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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比企業更需視員工學習課題為績效管理的策略性議題。相對於非政府

部門，政府部門員工的工作保障性很高，久任是普遍的特色，然而歷經二、三十

年的任職，工作環境變化巨大之下，工作能力自然容易有退化與不足的困境。另

一方面，工作的高度保障特性，常因之降低公務人員需有行為變革的壓力，最糟

的狀況是陷入不適任人力或無效人力之列。為減少這樣惡性循環的困境，政府部

門若不能推動績效裁員制度，就要依賴更多的員工終身學習計畫，積極提供員工

改善工作能力、心智和服務行為態度的機會，所以公務人員訓練發展的學習工具

是人力資源管理中更迫切性的一環，是績效管理過程的重要工具。 

然而，員工訓練發展活動卻是昂貴的人力資源管理投資，因此，要求必須

有績效導向的觀念，這是本研究的主旨所在。本研究認為，績效導向的訓練發展

計畫必須掌握三大由上而下的環節，分別是策略層次、計畫層次和執行層次。首

先，首重組織策略層次的績效，訓練計畫是否有績效必須首先由組織角度來評

斷，符合改善和精進組織績效的訓練才是最有績效的訓練。其次，根據策略層次

再進行訓練計畫層次本身的有效管理，包括從訓練需求調查、擬定訓練計畫內容

到訓練效果評估等。最後，如何有效執行設定的訓練計畫。 

根據各章的討論，本研究提出績效導向訓練計畫的基本結論包括： 

1. 績效導向訓練發展的「整體性」規劃理念，由上而下包括三個主要概念，

即：策略導向、能力本位和訓練計畫。 

2. 策略導向訓練規劃是根據策略性人力資源訓練理念，結合政府、個別組

織發展目標與訓練活動內容。 

3. 能力基礎導向訓練規劃是確立影響工作職位或工作領域績效的關鍵行

為，據以設計和評估有效的訓練活動內容。 

4. 訓練計畫本身的規劃，為獲致訓練的投資報酬績效，應該遵循需求評

估、計畫設計和效果評估三項程序進行規劃。 

5. 訓練需求評估是訓練計畫本身規劃的最關鍵步驟，包括組織層次、工作

層次和員工個人層次的需求評估，據以建立訓練計畫的具體訓練目標。 

6. 訓練計畫內容規劃要包括從確立訓練目標到執行訓練活動等許多環節

相扣的工作細目。 

7. 訓練計畫的成效評估，由簡至難包括四個層次，即學習反應、學習結果、



 

 

行為改變和成效結果，最重要的績效面向應屬後兩者。 

8. 績效導向訓練規劃的成功關鍵，深受人力資源訓練部門和專業工作者的

理念轉型和能力建立，並指導業務部門共同參與。 

本研究據上提出幾項重要的建議，供辦理訓練工作者瞭解如何將績效導向

理念應用於員工訓練發展的計畫規劃。 

1. 各機關自行根據「訓練類別」與「官等與職務」二項標準建立訓練體系，

訓練需求自然清楚浮現，年度訓練計劃更可依據政策方向，區劃訓練重

點。 

2. 各機關自行建立訓練體系後，年度訓練計畫的規劃應該由策略導向訓練

規劃開始，人力資源訓練部門一定要引導和協同業務部門，深入融入組

織管理的績效問題診斷過程，並且根據重要事項檢查點，逐項檢討訓練

計畫的規劃過程是否符合機關策略之需要。 

3. 策略導向訓練規劃完成後，各機關務必要進行機關和個人績效管理的診

斷，再據以建立能力模式，各機關可以根據職務層級等因素，分別就相

關重要等面向，採用焦點團體、面談、工作分析等方式，分析為了達成

組織目標所需要的能力模型，然後設計相關的訓練計畫。 

4. 建議訓練機構應該編列經費，至少應該針對最重要的年度訓練計畫服

務，與各參與者的服務機關進行訓練對機關績效成效層次的評估，透過

這個過程，訓練機構可以反省是否瞭解服務機關的策略層次和核心能力

層次的需要，據以改善提供的訓練計畫產品內容。 

5. 從事訓練規劃的部門和工作者必須能清楚地掌握組織的績效管理課

題，擔任組織績效問題的顧問，特別建議人事行政局、人力發展中心和

國家文官培訓所，能參酌相關能力需求，建立新的策略導向和能力基礎

之訓練學習計畫，徹底讓政府人力資源訓練機構和專業工作者，面對新

的環境需要，提升新能力。 

6. 建議訓練機構應該提供猶如五星級飯店中的「歐式自助餐廳」加上「點

菜」的服務。主菜的概念亦即「核心課程」，自由選取的餐點則如大學

中的「選修課程」。點菜則是針對各機關特殊業務需要提供類似顧問公

司的診斷、訓練服務。兩者比例則需視各單位需要作適當調節。 

7. 人事行政局應該清楚地定位公務人力發展中心和地方行政研習中心的

策略職掌，讓公務人力發展中心減少針對中低階人員的訓練服務，或



 

 

者，應該將採用遠距學習方式提供中低階人員學習的任務，轉由地方行

政研習中心負責。 

8.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和地方行政研習中心或同性質的訓練機構而言，應該

以不以機關為服務需求的對象，而是以高階現職主管人力和主管儲備人

力為對象，並以人力發展計畫為主，訓練計畫為次。高階人力發展需要

的核心能力，除了可參照企業和國外政府的核心能力圖像，也要特別重

視我國政府的整體發展需要。 

9. 公務人員每年 20 小時的學習活動要求，應該繼續深化推展，但作法上

應該要求機關和訓練部門與機構參考本研究所提出的績效導向理念，將

學習護照時數與機關、部門和個別職位的核心職能充分結合。學習活動

的方式應多樣化，包括自我學習、研討、閱讀（知識和經驗）分享、網

路學習、課堂學習等等。只有與擬升任職務相關的學習活動時數，方得

採計納入人力升遷的參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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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章  緒論 

 

過去十幾年來，主張人力是組織獲致競爭優勢的核心基礎資源觀點，受到更

多與更積極認同和提倡，人力之重要性不亞於傳統上偏重的資金、通路或產品等

資源，據此，論者、實務界和管理顧問界皆一致地呼籲要重視更多的員工訓練、

發展和教育工作。本章介紹研究背景和研究旨趣，並且最後提出人力資源訓練與

發展計畫規劃時所採用績效導向理念，供後續各章的進一步討論。 

 

第一節     人力資源訓練與發展的重要性 

 

政府機關的能力若要提昇，非得有素質優良與足以勝任的公務人員，因此，

為確保組織人力資源素質優良的途徑，除了良善的甄補之外，另一途徑即為對現

有人力的訓練，使員工得以為組織所用。訓練與發展實位居公務人力資源管理的

樞紐，訓練與發展不僅可彌補考試選才的不足，持續維持與養成高品質的人力資

源，發掘人才，使公務人員得以自我成長與發展，更可使之產生對組織的輸誠感

與滿足感，進而創造工作績效，提昇政府能力完成施政目標，其重要性已不言自

明。 

 

壹、領先企業對訓練價值的重視 

 

人力資源訓練與發展對於組織績效表現的正面影響，不少研究文獻中均已有

說明。例如，美國訓練與發展學會（ASTD）的「2001 年產業現況年報」提供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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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的佐證，調查報告的分析結果顯示，就整體樣本而言，平均每家組織花費

120 萬美元於員工訓練費用上，但是領先組織投入的金額更高達 3300 萬元，更

細部地資料顯示於表 1-1。 

美國訓練與發展學會幾年來的年度調查結果約略顯示，領先公司不斷投資於

訓練和發展以改善績效，同時和一般企業相較，這些企業具有下列特性：(引自 

Targa-Vision International, 1998: 17-19) 

 花更多錢於訓練（最高如 Intel 為薪俸支出的 6%） 

 更高比例的員工接受訓練 

 較低的員工與訓練師比例 

 較高的訓練支出增長比例 

 提供員工更多的技術性訓練、產品知識訓練，並在團隊環境中學習，但較少辦

理管理性訓練 

 使用更多的先進科技作為訓練工具，如多媒體、網路、互動式錄影帶和電子績

效支持系統等 

 充分運用已有的訓練措施和工作措施作為訓練方式 

 更願意採用創新性訓練措施，如 360 度檢視、個人發展計畫、輔導師和教練 

 更願意提供支持資源，如訓練資訊系統、訓練資源中心和訓練訓練者的課程 

 利用許多工作措施以增進員工自我能力感，如自主性團隊、員工投入參與和員

工接觸關鍵性資訊 

 充分運用獎勵計畫，如利潤分享制、團隊薪資、獎金等 

 
表 1-1  美國公私組織的訓練狀況 

 全體樣本 領先組織樣

本 
政府部門樣

本 

平均每家全年投入金額 120 萬美元 3300 萬美元 3300 萬美元 

平均每一員工訓練經費 677 美元 1655 美元 569 美元 

平均每一員工年訓練時數 26.3 小時 62.5 小時 38.7 小時 

實際受練者 / 應訓者人數 78.6% 98.4% 76.2% 

訓練總支出 / 薪資總支出 1.8% 3.5% 1.4% 

運用科技學習總時數的比例 8.4% 14.9% 6.7% 

運用教室學習總時數的比例 79.9% 77.0% 79.8% 

平均每位訓練講師負責人數 370 人 155 人 528 人 

資料來源：摘自 ASTD (2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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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部門更需要依賴訓練發展提高服務能力 

 

值得提醒的是，政府比企業更需視員工學習課題為績效管理的策略性議題。

相對於非政府部門，政府部門員工的工作保障性很高，久任是普遍的特色，縱使

輔入公職之際乃為最優秀的一群，歷經二、三十年的任職，工作環境變化巨大之

下，工作能力自然容易有退化與不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工作的高度保障特性，

常因之降低公務人員需有行為變革的壓力，最糟的狀況是陷入不適任人力、無效

人力或甚至是所謂「存貨」之列。為減少這樣惡性循環的困境，政府部門若不能

推動績效裁員制度，就要依賴更多的員工終身學習計畫，積極提供員工改善工作

能力、心智和服務行為態度的機會，否則只是繼續加深人力的沈澱成本損失。 

換言之，企業界不必然要依賴員工訓練發展來解決工作績效或服務不佳的問

題，例如，企業可以免職、裁員、市場上人力購買機制，或是採取有效的業務委

託方式等處理之，甚至要求人力必須自行投資改善能力以維持工作機會等 

(Cappelli, 1999)。政府部門的人力資源管理環境並未提供如此寬廣和彈性空間可

用，所以公務人員訓練發展的學習工具是人力資源管理中更迫切性的一環，是績

效管理過程的重要工具。 

 

參、國內近況 

 

根據銓敘部出版的年度「銓敘統計」所列政府公務人員訓練活動之資料，分

析後發現的主要現象有（見圖 1-1）：(1) 全體公務人員而言，平均每人每年參加

訓練活動的次數呈現增長的趨勢，目前約是 1.25 次，(2) 但僅就警察人員以外的

行政機關而言，平均次數卻僅有 0.53 次，(3) 其中，簡任官等每年平均學習次數

最低，但赴國外參與訓練學習活動的方式是較多。 

 

 



 

 4

平均年參與訓練活動次數（88 年） 
 次/人 國內 國外 

 簡薦委任(派) 0.53 99.7 0.3 
  簡任 0.25 97.5 2.5 
  薦任 0.55 99.6 0.4 
  委任 0.57 99.9 0.1 
  雇員 0.26 100.0 0.0 

 
圖 1-1  公務人員參與訓練活動狀況 

資料來源：根據銓敘統計自行換算與繪製。 

每年每人訓練進修平均次數（88年）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50

0.55

0.60

 簡薦委任(派)人員  　簡 　任　(派)  　薦 　任　(派)  　委 　任　(派) 

每年每人訓練進修平均次數

0.00
0.10
0.20
0.30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1.10
1.20
1.30
1.40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第一章  緒論 

 5

施能傑（民國 83 年）幾年前的研究顯示，國內官方、公務人員與學界所做

的研究都一再地指陳出許多存在久遠的訓練問題，諸如訓練體系與組織人力未

盡健全、訓練計畫規劃不周、訓練與升遷關係未配合、高級文官訓練困難、訓

練成效評估未達理想等。此外，經常被提及的問題也包括有所謂機關內的受訓

專家之現象，造成訓練資源未能真正和整體需要充分結合。這些個別的問題加

總，無異是說政府部門的訓練計畫中許多環節都出現待改善的問題。 

新舊世紀交替之際，知識經濟社會和知識管理思潮的湧現，政府部門過去

幾年來也積極思考如何增進公務人員學習的活動，高倡員工訓練發展是必要

的，冀以追求學習型組織、學習型員工和學習型社會的理想。民國 90 年起，行

政院人事行政局規劃推動的公務人員學習護照等，就是迎合政府組織經營環境

變化的配套作法。不過，初期的執行狀況仍為完全以政府組織的需要為導向，

因此，員工所學習的內容與「公假」目的仍有差距。這也更凸顯負責員工訓練

發展的特定主管組織或組織內專業從事者，必須有充分知能瞭解如何規劃符合

組織需要的訓練發展活動之必要性，清楚地和組織員工、業務管理者和雇主溝

通，使得員工訓練與發展工作最能獲致勞資雙贏的佳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訓練是改善人力資源資本的工具，提供學習機會，然而，對人力資源的投資

卻常有投資報酬率較難確定的風險，因此，政府部門在更積極投入訓練活動時，

必須落實績效導向的訓練規劃，並必須依賴三方面的共識與共同努力，包括各機

關、訓練機構（通常也是人事機關）和員工，前兩者的作法會直接影響公務人員

對訓練發展的態度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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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目的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重點是建立績效導向的訓練計畫之規劃理念。同時，透

過這些理念的闡述過程，引用國外政府部門和國內、外企業實務界和的實際作

法，提供經驗性的行動說明。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最重要目的是提供績效導向訓練規劃的基本理念，根據

文獻和經驗研究，分析訓練學習計畫的如何具有績效導向的要素，包括： 

 瞭解績效導向的訓練之意涵。 

 瞭解策略導向人力資源訓練練發展對績效導向訓練計畫的引導角色。 

 瞭解如何運用策略導向建立核心能力，再據以引導訓練計畫內容的規劃。 

 瞭解如何做好訓練需求和訓練方案的規劃分析，提高訓練內容的訓練績

效。 

 瞭解如何進行訓練計畫的評估計畫。 

最後，本研究提供國內改進作法的行動建議，不僅提供公務人力發展中心實

際上辦理訓練規劃單位之用，同時也可推廣做為其他訓練機構之用。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依賴文獻方法，包括： 

1. 從文獻上大量蒐集資料，整體與分析美國聯邦政府和相關訓練協會的進行

方式，以及推動績效導向訓練設計的狀況。 

2. 依賴美國理論性、實務性和技術性手冊等文獻，歸納建立績效導向訓練計

畫的主要要素。 

3. 蒐集國內相關企業如何推動績效導向訓練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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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績效導向訓練規劃理念的基本觀點 

 

本研究主旨是提供員工訓練計畫規劃時如何運用績效導向的理念，因此，有

必要先在緒論一章最後，清楚地先勾勒基本的思考架構。 

 

壹、績效管理與人力資源管理 

 

美國國家績效評鑑中心的績效衡量研究小組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tudy Team) 認為，績效管理是指「利用績效資訊協助設定同意的績效目標、進

行資源配置與優先順序的排列，以告知管理者維持或改變既定的計畫目標，並且

報告成功符合目標的管理過程」（引自丘昌泰，民 89：317）。 

人力資源管理本身不是目的，而是組織管理的一項重要工具，因此，不論

就人力資源管理整個體系，或是任何一個環節功能而言，其成效的主要評量標準

之一，即為能否增進組織追求的目標（政府部門的目標可以簡化成，提供更好的

公共服務）。這樣的理念已成為人力資源管理研究者和實務界的主流看法，換言

之，績效管理理念要引導人力資源管理措施的設計。 

 

貳、績效導向的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規劃是主流價值 

 

員工訓練發展活動既然是昂貴的人力資源管理投資，因此，要求必須有績

效導向的觀念自然得到管理階層的認同，提供訓練發展服務的部門或工作者，也

逐漸地體認並支持這樣的需求。這種發展代表的是，績效管理理念在訓練發展活

動上的具體應用，下面一些近日的論述，提供更具說服力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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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訓練轉向以績效改善為焦點 

 

 Robinson 和 Robinson (1998) 編寫了一本實作教戰指南，兩位編者於該書

開頭即闡論基本的理念： 

對於訓練這個行業而言，結構性的改變乃是轉向以績效為焦點。許

多人會質疑說，是否這只是另一個時尚罷了？難道這是完全嶄新的方

向嗎？很顯然地，兩個問題的答案皆是「不是」。 

以績效為焦點方向的訓練其實是源自 1950 年代即出現的人力績效

技術 (human performance technology) 領域。人力績效技術是指「經由

分析和設計、選擇與應用適當的干預措施，改善工作場所內人力績效

的科學」。… …  

很清楚地，以績效為焦點方向的訓練並非新觀念。但因當代企業經

營要求使然，該觀念中乃特別重視兩項要素，這卻是新穎的方向，即

第一，訓練必須和管理結合，第二，訓練必須與組織經營需求相配合。  

 

二、訓練計畫規劃的潮流趨勢 

 

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研究者 Phillips (1999: 20), 在近著中提出訓練的十多項

重要趨勢： 

 更有效掌握辦理訓練與發展的成本，確保資源運用的責任 

 更廣泛採用訓練與發展投資報酬的衡量 

 採取更有系統化的評估過程，衡量訓練與發展的成就 

 更重視訓練需求評估與分析的工作 

 訓練與發展專業人員和業務部門的伙伴關係，達成共同目標 

 訓練與發展和組織的策略方向，緊密結合 

 積極引進學習型組織的概念 

 訓練與發展的提供方式正在快速多元化  

 訓練主要功能轉向是協助績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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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練與發展的技術方法正在快速發展中  

 組織內不同團體皆共同承擔訓練與發展的責任 

 更多訓練與發展工作採取外包  

 訓練與發展內容的設計，愈朝國際化 

 訓練與發展單位轉成是自負盈虧的利潤中心 

 訓練與發展經費有增加的趨向 

 企業大學仍持續受到組織的支持 

 

三、美國訓練發展學會的呼籲 

 

美國訓練發展學會指出，一個好的訓練發展計畫應該具備以下特點，即： 

 與組織策略結合 

 支持競爭性目標 

 對組織成長具有貢獻 

 組織高層支持和參與 

 與業務部門需求相融合 

 改善工作層次和組織層次的績效 

 具備工作相關性 

 運用適當的教學設計以增進訓練品質並控制訓練成本 

 進行衡量與評估 

 利用其他公司好的訓練計畫為標竿學習對象 

該學會的 Stolovitch 和 Keeps (1993) 兩人提出的「有效的績效工程模式」，

如圖 1-2，也正是強調績效導向理念的規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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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有效績效工程模式 

資料來源：Stolovitch & Keeps (1997: 98). 

 

四、美國聯邦政府績效導向的訓練作法 

 

現階段美國聯邦政府的訓練政策很清楚要求，各機關支付的訓練活動必須

和機關的績效管理計畫結合。正因為訓練須運用及機關經費，所以 1958 年聯邦

政府公務人員訓練法 (Government Employees Training Act) 將訓練目的僅狹窄

地限於改善與個人正式職務績效有關之活動，直到 1994 年才擴大其目的，改指

為能改善個人與組織績效，並協助達成機關職掌與績效目標。綜合相關訓練發展

法令和人事管理局出版的「訓練政策手冊﹕法源與準則」，聯邦政府對於訓練的

核心角色有很清楚的定位 (參見施能傑，民國 87 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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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訓練發展規劃內入機關策略管理之一環，整合人力資源發展策略與機

關策略計畫各項活動的方法，藉以使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哲學、政策與

目標能支持機關職掌之達成。 

2. 機關辦理訓練前必須進行訓練方案與訓練需求評估等工作。 

3. 發掘實現人力資源發展目標的各種現況、研究、成本效能模式、策略與

活動，進而修正以符合政府機關不同職掌與複雜性的需求。 

4. 鼓勵各機關、全國性專業與教育機構和其他機構間建立訓練夥伴關係，

進而達成成本效益，避免重複性訓練。 

5. 除非基於特殊人力的甄才與留才需要，否則原則上禁止辦理提供獲取學

術性學位之訓練。 

 

參、績效導向訓練發展的規劃理念 

 

根據以上績效管理概念的討論，本研究提出如何績效導向訓練發展的思考

架構，如表 1-2，思考架構包括兩個面向，一是訓練發展的利害相關者，一是績

效導向的重要構成要素。Sims (1998) 指陳，訓練發展工作再造時應該具備四項

特質，即策略取向、顧客取向、績效改善取向和品質責任取向，這些想法也有影

響著本研究所提出來的架構。 

 

表 1-2  績效導向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思考理念 

 政治領導者 派遣機關管

理者 
參與學習者 民眾 服務提供之

組織 

策略層次      

計畫層次      

執行層次      

說明：打  者表示，該利害相關者可能特別重視的績效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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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利害相關者的需求 

 

績效管理理念是很容易獲得認同，但是要怎樣推動則是常有爭議，特別在政

府部門更是如此。例如，嚴肅的問題是，績效管理的第一個問題是，「為誰而有

績效」？政府或任何一個政府組織為誰有績效，本身就是一個策略管理的問題。 

政府人力資源管理的具體措施也常陷入這樣的論爭，茲以「委任升薦任官

等訓練」制度為例，參加訓練者希望能很快地取得訓練及格資格，可以晉升職等，

因此，多數參訓者認為一個有績效的委升薦訓練制度就是讓他們在八週後就會

「及格」的制度。參加委任升薦任官等考試及格者，或是高考（特考）三級及格

者，他們的看法未必相同，會認為有績效的訓練制度是需要有「淘汰」比例的機

制，方能符合公平性的價值。機關管理者的體認也許又是另一種，認為有績效的

訓練制度是，讓參訓者真正學習到更好工作知能的制度。 

績效導向理念必須將訓練發展利害相關者納入考量，乃是反映績效管理的

多元性面向，換言之，不同利害相關者對於某項訓練發展計畫實施結果，有不同

的「績效」評價，因為所持觀點不一，因此，規劃訓練發展計畫者，需要清楚地

瞭解該項計畫的最主要利害相關服務對象為誰？人力訓練發展機構也同樣地要

清楚地瞭解是為誰服務？ 

一般而言，政府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利害相關者約有幾類：政治領導者、

派遣機關管理者、參與學習者、民眾和服務提供之組織。傳統上，通常僅會注意

到派遣機關管理者和參與學習者，其實，政治領導者的看法也不能忽略，例如，

民選首長對於政府經營的理念，對於公務人員工作方式與工作行為態度的期許，

對於公務人員與政治政策間的觀點等等，都自然應該成為某些訓練發展計畫的內

涵，使得訓練發展計畫具備回應性，而提供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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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評價的構成面向 

 

績效導向理念訓練發展計畫的最重要內涵是其構成要素，這也是典型上的

見解。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論述，認為必須掌握三大面向要素，由上而下分別

是：策略層次、計畫層次和執行層次。 

績效管理與策略管理是兩個相互結合而且重要的組織管理原則，因此，人

力資源發展與訓練的設計和推動，也必須要遵循績效導向和策略導向的管理理

念，換言之，進行人力資源訓練與發展必須要有清楚的目標，目標的核心就是

鞏固績效，包括個人、團隊、組織層次的績效，而績效方向則受策略定位指導，

所以上中下游的工程是：「組織策略 → 績效方向 → 訓練與發展計畫」。 

因此，訓練發展計畫的績效首重組織策略層次的績效。其次，根據策略層

次再進行訓練計畫層次本身的有效管理，包括從訓練需求調查到訓練效果評估

等。最後，如何執行設定的訓練計畫也是不能忽略的層面。特別要說明的是，

不同利害相關者對於不同層面的重視程度會有不一，只有清楚掌握者這樣的動

態性，才能從更整體觀點，追求訓練發展計畫的實際績效。 

本研究所持的上述觀點，核心要旨就是強調，訓練計畫是否有績效必須首

先由組織角度來評斷，符合改善和精進組織績效的訓練才是最有績效的訓練。

換言之，訓練計畫本身縱使獲得所有參與者的喜愛，如果和組織策略層次需要

為密切配合，訓練計畫仍難稱得上有好的績效，這也是表 1-2 的精神所在。 

 

肆、名詞界定 

 

本研究運用一些與人力資源訓練相關的名詞，略作說明之。 

1. 訓練 (training)，通常是指現學現用的學習活動，參與者經過特定的學

習活動後，可以立即瞭解是否學習到所教授的技能、法令，訓練期間一

般是較短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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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 (development)，指的是提供未來工作職位或較為抽象性層次知識

理念的學習活動，發展的學習過程需要較長的時間，也可能較需要利用

多元化的學習方式。發展的意義，和國內政府實務上的「進修」或「教

育」較為接近。 

然而，不論是人力資源訓練或人力資源發展，都是人力資源管理的環節之

一而已，而且兩者所設涉及的規劃理念並無差異，典型的討論常是通稱為「人

力資源發展」。因此，本研究雖然是稱為訓練規劃，實際上，同樣用於人力資源

發展的規劃上，人事行政局人力發展中心的許多訓練計畫，本質上也較近似發

展計畫，自然也可運用本研究的研究結果。基於本研究的題目是以訓練為題，

所以日後各章主要是以人力資源訓練發展一詞統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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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策略導向的訓練規劃 

 

策略管理是企業管理理論最重視的核心概念之一，企業經營中首先要確立的

策略，因為策略影響著組織資源配置和行動方向，研究文獻上更從幾種觀點論

證，也得到相當的經驗支持，認為組織人力資源策略的設計和安排會影響到公司

組織的績效 (參見 Bamberger & Meshoulam, 2000: 166-180)。 

政府部門最近十幾年來所推動政府改革，不斷學習企業經營理念，關切這個

議題的研究者積極論述政府必須運用策略管理 (Moore, 1995; Osborne, 1997)，不

少國家也陸續正式推動。整體而言，政府部門瞭解到績效導向的管理必須從策略

導向管理開始，否則會是沒有主要方向的績效追逐，訓練發展活動是政府人力資

源管理的一環，當然也要依循策略導向的理念而行。 

 

第一節    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理論的出現是策略管理理論倡導後自然的推廣。過去

十多年間，人力資源管理朝向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研究，幾乎是最重要的發展

特色之一，除了不少新出版的教科書就是依此撰寫，許多廣泛被採用的舊教科

書，新版本必然會強調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這樣的主軸。迄今，策略性人力資源

管理概念已被廣泛地運用在人力資源管理的不同範疇，諸如策略性人力資源規

劃、策略性薪資、策略性甄補、績效管理、訓練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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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理論 

 

由於深受策略管理概念（相關概念可參見司徒達賢（民國 90 年）， Baron & 

Kreps (1999), Bryson (1995), Mintzberg (1994) 等人的討論）的影響，策略性人力

資源管理的意涵也同樣地強調組織導向的特性。例如，它是指「有計畫性人力資

源部署與措施活動的模式，期以確保組織達成目標 (Wright & McMahan, 1992: 

298)」，或是指研究人力資源功能如何將其各項措施活動融入公司策略規劃過程 

(Greer, 1995)。Schuler (1992: 18 ) 對策略性人力資管理的界定是： 

主要是涉及整合和調適的活動。主要關切的焦點是確保：(1) 人力資源管理

和公司的策略與策略性需求完全地整合在一起；(2) 人力資源各項政策在各

層級和各政策領域之間具有一致性；(3) 人力資源各項實際措施被業務主管

和員工們日常生活運用、接受和調整。 

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研究者和實務者相信，這種觀點為基礎的人力資源管理工

作，可以增進組織績效，人力資源管理對於組織運作方得發生真正的財務價值。 

如何進行策略導向人力資源管理規劃的論著甚多。Becker, Huselid 和 Ulrich

等人在近著中就開宗明義地倡導，人力資源必須是組織的策略夥伴，他們提出真

正的挑戰問題是：「怎樣確保人力資源是成為桌子的一部份，而不只是擺在桌

上？」 (2001: 37) 幾位作者提出讓人力資源扮演策略夥伴角色的七個步驟，如

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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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人力資源架構轉成策略資產的步驟 

資料來源： Becker, Huselid & Ulrich (2001:37). 

 

政府部門向企業部門學習經營理念和作法是過去十幾年來的重大特點，其

中，策略規劃和策略管理等概念是被討論和引用的重要工具。誠然，政府部門和

企業部門的運作環境的確有所不一，經營目的更是有本質上的差異，例如，公部

門依難以變動的組織法律運作，強調對外部政治環境的開放性，在結構設計面和

行政程序面也皆有獨特之特性。再者，受制於預算、法規和政治性考量，政府部

門在策略規劃時，也無法有很自由的空間選擇策略目標，目標體系的複雜性和必

須為策略管理負責任等方面和私部門有很大的差異 （參見 Ring & Perry, 1985; 

清楚界定組織的策略 

說服與建立人力資源必須成為策略資產的體認 

建立策略圖像 
 領先和時差指標 
 具體和非具體化事項 

釐清在策略圖像架構下，人力資源扮演的引導角色 

人力資源架構和人力資源引導角色間的契合 
   人資功能         人資體系          策略性員工行為 

建立策略性衡量制度 
 建立人力資源計分卡 
 衡量人力資源      非具體化     與公司績效間關係 

執行績效衡量管理

定期根據策

略圖像檢討

衡量制度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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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1994: 145-148）。因此，在運用策略管理時自有其先天的限制，然而，策

略管理的精神仍是逐步地被政府部門運用。 

 

貳、公部門的策略導向人力資源管理 

 

由於策略管理的運用場合是私部門，直到晚近公共部門才較積極地引進此一

概念，因此，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運用在公共部門也是相當晚期的發展。Klingner 

(1995: 633) 對政府部門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下了一個界說： 

刻意經由對人力資源行政與政策議題的設計安排，用以強化公務機關

達成其任務目標的能力。其必須包括應瞭解組織各項人力資源管理功能間的

相互關係和管理功能與環境系絡間的關係，勾勒出人力資源策略重要性之遠

景，以及民選人員、人事管理者、實務主管和員工對追求變遷的認同。（黑

體字為原文強調） 

在一片政府改革潮流中，公務人事管理政策考思考方式與作法也隨著更為創

新，並且引用企業人力資源管理概念。美國聯邦政府運用一九七八年文官改革法

中所賦予人事管理局有權進行人事改革實驗計畫的條款，積極推動一些任用與待

遇新制度的實驗已有多時，也採行許多更具分權、彈性特色的人事制度，換言之，

這些公務機關均已採行著程度不一的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概念。 

美國公共行政學院也持著相同的理念，學院甫出版的報告指出，聯邦政府人

力資源轉型要包括目的、人員和過程三項。「目的轉型」的最核心理念是，人力

資源必須成為組織的策略夥伴，這個工作最關鍵之處是使人力資源管理和組織的

策略使命任務間契合搭配。契合程度的觀察是回答下列十項自我評估的問題 

(NAPA, 2000: 17-18)： 

1. 業務部門管理者和人力資源管理者皆瞭解並運用相關規則，但也都明白僅

依法規行事，並不是衡量管理制度有否成就的最終方式。 

2. 人力資源管理者瞭解哪些人力資源活動措施，對於組織任務達成是最重要

的，同時能去除哪些無附加價值的工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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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力資源管理者持續地思索，如何經由流程改善和運用科技，改善生產力

和顧客服務。 

4. 人力資源管理者會從最佳可得之管道獲致服務，包括符合策略性和成本效

益性角度的外包管道。 

5. 人力資源管理者具備策略思考能力，設計和推動可增強組織為符合未來需

要，必須累積的人力資本之創新作法。 

6. 人力資源管理者具有能力分析工作績效，並且設計和推動改善績效的變革

措施。 

7. 人力資源管理者因其能夠提出人力資本需要的解決方案，被接納成為組織

的策略夥伴。 

8. 人力資源管理者必須對能否推動增進組織任務達成的過程、政策和計畫，

負起責任。 

9. 人力資源管理者清楚組織任務，所需要的人力資本，以及如何創造該項人

力資本。 

10. 業務部門管理者透過投入時間和其他資源，瞭解和展現其認同於建立組織

的人力資本。 

    

第二節  策略性人力資源訓練發展 

 

人力資源既然是組織競爭優勢的重要資源，人力資源則需要訓練發展活動的

維護和鼓勵，因此，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進行就必須配合強化組織競爭優勢的目

標而設計。這就是策略性思考的論點。具體地說，策略性人力資源發展的意義是，

組織內員工訓練發展計畫和活動的方向，應該和組織職掌所需的核心知能之間有

密切配合，並依組織策略需要規劃各項職位所需的核心知能和對應的人力資源學

習內容。 

事實上，許多企業界的實例可以凸顯訓練發展規劃必須朝向策略導向的思

考。例如，新加坡航空公司一直是全球最好的航空公司之一，尤其是其準點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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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性和安全性的紀錄。新航指出，訓練發展功能扮演著迎合公司策略目標（包

括顧客服務、獲利率、可靠性和安全性）的重要連結。飛航服務人員訓練、飛行

操作訓練、管理發展、商業訓練和電腦訓練等皆對重要策略目標有著重要影響。

訓練活動不僅以主要策略需求為導向，同時也協助新航建立起成功形象的聲譽

(引自 Phillips, 1999: 12)。 

 

壹、相關的論點 

 

根據組織策略導向，設計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主張是相當普遍的說法。茲僅

先扼要介紹一些較近的論點。 

 

一、Sue Balderson 的解釋 

 

Balderson (1999) 認為訓練發展的策略導向，就是要不斷反省，訓練計畫和

活動是否對組織的整個價值鏈 (value-chain) 有所貢獻？例如以服務快速，重視

品質為競爭優勢策略的企業組織，訓練發展活動是否對這些特性有所貢獻？是否

經由訓練發展的投資，企業成員得以改善影響企業本身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換

言之，組織策略和訓練計畫要密切結合，如圖 2-2 所示。 

 

 

 
 

 

 

 
 

圖 2-2  策略與人力資源發展 

資料來源：Balderson ( 1999: 34). 

組織願景 目標策略 部門策略 

HRD 
措施 

評估 HRD 
程序 

HRD 
計畫 

HRD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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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地說，整個流程就是包括幾個關鍵決策點 (Balderson, 1999: 38)： 

1. 確認組織的核心業務目標 

2. 每一核心目標的關鍵性成功因素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3. 每一關鍵性成功因素所需要的能力要求 

4. 訓練發展需求評估 

5. 擬定訓練發展計畫 

Balderson 舉了一個實例，Unipart 公司是設計、製造和銷售汽車的原始零件

配備，該公司集團的價值鍊如下，因此，訓練發展計畫的設計就是要以提高每一

個關鍵性成功因素的競爭優勢為最高引導準則，公司策略和訓練活動就能充分結

合。換言之，訓練發展計畫的成功與否，主要評量標準乃是影響每一關鍵性成功

因素所需要能力是否增強？ 

 

表 2-1  Unipar 公司提出之關鍵性成功因素 

關鍵性因素 核心能力 關鍵性因素 核心能力 

內部後勤 原料採購與議價 
建立與供應商的關係

準時進原料 

行銷與銷售 與顧客建立伙伴關係 
品質溝通 

生產 lean 簡潔生產方法 
團隊工作模式 
問題解決 
變革管理 
準時生產 

售後服務 回應性 
將知識移入組織 
顧問技巧 

外部 logistics Lean 倉儲與配送 
回應顧客需要與期待

變革管理 

  

資料來源：Balderson ( 199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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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衡計分卡的運用 

 

 Kaplan 和 Norton (1996) 幾年前首先提出「平衡計分卡」的概念，主張企

業應用這個概念作為組織整體績效管理的工具，這項工具稍後受到不少實務界的

採用。簡單地說，他們認為企業經營中是由四個主要構面所形成的價值鏈，四個

構面分別是：財務構面、顧客構面、企業內部流程構面和學習與成長構面，四者

間由上而下存在著因果關係，因此，有效的績效管理，必須將四個構面一起納入，

否則無法整體提升經營績效。 

雖然兩位作者在平衡計分卡時，並未深入觸及其與訓練發展的關係，但是從

上圖可以明顯地瞭解，組織最終績效和最終策略（財務構面），甚至是前三項構

面，都要靠「學習與成長構面」支撐；換言之，學習與成長構面的具體內容設計，

必須是用來支持前三項構面，否則整個組織經營價值鏈就無法形成，績效自然無

從產生。要強調的是，「學習與成長構面」的主要工具就是員工訓練發展活動的

規劃，由此，策略導向的理念更得到彰顯。 

兩位作者剛出版的新書中，更大量舉出實例說明平衡計分卡的運用 (Kaplan 

& Norton, 2001)。以美孚石油公司為例，整個價值鏈的形成如圖 2-3，因此，員

工訓練發展計畫的重點包括提升各種工作能力、自我成長的氣候、運用資訊技術

能力等等。例如，為達成「社區好鄰居」的內部流程構面目標，員工要接受並學

習工作場所的衛生與安全、防範意外事故等課程，為達成「顧客歡欣」的顧客構

面目標，員工要學習如和成為親和、友善、助益的加油站服務人員，也要學習如

何快速加油的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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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構面 

 
 
 
 
                                                                  
 
顧客構面          顧客歡欣             和加油站間雙贏關係 
 
 
 
                                                                  
企業內部流程構面 
 

 

                                                                  
學習與成長構面 

 

 

 

圖 2-3  美孚石油公司的策略圖像 

資料來源：Kaplan & Norton (2001: 42). 

 

三、Jack J. Phillips 的觀點 

 

Phillips (1999)是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界的重要實務與研究者，在新著中提出十

多項趨勢，第一項趨勢就是討論組織策略與訓練。他認為，人力資源發展欲建立

策略性角色時，必須要評估訓練發展活動和組織環境、組織運作過程與組織成員

間的關係性。Phillips (1999: 20-21) 用了一段很長的文字，敘述人力資源訓練要

產品導向轉為服務導向，最後朝向策略導向的轉型，值得引用參考： 

建立策略性角色，需要訓練發展的典範轉移，更關注其目的和方

向。早期訓練發展部門的焦點是產品導向，提供給組織愈多的訓練產

品。課程目錄用不同方式包裝，就像在銷售超市架上產品一般。但卻

很少關切這些訓練產品是否需要或真正有用。訓練部門的目標是提供

資本運用報酬

率

非汽油部分

的新收入 
 產業成本節

省的領先者 
擴大利用現

有資產 

加油

速度 
員工

親和

忠誠

愛用

更多

產品

協助建立經

營技能 

社區好

鄰居 
達成卓

越經營 
區隔顧客消

費群 
市場

獲利 

準備充分且富工作動機的工作人力 
行動氣候    各項能力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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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多產品愈好，也追求愈多人使用愈好。 

當焦點移轉至服務導向時，就是一種改善。此際，訓練發展強調產

品和服務必須能夠滿足使用者的真正需要。訓練客戶的概念被重視了，

顧客服務變得極端重要。訓練部門人員開始致力於確保，各類顧客對於

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感到滿意。 

目前，誠如本章所述，訓練發展的功能已變成是策略導向。關切的

重心是，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必須迎合組織根據策略目標所建立的需求，

不再僅是顧客滿意，而是確保產品和服務緊密地和組織各項重要策略結

合，並且能獲致預期的成果。這種策略性思考協助確保，訓練發展功能

能提供給組織適當的價值，成為管理團隊的一項重要經營夥伴。  

他進一步指出，訓練發展應該扮演幾種角色，進而建立和支援組織的策略。

下列十項步驟，是教導員工訓練發展部門如何根據策略導向運作的操作化方式 

(Phillips, 1999: 25)： 

1. 建立訓練發展部門本身之策略計畫，計畫要和組織整體策略計畫配合。 

2. 要積極主動參與組織整體策略計畫擬定之過程，扮演組織策略形成的重

要參與者，並指陳訓練發展活動可以扮演的角色所在。 

3. 將工作重點從訓練活動轉移至組織內重要面向的績效改善。 

4. 和重要的管理者建立伙伴關係，提供其規劃和執行策略時所需要的協

助。 

5. 不僅是服務內部員工，也要提供與外部顧客滿意相關課題的各種訓練計

畫、服務和流程。 

6. 定期與組織高階領導者溝通，瞭解與確保所提供的訓練發展對組織是否

產生成效，有助於策略目標之達成。 

7. 隨時掌握組織內部的脈動，包括工作氣氛、工作滿足感、態度、組織認

同感等，以利策略目標之實踐。 

8. 訓練發展計畫要盡可能地與維持組織核心能力水準直接扣接。 

9. 特別重視訓練活動產生的投資報酬、影響、員工行為改變等結果導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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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 

10. 每個訓練計畫規劃流程，都要與組織策略的內涵結合，如圖 2-4。 

 

        流程步驟        與策略的連結 

 

確認組織的策略需求 

訓練計畫與服務和策略需求結合 

 

 

確認組織的影響目標 

建立運作目標 

 

 

反映出組織的遠景價值和哲學 

反映組織的策略性方向 

 

反映出組織重要的策略課題，如科技、分權化等 

與管理階層形成策略夥伴 

 

組織策略性影響的衡量 

報告結果 

 

圖 2-4  訓練發展和策略的連結 

資料來源：Phillips (1999: 27). 

 

 

四、美國聯邦政府的觀點 

 

稍早前，美國聯邦政府各機關相關高階人員成立了人力資源發展學會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uncil)，隨後並出版一份報告稱為「透過學習獲

致成果 (Getting Results Through Learning)」，報告內提出一個如何將人力資源發

展和機關整體發展整合的模式如圖 2-5，可供辦理訓練活動時的參考。 

需求評估

與分析 

訓練目標

設定 

課程設計

與發展

進行訓練 

評估與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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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職掌 目標 核心能力 需求評估

組織產出 整合性解決方案

人力資源功能 績效要求 人力資源需求

人力資源成果 人力資源規劃

HRD 哲學

HRD 政策

HRD 目標

HRD 策略
HRD 制度
永業路徑

訓練需求評估
組織層次
職系層次
個人層次

訓練效果移轉
HRD 成本效益

關鍵性成功因素

HRD 優先次序
HRD 計畫
HRD 作法

 
 

圖 2-5  人力資源發展與組織整合模型 

資料來源﹕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ouncil (1997: Appendix A). 

 

貳、策略性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要素 

 

綜合本章的論述，可以簡要地歸結出，策略導向理念的訓練發展計畫強調的

有，政府人力資源訓練發展活動首要： 

 配合政府總體目標 

 配合服務部門目標 

 和其他人力資源管理政策兼有一致性和相互支援性 

 重視訓練計畫本身的一致性 

後三者是比較常被提到的，但是政府整體目標對於個別部門的訓練計畫應該

仍有指導的功能，特別是在民主政治下，政府執政者輪替後自然會有新政策，這

些政策理念和推動所需要的變革，也當然需要反應在政府人力資源訓練發展方向

上，政治首長們常會依此判斷訓練計畫的績效程度。在最近一個北區訓練業務會

報場合中，新竹市長蔡仁堅先生致開幕詞時就指出，民主政治是台灣重要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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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這個價值必須被深化，因此，政府公務人員更應該有捍衛民主政治的認同

等，並期許必須納入人力訓練發展的一部份（研究主持人摘述之大意）。 

日本東京都政府最近修正公務人員訓練發展的基本方針和目標，為的是反應

石原新知事的理念，要求更多的企業精神經營東京都政府，重新拾回因為政府醜

聞案窮出而喪失日本民眾的信任感等。因此，五個新目標包括要求公務人員重建

使命感、倫理觀等，要有經營意識，積極果敢迎接改革挑戰等（研究主持人民國

九十年九月訪問東京都政府職員研修所）。 

陳慧嬪（民國 89 年）對台北市政府公務人員訓練中心所作的個案研究，很

清楚地顯示，訓練課程方向、內容和師資，在不同市長任內的確有所差異。黃大

洲、陳水扁和馬英九三位市長期間，公務人員訓練總目標有所調整，例如，陳市

長時代特別強調市政服務品質和變革，以及服務形象體系，訓練中心的課程和黃

市長時代相較，有顯著的差別；馬市長的柔性形象下，加上訓練中心顧燕翎主任

的理念下，許多提供公務人員自我發展的課程成為新加入的特色。 

總之，策略導向的政府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規劃，除了重視機關組織本身的發

展需要（詳下章），不能完全忽略政府的整體性目標，這一方面尤其是代表各級

政府的訓練機構（如人力發展中心或保訓會）必須特別注意的。這種方向並非要

將訓練活動政治化，而是在訓練總策略中適當反應政府政治首長的理念和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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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能力基礎導向的訓練規劃 

 

前章討論績效導向的員工訓練發展規劃，首重策略管理概念的應用，並具體

指陳策略性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精神和相關作法。本章進一步地闡述，策略導向

的規劃，必須輔以能力基礎的規劃原則，人力資源訓練發展工作可以獲致最佳的

效果。本章先介紹能力基礎途徑的意義，然後分別討論這個原則如何運用在人力

資源發展專業工作者和政府部門，藉此也可瞭解如何將能力基礎導向的規劃原則

運用於人力資源訓練發展工作。 

 

第一節  能力基礎的人力資源訓練 

 

能力基礎途徑研究人力資源管理的觀點是比較晚近的發展，但目前卻已獲得

相當普遍的討論，國內這方面的討論也逐漸出現，特別是碩士論文中除了有屬於

理論性整理討論外（陳玉山，民國 86 年），也有針對企業部門管理者管理能力（如

鄧國宏，民國 86 年；吳如倩，民國 88 年；劉怡君，民國 88 年）、人力資源專業

者能力（楊平遠，民國 85 年）或個案的討論（如林顯堂，民國 89 年；許總欣，

民國 89 年）。本節除介紹能力基礎的概念外，也特別說明其在人力資源訓練的運

用。 

 

壹、 能力的概念 

 

能力概念受到許多國家的重視，但是其採用的定義或趨勢，都有雷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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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扼要介紹之，尤其是美國的經驗。 

 

一、英國職場上的經驗 

 

英國是積極將能力概念運用於工作職場的國家，特別是從 1990 年代起，英

國 國 家 職 業 標 準 委 員 會 推 動 建 立 「 國 家 職 業 標 準  (National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s)」，強調工商業界共同建立和發展相關產業的職業工作能力績效標

準。經由各種獲得委員會認證的專業團體，評估就業者是否具備某些工作所需的

能力，頒發及格證書。因此，國家職業標準就是根據能力基礎概念設計而成，而

所謂能力是指，在工作環境中，有能力執行工作的要求： 

在能力基礎的制度下，該項基礎必須是明示清楚的、可資衡量的績效

標準，一則是結果取向，一則是反映出工作角色上實際期待的績效狀

況 (Fletcher, 1997: 3)。 

 

二、 美國 Hay/McBer 顧問公司的經驗 

 

美國研究圈對於能力概念的重視已有幾十年的發展。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管

理心理學者 David C. McClelland 創立的 McBer 顧問公司（後來與著名的 Hay 

顧問公司合併），自 1960 年代起就從事工作績效相關研究，他則在 1973 年首先

為文提倡，主張人力遴選時要測驗「能力」，而非「智力」。原因在於，智力雖然

經常可用學業成就和專業內容測驗、學校成績和學位證明等表達，但是，這些指

標實際上無法有效地預測工作績效或生涯成就，對少數族裔等低社經地位階層者

卻會造成不利影響。 

這項呼籲很快地受到實務界採用，1970 年代早期起，美國國務院新進外交

資訊官的遴選考試，就開始由 McBer 公司協助，運用能力概念設計測驗的主要

變數，此後，能力基礎的管理理念陸續被廣泛採用。綜合這個學派多年的理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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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顧問經驗，「能力」大體上的界定如下： 

能力是指，個人具備的深層和持久性特性，這些特性和其在某項工作

或情境上的有效績效或卓越績效之指標表現，具有因果預測的相關性 

(Spencer & Spencer, 1993: 9)。 

工作能力 (Job competence) 指在組織內部和外部環境的限制範圍

下，員工可以達到預期的生產量和品質，進而符合（甚或超越）工作

要求的能力。 

工作能力領域 (Job competency) 指，個人具備的深層和持久性特性

（如動機、特質、自我圖像、社會角色或知識），這些特性可以導致工

作的有效績效或卓越績效。 

能力模型包括哪些為達令人滿意或足堪稱許工作績效所要求的能力，

但是應該也考量到員工在所處組織和組織內外環境系絡中的工作角

色、職責和關係（以上引自 Dubois, 1993: 9） 

進一步地說，所謂深層與持久性特性，代表的是一個人不論面對哪種情境，

長期間所表現出來的行為模式或思考模式。Spencer 認為有五種主要的類別，

即：動機 (motives)、特質 (traits)、自我概念 (self-concept)、知識和技能。後兩

者是最容易發展的特性；前三者構成一個人的核心人格特性，最困難發展，其中，

動機和特質的發展難度又高於自我認知概念（包括態度、價值或自我圖象）。換

成用冰山模式來表達的話，技能和知識乃是顯露於外看得見帶體積較小的冰山，

另外三者是隱藏於水面下看不見但體積更大的冰山 (Spencer & Spencer, 1993: 

9-11)。 

 

三、 能力定義的趨向 

 

陳玉山（民國 86 年）的研究，相當清楚地討論能力基礎這項途徑的發展和

運用。他除了臚列了美國和英國許多研究者對於能力的定義外，並整合傳統和轉

變中的能力概念，提出能力的意涵已由重視投入取向轉向結果取向，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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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個人具備的知能只是能力的指標之一，但是更重要的能力是能夠在實際工作

情境上「表現」於外的具體工作績效和工作行為。換言之，能力概念的轉變包括

三大特色 （陳玉山，民國 86 年：19-21)： 

 從外顯的知識技巧轉向後設能力 

 從一般共通性能力轉向工作獨特性能力 

 從證明文件式的合法能力轉向能執行工作的真實能力 

 
全人觀點 – 藝術的 

                
 
 

                 

 
  規範評量                                                  系絡限制 

-- 通則的                                                  -- 個例的               
                
 
 
 

                 

可驗證的知識、技巧 – 科學的 

圖 3-1  能力概念的轉變 

資料來源：陳玉山（民 86：18）。 

 

貳、能力基礎的人力資源訓練 

 

能力概念的提出，主要是為了另闢途徑以改善員工工作績效，因此，人力資

源管理研究者和實務者乃加以運用，由此產生所謂的能力基礎的人力資源管理觀

點，相關研究者並且進一步地闡述能力概念要怎樣廣泛地用於人力資源管理各領

域中，包括人力遴選、績效管理、人力培育規劃、人力發展和生涯規劃、薪資、

 

績效導向 
 後設能力 
 特別能力 
 真實能力 

投入基礎 
 外顯的知

識、技巧 
 一般能力 
 合法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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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管理資訊系統、組織變革等 (如 Fletcher, 1997b; Flannery, Hofrichter, 

Platten, 1996; Spencer & Spencer, 1993)。例如，薪資設計中的技能薪 (skill-based 

pay) 或知能薪 (knowledge-based pay)，或更廣義的能力薪 (competency-based 

pay)，就是能力概念的具體運用，技能薪的基本理念是依員工所具備經認証合格

的工作技能數量、技能深度和技能嫻熟維持程度給薪，所以重點不是視員工擔任

哪一個工作「職務」給薪，而是視其能為組織負責哪些工作給薪（可參閱的相關

論著如 Thompson & Lehew, 2000; Risher, 1997）。 

能力基礎的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規劃，更是最重要的應用面向，透過這種途

徑，組織可以維持增進有能力的工作人力。因此，這項途徑也是績效導向人力資

源訓練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以美國海軍領導力與管理訓練計畫為例，該項訓練

計畫在兩週的課程設計下，共區分為七個模組，培養：認識自我學習風格能力、

成就動機相關性能力、人際能力、影響力和權力運用能力、認知（思考與分析）

能力、整合性能力、船上實務操作能力 (Spencer & Spencer, 1993: 300)，該計畫

實施的前十幾年間，已有超過 20 萬人參與這項能力基礎的訓練計畫。 

究竟如何實施能力基礎的訓練活動呢？研究者的建議諸多，但基本精神是類

似的。例如，Dubois (1993) 的專書就是討論如何進行能力基礎的組織績效改善

模式，從圖 3-2 可以瞭解，能力模式扮演承上啟下的中介角色，一方面將組織策

略目標等需要清楚地那如能力模式中，一方面再據以設計實際的訓練發展課程。 

Hay/McBer 顧問公司的則建議應循下面七個步驟建立能力基礎的訓練計畫

(Spencer & Spencer, 1993: 294-298)： 

1. 確定所要採用的能力模式 

2. 釐清哪些能力是較具成本效益性的訓練（否則直接進用新人的成本會較

低） 

3. 選擇成本效益性的訓練發展方式（包括正式的訓練計畫、發展中心課

程、自我發展資源的資料指引、錄影帶等互動式自我學習、工作指派、

新手教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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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立評鑑方法和訓練課程 

5. 訓練訓練員 

6. 訓練參與者 

7. 評估訓練成效 

 

 

 

 

 

 

 

 

 

 

 

 

 

 

 

 

 

 

 

 

 

 

 

 
 

圖 3-2  能力基礎的組織績效改善策略性模式 

資料來源：Dubois (1993: 24). 

類似地，英國職業上建立能力基礎的訓練計畫，步驟上也很類似 (Fletcher, 

1997a: 4)： 

外部環境 

組織環境 

需求分析、評估與

規劃

能力模式的建立 

課程規劃 

學習方式的設計 

評估 

策略目

標、目的和

經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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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定績效標準 

2. 確認個人層次的訓練需求 

3. 根據模組 (Modular) 基礎，建立訓練架構 

4. 決定模組的結構和內容 

5. 確保包括員工工作情境與狀況的陳述 (range statement) 

6. 確保訓練方法和個人需求相契合 

7. 建立新技術和知識運用的評鑑 

8. 針對個人和組織需求，執行模組 

 

第二節  建立能力面向的基本方法 

 

根據能力概念規劃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確獲得極大的支持，除了本章以上論

述可為明證外，公務人力發展中心也正朝向這樣的概念在發展中，例如，中心近

年委外研究中就包括中高級公務人員領導能力（黃榮護等，民國 88 年）和公務

人員資訊能力（中華民國資訊管理學會，民國 88 年）。為提供進一步的操作指引，

本節再略作說明。 

能力基礎的人力資源管理或訓練發展，最關鍵的步驟是如何建立能力面向模

式？ Dubois (1993: 71-115) 詳細介紹五種方法的進行步驟，分別是： 

1. 工作能力評鑑法：透過面談卓越模範工作績效者和一般工作績效者，歸

納發現哪些是主要區辨的工作能力面向。 

2. 修正式工作能力評鑑方法：透過書面記錄重要行為事件的過程，歸納發

現哪些是主要區辨的工作能力面向。 

3. 一般模式複製方法：選定現有基於研究過程所設定的能力模式草案，再

交由焦點團體找出的卓越工作績效者評估，對該模式內容提供必要

調整之建議，焦點團體再確認，這樣的過程可重複，直到滿意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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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量身訂作式一般性模式方法：儘可能窮盡地蒐集各種現有一般性能力模

式後，再研究從中擇取適合的能力面向另行組合成新的模式。 

5. 彈性工作能力模式方法：針對工作的未來變化性，建立起適合使用的能

力模式。 

其中，工作能力評鑑方法運用的程序最嚴謹，主要概念是「向卓越者學習」 ，

特別再說明如下。這種方法原則上分為三個步驟： 

1. 組成焦點團體，成員包括現職者、直接主管、其他對該工作有卓越經驗

者或專家，確定卓越工作績效的具體工作內容產出，以及工作要求，並

據此找出卓越工作績效者。 

2. 焦點團體深入分析研究，特別是使用關鍵行為面談方法 (此方法是要求

受訪者儘可能詳盡地分別說明，工作結果最令自己感到愉悅滿意和挫折

不滿意的情境)，發現與說明卓越工作績效者的各項特質，然後據以建立

工作能力模式。 

3. 驗證能力模式的效度。 

相關的步驟也可以用圖 3-3 表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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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定 

                   ‧具體資料：銷售、利潤、生產力衡量指標 

      ‧主管推薦 

      ‧同儕評鑑 

                ‧部屬評鑑 (如管理風格、士氣) 

      ‧客戶評鑑  

          確認 

               ‧卓越的工作表現者 

                   ‧普通的工作表現者 

 

         

                                                            

 

 

行為事件     專家         360 度     專家系統       觀察 

面談         小組          調查       資料庫   

  

        確認 

  

     ‧個人要執行的工作內容要素 

           ‧將工作做好者的特質：「能力模型」  

 

                

 

                 ‧行為事件訪談法 

                    ‧測試                     第二組觀察樣本 

                    ‧評量中心評鑑 

            

                     

‧甄補  ‧訓練      ‧甄補  ‧訓練  ‧專業發展    ‧績效評估    

                    ‧培育計畫      ‧訓練、專業發展計畫的評估 

圖 3-3  工作能力評鑑過程 

資料來源： Spencer & Spencer (1993: 95). 

除了上述方法外，其實，最先提出的典型建構方法，是指六種蒐集資料來源

和方法包括：行為事件訪談法、專家訪談法、調查法、能力模型資料庫「專家系

統」、工作功能/任務分析、直接觀察 (Spencer & Spencer, 1993；整理自劉宜靜，

民國 89 年)。 

1. 行為事件訪談法：行為（關鍵）事件調查法乃找出在員工工作中所面對最

重要的情境，瞭解他們的看法及行為結果，從而辨識做好工作所需要的技

績效 
效能 
效標 

觀察的樣本 

工作任務 
工作能力的

需求 

能力模型的

驗證 

應用 

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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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和能力。這種方法能根據工作現場系絡發現能力模型，適合組織獨特的

歷史文化，因此也較能為組織中的成員所理解認同。  

2. 專家訪談法：邀請組織內、外的專家進行模型分析，包括運用專家的知識

與洞察，能力調查資料及專家系統的資訊等，以外界所發展出來的標竿，

作為組織學習的參考。  

3. 調查法：典型調查法將焦點放在同一時間點上所要的特別技能，尤其是關

切：(1) 卓越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該項技能有多少差別？(2) 是否當員工缺

少這項技能時，即可能會導致失敗？(3) 用具備這項特質與否來期待新進

員工是否合理？(4) 這類技能可否被發展(訓練) ？ 

4. 電腦基礎的專家系統：電腦基礎的專家系統根據先前研究所設定的能力，

再將資訊經過管理、分析過程，自動提供一個適當且優越的工作表現所需

能力的詳細描述。 

5. 工作功能/任務分析法：員工或觀察者將工作者在一段特定期間中的每項

任務、功能或行為活動詳細地列出來，資料則經由書面問卷、日誌、個人

或團體的訪談、或者是直接的觀察蒐集而來。 

6. 直接觀察：直接觀察員工因表現出來的重要工作任務，並且是以具體行為

作為是能力的描述方式。 

總之，一旦確認出能力面向模式和具體能力事項，訓練課程即可對應規劃。 

 

第三節  能力概念與人力資源發展專業工作者的訓練發展 

 

人力資源角色既然有相當的轉變，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專業工作者也要隨之

調整工作重點，研究者陸續針對人力資源發展專業人員角色的轉型提出不同建

議，以下僅舉較近的一些看法，重點在於凸顯即使是人力資源訓練發展專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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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本身的訓練計畫規劃，也同樣地要依循能力架構，設計能力基礎的訓練發展計

畫。 

 

壹、美國訓練發展學會的建議 

 

美國訓練發展學會 (ASTD) 是人力資源訓練的要角，過去二十多年來，不

斷地根據影響人力資源發展工作的環境因素之變遷，定期陸續提出四次研究報

告，並呼籲和倡導，人力資源訓練部門和專業工作者的角色必須做必要的轉型。 

第三次的報告是 1989 年提出來的，主張人力資源發展專業工作者應該要扮

演 11 項角色，即研究者、行銷者、組織變革催化者、訓練需求分析者、訓練計

畫設計者、教材編製者、講員、個人生涯發展諮商顧問、行政人員、評估者、人

力資源發展的管理者 (McLegan, 1989: 20)。為了有效扮演這些角色，則需要依賴

四大能力領域的支撐，包括技術能力、經營能力、人際能力和智價能力 

(intellectual competence)，每一類能力領域分別涵蓋幾項具體能力事項，共計 35

項，其中有 15 項能力事項更被主張是核心能力，如表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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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ASTD 1989 年建議的人力資源發展專業人員應有能力 

能力面向 技術能力 經營能力 人際能力 智價能力 

具體技能  瞭解成人學習* 

 瞭解生涯發展理

論和技術 

 能力建構技能* 
 電腦能力 
 電子系統使用技

能 
 設施使用技能 

 目標準備技能* 
 績效觀察技能 
 瞭解特定主題 
 瞭解訓練發展理

論與技術 
 研究技能 

 瞭解企業經營* 
 成本效益分析技

能 

 授權技能 

 瞭解產業 

 瞭解組織行為* 
 瞭解組織發展理

論與技術 

 瞭解組織 

 專案管理技能 

 檔案管理技能 

 教導技能 

 回饋技能* 
 團體動力過程技

能 

 協商技能 

 簡報技能* 

 詢問技能* 

 關係建立技能* 

 文字書寫技能* 

 資料整理化約技

能 

 資訊搜尋技能* 

 多樣化的智慧* 
 模式建立技能 

 觀察技能* 
 自我知識 

 建立遠景技能 

說明：* 表示核心能力 

資料來源：根據 McLegan (1989) 整理製作。 

 

一、人力績效改善模式 

 

美國訓練發展學會組成專家小組，在 1996 年提出最近的一次報告，以及日

後相繼出版的其他研究，都特別凸顯強調，人力資源訓練與發展的終極目的必須

重新定位為，訓練是為改善組織績效，因此，人力資源訓練專業工作者的能力也

必須調整。誠如 Marc Rosenberg 所提出的反省和警語，他說：「記住，訓練不是

最終最重要的，… … 績效才是」（引自 Robinson & Robinson, 1996: 1）。 

Rothwell (1996) 所提出的「ASTD 人力績效改善模式」包括六項步驟，首先

是根據組織策略和目標進行績效落差的分析，第二是解釋造成落差的原因，第三

是構思各種解決的干預措施，第四是執行選定的干預措施，第五是監視執行狀況

並進行變革管理，最後是評估和衡量變革的成效和回饋調整。為有效勝任各項步

驟，人力資源訓練專業人員就必須具備四種特別的角色，分析者角色（對應前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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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步驟）、干預措施設計專家（對應第三個步驟）、變革管理者（對應第四和第五

個步驟）和評估者（對應第六個步驟），四項角色皆各有特殊能力的要求，並期

待展現賦能產出 (enabling output) 和最終產出 (terminal output)。具體的主張如

表 3-2。     

 

表 3-2  人力績效改善的角色與能力 

角色 能力 賦能產出 最終產出 

分析者 --  
分析問題點，找出人力

績效落差的原因，或是

人力績效可以改善的

面向 

績效分析技能  設計瞭解人力績效落

差問題的指引手冊 
 設計實施計畫，引導

分析績效 
 影響目前或未來可能

績效落差的趨勢資訊

 工作事項分析 
 工作分析 

提交給利害關係者，關

於過去、目前和未來績

效落差與原因，具有說

服力的報告 

 需求分析調查設計與

發展之技能 

  

 能力面向確認之技能   
 深入詢問問題之技能   
 分析綜合之技能   
 分析工作環境之技能   

干預專家 -- 
選擇適當的干預方

案，解決績效落差的根

本原因 

解釋績效資訊之技能  就績效分析或原因分

析之結果，向工作

者、其主管或利害相

關者，提出口頭或文

字簡報 
 由績效或原因分析過

程，擷取有用的資訊

提交給利害關係者，關

於減少過去、目前和未

來績效落差的適當干

預方案，具有說服力的

報告 

 選擇干預方案之技能   
 解釋績效變革之技能   
 評估干預方案間關係

之能力 

  

 確認關鍵性企業議題

之能力 

  

 目標執行之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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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能力 賦能產出 最終產出 
變革管理者 -- 
確保干預方案依照預

期方式執行，並達成預

期結果，協助個人和團

體完成成效 

變革激化之技能  提出需要變革的有力

說辭 
 尋找與獲得組織的支

助 
 爭取變革所需資源 
 設計引進干預方案之

計畫 
 向管理當局建議進行

變革時，管理者的角

色 
 向員工建議進行變革

時，員工的角色 

 有效的績效改善干預措

施，並有利害關係者的

參與 
 干預措施利害相關者和

參與者之間的有效人際

互動 
 比較實際和理想績效，

以及減少績效落差的進

展之追蹤制度 
 多數或所有利害關係

者，就干預措施的預期

成效之共識 
 干預措施執行中和執行

後，期待達成的可衡量

財務性或非財務性目標

 瞭解溝通管道、非正式

網路和聯盟 
  

 瞭解團體動態過程   

 過程諮商之技能   

 協助催化之技能   

評估者 -- 
評估干預方案和後續

作法等的影響性，進而

提供參與者和利害關

係者，關於干預方案被

執行狀況的資訊 

評估績效落差之技能  人力績效改善的評估

目標 
 人力績效改善評估的

設計與計畫 
 人力績效改善評估的

工具 
 員工績效的前後測量

 評估的發現、結論與

建議 
 向管理當局和員工，

提出人力績效改善策

略的結果之報告 

 就某項干預措施的進

展，向參與者和利害關

係者提出口頭或書面報

告 
 向組織提出關於績效的

口頭或書面報告 
 向組織提出關於干預措

施進展的口頭或書面報

告 
 向工作團體或小組提出

關於他們績效的口頭或

書面報告 
 向工作團體或小組提出

關於干預措施進展的口

頭或書面報告 
 向管理當局提出績效的

口頭或書面報告 
 向管理當局提出關於干

預措施進展的口頭或書

面報告 
 評估預期成效之能力   
 設定衡量標準之技能   
 評估對文化產生影響

性之能力 
  

 檢討人力績效改善干

預方案之技能 
  

 回饋之技能   

說明：節引自 Rothwell (1996: 23-29)，省略原始表格內就各項能力的意義解釋，以及其所對應的

「賦能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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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諮商顧問 

 

同屬於美國訓練學會的 Robinson 和 Robinson 兩人，將訓練是為改善組織

績效的主張更推進一步，他們強調訓練專業工作者要從傳統的訓練者角色，轉為

績效諮商顧問角色。訓練部門和工作者過去的自我定位是，不斷提供更多的訓練

服務計畫，讓更多員工有機會參與學習，不會特別關切訓練學習活動在實際工作

情境中產生什麼變化？亦即很少思考提供的訓練和改善組織能力間是否有密切

關聯性。套用作者的話，「這樣的傳統訓練者角色並沒有「不對」或「差勁」，而

是不足以因應符合組織面對今日高度競爭、再造和顧客取向環境世界的需要」

(Robinson & Robinson, 1996: 10)，因此，他們提出人力資源訓練者必須能扮演新

的角色 -- 績效諮詢顧問者。傳統角色和新角色的工作焦點、工作產出、工作被

課責重點、訓練需求評估重點等等的差異，如表 3-3 所列。 

具體地說，稱職的績效諮詢顧問角色是指，當訓練部門或專業工作者面臨客

戶或需求單位時，有能力針對該個案提出績效關係模式，作者建議的基本模式如

圖 3-4。人力資源訓練專業者要運用這個思考模式於具體個案，首先是根據需求

的角度（如增進顧客滿意程度），逐項釐清操作性成效和工作績效兩大部分的期

待水準和現有水準，然後深入分析兩者是否有落差？造成落差的原因是內在或外

在（指組織無力控制但卻具影響力的原因）？整本《績效諮詢顧客》一書 

(Robinson & Robinson, 1996) 的重點，是針對如何操作這個模式的教導手冊，並

舉出許多實例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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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人力資源訓練者兩種角色的對照 
要素 傳統訓練者的角色 績效諮詢顧問者的角色 

焦點 找出和針對員工的學習需求 找出和針對員工的績效需求 

產出 提供結構式的學習經驗，例如訓

練計畫、自行學習方案和電腦化

訓練計畫。視訓練本身是目的，

認為只要員工學習，傳統訓練者

的角色就算是提供應有的產出。

提供協助改變或改善績效的服

務，應該也要包括提出績效模式

和指導處理工作環境面臨的阻

礙等。視訓練本身是達成目的之

手段，員工必須將所學移轉至工

作上。只有當績效實際上朝向預

期方向改變時，績效諮詢顧問者

的角色才算是提供應有的產出。

責任 重視訓練活動的狀況。衡量面向

包括參與者參與天數、講員講授

天數和課程數量。通常的法則是

認為「愈多愈佳」。 

重視的是，和組織管理者與其他

人建立與維持伙伴關係。衡量的

是，對於改善組織員工工作績效

的助益程度。 

衡量 訓練評估是重視參與者對訓練

的反應和學習程度。 
根據績效改變和成本效益，評估

比較訓練和非訓練途徑方式的

成效。 

需求評量 典型上僅是瞭解員工的訓練需

求。 
評估績效落差狀況和原因，並指

出支援改善績效所需要的工作

環境之充分性。 

與組織目標的

關係 

訓練被當成是成本，不是投資。

訓練計畫和服務與組織目標間

僅有有限的關聯性。 

訓練功能被當成是產生可衡量

的結果，例如成本節省。與組織

目標間的關係非常密切。 

資料來源：Robinson & Robinson (1996: 11). 

 

值得再提的是，需求可以區分為四種，若以圓形圖表示，由外而內是，第一，

組織需求，組織整體或個別單位的目標之操作性需要，如增進顧客滿意。第二，

績效需求，為達成組織需求，員工必須做的具體工作或活動之需求。第三，訓練

需求，員工為成功表現績效，必須要學習的需求。最後，工作環境需求，員工為

成功表現績效，所處工作環境應有的流程和制度的需求 (Robinson & Robinson, 

1996: 24)。績效諮詢顧問者應該由外而內的瞭解各項需求和其間的關係，方能有

效地將四項需求結合：反之，所謂傳統訓練者就是只著重第三層需求的規劃，忽

略和其他層次間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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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成效                       工作績效 

 
因果連結 

 
 

落差                             落差    
 

因果連結 
 
 
 
 
 
 

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 

圖 3-4  績效關係圖像 

資料來源：Robinson & Robinson (1996: 55). 

 

因此，的為了成功扮演績效諮詢顧問的角色，人力資源訓練發展專業工作者

最重要知識技能領域有四大類 (Robinson & Robinson, 1996: 12-17)。 

1. 組織經營方面的知識，包括： 

 能瞭解組織的年度財務報告， 

 能與業務單位管理者等人充分地討論組織目前所用來衡量操作性

健康的狀況， 

 能釐清組織無法控制但卻影響達成企業目標的主要影響因素， 

 能討論競爭對手之策略與行動，以及對組織所造成之影響， 

 能很有技巧地使用組織其他人所用的語詞。 

2. 人力績效工程的知識，指「透過運用適當和多樣化的干預措施，分析、

改善與管理工作績效的系統性途徑」，換言之，瞭解工作績效的影響成

因是複雜多樣，而且相互關聯等特性，進而指陳出因應方法。 

期待狀

況 
期

待

實際狀

況 
實

際

影響績效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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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夥伴技能，需要主動和組織管理者和其他人建立互信和合作關係，共同

形成組織內的網路夥伴。 

4. 諮詢顧問技能，強調採取和需求單位間的合作途徑，不是完全自行主導

或完全被動的顧問方式。 

 

貳、Dave Ulrich 的主張 

 

Ulrich (1996) 歸納提倡人力資源專業工作者的工作內涵可分為四類：策略性

人力資源管理、組織基礎建設管理、員工貢獻管理和變革與轉型管理，四類管理

工作對應著四項可以扮演的角色，如表 3-4。   

 

 

表 3-4  Ulrich 主張的四項人力資源管理專業工作者角色 

管理角色 最終目標 隱喻角色 主要活動 

策略性人力資

源管理 
策略執行 策略夥伴 人力資源與組

織策略的整合 

組織基礎建設

管理 
建立有效的基

礎建設 
行政管理專家 組織流程再造 

員工貢獻管理 提升員工認同

感與能力 
員工需求代言

人 
傾聽與回應員

工需求 

變革與轉型管

理 
創造嶄新的組

織 
變革催化者 變革與轉型的

管理 

資料來源：Ulrich (1996: 25). 

 

Ulrich 和同僚多年的研究指出，人力資源工作者工作績效主要來自於三大能

力範疇，重要性依序是「變革管理（如問題解決、創新和轉型、角色影響、創造

遠景分享等）」、和「對組織經營的瞭解（包括如組織的財務、策略、技術和組織

能力等面向）」、「對人力資源管理實務作法的瞭解」，第一項能力對於工作績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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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度達 41.2%，約是第三項的一倍 (Ulrich, 1997: 251)。Ulrich 認為除了這三

項能力外，尚應該再加上「個人可信賴度」一項能力範疇，並以其為中心，構成

未來人力資源工作者的四大能力範疇。所謂個人可信賴度的行為特徵是指具備以

下的能力 (Ulrich, 1997: 253)：工作上正確性、一致性、準時並在經費許可內完

成承諾之事、和長官、部屬與同僚間有很好的個人氣氛、願意適時、適地和適合

方法表達不同意見，挑戰既有想法、行為倫理性、願意跳脫框架思考、對於所有

個人資訊嚴守秘密、傾聽並且重視高階主管或組織面對的問題等。 

 

參、Ruth L. Theobald 的主張 

 

Theobald 提出人力資源訓練專業工作者必須具備 33 項的能力事項，分別可

以歸入三大領域，即：瞭解成人學習者、教導能力和個人能力（引自 Weinstein, 

2000）。Weinstein 將她的說法整理成表 3-5。 

表 3-5  33 項人力資源訓練專業人員的頂尖能力 

能力面向 瞭解成人學習者 教導能力 個人能力 

具體技能  成人要實務知識，不是

理論 

 成人偏好聽、看、作或

想的學習模式 

 成人背景多元且獨特 

 成人已具有相當的知識

與經驗 

 成人有學習動機，且好

奇 

 成人想要學習的是問題

解決的技能 

 擁有解釋理論時所可使

用的經驗案例 

 瞭解參與學習者的工作

職場 

 仔細、有邏輯地準備教

材學習內容 

 將觀念簡單化 

 建立適當的學習氣氛 

 使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

 培養自我的發問技能 

 充實自我的研究技能 

 改善自我的文字技能 

 引導參與者共同學習 

 改善自我的簡報技能 

 強化引導團體的技能 

 重視參與者的回饋意見

 培養運用新科技的能力

 扮演成功的評估者 

 具備彈性 

 本身就是熱愛學習 

 尊重和願意從參與學習

者中學習 
 能激勵參與學習者 

 有效溝通 

 幽默 

 能成為領導者 

 能具問題解決的技能 

 培養批判性思考的技能

 建立自己的人際網路 

 隨時自我沈思反省 

 自我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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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美國公共行政學院建議聯邦政府人力資源專業者的能力圖像 

 

美國公共行政學院 (NAPA) 近年的研究結果，也支持能力概念作為人力資

源管理工作改造的重點工作之一，幾年前出版的系列報告稱為《新時代、新能力

與新專業人力：推動執行人力資源專業人力能力模式的指南，建立高績效組織的

策略》，提出聯邦政府人力資源專業人員的能力架構和如何推動的建議，誠如該

書副標題所強調的意義，即能力模式的管理是建立高績效組織（當然包括人力資

源管理組織）的策略。 

學院的報告認為，人力資源專業人員的能力圖像要包括五大特別能力面向：

組織夥伴、人力資源專家、變革催化者、領導者和倡議者，同時也要有共同性能

力。表 3-6 整理該報告所提，每一能力面向的能力重點和具體能力面向，同時，

這些能力圖像和人力資源管理部門的職位間應該有對照性，例如，部門主管、部

門管理者、部門新進人員等應該具備的具體能力面向是應該有差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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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美國公共行政學院對人力資源訓練專業工作者能力的建議 

能力

面向 

能力重點 具體能力事項 職

位

A

職

位 

B 

職

位 

C 

職

位

D
價值與組織任務的結合     

瞭解組織文化和服務對象     

瞭解組織任務職掌     

能夠平衡各種價值要求和確立優先次序     

瞭解團隊行為     

組織

夥伴 

任務導向 

瞭解文化 

策略夥伴 

制度創新者 

瞭解團隊行為 

瞭解公共服務領域     

充分激發人力潛能     

瞭解人力資源法令與政策     

顧客服務取向     

瞭解企業經營流程     

資源管理     

運用調查與其他工具     

人力

資源

專家 

瞭解人力資源

原則 

顧客導向 

運用企業程序 

資源管理 

運用人力資源

工具 
提倡工作生活課題，並與結果導向的組織

規劃過程整合 

    

分析技能     

諮商顧問技能     

創新性     

引領共識建立的技能     

變革

催化

者 

變革管理 

諮商 

分析 

聯盟建立技能 

影響他人 
影響他人行動的技能     

指導發展員工潛能     

建立信任關係     

展現管理者的倫理行為     

有能力作決定     

要求和自我勵行廉潔、正直     

領導

者 

冒風險 

服務倫理 

果斷 

員工發展 

建立信任 

瞭解業務和幕僚的角色     

重視組織內部多元化的價值     

有效溝通     

倡議

者 

重視多元化 

克服衝突 

溝通 

尊重他人 
爭端衝突的管理     

組織發展原理     

瞭解組織體系和資訊科技     

能與團隊共事     

共同

能力 

 

具有行銷能力     

資料來源：整理自 NAPA (199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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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國內關於人力資源專業人員能力需求之研究 

 

最後，介紹一些國內相關的研究。吳佳儒 (民國 89 年) 運用個案研究提出

人力資源專業人員的能力需求模型，包括企業經營的知識、顧客服務取向、人際

關係管理、專業的技術與知識、影響他人、團隊與合作精神、個人管理(自我學

習、目標管理、主動蒐集資訊、彈性、堅決果斷、親和力)、分析推理能力、策

略性思考等九項能力，尤以「顧客服務取向」、「分析推理能力」與「影響他人」

最為重要。同時，結論中亦提到人力資源專業人員必須對組織的內、外部環境有

一定的敏感度，才可將重要資訊傳遞給直線主管與相關人員，以提供企業必要的

修正與協助。 

    黎守明 (民國 89 年：171) 也提出訓練部門的工作大致可分為課程規劃、授

課及支援性的行政及事務性工作，因此，選用訓練部門的人員，除了負責行政事

務的人員外，最好能同時具備規劃與授課能力。就訓練部門的專業性要求，其人

員應具備下列條件： 

   1.對課程主題要具備專業的知識及實務經驗。 

   2.能熟練多種授課的技巧(角色扮演、小組討論、案例研討等等)。 

   3.帶動及激勵學習的氣氛。 

   4.具備分析及設計的邏輯能力。 

    黎守明進一步提到訓練規劃人員，應該具備的專業知識有把握企業訓練需

求、規劃企業訓練體系、規劃年度訓練計畫、規劃訓練課程計畫、熟悉各種訓練

方法、與外部講師協商的能力、訓練效果評估、人際溝通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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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能力基礎導向訓練在政府部門的應用 

 

前章說明能力基礎導向的人力資源管理概念，並指陳其在人力資源訓練活動

上的引導角色。本章舉部分國外政府經驗，說明這個概念的重要性，也由此引導

訓練績效方向。 

 

第一節  美國聯邦政府 

 

美國聯邦政府對於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規劃構思，和民間企業的理念相當接

近，因此，在實際作法上除了一再強調策略導向外，也很早推動能力導向的規劃。 

 

壹、領導效能架構 

 

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尤其重視各層主管人員的能力發展，經由多年經驗與研

究分析，該局幾經修正後在 1990 年代初提出「領導效能架構」，規劃不同層次主

管人員應具備的獨特能力與共同基本能力，該架構如圖 4-1。 

共同的基本能力包括口頭溝通、書面溝通、解決問題、領導、人際關係技能、

自我導向、彈性、決斷力、以及工作所需的技術能力。基層主管應該有管理多元

化工作人力（例如少數民族、殘障人員）、處理衝突、促成團隊建立、發揮影響

力、協商及對人力資源進行管理的能力。中階管理者應該培養創造性思考、規劃

與評估能力、顧客導向、內在控制與整合的能力、以及財物與技術管理的能力。

組織的高級主管更應具備宏觀的遠見、以及對內外環境的敏感度。如此，每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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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主管人員均以較低層次的能力作為基礎，而後再發展所任層級職務所需的能

力，即可避免無法勝任新職，或是任較高層級職務但缺乏基層經驗與基本能力的

困境。 

    高階主管 

    高階能力 

  管理者  遠景 

  中層能力  洞悉外部 

  創新思考   

基層主管  規劃與評估   

基層能力  顧客導向  中層能力 

多元化人力管理  內部管理/廉潔   

衝突管理  財務管理   

團隊建立  科技管理   

說服與協商  基層能力  基層能力 

人力資源管理     

  基本能力   

口頭溝通 

文字溝通 

問題解決 

 領導力 

人際技巧 

自我引導 

 彈性應變力 

果斷力 

技術能力 

圖 4-1  聯邦政府領導效能架構 
資料來源：Van Wart, Cayer & Cook (1993: 48). 

 

貳、 高級行政主管職人員的核心能力 

 

人事管理局列出擔任高級行政職職位 (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共同必備

的資格條件稱為「核心能力條件」，這些核心面向會作必要的調整。早期人事管

理局要求高級行政職候選人與高級行政職現職人員應具備六項管理性核心能

力，即：確認尋找與處理影響計畫事項的重要外在因素，為所負責計畫在各種組

織內外場合從事溝通或代言，規劃、組織與督導計畫或方案，獲取與辦理計畫所

需預算和其他資源，公正與衡平方式管理所屬人員，和監視、評估與調整計畫運

作以達成目標。1994 年時列出五大面向改為：策略遠見、人力資源管理、計畫

發展與評估、資源規劃管理、組織代表性與聯外部溝通聯繫。1998 年新修正的

標準稱為「主管人員核心資格條件 (Executive Core Qualifications, ECQ)」，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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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領導、員工領導、結果導向、企業洞察力、建立結盟和溝通等五大面向，各

個核心資格條件面向均有細部的特性說明和能力面向，整理如表 4-1。 

 
表 4-1  美國聯邦政府高級行政職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力 

面向 能力定義 具體的行為內涵 具體能力 

變革領導 
(leading 
change) 

整合主要的國家

與計畫目標､優先

次序､價值和其他

因素後，發展與執

行組織遠景的能

力。變革領導能力

的核心重點是在

持續與變革間取

得平衡，即能致力

改善對顧客的服

務 與 計 畫 的 績

效，能創造鼓勵創

造性思考的工作

環境，以及在逆勢

環境中仍能維持

其焦點､熱誠與耐

力。 

 運用領導力和激勵中階管理人員能將遠景、策

略規劃和品質管理融入於各項組織活動內；鼓

勵創造性思考與創新；影響他人具有公共服務

精神；設計與執行新穎與領先性的和計畫與過

程。 
 確認影響組織的關鍵性課題，包括政治、經

濟、社會、科技和行政性因素； 
 瞭解全國性政策決定與執行過程的各重要角

色及其間關係，包括總統、總統政治任命者、

國會、司法部門、州政府與地方政府、壓力團

體；提出有效策略期以在推動組織工作時能平

衡各項利益。 
 具有變革和接受新資訊的開放心態；容許不確

定性；採取變通行為與工作方法以因應新資

訊、環境變革或未預見的情勢；能迅速對新環

境作出回應調整。 
 展現高度的主動性、努力和對公共服務的奉

獻；前瞻性和成果導向；具備自我激勵能力；

追求自我發展；尋求他人的建議回饋以及學習

新知的機會。 
 有效因應壓力﹔不利情況下仍能維持集中力

與耐力；從失敗中迅速恢復。 

創 造 力 與 創

新力 
持續學習力 
掌 握 外 界 環

境變化力 
接 受 變 革 彈

性力 
服務動機力 
策略思考力 
遠見力 
壓力克服力。

員工領導 
(leading 
people) 

極大化員工潛力

和要求員工具備

高度倫理標準以

符合組織遠景､職

掌與目標的各項

策略設計與執行

之能力。 

 發揮領導力，根據組織各項策略目標設定所屬

人員應有的預期績效水準；激發與指導所屬人

員達成預期目標；透過權威分享活化所屬。 
 有效運用組織績效管理制度以提昇工作品

質，包括設訂績效標準、員工績效評估、運用

適當的獎金、諮商或免職工具。 
 重視員工間的文化多元性和其他差異性；型塑

一個多元文化的工作環境，使員工可共同合作

達成組織目標。 
 評估員工特殊的發展需要，並提供該發展機會

以利充分運用員工的能力與貢獻；透過個別教

導和引導者角色方式建立領導力。 
 型塑工作奉獻、團隊精神、信任、團體認同和

榮譽感；採取必要措施以防止可能產生不愉快

情形發生。 
 運用積極性和建設性方法解決衝突，包括勞資

夥伴概念、有效處理員工關係、重視工作士

氣、組織氣氛和平與就業機會課題，以及採取

必要的懲處。 

衝突管理力 
文 化 差 異 掌

握力 
廉 潔 與 誠 實

力 
團隊建立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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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導向 
(results 
driven) 

作成即時和有效

決定，並經由策略

規劃與計畫和政

策執行與評估途

徑產生成果的能

力。成果導向能力

強調責任性與持

續改善。 

 瞭解並有效運用與專業知能相關的程序、要

求、規定和政策；瞭解行政能力與任務需求間

的關聯性； 
 透過策略性計畫規劃強調成果的重要性，包括

評估計畫可行性與其短期和長期可行目標。 
 運用正確判斷以建立工作優先次序；平衡組織

所服務的各種顧客間之利益順序﹔因應服務

對象需要調整工作優先次序。 
 預測並掌握計畫執行與目標達成的相關實際

或潛在問題領域；採取適當的因應方案。 
 制訂計畫的成就標準；自己對標準達成與否負

責，同時對他人達成標準與否課以責任；有效

修正標準以符合顧客需求和提高計畫與政策

的品質。 
 發掘運用組織內外新產品與服務的機會﹔承

擔風險追求眾所認定的效益。 

責任性 
顧客服務力 
果斷力 
企業精神 
問題解決力 
技術專業力 

企業敏銳 
(business 
acumen) 

以贏得大眾信任

和達成組織職掌

的方式，獲致與管

理人力､財務､物

品和資訊資源，並

運用新科技強化

決策的能力。 

 根據組織目標與可用預算評估目前與未來的

用人需求。運用功績原則建立、甄選和管理多

元化的工作人力。 
 監督財務資源的分配運用；尋求成本效能途

徑；建立並運用財務管理的內部控制制度。 
 有效管理預算過程，包括提出預算表與合理

化；在法定預算下執行預算；瞭解爭取預算的

行銷知識。 
 整合與協調後勤作業。 
 確保運用效率性和成本效益性方式，建立與管

理資訊系統及其他科技資源，以符合組織需

要；瞭解科技變革對組織之影響性。 

財產管理力 
人 力 資 源 管

理力 
科技管理力 

聯盟建立

與溝通 
(building 
coalitions 
/ 
communi-
cation) 

運用說服力方式

解釋､倡導和表達

事實與想法，和內

外環境中個人與

團體協商，和其他

組織建立密切的

專業網路，以及發

掘影響組織工作

的內外部政治之

能力。 

 向外界與上級（如本機關與其他首長､企業高

階主管總裁､管理暨預算局人員､國會議員與

助理､大眾傳媒､服務的顧客和專業性團體）

行銷和代表所屬工作單位及所負責工作；具備

清晰表達能力；有效傾聽和取得資訊；促進意

見的開放性交換。 
 與機關內其他單位間建立良好工作關係；根據

清晰的組織與政治現實情境處理每一問題；透

過接觸以建立和強化內部支持的基礎；尋求上

級的瞭解與支持。 
 與外界相關團體建立盟友關係；與更多相關利

害者建立共識。 
 具備團體與團隊工作能力；主持簡報和會議；

獲取他人合作以取得資訊和達成目標﹔促成

雙贏情境。 
 考慮及他人的需求、感受和能力，並適當回應

之；具備技巧性，並以導尊敬方式待人。 
 運用清晰、結構完整和具說服力的文字方式撰

寫報告、公文和其他文件。 

影 響 說 服 與

協商力 
口頭溝通力 
人 際 互 動 技

巧力 
夥伴建立力 
文字溝通力 
政治洞察力 

資料來源﹕根據 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 1998a) 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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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聯邦行政主管學院的訓練發展計畫 

 

聯邦行政主管學院 (Federal Executive Institute) 成立以來，定位主要是提供

高階主管人員的發展學習機會，希望經由聯邦行政主管學院的主管發展計畫與經

驗，讓聯邦政府的高階主管人員能成為卓越領導者，能瞭解領導者如何在美國憲

政架構中運作，能意識到其將是美國聯邦政府中高階領導集團 (corps) 一員，而

需具備廣泛的整體觀點為美國大眾服務，並能學習強化其各項基本的領導知能﹐

終而得以使個人發展和機關績效改善密切結合。 

很顯然地，聯邦行政主管學院的發展宗旨與一般行政人員訓練宗旨強調重心

相當迥異。尤其是強調在「美國憲政架構」下的高階領導主管角色，說明聯邦政

府高階主管不似企業主管對政策方向有充分的自主性，但也並非想像中受到百般

限制處。聯邦行政主管學院強調的是，作為聯邦政府高階行政領導者，其必須依

循憲政體制內民選人員所提出的方向行動，透過有效領導力的展現，經由政策制

定與執行過程，視大眾為公民，而非僅是消費者，努力提供服務。 

為達成前述之核心宗旨，聯邦行政主管學院辦理的主管發展計畫稱為「民主

社會的領導力 (Leadership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LDS)」計畫。該發展計畫之

所以在領導力前加上「民主社會」一詞﹐乃用以彰顯所有聯邦政府高階行政主管

肩負職責的共同點﹐就是如何在美國憲政架構下的民主社會中扮演有效的行政領

導者，進行民主化的治理。 

 

一､發展計畫的主軸 

 

LDS 主管發展計畫主軸下，實際課程與活動的設計是整合成下列四項次子

題： 

1. 政府內的個人領導力：學習如何運用個人特質與必要的領導技能，鼓勵與激

勵他人朝向共同目標努力。這個子題內的活動旨在提供高階行政主管瞭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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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領導能力程度，並學習組織領導層次（而非管理層次）所需的個人性､

政治性和概念性技能。 

2. 公共組織的改造與變革﹕政府各項政策計畫需賴組織過程而實踐。本項子題

提供高階行政主管瞭解到，其能否預見所領導的組織必需作持續性變革方能

因應職能變化之需要，如何將正確的預見轉化成實際變革方案，並總其成推

動之。課程內容包括機關組織變革所涉及的廣泛課題，如組織策略、結構、

工作流程、制度、顧客服務､變革管理､團隊和人力資源管理等面向，使學

習者能扮演管理上的領導者。 

3. 憲政架構下的公共政策﹕本項子題的重點是強調，政府公共政策的本質涉及

許多不同的社會利益，所以高階主管在政策過程中面對的不僅是行政部門觀

點而已，尚包括國會部門、司法部門與非政府部門的利益與見解。有效的高

階行政主管必須瞭解到這樣的民主治理環境，才能在憲政架構中，制定與執

行負責任性的政策與計劃。 

4. 全球化觀點與政府施政﹕各國關係間密切性不斷增強的結果是﹐美國政府與

社會的政策與計畫成效愈來愈受到國際性發展或其他地區性發展的影響，不

僅是經濟事務是如此，政治、社會、環境科技等更多領域也不例外。本項子

題強調高階行政主管要能瞭解到﹐這些全球性的變化與發展如何影響及美國

政府與社會，而美國政府應如何將全球化的趨向等因素，納入政策設計與政

府施政的考量，期以因應新時代的挑戰。 

總之，LDS 主管發展計畫的課程與活動皆在這四項子題下規劃，形成一個

有系統性與主軸性的主管發展計畫﹔換言之﹐主管發展計畫的規劃先有清楚的方

向與理論架構在設計個別課程與活動﹐而不是許多看似新穎課程與活動的集合而

已﹐忘卻了各項課程與活動間應有的聯結性。聯邦行政主管學院希望這樣的高階

行政主管發展計畫能達成下列目標。 

1. 更能完整地瞭解到美國政府治理所根據的憲政架構。 

2. 強化高階主管就民主政治對公共服務所要求高標準之廉潔、奉獻與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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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同與努力。 

3. 瞭解公共服務文化的基礎與內涵價值，並將其個人價值、組織價值與憲

政價值結合，期以支持具倫理性與回應性的公共服務。 

4. 瞭解到永業高階行政主管角色內容的關鍵面向，以及如何有效扮演這些

角色面向的策略。 

5. 增強對於環繞於現代政策課題與問題周遭的動態性之瞭解，並洞悉如何

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中獲致成就。 

6. 增加對於影響美國與世界各國的主要事件與趨勢之瞭解﹐從而強化美國

政府的治理能力。 

7. 根據自己的現職與未來永久發展目標﹐省思自我的過去、現在未未來方

向。 

8. 瞭解讓自己能獲致現有成就所已具備的領導技能，以及為成功因應未來

工作所需要的領導技術。 

9. 更嫻熟於如何建立高績效團隊與組織之知識。 

10. 增強自己對於如何管理人員變革與組織變革所涉及動態性之瞭解。 

11. 改善個人迎接未來任務責任的準備能力，包括自己的財務狀況、體能狀

況及工作與個人生活間的平衡性。 

12. 刺激其繼續終身學習的心態意願。 

 

二､課程規劃 

 

LDS 主管發展計畫是為期四週的主管發展計畫。四週的活動內容規劃均係

依成人學習原理而設計。 

第一週的活動最主要著眼於讓所有參加者創造一個積極性的共同學習氣

候，即參與者間打破原有職位､職稱高低與學歷高低間的障礙，共同學習。報到

後第一天參與者自行組成「領導發展團隊」﹐這個團隊是日後四週期間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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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學習基礎，一個領導發展團隊通常包括八位或九位參與者和一位指導員，參

與者經由所屬團隊和其他團隊間互動，實踐成人學習中強調的支持、合作、關懷

與信任之學習氣候。 

每一個領導發展團隊均需選出代表參加「學習社群委員會」及「高階行政主

管論壇委員會」。前一委員會負責參與者和聯邦行政主管學院間的溝通，以及如

何安排當期的各項社交活動，選出結業式致辦代表與結業後的連繫代表等人員。

後一委員會負責選擇主管發展計畫中每次高階行政主管論壇發表演說的參與者。 

第一週活動中尚會利用領導發展團隊場合，根據高階行政主管個案研究課

程，讓團隊中每位成員參與､分享､反省與評估自己的主管領導經驗技能與態度，

由此瞭解自己的成就與未來待強化之處。再者﹐參與者會學習運用「Meyers-Briggs

指標」瞭解自我和與他人間的差異性。至於課程方面則著眼於討論美國憲法對行

政治理的意涵，其所倡導的價值，以及如何在憲政架構下治理等基本課題，反映

聯邦行政主管學院的核心宗旨。第一週最後一天會有標竿評估活動﹐所有參與者

經由團體討論與 360 度回饋等方法﹐自我規劃後三週的學習方向。 

第二週至第四週是學習的主軸。所有參與者，自行規劃選擇四項子題的課程

參與，每一週內必須選擇三個課程參加，但未必要限定於同一子題，完全是根據

自我評估後的需求決定。因此，課程大致上是小班進行，人數在 15 到 25 人間，

主要的學習方式不是講授與閱讀，而是運用討論、練習、媒體教學、角色扮演、

模擬、個案研究、專題報告與實際參訪機關等更為動態方式，使參與者間有更多

的意見討論與分享，而且這種學習方法對於學習知識的保留率也是遠高於傳統的

講授與閱讀法。 

除了參與子題課程外，後三週內尚會辦理多次的高階行政主管論壇活動，論

壇每次約一小時，由自願參頭者就其感到興趣的課題（包括課程子題以外的題

材），向其他參與者發表觀點，扮演教師的角色，促成共同學習。另外，在第四

週時，每位參與者皆需在所屬領導發展團隊內，報告其「高階行政主管學習案

例」，共同與其他人學習分享如何運用。學習的經驗解決個案，並由此獲致反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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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饋。典型的四週課程與活動並非一成不變﹐以 1998 年 3 月底一期為例﹐課

程包括﹕ 

 

表 4-2  美國聯邦行政主管學院主管發展計畫課程範例 
第一週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7:00-8:00  早餐 

8:15 — 
12:00 

 始 業 式 與

發 展 計 畫

介紹 
建 立 領 導

發展團隊 

價 值 與 憲

法 
Myers-Bri
ggs 研 習

會 

健康計畫 領 導 發 展

團 隊 個 案

研討 

主 管 技 能

的 標 竿 評

估 

12:00-1:30  午餐與健身活動 

1:30-3:00  自我閱讀 

3:00 — 
5:30 

報到 領 導 發 展

團隊報告 
領 導 力 與

價值 
管理模擬 領 導 發 展

團 隊 個 案

研討 

 領 導 力 挑

戰導論 

5:30-6:00  社交互動 

6:00-7:00 晚餐 

7:15 -- 
8:45 

歡迎會 價 值 與 憲

法 
領 導 力 與

價值 
領 導 發 展

團 隊 個 案

研討簡介

繼 續 管 理

模 擬 與

Myers-Bri
ggs 

領 導 發 展

團 隊 個 案

研討 

  

 
第二週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7:00-8:00 早餐 

8:15 — 
12:00 

教 導 性 團

體選課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12:00-1:30 午餐與健身活動 

1:30-3:00 自我閱讀   

3:00 — 
5:30 

團隊診斷 專 題 演

講 ： 主 管

人 員 的 財

務規劃 

組織模擬 專 題 演

講 ： 美 國

當 前 的 民

權問題 

課 程 演 練

會 
(plenary 
fair) 

  

5:30-6:00 社交互動   

6:00-7:00 晚餐 

7:15 -- 
8:45 

 主管論壇 專題演講  主 管 面 臨

的 政 治 環

境 

  

本週研討課程包括﹕The Aspen Institute Executive Seminar, 美國與全球經濟體系：體系如何運作

及為何無法良好運作﹐俄羅斯﹕下一步﹖和建立學習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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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週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7:00-8:00 早餐 

8:15 — 
12:00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12:00-1:30 午餐  午餐與健身活動 

1:30-3:00  分組 自我閱讀   

3:00 — 
5:30 

 參 訪 不 同

機關 
專 題 演

講 ： 未 來

的 五 大 發

展 

plenary 
fair 

專 題 演

講 ： 主 管

人 員 與 政

治管理 

  

5:30-6:00   社交互動   

6:00-7:00 晚餐  晚餐 

7:15 -- 
8:45 

  主管論壇  主管論壇   

本週研討課程包括﹕建立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組織：實務技術､方法與衡量﹐領導力的科學與

贏取跟從的藝術﹐正義與個人權利﹐主管的永業規劃：在變動時代中領導自我與部屬。 

 
第四週 
 週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7:00-8:00 早餐  

8:15 — 
12:00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本 週 研 討

課程 
領 導 發 展

團隊報告

領 導 發 展

團隊報告 
結業 

 

12:00-1:30 午餐與健身活動  

1:30-3:00  自我閱讀   

3:00 — 
5:30 

 如 何 面 對

傳播媒體 
本 週 研 討

課程 
專 題 演

講 ： 認 識

當 前 的 中

國 

專 題 演

講 ： 中 年

的 健 康 課

題 

  

5:30-6:00  社交互動   

6:00-7:00 晚餐   

7:15 -- 
8:45 

 主管論壇 專 題 演

講 ﹕ 最 高

法院 

 結業晚宴   

本週研討課程包括﹕傳播媒體：公共部門的溝通﹐爭議解決與協商﹕公共組織解決爭議的技術﹐

如何與國會互動﹐華府政治與政治任命者：如何在混亂中協商 

說明﹕這是 1998 年 3/29 – 4/24 日該期的實際課程與活動表。 

 

參、管理發展中心的訓練發展計畫 

 

人事管理局目前尚另外維持兩個管理發展中心 (Managem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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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分別位於東部的西維吉尼亞州與西部的科羅拉多州。管理發展中心提供

的服務產品主要有四大類﹕三項管理人員發展研討會﹐基層主管與團隊領導力中

心計畫﹐公共政策與當前政府面對課題研討會﹐以及領導與管理評鑑計畫。其中，

最主要的是管理人員發展計畫，該計畫乃根據人事管理局「領導效能架構」而設

計的，所以有三個循序的管理人員發展計畫，即：新任管理者研討會、管理發展

研討會及高階行政主管發展研討會，這三項管理人員發展計畫為期皆是兩週。 

 

一、新任管理者研討會 

 

此計畫是以一般俸表第十三職等以上職等新任管理人員為對象，協助新任人

員瞭解其與原任基層主管的不同所在。著重發展的能力面向有：自我瞭解、人際

技能、團隊建立、協商與影響力、衝突管理、人力資源管理、適應工作壓力能力、

多元化人力的管理、溝通、問題解決、領導力與果斷決定。這項計畫預期的效益

是協助新任管理者﹕ 

1. 發展策略性管理思考的能力。 

2. 改善處理爭議模糊性問題，多元利益衝突競爭性問題與決策價值性問題的

能力。 

3. 擴大對聯邦政府管理課題的觀點視野。 

4. 瞭解各項政府活動與措施管理所涉及的憲法性和倫理性課題。 

5. 增進如何有效從事變革之管理。 

6. 強化在溝通、組織文化與變革管理、團隊建立、問題解決與決策、領導力

及績效管理等面向上的技能。 

 

二、管理發展研討會 

 

此項發展計畫是提供給從事人力管理與計畫管理已有多年的管理人員，所以

參與者的資格也是一般俸表第十三職等以上人員，但最好是也曾參加過前述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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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者研討會或類似發展計畫。本項計畫著重的方向是發展如何有效從事組織層

次管理的技能，具體的能力發展面向有：創造性思考、顧客導向、果斷決定、財

務與人力資源管理、管理控制與倫理廉潔、規劃與評估、問題解決、技術運用管

理、領導力、人際技能、自我瞭解、因應工作壓力的能力、溝通。計畫預期的效

益是協助有經驗的管理人員： 

1.  瞭解目前政府各項新措施與作為，以及如何因應管理這些措施所生之影響。 

2.  發展現有的團隊技能以達成重要的服務產出。 

3.  確認與實際應用邁向 21 世紀欲有效領導政府組織所需的各項能力。 

4.  探討與重新認識聯邦政府管理者的角色變化。 

5.  增進各項為確保管理制度和控制的廉潔性所需之技能與策略。 

 

三、高階行政主管發展研討會 

 

參與者必須是已進入到高階行政主管階級，而非是管理層級，所以參加的資

格必需是新任高級行政主管職人員﹐具備相當管理職責經驗的一般俸表第十五職

等人員，或是被機關選任參加正式高階行政主管發展計畫的一般俸表第十四職等

人員。 

參與完成高階行政主管發展研討會者可取得高級行政主管職候選人發展計

畫中所需的跨機關訓練要求之資格。因此，課程設計尤為強調高級行政主管職核

心能力標準中的策略遠景與組織代表性兩項能力，主要發展的能力面向有：遠景

與策略規劃、領導力、高階行政主管溝通、政治與外部環境的瞭解。計畫的預期

效益是提供參與的高階行政主管﹕ 

1. 瞭解迫切的全國性課題和總統的施政重心，以及這些課題對永業高階行政

主管角色的影響。 

2. 認識國會與白宮對聯邦政府各項計畫和服務所為影響之正面意義。 

3. 有效與媒體及各外在利害關係人的溝通。 

4. 運用遠見與策略性思考於組織需求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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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瞭解公共政策究竟如何形成及如何有效執行。 

6. 學習高階行政主管領導力作法的關鍵性內容。 

 

四、基層主管與團隊領導力中心計畫 

 

基層主管與團隊領導力中心計畫著眼於提供給尚未擔任各層次主管職位者

的某些特定專門技能，協助其日後發展之準備。目前共有六項研討會，即：領導

潛力研討會、團隊建立與團隊領導力、建立高績效團隊、團隊的專案管理技能、

基層主管領導研討會（行政技能）、基層主管領導研討會（人力資源技能）。除了

第一項研討會為兩週外，其餘均為一週。各項研討會參與資格或有不同，但皆有

其預定發展的能力面向（見下表）。 

 

表 4-3  美國聯邦政府基層主管與團隊領導力中心計畫 

研討會名稱 參加資格 預期發展的核心能力 

領導潛力研討會 一般俸表第十一職等以上

具擔任基層主管潛力的技

術與計畫專業人員 

外部環境察覺､創造性思考､顧客導向、

自我瞭解､人際技能、團隊建立、協商與

影響力、適應工作壓力能力、多元化人力

的管理、口頭溝通、書面溝通､問題解決、

領導力､規劃與評估､技術能力 

團隊建立與團隊領導

力 
一般俸表第十一職等以上

團隊領導者或基層主管等

人員 

自我瞭解、人際技能、團隊建立、合作、

衝突管理、適應工作壓力能力、溝通、問

題解決、領導力 

建立高績效團隊 一般俸表第十一職等以上

參與團隊等人員 
自我瞭解､人際技能、團隊建立、協商與

影響力、衝突管理、人力資源管理、適應

工作壓力能力、問題解決、領導力 

團隊的專案管理技能 一般俸表第十一職等以上

管理者､團隊領導者和其他

人員 

管理控制與廉潔、人際技能、團隊建立、

衝突管理、規劃與評估、適應工作壓力能

力、溝通、問題解決、領導力 

基層主管領導研討會 
（行政技能） 

新任一般俸表第十一職等

以上基層主管人員 
自我瞭解､管理控制與廉潔、財務管理､

人力資源管理、溝通、問題解決、技術能

力 

基層主管領導研討會 
（人力資源技能） 

新任一般俸表第十一職等

以上基層主管人員 
管理控制與廉潔、人際技能、團隊建立、

協商與影響力、衝突管理、人力資源管

理、適應工作壓力能力、多元化人力的管

理、溝通、問題解決、領導力與果斷決定

資料來源：引自施能傑（民國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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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領導與管理評鑑計畫 

 

為協助管理人員能更清楚瞭解其現有領導與管理能力的狀況，管理發展中心

另外提供三項均為期一週的評鑑計畫服務，供不同層次者利用，即：領導評鑑計

畫、管理評鑑計畫與高階行政主管評鑑計畫。每項計畫皆由一組很有經驗的評鑑

專家負責，這些評鑑專家的專業背景包括心理學、組織發展、生涯諮商、領導力

評鑑等，透過各種模擬，一對一面談、教學演練媒體工具、觀察、回瞶等多元評

鑑中心過程，提供參與者瞭解自己的優缺點所在，改善其未來領導力。由於各層

次所著重發展的能力面向不一，所以雖然評鑑計畫所運用的動態化評鑑方式或許

有相同之處，但其預期重心各有不同。 

領導評鑑計畫以新任管理人員為對象，透過一週的評鑑計畫﹐瞭解其就人事

管理局所訂領導效能架構中所列的基本能力和管理人員能力面向的程度。 

管理評鑑計畫是以一般俸表第十三職等與第十四職等有經驗的管理人員為

對象。這項計畫可以在每兩年或三年重新參加一次，不斷定期評鑑之。在為期一

週的評鑑中，著重的能力面向有：外部環境洞悉、領導力、協商與影響力、果斷

決定力、創造性思考、工作壓力、人際技能與自我認識。 

高階主管評鑑計畫以一般俸表第十五職等與高級行政主管職的高階行政主

管與資深管理人員為對象，為期一週，著重的能力面向有：遠景､創造性思考､

人際技能、協商與影響力､領導力、高階行政主管溝通、政治與外部環境的瞭解。 

 

第二節  加拿大聯邦政府與其他國家 

 

加拿大聯邦政府推動能力基礎的人力資源管理相當顯著，對於一般公務人員

建立全人式的能力模式，對於高階主管人力也提出核心能力模式，公務人員的訓

練發展是在這個架構下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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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高階主管人員的能力 

 

聯邦政府公職服務委員會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很早就針對助理部

長 (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s, ADMs) 等政府內最高階層常任文官訂定應有的

核心能力，共分為五個能力領域（智價、規劃未來、管理、關係和個人等能力面

向），十四項核心能力事項，如表 4-4。特別要指出來的是，這些能力領域和核心

能力，是基於加拿大各部會高階主管的核心工作職掌而設計的，不是隨意的模

仿，欠缺與加拿大本土系絡的關聯性。高階主管被預期的功能角色包括：業務管

理與推動、政策規劃與建議、影響內閣決策或有機會參與內閣的決策過程、管理

地區性業務、負責許多幕僚性工作的管理、和部長與副部長等政治首長直接互動。 

五項能力領域分別是智價、規劃未來、管理、關係和個人特質等面向，公職

服務委員會將這項能力圖像公告周知，說明每項核心能力的意義和被期待表現之

行為，一方面積極鼓勵有志於擔任高階主管者要規劃自我的學習計畫外，同時也

提供正式的學習計畫機會。 

 

表 4-4  加拿大聯邦政府高階行政主管的核心能力 

能力領域面向 核心能力 
智價 認知能力、創造力 

規劃未來 遠景規劃 

管理  行動管理、瞭解組織、團隊建立、建立夥伴 

關係 人際技能、溝通 

個人 抗壓性 、服務倫理與價值、人格、行為可塑性、自信 

說明：各項核心能力的意義可上網查詢，http://www.ccmd-ccg.gc.ca/ (2001/10/20) 

 

加國聯邦政府管理發展中心 (Canadian Center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CCMD) 就是高階主管候選人發展的重要單位之一（因為整個發展培育計畫，尚

包括許多其他非訓練課程的活動）。該中心目前對於高階主管和管理者提供的學

習課程雖然數量不多，僅區分為關鍵課程、引領變革課程和特定策略課程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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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但所提供的課程計畫都是精心策劃，並且與培養前述能力領域和核心能力有

緊密的結合，運用策略導向和能力導向原理，訓練和發展優秀的聯邦政府人力資

源（相關資料均可直接由中心網址上網查詢，http://www.ccmd-ccg.gc.ca/）。 

以關鍵課程類別為例，只有少數三、四門課。例如，「領導力的真相：卓越

領導 (Living Leadership: The Executive Excellence Program)」這門學習計畫重點

是提供瞭解加拿大高階主管當今與未來所必須面對的公共服務課題，諸如全球

化、治理變革、民營化、社會變遷人力資本等數十項課題，1.5 年的學習期間，

參與五次研討會和實地參訪政府與民間組織，總時間是 25 天。 

再者，「領導力：反省與行動 (Leadership: Reflection and Action)」更是重要

的正式學習課程，在五天的學習期間，參與者會接觸到七組學習模組，包括：學

習風格、自我領導和領導他人、遠景、價值和服務倫理、終身與組織學習、邁向

公民導向的治理、公共服務文化和勇於行動。該中心認為，透過這些學習活動，

參與者可以有機會瞭解和深思四項領導力的要素：個人、人際、組織和環境系絡，

同時，其中的五個學習模組也將十幾項核心能力的概念都涵蓋於課程之內，如下

表所列示。 

表 4-5  加拿大政府模組及其涵蓋之核心能力 

模組名稱 自我領導和

領導他人 
遠景、價值和

服務倫理 
學習 邁向公民導

向的治理 
公共服務文

化 

涵蓋的核心

能力 
認知能力、創

造力、瞭解組

織、團隊建

立、人際技

能、溝通、人

格、行為可塑

性、自信 

認知能力、遠

景規劃、服務

倫理與價值 

認知能力、創

造力、行動管

理、瞭解組

織、團隊建

立、建立夥

伴、溝通、行

為可塑性 

認知能力、創

造力、遠景規

劃、瞭解組

織、建立夥伴 

瞭解組織、團

隊建立、服務

倫理與價

值、人格 

說明：根據 http://www.ccmd-ccg.gc.ca/ 網站提供之資訊 (2001/10/20) 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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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管理見習官訓練計畫 (Management Trainee Program) 

 

為了吸引甫畢業碩士高教育背景且優秀人力加入聯邦政府擔任中階管理

者，1991 年起加拿大開始實施「管理見習官訓練計畫」，申請被錄用者必須參加

為期五年循序升遷的三個職位層次 (MM1 到 MM3) 之發展計畫，整個人力發展

計畫中包括到加國聯邦政府管理發展中心參加總數八週的住宿型持續學習活

動，這八週訓練學習活動是分散於五年間辦理。第一階段是申請經錄用後即進行

一週的講習。隨後旋即被指派至機關工作，見習約六至八個月，在第二階段期間，

參與者必須針對該機關的業務和組織結構進行專案研究。第三階段是見習結束後

舉行兩週的研習，所有參與者提出見習的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至第六階段分別自

第二年起，每年舉辦為期一週的研習活動。最後一次也是一週的研習反省活動。 

透過正式的研習活動和其他各項發展活動，公職服務委員會也是希望因之訓

練這些參與者具備重要的能力領域。委員會提出七個能力面向，計有：領導力、

思考技能、認識組織、判斷與人際關係技能、溝通技能、資源管理技能和瞭解政

府環境的知識，同時，委員會上訂出第 1.5 年期間，第 1.5 年至第 3 年，以及第

3 年至第 5 年等三個階段，每一能力面向應該學習到的具體行為（茲僅以前兩個

能力領域為例，如表 4-6 說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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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加拿大聯邦政府管理見習官的核心能力 

能力領域 定義 第 1.5 年期間的應

有表現 
第 1.5 -- 3 年的應

有表現 
第 3 -- 5 年的應有

表現 

領導力 吸引和動員精力

與智能，為共同目

標而努力，冀求組

織、組織成員和組

織所服務對象的

最佳利益 

團隊內的積極成員

當機會來臨時，清楚

展現主動積極的角

色 

就某項計畫有些重

要的成效，發揮有限

的影響力，藉以展現

領導力 

促成同僚建立團隊

領導一個小組 

就某項計畫較重要

的成效，發揮適當的

影響力，藉以展現領

導力 

展現願意為達成目

標而負責任 

體認到同僚的貢

獻，並表達對別人所

做事情的敬意 

領導一個大團隊，管

理和激勵成員 

就某項計畫非常重

要的成效，發揮顯著

的影響力，藉以展現

領導力 

設定具挑戰但務實

性的目標和期程 

鼓舞部屬願意負擔

更全面性的責任 

解決員工的訓練與

發展需求 

思考技能 運用理性和直覺

過程，發現、界定

和分析問題與問

題情境，進以得出

精確的結論，提出

易見的解決方

案，以及構想新的

潛在解決方案 

展現有概念化的能

力 
構思問題的解決方

案，例如工作分配、

人力資源課題和設

定期程 

協助同僚解決例行

日常性問題 

從不同管道彙整資

訊以解決問題和發

現問題 

注意到問題症狀的

背後，瞭解問題根本

成因和預測可能會

發生的問題 

瞭解到組織運作所

有部分間的關連

性，並評估可能解決

方案的影響性 
說明：各項能力面向的完整資訊和說明，參見 http://www.psc-cfp.gc.ca/mtp  (2001/10/20) 

 

參、整體觀的能力圖像模式  

 

聯邦政府公職服務委員會認為，為增進競爭力和生產力，人力資源管理必須

強調能力基礎的途徑，經過多年研究，提出「整體觀的能力圖像 (Wholistic 

Competency Profile, WCP)」模式草案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Canada, 

1996)。這樣的觀點是認為，個人在工作職場上形於外的行為，乃是個人具備之

能力和所處組織系絡兩者間互動的結果，因此，將這些重要概念結合，構成整個

模式，希望能推廣運用餘各項人力資源管理領域，包括人力訓練發展。目前為止，

該圖像所建構的個人能力面向和具體評估能力事項如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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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加拿大聯邦政府公職服務委員會提出的整體觀能力圖像 

能力領域面向 重要能力事項 

性向 口語表達、數字概念、空間概念、物體概念、機械該念、

美學概念、經營概念、技術概念 

技術與能力 思考、溝通、人際關係、自我管理、組織、顧客服務、

技術操作、經營、人力資源管理、領導 

知識 一般性、專業特殊性、工作特定性、組織性 

體能 體能、感官、心理 

領導風格 指揮型、授權型、參與型、諮商型、協商型 

被領導風格 交付型、自主型、夥伴型、參與型、意見型 

人格 社交、情緒、關係、目標、體驗創造 

價值信念、態度  

興趣 事物相關、事實相關、美學相關、人們相關、說服相關、

書記庶務相關 

資料來源：特別是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Canada (1996：Appendix 2). 

 

伍、其他國家政府所提的核心能力模式 

 

除了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尚有英國、澳洲和紐西蘭也就政府高階行政主管職

位，提出適合該國環境所需的高階文官核心能力（可參見 Bhatta ( 2001) 的討

論）。限於篇幅，僅以表列方式（包括一般企業界運用的能力內容介紹，如 Goleman

的工作 EQ 能力等，Spencer 和 Spencer 區分的六類能力要素（成就和行動、協助

和人群服務、效果與影響管理、認知、個人的自我效能感等），均另可參考劉宜

靜所撰論文(民國 89 年)。 

例如，紐西蘭政府的高階行政首長 (Chief Executive) 必須具備八項能力，

分別是：建立關係和維持關係、致力追求成就、有效溝通、誠實和正直、智識能

力、人力資源管理、專業管理能力、管理政治文化的環境、策略性的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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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澳洲高級行政主管職人員領導能力架構 
能力面向 核心能力 
成果傳送 Initiates optimal deployment of resources 

Manages professional expertise 
Steers Major change initiatives and projects 
Exercises management control 

個人品格 Demonstrates professionalism 
Engages with risk and shows personal courage 
Commits to action 
Demonstrates self awareness and a commitment to 
personal development 
Displays resilience 

建設性工作關係 Nurtur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Valu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diversity 
Facilitates cooperation 
Guides and mentors performance 

溝通與協商 Communicates clearly 
Negotiates persuasively 

組織領導與個人思考 Focuses strategically 
Harnesses information and opportunities 
Applies intelligent judgement and lateral thinking 
Inspires an ongoing sense of purpose and direction

資料來源：http://www.                     (2001/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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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英國高級文官應具備的核心能力 

管理

面向 

核心技能 

指揮 領導力 
1.勾勒清楚的遠景並引導

承諾感 
2.設定策略目標並作好變

革管理 
3.易接觸、易見與受敬重 
4.激發忠誠感 
5.建立高的績效團隊 
6.風險評估後果斷決策 
7.為團隊表現擔負責任 
8.展現高度廉潔、誠實與公

平 
 

策略思考與規劃 
1.掌握未來需求、機會與限

制建立策略目標 
2.對部長的需求和更廣泛

的政治性課題和機關課題

具敏感力 
3.有效地對高階管理團隊

的策略思略作出貢獻 
4.瞭解複雜互動因素間之

關係 
5.調和日常工作要求與長

期目標 
6.將策略目標轉化成務實

與可達成的計畫 
7.面臨不確定情況時，也能

及時作出決策。 

傳送結果 
1.考量服務對象或利害相

關人的需求後確立應達成

的結果面向 
2.有效管理與服務對象或

其他利害關係人間的關係

3.確保工作過程能準時完

成，不超支預算，並達到原

訂品質標準 
4.不斷追求績效改善，並鼓

勵他人同樣努力 
5.展現方案管理的高度技

能 
6.評估與管理風險 
7.監督績效並將之納入未

來計畫改善 
管理

與溝

通 

員工管理 
1.規劃人力以達組織需求 
2.與員工溝通清楚的標準

與期待 
3.有效授權，洞悉何時收放

4.最佳運用團隊的資源與

技能 
5.定期與員工有面對面的

回饋和獎勉 
6.處理績效不佳問題 
7.建立互任、良好士氣與團

隊工作 
8.回應員工所提意見 
9.經由適當的員工參與確

保對變遷的支持 

溝通 
1.有效協商並處理敵意情

境 
2.具說服力 
3.傾聽別人話語並注意他

人反應 
4.具備簡報技能和媒體溝

通技能 
5.選擇最可能有效確保達

成結果的溝通方法 
6.有效地扮演機關代言人

角色 
7.建立、維持與運用有效的

人際網路 
8.發展語言技能 

 

財務與其他資源的管理 
1.確保重視納稅人繳稅的

意識 
2.挑戰現有作法並引進新

且有效的資源運用方法 
3.重新規劃資源分配以配

合優先順序 
4.運用管理資訊系統監督

或控制資源 
5.有效與資源提供者建立

關係 
6.展現運用資訊科技作為

資源的支持心 
 
 

個人

貢獻 

個人效能 
1.迅速與彈性地回應新需

求與新挑戰 
2.有效管理自己時間以因

應不同的優先順序需求 
3.遇有高度工作壓力時仍

可展現沈著、可靠與耐力 
4.為所當為不改立場 
瞭解自己優缺點以及 5.對
他人產生的影響 
6.對自我發展和自己事業

發展懷抱堅持 
7.不懼別人好惡勇於提供

客觀忠告 
8.全心全力追求既定策略 

思考力創造力與判斷力 
1.專注於關鍵性課題與原

則 
2.運用創造性與建設性途

徑解決問題 
3.提供卓見並能提出原創

及真正應用 
4.精確地分析複雜性資料

與概念 
5.對自我判斷深具信心，但

也能正面地看待不同的想

法 
6.鼓勵他人創新與提出見

解 

專業知能 
1.具備專業上的深度與廣

度而獲得公信力與影響力

2.確保與相關技術性專家

諮商後才作決定 
3.瞭解政治與政府架構，並

在此環境下有效運作 
4.為專業工作品質負起個

人責任 
5.提供他人專業上的指導 
6.從其他組織中蒐尋與運

用最佳的作法 
 
 

資料來源：Guidance on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ers’ Recruitment to Senior P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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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訓練計畫的訓練需求規劃 

 

第一章提出績效導向理念的規劃思考架構中，指出構成訓練發展績效的第二

個重要面向是計畫層次本身，本章是接續前兩章討論策略層次後，針對如何進行

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計畫本身的規劃，期能承接策略和指引實際執行的重要介面。 

 

第一節  訓練計畫的基本規劃模式 

 

組織中的人力資源，需要透過訓練來提昇其素質，以達成個人、組織的成

長與發展。大體而言，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計畫的過程，包含一連串相互關聯的活

動，圖 5-1 包括常被引用說明的研究圖示，大體上約可分成訓練需求評估，訓練

計畫設計與執行，以及訓練績效評估等三個階段。 

 

壹、人力資源訓練計畫規劃的基本架構 

 

不論是 DeSimone 和 Harris (1998) 或是 Goldstein (1993) 的論點，績效導

向理念在訓練計畫層次上的意義是，規劃訓練發展計畫者必須遵循如圖 5-1 所指

出的基本模式，逐步操作化，確保計畫本身的有效性。由上可知，訓練計畫必須

由訓練需求的規劃為起點，並以訓練結果是否達成訓練目標的評估為結束，其間

則涉及執行層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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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評估                    設計與執行                   績效評估     

 
 
 
 
 
 
 
 
 
 
 
 
 
 

 
 
 
 
 
 
 

 資料來源：DeSimone & Harris (1998: 19). 

 

 

 

 

 

 

 

 

 

 

 

 

 

 
 
 
 
 
 
 

 

                       

資料來源：Noe (1998: 5). 

評估需求 

需求排序 定義訓練目標 

選擇訓練者 

發展課程計畫 

選擇執行方法和技術 

準備教材 

     課程計畫表 

執行計畫 

選擇評 

估標準 

設計評

估方案 

執行評

估方案 

解釋 

結果 

訓練需求評估：組織分析、工作分析、人員分析

確認參與訓練者的準備程度 
 確認員工是否有接受訓練的動機及誘因 
確認員工是否具備訓練應有的條件

創造學習環境 
 確認學習的目標及結果 
 準備有意義的教材 
 執行訓練 

確認訓練移轉：運用自我管理策略，並贏得同事及管理者
支持，將訓練所學之知能用於工作上 

選擇訓練方法：選擇傳統或科技的訓練方法

評估訓練計畫：使用成本效益分法評估訓練結果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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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需求評估 
 組織層次 
 工作層次 
 員工層次 

確立訓練目標 建立評估標準 

回饋 

參訓者前測

訓練執行監視 

訓練計畫評估 

訓練效果移轉評估 

實施訓練 

訓練需求評估 
 組織層次 

 工作層次 

 員工層次 

建立評

估標準 
訓練學

習效度 

訓練移

轉效度 

組織內

部效度 

組織外

部效度 

實施訓練 

確立訓

練目標 

評價階段           訓練與發展階段         評估階段     
 
 
 
 
 
 
                                             
 
 
                              
                              
 
 
 
 
                                                          
 
 
          
                          
                                                                                                    
 

  
 
 
資料來源：Goldstein (1986: 21).   

需求評估    訓練與發展           評估               訓練目標 
 
 
 
 
 
 
                                             
 

 
                              
 

 

 

                                                          
 
                                

                                                                                                    

 

 

                                                         

資料來源：Goldstein (1993: 21). 

圖 5-1  不同學者對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計畫規劃流程之建議 

 

發展訓練方案 

規劃訓練課程 

選擇訓練方法 

應用學習原理 

訓練計畫的

設計與選擇 

評估設計模式 
 個人工作績效

差異檢定 

 前後測實驗設

計 

 訓練內容檢定 



績效導向理念的公務人員訓練規劃 

 76

貳、訓練需求評估的意義 

 

文獻上對「訓練需求分析」有很多界說，Van Wart, Cayer & Cook (1993:67) 指

出訓練需求分析致力於確認預期績效標準與實際績效表現之間的差距，是人力資

源發展的基礎，為訓練實施的預備動作，並有助於訓練計畫的順利實施。

DeSimone 和 Harris (1998: 97) 進一步地認為，透過訓練需求評估，可以清楚說

明：組織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效能，員工實際所具備的技能和有效能的工作績效所

需具備的技能之差異，現有的技能和能夠在未來使工作獲致良好績效所需的技能

之差別，以及需要人力資源發展活動的情況。 

換言之，訓練需求分析可以幫助組織更清楚地瞭解，究竟為了減少績效落差

（可能源自於組織、工作或個人層次），組織是否要依賴訓練途徑作為干預方案？

或應採行非訓練途徑解決績效落差問題？(Blanchard & Thacker, 1999: 129) 這樣

的思考模式，將可以及早減少錯誤，即用正確途徑解決錯誤的問題。 

然而，在有些例外情形下，可能就不用進行訓練需求評估，例如：當組織想

要引進新的觀念或改變組織文化時 (如宣導防止性騷擾)，而有需要對全體的員

工進行教育訓練；當建立一個新團隊，即使團隊中有人已具備許多團隊知能，所

有的團隊成員為了整體的合作與效能，仍有必要一起接受再訓練。總之，對大部

分的訓練而言，詳盡的訓練需求評估是有其必要，因為它有助於增加訓練的合宜

性與有效性。 

 

參、國內關於訓練需求評估之研究 

 

    國內有關於訓練方面的研究文獻頗多，但針對訓練需求評估方面的研究相較

於訓練移轉、訓練成效評估等方面的研究比例上明顯較少。本文將訓練需求評估

為主要研究內容之論文或研究案，整理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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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訓練需求評估」相關文獻之說明 

研究者 題目 出處 實證研究法 研究摘要  

李俊穎 

(民國 90) 

汽車修理業教

育訓練需求之

研究 

 

彰化師範大

學工業教育

學系碩士論

文 

專家訪談法 

問卷調查法 

 

研究目的在瞭解汽車修理業

教育訓練概況，並探討汽車

修理業從業人員對教育訓練

需求情形之看法，以研提汽

車修理業辦理教育訓練及課

程安排之相關建議。 

孫本初等 

(民國 89) 

公務人員訓練

需求評估之研

究 

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公務

人力發展中

心委託之研

究案 

問卷調查法 藉由問卷調查瞭解公務人員

的訓練需求概況，再進一步

分析會影響訓練需求之變項

與相關程度。問卷調查對象

為九職等以上之人員與人事

人員，採取隨機抽樣調查。

李豐光 

(民國 89) 

我國政府採購人

員教育訓練需求

評估及實證調查

之研究 

東吳大學企

管系碩士論

文 

問卷調查法 

 

此研究主要的目的在瞭解各

類政府採購人員之教育訓練

需求差異，並藉由實證調查

瞭解各機關教育訓練現況與

差異。 

曾靜如 

(民國 88) 

中國電信國際分

公司訓練評估之

研究 

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學系

碩士論文 

問卷調查法 

 

此研究主要是針對中華電信

國際分公司的學員進行訓練

滿意度調查，進而發掘訓練

需求。 

鄭吉泉 

(民國 88) 

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專業科目教師

學校本位在職進

修需求之研究 

國立師範大

學工業教育

研究所碩士

論文 

問卷調查法 

 

此研究針對高級工業職業學

校專業科目教師對學校本位

在職進修內容、方式之需求

作一探討，以作為教育行政

單位擬定教師進修政策之參

考。 

葉惠蘭 

(民國 88) 

淡江大學教師教

育專業成長之需

求評估研究 

淡江大學教

育資料科學

學系碩士論

文 

 

問卷調查法 

訪談法 

從書面資料的文獻分析瞭解

淡江大學領導階層對教師教

育專業成長之看法，透過對

學生的問卷與訪談瞭解學生

對於教師教學知能之需求，

透過對教師的問卷與訪談了

解教師對各項專業知能之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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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定等 

(民國 88) 

 

公務人員訓練需

求調查之研究 

考試院公務

人員保訓會

委託之研究

案 

問卷調查法 

訪談法 

晤談法 

學者專家座談

此研究案的目的在瞭解公務

人員訓練制度整體的實施現

況，並進行公務人員的訓練

需求調查。此採取分層隨機

抽樣的方式針對全國銓敘有

案之公務人員進行問卷調

查。 

方淑娟 

(民國 86) 

訓練需求評估與

組織績效之關係

－以人力培訓績

優廠商為例 

義守大學科

學管理研究

所碩士論文 

 

問卷調查法 針對獲得「人力培訓績優」

榮銜的廠商，探討其訓練需

求評估中之組織分析、工作

分析和人員分析三者之間的

關係，辦理人力培訓績優廠

商所做的訓練需求評估與教

育訓練績效及組織績效三者

之關係。 

林盈助 

(民國 86) 

企業教育訓練人

員發展基本專業

能力之需求評估

研究 

淡江大學 

教育資料科

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 

問卷調查法 此研究透過對教育訓練人員

之問卷調查，目的在瞭解教

育訓練人員基本的專業能力

需求為何，以融合學術理論

之探討與實務問題之發現。

劉賢靜 

(民國 85) 

台灣一千家大企

業辦理訓練之影

響因素及訓練需

求之研究 

中正大學成

人及繼續教

育研究所碩

士論文 

問卷調查法 探討國內一千家大型企業辦

理訓練之影響因素、目前的

訓練狀況及未來之訓練需

求，以期作為國內訓練發展

之記錄，並提供成人學習機

構於辦理企業訓練時之參

考。 

朱靜郁 

(民國 84) 

訓練需求評估之

研究 

政治大學公

共行政研究

所碩士論文 

問卷調查法 以中央銀行暨所屬中央印製

廠與中央造幣廠為調查對

象，探討人口統計變項、訓

練需求評估分析因素與組織

組織效能之間的關係。 

   

檢閱國內有關於訓練需求評估的研究，發現幾乎是針對某一特定群體，如

汽車修理業、印刷人員、觀光從業人員等的訓練需求，依據作者為文之意向，運

用較偏於量化方式的問卷調查，最後提出訓練需求的統計分析結果，這些研究在

分析方式上可資參考，但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的關係較為薄弱，故於此不贅言。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有關於公部門之訓練需求評估的研究中，在碩士論文

方面有朱靜郁於民國 84 年所撰「訓練需求評估之研究」，此篇論文主要在於研究



第五章  訓練計畫的訓練需求規劃 

 79

「訓練需求評估」與「組織效能」間的關係，並以中央銀行暨所屬機構為實證調

查的對象，此篇論文在實證研究的方法上以量化為主，雖與本研究所欲探討的方

式與對象皆異，惟其在訓練需求評估之理論介紹部分，頗具參考性。在研究案方

面，吳定（民國 88 年）進行的「公務人員訓練需求調查之研究」，結論中提到，

國內的訓練機構之訓練需求評估普遍來說是以「召開會議討論」、「寄發需求調查

表」較傳統的方式進行，且針對全國公務人員抽樣調查的結果發現，各機關對於

訓練實施前的需求評估並未作好，因此使得訓練流於形式化及例行化。孫本初（民

國 89 年）進行的「公務人員訓練需求評估之研究」，結論部分則提到公部門必須

以有限的經費、人力及時間來測量訓練需求的全貌，實面臨效率與效能必須同時

兼顧的難題，本文亦對於目前公務人員訓練課程主題上的需求進行研究與提出建

議。從這兩篇研究案的研究結果中，直接說明了我國訓練機構在辦理訓練需求評

估上的問題，並提出許多改進方向，極具參考價值，可作為重要的參考依據。 

綜上所述可見，大部份的訓練需求之研究在於運用量化的方式從研究對象

的問卷調查中分析出影響其訓練需求的變項與關係，亦即類似於為個案單位進行

需求的調查，進而向個案單位提出訓練需求調查時應該重視的分析因素為何。本

研究之主旨與方向，則明顯與國內相關研究有不同之處。 

 

 

第二節  組織面的訓練需求評估 

 

實務上和研究理論上，通常將訓練需求歸納成來自三方面：人、工作和組織。

Van Wart 等人 (1993) 提供如何從事訓練需求評估（如表 5-1），以及美國聯邦政

府人事管理局人力資源管理處在 1994 年出版的訓練需求評估手冊  (OPM, 

1994)，都顯示這樣的說法。 

 
表5-2  訓練需求評估層次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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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次 負責單位層級 分析工具 
 訓練部門 績效檢冊、評量中心、參與強制性訓練的紀錄 
個人 直接主管 績效評估、員工發展計畫書、員工跨職能訓練計畫 
 員工 強制性訓練、自我改善、證照、員工發展計畫 
組織 訓練部門為主 

有時和相關業

務部門協調 

廣博性途徑  準備階段（如成立諮詢小組） 
 解釋階段（檢視工作說明書等資料）

 制訂所需工作/技能階段 
 分析時有工作/技能階段 
 設計訓練計畫 
 執行訓練計畫 

  績效落差途徑  察覺問題階段 
 分析問題階段 
 資料收集階段 
 需求分析階段 
 需求評估結果 

  改變組織職能順序 
策略  人力供需預估 
 

訓練部門和組

織領導層次幕

僚或品質改進

部門共同合作 
 評估員工對工作等面向的態度 

資料來源：Van Wart, Cayer & Cook (1993: 73). 
 

三項層面中出現問題，才會有訓練需求的產生。只要機關能夠詳細具體訂

定訓練需求計畫，並充分與機關策略和績效目標相結合，不論訓練是自行辦理或

委由訓練機構或其他機構辦理，需求就不會遭到扭曲，也必然可以為訓練績效奠

立好的基礎。因此，以下分節針對這三個需求分析階段作進一步的說明。 

 

壹、組織需求分析的要素 

 

組織面的需求分析事實上和第二章論及的策略導向是關係密切的，

Goldstein (1993) 認為組織分析係指分析組織整體的系統性要素，除了要檢視組

織目標與組織資源外，組織的訓練氣氛和組織內外的環境限制等皆有必要加以分

析。通常，組織分析的實際內容則要看要進行何種類型的訓練與組織的特色而

定，而分析的範圍廣度則視分析的變項多寡而調整，包括誰要受訓練、要推動何

種訓練類型、組織的規模等等。Tannenbaum 和 Yukl (1992) 認為組織分析進行

的過程，須視察組織結構、政策程序、工作設計與流程、以及其他因素，凡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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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到員工的工作能力與工作績效之變項都應納入組織分析的範圍。 

根據 Goldstein (1993) 的看法，進行組織分析時必須確認下列幾點，以求人

力資源發展計畫之周詳可行： 

1. 組織策略與目標：組織目標和策略為評量組織效能的標準。因此，進行訓

練需求評估前，必須先對組織的策略性目標能有相當的了解，如此訓練有

了方向，而當訓練成果有效發揮時，組織的目標與策略才能實現。當然有

時候，組織要達成目標不必透過訓練的方式，但是對於組織的整體情況仍

應加以檢視，進行需求評估，以確保未來組織有改善的機會，並且能提早

發現潛在的問題。 

2. 組織的資源：檢視組織資源對建立訓練需求上尤其有用，組織的資源包括

金錢、知識、設備、物資和專家。可運用的資源量可以決定訓練方案的設

計與執行，也能影響到訓練需求的排序。 

3. 組織的氣氛：組織內的氣氛亦為影響訓練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

組織氣氛無益於訓練發展，那麼訓練在設計和執行上就會顯得困難重重。

倘若主管和部屬之間無法互信，員工可能就不會全心地或無負擔地參加訓

練計畫，即使受訓完成，訓練成果也可能無法有效地展現。 

4. 外在環境的限制：組織所面臨的外在環境包括在法律、社會、政治、以及

經濟性的議題。對於特定類型的人力資源發展計畫之需求，都會受到這些

外在環境限制的影響。例如法律規定要保障弱勢族群的工作權時，組織就

必須針對弱勢族群的員工實施必要的訓練，以利於其個人之發展。同樣地，

在經濟上強化競爭力的要求，也可能對人力資源發展造成影響，因為組織

若因此必須裁減員工以節省成本，組織就可能有需要訓練其他未被裁減掉

的員工，去執行那些離職員工先前的工作，即應付組織突然地人力減少而

可能帶來的問題。 

上述四點需求評估要素，是在進行組織分析時不可或缺的參考點，當然，除

此之外，對於整體的組織結構或重要的工作流程等資料也都是有助於組織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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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總之，進行組織需求分析時，要特別注意的是整體觀、系統性，始能利於

發展出策略性的訓練方案。 

 

貳、組織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Moore 和 Dutton (1978) 曾檢閱過去有關於需求分析的文獻，並整理出在

確認組織需求時各種可資運用的方法，表 5-2 即說明各種蒐集組織需求資料的來

源與其在訓練需求方面之意涵。 

從表 5-2 了解到組織可以透過多元化的方法蒐集到需求評估所需的參考資

料。上述有些資料來源，在組織中被視為一般例行性的控制活動，其資料是立即

可得的，例如效率指標；其他資料來源，可能需要進行調查，例如組織氣氛，至

於調查的方式可以是組織自行設計或由組織外購買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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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組織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組織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在訓練需求上之意涵 

1.組織目標、目的和預算 訓練應該強調的重點，提供了訓練的方向和預

期影響，以便評估目標和實際績效的落差。

2.人力檢核 
 

因調職、退休等因素而產生的人力資源變動，

可透過訓練加以補足。此方法提供了重要的

人力資料庫以評估訓練之需求。 
3.技能檢核 
 

包括每一技能領域的員工數量、知識和技能分

級、每一工作應有的受訓時間等等。這提供

了對特殊的訓練需求在數量上之預估分析。

有助於訓練計畫的成本效益分析。 
4.組織氣氛的指標 
不滿的聲音、出席率、生產力、

意外發生率、觀察員工行為、

態度調查、顧客抱怨、員工調

動率、員工提出建議的情形、

勞動管理的相關資料(罷工、

停工等等) 

這些是關於「工作生活品質」的指標，不但有

助於辨別員工的工作參與度和生產力，也有

助於幫助管理者分析實際工作績效和標準工

作績效之間的落差，而後設計出所需的訓練

方案，以如何影響員工的工作態度與行為模

式。 

5.效率的分析指標 
勞動力成本、物資成本、產出水

準、設備使用率、分配成本、

停工期、浪費損失、遲滯的情

形、維修成本 

為成本計算的概念，牽涉到實際績效和所期望

的或標準的績效之間的比率。 

6.系統的改變 設備更新或改變都可能產生訓練需求。 
7.管理上的要求和質疑 這是察見訓練需求的一個重要常見來源。 
8.離職面談 
 
 

針對組織的問題點、高層主管的訓練需求尤其

有用，為彌補其他方法無法蒐集需求評估之

資料的一個常見的措施。 
9.目標管理或工作規劃與檢視

系統 
提供績效檢視、潛力檢視和長期的發展目標。

以不斷循環發展的觀點了解實際的工作績

效，確認分析績效問題，並謀求改善之。 

資料來源：引自 Blanchard & Thacker (1999: 138-139)。 

 

第三節  工作面的訓練需求評估 

 

進行組織需求分析以確定組織的目標，而工作需求分析被用來確定與某項

特別的活動或工作相關的訓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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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工作需求分析的涵義 

 

顧名思義，工作需求分析不是對「工作者」的描述，而是對「工作」的描述。

當組織中出現了工作績效不彰的情形時，即需要針對該工作領域進行需求分析，

易言之，工作需求分析意指有系統地蒐集關於特定工作或一組工作之內容資訊，

以利於教導員工工作，達成最佳的工作績效。 

工作分析除了需要檢視何種工作需要被執行，以執行及此工作所需的知識、

技能與能力 (Knowledge, Skill & Ability, 通稱 KSAs) 和其他因素，仍需分析影

響員工工作效能的障礙 (Blanchard & Thacker, 1999: 136-137)。「知識」是指瞭解

與特定領域主題相關的原理原則或因素，「技能」是指正確和輕鬆履行職務的能

力，「能力」是指負擔某項體力性或智力性功能的力量。因此，工作分析的結果

通常會顯示出用以衡量工作之績效標準、符合這些標準所應採行的工作方法與

KSAs，和其他必須符合之條件特性。 

 

貳、工作需求分析的過程 

 

大致說來，工作需求分析可用下列五個步驟來說明 (DeSimone & Harris, 

1998: 108-115)： 

 

步驟一：全面性的職務描述 

 

職務描述係指陳述履行職務時所需涵蓋的主要活動與情境。人力資源發展

專業人員應該取得和檢視職務描述，以利於發展訓練計畫。如果沒有準確的職務

描述存在的話，那麼就有必要進行職務分析。 

職務（工作）分析則為對職務的系統性研究，以確定職務的主要構成要素，

其過程包含有：觀察職務的進行；詢問擔任該職務者及其主管關於職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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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境的問題，以及其所需的 KSAs；檢視職務的成果；以及瀏覽關於職務的

相關文獻。即使已經有職務描述可資利用，但是能去觀察職務履行的情況仍有其

價值，如此可以讓人力資源發展專業人員更清楚工作任務與員工所面臨的情況。 

 

步驟二：職務明確化 

 

職務明確化將焦點置於執行工作的行為，其內容包含：工作中的主要任務，

每一任務如何執行 (執行標準)，績效的變化性 (每日執行工作的實際成效)。執

行標準和績效變化性對一個有效的需求分析來說皆具關鍵性；執行標準旨在說明

何者應該被完成，而有關績效變化性的資料則說明何者已經完成。這對人力資源

發展專業人員來說，有助於確認和修正訓練方案。 

有五種明確化工作主要任務之方法： 

1. 刺激     反應     反饋：職務可區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為刺激，意指使

員工知道何時該執行工作之因素；其次為反應，意指員工所採取的反應或

工作行為；第三則為反饋，意即員工獲悉關於工作成果之資訊。 

2. 時間抽樣：由訓練有素的觀察者，觀察並指出員工所從事之活動的性質和

頻率，經過一段時間隨機等距的觀察，便能瞭解和記錄清楚的工作內容。 

3. 重大事件技術：此方法係係指記錄某一段期間內 (如一年內)，員工從事工

作時所發生之有效能及缺乏效能的事件。 

4. 職務評價：以問卷詢問熟悉該職務的員工和主管，讓其指陳該職務之重要

性以及履行工作所花的時間。 

5. 確認職務—職責—工作的方法：將職務分割為幾個次部分，包括確認職務

名稱、職務責任與內容，以及執行各部分所需的知識、能力或技術。 

 

步驟三：確認履行職務所需具備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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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工作績效需要員工擁有執行職務所需的 KSAs，人力資源發展專業人

員必須確定 KSAs，因為這些能力為員工在訓練過程中必須發展或習得的。人力

資源發展專業人員可以向主管、工作者、其他專家詢問或者檢閱相關的文獻資料

來確認工作所需的 KSAs。 

關於 KSAs 的描述必須清楚明確，並且依照對工作績效的重要性、學習困難

度加以說明，同時要說明除了訓練之外，其他可以獲得 KSAs 的管道。確認這些

與職務相關的 KSAs 條件，對設計出發展人員工作能力的訓練方案而言，實有其

價值的。 

 

步驟四：確認能夠因訓練或人力資源發展而產生效益的面向 

 

此一步驟重點在於決定人力資源發展計畫中應包含哪些工作和能力，以作為

訓練發展的內容。此一階段，須考慮到下列幾個面向並加以評定等級：如工作的

重要性、時間成本、工作所需之 KSAs 被習得的難易度與重要程度、學習的困難

度、和從工作中學得 KSAs 的機會如何等等。 

當這些因素都納入考慮，若工作和 KSAs 都列為最重要的評等時，自然成為

訓練方案的內容了。依據各面向的等級評定結果擇定訓練內容時，必須注意各項

目之間的平衡，例如，某工作的時間成本低和學習容易度高，可能表示應該被納

入訓練方案中，但是在達成工作績效上則列為重要性低時，就應該考慮到是不是

值得花費心力去訓練培養。於此，必須了解的是，不是所有的問題都適合用訓練

的方式去解決，有時候其他的人力資源管理方式可能更合於某些特別的議題與情

況 (DeSimone & Harris, 1998: 112)。 

 

步驟五：訓練需求之排序 

 

此步驟就是將上一步驟所提出應發展和訓練的工作和能力，按其重要性加



第五章  訓練計畫的訓練需求規劃 

 87

以排出優先順序。除此之外，由於資源有限，必須加以考慮需要用於訓練過程中

的各項資源，包括設備、物資、訓練有素的專家、顧問費用等等，如此依照訓練

需求之排序設計出的訓練方案才具有可行性。 

 

參、工作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Moore 和 Dutton (1978) 曾檢閱過去有關於需求分析的文獻，並整理出在確

認工作訓練需求時各種可資運用的方法，表 5-3 即說明各種蒐集工作分析資料的

來源與其在訓練需求方面之意涵。 

透過表 5-3 所列舉出的方式，可以蒐集到利於工作需求分析的資料，而對某

項工作進行工作分析的結果，將會對完成該項工作所需的任務內容與 KSAs 有更

為清楚的了解，而這些與工作相關的資訊正好有助於確認工作者所被期望的行為

模式，發展切合實際的訓練方案，以及設計出繼訓練之後的成果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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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工作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工作分析的資料來源 在訓練需求上之意涵 

1.工作描述 描繪出此工作典型的職責，但不是全面性的說

明，有助於定義績效標準。 
2.工作說明書或任務分析 列舉出此工作的特定任務，比工作描述更為明

確，可以延伸至判斷工作者所需的 KSAs。 
3.績效標準 工作任務的目標，同時此也包含最基本的資訊。

4.執行工作 確定工作績效的一個更好的方式，通常層級越

高的工作，其實際績效和績效標準落差越大。

5.觀察工作---工作抽樣  
6.檢閱工作相關文獻 
a.其他企業的研究 
b.專業性期刊 
c.文件 
d.政府資料 
e.博士論文 

可能有助於比較工作結構的分析，但是很可能

和實際的、特定組織環境或績效標準有無法

比較的情形。 

7.向人詢問和工作有關的問題 
a.工作者 
b.主管人員 
c.高層管理者 

 

8.訓練委員會或討論會議 可以提供一些關於訓練需求的看法與要求。 
9.分析工作中的問題 
a.停工報告 
b.浪費耗損 
c.維修 
d.延遲交貨 
e.品質控制 

顯示出工作的阻礙和環境等等因素。 

10.卡片重要性整理 (Card Sort) 使用於訓練討論會中，開頭是「如何去..？」之

敘述，並依重要性加以排列。 

資料來源：引自 Blanchard & Thacker (1999: 135)。. 

 

第四節  個人面的訓練需求評估 

 

確認訓練需求的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要將重點置於分析個別員工是否需要訓

練和需要何種訓練。在此一階段，需求評估已經完成了組織分析與工作分析，透

過工作分析中的 KSAs 分析，間接提供人員分析可以利用的資訊。 

壹、個人需求分析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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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員需求分析中，重點不是在確定需要何種 KSAs，而是在評估人員執行

工作所需的 KSAs 的程度如何，亦即個人工作表現優良與否。因此，人員分析關

心兩個問題：組織中的誰需要訓練，以及他們需要何種訓練 (Goldstein,1992: 

9-70)。人員分析的目的在決定個別員工的訓練需求，其焦點置於各員工如何能

將主要工作任務執行好。 

McGehee 和 Thayer (1961) 很早即曾提出個人需求分析是包括以下兩個部

份，第一是總結式的人員分析，此乃屬於全面性分析評估個別員工的績效，並將

員工分成績效良好與績效不彰兩類。第二是診斷式的人員分析，用以確認導致員

工行為的因素，了解員工的 KSAs 和環境因素等因素如何結合而影響到工作績

效。DeSimone 和 Harris (1998:117) 認為若能將總結式和診斷式分析結合起來，

就可以評定個別員工中誰績效良好或不彰，並說明個人績效為何良好或不彰，這

就是所謂的人員需求分析。 

 

貳、員工需求分析過程中的績效評估 

 

員工需求分析中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對於員工進行績效評鑑，提供管理者多

元資訊，並做成許多複雜的決策。因此，人員分析最好由有機會定期觀察員工績

效的人來進行，而且通常員工及其直屬上司皆會參與其中，幾乎和個人相關的所

有人士，同事、顧客和部屬，都可以成為個人層次需求分析的資訊提供者。 

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文獻指出，人員需求分析過程中之績效評鑑模式，應

該依照下列步驟做為起點： 

1. 執行或能夠接近完整的、正確的績效評鑑。 

2. 確認員工行為、特質與良好績效標準之間的差距。 

3. 確認差距來源。關於此點，可能需要牽涉到整合組織分析、工作分析和

個人的技術或能力檢驗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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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定適當的干預技術解決差距問題。 

總之，績效評鑑模式有其一定的用途，但仍須注意的是對於績效評鑑的結果

不可太有信心，因為有的時候績效評鑑的方法使用錯誤或產生誤差時，績效評鑑

結果就非完全正確，因此對於績效評鑑的方法需要不斷地研究改進。此外，必須

了解的是績效不彰可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或許是員工本身的問題 (如缺乏動

機或態度問題等)，或許是環境因素 (如缺少支持力量、工作設備老舊、工作規

範造成的阻礙等)，如下圖簡單的列示。因此，確認員工的績效問題來源，很可

能牽涉到整個組織分析、工作分析和個人的技術能力測驗，簡言之，績效評鑑必

須作綜合性考量 (DeSimone & Harris,1998:118)。 

2001/9/24 版權所有 施能傑

績 效 評 估 發 現 績 效 落 差 尋 找 落 差 原 因 選 擇 改 善 方 法

對照當事人與

優秀者的行為

和特質之差異

彙整組織、工

作和個人分析

的資訊

工 作 動

機 不 足

外 在 原 因內 在 原 因

KSAs
不 足

工 作 設 備 、 環

境 條 件 欠 佳

G.R. Herbert and D. Doverspike. “Performance Appraisal in the Training Needs Analysis 
Process,”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1990, 19(3), p. 254.

績效評估過程與員工需求分析績效評估過程與員工需求分析

 
                   圖 5-2  績效評估過程與員工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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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人員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為獲得分析個別員工之訓練需求所需的資料，可以從下表 5-4 列出的資料蒐

集方式中尋求。 

表 5-5  人員需求分析的資料來源 
人員分析的資料來源 訓練需求上的意涵 

1.績效資料或評鑑指標 

生產力、缺席或遲到、重大意外事件

短期疾病、抱怨不滿、折舊 

交貨遲滯、產品品質、停機時間 

維修、設備的使用、顧客的抱怨 

包括說明了優點、缺點或需要改進的地

方，易於分析和以量化的方式表達訓練

的目的和所需的訓練類型。這些資料可

以被用來確認績效缺失。 

2.觀察—工作抽樣 較為主觀的方式，但可以提供員工行為

和行為結果上的資料。 

3.面談 因為自己本身可能是唯一知道自己需

要學習什麼的人。藉由面談的方法讓員

工參與需求評估亦可激勵員工努力學

習。 

4.問卷調查 相當於面談，此方法容易獲得組織的某

種特質。由於問卷結構的不同可能會產

生成見。 

5.測驗 

工作知識、技術、成就 

標準化的方式，為了仔細測量與工作相

關的品質。 

6.態度調查 有益於確定員工的士氣、動機與滿意

度。 

7.檢查表或訓練進程表 記載著員工的技能，並指出每個工作未

來訓練的要件。 

8.評等量表 注意要確保有關的、可信的和客觀的員

工評價。 

9.重大關鍵性事件 觀察影響工作績效成功或失敗的案例。

10.日誌 個別員工記錄的工作細節。 

11.情境設計 

角色扮演、個案研究、會議領導，訓

練會議、商業遊戲、籃中法 

透過此方法可以顯現員工個人的知

識、技能和態度。 

12.診斷量表 檢核診斷性量表進行因素分析。 

13.評鑑中心 結合了上述幾項方法而為一個較透徹

精深的評估方式。 

14.督導教示 類似於面談，一對一的教示。 

15.目標管理或工作規劃和檢查系統 在循環性的基礎上提供與組織的(包括

個人和團體的)標準相關的實際工作績

效資料，以便於確定評量的基本標準和

改進不良績效。這些績效檢視和組織的

整體目標極具相關性的。 

資料來源：引自 Blanchard & Thacker (1999: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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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訓練需求評估的方法 

 

本節即擬蒐集文獻曾提及的訓練需求評估各種進行方式，加以整理，了解各

種方法的適用情形，幫助進行訓練需求評估者勾勒出最適合的評估方式 (特別是

參考 Goldstein, 1993: 47-50)。 

 

壹、訓練需求評估方法 

 

前述各節中皆有提出瞭解需求的來源管道，進一步地說，比較有系統進行

訓練需求評估的方法包括行為觀察、績效評量、面談法、問卷調查、技術測驗等

等。下面分別略述其意義和優缺點。 

觀察法是以旁觀的角度，視察人員的工作行為，以及會議進行中，與會者的

互動和溝通情形。一般可用來區分出工作行為是否具有效能、以及組織結構或(和)

工作流程中的問題。優點：此方式可以使對他人的干擾減至最低，和實際情境有

高度關聯性。缺點：需要具備高度熟練的觀察技巧，只能在觀察到的工作環境中

蒐集資料，而觀察行為可能被認為像是「間諜」，而影響到工作者的心情與行為

模式。 

問卷法是運用不同的抽樣方式選擇對象回答調查的問題，問卷的形式有開放

式、封閉式、等級量表等等，而可用郵寄、電話訪問、親自面訪或由員工自我評

量的方式完成問卷填寫。優點：可以在短期內向大量的人員進行調查，成本較不

昂貴，可以讓受訪者表達自我意見時感覺較自在無懼或不難為情。缺點：多少限

制了受訪者的表達意見自由，需要充分的時間和技巧以發展有效的問卷，對於調

查出來的問題之發生原因和可能的解決方案亦無法在問卷中呈現出來，同時也可

能面臨回收率低(尤其是郵寄的方式)、不實的回答、非預期的或不適當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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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 

諮詢法是藉由詢問某特定而具有重要身份的人們來取得關於訓練需求的資

訊，例如向委員會主席、相關的服務提供者、專業協會的成員和接受服務的顧客。

所要諮詢的對象一經確定，則可用問卷、面談、團體討論之方式蒐集資料。優點：

簡單省錢，可以建立和增強參與者的溝通管道。缺點：取得的訓練需求資料可能

僅具有片面的代表性，代表那些重要個人或團體之需求，而無法推論其他的需求。 

訪談法可以是結構性或無結構性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對某特定團體或個人

進行對話。優點：有利於察覺當事人的感受、問題的癥結和解決方式，尤其是以

開放、非指導性的方式訪談。缺點：通常較費時，不易以量化分析結果。 

團體討論法類似面對面訪談，可用於工作分析、團體問題分析、團體目標設

定或其他關於團體的任務與主題，例如：委員會的領導訓練需求。優點：可以當

場立即綜合不同的意見，討論後的最後決定較能獲得支持的力量，建立分享機

制，幫助參與者培養分析問題的能力與成為更好的聽眾。缺點：過程較為費時，

可能產生無法整合意見的結果與量化分析。亦可能發生若問題存在係因團體中某

人而造成，其他成員礙於情面而不敢坦白提出討論，導致討論成效不彰 (朱靜

郁，民國 84 年: 59)。 

測驗法類似觀察法極具有功能傾向，可以測驗員工的工作精熟度，了解員工

學習的成果或不足之處，無論有無助理都可實施此種方法。優點：結果容易被量

化分析與進行比較，特別有助於確認問題的發生原因是因為知識或技能。缺點：

此法獲得的結果可能只適用於說明測驗所測到的知能，但是無法展現在實際的工

作表現與行為態度。 

記錄、報告法可由組織的圖表、規劃文件、政策手冊、帳冊和預算報告、員

工工作記錄、各類會議記錄、服務記錄、各項評估研究中了解訓練需求。優點：

提供有力客觀的證據了解問題點，因為這些資料早已存在，所以不用再花費更多

的心力去收集，亦可減少對工作者的干擾。缺點：對於問題癥結和可能的解決方

法通常不會呈現出來，而現存的資料多半是過去的情形而非現況，需要訓練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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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者從這些未經處理過的資料加以研究分析出訓練需求。 

書面資料研究法是以分析資料的方式檢視相關文獻，包括專業性期刊、立法

新聞、組織的正式性或非正式性刊物等。優點：提供了當下現行的重要資訊，並

且使的規範性的、基本的需求可以一目瞭然。缺點：要將此方法獲得的資訊，去

蕪存菁，轉變成有系統的分析訓練需求，可能會較不容易做好。 

上述的評估方法各有其優缺點，並非每一種方法在進行需求評估時都一定

要採用，也非只選用一種方法評估需求即可，而是需要考量組織的人力、財力、

時間等資源，在可能的範圍內，選擇合宜可行的需求評估方法類型，藉由多管道

的需求評估，以達到評估的有效性。 

 

貳、選擇訓練需求評估方法的考量因素 

 

由於訓練需求評估，可以分成組織分析、工作分析與人員分析三個分析層

次，依據不同的層次，適合運用的需求評估方法就會所有差異，所以訓練計畫的

設計者在決定需求評估時，必須先了解各種方法基本的優點與限制。總之，運用

評估方法所取得的資料質量與評估人員分析資料意涵的能力，皆會影響需求評估

的良莠。因此在選擇需求評估方法時，必須考慮下列因素 (鄭焜中，民 75: 54；

朱靜郁，民 84: 61)： 

1. 選擇評估方法前，應先設定一套選擇指標，並仔細評估各種方法的優劣，

再予以選定。 

2. 沒有最佳的分析方法存在，不同的方法各有不同的適用情境。 

3. 分析者可依需求對組織的重要性，而給予不同的權術。 

4. 可同時運用數個不同的方法，以平衡其間的優點與限制。 

最後，需求評估者必須要注意的是，無論是要採取何種評估方法，都需要

獲得組織的支持與人員的配合，如此才能確保需求評估進行順利。而近來逐漸受

到重視的「員工自我評估」方法，即是希望藉由員工進行自我分析與了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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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其對訓練需求的認同感，並激勵其參與將來的訓練計畫。 

 

參、訓練需求評估的應用上的可能障礙 

 

訓練需求評估不但可以找出訓練需求所在，爭取管理者的支持，還可以提

供過程評量的相關資料。而訓練需求評估所花費的成本可經由訓練績效成果看到

回收，因此可知訓練需求評估是決定有效訓練方案的重要步驟。然而，許多組織

並未經常性地或徹底地進行需求分析，原因如下： 

1. 需求評估可能是不易進行且相當耗時。 

2. 管理者通常會將有限的資源用於建立、取得，以及傳輸人力資源發展的計

畫，而不是將之用於進行如需求評估之基礎性研究工作。 

3. 他們會做出錯誤的結論，認為需求評估是不需要的，因為現存可用的資訊

已經明確說明了組織的需求(例如，仿效其他成功組織的人力資源發展計

畫)，而忽略了本身組織可能有異於其他組織的需求。 

4. 組織中欠缺對需求評估的支持力量。 

總之，不同的組織對訓練需求評估的應用情況不同，其考量之處也不盡相

同，本段即在蒐集既有文獻中呈現出的訓練需求評估應用情形，以瞭解需求評估

實際運用時有哪些優、缺點，作為往後對照公務人員訓練需求評估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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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訓練計畫的內容規劃與成效評估 

 

績效導向的人力資源訓練，就訓練計畫層次而言，除了最應該重視訓練需求

規劃外，訓練計畫內容本身，以及如何進行訓練評估，也同樣有著關鍵性的角色，

本章針對後兩個課題深入說明之。 

 

第一節  訓練計畫的擬定與執行 

 

訓練計畫的擬定是將訓練需求轉化成實際行動的具體階段，因此就影響著訓練

能否實際產生成效，這是績效導向訓練發展工作的重要一環。國內以往實務上

多將此一階段工作完全委由訓練服務提供機構擬定，訓練需求機關反而扮演著

不重要的角色，這當然不是好的模式，但也由此可知，訓練服務提供機構就是

藉由此階段深深影響著訓練績效的產生。 

研究文獻和實務上，已經就有效的訓練計畫訂定和實施，提出諸多建議，例

如，吳復新（民國 85 年：166）很細膩地指出訓練計畫擬定的十個重要環節，分

別是：確定訓練目標，擬定訓練程序，遴選訓練對象，洽聘各科講師，安排訓練

地點，設計訓練課程，訂定訓練時間，採用訓練方法，準備教材教具，以及籌措

訓練經費。Gilley 和 England (1989)建議設計訓練計畫時要注意八個 W 的問題：

為何（Why, 訓練目標是什麼？為什麼要訓練？），給什麼（What, 訓練的內容，

要訓練些什麼課程？），如何（How, 訓練的方法，針對不同的對象，可用不同

的方法），誰提供（Who, 誰來負責調訓，主辦機關是誰？），誰參加（To  Whom, 

訓練對象是那些人？），何地（Where, 在那裏實施，訓練場所在那裏？），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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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When, 辦理的時機，何時調訓？），效果（With what effects, 達到什麼效果？

是否已達到預期目標？）。 

DeSimone 與 Harris (1998) 歸類成：(1) 確立訓練計畫目標，(2) 選定負責

訓練者，(3) 擬定學習課程計畫，(4) 選擇訓練方法與技術，(5) 準備教材，(6) 擬

定訓練時間表，和 (7) 實施訓練計畫。以下綜合相關文獻的論述，逐項說明計

畫訂定的各項細節。 

 

壹、確立訓練計畫目標 

 

訓練計畫必須確立訓練目標，訓練目標除了供作據以規劃訓練內容等外，更

是訓練成效評估的主要依據。目標是指描述計畫主要意圖的文字或圖像，目標要

能溝通意圖，包括績效、條件和標準，因此，必須針對每項預期的重要意圖，儘

可能地將想傳遞溝通的內容，分別撰寫目標的三個主要層面，即： 

1. 描述參訓者應該能夠做到的成果績效 

2. 描述參訓者在什麼狀況下必須做到 

3. 描述用來判斷參訓者是否做到的標準 

莊財安（民國80年）曾提出說，好的訓練目標應具備 SMART 的特性：明

確 (Specific)、可衡量 (Measurable)、可達成 (Attainable)、務實 (Realistic)、恰

當的時間 (Time)。最重要的是，訓練目標的描述要儘可能地行為化，例如，七

分鐘內跑完一英哩或是正確地複誦公司的反歧視政策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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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選定負責訓練者 

 

訓練需求組織要決定是自行提供或外包採購訓練服務，外包採購對象包括政

府機構和民間機構。是否將訓練外包當然應該有評估的過程，Mary F. Cook (1999) 

建議九個評估的階段，依序是：決定訓練是否外包，決定訓練外包的項目，草擬

訓練外包計畫，選擇訓練外包提供者，評估訓練外包計畫，決定訓練外包包商，

討論、協商及簽定訓練外包合約，與組織內部溝通訓練外包的決策和監督管理訓

練外包的品質。 

游慶生（民國90年）輔完成的論文，詳列出可能外包的十一項訓練項目，包

括：代辦訓練工作、訓練需求調查、訓練課程設計規劃、訓練教材編撰與提供、

訓練講座之聘任、訓練場地及設備之提供、進行訓練效果評估、訓練行政工作、

訓練資訊系統工作、訓練訓練師、其他有關訓練工作（如學員輔導追蹤）。實務

上，Derose (1999) 則整理出三種美國企業將訓練外包的型態。第一種是全面性

外包，所有訓練過程涉及的工作皆外包，包括訓練設計、訓練執行和訓練評估等，

組織僅保有掌握訓練的方向。第二種是任務式外包，這是一種有限而控制式的外

包模式，其範圍可能僅限特定範圍或一項課程。第三種是選擇式外包，介於上述

兩者間的作法，組織將多項教育訓練功能外包。 

Cook（1999: 122） 提出選擇外包廠商的八項標準：業界內的聲譽，財務穩

定，經驗，相關專業證書及績效證明文件，訓練人員的甄補及培訓能力，瞭解組

織的價值與文化，專業與實務經驗之相關資料和及時與熱忱。DeSimone 和 

Harris（1998）也有類似的建議，包括要考量：費用成本（相對於產品）、經驗 

專業度及相關證明、公司規模、規劃的產品內容、預計訓練人數、採用的訓練方

法與技術、訓練題材的敏感性等。 

    林惠霞(民 84)以美國聯邦管理才能架構為基礎，應用於我國台北市政府主管

人員管理才能發展需求評估之研究，於其研究結論中提出對訓練課程規劃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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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一為台北市政府的業務單位(即各局處)應於年度開始前二個月將擬送訓

名單彙送台北市政府公訓人員訓練中心，由公訓中心按個人屬性、工作性質、工

作經驗分班，並就不同班別設計合適的課程；另一為每班先行設計必修課程及選

修課程，讓學員衡量狀況而自行選擇所需補充之管理知能 (引自林惠霞，民 84：

154-155)。 

 

參、選擇參與訓練者 

 

訓練發展計畫的績效受到參與訓練發展者特性的影響，這個觀點經常到忽

視。事實上，研究指出成人學習未必是愉快的經驗，常有障礙而導致學習動機降

低，常見的原因可能是：害怕未知情境，害怕無能力學習，害怕喪失報酬，害怕

喪失影響力，害怕過去投資變成無用等。因此，如果參與訓練計畫者本身並不認

同訓練等負面特性，設計再優越的訓練計畫也難以產生績效，這是訓練派遣機關

或訓練服務提供單位應該重視的問題。 

Lengnick-Hall (1991) 稍早就注意到這個問題，並提出「權變式途徑」設計

訓練計畫，亦即認為參與訓練的成人們在許多特質面向上必然不同，訓練計畫就

應該依循特質作必要調整。兩位作者提供評估參與訓練者特質的建議，分別是評

量參與者對以下十個面向的感受： 

1. 工具性（對於訓練所學可立即應用性程度） 

2. 懷疑主義（參與者展現抱持懷疑態度的程度） 

3. 抗拒變革（參與者害怕需朝向未知狀況過程的程度） 

4. 注意力（參與者能專注的時間長短） 

5. 期待水準（參與者對於訓練內容和訓練過程的期待） 

6. 主要需求（引導參與者目前的內在與外在需求） 

7. 吸收程度（參與者預期和能接受新資訊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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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興趣主題（參與者對於工作相關主題會感到興趣的程度） 

9. 自信（參與者能自主地和正面地看待自我的程度，以及因之需要回饋、

強化和成功經驗的水準） 

10. 控制焦點（參與者感覺到訓練結束返回工作崗位後，不論有無組織之支

持，能夠成功運用訓練所學程度） 

此外，尚有許多值得採用的評估文獻，例如，洪榮昭（民國 85 年：15）建

議遴選參訓人員應考慮的因素有六項，即：心智敏銳度（如有能力去學）、曾受

過的訓練、經驗、工作表現、成就、態度（如人格特質）。Keller 也提出簡化的

四項學習動機面向之評量（引自 Clardy, 1997: 96），包括：參與者對教授內容和

過程的興趣，參與者對訓練計畫內容與目標相關性的察覺，參與者認為能成功達

成訓練目標的預期，參與者對於實際參與計畫的經驗。前三者需在訓練計畫實施

前詢問參與者，可用的問法包括：「我很高興發現到這個題材有這樣的訓練計

畫？」（回答方式從很同意到很不同意）或是「你對這個訓練計畫感到興趣嗎？」

（1 至 5 的回答尺度）。最後，Sanders 和 Yanouzas 很早前提出一個量表指數如

下（引自 Clardy, 1997: 97），預定參與學習計畫者均先回答所有問題後，即可判

斷其學習動機的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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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學習動機評量表 

   身為班上的學生，我的角色是 ... ... SD D MD N MA A SA

盡責參與學習經驗和活動        

願意積極地參與課堂上的學習活動分析        

接受情感上認同學習乃是學習的一項重要來源        

體認到整合認知學習和情感學習的重要性        

願意參與自我評估        

願意向同學學習        

願意將課堂上經驗與認知性內容間連結        

願意學習觀察自己和他人的行為        

相信所學資訊未來終將有用        

接受講師經營班級的權責        

上課前完成指定作業和指定閱讀        

維持正式的師生關係        

願意準時上課        

必要時願意多付出        

接受講師關於選定課程內容和指定要求的權責        

願意貢獻營造出一個結構性課堂氣氛        

相信準備好指定要求是重要的        

願意和別人分享個人的優缺點        

說明：SD (極端不同意)，D（不同意），MD（略微不同意），N（無意見），MA（略微

同意），A（同意），SA（極端同意）。 

資料來源：Clardy(1997：97) 

 

肆、課程內容規劃 

 

訓練計畫的另一項關鍵是課程內容的規劃。人力資源訓練的對象是成人，不

是學生，因此，課程規劃的基礎理論必須是更依賴成人學習原理，如成人學習理

論、記憶曲線理論、學習曲線理論、訓練層次理論、訓練移轉理論、認知激勵理

論等。譬如說，成人要實務知識而非理論，成人偏好聽、看、作或想的學習模式，

成人背景多元且獨特，成人已具有相當的知識與經驗，成人有學習動機且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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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想要學習的是問題解決的技能等 (引自 Weinstein, 2000)。具體地說，學習

課程內容的規劃應該清楚地規劃： 

1. 學習內容、課程或單元 

2. 各項單元的順序 

3. 訓練方法或技術的設定 

4. 選定供作練習的內容 

5. 每項單元所需的時間 

6. 擇定教學方法 

7. 評量題目的數量與類型 

值得再說明的是，訓練計畫目標既然被要求要具體清楚，並且儘可能地行為

化，課程內容的規劃也應該完全配合。譬如說，每一個課程整體和個別單元，都

應該有清楚的學習目標，透過學習目標的撰寫課程內容，參與者和講授者皆可以

掌握訓練學習方向，不會產生講授者完全依自己的偏好，提供學習內容。再者，

又如訓練實施時間可以從少於一小時到好幾個星期之久，課程內容、成本、以及

在有限條件下，應該能使受訓者獲得最好之訓練效益為主要考量點，來安排訓練

的時程。必須注意的是受訓者對於一個主題的學習，若持續 3-4 小時後，學習持

續力容易有下降的傾向；若針對某主題需要深度的學習，則可安排定期性、持續

性的訓練課程，不斷地複習與加強課程內容。 

另外，訓練講師的選擇也是要一併慎重考量的。優秀的訓練講師需具備設計

及執行訓練方案所需的知識及各種技能，包括人力資源發展的相關知識，使用各

種訓練工具技術、良好人際關係及能夠激勵他人學習的能力。訓練講師可以訓練

服務提供機構內部人員專責擔任，也可聘自外界學者專家或具有專業領域人士兼

任之，不過，訓練機構必須根據訓練目標和訓練課程內容特點，選擇適當的外聘

講師，避免以理論或思考性見長的講師，擔任實務導向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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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擇訓練方法 

 

訓練方法種類非常多樣化，特別是隨著科技更新，訓練方法更是包羅萬象。

決策選擇上的第一項工作是，究竟要採取工作場所內訓練或是工作場所外 (教室) 

訓練。一般而言，選擇的考量因素，首重訓練計畫目標，然後尚考慮可用經費與

時間，其他資源（如設施、訓練講師）的具備程度，以及參訓者的特性（教育程

度等）與學習風格偏好等。例如，自己組織內部缺乏充分訓練資源，所要學習的

又是較偏向思考理念性質的知識時，工作場所外的方式可能是相對較適宜的方

法。 

有些研究文獻區隔了工作場所內訓練和工作場所外訓練的可用方法，例如強

調工作場所內訓練通常是採非正式進行，包括一對一的指導，工作教導、工作輪

調、講演、錄影帶等動態媒體、視聽法、工作教育訓練、工作演練、書刊媒體、

小組討論、內部網路或電信設備等。至於工作場所外訓練比較可以採用商業遊

戲、角色扮演、個案研究、行為模式、電腦協助教學、電腦化訓練等等。McPherson 

和 Beard (1999: 319) 更列出「A to Z」的訓練方法(如表 6-2 所示)，由此可見目前

訓練方法的眾多。 

 

表 6-2  「A-Z」的訓練方法 

 Action Leaning 
SetsAction Maze 

 Brainstorming Business 
Game Simulation 

 Buzz Groups 
 Case Study 
 CD ROM 
 Computer-Based 

Training 
 Computer Conferencing 
 Discovering Learning  

 Discussion 
 Exercise 
 Experiential Exercises 
 Films and VideosFish 

Bowl Exercises 
 Instruction In-tray 

MethodsLanguage 
Laboratory Lecture 

 Mutlimedia and Video 
Conferencing 

 Open Forum. 
 Outdoor Development 

Programs 

 ProjectPrompt 
ListRadio and TV 
BroadcastRole-play 

 Role-reversalSelf-mana
ged 
Learning/ReadingSimul
ations 

 Study Groups 
 SyndicatesT-Group 

TrainingVirtual Reality 
Training Web-based 
Learning 

  資料來源：McPherson & Beard (199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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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訓練方法並不匱乏，而是如何選擇適當的訓練方法。一般的建議包括

要根據組織環境、計畫目標、預期學習需求和結果、參與者狀況等，選擇適合的

訓練方法，例如，管理人員和一般員工的訓練方法可以不一，技術性和管理性或

思考性的訓練也應採不同方法，Goldstein (1993) 除了將訓練方法區分為幾種類

別外，並深入討論各自的優缺點，就是可供進一步參考的資料。 

Davis 和 Davis(1998)提供更普遍性的建議，作者將各種訓練方法歸入七種的

學習策略，全書討論七種學習策略的意涵，並最後提供七種策略的比較（如表

6-3），包括最適合運用的場合、參與者和教導者在訓練學習過程的角色等。 

 

表 6-3  訓練方法策略運用的場合 

策略 最佳運用場合 理論基礎 參與者 訓練講員引導者 

行為的 初階或進階的技

能發展 
 行為心理學 
 古典制約 

 積極參與 
 依回饋調整 

 設定目標 
 確認目前績效水準 
 進行工作分析 
 提供學員回饋 

認知的 報告與解釋 認知心理學 接觸、處理和記憶

資訊 
選定、排序和呈現資訊

探索的 批判性、創異性

和對話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和創造

力的哲學與心理學

研究 

 回應問題 
 分析論點 
 提出創意觀點 
 瞭解反方意見 

 建立情境氣氛 
 發問 
 探究相關假定 
 分析相關主張 
 要求證據 
 尋找新觀點 

心智模式  問題解決 
 決策 

 基本的問題解決

模式 
 預期效用理論 

各適當的心智模

式 
 提供關於問題解決和決

策技術的資訊 
 引導個案進展的討論 

團體動力  意見、態度和信

念的分析 
 團隊工作和合

作 

團體溝通理論 陳述和積極傾聽

的過程，以及工作

行為的團隊 

 組成團隊 
 發展和運用相關工具 
 督導團隊 
 引導深層的溝通 

虛擬現實 在模擬環境中發

展能力和信心 
 心理戲劇 
 社會戲劇 
 賽局與模擬理論

透過角色扮演等

方法，模擬實作真

實生活的角色 

 編劇 
 設計腳本和情節 
 適時指導干預 
 debriefing 

全觀的 經由經驗的自我

學習和自我發現 
 全觀式學習 
 建構學派的哲學

和心理學 
 大腦研究 

 同時多管道的

經驗處理 
 反省 

 找到經驗 
 參與者的經驗配對 
 提供有用的反省方法 
 扮演諮商者或指導者

等，提供熟練的協助 

資料來源：Davis & Davis (199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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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準備訓練教材 

 

準備教材的工作包括訓練通告、課程表、大綱、手冊、教科書等。組織如

自行設計、執行訓練，則須自行準備教材；如果訓練方案係向外購買，則訓練教

材、講義及錄影帶等可由訓練包商提供。 

 

柒、實施訓練計畫 

 

訓練計畫一切規劃完成後，最後的步驟是實際執行。執行過程除了涉及講師

部分外，訓練服務提供機構更必須負責許多繁雜瑣碎的的工作，例如，事前寄送

資料給參與者、協助參與者報名、講師接送、訓練器材準備、食宿安排、準備講

義、場地佈置等。 

簡言之，訓練服務提供單位要能營造一個快樂的學習氣氛，除了剛開始要安

排讓學員相互認識的機會，更要重視訓練場地的舒適、場地噪音、光線等硬體設

施，此外，尤其不能忽略的是訓練服務機構所有人員的專業主義，讓參與者在訓

練期間得到專業、親切的協助，也就是實踐顧客滿意。這些工作雖然不是學習內

容，但卻也影響參與者和外聘講師的感受，進而影響他們對於訓練績效的評價。 

 

第二節  訓練成效的評估 

 

瞭解訓練實施後的效果是規劃訓練發展計畫的最後步驟，但卻是績效導向

理念式訓練發展的關鍵步驟，只有透過評估訓練方案成效，辦理訓練發展的相關

單位方能獲致下面三項重要的資訊（Kirkpatrick, 1998: 16）： 

1. 藉由訓練方案成效對於組織目標的貢獻以合理化訓練部門存在的必要性。 

2. 決定訓練方案是否應繼續存在或是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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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得訓練方案未來改進的基礎資訊。 

 

壹、Kirkpatrick 之評估訓練方案理論 

 

由於訓練方案評估對於組織目標與人力資源管理及發展深具重要性，因此引

起諸多論者的研究，但由於不同論者對此議題的研究焦點不一因此相關理論頗

多。訓練方案評估最為實務界與學術界常用也最具代表性的理論，首推四十年前

Donald L. Kirkpatrick 即提出的四項評估訓練成效的指標以及相關概念（參見許

多相關的論著，如 Parry, 1997; Phillips, 1997; Noe, 1998），以下即分別介紹其評

估訓練方案理論的大致內容。 

 

一、訓練方案成功要素 

 

Kirkpatrick (1998: 3) 指出一項訓練方案如果要有所成效則在規劃與執行階

段，就應注意以下十個因素：訓練需求的決定，訓練目標設定，研擬訓練目標之

具體面向，參訓者之遴選，決定最好的課程期程，選擇適當的學習設施及場地，

遴選適當的講師，選擇與準備輔助教具，整合訓練方案，評估方案。 

以上十項因素基本上是屬於訓練方案規劃、執行與評估三個基本面向，同時

亦可作為訓練方案評估的指標。第一項至第九項主要即涉及執行過程評估面向，

其主要在瞭解訓練方案在規劃與執行階段是否具有成效，主要評估對象則是以訓

練方案的規劃與執行機構及行政人員為主體。第十項因素則是強調訓練方案評估

的重要性，評估的具體內容則涵蓋了所有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係屬於政策評

估的影響（總結）評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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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估訓練方案的四項面向 

 

Kirkpatrick（1998）最為人知的論點，即是提出訓練方案應該分別從參訓者

的學習反應、學習結果、行為改變程度、以及成效結果等四個層次進行評估（圖

6-1），四個層次的評量困難度、所需時間以及資訊深度是與評估層次成正比。 

 

                  反應           受訓者喜歡嗎? 

                  學習           受訓者有學習效果嗎? 

                  行為           受訓者有使用嗎? 

                  結果           訓練方案值得嗎? 

圖 6-1  訓練評估的四大面向 
資料來源：Parry (1997: 5). 

第一，受訓者對訓練計畫與辦理的意見或態度反應，也就是對受訓者之消

費者滿足程度進行衡量。諸如課程講義教材的品質和相關性、輔助教材的品質、

設備的充分性、課程時數的充足性、課程目標的關連性、講座對課程的知識、

講授技巧的效能性、講座台風技巧的效能性，以及測驗工具的充分性。 

必須對受訓者的反應此面向進行衡量，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項重要的理由： (1) 

評估所得的反饋資訊不僅有助於方案的評估，更有助於未來方案改進的參考； (2) 

透過評估可以讓受訓者瞭解，訓練者願意協助受訓者使其更具工作能力，而此有

多大效果即有賴受訓者的反饋； (3) 受訓者的反應資訊可以提供管理者對此訓

練方案的瞭解；(4) 受訓者對訓練方案的反應可以提供訓練者建立未來方案評估

的標準。 

第二，受訓者在訓練結束後的學習程度，也就是受訓者在態度、知識與技能

等方面的改變程度。之所以必須對此面向進行評估就在於唯有瞭解受訓者在以上

三方面的學習程度，才能瞭解訓練的學習目標達成程度為何。 

第三，受訓者將訓練所學知能實際運用於正式工作場所的行為。必須對此面

向進行評估的理由就在於，唯有瞭解受訓者參訓之後的相關行為改變程度，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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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測知訓練方案是否有效。 

最後，受訓者參訓之後所發生的結果，也就是參與者的實際工作績效之改善

程度，及組織訓練目標的達成度，例如訓練對改善工作、品質、提高生產力、節

省時間、提高士氣、改善服務和提高能力等的助益程度。此一面向的評估最為不

易，但是由於此一面向的評估資訊才能真正有助於瞭解訓練方案的成效與組織目

標達成之關係，因此，此一層次的評估更是不可輕忽。Targa-Vision International 公

司 (1998: 5) 將四個指標與訓練目的結合繪製成圖如下。 

 

         動機 

        效能 

     策略層次卓越 
         

 
          

效率 
     操作層次卓越 
 
                       公部門               私部門 

            圖6-2  訓練成效指標與訓練目的之結合 

 

另外，O’Connor 等人 (1996: 61-72) 除了提供如何將上述四方面操作化的

指南外，尚加上第五項指標，即訓練機構對自訓練需求評估至辦理等各個訓練

過程環節的自我評估。 

 

 

 

 

 

              企業結果 

           行為改變 

       技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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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ROI 的訓練成效評估  

 

績效導向訓練的核心是訓練活動能否具備效率性、效能性和經濟性（即生產

力）改善績效？因此，除了前述四項常用的訓練評估面向外，運用成本效益精神

評估訓練成效也是常被建議的作法，具體的方式稱為訓練計畫的投資報酬率 

(Return of Investment, ROI)，其計算公式如下 Phillips (1997: 257)： 

 
ROI (%) =  訓練計畫淨效益 / 訓練計畫總成本 x  100 

 

其中，訓練計畫淨效益是訓練計畫總效益扣除訓練計畫總成本。換言之，200%

的投資報酬率就是指，每一元訓練發展計畫的投資，可以回收兩元的效益。 

訓練計畫總效益雖然可以選擇四個面向之一，但最重要的應該是指訓練計

畫的結果面向，然後再將結果設法以金錢方式衡量之。訓練計畫成本的計算相

當多面向，Goldstein (1993: 168) 區分為三大類，包括參加訓練者、訓練計畫本

身和訓練場地設施。參加訓練者的成本包括薪資福利、差旅生活費、材料書籍

費等，這部份是由機關負擔，訓練計畫的成本包括專兼任講師、生活費 … 等，

而訓練場地設施與維護則尚涉及資本支出等成本，這是訓練機構必須攤列入總

訓練成本中的。另外的分類有：(1) 直接成本 (教具設備採購或租用、教材印製、

講師薪資與福利、膳食…)，(2) 間接成本（支持訓練機關運作，但難以攤入個

別訓練計畫的費用。機關人事費、廣告…），(3) 教材等編製成本錄影帶、電腦

教學等製作費、講師培育場地維護等管理成本，和 (4) 參訓者的補助成本。另

外，Phillips (1999: 195-207) 的成本分類方式也可供參考，例如，訓練評估成本

也應該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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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整體性的評估模型  

 

前章如圖 5-3，由 Goldstein (1986) 所提出的訓練發展模型，原先係作為人

力資源訓練與發展方案規劃之重要參考，但是，由於其共包括了訓練方案之事前

評價、訓練方案發展、以及事後評估等三個相當完整的階段，因此，遂也成為諸

多論者探討訓練方案評估時的重要模型。 

根據他所提的模型圖可知，一項訓練方案的評估應考慮以下幾點，其中第一

至第六項係屬規劃與執行評估的部分，而第七與第八項則屬於影響評估的部分： 

1. 評估訓練需要：此一面向的主要目的在於確定當前組織、人員或者工

作，是否需要經由訓練進行修正或補充，及其修正與補充的程度。 

2. 設定訓練目標：根據前項的訓練需求，設定具體的訓練目標，明確描述

人員接受訓練後，其工作行為與態度應產生的改變。 

3. 詳細說明訓練目標：將預期結果與績效加以具體化，使成為明確 

4. 可遵循的方針與作法。 

5. 發展訓練方案：將各項方針、作法進行整體的結合。主要的工作包括課

程規劃、訓練媒體的選用、以及增進參訓人員學習的方法之運用。 

6. 發展標準：界定整體訓練施行過程與結果的績效評量標準。 

7. 訓練的監視：透過一定的制度設計，確保訓練計畫的施行。 

8. 評估訓練效果：根據先前建立的標準，評估訓練是否達預期效果。 

9. 回饋：將訓練各階段之資訊加以綜合分析，以作為下一個訓練循環的基

礎。 

換言之，可以將訓練發展評估約略轉換成不同部分的評估，有如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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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整體性訓練計畫評估 

資料來源：引自 Clardy (1997: 114). 

 

肆、公務人員委任升薦任官等訓練的訓練成效成估 

 

施能傑和蔡秀涓（民國 89 年）曾運用本節所討論的訓練成效評估概念，針

對公務人員委任升薦任官等訓練的訓練成效成估進行研究，該項研究分就「委任

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練」之規劃內容、執行過程、以及所產生的影響等三個

部份評估規劃評估，如圖 6-4。 

 

規劃評估 

   政策目標 
   訓練方案內容 

 
                                      

    執行評估                            總體訓練成效評估         
行政過程                             政策建議評估        
 
 
影響評估 

參訓者反應 
學習程度 
行為與態度改變 
結果 

圖 6-4  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練的評估架構案例 
 
 

訓練利害相關者 

計畫

目標 
訓練

投入 
訓練

活動 
計畫效果 

      工作  績效 
學習  績效  問題 

           影響   



  第六章  訓練計畫的內容規劃 
 

113 

規劃評估面向主要在瞭解訓練方案的規劃內容是否妥適，主要的評估指

標如下： 

1. 現行訓練目標是否適當？ 

2. 規劃單位是否有建立訓練需求評估以確定訓練目標？ 

3. 訓練課程設計是否有助於受訓者於知識、技能與能力方面的提昇？ 

4. 講座能否有效傳遞相關的課程內容？ 

5. 訓練教材能否幫助受訓者學習？ 

6. 學習場地是否舒適？受訓時間適當否？ 

7. 學習成績評量能否有效測出受訓者的學習成果？ 

8. 受訓者資格與遴選方法適當否？ 

執行過程評估主要在探討主辦單位與執行訓練機構在方案執行的相關議題

成效為何，主要的評估指標如下： 

1. 主辦單位、訓練機構與受訓者之間的溝通是否順暢？ 

2. 訓練方案在經費編列、支出與運用方面的情形如何？ 

3. 主辦單位與訓練機構在方案執行的資源整合能力如何？ 

4. 主辦單位與訓練機構在方案執行的分工協調能力如何？ 

5. 此方案總體執行力如何？ 

影響評估主要評估受訓者對訓練方案的反應、學習程度、行為改變程度與

總體結果等，具體的評估指標如下： 

1. 受訓者對訓練方案的總體反應如何？例如，對講師、教學、場地等。 

2. 受訓者的學習成效如何？A.是否學習到全面性的相關知識，例如實務與

理論方面；B.與工作相關的態度是否有所學習，例如價值觀，對工作的

認知；C.學習到與工作相關技能與有信心與使用的程度。 

3. 受訓者能否將訓練所學移轉與應用到實際的工作場所，以助於工作績效

的提昇？例如工作負荷量能否增加？工作品質是否有增加？以及總體工

作能力是否有提昇？ 

4. 總體訓練目標的結果與影響為何？例如，委升薦訓練計畫實施後對受訓

者所屬機關的影響，以及對我國文官體系總體影響而言。  

有關影響評估該部分，第一和第二個層次的評估可以在訓練學習場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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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適當的工具評量之，包括問卷、測驗和實地演練等。後兩個層次則必須在訓

練事後在工作職場中觀察或評量之。不過，該研究無法採用最理想的方法，因此，

完全只能採用多元對象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方法，蒐集相關資料，再據以做成綜合

性判斷。研究的評估面向、評估指標與評估方法如下。 

至於具體的研究發現和建議，有興趣者可自行參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委託的該項專題研究報告。 

 

   評估面向 評估指標 評估方法 

方案規劃內容 訓練目標、訓練需求評估、課程設

計、講座、教材、受訓場地與時間、

評鑑方法、受訓資格 

受訓者及其長官意見

調查、專家學者座談 

執行過程評估 主辦單位與受訓機構之溝通、經費

運用、資源整合能力、總體執行力

主辦單位與受訓機構

之訪談、專家學者評估 

影響評估 受訓者的反應、學習成果、行為改

變程度、總體結果 

受訓者長官之意見調

查、專家學者座談、重

要人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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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績效導向訓練規劃的案例 

 

本章針對第三章以下各章的理念，舉國內實際案例說明，藉以闡述績效導向

訓練規劃的操作方式。 

 

第一節  體驗式教學訓練方法 

 

近年來，公共行政的教學大多仍著重在規範理論的知識引介，教學方法則

以講授為主；此種「知識本位」的教學導向，固然有助於觀念建立，然而對解決

實際問題所需的行動技巧則仍須由受訓者自行體會運用。 

根據對美國威斯康辛州政府主管人員的一項調查發現  (Conant，1996: 

23-37)，只有三成的主管認為「課堂上的訓練」非常重要，顯示多數主管仍將「經

驗」視為最重要的訓練內涵，重視解決實際問題、案例的能力，而對課堂所傳授

的管理知識，則不感興趣。 

因此，依據成人學習特性而採取「能力本位」的教學方法，方能提昇實際

解決問題的能力。根據教育學者的看法，成人學習應重視下列原則： 

1. 重視動機，亦即提高學習之自由意願。 

2. 生活接近原則。其希望學習的內容是與工作生活直接有關，且立即可用

者。 

3. 夥伴原則，意指多數人之共同學習效果優於個人獨習，乃因成人具有獨特

之經驗，其所組成之學習團體較具異質性，可以相互學習而獲得成長。 

Kolb (1984) 將學習內容分為具體與抽象，將學習態度分為主動與反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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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組合成四種學習風格，亦即行動者、反思者、理論者與務實者，此四種學習

風格並可成為一個「學習循環」。對在職人員而言，每天面對大小不同的工作事

例，學習具體的經驗，從中可以獲得反省思考的機會，並進而抽離為抽象的概念，

尋求主動實驗，以解決問題。 

 

                     具體的經驗 (行動者) 
   
 
      主動實驗 （務實者）            反射式觀察（反思者） 
 
 
                       抽象概念化 (理論者) 

                  圖 7-1  學習循環圖 
 
資料來源：Kolb (1984)。 

 

綜合上述說明，在職人員訓練方法之採用當考慮： 

1. 經驗原則：由於學員係應用導向，學習方法宜採體驗途徑 (experiential 

approach)，透過情境模擬的方式，呈現與實際工作情況接近的學習環境。 

2. 小團體原則：採取以「學員為中心」的小組方式，針對情境中的問題，共

同尋求解決方案，達到自我指導效果。 

因此，教學內容應針對受訓者未來將擔任的職務內容，使其習得實際解決問題的

能力，而教學方式則以互動、參與程度較高之團體過程，讓參與者的經驗得以相

互交流。此種「體驗式學習」方法，與目前盛行的傳統教學方法有相當大的差異， 

Eitington 將二者的差異對照如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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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傳統學習與體驗式學習對照表 

項      目 傳統學習 體驗式學習 

學習單元 個人 團體與個人 

學習重點             內容          內容與過程 

學習者投入之本質       認知(知性)  認知與情意 

參與者的角色           傾聽、記憶、通過考試、

相對較被動 
投入、參與、互動、高度

主動 

課程指導者的角色       教學者、講授者、發表

者、評估者 
資源 (料 )提供者、催化

者、訓練者、有時亦為參

與者 

課程指導者的職責  提供單向溝通的器材(講

授.影片.旁白.討論等) 
為參與者創造習得經驗

所需的環境 

學習氣氛               正式.禁制.強調身分 非正式.輕鬆.鼓勵淡化身

分 

課程指導者關心的重點   提出"較佳"的問題向學員

發問 
尋找較佳的方式引發學

員深入思考問題，並透過

較佳的途徑尋求解答 

學習責任           教學者/講授者(學生是否

有收穫是教師的責任) 
參與者必須為其行為及

學習負責 

得到最大滿足者 講授者 參與者 

學習經驗轉移至工作的

可能性                 
低或不確定 大多數參與者有中至高

度之可能性 
資料來源：Eitington (1989：121-138)。 

 

兩種訓練途徑的差異，源自教學者與學習者關係之改變，由傳統「教師權

威」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生自主，此即所謂的「教室中的民主」。由於成

人的教學課程中，「經驗」是體驗式學習法的核心；又可依其來源分為二種型態，

其一是來自學員本身所提供的經驗，以討論與分享的方式進行課程，如敏感性訓

練、管理格道、團隊建立、價值澄清法等；其次則由教學者提供(或整理)的經驗，

透過分析、試作及模擬等方式進行訓練，例如解謎、經營競賽、演練、角色扮演

等。而二種途徑的共同點則在於培養學員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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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能力模型建立個案分析 

 

能力模型為績效導向訓練的基礎。職能為各職務所需具備之必要能力，並

可作為訓練的主要目標。本節簡介中華汽車如何訂定職能體系，從而瞭解職能建

立的過程與方法。 

中華汽車將核心職能定義為「對於能成功地擔任某個職位所需具備的能力

及行為的通稱；例如：計劃與組織能力、團隊能力、及溝通能力等」，並以問卷

及訪談方式整理成適用全公司的共通架構，包括持續改善、創新能力等七項核心

能力，其定義如表 7-2 所列。 

 

表 7-2 中華汽車核心職能定義 

持續改善 針對目前的工作流程或表現，運用適當的方法來找出改善的機會；

發展行動方案來改善現況及流程並評量其成效；擷取別人(或別的

企業)值得學習之處，用在自己的工作領域或企業中。 

百折不撓 在遇到沮喪或挫折的時候，仍能維持工作效率堅持到底；能承受並

妥善處理壓力，維持穩定的表現。 

分析能力 能夠針對所面對的問題或機會，搜集相關的資料，並從不同的資料

中分析出其因果關係。 

創新能力 針對不同的工作狀況發展具有創意且可行的解決方法；嘗試不同或

特別的方式來處理工作問題或機會。 

積極主動 能自動自發採取行動來完成任務；超越工作既定的要求，以達成更

高的目標。 

團隊合作 積極的參與團隊的任務；發展並運用和諧的人際關係來促進團隊目

標的達成；願意配合團隊共識來改變自己的行為，以扮演好團隊成

員的角色。 

建立夥伴關係 尋求機會與顧客發展互助的合作關係(包括公司內外部、跨部門、

上下游間的夥伴關係)。有效的符合顧客的期望，對顧客的滿意度

負責。 

資料來源：林維林與 DDI 專案顧問（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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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華汽車並分別就不同職務，建立階層別的能力模式。此一職能架

構之訂定主要由人事部門與外聘管理顧問公司合作，透過會議、訪談、問卷調查

等方法進行工作分析；其作業流程如下： 

 

第一階段：資料蒐集。 

由現有資料找出完成該任務所需具體之能力及表現之行為 

第二階段：領導團隊會議 

人事部門協助安排管理顧問分別與高階主管會談，討論目前與未來公 

司同仁所應具備的職能。 

表 7-3  中華汽車公司成員應具備的職能表 

資深主管 一般主管 所有人員 

• 宏觀的視野 
• 國際觀及市場知識 
• 企業家精神 
• 冒險家作為 
• 市場敏銳度 
• 願景領導 
• 變革領導 

 
 

 
 
 

• 輔導 
• 建立楷模 
• 授權 
• 解決問題 
• 分析決策 
• 個人影響力 
• 勇於面對問題 
• 包容部屬犯錯 
• 策略決策力 
• 機動處理 
• 提昇績效 
• 建立良性工作關係 
 

• 創新 
• 嘗試新事務 
• 自動自發 
• 負責任 
• 持續學習 
• 廣泛收集資料 
• 資訊整合 
• 建立夥伴關係 
• 了解自己的角色及價值

• 鍥而不捨 
• 溝通協調 
• 跨部門溝通 
• 流程改善 
• 提出建設性的意見 
• 建立深厚人群關係 
• 勇於說「不」 
• 說明事實 
• 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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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問卷調查 

針對全體同仁作抽樣調查，以篩選職能。(詳細問卷內容請見附錄二)。 

第五階段：提出職能建議 

由管理顧問彙整前述各階段資料後，提出職能架構建議。 

第六階段：小組討論 

人事部門協助安排管理顧問分別與各門門同仁代表會談，針對職能架

構初稿提出修正意見，建立「職能字典」。 

 

圖 7-2  中華汽車核心職能架構圖 

      經營環境敏銳度 

      策略決策能力 

      授權 

      願景領導 

       

    變革領導  變革領導 

    提昇績效  提昇績效 

       

持續改善  建立良性工作關係  建立良性工作關係   

分析能力  勇於面對並解決問題  勇於面對並解決問題  勇於面對並解決問題 

創新能力  工作輔導  工作輔導  工作輔導 

積極主動       

資訊掌握與應用       

強化夥伴關係       

核心職能  核心職能  核心職能  核心職能 

一般員工  課長級主管  主任級主管  經理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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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核心能力除定義之外，中華汽車在調查過程中同時整理「主要行為」

與「重要行為」事例，作為未來訓練教材的內容。以「持續改善」為例，其主要

行為共分六項，分別是： 

1. 建立回饋系統或方法以發掘別人或別的企業中，可供學習的資源及經驗。 

2. 找出公司現有的流程中，造成工作效率降低的阻礙。  

3. 針對工作現況及期望目標的差距，深入了解以找出無法達到期望目標的原

因。 

4. 提出解決方法，來改善工作績效不佳的問題，以達到更好的表現。 

5. 分析不同解決方案的利弊，進而選擇最好的方案。 

6. 執行改善計劃並根據成效及他人的回饋進行修正。（林維林與 DDI 專案顧

問，民 89） 

持續改善的「行為事例」，舉例如下： 

事例：造型工作推展及能力的提昇。 

行為：歐美及日本先進公司造型設計方式之調查，並了解採取之方式為油土

造型及 CAS，故針對此一需求，進行相關人才引進，及 CAS 設備的導

入。 

 

第三節  訓練課程規劃個案分析 

 

本節以中鋼公司案例說明訓練課程規劃過程中，如何將職能與訓練內容、

訓練方法結合。 

中鋼公司的基層主管（課長）培訓制度在國內頗負盛名，風評甚佳。該公

司於民國七十一自美國引進教材，歷經研究、設計及實驗階段，而於民國七十四

年正式實施 (莊財安，民國 80 年)。以「三級主管培訓作業要點」規範基層主管

的訓練，內容分為訓練與評鑑二個階段，第一階段訓練課程為期一週，其課程表

如表所示，主要內容涵蓋一般管理理論與概念，與傳統的「知識本位」訓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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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中鋼公司管理才能發展培育講習課程表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六 
始業式 8：00-  

9：00 
9：10- 
10：00 

管理的基本

概念 

工作方法的

改進 
命令 培育部屬 培養良好

的態度 
管理才能

評測中心

作業程序

10：10- 
11：00 

 
 
上 
午 

11：10- 
12：00 

組織的原則 發揮創造力 控制 培養個人

能力 
人事問題

處理 
綜合座談

中午 午        休 
13：10- 
14：00 
14：10- 
15：00 

組織的檢討

與再設計 
工作基本標

準 
協調 培養組織

能力 
工作崗位

中的士氣 
 

15：10- 
16：00 

下

午 

16：10- 
17：00 

工作架構的

改善 
計劃 主持會議 瞭解部屬

行為 
領導  

晚上       

資料來源: 中鋼公司人事處人力發展組。 

 

第二階段內容則讓學員模擬基層主管的實際工作內容，以各種主管日常經

常運用的工作方式，包括公文處理練習、約談練習、問題分析練習、工作排程練

習及小組討論等作為訓練方法，如表 7-5。 

學員以六人為一組，並有三位評審在旁觀察，以收集學員反應資料，據以

評分。評量向度包括分析研判力、決斷力、追蹤管制力、指導統率力、計劃組織

力及溝通表達力。而這些評量向度亦即訓練的行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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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中鋼公司評鑑中心演練項目及管理才能項目 

      演練名稱 
管理 
才能項目 

 教育訓 
 練委員 
 會議 

  公 文 
  處 理 
   

  診 斷 
   與 
  建 議 

  諮 商 
  輔 導 

  工 作 
  排 程 

分析研判力    ○    ○    ○    ○    ○ 

決斷力    ○    ○    ○    ˇ    ˇ 

計劃組織力    ˇ    ○    ˇ    ˇ    ○ 

追蹤管制力    ˇ    ○     ○    ○ 

統率力    ○     ○    ˇ    ○    ˇ 

口頭溝通表達力    ○    ○    ○    ○    ○ 

書面溝通表達力     ○    ˇ     ○ 

○ ：表示該練習必須表現出來的能力。 
ˇ：表示可能於該練習出現之能力 

資料來源: 中鋼公司人事處人力發展組。 

 

中鋼在民國八十年對此一制度進行檢討，著手進行三級主管的工分析，經人

事人員與現場主管訪談後，整理為卅一項工作項目，其後再經問卷(詳細問卷內

容請見附錄三)調查、座談，而擬訂了工作內容及所需能力對照表，如表 7-6 所

示，人力發展組並著手建立測驗題庫，以更新模擬演練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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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中鋼公司三級主管工作內容及所需能力對照表 

          所需能力     

工作內容 

 計劃 

 組織力

 分析 

 研判力

決斷力  追蹤 

 管制力

 指導 

 統率力 

 溝通 

 表達力

公文處理 

一般性簽辦公文 

查簽電腦報表 

  

  ＊ 

  ＊ 

 

  ＊ 

 

  ＊ 

  

  ＊ 

技術討論 

修護案之討論 

操作(品管)技術討論 

  

  ＊ 

  ＊ 

  

  ＊ 

  

  ＊ 

  ＊ 

溝通協調 

例外性之人員管理 

工作績效與考評面談 

和其他單位協調 

參加會議 

  

  ＊ 

  ＊ 

   

  ＊ 

 

  ＊ 

  ＊ 

  ＊ 

 

  ＊ 

  ＊ 

 

  ＊ 

 

  ＊ 

  ＊ 

  ＊ 

  ＊ 

巡視現場 

巡視現場生產狀況 

討論臨時事件 

處理一般突發急迫事件 

影響生產之重大問題 

  

  ＊ 

  ＊ 

  ＊ 

  ＊ 

 

   

  ＊ 

  ＊ 

  ＊ 

 

  ＊ 

 

  ＊ 

 

  ＊ 

  ＊  

 

 

  ＊ 

計劃組織 

工作計劃擬定及執行 

工作分派 

人力規劃(人力合理化) 

   

  ＊ 

  ＊ 

  ＊  

 

 

 

  ＊ 

 

 

  ＊ 

  ＊ 

 

 

  ＊ 

  ＊ 

 

 

  ＊ 

 

＊ 係代表各項工作內容所對應須具備之能力。 

資料來源: 中鋼公司人事處人力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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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工作案例撰寫 

 

前文分別討論訓練方法、職能建立與訓練課程規劃。績效導向訓練的概念就

訓練方法而言，可以視為能力本位的訓練；是以成人繼續教育之體驗式教學為

主，提供受訓學員分享工作經驗的環境。因此，此一途徑的訓練課程中，教師的

角色並非唯一的知能提供來源；相對的，訓練機構的重要職責在於組合學員（包

含結訓學員）的經驗，累積處理工作案例的成功（或較佳）方法，而達到成長的

目的。中鋼的案例可以發現，傳統「知識本位」課程仍然保留，但教學重點則已

移轉至中鋼內部的管理經驗；第二階段的評測活動則以體驗式學習為重心，強調

透過模擬演練培養學員的實際行為。中鋼之基層主管培訓運用了「評鑑中心」的

精神，將訓練方法與核心職能整合，亦即特定的訓練方法適合於培養特定的核心

職能，此一結合方式對訓練規劃有重要意義。 

茲根據上述討論，將訓練課程的規劃流程整合圖示入下。再者，體驗式學習

的內容在於「經驗案例」，研究小組設計了「工作案例撰寫格式」，並將範本列舉

於後 (請見圖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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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績效（職能）導向訓練課程規劃流程 

     
  選定 

標的職位

  

  ↓   
規  工作分析   
劃  ↓   
階 ┌─── ──── ───┐  
段 工作活動與任務  分析人員能力、知識、

特性 
 

 ↓  ↓  
 工作樣本  職能歸類  
 ↓  ↓  
 設計演練  設定職能向度  
 └─── ──── ───┘  
  ↓   
  設定演練與職能向度矩陣 

內容效度檢定 
  

----------------- ----------------- │ -------------------------- ---------------
準備  ↓    
階段  輔導員訓練、演練

修訂 
 學員報名與篩選等各項行

政工作 
 

  │   
----------------- ----------------- ↓ --------------------- --------------------
  實施訓練   
訓  ↓   
練  訓練方式簡介   
階  ↓   
段  進行各項模擬演練   
  ↓   
  訓練與評鑑回饋   
----------------- ----------------- ↓ --------------------- --------------------
後  後續發展活動   
續  ↓   
階  複訓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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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訓練需求作業的案例 

 

為提供人力資源訓練工作者或人力資源訓練單位進行訓練需求的操作化指

引，本章認為實務上可以掌握三個步驟，包括：職位標準訓練、需求調查和訓練

規範，並且運用國內實際案例作為說明之案例。 

 

第一節  職位標準訓練：統一超商個案 

 

統一超商是國內知名的流通服產業，其經營技術包括品牌、作業流程、人員

訓練等，早期是由美國南方公司引進。近年來統一超商致力於建立本土化的管理

模式，累積管理經驗，尤其在教育訓練方面具有相當的成果。因此，超商進一步

成立轉投資的顧問公司，除了對內部員工提供訓練外，並試圖對連鎖店業者推廣

超商經驗。超商訂定的核心能力包括顧客滿意、工作效率、創新精進、主動領導、

有效溝通及啟發潛能等六項，對工作同仁則再進一步訂定操作定義，例如顧客滿

意可再分為誠信可靠、顧客服務導向及團隊意識等。核心能力主要是作為考選員

工的標準，並以之訓練員工，另亦編訂作業手冊，提供工作同仁具體的行為範例，

如表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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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1  統一超商核心能力及其定義 

FOR 組織 工作者 

Ⅰ. 顧客滿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 

1.1 誠信可靠 
1.2 顧客服務導向 
1.3 團隊意識 

Ⅱ. 工作效率 
（Efficiency） 

2.1 經營敏銳度 
2.2 問題解決能力 
2.3 語文運用能力 
2.4 電腦技術應用 

Ⅲ. 創新精進 
（Innovation） 

3.1 創新與實踐 

Ⅳ. 主動領導 
（Leadership） 

4.1 團隊領導力 
4.2 領導魄力 
4.3 成就動機 

Ⅴ. 有效溝通 
（Communication） 

5.1 方針管理 
5.2 組織認同 
5.3 專家精神 

職能項目 

Ⅵ. 啟發潛能 
（Inspiration） 

6.1 部屬培育 

  資料來源: 統一超商網站（http://www.7-11.com.tw）。 

 

在訓練方面，超商先透過「整體績效管理制度」（TOPS）的建立，擬訂全

公司每個職位的職務說明書，進而訂定全公司的訓練體系，如圖 8-1，作為辦理

訓練的指導架構。 

其次針對不同職位有其不同的訓練需求，超商採取「職位訓練」作法，將每

個職位依任職時間自新進至滿三年，分為六個階段，分別設定各階段所應接受的

訓練內容。以公關經理為例，其應接受之訓練從第一階段的公關實務概說至第四

階段的談判技巧政府關係等，根據受訓者任職年資，決定其應定期受訓的內容與

受訓的方式。訓練中心可要求各單位根據「職位訓練說明書」所提報的需求，彙

全公司年度訓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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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統一超商教育訓練體系圖 

資料來源：統一超商人力資源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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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職位說明書的過程需時約二個月，主要經由各部門主管填報擔任人應接

受的訓練內容，再由訓練中心召集會議討論、修正後定案，依組織功能劃分，共

分為一般管理、人力資源、總務、財務、行銷、營業、發展、法律、系統、稽核、

公關、工程、採購及其他等十四類課程。填報內容格式如下表所列： 

 

表 8-2  某超商公司員工訓練需求提報表 

訓練類別 (請打 v) 訓練方式 (請打 v，可

複選) 
訓練

階段 
訓練

期間 
訓練

目標

訓練

課程

名稱 

時數

專業

訓練

管理

訓練

自我

發展

支援

技能

內訓 派外 OJT 自我

研修 

            

            

            

            

            

            

            

            

            

            

 

 

第 

 

六 

 

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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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需求量表調查法：新竹市個案分析 

 

本節以本研究協同主持人協助新竹市政府「中階主管管理才能研習營」之規

劃，說明如何運用量表作訓練需求的分析。由於此一層級主管擔負重要職責，除

參與決策、研訂執行方案，協調平行單位、採取配合措施，並須領導所屬同仁貫

徹執行。因此課程設計構想包括考量下列因素：(1) 理論與實務結合：以實際業

務為教材。(2) 運用成人學習原理：採用多元化教學方法，引進體驗式學習。(3)

能力本位訓練 。 

需求規劃的過程是，首先，根據中階主管「承上啟下」的角色特性，將課程

架構預擬區分為上行管理、平行管理、自主管理及下行管理等四個群組。 

 

  上行管理才能 
●企業型政府 
●市政策略分析 

  

   
 

  

環境管理才能 
●媒體管理 
●電子化政府 

 自主管理才能 
●情緒管理 
●時間管理 
●決策管理 
●壓力管理 

 平行管理才能 
●團隊建立 
●衝突管理 

   
 

  

  人員管理才能 
●績效管理 
●工作指派 
●員工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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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步驟是學員訓練需求的確認，根據 Louis E. Tagliaferri 編訂的「管理

訓練需求分析」問卷 (請見表 8-3)，針對市府中階主管進行調查。根據問卷所得

資料，原設計為四十八題分屬十二項管理才能（包括領導、訓練員工、人群關係、

激勵、溝通、紀律與控制、績效管理、輔導諮商、解決問題、計劃組織、工作指

派和時間管理），其中二項管理才能（激勵和紀律與控制）信度不佳予以刪除。

而訓練需求則是受測者對各項管理才能所作「重要程度」與「滿意程度」評分的

差距，統計結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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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步驟是，再經與市府主管訪談後，修訂課程架構及課程配當表如下： 

 

  上行管理才能 
●市政策略分析 

  

   
 

  

環境管理才能 
●媒體管理 
 

 自主管理才能 
情緒管理 
●時間管理 
●決策管理 
●壓力管理 

 平行管理才能 
●衝突與危機管理

   
 

  

  人員管理才能 
●訓練員工與輔導諮商

●工作指派與績效管理

  

                    

時間 第一天課程 第二天課程 第三天課程 

0900—0930 開訓 當日課程導覽 當日課程導覽 

0930-1000 

1000-1100 

1100-1200 

媒
體
管
理 

觀
念
介
紹

演
練 

領
導
與
溝

通 觀
念
介
紹

演
練 

時
間
管
理

與
決
策
管

理 觀
念
介
紹

演
練 

1200-1400 午餐與休息 

1400-1500 市政策略 SWOT 分析 

1500-1600 

1600-1700 

衝
突

管
理 

個
案
分
析
探
討 

員
工
訓
練
與
績
效
管

理 個
案
分
析
討
論 

分組報告與市長時

間 

1700-1800 晚餐與休息 

1800-1900 

1900-2000 

錄
影
檢
討
與
經

驗
分
享 

壓
力
管
理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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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 員工訓練需求調查範本 

 

新竹市政府中階主管人員管理訓練需求調查問卷 

敬愛的市府同仁： 

    這份問卷的目的在於瞭市府中階主管的看法，作為人事室規劃訓練課程的依

據。下列每項問題均係主管人員所須具備的管理能力與技巧，請針對「對目前職

務的重要程度」與「對目前表現的滿意程度」，勾選適當的數字。感謝您的協助！！ 

                                      

對目前職務的重要程度                對目前表現的滿意程度 

您的意見  請填                您的意見  請填 

========  ====                ========  ==== 

非常重要  1                   非常滿意      1 

重要   2                   滿意       2 

無意見   3                   滿意         3 

不重要   4                   不滿意   4 

完全不重要  5                   非常不滿意  5 

 

 

1. 與同仁維繫良好的人際關係。 

2. 引導同仁達成單位的共同目標。 

3. 針對不同的同仁適時變換領導方式。 

4. 根據情況需要，調整領導風格。 

5. 教導新進人員。 

6. 訓練同仁，使其獲得新的工作技能。 

7. 追蹤同仁的工作進度。 

8. 熟悉並運用有效的訓練方法與技術。 

9. 以公平、一致的態度處理同仁的問題。 

10. 掌握同仁的情緒、態度、信念。 

11. 能與不喜歡的人相處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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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讓同仁參與決策。 

13. 讓同仁了解誰的工作表現最好。 

14. 讓單位同仁的工作士氣高昂。 

15. 熟練激勵員工的方法。 

16. 豐富化員工的工作生活品質。 

17. 以誠實與開放的態度與員工進行溝通。 

18. 鼓勵員工直言不諱。 

19. 隨時掌握與工作相關的狀況與訊息。 

20. 能作跨部門的協調與合作。 

21. 對本府的人事政策與措施有全盤了解。 

22. 能要求同仁積極遵守紀律。 

23. 必要時，對同仁採取懲處。 

24. 以公平、一致的態度要求紀律。 

25. 協助員工了解高階長官對工作所要求的標準與期望。 

26. 針對員工的工作績效，提供員工及時且正確的資訊。 

27. 能改進同仁的工作表現。 

28. 有效控制成本與品質。 

29. 聆聽員工的抱怨與問題。 

30. 針對員工所遭遇的工作問題或是抱怨，進行諮商輔導。 

31. 以同理心瞭解員工的需求與期望。 

32. 追蹤與管制員工抱怨的處理情形。 

33. 確認問題的重點所在。 

34. 發掘問題之根源所在。 

35. 運用有效的解決問題方法。 

36. 熟悉團體決策的技術。 

37. 為同仁設定量化、具體的目標。 

38. 擬訂達成目標所需計畫或策略。 

39. 整合人員、設備及各種資源。 

40. 能釐清權責關係。 

41. 能清楚、明確地指派工作。 

42. 當情境需要時，能授權給同仁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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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能讓每位同仁都能發揮所長。 

44. 對交辦工作進行追蹤考核，以確實掌握進度。 

45. 協助同仁規劃工作進度。 

46. 有效管理本身的工作進度。 

47. 能對各項工作，區分輕重緩急。 

48. 能準時完成工作。 

 

第三節  建立訓練規範書的建議 

 

前述兩節首先介紹統一超商以職位為基準，設定各該職位所需之受訓內涵，

則各單位主管可據以安排所屬人員，定期接受訓練；訓練機構則依各單位的派訓

需求擬訂訓練計畫，按期實施。其次介紹管理才能量表如何運用在新竹市政府的

研習營明確分析受訓人員的需求，而協助修正課程內容。 

二個個案代表了二種鑑識訓練需求的基本途徑。前者屬於以訓練機構主導，

著眼於「任職者」績效要求，訂定應接受的訓練內容，一旦「職位訓練基準」建

立之後，任職者即瞭解其需求，從而便於主管、訓練機構的合作，安排人員受訓

以提昇個人及單位之績效。若延伸此一途徑應用於建立需求分析作業，亦即建立

組織的「訓練規範」。量表分析則代表第二種途徑，屬於顧客導向式、自下而上

的作業方式；此一途徑以契合受訓者需求為首要目標，訓練機構原則上事先不決

定訓練內容，而根據調查結果再作修正。以下試就訓練規範、需求量表進一步說

明，再提出整合的建議。 

訓練規範的概念來自職業、技術訓練。技職訓練中由於涉及機器設備之操

作，受訓者必須瞭解各象機具設施的技術規範，引申此一概念在訓練上，主要是

界定任職者在工作上必須接受的訓練內容。經濟部國營會曾推廣此一觀念，應用

在國營事業的教育訓練，依據組織各個不同的功能予以區分，分別訂定管理、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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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生產、會計等不同專業的人員必須接受訓練的內容與時數，予以明確表列。

以下是中國石油化學公司主管人員、儲運人員的訓練規範： 

 

表 8-4  中國石油化學公司各級主管訓練規範 

 課程       時數     主管 
 名稱       配當     層級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三級主管 

領導統御 2 3 3 

意見溝通 2 3 3 

人群關係 2 2 3 

工業安全與衛生 3 3 3 

品質管制 2 3 3 

當前經濟政策與國際經濟現況 3 3 3 

企業經營策略 3   

企業經營分析 3   

管理會計 2   

目標管理 2 2 2 

問題分析與決策 3 3 3 

財務報表分析 2   

電腦在管理上的運用 2 3 3 

公司經營理念與展望 2 2 2 

時間管理 2 2 2 

主持會議技巧 2 2 2 

計劃與控制  3  

預算與成本  3 3 

組織與人力  3  

工作簡化  2 2 

工作教導   2 

晤談技巧  3 3 

商業研究   6 

總  計  時  數 37 4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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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5  中國石油化學公司儲運管理訓練規範表 

部門別： 
管理(儲運) 
 

物料

管理

員 

物料

管理

師 

倉儲

管理

員 

倉儲

管理

師 

產品

管理

員 

產品

管理

師 

運輸

管理

員 

運輸

管理

師 
類別 課程名稱         

物料管理 6 6 6 6 6 6 6 6 
工作簡化 2 2 2 2 2 2 2 2 
人群關係 2 2 2 2 2 2 2 2 
意見溝通 2 2 2 2 2 2 2 2 
電腦基本概念 6 6 6 6 6 6 6 6 
公文寫作及書

信 
2 2 2 2 2 2 2 2 

簡易統計 2 2 2 2 2 2 2 2 
安全辨識與火

災預防 
3 3 3 3 3 3 3 3 

 
 
 
 
 
A 

機械與工具安

全 
2 2 2 2 2 2 2 2 

物、材料存量控

制 
6 6       

原、物料成本分

析 
3 3       

原物料及產品

進出庫作業 
  6 6 6 6   

稱重作業   3  3    
MRP 管理系統  6  6  6  6 
運輸法規及管

理 
      3 3 

公路及監理法

規 
      3 3 

海運法規       3 3 
海空及貨櫃運

輸 
      3 3 

租船實務       3 3 
關稅及關務認

識 
      3 3 

 
 
 
 
 
 
 
 
 
 
B 

商業談判  3  3  3  3 
說明：A 類指共同性課程，B 類指專業性課程。 

 

量表分析以往在學術單位的應用較為普遍，晚近因統計軟體與視窗系統結合

加上網路運用快速成長，訓練需求若能採用網路調查，當有助於作業效率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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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量表分析的調查問卷主體有二部份，其一為問項內容，係工作所需之任務

（task）、行為或能力；其次則是評量尺度，常用的尺度如重要程度、運用頻率、

表現程度、滿意程度等。其中以重要程度與表現程度二者差距（表現程度低於重

要程度，表示該項能力有所不足，代表訓練需求）最為常用，其次重要程度與滿

意程度的乘積，亦可鑑定訓練需求（滿意度為負向計分，重要程度愈高、滿意度

愈低，則訓練需求愈高）。以下的範例是根據職訓局主編「企業訓練專業人員工

作手冊」的製造業案例，結合量表尺度的概念編定而成： 

 

表 8-6  功能、階層別訓練需求調查表範例 

 

以下各題，是描述各管理階層所需具備之能力，請就各種能力對工作重要程

度予以評分；其次，請就您目前您在該項能力的表現程度，予以評分。二項評分

均請在適當數自直接勾選。9 代表非常重要或非常好，依序遞減，0 代表不重要

或非常不好。 

 

一、一般管理部門 

 重要程度 表現程度 

1.行政規章（如人事規章）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2.法律命令（勞工、稅務等法令）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3.領導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4.會計作業流程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5.電腦運用（如文書處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6.人際關係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7.物料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8.其他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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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產課主管（請生產課課長或副課長及其以上相關主管填寫） 

   

 重要程度 表現程度 

1.專業技術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2.工安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3.品管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4.領導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5.法令常識（如勞工法令）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6.人際關係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7.成本效率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8.其他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三、廠長、主任級（請廠長、主任或廠長及其以上相關主管填寫） 

   

 重要程度 表現程度 

1.領導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2.人際關係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3.時間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4.成本效率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5.勞動法規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6.工安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7.生產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8.專業技術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9.公關技巧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10.其他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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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理、副理級（請經理、副理及其以上相關主管填寫） 

   

 重要程度 表現程度 

1.專業知識技術（執行業務所需之相

關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2.領導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3.人際溝通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4.時間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5.成本效率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6.電腦運用（如文書處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7.其他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五、協理級（請協理及其以上相關主管填寫） 

 重要程度 表現程度 

1.領導能力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2.人際溝通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3.時間管理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4.經營策略規劃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5.專業知識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6.公關技巧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7.其他              9 8 7 6 5 4 3 2 1 0 9 8 7 6 5 4 3 2 1 0 

 

基本資料 

1.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           2.職稱  ___________________ 

3.性別  □女  □男                   4.任現職年資 

5.年齡  □30-39  □40-49  □50-59  □60 以上 

6.學歷  □高中及以下  □專科  □大學  □碩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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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根據前述各章的討論，本章先整理出績效導向訓練計畫的基本結論，然後提

出執行的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論 

 

人事經費資源有限下，訓練必須講究績效，本研究採取整體的角度，分析

影響訓練績效的重要面向。下列僅將主要的研究觀點，分幾點提出總結。 

 

壹、政府部門比企業部門更需要依賴訓練發展提高公務人力資源服務能力 

 

政府部門員工工作保障性很高，久任是普遍的特色，工作能力自然容易有

退化與不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又較難以裁員等方式解決這方面問題，

因此，就要依賴更多的員工終身學習計畫，積極提供員工改善工作能力、心智和

服務行為態度的機會，否則只是繼續加深許多無效人力的沈澱成本損失。 

 

貳、績效導向的人力資源訓練發展規劃是主流價值 

 

企業實務界和人力資源訓練專業學會組織，過去不斷強調訓練要向績效轉

向，美國聯邦政府的訓練政策更是清楚要求，訓練目的要能改善個人與組織績

效，並協助達成機關職掌與績效目標。 



績效導向理念的公務人員訓練規劃 

144 

參、績效導向訓練發展的「整體性」規劃理念，由上而下包括三個主要概念，即：

策略導向、能力本位和訓練計畫。 

 

本研究根據相關文獻論述，進行人力資源訓練與發展必須要有清楚的目

標，目標的核心就是鞏固績效，所以上中下游的工程是：「組織策略 → 績效方

向 → 訓練與發展計畫」。因此，訓練發展計畫的績效首重策略層次的績效。其

次，根據策略層次再進行訓練計畫層次本身的有效管理，包括從訓練需求調查

到訓練效果評估等。最後，如何執行設定的訓練計畫也是不能忽略的層面。特

別要說明的是，訓練的不同利害相關者，包括政治領導者、派遣機關管理者、

參與學習者、民眾和服務提供之組織，對於不同層面的重視程度會有不一，只

有清楚掌握者這樣的動態性，才能從更整體觀點，追求訓練發展計畫的實際績

效。 

 

肆、策略導向訓練規劃是根據策略性人力資源訓練理念，結合政府、個別組織發

展目標與訓練活動內容。 

 

策略性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的典範，從最早期的產品導向，移轉至服務導向，

最後變成強調策略導向。因此，訓練發展這項服務產品必須迎合組織根據策略目

標所建立的需求，僅是顧客滿意是不夠的，要能確保其與組織各項重要策略緊密

結合，並且能獲致預期的成果。策略性訓練發展方能提供給組織適當的價值，成

為管理團隊的一項重要經營夥伴。 具體地說，整個流程包括幾個關鍵點：確認

組織的核心業務目標，每一核心目標的關鍵性成功因素，每一關鍵性成功因素所

需要的能力要求，訓練發展需求評估，最後擬定訓練發展計畫。 

綜論之，政府部門策略導向理念的訓練發展計畫，強調政府人力資源訓練發

展活動，首要能配合政府總體目標，配合服務部門目標，和其他人力資源管理政

策兼有一致性和相互支援性，以及重視訓練計畫本身的一致性。後三者是比較常

被提到的，但是政府整體目標對於個別部門的訓練計畫應該仍有指導的功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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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執政者輪替後自然會有新政策，這些廣泛適用於政府整體的經營理念和推動所

需要的變革，當然需要反應在政府人力資源訓練發展方向上，政治首長們常會依

此判斷訓練計畫的績效程度，這種方向並非要將訓練活動政治化，而是在訓練總

策略中適當反應政府政治首長的理念和期許。 

 

伍、能力基礎導向訓練規劃是確立影響工作職位或工作領域績效的關鍵行為，據

以設計和評估有效的訓練活動內容。 

 

能力基礎途徑的人力資源管理觀點雖是較晚近的發展，但目前卻已獲得相當

普遍的重視，尤其是大量運用在人力資源訓練發展上。能力是指個人具備的深層

和持久性特性，這些特性和其在某項工作或情境上的有效績效或卓越績效之指標

表現，具有因果預測的相關性。如何建立工作能力模型已有許多操作性程序和方

法的指導，本研究第七章也有案例說明，一旦確認出能力面向模式和具體能力事

項，訓練課程即可對應規劃。 

能力基礎途徑已受到美國、英國、加拿大、紐西蘭、澳洲等許多國家的採用，

尤其是高階主管人力資源部分，本研究第四章中有詳細說明。例如，美國聯邦政

府人事管理局經由多年經驗與研究分析，提出「領導效能架構，規劃不同層次主

管人員應具備的獨特能力與共同基本能力，針對高級行政職職位也訂定共同必備

的資格條件，稱為「核心能力條件」，新修正的「主管人員核心資格條件」，包括

變革領導、員工領導、結果導向、企業洞察力、建立結盟和溝通等五大面向，聯

邦行政主管學院和相關訓練機構再據以設計各類型學習活動，培養人力資源。 

同樣地，能力模型也廣泛地用於人力資源訓練專業工作者，實務界和研究界

已提出許多一位稱職的人力資源訓練工作者必須具備的能力面向，這也是負責人

力資源訓練部門和工作者可以自我學習的內容，本研究第三章有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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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訓練計畫本身的規劃，為獲致訓練的投資報酬績效，應該遵循需求評估、計

畫設計和效果評估三項程序進行規劃。 

 

幾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績效導向理念在訓練計畫層次上的意義是，規

劃訓練發展計畫者必須遵循「基本模式」，模式的起點是訓練需求的規劃，並以

訓練結果是否達成訓練目標的評估為結束，其間則涉及執行層面的課題。循此程

序，可以幫助組織更清楚地瞭解，究竟為了減少形於外的績效落差，是否要依賴

訓練途徑作為干預方案，或應採行非訓練途徑解決績效落差問題。這樣的思考模

式，將可以及早減少錯誤，避免將人力資源訓練當成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靈丹。

此外，循此程序，更可以確保訓練活動內容和訓練期待目標間的契合。 

 

柒、訓練需求評估是訓練計畫本身規劃的最關鍵步驟，包括組織層次、工作層次

和員工個人層次的需求評估，據以建立訓練計畫的具體訓練目標。 

 

透過訓練需求評估，可以清楚說明組織目標和達成目標的效能，員工實際

所具備的技能和有效能的工作績效所需具備的技能之差異，現有的技能和能夠在

未來使工作獲致良好績效所需的技能之差別，以及需要人力資源發展活動的情

況。換言之，績效落差可能源自於組織曾面、工作層面和員工層面的需要而來。 

組織需求分析是要瞭解組織策略發展方向，以決定需要進行哪些訓練發

展，以及如何進行的情境。工作需求分析是有系統地瞭解某項工作內涵，以決定

要教員工什麼，方能獲致最佳工作績效。員工需求分析是要瞭解特定員工就主要

工作面向的績效。關於如何進行需求分析的具體方法，本研究第五章有說明，第

七章和第八章分別提供實際案例說明。 

 

捌、訓練計畫內容規劃要包括從確立訓練目標到執行訓練活動等許多環節

相扣的工作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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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計畫設計包括許多重要環節，常被歸類成幾項：(1) 確立訓練計畫目

標，(2) 選定負責訓練者，(3) 選定參與訓練活動者，(4) 擬定學習課程計畫，(5) 

選擇訓練方法與技術，(6) 準備教材，(7) 擬定訓練時間表，和 (8) 實施訓練計

畫等。 

以上各項活動步驟都涉及細膩的操作化指引，本研究第六章中有詳細說明。

國內最忽略的是，如何以較為行為化和具體化的方式，確定訓練目標，因此影響

到所有後續步驟的有效性，包括選擇適合的訓練方法或技術，教材準備等。 

 

玖、訓練計畫的成效評估，由簡至難包括四個層次，即學習反應、學習結果、行

為改變和成效結果，最重要的績效面向應屬後兩者。 

 

要瞭解訓練計畫是否產生績效，最低層級的評估面向是參與者的滿意度，

包括諸如課程講義教材的品質和相關性、輔助教材的品質、設備的充分性、課程

時數的充足性、課程目標的關連性、講座對課程的知識、講授技巧的效能性、講

座台風技巧的效能性，以及測驗工具的充分性等。第二個評估層次是參與者在訓

練結束後的立即學習程度，也就是在態度、知識與技能等方面的改變程度，以瞭

解訓練的學習目標達成程度為何。第三，要瞭解的是參與者能否將訓練活動所學

知能實際運用於正式工作場所的行為。最後的層次是，參與者實際工作績效之改

善程度，及組織訓練目標的達成度，例如訓練對改善工作、品質、提高生產力、

節省時間、提高士氣、改善服務和提高能力等的助益程度，由此更可以運用成本

效益精神評估訓練成效，即訓練計畫的投資報酬率。 

 

拾、績效導向訓練規劃的成功關鍵，深受人力資源訓練部門和專業工作者的理念

轉型和能力建立，並指導業務部門共同參與。 

 

績效導向的訓練，核心價值是將人力資源訓練發展目標，重新定位成是協

助組織和員工改善績效，因此，人力資源訓練部門和專業工作者必須以績效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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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居，有能力協助組織與員工診斷績效問題，規劃適當的學習計畫，不是僅僅是

傳統「辦理」或「執行」訓練服務活動而已。這種方向需要人力資源訓練變成是

專業，緊密與人力資源管理部門結合，改變自我的能力需求，然後引導和參與業

務部門進行訓練計畫的規劃。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研究提出以下各項建議。這些建議事實上是根據本研究各章的研究結果

所做出的具體建議，雖然並非採取編訂條列式的自我檢查操作手冊，但是也實際

上針對如何分別從策略導向、能力導向、計畫內容層次和執行層次，提供系統性

的行動方向之建議，可以讓辦理訓練工作者瞭解如何將績效導向理念應用於員工

訓練發展的計畫規劃。 

 

壹、各機關自行建立訓練體系的建議 

 

建議根據「訓練類別」與「官等與職務」二項標準，將課程予以區隔如下

圖所示，並進一步依職務區分課程內容（例如「第八職等人事主任」，將受訓對

象明確化）。一旦訓練體系建立，自然有助於將受訓對象與內容明確化，訓練需

求自然清楚浮現，年度訓練計劃更可依據政策方向，區劃訓練重點。 

特別重要的是，在這個體系下，個別機關或至少是專業領域組織，應該嘗

試建立能力基礎的訓練概念，發展出不同不同職務等別主要需要的訓練類別為

何？每一訓練類別中主要的核心能力為何？根據這樣的架構，設計係部的學習課

程，以及學習活動的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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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理訓練 專業發展 啟發訓練 新進訓練 

簡任     

薦任     

委任     

 

貳、策略導向訓練規劃的建議 

 

各機關自行建立訓練體系後，年度訓練計畫的規劃應該由策略導向訓練規劃

開始。當進行策略導向訓練規劃時，人力資源訓練部門一定要引導和協同業務部

門，深入融入組織管理的績效問題診斷過程，並且根據下列的重要事項檢查點，

逐項檢討訓練計畫的規劃過程。 

11. 是否建立訓練發展部門本身之策略計畫，並和組織整體策略計畫配合。 

12. 是否積極主動參與組織整體策略計畫擬定之過程，扮演組織策略形成的重

要參與者，並指陳訓練發展活動可以扮演的角色所在。 

13. 是否將工作重點從訓練活動轉移至組織內重要面向的績效改善。 

14. 是否和重要管理者建立伙伴關係，提供其規劃和執行策略時所需之協助。 

15. 是否也要提供與外部顧客滿意相關課題的各種訓練計畫、服務和流程。 

16. 是否定期與組織高階領導者溝通，瞭解與確保所提供的訓練發展對組織是

否產生成效，有助於策略目標之達成。 

17. 是否隨時掌握組織內部的脈動，包括工作氣氛、工作滿足感、態度、組織

認同感等，以利策略目標之實踐。 

18. 是否訓練發展計畫要盡可能地與維持組織核心能力水準直接扣接。 

19. 是否特別重視訓練活動產生的投資報酬、影響、員工行為改變等結果導向

的效益。 

20. 是否每個訓練計畫規劃流程，都要與組織策略的內涵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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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機關能力模式訓練規劃的建議 

 

策略導向訓練規劃完成後，各機關務必要進行績效管理的診斷，包括：瞭

解影響機關績效的重要要素，達成這些重要要素或績效目標（或產出）的重要能

力領域為何，分析目前現有工作人力的能力落差狀況，以及落差原因的分析。這

個過程的產品是建立能力模式，即第三、四兩章討論的理念和操作技術。 

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提供一些有用但扼要的指引 (OPM, 2000)，如表

9-1。各機關可以根據職務層級等因素，分別就領導力、溝通、工作程序、專業

知能、問題解決分析、決策和科技等面向，採用焦點團體、面談、工作分析等方

式，分析為了達成組織目標所需要的能力模型。 

 

表 9-1  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對建立組織所需能力的操作程序建議 

能力面向 探索之問題 

領導力 領導者與管理者短期和長期內需要什麼新技能？ 

溝通 需要哪些溝通能力（人際、書面、口頭）方能在組織內有

效工作，以及符合外部利害關係人之需？ 

工作流程 若組織需採行新的工作流程才能達成目標，有哪些能力是

支持新工作方式所需要的？ 

專業知能 哪些特別的知識或技術必須具備？ 

問題解決 若組織目標的達成需要面臨解決新問題的挑戰，有哪些能

力是新需要的？ 

決策 有法令要求必須採取新的決策途徑嗎？ 

技術 哪些類型的科技能力是需要具備的？ 

資料來源：U.S. OPM (2000: 13). 

 

肆、學員需求與課程規劃的建議 

 

根據研究小組的訪談，各機關派訓作業，大多在收到調訓公文後，採取二

種方式。若時間充裕，則以傳閱、會辦方式，徵詢各單位派訓人選；若時間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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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逕由人事單位簽擬人選，由首長核定。影響受訓意願的因素可歸納如下表，表

中的因素可歸類為組織因素、課程因素、與學員因素（態度與能力）。組織因素

與訓練體系、訓練規範及其他制度因素有關，此處先就課程設計與學員需求，討

論解決方法。 

表 9-2  受訓意願的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 說明 
主管支持 首長是否鼓勵同仁受訓，影響同仁意願 
差旅等費用考量 訓練頻繁、差旅費增加造成成本增加 
開課資訊不足 缺乏對課程內容、效果的瞭解 
開課內容不符業務需求 專業性與深度不足 
單位業務忙錄 人手不足或忙不過來，無法派人 
個人興趣 同仁是否有興趣 
課程吸引人 課程內容新奇或趕上潮流 
課程實用性 對工作有明顯的助益 
受訓地點 受訓地點太遠造成加庭生活不便 
經驗與能力 以往受訓遇到不愉快經驗產生偏見； 

部份人員係法令規定不得不參加 

 

當學員報名意願受到機關業務、個人意願影響，以致報名人數不足時，訓

練機構往往因成本考量而停止開班，其解決之道或可朝下列方向思考： 

1. 採取「小班教學」，運用體驗式教學以經驗交流為培養行為的主要方式， 

2. 以催化、輔導者的角色取代講授者的角色，不受講師時間、人選能否配

合等因素影響， 

3. 建立模組化教材，根據知識管理的精神，累積經驗資料庫，編訂訓練機

構自有版權的教材。 

基於上述論點，則受訓學員僅需達到一個小組（六至八人）的規模，足以

形成討論的過程（亦即團體過程）即可進行訓練活動。 

另一方面，學員經驗與能力不盡相同，訓練需求難免有所差距，未必需要

對所有課程照單全收，因此，能力檢定的作法或有必要。換言之，學員報後、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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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前施予測驗，而將學員區分程度。通過測驗的課程，毋需再修習。進一步來說，

若課程結構分為「核心必修」與「進階選修」，則前者可應學員要求，給予檢定，

決定是否需要修習。 

再者，訓練地點亦影響訓練需求。對台北縣市以外地區學員而言，赴台北

市受訓，勢必產生對交通、家庭的影響，若能考慮與與其他訓練機構策略聯盟，

在訓練工作上作上、下游的垂直分工，亦即委託單位仍負責規劃，包括課程設計、

師資延聘、及教材製作等，而將課程之實施、學員服務等行政事宜，委由地區之

訓練機構代為執行。 

 

伍、參與學習活動成員的建議 

 

為了避免常聽到的參與「訓練專家」現象，使得訓練能減少組織與員工的

績效落差，應該推動個人學習帳戶和學習時數制度，給予每一位員工每年可運用

的學習經費，並要求一定學習時數，但讓員工有更大彈性決定如何參與改善、增

進績效的學習活動。 

此外，對於非屬強迫性學習的內容（例如，因工作績效不佳而必須參加學

習），訓練機構或服務單位可以針對報名參與者進行參與動機評量（操作化可參

見第六章），減少意願較低落等人選參與，影響訓練績效。同時，研究小組建議

也可以參考下列「策略分析表」，研擬對策，以消除受訓學員的抗拒。 

表 9-3  訓練課程消除學員抗拒策略分析表 

消除策略 擬採對應措施 備註 

I. 心理建設   

宣導作業   認知 
經驗 輔導面談   

間接方式   實證 
經驗 直接方式   

II. 教學對應策略   

III. 獎懲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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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針對部份學員僅係奉派受訓，內心可能存有抗拒，目前已採行的康

輔設施與團康活動，均有其必要，亦可加強規劃過程中的準備工作，予以制度化。 

 

陸、訓練計畫整體成效評估的建議 

 

績效導向的訓練計畫需要進行評估，方能確認其成效，具體的操作建議可參

考第六章第二節的最後個案之詳細說明。此處再說明的是，訓練計畫的評估雖有

四個層次，評估技術是以第一層次的學習反應評估最容易，這也是目前訓練機構

都已採用的評估面向，不過，真正最重要的是第四個層次（結果），由此方能瞭

解訓練計畫內容的執行效果，是否真正讓參與者在工作職場上改變行為而增進工

作績效。 

建議訓練機構應該編列經費，至少應該針對最重要的年度訓練計畫服務，與

各參與者的服務機關進行第四個層次的評估，方法上可以用電訪、問卷或訪談，

初期可以採取委外方式（但訓練機構成員應該積極參與，學習相關技術後自行辦

理）。透過這個過程，訓練機構可以反省是否瞭解服務機關的策略層次和核心能

力層次的需要，據以改善提供的訓練計畫產品內容。 

 

柒、訓練部門與訓練專業工作者的能力模式之建議 

 

本研究主張的績效導向理念訓練規劃，主要核心是強調訓練必須為組織增

進績效，因此，從事訓練規劃的部門和工作者必須能清楚地掌握組織的績效管理

課題，擔任組織績效問題的顧問，並有能力和組織領導者、業務部門管理者與組

織成員，形成績效管理問題解決的夥伴，最後才決定是否要採取訓練途徑改善組

織績效。 

對於國內的訓練部門，不論是機關人事部門負責訓練業務單位，或是獨立成立的

人力資源訓練機構，上述績效導向理念並不是常規。因此，對於訓練部門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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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而言，更是需要一套新的策略導向和能力基礎之訓練學習計畫，特別建議

人事行政局、人力發展中心和國家文官培訓所，能參酌第三章的相關能力需求，

以及本研究各章的理念，徹底讓政府人力資源訓練機構和專業工作者，面對新的

環境需要，提升新能力。面對著要求裁撤或外包人力資源訓練機構或業務的呼聲

不斷，若能有效落實本項建議，訓練機構自可證明對政府經營管理具有附加價值。 

 

捌、機關內（或機關外）訓練機構角色的建議 

 

訓練機構旨在提供發展與成長機會，扮演學習資源中心的績效顧問角色，

應該在扮演「廚師」與「醫師」角色間取得平衡。廚師的職責在於滿足顧客的飲

食需求，表現廚藝，提供色香味具全的菜色；醫師的職責在診斷病情而開出處方，

提供醫療協助，以治療為主要考慮，患者的偏好僅作為參考。 

建議訓練機構朝向折衷的角色發展，猶如五星級飯店中的「歐式自助餐廳」

加上「點菜」的服務。其營運情形可比喻如下：每天自助餐廳考量顧客消費情形、

市場原料價格等因素，根據營養師所調配的食譜，備妥超過一百道餐點，供應顧

客需要。然而為確保「基本消費量」，亦可再進一步作二種搭配組合： 

1. 首先是主菜組合。凡用餐顧客，均須點購主餐，其餘食物可自由取用。 

2. 其次則是和菜。針對少數顧客的特定需求，仍可提供點菜服務，屬於「量

身訂做」的產品。 

主菜的概念亦即「核心課程」；自由選取的餐點則如大學中的「選修課程」；

點菜則是針對各機關特殊業務需要提供類似顧問公司的診斷、訓練服務。其比例

則需視各單位需要作適當調節。 

當然，訓練體系中宜增加「講師訓練」，自公務系統現職人員中，遴選適當

人選，培訓為講師，以補充外聘教師實務經驗之不足。 

最後，配合第八章提及的「訓練規範」與「需求量表」兩個概念，研究小

組建議訓練單位能訂定各機關之訓練規範，作為人員訓練基準。並於年度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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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以規範之內容為基礎編訂需求量表，對各機關實施調查。同時為避免調查對

象過於廣泛，資料蒐集不易，建議各機關參照「人事評議會」之型態，設立「人

力發展委員會」，於考績審議作業之後，併同評估訓練需求。就此而言，英國考

績制度要求主管必須評估屬員是否應接受訓練，於考評結果中敘明，或可作為參

考；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刻正推行平時考核制度，若能一併評估同仁之訓練需求，

亦可減輕訓練機構工作負荷。茲將訓練需求與訓練計畫之規劃作業流程圖示如

下。 

 

 

 

 

 

 

 

 

 

 

 

 

 

圖 9-1  訓練需求與訓練計畫之規劃作業流程 

 

玖、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的建議範例 

 

為更進一步提供本研究具有可行性，特別引述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最

近的一份操作指南，該報告針對如何進行策略性訓練規劃，提供有用的操作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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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建議各機關要將人力資源訓練納入機關整體策略管理的一環，遵循四個循環

性的步驟，每一步驟中皆另有辦理的細部程序 (OPM, 2000)。 

 

表 9-4  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的策略性訓練規劃之操作指南 

步驟一：根據組織機關的策略性和績效性計畫，釐定訓練需求 

1-1 訂定組織機關的策略性和績效性目標 
1-2 確認達成上述目標所需要的組織整體性能力需求 
1-3 分析現有工作人力的能力（績效）落差，以及落差的原因 

步驟二：建立達成訓練需求目標的訓練策略 

2-1 研擬縮小能力績效落差的幾種訓練策略方案 
2-2 評估各項方案所需的成本和效益 

2-3 提出建議選取方案的有力論據理由 

步驟三：將訓練計畫納入機關策略性計畫內 

3-1 設定訓練目標 
3-2 設定訓練績效衡量指標 
3-3 研擬訓練計畫內容的行動細節 

步驟四：評估訓練目標達成狀況 

4-1 釐清投入訓練活動的經費 
4-2 計算訓練活動的值得程度 
4-3 比較訓練的成本與效益 
4-4 判斷訓練成效的程度 

 

該報告就各細部程序均有詳細說明，並就重要事項提供範例，茲摘譯為附

錄一。 

 

拾、公務人力發展中心的訓練功能定位之建議 

 

本研究的內容和建議，事實上是針對所有的政府訓練機構，以及人事部門內

的訓練工作者，這些建議對於有明確服務對象的訓練機構實用性更大，因為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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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可以藉由第七點建議的過程改善自我知能，掌握服務機關的策略和能力需

要。 

對於公務人力發展中心和地方行政研習中心或同性質的訓練機構而言，比較

需要更清楚定位的是，應該以誰作為是訓練服務的需求者？服務需求者的關鍵課

題不清楚，自然無法瞭解策略和能力需要，也難以進行有意義的訓練發展需求調

查和訓練計畫內容之規劃。面對著政府員工訓練服務工作的市場化潮流和必要

性，本研究第四章也凸顯國外政府的方向，根據這些分析，本研究的具體建議是： 

1.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不以機關為服務需求的對象，而是以高階現職主管人

力和主管儲備人力為對象，工作內容上是以人力發展計畫為主，訓練為

次（請參見第一章第四節對發展和訓練的不同界定）。同樣地，地方行

政研習中心應該協助縣市政府高階行政主管人力的發展。 

2. 高階人力發展需要哪些核心能力，除了可參照企業和國外政府的核心能

力圖像（本研究第四章）外，也要特別重視我國政府的整體發展需要，

譬如說國際政治經濟對國內公共政策衝擊的瞭解，全球化的意涵，民主

社會對行政治理與領導的衝擊與因應，政府卓越績效管理的策略 … … 

等等。重要的是，兩個中心的工作同仁必須要能夠掌握這些核心知能的

需求規劃能力，再適時地運用外界專家和各部會業務主管們，定期檢討

需求內容。 

3. 公務人力發展中心本身的人力訓練發展規劃，就應當依循第二點的中心

策略角色定位，設計提升自我核心能力的知能學習活動，並透過針對就

中心所提供服務訓練計畫之第四個層次的評估，瞭解中心人員核心能力

的具備程度，不斷改善中心人力的學習計畫內容。 

4. 人事行政局應該清楚地定位兩個中心的策略職掌，讓公務人力發展中心

減少針對中低階人員的訓練服務。或者，應該將採用遠距學習方式提供

中低階人員學習的任務，轉由地方行政研習中心負責，後者再選定和空

大類型或社區大學合作，在台灣各地區提供更方便的學習機會這樣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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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就如同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維聯邦行政主管學院和兩個管理發

展中心的作法（參見第四章）。 

 

拾壹、學習護照時數與核心職能應該充分結合 

 

人事行政局推動公務人員每年 20 小時的學習活動要求，應該繼續深化推

展。不過，各機關和訓練部門與機構在推動的作法上，務必要參考本研究所提出

的績效導向理念，包括： 

1. 每一機關人事部門要能夠清楚地提出機關整體的共同性學習方向和策

略計畫。 

2. 每機關人事部門要協助各部門建立部門的核心能力圖像，進而提供部門

內員工的學習規劃指引。 

3. 學習護照的時數應該完全與工作核心職能相關的學習活動，學習活動的

方式應多樣化，包括自我學習、研討、閱讀（知識和經驗）分享、網路

學習、課堂學習等等。 

4. 也只有與擬升任職務相關的學習活動時數，方得採計納入人力升遷的參

考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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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策略性訓練規劃與衡量成效的指南 

 

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在 2000 年 7 月，提出一份教導訓練單位如何進行

策略性訓練規劃的指南手冊（讀者可上網下載）。四個循環性步驟是： 

步驟一：根據組織機關的策略性和績效性計畫，釐定訓練需求 

步驟二：建立達成訓練需求目標的訓練策略 

步驟三：將訓練計畫納入機關策略性計畫內 

步驟四：評估訓練目標達成狀況 

 
各步驟的操作過程，涉及一些重要的流程。摘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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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根據組織機關的策略性和績效性計畫，釐定訓練需求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現在有尚未

達成的組織

目標嗎？ 

若有「更好」訓練

過的人力就可具效

能化與效率化地達

成組織目標嗎？ 

有預期的人

力調整變化

嗎？ 

提升人力能力

會有助於達成

組織目標嗎？

該項調整會不

利於目標達成

嗎？ 

停止訓練需求分析 

繼續訓

練需求

的分析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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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在 
 
 
 
 

 
 
 
 
 
 
 
 
 
 
 
 
 
  現在                    短期                           長期 

 

現有績效

狀況 

績效計畫 

 
 
未來預期績

效狀況 

 
 

能力落差 

策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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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建立達成訓練需求目標的訓練策略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否                                是 

 
 
 
      是                                 否 
                 否 

 
 
 
 
 
 
 
 

需要人際

間的互動

嗎？ 

有自我學

習的設備

嗎？ 

參與者動

機強嗎？

考慮採用

自我學習

方式（如遠

距學習技

能模擬互

動嗎？ 

參與者動

機強嗎？ 

遠距學習

可能嗎？ 

考慮採用教室

內的自我學習

教材 

職場中訓練

可能嗎？ 
考慮採用職場

中訓練方法 

採用教室教導

的學習方式 

考慮採用互動式

遠距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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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現在 
 
 
 

 

步驟三：將訓練計畫納入機關策略性計畫內 

 
 
 
 
 
 
 
 
 
 
 
 
 
 
 
 

 
 
 
 
            能力落差 
 
 
 
 
 
 
 
 
 
 
 

訓練策略方案 A

 
   能力落差 

訓練策略方案 B 

訓練策略方案 C 

 
成本效益

分析 

 
選定方

案的論

據說明 

非訓練途徑方案 

績效計畫 

 

 策略計畫 績效目標 

訓練目標 

成效指標 

組織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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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評估訓練目標達成狀況 

 
 
 
 
 
 
 
 
 
 
 
 
 
 
 
 
 
 
 
 
 

 
訓練計畫方

案 

效益超過

成本嗎？ 

各項訓練目

標都達到

嗎？ 

訓練成效能

幫助組織策

略目標的達

成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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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性訓練規劃的範例 
 

步驟一：根據組織機關的策略性和績效性計畫，釐定訓練需求 

 
 
 
 
 
 
 
 
 
 
 
 
 
 
 
 
 
 
 
 
 
 
 
 
 
 
 
 
 
 
 
 
 

策略目標：透過兼採各種執法方式，使遵守貿易

規定 

績效目標：95%的所有鎖定之廠商皆能遵守 

主要工作與產出： 
 發掘不受遵守的事項範疇 
 增加鎖定廠商的遵守程度 
 爭取他國對貿易法令的支持 

組織整體需要的能力要求： 
 
 
 能教育進口商以爭取其自願性順服和申報 

 
 
 能使用資訊科技分析趨勢和進行預測 
 能管理執法途徑和風格的變革 

 能運用風險管理途徑於執法過程 

 能與他國合作進行資訊交換和宣導應遵守之規定 

能力落差的說明： 
 
 
 

 所有負責進口商順服活動者都要能夠

運用風險管理途徑。該途徑和現行作

法有很大不同之處。 

能力落差的說明： 
 需要擴大和他國海關交換資訊的溝通機

制 

可能存在

策略性訓

練的需求 
 和別國海關有聯繫接觸的職員，需要另外有如

何提升全球夥伴關係的特殊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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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建立達成訓練需求目標的訓練策略 
 
 
 
 
 
 
 
 
 
 
 
 
 
 
 
 
 
 
 
 
 
 
 
 
 
 
 
 
 
 
 
 
 
 

能力落差： 
所有負責進口商順服活動者都要能夠運用風險管

理途徑。該途徑和現行作法有很大不同之處 

非訓練方案方法： 
 自動化偵察 
 誘因 

訓練策略 A 
教室內訓練 

年度總經費 

$250,000 

年度總經費 

$300,000 

訓練策略 B 
CD-ROM 互動

學習 

可能的效益： 
 增加收取進口規費 10% 
 減少使用執法資源 20% 

推估的效益價值：2.5 百萬美元 
推估投資報酬率：10:1 

若未採行訓練，風險管理模式將不可能採用。有

效執行風險管理模式是達成增加收取進口規費

的必要措施。 
 
無形的效益： 
(1) 風險管理模式尚能用於其他工作活動上，並

且將能那些工作的提高生產力。 
(2) 風險管理模式仍許員工自行做成決定，因此

可以改善工作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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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將訓練計畫納入機關策略性計畫內 
 
 
 
 
 
 
 
 
 
 
 
 
 
 
 
 
 
 
 
 
 
 
 
 
 

 

策略目標：透過兼採各種執法方式，使遵守貿易規定 

績效目標：95%的所有鎖定之廠商皆能遵守 

訓練結果指標 
 增加收取進口規費

10% 

訓練產出指標 
 年度結束時所有人

皆完成參加訓練 

訓練影響指標 
 風險管理訓練將可

提高遵守率至 95%
（無此途徑時，只有

85%）。增加所產生的

金額估計約為 2.5 百

萬美元。 

訓練投入指標 
 減少使用執法資源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