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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在探討我國公立高級職業學校各科技士技

佐的工作滿意情形，除了希望能藉此得到一些學理上的驗證，更期盼

能經由實際上的資料呈現，提供有關單位在實際的管理運用上能有所

裨益。本節將綜合所蒐集統計的資料提出一些結論。 

一、 公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技士、技佐在工作滿意度各層面上

屬於中等（滿意度的平均數是 3.51）。 

二、 公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技士、技佐在工作滿意度層面，以

人際關係滿意層面為最高達 3.87，而以升遷考核滿意層面為最低

2.95，由此可見技士、技佐對於同事間的相處情形都感到滿意，而對

於升遷考核則有較不滿意的感受。 

三、 就工作滿意度各層面而言，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一） 就工作環境層面而言： 

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以及服務所在位置，在

工作環境滿意層面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在性別上，女性的工作環境滿意度平均數 3.75 較男性的工作環

境滿意度平均數 3.57為高。 

在年齡層上，以 30歲以下的滿意度平均數最高，其次為 50歲以

上，最低為 31-39歲。根據資料顯現出年齡越低其工作環境的滿意度

越高，隨著年齡增加至 31-39歲之間，其對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反而下

降至最低點，似乎是跟此時所背付的的家庭經濟、教育、甚至是婚姻

等的壓力較大所導致的，等渡過 40 歲以後，其工作環境的滿意度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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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隨著年齡的增加而逐漸上升了。 

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的滿意度平均數 3.63 高於未婚的滿意度

平均數 3.38。 

在服務年資方面，服務年資以 16 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其次為

5年以下，最低的是 11-15年中間的。根據資料顯現出初任公職時，

滿意度還算蠻高，但是隨著服務年資的增加，其滿意度卻是逐漸下

降，在 11-15年時其滿意度達最低點，而後再逐漸增加滿意度，於最

高服務年資 16 年以上時，其滿意度達最高點，此一現象與年齡層都

一樣是呈現頭尾較高的現象。 

在服務位置方面，以中部的滿意度為最高，其次為南部，滿意度

最低的是北部。 

（二） 就工作內涵層面而言： 

不同的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任用情形以及服務位置等，

在工作內涵層面有顯著差異。 

在年齡上以 30歲以下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50歲以上，滿意度

最低的是 31-39歲之間的年齡層。 

在婚姻方面，已婚的滿意度平均數 3.62 高於未婚的滿意度平均

數 3.32。 

在服務年資方面，以 16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6-10年，

滿意度最低的是 11-15年。 

在任用情形方面，以其他的方式任用的滿意度平均數最高，其次

是普考，滿意度最低的是高考。根據此一資料顯現出，在好不容易通

過高考之後，其滿意度卻是最低的，其背後原因頗值得進一步分析與

探討。 

在服務地點方面，以中部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南部，滿意度最



3 

低的是北部地區。 

（三） 就行政管理層面而言： 

不同的年齡、服務年資、服務地點在行政管理層面有顯著差異。 

在年齡方面，以 30歲以下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50歲以上，滿

意度最低的是 31-39歲。根據資料也呈現出頭尾滿意度較高（與工作

環境層面類似情況）。 

在服務年資方面，以服務 5年以下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16年

以上，滿意度最低的是 11-15年中間的。 

在服務位置方面，滿意度最高的是中部，其次是南部，滿意度最

低的是北部。 

（四） 就人際溝通層面而言： 

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服務地點在人際溝通

層面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方面，女性的滿意度平均數 4.01 高於男性的滿意度平均

數 3.84。女性在處理人際關係上較男性為圓滿。 

在年齡方面，以 30歲以下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50歲以上，滿

意度最低的是 31-39歲的。 

在婚姻狀況方面，已婚的滿意度平均數 3.90 高於未婚的滿意度

平均數 3.64。 

在服務年資方面，以服務超過 16年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11-15

年的，最低的是新進未滿 5年的，有如爬階梯一樣，服務越久滿意度

越高，似乎應驗了一句話「年輕人是在做事的，老年人是在做人的」，

故而年輕人較不會處理周邊的人際關係，以致覺得人際關係不好，反

而年長的較為歷練人情世故了，於是乎處理人際關係就較為得心應手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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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位置方面，以中部最高，其次是南部，最低是花東區。 

（五） 就薪資待遇層面而言： 

不同的性別、年齡、服務年資、任用情形、服務地點在薪資待遇

層面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方面，女性的滿意度平均數 3.66 高於男性的滿意度平均

數 3.34。 

在年齡方面，以 30歲以下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50歲以上，滿

意度最低的是 31-39歲的。根據資料顯現出，初入公職時尚不覺得有

經濟上的壓力，等到結婚、養小孩、教育孩子、購屋等等，就逐漸對

自己的薪水感到不滿意了。 

在服務年資方面，以 16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6-10年，

滿意度最低的是 11-15年。 

在任用情形方面，以其他資格任用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高考，

滿意度最低的是普考。 

在服務地點方面，滿意度最高的是中部，其次是南部，而滿意度

最低的是北部。似乎跟北部較高的物價房價都有關係，一樣的公家待

遇，在中南部比較有結餘可用，反觀在高物價高房價的北部可能連買

房子都有問題了。 

（六） 就升遷考核層面而言： 

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任用情形、服務地點

在升遷考核層面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方面，女性的滿意度平均數 3.16 高於男性的滿意度平均

數 2.91。 

在年齡方面，以 50歲以上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30歲以下，而

滿意度最低的是 40-49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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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方面，已婚的滿意度平均數 2.99 高於未婚的滿意度平均

數 2.68。 

在服務年資方面，以 16年以上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5年以下

的，而滿意度最低的是 11-15年的。 

在任用情形方面，以其他資格任用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普考，

而滿意度最低的是高考。 

在服務地點方面，以中部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南部，而滿意度

最低的是北部。 

（七） 就整體滿意層面而言： 

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任用情形、服務地點

在整體滿意層面有顯著差異。 

在性別方面，女性的整體滿意度 3.67 高於男性的整體滿意度

3.48。 

在年齡方面，以 30歲以下滿意度最高，其次是 50歲以上，而滿

意度最低的是 31-39歲。 

在婚姻方面，已婚的整體滿意度 3.54 高於未婚的整體滿意度

3.31。 

在服務年資方面，以 16年以上的滿意度為最高，其次是 5年以

下，而滿意度最低的是 11-15年。 

在任用情形方面，以其他資格任用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普考，

而滿意度最低的是高考。 

在服務地點方面，以中部的滿意度最高，其次是南部，而滿意度

最低的是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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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綜合結論 

一、 就不同性別而言： 

女性在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

層面、薪資待遇層面、升遷考核等層面的滿意度平均數皆高於男性，

由此似乎可看出女性的各項要求較男性為低，比較容易感到滿意。男

性所背負的責任較重，相對之下所期望的也較高，故而較不易獲得滿

足。 

二、 就不同年齡層而言： 

31-39 歲間的年齡層對各項工作層面的滿意度最低，在工作環境

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薪資待遇層面

均是最不滿意的一群。而此一年齡層也正是一個人進入婚姻、經濟及

養育等的初期階段，似乎所面臨的責任也較為重大，在壓力大的情況

之下也較易產生各項的不滿足。 

三、 就不同婚姻狀況而言： 

婚姻狀況為已婚的，其各項工作滿意層面均高於未婚的，包括工

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薪資待

遇等、升遷考核層面；似乎顯現出已有穩定婚姻的較未婚的來的滿意

度高。 

四、 就不同學歷而言： 

專科學歷的在工作內涵層面、人際溝通層面、升遷考核層面滿意

度較高，沒有較不滿意層面的。大學學歷的在工作環境層面、行政管

理層面有較高的滿意，而在工作內涵層面、薪資待遇層面、升遷考核

層面等，顯現出較不滿意。高中職學歷的，只對薪資待遇層面滿意而

已，而對工作環境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有較不滿意

的呈現。而整體的滿意平均指數還是以大學學歷的較低，專科學歷的



7 

較高。 

五、 就不同服務年資而言： 

服務年資在 11-15年的，對於所有的工作滿意層面都呈現出較低

的滿意度，包括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

溝通層面、薪資待遇層面、升遷考核層面，整體滿意度平均數也是最

低的。服務年資在 16 年以上的，其工作滿意層面較高的有工作環境

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薪資待遇層面、升遷考核層面等，而整體滿意

度也是較高的一群。服務 5年以下的，則只有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

通層面滿意度較高，也沒有較為不滿意層面的。另外一組服務年資在

6-10年的，是最為特殊的一群，因為這組沒有較不滿意的工作層面，

也沒有較為滿意的工作層面，算是中庸的一組吧！ 

六、 就不同任用情形而言： 

以其他資格任用的，在所有工作層面的滿意度均是較高的一組，

包括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

薪資待遇層面、升遷考核層面，而整體滿意度平均數也是最高的。高

考資格任用的，在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

際溝通層面、升遷考核層面，滿意度平均數是較低的，而整體滿意度

平均數也是最低的。而以普考資格任用的，只有在薪資待遇層面的滿

意度較低，其他的均是居中。 

七、 就不同服務位置而言： 

服務於中部的，在所有工作層面的滿意度均是較高的一組，包括

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薪資

待遇層面、升遷考核層面，而整體滿意度平均數也是最高的。服務於

北部的，在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涵層面、薪資待遇層面、升遷考核

層面，滿意度是較低的，而整體滿意度平均數也是較低的。花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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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有在工作內涵上有較高的滿意度，而在人際關係層面有較低的

滿意度。比較特殊的是南部地區，都沒有較為滿意的，也沒有較為不

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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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資料所示出，公立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技士、技佐在工

作滿意度層面，以人際關係滿意層面為最高達，而以升遷考核滿意層

面為最低。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服務年資、服務位置在工作環

境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的年齡、婚姻、服務年資、任用情形及服

務位置在工作內涵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的年齡、服務年資及服務

位置在行政管理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

務年資及服務位置在人際關係上有顯著差異存在；不同的性別、年

齡、服務年資、任用情形及服務位置在薪資待遇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不同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服務年資、任用情形及服務位置在升

遷考核上有顯著差異存在。基於上節研究結論，本研究擬從下列三個

方面提出建議，以供行政機關、個人及後續研究者之參考依據。 

一、 對行政機關的建議 

1. 就考核部份而言：根據本研究資料所示，技士、技佐在所有

的工作滿意層面中，以升遷考核的滿意度最低，甚至是達不滿意的程

度，其滿意度平均數只有 2.9583而已；由此可見，在學校內的技士、

技佐對於行政主管所給於的考核並不是很滿意，在此建議，應加強及

改進對技術人員的考核辦法，儘可能的話應該把技術人員與一般行政

人員的考核有所區隔，畢竟他們的工作性質並不一樣，不要同用一個

標準來作考核的依據，避免打擊技士、技佐的工作士氣。 

2. 就升遷部份部份：學校裡頭技佐的升遷頂點就只有升到技士

職缺而已，而技士則已經沒有職缺可以再升遷了，無法像一般行政人

員體系可以有組長甚至是一級主任升遷的管道；技士無法再往上升

遷，當然技佐也就難免要原地踏步了，建議應該與地方相關機關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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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人才做整體的升遷體系配合，藉以暢通升遷管道，提升工作士氣，

並強化人才的交流。 

3. 就心理層面而言：31-39歲間的年齡層，對於工作環境層面、

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以及薪資待遇層面，都

是屬於滿意度最低的組別，似乎跟個人所處的生活壓力有密不可分的

關係，建議相關行政主管應給予主動的關懷與協助，以紓解其個人所

受的壓力。 

4. 就人員編制而言：各科的班級數不管是幾班，其編制都是技

士及技佐各一名（甚至不管有無補校都是一樣），在這種勞逸不均的

情況下，當然工作滿意度不高會；故而人員的編制是應該有所調整。

註：自 92年 8月起，每科班級數在 5班（含）以下，其技士及技佐

遇缺不補，只能編制一位，本問卷填答時新法尚未公佈。 

5. 其他：在技職教育不斷的改變之下，應該主動給於技士及技

佐一些進修學習的管道、機會，以提升及配合整體的教改效能（例如

選派技士及技佐參加暑期公民營企業研習活動、大專院校舉辦的專業

研習課程）。 

二、 對技士、技佐的建議 

根據研究資料顯現，在 31-39歲間的年齡層，對於工作環境層面、

工作內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人際溝通層面以及薪資待遇層面，都

是屬於滿意度最低的組別；這應該是適逢個人在婚姻方面、子女養育

方面及經濟等方面，在剛起步的磨合期階段有關，以致於連帶產生對

工作滿意度的低落；建議此階段的技士技佐，由於此時所遭遇的壓力

頗大，應該作好個人的心理調適，以期能提增工作滿意。服務年資在

11-15 年間的，對於各項的滿意度最低，包括工作環境層面、工作內

涵層面、行政管理層面、薪資待遇層面及升遷考核等層面，這也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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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在歷經一段的工作時間之後，所碰上的一種「工作瓶頸」，或是工

作低潮期，建議應該多做心理的調適，以期能將專長發揮於工作崗位

上。除此之外，因為公務單位所舉辦的專業研習活動比較少，所以應

該主動積極的爭取參加各項的專業研習活動，藉以提增專業智能。 

三、 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 

技職教育旨在培育國家的基層建設人才，並作為工業的後盾，如

要提升國家整體的競爭能力，唯有仰賴基層的工作人員辛勤的努力與

付出，才能奠定工業基石；而技職體系的分工頗為龐大，包括高職（含

高工、高商、水產、醫護甚至高農），以及專科學校、技術學院、科

技大學等等，這些都是環環相扣的，其中技士、技佐只是其中一小部

份而已；本研究基於時間、人力等因素限制，只能擇一小部份作研究

與探討，其餘的部份（例如專業課程與產業界的銜接、專業教師無何

與業界作互動）有賴往後的學者作更廣泛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