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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針對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感的程度和關聯性進行討論，

並以 JD-R 模型為基礎，將人際溝通能力的傾聽與表達能力，視為主計人員在工作

上的重要資源，進一步探討傾聽與表達能力，是否能調節主計人員角色衝突與職業

倦怠的關係。本文以全國主計人員為研究對象，透過主計人員內網系統發放問卷，

共計成功回收 418 份問卷。依據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發現：（1）主計人員的角色

衝突與職業倦怠呈現正向關聯性；（2）傾聽能力能緩和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的關聯

性；（3）傾聽能力也能緩和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的關聯性。基於以上研究結果，本

研究提出以下建議：（1）主計法規鬆綁與彈性化作業；（2）建立標準的核銷作業

流程，落實教育訓練；（3）為了減緩主計人員與業務單位衝突，加速推廣經費結報

系統，於各單位發展數位化應用，落實標準作業準則與流程，是可考慮的方法；（4）

未來的訓練及活動中加入溝通能力課程，強化傾聽技巧，強化主計人員自我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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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更能降低工作中緊張嚴肅的氣氛，創造出和諧的工作氛圍。 

 

關鍵詞：角色衝突、職業倦怠、傾聽能力、表達能力、主計人員、工作要求資源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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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主計治國，此概念被用來諷刺主計單位對於其他行政單位與業務往來

人員的掣肘，但也反映主計系統對政府運作的重要性。近年因網路社群對

於相關議題持續的轉載與討論（廖玉蕙，2020），加上新聞媒體的報導（郭

紫寧，2017），部分立法委員也對此進一步就主計系統是否尊重或剝削專

業，曾對行政院長進行質詢（吳思瑤，2017），民間投書也曾以此為題談

論主計功能失靈，甚至於對人員品德的質疑等（華勇先，2017），都顯現

了社會對於政府主計系統運作之檢視與討論頗為熱烈與重視。這樣的社會

氛圍除了部分反映人們對於主計系統與人員的批判外，相關輿論也對主計

系統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與壓力，促使其需要作出回應，一方面向社會溝

通、釋疑，也藉此機會檢討與強化業務運作與人員培訓（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7）。在這樣的過程中，也凸顯政府部門必須與內外互動夥伴—以及社

會大眾進行溝通、相互理解，進而持續精進的重要性。 

主計人員為負責政府部門之歲計、會計、統計三項業務工作者，歲計

業務為合理的分配及運用政府資源進行預算編制和決算編造之工作；會計

業務涉及政府財務管理之功能，確實記錄政府部門之預算執行與財務活

動，一方面進行內部審核，也同時得以掌握各項計畫、業務之執行績效；

而統計工作則透過蒐集與分析政府施政之相關數據與資料，並可作為機關

決策或預算規劃之參考依據。因此，主計人員確實在資源規劃、財務管理、

與績效分析等政府機關運作職能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也因為肩負資源分

配之規劃、內部財務活動之審核與管理、輔助機關業務推行、以及分析資

料輔助決策等多重任務，主計人員不僅需扮演機關財務活動審核與控管的

規範性角色，同時也必須配合機關業務執行而協助業務單位妥善運用財

務，而必須在規範與輔助機關、防弊與興利之間力求平衡。 

此外，主計系統的運作因涉及政府財務活動的規範與記載，而被認為

應該具備超然獨立的精神，其內涵包含主計組織之超然、主計人事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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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以及主計職責（務）之超然，方能有效分配公共資源、促進資源運用

效益、並提供公正客觀且確實的財務資訊；而我國據此精神所設計之主計

系統之管理制度，便為特有之主計一條鞭管理制度，依循上述精神的制度

設計下，主計人員除需對主計系統之上級機關負責外，也必須依法受其所

在業務機關之長官指揮（游金純，2016：31）。也因此一條鞭管理制度，

使得主計人員必須面臨著雙首長之管理情境，一方面須遵守主計總處相關

法規並受審計部之監督，另一方面為配合推動業務須聽令於派駐機關之首

長，而在同時面對主計系統與派駐機關首長的管理時，產生角色衝突的困

境。此外，甚至因為政府資源有限，面對各方為尋求更多資源來推動政務

的爭取，使得主計人員也必須承受關說的壓力（杜佩蘭、黃英忠、張肇松，

2013：119）。 

綜上所述，主計人員基於業務特性、特殊的管理制度、以及所處的政

治與社會環境，都可能使主計人員必須面對雙頭馬車與多重角色的衝突，

使得主計人員在面對主計治國之譏時，同時也面臨主計難為的困境。主計

體系該如何隨著時代變遷積極發揮興利功能，運用創新思維增進主計業務

品質與效能，並秉持服務導向協助機關解決問題、推展政務，達到主計與

機關雙贏，正是當前主計體系所關切與重視的目標（朱澤民，2018：9）。

因此，關於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問題與影響，對主計業務的落實將是相當

重要的研究議題。 

在主計人員角色衝突的相關研究中，便發現角色衝突與工作壓力確實

會影響主計人員之職業倦怠感（劉瑞霞，2013；吳介豪，2014）。此外，

針對臺灣稽核人員的研究也發現，稽核人員的角色壓力對於工作滿足以及

工作品質都呈現負相關（廖玲珠，2004：263）。換言之，角色衝突愈嚴重，

愈容易導致主計人員產生職業倦怠、降低工作滿足、減損工作品質等負面

影響，而不利於主計工作的落實。對此，林君勵（2007）進一步指出若主

計人員勤於溝通和互動，不僅能降低主計人員工作的角色衝突與角色模

糊，並且能提高工作滿意度與工作績效。相關研究並建議主計人員需多培

養溝通或協調能力，以減緩其角色衝突、提升工作滿意或工作績效（林君

勵，2007；劉瑞霞，2013；吳介豪，2014）。另一方面，從提升主計人員

服務品質角度來看，除了強化主計人員的核心職能外，也應該致力於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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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人員的溝通技巧、機關同仁與主計人員間對於主計法規和機關政策與

業務的相互理解、以及顧客導向的專業服務（陳護文，2017：85-86）。因

此，溝通能力便可能成為減緩主計人員角色衝突程度的重要因素，其提升

也可能連帶對於主計人員之職業倦怠、工作滿足、工作與服務品質具有正

面效益。 

然而，會計人員之溝通動機與技巧雖然與其工作滿意度成正向關係，

會計人員的溝通知識也可降低部門間的關係衝突，但在人際溝通能力上卻

無證據顯示可降低主計部門與其他部門間的衝突（李淑芬，2010）。陳護

文（2017）的研究結果顯示，主計人員的溝通及領導能力，對於主計工作

整體之服務品質、以及主計作業流程與業務推展間的配合上，並沒有顯著

的關係存在，但單位成員感受到主計人員對單位成員的瞭解與關懷程度越

高，則對主計業務的服務品質、主計作業的流程是否能與業務推展配合、

以及內部控制之落實與健全上有越正面的看法。此外，潘冠美（2000：21）

也發現，審計人員的溝通能力是影響其職涯發展的重要因素，將直接影響

審計人員的職位高低，並建議相關從業人員必須體認加強溝通能力的重要

性。此外，不論企業主管、會計師人員、或會計領域之學術人員，皆認同

溝通能力對於大專院校會計系學生的重要性，也認為在訓練上有加強之必

要（林美花，2002：212-213）。 

綜合前述主計實務的理解和相關研究結果，主計人員角色衝突的問題

以及與職業倦怠的嚴重程度，以及兩者間的關聯性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其

中主計人員在面對角色衝突時，溝通能力與意願可能會帶來正面的效果，

研究上也受到關注。然而，主計人員溝通能力可能帶來的具體影響與作用

究竟如何，角色衝突的嚴重性又多大程度會影響職業倦怠的情形，仍然有

進一步探討與研究的空間。進言之，機關首長或同仁與主計人員不同的立

場角色，是否會導致主計人員有明顯的角色衝突問題？角色衝突的嚴重性

是否又會影響到主計人員的職業倦怠？而主計人員的溝通能力對於角色

衝突所導致的職業倦怠是否具有減緩作用？這些都是基於主計人員之工

作特性值得被探討的課題。因此，本研究將透過研究職業倦怠的重要理論

架構－工作要求資源模式（Job Demand-Resources Model，以下簡稱 JD-R

模型），針對主計人員角色衝突、職業倦怠的感受程度以及溝通能力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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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進行系統性的解析，並根據研究結果針對主計人員之管理實務提出

建議。 

貳、文獻檢閱 

一、工作要求資源模式與主計人員之職業倦怠 

JD-R 模型的核心假定認為，儘管不同組織的員工面臨不同的工作環

境，但這些環境的特性都可歸納成「工作要求」和「工作資源」兩大類型，

並且此模型可應用於各種職業環境，不論是否涉及特別的工作需求或資源

（Bakker, Demerouti, De Boer, and Schaufeli, 2003: 344），而將職業倦怠的兩

大預測因素之概念指認與區別，也被認為是 JD-R 模型的最大貢獻之一（鄭

怡世、巫麗雪、劉幸宜，2017：8），也因此，JD-R 模型便成為研究職業

倦怠相關研究的主要理論模型之一。JD-R 模型認為工作特性主要可能引

發兩種不同的效果，一為過重的工作要求可能耗盡員工的心力，並可能導

致健康問題或者倦怠；二為工作資源的匱乏會妨礙目標的達成，造成員工

的失敗與挫折感；而這些過程可能會導致工作退縮（withdrawal from 

work），以及減少工作動機（motivation）與對工作的承諾（commitment）

（Bakker, Demerouti, De Boer, and Schaufeli, 2003: 345）。換句話說，當人們

處於工作要求過高而工作資源匱乏的工作環境或狀態時，工作需求與資源

的不平衡將引發心理與生理的負面影響，進而導致職業倦怠。 

首先，「工作要求」意指工作中需要持續投入體力或心力，會遭遇到

的工作情境，以及運用相關專業知識之部分，它可能涉及身體、心理、社

會、或組織等各層面（Bakker and Demerouti, 2007）。工作要求不一定是負

面的，但是為了滿足這些工作要求，員工可能必須付出相對的努力，以致

於身心無法充分恢復時，這些工作上的要求就可能變成工作壓力的來源

（Meijman and Mulder, 1998）。也就是說，當工作要求超過員工所能負荷的

範圍時，則可能對員工帶來負面的影響（陳佳雯、陸洛、許雅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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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研究文獻便顯示：「工作負荷」、「角色衝突與模糊」、「工作家庭衝

突」、「情緒勞動」等工作要求與情境，都被認為可能會提升職業倦怠，進

而造成對員工與組織不利的後果（洪瑞斌，2013）。此外，高工作壓力（high 

work pressure）、不友善的工作環境（unfavorable physical environment）、

以及與客戶之間的情緒性要求互動（emotionally demanding interactions 

with clients）等，也都被認為屬於工作要求的概念（Orgambídez-Ramos, 

Borrego-Alés, and Mendoza-Sierra, 2014: 362）。 

由於主計工作的特性，以及當代行政機關組織龐大、業務複雜、以及

高度專業化，單位間與同仁間意見紛歧或衝突也自然會發生，主計人員有

時會被認為是造成機關運作不利的因素，亦會阻礙整體的進步（杜佩蘭等

人，2013：124）。因為，主計人員除了需協助業務單位外，同時也必須扮

演著內部審核及防弊的角色（吳介豪，2014），但服務業務單位的目標與

主計人員被賦予的規範性期望相左時，便容易產生角色衝突。此外，

Covaleski、Dirsmith、Heian 與 Samuel（1998）對公共會計師事務所的調

查發現，當組織試圖通過目標和管理指導將專業人員塑造成紀律嚴明的組

織成員時，也會明顯提升專業人員的角色衝突。而基於制度設計的角度，

根據主計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第 29 條規定：「各級主辦人員對各該管上

級機關主辦人員負責，並依法受所在機關長官之指揮」，此制度設計一方

面有健全財務管理的目的，卻也是主計人員面對角色衝突的主要原因（陳

碧君，2003）。 

然而，角色衝突對於組織或個人都可能造成不利的結果，例如角色間

的衝突對於組織承諾具有負面影響（Boshoff and Mels, 1995; Gregersen and 

Black, 1990），而組織承諾正是員工工作績效、組織效能之預測指標（杜

佩蘭等人，2013：151）。此外，角色衝突也可能會強化主計人員的職業倦

怠感（劉瑞霞，2013；吳介豪，2014）。Wu（2009: 263）也曾以臺灣警察

人員為例，針對警察之角色衝突對於情緒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以

及健康問題的關聯性進行研究，並證實角色衝突確實會惡化警察人員的情

緒耗竭與健康問題。因此，基於主計業務和管理制度的特性，主計人員角

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的程度，以及可能造成的影響便有其深入研究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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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工作資源」意指工作中有助於達成工作目標、降低工作

要求及其相關之身心成本、刺激個人成長、學習、發展，它可能涉及身體、

心理、社會、或組織等各層面的條件（Bakker and Demerouti, 2007）。原始

的 JD-R 模型主要聚焦在工作或職場特性的相關變數上，例如組織或是主

管給予員工感情上或是工作上的支持與肯定（陳佳雯等人，2012；陳敦源、

吳舜文、陳揚中、王光旭，2019），但許多經驗研究指出個人所具備的資

源也有助益，例如：工作者意識到自己具備掌控與影響工作環境的能力，

進而能因應工作的壓力與疲勞（Hobfoll, Johnson, Ennis, and Jackson, 2003; 

鄭怡世等人，2017：9-10）。因此，「個人資源（personal resources）」也被

視為 JD-R 模型中重要的資源形式與變數（Bakker and Demerouti, 2014; 

Bakker, Demerouti, and Sanz-Vergel, 2014），例如教育程度、工作經驗、與

技術能力等個人資本變數（Schieman, 2013: 279; 鄭怡世等人，2017：10；

陳敦源等人，2019：480）。隨著相關研究的發展，工作資源所涉及的層面

逐漸發展的更為複雜，例如：在組織層面包含工資、職業（升遷）機會、

工作保障等；在人際關係層面包括主管和同事支持、團隊氣氛等；在特定

工作崗位上包括角色清晰度、決策參與；以及任務層面的技能變化、自主

性和績效反饋等（Demerouti and Bakker, 2011）；以及上述提到在個人層面

上的各種個人資本變數。 

美國會計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簡稱 AICPA）對「會計」所下的定義指出：「會計是一種衡量及溝通之程

序，此程序包含有觀察、確認、衡量、記錄、分類、彙整、報告、分析及

解釋（嚴玉珠，1987）」，因此，會計人員之人際溝通能力對工作的影響不

容忽視（羅秀英，2005）。對於會計人員職能的教育和認知上，也有從過

去強調會計技術能力轉變為更加強調溝通能力的變化，並同時也更關注在

職業素養、業務知識、和領導能力的發展（Deppe et al., 1991: 282）。而溝

通能力對於會計人員除了在專業和工作本身具重要性外，相關研究也發

現，主計人員透過與同仁的積極溝通和互動，可降低主計人員工作的角色

衝突與角色模糊（林君勵，2007），而會計人員的溝通知識也可以降低部

門間的關係衝突（李淑芬，2010）。實務上，我國主計人員也被要求要從

機關同仁、請款核銷廠商、以及民眾等服務對象的角度提供服務，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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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解決問題（朱澤民，2018：9）。此外，若能使機關同仁認為主計人員

對其具備高度的理解與關懷，便會提升機關同仁對於主計人員業務品質的

認同與滿意，也會降低職業倦怠可能的情形，而機關同仁對主計人員的理

解，有賴於主計人員與機關同仁間良好的溝通（陳護文，2017）。因此，

主計人員的溝通能力，除了能清楚向服務對象說明與解釋相關規範與程

序，減少彼此在制度規範上的認知落差外，若能更著重在和服務對象間的

相互理解，則更有可能減緩其角色衝突的問題。 

在人際溝通能力模式理論中，Spitzberg 與 Cupach（1984）認為，人

際溝通能力並非單一方向或是單一方法，而是必須考量時間、地點、環境

及溝通狀態，適當的表達有意義的訊息，並藉由訊息的互動調整有效溝通

之策略，最終以達成良性溝通為目的。因此，溝通能力的重點，在結果上

必須能夠使得雙方在溝通過程中能持續的相互調整，以追求有效且良性的

互動。Spitzberg 與 Cupach（1984）並強調，在其提出的「人際溝通能力

模式」三大構面中又以溝通技巧最為重要，且人際溝通能力中並沒有固定

的一套特定技能或方式適用於所有情況，所以需要擴展溝通能力的範圍與

多樣性。此外，溝通效果也會隨著溝通方式而有不同，所以我們需要各種

溝通行為的模式（游梓翔、劉文英、廖婉如，2003）。但不論溝通的技巧

或方式如何，針對溝通能力的基本概念界定，大多都可將溝通能力區分為

傾聽和表達兩種基本能力（Morreale, Spitzberg, and Barge, 2001; 陳皎眉、

鄭美芳，2002；林永豐，2015；黃琇屏，2019：8），也唯有同時做好傾聽

與表達，也才能使得溝通具備雙向的意義。而傾聽、解釋等溝通能力，也

是各種行業所需要，可視為高層次的共通性能力（林永豐，2015），也因

此對於溝通能力的衡量，必須包含傾聽與表達兩個面向。 

綜上所述，基於 JD-R 模型，工作要求會引發職業倦怠，而工作資源

則可減緩職業倦怠的理論架構，本研究認為在主計人員的工作環境中，可

將其面對的角色衝突問題視為最重要工作要求變數；而主計人員的溝通能

力，可視其為屬於個人層面的工作資源，並為主計業務所重視與強調的能

力；且本研究認為透過良好的溝通，主計人員應可有效與機關同仁間形成

更好的互動合作關係，進而減緩其角色衝突。因此本研究並希望進一步探討

主計人員的溝通能力是否在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間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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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計人員之角色衝突、溝通能力、與職業倦怠間關聯性之

推論 

（一）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的關聯性 

主計人員角色衝突主要源自於三種衝突情境，包含：1. 個人內在的

衝突：指主計人員對於工作所抱持的理念、角色、個人價值，與現實環境

的期望不一致所致；2. 面對上級機關的衝突：為達成主計總處政策目標，

同時需配合派駐機關業務執行，當面對兩種組織目標，卻無法滿足所有角

色要求時的衝突；3. 面對派駐機關人員之衝突：為達成服務機關首長之

施政目標、執行業務推動，並符合預算會計相關法規規範，與派駐機關人

員對工作目標認同不一致時產生的衝突（劉瑞霞，2013：26）。然而，根

據薛芝蕙（2006：120）針對主計人員角色衝突研究發現，主計人員認為

與派駐機關人員的互動最頻繁，與派駐機關人員的角色衝突程度卻也最

高，最能反映主計人員角色衝突上的問題。因為，任職於派駐機關中的主

計人員，必須以機關首長設定之機關目標為首要，協助機關之業務推動，

同時也必須對於資源與經費運用審核把關，主要的互動對象還是派駐機關

的人員。故本研究將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之影響情境，設定在

面對派駐機關人員所產生的衝突情形。 

關於職業倦怠之理論與測量，可分成三大面向：情緒耗竭（emotion 

exhaustion）指工作者在工作情緒上資源己耗盡且無力負荷；去人性化

（depersonalization）指工作者以冷漠、漠不關心的態度去面對服務對象；

降低個人成就（personal accomplishment）亦即個人在工作上無法獲得成

就，無法對自我工作表現得到成就感（Maslach and Jackson, 1981）。Maslach

與 Jackson（1981）並依據上述三大面向發展出 MBI-HSS 量表，在相關應

用研究結果顯示，該量表在測量職業倦怠上有高度的信效度，目前也被國

內學者廣泛使用。除了原始的 MBI 量表外，也因應研究對象的差異，陸

續發展出其他版本，包括 MBI-HSS（適用於個人服務工作者的）、MBI-ES

（適用於教育工作者的）及 MBI-GS 適用於一般工作者（通常是非人際接

觸與服務類工作使用）。本研究主要聚焦在主計人員是否因職業倦怠而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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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我調適進而產生對外在的冷漠、失落，甚至是自我否定的情況，故本

研究也採用 MBI 量表做為職業倦怠的測量工具，在測量構面上涵蓋情緒

耗竭、去人性化，與降低個人成就等變數三個面向。 

近年來對於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相關研究顯示，無論是針對文化局

（歐素雯，2004）或是衛生局（李雅惠，2012）等公務人員之研究，亦或

是以各機關主計人員為主體的研究，都發現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的三個面

向，確實皆具有顯著的正向關聯，也就是角色衝突的感受愈頻繁，感受職

業倦怠的頻率也愈高（劉瑞霞，2013；吳介豪，2014；林彩杏，2015）。

洪瑞斌（2013）回顧臺灣過去有關職業倦怠的研究，也發現角色衝突與模

糊等工作要求，會正向影響到職業倦怠感。另邱微媛（2012）研究指出角

色間衝突，對工作疲勞有正向的顯著影響。由此可知，工作上有角色衝突

風險的職務，可能因此影響其職業倦怠。因此，本研究將針對主計人員的

角色衝突感程度與其感受職業倦怠的頻率高低關係進行檢驗。 

（二）溝通能力在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間的調節作用 

在 JD-R 模型研究中，發現個人資源不僅可調節工作資源與工作投入

之間的關係，並緩解工作需求對於工作倦怠的影響，故應針對更具實用性

的個人資源進行研究（Xanthopoulou, Bakker, Demerouti, and Schaufeli, 

2007: 135-136）。也因此，本研究將溝通能力作為個人資源之變數外，並

希望進一步檢驗溝通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關聯性的調節效果。而

依據前述文獻，溝通能力可區分為傾聽能力及表達能力，好的溝通者被認

為須具備良好的傾聽能力，再以適當口語和非口語表達回應（Morreale, 

Spitzberg, and Barge, 2001）。而基於這樣的觀點，也可發現傾聽與表達能

力雖然都屬溝通能力的一部份，但兩者對於溝通上的功能、效果、與能力

展現上都是具有差異的，也因此傾聽能力與表達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職業

倦怠間的調解與緩解效果也可能有所不同。 

具體來說，在傾聽能力上，主計人員若能使得機關同仁認為主計人員

具備高度的理解與關懷，便會提升機關同仁對於主計人員業務品質的滿意

度，以及認同主計流程並兼具高度的配合性（陳護文，2017）。因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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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人員的傾聽力越高，則可能更具同理心的看待業務同仁的需求，提升與

同仁間的正向互動，而減緩其角色衝突的問題。 

至於在表達能力上，會計工作細節繁瑣，工作上被認為必須注重溝通

程序，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表達，清晰的解釋與說明，是會計人員應具備

的能力（羅秀英，2005：17）。而政府主計人員對相關規範和業務流程，

若無法清晰地向業務同仁說明與解釋，便很容易產生衝突及誤會，責怪主

計人員找麻煩，可能加深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感。 

許多 JD-R 模型的研究皆指出工作資源具備調節或緩衝工作要求與職

業倦怠間關係的效果。像是賴幸如（2010）提及義工組織提供給義工的工

作資源，可以負向地影響到義工對該服務工作的工作倦怠；廖木燦（2007）

發現科技業員工之工作資源和工作倦怠間呈現高度的負相關；謝惠紅

（2014）則發現飯店員工的工作資源對工作負荷與工作倦怠的關係具有調

節效果；最後，針對公衛護理人員的研究也發現，若視公共服務動機為其

工作資源，公共服務動機越強者，較不易感受到工作上的倦怠與對服務對

象之倦怠，但將公共服務動機做為調節變數時，卻發現隨著工作負荷和繁

文縟節增加，公共服務動機較高者，所感受的工作倦怠感程度也會隨之放

大（陳敦源等人，2019：492）。而本研究認為，若主計人員能有效的運用

溝通技巧與能力，將能適當的減少面對機關同仁之衝突，間接能減緩職業

倦怠感，故合理推論人際溝通能力能有效調節角色衝突對職業倦怠的影

響。又基於溝通能力可區分為傾聽能力與表達能力，因此本研究並將針對

兩種溝通能力是否具調節且能減緩角色衝突對職業倦怠感受頻率影響之

效果進行檢視。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主計人員為研究主體，研究目的在探討主計人員角色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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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倦怠的嚴重程度與關聯性，並進一步檢視人際溝通能力（傾聽與表達

能力）是否具有調節效果，並據此設定本研究主要之三項研究假設。同時，

本研究也考量到主計人員的公職身份與工作特質，以此為基礎設計控制變

數，進而形成本研究架構如圖 1。此外，本研究並配合職業倦怠之三項構

面，即情緒耗竭、去人性化、以及降低個人成就，而更細緻的分別檢視角

色衝突感對於職業倦怠感的影響，因此將研究假設再進行細分，具體之研

究假設如下： 

 

 

圖 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H1：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感受程度越高，其感受到職業倦怠的頻率愈高。 

H1-1：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感受程度愈高，其感受到情緒耗竭的頻率愈高。 

H1-2：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感受程度愈高，其感受到去人性化的頻率愈高。 

H1-3：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感受程度愈高，其感受到降低個人成就的頻

率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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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主計人員的溝通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感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H2-1：主計人員傾聽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感間關係的調節

效果。 

H2-1-1：主計人員傾聽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間關係的調

節效果。 

H2-1-2：主計人員傾聽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間關係的調

節效果。 

H2-1-3：主計人員傾聽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降低個人成就感關係

的調節效果。 

H2-2：主計人員表達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感關係的調節效果。 

H2-2-1：主計人員表達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關係的調節

效果。 

H2-2-2：主計人員表達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關係的調節

效果。 

H2-2-3：主計人員表達能力，具緩解角色衝突與降低個人成就感關係

的調節效果。 

二、研究工具設計 

本研究之問卷設計包含角色衝突量表、職業倦怠量表、人際溝通能力

量表與個人背景資料，先藉由專家效度檢定（五位專家學者與資深主計人

員），初步修正與增補問卷題項，並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確保

各量表的信效度。 

（一）角色衝突量表 

本研究以 Kahn 等人（1964）發展之「角色衝突與角色模糊量表（role 

conflict and role ambiguity questionnaire）」為基礎，並參考薛芝蕙（2006）、

劉瑞霞（2013）、杜佩蘭等人（2013）及林彩杏（2015）以主計人員為對

象之中文化量表，並在不違反原題意下設計題項。本量表採 5 點 Likert 尺

度測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請受訪者根據題項感受工作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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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角色衝突的情況而回答。 

在信效度的檢驗，KMO 值為 0.81（p<0.001），各題項的因素負荷量

均大於 0.7，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57.74%，Cronbach’s α 值為 0.81，顯示此

量表有良好之信效度。 

（二）職業倦怠量表 

在職業倦怠的量表設計上，本研究基於 Maslach 與 Jackson（1981）

所界定的職業倦怠三構面，並進一步參考陸洛、李惠美與謝天渝（2005）

所編譯之中文版職業倦怠量表。本量表採 7 點 Likert 尺度測量，分數越高

（最高 6 分＝每天）表示感受到倦怠的頻率越高，分數越低（最低 0 分=

從來沒有），顯示感受到倦怠的頻率越低或者毫無感受1。 

職業倦怠量表 KMO 值為 0.93（p<0.001），每個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

達 0.5 以上，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7.59%，其中「情緒耗竭」可解釋 43.9%

的變異、「去人性化」可解釋 15.9%的變異、「降低個人成就感」可解釋 7.7%

的變異，顯示各題項均能有效預測受測者之工作倦怠頻率。Cronbach’s α

值為 0.92，顯示此量表有良好之信效度。 

（三）人際溝通能力量表 

本研究根據 Spitzberg 與 Adams III（2007）發展之溝通技能量表（the 

Conversational Skills Rating Scale，簡稱 CSRS），並參考曾明鳳（2016）根

據 CSRS 改編之中文版問卷進行題項設計。原始的 CSRS 量表，共測量 25

項不同的溝通技能，為了符合本研究欲針對傾聽與表達能力的調查需求，

本研究僅針對「傾聽技巧」與「表達技巧」之題項進行挑選，並根據主計

人員的工作脈絡在不改變原意下微調，各設計 5 題的題項。此量表以 5 點

Likert 尺度進行測量（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由受訪者依照題目

根據自身的溝通能力表現填答。 

 
1 其中降低個人成就在原量表的題項設計中，是正向表述，也就是分數愈高個人成就感愈

高，為了能與職業倦怠的解釋方向一致，故本研究中關於降低個人成就的部分均改為反

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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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因素分析後結果顯示「傾聽能力」題組之 KMO 值為 0.86

（p<0.001），並以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變異量法進行直交轉軸，僅萃取出

一個因子，各題項之因素負荷量皆達 0.7 以上，累積解釋變異量 64.49%，

Cronbach’s α 值為 0.86，顯示本題組有良好之信效度。 

「表達能力」題組 KMO 值為 0.75（p<0.001），以主成分分析法及最大

變異量法進行直交轉軸同樣萃取出一個因子，因素負荷量達 0.7 以上，累

積解釋變異量 60.14%，Cronbach’s α 值為 0.83，也顯示本題組有良好之信

效度。 

三、施測過程與樣本結構 

本研究以 google 表單作為問卷填寫平臺，並於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間實施調查，調查母體為 2019 年度全國各機關主計人員（以 2019

年 12 月統計資料為基準，主計人員共計 12,362 人2；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0），由本研究第二作者透過主計人員的內網系統寄送給全國主計人

員，實際回收之有效問卷數為 418 份，有效回收率為 3.4%。 

本研究之樣本結構在個人背景上，首先，以性別區分，男性 99 位

（23.7%）；女性 319 位（76.3%）；年齡層分佈以 26 至 35 歲佔比例最高，

共 169 位（40.4%），其次為 36 至 45 歲，共 120 位（28.7%）；教育程度以

大學（含以下）畢業者為最多，共 307 位（73.4%），其次為研究所以上，

共 111 位3（26.6%）；主計年資則以未滿 5 年者最多，共 146 位（34.9%），

其次為 5-9 年，共 121 位4（28.9%）。 

至於在職業背景上，任職於中央政府所屬機關者共 220 位（52.6%），

任職於地方政府所屬機關者 198 位（47.4%）；職等以薦任 7 職等最多，共

 
2  實際調查時是 2019 年 9 月，但因無法查得 9 月的資料，故回收率以同年度主計總處所公

布 12 月底的主計人員資料來計算。 
3 本研究原始資料中，教育程度高中含以下只有 2 位，而博士含以上只有 3 位。依 108 年

度全國主計人力統計圖（行政院主計總處，2020）顯示，教育程度高中含以下僅有 1.48%，

該項資料並未統計博士畢業，考量該項人數過少不易分析，故後續分析教育程度將區分

為大學（含以下）及研究所以上。 
4 年資部份依 107 年銓敍部公務人員統計概況，行政機關公務人員人數按年資區分，分類

為未滿 5 年、5-9 年、10-14 年、15-19 年、20-24 年、25-29 年、30 年以上（銓敘部，2018），

以進行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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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位（38.8%），其次為薦任 8 職等共 81 位（19.4%）；非主管人員共 273

人（65.3%），而擔任主管者共 145 位（34.7%），詳見附錄一。 

最後，本研究並以 2019 年度全國主計人員人力統計之結果，針對性

別、機關別、以及學歷之比例與本研究調查樣本代表性，結果顯示本研究

之樣本與母體並無顯著差異，因此本研究樣本特質應可對全國主計人員具

一定之推論性，詳見附錄二。 

肆、研究分析與發現 

一、主要變數描述統計分析 

（一）角色衝突 

角色衝突所有題目的平均數為 2.76至 3.62之間，整體的平均數是 3.26

（SD=0.77），顯示主計人員在面對派駐機關同仁時具有一定程度的角色衝

突壓力。不過相對於角色衝突的困擾與壓力，主計人員與其他單位同仁會

發生實際衝突的程度還是較低一些。 

表 1 角色衝突量表描述性統計（M=3.26, SD=0.77）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為順應時勢所趨，機關推行政務及維護人民利益時或有創新之

舉，但卻無相關法令及經費可供支應，身為主計人員是否該設法

與以融通，常令我感到困擾。 

3.62 0.97 

機關推行政務，有時為爭取時效、維持人民利益與政績，往往與

有關規定不盡相符，是否該簽註意見，常令我感到困擾。 
3.45 1.05 

因應政府財政困難、經費拮据，但若對於各項不經濟支出，如從

嚴審核，會擔心得罪機關內同仁。 
3.35 1.11 

執行主計業務時，我覺得很難達成其他單位的期望。 3.13 0.96 

在執行主計業務時我時常與其他單位發生衝突。 2.76 0.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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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倦怠 

職業倦怠之量表分為情緒耗竭、去人性化、以及降低個人成就感三部

分，以下分別就三個構面之描述性統計結果進行說明。 

1. 情緒耗竭： 

情緒耗竭各題項平均數為 1.72至 2.97之間，整體構面的平均數為 2.31

（SD=1.56）。結果顯示主計人員的情緒耗竭感受頻率尚屬適中，主要會感

受到倦怠的情境為一天的工作結束後而感受到精疲力盡，或平時工作上的

疲憊感。 

2. 去人性化： 

去人性化構面的平均數為 0.59 至 1.09 之間，整體的平均數為 0.90

（SD=1.19），大概介於「從來沒有」與「一年會感受到幾次」的頻率之間。

相較於情緒耗竭的情況，頻率相對低很多，顯示主計人員在自我評價上整

體的去人性化程度並不高。 

3. 降低個人成就： 

降低個人成就構面的平均數為 2.21 至 4.21 之間（已反向計分，分數

愈高，感受到成就感降低的頻率愈低），整體的平均數 3.14（SD=1.34），

顯示主計人員感受到降低個人成就的狀況並不嚴重。 

綜合描述性統計的結果顯示，情緒耗竭是主計人員之職業倦怠中最主

要的型態，整體而言呈現中等頻率的疲憊感與情緒耗竭，但主要在於對於

工作的過度投入。至於感受到有去人性化狀況的頻率相對其他面向為最

低，特別是主計人員並不會對機關同仁感到冷漠無情。最後，對於工作成

就感的整體狀況尚可，雖然對於工作帶來成就感的感受頻率較低，但對於

營造工作氣氛、個人情緒管理、以及有效處理業務單位的問題上較為良

好。整體結果顯示主計人員對於感受到職業倦怠頻率的自評結果尚屬適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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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職業倦怠量表描述性統計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情
緒
耗
竭 

在一天的工作結束時，我覺得整個人已精疲力竭。 2.97 1.86 

早上起來，想到要面對新的一天工作就覺得疲憊。 2.61 1.96 

我覺得我對工作付出太多。 2.52 1.98 

我的工作使我在情緒上有耗盡的感覺 2.46 1.75 

我的工作讓我感覺精力耗盡。 2.46 1.90 

對我來說與業務單位一起工作一整天，實在是一件累人的

事。 
2.21 1.80 

我的工作讓我覺得受到挫折。 1.94 1.62 

與業務單位工作時的直接接觸帶給我很大的壓力。 1.88 1.69 

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到智窮力盡的地步了。 1.72 1.78 

去
人
性
化 

我並不真的關心業務單位發生了什麼事。 1.09 1.54 

自從接了這個工作後，我對他人變得比較無情。 1.01 1.51 

我覺得我對待業務單位時好像把他們當作物體而不是人。 0.59 1.34 

我擔心這個工作使我情感上變得冷漠無情。 0.09 1.42 

降
低
個
人
成
就 

在主計工作中我已完成了許多令我有成就感的事 4.21 1.56 

與機關業務單位一起緊密工作後，會覺得興奮。 4.05 1.86 

藉由工作，我覺得我帶給別人生活正面的影響。 3.35 2.02 

我覺得我充滿活力。 3.14 1.87 

我能很容易地瞭解機關內業務單位對事情的感受。 2.92 1.73 

我能輕易地與機關業務單位共同創造一個輕鬆的氣氛。 2.81 1.81 

在工作時，我可以很平靜地處理情緒問題。 2.44 1.80 

我能非常有效地處理機關業務單位的問題。 2.21 1.7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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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際溝通技巧 

1. 傾聽能力： 

傾聽能力各題項的平均數為 3.75 至 4.05 之間，整體平均為 3.96

（SD=0.52），顯示主計人員普遍皆認為自己在工作上能表現出良好的傾聽

能力。 

2. 表達能力： 

表達能力各題項的平均數為 3.81 至 3.94 之間，整體平均數為 3.87

（SD=0.51）。雖然稍略低傾聽能力，然依然顯示主計人員普遍也認為自己

具備良好的表達能力。 

表 3 人際溝通技巧之描述性統計 

構面 題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傾
聽
能
力 

在溝通時，我能專注傾聽業務單位的意見。 4.05 0.62 

在傾聽時我會適當地用肢體動作回應對方，例如：眼神接

觸、點頭。 
4.05 0.65 

在傾聽時，我能記住重點，並適時發問以釐清對方意思。 4.05 0.62 

在傾聽後，我能以同理心去回應對方。 3.93 0.63 

我能客觀地去傾聽，不會有批判的情緒或想法去分析對方

的內容。 
3.75 0.70 

表
達
能
力 

在溝通時，我會適時調整表達方式來化解溝通時可能會發

生的衝突或誤解。 
3.94 0.62 

在溝通時，我會小心用字遣詞。 3.91 0.68 

在溝通時，我能清晰描述事件原委（如舉例、故事性描述、

引用數據等）。 
3.86 0.66 

在溝通時，我能留意自己的語調和音量。 3.84 0.73 

在溝通時，我的表達方式能讓對方清楚了解。 3.81 0.6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背景變數對主要變數平均數差異性之檢定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主計人員年資、服務 



主計人員角色衝突、溝通能力與職業倦怠關聯性之研究 21 

表 4 背景變數對主要變數之平均數差異性檢定（N=418） 

 角色衝突 情緒耗竭 去人性化 降低個人成就 傾聽能力 表達能力 

性別 
不顯著 

（t = 0.43） 

不顯著 

（t = 1.17） 

男>女 

（t = 2.51*） 

不顯著 

（t = 0.32） 

不顯著 

（t = -0.40） 

不顯著 

（t = 1.18） 

年齡 

25 歲以下> 

55 歲以上 

26-35 歲> 

36-45 歲 

26-35 歲> 

46-55 歲 

26-35 歲> 

55 歲以上 

36-45 歲> 

55 歲以上 

46-55 歲> 

55 歲以上 

25 歲以下> 

55 歲以上 

26-35 歲> 

55 歲以上 

36-45 歲> 

55 歲以上 

46-55 歲> 

55 歲以上 

26-35 歲> 

46-55 歲 

26-35 歲> 

55 歲以上 

36-45 歲> 

55 歲以上 

25 歲以下> 

55 歲以上 

26-35 歲> 

46-55 歲 

26-35 歲> 

55 歲以上 

55 歲以上> 

26-35 歲 

55 歲以上> 

26-35 歲 

（F = 10.88***） （B-F = 5.98***） （B-F = 4.00**） （B-F = 6.27***） （B-F = 3.94**） （F = 2.96*） 

教育 

程度 

不顯著 

（t = 0.73） 

不顯著 

（t = 0.05） 

不顯著 

（t = 0.02） 

不顯著 

（t = 1.32） 

不顯著 

（t = -1.65） 

不顯著 

（t = -1.40） 

主計 

年資 

未滿 5 年> 

10-14 年 

未滿 5 年> 

15-19 年 

未滿 5 年> 

20-24 年 

5-9 年> 

10-14 年 

未滿 5 年> 

10-14 年 

未滿 5 年> 

20-24 年 

5-9 年> 

10-14 年 

未滿 5 年> 

10-14 年 

未滿 5 年> 

15-19 年 

未滿 5 年> 

20-24 年 

5-9 年> 

10-14 年 

未滿 5 年> 

30 年以上 

5-9 年> 

30 年以上 

Games-Howel

事後檢定組間

無顯著差異 

Scheffe’事後

檢定組間無

顯著差異 

（B-F = 6.28***） （B-F = 4.65***） （B-F = 4.38***） （F = 5.14***） （B-F = 2.93**） （F = 2.34*） 

服務 

機關別 

地方>中央 

（t = -2.16*） 

地方>中央 

（t = -2.48*） 

地方>中央 

（t = -2.61**） 

地方>中央 

（t = -2.19*） 

不顯著 

（t = 1.55） 

不顯著 

（t = 0.85） 

目前所

任職等 

3 職等> 

9 職等以上 

6 職等> 

9 職等以上 

6 職等> 

7 職等 

6 職等 

9 職等以上 

6 職等> 

7 職等 

6 職等> 

9 職等以上 

5 職等> 

9 職等以上 

不顯著 Scheffe’事後

檢定組間無

顯著差異 

（F = 5.61***） （F = 3.32**） （B-F = 2.97**） （F = 3.58**） （F = 2.00） （F = 2.25*） 

是否佔

主管缺 

非主管>主管 

（t = -4.859***） 

非主管>主管 

（t = -3.87***） 

非主管>主管 

（t = -3.81***） 

非主管>主管 

（t = -4.99***） 

主管>非主管 

（t = 4.22***） 

主管>非主管 

（t = 3.22**）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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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別、所任職等、與是否任主管缺等個人背景變數，分別針對角色衝突、

職業倦怠、與人際溝通技巧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以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此外，基於 ANOVA 分析必須符合變異數同質性假定，本研

究並根據變異數同質性檢定結果，分別以 Scheffe 法（變異數同質），或

Games-Howell 法（變異數不同值）進行事後檢定，後者並以 Brown-Forsythe

的檢定值（以下簡稱 B-F）替代 F 統計量，以符合統計上的基本假定，其

結果如表 45。統計檢定結果與討論如下： 

（一）角色衝突 

首先，在年齡對於角色衝突之差異性分析中發現（F = 10.88,         

p < 0.001），25 歲以下明顯高於 55 歲以上的主計人員；且 26-35 歲皆高於

36-45 歲、46-55 歲、55 歲以上的主計人員，另 46-55 歲也高於 55 歲以上

組別的主計人員。顯示年長的主計人員角色衝突情形明顯小於年輕的主計

人員。 

其次，年資未滿 5 年的主計人員明顯高於年資 10-14 年、15-19 年、

與 20-24 年，且年資 5-9 年者又明顯高於年資 10-14 年者（B - F = 6.28,    

p < 0.001）。顯示年資愈低者其角色衝突程度明顯高於資深人員的狀況。 

第三，在地方服務的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高於在中央機關服務的主計

人員（t = -2.16, p < 0.05）。第四，3 職等及 6 職等的主計人員之角色衝突

明顯高於 9 職等以上的主計人員（F = 5.61, p < 0.001）。最後，非主管之主

計人員的角色衝突高於身為主管的主計人員（t = -4.859, p < 0.001）。 

整體來看，年齡較輕、年資較低、於地方單位服務、職等較低、以及

非主管之主計人員可能具有較嚴重的角色衝突問題。 

 
5  表 4 中各變數之組間設定分別為：性別：（1）男（2）女；年齡：（1）25 歲以下（2）26-35

歲（3）36-45 歲（4）46-55 歲（5）55 歲以上；教育程度：（1）大學（含）以下（2）研

究所以上；主計年資：（1）未滿 5 年（2）5-9 年（3）10-14 年（4）15-19 年（5）20-24

年（6）25-29 年（7）30 年以上；服務機關別：（1）中央（2）地方；目前所任職等（1）

3 職等（2）4 職等（3）5 職等（4）6 職等（5）7 職等（6）8 職等（7）9 職等以上；是

否佔主管缺：（1）非主管（2）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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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業倦怠 

在職業倦怠部份，性別僅在去人性化具有顯著差異（t=2.51, p< 0.05），

該結果顯示男性較女性有更高的去人性化現象。年齡部分則發現，25 歲

以下、26-35 歲、36-45 歲、46-55 歲的主計人員，皆比 55 歲以上者更容

易出現情緒耗竭的情形（B-F = 5.98, p < 0.001）；而在去人性化方面，26-35

歲者比起 46-55 歲與 55 歲以上者，以及 36-45 歲比起 55 歲以上者更容易

具有去人性化的感受（B-F = 4.00, p < 0.01）；另外，在降低個人成就感方

面，25 歲以下者相較於 55 歲以上者，以及 26-35 歲者相較於 46-55 歲與

55 歲以上者，有較容易出現降低個人成就感的現象（B-F=6.27, p < 0.001）。 

再者，針對年資分析，發現任職未滿 5年者，比起任職 10-14年與 20-24

年者，以及任職 5-9 年者比起任職 10-14 年者，更容易感受到情緒耗竭（B-F 

= 4.65, p < 0.001）；且任職未滿 5 年者又比起任職 10-14 年、15-19 年、與

20-24 年者，以及任職 5-9 年者比起任職 10-14 年者，更容易有去人性化

的感受（B-F = 4.38, p < 0.001）；而任職未滿 5 年與 5-9 年者，比起任職

30 年以上更容易出現降低個人成就感的現象（F = 5.14, p < 0.001）。 

至於服務機關別對於職業倦怠分析結果，不論是情緒耗竭（t = -2.48,  

p < 0.05）、去人性化（t = -2.61, p < 0.01）、及降低個人成就感（t = -2.19,     

p < 0.05），均顯示地方機關較中央機關更為嚴重。在職等差異上，發現 6

職等比 7 職等及 9 職等以上人員在工作上更容易出現情緒耗竭（F = 3.32,  

p < 0.01）；去人性化方面，6 職等也比 7 職等與 9 職等以上者更為明顯（B-F 

= 2.97, p < 0.01）；降低個人成就感方面，3 職等比 9 職等以上更容易出現

降低個人成就感現象（F = 3.58, p < 0.01）。最後，非主管職者在情緒耗竭

（t = -3.87, p < 0.001）、去人性化（t = -3.81, p < 0.001）、及降低個人成就感

（t = -4.99, p < 0.001）上皆高於擔任主管之主計人員。 

因此，整體而言，可發現年紀較輕、年資較淺者、服務於地方機關者、

職等較低者、以及非主管人員者，在職業倦怠的各面向上皆有較嚴重的傾

向。至於性別差異僅在於男性的去人性化的程度較女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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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際溝通技巧（表達能力與傾聽能力） 

最後，在溝通技巧上，僅發現 55 歲以上者，比起 26-35 歲者認為自

己在工作溝通上有更良好的傾聽能力（B-F = 3.94, p < 0.01）及表達能力 

（F = 2.96, p < 0.05），以及擔任主管者對於自己的傾聽能力（t = 4.22,      

p < 0.001）及表達能力（t = 3.22, p < 0.01）評估上，明顯高於非主管人    

員。 

因此，在溝通能力的自評表現上，主要差異應在於擔任主管普遍優於

非主管者，雖然可發現 55 歲以上者優於 26-35 歲者的情形，但其他年齡

層的組間差異並不顯著。 

三、角色衝突對職業倦怠關聯性之檢定 

針對主計人員有關角色衝突是否對職業倦怠有正向顯著影響效果之

檢定，分析結果如表 5，以下將分別討論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去人性化

與低個人成就感之檢定結果。 

（一）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 

角色衝突對情緒耗竭具顯著之正向效果（B=0.96, p<0.001），解釋變異

量為 26%，顯示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感程度越高，則感受情緒耗竭的頻率

亦有明顯的增加。因此，假設 H1-1 得到支持。 

（二）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 

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對去人性化具顯著之正向效果（B=0.69, 

p<0.001），解釋變異量為 25%，因此假設 H1-2 也得到統計上的支持。 

此外，性別與機關別等控制變數對於去人性化的預測效果也具顯著

性，其中女性的去人性化較男性輕微，而地方機關的主計人員去人性化的

程度較中央機關者更為嚴重。這些分析結果也與平均數差異性檢定的結果

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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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色衝突與降低個人成就感 

最後，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對降低個人成就感具顯著之正向效果

（B=0.67, p<0.001），解釋變異量為 22%，因此假設 H1-3 也得到統計上的

支持。 

表 5 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三構面之關聯性檢定 

變數 

職業倦怠 

情緒耗竭 去人性化 降低個人成就感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常數 -1.26 （0.63） -1.06 （0.49） 0.99 （0.56） 

控制變數       

性別（男=0） -0.16 （0.16） -0.39** （0.13） 0.01 （0.14） 

年齡 -0.09 （0.11） -0.07 （0.08） -0.07 （0.10） 

教育程度 0.04 （0.16） 0.05 （0.12） -0.11 （0.14） 

主計年資 0.04 （0.07） 0.08 （0.05） -0.01 （0.06） 

機關別（中央=0） 0.24 （0.15） 0.23* （0.11） 0.11 （0.13） 

目前所任職等 0.07 （0.06） -0.03 （0.05） -0.01 （0.05） 

佔主管缺（主管=0） 0.32 （0.19） 0.19 （0.14） 0.32 （0.16） 

解釋變數       

角色衝突 0.96*** （0.09） 0.69*** （0.07） 0.67*** （0.08） 

R² 0.26 0.25 0.22 

Adj R² 0.25 0.23 0.21 

F 18.28*** 16.75*** 14.42*** 

N 418 418 418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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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溝通能力調節效果之檢定 

接著，本研究利用階層迴歸分析法分別針對傾聽能力與表達能力，是

否對於主計人員之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間具調節效果進行分析。結果顯示

僅有傾聽能力在情緒耗竭和去人性化為依變數時，有顯著的調節效果（僅

H2-1-1 與 H2-1-2 獲得支持）。以下進一步針對傾聽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情

緒耗竭關係之調節效果進行討論（其餘檢定結果見附錄三），並同時依序

呈現本研究分析之三組迴歸模型，依序為模型一：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關

聯性之檢定；模型二：加入傾聽能力變項；模型三：加入角色衝突與傾聽

能力之交互作用變項，藉此控制變項並呈現不同解釋變項組合的遞增貢

獻。 

（一）傾聽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關係之調節效果 

傾聽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關係之調節效果，如下表 6 所示，

交互作用項之迴歸係數為負值（B=-0.16, p<0.05）達顯著水準，表示傾聽

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關係具有負向的調節效果，也就是傾聽能力

愈好，愈可以緩和角色衝突對情緒耗竭的影響。 

本研究並參考 Aiken 與 West（1991）的作法，將傾聽能力之平均數，

各加減一個標準差作為高低分數值，並代入迴歸式中描繪變數間的交互作

用圖。如圖 2 所示，低傾聽能力的主計人員，無論在低或高角色衝突的情

況下，情緒耗竭程度均比傾聽能力較高者嚴重。針對傾聽能力較低者，角

色衝突與情緒耗竭呈明顯的正向關係；而傾聽能力高者，角色衝突與情緒

耗竭的正向關係則被減弱。也就是說傾聽能力較高，更能減緩主計人員工

作中角色衝突所引起的情緒耗竭程度，故本研究 H2-1-1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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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傾聽能力對角色衝突與情緒耗竭之調節效果檢定 

變數 

情緒耗竭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常數 1.88 （0.55） 1.90 （0.54） 1.69 （0.54） 

控制變數       

性別（男=0） -0.16 （0.16） -0.15 （0.16） -0.11 （0.16） 

年齡 -0.09 （0.11） -0.08 （0.11） -0.06 （0.11） 

教育程度 0.04 （0.16） 0.07 （0.16） 0.08 （0.15） 

主計年資 0.04 （0.07） 0.04 （0.07） 0.01 （0.07） 

機關別（中央=0） 0.24 （0.15） 0.22 （0.15） 0.19 （0.14） 

目前所任職等 0.07 （0.06） 0.06 （0.06） 0.08 （0.06） 

佔主管缺（主管=0） 0.32 （0.19） 0.26 （0.18） 0.27 （0.18） 

解釋變數  

角色衝突 0.96*** （0.07） 0.87*** （0.07） 0.92*** （0.07） 

調節變數  

傾聽能力 - -0.51*** （0.07） -0.51*** （0.07） 

交互作用項  

角色衝突*傾聽能力 - - -0.16* （0.07） 

R² 0.26 0.29 0.30 

Adj R² 0.25 0.27 0.28 

F 18.28*** 18.36*** 17.33*** 

△R² - 0.03 0.01 

N 418 418 418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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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角色衝突對於傾聽能力與情緒耗竭之調節效果作用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關係之調節效果 

如表 7 所示，交互效果之迴歸係數為負值（B=-0.14, p<0.01）並達顯

著水準，表示傾聽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關係具有負向顯著的調節

效果，也就是傾聽能力愈好，愈可以緩和角色衝突對去人性化的影響。 

接著，如圖 3 所示，傾聽能力較低者，無論在低角色衝突或高角色衝

突的情況下，均比高傾聽能力者有較高的去人性化。並且，傾聽能力較低

者其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呈現明顯的正向關聯性，但可發現傾聽能力較高

者，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間的正向關聯性較為減弱，也就是說傾聽能力較

高則能減緩角色衝突所引起的去人性化程度，故本研究 H2-1-2 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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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傾聽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去人性化之調節效果檢定 

變數 

去人性化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迴歸係數 

B 

標準誤差

（SE） 

常數 1.19 （0.43） 1.21 （0.42） 1.04 （0.42） 

控制變數       

性別（男=0） -0.39** （0.13） -0.38** （0.12） -0.35** （0.12） 

年齡 -0.07 （0.08） -0.05 （0.08） -0.04 （0.08） 

教育程度 0.05 （0.12） 0.08 （0.12） 0.09 （0.12） 

主計年資 0.08 （0.05） 0.08 （0.05） 0.06 （0.05） 

機關別（中央=0） 0.23* （0.11） 0.21 （0.11） 0.19 （0.11） 

目前所任職等 -0.03 （0.05） -0.03 （0.04） -0.02 （0.04） 

佔主管缺（主管=0） 0.19 （0.14） 0.13 （0.14） 0.14 （0.14） 

解釋變數       

角色衝突 0.69*** （0.05） 0.61*** （0.05） 0.66*** （0.06） 

調節變數       

傾聽能力 - -0.47*** （0.05） -0.47*** （0.05） 

交互作用變數       

角色衝突*傾聽能力 - - -0.14** （0.05） 

R² 0.25 0.28 0.30 

Adj R² 0.23 0.27 0.28 

F 16.75*** 17.87*** 17.11*** 

△R² - 0.03 0.01 

N 418 418 418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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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角色衝突對傾聽能力與去人性化之調節效果作用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研究結果討論 

一、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職業倦怠、溝通能力程度 

主計人員角色衝突之感受屬中度略高程度，反映了主計人員面對派駐

機關同仁時確實具有角色衝突問題，而其根本原因便在於主計人員的雙首

長制度與業務責任特性。也就是主計人員身為派駐機關的一份子，應協助

機關業務推行，但同時也必須承擔財務審核、內部審核及財務控管的責

任，而必須加以規範、管控業務單位之資源運用。 

其次，在職業倦怠的部分，研究發現主計人員感受到降低個人成就感

的頻率最高，其次為情緒耗竭，而去人性化部分最低。推測為業務多數為

例行性工作，且因幕僚監管單位之屬性，並非負責執行與產出特定政策成

果者，因此較難從工作中得到成就感。 

至於溝通能力的自評表現上，不論是傾聽能力或表達能力均屬於中度



主計人員角色衝突、溝通能力與職業倦怠關聯性之研究 31 

略高程度，此與羅秀英（2005）的研究結果類似，顯示本研究調查之主計

人員在自我評價上大致具備中等以上的人際溝通能力。 

二、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職業倦怠、與溝通能力之差異分析 

（一）角色衝突 

本研究發現，年齡較輕、年資較低、於地方單位服務、職等較低、以

及非主管之主計人員可能具有較嚴重的角色衝突問題。推測年紀大、較資

深、或職等高之主計人員在公務機關服務較久，社會化程度高，適應公務

文化的能力較強，較能緩和角色衝突的問題。而在職等差異中，3 職等及

6 職等可能多為普考及高考及格之初任公務人員，對公務體系運作的熟悉

度相對較低，故角色衝突情形也會大於資深或職級高的主計人員。 

此外，在地方任職者比在中央任職者角色衝突更為嚴重，可能因中央

與地方機關在預算規模與人員編制間的差異，身處中央機關的主計人員在

業務分工上也更為明確，而減少可能面臨的角色衝突情境。最後，如同薛

芝蕙（2006）、李雅惠（2012）研究結果，本研究顯示非主管之主計人員

的角色衝突程度大於擔任主管者。可能因擔任主管者皆對主計與機關業務

較基層同仁熟稔，也經過相關訓練及考評，更能適應或緩和角色衝突的問

題。 

（二）職業倦怠 

在職業倦怠的各面向上，研究發現年紀較輕、年資較淺者、服務於地

方機關者、職等較低者、以及非主管人員者皆有較嚴重的傾向。年齡較輕

及資淺者在職業倦怠各面向較高的狀況，此結果如同陸洛等人（2005）的

研究發現，推測可能因爲初入公職的主計人員對於服務機關之業務熟悉程

度較低，較難以平衡派駐機關與主計系統的要求。 

其次，6 職等者比起 7 職等與 9 職等以上者，在情緒耗竭與去人性化

的感受上明顯較強，推測可能為 6 職等者多為高考及格之最初任職者，對

公務體系的運作方式較不熟悉，又須承擔大量的基礎工作，因此相較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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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同仁，在情緒耗竭與去人性化的感受更為嚴重。而 5 職等者相較於 7 職

等者在降低個人成就感上有顯著較強的感受，則可能因 5 職等為委任官之

最高職等，多屬具有一定年資者，但承擔的業務與資淺的薦任官並無太多

區別，使得在個人成就感上的感受容易明顯較低。 

至於在地方機關服務者的職業倦怠較高，推測可能因中央機關員額編

制較多，分工更為細緻，且任職地方機關多屬基層單位，須負責的業務內

容可能更為繁雜。 

此外，非主管者相較主管的職業倦怠程度較高，可能因為非主管人員

是面對業務單位的第一線，常須直接面對業務單位的要求、質疑等衝突情

境，且擔任主管者通常在專業能力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成熟練達，較能平緩

對待工作上的衝突情境。 

最後，本研究也發現男性的去人性化的程度較女性高，可能是因為遇

到問題時女性較容易向外界尋求支持與協助，感性程度也比男性高（曾如

瑩，2012），但具體因素還有賴更細緻的研究對此進行探討。 

（三）溝通能力 

在溝通能力的自評表現上，主要差異應在於不論是傾聽能力或表達能

力，擔任主管者普遍優於非主管者，且發現 55 歲以上者也優於 26-35 歲

者的情形，不過其他年齡層的組間差異並不顯著。 

擔任主管者其傾聽能力與表達能力優於非主管之主計人員，此研究與

李淑芬（2010）研究發現相互映證，推測身為主管除了須傾聽同事及下屬

之意見，也更須傾聽、理解長官需求、瞭解問題，並且需要和其他部門主

管開會、進行跨機關或跨部會協商，指揮與指導下屬，也需要較好的表達

能力。且可擔任主管代表其在工作表現和團體互動能力上具一定程度水

準，以至於在溝通能力的自我評價優於非主管者。至於年齡較大者的工作

經驗或社會歷練皆相對豐富，因此更高程度認為自己具備良好溝通技巧，

也更能理解業務單位面臨的問題並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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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衝突與職業倦怠之關聯性 

本研究發現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對職業倦怠的三個面向皆有正向顯

著的影響。吳介豪（2014）也發現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呈正相

關，主要因為業務單位對主計人員的認同感不高，且主計人員大部份的工

作雖為例行性業務，但需要高度的專業能力，也須耗費大量的心力，故確

實容易造成職業倦怠感。顯示主計人員在機關內同時負責內部控制、經費

核銷、計畫控管、政府採購之監辦及審核，但又必須服務派駐單位之長官

與同仁，在雙首長制度與多重角色責任的工作特性下，也包含溝通協調過

程中產生的角色衝突，確實可能強化主計人員的職業倦怠程度。 

四、溝通能力對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之調節效果 

薛芝蕙（2006）的研究指出，主計人員若能增加自我的溝通技巧與方

法，應能將各面向之衝突消彌，但本研究結果顯示，傾聽能力僅對情緒耗

竭與去人性化有調節效果，而對於降低個人成就感則無調節效果。本研究

認為，若能在工作上善用傾聽技巧面對業務單位反映之意見與問題時，將

有助於理解同仁的問題與困境，在處理問題時也能讓同仁更感受到被尊重

與同理心，積極傾聽也助於自己得到較高的認同感與滿意程度（陳護文，

2017）。因此傾聽能力越高者更可能和同仁達到相互理解，並緩衝角色衝

突所帶來的影響，藉以減輕工作要求和工作資源中所造成的不平衡結果。 

至於，傾聽能力對於角色衝突和降低個人成就感的關聯性不具調節效

果，推測是主計人員若對於自身工作已先有否定的態度，那麼並不會因為

傾聽的能力或行為而得到緩解。因此對於工作的認同度低，或者是工作個

人的配適度較差的主計人員，較無法透過傾聽能力的強化而改善自己在工

作上面對的角色衝突和降低個人成就感的問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發現表達能力對職業倦怠各面向皆不具有

調節效果。對此，本研究認為主要原因可能在於傾聽能力和表達能力對於

溝通的作用與效果上具有本質差異，且在主計工作的實務上這兩種能力的

展現方式與效果也有所不同。舉例而言，從機關同仁的角度來看，一位願

意傾聽自己業務需求的主計人員，以及一位能夠清楚說明規範的主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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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相較之下前者更可能得到同仁的認同與滿意（陳護文，2017）。或者，

當主計人員自認已具備良好表達能力且有效解釋規範，當面臨到因為溝通

不良而產生的角色衝突時，更可能偏向認為自己已經做到有效的溝通與表

達，對問題的歸因便可能趨向於是因為對方而非自己。 

此外，傾聽能力比起表達能力更強調主動理解他人的行動與效果，因

此，比起著重於表達自己意見的表達能力，傾聽能力更可能直接促成雙方

的相互理解，因而對於角色衝突和職業倦怠的減緩效果更為顯著。雖然主

計人員增強表達能力，能讓業務單位同仁更能瞭解法規，以及減輕對經費

報支作業產生之疑義，但卻仍可能無法改變同仁對於主計規範與程序感到

繁瑣的負面態度。使得主計人員的表達能力並無法減緩因工作而產生之情

緒耗竭、去人性化及降低個人成就等職業倦怠的狀況，基於上述討論，本

研究認為不論基於溝通能力的本質或實際主計工作之脈絡，如此的研究結

果確實有其合理性。 

陸、結論與建議 

基於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發現，主計人員確實具有角色衝突之狀況，

雖然職業倦怠的程度應屬尚可，但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感之間的正向關係

卻是必須重視的問題。特別是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主要原因來自於一條

鞭之管理制度，使得主計人員必須面臨著雙首長之管理情境與多重面向的

工作要求，且此困境並非單純可透過其他個人資源而可消除。透過 JD-R

模型的視角進行分析，以及本研究的結果發現也確實可看出此端倪。此

外，個人資源的強化也需要配合工作脈絡的特性，以本研究發現為例，傾

聽能力的強化比起溝通能力上，對於主計人員在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間的

關係調節就具有截然不同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嘗試根據以上研究發現嘗

試提出四項政策建言，並對於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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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建議 

第一，雖然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程度尚可，但角色衝突與

職業倦怠呈現顯著正向關連，顯示主計人員的角色衝突愈高，則職業倦怠

感越嚴重，因此實務上要考慮的是該如何降低主計人員產生角色衝突的可

能或程度。從前述分析可知，主計治國之譏的問題並非出在主計人員本

身，而是主計的相關規定與法規；由於主計人員必須依法行政，過於強調

防弊的主計法令，自然無法讓主計人員扮演興利的角色。據此，在作法上，

應該還是要回到法令的鬆綁與作業的彈性化，才能讓主計人員跳脫出與派

駐機關衝突的槽臼。事實上，目前主計相關制度也確實開始因應社會的變

化，而做出適當的調整。 

第二，除了制度鬆綁，本研究也建議可針對主計人員內部審核程序精

進相關作為，特別是透過建立標準的核銷作業，落實主計人員教育訓練，

特別是資淺與年紀輕的人員，增強其專業能力，以減少面對派駐機關人員

之衝突。 

第三，在 E 化的推廣下，若各機關能加強經費結報系統並發展數位化

應用，降低作業過程模糊或不明確的地帶，相信能減緩主計人員與業務單

位間之衝突，更能增進行政效率，改善其工作中職業倦怠情形。此外，本

研究也建議可定期舉辦訓練講習課程，讓業務單位同仁更能瞭解核銷報支

流程與系統，及應檢附相關單據的樣式，提供更清楚的標準作業規定

（SOP）與報帳範本，藉以減輕彼此間之誤解與衝突。 

第四，本研究發現傾聽能力有利於緩和主計人員情緒耗竭與去人性化

間的關連性，顯示加強傾聽能力能降低主計人員因面對派駐機關人員之衝

突所導致冷漠與負面否定的現象，但表達能力卻無此效果，因此加強主計

人員傾聽能力有其實務上的意義。本研究建議可從以下面向著手：（一）

在機關內部建立順暢溝通管道，讓同仁可隨時反映問題，請求協助；（二）

在主計內部講習課程中，優先讓資淺同仁參加培訓，培養事前傾聽溝通能

力的課程，訓練第一線服務的主計人員，可以在工作時達到事先溝通，更

能以同理心理解派駐單位的問題和需求；（三）定期舉辦與同仁和同事交

流的活動，例如：定期的主計同仁分享會，例如：請資深主管同仁分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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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實務案例；或者是舉辦單位內主計人員與業務同仁的交流會，針對實

務的案例進行討論，強化經驗交流，彼此互相學習，以減緩角色衝突與職

業倦怠的情形。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首先，就增加資料來源的面向來說，本研究角色衝突、職業倦怠與溝

通能力的量表皆以自填式問卷設計，然而溝通能力透過自評問卷填答，則

可能產生受訪者無法客觀評估自我能力的問題，呈現出「自以為是」的結

果（潘冠美，2000：21-22）。此外，角色衝突的問題與情境也涉及多利害

關係人間的互動，也可能對相關問題有所保留。因此，本研究結果可能無

法完全客觀地呈現主計人員實際的溝通能力，或面臨的角色衝突程度，而

更偏向於以主計人員對相關概念自評的相對差異進行分析。雖然，對於本

研究而言，藉由主計人員自評之溝通能力的相對程度高低，檢視其是否有

助於減緩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的正向關係，這樣的研究途徑與結果尚屬合

理可行。且本研究也可基於表達能力與傾聽能力的本質差異，配合主計工

作之實務以及溝通能力自評結果的特性而針對研究結果給予合理詮釋。不

過，仍建議相關研究可加入客觀資料或透過他評量表進行分析，或配合訪

談、實驗設計等不同途徑進行研究。 

第二，本研究在研究範圍上雖已經透過全國主計人員的內網接觸到所

有的受訪者，然受限於關係網絡，僅收集到 418 份問卷，雖然經過檢定本

研究樣本結構與母體無顯著差異，但倘若能取得主計機關的協助，協助發

送給機關同仁填寫，後續研究可以依照狀況進行更嚴謹的普查或分層抽

樣，使得分析結果更具推論效果。 

第三，本文認為，主計人員是各機關必須配置的主要員額之一，但對

主計這個業務的關注，卻大多將焦點放置在主計治國之譏，反而甚少關注

主計人員的工作狀況。作者檢閱主計人員角色衝突相關文獻時，發現雖然

系統性的論著不多，但碩士在職專班撰寫類似主題的論文卻不少，顯然主

計人員的角色衝突問題在實務上有一定的關注度與重要性，不過尚無充分

的系統性分析與討論。因此，本論文最主要的貢獻之一，應是極少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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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檢視主計人員面對派駐機關人員的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的學術論文。除

了主計人員之外，在人事制度上隸屬於一條鞭系統的人事與政風人員等，

都可能面臨相似的角色衝突問題。本研究尚屬初探性質，期待未來能有更

多研究投入文官系統中的角色衝突問題。 

最後，JD-R 模型的研究多應用在私部門的工作情境，但職業倦怠並

非是私部門專有之現象，當前不少公務同仁的業務量與工作壓力都不可同

日而語。Xanthopoulou 等人（2007：136）在研究中也建議，未來基於 JD-R

模型的相關研究，應對各職業領域中多元且符合脈絡而具實務性的職業類

別進行更細緻與深入的研究。據此，本研究建議可將 JD-R 模型應用在公

部門或第三部門的職業領域，以強化 JD-R 模型在不同職業類別的適用

性。此外，不同的工作領域工作要求與資源都有所差異，本研究也呼應

Xanthopoulou 等人（2007）的建議，也可針對實務上多元個人資源變數的

需求與效果，進行更細緻與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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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樣本基本資料（個人背景變項） 

表 A  樣本基本資料（個人背景變項） 

個人資料變項 類別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99 23.70% 

女 319 76.30% 

年齡 

25 歲（含）以下 14 3.30% 

26-35 歲 169 40.40% 

36-45 歲 120 28.70% 

46-55 歲 96 23.00% 

55 歲以上 19 4.50% 

教育程度 
大學以下 307 73.40% 

研究所以上 111 26.60% 

主計年資 

未滿 5 年 146 34.90% 

5-9 年 121 28.90% 

10-14 年 50 12.00% 

15-19 年 37 8.90% 

20-24 年 17 4.10% 

25-29 年 32 7.70% 

30 年以上 15 3.60% 

服務機關別 
中央機關 220 52.60% 

地方機關 198 47.40% 

目前所任職等 

3 職等 30 7.20% 

4 職等 18 4.30% 

5 職等 32 7.70% 

6 職等 70 16.70% 

7 職等 162 38.80% 

8 職等 81 19.40% 

9 職等及以上 25 6.00% 

是否佔主管缺 
主管 145 34.70% 

非主管 273 65.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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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2019年全國主計人員母體與調查樣本之卡方檢定 

表 B  2019 年全國主計人員母體與調查樣本之卡方檢定 

變項 
母體 調查樣本 

卡方值（顯著性）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性別 
男 2,662 21.53% 99 23.70% 

1.148（0.284） 
女 9,700 78.47% 319 76.30% 

機關 
中央 6,194 50.11% 220 52.60% 

0.679（0.410） 
地方 6,168 48.89% 198 47.40% 

學歷 
大學以下 9,135 73.90% 307 73.40% 

0.045（0.832） 
研究所以上 3,227 26.10% 111 26.60%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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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溝通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之調節效果檢定 

    （未顯著部分） 

表 C  溝通能力對於角色衝突與職業倦怠之調節效果檢定（未顯著部分） 

變數 

職業倦怠 

情緒耗竭 去人性化 降低個人成就感 

迴歸係數 

（標準誤差） 

迴歸係數 

（標準誤差） 

迴歸係數 

（標準誤差） 

迴歸係數 

（標準誤差） 

 B(SE) B(SE) B(SE) B(SE) 

常數 1.83（0.55） 1.13（0.43） 3.08（0.45） 3.19（0.44） 

控制變數     

性別（男=0） -0.18（0.16） -0.39**（0.13） -0.06（0.13） 0.02（0.13） 

年齡 -0.10（0.11） -0.07（0.08） -0.07（0.09） -0.03（0.09） 

教育程度 0.05（0.16） 0.07（0.12） -0.07（0.13） -0.04（0.13） 

主計年資 0.04（0.07） 0.08（0.05） -0.00（0.06） -0.02（0.05） 

機關別（中央=0） 0.24（0.15） 0.22*（0.11） 0.11（0.12） 0.07（0.12） 

目前所任職等 0.08（0.06） -0.02（0.05） 0.02（0.05） -0.01（0.05） 

佔主管缺（主管=0） 0.31（0.18） 0.18（0.14） 0.27（0.15） 0.18（0.15） 

解釋變數     

角色衝突 0.91***（0.08） 0.68***（0.06） 0.55***（0.06） 0.49***（0.06） 

調節變數     

表達能力 -0.37**（0.07） -0.26*（0.05） -0.93***（0.06） - 

傾聽能力 - - - -0.54***（0.06） 

交互作用變數     

角色衝突*表達能力 -0.01（0.07） -0.04（0.05） -0.01（0.05） - 

角色衝突*傾聽能力 - - - -0.02（0.05） 

R² 0.28 0.26 0.34 0.37 

Adj R² 0.26 0.24 0.32 0.35 

F 15.58*** 14.27*** 20.70*** 23.43*** 

N 418 418 418 418 

註：*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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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Conflict,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of  

BAS Personnel in Taiwan 

Guang-Xu Wang
  Ching-Hui Huang   Yang-Chung Chen 

Abstract 

Public agencies often complain about the regulations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BAS) agencies, also allege that BAS dominate the Taiwan government. 

Conversely, BAS personnel often find themselves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when faced with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ir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needs of the stationed 

agency.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the Job Demand-Resources Model,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nd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role conflict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of BAS personnel and examines whether listening and expression skills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 all 

BAS personnel in public agencies in Taiwan were investigated, and 418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through an online survey.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role conflict and occupational burnout in BAS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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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istening skills releas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ole conflict and emotional 

burnout, and (3) listening skills soothe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role conflict and 

dehumaniz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1) regulation deregulation and flexible operation; (2) set up standard 

reimbursement procedures, and enforce training sessions; (3) promote an expense report 

system and develop a digital application at the earliest. A digital accounting system can 

reduce the conflict between BAS personnel and stationed agencies, foster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improve work burnout; (4) incorporate communication skill sessions into 

future training courses and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 listening skills to reduce nervousness 

at work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working atmosphere. 

 

Key Words: role conflict, occupational burnout, listening skills, expression 

skills, BAS personnel (government accountants), job demand- 

resour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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