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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與管理階層見面時常常聽到他們的抱怨，年輕的一代喜好打扮，永

遠光鮮亮麗，但是無法吃苦、沒有耐性、抗壓性差，加上溝通與表達能力不

佳，非常難以管理，簡直就像草莓一樣，輕輕擠壓就會變形或損壞，社會上

逐漸形成所謂「草莓族」的稱謂，帶著濃濃的戲謔、嘲諷、無奈與恨鐵不成

鋼的意味與感慨。但是，這對年輕人而言，真的是公平的嗎？會不會是代溝

的問題？可不可能是管理階層無能的藉口？想要瞭解這個真相，我們首先得

要搞清楚什麼是「世代」？世代又是如何劃分的？

一、世代的定義 

綜合學者（Mannheim, 1997；Kupperschmidt, 2000；王美娟，2007）的Mannheim, 1997；Kupperschmidt, 2000；王美娟，2007）的；Kupperschmidt, 2000；王美娟，2007）的Kupperschmidt, 2000；王美娟，2007）的；王美娟，2007）的2007）的）的

見解，世代是在社會與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年齡相近的人受限於特定的經驗

領域、思想、經驗模式及獨特的行動類型，因而在社會上具有「共同位置（

common location）」，明顯呈現出與其他年齡層不同型態的價值觀、偏好、）」，明顯呈現出與其他年齡層不同型態的價值觀、偏好、

態度與行為。 

二、世代的劃分方式

至目前為止不論是國內或國外，學者對於世代劃分的方式並未統一，世

代的起迄年代，並沒有絕對的劃分標準，有些世代的臨界點雖然出現重疊交

集的情況，卻也刻意地不強制加以切割。各學者對世代的稱謂也並未統一，

不同的稱謂指的可能是相同的世代族群。國外學者（Kupperschmidt, 2000；Kupperschmidt, 2000；；

Santos & Cox, 2000；Weston, 2001；Hansford, 2002；Zemke, R. et al., 2000）；Weston, 2001；Hansford, 2002；Zemke, R. et al., 2000）Weston, 2001；Hansford, 2002；Zemke, R. et al., 2000）；Hansford, 2002；Zemke, R. et al., 2000）Hansford, 2002；Zemke, R. et al., 2000）；Zemke, R. et al., 2000）Zemke, R. et al., 2000））

            第四、六章

草莓族不堪用？

/ 洪栩隆洪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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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上都將二次大戰前、後，1960年與1980年等作為劃分點，將世代區分為1960年與1980年等作為劃分點，將世代區分為年與1980年等作為劃分點，將世代區分為1980年等作為劃分點，將世代區分為年等作為劃分點，將世代區分為

傳統世代（二次大戰之前出生的）、嬰兒潮世代（二次大戰期間或之後出

生的）、X世代（於1960至1980年代之間出生的）。而國內學者（田蘊祥，1960至1980年代之間出生的）。而國內學者（田蘊祥，至1980年代之間出生的）。而國內學者（田蘊祥，1980年代之間出生的）。而國內學者（田蘊祥，年代之間出生的）。而國內學者（田蘊祥，

2003；呂星蕙，2001；諸承明，2001；蕭新煌，1995；王叢桂，1993；呂美；呂星蕙，2001；諸承明，2001；蕭新煌，1995；王叢桂，1993；呂美2001；諸承明，2001；蕭新煌，1995；王叢桂，1993；呂美；諸承明，2001；蕭新煌，1995；王叢桂，1993；呂美2001；蕭新煌，1995；王叢桂，1993；呂美；蕭新煌，1995；王叢桂，1993；呂美1995；王叢桂，1993；呂美；王叢桂，1993；呂美1993；呂美；呂美

女、吳國禛譯，1999；馬家輝，1989；陳金貴，1999）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1999；馬家輝，1989；陳金貴，1999）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馬家輝，1989；陳金貴，1999）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1989；陳金貴，1999）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陳金貴，1999）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1999）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通常以台灣產業結構

開始大幅轉型的關鍵年代（民國54年或60年）作為世代的分野。以下綜合上54年或60年）作為世代的分野。以下綜合上年或60年）作為世代的分野。以下綜合上60年）作為世代的分野。以下綜合上年）作為世代的分野。以下綜合上

述國外及國內學者的劃分標準，對各世代與背景酌予說明。

（一）傳統世代：出生年於1922年至1943年之間者，國外又稱為「老兵世1922年至1943年之間者，國外又稱為「老兵世年至1943年之間者，國外又稱為「老兵世1943年之間者，國外又稱為「老兵世年之間者，國外又稱為「老兵世

代（The Veterans）」，或大兵世代、或二次大戰世代、或沈默世代、或年The Veterans）」，或大兵世代、或二次大戰世代、或沈默世代、或年）」，或大兵世代、或二次大戰世代、或沈默世代、或年

長者等，一般指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生的人，如果以近年來國人的說

法，恐怕得稱為一年級生、二年級生與三年級生。這個世代的人大部分經歷

過經濟大恐慌，出生在傳統式的家庭，成長教育強調紀律、服從、道德、辛

勤及社會規範。他們的童年深受全球戰爭的影響，青年時期的他們努力重建

戰爭後的家園，國家經濟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工業

社會，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起飛成長。這世代的國人也是成長於橫跨戰爭與

和平之間，對國家的權威有非常高的崇仰，對於組織中的權威式管理方法堅

信不移。

（二）嬰兒潮世代（The Baby Boomers）：The Baby Boomers）：）：「嬰兒潮」的定義來自於19801980 

年Jones的《Great Expectation》一書（許梅芳譯，1997），所指的是出生於Jones的《Great Expectation》一書（許梅芳譯，1997），所指的是出生於的《Great Expectation》一書（許梅芳譯，1997），所指的是出生於《Great Expectation》一書（許梅芳譯，1997），所指的是出生於一書（許梅芳譯，1997），所指的是出生於1997），所指的是出生於），所指的是出生於

1943年至1960年之間者，以近年來國人的稱法，就是所謂的三年級生與四年年至1960年之間者，以近年來國人的稱法，就是所謂的三年級生與四年1960年之間者，以近年來國人的稱法，就是所謂的三年級生與四年年之間者，以近年來國人的稱法，就是所謂的三年級生與四年

級生。國外又稱為繁榮世代者，一般指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或之後出生

的人。日本作家界屋太一則將在二次大戰之後三年間出生的人士，稱之為「

團塊世代」（呂美女、吳國禛譯，1999）。這世代的人所經歷的經濟，尤其1999）。這世代的人所經歷的經濟，尤其）。這世代的人所經歷的經濟，尤其

是美國，正處於經濟與教育高度成長的階段，所以這世代的人在一個極度樂

觀、繁榮、進步與充滿機會的時空背景下成長，深受呵護與疼愛。使其無形

中養成了一種理所當然要被賦予的人生態度與價值觀，認為自己永遠是眾所

矚目的焦點，強烈傾向追求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此世代國內的政經發展趨

於安定，經濟逐漸好轉，傳統的社會規範影響深入，此一世代的國人普遍懷

抱著有努力就有希望的信念。

（三）X世代（Generation Xers）：世代（Generation Xers）：Generation Xers）：）：指1960年至1980年間出生的人，也被稱1960年至1980年間出生的人，也被稱年至1980年間出生的人，也被稱1980年間出生的人，也被稱年間出生的人，也被稱

為X人類，或二十啷噹世代、十三世代者、嬰兒潮解組世代、後繁榮世代者。

(388)036-041成人心裡衛生.indd   37 2007/11/5   4:43:22 PM



補充教材

空 大 學 訊 96 . 11 . 16

38
388 成人心理衛生

以近年來國人的稱法，就是所謂的五年級生、六年級生與七年級生。日本及

國內學者（王叢桂，1993；呂美女、吳國禛譯，1999；馬家輝，1989；蕭新1993；呂美女、吳國禛譯，1999；馬家輝，1989；蕭新；呂美女、吳國禛譯，1999；馬家輝，1989；蕭新1999；馬家輝，1989；蕭新；馬家輝，1989；蕭新1989；蕭新；蕭新

煌，1995）也將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稱為「新人類」，符合國外對X世代年齡1995）也將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稱為「新人類」，符合國外對X世代年齡）也將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稱為「新人類」，符合國外對X世代年齡1965年以後出生的人稱為「新人類」，符合國外對X世代年齡年以後出生的人稱為「新人類」，符合國外對X世代年齡

劃分的標準，更與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年代互相呼應，當年我國的國民

年平均所得第一次超過一千美元，而且家庭計畫的效果在該年出現，出生率

明顯下滑。這世代的國人自出生起，就享有台灣成長富裕化的經驗。但是這

世代的美國正處於後越戰時期，不論軍事、政治、外交與經濟各方面都正處

於低潮期。他們不但沒有繼承嬰兒潮雙親的光明未來，反而必須承受上一代

的社會問題。而且社會觀點日趨多元化，導致離婚率與再婚率大幅提高。童

年時期的他們，是名副其實的鑰匙兒童，其中甚至有許多人是在貧窮中出生

長大。總體而言，X世代的人是成長在一個社會對兒童不友善的年代。根據

Tulgan的說法（李根芳譯，1997），Coupland於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的說法（李根芳譯，1997），Coupland於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1997），Coupland於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Coupland於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Coupland於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於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1991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年繪製了一幅名為「Gen-Gen-

eration X」的漫畫，之後有一本同名的小說，內容描述嬰兒潮世代占盡所有要X」的漫畫，之後有一本同名的小說，內容描述嬰兒潮世代占盡所有要

職，而X世代卻只能做「爛工作」和感覺無用的份，一群20來歲的年輕人決定20來歲的年輕人決定來歲的年輕人決定

擺脫這種宿命的故事。到了1993年，這個名詞就已經成為普遍的用語，許多1993年，這個名詞就已經成為普遍的用語，許多年，這個名詞就已經成為普遍的用語，許多

文獻都以X世代來稱呼嬰兒潮之後的新人類。

（四）下一世代（The Nexters）：The Nexters）：）：也被稱為千禧年世代、Y人類、2001世2001世世

代、任天堂世代、網路世代、網際網路世代等，所指的是出生於1980年與1980年與年與

2000年之間的人。就是近年來國人所稱的七年級生、八年級生，甚至是九年年之間的人。就是近年來國人所稱的七年級生、八年級生，甚至是九年

級生。這些10幾歲至20幾歲的青少年相當於新新人類。比起X世代，他們更10幾歲至20幾歲的青少年相當於新新人類。比起X世代，他們更幾歲至20幾歲的青少年相當於新新人類。比起X世代，他們更20幾歲的青少年相當於新新人類。比起X世代，他們更幾歲的青少年相當於新新人類。比起X世代，他們更

重視享樂與自我，並儘可能粉碎權威的色彩。英國人稱之為「新現實主義

者」，認為他們做事只有五分鐘熱度，所以享有「草莓族」的稱謂。其實新

新人類有一套獨特的思考方式、生活型態、人生哲學、性格特質及價值觀

等，可能不同於以前成長的「舊人類」（徐增圓，2001）。2001）。）。

根據現在許多企業界主管的抱怨，新新人類的草莓族不好用，甚至不能

用或不堪用。為了驗證這種看法的正確性，國內學者（王美娟，2007）針對2007）針對）針對

金融保險業、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電子業、網路業、營建業、傳統製／私立學校、電子業、網路業、營建業、傳統製私立學校、電子業、網路業、營建業、傳統製

造業等七大類，27個機關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27個機關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個機關為研究對象，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

1.不同世代的員工在A型人格特質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新舊世代最不認同不同世代的員工在A型人格特質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新舊世代最不認同A型人格特質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新舊世代最不認同型人格特質方面並無顯著差異。新舊世代最不認同

的都是「我寧可務實一點，而不願冒險」的看法，而認同度最高的也都是「

當一件工作被別人或我自己延誤時，我會急著想把它完成，以趕上進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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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可見不同世代的員工同樣地注重工作挑戰所帶來的成就感。

2.不同年齡的員工在工作滿足的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年紀大的比年輕

的員工更滿意自己的工作。但是在控制了性別、職級和人格特質等方面對工

作滿意的影響之後，發現不同世代的員工在工作滿足程度上就不再有顯著的

差異。可見只要工作單位使員工覺得工作沒有性別歧視、重視員工意見與表

現，使員工有充分的成就感，那麼不同世代的員工就會有相同的工作滿意

度。

3.不同世代的員工在組織承諾方面有著顯著的差異。在控制了性別、職級

和人格特質等方面的影響之後，發現不同世代的員工在組織承諾上的差異仍

舊顯著，年紀大的比年輕的員工有更高的組織承諾。可見不同世代的員工對

組織或工作單位的看法確實是不同的，瞭解草莓族對公司和組織的看法，妥

善地激發其成就動機，他們就應當能夠在滿足工作成就感的同時，與其他世

代的人一樣，對公司或組織提供有價值的貢獻。

4.離職傾向在不同的年齡上有顯著差異，年紀越小的就越高；在控制了性

別、職級和人格特質等方面的影響之後，發現不同世代的員工在離職傾向上

的差異仍然顯著。這一點值得管理人員注意，如果新新世代的員工無法在工

作上獲得成就感與滿足感，他們並不會委曲求全，而是傾向於離職。

上述這些發現與國外學者Zemke、Raines 與 Filipczak（2000）的發現很類Zemke、Raines 與 Filipczak（2000）的發現很類、Raines 與 Filipczak（2000）的發現很類Raines 與 Filipczak（2000）的發現很類與 Filipczak（2000）的發現很類 Filipczak（2000）的發現很類（2000）的發現很類2000）的發現很類）的發現很類

似，他們長期觀察人力資源市場的結果，在《工作世代》一書中強調，新人

類（X世代）與新新人類（下一世代，草莓族）與舊人類（傳統世代與嬰兒潮X世代）與新新人類（下一世代，草莓族）與舊人類（傳統世代與嬰兒潮世代）與新新人類（下一世代，草莓族）與舊人類（傳統世代與嬰兒潮

世代）的員工，在本質上、企業觀上、工作觀上、管理觀上，以及工作觀上

有相當程度的不同，摘要說明如下：

一、本質上

（一）舊人類屬於工作人。

（二）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屬於遊戲人。

二、企業觀上

（一）舊人類認為有公司才有自己，企業是終老的地方，所以在企業中規劃

自己的人生。

（二）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則認為企業只不過是人生的過棧，有自己才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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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以在人生中規劃自己所要待的企業。

三、工作觀上

（一）舊人類認為生活是為了工作，他們重視工作，也重視義務。

（二）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則認為工作是為了生活，他們重視享樂，也重視權

利。

四、管理觀上

（一）舊人類認為「長」代表的是階段，管理的重點在於管，強調年資、年

功主義，並且服從權威，習慣責任由全員共同承擔。

（二）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則認為「長」代表的是職務，管理的重點在於理，

強調能力主義，喜歡挑戰權威，主張權責區分。

五、工作觀上

（一）舊人類認同權威、價值單元化、以犧牲為榮、強調傳統、習慣被指

責、較能傾聽、較有耐性、較有人情味、期待來生、重視內控、習慣規定、

隱藏自己。

（二）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則具批判精神、價值多元化、以得為樂、強調變

化、創新、習慣被讚美、善於表達、缺乏耐性、現實、急功近利、情緒較直

接、好自由、尋求表現。

由上述分析中可知，舊人類工作者的性格較為內斂，有耐性，習慣服膺

組織中權威式的領導，重視應擔負的責任與義務，並以公司為家。而新人類

及新新人類的價值觀呈現多元化，追求創新，強調功利主義，並認為有自己

才有公司。比較之下，舊人類是集體利益傾向，而新人類與新新人類則傾向

個人主義，並不是草莓族不堪用，而可能是不懂得怎麼用。經理人必須要思

考不同世代員工可能具備的不同特質和需求，尤其是與自己的年齡差距最大

及各種特質差異最顯著的新新人類，停止挑剔他們的毛病，不再將差異視為

問題，當同事批判新新人類是草莓族，根本不堪用時，為他們辯白，強調他

們的優點，這樣才能成功地激勵人才，為公司與自己留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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