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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四節，透過國內外文獻的收集，探討與本研究相關的理論與方

法，並就有關研究內容作整理運用。因為本研究是針對個別職務的職能

(或翻譯為才能)發展流程，並以直營連鎖服務業店經理為主要研究職務

對象，所以在第一節先針對此一業種的特性及在各服務行業之發展作探

討；第二節是針對擔任直營店連鎖業店經理的角色與任務作探討；第三

節是以職能(或翻譯為才能)及管理才能的相關研究報告作探討；第四節

是針對如何發展出適用於公司或單一職務的職能模式方法作研究探討。 

 

第一節 連鎖服務業的特性與發展 

一、連鎖的定義  

(一) 國際連銷加盟協會（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IFA,1959）對加盟所下的定義為：『一種存在於總公司和加盟者

之間持續的契約關係。總公司賦予對方一項執照、特權，使其能

經營生意；並加上對其人員訓練、組織結構、經營管理以及商品

供銷的協助，而加盟者必須付予相當的代價作為報償』。日本連

鎖加盟協會（Japan Franchise Association, JFA,1972）也做

了如上的定義（林瑋雯，1999）。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對連鎖店

定義則為『店數達七家以上者，即為連鎖企業』。 

(二) 紐撫民（1995）對連銷經營的定義則為『只要使用同一店號、商

標、企業識別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CIS)，並以共

同經營模式來經營管理，不論其是否為同一法律主體，均可稱之

為連鎖企業』。 

(三) 綜合上述，連鎖企業之營運並不是只看表面的多店經營而已，而

是在實質上必須由某公司集中擁有或集中管理，具有共同的經營

理念、企業識別系統、產品或提供的服務組合內容政策一致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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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二、連鎖業的特性 

連鎖店體系的經營特徵為藉資訊作業（operation）系統及品牌識別

系統來擴大經營規模並降低其經營成本，而其中的共同特性有簡單

化、標準化及專業化。 

(一) 簡單化(simplification)：透過資訊自動化系統或分工合作

模式來簡化現場作業流程，儘量降低需因人判斷的狀況及相

同事務因不同人或不同地點而產生不同的作業模式。 

(二) 標準化(standardization)：透過標準化作業手冊並透過工作

現場模組化來簡化作業複雜度，使人人皆可快速學習並輕鬆

完成作業。而標準化作業內容包含何種職務在何時作何事，

用什麼工具操作什麼系統，突發狀況處理程序及顧客應對話

術等內容。 

(三) 專業化(specialization)：大量集中門市的專業部分作業透

過資訊系統集中由專業部門來完成，而現場人員只需依規定

確實執行現場作業程序。 

 

三、連鎖體系之經營型態 

連鎖經營體系依所有權的集中程度，可分為直營連鎖與加盟連鎖，

依發起者不同，又可將加盟連鎖分為自願加盟連鎖及特許加盟連鎖

（李孟熹；1999），其分類情形如圖 2-1-1所示。 

(一)直營 

由公司直接至各地方展店，所有權與人事權完全由總公司決

定，控制管理系統嚴密，如麥當勞、好樂迪 KTV、三商巧福、

家樂福量販店等。 

(二)特許加盟連鎖 

係由某一廠商所發起的組織，由廠商提供有形商品、無形資

產（如商譽）、經營管理方法及訓練給某些零售店，特許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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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店銷售其產品或服務，同時此一廠商對各零售店的經營

及財務有某種程度的控制。依連鎖總部所提供的支授可分為

事業型態特許加盟(Business Format- Franchise Chain , 

BF-FC)及產品商標特許加盟（Product Tradename- Franchise 

Chain, PT-FC）二種。 

(三)自願加盟連鎖 

以生產者或批發商為中心或由零售商協議成立一批發中心，在

維持各零售商店獨立性的原則下，各零售商店統一向此一中心

共同採購所需貨品，而此中心亦提供各參加份子的各種服務，

連鎖總部和各加盟之間的權利義務則以契約訂明。依發起的型

態可分為自願加盟（Voluntry Chain, VC）及合作加盟

（Corporate Chain, CC）二種。 

(四) 其他型態 

除了直營、特許加盟、自願加盟三種連鎖經營型態外，也有學

者再劃分出委託加盟連鎖、特計控制連鎖、合資連鎖及特許授

權與連鎖四種不同類型的連鎖經營型態。各連鎖體系會選擇何

種連鎖經營型態，主要考量因素為組織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資

金、業務能力、經營技術、設店意向與業態種類等。以組織資

源為例，在連鎖體系建立初期，總部因資源有限，大多採取少

店直營或對外招募加盟型態；隨著通路擴展、監控成本、代理

問題等經營風險考量，會漸採特許加盟或委託加盟連鎖。本研

究僅以直營連鎖為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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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連鎖經營型態 

資料來源:李孟熹(1999)。連鎖店發展加盟必備實戰技術。台北：群泰

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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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Chain,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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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連銷經營的優勢與前提 

紐撫民（1995）指出連鎖店經營優勢為： 

(一) 掌握顧客：連鎖店透過其名氣較易取得消費者信賴與認同的

基礎，進而培養出消費者的忠誠度。 

(二) 降低成本：在一定數量規模時，『以量制價』的原則使進貨及

其他各項費用得以以較小的成本，獲得較高的效益。 

(三) 以小搏大：連鎖店具有進可攻、退可守、以小搏大特性，只

要擁有一個好的生意構想，由小做起，等到正確的經營模式

建立後，再透過鎖經營倍數擴張版圖。 

(四) 連鎖經營雖然迷人，但也有其前提及限制，吳政和（1996）

指出，不論連鎖經營的類型為何，欲成功開展連鎖經營，必

須有一個組織健全的連鎖總部。此連鎖總公司在連鎖管理的

能力上，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1. 具備成功運作連鎖店的完整技術(know-how)，發揮指導、

控制的機能。 

2. 明確的長期發展理念，使連鎖體系能永續發展。 

3. 健全且有效率的後勤支援系統，滿足採購、驗收、儲存、

發放、菜單設計、成本控制、行銷企劃、標準化作業設計

的管理職能力。 

4. 持續性研發的能力與投資。 

5. 財務規劃健全。 

6. 完善的教育訓練制度，做好人力資源培訓，以為連鎖發展

的原動力及保持服務品質。 

7. 建立強勢且持續之企業文化，使連鎖事業永續。 

8. 落實消費者至上，提高顧客滿意度。 

9. 總部決策集權化，分店管理運作則充分授權與分權。 

 

五、連鎖體系組織及管理 

連鎖企業組織的主要架構由總部、區域營業部及分店所構成（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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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1999）。不論其體系大小都有其一套適合企業體質的組織架構，

使各人了解其工作權責及與他人的相互關係。而連鎖總部對分店的

管理作業包括硬體設施標準化、經營面的輔助管理、商品資訊處理

系統、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配合有效率的稽核作業以控制各分店

之營運績效（廖勝煌，1995） 

(一) 在硬體設施標準化方面：除了硬體設施外，軟體包裝如賣場

音樂規劃、服務理念態度、專業知識之提供等，都可由總公

司作統一規劃，達到創造企業形象之目的。 

(二) 在經營面輔助管理方面：總部對連鎖店的經營輔助大抵包括

財務面輔助管理及促銷面輔助管理等二大項。直營店由總公

司直接挹注資金投資，較無財務融通問題，對加盟店則提供

融資上的輔助，以使整個體系運作順暢。 

(三) 在商品資訊處理系統方面：設有 POS銷售點管理系統（Point 

of Sale, POS）、EOS電子訂貨系統(Electronic Ordering 

System, EOS)等，使商品資訊處理更加快速準確，也使物流

跟金流可以迅速與總公司運作結合。 

(四) 在人力資源管理方面：薪資結構及晉升標準流程皆由總公司

規劃制定，而員工的招募甄選通常由總部統一規劃流程，並

視各連鎖店需求進行人員劃額編制，並且統一辦理教育訓練

或由店舖主管給予在職訓練然後由總公司作追蹤考核。 

(五) 在績效評估與控制方面：總公司設有獨立組織及人員，負責

對公司營運狀況進行查核了解、分析及評估，並對營運單位

的缺失提出建議及改進方法。對各分店的店鋪營運內部控管

制度可分為店鋪管理、匯款時效、現金及庫存盤點、報表管

理、費用控制及人員流動率等項目。此外，總公司並設立區

域營運部來督導、管理、控制門市業務的運作，作為總公司

與分店間之橋樑，店長需向總公司及區經理負責（李孟熹，

1998）。 

 



 12 

 

(六) 綜上所述，連鎖總部對分店所提供之機能大致如下  

部門 機能 工作任務 

開發部 組織開發機能 1. 商品或服務組合創新開發 

2. 規劃連鎖體系發展方向 

3. 規劃直營店展店地域 

4. 店舖合約洽談及管理 

5. 店舖房東之關係維持 

公關部 組織開發機能 1. 提昇與維護公司形象 

2. 協調與溝通加盟店、廠商及公司

間的意見 

3. 與政府相關單位之關係維持 

4. 與媒體單位關係維持 

5. 營業相關執照取得協助 

採購部 原材料開發機能 

商品技術開發機能 

物流機能 

1. 原材料開發、採購 

2. 協調有關商品價格、種類 

3. 促銷配合方案 

4. 供應商的收集、談判、議價 

5. 供貨品質管理 

6. 物流品質管理 

行銷企

劃部 

促銷機能 1. 規劃企業形象及品牌價值提昇 

2. 擬定分店聯合促銷活動 

3. 商品廣告規劃與執行 

4. 節日促銷 

5. 商品或服務之行銷設計 

6. 顧客意見調查 

7. 市場競爭力分析 

8. 顧客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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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 機能 工作任務 

營業部 營業管理機能 1. 店舖管理 

2. 店舖作業稽核 

3. 店舖經營績效管理 

4. 加盟店主溝通協調 

5. 加盟店開發 

6. 區域代理商管理 

行政部 經營管理機能 

資訊機能 

1. 資料、文件保存處理 

2. 委員會議的籌劃、記錄 

3. 文件管制 

稽核部 經營管理機能 1. 稽查分店違約事項 

2. 稽查有關商品之價格、種類及促

銷配合等 

3. 稽查店舖作業流程 

訓練部 教育機能 1. 規劃與執行員工教育訓練 

2. 員工生活輔導 

3. 企業文化維持與推展 

4. 員工士氣輔導 

人事部 人事管理機能 1. 人事相關制度規劃 

2. 員工福利制度規劃 

3. 離職率管理 

4. 員工招募 

5. 薪資作業處理 

6. 人事成本管理 

財務部 金融機能 1. 會計帳務處埋 

2. 資金善用與有效調度 

3. 營業相關執照申請 

4. 稅務處理 

5. 損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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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連鎖經營發展情況  

(一) 自從 1858年世界上第一個連鎖體系出現，一世紀以來，『連

鎖加盟』的行銷觀念，如同一股巨大的產業旋風，成為經營型

態的重要潮流。除了在美國大行其道之外，在台灣也是如雨後

春筍般地蓬勃發展，不但改寫了現代人的生活型態、消費習慣

與方式，進而造成市場結構的重整使得傳統經營方式面臨重大

的考驗（崔志剛，1995）。民國七十三年麥當勞進入台灣市場如

旋風般的席捲速食業市場，台灣原本存在本土速食業如香雞城

等陸續退出市場,而美國餐飲連鎖如肯德基炸雞、星期五餐廳、

龐德羅莎；日本如養老乃瀧、真鍋咖啡等則相繼與台灣業者合

作進入台灣的餐飲業市場搶食大餅，而像零售界的便利商店是

由美國 7-11開啟；量販店是由法國萬客隆引入；這些外國業者

帶動了國人新的經營理念與管理技巧，引發本土各行業的業者

發展連鎖化的經營風潮。1980年台灣的連鎖加盟業種有 14種

但到了 1999年的連鎖加盟業種已經達到 196種之多。 

(二) 我國連鎖加盟制度雖無美國百餘年的歷史，但三十年由國內

業者大量引入國外連鎖體系、加上國內本土連鎖風潮的急速興

起、及經濟蓬勃發展使得國民所得提高，皆是導致國內連鎖體

系呈現非階段性快速發展的原因。根據商業司 2001年產業動態

報告，零售業產值為 3兆 506億元、餐飲產值為 2,228億元合

計約 3兆 2735億元。流通業連鎖店產值約 1兆 1,500億元，

其中綜合零售為 6,207億元(百貨、超市、量販、便利商店)，

餐飲為 800億元，其他為服務及加油站 3,500億元，連鎖化佔

比為 35.1%。但相較於美國及歐洲連鎖化達 60%的情況，台灣連

鎖店發展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生活服務相關的產業。 

(三) 根據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統計調查，2001年連鎖店家數共

有 721家，總店數達 59,123家門市。相較於 2000年，連鎖企

業家數成長 63家約 9.7%、店數成長則為 11.3%，其中直營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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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5,155家門市，加盟為 39,120家門市，專櫃數為 4,848。

整體上一般零售業成長為 9.8%，餐飲服務為 13.4%成長最大，

而綜合零售成長 5.5%，生活服務成長為 13.0%幅度大。這顯示

台灣企業以連鎖經營型式愈來愈普遍，連鎖店經營技術日趨成

熟，而連鎖加盟概念也普及至各行各業，生活服務產業在台灣

發展漸有起色，同時也是未來連鎖店主要發展方向。 

(四) 2002年由於台灣經濟不景氣的關係，對連鎖業發展產生了

重要的影響，但連鎖店成長率依然有 11.3%。另外，企業經營

實力也在這波不景氣顯現，體質良好者，仍然快數成長，相反

者，則加速淘汰，促使產業集中化輪廓逐漸顯現。有許多業者

則發展第二品牌，以強化經營，如表 2-1-3。 

 

 

表 2-1-1 2000年及 2001年流通及連鎖店產值比較表  

年份 流通產值 流通產值 連鎖店產值 佔比 

2000年 3兆 3,840億 3兆 3,840億 1兆  239億 31.0 % 

2001年 3兆 2,735億 3兆 2,735億 1兆 1,500億 35.1 %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業統計月報》。  

 

 

表 2-1-2 2000年及 2001年店數比較表  

統計截止日 家數 總店數 直營 加盟 專櫃  

2000/4/30 658  53,199  14,591 34,782  3,749 

2001/4/30 721  59,123 15,155 39,120  4,848 

資料來源：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統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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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3 發展第二品牌的連鎖業者  

連鎖業者 第二品牌 

金石堂 我的書房 

麥當勞 Mc Treat、Mc Snac 

王品台塑牛排館 TASTY、新和風陶板屋 

爭鮮迴轉壽司 SUSHI霸、旺角迴轉港式飲茶(2家) 

曼都髮型美容 AIR、Mr. Barber 

麗的國際 日商美伊小舖(化妝品) 

快樂髮型 H2(美容髮型) 

生活工場 幸運草系列(門市及商品) 

亞力山大健康俱樂 亞爵會館 

十大書坊 網路星球、傑利小屋(水晶蒟蒻 15家) 

好樂迪 KTV V-MIX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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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連鎖服務業在各行業的發展概況 

(一)綜合零售業 

根據『台灣連鎖暨加盟協會』2003年提出的『兩岸連鎖加盟

制度及發展研究報告』中得知，整體上綜合零售業 2001年購

物中心陸續成立，百貨賣場面積增加至 1,278,678坪，競爭愈

行激烈。量販店進入經營品質的競爭，脫離開店追逐。超級市

場店數成長 87家門市達 12.3%。連鎖便利商店減少 3家，店

數增加為 562家門市。 

1.購物中心:由去年 4家增加至 10家(台北京華城、微風廣

場、新光三越信義二館，台中 Tiger city、德安、大遠百)

賣場總坪數劇增至 1,278,678坪。 

2.百貨公司:國內百貨業已走向大型及連鎖化經營趨勢，業者

內的競爭更加白熱化，加上產業間量販店與大型購物中心

大舉進入爭食零售通路的市場，致業者間之對抗愈見激

烈。近幾年百貨公司為因應時代潮流及社會環境的變化，

加上新興零售流通業的激烈競爭，其經營型態已朝向集團

連鎖趨勢發展，一些老字號的百貨公司，因為受限於賣場

小競爭力不足或經營不佳而結束營業，逐漸被大型的百貨

公司如太平洋、SOGO、新光三越、中友及漢神百貨等所取

代。百貨公司主要分布據點都在台灣之五大都會區內，且

其具有兩項特色，一是由國內財團引進日系百貨業合資及

導入經營管理模式，市場佔有率高，如太平洋 SOGO、新光

三越，二是因應新消費型態之需，已朝向大型、連鎖化的

集團經營之寡占競爭模式發展，中小型百貨公司經營壓力

倍增。大型百貨公司確已共享場且佔各地區市場比重均超

過 70%以上，尤其台中、高雄及台南地區幾乎已達 90%以上

或甚至高達 100%，同時百貨市場也由單店競爭進入集團競

爭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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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量販店:法商獨占量販店的天下、福元退出，店數減少，市

場重整。直至 2002年 7月底，台灣之倉儲量販店共有 15

家業者 17個品牌，店數共 108家，佔總連鎖店數之 0.18%。

其中以法商之家樂福為首，其共有 27間店，佔總倉儲量販

店店數之 25%。而後分別由大潤發之 14間店，佔總店數之

12.96%及愛買吉安之 13間店，佔總店數之 12.04%位居第

二及第三。其餘的依序為萬客隆、高峰、萬家福、全買、

大統大樂、喜互惠、大買家、亞太量販店、千暉、好市多、

中興倉儲、TESCO、大峰百貨及台糖量販店。 另屬於電子

電器資訊用品之 3C賣場興起,如燦坤 3C等 

4.便利商店：小系統掬水軒結束營業、司邁特及統一麵包店

數萎縮。7-ELEVEN共有 2,987店約為整體市場 6,666店之

45%。截至九十一年四月底止，主要十一家連鎖便利商店營

業據點總數為 6,572家店，其中屬於直營店者有 1,509家

店，占總家數之 22.96％，加盟店有 5,063家店，占總家

數之 77.04％，其中委託加盟 3,072家店，占 46.74％、特

許加盟 1,507家店，占 22.93％、自願加盟 484家店，占

7.36％。便利商店連鎖型態仍以加盟店中之委託加盟為

主。另就同期間各連鎖系統之店數而言，以統一超商 3,016

家店居首位（直營店 531家、委託加盟 1,326家、特許加

盟 1,159家），占總家數 45.89％；全家便利 1,221家店次

之（直營店 321家、委託加盟 633家、特許加盟 267家），

占總家數之 18.58％；萊爾富 729家店位居第三位（直營

店 220家、委託加盟 423家、特許加盟 79家、自願加盟 7

家），占 11.09％；富群超商（ＯＫ便利商店）628家店居

第四位（直營店 264家、委託加盟 364家），占 9.56％。

其次，福客多 300家店（直營店 43家、委託加盟 255家、

特許加盟 2家），占總家數 4.3％，居第五位；中日超商 242

家店，居第六位；古道界揚 237家店（直營店 3家、自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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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店 234家），居第七位；台糖 100家店（直營），居第

八位。 

5.超市:成長持平。以頂好惠康、松青及全聯社三大系統為

主。從店數來看，港系的頂好惠康超市現有 115店，位居

龍頭地位，二味全集團旗下的松青超市、丸九超市，兩者

加起來已達 64家店，是此業態的第二大業者。但是地區的

經營也是不可以輕視的，這些業者較具代表性的有：宜蘭

的農民、喜互惠超市、花蓮的統冠超市、屏東地區的好媳

婦超市、嘉南地區的齊普、俗俗的賣、彰化地區的喜美、

領鮮、主婦、彰化百貨、桃園的上青超市、台中的興農、

以及高屏地區的愛國、東街超市等等皆是，絕大多數的超

市業者是以發展的區域為主要展店區域，一般展店區域很

少橫跨四個縣市以上，因為管理和成本上的考量。 

(二)一般零售 

2001年一般零售以食品零售 29.1%、娛樂文化 20.3%、家居用

品 29.2%三者成長最大，其中家居用品顯示國人對於生活居家

品質的重視。另外暢銷品專賣店如 PS2專賣、DISCOVERY等表

現不錯。 

1. 休閒服飾：佐丹奴及 Hang Ten 店數不分上下，BALENO迅

速崛起。 

2. 書店：69元圖書大賣場快速興起，書局與咖啡館複合式開

店(建宏與丹堤共 10家)，新學友發生財務危機,金石堂及

何嘉仁則為最大連鎖書店。 

3. 影音視聽：Discovery主題式影視專賣店興起。 

4. 藥妝店：Boots加入藥妝市場，港商 SaSa受到衝擊，僅剩

兩家店。 

5. 居家用品：受到 DIY賣場興起，傳統連鎖傢具店及系統傢

俱店數縮減。 

6. 生活雜貨：日本百元商店加入市場，攤販式之 10元商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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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便宜多樣的選擇。 

7. 數位科技：資訊量販賣場定位更專業化，有別於複合式之

3C賣場。太平洋另成立 iDepo數碼倉庫；遊戲產業興起，

例如 Sony公司就成立 PS2的專賣店。 

8. 加油站：中油、台塑、全國、加得滿及北基等戰況激烈。 

9. 食品業：早期之花旗、卡薩米亞品牌分店數萎縮；但 TWIN'S

則快速崛起，與聖瑪莉爭奪市場第一；日式烘培食品如山

崎麵包、東客麵包等品牌則隨著日系百貨拓點而增加。 

(三)餐飲服務業(外食)  

2001年餐飲服務發展最蓬勃，速食店成長 29.8%、小吃餐車

28.7%，休閒飲品衰退 33.9%。 

1. 餐飲業：咖啡館 23家系統共有 731個門市店，已超越西式

速食漢堡炸雞類之店數 695店。飲料便利店如快可利,奎可

利等快速興起。小吃專賣連鎖店的品牌大量興起，但單一品

牌之連鎖店舖則快速萎縮，如四海遊龍、永和豆漿、冰館、

冰冰蒟蒻、新明牛肉麵等. 

2. 小吃餐車：不景氣加上進入門檻低，有品牌的小吃餐車蓬勃

發展，但這類的企業發展皆以加盟形式居多，並以供應商品

為主,如魯味攤,香腸攤。 

(四)生活服務業 

2001年生活服務成長達 13%最多，其中娛樂休閒成長達 57%，

房屋仲介衰退 25.3%，但大者恆大的定律在市場規模較小市場

上更可以看得出來，目前生活服務產業之各行業皆集中在少數

幾家業者上。 

1. 娛樂休閒：漫畫出租書店業者轉戰網咖，網咖業者汰弱強

存，市場上第一品牌戰略高手因轉投資香港展店失敗，已

經縮小規模經營，而 KTV則為好樂迪及錢櫃兩大直營體系

的天下，另溫泉館也大量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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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容美髮：大型連鎖業者為開拓市場皆開創第二品牌，如：

曼都、快樂、麗的。 

3. 健康休閒：亞力山大，佳姿等健身俱樂部分店發展迅速，

而美國加州健身俱樂部也加入健身市場戰局，另 SPA美容

館及足部按摩館興起。 

4. 汽車保養：像是普力擎汽車保養連鎖企業的興起。 

5. 補教業：美日語補習連鎖興起,其他如數學理化等補教業者

也跟進連鎖經營。如長頸鹿美語、芝麻街美語、永漢日語、

陳立數學等。 

6. 房屋仲介業：直營體系以信義房屋,永慶房屋為主,而加盟

體系的品牌較多,其中較大型體系有太平洋房屋,力霸房屋,

住商不動產,中信房屋,21世紀等。 

 

八、台灣連鎖服務業的未來 

連鎖服務業的優勢，主要集中在連鎖化的過程中所創造出比單店經

營更強大的競爭力，如：(1)降低營運風險(2)迅速提昇餐廳知名度

(3)提供人力資源的品質(4)降低設備、進貨及存貨成本(5)連鎖擴

張力強等(林群盛，1996)。連鎖加盟店不但能擴展公司的規模，對

於廣大的消費大眾，它還提供了品質標準化的商品及服務（賴山

水，1990）。尤其是在一個陌生地方或觀光地區，只要看到麥當勞

的金黃色『Ｍ』字大招牌，就像吃下一顆定心丸，因為這個招牌，

代表了一定的品質、價格、商譽、技術和服務。所以連鎖加盟店的

拓展是建立起一套經營管理的機制加上品牌的魅力，然後就可以在

全球展店經營。因為台灣的幅員狹小，連鎖服務業很快就遇到市場

飽和的問題，所以台灣本土的連鎖服務業最好的進軍地點就是廣大

的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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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連鎖業店經理的角色及任務 

 

一、連鎖業外場管理人員之重要性 

(一) 所有服務業都需要透過人員提供顧客服務，而連鎖服務業的

人員服務更為重要，因為每個一個外場人員都代表公司的形象

與顧客接觸，如果他得到一家店的不滿意服務，則代表他以後

不會進入所有這個品牌的店舖。但連鎖業外場人員的重要性會

因為產業不同而有所區隔，以連鎖服務業區分為大型零售、一

般零售、外食餐飲及生活服務產業來比較，越是高級的感官消

費場所及無形產品的服務，就越需要由外場人員來掌控的服務

品質像是生活服務產業。如果是以價格取勝的量販店或小吃

店，當然其產品價廉物美是最主要的競爭優勢，而如果是像美

容服務業、高級餐廳、KTV等則是以服務取勝，因為顧客在消

費後帶走的還包括一份感受，當然付出的代價中也包含在感覺

上的享受。所以在連鎖服務業的競爭優勢比較中，擁有優秀的

外場人才將可使公司優勢加強很多。 

(二) 以大家最熟悉的餐飲連鎖業為例，近十年來有不少曾經風光

一時的餐飲連鎖業煙消雲散，其中不乏大企業投資、資金不虞

匱乏者，如香雞城、溫娣、哈娣等的黯然退出台灣市場，越南

東家羊肉爐於 1991至 1997年間由一百家萎縮至四、五十家，

三商巧福也在經歷數年後才轉虧為盈，這當中不免牽涉到許多

行銷與管理的決策（陳桂芬，1999），即使在連鎖事業發展已達

百年的美國，每年約有三萬家連鎖店失敗，而可見連鎖店絕非

一般人想像的那麼容易經營，究其原因乃是一般常僅見到連鎖

店亮麗外貌與規模經濟而迷失，公司雖提供了經營知識

（know-how）卻忽略了將其實現的人之經營與管理(黃有金，

1997)。尤其餐飲業是人力密集和技術密集的行業，人力與人才

的因素往往主宰了餐飲業九成以上的成敗（李澤治，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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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連鎖企業為了加強公司的經營管理機能，追蹤直營店或加盟

店的執行成效，總部會培育優秀的營業督導人員（也就是區經

理或區顧問或區督導），以作為總公司與各分店的溝通橋樑。在

各分店中因為人事成本的考量及平假日與離尖峰的明顯消費差

異，雇用大量的兼職員工乃是很普遍的現象，像麥當勞全省雇

用的員工，除了主管，幹部及儲備幹部外皆為兼職人員，而兼

職人員相對於總公司的忠誠度較低，故離職率高及出勤率低是

普遍現象，所以對現場人員的訓練及管理困難度都相對提高不

少。於是服務品質的維持及提昇是連鎖店經營者的一大挑戰，

因此有關人員的培養與教育、人才招募與留才，都被各直營連

鎖業列入年度經營的重點。麥當勞在亞洲區開辦香港漢堡大

學，以系統化的訓練課程、完整的師資提供主管階層員工進修

就是最好的說明。 

 

 二、連鎖業店經理人員之重要性 

(一) 店經理的角色是連鎖企業的經營分身，直接影響業績與目標

的達成，尤其是連鎖體系在多店的運作下，如何追求利潤且保

持各店齊一的高品質服務水準是連鎖企業經營之要務。 

(二) 連鎖企業組織的主要架構，由總部、區域營業部，及分店所

構成。其人事包括總部人員、區經理（區督導），及各分店經理

（店長）與從業人員。總部、分店可說是餐飲連鎖組織的頭和

手，區域營業部則為兩者之間的橋樑，總部負責整體的策略規

劃與指導；區域營業部則管理、控制業務，負責區域門市的運

作；而分店專司執行與銷售活動（李孟熹，1998）。在連鎖的組

織中，店經理是分店管理人員，其任務在強化總部與分店組織

的連結、做好門市管理、執行銷售活動、並達成公司經營目標。 

(三) 服務業本就存在品質的不穩定性，因此如何保持各店齊一的

高品質服務水準並追求公司利潤，是直營連鎖體系的一大挑

戰。連鎖服務業是一個高度依賴人力的產業，分店得靠人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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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顧客及從事商店的運作，人的問題成了直營連鎖體系是否成

功經營的關鍵之一，店經理對於工作人員所生產之產品及服務

品質則有最關鍵的責任（Miller, Porter & Drummond ， 

1998）。 

 

三、店經理的角色與工作分析 

(一)在連鎖業的經營體系中，店經理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中階管理階

層。每一分店都和獨資店舖一樣地運作，而每一分店的店經理

就像是一家店的老闆一樣被視為有最大決策權的個體，舉凡店

務工作如賣場的維護與管理、商品的銷售與管理、業績的達成

與成長、顧客的服務及管理、門市人員的管理、商圈的經營、

總公司策略的配合及執行，皆非常的繁瑣與艱鉅（連鎖店協會，

1999）。 

(二)一般來說，許多連鎖企業的總公司會針對店經理層級給予經營

管理及店舖運作等各方面訓練，像員工的招募面談、員工溝通

輔導、物料成本控制、商圈的耕耘與競爭對手的調查、促銷手

法的運用、顧客經營與管理等，也會對店經理舉辦激勵大會式

的活動式訓練，並透過區域的活動或內部刊物來加強店經理對

公司經營理念的認同。 

(三).連鎖店傑出店長成功關鍵因素調查(連鎖店協會，1998、1999)

中華民國連鎖店協會在民國八十七及八十八年兩年，分別根據

學者、流通業者、資深店經理的經驗，及前一年全國連鎖店優

良店經理評分表，發展出『連鎖店傑出店經理績效指標分析量

表』，並以該年全國傑出店經理為對象，作訪談調查，調查行業

種包括餐飲服務業、便利商店業、百貨超市類、食品零售類、

電子電器類等八種行業。然後將結果歸類為數項績效指標，作

為『流通業連鎖店傑出店經理成功關鍵因素』，以供有志從業人

員及連鎖店業者培訓店經埋之參考標的。所謂關鍵成功因素的

定義為：店經理或分店為了成功必須集中在高度優先且必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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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工作項目，茲將民國八十七年之 12類 70項關鍵成功因素

及民國八十八年之 8類 40項關鍵成功因素歸納如下：（連鎖店

協會，1998、1999） 

 

表 2-2-1連鎖店傑出店經理成功關鍵因素 

類別 項目 

1.商品管理

與陳列 

1.1商品價格說明清楚 

1.2商品無欠缺、貨架上沒有空無一物之情形 

1.3無過期產品及破損、變質之商品 

1.4材料或用品擺設整齊 

1.5促銷或特價品之標示牌清楚 

1.6商品貨架乾淨、商品擺設整齊 

1.7設備、器材乾淨且擺設整齊 

1.8商品進貨、銷貨、存貨、退貨控制適宜 

1.9員工商品展示及陳列技巧熟練 

1.10除了配合公司促銷活動之外，經常運用賣場空間及

各種促銷手法 

2.賣場環境

管理 

2.1賣場燈光明亮、冷氣適宜、音樂適中 

2.2杯盤碗筷器皿等乾淨無破損 

2.3賣場空間運用得當 

2.4騎樓暢通且乾淨 

2.5賣場地板乾淨且走道暢通無阻礙 

2.6賣場天花板及牆面門窗或櫥窗玻璃乾淨 

2.7店鋪內外之照明燈廣告燈清潔保持正常 

2.8垃圾桶週圍乾淨 

2.9設備器材乾淨且擺設整齊 

2.10收銀區乾淨且擺設整齊 

2.11化妝室乾淨無異味且清潔用品無欠缺 

2.12POP、海報、旗幟等廣告品乾淨無破損 

2.13盆栽壁畫等裝飾品乾淨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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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3.顧客服務

及管理 

3.1服務人員主動或迅速招呼客人 

3.2員工對只逛不買的客人也能詳細解說 

3.3員工非瞭解商品項目及所在 

3.4員工接聽電話時禮貌週到 

3.5員工喊歡迎光臨時都有注視顧客 

3.6員工結帳時沒有一邊結帳一邊做其他事 

3.7員工對產品解說清楚，商品知識豐富 

3.8員工很適當的處理顧客抱怨 

3.9員工提供親切的顧客服務 

3.10員工穿著乾淨整齊面帶笑容 

3.11員工提供顧客親切的服務 

3.12人員熟悉店內各項資訊工具的操作和使用 

3.13幹部經常研究顧客的購買行為 

3.14店經理主動收集並建立與利用顧客基本資料 

3.15員工主動和顧客分享資訊，了解其觀念與看法以改

進服務品質 

4.人事管理 4.1服務人員流動率低 

4.2明確的安全服務人員的每日工作內容與職責 

4.3合理安排服務人員的輪班與輪休時間 

4.4公平、公開的辦理服務人員績效評估，獎勵與懲罰 

4.5業績獎金合理的分配給全體服務人員 

4.6幹部與員工之間的溝通與協調良好 

4.7在工作上給予員工適當的激勵，並能達到令人滿意的

工作績效 

5.商圈管理 5.1擁有良好收集內部及外部(商圈或競爭店)資訊的系

統 

5.2經常辦理商圈評估 

5.3幹部非常熟悉商圈內競爭商店的動向 

5.4人員與左鄰右舍關係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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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6.數據績效

管理 

6.1設計簡易的系統，經常收集內部及外部的資訊 

6.2經常利用門市數據資料（營業額、毛利率、營業成長

率、利潤、坪效、單品銷售統計等）分析營運狀況對

於門市各項費用支出的控制非常良好 

6.3幹部很熟悉 POS資料的分析、解釋及運用 

6.4對於門市各項費用支出的控制非常良好 

7.策略配合

度 

7.1店經理完全配合公司整體策略與計劃 

7.2店經理確實配戴胸章、門市懸掛旗幟 

8.危機管理 8.1員工能適當的處理顧客抱怨 

8.2對危機應變及處理技巧的訓練或經驗很豐富 

9.組織及團

隊學習 

9.1員工支持並體認學習的重要性 

9.2員工把持續學習列為首要工作以改進門市營運績效 

9.3員工能夠以廣泛的、系統的方法來思考及行動 

9.4全體服務人員經常接受『如何在團體中工作和學習』

的訓練 

9.5從失敗及成功的經驗獲得學習 

9.6獎勵並幫助同仁學習 

9.7店內各項營運作業、計劃與學習機會相結合 

9.8幹部授權的程度、範圍與服務人員的責任、學習能力

相對等 

9.9與店職員、工讀生一同參與工作、共同學習及解決問

題 

9.10經常扮演教練、教師、顧問的角色，並協助部屬學

習、成長 

9.11鼓勵並訓練服務人員擁有多樣技能或第二專長 

9.12經常藉由觀察外界（例如，以營業績效表現最佳的

某一分店為標竿學習對象、參加研討會、閱讀公開發

行連鎖店刊物）以瞭解本店以外的連鎖店發展趨勢 

9.13同時追求營業目標、團隊合作及員工個人的價值及

成長 

資料來源：節錄自連鎖店協會（民 1998、1999），連鎖店傑出店長

成功關鍵因素調查，輯於’98連鎖店年鑑、’99連鎖店年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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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述資料綜合得知，一位成功的店經理必須具備完成以下四大

類工作內容的能力包括有營運作業管理、顧客行銷管理、人力

資源管理、品質維護管理及四面向來區分，茲分述如下： 

1.作業管理： 

(1) 營業報表填寫 

(2) 總部會議參與 

(3) 召開店舖會議 

(4) 標準作業督核執行 

(5) 與總公司各部門溝通協調 

(6) 財務管理 

(7) 危機處理 

(8) 營業成本控制 

2.人力資源管理 

(1) 人事成本控制 

(2) 招募面談 

(3) 人才培育與輔導 

(4) 士氣激勵 

(5) 企業文化傳承 

(6) 考核與獎懲 

3.品質管理 

(1) 營業設備維護管理 

(2) 商品庫存管理 

(3) 環境清潔管理 

(4) 安全衛生管理 

(5) 作業流程改善 

4.顧客行銷管理 

(1) 營業目標管理 

(2) 營業績效檢討遠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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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銷與行銷管理 

(4) 店舖形象塑造 

(5) 顧客經營管理 

(6) 商圈耕耘 

(7) 競爭情報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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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職能(competence)與管理才能探討 

 
一、何為職能 

(一) 學者 Parry(1998)提出職能(competence)是(1)一個包含知

識、態度及技能都相關的集群體，影響一個人工作最主要的

因素；(2)與工作績效密切相關並可透過可接受的標準衡量；

(3)可經由訓練和發展來增強。 

(二) 學者 Ledford(1995) 對職能(competence)的定義如下：個人

可驗證的特質，包括可能產生績效所具備的知識、技巧及行

為。 

(三) 學者 Boyatzis(1982)對職能(competence)的定義如下：一個

人所具備的基本特質而導致影響在工作上產生更好更有效率

的績效與成果的基本關鍵特性。 

(四) 綜合以上的論點: 核心職能就是一個人的個人特質，這種特質會在特

定職務上產生更好更有效率的績效與成果，而這種特質的產生包含

了過去所學習的知識與技巧，加上因為個人成長環境所培養

出來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會影響個人的情緒反應與各項選

擇。 

二、職能(competence)的內容 

(一)學者 Lyle Spencer(1993) 在 competence at work 一書中指

出以職能做為輔助性的角色，可以客觀的運用在甄選招募、績

效管理、續程計畫、職涯發展路徑與薪資管理等人力資源管理

的功能活動上，使組織在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時，更能適才

適所。我們可以藉由冰山模型，將職能區分為以下五種項目與

特性： 

1. 動機（Motives）：是指一個人的信念或自我期許，動機會驅

使自己去作相關的選擇。例如具成就動機的人們會為自己設

立具挑戰性的目標，並持之以恆的行動與自我挑戰來達成目

標，同時也會透過經驗法則去不斷修正改善。 

2. 特質（Traits）：指一個人生理特質以及對情境所產生的情緒反應，



 31 

例如壓力很大時有人可以平靜的反應與處理、而不會情緒失控。 

3. 自我概念（Self-concept）：是指一個人的態度、價值及自

我印象，例如自信心。當一個人自信在任何狀況下都可以如

期完成任務，這可以說是自己的自我概念。例如有人認為在

任何狀況下，也不可以大聲的罵人，那也是一種個人的價值

觀，也就是自我的概念。 

4. 知識（knowledge）：指一個人在特定領域中所擁有的知識或資訊，

而這些知識是使一個人知道或記得某些事，而非能做得到某件事。例

如醫生都有學習人體的構造及使用工具的知識，但不是每個醫生都可

以作成功的開腦手術。所以知識是屬於記憶性的資料，知道不代表了

解,很多人可以記憶許多的資訊，但是還要透過實際運用後，才有辦法

轉換成為屬於自己的經驗。 

5. 技巧（Skill）：執行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力，心理或認知技巧的才

能包括分析性思考與概念性思念，分析性思考是屬於邏輯性或程序性

的線性思考。例如，牙醫的熟練技巧是在不傷害神經的情況下幫顧客

補牙。而概念性的思考如將資料重新組合後形成新的資訊，例如工程

師重新調整生產線，建築師設計出新概念型態的建築物。 

(二)以冰山模型的職能分類 

以冰山模型的分析可以將這五種職能大致區分為兩類：位於冰

山模型上方的表面性才能，如知識與技巧這一類的職能是比較

容易透過教育訓練來學習發展以提升這方面的能力，這是較符

合成本效益的方式；而動機、特質等是位於冰山模型底部的潛

在性職能，則是比較難以評估或是運用訓練加以改變的。因此

企業經常使用甄選的方式來獲得員工這方面的職能。至於自我

概念則是介於表面性職能與潛在性職能之間，一個人的態度與

價值觀等自我概念雖然不容易改變，但是透過教育訓練、心理

諮商及經驗傳承等方式仍是可以逐漸改變的。但許多企業在選

拔人才時,往往只是以知識或工作技巧為基礎，並設定這些人

具備有深層動機與符合公司企業文化要求的特質，不然就是想

要透過教育訓練的方式去調整改變這些人的特質，而這是很事

倍功半的做法，且常常得到失敗的結果。所以如果可以甄選出

具備符合職位或公司需求的人格特質與動機的人才，再輔佐以

知識與技巧的教育訓練，才會更具有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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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能上可區分為基礎職能與差異職能 

1. 基礎職能：指從事這項工作的基礎知識或技巧，通常是指如

外交官一定要具備語言能力，產品銷售員要擁有產品基本的

常識。 

2. 差異職能：是指從事這項職務的表現，可以分辨出卓越與平

庸的關鍵因素，例如產品銷售員的顧客服務能力會影響銷售

業績目標的達成率。 

 

 

 

 

 

 

 

 

圖 2-3-1冰山模型 

 

 

 

 

 

 

 

 

 

 

 

 

圖 2-3-2 表面與核心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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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何謂管理才能 

主管人員在從事管理活動時必須具備一定管理能力方能勝任。關於

管理才能的涵意各方學者論述不一，大致上有以下幾種定義（林惠

霞，1996）： 

(一) Klemp(1980)管理才能乃指管理人員有效地、優異地執行所

具備的特質。 

(二) Boyatzis(1982)管理才能乃為管理人員之動機、特性、技

能、自我形象(self-image)與社會角色、所應用的知識之有效

融合。 

(三) Constable(1988)管理才能乃為管理人員有效的扮演管理角

色所運用之知識與技能的能力，而技能係指管理人員為達成績

效目標之功能，所展現的行為序或次序（system or sequence）

之能力。 

(四) 英國人力資源服務協會（Manpower Services Commission） 

1. 管理才能是管理人員在專業領域內，為達成績效水準而執行

各種活動的能力。 

2. 管理才能是管理人員在專業領域內，轉換知識和技能至新狀

況之能力。 

3. 管理才能包括工作計劃創新、處理非例行性活動的能力。 

4. 管理才能乃在工作相關活動的範圍內，管理人員執行業務之

能力，包含技能與知識。 

(五) Quinn, Faerman, Thompson, & Mcgrath(1990)管理才能係

指主管人員執行特定職務或角色所需具備的知識和技能。 

(六) Hirsh(1991)歸納管理才能之各項定義大致分為以下幾類： 

1. 以前的工作經驗、資格、興趣、個人狀況。 

2. 工作績效和達成目標的程度。 

3. 執行工作所需的特定技能和知識。 

4. 特定的職責，例如文字溝通、計劃、組織等。 

5. 概念性技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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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析、政策制定、判斷力、問題解決等。 

7. 創新力、創造力、彈性。 

8. 個人特質，例如個性、熱誠、成熟度等。 

9. 情緒穩定性、精神愉快、在壓力下工作。 

10. 動機，，例如一諾千金、內驅力、企圖心等。 

11. 溝通。 

12. 人際關係，例如接納力、說服力、對他人的態度等。 

13. 管理員工，例如領導、授權、培育部屬等。 

(七) Katz(1955)在其一項研究當中，認為一位優秀的主管人員應

具備(1)技術技能(technical skill)、(2)人際技能（human 

skill）、(3)概念技能(conceptual skill)等三種不同的技能。

且這三種不同技能的重要性，又因主管階層的任務與任質而有

所不同。在基層主管方面，技術能力最重要，而概念技能則較

不重要；在中階主管方面，技術技能的重要性逐漸減少，而概

念技能的需求則逐漸增加；在高階主管方面，概念技能成為最

重要，而技術技能則已較不重要了。 

 

 

 

 

 

 

 

圖 2-3-3    不同階層的主管能力要求(Katz,1955) 

 

 

(八) 吳復新（1993）則認為管理才能應至少包括個人特性與管理

技能兩大部份。其中，在個人特性中，人格特質與動機（包括

高層次的需求等）是兩項最重要的因素；管理技能至少應包括：

概念技能 

 
人際技能 

 
技術技能 

基層主管 

中階主管 

高階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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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際技能(含溝通技能)；2.行政技能（如計劃、組織等）；3.

認知技能(如分析、判斷等)；4.領導技能(如激勵別人、教導

等)；5.技術技能。因此，一個管理人員如果具備一些有利於管

理行為的個人特質，則對其管理績效的提昇自有裨益。 

(九) 綜合以上所述，管理才能是為了管理職務上的任務達成,而

須具備的個人動機(或個人需求) 、個人特質及與行業相關的

專業知識與工作技巧。但這些管理才能要求會因為以下三個因

素而有所不同(1)所處的組織特性不同(2)團隊成員的不同(3)

工作場合的不同，不同的是在才能展現出的行為要求上，例如

在慈善團體中的管理人員及在軍隊中的主管，對於溝通技能的

要求特性就會不同。在不同組織中的行為展現又是要基於不同

的人格特質上，當然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也是有所不同，所以

管理才能會因為組織的特性而改變。故在發展管理人員的管理

才能時,需要配合組織的存在理由與生存發展的競爭策略為基

礎來發展專屬於不同組織的核心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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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發展職能模式的方法 
一、職能架構：多數學者認為企業在定義與發展職能(competency)時，

應配合企業的競爭策略及員工的發展，並認為職能是具有層級

(tires)的關係(Prahalad & Hamel, 1990; Blancero, Boroski & 

Dyer, 1996; Young, 1996)。而 Milkovich & Newman(1999)則將職

能視為是一種混合物(concrete)，認為才能模型是具有層級之分的

(如圖 2-4-1)，並且從最小的行為標準到最大層級的企業策略來定

義與釐清職能的概念。而整個職能架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各層

次，由最外層到最內層，分別說明如下： 

(一) 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 ） 

確保一個組織成功所需的技術與職能的關鍵成功部份。它們是

來自於企業組織︰經營使命（mission ）、價值（value ）、以

及企業策略（business strategy ）等。 

(二) 職能集群（Competency sets ） 

將每一種核心職能轉化為行動（action ）。 

(三) 職能指標（Competency indicators ） 

表示出每一項職能群組的可見行為（observable behavior ），

也就是說在每個複雜的工作中，能夠區分職能的程度。 

(四) 藉由此“職能層級模型”的設計，可以將職能模型與企業策

略相結合，往後若企業在策略上有所改變或修正時，就會經由

“職能模型”層層地往下作改變或修正，是透過比較自然的方

式，來改變員工的工作行為與績效，以符合企業組織的需要。

(Bratton, 1998)。 

 

 

 

 

 

 

圖 2-4-1才能層級圖 

Milkovich & Newman (1999)  

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 

職能指標(Competency 

indicators) 

職能集群(Competency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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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職能發展之方法 

(一) 專家調查（Expert Surveys ）： 

顧名思義就是聘請外界的專家來進入公司中，調查員工管理能力、職能的一種

調查方式。由組織外的專家透過問卷、觀察、或訪談等方式，來找出企業的職

能模式。 

(二) 專家會議（Expert Panels ）： 

此方式為邀請組織內、外的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共同來建立職能模

式。由專案小組進行職能模式之分析，取代從事行為事件中來萃

取職能模式；而專家會議法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步驟︰ 

1. 成立專案小組 

2. 分析工作能力資料 

3. 驗證能力模式 

(三)關鍵事件法(Critical Incident Method) 

關鍵事件法最初用於訓練軍方間諜。這個方法的目的是根據過去

所發生的攸關組織生死存亡的事件來收集有關職能需求的資

訊。實行方式如下： 

1. 在經驗豐富且表現優異的工作者中(通常是主管)選擇出一組

人員 

2. 召集會議請這些人員回答以下問題 

(1) 在擔任這個職務的職涯中所遇到的最艱困的情境 

(2) 描述如何處理這個艱困情境 

(3) 描述萬一這個情境未來再度發生時,應如何處理 

3. 在團體中共同分享各自的情境 

以團體成員的反應為基礎，根據情境狀況排定重要順序 

(四)工作才能評鑑法（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此方式是由 McClelland 等人發展，針對影響組織成敗的關鍵職

位或工作為分析的單位，利用上述之流程，分析出卓越表現者之

成功的關鍵能力。此方式之進行需借重專業訪談者和資料分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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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協助與受訪者之配合，因此在設計上是針對單一組織，其結果

傾向於個案企業。其流程共分為五大步驟︰ 

1. 定義績效指標 

2. 取樣 

3. 關鍵事件訪談 

4. 發展職能模式 

5. 驗證職能模式  

(五)DACUM法 

DACUM，是根據『Developing A Curriculum』這幾個字而來的，

常用於大學中建立職業訓練課程或通識課程時。這個方法也可以

用於幫助資深的員工了解如果要晉升新職務所需學習的能力。進

行的步驟如下: 

1. 將一群資深員工組成一委員會，最好是表現最佳的人 

2. 為一至兩天的會議設計議題，分析每個工作職銜 

3. 會議開始。解釋會議的目的集中在員工在工作上到底從事些

什麼 

4. 向每一位參與委員會的人詢問他們工作上的任務或活動 

5. 將這些任務記錄在大張的備忘卡上，並張貼在牆上 

6. 暫停一下群體的運作，建立出幾個一般性的工作項目；在每

個工作項目之下建立數個工作任務或活動 

7. 修正牆上的圖表以反映剛剛建立的工作項目 

8. 召集並詢問群體成員，確定工作項目是適用的，並做必要的

修正 

9. 再次瀏覽各活動及任務，要求委員會成員澄清、修正或刪除

工作項目 

10. 暫停會議。減少牆上的工作項目至一頁（稱為 DACUM chart） 

11. 根據 DACUM chart設計書面的問?，用來衡量個人的知識、

技術、能力 

12. 要求每個工作成員和工作領導人使用這份問卷來測定技術

水平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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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集點團體是由組織相關內外關係成員挑選出一小群人為代表，並

將其關心焦點集中在組織的主題上。焦點團體的問題焦點通常會

以組織的品牌認知、服務組合及作業提供等，組成份子通常包括

外部的關係人（如顧客、供應商或經銷商）以及內部的關係人，

這種方式應用在職能探討時會比較傾向職務是屬於高度團隊溝

通或其施行的步驟如下： 

1. 由以下人員中隨機選出小群體: 

(1) 外部關係人(顧客、供應商、經銷商) 

(2) 內部關係人 

2. 召集溝通會議 

3. 由主持人引導群體成員表達意見: 

(1) 他們在與組織進行交易時或在組織中的績效表現所遇

到的問題 

(2) 由上述問題中推斷出的管理發展需求(這裡假設管理

者應為所有的問題負責) 

4. 由焦點團體的會談結果中彙整結果 

(七)德爾菲程序(the Delphi Procedure) 

這種技術主要是廣泛的運用於預測未來狀況也可以運用在職能

發展上。施行步驟如下： 

1. 由計劃發展的關係人中（如工作經驗豐富者、他們的上司、

部屬、顧客等）選擇 6-15人組成一群體 

2. 要求群體成員根據工作職銜加入德爾菲程序研究 

3. 發展一份調查,議題設定在每個工作職銜下所感受到的組

織、個人、以及工作上的職能需求 

4. 要求 2-3人在參與德爾菲程序的成員進行調查之前檢視一下

調查的內容及清晰性 

5. 修正調查問卷 

6. 將調查送至德爾菲群體成員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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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彙整資料，並根據第一次調查中的關鍵議題以及認定出的職

能需求發展出第二次調查問卷 

8. 要求２－３人在參與德爾菲程序的成員進行第二次調查之前

檢視一下調查內容的內容及清晰性 

9. 修正第二次調查問卷 

10. 將第一次的調查結果以及第二次的調查問卷送至德爾菲團

體成員手中 

11. 重複７－１０的步驟，直至德爾菲群體成員對工作職銜中的

重要議題以及職能需求有一致之看法 

12. 使用德爾菲群體成員認定出的問題及需求來測試個人對這

些結果的職能 

 

＜表 2-4-1>職能發展之各項方法優缺點彙整表 

方法 優點 缺點 

1.專家調查 Ø 結果易於被管理階層接受 

Ø 由專家調查，可以突破公

司的迷思 

Ø 外來的專家有時不了解行

業特性或公司文化 

Ø 建立出的模式可能太籠統

以致於無用 

2.專家會議 Ø 結果具有高度表面效度,

並易於被管理階層接受 

Ø 由專家調查，可以突破公

司的迷思 

Ø 可能需要外界的協助來建

立有效的能力模式 

Ø 容易傾向於一直沿襲既有

的管理方法以及組織文化 

3.關鍵事件

法 

Ø 迅速 

Ø 對於思慮周詳的管理者而

言頗具吸引力 

Ø 集焦點在最艱困、最難處

理的狀況 

Ø 傾向於解決過去及現在發

生的問題,而非在不確定的

未來可能發生的狀況 

Ø 由一個事件至另一個事件

缺乏有邏輯的程序 

4.工作能力

評鑑法 

Ø 擁有關鍵事件法及專家會

議的優點 

Ø 將人格特質及動機融入職

能發展中 

Ø 將績效表現與職能評鑑結

合 

Ø 需耗費的時間長 

Ø 需透過外部專家來大量訪

談職務優表現秀的員工 

Ø 如果是未來性工作,無代表

性人物則較無法發展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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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優點 缺點 

5.DACUM法 Ø 結果通常易於被管理階層

接受 

Ø 迅速且較不昂貴 

Ø 限用於有經驗及知識的參

與者 

Ø 根據現在或過去的職責而

非未來表現需求 

6.焦點團體

法 

Ø 迅速 

Ø 相對來說較不昂貴 

Ø 提供了其他方法較難以提

供的觀點 

Ø 要焦點團體由組織的需求

中分別出管理需求可能不

太容易 

Ø 團體中之成員也不一定會

敞開心胸來說出心中的想

法 

7.德爾菲程

序 

Ø 此法施行已久,具有信譽 

Ø 同時檢視過去、現在及未

來的問題 

Ø 對於忙碌的管理人員而言

需要最少的時間承諾 

Ø 達成結論需要耗費一些時

間 

Ø 可能需要幾回合的調查以

使每個工作層面都達到理

想的結果 

Ø 當組織面對新挑戰時,研究

結果可能很快過時 

 

三、才能辭典及行為描述: 

基於職能發展過程中，才能字典編撰需要心理學專家及組織行為專

家長期的行為量化整合分析與結果編碼，所以此次研究會以

McClelland/BcBer工作才能評鑑法 JCA(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所完成的研究內容中的才能辭典及行為描述為基礎，加

上專家訪談的內容整合出適用於連鎖店服務業的職能選擇項目，首

先整理出的 McClelland/BcBer才能辭典包含了成就與行動，協助與

服務、衝擊與影響、管理、認知及個人效能等幾個主要區分，而這

些項目如表 2-4-2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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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職能項目與行為描述 (McClelland/BcBer才能辭典) 

職能 其他參考名稱 行為描述 

1.成就導向 

結果導向 

效率導向 

積極改善 

創新 

Ø 主動設定挑戰目標並努力達成 

Ø 明確考量潛在報酬率,投資報酬率或成

本效益分析, 

Ø 持續不斷的改善績效 

Ø 堅持創新努力到底的精神 

2.重視次序/ 品

質掌控 

監控 

追蹤管制 

Ø 查看自己或監控他人的工作品質以確

定符合工作的程序,或保存自己或他人

清楚且詳細的活動紀錄 

Ø 依照計畫表監控專案進度,檢視資料以

發覺缺失,以增進整體系統的秩序性. 

3.主動積極 

行動果決 

未來導向 

把握機會 

Ø 面對問題或機會時會快述採取行動及

決定 

Ø 在未來的一些關鍵點上會提早採取行

動,以避免問題發生及創造良好未來機

會 

Ø 爭取或願意承擔新任務並付出額外的

努力去完成工作 

4.資訊收集 
研究診斷 

探究真相 

Ø 再特定的時間及系統的方法來獲得資

料與回饋,且會接觸其他管道與對象來

獲得資訊 

Ø 經過個人的調查或現場觀察或藉由相

關的詢問句探知情況或問題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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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 其他參考名稱 行為描述 

5.人際溝通 

對人的敏感度 

同理心 

傾聽與回應 

人際 EQ 

Ø 可以明確了解對方的談話內容,情緒與

感覺,並可觀察到對方行為模式背後的

複雜原因 

Ø 利用傾聽與觀察了解對方的情緒與需

求,並回應對方所關心的事情, 

Ø 以助人的態度來表達對對方的關心 

Ø 在行動前會預先考慮組織成員的情緒

反應 

6.客 戶 服 務 導

向 

以顧客需求為

焦點 

重視顧客滿意

度 

Ø 喜歡主動幫助與服務他人, 

Ø 迅速回應及處理顧客問題. 

Ø 努力發覺與滿足顧客需求,具體為顧客

提供價值. 

Ø 以長遠眼光解決顧客的問題或以顧客

立場為顧客著 

Ø 想,願意付出短期成本提升顧客滿意

度,以維持顧客長久的關係 

7.衝 擊 與 影 響

力 

影響力 

形象塑造 

團隊氣氛塑造 

Ø 會考慮自己的行動或某些言語會對他

人產生何種影響 

Ø 刻意的行動讓他人為自己保留特定的

形象 

Ø 設計行動或利用專家或第三者間接影

響,以造成團體氣氛或言論的改變 

8.組織知覺力 

政治敏感度 

對客戶組織的

知覺力 

Ø 瞭解組織非正式的權利架構或影響結

構 

Ø 可快速觀察出組織的氣氛,根本問題或

未來機會 

Ø 可快速瞭解組織中非正式職位架構的

決策者或具有潛在影響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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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 其他參考名稱 行為描述 

9.關係建立 

建立人際網絡 

開發人脈 

建立融洽人際

關係 

Ø 與有可能協助自己完成工作相關目標

的人,建立或維持友善溫暖的關係 

Ø 經常在工作中與同事或顧客進行非正

式接觸,刻意努力建立融洽關係. 

Ø 經常在工作外的場合,與同事或顧客提

升友善關係. 

10.培育他人 
教導與訓練 

授權與? 勵 

Ø 主動說明工作上的要求並提出明確有

用的建議 

Ø 主動給予工作上的示範,訓練安排及知

識教導, 

Ø 安排適當的任務讓部屬體驗,以促成經

驗學習與發展 

Ø 評估部屬能力後,願意充分授與權力及

允許部屬犯錯,給予從錯誤中學習的機

會 

Ø 針對良好績效部屬,適時獎勵或鼓勵績

效表現良好的部屬 

11.直接/果斷 

命令要求 

權力運用 

主導能力 

堅持標準 

Ø 能給予對方適當的指示,並清楚的表達

自己的要求 

Ø 能以堅定的立場要求他人遵守自己的

要求標準(目標,績效,品質等) 

Ø 能坦率直接與他人面對面討論績效問

題 

Ø 會利用獎勵或懲處的手段來管制要求

對象的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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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 其他參考名稱 行為描述 

12.團隊合作 
群體管理 

團隊氣氛管理 

Ø 主動與團隊成員分享相關與有用的資

訊,以正向積極的字句表達對團隊的正

面期待 

Ø 重視他人的意見與專業知識,願意向他

人學習或請求提供意見 

Ø 鼓勵並給予他人動力,邀請團隊成員共

同為目標奉獻心力  

Ø 付出額外的心力來採取行動或設計活

動以增進組織友善的氣氛,高昂的士氣

及團隊成員的合作. 

13.團隊領導 

指揮 

團隊管理 

團隊建立 

Ø 能運用行動或計畫來提升團隊成員的

士氣與績效. 

Ø 能確保團隊成員接受任務,目標,計畫,

與政策. 

Ø 願意以身作則建立典範,獲得團隊成員

的支持與信賴 

Ø 能提出團隊願景激發團隊成員對使命

達成的熱情與承諾 

14.分析式思考 

智力 

推理 

問題分析 

計畫能力 

Ø 有系統的分析問題找出問題產生的原

因 

Ø 能將複雜的問題或處理過程分解成小

部份,並根據重要程度排定解決優先順

序 

Ø 能針對問題產生原因,有系統的找出解

決方案擬定計畫並衡量每個方案的價

值 

 



 46 

 

職能 其他參考名稱 行為描述 

15.概念式思考 

洞察力 

判斷力 

形成理論的能

力 

Ø 能觀察出資料中的差異,趨勢或相互關

係,並能把複雜的狀況歸納整理,找出

關鍵或根本議題 

Ø 能針對複雜的狀況或問題,創造出新的

解釋概念, 

Ø 創造出新的模式或理論來解釋複雜的

狀況或問題 

16.(技術/專業

/管理)專長 

專業知識 

專業技術 

專家形象 

Ø 基本職業性質:需要幾週或幾月才能上

手的各種工作.  

Ø 中等職業性質:需要中學學歷及半年到

兩年的技術經驗學習才能上手的工作 

Ø 高等職業性質:需要計畫及組織能力才

能完成任務,所以也需要特殊課程訓練

或兩年到四年的經驗 

Ø 基本專業性質:需要大學以上的專門教

育或是幾年實際工作的經驗或許要擁

有執業的執照. 

Ø 高等專業性質:提供專門化或是管理的

服務.需要碩士以上的專門教育或是經

過幾年在專門領域的實際工作經驗 

Ø 專業能力:一個技術或專業領域中的權

威,具專門知識或技術的領導地位 

Ø 超群權威:全國或國際公認的權威 

17.自我控制 

耐力 

抗壓性 

保持冷靜的能

力 

Ø 遭受誘惑,阻力,敵意,壓力時,可以保

持冷靜,抑制負面情緒及行動 

Ø 不容易被激怒而情緒失控 

Ø 在壓力下可以控制情緒並採取行動面

對問題來處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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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 其他參考名稱 行為描述 

18.自信心 

獨立自主 

強烈自我概念 

願意承擔責任 

Ø 相信自己具備完成某項任務的能力 

Ø 對具挑戰性的任務感到興奮,願意承擔

額外的責任. 

Ø 願意承擔責任不會把失敗歸咎給他人

或是環境. 

Ø 對他人坦承自己的錯誤並採取行動解

決問題 

19.組織承諾 
使命感 

忠誠度 

Ø 積極支持組織任務與目標, 願意以組

織的需求或目標來調整個人的行為. 

Ø 把組織的需求優先於個人需求,願意為

組織長期利益,犧牲個人短期利益 

20.彈性 

適應力 

改變的能力 

保持客觀的能

力 

Ø 在不同環境下或不同團體中可以依照

情況需求來應變,迅速改變做事的方式 

Ø 可以改變個人的行為或方式以因應情

況上的需要 

Ø 可以依照個別情況,彈性使用規則或程

序,以達成組織更大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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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能模式發展流程 

設計職能的研究方法：可以使用效標樣本(criterion samples)的古典研究來設

計或是修正古典研究方法的專家協助短期研究來設計。  

(一) 古典職能研究設計的步驟 

Ø 第一步:定義績效標準。 

Ø 第二步:確認效標樣本。 

Ø 第三步:蒐集資料。 

Ø 第四步:分析資料、發展職能模式。 

Ø 第五步:驗證職能模式的有效性 

Ø 第六步:準備應用該工作職能模式。 

每個步驟分別說明如下: 

1. 第一步：定義績效標準 

職能研究最重要的步驟就是確認標準或評估方式，以界定出

所研究職務的傑出績效與一般績效。理想上的評估方式為評

量『具體的』的產出成果，諸如業務經理的業績或獲利資料、

科學研究人員的專利成果與出版品等。另外具競爭性的模擬

狀況也可以作為績效的標準，比方說，由各軍事單位參與高

度真實的戰爭演練，不斷在模擬中戰勝的單位領導人就可以

視為傑出軍官。但是如果具體之效標無法取得，則上司、同

事、部屬或顧客所提議之評估項目或評分也可以加以運用。

研究顯示同事所給之標準評分具有高度之有效性，也就是說

他們的評分可以預估具體的績效。  

為某項工作定義績效標準（而且是正確的績效標準）極為重

要。傑出績效者之職能模式，就是甄選這些人時所使用的標

準，如果使用錯誤的標準，比方說，以個人受歡迎的程度而

非績效為主，則模式也將會因此而找出錯誤的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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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1     績效標準 ‧具體資料：業績、獲利、生產力評估結果 

‧直屬主管所提出之評估項目 

‧同事所給的評分 

‧屬下所給的評分（如管理風格、工作士氣） 

‧顧客所給的評分 

確認 

 

 

2     效標樣本 ‧傑出表現者 

‧一般表現者 

 

3     蒐集資料 

 

 
 
行為事例訪談      專家 

 
 
確認 

 

 
 
   調查360度     專家系統        觀察 

評量         資料庫 

4 工作任務 

職能要求 

 

 

‧各人需完成之工作要求 

‧勝任者之特色：『工作才能模式』 

5 驗證職能 

之有效性 

‧行為事例訪談 

‧測驗                      第二個效標 

‧評量中心評分結果 

6        應用 ‧甄選 

‧訓練 

‧專業發展 

‧績效評估 

‧接班人計劃 

‧評估訓練、專業發展計劃 

 

圖 2-4-2   古典職能研究流程(Spencer&Spenc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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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步：確認效標樣本 

真正優秀員工是在具體效標上表現傑出，而且讓老闆覺得前

途看好，同時受到同事、部屬與顧客的歡迎與尊敬。理想上，

每個工作的研究樣本都應該包含至少 20個對象：12名傑出

表現者與 8名一般表現者。這個數字足以做簡單的能力假設

統計檢驗（像是傑出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能力等級平均值差

異之Ｔ檢驗、Ｘ、多變量分析或區別函數分析）。規模更小、

不做統計分析的樣本（如６個傑出表現者與３位一般表現

者），則可以提供寶貴之質化資料，讓我們瞭解某組織所要

求的能力為何，比方說在某個特定工作上，影響力這項能力

的作用為何。工作職能研究的法則是『我們從超級明星身上

學到的東西最多。』 

3. 第三步：蒐集資料 

蒐集資料的方式會因使用的能力模式而有所不同。發展古典

的能力模式時會使用到六種資料蒐集來源和方法：(1)行為事

例訪談；(2)專家協助；(3)調查；(4)能力模式資料庫的『專

家系統』；(5)工作功能／任務分析。以下將描述每項資料蒐

集方式、其優點與缺點。 

(1) 行為事例訪談。 

傑出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都接受使用深度的『行為事例

訪談』，這個訪談技巧是由大衛‧麥克利(David C. 

McClelland)所發展，他是哈佛大學心理系教授，也是

McBer and Company的創始人。研究人員詢問受訪者所

面臨過最重要情況時，可以得知該工作最重要的技巧和

能力。受訪者可以提供生動的『短故事』，敘述當時如

何處理最艱難、最重要的工作，並且在敘述的過程中，

透露該工作最重要的能力。 

行為事例訪談的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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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實證訪談過程所確認的工作才能，超越其他資料蒐集

方法所產生的能力，也與它們有所不同。行為實例訪

談資料可以證實其他方法所產生的能力假設是否正

確，並發現新的能力。 

Ø 準確知道受訪者如何表達他們的工作才能。 

Ø 歸納出通則。行為事例訪談可以精確顯示傑出的表現

者，如何處理特定的工作任務或困難。   

Ø 為評估、訓練與生涯規劃準備資料。行為事例訪談可

為有效率與無效率的工作行為提供特定的敘述，這些

資料可以教導其他人在工作崗位上，那些事該做、那

些不該做。眾多訪談所產生的『副產品』就是生動的

短故事，我們可以將各種工作情況與問題發展成相關

的案例研究，提供訓練課程模擬與角色扮演的題材，

受訪者也可以規劃自己的事業發展，並且預測何時、

何地、以及如何學到關鍵能力。 

行為事例訪談的缺點 

Ø 完整的一個行為事例訪談需要花上一個人一整天的

時間：一個半至兩個小時做訪談，加上３個小時分析。  

Ø 訪問者必須受到訓練，並能完成精準的判斷，接受他

人的建議，使蒐集到的資料品質更好。 

Ø 由於行為事例訪談只側重重要的工作事件，所以蒐集

資料時可能疏忽較不重要，但卻相關的工作面向。 

Ø 分析很多工作可能不切實際。所花時間、支出與專業

能力訓練的成本很高，所以分析大量的工作內容較不

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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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家協助。 

邀請一群專家，請他們腦力激盪，決定哪些是完成工作

任務（最低要求、工作等級）與傑出表現者的特色。 

這些專家可能是研究對象的直屬主管、該工作的超級明

星或外部專家，也可能是十分瞭解工作的人力資源專

家。（一般表現之在職者不應包含在專家之列，因為在

定義上，他們並不知道傑出表現者的條件。）專家會依

照各項特色對完成工作的重要性，做優先順序排列。 

專家協助的優點 

Ø 快速、有效蒐集到大量的寶貴資料。 

Ø 專家會對能力概念、評估方式與變項等有進一步的瞭

解，他們的參與可以協助大家對研究結果產生共識，

並支持研究結果。 

專家協助的缺點 

Ø 可能使用傳統或大家信以為真的價值。這些價值聽起

來很悅耳，也符合組織的傳統，但是卻無法預測能力

表現。  

Ø 專家因缺乏心理學或技術方面的字彙，所以忽略掉重

要的能力要素。  

  

(3) 調查。 

研究人員邀請專家與組織中的成員評鑑職能的項目（能

力或行為指標），對於工作績效表現上的重要性，與需

要該項能力的頻率等。 

調查一般只著重於特定的技巧，並且詢問問題如下： 

Ø 該技巧區分傑出與一般表現者的程度有多高。  

Ø 如果員工不具備該項能力，則任務失敗的機率有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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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要求新進員工具備該項特項是否合理。  

Ø 該項能力能否經由培養、學習而獲得。  

Ø 請依照表現特徵的重要性作排列， 

Ø 對傑出績效而言，哪些技巧／能力最為重要，  

設計能力調查項目的準則為 

Ø 依照某項工作的員工（而非工作任務）確認其行為或

特徵。 

Ø 提供簡短、簡單的敘述，不超過 100字。 

Ø 接受調查者應為工作的主管、傑出表現者，以及深入

瞭解該工作的外部（非任職於組織）專家。 

調查的優點 

Ø 這個研究方法可以協助研究人員快速蒐集充分的資

料進行統計分析，而且成本不會太高。研究人員可以

以有效率的方式，在不同時間研究多項的工作，找出

職能需求的趨勢。 

Ø 員工填寫調查表時，可提供所知，方便研究人員找出

共同結果。 

調查的缺點 

Ø 調查資料會受限於特定項目與概念，以至於設計調查

的人員經常忽略其他能力。 

Ø 調查無法確認出組織不同部門員工所表達的細微能

力差異， 

Ø 調查所蒐集到的資料無法突破傳統上信以為真的想

法，而且傳統想法並無法預測某項工作的績效。 

Ø 調查出的問卷內容可能效率不彰,無法真正對應到績

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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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腦『專家』系統。 

電腦化的專家系統可以向研究人員、主管或其他專家詢

問問題，這些問題是以先前研究所確認出的能力為基

礎，因此專家系統可以管理分析過程，提供一般與傑出

工作績效所需能力的詳細描述。 

專家系統的優點 

Ø 取得資料方便。資料庫儲存了好幾百種能力的研究結

果，可以與其他資料蒐集方法所提出的能力作比較，

應證是否能反應實際狀況。  

Ø 效率。專家系統擔任『聰明』問卷的角色，可以快速

將問題焦中到與分析工作相關的主題，不需像調查一

樣，必須讓所有人回答所有問題。 

Ø 生產力高。專家系統分析可以在一個小時內，產生其

他能力研究方法花數天或數週才能產生的分析，專家

系統也不需訓練精良的專家，所以可以省下所需時間

與成本。 

專家系統的缺點 

Ø 資料必須具備準確的回覆才有價值。也就是說，專家

系統如果獲得的回覆是『垃圾』，則分析結果也是『垃

圾』。不論是專家、調查或其他資料來源都會有這個

問題，但是電腦專家系統在使用上如果沒有妥善的監

督，遭受這項問題困擾的可能性最高。 

Ø 這項方法可能會忽略掉不存在於資料庫的特殊能

力。專家系統就像問卷一樣，只能找出原先設定好的

那些能力，無法發掘新的能力，或已知能力中組織相

關的細微差異。 

Ø 系統軟體與硬體的價格可能非常昂貴。 

 



 55 

(5) 工作任務／功能分析。 

員工或觀察者在特定一段時間內，將工作任務、功能或

行動詳細列出來。資料收集的方法是書面問卷、時間記

錄表、個人或團體訪談、直接談話等。工作任務／功能

分析可以檢查行為事例訪談所得的證據是否正確，如果

有項工作任務沒有顯現於行為事例訪談資料中，後續的

行為事例訪談就可以詢問有關該任務的問題。 

工作任務／功能分析的優點 

Ø 在工作設計、薪資分析還有相關的能力分析上，可以

產生非常完整的工作分析。比方說，如果研究人員瞭

解某工作所需的特定任務內涵，就可以進而推論該工

作所需的認知技巧。 

Ø 提供符合『員工篩選序統一準則』的資料，有些人會

詮釋這些資料來取得工作任務頻率與重要性之類的

調查資訊。 

Ø 可以確認或進一步說明其他研究方法所蒐集到的資

料。 

工作任務／功能分析的缺點 

Ø 提供工作的特色，而非績效良好的員工特色。 

Ø 工作任務清單傾向於太過仔細，所以不切實際，沒有

區分出真正重要的任務與例行性的活動。 

 

4. 第四步：分析資料、發展能模式 

在此一步驟中，將各項來源與蒐集方法的資料加以分析，可

以確認區分傑出表現者與一般表現者的個性與技術能力，這

個過程稱為成立假設、主題分析或概念形成。首先，將傑出

與一般表現者的資料列出來，接著尋找當中的差異，包括動

機、技巧，以及其中一者具備但另一者卻不具備的能力。研

究方式有兩種，首先，任何符合能力字典定義的動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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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為都會編碼，第二，不屬於標準字典的主題會有所註明。

最後一項任務是發展出一個行為編碼書（codebook），專門形

容有關工作績效的能力。編碼書會定義每項能力與評分的標

準，並提供行為事例訪談過程裡，研究人員如何察覺每一項

能力。屬於 JND(just-noticeably-different;可觀察到之差

異)範圍之能力，即可以產生工作才能需求之精確定義。行為

編碼書就是某項工作的能力模式，該模式可以用來作為甄

選、訓練、績效評估、生涯規劃等之人力資源管理的應用。 

5.第五步：驗證能力模式的效度 

第四步所產生的能力模式可以由３種方式來確認其有效性。 

(1) 研究人員可以蒐集傑出與一般表現者於第二個效標樣

本之行為事例訪談資料，由當中的故事評分結果來判

斷，第一次研究的能力模式是否可以預測出第二個樣

本之傑出與一般表現者。這個方法稱為『同時效度複

核』(concurrent cross-validation)，亦即在同一時

間點上使用第一個效標之評分標準，來預測第二個效

標樣本之能力模式是否正確。 

(2) 研究人員可以設計測驗內容，來評估能力模式所描述

的能力，並用來測驗第二樣本中的傑出與一般表現

者。或者，主管與其他專業的觀察者也可以使用評分

表或Ｑ分類法（Q-sorts），來評定第二個樣本的能力。

如果能力模式與測驗或評分表都有效，則第二樣本中

的傑出表現者應該在測驗與評分表上獲得較高的分

數，這稱為『同時建構效度驗證』(concurrent 

construct validation)，意思是不同的建構或評估方

式（或能力測驗）可以在同一時間用來預測某些人的

表現。 

(3) 第三種確認能力模式是否有效的方法是，甄選（使用

測驗或行為事例訪談的資料）或訓練人員使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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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這些人在未來是否會表現得更好，這是最有力的

驗證方法，稱為『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

因為能力模式可以在研究人員預期之下預測員工的表

現如何。 

 

(二)簡短職能模式發展過程 

簡短職能模式發展過程步驟如下所述 （參照圖 2-4-3） 

Ø 第一步 召集專家 

Ø 第二步 選擇性的進行行為事例訪談 

Ø 第三步 分析資料 發展職能模式 

Ø 第四步 驗證職能模式的有效性 

1. 召集專家 

針對每一個目標職務先由人力資源專家、主管與現任之傑出

工作者來確認以下事項： 

(1) 重要職責：最重要的職務與責任、產品或服務成果。 

(2) 上述職責的成果評估方式，以找出工作崗位上傑出之

表現者。理想的評估標準為具體的成果，例如生產力

資料等。缺乏這類標準時，則可以使用主管、同事（如

果同事間有機會觀察到彼此的表現的話）、部屬（例如

組織氣候調查）或顧客的評分等。  

(3) 取得該份工作的職業生涯發展路徑（此項為選擇性的

條件）。 

(4) 員工從事該工作所需的能力.包含最基本之工作所需

之能力，以及較高工作等級所需之能力。專家成員也

可以設計能力需求問卷(CRQ)來調查，這項調查可以評

估某項特定工作在基本與傑出表現上所需要的能力。 

(5) 全體一同回答電腦『專家系統』所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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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家 A.確認(腦力激盪): 

  ‧工作            目前工作             未來工作 

    --責任感 

    --結果的評估(確認效標樣本) 

  ‧能力 

    --基本(最起碼的)能力狀況:重要，工作必備的能力 

  --傑出:區分傑出表現者的能力 

  ‧表現的障礙 

B.填寫工作才能需求問卷(CRQ) 

C.整體來看專家系統的問題(若有不同意見則需達成共識) 

2 進行行為 

事例訪談 

 

 

3. 資料分析 ‧在不同方法的矩陣上看分佈情況 

  能力    專家系統  CRQ    專家   行為事例訪談  摘要 

成就動機 

主動積極 

 

 

 

新能力1. 

       2. 

 

4. 效標驗證  

 

 

 

圖2-4-3 簡短的職能模式發展過程(Spencer&Spence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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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行為事例訪談（選擇性的） 

如果時間及資源皆許可的話，可以由專家訪談幾位該職務的

傑出在職者來確認專家所提出的職能，同時也可以獲得這些

職能行為的範例。行為事例訪談可以瞭解在不同組織文化與

環境下，各種職能的細微差異。  

 

3. 分析資料、發展職能模式 

專家、調查、專家系統與行為事例訪談所得的資料都需分

析，以確認哪些行為與人格特性可區分出一般表現與傑出表

現,也可以了解在職員工完成工作所需的條件。 

 

4. 驗證職能模式的有效性 

將所確認的職能作重要等級排列，如果傑出表現者的評分高

於一般表現者，則職能模式的有效性就可以加以確立。 

  

本研究衡量以上諸多方法之優缺點及對於連鎖服務業特性及店經理職

務的適用性之後，基於研究的有限時間及有限經費，以及著眼於實際可

運用於單一個案公司的應用考量，因此本研究決定採行 Spencer & 

Spencer(1993)提出的簡短式的工作才能評鑑法，來進行店經理核心職能模式的發

展，但為了補強專家意見能獲得進一步的確認，本研究在整合專家意見

及行為事例訪談後再運用 AHP(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為基礎的群組

決策方法來設計問卷調查，以確認核心職能的權重分配。 

本研究以扮演外界顧問的角色，協助個案公司發展店經理的核心職能，

並進而建立一套為發展【直營連鎖服務業】店經理核心職能模式的方式

與過程，以提供直營連鎖服務業作參考。另提供個案公司之店經理的核

心職能與一般職能項目，以作為未來建立店經理人才甄選流程、績效管

理、接班人計畫及店經理管理發展課程設計時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