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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 

 
本章共分為八小節，第一節為描述性分析，說明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

變項分布情形，以及地方記者對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及工作滿意的評估情形。

第二節利用因素分析，探討地方記者在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上可

萃取出哪些面向。第三節則探討人口變項對於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

意各因素的影響。第四節探討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各因素之間的關聯性。

第五節則探討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各因素之間的關聯性。第六節以迴歸分析，探

討人口變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對於整體工作滿意的預測效果。第七節則

整理受訪者在開放性問題中所回答的資料，第八節簡單歸納研究發現。 
 

第一節  描述性分析 

 
一、報社地方記者之人口變項統計 
 

本節利用統計方法的次數分配，來分析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以下就

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教育背景、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

工作區域、平均收入分別說明： 
 
（一）性別 
 

受訪對象共有 99 位，當中男性有 61 人，佔 61.6%；女性則有 38 人，佔

38.4%。顯示出男性多於女性的現象。 
 
（二）年齡 
 

在受訪的報社地方記者中，有 30 人年齡在 41-45 歲，佔 30.3%；其次是 36-40
歲，有 23 人，佔 23.2%；46-50 歲則有 16 人，佔 16.2%；其餘階層則為 51-55
歲有 9 人，佔 9.1%；31-35 歲有 6 人，佔 6.1%；26-30 歲有 12 人，佔 12.1%；

21-25 歲有 3 人，佔 3.0%。在年齡分佈中，報社地方記者的年齡多集中在 41
歲到 45 歲這個階層，平均年齡則為 40.53 歲。 
 
（三）婚姻狀況 
 

受訪的報社地方記者中，有 71 人已婚，佔 72.4%；有 26 人未婚，佔 26.5%；

有 1 人離婚，佔 1 %。顯示已婚者的比例最高，接近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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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程度 
 

受訪的報社地方記者超過半數為大學畢業，有 66 人，佔 67.3%；有 18 人

是專科畢業，佔 18.4%；其次有 13 人為碩士畢業，佔 13.3%；博士畢業則有 1
人，佔 1%。顯示超過四分之三的報社地方記者其教育程度在大學以上。 
 
（五）教育背景 
 

在教育背景方面，有 72 人為主修新聞或傳播相關科系，佔 73.5%；僅有

26 人非主修新聞或傳播科系，佔 26.5%。顯示有接近四分之三的地方記者曾接

受過新聞傳播專業教育。 
 
（六）報社 
 

在受訪的地方記者中，有 48 人為聯合報的記者，佔 48.5%；有 51 人是自

由時報的記者，佔 51.5%。 
 
（七）工作區域 
 

在工作區域方面，有 52 人負責鄉鎮鄰里的範圍，佔 52.5%；有 47 人負責

都會區域，佔 47.5%。顯示採訪鄉鎮區域的地方記者略多於都會區域。 
 
（八）新聞年資 
 

受訪的報社地方記者平均新聞年資為 14.38 年，以五年為組距重新編碼，

發現有 28 人的新聞年資在 16-20 年，佔 28.3%；有 25 人是 11-15 年，佔 25.3%；

有 18 人是 21 年以上，佔 18.2%；有 11 人是 6-10 年，佔 11.1%；有 17 人在 5
年以下，佔 17.2%。顯示報社地方記者多為跑新聞 11 至 20 年的資深記者。 
 
（九）現職年資 
 

平均現職年資則為 11.72 年，以五年為組距重新編碼，有 29 人的現職年資

在 11-15 年，佔 29.3%；有 25 人在 5 年以下，佔 25.3%；有 22 人是 16-20 年，

佔 22.2%；有 14 人是 6-10 年，佔 14.1%；僅有 9 人在 21 年以上，佔 9.1%。地

方記者的現職年資最多在 11 至 15 年，其次為 5 年以下、16-20 年、6-10 年，

而 21 年以上最少，顯示部分地方記者可能曾接受調派，而轉換到其他縣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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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薪資 
 

在受訪的報社地方記者中，有 36 人的薪資在六萬元以上，佔 36.4%；其次

是五萬元到六萬元，有 32 人，佔 32.3%；四萬元到五萬元有 23 人，佔 23.2%；

三萬元至四萬元有 8 人，佔 8.1%。共計有超過半數的報社地方記者每月收入（包

含稿費與津貼）在五萬元以上。 
 

表 4-1  報社地方記者人口變項分析表 
 

人口變項 百分比 人數 
男性 61.6 61 

性別 
女性 38.4 38 

21-25 歲 3.0 3 
26-30 歲 12.1 12 
31-35 歲 6.1 6 
36-40 歲 23.2 23 
41-45 歲 30.3 30 
46-50 歲 16.2 16 

 
 
 

年齡 

51-55 歲 9.1 9 
未婚 26.5 26 
已婚 72.4 71 

 
婚姻 

離婚 1.0 1 
專科 18.4 18 
大學 67.3 66 
碩士 13.3 13 

 

教育程度 

博士 1.0 1 
主修新聞傳播 73.5 72 

教育背景 
非主修新聞傳播 26.5 26 

聯合報 48.5 48 
報社 

自由時報 51.5 51 
都會區域 47.5 47 

工作區域 
鄉鎮區域 52.5 52 
5 年以下 17.3 17 
6-10 年 10.2 10 
11-15 年 25.5 25 
16-20 年 28.6 28 

 
 

新聞年資 

21 年以上 18.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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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年以下 25.5 25 
6-10 年 13.3 13 
11-15 年 29.6 29 
16-20 年 22.4 22 

 
 

現職年資 

21 年以上 9.2 9 
3 萬 - 4 萬 8.1 8 
4 萬 - 5 萬 23.2 23 
5 萬 - 6 萬 32.3 32 

 

平均收入 

6 萬以上 36.4 36 
 
 
二、報社地方記者之組織溝通滿意評估統計 
 

在本研究問卷中的組織溝通滿意量表包含了六個面向，分別為「平行溝

通」、「與高階主管的溝通」、「溝通氣候」、「與直接主管的溝通」、「整體組織的

運作」、「非正式溝通」。本研究採用六點尺度量表，依據受訪者勾選「非常不同

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分數越高，則表示滿意度越高。 
 
經過次數分配統計，本研究發現「平行溝通」部分的題項得到 4.93 的平均

分數；「與高階主管的溝通」部分題項得到 3.84 的平均分數；「溝通氣候」部分

題項得到 3.95 的平均分數；「與直接主管的溝通」部分的題項得到 4.59 的平均

分數；「整體組織的運作」4部分的題項之平均分數為 3.61；「非正式溝通」部分

的題項之平均分數則為 3.78。 
 

統計顯示，報社地方記者在「平行溝通」的平均分數最高（X = 4.93），其

次為「與直接主管的溝通」（X = 4.59），表示整體而言，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同事

與直屬上司的人際溝通關係感到最滿意。 
 
再來為「溝通氣候」（X = 3.95）、「與高階主管的溝通」（X = 3.84）、「非正

式溝通」（X = 3.78）。表示地方記者對於整體溝通環境、與總社主管的溝通關係、

內部傳聞活絡的程度，抱著較為持平的態度。 
 
而整體而言，分數最低的面向則為「整體組織的運作」（X = 3.61），表示在

外縣市工作的地方記者，對於報社營運、財務狀況等訊息最不瞭解。 
 
 

                                                 
4 在「整體組織的運作」面向中，第 17 題「我並不瞭解報社利潤及財務狀況相關訊息」為負

面題項，在統計分析時，數據已經過翻轉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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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社地方記者之專業性評估統計 
 

本研究的專業性量表包含了四大面向，分別為「專業知識」、「專業自主」、

「專業承諾」、「專業責任」。本研究採用六點尺度量表，依據受訪者勾選「非常

不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分數越高，則表示滿意度越高。 
 

使用次數分配統計後，本研究發現「專業知識」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4.82，「專

業自主」5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3.99，「專業承諾」題項的平均分數則為 2.96，而

「專業責任」的平均分數則為 5.24。 
 

比較之後發現，報社地方記者最重視「專業責任」（X = 5.24），在 1 至 6
分之中佔 5.24 分，表示重視的程度相當高，專業責任又包含「新聞責任」與「倫

理責任」兩個次面向，表示報社地方記者認為新聞工作必須客觀公正、善盡查

證、報導真相，並且要遵守道德規範，藉由專業團體以自律。 
 
其次為「專業知識」（X = 4.82），報社地方記者亦頗為重視專業知識的培養，

專業知識包含兩個次要面向，分別為「專門知識」與「自我充實」，表示報社地

方記者認同新聞工作需接受基本專業訓練以及不斷的自我充實新知。 
 
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專業自主」的分數稍低（X = 3.99），專業自主包含「內

在自主」與「外在自主」，表示報社地方記者在處理新聞時，若與主管遇到衝突，

雖然會試著表達意見，卻無法完全堅持自我的立場，同時也容易受到外在的因

素，例如消息來源或廣告客戶，而影響到新聞處理方式。 
 
「專業承諾」則是報社地方記者最不重視的一環（X = 2.96），專業承諾包

含「工作承諾」與「大眾服務」兩個次面向，表示報社地方記者認為穩定的工

作環境也很重要，如果無法獲得穩定收入，未來也很可能會離開新聞工作。 
 
四、報社地方記者之工作滿意評估統計 
 

本研究的工作滿意量表共包含了八個面向，分別為「薪資」、「上司督導」、

「升遷」、「福利」、「獎勵」、「操作條件」、「同事」、「工作本質」。本研究採用六

點尺度量表，依據受訪者勾選「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別給予 1 至 6
分，分數越高，則表示滿意度越高。 

 
                                                 
5 在「專業自主」面向中，第 10 題「對重要消息來源不利的消息時，應淡化處理，以免危及

彼此的合作關係」、第 11 題「對重要廣告客戶不利的消息，應淡化處理，以免影響廣告收入」、

第 12 題「對政府或國家元首不利的消息，應淡化處理，以免傷害政府形象」，此三題為負面題

項，在統計分析時，數據已經過翻轉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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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次數分配統計後，本研究發現「薪資」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3.79，「上司

督導」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4.58，「升遷」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3.53，「福利」題項

的平均分數為 3.82，「獎勵」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4.31，「操作條件」6題項的平均

分數為 3.46，「同事」題項的平均分數為 4.86，而「工作本質」題項的平均分數

則為 4.70。 
 
經過比較後發現，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同事」（X = 4.86）的滿意度最高，

其次為「工作本質」（X = 4.70）與「上司督導」（X = 4.58），表示報社地方記者

對於同事與上司的相處關係感到最為滿意，同時也覺得新聞工作很有意義，並

從中獲得成就感。 
 
其次「獎勵」（X = 4.31）的分數稍低，表示地方記者對於報社獎勵措施抱

著較為持平的態度。而「福利」（X = 3.82）與「薪資」（X = 3.79）的平均分數

更低，表示報社地方記者對於薪資福利等面向，感到較為不滿意。 
 
報社地方記者最不滿意的面向則為「升遷」（X = 3.53）與「操作條件」（X 

= 3.46），表示地方記者對升遷機會感到不滿意，同時也認為除了新聞工作之

外，必須應付其他例行公事、繁瑣規定與程序，而無法專注於新聞採訪工作。 
 

第二節  因素分析 

 
一、組織溝通滿意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利用因素分析法檢驗組織溝通滿意量表的 23 道題項，先以主成份分

析法萃取出共同因素，依據特徵值（Eigenvalue）大於 1 作為選取共同因素個數

的原則，並使用直交轉軸法的最大變異數進行轉軸，使各因素各明顯且易於解

釋，最後共萃取出五項因素，共可解釋 78.953%的變異量。 
 

但是發現，第 18 題「我能獲知自己與同事在工作表現上的比較」，在各因

素中的負荷量皆偏低，未能歸納於任一因素；且第 20 題「我覺得報社內的傳聞

往往與事實符合」在因素 4 中的負荷量過低。因此將這兩題予以刪除，並重新

進行因素分析。結果發現量表顯現出更清楚的五個因素：因素一可解釋的變異

量為 29.629%，因素二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21.096%，因素三可解釋變異量為

12.971%，因素四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1.740%，因素五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7.153%。總計五個因素可以解釋的變異量提高至 82.589%，如下表 4-2 所示。 

                                                 
6 在「操作條件」面向中，第 16 題「報社的各項規定與程序會干擾我的工作」與第 18 題「有

很多報社內的例行公事要做，而干擾到我的工作」為負面題項，在分析時，數據已經翻轉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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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組織溝通滿意量表之因素分析 

 
因素名稱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4 .781     
5 .840     
6 .901     
7 .871     
8 .852     
9 .774     
10 .780     

 
 
 

溝通氣候 
與高階主管的溝通 

11 .762     
12  .833    
13  .847    
14  .859    
15  .824    

 
 

與直接主管的溝通 

16  .822    
1   .812   
2   .866   

 
平行溝通 

3   .827   
21    .902  
22    .914  

 
非正式溝通 

23    .802  
17     .914 

組織運作訊息 
19     .652 

特徵值  6.222 4.430 2.724 2.465 1.502 
可解釋變異量 (%)  29.629 21.096 12.971 11.740 7.153 
Cronbach’s α值  .960 .950 .932 .845 .605 

 
 
因素一命名為「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可以解釋 29.629%的變異

量，特徵值為 6.222，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960，顯示有很高的

內部一致性，共包含 8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4 至 11 題。 
 
因素二命名為「與直接主管的溝通」，可解釋 21.096%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4.430，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950，顯示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

共包含 5 題，分別為量表的第 12 至 16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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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三命名為「平行溝通」，可解釋 12.971%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2.724，
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932，顯示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共包含 3
題，分別為量表的第 1 至 3 題。 

 
因素四命名為「非正式溝通」，可解釋 11.740%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2.465，

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845，顯示有不錯的內部一致性，共包含 3
題，分別為量表的第 21 至 23 題。 

 
因素四命名為「組織運作訊息」，可解釋 7.153%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1.502，

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605，亦符合 .60 的標準，共包含 2 題，分

別為量表的第 17、19 題。 
 
經過因素分析的處理之後，組織溝通滿意量表共萃取出五個因素，與原量

表所設的面向比較，除了「與高階主管的溝通」及「溝通氣候」在本研究中被

歸納為同一因素外，其餘完全符合。 
 
 
二、專業性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亦使用因素分析法，檢驗專業性量表的 25 道題項，先以主成份分析

法萃取出共同因素，並用直交轉軸法的最大變異數進行轉軸，使各因素各明顯

且易於解釋，最後萃取出六項因素：因素一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5.843%，因素

二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3.702%，因素三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3.386%，因素四可

解釋的變異量為 13.213%，因素五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0.211%，因素六可解釋

的變異量為 9.729%。總共可解釋 76.087%的變異量，如下表 4-3 所示。 
 

因素一命名為「專業承諾」，共包含 7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13 至 19
題。可以解釋 15.843%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3.961，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
值為 .890，顯示有高度的內部一致性。 

 
因素二命名為「內在自主」，共包含 4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6 至 9 題。

可以解釋 13.702%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3.425，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

為 .913，顯示有高度的內部一致性。 
 
因素三命名為「新聞責任」，共包含 3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20 至 22

題。可以解釋 13.386%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3.347，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
值為 .915，顯示有高度的內部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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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專業性量表之因素分析 
 

因素名稱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因素六

13 .883      
14 .793      
15 .777      
16 .854      
17 .610      
18 .570      

 
 
 

專業承諾 

19 .607      
6  .765     
7  .937     
8  .928     

 

內在自主 
 

9  .896     
20   .835    
21   .862    

 
新聞責任 

22   .809    
1    .617   
2    .741   
3    .750   
4    .877   

 
 

專業知識 

5    .829   
23     .887  
24     .879  

 
倫理責任 

25     .829  
10      .743 
11      .666 

 
外在自主 

12      .757 
特徵值  3.961 3.425 3.347 3.303 2.553 2.432 

可解釋變異量 (%)  15.843 13.702 13.386 13.213 10.211 9.729 
Cronbach’s α值  .890 .913 .915 .845 .879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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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四命名為「專業知識」，共包含 5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1 至 5 題。

可以解釋 13.213%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3.303，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

為 .845，顯示有不錯的內部一致性。 
 
因素五命名為「倫理責任」，共包含 3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23 至 25

題。可以解釋 10.211%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2.553，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
值為 .879，顯示有不錯的內部一致性。 

 
因素六命名為「外在自主」，共包含 3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10 至 12

題。可以解釋 9.729%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2.432，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676，大於 .60 的標準。 
 

在因素分析之後，專業性量表共呈現出六個因素，分別為「專業承諾」、「內

在自主」、「新聞責任」、「專業知識」、「倫理責任」、「外在自主」，與原量表所設

計的面向相比較，大致上符合。 
 

 
三、工作滿意之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因素分析法，檢驗工作滿意量表的 24 道題項，先以主成份分析

法萃取出共同因素，並用直交轉軸法的最大變異數進行轉軸，最後萃取出五項

因素，總共可解釋 77.879%的變異量。 
 

但卻發現，第 13 題「當我表現傑出，我會得到應得的賞識與肯定」、第 14
題「報社對優良工作表現所提供的獎勵措施很多」、第 15 題「我覺得努力之後

會得到應得的獎勵」、第 17 題「我的工作負擔是適當的」，在各因素負荷量過低，

無法歸納於任何一因素，因此本研究予以刪除，並且重新進行因素分析。 
 
再次進行因素分析之後，更清楚地呈現出四個因素：因素一可解釋的變異

量為 24.831%，因素二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24.198%，因素三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4.914%，因素四可解釋的變異量為 13.917%。總共可解釋的變異量則為

77.86%，如下表 4-4 所示。 
 
因素一命名為「薪資福利滿意度」，可以解釋 24.831%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4.966，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948，顯示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

共包含 6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1 至 3 題、10 至 12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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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二命名為「上司同事滿意度」，可以解釋 24.198%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4.840，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923，顯示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

共包含 6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4 至 6 題、19 至 21 題。 
 
因素三命名為「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可以解釋 14.914%的變異

量，特徵值為 2.983，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850，顯示有不錯的

內部一致性，共包含 5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16、18、22 至 24 題。 
 
因素四命名為「升遷滿意度」，可以解釋 13.017%的變異量，特徵值為

2.783，經過信度檢驗，Cronbach’s α值為 .954，顯示有很高的內部一致性，

共包含 3 個題項，分別為量表的第 7 至 9 題。 
 

表 4-4  工作滿意量表之因素分析 
 

因素名稱 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1 .896    
2 .854    
3 .894    
10 .863    
11 .817    

 
 

薪資福利滿意度 

12 .779    
4  .841   
5  .840   
6  .834   
19  .822   
20  .837   

 
 

上司同事 
滿意度 

21  .715   
16   .708  
18   .662  
22   .641  
23   .761  

 
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

滿意度 

24   .714  
7    .861 
8    .798 

 
升遷滿意度 

9    .844 
特徵值  4.966 4.840 2.983 2.783 

可解釋變異量 (%)  24.831 24.198 14.914 13.017 
Cronbach’s α值  .948 .923 .850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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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滿意量表原包含八個面向，但經過因素分析處理後，共呈現出四個因

素，「薪資」與「福利」被歸納為同一因素，「上司」與「同事」被歸納為同一

因素，「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則被歸納為同一因素，「升遷」則為單獨之

因素。 
 

第三節  人口變項與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之關聯性 

 
本研究採用的人口變項有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教育背景、

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工作區域、薪資等。以下將分別探討這些人口變

項與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工作滿意之各因素之間的關聯性為何。 
 
一、人口變項與組織溝通滿意的關聯性 
 
（一）性別 
 

經由 t 檢定發現，性別與各因素之間皆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因此表示，不

管男性或女性，報社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度都沒有高低差別。 
 
（二）年齡 
 

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年齡與組織溝通滿意各因素之間，皆沒有達

到顯著差異，亦即表示報社地方記者並不因年齡的差異，而對組織溝通滿意度

感到有所不同。 
 
（三）婚姻狀況 
 

在樣本中，因為僅有一位表示「離婚」，故將此列為遺漏值，分為「未婚」、

「已婚」兩組進行 t 檢定，結果並發現沒有達到顯著差異，表示地方記者不因

婚姻狀況的差異，而對組織溝通滿意度感到有所不同。 
 
（四）教育程度 
 

由於受訪樣本中，博士只有 1 人，因此與碩士一起併為「碩博士」的組別。

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後發現，教育程度與各因素之間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

表示地方記者不因教育程度的不同，而對組織溝通滿意各面向感覺有所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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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背景 
 

本研究將教育背景分為「主修新聞或傳播相關科系」與「非主修新聞或傳

播相關科系」兩組，為探討主修對於組織溝通滿意度的影響，故進行 t 檢定，

但發現主修新聞傳播與否，與組織溝通滿意各因素沒有達到顯著差異，表示地

方記者的教育背景，與組織溝通滿意沒有關係。 
 
（六）報社 
 

本研究的樣本來自於聯合報與自由時報兩家報社，為了檢視報社不同，其

組織溝通滿意度是否也會不同，故進行 t 檢定，結果發現，並未達到顯著差異，

顯示地方記者不因報社不同，而有不同的組織溝通滿意度。 
 
（七）新聞年資 
 

本研究以 Pearson 相關分析來探討新聞年資與組織溝通滿意度間的關聯

性，結果發現新聞年資與組織溝通滿意度並沒有顯著關聯性，亦即表示不因採

訪新聞年資的多寡，而有不同的組織溝通滿意度。 
 

（八）現職年資 
 

本研究亦使用 Pearson 相關分析，發現現職年資與組織溝通滿意各因素之

間，皆沒有達到顯著差異，亦即表示不因現職年資的差異，而有不同的組織溝

通滿意度。 
 
（九）工作區域 
 

為了檢視工作區域不同，其組織溝通滿意度是否也會不同，經 t 檢定發現，

並未達到顯著差異，表示不管負責都會或鄉鎮區域的地方記者，對於組織溝通

滿意中的各面向都沒有差異。 
 
（十）薪資 
 

經過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之後，發現薪資與組織溝通滿意各因素之間，皆沒

有達到顯著差異，亦即表示不因薪資多寡，而對組織溝通滿意度感到有所不同。 
 
上述發現，所有人口變項對組織溝通滿意度並未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假

設一「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與其組織溝通滿意具有關聯性」並未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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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二、人口變項與專業性的關聯性 
 
 
（一）性別 
 

為了檢視性別對於專業性高低有無影響，故進行經 t 檢定，發現性別與各

因素之間皆沒有達到顯著差異，亦即表示，報社地方記者的專業性不因性別而

有所差異。 
 
（二）年齡 
 

為了檢視年齡對於專業性高低有無影響，經由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年

齡與專業性各因素之間，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亦即表示，地方記者的專業性

並不因年齡而造成差異。 
 
（三）婚姻狀況 
 

本研究將婚姻狀況分為已婚與未婚二組，為了檢視婚姻狀況對於專業性高

低有無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婚姻與「倫理責任」達到顯著差異（t = -2.15, 
p< .05），進一步比較發現，已婚的地方記者比未婚者更強調倫理規範。但婚姻

對其餘因素則沒有達到顯著差異。 
 
（四）教育程度 
 

本研究將教育程度分為專科、大學、碩博士三組，為檢視教育程度對於專

業性高低有無影響，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教育程度僅和「專業承諾」

因素達到顯著差異（F=5.21, p< .01），再經 Scheffe 事後分析發現，教育程度為

專科畢業的記者，其分數明顯高於大學畢業的記者，表示專科畢業者，比較把

新聞當作終身職志，未來離職的意願也較低。 
 

（五）教育背景 
 

為了檢視教育背景對於專業性高低有無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教育背

景與專業性各因素之間，皆沒有達到顯著相關，表示地方記者是否主修新聞傳

播，對其專業性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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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報社 
 

本研究將報社分為聯合報與自由時報兩組，為檢視報社不同對專業性高低

有無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報社對「專業承諾」達到顯著差異（t =2.02, 
p< .05）。進一步比較分析後，發現聯合報的記者比較重視「專業承諾」，表示

聯合報的地方記者較把新聞工作當作終身職志，未來堅守新聞崗位的意願也較

高。 
 

（七）新聞年資 
 

本研究以 Pearson 相關分析，檢視新聞年資與專業性的關聯性，發現兩者

有重要的關聯性，在「專業承諾」（r = .23, p< .05）、「新聞責任」（r = .30, p< .01）、
「倫理責任」（r = .24, p< .05）上皆達到顯著正相關，亦即表示，報社地方記者

的新聞採訪年資越高，越重視專業承諾、新聞責任與倫理責任。 
 
（八）現職年資 
 

經由 Pearson 相關分析後發現，現職年資與「專業承諾」（r = .27, p< .05）、
「倫理責任」（r = .28, p< .01）等因素呈現顯著的正相關，表示地方記者的現職

年資越久，越重視專業承諾與倫理責任。 
 
（九）工作區域 
 

本研究將工作區域分為鄉鎮與都會兩組，為檢視工作區域是否對專業性造

成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工作區域與專業性並未達到顯著差異，表示報社

地方記者不管主跑都會或鄉鎮區域，在新聞專業認知上都沒有顯著的差異。 
 
（十）薪資 
 

本研究將薪資分為 3 至 4 萬、4 至 5 萬、5 至 6 萬、6 萬以上四組，經由單

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薪資在「新聞責任」因素上有強烈的顯著差異（F=7.31, 
p< .001），再經 Scheffe 事後比較分析，發現薪資越高的地方記者，越重視新聞

責任，越強調要客觀公正、挖掘證據、報導真相。 
 
上述研究發現，部分人口變項對專業性各因素會造成影響，如婚姻狀況、

教育程度、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薪資等，本研究假設 2-3、2-4、2-6、
2-7、2-8、2-10 獲得支持，其餘則未獲得支持，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二「台灣

報社地方記者的人口變項與其專業性具有關聯性」獲得大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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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口變項與工作滿意的關聯性 
 
（一）性別 
 

經 t 檢定發現，性別與各因素之間皆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因此，報社地方

記者的工作滿意度不因性別而有所差別。 
 
（二）年齡 
 

為了檢視年齡對於工作滿意度的影響，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年

齡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因素達到顯著相關（F=3.77, p< .01），再經 Scheffe 事

後比較分析，發現 51 至 55 歲的地方記者明顯比 36 至 40 歲的記者感到滿意

（p< .05）。 
 
（三）婚姻狀況 
 

本研究進行 t 檢定後，發現婚姻對工作滿意度沒有達到顯著差異，表示地

方記者不管已婚未婚，其工作滿意度並無差異。 
 
（四）教育程度 
 

本研究將教育程度分為專科、大學、碩博士三組，為檢視教育程度對於工

作滿意度高低有無影響，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教育程度和「薪資福

利滿意度」因素達到顯著差異（F=3.60, p< .05），再經 Scheffe 事後分析發現，

教育程度為專科畢業的記者，比大學畢業的記者，更滿意其薪資福利。 
 
（五）教育背景 
 

本研究將教育背景分為主修新聞傳播與非主修新聞傳播兩組，為了檢視教

育背景對於工作滿意度高低有無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教育背景與工作滿

意各因素之間，皆沒有達到顯著相關，表示地方記者是否主修新聞傳播對工作

滿意度沒有影響。 
 
（六）報社 
 

本研究將報社分為聯合報與自由時報兩組，為檢視報社是否對工作滿意度

造成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對於「薪資福利滿意度」因素有顯著差異（t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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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1），進一步比較後發現，聯合報的記者對薪資福利較為滿意。 
 
（七）新聞年資 
 

為檢視新聞年資的高低，對於工作滿意度的高低是否造成影響，因此進行

Pearson 相關分析，本研究發現新聞年資在「薪資福利滿意度」上有顯著的正相

關（r = .39, p< .001 ），亦即表示，新聞年資越高的地方記者，對於薪資福利的

滿意度就越高。 
 
（八）現職年資 
 

經由 Pearson 相關分析後發現，現職年資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呈現顯著

的正相關（r = .42, p< .001），表示現職年資越高的報社地方記者，對薪資福利

越感到滿意。 
 
（九）工作區域 
 

本研究將工作區域分為鄉鎮與都會兩組，為檢視工作區域是否對工作滿意

度造成影響，故進行 t 檢定，發現工作區域與各因素之間沒有達到顯著差異，

意即不管主跑都會或鄉鎮區域，報社地方記者的在工作滿意度各因素上，都沒

有明顯的差別。 
 
（十）薪資 
 

本研究將薪資分為 3 至 4 萬、4 至 5 萬、5 至 6 萬、6 萬以上四組，為了比

較薪資不同，在工作滿意度上是否有差異，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對

於「薪資福利滿意度」因素有顯著差異（F=3.04, p< .05），再經 Scheffe 事後比

較分析，發現高薪的記者比低薪的記者更滿意，表示收入越高，對於薪資福利

的滿意度也越高。 
 
上述研究發現，部分人口變項對工作滿意各因素造成影響，如年齡、教育

程度、報社、新聞年資、現職年資、薪資等，本研究假設 3-2、3-4、3-6、3-7、
3-8、3-10 獲得支持，其餘則未獲得支持，因此，本研究之假設三「台灣報社地

方記者的人口變項與其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亦獲得大部分支持。 
 
 
 
 



 71

第四節  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之關聯性 

 
本研究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以探討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各因素之

間的關聯性。結果發現，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各面向間確實存在關聯性，

如下表 4-5 所示，在此交叉對照表中，有網底標示的 r 值表示呈現顯著的關聯

性。 
 

表 4-5  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關聯性分析表 
 

 薪資福利 
滿意度 

上司同事 
滿意度 

操作條件與工

作本質滿意度
升遷滿意度 

溝通氣候與高

階主管的溝通 
.186 

p = .079 
.105 

p = .325 
.486*** 
p = .000 

.360** 
p = .001 

與直接主管 
的溝通 

- .090 
p = .400 

.683*** 
p = .000 

- .130 
p = .223 

.149 
p = .162 

平行溝通 
.258* 

p = .014 
.353** 

p = .001 
.052 

p = .625 
.075 

 p = .485 

非正式溝通 
.061 

p = .571 
.253* 

p = .016 
- .164 

p = .123 
- .038 

p = .724 

組織運作訊息 
.086 

p = .420 
.015 

p = .892 
.226* 

p = .032 
.106 

p = .321 
*p< .05  **p< .01  ***p< .001 

 
 
「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分別與工作滿意中的「操作條件與工作本

質滿意度」（r = .486, p< .001）、「升遷滿意度」（r = .360, p<.01）存在著顯著正

相關，表示越滿意整體溝通環境、與總社長官的溝通關係越良好的地方記者，

則越喜歡新聞工作的本質、也比較不會被繁瑣程序或社內雜務所困擾，對於升

遷機會也比較滿意。 
 
「與直接主管的溝通」則與「上司同事滿意度」達到顯著正相關（r = .683, 

p< .001），表示地方記者與特派員的溝通關係越好，就對特派員與同事感到越

滿意。「平行溝通」亦與「上司同事滿意度」（r = .353, p< .01）呈現顯著正相關，

此外，「平行溝通」也和「薪資福利滿意度」（r = .258, p< .05）呈現顯著正相關，

表示與同事溝通越良好的地方記者，對上司同事的關係、薪資福利等面向，則

越感到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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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溝通」亦與「上司同事滿意度」呈現顯著正相關（r = .253, p< .05），
表示記者若對於私底下的溝通越感到滿意，對上司同事的關係也越感到滿意。 

 
「組織運作訊息」則與「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達到顯著的正相關

（r = 226, p< .05），表示對於報社的財務營運狀況越瞭解的地方記者，對於新

聞工作的本質、以及報社內的程序手續越感到滿意。 
 

本研究發現，組織溝通滿意中的各面向皆與工作滿意的部分面向產生顯著

關聯性，因此可以證實本研究的假設四「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組織溝通滿意與

工作滿意具有關聯性」獲得支持。 
 

第五節  專業性與工作滿意之關聯性 

 
本研究經過因素分析，將專業性分為六個因素，而工作滿意則分為四個因

素，在本小節中，亦以 Pearson 相關分析，來探討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各個因素

之間的關聯性，結果發現，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各面向之間確實存在關聯性，如

下表 4-6 所示。 
 

表 4-6  專業性與工作滿意關聯性分析表 
 

 薪資福利 
滿意度 

上司同事 
滿意度 

操作條件與工

作本質滿意度
升遷滿意度 

專業承諾 
.447*** 
p = .000 

.094 
p = .379  

  .366*** 
p = .000 

.097 
p = .361 

內在自主 
- .082 

p = .440 
 .132 

p = .216 
- .246* 
p = .020 

- .108 
p = .309 

新聞責任 
.184 

p = .082 
.253* 

p = .016 
.049 

p = .647 
 .005 

p = .961 

專業知識 
 .081 

p = .447 
.033 

p = .760 
 .072 

p = .500 
.104 

p = .328 

倫理責任 
.281** 

p = .007 
.046 

p = .666 
.071 

p = .504 
- .005 

p = .964 

外在自主 
- .242* 
p = .021 

- .060 
p = .577 

 .334** 
 p = .001 

- .173 
p = .103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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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6 可知，「專業承諾」分別與「薪資福利滿意度」（r = .447, p< .001）、
「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r = .366, p< .001）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表示

越重視專業承諾的地方記者，對於薪資、福利、工作本質、以及報社內的程序

規定等面向感到越為滿意。 
 

「內在自主」則與「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呈現顯著負相關（r = - .246, 
p< .05），表示內在自主性越強的地方記者，對於新聞工作本質與報社內的程序

手續則越不滿意。 
 

「新聞責任」與「上司同事滿意度」呈現顯著正相關（r = .253, p< .05），
表示越抱持著客觀公正態度的新聞記者，對直屬上司與同事的滿意度也越高。 

 
「倫理責任」則與「薪資福利滿意度」呈現顯著正相關（r =. 281, p< .01），

表示越重視新聞道德規範的記者，對薪資福利的滿意度則越高。 
 
「外在自主」與「薪資福利滿意度」（r = - .28, p< .05）則呈現顯著的負相

關，表示越重視外在自主性的記者，雖然面臨消息來源、廣告客戶的壓力時，

越能秉持專業立場，但是對於薪資福利、升遷機會則比較不滿意。但相反的，

對於「操作條件與工作本質滿意度」（r = .334, p< .01）卻呈現正相關，表示外

在自主性越高的地方記者，對於報社內的程序手續以及新聞工作本質感到較為

滿意。 
 

本研究發現，專業性中的大部分面向與工作滿意的部分面向產生顯著關聯

性，因此，本研究的假設五「台灣報社地方記者的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具有關聯

性」亦獲得支持。 
 

第六節  人口變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對工作滿意之預測效果 

 
在本研究中，工作滿意為最重要的依變項，為了探討人口變項、代表組織

角度的組織溝通滿意、代表個人認知角度的專業性對於地方記者工作滿意之影

響，因此將所有工作滿意的題項加總，成為單一變項，並命名為「整體工作滿

意度」，再用以逐步迴歸分析，檢驗人口變項、組織溝通滿意、專業性對整體工

作滿意的預測效果，如表 4-7 所示。 
 
經過逐步迴歸分析，發現人口變項中的「新聞年資」、專業性中的「專業承

諾」、「內在自主」、組織溝通滿意中的「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平行溝

通」、「與直接主管的溝通」、「組織運作訊息」等七項具有預測能力，調整後的



 74

決斷係數（Adjusted R2）為 .737，表示這七個變項共可預測整體工作滿意度

73.7%的變異量。 
 

表 4-7  逐步迴歸分析表 
 

預測變項 
迴歸係數 

B 
標準迴歸係數 

Beta 
t 值 

溝通氣候與 
高階主管的溝通 

.324 .408 6.515*** 

平行溝通 .280 .346 6.125*** 
與直接主管的溝通 .287 .357 6.212*** 

專業承諾 .220 .281 4.424*** 
組織運作訊息 .124 .145 2.571* 
新聞年資 .022 .195 3.342** 
內在自主 - .150 - .190 -3.249** 
常數 3.819  36.529*** 

*p< .05  **p< .01  ***p< .001 
 

 
根據表 4-7 可以計算出整體工作滿意度的迴歸方程式如下： 

 
整體工作滿意度 = 0.324 溝通氣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 +  0.280 平行溝通 + 

0.287 與直接主管的溝通 + 0.220 專業承諾 +  0.124 組織運作

訊息 +  0.022 新聞年資 - 0.150 內在自主 + 3.819（常數） 
 

從上述的迴歸方程式可看出，如果報社地方記者越滿意報社內部溝通氣

候、與主管們的溝通良好、與同事的溝通關係越良好、專業承諾越高、越瞭解

報社的營運財務狀況、新聞年資越高、內在自主性越低，則可以預測其工作滿

意度就會越高。 
 

第七節  開放性問題資料分析 

 
一、組織溝通滿意 
 

在組織溝通滿意方面，受訪者的回答多半是針對上行溝通的反應，但多半

抱持負面意見，例如「太官僚！」、「長官最大啦！」，而且「上對下，而不能下

對上」，顯示下行溝通多過於上行溝通，究其原因，可能因為長官握有打考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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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所以有記者表示「往往下情無法上達，恐有礙於工作不保，不敢貿然提

出問題溝通」，如果對長官說出心中真正的意見，怕被貼上黑名單，而影響到工

作，所以也有記者反應「話多不如話少，話少不如話好」。 
 
另一方面，也有少數記者認為溝通關係順暢良好，或者認為「記者忙於工

作，內部溝通常不在意」。有一位受訪者則表示「組織溝通很民主，可容忍不同

聲音，且上層聲音一致，不至於有令小記者為難的情況。」 
 

在與高階主管的溝通方面，根據受訪者表示，自由時報的中高階主管每年

會至中南部考察一兩次，聚集所有的地方記者，中部地區聚集於台中，南部地

區則聚集於高雄，讓每位地方記者都有發言的機會。雖然有記者表示，就算能

當面對中高階主管發表意見，但是意見不一定會被接受，但也有記者表示，曾

經當面向中高階主管反應相機設備太過老舊，過不久隨即更新設備，顯示意見

成功上達。 
 
而聯合報在今年六月亦曾召集地方記者與總編輯和社長對談，但是距離上

一次這麼做，已經有十年的歷史，因此受訪記者表示，過去中央與地方幾乎鮮

少有對話機會，在溝通上有很大的落差。 
 
在組織整體訊息方面，兩報的受訪者皆表示報社有架設內部員工網站，以

員工編號登入後，可在網站上瀏覽人事調動、員工福利等訊息，顯示整體組織

訊息有流通的管道。 
 
二、專業性 
 

在內在自主方面，記者表示若新聞專業與長官相左，很難堅持自己立場，

只能順從長官的意見，「長官講的話最大，最後呈現結果常是長官的想法，而非

記者」，除了難以抵抗長官的命令，新聞專業也會受到編輯台的影響，有記者表

示「記者根本無權決定新聞是否淡化處理，因稿件可由編輯台直接處理，記者

無權過問」，表示即使自己有處理新聞的想法，卻容易受到長官與編輯的控制。 
 
外在自主的部分，則有記者表示「受各界牽絆太多，新聞的內容有太多妥

協，並非百分之百的原貌」，表達出記者在處理新聞時的無奈。 
 
在專業知識與專業責任方面，記者表示「內容要公正、客觀、平衡，個人

要重視品操及職業道德」，以及「不斷汲取新知，培養全方位的敏銳新聞眼、新

聞鼻」，表示記者仍抱持著高度的自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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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倫理規範方面，記者反應「新聞專業在於自律」以及「因為規範而犧牲

自由是退化的」，表示記者仍擁抱新聞自由，不希望藉由規範來控管，而應該藉

由自律。 
 
在專業承諾方面，記者多抱持負面態度，表示「新聞專業面臨大環境的嚴

格挑戰」，以及「記者待遇不穩定，非熱誠執著，年過 35 歲就難待」，顯示地方

記者感覺到工作環境的不穩定，在現實的壓力下，很難堅守工作承諾。 
 
三、工作滿意 
 

在工作滿意的部分，記者表示滿足感來自於成就與挑戰，有記者表示「工

作是志業，not just a job」、「對志業很有成就感」、「記者是我一生的志業，我要

拿筆報導公平公正之事」。顯示從工作本質中獲得快樂。 
 
另一方面，不滿意感則來自於壓力與龐大工作量，有記者表示新聞工作「忙

與盲」，以及「記者是一個很具挑戰的工作，可是壓力太大，最終恐將過勞死」。 
 
薪資福利受到整體環境的影響，也使記者感到不滿，有記者表示「薪資、

考績挫折士氣」、「媒體環境不景氣，福利措施越來越少，有做越久、薪資福利

越不好的感受」、「媒體工作並非有正義感就可以支撐，要考慮現實面，所以是

一個不足以溫飽的行業」。而也有記者認為「少一點慾望，就會多一點快樂」。 
 
有一位受訪者指出：「這些年來因報社不賺錢，報社不斷優離優退，我們現

在報社的人數，是五年前的一半，福利也都砍得差不多，但做的事卻與日劇增。」

顯示工作量增加，但是福利卻減少，同時面對不穩定的工作環境，使得地方記

者對於工作感到不滿意。 
 
操作條件指的是除了份內工作之外，另外要處理的雜務與手續，在這方面，

則有受訪者表示： 
 

除了線上的新聞要負責外，現在也要幫忙做置入性行

銷，找業務合作案，或報社規畫很多專題，動不動就要

來個全省大連線，可能發了 600 字的稿，最後被併稿，

只見不到 10 個字，完全做白工。 

 
顯示有許多非新聞採訪的例行公事必須處理，而影響到地方記者的工作表

現，同時，受訪者也認為報社內的規定很多，有很多事情必須層層上報，因此

也會影響到工作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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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小結 

 
在組織溝通方面，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對於同事與特派員的溝通關係

最為滿意，但是對於組織運作方面的訊息最不瞭解，而從開放性問題中所得到

資料則發現，一般地方記者認為缺乏上行溝通的機會，只能聽從上級的指令，

卻很難有拒絕的機會。 
 

在專業性方面，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最重視專業責任與專業知識，對

專業自主與專業承諾較不重視。而從開放性資料所收集到的資料中，也可發現

相同的趨勢，報社地方記者認為，新聞工作必須做到客觀公正，也要不斷充實

自己知識，但是卻礙於外在的牽絆，來自長官與外界的壓力，使得新聞專業性

無法充分發揮。 
 

在工作滿意方面，本研究發現，報社地方記者對同事與工作本質最滿意，

對升遷與操作條件最不滿意，而從開放性問題所收集到的資料則顯示，地方記

者感到快樂的來源是將新聞工作視為終生志業，但是大部分地方記者卻對於待

遇福利不滿意，甚至覺得越來越差，此外，因為要應付許多例行公事，例如業

務合作案，而對於工作產生了不滿意感。 
 

人口變項對於組織溝通滿意造成的影響最小，沒有任何一項達到顯著差

異，但部分人口變項對於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卻會造成影響，婚姻狀況不同會影

響專業性，年齡不同會影響工作滿意度，而教育程度、報社、新聞年資、現職

年資、薪資等對兩者皆會造成影響。 
 
從關聯性分析中可以發現，組織溝通滿意與工作滿意的各層面之間具有顯

著關聯性，而專業性與工作滿意各層面之間亦具有顯著關聯性，表示不管從組

織角度（組織溝通滿意）或是個人角度（專業性）都會對工作滿意造成影響。 
 

最後由迴歸分析中可以得出整體工作滿意度的迴歸方程式為 0.324 溝通氣

候與高階主管的溝通+ 0.280 平行溝通+ 0.287 與直接主管的溝通+ 0.220 專業承

諾+ 0.124 組織運作訊息+ 0.022 新聞年資- 0.150 內在自主+ 3.819（常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