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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公務人員休假制度旨在紓解工作壓力，提升公務人員工作效率，酌予

發給休假補助，亦在鼓勵利用休假期間從事旅遊活動，以充實公務人員之

文化、社會生活，提升其生活品質，進而增進工作效能。在私部門中並非

所有企業、任何職務皆規劃有休假補助之預算，因此休假補助不僅可做為

私部門雇主或政府延攬人才之籌碼，亦可增強人員之工作動機。而國民旅

遊卡措施之規劃與實施，其目標之一即在改革過去強制休假補助的請領方

式，促使公務人員所得的休假補助金切實使用在觀光旅遊之消費上。是

以，本研究在文獻探討部分首先將探討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度之沿革，其

次經由激勵理論來分析休假補助制度對公務人員所形成之激勵效果，最後

則以現行之休假補助制度－國民旅遊卡措施為例，探討此制度對當前公務

人員之激勵意涵。 

第一節  休假補助制度之沿革 

    國民旅遊卡措施於九十二年一月上路後，引起許多紛紛擾嚷，不僅公

務人員本身認為原享有休假補助之利益受到剝奪，一般民眾亦不滿某些公

務人員濫刷卡消費之行為，甚至認為政府應該取消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度

以共體時艱。因此，本研究認為在探討國民旅遊卡之激勵意涵前，有必要

先了解休假補助制度之沿革。 

    有關我國公務人員之休假及補助規定，主要係源自《公務人員請假規

則》，該規則源自民國十四年十一月二日由國民政府公佈之《政府職員給

假條例》，全文共十五條，包括事、病、休假、育婚喪大事之給假，及曠

職按日扣薪等規定，內容簡單（吳玲芳，1998）。 



 15

    至民國三十六年八月二日國民政府公佈施行《公務員請假規則》7，共

計有十四條相關規定，內容包含事假、病假、婚假、娩假、喪假、休假、

請假需離任所之路程假、重病退職之醫藥補助費及一年內未請事、病假

者，年終發給一個月俸額獎金等規定。 

    該規則第十二條係有關休假標準之規定：服務滿三年即准予休假三個

月；服務滿五年即准予休假六個月；服務滿十年即准予休假十二個月。惟

當時正值反共抗俄之非常時期，考試院有鑒於該條規定使服務年資越長之

公務人員，休假尤甚長，遂呈請總統核准於民國三十九年七月三日停止該

條規定之適用。考試院並擬具《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修正草案，以對公

務人員休假制度的相關規定進行修正補充，該修正草案至民國四十五年五

月十一日由行政院與考試院會同發布實施（吳玲芳，1998），此後該規則

之部分條文內容仍經多次修正，自民國三十六年開始公佈施行起至最近一

次民國九十三年一月十五日所發佈之修正，共經十二次修正。 

    除《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為因應社會客觀環境之變遷與事實需要多次

修正外，另有相關法規之公布實施、銓敘機關補充函釋，各機關公務人員

之修正建議，並斟酌勞動基準法與各國給假規定等，有關公務人員休假及

補助制度乃發展成現制。本研究將就歷次修正中之重要者，說明重點如下

（吳玲芳，1998；董鴻宗，1999；林靖、蔡翠旭，2002；洪紹淵，2004）：  

 

壹、民國七十六年三月 

    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一、修正假別計算方式：原規定各種假別係按「星期」給假，且須扣除

                                                 
7 民國三十六年七月十一日國民政府修正公佈公務員服務法，該法第十二條第二項明定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命令定之」，遂有嗣後考試院會同行政院公佈《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 



 16

例假，與社會習慣的計算日期方法不同，為配合社會習慣，爰參照

民、刑法及勞動基準法規定，以「日」為計算單位。 

 二、放寬休假基本年資：為發揮休假制度的功能，並提高年資較淺者的

工作士氣，特參照勞動基準法對休假的規定，增列規定服務一年以

上，三年未滿者，給予七日休假規定。 

 三、明定每次休假最短期間：為齊一各機關作法，以杜絕疑義，特增列

明文規定每次休假應至少在半日以上。 

 

貳、民國八十三年八月 

    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一、取消路程假之規定：國內外地區之交通情形，請假似無再給予路程

假之必要。另為避免各機關核給日數寬嚴不一，引致處理困難，造

成紛爭，爰予修正取消路程假。 

 二、增列休假得保留至次年實施之規定：原規定公務人員之休假須於當

年實施，年度過後不得追溯補休，此規定欠缺彈性，為使公務人員

有較長之假期以彈性安排休假，爰增列此項規定。 

 

参、民國八十四年七月 

    行政院訂定《八十五年度輔助中央機關公務員工國外旅遊實施計

劃》：對中央各部、會、行、處、局、署以上機關職員具有休假或慰勞假

資格，且出國旅遊五日以上者，補助一萬元。當年度計畫補助名額僅為三

百一十五人，除中央機關正副首長暨特任、特派人員四十五人外，其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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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機關預算員額數之比例分配，並訂有補助優先順序。此為政府補助公

務人員從事休閒旅遊之濫觴（魏啟林，1998）。 

 

肆、民國八十五年六月 

    行政院頒訂《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一、實施強制休假：公務人員自八十五年七月一日起，當年具有七日以

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有八日以上資格者，至少應實施休

假七日。 

 二、發給休假補助：為鼓勵公務人員利用休假從事國內外旅遊觀光活動，

發給休假旅遊補助費，規定連續請休假達三日以上者（不含例假日

及放假日），國外休假旅遊每年一次為限，補助一萬元；國內休假

旅遊，每年兩次為限，每次補助三千元，兩次合計六千元，同一年

內就國內或國外休假旅遊補助擇一申請辦理。 

 

伍、民國八十五年十二月 

    銓敘部 85.12.31 臺八十五人政給字第四五一七三號函：基於公平性考

量暨配合國內發展觀光政策，八十五年十二月調整補助費標準，自八十六

年一月一日起，公務人員休假旅遊補助費標準為國外休假旅遊補助每年以

一次為限，補助新臺幣八千元；國內休假旅遊補助每年以二次為限，每次

新臺幣四千元，二次合計新台幣八千元，在同一年內就國外、國內休假旅

遊補助擇一申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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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 

    修正《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銓敘部 86.12.26 

八六臺法二字第一五六八八二九號函）： 

 一、取消區分國內外休假旅遊：規定休假補助不分國內外，而改以日數

為標準，每年最高以補助新台幣八千元為限，其連續請休假（均應

扣除例假日及放假日）三日以上未滿六日者，補助新台幣四千元，

每年補助二次計八千元，並自八十七年一月一日起實施。 

 二、無須檢據：依《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申請

休假旅遊補助，不分國內外均無需檢據。 

 

柒、民國八十七年十二月 

    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一、將強制休假及發給休假補助之措施納入規定。 

 二、修正休假得累積保留至第三年實施。 

    行政院並再次修正《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擴大休假

補助費範圍包括學習進修，規定自八十八年一月一日起，為鼓勵公務人員

利用休假從事正當休閒活動或學習進修，凡休假日數每累積達三日半者，

核發休假補助費四千元；另對休假日數超過七日者，第八日起，按日支給

休假補助費六百元。 

 

捌、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89.11.02 八十九局考字第○二二九六八號函：為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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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中部災區觀光旅遊事業，公務人員以累積或連續方式，利用休假或例假

日前往當地旅遊，得依行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小組第四十三次委員會議，有

關《鼓勵公務人員前往中部地區旅遊之具體可行方案》之決議三，除依現

行規定辦理休假補助外，憑飯店旅館住宿單據，每住宿一晚，另予補助五

百元，每人補助以六晚、三千元為限，所需經費由各單位相關經費項下勻

支。該令函之旨首次將公務人員休假補助制度與振興國內觀光之目的相結

合。 

 

玖、民國九十年三月 

    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一、修改強制休假的天數，由原先的七天提高為十四天。 

 二、休假補助之最高標準，由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會商銓敘部訂之。 

 

拾、民國九十年五月 

    修正《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行政院 90.05.22 

臺九十院人政考字第二○○三二六號函），自同年六月一日起： 

 一、休假補助之核發方式以國內休假為限，國外休假一律不予補助，以

刺激國內消費，提振景氣。 

 二、休假日數採累計方式，消費日期必須為週一至週五之休假期問。 

 三、當年具有十四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畢；具有十四日以上資

格者，至少應休假十四日，應休而未休者，不得發給未休假加班費。 

 四、規定公務人員至於補助費核發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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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應休畢日數(十四日以內)之休假部分：檢附週一至週五休假期間交

通工具、住宿、餐飲或採購物品之單據核銷，休假補助費則按上開

單據之金額，核實加倍補助，全年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一萬六千元為

限；未檢據者，不予補助。 

  (二)應休畢日數以外之休假部分：按日支給補助費六百元，未達一日者，

按日折半支給，於年終一併結算。 

 

拾壹、民國九十一年十一月 

    修正《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名稱為《行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及修正第五點規定，各機關對所

屬公務人員請國內休假者，應休畢日數(十四日以內)之休假部分之補助費

核發方式改為：以「國民旅遊卡」，前往服務機關(構)所在地以外之其他直

轄市或縣(市)，異地且隔夜，在「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並採

「實報實銷」方式，按消費之金額，核實補助，全年最高以補助新臺幣一

萬六千元為限(應休假日數未滿十四日者按比例核發，每日補助新臺幣一千

一百四十三元)；未以上述持用「國民旅遊卡」方式刷卡消費者，不予補助

（行政院 91.11.14 臺九十一院授人考字第○九一○○四六○九二號函）。 

 

拾貳、民國九十二年二月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02.17 局考字第○九二○○○三三九三號書函：油

票、提貨券、禮券、住宿券、旅遊券、空白機票、火車月票、捷運儲值票、

高速公路回數票等儲值性票券排除列入休假補助之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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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参、民國九十二年四月 

    修正《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五點規定，並

自中華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一日生效（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04.25 院授人考

字第○九二○○○九一六一號函）： 

 一、除按每次符合休假旅遊補助規定之刷卡消費金額核實補助外，並以

其刷卡消費金額外加百分之二十五之額度予以補助，全年最高補助

總額以新臺幣一萬六千元為限。 

 二、考量離島地區公務人員往返其他縣市及台灣本島旅遊時，因空運及

船運費用較高，且需配合天候狀況，較台灣本島公務人員旅遊遭受

較多限制，離島地區公務人員請領強制休假補助費，得不受異地消

費限制，並追溯至九十二年一月十三日起實施 

 

拾肆、民國九十二年六月 

    鑒於珠寶銀樓業特約店屢遭檢舉有刷卡換現金之情事，悖離「國民旅

遊卡」措施之宗旨，交通部觀光局爰自九十二年七月一日起不再受理珠寶

銀樓業特約商店之申請，已成為特約商店之珠寶銀樓商家，收單銀行將於

同年七月一日起終止特約商店資格並在國民旅遊卡網站查詢系統中列為

解約店（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06.25 局考字第○九二○○二一六九三號函）。 

 

拾伍、民國九十二年八月 

    交通部觀光局函：為落實「國民旅遊卡措施」之政策原旨，自九十二

年八月十五日起電器、資訊、視聽服務業、通訊器材業、鐘錶、眼鏡行、

攝影器材行、一般家具、百貨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醫院(診所)、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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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等等行業之商店將排除於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之適用範圍，已成為特約

商店之前揭行業、商家，國民旅遊卡收單機構即將於八月十五日起終止特

約商店資格（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08.08 局考字第○九二○○二五九九九號

書函）。 

 

拾陸、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2.12.23 院授人考字第○九二○○五六五○八號函：

放寬公務人員於當年度休假日數內（不限前十四日），持用國民旅遊卡，

異地且隔夜，在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得請領強制休假補助費，

至超過應休畢日數（十四日）以外之國內休假補助，為簡化年終結算作業，

以全年已休假總日數扣除應休畢日數（十四日）後，按日支給休假補助費

新臺幣六百元；未達一日者，按日折半支給，於年終一併結算，並自中華

民國九十三年一月一日起實施。 

 

拾柒、民國九十六年六月 

    修正《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名稱為《行政院

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及修正第五點規定：

自九十六年七月一日起，公務人員休假半日以上，以國民旅遊卡於旅行業

或旅宿業之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者，不受「異地」、「隔夜」之消

費限制，得核予補助；該休假期間前後連續假日於各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

刷卡之消費，均得併入補助範圍（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6.6.23 院授人考字

第○九六○○六二四三七號函）。 

    由上述有關公務人員休假及補助制度歷年來之重要修正可知，公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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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休假補助制度係經過數十年之演變。早先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明定

公務人員之休假標準，並有「因公務需要不能休假時，酌予獎勵8」之規定，

此獎勵亦即未休假加班費。 

    其後，人事行政局為期深入了解公務人員的休假狀況，函請行政院所

屬各主管機關協助調查各機關暨所屬機關八十二年度實施休假情形，根據

調查結果顯示，八十二年應休假而未休假天數佔應休假總天數的比率高達

百分之八十一，公務人員休假制度未能落實的主要原因包括工作忙碌、職

務代理未落實、可請領不休假加班費等，且公務人員已將不休假加班費視

為既有福利之一部分（張秋元，1995）。為落實休假建制之目的，鼓勵公

務人員確實休假，使於短暫離開工作崗位後，休養生息，藉以提昇工作效

率，行政院遂於民國八十五年頒定《行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

進措施》，明訂強制休假日數，當年具有七日以下休假資格者，應全部休

畢；具有八日以上資格者，至少應實施休假七日。並發給休假補助。 

    後考量客觀因素與實際需要，公務人員休假及補助制度透過《行政院

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等以及其

他相關行政令函之配合修正發布，受到逐步調整，歷年來之重大調整包括

提高國內強制休假補助費上限為每年八千元（民國八十六年）、提高強制

休假天數為十四日（民國九十年三月），以國內休假為限且提高強制休假

補助費上限為每年一萬六千元以及檢附週一至週五休假期間之單據核銷

（民國九十年五月）。 

    其後，為配合提振觀光旅遊產業，帶動就業風潮，公務人員強制休假

補助制度自民國九十二年一月一日起改以持用「國民旅遊卡」方式辦理，

在有關強制休假天數、以國內休假為限以及全年補助金額上限等部份之規

                                                 
8 見《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十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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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雖與實施此措施前之規定相同，惟以「國民旅遊卡」方式請領強制休

假補助須符合四項限制：「異地」、「隔夜」、「非假日旅遊」、「特約商店」。

國民旅遊卡措施在實施初期時有細節之修正，包括：將油票、禮券、旅遊

券等儲值性票券排除列入核銷，在一萬六千元之範圍內允其刷卡消費金額

百分之二十五之額度無須刷卡即得予以補助，將珠寶銀樓業、電器、資訊、

視聽服務業、通訊器材業、鐘錶、眼鏡行、攝影器材行、一般家具、百貨

公司、量販店、超級市場、醫院（診所）、藥局等等行業之商店排除於「特

約商店」之適用範圍。在實施初期，變動之頻繁甚至讓公務人員無所適從。

新近（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將「異地」、「隔夜」限制放寬，公務人員休假

半日以上，若以國民旅遊卡於旅行業或旅宿業之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刷卡

消費即得核予補助，該休假期間前後連續假日於各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刷

卡之消費亦得併入補助範圍。 

    是以，現行制度內涵可依四項使用限制說明如表 2-1： 

表 2-1-1  以國民旅遊卡核銷強制休假補助費之四項使用限制 

限制 內容 

非假日 

旅遊 

消費時間原則上限於非國定例假日，但有條件放寬： 

    國定例假日非為休假日期，不在補助範疇之內。刷卡日

期必須是公務人員休假日期間，且必須是週一至週五休假連

跨二日以上者。 

    惟民國九十六年七月起，休假半日以上，以國民旅遊卡

於旅行業或旅宿業（觀光飯店、旅社等）之國民旅遊卡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者，該休假期間前後連續假日於各國民旅遊卡

特約商店刷卡之消費，得併入補助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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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商店 消費之商店為觀光局核定之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 

    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費係採「實報實銷」方式，按消

費之金額核實補助。在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消費，原則上無

消費種類之限制。惟在國民旅遊卡特約商店購買油票、提貨

券、禮券、住宿券、旅遊券、空白機票、火車月票、捷運儲

值票、高速公路回數票等具儲值性質，屬無法確定實際使用

日期之消費，因與上述規定不符，不得列入強制休假補助費

核銷範圍。 

異地 消費縣市原則上限於異地，但有條件放寬： 

    指公務人員前往所服務之機關(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

(市)以外之其他直轄市或縣(市)消費，以上所稱之「市」係指

台灣省所轄五個省轄市：即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

市、台南市之旅遊消費。至於離島地區公務人員往返其他縣

市及台灣本島旅遊時，因空運及船運費用較高，且需配合天

候狀況，較台灣本島公務人員旅遊遭受較多限制，離島地區

公務人員在縣境內不同鄉(鎮、市)休假旅遊消費，得視同「異

地消費」。而身心障礙者、長期請病假或復健中之公務人員依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三點規

定，各機關如有確因特殊情形未能照改進措施實施者，應列

舉具體事由並擬訂可行措施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實施，放寬異

地之旅遊限制。 

    惟民國九十六年七月起，休假半日以上，以國民旅遊卡

於旅行業或旅宿業（觀光飯店、旅社等）之國民旅遊卡特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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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刷卡消費者，不受「異地」之消費限制，得核予補助。

隔夜 原則上限為隔夜消費，但有條件放寬： 

    本項限制係指於週一至週五休假連跨二個半日以上之休

假日，具有二筆以上不同消費日之刷卡支出。 

    惟民國九十六年七月起，休假半日以上，以國民旅遊卡

於旅行業或旅宿業（觀光飯店、旅社等）之國民旅遊卡特約

商店刷卡消費者，不受「隔夜」之消費限制，得核予補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休假之目的係為慰勞公務人員之辛勞並激勵其未來之努力，因而衍伸

出鼓勵實施休假之建制，強制休假補助制度即為其一。從我國強制休假補

助制度發展成現制之沿革中，吾人可知國民旅遊卡措施與實施前之制度相

較，固為較大幅度之更易，但並非無中生有之制，與前制之目的同在鼓勵

公務人員實施休假旅遊，雖結合「振興觀光旅遊產業，帶動就業風潮」之

政策目標，但仍不應失去鼓勵公務人員實施休假、紓解工作壓力、增益身

心、對公務人員提供激勵之本質。 

 

第二節  激勵理論之探討 

    公部門因政府組織特性與各項運作條件的限制，對於激勵公務人員的

選擇空間相當有限。休假補助相較於其他激勵措施更具有普及性、更具體

直接、獲得途徑也較明確。就性質或定位而言，在其他激勵措施之種種條

件限制下，休假補助不僅是公務人員休假權利的配套措施而已，更成為公

務人員最佳的激勵措施之一（呂育誠，2004）。本研究自強制休假補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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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之沿革探知其目的係為激勵公務人員，以此作為著眼基礎，本節將回顧

激勵理論，並探討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亦即國民旅遊卡措施對公務人員

所提供之激勵意涵。 

 

壹、激勵的意義 

    學者張建興（1987）認為激勵（Motivation）這個名詞運用在許多方面，

因此對於何種行為應歸類為激勵行為，並沒有一種共同的認定。 

    S. P. Robbins（1996）認為激勵係指在滿足某些個人需求的情況下，為

了達成組織的目標而更加努理工作的意願。 

    F. E. Kast 與 J. E. Rosenzweig對激勵之定義為（1985: 286）：「所謂激

勵是促使某人以某些方式去行動，或至少去發展某些特殊行為傾向的方

法。此種促使行動的動力可以是外在的刺激所引起，也可以是由個人內在

的心理與思考程序所激發。」 

    張潤書（1996：135）亦對激勵之定義提出其看法：「激勵就是某人或

某機關組織針對他人生理上及心理上的各種需要，適當採取物質的與精神

的刺激鼓勵方法，設法滿足其需要，激發其內在的工作意願，從而產生符

合某人或某機關組織預期行為的一連串活動。」 

    綜合上述各學者定義可知，激勵係刺激某人引起動機的一種方法，它

是利用目標的內外在誘因，促使個人心理變化，激發其內在的工作意願，

從而產生某種組織所期望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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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激勵理論之類型 

    有關激勵理論之研究最早係源於科學管理之父 Taylor，他以工作標準

作為報償高效率員工的與淘汰低效率員工的依據，並相信金錢是最有效的

激勵工具（謝安田，1999），爾後學者相繼提出研究與論述。 

    早期激勵理論旨在強調管理人應如何激勵員工，此類理論被認定為規

定性模式(prescriptive models)，以 Taylor(1910-1940)的「科學管理觀點」、

Mayo（1930-1940）的「人群關係觀點」及McGregor(1940-1960)的「企業

人性觀點」最具代表性，其中受Mayo人群關係觀點的影響，「有快樂的員

工就有較高的工作效率」的理念，學者對有關員工工作滿足重視伊始（林

建煌，2001）。 

    現代激勵理論之發展，受到早期激勵理論的影響，依所強調之概念與

重點不同，學者們大致從下面三個方向進行研究，發展出三種主要理論（張

潤書，1996：135-136）：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y)、過程理論（process theory）

與增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三種。亦有學者將增強理論歸納為過程途

徑，而將現代激勵理論僅區分為內容理論與過程理論二者，如 J. M. 

Ivancevich & M. T. Motteson（1977: 101）以及吳瓊恩（2006：500）。本研

究採取前者之三分法，就三種理論分別說明如下： 

 

一、內容理論 

    內容理論強調激勵的內容，先了解人員真正的內在需求是什麼，然後

再針對每個人不同的需求制定不同的激勵方式，為激勵過程的第一步。內

容理論主要有 A. H. Maslow 的需求層次論、F. Herzberg 的激勵－保健二

因子理論、C. P. Alderfer的 ERG 理論，以及 D. McClelland與 J. Atkinson

的學習需求理論，詳細內容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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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Maslow需求層次理論（Hierarchy Needs Theory） 

    Maslow （1954）是位心理學家，認為人是「需要的動物」，存著一組

複雜的需求慾望，而該需求又依其對人之重要程度而層級式地排列出來。

其理論包括兩項要點：首先是引發行為之動機乃是具體性的；其次是各種

具體需求處於一種階層關係，基層需求獲得相當滿足後，次一層需求才出

現並影響一人的行為。其理論係建立在下列四項假設： 

 1.已經被滿足的需求，不會再產生激勵的作用；當一個需求被滿足後，次

一層次的需求就伴隨而來。 

 2.需求的網路複雜，因人而異，且一個人可能同時出現多種的需求。 

 3.在高層是的需求被滿足前，必須先滿足多層次的需求。 

 4.滿足高層次需求的方法較滿足低層次者為多。 

    在上述四項假設前題下，需求層次論可分為五種不同的層次： 

1.生理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即個體生存的基本需求，例如：食物、飲

水、住所等，也是最低層次的需求。 

2.安全需求(safety needs)：對於安全、穩定以及免於痛苦、恐懼、病痛與完

善的退休制度等之需求。 

3.社會需求(social needs)：人群的接納、歸屬、友誼及情感的支持、與他人

互動之需求。 

4.自尊需求(esteem needs)：個人感覺有所成就和被他人尊重之需求，有價

值感或重要性。 

5.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使自己能夠成為每一種可能的實現，即

一人期望能成為自己所希望成為的人之需求，包括：成長、達到個人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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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及自我實現；亦即達成個人所能達成之趨力。 

    Maslow之需求層次論雖為激勵研究之先驅，但其後如 1973 年 Wahba 

and Bridwell、1976 年 Rauschenberger, Schmitt, and Hunter、1982 年

Hodgetts，以及 1987 年 Hoy and Miskel等在研究中指出了需求層次論的缺

失（引自吳瓊恩，2006：503-504），包括：需求層級並非僵化結構，而是

傾向重疊的，當某一需求強度下降時，次一需求可能升起；有的人主要滿

足於低層級的需求，有的人則主要追求高層級的需求；需求的順序可能因

人而異；對相同的需求可能有不相同的反應，相同的行為亦可能是不相同

的需求所引起。 

    而 Maslow 於 1960 年代前後亦開始感到原先的需求層級架構不夠完

整，人本心理學的最高理想：自我實現，並不能成為人的終極目標。他愈

來愈意識到，一味強調自我實現的層次，會導向不健康的個人主義，甚至

於自我中心的傾向。Maslow於 1969 年發表了〈Theory Z〉，提出第六個需

求為超越自我的靈性需求，強調超個人、超越、靈性、超人性、超越自我、

神秘的、有道的、超人本、天人合一等等概念，不再以人類為中心，而以

宇宙為中心，惟少為人提及。 

 

(二) 二因子理論（Two-factor Theory） 

    又稱激勵－保健（Motivation-Hygiene Theory）理論。鑑於許多需求或

動機理論，只從需求本身探討或分類，未自工作行為觀點加以分析，

Herzberg、Mausner 及 Snyderman （1959）等人以約二百位會計及工程人

員為對象，利用問卷方式研究他們的工作滿足與需求之關係，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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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影響工作滿足有兩個因素： 

    (1)激勵因素(motivators )：某些工作情況，當其出現時，可使人產生

滿意，感到滿足，但若不存在，並不致造成不滿足。這些情況的

因素，包括：成就、器重、升遷、工作本身及成長的可能性，多

屬工作內(intrinsic to work)的因素。 

    (2)保健因素（hygiene factors)：某些工作情況，當其存在時，只能導

致非常有限的工作滿足，但若消失，就會產生負面態度，導致不

滿足。這些情況的因素，包括：地位、安全、薪資、工作保障、

工作環境、公司政策、行政措施、督導方式和人際關係等，多屬

工作外（extrinsic to work）的因素。 

  2.相對於「滿足」並非就是傳統認定的「不滿足」，因為就算把工作中

的「不滿足」因素完全排除掉，個體也未必感到滿足，這表明一種雙

重連續帶情形：「滿足」的反面是「並未滿足」(no satisfaction)；而

「不滿足」 (dis-satisfaction) 的反面則是「並未不滿足」（ no 

dissatisfaction )。 

    激勵保健二因子理論與 Maslow 之理論同樣以人的需求為基礎，但前

者著重於工作系絡中的人，後者則泛指一般人。在評價上，二因子理論也

有其缺點：研究對象限於工程師和會計師，無法推論至其他工作對象為其

一；忽略個人需求的差異為其二，同樣的因素對某人來說是激勵因素，對

另一人來說卻可能只是保健因素，造成效果衡量上之偏差。 

 

(三) ERG 理論 

    耶魯大學 Alderfer（1972）將Maslow的需求層次理論修訂簡化成三種

不同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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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存需求(existence need)：指生理和安全的各種需求，例如飢餓、薪資、

福利等的需求，相當於Maslow所指之生理與部分的安全需求。 

  2.關係需求(relatedness need)：指人們想維持重要人際關係的慾望，藉著

分享與他人間的情感和互相關懷而得到滿足，相當於 Maslow 所指之

部份安全、社會與部分尊敬的需求。 

  3.成長需求(growth need)：指個人追求自我發展的慾望，藉著個人充分

發揮潛能及發展新的工作能力而得到滿足，相當於 Maslow 所指之部

分尊敬與自我實現需求。 

    Alderfer 的三種需求與 Maslow 的五種需求，以及 Herzberg 的二因子

理論，皆將需求加以分類來說明行為動機，1985 年 Fred Luthans在《組織

行為》一書中說明三者理論有其相似性（引自吳瓊恩，2006：506），如圖

2-1。Alderfer的理論雖源自Maslow，但其間仍有兩項最大不同點，除需求

滿足之外，他提出「挫折-退縮」(frustration-regression)的觀念，認為當個

體的高層次需求未能得到滿足時，他會退而求其次去追求次一層次需求的

滿足，且同時間內個體可以追求一種以上的需求，並無所謂的先後順序。 

 

 

 

 

 

 

 
 

       圖 2-2-1  Maslow 的五層級，Alderfer 之 ERG 理論與

Herzberg的二因子理論間之關係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學》（吳瓊恩，200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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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就動機理論（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McClelland（1961）提出成就動機理論，雖與Maslow 理論相同，是以

人類之需求為基礎，來說明激勵的理論，但McClelland批評Maslow之需

求層次主張，他認為大多數的人都有極大的潛在能力，而這些潛在能力是

經由與社會的互動而獲得需求滿足，並非生物性地決定，因此組織在瞭解

激勵作用時須了解三類型需求，包括： 

 1.成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希望完成某種任務或達成某種目標，

若達成則會得到成就感的滿足，外在的有形報償是次要的，亦即想從工

作中獲得成就及他人的肯定。 

 2.權力需求(need for power)：希望擁有影響及控制他人和環境之能力，即

追求權力，試圖影響及控制他人以建立自己的支配權，以及運用自己的

權力幫助組織解決問題及達成目標。 

 3.隸屬需求(need for affiliation)：此需求乃希望和他人發展及維持親密互

動的友誼關係，尋求他人之贊同與保證，喜歡為人所接受，亦樂於助人，

亦即希望從人際活動及社會群體中得到滿足。 

    McClelland的理論實際上在探求成就高低及工作行為之間的關係，除

顯示員工成就動機和工作表現有顯著相關外，並歸納出高成就動機者的特

性：第一點，高成就需求者大多有喜歡自我負責，在自己負責的領域中尋

求解決的辦法；第二點，喜歡自設中等難度的成就目標；及第三點，喜歡

獲得回饋，希望有具體的回饋以了解工作成果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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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理論 

    過程理論強調激勵的過程，探討人員為何及如何選擇某種行為表現，

來滿足個人目標，強調選擇、方向與目標等課題（張潤書，1996：135）。

過程理論主要有 J. S. Adams 的公平理論、V. H. Vroom的期望理論，詳細

內容以下將分別說明之。 

 

(一) 公平理論（Equa1ity Theory） 

    Adams（1965）以社會交換理論為基礎而發展出公平理論（又稱社會

比較理論），他認為人們會將自己所做的付出（inputs，例如工作的技能、

努力和時間等）與所獲得的報酬（outcomes，例如薪資、升遷、精神上的

報酬等），和某個條件相當的參考他人(comparison other)，例如同事、同行，

互相比較。如果自己之付出對報酬的比率與自己所比較的參考對象相同，

就會認為是公平的而覺得滿意；反之，當比率不相同，就會認為是不公平

的而覺得不滿意，並在心理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現象，

進而採取各種可能行為以減少認知失調。換言之，人們是否賣力工作，不

僅受所獲得的報償左右，也受到他人所獲得的報償多寡所影響，人們會比

較自己和他人的投入在報償上是否公平。 

    在比較過程中，「參考標的」是公平理論一項重要的變數。「參考標的」

可分成「別人」、「系統」、「自己」三類。「別人」包括同一組織中類似工

作的其他人，也包括朋友、鄰居或同業者。人員由談話中、報紙或雜誌上、

或其他有關薪資的討論，可取得作比較時所需的資訊。「系統」指組織的

薪資政策或處理程序以及行政管理。「自己」指自己認為有的「結果－投

入」比率，不同於目前的比率，受到諸如過去的工作或必須符合家庭角色

的條件等準則之影響。如何選擇一組特殊的參考標的，與所能或得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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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當事人的認知有關。 

    根據公平理論，當人員認為不公平時，就會被激勵去消除或減少此種

不公平的現象。在感到本人的「結果－投入」比率較參考人為低時，可能

會減少投入，例如減少工作時間或工作較不賣力，甚至離職他就。而在感

到本人的「結果－投入」比率較參考人為高時，可能會增加投入以求心安，

例如增加工作量（Adams & Freedman, 1976）。顯然維持組織內公平的原則

相當重要，不僅要做到管理者主觀的公平，更要滿足人員心中認為的公

平，以避免激勵不公產生的反效果，並達到提昇工作意願、提高忠誠度、

降低離職率等目的。 

 

(二) 期望理論（Expectancy Theory） 

    Vroom（1964）提出「激勵作用之期望模式」（expectancy model of 

motivation）理論，認為一個人的行為是一種意識反應，驅使個人產生某一

特定行為的力量與他認為此行為所能導致的特定結果之評價及期望成正

比，而一個人之激勵作用取決於兩項因素：(1)採取某項行為，如果達成時，

所能獲得的價值，亦即個人對某項行為特定結果的偏好強度；(2)達成該項

任務的機率，亦即某一既定的努力將產生某一特定績效水準的主觀預期機

率。Vroom期望理論的基本概念，可用下面的公式表示之（引自吳瓊恩，

2001：539）：FM=E∑(IV)。 

    FM：激勵作用（Force of motivation） 

    E：努力或行為（Effort or behavior） 

    I：工具價值（Instrumentality） 

    V：價值度（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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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度」係指個人對特定結果的偏好強度。「工具價值」係指一種

認知的機率，某一具有價值度的誘因在某種績效表現或成就後即將獲得的

預期，當績效表現與所得報酬具有高度相關時，此一工具價值就很高。

Vroom期望理論指出所有勤勉努力的員工之所以對工作主動地努力，完全

是建立在他們對所渴望之績效一定能夠得到某種程度的認知；然而這種渴

望績效的水準又建立在該績效是否導致結果的機率。因此如果員工相信某

種行為達到高績效是可能的，而高績效又可以導致結果的出現，那麼激勵

的力量將會十分有效。 

    換言之，期望理論強調目前的行為與將來的報償間有一定的因果關

係。因此，個體所作的選擇行為，不僅受到他對這些結果喜好的影響，同

時也受到他相信這些行為可能達成之程度的影響。 

 

三、增強理論(Reinforcement Theory) 

    增強理論認為激勵乃是涉及行為如何發動、持續或停止，與個人呈現

何種主觀反應的課題，強調透過獎與罰的應用來影響人的行為。主要係以

B. F. Skinner的理論為主，以下說明其內容。 

    Skinners（1969）提出增強理論，認為「需求」、「報償」等概念很多

時候是不可觀察且難以衡量，因此增強理論專致於找出行為與情境中制約

因子的關係，並不探究個體心理的想法或內在的需求：ㄧ個人的反應是來

自「刺激」（情境），而「行為」（反應）又會導致別人對我們的某些「結

果」，且這些結果會影響我們未來的行為。如果那些「結果」是令人不愉

快的，則個人會為了避免那些不愉快而改變他們的行為；只有行為得到令

人愉快的「結果」時，同樣的行為才會再出現。例如某項行為伴隨獎勵，

則該行為發生的機率就上升；反之，若招致懲罰，則該行為再度發生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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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就下降。 

    因此，結果乃控制行為的強化物，會增加或降低該行為重複出現的機

率，人們在行為上相當持續的改變，係來自增強的行為或經驗，在管理實

務中即可運用「操作制約」的原理以引發、維持或停止人員的行動，可改

善組織績效及達成組織目標。 

    為了強化或改變、維持人員的某種行為，可分為四種增強型態： 

 (一)正增強（positive reinforcement）：促使那些被期許的行為能夠再次的

出現，常被應用的正增強有獎金、獎品或加薪等獎勵。 

 (二)處罰（punishment）：給予某些負強化，目的是希望這些不想預見的行

為能夠減少甚而消失，處罰例如責罵、扣薪。 

 (三)迴避學習（avoidance learning）：目的在預防不希望的刺激發生，促使

人員迴避從事不被期望的行為，亦具有正面的強化意義。 

 (四)取消（extinction）：當所不期望的行為出現時，就取消正增強，因而

減少該行為或反應的出現。 

    增強理論透過獎與罰的應用來影響人的行為，這樣的主張實亦有其缺

失（黃英忠、黃良志、鍾昆原、溫金豐，2005）：首先是忽視個別差異，

未顧及到個別人員的需求，因此雖花了很大的代價在實施增強模式，很可

能仍無法使人員感到滿足，這樣成效還是很低。其次是，過分注重外在的

獎勵，卻忽略工作本身的重要性，一個工作是否能吸引人，並且能留得住

人，最根本的問題還是組織與工作本身是否具有刺激人員努力付出的特

質。是以，不宜只專注在企圖改變員工行為，而忽略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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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意涵 

    在了解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沿革以及現行制度「國民旅遊卡」措施之

內容後，本研究將從各激勵理論之內涵來分析現行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

勵意涵，以作為探究其激勵效果之基礎。 

一、從需求內容分析 

    就較低層次的基本需求而言，強制休假補助制度因屬休假權利的配套

措施，鼓勵公務人員休假時從事旅遊消費，並給予補助，公務人員可因此

補助而獲得有形（如購得之商品）或無形（旅遊）的物質報酬，因此能使

其滿足 Maslow 需求層級論中的生理需求、雙因子理論中之保健因子，及

ERG 理論中之生存需求。 

    同時，也可能因為與他人討論、分享國民旅遊卡的使用經驗，例如商

店資訊、旅遊心得等，增加與其他人員之互動及團體認同感，進而滿足了

Maslow需求層級論中的安全需求、社會需求，二因子理論中之保健因素，

ERG 理論中之關係需求，與成就動機理論中之隸屬需求。但由於要求異

地、隔夜、非休假日消費，一般情形下家人將不容易同行，就無法與家人

在旅行過程中，進一部建立與增進家庭關係，而達到如歸屬與愛等高層次

的需要，也就無法達到激勵效果。但另一方面，國民旅遊卡措施所引起的

紛紛擾嚷，亦損及公務員形象，打擊公務士氣，而可能使人員於自尊、關

係需求方面之滿足降低。 

    就較高層次需求而言，利用旅遊補助之方式強制公務人員實施休假，

可使公務人員因為旅遊活動而增廣見聞，開拓視野，充實心靈，有助於滿

足其自我實現需求、成長需求等，亦可間接視為二因子理論中之激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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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激勵過程分析 

    若從公平理論探討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意涵，則享有休假補助之

公務人員若與大部分私部門工作者相較，可能會感受到滿意或公平，因而

增加其工作動機，願意增加工作投入；另一方面，亦可能與同為公部門內

之公務員相較，發現參考標的雖投入較少卻擁有一樣的補助結果，因而感

受到不公平，影響其工作動機，減少工作投入。 

    從期望理論檢視，因期望理論認為激勵效果是來自於人員認知到其努

力或行為，能透過績效表現而得到報酬，而目前公部門所提供之強制休假

補助並非以績效表現為發給標準，人員只要任職滿一年，必可享有八千元

之補助額度，任職滿三年後必可享有一萬六千元之補助額度，因此，公務

人員之績效表現與休假補助費之有無多寡皆無關，亦即工具價值為零，因

此無法產生激勵作用使公務人員更努力工作。 

 

三、從增強理論分析 

    公務體系內之工作者因為可以預測其任職滿一年後即可享有強制休

假補助八千元，任職滿三年後可享有強制休假補助一萬六千元，因而可增

強其久任動機，隨之而來提高其相關業務熟悉度，增進其工作績效；公務

體系外之求職者，亦因為此項補助之普及性、具體，而增強其進入公務體

系工作之意願。 

 

    本研究綜合上述，將強制休假補助制度對於公務人員所能提供之激勵

效果，依據需求內容分為物質、關係、成長需求三構面，以及依據激勵過

程理論中之公平理論，以及增強理論，共歸納為以下五個構面，用以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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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旅遊卡措施之激勵效果： 

一、滿足物質上之需求－Maslow 需求層級論中的生理需求、雙因子理論

中之保健因子，及 ERG 理論中之生存需求。 

    強制休假補助制度鼓勵公務人員於休假時從事旅遊消費，公務人員可

持國民旅遊卡消費於特約商店以購得物品或支付團費、住宿費等，因此依

激勵理論之需求內容分析，強制休假補助制度能夠為公務人員的物質需求

提供滿足。 

二、滿足其關係需求－Maslow 需求層級論中的安全需求、社會需求，二

因子理論中之保健因素，ERG 理論中之關係需求，與成就動機理論

中之隸屬需求。 

    國民旅遊卡措施並非金錢上之直接補助，須符合特定的時間、地點才

核予補助，因此公務人員彼此間可能分享、討論國民旅遊卡之使用經驗、

心得，增加與其他人員之互動及團體認同感。但是對於與家人關係之發

展，則可能沒有幫助，蓋持用國民旅遊卡者之家人若非公務人員，並不容

易配合異地、隔夜、非休假日消費，因此可能無法透過休假旅行與家人發

展更親密的關係。另一方面，國民旅遊卡措施之實施為強制休假補助制度

之驟變，公務人員本身或在不甚了解規定、或在不滿現制的狀況下，濫用

國民旅遊卡，影響社會觀感，進而可能降低其社會、自尊、關係需求方面

之滿足。 

三、幫助個人成長－Maslow需求層級論中的自我實現需求、ERG 理論中

之成長需求等，二因子理論中之激勵因素。 

    從事旅遊活動以遠離每日例行工作，不僅可以調適工作與生活壓力，

尋求自由獨立的感受，且能夠增加學習、冒險、思考的機會，或在旅遊活

動中發展了新的能力、完成某種挑戰、從事個人有興趣的研究等，滿足個



 41

人精神生活層面及自我提升之需求。 

四、與其他工作者相較而感到滿足或公平－公平理論 

    Adams(1965)之公平理論係以「比較」為基礎，而參考標的若區分為

公務體系內之工作者與公務體系外之工作者，可能有不一樣的激勵效果。

本構面即在探討公務員「（強制休假補助）結果-投入」比率同時與公務體

系內、外的工作者相較所產生之滿足與公平感。 

五、提高久任之意願－增強理論 

    強制休假「補助」係人員所期望得到的報酬，屬正面之強化物。雖然

此制度不與工作績效連結，但仍須符合一定條件方能獲得，亦即特定之年

資有特定的額度，因此可透過正增強之型態，留才於公部門中。亦為公務

體系外之工作者提供積極增強物，吸引人才進入公部門任職。 

 

    惟誠如前述，不同的個體對於激勵策略會有不同的重視程度。可能因

為個人的價值觀、人格特質、過去生活經驗、工作資歷或職位等等之因素，

使得強制休假補助對於不同的個人會有不同的激勵效果，尤其目前實施的

強制休假補助制度－「國民旅遊卡」措施有其特定使用條件、限制，更增

加了其激勵效果之差異性。 

 

肆、人口屬性影響激勵效果之相關研究 

    有效激勵的因素即為具有激勵效果之因素，從各家理論可知，影響激

勵的因素必定錯綜複雜。由過去學者之研究結果發現，人口統計變數對個

體之激勵會出現顯著之影響。各人口屬性，如男女、各年齡層、各教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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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各種不同職位、不同宗教信仰與信仰程度者，屬於同一類別者其對某

一些事物的反應與感受是具有類似性的，因此本研究將人口屬性列入影響

激勵效果自變數之研究範圍，至變數內涵項目則參考過去相關研究選定。 

Sager、Futrell與 Varadarajan（1989）的研究結果指出員工在不同的年

齡、教育程度、職位、年資與客人接觸程度在激勵因素的偏好上有所影響。

Simons（1995）亦發現員工在不同的年齡、性別、部門對不同激勵因素的

重視程度有顯著影響。張世宗（1998）研究中發現員工的性別、教育程度、

年資等變項會影響員工對激勵制度的偏好。涂富嵩（2000）的研究中指出，

創造力人員在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工作性質、年資、現職年限及每月

薪資上對激勵因素之偏好程度皆有相當的影響。以下為近代有關人口屬性

影響激勵效果之相關研究： 

表 2-2-1  人口屬性影響激勵效果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 /
年代 

主題名稱 研究對象 對激勵效果相關構面具

有差異性之人口屬性 

潘明燦

（1991） 
業務員激勵制度的激勵

效果分析及其受個人特

質及組織經驗的影響 

電子資訊業業

務員 
性別、子女數 

林燕萍

（1994） 
直銷商獎酬制度之激勵

效果分析 
國內八家直銷

公司之直銷商 
性別、家庭年所得 

詹益統

（1996） 
個人屬性、人格特質與內

滋激勵和外附激勵關聯

性之研究 

交通部數據通

信所員工 
性別、教育程度、職務、

工作性質 

趙心潔 
（1998） 

激勵性報酬、員工屬性與

工作滿意度之研究－以

高科技產業為實證對象 

125 家上市暨
上櫃之高科技

公司員工 

性別、婚姻狀況、教育

程度、職位、服務年資

黃蘭鈺

（2003） 
激勵因素、激勵制度與工

作滿足之研究 
台中市國際觀

光旅館員工 
年齡、教育程度、部門、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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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佩琪

（2005） 
激勵制度對工作投入與

工作滿足之研究 
教科書從業人

員 
性別、教育程度、年資、

職務類別 

王志平 
（2006） 

激勵策略與組織效能關

係之研究-以高雄市、縣
消防機關為例 

機關內受過消

防教育之編制

內同仁 

年齡、職位 

林雅倫

（2006） 
壽險業激勵制度、工作滿

意度及工作績效相關性

之研究 

某台商人壽公

司與某外商人

壽公司的員工 

性別、職位 

黃盈華

（2006） 
員工技術創造力、人格特

質、激勵策略與組織創新

之研究 

經濟部商業司

登記核准設立

營利事業員工 

性別、教育程度、服務

層級 

蘇琮傑

（2007） 
工作特性、激勵因子與組

織承諾之關聯性研究 
製造業、公務

人員、服務業 
年齡、職業、職位、收

入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目前公務人員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係以國民旅遊卡措施實施，在有關

「旅遊酬賞制度」之激勵效果研究中，林燕萍（1994）對直銷商的研究發

現，獎勵旅遊對年資越久者越具激勵效果。陳珮君（2002）對壽險業務員

的研究中指出，不同年齡層或是不同年資的員工，對獎勵旅遊內容的偏好

差異是導致獎勵旅滿意度不同的原因。蔣宜卿（2003）對壽險業務員之研

究發現，年資越高、職級越高者對獎勵旅遊之滿意度越高，且對獎勵旅遊

之滿意度較高者，對組織承諾的留任意願、努力意願與組織認同程度也較

高。 

    由以上國內外相關研究實證結果可知，人口屬性確實對於激勵效果有

顯著影響（Churchill, Ford & Walker, 1979；Ingram & Bellenger, 1983；Chonko, 

Tanner & Weeks, 1992），蓋屬於同一類別者其某一方面的背景是相似的，

而這相似的背景或多或少會影響到每一個體主觀的感受與判斷。本研究對

於強制休假補助制度之激勵效果衡量係以個人認知感受為主，因而人口屬

性在對於激勵效果的認知上亦難以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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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民旅遊卡措施之相關研究 

    「國民旅遊卡」措施自民國 92 年起實施，係根據九十年九月二十六

日行政院第 2753 次院會，行政院永續促進就業小組所提「紓緩當前失業

問題可加強之措施」報告，建議配合推動「國內旅遊發展方案」，以振興

觀光旅遊產業，遂將先前強制休假補助制度加以改革，而發展成「國民旅

遊卡」措施，包括四項消費補助原則：「異地」、「隔夜」、「非假日旅遊」、

「特約商店」。由於這些補助原則皆為限制性，復以實施初期相關規定一

改再改，不免使持用之公務人員無所適從，有關國民旅遊卡措施之執行問

題研究、公務人員之認知或態度研究、使用經驗或消費行為研究等，便應

運而生。 

 

壹、使用限制負面影響之相關研究 

    國民旅遊卡措施雖有立意良善的政策目標－利用強制休假補助制度

鼓勵公務人員適度休閒，卻因為配合另一政策目標－振興觀光旅遊產業，

因此設定了許多不甚合理之使用條件與限制。相關研究顯示，這些使用限

制對於強制休假補助之政策美意的影響，主要可歸納為二方面： 

 

一、使用限制影響公務人員對於國民旅遊卡之使用滿意 

    洪紹淵(2004)之研究指出，在限定「非假日」使用方面，對於有家眷

的公務員而官，因家人無法配合於休假日一同外出旅遊，公務人員如果想

利用國民旅遊卡和家人一起出遊，就必須讓在上班、上學的家人請假，會

造成出遊安排上的困擾，尤其還必須異地且隔夜，要請假恐怕還不只一

天，極其不便；在限定「特約商店」消費方面，公務人員必須事先「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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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避免到達旅遊地點後找不到特約商店，此亦增加其旅遊負擔；在限

定「異地」消費方面，並非所有公務人員家庭都擁有自小客車交通工具，

對於無交通工具者而言，強制異地旅遊消費顯然造成困擾；在限定「隔夜」

消費方面，由於各機關業務性質不同，對於業務量十分繁重的單位而言，

其人員通常因為相當忙碌而無法於平日請休假，此項規定即造成其負擔。

因此台北市政府工務局的公務人員僅有少數人員對國民旅遊卡措施感到

滿意，而且多數認為國民旅遊卡的使用不應有任何形式的限制。  

    徐維辰（2005）之研究指出，台中市中等學校行政人員對於公務人員

休假補助費用改以國民旅遊卡的方式請領且限制以「非假日」、「隔夜」與

「異地」的使用方式是持有點不同意的看法。 

    李家燕(2004)之研究指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對國民旅遊卡各項實

施規定之態度上較傾向為不同意的態度。 

    魏屏華（2004）之研究指出，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有近七成對國民旅

遊卡使用上覺得此卡「不方便」，有六成認為國民旅遊卡的補助並「不能」

增加旅遊興趣；同時研究結果發現，當消費困擾因素越大時，對於國民旅

遊卡政策滿意度越小。 

    吳定上（2006）探討公務人員對於國民旅遊卡政策措施的認同態度，

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公務人員對「國民旅遊卡」各項認知之認同態度較傾

向為不同意的態度 4.國民旅遊卡中「平日」、「異地」、「隔夜」補助規定不

符合公務人員的消費旅遊行為，也帶給公務人員很大的困擾。 

 

二、使用限制影響公務人員的日常工作執行 

    公務人員為了配合政策相關規定而使用國民旅遊卡，必須在平日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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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去旅遊消費，才能請領此強制休假之補助，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對於業

務量繁重的單位而言，人員於上班日請休假，無異增加機關人力負擔，各

機關雖皆規劃有職務代理人制度，但卻未必貫徹執行。王逸峰（2003）認

為造成公務人員休假障礙的主因之一是，有超過四成（四十三％）的公務

人員表示他們的職務代理不易，而且確實有不少人把職務代理當成是「代

替收件」而已，因此職務代理制度仍有改進空間。同時有五十九％的受訪

者更指出，很多工作留待銷假後自行處理，是造成他們不輕易在例假日及

放假日之外休假的主因。由此可見，對於業務量繁重的公務人員而言，以

旅遊補助作為工具強制其休假，卻可能使休假人在休完假回到工作崗位

後，面對更沉重的積案壓力，如此一來並未如預期能達到休假之目的，形

成手段與目標間的落差。 

 

    由上述文獻探討可知，國民旅遊卡之各項使用限制雖有其用意，但對

公務人員造成不便卻是不爭的事實，致使補助應帶來的正面效益大打折

扣，本研究認為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應能為公務人員提供激勵，故將探討各

項使用限制對於強制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之影響。 

 

貳、人口屬性影響國民旅遊卡認同態度之相關研究 

    人口屬性將影響到每一個體主觀的感受與判斷已如前述，因此亦可能

對國民旅遊卡措施之認同態度有所影響，在一些有關國民旅遊卡措施實施

成效之相關研究中發現，人口屬性的確影響各種認同面向，例如：吳定上

（2006）探討公務人員對於國民旅遊卡政策措施的認同態度，研究結果發

現公務人員對國民旅遊卡之認同態度在性別、婚姻狀態、職等、年齡、休

假天數、家庭居住狀況、家庭成員、服務機關、服務縣市不同時，是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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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顯著差異；只有不同的教育程度對國民旅遊卡之認知態度沒有顯著差

異。鞠漢章（2004）之研究發現，不同的年齡、教育程度、收入、服務機

關位階之公務人員對於國民旅遊卡措施之使用限制認知有顯著性差異。李

家燕（2003）之研究結果發現公務人員對限制規定之態度與公務人員服務

機關有顯著差異。張明旺（2004）之研究發現公務人員之月收入、教育程

度與國民旅遊卡使用滿意有顯著關係。 

    綜上可知，人口屬性雖影響國民旅遊卡之認同態度，但不同研究主題

與不同研究對象亦使得造成影響的人口屬性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亦將探

討人口屬性與各項使用限制認同之關係，以了解兩者之交互作用對於強制

休假補助制度激勵效果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