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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結論 

長久以來，政府為提昇施政滿意度，無不提出「政府再造」、「企

業型政府」等企業精神之觀念來推動行政革新、提高公營事業機構營

運績效。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導致動質處經營困難、營運績效不彰

的原因，而進行「診斷」，並探求客戶對組織的滿意度調查、同仁及

專家學者對改進組織營運績效之意見，期能研擬出具體可行的辦法，

再提供決策者參酌，以建立適當的經營管理模式全面提高營運績效及

服務品質。本研究根據動態與靜態資料分析後，有以下的重要發現： 

 

一、組織的現況問題 

本研究問卷第一部分係探討動質處之經營現況與營運績效如

何，其大多數的平均數皆在 3以上。而在產品診斷方面、推廣診斷方

面、通路診斷、價格診斷方面及其他診斷方面，依目前情況看來還不

算太差，但同仁的認知差異相當大，仍有些許的不同意及非常不同意

者，及蠻多沒有意見者，這都值得動質處注意改進的。 

不過動質處的「經營現況」與「營運績效」經診斷結果覺得還

算不錯，有可能因為以下幾個原因經營者仍須謹慎： 

1.可能有些地方，已確實做得不錯，所以得到同仁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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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些同仁害怕這是對單位的考評、或害怕改變現況，而儘量將單

位說的好一點或任意回答沒有意見。 

 

二、質借客戶意見資料分析 

本研究之客戶問卷調查，係引用動質處九十二年度計畫研究報告

「臺北市動產質借處是否改組為公司組織或民營化之探討」，對前來

動質處質借的客戶進行問卷所得之資料分析。詳述如下： 

從質借客戶意見資料分析可得知靠親友介紹來質借的客戶所佔

的比例相當高。動質處目前的放款利率，質借客戶非常滿意與滿意者

合計達78.4%。動質處人員的服務態度，質借客戶在非常滿意與滿意

者合計高達94.6%，但是另一方面考量，尚有5.4％的質借客戶不表示

意見或者極少數的不滿意者或非常不滿意者，這些都是動質處要檢討

改進的地方。 

質借客戶學歷以高中職、國中及專科等三種佔最多數。質借客戶

的職業以無業者、家管者及工人三者合計高達 49.6%。質借客戶不僅

僅是台北市市民，也有相當高的比例是台北縣民，及台北市(縣)以外

地區的民眾。 

總之，在本研究之客戶問卷調查，得知質借客戶的質借消息來

源、來辦理質借的頻率等等相關寶貴資料，可作為本研究案的輔助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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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數據，及動質處未來發展改進的相關重要資訊。 

 

三、同仁希望改進事項 

本研究問卷第二部分係探討動質處對於「政府再造」、「企業型

政府」來提昇營運績效的具體看法為何，預計可明瞭產品需滿足顧客

需求、提高推廣效益、在建立最適的行銷通路方面、在制定最佳的價

格及調整配套措施等五方面，以發現同仁希望改進的事項。 

在第二部分動質處對於「政府再造」、「企業型政府」來提昇營運

績效的具體看法方面，在各項的平均數均高達 3.57～4.23 之間，其

認同者也皆在 61.6％～93％之間，顯示所有的動質處同仁及專家學

者對「政府再造」與「企業型政府」抱持著高度的認同與支持。 

 

四、動質處同仁與專家學者意見差異之比較分析 

本研究在問卷設計方面，將動質處同仁與專家學者加以區分，藉

此探討動質處同仁與專家學者對於本研究主題之看法的差異性。 

在產品需滿足顧客需求方面、提高推廣效益方面、建立最適的

行銷通路方面、制定最佳的價格方面的第一子題，及調整配套措施方

面的第一子題及第四個子題，專家學者與動質處同仁兩者的認知有顯

著的差異性。其餘的題目認知皆無顯著的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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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針對第二部分動質處對於「政府再造」、「企業型政府」來

提昇營運績效的具體看法彙總表的差異比較分析，雖然十五題中有十

一題有顯著的差異性，這只是動質處同仁認同的比例沒有那麼高，而

專家學者認同的比率較高之緣故。 

 

五、基本資料與問卷各類別間差異性比較分析 

本研究的基本資料將受測者的職稱、年齡等五項與本研究問卷內

各類別如產品診斷方面、推廣診斷方面等十類，加以進行差異性分析

比較。 

在職稱方面與問卷各類別間之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幾乎是在本問

卷第二部分：動質處對於「政府再造」、「企業型政府」來提昇營運績

效的具體看法部分，有顯著的差異性。 

總之，在基本資料與本研究問卷內各類別，加以進行差異性分析

比較的結果，可以看出來，其大多數的差異性皆為專家學者的認同度

比動質處同仁的認同度高，所造成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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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可藉由第一部分問卷探討動質處之經營現況與營運績效

如何，發現動質處的問題點。及藉由第二部分問卷探討動質處對於「政

府再造」、「企業型政府」來提昇營運績效的具體看法為何，以發現同

仁希望改進的事項。再結合質借客戶意見及文獻探討資料。最後針對

此研究發現，研擬出改善動質處銷售管理的方法，訂出各項改進的事

項，以利動質處後續嚴格控管改進的時程，此組織診斷才能達到真正

的成效。 

本研究建議事項原則上以第二部分問卷探討動質處對於「政府再

造」、「企業型政府」來提昇營運績效的具體看法之主題為架構，再配

合相關動態及靜態資料研擬下列四大理念及五大項之具體建議做

法，並預計將可達成四大目的，分述如下： 

一、 首先，在四大理念部分有以下的建議： 

（一）推動全面品質管理： 

公家機關的服務品質一直為民眾所詬病，因此政府要推動全面

品質管理〈TQM〉，來確保公務人員的服務品質。又因為動質處屬公

營事業機構，全面品質管理更顯重要，故非常適合運用於動質處銷

售管理方面，藉以提昇顧客滿意度及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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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客導向： 

動質處要推動企業型政府，即以企業的精神來推動質借業務，

當然，最重要也最不容忽視的是前來質借顧客之意見，故動質處應

以「顧客導向」的立場考量所有的決策事宜，如此必定能提昇動質

處的營運績效。 

 

（三）標竿學習： 

標竿學習是個相當好的學習模式，可廣泛運用於各個單位、各

個產業，當然也非常適用於動質處。因為學習的對象不侷限於相同

的產業、或者是一定要公私部門，有些經營相當好的民間企業，其

經營方法、行銷方式、管理方法及公共關係等，皆可供動質處參考

學習。 

 

（四）知識管理： 

動質處在知識管理方面，建置的資料相當有限，目前各分處尚

秉持著古老的學習方式，如估價人員的訓練，仍採用師徒制傳承技

能。動質處應建置完善的知識管理系統，將原有知識保存下來，俾

能妥適的運用，如此單位才能永續經營及提昇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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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大項之具體建議做法，分述如下： 

（一）產品需滿足顧客需求方面： 

1.為推動「產品需滿足顧客需求」及「顧客導向」的觀念及行動，

具體做法如（1）加強同仁的教育訓練（2）參觀較有制度的民間

企業（3）加強網路資訊的傳遞（4）實施訓練成效檢核（5）凡事

以顧客的觀點考量（加強顧客意見的收集）。 

2.規劃「產品檢討改進小組」之相關組織及人員，並瞭解市場需求，

開發最適產品：其小組成員及任務分述如下： 

（1）召集人（熱衷改造之資深主管擔任）、小組成員（部分主管及有

創意的同仁參與）。 

（2）討論事項：檢討改進原有具發展潛力之物品應加強收質（如鑽

石、手錶類）、對可新增質借物種類（如收白金、玉鐲之類）深

入研究探討並進行市場調查及可行性分析，如可向本處質借客戶

進行問卷調查，瞭解其對白金及玉鐲數量、種類及價格等質借需

求之資料。 

 

（二）提高推廣效益： 

1.確實掌握顧客的消息來源管道（對本處質借客戶進行問卷調查，

此次由本研究案客戶意見資料中，得知動質處客戶大都來自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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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2.依產品及顧客特性來選擇最佳的廣告媒體（可藉由上項瞭解客戶

的消息來源管道及本處質借客戶資料統計及歸類，來進行分析）。 

3.建立完善詳細的推廣政策（1）指定專人負責辦理（2）推廣時間

（可分為持續性廣告、定期性廣告、不定期性廣告）（3）推廣方

式（如電視、廣播、報紙、戶外招牌廣告等管道）。 

 

（三）建立最適的行銷通路： 

1.分析出潛在顧客量及市場之地理集中性（可併同上一段方式，對

質借客戶進行問卷調查及本處質借客戶資料進行統計分析，並對

非本處之質借客戶做市場調查以瞭解潛在客戶的特性）。 

2.對目前行銷通路作徹底的總檢討（1）指定專人負責辦理（2）成

立工作站據點（在分處底下設立僅一、兩位人員的簡單工作站，

來增加營業據點的架設）（3）其他可行方式（研議出其他新的行

銷通路，以求得動質處最合適的市場型態）。 

 

（四）制定最佳的價格： 

1.瞭解可收質借物之價格、利率，對其市場競爭性及市場佔有率之

影響（可對質借客戶進行問卷調查及各分處實際作業時客戶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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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另外可透過台北市政府警察局所登錄的民營當舖業者所收質

的質借筆數，與國稅局查核民營當舖業者查定課稅的總銷售額等

資料來推估，動質處於質借市場的佔有率為何）。 

2.應對各質借物制訂適當的價格並配合適時調整機制，以符合市場

競爭性（1）以質借客戶立場考量借到最多的錢（2）對質借物制

訂適宜的價格標準（3）各項質借價格及質借利率應配合適時調整

機制。 

 

（五）調整配套措施： 

1.經營目標、經營政策及經營計畫，應訂定的非常清楚明確：（1）

經營理念要界定清楚，不然動質處原先設立的目的就會被模糊掉

（2）認定不清的結果，同仁無認清經營目標，就會怕自己負擔

責任，偏離單位最初設立的目的（3）加強同仁的宣導，以瞭解、

清楚經營目標、經營政策及經營計畫，做為最高指導原則。 

2.組織結構應調整為最適規模：（1）將配合台北市政府組織員額

精簡調整為六個分處（2）調整後的評估，如調查營運績效的增

減、客戶的流向、客戶的意見、客戶的反應、同仁的意見及同仁

的適應能力等等（3）必要時可考量以設立工作站方式，增加服

務據點的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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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進作業流程：將以往一個分處僅開設一個櫃檯服務的方式，更

改為「櫃員制」（即類似「單一窗口服務」），每個分處可開二、三

個櫃檯辦理質借業務，減少客人等候時間、改善服務品質並可促

進工作明確化。 

4.制定標準作業程序：應將質借物鑑定的步驟、質借金額的評估標

準、庫房管理、盤點的規範、稽核作業等等相關作業程序，制定

出標準作業流程，以供動質處人員依循辦理。 

5.軟硬體設備及財務計劃，皆可再加強建置：（1）重視營業場所門

面的清潔保養維護（2）電腦設備的加強建置（3）財務計劃的完

善規劃。 

6.同仁的服務態度：動質處人員的服務態度，在質借客戶意見調查

中，滿意者雖高達 94.6%，但是另一方面，尚有 5.4％的質借客戶

不表示意見或者極少數的不滿意者或非常不滿意者，這些都是動

質處要檢討改進的地方。故應加強禮儀訓練，達到更高的顧客滿

意度。 

7.應建立公平、合理的績效成果評量制度：（1）建立完善的績效成

果評量制度（不僅要考量各分處的貢獻度、營運目標達成率、營

運績效成長比率、也要考量個人的業績表現）（2）績效成果列入

年終考成、升遷依據（3）制定明確的獎懲標準，讓同仁勇於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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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加強專業教育訓練：應加強排定動質處人員專業教育訓練，如鑽

石、手錶、黃金及其他質物之鑑定訓練，另班級可細分為初級班、

中級班及高級班三種層次。並可將某個分處設立成實習分處，確

實讓新進人員從事實際質物鑑估工作，加強動質處專業人才之養

成。 

 

三、預計將可達成四大目的： 

動質處經由「組織診斷」後，如能徹底實施建議事項中的上述四

大理念及五大項之具體建議做法，將預計可達成下列四大目的，分述

如下： 

 

（一）達到「組織診斷」目的： 

「組織診斷」可達成下列目的，（1）追求最適規模（2）減少組

織層級（3）了解組織變革的彈性（4）促進工作明確化（5）提昇工

作效率等目的。 

動質處經由此次組織診斷後，許多地方皆須加以改進、變革，

例如檢討分處縮減或設立工作站、配合內部法規之重新檢討、修訂作

業規範、改進產品及推廣行銷等作業達到明確業務權責提昇工作效率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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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達到「政府再造」目的： 

依行政院八十七年元月二日行政院會通過的「政府再造綱領」之

的行動方針為（1）組織要精簡、靈活，建立小而能的政府。（2）人

力要精實，培養熱誠幹練的公務人員。（3）業務要簡化、興利，建立

現代化、高效率的法令制度。 

動質處經由組織診斷後，如能進行組織的精簡、調整，人員的培

育、教育訓練，以「顧客導向」考量、業務更便民，建置「知識管理」

寶庫，加強電腦資訊的業務高效率等變革。即能符合並達成「政府再

造綱領」之的行動方針規範。 

 

（三）達成「企業型政府」目的： 

美國之「全國績效評鑑委員會」將「企業型政府」整合為下列四

項原則：（1）顧客至上，（2）刪減法規、簡化程序，（3）授能員工並

追求成果，（4）撙節成本與提高效能。 

動質處經由此次組織診斷並依各項改進措施實施後，將更符合

「企業型政府」之原則，營運績效必能提昇。 

 

（四）達成「動質處設立的目的」： 

動質處係政府鑑於民營當舖過份重利盤剝，常使基層民眾怨聲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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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甚至釀成社會問題，為使一般民眾得以較低利率融通資金之便利

解困救急發揮安定社會功能而設立。 

如藉由「組織診斷」方式，了解動質處「銷售管理」方面出了什

麼問題，而加以改進，以提昇動質處營運績效；相對的，將可擴大幫

助社會上更多的較弱勢民眾，當然盈餘、利潤也會增加。而動質處並

不以賺錢為目的，如有過多的盈餘，就可再行研議降低質借利率，以

更優惠的利率、幫助質借客戶，形成良性的循環，舒緩民營當舖過份

重利盤剝的現象，達到動質處當初設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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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一、研究限制 

（一） 次級資料引用的限制： 

客戶問卷調查的部分，引用動質處九十二年度計畫研究報告「臺

北市動產質借處是否改組為公司組織或民營化之探討」之次級資料，

雖然調查時間在去年並不算太早，且一共做了一千兩百多份可信度相

當高；但是問卷的主題與本研究案不同，可引用的內容有限，題目不

夠多，所以獲取的資料也受限。未來在客戶問卷調查資料的蒐集方

面，可採取較多的題目深入訪談，才能得到更多的資訊，作為單位改

進的依據。 

 

（二） 研究範圍較廣的限制： 

本研究範圍雖以動質處銷售管理為例，但銷售管理不僅僅只有產

品診斷方面、推廣診斷方面、通路診斷方面、價格診斷方面等四方面

而已，尚牽涉到其他方面診斷部分，此部分的範圍就相當的廣，如服

務態度、組織結構、績效評量制度、經營目標與政策、軟硬體設備及

財務計劃等，都會影響到動質處的行銷績效，故須一併納入診斷、考

量。不過個人的時間、人力、物力有限，本研究僅能在其他診斷方面

做大項目概括性的診斷，無法規範到每個非常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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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時間點的限制： 

本研究僅就目前的時間點做研究，所得的結果可供動質處參

考、改進之用，惟一定期間後，仍需重新再做診斷。因為，以前的問

題點，或許已經改進了，或許又產生了不同的新問題。因此，組織診

斷並非僅做一次，就可以永遠高枕無憂，應視情況每半年或每一年進

行檢測一次，且要持續辦理，才能將單位的一些惡習一一改進。 

 

二、未來研究方向 

（一） 進行動質處銷售管理以外的其他項目診斷： 

本研究僅針對動質處銷售管理方面來做診斷，在未來的研究方向

將可進行動質處銷售管理以外的其他項目診斷，如經營管理、組織結

構、人事管理、獎勵激勵、財務管理、內外部稽核及其他（軟硬體設

備、組織文化、加強授能等）等，每個項目皆值得深入研究探討，以

做為動質處未來改進的方向。 

 

（二） 加強質借客戶的問卷調查： 

本研究在客戶問卷調查的部分，引用次級資料，未來可加強質借

客戶問卷調查，且可採取較多的題目深入訪談，以得到更多的資訊，

做為動質處未來改進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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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強潛在顧客及市場地理集中性的問卷調查： 

在未來應可加強潛在顧客及市場地理集中性的問卷調查，因為不

管要新增可收質借物或者要研議新的行銷通路、或廣告行銷、及組織

結構的調整，皆須瞭解客戶群在哪裡？以便做出最佳的決策。 

 

（四） 加強定期診斷： 

本研究僅就目前的時間點做研究，所得的結果可供動質處參考、

改進之用，未來應視經費、人力、物力的多寡，每半年或每一年進行

檢測一次，且要持續辦理，才能使動質處隨時充滿活力、人人充滿衝

勁，進而維持最高的生產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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