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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第二年度計畫著重於個案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員工為什麼以及如何
使用組織的建言管道與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社群媒體
建言對於企業形象的影響。本研究依據11位在職工作者的深度訪談
資料顯示：第一，受訪者最常使用的組織建言管道：與直屬主管面
對面建言，以及使用電子郵件（email）建言；以組織整體層次而言
，組織工會是最有效的建言管道。第二，社群媒體建言的管道可分
為：工作任務取向的Line群組、個人的FB網頁以及公司的FB網頁
，其中必須包括主管階層，不然只是抱怨或同溫層討拍的消極行為
而非建言。第三，因為對於主管信任感、不安全感、擔心被標籤化
，以及容易造成被曲解的訊息等因素，受訪者通常避免在社群媒體
建言，但如果有社群媒體建言意願，則是因為組織內部的建言管道
無效用，只能採取第二線的建言管道。最後，在個人的FB網頁以及
公司的FB網頁，若看到對公司有利或不利的訊息，在職工作者會為
了公司形象表示支持或挺身而出解釋，或者將訊息傳達給公司內部
相關部門，達到立即性的危機處理效果。

中文關鍵詞： 員工建言行為，建言管道，社群媒體，企業形象

英 文 摘 要 ： In the second year, the study aims to realize how and why
employees use voice channels and social media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voice in social media
on corporate image. We interviewed eleven workers, and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First, face-to-face voice and
voice via email were the two most used voice channels in
organizations. Second, for voice in social media,
supervisors are the key persons in social media, including
task-oriented Line group, individual Facebook websites, and
company Facebook websites. Third, interviewees avoided
voice in social media due to untrust toward supervisors,
insecurity, labeling effect, twisted messages. Finally, the
voice through individual or corporate Facebook websites can
be beneficial or harmful to corporate image based on the
supportive attitudes of employees.

英文關鍵詞： E-voice mechanism,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new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company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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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有助於員工建言或有損企業形象？數位化建言機制的研究 

Does new technology enhance employee voice or undermine company image? An 

investigation of e-voice mechanism 

摘要 

本計畫第二年度著重於個案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員工為什麼以及如何使用組織的

建言管道與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社群媒體建言對於企業形象的影響。

本研究依據 11 位在職工作者的深度訪談資料顯示：第一，受訪者最常使用的組

織建言管道：與直屬主管面對面建言，以及使用電子郵件（email）建言；以組織

整體層次而言，組織工會是最有效的建言管道。第二，社群媒體建言的管道可分

為：工作任務取向的 Line 群組、個人的 FB 網頁以及公司的 FB 網頁，其中必須

包括主管階層，不然只是抱怨或同溫層討拍的消極行為而非建言。第三，因為對

於主管信任感、不安全感、擔心被標籤化，以及容易造成被曲解的訊息等因素，

受訪者通常避免在社群媒體建言，但如果有社群媒體建言意願，則是因為組織內

部的建言管道無效用，只能採取第二線的建言管道。最後，在個人的 FB 網頁以

及公司的 FB 網頁，若看到對公司有利或不利的訊息，在職工作者會為了公司形

象表示支持或挺身而出解釋，或者將訊息傳達給公司內部相關部門，達到立即性

的危機處理效果。 

 

關鍵字：員工建言行為，建言管道，社群媒體，企業形象 

 

Abstract 

In the second year, the study aims to realize how and why employees use voice 

channels and social media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voice in 

social media on corporate image. We interviewed eleven workers, and the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First, face-to-face voice and voice via email were the two most used 

voice channels in organizations. Second, for voice in social media, supervisors are the 

key persons in social media, including task-oriented Line group, individual Facebook 

websites, and company Facebook websites. Third, interviewees avoided voice in 

social media due to untrust toward supervisors, insecurity, labeling effect, twisted 

messages. Finally, the voice through individual or corporate Facebook websites can 

be beneficial or harmful to corporate image based on the supportive attitud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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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ees. 

 

Keywords: E-voice mechanism, employee voice behavior, new technology, social 

media, company image 

 

本研究計畫第一年度著重於量化調查，目的在於了解企業員工對於企業內部

建言管道設立的認知、企業員工是否有意願使用社群媒體表達對於公司、主管與

同事的相關意見，以及員工在組織內部建言行為對於社群媒體建言的影響。第二

年度著重於個案研究，目的在於透過質性訪談了解員工為什麼以及如何透過社群

媒體表達自己的意見；以及，透過社群媒體的建言對於企業形象的影響。 

 

壹、個案研究方法 

（一）個案訪談對象 

本研究第二年的研究目的為探討員工為什麼以及如何透過社群媒體表達自

己的意見，以及透過社群媒體建言對於企業形象的影響。本研究邀請 11 位在職

工作者參與第二年度的質性訪談。11 位受訪者的個人資料如下表所示。11 位受

訪者中，女性 63.6%，男性佔 36.4%；平均年齡 33.91 歲；平均的組織年資為 5.53

年，和目前的直屬主管共事時間平均 2.52 年，加入團隊或部門的年資平均 3.94

年。 

表 1 受訪者個人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組織年資

(年) 
產業別 

與直屬主管

共事時間

(年) 

加入團隊或部

門的時間(年) 
擔任職務 

A 女性 28 大學 3 住宿餐飲 2.83 2.83 資深服務員 

B 男性 37 碩士 8 公務機關 1.92 8.42 秘書 

C 女性 36 碩士 12 資訊科技 1.08 4.5 秘書 

D 女性 35 碩士 2 零售業 2.08 2.08 管理師 

E 男性 32 碩士 8 公營機構 0.25 0.58 組員 

F 男性 36 碩士 10 傳教機構 5 10 人力資源專員 

G 女性 44 碩士 6 文教傳播 5.67 6 組長 

H 女性 28 大學 1.33 家電產業 1.33 1.33 
人力資源暨行政資

深主任 

I 女性 32 大學 1.5 公營機構 1.5 1.5 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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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女性 37 大學 7.5 金融保險 4.58 4.58 專員 

K 男性 28 大學 1.5 傳產製造 1.5 1.5 資深專員 

 

（二）訪談資料蒐集流程與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收集資料，訪談綱要在正式訪談前先透過專家

會議討論，包括：業界的人力資源工作者、學界的人力資源教授、以及曾經有建

言經驗的在職工作者，待討論與修正後。接下來我們進行訪員的訓練，包括訪談

的方式、訪談的時間、如何詢問問題、避免引導問題的答案等等。正式訪談時，

我們徵求受訪者的同意進行全程錄音，若受訪者不同意全程錄音，我們由一位訪

員進行訪談，另一位訪員進行訪談紀錄。每位受訪者訪談時間約一個小時。訪談

結束後由研究者繕打為逐字稿，並採用內容分析法進行歸納與整理。整合抱持著

量化觀點的 Newman, Johnson, Webb, and Cochrane(1997)和重視質性見解的

Krippendorff(2004)的概念，內容分析法可分別適用於量化與質化資料，以非介入

的形式進行系統化的分析，以探求人事物內容的脈絡與其所傳達的意義。內容分

析法的操作步驟包括：單位化、抽樣、編碼、推論和敘述研究問題的答案

(Krippendorff, 2004)。本研究的編碼以訪談的段落為紀錄並進行類別分類，並避

免同一個段落歸類至不同的類別中。訪談工作與分析工作將交錯進行，直到相關

的研究問題與目的獲得收斂性的答案。訪談大綱如下： 

表 2 訪談大綱 

第一部份： 

您對於貴公司所設

立員工表達意見管

道的想法 

 

1. 請問針對貴公司所設立讓員工表達意見與心聲的管道，您曾經使用

嗎？使用或未曾使用的原因是什麼？ 

2. 貴公司所設立讓員工表達意見與心聲的管道可分為面對面或運用網

路科技，這樣的分類會影響您的發聲的意願嗎？為什麼？ 

3. 貴公司對於員工意見表達的後續處理或反應是什麼？請您舉一個例

子說明（自己或他人表達意見的例子均可）？請問您對於公司的處理

感到滿意嗎？為什麼？ 

第二部份： 

您對於貴公司企業

形象的認知 

4. 請問您了解貴公司的願景、文化價值或品牌形象嗎？能否具體說明。 

5. 您認為貴公司的實際作為與您所認知的願景、文化價值或品牌形象具

有一致性嗎？為什麼？ 

第三部份： 6. 請問您的主管是否曾經使用社群媒體*設立工作團隊群組(例如：Line、

                                                      
* 社群媒體是線上媒體平台，透過社群行為產生資訊分享、溝通與互動，例如：Facebook, Line, 

Wechat, Twitter, 微博, Instgra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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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對於使用社群媒

體表達意見的想法 

 

Facebook 臉書)以協助團隊工作的運作？  

□是。請問是哪一種社群媒體？＿＿＿＿＿＿＿＿＿＿＿ 

(1)請問您曾使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公司或工作相關的

改善建議或想法嗎？如果有，請您以自己的相關經驗來說明。如果沒有，

請問是否能以他人表達意見的例子進行分享？ 

(2)您未曾使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公司或工作相關的改

善建議或想法，原因是什麼？ 

(3)請問您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想法後，您獲得了什麼樣的回應？對

於這樣的回應，您滿意或不滿意？之後是否仍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意

見？ 

(4)您認為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公司或工作相關的改善

建議或想法，對於自己和公司的影響是什麼？是否能以您自己的相關經

驗來說明？ 

□否。 

7. 請問貴公司是否使用公開的社群媒體介面(例如：Line、Facebook 臉

書)以經營企業形象，並促進與外部顧客或內部員工的資訊溝通？  

□是。請問是哪一種社群媒體？＿＿＿＿＿＿＿＿＿＿＿ 

(1)請問您曾使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公司或工作相關的

改善建議或想法嗎？如果有，請您以自己的相關經驗來說明。如果沒有，

請問是否能以他人表達意見的例子進行分享？ 

(2)您未曾使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公司或工作相關的改

善建議或想法，原因是什麼？ 

(3)請問您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的想法後，您獲得了什麼樣的回應？對

於這樣的回應，您滿意或不滿意？之後是否仍願意在社群媒體表達意

見？ 

(4)您認為在該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公司或工作相關的改善

建議或想法，對於自己和公司的影響是什麼？是否能以您自己的相關經

驗來說明？ 

□否。 

8. 如果您在公司或主管所設立的社群媒體看到對公司有利或不利的訊

息，您的反應是什麼？您有相關的經驗嗎？ 

9. 請問，貴公司對員工使用社群媒體表達自己對主管、同事或任職企

業相關的想法，其立場或態度為何（如：鼓勵、不鼓勵、相關規定

或管理實務、企業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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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結果 

1. 在職工作者對於組織所設置員工建言管道的想法與經驗 

(1)與主管面對面建言以及使用電子郵件為建言管道的優先選擇 

我會直接講，寫信也會，寫 e-mail。如果我用電子的話，他有沒有做，我只是給你一個提議而

已，就…如果這個要解決的話，我就跟我老闆講好像比較有用。（受訪者 C） 

 

只是說可能主管習慣用 email 去交辦事情的時候，然後…同仁也會再習慣有一些回饋，就直接

email 去回。我想要建議我的主管這類，我也是會透過 email 的方式去做。（受訪者 G） 

 

我會用的是第一個是直接跟我的主管表達，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像剛剛所說的餐敘的部份，

那有些時候我們出去餐敘的時候，那我們的長官或主管他們有問到，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表達，

對，但餐敘這個部份很多時候是靠機緣。（受訪者 E） 

 

(2)組織工會為最有效用的建言管道 

工會，譬如說可能一些比較大眾的議題，大眾的議題或者是說有人去跟工會反應，那工會會有

它的電子報，譬如說它可能因為它必須要告訴大家做了什麼事情，然後它就會譬如說可能我們

組織有異動，然後工會可能去爭取了什麼。像內部網站…會講的還是會上去講，可是會不會得

到解決，那個是另外一回事，感覺工會比較有用。（受訪者 C） 

 

2. 在職工作者對於社群媒體建言的態度 

從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受訪者對於社群媒體建言界定為三種類型，第一

為工作任務導向的 line 群組；第二為個人 FB 網頁；第三為公司對外公開的 FB

網頁。其中必須包括主管階層，不然只是抱怨或同溫層討拍的消極行為而非建

言。例如：line 群組中包括主管、個人 FB 貼文主管看得到。同時，因為對於主

管信任感、不安全感、擔心被標籤化，以及容易造成被曲解的訊息或情緒化字

眼等因素，受訪者通常避免在社群媒體建言。 

 

就是我們這幾年是使用…有使用 Line 的群組。也有幹部在…在裡面。所以大家還是不太敢踴躍

發言，只有做一些業務的交流這樣。（受訪者 F） 

 

我覺得應該是說還沒有這麼相信公司，或是說這麼相信我的主管，相信這件事情可能是...對

啊，會比較佔比較大的比例。而且我覺得 one-on-one，或是 face-to-face 有好處是我覺得...我可以

看得出對方的表情。（受訪者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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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講說當你的 facebook 裡面你的主管加進來了以後，你就很少在上面表達意見。（受訪者

E） 

 

我們曾經有同仁就是…他對於這個業務的…就是比較他的情緒性，他有一些對這樣的安排有一

些他個人的一個判斷。他就直接在他的 fb 這樣寫。那…可是這中間有影射到一些人，一些事

情，那其實…我個人不是很贊成這樣的做法。（受訪者 G） 

 

如果有社群媒體建言意願，我們發現有三種情況，一是因為組織內部的建

言管道無效用，只能採取第二線的建言管道。二是組織鼓勵員工使用社群媒體

發言(Line 群組建言)，而且員工對於主管具有信任感，主管願意給予回饋。

三，使用個人 FB 網頁建言通常會採用隱喻的方式，而非直白說明內容。 

 

我會直接跟我主管講，對對，我不會透過這種模式。除非我跟我的主管真的是很不 OK。……

就是你一線沒辦法，你才會走二線，對啊，應該不會有人跟主管關係很好，然後來寫這個吧！

（受訪者 C） 

 

我們那個(群組)裡面有服務員、主任、領班、副理就四個階級的 。因為我們就拋出問題來然後

他（副理）給我們回饋。（受訪者 A） 

 

因為我們公司非常喜歡用 LINE。那 LINE 的部份，就是我們自己部門有個群組，那我可能對比

如說同事或是什麼的，我覺得…我覺得可能想要反映的時候，我可能就會在那個群組上面說。

對，那通常我們主管，然後跟一階主管通常都會給我一些回饋，我覺得還不錯。我曾經使用過

會在不是多數人的群組上面，我是會使用在比較少數人的群組上面。然後那個上面的主管是我

信任他的，我才會在上面有表達。如果是像我剛剛說的全公司那種群組，通常不太會發言跟說

話。運用網路科技的話，我覺得我比較敢講。如果面對面我都會覺得很尷尬，我可能會說不太

出口。（受訪者 D） 

 

看到一篇好文章，你意見跟主管不同的時候怎麼去溝通？可能我看到這個我就把它分享出去？

你會覺得有一些情境跟…自己的工作環境好像有一些 match，可是你不會寫的很白說，老闆你

應該怎樣怎樣？我不會這樣子。（受訪者 G） 

 

如果我表達了意見那通常同事有看到，同事會就要看那個意見是什麼，有些時候同事就會有心

有戚戚焉，那因為我們在 facebook 上面來表達意見其實我們都是隱射性的，不會很直接的表

達，都會是影射性的，那看得懂的人他其實他就會會讓你覺得他也懂的感覺，他會心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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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受訪者 E） 

 

1. 組織內部建言管道與社群媒體建言的關聯性 

(1)內部建言無效所以採取社群媒體建言 

我會直接跟我主管講，對對，我不會透過這種模式。除非我跟我的主管真的是很不 OK。……

就是你一線沒辦法，你才會走二線，對啊，應該不會有人跟主管關係很好，然後來寫這個吧！

（受訪者 C） 

 

(2)內部建言與社群媒體建言有互補作用 

面對面的部分是可以比較深入的針對問題來做會談。可以很即時的接收到對方的一個回應跟訊

息；那網路上的部分，我認為它是可以提供一個匿名的效果，讓原本可能不太敢說的話，或是

說不太敢表達的意見，可以用文字的方式來做完整的表達。（受訪者 B） 

 

應該說如果在社群媒體上面提供的建議是很正向的，而且是非常明確，而可以立即可行的，只

是想要類似跟主管回報這性質，我會在上面發言。但是如果說它是需要做討論跟判斷的，那大

致上我不會…應該不會採取這樣的作法…（受訪者 B） 

 

(3)內部建言與社群媒體建言是個人的選擇 

因為對我而言就是因為對我們來說不管你是面對面或者說用網路科技的話，你都是實名制，都

可以知道是你，都可以知道是你所發表的，或者說你所表達的，所以面對面或者說用網路其實

一樣。（受訪者 E） 

 

2. 社群媒體建言對於企業形象的影響 

受訪者在社群媒體看到對組織有利或不利的訊息，都會有一些正向的回

應，這是因為受訪者認知的企業形象與企業的實際作為具有一致性，因此對於

有利的訊息，他們會採用品牌強化的反應，對於不利的訊息則會採取支持組織

並且進行危機處理。 

 

可是我們對外絕對不會講公司的壞話，一百個人應該只有兩個人會對外講吧，就是我們不會到

處說公司不好的地方。就有點像是自己家的孩子，我們自己把關起門來罵就好了，然後…可是

我們外面如果講我們公司怎麼樣，我們絕對會跳出來說，我覺得不是這樣，不會，我們公司沒

有這樣子。大部分的吧，我觀察到好像都是這樣。假設說我的高中同學，我大學同學有可能 po

一則某一個消息跟我公司有關的，我就上去說沒有，不是這樣子。（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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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或不利的訊息？我的反應是什麼？我會把它截圖下來貼到我們群組給大家看。我們比較會

分享就是對公司可能有一些些比較不利的一些我們看到的訊息。對，就會反映給我們那個部門

的人知道，（受訪者 D） 

 

他說他對於這個部份的話公司是支持的，而且是開放性的就是歡迎員工去做一些回饋這樣子，

但如果是個人自己經營的媒體那公司也是沒有辦法，雖然也不會限制可是這後面一定都會有一

些風險在然後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如果當不好的部份如果有發現是觸及那種法律的行為的話，

公司也不會放在那邊不理會，對，他也會做正面積極的去調查去處理，然後如果是嚴重的話也

就是會依照法律的法律的部份去處理，也是這人資長給我的回覆。（受訪者 A） 

 

曾經有看過對組織有利或不利的訊息，那方式上我們的作法會是把這樣的訊息…因為或許我們

不是這個訊息的業管單位，舉例來說，如果跟招生有關的，或者說跟他的那個細項的處理業務

跟自己無關的，馬上會轉貼這個訊息給相關的一個主管，或是他的承辦人。我們也會希望其他

單位的主管或是承辦人，有收到對公司不利或有利的訊息的時候，是可以採取這樣的方式跟我

們回應的，對。這樣的作法對於我們的訊息回應的效率會比較高。（受訪者 B） 

 

參、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兩年度的量化與質性結果具有相輔相成的研究發現： 

1. 第一年度的量化調查發現組織內部的正式建言管道中以部門會議，電子郵件

與員工態度調查為最為常見，第二年度的質性訪談，在組織內部的建言機制

中，電子化的建言機制以電子郵件為員工的優先考量。同時，受訪者認為健

全的企業工會將會是最有效的建言機制。 

2. 量化調查顯示，填答者使用建言的社群媒體以 Facebook 、Line 和 Instagram

比例最高；質性訪談結果進一步發現，受訪者對於社群媒體建言界定為三種

類型，第一為工作任務導向的 line 群組；第二為個人 FB 網頁；第三為公司

對外公開的 FB 網頁。其中必須包括主管階層，不然只是抱怨或同溫層討拍

的消極行為而非建言。 

3. 關於組織內部建言與社群媒體建言的關聯性，量化與質性研究結果均顯示，

內部建言的不滿意程度將會提高社群媒體建言的可能性。不過，正向的觀點

顯示，組織內部建言與社群媒體建言目的性不同，前者適合解決較為複雜的

議題，後者則對於問題的解決的效率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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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群媒體建言對於企業形象有助益也有損失，但重點在於員工支持企業的態

度，以及企業危機處理的速度。 

5. 員工建言的研究有許多豐富的研究成果，但大多聚焦於面對面的員工建言行

為，鮮少從科技的面向探究員工建言的機制。同時，企業決策者、管理者與

人力資源專業人員都需要了解在 e 化情境下如何有效管理組織內部與外部的

員工建言機制，了解員工透過社群媒體的建言對於企業形象的影響，都是當

今企業營運所面臨的挑戰與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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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以及工作熱情之調節效果。The 11th AAOM & The 12th 

TAOM Joint Conference，印尼峇里島。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亞洲管理學學會(Asia Academy of Management, AAOM)為亞洲地區知名的國際

性管理研究學術組織，每兩年舉辦一次，每次 AAOM 均吸引全球各地的學球共襄盛

舉，參與該會議有助於了解目前管理研究的趨勢，尤其是亞洲地區相關的新興實務

與研究議題。2019 年是 AAOM 第 11 次的年會，也是 TAOM 第 12 次的年會，所以

今年是聯合會議型式（joint conference），與台灣管理學學會合作舉辦。會議當中有

英文也有中文發表的論文，可促進多元性的學術交流。今年會議主題為：Institutional 

complex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in a changing global economy，地點於 The 

Patra Bali Resort & Villas 印尼峇里島，會議舉行時間為 2019年 6月 19日至 2019年

6月 21日。本次會議共有包括 paper sessions，roundtable paper sessions 和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多達八十個多元的場次。本人共發表了兩篇文章，一篇與生

涯發展主題相關的論文，為 AAOM 的英文論文場次，報告時間為為 6/20 下午；另

一篇文章工作情緒的主題相關，為 TAOM 的中文論文場次，報告時間為為 6/21 上午。

paper session 無論是中文或英文場次，每個場次有五篇文章發表。由於會議主題相當

豐富，會議期間，我也同時參與與聆聽不同主題的研究發表（如建言與創造力），並

有助於了解近期的研究趨勢與研究方法或新的統計分析技術。 

二、與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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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會議的地點是具有吸引力的觀光盛地—峇里島，我們入住的 villa 即是會議

舉行的地點，因此非常方便。飯店品質與空間都令人滿意，如同參與一場學術饗宴，

讓人身心都愉快。由於是 AAOM 與 TAOM 的聯合會議，平時在台灣不常見面的台

灣友人，反而能在此相聚，是令人難忘的經驗。 

除此之外，這次參與研討會期間，剛好碰上了長榮航空罷工事件，造成多個航

班停飛或改期，讓回家的路變得好長，慶幸最後順利落幕，大家都能平安回家，只

是旅程的時間有所影響。 

 

三、發表論文或摘要 

THE IMPACT OF CAREER MATURITY ON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areer maturity on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ased on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257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shed light on the influenc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this study 

expanded the role of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career development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indirect effects of metacognitive, behavioral and motivational self-regulated learn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maturity and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have been 

examined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reer maturit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metacognitive and motivational self-regulated learning. More importantly, metacognitiv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fu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eer maturity and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Interestingly, students with better earlier academic performance 

had lower degree of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implying the possible effect of 

Big-Fish-Little-Pond.  

Keywords. Career maturity, perceived employability, self-regulated learning,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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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負向情緒事件時，正向個人情緒有助於領隊人員表達適當工作情緒嗎？ 

難纏顧客行為與情緒勞務的關係以及工作熱情之調節效果 

 

摘要 

本研究基於情緒勞動模式，探究難纏顧客行為對於情緒勞務的影響，以及工作熱情

在兩者關係間的調節效果。以旅遊業領隊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法分為兩

個階段蒐集資料，有效樣本分別為 77份與 199份。研究結果顯示：第一，難纏顧客

行為分為六種類型(自以為是型、事後抱怨型、永不滿足型、自私自利型、報復型、

類似工作者型)，其中「永不滿足型」與「事後抱怨型」兩種難纏顧客行為對於表層

演出有顯著差異；第二，個人知覺難纏顧客程度對於表層演出有顯著正向關係；第

三，工作熱情程度愈高，領隊人員面對難纏顧客行為所展現的深層演出將高於工作

熱情程度低者，但該領隊人員的深層演出意願會隨著難纏顧客行為增加而減少。 

 

關鍵詞：難纏顧客行為、工作熱情、情緒勞務、表層演出、深層演出 

 

 

四、建議 

  這次與會的過程中有機會參與各種類型的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orkshops，

由於在學術界工作已長達十年的時間，除了為博士生或新進學者所設計的培育工作

坊，AAOM與 TAOM 很用心安排不同的專業發展工作坊，讓有經驗的研究者彼此能

進行對話，例如：與知名國際期刊的主編進行對話，針對研究方法的知識學習。這

對於我們而言相當有幫助，也希望這類型的工作坊能在國際研討會持續舉辦。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發表論文摘要與會議議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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