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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經濟、社會、環境三者平衡發展是追求永續的基石，充分就業與尊
嚴勞動則是經濟發展的後盾，聯合國高峰會通過的永續目標八
（SDG8）將尊嚴勞動與經濟發展並列，明白揭示「促進持久、包容
與永續之經濟成長，實現全面、具生產力之就業與尊嚴勞動」。本
研究主張，經濟發展的基本運作單位是企業組織，而企業的組成單
位則是個體，優質的職場勞動環境是優質管理的體現，其產出就是
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的
建構，透過個體經驗匯集成為集體知覺氣氛，建立微視層次觀點的
透視輪廓，覺察各權益相關人與單位的尊嚴勞動水平。研究目的是
希望從工作心理學的角度，探討個體乃至於社會組織集體性的尊嚴
勞動心理覺知內涵與相關影響因素，降低治理風險，創造優質勞動
與優質管理機制可能性。
為發展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的架構，本研究採取質量並重的研究
策略，首先以焦點團體法與訪談研究來匯集不同行業企業主管對於
尊嚴勞動的看法，並編製自由反應問卷蒐集一般工作者對於尊嚴勞
動的相關議題指標的反應。第二階段則發展評量題項，評估工作者
對於工作職場的尊嚴勞動感受，並納入效標測量來評估社會心理測
量指標的效度。在焦點團體與訪談研究部分，共完成四場企業中高
階主管的焦點團體與六位資深管理人員的職場經驗，整理出多項臺
灣企業職場關鍵要素。此外，本研究實施網路問卷調查蒐集66位工
作者對於尊嚴勞動的自由反應意見共167則條目，經過內容分析進行
主題抽取，參酌Duffy et al.（2017）基於工作心理理論所建構的
尊嚴勞動心理指標研究，以及Webster et al.（2015）與Anker et
al. （2003）的評量工具，本研究發展出「身體與人際安全」、「
健康醫療」、「適切補償」、「自由工時」、「組織家庭價值契合
」、「公平勞動待遇」、「工作穩定與安全」、「社會對話與職場
關係」等八個尊嚴勞動向度，進行適合臺灣持場情境的評量題庫共
24題，以工作滿意度與留職傾向為效標變數，收集354位工作者的有
效問卷。分析結果得到全體題項的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91，分量表係數介於.519至.846。尊嚴勞動心理社會指標當中的
「社會對話與職場關係」不論對於「工作」或「機構」都有一致的
高度影響力，「健康醫療」與能預測「機構」正向反應，「組織價
值」則與「工作」有關，勞動尊嚴的感受對於「工作」與「機構」
的影響具有區別性，同時也能夠預測生活與工作幸福感。總結本研
究的發現可知，尊嚴勞動的八個核心向度具有具體的評測內涵，經
由臺灣勞動者的心理社會評量發現對於不同職場反映具有區別預測
力，最重要的發現是，社會對話與職場關係的維繫，是最能帶給勞
動者良好感受的關鍵因素。本研究同時也分析了相關的背景變數對
於尊嚴勞動的影響，同時也對於管理意涵提出討論。

中文關鍵詞： 尊嚴勞動、永續發展、優質管理、心理社會指標

英 文 摘 要 ： The balance of the three pillars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are the core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United Nations propos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September 2015 to
‘promote sustained,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under the title of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SDG8).  In this study, we consider that the
operational agency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basic unit of enterprises is the individual
employees.  The quality employment environment is the
presentation of quality management with an outcome of
productivity.  Based on the micro-level perspective to
decent work, a psychological-social index c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the perception of quality employment at the
individual as well as social levels.  Furthermore, by
integration of the basis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 design,
the impact factors of micro-macro level of decent work and
its outcome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are able to be
explored.  As a result, the risk of governance would be
reduced and the framework of quality management could be
proposed.
To create a “psychological-social inventory of decent
work” by fulfilling Taiwan’s society reality, four focus
groups with six interviews of the execute manager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were completed.  Furthermore, a total
of 167 sentence items from 66 individuals collected from
the open-ended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ese materials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Duffy et al. (2017) of the
psychology of working theory as well as the evaluative
tools created by Webster et al. (2015) and Anker et al.
(2003), a 24-items scale of decent work was proposed for
measuring 8 dimensions: “Physically and Interpersonally
Safe Working Conditions”, “Access to Health Care”,
“Adequate Compensation”, “Hours that Allow for Free Time
and Rest”, “Organizational Values Complement
Family/social”, “Fair treatment in employment”,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t work”, “Organizational
dialogue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This scale was
distributed on online and collected 354 responses.  The
Cronbach’s  for total scale was .91, for dimensions were
ranged from.519 to .846. For the criterion validation, the
dimension of “Organizational dialogue and workplace
relations” was consistently correlated with job-related
and institutional-related satisfaction and retention,
meanwhile the “Access to Health Car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related criterion and
“Organizational Values Complement Family/social”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job-related criterion.  Analyses
of validity revealed that the scale of decent work can
differentiate the prediction of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of “job” and “institution”. By the end,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vidences of the quality management is



discussed for suppor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英文關鍵詞：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decent work, quality
management, psychological-social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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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2015年9月，聯合國高峰會通過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凝聚全球共識承諾在2030年前達到消弭極端貧窮、對抗不平等、處理氣候變遷等17項目

標，致力於經濟成長、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永續三綱（three pillars）的達成，以經濟

（economy）為首的永續目標包括了SDG8（經濟發展與尊嚴勞動）、SDG9（工業化、創

新與基礎建設）、SDG10（消弭不平等）與SDG12（負責任的生產消費循環）（圖1）。其

中作為價值創造、發展經濟、創造永續發展目標有利環境的SDG8，可追溯自國際勞工

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於1999年所倡議的尊嚴勞動（decent work），

在SDG8當中，具體指出應以經濟發展為後盾，追求10+2個細項目標（如表1），藉以「促

進持久、包容與永續之經濟成長，實現全面、具生產力之就業與尊嚴勞動」。 

基本上，ILO初始倡議尊嚴勞動時，其核心價值是為捍衛勞動人權、落實國際勞動

基準（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對於經濟發展並無特別的強調。當時勞權倡議者所

使用的語言多是社會或經濟等總體層次的主張，實踐目標也多從國家或區域發展指標落

實的角度出發（例如Ghai, 2003; Burchell et al., 2013;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 

2014），因此即刻成為勞權團體的核心價值主張，也成為各國政府勞動與勞工政策的主

要施政目標。然而從SDG8所宣示的目標內容來看，尊嚴勞動隱身於促進就業與積極生

產的背後，具有濃厚的市場導向價值（Frey, 2017），如此一來也賦予尊嚴勞動得以永續

發展的可能。 

 

 

圖1 永續三綱與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聯示意圖 

（資料來源：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re, https://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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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永續發展目標 8 的各細項目標（targets） 

8.1 依據各國情勢維持經濟成長，特別是低度發展國家每年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至少
7%。Sustain per capita economic growth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circumstances and, 
in particular, at least 7 per cent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per annum i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8.2 藉由多元化、技術升級與創新，成就高水準的經濟產出，包括聚焦於高附加價值與
勞力密集的產業。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c productivity through diversification,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including through a focus on high-value added and 
labour-intensive sectors 

8.3 主張發展導向政策來支援生產活動、創造尊嚴就業、創意創新與創業，並鼓勵微型
與中小企業的正式化與成長，包括財務服務的介接。Promote development-oriented 
policies that support productive activities, decent job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and encourage the formalization and growth of micro-, small- and medium-
sized enterprises, including through access to financial services 

8.4 在 2030 年以前，漸進改善全球能源使用與生產效率，在十年永續使用與生產計畫架
構下，由已開發國家帶領，致力減緩吸納經濟發長當中的環境惡化。 Improve 
progressively, through 2030, global resource efficiency i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nd 
endeavour to decouple economic growth from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10-year framework of programmes on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aking the lead 

8.5 在 2030 年以前，實現所有性別的全面生產就業與尊嚴勞動，包括青年與身障人士，
達成同工同酬。By 2030, achieve full and productive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 for all 
women and men, including for young people and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 

8.6 在 2020 年以前，大幅減少青年失業、失學或未接受訓練的比例。By 2020, substantially 
reduce the proportion of youth 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 

8.7 採取立即且有效的評估監控，消除受迫勞工、終結現代奴工與人口販賣非法交易，
確保禁止並消除惡劣形式的童工，包括童兵招募與派用，到 2025 年以前終結任何形
式的童工。Take immediat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eradicate forced labour, end modern 
slavery and human trafficking and secure the prohibition and elimination of the worst forms 
of child labour, including recruitment and use of child soldiers, and by 2025 end child labour 
in all its forms 

8.8 為所有工作者保障勞工權益、促進安全、確保工作環境，包括移動勞工，尤其是女性
與危勞工作者。Protect labour rights and promote safe and secure working environments 
for all workers, including migrant workers, in particular women migrants, and those in 
precarious employment  

8.9 到 2030 年，制定及實施政策來促進永續發展的觀光業，藉以創造就業並促銷當地文
化與產品。By 2030, devise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o promote sustainable tourism that 
creates jobs and promotes local culture and products  

8.10 強化國內金融機構效能，鼓勵並擴大每個人接受銀行、保險與金融服務。Strengthen 
the capacity of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ncourage and expand access to banking,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for all 

8.A 增加開發中國家的貿易援助（AFT）支持，尤其是為低度發展國家，包括提供進階的
「低度開發國家貿易相關技術援助整合架構」 Increase Aid for Trade suppor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cluding through the 
Enhanced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rade-Relate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8.B 到 2020 年，發展並實施青年就業全球策略，並落實國際勞工組織的「全球就業方
案」。By 2020, develop and operationalize a global strategy for youth employment and 
implement the Global Jobs 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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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SDG8的前三個子目標為例，永續發展目標主張維持相當程度的經濟成長（8.1）、

聚焦高附加價值與勞力密集並促進產業升級（8.2）、提出發展導向政策來支援生產活動、

創造尊嚴就業、創意創新與創業（8.3），皆是經濟市場導向語言，與傳統維權導向捍衛

勞動基準的動機明顯不同。很明顯的，永續發展目標雖將尊嚴勞動列於經濟發展之前，

但並未凌駕於經濟發展之上。具體細項目標當中也未明確使用「尊嚴」之關鍵用詞，但

卻「內化」到各項目標達成的具體任務當中，顯見目標制訂者所欲達成的「發展與尊嚴

並存具進」的意圖，也提供了目標能夠落實的可行基礎。 

 

二、尊嚴勞動的定義與內涵 

有鑑於全球日益嚴重的工作與貧窮問題，ILO主席Juan Somavia在1999年的國際勞

工大會（International Labor Conference）提出尊嚴勞動的概念，主張「在自由、平等、

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並有社會安全保障的具有生產收益的

工作」（表2）。 

 

表2  國際勞動組織的尊嚴勞動綱要 

維護工作權 

rights at work 

基於 ILO 基本勞動原則與權力主張，維護四項核心勞動條件 (1)集社

自由與集體談判權, (2)拒絕強迫或奴易勞動 (3)消滅童工 (4)去除就業

歧視 

促進就業 

fostering employment 

訂定政策、目標與行動策略來達成具有合理薪酬的完全就業，提供所有

人獲得充分的、具生產性且符合尊嚴勞動的就業機會，藉以消滅貧窮。 

社會保障 

social protection 

避免惡劣工作條件，確保職場工作安全，提供帶薪休假與失業、老年、

殘障、意外事故、生育等就業保障 

組織對話 

social dialogue 

基於勞資政三方折衝協商，達成社會各層面的共識，創造社會穩定。制

訂政策確保勞工發聲，建立和平解決衝突的機制。 

來源：國際勞工組織 ILO, Decent Work: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87th Session, 1999),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87/rep-i.htm   

 

尊嚴勞動綱要當中，最重要的主張是維護四項核心勞動條件：集社自由與集體談判

權、拒絕強迫或奴易勞動、消滅童工、去除就業歧視，其次才是促進就業。事實上，尊

嚴勞動綱要的主要內容是國際勞動基準（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的具體實現，例

如結社自由和組織權 (Freedom of Associ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Organise 

Convention, 1948; 第87號公約)、組織與團體協商權(Right to Organise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Convention, 1949; 第98號公約 )、雇用最低年齡與童工雇用之禁止 (the 

Minimum Age Convention, 1973; 第138號公約 )、男女勞工同工同酬公約（Equal 

Remuneration Convention, 1951; 第 111 號 公 約 ） 與 歧 視 的 禁 止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第111號公約)、禁止強迫勞動(Abolition 

of Forced Labour Convention, 1957; 第29號與105號公約)。國際工聯（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ITUC）將每年10月7日訂為「全球尊嚴勞動日」（World Day for Decent 

Work, WDDW），呼籲全球各地勞工組織發起各種活動捍衛勞動尊嚴。顯見尊嚴勞動的

本質帶有濃厚的人權主張（Frey, 2017）。 

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standards/relm/ilc/ilc87/rep-i.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B7%A5%E5%90%8C%E9%85%AC


4 

 

三、尊嚴勞動綱要與評估指標 

尊嚴勞動的概念起源，是將勞工階級視為經濟命運共同體，核心價值定位於捍衛勞

動人權，因此得以提出明確的社會人權指標來評估各國尊嚴的進程與水準，最普遍被引

述的尊嚴勞動指標是ILO官方的尊嚴勞動綱領（DWA; Decent Work Agenda）（Anker et al., 

2003），包括六向度與11項指標。列舉如下： 

（一）工作機會（opportunities for work）：沒有工作就無尊嚴議題可言，因此任何人只

要有需要均能找到工作。 

（二）工作自由（work in conditions of freedom）：工作是個體未受脅迫與壓迫下的基於

自由意願的結果，包括加入工會組織的自由。 

（三）工作產出（productive work）：具有生產力的工作是勞動者個人和他的家庭能夠維

持生計的基本要件，也才能確保企業及國家的發展與競爭力。 

（四）工作平等（equity in work）：代表勞工在工作上有平等及公平機會與對待。免除工

作歧視、獲取工作無礙，並能得到工作與家庭生活的平衡。 

（五）工作安全（security at work）：意指工作能夠提供健康保障、退休照顧及家計生活

之必要協助，能提供足夠財務及健康危害的保障。 

（六）工作尊嚴（dignity at work）：勞工在工作上受到尊重，能表達意見與參與決策。 

至於11項尊嚴勞動指標分別為：受雇機會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非可接受性工

作 Unacceptable work、適切收入與生產性工作 Adequate earnings and productive work、

尊嚴工時 Decent hours、穩定與安全工作 Stability and security of work、工作與家庭平衡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life、公平勞動待遇 Fair treatment in employment、安全工作環

境 Safe work environment、社會保障 Social protection、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 Social 

dialogue and workplace relations、尊嚴勞動的經濟社會脈絡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ext 

of decent work。 

基於DWA架構，其他特殊評估指標也被逐一提出，例如工作品質指標（Davoine, Erhel 

& Guergoat-Lariviere, 2008; Tangian, 2009）、工作危勞指標（Tangian, 2009）、優質工作指標

（Deutschen, Gewerkschaftsbundes, DGB, 2016）、心理健康指標（OECD, 2012; Tangian, 2009）、

歐洲工作概況調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s, EWCS）（Eurofound, 2012）、歐洲

價值調查（European Values Surveys, EVS）、工作概況調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 

Survey, EWCS）（Davoine & Méda, 2008），這些評估指標皆為總體層次的社會性指標。 

相對之下，本研究從個體感知的角度出發，發展評估尊嚴勞動的社會心理指標，透

過個體經驗匯集成為集體知覺氣氛，建立微視層次觀點的透視輪廓，覺察各權益相關人

與單位的尊嚴勞動水平，希望從工作心理學的角度，探討個體乃至於社會組織集體性的

尊嚴勞動心理覺知內涵與相關影響因素，降低治理風險，創造優質勞動與優質管理機制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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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概念與文獻整理 

一、臺灣勞動條件與經濟發展 

我國政府基於國際公民一員的社會職責，也基於維護勞動人員遵循國際公約及勞動

基準，甚早即把尊嚴勞動的概念納入勞動政策，例如勞動部前身的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即

以「提升人力素質，營造友善工作環境、促進勞資和諧、實現尊嚴勞動」為核心價值，

提出「平等、人性、安全、尊嚴」四大施政理念（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10），宣示實

現尊嚴勞動理念。國民黨主政時代，甚至已經把尊嚴勞動的概念納入國民教育，除將尊

嚴勞動概念納入學校教材，中小學公民課程及大學通識教育也編列勞動相關教育內容。 

然而勞動條件的改善，相當程度與經濟狀況有關。根據中華人權協會的調查（劉梅

君, 2015），臺灣地區勞動人權的得分從2006年至2009年間，因為金融海嘯的衝擊，隨著

GDP惡化而緩步下降，2009至2010也隨經濟復甦而上升，然後2011至2013年間，再度隨

著經濟情勢惡化而連年下降後，從2014年起連續三年也隨著GDP成長率提升而逐漸提高

（如圖2所示）。 

 

 

圖2  我國2006-2015勞動人權評比概況與經濟成長率關係圖示 

（資料來源：經濟成長率資料取自行政院主計處統計資料。勞動人權資料最新年度為2015年度，

2018.12.31擷取自中華人權協會網站https://www.cahr.org.tw/wp-content/uploads/2018/07/2015台

灣勞動人權指標調查報.pdf）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結社自由、集體協商與爭議 2.95 2.90 2.72 2.86 2.95 2.97 2.96 2.68 2.79 3.07

勞動條件與解僱保護 2.80 2.92 2.77 2.75 2.84 2.87 2.94 2.63 2.89 3.03

弱勢勞工 3.29 3.17 3.17 3.08 2.99 3.16 3.03 2.69 3.10 2.74

社會保障 2.95 2.92 3.15 3.07 3.10 3.26 3.10 2.69 2.98 3.16

勞動人權總平均 2.96 2.99 2.91 2.89 2.84 2.99 2.85 2.57 2.80 2.99

經濟成長率 5.62 6.52 0.7 -1.57 10.63 3.8 2.06 2.2 4.02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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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臺灣地區勞動人權的雖然不盡理想，到104年（2015）調查年時，除了

「弱勢勞工保障」因為納入非典型就業的評估而使得整體評價略有下降之外，另外三項「結

社自由、集體協商及爭議處理」、「勞動條件與解雇保護」及「社會保障」持續進步。 

從相關的經濟指標來看，2016年勞基法修法實施以來，台灣工業與服務業平均薪資

呈現上揚趨勢（林宗弘, 2017），中研院社會所2017年6月所執行的社會意向調查也顯示，

雖有近八成不滿一例一休，但也有近九成（88%）的受訪民眾感受工資與工時並未受到

不利影響，進一步從政黨屬性的交叉分析可得知，民眾感受差異明顯受到政治立場的影

響，這也說明為何勞基修法立意良善卻紛擾不斷，一方面是年金改革影響民眾主觀感受，

媒體大肆報導負面消息，正也說明勞動人權的主張涉及的不僅是民生議題，更與社會與

政治有關，政府治理即使坐有成效，政治因素或媒體輿論關係更大，而非理性評估結果。 

 

二、尊嚴勞動理念落實與優質管理的銜接 

SDG8的目標達成，有相當程度取決於經濟發展的進程。然而經濟發展的基本運作

單位是企業，而企業所追求的是最大利潤與成長存續，若單純從交換關係來看，資方提

供技術資源與資本，透過管理手段來確保績效、產出與利潤，勞方提供勞動力來完成企

業目標與任務，勞動結果換取所得報償（earning compensation）。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下，

企業利益關係人除了股東、銀行與債權人，也包含全球營運環境下的員工、供應商、競

爭者、社區和消費者等，治理制度和標準無法侷限在單一國家的法律結構，同時企業必

須在競爭環境下接受全球市場考驗，並在就不同社會文化條件下調整策略方向與管理程

序來善盡企業責任。 

從企業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觀點來看，尊嚴勞動不僅難以成為公司監理管

控的優先要務，反而是影響企業利益的成本要素與額外的社會責任支出，因此從企業治

理的最大共同利益原則來看（Prakash & Hart, 2000），除非尊嚴勞動的成果納入成為各

企業的共同利益，並且經過妥善組織與工作設計，運用權力引導、控制並透過管理程序

來安排所屬成員進行合宜的活動，以社會責任為基本價值的尊嚴勞動很難與企業治理當

中的利潤優先價值並存。這也是為何尊嚴勞動的概念雖然獲得維權人士的擁護，甚至於

各國政府勞動部門的歡迎肯定，但是其意識形態的本質以及朝向勞動市場傾斜的內涵，

卻也成為落實尊嚴勞動的企業治理挑戰的無形包袱。 

本研究主張，經濟發展的運作單位是企業，而企業的組成單位則是個體，優質的勞

動環境是優質管理的體現，其產出就是經濟發展的成果。基於企業內部治理的積極功能，

透過完整制度的設計與執行，提升策略管理效能並監督管理行為，得以保障主要利益關

係人的應得報酬，並兼顧其他利害關係人利益（葉銀華、李存修、柯承恩，2002）。因

此，為使尊嚴勞動的價值得以融入企業治理當中成為相關利益關係人所接受的共同利

益，本研究將配合社會心理指標的建構，導入工作與組織設計（work and organization 

design）觀點，從工作心理學的角度，探討尊嚴勞動的心理覺知內涵，並討論創造優質

勞動與優質管理機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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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追求尊嚴勞動的實現，一些學者主張從實務/微觀的角度，來推動尊嚴勞動與

企業治理與管理作為的整合。例如工作心理學架構（psychology of working framework; 

PWF）即整合了過去職業與諮詢心理學對於工作環境與條件的研究，並納入了社會與經

濟因素來對應尊嚴勞動對於追求社會正義的相關內涵（Blustein, 2006, 2013）。Duffy et 

al.（2016）的工作心理理論（Psychology-of-Working Theory; PWT），更具體定義尊嚴勞

動所涉及的五個面向：(a)安全的工作條件 physically and interpersonally safe working 

conditions (e.g., absent of physical, mental, or emotional abuse), (b)適切的工時安排 hours 

that allow for free time and adequate rest, (c) 滿足社會與家庭價值的組織價值

organizational values that complement family and social values, (d)適切的報償 adequate 

compensation, and (e)足夠的健康照護access to adequate health care” (p. 130)。在最近的一

份評論報告中，Blustein, Olle, Connors-Kellgren與Diamonti（2016）呼籲尊嚴勞動的倡議

者必須同時關注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以及個人勞動經驗的一致性，才能獲致真正的福祉

感受，達成和諧且穩定的社會經濟發展。 

 

三、尊嚴勞動的評估 

從相關文獻與文件來看，尊嚴勞動的評估檢視都是透過勞動市場的整體指標來進

行，例如失業率、童工比例、就業比、工作條件、工作權保障、社會安全制度、工作歧

視、自由結社與工會發展等等（Anker et al., 2003; Ghai, 2003; Standing, 2010）。尤其是

SDG8將尊嚴勞動與經濟發展相結合後，其評估指標仍是國家層級的綜合性指標，例如

GDP（8.1.1, 8.2.1）、非正式就業人口數（8.3.1）、物質足跡含量（8.4.1, 8.4.2）、平均時

薪（8.5.1）、失業率（8.5.2）、未受教育青年比（8.6.1）、五至十七歲童工比（8.7.1）、工

傷率（8.8.1）、勞權實現率（8.8.2）、觀光業GPD占比（8.9.1）、觀光業從業人數（8.9.2）、

商業銀行與ATM比（8.10.1）、成人金融機構開戶比（8.10.2）。這些國家社會指標（nation-

societal indicators）的使用，主要是延續勞權主張者對於勞動標準實踐落實的要求，同時

也提供政府治理（government governance）與國際比較的具體客觀依據。但這些評估指

標雖被視為「客觀數據」，但屢屢被產官政學資勞各界各自解讀而缺乏共識（Blustein et 

al., 2016; Di Ruggerio et al., 2015），例如什麼是失業的定義，在各國都有所不同，不僅造

成資料解讀錯誤與誤導，更可能成為政治工具。 

在勞權思想與政府治理過程中的尊嚴勞動指標，是建立在總體層次觀點（macro-

level perspective）與社會制度的建構，也即是一種由上而下（top-down process）的監管

與控制作為，即使ILO的尊嚴勞動理念納入了組織對話，但實務上也是一種政府權力介

入下的一種協調對話機制的體現，而非來自企業實體當中的自發性追求尊嚴勞動的力

量。相對之下，在企業治理與管理作為的角度來看，尊嚴勞動則應是一種個體覺知的匯

集，也就是一種從下而上（bottom-up process）的價值建構過程，尤其可以透過個體經

驗匯集成為集體知覺氣氛，建立微視層次觀點（micro-level perspective）的透視輪廓，

亦即本研究所主張的社會心理指標（social-psychological indictors）的運用。 

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的建構，與傳統國家社會指標最大不同之處，是其存在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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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確的心理學意涵，同時也可以藉由相關學理來加以詮釋論述，甚至可以透過心理

計量評量工具的發展，進行實徵數據的蒐集，評估個體層次乃至於組織、社會層次的輪

廓圖像。例如Blustein（2006, 2008）所提出的工作心理學架構（psychology of working 

framework; PWF），納入社會與經濟因素來對應尊嚴勞動對於追求社會正義的相關內涵，

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心理學解釋論述框架。隨後Duffy et al.（2016）提出了一個更完整

的概念模型，稱為工作心理理論（Psychology-of-Working Theory; PWT），整個模型當中

的核心概念即是尊嚴勞動，Duffy et al.（2017）發展出一個帶有15個題項，藉由因素分

析法的萃取，定義出五個因子向度的心理評量工具。 

除了美國學者，南非研究團隊（Webster, Budlender, & Orkin, 2015）完成了一套主觀

測量調查問卷，葡萄牙研究團隊（Ferraro et al., 2016）也完成一份以個別勞動者自陳報

告形式的尊嚴勞動問卷（decent work questionnaire; DWQ），這些社會心理指標評量工具

的完成，提供了關於尊嚴勞動一個由下而上，由個體到集體的標準化評量指標，除了可

以應用在個別組織企業內的評估診斷之用，更可以用來評估全社會尊嚴勞動氛圍，進行

族群間比較。 

 

四、尊嚴勞動的社會心理內涵與主觀指標 

雖然心理學取向的尊嚴勞動研究處於起步的階段，但文獻上已經存在諸多與工作有

關的理論觀點與實徵研究。例如在諮詢心理學領域，甚早就關心工作者個人的性格或興

趣如何與工作有良好的適配（Holland, 1997; Dawis, 2005; Schleicher et al., 2011），適配

所帶來的好處將影響工作滿意、心理健康與幸福感（Nauta, 2013; Lent & Brown, 2013; 

Swanson, 2012），這些廣泛的工作心理學議題以經獲得研究上的支持。此外，工業與組

織心理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探討影響形塑良好的工作環境來提升工作品質（Hammer & 

Zimmerman, 2011）、工作滿意（Schleicher et al., 2011）與工作意義（Lent & Brown, 2013），

這些都是構成尊嚴勞動心理基礎的重要元素。 

PWT的概念架構是以工作意志（work volition）、經濟限制（economic constraints）、

邊緣化（marginalizaiton）、生涯調適（career adaptability）等四項前提，以及尊嚴勞動所

影響的三項需求：生存需求（survival needs）、社會連結需求（social connection）與自我

決定需求（self-determination needs），影響最終產出：工作實現（work fulfillment）與幸

福感（well-being）。理論模型中同時也列出了預應性格（proactive personality）、批判意

識（critical consciousness）、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經濟條件（economical condition）

為調節變數，影響經濟限制與邊緣化對於工作意志、生涯調適能力、尊嚴勞動三者的關

係。不論是PWF或PWT理論，皆把歧視、壓迫、工作障礙、低工作意志等社會文化體系

當中的關於工作與生涯發展當中有關的負向因素納入尊嚴勞動的影響因子，將心理健康

與幸福福祉放入工作人權當中。 

Webster, Budlender與Orkin（2015）在國際勞動組織的機關刊物國際勞動評論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發表了一份關於調查尊嚴勞動情形的問卷指標，研究者

提出了九項指標：就業機會（employment opportunities）、工作穩定與安全（st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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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at work）、適切報償與生產力（adequate earnings and productive work）、合宜工時

（decent hours of work）、工作家庭與個人生活平衡（combining work,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平等機會與對待（equal opportunity and treatment）、安全工作環境（safe work 

environment）、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組織對話的提升（promotion of social dialogue）。

研究者以南非豪登省的1206位任職於農業生產、社會安全、觀光休閒等三個產業的工作

者，以是否兩點尺度檢核表形式進行調查，比較三個產業在九項尊嚴勞動指標上的百分

比高低差異，同時也檢驗了性別差異，研究結果發現三種產業工作者評比最高者是平等

機會與對待，以及安全的工作環境，評分最低則是組織對話。研究者進一步利用因素分

析法，探討這九項心理社會指標的因素結構，得到兩因素結構：因素一是條件因子，包

括工作穩定安全、適切的報償產出、社會安全與對話，另一個因素則是環境因子，包括

工作與生活平衡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的一群研究者發展了一項帶有31個題項的尊嚴勞動問卷

（decent work questionnaire; DWQ）（Ferraro et al., 2016），用來評估基本工作原則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Values at Work）、適切工時與負荷（Adequate Working Time 

and Workload）、工作生產與實現（Fulfilling and Productive Work）、公民表現的回報

（Meaningful retribution for the exercise of citizenship）、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機

會（Opportunities）與安全健康（Health and Safety）等七個因子。研究樣本為葡萄牙與

巴西兩地的工作者近1700名勞工樣本。雖然作者呼籲其他學者參與DWQ的翻譯成其他

語言進行跨族群的比較，但該評量工具帶有濃厚的地域特殊性，若應用於不同文化體系

時可能需要進行重新修訂的工作。 

最近，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研究團隊Duffy et al.（2017）延續其團隊所提出的工作心

理理論（PWT），進行了一項基於工作心理理論所建構的尊嚴勞動心理指標研究，發展

出15題的尊嚴勞動量表，該量表除了提供總指標分數，並計算五項主觀性的指標分數：

身體與人際安全（Physically and Interpersonally Safe Working Conditions）、健康醫療勞退

照顧（Access to Health Care）、適切報酬補償（Adequate Compensation）、合理自由工時

（Hours that Allow for Free Time and Rest）、組織家庭價值契合（Organizational Values 

Complement Family and Social Values）。 

Duffy et al.（2017）的研究發現，各指標與這些效標均有顯著正向關聯，其中相關

最高的效標是薪資滿意度（r=.72），其次是工作適配（r=.67）與工作滿意（r=.58），這些

數據支持了尊嚴勞動對於工作者心理狀態有非常正面的影響，對於被組織行為與人力資

源管理學者認為是重要的負向因素離職意圖（r=-.51）與職業疲憊（r=-.62）有顯著的負

向關係，如表3所示。 

Duffy et al.（2017）進行迴歸分析發現，尊嚴勞動的價值指標（組織價值與個人/社

會價值的互補）與各效標的關係最強，尤其是工作適配、工作滿意與工作意義三者。至

於報償指標則與薪資滿意有明顯的高相關，健康指標則與薪資滿意的相關較強，且高於

與健康滿意的相關，顯示尊嚴勞動的健康照護與薪資結構有更密切的關係，而非在健康

照護的經驗上。從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則發現，尊嚴勞動的五個指標最能夠解釋工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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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R2=.55），同時具有顯著解釋力的指標為價值指標（=.46）、報償指標（=.12）健

康指標（=.09），至於工作滿意（R2=.41）具有顯著解釋力的指標亦為價值指標（=.40），

其次為報償指標（=.22）健康指標、工時指標（=.15）與安全指標（=.09），對於離

職意願的預測力雖然較低（R2=.29），但仍可觀察到報償指標（=-.29）與價值指標

（=-.22）的影響力最強，安全指標亦達統計顯著水準（=-.19）。從這些分析可以看出，

各項尊嚴勞動的分項指標中，價值指標最具有穩定且高度的正向影響，其次則為報償指

標，至於安全指標也具有一定的預測力，換言之，尊嚴勞動對於工作心理要素的正向影

響，最重要指標層面在於組織與工作者個人生活脈絡價值的契合度高，薪資報償的適切

性，以及工作安全。 

 

表 3  Duffy et al.（2017）評量工具的效標分析結果 

效標變數 總體水準 安全指標 健康指標 報償指標 工時指標 價值指標 

工作安全 job safety * ** * * * * 

健康滿意 patient satisfaction ** ** ** * ** ** 

薪資滿意 pay satisfaction **** * *** **** * ** 

工作滿意 job satisfaction *** ** * ** ** *** 

工作適配 job fit *** ** * ** ** **** 

工作意義 work meaning ** * * ** * *** 

職業疲憊 occupational fatigue *** ** * ** *** ** 

離職意圖 withdrawal intention *** ** * ** * ** 

工作年資 tenure   *    

註：r.7 為高度關聯（****），r.5 為中高度關聯（***），r.3 為中度關聯（**），r.1

為低度關聯（*），無關聯（）。 

 

根據實徵分析結果，確知Duffy et al.（2017）的尊嚴勞動指標架構能夠預測相對應

的效標分數，但是跨族群恆等性檢驗（invariance test），在種族族群卻沒有得到理想結

果，雖然指標的因素結構可以視為跨種族群體穩定性（形貌恆等），但不同族群的受訪

者在指標得分的恆等性並沒有被支持（量尺不恆等），研究者指出雖然可以歸因於樣本

數不足所進行的權宜之計（例如將種族概分成主流與少數族群，而沒有細分非裔、亞裔、

西裔等不同類型的少數族裔），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去比較不同種族族群之下對於尊嚴勞

動的指標內涵是否有結構上的差異，例如高社經地位者更強調價值性，而低社經地位者

的尊嚴勞動特別著重於薪資報償與工作安全，這些從個別族群的集體心理指標的同質

性，或是尊嚴勞動的指標內涵的可類化性，以及不同社會文化體系下（例如亞洲國家或

不同社會體制國家）的尊嚴勞動在工作者心理結構的狀態的歧異性（Guichard, 2013; 

Savickas & Porfeli, 2012），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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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與設計 

由於社會心理指標是一種建基於心理計量技術，藉由個體自陳報告所得到的真實經

驗的外現反映，因此將可成為建構管理模式的數量模型素材。換言之，尊嚴勞動的社會

心理指標如果得以發展完成，將可作為優質管理模式發展的檢測工具，進而支持SDG8

理念的實現。至於發展指標程序則遵循心理計量準則與程序（邱皓政，2011; DeVellis, 

2003; Hinkin, 2005），如圖3所示。 

 

 

 

 

 

 

 

 

 

 

 

 

 

 

 

 

 

 

 
圖 3 社會心理指標發展流程（修改自邱皓政，2011） 

文獻整理與資料蒐集 

擬定指標架構 

SMEs 討論、指標項目編寫 

小樣本預試施測 

預試與項目分析 

建立正式指標系統 

技術指標建立 

（信度與效度分析） 

指標維護 

（常模的建立與更新） 

正式施測 

準備階段 

預試階段 

正式階段 

後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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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發展程序將著重於圖3當中的前三個階段，亦即準備階段的指標架構發展，以

及預試階段的指標預試與項目分析。在概念彙整階段將蒐集目前國際間所發展的指標系

統，並建立指標題庫。因此除了文獻整理與現階段工具的整理之外，尚包括指標題項編

寫與專家評鑑，據以提供項目分析過濾挑選題目之用。最後則以實際樣本的施測來探討

指標結構，並針對重要的背景變項，例如性別、年齡、產業別、職務別等背景變項進行

檢定。 

 

二、焦點團體與訪談研究 

傳統上，一般測驗量表與社會心理指標的建立，主要是為了進行抽象心理構念（例

如動機、態度、想法）的評估，然而本研究所關心的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主要是針

對真實世界當中的工作條件與勞動狀況的主觀經驗評測，評量內容涉及工作現場的狀

況，在發展指標架構與題項內容時，必須能具體對應真實情境或事件，因此第一年計畫

所遵循的心理計量準則將進行部分調整，使之能夠與實際現場狀況相符。其中最主要的

修正，是採取Motowidlo, Hanson與Crafts（1997）所提出的關鍵事件技術為基礎的主題

專家評定法（subject matter experts; SMEs），邀請不同行業的資深工作者（領域專家）進

行焦點團體，針對重要的關鍵事件來發展與尊嚴勞動各主要向度有關的描述。作為發展

指標題項的依據。經過SMEs充分討論，可提供良好的指標內容涵蓋性，提高代表性與

真實性，實務價值高（Weekley, Ployhart, & Holtz, 2006）。 

焦點團體的討論題綱將配合前述所整理出來指標架構，逐一列出交由SMEs討論具

體事例與尊嚴勞動之內涵為何。為使SMEs有共同的討論焦點，題綱將首先列舉關於尊

嚴勞動的發展背景，例如：「有鑑於全球日益嚴重的工作與貧窮問題，1999年國際勞工

大會當中提出『尊嚴勞動』的概念與主張，希望世界各國的勞動者能『在自由、平等、

安全與尊嚴的條件下，有足夠酬勞、權益受到保護並有社會安全保障的具有生產收益的

工作』，其中有四項主要的精神：維護工作權（維護四項核心勞動條件 (1)集社自由與集

體談判權, (2)拒絕強迫或奴易勞動 (3)消滅童工 (4)去除就業歧視）、促進就業（訂定政

策、目標與行動策略來達成具有合理薪酬的完全就業，提供所有人獲得充分的、具生產

性且符合尊嚴勞動的就業機會，藉以消滅貧窮）、社會保障（避免惡劣工作條件，確保

職場工作安全，提供帶薪休假與失業、老年、殘障、意外事故、生育等就業保障）、社

會對話（基於勞資政三方折衝協商，達成社會各層面的共識，創造社會穩定。制訂政策

確保勞工發聲，建立和平解決衝突的機制）」。 

本研究的 SMEs 樣本為研究執行者所任教的北部某大學高階經理人在職專班

（EMBA）學員。由於 EMBA 學員的入學條件必須有相當資歷（七年工作資歷），同時

必須擔任經理人職務，因此符合本研究所定義的資深專家，且來自不同行業，因此適合

於本研究的需要。 

 

（三）內容分析與指標題項編寫 

經過了焦點團體討論，將可蒐集與尊嚴勞動有關的具體事例，藉以作為題項編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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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首先，焦點團體討論的逐字稿將進行內容分析，進行編碼與歸類，經過各次團體

組長之 SMEs 專家再次檢視後，整理成為評估尊嚴勞動感受知覺的具體題項。 

對於指標內容的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區分量化與質化兩種方式同時進行。在質

性部分，初編指標題目經過各 SMEs 組長與心理測驗專家召開預試審查會議，檢視初編

指標內容，針對題項之表面陳述與字詞義涵、理論與概念意義、實務價值與應用價值等

各方面審視題項之優劣與適切。在量化部分，將請 SEMs 所屬的單位員工來實際作答指

標題目。 

 

（四）預試分析與因素分析 

預試指標題目的項目分析係從各種量化的指標來檢驗項目的適切性（DeVellis, 

2003），包括遺漏檢驗、描述統計檢測(包括平均數、標準差、偏態係數)、同質性檢驗(包

括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等。依據分析數據，將具有明顯的偏態、題目平均數趨於極

端、偏態係數過大、標準差過小者挑出。進一步的以項目校正相關（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來診斷題目的內部一致性，相關係數低於.3 者顯示出與全量表具有不一致

的變動方向，也考慮刪除。 

經過基本檢核後所保留的題目，將利用 Mplus8（2017, April）（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藉以瞭解預試題

目的因素組合情形是否合於指標架構。估計法為最大概似法，保留因素間的相關以估計

各向度間的關係。CFA 分析結果優劣由適配指標決定，本研究採規範卡方比率（2/df）

SRMR、RMSEA、CFI、GFI、NNFIt Index）（Hair, et al., 2006; Jackson, Gillaspy Jr., & Purc-

Stephenson, 2009）。經由 CFA 分析，可以進行內部品質評估，得到各因素的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同時

進行構念區辨力分析，藉以說明各分指標的測量品質。CR 的意義類似於內部一致性信

度係數，反映測量題目受到測量題目取樣的內容誤差的影響程度，CR 越高表示用來

估計潛在變數的觀察變數間一致性越高，題目取樣誤差低。AVE 則類似於探索性因

素分析的萃取變異量，變異量越大，表示潛在變數解釋測量題目的能力越強，普遍被

學者視為效度指標之一（Hair et al., 2006）。 

 

（五）計分系統的發展與效標變數及背景變數分析 

經過了前述步驟後，初步完成社會心理指標的編制。藉由預試樣本的數據，可以獲

得各題項分數與因素分數，得以建立指標分數。指標分數係由各題目累積而成，次指標

（各因素）的得分係由各題項加總平均而得，每個題目的計分是六點量尺（1 非常不符

合，2 不符合，3 有點不符合，4 有點符合，5 符合，6 非常符合），因此各次指標的原始

平均數（X）也是介於 1 至 6 的得分，且帶有小數點。因此將以下列公式轉換成 0 至 100

的指標分數（DWI），分數越高表示該次指標趨向於正面： 

 

Decent Work Index (DWI) = 100
4

1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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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各次指標分數與總指標分數將進行背景變數的分析，例如檢驗不同性別、學

歷背景等人口變數的差別，檢定方法將是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如果是年

齡、年資、工時等變數，則將進行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效度衡鑑研究最重要的一項工作是決定所使用的效標為何。本研究將參考Duffy et 

al.（2017）的尊嚴勞動指標發展研究，納入多項效標測量：包括工作安全、健康醫療勞

退照顧滿意度、薪資滿意度、工作滿意、工作適配、工作意義。其中工作滿意測量採用

的是邱皓政、周怡君、林碧芳（2010）所發展的9題版本工作滿意測量題目。內容包含

工作滿意（例題為：「我很滿意目前工作的部門」）、薪資滿意（例題為：「我很滿意目前

的薪水或收入」）、資源滿意（例題為：「我很滿意所工作的物理空間與作業環境」）、關

係滿意（例題為：「我很滿意我的同事互動與人際關係」）等四向度，採Likert-type五點

量尺，詢問受測員工的工作滿意（Dawis, 2004）。除了關係滿意度的組合信度較低（.68），

萃取變異為.52之外，其餘各因素的組合信度均達.80以上，萃取量達.69以上。 

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的效度分析將以相關與迴歸分析來進行。亦即求取各次指標

與效標的零階Pearson’s r相關係數，來檢視各指標與各效標的關係強度。迴歸分析則是

用來檢驗各指標對於效標的淨解釋力。為了排除干擾變數的影響，執行迴歸分析時將納

入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等背景變數為控制變數。 

 

肆、研究結果 

一、訪談研究與自由反應問卷分析 

為發展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的架構，本研究採取質量並重的研究策略，首先以焦

點團體法與訪談研究來匯集不同行業資深工作者對於尊嚴勞動的看法，並編製自由反應

問卷蒐集一般工作者對於尊嚴勞動的相關議題指標的反應。據以發展評量題項，評估工

作者對於工作職場的尊嚴勞動感受。 

在焦點團體與訪談研究部分，在本案主持人與指導研究生共同規劃與執行下，完成

四場焦點團體與六位資深管理人員的訪談，整理出多項關於臺灣職場中的尊嚴勞動相關

要素，所涉及的焦點團體與訪談樣本如表4所示。 

 

表 4 焦點團體與訪談研究樣本 

年齡 行業 職務層級  年齡 行業 職務層級 

52 製造業 財務主管  35 餐飲業 財會專員 

53 生技業 主辦會計  28 餐飲業 人資助理 

52 證券業 會計主管  58 銀行業 資訊主管 

49 醫療器材 執行長  41 運輸業 人資主管 

55 貿易業 進出口專員  40 電子製造業 生管主管 

59 運輸業 進口部主管  50 餐飲業 人資主管 

38 餐飲業 財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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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團體與訪談研究的文本分析進行主題抽取的結果，關於尊嚴勞動有關的討論可

以區分為薪酬與保障面、工時與工作安全面、公平與對話機制面、政府與企業政策面等

四大層面，詳細分析結果整理於呂秀婉 (2018)所撰寫的碩士論文「尊嚴勞動之內涵與關

鍵要素之探究：一項華人企業工作者探索性研究」。 

自由反應問卷係以網路問卷形式發放，以高階經理人在職專班學員為對象進行調

查，作答的指導語是詳細說明尊嚴勞動的定義與架構內容後，邀請作答者指出「有尊嚴

的工作」與「沒有尊嚴的工作」兩類的內容會涉及哪些，總計回收66筆反應結果，共有

165則有效反應作答（作答結果請見附錄）。在有尊嚴的工作方面，最常見到的答案是「相

互尊重」、「適才適所」、「自由自主的工作」、「信任」、「合理的報酬」、「平等對待」、「有

成就感」等等，沒有尊嚴的工作則多為相反的概念，例如「不受尊重」、「公私不分」、

「賞罰不明」、「沒有保障」、「聽令行事」、「被壓迫」等。經過整理後，這些反應類型被

歸於八個主題的結果如表5所示。 

其中頻率最高者為薪資報酬與福利條件（23.0%），很明顯的，作答者認為有合理的

薪資及善待員工的福利條件是工作重要的動力，符合員工的專業及職務內容的薪資報

酬，優良的福利待遇，可說是企業能夠尊重員工的一種表現。其次是員工與公司理念及

價值是否一致（18.8%），由於作答者主要皆為管理人員，比一般員工接觸企業經營及價

值理念更深入，所以合理一致的方向才能激發員工前進的動力。第三高頻者為公平對待

而沒有歧視（16.4%），此一面向反映了組織中的和諧關係的重要性，以及不公平對待使

員工有不被尊重或被輕視的感覺。 

 

 

表 5 尊嚴勞動向度的自由反應頻率整理表 

自由反應面向 次數 % 

a安全的工作條件與工作環境 23 13.9 

b適切的工時安排與工作內容 12 7.3 

c合理的組織價值與經營理念 31 18.8 

d適切的薪資報酬與福利條件 38 23.0 

e足夠的健康醫療勞退照顧與終老保障 9 5.5 

f公平的對待關係與沒有歧視 27 16.4 

g適切的主雇對話與討論機制 16 9.7 

h合理的政府政策與企業規則 9 5.5 

合計 165 100.0 

 

 

整合這些質性分析成果，並參酌Duffy et al.(2017)基於工作心理理論所建構的尊嚴

勞動心理指標研究，以及Webster et al.(2015)與Anker et al. (2003)的評量工具，本研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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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從薪酬與保障面、工時與工作安全面、公平與對話機制面、政府與企業政策面下細

分出「身體與人際安全」、「健康醫療勞退照顧」、「適切報酬補償」、「合理自由工時」、

「組織家庭價值契合」、「公平勞動待遇」、「工作穩定與安全」、「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

等八個尊嚴勞動向度，發展出一個24題項的指標系統，藉以評估職場工作者對於尊嚴勞

動的感受評估。  

 

二、指標調查的樣本結構與描述統計 

經由前述程序編寫完成的尊嚴勞動指標題目，進一步進行實測分析，透過前一階段

的受訪者進行滾雪球抽樣，邀請該行業中的一般工作者進行問卷填答，總計蒐集到354

位工作者的作答結果，年齡最長者為66歲，最低者為24歲，平均年齡42.76歲（標準差

7.44歲），平均年資為7.32年（標準差7.20年），男性216人（61%），女性138人（39%），

學歷層級以大學為主（佔33.1%），多數作答者均為管理人員，一般職員佔30.8%，在各

類行業的分佈則以服務業為主，詳細樣本結構分佈請參見表6。 

 

表 6 樣本結構與人數分佈情形 

變數 人數 %  變數 人數 % 

性別    行業別   

  男性 216 61.0    製造業 37 10.5 

  女性 138 39.0    營建工程業 13 3.7 

學歷層級      批發零售業 49 13.8 

  高中職及以下 18 5.1    運輸倉儲業 14 4.0 

  專科 43 12.1    住宿餐飲旅遊業 5 1.4 

  技職院校 16 4.5    出版傳播資通業 7 2.0 

  大學 117 33.1    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50 14.1 

  研究所 73 20.6    醫療保健社工服務業 17 4.8 

職務層級      金融保險不動產 75 21.2 

  基層人員(沒有管轄部屬) 109 30.8    支援與其他服務業 32 9.0 

  基層主管(沒有下級主管) 92 26.0    軍公教 21 5.9 

  中高階主管(有下級主管) 120 33.9    其它 51 14.4 

  負責人或最高層級 33 9.3     

總和 354 100.0  總和 354 100.0 

 

 

由於指標當中具有反向題的設置，以避免作答者一致性作答，因此部分題項的計分

必須進行反向計分（I2、I7、I8、I10、I11、I13、I19），反向處理後的個題描述統計列於

表7。從表7中可以看出，24個指標題項的描述統計量具有穩定的特徵，在尺度1至5的

Likert量尺下，平均數介於3至4之間，標準差多數大於1.00，集中性與分散性良好，偏態

與峰度也都小於1，顯示作答分配沒偏離常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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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尊嚴勞動指標題項描述統計量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I1 我在工作時身心上都有安全感 3.82 0.96 -0.54 -0.33 

I2 我的工作環境會讓人感受到言語霸凌或情緒不安** 3.60 1.18 -0.36 -0.94 

I3 在工作時我不會有安全上的問題或疑慮 3.89 1.14 -0.95 0.18 

I4 我的工作提供了充分健康醫療勞退照顧照顧福利 3.68 1.10 -0.54 -0.38 

I5 我擁有我所需要的福利與職業保障 3.86 0.99 -0.65 -0.14 

I6 我的老闆提供員工合宜適當的勞退就業保障 3.94 1.05 -0.86 0.19 

I7 從工作上我得到的薪水待遇並不理想** 3.29 1.08 0.05 -0.75 

I8 如果從我的條件與專業來看我沒有拿到應有的報酬** 3.19 1.12 0.06 -0.72 

I9 我在工作上得到的金錢報酬是合理的 3.39 0.96 -0.09 -0.45 

I10 我經常事情做不完而要延長工作時間** 3.19 1.24 -0.16 -0.95 

I11 工作時我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3.36 1.17 -0.34 -0.68 

I12 工作中我有足夠的自由運用時間 3.61 1.12 -0.48 -0.60 

I13 我的工作會影響或干擾我的家庭生活** 3.25 1.15 -0.13 -0.79 

I14 我的公司追求的價值與我的家庭並不衝突 3.60 1.02 -0.50 -0.26 

I15 我任職單位的價值觀與我生活周遭的人的想法一致 3.36 0.94 -0.16 -0.14 

I16 我任職單位對於不同性別沒有不公或差別待遇 3.88 1.12 -0.80 -0.20 

I17 我任職單位對於不同族群沒有不公或差別待遇 3.98 1.03 -0.81 -0.04 

I18 我任職單位對於不同年齡員工沒有不公或差別待遇 3.75 1.06 -0.56 -0.41 

I19 我對我目前的工作會有失業的擔憂** 3.31 1.22 -0.26 -0.91 

I20 我的工作有契約或相關保障而不會有不穩定的問題 3.45 1.19 -0.40 -0.65 

I21 我不會有工作不保的恐懼或擔心 3.48 1.10 -0.27 -0.64 

I22 我有適當管道與機會來反映工作安排與工作條件問題 3.45 1.07 -0.28 -0.58 

I23 如果工作上有不理想的對待我可以找到人或管道來處理 3.48 1.10 -0.46 -0.43 

I24 我的任職單位對於工作條件的對話改善具有友善的態度 3.53 1.06 -0.42 -0.44 

 

 

信度分析結果得到全體題項的內部一致性係數Cronbach’s =.91，顯示整體指標的

測量信度良好，各向度中信度較低者為「身體與人際安全」向度（=.519），最高者為

「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向度（=.884）。 

 

三、尊嚴勞動指標的驗證性因素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適配指標大致良好，χ2=659.357, df=201, χ2/df=3.28，RMSEA=.080, 

SRMR=.086, CFI=.890，各參數估計結果列於表8，除了信度較低的向度的組合信度及萃

取變異量較低之外，各向度的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達到.7的標準，平均變

異萃取量（AVE）均達到.4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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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驗證性因素分析與信效度數據 

 Est SE z Std Resi AVE CR 

F1 身體與人際安全        

I1 我在工作時身心上都有安全感 1.00   0.86 0.26 0.38 0.62 

I2 我的工作環境會讓人感受到言語霸凌或情緒不安** 0.69 0.09 8.01 0.48 0.77   

I3 在工作時我不會有安全上的問題或疑慮 0.57 0.08 6.76 0.41 0.83   

F2 健康醫療勞退照顧        

I4 我的工作提供了充分健康醫療勞退照顧照顧福利 1.00   0.74 0.46 0.66 0.85 

I5 我擁有我所需要的福利與職業保障 1.11 0.08 14.69 0.91 0.17   

I6 我的老闆提供員工合宜適當的勞退就業保障 1.01 0.08 13.43 0.78 0.39   

F3 適切報酬補償        

I7 從工作上我得到的薪水待遇並不理想** 1.00   0.86 0.26 0.66 0.85 

I8 如果從我的條件與專業來看我沒有拿到應有的報酬** 1.07 0.06 16.74 0.89 0.21   

I9 我在工作上得到的金錢報酬是合理的 0.70 0.06 12.68 0.67 0.55   

F4 合理自由工時        

I10 我經常事情做不完而要延長工作時間** 1.00   0.76 0.43 0.48 0.73 

I11 工作時我沒有足夠的休息時間** 1.00 0.10 10.16 0.81 0.35   

I12 工作中我有足夠的自由運用時間 0.56 0.08 7.29 0.47 0.78   

F5 組織家庭價值契合        

I13 我的工作會影響或干擾我的家庭生活** 1.00   0.53 0.72 0.40 0.66 

I14 我的公司追求的價值與我的家庭並不衝突 1.25 0.14 8.88 0.74 0.45   

I15 我任職單位的價值觀與我生活周遭的人的想法一致 0.94 0.12 7.94 0.61 0.63   

F6 公平勞動待遇        

I16 我任職單位對於不同性別沒有不公或差別待遇 1.00   0.81 0.34 0.70 0.88 

I17 我任職單位對於不同族群沒有不公或差別待遇 0.98 0.06 16.67 0.86 0.26   

I18 我任職單位對於不同年齡員工沒有不公或差別待遇 0.97 0.06 16.13 0.83 0.31   

F7 工作穩定與安全        

I19 我對我目前的工作會有失業的擔憂** 1.00   0.47 0.78 0.45 0.70 

I20 我的工作有契約或相關保障而不會有不穩定的問題 1.35 0.19 7.08 0.66 0.57   

I21 我不會有工作不保的恐懼或擔心 1.57 0.21 7.41 0.83 0.32   

F8 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        

I22 我有適當管道與機會來反映工作安排與工作條件問題 1.00   0.90 0.18 0.72 0.89 

I23 如果工作上有不理想的對待我可以找到人或管道處理 0.93 0.05 18.61 0.82 0.33   

I24 我的任職單位對於工作條件的對話改善具有友善態度 0.90 0.05 18.67 0.82 0.32   

 

 

四、尊嚴勞動指標效標關聯分析 

在效標關聯效度部分，本研究所納入的效標包括滿意度、留職傾向與績效評估，這

三類指標進一步區分成「工作」與「機構」兩個對象，因此共有六個效標分數，各效標

也是採取五點量尺計分。尊嚴勞動指標的八個向度與效標變數的相關分析列於表9，迴

歸分析則列於表10。 

由表9可知，尊嚴勞動的八個向度中，與「工作滿意」的相關最高者為「組織對話

關係」(r=.685, p<.01)，其次為「組織家庭價值契合」(r=.628, p<.01)與「身體與人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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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r=.599, p<.01)，與「機構滿意」的相關最高者也是「組織對話關係」(r=.720, p<.01)，

其次則為「健康醫療勞退照顧」(r=.602, p<.01)與「身體與人際安全」(r=.600, p<.01)。 

    在留職意願部分，相關最高者也是「組織對話關係」(r=.662, p<.01)，其次則為「組

織家庭價值契合」(r=.606, p<.01)，在留任機構部分，相關最高者也是「組織對話關係」

(r=.631, p<.01)，其次則為「健康醫療勞退照顧」(r=.575, p<.01)。 

由表10可知，迴歸分析的結果與相關係數有類似的排序效果，亦即以「組織對話關

係」最能預測工作滿意、機構滿意、留職意願與留任機構四個主要效標，但對工作表現

無顯著預測能力。至於次高者，「組織家庭價值契合」能預測工作滿意(=.188, p<.001)

與留職意願(=.236, p<.001)，但是「健康醫療勞退照顧」向度的解釋力則與機構有關，

能夠預測「機構滿意」(=.243, p<.001)與「留任機構」(=.266, p<.001)。 

前述的分析結果顯示，尊嚴勞動心理社會指標當中的「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不論

對於「工作」或「機構」都有一致的高度影響力，「健康醫療勞退照顧」與能預測「機

構」正向反應，「組織價值」則與「工作」有關，勞動尊嚴的感受對於「工作」與「機

構」的影響具有區別性。 

 

 

表 9 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與效標變數相關係數矩陣 

 工作滿意 機構滿意 留任職務 留任機構 個人表現 單位表現 

F1 身體與人際安全 .599** .600** .546** .532** .267** .395** 

F2 健康醫療勞退照顧 .552** .602** .465** .575** .285** .451** 

F3 適切報酬補償 .462** .508** .456** .471** .113*  .233** 

F4 合理自由工時 .471** .376** .436** .358** .198** .202** 

F5 組織家庭價值契合 .628** .554** .606** .547** .200** .383** 

F6 公平勞動待遇 .537** .496** .469** .466** .181** .355** 

F7 工作穩定與安全 .430** .455** .354** .417** .238** .344** 

F8 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 .685** .720** .662** .631** .237** .474** 

* p<.05  ** p<.01 

 

表 10 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與效標變數迴歸分析摘要表 

 工作滿意 機構滿意 留任職務 留任機構 個人表現 單位表現 

向度  p  p  p  p  p  p 

F1 身體與人際安全 .147 .001 .165 .000 .129 .009 .100 .047 .119 .085 .092 .130 

F2 健康醫療勞退照顧 .170 .000 .243 .000 .093 .039 .266 .000 .173 .006 .238 .000 

F3 適切報酬補償 .035 .381 .097 .014 .071 .105 .102 .022 -.084 .173 -.100 .066 

F4 合理自由工時 .084 .043 -.017 .677 .053 .241 -.017 .710 .091 .148 -.088 .114 

F5 組織家庭價值契合 .188 .000 .092 .054 .236 .000 .169 .002 -.027 .715 .128 .053 

F6 公平勞動待遇 .096 .023 .030 .467 .037 .424 .035 .456 .003 .969 .051 .373 

F7 工作穩定與安全 -.012 .772 -.003 .946 -.078 .078 .005 .904 .100 .106 .056 .301 

F8 組織對話職場關係 .318 .000 .399 .000 .375 .000 .282 .000 .056 .450 .266 .000 

R2 .620 .000 .640 .000 .550 .000 .537 .000 .121 .000 .31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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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尊嚴勞動指標與背景變數及工作概況的關聯分析 

除了效標關聯分析之外，本研究當中納入了性別、年齡、薪資、年資等背景變數的

測量，也加入工時、休假狀況的調查，這些變數與尊嚴勞動各向度的相關列於表11。在

性別變數部分，由於男性編碼為1，女性為0，所求出之相關為點二系列相關，而正相關

表示男性有較佳的尊嚴勞動感受，但從分析結果可知，在八個向度中，僅有「合理自由

工時」與性別的相關達顯著（r=.108, p<.05）之外，其餘各向度均無顯著，亦即沒有性

別差異。在年齡變項，也是僅有「合理自由工時」與「組織家庭價值契合」兩者有顯著

的低度正相關。至於薪資高低、工作年資兩者與尊嚴勞動各向度均沒有顯著相關，表示

薪水絕對值的高低，以及年資的長短，並不會影響尊嚴勞動的感受。 

在各個變數當中，有顯著關係的變數是工時與休假變數，當工時越長，或是每週加

班時數越長，在多個尊嚴勞動面向均有負向顯著相關。相反的，如果休假天數與出國度

假天數越多，在多個尊嚴勞動面向則有正向顯著相關，突顯出尊嚴勞動的感受好壞與工

作條件有明顯的關聯，而非個人的背景條件。 

此外，本研究納入了「生活上」與「工作上」的兩個幸福感測量，作為勞動尊嚴與

幸福感的關聯分析之用，結果列於表12。其中所有的尊嚴勞動指標均與這兩個幸福感指

標有顯著正相關，顯示尊嚴勞動的感受越正面者，不僅在生活上的幸福感較佳，在工作

的幸福感相關更高。進一步以迴歸分析來檢視尊嚴勞動各面向對於幸福感的解釋力，可

以看出尊嚴勞動對於工作幸福感的預測力（R2=.502）高於對於生活幸福感的預測

（R2=.300），換言之，尊嚴勞動不僅可以預測生活品質，更可以解釋工作上的品質，其

中以「身體與人際安全」對於工作幸福感的預測力最高（beta=.277, p<.001），其次是「組

織對話與職場關係」（beta=.238, p<.001）、「合理自由工時」（beta=.193, p<.001）與「適

切報酬補償」（beta=.175, p<.001）。相對之下，對於生活幸福感的預測，具有顯著解釋力

的向度係數均相對為低。 

 

 

表 11 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與工作概況相關係數矩陣 

 
性別 年齡 薪資 工作

年資 

每週正

規工時 

每週加

班工時 

實際休

假天數 

出國休

假渡假 

出國工

作 

F1 身體與人際安全 -.025     .056   .023   -.024 -.070   -.119*  .044   .158** .095   

F2 健康醫療勞退照顧 .047 .078   .061   .011 -.019   -.077   .092   .097   .090   

F3 適切報酬補償 .006 -.005   .011   -.028 -.018   -.060   .120*  .115*  .040   

F4 合理自由工時 .108*  .139*  .083   .052 -.169** -.191** .132*  .194** .090   

F5 組織家庭價值契合 .023   .122*  .049   .104 -.103   -.155** .107*  .252** .053   

F6 公平勞動待遇 .026   .005   .036   .091 -.056   -.037   .100   .121*  .087   

F7 工作穩定與安全 -.083   .073   .034   .004 .002   -.038   .052   .054   .063   

F8 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 .031   .045   -.060   .039 -.033   -.042   .172** .140** .169** 

*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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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尊嚴勞動社會心理指標與幸福感評價分析 

 生活幸福感 工作幸福感 

 r p beta p r p beta p 

F1 身體與人際安全 .454 <.001 .195 .002 .575 <.001 .277 <.001 

F2 健康醫療勞退照顧 .348 <.001 .068 .225 .390 <.001 .034 .468 

F3 適切報酬補償 .392 <.001 .154 .005 .479 <.001 .175 <.001 

F4 合理自由工時 .365 <.001 .133 .019 .495 <.001 .193 <.001 

F5 組織家庭價值契合 .409 <.001 .062 .352 .542 <.001 .130 .021 

F6 公平勞動待遇 .313 <.001 -.008 .890 .352 <.001 -.078 .107 

F7 工作穩定與安全 .318 <.001 .038 .493 .304 <.001 -.090 .055 

F8 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 .428 <.001 .104 .113 .563 <.001 .238 <.001 

R2   .300 <.001   .502 <.001 

 

 

另外一個具有顯著影響的則是職務層級變數，由表13可以看出，尊嚴勞動的八個面

向均具有顯著的職務別差異，效果量均大於.0，其中皆以負責人或最高層級主管具有最

高的尊嚴勞動得分，相對之下，基層人員的尊嚴勞動感受最低，突顯出職場權力位階與

職務高低對於職場工作經驗的體察的落差。 

 

表 13  不同職務層級在尊嚴勞動各面向的平均數與 F 檢定結果 

 

F1 身體
與人際
安全 

F2 健康
醫療勞
退照顧 

F3 適切
報酬補
償 

F4 合理
自由工
時 

F5 組織
家庭價
值契合 

F6 公平
勞動待
遇 

F7 工作
穩定與
安全 

F8 組織
對話職
場關係 

基層人員(沒有管轄部屬) 65.89 65.34 53.35 59.81 57.09 68.93 56.54 57.40 

基層主管(沒有下級主管) 64.95 68.66 55.16 58.83 55.62 65.67 55.25 57.61 

中高階主管(有下級主管) 73.33 74.44 58.47 63.33 62.43 75.35 64.93 66.11 

負責人或最高層級 77.53 81.57 72.98 75.00 72.22 83.84 69.70 77.27 

合計 69.21 70.65 57.25 62.15 60.05 71.75 60.31 62.22 

F 值 6.651 6.409 7.229 4.527 7.374 6.370 6.281 8.353 

P <.001 <.001 <.001 .004 <.001 <.001 <.001 <.001 

效果量 .054 .052 .058 .037 .059 .052 .051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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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結論與建議 

聯合國永續目標八(SDG8)明確宣告「尊嚴勞動」是人類社會追求永續發展的具體目

標之一，本研究在此基礎上更以優質職場勞動環境作為優質管理的體現，進行尊嚴勞動

社會心理指標的建構，導入工作與組織設計（work and organization design）觀點，希望

建立微視層次觀點的透視輪廓，覺察勞動者的尊嚴勞動知覺水平。得到下列的研究發現： 

 

一、尊嚴勞動指標的多向度架構 

在質性研究的分析過程中，本研究探討了薪酬與保障面、工時與工作安全面、公平

與對話機制面、政府與企業政策面下，資深工作者對於尊嚴勞動的看法，進一步配合自

由反應問卷結果，細分出「身體與人際安全」、「健康醫療勞退照顧」、「適切報酬補償」、

「合理自由工時」、「組織家庭價值契合」、「公平勞動待遇」、「工作穩定與安全」、「組織

對話與職場關係」等八個尊嚴勞動向度，發展出指標系統，最後透過指標計量分析，確

認了這八個向度具有相當程度的信度與效度，可作為個體層次的尊嚴勞動指標。 

 

二、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的效標關聯最強 

在效標分析過程中發現，「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可以說是各向度中最具有預測力

的指標，不論對於「工作」或「機構」，在滿意度與留任意願，皆有明顯的高預測力。

換言之，當一個組織能夠建立良好的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的維繫，是最能帶給勞動者良

好感受，也說明了勞資關係在尊嚴勞動當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三、「工作」與「機構」的優質管理區辨性 

從本研究的分析可以得知，對於「工作」與「機構」具有顯著預測力的尊嚴勞動面

向並不相同，其中最明顯的差異存在於「健康醫療勞退照顧」能預測「機構」，而「組

織家庭價值契合」則與「工作」有關，換言之，勞動尊嚴的感受對於「工作」與「機構」

的影響具有區別性。 

同樣的，在幸福感的分析中也得到類似的結果，例如對於工作幸福感的預測，尊嚴

勞動的「身體與人際安全」、「組織對話與職場關係」、「合理自由工時」與「適切報酬補

償」皆能預測工作幸福感。但是對於生活幸福感的預測，尊嚴勞動的預測力就相對為低。

顯示尊嚴勞動的感知與生活中的不同面向具有不同的解釋力，是一個具有高度區辨力的

指標評估系統。 

 

四、尊嚴勞動與工作條件關係密切，較不受制於個人背景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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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別、年齡、年資、教育程度與薪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尊嚴勞動各向度與這些

背景變數的相關並不高，顯示個人背景的差異並不是影響尊嚴勞動感知的主要因素，相

對之下，工作條件中的工時、休假、職務的高低，才是造成尊嚴勞動感受的差異所在。

管理層級顯著高於中低階工作者，顯示管理作為與尊嚴勞動的關係密切，在管理意涵尚

有其重要的實務價值。 

總結本研究的發現可知，尊嚴勞動的八個核心向度具有具體的評測內涵，經由臺灣

勞動者的心理社會評量發現對於不同職場反映具有區別預測力，最重要的發現是，組織

對話與職場關係的維繫，是最能帶給勞動者良好感受的關鍵因素。而尊嚴勞動知覺的良

好與否，不僅與傳統的工作產出變數（工作與組織滿意、留職意願）有正向預測力，同

時也可以預測幸福感，足見尊嚴勞動不僅是優質管理的一項關鍵議題，也與民眾生活福

祉良莠有關。 

 

五、研究限制與進一步研究建議 

為完整建構尊嚴勞動社會心理層次的概念體系與評量指標，本研究從尊嚴勞動概念

發展脈絡的梳理、定義與實務意涵關係的討論，提出指標體系的初始架構，並以質性研

究蒐集資深管理人員的意見，進而發展評量題項，具體評估信度與效度，初步得到支持

本研究所提出的評量題項的心理計量證據，關於本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

議整理如下： 

首先，未來應以更周延的抽樣方法獲得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數據，再次檢驗本研究

所提出的概念框架是否適切。本研究初步執行過程以便利性為考量，使用所任教的

EMBA學員為主要的研究對象，然後再以滾雪球的方式獲得其他非管理人員的樣本，受

到樣本特性的限制，推論性必須進行進一步的檢驗。 

其次，由於本研究初步建立的24題指標主要仍是採用其他學者的提本編譯而成，內

容範疇也可能受到限制，部分題項的項目信度與效度未臻理想，進一步檢測這些題目的

品質，甚至研議替代題項有其一定的必要性，藉以提升指標品質。 

第三，本研究由於樣本規模僅有354名填答者，因此無法就個別的產業類型進行探

討，僅能進行整體性的評估，進一步的研究如果要針對特定行業或產業的尊嚴勞動品質

進行討論，必須進一步擴大測驗實施的對象與範圍。 

最後，由於本研究係取用SDGs十七項目標之一的SDG8來進行探討，未來可針對本

項目標與其他SGDs各目標的對應關係進行討論，如此方能完整檢視永續發展的整體內

涵，而不會流於單一目標的視角，失去總體概念的初始目的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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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自由反應的結果 

A: 有尊嚴的工作是... B: 沒尊嚴的工作是... 
職場上相互尊重，適才適所 大材小用 
自主 不受尊重 
賞罰分明，長官明理，下屬靈光，同輩互助 公私不分，賞罰不明，長官不明理，下屬不靈光，同

輩相互防備 
按照自己的意願並被肯定 不被了解，隨意指責 
受到信任，可自主安排，無隨時會被資遣疑慮 被要求做違心之事 
在讚賞中完成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怎麼做都惹人嫌 
受到重視且具有工作權保障的工作 沒有保障工作權的工作 
受尊重，做自身相關的工作 被貶低，不符合自己的理念與專長做事 
勞資合協 勞資糾紛不斷 
同事間互相尊重 不互相尊重 各種歧視 
信任 懷疑 
勞資雙方是相互尊重，彼此需要對方 高資態的資方，一連串不合理的要求與惡劣的對待方

式 
尊重部屬各別的想法 踐踏部屬的自尊 
受到尊重且能滿足生活所需的工作 無法満足基本生活需求，不受尊重 
能勇敢表達自己意志的工作 必須迎合諂媚,爭眼說瞎話 
老闆員工互相尊重 老闆一昧指使員工 
有保障 只想獲利 
意見受到尊重 不斷被否定 
彼此尊重、肯定，互相切磋、鼓勵 做的愈好，卻抵不過有後台的人一句話 
不作違背心的事，同事之間巳禮待人 被非理性的對待，作為別人操作的棋子 
工作上有對等價值回饋，不論薪酬,職等,人脈..... 被認為是應當義務 
自己的認知 別人的認知 
尊重專業 不尊重專業 
受尊重的工作 不受重視 
員工得到應有的權益福利 被罵成狗 薪水還少的可憐 
凡是溝通、討論有共識後的工作 背壓迫著需要去完成 
得到尊重 沒得到尊重的工作 
可以按自己的意願做事 處處聽長官做事 
身心有滿足感的工作 身心沒有滿足感的工作 
注重員工的聲音 專制權威管理 
收到團體與客戶的重視 不受尊重、報酬偏低 
合理的工作責任範圍與負擔，有願景與方向的高層主
管 

不合理的工作責任範圍與負擔，缺乏願景與方向的高
層主管 

尊重。 不尊重。 
有尊嚴的工作是可與主管及公司作平等的溝通及討
論、公司可以透明化目標及方向 

沒尊嚴的工作是只能依主管說的去做、無法表達自我
想法、無法進行溝通及討論、不知道為何而作或不知
道做了會如何等等的困擾 

有尊嚴的工作是相互尊重的環境與合理的薪酬 沒尊嚴的工作是沒有安全工作環境，且沒有相對的薪
酬與福利 

有尊嚴的工作是自己的付出被肯定被認同 
We are raising by lifting others 

沒尊嚴的工作是被壓榨的喘不過氣卻仍是他人向上
爬的其中一本書 

有尊嚴的工作是讓主管交辦工作時 :  " 你辦事,我放
心 " 

沒尊嚴的工作是" 提交工作時在會議中被會議主席質
疑工作成果  " 

受平等待遇 三等員工不被重視 
受尊重的 
重視的 

不被認同 

受到認同或討論完成案件 受到無理打壓或被他人當發洩工具 
有自主性.決定權. 沒有自主性及決定權 
自由平等 大呼小叫 
能夠發揮自己，並受到同事的肯定 做什麼都沒人在意，有沒有都無所謂 
獲得公司支持、賞識、尊重每位員工、薪資福利好 未能獲得賞識、尊重、未能有相對等的報酬 
能夠達到以上四項主要精神的工作。 連上述四項主要精神的任一項都無法具備的工作。 
有合理的報酬 無法獲得他人的尊重 
能適得其所並發揮所長 做什麼都不對 
在安全的條件下，有選擇的機會，公平的機會與對待，
勞有所獲，對家庭與社會有貢獻。 

五斗米折腰，被壓迫、壓榨，勞心勞力皆無所獲。 

公平正義，符合社會價值 環境惡劣，被霸凌或欺壓 
對社會有助益、有價值的工作 沒道德且造成他人嚴重損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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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意志力可以充分在工作中實現 為五斗米折腰 
社會普識價值認同的 主管，屬下都不支持的，社會觀感不好的 
長官尊重你的想法 長官動不動就把責任推給下屬，在同事面前責罵 
受尊重 被看低看清 
職位受人尊重 
工作量適當與同事相當 
未來有好的發展 

職位不被認同及尊重 
工作耗竭 
沒有未來發展 

現在享受成就感 做牛做馬無人知 
工作備受上下屬肯定 工作成果不受認同，工作報酬無法為自己帶來滿足感 
得公司重用 無法獲得任何認同 
工作權益能受到保障（而不是要一直擔心年紀大了就
被公司趕走）、加班能依自身條件調整、長官重視及
尊重等⋯ 

奴役勞工、無止境的加班而報酬沒有增加，有失公平
對待的關係，而沒有給人應有的尊重 

工作職場自由平等 
工作報酬得到合理的給付 

部門長官無理的要求 
沒有受到對等式的報酬 

建議可以被接納 向機器人一樣被牽制 
上下同心、內外都可認同 上下不領情，內外不是人 
努力和報酬對等，被尊重 無法拿到合理的工資、常被羞辱 
平等對話 不信任 
長官同仁間的尊重對待 長官同仁言語霸凌 
工作受到肯定與讚美 指責與懷疑 
有互動 有回饋 累死沒人理 
自主 不自主 
有價值 沒被尊重 
可以得到上司重視及尊重，凡事可以雙向溝通不是只
能單方面接收指令。 

工作規劃或成果無法被上司接受或信任，也無法得到
部屬的支持，只能傳達公司要求，對於自己的建議沒
有討論空間。 

有作就有所獲，受人尊重 受人欺負霸凌，付出與收穫不成正比 
相互尊重專業 行政力量干預專業 
與同事上司互相尊重 相處融洽 沒有 
權責相當、公平對待、尊重信任。 有責無權、情緒管理、不被尊重與信任。 
被尊重認同 不被認同與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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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參與資訊 

一、會議名稱： 2018年歐洲數學心理學會議 

2018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Group    

(EMPG 2018) https://empg2018.wordpress.com/  

二、會議時間： July 30~August 2, 2018 

三、會議地點： 義大利熱瓦那 Genova, Italy 

四、舉辦單位： 熱瓦那大學教育科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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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Genova,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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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瓦那大學 University of Genova參訪拜會 

1600: EMPG2018議程委員會會議 

0730(Mon)  EMPG2018會議第一日 

    報到、歡迎茶會、大會簡介、交流時間 

0731(Tues)  EMPG2018會議第二日 

    Keynote: Sacha Epskamp,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Network modeling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From exploration 

to theory formation 

0801(Wed)  EMPG2018會議第三日 

    Keynote: Karl Christoph Klauer 

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 Germany 

Multinomial processing-tree models and response times 

0802(Thur)  EMPG2018會議第四日 

    Keynote: Jean-Claude Falmag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United States 

On meaningful transformation laws 

0803(Fri)   Meeting with Dr. Carlo Chiorri 主辦人研究團隊議題研討 

Psychometric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earch Methods, 

Statistical Modeling, University of Genoa; DISFOR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Psychology Unit, Corso Podesta', 2, 

Room 4A3, 16128 Genova, Italy 

TEL +3901020953726 / +3901020953727  

TEL direct: +3901020953709 FAX: +3901020953728 

E-mail: carlo.chiorri@unige.it 

Web: http://www.sdf.unige.it/scheda_docente.php?ID=19 

0804(sat)   拜訪熱瓦那大學教育科學學系 

0805(Sun)  參訪熱瓦那動物研究中心/國立水族館 

0806(Mon)  離開熱瓦那返回羅馬 

0807(Tues)  返國  1400 Z646   羅馬至廣州 0808(Wed)1010 

0808(Wed)  轉機  1130 CZ3097  廣州至桃園 0808(Wed)1330 

 

mailto:carlo.chiorri@unig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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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參與過程 

一、會議內容 

歐洲數學心理學會議（Meeting of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Psychology 

Group），成立於 1971 年，第一次會議在巴黎舉行，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計量方法的學術研

討會。會議被稱為數學心理學會的歐洲分會，（European branch of Society for Mathematical 

Psychology，由歐洲地區的數學心理學家為核心的研究興趣團體所組成，每年於

歐洲地區輪流主辦。2018年會議主席為 Carlo Chiorr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協同主持為 Eva Riccomagno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由於議題聚

焦，討論深入而成果豐碩，研究人員相約每年固定聚會，後來逐漸吸引其它同好

與年輕學子參與，規模逐漸擴大，參與人員由原來的歐洲學者，擴展至世界各國。

2018 年除了台師大的研究團隊，另外有台灣大學心理系的學者徐永豐教授一起

與會。地點是在義大利北部的老城市 Genova。關於會議的概況可參考下列主辦

人的致詞： 

 



二、會議過程 

 

    本年度會議共區分為 10個時段，發表論文共 45篇，來自 12個國家地區。

會議地點是在熱瓦那大學的教育科學院，場地良好，工作人員非常友善。大家討

論非常熱烈。主要的主題報告共有三場： 

 

 

 
與工作人員合照 

    
熱瓦那大學教育學院             主辦人合影 



 
主題報告一 

 

  

主題報告二&三 

 

 



    本次會議的參與規劃很早就展開，經過了會議參與意願註冊、摘要投稿、論

文審查、接獲接受函、正式註冊會議、申請出國開會、擬定行程計畫，在努力了

四五個月後，終於得以成行，參與此次小而美的高度專業的心理計量領域的國際

性學術會議。 

    本人的論文被安排為專題工作坊與議題討論組，題目為 Estimation bias of 

contextual effect associated with intra-cluster correlation: A Bayesian approach to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時間排定在 2018/7/31與 8/1的中午。由

於參與學者均為歐洲地區的優秀數學心理學家，因此討論極為踴躍。 

 

 



   

專題報告與討論的實景 

 

      

台下與各國學者研討義大利籍（左）與日本籍（右） 



 

參訪國立海洋館 

 



參、參與心得 

個人認為，此次研討會可以說數學心理學乃至於相關統計技術研究者相當值

得參加的一個會議。由於會議議題明確，討論內非常聚焦，同時所介紹的概念都

是最新的當代發展，參與者都是有類似興趣的資深研究人員與年輕學者，對於未

來的進一步合作分享都是很有幫助的一個研討活動。 

    其次，會中安排的主題演講與非常前衛，具有創新性與領導性，例如來自阿

姆斯特丹大學的年輕學者Sacha Epskamp提出了Network modeling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From exploration to theory formation 的最新構想，關於潛在變數的模

型，參與此次會議即能得到關於這些技術背後的設計目的與演算原理，對於未來

的研究工作非常有助益，對於分散各地的計量學者與研究人員來說，這是一個絕

佳的進修與分享的機會。 

 

 

Network modeling of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論文發表過程十分順利，也獲得國際學者與友人的關注，認識了許多國際友

人。尤其是 Sacha Epskamp，可說是未來數學心理學界的菁英。 



 

與 Sacha Epskamp合影 

 

離開校園之後，對於系統化的學習機會有限，因此藉由會議的安排與搓合，

使得研究者可以輕易的獲得學習機會，不僅可以在學術上增加新生命，對於這些

學者的教學工作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除了能夠與資深的學者一起切磋互動，也

可以認識更多的學術新秀，擴大學術的交流與影響力。因此希望科技部可以多多

支持學者參與這些有意義的研討會議。 

 

與數學心理學家前輩合影 



肆、附錄 

附件一  註冊單據  

 

  



附件二：論文接受函 

 



 

  



附件三：論文摘要 

 



國際學術會議參與報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and Management   

2019, Seoul, Korea 

http://iam2019w.conf-online.org/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管理創新學會  (SIiM) Society for Innovation in 

Management http://siim.org.tw/index.html （理事長 范錚強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特聘教授） 

會議地點：Western CO-OP Hotel & Residence, Seoul, Korea 

 

 

http://iam2019w.conf-online.org/
http://siim.org.tw/index.html


一、會議經過 

 

    「創新與管理國際研討會」是一個商管領域的國際性跨領域研討會，參與者

除了臺灣學者，也有日本、韓國、中國大陸等國家或地區的學者專家。主辦單位

是國內的「社團法人台灣管理創新學會」，該學會的主要成員是資管領域，也有

部分企管系的師長，見下表（資料來源 http://siim.org.tw/board.html）。 

 

 

 

    由於是資管領域為主，因此特別重視科技與創新議題。尤其是電子化與通訊

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創新議題，以及企業全球化的經營管理議題。本人的研究雖

然與資訊管理無關，但社會企業的開創與經營管理也涉及創新與全球化管理議題，

因此也獲得大會的接受。 

 

本人的論文發表與主持工作 

 

    本人的論文為口頭論文，題目為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of Fair Trade Coffee Business in Taiwan: A Case Study，時間排定在 2019/1/24上午

的 B場次。該篇論文是一偏多重個案的質性研究，由我所指導的碩士論文改寫完

成，因此有兩位作者，因為學生已經畢業離校在泰國工作，因此論文改寫與論文

報告均由本人進行。 

http://siim.org.tw/board.html


 

 

    2019/1/24上午的 B場次共有 10篇論文發表，區分成兩個次場次，均由本人

擔任主持人。報告者的合影如下： 

 



 

  

 

參與心得 

 

「創新與管理國際研討會」已經辦理多年，具有高度的跨領域性質，因此對

於各種議題的包容性很大，例如行銷與人資的論文都有被接受，可以學習到許多

不同的知識，更有大量的對話與分享，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研討活動。 

另外，由於主辦單位是國內的學會，非常鼓勵年輕學者、碩博士生參加，因

此在會場中可以讓資深者與資淺者有一個相互學習分享的機會，對於未來的進一

步合作分享都是很有幫助的一個研討活動。 

 



離開校園之後，對於系統化的學習機會有限，因此藉由會議的安排與搓合，

使得研究者可以輕易的獲得學習機會，不僅可以在學術上增加新生命，對於這些

學者的教學工作也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因此希望科技部可以多多支持學者參與這

些有意義的研討會議。 

 

論文接受函 

 



論文摘要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of Fair Trade 

Coffee Business in Taiwan: A Case Study 

Hawjeng Chiou1 and Chee Wee Yek2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hawjeng@ntnu.edu.tw1 

Corresponding Author: hawjeng@ntnu.edu.tw 

 

Abstract 

Social entrepreneurs are entrepreneurs with a social mission. Social entrepreneurs 

use mission-related impact as their central criterion instead of wealth creation. Even 

though social enterprise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had already been developed and 

studied for more than 40 years, they are still relatively under explor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Especially in the Fair Trade Social Enterprises (FTSEs) sector, the discussions 

around the FTSEs are still mainly focus on the organizations instead of entrepreneurs 

themselve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identify the main start-up motivators 

of FT social entrepreneur, and to establis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se start-

up motivators between commercial entrepreneur and FT social entrepreneurs.   

By using purposeful sampling strategy, this study selected 6 FT participants who 

mainly dealing focus on FT coffee business cases. Beside conduct in-depth interview 

with some of the selected participants, we also conduct case studies for deeper 

discussion. Through the cross-exa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data, this study identified 

the themes of motivation from six FT coffee social entrepreneurs. In addition, we not 

only found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motivation between commerci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 we also built up a new comprehensive social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 framework.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wer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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