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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政風人員核心能力之研究 

－以北台灣地區簡任政風人員為例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1996 年「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認為以知識為基礎的經濟

即將改變全球經濟發展的型態，知識已成為提昇生產力與經濟成長的

主要動力。美國學者 Lester C. Thurow 在「知識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 :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Based Economy）書中也認為第 3 次工業革命爆發後，維繫

企業和組織長期競爭優勢的唯一要素就是技巧和知識，掌握知識是決

勝的關鍵（齊思賢/譯，2001：122）。Peter Drucker 在「後資本主義社

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中提到：決定和支配新社會的資源和生產

要素是「知識」，而不是資本、土地或勞動力；而社會的主導階級不是

資本家，也不是無產階級，而是知識工作者與服務工作者。Drucker 並

認為人力資源是知識的源頭，在面對新世紀的激烈競爭環境下，人力

資源的開發與應用將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是組織邁向成功發展的

要素（黃英忠，2003：37-59）。 

筆者於 1988 年進入公部門政風機構服務，迄今已逾 18 年，對政

府機關組織文化有深切的體驗和領悟；雖然大多數的公務人員都很負

責盡職，任勞任怨的辛勤工作，但因公部門的官僚體制，而習於遵守

法規與對命令的服從，常造成對組織目標和願景的忽略，導致民眾對

政府效率不彰與缺乏彈性的詬病。 

當今社會環境變遷快速，資訊與科技的發展一日千里，使得人類

社會進入知識經濟的新紀元。世界各國公、私部門在面臨全球化豐富

資訊所帶來的知識，以及社會資源以速度為發展導向的關鍵時刻，如

何有效提昇企業組織的能力，以獲得激烈競爭的優勢，並使組織能永

續經營和發展，實乃當務之急；另一方面政府組織再造，蔚為世界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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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故如何有效運作人力資源管理，強化公務人員的核心能力，以提

昇政府整體的行政效率與競爭能力，滿足人民對政府轉型的期待，乃

成為當前重要課題。  

傳統對「貪污」一詞最簡潔也可能是最常被引用的定義乃是：「濫

用公權力以謀取私利」（the misuse of public power for private profit；

Senturia，1993）。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TI）所公

布的 2005 年世界各國貪腐印象指數評比，我國在全球 146 個納入評比

國家中，排名第 32 名（得分 5.9 分，滿分為 10 分），與 2004 年排名

為第 35 名，2003 年排名為第 30 名等相近，屬於中度清廉的國家。惟

該會台灣區分會表示，我國在倡廉反貪、提高清廉度上，還有努力的

空間和必要。我國政風人員職司政府機關興利防弊、反貪倡廉工作，

是建構廉能政府重要的一環；面對科技高速發達、社會環境多元變遷，

犯罪手法和型態日新，及人民對端正政風，提昇政府廉潔與效能的殷

切期盼，政風人員處在時代和潮流的鞭策下，如何精進專業素養，強

化與培育本身的核心能力，以迎接新時代的挑戰和使命，實在刻不容

緩。 

本文藉由對核心能力理論的探討，來檢視北台灣地區高階政風人

員（本研究所稱之高階政風人員係指簡任第 10 職等以上的政風人員）

所應具備的核心能力，發展該項核心能力，並運用於政風機構；藉由

以核心能力為基礎的甄選、陞遷、考核、培育訓練與發展的模式，進

而形塑卓越的組織文化，以強化政風人員的競爭優勢，提昇政風機構

的功能和價值。 

 

貳、研究目的 

本論文希望透過研究以達到下列的目的： 

（一） 先從檢閱先進國家政府及國內知名企業建構核心能力的實

務經驗，進一步探討我國政府部門核心能力推動的狀況。 

（二） 以核心能力的觀點，探討北台灣地區高階政風人員應具備

之核心能力，提供政風機構參考，以提昇政風人員專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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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三） 探討高階政風人員核心能力所在，以及需補強的缺口，作

為組織訓練、發展的準則。 

（四） 根據研究結果，提供政風機構作為未來推動高階、中階政

風人員核心能力－專業知識、技能和人格等培訓、規劃、

發展與用人策略之參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範圍 

壹、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從人力資源管理的能力基礎角度切入，探討人力資源

管理與發展之實務面，並與公務部門政風機構人員所須具備的核心能

作連結，故本研究關切的主題為： 

（一）從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觀點探討能力、能力模式、核心能力之

意涵，並從組織績效之相關性與人力資源管理相互連結、應用？ 

（二）從實務面探討各國政府與如何運用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實務，

建立核心能力之經驗，以因應政府組織再造與全球化下提昇競

爭力優勢的挑戰？ 

（三）探討政風人員的角色與職能的蛻變，及高階政風人員其核心能

力運用的實務經驗與困境！ 

（四） 探討高階政風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力及如何強化與培育核心能

力，以面對時代變遷的挑戰？ 

（五） 探討政風人員以核心能力為基礎的訓練應如何進行？ 

 

貳、研究範圍 

本論文係以北台灣地區高階政風人員為研究對象，研究主題為從

公務人力資源管理的觀點來分析高階政風人員之核心能力。藉由政風

人員對於業務推展、角色與功能的轉變，以及訓練需求等面向來探討

高階政風人員應具備的核心能力與尚有那些缺口待補強，並深入分析

高階政風人員對於核心能力的觀點。最後將研究結果提供高階政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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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如何強化及運用核心能力，以提高政風機構競爭力參考。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人力資源管理與核心能力等相關文獻進行蒐集整理，

並對北台灣地區現職高階政風人員進行深度訪談，以質性研究方法，

俾便瞭解研究主題之問題所在，並提供具體可行的建議供參。 

一、文獻探討法 

為深入瞭解本研究題目，須蒐集探討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相關

資料，以瞭解其意涵與重要性，並進一步深入探討本研究主題－核心

能力，最後論述高階政風人員面臨組織再造的轉型階段，如何調整角

色定位，強化本身的核心能力，以創造價值，協助機關達成願景與組

織目標。 

本論文主要蒐集國內外有關人力資源管理、人力資本發展、公共

管理、行政組織與管理、核心能力等方面的著作、論文、期刊、專書、

檔案、相關法規、報紙及政府出版品等，及外國政府、國內企業與公

部門的實務經驗，加以檢閱整理和探討，作為本研究的理論基礎與師

法對象；再從理論分析所獲得的結果，作為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分析評

述與深度訪談之依據，並檢驗理論的可行性。另一方面，配合研究主

題，蒐集政風機構相關訓練計畫、業務報告、統計資料與實務訓練情

形。 

 

二、深度訪談 

訪談是一項由民眾身上蒐集資訊所常用的方法。在現實生活中，

我們透過與他人不同型式的互動蒐集資訊。任何在兩者或兩者以上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互動的人們心中皆有一特定的目的，此即稱之訪

談。訪談依彈性的程度可分為非結構性訪談（unstructured interview）

和結構性訪談（structured interview）（胡龍騰、黃瑋瑩、潘中道，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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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131）。 

本研究從人力資源管理之策略觀點－核心能力之規範面角度，分

析高階政風人員所應具備的核心能力，並透過深度訪談方式檢視高階

政風人員實際上所應具備的核心能力之實務面，並作具體可行的建

議。研究對象以訪談現職高階政風人員為主，以瞭解高階政風人員應

具備那些核心能力，並瞭解尚待補強的核心能力所在。由研究者依據

研究問題，設計開放式的訪談問題，以求對研究主題能有更深入、更

完整之探討。 

本研究針對北台灣地區（基隆市、台北縣市、桃園縣、新竹縣市

等 6 個縣市）政風機構，以亂數表方式抽訪現職高階（簡任）政風人

員 20 人，實施深度訪談，平均受訪時間為 1個半小時。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與對象之限制 

因限於人力、財力、時間等因素之不足，本研究僅就現有北台灣

地區高階（簡任）政風人員中，抽樣選取績效卓著的 20 人作深度訪談，

因樣本有限，無法作全面性訪談，研究上恐有疏漏或不足，此乃本研

究限制之一。 

 

二、研究方法之限制 

本研究在進行人員深度訪談時，因受訪者主觀的意識，或自我保

護的心態，可能會有偏頗或隱瞞部分事實；此外因政風業務繁雜，受

訪者接受訪談時間不夠充裕，亦可能影響到研究結果的正確性。 

 

三、研究結果推論之限制 

因受測者對核心能力的瞭解程度不同，且因訪談題目不能太多與

訪談時間的限制等，導致對內容的分析與結論的解釋可能產生偏差；

另本研究受人力、物力與時間限制，無法全面實施訪談，故是否能推

論至全國高階政風人員，則尚待進一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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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確定研究主題與範圍

 

文獻探討 

1.策略性人資源管理之探討 

2.能力模式與核心能力之探討 

3.實務工作與訓練分析 

4.政風人員角色與職能發展之探討 

 

策略性人力資管理－探討各國政府及

國內公私部門核心能力建構的經驗 

 

研究設計 

1. 深度訪談法及訪談對象 

2. 訪談工具 

 

訪談結果分析 

 

結論與建議 

圖 1-1 研究流程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繪 

 

本論文主要在探討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重要議題－核心能力

為焦點，並以公部門高階政風人員所應具備的核心能力為研究對象，

以期深入瞭解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實務運作情形。 

夲研究第二章以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及能力模式、核心能力等文

獻探討為重心，並以能力模式與人力資源管理之關係及如何整合與應

用為論點，闡述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核心能力在世界各先進國家及

國內公、私部門運用之實務經驗；第三章係探討及分析政風機構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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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人員之角色及職能變遷；第四章從相關文獻及研究主題－核心能力

為主軸，設計研究架構與訪談題目；第五章將訪談資料彙整及歸納分

析，以獲得實證研究結果；第六章將本文作一回顧，並提出策略性人

力資源管理及核心能力為基礎之訓練與發展等研究發現，最後提出建

議供政風機構、未來研究者與研究方向參採。 

 

第五節  重要名詞界定 

一、政風人員（Ethical officer） 

依「政風人員設置條例」配置於政府部門的公務人員，其負責的

業務主要為該機關政風法令的擬定、宣導、貪瀆不法之預防、發掘及

處理檢舉案件、預防危害破壞、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公務機密維護及

協助辦理機關保防等事項。 

 

二、政風機構（Ethical Institute） 

依照政風機構人員設置條例第 4 條規定，所謂政風機構係指中央

與地方機關及公營事業掌理政風業務之機構。 

 

三、策略（Strategy） 

策略是組織為了維持競爭優勢（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所做的一種定位，包括投入那個產業、提供什麼產品與服務，及如何

有效的配置資源，使得該企業（組織）持續擁有競爭優勢的種種選擇；

它是試圖在「內在潛能」和「外在可能」之間，尋求一種驚奇的實現

和驚異超前的突破（洪瑞璘/譯，2005：20）。 

 

四、人力資源（Human Resource，HR） 

人力資源是一個組織用以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的人力。人力資源

在整個公務體系的資產中，是屬於最重要的資源，尤其是處在超工業

社會，人的資源若無法透過訓練、教育及發展而不斷的提昇自我能力，

就會很殘酷的但卻非常合理的退出這個社會（蕭武桐，200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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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HRM） 

人力資源管理係指組織對人力資源的獲取、開發、配置、維護、

激勵的運用與發展的管理活動。蕭武桐認為人力資源管理是針對組織

的人力資源運用的一種策略及整合的研究途徑，它包括事業發展和人

力資源規劃等二部分。人力資源規劃提供整個組織人力的需要與分

析，而事業發展則在使特定事業的機會和個人的興趣與需求趨向一致。 

其關係如圖 1-2（蕭武桐，2002：243）。 

 

 

 

 

 

 

 

 

 

 

圖 1-2 事業發展和人力資源規劃關係圖 

資料來源：蕭武桐，2002，《公務倫理》，頁 243。 
 

六、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HRD） 

人力資源發展係指由雇主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為求提高績效與個人

成長等需求，所提供的一套包括訓練（Training）、教育（Education）

和發展（Development）3 種型態的學習活動（鄭吉男，2000：26-32）。

人力資源發展是以人為中心（People-centred）再藉由學習過程，以形

塑員工的價值觀；它不只具有單純的學習訓練意涵，而且還包括職涯

發展（Career Development）、潛能開發、塑造文化等多面向的功能。 

人力資源發展最主要的工作，是透過訓練、教育及發展來整合事

業前程發展（Career Development）、個人發展（Individual Development ）

及組織發展（Organization Development），如圖 1-3 所示（蕭武桐，2002：

人力資源規劃 

人力資源管理 

事業發展 

內部的勞力需求 內部的勞力供給

人力資源行動計畫 工作力獲得之預測 

事業規劃 事業管理

剩餘

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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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圖 1-3 人力資源發展 

資料來源：蕭武桐，2002，《公務倫理》，頁 226。 

 

人力資源發展是由組織提供學習的經驗，以達到組織的目標與持

續的成長。透過下列四個面向：（1）焦點（Focus）、（2）時間運用（Time 

Utilization）、（3）財務資源（Financial Resources）、（4）風險（Risk），

去分析人力資源發展的活動，如表 1-1（蕭武桐，2002：227）。 
 

表 1-1 人力資源活動範圍 

分類 焦點 時間運用 財務資源 風險 

訓練 目前的工作 現在 消費 低 

教育 未來的工作 不久 短程投資 中 

發展 整個組織 
在不固定的

某一個時間
長程投資 高 

資料來源：蕭武桐，2002，《公務倫理》，頁 227。 
 

七、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 

G.Dessler（2003：9），認為人力資本是組織工作者的知識、教育、

訓練、技能和專業智能的組合。 

人力資本的素質與國家經濟表現兩者之間的關係，早在 1990 年代

人力資源發展
事業前程發展

個人發展 組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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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經濟學主要的研究課題。近年來，管理學界也引入人力資本的觀

念，認為人力素質與組織經營績效之間具有高度的關聯性，建議拋棄

過去將人力視為成本的消極觀念，而改以積極的投資角度和看法，並

依據組織發展策略的需要而考慮人力的甄補、訓練、運用與投資決策。 

 

八、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 

Dessler,G.（2003：11）指出，所謂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就是將人

力資源管理與目標策略連結，並改進組織的績效，培育組織員工創新

與彈性化能力，同時重視員工的價值；人力資源策略即是以人力資源

幫助組織達到它的策略目標行動的結果，而人力資源管理者所扮演的

角色為組織的策略夥伴。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強調組織如何強化核心

競爭優勢。 

 

九、核心能力（core competence） 

孫本初（2002：55-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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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李聲吼的看法，核心能力是用以執行某項特定工作時所需具

備的關鍵能力（李聲吼，2004：51-58），藉由核心能力的掌握可協助組

織降低成本或提昇價值，並進而形成組織的競爭優勢。 

沈介文（1999：141-150）整理多位學者的意見認為核心能力：（1）

是一種累積的學習成果；（2）是一種獨特的競爭優勢；（3）是一種整

合的綜合效果；（4）有效的核心能力必須具有可運用性，也就是組織

能根據其核心能力，廣泛的發展出多樣化且具有利基的產品，並應用

於市場上，以提高其競爭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