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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星座在台灣蔚為風潮，但目前國內關於星座的學術研究卻非常缺乏，至

於星座對於人格特質及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大都為星座專家在星座書或

星座網站上發表的論述，極少相關學術研究的科學論證。本研究嘗試以

問卷調查方式，依據資訊從業人員所之基本資料、工作滿意度、人格特

質量等分析及探討：星座對於人格特質之影響關係、人格特質與資訊從

業類別之影響關係與星座與職業類別及工作滿意度之關係。並且嘗試驗

證占星分類法與人格特質分類吻合度。 研究結果發現如下：星座對於人

格特質是有顯著的關聯性的。不同的星座分類，其人格特質的確有顯著

差異性，並且人格特質與星座特質相同。人格特質會與從業職別有關



聯，不同的資訊職別其所需求之人格特質是有差異的；例如：需要技巧

性溝通、彈性思考邏輯的系統分析師，在本研究發現中，大多由風向、

變動特質較高的星座人員擔任。不同星座特質人員任職不同職別工作

時，其滿意度將會有差異，即表示了具有某項特質之人員擔任某項需求

該特質之工作時，將會有滿意度高的表現。在本研究中，驗證占星分類

法的確是與人格特質分類高度吻合的。 本研究希望由能藉由此探索性研

究，提供星座對人格特質及工作滿意度影響進行實證性的結果。對實務

界而言，本研究提供企業在甄選新進資訊人員的一項參考模式，也藉向

大眾提供學術上的證據，使他們不再認為星座是沒有根據的迷信。對學

術界而言，希望能引起更多這方面的學術研究，深入探索星座對性格之

影響，拓展一全新的學術研究領域。  

摘要

(英) 

In Taiwan, although the Astrology is a very popular topic, there is very few 

academic studies on this topic. Most statement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Astrology 

signson personality written on books or web sites are not emprically tested by 

academics.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get data of people on 

their personal information,job satisfaction, and personality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one's personality and one's job, the relation between one's 

charateristics of the astrology sign and one's job, and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itness between one's charateristics of the astrology sign and one'sjob and job 

satisfication.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gns and personalit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s 

follows: the Astrology sign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one's personality; people 

with Astrology signs have different personality; the characteristicsof one's 

personality would correspond to those of one's sign. There is a relationshipbetween 

one's personality and one's job. Different kinds of jobs require people with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or example, most of the system analyzers who need 

to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killfully and to analyze things logically are people 

withwind-related Astrology sign such as Gemini. Besides, people with 

differentcharacteristics would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job satisfication. In other 

words, a personwould be satisfied when there is a fit between one's characristics 

and characteristicsrequired by the job. To sum u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trology 

signs are related to thecharacristics of people. The goal of this exploratory research 

is to empirically demonstr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Astrology signs and personality, 

and job satisfication. For practitioners thisstudy provides a way to evaluate wether 

a person is suitable for the job or not whencorporations select new information 

related employees. Futhermore, this study providesacademic evidence to the public 

that the Astrology is not a superstition without evidence. For researchers, this 

study may stimulate more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Astrology and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strology sign and personality and create a newresearch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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