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將依據第四章的統計分析結果以驗證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首先就臺北

市里幹事對自身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情形予以彙整檢討；其次，分析研究對象個

人屬性的不同對情緒管理及其三構面與人際關係二構面之差異性；再其次，探求

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間之關連性，分析情緒管理對人際關係的預測力；最後，針

對研究結果提出建言。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從第四章的實證分析中，本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整體情緒管理表現尚可，

對自身情緒管理中的三構面中以「情緒掌控」的感受程度最高，而對「情緒知覺」

的感受程度最低；在人際關係部分，則以「和諧度」表現比「親密度」佳。 

一般而言，在情緒管理的能力上，男性高於女性；已婚者高於未婚者；年齡

層高者優於年齡層低者；高中專科的教育程度高於具研究所教育程度者；職等高

者優於職等低者；擔任里幹事年資長者優於擔任里幹事年資短者；曾服務里數 4

個者表現最佳；現服務戶數 2001-2500 戶者表現亦優於其他組別。 

在對人際關係的表現上，女性優於男性；已婚者高於未婚者；年齡層高者優

於年齡層低者；；高中專科的教育程度高於具研究所教育程度者；現任二職等者

表現優於其他職等者；擔任里幹事年資 11-15 年者優於其他組別；曾服務里數 4

個者表現最佳；現服務戶數愈多者表現優於服務戶數愈少者。 

壹、臺北市里幹事情緒管理之發現 

    就「情緒管理」的個別題目而言，填答「常常如此」以上比例最高之前五項

題目為： 

   1、「當他人表現良好時，我會不吝的表示讚賞」題項，佔 7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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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會察覺主管、工作夥伴或里長的情緒」題項，佔 71.95％。 

   3、「我會控制自己的情緒，不去與人爭吵」題項，佔 69.73％。 

   4、「面對衝突時，我能掌握原則，且不傷彼此的和氣」題項，佔 69.47％。 

   5、「當我有負面情緒產生時，我會調整心態往積極面思考」題項，佔 68.73％。 

    而填答「常常如此」以上比例最低之後五項題目為： 

   1、「我能從他人的反應與行為中了解他的真正感受」題項，佔 53.35％。 

   2、「我能明確形容他人的情緒及感受」題項，佔 53.85％。 

   3、「當同事遇困難時，我會覺察到他的困難」題項，佔 54.34％。 

   4、「我能從別人的反應中，察覺我在別人心中的觀感，並據此做出適當的反 

      應」題項，佔 54.59％。 

   5、「我能從他人的言談中，推測出其想法與觀感」題項，佔 57.32％。 

    茲將本研究對臺北市里幹事情緒管理現況之發現分析如次： 

（一）情緒掌控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對於自身在情緒掌控部分，平均得分有 3.85 分，顯

見里幹事對於自身的情緒掌控能力良好，屬中上程度。其中以「當同事有良好表

現時會不吝於表示讚賞」的比例最高；而以為「會運用各種方式來提升情緒管理

能力」的比例最低。 

（二）情緒知覺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對於自身在情緒知覺部分，平均得分有 3.61 分，顯

見里幹事對於自身的情緒知覺感受能力尚可。其中以「我會察覺主管、工作夥伴

或里長的情緒」的比例最高；而以「我能從他人的反應與行為中了解他的真正感

受」比例最低。 

（三）情緒調整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對於自身在情緒調整部分，平均得分有 3.72 分，顯

見里幹事對於自身的情緒調整能力尚可，介於情緒掌控與情緒知覺之間。其中以

「我會轉移注意力來紓解不愉快的心情」比例最高，而以「當我心情欠佳時，我

會藉由與同事互動，改善或紓解自己的情緒」。顯示里幹事對於調整自身的負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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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多利用外在情境使自身以健康、正面思考的方式，而不傾向藉由與他人交談

來改善負面情緒。 

貳、臺北市里幹事人際關係之發現 

    就「人際關係」的個別題目而言，填答「常常如此」以上比例最高之前五項

題目為： 

   1、「和同事之間我會保持良好的互動」題項，佔 80.14％。 

   2、「我能與地方里鄰自治幹部保持愉快的交流」題項，佔 73.20％。 

   3、「我喜歡團隊合作的感覺」題項，佔 72.21％。 

   4、「我與同事在一起時能感覺很愉快」題項，佔 70.97％。 

   5、「我喜歡協助他人解決問題」與「我能與主管、或里鄰自治幹事保持良好 

      的互動」題項，佔 69.73％。 

    而填答「常常如此」以上比例最低之後五項題目為： 

   1、「我覺得機關內没人了解我」題項，佔 15.14％。 

   2、「即使和別人在一起，我仍感到孤單」題項，佔 17.86％。 

   3、「和同事在一起聊天時，我會覺得很快樂」題項，佔 22.09％。 

   4、「我不喜歡與機關內的某些人往來」題項，佔 25.31％。 

   5、「我和長官在一起時，會覺得不自在」題項，佔 28.04％。 

    茲將本研究對臺北市里幹事情人際關係現況之發現分析如次： 

（一）和諧度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對於自身人際關係在與他人交往的和諧度表現上，平

均得分 3.78 分，屬中上程度。其中以「和同事之間我會保持良好的互動」的比

例最高；而以「和同事在一起聊天時，我會覺得很快樂」的比例最低。 

（二）親密度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對於人際關係的親密表現方面，平均得分 3.41 分。

其中以「我與同事在一起時能感覺很愉快」的比例最高；而以我覺得「機關內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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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了解我」比例最低。 

參、個人屬性與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之發現 

一、個人屬性與情緒管理之發現 

（一）假設驗證 

    本研究假設：H0：不同背景變項的臺北市里幹事其情緒管理情形無顯著差

異。茲將研究假設與研究驗證彙整如表 5-1 所示。 

表5-1：個人屬性與「情緒管理」研究假設及研究驗證結果一覽表 

  成立 

（接受 H0） 

不成立 

（拒絕 H0）

1、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性 

別 

4、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婚 

姻 

4、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年 

齡 

4、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教 

育 

程 

度 
4、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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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接受 H0） 

不成立 

（拒絕 H0）

1、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對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現 

任 

職 

等 
4、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不同對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不同對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不同對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擔 

任 

年 

資 
4、擔任里幹事年資長短不同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曾服務里數的多寡對里幹事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曾服務里數的多寡對里幹事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曾服務里數的多寡對里幹事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曾 

服 

務 

里 

數 
4、曾服務里數多寡對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現服務戶數的多寡對里幹事自身情緒掌控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現服務戶數的多寡對里幹事自身情緒知覺無顯著差異存在。 V  

3、現服務戶數的多寡對里幹事自身情緒調適無顯著差異存在。 V  

現 

服 

務 

戶 

數 
4、現服務戶數多寡對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上無顯著差異存在。 V  

註：V 表示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二）驗證結果分析 

    茲將表 5-1 所示之驗證結果分析說明如次： 

1、 性別 

研究發現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及其三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

差異情形存在，但男性里幹事得分高於女性。 

2、婚姻 

研究發現婚姻狀態的不同會對里幹事在「情緒掌控」的表現上有顯著差

異情形存在，但在「情緒知覺」與「情緒調整」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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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存在。就整體表現而言，已婚者得分高於未婚者及其他。 

3、 年齡 

研究發現年齡層的不同會對里幹事在「情緒知覺」的表現上有顯著差異

情形存在，以 30-39 歲組別表現最不佳，但在「情緒掌控」與「情緒調

整」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4、 教育程度 

研究發現教育程度的不同對里幹事在情緒管理及其三構面上的表現無顯

著差異情形存在。但以整體情緒管理能力而言，研究所及以上此組別得

分最低。 

5、 現任職等 

       研究發現現任職等的高低會對里幹事在「情緒調適」的表現上有顯著差

異情形存在，二職等及以下此組別表現最差，但在「情緒掌控」與「情

緒知覺」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6、 擔任里幹事年資 

研究發現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會對其在整體情緒管理與「情緒知覺」

的表現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而且以任職 16 年以上這組別表現優於其

他組別，但在「情緒掌控」與「情緒調整」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

在。 

7、 曾服務里數 

研究發現里幹事曾服務的里數多寡會對其在「情緒知覺」的表現上有顯

著差異情形存在，以服務 1 里者表現最不佳，但在整體情緒管理、「情緒

掌控」與「情緒調整」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8、 現服務戶數 

研究發現里幹事現服務里之戶數多寡對其在整體情緒管理及其三構面上

的表現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二、個人屬性與人際關係之發現 

（一）假設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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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H0：不同背景變項的臺北市里幹事其人際關係情形無顯著差

異。茲將研究假設與研究驗證彙整如表 5-2 所示。 

表5-2：個人屬性與「人際關係」研究假設及研究驗證結果一覽表 

  成立 

（接受 H0） 

不成立 

（拒絕 H0）

1、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性 

別 

3、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對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婚 

姻 

3、不同婚姻狀態之里幹事對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年 

齡 

3、不同年齡之里幹事對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教育 

程度 

3、不同教育程度之里幹事對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對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現任 

職等 

3、任職不同職等之里幹事對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不同對其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

存在。 
 V 

2、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不同對其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

存在。 
V  

擔任里

幹事年

資 

3、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不同對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1、曾服務里數的多寡對里幹事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曾服務里數的多寡對里幹事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曾服務

里數 

3、曾服務里數的多寡對里幹事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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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接受 H0） 

不成立 

（拒絕 H0）

1、現服務戶數的多寡對里幹事人際關係和諧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2、現服務戶數的多寡對里幹事人際關係親密度無顯著差異存在。  V 
現服務

戶數 

3、現服務戶數的多寡對里幹事整體人際關係無顯著差異存在。 V  

註：V 表示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二）驗證結果分析 

    茲將表 5-2 所示之驗證結果分析說明如次： 

1、 性別 

研究發現不同性別之里幹事在整體人際關係及其二構面上的表現無顯著

差異情形存在。但以女性的得分高於男性。 

2、婚姻 

研究發現婚姻狀態的不同會對里幹事在整體人際關係及「和諧度」的表

現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但在「親密度」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

在。 

3、年齡 

研究發現年齡層的不同會對里幹事在人際關係「親密度」的表現上有顯

著差異情形存在，以 29 歲以下此組別表現最不佳，但在「和諧度」構面

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4、 教育程度 

研究發現教育程度的不同對里幹事在整體人際關係及其二構面上的表現

皆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且皆以研究所及以上此組別表現最不佳。 

5、 現任職等 

       研究發現現任職等的高低對里幹事在整體人際關係及其二構面上的表現

皆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6、 擔任里幹事年資 

研究發現擔任里幹事年資的長短會對其在人際關係「和諧度」的表現上

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擔任年資長者表現優於短者，但在「親密度」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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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7、曾服務里數 

研究發現里幹事曾服務的里數多寡對其在整體人際關係及其二構面上的

表現皆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8、現服務戶數 

研究發現里幹事現服務里之戶數多寡會對其人際關係「親密度」的表現

上有顯著差異情形存在，3001 戶以上此組別表現優於其他組別，但在整

體情緒管理及「和諧度」構面上則無顯著差異情形存在。 

肆、情緒管理及其三構面與人際關係關連性之發現 

（一）假設驗證 

    本研究假設：H0：臺北市里幹事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兩者之間無顯著相關。

茲將研究假設與研究驗證彙整如表 5-3 所示。 

表5-3：情緒管理及其三構面與人際關係關連性驗證結果一覽表 

 成立 

（接受 H0） 

不成立 

（拒絕 H0）

1、整體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及其和諧度、親密度無顯著相關。  V 

2、情緒掌控與人際關係及其和諧度、親密度無顯著相關。  V 

3、情緒知覺與人際關係及其和諧度、親密度無顯著相關。  V 

4、情緒調整與人際關係及其和諧度、親密度無顯著相關。  V 

註：V 表示對本研究之研究結果 

（二）驗證結果分析 

    1、「整體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及其二構面均有關連性存在。 

    2、情緒管理之「情緒掌控」、「情緒知覺」與「情緒調整」三構面與人際關 

       係之「和諧度」與「親密度」二構面均有關連性存在。 

伍、情緒管理對人際關係預測力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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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假設：H0：臺北市里幹事情緒管理對人際關係之優劣無預測作用。

本研究的調查結果發現，「情緒掌控」能力的高低，可有效預測整體人際關係及

其「和諧度」、「親密度」的行為表現，而「情緒知覺」能力的高低亦可有效預測

整體人際關係表現及其「和諧度」的行為表現，唯「情緒調適」只可預測有關人

際關係「和諧度」的表現。 

第二節 結論 

  綜合以上的主要研究發現，可歸納出下列數點結論： 

壹、情緒管理方面 

一、臺北市里幹事「情緒掌控」能力最佳，「情緒知覺」能力較弱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在整體情緒管理能力及其三構面之得分，皆具中等以

上程度之表現，其中又以「情緒掌控」能力最佳，「情緒知覺」能力較弱。因為

對里幹事而言，做為一個政府與民眾之間協調與溝通的重要橋樑，當政府的作為

不能滿足民眾的需求時，做為第一線尖兵的里幹事勢必要能承受民眾的質疑與抱

怨，此時的里幹事必須要能有效掌控本身的情緒，不因外在的壓力而對民眾有所

不耐，並適時的給予合理的解釋及謀求其他相關支援，故由結果顯示，里幹事的

「情緒掌控」能力是所有構面中表現最佳的。 

二、已婚、40歲以上、服務年資16年以上者之資深里幹事情緒管理能力較佳 

研究顯示婚姻是使一個人變的更成熟的過程，有了婚姻會使人更有責任感，

有了經驗的累積與年齡智慧的增長，會使人具備較佳的情緒管理能力，因此對於

已婚及服務年資長之里幹事通常比未婚者更能體會人生的無常與變化，致使較不

會因外在壓力而降低自身的情緒管理能力。 

三、低職等、曾服務里數少的里幹事情緒管理能力較弱 

公務生涯職等的高低，決定於任公職的年資與考試的等級，一般而言，初任

公職者缺乏人生的歷練及實務經驗，再者里幹事如服務里數較少，無法多元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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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人學習圓滿的應對進退，易使其在情緒管理的表現上欠佳。 

四、性別、學歷、服務戶數多寡不影響里幹事的情緒管理能力 

研究對象中發現里幹事性別的不同並不會對自身情緒管理的能力有所影

響，同時情緒管理能力高低也不會因學歷的高低而有顯著差異存在。一般而言，

所內長官在尋求里幹事人選時，會考量其性格特質及情緒管理能力高低，是否足

以勝任其工作，而不以性別或學歷高低為衡量標準，故情緒管理能力高低不會因

學歷的高低或性別的不同而有顯著差異存在。同時服務戶數多寡只是工作量之不

同而已，並不會影響情緒管理能力。 

貳、人際關係方面 

一、臺北市里幹事人際關係以和諧度的表現優於親密度 

研究發現臺北市里幹事在人際關係和諧度與親密度的表現上，都具有中上的

程度，然以和諧度的表現優於親密度。在職場中的人際關係講求以和為貴，尤以

工作性質特殊的里幹事更為重要，為使業務順利推動，拓展里鄰人脈，維持人際

關係的和諧是不二法門，因此，里幹事無論在里鄰或職場同僚的人際關係以和諧

度為第一優先。 

二、未婚者、高學歷者人際關係表現較差 

婚姻是成人個人發展的重要階段，處於婚姻狀態的個人，一般而言，有助於

個人人際關係的建立與維持，無論是對於自己親友或職場上同儕，因此，研究發

現已婚者里幹事在人際關係的和諧度表現上優於未婚者。 

為因應快速變化的時代，追求專業知識的精進，及培養競爭優勢，加上因里

幹事工作性質有較大的彈性與時間，可增加學習進修的機會，以充實新知，因此

愈來愈多的里幹事同仁，在離開學生生涯數年後，又再次回校進修，使得現職里

幹事同仁有半數擁有大學及碩士以上學歷，然或許因為學歷高，相對地姿態較

高，不善與人親近，故人際關係的整體表現與和諧度及親密度上皆較低學歷者來

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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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9歲以上、服務年資長者、服務戶數2500戶以上者人際關係上表現較好 

研究發現年齡增長會提高做人處事的圓融度，同時因為職場上的歷練及需

要，學習到必須與同事與里鄰團體維持良好的和諧關係，才能有效能地完成工

作，再者里幹事如因任職里之服務戶數多，相對地工作量亦多，故需藉由同事或

里鄰自治幹部協助，所以會更注重自身的人際關係。 

參、臺北市里幹事的情緒管理能力與人際關係兩者間有顯著正向關係 

綜合研究結果發現，臺北市里幹事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態度有顯著正相關，

且均達.001的顯者差異。換言之，當里幹事本身的情緒管理能力愈佳時，所表現

的人際關係態度亦愈好；反之，若情緒管理能力低，則人際關係的表現也愈疏離。

因為有成熟的情緒控制與展現，無論對長官、同事、里鄰自治幹部，才會有圓融

的人際交往表現。 

肆、臺北市里幹事的情緒管理能力可預測人際關係之表現 

研究顯示里幹事「情緒掌控」」能力的高低，可有效預測整體人際關係及其

「和諧度」、「親密度」的行為表現，雖言其預測力僅達17.9％，不具高度預測力，

但仍可從其情緒管理的能力中多少預測其人際關係的表現。 

第三節 建議 

     謹就本研究的發現提出對實務上與理論上之建議，以供未來進行相關研究

的參考。 

壹、實務上的建議 

    本研究發現情緒管理與其三構面與人際關係（和諧度、親密度）有顯著相關

性。亦即臺北市里幹事的情緒管理能力確實會影響人際關係的表現，兩者呈現正

向關係，即臺北市里幹事的自身情緒管理能力愈佳，其人際關係的表現亦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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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臺北市政府及其所屬區公所應協助里幹事使其提高情緒管理能力，方能有效

拓展職場與里鄰人際關係，俾便順利推動里政業務。謹就本研究之研究發現對行

政機關與里幹事本身提出建議如次： 

一、對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定期舉辦有關提升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習課程 

因為里幹事的工作性質迥異於一般公務人員，雖然享有公務員的保障性及穩

定收入，但其一言一行影響政令的成敗與否及民眾對政府的觀感甚巨，因此為了

使政令能有效推動及提升為民服務形象，所屬相關行政單位應利用各種方法，設

法提升其情緒管理能力並設法提升人際關係的圓融，諸如：定期邀請專家學者或

表現績優的里幹事到所演講分享經驗心得，鼓勵以正面積極的態度去思考人生、

幫助他人、或發行能提升心靈層次境界的刊物等，使里幹事能在職場上將壓力滅

至最低，釋放不良的情緒，時時保持良好樂觀的生活情緒態度。 

（二）實施換里輪調制度 

研究顯示，臺北市之里轄戶數大小，差距達 3 倍以上，相同的工作內容，因

為戶數的多寡不同而有不同的工作量差異，其實每里的生活形態，風土民情亦不

相同，小里的工作量不見得較大里輕鬆，但要去除同儕之間心理的不平衡，唯有

實施換里輪調制度，如此可使同仁親自體驗，也避免造成工作疲乏，更可消除同

事之間不平衡的心態。再者，里幹事若在一里服務太久時間，易缺乏新鮮感及服

務熱忱，並左右地方人脈，產生老大心態，為此區公所更應實施換里輪調制度。

理由三，基於落實職務代理原因，若里幹事曾經服務他里，對他里的地理環境，

人脈有一定程度的了解，對於職務代理便能迅速進入狀況，一旦里內發生災害亦

可立即協助支援處理。 

  （三）鼓勵在職進修提升自我學習力 

因為公務員享有工作穩定、收入保障等優勢，此種情形，常使其安於現況，

不求上進，為避免使其思維流為僵化，不知變通，影響為民服務品質，因此長官

應鼓勵所屬有隨時追求新知的學習精神。且里幹事的工作範圍包羅萬象，所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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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涉及民眾的權益及法令甚廣，為使其明瞭業務相關法令規章及增進專業知識，

區公所應鼓勵里幹事有超越自我的企圖心並踴躍在職進修，並給多實質的學費補

助或奬勵。同時因為臺北市為全國首善之區，在里內實施走動式服務的里幹事，

雖然業務上接觸外國人的機會不多，但個人仍應試著提升外語能力，符合政府期

待。 

（四）提供多元價值與多元休閒，適當的休閒生活與運動的場所 

適當的生活調適，無論對身心都有很大的助益，如果在工作與休閒上無法取

得平衡，易產生情緒障礙。若自己的休閒活動多樣化，則有助於拓展個人視野與

經驗，生活內容會更多元化，是突破壓力的重要策略。研究顯示，臺北市里幹事

的「情緒調適」雖屬中上程度，但仍有努力的空間，因此建議行政機關應開辦各

類型之休閒活動隊，諸如：登山隊、繪畫班、瑜珈班等，使同仁能在工作之餘參

加，一方面可運動健身、舒解壓力，另一方面亦可聯絡彼此的感情，分享彼此的

工作經驗，並藉此拓展人際關係，增加區里之間的交流。 

（五）建立公平、公正的考核制度，修改法令提高職務列等 

    觀其法令現今里幹事職務列等偏低，向上流動性慢，升遷不易，無法滿足

公務人員的生涯規劃，造成基層里幹事流動性大，留不住人才。且現行考績列甲

等人數減少，造成里幹事考列乙等人數偏多，考核獎懲過程缺乏透明公開，造成

人事的不公平，自然影響其工作士氣。因此，區公所應明訂一套透明公開的考核

獎懲制度，激勵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建立績效奬金制度，另一方面，在考績評比

上，提高里幹事考列甲等之比例，才能留住人才，提昇基層素質。 

二、對里幹事自身的建議 

 （一）在工作之餘加入成長性或公益性社團，增進與他人相處的能力 

若我們在固定的職場上以一成不變的互動模式與人相處，常會陷入愛恨固定

的迷思，加入這類團體，可以使我們重新思考與他人之間的關係與態度，打破舊

有的籓籬與枷鎖，才能重新建立新的人際關係。要做好里幹事的工作須擁有高度

的同理心，及良好的人際關係能力，加入這類型的成長性團體，可以使里幹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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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與他人相處的能力。 

（二）給予自己壓力舒解、情緒表達的空間 

使自己的情緒有適切的宣洩管道、透過他人或活動的協助使自己的壓力抒發

有個良好的出口，對於自己的表現不要有力求完美的限制，接受不完美的事實，

都是增進情緒管理之道。公務員依法行使職務，里幹事的工作雖是為民眾謀福

祉，但仍不可能事事盡如人意，完全符合百姓期望，此時難免會接受民眾抱怨，

對於民眾所傾吐的負面情緒，里幹事必須要有將發洩的管道，才能維持心理健康

與平衡。 

（三）培養善於溝通、適切協調的能力以增進社會支持度 

人類的社會是互助的，常面對生活上發生的種種狀況，單靠個人的力量永遠

不可能足夠，須仰賴他人協助，而溝通與協調的能力對里幹事同仁而言是非常重

要的核心能力，所謂溝通的本質是相互間的表達與同理、是彼此的了解、是共識

的建立，善用溝通與協調的方法與技巧是可以增進里幹事的人際關係及個人的社

會支持度。 

（四）積極主動關懷，增進彼此的親密度 

   研究顯示里幹事在人際關係的表現上親密度不如和諧度佳，除在職場上對長

官與同儕主動付出關心外，對於眾多的里民而言，更應積極主動表示關懷，將其

待如自身親人般出自真心付出關心，累積長時間的培養感情，可增進彼此人際關

係的親密度。 

貳、學術研究上的建議 

本研究試圖從文獻探討、問卷調查等各層面的研究方法上力求公正，避免偏

誤，但仍宥於時間、人力、財力及各種資源上的因素限制，會有研究限制存在，

故對於後續研究者有以下建議： 

一、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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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研究的對象為臺北市全體里幹事工作同仁，並非臺灣省各鄉鎮市村里

幹事，故所得到之結論與貢獻亦屬局部性，並非全面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

試以臺灣省各鄉鎮市（村）里幹事為研究對象，進一步比較各鄉鎮市（村）里幹

事同仁對於情緒管理與人際關係之表現差異，並探討造成差異之原因，方能使主

管當局對於（村）里幹事的人事政策做統籌規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方式，此種受試者回應上極具主觀性的回答，因為個人的

認知及感受不一，或因社會期望而易產生誤差。再者，由於問卷測量到的只是受

試者的態度而非實際的行為表現，使本研究易有測量誤差存在。因此建議可兼採

實地訪談、觀察或用個案研究的方法，進行更深入的分析。 

三、研究變項 

情緒管理及人際關係的衡量構面相當廣泛，除本研究所列各項構面作為衡量

情緒管理及人際關係的內涵外，應可加入其他變數，例：組織氣候、工作滿意度、

區里環境等，都是後續研究者可以加入的變數，如此，方能提供一個完全完整的

研究模式。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