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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在探討「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內

涵，同時藉由文獻分析及專家學者的看法，彙整出德菲法基本指標內

涵，並經三次德菲法專家群的共識，共同建構出一致性的「行政機關國

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項目，作為行政機關評估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

指標之參考依據。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經由文獻分析及採用三次德菲法問卷調查，取得專家群

對「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內涵項目共識。研究結果發

現： 

一、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內涵項目： 

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內涵項目，計五大部分，分別為：

⒈專業能力，包括有政治情勢的敏感度……等 21 項。⒉人際關係，包

括有與立法院、監察院委員（職員、黨團及助理等人員）互動聯絡關

係……等 10 項。⒊溝通談判，包括有認清形勢，正確評估雙方立

場……等 15 項。⒋情緒管理，包括有具有抗壓力……等 10 項。⒌工作

績效評估，包括有委請立法委員協助支持行政機關年度預算通過達 95%

以上……等 9 項。共 66 項內涵（如表 27）。 

 

表 27：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內涵項目 

五大部分 內 涵 項 目 
內涵項

目數量

專業能力 
1.政治情勢的敏感度、2.國會環境變化的洞悉

力、3.資料蒐整及分析能力、4.對事務邏輯判斷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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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5.適應環境能力、6.對首長企圖心之瞭

解、7.本單位組織架構、8.單位業管法令（包括

上級與名行單位等法令）、9.本機關業管事項、

通例及例外事項、10.立法院組織架構、11.立法

院組織法（國會五大改革法案）、12.立法院各委

員會組織法（國會五大改革法案）、13.立法院職

權行使法（國會五大改革法案）、14.立法院議事

規則（國會五大改革法案）、15.國會議事方式之

瞭解與運用、16.預算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建案

審查程序、17.院會、委員會的運作、18.黨團運

作（包括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台聯黨、無

黨）、19.政黨協商、20.公聽會及協調會協調及

辦理、21.對立法院次級團體的掌握 

人際關係 

1.與立法院、監察院委員（職員、黨團及助理等

人員）互動聯絡關係、2.對委員（職員、黨團及

助理等）背景的瞭解、3.與各部會行政機關主

管、國會連絡人及業務人員互動聯絡關係、4.對

行政機關近期業務重點的瞭解、5.與媒體記者互

動關係、6.人際關係網路的建立、7.主動積極服

務的熱誠、8.重視服務滿意度、9.國會連絡人與

立法院委員、職員及助理互動交往上，應讓人有

下列感覺（傾聽與回應能力、與人對談的親和

力、熱愛工作的責任感、謙虛有禮貌、誠懇務實

的態度、任勞任怨及獲得對方信賴等）、10.與服

務對象（委員、職員、黨團、助理、行政機關主

管及國會連絡人員）成為伙伴或發展良好私人情

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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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談判 

1.認清形勢，正確評估雙方立場、2.清楚表達的

主題、3.靈活運用軟性語句堅持立場、4.耐心及

體力（談判過程冗長）、5.清楚瞭解目標、利益

團體（利害關係人）及本身底線、6.要能讚揚少

於批評、7.專業知識、8.溝通談判中聯絡人，人

格特質部分應展現下列現象（有自信、誠懇篤

實、願意傾聽、能知己知彼、智巧（高度智慧、

掌握先機）及真心瞭解事務）、9.儘速回應結

果，但不一定代表答應、10.談判技巧（使用方法

上包括有：軟硬兼施、旁敲側擊及故佈疑陣

等）、11.溝通態度（包括笑臉、嘴甜、腰軟、關

心等態度）、12.善用非正式溝通（如聊天、耳

語、密會等）、13.選擇適合的話題、14.善用記

憶的功能、15.對於問題能明確給予解答，不含

糊、不推三阻四，忌油條而有效率 

15 

情緒管理 

1.具有抗壓力、2.幽默感、3.說話語言（語言訊

息）、4.情緒表達（說話表情及語氣）、5.肢體

語言（說話的動作）、6.運用同類性（相關的

事、物或人可供拉攏運用）、7.善解人意（具有

同理心）、8.相互尊重、9.控制自己情緒，而不

受陳情或談判現場情況影響、10.方針訂定（協調

前的情緒準備、可能藉生氣來改變現狀或結果） 

10 

工 作 

績效評估 

1.委請立法委員協助支持行政機關年度預算通過

達 95%以上、2.爭取立法委員諒解，撤銷預算刪減

（或凍結）提案或附帶決議達 95%以上、3.立法委

員（黨團、助理及立法院職員）肯定行政機關，

對請託事項處理得宜案件達 95%以上、4.委員請託

9 



－98－ 

案件（關切事務或資料提供），能立即或當日提

供及回應、5.行政機關長官要求，請委員能 100%

協助支持法案或政策過關、6.與各部會行政主管

及國會連絡人互動良好，能立即而迅速應委員請

託或單位長官要求提供正確訊息，協助解決問

題、7.與委員（黨團、助理及立法院職員）請託

者，建立深厚情誼，有利於取得委員質詢議題或

關切案件事項之核心內容、8.行政機關長官有近 9

成以上將請託案件交代聯絡人先行處理、9.應建

立國會連絡人對危機管理機制（突發事件的掌握

及處理），能圓滿處理者達 95%以上 

 

二、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內涵重要程度評定： 

  本研究依據第三回合德菲法問卷調查（專家群共識）結果，共分

五大部分，其重要程度依序為：⒈情緒管理（M=4.46）。⒉專業能力

（M=4.44）。⒊工作績效評估（M=4.41）。⒋人際關係及溝通談判（分

別均為 M=4.40）等，依據劉茂發、劉湘川（1993）所指出德菲法統計重

要性標準，重要性「高」者，平均數大於 4.5 以上，表示多數填答者評

定該項內涵為「非常重要」。重要性「中高」者，平均數大於 4

（含），表示多數填答者評定該項內涵為「重要」。重要性「中」者，

平均數大於 3 以上，表示多數填答者評定該項內涵為「無意見」。以上

顯示各大部分均為「中高」以上程度。 

其各項內涵重要程度項目為： 

（一）專業能力：計有 21 項內涵：分別有 11 項「非常重要」內涵、

10 項「重要」內涵，其平均數是介於 4.00 至 4.80 之間（如

表 21）。 

（二）人際關係：計有 10 項內涵：分別有 7 項「非常重要」內涵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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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重要」內涵，其平均數是介於平均數是介於 4.20 至 4.85

之間（如表 22）。 

（三）溝通談判：計有 15 項內涵：分別有 7 項「非常重要」內涵及

8 項「重要」內涵，其平均數是介於平均數是介於 4.10 至

4.70 之間（如表 23）。 

（四）情緒管理：計有 10 項內涵：分別有 4 項「非常重要」內涵及

6 項「重要」內涵，其平均數是介於平均數是介於 4.15 至

4.80 之間（如表 24）。 

（五）工作績效評估：計有 9 項內涵：分別有 2 項「非常重要」內

涵及 7 項「重要」內涵，其平均數是介於平均數是介於 4.20

至 4.60 之間（如表 25）。 

 

三、建構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 

行政機關國會絡人工作績效指標項目，是以三次德菲法問卷調查

結果，所得共識為：五大部分，共計 66 項，分別為： 

（一）專業能力項目（21 項）：⑴政治情勢的敏感度、⑵國會環境變

化的洞悉力、⑶資料蒐整及分析能力、⑷對事務邏輯判斷能力、⑸適應

環境能力、⑹對首長企圖心之瞭解、⑺本單位組織架構、⑻單位業管法

令（包括上級與名行單位等法令）、⑼本機關業管事項、通例及例外事

項、⑽立法院組織架構、⑾立法院組織法（國會五大改革法案）、⑿立

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國會五大改革法案）、⒀立法院職權行使法（國

會五大改革法案）、⒁立法院議事規則（國會五大改革法案）、⒂國會

議事方式之瞭解與運用、⒃預算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建案審查程序、

⒄院會、委員會的運作、⒅黨團運作（包括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

台聯黨、無黨）、⒆政黨協商、⒇公聽會及協調會協調及辦理、（21）

對立法院次級團體的掌握。 

（二）人際關係項目（10 項）：⑴與立法院、監察院委員（職員、黨

團及助理等人員）互動聯絡關係、⑵對委員（職員、黨團及助理等）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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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瞭解、⑶與各部會行政機關主管、國會連絡人及業務人員互動聯絡

關係、⑷對行政機關近期業務重點的瞭解、⑸與媒體記者互動關係、⑹

人際關係網路的建立、⑺主動積極服務的熱誠、⑻重視服務滿意度、⑼

國會連絡人與立法院委員、職員及助理互動交往上，應讓人有下列感覺

（傾聽與回應能力、與人對談的親和力、熱愛工作的責任感、謙虛有禮

貌、誠懇務實的態度、任勞任怨及獲得對方信賴等）、⑽與服務對象

（委員、職員、黨團、助理、行政機關主管及國會連絡人員）成為伙伴

或發展良好私人情誼。 

 

（三）溝通談判項目（15 項）：⑴認清形勢，正確評估雙方立場、⑵

清楚表達的主題、⑶靈活運用軟性語句堅持立場、⑷耐心及體力（談判

過程冗長）、⑸清楚瞭解目標、利益團體（利害關係人）及本身底線、

⑹要能讚揚少於批評、⑺專業知識、⑻溝通談判中聯絡人，人格特質部

分應展現下列現象（有自信、誠懇篤實、願意傾聽、能知己知彼、智巧

（高度智慧、掌握先機）及真心瞭解事務）、⑼儘速回應結果，但不一

定代表答應、⑽談判技巧（使用方法上包括有：軟硬兼施、旁敲側擊及

故佈疑陣等）、⑾溝通態度（包括笑臉、嘴甜、腰軟、關心等態度）、

⑿善用非正式溝通（如聊天、耳語、密會等）、⒀選擇適合的話題、⒁

善用記憶的功能、⒂對於問題能明確給予解答，不含糊、不推三阻四，

忌油條而有效率。 

 

（四）情緒管理項目（10 項）：⑴具有抗壓力、⑵幽默感、⑶說話語

言（語言訊息）、⑷情緒表達（說話表情及語氣）、⑸肢體語言（說話

的動作）、⑹運用同類性（相關的事、物或人可供拉攏運用）、⑺善解

人意（具有同理心）、⑻相互尊重、⑼控制自己情緒，而不受陳情或談

判現場情況影響、⑽方針訂定（協調前的情緒準備、可能藉生氣來改變

現狀或結果）。 

（五）工作績效評估項目（9 項）：⑴委請立法委員協助支持行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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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年度預算通過達 95%以上、⑵爭取立法委員諒解，撤銷預算刪減（或

凍結）提案或附帶決議達 95%以上、⑶立法委員（黨團、助理及立法院

職員）肯定行政機關，對請託事項處理得宜案件達 95%以上、⑷委員請

託案件（關切事務或資料提供），能立即或當日提供及回應、⑸行政機

關長官要求，請委員能 100%協助支持法案或政策過關、⑹與各部會行政

主管及國會連絡人互動良好，能立即而迅速應委員請託或單位長官要求

提供正確訊息，協助解決問題、⑺與委員（黨團、助理及立法院職員）

請託者，建立深厚情誼，有利於取得委員質詢議題或關切案件事項之核

心內容、⑻行政機關長官有近 9 成以上將請託案件交代聯絡人先行處

理、⑼應建立國會連絡人對危機管理機制（突發事件的掌握及處理），

能圓滿處理者達 95%以上。 

 

四、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驗證： 

      本研究經由文獻分析及邀請學者、資深國會主管，就所列國會連

絡人工作績效指標協助審查及提供意見，同時邀請現任及連任立法委員

以及長期從事國會連絡工作人員（助理、國會連絡人、媒體記者與立法

院職員等），提供對國會工作者所需具備工作績效指標的建議與看法，

並經三次德菲法反覆問卷調查結果，具體建構出「國會連絡人工作績

效」指標，可分為五大類，依序是： 

 

（一）情緒管理：情緒管理是國會連絡人從事「國會連絡工作」，首

先需要學習的第一門課程，也是最重要的項目，因為連絡人居間協調連

絡行政與立法兩機關相關的事務，其內容是包羅萬象的，而服務的項目

更是琳瑯滿目，包括：幫立法委員處理選民有問題的請託服務案、請行

政部門配合委員所提要求訂定相關政策……等；當然其中亦包括行政機

關長官要求事項，如：與立委聯繫建立情誼、請委員協助支持單位預

算、請委員支持通過機關法案……等，在這當中連絡人必須同時接受行

政與立法機關的壓力，然而這並不一定是獲得行政立法機關的諒解與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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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時甚至誤會連絡人是幫行政或立法機關說項，其間微妙的心境非

言語所能形容，正如「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的感覺。 

 

（二）專業能力：專業能力是國會連絡人進入「國會連絡工作」的第

二門課程，就是必須先行瞭解立法機關的相關法令，古人說：「工欲善

其事，必先利其器」，瞭解法令及規則，是進入國會工作的第一道門

檻，諸如：立法院組織架構、立法院組織法、立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

立法院議事規則、預算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件案審查程序、院會、委

員會的運作、黨團運作（包括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台聯黨及無黨

等）、政黨協商……等等，所以，連絡人在進入國會職場工作前，就必

須熟稔相關法規，同時瞭解其中奧妙，方可在國會運作過程中，如虎添

翼。 

 

（三）工作績效評估： 

      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主要是在於能夠協助行政機關年度預算編

列，獲國會支持順利過關，對單位來說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雖然本項

在專家群意見中排第三位，但至少對行政機關首長而言，這是國會連絡

人重要的表現項目，因為首長們認為畢竟這才是代表國會連絡人一年在

國會工作的明顯績效。 

 

（四）人際關係及溝通談判：人際關係及溝通談判雖是排在國會連絡

人從事「國會連絡工作」的第四項，但這兩項是需要長期耕耘的紮實工

作，非一蹴可幾，往往新進國會連絡人，想以最短時間內就與資深國會

連絡人並駕齊驅，其差別就在此中，分述如後： 

⒈人際關係：國會工作以人際關係的建立，最為辛苦，必須與國

會服務的對象長期互動，但這其中並不一定會獲得相關人員（包括委

員、職員、黨團及助理等）的支持、信任及認同，然而正式與非正式的

互動，是否就會為彼此互動帶來正面關係，結論是不確定的，因為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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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靠連絡人「專業」、「誠意」、「信任」及「同理心」去打動對

方，其互動才可能更近一步。 

⒉溝通談判：國會連絡工作其次要項是「溝通談判」，在國會連

絡工作中有許多事情，是要先行溝通瞭解，看彼此對事件爭議點的共識

是否一致，否則在談判中是無法接受雙方的意見，而導致談判結果是不

歡而散，甚至影響到雙方對彼此的信任。因此溝通談判是連絡人在國會

連絡工作中，居間協調談判事情的重要基本能力。 

 

第二節  問卷分析 

 

一、專家群（各類別）問卷分析對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的看法： 

        專家群各類別人員對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內涵均有不同面

向的看法，整體（各類別人員分項）來說，第一項：人際關係均為每位

專家群所最為重視的項目，因為人際關係的建立是可以處理許多國會事

務，且再事件發生之前就可以運作，使事情得以圓滿落幕。第二項：專

業能力及情緒管理，為國會連絡人於國會服務工作的工具，若連相關法

令都不清楚，則國會服務事項必遭責難，其次為情緒管理，本項是為國

會連絡人於國會服務工作的「基本功夫」，若連本身情緒都無法控制，

則亦造成與國會相關人員的意見衝突，使個人及單位受到指責。第三

項：溝通談判為國會連絡人擔任於國會工作居間協調服務案件的角色，

本項雖為第三項但確是為國會連絡人的「基本能力」，若協調不善溝通

不良，亦影響雙方對事件看法的圓滿度及信任度。第四項：工作績效評

估為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的最後一項，以上專家群（包括本身國會

工作的人員）均認為本項應排在最後一項，因為國會工作績效固然重

要，但是國會聯繫工作並非完全看在國會工作績效方面，而真正的國會

工作應在人際關係、專業能力及情緒管理中取得平衡點，雖專家群各類

別問卷分析結果與整體專家群意見彙整後有所差異，然其前二項大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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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僅前後順序有所不同），故專家群對「行政機關國會連絡人工

作績效」的意見整體上是差距不大的。 

 

二、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國會連絡扮演行政機關與國會之間的橋樑功能，因此國會連絡人

是行政機關推動法案、執行預算、協調政策、處理選民案件的重要窗

口。由於國內並無相關研究可資參考，因此筆者採用專門處理不確定

性、複雜性及爭議性較高的德菲法途徑，透過專家群意見形成共識，建

構出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指標。惟因筆者限於時間及能力，僅採用傳統

的德菲法，因此在使用上誠如本文第四章所述，因為缺乏面對面的溝通

或互動，使得參與者不易瞭解彼此透過溝通的想法，難以激盪出不同的

理念；再者，筆者在編製、分析、彙整問卷時，易產生偏差、誤導研究

成果，綜此，本研究僅能視為出探性研究尚待後續的研究者繼續輔以其

他量化或質化的研究方法，強化國會連絡人工作績效相關指標的信度與

效度，筆者亦相信此一議題的深入研究，對於行政機關與國會的正面互

動將有極重要的助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