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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 DEMATEL 與 FANP 於員工離職傾向之研究 
Combining DEMATEL and FANP for Evaluating Employee’s Turnover 

Intention 

王建驊1    賴俊良2    鍾岳峰3     龐金宗4  

摘要 

我國經濟型態從農業、工業，轉型成現階段之高科技產業，引導著國家經濟發展走向；而高科技

產業具有之市場變化快、產品週期短、技術持續創新等特性。再加上全球金融海嘯之嚴厲衝擊，其產

業人員所感受到的工作壓力可想而知。員工，是企業的最大資產，在所需人才招募不易且流動率高的

情形下，唯有育才及留才才是企業著重要點。 

本研究旨在建構出離職傾向之架構，透過工作滿意度與工作壓力之相關文獻，藉由專家訪談，發

展出適合離職傾向之構面與屬性。運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MATEL)來探討構面與屬性之影響關係；接

著再使用模糊分析網路程序法(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來計算構面間所依賴關係之

屬性權重。希望透過所建立的離職傾向模式，能有效改善員工工作滿意度，進而降低員工之工作壓力

及離職傾向，減少人員流動率，提昇生產效率，降低營運成本。 

關鍵字：工作滿意度、工作壓力、離職傾向、決策實驗室分析法、模糊分析網路程序法 

ABSTRACT 

Up to the present, Taiwanes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which is still the major industry for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output value and market share is 1st in the world.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tech industry include market changes rapid, product cycle short and so on. Furthermore, 
the attack of Financial Tsunami of the global, the work stress was felt very heavy by employees. The 
professional persons difficult hired and were fluid easily, so employees' recruiting, training, and keep the 
excellent peoples are very important. 

The aim of this paper establishes framework of turnover intention which refers relative literatures of 
work satisfaction and work stress and applies expert interviews to develop appropriate dimensions and criteria 
for turnover intention. Next, applying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generates 
influence on dimensions and criteria, and then 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 was used to compute 
weights for influential relation. We expect that employees’ work stress and turnover intention could be 
reduced, the employee turnover rate could be lowered, production efficiency could be improved and operating 
costs could be reduced. 

Keywords: Work Satisfaction, Work Stress, Turnover Intention,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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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近二十年來，隨著全球市場競爭日益激烈，

以及科技發展的日新月異，世界各先進國家無不

致力於高科技產業，以取得全球之競爭優勢，連

台灣地區也不例外。自從1980年於新竹設立第一

座科學園區後，就以塑造高品質的高科技產業發

展基地為宗旨；隨後更在中區與南區各打造一座

科學園區。而這三座科學園區不但帶動了台灣高

科技產業的發展，更逐漸成為台灣經濟成長的重

心。但在經濟起飛的背後，隨之而來的是產業間

的競爭日益劇烈；由於每項產業都害怕被取代，

因此各產業無不加緊腳步，致力於提升營收之效

能。可想得知，產業裡的員工之工作量自然而然

地便會相對地加重，其所伴隨著工作壓力也就會

大的許多。在姜德惠的研究裡提到在現今繁忙的

工業社會裡，愈來愈多人轉為受雇型職業，需到

特定的機構工作，在此工業化的機制裡，效率與

管理必受重視。凡是受雇工作者莫不承受競爭與

緊張的壓力。雖說適度的壓力能使人更容易集中

精神，激發潛在動力，但如果是過度壓力，不但

容易造成個體緊張，更容易對生、心理都產生影

響，進而衍生各種疾病(姜德惠，2007)。 

然而，工作壓力對於個人、組織，乃至整個

社會已成為一個重要且不容忽視的問題，工作壓

力可能造成的代價，如對員工造成心理和生理的

傷害；對組織而言，則會導致員工的生產力下降、

曠職、離職、績效下降、缺乏對組織及同事的關

心等行為面的改變(Beehr ＆ Newman, 1978)。由

於工作壓力對於個人和組織均會帶來負面影響，

故工作壓力已漸成為企業界關注的問題。例如IBM

公司成立「動立員工協助方案」，引進心理諮商師

協助員工進行諮詢；而台積電也成立健康促進課，

引入心理諮商的機制來輔助員工等。由此可見，

許多大型企業已開始將焦點放在員工的身心健康

上，此種現象不僅意味著員工的工作壓力越來越

大，也呈現出工作壓力與滿意度要如何去達到平

衡。 

另一方面，員工的工作滿意度亦是企業界日

漸重視的問題。根據1994年美國一家顧問公司針

對25,000名員工所做的調查，發現改善員工績效

的最重要關鍵，在於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度（李

誠，2001）。另外，若員工的工作滿意度較高，則

會有較低的離職率(Spector, 1997)。員工是企業最

大的資產，也是提昇企業競爭的主要動力；若員

工對工作滿意感受愈高，則在工作上的效能自然

會提升，相對的企業的績效也會較好。在陳如昱

的研究指出有許多其研究員工工作滿意度和組織

績效呈正相關(陳如昱，2003)；而在蔡欣嵐的研

究裡則是認為在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激烈時，企業

能夠擁有具有專業知能的員工則是企業核心競爭

力的來源，因而提高員工之工作滿意，對企業能

有正面助益(蔡欣嵐，2000)。故此，員工的工作

滿意度之高低對於組織而言有著重要的影響。 

有鑑於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對其組織之重要

性，本研究是以桃園地區某電路板製造商來進行

探討，瞭解公司人員目前所承受的壓力以及工作

滿意度為何。而在離職行為的研究中，Mobley認

為離職行為所產生的程序，是對工作進行評估後

感到對工作不滿意後開始，接著便會評估找尋新

工作的效益、決定是否開始找新工作或直接離開

就業市場，在找到新工作並與現在工作比較評估

後，產生了離職與留職的意願，最後再做決定

(Mobley, 1977)。另外，Geruts等人也發現員工與

同事或上司的溝通不良，會對僱傭關係感到不公

平，從而產生心理上的退以及離職傾向(Geruta et 
al., 1998)。和離職傾向相關連的因素是工作滿意

度，Seashor與Tabor認為工作滿意可視為組織內一

種早期的警戒指標，藉此可及早發現組織在工作

上的不當調配或計畫上、政策上的缺失(Seashor & 
Tabor, 1975)。而工作滿意與離職傾向的相關研究

中，在Mobley等人的研究裡認為工作滿意是會直

接影響離職傾向的；另外，員工對公司的滿意也

會影響員工對公司的態度及行為，包括工作績效

及離職傾向等等。因此，組織可藉由瞭解工作滿

意的程度適時採取必要措施，並降低員工離職率

(Mobely et al., 1978)。 

本研究首先歸納出工作滿意度、工作壓力與

離職傾向的相關文獻及藉由專家訪談，建構出離

職傾向之架構。其次，使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DEMATEL)來探討內部構面與屬性之影響關係；

接著使用模糊分析網路程序法 (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來計算出評估準則／構面

的權重值。本文旨在建立企業之離職傾向模式，

其分析結果提供給企業或新鮮人進入職場前之參

考依據。 

2.文獻探討 

2.1 工作滿意度 
工作滿意度的正式研究始自Hoppock所提出，

其著名的”Job Satisfaction”一書，提出工作滿意度

之概念；他認為工作滿意度是工作者心理與生理

兩方面對環境因素的滿意感受，亦即工作者對工

作情境的主觀反應 (Hoppock, 1935)。Porter與
Lawler認為工作滿足是由內在滿足(包括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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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自主感等)與外在滿足(包括福利措施、良

好的人際關係等)所構面，並更進一步指出，工作

滿足的程度要視其實得報酬之間的差距來決定；

亦即滿足的感覺是來自於每個不同工作者的主觀

需求(Porter & Lawler, 1968)。本研究所定義的工

作滿意度係指工作者對其工作以及工作環境上情

緒的感覺、感受或者反應；倘若傾向積極情意反

應程度愈高，則滿足程度就會愈高；若是傾向消

極情意的反應程度愈高，則不滿足程度便會愈高

(Simth et al., 1969; Mercer, 1997; Schermerhorn et 
al., 1997)。 

2.2 工作壓力 
當外在的工作情境倘若與個人的預期理想目

標認知有所差距時，將會令人們產生工作壓力的

感受；尤其是在面對事業的經營與管理方面時，

那些對自我期許要求較高的工作者，也會特別感

受到成敗所帶來的壓力(林俊雄，2001)。工作壓

力是工作者與工作中相關因素之相互影響下，工

作者心理與生理之變化現象(Beehr & Newman, 
1978)。本研究所定義的工作壓力係指工作者在工

作情境中，受到某些工作特性的影響，所引發的

心理反應程度。而一般常見的有焦慮、疲勞、憂

鬱、不滿足等相關因素；也由於造成此類因素為

相當複雜，則應列為減少相關干擾因素。 

2.3 離職傾向 
所謂離職傾向是一種對離職一事的認知及態

度，其表示個體心中對離職的目的或計畫，因此

離職傾向源自於個體對自己生理及心理需要的激

動與環境變遷所受到的影響兩方面的知覺及省察，

因而形成個人的離職願望。亦即，離職傾向是使

個體從事離職行為的一種心裡狀態。Tett與Meyer
認為離職傾向為一種意識到及考慮到而任其自由

意志離開組織(Tett & Meyer, 1993)。而陳嘉尚是

定義為個人意圖離開目前工作崗位，另尋其他工

作機會的傾向之強度(陳嘉尚，1985)。本研究所

定義的離職傾向係指一個人可能會離開目前工作

崗位以及找尋其他工作機會的心理狀態或態度傾

向。 

2.4 三者之關聯 
2.4.1 工作滿意與工作壓力之關聯 

Sigler與Wilson分別研究900位高中生、80位
教師及主管、32位員警得到結論，工作壓力來源

為影響工作滿意度的唯一變項(Sigler & Wilson, 
1988)。另外陸洛與高淑芬提出工作滿意係指個人

或多數員工對其所擔任工作感到滿意的程度(陸
洛與高淑芬，1999)。工作滿意與很多因素有關，

如薪水多寡、工作時間、工作環境、升遷機會、

領導方式等等。由此可知，工作壓力攸關於工作

滿意與否，兩者呈現負向相關；亦即工作壓力越

大，則工作滿意程度必然越小。 

2.4.2 工作壓力與離職傾向之關聯 
Gupta與Beehr在其研究中認為工作壓力與離

職傾向呈現正相關(Gupta & Beehr, 1979)。而在

Abelson與Jamal的研究中也指出工作壓力為員工

離職行為影響變數，兩者呈現正向相關(Abelson, 
1987; Jamal, 1990)。 在吳佳樺的研究中也指出，

保育人員所感受的工作壓力越大，其離職傾向則

就越高(吳佳樺，2004)。陸雅美以內外科病房新

進護理人員工作壓力與離職傾向之相關性的研究

裡，找出工作壓力與離職傾向有著正相關且顯著

意義(陸雅美，2006)。 

2.4.3 工作滿意度、工作壓力與離職傾向之關聯 
離職傾向是個人離開現任組織的欲望或意願，

可經由工作環境的認知被負面情緒遠距影響；另

外，離職傾向也會被情況因素所強力影響著，如

當高負向情緒者與同僚衝突時，比較會有離職傾

向(Organ, 1994)。Porter與Steerss表示離職傾向是

當員工經歷了不滿足以後的下一個退縮行為

(Porter & Steeerss, 1973)；Mobley認為員工經歷了

不滿足以後的下一個步驟是離職念頭，而離職傾

向則跟在好幾個步驟(如離職念頭、尋找工作機會、

評估比較其他工作機會)之後，是實際離職行為前

的最後一個步驟(Mobley, 1977)；Mobley等人也認

為離職傾向是工作不滿足、離職念頭、尋找其他

工作傾向與找到其他工作可能性之總和表現

(Mobley et al., 1978)。綜合上述可知，離職的最佳

預測值是離職傾向。 

2.5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MATEL)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是由日內瓦Battelle紀念協

會於1972年至1976年間為了人類事務計畫如人機

介面設計、種族、能源、環境等問題所發展出來

的方法，以解決多準則決策的問題。此方法可確

認複雜的因素關係結構，並取得元素間的因果關

係及影響強度，建構類似結構方程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 SEM)的網路關係圖(Network 
relationship map, NRM)。DEMATEL有助於瞭解困

難的問題，並藉由有結構的網絡關係來得到可行

的決策方案(Tzeng & Huang, 2012)。而之後的

DEMATEL更被廣泛用來解決企業決策問題、地

理環境評估、都市規劃設計等多項領域各類型之

問題，如運用DEMATEL來建構企業知識資本價

值結論模型(Jian, 2007)、資訊安全風險之控制評

估決定(Ou Yang et al., 2013)等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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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DEMATEL方法中，其中分析的元素須滿

足以下三項假設(劉建浩等人，2012)： 

1.需要明確問題的性質：在問題形成和規劃

階段，對研究的問題清楚知道是什麼性質，以便

正確地設定問題。 

2.需有明確問題間的關聯性：由每個問題元

素起始，表示出與其他元素間的關聯性；通常是

以0、1、2、3、4等來表示其關聯強度。 

3.需了解每個問題元素的本質特性：對於每

個問題元素，再做相關問題分析後的補充說明。 

2.6 模糊分析網路程序法(Fuzzy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FANP) 

分析網路程序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P)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Saaty教授於1996年所

提出一種適應非獨立的「階層式結構」之決策方

法。其建立在分析層級法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的基礎上(Saaty, 1980)，所延伸出來

的新決策方法。由於ANP假設決策群組與元間間

具有相依性，有別於AHP的個別獨立性，因此它

可同時結合決策與活動來做為量化資訊及質化價

值判斷的決策工具。然而ANP是透過網路架構來

建構的，因而對複雜的問題而言，皆能做較為周

全的考量及提升決策品質；亦能在分歧的意見中

尋求一致性。主要是ANP能考慮到群組(Cluster)
與元素(Element)間複雜的依存關係，因此較AHP
法更能提供正確的決策資訊。 

其次，在ANP中依據研究主題特性決定目標

後，確定決策群組與各群組所包含之元素之間則

會互相影響關係。若群組間存在相互影響關係則

為外部相依(Outer Dependence)；若各群組內所包

含之元素彼此間互相影響為內部相依 (Inner 
Dependence)。 

而成對比較是針對兩兩準則間進行彼此重要

性之比較，在比較上可以分為兩部份包含各群組

間成對比較與群組內元素相互比較。元素之成對

比較又可分為同一群組成對比較以及與不同群組

元素間成對比較。其比較藉由各成對比較矩陣來

求得特徵向量(Eigenvector)。而在也形成比較矩陣

後，仍需經過一致性檢定(Consistency test)，以確

保評估結果符合邏輯性。依據Saaty建議，一致性

檢定裡的一致性指標(Consistency index, C.I.)與一

致性比較(Consistency ratio, C.R.)之值若小於0.1
時，則代表成對矩陣一致性程度高可被接受；若

值大於0.1時，則建議決策者重新作兩兩比較。 

ANP為非線性的網路結構，因此使用超級矩

陣(Super matrix)來計算與呈現權重。超級矩陣可

有效呈現各群組之相依程序，其由多個子矩陣組

合而成，每一個子矩陣包含每一群組本身元素的

交互關係與其他群組元素交互關係，每一子矩陣

的值皆是成對比較所計算出來的特徵向量，最後

統整成超級矩陣。超級矩陣中若有空白或0的話，

則表示決策群組或元素間彼此獨立，其最大的優

點是可用來評估群組之外部或內部相依性(徐作

聖等人，2004)。而在ANP中，藉由超級矩陣之自

乘可獲得一個收斂的綜合權重，使之具有呈現評

估元素之間相依的能力(Saaty, 1996)。依據超級矩

陣運算後，所得之權重大小即可作為評選方案的

優先排序依據。 

而在傳統的決策過程中，評估者使用精確數

值進行量測；但在現實不確定的環境下進行決策，

由於人類的思考具有主觀性及不明確性，因此對

於評估者來說，很難透過精確數值來進行評估與

量測。Zimmermann認為在決策過程中，加入模糊

理論後可有效地制定問題，並克服所得到資訊為

主觀、不明確之特性，故加入模糊理論較能真實

地 呈 現 出 評 估 者 對 於 準 則 的 量 測 結 果

(Zimmermann, 1996)。本研究即應用上述之FANP
來計算離職傾向之相對權重與排序，藉以確認離

職傾向衡量指標之排序。 

3.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運用DEMATEL與FANP結合來作為

離職傾向之架構模式，其步驟方法如下： 

3.1 DEMATEL之步驟 
步驟一：確認系統要素，建立評估尺度。再

經過分析所收集的資訊後，確定系統含有n個要素，

記為S1, S2, …, Sn；建立評估尺度，運用構面成對

比較的方式來評估每位受訪者，對構面影響程度

的認知，並運用評估尺度0、1、2、3、4為衡量標

準，依序代表無影響(0)、低影響(1)、中影響(2)、
高影響(3)與極高影響關係(4)。 

步驟二：初始化直接影響矩陣。利用矩陣表

示各要素之間的直接相互影響關係，稱之為「直

接影響矩陣」；Z=(zij)n×n，表示兩要素之間的直接

關係。設n階矩陣Z=(zij)n×n，當要素Si對要素Sj有直

接，則zij≠0；反之當要素Si對要素Sj沒有直接影響，

則zij =0。 

經由成對比較相互影響的程度進行初始矩陣

計算，將獲得一個n×n的原始直接影響矩陣Z；而

zij則表示i因素影響j因素的影響程度，其式子如下

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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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正規化影響矩陣。利用(2)與(3)進行

正規化影響矩陣計算，其矩陣對角線為0，行與列

之和最大為1，其式子如下所示： 

X = s．Z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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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獲得綜合影響矩陣T。可透過T = X + 
X2 + X3 + … + Xm = X(I – X)-1求得綜合影響矩陣T，
其中I表示為單位矩陣。 

步驟五：獲得中心度與原因度。分別進行總

綜合影響矩陣T=[tij]之每行與列的綜合影響值，將

可獲得每行與列之總和，記作r與d。設ri表示綜合

影響矩陣T之每列加總，其表示直接或間接影響

其他準則之影響程度；而dj表示總影響矩陣T每行

之加總，其表示受到其準則影響的影響程度。行

列式運算的變數ri代表影響其他因素的因子，dj

代表被其他因素影響的因子；透過ri + dj表示因子

之間的關係強度，稱之為中心度(Prominence)，而

透過ri –dj表示因子影響或被影響的強度稱之為原

因度(Relation)。 

通過上述的計算，我們可依據影響度和被影

響度判斷出每一個要素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對

系統整體的影響程度，再依據各要素的中心度可

判定各個要素在系統中的重要程度，還可依據原

因度的大小，確定各要素在系統中所處的位置。

此外根據上述量化關係，可刪減要素的微量，簡

化要素之間關係的複雜程度(周德群，2007)。 

3.2 FANP之步驟 
將ANP法中之成對比較評估尺度以語意變數

來表示，轉換語意變數區間值，建立模糊成對比

較矩陣，解模糊成對比較矩陣之特徵向量，計算

權重作為評估之依據。 

本研究運用Bovea與Wang所提出的三角模糊

數評估尺度語意變數區間值 (Boeva & Wang, 
2003)，其內容如下表2所示，做為將成對比較矩

陣轉換為模糊成對比較矩陣之語意變數區間值。 

表2：語意變數評估集合之模糊區間值 

評估尺度 定義 正三角模糊數 正倒值三角模糊數 

1 同等重要 (1, 1, 1) (1, 1, 1) 
3 稍為重要 (2, 3, 4) (1/4, 1/3, 1/2) 
5 頗為重要 (4, 5, 6) (1/6, 1/5, 1/4) 
7 極為重要 (6, 7, 8) (1/8, 1/7, 1/6) 
9 絕對重要 (9, 9, 9) (1/9, 1/9, 1/9) 

2、4、6、8 相對尺度中間值 ((C-1), C, (C+1)) (1/(C+1), 1/C, 1/(C-1)) 

本研究運用Chang提出之範圍分析法(Chang, 
1996)以及模糊成對比較矩陣概念，計算離職傾向

層級架構中，構面與屬性相互影響之相對權重值。

假設X={x1, x2, …,xn}為準則集合，U={u1, u2,…un}
為目標集合；依據範圍分析法，便可計算每一目

標集合之準則gi範圍值，而m個目標集合之範圍分

析值定義如下： 

niMMM m
ggg iii

,,2,1,,,, 21    (4) 

其中 ),,2,1( njM j
gi

 為三角模糊數 

而 Chang 的範圍分析法之計算過程有四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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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定義第i個準則之模糊綜合評估值，如式子(5)所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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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定義
),,(),,( 11112222 umlMumlM 
的可能性程度值，如式子(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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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步驟三：定義為凸模糊數(Convex fuzzy number)的可能性程度值大於k凸模糊數之可能性程度，如式

子(7)所示。 

)]()()][(),,,( 2121 kk MMandMMandMMVMMMMV    

  = minV kiMM i ,,2,1),(   
(6)

步驟四：將式子(6)透過標準化運算，以求得標準化權重向量，如式子(7)所示。 

T
nAdAdAdW )](,),(),([ 21  , 其中W為非模糊數 (7)

4.實證分析 

本研究以桃園地區某電路板製造商為例，欲

探討內部員工於工作滿意與工作壓力之離職傾向

關聯性。主要調查對象為從事產品研發之相關領

域且具有工作經驗平均為四年以上之專家，並以

七位專家透過問卷調查來進行以下實證分析。依

據量化之關係定義分析影響程度的關係，可刪減

要素的微量值並簡化要素之間關係的複雜程度，

將實證分析之結果簡述如下。 

4.1 DEMATEL關聯性影響之驗證 
透過文獻探討(工作滿足參考了Weiss等人

(1967)所編製的MSQ量表與葉德豐等人(2004)之
相關文獻；工作壓力則參考了Rober與John(1972)、
李顯鎮(2006)、任維廉等人(2010)及李靜美(2011))
及使用專家訪談方式將離職傾向之23項屬性分為

「工作壓力」與「工作滿意」2項層面，其工作壓

力層面可分為”個人因素”與”同儕因素”二項構面，

工作壓力層面可分為”外在滿足”與”內在滿足” 
二項構面，利用DEMATEL確認離職傾向與工作

壓力及工作滿意之關聯性，進行內部的相互影響

關係程度，進而可繪製出因果關係圖。 

4.4.1 構面影響關係圖 
構面影響關係圖如圖1所示，在考量到個人因

素之下，會受到外在因素與內在因素之影響；在

考量到同儕因素之下，會受到個人因素、外在因

素與內在因素之影響；而在考量到外在因素之下，

則會受到個人因素之影響。 

在以「個人因素」為基準時，考量工作量太

重之下，會受到工作常需加班、常無法預期完成

工作、工作分配不均與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影響；

考量工作需加班之下，會受到工作分配不均與家

庭與工作無法兼顧影響；考量常無法預期完成工

作之下，會受到工作常需加班、工作分配不均與

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之影響；考量工作分配不均

之下，會受到工作常需加班及家庭與工作無法兼

顧影響；考量上級要求超過工作職責以外的事情

之下，會受到工作常需加班、常無法預期完成工

作、工作分配不均與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影響；

考量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之下，會受到工作常需

加班、工作分配不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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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構面影響關係圖 

  
圖2：個人因素之影響關係圖 

在以「同儕因素」為基準時，考量同仁或上

級不能體諒本身狀況之下，會受到與同仁配合，

無法得到適當的協助與上級要求績效影響；考量

向上級反應問題無法得到回應之下，會受到同仁

或上級不能體諒本身狀況、與同仁配合，無法得

到適當的協助與上級要求績效影響；考量上級要

求績效之下，會受到同仁或上級不能體諒本身狀

況及與同仁配合，無法得到適當的協助影響；考

量長官對工作的關切之下，會受到同仁或上級不

能體諒本身狀況、與同仁配合，無法得到適當的

協助與上級要求績效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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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同儕因素之影響關係圖 

在以「外在滿足」為基準時，考量主管對待

部屬及決策方式與能力之下，會受到工作量和薪

資對照比較、目前工作環境(辦公空間、設備等)、
工作與同仁相處的情形與公司提供的福利制度影

響；考量工作量與和薪資對照比較之下，會受到

目前工作環境(辦公空間、設備等)與工作中與同

仁相處的情形影響；考量工作能給我升遷機會之

下，會受到目前工作環境(辦公空間、設備等)與
工作中與同仁相處的情形影響；考量目前工作環

境(辦公空間、設備等)之下，會受到目前工作環

境(辦公空間、設備等)、工作中與同仁相處的情

形影響與公司提供的福利制度影響；考量到工作

中與同仁相處的情形之下，會受到目前工作環境

(辦公空間、設備等)影響；考量到公司提供的福

利制度之下，會受到主管對待部屬及決策方式與

能力、工作量和薪資對照比較、目前工作環境(辦
公空間、設備等)與工作中與同仁相處的情形影

響。 

 
圖4：外在滿足之影響關係圖 

在以「內在滿足」為基準時，考量工作能讓

我有獨自發揮能力的機會之下，會受到工作能讓

我經歷不同事件、工作穩定不用擔心未來、我的

專業能力與目前工作所需相符、我能自由運用自

己的判斷來工作與我能從工作得到成就感影響；

考量工作能讓我經歷不同事件之下，會受到我的

專業能力與目前工作所需相符、我能自由運用自

己的判斷來工作與我能從工作得到成就感影響；

考量工作穩定不用擔心未來之下，會受到工作能

讓我有獨自發揮能力的機會、我的專業能力與目

前所需相符、我能自由運用自己的判斷來工作與

我能從工作得到成就感影響；考量我能自由運用

自己的判斷來工作之下，會受到工作能讓我有獨

自發揮能力的機會、工作能我經歷不同事件、我

的專業能力與目前工作所需相符與我能從工作得

到成就感影響；考量我能從工作得到成就感之下，

會受到我的專業能力與目前工作所需相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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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內在滿足之影響關係圖

4.2 FANP之權重計算 
本階段透過DEMATEL方法來找出構面與準

則間的相互關係，其網路架構如圖6所示；接著運

用FANP求取各項權重值，其構面／準則之權重值

如表3所示。在構面方面，其權重值之排序依序為

個人因素、外在滿足、同儕因素以及內在滿足。

這表示說員工會重視在個人因素的構面上，若此

項構面的認知是不好時，則就具有離職的念頭。

在準則部份，排序前五項分別為工作穩定不用擔

心未來、同仁或上級不能體諒我本身狀況、工作

能給我升遷機會、向上級反應問題無法到得到回

應及工作量太重。這表示員工在工作時會認知到

這五項準則是比較重要的，若企業能重視這幾項

準則的話，則員工就比較不會具有離職傾向。另

外較差的後五項準則分別為上級要求績效、目前

工作環境(辦公空間、設備等)、工作中與同仁相

處的情形、工作能讓我經歷不同事件以及我的專

業能力與目前工作相符。這表示若員工處於在這

些準則的話，則較具有離職傾向之念頭，企業應

要避開或改善這些準則，方能提升員工的向心

力。 

 
圖6：離職傾向之網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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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討論與結論 

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至今，半導體產業仍為

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趨勢，其中以晶圓代工產值

及市佔率更是位居世界第一。然而近年來因油價、

原物料的飆漲及民生物資等急速通膨、環保意識

的抬頭及中國大陸的崛起，再加上該產業快速競

爭特性及推行員工股票分紅費用化等措施，對於

產業的發展及員工福利與工作壓力均造成相當程

度的衝擊，尤其在資本及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

其所需要的科技人才招募不易且人力流動率高的

情形下，相對人員的招募、育才及留才就顯的重

要性。 

本研究是以桃園地區某電路板廠為研究對象，

使用DEMATEL來探討工作滿意、工作壓力與離

職傾向之關聯性，並運用FANP求得離職傾向之權

重值。其結果呈現出員工認知較為重要的準則為

工作穩定不用擔心未來、同仁或上級不能體諒本

身狀況、工作能給我升遷機會、向上級反應問題

無法得到回應以及工作量太重；若這些準則在企

業裡無法受到重視的話，則員工就較具有離職之

傾向。 

另外在員工認知較差的準則有”上級要求績

效”，在公司裡許多員工普遍覺得多一事不如少一

事，多做績效不一定好，搞不好有錯還會被扣獎

金；再加企業為了節省人力成本，遇缺不補的狀

況很常見，將會導致人力永遠不夠的情況，一人

當二人操的現象，這項準則企業應要力於改善。

在“目前工作環境(辦公空間、設備等)”的準則，

企業配給員工的設備老舊或常故障，或是辦公空

間要分給多人使用，此種情況在該產業時常發生，

建議企業應要改善設備老舊的問題及解決空間不

足之情況。而在“工作中與同仁相處的情形”之準

則，當在招募新人時，面試官未詳加說明實際上

班狀況、假日加班頻繁、工時較長等事項，進而

造成新進同仁進來部門時出適應不良之狀況，且

大多無法久留，便會造成與同仁間的相處薄弱，

建議企業應重新檢視上班制度及工時等基本問題

來做為改善。在“工作能讓我經歷不同事件”之準

則，新人進入部門時，大多是擁有較多的企圖心，

因此會去學習各方面；但可能待了一段時間後，

發現薪資與職位並未跟著提升。再加上有時工作

過多，容易造成報廢量增加，導致績效就會沒有

了，這就會造成對於學習的新人有著很大的阻礙。

其建議企業本身敘獎制度要有改善的空間。最後

一個準則是“我的專業能力與目前工作相符”，目

前學校所學的與企業常常會造成無法接軌的情況，

將導致學無所用；再加上企業也大多不了解各部

門所需的專業人才為何？許多員工都是到公司後

才重新再學習的。建議主管在應徵人員時應檢視

所需部門的專業人才為何。 

於未來研究方面，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以加

入情境分析來做更進一步的探討，藉此以評估企

業員工於離職傾向之考量要點，以作為日後企業

改善離職傾向之參考依據。 

表3：離職傾向之各構面／準則比較 

構面 
構面 

權重 
排序 準則 

整體 

準則權重 屬性排序 整體排序 

個人 

因素 
0.454 1 

工作量太重 0.268 1 5 
工作常需加班 0.145 4 14 
常無法預期完成工作 0.111 5 15 
工作分配不均 0.185 3 10 
上級要求做超過工作職責以外的事 0.095 6 18 
家庭與工作無法兼顧 0.197 2 8 

同儕 

因素 
0.154 3 

同仁或上級不能體諒本身狀況 0.303 1 2 
與同仁配合，無法得到適當的協助 0.181 3 11 
向上級反應問題無法得到回應 0.286 2 4 
上級要求績效 0.076 5 19 
長官對工作的關切 0.155 4 13 

外在 

滿足 
0.361 2 

主管對待部屬及決策方式與能力 0.194 3 9 
工作量和薪資對照比較 0.259 2 6 
工作能給我升遷機會 0.299 1 3 
目前工作環境(辦公空間、設備等) 0.073 5 20 
工作中與同仁相處的情形 0.072 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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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的福利制度 0.103 4 17 

內在 

滿足 
0.031 4 

工作能我有獨自發揮能力的機會 0.231 2 7 
工作能讓我經歷不同事件 0.064 5 22 
工作穩定不用擔心未來 0.395 1 1 
我的專業能力與目前工作所需相符 0.029 6 23 
我能自由運用自己的判斷來工作 0.177 3 12 
我能從工作得到成就感 0.104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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