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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丁一倫（民 91）。影響員工離職傾向因素之探討－以台中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為
影響員工離職傾向因素之探討－以台中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為
例。私立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縣。
例。
方代青（民 89）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離職傾向間關聯性之探討－
工作壓力、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離職傾向間關聯性之探討－
以台南市稅捐稽徵處為例。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以台南市稅捐稽徵處為例。
臺南縣。
王翠品（民 91）
。內部行銷作為、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關係之研究－以
內部行銷作為、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關係之研究－以 H 連鎖
娛樂事業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
娛樂事業為例
縣。
吳百錄（民 79）
。國小學校行政人員工作特性、需求強度與服務精神關係
國小學校行政人員工作特性、需求強度與服務精神關係之研究
國小學校行政人員工作特性、需求強度與服務精神關係之研究。
之研究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吳淑琪（民 90）
。雲嘉南地區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角色期望、角色踐行與工作滿
雲嘉南地區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角色期望、角色踐行與工作滿
意度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未出版，雲林縣。
意度之研究。
吳錦隆（民 90）影響國中訓導主任工作壓力與工作適應相關因素之研究。國立
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吳明清（民 80）。教育研究：基本觀念與分法分析
教育研究：基本觀念與分法分析（初版）
。臺北：五南。
教育研究：基本觀念與分法分析
吳明順（民 91）
。國民中學主任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國民中學主任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民中學主任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之研究。
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吳芝儀與廖梅花譯（民 90）。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嘉義：濤石。
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吳岱樺（民 91）
。員工離職經驗與組織承諾之關係探討
員工離職經驗與組織承諾之關係探討。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國際
員工離職經驗與組織承諾之關係探討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吳清山（民 85）。教師組織的定位與展望。教育資料與研究，
教育資料與研究，8，2-10。
教育資料與研究，
李文傑（民 89）
。影響護理人員離職意願因素之探討。
影響護理人員離職意願因素之探討。私立長庚大學管理學研究
影響護理人員離職意願因素之探討。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李永聖（民 91）
。南區國稅局稽徵人員對獎勵制度之知覺及其與工作滿足、離職
南區國稅局稽徵人員對獎勵制度之知覺及其與工作滿足、離職
傾向關係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縣。
傾向關係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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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華等譯（民 87）。社會科學
社會科學研究法。
社會科學研究法。臺北：時英。
研究法。
林千惠（民 89）
。啟智學校教師離職傾向及可能離職原因之調查研究。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
學報，14，125-154。
學報，
林杏娥（民 90）
。企業福利、員工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之探討－以某報社為對象。
企業福利、員工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之探討－以某報社為對象。
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林春貴（民 92）
。國中家長教師對家長參與學校事務與組織氣氛、行政決定關係
國中家長教師對家長參與學校事務與組織氣氛、行政決定關係
知覺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知覺之研究。
林郁文（民 91）主管領導風格、員工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之關係研究－以營建
主管領導風格、員工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之關係研究－以營建
業為例。私立義守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業為例。
林淑芬（民 90）
。我國高級職業學校兼任行政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方式。
我國高級職業學校兼任行政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方式。國立彰
我國高級職業學校兼任行政教師工作壓力與因應方式。
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彰化縣。
林惠姿（民 92）
。會計人員工作壓力與離職意願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主計
會計人員工作壓力與離職意願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主計
處從業人員為例。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處從業人員為例。
林瑞榮（民 82）
。批判理論與教育研究。載於賈馥茗與楊深坑主編，教育學方法
教育學方法
論（83-102 頁）。臺北：五南。
邱俊介（民 84）
。離職行為的成因與歷程的探討。
離職行為的成因與歷程的探討。私立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研究所
離職行為的成因與歷程的探討。
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縣。
洪仁進（民 80）
。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與背景。載於黃光雄與簡茂發主編，教育
教育
研究法（3-33
頁）。臺北：師大書苑。
研究法
洪漢鼎譯（H. Gadamer 原著）（民 82）
，真理與方法
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
真理與方法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
臺北：時報文化。
胡幼慧（民 85）
。轉型中的質性研究：演變、批判和女性研究觀點。載於胡幼慧
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1-26
頁）
。臺北：五南。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胡幼慧與姚美華（民 85）
。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
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
土女性研究實例（141-158
頁）
。臺北：五南。
土女性研究實例
唐大鈞（民 90）
。工作價值觀與工作特性影響我內稽人員工作投入與離職傾向的
工作價值觀與工作特性影響我內稽人員工作投入與離職傾向的
探討。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判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探討。
高敬文（民 85）。質化研究方法論。
質化研究方法論。臺北：師苑。
質化研究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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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林清（民 85）
。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
質性研究：理論、方
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99-120
頁）
。臺北：五南。
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孫少峰（民 78）
。離職模式之比較研究－以護理人員為例。
離職模式之比較研究－以護理人員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
離職模式之比較研究－以護理人員為例。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秦夢群與黃貞裕（民 90）。教育行政研究方法。
教育行政研究方法。臺北：五南。
教育行政研究方法。
涂燕玲（民 92）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衝突之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衝突之研究。
國民小學教師角色衝突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
研究。
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屏東縣。
張善智與謝馥蔓譯（民 89）。組織行為
組織行為。臺北：學富文化。
組織行為
張誠仁（民 91）
。個人特質、工作滿足、工作壓力、主管領導與離職傾向關係之
個人特質、工作滿足、工作壓力、主管領導與離職傾向關係之
研究－壽險行銷人員之探討。私立逢甲大學保險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
研究－壽險行銷人員之探討。
中縣。
張鈿富（民 85）。教師組織的目的與運作屬性。教育資料與研究，
教育資料與研究，8，11-12。
教育資料與研究，
張瑋恩（民 90）
。激勵與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
激勵與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私立長榮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研究
激勵與工作滿足關係之研究。
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縣。
張漢中（民 91）
。國軍主計財務軍官離職率模式建構之研究。
國軍主計財務軍官離職率模式建構之研究。國防大學資源管理
國軍主計財務軍官離職率模式建構之研究。
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縣。
畢恆達（民 85）
。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
質性研究：理論、方法
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27-45
頁）
。臺北：五南。
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
莊順天（民 88）
。工作特性、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離職意願之探討－以高雄市
工作特性、工作滿足、組織承諾與離職意願之探討－以高雄市
公民營銀行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
公民營銀行為例。
雄縣。
郭志榮（民 91）
。金融機構被購併後員工離職行為研究－以泛亞商銀併購高雄十
金融機構被購併後員工離職行為研究－以泛亞商銀併購高雄十
信與板信商銀購併高雄五信為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營運所碩士論
信與板信商銀購併高雄五信為例。
文，未出版，高雄縣。
郭淑惠（民 90）
。群體關係與集體自願離職行為
群體關係與集體自願離職行為之相關性研究。
群體關係與集體自願離職行為之相關性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人
之相關性研究。
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陳向明（民 91）。社會科學的質的研究。
社會科學的質的研究。臺北：五南。
社會科學的質的研究。
陳伯章（民 79）。教育研究。載於黃光雄主編，教育概論
教育概論（445-490
頁）
。臺北：
教育概論
師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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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宏光（民 91）
。員工工作投入、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相關因素之探討－以面對
員工工作投入、工作滿足與離職傾向相關因素之探討－以面對
組織變革台鐵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組織變革台鐵為例。
高雄縣。
陳建郎（民 91）
。外在環境變異認知、生涯導向與離職意願關係之研究－以台北
外在環境變異認知、生涯導向與離職意願關係之研究－以台北
縣都市型基層農會為例。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
縣都市型基層農會為例。
版，高雄縣。
陳盈成（民 90）
。分紅入股滿意度、工作投入、工作壓力與離職傾向之相關影響
分紅入股滿意度、工作投入、工作壓力與離職傾向之相關影響
探討。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新竹縣。
探討
游家政(民 82)。詮釋學與教育研究。載於賈馥茗與楊深坑主編，教育學方法論
教育學方法論
（65-81 頁）。臺北：五南。
黃光國（民 90）。社會科學的理路
社會科學的理路。臺北：心理。
社會科學的理路
黃泉源（民 91）
。大陸台商員工的組織承諾影響因素之研究。
大陸台商員工的組織承諾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國際
大陸台商員工的組織承諾影響因素之研究。
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黃英忠與趙必孝（民 80）
。產業內知覺之新工作比較在離職模式內的因果關係研
究。管理評論
管理評論，10，103-122。
管理評論
黃蘭淳（民 89）
。高雄地區公營廣播電台從業人員離職傾向及離職行為因素之研
高雄地區公營廣播電台從業人員離職傾向及離職行為因素之研
究。國立中山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究。
楊聿慈（民 91）
。保健因子、個人因素與離職傾向間關聯性研究。
保健因子、個人因素與離職傾向間關聯性研究。私立中原大學
保健因子、個人因素與離職傾向間關聯性研究。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縣。
楊深坑（民 77）。理論、詮釋與實踐－教育學方法論論文集（甲輯）
理論、詮釋與實踐－教育學方法論論文集（甲輯）
。臺北：師
。
大書苑。
楊深坑（民 88）
。世紀之交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載於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主編，教育研究方法論文集
教育研究方法論文集（1-14
頁）。高雄：麗文。
教育研究方法論文集
楊深坑（民 92）
。科學哲學的新發展及教育與社會科學研究之展望。發表於：教
教
育研究方法論學術研討會。臺北：作者。
育研究方法論學術研討會
溫明麗（民 92）。詮釋典範與教育研究。載於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中心主編：
教育研究方法論學術研討會（85-107
頁）。臺北：作者。
教育研究方法論學術研討會
詹寶完（民 92）
。國小教師兼任組長工作壓力之個案研究。
國小教師兼任組長工作壓力之個案研究。國立臺中師範學院國
國小教師兼任組長工作壓力之個案研究。
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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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必孝（民 79）
。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機構人員離職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是金融機
金融自由化與金融機構人員離職關係之研究－以高雄是金融機
構為對象。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構為對象。
蔡坤宏（民 89）
。組織承諾、工作滿足與離職意圖的關係：Meta 分析。中華管理
中華管理
評論，
評論，3(4)，33~49。
蔡明輝（民 91）
。工作生活品質效能與離職傾向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工作生活品質效能與離職傾向關聯性之實證研究。國防管理學
工作生活品質效能與離職傾向關聯性之實證研究。
院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縣。
蔡崑源（民 90）
。加工區華進集團員工滿意度、工作投入、組織承諾與離職意願
加工區華進集團員工滿意度、工作投入、組織承諾與離職意願
之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縣。
之研究。
鄭同僚（民 92）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行政人員離職問題分析。載於政治大學
教育研究所主編：中等教育行政革新研討會會議手冊
中等教育行政革新研討會會議手冊（117-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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