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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研究
摘

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分析不同個
人背景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之差異情形，並探討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
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與公民疲勞的相關性及解釋力。
本研究以我國 109 年 8 月仍在職之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不包含諮
商輔導組／中心、衛生保健組／中心、體育室及宿舍輔導員）共 1,199 人為研究
對象，採用簡單隨機抽樣 ，以 95%信心水準和 5%信心區間，設定目標樣本 291
人，共發放 566 份問卷，於 109 年 11 月初達成目標有效問卷回收數量。所得資
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分析、單一樣本 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Pearson 積
差相關分析及階層多元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本研究獲致結果如下：
一、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為輕微程度。
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情形在擁有博士學歷、有修習學務
相關學位、教師兼任行政職及擔任主管者較低，但不因性別、年齡、學務
專業證照、學務工作年資而有差異。
三、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呈顯著負相關。
四、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呈顯著負相關。
五、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自我效能感呈顯著負相關。
六、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的影響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知覺組織支
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具有負向的解釋力。

最後，研究者根據上述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改善學生事務人員公
民疲勞之參考。
關鍵字：公民疲勞、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大學校
院學生事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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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itizenship Fatigue of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citizenship
fatigue among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lected demographic variable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amine th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eam-member exchange,
and self-efficacy in predicting the citizenship fatig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This study was based on a total of 1,199 student affairs staffs (excluding
counseling centers, health centers and dormitory counselors) who were still working
in the colleges in northern Taiwan in August 2020. Simple random sampling was used
to set the target sample of 291 with a 95% confidence level and 5% confidence interval.
A total of 566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the target number of valid
questionnaires was returned in early November 2020.
The data obtained were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e-sample t 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major findings are listed as
followings:
1. The current state of citizenship fatigue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is mild.
2. The citizenship fatig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is
lower in those with a doctoral degree, the major in student affairs, a faculty
concurrently holding an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and a supervisor.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gender, ag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 and
tenure.
3. The citizenship fatig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4. The citizenship fatig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eam-member exchange.
5. The citizenship fatig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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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fter controlling the influence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the results of the
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show that th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eam-member exchange and self-efficacy are
significant in predicting the citizenship fatigu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in northern Taiwan.
Based on the findings above, the recommendations for practice and further
research have also been provid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citizenship fatigu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eam-member
exchange, self-efficacy,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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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情形及其相關因素。
本章共分為四節，依序說明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名詞釋義及研
究範圍。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教育是社會的一環，它受到社會脈絡發展的影響，而社會變遷是整個社會
制度、結構與文化的重大變化，也因此教育會受到社會變遷的衝擊（吳清山，
2011）
。高等教育除了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外，也具有培育社會人才的功能（吳
清山，2011），因此社會變遷對於高等教育的影響甚大。
過去國際上對於高等教育的目的，漸漸從菁英的培養轉變為普及的平民教
育（劉兆漢，2005）
。臺灣隨著《大學法》於 1994 年修訂，推動廣設大學、積極
鼓勵民間興學，並放寬專科學校及技術學院升格改制的限制，高等教育開始蓬
勃發展（江東亮，2018）。根據教育部教育統計，臺灣大專校院從 1950 年的 7
所，於 1970 年增加至 92 所，2000 年增加至 150 所，2010 年則達到最高峰，共
有 163 所（吳清山，2011）
。而教育部統計資料中，高等教育 18-21 歲淨在學率
從 1979 年 10.9%，至 2010 年已提高至 66.7%，2018 年更高達 71.2%（江東亮，
2018），可見臺灣高等教育已漸趨普及化。
雖然高等教育漸趨普及，但全球卻開始面臨少子女化的衝擊。BBC News 中
文（2018）報導指出，1950 年全球平均每位女性擁有 4.7 個孩子，但至 2017 年
全球平均每位女性擁有的孩子數下降至 2.4 個，全球生育率逐年遞減。臺灣也並
未能逃過這樣的浪潮。根據 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19 的資料顯示，臺灣平
均每位女性僅擁有 1.218 個小孩，已是全球墊底（王如哲、黃月純，2019）。各
國高等教育機構面臨少子女化的威脅，開始積極開拓國際學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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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教育面臨全球化及少子女化浪潮，再加上國際學校來台招生的比
例大增，2017 年臺灣大專校院的招生缺額，共計 29,403 名，而教育部「一○六
至一二一學年大專校院大學一年級學生人數預測分析報告」
，未來大一新生人數
至 2022 年，將減至二十萬人以下。十二年後（2029 年）將減少至十六萬三千
人，學校面臨生源不足的危機，招生缺口越來越大（賴若函，2018）
。大學校院
的招生競爭更趨白熱化。
大學校院面臨競爭白熱化，為了吸引更多學生與家長的青睞，除了提高研
究量能與提升教學品質外，也積極引進企業管理概念，希望提升組織行政效能，
以提高學校競爭力。學校看待學生的角度從學生管理，朝向學生服務發展（吳
進安，2003；張雪梅，2005；楊昌裕，2003）。而隨著 1994 年《大學法》的修
訂，原來負責學生管理的「訓導處」更名為「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人員的工
作項目從原來的事務性行政管理工作，再進化為以學生學習發展為工作目標的
類教育人員角色（張雪梅，2003）。
學生事務工作所轄範疇極廣，舉凡課外活動、衛生保健、諮商輔導、校園安
全及住宿生活，這些學生在校的食、衣、住、行、樂都含括在內，還需兼顧學生
校園內的課內、外學習結合，以促進學生學習與全人發展為目標（黃玉，2005）
。
學生事務工作的內容之繁瑣，工作量之大可見一斑。然而，學務工作在校園內
普遍未受到重視，故能分配到的學校資源與人力非常有限（張雪梅，1997）
，再
加上受限於大學校院既有的經費結構與僵化的薪酬制度，企業的績效獎勵與彈
性薪資制度，無法適用於教育行政體系內，因此對於提升組織效能有顯著影響
的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往往受到默認與鼓勵。
所謂組織公民行為，Organ（1997）將其定義為員工於工作角色外的自願行
為，並認為這種行為雖然不一定會得到正式的報酬或回饋，但卻能夠提升組織
的運作與效能。Organ 指出之組織公民行包含下列五個面向：利他行為（altru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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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貌（courtesy）
、公民道德（civic virtue）
、運動家精神（sportsmanship）以及盡
責（conscientiousness）（引自吳勁甫，2018）。
組織公民行為對於組織的影響並非只有光明面，如果員工動機並非自願、
利他或不圖回報的，也會為組織或個人帶來負面的效應（引自姜榮萍、何亦名，
2018）
。Bolino 等人（2013）認為，當員工認為在時間或精力等資源有限的情況
下從事組織公民行為，非但不能提升個人與組織績效，反而會增加工作壓力並
產生疲勞感。其後，Bolino 等人（2015）提出了公民疲勞的概念，並將其定義為
「員工因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而感到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狀態」。
現有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結果顯示，公民疲勞會降低員工後續從事組織公
民行為的程度，且公民疲勞對於工作活力與工作績效皆有負面影響（趙紅丹、
江葦，2017；Bolino et al., 2015；De Clercq et al., 2019；Qiu et al., 2020）。然而，
公民疲勞為新興的研究議題，目前國內外的實徵研究只有七筆，唯一一筆與我
國相關的研究，是國內學者與國外學者共同合作，以臺灣私立大學的專任教師
為研究對象，該研究成果是以英文發表於國際期刊，國內能見度及普及性不高，
而國內目前也尚未有其他公民疲勞的研究，此研究議題有其重要性及探究的必
要性。
學生事務工作人員處理學生事務時，很多情況並無法明確的劃分角色內與
角色外的工作，學務工作也常常需要利用法定工時以外的時間處理突發狀況，
而每件事情處理的細膩或用心程度，則依每位學生事務人員的盡責程度而有所
差異，也需依賴學生事務人員對於學務工作的熱情支持他們。只是，這樣的熱
情可以燃燒多久？有沒有燒盡的一天？藉由探究公民疲勞的現況，有助於瞭解
大學學生事務人員的學務熱忱是否已被消磨殆盡，故研究者想透過本次研究探
討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此為研究動機一。
此外，過去公民疲勞相關研究係將個人背景視為控制變項，並未探討公民
疲勞是否因個人背景之不同而有差異。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討大學校院學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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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公民疲勞的現況，亦希望藉此進一步了解公民疲勞是否會因其個人背景變
項的不同而有所差異，此為研究動機二。
再者，過去公民疲勞相關研究發現，公民疲勞所造成後續的負面影響已獲
致一致性的結論，然而對於影響公民疲勞的前因變項的探討則非常多元，包含：
組織公民行為、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公民壓力、自我效能感、持
續性承諾、情緒耗竭、工作壓力、生涯適應力、組織公民行為動機等（趙紅丹、
江葦，2017；Bolino et al., 2015；De Clercq et al., 2019；C. Liu & K. Yu, 2019；X.
Liu & K. Yu, 2019；Qiu et al., 2020）。研究者回顧過去理論與相關研究，希望從
資源保存理論與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以學生事務人員的個人自我效能、與團
隊成員交換關係、以及知覺組織支持等三項資源，來瞭解這些因素與北區大學
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的關係，以及在排除學生事務人員個人背景變項的
影響後，其個人自我效能、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以及知覺組織支持的解釋力
為何，並根據本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做為改善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參
考，此為研究動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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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
公民疲勞現況以及不同個人背景之差異情形，並探討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
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與公民疲勞的相關性及解釋力，茲將本研究之目的及問
題分述如下：

壹、 研究目的
一、調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
二、分析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
而有差異。
三、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
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的相關性與解釋力。

貳、 研究問題
一、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為何？
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
差異？
（一）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性別」的不同而有差
異？
（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年齡」的不同而有差
異？
（三）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教育程度」的不同而
有差異？
（四）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修習學務相關學位」
的不同而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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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有無學務專業證照」
的不同而有差異？
（六）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聘任方式」的不同而
有差異？
（七）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職位」的不同而有差
異？
（八）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學務工作年資」的不
同而有顯著差異？
三、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與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
換關係、自我效能感有關？且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的影響後，其知覺組織
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是否有顯著解釋力？
（一）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與知覺組織支持有關？
（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有關？
（三）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與自我效能感有關？
（四）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的影響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知覺組織支
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其公民疲勞是否有顯著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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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包含：公民疲勞、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與
自我效能感等，茲就其概念型定義及操作型定義分別說明如下：

壹、 公民疲勞
本研究之公民疲勞（citizenship fatigue）為 Bolino 等人（2015）所提出，中
文或譯為公民行為疲乏、公民疲累、公民倦怠、公民疲倦或公民厭倦，是指員工
因為義務性從事超出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而感到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一
種情緒認知狀態。
本研究採用 Bolino 等人（2015）所編製 6 個題項的「公民疲勞量表」中文
版，並依據研究對象特性進行用字遣詞的調整，作為測量工具。學生事務人員
在「公民疲勞量表」得分愈高，表示其對義務性從事超出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
感到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程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貳、 知覺組織支持
本研究之知覺組織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是指員工知覺組
織重視自己的貢獻並關心自己福祉的程度（Eisenberger et al., 1986; Lynch et al.,
1999）。
本研究翻譯 Lynch 等人（1999）所共同開發之 8 個題項的「知覺組織支持
量表」
，並依據研究對象特性進行用字遣詞的調整，作為測量工具。學生事務人
員在「知覺組織支持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學生事務人員知覺學校重視自己的
貢獻並關心自己福祉的程度愈高；反之，則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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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本研究之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是指團隊成員在工作
關係中知覺自身對於協助他人、分享想法和回饋意見的意願，以及從其他成員
獲得訊息、幫助和認可的容易程度（Seers, 1989）。
本研究翻譯 Seers 等人（1995）的 10 個題項「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
，並
依據研究對象特性進行用字遣詞的調整，作為測量工具。學生事務人員在「團
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其協助其他成員、分享想法和回饋意見
的意願愈高，也愈容易從其他成員獲得訊息、幫助和認可；反之，則愈低。

肆、 自我效能感
本研究之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指個人在應付各種不同環境的挑戰
或面對新事物時，對於個人能力的信心（Schwarzer et al., 1997）。
本研究引用 Zhang 與 Schwarzer（1995）所開發之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量
表」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共 10 個題項作為測量工具。學生事務人員在
「自我效能感量表」得分愈高，代表其對於個人在應付各種不同環境的挑戰或
面對新事物時，其個人能力的信心愈高；反之，則信心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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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旨在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及其相關因素，茲將
研究範圍界定如下：

壹、 研究時間
本研究於 109 年八月以任職於北區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
對象，針對兼任學生事務行政工作之教師、職員、教官及約聘雇人員，進行隨機
抽樣調查，於 109 年十一月完成問卷回收。

貳、 研究地區與學校
本研究所指「北區大學校院」是依據「教育部設置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
調聯絡中心及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實施要點」所稱之北一區學務中心範圍，
包含基隆、臺北、桃園、新竹、宜蘭、花蓮及連江等縣市地區內大學及獨立學院
（不包含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
，並符合大學法規定，能頒授學士學
位之大學校院為本研究場域。

參、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上述地區之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處（不包含諮商輔導組／中心、衛
生保健組／中心、體育室）中，負責及從事各種行政工作之學生事務人員，包含
兼任學生事務行政工作之教師、職員、教官以及約聘雇人員，但不包含宿舍輔
導員。

肆、 研究內容
本研究採量化問卷調查法，針對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進
行探討。其中自變項包括學生事務人員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修習學務相關
學位、有無學務專業證照、聘任方式、職位、學務工作年資等個人背景，學生事

9

務人員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及其自我效能感；依變項則為公民疲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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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問題，本章將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第一節為
說明大學學生事務工作概況，第二節為瞭解公民疲勞的意涵、理論與測量，第
三節則回顧我國大學學務人員與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

大學學生事務工作概況

本節主要探討大學校院學生事務工作概況，共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探討大
學學生事務工作的發展沿革，其次為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的目標與學務人員的角
色，最後說明我國學生事務人員的挑戰與困境。

壹、 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的發展沿革
美國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的發展沿革
美國大學學生事務的發展已有數百年歷史，其發展的歷程可供我國學生事
務工作做為借鏡。美國學生事務工作的發展共經歷四種典範（paradigm），分述
說明如下（黃玉，2005；楊昌裕，2007；Long, 2012；Rodgers, 2009）：
1.

「代替父母地位」（in loco parentis）：此典範起源於殖民時期，學生被視為
未成熟的個體，教職員扮演代替父母的角色，學生事務著重於學生生活管
理與道德規範，強調學生個體與群體生活的紀律。

2.

「學生服務」（student service）：此典範始於 America Council on Education
於 1937 年所發表的《學生人事觀點》
（Student Personnel Point of View）
，學
生被視為消費者，學生事務強調提升服務的品質和效率，並提供滿足學生
個人需求的協助。

3.

「 學 生 發 展 」（ student development ）： 此 典範 首 見 於 American College
Personnel Association（ACPA）1975 年提出之《明日高等教育學生事務學生
發展模式》（A student development model for student affairs in tomorrow’s

11

higher education）宣言，學生被視為具有全人發展的潛能，學生事務人員被
認為是發展教育者，學生事務目的在提供具有挑戰與支持功能的方案，強
調學生個體的成長和發展。
4.

「學生學習」（student learning）：此典範始於美國兩大學生事務專業學會
ACPA 與 NASPA（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udent Personnel Administrators）
於 1944 年共同發表《學生學習使命》
（The Student Learning Imperative）
，學
生被視為學習者，學生事務著重在促進學生經驗性與主動的學習，提供學
生結合課堂內、外的學習機會。

我國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的發展沿革
綜觀臺灣高等教育學生事務的發展，受到時代背景的影響及社會變遷的衝
擊，大致可以劃分為下列四個時期（黃玉，1996；蔡昕璋，2020）：
1.

抗戰時期與遷台後 1950—1960 年代：此時期因為國家政治情勢的考量，學
生事務主要著重於民族精神與愛國教育、三民主義思想教育、道德教育、軍
事教育、重視簡樸與勞動服務的生活教育。同時期，導師制正式導入我國訓
育制度中（黃玉，1996）。

2.

民國 1970—1980 年代中期：此時期的校園訓育政策以校園倫理為主，並引
入輔導方法與觀念，確立了大學輔導制度（黃玉，1996，2005）。

3.

1980 年代中期—1990 年代：1994 年《大學法》的修訂仿美國制度，將「訓
導處」更名為「學生事務處」
，學務處負責掌理包含心理、生活等各項輔導
事項、課外活動及衛生保健（黃玉，1996，2005）。

4.

2010 年代：此時期是臺灣學生事務專業發展的重要時期（蔡昕璋，2020）
，
國家教育研究院（2014）出版的《中華民國教育年鑑》明確指出，學生事務
工作要協助與促進學生學習，並提供學生安全、健康、適性、多元的友善校
園環境，培養學生公民能力與民主精神，且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12

從美國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發展的四個典範移轉進程：替代父母地位、學生
服務、學生發展及學生學習，對照我國學生事務工作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發現，
我國學生事務工作從訓誡、生活管理、道德教育，轉為學生身心問題的學生輔
導服務，再至以學生為本位，強調重視學生發展與學生學習，雖然起步時間較
晚，背景脈絡也與美國大學不相同，但發展方向與目標卻漸趨一致。值得注意
的是，學生事務工作的典範，是因時代變遷而有演進的順序，各個典範之間並
不互斥，在不同的學生事務工作範疇與情境下，可能同時存在（Blimling，2001，
引自楊昌裕，2007）
，這也說明了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的繁雜性，以及學校對於學
生事務人員具有多元的期待。

貳、 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目標與學務人員角色
學生事務工作的目標對於學務工作的發展及推動具有定錨作用，並進而影
響學務人員所扮演的角色，以下茲就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目標與學務人員角色進
行探討，以更了解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的內涵與全貌。

大學學生事務工作目標
美國學生事務學會 NASPA 於 1987 年發表的《學生事務觀點》
（A Perspective
on Student Affairs）
，至今仍被奉為學生事務工作的圭臬，其中提到大學學生事務
的主要目標與功能有：
（一）協助學生課業學習；（二）在學生與學校間發揮調節功能；（三）促進學
生全人發展；（四）創造多元文化環境；（五)幫助學生解決困難；（六）培養
學生各種能力；（七）培養學生自治自律；（八）提供公平、安全的校園環境；
（九）促進學生社會性發展；（十）培養學生公民能力；（十一）保障學生權
利、培養民主精神（引自黃玉，1996：頁 173-174）。

美國 NASPA 與 ACPA 另於 1997 年共同提出《優良學生事務工作原則》
（Principles of Good Practice for Student Affairs），指出學生事務工作原則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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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進學生積極的學習；（二）協助學生發展一致的價值與倫理標準；（三）
設定與傳達對學生學習的高度期望；（四）運用系統性的研究改善學生與制度
的實務表現；（五）運用資源有效的達成學校的任務；（六）聯合教育夥伴增
進學生學習；（七）形成支持性與整合的共同體（引自楊昌裕，2003：頁 98-99）。

而在臺灣，學生事務工作涵蓋範圍極廣，舉凡課外活動、衛生保健、諮商輔
導、校園安全及住宿生活，這些學生在校的食、衣、住、行、樂都含括在內，並
需兼顧學生校園內的課內、外學習結合，以促進學生學習與全人發展為目標（黃
玉，2005）
。張雪梅（2002b）認為學生事務處設立之目的及被賦予的任務，其一
為協助大學達成教育學生的基本任務，其二為配合學校負責學生輔導工作的分
工。教育部（2014）出版的《第七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於第拾篇「學生事務與
輔導」中指出，學生事務工作的目標為：
（一）協助與促進學生學習；（二）提供安全、健康、適性的校園環境；（三）
建立多元文化的環境；（四）促進學生全人發展；（五）培養學生的公民能力；
（六）培養學生的民主精神（教育部，2014）。

綜觀美國與我國學生事務工作的目標，皆是以學生學習與發展為核心，提
供學生適當的服務與良好的校園環境，並培養學生多元能力。

大學學生事務人員角色
學生事務人員所扮演的角色，受到學生事務工作的目標及功能影響。學務
人員必須瞭解自身工作背後的目標及所需扮演的角色，才能在繁雜的工作中找
到明確的方向（張雪梅，2003）。
黃玉（1996）與張雪梅（2002b）皆認為專業的學生事務人員應扮演下列四
種角色：
（一）行政人員角色；
（二）諮商員角色；
（三）學生發展者角色；
（四）
校園生態管理角色。其中，張雪梅（2002a）比較我國與美國學生事務人員，對
於學生事務工作內涵的看法，發現我國學生事務人員較偏重行政人員角色及諮
商員角色。然而張雪梅（2002b）亦指出，21 世紀的學生事務人員不能只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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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負責學生行政事務的人員，必須意識到自身角色的深度與廣度，才能被學
生及學校重視。
我國學生事務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為了凝聚國內學生事務工作的共識
及建構其核心價值，於 2006 年「臺灣高等教育與學生事務國際學術研討會」共
同發表宣言，其中明確指出學生事務人員所應扮演的角色包含：教育者、服務
者、倡導者、研究者及專業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007）。
從過去學生事務工作發展歷程可以知道，學生事務工作的目標及功能受到
時代更迭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甚鉅，而學生事務人員的角色也為了因應學務工作
目標及功能的調整而隨之不斷演進與增生。為了因應快速更迭的世代，現今大
學對於學生事務人員的角色期待變得更多元，而隨著角色衍生，學務人員所需
承擔的責任與挑戰也更形吃重。

參、 大學學生事務人員的挑戰與困境
張雪梅（2002b）認為，我國大學學生事務人員面臨的挑戰與困境在於，學
生事務人員並未受過正式的學生事務訓練，又缺乏完備的在職訓練，很難稱職
地擔負起多元的學生事務人員角色並發揮其功能；其次，大學長期以教師兼任
學務主管，在非專任且非學務專業的情況下，對學務工作內涵不瞭解、不支持，
無法制定明確的學務發展目標，不利於學務工作的推展；此外，學務人員還需
面對大環境改變所帶來的種種巨大影響。
教育部（2004）於「高等教育學生事務工作發展願景目標與策略規劃報告」
中，揭示當前學生事務工作面臨的環境與問題，可以分為外在與內在兩部分，
其中，外在環境所衍生的問題包含：
（一）高等教育積極多元發展，增加學務工作複雜度；（二）知識及資訊深化
廣化，增加輔導工作挑戰性；（三）社會價值衝擊校園，亟待重建核心價值；

15

（四）功利風氣盛行，不利學務工作；（五）自我意識高漲，忽視群倫關係；
（六）講求民主自由，輕忽理性責任（教育部，2004）。

而內在環境所衍生的問題則包含：
（一）學務組織功能侷限，工作推展不易；（二）學務工作經費不足，規劃工
作困難；（三）學務工作人力不足，難以發揮功能；（四）學務工作專業不足，
品質尤待提升（教育部，2004）。

呂純怡（2009）的研究則發現，學務人員認為學務工作除內容繁雜多元、工
作量大之外，由於直接面對學生，學生突發事件多，而學生的自主意識強，導致
學生問題不易處理，再者學務工作的界線不明，組織內業務劃分不明確，學務
專業在校園內並未受到重視，以及人力配置與經費不足，皆是造成學務人員工
作壓力的原因，也是學生事務人員所面臨的困境。
除了上述大環境所造成的問題，隨著科技爆炸性的進展，世代變遷來得更
急更快，大學學生事務也需快速演進，以滿足新興世代學生的需求與期望。2020
年的今天，大學所面對的是 1999 到 2005 年出生，所謂 Z 世代（Generation Z）
的年輕人（莊淑芬，2019）
，他們成長於科技、網路、社群網站時代，這些人是
數位世界的原住民，擅長使用科技產品（Lin，2020；Kantar，2018）
。因為成長
背景的影響，Z 世代具有下列三項特質：科技賦能、謹慎務實、包容異己（莊淑
芬，2019）
。而與其他世代相比，這個世代更自律、更在意學業表現，但由於自
我要求高造成心理壓力大，因此容易有心理健康的問題（Lin，2020；Kantar，
2018）。
新世代學生特性對於大學教育環境的衝擊值得我們重視，而 2020 年全球肆
虐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徹
底改變了原有的大學教育型態，校園關閉使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成為主流，國
際流動的取消對國際人才流動造成影響（林芳伃，2020；郭玟杏、胡馨文，2020）
，
是高等教育環境面臨的另一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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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教學層面的影響，COVID-19 對於學務工作的執行與推廣也造成
莫大的挑戰與困難。林玫君等人（付梓中）的研究發現，COVID-19 對大學學務
工作帶來的工作挑戰包含：輔導專業單位乘載更多師生的情緒與壓力、學務例
行活動的工作模式轉換、學務工作專業倫理的認知與思維。
當遠距教學與線上學習成為常態，學生的學習品質與學習成效值得探討之
外，由於學生家庭經濟條件的差異，新型態的上課方式，對平等受教權帶來影
響，疫情的蔓延使學生心理產生焦慮與不安，以及可能對學生家庭經濟造成影
響（郭玟杏、胡馨文，2020），也都有賴學生事務專業人員思考與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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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公民疲勞的意涵、理論與測量

本研究旨在探究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及其相關因素，以
下茲就公民疲勞的意涵、理論與測量進行探討。

壹、 公民疲勞的定義
公民疲勞（citizenship fatigue）一詞是由 Bolino 等人（2015）提出，是對於
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一種負面影響的新
概念。1988 年 Organ 提出組織公民行為一詞並將其描述為員工於工作角色外的
自願行為，Organ 認為這樣的行為並不一定會得到正式的報酬或回饋，但卻能夠
提升組織的運作與效能（引自 Organ, 1997）
。於此基礎上，組織公民行為的研究
著重於其對組織或個人的正面效益，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公民行為不僅能夠提升
組織銷售量、生產量、生產品質及顧客滿意度（引自 Bolino et al., 2015），對於
組織效能、服務品質、工作績效、工作滿意度、成就感也皆有正向影響（施智婷
等人，2019；馬文聰、張光宇，2014；許順旺等人，2012；許順旺等人，2013；
陳清檳等人，2010；游明原等人，2013；楊雅鈞等人，2016；謝豐宇、賴志峰，
2012）。
儘管組織公民行為對組織及個人有諸多益處，但 2003 年 Bolino 等人、2004
年 Van Dyne 和 Ellis、2006 年 Vigoda-Godot、2010 年彭正龍和趙紅丹、2010 年
Bolino 等人相繼提出組織公民行為的負面看法，他們認為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
為的動機並非都是自願、利他或不圖回報的，因此也會為組織或個人帶來負面
的效應（引自姜榮萍、何亦名，2018）
。Bolino 等人（2013）整合了學者們的研
究與解釋，認為組織公民行為雖然是員工職責外的行為，但可能是出於自願，
也有可能是迫於無奈，當員工認為在時間或精力等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從事組織
公民行為，非但不能提升個人與組織績效，反而會增加工作壓力並產生疲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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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基礎上，Bolino 等人（2015）提出了公民疲勞的概念，並將其定義為
「員工因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而感到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狀態」
，後續學者的
相關研究皆採用此一定義。姜榮萍與何亦名（2018）歸納整理出公民疲勞内涵的
三個特性如下：
（1）公民疲勞是由於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而產生；
（2）公民疲勞是一種對於個人情緒的認知狀態；
（3）公民疲勞不一定會降低本職的工作效能，對身心健康也不一定會有不
良影響。
由於公民疲勞是組織公民行為領域的一個新概念，對於此名詞的中文翻譯
尚未有學術上的慣用稱法。在臺灣的文獻中或稱公民行為疲乏（謝琇玲等人，
2018）
、或稱公民疲累（朱志傑等人，2017）
；在中國則有公民疲勞（姜榮萍、何
亦名，2018）
、公民倦怠（劉家國等人，2017）
、公民疲倦（康勇軍等人，2016）
、
公民厭倦（趙紅丹、江葦，2017）等稱法，本研究則採用公民疲勞之稱法。
本研究沿用 Bolino 等人（2015）提出之公民疲勞定義，認為學生事務人員
的公民疲勞是因為義務性從事超出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而感到精疲力盡、疲
憊或厭煩的一種情緒認知狀態。

貳、 公民疲勞的相關理論
Bolino 等 人 （ 2015 ） 在 提 出 公 民 疲 勞 概 念 之 初 ， 是 以 資 源 保 存 理 論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為主要立論基礎，再從工作—要求資源觀點
（job-demands resources perspective）
、組織支持理論（organization support theory）
、
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建構其公民疲勞模式。後續相關研究，
因學者關注的焦點不同，分別從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生涯
建構論（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探討
不同面向之公民疲勞影響因素。以下回顧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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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保存理論
資源保存理論是由 Hobfoll（1989）首先提出，是當時壓力研究領域的一個
新模式，該理論整合環境與認知觀點，能夠更適切地反映與理解普遍存在的壓
力現象，也可以全面性的解釋壓力情境下的行為反應（Hobfoll, 1989）
。其後 30
年，該理論成為組織心理學與組織行為學中最被廣泛引用的理論之一，且從程
度最輕的倦怠（burnout）到最嚴重的創傷壓力（traumatic stress）研究，已被許
多領域所採用（Hobfoll et al., 2018）。
資源保存理論的基本主張為「個人（和群體）會努力獲取、保留、促進和保
護他們心中重視的事物」
，其所稱的重要事物即是所謂的資源，可分為下列四種
（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
1. 實體資源（object resources）：是指本身就具有價值的物體，例如房屋、
汽車、工作器具。
2. 條件資源（condition resources）
：是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們重視和追求
的資源，例如：就業、年資、婚姻、社會支持。
3. 個人資源（personal resources）
：是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人們抵抗壓力
的能力，例如：關鍵技能、個人特質（如自我效能、樂觀）。
4. 能量資源（energy resources）
：如：時間、信用、知識、金錢等，此項資
源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本身的價值，而在於它們能夠透過交換來獲取其他
類型的資源。

Hobfoll（1989）在資源保存理論提到，當個人遭受資源損失的威脅、遭遇
實際的資源損失、以及投入資源後卻無法獲取資源作為回報等情況時，就會產
生心理焦慮，壓力也會應運而生。Hobfoll 等人（2018）回顧過去近 30 年資源保
存理論的演進，歸納整理出以下四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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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則 1：損失至上原則（primacy of loss principle）
。資源損失遠比資源獲
得更為重要，且資源損失與資源獲得相比，資源損失對個人的影響更顯
著（Hobfoll, 2001）。
2. 原則 2：資源投入原則（resource investment principle）
。人們為了防止資
源損失、從損失中復原以及獲取資源，因此必須投入資源。資源投入方
式包含直接替換資源（例如：使用積蓄來填補收入損失）
，以及間接投入
資源（例如：提高工作技能為艱困的工作環境做好準備）。
3. 原則 3：獲得悖論原則（gain paradox principle）
。面對資源損失，資源獲
得變得更加重要。這是一種價值評估的偏見，但它不是個人，而是存在
多數人之間的普遍偏見，舉例來說，對於遭受一連串重大資源損失的人
而言，獲得健康就顯得特別重要（Hall et al., 2006）
4. 原則 4：絕望原則（desperation principle）。當人們的資源被過度擴張或
耗盡時，個人進入防禦模式以保護自我，此時的自我經常具有侵略性且
可能變得不理性，所採取的策略可能是防護性（即節省資源）
，或探索性
的（即尋找非傳統的生存或適應策略，該策略表面上或經驗上看起來可
能不合適）。防衛性退縮可以讓人有時間重新組織或等待幫助，也可能
使壓力源消散；侵略性或看似不理性的回應也可能有效，因為它們可能
會改變壓力源或允許新的應對策略出現。

有別於一般只關注單一資源或者假設資源是靜態的研究，資源保存理論更
深入的理解與強調資源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環境和背景如何為資源創建
（creation）
、資源維護（maintenance）與資源限制（limitation）營造富饒或貧瘠
的場所（Hobfoll et al., 2018）
。Hobfoll 於 2010 年提出「資源隊伍」（resources
caravans）與「資源隊伍廊道」
（resources caravan passageways）的概念，所謂「資
源隊伍」是指鏈結資源間的關聯，他認為對於個人和組織而言，資源並不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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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存在而是成群結隊出現，主要是因為資源往往是養育與環境適應的結果，例
如自尊、樂觀與自我效能感，此三者顯現於相同的環境條件與發展條件，因此
有高度相關性（Hobfoll, 2014; Hobfoll et al., 2018）
。Hobfoll 並認為「資源隊伍」
是在「資源隊伍廊道」內創建和維持的。也就是說，家庭、組織和社會創造並維
持著一種狀況，使其能在最佳狀態下創造和維持資源，因此當我們觀察個體的
資源、壓力與生產力時，我們實際上看到的是更大的組織和文化脈絡（Hobfoll,
2014; Hobfoll et al, 2018）。
資源保存理論認為，當人們擁有幫助他們應對壓力和挑戰的資源時，壓力
就不太可能發生（Hobfoll, 1989）。因此本研究欲從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來探
討學生事務人員在職場上，面對義務性從事工作職責外的任務時，個人、同儕、
學校三方面的資源擁有情形對公民疲勞的影響。

社會交換理論
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起源於 1950 年代末期，直至今日仍是探討社
會互動和社會結構的主要理論之一。Homans 是最早關注人際交流的社會學家之
一，他強調的重點在於行為者彼此互動的個人行為，他相信社交行為的形成完
全符合個人即個體，而人與人之間正好在互相交流來解釋（Cook et al., 2013）。
但 Blau（1964a）所提出的社會交換和社會結構理論，卻與 Homans 的看法不同。
Blau 認為社會交換是社會生活中至關重要的過程，是群體與群體以及個人與個
人之間關係的基礎，並不能單純歸納為個人作用（Blau, 1964a; Cook et al., 2013）
。
Homans 將社會交換定義為「介於兩人或兩人以上之間的有形或無形的交換
行為，此交換行為涉及或多或少的獎勵或代價」
（Blau, 1964b）
。Homans 並使用
強化原則（reinforcement principles）來解釋交換關係的存續，他認為在社會互動
過程中，兩個行為人會相互產生行為的強化作用，回報是其中主要的作用因素，
也就是說，當人們獲得不論是來自於環境或他人的回報時，交換行為會因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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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鼓舞而被強化，交換關係就能持續，而當獎勵和所付出的代價不對等時，交
換關係就會因為強化失敗而終止（Blau, 1964b; Cook et al., 2013）。
Homans 的核心主張是以獎勵與懲罰的角度建構社會行為的研究，他提出以
下幾個主張（Homans, 1974; Cook et al., 2013）：（一）成功主張（the success
proposition）
，是指獲得正向結果的行為，則該行為便會重複出現；
（二）刺激主
張（the stimulus proposition），是指過去在某種情況下獲得獎勵的行為，遇到相
似的情況則會再次發生；
（三）價值主張（the value proposition）
，是指一項行動
的成果對參與者而言越有價值，該行動就越有可能被執行；
（四）剝奪－飽滿主
張（the deprivation-satiation proposition），是指若時常獲得某種特定的報酬，則
該報酬的價值就會遞減，產生邊際效應；
（五）侵略－認同主張（the aggressionapproval propositions）指出，當一個人的行為沒有獲得預期的報酬，或是遭受到
未曾預期的懲罰時，則會感到生氣，並可能做出侵略性的行為；若一個人的行
為獲得了預期的報酬，或得到的報酬比預期的更多，又或是該行動沒得到預期
的懲罰，則會產生喜悅的心情，並可能做出別人認同的行動。
Blau 與 Homans 相同，也是從獎勵和代價的角度來架構他的理論（Cook et
al., 2013），Blau（1964a）認為，社會交換是個人的自願行為，而這些自願行為
是由期望他人給予回報所激發的。Blau（1964a）提出社會交換關係可以區分為
兩種：
（一）社會交換關係：是指心理上的付出與回報，或稱為「內在報酬」
，如
安全感、自信心；
（二）經濟交換關係：是指實質上的付出與回報，或稱為「外
在報酬」
，如金錢、體力勞動。Blau（1964a）認為只有社會交換會引起個人義務、
感激和信任的感覺，但單純的經濟交換則不會。
從社會交換理論來看，員工在職場上義務性從事職責以外的工作，雖然不
會獲得實質的報酬，但仍會期望他人給予回報，如果沒有得到期望的結果，或
付出與回報不對等時，會對情緒產生影響，可能因而導致公民疲勞，弱化了員
工繼續從事職責以外工作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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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支持理論
Eisenberger 等人（1986）提出知覺組織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概念與組織支持理論（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
組織支持理論是用於解釋員工與組織的關係，其中心結構即為知覺組織支持。
知覺組織支持是指員工相信其工作的組織重視自己的貢獻並關心自己福祉的程
度（Eisenberger et al., 1986）。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知覺組織支持並未受到學
術界關注，直至 2002 年學術界對知覺組織支持的關注急劇增加，並在組織心理
學和管理學中佔據重要位置，至今已有超過 1,200 筆的研究，主要是因為知覺組
織支持的研究有明確的前因和重要後果（Caesens & Stinglhamber, 2020; Baran et
al., 2012; Kurtessis et al., 2017）。此外，過去研究顯示知覺組織支持不只會引發
員工明定的工作職責（角色內表現）的行為，甚至也會引起超出正式工作外（角
色外行為）的活動，有助於組織的利益（Eisenberger et al., 2020; Kurtessis et al.,
2017;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Eisenberger 等人（1986）引用 Levinson 於 1965 年所提出的組織擬人化概
念，認為員工傾向於賦予組織人格化的特徵，從而促進知覺組織支持的發展。
Levinson 指出組織的代理人所採取的行動通常被視為組織的意圖，而不是僅僅
歸因於代理人的個人動機。組織的這種人格化受到組織對其代理人行為的法律
責任、道德責任和財務責任所支持，藉由組織政策、規範和文化提供連續性及
限定角色行為，並透過組織代理人將權力施加於個別員工身上。根據組織的人
格化，員工將所受到的有利或不利待遇視為組織對他們喜愛或不喜愛的表示。
此外，員工如果認為所受到的有利待遇是組織自願提供，而非因為受到其他外
部壓力（例如：工會談判或政府法令）而不得不提供，則員工對於組織支持的感
受程度會越正向（Eisenberger et al., 1986; Eisenberger et al., 2020;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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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支持理論引用社會交換理論與互惠原則，認為員工發展知覺組織支持
是為了滿足認同、尊重和從屬關係的需要，並評估工作努力所增加的收益。知
覺組織支持增加了員工的認知，使其意識到員工有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的義務、
對組織的情感承諾以及對提升績效的期望。員工認為組織重視自己的貢獻並關
心自己的福祉，因此有義務提高其在角色內和角色外的績效。相反的，若反覆
出現的跡象表明，組織不重視員工的貢獻，並且對於績效的提高不能提供獎勵，
將降低員工的義務認知，並以犧牲組織的福利為代價（Eisenberger et al., 1986;
Eisenberger et al., 2020; Lynch et al., 1999;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組織支持理論受到大量關注的原因是，它對於知覺組織支持的前因和後果
的預測明確且易於檢驗，以及假定過程的具體性和易於藉由實證測試這些過程。
大量實徵研究證實，知覺組織支持與許多的正向後果相關，這些正向後果被分
為三大類：
（1）員工的主觀幸福感：包含工作滿意度提高、職業倦怠減少；
（2）
員工對組織和工作的積極態度：包含增加情感承諾、組織認同、工作投入；
（3）
員工的良好行為：包含提高績效、減少缺勤率和離職率（Caesens & Stinglhamber,
2020; Eisenberger et al., 2020; Kurtessis et al., 2017; 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

自我效能理論
自我效能理論（self-efficacy theory）是由美國心理學家 Bandura（1977）所
提出，自我效能感是指人們對自我運作以及影響生活的事件，有能力行使控制
權的一種信念。自我效能的信念決定著人們對自我的感受、想法、自我激勵方
式和行為（Bandura, 1994）。
Bandura（1994）提到，對自身能力有高度把握的人，將艱鉅的任務視為要
克服的挑戰，而不是應避免的威脅。面對失敗時，他們會更加努力並堅持不懈；
即使在失敗或挫折後，也能迅速恢復對效能的意識，且將失敗歸因於努力不足
或可獲取的知識和技能不足。這種正向的看法可以產生個人成就、減輕壓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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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罹患抑鬱症的風險。相反地，懷疑自己能力的人會避開那些被視為個人威
脅的艱鉅任務。當面對艱鉅的任務時，他們會專注於自身的缺陷以及各種不良
後果，且努力有限，因此面對困難會迅速放棄。在失敗或挫折之後，他們恢復自
我的效能意識很慢，且他們將效能不足視為能力不足，所以不需要太多失敗就
可以使他們對自己的能力失去信心，因此很容易成為壓力和沮喪的受害者。
Bandura（1977）認為人們的自我效能可以透過以下四個主要影響因素來發
展：
1. 成就表現（performance accomplishments）：是指透過成功經驗建立堅定
的個人效能信念。自我效能感需要藉由不斷努力克服阻礙的經驗獲得累
積。人類在追求事物時，遇到的挫折和困難，都具有良好的教育意涵，
教導人們成功通常需要持續的努力。透過在艱難時期的堅持不懈，並從
挫折中迅速恢復，才能在逆境中變得更加強大（Bandura, 1977; Bandura,
1994; Scholz et al., 2002）。
2. 替代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是指藉由社會模範所提供的替代經驗
增進自我效能。人們看到與自己相似的人透過持續的努力而成功，使他
們相信自己擁有掌握類似行動的能力，也可以取得成功；同樣地，若觀
察到他人儘管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仍然失敗，則會降低人們對自我效能的
判斷，並影響他們的努力意願。藉由社會模範的行為展現與思想表達，
向觀察者傳授有效的技能和策略，使觀察者獲得更好的能力，從而提高
自我效能感（Bandura, 1977; Bandura, 1994; Scholz et al., 2002）。
3. 口頭勸說（verbal persuasion）：透過他人的口頭勸說，使人們相信自己
具有成功所需要的條件，例如，老師向學生保證，她具有學術能力一定
可以通過考試。在某種程度上，勸說提升了自我效能感，使人們願意努
力嘗試以獲得成功，它們促進了技能的發展和個人效能感。但是，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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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己缺乏能力的人，則傾向於避免挑戰性的活動，並在遇到困難時迅
速放棄（Bandura, 1977; Bandura, 1994; Scholz et al., 2002）。
4. 情緒喚醒（emotional arousal）：情緒會影響人們對個人效能的判斷，壓
力反應和緊張感容易被解釋為表現不佳的現象，但重要的不是情感反應
的強度，而是如何感知和解釋它們。具有高效率意識的人可能會將情緒
喚醒的狀態視為促進表現的動力，而因自我懷疑而煩惱的人則會將情緒
喚醒視為使人衰弱的因素。正向的情緒會增強自我效能感，而沮喪的情
緒則會降低自我效能感，因此減少人們的壓力反應，改變他們的負面情
緒傾向，則能改變自我效能的信念（Bandura, 1977; Bandura, 1994; Scholz
et al., 2002）。

Scholz 等人（2002）指出，自我效能通常被認為具有領域特定性，也就是說
人們在不同的領域或特定的工作情況下，對自我效能的判斷會有所不同。但部
分學者則針對一般性的自我效能感（general self-efficacy）進行概念化，這種一
般性的自我效能感是指：
「個體應對各種不同環境的挑戰或面對新事物時的一種
總體自信心」（Schwarzer et al., 1997）。一般性自我效能的目標是廣泛而穩定的
個人能力意識，以有效應對各種壓力情況。自我效能感往往被認為是個體工作
資源的重要組成，並在壓力研究中被認為可以有效緩解壓力的負面影響（趙紅
丹、江葦，2017）
。自我效能感高的員工，能有效應對各種壓力情況，故當義務
性從事職責外的工作或任務時，可能就不會產生公民疲勞。

小結
藉由上述的理論回顧可以發現，雖然每個理論看似平行，但仍存在從屬關
係。相較於其他理論，資源保存理論是以較為宏觀的角度，整體性探討個體在
所處環境中，面臨壓力時的行為反應，且不只著重於個體的單一資源，而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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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全面性的資源盤點。從資源保存理論來看，自我效能、社會交換關係、組織支
持皆可被視為個體的資源。
資源保存理論認為，當人們擁有足以幫助他們應對生活中的壓力和挑戰的
資源時，壓力就不太可能發生（Hobfoll, 1989）。以此觀點來看，當學生事務人
員面對義務性從事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時，如果評估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充足，
可能不會產生公民疲勞。而學生事務人員所擁有的資源，則可以分成個人、同
儕、學校等三個面向。從資源保存理論的觀點與自我效能理論來看，員工的自
我效能感可以被視為一種工作資源。自我效能感高的員工，能有效應對各種壓
力情況，故當義務性從事職責外的工作或任務時，可能就不會產生公民疲勞。
最初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係由 Jerusalem 與 Schwarzer 於 1979 年開發的
德文版本，原始量表有 20 個題項，但於 1981 年刪減為 10 個題項，其後並完成
了 28 種語言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轉譯（Scholz et al., 2002）。量表的轉譯是由
通曉雙語的母語人士，由多位雙語翻譯者組成小組，根據英文和德文版本進行
翻譯—回譯程序及小組討論，翻譯者也必須對一般自我效能感的結構有透徹的
了解，才能達到翻譯量表適用於該語言文化背景的目的（Scholz et al., 2002）
。中
文版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是由 Zhang 與 Schwarzer 於 1995 年開發，該研究以
大學生為研究對象，中文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 .91（Zhang & Schwarzer,
1995）。
而從社會交換理論來看，學生事務人員義務性從事職責以外的工作，這樣
的行為不會獲得實質的報酬，但仍會希望獲得回報，此與社會交換理論的社會
交換關係概念相同。此外，社會交換理論也提到，員工會期望他人給予回報，如
果沒有得到期望的結果，或付出與回報不對等時，會對情緒產生影響。在學生
事務工作場域中，與員工關係最為密切的就是職場上的工作夥伴，而學務工作
往往無法單打獨鬥，需要與工作夥伴透過團隊合作完成任務，因此與團隊成員
間的互相支援、幫忙、打氣與提供建議，符合職責以外工作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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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rs（1989）根據角色理論（role theory）和社會交換理論提出的團隊成員
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可以用來描述團隊成員在工作環境中的互
惠關係品質。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是指團隊成員之間的互惠交流過程，團隊成員
交換關係程度越高代表自身協助其他成員、分享想法和回饋意見的意願愈高，
以及愈容易從其他成員獲得訊息、幫助和認可（Seers, 1989）。因此，團隊成員
交換關係也可視為一項工作資源。當學生事務人員心理上知覺對同事的付出與
回報相對等時，可能就不會產生公民疲勞。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測量方式，係 Seers 於 1989 年參考自己與同事共同開
發的領導成員交換關係（leader-member exchange）量表，引用其中員工對其他
團隊成員工作關係品質的題項並進行改編，原始量表共有 34 題，運用主軸因素
法（Principal axis factor analysis）分析，得出三個因素包含：與其他團隊成員間
工作關係的品質、團隊會議的有效性、團隊整體的凝聚力（Seers, 1989）。Seers
等人在 1995 年的研究中，從原始量表中挑選了 10 個題項進行調查，題項中一
半是詢問成員對團隊的貢獻，另一半題目則是詢問成員從團隊得到的收穫，10
個題項的量表內部一致性 α 值為 .83（Seers et al., 1995）。
以組織支持理論來看，員工通常會將組織代理人所採取的行動視為組織的
意圖，而除了代理人外，組織政策、規範和文化所衍生的制度也會被視為組織
支持的一部分（Rhoades & Eisenberger, 2002）。員工認為組織重視自己的貢獻並
關心自己的福祉時，自己有義務提高其在角色內和角色外的績效（Lynch et al.,
1999）
。因此，在探討學生事務人員義務性從事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時，我們可
以將員工的知覺組織支持視為一項資源。
知覺組織支持的測量方式，係由 Eisenberger 等人（1986）自行開發，基於
他們認為知覺組織支持會因員工遭受到來自組織的禮遇或傷害而不同，並會促
使員工推論背後的原因，36 個題項分別描述組織對員工的各種可能的評估判斷，
以及組織在各種情況下可能採取的有利或不利員工的獎懲行動（Eisenberg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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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86）
。Lynch 等人於 1999 年的研究中，從原 36 題的量表挑選高因素負荷量
的 8 個題項進行調查，簡短版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同樣顯示出單一因素結
構，題項間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其 α 值為 .90（Lynch et al., 1999）。
綜上所述，本研究從學生事務人員的個人自我效能、團隊成員交換關係、以
及知覺組織支持等三項資源，來瞭解這些因素對於北區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
的影響。

參、 公民疲勞的測量
Bolino 等人（2015）考量公民疲勞與同情疲勞（compassion fatigue）有結構
上的相似性，故以現有的「同情疲勞量表」為基礎，依據公民疲勞的定義將題項
進行調整與修改，共編製成 7 題之「公民疲勞量表」
。舉例來說，他們將 Stamm
於 2002 年開發，用於測量同情疲勞的題目「由於我的幫助，使我對很多事情感
到厭煩」修改為「由於為我的組織付出很多額外的努力，使我對很多事情感到
厭煩」
，以及「由於我的工作是個助人者，我感到精疲力盡」修改為「由於為我
的組織做了很多超出職責範圍的工作，我感到精疲力盡」
；而新增的題項則包含
「我厭倦了為我的組織承擔超出工作職責的事情」以及「由於要做很多超出工
作職責的事情，我經常缺乏幹勁。」
Bolino 等人（2015）為了確認此創新之公民疲勞量表能夠有效與公民壓力
（citizenship pressure）
、職業倦怠（burnout）做出區別，進行了前導性研究，將
公民疲勞量表結合 Bolino 等人（2010）的公民壓力量表、Shirom 與 Melamed
（2006）的職業倦怠測量（Shirom-Melamed Burnout Measure）進行施測。Bolino
等人（2015）採用 Hinkin 與 Tracey 於 1999 年所提出的量表發展程序，該程序
僅要求評分者能具備公正評定題項的智力，故大學生非常適合參與評定。因此
Bolino 等人的前導性研究乃以臺灣一所公立學校修習商業管理課程的 134 位大
學生為施測對象，透過翻譯—回譯程序提供中文量表進行施測。其後回收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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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資料，以變異數分析及 Duncan 多重差距檢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其中的 6 題
能夠與公民壓力及職業倦怠做出有效區別，因其中 1 題的鑑別度不佳，於正式
施測以 6 題的公民疲勞量表進行施測。
此外，Bolino 等人（2015）為了確認公民疲勞與工作壓力（job stress）、角
色超載（role overload）
、公民壓力在實證中是否能有效做出區別，故將公民疲勞
兩階段的正式施測資料與工作壓力、角色超載、公民壓力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s）及平均變異抽取量（AVE）比較，結果顯示公民疲勞與工作壓力、角
色超載和公民壓力之間具有可接受的收斂效度和區別效度。惟 Bolino 等人（2015）
並未說明工作壓力、角色超載的調查資料如何取得。
Bolino 等人（2015）所開發的公民疲勞量表是目前唯一一個公民疲勞測量
工具，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經該論文共同作者 H.-H. Hsiung 之授權同
意使用公民疲勞的中文量表，並依據研究對象特性調整用字遣詞，做為調查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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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學學務人員與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探討我國大學學務人員與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據以歸納出影響
學務人員公民疲勞的重要變項，作為本研究挑選變項之參考。

壹、 我國大學學務人員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網，以「大學」
、
「學生事務人員」為
關鍵字進行搜尋，結果顯示有 13 篇碩士論文的名稱及關鍵詞與之相符，進一步
剔除無電子全文且與本研究主題較不相關的學術論文，茲將我國大學學生事務
人員的相關研究摘錄如下：

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之研究
呂純怡（2009）以臺灣 147 所公私立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獨立學院（不
包含空中大學及軍警校院）之學生事務處專任人員為研究對象，探究大學校院
學生事務人員之工作壓力與工作倦怠現況及相關情形。其中工作壓力構面包含
工作負荷、人際關係、行政配合、認知衝突、專業知能、上級壓力，而工作倦怠
構面則有情緒耗竭、去人性化、低個人成就感。
研究發現：
（1）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知覺整體工作壓力為中等程度，其中
以「工作負荷」構面之壓力最高，其次為「認知衝突」、「上級壓力」、「專業知
能」
、
「行政配合」
，而「人際關係」構面之壓力最低；
（2）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
員對工作倦怠感受程度較小，其中以「情緒耗竭」構面之倦怠最高，其次為「低
個人成就感」
，而「去人性化」最低；
（3）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工作壓力與工
作倦怠呈正相關，且具有顯著典型相關。
呂純怡（2009）認為大學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的負荷量大，再加上工作內容繁
瑣且上級交辦任務日益增多，是導致學生事務人員知覺自身工作壓力的原因；
而除了負責的例行業務外，大學學生事務人員還需處理評鑑等相關事宜，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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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機動性處理學生突發事件與問題，導致學生事務人員覺得工作太辛苦，下班
後感到精疲力盡，心生疲倦之感。

組織學習與工作效能之研究
李育枝（2011）以臺灣 148 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處中，服務滿一年以上之
專任人員（不含兼職人員、短期臨時人員、工友與技工、軍訓教官、體育老師、
專門技術）為研究對象，探究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組織學習與工作效能之
現況與關係。其中組織學習構面包含知識獲取、資訊散播、資訊詮釋、組織記
憶，而工作效能構面則有行政執行效能、學生輔導效能、自我發展效能、人際溝
通效能及情緒調適效能。
研究發現：
（1）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組織學習為中等程度，其中以「資
訊散播」構面得分最高，其次為「資訊詮釋」、「知識獲取」，而以「組織記憶」
得分最低；
（2）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工作效能為中等程度，其中以「自我發
展」構面得分最高，其次為「行政執行」
、
「情緒調適」
、
「人際溝通」
，而以「學
生輔導」得分最低；
（3）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組織學習與工作效能呈正相關，
且具有顯著典型相關。
李育枝（2011）的研究進一步發現，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在組織學習中，
主要透過經驗學習來獲取知識，學生事務人員也樂意將所得資訊或工作經驗與
其他成員分享，雖然學生事務人員會隨時檢視並更新文件及資訊，但在改變原
有做事方法上較為保守，而因為具有學生事務相關專業背景的人力較少，學生
事務工作的傳承則大多以文件資料為主。而在工作效能方面，學生事務人員對
於自身負責的業務、與同事共同合作、採取合理的方式緩解工作壓力等方面較
有信心，但對於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引導學生發展自我潛能以及鼓勵教師積
極參與學生事務工作的信心則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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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素養與自我效能關係之研究
陳碧蓮（2013）以臺灣北區國立大學（不包含空中大學、軍警校院及專科學
校）共計 19 所學校之學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探究國立大學學務人員終身學習素
養與自我效能之現況與關係。其中終身學習素養構面包含終身學習認知、終身
學習情意、終身學習技能，而自我效能構面則有自我覺察、信心理念及挫折包
容。
研究發現：
（1）國立大學學務人員之終身學習素養現況傾向於高程度，其中
以「終身學習認知」層面得分最高，其次為「終身學習情意」
，而以「終身學習
技能」得分最低；
（2）國立大學學務人員之自我效能現況傾向於中高程度，其中
以「挫折包容」層面得分最高，其次為「信心理念」
，而以「自我覺察」得分最
低；（3）國立大學學務人員之終身學習素養與自我效能呈現顯著中度正相關。
陳碧蓮（2013）認為，學務人員為了適應高等教育環境的急遽變遷，應具備
主動學習能力，以培養處理各種情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也能因而提升自我效
能。

貳、 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
研究者使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於 2020 年 3 月以
關鍵詞“citizenship fatigue”進行查詢，並限制查詢全文條件，結果顯示有 25 筆
學術刊物及 1 筆會議資料，剔除同篇文章重複計算與非實徵研究後，共有 7 筆
與本研究主題相符之期刊論文。由於公民疲勞是一新興的研究議題，目前累積
的相關研究有限，茲依時間先後順序摘述相關研究如後。

Bolino 等人（2015）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Bolino 等人（2015）以臺灣 56 所私立大學 273 位專任教師為研究對象，探
討工作環境條件對於組織公民行為與公民疲勞的關聯性，以及對於後續從事組
織公民行為的影響。他們以資源保存理論、社會交換理論、工作—要求資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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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提出影響公民疲勞的三個調節因子，包含：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
係以及公民壓力，後果則是會影響後續參與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其前因後果
模式如圖 2-1 所示。
圖 2-1
Bolino 等人（2015）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資料來源：Bolino, M. C., Hsiung, H.-H., Harvey, J., & LePine, J. A. (2015).
“Well, I’m tired of tryi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itizenship
fatigu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0 (1), 56-74
Bolino 等人的研究發現：（1）當組織支持程度低，參與組織公民行為與公
民疲勞呈正相關；（2）當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高，參與組織公民行為與公民疲勞
呈負相關；
（3）公民壓力低時，參與組織公民行為與公民疲勞呈負相關；
（4）公
民疲勞與後續從事組織公民行為呈負相關。

趙紅丹與江葦（2017）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趙紅丹與江葦（2017）以中國的本土企業員工為對象，針對公民壓力、公民
疲勞對組織異議（organizational dissent）的影響進行研究。他們以自我決定理論
與工作—要求資源模式，作為自我效能感對於公民壓力與公民疲勞具有調節作
用的立論基礎，其前因後果模式如圖 2-2 所示。研究發現：
（1）公民壓力與向上
異議呈顯著負相關，而與側向異議呈顯著正相關；（2）公民疲勞在公民壓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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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異議及側向異議之間具有完全中介效果；（3）自我效能感對公民壓力與公
民疲勞之間有顯著的負向調節作用。
圖 2-2
趙紅丹與江葦（2017）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資料來源：趙紅丹、江葦（2017）。公民壓力、公民厭倦對組織意義的影
響：自我效能感的調節作用。預測，36（1），15-20。

Klotz 等人（2018）組織公民行為潛在類型與其前因後果研究
Klotz 等人（2018）採用潛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依據 Organ
於 1988 年定義的五種組織公民行為（盡責、運動家精神、公民美德、謙恭有禮、
利他行為）將員工參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進行分群，再探討各分群的組織公
民行為動機、工作績效評比（job performance ratings）
、職場地位（workplace status）
以及公民疲勞間的差異。Klotz 等人的第一個研究是以美國一家中型石油運輸公
司的 129 位員工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員工參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情形共
可分為 5 群，包括：利社會公民（prosocial citizens，所有類型的組織公民行為
參與程度皆最高）
、貢獻者（contributors，所有類型的組織公民行為參與程度皆
高於平均值）
、脫離者（disengaged，所有組織公民行為的參與程度皆最低）
、溫
和派（moderates，除盡責行為外，其餘組織公民行為的參與程度皆略低於平均
值）以及專家（specialists，公民美德和利他行為的參與相對較高）。
Klotz 等人（2018）的第二個研究結合 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
與 TurkPrime 研究管理平台進行問卷調查，從資料庫中挑選居住於美國境內、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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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0 次以上的問卷調查參與經驗且回覆有效性達 90％以上的專職工作者，參
與本次研究，回收有效問卷共計 424 份，研究結果顯示：（1）依據組織公民行
為參與情形共可分為 5 群，其中 4 群（利社會公民、貢獻者、脫離者、溫和派）
與第一個研究相同，不同的一種分群稱之為「好同事（good coworkers）」
（謙恭
有禮和利他行為的參與相對較高）
；
（2）利社會價值動機（prosocial values motives）
高則員工成為利社會公民或貢獻者的可能性越高，印象管理動機（impression
management motives ） 高 則 員 工 成 為 溫 和 派的 可 能 性 越 高 ， 組 織關 懷 動 機
（organizational concern motives）高則員工成為利社會公民的可能性越高；（3）
工作績效評比由高至低依序為：利社會公民、貢獻者、好同事、溫和派、脫離
者；
（4）職場地位由高至低依序為：利社會公民、溫和派、貢獻者、脫離者、好
同事；
（5）公民疲勞由高至低依序為：溫和派、貢獻者、好同事、脫離者、利社
會公民。

De Clercq 等人（2019）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De Clercq 等人（2019）以總部位於巴基斯坦的組織員工為研究對象，其業
務類別包含紡織業、銀行和醫療保健等不同領域，針對員工的公民壓力與工作
績 效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及 公 民 疲 勞 的 中 介 作 用 和 持 續 性 承 諾 （ continuance
commitment）的調節作用進行調查研究，其前因後果模式如圖 2-3 所示。研究發
現：
（1）公民壓力會導致公民疲勞增加，從而降低工作績效，公民疲勞具有中介
效果；（2）持續性承諾緩衝了公民壓力與公民疲勞間的正向關係，也減輕了公
民壓力對工作績效的負向間接關係，持續性承諾具有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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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De Clercq 等人（2019）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資料來源：De Clercq, D., Suhail A., Azeem, M. U., Haq, I. U. (2019).
Citizenship pressure and job performance: Roles of citizenship fatigue and
continuance. continuance commitment.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https://doi.org/10.1111/1744-7941.12241

X. Liu 與 K. Yu（2019）之公民疲勞預測模式
X. Liu 與 K. Yu（2019）探討情緒穩定（emotional stability）與公民疲勞的
關係，並以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為中介變項、以工作壓力（job stressors）
為調節變項，其公民疲勞預測模式如圖 2-4 所示。他們的第一個研究是以中國
東部的一家外商船用發動機的製造公司職員為研究對象，研究發現：情緒穩定
透過情緒耗竭的完全中介與公民疲勞呈現負相關。第二個研究則是以中國東部
的一家電子商務公司中，專責負責客戶服務和產品推廣的營運部門員工為研究
對象，研究發現：（1）情緒耗竭在情緒穩定與公民疲勞的負向關係間具中介效
果，且為完全中介；
（2）工作壓力越高，情緒穩定與公民疲勞的負相關性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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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X. Liu 與 K. Yu（2019）之公民疲勞預測模式

資料來源：Liu, X. & Yu, K (2019). Emotional stability and citizenship fatigue:
The role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job stresso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39, 254-262.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8.11.033

C. Liu 與 K. Yu（2019）之公民疲勞預測模式
C. Liu 與 K. Yu（2019）以中國東部一家電子商務公司營運部門的員工為研
究對象，探究員工生涯適應力（career adaptability）對於人際導向的公民行為
（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與公民疲勞的影響，其公民疲勞預測模式如
圖 2-5 所示。Liu 與 Yu 的研究結果發現：（1）生涯適應力與人際導向的公民行
為呈正相關、生涯適應力與公民疲勞呈負相關；（2）情感性承諾（affective
commitment）在生涯適應力與人際導向的公民行為間，以及生涯適應力與公民
疲勞間皆具中介效果；（3）情緒耗竭在生涯適應力與人際導向的公民行為間，
以及生涯適應力與公民疲勞間皆具中介效果；（4）阻礙性壓力源（hindrance
stressors）增強了生涯適應能力與情感性承諾間的正相關，以及生涯適應力與情
緒耗竭間的負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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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C. Liu 與 K. Yu（2019）之公民疲勞預測模式

資料來源：Liu, C. & Yu, K. (2019). Career adaptability and citizenship
outcome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4,
658-671. https://doi.org/10.1108/CDI-12-2018-0312

Qiu 等人（2020）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Qiu 等人（2020）以中國 40 家飯店員工為研究對象，檢視員工從事組織公
民行為背後的動機，包含組織關懷動機與印象管理動機，是否與公民疲勞及後
續工作活力（thriving at work）有不同的關聯性，以及任務績效（task performance）
是否有調節作用，其前因後果模式如圖 2-6 所示。其研究發現：
（1）組織關懷動
機與公民疲勞呈負相關，印象管理動機與公民疲勞呈正相關；（2）組織關懷動
機藉由降低公民疲勞，對工作活力具有正向的間接影響，印象管理動機則會導
致公民疲勞而損害工作活力；（3）任務績效增強了印象管理動機與公民疲勞的
正相關。（4）任務績效能夠調節印象管理動機藉由公民疲勞而促進工作活力的
負面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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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Qiu 等人（2020）之公民疲勞前因後果模式

資料來源：Qiu, Y., Lou, M., Zhang, Li, & Wang, Y. (2020).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motives and thriving at Work: The mediating role of
citizenship fatigue. Sustainability, 12 (6), 2231.
https://doi.org/10.3390/su12062231

綜合分析
回顧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後，研究者分別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背景
變項、研究發現等方面進行探討。
（一）研究對象
前述公民疲勞的七筆相關研究中，絕大多數是以企業員工為研究對象（趙
紅丹、江葦，2017；De Clercq et al., 2019；Klotz et al., 2018；C. Liu & K. Yu, 2019；
X. Liu & K. Yu, 2019；Qiu et al., 2020），僅有 Bolino 等人（2015）是以私立大學
的專任教師為研究對象。
進一步分析七筆公民疲勞相關研究，其中有四筆係以中國本土企業員工為
研究對象（趙紅丹、江葦，2017；C. Liu & K. Yu, 2019；X. Liu & K. Yu, 2019；
Qiu et al., 2020）
，而以美國（Klotz et al., 2018）
、巴基斯坦（De Clercq et al., 2019）
的企業員工為研究對象者，則各有一筆。只有 Bolino 等人（2015）的研究是針
對臺灣私立大學的專任教師為研究對象，且該研究是由國內外學者共同合作，
研究成果並以英文發表於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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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就研究方法而言，七筆相關研究皆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量化分析，藉以了
解公民疲勞的前因與後果（趙紅丹、江葦，2017；Bolino et al., 2015；De Clercq
et al., 2019；Klotz et al., 2018；C. Liu & K. Yu, 2019；X. Liu & K. Yu, 2019；Qiu
et al., 2020）。
（三）研究背景變項
前述相關研究中，由於公民疲勞是因為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而產生，學者們
依據過去組織公民行為文獻，將會對組織公民行為產生影響的個人背景變項，
視為會影響公民疲勞的因素而加以控制，所列舉之個人背景變項包含：年齡、
性別、教育程度、年資、職位、單位性質、負向情緒、五大人格特質…等，整理
如表 2-1。
過去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並未實際探討公民疲勞是否因個人背景不同而
有差異，故本研究挑選「性別」
、
「年齡」
、
「教育程度」
、
「職位」及「工作年資」
等，被大多數學者認為會對公民疲勞產生影響的個人背景變項，進行差異分析。
此外，考量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大學校院之學生事務人員，大學校院的人員聘
任方式有別於一般企業，學生事務人員的組成包含教師兼任行政職、教官、編
制內職員、約聘僱人員，不同的聘任方式可能對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產生
影響。而在國內外對於學生事務人員應具專業化的共識下，學生事務人員是否
有學生事務相關專業訓練，如修習學務專業相關學位、取得相關證照以提升職
能，可能影響其學務工作效能，工作效能越高，對義務性從事工作職責以外的
工作越不易產生心理負擔，也比較不會導致公民疲勞，故本研究增列「聘任方
式」、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及「有無學務專業證照」於個人背景變項中。

42

表 2-1
公民疲勞相關研究之個人背景變項彙整表
研究者
（年份）

年齡

性別

教育
程度

年資

職位

Bolino 等人
（2015）

●

○

○

○

○

負向情緒
情感性承諾
每週工時
研究表現

趙紅丹、江葦
（2017）

●

●

●

●

○

單位性質

Klotz 等人
（2018）
De Clercq 等人

●

●

○

●

●

●

●

●

○

●

X. Liu & K. Yu
（2019）

●

●

●

●

○

C. Liu & K. Yu
（2019）
Qiu 等人
（2020）

●

●

●

○

○

●

●

●

●

○

7

6

5

4

2

其他

（2019）

次數累計

組織公民行為
五大人格特質

（四）研究發現
從前述相關研究可知，影響公民疲勞的前因變項包含：組織公民行為、知覺
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公民壓力、自我效能感、持續性承諾、情緒耗
竭、工作壓力、生涯適應力、組織公民行為動機等（趙紅丹、江葦，2017；Bolino
et al., 2015；De Clercq et al., 2019；C. Liu & K. Yu, 2019；X. Liu & K. Yu, 2019；
Qiu et al., 2020）
。而相關研究對於公民疲勞的影響後果顯示，公民疲勞會降低員
工後續從事組織公民行為的程度，且公民疲勞對於工作活力與工作績效皆有負
面影響（趙紅丹、江葦，2017；Bolino et al., 2015；De Clercq et al., 2019；Qiu et
al., 2020）。因此，在研究組織與個人績效時，探討員工的公民疲勞情形有其重
要性與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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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小結
有鑑於過去公民疲勞的相關研究對於其影響後果已有明確且一致性的結論，
本研究將不再探討公民疲勞的後果，而是將研究重點聚焦於學生事務人員的公
民疲勞及其前因變項。此外，植基於本章相關理論與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且
考量所挑選的自變項應為後續可改變的環境或情境變項，故本研究除探討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位、學務專業學位、學務專業證照、聘任方式、職位、學務
工作年資等個人背景變項外，更關切學生事務人員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
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等三個前因變項與其公民疲勞的相關性，及此三項前因變
項對公民疲勞的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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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針對本研究之研究方法進行說明，共分為六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設計
與架構，第二節提出研究假設，第三節介紹研究對象與抽樣方式，第四節確認
研究工具，第五節擬定研究步驟，第六節則為資料處理與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架構
為瞭解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及相關因素，本研究採
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以下針對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與架構進行說明。

壹、 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以及不同個人
背景之差異情形，並探討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與公
民疲勞的相關性與解釋力。就研究性質而言，本研究為描述大範圍的現況和差
異性，並探討變項的相關程度，適合使用調查研究法（鈕文英，2015）
。研究者
考量施測的方便性、時間的經濟性、研究對象填答的隱密性與自由性、問卷的
回收率與降低漏答率，採用 Google 表單製作網路問卷，透過電子郵件聯繫研究
參與者並發送網路問卷，進行資料蒐集。

貳、 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以及相關文獻之探討後，本研究以北區
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個人背景、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及自我
效能感為自變項，並以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為依變項，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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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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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研究者依據文獻探討的結果，針對研究問題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實際狀況顯著高於理論平均值
（五點量表的中間值）。
假設 2：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假設 2-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性別」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假設 2-2：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年齡」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假設 2-3：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教育程度」的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修習學務相關學位」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5：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有無學務專業證照」
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6：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聘任方式」的不同
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7：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職位」的不同而有
顯著差異。
假設 2-8：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學務工作年資」的
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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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
關係、自我效能感有顯著負相關，且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後，其知覺
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具有顯著解釋
力。
假設 3-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有顯著負
相關。
假設 3-2：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有顯
著負相關。
假設 3-3：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自我效能感有顯著負相
關。
假設 3-4：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知覺組織
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其公民疲勞具有顯著解
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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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於 109 年八月下旬以任職於北區大學校院之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對
象，針對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職員、教官及約聘雇人員進行抽樣調查。

壹、 研究母群體
本研究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母群體。北區大學校院係依據
「教育部設置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及輔導工作協調諮詢中心實
施要點」所稱之北一區學務中心範圍，包含基隆、臺北、桃園、新竹、宜蘭、花
蓮及連江等縣市地區內大學及獨立學院（不包含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及專科學
校）
，並符合大學法規定，能頒授學士學位之大學校院，共計 38 所。
學生事務人員係指任職於上述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處及所轄單位，負責及從
事各種行政工作之學生事務人員，包含兼任行政工作之教師、職員、教官以及
約聘雇人員。因考量諮商輔導組/中心與衛生保健組/中心之成員，以及宿舍輔導
員等助人工作者可能因為其工作特性產生同情疲勞，而與本研究欲探討的公民
疲勞混淆，故不列入本研究之探究範圍。此外，38 所學校中只有 3 所學校之體
育室隸屬於學務處之二級單位，但其所轄工作多為體育場館之經營維護，故亦
排除於本研究之探究範圍。
由於教育部統計處所公佈之「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別職員、警衛、工友人
數」資料，包含本研究排除之諮商輔導組/中心與衛生保健組/中心之成員，以及
宿舍輔導員，故數據與本研究母群體不相符，研究者乃於 2020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8 日瀏覽各校學生事務處網站，統計符合本研究範圍之學生事務人員總數並
整理名冊，做為研究抽樣參考依據，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人數統計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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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人數統計表
序號

學校名稱

01 國立政治大學
02 國立清華大學

人數

序號

學校名稱

人數

60
58

20 淡江大學
21 中國文化大學

49
47

03
04
05
06
07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央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72
75
53
47
35

22
23
24
25
26

長庚大學
元智大學
中華大學
華梵大學
世新大學

20
28
23
11
2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國立陽明大學
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東華大學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國立宜蘭大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立體育大學
臺北市立大學
輔仁大學

19
30
27
17
20
29
21
9
17
75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銘傳大學
實踐大學
真理大學
大同大學
慈濟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玄奘大學
開南大學
佛光大學
康寧大學

53
26
21
21
14
25
10
14
14
17

48
53

37 馬偕醫學院
38 法鼓文理學院

9
5

18 東吳大學
19 中原大學
合計

1,199 人

貳、 樣本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母群體包括 38 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共計 1,199 人，採簡單隨機
抽樣方法，運用 Sample Size Calculator (https://www.surveysystem.com/sscalc.htm)，
設定 95% 的信心水準和 5% 的信心區間下，求得宜取樣人數為 291 人，此抽樣
代表母群的比例約為 24.27%。但考量過去以學生事務人員為對象之相關研究，
問卷回收率約 80%，而本研究由於提供每位填答者電子禮券做為回饋，應可提
高填答意願，故設定問卷回收率 90%，發放 323 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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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運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統計套裝軟體進行隨機抽樣，選定研
究參與者，於 109 年八月下旬透過電子郵件發送 Google 表單網路問卷，學校官
網未提供電子郵件者，則寄送紙本問卷並附上回郵信封。雖經多方努力，至 109
年十月中旬，問卷僅回收 195 份，有效問卷 194 份。經與指導教授討論決定進
行補抽樣，增加問卷發放數量。第二次抽樣以目標樣本數 291 份，扣除已回收
之有效問卷數，並以 40% 回收率計算，發放 243 份問卷。兩次總計發放 566 份
問卷，於十一月初達成回收目標，有效問卷 291 份。
問卷發放期間，研究者多次以電子郵件聯繫或致電邀請學生事務人員參與
研究，學生事務人員反應因調查期間適逢新學年開學，且今年因 COVID-19 疫
情，學務單位非常忙碌，學務同仁很辛苦也很疲累，甚至連假期都要加班，因此
無暇關注問卷填答邀請，甚或婉拒填答，此為本研究問卷回收率偏低的原因之
一。
本研究回收有效問卷共 291 份，個人背景資料各題項皆無漏答情形，研究
參與者之個人背景資料彙整如表 3-2，並概要說明如下：
一、性別：參與研究之女性學生事務人員有 171 人（佔 58.8%）
，男性學生事務
人員有 120 人（佔 41.2%）。
二、年齡：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年齡介於 22 至 72 歲，平均年齡為 42.9 歲。
為比較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年齡的不同而有差異，故依據研究
參與者回覆情形，將年齡均分為「22-37 歲」
、
「38-48 歲」
、
「49-72 歲」三組。
22-37 歲有 96 人（佔 33.0%）
、38-48 歲有 97 人（佔 33.3%）
、49-72 歲有 98
人（佔 33.7%）。
三、教育程度：因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中，專科（含以下）學歷的樣本數
（n=7）太少，故與學士學歷合併，並重新編碼為「學士（含以下）」
。學士
（含以下）學歷之學生事務人員最多，共 136 人（佔 46.8%）
，其次為碩士
學歷者有 122 人（佔 41.9%），博士學歷者則有 33 人（佔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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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務相關學位：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中，無修習學務領域相關學位者
最多，共 240 人（佔 82.5%），有修習學務領域相關學位者則有 51 人（佔
17.5%）。
五、學務專業證照：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中，無學務工作領域專業證照者
最多，共 186 人（佔 63.9%）
，有學務工作領域專業證照者則有 105 人（佔
36.1%）。
六、聘任方式：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中，約聘僱人員有 107 人（佔 36.8%）
最多，其次為正式編制專任人員有 91 人（佔 31.3%）
，校安人員/教官有 64
人（佔 22%），教師兼任行政職則有 29 人（佔 10%）。
七、職位：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中，學務長或副學務長 13 人、組長或主任
45 人、秘書 10 人、職員（非主管）223 人，由於部分組別樣本數過少，故
重新分成「主管」
（學務長或副學務長、組長或主任）及「非主管」
（秘書、
職員（非主管））兩組。擔任非主管者有 233 人（佔 80.1%）
，多於擔任主管
者 58 人（佔 19.9%）。
八、學務工作年資：參與研究之學生事務人員中，學務工作年資介於未 0 至 33
年，平均學務工作年資為 9.5 年。為比較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學
務工作年資的不同而有差異，故依據研究參與者回覆情形分為「資淺」
（未
滿 5 年）
、
「中等」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
「資深」
（滿 10 年以上）三組。資
深的學生事務人員最多，共有 118 人（佔 40.5%），其次為資淺者有 96 人
（佔 33.0%），年資中等者則有 77 人（佔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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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研究參與者個人背景變項彙整表
變項

組別

人次

百分比 (%)

120
171

41.2
58.8

96
97
98

33.0
33.3
33.7

136
122

46.8
41.9

33

11.3

性別

1
2

男
女

年齡

1
2
3

22-37 歲
38-48 歲
49-72 歲

1
2

學士（含以下）
碩士

3

博士

學務相關學位

1
2

有
無

51
240

17.5
82.5

學務專業證照

1
2

有
無

105
186

36.1
63.9

聘任方式

1
2
3
4

教師兼任行政職
校安人員/教官
正式編制專任人員
約聘雇人員

29
64
91
107

10.0
22.0
31.3
36.8

1

主管

58

19.9

2

非主管

233

80.1

1
2
3

資淺(未滿 5 年)
中等(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資深(滿 10 年以上)

96
77
118

33.0
26.5
40.5

教育程度

職位

學務工作年資
註：N=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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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旨
在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現況及其相關因素。問卷內容分
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表、公民疲勞量表、知覺組織支持量表、團隊
成員交換關係量表及自我效能感量表。以下分項說明編製依據與內容、信度與
效度。

壹、 編製依據與內容
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以及不同個人
背景之差異情形，並探討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與公
民疲勞的相關性與解釋力，以下說明問卷初稿（請參見附錄一）編製依據與內
容：

個人基本資料表
本研究以「個人基本資料表」調查學生事務人員的個人背景。由於本研究採
用網路問卷進行調查，為確實掌握資料來源且避免重複填答，故以填答者的公
務 email 信箱作為稽核依據，後續亦以此致贈電子禮券。依據文獻探討，選定與
學生事務人員相關的背景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學務相關學位、學
務專業證照、聘任方式、現任職位、學務工作年資。此部分採用最適選項編列，
由填答者自行勾選或填答。其中 email 信箱、年齡及學務工作年資為填充題，其
餘各題為選擇題。
（一）您的公務 email 信箱：採填空方式，由填答者自行填寫。
（二）性別：1＝男性、2＝女性。
（三）年齡：採填空方式，由填答者填寫實際足歲；資料回收後以 SPSS 統計軟
體分析分佈情形再進行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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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程度：1=專科（含以下）、2＝學士、3＝碩士、4＝博士。
（五）學務相關學位：由填答者依據有無高等教育或學生事務相關學位（或進
修中）進行勾選。1＝有、2＝無。
（六）學務專業證照：由填答者依據有無學生事務工作領域專業證照進行勾選。
1＝有、2＝無。
（七）聘任方式：1=教師兼任行政職、2＝教官、3＝正式編制專任人員、4＝約
聘雇人員。
（八）現任職位：1=學務長或副學務長、2＝組長或主任、3＝秘書、4＝職員（非
主管）。
（九）學務工作年資：採填空方式，由填答者填寫實際學生事務工作服務年資，
且不限同所學校；資料回收後以 SPSS 統計軟體分析分佈情形再進行分
組。

公民疲勞量表
本研究之「公民疲勞量表」原係翻譯 Bolino 等人（2015）之公民疲勞量表
（citizenship fatigue scale）並調整用字遣詞後，送請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評定。
評定過程中，研究者獲 Bolino 等人（2015）論文之共同作者 H.-H. Hsiung 教授
授權使用該論文之原始中文量表。本研究之正式問卷最終採用 Bolino 等人（2015）
所開發之公民疲勞量表（citizenship fatigue scale）中文版，並依據本研究對象之
特性調整用字遣詞，原始量表兩階段施測之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分別為 .92
及 .91（Bolino et al., 2015）
。題目共計 6 題，採用最適選項編列，由填答者自行
勾選。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學生事務人員得分愈高，代表其公民疲勞程度愈高。

55

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本研究之「知覺組織支持量表」係翻譯 Lynch 等人（1999）的 8 題簡短版
知覺組織支持量表（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並調整用字遣詞，
其乃依據 Eisenberger 等人（1986）開發的 36 題知覺組織支持量表，挑選其中
高因素負荷量的 8 個題項組成，簡短版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同樣顯示出單
一因素結構，題項間具有高度的內部一致性，其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為 .90
（Lynch et al., 1999）
。題目共計 8 題，採用最適選項編列，由填答者自行勾選。
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其中第 3 及第 6 題為反向題，
其餘為皆正向題，正向題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學
生事務人員得分愈高，代表其知覺組織支持的程度愈高。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
本研究之「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係翻譯 Seers 等人（1995）所開發之團
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team-member exchange quality scale），其兩階段施測之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分別為 .85 及 .82。團隊成員交換關係原始量表是以頻率
或程度表示，研究者考量問卷各分量表選項的一致性，且為降低研究參與者答
題困擾，故於翻譯時修改了題目詢問方式，並依據研究對象調整用字遣詞。題
目共計 10 題，採用最適選項編列，由填答者自行勾選。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學生
事務人員得分愈高，代表其知覺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的程度愈高。

自我效能感量表
本研究之「自我效能感量表」係引用 Zhang 與 Schwarzer（1995）所開發之
中文版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其 Cronbach’s α 信度係數
為 .91。題目共計 10 題，採用最適選項編列，由填答者自行勾選。量表計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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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
得 5 分，學生事務人員得分愈高，代表其自我效能的信心程度愈高。

貳、 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翻譯學者專家開發之現有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各量表皆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故未進行問卷預試，但為確保研究資料的一致性與有效性，以正式施
測回收的有效問卷進行信、效度分析，作為排除不佳題目的參考依據。以下說
明本研究工具信、效度的建立：

信度
本研究運用正式施測回收的有效問卷資料，針對「公民疲勞量表」
、
「知覺組
織支持量表」
、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以及「自我效能感量表」
，進行內部一
致性信度係數 Cronbach’s α 的信度考驗，以檢測各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其信度
分析如表 3-3。公民疲勞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3，知覺組織支持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8，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9，
自我效能感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則為 .93。Ursachi 等人（2015）指出，
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60 至 .70 為可靠程度，而 Cronbach’s α 係數在 .80 以上
則達到非常良好的程度。本研究之四個量表信度皆達非常良好的程度。
表 3-3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各量表信度分析表
量表

題數

Cronbach’s α

公民疲勞
知覺組織支持

6
8

.93
.88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自我效能感

10
10

.89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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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
（一）表面效度
本問卷初稿完成後，請二位任職於大學校院的學生事務人員協助審閱各題
項內容，就文字敘述的適讀性、流暢性與適切性提供建議，以建立量表的表面
效度。
（二）內容效度
由於本研究之研究工具係翻譯國外學者量表，故將問卷初稿送請五位任職
於大學校院中組織公民行為、公民疲勞或學生事務領域之學者專家或實務工作
者，針對各題項內容之適切性與代表性提供建議，參與專家評定之學者專家名
單如表 3-4 所示，專家效度評定卷請參見附錄二。研究者依據學者專家的修正
建議（彙整如附錄三）與指導教授逐題討論後，擬定正式問卷如附錄四。
表 3-4
內容效度評定之學者專家名單
姓名

現職

專長

林鉦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管理

張雪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
領導學系教授

學生事務理論與實務、高等
教育行政、學生諮商輔導

陳明國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
理教授

學生全人發展、學生事務議
題、高等教育行政

熊欣華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教
授

工商心理學、組織公民行
為、公民疲勞

簡信男

逢甲大學副學務長

學生事務議題、高等教育行
政

（依姓名筆劃數排列）
（三）建構效度
本研究運用正式施測的有效問卷資料，針對研究工具之「公民疲勞量表」、
「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以及「自我效能感量表」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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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內部一致性效標法」及「題目總分相關法」等項目分析，據以排除不佳試
題，確保研究資料之有效性。本研究調查問卷之建構效度分析如表 3-5。項目分
析內容說明如下：
1. 內部一致性效標法
本研究以內部一致性效標法（又稱極端組檢驗法），檢測各題項之鑑別度，
按各量表的得分高低，取極端的 27% 分為高、低兩組，計算兩分組之得分平均
數後，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邱皓政（2010）認為一般進行 t 檢定時，t 檢定值
（CR 值）的標準可以設定 CR 值≧3，且達顯著水準。本研究各量表之 CR 值均
大於 3，故無需刪題。
2. 題目總分相關法
本研究以題目總分相關法計算每一個項目與總分的積差相關係數。邱皓政
（2010）表示，項目與總分的積差相關係數在 .30 以上是一般的要求。本研究
各量表題目總分相關係數均在 .30 以上，故無需刪題。
表 3-5
建構效度分析摘要表
量
表

t 檢定值
（CR）

題項

1.對於要幫工作單位做超出自己職責的事情，這
讓我覺得厭倦。
2.因為我為工作單位做了超出自己職責的工作，
所以覺得非常累。
公
3.幫工作單位多做事對我的心理和體力是一種耗
民
損。
疲
4.因為做了超出工作職責的事，使我經常覺得自
勞
己的能量不夠用。
5.幫其他人工作讓我很疲累。
6.要去接受額外任務和工作指派，讓我有精力耗
盡的感覺。

更正後項目
總數相關

20.02***

.75

26.32***

.83

24.82***

.81

20.71***

.77

21.99***
25.64***

.76
.84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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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

知
覺
組
織
支
持

t 檢定值
（CR）

題項
1.我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我的目標和價值。
2.我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我的福利。
3.我任職的學校對我一點也不關心。
4.如果我坦誠過錯，我任職的學校會願意原諒我。
5.我任職的學校重視我所提出的意見。
6.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任職的學校會想要利用我、
佔我的便宜。
7.當我遭遇問題時，我任職的學校會伸出援手。

17.20***
17.19***
14.25***
9.57***
15.74***
12.49***

.67
.71
.62
.43
.73
.55

16.47***

.73

8.當我需要特殊協助時，我任職的學校會願意提
供幫助。

16.34***

.72

9.60***

.58

10.68***

.61

9.96***

.48

12.11***
11.29***
13.01***

.64
.60
.60

11.08***
13.33***
14.53***
12.78***

.62
.69
.70
.71

14.26***
11.09***
14.95***
17.60***
16.94***
14.40***

.67
.49
.64
.82
.80
.74

17.43***

.77

1.我會向其他同事提出改善工作方法的建議。

團
隊
成
員
交
換

更正後項目
總數相關

2.如果我的協助使同事的工作變得輕鬆(或困難)
時，同事會讓我知道。
3.如果同事的協助使我的工作變得輕鬆(或困難)
時，我會讓他知道。
4.我的同事瞭解我所擁有的潛力。
5.我的同事能夠理解我的困難與需求。
6.我能靈活的調整工作職責，以使其他同事的工

作更輕鬆。
關
7.當同事工作繁忙時，同事會尋求我的協助。
係
8.當同事工作繁忙時，我會自願協助同事。
9.我樂於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10. 我的同事樂於協助我完成任務。
1.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夠解決難題的。
2.即使別人反對我，我仍有辦法取得我所要的。
3.對我來說，堅持理想和達成目標是輕而易舉的。
4.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
自
5.以我的才智，我定能應付意料之外的情況。
我
6.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決大多數
效
的難題。
能
7.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因為我可信賴自己處理
感
問題的能力
8.面對一個難題時，我通常能找到幾個解決方法。
9.有麻煩的時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應付的方法。

60

14.93***
.78
13.67***
.74
（續下頁）

量
表

t 檢定值
（CR）

題項
10. 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我都能夠應付自
如。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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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更正後項目
總數相關
.81

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以北區大學校院之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對象，採用「北區大學校院
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進行網路與紙本問卷調查，茲將研究步驟說
明如下。

壹、 問卷發放
研究者以 Google 表單製作「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
之網路問卷，透過電子郵件發送研究參與邀請及網路問卷連結給依據抽樣方法
選定之研究參與者，第一次問卷發放的填答時間設定為 2 週，第二次補抽樣時，
填答時間設定為 1 週。研究參與者可隨時透過問卷連結，開啟網路問卷並進行
線上填答，填答結果會即時彙整於 Google 表單之回覆統計表內。學校官網未提
供電子郵件資訊之研究參與者，則將紙本問卷寄至研究參與者之工作單位，並
隨信附上回郵信封，以提高填答意願。
本研究為提高問卷的回收率，提供每位完成問卷之填答者 50 元的超商電子
禮券，此激勵措施於研究參與邀請中已說明，並於事後透過電子郵件發送電子
禮券序號。

貳、 問卷催收
研究者於問卷填答截止日三天前發送提醒郵件；問卷填答截止日後，針對
尚未填答者，除了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聯繫，也商請研究者熟識的學生事務
人員協助連繫該校尚未填答者，於 109 年十一月初達成目標有效問卷數量後，
則關閉網路問卷，不再接受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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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於達成目標有效問卷回收數量後，逐項檢視並剔除重複填答樣本，
並將回收之紙本問卷進行編碼建檔後，使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5.0 統計套裝
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以下說明資料處理及分析方法。

壹、 資料處理
資料檢核
本研究以 Google 表單製作網路問卷，並將所有題項設為必填，系統會確認
無漏答情形，方能成功送出填答結果，故不會有遺漏值的問題產生。本研究第
一次發送之問卷，係透過填答者自行填寫公務 email 信箱，作為資料勾稽依據，
據以排除重覆填答，重複填答者僅採計最新一筆資料。於問卷回收過程中，部
分研究參與者反映，填寫公務 email 信箱過於敏感而婉拒填答，為提高填答意
願，其後將公務 email 信箱改為非必填選項，同時在 Google 表單網路問卷設定
欄內勾選「僅限回覆 1 次」選項，由系統避免重覆填答。

資料編碼與轉換
本研究針對回收資料，進行資料編碼與轉換工作，說明如下：
1. 將問卷回覆表單中之資料進行編碼，並將文字資料轉換為可供統計分析
之數據資料。
2. 個人基本資料表中之「年齡」及「學務工作年資」為填空題，依據問卷
填答情形進行分組，轉換成類別變項。
「年齡」依人數比例均分為 22-37
歲、38-48 歲、49-72 歲三組；
「學務工作年資」則分為資淺（未滿 5 年）
、
中等（5 年以上未滿 10 年）、資深（滿 10 年以上）三組。
3. 個人基本資料中，由於「教育程度」及「職位」之部分選項人數過少，
故進行選項合併並重新編碼。「教育程度」之『專科（含以下）』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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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選項合併，並重新編碼為『學士（含以下）』
；
「職位」則將『學務長
或副學務長』與『組長或主任』選項合併，並重新編碼為「主管」，『秘
書』及『職員（非主管）』則合併並重新編碼為「非主管」。
4. 知覺組織支持量表中之第 3 題及第 6 題為反向題，於資料分析前進行反
向題轉換。

資料再確認
研究者將原始資料與編碼轉換後之數據資料再次進行檢核，以確認資料正
確無誤。

貳、 回應研究問題的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下列統計分析方法，回應研究問題。

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以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等描述性統計方式，說明北區大學校院
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情況，以回應研究問題一。

單一樣本 t 考驗
本研究以單一樣本 t 考驗檢定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其
實際狀況是否顯著高於理論平均值（五點量表的中間值），以瞭解研究問題一，
並考驗研究假設 1。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本研究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對於北區大學校院學生
事務人員公民疲勞的差異情形，針對考驗結果達顯著者，若變異數同質性假設
成立，採最小顯著差異法（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LSD）進行事後比較，若
變異數同質性假設不成立，則採用 Games-Ho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並以 η2（eta
square）檢視其相關聯強度，判斷準則依據 Cohen 建議 η2 （引自邱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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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001≦η2＜.059 為低度關聯強度、.059≦η2＜.138 為中度關聯強度、.138
≦η2 為高度關聯強度，以瞭解研究問題二，並考驗研究假設 2。

積差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分析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之知覺組織
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以及自我效能感等變項，其與公民疲勞的相關程度，
以瞭解問題三，並考驗研究假設 3-1、3-2、3-3。

階層多元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階層多元迴歸分析，在排除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之個人背
景變項後，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以及自我效能感等變項對於公民
疲勞的解釋力，以瞭解研究問題三，並考驗研究假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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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情形及其相關因素。
本章依據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以問卷調查所得資料進行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共分為六節。第一節分析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第二節
探討不同個人背景在公民疲勞差異情形，第三節探究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
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與公民疲勞的相關性及解釋力。

第一節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現
況分析

本研究以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等描述性統計，進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
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描述，並以單一樣本 t 考驗檢定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
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情形是否顯著高於理論平均值 3（五點量表的中間值），以瞭
解研究問題一：「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為何？」，並考驗
研究假設 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實際狀況顯著高於理論平
均值（五點量表的中間值）」。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描述性統計與單一樣本 t 考驗結
果彙整如表 4-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現況的分布情形，依最小
值 1.00 至最大值 5.00，劃分其平均得分區間，其中平均得分 3.01~4.00 分者最
多，有 108 人（佔 37.1%）
，其次為平均得分 2.01~3.00 分者有 105 人（佔 36.1%）
，
平均得分 1.00~2.00 分者有 49 人（佔 16.8%），平均得分 4.01~5.00 分者最少，
有 29 人（佔 10.0%）。其中，得分高於 3.01 分者達 47.1%，表示北區大學校院
學生事務人員中，有接近五成的人已經知覺到自己有公民疲勞情形，值得我們
重視。若以整體來看，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平均值為 3.02，
在五點量表中接近中間值，屬於輕微程度；就離散情形而言，公民疲勞的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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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情形較大（SD=.90）
；由於偏態係數 SK< 0，屬於負偏態分配情形，分配集
中在平均數以上，公民疲勞程度偏高的學務人員較多。
為進一步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情形是否高於理論平均
值，研究者以五點量表的中間值 3 作為檢定標準。研究結果顯示，學生事務人
員之公民疲勞（t (290)=.335，p >.05）未達顯著水準，表示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
勞情形並未顯著高於理論平均值。
本研究調查期間適逢 COVID-19 疫情肆虐之際。於疫情爆發的初期，各大
學校院紛紛停辦大型活動與停止社團活動，僅維持最低的學術教學活動，此外
校方動員學校行政人員於校園出入口輪值量測體溫，守護校園安全成為全校教
職員生的共同目標。原隸屬於學生事務處的業務，因疫情停擺，而新增的防疫
工作，在全校共同目標及抱持防疫人人有責的信念支持下，使學生事務人員在
此時期的公民疲勞呈現輕微程度。然而，從公民疲勞現況分布情形來看，有將
近五成的學生事務人員已經知覺自身有公民疲勞的情形，而本研究由於回收率
偏低，曾透過電子郵件、電話以及商請熟識的學生事務人員多方連繫研究參與
者，接獲為數不少的學生事務人員反應，因學務工作忙碌而未注意到研究邀請
郵件，或直接婉拒參與研究，因此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實際狀況有可能被
低估了。
表 4-1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描述性統計與 t 考驗摘要表
人
數

百分比

1.00~2.00

49

16.8

2.01~3.00

105

36.1

3.01~4.00

108

37.1

4.01~5.00

29

10.0

得分區間

(%)

平
均
數

標準
差

3.02

.90

量表

公民
疲勞

註：N=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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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1.00 5.00

偏態
係數

t

(SK)

-.04

.34

第二節

個人背景變項在公民疲勞的差異比較

本節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修習學務相關
學位、有無學務專業證照、聘任方式、職位、學務工作年資等個人背景為自變
項，公民疲勞為依變項，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討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
勞是否因個人背景不同而有差異。針對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F 值考驗達顯著水準
之背景變項，進一步進行事後比較，並以 η2 （eta square）檢視其關聯強度。若
變異數同質性假設成立，採最小顯著差異法（LSD）進行事後比較，若變異數同
質性假設不成立，則採用 Games-Howell 法進行事後比較；關聯強度則依據 Cohen
建議 η2 的判斷準則（引自邱皓政，2010）
：.001≦η2＜.059 為低度關聯強度、.059
≦η2＜.138 為中度關聯強度、.138≦η2 為高度關聯強度，進行分析，以瞭解研究
問題二：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因其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
而有差異？」
，並考驗研究假設 2：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個人背景變項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壹、 不同性別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分析
不同性別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結果彙
整如表 4-2。由表 4-2 可知，女性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平均數（M=3.08）略
高於男性學生事務人員（M=2.93）
，惟此差異情形經變異數分析考驗（F(1, 289)=1.73，
p=.189）
，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男、女性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現況並無顯著
差異。
有別於趙紅丹和江葦（2017）
、Klotz 等人（2018）
、De Clercq 等人（2019）
、
X. Liu 和 K. Yu（2019）、C. Liu 和 K. Yu（2019）、Qiu 等人（2020）以國外企業
員工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認為性別對於公民疲勞會產生影響而將其列為控
制變項，此與本研究結果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性別平等、男女平權在臺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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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遍共識，而大學的學務工作內容、份量、責任及壓力，也並不會因為性別而
有所不同，因此男、女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情形並無顯著差異。
表 4-2
不同性別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標
準
差

變異數分析

性別

平
均
數

1. 男

2.93

.93

組間

1.41

1

1.41

2. 女

3.08

.88

組內
總和

235.20
236.60

289
290

.81

變異
來源

SS

df

MS

F
1.73

註：男，n=120；女，n=171

貳、 不同年齡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分析
不同年齡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結果彙
整如表 4-3。由表 4-3 可知，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以年齡 38-48 歲者的平均
數（M=3.09）略高於 22-37 歲（M=3.07）及年齡 49-72 歲（M=2.90）者，惟此
差異情形經變異數分析考驗（F(2, 288)=1.31，p=.272）
，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
同年齡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並無顯著差異。
有別於 Bolino 等人（2015）以私立大學專任教師，以及趙紅丹和江葦（2017）
、
Klotz 等人（2018）
、De Clercq 等人（2019）、X. Liu 和 K. Yu（2019）、C. Liu 和
K. Yu（2019）
、Qiu 等人（2020）以企業員工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認為年齡
對於公民疲勞會產生影響而將其列為控制變項，此與本研究結果不同。究其原
因，可能是年輕的學生事務人員剛出社會，對工作充滿熱情且任勞任怨，較不
易產生公民疲勞，而隨著年歲增長，學務人員的生活與工作閱歷增加，對於工
作及心態更懂得自我調適，因此公民疲勞情形並未因年齡而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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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不同年齡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年齡
1. 22-37 歲
2. 38-48 歲
3. 49-72 歲

平
均
數
3.07
3.09
2.90

標
準
差
.85
.91
.95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SS

組間
組內
總和

2.13
234.47
236.60

df
2
288
290

MS
1.07
.81

F
1.31

註：22-37 歲，n=96；8-48 歲，n=97；49-72 歲，n=98

參、 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分析
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結
果彙整如表 4-4。由表 4-4 可知，教育程度為學士（含以下）的學生事務人員，
其公民疲勞平均數（M=3.21）最高，其後依序為碩士（M=2.93）
、博士（M=2.57）
。
上述差異情形經變異數分析考驗（F(2, 288)=8.09，p<.001），達顯著水準，顯
示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事
後比較，Levene's 同質性變異數檢定並未顯著（Levene =1.088，p=.298），變異
數同質性假設成立，經事後比較 LSD 檢驗，公民疲勞的平均數以學士（含以下）
顯著高於碩士與博士，碩士亦顯著高於博士，結果顯示教育程度為學士（含以
下）的學生事務人員較碩士與博士有較高的公民疲勞情形，而碩士的公民疲勞
情形又較博士高。另外，以 η2（eta square）檢視其關聯強度，教育程度對於公
民疲勞的解釋力為 5.3%，屬低度關聯強度。
趙紅丹和江葦（2017）、De Clercq 等人（2019）、X. Liu 和 K. Yu（2019）、
C. Liu 和 K. Yu（2019）
、Qiu 等人（2020）以企業員工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
認為教育程度對於公民疲勞會產生影響而將其列為控制變項，此與本研究結果
相符。由於現今大學校院仍以學歷為給薪標準，同一處室相同的工作內容，因
員工學歷不同起薪有所差異，以學士與碩士來說，月薪就有 4~5 千元以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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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同工不同酬的情形，再加上義務性從事職責以外的任務，容易造成學歷較
低的學生事務人員心理上的不適，因而導致公民疲勞情形，此也與社會交換理
論所認為，付出與回報不對等時，會對個人情緒產生影響的論點相符。
表 4-4
不同教育程度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教育程度

平
均
數

1. 學士(含以下)
2. 碩士
3. 博士

3.21
2.93
2.57

標
準
差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91 組間
.84 組內
.90 總和

SS
12.58
224.02
236.60

F

η2

事後
比較

df

MS

2
288
290

6.29 8.09*** .053 1>2>3
.78

註：學士(含以下)，n=136；碩士，n=122；博士，n=33。*** p < .001

肆、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
分析
有無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
數分析結果彙整如表 4-5。由表 4-5 可知，有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務人員，
其公民疲勞平均數（M=2.67）較無修習者（M=3.09）為低。上述差異情形經變
異數分析考驗（F(1, 289)=9.44，p<.01）
，達顯著水準，顯示有無修習學務相關學位
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有顯著差異，有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
務人員較無修習者有較低的公民疲勞情形。另外，以 η2（eta square）檢視其關
聯強度，有無修習學務相關學位對於公民疲勞現況的解釋力為 3.2%，屬低度關
聯強度。
目前尚無相關研究可供本研究進行比較，此研究結果符合研究者假設。研
究者認為，學生事務是專業工作，透過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長期專業訓練，學
生事務人員對於學務工作的內涵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知，學務工作知能提升，
在學務工作的處理上往往也會較有效率，因此較不易產生公民疲勞。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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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工作人員透過學務專業進修，能夠認識到更多的學務工作夥伴，透過社群
夥伴彼此的鼓勵與支持，因為情感上獲得了回報，因此較不易產生公民疲勞。
表 4-5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修習學務
相關學位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SS

df

MS

η2

F

1. 有

2.67

.74

組間

7.48

1

7.48

2. 無

3.09

.92

組內
總和

229.12
236.60

289
290

.79

9.44**

.032

註：有，n=51；無，n=240。** p < .01

伍、 有無學務專業證照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
分析
有無學務專業證照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
析結果彙整如表 4-6。由表 4-6 可知，無學務專業證照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
疲勞平均數（M=3.03）高於有學務專業證照者（M=2.99）
，惟此差異情形經變異
數分析考驗（F(1, 289)=0.19，p=.666），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有無學務專業證照
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並無顯著差異。
表 4-6
有無學務專業證照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學務專業
證照
1. 有
2. 無

平
均
數
2.99
3.03

標
準
差
.95
.88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SS

組間
組內
總和

.15
236.45
236.60

註：有，n=105；無，n=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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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

MS
1
289
290

F
.15
.82

.19

目前學務專業證照是由各學生事務相關學術性社團進行認證，透過舉辦短
期課程或研習，參與學員通過考試而獲得認證，但由於受訓時間短，對於學生
事務人員的專業知能提升效果有限，因此公民疲勞並未因學生事務人員是否有
學務專業證照而有所差異。

陸、 不同聘任方式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分析
不同聘任方式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結
果彙整如表 4-7。由表 4-7 可知，聘任方式為校安人員/教官的學生事務人員，其
公民疲勞平均數（M=3.15）最高，其後依序為正式編制專任人員（M=3.06）
、約
聘雇人員（M=3.05），教師兼任行政職（M=2.45）的公民疲勞平均數最低。
上述差異情形經變異數分析考驗（F(2, 288)=8.09，p<.001），達顯著水準，顯
示不同聘任方式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有顯著差異。進一步進行事
後比較，Levene's 同質性變異數檢達顯著水準（Levene =3.023，p<.05）
，變異數
同質性假設不成立，經事後比較 Games-Howell 檢驗，公民疲勞的平均數以教師
兼任行政職顯著高於校安人員/教官、正式編制專任人員與約聘雇人員，結果顯
示聘任方式為教師兼任行政職的學生事務人員較其他聘任方式者有較低的公民
疲勞情形。另外，以 η2（eta square）檢視其關聯強度，聘任方式對於公民疲勞
現況的解釋力為 4.5%，屬低度關聯強度。
由於學生事務工作是校安人員/教官、正式編制專任人員、約聘雇人員的本
職工作，也是賴以維生的收入來源，如 Bolino 等人（2013）所認為，義務性從
事職責以外的工作可能是迫於無奈，如此則容易造成公民疲勞情形；而對於教
師兼任行政職者而言，其本職工作為教學，兼任學生事務工作乃是透過個人意
願的選擇，此外，教師兼任行政職之學務工作負荷較正職人員為低，除重大或
特殊事件外，也較不需要第一線面對學生與家長，工作職責內、外的劃分較能
明確界定，故較不易產生公民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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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不同聘任方式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聘任方式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教師兼任行 2.45 1.00
政職
2. 校安人員/ 3.15 .98
教官
3. 正式編制專 3.06 .91
任人員
4. 約聘雇人員 3.05 .77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SS

組間

10.61

3

組內

226.00

287

總和

236.60

290

df

MS

F

3.54 4.49**

η2
.045

.79

事後
比較
2>1
3>1
4>1

註：教師兼任行政職，n=29；校安人員/教官，n=64；正式編制專任人員，
n=91；約聘雇人員，n=107。** p < .01

柒、 不同職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分析
不同職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結果彙
整如表 4-8。由表 4-8 可知，擔任主管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平均數（M=2.60）
較非主管者（M=3.12）為低。上述差異情形經變異數分析考驗（F(1, 289)=16.277，
p<.01）
，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有顯著差
異，擔任主管的學生事務人員較非主管者有較低的公民疲勞情形。另外，以 η2
（eta square）檢視其關聯強度，不同職位對於公民疲勞現況的解釋力為 5.3%，
屬低度關聯強度。
Klotz 等人（2018）、De Clercq 等人（2019）以企業員工為對象的公民疲勞
研究，認為職位對於公民疲勞會產生影響而將其列為控制變項，此與本研究結
果相符。學務主管須配合學校發展目標擬定學務工作方針，且身負學務工作推
動重任，較能夠審時度勢，且在與各處室協調合作上，對於義務性從事職責以
外的工作或任務，較具有主控權；而非主管的學生事務人員，一般只能接受主
管指派任務，因此對於職責以外的工作，較容易產生公民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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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不同職位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職位
1. 主管
2. 非主管

平
均
數
2.60
3.12

標
準
差
.97
.86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組間
組內
總和

SS

df

12.60
224.00
236.60

1
289
290

MS

F

η2

12.61 16.27*** .053
.78

註：主管，n=58；非主管，n=233。*** p < .001

捌、 不同學務工作年資的學生事務人員在公民疲勞的差異
分析
不同學務工作年資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
析結果彙整如表 4-9。由表 4-9 可知，學務工作年資中等（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平均數（M=3.08）最高，其次為資深（滿 10 年以
上）者（M=3.01）
，資淺（未滿 5 年）者最低（M=2.98）
，惟此差異情形經變異
數分析考驗（F(2, 288)=0.25，p=.779），並未達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務工作年資
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現況並無顯著差異。
有別於趙紅丹和江葦（2017）
、Klotz 等人（2018）
、X. Liu 和 K. Yu（2019）
、
Qiu 等人（2020）以企業員工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認為工作年資對於公民疲
勞會產生影響而將其列為控制變項，此與本研究結果不同。究其原因，可能是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需順應社會潮流與符合國家教育政策，因此學務工作必須
與時俱進，制定合於現況的學生發展方針，並具備即時調整的機動性，以養成
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不論是何種學務工作年資的學生事務人員，都勢必面臨
更多更新的職責外的任務或工作，因此公民疲勞不會因為不同學務工作年資而
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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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不同學務工作年資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描述統計與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學務工作年資

平
均
數

1. 資淺
2. 中等
3. 資深

2.98
3.08
3.01

標
準
差
.92
.91
.89

變異數分析
變異
來源

SS

組間
組內
總和

df

.41
236.19
236.60

MS
2
288
290

.21
.82

F
.25

註：資淺，n=96；中等，n=77；資深，n=118。

玖、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可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修習學務相關學位、有無
學務專業證照、聘任方式、職位、學務工作年資等不同個人背景在公民疲勞是
否有所差異，茲將差異分析結果摘要如表 4-10。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在教育程度、修習學務相關學位、
聘任方式、職位等個人背景變項有顯著差異。
「無修習學務相關學位」
、
「非主管」
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顯著高於「有修習學務相關學位」及「主管」
；在
教育程度部分，
「學士（含以下）」顯著高於「碩士」及「博士」
，
「碩士」又顯著
高於「博士」
；在聘任方式部分，「校安人員/教官」、「正式編制專任人員」、「約
聘雇人員」的公民疲勞則顯著高於「教師兼任行政職」
。而不同性別、年齡、有
無學務專業證照、學務工作年資等變項皆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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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
不同背景變項之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差異摘要表
變項

組別

公民疲勞

性別

1
2

男
女

N.S.

年齡

1
2
3

22-37 歲
38-48 歲
49-72 歲

N.S.

1
2

學士（含以下）
碩士

3

博士

1
2

有
無

1

有

2

無

1
2
3
4

教師兼任行政職
校安人員/教官
正式編制專任人員
約聘雇人員

1

主管

2

非主管

1
2
3

資淺(未滿 5 年)
中等(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資深(滿 10 年以上)

教育程度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
學務專業證照

聘任方式

職位

學務工作年資

1>2>3

2>1
N.S.
2>1
3>1
4>1
2>1

註：N=291；N.S.=未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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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

第三節

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

效能感與公民疲勞的相關分析與解釋力分析
本節旨在探討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團隊
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的相關性與解釋力，以瞭解研究問題三：
「北區大學
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是否與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
效能感有關？且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的影響後，其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
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是否有顯著解釋力？」
，並考驗研究假設 3：
「北
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
我效能感有顯著負相關，且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後，其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
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具有顯著解釋力」。

壹、 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與公
民疲勞的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積差相關係數（r）來分析兩者的相關程度。邱皓政
（2010）表示相關係數值介於±1 之間，經顯著性考驗達顯著水準，變項關聯程
度判斷標準如下（係數絕對值）：r <.10，微弱或無相關； .10< r <.39，低度相
關；.40< r <.69，中度相關；.70< r <.99，高度相關；r=1，完全相關。公民疲勞、
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的相關矩陣如表 4-11。

知覺組織支持與公民疲勞的相關分析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持經 Pearson 積差相
關分析得知，兩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 r=-.45（p<.001）
，為顯著負相關，表示學
生事務人員的知覺組織支持程度愈高，其公民疲勞愈低，而知覺組織支持與公
民疲勞具有顯著中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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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ino 等人（2015）以私立大學專任教師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發現，知
覺組織支持對於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與公民疲勞有調節作用，當組織支持程
度低，則兩者呈正相關，此與本研究結果相符，而本研究結果也符合組織支持
理論。學生事務人員知覺學校重視自身對於學校的貢獻並關心自己的福祉，因
此意識到自己有幫助學校實現培育人才目標的義務，因而願意義務性從事職責
以外的工作以達成此目標，故較不易產生公民疲勞。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與公民疲勞的相關分析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經 Pearson 積
差相關分析得知，兩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 r=-.35（p<.001）
，為顯著負相關，表
示學生事務人員的團隊成員交換關係程度愈高，其公民疲勞愈低，而團隊成員
交換關係與公民疲勞具有顯著低度相關。
Bolino 等人（2015）以私立大學專任教師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發現，團
隊成員交換關係對於員工從事組織公民行為與公民疲勞具調節作用，當團隊成
員交換關係高，則兩者呈負相關，此與本研究結果相符，而本研究結果也符合
社會交換理論。學生事務工作具有團隊合作的特性，需要藉由學生事務人員互
相幫忙與共同合作，方能完成任務並達成目標，由於團隊成員之間的社會互動
關係，並非透過金錢進行交換，而是奠基於心理上認知付出與回報是否對等，
因此當學生事務人員義務性從事職責以外的工作時，良好的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可以使學生事務人員更願意投入，並且較不易產生公民疲勞。

自我效能感與公民疲勞的相關分析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自我效能感經 Pearson 積差相關
分析得知，兩變項之間的相關係數 r=-.28（p<.001）
，為顯著負相關，表示學生
事務人員的自我效能感愈高，其公民疲勞愈低，而自我效能感與公民疲勞具有
顯著低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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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紅丹和江葦（2017）以中國企業員工為對象的公民疲勞研究發現，自我效
能感對於員工的公民壓力與公民疲勞具負向調節作用，此與本研究結果相符，
而本研究結果也符合自我效能理論。自我效能感高的學生事務人員，在面對新
事物或挑戰時，仍會努力不懈，即使面對失敗或挫折，也能夠迅速恢復自信心，
能有效應對各種壓力狀況，因此在面對義務性從事職責以外的工作，即使有公
民疲勞的情況，仍能自我調適並排解。
表 4-11
公民疲勞、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之相關矩陣表
變項
公民疲勞
知覺組織支持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自我效能感

公民疲勞

知覺組織

團隊成員

支持

交換關係

1.00
-.45***
-.35***
-.28***

1.00
.42***
.26***

1.00
.56***

自我效能感

1.00

***p < .001

貳、 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
民疲勞的解釋力分析
本研究採階層迴歸分析法，各區組設定說明如下：個人背景變項為第一區
組自變項，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為第二區組自變項，
公民疲勞為依變項，階層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2。
研究結果顯示，第一區組的個人背景變項，對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
的公民疲勞具有顯著解釋力 R2=.110，F(11, 279)=3.13，p=.001，代表所有個人背景
可以解釋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變異的 11%。在加入第二區組的
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等變項後，所有變項對北區大
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解釋力為 R2=.278，F(14, 276)=7.599，p <.001，達
顯著水準；解釋力增量△R2=.168，F(3, 276)=21.456，p <.001，顯示排除個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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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後，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等變項對於公民疲
勞的解釋力提升 16.8%。
進一步對於個別自變項進行事後考驗，研究結果顯示，知覺組織支持的解
釋力較佳（β=-.339）
，代表知覺組織支持程度愈高，公民疲勞愈低。其次為團隊
成員交換關係（β=-.112），而自我效能感最低（β=-.091）。但三個變項中，僅有
「知覺組織支持」的 β 係數具有統計意義（t=-5.825，p<.001）。
在控制了學生事務人員的個人背景變項後，公民疲勞受到知覺組織支持的
影響最大，此結果與 Bolino 等人（2015）的研究結果部分相符，而組織支持理
論認為，員工發展知覺組織支持是為了滿足認同、尊重和從屬關係的需要，並
評估工作努力所增加的收益，因此在學生事務工作場域中，學生事務人員認為，
從組織獲得支持與認可的需求，大於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與自我效能感的建立。
但這並不表示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與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不重要，從表 4-11 相
關矩陣可以發現，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與自我效能感三個自變項
間具有顯著正相關，代表學生事務人員的知覺組織支持程度，也會受到團隊成
員交換關係與自我效能感的影響。學生事務人員具備充足的自信，以及透過融
洽的團隊交流與合作關係，不僅能夠提升工作效能，也能獲得組織的支持與認
可，從而降低公民疲勞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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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之階層迴歸分析摘
要表
模型內的變數

區組一
β

個 性別
人 年齡
背 教育程度 1
景
大學(含以下)
碩士

區組二
t

β

t

.039
-.053

.601
-.610

.016
-.030

.275
-.370

.021
-.056

.147
-.420

.024
-.040

.189
-.330

.135
-.016

2.382*
-.251

學務相關學位
學務專業證照

.172
.022

2.752**
.301

聘任方式 2
教官
正式
約聘
職位

.262
.208
.128
.132

1.800
1.427
.780
1.574

.126
.107
.048
.040

.941
.807
.324
.513

-.005

-.070

.015

.209

學務工作年資
知覺組織支持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339***
-.112

-5.825
-1.679

自我效能感

-.091

-1.419

模
型
摘
要

R2
F

.110***
3.131

.278***
7.599

△R2
△F

.110***
3.131

.168***
21.456

註：1.對照組為博士；2.對照組為教師兼任行政職。
* p < .05；** p < .01；***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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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依據第四章之研究發現歸納結論，並依據結論提出建議，做為改善學
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參考。本章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為結論，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節依據問卷調查的分析結果歸納以下結論，並總結本研究主要發現及研
究假設考驗結果。

壹、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為輕微程
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現況平均數為
3.02，接近五點量表的中間值，在五點量表中屬於輕微程度。經單一樣本 t 考
驗以中間值 3 作為檢定標準，並未達顯著水準，故其公民疲勞情形並未顯著高
於理論平均值。

貳、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情形在擁有博
士學歷、有修習學務相關學位、教師兼任行政職及擔
任主管者較低，但不因性別、年齡、有無學務專業證
照、學務工作年資而有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會因其教育程度、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聘任方式及職位等個人背景變項之不同而有顯著差異，但
不因性別、年齡、有無學務專業證照、學務工作年資而有差異。
在教育程度方面，以博士學歷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情形最低，其次
為碩士，而學士（含以下）的公民疲勞情形最高。在修習學務相關學位部份，有
修習者的公民疲勞情形低於無修習者。在聘任方式部份，教師兼任行政職者的
公民疲勞情形低於校安人員/教官、正式編制專任人員及約聘雇人員。在職位部
份，擔任主管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情形低於非主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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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
持呈顯著負相關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知覺組織支持與公民疲
勞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r=-.454，p<.01）
，兩者具有中度負相關，故可得知當學
生事務人員知覺組織支持程度愈高，則公民疲勞愈低。

肆、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團隊成員交
換關係呈顯著負相關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與公
民疲勞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r=-.347，p<.01）
，兩者具有低度負相關，故可得知
當學生事務人員感受到團隊成員交換關係愈融洽，則公民疲勞愈低。

伍、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自我效能感
呈顯著負相關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自我效能感與公民疲勞
相關係數達顯著水準（r=-.283，p<.01）
，兩者具有低度負相關，故可得知當學生
事務人員的自我效能感愈好，則公民疲勞愈低。

陸、 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的影響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
務人員的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
能感對公民疲勞具有負向的解釋力
經本研究結果可知，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個人背景變項的公民疲
勞具有顯著解釋力（R2=.110，F(11, 279)=3.13，p=.001）
；在加入第二區組的知覺組
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等變項後，公民疲勞的解釋力增量為
△R2=.168，F(3, 276)=21.456，p <.001，顯示排除個人背景變項影響後，知覺組織
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使解釋力提升 16.8%，且達顯著水準。β
係數為負值代表具有負向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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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本研究之假設考驗結果整理如表 5-1。

表 5-1
研究假設考驗結果摘要表
假設內容

獲得
支持

未獲
支持

✓

假設 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實際狀況顯著
高於理論平均值（五點量表的中間值）。
假設 2：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個人背景
變項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性別」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年齡」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3：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4：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5：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有無學務專業證照」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6：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聘任方式」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7：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職位」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假設 2-8：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因其
「學務工作年資」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
✓
✓
✓
✓
✓
✓
✓

假設 3：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組織支
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有顯著負相關；
且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後，其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
員交換關係、自我效能感對公民疲勞具有顯著解釋
力。
假設 3-1：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知覺
組織支持有顯著負相關。

✓

假設 3-2：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團隊
成員交換關係有顯著負相關。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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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內容

獲得
支持

假設 3-3：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與自我
效能感有顯著負相關。

✓

假設 3-4：在排除個人背景變項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
務人員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
我效能感對其公民疲勞具有顯著解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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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
支持

第二節

建議

本節依據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相關建議，做為改善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
之參考。

壹、 學校相關單位及人員
優先晉用具學務專業訓練的人員，並鼓勵現職學生事務人員
專業進修
學生事務工作從過去的學生管理及行政業務，逐步以培養學生全人發展為
目標邁進，學生事務工作的專業化成為國內外的共識。而本研究結果發現，有
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較低，學生事務人員透過扎實
的學術專業訓練，瞭解到學生事務的核心價值是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當其將所
學之專業知能有效運用在學務工作實務中，不僅能夠提升學務工作品質，且其
本身對於學務工作的特性具有充分暸解的情形下，能夠有效減緩公民疲勞，故
各大學校院在晉用學生事務處工作人員時，具有學務專業訓練者，可優先列入
考量。此外，本研究結果也發現，博士學歷的學生事務人員之公民疲勞最低，其
次為碩士，而學士（含以下）學歷者則最高，故學校單位應鼓勵現職學生事務人
員專業進修，以強化專業知能、提升學務工作效能，並減緩公民疲勞的產生。

學生事務人員之專業認證應朝向長期性、系統性增能方向進
行規劃
本研究結果發現，有修習學務相關學位的學生事務人員，其公民疲勞較低，
但有無學生事務專業認證對學生事務人員的公民疲勞卻無顯著差異，由於目前
學務專業證照是由各學生事務相關學術性社團進行認證，但由於受訓時間短，
對於學生事務人員的專業知能提升效果有限，建議未來不論是學校或學生事務
相關學術性社團，辦理增能活動時，應朝向長期性、系統性方向規劃，可有效提
升學生事務人員的實務能力與專業知能，減緩其公民疲勞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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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說明執行職責外任務與學務發展目標的相關性，以提高
執行意願
本研究結果發現，由教師兼任行政職者，其公民疲勞低於校安人員/教官、
正式編制專任人員及約聘雇人員，教師兼行政職者皆為學務處中的一級或二級
主管，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擔任主管者的公民疲勞低於非主管者，擔任主管者
對於從事職責外的工作多是自願且具有較高的主控權，對於基層學務人員來說，
若能明瞭所從事的職責外工作或任務的理由與必要性，則更能提高執行意願。
因此學務主管在指派職責外的工作或任務時，若能讓同仁充分理解執行內容與
學務發展目標的相關性，應可有效避免公民疲勞的產生。

重視學生事務人員的貢獻並關心其福祉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事務人員知覺學校重視自己的貢獻並關心自己的福
祉，其知覺程度愈高則公民疲勞愈低。學校雖有人事考核機制，但學務同仁從
事職責以外的工作或任務並未納入考評，建議學校及學務主管對於學務同仁在
職責以外工作的貢獻，應予以認同並重視其貢獻，滾動式檢討學務工作人員的
福祉，倘若無法提供實質報酬，也可以公開表揚、口頭讚許等方式表示，以提升
學務同仁對學校及單位的情感承諾，從而減緩公民疲勞的產生。

塑造良好的團隊合作氛圍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事務人員願意協助其他同仁、分享想法和回饋意見，
同時感受到從其他同仁處得到相等的訊息、幫助和認可，此互動關係愈融洽則
公民疲勞愈低。有鑑於此，學務人員應致力於營造良好的工作氣氛，不吝給予
他人建言及分享工作經驗，適時提供精神與實質的支援與協助，以凝聚團隊共
識並促進團隊情誼。此外，學務主管在團隊關係中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若
能保持公正、客觀的態度，並及時排解同仁糾紛，引導團隊成員關係正向發展，
應有助於減低學務人員的公民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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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生事務人員應對環境挑戰及新事物的自信心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事務人員面對各種挑戰或新事物時，對自身的信心
愈高則公民疲勞愈低，故有效提升學生事務人員應對環境挑戰及新事物的自信
心，將有助於降低公民疲勞的發生。學生事務人員面對挑戰與新事物時可以採
用正向思考方式，提升自我效能感；除此之外，主管及其他同仁的口頭激勵、面
對挫折仍堅持不懈的精神、自身成功經驗的累積以及擷取他人經驗等方式，也
都能夠有效提升個人的自信心。

貳、 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以北區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各校官網
整理母群體名冊後，再以簡單隨機抽樣方式挑選出研究參與者，並以學務人員
之公務 email 寄送網路問卷。研究者於 2020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8 日瀏覽各校
學生事務處網站，整理符合本研究範圍之母群體名冊，並於 8 月下旬寄出問卷
邀請。在問卷催收過程中發現，約有 3.8% 被選中的參與者已離職或請長假，無
法取得聯繫。建議未來以大學院校學生事務人員為研究對象，在估算問卷回收
率時，可將離職率一併納入考量。
此外，本研究之研究調查對象僅限於北區大學及獨立學院之學生事務人員，
建議未來可針對大學之其它行政人員進行調查，以比較不同處室行政人員之公
民疲勞。再者，本研究調查期間適逢 COVID-19 疫情蔓延之際，因為防疫相關
措施使得各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工作內容與非疫情期間有很大的差異，故
建議未來疫情結束後，再次進行調查，應有助於了解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
常態公民疲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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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設計方面
本研究以學務人員之公務 email 寄送網路問卷，且為避免重複填答，將公務
email 設為必填題項，以做為勾稽依據。然而，於問卷回收過程中，部分研究參
與者反映，填寫公務 email 信箱過於敏感因而婉拒填答。建議未來研究者設計調
查問卷內容時，應留意研究參與者之資料揭露程度，以免影響問卷回收率。

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以量化問卷進行調查，藉以瞭解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現
況及其相關因素，並進行合理且適度的推論。然而對於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
的真正成因，仍需要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方能更深入的瞭解。建議未來研究者
若對於公民疲勞研究有興趣，可以焦點訪談、個案研究等質性研究方法，探究
公民疲勞的成因，呈現更客觀、具體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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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初稿）

各位學務先進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協助填寫這份問卷。本份問卷的目的在了解北區大學及獨立學院的學務
人員是否因為從事超出職責以外的任務或工作而感到疲累，並探究相關的影響因素，以作為
學務工作環境營造與改善的參考依據。
本問卷分為 5 大部分，共 43 題，填答時間約 10 分鐘。調查所得資料僅供學術使用，絕
對保密也絕不外流，且不作個案探討或校際比較，請安心填答。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敬祝
身心健康 平安順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生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劉秀嫚 博士
研 究 生：林慧庭
2020 年 O 月 OO 日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表】
1.

您的公務 email 信箱：
（為確實掌握資料來源且避免重複填答，亦將以此 email 信箱寄發電子禮卷）

2.

生理性別：□(1)男

□(2)女

3.

年齡：足

4.

教育程度：□(1)專科（含以下）

5.

有無修習（含進修中）高等教育或學生事務領域相關學位（例如：臺師大公領系、清大學
生事務與輔導學程）？
□(1)有 □(2)無

6.

有無學務工作領域專業證照（如：社團經營師、青年活動企劃師、學生事務專業認證、校
安人員、職涯輔導相關證照等）？
□(1)有 □(2)無

7.

聘任方式：□(1)教師兼任行政職 □(2)教官 □(3)正式編制專任人員（如組長、輔導員、
編審、組員、辦事員、書記、技正、技士、技佐等） □(4)約聘雇人員（如合約聘僱、行
政助理、研究助理、專案計畫助理等）。

8.

現任職位：□(1)學務長或副學務長

9.

學務工作累積年資（不限同所學校）：共

歲
□(2)學士

□(3)碩士

□(2)組長或主任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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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士

□(3)秘書

□(4)職員(非主管)

【第二部分：公民疲勞量表】
說明：請依據下列各題敘述，圈選一個最符合的選項。
題目

非常
符合

符合

普通

不符合

非常
不符合

1.

由於為我所任職的學務處室付出很多額外的努
力，使我對很多事情感到厭煩。

5

4

3

2

1

2.

由於為我所任職的學務處室做了很多超出職責
範圍的工作，我感到精疲力盡。

5

4

3

2

1

3.

為我所任職的學務處室付出這麼多，使我感到
身心俱疲。

5

4

3

2

1

4.

由於要做很多超出工作職責的事情，我經常缺

5

4

3

2

1

乏幹勁。
5.

我厭倦了為我所任職的學務處室承担超出工作
職責的事情。

5

4

3

2

1

6.

無償承擔額外的工作任務與交辦事項，我感到
疲憊不堪。

5

4

3

2

1

符合

普通

不符合

5

4

3

2

1

5

4

3

2

1

【第三部分：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說明：請依據下列各題敘述，圈選一個最符合的選項。
非常

題目

符合

非常
不符合

1.

我所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員工的目標和價值。

2.

我所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員工的福利。

3.

我所任職的學校對員工一點也不關心。

5

4

3

2

1

4.

如果坦承自己的過錯，我所任職的學校會願意
原諒。

5

4

3

2

1

5.

我所任職的學校在意員工所提出的意見。

5

4

3

2

1

6.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所任職的學校會想要佔員
工的便宜。

5

4

3

2

1

7.

我所任職的學校會在員工需要幫助時伸出援
手。

5

4

3

2

1

8.

當員工需要特殊協助時，我所任職的學校會願
意提供幫助。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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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說明：請依據下列各題敘述，圈選一個最符合的選項。
題目

非常
符合

符合

普通

不符合

非常
不符合

5

4

3

2

1

1.

我會向其他同事提出改善工作方法的建議。

2.

由於我的協助使同事的工作變得輕鬆(或困難)
時，他會讓我知曉。

5

4

3

2

1

3.

由於同事的協助使我的工作變得輕鬆(或困難)
時，我會讓他知曉。

5

4

3

2

1

4.

我的同事認可我所擁有的潛力。

5

4

3

2

1

5.

我的同事能夠理解我的困難與需求。

5

4

3

2

1

6.

我能靈活的調整工作職責，以使其他同事的工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不符合

非常
不符合

<續下頁>

作更輕鬆。
7.

工作繁忙時，同事會尋求我的協助。

8.

工作繁忙時，我會自願協助同事。

9.

我樂意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10. 我的同事總是樂意協助我完成任務。

【第五部分：自我效能感】
說明：請依據下列各題敘述，圈選一個最符合的選項。
非常
符合

題目

符合 普通

1.

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夠解決難題
的。

5

4

3

2

1

2.

即使別人反對我，我仍有辦法取得我所要的。

5

4

3

2

1

3.

對我來說，堅持理想和達成目標是輕而易舉

5

4

3

2

1

的。
4.

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

5

4

3

2

1

5.

以我的才智，我定能應付意料之外的情況。

5

4

3

2

1

6.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決大多數
的難題。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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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題目

符合

符合 普通

不符合

非常
不符合

7.

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因為我可信賴自己處理
問題的能力

5

4

3

2

1

8.

面對一個難題時，我通常能找到幾個解決方
法。

5

4

3

2

1

9.

有麻煩的時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應付的方
法。

5

4

3

2

1

10. 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我都能夠應付自
如。

5

4

3

2

1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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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專家
效度評定卷）

親愛的學者專家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協助評定此份問卷。本研究之研究主題為「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
公民疲勞之研究」，為建立研究工具之內容效度（專家效度），盼藉由您豐富的學理及實務
經驗，針對本研究之調查問卷內容給予指正，懇請不吝惠賜卓見。
本研究所使用之量表係翻譯國外學者發展之量表，並依據學生事務人員工作特性進行用
字遣詞的調整，專家效度問卷將一併附上題項之原文供參考。謹附上專家效度問卷，煩請您
檢閱各題項後，就適用程度進行評定。問卷填妥後，請以 email 回覆或以所附回郵信封寄回。
敬祝 暑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學生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指導教授：劉秀嫚 博士
研 究 生：林慧庭 敬上
******@gapps.ntnu.edu.tw
2020 年 8 月 5 日

主題：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研究
所謂公民疲勞（citizenship fatigue），是指員工因為義務性從事超出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而感
到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一種情緒認知狀態。本研究旨在瞭解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的
公民疲勞現況以及不同個人背景之差異情形，並探討知覺組織支持、團隊成員交換關係、自我
效能感與公民疲勞的相關性。

壹、填答說明
一、本問卷共分為五個部分，「個人資料表」9 題、「公民疲勞量表」6 題、「知覺組織支持
量表」8 題、「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10 題、及「自我效能感量表」10 題，共計 43 題。
所使用之量表係採用國外學者發展之量表進行翻譯，並依據學生事務人員特性進行用字
遣詞的調整，將一併附上題項之原文供參考。名詞釋義及正式問卷的計分方式，請見各量
表內之說明。
二、本問卷每一題項分為【適合】、【修正後適合】及【不適合建議刪除】等三個選項，請就
題目的適切性，進行勾選。若題目詞意表達不通順，敬請於修正意見欄內提供您的修改建
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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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家效度問卷內容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表】
說明：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進行調查，為確實掌握資料來源且避免重複填答，故以填答者的公
務 email 信箱作為稽核依據，後續亦以此致贈電子禮券。本研究不進行校際比較。
題
號

題目內容

適合度

1

您的公務 email 信箱：
☐適合
（為確實掌握資料來源且避免重複填答，亦 ☐修正後適合
將以此 email 信箱寄發電子禮卷）
☐不適合建議刪除

2

性別：

☐適合

□(1)男
□(2)女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3

年齡：足

歲

4

教育程度：
□(1)專科（含以下）
□(2)學士
□(3)碩士
□(4)博士

5

有無高等教育或學生事務相關學位(或進修 ☐適合
中)？
☐修正後適合
□(1)有
☐不適合建議刪除
□(2)無

6

有無學務工作領域專業證照？（如：社團經 ☐適合
營師、青年活動規劃師、學生事務專業認證、 ☐修正後適合
校安人員、職涯輔導相關證照等）
☐不適合建議刪除
□(1)有
□(2)無

7

聘任方式：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適合

□(1)教師兼任行政職
☐修正後適合
□(2)教官
☐不適合建議刪除
□(3)正式編制專任人員（如組長、輔導員、
編審、組員、辦事員、書記、技正、技士、
技佐等）
□(4)約聘雇人員（如何約聘僱、行政助理、
研究助理、專案計畫助理等）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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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題

題目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號
8

現任職位：
□(1)學務長或副學務長
□(2)組長或主任
□(3)秘書
□(4)職員(非主管)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9

學務工作累積年資（不限同所學校）：
足
年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其他建議增列之題項：

【第二部分：公民疲勞量表】
說明：公民疲勞（citizenship fatigue）是指員工因為義務性從事超出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而感
到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一種情緒認知狀態。正式問卷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
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
題
號

題目內容

適合度

1

☐適合
Because of going the extra mile for my
☐修正後適合
organization, I feel “on edge” about various
☐不適合建議刪除
things.
為我的工作做了超乎預期的付出，使我對很
多事情感到厭煩。

2

I feel worn out because I go beyond the call of ☐適合
☐修正後適合
duty for my organization.
為我的工作做了很多超出職責範圍的事情， ☐不適合建議刪除
我感到精疲力盡。

3

Doing so much for my organization leaves me

☐適合

mentally or physically exhausted.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為我的工作付出這麼多，使我感到身心俱
疲。
4

I often lack energy because I go beyond my job ☐適合
☐修正後適合
duties at work.
由於要做很多超出工作職責的事情，我經常 ☐不適合建議刪除
缺乏幹勁。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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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題

題目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號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5

I am tired of going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for
my organization.
我厭倦了去承擔超出我工作職責的事情。

6

☐適合
Volunteering to take on extra tasks and
☐修正後適合
assignments at work has left me feeling
☐不適合建議刪除
drained.
無償承擔額外的工作任務與交辦事項，使我
感到精力耗盡。

【第三部分：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說明：知覺組織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是指員工知覺組織重視自己的貢獻並關
心自己福祉的程度。正式問卷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
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第 3 題及第 6 題為反向題。
題
號

題目內容

適合度

我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我的目標和價值。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My organization really cares about my well-

☐適合

being.
我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我的福利。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3

My organization shows very little concern for
me. (R)
我任職的學校對我一點也不關心。(反向題)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4

☐適合
My organization would forgive an honest
☐修正後適合
mistake on my part.
如果我坦承過錯，我任職的學校會原諒我。 ☐不適合建議刪除

5

My organization cares about my opinions.

☐適合

我任職的學校在意我所提出的意見。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1

2

6

My organization strongly considers my goals
and values.

☐適合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my organization
☐修正後適合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R)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任職的學校會想要利用 ☐不適合建議刪除
我、佔我的便宜。(反向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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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題

題目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號
7

Help is available from my organization when I ☐適合
☐修正後適合
have a problem.
當我遭遇問題時，我任職的學校會伸出援手。 ☐不適合建議刪除

8

☐適合
My organization is willing to help me when I
☐修正後適合
need a special favor.
當我需要特殊協助時，我任職的學校會願意 ☐不適合建議刪除
提供幫助。

【第四部份：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說明：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是指團隊成員在工作關係中知覺自身對於
協助他人、分享想法和回饋意見的意願，以及從其他成員獲得訊息、幫助和認可的容易程度。
正式問卷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
全符合」得 5 分。
題
號

題目內容

適合度

☐適合
☐修正後適合
我會向其他同事提出改善工作方法的建議。 ☐不適合建議刪除

1

How often do you make suggestions about
better work methods to other team members?

2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usually let you ☐適合
know when you do something that makes their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jobs easier (or harder)?
如果我的協助使同事的工作變得輕鬆(或困
難)時，同事會讓我知道。

3

How often do you let other team members
know when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r job easier (or harder)?
如果同事的協助使我的工作變得輕鬆(或困
難)時，我會讓他知道。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4

How well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recognize your potential?
我的同事瞭解我所擁有的潛力。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5

How well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understand your problems and needs?
我的同事能夠理解我的困難與需求。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續下頁>
109

修正意見

題

題目內容

適合度

修正意見

號
6

☐適合
How flexible are you about switch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other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team members?
我能靈活的調整工作職責，讓其他同事的工
作更輕鬆。

7

In busy situations, how often do other team
members ask you to help out?
工作繁忙時，同事會尋求我的協助。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8

In busy situations, how often do you volunteer

☐適合

your efforts to help others on your team?
工作繁忙時，我會自願協助同事。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How willing are you to help finish work that

☐適合

had been assigned to others?
我樂於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9

10 How willing are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to help finish work that was assigned to you?
我的同事樂於協助我完成任務。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第五部分：自我效能感】
說明：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指個人在應付各種不同環境的挑戰或面對新事物時，對於
個人能力的信心。此量表係引用 Zhang 與 Schwarzer（1995）所開發之中文版量表。正式問卷
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
得 5 分。
題
號

題目內容

適合度

1

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夠解決難題 ☐適合
的。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2

即使別人反對我，我仍有辦法取得我所要
的。

3

對我來說，堅持理想和達成目標是輕而易舉 ☐適合
的。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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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修正意見

題

題目內容

適合度

號
4

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5

以我的才智，我定能應付意料之外的情況。 ☐適合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6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決大多 ☐適合
數的難題。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7

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因為我可信賴自己處 ☐適合
理問題的能力。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8

面對一個難題時，我通常能找到幾個解決方 ☐適合
法。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9

有麻煩的時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應付的方 ☐適合
法。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10 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我都能夠應付自 ☐適合
如。
☐修正後適合
☐不適合建議刪除

其他綜合建議：

署名：
日期：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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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附錄三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專家
評定修正意見與建議彙整）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表】
說明：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進行調查，為確實掌握資料來源且避免重複填答，故以填答者的公務 email
信箱作為稽核依據，後續亦以此致贈電子禮券。本研究不進行校際比較。
題
號

題目內容

適合度
適合

修正

修正意見
刪除

您的公務 email 信箱：

林、張、

（為確實掌握資料來源且避免重
複填答，亦將以此 email 信箱寄
發電子禮卷）

陳、熊、
簡

2

性別：
□(1)男
□(2)女

林、張、 陳、簡
熊

張：生理性別？
陳：修正為生理性別。
簡：生理性別。

3

年齡：足

林、張、
陳、熊、
簡

簡：此題考量連續尺度資料
嗎？若否，建議可改為
選項。

4

教育程度：

林、張、

□(1)專科（含以下）
□(2)學士
□(3)碩士
□(4)博士

陳、熊、
簡

1

5

歲

有無高等教育或學生事務相關學 張
位(或進修中)？
□(1)有
□(2)無

林、陳、
熊、簡

林：建議舉例說明。
陳：修習學生事務領域相關
學位。
熊：這一題的高等教育是指
碩博士學位？上一題
即可看出。
簡：有無高等教育。

6

有 無 學 務 工 作 領 域 專業 證 照 ？ 張、陳、 林、簡
（如：社團經營師、青年活動規劃 熊
師、學生事務專業認證、校安人
員、職涯輔導相關證照等）
□(1)有
□(2)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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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有，建議增加證照張
數。
簡：青年活動企劃師。

題

題目內容

號

適合度
適合

修正

7

聘任方式：
林、張、 簡
□(1)教師兼任行政職
陳、熊
□(2)教官
□(3)正式編制專任人員（如組長、
輔導員、編審、組員、辦事員、
書記、技正、技士、技佐等）
□(4)約聘雇人員（如何約聘僱、
行政助理、研究助理、專案計
畫助理等）

8

現任職位：
□(1)學務長或副學務長
□(2)組長或主任

修正意見
刪除
張：如合約聘僱。
簡：如合約聘僱。

林、張、
陳、熊、
簡

□(3)秘書
□(4)職員(非主管)
9

學務工作累積年資（不限同所學 林、張、
校）：
陳、熊、
足
年
簡

張：「共」___年。

其他建議增列之題項：
熊：基本資料不適合進行專家效度問卷。研究者需確認樣本工作特性設計。專家無法得知實際
樣本特性。

【第二部分：公民疲勞量表】
說明：公民疲勞（citizenship fatigue）是指員工因為義務性從事超出工作職責以外的工作，而感到
精疲力盡、疲憊或厭煩的一種情緒認知狀態。正式問卷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
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
題
號

題目內容

1

Because of going the extra mile for
my organization, I feel “on edge”

適合度
適合
林

修正
張、陳、
熊、簡

修正意見
刪除
張：on edge 緊張、various
不同的。
陳：「對」我的工作…。
熊：原中文量表已經進行
過 translation and back
translation。可以不需
要重新翻譯成中文。
（以下同）

about various things.
為我的工作做了超乎預期的付
出，使我對很多事情感到厭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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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題目內容

號

適合度
適合

修正

修正意見
刪除
簡：
「為我的工作」修正「我
為工作」。

張、陳、
熊、簡

張：
「我的工作」修正為「學
務處」。
陳：「對」我的工作……，
「使」。
簡：
「為我的工作」修正「我
為工作」。

Doing so much for my organization 林、陳

張、熊、

張：
「我的」修正為「學務」
。

leaves me mentally or physically
exhausted.
為我的工作付出這麼多，使我感
到身心俱疲。

簡

簡：
「為我的工作」修正「我
為工作」。

2

I feel worn out because I go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for my
organization.
為我的工作做了很多超出職責範
圍的事情，我感到精疲力盡。

3

林

4

I often lack energy because I go
beyond my job duties at work.
由於要做很多超出工作職責的事
情，我經常缺乏幹勁。

林、張、 陳、熊
簡

陳：…，「使」我經常…。

5

I am tired of going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for my organization.
我厭倦了去承擔超出我工作職責
的事情。

林、陳、 張、熊
簡

張：「我工作」修正為「學
務處」。

6

Volunteering to take on extra tasks
and assignments at work has left
me feeling drained.
無償承擔額外的工作任務與交辦
事項，使我感到精力耗盡。

林、張、 熊
陳、簡

【第三部分：知覺組織支持量表】
說明：知覺組織支持（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是指員工知覺組織重視自己的貢獻並關心自
己福祉的程度。正式問卷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第 3 題及第 6 題為反向題。
題
號
1

題目內容

適合度
適合

My organization strongly considers
my goals and values.

修正

林、熊、 張、陳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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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刪除

題

題目內容

號

適合度
適合

修正

我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我的目標
和價值。

修正意見
刪除
張：「任職的學校」修正為
「任職的單位」(以下
同)。
陳：…相當重視我的工作表
現(或價值)。

2

My organization really cares about
my well-being.
我任職的學校相當重視我的福
利。

林、陳、 張
熊、簡

3

My organization shows very little
concern for me. (R)
我任職的學校對我一點也不關

林、陳、 張
熊、簡

心。(反向題)
林、陳、 張
熊、簡

4

My organization would forgive an
honest mistake on my part.
如果我坦承過錯，我任職的學校
會原諒我。

5

熊、簡
My organization cares about my
opinions.
我任職的學校在意我所提出的意
見。

林、張、
陳

林、陳、 張
熊、簡

6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my
organization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R)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任職的學校
會想要利用我、佔我的便宜。(反
向題)

7

林、陳、 張
Help is available from my
organization when I have a problem. 熊、簡
當我遭遇問題時，我任職的學校會
伸出援手。

8

My organization is willing to help
me when I need a special favor.
當我需要特殊協助時，我任職的
學校會願意提供幫助。

林、熊、 張、陳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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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修正為「看重」我所提
出…。
陳：…「重視」我所提出。
張：如果有機會，我任職的
單位會想要佔我的便
宜。

陳：建議可舉例說明特殊需
求為何，不然容易混
淆。

【第四部份：團隊成員交換關係】
說明：團隊成員交換關係（team-member exchange）是指團隊成員在工作關係中知覺自身對於協助
他人、分享想法和回饋意見的意願，以及從其他成員獲得訊息、幫助和認可的容易程度。正式問卷
的量表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
題
號
1

題目內容

適合度
適合

修正

修正意見
刪除

林、張、
How often do you make
陳、熊、
suggestions about better work
簡
methods to other team members?
我會向其他同事提出改善工作方

張：以下似乎與英文差距很
大，若你要改編你要說
明為何刪除原來主要的
頻率、程度？但原則上

法的建議。

以下各題我是同意你的
翻譯的。
陳：中文問項沒問題，但與
英文問項似乎有出入。

2

林、張、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usually let you know when you do 陳、熊、
簡
something that makes their jobs
easier (or harder)?
如果我的協助使同事的工作變得
輕鬆(或困難)時，同事會讓我知
道。

3

林、陳、 張
How often do you let other team
熊、簡
members know when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r
job easier (or harder)?
如果同事的協助使我的工作變得
輕鬆(或困難)時，我會讓他知道。

4

How well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recognize your
potential?
我的同事瞭解我所擁有的潛力。

5

林、張、
How well do other members of
陳、熊、
your team understand your
簡
problems and needs?
我的同事能夠理解我的困難與需
求。

林、張、
陳、熊、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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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如果同事使我的工作變
得輕鬆(或困難)時，我
會讓他知道。

題

題目內容

號

適合度
適合

修正

修正意見
刪除

6

林、張、
How flexible are you about
熊、簡
switch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other team
members?
我能靈活的調整工作職責，讓其
他同事的工作更輕鬆。

陳

7

林、張、 簡
In busy situations, how often do
陳、熊
other team members ask you to
help out?
工作繁忙時，同事會尋求我的協
助。

簡：當同事工作繁忙時，會
尋求我的協助。

8

In busy situations, how often do

林、張、 簡

簡：當同事工作繁忙時，我

陳、熊
you volunteer your efforts to help
others on your team?
工作繁忙時，我會自願協助同事。

會自願協助同事。

How willing are you to help finish
work that had been assigned to
others?
我樂於協助同事完成任務。

林、張、
陳、熊、
簡

10 How willing are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to help finish work that
was assigned to you?
我的同事樂於協助我完成任務。

林、張、
陳、熊、
簡

9

陳：因為不是每個受訪者都
有能力調配工作；或可
改為「我能迅速調整任
務編派，讓…」

【第五部分：自我效能感】
說明：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指個人在應付各種不同環境的挑戰或面對新事物時，對於個人
能力的信心。此量表係引用 Zhang 與 Schwarzer（1995）所開發之中文版量表。正式問卷的量表計
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量表為計分標準，依「完全不符合」得 1 分至「完全符合」得 5 分。
題

題目內容

號
1

適合度
適合

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
夠解決難題的。

修正

林、張、
陳、熊、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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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刪除
張：以下改成中文，一般而
言，你要提供中文翻譯
相關的資料給口委，才
能決定是否合適。
盡力去做…。

題

題目內容

適合度

號

適合

修正

2

即使別人反對我，我仍有辦法取
得我所要的。

林、張、
陳、熊、
簡

3

對我來說，堅持理想和達成目標
是輕而易舉的。

林、張、
陳、熊、
簡

4

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
來的事情。

林、張、
陳、熊、
簡

5

以我的才智，我定能應付意料之
外的情況。

林、張、 陳
熊、簡

6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

林、張、

能解決大多數的難題。

陳、熊、
簡

7

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因為我可
信賴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

林、張、 簡
陳、熊

8

面對一個難題時，我通常能找到
幾個解決方法。

林、張、
陳、熊、

修正意見
刪除

陳：刪除”定”或改為”一
定”。

簡：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
因為我相信自己處理問
題的能力。

簡
有麻煩的時候，我通常能想到一
些應付的方法。

林、張、
陳、熊、
簡

10 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我都
能夠應付自如。

林、張、
陳、熊、
簡

9

其他綜合建議：
張：「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之研究」題目不符太過簡要，問卷不只此一份量表。
熊：中文版與英文版問卷的一致性問題，需要透過 translation 與 back translation 確認。專家問卷
是比對題目內容與構念定義的一致性。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寶貴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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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北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人員公民疲勞調查問卷（正式
問卷）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附錄五

公民疲勞中文量表使用同意

125

126

附錄六

自我效能感中文量表使用同意

127

128

附錄七

原始量表題項

公民疲勞量表（Citizenship Fatigue Scale）
1.
2.
3.
4.
5.
6.

Because of going the extra mile for my organization, I feel “on edge” about various things.
I feel worn out because I go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for my organization.
Doing so much for my organization leaves me mentally or physically exhausted.
I often lack energy because I go beyond my job duties at work.
I am tired of going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for my organization.
Volunteering to take on extra tasks and assignments at work has left me feeling drained.

資料來源：Bolino, M. C., Hsiung, H.-H., Harvey, J., & LePine, J. A. (2015). “Well, I’m tired of
tryi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citizenship fatigu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0 (1), 56-74

知覺組織支持量表（Survey of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1.
2.
3.
4.
5.
6.

My organization strongly considers my goals and values.
My organization really cares about my well-being.
My organization shows very little concern for me. (R)
My organization would forgive an honest mistake on my part.
My organization cares about my opinions.
If given the opportunity, my organization would take advantage of me. (R)

7. Help is available from my organization when I have a problem.
8. My organization is willing to help me when I need a special favor.
資料來源：Lynch, P. D., Eisenberger, R., & Armeli, S. (1999).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Inferior-versus-superior performance by wary employe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4, 467–483. doi:10.1037/0021-9010.84.4.467

團隊成員交換關係量表（Team-Member Exchange Quality Scale Items）
1. How often do you make suggestions about better work methods to other team members?
2.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usually let you know when you do something that makes their
3.
4.
5.
6.

jobs easier (or harder)?
How often do you let other team members know when they have done something that makes
your job easier (or harder)?
How well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recognize your potential?
How well do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understand your problems and needs?
How flexible are you about switching job responsibilities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other team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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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n busy situations, how often do other team members ask you to help out?
8. In busy situations, how often do you volunteer your efforts to help others on your team?
9. How willing are you to help finish work that had been assigned to others?
10. How willing are other members of your team to help finish work that was assigned to you?
資料來源：Seers, A., Petty, M. M., & Cashman, J. F. (1995). Team-member exchange under
team and traditional management.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20, 18–38.
doi:10.1177/1059601195201003

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1. 如果我盡力去做的話，我總是能夠解決難題的。
2. 即使別人反對我，我仍有辦法取得我所要的。
3. 對我來說，堅持理想和達成目標是輕而易舉的。
4. 我自信能有效地應付任何突如其來的事情。
5. 以我的才智，我定能應付意料之外的情況。
6. 如果我付出必要的努力，我一定能解決大多數的難題。
7. 我能冷靜地面對困難，因為我可信賴自己處理問題的能力
8. 面對一個難題時，我通常能找到幾個解決方法。
9. 有麻煩的時候，我通常能想到一些應付的方法。
10. 無論什麼事在我身上發生，我都能夠應付自如。
資料來源：Zhang, J. X., & Schwarzer, R. (1995). Measuring optimistic self-beliefs: A 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Psychologia, 38 (3), 17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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