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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關理論與文獻探討 
人力資源是組織最具競爭優勢的資產，也是組織成敗的關鍵因

素；人力資源管理是如此的重要，故已成為組織管理中的重要課題；

而如何將「能力模式」運用在人力資源管理實務上，並建立個人的核

心能力，以提昇組織的績效與競爭優勢，是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新

典範。本章首先探討人力資源管理！ 

 

第一節  核心能力的理論基礎與意涵 

壹、能力的定義 

美國管理大師 David Clarence McClelland 於 1973 年提出「能力」

一詞，他發表了「測試能力而非智力」（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Intelligence），挑戰當時高等教育普遍運用智力測驗來招募學生的

現象。 
McClelland 對優越的工作者進行一連串的研究，發現智力測驗並

不是決定工作績效好壞的惟一因素。他找出了一些帶來卓越績效行為

背後的態度、認知及個人特質等，稱之為「能力」（Competency）（Spencer, 

L. and Spencer, S.M，1993：3）。這項呼籲很快獲得學界的普遍採用，

美國國務院新進外交資訊官的遴選考試，也是運用能力概念來設計測

驗方式和甄選取才，此後，以能力為基礎的理念遂逐漸被廣泛的採用

和研究探討。 
「能力」的定義，研究者整理如表 2-1 

表 2-1 能力定義彙整表 

研究學者 年代 能 力 的 定 義
Hayes,J.L. 1979 知識、特質、動機，自我概念與人際間技巧等的整合，

從而產生卓越的工作績效。            

McLagan,P.A. 1980 足以完成主要工作結果的一連串知識、技術與技能。 

Boyatzis,D. 1982 指一個人所具有的某些特質，而這些特質即是導致及影

響個人在工作上，能表現出更好、更有效率與成果的關

鍵基本特質。 

黃政傑 1985 能力係指能勝任某一工作，所謂勝任是指擁有從事某一

工作必備的知識、技能和態度等；更確切地說，能力不

是知識記憶的同義詞，而是能夠實行或從事工作所需具

備的知識和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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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borrow,G. 1988 管理才能是經驗、責任、知識與技能的混合；從一方面

來說，是指管理者的條件，從另一方面來說，是指管理

者執行職務的能力。 

村上良三 1988 包含了個人所具有之潛在的能力在內，但並不是以個人

所擁有的潛在能力為對象，而是根據擔任職務所需要的

執行條件，來測量其已具有能力的程度；其意指在職場

行為方面具體表現的能力，並且以和工作績效有關的實

際能力為論述對象。 

Knowles,M.S. 1990 執行特定功能或工作所需具備的知識、個人價值、技能

及態度。 
Quinn,E.R., 
Faerman,R.S., 
Thompson,P.M. 
& Mcgrath,R.M. 

1990 認為管理才能乃指管理人員執行特定職務角色時，所需

具備的知識與技能。 

Spencer, L. and 
Spencer, S.M. 

1993 是指一個所具備的潛在基本特質，這些潛在的基本特

質，不僅與其工作所擔任的職務有關，更可了解其預期

或實際反應，並影響其行為與績效的表現。 
Reybold, L.E. 1993 指員工個人的潛力域，使員工能夠成功的完成或達到原

期望表現的能力。 

Cofsky,K.M. 1993 適當的情境中，將技能、知識、特質及其他因素妥善的

組合能夠預測高績效的產出，尤其是在管理階層與特定

的工作上，某些能力有助於高績效的產出，同時在確定

的情境下也有助於預測組織的成功。 
Fletcher,Shirley 1994 能夠運用知識與技巧來執行工作上的要求。 
Nordhaug, O. 
& Gronhaug, K. 

1994 能力係指與工作有關的知識、技巧與才能的組合。 

Ralelin, J. A., 
& Cooledge, A. 
S. 

1995 職能必須涉及敏感性、創造性以及直覺等不能輕易觀察

到的個人特質，同時函蓋「學習再學習」的有機能力

（organic），若職能不能被持續的練習與提昇，則將會逐

漸的失去效能。 
Byham, W. C. 
& Moyer, R. P. 

1996 職能是一切與工作成敗有關的行為、動機與知識，而這

些行為、動機及知識是可以被分類的。 

Blancero,D., 
Boroski,J.,& 
Dyer,L. 

1996 包含了知識、技巧、能力以及其他藉在以達成未來行為

目標的歸因。 

Kleiman,L.S. 1997 是精確、技巧與特性行為的描述，員工必須依此進修，

才能勝任工作，並提昇績效表現。 

Party,S.B. 1998 能力係指一組與工作績效有關的知識、態度和技能，此

一能力可以根據某種標準予以衡量，也可以經由訓練與

發展予以提昇。 

吳佳儒 2000 1. 工作範疇相關的：能力是一種使人能夠勝任工作的行

為特質，其中包括知識、技能、態度、價值觀等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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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工作績效衡量：能力除了是工作所需之知識、技

能、價值觀和態度外，也強調能力應是工作中所展現

出來的成果，亦即「工作表現」。 

3. 個人特質相關的，包括已具備的特質及潛在特質：才

能除了已具備的知識、技能外，更應涵蓋尚未開發或

潛在的部份。 

李樹中 2001 一個人為達成卓越的工作績效，所需具備的知識、技術、

能力、特質和態度，不只包含了個人所具備的知識、技

能與特質，同時還包括未來可能發展的潛在能力與可透

過學習而獲得的能力，涵蓋了由外顯的動作技能到內隱

的價值觀、情感和態度。這些職能項目與個人工作績效

息息相關，且大多能透過學習與訓練來增加或改變。 

吳信如 2002 一個人所需具備及潛在性的某些基本特質，這些特質是

導致及影響個人工作領域績效表現優劣的基本關鍵特

性；不同的組織與工作職務會產生不同的職能需求項

目；職能項目的具備與否，須藉由客觀的標準加以衡量，

並且從其行為表現上來加以判斷，惟有實際做出了那些

可以達到卓越績效的行為，方可確認具有這些職能。 

邱百章 2003 是組織內部的集體學習，組織價值鍵的傳遞過程，是組

織成員溝通、教育與參與的過程，對組織的績效產出具

有重大貢獻。 

李聲吼 2004 人們在工作時所必須具備的內在能力或資格，這些才能

可能以不同的行為或方式來表現在工作場合中。它亦指

某方面的知識與技能，這些知識與技能對於關鍵性成果

有決定性的影響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摘錄自陳志銓（2001）、李樹中（2001）、吳信如（2002）、邱百章（2003）、
張麗娟（2003）、黃彩鳳（2004）、賈鵬鴻（2005）之研究彙整 

 

G. E. Ledford（1995：55-62）綜合學者與各方說法，將能力

（Competency）定義歸納為：「個人可驗證的特質，包括可能產生績效

所需具備的知識、技巧與行為」。 
Scott. B. Parry（1998：58-64）對能力所下的定義，認為能力係指

一組與工作績效有關的知識、態度和技能，此一能力可以根據某種標

準予以衡量，也可以經由訓練與發展予以提昇。 

綜上所述，能力不只是具有實質的知識和技術等，還包括無形的

個人態度、行為思考與人格特質，更重要的是能力要能夠運用在工作

上，且必須能彰顯出績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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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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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

技能

自我概念

個人特質

動機 

貳、能力的內涵 

能力的內涵，學者間的看法摘錄如下： 

一、Spencer 等人的能力觀點： 

L.M.Spencer & S.M.Spencer（ 1993:11）所著「能力評鑑法」

（Competence at Work），以冰山理論（如圖 2-1）來說明能力的內

涵，其中可分為外顯性質（技能與知識）與內潛特質（自我概念、

個人特徵與動機）。在冰山結構的上層屬於外顯行為，愈上層愈容

易被訓練與評估，而愈下層則愈屬於潛在特質，是不容易被訓練和

發展的，其中動機和個人特質發展的難度又高於自我概念。 

以冰山模型來解釋能力的 5種基本特質如下： 

(一) 動機（motive）：一個人對某種事物持續的渴望，進而付諸行動

的念頭。 

(二) 個人特質（ traits ）：是指一個人的生理特質（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以及對某些情境與訊息的持續反應。 

(三) 自我概念（self-concept）：是指一個人的態度（attitudes）、價值

觀（values）及對自我的觀感與印象。 

(四) 知識（knowledge）：一個人在特定領域中所擁有的專業資訊。知

識充其量只能預測某人「能做」某事（can-do），而非「將做」

某事（will-do）。 

(五) 技能（skill）：執行某一特定生理或心理任務的能力。其中，心

理或認知的技巧、才能，包括分析性思考（處理知識與資料、決

定因果關係、組織資料與計畫）與概念性思考（處理複雜資料時

的模式重組）。 
 
 

 

 

 

 

 

圖 2-1 冰山模型圖 
資料來源：Spencer,L.M. and Spencer,S.M.:19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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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nntoinnette D. Lucia and Richard Lepsinger（1999：7）認為能力應

包括與生俱來的性向與個人特質，再加上後天學習的技能與知識；

而行為則是先天與後天各種能力的綜合產物，其間的關係如圖 2-2

所示： 

 

 

 

 

 

 

 

圖 2-2 能力金字塔 

資料來源：Lucia & Lepsinger:1999:7 

三、Evers,Frederick T.,  Rush,James C.（1998：5）等人，認為基本的能

立是特定領域技巧發展與獲取知識的基礎，同時也是終身學習的基

礎。 

四、R. Zemke and S. Zemke（1999：70）等人，認為能力是能夠成功工

作的主要技巧、知識與人格特質的組合。 

五、施能傑（2002：36）等人，認為「能力」是指在工作環境中，有

能力執行工作的要求。 

 

叄、核心能力的定義 

1985 年哈佛大學教授 Michael E. Porter 在國家競爭優勢（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書中指出（Porter，1990:18-29）競爭

優勢理論後，在管理界引起一股探討核心能力的浪潮和趨勢。 

核心能力一詞，最早由 C.K Prahalad 和 G. Hamel 在 1990 年發表於

《哈佛管理評論》（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企業的核心能力〉（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中所提出，認為核心能力是一

組特殊的技能或科技，使企業能為客戶創造利益、產生創新的產品、

延伸市場占有率、創造競爭優勢，同時塑造企業文化及價值觀；特別

是在企業轉型時，核心能力能夠培育學習的環境、影響工作流程及行

行為

知識

個人特質

技能

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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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至引導調整組織的經營策略，引導企業邁向成功之路（劉宜靜，

2000：14）。根據美國企業管理專家針對過去 20 幾年來成長快速的公

司進行研究分析，結果發現其成功的關鍵因素乃是依賴由員工核心專

長所整合而成的組織核心能力（陳慶昌，2002：190）。 

核心能力的概念促使企業的策略思考焦點由原先受制於環境限制

下以尋求定位的角度，轉移為根據企業或組織的獨特資源與能力來發

展策略的想法，並試圖採用強化核心能力的目標、培養核心價值，以

發展不易被模仿及無法輕易被取代的資源和能力，以確保組織的競爭

優勢。 

惟學者對核心能力的定義仍相當分歧，譯名有核心職能、核心知

能、核心才能、核心競爭力等多種，本研究使用「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y）一詞為主。 

研究者對「核心能力」的定義彙整如表 2-2 

表 2-2 核心能力定義彙整表 

研究學者 年代 能 力 的 定 義

C.K. Prahalad & 
G. Hamel 

1990 核心能力是創造顧客附加價值的技術和技能，經由工作

中群體學習的方向累積競爭者難以模仿的技術與技能。

組織成員個別的技能與組織所使用的技術之整合，能提

供 顧 客 特 定 的 效 用 與 價 值 。 亦 即 是 一 群 知 識

（Knowledge）、技能（Skill）、與能力（Ability）的整合，

也就是所謂的 KSAs，是組織由過去到現在所累積的知識

學習效果（Learning）。 

Prahalad,C. K. 1993 核心能力=技術×組織溝通協調過程×組織集體學習。 

Spencer, L. M. & 
Spencer, S. M. 

1993 核心能力係指一組能夠在實際工作中產生有效或卓越績

效的相關個人特質。 

Hamel,G. 1994 是組織內多種技術的組合，不是實體的資產，而是一種

可以「創造顧客核心價值」、「與競爭者產生差異」、「進

入新市場」的獨特能力。 

Petts, Nigel. 1997 市場上一組織所擁有的核心能力，為一特有的技術、知

識和技能的組合。 

Lei, D. T. 1997 核心能力為企業所獨有的知識、技巧、技能和具有價值

觀能力的組織之組合，為其他競爭者很難仿傚的。 

Lucia,Ammtoinett 
ed. & Lepsinger, 

1999 核心能力是一組可透過眾所接受的標準去評量，是影響

主要工作（角色及責任）表現的相關知識、技能及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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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的總合，而且可以經由訓練及發展而得到改善。 

孫本初 2002 核心能力是組織內多種知識（knowledge）、技術（skill）與能

力（ability）的整合（簡稱 KSAs），此一執行技術的關鍵性能

力，是由組織過去到現在所累積的學習效果，可為組織提昇

競爭力。 

蕭佳純 2003 核心能力是由一群關鍵的專業知識、經驗、技能等要素

所構成的，核心能力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此一能

力是其他競爭者所難以模仿的，其目的在於提供競爭優

勢、拓展新的市場、超越同質的競爭者，並且累積到創

造策略性的資產。 

Bohlander,G.W., 
Sherman,A.W. & 
Snell,G.A. 

2004 核心能力是一組擁有其他競爭者所沒有的獨特而重要能

力，且競爭者難以模仿。 

Hitt, Michael. A. , 
R. Duane Ireland 
and Robert E. 
Hoskisson. 

2004 對核心能力提出策略競爭的觀點，他認為所謂的核心能

力是組織競爭優勢的來源，而此來源可使組織在提供客

戶價值上具有獨特性，據此定義，核心能力應該符合以

下特性：價值性、稀少性、不易模仿、不易取代等。 

李聲吼 2004 核心能力係指用以執行某項特定工作所需具備的關鍵能

力。 

張連發 2004 核心能力係指個體在某一職務角色時，必須具備足以完

成該工作的一切知識、經驗、技能、態度與價值觀和行

為的總和，而且可經由訓練發展而得到提昇。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本研究採用孫本初對核心能力的定義，認為核心能力是組織內多

種知識（knowledge）、技術（skill）與能力（ability）的整合（簡稱 KSAs），

此一執行技術的關鍵性能力，是由組織過去到現在所累積的學習效

果，可為組織提昇競爭力。 

 

第二節  核心能力模式的建構方法 

組織成員所擁有的核心能力為組織競爭力的基礎與致勝的關鍵因

素，並早已成為國內外學者與管理實務者的共識與研究探討的重要議

題；而核心能力並非單一的技術或技能所組成，而是各種能力的整合。

故要建構核心能力，首先需先探討如何整合能力等要素。換言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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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效且適當的將「人與事整合」，形塑具有競爭優勢之組織的能力模

式，才能使組織永續經營與卓越發展，也正是人力資源管理的首要挑

戰。 

研究發現，在公共人力資源改革策略中，越來越重視績效與實質

的工作成果，並已成為 OECD 國家共同的改革趨勢。而在世界各國政

府再造運動中，以能力為基礎的公共人力資源管理改革，已受到普遍

的研究探討，並成為組織改革上重要的一環。 

近年來許多學者研究後明確指出，策略和人力資源管理相互結

合，能夠幫組織創造獨特的核心能力，並有效提昇組織的競爭優勢。

Nordhaug, O. 和 Gronhaug, K.（1994:89-106）更強調以能力為基層的管

理特色，完全是以策略為導向，係由領導者選擇適合組織發展的路徑，

所進行的長期性人力資源投資。 

Ryan K. Lahti（1999：59-75）認為，核心能力的建立，應結合組

織的願景、使命、策略及價值。Khakid Hafeez 等人（2002：30）指出，

核心能力是源自企業體系，以企業界建構核心競爭能力為例，主要係

從物質資產、智慧財產、以及文化資產等三個構面，來建立與形成企

業的核心能力。 

 

壹、建構能力模式的途徑 

通常有關能力模式（Competency Model）建立的方法，主要是藉

由分析卓越績效者的特質與工作過程，協助企業或組織界定提昇績效

所需的技能、知識和人格特質，並以作為人力資源管理系統的焦點

（Lucia, A. D. and Lepsinger, R.,1999：7）。 

黃一峰（2001：44）認為不同的組織所需具備的核心能力有很大

的差異，而在不同的政府部門層級，採用不同的能力項目。不過在建

立核心能力的幾項重要步驟仍有許多相同之處。 

首先是組織全體成員，共同討論並列出影響組織績效的關鍵能

力，進一步編製調查問卷，透過實證調查，統計分析各項能力的重要

性，依所使用的頻率與時間多寡等，以建立組織共通的能力模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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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任人員的訪談結果，彙整出具代表性的各項能力，經由此一完整

的工作分析過程，以獲得完整的職務資訊。 

通常建立能力模式的方法，主要有三個途徑：一、使用既有的能

力模式。二、修正既有的能力模式。三、量身訂製合宜的能力模式

（Rothwell, W. J. & Lindholm, J. E., 1999）。借用他人既有的能力模式之

途徑雖然簡單方便，又能節省經費開支，但因不同的組織其業務與環

境特性不同，直接借用既有的能力模式卻不一定適用於自己的組織；

而當組織試圖運用能力模式作為人事甄選、升遷或訓練的基礎時，最

佳的選擇就是採用量身訂製合宜的能力模式之途徑；。 

傳統以職位為中心的分析途徑，其分析的焦點為工作，從職位上

所需要執行的任務和功能，依此尋找「人」來填補職位。這種將「人」

與「事」分開的工作分析途徑，僅能獲得最低的工作績效，無法得到

卓越的績效，且衍生出本位主義的缺失，往往於職位說明書上的工作

均有做到，但卻無法達成所欲要求的任務和績效。「能力模式」是以「工

作中的個人」為出發點，區別出產生優秀績效者的能力特質，以建立

能力標竿，透過「界定卓越，向卓越學習、進而複製卓越」的過程，

以提昇組織整體的競爭優勢並確保組織的永續發展。 

另 Shirley Fletcher（1997）提出英國職業上建構能力基礎的訓練計

畫，步驟如下（施能傑、黃一峰、陳薇如，2002：52）： 

1. 設定績效標準。 

2. 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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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工作情境的陳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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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個人和組織的需求，予以執行模組。 

 

貳、建構核心能力的基本方法 



 20

核心能力模式的人力資源管理與訓練發展，最關鍵的步驟是如何

建立核心能力模式。D. Dubois（1993：71-72）提出，建構能力模式的

5 種方法中，Dubois 強調工作能力評鑑法的重要性，茲將這 5 種方法

分述如下：（轉引自林麗惠，2002：259-260） 

一、工作能力評鑑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JCAM） 

採用嚴謹的、經驗的研究程序，運用關鍵事件訪談技術，針對卓

越的和一般績效者進行訪談，藉以瞭解與區分卓越績效者與一般

績效者的工作能力為何及其差異所在，並據此界定出這些關鍵能

力，再結合其他工作要素，就能建構出工作能力模式。 

二、修正的工作能力評鑑法（Modified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MJCAM） 

此法係為改進工作能力評鑑法而設計。由研究者訪談卓越的和一

般績效者，以蒐集資料。此法修正面對面的訪談，改由卓越的和

一般績效者自行寫下或錄製其關鍵行為故事，提供研究者進行研

究。 

三、通用模式附加法（Generic Model Overlay Method） 

係選擇一個既有的能力模式，將其套用在組織內的某一工作職位

上的方法。 

四、量身訂製通用模式法（Customized Generic Model Method） 

由研究者暫定卓越與一般績效者的一般能力特徵，再將這些能力

特徵置於組織情境中，以瞭解其適用程度。經由此過程，研究者

即可界定出組織中卓越績效者所需具備的特殊能力，再進一步將

這些特殊能力和其他工作特徵整合並共同建構成能力模式。 

五、彈性工作能力模式法（Flexible Job Competence Model Method） 

此法係藉由廣泛不同的資訊來源作為研究的基礎，其資訊來源的

管道為組織內部或組織外部的資源。此方法以強調未來假設

（future assumptions）的觀點來探究組織及其工作，再加以建構出

工作能力模式。此一模型所研究探討的工作角色、工作產出的品

質標準，及針對每一工作的行為的指標等都極具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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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5種建構能力模式的方法，工作能力評鑑法運用的程序是

最嚴謹的和具實證的，其所秉持的「向卓越者學習，進而複製卓越

者」的理念，用以建構能力模式。一旦確認出能力模式和具體能力

事項，即可開始規劃並展開訓練課程。核心能力的培養與開發是能

力開發模型的精義，藉由探索與釐清關鍵特質，有助於吾人界定出

關鍵性的工作能力。 

工作能力評鑑法係針對某一職位的卓越績效工作者為研究對

象，以探討和界定其所擁有的特質與能力；因工作能力評鑑法強調

個人能力與潛能界定的重要性，並提供人與工作整合的整體觀點，

是個非常適合學學者的評鑑方法。 

 

第三節 美、加、英、新等國建立核心能力的實務經驗 

壹、美國 

美國聯邦政府於 1978 年通過「文官改革法」（Civil Service Reform 

Act, 1978），建立高階文官制度（Senior Executive Service , SES），該制

度對於高階文官的晉用，訂有詳細的資格與條件等相關的能力，透過「資

格審查委員會」（Qualification Review Boards , QRB）運用「能力」來引

導與連結人力資源實務：包括人員的遴選、陞遷、職位分類及薪給、績

效管理、訓練發展、生涯發展等各個層面。 

美國聯邦人事管理局（Officer of Personal Management ,OPM）於

1990 年提出「領導效能架構」（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Framework），

規劃出不同層級主管人員所需具備的獨特能力與共同的基本能力。該架

構圖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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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階主管人員 

  

中階主管人員 

 高層能力 

遠見 

洞悉外部環境 

基層主管人員 

 中層能力 

創造性思考 

規劃與評估 

顧客導向 

內在控制力/廉潔

財務管理 

技術管理 

 

中層能力 

基層能力 

多元工作能力管理 

衝突管理 

團隊建立 

影響/協商 

人力資源管理 

 基層能力 

 

基層能力 

基本能力 

語言溝通、文字溝通、解決問題、領導力、人際關係技能、自我導向、

彈性、決斷力、技術能力 

圖 2-3 美國聯邦政府領導效能架構 

資料來源：Mongomery Van Wart, N. Joseph Cayer & Steve Cook,1993 Hankbook of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Public Sector,（San Franciso:Jossey-Bass,p48），轉引自

江明修，2002:35。 

其中共同的基本能力包括：語言溝通、文字溝通、解決問題、領

導、人際關係技能、自我導向、彈性、決斷力、工作所需要的技術能力

等。基層主管人員應擁有多元工作能力管理、衝突管理、團隊建立、影

響/協商及人力資源管理的能力；中階主管人員須擁有創造性思考、規

劃與評估、顧客導向、內在控制力/廉潔、財務管理及技術管理的能力；

高階主管人員須擁有宏觀的遠見及洞悉外部環境的能力。 

另美國聯邦人事管理局（OPM）又於 1998 年將聯邦政府擔任高級

行政主管人員的核心資格條件，訂定為 5 大面向能力：（1）變革領導；

（2）人員領導；（3）成果導向；（4）職責敏銳；（5）建立聯盟與溝通，

並分別依行政與專業人員、助理及技術人員等所需具有的核心能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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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模式，與前述主管人員的核心能力，併稱為「多元的職業系統分析量

表」（Multipurpose Occupational System Analysis Inventory-Closed-Ended 簡稱

MOSAIC）。上述高級文官 5 項核心資格條件並詳列如何培養各項核心

能力所需的 27 項領導知能（Leadership competency），詳如表 2-3 所列： 

表 2-3 美國聯邦政府高級文官核心能力與領導知能 
核 心 能 力 培 養 各 種 核 心 能 力 所 需 的 領 導 知 能

變革領導 
（Leading change） 

1. 創意與革新（Creativity/Innovation） 

2. 持續學習（Continual Learning） 

3. 對外界變化的覺知（External Awareness）
4. 彈性力（Flexibility） 

5. 服務動機力（Service Motivation） 

6. 策略性思考（Strategic Thinking） 

7. 願景領導（Vision） 

8. 迅速恢復力（Resilience） 

人員領導 
（Leading people） 

1. 衝突管理（Conflict Management） 

2. 文化差異覺知（Leveraging Diversity） 

3. 正直與誠實（Integrity/Honesty） 

4. 團隊建立（Team Building） 

成果導向 
（Results driven） 

1. 責任感（Accountability） 

2. 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 

3. 果斷力（Decisiveness） 

4. 企業精神（Entrepreneurship） 

5. 問題解決能力（Problem Solving） 

6. 技術專業力（Technical Credibility） 

職責敏銳 
（Business acumen） 

1. 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 

2. 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 科技管理（Technology Management） 

建立聯盟與溝通 

（Building coalitions/ 
communication） 

1. 影響力與談判力（Influencing/Negotiating）
2. 人際能力（Interpersonal Skills） 

3. 口語溝通（Oral Communication） 

4. 夥伴關係（Partnering） 

5. 政治見解力（Political Savvy） 

6. 書面溝通（Written Communication） 

資料來源：The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OPM.),1998（施

能傑，美國政府人事管理，商鼎出版，1999 年 04 月 13 日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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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加拿大 

加拿大聯邦政府公職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針對

政府各部會高階主管所需具備的核心工作職掌業務與功能角色研究

後，提出包括：業務管理與推動、政策規劃與建議、影響內閣決策或

參與決策的過程、管理地區性業務、負責許多幕僚的工作之管理、與

部長或副部長等政治首長的互動、設計出助理部長（Assistant Deputy 

Minister,ADMs）等常任文官應有的核心能力，詳如表 2-4 
 

表 2-4 加拿大高階行政人員能力面向與核心能力內容 

能 力 面 向核 心 能 力

才智的能力 

(Intellect Competencies) 
1. 認知能力（Cognitive Capacity） 

2.創造力（Creativity） 

建設未來的能力 
(Future Build Competencies)

願景規劃（Visioning） 

管理能力 
(Management Competencies)

1.行動管理（Action Management） 

2.組織意識（Organizational Awareness） 

3.團隊合作（Teamwork） 

4.合夥（Partnering） 

關係能力 
(Relationship Competencies)

1.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Relations） 

2.溝通（Communication） 

個人能力 
(Personal Competencies) 

1.活力/抗壓力(Stamina/Stress Resistance) 
2.倫理與價值（Ethics & Values） 

3.人格（Personality）  

4.行為的彈性（Behavioral Flexibility） 

5.自信（Self-Confidence） 

知識(Knowledge) 必須擁有公務環境、政府系統、經營政策、

法令約束以及所屬部門政策與計畫的知

識。 

資料來源：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of Canada（http://www.psc-cfp.gc.ca/）2006/06/10 

 

叁、英國 

英國政府於 1987 年發表ㄧ份「管理憲章方案」（The Management 

Charter Initiative, MCI），宣示文官體系將發展一套「能力基礎訓練」

（Competency-Based Training）計畫。根據此一計畫，內閣公職服務處



 25

（The office Public Service）不斷協同一些顧問和部會機構，針對此一

職務工作所需的能力條件，尋找出影響績效表現的核心要素；並依此

要素，遴選出適任的人員，同時提供適當的生涯發展及訓練課程，使

每位公職人員皆可勝任現職工作或未來可能晉升的工作，促使整個文

官體系的用人制度步入軌道。 

針對這些核心要素，英國文官學院（Civil Service College）設計出

一些相關的訓練課程，提供各部會選派人員去進修，特別是針對高階

文官的訓練需求所設計的課程，強調下列 4 種能力：（1）溝通與個人

技能（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effectiveness）；（2）平等就業機會的

覺醒意識（Equal opportunity awareness）；（3）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4）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吳

瓊恩，1999：255-272）。 

英國高階文官擁有崇高的地位並負責政策的研擬，1996 年英國政

府發表「文官訓練與發展：一個行動的架構（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for civil servants；A framework for action）」白皮書，提出「能力架構」，

以做為各部會機構員工的甄選、評鑑和發展的基礎。並指出英國高階

的文官應具備 3 大管理面向，而每 1 個面向有區分 3 項核心能力（劉

宜靜，2000：96）： 

1. 指揮面向：（1）領導力：（2）策略思考與規劃：（3）傳送結果。 

2. 管理與溝通面向：（1）員工管理；（2）溝通；（3）財務與其他資源

管理。 

3. 個人貢獻面向：（1）個人效能；（2）思考力、創造力與判斷力；（3）

專業知識。 

 

肆、新加坡 

面對全球化激烈競爭的環境，如何確保國家的競爭優勢乃成為各

國政府施政的重要課題。新加坡政府向來以務實著稱，除提供公務人

員在其公務生涯中得以學習新技能、獲取新知、經驗之機會外，並將

公務人員安置在具有挑戰性之職位上，以便試煉及激發其潛能；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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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政府為迎接 21 世紀的新挑戰，提昇國家整體的競爭優勢，以「新世

紀公共服務」（簡稱 PS21）如圖 2-4，規範政府幹部所需具備的能力，

以全面提昇政府的效能。 
 

  

人員 

1.適任 

2.挑戰 

3.酬賞 

 

卓越 

1.指標改善 

2.終身學習 

3.團隊合作 

  

       

 
任務 

支持 

範例 
─ 領導人員   

    ─服務顧客 

標準 

創新 

經濟 
─ 運用制度  

 
 

優質服務 

1.禮貌 

2.可及性 

3.回應性 

4.效能 

       

  

組織評核 

1.程序改善 

2.資訊改善 

3.表單簡化 

    

圖 2-4 新加坡新世紀公共架構 

資料來源：黃一峰，2003，〈新加坡及中國公務人員核心能力簡介〉，《公

訓報導》，第 107 期，頁 26。 

 

依據 Lim Huay Chih 的看法，新加坡政府對於主管人員的能力要

求共分為 3 類，包括個人特質、組織能力、決策規劃與執行能力等，

其目的為求強化整體為民服務的品質，提昇國家的競爭力，如表 2-5

（黃一峰，20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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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新加坡公務員管理能力 

A.個人素質與能力 B.組織能力 C.政策形成與執行能力

1. 正直（道德、勇氣、

可靠的服務） 

2. 承諾 

3. 果斷 

4. 成就動機 

5. 主動性（尋求機會、

預先防範） 

6. 行為彈性（對環境、

人員、情境的敏感

性） 

7. 自我察覺 

8. 思考能力 

9. 溝通影響力與創意

能力 

1. 領導人員 

(1) 建立願景與文化建

構 

(2) 培育人才（教導、

授權、績效管理等）

(3) 團隊建立 

2. 運用制度（以人力資

源、財務、資訊系統

為管理工具） 

3. 滿足顧客 

(1) 服務導向 

(2) 預見並達成顧客的

需求 

1. 瞭解新加坡所處環

境 

2. 瞭解區域及世界局

勢 

3. 形成策略與政策 

資料來源：黃一峰，2003，〈新加坡及中國公務人員核心能力簡介〉，《公

訓報導》，第 107 期，頁 27。 

 

第四節  我國公、私部門建立核心能力的經驗 

本節藉由探討我國公、私部門建立核心能力的實務經驗，作為政

風人員仿傚與學習對象，並引以為本研究的基礎。 

 

壹、企業推動核心能力的概況 

一、台積電 

台灣積體電路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營運績效卓越的知名大企業，

該公司的人力資源管理部門，為了確保員工的學習與成長，以達到公

司永續發展的競爭優勢，在招募新人時，就依據 HR 的核心能力模式來

鑑定甄選。其做法為與 HR 的主管、同仁及客戶面談之後，綜合分析初

期最重要的需求，訂定了圖 2-5 HR 核心能力模式，列出各項核心能力

的細項，除依據個人角色需求訂定標準及評核外，並訂定目標及學習

計畫，每年進行兩次追蹤，以調整目標與計畫；其中「十大經營理念」

分別為：1.堅持高度職業道德、2.專注於「專業積體電路製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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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業、3.放眼世界市場，國際化經營、4.注意長期策略，追求永續經

營、5.客戶是我們的夥伴、6.品質是我們工作與服務的原則、7.鼓勵

在各方面的創新，確保高度企業活力、8.營造具挑戰性、有樂趣的工

作環境、9.建立開放型管理模式、10.兼顧員工福利與股東權益，盡力

回饋社會。而「商務導向」清楚要求 HR 同仁要瞭解企業的運作、產業

動向，以及各種管理上的挑戰。「與夥伴合作的能力」則強調揚棄過去

被動或依章行事的官僚作風，培養良好互動關係及有效的溝通能力。

「實行的能力」（Make things happen）則要求診斷、處方、規劃、執行、

變革管理、專案管理等相關能力。「領導能力」與「個人特質」也是依

據高效能團隊所需的能力特質，強調主動、授權、負責、開放與誠信、

專業等。這個模式一改過去只重視與 HR 有關的知識技能，也開始重視

一些被忽略的重要核心能力，確保大家依據這個共識提昇自我，建立

團隊的新能力。（李誠，2004：54） 

 

 

 

 

 

 

 

 

 

 

 

 

圖 2-5 台積電 HR 核心能力模式 

資料來源：李誠主編，2004，《高科技產業人力資源管理》，頁 54。 

 

二、中華汽車 

中華汽車是國內知名的企業，是台灣第 1 個榮獲「國家品質獎」

的車廠公司，曾 10 度榮登「汽車業最佳聲望標竿企業」第 1 名。該公

司自 1969 年成立以來，以 HIT【和諧（Harmony）、創新（Innovation）、

 

 
領導能力 

個人特質 

商務導向 與夥伴合作的能力 

實行的能力 

各項人力資源專業知識與技能 

十大經營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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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Top）】等 3 個環環相扣之價值理念作為其經營理念；身為汽車

製造廠，每個部門間的關係是環環相扣的，中華汽車即秉持著如同經

營理念所閳述的 HIT（安打）精神，強調「團隊合作」、穩紮穩打、是

個棒棒都能擊出安打的棒球隊，而不是只有全壘打明星的少數人球

隊。該公司將核心能力界定為「對於能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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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人事部門與外聘顧問公司合作，透過會議、訪談與問卷調查

等方式進行工作分析，建立階層別的核心能力架構及公司共通的核心

能力。 

該公司共通的核心能力包括持續改善、百折不撓、分析能力、創

新能力、積極主動、團隊合作及建立合作夥伴等 7 項核心能力，如表

2-6 所列： 

表 2-6 中華汽車共通的核心能力及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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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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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針對所面臨的問題或機會，蒐集相關的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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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達到更高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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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關係（包括公司內外部、`

跨部門、上下游之間的夥伴關係）；有效的符合顧客的期

望，對顧客的滿意度負責。 

資料來源：轉引自黃一峰，2001，〈高級文官核心能力架構之初探〉，《人

事月刊》，第 33卷，第 2期，頁 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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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汽車各階層主管除必須擁有上述共通的核心能力外，依層級

（課長、主任、組長）高低不同其所需具備的核心能力也不同，但層

級愈高所需具備的核心能力愈多，詳如圖 2-6 所列。 

 

    經理級主管 

  

主任級主管 

 經理級核心能力 

願景領導 

授權 

策略決策能力 

課長級主管 

 主任級核心能力 

提昇績效 

變革領導 

 主任級核心能力 

課長級核心能力 

工作輔導 
勇於面對並解決問題 

建立良好工作關係 

 課長級核心能力  課長級核心能力 

共通的核心能力 

持續改善、百折不撓、分析能力、創新能力、積極主動、團隊合作、

建立夥伴關係 

圖 2-6 中華汽車核心能力架構表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繪 

 

三、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政府為加速提昇我國工業技術水平，輔導中小企業技術升級，培

育工業技術人才，遂於 1973 年輔導成立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

稱工研院）；該院配合政府政策，以從事應用科技研究，再將先進技術

成果轉移給企業從事量產，以提高台灣的產業競爭力，並促進經濟成

長；工研院在講求產業效益的策略下，全體同仁之核心能力包括規劃

與執行、建立夥伴關係、追求卓越、創新等 4 項，各級主管除應具備

前 4 項核心能力外，另以累進方式依職務增加其管理職能：  

(1)經理／課長級管理職能：建立信任、才能發展。  

(2)組長級管理職能：建立信任、才能發展、策略領導、多元文化、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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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領導。  

(3)副所長級以上管理職能：建立信任、才能發展、策略領導、多元文

化、授權領導、願景領導、企業洞察力。 

 

貳、公務機關推動核心能力的情況 

我國面臨政府組織再造與全球知識經濟來臨的激烈競爭時代，政

府當前所迎合最大的挑戰之一，乃在於如何獲得與培育優秀的公共管

理人才，以提昇政府整體效率與服務品質。無論是面對 21 世紀的挑戰，

或是提昇國家競爭力，行政體系皆扮演著不可或缺的角色，而優秀的

管理人才是國家所迫切需要的知識資產，同時也是實現政治願景的基

礎。 

 

一、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依據「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Ｅ

世代人才培育計畫：整合政府學習資源」子計畫規定略以：實施核心

能力評鑑機制，導引公務人員作有計畫的學習成長。另據行政院 2004

年 1 月 5 日核定修正之「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推動計畫」，界定公務人員

業務推動應具備的「管理」及「專業」核心能力等 2 大項目。 

管理核心能力是擔任主管職務者，為有效達成管理目標所需具備

的人格特質、領導管理觀念與技能。為落實相關工作，人事行政局選

定中、高階主管職務管理核心能力各 6 項。 

（一）高階（簡任第 12 職等）主管管理核心能力： 

高階主管管理核心能力計有創意形塑願景、策略分析、變革與

危機處理、團隊激勵與領導、跨域協調、績效管理等 6 項。考量高階

主管之職責特性，應具備的管理能力比重順序，由高至低分別為前瞻

規劃、人際互動及執行實踐，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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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高階主管管理核心能力 
項目 屬性 選擇理由 

創意形塑

願景 

前瞻

規劃 

不斷以創意追求進步改革，是公務人員應該要具備的核心

價值，因此，如何開發自己及部屬的創意，設定具有創意

的業務發展願景，以有效的措施鼓勵創新，是每位高階主

管都不可或缺的基本能力。 

策略分析 前瞻

規劃 

策略分析是高階主管擔負的主要職責。要規劃有效的策

略，要有系統性、整體性之思維能力，分析環境變化及相

關的因果關係，評估策略實施可能的影響後果，這種系統

分析能力，使政府的政策，能在有效達成政策目標的同

時，亦能兼顧本土性、永續性及對弱勢族群的公平正義性。

變革與危

機處理 

前瞻

規劃 

不論是組織業務的變革改造，還是危機事件的有效處理化

解，高階主管人員能否由上而下帶動，並採取適當的處

置，是關鍵因素。正確判斷環境的變化，帶領單位採取必

要的變革調整，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或是對危機的發

生有所預見，並採取有效的防範措施，危機發生時能正確

應對，減少負面影響，均是劇烈變動環境下，高階主管要

具備的關鍵能力。 

團隊激勵

與領導 

人際

互動 

政務推動需要團隊的力量，在人際關係的領導上，團隊的

激勵與整合是高階主管必須具備的重要能力。要把背景不

同、各自具有差異性的部屬凝聚成一個整體，將智慧與力

量有效整合起來，發揮最大的可能性，不論在創意還是執

行力方面，都會因為團隊的有效整合而提升。 

跨域協調 人際

互動 

政府的組織架構，係以專業分工為基本原則，但在當前公

共事務牽涉面向複雜的環境下，專業部門之間的合作與協

調，更形重要。高階主管必須要具備與其他部門溝通協調

的能力，拋棄本位主義，在業務推動的過程中，如有需要，

能迅速獲得其他部門的支援。而跨領域的腦力激盪，在政

策規劃過程中，更能兼顧多面向的觀點，減少盲點，促成

不同部門之間資源的有效運用，對政策周延性、執行力及

經營上的成本效益，均有助益。 

績效管理 執行

實踐 

在業務的經營管理上，要落實講求成本效益的核心價值，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績效的觀念，凡事講求效果，以工作的

成敗確定責任，以實際的工作表現對部屬施予獎懲。就高

階主管而言，績效導向成功的關鍵，就是要做到有效的授

權與授能，給予部屬完成任務必要的權限及自主空間，同

時注重能力的提升與發展。 

資料來源：人事行政院局網站 http://www.cpa.gov.tw（200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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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階（薦任第 9 職等）主管管理核心能力： 
中階主管管理核心能力有顧客導向服務、知識管理與運用、流

程與時間管理、衝突折衝與溝通、指導與經驗傳承、目標設定與執行

等 6 項。考量中階主管之職責特性，應具備的管理能力比重順序，由

高至低分別為執行實踐、人際互動及前瞻規劃，分述如下： 

表 2-8 中階主管管理核心能力 

項目 屬性 選擇理由 

顧客導向

服務 

執行

實踐

中階主管擔負政策執行任務，直接與服務對象接觸，

因此，對顧客的偏好、需求以及意見，必須能重視並

有效的回應。尤其在民主時代，服務對象的滿意度，

是評估政策執行力的重要指標，顧客服務的能力，是

中階主管必須具備的核心能力。 

知識管理

與運用 

執行

實踐

知識經濟時代，政府也必須要建構為一個注重知識的

智慧型政府。要有系統的把自己及他人的工作經驗轉

化為對工作有益的知識；廣泛蒐集工作相關的資料及

知識，並運用於工作上；樂於與他人分享工作心得與

知識。 

流程與時

間管理 

執行

實踐

政策執行注重流程與時間控管，中階主管必須在第一

線以最簡化的流程完成工作，以最少的成本及最短的

時間完成政策執行的任務。 

衝突折衝

與溝通 

人際

互動

中階主管直接與部屬互動，維持工作氣氛的和諧，避

免不和諧與衝突對業務推動的負面影響，是中階主管

必須要具備的能力。 

指導與經

驗傳承 

人際

互動

中階主管與部屬間的互動關係，相當比重建構在工作

經驗的傳授、工作重點的設定、工作方向的引導之上，

要做好這些工作，中階主管必須具備良好的溝通表達

能力，明確的傳達自己的意念，並以簡明的方式讓部

屬瞭解。 

目標設定

與執行 

前瞻

規劃

在未來工作的規劃上，中階主管係將機關整體的施政

策略，在自己的職掌範圍內，轉化為更具體的計畫，

並設定目標，確實執行。因此，在前瞻規劃方面，中

階主管所要具備的，係目標設定與執行的能力。 

資料來源：人事行政院局網站 http://www.cpa.gov.tw（2006/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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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業核心能力： 
「專業核心能力」係指擔任某特定專業職務或從事特定工作所

必須具備的專業知能或技術，用以勝任工作，產生績效。依據人事行

政局於 2005 年 1 月 11 日「行政院所屬機關專業核心能力項目選定作

業方式」所規劃的「專業核心能力」的建構與運用，主要係為確保員

工所具有的能力能契合機關業務運作的需要，以建構「能力導向」的

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組織內不同的職務因為業務的特性不同，所需求

的能力也各不同，組織可藉由核心能力運用機制的建立，來支援組織

內部各項人力資源管理活動，包括人員甄選時，可事先檢測應徵者，

以瞭解是否適合擔任該項職務；規劃教育訓練時，亦可針對員工所需

能力較為弱勢的部分設計課程：及進一步運用於薪資、獎金及接班人

培育計畫，而其最重要的貢獻乃在建構核心能力的同時，可將組織的

人力資源管理系統與組織的使命、核心價值及長期策略結合，進一步

支持組織使命、願景的實踐與目標的達成，強化人力資源管理效能並

提升組織整體績效。如圖 2-7 所示如下： 
 

 

 

 

 

 

 

 

 

 

 

 

 
圖 2-7 核心能力與人力資管理系統、組織願景連結圖 

資料來源：人事行政院局網站 http://www.cpa.gov.tw（2006/06/15） 
 

使命、願景

核心能力 
工作：所需的能力

員工：具備的能力

訓練 進用

遷調 

接班人培育
計畫 

績效管理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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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北市公務人員訓練中心 

台北市公務人員訓練中心秉持專業、品質、創新及績效作為核心

價值，強調訓練專業能力，肩負北市府員工知識更新、潛能激發的任

務，以求有效陶冶提高公務人力的素質。 

  該中心於 2004 年研究提出「臺北市政府公務人員核心能力綠皮

書」，藉由核心能力標準的建構，做為員工個人自我成長的目標，以及

課程規劃的準據。 

依綠皮書研究顯示高階主管人員（簡任第 10 至第 11 職等）扮演

輔佐首長及承上啟下的角色，而各層級公務人員所需具備的核心能力

如表 2-9 所列。 

表 2-9 臺北市政府公務人員各層級公務人員所需具備的核心能力 

層 級 所 需 具 備 的 核 心 能 力 （ 依 重 要 性 排 序 ）

高階主管 

（簡任 10 至 11 職等） 

前瞻的規劃力、良好的協調能力、領導能力，追蹤

管理能力，以及敏銳的判斷力等 5項 

中階主管 

（薦任 9職等） 

溝通能力、自我管理能力、人際能力、執行能力、

領導能力、管理能力、組織能力、思考能力、顧客

服務能力等 9 項 

基層主管 

（薦任7至8職等） 

溝通能力、人際能力、組織能力、自我管理能力、

執行能力、管理能力、顧客服務能力、經營能力、

思考能力、領導能力等 10 項 

基層人員 

（薦任 7職等以下

非主管人員） 

自我管理能力、執行能力、人際能力、組織能力、

溝通能力、顧客服務能力、思考能力、經營能力、

管理能力、領導能力等 10 項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惟上述各階層人員所應具備的能力若與實際已具備的程度作比

較，依差距大小區分，其核心能力的重要性會產生不同的排序（如表

2-10），亦即該項能力差距愈大，則愈需要透過教育訓練等來加強提昇

其能力（蔡培林 2003，〈公訓中心核心能力課程規劃〉，《公訓報導》，

第 107 期；轉引自台北市公務人員訓練中心網站 2006 年 5 月 20 日）。 



 36

表 2-10 中階、基層主管及基層人員核心能力已具備程度及應具備程度差異表 

階層別 中階主管 基層主管 基層人員 

能力項目 
排

序 
核心能力細項內容

排

序
核心能力細項內容

排

序
核心能力細項內容

思考能力 ８ 策略性思考 

創造性思考 

分析問題 

９ 策略性思考 

創造性思考 

分析問題 

９ 邏輯思考 

策略性思考 

創造性思考 

分析問題 

溝通能力 ７ 口語溝通 

傾聽 

 

４ 口語溝通 

傾聽 

說服的能力 

２ 口語溝通 

傾聽 

說服的能力 

多語能力 

人際能力 ４ 尊重他人 

資訊分享 

團隊工作 

建立關係 

圓融處事的能力 

衝突管理能力 

１ 尊重他人 

資訊分享 

團隊工作 

建立關係 

圓融處事的能力 

衝突管理能力 

６ 尊重他人 

團隊工作 

建立關係 

建立夥伴關係 

影響能力 

圓融處事的能力 

衝突管理能力 

自我管理

能力 

６ 積極主動 

情緒管理 

８ 自信 

積極主動 

自主學習 

情緒管理 

８ 積極主動 

自主學習 

品德 

情緒管理 

組織能力 １ 工作規劃 

資源整合 

危機處理 

 

３ 資源整合 

進度管控 

１ 工作規劃 

資源整合 

危機處理 

進度管控 

顧客服務

能力 

９ 了解顧客需求 

追蹤服務效果 

建立伙伴關係 

政策行銷 

10 了解顧客需求 

滿足顧客需求 

追蹤服務效果 

堅持品質 

10 了解顧客需求 

滿足顧客需求 

追蹤服務效果 

執行能力 ３ 具備專業技能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運用工具設備能力

處理資料的能力 

分析數據的能力 

進度管控 

了解法規 

２ 具備專業技能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運用工具設備能力

分析數據的能力 

了解法規 

３ 具備專業技能 

運用資訊科技能力

運用工具設備能力

達成任務的能力 

處理資料的能力 

即知即行 

了解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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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能力   ５ 創造價值的能力 ４ 預算掌控 

活用組織制度規範

決策能力 

創造價值能力 

管理能力 ２ 預算掌控 

管理團隊 

變革管理 

鼓勵參與 

建立團隊 

人才培育 

 

７ 管理團隊 

變革管理 

分派工作 

建立團隊 

人才培育 

教導啟發員工能力

績效管理 

７ 管理團隊 

變革管理 

鼓勵參與 

風險管理 

分派工作 

建立團隊 

人才培育 

教導啟發員工能力

績效管理 

領導能力 ５ 願景塑造 

成功的推手 

領導變革 

決策能力 

業務敏銳度 

自信 

５ 願景塑造 

成功的推手 

領導變革 

４ 願景塑造 

成功的推手 

運用組織獨特知能

資料來源：蔡培林，2003，〈公訓中心核心能力課程規劃〉，《公訓報導》，第 107 期。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簡稱保訓會）職司全國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事宜，主要功能是在合理的保障是建構完整的公務人

員保障法制，依法公正審議保障事件，合理維護公務人員權益，使公

務人員無後顧之憂，勇於任事，進而維護其人性尊嚴，使其樂在工作。

該會為研究如何改善與提昇公務人員培訓制度，經常委請專家、學者

就訓練與進修等相關事宜進行研究並提出報告，其中有關公務人員核

心能力之研究也列入研究議題。保訓會於 2001 年派員赴美作「美國公

務人員培訓與績效評估制度之研究」專題研究，以深入瞭解先進國家

的公務人員培訓制度；保訓會該研究報告除參考美國聯邦政府領導效

能架構外，並配合我國的文官制度的特殊性，最後提出我國公務人員

的核心能力架構，如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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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 薦任 簡任 

（主管職） 

創意形塑願景、策略分

析、變革與危機處理、團

隊激勵與領導、跨域協

調、績效管理 

  

（非主管職） 

創作性思考能力、規劃與

評估能力、單位協調能

力、研究發展能力 

（主管職） 

顧客導向服務、知識管理

與服務、流程與時間管

理、衝突折衝與溝通、指

導與經驗傳承 

 

（非主管職） 

財務與技術管理能力 

薦任核心能力 

（主管職） 

行政管理能力、方案設

計、國家展望、組織學

習、協調溝通與問題解

決、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 

（非主管職） 

資訊文書、法律知識、行

政中立、公務倫理、邏輯

推理能力 

委任核心能力 委任核心能力 

共通能力（考試錄取人員） 

溝通能力、對法制嫻熟果斷能力、對政策瞭解的判斷能力、工作技巧的解決

問題能力、團隊工作的人際技能能力、個人生涯規劃的自我導向能力 

圖 2-8 我國政府公務人員核心能力圖 
資料來源：沈建中，2004，〈我國公務人員核心能力架構之研究〉，《考銓季刊》，頁: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