色，目前則逐漸傾向策略性角色並成為組織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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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顧問。企業也開始將組織重整、規劃，重新定義人資人員的定位

與任務，期望從傳統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轉變為人資客服代表後，能

更主動積極的跨入受服務之單位，提供更即時、有效的服務，也能更

貼近內部顧客的需求。雖然目前國內導入人資客服代表之企業尚不算

多數，職務名稱也未見統一。但此議題確實已逐漸受到重視。 

四、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 

開放型的組織需要跨疆界人員負責從事跨界活動，組織中每位成

員都是傳播量不等的跨疆界人員（Epton, 1981）。組織跨界人（

organizational boundary spanners）最常被定義為活動於組織的周圍或邊

界，從事與組織相關的工作，聯繫組織本身與外在環境角色（張蕙蓉

，2004；Leifer & Delbecq, 1978）。再者，跨界本身是充滿衝突、模糊

、負荷的，且在組織跨界人的角色集合中，客戶是形成壓力的重要來

源（張蕙蓉，2004）。 

另外，翁珮雯（2005）針對國內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員進行一項研

究，調查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角色壓力與工作價值觀對工作投入

之影響。研究結果說明在職滿一年未滿五年之人力資源人員角色衝突

壓力最大，且工作量負荷過重。林文政（2007c）提出人資客服代表是

對疆界外的內部顧客提供即時與直接服務的人員，在公司中擔任平行

部門與上下層級間的聯結角色，形成部門與部門間的關係。其提供之

服務對外代表人力資源部門，對內則代表其他部門同仁的組織跨界人

的角色。因此，人資客服代表處於人力資源部門及被服務部門的組織

疆界，其自身的工作即在扮演組織跨界人的角色，自然也如同人力資

源專業人員一般承擔著許多角色壓力，甚至可能面對更多的角色期望

。因而，本研究希望以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作為主要變項，探討

與其他變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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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外現階段相關研究成果 

研究者在綜合回顧國內外關於角色壓力之研究後，發現角色壓力

與工作滿意（孫傳宗，2004；劉瑢，2000；Bettencourt & Brown, 2003; 

Singh, Goolsby & Rhoads, 1994）、組織承諾（孫傳宗，2004；陳筱明，

2002；陳德宗，2004； Bettencourt & Brown, 2003; Singh, Goolsby & 

Rhoads, 1994）、工作績效（Bettencourt & Brown, 2003; Singh, Goolsby & 

Rhoads, 1994）、顧客導向行為（Bettencourt & Brown, 2003）皆呈現負

向關係。然而與職業倦怠（林鈞福，2004；陳德宗，2004）及離職傾

向（Singh, Goolsby & Rhoads, 1994）則呈現正向關係。 

由於企業導入人資客服代表之制度最主要即提高人力資源服務的

品質與績效，並更有效的從旁輔助被服務部門達到營運目標。而林文

政（2006a）提出內部顧客是人力資源部門績效的主要決定者，也就是

說，內部顧客對於人力資源績效的觀點，應優先於人力資源自身的觀

點。而 Boshoff 和 Mels 在 1995 年針對保險業之業務人員，進行管理

模式、角色壓力、組織承諾與內部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角

色壓力中的角色衝突越高，員工的組織承諾將越低，而低承諾的員工

則提供了較低的內部服務品質。另外，內部服務品質則與內部服務滿

意度（吳嘉賓，2006；梁仁信，2005）、員工工作滿意度（林世泰，2004

；陳錦華，2003）及自我效能和工作滿足（侯淑華，2006）皆呈現正

向關係。因此，人資客服代表所承受之角色壓力是否會影響內部顧客

所感受的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並間接降低了企業導入人資客服代表

之成效？確實成為必須深入探討的問題，也引發了本研究之動機。 

綜合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可了解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在未來將

日趨重要，其跨疆界的職務特性較易形成角色壓力的存在。而基於過

去國內外針對角色壓力的研究主題，則多集中在角色壓力與研究對象

自身的工作滿意、組織承諾、工作績效、顧客導向行為、職業倦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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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傾向等變項之關係。然而企業導入人資客服代表制度最主要係希

望能提高人力資源服務的品質與績效，但國內外卻仍未有研究針對此

一職務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做一深入的實證探討。故本

研究欲了解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服務部門內之內部顧客所感受

之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是否具有相關性。並採用林文政提出內部顧客

是人力資源部門績效的主要決定者的觀點，以內部顧客單位之主管決

定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服務品質的方式來衡量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

用以蒐集資料，探討兩者之相關性。期望研究結果能有利於增加此類

研究之豐富性，且能提出建議給予企業界及後續相關研究參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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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之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本研究擬針對人資客服代表之

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關係，進行實證探討。有關的各項

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五項： 

一、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程度。 

二、探討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之滿意程度。 

三、探討人資客服代表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的差異情形。 

四、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相關性。 

五、提出相關建議予企業界、人資客服代表及後續研究者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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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為了達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所需探討之待答問題分別對照研

究目的，敘述如後。 

一、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程度為何? 

二、內部顧客單位之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的程度為何? 

三、人資客服代表各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四、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是否具相關性？ 

針對四項研究目的及所需探討之待答問題，本研究擬定各項資料

蒐集方式或來源，呈現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本研究之資料來源一覽表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資料來源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待答問題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目的一：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 

角色壓力程度。 

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程

度為何? 
 � 

目的二：探討內部顧客單位之

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之

程度。 

內部顧客單位之主管在人資

服務品質滿意的程度為何?  � 

目的三：探討人資客服代表各

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

的差異。 

人資客服代表各個人屬性變

項在角色壓力上是否具有顯

著差異? 

� � 

目的四：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

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

意度的相關性。 

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是否具

有相關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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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大致如下列步驟所述，完整的研究流程圖則如

圖 1-1 所示。 

一、確認研究方向 

根據自身興趣與指導教授討論後，確認研究主要方向，並著手進

行研究方向之相關文獻與書籍的研讀與蒐集。 

二、進行資料蒐集 

進行相關主題資料的蒐集，據此確定研究主題。 

三、確認研究主題、目的與待答問題 

根據研究主題，研擬出研究目的與發展待答問題。 

四、進行文獻探討 

針對本研究相關內容做更進一步之文獻探討，以建立本研究理論

基礎，並尋找適切本研究之研究問卷。 

五、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 

建立理論基礎後，經由與指導教授討論，初步擬定研究架構、研

究方法及研究流程等，讓本研究能依照計畫進行。 

六、進行論文計劃審查 

確認研究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第三章研究設計與實施

後，於民國 96 年 10 月提出論文計畫審查。 

七、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 

針對國內有實施人資客服代表制度之企業進行正式的問卷施測及

回收，以收集本研究所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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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將回收問卷整理後，以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的統計分析。 

九、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根據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歸納出主要的研究發現，並提出研究結

論、給予企業界的建議及後續研究的研究建議。 

十、完成研究報告 

根據資料的分析與歸納，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後，對各章節進行

內容的加強與校正，進而撰寫完成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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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研究方向確認研究方向確認研究方向確認研究方向
確認研究方向確認研究方向確認研究方向確認研究方向

進行資料蒐集進行資料蒐集進行資料蒐集進行資料蒐集

確認研究主題確認研究主題確認研究主題確認研究主題、、、、目的與待答問題目的與待答問題目的與待答問題目的與待答問題

進行文獻探討進行文獻探討進行文獻探討進行文獻探討

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擬定研究架構與方法

進行研究計畫審查進行研究計畫審查進行研究計畫審查進行研究計畫審查

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實施問卷調查與回收

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

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完成研究報告完成研究報告完成研究報告完成研究報告

 

圖 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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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在地區、對象及變項之範圍。以及可能遭遇

的研究限制，並提出解決方法。其內容說明如後。 

一、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之地區範圍 

本研究係針對目前在台灣地區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專業人員

進行調查研究，其他國家或地區的人資客服代表並不在本研究的

調查範圍內。 

（二）本研究之對象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係針對企業內擔任人資客服代表一職之專

業人員及其服務的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其他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並

不在本研究調查的範圍內。 

（三）本研究之變項範圍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

質滿意度的相關性，故其他變項並不在本研究調查的範圍。 

二、研究限制 

（一）問卷回收的困難 

由於先前國內設置人資客服代表的公司尚未有研究者確認列

表，且國內推行人資客服代表之制度的企業目前仍不算多。另外，

由於問卷需交由總公司人資人員轉為代發，無法親自與研究對象

接觸，且問卷需針對角色壓力問卷及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兩者作

配對。因此，可能造成問卷的回收有所延誤，使其樣本回收的數

量較少。此乃對本研究的樣本數及結果的推論上有所限制。研究

者將盡力透過電話、電子郵件與選定之企業內之人資客服代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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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溝通，增加其填答問卷之意願，以利問卷回收的工作能順利進

行。 

（二）研究工具無法進行預試 

由於本研究對象目前在業界仍非普遍存在的角色，為避免正

式施測之研究對象過少，故不事先進行預試。因此，本研究採用

已驗證之問卷，做些許的調整以適合本研究對象。並在發放問卷

前請實務專家檢視問卷內容，提高內容效度。並於問卷回收後進

行問卷的信度分析。以確認問卷之信、效度。 

（三）結果無法針對客服對象進行討論 

由於國內企業設置人資客服代表之方式、編制仍未一致，而

本研究為避免樣本數過少，將人資客服代表定義為，企業為了提

供更即時有效的高品質人力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力資源部門直

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

部門等）專責的服務「窗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資客服代表」。

因此，在研究對象中，人資客服代表服務單位的區分包括部門、

廠區、事業群等，不同企業皆有所差異。因而本研究對象服務的

單位無法明確區分，在結果的討論上可能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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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名詞釋義 

為了有利於本研究的溝通與操作執行，謹針對在本研究過程中用

到的重要名詞，分別就其意義詮釋如後。 

一、人資客服代表（HR Account Service） 

人資客服代表在國內有許多不同的職稱，包括 Account Service（

簡稱 AS）、Account Officer（簡稱 AO）、Account manager、Business 

partner、specialist 或人事窗口等尚未統一之職稱。而本研究將人資客

服代表稱為 HR Account Service，並定義為： 

企業為了提供更即時有效的高品質人力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力

資源部門直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

區、各部門等）專責的服務「窗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資客服代

表」。 

二、角色壓力（role stress） 

劉瑢（2000）說明 Kahn 等人（1964）對角色壓力的定義是指經

由客觀之不利因素，進而影響到個人對角色之不良知覺與認知的歷程

，是個人受環境狀態所引起的心理歷程。而本研究採用翁珮雯（2005

）修改自 Rizzo、House 和 Lirtzman （1970）的角色壓力量表。衡量

構面主要包括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質的角色負荷過重及量的角色負

荷過重。衡量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的計分方式，根據受測者填答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分至 1 分，以每構面之平均得分作為衡量標準。而各構面之意義如後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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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模糊 

由於人資客服代表對於其職責與權力缺乏明確的授權或指

引，而使其無法獲得清晰的角色期望，以致不能適當的執行該角

色行為之現象。 

（二）角色衝突 

指對人資客服代表期望不一致的程度。 

（三）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指對人資客服代表要求的標準或水準過高，超過其所能達到

的境況。 

（四）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指對人資客服代表要求過多，使其無法在限定的時間內達成

工作目標。 

三、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HR service quality satisfaction）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是指組織內部顧客接受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

的產品或服務後，對其產品或服務整體優越程度的評價，是一種認知

性的品質而非客觀性的品質，且產生於顧客對服務所直接感受到的績

效。本研究主要整合吳伶麗（2003）參考 PZB 模式原始十構面所建構

的人力資源服務品質量表和陳樺誼（2003）參考 ASCI 服務品質衡量

構面及使用直接績效衡量方式所建構的內部顧客滿意度量表。衡量構

面主要包括勝任性、信任性、反應性、可靠性、瞭解顧客及整體滿意

度。衡量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的計分方式，根據受測者填答「非

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分

至 1 分，並以每構面之平均得分作為衡量標準。而各構面之意義如後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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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勝任性 

指人資客服代表執行服務所應具備的專業知識、技能及能力。 

（二）信任性 

指人資客服代表能讓同仁認為值得信賴、誠實， 並且重視同

仁的權益。 

（三）反應性 

指人資客服代表提供服務的意願、敏捷度及協助其他同仁的

意願。 

（四）可靠性 

指人資客服代表在服務執行過程中的可依賴程度、穩定性及

一致性。 

（五）瞭解顧客 

指人資客服代表能致力的了解的內部顧客需求。 

（六）整體滿意度 

指內部顧客根據過去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的所有經驗來看，

對該人資客服代表的滿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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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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主旨在探討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人力資源服務品質及內

部顧客滿意度之相關文獻回顧，各節依序為人資客服代表之發展趨勢

、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人力資源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之探

討，其內容說明如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人資客服代表之發展趨勢人資客服代表之發展趨勢人資客服代表之發展趨勢人資客服代表之發展趨勢 

本節主要介紹人資客服代表的發展趨勢，內容包括內部行銷的概

念、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的轉變、人資客服代表之意義與內涵及相

關的研究探討。 

一、內部行銷的概念 

行銷運作的基本精神在於追求顧客滿意，此概念不僅適用於針對

外部顧客的外部行銷活動上，同樣也適用於針對內部顧客（internal 

customer）—也就是員工—的內部行銷（internal marketing）活動，令

員工滿意就是內部行銷的重要目的之一。蕭富峰（1997）強調內部行

銷是以行銷觀點管理組織人力資源的一種哲學，其意義在於將行銷觀

念注入人力資源管理的運作裡，以期人力資源運作能跳脫昔日的巢臼

。唯有以行銷觀點管理組織的人力資源才能全面提升人員的運作能力

，進而強化企業的整體績效。圖 2-1 可清楚了解企業行銷的運作重點

並不限於對外部顧客，仍要對內部顧客從事內部行銷，而其員工則透

過互動行銷（interactive marketing）持續對顧客提供良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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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服務三角形 

資料來源：蕭富峰（1997：14）。 

有許多研究者也指出，要提升外部顧客滿意度，首要任務須透過

良好的內部服務，以提高內部顧客滿意，進而影響員工傳遞高品質的

產品與服務予外部顧客（易進忠，2003；林燈燦，2003；簡建忠，1995

； Gilbert, 2000; Meisinger, 2003）。而 Meisinger（2003）則說明了人

力資源管理實務最關鍵的工作即在於設計一個有效能的組織架構。因

此，基於提升內部顧客滿意的概念，企業開始思考如何讓人力資源服

務更具效能？更符合內部顧客的期待與需求？ 1998 年台積電首度提

出「HR Professional Service Inc.」的概念，將人力資源部門定位為一

家虛擬的專業服務公司（引自李瑞華，2001），並在 2000 年率先，導

入人力資源顧客服務制度。爾後，開始有較多企業重新設計人力資源

組織架構，從以往以功能別劃分人力資源專業人員的工作（如招募、

訓練、薪酬等），到現在轉變為設置人資客服代表，直接服務固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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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群、部門或廠區。負責貼近內部顧客，協助主管人員管理與了解其

營運問題。因此，人資客服代表如同人資部門對其他部門進行內部行

銷工作的執行者，易於協助推廣組織的政策、文化的工作，及促進組

織變革的進行，也更有利於組織策略的執行。 

二、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的轉變 

Pfeffer（1998）說明二十一世紀的人力資源管理已從消極的守門

員及監督者角色轉變為積極主動的策略規劃及領導角色，而且有效率

的人力資源管理者能夠使企業維持其競爭優勢。 

Ross（1996）曾提出了人力資源專業人員過去傳統的角色與新興

角色的差異，如表 2-1 所示。 

表 2-1  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之轉換 

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的轉換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的轉換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的轉換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的轉換 

傳統角色 新興角色 

企業知己 

管理人 

政策執行者 

工作紀錄者 

服從者 

安全專家 

薪酬專家 

單位談判者 

社會事件規劃者 

財務、會計、營運主管 

士氣管理人 

專案經理與員工顧問 

員工與管理人間的溝通聯絡角色 

工作程序檢核者 

變革代理人 

安全、健康、福利管理人 

教練 

企業分析師 

人力資源管理者 

策略規劃者 

組織專家 

定義職能需求的角色 

職能執行者 

人力資源系統專家 

資料來源：引自 Ross（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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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rich（1997）則提出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應具備策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行政管理專家（administrative expert）、員工鬥士（employee 

champion）及變革代理人（change agent）等四種角色。此一論點也廣

為後續研究所重視，其四種角色之內涵如表 2-2 所示。Ulrich（1997

）則提出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應具備策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行政

管理專家（administrative expert）、員工鬥士（employee champion）及

變革代理人（change agent）等四種角色。此一論點也廣為後續研究所

重視，其四種角色之內涵如表 2-2 所示。 

表 2-2  人力資源管理各類角色之定義 

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比喻比喻比喻比喻 達成之成果達成之成果達成之成果達成之成果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策略性人力 

資源管理 

策略夥伴 執行策略 整合人力資源管理和營

運策略：組織診斷 

公司基礎 

建設管理 

行政管理專家 建立有效率的 

基礎建設 

組織流程之再造工程：

共享服務 

員工貢獻管理 員工鬥士 提升員工之承諾 

與專業能力 

傾聽及反應員工的聲音

：提供資源給員工 

轉型與變革管理 變革代理人 創造革新的組織 管理轉型與變革：促進

變革能力 

資料來源：引自 Ulrich（1997）。 

林文政（2007b）又說明 Ulrich 和 Brockbank（2005）在《The HR 

Value Proposition》一書中，將人力資源角色區分為策略夥伴、人力資

本發展者、員工支持者、功能性專家及人力資源領導者 5 種角色，特

別是策略夥伴和人力資源領導者正是人資客服代表的核心工作。另外

，Ulrich（1997）在提到人力資源未來的發展時更說明了部門經理人

和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必須形成夥伴關係。雙方在共同任務中貢獻他們

各自的能力，在融入不同觀點的流程中相互合作以達成共通目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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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專業人員面對未來的挑戰則包括人力資源實務須走向顧客導

向，未來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可能會加入行銷、業務、營運專業人員等

所共同組成的顧客服務團隊，致力於提供顧客所需的服務。Han、Chou

和 Chaoy（2006）針對台灣 39 間高科技公司，以員工和直線主管觀點

探討 HR 職能與 HR 效能之關係，其結果表示兩者有正相關，且在此

研究已將 HR 提供給員工及直線主管的服務，納入評量 HR 專員效能

的指標。表示顧客滿意對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來說已日趨重要。Ulrich

提出的另一挑戰則是未來人力資源最重要的專業能力除了人力資源實

務知識外，尚有營運知識與變革管理。因為了解營運知識可幫助人力

資源專業人員因應營運條件之變化而調整人力資源及組織活動，管理

變革則能幫助人力資源專業人員達成目的。 

由上述敘述可知，企業為因應競爭日益激烈及日新月異的經營環

境，勢必需要不斷調整組織設計與經營策略，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也

日趨專業化。因此，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之角色也不斷延伸而日趨多元

化。在此概念下，人資客服代表於焉誕生。 

三、人資客服代表之意義與內涵 

由於目前人資客服代表的概念在台灣仍屬興起的階段，實務界推

動此一制度之企業及相關研究也尚不多見。因此，企業內屬於人資客

服代表角色之職稱可能包括 Account Service（簡稱 AS）、Account 

Officer（簡稱 AO）、Account manger、Business partner、specialist 等，

學術界對其定義也尚未有一致性的說法。 

林文政（2004）稱人資客服代表為人資顧客服務代表。並將其定

義為人力資源部門派遣至內部顧客部門，提供內部顧客直接的人力資

源服務之人員，其服務包括服務需求之分析、服務之遞送以及顧客回

饋之傳遞。而設置此角色之主要目的為隨時掌握組織內環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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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積極的擴大服務的範圍、快速回應內部顧客的需求、深入了解內

部顧客真正的需求、積極協助各部門解決在營運上有關人力資源的問

題及參與內部顧客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工作等。 

龐寶璽（2006）將此角色定義為正式代表人力資源部門，跨越部

門疆界，針對特定部門透過居間訊息傳遞並提供人資專業諮詢服務的

跨疆界人員。而其提供的服務稱為「人力資源跨部門服務」。 

鄭怡婷（2007）則定義人資顧客服務代表為，事業單位中設置的

嵌入式人力資源組織，正式代表組織內人力資源部門，派駐於被服務

事業單位，做為組織內人力資源部門與被服務單位訊息傳遞及溝通之

橋樑，並提供被服務事業單位直線主管全面性的人力資源專業諮詢服

務，包含人員管理的相關功能，如召募、訓練發展、薪酬、績效考核

及管理等，以及策略層面的建議與分析，如領導管理、留才等建議功

能的跨疆界人員。 

陳惠如（2006）檢視了目前實施人資客服代表制度的企業之背景

條件，其共通的特徵包括：產品差異大或是國際化程度高、組織複雜

、員工人數達數千人以上等。 

而國內實施人資客服代表制度之作法則大致分為三種模式： 

1.人資客服代表編制及辦公地點都在人資部門內。 

2.人資客服代表編制及辦公地點都屬於前線單位。 

3.人資客服代表編制屬人資部門，辦公地點則前進事業單位。 

林文政（2006）則將人資客服代表主要職責歸納為八點，其內容

分述如後： 

1.扮演策略事業夥伴，積極參與事業單位的經營策略，並提

議人力資源的應對措施。例如：事業擴編時的人力策略和措

施、組織架構或工作重新設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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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動變革，以管理組織重組或變動時的人力資源作業，並

確保有效達到變革目的，如縮編或績效不良員工的管理。 

3.提供顧問服務並執行相關措施，讓直線主管面臨人員管理

問題時，得以利用人力資源措施提升績效。如員工升遷或薪

資調整時，協助提供人力資源部門的觀點。 

4.建立企業導向的合夥關係，協助事先預見潛在事件，提供

創新的人力資源活動。如員工士氣激勵方案，或激勵性的薪

資設計等。 

5.維繫並行銷人力資源產品或方案，達到催化性影響，提升

人力素質和向心力。如傳播公司文化、核心價值和應用組織

學習方案，培養主管能力。 

6.落實人力資源發展人力資本相關方案與管理實務活動，以

推動並建立高績效文化。其中包括人力招募及接班人計劃、

員工才能發展、個人訓練發展計畫、領導及優勢養成、績效

管理及薪資褔利等方案。 

7.成為直線主管、員工、人力資源部功能專家，以及人力資

源分享中心的溝通窗口，確保重視內部顧客並及時反應員工

心聲。如定期訪談主管及相關人員。 

8.協助相關人資行政事務和活動，以有效完成人力資源行政

作業系統規定。如例行性調薪、績效考察作業，並訓練主管

成為部門內的人資主管。 

四、相關研究探討 

國內針對企業內人資客服代表此一角色所進行的研究，尚在起步

階段，相關的研究結果仍極為欠缺。因此，以下針對四篇相關研究加

以探討。 



 

 24

林文政（2004）在一項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中，以專家調查、專

家會議及專業職能評鑑法等研究方法，探討高科技產業人力資源專業

人員中的人資顧客服務代表之專業職能，屬探索性研究。研究結果確

認了六項人力資源顧客服務代表高績效工作職能構面，共計 58 個職能

項目。此六項職能構面包括：內部顧客需求分析技能、HR 端與顧客

端協調與溝通技能、提供顧客諮詢與指導服務之技能、顧客服務專案

管理能力、顧客服務人格特質與顧客服務專業知識。 

龐寶璽（2006）的研究針對人力資源跨部門服務的實際工作內容

與角色加以描述；藉由不同理論觀點以論述及解釋人力資源跨部門服

務的成立基礎。最後，預測人力資源跨部門服務對服務績效表現的關

聯性。研究過程中，透過質性研究的訪談法整理出人力資源跨部門服

務之角色包含人資業務緩衝者、人資疆界擴張者、管理諮詢顧問、員

工諮商師等四項服務角色。另外透過問卷調查所得之研究結果則發現

，已推行人力資源跨部門服務的公司之人力資源部門與被服務部門的

績效優於未推行人力資源跨部門服務的公司與部門；人力資源跨部門

服務的管理諮詢顧問、員工諮商師角色對被服務部門的內部績效有直

接影響。人力資源跨部門服務與人力資源部門與被服務部門同仁所累

積的組織性社會資本都對兩個相關部門的績效有所影響。但是，組織

性社會資本無法產生中介效果的關聯機制。 

賴志樫、曾治鈞、白千祐（2007）以個案研究探討企業導入人資

客服代表制度之動機及導入此一新制度需著重的重要因素。研究結果

顯示個案企業導入人資客服代表的動機除了高層主管的要求與期許外

，最主要的想法是為了因應事業群眾多的組織型態以及人資單位對自

身的期許。而導入此制度之重要因素則分別為確立導入人資客服代表

之目的、信任開放的組織文化、人資主管與部門主管取得共識、人資

部門本身人力的到位與共識、人資客服代表績效的考核歸屬與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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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人員與人資客服代表的職責分工等六點。 

另外賴志樫、曾治鈞、白千祐（2008）探討人資客服代表其工作

內容、所扮演之角色與成功扮演角色之關鍵因素。研究結果顯示 AS

的工作內容不再是單純的行政工作，更多的是在人力資源部門端與所

派駐單位端之間進行有效的協調與溝通，並且能夠有效的執行內部顧

客需求分析，提供內部顧客諮詢與指導之服務。人資客服代表所扮演

之角色主要包括人資服務提供者、人資專業諮詢者、資訊傳遞者以及

溝通協調者。而成功扮演其角色所需之關鍵因素主要須具備人力資源

專業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客戶服務精神與能力，以及主動了解、學

習內部顧客單位工作內容、產品及作業流程等。 

五、小結 

根據本節之文獻探討可了解近年來人力資源管理的運作裡注入了

內部行銷的概念。為了更有效提供人力資源服務，人資部門開始走向

顧客導向，追求內部顧客滿意，人資專業人員的角色與任務也日趨多

元化。因此，人資客服代表成為新興角色，開始逐漸被討論。國內研

究也顯示有人力資源客服代表的公司之人力資源部門與被服務部門的

績效優於未實行此制度的公司之人力資源部門與被服務部門。因而，

本研究希望針對人資客服代表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實證研究，藉以擴

大此角色之研究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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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 

本節主要介紹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內容包括角色壓力之意

義與內涵、角色壓力之分類與衡量、個人屬性變項與角色壓力之探討

及相關的研究探討。 

一、角色壓力之意義與內涵 

孫傳宗（2004）曾引用 Van Sell、Brief 和 Schuler（1981）對角色

一詞的定義，角色（role）係指組織內外的角色傳送者對於某一職位

工作行為的期望。Kahn 等人（1964）則認為角色就是由所處的位置應

有行為的表現。另根據 Robbins（1993）則認為角色係指人們因為在

社會擔任某一職位，而有一組預期之行為型態。所以，我們每個人都

必須扮演著許多種角色，我們的行為也會隨著角色之不同而改變（引

自劉瑢，2000：21）。 

趙美玲（1997）說明從社會化觀點來看，當個人扮演各種角色時

，若無法學習到與角色有關的權利與義務，不能有效的表現角色，就

會產生壓力。另從社會結構的觀點來看，假若組織成員的能力不足或

組織的要求不一致，或有不利因素干擾角色任務的完成，則個人將陷

入無所適從的情境中，因而產生角色壓力（role stress）。 

而對一般角色壓力而言，劉瑢（2000）引用 Kahn 等人（1964）

的說法，認為角色壓力應分為客觀事實與主觀經驗兩種型態。客觀事

實之角色壓力乃是指組織中之社會與環境特質具有某些不利角色活動

之因素，而造成了不良之角色特性；在主觀經驗之角色壓力方面，則

是指經由客觀之不利因素，進而影響到個人對角色之不良知覺與認知

的歷程，於是產生角色壓力。因此，客觀事實係指的是一種環境的狀

態，而主觀經驗則是個人受環境狀態所引起的心理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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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壓力的分類與衡量 

關於角色壓力的分類，學者的見解並不一致，Kahn 等人（1964

）最早從組織的觀點，將之分為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角色衝突

（role conflicts）及角色過度負荷（role overload）等三類；之後 Hardy

和 Conway（1978）自社會體系的觀點，再細分為角色模糊、角色衝

突、角色過度負荷、角色不一致（role incongruity）、角色能力不足或

過度（role incompetence & role over-qualification）等五類；Van Sell、

Brief 和 Schuler（1984）又依角色壓力的內涵，簡略分為角色模糊與

角色衝突二類（引自翁珮雯，2005：12）。雖然針對角色壓力的分類，

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說法，但將其分為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及角色過

度負荷是大部分學者認同的觀點。因此，本研究欲以此分類方式，將

其內涵敘述如後。 

（一）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 

House（1981）說明角色模糊，亦可稱為角色不確定或角色

混淆、角色曖昧，主要是由於角色接受者對於其職責與權力缺乏

明確的授權或指引，而使個人無法獲得清晰的角色期望，以致不

能適當的執行角色行為之現象（孫傳宗，2004：19）。另根據 Kahn

等人（1964）最早提出角色模糊是指個體對於其所需扮演的角色

所接收到相關期望的資訊明顯的不足所導致的結果，因而無法有

效的扮演其角色。而資訊不足的情況又分為下列四種情況（引自

翁珮雯，2005：13）。 

1. 對於工作範圍、工作限制等資訊不足。 

2. 不清楚角色所受到的期望、及如何處理和達成角色期望。 

3. 其他角色組合成員對於角色的立場並不清楚。 

4. 不清楚績效評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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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s） 

角色衝突就意義上來說，是指對角色期望不一致的程度，劉

瑢（2000）根據 Van Sell、Brie 和 Schuler 在 1981 年綜合其他學

者的說法，將角色衝突分為五種： 

1. 角色傳遞者本身的衝突（Intrasender conflict） 

同一角色傳遞者（role sender）對某一角色對象賦予相衝

突的期望，使角色接受者（focal person）無法達成其要求。

例如人資部門主管要求人資客服代表要盡力滿足被服務對象

之需求，但又要求人資客服代表要以公司整體政策及利益為

考量，使得人資客服代表無所適從。 

2. 角色傳遞者間的衝突（Intersender conflict） 

不同角色傳遞者對同一角色有著相互衝突的期望，使角

色接受者產生左右為難的情況。如人資客服代表處於人資部

門主管及服務部門主管之間的關係，當兩者對其期望或要求

相衝突時，人資客服代表可能會感到為難。 

3. 多重角色期望間的衝突（Interrole conflict） 

同一角色接受者同時扮演數種角色，而這些角色各有不

同規範與期望，使得角色接受者無法調適來完成所有角色的

義務和期望，如主管要求員工加班，而員工之妻子希望與其

共進晚餐。 

4. 個人角色衝突（Person-role conflict） 

角色接受者本身所持角色期望與角色組合中成員對其之

期望不一致的現象，亦即角色傳遞者的期望或外在環境的規

範，與角色接受者本身之內在動機、人格特質、價值觀、標

準、需要及能力等相衝突。如人資客服代表本身若不具服務



 

 29

熱忱，當服務部門主管反覆要求相同事項時，人資客服代表

可能會感到厭煩。 

（三）角色過度負荷（role over load） 

角色過度負荷，有些學者將其視為角色衝突的一種，亦有學

者將其獨立出來，主要是指角色上的需求，超過角色接收者的時

間與經歷所能夠負荷的限度。Kahn 等人（1964）的定義，是指

角色賦予者基於合法的地位，對角色接收者的工作要求期望太

高，超出了角色接收者的能力範圍而形成了心理負擔。若將角色

過度負荷再加以細分：一是量的過度負荷，指的是對角色接收者

要求太多，使角色接收者無法在一定時間內完成需求，稱之角色

量方面的過度負荷。另一種是質的過度負荷，若對角色接收者要

求水準太高，超過能力、技術、及知識的要求，接收者因為資源

限制或是能力不足而無法做到，稱之為角色質方面的過度負荷（引

自孫傳宗，2004：20）。 

另外，張惠蓉（2004）提出 Rizzo、House 和 Lirtzman 在 1970 年

藉由問卷調查法，發展並測量組織中的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而 Rizzo

等人所發展的量表在後來的相關研究也被廣泛的運用（林世昌，1987

；熊東亮，2002；Bettencourt & Brown, 2003; Siegall, 2000; Shepherd & 

Fine, 1994）。Rizzo 等人依據 Kahn 等人（1964）的看法，將角色衝突

分為四面向，共 15 題。而角色模糊分成兩面向，共 15 題。研究對象

則選擇辦公室及工廠員工，研究結果顯示角色衝突及角色模糊確實是

兩個不同的面向。但因其量表內正面和負面敘述並存。因此，其效度

也備受質疑。 

Kelloway 和 Barling 在 1990 年針對 767 位醫院員工和市調公司提

供的 323 對夫婦的名單，以問卷調查法再次驗證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

的關係，並加入了角色負荷量表。結果發現角色壓力並非單一構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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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且採用角色模糊、角色衝突及角色過度負荷三種因素並存的衡量

模式，最能提供想要的資訊。 

三、個人屬性變項與角色壓力之探討 

回顧過去文獻，有相當多的研究探討個人不同背景在角色壓力上

的差異。Kahn et al.（1964）的角色中介模式說明了組織因素、人格特

質因素及人際關係因素會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角色賦予者的角色期望。

其中人格特質因素便提到性別、年齡、服務年資、教育程度、職務、

價值觀等可能會影響角色接受者對角色期望的認知並做出反應，也可

能對角色接受者的主觀經驗造成影響。Vansell et al.（1981）的角色衝

突模式也提出在角色決定者與角色接受者的人際互動中，可能會受到

個人因素的影響，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服務年資、能力、

地位等（張惠蓉，2004）。Sanders、Fulks 和 Wnoblett（1995）以職位

來區分壓力的類型，結果發現新進員工容易產生角色模糊；中低階主

管最常見的是角色衝突；而高階主管則會有角色負荷過重的情況。 

另外，在國內研究中，研究對象有許多行業類別，研究結果也不

盡相同。其中研究對象最多的為教師ㄧ職。而本研究主要探討人資客

服代表的角色壓力，因此整理相關職業類別之人事人員或人力資源專

業人員的個人屬性變項與角色壓力的相關研究如表 2-3 所示。由表 2-3

可知可能影響學校的人事人員或企業界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之個人屬

性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職位、年資、學校類型

或不同型態之企業。其中研究結果並不甚一致。因此，整理上述國內

外研究皆談到可能影響角色壓力之個人因素，本研究將性別、年齡、

最高學歷、職位納入個人屬性變項，以及將年資分為從事人力資源工

作的年資及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並將學校類型或不同型態之企

業改為人資客服代表任職企業的產業別做區分。以此七項個人屬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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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探討其在角色壓力上的差異情形。 

表 2-3  個人屬性變項與角色壓力研究發現彙整表 

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研究者 林蒼彬林蒼彬林蒼彬林蒼彬 

（（（（2001）））） 

何雪真何雪真何雪真何雪真

（（（（2001）））） 

陳德宗陳德宗陳德宗陳德宗

（（（（2004）））） 

林鈞福林鈞福林鈞福林鈞福

（（（（2004）））） 

翁珮雯翁珮雯翁珮雯翁珮雯

（（（（2006）））） 

研究對象 台中、

大里、南投工

業區內人資

人員 

國立大學人

事人員及教

職員 

嘉義縣市高

中職、國中

、國小人事

人員 

國立高級中

等學校人事

人員 

國內人力資

源專業人員 

性別 ╳ 角色衝突與

模糊： 

女＞男 

無顯著差異 男＞女 無顯著差異 

年齡 低年齡＞ 

高年齡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教育程度 ╳ 角色衝突與

模糊： 

大專＞碩士 

無顯著差異 角色過度負

荷： 

大學＞高中 

質的角色負

荷： 

大學以下＞

研究所以上 

婚姻 未婚＞已婚 ╳ ╳ ╳ 無顯著差異 

職位 非管理職＞ 

管理職 

非管理職＞ 

管理職 

兼任人事管

理員＞主任

＞人事管理

員＞助理員 

管理職＞ 

非管理職 

量的角色負

荷： 

管理職＞ 

非管理職 

年資 低年資＞ 

高年資 

無顯著差異 低年資＞ 

高年資 

角色模糊： 

高年資＞ 

低年資 

角色衝突： 

高年資＞ 

低年資 

學校類型

／不同型

態企業 

╳ ╳ 角色過度負

荷： 

無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薪水 低薪資＞ 

高薪資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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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研究探討 

針對角色壓力回顧國內外相關研究發現，Bettencourt 和 Brown（

2003）針對銀行內較低階的服務員及財務服務公司內較高階的專業服

務人員分別發放 220 和 90 份問卷，研究結果發現角色衝突、角色模糊

和工作滿意、組織承諾呈現負相關。 

何雪真（2002）透過自編的「國立大學人事人員角色及工作調查

問卷」實施調查，欲了解大學人事人員之角色知覺、角色壓力與壓力

反應的實際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國立大學人事人員對其角色壓力的感

受程度，整體而言，呈現中等偏高程度的感受，且對「質的角色負荷

」的感受程度較高。另外，對角色壓力的負面反應以調職傾向最高。 

陳德宗（2004）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學校人事人員的角色期望、

角色壓力、角色踐行、組織承諾與工作倦怠之關聯性研究，並以嘉義

縣市高中職國中國小人事人員為研究對象，係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

結果表示學校人事人員的角色期望對角色壓力無顯著影響；角色壓力

對角色踐行、組織承諾具有負向影響；及角色壓力對工作倦怠則有正

向影響。 

翁珮雯（2005）針對人力資源專業人員發出 752 份問卷，探討角

色壓力與工作價值觀對工作投入之影響。研究結果則發現在職滿一年

未滿五年之人力資源人員角色衝突壓力最大；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角色

定位清晰，但工作量負荷過重；而適當的壓力可有效提升工作投入。 

鄭怡婷（2007）則探討人資顧客服務代表之角色壓力與其工作態

度，如工作滿意、工作投入與留任意願的關聯性，以及知覺人力資源

部門主管支持是否可以減緩人資顧客服務代表角色衝突、角色模糊與

其工作態度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角色模糊與工作滿意、工作投入

呈現負向關聯，角色衝突與留任意願呈現負向關聯，而知覺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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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主管支持對於角色衝突與工作投入間的關係則具有調節效果。 

五、小結 

本研究在研究背景與動機即已說明由於人資客服代表處於人資部

門與服務部門的組織疆界，具有組織跨界人之特質，不僅需要高度涉

入服務部門，瞭解其需求，更需要將訊息回饋於人資部門。因此，較

易產生沉重之角色壓力，進而影響其心理及行為上之表現。且龐寶璽

（2006）也曾提出人力資源客服代表對於自身工作的認知若與人資部門

主管與同仁以及被服務部門主管與同仁的期望有差距，可能會產生角

色模糊的問題；人資部門主管與同仁以及被服務部門主管與同仁彼此

對於人力資源客服代表工作期望有差距時，可能會產生角色衝突的問

題；如果人力資源客服代表在能力上不足或超時工作，則可能會產生

角色負荷過重的問題。鄭怡婷（2007）則確認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模

糊與其工作滿意、工作投入呈現負相關，角色衝突與留任意願也呈現

負相關。因此，本研究期望以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作為主要變項

，探討與其他變項之關係，並了解個人屬性變項的不同是否會讓角色

壓力有所差異。而由本節之文獻探討可知衡量角色壓力有許多不同的

說法，本研究則傾向於以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質的角色負荷過重及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四項因素衡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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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探討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探討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探討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探討 

本節主要探討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首先介紹人資部門之內部服

務品質、內部顧客滿意，接著探討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衡量，最後

則是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探討。 

一、人資部門之內部服務品質 

Juran（1986）針對服務所做的定義為「為他人完成的工作」。

Sartzlander（2004）則簡單表示顧客服務是一種哲學，並非單單是一

項工作或一個部門，是努力去找尋和超越顧客的需求與期望。崔立新

（2004）綜合過去學者之定義後對服務解釋為「服務不僅是一種無形的

特殊活動，而且更是一種觀念，他的本質在於與消費者做更有效的溝

通，挖掘消費者現有的或潛在的需求，並最大限度地滿足需求，獲得

利潤、創造財富，取得競爭力。」 

至於服務品質究竟為何？ Parasurman、Zeithaml 和 Berry（1985

）說明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知，來自於顧客本身期望（expected

）所應得到的服務，與其實際上所感受（perceived）到的服務，兩者

比較的結果得知。在過去關於服務品質的相關研究中（Barry & 

Parasuraman, 1991；Gronroos, 1985；Heskett, 1987；Schlesinger & Heskett, 

1994），較多數著重於外部服務品質的探討。但也有許多研究指出內部

服務品質能導致內部顧客滿意，對於組織的成功與提高外部服務品質

同等重要（引自 Mafi, 2000：82）。陳文芳（2002）即指出有一些有關

內部行銷的研究如 Rafiq 和 Ahmed（1993）及 Collins 和 Payne（1991

）說明，人力資源的功能應該在組織需要的情況下有更多的服務導向

。人力資源部門的服務，應在內部顧客滿意的原則下提供，身為一個

內部服務的提供者，人力資源部門有必要去確定顧客期望的認知。 

而 Davis（1992）認為內部服務是公司內用來支援其他功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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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例行性工作。Stauss（1995）認為內部服務就是組織之中某一

部門或個人提供給另部門或個人之服務。Hallowell、Schlesinger 和

Zornitsky（1996）則說明內部服務品質即是將服務品質定義中的顧客

轉換為內部顧客，也就是員工對於內部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務感到

滿意的程度。 

Heskett 等人（1994）並提出「服務利潤鏈之操作策略及服務傳遞

系統」（如圖 2-2 所示），認為高品質的輔助服務與促進員工提供好服

務之策略會影響工作滿意度，高滿意度、忠誠度及高生產力的員工能

創造出服務的價值，顧客接受到服務價值會影響到顧客滿意度，接著

影響顧客忠誠度。由此價值鏈可知要增加顧客滿意，就必須先提升員

工滿意度，且內部服務品質與員工滿意度有正相關（引自陳錦華，2003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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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服務利潤鏈之操作策略及服務傳遞系統 

資料來源：改自陳錦華（2003：11）。 

二、內部顧客滿意 

由於人資部門身為內部服務提供者，要衡量其服務品質應最先考

慮使用其服務之內部顧客所感受到的滿意度。一般來說，顧客可分為

外部顧客和內部顧客，外部顧客係一般所慣稱的「顧客」，也就是具有

消費能力，向企業購買產品或服務的人。而內部顧客的定義則如下所

述：林燈燦（2003）認為內部顧客是指企業內部的從業人員、基層員

工、主管甚至股東都包括在內。且內部顧客是滿足外部顧客的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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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Bruhn（2003）將內部顧客定義為組織內其他部門或員工提供產品

或服務的對象。Adler（2003）則說明內部顧客為工作需要高度依賴其

他部門或員工服務的人。Diane（1992）曾以圖 2-3 清楚說明內部顧客

的角色，內部顧客不僅接收了組織內部提供的服務與標準，再將服務

與標準有效地傳達給顧客，因此身兼了顧客及供給者的角色。 

從組織內部提供從組織內部提供從組織內部提供從組織內部提供
者接收服務與標者接收服務與標者接收服務與標者接收服務與標
準準準準

有效提供服務與有效提供服務與有效提供服務與有效提供服務與
標準給予顧客標準給予顧客標準給予顧客標準給予顧客

顧客顧客顧客顧客 提供者提供者提供者提供者

為事務增為事務增為事務增為事務增
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加價值

圖 2-3  內部顧客的角色 

資料來源：Diane（1992：6）。 

而 Rroderick（1994）說明顧客滿意的概念在 1990 年代成為許多

組織ㄧ個策略性的手段，無論在製造業或服務業都是非常重要的。

Oliver（1981）即認為顧客滿意是顧客取得產品或消費經驗後，經由

其本身的評估所造成的。而 Kotler（1994）則認為顧客滿意為顧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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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到產品績效與個人期望之差異程度（引自陳樺誼，2003：21）。

Dutka （1996）整理了顧客滿意的演進，發現顧客滿意從生產導向逐

漸走向銷售導向，進而成為行銷導向，最後演變為顧客滿意導向（如

表 2-4 所示）。 

表 2-4  顧客滿意的演進 

演變過程演變過程演變過程演變過程 生產導向生產導向生產導向生產導向 銷售導向銷售導向銷售導向銷售導向 行銷導向行銷導向行銷導向行銷導向 顧客滿意導向顧客滿意導向顧客滿意導向顧客滿意導向 

重視焦點 生產產品 銷售產品 整合各項行銷

手段 

顧客滿意 

執行方法 品質控制以至

於全面品質管

理 

積極銷售、推銷

術、大量廣告 

行銷組合與企

業形象之塑造 

統合生產、行銷

、服務、資訊、

創新、人力資源

管理等融合企

業文化 

目標 大量生產，薄利

多銷 

銷售極大化以

獲致最大利潤

推銷 

行銷附加價值

極大化 

顧客滿意極大

化 

資料來源：Dutka（1996）。 

另外，Rroderick（1994）提出內部顧客的需求包括：友善且願意

提供協助的同事；每個人皆被禮貌的對待；有效率、友善且專業的服

務；關心員工的需求；達到員工的期望；接收額外的服務；提供令人

愉悅的服務等七項（如圖 2-4 所示）。Joseph （1996）則強調建立內

部顧客滿意必須著重傾聽內部顧客聲音、員工參與及授權、高階管理

涉入基層、團隊合作之精神及組織正式與非正式溝通等（引自陳錦華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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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且願意
提供協助的同事

每個人皆被
禮貌的對待

關心員工
的需求

達到員工
的期望

有效率、友善
且專業的服務

接收額外的服務

提供令人
愉悅的服務

內部顧客

 

圖 2-4  內部顧客的需求 

資料來源：Rroderick（1994：4）。 

二、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衡量 

品管大師 Juran（1989）曾說對於品質沒有一個簡短的定義可以明

確的表達，但對主管而言，有個定義較普遍被接受，此定義即為「品

質就是適用」。Juran 強調品質管理須經過品質規劃、品質控制及品質

改善三階段。而第一階段最主要即是開發產品及流程以符合顧客需求

。產品或服務特性符合顧客需求後，即為產品滿意或顧客滿意（引自

吳鄭重譯，1994：18-24）。另外，Crosby 強調的品質管理五大絕對原

則，第一項也說明品質就是順應要求，指的是能滿足顧客或使用者要

求的產品（引自李茂興、留佳妙譯，2004：62）。在過去的文獻裡，差

距模式（The Gap Model）在服務品質的研究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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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比較服務接受者在服務傳遞前的期望與在服務經驗之後的認知，

它是期望的績效與認知的績效比較之後的結果。 

Parasurman、Zeithaml 和 Berry（1985）針對銀行業、信用卡業

、證劵業及產品維修業的管理人員以深度訪談法所進行的探索性研究

，提出服務品質的差距模式，又稱 PZB 模式，它提出了服務品質可能

的五種差距（如圖 2-5 所示）。該研究指出顧客認知的服務品質主要來

自於顧客期望與知覺的服務之間的差距，當顧客期望大於顧客知覺的

服務，便會對服務品質感到不滿意；反之，當顧客期望小於顧客所知

覺的服務，便會感到滿意。而顧客的期望則主要會受到口碑、個人需

求、過去經驗和外部溝通的影響。 

個人需求個人需求個人需求個人需求 過去經驗過去經驗過去經驗過去經驗

期望的服務品質期望的服務品質期望的服務品質期望的服務品質

實際感受的服務品質實際感受的服務品質實際感受的服務品質實際感受的服務品質

服務的傳遞服務的傳遞服務的傳遞服務的傳遞

管理者將知覺轉換為管理者將知覺轉換為管理者將知覺轉換為管理者將知覺轉換為
服務品質的標準服務品質的標準服務品質的標準服務品質的標準

管理者對顧客之服務管理者對顧客之服務管理者對顧客之服務管理者對顧客之服務
品質期望知覺品質期望知覺品質期望知覺品質期望知覺

與顧客的與顧客的與顧客的與顧客的
外部溝通外部溝通外部溝通外部溝通

Gap 1

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

業業業業

者者者者

Gap 2

Gap 3

Gap 5

Gap 4

顧顧顧顧

客客客客

口
碑
口
碑
口
碑
口
碑

 

圖 2-5  服務品質之差距模式 

資料來源：Parasurman、Zeithaml 和 Berry（19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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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項差距分別為： 

1.差距一：顧客的期望與管理者對顧客期望知覺之間的差距。 

2.差距二：管理者對顧客期望的認知與服務品質標準之間的

差距。 

3.差距三：服務品質標準與服務傳遞之間的差距。 

4.差距四：服務的傳遞與顧客的外在溝通之間的差距。 

5.差距五：顧客期望的服務與實際感受的服務之間的差距。 

又 Parasurman 等人認為決定服務品質的因素主要包括十項因素

：可靠性、反應性、勝任性、接近性、禮貌性、溝通性、信賴性、安

全性、瞭解顧客、有形性。爾後，Parasurman, Zeithaml 和 Berry（1988

）又將服務品質因素減為五個構面，並提出一套衡量服務品質的量表

，共 22 個題項，也就是 SERVQUAL 量表。此量表在後續的許多研究

中被用作為衡量服務品質的重要方法。其五項構面與意義如下所述： 

1.有形性：係指在服務中有形實體的設備及服務人員的儀表。 

2.可靠性：係指對承諾過的服務確實執行且準時完成的能力。 

3.反應性：服務人員對幫助顧客及提供即時服務的意願。 

4.確實性：服務人員的知識與禮貌及能力足以贏得顧客信賴。 

5.情感性：企業對顧客的關切與個別的照顧。 

雖然 SERVQUAL 量表發表後，受到許多學者的採用，但也有許

多學者。如 Banakus 和 Mangold（1989）、Cronion 和 Taylor（1992）、

Finn 和 Lamb（1991）及 Carman（1990）根據相關研究結果對此量表

提出批評與建議（引自吳伶麗，2003：21）。 

Cronin 和 Taylor（1992）即認為在文獻上只有少數理論或實務支

持以顧客期望的服務與認知的服務作比較，來評量服務品質的方法，

但有相當多的文獻支持單純以服務績效做為評量服務品質的指標，提

出了 SERVPERF 量表（按：係 Fogarty, Catts, & Forlin (2000)等人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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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QUAL 量表成為包含 15 個題項的 SERVPERF 量表，也稱為

SERVPERF-M 量表）。強調直接以顧客對服務執行結果的知覺，作為

評量服務品質的基礎，為直接績效評量模式。雖然 PZB 不認同

SERVPERF 模式，後續針對 SERVPERF 提出的批評加以反駁，但 PZB

仍然承認 SERVPERF 具有較佳的預測能力（Cronin & Taylor, 1994）。 

吳翌菁（2000）便整理了四種衡量服務品質的方式，包括

SERVQUAL、加權 SERVQUAL、SERVPERF 及加權 SERVPERF 等四

種方式。其所定義的服務品質分別敘述如下： 

1.SERVQUAL 服務品質＝顧客實際感受品質－顧客期望品

質 

2.加權 SERVQUAL 服務品質＝重要度×（實際感受品質－期

望品質） 

3.SERVPERF 之服務品質＝顧客實際感受品質績效 

4.加權 SERVPERF 之服務品質＝重要度×顧客實際感受品質 

Cronin 和 Taylor （1992）認為以上四種方法，SERVPERF 之信度

及可解釋變異能力最佳，而蘇雲華（1994）利用實證及信、效度等相

關認證標準評論衡量服務品質之方法，研究結果顯示 SERVPERF 的表

現優於 SERVQUAL。劉大昌、易進忠（2002）也進行了服務品質評量

模式導入之研究，研究結果表示 SERVQUAL 評量模式為使用最多的

評量模式，但並非最佳的品質評量模式。 

另外，在衡量人力資源服務品質的研究方面，國外有學者 Mafi

（2000）強調人力資源服務的提供應該秉持內部顧客滿意的原則，且能

支持內部顧客的目標及連結組織的使命，真正成為顧客的夥伴。因此

Mafi 和 Jacobs 參考差距模式，調整為人力資源發展所提供的服務與內

部顧客間的五項潛在差距，提出「人力資源發展服務管理模式」（見圖

2-6）。此五項差距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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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差距一：HRD 對顧客期望的知覺與顧客對 HRD 服務解決

問題的期望的差距，係指 HRD 與顧客的期望彼此存在著差

異。 

2.差距二：HRD 對顧客期望的知覺與 HRD 內部流程的差距，

係指 HRD 管理的認知轉換成可執行的方案之間的差異。 

3.差距三：HRD 內部流程與 HRD 服務傳遞的差距，指的是

HRD 的內部程序和實際執行的表現之間的差異。 

4.差距四：告知顧客 HRD 服務功能與 HRD 的服務傳遞的差

距，其中包含了 HRD 內部行銷與 HRD 實際的服務傳遞之間

的差異。 

5.差距五：顧客對 HRD 服務解決問題的知覺與顧客對 HRD

服務解決問題的期望之間的差距，簡單來說就是顧客的期望

與實際的感受的差距。 

Mafi（2000）亦指出建立此模式，主要希望協助 HRD 研究者或

實務上能在組織使命、內部顧客使命、內部顧客的績效需求及 HRD

使命之間的連結，獲得更清楚的了解，並協助 HRD 的功能在規劃、

執行與評估上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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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人力資源發展服務管理模式 

資料來源： Mafi（2000:83）。 

而國內則有陳文芳（2002）研究人力資源部門的內部服務因子，

以及吳伶麗（2003）建立人力資源部門服務品質量表。陳文芳係經由

內部顧客的看法去評估人力資源的服務，透過訪談和問卷調查法（問

卷中隱含 SERVQUAL 與 SERVPERF 兩種方式）瞭解人力資源部門內

部服務因子。研究發現中高階主管對人力資源部門所期望的服務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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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創新、週延、解決問題、可靠性、積極性、結構與控制、實體資

源以及專業能力，共八項因素。研究結果也顯示，採用「直接績效評

量模式」的內部服務品質對管理績效與市場績效的解釋能力皆優於「

績效與期望差距模式」。 

吳伶麗（2003）則是透過文獻分析、深度訪談及專家調查法建立

人力資源部門服務品質量表，進而瞭解及評估內部顧客對人力資源部

門的服務品質之評價。其建立量表之過程，首先因考量所要衡量的服

務業並非 SERVQUAL 量表發展原有之行業。因此，以 Parasurman 等

人（1985）所提出原始的十個知覺構面為基礎，分別為可靠性、反應

性、勝任性、接近性、禮貌性、溝通性、信賴性、安全性、瞭解顧客

、有形性。再根據人力資源部門服務之特性作適度的調整，以決定此

量表之構面。並同時針對服務業、金融業及製造業中 20 名非從事人

力資源相關實務的基層員工、中階及高階主管，以及 5 名人力資源從

業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使發展完成之量表可普遍適用於多數產業

。爾後，進行專家意見調查、量表題項檢測、預試以及正式施測。最

後經過實證，發展完成之量表包括「勝任性」、「反應性」、「信用性」

、「可靠性」及「瞭解顧客」等五個構面，共 26 個問項。並以 SERVPERF

量表之方式，即直接詢問內部顧客對於人力資源部門服務品質之感受

，作為衡量方式。 

另外，在顧客滿意的衡量方面，Swartzlander（2004）說明有一被

廣泛運用的衡量模式—美國顧客滿意指標（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CSI），ACSI 係 1994 年由 Fornell 所提出，其中的

資訊來源共涵蓋了 35 種產業，共 190 間公司。並針對顧客衡量其消費

產品與服務後，對該產品與服務之品質的評估，藉以衡量公司、產業

、經濟部門及國家績效之表現。且衡量的是顧客過去所有與公司接觸

的經驗，而非針對某次特定的接觸經驗的評估。而 ACSI 模式（如圖



 

 46

2-7 所示）乃利用數個變數來衡量整體的顧客滿意，並建立在一個因

果關係的架構上，也就是顧客期望、知覺品質及知覺價值會影響整體

顧客滿意度，而顧客滿意度則會影響顧客抱怨與顧客忠誠度。而此模

式其中也包含了服務品質由顧客期望和知覺的品質比較得來之概念。 

知覺品質知覺品質知覺品質知覺品質

顧客期望顧客期望顧客期望顧客期望

知覺價值知覺價值知覺價值知覺價值

顧客抱怨顧客抱怨顧客抱怨顧客抱怨

顧客忠誠顧客忠誠顧客忠誠顧客忠誠

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
((((ASCIASCIASCIASCI))))

圖 2-7  美國顧客滿意度模式（ACSI） 

資料來源：Swartzlander（2004：3）。 

國內研究陳樺誼（2003）便以外部品質衡量模式（SERVQUAL）

與 ACSI 模式作為基礎，整合並轉換其衡量構面與指標，以利害關係

人之概念界定各部門之內部顧客後，發展出以部門為觀點的內部顧客

滿意度衡量模式。其研究發展出的內部顧客滿意衡量構面分別為知覺

品質、知覺價值、整體滿意、內部顧客抱怨與內部顧客忠誠。 

五、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探討 

Hallowell 等人（1996）即針對美國兩家不同顧客群的保險公司之

第一線員工、主管進行調查，調查研究發現內部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

具有相關性，且溝通可能是影響內部服務品質的重要因素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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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hn（2003）所進行的研究則發展了內部顧客滿意指標的理論模

型，並針對某間全球性企業，發放了 6000 份問卷，回收 1064 份問卷

後，研究結果顯示內部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內部顧客留任三者

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國內梁仁信（2005）則針對上市上櫃銀行第一線員工進行研究，

以內部行銷觀點探討人力資源之內部服務品質、內部顧客滿意度與顧

客導向行為及工作績效之關係。研究顯示人力資源部門之內部服務品

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相關，且人力資源部門之內部服務品質對

內部顧客滿意度、顧客導向行為及工作績效皆有正向顯著的影響。 

而劉嘉雯（2003）所進行的研究則是探討人力資源部門內部顧客

滿意、員工工作滿意與組織公民行為之相關性。劉嘉雯以任用管理、

績效管理、薪酬管理及教育訓練四個構面來衡量人力資源部門內部顧

客滿意。並以某一個案公司之研發人員為施測對象。研究結果表示人

力資源部門內部顧客滿意對員工工作滿意及組織公民行為皆有正向影

響。且人力資源部門內部顧客滿意會透過員工工作滿意此中介變項對

組織公民行為造成影響。 

另外，洪吉田（2006）針對企業之直線主管作為施測對象，研究

發現直線主管對人資部門服務滿意度與直線部門績效有顯著相關。且

良好的人資部門服務能夠幫助直線部門實施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措施

，提高員工出勤狀況及員工工作能力與知識的提昇，進而提高部門績

效之表現。 

六、小結 

由以上探討可知，由於人資部門身為內部服務提供者，要衡量其

服務品質應最先考慮使用其服務之內部顧客所感受到的滿意度。但過

去研究角色壓力多與工作投入、組織承諾、工作滿意等變項做相關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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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而尚欠缺關於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關係的研究。而內

部服務品質與內部服務滿意度在過去的研究中（吳嘉賓，2006；梁仁

信，2005）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選擇不將兩變項分開衡量。以整

合吳伶麗（2003）所發展出的人力資源服務品質量表和陳樺誼（2003

）以內部顧客的觀點建構出衡量內部顧客滿意度的量表作為調查工具

。刪減重疊的知覺品質及知覺價值的部份後，以「勝任性」、「反應性

」、「信用性」、「可靠性」、「瞭解顧客」、「整體滿意度」等構面衡量之

。而關於服務品質的衡量方式常見的有 SERVQUAL、加權 SERVQUAL

、SERVPERF 及加權 SERVPERF 四種模式。 

根據許多研究者（陳文芳，2002；蘇雲華，1994；Cronin & Taylor, 

1994）指出「直接績效衡量模式」之信、效度皆優於「績效與期望差

距模式」。因而，本研究選擇以直接績效衡量模式衡量人資客服代表所

服務的內部顧客對其服務品質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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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根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探討的結果，擬訂適當的研究設計

與實施。有關各節之內容分別為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研究方法、研

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流程及資料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根據研究目的之說明與經過文獻探討之分析後，本研究擬定研究

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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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可擬定二項研究假設，分別為： 

假設一：人資客服代表之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1：性別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2：年齡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3：最高學歷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4：任職企業的產業別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5：職位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6：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H1-7：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假設二：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具有相關性。 

H2-1：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具有顯著相關。 

H2-2：角色壓力各構面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具有顯著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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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文獻探討，了解人資客服代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

相關理論與研究後，根據研究目的設計，選定合適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用調查研究法。由於本研究對象之母群為國內有設

置人資客服代表之企業，目前尚未有明確的統計資料或列表。因此透

過參考陳惠如（2006）及鄭怡婷（2007）之相關文獻與研究，確認有

23 間企業有人資客服代表之編制。並參考教授給予之企業相關資料，

最後選定 65 間企業發放研究邀請函，並確認可參與調查之研究對象。

在確認研究工具之內容效度後，首先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以便利取樣的方式寄發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邀請函，予目前在業界

從事人資工作之學長姐及其他人力資源前輩或企業先進，詢問該服務

企業是否設置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及其協助問卷調查之意願。並請求

總公司 HR 協助代為發放問卷予人資客服代表及內部顧客單位主管，

希望盡可能提高單位主管填答的真實性。在取得企業之人資人員協助

意願後，於四月九日開始進行正式問卷發放，以紙本或電子問卷方式

交由企業的總公司 HR 代為轉發。問卷則採配對方式，以人資客服代

表填寫角色壓力問卷一份，加上其服務的內部顧客單位主管任一名填

寫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一份，兩者配對成功始為有效問卷一對。

本研究總計發出 237 對問卷。 

問卷回收工作則於五月一日進行第一次問卷催覆，五月十五日進

行第二次問卷催覆，五月二十三日進行第三次催覆。並於五月二十八

日回收完畢所有問卷。角色壓力共回收 65 份，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共

回收 56 份，扣除無法配對成功之 9 份問卷，一共回收有效問卷 56 對

，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23.63%。 



 

 52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研究對象 

本研究主要探討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

的相關性。因此，研究對象則是國內有設置人資客服代表之企業的人

資客服代表及其所服務的內部顧客單位之單位主管為主。由於人資客

服代表在國內仍屬新興議題，其在不同企業可能有不同的職稱，包括

Account Service（簡稱 AS）、Account Officer（簡稱 AO）、Account 

manager、Business partner、specialist 或人事窗口等尚未統一之職稱。

且不同的企業實施此制度之形式也有所差異，有些企業只針對特定部

門提供人資客服代表的服務，有些企業則礙於企業規模或人力問題，

讓總公司人力資源專業人員身兼人資客服代表。因此，本研究將人資

客服代表（HR Account Service）定義為：企業為了提供更即時有效的

高品質人力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力資源部門直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

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部門等）專責的服務「窗

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資客服代表」。 

本研究經過便利取樣在國內 65 家企業寄發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

究邀請函。最後接受問卷調查的企業計有 16 間，除了其中有三家本國

某壽險公司、某國際商業銀行及某外商銀行不願具名外，參與本研究

調查之企業清單列如表 3-1 所示。而在此 16 間企業內，問卷發放共發

出 237 對問卷，角色壓力問卷回收 65 份，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回收

56 份，扣除九對無法配對成功之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 56 對。有效

問卷回收率為 23.63%。 

由於角色壓力問卷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分別由人資客服代

表及其服務的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填答。因此，以下樣本特性描述分別

就兩者填答對象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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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參與問卷調查之企業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參與本研究調查之企業參與本研究調查之企業參與本研究調查之企業參與本研究調查之企業（（（（以筆劃少者為優先排序以筆劃少者為優先排序以筆劃少者為優先排序以筆劃少者為優先排序）））） 

1. 104 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3.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4. 中華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5. 仁寶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元大京華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7. 功學社教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8. 台灣積體電路有限公司 

9. 本國某國際商業銀行 

10. 本國某壽險公司 

11.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12.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3. 建碁股份有限公司 

14. 某外商銀行 

15. 富邦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6. 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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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角色壓力問卷 

在角色壓力問卷方面，其有效問卷共有 65 份。其中男性共有 22

人，佔 33.8%；女性共有 43 人，佔 66.2%。就年齡的部份來看，以 31

～35 歲佔大多數，佔 40%；26～30 歲與 36～40 歲為次多，同佔 21.5%

；以 21～25 歲為最少，只佔 1.5%。在最高學歷的部份，以研究所及

以上居多，佔 53.8%；大學為次多，佔 30.8%；高中/職(含以下)及專

科則同樣佔 7.7%。任職企業的產業別，則是以製造業為最多數，佔

53.8%；以金融保險業為次多，佔 20%；以服務業為少數，佔 9.2%。

以職位區分，大多數為非管理職，佔 69.2%；基層主管佔 20%；中階

主管佔 10.8%；填答樣本中並無高階主管。在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

資來看，以八年以上居多，佔 30.8%；二～四年為次多，佔 21.5%；

一年以下為少數，佔 6.2%。另外，就擔任人資客服代表之年資來區分

，則是一～二年為多數，佔 30.8%；二～四年為次多，佔 20%；六～

八年則為少數，只佔 7.7%。以上填答角色壓力問卷的人資客服代表之

樣本特性描述整理如表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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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人資客服代表樣本特性描述 

個人特性個人特性個人特性個人特性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22 

43 

33.8 

66.2 

21-25 歲 1 1.5 年齡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5 歲以上 

14 

26 

14 

7 

3 

21.5 

40.0 

21.5 

10.8 

4.6 

高中/職(含以下) 5 7.7 最高學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5 

20 

35 

7.7 

30.8 

53.8 

製造業 35 53.8 任職企業的產業別 

服務業 

金融保險業 

其他產業 

6 

13 

11 

9.2 

20.0 

16.9 

非管理職 45 69.2 職位 

基層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13 

7 

0 

20.0 

10.8 

0 

一年以下 4 6.2 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 

一～二年 

二～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年以上 

10 

14 

9 

8 

20 

15.4 

21.5 

13.8 

12.3 

30.8 

一年以下 13 20.0 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 

一～二年 

二～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年以上 

20 

13 

6 

5 

8 

30.8 

20.0 

9.2 

7.7 

12.3 

 



 

 56

二、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方面，其有效問卷共有 56 份。其中男

性共有 37 人，佔 66.1%；女性共有 19 人，佔 33.9%。就年齡的部份

來看，以 36～40 歲居多，佔 32.1%；45 歲以上次多，佔 19.6%；以

21～25 歲以上為最少，只佔 1.8%。在職位上，則超過半數為中階主

管，佔 57.1%；基層主管佔 37.5%；高階主管為最少，只佔 5.4%。最

後，若以年資區分，是以八年以上為大多數，佔 50%；四～六年為次

多，佔 17.9%；一年以下為少數，佔 3.6%。以上填答人資服務品質滿

意度的內部顧客單位主管之樣本特性描述整理如表 3-3 所示。 

 

表 3-3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樣本特性描述 

個人特性個人特性個人特性個人特性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男 37 66.1 性別 

女 19 33.9 

21-25 歲 1 1.8 年齡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5 歲以上 

7 

9 

18 

10 

11 

12.5 

16.1 

32.1 

17.9 

19.6 

基層主管 21 37.5 職位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32 

3 

57.1 

5.4 

一年以下 2 3.6 年資 

一～二年 

二～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年以上 

3 

7 

10 

6 

28 

5.4 

12.5 

17.9 

10.7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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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資料蒐集的工具，使用的量表主要從文獻探討

中尋找適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對象，且此類量表的信、效度皆

已被驗證，包括：角色壓力量表、人力資源服務品質滿意度量表。本

研究的正式問卷，詳如附錄三所示。以下僅就問卷發展過程及問卷內

容加以說明之。 

一、問卷發展過程 

問卷發展過程主要先透過文獻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

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相關研究，整理過去之相關研究結果後，選擇適用

本研究問卷之依據。並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確認題項與題意，完成

「角色壓力問卷」及「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初稿。經由五位實務

專家檢視與修訂，確認問卷內容效度後，修正成為正式施測問卷。 

二、問卷內容 

本研究所擬定之問卷共有兩份，分別給予人資客服代表及其服務

單位之主管進行填答。兩份問卷內容分別敘述如後。 

（一）給予人資客服代表之問卷 

1.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包括：填答者之性別、年齡、最高學歷、任職

企業的產業別、職位、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及擔任人資

客服代表之年資。 

2.角色壓力問卷 

本研究之角色壓力量表係參照翁珮雯（2005）修改自

Rizzo, House 和 Lirtzman (1970)的角色壓力量表，其以何雪真

(2002)對於大學人事人員角色壓力的研究量表為主要參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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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並根據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實務工作情境修訂題項，共 22

個題項。衡量構面有四大項，分別為角色模糊、角色衝突、

質的角色過度負荷及量的角色過度負荷。而整體量表之信度

，測得 Cronbach’s Alpha 值達 0.8 以上，顯示本量表具有相當

好的內部一致性。而本研究經由專家檢視問卷內容後，共刪

減兩題，並修改詞句以符合人資客服代表填答之題意。另外

，本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的計分方式編成，根據受測者

填答「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

意」分別給予 5 分至 1 分，在各構面之平均得分愈高者表示

受測者感受到該方面角色壓力的程度愈高。 

（二）給予人資客服代表所服務之單位主管之問卷 

1.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包括：性別、年齡、職位、在本公司服務之年

資。 

2.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量表 

本研究之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量表主要整合吳伶麗（

2003）參考 PZB 模式原始十構面所建構的人力資源服務品質

量表和陳樺誼（2003）參考 ASCI 服務品質衡量構面及使用

直接績效橫量方式所建構的內部顧客滿意度量表。由於吳伶

麗建立其量表並未設限於某一產業， 而是著眼於一般性的分

析，因此在建立量表的過程中，將電子業、傳統製造業及金

融業等三種產業之樣本混合分析。因而，量表之適用性較為

廣泛，適用於此研究。 

而陳樺誼所建立的內部顧客滿意度量表，其概念與設立

人資客服代表之目的即在於追求內部顧客滿意的理念相符合

。因此，本研究參照兩份調查問卷內容，刪減概念重疊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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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品質和知覺價值構面後，主要以勝任性、信任性、反應性

、可靠性及瞭解顧客、整體滿意度等構面衡量之，共 33 個題

項。而本研究經由專家檢視問卷內容後，共刪減兩題，並修

改詞句以符合人資客服代表服務之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填答之

題意。另外，本量表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的計分方式，根據

受測者填答「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

常不同意」分別給予 5 分至 1 分，各構面之平均得分愈高者

表示受測者在該方面感受到的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越高。 

三 、問卷之效度與信度 

（一）效度 

本問卷主要採用內容效度予以考驗。問卷內容經過整理文獻

之相關研究結果後，選擇適用本研究之問卷。並與指導教授共同

討論、確認題項與題意，完成「角色壓力問卷」及「人資服務品

質滿意度問卷」初稿。同時尋求五位業界人力資源實務專家（實

務專家之列表如下表 3-4 所示）提供意見諮詢之意願，確認專家

意願後，即發放研究說明及問卷初稿，進行專家意見調查。經由

五位實務專家檢視與修訂，以確定問卷之架構與內涵已涵蓋本研

究所要蒐集之資訊。爾後，再次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整合並修

改專家意見。確認可行後修正成為正式施測問卷。其中「角色壓

力問卷」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問卷各刪減兩題，並修改

詞句以符合本研究對象填答之題意。有關兩份問卷的前後差異，

列如表 3-5 及 3-7 所示。表 3-6 及表 3-8 則為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

品質滿意度正式問卷中構面與題號的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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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實務專家之列表 

專家姓名專家姓名專家姓名專家姓名(以姓氏筆劃序排列以姓氏筆劃序排列以姓氏筆劃序排列以姓氏筆劃序排列) 現職現職現職現職 

白雅婷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處人力資源課 經理 

李維哲 特力集團亞太區人資長（前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

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營運組織經理） 

曾寶鈴 富邦金控人力資源處 海外事業部 經理 

葛建培 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博士候選人（前

聯華電子管理部副理） 

蘇佳民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部人資發展課課長 

表 3-5  角色壓力問卷修改表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原翁珮雯原翁珮雯原翁珮雯原翁珮雯（（（（ 2005 ））））角色壓力問卷角色壓力問卷角色壓力問卷角色壓力問卷 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 

1 我上班時工作很忙碌。 我的工作量已超過我所能負荷的範圍。 

2 我同時負責許多的工作任務。 整合為第一題。 

3 我每天的工作多得做不完。 整合為第一題。 

4 我必須時常加班。 我必須時常加班。 

5 我忙得無法休假。 我忙得無法休假。 

6 公司對人力資源的要求過高，我常覺得

不勝負荷。 

公司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要求，使我不勝

負荷。 

7 公司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需要與太多

主管或同仁溝通協調而不易辦理。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需要與太

多主管或同仁溝通協調而不易執行。 

8 公司同仁對於人力資源專業人員的期

望超出我的能力負荷。 

公司同仁對於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超

出我的能力負荷。 

9 我常疲於應付同仁對於制度或流程所

提出的繁瑣問題。 

我疲於應付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對於

制度或流程所提出的繁瑣問題。 

10 我在工作上因對人事法規不甚熟悉而

經常感受壓力。 

我在工作上因對人資專業不甚熟悉而

感受到壓力。 

11 我覺得在工作上需要多充實專業知能

，方足以應付工作之需求。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要持

續充實更多方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

付工作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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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角色壓力問卷修改表（續）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原翁珮雯原翁珮雯原翁珮雯原翁珮雯（（（（ 2005 ））））角色壓力問卷角色壓力問卷角色壓力問卷角色壓力問卷 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 

12 我覺得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清

而難以適從。 

我認為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

清而難以適從。 

13 我不清楚人力資源管理在組織中要發

揮什麼功能。 

我不清楚人資客服代表在組織中要發

揮的功能與價值。 

14 我不清楚要怎麼做才能符合公司同仁

對人力資源管理的期望。 

我不明瞭如何能符合公司同仁對人資

客服代表的期望。 

15 我認為自己與同部門同事之間的分工

不明確。 

我認為自己與總公司 HR 之間的分工

不明確。 

16 人力資源部門常需承接公司內其他單

位歸屬不明的工作。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常需承接服務單

位內其他歸屬不明的工作。 

17 我有時因需遵循公司政策或規定而無

法兼顧同仁的需要。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仍需遵循總公司

人資政策或規定，而無法兼顧內部顧客

單位同仁的需要。 

18 公司高層與部門主管對人力資源管理

的要求不同時，會使我無所適從。 

公司高層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力

資源管理的要求不同時，會使我無所適

從。 

19 我認為公司人力資源管理的工作經常

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經常是吃

力不討好的差事。 

20 我覺得同仁在涉及自身權益的人事規

定時，就變得很難溝通。 

我認為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在涉及自

身權益的人事規定時，就變得很難溝通

。 

21 當我依公司規定辦理懲處時，常不被

同仁認同。 

當我依公司規定辦理懲處時，常不被內

部顧客單位之同仁認同。 

22 我個人有時亦不太認同公司的人力資

源政策或規定。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我個人有時亦不

太認同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或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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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角色壓力構面與正式問卷題號對照表 

角色壓力構面角色壓力構面角色壓力構面角色壓力構面 正式問卷題號正式問卷題號正式問卷題號正式問卷題號 

角色模糊 1、5、7、11 

角色衝突 2、3、4、8、12、13、15、17、19 

質的角色過度負荷 6、10、16 

量的角色過度負荷 9、14、18、20 

表 3-7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修改表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原吳伶麗原吳伶麗原吳伶麗原吳伶麗（（（（ 2003 ））））與陳樺誼與陳樺誼與陳樺誼與陳樺誼（（（（ 2003 ））））

之人資服務品質之人資服務品質之人資服務品質之人資服務品質 

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 

1 人力資源部門會為員工規劃長期的訓

練發展計畫。 

人資客服代表會為員工規劃訓練發展

計畫。 

2 人力資源部門能提供各種技巧與工具， 

以協助員工進行工作上的訓練。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各種技巧與工具

，以協助員工進行工作上的訓練。 

3 人力資源部門會運用各種政策及措施

激勵同仁努力工作。 

人資客服代表會運用各種政策及措施

激勵同仁努力工作。   

4 人力資源部門會依工作內容的不同而

制訂不同的考核標準。 

不適用本研究。 

5 人力資源部門會協助我規劃個人職涯

發展與學習方案。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同仁規劃個人職

涯發展與學習方案。 

6 人力資源部門能運用各種機制塑造企

業文化。 

人資客服代表能運用各種機制協助塑

造企業文化。 

7 人力資源部門會協助促成變革的實現。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促成組織變革的

實現。 

8 人力資源部門能協助我建立與維持部

屬及同仁間良好的關係。 

人資客服代表能協助主管建立與維持

部屬及同仁間良好的關係。 

9 人力資源部門會依據公司企業型態， 

設置完整的人力資源規劃。  

人資客服代表會依據內部顧客單位的

型態，協助人力資源運用的規劃。 

10 人力資源部門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

實際執行的政策應具有一致性。 

人資客服代表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

實際執行的政策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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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修改表（續）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原吳伶麗原吳伶麗原吳伶麗原吳伶麗（（（（ 2003 ））））與陳樺誼與陳樺誼與陳樺誼與陳樺誼（（（（ 2003 ））））

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 

11 人力資源部門擬定的制度與政策具透

明化。 

人資客服代表協助內部顧客單位量身

規劃的人資制度與政策具足夠的透明

度。 

12 人力資源部門設計的薪資制度具有內

部公平性。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具有

內部公平性。 

13 我可以容易地獲得人力資源部門人員

的服務與協助。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或同仁可以容易地

獲得人資客服代表的服務與協助。 

14 人力資源部門人員具有服務內部顧客

的熱誠。 

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

忱。 

15 人力資源部門人員總是樂於協助我解

決問題。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服務與協助能有

效解決問題。 

16 人力資源部門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

果。 

人資客服代表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

果。 

17 人力資源部門能提供及時的協助。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及時的服務與協

助。 

18 人力資源部門會協助我解決與人力資

源相關的問題。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我解決人力資源

相關的問題。 

19 人力資源部門會協助我使用人力資源

相關服務或資訊。 

人資客服代表會輔助我使用人力資源

相關服務、系統或資訊。 

20 人力資源部門對於我的需求或問題， 

會給予適切的回應。  

人資客服代表對於我的需求或問題，會

給予適切的回應。 

21 人力資源部門人員在任何時候皆能保

持相同的服務態度。 

人資客服代表在任何時候皆能保持相

同的服務態度。 

22 人力資源部門的服務流程是有效率的

。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有效率的服務流

程。 

23 人力資源部門能妥善兼顧公司需求及

員工利益。 

人資客服代表能妥善兼顧公司需求及

員工權益。 

24 人力資源部門會主動瞭解及分析員工

流動或離職的原因。 

人資客服代表會主動瞭解同仁流動或

離職的原因。 

25 人力資源部門會建立溝通管道， 讓我

適時表達意見。 

人資客服代表會建立溝通管道，讓我適

時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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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修改表（續）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原吳伶麗原吳伶麗原吳伶麗原吳伶麗（（（（ 2003 ））））與陳樺誼與陳樺誼與陳樺誼與陳樺誼（（（（ 2003 ））））

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人資服務品質與內部顧客滿意度問卷 

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本研究修改後之問卷 

26 人力資源部門會辨別不同層級的內部

顧客之需求。 

人資客服代表會辨別公司內部顧客之

需求。 

27 整體而言，您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表現、

所提供的協助感到滿意。 

整體而言，我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表現、

所提供的協助感到滿意。 

28 整體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

助都能對您的工作有所幫助。 

整體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

助都能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 

29 一般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

助或推動的計畫、專案，都比您原本想

像的有幫助。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或推動

的計畫、專案，都讓我有超乎想像的滿

意。 

30 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的服務，符合您認

為人資客服代表應有的理想表現。 

整合為第 29 題。 

31 您對於招募、訓練等人資相關作業或專

案的執行，以及公司的政策、管理制度

有所抱怨時，人資客服代表都會耐心且

妥善的處理。 

人資客服代表會耐心且妥善處理同仁

對人資相關作業或公司的政策、管理制

度的抱怨。 

32 當您對公司政策、管理制度有疑問，或

遭遇溝通協調問題時，您很樂意請求人

資客服代表協助或合作。 

我很願意請求人資客服代表協助或合

作，解決同仁對公司人資政策、管理制

度之疑問。 

33 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或合作時，您願意

再花更多的時間、心力與其溝通。 

根據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或合作的經

驗，我願意再花更多的時間、心力與其

溝通來解決問題。 

表 3-8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與正式問卷題號對照表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 正式問卷題號正式問卷題號正式問卷題號正式問卷題號 

勝任性 1、4、5、6、7、9、12、23 

信任性 2、10、25 

反應性 3、13、15、17、21、26、29 

可靠性 8、16、20、22 

瞭解顧客 11、18、19 

整體滿意度 14、24、27、2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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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度 

本研究的調查問卷信度是以內部一致性的方式表示，即以

Cronbach’s α 值來呈現，以建立研究問卷之信度。角色壓力整

體問卷考驗結果，Cronbach’s α 值為 0.89。各構面題項之α值

最低也在 0.66 以上。 

而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整體問卷，Cronbach’s α 值為

0.96。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最低也在 0.67 以上。兩問卷

之問卷信度分析表，整理如表 3-9 所示。由下表可知，除了質的

角色負荷過重及信任性的係數在可接受的程度之外，其餘構面及

兩份整體問卷之 Cronbach’s α值均呈現有非常好的內部一致

性。 

 

表 3-9  問卷信度分析表 

角色壓力構面角色壓力構面角色壓力構面角色壓力構面 Cronbach αααα值值值值 

角色模糊 0.75 

角色衝突 0.77 

質的角色過度負荷 0.66 

量的角色過度負荷 0.78 

整體問卷 0.89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構面 Cronbach αααα值值值值 

勝任性 0.86 

信任性 0.67 

反應性 0.90 

可靠性 0.80 

瞭解顧客 0.70 

整體滿意度 0.89 

整體問卷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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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本研究在問卷回收及完成資料的蒐集整理後，以統計套裝軟體

SPSS 進行資料的分析，並將信賴水準α設為 0.05。以下為達成本研究

目的所需的統計方法則分述如後。 

一、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 

信度主要在測量結果一致性與穩定性的程度。邱皓政（2002）曾

說明 Cronbach’s α 值是各種信度中較為嚴謹的，有時稱為信度的

低限，是目前採行最廣的一種信度指標。因此，本研究採用 Cronbach

’s α 值來對整體問卷及同一構面下的題項進行內部一致性的分析

。而 Cronbach’s α 值達到 0.7 以上，表示該構面之問卷具備良好

信度，若低於 0.35 則需加以拒絕（黃俊英，1994）。 

二、描述性統計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 

敘述性統計分析主要用於對研究樣本及各變項之資料特徵有一概

括性的了解。而本研究以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及標準差分析人

資客服代表與其內部顧客單位主管的個人屬性特徵及兩研究對象在角

色壓力問卷和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中得分之情形。 

三、獨立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 Samples t Test） 

獨立樣本 t 檢定主要用於檢定兩組來自獨立母體的樣本，其獨立

母體的均值是否有差異。適用於檢定兩組樣本平均數的差異。而本研

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檢驗人資客服代表的性別、最高學歷、任職企業

的產業別、職位在角色壓力各構面是否具有顯著差異。  

四、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 Way ANOVA） 

當用一個分類標準來區分觀測值並檢定此一分類因素是否造成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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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時，稱為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主要適用於檢定三組以上樣本平

均數的差異。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驗人資客服代表的年齡、

從事人力資源工作之年資及擔任人資客服代表之年資在角色壓力各構

面是否具有顯著差異。如達顯著差異，則做 Tukey 事後檢定以了解變

異來源。 

五、相關分析（Correlation） 

相關係數是用於表示兩變數的變動方向與程度大小。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來檢驗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力資源服

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程度。相關係數 r 則是兩測量變項間直線相關的

指標，其大小可指出兩變項直線關係的強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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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呈現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結果及必要的討論。主要各節

之內容分別為：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及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

務品質滿意度之現況分析、人資客服代表的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

上之差異情形、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

關性。其各節內容說明如後。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 

以下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程度主要先敘述整體平均值、標準

差及排序。另外，分別在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質的角色負荷過重及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等四個構面進行探討。各構面中將以各題項平均值

進行比較與排序，當平均值相同時，則以標準差較小者為優先。 

一、角色壓力整體平均數分析 

在角色壓力問卷中，分別有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質的角色負荷

過重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四個構面，共有 20 題。其整體平均數為 3.04

，顯示人資客服代表在實際工作執行上所感受之角色壓力程度為中等

程度。各題項之平均分數主要介於 2.32～4.78 之間。四個構面中，所

感受到的角色壓力程度從高至低，依序為角色衝突（3.34）、量的角色

負荷過重（2.96）、質的角色負荷過重（2.77）、角色模糊（2.71）。 

其中角色壓力程度最高的前三項題項，依序為：成為人資客服代

表後，在工作上需持續充實更多方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作之

需求（4.18）；我認為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在涉及自身權益的人事規定

時，就變得很難溝通（3.55）；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常需承接服務單位

內其他歸屬不明的工作（3.54）。 

角色壓力程度最低的後三項題項，由低分至高分依序為：我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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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資客服代表在組織中要發揮的功能與價值（2.32）；我不明瞭如何

能符合公司同仁對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2.45）；我在工作上因對人資

專業不甚熟悉而感受到壓力（2.58）。以上各題項之平均值、標準差及

排序整理如表 4-1 所示。 

由此結果顯示人資客服代表目前在實際工作執行上所感受之角色

壓力為中等程度。且來源較多來自於角色衝突，壓力程度次高的則為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最低則是角色模糊。此一結果與翁珮雯（2006）

所調查人力資源專業人員之角色壓力，以量的角色負荷過重平均分數

最高、角色衝突次之，角色模糊為最低分；以及鄭怡婷（2007）調查

人資顧客服務代表的角色壓力，發現角色衝突平均得分大於角色模糊

的結果相仿。 

探究其原因，可能由於人資客服代表身屬人資部門與服務的內部

顧客單位之間的跨疆界人員，不僅服務的功能擴大，需遵守人資部門

訂定之人資相關規劃與政策，仍要盡力滿足內部顧客單位之需求。且

前進內部顧客單位的人資客服代表，資訊傳遞及溝通協調的工作增加

，所擔負的角色也更加多元化。因此，在角色衝突方面可能比總公司

之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更加明顯。 

此外，亦可能由於目前企業界導入人資客服代表制度的情況尚未

達成熟階段，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尚未對人資客服代表建立正確的角色

期望。因此，人資客服代表在內部顧客單位與主管可能因共識不足，

而僅能發揮行政專家之角色，因而接收過多歸屬不明之工作。 

另外，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從功能別的編制方式，轉成以客戶別為

區分的人資客服代表之後，其提供的人資服務功能可能已經不僅僅只

是一項。因此，工作量也明顯增加，導致人資客服代表個人的工作量

負荷加重。而角色模糊的平均分數為 2.71，傾向中等偏不認同的程度

，可能原因為組織在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的人資服務功能上皆設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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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績效指標（KPI）。人資客服代表對其職責與任務有相當的認知，導

致角色模糊的情況較少出現。綜合以上結果對照先前之相關研究，與

賴志樫、曾治鈞、白千祐（2008）利用個案訪談所探討人資客服代表

之角色有相當一致的結果。 

 

表 4-1  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平均數排序表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19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要持續充實更多方

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作之需求。 
4.18 0.73 1 

3 
我認為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在涉及自身權益的人事規

定時，就變得很難溝通。 
3.55 0.88 2 

2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常需承接服務單位內其他歸屬不

明的工作。 
3.54 0.87 3 

17 
公司高層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力資源管理的要求

不同時，會使我無所適從。 
3.45 0.87 4 

18 我必須時常加班。 3.26 1.05 5 

13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我個人有時亦不太認同公司的

人力資源政策或規定。 
3.22 0.99 6 

8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仍需遵循總公司人資政策或規

定，而無法兼顧內部顧客單位同仁的需要。 
3.18 0.92 7 

4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需要與太多主管或同仁溝

通協調而不易執行。 
3.15 0.92 8 

9 我的工作量已超過我所能負荷的範圍。 3.09 0.93 9 

15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經常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 
3.03 1.09 10 

1 我認為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清而難以適從。 2.98 1.01 11 

10 
我疲於應付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對於制度或流程所提

出的繁瑣問題。 
2.97 0.94 12 

5 我認為自己與總公司 HR 之間的分工不明確。 2.83 0.96 13 

6 
公司同仁對於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超出我的能力負荷

。 
2.75 0.85 14 

14 我忙得無法休假。 2.74 1.0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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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平均數排序表（續）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20 公司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要求，使我不勝負荷。 2.72 0.67 16 

12 
當我依公司規定辦理懲處時，常不被內部顧客單位之

同仁認同。 
2.69 0.87 17 

16 我在工作上因對人資專業不甚熟悉而感受到壓力。 2.58 1.04 18 

11 
我不明瞭如何能符合公司同仁對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

。 
2.45 0.71 19 

7 
我不清楚人資客服代表在組織中要發揮的功能與價值

。 
2.32 0.89 20 

 

二、角色模糊 

在角色壓力中，角色模糊指由於人資客服代表對於其職責與權力

缺乏明確的授權或指引，而使個人無法獲得清晰的角色期望，以致不

能適當的執行人資客服代表該角色之行為的現象。此構面主要有 4 個

題項。從表 4-2 來看，整個構面的平均數為 2.71，屬四構面中平均分

數最低的構面。各題之平均數在 2.32～2.98 之間，皆在 3 以下，且排

序皆在第 10 名以後。顯示目前人資客服代表在實際執行工作的情況中

，對自身的工作任務及所應擔負的角色有相當的認知。因此，對角色

模糊的情況僅有中等偏下的認同程度。其中在此構面中分數最高的題

項為：我認為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清而難以適從（2.98）。其

原因可能在於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通常由總公司 HR 所規劃與制定

，而人資客服代表則負責執行面的工作。因而，當人資客服代表在實

際執行工作情況出現困難時，可能對總公司之政策有所疑慮而無所適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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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衝突 

在角色壓力中，角色衝突指的是對人資客服代表期望不一致的程

度。此構面共有 9 個題項。從表 4-2 來看，整個構面的平均數為 3.34

，各題項之平均數在 2.69～4.18 之間。除了第 12 題：當我依公司規定

辦理懲處時，常不被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認同的平均數在 3 以下之外

。其餘 8 題之平均皆在 3 以上，多數並顯示為中等偏上的認同程度。

且有 8 題之排序位於前 10 名以內，表示目前人資客服代表所感受到的

角色壓力，以來自角色衝突的程度為最高。而在此構面中，平均分數

最高的題項為：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要持續充實更多方

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作之需求（4.18）。如同前述所說，人資

客服代表屬跨部門角色，可能面對人資主管及內部顧客單位主管之期

望。當兩者期望不一致時，即有可能出現角色衝突的情況。且人資角

色漸趨多元、人資專業被賦予的期望加深後，人資客服代表在不斷充

實個人的專業知能上，也備感壓力。 

四、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在角色壓力中，質的角色負荷過重指的是對人資客服代表要求的

標準或水準過高，超過其所能達到的境況。此構面有 3 個題項。從表

4-2 可以發現，整個構面的平均數為 2.77，其平均數在 2.58～2.97 之

間。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在此構面中呈現中等偏下的認同程度。

其中平均數最高的題項為：我疲於應付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對於制度

或流程所提出的繁瑣問題（2.97）。由此顯示，人資客服代表對於無法

達成工作任務的標準並沒有感到非常認同。因此，在質的角色負荷上

壓力相對較輕。 

五、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在角色壓力中，量的角色負荷過重指的是對人資客服代表要求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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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使其無法在限定的時間內達成工作目標。此構面共有 4 個題項。

從表 4-2 來看，整個構面的平均數為 2.96，屬平均分數第二高的構面

。其各題之平均數在 2.72～3.26 之間。顯示人資客服代表對此構面題

目的描述有中等的認同程度。其中平均數最高的題項為：我必須時常

加班（3.26）。因人資客服代表以客戶別為區分，成為各個內部顧客單

位之單一人資窗口後，其提供的人資服務功能擴大，甚而需提供內部

顧客單位主管之專業諮詢及協助其管理人員上的問題。因而，工作量

明顯增加，導致在工作量的負荷上壓力並不小。 

表 4-2  角色壓力各構面現況分析表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角色模糊 

1 我認為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清而難

以適從。 

2.98 1.01 11 

5 我認為自己與總公司 HR 之間的分工不明確

。 

2.83 0.96 13 

7 我不清楚人資客服代表在組織中要發揮的功

能與價值。 

2.32 0.89 20 

11 我不明瞭如何能符合公司同仁對人資客服代

表的期望。 

 

 

 

2.71 

 

 

 2.45 0.71 19 

    角色衝突 

2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常需承接服務單位內其

他歸屬不明的工作。 

3.54 0.87 3 

3 我認為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在涉及自身權益

的人事規定時，就變得很難溝通。 

3.55 0.88 2 

4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需要與太多主管

或同仁溝通協調而不易執行。 

3.15 0.92 8 

8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仍需遵循總公司人資

政策或規定，而無法兼顧內部顧客單位同仁

的需要。 

3.18 0.92 7 

12 當我依公司規定辦理懲處時，常不被內部顧

客單位之同仁認同。 

 

 

 

 

 

 

 

 

3.34 

2.69 0.8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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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角色壓力各構面現況分析表（續）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13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我個人有時亦不太認

同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或規定。 

3.22 0.99 6 

15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經常是吃力不討

好的差事。 

3.03 1.09 10 

17 公司高層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力資源管

理的要求不同時，會使我無所適從。 

3.45 0.87 4 

19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要持續充

實更多方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作之

需求。 

 

4.18 0.73 1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6 公司同仁對於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超出我的

能力負荷。 

2.75 0.85 14 

16 我在工作上因對人資專業不甚熟悉而感受到

壓力。 

2.58 1.04 18 

10 我疲於應付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對於制度或

流程所提出的繁瑣問題。 

 

 

2.77 

 

2.97 0.94 12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9 我的工作量已超過我所能負荷的範圍。 3.09 0.93 9 

14 我忙得無法休假。 2.74 1.05 15 

18 我必須時常加班。 3.26 1.05 5 

20 公司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要求，使我不勝負荷

。 

 

 

2.96 

 

 

2.72 0.6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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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現況分析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現況分析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現況分析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現況分析 

以下針對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之程度主要先敘

述整體平均值、標準差及排序。另外，分別在勝任性、信任性、反應

性、可靠性、瞭解顧客及整體滿意度等六個構面進行探討。各構面中

將呈現構面的平均數及各題項的平均數和排序，當平均數相同時，則

以標準差較小者為優先。 

一、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整體平均數分析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中，分別有勝任性、信任性、反應性

、可靠性、瞭解顧客及整體滿意度等六個構面，共有 31 題。其整體平

均值為 3.69，顯示目前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的人

資服務具有中上的滿意程度。而各題項之平均分數主要介於 3.21～

4.09 之間。在六個構面中，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

的平均分數從高至低，依序為反應性（3.96）、瞭解顧客（3.79）、整體

滿意度（3.76）、可靠性（3.75）、信任性（3.58）、勝任性（3.37）。 

其中整體問卷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滿意程度

最高的前三項題項，依序為：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忱

（4.09）；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我解決人力資源相關的問題（4.02）；人

資客服代表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果（4.02）。 

另外，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滿意程度最低的

後三項題項，由低分至高分依序為：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同仁規劃個

人職涯發展與學習方案（3.21）；人資客服代表協助內部顧客單位量身

規劃的人資制度與政策具足夠的透明度（3.21）；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

相關協助或推動的計畫、專案，都讓我有超乎想像的滿意（3.27）。以

上各題項之平均值、標準差及排序整理如表 4-3 所示。 

品管大師 Juran（1989）曾說品質對主管而言，有個定義較普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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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此定義即為「品質就是適用」（引自吳鄭重譯，1994）。內部顧

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的滿意度，也就呈現了人資客服代表提供

的人資服務滿足內部顧客單位需求的程度。由上述結果可發現目前內

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人資服務具有中上的滿意程度

。尤其在反應性構面平均分數達到 4.09，顯示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提

供服務的意願及敏捷度已具有滿意的程度。推測其原因，可能由於人

資人員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為貼近內部顧客單位之需求，已轉換認

知，秉持著客戶服務的精神與熱誠提供服務。且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

，也需肩負著人資專業顧問的角色，提供主管專業問題的諮詢並協助

其解決問題。因而，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在反應性上對人資客服代表有

較高的評價。 

另外，從主管滿意程度較低的題項來看，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

對人資客服代表的專業知識、技能期待頗高。人資客服代表在勝任性

上相對的仍有發展的空間。反觀人資客服代表在其角色壓力上平均分

數最高的題項：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持續充實更多方面

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作之需求（4.18）。兩者相互對照下，發現

主管與人資客服代表在此方面的認知有很大的相似性。兩者皆重視人

資客服代表的專業知識與技能。不僅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

表之專業知能有相當高的期待及需求，另一方面人資客服代表在不斷

自我充實上也備感壓力。由此可見，人資客服代表需在自我人資專業

上有較積極及主動學習的熱誠，方能達到顧客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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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題項平均數排序表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26 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忱。 4.09 0.64 1 

21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我解決人力資源相關的問題。 4.02 0.67 2 

17 人資客服代表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果。 4.02 0.7 3 

15 人資客服代表對於我的需求或問題，會給予適切的回應

。 

3.98 0.59 4 

24 人資客服代表會耐心且妥善處理同仁對人資相關作業

或公司的政策、管理制度的抱怨。 

3.96 0.83 5 

27 我很願意請求人資客服代表協助或合作，解決同仁對公

司人資政策、管理制度之疑問。 

3.95 0.62 6 

3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或同仁可以容易地獲得人資客服代

表的服務與協助。 

3.95 0.67 7 

18 人資客服代表會建立溝通管道，讓我適時表達意見。 3.93 0.66 8 

31 根據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或合作的經驗，我願意再花更

多的時間、心力與其溝通來解決問題。 

3.89 0.59 9 

8 人資客服代表在任何時候皆能保持相同的服務態度。 3.89 0.65 10 

13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及時的服務與協助。 3.89 0.65 11 

2 人資客服代表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實際執行的政策

具有一致性。 

3.86 0.52 12 

29 人資客服代表會輔助我使用人力資源相關服務、系統或

資訊。 

3.8 0.64 13 

16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有效率的服務流程。 3.8 0.7 14 

30 整體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都能對我的工

作有所幫助。 

3.77 0.66 15 

22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服務與協助能有效解決問題。 3.75 0.72 16 

19 人資客服代表會主動瞭解同仁流動或離職的原因。 3.73 0.67 17 

14 整體而言，我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表現、所提供的協助感

到滿意。 

3.7 0.71 18 

11 人資客服代表會辨別公司內部顧客之需求。 3.7 0.76 19 

25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具有內部公平性。 3.68 0.69 20 

20 人資客服代表能妥善兼顧公司需求及員工權益。 3.57 0.87 21 

23 人資客服代表會依據內部顧客單位的型態，協助人力資

源運用的規劃。 

3.55 0.69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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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題項平均數排序表（續）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9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各種技巧與工具，以協助員工進行

工作上的訓練。 

3.52 0.83 23 

1 人資客服代表會為員工規劃訓練發展計畫。 3.43 0.85 24 

7 人資客服代表能運用各種機制協助塑造企業文化。 3.41 0.68 25 

12 人資客服代表會運用各種政策及措施激勵同仁努力工

作。   

3.3 0.95 26 

5 人資客服代表能協助主管建立與維持部屬及同仁間良

好的關係。 

3.27 0.82 27 

6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促成組織變革的實現。 3.27 0.86 28 

28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或推動的計畫、專案，都

讓我有超乎想像的滿意。 

3.27 0.88 29 

10 人資客服代表協助內部顧客單位量身規劃的人資制度

與政策具足夠的透明度。 

3.21 0.8 30 

4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同仁規劃個人職涯發展與學習方

案。 

3.21 0.87 31 

 

二、勝任性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中，勝任性是指人資客服代表執行服務所

應具備的專業知識、技能及能力。此構面中，主要有 8 個題項。從表

4-4 看來，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3.37，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六個

構面中，屬滿意程度最低的構面。但由於其各個題項之平均數在 3.21

～3.55 之間，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所應具備的專業

知識、技能、能力等的滿意程度仍有中等偏中上之程度。其中平均分

數最高的題項為：人資客服代表會依據內部顧客單位的型態，協助人

力資源運用的規劃（3.55）。由此結果可發現人資客服代表在人資專業

上仍可不斷精進，追求顧客滿意。而在滿足內部顧客單位的人力需求

上（如招募的時間或人力的到位等），單位主管則有接近滿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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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任性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中，信任性指的是人資客服代表能讓同仁

認為值得信賴、誠實， 並且重視同仁的權益。此構面中，主要有 3

個題項。從表 4-4 看來，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3.58，其各題平均數則

在 3.21～3.86 之間。顯示人資客服代表讓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可信賴程

度具有中上的滿意程度。其中，平均分數最高的題項為：人資客服代

表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實際執行的政策具有一致性（3.86）。由於人

資客服代表要確切成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的策略夥伴，首要即需培養

兩者的信任關係，而信任性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的平均分數

上屬次低的情況。因此，人資客服代表在與單位主管培養信任關係上

仍值得留意。 

四、反應性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中，反應性指的是人資客服代表提供服務

的意願、敏捷度及協助其他同仁的意願。此構面中，主要有 7 個題項

。從表 4-4 看來，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3.96，乃六構面中平均分數最

高的構面。其各題平均數則在 3.8～4.09 之間，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

對人資客服代表提供服務的意願及敏捷度具有接近滿意的程度。其中

平均分數最高的題項為：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忱（4.09

）。由此可見，人資客服代表已具備客服的精神，其所展現的熱誠與態

度已讓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有滿意的程度。 

五、可靠性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中，可靠性指的是人資客服代表在服務執

行過程中的可依賴程度、穩定性及一致性。此構面中，主要有 4 個題

項。從表 4-4 看來，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3.75，其各題平均數則在 3.57

～3.89 之間。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服務執行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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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一致性具有中上的滿意程度。其中平均分數最高的題項為：人資

客服代表在任何時候皆能保持相同的服務態度（3.89）。上述結果顯示

人資客服代表在人資專業上具有穩定且一致的程度，且在提供服務流

程的效率和有效解決問題上，也獲得了接近滿意的評價。 

六、瞭解顧客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中，瞭解顧客指的是人資客服代表能致力

的了解內部顧客需求。此構面中，主要有 3 個題項。從表 4-4 看來，

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3.79，是六個構面中平均分數第二高的構面。其

各題平均數則在 3.7～3.93 之間。顯示人資客服代表在瞭解顧客需求方

面被認同程度具有中上到接近滿意的程度。其中平均分數最高的題項

為：人資客服代表會建立溝通管道，讓我適時表達意見（3.93）。林文

政（2004）曾說明設置人資客服代表之主要目的之ㄧ包括深入了解並

快速回應內部顧客的需求。而賴志樫、曾治鈞、白千祐（2008）探討

人資客服代表成功扮演角色之關鍵因素，也說明該角色需要能夠有效

的執行內部顧客需求分析。由上述結果可知，人資客服代表在瞭解顧

客所投入的努力上，已獲得了接近肯定的評價。 

七、整體滿意度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中，整體滿意度指的是內部顧客根據過去

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的所有經驗來看，對該人資客服代表的滿意程度

。此構面中，主要有 6 個題項。從表 4-4 看來，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3.76，是六個構面中平均分數第三高的構面。其各題平均數則在 3.27

～3.96 之間。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根據過去接觸經驗對人資客服代

表具有中上接近滿意的程度。其中平均分數最高的題項為：人資客服

代表會耐心且妥善處理同仁對人資相關作業或公司的政策、管理制度

的抱怨（3.96）。由此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過去與人資客服代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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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經驗仍屬良好，且在顧客抱怨及顧客忠誠上具有滿意的程度。唯

獨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仍有高度的期望，因此，人資客

服代表在滿足顧客期望上仍有超越的空間。 

表 4-4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現況分析表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勝任性 

1 人資客服代表會為員工規劃訓練發展計畫。 3.43 0.85 24 

4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同仁規劃個人職涯發展

與學習方案。 
3.21 0.87 30 

5 
人資客服代表能協助主管建立與維持部屬及

同仁間良好的關係。 
3.27 0.82 27 

6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促成組織變革的實現。 3.27 0.86 28 

7 
人資客服代表能運用各種機制協助塑造企業

文化。 
3.41 0.68 25 

9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各種技巧與工具，以協

助員工進行工作上的訓練。 
3.52 0.83 23 

12 
人資客服代表會運用各種政策及措施激勵同

仁努力工作。   
3.3 0.95 26 

23 
人資客服代表會依據內部顧客單位的型態，

協助人力資源運用的規劃。 

 

 

 

 

 

 

3.37 

3.55 0.69 22 

    信任性 

2 
人資客服代表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實際執

行的政策具有一致性。 
3.86 0.52 12 

10 
人資客服代表協助內部顧客單位量身規劃的

人資制度與政策具足夠的透明度。 
3.21 0.8 31 

25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具有內部公

平性。 

 

 

3.58 

3.68 0.69 20 

    反應性 

3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或同仁可以容易地獲得人

資客服代表的服務與協助。 
3.95 0.67 6 

13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及時的服務與協助。 

 

 

 

 

3.96 

3.89 0.6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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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現況分析表（續）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15 
人資客服代表對於我的需求或問題，會給予

適切的回應。  
3.98 0.59 4 

17 人資客服代表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果。 4.02 0.7 2 

21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我解決人力資源相關的

問題。 
4.02 0.67 3 

26 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忱。 4.09 0.64 1 

29 
人資客服代表會輔助我使用人力資源相關服

務、系統或資訊。 

 

3.8 0.64 14 

    可靠性 

8 
人資客服代表在任何時候皆能保持相同的服

務態度。 
3.89 0.65 9 

16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有效率的服務流程。 3.8 0.7 13 

20 
人資客服代表能妥善兼顧公司需求及員工權

益。 
3.57 0.87 21 

22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服務與協助能有效解決

問題。 

 

 

 

3.75 

3.75 0.72 16 

    瞭解顧客 

11 人資客服代表會辨別公司內部顧客之需求。 3.7 0.76 18 

18 
人資客服代表會建立溝通管道，讓我適時表

達意見。 
3.93 0.66 8 

19 
人資客服代表會主動瞭解同仁流動或離職的

原因。 

 

 

3.79 

3.73 0.67 17 

    整體滿意度 

14 
整體而言，我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表現、所提

供的協助感到滿意。 
3.7 0.71 19 

24 
人資客服代表會耐心且妥善處理同仁對人資

相關作業或公司的政策、管理制度的抱怨。 
3.96 0.83 5 

27 
我很願意請求人資客服代表協助或合作，解

決同仁對公司人資政策、管理制度之疑問。 

 

 

 

 

 

 

3.76 

3.95 0.62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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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現況分析表（續）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項題項題項題項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排排排排 

序序序序 

28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或推動的計畫

、專案，都讓我有超乎想像的滿意。 

 
3.27 0.88 29 

30 
整體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都

能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 
3.77 0.66 15 

31 

根據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或合作的經驗，我

願意再花更多的時間、心力與其溝通來解決

問題。 

 

3.89 0.59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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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人資客服代表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的差異情形人資客服代表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的差異情形人資客服代表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的差異情形人資客服代表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的差異情形 

本節主要探討人資客服代表其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各構面上

之差異情形。統計分析方法包括獨立樣本 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若各組具有顯著差異，則利用 Tukey 事後比

較考驗來找出差異來源。以下分別針對性別、年齡、最高學歷、任職

企業的產業別、職位、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及擔任人資客服代表

的年資等個人屬性變項依序進行結果說明。 

另外，由於部分個人屬性變項的區分人數較少。因此，為使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時，提高每個分析變項的觀察數目的代表性，重新將樣

本資料合併與編組。 

首先，在年齡的部份，將 21-25 歲 1 人、26-30 歲 14 人合併為未

滿 30 歲，共 15 人；41-45 歲 7 人、45 歲以上 3 人合併為 41 歲以上，

共 10 人。在最高學歷的部份，則將高中職及以下 5 人、專科 5 人、大

學 20 人合併為大學及以下，共 30 人。在產業別的部分，則將服務業

6 人、金融保險業 13 人、其他產業 11 人合併為非製造業，共 30 人。

在職位的部份，將基層主管 13 人、中階主管 7 人合併為管理職 20 人

。在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部份，主要將 1 年以下 4 人、1-2 年 10

人合併為未滿 2 年，共 14 人；另外，將 4-6 年 9 人、6-8 年 8 人合併

為 4-8 年以上，共 17 人。最後，在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部份，將

4-6 年 6 人、6-8 年 5 人、8 年以上 8 人合併為 4 年以上，共 17 人。重

新合併與編組後的樣本資料次數分配如下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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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樣本合併之次數分配表（n=65） 

個人特性個人特性個人特性個人特性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男 22 33.8 性別 

女 43 66.2 

21-30 歲 15 23.1 年齡 

31-35 歲 

36-40 歲 

41 歲以上 

26 

14 

10 

40.0 

21.5 

15.4 

大學及以下 30 46.2 最高學歷 

研究所及以上 35 53.8 

製造業 35 53.8 任職企業的產業別 

非製造業 30 46.2 

非管理職 45 69.2 職位 

管理職 20 30.8 

未滿 2 年 14 21.5 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 

2-4 年 

4-8 年 

8 年以上 

14 

17 

20 

21.5 

26.2 

30.8 

未滿 1 年 13 20.0 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 

1-2 年 

2-4 年 

4 年以上 

20 

13 

19 

30.8 

20.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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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假設一，以下分別就人資客服代表的七項個人屬性變項，依

序進行統計的檢定。 

假設一：人資客服代表之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一、性別 

H1-1：性別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6 可知，人資客服代表的不同性別在角色壓力總分（

t=-0.692）、角色模糊（t=-0.348）、角色衝突（t=-1.273）、質的角色負

荷過重（t=-0.567）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t=0.273）上並無顯著差異

。此一結果與翁珮雯（2006）及陳德宗（2004）的研究結果一致；與

何雪真（2001）研究發現女性的角色衝突、模糊大於男性，以及林鈞

福（2004）發現男性的角色衝突大於女性的研究結果明顯不同。根據

此結果可推測組織在賦予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任務與期望、標準，不

因性別而有所不同。人資客服代表的性別在感受角色壓力上並無明顯

的差異。 

表 4-6  不同性別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值值值值 

男 22 59.45 11.100 -0.692 總分 

女 43 61.35 10.104  

角色模糊 男 22 10.68 2.607 -0.348 

 女 43 10.93 2.781  

角色衝突 男 22 28.91 5.991 -1.273 

 女 43 30.56 4.322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男 22 8.09 1.974 -0.567 

 女 43 8.42 2.312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男 22 11.95 2.836 0.273 

 女 43 11.74 2.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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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齡 

H1-2：年齡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7 可知人資客服代表在年齡的不同類別於角色壓力總分

（F=0.194）、角色模糊（F=0.192）、角色衝突（F=0.713）、質的角色負

荷過重（F=0.960）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F=1.896）上均未達顯著差

異。此一發現與翁珮雯（2006）、陳德宗（2004）、何雪真（2001）及

林鈞福（2004）等等的研究結果皆頗為一致。由此顯示，不同年齡層

的人資客服代表在對自身角色定位的認知、面對的工作量和期望上較

有一致的程度，此一結果也與大部分的研究結果相符。 

表 4-7  不同年齡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年齡年齡年齡年齡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F 值值值值 

a.未滿 30 歲 15 61.53 10.474 0.194 

b.31-35 歲 26 59.96 10.566  

c.36-40 歲 14 59.93 12.893  

總分 

d.41 歲以上 10 62.50 6.451  

a.未滿 30 歲 15 10.60 2.473 0.192 

b.31-35 歲 26 10.96 2.749  

c.36-40 歲 14 10.57 3.251  

角色模糊 

d.41 歲以上 10 11.30 2.406  

a.未滿 30 歲 15 30.53 4.033 0.713 

b.31-35 歲 26 30.35 4.915  

c.36-40 歲 14 28.29 6.673  

角色衝突 

d.41 歲以上 10 30.70 3.561  

a.未滿 30 歲 15 8.40 2.501 0.960 

b.31-35 歲 26 7.81 1.939  

c.36-40 歲 14 8.57 2.174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d.41 歲以上 10 9.10 2.378  

a.未滿 30 歲 15 12.07 3.240 1.896 

b.31-35 歲 26 10.92 2.952  

c.36-40 歲 14 13.14 2.983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d.41 歲以上 10 11.90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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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高學歷 

H1-3：最高學歷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8 可知，人資客服代表不同的最高學歷類別在角色壓力

總分（t=0.757）、角色模糊（t=0.513）、角色衝突（t=0.149）、質的角

色負荷過重（t=1.344）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t＝0.640）上均未達顯

著差異。此一發現與陳德宗（2004）的結果相符。但與翁珮雯（2006

）發現大學以下在質的角色負荷過重大於研究所以上及何雪真（2001

）發現大專學歷在角色衝突、模糊的壓力大於研究所學歷有所不同。

此結果顯示，由於人資客服代表為人力資源人員的新興角色，其多元

的服務、貢獻、重視人格特質，以及溝通能力的展現是人力資源客服

代表所必須適應與學習的。因此，在角色壓力的感受上並未因教育程

度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表 4-8  不同最高學歷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最高學歷最高學歷最高學歷最高學歷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值值值值 

總分 大學及以下 30 61.77 9.475 0.757 

 研究所及以上 35 59.80 11.196  

角色模糊 大學及以下 30 11.03 2.498 0.513 

 研究所及以上 35 10.69 2.898  

角色衝突 大學及以下 30 30.10 4.506 0.149 

 研究所及以上 35 29.91 5.393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大學及以下 30 8.70 2.103 1.344 

 研究所及以上 35 7.97 2.242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大學及以下 30 12.07 2.545 0.640 

 研究所及以上 35 11.60 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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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任職企業的產業別 

H1-4：任職企業的產業別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9 可發現，人資客服代表任職企業的不同產業別在角色

壓力總分（t=1.279）、角色模糊（t=0.302）、角色衝突（t=1.891）、質

的角色負荷過重（t=0.251）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t＝1.065）等方面

，均未達顯著差異。但在角色衝突（p=0.063）上，其 p 值已接近信賴

水準α=0.05，值得留意。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包括服務業、金融保險

業及其他產業）由於本身產業特性的不同，組織的形態與文化也有所

不同。因此，人力資源在走向顧客服務導向時，組織員工對人資客服

代表的期望可能不甚一致。製造業與非製造業的人資客服代表在角色

衝突上可能接近有所差異。 

表 4-9  不同產業別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產業別產業別產業別產業別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值值值值 

總分 製造業 35 62.23 10.680 1.279 

 非製造業 30 58.93 9.955  

角色模糊 製造業 35 10.94 2.338 0.302 

 非製造業 30 10.73 3.118  

角色衝突 製造業 35 31.06 4.690 1.891 

 非製造業 30 28.77 5.070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製造業 35 8.37 2.315 0.251 

 非製造業 30 8.23 2.079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製造業 35 12.17 3.374 1.065 

 非製造業 30 11.40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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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位 

H1-5：職位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10 可知，人資客服代表不同的職位類別在角色壓力總分

（t=0.132）、角色模糊（t=0.685）、角色衝突（t=0.810）、質的角色壓力

（t=-0.961）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t=-1.079）上均無顯著差異。整體而

言，非管理職與管理職之人資客服代表在角色壓力上均有中等的程度

，兩者對角色壓力的認同程度並未見明顯的差異。此一結果與林蒼彬

（2001）、翁珮雯（2006）、陳德宗（2004）、何雪真（2001）及林鈞福

（2004）的研究發現非管理職與管理職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呈現

不一致的結果。可能由於研究對象的工作角色、所處的環境不同，使

得此一結果與過去研究不盡相同。因此，職位究竟是否影響角色壓力

的認知，仍可在後續研究進行考驗。 

表 4-10  不同職位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職位職位職位職位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t 值值值值 

總分 非管理職 45 60.82 10.243 0.132 

 管理職 20 60.45 11.024  

角色模糊 非管理職 45 11.00 2.730 0.685 

 管理職 20 10.50 2.685  

角色衝突 非管理職 45 30.33 4.602 0.810 

 管理職 20 29.25 5.757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非管理職 45 8.13 2.106 -0.961 

 管理職 20 8.70 2.386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非管理職 45 11.56 3.094 -1.079 

 管理職 20 12.40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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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 

H1-6：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11 可知，人資客服代表從事人資工作年資的不同類別在

角色壓力總分（F=1.996）、角色模糊（F=1.297）、角色衝突（F=1.243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F=2.697）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F=1.066）上

均未達顯著差異。但在質的角色負荷過重（p=0.054）上，其 p 值接近

信賴水準α=0.05，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此一結果與林蒼彬（2001）

、陳德宗（2004）、翁珮雯（2006）發現年資在角色壓力中具顯著差異

不同。而與何雪真（2001）發現年資在角色壓力中無差異的結果則屬

一致。由此結果可了解人資客服代表為一新興角色，與過去人力資源

工作提供服務的方式並不同。因此，轉變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其人員

對人資客服代表的多元角色仍在培養及適應階段。因此， 人資客服代

表從事人資工作年資的不同類別在角色壓力的感受上並無顯著差異。

值得留意的是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在質的角色壓力上接近有顯著

差異的情況。 

表 4-11  從事人資工作不同年資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F 值值值值 

a.未滿 2 年 14 66.07 8.48 1.996 總分 

b.2-4 年 

c.4-8 年 

d.8 年以上 

14 

17 

20 

60.64 

57.24 

59.95 

11.133 

9.789 

10.831 

 

a.未滿 2 年 14 11.43 2.441 1.297 角色模糊 

b.2-4 年 

c.4-8 年 

d.8 年以上 

14 

17 

20 

11.57 

9.88 

10.75 

2.928 

2.522 

2.807 

 

角色衝突 a.未滿 2 年 14 32.14 4.13 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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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從事人資工作不同年資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續）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F 值值值值 

 b.2-4 年 

c.4-8 年 

d.8 年以上 

14 

17 

20 

29.79 

28.82 

29.65 

4.264 

5.126 

5.659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b.2-4 年 

c.4-8 年 

d.8 年以上 

14 

17 

20 

11.36 

11.12 

12.00 

3.543 

2.147 

2.656 

2.697 

a.未滿 2 年 14 9.71 2.128 1.066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b.2-4 年 

c.4-8 年 

d.8 年以上 

14 

17 

20 

8.0 

7.76 

7.95 

2.093 

2.107 

2.114 

 

 

七、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 

H1-7：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根據表 4-12 可知，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的不同類別於角色壓

力總分（F=0.203）、角色模糊（F=0.143）、角色衝突（F=0.179）、質

的角色負荷過重（F=0.725）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F=0.438）上均未

達顯著差異。整體而言，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不同年資組別對角色壓

力認同情形的分析結果發現，各組別大致具有中等以上的認同程度。

顯示人資客服代表對許多企業而言，可能仍處於探索及試行的階段。

因此，從事人資客服代表的普遍年資並不長，不同類別人員的角色壓

力也皆在中等以上程度，使得各組之間並不存在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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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擔任人資客服代表不同年資之角色壓力差異表（n=65） 

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角色壓力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樣本數 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平均數 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標準差 F 值值值值 

總分 a.未滿 1 年 13 61.38 10.120 0.203 

 b.1-2 年 20 61.75 11.643  

 c.2-4 年 13 59.00 8.544  

 d.4 年以上 19 60.32 11.000  

角色模糊 a.未滿 1 年 13 10.77 2.351 0.143 

 b.1-2 年 20 11.15 3.048  

 c.2-4 年 13 10.85 2.824  

 d.4 年以上 19 10.58 2.652  

角色衝突 a.未滿 1 年 13 29.54 4.943 0.179 

 b.1-2 年 20 30.60 5.030  

c.2-4 年 13 29.46 4.701   

d.4 年以上 19 30.05 5.400  

a.未滿 1 年 13 9.08 2.216 0.725 

b.1-2 年 20 7.95 2.544  

c.2-4 年 13 8.15 1.819  

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d.4 年以上 19 8.26 2.051  

a.未滿 1 年 13 12.31 2.955 0.438 

b.1-2 年 20 12.05 3.517  

c.2-4 年 13 11.08 2.362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d.4 年以上 19 11.74 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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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分析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分析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分析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探討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

關情形。並以 Pearson 積差相關進行統計檢定。 

假設二：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具有相關性。 

H2-1：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具有顯著相關。 

根據下表 4-13，可知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係數

為-0.141，其中顯現較弱的直線關係，透過檢定結果發現兩變項未達

顯著相關。 

H2-2：角色壓力各構面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具有顯著相

關。 

將角色壓力四構面（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質的角色負荷過重及

量的角色負荷過重）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六構面（勝任性、信任性

、反應性、可靠性、瞭解顧客及整體滿意度）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

檢定後，得到的結果整理如表 4-13 所示。從表 4-13 中發現，角色壓

力各構面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並無顯著相關。而其中值得留

意的是角色模糊與反應性之相關係數為-0.259，p 值為 0.054。接近信

賴水準α=0.05。由於過去並無直接針對角色壓力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

相關研究之結果可相互對照，依據本研究呈現的結果顯示兩變項並無

顯著相關。推論其原因可能為目前企業導入人資客服代表之制度尚未

成熟，雖然人資客服代表對其本身之角色、職責已有精楚的認知，但

其服務之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此角色可能尚未建立正確的認知與期望

。導致人資客服代表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雙方期望不一致，填答問卷

出現落差。另一可能為企業對於導入人資客服代表制度之效益尚未作

一系統化的評鑑，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是否成為考核人資客服代表績效

的對象，各家企業也有許多作法。因此，在評分標準尚未明確建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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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填答時可能也有落差。使得結果未見兩者有明

顯的直線關係。 



 

 

表 4-13  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相關係數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角色壓力 1            

2.角色模糊 .829** 1           

3.角色衝突 .919** .750** 1          

4.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799** .610** .632** 1         

5.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660** .312* .430** .512** 1        

6.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 -.141 -.211 -.056 -.118 -.088 1       

7.勝任性 -.099 -.183 .002 -.002 -.126 .805** 1      

8.信任性 -.025 -.103 .026 -.057 .032 .887** .749** 1     

9.反應性 -.203 -.259 -.132 -.208 -.097 .887** .500** .708** 1    

10.可靠性 -.148 -.217 -.087 -.153 -.054 .881** .570** .763** .817** 1   

11.瞭解顧客 -.020 -.049 -.028 -.014 .058 .817** .565** .719** .763** .672** 1  

12.整體滿意度 -.144 -.178 -.048 -.159 -.111 .927** .601** .774** .893** .852** .722** 1 

**  p< 0.01 (2-tailed) 

*   p< 0.05 (2-tailed)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主要發現 

本節主要綜合整理本研究之主要發現。以下內容將依序說明人資

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現況分析、人

資客服代表之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各構面上的差異情形及人資客

服代表的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情形。 

一、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 

在角色壓力問卷中，整體平均數為 3.04，顯示人資客服代表實際

工作執行上所感受之角色壓力程度為中等程度。而在四個構面中，所

感受到的角色壓力程度從高至低，依序為角色衝突（3.34）、量的角色

負荷過重（2.96）、質的角色負荷過重（2.77）、角色模糊（2.71）。 

二、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現況分析 

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中，其整體平均值為 3.69，顯示內部

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的人資服務具有中上的滿意程度

。而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平均分數從高至低，

依序為反應性（3.96）、瞭解顧客（3.79）、整體滿意度（3.76）、可靠

性（3.75）、信任性（3.58）、勝任性（3.37）。 

三、人資客服代表之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無顯著差異 

人資客服代表之性別、年齡、最高學歷、任職企業的產業別、職

位、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及擔任人資客服代表的年資在角色壓力

各構面中並無顯著差異。值得留意的是任職企業的產業別在角色衝突

（t=1.891，p=0.063）及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在質的角色負荷過重

（F=2.697，p=0.054）上，p 值皆接近α=0.05 的信賴水準，可能接近有

所差異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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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無顯著相關 

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係數為-0.141，兩變項未

達顯著相關。而角色壓力的各構面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也不

具有顯著相關。但角色壓力中的角色模糊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反

應性之相關係數為-0.259，p 值為 0.054，接近α=0.05 的信賴水準，是

需要多加注意的部份。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假設之結果主要整理如表 4-14。 

表 4-14  研究結果統整表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H1：人資客服代表之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上具有顯著差異 不成立 

H2：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具有相關性 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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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呈現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有關本研究之結論係以人資

客服代表角色壓力之現況分析、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現況分析、人

資客服代表之個人屬性變項在角色壓力各構面上的差異情形及人資客

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情形等四方面進行

陳述。最後，再分別針對設置人資客服代表之企業、人資客服代表與

欲成為人資客服代表之人員及後續研究者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參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之結論主要有人資客服代表在角色衝突上壓力相對偏高、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提供服務的反應性滿意度最高、人

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不因個人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及角色壓力與人

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無顯著相關等四點結論，其重點分別敘述如下。 

一、人資客服代表在角色衝突上壓力相對偏高 

根據角色壓力問卷施測結果發現，人資客服代表目前在實際工作

執行上所感受之角色壓力程度為中等程度。且人資客服代表對於自身

的角色定位、職責具有較清楚的認知，在角色模糊上的壓力相對較輕

。但在角色衝突上壓力則相對偏高。因人資客服代表身屬跨部門角色

，需兼顧組織利益與內部顧客需求，面對來自人資部門與內部顧客單

位之期望。在資訊傳遞或溝通協調的過程中，因而較易有角色衝突的

情況出現。另外，在人資客服代表所要扮演的角色與提供的服務漸趨

多元後，工作量的負荷也是值得留意的壓力來源。且人資客服代表對

於自身須不斷充實自我專業知能深感壓力。  

二、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提供服務的反應性滿意度最高 

根據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施測結果發現，內部顧客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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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的人資服務具有中上的滿意程度。其中滿意程

度最高的部份為人資客服代表提供服務的反應性，如人資客服代表服

務內部顧客的熱誠、主動並及時的提供服務或協助解決問題等。由此

可知，人資客服代表在心態上已轉換認知，具有客戶服務的精神與熱

誠。並能了解與接受該職位有如人資專業顧問的角色，能給予單位主

管適切的建議與協助。反觀之，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代表提

供服務的勝任性則屬滿意度較低的部份。結果顯示內部顧客單位主管

對人資客服代表的專業知識與技能有較高的期望，人資客服代表在提

高專業能力上仍有繼續追求顧客滿意的空間。 

三、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不因個人屬性不同而有所差異 

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並不因個人性別、年齡、最高學歷、任

職企業的產業別、職位、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及擔任人資客服代

表之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但任職企業的產業別在角色衝突與從事

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在質的角色負荷過重上，接近達顯著差異的臨界

值，則是需要留意的部份。由此結果顯示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壓力並

不因個人屬性特徵不同而有所差異，其絕大多數的壓力來源可能來自

其多元的工作內容或服務的內部顧客對象。 

四、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無顯著相關 

本研究結果顯示，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並無顯著相關

。但角色模糊與反應性則呈現接近負相關的態勢。由此結果推測，企

業導入人資客服代表制度尚未成熟，人資客服代表與內部顧客單位對

人資客服代表的角色期望可能不甚一致；亦或目前企業對於人資客服

代表之角色尚未建立明確的評分標準。使得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填答出

現落差，兩變項呈現無顯著相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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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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針對企業界、人資客服代表及欲成為人資客服代表之

人員，以及後續研究給予建議。其重點分別敘述如下。 

一、給企業界的建議 

（一）建立多元溝通管道 

因人資客服代表在角色衝突上的壓力相對較高，其原因可能

來自於組織高層或人資主管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之不同期望，或

是總公司 HR 制定之人資政策與實際執行時有所牴觸。因此，建

議組織應建立人資主管、人資客服代表及內部顧客單位三方之多

元的溝通管道。可透過定時與會或非正式互動，溝通討論三方對

人資服務之意見或需求。如此可望增加彼此認知的一致性，減少

角色衝突的情況。甚而可建立人資客服代表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

彼此之信任，以逐步培養成為策略夥伴之關係。 

（二）留意人資客服代表工作量的負荷 

由於人力資源的價值在組織中日益受到重視，人力資源專業

人員扮演的角色也日益多元。人資客服代表除了需提供多功能的

人資服務外，尚須扮演好人資專業顧問及策略夥伴的角色。無形

中工作量的增加，可能讓人資客服代表負荷過重。因此，人資主

管應儘量定期與人資客服代表面談，留意人資客服代表在工作量

上的反應。並依據每位人資客服代表與服務人數的比例，考量各

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分配情況，及人力是否足夠。 

（三）任用人資客服代表之依據 

由於人資部門以客戶別提供服務後，人資客服代表所應熟悉

的人資功能將擴大，且勝任性在內部顧客單位主管的認同感中相

對較低。由此可知，企業若從組織內部任用總公司 HR 成為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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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代表，可先讓總公司 HR 先行在人資各功能進行輪調。在招

募外部人才擔任人資客服代表時，則應留意其對人力資源主要功

能（甄、選、育、用、留）須多有涉獵及概略的熟悉程度。另外，

在人格特質方面也應留意其是否主動積極、具有客戶服務之精神

與熱誠。 

（四）給予人資客服代表人資專業及溝通之訓練協助 

從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現況發現，人資客服代表對自身的

專業知能及工作中的溝通協調情況備感壓力。組織在此方面，可

適時協助人資客服代表接受內訓或外訓，接受人資專業訓練課

程、考取人資專業證照，並參與溝通能力課程等。藉以提升人資

客服代表人資專業能力及溝通能力，以降低角色壓力。 

二、給人資客服代表及欲成為人資客服代表之人員的建議 

（一）主動培養、充實自身的專業知能 

除了上述所說，組織可協助人資客服代表接受專業知能的訓

練外，人資客服代表更應抱持主動積極的學習心態。面對日益更

新的競爭環境、人資多元角色的發展及人資、管理相關專業知識、

工具的研究。人資客服代表可主動接受迴流教育，增進專業知識

的基礎。或積極參與組織外部的人資協會、團體，以增進同業交

流的機會。透過相互的專業諮詢及工作上的交流，可能減少自身

在質的角色負荷上的壓力，並提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客服

代表勝任性之滿意度。 

（二）積極了解總公司人資政策及內部顧客之需求 

瞭解顧客需求並快速回應本應該是設置人資客服代表的目的

之一。因此，人資客服代表應主動積極瞭解內部顧客單位之產品、

服務及作業流程，以求能深入分析內部顧客需求。並深入瞭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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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之人資政策訂定的目的、精神或架構，以求能在總公司的政

策架構之下，尋求能更貼近內部顧客需求的調整空間。協助達成

兩者的平衡，既不違反總公司之人資政策規定，又能為內部顧客

爭取最大權益。 

三、給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針對設置人資客服代表角色的企業進行普查 

由於目前人資客服代表仍屬新興議題，每間企業皆有人力資

源專業人員，但並非皆有人資客服代表的編制。而目前為止尚未

有研究或調查指出國內已導入人資客服代表制度之企業。因此，

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國內 1000 大製造業、500 大服務業及 100 大

金融業進行普查。調查國內企業在導入人資客服代表之時間、動

機、方式等相關現況。 

（二）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不同編制的比較分析 

由於目前企業界實施人資客服代表制度有許多編制方式，

如：人資客服代表編制及辦公地點都在人資部門內、人資客服代

表編制及辦公地點都屬於前線單位、人資客服代表編制屬人資部

門，辦公地點則前進事業單位等。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採用質

性研究的深度訪談之方式，針對人資客服代表設置的不同編制方

式或與目前普遍以功能別區分的人資部門進行了解。以深入探討

其中各種編制方式之目的、差異或特性等。研究結果可望彌補量

化研究所能探討的內容深度之不足。 

（三）建立企業人資客服代表的績效評鑑指標 

由於目前企業評核人資客服代表績效的做法不一，建議後續

研究可利用個案研究，為個案公司設立的人資客服代表建立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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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平的績效衡量指標。並針對個案導入人資客服代表制度進行

此一變革完整的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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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 

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 

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專家效度問卷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敬愛的 人力資源前輩：您好! 

萬分感謝  您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協助檢視本研究問卷的內容。 

本研究在深入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

度之相關性。為求有效蒐集到研究需要的資料，故設計此問卷。特請 惠

予協助，就此研究問卷內容的適切性，提供卓見，以作為編製正式問

卷之重要參考。 

本問卷包含兩部份：第一部分為「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

、第二部份為「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煩請 您衡酌本研究問卷

各向度及其題項的適用程度，在其對應的適合、修正、刪除等適當的

□處打勾。若須修正煩請 直接在題目上修改。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與

指導!如有未盡事宜，請 逕與研究者聯絡。 

耑此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所 人力資源組 

                                        指導教授：賴志樫 

                                   研 究 生：白千祐 敬上 

                                    聯絡電話：0932-167657 

                           聯絡信箱：qianyou0917@msn.com 

                                               200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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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此研究主要以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為主要變項，依變項為人資服務品質

滿意度。研究目的主要在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的

相關性以及不同的角色壓力在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各構面之差異。研究對象將採

便利取樣。至於調查問卷係分為「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和「人資服務品

質滿意度問卷」兩種。 

    基於目前國內對「人資客服代表」的稱呼不甚一致，如：Account Service（

AS）、Account Officer（AO）、Account Manager、Business Partner 或人事窗口等

多種。因此，為確保對此一制度或職稱的一致認知，此研究謹將「人資客服代表

」定義為： 

    企業為了提供更即時有效的高品質人力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力資源部門直

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部門等）專責的

服務「窗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力資源客服代表」。 

◎研究工具說明 

一、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 

    係修改自翁珮雯於 2005 年參照 Rizzo, House 和 Lirtzman (1970)的量表所編製

的角色壓力量表，該量表根據人力資源專業人員實務工作情境修訂題項而成，共

有 22 個題項。衡量構面有四大項，分別為角色模糊、角色衝突、質的角色負荷過

重及量的角色負荷過重。 

二、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 

    係整合、修改自吳伶麗於 2003 年參考「PZB 模式」之原始十構面所建構的

人力資源服務品質量表和陳樺誼在 2003 年參考「ASCI」—衡量外部顧客滿意之

工具所建構的內部顧客滿意度量表。此問卷共 32 題。衡量構面分別為勝任性、信

任性、反應性、可靠性、瞭解顧客及整體滿意度等六大項。 

三、「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係給予國內有實施人資客服代表制度之公司

的人資客服代表填答；「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則給予人資客服代表所服務

單位之直線主管填答。 

◎問卷填答說明 

    煩請根據 您寶貴的實務經驗，檢視本研究工具之衡量題項的適用程度，分別

在適合、修正、刪除等適合的□中打勾。若題項表達、解釋不易理解或易產生疑

問，請直接於題目上修改，或將須改善之修正意見填寫於修正意見欄位中。您   的

寶貴意見對於此研究工具之有效性具有莫大幫助。非常感謝 您撥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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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問卷 

角色模糊角色模糊角色模糊角色模糊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我認為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清而

難以適從。 

    

我不清楚人資客服代表在組織中要發揮的

功能與價值。 

    

我不明瞭如何能符合公司同仁對人資客服

代表的期望。 

    

我認為自己與總公司 HR 之間的分工不明

確。 

    

角色衝突角色衝突角色衝突角色衝突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需要與太多主

管或同仁溝通協調而不易執行。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要持續

充實更多方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

作之需求。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常需承接服務單位內

其他歸屬不明的工作。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仍需遵循總公司人

資政策或規定，而無法兼顧內部顧客單位

同仁的需要。 

    

公司高層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力資源

管理的要求不同時，會使我無所適從。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經常是吃力不

討好的差事。 

    

我認為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在涉及自身權

益的人事規定時，就變得很難溝通。 

    

當我依公司規定辦理懲處時，常不被內部

顧客單位之同仁認同。 

   1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我個人有時亦不太

認同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或規定。 

    

質的角色負荷質的角色負荷質的角色負荷質的角色負荷過重過重過重過重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公司同仁對於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超出我

的能力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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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疲於應付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對於制度

或流程所提出的繁瑣問題。 

    

我在工作上因對人資專業不甚熟悉而感受

到壓力。 

    

量的角色負荷量的角色負荷量的角色負荷量的角色負荷過過過過重重重重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我的工作量已超過我所能負荷的範圍。     

我必須時常加班。     

我忙得無法休假。     

公司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要求，使我不勝負

荷。 

    

 



 

 121

人力資源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人力資源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人力資源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人力資源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 

勝任性勝任性勝任性勝任性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人資客服代表會為員工規劃訓練發展計畫。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各種技巧與工具，以協助

員工進行工作上的訓練。 

    

人資客服代表會運用各種政策及措施激勵同仁

努力工作。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同仁規劃個人職涯發展與

學習方案。 

    

人資客服代表能運用各種機制協助塑造企業文

化。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促成變革的實現。     

人資客服代表能協助主管建立與維持部屬及同

仁間良好的關係。 

    

人資客服代表會依據部門型態，協助人力資源

運用的規劃。 

    

信任性信任性信任性信任性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人資客服代表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實際執行

的政策具有一致性。 

    

人資客服代表協助單位/部門量身規劃的人資

制度與政策具透明化。 

    

人資客服代表所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具有內部公

平性。 

    

反應性反應性反應性反應性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單位主管或同仁可以容易地獲得人資客服代表

的服務與協助。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及時的服務與協助。     

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忱。     

人資客服代表對於我的需求或問題，會給予適

切的回應。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我解決人力資源相關的問

題。 

    

人資客服代表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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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客服代表會輔助我使用人力資源相關服務

、系統或資訊。 

    

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人資客服代表在任何時候皆能保持相同的服務

態度。  

    

人資客服代表能妥善兼顧公司需求及員工權益

。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有效率的服務流程。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服務與協助能有效的解決

問題。 

    

瞭解顧客瞭解顧客瞭解顧客瞭解顧客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人資客服代表會主動瞭解同仁流動或離職的原

因。 

    

人資客服代表會建立溝通管道，讓我適時表達

意見。 

    

人資客服代表會辨別組織內部顧客之需求。     

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整體滿意度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修正意見 

整體而言，我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表現、所提供

的協助感到滿意。 

    

整體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都能

對我的工作有所幫助。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或推動的計畫、

專案，都比我原本想像的更為滿意。 

    

人資客服代表會耐心且妥善的處理關於人資相

關作業或公司的政策、管理制度的抱怨。 

    

我很樂意請求人資客服代表協助或合作對於公

司政策、管理制度之疑問。 

    

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或合作時，我願意再花更

多的時間、心力與其溝通。 

    

感謝感謝感謝感謝 您撥冗填寫您撥冗填寫您撥冗填寫您撥冗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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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邀請函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邀請函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邀請函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邀請函 

人人人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調查邀請函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調查邀請函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調查邀請函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調查邀請函 

 

敬愛的 XX 學長/姐/人力資源前輩：您好! 

    我們是台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人資組碩二的學弟妹/研究生。透過蔡老師

/賴老師獲得 您的 e-mail。因此，特此不揣冒昧邀請 您能協助研究調查的進行。

目前我們分別進行的研究為： 

1.人力資源客服代表職能研究(調查對象為人資客服代表)。 

2.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關研究(調查對象為人資

客服代表及其服務的內部顧客單位之主管)。 

    為了解貴公司在研究領域的相關實況，作為進一步施測的依據。懇請 您能回

覆提供下列資訊。非常感謝 您撥冗讀完此信。最後，再次誠摯向  您致上十二萬

分的謝意。 

敬祝  健康、平安、喜樂，事業成功。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曾治鈞 白千祐  敬上 

                     聯絡方式：曾治鈞 0952621941  pslance26@hotmail.com 

                               白千祐 0932167657  qianyou0917@msn.com 

 

 

說明： 

 本研究採用的「人資客服代表」一詞，常有相似稱呼。如：Account Service（

AS）、Account Officer（AO）、Account Manger、Business Partner 或人事窗口等

多種。 

「人資客服代表」的定義： 

    企業為了提供更即時有效的高品質人力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力資源部門直

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部門等）專責

的服務「窗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力資源客服代表」。 

1.目前 貴公司是否實行人力資源客服代表制度：□ 已導入  □ 尚未導入 

2.請問 您目前服務的組織為：                                                                                 

3.目前 貴公司擔任人力資源客服代表的人數有：                         人 

4.請問 您是否願意協助本研究的調查進行    ：□ 是      □ 否 

5.請問 貴公司發放問卷以何者方式較為方便  ：□ 紙本    □ 電子郵件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您撥冗回覆您撥冗回覆您撥冗回覆您撥冗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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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正式問卷 

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研究問卷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研究問卷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研究問卷人資客服代表角色壓力研究問卷 

敬愛的 人力資源前輩： 您好! 

    萬分感謝  您在百忙之中能協助，此一問卷的填答。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深入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

關性。其結果將可供人力資源相關實務及後續研究之參考應用。   

本問卷主要欲了解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您所提供的資料，將僅供本研究分

析之用，絕不對外公開，敬請  放心作答，再次感謝  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提供

寶貴意見。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班 人力資源組 

                                                      指導教授：賴志樫 

                                                      研 究 生：白千祐 

                                         聯絡信箱：qianyou0917@msn.com 

                                                                  敬啟 

                                                     民國 97 年 4 月 7 日 

 

第一部份：填答者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5 歲以上 

 

3.最高學歷：□高中/職(含以下)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4.任職企業的產業別：□製造業  □服務業  □金融保險業□其他產業 

 

5.職位：□非管理職  □基層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6.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年資： 

□一年以下 □一~二年 □二~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年以上 

 

7.擔任人資客服代表之年資： 

□一年以下 □一~二年 □二~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年以上 



 

 126

第二部份：角色壓力問卷 

說明：以下各題主要在瞭解  您目前的角色壓力狀況。請  您衡量實際情況，並

依據  您對各題敘述內容的同意程度，在對應程度的空格中點選。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題題題 目目目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我認為總公司的人力資源政策模糊不清而難以適從。      

2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常需承接服務單位內其他歸屬不

明的工作。 

     

3 我認為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在涉及自身權益的人事規

定時，就變得很難溝通。 

     

4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需要與太多主管或同仁溝

通協調而不易執行。 

     

5 我認為自己與總公司 HR 之間的分工不明確。      

6 公司同仁對於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超出我的能力負荷

。 

     

7 我不清楚人資客服代表在組織中要發揮的功能與價值

。 

     

8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仍需遵循總公司人資政策或規

定，而無法兼顧內部顧客單位同仁的需要。 

     

9 我的工作量已超過我所能負荷的範圍。      

10 我疲於應付內部顧客單位之同仁對於制度或流程所提

出的繁瑣問題。 

     

11 我不明瞭如何能符合公司同仁對人資客服代表的期望

。 

     

12 當我依公司規定辦理懲處時，常不被內部顧客單位之

同仁認同。 

     

13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我個人有時亦不太認同公司的

人力資源政策或規定。 

     

14 我忙得無法休假。      

15 我認為人資客服代表的工作經常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

。 

     

16 我在工作上因對人資專業不甚熟悉而感受到壓力。      

17 公司高層與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力資源管理的要求

不同時，會使我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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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題題題 目目目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8 我必須時常加班。      

19 成為人資客服代表後，在工作上需要持續充實更多方

面的專業知能，方足以應付工作之需求。 

     

20 公司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要求，使我不勝負荷。      

 

本問卷到此結束本問卷到此結束本問卷到此結束本問卷到此結束，，，，煩請煩請煩請煩請 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與參與您的協助與參與您的協助與參與您的協助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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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研究問卷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研究問卷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研究問卷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研究問卷 

 

敬愛的 企業先進：您好! 

    萬分感謝  您在百忙之中能協助，此一問卷的填答。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深入探討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力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之相

關性。其結果將可供人力資源相關實務及後續研究之參考應用。   

    本問卷主要欲了解人資客服代表所服務之內部顧客單位主管對人資服務品質

之滿意度。  您所提供的資料，將僅供本學術研究分析之用，絕不對外公開，敬

請  放心作答，再次感謝  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提供寶貴意見。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班 人力資源組 

                                                      指導教授：賴志樫 

                                                      研 究 生：白千祐 

                                        聯絡信箱：qianyou0917@msn.com 

                                                                  敬啟 

                                                     民國 97 年 4 月 7 日 

 

第一部份：個人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齡：□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5 歲以上 

 

3.職位：□基層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4.在本公司服務之年資： 

□一年以下 □一~二年 □二~四年 □四~六年 □六~八年 □八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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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人資服務品質滿意度問卷 

說明：以下各題主要在瞭解 您目前對人資服務品質的滿意情況。請 您衡量實際

情況，並依據 您對各題敘述內容的同意程度，在對應程度的空格中點選。 

 

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題題題 目目目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人資客服代表會為員工規劃訓練發展計畫。      

2 人資客服代表對外發佈的訊息與內部實際執行的政策

具有一致性。 

     

3 內部顧客單位主管或同仁可以容易地獲得人資客服代

表的服務與協助。 

     

4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同仁規劃個人職涯發展與學習方

案。 

     

5 人資客服代表能協助主管建立與維持部屬及同仁間良

好的關係。 

     

6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促成組織變革的實現。      

7 人資客服代表能運用各種機制協助塑造企業文化。      

8 人資客服代表在任何時候皆能保持相同的服務態度。      

9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各種技巧與工具，以協助員工進

行工作上的訓練。 

     

10 人資客服代表協助內部顧客單位量身規劃的人資制度

與政策具足夠的透明度。 

     

11 人資客服代表會辨別公司內部顧客之需求。      

12 人資客服代表會運用各種政策及措施激勵同仁努力工

作。   

     

13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及時的服務與協助。      

14 整體而言，我對人資客服代表的表現、所提供的協助

感到滿意。 

     

15 人資客服代表對於我的需求或問題，會給予適切的回

應。  

     

16 人資客服代表能提供有效率的服務流程。      

17 人資客服代表會告知我問題處理的結果。      

18 人資客服代表會建立溝通管道，讓我適時表達意見。      

19 人資客服代表會主動瞭解同仁流動或離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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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題題題 

號號號號 

題題題題 目目目目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普
通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0 人資客服代表能妥善兼顧公司需求及員工權益。      

21 人資客服代表會協助我解決人力資源相關的問題。      

22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服務與協助能有效解決問題。      

23 人資客服代表會依據內部顧客單位的型態，協助人力

資源運用的規劃。 

     

24 人資客服代表會耐心且妥善處理同仁對人資相關作業

或公司的政策、管理制度的抱怨。 

     

25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資訊及服務具有內部公平性。      

26 人資客服代表具有服務內部顧客的熱忱。      

27 我很願意請求人資客服代表協助或合作，解決同仁對

公司人資政策、管理制度之疑問。 

     

28 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或推動的計畫、專案，

都讓我有超乎想像的滿意。 

     

29 人資客服代表會輔助我使用人力資源相關服務、系統

或資訊。 

     

30 整體而言，人資客服代表提供的相關協助都能對我的

工作有所幫助。 

     

31 根據與人資客服代表接觸或合作的經驗，我願意再花

更多的時間、心力與其溝通來解決問題。 

     

 

本問卷到此結束本問卷到此結束本問卷到此結束本問卷到此結束，，，，煩請煩請煩請煩請 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再次檢視是否均已填妥各題。。。。 

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與參與您的協助與參與您的協助與參與您的協助與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