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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為藉由文獻整理的結果，對於本研究的目的--發展大學行政單位績效

指標建構方法提供原則與方向，本章將針對三項主題進行文獻探討。首先

瞭解績效評估的意涵與設計要點；其次由於過往對於大學行政單位的績效

評鑑多偏重行政人員之評鑑，缺乏對行政單位的整體評估，而政府行政機

關與大學行政單位的性質近似，其績效評估方式對於本研究也有相當參考

價值，因此本章節嘗試藉由過往文獻對政府行政部門績效評估的相關探

討，獲得發展大學行政單位績效評估方法的有利啟示；最後考慮本研究之

個案探討對象--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其單位性質受技術內涵影響，而與

一般大學行政單位略有差異，為此將特別針對組織內資訊部門的績效評估

議題做一文獻回顧。 

 

第一節 績效評估 
 
本節首先闡釋績效評估的意義及探討其功用，接著介紹績效評估內容

的重點變化與整理過往文獻所提到的執行績效評估所應注意的原則。 

 

一、績效評估的意義 
日比宗平(民 81, 楊平吉譯)認為所謂的績效乃指為了實現企業的全體

目標，構成企業的各部門、機能別集團、業務別集團、或個人所必須達成

的業務上之成果。而績效評估即是對這些企業內各集團或個人所計畫的目

標，實際上產生怎樣的結果，以期、年、或以長期的趨勢來加以把握，然

後與計畫、基準、目標或前期實績等對照，評估其實現度。Casio(1991)則

認為：績效評估是一種對個人或群體工作相關優缺點的系統性描述。因

此，績效評估可說是對目標達成情形的評量，而受評量的單位可能是個

人，抑或是組織(陳立誠,民 84)。本研究則以組織內單位或部門之整體績效

為研究對象，並不探討組織內個人績效評估之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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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謂部門(單位)的績效評估，不論是什麼部門，如果其績效無法

評估，對企業而言乃是一項重大問題。因為該部門獲致的績效如果無法評

估，則不僅該部門存在的意義不明確，而且需要配置多少人才適當亦無從

檢討。而基本上部門績效乃是關係到企業對該部門所期待的究竟是什麼？

只要這一點能夠明確的話，那麼對於所期待的事項究竟獲得了何種程度的

滿足，應該是可以測定與評估的(日比宗平, 民 81,楊平吉譯)。其實不僅是

企業部分，使用者對該部門的期待，也是績效評量應與考量的，關於此點

將在本章第三節部分討論。 

 

二、績效評估的功用 
湯宗泰(民 88)舉出：企業利用績效指標衡量全公司或是某一單位的運

作狀況，目標在於藉由該指標反應受評估對象的狀態，以利改正管理方

式、資源分配和獎酬。許士軍（2000）認為績效評估在本質上，即係管理

活動中之「控制功能」，而這種功能又有其消極與積極意義。就前者而言，

績效評估係瞭解規劃之執行進度與狀況，如有歧異，並達到一定程度時，

即應採取修正之因應對策；而就後者而言，則希望藉由績效評估制度之建

立，能在事前或活動進行中，對於行動者之決策與行為產生影響或導引作

用，使其個人努力目標能與組織目標趨於一致。Jackson(1993)亦說明績效

評估不僅具有控制功能，還是一種組織學習的工具，例如可針對歧異瞭解

背後原因，進而使組織從中學習獲得成長；或者以與標竿的績效比較結果

對組織做一個回饋。 

 

除此之外，黃振球(民 81)轉引 Peter Seldin所言，認為對大學行政人員

的評鑑結果可供校外人士參考之用；而在 Cave, Hanney 以及 Henkel(1995)

三人針對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學與研究功能所做的績效研究中亦提到：當學

生缺乏對各機構的完全資訊時，績效評估的結果則提供了學生選擇的依

據，而非僅止於基本的賞罰功能。 

 

由以上的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瞭解績效評估不僅可供組織事後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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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與獎懲依據；更能在事前給予組織與其員工努力方向的指引。另外，

績效評估結果還是組織與其利害關係人的一種溝通憑藉。而組織之高階主

管也可以藉由單位績效評估來瞭解組織內各部門的績效表現，作為未來組

織資源分配的一項參考。 

 

三、單位績效評估的評估重點 
「什麼被評量，什麼就會做好」(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是一句

談到績效評估時，常會聽到的俗諺(Likierman,1993)。的確，在績效評估的

過程中，評估的指標或重點會引導一單位及其員工努力的方向，如此可能

使此單位在某方面的表現優異，但同時也使其因此忽略了其他攸關的重

點。而績效評估領域演進至今，評量的指標類別從單純的財務指標、品質

一直拓展至顧客滿意度（Eccles（1991）,高翠霜譯,民 89），即顯示了學界

與企業界試圖掌握所有應該予以考慮的衡量事項。在其中，尤以平衡計分

卡的發展最能看出績效評估指標多元完整化的方向。 

 

所謂的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 Card)乃是Kaplan & Norton於一九九

二年所提出的一套績效評估方法，提供給主管一個全面的架構，將公司的

策略目標轉換成一套連貫的績效指標。這些評估指標分為財務、顧客、企

業內部程序、學習成長等四大構面。平衡計分卡意在使企業應依其自身的

策略與遠景，按照此四大構面，分別為每個構面設計四至五個有限的指標

數，以期能在符合成本效益的原則下建立一策略性績效評估制度(於嘉玲, 

民 90)。平衡計分卡除可彌補以往傳統績效評估之不足，更可藉其達成公

司策略，使公司在產品、流程、顧客服務及市場開發等重要的領域，有突

破性的進步(Kaplan & Norton(1993),高翠霜譯, 民 89)。而其完整的四個構

面也提供經理人選取指標的不同觀點，避免重點的缺漏。 

 

四、績效評估的原則 
在探討績效評估的相關文獻中，對於評估時所應遵守的原則多所著

墨。其原因消極來說是為了避免因評估失當造成無法衡量真實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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浪費金錢與人力、甚至招致員工的不滿與士氣低落等不良影響。而從積極

的角度來看，則是希望能使透過對原則的遵循，使績效評估能更有效地發

揮其功用。以下即將文獻所提到的相關原則與注意事項做一番整理： 

 

吳定(民 58)提到績效衡量方法與基準選用所必須把握的八個要點： 

1. 效度與準確度—衡量尺度要真的能確實地衡量出所要衡量的績效是第

一要求，所衡量的結果是否足資信賴。 

2. 易解性—凡是太技術性或因素太複雜之衡量便難以使人懂。 

3. 合時性—是否能將衡量考核人員所需之資料及時蒐集到。 

4. 鼓勵相背行為之潛在性—避免促成組織成員做出與組織目標相反之行

為。 

5. 獨特性—能否測度其他方法所測度不出之某些重要績效。留意及此便可

減少重複。 

6. 資料蒐集成本—經費之限制往往成為績效衡量之某種限制。 

7. 可掌握性—衡量對象之績效到底有多少是施政之機關所可左右控制的。 

8. 綜合性—衡量的面應廣及組織功能中每一個重要績效部分。 

 

Martin Fisher(1995)提到績效評估工作應遵守之原則包括(黃明祥,民

87)： 

1. 客觀性原則—儘可能採用客觀量化的數據作為評估的基準。 

2. 公開性原則—在評估過程中秉持公開、公正、公平與透明化原則，較易

為被評估者接受。 

3. 整體性原則—以整個組織單位的績效為主要考量，不以局部績效為評估

依據。 

4. 經濟性原則—採用的方法應力求簡單化、自動化與低成本以節省人力、

時間與物力。 

5. 正確性原則—確實反應實際績效且應力求資料品質確實與可靠。 

6. 時效性原則—掌握及時的資訊，對現場發生的結果做及時的反應與資訊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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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Cascio(1991) 認為績效評估制度有效與否取決於績效評估項目

與工作的相關性、能否區分工作績效優劣的敏感性、績效評估的穩定性，

以及執行時的可接受性與可行性。在這五種特性中，以可接受性最為重

要，因為人力資源管理工作必須獲得使用者支持，否則將引起抗議(陳立誠,

民 84)。 

 

而其他關於績效評估之原則散見於相關文獻中，不同文章所提原則時

有重複，亦各有創見，皆能給予各類組織相當多的提醒與建議，使其在未

來進行績效評估制度設計時，能避免錯誤，發揮績效評估的功效。總結來

說，進行績效評估工作首重評估方法之效度與信度，務求能準確衡量真實

工作表現；高階主管的支持與使用者的可接受性也是評估成敗的關鍵

(Lazer & Wikstrom, 1979)，無論一個制度設計的多好，如果沒有制度的使

用者與高階管理者的支持，即註定失敗(陳立誠,民 84)；績效評估還要考量

其成本效益（高翠霜譯, 民 89），因為評估工作需耗費人力、時間、金錢

等資源，過於繁雜的評估將造成組織的額外負擔，甚至使評估成本超出了

原本績效表現的效益。而績效評估設計者還應注意被評估單位的不可控制

因素有哪些(Likierman,1993)，儘量排除或考慮不在其可控制因素，此即上

述的可掌握性。評估所依據的資料之及時性與可靠性，亦為文獻所強調的

原則之一(Likierman,1993)。 

 

除此之外，指標的數量也是績效評估制度設計時的重要事項。指標太

多使資訊過多，重點失焦；太少則扭曲行動的焦點(Likierman,1993)，且如

之前所提，績效衡量有其成本之考量，太多的指標可能導致評估者時間與

精力的浪費。 Kaplan & Norton(高翠霜譯,民 89)也提及，團隊應該只採用

少量的指標。一個普遍的準則是：如果一個團隊有超過十五項的指標，他

們就該重新檢視每項指標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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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政部門的績效評估 
 
一、行政績效的定義與功用 
公立大學行政單位與政府行政部門的性質有相似之處：同樣是以為民

服務為第一職責之非營利組織，在文獻對於大學行政單位的整體績效討論

較少的情況下，我們可以從以往對於政府行政部門績效之研究中，瞭解一

個行政組織績效評估的要義與重點。 

 

於嘉玲(民 90)整理過往學者說法，認為行政部門的績效評估應該以衡

量是否有效使用資源提供高品質的公共服務為其主要界定範圍，其中效率

與效果是共同接受的兩大因素。所謂效率性因素意指數量、品質、時效與

資源運用；而效果性因素則指成效程度、計畫管理、創新改進與服務表現

(吳堯豐,民 70)。吳堯豐並表示行政績效是施政或業務推動之結果，因而既

是一種客觀之存在，同時又是政府主政者與社會民眾心目中認定之滿意程

度之主觀判斷。其特別強調行政績效的評量除了單純衡量行政效率外，必

須納入民眾期望與滿意與否之觀點。而 Jackson(1993)則試著從策略觀點來

看待公部門的績效評估，認為如此才能避免多元價值的被忽略，其討論內

涵則近似於平衡計分卡之內容。在這方面，黃建銘(1999)亦認為政府部門

績效不只是單純產生概念，它更涵蓋了策略之影響，績效應以多元化角度

來衡量，此與 Jackson的角度一致。 

 

至於行政績效評估的功用，則可參考吳安妮(2000)所言，政府機構的

績效制度可以幫助政府機構資源分配更趨於合理，也可以建立計畫的優先

順序，增進組織的效率及效果，改善決策的品質，並能增進政府與民間之

關係，最重要的能引導組織員工的目標一致化與激勵工作士氣。這些功效

同樣地可以反應在大學行政單位的績效評估工作中，例如績效評估的結

果，可以作為校園內各單位間資源分配之依據；另外大學行政單位績效評

估最主要目的之一，也在增進其與學生之間的關係。 

 



 10

二、我國現行公務機關績效評估制度 
本研究經調查發現，以政大來說，並沒有一個具體評估各行政單位整

體績效的方法。不過我國政府已制訂的相關施政績效考核辦法，其效力雖

不及於公立學校，但是其內涵時可供大學行政單位參考。 

 

在行政院制訂的「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談到：施政

績效評估，分為策略績效目標及年度績效目標之評估。策略績效目標，係

指各機關依據組織、功能、職掌及業務推展之需求，提出以四年為期程，

預期達成之中程施政目標；年度績效目標，係指各機關為達成策略績效目

標，每年度應訂定之具體性目標。各機關擬定之策略績效目標及年度績效

目標，應具備下列特性為原則： 

1. 代表性：可涵蓋機關重點業務推動成果。 

2. 客觀性：可依客觀方式加以評估。 

3. 量化性：可具體衡量。 

 

而各機關應訂定衡量指標，以評估策略績效目標及年度績效目標。衡

量指標分為共同性指標及個別性指標。共同性指標由各機關就預算執行、

顧客滿意度、提升服務水準、降低服務成本等自行選列；個別性指標，由

各機關依組織任務及業務性質自行訂定。而行政院更進一步定義所謂共同

性指標，包括：施政目標達成率、預算執行率、單位公務成本節約率、公

文依限期辦結率等；而專業性指標則由各機關自行訂定能表現各機關獨具

特色與主要業務之指標，其要能展現各機關業務特性，代表各機關和工作

面向，而專業性指標數目不得少於四項，可依自身業務特性訂定超過八項

的指標（於嘉玲,民 90）。 

 

大學的行政單位，則可參照上述辦法訂出策略與年度績效目標，單位

間可以某些共同性指標予以評估；個別性指標，則依各行政單位的業務特

性來予以發展，後者即為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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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務機關施政績效指標 
於嘉玲(民 90)將國內外行政績效指標研究，以平衡計分卡的架構，彙

整為 53 項指標，並以問卷方式，萃取出行政機關主管與員工認為重要的

指標。這份研究對於我們指標發展的涵蓋廣度，有一定的幫助，茲將其所

發展的指標與調查的結果敘述如下： 

 

1.依照文獻所整理之 53項指標 

以下是於嘉玲總理過往對行政績效指標之研究，以平衡計分卡四個構

面將指標整理如下： 

 

表 2-1於嘉玲依文獻所整理之 53項指標 

1.財務面 2.顧客面 

1.年度獲得經費 
2.預算支用率 
3.資源分配 
4.平均人事費用 
5.專案計畫的額度爭取 
6.研發計畫成本效益 
7.資源有效利用程度 
8.預算成本適當控制 
9.預算批准與成長率 
10依限撥款速度 

 

1. 服務公平分配 
2. 服務回應性與即時性 
3. 服務對象參與程度 
4. 服務對象滿意度 
5. 服務態度 
6. 與競爭對手比較 
7. 與服務對象之關係 
8. 服務品質與功能 
9. 服務對象之維繫 
10. 服務對象成長率 

 
3.內部業務營運程序面 4.學習與成長面 

1. 計畫克服之困難 
2. 符合計畫進度 
3. 目標暨成果管理 
4. 機關對外協調(對內部門間呢) 
5. 組織整體形象 
6. 工作流程 
7. 民意機關之關係 
8. 法案批准 

1. 員工滿足感 
2. 員工之獎賞 
3. 員工教育計畫 
4. 多元專長計畫 
5. 升遷成員數 
6. 員工離職率 
7. 個人與組織配合度 
8. 員工建言與建言之採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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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資訊開放 
10. 管理水準 
11. 管制考核 
12. 資訊系統能力 
13. 團隊績效 
14. 自動化作業 
15. 組織之改進活動 
16. 組織內各單位之協調 

 

9. 成員負荷 
10. 申訴成員數 
11. 科技/論文/報告/著作 
12. 新觀念次數 
13. 缺勤率 
14. 員工生產力 
15. 員工能力 
16. 組織創新與學習 
17. 媒體有利報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訪問員工所得之指標： 

於嘉玲將 53項指標交由行政機關員工選擇，所得的指標有： 

表 2-2 於嘉玲研究之員工選擇指標 

1.財務面 2.顧客面 

1. 年度獲得經費 
2. 資源分配 
3. 預算支用率 
4. 預算成本適當控制 
5. 資源有效利用程度 

1. 服務態度 
2. 服務對象滿意度 
3. 服務品質與功能 
4. 服務回應性與即時性 
5. 服務對象之聯繫 

3.內部業務營運程序面 4.學習與成長面 

1. 組織整體形象 
2. 目標暨成果管理 
3. 管理水準 
4. 機關對外協調 
5. 民意機關之關係 

1. 員工教育訓練 
2. 員工建言與建言之採納 
3. 員工滿足感 
4. 員工能力 
5. 員工生產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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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訪問主管所得之指標： 

另外，行政主管所選擇的指標包括： 

表 2-3 於嘉玲研究之主管選擇指標 
1.財務面 2.顧客面 

1. 年度獲得經費 
2. 資源分配 
3. 預算支用率 
4. 預算成本適當控制 
5. 資源有效利用程度 

1. 服務態度 
2. 服務對象滿意度 
3. 服務品質與功能 
4. 服務回應性與即時性 
5. 服務對象之聯繫 

3.內部業務營運程序面 4.學習與成長面 

1. 組織整體形象 
2. 目標暨成果管理 
3. 團隊績效 
4. 工作流程 
5. 管制考核 

1. 員工教育訓練 
2. 員工建言與建言之採納 
3. 員工滿足感 
4. 員工能力 
5. 員工之獎賞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而研究者將上述調查結果所彙整的結論是：員工與主管在財務與顧客

面所選擇的重點一致，惟順序有所不同；在學習與成長面則略有差異，員

工重視員工生產力，而主管則選擇員工之獎賞；至於內部業務營運程序

面，則有較大的出入，歸究其原因：作者指出乃因員工與管理者的角色不

同，造成指標選擇的差異，員工特別重視管理者的管理能力，而主管則重

視內部的團隊能力。從以上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代表不同立場的人員對

於指標重要性的選擇，可能會有不同的看法，因此在研究時應依研究目的

來選擇不同的研究對象以廣納其意見。關於此點，在下一節對於資訊部門

績效評估所做的文獻探討中，也做了進一步的討論。 

 

另外，此篇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列示的指標，運用平衡計分卡四個構

面來整理 53 項績效指標，內容涵蓋相當完整，對於本研究的指標建立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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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示作用。不過其指標不夠具體，並不算是實際可用的指標群，與本研

究欲導出具體指標的目的有所違反，因此有待本研究再做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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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企業資訊部門績效評估 
 
如前所述，本研究將以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以下簡稱電算中心）為

探討之個案對象。惟電算中心不僅是一個校園行政單位，其資訊技術內涵

亦使大學電算中心之性質較一般行政單位略顯複雜，因而有必要再深入討

論電算中心的績效評估方法。但是在文獻整理過程中，發現針對學校電算

中心所從事的整體績效研究文章並不多，倒是關於企業資訊部門績效討論

的文獻已累積相當數量。而學校計算機中心與企業資訊部門兩者在組織內

的角色雷同，基本上皆負責建構組織資訊環境並支援其他部門資訊作業，

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對企業資訊部門績效評估方法文獻之回顧，從中獲得

有用的啟示與心得，進一步地將其應用於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績效評估指

標的建立過程中。 

 

本節首先介紹資訊部門所扮演的角色、其績效評估的重要性與困難

性。接著說明資訊部門績效評估指標的設計原則並且整理過去文獻所舉出

之各類指標。而組織的內外在因素不僅會影響績效的表現，也會造成指標

選擇的差異，因此最後將針對這些因素影響做一瞭解。 

 

一、資訊部門在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 
邱清治(民 74)認為國內企業對於資訊部門的角色多半視之為一服務部

門，主要的目的為提供電腦技術的服務，供組織中其他單位的使用。而依

據 Saunders & Jones （1992）針對美國德州三城市中，擁有一千個員工以

上企業之高階主管所做調查，多數人認為資訊部門最重要的角色在於提供

服務與支援營運單位。汪美香與葉桂珍(民 88)則引 Khan 之言，提出資訊

部門必須要設計、發展電腦化的資訊系統來配合組織所需的資訊，且提供

其他部門使用者及時、正確、有用的資訊服務，以達成作業、控制、決策

等資訊技術問題；而欲達成此目標，資訊部門必須扮演好組織與使用者之

間的溝通角色，包括注意與使用者保持良好關係、順暢溝通與協調，以及

與企業目標作充分的配合及新科技應用等管理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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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說的乃屬資訊部門的基本任務，隨著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蓬勃發展，資訊部門不僅從最初隸屬於會計或財務部門躍升

到一個獨立作業且為服務導向的部門，其所扮演的角色也漸形擴增：從最

早利用電腦快速處理資料取代操作性人工、節省成本以改善作業上的效

率；進而用以輔助管理決策，增加管理上的效能；甚至近來被視之為企業

提升競爭能力的利器(湯宗泰，民 88)，如Wiseman & Macmillan即一再強

調資訊部門在提高競爭能力上的策略性角色(汪美香等,民 88)。而李明章(民

84)將資訊部門的管理展開為七大主功能：1.組織建構 2.資訊人員管理 3.

資訊業務管理 4.資訊系統管理 5.策略性規劃 6.資訊政策制度 7.資訊作

業評估。其中的策略性規劃，所談的即是如何利用資訊系統來取得競爭優

勢。在 Saunders & Jones （1992）的調查則發現，對於企業的高階主管而

言，在策略方面，不一定是資訊系統本身衍生之競爭優勢，主管注重的是

如何運用資訊系統能提供策略事業單位獨特的營運競爭優勢。從上述文獻

的討論可看出企業資訊部門地位的提升。而資訊部門的績效評估重點也隨

著其功能的拓展而有了變化。 

 

二、資訊部門績效評估的重要性 
黃明祥(民 87)提到資訊部門評估工作的品質與成效，對資訊人員的工

作士氣不僅有直接的影響，而且對整體資訊系統的發展也有極重要的引導

作用，不容忽視。Saunders & Jones(1992)表示：由於資訊系統的支出持續

增加，再加上企業越來越依賴資訊系統來維持組織績效，資訊系統功能的

績效評估於是也越來越重要。邱清治(民 74)亦認為：企業有完善的資訊處

理系統，則能發揮聯繫組織內不同作業的功能；再者由於電腦設備的支出

金額非常大，使得企業對電腦的有效利用非常重視，從此也可看出資訊部

門績效評估的重要性。除了因資訊軟硬體及人力等資源都需要長期投資，

使得資訊部門的運作績效，以及電腦化的回收效益，成了經營當局相當關

切的課題外(湯宗泰,民 88)，上一小節所提到的資訊部門在組織內策略性地

位之提升，也是其績效評估更受重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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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訊部門績效評估的困難 
另一方面，Dickson and Wetherbe 認為資訊部門的工作性質相當特

殊，且涉及的對象相當多，涵蓋人員、硬體、軟體、組織、制度、技術等，

使得績效評估的工作複雜度相當高(黃明祥,民 87)。 Strassman 等人在 1986

年針對美國大公司 71 位高階主管所做的調查也指出：資訊部門的成本支

出增加很快，但是資訊系統的效益卻大部分不易以量化資料來評估，此情

況使得很多高階主管開始質疑資訊部門對組織的貢獻(汪美香等,民 88)。不

過資訊部門也因此更需要找出一套有效的績效評估方法，以將努力成果與

上級溝通。歷來學者於是不斷嘗試，期能找出確實衡量資訊部門真實績效

的方法。 

 

四、資訊部門績效評估指標設計的注意事項 
湯宗泰(民 87)整理歷年有關文獻，提出資訊部門的績效評估指標，應

有三大特性： 

1. 效能衡量指標是多重向度，而非單一指標。 

2. 衡量的指標不僅包含定量的項目，更包括定性的項目。 

3. 反應系統人員、使用者、高階經理人員等觀點和需要。 

 

在多重衡量指標部分，湯宗泰指出：績效評估的基準並非單一的，應

是多重的。其著眼點不應只偏重資訊科技本身的評量，而應以企業整體目

標的達成為主。而邱清治(民 74)也建議：資訊部門的目標應是多重的，不

可能以某一單一目標為準，而管理上及評估績效時應將這些目標包括在

內。至少應包括有：使用單位的滿意程度，及電腦設備的利用率。兩人對

於多重績效指標內容的看法也許略有不同，但認為績效指標應該多元化的

意見卻是一致的。 

 

在指標的定性與定量部分，吳堯峰(民 79)認為若能在衡量或考核過程

中對於績效之內容直接運用或換算為數量單位以表示的越多，便是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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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也更可提高其科學性。不過由於資訊的效益大部分不易量化，所以仍

須結合量化與非計量化的數據作為最後評估的依據（黃明祥,民 87）。 

 

其中第三點部分，尤其學者之受到重視。湯宗泰認為資訊部門只有在

使用者覺得能從資訊部門中得到利益時，才能算是成功。因此評估活動的

進行除尊重資訊專長人員的論點，亦應包容企業組織不同成員不同的考

量。Jiang, Sobol & Klein(2000)亦提出：有效管理資訊使用者與資訊部門之

間的關係是資訊系統成功的重點所在。因此 Jiang 等人的研究，著重於探

討資訊部門人員與資訊系統使用者雙方之間，對於資訊部門相同績效項目

表現，可能產生的不同觀感。其並建議應該以加強雙方溝通協調與讓使用

者參與資訊部門的目標設定和績效評估等行動，來提升使用者的滿意度與

化解衝突。 

 

同樣地，Saunders & Jones（1992）與 Hamilton & Chervany(1981) 的

研究均指出，不同的評估者由於立場的差異，在評估方法與準則採用上亦

有所不同。比如資訊人員是以系統開發至系統確實能執行工作，為目標的

達成；而使用者則是認為資訊必須有用且能被使用，並能與現存組織工作

相配合方是成功；不過，管理者所關心的則是資訊部門的整體績效。由此

可見，高階主管較重視資訊部門對組織的整體貢獻；資訊部門人員則重視

部門內的作業效率及效果；而使用者則重視資訊部門所提供的服務與資訊

滿意程度(汪美香等,民 88)。 

 

五、資訊部門績效評估的指標 
邱清治(民 74) 表示：資訊部門之不同於組織內其他單位，在於其技術

性及服務性。電腦作業是一項技術性作業，需要技術上能勝任而又有創造

力的人員，由於作業的明細精確及創新，管理者監督不易，因此其管理標

準也不同於其他單位。國內外學者即針對資訊部門績效評估的構面與指

標，做出相當多的研究。而在這個議題上，首先要注意的是：衡量標準如

何加以選擇？Jiang 等人(2000)提出了三項準則，可以作為發展績效評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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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之依歸。包括了： 

1. 能反映流程的多面向。如品質、及時性。 

2. 被以往的資訊系統績效研究證明是有效的。 

3. 必須為資訊系統的使用者以及部門員工所瞭解。 

 

以下即整理過去研究中所發展出的資訊部門績效評估之構面與指標，而

這些指標乃由學者針對企業高階主管或者資訊部門主管等攸關人士意見

研究所得。本研究希望能以這些指標為基礎，為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建構

出涵蓋完整的適合指標。 

 

(一)邱清治(民 74)： 

邱清治針對台灣地區企業高階主管與資訊部門主管所做的研究中，所

得的重要結論有四： 

1.研究一：首先研究者得出資訊部門用來評估與預測部門績效的指標為： 

a.效果指標 

(1) 電腦使用單位因使用電腦而產生的成本降低 

(2) 系統合乎使用單位要求條件 

 

表示在資訊部門評估上著重於其所提供的產品必須合乎其他部門使

用要求。 

 

b.管理及作業效率指標 

(3) 電腦作業與公司目標的一致性 

(4) 系統依計畫日期完成比例 

(5) 電腦 CPU及周邊設備的利用率 

 

表示企業對資訊部門著重於要求發揮設備的效率，電腦作業與公司方

向的配合，及系統發展的規劃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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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品質指標 

(6) 報表的正確性及完整性 

(7) 資料檔的正確性及完整程度 

 

表示企業中的資訊部門被認為有責任維護資料的正確，因為資料的管

理是資訊部門一切作業的基礎。再者資訊部門也有責任提供正確的報表供

企業使用。 

 

d.成本指標 

(8) 電腦部門成本與預算的差異 

(9) 設備成本支出的控制 

(10) 電腦人員加班時數 

 

可能因為資訊部門的支出都很龐大，再加上資訊部門面臨快速的成長

及許多不確定因素，會使得事前的預算或成本控制與實際情形差異大，管

理者才會對此特別加以注意。 

 

e.生產力指標 

(11) 資料輸入處理量/時間 

 

而為了求得更有效的績效迴歸模式，研究者將樣本依受試者背景劃分

為二群，一群為企業高階主管，一群則為資訊部門主管，希望能從中發現

兩者對於指標採用可能存有的異同。 

 

2.研究二：高階主管所採用的指標 

a.效果指標 

(1) 使用單位對資訊部門所提供服務的滿意程度 

(2) 使用單位因使用電腦而產生的成本節省 

(3) 使用單位因使用電腦而提高作業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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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決策品質的提高 

(5) 電腦部門所服務的部門數 

 

b.管理及作業效率指標 

(6) 電腦部門作業量的穩定 

(7) 電腦人員的流動率 

(8) 電腦作業的延誤時間 

(9) 電腦作業與公司目標的一致性 

 

c.品質指標： 

(10) 系統的容易使用 

 

d.成本指標： 

(11) 電腦部門成本與預算的差異 

 

e.創新指標： 

(12) 電腦新技術的應用 

 

f.安全指標： 

(13)  資料檔案的安全性 

 

3.研究三：資訊部門主管所採用的指標： 

高階主管與資訊部門主管所採用的指標甚少重複。高階主管較重視資

訊部門在企業組織中所帶來的影響；資訊部門主管較著重於部門內部作業

的效率。 

a.效果指標 

(1) 使用單位對資訊部門所提供服務的滿意程度 

(2) 使用單位因使用電腦而產生的成本節省 

(3) 系統合乎使用單位的要求 



 22

 

b.管理及作業效率指標 

(4) 系統依計畫日期完成 

(5) 電腦 CPU及周邊設備的利用率 

(6) 電腦系統的有效作業時間 

(7) 電腦人員的流動率 

 

c.品質指標 

(8) 報表的正確性及完整 

(9) 報表延誤送達的時間與次數 

(10) 線上作業的反應時間 

(11) 系統的維護性 

(12) 資料檔的正確性及完整程度 

(13) 電腦系統的穩定性 

 

d.成本指標 

(14) 人員訓練的投資 

(15) 電腦人員加班時數 

 

e.生產力指標： 

(16) 單位時間資料輸入處理量 

 

比較研究二與研究三的結果，研究者發現兩種不同人員所採用的指

標，除了使用單位對資料部門的滿意度、使用單位的成本節省及電腦人員

流動率三項指標相同外，二者所採用的指標並不相同，此結果再次說明了

不同人員對於單位整體績效評估指標採用看法的差異，這是在進行指標建

構時必須加以考量的。 

 

另外，研究者希望透過將樣本分成績效優與績效差兩個群體來進行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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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分析，找出得以區分資訊部門績效優劣的指標，此乃研究四的主要內容。 

 

4.研究四：能夠用以區別資訊部門績效優劣的變數： 

邱清治研究認為：以此九個指標，可以區別某資訊部門表現的好壞。 

(1) 使用單位使用電腦而提高作業效率 

(2) 系統合乎使用單位要求 

(3) 電腦部門處理要求的速度 

(4) 系統容易使用程度 

(5) 電腦 CPU及周邊設備利用率 

(6) 電腦部門作業的穩定 

(7) 系統的整合程度 

(8) 新技術的應用 

(9) 電腦部門成本與預算的差異 

 

此篇文獻舉出多項的可行指標，對於本研究的指標發展亦有相當助

益。而其調查資訊部門普遍使用的指標、高階主管及資訊部門主管分別採

用的指標，也可使我們對於企業實際的運用情形、不同人員的選擇差別有

所瞭解。另外，邱清治嘗試找出得以區分資訊部門績效優劣的攸關指標，

也可作為本研究重要的參考指標項目。 

 

 (二)Saunders & Jones(1992)訪問美國資訊部門高階主管，提出資訊部門績

效之評估模型的十個重要構面，依序為： 

1. 對策略方向的影響  

2. 資訊系統規劃與公司規劃的整合 

3. 資訊產出的品質 

4. 資訊系統對於財務績效的貢獻 

5. 資訊系統的作業效率 

6. 使用者與管理者對資訊系統所秉持的態度 

7. 資訊部門人員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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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與組織其他部門之相關技術整合 

9. 系統發展的進度 

10. 界定與採用新科技之能力 

 

上述十個構面中，特別強調資訊部門對企業策略方面的影響。這是對

本節最初所提到的：資訊部門在組織內的策略性地位提升的一項回應。不

過，Saunders & Jones亦發現：縱然資訊部門主管普遍認同資訊科技在策略

層面的重要性，但是實際上資訊部門主管採用的主要的衡量標準是：顧客

抱怨(user complaints)、成本/預算績效(cost/budget performance)、營運效率

(operational efficiency)、可信賴性(reliability)。作者認為原因可能在於策略

性影響的衡量較不容易。 

 

(三)汪美香與葉桂珍(民 88) 

汪美香與葉桂珍(民 88)經過文獻整理提出：商業與管理學者所提出用

來衡量資訊部門績效之指標，大體上，可分為商業管理與資訊技術兩大

類。所謂的商業管理，指的是與企業經營有關的管理問題，包括：資訊部

門所具備的商業知能、對組織的整體貢獻、資訊部門與使用者部門之間的

關係。而資訊技術部分，則包含資訊技術：資訊科技本身、資訊系統的發

展與產出、資訊人員的專業能力。而汪美香等人的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

台灣高階主管特質與資訊部門績效評估準則之關係。而據研究結果顯示：

高階主管在評估資訊部門績效時，也可以「商業管理導向」與「資訊技術

導向」來區分高階主管的標準選擇趨向： 

 

商業管理導向之高階主管重視： 

1.人際溝通能力 

(1) 資訊部門與公司其他部門人員的溝通狀況 

(2) 資訊部門人員的態度 

(3) 資訊部門與公司其他部門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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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業知能 

(1) 資訊部門經理具備與公司相關產業之知識 

(2) 資訊部門之員工支援其他部門的服務 

(3) 資訊部門執行工作與公司對其期望之比較 

(4) 資訊部門接受高階主管意見的情形 

 

3.財務貢獻 

(1) 資訊部門花費的成本 

(2) 資訊部門所帶來的成本效益 

 

資訊技術導向的高階主管則重視： 

1.資訊人員能力 

(1) 開發新資訊系統花費的時間 

(2) 資訊部門對使用者提供的教育訓練工作 

(3) 解決使用者部門問題的能力 

 

2.資訊品質 

(1) 資訊部門提供報表的品質 

(2) 資訊產出的品質 

 

(四)黃明祥(民 87)亦提出資訊部門評估的三項重點，分別是： 

1. 資訊中心工作績效評估： 

主要目的是評估資訊中心的管理績效。包含中心內軟體、硬體的規

劃、建置與維護以及資訊技術研究與開發，提供教育訓練等工作的績效。

包括以下五個子項： 

 

(1) 資訊中心的目標與發展策略研擬 

(2) 系統規劃 

(3) 軟體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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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硬體設備管理 

(5) 應用系統維護 

 

2. 整體資訊作業績效評估 

主要是分析整個資訊部門所提供的資訊服務與資訊系統所創造的功

能與效益。包括： 

 

(1) 資訊系統對公司整體經營活動所創造的效益 

(2) 資訊發展政策與策略 

(3) 整體資訊系統架構的建立 

(4) 資訊系統的整合與運用 

(5) 資訊部門的工作績效與未來發展潛力 

 

3. 專案績效評估 

主要是針對資訊部門進行專案計畫，開發完成之資訊系統所產生的效

益。研究採用綜合性評估準則，包括 

(1) 資訊系統的應用 

(2) 資訊作業的效益 

(3) 資訊系統的操作性 

(4) 資訊系統的品質 

(5) 資訊系統的廣度 

(6) 資訊服務的品質 

(7) 資訊系統的功能 

(8) 資訊系統的結構 

 

上述的劃分方式除了有資訊技術與商業管理兩大類別外，更強調單一

專案開發的績效評估，如此能使評估層面涵蓋更廣。惟在這些子項目之

下，黃明祥進一步地條列了八十五條細部評估事項，雖然在可評估內容上

給予後續研究者相當多的提示與建議，但是就一個單位績效評估工作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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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太多的指標會分散了努力的方向，並導致評估成本的擴增。且八十五

條指標皆以李克特量表作為衡量工具（從優到劣分成五個等級：甚佳、佳、

普通、差、極差），測量的是評估者的主觀認知與感受，並未真正將績效

之內容直接運用或換算為數量單位來表示(吳堯峰,民 79)，如此有違前一小

節所舉出的指標設計應注意的事項，因此顯得不夠具體且有失科學性。 

 

六、影響資訊部門績效的限制因素 
在本章第一節探討績效評估的原則時，曾強調排除組織不可控制因素

的重要性。同樣地，資訊部門的績效亦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有些因素是

資訊部門能解決的；有些則超乎資訊部門的控制範圍，這些因素在評估資

訊部門績效時應考慮在內，例如：高階主管對電腦化的支持程度、使用單

位對電腦化的瞭解、資訊部門與使用單位的溝通協調等，都可能影響部門

績效的表現。Miller即提出了四個會影響資訊部門績效的因素，包括(邱清

治,民 74)： 

1. 組織賦予資訊部門的責任 

2. 資訊部門的管理責任 

3. 資訊系統活動的財務控制 

4. 組織的人事政策 

 

從另一方面來說，這些影響因素就是企業在追求其目標達成時的限制

條件。邱清治即表示：電腦部門在努力追求達成其作業目標時，必然會受

到企業內外環境的影響，因此必須將其限制因素找出，才能對電腦資訊部

門的績效作一較客觀的評估。而邱清治經過研究發現，限制因素有一定的

次序： 

1. 使用單位對電腦化的認識 

2. 電腦部門與使用單位的溝通關係 

3. 高階主管對電腦化的支持程度 

4. 電腦設備的大小 

5. 電腦人員對企業的其他業務功能認識不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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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統發展及程式設計人員數 

7. 適當的電腦人員素質 

8. 電腦人員的流動率 

9. 完成使用單位所要求系統的技術可行性 

10. 電腦部門可獲得的預算金額 

11. 電腦部門主管的能力及經驗 

12. 系統軟體的取得 

13. 電腦部門每週的工作時數 

 

上述的限制因素都可能影響資訊部門的績效表現，在進行整體績效評

估時，必須將限制因素加以考量，才能給予公平的評比結果。 

 

七、影響資訊部門績效評估的組織因素 
另外，學者亦探討會影響資訊部門績效評估準則選擇的組織因素。如

Saunders & Jones(1992)以研究結果證明：組織因素會改變績效構面之重要

性，例如高階主管的支持即影響了「資訊系統的策略影響」此項指標的重

要程度；而組織資訊系統發展階段的變化，也會使衡量績效的重點改變。

意即當資訊系統功能成熟，衡量重點會從作業效率與顧客滿意轉移到資訊

系統對於策略面的影響，因此企業必須隨時檢討績效指標的適切性；另

外，企業所處產業也會改變績效構面的順序。 

 

而湯宗泰(民 88)也認為：資訊部門績效的評估指標，除了受外在環境

的變動而改變，也應視企業的背景因素及資訊部門的成長階段與成熟度的

不同而加以作適當的調整。而在其最後的研究則顯示:產業別、公司資本額

多寡、資訊部門人員規模、資訊部門預算多寡、不同的資訊系統策略區隔

等組織因素，使得資訊部門績效評估構面的認知上有顯著差異；但是並不

會因為資訊部門成立時間長短、資訊發展成長階段與資訊系統外包情況而

有顯著差異。此研究結果所指出之資訊發展成長階段不影響對構面的認

知，則與 Saunders & Jones(1992)認為資訊系統發展階段會影響構面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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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出入。 

 

八、小結 
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除了不為服務使用者產生資訊內容外，其資訊科

技服務提供者的角色，與企業內資訊部門相當類似。因此，以上對於企業

資訊部門績效評估各項議題的探討，對於本研究所欲發展的內容--電算中

心的績效評估指標，將產生相當的幫助。包括指標建立的原則、可行指標

的項目、不同使用者對於績效指標選擇的差異性、以及組織限制因素對績

效本身與績效指標重要性順序的影響等，都將成為本研究的基礎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