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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家庭的雙向增益：前因、後果及互依我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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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職家增益之前因（工作資源、家庭資源）、及其後果（工作滿意、家庭滿意與個人幸福

感）。其中職家增益可分為工作對家庭增益（work-family enrichment, WFE）與家庭對工作增益（family-work 
enrichment, FWE）等二方向。更重要的，本研究亦探討個人自我觀之「互依我」對工作資源、家庭資源與職家增益
（WFE、FWE）的調節效果。本研究的樣本為全職工作者，共計283份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現：工作資源中的主
管支持及家庭資源與職家增益有正向關係。WFE能預測工作滿意，FWE能預測家庭滿意，WFE與FWE都能預測個
人幸福感。「互依我」可以調節工作資源中的非正式工作彈性對職家增益的影響。同時，「互依我」也可以調節家

庭資源對職家增益的影響。

關鍵詞：工作與家庭資源、互依我、職家增益

在最近30年間，越來越多的研究致力於了解工

作與家庭間的連結，各種的連結機制都試圖解釋工

作與家庭角色間關係之本質（Edwards & Rothbard, 
2 0 0 0），經過數十年的研究，許多的證據都說明

工作與家庭通常有相互依存與影響的關係（Frone, 
2 0 0 3）。所以工作與家庭是緊密相關的領域，具

有難以分割的關聯性（Barnett, 1998; Kanter, 1977; 
Voydanoff, 1987）。然而目前探討最多的工作與家庭

之互動是職家衝突（work-family conflict） （陸洛、

黃茂丁、高旭繁，2005；Allen, Herst, Bruck, & Sutton, 
2000; Byron, 2005; Carlson & Perrewe, 1999; Grandey 
& Cropanzano, 1999; Greenhaus & Beutell, 1985; Lu, 
Gilmour, Kao, & Huang, 2006）。職家衝突屬於一種角

色間的衝突，當工作與家庭兩個不同角色彼此不相容

與競爭時，角色壓力也就產生（Greenhaus & Beutell, 
1985; Kahn, Wolfe, Quinn, Snoek, & Rosenthal, 1964）。

然而工作與家庭角色間只有衝突的關係存在嗎?
已有研究發現工作與家庭角色間相互有正向的影響

（Barnett, 1998; Frone, 2003; Greenhaus & Powell, 2006; 
Grzywacz & Marks, 2000），目前學者對於工作與家庭

間之正向關係採用的概念很多，如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是指：某領域（角色）的正向經驗（如心

情、技能、價值與行為）移轉至另一個領域（角色）

（Carlson, Kacmar, Wayne, & Grzywacz, 2006）。職

家促進（facilitation）則是：一種綜效（synergy）的

型式，某個領域的資源（如影響力、技能、自尊、金

錢利益）能使個人在另一個領域更容易表現（Wayne, 
Musisca, & Fleeson, 2004）。兩者雖是不同的概念名

詞，但在內涵上卻是十分相似，Greenhaus與Powell
（2006）在分析比較了這些概念的實質內涵後，認為

「增益」（enrichment）能提供最廣泛的概念內涵，且

最能捕捉工作與家庭角色間正向互動的本質，故本研

究即採此兩位學者的觀點，將職家增益（work-family 
enrichment）定義為：在某個角色的經驗可以促進另

一個角色的生活品質（Greenhaus & Powell, 2006）。

此外，如同職家衝突，增益也具有雙向性，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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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會促進家庭生活的品質時，工作對家庭的增益

（work-family enrichment; WFE）發生；而當家庭經

驗會促進工作的品質時，家庭對工作的增益（family-
work enrichment; FWE）就產生（Grzywacz & Marks, 
2000）。

Greenhaus與Powell（2006）回顧彙整了21個職

家增益的研究，發現衝突與增益間的相關性很低，

證明職家增益與職家衝突為二個不同的概念（Frone, 
2003），其前因與後果肯定也存在很多差異。過去

職家衝突的研究大多採用角色壓力理論，即從負向觀

點探討參與多重角色引起的角色衝突。而職家增益

模式則對多重角色參與採用正向觀點，其理論基礎主

要是依據Marks（1977）的擴張（expansion）主張，

Marks（1977）認為參與多重角色可以帶來正向的效

果，即個人身兼多重角色不必然是適應困難的，多重

角色的參與可提供更多的機會與資源，以使個人可以

增進其他生活領域（角色）的成長與運作。同樣，

Hobfoll（1989）提出的資源保存理論（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COR）也可提供職家研究一個有別於過去且

更佳的觀點，COR理論聚焦於資源流動的動態歷程，

不同於傳統的角色壓力理論，COR理論主張多重角色

的參與並不一定就有壓力，且每一角色的參與都可能

會提供資源以幫助個人處理其他角色的要求。由於目

前的職家研究大都是採用負向觀點（角色衝突），相

關職家增益的研究也不多，且未同時探討職家增益的

前因與後果（Greenhaus & Powell, 2006），故本研究

希望能彌補此一研究缺口，從正向觀點來探討職家增

益，以Greenhaus與Powell（2006）的職家增益模式與

資源保存理論（COR）（Hobfoll, 1989）為理論基礎

探討職家增益之前因與後果，即從資源的觀點，了解

個人的工作資源與家庭資源對職家增益之影響，以及

職家增益又如何影響工作滿意、家庭滿意度與個人幸

福感。

此外，角色理論另一限制為較關注角色的特性，

卻忽略個別差異，如個人價值觀、人格、自尊等的

影響（Eby, Casper, Lockwood, Bordeaux, & Brinley, 
2005），以致無法直接說明調節變項（moderating 
variables）的影響。故Grandey與Cropanzano（1999）
建議採用COR理論探討職家研究的調節效果。個人

獲取資源、利用資源、轉換資源的動機和能力都有可

能不同，即個人的個別差異表現有可能會影響資源對

職家增益的效果。而個別差異因子的探討在現有的職

家增益文獻中付之闕如，實有關注之必要。「自我

觀」是文化特有（culture-specific）的自我觀念（idea 
of the self），即對「自我」的想法、信念、及行為

（陸洛，2007）。故「自我觀」（self views）為個

人自我認同之核心，與許多關鍵基本心理歷程密切相

關（Markus & Kitayama, 1991），所以「自我觀」有

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個別差異因子，會影響個人如何看

待工作與家庭的實踐。從文化兩分的系統（cultural 
dichotomies）的觀點，「自我觀」概念可以分成獨立

我（independent）與互依我（interdependent self）等

兩種自我觀（Markus & Kitayama, 1991），但由於台

灣華人對互依我這樣的傳統價值的認同仍比對獨立我

之西方價值的認同高出許多，且互依我對華人心理與

行為之影響十分強大（陸洛，2011；Lu, 2008）。故本

研究將聚焦於探究華人傳統之自我觀――「互依我」

的差異是否會成為工作資源、家庭資源與WFE及FWE
感受間的調節因子（moderator），即影響華人最強烈

之文化特質――「互依我」在職家增益歷程中的調節 
作用。

文獻探討與假設推論

（一）職家增益的資源觀點

過去的職家研究常被質疑缺乏整合性的理論架構

（Eby et al., 2005），然而近來，Greenhaus與Powell
（2006）以多重角色參與和資源獲得與轉移的觀點，

提出了職家增益的整合性理論架構。在討論多重角色

調適的理論中，除常見的「資源稀少假說」（scarcity 
hypothesis）外，Marks（1977）與Sieber（1974）認

為多重角色參與所產生的利益遠比損失來得多，此即

為「增強假說」（enhancement hypothesis），其核心

概念是：社會與心理資源的取得是藉由多重角色的參

與，某個角色上的經歷可以正向影響另一個角色的績

效（Greenhaus & Powell, 2006），即從事某個領域

之角色扮演所產生的獲得可以增加其他生活領域的功

能（Wayne, Grzywacz, Carlson, & Kacmar, 2007）。

因此角色累積（role accumlation）對個人與社會都有

利，況且人類的精力是可以再生的（Barnett & Hyde, 
2001）。「角色增強假說」點出多重角色間不必然

產生排擠，甚至可以相互增益，Greenhaus與Powell
（2006）認為此增益發生就是透過資源獲得與轉移，

此類資源將有助於成功地管理工作與家庭要求。

我們認為資源保存理論（C O R）（H o b f o l l , 
1989）更能確切解釋多重角色參與的益處。COR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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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供個人資源供需的運作模式，即資源流動之動態

性過程，可以幫助我們辨識出此增益歷程中關鍵的因

素，來自職、家兩端的資源，可用來解釋職家增益發

生的原因。COR理論認為當個人遭遇到資源損失時，

為了獲得資源或是防止關鍵資源的流失，個人會投入

其他資源（Hobfoll & Lilly, 1993）。當個人參與工作

角色時，會遭遇資源耗竭（Grzywacz, Carlson, Kacmar, 
& Wayne, 2007），也就是工作時間與個人精力產生

耗竭現象，為了增加工作資源或是防止工作資源的損

失，個人會投入其他的資源，若此資源來自家庭角色

參與，如家人支持，則家庭資源就可以彌補或增加工

作資源，進而使工作績效與表現更好，此正是家庭對

工作的增益。相同的，當員工參與家庭角色時，可能

會與家人產生衝突，像是夫妻爭吵就會產生實質上或

是感受上的資源損失（如精力耗盡），為了解決與家

人的衝突，個人可以運用參與工作角色所獲得的資

源，如工作上的衝突管理技巧及同事的建議，都可幫

助個人處理家庭問題，此時，工作對家庭的增益便發

揮效果。總而言之，不同於傳統的角色理論，COR
理論提供資源流動的動態歷程，個人為了處理某角色

所面臨的壓力或要求，會投入從另一角色中獲得的資

源，即多重角色的參與不必然與壓力有關，反而可能

是某角色參與可以提供資源給另一個角色處理其要求

或壓力。

此外，根據COR理論，個人資源可分為四類：

(1)實體資源：意指房子、汽車等；(2)生活狀況：意

指婚姻、資歷、擔任的角色、與他人同住、社會網絡

（network）與財產保障等；(3)個人特徵：意指可以協

助個人抵抗壓力的資源，如自尊、工作能力等；(4)能
量：如時間、金錢、個人健康等（Hobfoll, 1989）。更

重要的是，Hobfoll（1989）認為社會支持具有取得、

保護與呵護其他資源的功能。且無論從工作角色或是家

庭角色，獲得支持都是一種心理資源，且為影響職家增

益的關鍵資源（Wayne, Randel, & Stevens, 2006）。如

主管支持可以讓個人有時間（能量）去處理家務，提升

個人的自尊（個人特徵），同理，家人的支持除了讓個

人有更多的時間（能量）工作外，有時也能提供經濟支

援（能量），當然也有助於個人自尊（個人特徵）的提

升。本研究的資源將聚焦在社會支持，以「工作資源」

與「家庭資源」分別代表個人在工作與家庭中可獲得的

支持。職家增益的發生關鍵在於資源，COR理論不僅提

供職家增益歷程一個資源分類的基礎，也詳細說明了各

資源的價值（Wayne et al., 2007）。

在工作資源中，Wayne等人（2006）的研究發現

非正式的組織支持（例如主管支持）遠比正式的組織

家庭支持制度（如彈性工時制度）更能預測職家增

益。這可能是因為：許多組織實施彈性工作政策是為

了組織自身的利益，而非為了員工或家庭的利益，因

此對員工的職家衝突感受並無預期的緩解效果（Regan, 
1994）。反觀台灣這類正式的組織家庭支持制度與措

施並不多，Lu、Kao、Chang、Wu及Cooper（2008）的

研究就發現彈性工時的制度有時反倒不如主管給與員

工非正式工作彈性來得有效，即允許部屬臨時請假幾

小時去處理家中的突發事故。主管是減緩員工職家衝

突的關鍵人物（Rodgers & Rodgers, 1989），在權力距

離大的台灣社會中，主管與員工的權力分配經常是不

平等，故主管支持對員工的影響效果更為明顯（Lu et 
al., 2009）。故本研究將工作資源的焦點放在非正式的

組織支持，包括主管支持與非正式工作彈性。而家庭

資源是指家人支持，包含實質上與情感上的支持，家

人支持一向被視為是重要的社會支持來源，可以促進

個人的自我調適（Cohen & Syme, 1985）。與研究相關

的資源定義與假設推導分述如後。

主管支持是指主管對員工情感上的支持及個人價

值的肯定（Clark, 2001）。就COR理論，主管支持屬

於社會支持的一種，Hobfoll（1989）認為社會支持的

角色在於協助個人取得、呵護與培養有價值的個人特

徵之資源，如自尊與自我控制等，社會支持可以增加

自尊與自我控制等個人特徵，將有助個人有勇氣面對

問題，進而解決問題。也就是主管對員工在面臨家庭

要求時的心理支持程度越高，則個人越容易處理其面

臨的家庭壓力與要求。非正式工作彈性是指員工可以

離開一兩個鐘頭去處理私人的事情，即是主管支持員

工均衡工作與家庭的具體行為表現。非正式的工作彈

性屬於COR理論中的工作相關之生活狀況資源，依據

COR理論，非正式的工作彈性若能解決個人面臨的家

庭問題與要求，則非正式的工作彈性就是有價值的資

源，意即工作資源對家庭角色產生增益。

O’Driscoll、Brough及Kalliath（2004）認為家人

可以提供四種不同類型的支持：資訊支持、情感支

持、回饋支持與實質支持。家人支持就是參與家庭角

色所獲得的家庭資源，所以家庭資源可以是一種家

庭支持，或曰社會支持。King、Mattimore、King及
Adams（1995）認為社會支持是一種關鍵資源，會使

個人感受到愛、關懷與價值，此感受將有助於個人將

家庭資源移轉至工作領域。Wayne等人（2006）也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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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時間與精力有限的情況下，家人的支持將有助於

個人專心投入工作。也就是參與家庭角色所獲得的資

源將有助於家庭責任的減輕（Adams, King, & King, 
1996; Carlson & Perrewe, 1999）。上述學者的研究可

以採用COR理論說明，就COR理論而言，家庭資源

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當個人面臨工作要求與壓力的

情況下，若個人能獲得家人支持，則個人越容易處理

其面臨的工作壓力與要求。例如協助幼兒的照顧可以

讓個人在面對工作要求與壓力的情況下，能全心全意

投入工作，又家人對工作上的建議也可協助個人處

理與解決工作的問題與困擾。Friedman與Greenhaus
（2000）主張支持的環境才有可能創造出資源，此資

源包括：時間、彈性、建議、以及心理資源等。

社會環境中的支持是一種有助於增益產生的資源

（Greenhaus & Powell, 2006; Wayne et al., 2007），

支持可被視為職家增益產生的前因（何婉妤，2008；
Greenhaus & Powell, 2006）。近期的實徵研究發現無

論是工作或是家庭資源都與職家增益有關，如Siu等人

（2010）的研究發現主管的支持直接對WFE有影響，

而家人支持則與FWE有關；Wayne等人（2006）則發

現主管的支持與家人情感上的支持都與FWE有關。

Demerouti、Geurts及Kompier（2004）的研究則發現工

作上的支持與WFE、FWE都有關。上述的結果與職家

衝突類似，在職家衝突中，同場域（specific-domain）
的壓力源是職家衝突的重要前因（Byron, 2005; Ford, 
Heinen, & Langkamer, 2007），但研究結果普遍存在跨

場域（cross-domain）的影響（張婷婷、陸洛，2009；
陸洛等人，2005；Byron, 2005）。同理，在職家增益

中，同場域（specific-domain）的資源也是職家增益

之重要前因，跨場域（cross-domain）的效果同樣很普

遍，即工作資源會對FWE有影響，而家庭資源也會對

WFE有影響。Frone、Yardley及Markel（1997）認為跨

場域（cross-domain）的效果是經由其他中介因子才能

產生。例如：家庭資源引發FWE，提升了個人的工作

績效與滿意度，進而較易產生更多的工作資源，如主

管的支持，又再促成了WFE。換言之，同場域前因的

影響力是直接效果，跨場域前因的影響力則為間接效

果。因此，本研究認為兩種工作與家庭角色的增益歷

程可能是互惠的（reciprocal），即任一角色中所獲得

的知識、技能或其他資源都有可能促成工作對家庭的

增益（WFE）及家庭對工作的增益（FWE）。是故，

本研究假設：

假設1： 工作資源（主管支持與非正式工作彈性）與職
家增益（WFE及FWE）有正向關係。

假設2： 家庭資源（家人支持）與職家增益（WFE及
FWE）有正向關係。

C O R理論提供資源移轉起因與動態歷程，而

Greenhaus與Powell（2006）的職家增益模式則可說

明職家增益中資源的轉移歷程與效益，包含工具性

（instrumental path）與情感性（positive affect path）
兩種路徑。工具性路徑是指資源的轉移直接從某一角

色（如工作角色）到另一角色（如家庭角色），強化

了另一角色（如家庭角色）的表現，例如主管的家庭

支持讓個人有較多的時間去處理家庭責任（Friedman 
& Greenhaus, 2000），因此可以增進個人的家庭表

現。換言之，主管的家庭支持可以允許個人有更多

在家庭上的投入。同樣，家人支持（例如配偶花費

較多時間在小孩的照顧上）可以讓個人較少因家事

而調整其工作行程，在工作上能較有效率（Friedman 
& Greenhaus, 2000），也會有較好的工作結果（如

薪資、獎金）。工作收入可以促進家庭生活的品質

（Miller, 1997），例如請保母與傭人處理家事；而從

家庭角色取得的金錢資源，如家人餽贈的禮物、沒有

利息的借款、遺產，則可以用來進行商業投資，或是

參加職涯晉升相關的教育訓練（Greenhaus & Powell, 
2006）。由此看來，即某角色（如工作角色）的各

種資源取得可以直接增進另一角色（如家庭角色）的

表現。而情感性路徑則是某角色（如工作角色）因獲

得資源而產生正向情感，而此正向情感能增進另一角

色（如家庭角色）的表現與正向情感（Greenhaus & 
Powell, 2006）。如工作表現良好，獲得組織的表揚

或獎勵，個人應該會有開心的情緒，若個人將此份開

心分享給家人，家庭氣氛也會是愉悅的，個人與家人

的相處也會更融洽，進而個人會對家庭感到滿意。反

之，家人的支持會讓個人在遭遇工作上的困難時，更

有勇氣去面對工作上的難題，進而化解工作困難，提

升工作績效，進而產生工作滿意。情感性路徑屬於間

接路徑，透過強化啟動角色（initiating role）的正向情

感，轉而增進在另一角色的表現與正向情感。

由上述可知，無論何種路徑，個人最終都會產

生正向情緒，即導致較高的角色滿意度（McNal l , 
Nicklin, & Masuda, 2010）。McNall等人（2010）針

對職家增益與其後果變項之關係進行整合分析（meta-
analysis），發現職家增益之後果變項可分為三類：第

一，工作相關後果（work-related outcome）包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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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情感性組織承諾與離職意向等，其中「工作滿

意」一直是最多學者所研究的結果變項；其次，非工

作相關後果（nonwork-related outcome）包括家庭滿意

與生活滿意；最後，與健康相關後果（health-related 
outcome）則是指身體與心理的健康狀況。本研究的

職家增益之後果變項將著重在正向情感，從工作、家

庭與個人三方面考量，以工作滿意、家庭滿意與個人

幸福感（happiness）作為研究的後果變項。工作滿

意可視為個人對工作所抱持的一般性態度（Robbins, 
1996），家庭滿意是指個人知覺家庭生活的滿意度

（Rettig, Danes, & Bauer, 1991），與工作滿意的概

念類似。個人幸福感是指個人對於生活的滿意程度

與所感受的正負向情緒強度之整體評估（Andrews & 
Withey, 1976）。就實徵研究結果來看，Carlson等人

（2006）的研究發現WFE與工作滿意有較大的相關，

而FWE則與家庭滿意有較大的相關，工作對家庭的心

理資本增益（work to family capital）與家庭對工作的

情感增益（family to work affect）都與個人的幸福感

有較強的關係，即WFE與FWE都能預測個人幸福感。

McNall等人（2010）的整合分析也發現：WFE、FWE
與工作滿意、家庭滿意都有正向關係，但WFE與工作

相關變項的關係較強烈，而FWE則與非工作相關變項

有較強烈的關係。如同資源對增益的影響，我們認為

同場域的影響力是直接效果，但跨場域的影響力則為

間接效果，例如：工作對家庭產生增益（WFE）的直

接效果是提升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此即為同場域的

影響。但家庭對工作產生增益（FWE）除會直接提升

員工對家庭的滿意度，還可能進而提升員工對工作的

滿意度，此即為跨場域的間接效果。因此，本研究認

為WFE與FWE都會對所有的後果變項產生正向影響。

是故，本研究認為的假設3為：

假設3： 職家增益（WFE及FWE）與後果變項（工作滿
意、家庭滿意與個人幸福感）有正向關係。

（二）華人自我觀對職家增益之調節作用

本研究將探討個人之「自我觀」的差異是否會成

為工作資源、家庭資源與WFE、FWE感受間的調節因

子（moderator variable）。「調節作用」（moderating 
effect）是指某一量性（如內控性人格的程度）或質性

（如性別）的變項，影響了自變項與依變項間關聯的

方向或強度（陸洛，1997）。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自我

觀」源自Markus與Kitayama在1991年提出的「獨立我」

與「互依我」的概念，他們分析了不同文化脈絡中有關

「自我與他人關係」的自我概念，並將之廣為應用於各

個基本心理歷程中。所謂的「獨立我」根植於西方個人

主義的文化傳統，在人－我關係的界定上強調個人的分

離性與獨立性，相信每個人內在特徵的組合都是完整與

獨特的，故而強調表達個人獨特的需求、權力和能力，

發展個人獨特的潛能並追求自我實現（陸洛，2003）。

相對的，「互依我」根植於東方（儒家傳統）集體主

義的文化系統，在人－我關係界定上強調個人與他人的

關聯性與相依性，個人並非由其獨特的特徵來界定，

而是由其社會關係來界定，故強調個人的角色、地位、

承諾、義務及責任；個人也需適應、歸屬、創造並完成

其社會義務，進而成為各種社會單位的一部份（陸洛，

2003）。西方社會中的個人主義價值所建構的正是「獨

立我」的自我觀，反之，華人文化中的集體主義價值

所反映的則是「互依我」的自我觀（陸洛，2007；Lu, 
2008; Markus & Kitayama, 1991）。依據Lu（2008）的

研究發現：「獨立我」與「互依我」的自我系統在台灣

華人身上是可以共存的，但台灣人對「互依我」仍有較

強烈的認同，且「互依我」對心理與行為的影響更大。

因此，陸洛等人（2005）將「互依我」視為個別差異

變項，探討此自我觀與職家衝突間的關係，結果發現

「互依我」可以緩衝工作要求對WFC的影響，即「互

依我」對於職家衝突具有調節效果。本研究同樣將「互

依我」視為個別差異變項，認為此自我觀也可能是職家

增益的調節變項。

以COR理論、Greenhaus與Powell（2006）的職家

增益模式為基礎，從資源的角度來看，工作與家庭兩

個角色間的正向互動或互相增益發生的關鍵在於：個

人是否將某一角色場域中獲得的資源移轉（transfer）
並應用（exploi t）在另一角色場域中（O’driscol l , 
Brough, & Kalliath, 2006），此間，個人獲取資源、

利用資源、轉換資源的動機和能力都有可能不同，就

引進了個別差異表現的可能性。居於個人自我認同之

核心，又與許多關鍵基本心理歷程密切相關的「自我

觀」（Markus & Kitayama, 1991）便有可能是一個重

要的個別差異因子，且個別差異因子的探討在現有的

職家增益文獻中付之闕如，實有關注之必要。在本

研究中，我們聚焦在華人普遍重要的自我觀――互依

我，探究其在職家正向互動中可能扮演之調節作用 
角色。

具體而言，「互依我」的自我是由他人所界定

的，自己是整體社會關係的一部份，一個人應該表現

的行為必須決定於其關係中其他人的想法、感覺與行



476 張婷婷　陸　洛　潘君鳳

動（Markus & Kitayama, 1991），所以具「互依我」

觀的人會因為不同的互動對象而採用不同的對待方

式。即與他人的關係對「互依我」很重要，個人必須

與其他人和諧相處，隨時注意別人之觀感（陸洛，

2007）。具「互依我」觀念的人視自己是整體社會

關係的一部份，會調整自己與他人的相處方式，進而

產生人際和諧，故較能與家人及主管建立良好關係

（Lu, 2008）。也就是說具有「互依我」觀念的人較

容易從工作與家庭角色參與中獲取資源。然而在資源

的移轉與應用上，不同程度「互依我」觀念的人可能

就有所差異。理論上，「互依我」觀念高的人傾向以

全局（holistic）取向看待世界（Lu, 2008; Markus & 
Kitayama, 1991），即將工作與家庭視為不可分割的

兩個重要場域，工作是為了家庭幸福，家庭則給了工

作意義與價值（陸洛等人，2005），是故工作與家庭

之心理界線不那麼僵硬，較容易相互滲透，理所當然

兩個場域中的資源移轉也應越容易，也就是較容易產

生增益，然「互依我」觀念高的人，更重視自我的社

會責任與角色承諾，並以角色實踐來界定自我的價值

（Markus & Kitayama, 1991），由於太重視人際關係

及他人觀感（陸洛，2007），反而不願意進行角色間

的資源移轉，進而產生職家增益（WFE與FWE）的

效果。例如就因為主管對其高度的支持與關懷，因而

會讓高「互依我」觀的人投入工作更多，以回饋主管

對其的照顧與關心，盡力不讓家事影響工作，即主管

支持這類的工作資源不容易移轉至家庭角色，進而產

生WFE。反之，「互依我」觀低的人自我的社會責任

與角色承諾重視程度較低，也比較不會考量他人的觀

感，因此，「互依我」觀低的人比較容易將工作上獲

得的資源移轉至家庭角色，進而產生WFE，如由於主

管的支持與體諒，「互依我」觀念低的人比較會請假

去處理家中臨時狀況，且也更會覺得主管支持此類的

工作資源有助於WFE。由於工作資源也會對FWE產生

影響（Demerouti et al., 2004; Wayne et al., 2006），所

以我們認為「互依我」應該也會減緩工作資源與FWE
的關係。

同理，高「互依我」觀念的人與家人的關係通常

較為密切且和諧（Lu, 2008），自然也比較容易獲得家

庭資源，如家人協助幼兒的照顧、情感上的支持，然

而太在意家人的感受與觀感，以及家庭和諧，高「互

依我」觀念的人可能比較不願意大量將家庭資源利用

於工作角色上，如長期要求家人照顧幼兒以利其能專

心投入工作、亦或是對家人報喜不報憂，以免家人擔

憂，當然也比較不願將工作上的不如意告知家人，尋

求家人情感上的支持。故高「互依我」觀念的人反而

不容易將家庭資源移轉至工作角色，進而產生FWE。
反之，「互依我」觀念較低的人與家人互動較不密

切，也較不認為家人一定要提供其支持，因此當家人

提供支持時，「互依我」低的人比「互依我」高的人

更能感受到家人支持（家庭資源）之可貴，意即這樣

的資源更能轉化為角色增益的效果，也就是越容易發

生FWE。同樣的，家庭資源對WFE的影響應該也會受

到互依我的調節。故對「互依我」低的人而言，任一

場域中的資源獲得所創造的角色增益或增強的效果應

更為明顯。易言之，「互依我」低者更可能是資源的

受益者。鑒於此，我們認為「互依我」會弱化資源與

職家增益（WFE、FWE）之關係。故假設：

假設4： 「互依我」會調節工作資源與職家增益
（WFE、FWE）之間的關係。工作資源與職家
增益（WFE、FWE）之關係在「互依我」低的
群體中較強。

假設5： 「互依我」會調節家庭資源與職家增益
（WFE、FWE）之間的關係。家庭資源與職家
增益（WFE、FWE）之關係在「互依我」低的
群體中較強。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概念架構如圖1所示。

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有全職工作者為對象，礙於隨

機取樣非常困難，故採便利取樣，但仍儘量選取不同

行業、組織、管理位階、專業背景、性別、年齡（家

庭周期）之受訪者，力求樣本之異質性。研究者將採

多種方式募集樣本，其中包含幾所國、私立之在職專

班/進修班學生，以及透過個人關係或不同組織之人資

部門徵求的受訪者，回收之有效樣本共283份。

本研究樣本中48.4%為男性，49.8%為女性。平

均年齡36.87歲，標準差10.85歲。在婚姻狀態上，

有50.2%已婚或同居者。受訪者在目前組織的平均

工作年資9.51年，標準差9.08，以非管理職居多，共

198人（佔70%）。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在大學以上共

佔了71.30%。我們將「教育程度」轉換成「受教育

年數」，以利統計分析。在行業類別方面，製造業

（19.8%）、文教業（15.5%）、服務業（15.9%）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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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多數，顯見本研究的樣本分佈並未特別集中在某

種特定的行業上。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依據研究架構（圖1），編製結構性問卷

收集資料，前因變項為：「工作資源」、「家庭資

源」，核心變項為：「職家增益」，後果變項則為：

「工作滿意」、「家庭滿意」、「個人幸福感」，

「互依我」則為干擾變項。另也蒐集人口學／工作變

項的資料，包含性別、年齡、婚姻狀態、教育程度、

工作年資、職階等，作為控制變項。

我們在選用量表時，除考慮量表所量測的構念

內涵與本研究所設定之理論意涵的適配性，還特別考

慮量表在前人研究中已建立之信效度，及其在華人文

化中的適用性。在滿足這些條件後，我們所選來測量

工作資源（含：主管支持、非正式工作彈性）、家庭

資源及工作滿意、家庭滿意、個人幸福感的7項量表

或工具均在先前的跨文化（包括台灣樣本）研究中

使用過，且證明所測之構念具文化等同性（cultural 
equivalence）及良好信度（Spector et al., 2007; Spector 
et al., 2004）。這些量表在用於其他台灣樣本的研究中

也顯示具良好之構念效度（張婷婷、陸洛，2009）及

關聯效度（高旭繁、陸洛、陸昌勤，2008；Lu et al., 
2010; Lu et al., 2009）。本研究收集的資料亦屬於一項

大型貫時性研究之一部分，問卷編製經研究團隊（含

組織行為學者及心理學者）多次討論、修訂，也經外

部專家（諮詢了3位工商心理學、組織行為、及家庭心

理學家）的檢核與修正，始定案施測。研究中使用的

主要量表分述如下，所有題項亦列於表1供參考。

1. 工作資源（Work resources）

工作資源包含主管支持與非正式工作彈性。

主管支持採用Clark（2001）編制之3題「主管支持

（supervisory support）量表」，用以衡量主管對員工

在面臨家庭要求時的心理支持程度，以五點尺度（1表
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測量，分數愈高代表

主管支持愈高。此外，非正式工作彈性則是指工作時

短暫離開去處理私事的難易程度（Lu et al., 2008），

為1題。在本研究中，主管支持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為 .90。

2. 家庭資源（Family resources）

家庭資源取自O’Driscoll等人（2004）編制之「職

家社會支持量表」中的「家人支持」分量表，共4題，

以六點量尺（1表示從未，6表示總是）測量，分數愈

高代表家庭支持（family support）愈多。在本研究中

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為 .93。

3. 職家增益（WFE與FWE）

職家增益採用Carlson等人（2006）的「工作家

庭增益量表」，取其中6題衡量WFE/FWE，採李克

特五點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分數越高，代表工作家庭互相增益的程度越高。在

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為 .87（WFE）及 .86
（FWE）。

4. 工作滿意（Job satisfaction）

工作滿意採用密西根組織評鑑問卷（Michig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Cammann, 

圖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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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hman, Jenkins, & Klesh, 1979）共計3題，以五點

尺度（1表示從未如此，5表示總是如此）衡量，分

數愈高表示工作滿意度愈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為 .80。

5. 家庭滿意（Family satisfaction）

家 庭 滿 意 取 自 家 庭 滿 意 度 量 表 （ F a m i l y 
Satisfaction Scale），由Edwards與Rothbard（1999）編

制，共計3題，以五點尺度（1表示從未如此，5表示總

是如此）衡量，分數愈高表示家庭滿意度愈高。在本

研究中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為 .96。

6. 個人幸福感（Happiness）

個人幸福感取自Lu（2008）的中國人幸福感量表

（Chinese Happiness Inventory），共計5題，以四點

量尺（0表示非常不同意，3表示非常同意）衡量，分

數愈高表示個人幸福感愈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為 .92。

7. 「互依我」自我觀

取自Lu與Gilmour（2007）的「獨立我與互依我量

表」（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Self Scale）中

的「互依我分量表」共9題，以七點量尺（1表示不同

意，7表示非常同意）衡量，分數愈高表示互依我的傾

向愈高。在本研究中內部一致性Cronbach α為 .92。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使用AMOS 6.0軟體對使用多題量測的變

項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驗證性因素分析主要是確認觀察變數是否能

精確地衡量潛在變數，本研究的模式包含8個潛在變數

與33個觀察變數，其中8個潛在變數分別為：主管支

持、家庭資源、WFE、FWE、工作滿意、家庭滿意、

個人幸福感與互依我。首先，我們檢測基本模式配適

度，依據Bagozzi與Yi（1988）的建議：(1)不能有負

的誤差變異；(2)誤差變異須達到顯著水準；(3)標準化

因素負荷量（題目與因素的路俓係數）介於 .5- .95之
間；(4)標準誤差不宜過大。本研究的研究模式誤差變

異介於 .05至 .76，標準化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5，標準

誤差皆小於 .07，顯示研究模式均符合上述標準。研

究模式的適配度指標為：χ2(467, N = 242) = 1,033.20，
GFI = .80，CFI = .91，RMSEA = .07。由於研究模

式的適配度未盡理想，因此依據Jöreskog與Sörbom
（1984）的模式修正之建議，將同一構面中題項之

間具有相關者建立新的關聯，統計套裝軟體AOMS分
析報表可以提供修正模式的指標，指出互依我的「題

項4與題項5」、「題項6與題項9」、「題項7與題項

8」、「題項7與題項9」以及「題項8與題項9」等題

項間具有相關，故建立新的修正模式。新研究模式的

適配度：χ2(462, N = 242) = 729.11，GFI = .85，CFI = 
.97，RMSEA = .05。GFI仍低於 .90，不過，Cheung與
Rensvold（2002）的研究發現：除了RMSEA外，模式

的整體適配度會受樣本大小、題目、與構面（因素）

數目增加的影響，而使適配度指標值變小，即模式複

雜度會影響模式的適配度，因此有學者建議，當模式

中含三個構面以上時，宜以RMSEA進行模式適配度之

解釋（李茂能，2006）。若依此建議，則本研究模式

的適配度屬可接受之範圍。

接著，我們檢測內在結構配適度，即信度與效度

的檢測。先檢測針對個別題目的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依據Hair、Anderson、Tatham及Black
（1998）的建議，理想的個別題目信度是指個別題目

的因素負荷量（題目與因素的路俓係數）須達  .5以
上，且達統計之顯著水準（t > 1.96, p = .05）。就表

1可知，研究模式符合上述的標準，顯示個別題目的

信度良好。再者，潛在變數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表示研究構面的內部一致性，即潛在

變數之建構信度。Hair等人（1998）認為理想的CR值

要大於 .7，則研究構面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研究

模式的CR值皆大於 .83（如表1），表示研究模式的

內部品質良好。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s 
extracted, AVE）則代表觀察變數能測得多少百分比的

潛在變數，Fornell與Larcker（1981）建議AVE要大於 
.5，就表1可知，研究模式的AVE皆大於 .5。Hair等人

（1998）認為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必須考

量個別題目信度、潛在變項組合信度（CR）與平均變

異萃取等三項指標，若此三項指標均符合標準，方能

表示研究之構念具收斂效度。由前述結果可知，本研

究模式的題目信度、CR及AVE皆符合標準，所有題目

的因素負荷量（題目與因素的路俓係數）皆達顯著水

準（p < .001），且每一題目因素負荷量也無跨因子之

情形（Bollen, 1989），顯示研究構面內部具有良好的

收斂效度。

最後，我們檢測區別效度（ d i s c r i m i n a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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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idiy），一個測量模型具有區別效度，其潛在構面

間的關係程度必須小於潛在構面內的關係程度，即以

構面間的關係矩陣來檢定，潛在變項的平均變異抽

取量之平方根值需大於其他不同構面下的相關係數

（Hair et al., 1998）。就表2結果顯示，平均變異萃取

之平方根值皆大於構面間的相關，表示研究模式具有

區別效度（Lave & Wenger, 1991）。

研究結果

（一）相關分析

各主要變項間的皮爾森積差相關矩陣如表3所
示，由於W F E與F W E有中高度的正向關係，相關

係數為  .65。故WFE與FWE可能有重複（overlap）

表1　整體衡量結構模式分析表
衡量構面 標準化因

素負荷量

量測誤差 組合

信度

變異數

萃取量

主管支持

1. 我的主管了解我的家庭責任 .87 *** .25 ***

.90 .762. 我的主管會聽我談家庭的問題 .89 *** .20 ***

3. 我的主管認同我作為家庭的一員，必須恪盡義務 .86 *** .23 ***

家庭資源

1. 有用的資訊或建議（資訊性支持） .80 *** .64 ***

.92 .75
2. 同理與關心（情緒性支持） .86 *** .39 ***

3. 明確且有用的回饋（回饋性支持） .93 *** .20 ***

4. 實質的協助（實際性支持） .88 *** .35 ***

WFE

1. 我的工作幫我瞭解不同的觀點，且這幫助我成為一位更好的家庭成員 .76 *** .13 ***

.86 .672. 我的工作使我保持好心情，且這幫助我成為一位更好的家庭成員 .77 *** .32 ***

3. 我的工作給我成就感，且這幫助我成為一位更好的家庭成員 .90 *** .28 ***

FWE

1. 我的家庭生活幫我獲取技能，且這幫助我成為一位更好的工作者 .79 *** .27 ***

.83 .632. 我的家庭生活讓我感覺快樂，且這幫助我成為一位更好的工作者 .86*** .15 ***

3. 我的家庭生活需要我在工作時不浪費時間，且這幫助我成為一位更好的工作者 .73*** .31 ***

工作滿意

1. 整體而言，我不喜歡我的工作 .70*** .23 ***

.83 .622. 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的工作 .84 *** .20 ***

3. 整體而言，我喜歡在這裡工作 .82 *** .41 ***

家庭滿意

1. 整體而言，我滿意我的家庭生活 .91 *** .06 ***

.96 .882. 整體而言，我的家庭生活很幸福 .96 *** .05 ***

3. 整體而言，我的家庭生活很快樂 .95 *** .10 ***

個人幸福感

1. 我覺得生命有意義、有目標 .77 *** .23 ***

.92 .69

2. 我過去的生活所有事情似乎都是愉快的 .81 *** .11 ***

3. 我覺得自己快樂 .92 *** .08 ***

4. 我對現在生活中一些事感到滿意 .87 *** .20 ***

5. 我對未來樂觀 .76 *** .20 ***

互依我

1. 團體的歸屬對我的自我認同很重要 .75 *** .40 ***

.90 .51

2. 我認為保持團體和諧很重要 .86 *** .19 ***

3. 一旦成為團體的一員，就應該努力適應團體的要求 .88 *** .16 ***

4. 我認為人應該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 .80 *** .24 ***

5. 我認為人應該在團體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 .80 *** .24 ***

6. 我的自我認同來自我的社會身份 .58 *** .76 ***

7. 我相信家人應是生命共同體 .60 *** .54 ***

8. 我認為家庭的榮辱攸關我的自我認同 .54 *** .70 ***

9. 我認為家庭是我們自我的本源 .54 *** .69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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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的偏誤，故本研究將採用淨相關分析（part ia l 
correlation），控制潛在重複衡量的部份，以獲得WFE
與FWE對其他變項的淨效果（clean effect）。從淨相

關分析結果可知，首先，與後果變項（工作滿意、家

庭滿意、個人幸福感）有顯著相關的人口學變項只有

年齡、婚姻狀況與年資。年齡、年資都與後果變項成

正相關。而已婚者表示有較高的工作滿意、家庭滿意

與個人幸福感。第二，就職家增益的前因變項而言，

工作資源中的主管支持與WFE有正向關係，而家庭

資源則與FWE有正向關係。第三、WFE與FWE都為

正向感受，彼此間應為正向關係，由表3可知符合預

期，同樣，工作滿意、家庭滿意與個人幸福感都是正

向感受，彼此間應該呈現正向關係，結果也是如此。

第四，分析WFE、FWE與後果變項的淨相關時，發現

WFE與工作滿意呈現顯著正向關係，而FWE則家庭滿

意呈現顯著正向關係。WFE、FWE都與個人幸福感呈

現顯著正向關係。最後，調節變項（互依我）對FWE
與後果變項均有正向關係。本研究的假設至此獲得初

步證實，以下將針對各項假設進行更嚴謹的統計檢

驗，即階層式迴歸分析。

（二）階層式迴歸分析結果

我們以階層式迴歸分析檢驗研究假設。在預測

WFE與FWE時，第一層先投入人口學變項加以控制，

第二層再投入工作資源（主管支持、非正式工作彈

性）與家庭資源，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主管支

持與家庭資源皆為WFE與FWE的預測因子，但非正式

工作彈性對WFE與FWE則無預測效果，即主管支持與

家庭資源越多，則WFE與FWE也越高，故假設1大部分

成立，假設2完全成立。

我們同樣採用階層式迴歸分析預測工作滿意、家

庭滿意及個人幸福感，如表5所示。就工作滿意的預

測（模式三）結果來看，WFE與主管支持對工作滿意

有正向影響。模式六是對家庭滿意的預測結果，發現

FWE、非正式工作彈性與家庭資源能預測家庭滿意，

且為正向關係。由模式九可知，WFE、FWE、非正式

工作彈性及家庭資源都可正向預測個人幸福感。研究

結果發現：WFE只能預測工作滿意，即WFE越高，工

作滿意越高；FWE也只可預測家庭滿意，即FWE越

高，家庭滿意越高；而WFE與FWE都對個人幸福感有

影響，WFE與FWE越高，個人幸福感也越高，因此假

設3獲得大部份支持。

（三）調節變項的檢驗

我們依據Baron與Kenny（1986）所建議的階層

式調節性迴歸（Moderated Regression）程序來檢驗調

節變項的作用。在本研究的迴歸方程式中，X1為工作

資源與家庭資源，Y為WFE或FWE，調節變項X2則是

互依我。以X1、X2、及兩者標準化後的乘積（ZX1 × 
ZX2）進入預測Y的迴歸分析中，只有當交互作用的迴

歸係數顯著時，才表示X2扮演了調節變項的角色，影

響著X1與Y之間關係的方向或強度。此外，為使模式

更為周延，本研究在進行階層式調節性迴歸分析時，

亦放入人口學變項作為預測WFE與FWE的控制變項。

研究結果，如表6至表9所示。

假設4認為：「互依我」會調節工作資源與WFE、
FWE之間的關係。由表6與表7之模式四可知，在預

測WFE時，非正式工作彈性與互依我之交互作用達

顯著，同樣的，在預測FWE時，非正式工作彈性與互

依我之交互作用亦達顯著，表示互依我可以調節非正

式工作彈性與WFE、FWE之間的關係。輔以圖2與圖

3的示意圖可以看出：非正式工作彈性與WFE、FWE

表2　研究的潛在變項間之相關係數矩陣
衡量題項 主管支持 家庭資源 WFE FWE 工作滿意 家庭滿意 個人幸福感 互依我

主管支持 .87 

家庭資源 .17 .87 

WFE .55 .33 .82 

FWE .34 .45 .75 .79 

工作滿意 .43 .20 .69 .45 .79 

家庭滿意 .48 .48 .28 .44 .40 .94 

個人幸福感 .30 .43 .52 .51 .46 .50 .83 

互依我 .25 .20 .38 .31 .40 .24 .24 .72 

註：對角線是AVE的開根號值，非對角線為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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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預測職家增益（WFE、FWE）之階層式迴歸分析
                                依變項

變項

WFE FWE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控制變項

　性別 .06 .06 .06 .02 

　年齡 .14 .19 .12 .15 

　教育年數 .12 .10 .14* .10 

　婚姻狀況 .04 - .05 .02 -.07 

　年資 .05 .02 .02 .00 

　職位 .05 .04 -.02 .00 

前置變項

　主管支持 .37*** .29***

　非正式工作彈性 .02 - .04 

　家庭資源 .18** .34***

R2 .06 .26 .03 .26 

∆R2 .06* .20*** .03* .23***

F 2.36* 9.00*** 1.35* 9.01***

(df) (6,232) (9,229) (6,232) (9,229)

註：1. 呈現的是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2. 性別：男(0)女(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肄業(14)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狀態：已婚／同居(0)未婚／分居(1)；職

位：主管(0)非主管(1)。
*p < .05. **p < .01. ***p < .001.

表5　預測後果變項（工作滿意、家庭滿意、個人幸福感）之階層式迴歸分析
                         依變項

變項

工作滿意 家庭滿意 個人幸福感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六 模式七 模式八 模式九

控制變項

　性別 .10 .12* .10 .07 .06 .06 .10 .09 .08 

　年齡 .19 .26* .17 .13 .19 .17 .00 .06 .01 

　教育年數 .06 .05 .00 .17* .11 .09 .16* .12 .08 

　婚姻狀況 .09 .01 .04 .19* .11 .12 .20* .12 .15*

　年資 .00 - .03 -.04 .05 .02 .02 .07 .04 .04 

　職位 .00 - .02 -.03 - .15* - .15* -.15* - .02 -.03 - .03 

前置變項

　主管支持 .35*** .18** .16** .12 .19** .08 

　非正式工作彈性 .10 .09 .15* .17** .14* .14 *

　家庭資源 .10 .00 .34*** .26*** .30*** .20**

核心變項

　WFE .39*** - .13 .16*

　FWE .10 .32*** .19*

R2 .08 .24 .39 .10 .31 .36 .08 .26 .33 

∆R2 .08** .17*** .15*** .10*** .21*** .05*** .08** .18*** .07***

F 3.14** 8.15*** 13.42*** 4.41*** 11.30*** 11.66*** 3.28** 8.94*** 10.21***

(df) (6,232) (9,229) (11,227) (6,232) (9,229) (11,227) (6,232) (9,229) (11,227)

註：1. 呈現的是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2. 性別：男(0)女(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肄業(14)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狀態：已婚／同居(0)未婚／分居(1)；職

位：主管(0)非主管(1)。
*p < .05.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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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在「互依我高」與「互依我低」兩個群體中有明

顯的不同，在「互依我低」群體中，非正式工作彈性

與WFE、FWE呈現正向關係，而在「互依我高」群體

中，非正式工作彈性與WFE、FWE呈現負向關係，顯

示「互依我」不僅可以減弱非正式工作彈性對WFE、
FWE的正向效果，甚至可能改變非正式工作彈性與

WFE、FWE的影響方向。而此結果說明先前假設的調

節效果，工作資源與WFE、FWE之間的關係，在「互

依我」低的群體中更為強烈，故假設4成立。

假設5認為：「互依我」會調節家庭資源與WFE、
FWE之間的關係。由表8與表9之模式四可知，在預測

WFE時，家庭資源與「互依我」的交互作用達邊緣顯

著水準（marginal significance）（p < .10），同樣的，

在預測FWE時，家庭資源與「互依我」的交互作用亦

表6　工作資源與互依我的交互作用檢驗結果（依變項：WFE）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性別 0.19 0.34 0.28 0.30 

年齡 0.03 0.04 0.03 0.03 

教育年數 0.29 0.33* 0.29 0.32*

婚姻狀況 0.20 -0.17 -0.27 -0.26 

年資 0.01 0.01 0.02 0.01 

職位 0.16 0.13 0.18 0.19 

主管支持 0.38*** 0.34*** 0.84*

非正式工作彈性 0.17 0.23 2.45*

互依我 0.09*** 0.09***

主管支持 × 互依我 -0.01 

非正式工作彈性 × 互依我 -0.05*

R2 .05 .26 .31 .34 

∆R2 .05* .20*** .06*** .03*

F 2.26* 10.25*** 12.10*** 11.03***

(df) (6,241) (8,239) (9,238) (11,236)

註：1. 呈現的是未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2. 性別：男(0)女(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肄業(14)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狀態：已婚／同居(0)未婚／分居(1)；職

位：主管(0)非主管(1)。
*p < .05. ***p < .001.

圖2：互依我對非正式工作彈性與WFE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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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邊緣顯著水準（p < .10）。雖然研究結果僅為邊緣

顯著，但輔以圖4與圖5的可以看出：當「家庭資源」

高時，「互依我」低的人其WFE與FWE都比較高，

顯示家庭資源與雙向的職家增益之正向關係在「互依

我」低的群體中都較其在「互依我」高的群體中更為

強烈，故我們仍認為「互依我」可能具有調節的效

果，即「互依我」可以調節家庭資源與WFE、FWE之
間的關係，故假設5成立。

表7　工作資源與互依我的交互作用檢驗結果（依變項：FWE）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性別 0.35 0.42 0.37 0.39 

年齡 0.02 0.02 0.01 0.01 

教育年數 0.39* 0.42** 0.38* 0.41**

婚姻狀況 0.29 0.04 -0.08 -0.09 

年資 0.00 0.00 0.01 0.01 

職位 -0.19 -0.20 -0.15 -0.13 

主管支持 0.27*** 0.22*** 0.48 

非正式工作彈性 0.02 0.08 2.41*

互依我 0.10*** 0.10***

主管支持 × 互依我 -0.01 

非正式工作彈性 × 互依我 -0.06*

R2 .04 .15 .23 .25 

∆R2 .04 .11*** .08*** .02*

F 1.68 5.22*** 7.73*** 7.06***

(df) (6,241) (8,239) (9,238) (10,239)

註：1. 呈現的是未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2. 性別：男(0)女(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肄業(14)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狀態：已婚／同居(0)未婚／分居(1)；職

位：主管(0)非主管(1)。
*p < .05. **p < .01. ***p < .001.

圖3：互依我對非正式工作彈性與FWE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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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聚焦在工作與家庭介面的正向互動

上，有別於傳統的角色壓力觀點，我們從資源的觀點

出發，採用COR理論與Greenhaus與Powell（2006）
的職家增益模式為理論基礎，探討雙向職家增益之

前因及後果變項，同時，更分析華人自我觀中較突

顯的互依我在前項歷程中的調節效果。研究結果發

現（見表4），性別、婚姻狀況對WFE與FWE都沒有

顯著性影響，這與職家衝突的研究結果相似（陸洛

等人，2005；Byron, 2005; Frone, Russell, & Cooper, 
1992; Geurts & Demerouti, 2004; Grzywacz & Marks, 
2000）。研究結果說明每一個人都會有職家增益的

感受，不會因為男、女或是已婚、未婚者而有所差

表8　家庭資源與互依我的交互作用檢驗結果（依變項：WFE）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性別 0.19 0.01 -0.01 0.08 

年齡 0.03 0.03 0.02 0.02 

教育年數 0.29+ 0.19 0.17 0.17 

婚姻狀況 0.20 -0.05 -0.16 -0.18 

年資 0.01 0.01 0.02 0.02 

職位 0.16 0.30 0.34 0.33 

家庭支持 0.16*** 0.13*** 0.51*

互依我 0.10*** 0.09***

家庭支持 × 互依我 -0.01+

R2 .05 .14 .22 .23 

∆R2 .05* .09*** .07*** .01+

F 2.26* 5.81*** 8.21*** 7.75***

(df) (6,241) (7,240) (8,239) (9,238)

註：1. 呈現的是未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2. 性別：男(0)女(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肄業(14)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狀態：已婚／同居(0)未婚／分居(1)；職

位：主管(0)非主管(1)。
+p < .10. *p < .05. ***p < .001.

圖4：互依我對家庭資源與WFE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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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此結果似乎也顯示傳統的工作與家庭性別角色分

工之刻板印象，確實已經發生了變化，無論是男性或

女性，都在重新思考其所扮演的工作與家庭角色，並

體驗著在工作與家庭角色中取得平衡的挑戰與成長

（張婷婷、陸洛，2009；陸洛、張婷婷、張妤玥，

2012）。

我們的研究結果還發現，主管支持與家庭資源

都有助於雙向的職家增益，即W F E與F W E。這與

Greenhaus與Powell（2006）與Wayne等人（2007）
的研究發現相似，即任何形式與來源的支持都有助增

益的產生。不過，若細觀之，我們的研究結果也顯示

工作資源中的非正式工作彈性對WFE與FWE都沒有

影響。這可能是因為非正式工作彈性是指員工可以暫

表9　家庭資源與互依我的交互作用檢驗結果（依變項：FWE）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性別 0.08 0.12 0.10 0.18 

年齡 0.09 0.02 0.01 0.01 

教育年數 0.16** 0.25 0.24 + 0.24+

婚姻狀況 0.06 -0.04 -0.13 -0.16 

年資 0.02 0.00 0.01 0.01 

職位 -0.04 -0.01 0.02 0.01 

家庭資源 .21*** 0.18*** 0.52**

互依我 0.09*** 0.08***

家庭資源 × 互依我 -0.01+

R2 .04 .22 .28 .29 

∆R 2 .04 .18*** .07*** .01+

F 1.68 9.45*** 11.74*** 10.93***

(df) (6,241) (7,240) (8,239) (9,238)

註：1. 呈現的是未標準化之迴歸係數。

2. 性別：男(0)女(1)；教育年數：高中(12)大學肄業(14)大學畢業(16)碩士(18)博士(22)；婚姻狀態：已婚／同居(0)未婚／分居(1)；職

位：主管(0)非主管(1)。
+p < .10. **p < .01. ***p < .001.

圖5：互依我對家庭資源與FWE的調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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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離開去處理家中突發事故，屬於主管支持的行為體

現，非公司或組織正式的制度性措施，故某種程度上

反應的其實還是主管對員工家庭責任的體恤，實質

上，仍是一種主管支持，Clark（2000）認為主管有權

決定員工可以暫時離開去處理家中突發事故，此屬主

管的影響力範圍。因為主管支持的效果太強時，非正

式工作彈性的效果就可能被遮住。不過，整體而言，

越多的社會支持，職家增益的效果也就越好。所以主

管與家人給予個人較多實質與情感上的支持，將使個

人能有效平衡工作與家庭。

我們的研究結果還發現職家增益可以預測後果變

項（工作滿意、家庭滿意與個人幸福感），但WFE只
與工作滿意有關，FWE只與家庭滿意有關，個人幸福

感則與WFE與FWE都有關。此外，我們的研究結果

與Carlson等人（2006）及McNall等人（2010）的發

現有些許差異，職家增益對後果變項的影響只有同場

域的影響，並沒有跨場域的影響。此結果可以說明參

與工作角色所獲得的資源，若能增加家庭角色的生活

品質，則個人會對工作產生滿意感，反之，當家庭角

色的資源能增進工作績效時，個人才會對家庭產生滿

意感。這可能是因為資源是由該場域中取得的，個人

覺得參與該場域的角色有其利益，故對該場域產生滿 
意感。

不過，WFE、FWE都與個人幸福感有正向的關

係，陸洛等人（2005）的研究也發現工作滿意與家

庭滿意可以預測個人幸福感。這可能是因為個人幸福

感不同於工作或家庭滿意，不是對生活特定面向的

肯定，而是對人生整體的正向感受與肯定（陸洛，

1998）。故人生重要角色的成功扮演都會增進個人幸

福感，在成年期，這樣的重要角色則非工作與家庭莫

屬了（Lu & Lin, 1998）。當然，若此兩重要角色能相

互促進，則不論是工作強化了家庭角色的成功，還是

家庭增進了工作角色的效能，對成年人的幸福感都是

一劑強心針。概言之，我們認為職家增益對個人的幸

福感可以有直接與間接的雙重效果。職家增益可以直

接影響個人幸福感，也可以透過工作滿意與家庭滿意

再影響個人的幸福感。

最後，我們還發現華人重要的自我觀――「互依

我」確實具有調節的效果，且與先前的假設推論完全

相同，「互依我」低的人從工作資源與家庭資源中獲

益更多，即他們似乎更能將資源轉化成職家增益的效

果。由於「互依我」觀念高的人重視與他人的關係，

強調與其他人和諧相處，理應獲得較多的資源，而較

多的資源應有助於增益的發生，但可能正是因為他們

重視人際關係及他人觀感（陸洛，2007），反而無

法將資源進行轉移，因而不易發生增益，如研究結果

顯示：互依我可以調節非正式工作彈性與職家增益

（WFE、FWE）之間的關係。此說明「互依我」觀念

高的人較不願意使用非正式工作彈性，即在工作中離

開一段時間去處理私事，比較會顧慮他人的觀感，尤

其是主管的感受，而比較不會使用此種資源，因此，

職家增益就不容易發生。反之，「互依我」觀念越低

的人較不會考量他人的觀感，比較容易向主管請假處

理家中的私事，也就比較會感受到此項工作資源的助

益，進而容易產生職家增益。

同理，「互依我」觀念越高的人，與家人的關係

通常較佳，因而獲得家庭資源也較多，然也因為太在

意家人的觀感與感受，同樣也限制家庭資源的移轉，

工作上遇到困難往往自己想辦法處理，不願造成家人

的困擾與麻煩，如此職家增益就不容易發生，而「互

依我」觀念較低的人與家人互動較不密切，不認為家

人一定要提供其支持，也比較不會有上述的顧慮，但

當面臨工作要求與壓力時，若家人能提供支持，則

「互依我」低的人比「互依我」高的人更能感受與接

受家人支持（家庭資源），意即家庭資源就能促進職

家增益的發生。我們所發現的調節效果涉及華人文化

中相當核心的自我價值觀，其重要性不言可喻。這樣

的調節因子（價值觀）在職家研究中幾乎未被討論

過，唯一的例外是陸洛等人（2005）在職家衝突脈絡

中的討論，但這樣的自我觀卻奠定了一個人心理與行

為的基礎（Lu, 2008; Markus & Kitayama, 1991），實

在不應被忽略。在管理實務上，主管應更深入了解員

工的價值觀差異及其行為決策之心理基礎，當能提供

更適合的協助給員工，有效幫助員工達成職家平衡。

本研究仍有幾項限制，需予說明。首先，由於

我們採立意抽樣，樣本可能不具代表性，在結果外推

時應予謹慎處理。不過，我們已盡量選取不同行業、

不同組織、不同管理位階、不同專業背景、不同年齡

（家庭週期）之受訪者，力求樣本之異質性，當可減

少樣本偏誤的影響。其次，本研究屬橫斷性設計，

後續研究最好能採長期性設計，來了解研究變項間

的因果關係。理論上，WFE與FWE應是不同的概念

（Greenhaus & Powell, 2006），但此兩者在本研究中

仍有中度相關（相關係數 .65），Carlson等人（2006）
研究也發現六個構面之職家增益彼此間的相關係數

為 .36至 .66。故此，與職家衝突相似（張婷婷、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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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2009），WFE與FWE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區分，然

在實際測量上要完全區分這兩個概念可能並不容易，

兩者間的中度正相關應是可以接受的。當然，後續研

究若能確實排除各種可能偏誤的影響，結果會更具說 
服力。

第三，就Greenhaus與Powell（2006）的職家增

益模式，職家增益的後果變項包含角色表現與正向情

感，由於角色表現會影響角色正向情感的產生，故本

研究的後果變項聚焦於正向情感，即工作滿意、家庭

滿意與個人幸福感等態度變項，但對角色表現相關的

變項，如工作績效、家庭生活品質等，建議未來的研

究可加入考量，以便更清楚了解增益發生的歷程。最

後，本研究的調查採自陳式問卷，可能會產生共同來

源偏誤（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的問題。

Shalley、Gilson及Blum（2009）曾在進行員工創造力

行為的研究中提出，員工本人乃是研究資料的最佳提

供者，因為只有真正執行工作的員工，才能知覺到引

發創造力行為的工作細節。同此理，本研究所探討的

職家增益感受與互依我的自我觀也只有受測者才能知

覺與表達，故適合以受訪者自評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然為降低共同方法變異之偏誤，我們遵照Podsakoff、
Mackenzie、Lee及Podsakoff（2003）的建議，在問卷

的設計上，題項力求簡明、易懂，採用受訪者資訊隱

匿法，在問卷編排時，採用心理隔離法，各構面採用

不同的量測尺度（如五點與七點尺度），部分題項採

用反向題，以期盡可能減少偏誤的影響。

雖然本研究已採行諸多事前措施來防範共同方法

變異（CMV）發生，仍有必要透過統計檢測來確定

已降低偏誤，儘管Conway與Lance（2010）認為事後

的統計檢測結果良好並不代表沒有共同方法變異之偏

誤，不過謹慎的處理與反覆的檢測將可大大減少偏誤

的發生率。因此我們依據Podsakoff與Organ（1986）
的建議，採用Harman’s單一因子檢定法測試。結果發

現，在投入所有題項後得出7個因素，共解釋了73.70%
的變異量，由第一因素解釋的變異量僅為32.74%可知

共同方法變異造成的問題應不嚴重。此外，我們還進

行單一構面模式（創造一個新的潛在變數並強迫所有

的題目都落在此潛在變數上）、四構面模式（主管支

持與家庭資源合併為前因構面，WFE與FWE合併為中

介構面，工作滿意、家庭滿意與個人幸福感合併為後

果構面，互依我為調節構面）與研究模式（主管支持

與家庭資源、WFE、FWE、工作滿意、家庭滿意、個

人幸福感與互依我分屬八個構面）的巢套分析。單一

構面模式（χ2(495, N = 242) = 4,299.97，GFI = .40，
CFI = .37，RMSEA = .18）與四構面模式（χ2(495, N 
= 242) = 2,787.48，df = 495，GFI = .56，CFI = .62，
RMSEA = .14）的適配度明顯低於可接受水準，而研

究模式適配度指標為：χ2(495, N = 242) = 1,637.40，
GFI = .67，CFI = .81，RMSEA = .10。我們比較三個模

式發現：研究模式仍是較佳的模式。換言之，本研究

所測得的八個變項應未聚合成一個潛在構念，仍可視

為彼此獨立可區分的，故共同來源偏誤的問題在本研

究中可能不嚴重。綜上所述，本研究以事前防範以及

事後檢測之雙重處理模式，來降低共同方法變異之偏

誤，但仍應審慎解讀研究結果。

整體而言，本研究雖仍有一些限制，但我們確實

發現WFE與FWE有不同的前因與後果變項，歷程中還

可能存在個別差異（調節因子的作用）。我們期望本

研究的結果能為後續研究者提供進一步思考的基礎，

也能提供實務界規劃工作與家庭相關的制度與政策之

參考，組織應特別關注員工在心理需求與價值定位上

的差異，也應強調主管對員工的支持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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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directional Enrichment of Work and Family: 
Antecedents, Consequences, and Interdependent Self as a 

Mod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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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antecedents (work resources, family resources), consequences (work 
satisfaction, family satisfaction, happiness), and the moderator (interdependent self) of work-family enrichment (WFE) 
and family-work enrichment (FWE).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survey full-time employees, and 283 were 
returned. Work resources (supervisory support) and family resource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WFE and FWE.

WFE was related to increased work satisfaction, and FWE was related to increased family satisfaction. Both WFE 
and FWE positively affected happiness. More importantly, interdependent self buffered the effect of work resources 
(flexible leave) on WFE and FWE, while interdependent self also buffered the effect of family resources on WFE and 
FWE.

Keywords: interdependent self, work and family enrichment, work and family resour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