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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如何建構高階政風人員的核心能力，盼根據研

究結果提出方案，供政府決策之參考。研究方法除採行文獻探討分析

外，另採深度訪談之質性研究方法。文獻分析已於本文第二章予以探

討，本章僅就深度訪談之設計與實施等加以分節探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人力資源管理是組織中最重要的因素，本文藉由探討人力資源管

理的策略性觀點－核心能力，歸納高階政風人員應具備那些核心能力

項目，並提供政風主管機構推動高階與整體政風人員核心能力培育規

劃之參考。 

本論文主要的研究架構圖如下： 

  

 

 

 

 

 

 

圖 4-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自繪 

 

第二節  深度訪談法與對象 

壹、深度訪談法 

本研究設計以質性研究之深度訪談方式進行實證之探討，首先從

人力資源管理之策略觀點－核心能力的角度，歸納分析政風人員的角

色、職能與核心價值，再透過訪談方式（以面訪為主，如因安排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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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不易時，得改為電話訪問），來探討北台灣地區高階政風人員所應

具備的核心能力，並檢視其實際上所具備的核心能力，以瞭解兩者之

間的落差，並將訪談結果彙整與分析，以提供培育與補強核心能力的

方法供參。 

 

貳、訪談對象 

本研究係針對高階政風人員核心能力之應然面（規範面）與實務

面等 2個不同的角度作分析，研究對象為北台灣地區現職的高階政風人

員，訪談對象共篩選 20 位績效卓著的受訪者，平均受訪時間為 1 個半

小時。 

研究對象樣本計 20 人，如表 4-1 
 

表 4-1 高階政風人員核心能力之研究深度訪談對象之基本資料 

單 位 名 稱 
受訪者 

代號 
訪談時間 地 址

青輔會 H1 95.07.07 台北市徐州路 5號 14 樓（南棟） 

教育部 H2 95.07.07 台北市中山南路 5號 

考選部 H3 95.07.07 臺北市試院路 1之 1 號 

銓敘部 H4 95.07.07 臺北市試院路 1之 2 號 

僑務委員會 H5 95.07.07 台北市徐州路 5號 16 樓（南棟） 

核能研究所 H6 95.08.04 桃園縣龍潭鄉佳安村文化路 1000 號 
台灣高等法

院檢察署 
H7 95.08.21 臺北市中正區重慶南路一段 124 號 

經濟部 H8 95.08.22 臺北市福州街 15 號 

台北關稅局 H9 95.08.23 桃園中正國際機場航勤北路 21 號 

交通部 H10 95.08.31 台北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 2 號 

台灣鐵路局 H11 95.08.31 台北市北平西路 3號 

人事行政局 H12 95.08.31 台北巿濟南路一段 2-2 號 10 樓 

新竹縣政府 H13 95.09.20 新竹縣竹北市光明六路 10 號 

新聞局 H14 95.09.26 台北市天津街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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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能會 H15 95.10.05 台北縣永和市成功路一段 80號 2-8樓
內政部 

消防署 
H16 95.10.13 新店市北新路 3段 200 號 

研考會 H17 95.10.13 台北市中正區濟南路一段 2-2 號 6 樓

政風司 H18 95.10.19 臺北市中正區貴陽街 1段 235 號 6 樓

政風司 H19 95.10.19 臺北市中正區貴陽街 1段 235 號 6 樓

疾病管制局 H20 95.10.20 台北市中正區林森南路 6號 

總計 20 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工具 

壹、深度訪談資料蒐集 

本研究係以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及核心能力等理論及相關研究論

文、報告等資料為主軸，參考研究目的，研訂出深度訪談題目，並經

與指導教授作多次討論後，確定訪談題目並進行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包括訪談對象的選定，訪談時間的約定及正式訪談的執行等。 

 

貳、深度訪談問題設計 

訪談內容聚焦在政風人員對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模式的認

識與如何強化與提昇核心能力等為重點，據以設定訪談題目。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如下： 

一、請問您認為政風人員在機關中應扮演何種角色，為什麼？ 

二、請問您對政風機構的 4 大業務「政風預防」、「政風查處」、「機關安

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一） 您認為核心工作項目以何者最為重要？何者最能彰顯政風

人員存在的價值？ 

（二） 依核心工作項目優先順序排列為何？ 

三、請問您認為高階政風人員執行業務最需具備的核心能力是什麼？

應如何培養與獲得該項核心能力？（如透過教育訓練課程或職務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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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等方式） 

四、請問以您的工作經驗，您認為高階政風人員執行業務最欠缺的核心

能力是什麼？原因為何？應如何補強該項核心能力？ 

五、請問您以核心能力為基礎的訓練發展應如何進行較好？（如何規

劃、實施與評估） 

  

叁、政風人員的核心能力項目 

研究者參酌先進國家政府、國內知名企業與公部門核心能力建構

與運用的經驗，並以從事政風工作 18 年多的親身經驗，將政風人員的

核心能力暫定為基本能力、專業能力、自我管理能力及職涯發展能力

等 4 大類，36 細項，如表 4-2。 

表 4-2 政風人員核心能力類別與項目 

第 1 類 

基本能力 

第 2 類 

專業能力 

第 3 類 

自我管理能力

第 4 類 

職涯發展能力 

1. 處理員工事務

與解決問題能

力 

2. 溝通協調能力

3. 資訊與資料處

理能力 

4. 人際關係能力

5. 團隊合作能力

6. 表達能力 

1. 法律知識能力 

2. 危機處理能力 

3. 創新能力 

4. 衝突管理能力 

5. 問題分析與解決

能力 

6. 多元化工作管理

能力 

7. 對員工的洞察力 

8. 業務稽核與控管

能力 

9. 蒐集、發掘不法

資料能力 

10. 知識管理與運

用能力 

11. 政風行銷能力 

12. 邏輯分析能力 

1. 誠實正直能力 

2. 廉潔自持能力 

3. 壓力承受能力 

4. 情緒管理能力 

5. 生涯管理能力 

6. 果斷力 

7. 時間管理能力 

8. 自我反省能力 

1. 系統性思考能力

2.策略規劃與評估

分析能力 

3. 外部環境洞察力

4. 領導能力 

5. 創新與變革能力

6. 形塑願景能力 

7. 有效授權能力 

8. 目標管理能力 

9. 研究發展能力 

10. 潛能激發能力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