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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環境工程人員共同的訓練需求 

 

能力模式結合組織的環境系絡、工作的任務需求與員工的能力需求，來評

估出組織各項職位訓練需求的優先策略，在建構環境工程部門人員的能力模式之

後，本節即以此能力模式為基礎，結合工作分析、深度訪談（包括行為事件訪談），

來發展出環境工程人員的訓練需求，本節先說明環境工程人員共同的能力需求與

訓練需求，下三節再分別說明承辦人員、基層主管與部門主管等三個層級人員個

別的能力需求與訓練需求。 

 

壹、環境系絡分析 

 

個案組織面對整個外在大環境的變遷，包括「精省」與中央政府職能與組

織的再造，以及「民間能做的，政府不做；地方能做的，中央不做」的政策引導，

已由第一線的工程建設與主導的角色，轉變為第二線的輔導縣市政府與代辦工程

專案管理的角色；未來整個環境工程部門也要轉型，原來的規劃設計與監造的業

務也將逐漸交由民間的顧問機構來辦理，所以環境工程部門人員的角色將逐漸由

專業的規劃設計人員，轉變為專業的工程專案管理人員，除了原有的基本設計專

業必須具備外，尚須接受新的角色訓練，也就是需要加強新的任務角色所需要具

備的能力，所以在專業技術能力上，除需具備「工程專業」、「電腦運用能力」等

兩項基本專業外，必須增加對於「專案管理」能力的培訓，以因應未來新的角色

之功能需求。 

 

貳、工作任務的分析 

 

未來環境工程部門的工作重點將由雨水下水道轉為污水下水道，工程的規

模與技術的介面與複雜度大幅提昇，所以，環境工程人員需要加強「瞭解業務最

新發展趨勢」，以提昇其專業能力的需求；再者，因應未來推動污水下水道建設

的任務，環境工程人員與組織內部其他業務單位的協調整合需求，與對於地方政

府、民眾、管線單位、工程顧問機構的互動與合作關係將更為密切，所以對於「團

隊合作精神」與「溝通協調」兩項人際能力的需求，將大幅提昇；第三，高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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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認為環境工程人員除需加強「工程專業」能力、與「協調不同意見」能力外，

亦特別強調對於所屬人員「責任感」、「積極主動」、「注重效率品質」與「危機管

理」等四項能力的培訓。以上環境工程人員所需具備「工程專業」、「電腦運用能

力」、「專案管理」、「瞭解業務最新發展趨勢」、「團隊合作精神」、「溝通協調」、「責

任感」、「積極主動」、「注重效率品質」與「危機管理」等十項共同能力，亦在訪

談與問卷調查中進一步獲得印證。 

 

參、三個層級人員對於共同能力的需求分析 

 

環境工程人員需要具備的十項共同能力中，專業技術技能包括「「工程專

業」、「電腦運用能力」、「專案管理」、「瞭解業務發展最新趨勢」、「注重效率品質」

與「危機管理」等六項能力，其中「工程專業」、「注重效率品質」與「危機管理」

等三項在問卷調查中同屬承辦人員與基層主管需注重之技術能力，另三項「專案

管理」、「電腦運用能力」與「瞭解業務發展最新趨勢」等三項技術能力在問卷調

查中則屬承辦人員應側重之專業能力。人際技能有兩項，包括「團隊合作精神」

與「溝通協調」，是高階主管認為在工程專業之外最需加強的能力，也是三個層

級人員一致認為有效推動工作之必備能力，特別是在基層主管與部門主管兩個層

級，因其日常業務在人際協調活動所佔比率較高：基層主管需整合所屬團隊成

員、部門主管需協調不同業務部門的專業認知，故其需加強此兩項人際能力的培

訓。兩項人格特質中，「責任感」是三個層級人員推動工作所必備的能力，特別

因為基層主管與部門主管作為所屬表率、更需注重此項能力的培訓，「積極主動」

更在基層主管訪談與問卷調查過程獲得驗證。以下對於環境工程人員共同需要具

備的十項能力，參照文獻與訪談加以說明如次： 

 

一、溝通協調 

能將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與整合，力求關係的和諧與共識的凝聚。未來污

水下水道建設更需要與地方政府、民眾與民間顧問機構發展夥伴的關係以有效推

動工作，設計部門與施工監造部門的互動聯繫與回饋，都需要加強溝通協調的能

力。 

 

二、團隊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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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鼓舞、激勵並引導團隊成員為共同目標而努力；持續發展並維持相互合作

的工作關係；建立團隊成員間的相互信任與認同感。污水下水道工程技術須組合

不同專業領域人才，需要跨專業與部門的相互支援。 

 

三、工程專業 

經由不斷學習強化與工作相關的工程知識與經驗。在各自本科專業能力的

充實與進深。 

 

四、責任感 

盡忠職守，努力完成工作目標與交付任務；主動發掘問題，誠實面對問題，

勇於承擔錯誤，不推諉。 

 

五、專案管理 

能夠在專案活動中運用特定管理功能或技巧、知識，以達成專案目標。這是

環境工程部門人員因應未來角色變化所需增加「工程專案管理者」的能力。 

 

六、電腦運用能力 

有效使用資訊設備以提昇工作的效能。 

 

七、注重效率品質 

能夠有效達成職務上的要求與遵守標準規範，並展現迅速確實的務實風格。 

 

八、危機管理 

能見微知著，建立良好的預測與反應機制，預防危機的發生，當危機發生時，

亦能快速反應與解決。面對工程環境的急遽變化與複雜，民眾對於公共工程施設

要求標準提高以及廠商權利意識高漲，對於危機與風險的管理，已不僅是高階主

管或部門主管應具備的重要能力，也是基層主管與承辦人員必須具備的能力，從

問卷調查與訪談中也發現承辦人員對於「危機管理」能力愈來愈重視的趨勢。 

 

九、積極主動 

對於工作表現出專注力與高度投入，即使面對逆境時，也能表現樂觀與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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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迅速從挫折中復原。問卷調查也發現基層主管對於「積極主動」能力相當重

視，在訪談過程中，本研究亦發現受訪的基層課長與分隊長中，大都具備此項能

力特質，再對照高階主管對於基層主管應具備能力圖像的認知（認為基層主管「承

上啟下」，對於業務推動非常重要），本研究觀察個案部門運作實況亦發現，基層

主管實為推動環境工程業務的樞紐，除需對業務熟稔外，亦需作為部門主管與承

辦人員的溝通管道，兼具溝通「人」與協調「事」，此亦相當程度地解釋了受訪

基層主管對於「積極主動」能力重視的原因。 

 

十、瞭解業務發展最新趨勢 

關注工作的特性與最新發展，能預測業務的變化趨勢，以預作準備，思考可

能的對應策略。 

 

 

肆、環境工程人員共同的訓練需求 

 

針對環境工程人員上述共同的能力需求，本研究進一步根據文獻資料、行為

事件訪談與深度訪談，發展出環境工程人員的共同訓練需求，每一項能力的訓練

需求包括「能力的定義」、「能力的內涵」與「有效的行為需求」三個部分，能力

的定義說明此項能力的意旨，能力的內涵包括此項能力的「態度」、「知識」與「技

能」等三個層面的需求，有效的行為需求描述產生績效的行為標準；並針對在實

際訪談的重要行為案例發展「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惟並非每一項能力均有此

參考案例。 

 

一、「溝通協調」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能將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整合，力求關係的和諧與共識

的凝聚。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需求：尊重、耐心、不預設立場。 

2.知識需求：瞭解意見歧異的原因與相關的法律規定與程序。 

3.技能需求：溝通技巧、意見分析與整合。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54 

1. 能認知他人的情勢與感覺。 

2. 能利用傾聽與觀察以瞭解他人的態度、觀點與需求。 

3. 能避免在不瞭解原委之前即妄下結論。 

4. 能以清楚明確的語言表達意見。 

5. 能仔細分析雙方不同立場的原因，委婉地讓對方瞭解並且力求達成共

識。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 這件工程在實際面對抗爭中，我採取了同理心設身處地去想，

也付諸行動展現誠意，例如利用夜間或例假日去拜訪他們，去取

得共識，讓抗爭的一方能對這項任務贊同… 』（D1） 

『… 有些事情透過先行的溝通，我們就先去看，先談完後，他們再

來簽，有些地方我們認為不妥當，他們就不簽了，雙方談完初步

有共識後他們才簽，避免沒有溝通直接公文往來浪費時間，也避

免因為行政程序造成的延誤… 』（C8） 

 

二、「團隊合作精神」的訓練需求 

（一） 能力的定義：能鼓舞、激勵並引導團隊成員為共同目標而努力；能

持續發展並維持相互合作的工作關係；能建立團隊成員間的相互信任

與認同感。 

（二） 能力的內涵 

1.態度需求：尊重、包容、鼓勵。 

2.知識需求：對團隊目標與工作流程清楚瞭解、激勵管理。 

3.技能需求：願景或目標描述、溝通協調。 

（三） 有效的行為需求 

1. 能懇請團隊成員提供意見與看法，協助作成特定的決策或計畫。 

2. 能不斷提供團隊成員有關團隊成果的最新訊息，分享所有相關或有用

的資訊。 

3. 能表達對團隊成員的正面期待。 

4. 能公開表達團隊成員的成就。 

5. 能鼓勵並給予團隊成員動力，使其感覺堅強與重要。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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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去完成這件工作，他們的工作態度讓

我很感動，但是後來案子沒有繼續發包讓我很難過… 』（C8） 

『… 白天我們沒有時間做，通常都利用下班或是週休二日的時間來

做，我們把資料慢慢彙整，過程參與的人很多，一直以本單位為

主軸來推動這個工作，本身除了要去參與討論外，也要做資料彙

整工作，所以其實單位裡同仁都很辛苦，不是說擔任本單位主管

要有使命感，而是要來本單位做事的人都要有使命感，而且隨便

加個班就超過三十小時，加班費仍須受限三十小時，大家也不計

較這些，就是要把事情做出來… 』（C1） 

 

三、「工程專業」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經由不斷學習強化與工作相關的工程知識與經驗。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需求：認真、專注的學習。 

2. 知識需求：對於工程本職學能的專精。 

3. 技能需求：學習的能力。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能不急功躁進，循規蹈矩地學習。 

2.能依從相關人員對於工作所給予的指導。 

3.有疑問之處，馬上尋求解決的方法或向他人詢問。 

4.對於他人的指導，必須確認自己已經充分瞭解。 

5.能不斷反覆執行工作流程或方法，並且針對問題加以修正。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 我們就去找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承辦人員，蒐尋他們

有關釋例條文與其對於條文的解釋，發函請他們解釋，依據我們

對於工程會的解釋制定辦法以後，再對廠商說明… 』（C10） 

 

四、「責任感」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能盡忠職守，努力完成工作目標與交付任務；主動發掘

問題，誠實面對問題，勇於承擔錯誤，不推諉。 

（二）能力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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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態度需求：認真、勤勉。 

2.知識需求：壓力管理、情緒管理。 

3.所需技能：組織能力、心平氣和。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願意承擔責任，全力以赴。 

2.能從錯誤中學習，分析自己的表現來瞭解失敗，以改善未來績效。 

3.能不將失敗合理化或歸咎於他人或環境。 

4.能積極追求工作的進步與績效突破。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 我的態度是遇到需要我承擔的事情就把它盡力完成，例如辦

理G廠的水力計算委由我負責時，就做出夠格的水力計算書… 』

（D5） 

『… 那時候大家都沒有經驗，又有時程的壓力，有時候白天沒有

問完，晚上繼續問連晚飯都沒吃，甚至有同事做到胃出血，又怕

被廠商牽著走，所以做得很辛苦，但是後來還是趕完了，盡了最

大的努力去完成這件工作… 』（C8） 

 

五、「專案管理」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能夠在專案活動中運用特定管理功能或技巧、知識，以

達成專案目標。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的需求：顧客導向、兼具效率與效能。 

2.知識的需求：對於工程生命週期、成本效益分析與相關法令與契約的

瞭解。 

3.技能需求：系統性思考、目標管理、組織資源的分析與規劃。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能瞭解達成符合時間、成本與資源限制內的特定要求目標。 

2.能在不同服務對象的利益與偏好間求取平衡。 

3.面對服務對象常變動的需求，能夠彈性調整原定的工作優先順序。 

4能持續致力於改進服務品質。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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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是包含設計、監造以及統包的專案管理，屬於監造的部

分，設計的部分如何與顧問公司取得範圍在那裡，這也是訓練時

所應強的重點… 』（C2） 

 

六、「電腦運用能力」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有效使用資訊設備以提昇工作的效能。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需求：順應潮流、學習新事務。 

2.知識需求：電腦基礎概念。 

3.技能需求：熟悉相關軟體應用。 

（三）有效行為需求：運用電腦程式以增進工作的品質與效率。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 在本單位裏與推動業務有關的電腦程式，約有百分之五十是本

人所撰寫，例如本單位承辦某地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其中水

理計算及集水面積計算等乃是運用本人撰寫之程式計算… 』（C4） 

『… 我使用電腦把功能計算的EXCEL檔做出來，現在也提供給需要

的同仁使用，後來做規劃的人也都使用這套檔案來做功能計算；只

要輸入基本資料，就可以把要需要的槽池尺寸算出來，這樣可以訂

出整個污水處理廠的面積及配置… 』（D6） 

 

七、「注重效率品質」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能夠有效達成職務上的要求與遵守標準規範，並展現迅

速確實的務實風格。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需求：專注於效能與精確。 

2.知識需求：完成工作的流程與規定。 

3.技能需求：品質管理、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導向。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瞭解工作的任務期待與關心維持品質準確的標準。 

2.能在限定時間內達成指派的工作目標。 

（四） 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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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看認為還是不行，顧問公司他不能反駁你，但是變成我

們講一下，他動一下，整個案子就拖很久，所以我們就製定標準的

作業手冊，製定一些技術規範，讓所有的設計顧客公司一開始就瞭

解我們的想法… 』（C1） 

 

八、「危機管理能力」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能見微知著，建立良好的預測與反應機制，預防危機的

發生，當危機發生時，亦能快速反應與解決。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需求：見微知著、事先預防。 

2.知識需求：瞭解組織內外情境變化與未來發展趨勢。 

3.技能需求：洞察力、危機評估、危機反應與矯正。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建立危機預警標準，以偵測危機的發生。 

2.危機發生時，在最短時間內整合有限資源以解決危機。 

3.事先對於可能發生的危機，提出因應作法。 

4.隨時注意組織內外環境變化趨勢與相關資訊。 

5.隨時謹慎面對任何問題。 

 

九、「積極主動」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對於工作表現出專注力與高度投入，即使面對逆境時，

也能表現樂觀與恆心，迅速從挫折中復原。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的需求：堅持、辨識契機。 

2.知識的需求：對於組織目標的瞭解。 

3.技能需求：資料的收集、彙整、研判分析。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當面對困難與障礙時也不放棄。 

2.瞭解與把握機會。 

3.超出工作要求的績效表現。 

4.事先準備面對一個尚未發生的特殊機會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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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 雖然用地應該地方政府辦好，可是接連三塊用地都有問題，所

以我們就比較主動的介入，就他們所提供的三塊用地中，我們主

動去挑選一塊可以用的地，然後去跟他們溝通… 』（D2） 

 

十、「瞭解業務發展最新趨勢」的訓練需求 

（一）能力的定義：關注工作的特性與最新發展，能預測業務的變化趨勢，

以預作準備，思考可能的對應策略。 

（二）能力的內涵 

1.態度的需求：主動積極、見微知著。 

2.知識的需求：業務基本知識與趨勢的相關資料。 

3.技能的需求：資料的收集、彙整、研判分析。 

（三）有效的行為需求 

1.時常注意最新的業務動態。 

2.時常收集相關客戶對於業務資訊的回饋。 

3.對於資訊來源正確與否的判斷力。 

（四）有效的行為參考案例 

『… 我們把統包稱為 D（設計）B（建造）O（操作），國外目前的趨

勢也是往這個方向走，所以應該我們走的方向沒有錯… 』（C1＊） 

『… A顧問在國外有很多的工程經驗，包括在規範的制定上，他有

相當豐富的履歷，所以他對於統包的作業方式，提供我們很多

paper，算是一位key man… 』（C10＊） 

 

伍、小結 

茲以表5.6來說明環境工程人員的共同訓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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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環境工程人員的共同訓練需求 

能力項目一 溝通協調 

能力定義 將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與整合，力求關係的和諧與共識的凝

聚。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尊重、耐心、不預設立場。 

2.知識需求：瞭解意見歧異的原因與相關法律規定或程序。 

3.技能需求：溝通技巧、意見分析與整合。 

有效的行為需求 1.能認知他人的情緒與感覺。 

2.能利用傾聽與觀察以瞭解他人的態度、觀點與需求。 

3.能避免不瞭解原委之前，即妄下結論。 

4.能以清楚明確的語言表達意見。 

5.能仔細分析雙方不同立場原因，委婉讓對方瞭解並力求達成

共識。 

能力項目二 團隊合作精神 

能力定義 能鼓舞、激勵並引導團隊成員為共同目標而努力；持續發展並

維持相互合作的工作關係；建立團隊成員間的相互信任與認同

感。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尊重、包容、鼓勵。 

2.知識需求：對團隊目標與工作流程清楚瞭解、激勵管理。 

3.技能需求：願景或目標描述、溝通協調。 

有效的行為需求 1.懇請團隊成員提供意見與看法，協助作成特定的決策或計畫。 

2.不斷提供團隊成員有關團隊成果的最新訊息，分享所有相關

或有用的資訊。 

3.表達對團隊成員的正面期待。 

4.公開表達團隊成員的成就。 

5.鼓勵並給予團隊成員動力，使其感覺堅強與重要。 

能力項目三 工程專業 

能力定義 經由不斷學習強化與工作相關的工程知識與經驗。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專注、認真學習。 

2.知識需求：對於工程本職學能的專精。 

3.技能需求：學習的能力。 

有效的行為需求 1.不急功躁進，循規蹈矩地學習。 

2.依從相關人員對於工作所給予的指導。 

3.有疑問之處，馬上尋求解決的方法或向他人詢問。 

4.對於他人的指導，必須確認自己已經充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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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不斷反覆執行工作流程或方法，並且針對問題加以修正。 

能力項目四 責任感 

能力定義 盡忠職守，努力完成工作目標與交付任務；主動發掘問題，誠

實面對問題，勇於承擔錯誤，不推諉。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認真、勤勉。 

2.知識需求：壓力管理、情緒管理。 

3.技能需求：組織能力、心平氣和 

有效的行為需求 1.願意承擔責任，全力以赴。 

2.從錯誤中學習，分析自己的表現來瞭解失敗，以改善未來績

效。 

3.不將失敗合理化或歸咎於他人或環境。 

4.積極追求工作的進步與績效突破。 

能力項目五 專案管理 

能力定義 能夠在專案活動中運用特定管理功能或技巧、知識，以達成專

案目標。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顧客導向、兼具效率與效能。 

2.知識需求：對於工程生命週期、成本效益分析與相關法令與

契約的瞭解。 

3.技能需求：系統性思考、目標管理、組織資源的分析與規劃。 

有效的行為需求 1.瞭解達成符合時間、成本與資源限制內的特定要求目標。 

2.在不同服務對象的利益與偏好間求取平衡。 

3.面對服務對象常變動的需求，能夠彈性調整原定的工作優先

順序。 

4.能持續致力於改進服務品質。 

能力項目六 電腦運用能力 

能力定義 有效使用資訊設備以提昇工作的效能。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順應潮流、學習新事務。 

2.知識需求：電腦基礎概念。 

3.技能需求：熟悉相關軟體應用。 

有效的行為需求 運用電腦程式以增進工作的品質與效率。 

能力項目七 注重效率品質 

能力定義 能夠有效達成職務上的要求與遵守標準規範，並展現迅速確實

的務實風格。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專注於效能與精確。 

2.知識需求： 完成工作的流程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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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能需求：品質管理、成本效益分析、結果導向。 

有效的行為需求 1.瞭解工作的任務期待與關心維持品質準確的標準。 

2.能在限定時間內達成指派的工作目標。 

 

能力項目八 危機管理 

能力定義 能見微知著，建立良好的預測與反應機制，預防危機的發生，

當危機發生時，亦能快速反應與解決。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見微知著、事先預防。 

2.知識需求：瞭解組織內外情境變化與未來發展趨勢。 

3.技能需求：洞察力、危機評估、危機反應與矯正。 

有效的行為需求 1.建立危機預警標準，以偵測危機的發生。 

2.危機發生時，在最短時間內整合有限資源以解決危機。 

3.事先對於可能發生的危機，提出因應作法。 

4.隨時注意組織內外環境變化趨勢與相關資訊。 

5.隨時謹慎面對任何問題。 

能力項目九 積極主動 

能力定義 對於工作表現出專注力與高度投入，即使面對逆境時，也能表

現樂觀與恆心，迅速從挫折中復原。 

能力內涵 1.態度認知：堅持、辨識契機。 

2.所需知識：對於組織目標的瞭解。 

3.所需技能：資料的收集、彙整、研判分析。 

有效的行為需求 1.當面對困難與障礙時也不放棄。 

2.瞭解與把握機會。 

3.超出工作要求的績效表現。 

4.事先準備面對一個尚未發生的特殊機會與問題。 

能力項目十 瞭解業務最新發展趨勢 

能力定義 關注工作的特性與最新發展，能預測業務的變化趨勢，以預作

準備，思考可能的對應策略。 

能力內涵 1.態度需求：主動積極、見微知著。 

2.知識需求：業務基本知識與趨勢等相關資料。 

3.技能需求：資料的收集、彙整、研判分析。 

有效的行為需求 1.時常注意最新的業務動態。 

2.時常收集相關客戶對於業務資訊的回饋。 

3.對於資訊來源正確與否的判斷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