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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檢閱 

第一節  工作壓力、來源及作用 

生活中須承受來自四面八方的刺激與挑戰，根據 Holistic-－

Online.com 的報導，美國每星期均有 945 百萬人因壓力徴候而吃藥。

根據英國一項研究指出，壓力會降低人體的免疫能力，壓力大者罹患

感冒的機率也會比較高(蔡祈賢，2007:25-34)。公務生涯亦難免有壓

力，但過度的壓力卻會干擾我們的工作與生活，甚至積勞成疾，如何

面對壓力，已成為現代人必須學習的課題之一。 

    壓力既然無法避免，壓力源通常來自日常生活及工作中，而公部

門推行員工協助方案就是為了幫助同仁解決個人所面臨的問題，壓力

是問題的源頭，希望能藉由對壓力理論探討了解推動員工協助方案之

重要性： 

壹、壓力的定義 

    壓力，就是超過自己所能承擔的重量、責任或困境(許南雄，

2006：207)。而壓力亦指個體生理或心理上感受到威脅時，所產生的

緊張狀態；會使人在情緒上產生不愉快的感受。 

一、工作壓力的定義： 

        壓力發生在工作場合，而且是由工作因素所引起的不適應感 

    受，可稱為工作壓力。亦即當個人能力與工作要求，或個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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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工作環境間，不能適度配合所產生的身心不平衡狀態(李新 

    鄉，2008：175)。謹將國內外學者對工作壓力之定義彙整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工作壓力定義彙整表 

研究學者 年代 定義 

Frnech 1974 個人能力、外在可用資源與工作需求之間的

差異距所導致的現象。 

Caplan & Jones 1975 工作壓力是指工作環境特性對個人造成威脅

的任何現象，它可能是超過其負荷的要求或

無法滿足其需要的匱乏狀態。 

Cooper & Marshall 1976 將工作壓力視為環境因素對個人直接的衝擊

和影響，及對壓力源產生行為的反應。 

Fleming et al. 1984 工作壓力是一種概念化的過程，它隠含個人

對於危險或威脅等刺激之認知與反應。 

侯望倫 1984 認為工作壓力為一種工作有關的因素與工作

者交互作用下，改變個體心理與生理狀態的

結果。 

Steers 1988 工作壓力為個人在工作環境中，面臨某些工

作特性的威脅，所引起的一種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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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真 1992 認為工作壓力是因只因工作相關因素而引起

的壓力，促使外在環境的要求與個人內在的

能力產生交互作用之差異，而致不平衡之狀

態。 

黃清信 1993 認為工作壓力為個人主觀知覺到工作環境之

需求(限制或機會)與個人能力(或期望)能配

合，因而破壞原先個人在生理、心理及行為

上的穏定狀態，而改變成一種不穏定狀態。

徐聖智 1997 工作壓力是個人對於工作場所，所給予的資

訊產生的反應訊號，並以個人特質或心理歷

程作為調節因素。 

Spector.Chen & 

O＇ Connell 

2000 工作壓力是員工對壓力源所產生的有害反

應。 

繆敏志 2001 工作壓力是一種在與工作有關之因素及工作

者交互作用下，改變個體心理與生理狀態的

結果。 

黃曉嫄 & 鄧子正 2008 認為工作壓力是在工作中或職場上所遭遇的

各種情境，經由個人與環境的認知互動過

程，所產生在心理或生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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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文獻資料，本研究認為凡與工作有關的因

素，如工作機會、工作特性、工作內容變化及工作情境的各種刺激，

促使外在環境的要求與個人內在的能力產生交互作用之差異，而產生

不平衡的狀態均稱之為工作壓力。 

二、工作壓力之相關理論 

    生理學家 Walter Cannon 於 1914 年最早從事因受壓力而 

影響的情緒與生理反應之研究，其後心理學家、社會學家、管理 

學家及社會心理學家等各領域學者紛紛投入壓力研究，其壓力研 

究也擴展到組織中，由於學者研究角度不同，其理論也有很多種 

類。 

        繆敏志（1993）將工作壓力之理論歸納為四個層面：心理學、 

    社會學、社會心理學及生物學。 

（一）心理學理論 

          心理學者認為，當個體行為與心理歷程無法應付生活上要 

      求時，就會產生壓力。又可分為激發論、精神分析論、行為論 

      及認知論四種觀點。激發論著重生理及心理的喚起水準；精神 

      分析論著重潛意識的作用；行為論重視刺激與反應的聯結；認 

      知論則著重個人的認知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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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學理論 

      從社會學的觀點，當人跟人間互動形式其所構成的團體 

  有問題時，就會有壓力。此又可分為兩類，衝突論著重在利 

  益或權力衝突與不協調；而角色論著重於受外力影響無法執 

  行其角色義務。 

（三）社會心理學理論 

      從社會心理學的觀點言，當個人與環境之間的因素無法適 

  配，就會產生壓力。此又可分為兩類：勒温學派(Lewiniansc 

  hool)強調場地中相斥的動力或人格需求跟環境壓力無法配合 

  時，而社會系統論(Social system theory)著重人格與角色無 

  法適配時。 

（四）生物學理論 

      生物學的觀點，認為個體的生活方式，若偏離原始人類所 

  採取的生活型式，就會產生壓力。又可分為兩類，生物精神醫 

  學(Biologicial psychiatry) 認為工作壓力會引起生理症狀 

  使工作壓力更惡化。一般系統論(General system theory)認 

  為工作壓力從系統不平衡而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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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壓力來源 

一、來源 

(一)工作特性：包含多樣化、重要性、自主性、回饋性及完整性。如

工作的變化太少，易導員工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對工作失去信

心與希望。 

(二)工作環境不良：實質的工作環境太差，尤其是噪音與空間過度

擠，經常為工作環境中常見干擾因素。 

(三)時間和完成期限的壓力 

 時間急迫或完成期限短促，經常造成組織人員很大的壓力。 

(四)工作負擔過量 

 不論是數量超過負擔，或能力有所不及，都是努力以赴者的夢魘。 

(五)訊息超載： 

訊息太多超過負荷，容易導致組織內部溝通與協調效率的障礙，

引起成員的無所適從。 

(六)角色衝突：組織成員同時扮演兩種以上之角色，而當角色行為要 

    求相互排斥時，壓力來源便會很強。尤其是工作與家庭角色不能 

    兼顧時。 

(七)角色混淆、權責不清：組織成員對自己職位角色認識不清，不瞭

解自己工作的目標、職責範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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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工作中的人際關係：動機階層論（Maslow，1954）來看，和諧的

人際互動是組織成員工作滿意度的重要根源。組織成員能為工作

團體所接納、獲得尊重、有滿意的歸屬感，這些都是良好人際關

係的重要影響指標。 

(九)組織的因素：包括組織變革、僵化之科層體制與疏離感、團體壓 

    力、領導風格與組織氣氛等。 

(十)組織外的系統壓力：如經濟的危機、政治與社會紛擾、知識或技

術體系新等因素。 

參、壓力作用 

一、壓力對一般身心健康、工作績效及行為的影響作用 

（一）壓力對身體的生理作用 

          壓力超過負荷後，容易使人血壓升高，心跳加速、呼吸困 

      難、緊張性流汗、肌肉緊繃、消化不良、胃腸絞痛等，期間過 

      久或嚴重時，將導致高血壓、胃潰瘍、中風、腰酸背痛、心臟 

      病等。 

（二）壓力對心理的影響作用 

          工作滿足感下降是壓力超載最容易產生的心理症狀，此外 

      壓力容易使人憤怒、焦慮、沮喪、自卑、無聊、怠惰、充滿敵 

      意等等心理症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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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壓力對於工作績效等個人行為的影響作用 

   1、壓力與工作績效： 

          壓力與工作表現或績效的實證研究(Jex，1998)發現，員 

      工的工作績效會受到壓力的影響；工作上没有壓力或壓力太 

      輕，成員很少能夠全心投入：但壓力太重則又會干擾正常的工 

      作步調，對工作表現反而不利。因此每個人有其最適壓力點， 

      也就是壓力臨界點，在此一臨界點的壓力量最適合引發一個人 

      的內在潛力，太少或過量皆非所宜。但是即使是適度的壓力， 

      長時間的累積，仍會導致一個人績效下降，引起工作倦怠或耗 

      竭。 

   2、壓力對一般行為的影響： 

          壓力有可能會導致一個人工作消極倦怠、倦怠、缺勤曠 

      職、酗酒吸毒、破壞組織的衝動行為、離職率上升等等。組織 

      中很多工作意外事故，往往也因此而產生(Friedman & Rosen 

      man,1974)。 

二、壓力與工作耗竭 

        工作耗竭產生在一個人長期處於超負荷的壓力環境下，而且

又没有適宜的紓解方法或管道時。此一情況下，組織成員將可能

會產生工作耗竭，或其他嚴重的身心性疾病。工作耗竭很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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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三種現象出現(Lee & Ashforth,1996) 

（一）情緒耗竭：成員在生活上感到極度沮喪、茫然無助，由於精 

      神無法集中對於其職務要求明顯落後。 

（二）非人化或物化：對人或所有事物冷嘲熱諷，人際關係嚴重退 

      縮，不把人當人看待。 

（三）無成就感：工作績效嚴重下滑。 

    適當的壓力可以激發員工的潛力，但過多的工作壓力則會造成員

工心理、身理上產生不良的反應，依 McHugh 與 Brennan(1994) 

    探討組織變革對於英國公部門員工工作壓力的影響，研究發現，

伴隨變革所日益增加的工作要求，確實會帶給員工工作壓力。所

以公部門試以推動員工協助方案來幫助同仁解決周遭所面臨的

問題，讓同仁可以安心的工作。 

  

第二節  員工協助方案的定義、發展、內容及運作方式 

壹、 員工協助方案之定義 

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簡稱 EAP)是 

指組織為了照顧員工及提昇生產力，所提供的一種計畫性活動，目

的在發現解決有關影響勞動生產力的個人問題(林桂碧，2006)。 

美國員工協助專案協會(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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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ociation，簡稱 EAPA) 定義員工協助方案為「主要能對於造成不

良工作表現之個人及工作問題作早期確認與問題解決」(EAPA，199

6)，也可說是針對員工的需要提供一套協助的計畫。 

    員工協助方案的實施是為讓員工個人身心方面的問題能透方案

獲得立即性的支持與處理，使員工身心健康或情緒能恢復穏定，以增

加工作及生活品質，進而穏定生產力(朱承平，1995)。透過方案提供

診斷、輔導、協商等服務，期能解決員工個人情緒或家庭的困擾，最

終希冀能防範問題於未然。因此員工協助方案 漸受重視的原因在於

能事先防範各種足以影響員工工作、健康及生活問題，謹將國內外學

者對員工協助方案定義彙整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員工協助方案定義彙整表 

研究學者 年代 定義 

Walsh 1982 利用公司政策及一套程序，來對某些直接

或間接影響工作效率的員工個人或情緒問

題，給予辨識或反應。 

林萬億 1991 是指由事業單位或工會提供諮商或社會服

務給員工及會員，以協助其解決社會、心

理、經濟與健康方面等問題。 

Bohlander & 

Scherman 

1992 協助員工解決社會、心理、經濟與健康方

面等問題，透過方案提供診斷、輔導、協

商等服務，不僅希望解決員工個人情緒或

家庭的困擾，最終希冀能防範問題產生，

以免影響員工工作情緒與能力。 

Dessler 1994 是企業內部正式有系列的方案，主要是管



 11

理者希冀透過此方案之推動與執行，針對

面臨情緒、壓力、酗酒、賭博等有問題的

部屬，提供諮詢(Counsel)、輔導(Guiding )

及有效性的治療方案，以協助他們渡過困

難。 

Cunningham 1994 藉由方案之形成，對事業單位內目前正遭

逢各式個人或工作問題者，提供直接服務

以協助其解決問題。 

方隆彰 1995 是指輔導運用適當的知識與方法於事業單

位內，以提供相關的服務，協助員工處理

其個人、家庭與工作上的困擾或問題。 

Employee 

Assistance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1996 主要能對於造成不良工作表現之個人及工

作問題作早期確認與問題解決。 

謝鴻鈞 1996 是指一事業單位內由企業主所提供的服務

性計畫活動、目的在發現有關勞動生產的

問題，並提供有效的方案活動解決這些問

題。 

勞委會 1998 是指為了照顧員工及提昇生產力、所提供

的一種計劃性活動，目的在發現解決有關

影響勞動生產的個人問題。 

Nicolova 2000 提供服務以解決有問題或困擾的員工，並

幫助主管提高公司的士氣、節省健康看護

成本及創造有利的公共關係。 

William 2000 協助受藥物、酒精、財務、壓力、家庭等

其他個人問題所困擾的員工，提供隠私且

保密的諮商輔導。 

Interlock EAP 

Association 

2001 提供策略以協助員工與其家人解決有關個

人與工作相關之問題與憂慮，這些問題與

憂慮會影響員工工作表現與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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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EAP 

Association 

2001 以工作場所為基點所設計的協助方案，協

助有關提昇組織生產力與協助解決員工影

響工作績效之個人問題與憂慮。 

Growth 

Dynamics 

EAP,Inc. 

2002 提供可信任的全方面的服務，以協助員工

處理尚未影響工作績效的個人問題。 

郭人嘉 2007 組織對於員工因個人需求而產生影響工作

表現上的問題，所提供一種專業性、綜合

性協助或轉介的福利措施。 

資料來源：參考陳少文(2004)及本研究整理 

綜合以上國內外學者文獻資料，可發現各家學者對員工協助方案

定義之共同點為組織為協助員工解決所面臨社會、心理、經濟與健康

方面的問題，透過一套專業的方案，提供診斷、輔導、協商等服務，

希望解決員工個人情緒或家庭的困擾，其最終希望為防範問題產生於

未然，避免影響員工工作情緒與能力。因此，本研究認為員工協助方

案係為一種整合性計畫，其目的在及早發現並解決可能影響員工績效

與組織服務效能的個人問題。 

貳、員工協助方案之發展 

一、國外員工協助方案之演進 

    國外員工協助方案的發展可追溯至 19 世紀末，由於企業規

模的擴展，生產線急速擴充，大量引進勞動人口，但工作環境並

未隨之改善，促使怠工、罷工、裝病的現象普遍存在，為消除接

踵而來的問題，企業提供相關福利措施，以減輕工業社會生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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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的問題。  

     1930 年代，職場酗酒問題非當嚴重，造成許多安全上的問 

 題並造成工廠生產力，因此，許多企業組織不得不開始重視員 

 工酗酒的問題。美國於 1935 年訂定工作場所酗酒方案 (Workp 

 lace Alcoholism Programs)以處理員工酒精中毒的問題，可說

 是員工協助方案的前身。 

  1959 年學者 Persnall 發展「問題員工個案發現模式」，開 

 啓了問題員工經由主管、經理、個案工作者與家庭成員來轉介 

 的先驅，是今日員工協助方案的重要觀念(Bickerton，1990；

轉引自韋美西，1992)。 

  1970 年代由於許多企業開始覺察，即使員工酗酒問題解 

 決，仍會遭遇許多生活上的問題，如托兒需求、老人照顧、性 

 騷擾，以及 AIDS 等，使得員工協助方案服務領域趨向廣泛且多 

 元(郭守軒，2002)。 

  1980 年代企業組織外部的非營利組織，開始提供各種專業 

 服務到企業組織中，促成企業於員工協助方案角色上的轉變。 

 由於外部服務提供者擁有相當專業的人群服務技術，因此企業 

 員工協助方案的目標便逐漸轉變為問題的評估與轉介 

(Gibelman，1995；Van Den Bergh，1995)。Gibelman(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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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員工協助方案應該盡可能的協助員工增強其處理生活事 

 件的能力」(郭守軒，2002)。 

  根據統計美國企業實施員工協助方案的公司，1972 至 1978 

年約有兩千家；1980 年超過五千家；1993 年約有三十萬家公司

(行政院勞委會，2001)。自 1980 年代到 1991 年，美國約有 45%

的全職工作者接觸過員工協助方案(Gibelman，1995)，而且全美

國擁有 100 個員工以上的企業 60%以上都有員工協助方案，實施

員工協助方案總數已則超過兩萬家以上(Chima，1995；Haught，

1999；Myers，1984；王方、范淑婷，2001；王精文等，1999)。 

 國外員工協助方案之所以發展迅速，主要原因有三：一、人

群服務機構在政府補助縮水的政策下，將機構服務對象轉向一般

企業員工(行政院勞工委員會，1999；林燦南，1999)；二、美國

企業對於職場的社會問題日漸嚴重的需求；三、各種特殊族群保

護政策，如婦女安全與少數民族工作平等議題逐漸受重視(Van 

Den Bergh ，1995；謝鴻鈞，1997)。 

二、台灣員工協助方案的發展 

         1960、70 年代，我國社會逐漸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 

    許多青年從鄉村到都市進入工廠工作，因為社會轉型及個人社會 

    化的過程中產生適應不良之情形，因而發生許多社會問題，如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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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年勞工的教育、女性勞工未婚生子、工作壓力及職業傷害等， 

    組織為因應這些社會問題，發展出相關的服務。 

 1958 年天主教設立的「天主教職工青年會」為我國最早對 

 職場工作者的服務起源，其目的在促進青年勞工的人格發展，並 

 協助教會青年適應職場社會與工作壓力(林桂碧，1985)。 

        1972 年由台灣松下電器成立 Big Sister 協助組織，成為台 

    灣企業組織施行員工協助方案之濫觴(方隆彰，1991)。1974 年 

    救國團推動一系列的工廠青年活動，為民間服務機構第 1個推動 

    相關服務的機構。之後張老師亦透過各種講座、書刊、訓練、活 

    動等方式，專責推展工廠青年輔導活動(林桂碧，1985)。 

  1981 年當時主管勞工事務的內政部，依據「防止青少年犯 

 罪方案」制定「廠礦勞工輔導人員設置要點」，事業單位應依廠 

 內勞工人數設置勞工輔導人員，以推動勞工輔導工作，成為政策 

 上關注勞工生活健康之濫觴。透過各種方式如研習、研討、座談、 

 觀摩和表揚等辦理推展勞工輔導工作之外，中央勞工行政單位亦 

 委託專業機構辦理相關訓練，其中主要承辦機構（救國團），每 

 年以「張老師」諮商輔導模式，辦理勞工輔導人員訓練，並以其 

 全國性之機構，設計各種輔導方案和活動方案，提供青年勞工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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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輔導服務及休閒活動。因此，「諮商輔導」方式便是台灣工業 

 社會工作初期的工作模式(林桂碧，2006)。 

  1994 年，行政院勞工委員會為配合社會變遷的需求，將「勞 

 工輔導」更名為「員工協助方案」，將原先著重在個人心理諮商 

 的工作內容擴展到員工的生活、家庭與社會適應(林燦南，1999)。 

        綜上資料，可了解國外員工協助方案的發展源自於解決酗 

   酒、藥物濫用的方案，輾轉發展至今已擴展為全方位的服務方案， 

   舉凡個人、家庭或影響工作表現的問題都可以請求國外員工協助 

   方案的協助，內容包括：健康、婚姻、家庭、財務、酒癮、藥癮、 

   法律、情緒、壓力及其他影響員工工作表現的個人問題，其發展 

   已趨向成熟多元、專業、人性及全方位的服務。國內員工協助方 

   案發展受早期以志願性服務性質為主的「勞工輔導」影響，多以 

   半專業人力提供服務，近年來，為配合社會變遷的需求多樣化， 

   促使企業在推動員工協助方案時，多藉由與外部專業機構簽約， 

  以轉介方式讓員工得到更專業的服務。 

參、員工協助方案的內容 

一、員工協助方案的內容 

       員工協助方案提供服務內容依據員工問題及需要而設計，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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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社會急速變遷，員工問題日趨複雜，使得員工協助方案所渉 

   及的問題領域也日趨多元化。以下謹將國內外組織推行員工協助 

   方案服務內容彙整如表 2-3 所示： 

表 2-3 員工協助方案服務內容彙整表 

研究者 年代 服務內容 

Burce 1990 整合許多單獨方案，包括健康計畫、藥物濫用的

員工協助、員工福利、家庭危機之預防協助及主

管對員工的教育和支持系統。 

Masi 1992 內容是全面性的，包括健康方面的協助、酒精及

藥物濫用的協助、對員工本身、長輩及其兒女的

關懐、退休協助、員工重新配置、職業訓練、介

紹，及對患有 AIDS 員工及所有對此疾病的認識及

對待態度等。 

謝鴻鈞 1996 員工諮商、生涯發展及健康福祉等三方案。 

方隆彰 1997 諮商類、教育類、申訴類、諮詢類、福利類、休

閒類及其化等 7大類。 

勞委會 1998 分為工作面、生活面及健康面等 3大層面。 

林桂碧 2004 依臺灣企業組織施行概況，將服務內容分為心理

諮輔導類、教育成長訓練類、休閒育樂類、醫療

保健類及福利服務類等 5類。 

資料來源：參考陳少文(2004)；郭人嘉(2007)及本研究整理 

由上述國內外文獻資料發現員工協助方案服務內容係配合員工

之問題而規劃極具彈性，只要能切合員工問題需要的即是好的服務內

容。隨著環境變遷，員工協助方案也由早期治療的觀點轉變主動、預

防的積極觀念。學者 Lewis & Lewis (1983)曾就傳統及現代的員工

協助方案之差異性比較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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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傳統與現代員工協助方案比較表 

傳統員工協助方案 現代員工協助方案 

強調酗酒為問題之基礎 廣義的方法，任何問題均適合服務 

強調主管轉介之重要性 為主管轉介，自我尋求協助，及他人轉

介之混合 

在問題發展末段才被辨

認 

於問題發展較早階段即提供服務 

由醫療或酗酒專家提供

服務 

由各方面專業之一般諮商員提供服務 

注重員工之工作表現 強調員工工作問題及員工或其眷屬在

非工作方面的問題。 

為轉介之員工保密 為轉介之員工保密，也為自我尋求協助

之員工或眷屬保密。 

資料來源：參考郭人嘉(2007)及本研究整理 

肆、員工協助方案的運作模式 

員工協助方案設立的目的在協助組織管理者照顧關懷所屬員

工，期能增進組織效能，提昇生產力。而組織依其規模、資源、人力

配置及員工問題屬性等相關因素選擇最適合之運作模式。茲列舉國內

外學者提出員工協助方案的運作模式如下所述： 

一、Gary Dessler(1994)將員工協助方案服務模式分為四類： 

(一)公司內模式(In-house Model)：指事業單位本身自行聘用具

有社會工作、心理諮商與輔導等人員，提供員工相關服務。 

(二)公司外模式(Out-off-house Model)：事業單位委由具有社

會工作、心理、諮商、輔導等專業能力之機構或顧問，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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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委託單位所需的服務。 

(三)聯合模式(Consortium Model)：數個不同的專業單位，聯合

起來成立一個「聯合服務中心」提供這些數個不同企業員工

協助方案的服務。 

(四)會員模式(Affiliate Model)：是一種對會員提供社工或輔

導人員的服務。 

二、Gloria Cunningham (1994)提出，美國有關員工協助方案的實施

模式有四種： 

   (一)公司內部以管理為基礎的模式(In-house,management-based 

       program)：管理為基礎的員工協助方案仍存在於營利與非營 

       利機構，包括國際多國公司、聯邦和地方政府健康照護機構 

       與大學。 

  (二)工會為基礎的會員協助方案(union-based member assistance 

      program)：雖然會員協助方案與員工協助方案相類似，但某些 

      工會卻反對員工協助方案的推展。工會認為員工協助方案是與 

      勞工利益相衝突的，此外，員工協助方案已經被一些公司引進 

      做為阻止組成工會的策略。 

  (三)契約式模式(contract models)：員工協助方案的服務量已逐 

      漸成長，其原因在於契約式團體的發展和外部的服務機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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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費的服務給雇主。雇主可以獲得一套特定的服務，包括評估、 

     轉介、短期諮商、管理諮商與重返工作職場的諮商和追蹤等。 

     契約式公司提供許多不同層次的服務與多變化的課程，讓公司 

     可以購買它們真正所需要的服務。 

 (四)混合模式(blend models)：真實的美國工作場非常複雜，很難 

     以單純的角度來思考員工協助方案，可由公司內部、工會或契 

     約的方式來提供服務。因此，有些雇主會運用多種組合的服務 

     方式，例如以公司內部的員工協助方案為主，搭配少數的契約 

     式項目；多元選擇是其優點之一，此模式的安排提供雇主更多 

     的彈性，以滿足變動中組織的需求(廖秋芬，2000)。 

三、行政院勞工委員會(2001) 員工協助方案最常見的模式有「內部 

    設置」、「外部委辦」、「共同委辦」及「聯合服務中心」四種，除 

    企業自辦的內部設置外，其他三種方式均屬於契約式的委辦。 

(一) 內部設置 

事業單位自行設置員工協助方案專責部門，聘用具有社會 

工作、心理、諮商、輔導等專業訓練人員來進行本項專案。企

業內部員工協助方案部門，除了可以直接協助解決員工的問

題，還可以為事業單位建立外部資源的系統，做為外部推介的

協助管道。其運作模式如圖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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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委辦 

事業單位付費委由外部具有社會工作、心理、諮啇、輔導等

專業能力的專業服務人員或機構，提供員工協助方案的專業服

務。其運作模式如圖 2-2 所示：。 

公        司 
外部資源 

社會福利機構 

專業服務機構 

其它服務機構 

協
助
方
案
部
門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員工協助方案 

內部設置 

                         圖 2-1 內部設置模式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2001) 



 22

 

 

(三) 共同委辦 

     數個事業單位共同委辦外部具有社會工作、心理、諮啇、

輔導等專業能力的專業服務人員或機構，提供員工協助方案的

專業服務。共同委辦的方式，適合人員規模較小的事業單位運

用資源共用的方式，來達到事業單位對員工的照顧。但共同委

辦的事業單位以產業背景暨內部員工特質相近為宜，才能使共

同委辦的作業方式達到共識發揮效益。其運作模式如圖 2-3 所

示： 

公        司 外部資源 

社會福利機構 

專業服務機構 

其它服務機構 

專
業
服
務
人
員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外部委辦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圖 2-2 外部委辦模式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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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聯合服務中心 

     數個事業單位聯合成立一個專門提供各企業員工協助方案

服務的「聯合服務中心」。聯合服務中心設立專人管理，聘用具

有社會工作、心理、諮啇、輔導等專業服務人員，及辦理各企

業員工請求協助的事項。其運作模式如圖 2-4 所示： 

公        司 外部資源 

社會福利機構 

專業服務機構 

其它服務機構 

專
業
服
務
人
員
或
機
構

B 公司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共同委辦 

A公司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C 公司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圖 2-3 共同委辦模式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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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服務模式之選擇，係依據組織的大小及員工對服務方案的

需求來決定，前提是必須能解決組織內員工的問題。目前人事行政局

採行勞委會(2001)之共同委辦模式，以組織背景及內部員工特質相近

之機關，共同委辦委外辦理；惟中央部會各主管機關其組織背景、內

部員工特質與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北兩棟 12 個機關應屬相近員工相

近，且中央聯合辦公大樓 98 年度推行之員工協助方案已納入非位於

聯合辦公大樓之 2機關：公共工程委員會及客家事務委員會為服務對

象，本研究欲探討目前人事行政局推動之員工協助方案擴大共同委辦

之可能性。 

 

公        司 外部資源 

社會福利機構 

專業服務機構 

其它服務機構 

B公司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聯合服務中心 

A公司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C 公司 

員工協助系統 
主管、員工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聯合服務中心 

 

員工協助方案 

 

專業服務人員 

                         圖 2-4 聯合服務中心模式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勞工委員會(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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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研究文獻 

有關國內員工協助方案之相關研究，經檢視全國碩博士論文及相

關網站，茲彙整如表 2-5 所示： 

表 2-5 有關員工服務方案相關研究一覽表 

研究者 年代 論文名稱 研究發現(建議) 

蔡文皇  1997 員工協助方

案對員工工

作滿意與組

織承諾之影

響 

研究發現：（一）員工協助方案目前

所實施的情況都還不夠，都還需要努

力加強。（二）在分群方面代表當公

司營業收入越多時，其比較有能力來

增加員工的福利；在產業方面金屬機

械工業、資訊電子工業、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之間所實施員工協助方案

的程度是一樣。（三）影響員工工作

滿意的顯著變項為「申訴溝通類」，

而影響員組織承諾的顯著變項為「申

訴溝通類」、「諮商諮詢類」。 

陳思潔  2000 員工協助方

案與員工問

題之關聯性

研究 

研究建議企業能透過員工協助方案

的落實來協助員工解決有關生理、心

理、家庭及工作上的問題，更進一步

的改善員工之工作適應性。 

郭嘉珍  2000 員工協助方

案需求與工

作滿足，生

活品質，組

織承諾，之

相關性探討 

研究結果發現： 

1. 員工協助方案需求-健康面對「工

作滿足」有正向影響。 

2. 員工協助方案需求-工作面對「組

織承諾」有正向影響。 

孫景棠 2001 台灣企業推

行員工協助

方案對員工

研究發現：需求依序為「工作面的協

助方案」、「管理面的協助方案」、「健

康面的協助方案」、「生活面的協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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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度與組織

績效之研究 

案」、「其他面的協助方案」。 

滿意度方面：滿意度依序為「生活面

的協助方案」、「工作面的協助方

案」、「其他面的協助方案」、「諮詢服

務方式」、「管理面的協助方案」、「健

康面的協助方案」、「組織績效」、「組

織承諾」。 

由研究可知，公司推行員工協助方案

有助於員工工作的穩定度，具體言如

提高生產力、減少工作意外、減少缺

勤及轉業率、增進工作場所的和諧，

簡言之可達成公司的組織績效，與增

強員工對組織的承諾。 

韋美西  2002 員工協助方

案與員工離

職率之關係

探討 

台灣員工協助方案執行狀況可分為

四大類，有全方位導向、工作導向、

工作健康導向型與低執行導向之企

業。研究結果驗證執行員工協助方案

程度較完整的企業，確實可降低員工

離職率。但企業本身若無法有效瞭解

員工離職原因，而未能予以控制這些

潛在離職因素的話，實施再多的員工

協助方案也無法降低企業本身員工

離職率。因此當企業決定要施行預防

員工離職之措施時，一定要全面審視

企業員工離職之原因，對症下藥，這

些措施也要以 bundle(面面具到包裹

概念)的型式推出，如此才可達到預

防員工離職的目標。 

郭守軒 2002 組織員工協

助方案執行

之資源連結

對企業組織在執行員工協助方案之

資源連結工作時，給予以下建議：(1)

企業組織應針對資源相關資訊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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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探討 有效之管理機制；(2)企業組織應加

強資源問題解決能力；(3)企業組織

應引進相關專業人才進行資源連結

工作。 

陳音言  2002 中小企業領

導風格、企

業文化與推

行員工協助

方案內涵之

關聯性研究 

研究結果：（一）中小企業主管普遍

認同員工協助方案功能，亦有提供員

工協助的需求。（二）中小企業主管

對於員工協助的需求層面主要在於

與工作相關問題方面，而員工個人和

健康方面的問題普遍不被重視。（三）

中小企業已推行之員工協助方案與

員工實際遇到之問題以及企業認為

需要提供的項目之間仍有一段落

差。（四）管理者之教育程度與領導

風格會影響員工協助方案名稱的認

識。（五）管理者之領導風格會影響

員工協助方案功能的認同。（六）管

理者之教育程度、職稱、領導風格與

企業曾遇到之問題會影響對員工協

助方案需求的程度與項目。（七）中

小企業之職福會、員工問題、對員工

協助內容的需求會影響企業已推行

之方案內容。（八）中小企業之企業

特性、員工問題、對員工協助方案的

認識、對員工協助內容的需求會影響

員工協助之服務方式。 

王楨雅  2003 工作家庭協

助方案對於

員工組織承

諾的影響─

以台灣地區

研究發現，不論是整體的探討工作家

庭協助方案，或是單獨的探討各項工

作家庭協助方案，對於組織承諾的影

響，大多圍繞在情感性承諾之上，產

生正面的影響。此外，由於對於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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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

為例 

承諾有顯著影響的工作家庭協助方

案，應是組織資源運用以及分配的重

點，因此，在本研究分析所蒐集的樣

本結果發現，「健康醫療」、「生活便

利措施」、「住房津貼」、「家庭照顧假

期」等四個方案對於員工的情感性承

諾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企業雇主，

更應該針對此類工作家庭協助方案

設計，提供員工更良好的工作環境，

以提升員工生產力以及組織競爭力。

陳威廷  2003 企業執行員

工協助方案

之影響因素

研究 

研究發現企業資本額愈大，企業所採

用員工協助方案數量愈多；企業為歐

美外資主導的企業，企業所執行的員

工協助方案數量愈多；高科技製造業

較傳統製造業所執行的員工協助方

案數量較多；高科技製造業的企業，

企業執行健康方面協助的員工協助

方案愈多。這表示員工協助方案雖能

使員工改善其工作績效，回復應有的

工作水準，但若想要施行完善的員工

協助方案仍是須有足夠的資本額。此

外，本研究建議台灣企業，若要執行

員工協助方案，應重視「包裹」

(bundle)的整體性概念，而非以量多

取勝的設置模式。並且妥善地運用社

會資源，將非核心的員工協助方案以

外設模式或整合模式進行業務外

包，減輕內部承辦人員的業務壓力，

也可收完整專業性服務之效。如此，

才能徹底發揮員工協助方案的真正

效益，達到協助員工解決其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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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現的個人問題。 

陳立秦  2003 員工協助方

案與工作壓

力之關聯性

研究 

研究顯示公司 EAPs 的實施與需求程

度有顯著差異（工作協助、生活協

助、健康協助），其工作壓力（離職

傾向、憂鬱、焦慮、生理反應）與實

施程度達顯著負相關，並檢定出愈低

的生活協助有愈高的工作壓力；而工

作壓力與需求程度則達顯著正相

關，愈需要工作協助的員工有愈高的

工作壓力。此外，男性、年紀輕、教

育程度高、工程師有較高的需求程

度；未婚、年紀輕、教育程度高、年

資低、工作時數長的員工則有較大的

工作壓力。因此，透過本研究對員工

協助方案與工作壓力之相關研究，本

研究建議企業能透過員工協助方案

的落實來協助員工解決有關生理、心

理、家庭及工作上的問題，更進一步

的改善員工之工作壓力。 

許少宗  2003 從員工協助

方案觀點探

討團體康樂

活動之效益 

研究顯示團體康樂活動無法使組織

成員提高對『薪資』的滿意程度。換

言之，員工需在滿足基本層次的生理

需求及安全需求後，才會對自我成長

需求層次團體康樂活動產生顯著的

影響。 

林貞莉 2003 基層員警協

助方案之研

究 

研究發現基層員警對現有警察機關

諮商輔導制度之信賴偏低。主要質疑

是專業性、能力、保密性及制度等議

題。有關服務內容之需求強度依序為

工作制度協助、組織健康協助、一般

生活協助。又大多數員警較能接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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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模式。而員警特性之差異卻會影響

方案需求。 

陳少文  2004 臺北市政府

警察局員工

協助方案之

研究 

員工協助方案應不能只設定在管理

角度，定位在諮商輔導層次，還要定

位在社工的層次，當員警的傳聲筒，

將員警意見看法回饋給組織，以求改

善因應之道。員工協助方案應以宏觀

的角度推行比較容易成功。 

邱登祥  2005 國營事業推

動員工協助

方案實施成

效之探討 -

台灣電力公

司同心園地

之個案研究 

本研究對個案公司所推動之 EAPs 獲

得以下結論：台電公司 EAPs 實施模

式係採用整合模式，頗為符合台電公

司的需求，方案中涵蓋：「工作」、「生

活」與「健康」三大層面因此實施內

容完整，流程中包括個案確認、諮

商、輔導、轉介、治療等步驟，實施

流程明確而嚴謹。本研究亦認為台電

公司 EAPs-同心園地，從輔導案件之

增加及品質提升，園丁人數之成長，

服務內容之多樣化，許多成功的輔導

案例，政府機關及社會的肯定和激

勵，員工的滿意度等，無論從主觀及

客觀之立場，或從品質及效益的觀

點，其實施成效值得肯定，而影響台

電員工協助方案實施成效的因素中

以 EAPs 實施模式、單位主管支持程

度與園丁特質最為關鍵。 

華幸娟  2005 企業推動員

工協助方案

與組織文

化、組織承

諾關聯性之

本研究結果如下，以說明員工協助方

案、組織文化與組織承諾之關聯性：

一、組織文化對於員工協助方案，具

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其中，支持型文

化、官僚型文化、創新型文化與諮商



 31

研究 輔導方案具有顯著相關；支持型文

化、創新型文化與成長教育方案具有

顯著相關。而組織文化與生活照顧方

案無顯著相關。 

二、員工協助方案對於組織承諾，具

有顯著正向之影響。其中，諮商輔導

方案與留職承諾、發展承諾具有顯著

相關；成長教育方案與留職承諾、發

展承諾具有顯著相關。而生活照顧方

案與組織承諾無顯著相關。 

三、組織文化對於組織承諾，具有顯

著正向之影響。其中，支持型文化與

留職承諾、發展承諾具有顯著相關；

創新型文化與留職承諾、發展承諾具

有顯著相關；而官僚型文 化與組織

承諾無顯著相關 

劉一敏  2007 企業辦理員

工協助方案

影響因素之

探討-以員

工諮商服務

為例 

研究得知，目前國內仍有半數以上之

企業尚未辦理員工諮商服務，已辦理

之企業在委外及內置的比例並無顯

著差異；當員工人數越多、資本額及

年營業額越高時，企業辦理比例越

高；在企業主要資本來源上，美商及

歐商公司採委外的比例較高，而台資

公司則傾向以內置模式辦理。 

企業選擇委外辦理之主要因素為「可

提供員工較高的保密性及隱私權」、

「可提供員工較多樣性且完整的專

業性服務」、 「可提供員工較隱密而

舒適的諮商空間」等；企業選擇內置

模式的主要原因為「可直接協助解決

員工的問題」；企業未辦理的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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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企業缺乏設立諮商制度之經

驗」。 

郭人嘉  2007 海岸巡防機

關員工協助

方案之研究 

研究文發現，海岸巡防機關人員的問

題分為工作面及生活面兩大類，而對

員工協助方案的認知則期待其是在

獨立、專業、專責、保密的原則下，

採用「內置與委外式」之混合模式，

並在試辦期間僅為員工本身服務，針

對工作、生活及健康等層面，提供多

元化的協助。本文建議，海巡署可依

目前組織情境、條件，能力與預算之

狀況，分階段性進行方案建構，再逐

漸統合成一綜合性的員工協助方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由以上的研究文獻發現，我國約至 2000 年代才有較多員工協 

助方案的研究，我們不難發現，大部分的研究對企業採行員工協助方 

案除可以協助員工解決有關生理、心理、家庭及工作上的問題，更能 

改善員工在工作適應性的結果給予正面的肯定。 

為使公務人力的能更有效的運用，行政院訂定「行政院所屬中央 

機關學校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促使公務機關正式開始推行員工

協助方案。而目前對於員工協助方案之研究多以企業組織為主，對公

部門員工協助方案探討文獻並不多，以公務同仁為探討對象之論文資

料僅有林貞莉(2003)、陳少文(2004)及郭人嘉(2007)等三篇，而且研

究對象多以工作性質較特殊之警察及海巡人員為主，無以一般機關人

員對探討對象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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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民對政府服務及效能需求日益提高，公務人員之職責及工 

作量便日益加重，公務人員能否在工作、個人問題及家庭之間取得平

衡，影響其工作績效及公部門提供服務品質，公部門推行員工協助方

案仍持續推廣進行中，本研究欲探究目前員工協助方案之內容是否切

合員工真正之需求，其運作方式之有無問題或缺失，並根據研究結果

提供具體建議，作為未來公部門推行員工協助方案之參考及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