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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管制機關的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以及工作壓力對組織承

諾之關係-以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為例 

摘要 

 

移民署業務具有高度的專業性與特殊性，其業務內容不僅龐雜繁瑣，亦須考

量文化差異與時效，工作壓力相對較高，若無足夠的公共服務動機往往難以負荷。

故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之錄取人員，其工作特性、公

共服務動機、以及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之關聯性。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參考

並沿用過去研究者編譯之「工作特性量表」、「公共服務動機量表」、「工作壓

力量表」與「組織承諾量表」，以「移民特考錄取人員」與「相當高普考考試錄

取人員」為研究對象，共取得有效樣本 290份，進行描述性統計、t檢定、變異

數分析、相關、及多元回歸分析。從分析結果可知，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之錄取

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組織承諾上有整體或構面上顯著差

異。此外，以移民署特考途徑錄取人員來說，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及工作

壓力皆可顯著預測其組織承諾；而以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來說，僅工作壓力可預

測組織承諾。據此研究結果，提供相關單位在管理與規劃實務上之具體建議。 

關鍵字：移民署、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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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 among Job Characteristic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Job 

Stres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Regulatory Body- A Case Study of 

Immigration Agency Staffs from Different Admission Routes 

 

Abstract 

The business of the Immigration Agency requires high degree of profession and 

particularity. The business contents are not only cumbersome and complex, but also 

need to consider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timeliness that would cause high job stress. 

The job stress is difficult to load if public service motive is not enough. Therefor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job characteristic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job stres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the 

Immigration Agency staffs from different admission route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Job Characteristics Inventory”,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Inventory”, 

“Job Stress Scale” and “The Inventory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ranslated or 

designed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were referred and taken. 290 valid samples from 

“Admission staffs from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Immigration Agency” and 

“Admission staffs on equal qualifications with Senior and Junior Examinations” were 

utilized analyzing the data wit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test, ANOVA, relationship, and 

regression.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kinds of Immigration Agency 

admission staffs from different examin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job 

characteristics, public service motive and job stress, as well as their impact to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the result of analysis, the job characteristic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job stress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the Immigration 

Agency staffs from different admission routes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In addition, the 

job characteristic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nd job stress can predic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Admission staffs from Special Examination for Immigratio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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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However,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Admission staffs on equal 

qualifications with Senior and Junior Examinations can only be predicted by job stress. 

Th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nd planning practice to the relevant units in the 

management would be provided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Keywords: Immigration Agency, Job Characteristics,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Job Stres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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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中華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在 96 年 1 月 2日成立，其機構整合原內政

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整合僑務委員會管轄的華僑證照服務、內政部戶政司的移

民照顧輔導及機構管理、警政署航空警察局及各港務警察局的證照查驗、警政署

與各縣市警察局的外僑及大陸地區人民管理等業務，故自民國 96年後，移民署

的機關屬性兼具一般行政機關與警政機關的特性，形同另類司法警察機構。換言

之，移民署對外來人口仍握有審核、發照、臨檢、查緝、收容遣送工作等權力，

並在各縣（市）設立專勤隊，因應非法查緝、管制及移民關懷輔導。 

研究者與移民署之工作實務有所關聯，深感移民署的工作性質，雖同屬於公

務人員體系，不同於其他一般行政工作，其業務繁重且所涉及之法律與道德層面

更廣。從相關研究亦指出，移民署的工作性質不同於其他一般行政工作，其具有

危險性、辛勞性、主動性、機動性、服務性、取締性、不眠性等工作特性（賈樂

吉，1993）。工作壓力極高，故容易在工作中產生挫折感，甚至難以適應組織行

為，產生良好的的工作表現，發揮工作績效，進而對於組織有所承諾。故本研究

則選擇以移民署作為研究對象，試著去深入了解透過何種因素可以增進移民署員

工對於組織工作承諾。 

移民署之前因倉促成立，在配套措施未完備情況下，專勤隊人力嚴重不足、

各項應勤裝備極度缺乏等諸多內、外在環境因素的影響，且社會對於專勤隊員工

的執法要求與期待，在事繁人少情形下，造成專勤隊員工的工作壓力甚高，逐漸

對工作產生倦怠感，長期下來，對工作容易產生倦怠感、無力感，降低對工作的

熱誠，間接影響對民眾的服務品質及員工本身的執勤能力受到影響（蘇群恩，

2013）。民國 101年始，由於「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開始實施，高普考分發擔任

移民官的制度將走入歷史（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11，2015）。過去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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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署行政人員原屬於「戶政職系」，考量移民署和戶政單位工作的差

異，考試院把「移民行政」從現行「戶政職系」分出並新增「移民行政人員特考」

（黃驛淵，2011）。由此考選方式的變革可知，移民署從一般考試錄取方式轉變

為機構考試，在於其工作內容具有特殊性，必須專職專才聘用方能勝任。即便移

民署的工作量龐大，壓力又重，但是，本著為民服務的精神，社會大眾不應忽略

公務人員們對個人職務的默默奉獻與勤奮地盡到自己的職務，公部門中仍具有公

務精神與制度文化的存在，如僅以官僚的刻板印象看待，則對奉公職守的公部門

員工來說並不公平。簡言之，就是公部門人員具公共服務的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以驅使個人從事公共服務的相關事務（施貞仰，2016）。選擇考取

或轉到移民署工作的公部門人員，在某些程度上除了對提供公共服務有認同感、

願意從事這份工作外，應也具備對公共制度的認同。 

不同以往移民署工作是由通過高普考試的公務人員直接委派，民眾可以選擇

參加移民署移民特考，參與移民署工作。目前國內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在通

過國家考試後，必須經過一系列專業訓練課程，包括通識、管理、法律、專業課

程、體技及執勤實務、精神教育及儀態訓練等六大類；專業訓練期間訂有生活管

理、請假、獎懲、成績考核、體技及執勤實務、操行、體能及儀態訓練等七項成

績考核規定，訓練期間並派隊職官（輔導員）隨班瞭解其學習情形，並分為學科

測驗及體能測驗兩大部分進行期中及期末測驗。相較僅考一般學科的高普考，移

民特考更增加了評估是否勝任移民署工作的考試項目。此特考目的在於選出適合

擔任移民署工作的工作人員，使其能在這份工作勝任愉快。因此，本研究關切在

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在通過國家考試及訓練後，是否會對工作產生對組織承

諾，是重要的課題。 

國內較少相關研究探討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工作特性與組織承諾之關

係，若能了解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的影響，將提供管理者了解員工的工作動機及

工作特性，適時予以調整，以提高員工對工作上的滿足感，並了解員工的需要適

時予以激勵，以提高工作意願，讓員工發揮最大潛能運用工作上，以達成組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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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目標（Hackman & Oldmham，1975）。從事公共服務的員工不只有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動機，也具有利他的服務性質，研究者想理解公部門人員，尤其是移民署

的員工，其公共服務動機是否也能影響員工在工作上對組織的承諾。 

因移民署的工作繁雜，員工往往承受一定的工作壓力，傳彥凱與張朝欽（2009）

發現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間呈負相關，顯示工作壓力越大則組織承諾越低。研究

者想理解對移民署的工作人員來說，其對工作所產生的工作壓力是否會進而影響

組織承諾，俾提供管理者能適時關切員工的心理狀態，以促進職場的健康環境。 

再者，黃浩瑋（2012）指出公務人員面臨業務眾多且民眾誤解的雙重壓力，

常產生消極抵抗與離職的念頭，提高公務人員的組織承諾與工作投入是一可行的

做法。期望藉由本研究的探討，提供管理者一些建議，以提升移民署工作人員的

內在誘因，以減低其感受到的工作壓力，減少人員流動的可能。 

第二節 研究目的 

臺灣因歷史與地理因素一直以來與其他國家來往密切，設立處理移民或外籍

人士出入境單位甚早，甚至可以追溯至 1952年，近年來則改制為特定管制機關，

顯示此單位之特殊性。有鑑於移民署之業務繁重與其特殊性，故在改制之後，移

民署人員配置從原本高普考錄取後分發，轉變為從移民特考考試取才方式，在在

顯示移民署人員所需具備的專才，很難由共同性高的高普考公務人員考試中篩選

出來。此外，移民署人員，不僅在甄選條件、考試科目、及考後的訓練，都與一

般考試所錄取人員有所不同。由此種種差異條件顯示，移民特考考試與相當高普

考的錄取人員極可能有著極大差異。不同錄取方式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感知是否

真實存在差異，藉由評估兩者差異性檢視設置移民特考考試之必要性，此為本研

究所欲探討之方向。 

整體來說，根據研究者在職場體驗中發現，特考錄取者在決定報考之前，多

會對此職務有更為深入的理解，並評估己身特性與此職務的適配程度。根據此觀

察，進行相關文獻討論後發現，移民署業務需頻繁與來自不同國家和生活背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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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接觸，隨著出入境的時間限制，相關公共事務都必須在短暫時間處理完畢，

因而具備與其他戶政單位不同之工作特性。在短時間必須處理龐大且繁瑣事務，

其工作量也隨之加劇，若無高度的公共服務動機往往難以負荷。因此，研究者想

藉此深入，了解特考錄取者亦與一般考試所錄取人員，對於移民署工作所需具備

的公共服務動機是否有所不同。 

此外，特別是接受移民特考考試錄取者，經過甄選與訓練期間，亦有專業講

師教導如何因應工作壓力，使其能面對日後職場上可能遭遇的問題。也因為專業

訓練緣故，其應與一般考試錄取者在因應工作壓力上有所差異。 

本研究希望瞭解移民署通過移民特考所錄取人員在各工作單位的工作特性、

公共服務動機、及工作壓力等情形，透過多元迴歸分析等資料分析方法來探討他

們對移民署組織承諾的差異性。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目的在於，不同錄取方式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感知是否真實存在差異，

特別在於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及工作壓力等情形上，藉由評估兩者差異性

檢視設置移民特考考試之必要性。上述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研究者則希望在移

民特考甫辦理之際，透過量化研究調查方式觀察移民署各單位的不同錄取方式的

移民署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及工作壓力此等表現上的差異情形，據

此，擬定研究問題如下： 

一、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之組織背景是否有差異? 

調查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目前工作單位上，所擔任之工作職務是否隨其

其錄取途徑有所不同。 

二、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之工作特性是否有差異? 

調查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對其工作特性感知程度，特別在工作多樣性、完

整性、重要性、自主性、及回饋性此五個構面上，是否存在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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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之公共服務動機是否有差異? 

隨著不同考試錄取方式，兩者對於此工作的評估可能存在差異，此差異是否

包含其對於公共服務動機強弱，特別在於自我犧牲、同情心、公共服務吸引力、

及公共價值的承諾此構面上。 

四、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之工作壓力是否有差異? 

由於移民特考錄取人員則是專職專聘的概念下進行甄選、訓練、及分發，這

是否因此使其對於工作壓力的感知程度，不同於相當高普考錄取者。 

五、上開不同變項是否可預測對移民署組織承諾? 

根據上述本研究所關注之組織因素、工作特性、公共事務服務動機、工作壓

力感知情形，是否會影響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組織承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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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機關屬性 

蘇群恩（2013）說明移民署由早期的國防部軍事體系、內政部警政體系轉為

到民國 96 年至今的文官體系，整合內政部戶政司與警政署入出境等業務管理的

員額，故目前移民署屬於管制機關，不同於一般行政機關之處，在於其執行非法

入出國及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視同刑事訴訟法規定之司法警察（官），工作具

有危險性、機動性、取締性等特質。 

二、工作特性 

對於工作特性研究者們有不同的看法。史育誠（2014）從求職者的角度探討

工作特性，認為工作特性是求職者在實際接觸到工作前，對工作職務有所了解的

前提，產生對工作內容及環境知覺的工作概念。簡言之，工作特性包含工作、人

及環境等面向。徐嘉莉（2015）認為工作特性是指工作相關的特性或屬性。以本

研究來說即是：從事移民署工作者所負責的相關工作的各種特性與屬性。 

三、公共服務動機 

Perry and Wise （1990）認為公共服務動機是個人對公共機關的動機及反應

傾向，是從利他的觀點去服務他人。潘瑛如與李隆盛（2014）以公務人員為研究

對象，依循 Perry與Wise的概念將公共服務動機分為政策參與、公共利益承諾、

同情心及自我犧牲等四大構面。Kim等人（2013）的公共服務動機量表則分成自

我犧牲、同情心、公共服務的吸引力及公共價值的承諾等四個構面。本研究將依

Kim 等人的定義與做法，測量移民署工作人員在此四個構面的程度，作為工作

人員在公共服務動機的評估狀況。 

四、工作壓力 

尤正廷（2015）從刑事警察的角度，認為工作壓力是在工作環境中發生的各

種負面事件，對工作人員造成的主觀壓力感受。將工作壓力分為四個層面，分別

是工作負荷壓力、個人發展壓力、組織互動壓力及角色衝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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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組織承諾 

陳怡如（2014）指出組織承諾被視為一種認同組織的心理狀態。組織承諾涉

及的層面有情感、利益及規範等。Meyer與 Allen （1991）提出心理層面的組織

承諾主要有三個成分，其一，員工因個人需要存在的持續性承諾；其二，渴望且

想要留在組織的情感性承諾；其三，具義務性的組織性承諾。本研究的組織承諾

根據Meyer與 Allen的說法，評估移民署工作人員對組織在持續性承諾、情感性

承諾及規範性承諾的狀況。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根據圖 1所列之研究架構，本研究以移民署員工移民特考錄取人員為研究對

象，並以相當高普考考試錄取人員作為對照。擬定以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分別調查相當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

機、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的實際情形。 

根據文獻資料蒐集與設計相關問卷，尋找適合進行研究之對象實施問卷，整

理收集所回收的調查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t檢定、變異數分析（ANOVA）、

相關及回歸分析取向的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等資料分析方式。 

根據分析結果，比較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特性與公共服務動

機上的差異，並分析移民署工作者的組織承諾程度對其工作壓力程度之影響，提

供相關單位在管理與規劃實務上之具體建議。 

除此之外，則針對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之特性表現深入調查，以了解如

何提升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組織承諾，並協助其降低工作壓力，更能適應職

場。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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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動機 

研究問題 

文獻檢閱 

問卷編製 

問卷預試分析 

發放正式問卷 

問卷回收與分析 

結果與討論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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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本章共有三個章節，第一節將探討移民署工作人員的工作特性，及工作特

性對組織承諾的影響。第二節討論工作人員公共服務動機對組織承諾的影響。第

三節探討員工組織承諾對其工作壓力的影響。以下分別說明。 

第一節 工作特性與組織承諾之關聯性研究 

一、移民署業務職掌 

根據中華民國內政部移民署（2015）所列的業務職掌可以看到，移民署需負

責的業務有： 

(一)入出國事務 

管理對象包含本國人、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港澳居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

國民，其入出國事務的重點工作如下； 

1、 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案，如增訂「人口販運」專章、加強移民業務機   

構管理及增列反歧視條文、增訂「面談及查察」規範移民署執行勤務 

範圍…等。 

2、 推動兩岸交流，如包機直航及陸客來台、商務交流、開放公務員赴大 

陸觀光、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等。 

3、 提升入出國服務，如重新檢討入出國與役政常見的問題、申請須知及 

標準作業流程…等。 

4、 入出國管理業務。 

(二)移民業務 

1、 移民政策，如建立資料庫掌握移入動態、強化移民輔導生活照顧措施、

健全投資專技移民相關法令、強化查核面談機制維護國境安全、擴大國

際交流合作維護人權。 

2、 移民輔導，如居留定居數額、外籍配偶調適及子女教育問題、非法移民

管理（防制人口販運）、婚姻媒合管理、移民業務機構管理及輔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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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口居停留管理。 

(三)國際事務 

1、 國際互動：與各國移民機關接軌，調整相關法規及作法，強化對外服務，

除了加強與各國移民機關、各駐華使領館（辦事處）的協調聯繫以外，

也與國際組織（如 APEC、WTO）、非政府組織（NGO）等合作。 

2、 反恐綜合規劃 

3、 入籍人士生活輔導管理：改善外籍勞工管理工作，執行外勞居留管理等

勞務計畫。「核發檢舉及查緝非法外國人，非法雇主、及非法仲介獎勵

金」案之預算、核銷與地方訪加強推動。營造雙語生活環境，如建立外

國人生活服務網站。 

4、 難民法制：主要在於推動難民法，以突顯我國對民主與人權的重視。 

(四)移民資料整合 

1、 資訊整合 

2、 資訊共享 

3、 業務系統 

4、 防疫查核 

5、 規劃國際機場自動查驗快速通關 

(五)專勤查察業務 

1、 出入境許可 

2、 長期居留辦理 

3、 移民輔導之執行 

4、 外來人口訪查與查察勤務之協調、聯繫及執行 

5、 國境內面談、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之調查、逮捕、收容、移送、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強制出國（境）及驅逐出國（境）勤務之督導、執

行。 

6、 其他有關入出國（境）與移民服務、訪查、查察及收容勤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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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境管理事務 

1、 入出國證照之查驗、鑑識及許可。 

2、 國境線入出國安全管制及面談之執行。 

3、 國境線證照核發、指紋建檔及入出國服務。 

4、 國境線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法規之調查、過境監護、逮捕、臨時收容、

移送及遣送戒護。 

5、 證照鑑識及查驗之教育訓練。 

6、 其他有關國境事項。 

由此可看出移民署所需處理的事務眾多，其中現行移民署專勤隊的主要工作

內容除了延續前入出境管理局的業務外，也涵蓋警政署外來人口管理的工作。工

作內容包括：落實移民者的境內面談，避免外來人口以假結婚等名義從事非法活

動、查緝非法移民、非法的外籍勞工，以及查緝人口販賣的案件（蘇群恩， 2013）。 

由此得知，移民署的工作人員是具備警察身分的專業人員，但與國內警察的

差別在於，移民署專勤隊的稽查對象主要是國外的人民。也因此工作特性不同，

移民署工作人員所涉及的專業知識與法律常規也迥異於國內警察。除此之外，還

執法過程還涉及語言溝通等執行面的困擾。翁群遠、李振豐及孟繁宗等人（2014a）

則指出，移民署面臨人流管理、深化交流、跨境犯罪等挑戰下，亟需提升組織成

員之專業素養及外語能力，為招攬優秀人才，則首次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

行政人員考試。余芝瑩（2010）指出臺灣正處在全球經濟自由化與國際化的競爭

壓力下，人流的國際遷移趨勢及整合境管事權；更因移入人口增加及少子化趨勢，

政府體制必須進行功能性與結構性的調整；參照英美制度設置移民機關或德法設

立國境警察機關，立法院應整合移民權設置專責機構。余芝瑩（2010）指出在全

球化與國際化趨勢下，跨國遷移日益普遍，有鑑於我國出入境及移民作業分散，

故設立移民署。然則，現階段隨著社會多元化、經濟自由化以及政治因素，國人

與國際間及兩岸人民往來事務頻繁，所衍生出跨國境犯罪及非法居停留問題，已

成社會廣泛討論及注目的焦點。由此可知，移民署之工作特性確實不同於戶政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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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行政業務，因而修法於民國 100年將其從高普考試中單獨出來以特考的方式，

考選新一代的移民官。 

二、工作特性 

以下則針對工作特性意涵與理論，以及其對於組織承諾之相關性，分別加以

說明： 

(一)工作特性的意涵 

工作特性是指與工作有關的要素，像是工作本身的特性、工作的環境、薪資

福利、人際關係、工作需要的技能、工作獲得的回饋等（Seashore & Taber，1975）。

Hackman 與 Lawler （1971）提出工作特性包含五個向度：員工會知覺到在組

織中的工作具有變化性（variety），是否需要不同的工作技能；具自主性

（autonomy），指員工工作時能獨立自主且自己做決定的程度；任務完整性（task 

identity），工作是否需要從開始到結束，完整的做完；任務重要性（task significance），

指工作影響到生活或他人工作的程度；任務回饋性（feedback），是指員工能從同

事或主,管獲得關於自己工作表現的訊息回饋（Brief & Aldag, 1975; Ozturk, Hancer, 

& Im, 2014），Hackman 與 Oldham （1980）認為工作特性應加入與他人相處

（dealing with others）的向度，表示在工作中需與他人密切合作的程度。 

由上述可以發現，只要是與工作相關的事項，無可避免的都與工作特性有所

關連，這顯示出員工在工作時的態度、知覺或是行為也會受到工作特性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要探討移民署工作人員的工作狀況，工作特性是需要被考量的重要變

項之一。 

(二)工作特性相關理論 

國內外學者對於工作特性的研究，提出不同的研究理論與模式。1、Turner 與 

Lawrence （1965）評估不同的工作屬性對員工工作表現的影響，並提出必要工

作屬性理論（Theory of requisite task attributes），其中歸納了六項必要的工作屬性，

分別是變化性、自主性、必要的互動（required interaction）、隨意的互動（op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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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必要的知識與技能及責任。2、Hackman與Lawler （1971）提出工

作特性理論（Job characteristics theory），認為能依員工表現給予工作上的回饋。

當工作者認為工作能帶給自己更高層次的滿足，像是帶給員工自我成長，員工會

認為工作是有意義的，一旦員工受到工作的激勵效果，會產生更高的工作績效。

3、Hackman 與 Oldham （1975）依據工作特性理論提出工作特性模式（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就工作特性與個人對工作反應間的關係作系統性的描述，

以理解工作設計如何影響員工的工作動機，並以五項核心構面發展出工作特性的

測量工具。在整個工作模式中，藉由五項核心構面，激發出三種重要的心理狀態，

最後產生不同的個人和工作成果。 

目前對工作特性的研究多採取工作特性模式進行分析（許英倫、蔡明田與簡

瑞霖，2014），在衡量工作特性上，本研究參考 Hackman與 Oldham （1975）提

出的工作核心構面及蔡欣嵐（2001）用來測量工作特性的問卷評量，以評估移民

署工作人員在工作特性上的狀況。 

(三)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的影響 

在工作場域中，工作特性對員工態度的影響一直是學者們感興趣的議題，態

度包含對工作動機（Porter & Stone，1973），如工作特性與工作動機有中等程度

的正相關（Brief & Aldag,1975 ; Hackman & Lawler, 1971）。Ozturk 等人（2014）

評估工作特性對情感性承諾的影響，結果發現工作特性中人際互動、工作回饋與

工作自主性對情感承諾上都有顯著的相關。根據 Steers（1977）的研究發現，工

作特性是組織承諾的前置因子，且受組織承諾影響的三個後果變項為留職意願、

出席率與工作績效。這顯示出員工的工作特性會影響員工對組織的承諾，進而影

響員工的工作行為。 

陳怡如（2014）探討鐵路新進人員的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的影響。組織承諾

是採取 Porter等學者在 1974年提出的概念，其中將組織承諾定義為個人對組織

認同及投入態度傾向的程度，將組織承諾區分為三個構面，分別為：價值承諾、

努力承諾、留職承諾。結果發現，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沒有顯著性的影響。但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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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怡（2015）同樣採取 Porter等人提出的組織承諾概念及構面，探討工作特性對

組織承諾的影響，結果發現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者認

為可能是不同的工作造成工作特性上的差別，進而影響員工在組織承諾中有不一

致的現象，根據黃浩瑋（2012）指出 Poter等人的測量在 1990年代以前較為流行，

然而其評量中的反向題目缺乏穩定性，且情感承諾無法完整反應出組織承諾的全

貌，到 1990後期，Meyer與 Allen的量表較為廣泛被使用，故本研究沿用此量表

以評估移民署工作人員的工作特性對其組織承諾的影響。 

從目前國內針對移民署所進行的實徵研究發現，武淑賢（2013）以國境事務

大隊隊員共 497人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方式得知，移民官整體而言對於工作

特性的感受性偏高，多數反應需要可以從服務對象、同事、及主管獲得更多關於

自己工作表現上的回饋。此外，男性且擔任主管職務者除了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回

饋之外，也希望能在工作上有更多多樣性的技能表現，以及能擁有更多的自主性。

此研究亦發現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之「留職承諾」具有顯著預測力，亦即移民官

對自己的工作特性有較正面的感知，則對移民署的留職意願也比較高。 

第二節 公共服務動機與組織承諾的相關研究 

以下則針對公共服務動機意涵與理論，以及其對於組織承諾之相關性，分別

加以說明： 

一、公共服務動機的意涵 

Rainey（1982）認為公部門員工較私人單位的工作者有幫助他人與利社會行

為的價值觀。Perry與Wise（1990）提出個人主要或只對公共機構及組織產生服

務的動機傾向，強調個人的行為動機是受到公共事務所驅使。其後，Perry （1996）

提出公共服務動機包含四個構面：自我犧牲、同情心、支持公共利益、認同參與

公共政策，以了解個人是否會為了正義或他人利益放棄個人利益或生命等無私的

奉獻，且對他人的不幸感到同理，能為民眾付出，甚至是對公部門提出解決公共

問題的方案表示支持，Perry （1996）依據上述發展出公共服務動機量表。Br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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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Selden （1998）提出公共服務動機是個人服務取向，不是部門取向，認為公

共服務動機是引發個人表現出利於公眾、社區及社會服務的內在驅力。依據

Brewer與 Selden的觀點，公共服務動機不只局限於公部門的工作人員才具有。 

Perry與Wise （1990）提出公共服務動機可以區分為三個類型，分別是：

理性、規範與情感。Perry與Wise認為個人的理性動機是來自於參與公共政策的

機會，像是參與公共制度制定的過程；個人的規範性動機是為了服務公共利益，

來自於追求社會公平與對職責及政府的忠誠；個人情感的公共服務動機則是來自

於對政策的信念，認為政策對社會而言具有重要性，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情感反應。

由此得知，公共服務動機是個人層次的動機，而不單只為了遵循組織制度規範，

個人能基於自己的情感與理性判斷，決定去幫助別人的心理狀態。 

黃浩瑋（2012）整理並提出公共服務動機主要有三項特徵，認為研究公共服

務動機不應忽略社會化的過程，文化與制度對個人產生公共服務動機有重要的影

響，能從社會化的過程中習得。再者，公共服務動機並非是部門取向，而是服務

取向，也就是說個人的公共服務動機並非只存在公部門，因為公共服務動機與公

部門的重疊性較高，且公共服務是公部門的核心職能，所以有時公共服務動機被

混淆只存於公部門。此外，公共服務動機是一種內在動機，越具有公共服務動機

的人，越會追求更多的內在報酬，而非外在的金錢酬賞。由上述可以知道，公共

服務動機是超越個人及組織利益，是個人為了他人利益而願意作出奉獻的內在動

機，驅使個人去做利他的行為。Lin （2014）使用 Q方法論檢驗臺灣的公、私及

非營利部門員工的公共服務動機類型，結果發現可歸類為四種，分別為：「自立

自強與人溺己溺的正義型」、「擁有高度關懷的實踐型」、「深具同情心卻自我獨善

其身型」、「自立立人的安份守己型」。這顯示出，不同國家的公共服務動機對於

量表的使用應考量文化上的差異。林玉雯（2015）在研究中比較 Perry及 Kim 等

人的量表，希望了解何者較適合在臺灣文化下施測。也就是說，公共服務動機量

表在跨國比較時，也需留意國與國間價值的不同，這會影響公共服務動機的價值，

故林玉雯（2015）的研究除了驗證公共服務動機的前置因子外，也對 Perry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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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 等人的公共服務動機量表做驗證性因素分析與競爭模型比較，其結果發現

Kim 等人的模式及量表較適用於臺灣地區，此研究於修正後得到自我因素、同

情心、公共服務吸引力及公共價值的承諾等四個構面的量表如表 3-3。 

表 2-1 公共服務動機定義整理 

學者／年代 定義 

Perry與Wise （1990） 強調個人的行為動機是受到公共事務所驅使，是

一種個人取向的動機。動機類型包含：理性的、

規範的及情感的共三個構面。 

Brewer 與 Selden（1998） 公共服務動機是引發個人表現出利於公眾、社區

及社會服務的內在驅力。 

Rainey與 Steinbauer （1999） 普遍性地利他動機，主要以服務人民、社會、一

個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為主，是與政府機構有關的

服務動機。政府機構要有效率，其成員具有較高

的公共服務動機。 

Moynihan與 Pandey （2007） 公共服務動機與公共利益的追求行為有關。 

Bright （2008） 是一種能激勵他人，使個人為公共利益服務的表

徵，對公部門員工的態度及行為有正向影響。 

林玉雯 （2015） 只有從事公共事務方能滿足個人行動的誘因。公

共服務動機是強調公民責任、同情心等一般與公 

共組織連結在一起的「動機」。 

 

綜合以上關於公共服務動機的意涵，研究者整理如表 2-1。研究者認為公務

人員本身願意從事服務民眾的工作，其公共服務動機普遍來得高，故本研究欲探

討移民署工作人員公共服務動機的現況及影響。 

 

二、公共服務動機對組織承諾的影響 

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具有公共服務動機者在非營利組織或政府部門工作，

會有較高的組織認同與承諾（Crewson, 1997; Moynihan & Pandey, 2007）。Kim 

（2005）調查韓國的公部門員工在組織承諾、公共服務動機及組織行為對工作績

效的影響。結果發現，公共服務動機對工作績效有正相關。顯示出工作人員有較

高的公共服務動機，則其工作表現會越好。另外，Crewson （1997）為了探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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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動機在工作績效及對組織承諾的影響，並探討公共服務動機在公、私部門

員工間的差異情形，故以聯邦部門的員工為樣本，其發現公部門員工的公共服務

動機與組織承諾間有正相關。同樣地，在黃浩瑋（2012）的研究中發現公務人員

的公共服務動機與組織承諾間有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公務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愈

強，則愈具有組織承諾。Stritch與Christensen （2014）則是為了探討公部門員工

在工作部門中參與環保的舉動是否出於與自然的連結（connectedness to nature）、

公共服務動機、組織承諾的影響。結果發現，與自然的連結、公共服務動機、組

織承諾對員工在公部門從事環保行為有正向影響。其中，公共服務動機與組織承

諾的交互變項對員工從事環保行為有負向影響，也就是說，在高公共服務動機的

情況下，員工組織承諾越高，則員工從事環保的行為傾向會下降。究其原由，工

作人員服務於公部門是其職業與志業，對民眾的服務具有高度的熱忱，所以對公

部門會有很高的認同感，然而，員工主動做資源回收、使用舊紙的背面打草稿等

行為並未與公部門的工作有直接的關聯。研究者推測，對公部門員工來說，對組

織的承諾應是會將心力放在自身的工作上。Taylor （2008）的研究則發現公共

服務動機與組織承諾均有顯著且直接的影響效果。也就是說，公部門員工的公共

服務動機能影響其對自身工作的滿意程度，以及影響公部門員工喜歡自身的組織

及工作，認為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光榮的，具有責任需盡忠職守地完成自己的職

務。 

從國內相關實證研究發現，張亞梅（2012）以移民署全國25個縣市服務站設

有24個志工隊志工為研究對象，其公共服務意願越高者，其繼續留職的意願也越

高，其對於移民署組織認同也較高，並且更願意嘗試更多的努力。以移民署執法

人員來說，如何減少違法犯紀行為亦是重點工作之一，由於其工作內容常涉及害

外移民事務，包含移民輔導、移民及外勞仲介公司之管理、入出國境安全管制、

及非法移民之調查、逮捕、收容、遣返…等。故其違紀行為包含執行業務時踰越

法規、不當對待收容所之收容人、包庇人蛇集團、收受金錢賄賂、縱放人犯出境…

等。從王政（2013）研究發現，移民官若對於此工作特性與價值產生強烈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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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給予正面肯定之外，則可以透過建立良好倫理氣候，進而減少違紀行為。然則，

就移民署工作特性來說，公共服務動機則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三節 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之關聯性研究 

以下則針對工作壓力意涵與理論，以及其對於組織承諾之相關性，分別加以

說明： 

一、工作壓力的意涵 

各行各業均具有工作壓力，然而當工作壓力過大，則對於人們在工作上的影

響不容忽視。陳仁維（2006）指出刑事警察因長期工作，在工作上除了受到家庭

因素的影響，在工作上不受肯定、沒有成就感及心理調適的問題，均使員警承受

極大的壓力。這顯示出擔任刑警一職在心理上需承受不少的工作壓力。尤正廷 

（2015）從刑事警察的角度評估刑事警察在工作上感受壓力的情況。此研究探討

員警面臨的工作壓力，主要是以工作者與工作環境兩方面作討論。在尤正廷的研

究中，工作壓力被定義為個體在組織中工作，凡與工作相關的因素交互影響下，

使員工在生理、心理及行為上產生不良反應的現象，並將工作壓力區分為四個構

面，分別是：工作負荷、個人發展、組織互動及角色衝突，以進行工作壓力的測

量。 

黃義明（2012）觀察到移民署工作人員的離調職情形逐漸攀升，所以以移民

署的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主管的領導風格、工作壓力、人格特質與離職傾

向間的關係。黃義明認為工作壓力是來自於工作本質或環境，造成個人心理上或

生理上不舒服、緊張或莫名恐懼的精神狀態。其研究結果發現，工作壓力對離職

傾向有顯著性的影響。 

根據上述可以得知，工作壓力是指人們在工作時，與工作相關的工作環境或

工作本身，帶給工作者在生理、心理及行為上主觀感到不舒服的狀態。本研究在

工作壓力的量測上參考黃義明 （2012）的問卷題項做施測。 

二、組織承諾與工作壓力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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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揚（2002）以國稅局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認為過去研究鮮少探討公務

人員的工作壓力造成職員離職的情形。研究結果發現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與離職

傾向成正相關。這表示員工感受到越高的工作壓力，則越有可能會離開目前擔任

的職務。另外，工作壓力與工作投入有所關聯，當員工愈緊張、過度疲勞則工作

投入會降低，所以若可以減輕員工工作壓力，則有助於提升員工工作投入（黃浩

瑋，2012），這顯示出過大的工作壓力會影響員工工作上的表現。 

員工對組織的承諾能否對員工的工作壓力產生影響？Chen、Silverthorne、及 

Hung（2006）以臺灣與美國的會計員工為研究對象，探討組織溝通及組織承諾

對工作壓力與工作績效的關係。結果發現，組織溝通及工作壓力在兩個國家沒有

差異，組織溝通與工作績效呈現正相關。工作壓力和其他兩者呈現負相關。但此

研究，只能證明三者之間的關係，無法推論因果。Nikolaou與 Tsaousis （2002）

也發現情緒智商及組織承諾與員工的工作壓力有關。 

工作領域不同，組織承諾與工作壓力間的關聯或影響又是如何？趙紀強

（2006）探討國軍基層幹部對工作壓力知覺、組織承諾程度及工作壓力與組織承

諾之關係，其結果發現國軍階級在校級以上的基層幹部，其工作壓力愈大，則其

組織承諾亦愈高；階級在尉級以下的基層幹部其工作壓力愈大，則其組織承諾愈

低。由此可以發現，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間的關聯會受到階級的影響。本研究主

要探討的多為基層的移民署工作人員其工作上的狀況。陳仁維（2006）以台東縣

的刑事警察為研究對象，探討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工作壓

力與組織承諾成正相關。然而根據劉博升（2015）指出適當的工作壓力有利於工

作績效，但是持續的工作壓力會影響到家庭生活，造成負面的影響。其研究結果

發現，刑事警察的工作壓力越高，則留職承諾越低。 

從國內以移民署工作人員所進行的相關研究發現，男性對於自己可以掌握工

作情形與獲得工作支持較低，故所感受到工作壓力顯著高於女性；教育程度為大

專院校的移民官所感受到的工作控制程度也較低；服務單位在桃園機場此類高壓

單位所感受到的工作控制程度也較低，遠超過其他單位（如台中機場、高雄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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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而感受到較高的工作壓力。此外，個人對於工作控制程度越高，所感受到

的工作壓力越低，則較能預測其留職承諾也越高，對於組織的持續性承諾也越高

（陳泗村，2016；黃義明，2012）。陳政惠（2015）的研究結果同樣發現工作壓

力與組織承諾間呈負相關，表示移民署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越大，則組織承諾的

程度就越低。另外，研究結果發現移民署工作人員的工作投入透過組織承諾與工

作壓力之中介變項對工作績效產生影響。這結果顯示，研究者及相關單位應加以

重視移民署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等問題。 

工作壓力在移民署的領導風格與人格特質，此兩項因素對於離職傾向的關係

之中，工作壓力對領導風格與離職傾向間僅具有部分中介效果，人格特質對工作

壓力與離職傾向間未具有干擾效果（黃義明，2012）。可知，工作壓力在探討組

織承諾中的離職傾向，可能有其中介效果存在。 

綜合上述，組織承諾必須要同時兼顧到雇主與員工之間情感鏈結，但同時卻

也必須要與組織的規範結合。除此之外，這樣的承諾還必須要能持續保持下去。

因此，組織承諾必須要兼顧情感、規範、及持續三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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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期能針對移民署的工作人員目前面臨的實務狀況，找出變項間的關聯

性與影響進行探討，探討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之特性分析與差異性比較。

以及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的影響。故以問卷調查實際

調查目前服務於移民署單位，取樣於相當高普考與移民署移民特考兩種不同管道

所錄取人員，進行分析比較，以理解移民署設立專職考試之必要，並給予後續相

關政策之建議。 

故本章有五小節。第一節為研究架構。第二節介紹研究對象，第三節說明本

研究中使用的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組織承諾的量表。第四節介

紹使用的資料分析及統計方法。第五節則為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以下分別說

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最終目的在於比較由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相較過去藉由相當

高普考所分發之公務人員，其對於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對於組

織承諾的影響上有無顯著差異存在。經由第二章文獻分析討論，可以發現現階段

研究並未區分這兩種不同特性的移民署公務人員加以討論之，然則透過不同管道

所錄取者，其在於工作態度與核心能力上都存在極大差異。故本研究主要在區分

這兩者，分別加以討論其在工作感知與動機上是否有所差異，對於表徵組織承諾

上有無顯著差異。 

研究架構如圖 3所示，研究者依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提出以下的研究假

設： 

從文獻回顧可知，移民署工作特性獨特，與其他機構戶政業務不同，若採一

般高普考試，恐無法延攬所需之人才，故於民國 101年成立移民行政人員特考，

招考新一任的移民官（翁群遠、李振豐與孟繁宗，2014）。 

假設一：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組織背景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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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在移民署實際工作場域中可觀察並發現，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

組織背景上有所差異。特考進入的移民官，往往會擔任需要專業技能較多的職

務。 

假設二：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對於工作特性有顯著差異 

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考試前可能已經從事相關工作或對未來的工作內

容有較初步甚至明確的認識之後，才會參與考試。相較過去藉由相當高普考所分

發之公務人員，可能對於未來工作所可能面臨的挑戰作較多的心理準備才投考。

研究者認為在這樣的前提上，兩者可能因此對於工作特性的理解上會有所差別。 

假設三：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公共服務動機有顯著差異 

同理，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可能因為對於工作內容所需要的人格特點

也有初步了解，也了解這個工作需要具備較強的公共服務動機，才能克服出入境、

機場、港口等地繁重的工作。因此，研究者認為兩者在公共服務動機上有顯著差

異。 

假設四：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對於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 

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考試前可能已經從事相關工作或對未來的工作內

容有較初步甚至明確的認識之後，才會參與考試。相較過去藉由相當高普考所分

發之公務人員，可能對於未來工作所可能面臨的挑戰作較多的心理準備才投考。

研究者認為在這樣的前提上，兩者可能因此對於工作壓力會有所差別。 

假設五：採用多元迴歸分析等方法可以預測變項對組織承諾的影響 

一、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可預測組織承諾 

個人的組織背景如職務、部門、及年資等，這些組織因素對於組織承諾皆可

能造成影響（Mathieu & Zajac, 1990; Mowday, Steers, & Porter,1979）。移民署可分

為服務站、專勤隊、收容所、國境事務大隊、及署本部等類別部門，每個部門分

別有不同的工作項目與內容，個人置身在不同類型部門亦會影響其組織承諾，故

多數文獻在討論組織承諾時，則會選定特定的組織部門（武淑賢，2013；陳政惠，

2015；蔡政良，2010）。但本研究則以全體移民署作為取樣，觀察不同部門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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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承諾的差異，藉此觀察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所具備的組織背景，包含職務、

工作部門等條件是否可以預測其表現在組織承諾的差異。 

二、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可以預測組織承諾 

從其他相關研究亦發現，工作特性對於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但該研究卻

未進一步釐清工作特性在組織承諾所扮演的角色（武淑賢，2013）。先前假設若

考驗為真，可知道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對於工作滿意程度與公共服務動機有顯

著差異，則因此形成對作特性的認知差異，進而影響其對於組織的承諾。此外，

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與相當高普考所分發之公務人員，最大差異點在於其在

報考前對於工作內容的了解程度。研究者假設個人對於工作內容了解程度越高，

其可能對因為較強的公共服務動機，進而對於工作特性有較好的掌握度，進而更

願意投入工作，而有較強烈的組織承諾。 

三、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可以預測組織承諾 

從相關研究發現，高度公共服務動機者在非營利組織或政府部門工作，會有

較高的組織認同與承諾（Crewson, 1997;  Moynihan & Pandey, 2007）。據此，移

民署屬於政府部門，公務內容繁重與緊迫，所以公共服務動機對於員工的組織承

諾則可能是重要的預測變項。本研究則希望可以藉此觀察，藉由不同考試途徑所

錄取者，其在公共服務動機上的差異，可否預測其在組織承諾上有所不同。 

四、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壓力可以預測組織承諾 

以文獻中所提及之相近研究來看，陳仁維（2006）指出刑事警察的工作壓力工作

壓力與組織承諾成正相關。移民署人員之職務性質與警察相近，經常需要糾舉出

入境的不法行為，或其他查核工作，進而形成工作壓力。研究者想藉此研究觀察，

不同考試途徑所錄取人員，本身所感受的工作壓力差異，是否可以預測其產生不

同程度的組織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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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圖  

個人背景 

(控制變項) 

-性別 

-年齡 

-工作年資 

-工作經歷 

-公務人員身分 

 

個人因素 

-公共服務動機 

(自我犧牲、同情心、

公共服務吸引力、公共

價值的承諾) 

 

組織背景 

-目前工作單位 

-目前工作職務 

-錄取途徑 

組織承諾 

-情感 

-持續 

-規範 

 

組織因素 

-工作特性 

(多樣性、完整性、重要

性、自主性、回饋性) 

-工作壓力 

(個人、外部、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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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移民署的工作人員，其中包含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與相當高普

考考試公務人員作為研究對象，為討論兩者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

力與組織承諾的差異情形。則廣泛針對全臺灣北、中、南、東等地區移民署單位

進行取樣調查。回收問卷之後，則使用 SPSS20統計軟體做資料分析，探討後續

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與組織承諾的關聯。以下就抽樣方法及樣本

分析等資料說明。 

一、抽樣方法 

本研究為普遍調查全臺灣地區移民署單位，但礙於經費與人力有限，無法進

行普查，故採取分層隨機抽樣（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依據 2016年的職

員通訊錄，以服務單位別，分別就全台各地區進行抽樣。 

二、樣本分析 

本研究針對研究目的與動機重新設計問卷，為能適切反映所欲調查之移民署

工作人員，故分為兩個階段進行施測，分別為預試分析和正式施測。收集相關文

獻擬定預試問卷，選擇相近本研究欲調查對象，作為預試樣本。預試後，根據預

試分析結果與指導教授討論修正問卷確立正式問卷，以正式樣本進行施測。以下

則分別以預試與正式樣本，分別加以說明： 

（一）預試樣本 

為了評估編制量表的題項是否有需要修訂的部分，故將預試問卷先分發給

30人做答，作為修改問卷中不通順的語句、難理解的題目之參考依據。預試問

卷於 2016年 12月，對北部地區與中部地區移民署機構發放共 30份問卷，扣除

無效問卷，共計回收 30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100%。 

 （二）正式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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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黃義明（2012）的作法，本研究以移民署各地專勤隊、服務站及收容所

等經移民特考與相當高普考考試管道錄取的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移民署各機構

職員的人數統計依據 2016年的職員通訊錄，以服務單位別，分別就全台各地區

進行抽樣。服務站以：臺北市服務站、桃園縣服務站、新竹市服務站、臺中市第

一服務站、南投縣服務站、彰化縣服務站、雲林縣服務站、嘉義市服務站、嘉義

縣服務站、臺南市第一服務站、高雄市第一服務站及屏東縣服務站等 12個單位

為抽樣對象，共計發放 40份；專勤隊以以臺北市專勤隊、新北市專勤隊、桃園

縣專勤隊、宜蘭縣專勤隊、新竹市專勤隊、新竹縣專勤隊、臺中市專勤隊、南投

縣專勤隊、彰化縣專勤隊、雲林縣專勤隊、嘉義縣專勤隊、臺南市專勤隊、高雄

市專勤隊及屏東縣專勤隊等 14個單位為抽樣對象，共計發放 90份；收容所以臺

北收容所、宜蘭收容所、新竹收容所及南投收容所等 4個單位為抽樣對象，共計

發放 45份；國境事務大隊以：桃園機場國境事務隊、臺中港國境事務隊、高雄

機場國境事務隊共 3個單位為抽樣對象，預計發放共 80份問卷；署本部以：入

出國事務組、移民事務組、國際及執法事務組等 3個單位為抽樣對象，預計發放

45份問卷。綜合以上，預計正式問卷將發放 300份，各單位人數及發放問卷數

彙整如表 3-1。 

正式問卷於 2016年 12月開始施測，以郵寄方式寄送至各機構，回收期限為

一個月，回收份數為 298份，扣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290份，回收率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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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正式問卷發放情形摘要表 

服務站 專勤隊 收容所 國境事務大隊 署本部 

 單位 人數 卷數  單位 人數 卷數  單位 人數 卷數  單位 人數 卷數  單位 人數 卷數 

臺北市服務站 47 10 臺北市專勤隊 45 10 臺北收容所 47 10 桃園機場國境事務隊 283 60 入出國事務組 64 15 

桃園縣服務站 24 5 新北市專勤隊 49 10 宜蘭收容所 68 15 臺中港國境事務隊 47 10 移民事務組 62 14 

新竹市服務站 6 1 桃園縣專勤隊 43 9 新竹收容所 34 7 高雄機場國境事務隊 44 10 國際及執法事務組 74 16 

臺中市第一服務 20 5 宜蘭縣專勤隊 20 4 南投收容所 57 13 

      
南投縣服務站 7 1 新竹市專勤隊 19 4 

         
彰化縣服務站 15 3 新竹縣專勤隊 15 3 

         
雲林縣服務站 9 2 臺中市專勤隊 41 9 

         
嘉義市服務站 7 1 南投縣專勤隊 18 4 

         
嘉義縣服務站 8 2 彰化縣專勤隊 24 5 

         
臺南市第一服務 13 3 雲林縣專勤隊 19 4 

         
高雄市第一服務 22 5 嘉義縣專勤隊 21 4 

         
屏東縣服務站 8 2 臺南市專勤隊 40 8 

         

   
高雄市專勤隊 49 10 

         

   
屏東縣專勤隊 21 4 

         

            
  

  
總計 186 40 總計 424 90 總計 206 45 總計 374 80 總計 20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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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工作特性量表 

本研究參考蔡欣嵐（2001）引據 Hackman與 Oldham （1975）提出的工作

核心構面及 Ozturk 等人（2014）用來測量工作特性的問卷評量，以評估移民署

工作人員在工作特性上的狀況。本研究針對工作特性的五個層面做測量，分別為：

技能多樣性、工作完整性、工作重要性、工作自主性及工作回饋性，每個分層各

三題題項，共十五題。採用 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從 1分為非常不同意到 5分為

非常同意，反向題 3、5、9、11、15題的部分反向計分，見表 3-2 。 

表 3-2  工作特性量表各分層衡量題項 

因素構面 編號 問卷題項 

技能多樣性 

1. 我的工作必須使用許多複雜或高水準的技術。 

2. 我的工作需要用到不同的技術與技能來處理不同的事情。 

3. 我的職務是反覆做簡單的工作。 

工作完整性 

4. 
我的工作從頭到尾相當完整，在最後成果上可以看到我的

貢獻。 

5. 
我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以致於我沒有機會從頭到尾完

成整件工作。 

6. 工作給我機會以徹底完成整件工作。 

工作重要性 

7. 我的工作結果對別人有重大的影響。 

8. 我的工作在組織整體的運作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9. 就整體而言，我的工作並不是非常重要的。 

工作自主性 

10. 我的工作容許我自己處理與負責的事務相當多。 

11. 
從事工作時，我幾乎沒有機會運用個人的創造力與判斷

力。 

12. 工作給我相當大的機會，以便使我獨立自主地做事。 

工作回饋性 

13 工作的安排使我可以定期知道自己工作的成績。 

14. 工作時，有許多機會讓我知道自己工作表現的好壞。 

15. 我的工作本身，幾乎不能讓我知道自己是否表現良好。 

 

二、公共服務動機量表 

林玉雯（2015）指出 Kim 等人（2013）的公共服務動機量表，較適用於臺

灣地區，故於本研究中使用修正後得到的四個構面，分別為：自我犧牲（SS）、

同情心（COM）、公共服務的吸引力（APS）及公共價值的承諾（CPV），共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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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量表。採用 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從 1分為非常不同意到 5分為非常同意。

見表 3-3 。 

表 3-3 公共服務動機各層面的衡量題項 

因素構面 編號 問卷題項 

自我犧牲（SS） 

1. 為了使社會更加美好，我願意犧牲奉獻 

2. 我認為責任感比追求自我利益更重要。 

3. 
即使對我有些個人損失的風險，我也會盡力去幫助

他人。 

同情心（COM） 

4. 我能體會他人所面對的困難。 

5. 對於他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我深感憤怒。 

6.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服務吸引力

（APS） 

7. 
我很崇敬那些能倡議或付諸行動，以改善我們社會/

社區的人。 

8. 我認為投入精力來解決社會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9. 對我而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是非常重要的。 

公共價值的承諾

（CPV） 

10. 
我認為社會大眾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是非常重要

的。 

11. 民眾能夠擁有可信賴的公共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12. 
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要務，是能考慮未來世代的福

祉。 

 

三、組織承諾 

本研究沿用黃浩瑋（2012）翻譯與修改的Meyer與 Allen的組織承諾量表，

共有三個構面，分別為：情感承諾、持續承諾及規範承諾，各構面有三題題項，

共九題。採用 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從 1分為非常不同意到 5分為非常同意。見

表 3-4。 

表 3-4 組織承諾各構面的衡量題項 

因素構面 
編

號 
問卷題項 

情感承諾 

1. 我會很光榮的向別人說，我是現在工作組織一份子。 

2. 我對現在工作的組織有高度熱情。 

3. 我覺得我是組織這個大家庭的重要一份子。 

持續承諾 

4. 我留在這個組織，是因為離開的話會犧牲我的個人權益。 

5. 除了繼續留在組織中工作，我相信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了。 

6. 我留在這個組織，是因為要轉換到其他的組織不太容易。 

規範承諾 
7. 我不會馬上離開組織，因為我對組織有責任。 

8. 即使其他地方提供我更好的機會，我還是不會離開現在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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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構面 
編

號 
問卷題項 

織。 

9. 我留在這個組織，是因為現在的組織具有發展機會。 

 

四、工作壓力量表 

本研究參考黃義明（2012）的研究，以移民署的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測量

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此研究的工作壓力共有三個層面，分別為：個人因素，指

工作人員個人的心理、生理、能力、家庭與同事等造的工作壓力，共五題；內部

因素，指關於組織的制度、長官要求等，共五題；外部因素，指工作人員面對媒

體、民間代表、民間代表、民眾互動等造成的工作壓力，共五題。工作壓力量表

共有十五題，採用 Likert五點量尺計分，從 1分為非常不同意到 5分無非常同意。

見表 3-5 

 

表 3-5工作壓力各層面的衡量題項 

因素構面 編號 問卷題項 

個人因素 

1. 我的工作內容無法發揮所長。 

2. 我的能力無法勝任目前工作。 

3. 我的工作時間會影響我的家庭生活，而產生對家人愧疚。 

4. 我常擔心執行工作會犯錯。 

5. 工作內容涉及法律問題，心理感到負擔。 

內部因素 

6. 我的長官常挑剔或責罵我。 

7. 工作需要輪班、時間不固定且長，造成諸多不便。 

8. 我的工作需要處理突發狀況或其他臨時交辦的事項。 

9. 長官的督導與要求不合情理，對我心裡造成負擔。 

10 法令制定未周全，使我執法產生壓心。 

外部因素 

11. 工作時與民眾對立，讓我感到緊張與困擾。 

12. 工作與其他單位互動不良而產生困擾。 

13. 社會大眾對本單位過度期待而感到困擾。 

14. 我的工作內容會受到媒體記者關注。 

15. 我的工作內容會受到民意代表的關心。 

 

五、個人背景變項 

個人背景資料於本研究中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工作年資、公職人



37 

 

員身分、目前的工作部門等。 

（一）性別：男性、女性 

（二）年齡： 20歲以下、21歲至 30歲、31歲至 40歲、41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博、碩士、大學、專科、高中（職）、國中及國中以下、其他 

（四）工作年資：1年以下、1年至 3年、3年至 5年、5年以上 

（五）公務人員身分：以何種管道取得公務人員身分，區分移民署特考、相當高

普考考試、其他 

（六）目前工作單位：署本部、專勤隊、服務站、收容所、國境事務大隊等五個

選項 

 

第四節 資料分析與方法 

回收的有效資料以 SPSS 20 統計軟體進行分析，本研究採用描述性統計、t

檢定、變異數分析（ANOVA）、相關及多元回歸分析資料方法，說明如下： 

一、描述性統計 

主要在了解本研究變項的分佈情形，類別資料以次數分配、百分比描述之，

等距資料以平均數、標準差、百分比等進行描述。本研究主要針對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工作年資、是否為移民署工作人員身分、目前的工作部門等六類個人

變項做分析。另外，探討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組織承諾與工作壓力，以平

均數、標準差來了解樣本的反應。 

二、信度檢定 

信度檢定方法採 Cronbach´s α 值判定，衡量同一概念下，問卷題目的一致

性，以驗證問卷的穩定。 

三、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建構各構面因素成份，分析問項間之共同性多寡及因素負荷量，本

研究採用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及最大變異數轉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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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max）。主成份分析法萃取構面因子，其特徵值必須大於 1，再以最大變異

法（Varimax）進行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 

四、獨立樣本 t檢定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兩母體間之平均數檢定，即檢定兩群體間是

否有顯著差異。在本研究中用來比較相當移民署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

特性、公共服務動機、組織承諾與工作壓力上的差異情形。 

五、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本研究以個人背景變項對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組織承諾與工作壓力的

差異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了解是否有差異。如差異達顯著水準，以薛費法

（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 

六、積差相關（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本研究以積差相關分析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組織承諾與工作壓力總分

與分量表之間是否有顯著關聯性。 

七、多元迴歸分析 

為了瞭解移民署的工作人員目前面臨的實務狀況，以多元迴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來預測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影

響情形。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移民署各地專勤隊、服務站及收容所等經移民特考與相當高普考考

試管道錄取的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移民署各機構職員的人數統計依據 2016年

的職員通訊錄，以服務單位別，分別就全台各地區進行抽樣。研究對象涵蓋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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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各單位，各層級取樣組成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年資則儘量按比例分配。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量表多為其他研究者翻譯過與潤飾後的版本，可能會產生

文化背景與語意的問題，在量表的有效性上，仍需進一步的做驗證。此外，經過

預試之後，則針對移民署需要而調整問卷內容，若用於其他不同研究對象，則需

要進一步調整問卷問項，或根據文獻內容加以分析。 

(二)研究對象 

以移民署各地專勤隊、服務站及收容所等經移民特考與相當高普考考試管道

錄取的工作人員為研究對象。由於，移民署的工作特性與其他行政體系有所差異，

即使同樣為公務人員，但因工作的部門不同，在工作特性及職位相關的個人感受

也會有所差異，可能無法類推至其他群體，因此後續研究在採用本研究結果時須

審慎考量。 

(三)抽樣限制 

本研究基於人力、物力及時間上的限制，僅能以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進行調

查，由於各單位配合時間與意願不同，故回收情形有所不同，在研究上推估母群

可能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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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旨在說明比較由移民署移民特考錄取人員，相較過去藉由相當高普考所

分發之公務人員，其對於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對於組織承諾的

影響上有無顯著差異存在。全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移民署錄取人員樣本資料

分析；第二節為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

對於組織承諾之差異情形分析；第三節為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特性工作特性、

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對於組織承諾的預測情形，以下分別描述之： 

第一節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組織背景差異分析 

一、樣本組成 

本研究基本資料的分配狀況分別加以敘述，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

職務、工作年資、錄取方式、目前工作單位、是否在私營部門工作、私營部門工

作年資、是否在非營利組織工作、非營利組織工作年資，如表 4-1所示； 

(一) 性別：本研究樣本的性別分布，男性 116人（40.0%），女性 174人（60.0%），

男生女生的比例相差不多。 

(二) 年齡：本研究樣本的年齡分布，以 21歲至 30歲最多，有 185人(63.8%)， 20

歲以下有 78人(26.9%)，31至 40歲有 27人(9.3%)。 

(三) 教育程度：本研究樣本的教育程度分布，以大學最多，有 249 人(85.9%)，

博、碩士有 41人(14.1%)。 

(四) 錄取方式：本研究樣本錄取方式情形，以移民署特考有 240人(82.8%)最多，

其次為相當考普考考試 50人(17.2%)。 

(五) 職務：本研究樣本的職務分布，以非主管人員最多，有 274 人(94.5%)，主

管人員有 16人(5.5%)。 

(六) 目前工作單位：本研究樣本目前工作單位情形，在署本部任職有 45 人

(15.5%)，專勤隊者有 91人(31.4%)，服務站者有 40人(13.8%)，

收容所有 45人(15.5%)，國境事務大隊者有 69人(23.8%)。 

(七) 工作年資：本研究樣本的工作年資分布，以1至3年者最多，有70人(24.1%)，

4至 6年有 170人(58.6%)，7至 9年者有 50人(17.2%)。 

(八) 是否在私營部門工作：本研究樣本是否在私營部門工作情形，有在私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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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工作者，有 27人(9.3%)，無此經驗者最多，有 263

人(90.7%)。 

(九) 私營部門工作年資：曾在私營部門工作者的 27人中，工作 1至 3年者約有

24 人(88.8%)，4 至 6 年者 2 人(7.4%)，無填答 1 人

(3.8%)。 

(十) 是否在非營利組織工作：本研究樣本皆無在非營利組織工作的經驗。 

 

表 4-1 移民署人員樣本背景變項分析摘要 

項目 子項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16 40.0 

 女 174 60.0 

年齡 20歲以-下 78 26.7 

 21歲至 30歲 185 63.8 

 31歲至 40歲 27 9.3 

教育程度 博、碩士 41 14.1 

 大學 249 85.9 

錄取途徑 移民署特考 240 82.8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17.2 

職務 主管人員 16 5.5 

 非主管人員 274 94.5 

單位 署本部 45 15.5 

 專勤隊 91 31.4 

 服務站 40 13.8 

 收容所 45 15.5 

 國境事務大隊 69 23.8 

工作年資 1-3年 70 24.1 

 4-6年 170 58.6 

 7-9年 50 17.2 

私營部門經歷 有 27 9.3 

 無 263 90.7 

私營部門經驗 1-3年 24 88.8 

 4-6年 2 7.4 

 無填答 1 3.8 

非營利組織經驗 無 290 100.0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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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的組織背景差異分析 

 從表 4-2可知，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在性別、教育程度、單位、部

門經歷上皆沒有顯著差異。職務上，相當高普考考試錄取者擔任主管職務比率

14.0%顯著高於移民署特考 3.8%，卡方值為 9.10(p<.01)。年資上，移民署特考錄

取者服務年資在 1 至 3 年比率 29.2%，顯著高於相當高普考考試 0.0%；服務年

資在 4 至 6 年比率 70.4%，顯著高於相當高普考考試 2.0%；服務年資在 7 至 9

年比率 0.4%，顯著低於相當高普考考試 98.0%，卡方值為 288.67(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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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組織背景差異分析 

變項 類別 卡方值 子項人數(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移民署特考 0.73 93 38.8% 147 61.3% 

相當高普考考試  23 46.0% 27 54.0% 

教育程度 

 博、碩士 大學 

 移民署特考 1.15 40 16.7% 200 83.3% 

相當高普考考試  5 10.0% 45 90.0% 

職務 
  

主管人員 非主管人員 

 移民署特考 9.10
**

 9 3.8% 231 96.3% 

相當高普考考試  7 14.0% 43 86.0% 

單位 
  

署本部 專勤隊 服務站 收容所 國境事務大隊 

移民署特考 5.08 35 14.6% 81 33.8% 30 12.5% 35 14.6% 59 24.6% 

相當高普考考試  10 20.0% 10 20.0% 10 20.0% 10 20.0% 10 20.0% 

部門經歷 
  

其他政府 私營部門 其他 

  移民署特考 7.35 0 0.0% 22 9.2% 218 90.8% 

相當高普考考試  1 2.0% 4 8.0% 45 90.0% 

年資 

  1-3 年 4-6 年 7-9 年 

 移民署特考 288.67
***

 70 29.2% 169 70.4% 1 0.4% 

相當高普考考試  0 0.0% 1 2.0% 49 98.0% 

*
p＜0.05；**

p＜0.01；***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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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特性之差異情形 

本節主要是探討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

力及對於組織承諾之差異情形。因此本研究利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不同錄

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及「組織承

諾」的差異情形，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特性」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特性」

變項上的差異情形，其整體與各構面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3所示； 

(一) 工作特性整體表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特性」整體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3.16，

p<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工作特性理解感知程度，確實

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二) 技能多樣性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技能多樣性」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3.23，

p<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技能多樣性理解感知程度，確

實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三) 工作完整性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完整性」構面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此

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工作完整性理解感知程度，與相當高考普考

錄取者沒有顯著差異。 

(四) 工作重要性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重要性」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5.26，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工作重要性理解感知程度，確

實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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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自主性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自主性」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2.19，

p<0.05)。此結果顯示，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在對於工作自主性理解感知程度，

確實比移民署特考錄取者顯著較高，對於相當高普考錄取者可以轉調至其他單位，

在工作自主性方面相對比特考錄取者高。 

(六) 工作回饋性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回饋性」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2.06，

p<0.05)。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工作回饋性理解感知程度，確

實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表 4-3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在工作特性變項之差異性分析表 

項目 構面 考試途徑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工作 

特質 

技能多樣性 
移民署特考 240 3.79  0.84  

3.23**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44  0.67  

工作完整性 
移民署特考 240 4.69  0.28  

-1.40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4.75  0.26  

工作重要性 
移民署特考 240 4.12  0.55  

5.26***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72  0.48  

工作自主性 
移民署特考 240 4.57 0.36 

-2.19*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4.71 0.57 

工作回饋性 
移民署特考 240 4.69 0.23 

2.06*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4.60 0.33 

整體 
移民署特考 240 4.37 0.28 

3.16**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4.25 0.26 

*p＜0.05；**p＜0.01；***p＜0.001 

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工作特性」整體上達顯著，且在「技能多樣

性」、「工作重要性」及「工作自主性」皆有顯著差異，僅「工作完整性」上未達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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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公共服務動機」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公共服務

動機」變項上的差異情形，其整體與各構面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4所示； 

(一) 公共服務動機整體表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公共服務動機」整體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

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公共服務動機理解感知程度，與相當高考

普考錄取者沒有顯著差異。 

(二) 自我犧牲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自我犧牲」構面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此結

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自我犧牲理解感知程度，與相當高考普考錄取

者沒有顯著差異。 

(三) 同情心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同情心」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2.99，

p<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同情心理解感知程度，確實比

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四) 公共服務吸引力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公共服務吸引力」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

(t=-4.38，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在對於公共服務吸

引力理解感知程度，確實比相當特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五) 公共價值的承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公共價值的承諾」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

(t=-2.05，p<0.05)。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在對於公共價值的

承諾理解感知程度，確實比相當特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表 4-4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在公共服務動機變項之差異性分析表 

項目 構面 考試途徑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公共

服務

自我犧牲 
移民署特考 240 5.02  0.47 

0.39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5.01  0.66 

同情心 移民署特考 240 5.48  0.33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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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構面 考試途徑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動機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5.36  0.25  

公共服務 

吸引力 

移民署特考 240 5.51  0.41  
-4.38***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5.71  0.27  

公共價值 

的承諾 

移民署特考 240 5.44 0.48 
-2.05*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5.60 0.40 

整體 
移民署特考 240 4.69 0.23 

-1.69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4.60 0.33 

*p＜0.05；**p＜0.01；***p＜0.001 

 

三、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壓力」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壓力」

變項上的差異情形，其整體與各構面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5所示； 

(一) 工作壓力整體表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壓力」整體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t=.577)。

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工作壓力理解感知程度，與相當高考普考

錄取者沒有顯著差異。 

(二) 個人因素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個人因素」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8.80，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在對於個人因素理解感知工

作壓力程度，確實比特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三) 內部因素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內部因素」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2.23，

p<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內部因素理解感知程度，確實

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四) 外部因素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外部因素」構面表現上顯著差異(t=3.30，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外部因素理解感知程度，顯著

高於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差異。 

 

表 4-5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在工作壓力變項之差異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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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構面 考試途徑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工作 

壓力 

個人因素 
移民署特考 240 2.79  0.30 

-8.80***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22  0.40 

內部因素 
移民署特考 240 3.24  0.50  

2.23**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08  0.45  

外部因素 
移民署特考 240 3.80  0.72  

3.03***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42  0.84  

整體 
移民署特考 240 3.28 0.41 

.577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24 0.48 

*p＜0.05；**p＜0.01；***p＜0.001 

 

四、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組織承諾」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以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檢驗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組織承諾」

變項上的差異情形，其整體與各構面統計分析結果如表 4-6所示； 

(一) 組織承諾整體表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組織承諾」整體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5.99，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內部因素理解感知程度，確實

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二) 情感承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情感承諾」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3.95，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情感承諾理解感知程度，確實

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三) 持續承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持續承諾」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6.83，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持續承諾理解感知程度，確實

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四) 規範承諾 

不同考試途徑的移民署人員在「規範承諾」構面表現上達顯著差異(t=7.53，

p<0.001)。此結果顯示，移民署特考錄取者在對於規範承諾理解感知程度，確實

比相當高考普考錄取者顯著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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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在組織承諾變項之差異性分析表 

項目 構面 考試途徑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值 

組織

承諾 

情感承諾 
移民署特考 240 4.64  0.50 

5.99***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4.13  0.75 

持續承諾 
移民署特考 240 2.48  0.47  

3.95***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2.20  0.43  

規範承諾 
移民署特考 240 3.56  0.51  

6.83***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02  0.49  

整體 
移民署特考 240 3.56 0.39 

7.53*** 
相當高普考考試 50 3.12 0.35 

*p＜0.05；**p＜0.01；***p＜0.001 

 

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組織承諾」整體表現上達顯著差異，且在「情

感承諾」、「持續承諾」及「規範承諾」皆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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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特性對組織承諾的預測情形 

本節主要是想瞭解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特性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

作壓力及對於組織承諾的預測情形，以期使本研究之研究假設獲得驗證。 

 

一、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組織特性對組織承諾的預測情形 

  (一) 特考錄取人員 

以性別、教育程度、職務、單位、部門經歷、年資為自變數，組織承諾為

依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7 所示。整體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

(F=8.21，p<0.001)，調整後 R²為 0.147，表示可以解釋 14.7%的變異量，「性別」、

「教育程度」、「單位」、「部門經歷」、及「年資」的β係數皆達顯著，表示其對

「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但「性別」(β=.154，p<0.001)和「部門經歷」(β

=.224，p<0.001)，表示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影響。「單位」(β=-.318，p<0.001) 

和「年資」(β=-.133，p<0.001)，表示對「組織承諾」有顯著負向影響。 

 

表 4-7組織特性對組織承諾之迴歸分析摘要表(特考錄取人員) 

 依變數：組織承諾 

自變數 β t 

(常數)  11.55*** 

性別 .154 2.63*** 

教育程度 .015 .24 

職務 -.101 -1.66 

單位 -.318 -5.22*** 

部門經歷 .224 4.02*** 

年資 -.133 -2.26*** 

R² .167  

Adj. R² .147  

F-value 8.21***  

*** p <0.001; ** p <0.01; * p <0.0 

 (二)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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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性別、教育程度、職務、單位、部門經歷、年資為自變數，組織承諾為

依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8 所示。整體迴歸模型未達顯著水準

(F=1.78)，「性別」、「教育程度」、「單位」、「部門經歷」、及「年資」等變項對於

組織承諾沒有顯著預測力。 

表 4-8組織特性對組織承諾之迴歸分析摘要表(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 

 依變數：組織承諾 

自變數 β t 

(常數)  2.61* 

性別 .219 1.54 

教育程度 -214. -1.53 

職務 .072 .51 

單位 -.093 -.64 

部門經歷 .255 1.78 

年資 -.072 -5.05 

R² .196  

Adj. R² .080  

F-value 1.78  

*** p <0.001; ** p <0.01; * p <0.0 

對特考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與驗證。

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對組織承諾未有顯著預測力。由此可知，不同

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可預測組織承諾，故此假設獲得支持。 

 

二、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對

組織承諾之預測情形 

  (一) 特考錄取人員 

以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為自變數，組織承諾為依變數，進

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9所示。整體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F=11.27，p<0.001)，

調整後 R²為 0.440，表示可以解釋 44.0%的變異量，「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

機」、及「工作壓力」的β係數皆達顯著，表示其對「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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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作特性」(β=.429，p<0.001)和「工作壓力」(β=.205，p<0.001)，表示對

「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影響。「公共服務動機」(β=-.208，p<0.001) ，表示對

「組織承諾」有顯著負向影響。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對特考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及工作

壓力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獲得完全支持與驗證。 

表 4-9各研究變項對組織承諾之迴歸分析摘要表(特考錄取人員) 

 依變數：組織承諾 

自變數 β t 

(常數)  3.71*** 

工作特性 .429 6.84*** 

公共服務動機 -.208 -4.23*** 

工作壓力 .205 3.36*** 

R² .446  

Adj. R² .440  

F-value 11.27***  

*** p <0.001; ** p <0.01; * p <0.0 

 

(二) 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 

以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為自變數，組織承諾為依變數，進

行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如表 4-10所示。整體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F=5.39，p<0.001)，

調整後 R²為 0.212，表示可以解釋 21.2%的變異量，「工作特性」和「公共服務

動機」的β係數皆未達顯著，表示其對「組織承諾」沒有顯著影響，唯有「工作

壓力」(β=2.86，p<0.01) ，表示對「組織承諾」有顯著正向影響。 

 

表 4-10各研究變項對組織承諾之迴歸分析摘要表(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 

 依變數：組織承諾 

自變數 β t 

(常數)  1.91 

工作特性 -.076 -.386 

公共服務動機 -.026 -.202 

工作壓力 .563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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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² .260  

Adj. R² .212  

F-value 5.39***  

*** p <0.001; ** p <0.01; * p <0.0 

 

(三) 移民署整體人員的組織特性、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

壓力對組織承諾之預測情形 

    由於兩種不同考試途徑的人數在母群體中分佈懸殊，且本研究抽樣結果亦反

映相同的狀況，「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人數顯著較「特考錄取人員」少，考量

樣本數可能影響迴歸模式之顯著性，將樣本合併進行迴歸分析，觀察其工作特性、

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之預測情形，結果如下表 4-11： 

以組織特性(性別、教育程度、錄取途徑、職務、單位、部門經歷、年資)、工作

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工作壓力為自變數，組織承諾為依變數，進行多元迴歸分

析。整體迴歸模型達顯著水準(F=41.21，p<0.001)，調整後 R²為 0.605，表示共

可以解釋 60.5%的變異量。變項中「性別」、「錄取途徑」、「單位」、「部門經歷」、

及「年資」、「工作特性」及「工作壓力」的β係數皆達顯著，其中不同錄取途徑

(β=-.244，p<0.001)、不同單位(β=-.116，p<0.001)、工作特性(β=-.392，p<0.001)

和工作壓力(β=-.396，p<0.001)情形，對「組織承諾」有顯著影響。 

 

表 4-11樣本合併進行各研究變項對組織承諾之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數：組織承諾 

自變數 β t 

(常數)  1.918 

性別 .064 2.004* 

教育程度 -.050 -1.131 

錄取途徑 -.244 -3.850*** 

職務 .017 .243 

單位 -.116 -7.888*** 

部門經歷 .072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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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資 -.103 -2.777** 

工作特性 .392 4.828*** 

公共服務動機 -.036 -.408 

工作壓力 .396 6.677*** 

R² .620  

Adj. R² .605  

F-value 41.210***  

*** p <0.001; ** p <0.01; * p <0.0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發現整體移民署工作人員之中，組織變項如：性別、

錄取途徑、單位、部門經歷及年資，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即「組織背景對

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此一假設，獲得部分支持與驗證。「工作特性」及「工

作壓力」對組織承諾皆有顯著預測力。由此可知，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

特性和工作壓力狀態可預測組織承諾，此假設獲得支持。 

然而，整體移民署工作人員之中，「公共服務動機」對組織承諾並無顯著預

測力。但若將「特考錄取人員」與「高普考錄取人員」分組觀察，其中「公共服

務動機」對「特考錄取人員」的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而「公共服務動機」對

「高普考錄取人員」的組織承諾未有顯著預測力。由此可知，不同考試途徑錄取

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可預測組織承諾，此假設仍可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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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分析不同考試途徑選入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

及工作壓力感知上，有沒有顯著差異，以此推估其在組織承諾上有沒有顯著差

異。 

第一節 結論 

民國 101 年始，由於「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開始實施，過去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行政人員原屬於「戶政職系」，考量移民署和戶政單位工作的差異，考試

院把「移民行政」從現行「戶政職系」分出並新增「移民行政人員特考」。本研

究旨在探討藉由不同錄取方式選入的移民署人員，兩者對於移民署工作感知有無

差異，此差異情形是否會影響其對於移民署的組織認同，藉此評估特考實施之必

要性。研究者藉由比較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的移民署人員，在工作特性、公共服務

動機、及工作壓力上，有沒有顯著差異，且可否從此差異情形推估其對於組織承

諾。根據研究結果，整理如下； 

一、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的移民署人員特性之差異情形 

(一)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組織背景有顯著差異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在性別、教育程度、單位、部門經歷上皆沒有

顯著差異，僅在職務和服務年資上有顯著差異，故部分支持假設。從此研究結果

來看，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和相當高普考錄取者皆屬於公務人員體系，所具

備特性並未有太大差異，但在所擔任職務和年資上有所差別，在於相當高普考錄

取者往往年資比較高，且擔任主管階層職務比率也比較高。 

(二)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對於工作特性有顯著差異 

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工作特性」整體上達顯著，且在「技能多樣

性」、「工作重要性」及「工作自主性」皆有顯著差異，僅「工作完整性」上未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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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故部分支持假設。從研究結果看來，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本身對於工

作特性來說，有較為明確掌握，了解移民署工作本身所需的技能，以及對於工作

重要性和自主性也能有清楚認知，故其對於工作特性掌握度的知覺優於相當高普

考錄取者。 

(三)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公共服務動機有顯著差異 

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公共服務動機」整體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

且在「同情心」、「公共服務吸引力」及「公共價值的承諾」皆有顯著差異，僅「自

我犧牲」上未達顯著，故部分支持假設。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對於公共事務

的服務動機來說，在整體上和相當高普考錄取者並無顯著差異，但在同情心上則

略高，對於民眾不便之處有較高感受性。其次，對公共服務事務的吸引力來說，

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顯著較高，願意奉身於公共服務事務上。對於公共價值

承諾而言，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則對於公眾事務的價值給予高度的肯定。綜

合來說，移民行政人員特考確實可篩選出具有較高公共事務熱誠者。 

(四)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工作壓力有顯著差異 

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工作壓力」整體表現上未達顯著差異，且在

「個人因素」、「內部因素」、及「外部因素」皆有顯著差異，故部分支持假設。

從研究結果來看，就工作壓力整體來說沒有差異，但就個人因素所造成的工作壓

力來說，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所感受到的壓力顯著低於相當高普考錄取者，

顯然從特考錄取者對於工作感知較為清楚，所以感受到的壓力比較少。但就內部

因素來說，特考錄取者所感受的來自於組織內部競爭壓力較大，故高於相當高普

考錄取者。 

(五)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在組織承諾有顯著差異 

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在「組織承諾」整體表現上達顯著差異，且在「情

感承諾」、「持續承諾」及「規範承諾」皆有顯著差異，故完全支持假設。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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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可以看出兩種由不同錄取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對於組織承諾來說有很明顯

差異，由移民行政人員特考錄取者對於組織有高度的承諾感，對於組織有高度深

厚的情感皈依，且願意持續待在組織中，並且遵循組織規範。由此可知，採取移

民行政人員特考方式甄選，確實可以找出對於組織有較高忠誠度的成員。 

表 5-1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的移民署人員特性之差異情形 

各變項 子項 顯著差異 支持假設

組織背景 性別 ╳ 部分支持 

教育程度 ╳ 

單位 ╳ 

部門經歷 ╳ 

職務 ○ 

服務年資 ○ 

工作特性 整體 ○ 部分支持 

技能多樣性 ○ 

工作重要性 ○ 

工作自主性 ○ 

工作完整性 ╳ 

公共服務動機 整體 ╳ 部分支持 

同情心 ○ 

公共服務吸引力 ○ 

公共價值承諾 ○ 

自我犧牲 ╳ 

工作壓力 整體 ╳ 部分支持 

個人因素 ○ 
內部因素 ○ 
外部因素 ○ 

組織承諾 整體 ○ 完全支持 

情感承諾 ○ 
持續承諾 ○ 
規範承諾 ○ 

 

二、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特性對於組織承諾的預測情形 

(一)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可預測組織承諾 



58 

 

對特考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與驗證。

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對組織承諾未有顯著預測力。由此可知，不同考

試途徑錄取人員的組織背景可預測組織承諾，故此假設獲得支持。 

(二)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可以預測組織承諾 

對特考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與驗證。

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對組織承諾未有顯著預測力。由此可知，不同考

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特性可預測組織承諾，故此假設獲得支持。 

從此研究結果看來，對於錄取特考人員來說，其對於工作特性的感知，對於

組織承諾有正向影響，當個人對於工作特行感知程度越高，則其組織承諾越高。

相對而言，對於相當高普考人員來說，則無此情形，工作特性對於組織承諾沒有

顯著影響。 

(三)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可以預測組織承諾 

然而，整體移民署工作人員之中，「公共服務動機」對組織承諾並無顯著預測

力。但若將「特考錄取人員」與「高普考錄取人員」分組觀察，對特考錄取人員

的公共服務動機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與驗證。相當高普考錄

取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對組織承諾未有顯著預測力。由此可知，不同考試途徑錄

取人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可預測組織承諾，故此假設獲得支持。 

從此研究結果看來，對於錄取特考人員來說，其對於公共服務動機的感知，

對於組織承諾有正向影響，當個人對於公共服務動機越高，則組織承諾越高。相

對而言，對於相當高普考人員來說，則無此情形，公共服務動機對於組織承諾沒

有顯著影響。 

(四)  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的工作壓力可以預測組織承諾 

對特考錄取人員的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有顯著預測力，獲得部分支持與驗證。

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的工作壓力對組織承諾亦有顯著預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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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不同考試途徑錄取移民署人員特性對於組織承諾的預測情形 

 特考對組織承

諾顯著預測 

相當高普考對組

織承諾顯著預測 

支持假設 

組織背景 ○ ╳ 支持 

工作特性 ○ ╳ 支持 

公共服務動機 ○ ╳ 支持(註：惟兩種途徑整體合併來說

結果呈現較不顯著) 

工作壓力 ○ ○ 未獲支持 

 

 

第二節 建議 

 移民特考選才育才，近年來，出自移特人員已成為移民署的中堅份子，早已

是進用人才的重要管道。從研究結果，將給予相關單位擬定考試策略之建議，並

根據本研究成果，進行後續研究與討論，說明如下； 

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發現，不同考試途徑錄取人員對於工作特性的理解上有顯

著差異，顯然經過特考錄取者，顯著高於相當高普考錄取人員。顯示參加特考者，

對於移民署工作的認知情形比較高，認為對於工作職務有比較清楚的認知，而且

對於特考錄取者來說，公共服務動機和工作壓力對於組織承諾，有顯著的預測力，

故移民特考確實能替移民署拔擢較優秀人才。 

綜合來說，工作特性、公共服務動機及工作壓力可以預測特考錄取人員的組

織承諾，若相關單位要提升特考錄取人員對於移民署的組織承諾，增強工作效能，

可以在考試或訓練制度上對於公共服務動機和工作壓力測試上，增強此篩選條件，

並在後續的專業及實務訓練上著重培養公共服務精神及抗壓性，俾找出更適任於

移民署工作者。 

本研究之重點在於研究特考錄取者之特性，基於上述兩點，取樣可能有所偏

頗。故後續進行相關研究，則可縮限於移民署特定單位(如國境事務大隊)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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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組人數，進行研究調查。 

此外，本研究以問卷調查作為研究方法，儘可以調查目前差異情形等群體狀

態，建議可佐以質化研究，深入探究不同考試途徑進入移民署者，其在實務情境

中的表現，深入了解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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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正式問卷 

親愛的公務界先進，您好： 

    本研究為了解公部門員工目前的工作情形進行研究。此問卷共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

資料；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則為評估您工作上的工作特性、服務動機及工作感受等情形。請您依照實

際狀況做答，約需佔用您十至十五分鐘的時間。這些資料僅做學術分析使用，絕對保密，請您安心填

答，並請留意是否有漏答。再次感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以及對本研究的支持。 

敬祝  

            健康快樂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傅凱若 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洪靖茹 研究生             

                                                                             敬上 

 

第一部分:以下為關於您個人背景的幾個問題 

1. 請問您的職務是屬於 

□ (1)主管人員 

□ (2)非主管人員 

2. 請問您目前的工作單位？□署本部 □專勤隊 □服務站 □收容所  

                      □國境事務大隊 

3. 請問您以何種考試管道進入公部門就職？ □移民署特考 □相當高普考考試 

□其他：           

4. 請問您上一個工作是在哪一個部門？：□其他政府部門 □私營部門 □非

營利組織 □其他             

5. 請問您在現在的單位總共服務多久?          年          月 

6. 請問您的公務部門服務總年資是?          年          月 

7. 請問您是否曾在私營部門工作？：□有  □無 (填無，則 7-1 題免填) 

7-1 在私營部門工作年資：          年          月 

8. 是否曾在非營利組織工作? ：□有  □無 (填無，則 8-1 題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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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在非營利組織工作年資：          年          月 

9. 請問您的性別是?  

□(1)男    □(2)女 

10. 請問您的出生年?  19          年(請填寫西元年份後兩碼)  

11. 請問您的教育程度：□博、碩士 □大學 □專科 □高中（職）□國中及國中

以下 □其他 __________ 

 

第二部分：以下各敘述是用來了解您工作特性、瞭解您對目前所從事工作的服務

動機，以及對工作的感受。請您依據符合程度，圈選最適當的數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知
道
\
很

難
說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有關您目前的工作特性 

1. 我的工作必須使用許多複雜或高水準的技術。 1 2 3 4 5 6 7 

2. 我的工作需要用到不同的技術與技能來處理不同

的事情。 
1 2 3 4 5 6 7 

3. 我的職務是反覆做簡單的工作。 1 2 3 4 5 6 7 

4. 我的工作從頭到尾相當完整，在最後成果上可以看

到我的貢獻。 
1 2 3 4 5 6 7 

5. 我的工作都已經安排好了，以致於我沒有機會從頭

到尾完成整件工作。 
1 2 3 4 5 6 7 

6. 工作給我機會以徹底完成整件工作。 1 2 3 4 5 6 7 

7. 我的工作結果對別人有重大的影響。 1 2 3 4 5 6 7 

8. 我的工作在組織整體的運作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 
1 2 3 4 5 6 7 

9. 就整體而言，我的工作並不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6 7 

10. 我的工作容許我自己處理與負責的事務相當多。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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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知
道
\
很

難
說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1. 從事工作時，我幾乎沒有機會運用個人的創造力與

判斷力。 
1 2 3 4 5 6 7 

12. 工作給我相當大的機會，以便使我獨立自主地做

事。 
1 2 3 4 5 6 7 

13. 工作的安排使我可以定期知道自己工作的成績。 1 2 3 4 5 6 7 

14. 工作時，有許多機會讓我知道自己工作表現的好

壞。 
1 2 3 4 5 6 7 

15. 我的工作本身，幾乎不能讓我知道自己是否表現良

好。 
1 2 3 4 5 6 7 

16. 為了使社會更加美好，我願意犧牲奉獻 1 2 3 4 5 6 7 

17. 我認為責任感比追求自我利益更重要。 1 2 3 4 5 6 7 

18. 即使對我有些個人損失的風險，我也會盡力去幫助

他人。 
1 2 3 4 5 6 7 

19. 我能體會他人所面對的困難。 1 2 3 4 5 6 7 

20. 對於他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我深感憤怒。 1 2 3 4 5 6 7 

21. 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6 7 

22. 我很崇敬那些能倡議或付諸行動，以改善我們社會

/社區的人。 
1 2 3 4 5 6 7 

23. 我認為投入精力來解決社會問題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6 7 

24. 對我而言，能為社會做出貢獻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6 7 

25. 我認為社會大眾擁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是非常重要

的。 
1 2 3 4 5 6 7 

26. 民眾能夠擁有可信賴的公共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1 2 3 4 5 6 7 

27. 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要務，是能考慮未來世代的福

祉。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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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知
道
\
很

難
說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28. 我會很光榮的向別人說，我是現在工作組織一份

子。 
1 2 3 4 5 6 7 

29. 我對現在工作的組織有高度熱情。 1 2 3 4 5 6 7 

30. 我覺得我是組織這個大家庭的重要一份子。 1 2 3 4 5 6 7 

31. 我留在這個組織，是因為離開的話會犧牲我的個人

權益。 
1 2 3 4 5 6 7 

32. 除了繼續留在組織中工作，我相信已經沒有更好的

選擇了。 
1 2 3 4 5 6 7 

33. 我留在這個組織，是因為要轉換到其他的組織不太

容易。 
1 2 3 4 5 6 7 

34. 我不會馬上離開組織，因為我對組織有責任。 1 2 3 4 5 6 7 

35. 即使其他地方提供我更好的機會，我還是不會離開

現在的組織。 
1 2 3 4 5 6 7 

36. 我留在這個組織，是因為現在的組織具有發展機

會。 
1 2 3 4 5 6 7 

 

第三部分：以下各敘述是用來了解您對目前工作的感受。請您依據符合程度，圈

選最適當的數字。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知

道
\
很

難
說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二）有關您目前的工作感受 

37. 我的工作內容無法發揮所長。 1 2 3 4 5 6 7 

38. 我的能力無法勝任目前工作。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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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知

道
\
很

難
說
 

有
點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39. 我的工作時間會影響我的家庭生活，而產生對家人

愧疚。 
1 2 3 4 5 6 7 

40. 我常擔心執行工作會犯錯。 1 2 3 4 5 6 7 

41. 工作內容涉及法律問題，心理感到負擔。 1 2 3 4 5 6 7 

42. 我的長官常挑剔或責罵我。 1 2 3 4 5 6 7 

43. 工作需要輪班、時間不固定且長，造成諸多不便。 1 2 3 4 5 6 7 

44. 我的工作需要處理突發狀況或其他臨時交辦的事

項。 
1 2 3 4 5 6 7 

45. 長官的督導與要求不合情理，對我心裡造成負擔。 1 2 3 4 5 6 7 

46. 法令制定未周全，使我執法產生壓心。 1 2 3 4 5 6 7 

47. 工作時與民眾對立，讓我感到緊張與困擾。 1 2 3 4 5 6 7 

48. 工作與其他單位互動不良而產生困擾。 1 2 3 4 5 6 7 

49. 社會大眾對本單位過度期待而感到困擾。 1 2 3 4 5 6 7 

50. 我的工作內容會受到媒體記者關注。 1 2 3 4 5 6 7 

51. 我的工作內容會受到民意代表的關心。 1 2 3 4 5 6 7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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