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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警察是屬於「高勞務」型態之工作，而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警察人員可以透過虛

擬社群進行體制上的溝通，發展同儕關係以及增進專業知識等，以減輕警察的工作壓

力。本研究是乃探討 NPA 署長室臉書使用對員警情緒勞務負荷與情緒耗竭之影響，以

高雄及臺南地區警察人員為對象，透過便利抽樣方式進行問卷調查，共回收 251 份有效

問卷，分析後可知警察人員具有「高程度」之情緒勞務負荷、情緒耗竭，而且工作壓力

對情緒勞務負荷及情緒耗竭皆具有正向的關係。 
 
關鍵字：NPA 臉書使用、工作壓力、情緒勞務負荷、情緒耗竭 
 

ABSTRACT 
Policemen are very busy for their works. With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policemen can 

develop their relationships among coworkers and enhanc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reduce their work pressure by the virtual community. This study use  the facebook named 
National Police Agenc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facebook on polices’ emotional labor 
load and exhaustion. By the convenient sampling, there were 251 valid questionnaires used 
for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e plicemen have higher emotional labor load and exhaustion. 
There are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facebook use, work pressure, emotional labor load and 
exhaustion. 

Keywords: The use ofdirector-general facebook named National Police Agency, Job pressure, 
Service burden, Emotionalexhaustion 

一、研究背景 

  警察為人民的保母，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目前許多警察都感受非常大的工作壓力，

超出其情緒可負荷的範圍而致使情緒感到耗竭。一般公認的警察壓力來源為公眾的負面

態度、危險與對潛在危險的恐懼、置身於悲劇事件中、對刑事司法系統的挫折感、角色

衝突、角色混淆、警察組織本身、內部的調查、無聊與體能缺乏充分運用、輪值工作、

工作單位調整異動等（Stearns，1992）。警察與其他職業相比較，發現警察的責任感、

工作困擾、低待遇及缺乏參與感是主要的工作壓力（French et al，1974），而這些壓

力常常伴隨著因情緒的耗盡而感到精疲力竭，身心交瘁的狀態，若無抒發的管道，勢必

影響其工作態度與績效。 

  臉書就是科技發展下一種新的平台，在灣每天至少有一千萬人上使用，且其使用人

成長中改變人類的生活溝通方式，形成一種新的人際互動方式（徐怡凌，2014）。雖然

透過臉書使用，有助於內部溝通、回應同仁需求並凝聚共同的工作價值。，但是臉書也

產生了個人生理、心理與社會等許多方面不良的影響（廖香梅，2012），例如使用者無

法克制使用，沉迷於臉書以隨時關注新資訊時，甚至對人際社交、工作等生活各面向產

生負面的影響（李雪芳，2011）。本研究探討警察人員在工作壓力下使用 NPA署長室臉

書的情況，並進一步了解其對警察人員情緒勞務負荷與情緒耗竭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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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一）臉書 

  臉書（Facebook）是由馬克．祖柏克於 2004 年在哈佛的大學宿舍創辦，一開始的

註冊僅限於哈佛學院的學生，至 2006 年 5 月開放給一般民眾，其普及率快速成長，該

年即成為全美國第二大社群網站 （王信凱，2013）。後來隨著推出繁體介面後，2013

年臺灣已突破千萬人（甘子美，2013）。官方網站上將自己定義為「Facebook 是一個聯

繫朋友、工作夥伴、同學或其他社交圈之間的社交工具 （徐怡凌，2014）。使用者在臉

書上的網絡同時存在著現實人際關係與網路人際關係兩種，使臉書能在使用者人際關係

的基礎上，而能夠迅速發展（高錦松，2013）。 

 

（二）工作壓力 

  Beehr & Newman（1978）認為工作壓力是一種與工作有關的因素和工作者交互作用

之下，改變工作者心理或生理正常功能運作，使其身心偏離正常的狀態。Mac Neil（1981）

認為工作壓力是在工作情境中，許多內外在變項與個體人格特質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心

理威脅現象，當個人察覺到工作情境中發生某種狀況，以致於威脅其心理的平衡時，此

種現象即構成壓力。Ivancevich & Matteson（1980）將影響工作壓力（job stress）

之因素來源區分為：工作（組織內）面、非工作面（經濟、家庭等）及個人特質面（年

齡、性別等）等三方面來探討。Mc Fadden & Moracco （1982）提到壓力源來自「社會」、

「工作」及「家庭」等方面，如以「工作」為主體而言，社會與家庭都會影響工作情緒

而造成壓力，而「工作本身」也有壓力，三者交織而成「潛在壓力」來源。 

 

（三）情緒勞務負荷 

  情緒勞務負荷概念是由 Hochschild（1993）提出，認為情緒勞務負荷是「與組織內

外部顧客有高度接觸的工作者，在工作時須對自我的情緒進行控制，能夠表現出顧客可

接受的表情、聲音或肢體語言等。 

  陳淑華（2014）認為情緒勞務負荷產生之原因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1）人際間互

動之需要。（2）組織內渴望良性的人際互動。（3）這種良性的互動所需要的情緒表現，

是要由組織及組織成員共同努力去塑造的。（4）為了能有適當的情緒表現及符合表現規

則，員工必須要把他們感知到的情緒轉化成適當的情緒。 

  情緒勞務負荷是一種個人針對內外在情緒所進行的偽裝與管理，以符合組織的規範

與要求，進而使組織達到營利的目的（郭志鴻，2013），Gosserand（2003）也認為情緒

勞務負荷是在工作場合的一種情緒管理，其主要目的為了有規則的管理情緒，以協助組

織達成其目標，Ashforth ＆Humphrey（1993）進一步指出:情緒勞務乃是表達適當情緒

的行動，而所謂適當情緒的行動，則是指符合組織要求的情緒行為。 

 

（四）情緒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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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耗竭是工作倦怠的初期表現，也是主要因素（Maslach，1982）。情緒耗竭是覺

得心理資源已經耗盡的感覺，而表現出缺乏精力、失去熱情、疲憊及冷淡等等的反應

（Cordes & Dougherty，1993）。Maslach & Jackson（1981）認為情緒耗竭是一種情緒

掏空、精力與情緒能量耗竭殆盡的感受，並有緊張、憂鬱、焦慮、易怒等負面情緒出現，

工作者對其工作到厭倦，並失去工作的熱誠。Hochschild（1983）指出情緒耗竭的原因

多來自工作上的情緒失調，當工作者必須以合宜的面部表情及聲音面對顧客時，內在的

情感和外在的情緒表現兩者之間往往存在著差異，長期下來將有壓力並導致情緒耗竭 。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說 

  工作壓力、情緒勞務負荷與情緒耗竭息息相關，Grandey （2000）即認為情緒勞務

負荷與工作倦怠及工作壓力息息相關，且對情緒勞務負荷的了解有助於對工作壓力的認

知。Chang et al.（2006）則指出工作壓力會使工作者感到情緒耗竭及倦怠並降低個人

的成就感，陳怡君（2011）探討國小教師之虛擬社群黏度、工作壓力、情緒勞務負荷、

以及情緒耗竭的關係，發現虛擬社群在國小教師情緒勞務負荷、工作壓力、以及情緒耗

竭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於上述文獻的討論加以臉書的使用，本研究提出如圖 3-1的研究

架構及相關的假說如下: 

 

 

圖 3-1 研究架構圖 

Ｈ1：警察的工作壓力會影響其情緒勞務負荷。 

Ｈ2：警察的工作壓力會影響其情緒耗竭。 

Ｈ3：警察的情緒勞務負荷會影響其情緒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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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4：NPA 署長室臉書的使用對警察的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負荷具

中介效用。 

Ｈ5： NPA署長室臉書的使用對警察的工作壓力與情緒耗竭具中介

效用。 

 

（二）抽樣與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之母體是以臺南及高雄等地區警察人員為主要的研究樣本，本研究採用便利抽樣

進行。正式問卷調查透過便利問卷方式蒐集資料，共蒐集 251份有效問卷。根據 Kaiser

（1974）以取樣適切性量數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的值大小來判斷因素分析的適合性而，Kaiser 認為 KMO 值在 0.50 以下是非常不適合

進行因素分析的，對探索性的研究而言，KMO值在 0.6 則可勉強進行因素分析的，而 KMO 

值在 0.70 以上為尚可進行因素分析的，KMO 值在 0.80 以上為適合進行因素分析，KMO 

值在 0.90 以上則為非常適合進行因素分析（Stevens，1992）。本研究構面的 KMO 值

分別為：警務人員工作壓力（0. 853） 、警務人員情緒耗竭（0.784）、警務人員情緒

勞務負荷（0.851），依 Kaiser （1974）的認知，本研究各構面的 KMO 值顯示所收集的

樣本數足以進行因素分析(如表 3-1 所示)。 

  在信度分析方面，最常使用的信度檢測工具為 Cronbach’s α。Hair et al. （1998）

認為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 時，即表示該變數具有良好的信度，如表 4-9 KMO

與 Bartlett檢定所示，本研究變數的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0.7(如表 3-2 所示)，

表示本研究量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本研究各構面效度之取捨標準皆依循 Hair 等學者

（1998）之三點建議進行取捨：（1）各因素之特徵值（Eigenvalue）必須大於 1；（2）

以最大變異數轉軸法旋轉後，取因素負荷量（Factor loading）之絕對值大於 0.5 者；

（3）兩兩衡量項目間之因素負荷量差大於 0.3 者。如表 3-2 所示，其顯示本研究問卷

已具備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 3-1  KMO 與 Bartlett 檢定 

構面 KMO與Bartlett檢定 

警務人員 

工作壓力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 0.853 

切性量數 近似卡方配方 1661.680 

Bartlett球形檢定 自由度 36 

 顯著性 0.000 

警務人員 

情緒耗竭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 0.784 

切性量數 近似卡方配方 2101.990 

Bartlett球形檢定 自由度 28 

 顯著性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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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務人員 

情緒勞務負荷 

Kaiser-Meyer-Olkin取樣適 0.851 

切性量數 近似卡方配方 3586.523 

Bartlett球形檢定 自由度 91 

 顯著性 0.000 

 
表 3-2 信效度分析結果 

構面 問 項

編號 

問 項 特 徵

值 

因素負 

荷 量 

Cronbach'sα

值 

變 異 數

% 

累積變 

異數% 

工作

壓力 

WS01 我常因主管威權式

的導而有困擾 

3.620 .828 .918 40.222 40.222 

 WS11 我常因無法照顧家

庭而有愧疚 

2.885 .797  32.056 72.277 

 WS03 我常因上級要求嚴

苛而有心負擔 

 .782    

 WS15 我的家人會因擔心

我的警察工作安全

而感到不安 

 .740    

 WS02 我常因主管要求績

效而有苦惱 

 .720    

 WS07 我常因工作負荷過

大而覺得身心俱疲 

 .673    

 WS04 我常因與主管意見

不同而備感壓力 

 .657    

 
表 3-2 信效度分析結果(續) 

構面 問 項

編號 

問 項 特 徵

值 

因素負 

荷 量 

Cronbach' 

s α 值 

變 異

數% 

累積變 

異數% 

勞務

負荷 

EL16 我可以表達多樣化的情感 3.385 .833 .940 35.450 35.450 

EL17 與他人互動時我可以表現

出很多不同的情感 

2.594 .874  27.166 62.616 

 EL15 我會表現許多不同種類的 1.300 .872  13.609 7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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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EL01 平常與民眾的互動會花費

我較多的時間 

 .773    

 EL11 我會佯裝表現出非真實自

我的情感 

 .758    

 EL14 我會嘗試去實際經驗自己

必須展現的情緒 

 .738    

 EL03 整體而言我每天要花很多

時間與同事和民眾互動 

 .730    

 EL12 在特定情境下我會隱藏自

己真正的情感 

 .719    

 EL05 警察工作必須融入一定程

度的情感 

 .712    

 EL13 我會努力揣摩出迎合他人

情感的那種感覺 

 .699    

 EL06 警察工作呈現特別情感是

有需要的 

 .645    

 EL10 我會隱忍不表達自己真實

的感受 

 .636    

 EL04 警察工作需要表現出特殊

的情感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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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信效度分析結果(續) 
 

構面 問 項

編號 

問 項 特 徵

值 

因素負 

荷 量 

Cronbach'sα

值 

變 異 數

% 

累積變 

異數% 

情緒

耗竭 

EB02 週休二日的前一天我

已感覺到筋疲力竭了 

4.220 .795 .929 46.886 46.886 

 EB05 我從警察工作中感到

筋疲力竭 

2.800 .788  31.108 77.994 

 EB03 晨起即將面對一整天

警察工作時我感到疲

倦 

 .783    

 EB01 我對於警察工作感到

情緒疲憊 

 .780    

 EB04 對我而言整天與同事

一起從事警察工作是

一種負擔 

 .772    

 EB08 與同事們在同一單位

工作是我壓力的直接

來源 

 .753    

 EB06 我對警察工作感到沮

喪 

 .751    

 EB09 我對警察工作感到黔

驢技窮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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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經分析結果 

  本研究使用 LISREL 統計軟體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的研究指出，評估收斂效度的標準有：（一）組合信度（compositereliability, 

CR）要大於 0.7；（二）平均萃取變異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要大於

0.5。由表 4-1可知本研究收斂效度有一定的水準，CR皆大於 0.7;AVE皆大於 0.5。 

表 4-58   收斂效度值 

研究變數 CR AVE 

工作壓力 0.7841 0.579 

情緒勞務負荷 0.8213 0.636 

情緒耗竭 0.8652 0.703 

臉書使用 0.8112 0.614 

  
  經過整體適配檢定之後發現模式χ2 值為 240.22（Bollen, 1989）、平均單位自由

度之卡方增量（χ2/df）在標準值 3的範圍內（Bentler, 1990）、GFI為.912大於.900

標準（Bollen, 1989）、CFI為.921達.900標準（Bentler, 1990）、NFI為.912大於.900

標準達（Bentler, 1990）、RMR為.027在.05標準範圍內（Steiger, 1990），RMSEA為.059

介於 0.05與 0.08之間（Steiger, 1990），屬合理適配。 

  原始模式路徑分析結果顯示，如圖 4-1所示，工作壓力對情緒勞務負荷有顯著影響

（0.404, p<0.05）;工作壓力對情緒耗竭有顯著影響（0.512, p<0.05）;情緒勞務負荷

對情緒耗竭有顯著影響（0.687, p<0.05），整體解釋能力高達 91%。 

 

圖 4-1   整體模式路徑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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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再以 NPA臉書使用為中介變數，探討工作壓力、NPA臉書使用及情緒勞務負

荷關係，研究發現「NPA臉書使用」對「情緒勞務負荷」該條徑路關係未獲得顯著影響，

顯示 NPA臉書使用在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負荷中介效果並不顯著（如圖 4-2）。 

 

圖 4-2  NPA臉書使用在工作壓力與情緒勞務負荷中介效果 

  以 NPA臉書使用為中介變數，探討工作壓力、NPA臉書使用及情緒耗竭關係，研究

發現「NPA臉書使用」對「情緒耗竭」該條徑路關係未獲得顯著影響，顯示 NPA臉書使

用在工作壓力與情緒耗竭中介效果並不顯著（如圖 4-3）。 

 

圖 4-3  NPA臉書使用在工作壓力與情緒耗竭中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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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有使用臉書與沒有使用臉書的警察人員在工作壓力變有顯著性差異。有使用臉書的

警察人員，對年終考績的考核較為擔心。原因為長官可在上面直接觀看內容以及使用的

人員，因此有使用臉書的警察人員，可能擔心自己在臉書的行為影響到年終考績。結果

顯示警察人員具有「高程度」之情緒耗竭。有使用過臉書的警察人員，相對沒有使用的

警察人員，對覺得警察工作太辛苦這項目情緒耗竭程度較高。在對警察工作感到黔驢技

窮的項目，則是未曾使用 NPA署長室臉書的警察人員相對於有使用的員警有較高的情緒

耗竭，且有顯著的差異。使用臉書的警察人員，透過臉書上的表達，強化了與人互動的

能力，也在使用的過程中，表達出許多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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