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職能、管理職能的發展與重要性 

 
在「追求卓越」一書的作者Peters & Waterman調查美國六十餘家經營

成功的企業後，發現並証實「有優秀的員工，才有成功的企業」（吳秉恩，

1999）1，也就是說企業在運作過程中為求生存與發展，取得優勢，有賴組

織擁有優秀的員工運作。而二十一世紀的第三波經濟中，主要的驅動力量

已從機械和藍領勞動者，轉換為資訊科技和知識工作者（Toffler，1980）2，

再者，世界性的數位化與網路化革命，加速知識流動，形成知識無國界化。

顯然知識的重要性，凌駕在土地、原料、資金等傳統資源上，而一切知識

的主宰操之在人。因此，知識經濟時代下，如何吸引與活用知識工作者，

成為人力資源管理之核心課題（石井，2000）3。 
 
學者林文政（2001）指出在工作職能（competency）的確認與發展近

年來成為人力資源學域熱門探究的原因有二：（一）提昇績效：契合企業

策略與組織文化的前提下，透過工作職能（包括知識、技術、能力、態度

或特質）的確認與發展，可使員工獲得更佳之工作績效，進而促成組織經

營績效達成；（二）契合人力資源的長期發展：在「知識工作型」競爭的

時代，企業的人力資源素質必須不斷提升，透過更新人員所擁有的知識、

技術與能力，才足以讓組織具競爭和創新的能耐，而工作職能的確認與發

展正契合此需求4。這都是在說明活用和發展職能系統重要性，亦為本研究

試圖建立發展職能模式的背景動機。 
 
而管理階層對一個組織來說，更具衝鋒陷陣的意味，Drucker（1974）

曾說：「在每一個企業組織中，唯有管理者能使企業組織產生活力的動態

因素的」，可知管理者所扮演的角色與地位更是決定企業在競爭激烈環境

中成功與否的關鍵性因素（劉怡君，1999）5。也就是說在激烈競爭、變動

                                                 
1 吳秉恩（1999），分享式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翰蘆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2 Toffler, Alvin（1980）, Third Wave，William Morrow & Co. 
3 石井脩二（8. 2000）、人材資源管理と新しい能力主義、日本勞務學會第三十回全國大會研究 

報告論集、頁 13-15. 
4 林文政（2001），「製造業人力資源專業職能之研究」，中山管理評論，第九卷第四期，冬季號， 

頁 622。 
5 劉怡君（1999），製藥業中高階管理者「管理才能」評鑑量表之建立，國立中央大學人力資源 

管理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論文，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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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經濟社會中，管理人員之素質與表現可說是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

甚至有學者從人力資源投資的角度，將管理職能視為企業重要資產，列帳

處理，視其為促進組織效能的原動力（Likert，1967；Rue & Byras，1980）
6。 

 
    目前仍有大部份公司主要以績效考核當作員工晉升的標準，但瓶頸已

顯而易見，因為一位優秀的作業人才，未必就是一位優秀的管理人才（許

士軍，1994）7。因此，管理人員的晉升與發展必須根據管理職能，而不僅

僅是參考過去的績效表現（鄧國宏，2000）8。 
 

近年來「職能基礎模式」（competence-based model）或稱「職能基礎

管理」（competence-based management, CBM）這樣一個從「能力」為出發

的嶄新管理典範，逐漸取代以往將人與事區分開來之「工作分析途徑」與

「特質分析途徑」，其致力追求「人、工作及環境」的互相契合，這已然

成為人力資源管理實務的典範，在實務界正應用廣泛中（陳玉山，1995）
9。也就是說基於此典範，如欲提昇管理者之領導效能，其法之一是提昇主

管能力，欲提昇主管能力，便需先瞭解自己10。Nowack（1993）認為當經

理人員能夠充分、正確地瞭解自己管理能力的優缺點後，才能根據正確的

自我察覺（self-awareness），修正自己的行為，訂定發展的目標與計劃，進

而有所改善11。 
 

故本研究欲以職能模式的建構與管理來探究主管人員的管理職能，如

果能夠釐清工作職掌間的核心能力便能有效鑑定管理者是否能發揮所

長，達到最佳之工作績效，並可依本身優缺點訂出生涯發展計畫（莊朝正，

1998）12，組織也因此在人力資源規劃時，能適才適所，降低用人不當的

成本。 
 

                                                 
6 Likert, R（1967），The Human Organization：Its Management and Value, New York：Mcgraw-Hill,  

p.184.；Rue,K. W. & Byars,L. L.（1980），Management： Theory & Application, Revised ed. Richard  
D. Irwin,Inc.,Ch17pp.421-438. 

7 許士軍（1994），管理學，臺北：東華書局。 
8 鄧國宏（2000），主管管理核心才能評鑑量表之建立與信、效度分析—以某商銀為例，國立中 
央大學人力資源管理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論文，頁 1。 

9 陳玉山（1995），能力基礎途徑應用在人力資源管理之研究，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未

出版之碩士論文。 
10 劉岡憬（1998），以 360 度回饋探討主管人員自他評一致性與領導效能關係之實證研究，國立 
政治大學心理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論文，頁 3。 

11 Nowack,K. M.（1993）.”360-degree Feedback: The whole story.”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Journey, 
47(1), pp. 69-72. 
12 莊朝正（1998），管理才能評鑑量表之建立—以某高科技公司為例，國立中央大學人力資源管 

理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論文，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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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企業赴大陸投資之現況 

 
由於臺灣是海島型的開放經濟體系，必須藉由發展國際貿易來帶動經

濟成長。可是臺灣因受限於國內市場狹小，天然資源較為缺乏，及土地有

限等不利因素，故企業的國際化導向是不可避免的趨勢。加上自民國七十

五年以來，面對國內各項投資環境和競爭條件逐漸惡化之後，我國企業為

求永續經營之需要，更是紛紛前往海外設立分支機構，以尋求企業的新契

機。 
 
在廣大的海外市場中，中國大陸地區由於擁有豐沛的人力資源、廣大

的消費市場，加上近十年之平均經濟成長率竄升快速，且與臺灣同文同

種，遂成為國人投資的最愛（趙必孝，1998）13。自 1990 年八月間，因政

府開放臺商赴大陸地區進行貿易與技術合作等，使兩岸經貿往來，更是急

速地增加（葉明戈，1998）14。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的統計，自 1992
年起，大陸地區已經成為臺商對外投資金額最大的地區，以 2002 年來說，

我國企業對大陸投資金額高達 38 億 5,875 萬 7 千美元，較上年來增加有

38.60 %，另有關大陸投資補辦登記部分，截至十二月底止已收件數為 9,340
件，補辦投資金額達 61 億 738 萬 2 千美元15；2003 年一月單月臺商對大

陸投資件數有 223 件，較上年同期成長達 102.73％，金額為 4 億 5,529 萬

1 千美元，較上年同期增加到 120.78%16，創下歷年來新高（如表 1-1）。 
 
而目前 2004 年四月份核准件數則為 160 件，較上年同期增加 17.65%，

核准投資金額為 4 億 4,546 萬 8 千美元，較上年同期增加 46.54％；2004
年一 ~ 四月份核准大陸投資件數總計為 714 件，較上年同期增加 8.35%，

核准投資金額為 17 億 3,750 萬 9 千美元，亦較上年同期增加 22.62%，臺

商赴大陸投資之件數及金額皆較去年同期仍呈現小幅度之成長17。財政部

公布 2002 年我國全年海關進出口貿易概況，統計數據顯示 2002 年全年我

對中國大陸貿易出超達 500 億美元，首度超越臺美貿易量，創下歷史新高；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計數據亦顯示，2002 年全年我國企業對大陸投資

金額占整體海外投資金額已由原本約四成左右之比重增加到 53.38％，大

陸地區同樣是臺商投資最多的地區（如表 1-2）。而投審會執行祕書黃慶堂

                                                 
13 趙必孝（1998），「駐外經理人的甄選決策因素」，國際人力資源管理理論與實證，臺北 : 華泰

書局，頁 363。 
14 葉明戈（1998），台灣企業赴大陸投資派遣人員相關問題之研究，私立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 

管理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論文，頁 2。 
15 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91 年 12 月核准僑外投資、對外投資、對大陸投資統計新聞 
稿。http://www.moeaic.gov.tw/（2003/2/22）。 
16 同上註，92 年 1 月核准僑外投資、對外投資、對大陸投資統計新聞稿、速報。（2003/2/22）。 
17 同註 15，93 年 4 月核准僑外投資、對外投資、對大陸投資統計新聞稿、速報。（2004/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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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表示，我國企業對大陸投資大幅成長主要是中國大陸加入世界貿易組織

後開放商業及服務業所致。再者，在 2008 年北京將舉辦奧運及 2010 年上

海將舉行世界博覽會的狀況下，我國企業對中國大陸投資大幅成長將會成

為常態性18。 
 
表 1-1   2004 年核准對大陸投資統計總表       單位：千美元 

項 目（Item） 對 大 陸 投 資 （ Mainland Investment ） 
年  度（Year） 件  數（Case） 金  額（Amount） 
1991 ~ 2001 24,160 19,886,727 

  2001（1~12） 1,186 2,784,147 
2002（1~12） 1,490 

（3,950） 
3,858,757 

（2,864,301） 
  2003（1~12）     1,837 4,594,985 

 （8,268） （3,103,799） 
  2004（1~ 4） 714 1,737,507 
較上年同期增減差額 55 320,515 
較上年同期增減百分比 8.35  22.62 

1991 ~ 2004.4 31,865* 36,046,078* 
註：1.（）部份為依 1997 年 5 月 14 日修正後「兩岸人民關係條例」規定向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提出補辦申請許可案件件數及金額。（*為含補辦） 

2. 與上年同期比較之增減差額及百分比不含補辦申請許可案件件數及金額。 
資料來源：本研究節錄整理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93 年 4 月核准僑外 

投資、對外投資、對大陸投資統計速報。http://www.moeaic.gov.tw/（2004/6/20） 

 
表 1-2   2002 年核准對外投資金額前十名國家 / 地區 

                                                         單位：千美元 

國家 / 地區 排  名 核准金額 件  數 
大陸地區 1 6,723,058 3,116 
英屬中美洲 2 1,575,077  190 
美國 3  577,782  449 
美洲其他地區 4  245,202    9 
大洋洲其他地區 5  186,316   33 
香港 6  167,063   55 
亞洲其他地區 7  121,388   16 
菲律賓 8   83,833    1 

                                                 
18 中華日報新聞網，一月我對大陸投資金額大幅成長百分之一百廿，2003 年 2 月 20 日 19 時 33 
分 ，http://www.cdnnews.com.tw/20030221/news/cjcy/7332800020030220193356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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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 9   66,682    2 
荷蘭 10   56,421   12 

資料來源：同表 1-1。（2003/2/22） 

 

三、外派大陸地區主管的重要性 

 
由上述分析可知，赴大陸地區投資的臺商越來越多，臺商在大陸投資

儼然成為重要的商業趨勢，既然時勢所趨，其派遣至大陸之駐外人員問題

自然日益重要，唯有透過有效的人才選派，才能成就海外事業經營的成

功，而選任有效之管理者更是位列啟動企業成功之鑰，Drucker早在 1954
年就指出管理者是任何組織最稀有最珍貴的資源19。 

 
現今大多數的多國籍企業，均傾向由母公司派遣本國籍人員擔任子公

司的管理幹部（Scullion，1992）20。現今臺灣的外派大陸企業主，多數是

採用臺灣現有主管外派至大陸工作二 ~ 三年，工作內容涵蓋有協助設

廠、訓練當地人才，任務結束後再回臺灣繼續工作之短期任務指派方式，

一方面可節省人事經費及成本，同時更可藉此訓練大陸人才，以留住現有

員工的方式21。而臺商在大陸的經貿活動，從投資設廠開始即會碰到一連

串的管理問題，尤其是大陸職工的管理，問題更是層出不窮，不論是從事

何種性質的大陸投資活動，臺商無可避免的都會碰到人力資源管理的四大

環節 — 選、用、育、留，以及這四大環節間相互牽涉的各種錯綜複雜因

素，尤其是大陸地區濃厚的階級觀念以及兩岸間存在不同的價值觀、文化

差異，及分歧的勞動法令規章等跨文化因素，使臺商不能將臺灣管理模式

和經驗，原封不動移植到大陸企業裡22。因此遴選出優秀的外派管理者建

構良性的勞動關係，有效掌控與協助大陸事業營運績效更是不容忽視之重

要課題。再者，國內對於派駐大陸地區的駐外經理人所應具備的條件為

何，方能有良好的適應與高績效的工作成果之相關研究，仍未有明確的結

論。因此，本研究擬依職能（competency）模式建構外派大陸地區主管之

管理職能，以作為日後我國企業外派大陸地區主管遴選之參考性指標。 
 

                                                 
19 Peter F. Drucker（1954）, 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New York：Harper ＆Row publishers， 

p.32. 
20 Scullion,H.（1992）, “Attracting Management Globetrotters,” Personal Management, Vol. 2, No.  

3, Jan., p.28. 
21 姚淑儀（2001），「現在流行瘋大陸」，Career就業情報，二九三期，台北：就業情報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頁 48。 
22 蕭新永（1996），大陸台商人事管理，高孔廉序文，「一本值得推薦的人事管理食用書籍」初

版，台北：商周文化，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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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一、研究目的 

 
臺商赴大陸投資的企業如能引用目前流行之職能模型（Competency 

Model）來遴選優秀的外派主管，建構其管理職能量表，勢必能使我國企

業在大陸地區的營運狀況能應變全球化趨勢，更加具有和其他投資大陸地

區外商的競爭力，因此本研究欲達成的目的有二： 
 

（一）建構外派主管管理職能量表，為外派大陸地區主管的遴選課題提供 
臺灣企業界的實證研究結果，以供我國學術界後續研究之參考。 

 
（二）為現階段、或日後沒有充分時間專責訓練駐外人員之我國企業，提

供風險較小之外派主管遴選指標，以降低時間成本、提高用人適才適

所的成功要素。 
 

二、研究問題 

 
基於以上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思考問題和假設的答案如下： 
 

（一）從我國企業外派大陸地區主管的觀點來看，企業面臨全球化趨勢、        
產業外移及知識經濟時代下，隨著組織和所面對的區域文化之複雜度

增加，有效的外派主管（基層、中高階主管）所須具備的管理職能為

何？其內涵包括哪些？ 
1. 外派大陸主管本身所具備的知識、技術、能力、態度、其他特質或其

他成功因素。 
2. 外派大陸主管本身在遴選接班人時所重視的知識、技術、能力、態度、

其他特質或其他成功因素。 
3. 從外派大陸主管本身觀點，展望未來，在企業面臨全球化趨勢、產業

外移大陸及知識經濟時代下，有效的外派大陸主管所具備的知識、技

術、能力、態度、其他特質或其他成功因素。 
 

（二）目前國內企業對外派大陸地區主管之管理職能如何甄選？在管理職

能模式中，到底什麼樣的項目該被挑選做分析的基礎？ 
1. 透過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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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問卷法。 
3. 關鍵事件訪談。 
4. 焦點團體法。 

   
（三）培養外派大陸地區主管之管理職能的有效方法或人力資源措施為 

何？ 
1. 確認企業願景。 
2. 確認目標與策略。 
3. 成功關鍵因素之選取。 
4. 建立評估之行為指標。 
5. 創造工作職掌規劃程序。 
6. 依職掌培養並發展外派大陸地區主管之管理職能。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在規劃階段主要的訪談研究對象群有： 
 
（一）已回任之外派大陸地區之各部門主管。 
（二）已回任之專業人員 。 
（三）目前外派大陸地區之各部主管。 
（四）目前外派大陸地區之專業人員。 
（五）組織內管理外派大陸地區人員之人力資源部門專業人士。 
 
二、本研究在執行階段之問卷發放對象 
     

本研究之母體以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登記核准的赴大陸投資

企業各部主管，採取系統隨機抽樣方式進行問卷說明與施測發放。初步估

計母體群有 28,309 件23，預計取樣 104 份，進行問卷調查，以確立外派大

陸地區主管之管理職能代表性指標的建立，取樣範圍設定在上市、上櫃公

司對大陸投資事業24。 
 
 
 
 

                                                 
23 參照本研究之表 1-1，頁 4。 
24 參照經濟部投資省議委員會出版品，上市上櫃公司對大陸事業名錄-分區，

http://www.moeaic.gov.tw/Upload/Docs/405.xls（200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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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共分為四個階段如圖 1-1 所示。 

 
 
 

 
 
 
 
 
 

 

 

建立研究架構

量表建立 

量表初稿

     問卷題項效度分析 

選擇效標 

正式施測發放問卷與回收 

彙整與統計分析（敘統、信

度、效度、相關、迴歸分析）

撰寫研究結論與建議 撰 

寫 

階 

段 

執
行
與
分
析
階
段 

資料蒐集、觀念發展以建立研究方向 

確定研究主題 

資料再蒐集 

文獻探討 

標竿主管訪談 

 

規 

劃 

階 

段

構 

思 

階 

段 

圖 1-1  外派主管管理職能評鑑量表建立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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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四個主要階段之研究流程簡單說明如下： 
 
（一）構思階段 

首先，透過大量蒐集、閱讀文獻來確定研究方向和主題。 
 
（二）規劃階段 

針對研究動機及目的，再蒐集國內外相關文獻並加以整理歸納，作為

本研究參考應用之理論根基。同時針對企業曾經或現任外派大陸地區之標

竿各級主管人員進行深度訪談，藉由質性研究彌補計量研究方法，使本研

究更為周延，依此以建立研究架構。接著本研究據此將文獻探討及訪談結

果整合後設計出一份外派大陸地區主管之管理職能重要性項目評量問

卷，透過重要性題項分析，將篩選出管裡職能中具指標題項而形成初步量

表。 
 

（三）執行與分析階段 
決定研究之變項及衡量工具後，參考以往國內外學者相關研究來設計

修正本研究的問卷。待問卷完成後，針對中華民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登

記核准的赴大陸投資企業各部主管，採取系統隨機抽樣方式為主進行問卷

說明與施測發放，另輔以雪球抽樣方式以取得更多樣本，回收之後再彙整

資料，運用信度、效度分析篩選題項，再透過相關、迴歸等方式分析探討，

以建構出最後的外派大陸地區主管之管理職能量表，確認外派任務的成功

關鍵因素的選取。 
 

（四）撰寫階段 
根據分析結果導出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對本研究所建構出之外派大陸

地區主管管理職能量表，做出最後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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