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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進入 21世紀的我國，國內包括高科技產業大量外移大陸，企業外派大陸

幹部的管理，對企業在大陸市場經營成敗，負有決定性的關鍵地位。國外許多

文獻顯示，外派人員的工作績效優劣，除了當地市場因素外，外派員工的本國

家庭因素實為一項不可忽視的因素。當我國企業西進大陸的同時，外派大陸幹

部的組織各項支援系統，對彼等的「工作─家庭衝突」有無影響，經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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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發現： 

1. 台商幹部的配偶與子女隨台商赴大陸，會使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

壓力降低；配偶有工作的台商幹部，感受到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大。 

2. 「工作調適支援」」、「家庭協助支援」與「個人特徵」的交互作用，對於

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具有減緩的作用。 

3. 「工作調適支援」、「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家庭協助支援」與「派駐特

徵」的交互作用，對於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具有減緩的

作用。 

綜觀之，提供「組織支援系統」對於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具有減緩作用；台商幹部與其配偶在對「工作─家庭衝突」壓力的知覺上有顯

著差異，配偶高於台商幹部。建議企業應配合外派幹部與派駐地區不同，彈性

提供「組織支援系統」活動，幫助台商幹部降低其「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關鍵字：組織支援系統、外派台商幹部、工作─家庭衝突。 

Abstract 

In Taiwan’s 1st year of the new millennium, the exodus of hi-tech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o Mainland China have caused serious high unemployment inland-wide.  An increasing 

important strategic approach to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aiwan, long geographically 

separated by the Taiwan Strait, the same culture, though the performance of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Mainland entirely hold the key point rule in success of business or not. Many 

literatures reveal obviously the the expatriates’ family factors will affect their performance.  As 

soon as companies in Taiwan rush to The West─Mainland China, how the organizational 

supporting systems will affect these middle-high level expatriates’ managers on their work─

family conflict, the findings of this empirical analysis indicate as follow: 

1. Taiwanese expatriates in Mainlnd China living with their spouse or children perceived 

lower work-family confict than other factors showed on this paper.  Besides, expatriate in 

Mainland China indicates higher work-family conflict. 

2.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adjusted support, family support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re moderated by demographic variables. 



中山管理評論 

 ～65～

3. The effect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adjust support, logistic and socil support, family 

support and work-family conflict are also modera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atriate in 

Mainland China. 

To sum up, expatriat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ir spouses, per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o them would decrease work-family conflict efficiently.  In addition, work-family 

conflict is perceived differently by expatriat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ir spouses.  This 

research suggests organization should emphasize practices of both expatriates themselves and 

dispatched places which could supply flexible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ctivities to abate the 

pressure of their work-family conflict. 

Key Word: Organizational supporting system, Expartriate’s manager, Work-family conflict.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民國 89年國內政治情勢改變，企業大舉投資大陸，產業外移造成失業率

攀升，(主計處，2000)投資大陸的產業，也由勞力密集往高科技資本密集發展

(趙必孝，1998)。跟隨產業外移大陸的台商幹部人數不斷增加，柯元達(1994)

與趙必孝(1998)認為這些由台灣母公司外派大陸的中堅幹部，肩負開拓市場、

制定書面規章、傳達母公司文化、移轉母公司技術的使命，這些幹部的素質和

工作績效的良窳，實攸關大陸分公司的成敗。台商幹部在大陸工作雖可為他們

帶來增加工作歷練和國際視野的機會，但是大陸的經營風險與治安趨惡問題，

對台商幹部的工作與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無日無之。 

長期的隔閡造成海峽兩岸的差異，台商幹部在工作與家人因素無法兼顧

下，大多單身赴任(柯元達，1994)。最近台商在大陸被殺、婚外情與間諜事件

等，令國人關切，更令台商眷屬憂心忡忡。施烺光(1988)認為中國人對家庭觀

念向來重視，Tung(1981)；Harvey(1985)；Black and Mendenhall(1989)；Black and 

Gregersen(1991)和 Borstorff, Harrisan and Giles(1997)都認為家庭因素一直為影

響外派人員駐外績效最主要的因素。但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使得國外的研究

結果是否能夠完全移植到我國企業上，值得商榷；而在國內相關研究文獻不足

下，我國企業派駐大陸幹部所面臨的工作─家庭衝突如何，確是值得我們探討

的課題。Eisenberger, Fasolo and Davis-LaMastro(1990)認為員工對企業適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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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組織支援系統，是外派人員生活最滿意的因素之一。Harvery(1995)發現企業

組織支援系統可降低外派人員工作─家庭衝突，提昇生活品質 組織支援系統

可提供外派人員家庭所需的支援活動，包括如家人意見的徵詢與生涯規劃等，

其用意在緩和或解決跨文化因素對外派人員的家庭衝擊。 

二、研究問題 

我國企業目前對大陸外派人員所實施的組織支援系統活動中，本研究所要

探討的問題有三項： 

1. 組織支援系統活動是否能夠緩和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 

2. 不同外派大陸台商幹部的個人特徵對「工作─家庭衝突」的感受是否相

同？ 

3. 組織支援活動對降低外派人員的「工作─家庭衝突」的效果，是否會受到

個人特徵與外派特徵的情境作用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組織支援系統 

Borstorff et al.(1977)強調外派充滿壓力，壓力來源從日常生活改變、焦慮、

不確定性與無法掌握等。為了克服壓力，員工除自我調適外，尚必須仰賴組織

提供的協助與支援。Eisenberger(1990)認為組織提供支援系統活動，代表組織

對員工貢獻與生活品質的重視程度。Torbiorn(1982)；Gomez-Mejia and 

Balkin(1987)；Tung(1987)；Brett and Stroh(1995)和 Borstorff et al.(1997)的研究

發現，組織支援活動對於外派人員的駐外意願、適應與工作滿意都存在相關性。 

Black et al.(1991)和Mendenhall and Oddou(1987)認為組織支援應包含社會

性支援(Social support)與後勤性支援(Logistical support)兩種。社會性支援為海

外子公司的同仁對新進派駐人員在當地生活的協助，這可減少外派人員對週遭

的不確定感與早日幫助其適應跨文化；Harvey(1995)認為社會性支援內容包

含：1.情感性支援：提供信賴、同理心、重視與情感，2.工具性支援：提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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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資源或技術，3.資訊性支援：提供事實、意見與建議，4.評估性支援：提

供績效表現的評估與回饋。其內容為外派人員之行前訓練、提供足夠時間以利

外派人員適應當地、提供反鄉的經濟與時間支援、調整外派人員回任後津貼。

Borstorff et al.(1997)認為完整的組織支援系統應包含：員工生涯規劃、家庭、

回任、導師、遴選、薪資、福利與訓等支援。 

後勤性支援之提供，主要為非工作性的後勤支援，Black(1990)；Black et 

al.(1991)和 Arkin(1993)指出提供駐外人員與家庭的社會性支援如居住、教育、

購物等協助，也有助於降低家庭適應與工作─家庭衝突。 

王麗雲(1995)和 Black et al.(1991)對組織支援系統的分類，探討其對外派

人員海外工作績效的影響發現；社會性支援與後勤性支援對於外派人員工作績

效確實具有相當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趙必孝 1998)在探討影響我國企業駐外

經理人創業行為的因素在組織支援系統方面並無顯著的影響。 

二、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 

(一) 台商幹部的工作問題 

台商外派大陸對其本身的工作方面的問題，可能外派單位的改變會造成外

流人員心理上的壓力，由於工作類任、同儕和主管的關係以及績效評估方式不

同所致(Feldman & Tompson, 1993)。此外，Torbiorn(1982)認為外派人員因母公

司對他的期望與地主國環境會影響其行為，會造成外派人員下列問題。1.角色

定位不明：母公司對於外派人員所擔任的角色定位並不清楚，2.溝通不良：母

公司與外派人員因距離或語言的溝通障礙，會因資訊傳遞不正確使判斷造成偏

差，3.能力不足：外派人員的語言能力、跨文化能力、人格特質、人際行為與

學習能力方面之不足，4.不合實際的期待：因為距離的關係，母公司對外派人

員實際面臨的問題不瞭解，會產生對外派人員錯誤的期待。 

(二) 台商幹部的家庭問題 

Stephens & Sommer(1996)認為外派人員的家庭衝突主因來自 1.時間衝突

(time-based conflict)：當多重角色對個人時間的需求發生爭奪或競爭的情形

時。2.緊張衝突(strain-based conflict)：當某一項領域的角色壓力使個人產生生

理或心理上的緊張，因而阻礙他完成另一領域的角色期望時，緊張衝突就會發

生。3.行為衝突(behavior-based conflict)：在工作及家庭領域中，合宜的行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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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盡相同，當這些模式之間產生矛盾， 必要的行濕調整亦無法完成，行為

衝突就會發生。同時 Bolger, Kassler 和 Wetherington(1989)也認為外派人員工

作過量，會使其配偶產生家庭工作過量感。Repetti(1987)研究發現，員工婚姻

與家庭生活不和諧的原因，來自於配偶的壓力、工作過量和社會支援不足。呂

錦龍(1994)曾對台商幹部不願派任的原因進行研究，發現配偶擔心外遇佔第一

位(43.6%)，台商本人擔心無法獲得台灣資訊會與國內脫節佔(36.7%)；全家赴

大陸者擔心子女在大陸的教育問題佔(34.5%)，擔心工作影響家庭生活者佔

(30.9%)；由此可見家庭因素確為台商幹部赴任與否的首要考量。盧美月

(1998)、藍婉清(1996)、吳李長(1995)、柯元達(1994)指出我國企業外派大陸幹

部中，已婚比例 70%~85%，攜眷前往比例為 21.4%~44%，可知單身赴任者居

多；此種兩地分隔的生活方式，對台商外派幹部和其家庭會產生衝擊。 

(三) 配偶隨行與留守問題 

Mendenhall 和 Oddou(1995a)指出影響外派人員海外適應最主要的個人原

因，一是婚姻與家庭，二是駐外人員本身與其家庭適應的能力；若攜眷隨行，

因為海外居住的種種壓力，員工較不易專注而無法達到外派績效。外派初期，

百廢待舉，外派幹部需要投入工作，家中大小問題常又絕非其配偶能夠單獨完

成，如此婚姻會進入惡性循環，外派幹部處境更艱難。Bunker, Zuber, 

Vandershice & Rice(1992)認為單身赴任卻兩地穿梭之通勤者，表示他們對於配

偶與家庭生活的滿意度較低；Lublin(1992)認為外派時兩地開銷、頻繁的探親

與電話，要維持感情忠貞之難度很高。通勤唯一的好處就是時間的掌控，外派

人員在外時間可充分利用，但仍會受到家庭的干擾。柯元達(1994)、吳李長(1995)

和盧美月(1998)發現我國企業外派大陸幹部之配偶留台北例偏高，台商幹部需

面對的家庭問題非常棘手。Arkin(1993)從雇主角度認為公司外派員工，其配偶

決定留守不隨同前往者，會增加外派人員壓力與公司成本，因外派人員會關心

回任或回家探視問題，反而忽略了新環境的挑戰；基於此，Havery et al.(1995)

認為雇主會提供返國省親旅費、電話費與個人傳真機來穩定員工心情。 

對於工作-家庭衝突研究的炆獻，多以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工作壓

力(job stress)、工作期望(job expectation)等工作領域相關變數，以及家庭投入

(family involvement)、家庭壓力(family stress)與家庭期望(family expectation)等

家庭領域相關的變項為工作─家庭衝突的前因變項(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 Higgins, Duxbury & Irving, 1992; Adams, King & King, 1996; 柯秀幸，

1994、高瑞堂，1998)，與以工作生活品質(work living quality)、家庭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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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living quality)和生活滿意(living satisfaction)等後果變項為多(Adams et 

al., 1996; Higgins et al. 1992; Repetti, 1987; 柯秀幸，1994、高瑞堂，1998)。

Friedman(1990)，Thomas & Maier(1992)指出組織應執行家庭支援計劃，以提

昇外派員工生產力和國際競爭力。家庭支持的工作包含家庭支持計劃和直屬上

司支持，Gundersen, Rozell & Kollegg(1995)，Keeshan(1994)，Martinez(1993)

指出家庭計劃與直屬上司支持，是組織幫助員工照顧家庭所提供的協助，家庭

支援計劃對於員工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有緩和作用。Howard(1992)認為直屬

上司的支持對於員工之工作投入-滿意度具有影響。 

三、台商幹部個人與家庭特徵 

影響外派人員適應的最主要個人因素為年齡、性別與婚姻狀況；Feldman 

& Tompson et al.(1993)指出年輕未結婚的外派人員沒有家庭負擔，能快速適應

駐外環境，年輕已婚者的適應能力較年長與未婚者為佳。江浩弘(1996)發現男

性的工作─家庭衝突較女性為低；但是國外研究者Eagle et al.(1998)和Duxbury 

and Higgins(1991)則認為雇主對男性存有較高的工作期望，因此男性的工作─

家庭衝突較女性為高。 

婚姻中的配偶對外派親人可提供社會性支援，顧鳳姿(1993)發現已婚且與

配偶同住大陸者較配偶留台者，有較高的適應能力，不過吳李長(1995)研究卻

指出配偶同住大陸與否，並不會影響台商幹部的工作表現；盧美月(1997)路究

發現隨行配偶在大陸若無工作，對台商幹部生活適應力較其配偶留台者的生活

適應力為強；又配偶隨行大陸無工作者的台商幹部，其工作適應力較未婚者適

應力強。上述文獻中，由於正反文獻摻雜，配偶同行為否，對外派大陸台商幹

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影響究竟如何，仍待進一步釐清？ 

Kotler and Armstrong(1991)認為駐外人員的家庭生命週期，會影響其外派

意願，在每一生命週期階段之家庭對外派幹部來說，都會造成其工作─家庭衝

突。Ventura(1983)認為外派家庭中若有年輕子女，會加重父母的壓力。顧鳳姿

1993)發現台商幹部已婚且有子女者較沒有子女者，有較高的駐外適應力。盧

美月(1998)則發現台商幹部無子女者，較子女未同行者的適應能力為高；子女

同行但尚未就學之台商幹部，較父母與子女兩地分隔的台商幹部之適應能力為

強。江浩弘(1996)的研究指出台商幹部有無子女對其工作與家庭衝突的影響並

不顯著。上述多位研究台商幹部有無子女，子女有無同行的文獻，仍是莫衷一

是，值得進一步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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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派特徵 

Dowlling, Schuler and Welch(1993)認為外派的工作類型會影響外派人員的

績效；例如高階經理人較技術人員更需要具有人際關係技巧或外交手腕。Pucik 

and Katz(1986)指出國際企業中因職務考量會大於環境考量，管理職與技術職

的外派人員所需的人力資源活動是不相同的。柯元達(1994)研究台商幹部發

現，外派職位的高低，對於台商幹部適應程度的影響並不顯著。 

技術人員外派到大陸之經濟落後區，會擔憂自己資訊取得不易；徐聯恩

(1993)指出，台商幹部因擔心離台會在技術或觀念上落伍，多半不認為外派大

陸是長久之計。柯元達(1994)認為外派大陸之經濟開發區幹部，較外派非經濟

開發區幹部之工作適應能力為強，那是因為前者之當地資源較後者為豐之故。 

吳李長(1995)的研究顯示台商派駐大陸人數多寡，對其工作績效無顯著差

異；但是顧鳳姿 1993)的研究則發現有輕微的影響。 

目前研究台商幹部的管理文獻中，發現台商企業鮮少重視台商幹部的家庭

問題，尤其對其幹部外派之職位、外派地區與外派規模等，是否會影響外派幹

部與其家庭關係互動，也尚待釐清。 

參、研究假設與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 

一、研究架構 

從文獻探討與整理，發現組織支援系統對台商幹部外派之工作─家庭衝

突，具有直接影響，台商幹部個人與家庭特徵亦會對其工作─家庭衝突造成影

響。台商外派的工作特性也是本研究欲探討的方向。 

換言之，本研究欲瞭解組織支援系統對台商外派大陸的工作─家庭衝突的

影響，以及透過個人特徵和外派特徵與組織支援系統的交互作用，以瞭解中介

變項對工作─家庭衝突之影響如何，設計出本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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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幹部

個人特徵

組織支援系統
台商幹部之工

作－家庭衝突

外派特徵

假設一

假設三

假設四

假設二

（兩者交互）

（兩者交互）

 

圖一 本研究架構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欲瞭解台商幹部個人特徵中的年齡、配偶隨行與否、子女隨行與

否，以及外派特徵中的派駐職位，是否與台商外派幹部與配偶在「工作─家庭

衝突」知覺產生差異，因此提出下列四項研究假設： 

假設一：不同的個人與其家庭特徵，在「工作─家庭衝突」知覺上有

顯著差異。 

假設二：不同外派特徵，在「工作─家庭衝突」知覺上有顯著差異。 

其次，本研究欲探討組織支援系統與個人特徵之交互作用，對「工作─家

庭衝突」的影響，故提出： 

假設三：個人和家庭特徵與組織支援系統之交互作用，對「工作─家

庭衝突」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最後，本研究欲瞭解外派特徵與組織支援系統之交互作用，對「工作─家

庭衝突」的影響，故提出： 

假設四：外派特徵與組織支援系統之交互髼用，對「工作─家庭衝突」

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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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變項操作性定義與測量 

(一) 組織支援系統 

Borstorff et al.(1997)認為此變項為幫助外派人員克服壓力與恐懼，由組織

提供具體的協助與支援，本研究採該學者提出的生涯規劃回任支援、遴選支

援、適當的準備時間、訓練支援、薪資(津貼)支援、家庭協助支援與社會性支

援等七個構面，採用李克五點尺度測量，以「非常不同意」為 1，「非常同意」

為 5，分別給予評分。透過主成分分析之變異數最大法進行直交轉軸之因素分

析法，選取因素後再進行因素的信度分析，結果得到「工作調適支援」、「後勤

性與社會性支援」、「家庭協助支援」等三項因素，其負荷量皆達到 0.4 以上，

解釋變異量為 56.2%，量表信度達 0.915，其示其內部一致性良好如表一所示。 

表一 組織支援系統因素分析表 

因素負荷量 
構 面 因  素  結  果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1.外派意見徵詢 -0.007 0.509 0.471 
2.外派與否之自由決定權 -0.008 0.516 0.389 
3.外派前充分準備時間的提供 0.157 0.739 0.006 
4.外派前訓練的提供 0.416 0.734 0.114 
5.導師協助的提供 0.519 0.637 0.002 

工作調適
支 援 

6.母公司資訊的提供 0.378 0.634 0.201 
7.公司有關私生活規定的嚴格與否 0.416 0.007 0.495 
8.與其他外派人員聯誼活動的支持 0.406 0.304 0.424 
10.定期返鄉探親的安排與補助 0.175 0.008 0.707 
11.家人探親津貼的提供 0.001 0.187 0.789 

後勤與社
會性支援 

12.與家人聯絡的電話費補助 0.006 0.227 0.477 
9.未來生涯發展建立制度 0.683 0.324 -0.005 
13.配偶意見徵詢 0.503 0.237 0.374 
14.家庭協助部門與專人的協助 0.629 0.242 0.355 
15.共同隨行之配偶薪資補貼 0.666 -0.006 0.009 
16.共同隨行之家人充分外派前準備 0.684 0.211 0.322 
17.公司隨行之家人所需協助之提供 0.833 0.103 -0.003 

家庭協助
支 援 

18.共同隨行之子女就學安排與補助 0.593 0.102 0.435 
特徵值 5.66 3.19 2.94 
解釋變異量 26.955 15.208 14.003 
累積解釋變異量 56.166 15.208 29.21 
Cronbach’s α值 0.9088 0.8061 0.6922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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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家庭衝突 

本研究之工作─家庭衝突，為個人在面對工作角色與家庭角色時，無法兼

顧而感受不相同的程度。此量表係參考 Higgins, Duxbury and Irving(1992)與

Black and Gregersen(1991)之量表特性混合而成，以李克尺度測量。由於研究

對象特性與以往工作─家庭衝突相關研究不同，部分量表經由文獻與訪談，採

Higgins 等的問卷為主修改而成。過去文獻對工作─家庭衝突之構面並不完

整，故對此構面進行因素分析取特徵值＞1之兩個因素，但其中僅有「工作─

家庭衝突」經因素分析後之因素負荷量＞0.5，解釋變異量 61.7%，α值為

0.829，與以往文獻所提相同，可推論本研究自行發展的組織支援系統量表具

有良好效度，其工作─家庭衝突之因素分析如表二所示。 

表二 「工作─家庭衝突」構面因素分析表 

構 面 因  素  內  容 因素負荷 

1.為外派工作爭吵過 0.668 

2.外派工作造成與家人疏遠 0.618 

3.外派工作造成本人過於勞累與緊張 0.868 

4.因為外派大陸，使配偶產生不安全感 0.672 

5.希望能有更多時間為家庭做一些事情 0.584 

6.因為外派工作使得配偶必須改變生活與工作方式 0.670 

7.考慮是否該減少工作時間以便陪伴家人 0.600 

8.家庭生活會干擾到工作 0.558 

工作─  

家庭衝突 

9.大陸的治安與使家人擔心外派人員的安危 0.669 

特徵值 4.532 

解釋變異量 62.258 

Cronbach’s α值 0.829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台商幹部 

依據經濟部投審會定義台商幹部：「在我國具有營利事業登記的公司或戶

籍地，在台灣登記超過六個月以上的個人，所派遣之公司員工或本人前往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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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從事私人商業行為者。 

(四) 個人特徵 

個人特徵包含台商外派幹部之性別、年齡、年資，以及最小子女年齡、配

偶是否隨行、子女是否隨行。其中台商外派幹部年齡、年資與最小子女年齡皆

採用開放式填答。 

(五) 外派特徵 

包括大陸與口灣之間生活環境的差異、台商投資大陸年數、外派大陸人

數、外派大陸幹部之任期、外派大陸幹部之職位。其中生活環境差異包括「交

通狀況」、「醫療服務」、「家居條件」、「購物條件」與「休閒環境」。 

四、樣本蒐集方法 

本研究透過中華民國工業總會所出版之「大陸口商名錄」，以我國企業在

大陸投資名冊為母體，進行便利抽樣。在發放問卷的過程中，先透過電話聯絡

方式，取得企業願意合作的承諾，方寄發問卷。共計對有外派大陸之台商企業

發出 450份問卷，有效問卷 142份，佔 32%。 

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個人特徵、外派特徵與「工作─家庭衝突」的差異性分析 

本研究發現對於外派幹部而言，其配偶隨行與否，對其「工作─家庭衝突」

存有顯著差異。經過平均數比對後發現，其中配偶留台者之外派台商幹部之「工

作─家庭衝突」壓力，較配偶隨行赴大陸的外漲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

為高，可進一步推論配偶隨行大陸與否，對外派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

確有存在壓力。 

外派幹部之子女隨行赴大陸與否，對其「工作─家庭衝突」確實存有顯著

差異。其中子女留台者之外派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壓力，較子女隨

行赴大陸的外派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為高，可見子女隨行大陸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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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會造成外派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外派台商幹部職位的高低不同，對外派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知覺存

有顯著的差異。上述三項綜合分析如表三所示。 

表三 外派台商幹部之個人特徵與「工作─家庭衝突」的差異性分析表 

「工作─家庭衝突」 個人特徵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P 值 平均數比較結果 

隨行 3.132(111) 0.064 
配偶 

留台 3.445(31) 0.316 
2.354* 0.023 隨行者＞留台者 

隨行 3.000(104) 0.625 
子女 

留台 3.413(18) 0.633 
2.586* 0.016 留台者＞隨行者 

高階 3.304(27) 0.499 

中階 3.358(72) 0.724 

基層 3.432(36) 0.602 

技術 3.511(5) 0.126 

外派

職位 

其它 3.722(2) 0.550 

2.556* 0.042 無 

*P<.05 註：本表經彙總整理；括弧符號中為各群組的樣本數。 

 

討論： 

1. 外派大陸台商的配偶隨行與否、子女隨行與否，在「工作─家庭衝突」的

知覺上，存有顯著差異；其中配偶留台的台商幹部較配偶隨行的台商幹部

有較高的「工作─家庭衝突」。 

2. 子女隨行赴大陸的台商幹部，較子女留台的台商幹部感受較強的「工作─

家庭衝突」壓力；顯示台商外派大陸，其家人隨行與否，會使台商幹部感

受不同程度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3. 台商幹部本人與其配偶對「工作─家庭衝突」知覺，存有顯著差異；配偶

感受到的「工作─家庭衝突」知覺較台商幹部本人為強；吳李長 1995)發

現台商幹部配偶的反對，是影響台商幹部外派大陸意願的最主要原因；

Tung(1981)發現外派大陸台商幹部的隨行眷屬若不能適應大陸生活，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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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台商幹部在當地的工作適應。所以總公司在外派幹部至大陸時，應重視

幹部配偶對於公司外派其親人赴大陸的感受，以便提供適當的支援或協

助。 

4. 台商幹部外派大陸之工作職位高低，對「工作─家庭衝突」知覺存有顯著

差異，此與江弘浩(1996)研究結果相同。因此，總公司在設計外派大陸幹

部的支援活動時，應重視不同階級的幹部要有不同的需求。 

二、個人特徵、組織支援系統與「工作─家庭衝突」的關係 

在「外派特徵」、「個人特徵」、「組織支援系統」和「工作─家庭衝突」的

連續性尺度變項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顯示如表四。在外派台商幹部本人方

面，「組織支援系統」與「工作─家庭衝突」存在顯著負相關；即台商幹部本

人對組 支援系統的知覺程度愈高，則對「工作─家庭衝突」的知覺愈低。 

表四 外派台商幹部為對象之研究變項各構面的 Pearson 相關分析表 

構面 

構面 
工作調適支援 

後勤性與社會

性支援 
家庭協助支援

工作─ 

家庭衝突 

工作調適支援 1.000 0.561** 0.577** -0.369** 

後勤性與社會性

支援 
0.561* 1.000 0.540** -0.258** 

家庭協助支援 0.577** 0.540** 1.000 -0.420** 

工作─家庭衝突 -0.369** -0.258** -0.420** 1.000 

**P<.01 

三、個人特徵、組織支援系統與「工作─家庭衝突」之直接效果

和交互作用 

(一) 直接效果 

由下表五顯示在方程式一中，外派幹部的年齡對於「工作─家庭衝突」呈

現顯著負面影響。表示外派幹部年齡越長，其所知覺的「工作─家庭衝突」越

低。在方程式二中，家庭協助支援對「工作─家庭衝突」的主作用，亦具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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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負向影響；表示外派幹部若能獲得較高的家庭協助支援，將能使其「工作─

家庭衝突」的知覺降低。在方程式三中，工作調適支援與家庭協助支援呈現顯

著影響；在交互作用方面，家庭協助支援在分別與外派幹部年齡、配偶隨行與

否、子女隨行與否，工作調適支援與子女隨行與否，均呈現顯著影響。 

表五 個人堂與組織支援系統對「工作─家庭衝突」的層級迴歸分析表 

工作－家庭衝突 

Ｂ 

依變項 

 

自變項 方程式一 方程式二 方程式三 方程式四 

常數項 3.436*** 5.040 4.582*** 4.400*** 

年資 -0.014 0.005 -0.005 0.000 

子女年齡 -0.066 -0.014 -0.015 -0.018+ 

工作調適支援(1)  -0.174 -0.180 0.596 

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2)  -0.068 -0.021 0.307 

家庭協助支援(3)  -0.264** -0.259** -0.655 

外派幹部年齡(4)   0.151 0.460 

配偶隨行與否(5)   0.095 -0.823* 

子女隨行與否(6)   0.327 -0.103 

外派幹部年齡×工作調適支援    0.661* 

外派幹部年齡×後勤性與社會

性支援 
   -0.257 

外派幹部年齡×家庭協助支援    -0.624*** 

配偶隨行與否×工作調適支援    -1.226+ 

配偶隨行與否×後勤性與社會

性支援 
   0.179 

配偶隨行與否×家庭協助支援    1.604+ 

子女隨行與否×工作調適支援    1.408+ 

子女隨行與否×後勤性與社會

性支援 
   0.235 

子女隨行與否×家庭協助支援    -1.608* 

R Square    0.441 

R Square 增量    0.146 

F 值    3.531 

P 值    0.000 

P<.1+   *P<.05   **P<.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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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互作用效果 

1. 個人特徵與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的交互作用對於「工作─家庭衝突」並無

明顯影響。本實證研究中顯然顯示台商對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的知覺在三

項支援系統中最高，但這對降低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效果不

大。以往我國企業熱衷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的提供，能達到減低外派人員

因駐外所造成的「工作─家庭衝突」矛盾的問題。但本研究發現，企業除

了提供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外，還要重視工作調適支援與家庭協助支援的

提供，才能將外派大陸幹部所面臨的「工作─家庭衝突」互相矛盾部分，

加以有效的預防與減緩。 

工
作
｜
家
庭
衝
突

工作調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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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年齡與工作調適支援的交

互作用 

圖三 年齡與家庭協助支援之交

互作用 

2. 在年齡與工作調適支援、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方面，台商幹部的年齡

與工作調適支援的交互作用對於「工作—家庭衝突」存在顯著影響。將台

商幹部以 35 歲區分為高年齡組與低年齡組後，發現年輕者與工作調適支

援的交互作用達到顯著；圖二表示組織若能給予年輕台商幹部更多工作調

適支援，將會有效降低年輕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的困擾。圖三

顯示年長者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對於「工作—家庭衝突」均達到顯

著負向影響；表示年齡愈長的台商幹部，若能獲得直接的家庭協助支援，

將會降低其「工作—家庭衝突」的壓力。 

3. 在配偶隨行大陸與否方面，進行迴歸分析發現，無論配偶是否同行，工作

調適支援的提供對「工作—家庭衝突」均呈現負向影響。圖四顯示配偶隨

行大陸較配偶留守台灣的外派台商幹部來說，其家庭協助支援提供越多，

前者較後者效果為佳；換言之，組織對隨行赴大陸的配偶提供更多工作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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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支援，則會更降低配偶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知覺。圖五顯示對於

配偶滯留台灣者而言，家庭協助支援對於「工作—家庭衝突」呈現顯著負

向影響；表示台商在外，組織若能提供其配偶家庭協助支援，將可有效降

低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知覺壓力。 

在配偶隨行大陸方面，家庭協助支援對於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

影響並不顯著。此種結果說明，對於配偶分居兩地的台商幹部而言，組織

若能重視其家庭協助的提供，幫助台商幹部家人認同外派工作，或消弭台

商在台親人無法隨同前往大陸的負面因素，將會使台商幹部感受的「工

作—家庭衝突」壓力減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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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配偶隨行與否與工作調適

支援的交互作用 

圖五 配偶隨行與否與家庭協助

支援之交互作用 

4. 在子女隨行大陸與否方面，也得到與配偶隨行與否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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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子女隨行與否與工作調適

支援的交互作用 

圖七 子女隨行與否與家庭協

助支援之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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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顯示在子女隨台商幹部前往大陸發現，彼等在工作調適支援方面的知

覺較留守台灣的台商幹部子女為高，台商幹部若能得到組織的工作調適支

援，對附低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很有幫助。 

圖七顯示在子女隨台商幹部前往大陸方面發現，彼等在家庭協助支援方面

的知覺較留守台灣的台商幹部子女為高，表示台商若子女留台，則需要組

織的直接家庭協助支援來降低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綜言

之，台商幹部眷屬隨行與否，確實會影響台商幹部本人的「工作—家庭衝

突」知覺；在我國目前台商幹部普遍單身赴任的情形下，組織若能提供適

時的家庭協助支援，對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降低，助益頗大。 

四、外派特徵、組織支援系統與「工作—家庭衝突」之直接效果
和交互作用 

(一) 直接效果 

在外派特徵、組織支援系統與「工作—家庭衝突」間的影響關係，表八的

方程式三中可看出，外派規模與外派任期對「工作—家庭衝突」存有顯著影響。

其中外派規模與「工作—家庭衝突」存在有正向影響，表示組織外派大陸規模

越大時，會使外派大陸幹部對於「工作—家庭衝突」的知覺提高；當外派任期

越長，外派大陸幹部感受到的「工作—家庭衝突」亦隨之提高。在方程式二中

發現，家庭協助支援對於「工作—家庭衝突」亦具有顯著水準。在方程式四中，

不管是工作調適支援或投資年數，都與「工作—家庭衝突」呈現負相關；也就

是說工作調適支援時間愈短，對「工作—家庭衝突」的衝突愈大；企業投資大

陸年限愈短，對「工作—家庭衝突」愈大，這是否表示企業若投資大陸時間長，

投資不確定性相對降低，也會造成外派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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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外派特徵與組織係統對「工作—家庭衝突」的層級迴歸分析表 

工作－家庭衝突 

Ｂ 

依變項 

 

自變項 方程式一 方程式二 方程式三 方程式四 

常數項 3.436*** 5.040 4.582*** 4.440*** 

年資 -0.014 0.005 -0.005 0.000 

子女年齡 -0.066 -0.014 -0.015 -0.018+ 

工作調適支援(1)  -0.167 -0.223+ -0.981* 

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2)  -0.045 -0.105 0.062 

家庭協助支援(3)  -0.288** -0.213+ -2.461 

外派地區(4)   0.033 0.007 

外派任期(5)   0.081** 0.228 

投資年數(6)   -0.042 -0.732* 

投資規模(7)   0.001+ -0.290 

外派職位(8)   -0.093 -0.188 

外派地區×工作調適支援    0.156 

外派地區×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    0.330* 

外派地區×家庭協助支援    -0.258 

外派任期×工作調適支援    -0.101 

外派任期×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    -0.308 

外派任期×家庭協助支援    0.587* 

投資年數×工作調適支援    0.941** 

投資年數×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    0.189 

投資年數×家庭協助支援    -0.515+ 

外派規模×工作調適支援    -0.001 

外派規模×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    -0.002 

外派規模×家庭協助支援    0.003+ 

外派職位×工作調適支援    0.113 

外派職位×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    -0.337 

外派職位×家庭協助支援    0.203 

R Square 0.011 0.081 0.277 0.451 

R Square 增量 0.011 0.070 0.196 0.174 

F 值 0.544 1.117 3.288*** 2.330*** 

P 值 0.582 0.360 0.001 0.003 

P<.1+   *P<.05   **P<.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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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互作用效果 

在外派大陸地區和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的交互作用、外漲任期與家庭協助

支援的交互作用、投資年數和工作調適支援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外派

大陸規模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均存在有顯著的影響。 

1. 圖八顯示將外派大陸地區差異以平均值為界，區分為高差異組與低差異

組，經迴歸分析後發現，低差異組所得到的直線斜率為負；可解釋為對於

低差異組而言，若其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之知覺愈高，則其「工作─家庭

衝突」的知覺愈低。對於高差異組而言，其交互作用並不顯著。換句話說，

組織外派大陸地區若與台灣環境差異性愈小，組織愈重視後勤性與社會性

支援的提供，且能有效地降低外派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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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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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派生活環境高差異組

外派生活環境低差異組

 

圖八 外派地區差異性與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的交互作用圖 

2. 為瞭解外派大陸幹部任期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對於「工作─家庭

衝突」的影響；將外派任期以平均數分為長任期與短任期，經迴歸分析發

現，外派大陸之幹部任期長者，較外派大陸幹部任期短的家庭協助支援，

對於「工作─家庭衝突」有負向影響。換言之，無論外派大陸幹部任期是

長是短，家庭協助支援均會降低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圖

九進一步分析，發現外派大陸任期較短的台商幹部接受組織之家庭協助支

援，較外派大陸任期較長的台商幹部所受到的家庭協助支援有效。但是任

期愈長的台商幹部，愈需要組織的家庭協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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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外派大陸幹部任期長短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圖 

3. 圖十顯示在企業投資年數與工作調適支援的交互作用，對「工作─家庭衝

突」具有顯著影響。又以平均數將企業投資大陸分為長投資年數組與短投

資年數組後發現，短投資年數組的外派幹部若能獲得較好的工作調適支

援，可有效降低其「工作─家庭衝突」困擾。台商幹部在大陸面對挑戰的

環境，會產生適應上的問題，若總公司能夠適時提供其外派幹部工作調適

支援，將能有效幫助部屬早日進入情況，降低其「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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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投資大陸年數較長者

企業投資大陸年數較短者

 

圖十 企業投資大陸年數長短與工作調適支援的交互作用圖 

4. 圖十一顯示在企業投資大陸不論時間是長是短，其家庭協助支援皆能減緩

其外派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知覺；其中投資大陸年數較短的台商企

業，較投資大陸年數較長的台商企業，投入在家庭協助支援的效果較為明

顯。由圖九和圖十一兩圖，可以顯示出企業在一開始投資大陸初期，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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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外派大陸之幹部的家庭協助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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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企業投資大陸年數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圖 

5. 圖十二顯示在外派大陸規模方面，無論組織外派大陸規模大小如何，提供

家庭協助支援均會降低台商幹部「工作─家庭衝突」的壓力。將外派規模

分為大、小組後發現，組織大的外派規模較組織小的外派規模，其家庭協

助支援系統較強；由此引申台灣投資大陸多為中小企業，外派規模顯然偏

小，這方面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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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外派規模與家庭協助支援的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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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經過實證研究後，得到下列六項結論： 

1. 台商幹部外漲大陸若能直接得到組織之家庭協助支援愈多，其「工作─家

庭衝突」壓力愈小。 

2. 當台商幹部年齡愈大時，工作調適支援投入愈多，其「工作─家庭衝突」

壓力愈小。 

3. 台商幹部外派大陸時若配偶隨行前往，公司在工作調適支援或是工作家庭

支援方面投入愈多，外派台商幹部本人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會減輕。 

4. 台商幹部的子女隨行前往大陸，較其子女留在台灣，對台商幹部的「工作

─家庭衝突」壓力較小。台商幹部子女若能適時得到組織工作調適支援，

會直接減輕台商幹部之「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對子女留台的外派大陸

台商幹部而言，若能得到適時的家庭協助系統，則對其「工作─家庭衝突」

的壓力，同樣也會得到舒緩的作用。 

5. 外派大陸地區生活環境與台灣生活環境差異愈小，組織提供的後勤性與社

會性支援則會愈強，也愈可以有效降低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

力；也就是與台灣生活環境差異愈小的大陸外派地區，總公司提供外派人

員的後勤性與社會性支援較能降低其「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6. 外派大陸之台商幹部任期愈長，愈需要在台組織提供家庭協助支援；企業

投資大陸年數愈短，其外派大陸幹部愈需要組織給予更多工作調適支援來

降低其「工作─家庭衝突」壓力。 

二、建議 

隨著外部環境之美國通過給予大陸 PNTR優惠，以及 WTO後的大陸廣大

內需市場，內在因慌有國內經濟持續低迷及高失業率雙重衝擊下，企業大舉投

資大陸，若能做好外派大陸幹部的人力資源管理，對企業擴展大陸市場必定產

生正面影響；然而幹部外派至大陸之同時，勢必也會對其在台眷屬產生相對衝

擊，這衝擊對外派台商幹部及其眷屬都會造成生理與心理的問題，這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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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衝突」壓力，影響台商幹部甚大。本研究認為組織應充分考量員工對組

織的貢獻，尤其對外派大陸的公司核心幹部，應幫助幹部與其眷屬克服因公司

的原因，將其親人外派大陸帶來的種種問題，現就本實證，提出對組織與對學

術界之建議： 

(一) 對組織建議 

1. 企業外派幹部至大陸，對於外派人員而言，是一項全新的改變與挑戰，尤

其是對其家庭成員造成的衝擊，會使外派幹部大陸工作壽命縮短。透過組

織的力量，適時的提供各種支援活動，當外派幹部感受到組織支援活動的

效力，會有助於大陸台籍幹部的組織承諾，進而努力達成組織目標

(Eisenberger et al, 1986)。 

2. 對台商幹部與配偶的研究發現，組織支援系統與不同的個人特徵或外派特

徵的配合下，可以有效的降低台商幹部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因此，

組織應擬定彈性組織支援系統，配合外派幹部的特性，靈活運用。 

3. 大陸市場競爭激烈，如何提昇與確保外派台籍幹部的工作績效實屬當務之

急；然而台籍幹部背後的「工作─家庭衝突」壓力，實為影響台籍幹部工

作績效的負面因素。若能將組織有限的各項支援系統，發揮到對外派大陸

幹部之最大功效，則可降低台資企業投資大陸時的失敗風險，向全球整合

邁進。 

4. 外派大陸之台籍幹部願意赴任，可能會將其生涯帶進另一高峰，但是風險

也相對增加，尤其是滯留台灣的配偶對其親人外派大陸，突如其來的家庭

成員照顧與家計操勞加重，或是隨行赴大陸的配偶面對丈夫因業績經常公

出，眷屬留守的精神空虛，都會對口籍幹部造成工作上的困擾。然而配偶

的聲音從未獲得組織重視，這可由配偶對組織支援系統認知偏低可不瞭

解；因此組織應多關心外派大陸幹部配偶的想法。 

(二) 對學術界建議 

1. 由於兩岸三通尚未突破，本研究對象為我國企業外派大陸幹部，考量人

力、物力因素，採用便利抽樣方式，對台商幹部進行研究，若能克服問卷

回收問題，採用較為嚴謹的抽樣方式，將可使研究誤差減少。 

2. 加入新的研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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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研究以組織支援系統為出發點，探討不同的個人特徵與外派特徵

下，組織支援系統對於「工作─家庭衝突」影響。後續研究若能將台

籍幹部在工作投入程度或家庭投入程度放入自變項中，也許會有進一

步發現。 

(2) 本研究以大陸台籍幹部與其配偶為對象，探討「工作─家庭衝突」發

生的影響。然而，「工作─家庭衝突」的過生過程中，組織所扮演的

角色不容忽視，未來的研究若能將組織列為研究對象，結論將會更為

嚴謹與完整。 

3. 本研究問卷是由研究者參考以往研究與訪談修正而來，經過信度分析後，

各構面所得信度大致良好。然而，量表未成熟在所難免，後續研究者或可

採系統觀點將組織支援系統的內涵做更深入的探討，對問卷的完整性將更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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