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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
於臺灣商船船員人數逐年下降，中國大陸船員卻在四年內從 20 萬激增

至 57 萬人，而近年來臺灣航商又特別青睞中國大陸船員。本研究遂探

究中國大陸海勤大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及其影響因素，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為研究框架並且建構研究模式，以調查問卷蒐集武漢理工大學的海勤大學生

之相關資料，以結構方程模式驗證假設模型。研究結果發現在航海學生模型

的校估，「自我效能」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社會系絡」

亦經由「自我效能」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間接影響；至於輪機學生部分，

僅有「社會系絡」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最後，依據研究

結果深入討論，以期能提供臺灣航商在船員僱用上的參考。

關鍵字： 中國海員、上船工作意願、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社會系絡

Abstract

While the number of Mainland Chinese seafarers has increased from 200,000 

to 570,000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conversely, the number of Taiwanese cr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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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on merchant ships has decreased gradually. Taiwanese shipping companies 

prefer employing Mainland Chinese crews. This study intends to investigate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work on board in the nautical science 

departments in the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China, as well a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on board. Based on the research model 

of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this study collected data via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to nautical science majored undergraduates at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zed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elf-efficacy had a direct effect on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work aboard among navigation majored undergraduates. Students, social context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thier willingness to work aboard through self-efficacy. 

As for marine engineering majored undergraduates,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social context had a direct effect on their willingness to work aboard. Implications 

from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provided for Taiwanese shipping companies in the 

recruitment of seafarers.

Keywords: Seafarers, Willingness to work aboard,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ocial 

context

壹、緒論

近來，全球航運界頻頻面臨海員 (尤

以甲級海員 )短缺的困境 (Leggate, 2004;  

Lewarn, 2009; Thai and Latta, 2010)，預估

2015年時將有約 31,200人的缺 (BIMCO/

ISF, 2010)，海員配置的嚴峻挑戰正等著全

球商船船隊解決。近三十年來臺灣船東所

擁有的船隊規模如雨後春筍快速地擴張，

依據航運經濟與物流協會 (ISL, 2014) 的

調查顯示，臺灣船東擁有商船之載重噸

(Deadweight)總數在全球排名第九，可見

臺灣海運業在國際海運市場上已有不小的

影響力。綜觀今日臺灣海運業在國際間所

展現的傲人成績，勤奮稱職的本國籍航海

從業人員是功不可沒的 (陳彥宏，1998)。

然而臺灣航運界也面臨本國籍海員

供不應求的窘境，多數航商遂僱用大量外

籍海員以填補海上人力的不足 (Guo et al., 

2005)，根據中華海員總工會代表國際運輸

工人聯盟，針對臺灣船東所簽訂之團體 /

特別協約 (Collective Bargaining Agreement)

統計顯示，在臺灣航商所屬之外輪上，

臺灣海員僅占 15.5%，大陸籍海員則高達

65.5% ( 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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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表 1後可知，多國海員混乘已是

海運界之常態 (Guo et al., 2005; Theotokas 

and Progoulaki, 2007)，中國大陸海員更因

為沒有語言與文化的差異，遂已成為臺灣

航商的最愛 (Guo et al., 2007)。然而，具有

海上實務經驗的前海員 (ex-seafarers) 是海

事產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優秀的岸

勤船隊管理人才 (Pettit et al., 2005)，如今

海勤工作人力缺乏，勢必影響日後的岸勤

船隊管理人才，故海上人力資源斷層的問

題已成為我國航運業永續發展的重大考驗

(陳力民，2004)。

海員的職業特性有別於一般陸上勞工

的工作特性，曾有學者對於船上生活做出

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生動側寫：海上勞動

具有危險共同體、生活共同體的性質 (佳

田正二，1972)，航行於海上的船如同一座

工廠、監獄 (Perry and Wilkie, 1973)。海員

在出航期間，生活與工作空間是封閉的，

而生活別無選擇的與職場緊密結合，汪洋

大海就像是一座水牢禁錮著海員的靈魂與

身體。

在商船自動化、電腦化、人員精簡的

政策下，海員所承受的職務壓力也日趨龐

大，科技的進步造成了海員的工作壓力，

此壓力也造成心理上的影響。日本學者 

Aoki (1980) 認為由於緊湊的航程計畫、

船舶停滯港口的時間縮短、海員的配置日

趨減少等原因，造成海員對於工作感到悲

觀。何雅玲 (2011) 也在其研究中提到，船

東為求降低人事成本，除了精簡船上人力

更僱用較低廉薪資的外籍海員，無形中加

重海員的勞力負擔，使得海員過度勞累。 

有別於身體的勞累與心理的壓力，

海員因長期在海上勞動而造成從社會與

家庭中被剝離的孤獨感，才是真正侵

蝕海員內心對上船的渴望。Forsyth and 

Bankston (1984) 以量化的方式證實邊緣性

(marginality) 是海員主要的生活型態，因

而表現出與社會文化不正常的疏離感；徐

表 1　臺灣航商海員來源分布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 ~ 11月
海員數 % 海員數 % 海員數 % 海員數 %

臺灣　 1,631 18.0 1,602 16.1 1,598 15.7 1,420 15.5
大陸　 5,725 63.0 6,339 63.8 6,531 64.2 6,409 65.5
菲律賓 723 8.0 753 7.6 798 7.7 690 7.0
印尼　 512 5.6 495 5.0 445 4.4 347 3.5
緬甸　 298 3.2 356 3.6 382 3.8 279 2.8
其他　 197 2.2 388 3.9 423 4.2 655 6.7
總計　 9,086 100 9,933 100 10,177 100 9,800 100

註： 1. 資料來源：中華海員總工會，2014。
 2. 其他包括越南、馬來西亞、韓國、印度等國籍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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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隆 (1997)更進一步地指出：海員由於工

作特性，阻隔了人際關係間尋常的維繫與

建構。不僅在家庭、朋友、社會大眾之間

顯得格格不入，海員內心感受到的孤立性

也存在於船上組織內的同事、甲乙級海員

與艙面輪機部門之間。海員在海上工作生

活環境遠比在陸地上工作環境艱苦惡劣，

是公認的艱苦職業與風險職業 (中國交通

運輸部海事局，2014)。遠洋海員由於長時

間在海上不能與外界接觸，形成了工作單

調性、社群單一性和環境單調性，泉州師

院航海學院劉宗安老師表示，這種情況可

能造成海員的各種心理疾病，引發不良行

為 (中國海事服務網，2014)。由此可知，

海員在船上心理壓力之大，若不能自我調

適，必悶出疾病影響身心。

根據中國交通運輸部海事局 2014年

公布的調查指出，截至 2013年底，中國

一共有註冊海員 57.41萬人，是世界上海

員數量最多的國家，不僅於此，每年還

持續培育航海類專業學生 2.1萬餘人。全

國海員外派人數近 12萬人次，成為世界

重要的海員勞務輸出國之一。自 2008年

起，航運景氣低迷，然而從 2009 ~ 2013

年，中國海員人數卻從 20萬激增至 57萬

人，短短四年時間，人數成長約三倍。

誠如一般人對於海員工作的負面印

象，且在眾多學者的研究中，也明確指出

海員的職業特性，工作環境危險、內心孤

獨、人際關係疏離、內在情緒與外在表現

強烈衝突等，基於上述，海員職業與陸上

工作截然不同的特殊性，航輪科系畢業生

上船工作意願應該是低落的，但是對照中

國交通運輸部海事局 2014年公布海員人

數倍增的數據，筆者對於調查結果感到相

當詫異，海員工作竟能吸引這麼多人參與

且不斷有新血注入，令筆者相當好奇，欲

一探箇中原因，遂興起研究大陸海勤學生

上船工作意願之動機。

本研究擬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為研

究框架，深入探究海勤學生上船工作意願

的形成機制，近年來，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 累

積了相當可觀的研究，逐漸發展成為有關

職業選擇的概念性架構 (翁令珍，2006)。

此理論主要探討個人在生涯發展與探索階

段中，興趣喜好以及生涯目標的選擇與行

動是如何受到認知歷程的影響；此外，外

在因素如學習背景與經驗、社會環境的支

持等亦會影響其因果關係。簡言之，社會

認知生涯理論涵蓋了一群彼此相關、有交

互作用的個人與環境變項，並可針對不同

對象、不同領域的實證研究來驗證其變項

間的路徑關係，也因此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已成為學術界重視的理論之一。依據作者

淺薄的見識，國內僅極少研究以社會認知

生涯理論探究中國大陸海勤學生上船工作

意願 (謝依儒等人，2014)，期能藉由本研

究所提相關建議，提供臺灣航商在船員僱

用上的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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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回顧

2.1 海員職場的特性

海上職場與一般陸上工作環境大相

逕庭，海員必須長期遠離伴侶及家庭，在

海上漂泊，長久不能與家人相聚，工作又

耗神費力 (Thomas et al., 2003; 王月喬，

2005)，以及置身於工作與生活結合在一封

閉、移動、階級嚴明的陽剛環境中 (徐平

隆，1997)。無獨有偶地，李彌 (1993) 也

提到海上工作具有離家性與離社會性、工

作環境和條件缺少吸引力等特性。

在吳珮琪等人 (2012)之研究指出，

由於海員工作職場的特殊性，多數工作皆

需仰賴團體合作，例如：航行時駕駛臺團

隊、進出港時艏艉繫泊作業團隊、一般保

養工作時工作團隊等。船舶除了本身造價

昂貴、載運貨物之多樣性與危險性，還必

須航行在氣候多變的世界海域 (吳珮琪等

人，2012)，海員不只面臨大自然所給予的

種種挑戰，還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船東和貨

主的財損。

然而，科技日益革新，海運貨物貨

櫃化的出現，大幅降低滯港時間，以致

於使得海員在港期間工作過度集中，造

成海員更多的工作心理壓力 (Alderton and 

Winchester, 2002)。所以，航商為求降低營

運成本而精簡人力，卻在無形中已造成海

員休息時間不足、勞力負擔過重，致使海

員留任意願降低。

以上所述讓人見識到在海上勞動時，

海員內心必定承受極大的壓力和衝突

工作時合作無間，以確保航行安全；休憩

時，無論船上船下心都是疏離、孤立的。

另外，國內，新船造建迅速，老舊逾齡船

隻汰換延緩、特殊用途船舶需求不斷增

加，對於國內海員需求大增，而且特殊用

途船舶所需專業領域的海員更是難求，

無庸置疑地增加海員晉用的困難之處 (鄭

怡，2005)。

海員職業與陸上一般工作截然不同

的特殊性，致使國內航輪科系畢業生上船

工作意願低落，導致各航運公司面臨本國

籍海員供不應求的窘境 (陳力民，2004；

郭俊良等人，2004; Guo et al., 2006)，特

別是在高素質的甲級海員，更是一員難求

(BIMCO/ISF, 2010)。臺灣船東所擁有的船

隊迅速擴張，本國籍海員猶如鳳毛麟角，

多數航商遂大量僱用外籍海員 (Guo et al., 

2005)，多國海員混乘已成為臺灣海員職場

的普遍現象。

2.2 上船工作意願之相關研究

在探討畢業航海學生職業選擇因素之

研究中，陳慧玲 (1995) 研究結果顯示航運

相關科系畢業生所重視之工作價值觀依序

為：安和性、權威、學習成長、工作明確

度、自主性及利他性六項。曹忠毅 (1997)

分析航運相關科系應屆畢業生之工作價值

觀，結果顯示航運相關科系畢業生所重視

的工作價值觀依序是組織安全與經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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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互動、尊嚴、自我成長、休閒健康與交

通、安定與免於焦慮、自我實現。陳基國

(2001)對我國三級海事學校，包括海大、

海專及海事高職航海相關科系畢業生之研

究顯示，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滿意程度愈

高者，其上船工作意願亦愈高。林彬等人

(2007)調查國內海事院校航海科系之應屆

畢業生，發現其選擇上船工作前三大主因

分別為高薪資的吸引、可以遨遊四海、師

長的鼓勵。

Guo et al. (2006)針對航海科系學生之

研究顯示，工作特性 (Specific Nature)與興

趣喜好 (Intrinsic Desire)會直接地影響航

海科系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余坤東、曹

忠毅 (1998)之研究結果指出，社會系絡的

支持與否會影響航海科系學生的價值觀，

進而影響其職業興趣及上船工作意願；同

樣地，Guo et al. (2006)的研究也指出，

航海科系學生所知覺的社會系絡支持愈

高，其上船工作意願也會愈高。值得關注

地，Bandura (1999, 2000)曾指出，「社會

支持」會經由「自我效能」間接地影響職涯

選擇意圖；類似地，不少實證研究也證實

了「社會支持」經由「自我效能」對職涯選

擇的間接影響路徑 (Lent and Brown, 2003; 

Lent et al., 2005; Lent et al., 2011)。

由上可推論，對於海員工作的正面結

果期待及社會系絡的支持是影響航海學生

選擇上船工作的重要因素。鑑此，探討中

國海勤生上船工作意願之影響機制成為本

研究之重點。

2.3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Lent et al. (1994) 結合眾多學者的概

念，以 Bandura (1977) 的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為基礎，發展出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是近年來廣受關注且具

實證基礎之生涯發展模式，諸多研究已證

實 SCCT適用於探討生涯與職業選擇行

為，因此在實務應用上有其價值存在 (翁

令珍，2006)。

SCCT包括三個主要建構，其一為自

我效能，係指個人對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

地完成一項任務的信念；其二為結果預

期，指個人表現某一特定行為後，認為可

能會有什麼結果的個人看法；其三為目標

的選擇，係指意圖選擇或堅持某一特定行

動 (田秀蘭，2003)。在經過一系列的研究

與整合之後，社會認知生涯理論逐漸成形

(Lent et al., 1996)，其理論內涵由三個分段

模式所組成：第一段為興趣發展模式，包

含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與興趣三個主要變

項；第二段為職業選擇模式，除了上述三

個主要變項外，還包含了目標選擇；第三

段則為表現及成果模式，此模式涵蓋上述

四個主要變項外，並增加行動選擇、表現

成就兩個變項。此外，個人的外在變項如

性別、種族及環境中的社會支持與阻礙、

學習經驗等亦會對模式中的變項產生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進而影響個人的生涯與職

業選擇行為。

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之架構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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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知變項 (Cognitive-Person Varia-

bles)」與「個 人 外 在 變 項 (Extra-Person 

Variable)」兩大部分。個人認知變項包括

自我效能、結果預期與目標選擇；個人

外在變項則包括性別、種族和環境中的

社會支持、阻礙、學習經驗等 (Lent et al., 

2000)。簡言之，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係在

探討個人生涯發展與探索階段中，「自我

效能」、「結果預期」、「職業興趣」與「目

標選擇」間的關聯性，以及此四變項與學

習背景及學習經驗等外在影響因素間的關

係，再進而探討形塑個人生涯選擇行為的

影響機制 (Lent et al., 1994)。不少實證研

究的結果發現自我效能與個人的職業行為

有高度相關性存在，例如 Betz and Hackett 
(1981)認為自我效能是一種個人的認知態

度，它促使個人盡可能發揮其天賦潛能，

並追求其較感自信的職業。

在個人外在變項部分，社會系絡的

支持亦會影響個人的生涯發展及其職業的

選擇。Spitzer (2000)的研究顯示，職業

準備能有效的被生涯自我效能及社會支

持所預測。而 Turner et al. (2004)指出父

母的支持程度可以預測生涯自我效能及

結果預期。其他相關研究，如余坤東、曹

忠毅 (1998)、Guo et al. (2006)、林彬等人

(2007)、郭俊良、梁金樹 (2009)、郭俊良

等人 (2012)、朱財義 (2012)、游舒萍等人

(2013)，皆顯示社會系絡的支持對於航海

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深具影響力。綜上所

述，本研究擬以 SCCT之職業選擇模式為

理論基礎，探究大陸海勤學生上船工作意

願之影響機制。

參、研究設計

3.1 研究架構與方法

根據上述文獻回顧之相關論點，本研

究擬以 SCCT中之職業選擇模式為基本框

架，並結合研究主題，提出假設模型如圖

1所示。筆者假設大陸海勤大學生的「上

船工作意願」，可能受到「職業興趣」直

接影響之外，還可能受到他們對自己成為

海員的「自我效能」與「結果預期」的直接

影響；除了根據文獻回顧，筆者假設「社

會系絡」亦直接影響「上船工作意願」。而

「自我效能」透過「結果預期」及「職業興

趣」間接地影響其「上船工作意願」。筆

者也假設大陸海勤大學生成為海員的「社

會系絡」支持程度，可能會直接地影響其

成為海員的「自我效能」及「上船工作意

願」。本研究將分別探討大陸海勤大學生

航海及輪機學生上船工作意願之影響模

型。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蒐集資料為

主，質性訪談為輔，問卷回收並經過統計

分析處理後，針對分析結果中較特別或是

需要進一步討論之處，研擬訪談大綱，並

於問卷回收統計分析後，實施訪談。筆者

與陸籍和臺籍遠洋航線專業人員輪機長進

行半結構式訪談，以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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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就訪談的狀況適時以不同形式的開

放性問題，引導受訪者針對研究主題進行

深入陳述，最後將訪談過程謄寫成文字

稿，以進行對研究結果更深入之探討，使

本研究更臻完善。

3.2 研究對象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大陸海勤大學生

上船工作意願之影響模型，大陸海勤大學

生係指大陸海勤學院之航海與輪機學生，

因此，作者以武漢理工大學航運學院航海

專長與輪機專長之學生為研究對象，問卷

施測委由該系專業教師執行。其中，航海

專長學生所學專業內容與國內航海科系的

專業相近；輪機專長學生所學專業內容與

國內輪機科系的專業雷同。共計回收有效

問卷 259份，包括武漢理工大學航運學院

航海專長學生 149份，武漢理工大學航運

學院輪機專長學生 110份。

3.3 衡量工具

3.3.1 上船工作意願
「上船工作意願」為本研究假設模型

之依變項。筆者仿效 Guo et al. (2006) 之方

式，以單一題項詢問海勤高職生之上船工

作意願，題項設計採 11點尺度衡量，從

0% (0分 ) 至 100% (10分 )，讓受測者勾選

其未來上船工作的可能性有多高，勾選之

選項分數愈高者，表示其上船工作意願愈

高。問卷五個構面所包含的 17個衡量題

項詳見表 2及表 3。

3.3.2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係社會認知生涯理論

的重要個人認知變項，本研究採用朱財

義 (2012) 之「自我效能」量表，修訂為由

六個題項所組成之衡量工具，如表 2及

表 3所示，各題項皆以李克特氏五點尺度

衡量，由受測者依題意於「非常同意」、

上船意願 

 社會系絡 

自我效能 

結果預期 

職業興趣 

圖 1　影響中國大陸海勤大學生上船工作意願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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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沒意見」、「不同意」、「非常

不同意」五個選項中予以勾選，計分方式

為「非常同意」5 分、「同意」4分、「沒

意見」3分、「不同意」2分、「非常不同

意」為 1 分，填答分數愈高者，代表其成

為海員的自我效能愈高。本研究衡量航海

專長學生之 Cronbach,s  值為 0.755，輪

機專長學生為 0.706。

3.3.3 結果預期
「結果預期」亦是社會認知生涯理

論之重要個人認知變項，本研究參考郭

俊良、梁金樹 (2009) 之「上船收入」衡

表 2　航海專長各構面及衡量題項基本分析表

構面 衡量題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Item-to-total 
correlation

題項刪除時
Cronbach 

上船工
作意願

未來你上船的可能性有多高 7.16 1.910 -1.176 1.519 － －

自我
效能

1. 我有信心自己未來的專業學能足夠從事
船上工作

3.72 1.060 -0.519 -0.404 0.423 0.733

2. 我有信心自己未來的英文能力足以從事
船上工作

3.65 1.026 -0.776 -0.180 0.602 0.684

3. 我有信心與外籍船員對話和工作 2.89 1.175 0.135 -0.840 0.470 0.722
4. 我有信心適應人際關係受限的船上生活 3.50 1.037 -0.248 -0.711 0.531 0.704
5. 我有信心適應長期離家的船上生活 2.93 1.088 -0.166 -0.536 0.409 0.737
6. 我認為自己的體能足夠適應船上的工作 3.57 0.902 -0.437 0.132 0.527 0.708
自我效能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3.38 0.700 0.130 0.386 － －

結果
預期

1. 我期待上船工作有高收入 3.42 1.169 -0.210 -0.917 0.731 0.836
2.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快速累積財富 3.65 1.102 -0.559 -0.395 0.724 0.838
3.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改善家計 3.30 1.112 -0.010 -0.938 0.738 0.834
4.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環遊世界 3.43 1.104 -0.277 -0.732 0.728 0.837
5.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使自己的職涯發展較
為順遂

3.93 1.034 -0.780 0.096 0.569 0.873

結果預期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3.54 0.90 -0.137 -0.450 － －

職業
興趣

1. 航海是我的憧憬 (夢想 ) 之一 2.77 1.327 0.178 -1.078 0.656 0.482
2. 船員生活型態符合我的志趣與個性 3.30 1.255 -0.389 0.735 0.543 0.630
3. 我喜歡遨遊四海的生活 2.82 1.290 0.363 -0.902 0.436 0.754
職業興趣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2.96 1.030 0.125 -0.578 － －

社會
系絡

1. 我會因家人的支持而考慮選擇船上工作 2.86 1.046 0.071 -0.477 0.585 0.740
2. 我會因師長的鼓勵而考慮選擇上船工作 3.17 1.119 -0.292 -0.563 0.602 0.720
3. 我會因朋友的支持意見而考慮上船工作 2.89 1.200 0.009 -0.796 0.675 0.639
社會系絡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2.97 0.940 -0.083 -0.365 － －

Mardia係數 46.987
p*(p+2) 17*19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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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題項，修訂為由五個題項所組成之「結

果預期」衡量工具，各題項皆以李克特氏

五點尺度衡量，並分別給予 1 ~ 5分，填

答分數愈高者代表其對上船工作之結果

預期愈高。本研究衡量航海專長學生之

Cronbach,s  值為 0.871，輪機專長學生為

0.712。

3.3.4 職業興趣
本研究之「職業興趣」係指海勤大學

生以海員為職業之興趣，作者採用郭俊

良、梁金樹 (2009) 之「興趣喜好」量表為

衡量工具，共包括三個題項。此衡量工具

亦以李克特氏五點尺度衡量，填答分數愈

高者代表其對成為海員的職業興趣愈高。

表 3　輪機專長各構面及衡量題項基本分析表

構面 衡量題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偏態 峰度
Item-to-total 
correlation

題項刪除時
Cronbach 

上船工
作意願

未來你上船的可能性有多高 6.23 3.091 -0.204 -1.111 － －

自我
效能

1. 我有信心自己未來的專業技能足夠從事
船上工作

3.67 1.059 -0.536 -0.579 0.562 0.618

2. 我有信心自己未來的英文能力足以從事
船上工作

3.68 1.100 -0.596 -0.263 0.477 0.646

3. 我有信心與外籍船員對話和工作 3.67 0.993 -0.638 -0.033 0.438 0.659
4. 我有信心適應人際關係受限的船上生活 3.79 0.920 -0.651 0.375 0.404 0.670
5. 我有信心適應長期離家的船上生活 3.33 1.197 -0.399 -0.846 0.287 0.714
6. 我認為自己的體能足夠適應船上的工作 3.82 1.006 -0.671 -0.108 0.453 0.655
自我效能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3.66 0.669  0.137 -0.168 － －

結果
預期

1. 我期待上船工作有高收入 3.99 1.000 -0.953 0.380 0.564 0.623
2.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快速累積財富 3.81 1.153 -1.043 0.457 0.451 0.667
3.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改善家計 3.61 1.059 -0.481 -0.301 0.471 0.658
4.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環遊世界 3.55 1.130 -0.581 -0.297 0.391 0.691
5. 我期待上船工作以使自己的職涯發展較
為順遂

3.54 1.081 -0.451 -0.353 0.462 0.661

結果預期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3.70 0.738 -0.338 0.451 － －

職業
興趣

1. 航海是我的夢想之一 3.12 1.163 -0.234 -0.737 0.645 0.648
2. 船員生活型態符合我的志趣與個性 2.97 1.053 -0.041 -0.628 0.590 0.710
3. 我喜歡遨遊四海的生活 3.37 1.074 -0.206 -0.529 0.586 0.713
職業興趣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3.15 0.909 -0.134 -0.528 － －

社會
系絡

1. 我的家人支持我船上工作 2.90 1.125 0.043 -0.678 0.659 0.584
2. 我的師長支持我船上工作 3.18 1.015 -0.160 -0.141 0.521 0.743
3. 我的朋友支持我船上工作 3.08 1.059 -0.071 -0.303 0.582 0.677
社會系絡衡量題項總平均值 3.05 0.875 0.166 0.310 － －

Mardia係數 113.753
p*(p+2) 17*19 =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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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衡量航海專長學生之 Cronbach,s 

值為 0.720，輪機專長學生為 0.771。

3.3.5 社會系絡
「社會系絡」係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的

重要個人外在變項，本研究採用 Guo et al. 
(2006)之「社會系絡」衡量工具，該衡量

工具旨在評估「家庭」、「師長」及「同儕

間」對海勤大學生選擇上船工作的支持程

度，該衡量工具共包括三個題項，各題項

皆以李克特氏五點尺度衡量，填答分數愈

高者代表其成為海員上船工作之社會系絡

支持程度愈高。本研究衡量航海專長學生

之 Cronbach,s  值為 0.781，輪機專長學

生為 0.755。

肆、研究結果

4.1 基本資料分析

首先，各構面之平均數與標準差，詳

見表 2及表 3。航海專長學生之「上船工

作意願」平均數為 7.16、標準差為 1.910，

輪機專長學生平均數為 6.23、標準差為

3.091，而此題項設計採十一點尺度衡量，

航海專長及輪機專長學生所表達之「上船

工作意願」的平均數均超過中間尺度 5，

尤其是航海專長學生更高達 7.16，影響

海勤大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正是本研究所

欲探討之重點。另外，航海專長學生所

表達之「自我效能」的平均數達 3.38，已

超過李克特氏五點尺度之中間尺度 3，且

其標準差為 0.700，航海專長學生對上船

工作之「社會系絡」抱持著正面觀感可窺

一番。而輪機專長學生所表達之「社會系

絡」的平均數為 3.05其標準差為 0.875，

輪機專長學生對上船工作之「社會系絡」

抱持著正面的觀感。再者，本研究針對航

海與輪機學生之各構面認知差異予以探

究，作者將各構面題項得分平均值執行獨

立 T檢定，發現航海與輪機學生對於自我

效能與上船工作意願構面之認知無顯著差

異，詳見表 4。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首先以統計係數

Cronbach,s  值檢視各研究構面內部之一

致性，通常 Cronbach,s  值介於 0.70至

0.98之間，都可算是高信度 (黃俊英、林

震岩，1997)。影響航海專長與輪機專長

學生上船工作意願之假設模型分析結果彙

整如表 5，各衡量工具之 Cronbach,s  值

介於 0.706至 0.871之間，表示此兩個模

型之衡量工具擁有良好的信度。此外，

本研究進一步檢視各研究構面之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CR值愈高，

表示內部的一致性愈高，一般學者建議其

值宜大於 0.6 (Bagozzi and Yi, 1988)。本研

究兩個模型經計算結果如表 5所示，各構

面的組合信度皆大於 0.6以上，表示各衡

量工具之內部一致性良好。 

在效度方面，依據 Campbell and Fiske 
(1959) 所建議，進行建構效度檢定之前，

必須先執行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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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之檢定。
因此，本研究先檢視模型各構面之收斂效

度，經由分析結果顯示，航海學院與輪機

學院學生之假設模型各構面衡量題項皆

擁有不低的因素負荷量，且其校估參數

之 t 值大多數大於 1.96，故本研究兩個模
型之各構面皆具收斂效度。至於區別效度

方面，檢定結果如表 5所示，航海專長
學生假設模型各構面的平均變異數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之平方根

介於 0.575 ~ 0.762之間，大於各構面間的

相關係數之個數，占整體的比較個數 75%

以上 (陳寬裕、王正華，2010)；而輪機專

長學生假設模型之平均變異數抽取量平方

根亦大於各構面間的相關係數，占整體的

比較個數 75% 以上，顯示本研究兩個模

型各構面間具有高度之區別效度。

表 4　各構面得分獨立樣本之 T檢定表
構面 專業 人數 平均數差異 t值 顯著性

自我效能
航海 149

-0.283 -3.267 0.001
輪機 110

結果預期
航海 149

-0.195 -1.505 0.134
輪機 110

職業興趣
航海 149

-0.081 -1.576 0.116
輪機 110

社會系絡
航海 149

-0.153 -0.711 0.478
輪機 110

上船工作
意願　　

航海 149
0.934 2.798 0.006

輪機 110

註： 1. H0：航輪專業學生各構面得分有差異。

 2. 自我效能與上船工作意願顯著性小於 0.05，故拒絕 H0，航輪專業學生 
  在自我效能與上船工作意願構面得分並無顯著差異。

表 5　Cronbach  值、組合信度 (CR)、AVEa 及 Pearson相關係數

研究構面
航海專長學生 輪機專長學生 Pearson相關係數

CR AVEa CR AVEa 1 2 3 4 5
1.上船工作意願 － － － － － － 0.441** 0.378** 0.359** 0.312**
2.自我效能 0.755 0.744 0.575 0.706 0.801 0.581 0.136 0.657** 0.377** 0.345**
3.結果預期 0.871 0.873 0.762 0.712 0.824 0.527 0.133 0.463** 0.377** 0.348**
4.職業興趣 0.720 0.740 0.700 0.771 0.808 0.716 0.428** 0.198* 0.181 0.545**
5.社會系絡 0.781 0.785 0.742 0.755 0.769 0.661 0.490** 0.001 -0.004 0.563**

註： 1. **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5。
 2. AVEa 表示平均變異數抽取量之平方根。

 3. Pearson 相關係數對角線下方為航海專長學生各研究構面間之相關係數。

 4. Pearson 相關係數對角線上方為輪機專長學生各研究構面間之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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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係以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執行假設模型之

驗證，並以 Amos 18軟體執行之。在 SEM

中，常使用最大概似估計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執行參數估計，而使用

ML法進行分析時，樣本資料必須符合多

元常態分配。多元常態性假設檢定可由

兩個角度進行探討，一為觀察變數之常

態性，二為觀察變數整合後之多元常態性

(邱皓政，2004)。當觀察變數的偏度與峰

度絕對值皆小於 2時，則可認定觀察變數

具常態性 (Bollen and Long, 1993)，由表 2

及表 3可知，影響航海專長與輪機專長學

生上船工作意願假設模型之觀察變數 (各

構面之衡量題項 )具常態性；當 Mardia係

數 (Mardia and Foster, 1983)小於 p*(p + 2)

時 (p 為觀察變數的數量 )，則資料具有多

元常態性 (Bollen, 1989)，如表 2及表 3所

示，本研究兩個假設模型之 p*(p + 2) 皆明

顯大於 Mardia係數，因此可確認本研究

所蒐集之資料具有多元常態性。基於上述

多元常態性分析，本研究之假設模型皆可

採用最大概似估計法進行模型的各類參數

估計與配適檢定工作。

4.2 檢驗模型配適度

影響航海專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假

設模型校估之初步結果顯示，卡方值與自

由度比 ( )為 1.72，雖符合 Bagozzi 

and Yi (1988)建議之比值宜介於 1 ~ 5之

間，但多項配適指標未達一般標準值，顯

示此模型有修訂之必要。筆者遂依據同一

構面之觀察變項修訂指標 MI (Modification 

Indices) 值建立誤差項之共變關係，再針

對修飾後之模型重新校估。此模型共經過

兩次修飾，首次修飾是在自我效能構面之

衡量題項第五題及第六題的誤差項建立共

變關係，其 MI 值為 23.248，此組共變關

係隸屬於自我效能構面，係詢問航海專長

學生對於自己將來是否有信心能夠適應海

員工作特性，故新增此共變關係有其合理

性。將此兩組衡量題項之誤差項建立共

變關係，即表示將此兩組變項間的關係釋

放，可有效降低卡方值，然而增量配適指

標 TLI、CFI及 IFI分別為 0.811、0.844及

0.852，未達一般學者認可之標準。於是進

行第二次修飾，此次修飾是在結果預期構

面之衡量題項第二題及第五題的誤差項建

立共變關係，其 MI 值為 8.281，此組共變

關係隸屬於結果預期構面，係詢問航海專

長學生對於海員工作有正面的期待，如：

快速累積財富、職涯發展順遂……等。上

述兩次修飾之兩變項間雙向關係，t 值檢

定均大於 2，統計數值顯示修正後是可接

受的。

經上述修飾後，此模型之卡方自由度

比 ( )為 1.82，絕對配適指標 RMSEA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為 0.075，已達到低於 0.08之基本門檻

值 (Henry and Stone, 1994)。在增量配適

指標部分，C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為

0.902、IFI (Incremental fit index) 為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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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大於良好配適指標值 0.9 (黃芳銘，

2002; Bentler and Bonett, 1980)，雖然 TLI 
(Tacker-Lewis index)為 0.880，但接近良好

配適指標值 0.9，亦可接受。此外，精簡

配適指標 PNFI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及 PGFI (Parsimony goodness of fit index)

為 0.672與 0.663，亦大於配適指標建議值

0.5。綜上所述，顯示此模型與本研究所蒐

集的資料擁有不錯之配適度。

本研究進一步檢驗影響輪機專長學

生上船工作意願假設模型之配適度，初

步校估結果顯示其卡方自由度比 ( )

為 1.76，筆者為求較佳之配適度，檢查

後認為原始模式仍需要修正，此模型共

經過三次修飾。筆者遂依據同一構面之

觀察變項修訂指標 MI值建立誤差項之

共變關係，首次修飾將自我效能構面衡

量題項之第二題及第三題的誤差項建立

共變關係，其 MI值為 8.888。經修正後

卡方自由度比 ( )降為 1.654，絕對

配適指標 RMSEA為 0.077，增量配適指

標 TLI、CFI及 IFI 分 別 為 0.811、0.844

及 0.852，未達一般學者認可之標準。乃

進行第二次修正，將自我效能構面衡量

題項之第四題及第五題的誤差項建立共

變關係，其 MI值為 4.654，經修正後卡

方自由度比 ( )降為 1.619，絕對配

適指標 RMSEA為 0.075，增量配適指標

TLI、CFI及 IFI 分 別 為 0.821、0.854及

0.861，仍未達一般學者認可之標準。筆

者遂進行第三次修正，釋放自我效能構

面衡量題項之第五題及第六題，其 MI值

為 5.928，經修正後卡方自由度比 ( )

降為 1.532，絕對配適指標 RMSEA 為

0.069，已達一般學者認可之絕對配適指

標。增量配適指標 TLI、CFI及 IFI 值分

別為 0.849、0.877及 0.884，由於潛在變

數是一種抽象的客觀事實，雖無法直接測

得，可以透過測量指標對潛在變數間接地

加以衡量，筆者為了萃取出公共因素對觀

察變數影響的程度，問卷題項的陳述上

較為細膩，影響其共變關係，在增量配適

指標的表現與門檻值 0.9出現些微差距，

但仍接近良好配適指標值，而且 TLI值

波動性較大，在其他指標顯示模型適配的

情形下，TLI值會顯得較低而出現適配度

不理想的矛盾結論 (邱皓政，2004；陳寬

裕、王正華，2010)。精簡配適指標 PNFI

及 PGFI 分別為 0.753及 0.670，皆大於

0.5之門檻值。縱有少數配適指標不符標

準，皆有大部分指標能符合標準的現象存

在，符合多數決原則 (陳寬裕、王正華，

2010)，整體而言，此模型與研究資料具配

適度。

4.3 路徑與影響效果分析

4.3.1 航海專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影
響模型分析

經實證分析與檢定結果，修正後航海

專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影響模型之路徑關

係如圖 2所示，圖中虛線部分代表未達

顯著之路徑，實線部分代表 t 檢定值大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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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且達顯著之路徑，顯示此路徑在實證

上具有解釋意義。

由圖 2可知航海專長學生之「上船工

作意願」僅受到「自我效能」的直接顯著

影響，其標準化路徑係數分別為 0.48，且

「上船工作意願」總變異量被上述變項解

釋的比例達 30%。「社會系絡」對「自我效

能」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其標準化路徑

係數為 0.44，可以解釋「自我效能」總變

異量的 20%，同時，「社會系絡」亦經由

「自我效能」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間接

影響。由以上分析得知，航海專長學生對

選擇擔任海員的自信心愈強，則其上船工

作意願也會愈高，家人、師長及朋友的支

持與鼓勵亦會提高其上船工作意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我效

能」對「結果預期」產生直接影響，且「自

我效能」對「結果預期」的標準化路徑係數

達 0.82，可以解釋「職業興趣」總變異量

的 68%，表示航海專長學生對於成為海員

的興趣主要是源自於選擇擔任海員上船工

作的自信心，但是「職業興趣」及「結果預

期」卻未如預期般地對「上船工作意願」產

生直接影響。

4.3.2 輪機專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影
響模型分析

修正後輪機專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影

響模型之路徑關係如圖 3所示，「社會系

絡」路徑之 t 檢定值大於 1.96且達顯著水

準，表示路徑在實證上具有解釋之意義。

2 0.20R =

2 0.68R =
2 0.47R =

2 0.30R =

0.48**

0.82***

0.02

0.09

0.23

−0.10

0.44***

達顯著之路徑

未達顯著之路徑

*** 表示 p < 0.001， ， ** 表示p < 0.01 * 表示 p < 0.05  

 

 

 社會系絡 

自我效能  

結果預期 

職業興趣  

上船意願 

圖 2　影響大陸航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模型之路徑係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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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3可知僅「社會系絡」對輪機專

長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顯著的直

接影響，其標準化路徑係數分別為 0.56且

「上船工作意願」總變異量被上述變項解

釋的比例達 37％。由此結果可推論，輪

機專長學生獲得親友支持上船工作程度愈

高，其上船工作意願愈高。

此外，「社會系絡」、「自我效能」會

對「職業興趣」產生顯著的直接影響，其

標準化路徑係數分別為 0.77及 0.35，可以

解釋「職業興趣」總變異量的 67%，但「職

業興趣」卻未如預期般地對「上船工作意

願」產生直接影響。另外，「自我效能」對

「結果預期」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其標準

化路徑係數為 0.62可以解釋「結果預期」

總變異量的 39%，但是「職業興趣」及「結

果預期」卻未如預期般地對「上船工作意

願」產生直接影響。

伍、結論及建議

5.1 研究結論

鑒於國內航輪科系畢業生上船工作意

願低落，然而中國海員人數倍增， 2009 ~ 

2013年期間，中國海員人數從 20萬激增

至 57萬人，四年內人數成長約三倍，而

臺灣海勤人員這四年來卻不增反減 (如表

1)。在臺灣航商所屬之外輪上，臺灣海員

僅占 15.5%，大陸籍海員則高達 65.5%，

國內無論海勤與岸勤在人力資源上已出現

斷層的問題。然而，具有海上實務經驗的

2 0.01R =

2 0.39R =
2 0.67R =

2 0.37R =

0.11
0.09

0.62***

0.77***0.35*

0.56**

0.04

−0.01

−0.10

達顯著之路徑

未達顯著之路徑

*** 表示 p < 0.001， ， ** 表示p < 0.01 * 表示 p < 0.05  

 

 

 

 社會系絡 

自我效能  

結果預期 

職業興趣  

上船意願 

圖 3　影響大陸輪機學生上船工作意願模型之路徑係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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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員是海事產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優秀的岸勤船隊管理人才 (Pettit et 

al., 2005)，如今海勤工作人力缺乏，勢必

影響日後的岸勤船隊管理人才，是故，紓

緩本國籍海員匱乏、青黃不接之窘境是我

國教育與航運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希

望藉由大陸海勤生上船工作意願之探討，

借鏡國內，以提升國內航輪學生上船工作

意願，本研究遂針對武漢理工大學航運學

院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及其影響因素予以

探究。筆者運用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之職業

選擇模式建構假設模型，以結構方程模式

分析武漢理工大學航運學院航海與輪機專

長學生上船工作意願之影響機制，並比較

兩群體之間的差異性，研究結果發現如

下：航海專長學生之「上船工作意願」僅

受到「自我效能」的直接影響，而「社會系

絡」、「職業興趣」及「結果預期」對於「上

船工作意願」則無明顯的影響，此結果有

別於郭俊良等人 (2012)、朱財義 (2012) 及

游舒萍等人 (2013)之研究，或許是因本

研究與上述文獻之研究對象不同，故呈現

不同的研究結果。而在輪機專長學生的部

分，「社會系絡」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

顯著的直接影響，此結果與朱財義 (2012)

之研究相呼應。

再者，航海專長學生之「社會系絡」

會透過「自我效能」對「上船工作意願」產

生間接影響；相對地，在輪機專長學生的

部分，「社會系絡」及「自我效能」對「職

業興趣」產生直接影響，但是卻無法經由

「職業興趣」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間

接影響。本研究結果印證了先前諸多相關

文獻，如余坤東、曹忠毅 (1998)、Guo et 

al. (2006)、林彬等人 (2007)、郭俊良、梁

金樹 (2009)、郭俊良等人 (2012)、朱財義

(2012) 及游舒萍等人 (2013)，再次證明社

會系絡的支持的確為影響海勤學生選擇上

船工作的重要因素。

由以上分析得知，社會認知生涯理

論中職業選擇模式的驗證結果，在航海專

長學生之假設模型中獲得部分的支持，而

輪機專長學生的分析結果較航海專長學生

符合假設模型，顯示社會認知生涯理論中

的職業選擇模式較適用於探究輪機專長學

生之職涯選擇相關研究，與游舒萍等人

(2013) 的研究結果相同。

5.2 研究結果意涵

根據本研究所分析的結果得知，航運

學院航海專長學生與輪機專長學生上船工

作意願之影響機制不盡相同，為了深入探

究其差異性，筆者與專業人員 陸籍

與臺籍遠洋航線輪機長，進行半結構式訪

談，期能獲得相關資訊以支持與驗證本研

究之分析結果。

如前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航海及

輪機專長學生之職業興趣及結果預期對

上船工作意願皆無顯著影響，或許係因

學生接觸、瞭解、深入船員生活之後，

意識到船上封閉的工作環境及邊緣性

(Marginality)、離家性、離社會性的生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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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後，其「職業興趣」被消磨殆盡，使得

「職業興趣」未能對「上船工作意願」產生

顯著影響。中國大陸目前正處一經濟起飛

的年代，如同六、七十年代「臺灣錢淹腳

目」的臺灣，熱錢湧入的大陸什麼行業都

賺錢，所以船員的高薪在比較之下相對地

不算高，使得「結果預期」未能對「上船工

作意願」產生直接影響。

值得一提地，航海專長與輪機專長

學生之上船工作意願影響模型最大的不同

在於：航海專長學生之上船工作意願主要

由自我效能、社會系絡所預測；而輪機專

長學生僅由社會系絡預測上船工作意願。

關於此現象，從筆者訪談輪機長的內容

中，或許能得到答案：「大陸升學之競爭

尤甚臺灣，有些學生是依著分數而填入航

海與輪機系，學生個性及未來要往哪個方

向，還不是很確定；也有部分的學生受親

人影響或師長引導，而選擇成為跑船的，

對於成為海員有一定的認識，像我自個兒

就是。」筆者認為學生在就讀航輪科系之

前，面對茫然未來時，會聽取親友意見，

入學之後，則是從學校宣傳及老師口中得

知就職訊息，進而影響其上船工作意願，

所以航輪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才會在模型

圖中受社會系絡直接及間接影響。

對於自我效能未對輪機專長學生之上

船工作意願產生顯著影響，筆者從訪談中

整理出以下可能原因：(1)工作挑戰大：

船上機器設備日新月異，學校所學與職場

有大幅落差。(2)位階與待遇：船上之潛

規則「輪機長位階等同於大副」，而船長位

階在大副之上，船上真正的發號施令者為

船長，除此之外，船長薪水優於輪機長。

(3) 工作環境：機艙部難免要面對噪音、

高溫。(4) 專職性低：舉凡機器設備相關行

業皆適合輪機專長學生，其職業發展不侷

限在船上。兩位受訪者皆表示尤以第一點

為首要影響。是故，海事校院航輪科系除

了教導學生所需之專業技能外，還應縮短

理論與實務落差的差距，如此將可大幅地

正面提升他們的上船工作意願。

值得關注地，本研究發現輪機專長

學生之上船工作意願僅受其社會系絡支持

程度的直接影響。換言之，家人、師長及

同儕對選擇上船工作的支持、鼓勵與認同

相形重要，亦是提升其上船工作意願的重

要助力，誠如受訪輪機長所言：「學生容

易被老師引導，因為他們不夠成熟，尤其

是在大學這個階段，希望給他們做一些比

較正面的鼓勵。」爰此，本研究建議海勤

學校應多聘任具海勤資歷之專任教師，以

確保專任教師能瞭解及認同海員職場，進

而鼓勵學生們投身航海事業。縱然海事專

業人才之培育刻不容緩，筆者認為學校教

育只是其中一環，家庭及社會教育也要並

重，方能厚實國家競爭力之基礎。

綜上所述，我國航商在面對全球海

運競爭愈趨嚴峻的氛圍下，優質的海上人

力資源應是永續經營不可或缺的要件，因

此，亟思制定一最佳的船員僱用策略實屬

我國航商的當務之急。如前所述，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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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船員已成為臺灣航商所僱用船員的主

力，故中國大陸海事校院航輪學生之上船

工作意願及其影響因素，應是臺灣航運界

必須關注的議題。本研究結果顯示，航海

與輪機學生之社會系絡支持程度皆會對其

上船工作意願產生間接或直接的影響，這

意味著除了學校師長扮演著重要的鼓勵者

角色外，家人親友的引導及支持亦發揮了

重大影響。可理解地，家人親友會引導及

支持其子弟就讀航輪科系進而上船工作，

或許大部分係基於改善家庭經濟狀況的動

機，此現象隱含著居住內地之航輪學生的

上船工作意願可能會較居住沿海地區者為

高；換言之，改善家庭經濟情況應是中國

大陸航輪學生上船工作的最大動機。對於

臺灣航商而言，此研究發現意涵著僱用中

國大陸船員 (或實習生 )，最好挑選來自內

地之優秀者，以確保所僱用船員具有較長

期的工作穩定性。

再者，本研究結果顯示，航海專長

學生的自我效能愈高，則其上船工作意願

愈高。對於臺灣航商而言，此研究發現意

味著僱用中國大陸的新進船副 (或艙面部

實習生 )，應該遴選對於擔負船副工作具

有強烈信心者，以確保他們具有較長期的

工作穩定性。可理解地，航海學生若所學

專業科目愈紮實，則其對於未來擔負船副

工作會愈有信心。此外，由於個人的態度

具有一貫性，航海學生在校的學習表現，

除了可顯示他們對於航海專業的認同度，

亦可窺探其未來上船工作的敬業態度。然

而，船員職場係屬國際性，全球航商都在

尋覓優質且價廉的船員。因此，臺灣航商

若欲確保所僱用之中國大陸船員具有較長

期的工作穩定性，則必須投入不亞於其他

外國航商所提供的僱用誘因。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以社會認知生涯理論為觀點，

探究中國大陸海勤大學生的上船工作意願

及其影響因素，可說拓展了國內船員職場

的相關研究領域，但仍有以下幾點研究上

的相關限制：(1) 本研究問卷調查之蒐集

方式係採橫斷式 (Cross-sectional) 設計，

亦即在同一時間點內蒐集所有的分析資

料，因此研究結果在因果關係之證據恐有

不足之處，建議後續相關研究採用縱貫式

(Longitudinal) 設計；(2) 本研究因受限於

人力、時間及經費，因此僅針對武漢理工

大學航運學院航海專長與輪機專長大學生

執行問卷調查，故推論及應用上有其限制

性，建議後續相關研究應擴大分析樣本的

蒐集；(3) 本研究雖然分別探討航海專長

與輪機專長之職涯選擇，但皆將一至四年

級學生之樣本資料共同納入分析，建議未

來研究可深入探討剛入學與四年級學生職

涯發展與選擇之差異性；(4) 本研究訪談

對象只有輪機專長的專業人員，建議未來

相關研究，可再增加訪談航海專長之管理

階級海員；(5) 雖然本研究之假設模型並

未設定「社會系絡」直接影響「結果預期」

的路徑，但基於實務推論，此兩構念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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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存在著關聯性 (例如：「師長的鼓勵」

與「期待上船工作有高收入」應是有關聯

的 )，故建議未來以 SCCT探究船員職場

的相關研究，可增加探討「社會系絡」對

「結果預期」的直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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