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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核標準為公部門各項服務措施的最高指導原則，且得
獎機關為各政府機關標竿學習的對象，對此進行服務措施觀摩與學習，評估及規
劃機關之需求，擇選與分析其對組織管理之影響，因而獲取機關適切的學習對象，
有效挹注組織新動力及思維，型塑優質機關形象，以激發行政執行績效，一般行
政機關皆希冀贏得此獎勵，且針對政府服務品質獎亦有相關的研究，惟其研究鮮
少聚焦在以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與得獎的關係。基此，本研究試就以「交易型領導
風格」、「魅力型領導風格」及「轉換型領導風格」為評估指標，經由文獻資料分
析，進行研究對象訪談，收集比較資料分析，探討其與「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
之關係性。
經本研究深度訪談發現在「交易型領導風格」
，可區分成既定規制及超越規制
二類，此二類為過去文獻所尚未討論，而且因有超越規制性的存在，亦讓獲獎機
關的領導風格更傾向轉換型，形成與未得獎機關重大的差異，總歸來講得獎機關
基本上以「轉換型領導風格」為主要，其特別於交易類型展現超越規制風格，而
未得獎機關比較為傳統的「交易型領導風格」
，在「魅力型領導風格」的轉換不是
那麼明顯，故為非「轉換型領導風格」
。
透過研究者觀察及研究過程獲知，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成功案例，其非單一
因素條件足以成就，涉及機關內部資源多寡、上級機關重視程度、全體同仁之參
與、機關業務屬性等，前述諸多因素不必然全部成立，方能符合參獎成功條件，
惟其行政首長領導風格亦屬成功關鍵條件之一，但因本研究僅限於 4 個案比較，
未來應擴大調查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與機關得獎與否之關聯，以進一步確認因果，
並貢獻於現有文獻尚未深入討論的部分。

關鍵詞：政府服務品質獎、行政首長、交易型領導風格、魅力型領導風格、轉換
型領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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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of the "Government Service Quality Award" serv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or public governmental service. The recipient governmental units
are considered the role model of the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evaluation for the
award observe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learning,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analyzes the
impact on the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obtains the appropriate learning objec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nject new impetus and thinking into the organization, stimulate
the performance of administative performance. Governmental agencies wish to win this
award in general.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Government Service Quality Award” has
rare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ward’s recipient and the leadership style
in the recipient unit. This thesis aims to take on this task.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cases across various recipients of the “Government Service Quality Award,” and
distinguishs three types of leadership –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tyle” and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style.”

Wit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study considers that the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established regulatory style” and “beyond-regulatory
style”, which is an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second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is that the “beyond-regulatory style” relates more to the
“transformative leadership style,” which is more present in those award-winning
organiz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most of the awarded organizations possess the
“transforming leadership style” and the “beyond-regulatory” under the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In comparison, those that lost in the award competition mostly
possess the traditional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and more often failed to convert
themselves to adopt the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tyle,” thus they do not belong to the
“transforming leadership style.”

The study also informs researchers of the fact that multiple factors are involoved in
the evaluation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 Service Quality Award.” Successfully
earning the award requires many factors such as sufficient amount of institutional
resources of the candidates, attention from their respective supervising organizations,
employee particip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specialties, inter alia, whereas leadership
iv

style is one of the key conditions. Nevertheless, this study is limited to the comparsion
of four cases. A possibl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would be to expanding the sample
size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leadership style prevalent in the awarded organizations,
to examine causal relationships,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Keywords: government service quality award, executive head, 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style, charismatic leadership style, transformative eadership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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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研究動機
「政府服務品質獎」評核標準為公部門各項服務措施的最高指導原則，且得
獎機關為各政府機關標竿學習的對象，藉以進行服務措施觀摩與學習，評估及規
劃機關之需求，尋求適當的學習目標，並觀察及瞭解獲獎機關為民服務推動機制，
擇選與分析其對組織管理之影響，因而獲取機關適切的學習對象，有效挹注組織
新動力及思維，以型塑優質機關形象、激發行政執行績效，再者研究者從事公務
及目前任職於第一線服務機關研考人員，經辦及處理甚多公共服務之案件，倘使
案件處置妥適及服務合宜時，其產生優質的公共服務品質，具有呈現多面向性之
效應，並以研究者多年從事公務經驗綜合整理相關示例如：爭議案件理性溝通、
減低與民眾敵對關係、政策獲得民眾認同、擴大政府施政理念、提升政府行政效
率等。
由於現今人民對於政府行政效率、效能、服務品質等要求愈形高漲，如何有
效及時反映民眾之需求，為政府一直致力面對的課題，爰此行政院極力推動提升
服務品質政策，並於各規劃階段設計參獎計畫，鼓勵行政機關參與評比，藉以檢
視各項為民服務措施，有效提升服務滿意度，達到精進服務品質之功效；基此，
政府服務品質獎之評核項目：優質便民服務、資訊網路服務及創新加值服務等，
係屬政府推動為民服務之面向，各服務面向深化程度，亦與服務滿意度呈正向關
係，藉由行政機關檢視內部流程作業、塑造機關形象特質、確切回應外部民眾問
題、運用資通訊服務及創新服務措施等指標，有效推廣於各行政機關服務理念，
澈底改變公務人員服務信念，以獲取人民對於政府施政之支持與信任，致使公共
政策推動更臻完善與順利，發揮政策推行之宗旨，進而創造整體行政績效，遂以
提高國家競爭力。
端視原〈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之為民服務研究，相關著作僅述公共
服務之創新策略與評獎機制、跨機關服務整合、滿意度調查、整合政府服務專線
及人民陳情案件之機制等(國家發展委員會1網站，2017)，關注闡述國內外為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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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立法進度時程，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22 日施行，原「行政院
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併入「國家發展委員會」後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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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推動機制、本國業務推動執行成果與分析，然之後因應「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
案」
，其相關創新研究儼然蘊育而生，例如：張榮容(2012)〈我國績優行政機關創
新服務樣態之分析─以政府服務品質獎為例〉
、楊景雅(2013)〈我國績優行政機關
於創新服務中運用管理資訊系統之研究－以政府服務品質獎獲獎機關為例〉
、趙書
賢(2014)〈政府服務品質獎獲獎機關背景分析－以第一線服務機關為例〉
、謝富雄
(2015)〈我國公部門創新服務樣態之分析─以政府服務品質獎為例〉等，惟針對
行政首長領導風格對於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之關係性尚無實質著研。
復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台灣人文及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及〈台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等資訊網，檢索結果有關
行政首長(公務機關主管)領導風格相關研究議題頗為盛行，但唯一碩士論文：彭
佳雯(2014) 所著〈領導風格、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關係研究–以政府服務品質獎
為例〉
，內容聚焦之一有關領導風格與政府服務品質獎之關係，其餘尚無兩者相關
論述之文獻資料，然此研究針對第一屆至第五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為研究
對象，對於領導風格之研究部分，主要專注於其對組織創新及工作績效產生之影
響，並以「目標取向型」、「穩健保守型」、「體恤支持型」、「創新適應型」之領導
風格理論，對於得獎機關成員進行問卷調查並以量化工具分析，關於領導風格與
獲獎機會之關係尚未予以論及，況且對於「政府服務品質獎」之參獎，本著重於
行政首長之意願，其領導風格對於獲獎機會影響與否，綜觀前述鮮少文獻探討，
故本研究欲著重於探討行政首長之參獎意願與投入情形對於得獎之影響，並以研
究者彭佳雯論文為基本面向，進而探討首長領導風格與機關得獎之關聯性，實屬
為值得研究之議題，藉以提供爾後公部門參與服務品質的實務性參考。
本研究過程希冀聚焦在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及未獲獎機關，觀之
2016 年舉辦之第九屆「政府服務品質獎」，依其評獎實施計畫作業時程規定，於
106 年 5 月下旬期間，將評審結果報行政院核定，之後再予以公布，為讓研究工作
順利進行避免延滯，本研究以第八屆研究對象為主軸，相關文獻資料易於收集與
備全，且與之前一至七屆第一線服務機關評核標準差異甚微及因應首長異動問題，
故以第八屆參獎機關為研究對象深具代表性，另行重新思索及採以適合之領導風
格理論，藉由新研究架構探討詮釋首長領導風格對機關得獎之影響，以獲取本論
文主題之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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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為精進政府服務效能，有效提升國家競爭力，
「政府服務品質獎」實係為民服
務機關最高指導標竿，各得獎機關於服務措施竭盡趨於完善之際，透過行政首長
領導風格類型分析，提供機關首長多元管理方式，有助於擴展公部門之仿效，翻
轉民眾對政府機關之刻板印象。
本研究係以文獻分析法收集相關資料，利用領導風格類型進行個案分析，加
以藉由訪談法汲取更多資訊，綜整彙集研究分析結果，希冀從中獲取領導風格較
佳之管理型態，爰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整理我國「政府服務品質獎」獲獎機關之領導角色的相關文獻。
(二)分析比較得獎與未得獎機關之行政首長領導風格的異同。
(三)以領導風格類型評估與參獎機關得獎與否之關係。
(四)據以研究結果供作欲參獎的其他機關領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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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限制
一、研究範圍
行政院為極力推動「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
，於 1998 年辦理第一屆「行政
院服務品質獎」
，前階段臨櫃服務完善之際，賡續頒布「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
，
並於 2008 年舉辦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直至多元創新策略獲得成效後，於
2017 年函頒「政府服務躍升方案」設立「政府服務獎」
，各階段性任務完成後，依
序漸進推動新方案，共經歷 18 屆評獎作業，由於得獎及參獎機關甚多，本研究基
於研究主題適切性、文獻資料完整性、研究時間掌控性及代表性等，減少研究限
制之原因，方才符合現階段較適宜之選擇，爰採以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為
研究範圍。
二、研究限制
依據研究範圍本研究主題專注於「政府服務品質獎」
，截至第八屆參獎機關共
有 1,311 個，經評選公布獲獎機關總計 233 個，礙於研究時間、物力及人力所限，
無法對於前述全部機關進行調查與探討，且在此前未曾有相關研究文獻，探討行
政首長參獎意願等領導風格對得獎之關係，故本研究採以深度訪談方式，僅針對
第一線服務機關為研究主體，分別依得獎及未獲獎機關，以不同機關業務類型各
擇選 2 個，對此研究對象實為侷限。
再者由於本研究對象為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機關之行政首長，對於主
題探討其行政領導風格深具自我檢視及挑戰、次為首長公務繁忙不易接受訪談、
以及得獎與研究時間之落差，形成首長異動情形等諸多因素，造成擇選研究對象
相對困難及限制；另於未獲獎機關大部分賡續參獎，僅能先行排除現階段能得獎
機關，再加上前述之因素，其研究對象之擇選更為限縮及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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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我國「政府服務品質獎」背景及現況
一、
「政府服務品質獎」發展歷程
行政院為評核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績效，自1980年由研考會研擬「行政院
所屬各級機關推行為民服務工作考核與獎懲要點」2，至1989年行政院修正頒定「行
3

政院所屬各級機關加強為民服務工作」 ，而後參考國外先進國家作法及深化全面
品質管理知識，於1996年極力推動「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
，並至1998年辦理第
，參加評獎對象為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分為「整體獎」
、
一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
「個別獎」及「特別獎」三大類型，進而第二年研訂「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為民
服務不定期考核工作計畫」及評核標準4，迄至2007年辦理9屆「行政院服務品質
獎」
。
綜觀各機關臨櫃服務標準模式更致完善之際，行政院於 2007 年頒布「政府服
務創新精進方案」及「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之續階計畫，並於 2008 年
，參加評獎對象分為「第一線服務機關」及「服務
辦理第一屆「政府服務品質獎」
規劃機關」(特別獎)二大類型，為與時俱進更符合服務機關實際運行狀況，則透
過徵詢評審委員、主管機關及參獎機關之意見，進行整體研商檢討後，函發修正
政府服務品質評獎實施計畫及作業手冊，賡續辦理 2-9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之評核
作業，爰此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15 年致力促進「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
，
綜整其特點為妥善運用資通訊科技，以網路代替馬路，即使在家亦能予以完成申
辦、提供跨機關整合服務，單一窗口一次完成、與主動予以客製化服務及關心服
務到家等，藉由優質服務典範予以全面推廣。
結合前階段實施之「效率」
、
「品質」
、
「創新」
，於 2017 年函頒「政府服務躍
升方案」設立「政府服務獎」
，以「公平」
、
「參與」
、
「開放」新理念，推動全方位
躍升計畫，致使為民服務邁向新前瞻服務階段。
2
3

4

依據該要點每年評選出績優機關及人員，由行政院院長公開頒獎表揚。
本實施要點為辦理各級機關為民服務工作平時考核之起始，並以不定期方式，每年抽選基層服
務機關進行實地查核作業。
本規定各級主管機關逕向所屬不預警方式，進行服務績效抽測，並將其辦理情形每半年陳報行政
院研考會憑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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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執行概況
「政府服務品質獎」為參獎機關年度推動「政府服務創新精進方案」之執行
績效，其參獎規範依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實施計畫及作業手冊，訂定相關審核程
序、作業及標準，分別以「第一線服務機關」及「服務規劃機關」為評獎類型，
前者為業務與民眾直接且頻繁互動對應之機關，以民眾角色為著眼點，著重於「優
質便民服務」、「資訊網路服務」及「創新加值服務」之審核構面；然而後者指規
劃解決參獎機關及第一線服務機關之問題，以提供民眾更高品質服務，其主要重
點為「解決方法」及「實際效果」之評核項目。依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作
業期程詳如附錄 1，相關執行內容簡要說明如下：
(一)評核標準
對於不同行政首長之領導風格，其規劃及推動評核項目內容亦有所差異，故
產生之成效亦截然不同，例如：於既有法令規範，如何縮短服務流程、創新服務
措施、營造機關形象，創造便民服務措施等，爰因機關首長領導風格不同，則執
行面向與服務理念具有顯著差異性，亦產生不同服務作為，影響政府服務品質獎
評核之績效。
表 1-1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核標準表(1)
「第一線服務機關」評核內容

評核項目

評核指標
服務流程（200分）

優質便民服務(400 分)
機關形象及顧客關係（200分）
資訊提供及檢索服務（100分）
資訊網路服務(300 分)
線上服務及電子參與（200分）
創新加值服務(300 分)

創新服務情形（300分）

資料來源：網路檢索結果(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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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核標準表(2)
「服務規劃機關」評核內容

評核項目
解決方法 （300分）

評核指標
整合性解決方法（300分）
外部效益（500分）

實際效果 （700分）

內部效益（100分）
成本合理性（100分）

資料來源：網路檢索結果(2017)

(二)參獎機關評審結果
評審委員於審核過程依評核項目，提出許多優異點與不足之處，供作參獎機
關參考與提升精進作法，實屬難得的寶貴意見，茲就「第一線服務機關」而言，
第一，
「優質便民服務」部分，提供服務範圍極廣且精微、呈現垂直與橫向機關整
合成效等優點，尚有自我查核機制未落實、調整內(外)部顧客滿意度調查內容、
服務措施過於修飾而失基本功效、須不斷檢討改善流程設施等建議；第二，
「資訊
網路服務」方面，有資通訊服務日新月異求進步之優點，尚須優化網路服務內容、
建置整體服務品質系統、鼓勵擴散資訊發送管道、培育大數據分析人員、邁向智
慧科技型政府等建議；第三，
「創新加值服務」面向，形成標竿學習之效益、擴增
運用資訊網路創新措施等優點，尚須針對核心業務之功能性、未深入分析服務結
構族群等建議。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第一線服務機關及服務規劃機關，分別共計
107 個及 61 個，經行政院初審結果，入圍決審機關分別有 35 個及 14 個(如附錄
2)，最後評選決審得獎機關分別為 20 個及 10 個(如附錄 3)，依其業務別獲獎機關
以衛生醫療 8 個機關為最佳，次之為地政業務 4 個機關，再者稅務業務 2 個機關，
以及工商服務 2 個機關，接續分別為戶政業務、公營事業、生態保育、交通運輸
監理、警政海巡、文化社教育樂、民政業務、農業環保、社政業務、圖書檔案管
理、建管工務、勞政業務、關務業務、研究業務各 1 個機關等，綜上觀之，與歷
屆統計得獎績效(如附錄 4)顯著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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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服務品質獎」推動績效
自 1998 年迄至 2007 年辦理 9 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
，總共推薦 957 個參獎
機關、入圍實地評審 538 個機關，獲獎 307 個機關，獲獎率為 32.1%；賡續於 2008
年起迄 2016 年舉辦「政府服務品質獎」
，本研究統計 1-8 屆參獎機關共有 1,311
個，經評選得獎機關總計 233 個，歷經數年後參獎機關倍增，基此，各政府機關
積極參與提升為民服務政策，極力精進及推薦相關服務機關參獎。
綜整歷屆創新服務措施臚列之：第一，服務流程改造：主動提供申辦服務、
單一窗口服務、系統多元使用等；第二，專人全程服務：服務到家、全程標準作
業化等；第三，公私協力或異業結盟：結合民間團體、加入志、義工等；第四，
跨機關電子查驗：電子閘門、稽核認證等；第五，在地化特色服務：營造觀光資
源、突顯在地特色指標等；第六，其他創新服務策略：營造友善環境、顧客滿意
管理、智識服務、內部品質管控等，基此，據以提供眾多精進創新服務措施，作
為各機關標竿學習之典範。

8

第四節 研究流程及章節安排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流程安排，如圖 1-1 所示：
確立研究主題及動機

擬定研究目的

文獻回顧及理論架構

研究設計及方法

撰擬訪談大綱及進行
訪談作業

個案比較分析

結論及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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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節安排
本研究依據研究主題分成五章，茲就整體內容架構說明如下：
第一章導論，首先確立本研究主題及方向，根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擬定
研究範圍及其限制，並簡述我國「政府服務品質獎」背景及現況，藉由整體研究
流程及章節安排說明，以引導整篇文章之導讀。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檢閱「領導風格」與「政府服務品獎」相關論
文研究，深切瞭解現有文獻資料討論有關研究議題，以及關於前述相關論文有無
深入討論，以作為研究之主軸，進而針對領導風格部分，藉由文獻資料針對兩者
間有無相關討論與關係深究探討，並以文獻資料領導風格相關理論，作為本研究
之基礎架構。
第三章研究設計及方法，本文於進行探討領導風格與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關
係之主題，如何選擇 4 個案為研究對象，以及對個案情形的訪談研究之細節與設
計，並針對個案收集資料，對此所採取之方法包含文獻分析法及訪談研究法。
第四章個案領導風格之比較分析，檢討整體行政首長之領導風格，藉由 4 個
案試圖分析探討是否得獎機關行政首長的領導風格，確實與未獲獎機關的領導風
格顯著之差異。
第五章結論及建議，依所分析資料之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事項，供作欲
參獎機關領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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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及理論架構
第一節 相關文獻回顧
一、領導風格相關文獻
本節藉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及〈華藝線上圖書館〉等資訊網，
以簡易查詢方式取得相關文獻資料，對於行政首長(公務機關主管)領導風格相關研
究為數甚多，由於檢索結果所獲取之資料，大多數呈現為私部門相關議題，故本
研究採以行政組織與研究議題貼近之資料進行彙整參照，並擇選陳秉鈞(1982)等 9
篇論文為參考文獻，茲論述於下表 2-1 說明：
表 2-1 領導理論相關論文文獻
年度

研究者

1982

陳秉鈞

2004

陳連生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國 立 交 通 大 臺北電話局主 主張以有效領導方式、組織成員
學 管 理 研 究 管領導風格之 力 量 及 發 揮 高 績 效 之 組 織 目
所碩士論文 研究──員工 標，據此有效之領導風格實為達
所覺察的與理 成組織目標不可或缺之重要因
想中的主管領 素。
導風格之比較 本研究以工作期間、員工期間、
工作性質、服務年資及其覺察、
分析
理想主管領導風格進行比較、探
討員工所覺察的與理想中的主
管領導風格之差異，以作為管理
當局於職務調派、核派主管、意
見溝通、辦理職訓之參據，俾利
達到縮短主管與員工之距離，減
少雙方歧異，促進彼此之團結。
大 葉 大 學 事 領導風格與地 本研究以被領導者為中心，論及
業 經 營 研 究 方警政經營績 有效的領導取決於領導風格正
所碩士論文

效之研究─以 確性與否，並探討被領導者工作
臺中縣警察局 及內心完善程度，因此運用情境
為例
領導理論進行研究分析與警政
月刊調查績效報告兩者之差
異，結果驗證採用正確領導風
格，對於內部人員管理、執行績
效及緊急應變能力皆為影響，建
以此領導風格有利於機關之執
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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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0

研究者
劉文昇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國 立 臺 東 大 分駐（派出） 研究者採以「輔助關懷」
、
「創新
學 區 域 政 策 所所長領導風 願景」
、
「任務倡導」為領導風格
與 發 展 研 究 格與基層員警 研究構面，運用量化工具進行統
所碩士論文

工作士氣之研 計分析，並自製「領導風格量表」
究 - 以 臺 東 縣 提供受訪者填具，評計分數比率
警察局為例
愈高者則對所長領導風格認知
程度愈高，反之愈低，比率高低
為前列研究構面之排序。
對於工作士氣則以「工作意
願」
、
「群體精神」
、
「組織忠誠」
為研究構面，提供自製「工作士
氣量表」供受訪者填答，依評計
分數比率高低如前列研究構面
之排序。
因工作年資、婚姻狀況之差異對
領導風格認知感受，亦有顯著差
別；然而教育知識、工作年資不
同者，工作士氣呈現明顯差異；
此研究結果所長領導風格與員
警工作士氣具有互為正關係面
向。

2011

張建明

南 華 大 學 企 分駐（派出） 本研究對於領導風格採以「績效
業 管 理 系 管 所所長領導風 型」
、
「溝通型」及「轉換型」為
理 科 學 碩 博 格對員警工作 研究構面；另以「工作投入」
、
「組
士 班 碩 士 論 士氣及工作績 織認同」及「群體精神」為工作
文
效 影 響 之 研 士氣研究構面；再以「學習能
究—以嘉義縣 力」
、
「績效達成」及「團體和諧」
警察局為例
為工作績效研究構面。
針對研究對象採以問卷調查方
式彙集相關資料，經實證研究結
果：根據員警背景變項差異，對
於所長領導風格認知、員警工作
士氣、工作績效顯然存在不同，
對其研究變項相互之間深具影
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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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1

研究者
楊敏芳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國 立 彰 化 師 主管領導風格 本研究採以問卷調查法，研究結
範 大 學 商 業 對所屬員工工 論分成研究變項相互間有無明
教 育 學 系 碩 作壓力與工作 顯關係：
士論文

績效、離職傾
向關係之研究
-以彰化縣行
政機關為例

1.無明顯關係有：主管的領導風
格對員工的工作壓力。
2.有明顯關係為：主管的領導風
格對所屬員工的工作績效、主管
的領導風格對所屬員工的離職
傾向、員工工作壓力與工作績
效、員工工作壓力與離職傾向、
員工工作績效與離職傾向。

2011

梁清暉

元 智 大 學 經 公務機關主管 為創造優質公共服務，研究者進
營 管 理 碩 士 領導風格對員 行影響屬員績效之主管領導風
論文
工績效與工作 格與屬員工作滿意度為研究變
滿意度影響之 項，前者設定為自變數，後者設
研究

為依變數，針對研究對象採以問
卷調查法，並根據其背景基本資
料予以探討分析，研究結論分為
有無明顯影響關係如下：
1.有明顯正面影響為：民主式領
導風格對於屬員工作滿意度、自
動式領導風格與屬員工作績
效、工作滿意度對屬員工作績效
2.無明顯關係有：工作滿意度於
各背景基本資料(性別、年齡、
教育知識與工作年資)之間。

2014

彭佳雯

元 智 大 學 管 領導風格、組 本研究主要分成二部分論述：
理碩士論文 織學習與組織 1.針對政府服務品質獎評核構
創新之關係研 面之「創新加值服務」項目，以
究–以政府服 「 目 標 取 向 型 」、「 穩 健 保 守
務品質獎為例 型」
、
「體恤支持型」
、
「創新適應
型」領導風格類型，深究探討得
獎機關領導風格及組織學習對
其影響關係，研究者採以問卷調
查量化分析方式，取得研究結果
為組織創造能力、組織績效受於
領導風格與組織學習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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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研究者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2.依政府機關創新作為分為「新
的服務型態」、「跨機關整合服
務」、「技術選項(資訊科技)」、
「公私協力合作」
、
「新的服務傳
送系統」
、
「政策行銷」
、
「新的客
戶介面」及「法規鬆綁與修訂」
等八大類，按以比率高低為前列
創新類型之排序；其次得獎機關
尤以北部多於南部，東部及離島
地區僅於少數；再者第一線服務
機關與服務規劃機關主要服務
創新類型分別為「新的服務型
態」、「跨機關整合服務」，兩者
之差異，前者著重創新服務性、
後者則著重創新規劃性。

2014

呂政軒

國 立 虎 尾 科 領導風格、工 對於研究對象採用問卷調查方
技 大 學 經 營 作滿意度與組 式，並以量化工具驗證研究假
管 理 研 究 所 織承諾之相關 設，經分析得知研究結果：第
碩士論文
研 究 - 以 雲 林 一，獲取「整體領導風格」
、
「一
縣鄉鎮市公所 般工作滿意度」及「價值承諾」
為例
現況構面。第二，各背景基本資
料 (如年齡、工作年資等) 間之
差異對於「工作滿意度」
、
「組織
承諾」有明顯不同。第三，領導
風格與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
諾、工作滿意度與組織承諾，皆
呈現正面影響關係。第四，組織
承諾存在於領導風格及工作滿
意度之影響程度。

2015

尹澄智

元 智 大 學 管 公務機關主管 針對研究對象採取深度訪談方
理碩士論文 領導風格對職 式，藉由訪談過程深入探討領導
員工作績效影 風 格 對 於 工 作 績 效 之 影 響 關
響之研究
係，經分析獲得研究結論：
第一，多數基層主管以「魅力型
領導」
、
「轉換型領導」
、
「交易型
領導」方式治理公務。第二，領
導風格施展得宜，足以影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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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處理」
、
「解決問題」
、
「創新研
究」
、
「專業能力養成」之工作績
效。
綜上領導風格文獻內容觀之，對於涉及行政組織相關議題之探討，主要著重
探討與工作績效、工作士氣、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及組織承諾等之關係，僅彭
佳雯(2014)〈領導風格、組織學習與組織創新之關係研究–以政府服務品質獎為
例〉
，論及與組織學習、組織創新對「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之影響，相較本
研究探討領導風格對於獲獎機會影響與否具有顯著差異。
二、
「政府服務品質獎」相關文獻
自 2007 年行政院頒布「政府服務創新精進方案」
，並於 2008 年辦理第一屆「政
府服務品質獎」
，相關研究議題自始產生，在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及〈華藝線上圖書館〉等資訊網檢索結果，相關研究僅有張嘉惠(2009)、張榮容
(2012)、楊景雅(2013)、趙書賢(2014)、謝富雄(2015)以及前列彭佳雯(2014)等 6
篇，依尚未論述 5 篇論文於表 2-2 說明如下：
表 2-2 「政府服務品質獎」相關論文文獻
年度
2009

研究者
張嘉惠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銘 傳 大 學 公 公部門服務品 我國及各國政府直至以來極力
共 事 務 學 系 質考核制度之 推動提升公部門服務品質，本研
碩士論文
研究-以 97 年 究著力於 97 年實施「政府服務
台北市政府服 品質提升方案」之探討，並以當
務品質考核為 年台北市政府服務品質考核為
例

研究之個案。
本研究運用文獻資料分析法及
深度訪談法，得知研究結果:第
一，透過新制度健全考核機制，
並將原有服務措施更加深具質
性。第二，將機關人(首長特質、
承辦人異動性、激勵制度)、事
(服務項目之性質)、物(硬體設
備之周全)…等因素，逐一詳加
探討精進作法，致使提升考核及
服務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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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2

研究者
張榮容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東 海 大 學 行 我國績優行政 本研究鑑於「創新」為組織不可
政 管 理 暨 政 機關創新服務 或缺之延續動力，相關議題研究
策 學 系 碩 士 樣態之分析─ 私人企業為數甚多，行政機關亦
論文

以政府服務品 為其重要性，故予以進行相關研
質獎為例
究，並採以第一屆至第三屆「政
府服務品獎」得獎機關為研究對
象，主要運用文獻分析法及次級
資料分析法，相關研究結果得
知：第一，依第一線服務機關分
為「創新觀念」
、
「創新流程」
、
「創
新措施」
、
「創新結構」
、
「服務市
場」及「政令推廣形式」等 6 大
創新樣態，上列以創新流程為數
最多，「創新觀念」及「政令推
廣形式」較少。第二，獲獎機關
著重於創新為民服務、跨機關平
台共治、運用資訊科技方法、仿
效企業經營模式等，精進修正及
改善現有流程。

2013

楊景雅

東海大學行
政管理暨政
策學系碩士
論文

我國績優行政
機關於創新服
務中運用管理
資訊系統之研
究－以政府服
務品質獎獲獎

對於創新服務措施之精進方
式，以資訊系統管理技術為首
重，本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檢
視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參
獎申請書，並以深度訪談法及問
卷調查法，進行資料之蒐集與分

機關為例

析。
獲得研究結果：第一，政府機關
原於推動資訊化(如：辦公室自
動化系統、交易處 理 系統) 之
初，僅解決結構性或半結構化問
題，現今增加知識管理系統、地
理資訊系統和決策支援系統，然
對於非結構性系統亦鮮少使
用。第二，機關推動資訊管理系
統，所遭遇被侷限之問題，主因
為人(舊積習)、事(資料建立維
管)、物(經費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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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4

研究者
趙書賢

論文別

主題

重點摘要

淡 江 大 學 公 政府服務品質 有鑑於私部門推動服務品質之
共 行 政 學 系 獎獲獎機關背 績效，爰以「創新」與「服務品
公 共 政 策 碩 景分析 － 以 質」為研究構面，採用問卷調查
士論文

第一線服務機 法，經量化方法分析得知研究結
關為例
果：第一，政府服務品質獎參獎
機關得獎之因子，如：組織人員
參與程度、行政首長領導角色、
標竿學習情形、獎勵與輔導機
制、機關分布區域及成立時間
等。第二，依前項得獎要素建議
參獎機關全體人員積極參與，領
導者運用各項激勵機制，亦讓主
辦機關規劃制定公平考核評選
制度，藉此使有意願參加者更為
積極勠力。

2015

謝富雄

長榮大學高
階管理碩士
在 職 專 班
(EMBA) 碩 士

我國公部門創
新服務樣態之
分析─以政府
服務品質獎為

由於社會環境急遽變化，民眾對
於公部門服務之期待，已非舊體
制所能達成，必須日新月異「創
新服務」，本研究主要以文獻資

論文

例

料作為分析參據，得知研究結
果：彙整歸納得獎機關創新服務
含括六大類，分為創新觀念、創
新流程、創新措施、創新結構、
服務市場及政令推廣形式，上列
以創新流程為數最多。

由上述文獻可知，對於「政府服務品質獎」研究議題相當侷限，幾乎著重於
得獎機關相關創新服務之探討，與本研究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與「政府服務品質獎」
得獎之關係性，並含括與未獲獎機關之比較，實具相當區隔及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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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領導風格理論架構
國家機關組織之運作，依各機關不同屬性及因應與日俱增之民意需求，形成
機關首長領導方法顯之差異，如同治安機關係屬鎮暴止亂功能，應採統一指揮調
度；行政機關為處理例行公務及講求行政效率，宜以分層負責為主；軍事機關務
求國家安全及紀律管理，故而採取統馭為要；學術機關著重研究之專精，適宜採
自由意念方式，爰此權變作法方能完成機關任務，尤顯領導相關議題研究之重要
(湯絢章，1984)。
一、領導之意涵
湯絢章 (1984)認為領導乃以能發揮影響力程度多寡為衡量標準，亦指能使他
人行為順從其意思及其言行對眾人之影響為指標，所以成功之領導者，首要能獲
得部屬公認其為領袖，此信念係屬一種藝術，尚無原理原則可供遵循。
吳秉恩 (1986)主張領導即為二人以上，其中一人藉以影響其他人員達成目標
之過程，亦指長官對下屬之影響，或同本質之團體任何一人指導他人之行為，於
特有情境完成任務之歷程皆屬之。
蔡培村及武文瑛(2004)認為領導係指個人人格特質經與社會交互動態行為產
生影響，以賦有權力及謀略，以引領組織人員完成目標之行為。
R.Tannenbaum 及 F.Massarik(1957)認為領導以動態溝通程序，透過人員間交
互影響力，利用既定情勢並趨向特定目標之行為、O.Tead(1951)認為領導藉以影
響他人使其交互合作，共同達成其希望之目標及活動的力量、John R.P.French 及
Richard Snyder(1957)主張領導為團體中的人對其他人之社會影響，具有產生某
種權力程度的領導作用(張潤書，2009)。
張潤書(2009)主張領導係指如何使組織人員為完成共同目標而愉快工作的力
量，並運用各種領導方法，在團體交互行為過程，使部屬心悅臣服接受領導。
吳瓊恩(2013)界定領導為權力及影響力為基礎、強調目標價值及輔助者、著
重動態進程之團體發展，並以領導人特質、領導情境及領導的權變為研究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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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導之基礎
吳秉恩 (1986)認為正式職位賦予之職權，及非正式團體自然形成對同儕之影
響力，倘若其行為與組織目標趨於相同，對於組織儼然成為助益之價值。
J.R.French(1956)主張為五種領導基礎(張潤書，2009)：
(一)獎勵的權力(reward power)
具有提供他人獎賞及鼓勵的人，即具備領導作用，此獎勵不限於物資的抑或
精神的，需為對方認同接受領導，就能獲致獎勵，且所得之獎勵與其所期待相符，
方能發揮領導效果反之則減少。
(二)強制的權力(coercive power)
獨裁式領導採用強制權力懲罰部屬，以威嚇使人服從，似產生遏阻之效，係
為消極領導方式，惟此權力易使人感到受壓迫，因而予以反對，造成領導作用減
至最低，故使用需衡酌情勢謹慎採行。
(三)合法的權力(legitimate power)
合法權力來源不僅為法律明文，亦有正式或非正式團體之行為規範，並存在
於人們心中，擁有領導地位者皆屬有領導權，其基礎源自個人內心的價值、層級
節制之組織結構或團體組織型態、及依法授權予部屬等無形中接受其影響，例如：
家長的親權、長官的指揮權等。
(四)歸屬的權力(referent power)
團體中人員對某些人之瞻仰，與其擁有崇高道德、不凡氣質、個人獨特性，
即成為人員行為的典範，因而對其產生影響力，並具有領導地位，亦使人員趨於
認同，以其意見為之且不予以踰越，皆出自於本身之意願，無任何強迫之意，渾
然形成之力量。
(五)專家的權力(expert power)
係指權力的來自領導者專業智識、技術、才能、經驗、訓練等，具有超越眾
人、領先群雄，足以領率人員易為人所接受其影響，尤以專業性之機關，其為領
導之基礎，未具備此特長不足以領導組織人員；此權力相較於法定職權，更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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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形成領導作用。
除上述五項權力外，尚及 Raven＆W.Kruglanski「資訊的權力」 (information
power)-領導者持有具備價值之訊息，若受領導者欲為取得其資訊，基此提供者則
發揮其影響之力量、P.Hersey＆Marshall Goldsmith「關聯的權力」 (connection
power)(1979)-指領導者獲得組織內部更高權勢者之支持，其成員認為兩者具關聯
性，因而接受其影響力(林鍾沂，2005)。
三、領導與領導者之關係
「領導者」(leader)係賦有權力及謀略，以引領組織人員完成使命的人，全
面向領導者應備有八項領導行為 (ship)，第一，「組織」(organizing)核心代表
者，增進人員認同感、第二，「決策」(decision making)合理性，果決執行、第
三，
「授權」(delegating)部屬執行，並掌控決定權、第四，
「指揮」(directing)
命令與指導協助、第五，
「協調」(coordinating)統合性質差異之事(人)，趨動組
織同步運作、第六，
「激勵」(motivating)部屬及提升士氣，以致發揮無限潛力、
第七，
「評核」(evaluating)公正不徇私，依功獎賞、第八，
「創發」(initiating)
理念思維，促使組織革新，期許嶄新未來；另機關首長展現領導能力的條件，除
本身才能、智識、企圖心及處世態度因素外，尚含括其對環境之洞察力、在組織
體制擁有之職權程度、善用協調能力致使所屬人員趨於服從(蔡培村、武文瑛，
2004)。
四、領導效能
領導效能係指領導者憑藉以領導行為的具體投入，並經由整體動態過程與組
織交互作用，所蘊生而成之功效；領導效能指標係以領導者對受領導者及其他相
關人員的行為作用觀之、組織與團體能否完成任務及達成目標、及受領導者對領
導者的態度等為其評估標準( Gary Yukl 著、宋秋儀譯，2014)。
此外以特質論之領導效能指標為：承擔多重壓力的能力、影響他人之領導作
用能力、建置社會交互作用的能力、排除多樣性問題之能力、極力追尋目標之能
力等，對於行為論即指：領導者被接受程度、民主的領導方式、授權與信任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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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關懷員工之領導行為、團體成員互動之成效、組織目標執行之績效等，及情
境論主張為：成員工作滿足程度、屬員的行為動機、領導者的允諾信度、人員變
動之程度、組織任務之達成等(蔡培村、武文瑛，2004)。
五、領導風格類型
領導者之領導風格攸關組織運行之成功與失敗、穩定或不安、創新與守舊、
協同或分裂等之重要因素，相關領導風格理論為數眾多，爰依領導的發展歷程，
分為早期 1930 年代傳統領導理論、1970 年代間權變領導理論及 1980 年代以後現
代領導理論(蔡培村、武文瑛，2004、2013、吳瓊恩，2007、張潤書，2009)，茲
扼要擇選相關理論闡述如下：
(一)傳統領導理論—著重領導人特質、領導者權力支配方式及領導行為之研究
1、權力支配的領導方式—獨裁式(authoritarian)、放任式(laissez-faire)及民
主式(democratic)
(1)「獨裁式」 (authoritarian)之領導
首長決策制定之行使，絕無讓部屬參與機會，以強制方式使其接受命令，並
禁止其表達意見與看法，以致有功首長獨獲美名，然而有過歸咎部屬負責，更對
於部屬獎懲評核標準不一致，任憑自身喜好評定，自然與部屬關係相當疏離，無
法融入團體意志取得其向心力。
(2)「放任式」 (laisse-faire)之領導
此類型首長由部屬任意決定工作內容及準則，不自動干涉介入指導，部屬亦
能肆意修改執行決策，首長照本宣科完成例行事務，對於部屬未能施行激勵管理，
造成獎懲無法達成其功效，因此與屬員關係情感薄弱，不易凝聚組織內團體之力
量。
(3)「民主式」 (democratic)之領導
首長透過邀集部屬共議決策，非其一人獨攬權力，藉由會商討論方式指導部
屬，基此，集思廣益、廣納雅言，擇選適宜方案執行，按以績效論功行賞，避免
爭功諉過之情事，並明確訂定獎懲規範，以有效激發部屬潛力，爰與部屬關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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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緊密，發揮上令下達之成效。
2、俄亥俄州立大學領導之研究
於 1945 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學之 John K. Hemphill 與 Alvin E. Coons 採用「領
導行為描述問卷」(Leader behavior 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LBDQ)，以「倡
導結構」
、
「人員關懷」為領導行為基本面向，形成四種領導風格：第一，
「高結構
與高關懷」，係為領導者對於屬員及工作皆具相當重視及熱忱；第二，「高結構與
低關懷」
，指領導人在工作高度投入，參與各項細部執行事項，然對於部屬較少付
出關心；第三，「低結構與高關懷」，為領導人不積極了解工作內容，任由部屬自
行執行並不加干涉，但針對屬員予以高度關切；第四，「低結構與低關懷」，此領
導風格即領導者尊重屬員並在相互信賴下完成工作。綜上四種領導風格孰優孰劣，
目前尚無定論須視外在情境因素而言。
3、Robert R. Blake ＆ Jane S.Mouton 管理格道(Managerial grid)
本領導風格基本面向為「關懷產量」(production)及「關懷員工」(Concern for
people)分別設為 X 軸及 Y 軸，並於兩軸間劃定 1-9 格道，共形成五種領導風格：
第一，(1,1)管理類型—領導者對於產量與員工兩者都不關心，以消極方式完成任
務；第二，(1,9)管理類型—領導人不關心產量但極度關懷員工，滿足員工需求，
營造良好組織環境及達到工作績效；第三，(9,1)管理類型—領導者極度關心產量
而不關懷員工，排阻人員干擾問題，使工作更有效率；第四，(5,5)管理類型—領
導人於產量與員工皆為平衡關心，不偏任一極端，獲得組織應有的績效；第五，
(9,9)管理類型—指領導者產量級員工皆極度關心，本於相互信賴戮力完成組織使
命及目標。以上各類型之領導風格，僅適用於基層及中層管理人員，然對於高層
管理人決策行為涉及外在環境之因素，無法予以分析評論之。
(二)權變領導理論
由於傳統領導理論僅限於確定因素，尚未論及情境因素所造成之影響，因而
使領導人無法擇選適合的領導方式，爰形成 1970 年代間權變領導理論之興起，此
理論係指領導者於執行管理工作，針對領導行為之選擇，須顧及各項影響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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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方能產生領導效能，茲就相關論述如下：
1、John M.Ivancevich 情境因素說
艾凡雪維其（John M.Ivancevich）於著作〈組織行為與績效〉(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主張影響領導行為之四項情境因素：
(1)「管理者特性」 (managerial characteristics)，指領導者之才能、自信、
性格、需要、動機及先前經驗等，皆為影響領導行為之取向；
(2)「部屬的特性」(subordinate characteristics)，為屬員之自信、能力、個
性、需要、動機及先前經驗等，將影響領導者之領導行為與領導類型；
(3)「團體因素」 (group factors)，因團體發展階段、團體內部人員相互凝聚力
及團體的工作性質之不同，採取之領導行為與領導類型亦與有異；
(4)「組織因素」(organizational factors)，於組織內領導人支配權力之大小、
相關規範及策略的不同、相互間專業能力之程度及決策時間的限制，易產生不同
的領導行為與影響力。
綜上所述，絕無獨一最佳的領導類型，組織對於領導行為之取決，需具詳評
估各項情境因素，俾利擇選適當的領導行為，作為管理方法之原則，以有效達成
組織之成效。
2、F.E.Fiedler 權變領導理論
費德勒(F.E.Fiedler)於 1951 年提出權變領導理論(Contingency Leadership
Theory)，為此時期領導理論之先驅，認為領導者對於所領導之人員，應依自身需
要結構、特定之情境條件與影響所及程度，以權變方式完成工作成果，對此其主
張三種情境因素如下：
(1)「職位權力」(position power)，為職位所賦予之權力程度，必須視部屬接受
程度而定，領導者依其職位高低所擁有之權力大小不同，故其採用之領導行為亦
為有差異。
(2)「工作結構」(task structure)，指依員工工作任務之繁簡及可推測程度而定，
對於簡單、例行性及容易預測之業務性質，按照既定工作流程即可完成，則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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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部屬之影響力極為有限；反之，針對工作繁複且不確定目標性，無法以既有
方法及步驟執行，故須視不同環境因素，採以彈性運用領導行為，此領導人之領
導範圍較為廣泛。
(3)「領導者與部屬關係」(leader-member relation)，當領導人與屬員相互信任
且關係良好，對此領導行為趨於關心員工，然而於兩者關係不佳狀況，領導者不
容易得到員工主動合作，則領導者採以關心工作之領導行為。
以上所述，因視不同情境因素狀況，領導者以彈性方式採取適宜領導行為，
決定對於屬員之影響力，以及對於領導者有利之程度。
(三)現代領導理論
1、魅力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
魅力領導常與特質論被混為一談，前者指因個人特質外，須具備長期累積智
慧與能力之修練，非單一因素可形成，具多面向性條件，領導者具有獨特性之特
質，藉由激勵行為方式，致使部屬實行理念及意志之歷程，而後者係為個人與生
俱來，後天環境影響有限，兩者相較魅力領導涉及多層次面向，討論範圍較為廣
泛(蔡培村、武文瑛，2013)。
蔡培村、武文瑛(2013)認為魅力領導之特質為：第一，具備獨特生理要件，
指領導者擁有外在優越條件、個人突顯特色、善於表達行為等稱之；第二，擁有
沉著心理要件，包含：態度和藹、充滿信心、深思熟慮、處事周全等；第三，具
有優異能力要件，著重於處理業務之特殊專業能力。
黃昆輝、張德銳(2000)主張魅力型領導人具備相當自信能力，不囿於目前現
行狀況，及時察覺外在環境之變化，對於未來目標具有崇高願景，並藉由溝通能
力及非正統行為方式，以堅持理想願景之推行，故被視為改革者。
鞠德風(2008)認為魅力領導行為在於被領導者認同領導人目標、理想及願景
等，型塑及維持魅力之形象，領導者非以常規方式執行任務，鼓勵被領導者參與
創新，以激發潛力、激勵達成任務，滿足其最高層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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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型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交易型領導理論建立於交換互惠之基礎，其理念源自於巴納德(C.Barnard)的
貢獻滿足平衡理論，其互惠條件不僅為物質、權位及利益等之交易，尚包含精神、
關懷及成就等心理層面之交流，使屬員貢獻與所獲報酬呈現公平性，爰以領導者
界定屬員之角色，使成員獲得正確執行方向，運用制約性的刺激方式促使屬員努
力工作，對於價值判斷工作結果之改變。
依上所述，交易型領導理論構成要件為：第一，「介入管理」，藉由正面的獎
勵策略及負面的懲罰手段，兩者交互使用方式鞭策，以達成組織之目標；第二，
「界
定角色」，明確認定員工工作角色，適時予以人員信心，以驅使其作必要之努力；
第三，「刺激反應」，視員工表現情況而定，適時予以增強，當表現良好時使其更
加努力，倘若表現差則予以警惕；第四，
「達成任務」
，指強調達成組織任務結果，
而過程不重視員工心理感受。
3、轉換型領導(transforming leadership)
轉換型領導於 1978 年伯恩斯(J.Burns)著作〈領導〉最早論及，其理論源自
魅力型領導(charismatic leadership)與交易型領導(transactional leadership)
理論，此理論指領導者依據組織核心價值，訂定前瞻性目標、方針，致使成員得
以依循執行，並透過個人領導魅力，採以適當激勵方法，有效激發成員工作意願
並滿足其最高層次之需求，以達成組織之任務。
據上所述，轉換型領導理論尚有其構成要件為：第一，「價值依循」，依據組
織核心價值，訂定前瞻性目標、方針，致使成員得以依循執行；第二，
「領導魅力」
，
指領導者個人人格特質，為影響領導成功之重要因素；第三，「激勵策略」，領導
人採取有效激勵方法，以激發成員工作意願及團體士氣；第四，「高層次需求」，
轉換型領導之目的為人員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之轉變，滿足成員高層次之需求。
綜上各項領導理論，本研究採以現代領導理論之魅力型、交易型及轉換型領
導為研究構面(如表 2-3)，並依其各指標設計訪談大綱內容，透過訪談探求得獎與
未獲獎機關行政首長意向，進行分析訪談對象所具有之特徵，其對於「政府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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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獎」獲獎與否之關係。
表 2-3

魅力型、交易型及轉換型領導各項指標彙整表

類型
魅力型領導

交易型領導

轉換型領導

指標
個人魅力

✔

✔

沉著自信

✔

✔

溝通能力

✔

✔

獎懲分明

✔

✔

界定角色

✔

✔

刺激反應

✔

✔

✔

✔

任務導向

✔

前瞻願景

✔

✔

激勵策略

✔

✔

鼓勵參與

✔

✔

自我實現

✔

✔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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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及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及假設
一、研究架構
依據領導理論之研究構面
據領導理論之研究構面，採取各項領導指標特性，設計訪談問題綱要
設計訪談問題綱要，以
質性研究方式，針對研究對象
針對研究對象進行訪談作業，獲取相關研究資料，
，試圖探討得獎
機關於整體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與未獲獎機關中間之差異
領導風格與未獲獎機關中間之差異，藉此建立本研
藉此建立本研究架構。

魅力型領導

交易型領導

•個人魅力 前瞻願景
• 沉著自信 激勵策略
•溝通能力 鼓勵參與
•任務導向 自我實現

轉換型領導
•個人魅力
魅力
•沉著自信
沉著自信
•溝通能力
溝通能力
•獎懲分明
獎懲分明
•界定角色
界定角色
•刺激反應
刺激反應

• 獎懲分明
• 界定角色
• 刺激反應
• 任務導向

任務導向
前瞻願景
激勵策略
鼓勵參與
自我實現

評獎結果
• 得獎機關
圖 3-1

VS

未獲獎機關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二、研究假設
轉換型領導涵括魅力型與交易型領導特質
轉換型領導涵括魅力型與交易型領導特質，以及本身之特性，
，為全方位領導
理論，且根據文獻資料，
，應該得獎機關呈現較多為轉換型領導，未獲獎機關比較
未獲獎機關比較
屬於交易型領導，根據文獻歸納作為假設
根據文獻歸納作為假設，然是否如此需視實際個案
然是否如此需視實際個案檢視情形而
定，本文會依據訪談過程所收集之資料
依據訪談過程所收集之資料，再予以具詳論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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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社會科學研究運用演繹法與歸納法，產生「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
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之邏輯分類，前者使用標準化測量工具
將收集之資料進行統計分析，藉以檢驗研究者之理論假設，並利用量化(數據)方
式呈現其研究結果；後者採以自然情境方式與被研究者相互交流，對於社會現象
深化其經驗探討及思維與理念觀點，具以描述解釋研究結論(潘淑滿，2003)。
本研究探討行政首長領導風格對「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與否之影響，對此
為符合研究目的先行予以檢視文獻，深入瞭解與文獻資料之相關性，賡續擇採獲
獎及未得獎之行政首長為對象進行會晤訪談，針對受訪者領導風格逐項分析比對
得獎情形，以獲取研究結論及建議內容，故本次研究採「質性研究」之文獻回顧
法、少數個案比較研究法及訪談研究法，依其相關論述如下：
一、文獻回顧法
文獻回顧法係指藉由相關書籍、期刊、論文、報章雜誌及電子資訊等途徑，
廣羅研究範疇之資料，對於本研究領域之資料蒐集主要分成兩個面向：第一，依
理論基礎部分，進行探討行政領導相關理論；第二，依研究對象方面，整理「政
府服務品質獎」相關文獻，尤其以參獎之首長為研究標的，其對「政府服務品質
獎」得獎與否之影響；對此藉由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綜整分析建構本研究架構，
達成最終之研究目的。
二、少數個案比較研究法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係針對不同文化/社會/國
家之間相互比較其差異，或相仿組態間具有一致基礎方可為比較，然而此研究法
亦有部分侷限性，如相較於其他研究為耗費時間及金錢，且較不易進行等缺點，
故本研究亦囿於研究時間、經費及人力限制，爰採行少數個案比較研究，以呈現
議題研究結果。
本研究以行政首長領導風格為議題之研究個案，依「政府服務品質獎」分為
「第一線服務機關」及「服務規劃機關」二類評獎，採選第一線服務機關行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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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研究主體，係因研究者任職於第一線服務機關研考人員，對其評核構面及指
標與實務運用較為熟稔，且前者為直接面對民眾提供服務之機關，後者藉由提升
第一線服務機關作業機制以間接方式提供服務，兩者實具相當差異，然對於行政
部門滿意度之呈現，以第一線服務機關提供之服務措施，一般民眾較易直接反應
及感受，基於前述等因素與研究效益故予以採之。
就本研究對象之擇選方式，先行以電話聯繫方式詢問主辦課室人員，其首長
接受訪談意願及為該屆任職者，經過與大多數機關之聯繫，獲得單位回應與答覆，
同意與符合接受訪談機關微乎其微，究其因實為使整體評核嚴謹，其參獎審核過
程需費相當時間，致使研究時間面臨首長異動為數甚多，次之研究主題涉及首長
領導管理評析，以及行政首長公務繁忙，遭受多數首長婉拒訪談，再者於未得獎
機關之選擇，盡可能考量現階段未能得獎機關為擇選範圍，基於以上因素造成選
擇研究對象相對困難與侷限，故採行少數個案比較研究法，另在此向接受訪談之
機關首長致上謝意，讓本研究方能順利進行。
綜觀本研究有別於文獻資料之研究對象，不僅以得獎機關為之，更採用未獲
獎機關為比較對照，藉以彰顯行政首長領導風格之影響性，有效於機關組織運作，
發揮行政管理之成效，另因第九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審結果，須於 106 年 5
月下旬方能公布，為讓研究工作順利延續作業，故於進行多數標的中擇選對象，
分別以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得獎及未獲獎機關，依業務別
各擇選 2 個機關行政首長進行訪談，依前段方式擇選研究對象，藉由傳述參獎經
驗具詳描述其情境脈絡，彙整分析相關研究結論。
三、訪談研究法
訪談研究法係以相互對話方式進行為之，經由訪談以對於研究對象之認識，
就 Seidman(2006)認為藉由個人闡述經驗、行動之脈絡，創造新思維與理念，啟發
與認知多面向社會議題，故於著重訪談問題之設計，以引導受訪者充分表達意念
(蔡清田主編，2013)。
對於訪談問題掌控程度分成三大類型：第一，
「結構式的訪談」 (stru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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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依既定設計訪談問題詢答，有利確切收集相關資料，惟其採一致標
準化毫無彈性方式進行，易於缺漏部分當事人真意、第二，「半結構式的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按以訪談前設定問題大綱，於訪談過程無須依其
排序進行，亦得延伸相關研究問題，並對於特定議題採取開放態度，適宜深入取
得受訪者個人感受與經驗之研究動機、第三，
「無結構式的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係指於訪談前不須先行設計問題，對於研究者無法確切掌握問題，
所為進行之訪談方式，爰須增加訪談次數，方能收集完整研究資料 (潘淑滿，
2003)。
依照上列三種訪談方式，對於多數人以閉鎖勾選方式，採行結構式的訪談法，
相對於比較少數人之訪談，一般皆會採取開放半結構方式，對此本研究受訪者係
屬精英型領導人，於訪談前依評估指標事前設計訪談大綱，藉由訪談過程發掘問
題，並延伸相關研究議題內容，提供更開放的問題空間，讓研究對象暢談施政領
導理念，以有效達到研究目的，基此，本研究擇採半結構式訪談，以多方尋求議
題問題精進探討研究主題，收集彙整訪談相關資料，並進行個案比較分析，藉此
獲得研究結果。
首先分別以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得獎及未獲獎機關各 2
個機關首長進行訪談，按不同業務別、原任首長未異動及願意接受訪談等擇選條
件，且為使受訪者願意提供更正確意涵，以致於所獲取研究資料更準確，則以代
號 A1 機關、A2 機關、B1 機關及 B2 機關代表 4 個案名稱，並以行政首長為受訪對
象，訪談對象臚列如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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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類

型

訪談對象名單

機關代號

業 務 別

受訪對象

A1

衛生醫療

院 長

受訪時間
2017 年 5 月 23 日

得獎機關
(A)

下午 2:30～4:13
2017 年 6 月 5 日

A2

地

政

主 任

B1

農業環保

分局長

上午 10:15～11:47
2017 年 5 月 23 日

未獲獎機關
(B)

上午 10:12～11:00
2017 年 6 月 16 日

B2

稅

務

局 長

上午 10:17～11:14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按以魅力型、交易型及轉換型領導風格研究構面，依各項評估指標「獎懲分
明」、「界定角色」、「刺激反應」、「任務導向」、「前瞻願景」、「激勵策略」、「鼓勵
參與」
、
「自我實現」
、
「個人魅力」
、
「沉著自信」及「溝通能力」等研擬訪談題綱，
彈性運用訪談過程之問題，以充分瞭解研究標的參獎結果成敗，作為分析資料之
準據，茲就相關訪談題綱如下表 3-2。
表 3-2
訪

序號

訪談題綱
談

問

題

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作以及其
1
執行情形？
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必要的努
2
力？
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提升表現
3
或予以警惕？
4

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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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畫與任務
5
目標？
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率、提升
6
行政績效？
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做最後決
7
議並賦予執行？
8

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現？
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多魅力，

9
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
10
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分，請問
11
您給自己評幾分？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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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比較之案例背景說明
本研究以比較及質化方法進行探討，為相關議題無前例供參考，故採有限案
例作為研究標的，分別以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第一線服務機關得獎及未獲
獎機關各 2 個機關首長進行訪談，按不同業務別、原任首長未異動及願意接受訪
談等條件，擇選研究對象為代號 A1、A2、B1 及 B2 機關等 4 個案，依前列機關相
關背景資料，茲簡要說明如下：
一、A1 機關案例資料
(一)歷史沿革簡述
○○醫院地處偏遠且鄰近醫療資源極具缺乏，為使偏遠地區民眾就醫方便，
自 1949 年創設為「○○縣立○○醫院」
，更積極爭取經費，擴建硬體設施及充實
內部設備，於 1957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醫院○○分院」
，之後於 1961 年升格
為「臺灣省立○○醫院」
，陸續於 1999 年改隸於行政院衛生署，為因應 2013 年行
政院衛生署組織改造,配合正式改制更名為「衛生福利部○○醫院」
。
(二)機關為民服務項目
1、
「門診、急診、住院綜合型醫療業務」
2、
「偏鄉地區緊急醫療後送業務」
3、
「感染病症防治醫療業務」
4、
「急慢性精神醫療業務」
5、
「偏鄉多元長期照顧服務」
(三)「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特色—「○○醫院的重生 守護偏鄉的曙光」
A1 機關得獎最大特色是以醫院歷經○○風災且位處於偏鄉地區，針對偏鄉醫
院重生經歷過程為著眼，藉由平衡計分卡 BSC 策略績效管理，進行內部服務流程
改造，提升急重症醫療照護品質，建立偏遠地區長期照顧服務據點，明確界定區
域角色地位，深入社區關懷弱勢族群，發揮偏遠地區最大醫療功能，守護偏鄉民
眾的健康，翻轉對偏鄉醫療品質之觀感，讓民眾就地利之便，不再首選鄰近醫學
中心就醫，呈現與教學醫院的區隔，以達到為民服務之可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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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2 機關案例資料
(一)歷史沿革簡述
○○縣○○地政事務所成立於 1951 年，其辦公廳舍為日式建築物，經原址(現
已整編)改建，並於 1978 年正式啟用，亦為目前使用之辦公室，陸續於 1979 年擴
大組織編制，至 1981 年增設第三課室職掌平均地權及行政業務等，歷經縣政府於
1983 年成立新地政事務所，將原轄區 3 個鄉鎮，重新劃定為現有 2 鄉鎮，直至迄
今行政首長經歷 17 任主任，有關轄區基本資料統計，截至 2017 年 5 月份止，總
人口數總計 134,126 人，轄管總面積約計 12,087 公頃，土地共約 109,493 筆，建
物約為 25,927 棟。
(二)機關為民服務項目
1、土地及建物登記業務。
2、核發地籍謄本及相關資料。
3、未辦繼承土地及建物列管作業。
4、土地複丈及建物測量業務。
5、地籍圖重測業務。
6、地權及地用業務。
7、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作業。
(三)「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特色—「全心全意 感動幸福」
A2 機關得獎最大特色為推動甚多創新服務措施，茲就以下臚列，第一，
「全時
段彈性無休」，實施中午不打烊、下班預約延時、假日預約收件等；第二，「推動
跨域合作服務」
，查欠稅服務、地政扶助服務等；第三，
「主動出擊辦理」
，圖解重
劃區地籍圖複丈成果整合、早期農地重劃區都市計畫內之地籍圖重測；第四，
「行
動智慧通訊」，運用智慧型手機、平板等行動裝置，便利查詢土地位置等；第五，
辦理地籍清理與未辦繼承登記；第六，建置房地閒置土地活化地圖及生活圈資訊；
第七，提供地政行動列車、地政服務友善團及地政講師團等服務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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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1 機關案例資料
(一)歷史沿革簡述
自 1955 年成立，陸續政府為有效加強山坡地水土保持工作，以及山坡地保育
利用，1965 年改制於「台灣省農林廳山地農牧局第○工作處」
，為加速業務之推動，
於 1974 年進行裁撤整併工作處，續因原辦公廳舍已不敷使用，辦公室於 1982 年
遷至現址，為因應「山地農牧局」改制為「水土保持局」
，於 1989 年更名為「台
灣省政府農林廳水土保持局第○工程所」，機關首長「主任」職稱改為「所長」，
並增編總務室其餘維持原組織型態，接續因 1999 年精省則改隸更名為「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第○工程所」
，之後於 2008 年水土保持局組織調整，更名為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分局」
，原機關首長由「所長」職稱改為「分
局長」
，目前業務職掌分成規劃課、治理課、保育推廣課、農村營造課、行政室、
人事管理員、主計室等七課室。
(二)機關為民服務項目
主管業務為治山防災、野溪整治、流域綜合治理、土石流防治、山坡地保育
利用、崩塌地處理、農村景觀改善、農村營造人力培育、農村風貌型塑等。
(三)機關服務措施特色
B1 機關為民服務之特色為：第一，完善坡地水土保持工作，守護家園落實國
土復育；第二，興修農路便利農民改善生計；第三，不斷加強水土保持教育宣導，
深化民眾坡地保育知識；第四，全面性治山防災計畫，構建強防禦效能之防洪系
統；第五，加強平時防災應變演練，防患未然降低災害損失；第六，深化社區再
生培耕計畫，營造富麗農村等。
四、B2 機關案例資料
(一)歷史沿革簡述
○○局於日治時期稱為「○○稅務出張所」
，台灣光復後，改為「○○稅捐稽
徵處第一稽徵所」
，於 1950 年全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案實施，正式稱為：
「○○
稅捐稽徵處」
；另於 1992 年將營利事業所得稅、綜合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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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證券交易稅，移撥國稅局稽徵且相關業務人員亦同，僅負責印花稅、使
用牌照稅、土地增值稅、地價稅、營業稅、契稅、娛樂稅等之稽徵；2003 年營業
稅移撥國稅局自稽；於 2008 年配合地方制度法修正，機關更名為：
「○○政府稅
務局」
；因應 2012 年組織修編，現組織架構設有 7 科、3 室、3 分局，負責地方稅
務服務。
(二)機關為民服務項目
主管業務為辦理印花稅、使用牌照稅、土地增值稅、地價稅、契稅、娛樂稅、
房屋稅、特別稅之稅務服務，並設置全功能櫃臺服務，輔導民眾填寫申請書，提
供申辦查詢服務等。
(三)機關服務措施特色
B2 機關為民服務特色為：第一，提供離島及偏遠地區遠距視訊服務；第二，
行動租稅列車下鄉服務；第三，設置新住民客製化服務；第四，針對長者及身心
障礙民眾到府服務；第五，結合監理站、地政、戶政等跨機關合作；第六，設置
自助 e 化櫃臺；第七，各類文書結合 QR-code 智慧辦公；第八，設置電子書、銀
髮族…網頁專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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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案例領導風格比較分析
本研究採行「獎懲分明」、「界定角色」、「刺激反應」、「任務導向」等指標之
「交易型領導風格」
，因行政首長管理策略及手段的不同，亦發展為既定規制「交
易型領導風格」及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
，與「個人魅力」
、
「沉著自信」
、
「溝
通能力」、「任務導向」、「前瞻願景」、「激勵策略」、「鼓勵參與」、「自我實現」等
指標之「魅力型領導風格」
，以及前揭指標綜合，尤其具備超越「交易型領導風格」
，
則為「轉換型領導風格」
，以設計訪談題綱之訪談問題，並根據訪談內容文字稿(如
附錄 5)，分別進行分析得獎機關(A1、A2)、未得獎機關(B1、B2)之領導風格，詳
加研究者實地觀察與承辦單位談述所及相關參獎經驗，深入了解研究對象之領導
風格，以歸納獲取其得獎與未得獎機關領導風格之差異。
第一節 得獎機關領導風格分析
一、A1 機關領導風格分析
(一)「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交易型領導風格」係指藉由正反兩面之獎勵與懲罰方式，驅使屬員做必要
努力，並適時視員工表現情況予以增強，致使有效達成組織之目標；根據本次訪
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訪談提綱問題：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
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在既定的政策之獎勵措施，如書面嘉獎、記小功、記大功，為公
務人員的榮譽，另我們是公立醫院，有薪水及盈餘獎金，除榮譽上(精神上)
的鼓勵以外，給予實質上的獎勵；另外除個人鼓勵以外，還會給單位加點數，
由單位主管分發給同仁，授權給主管自己帶領，運用團隊或個人這兩種實質
獎勵措施，就精神層面公務人員記功、嘉獎當然同步進行。當然有一些處罰，
如果表現真的不好，考績會被打乙等，除非很少數非常惡劣，可能會被打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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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那證據要非常明確，一般情形比較少扣獎勵金，因為獎勵金是用來鼓舞
的。」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
必要的努力？
訪談重點內容：
「這五、六年來從一個大概不到 300 人的單位組織，到目前所有員工數
約有 560 人，扣除正式人員公保加勞保不到 90 個，所以大概有 470 人是勞工
人員，是醫院長期需聘用的人員，且目前將近 40-50 個為計畫性人員等；就
具備國考及格可以轉任公務人員，但現在政府部門對於職缺，都須要採開放
公平，即使要把這些人員變成正式公務人員，都要對外公布訊息，經過合理
公平的考試，這些人員對醫院內部熟悉，當然佔某些優勢，這亦是一種獎勵
措施；另外一種獎勵措施，因為將近 500-600 個員工，而才不到 80-90 個正
式人員，於是去年開始在勞保人員，設定某些程度的層級，譬如設計某些單
位主管，雖然是約用人員但有主管加給，在薪水方面給予實質的獎勵措施；
所以公務人員的精神鼓勵記嘉獎、小功，到年底考績獎金年終比較高，有時
採取某部分單月份給予獎勵金加點，大概就是這兩種方式。」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
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醫院推動 5-6 年的 BSC(平衡計分卡)，每一季會檢討一次，每次都
會選出前五名給予獎勵，對團隊來講有禮券、獎金，另外獎勵金在績效獎金
裡面，我們把前面五百六十幾個同仁，不是以科室方式分配，而以 23 個醫療
科加 3 個團隊，在團隊有急診團隊、門診團隊、住院團隊，23 科譬如神經內
科、神經外科、心臟科…，跨科室打散；以四個構面評估，績效面向到底有
沒有達到，顧客面向是不是對你的服務有滿意還是不滿意，流程面向那做的
時候是不是有設定好，學習面向我當然希望他們透過員工的進修程度，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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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技術或團隊的技術更好，透過這樣的鼓勵讓同仁互相比較，自我向上提
昇，讓那些表現不好，人家表現很好，讓他有壓力。」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
干涉？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醫院比較特別的是導入平衡計分卡之後，基本上就是要把行政、
醫師、醫療人員制度慢慢建立，雖然有政府服務品質獎的過程，因為公務機
關有時難免某部分公務人員的心態，把自己本位主義做好就好，但是就是要
慢慢去導向，當然對某些比較沒辦法配合的員工，透過這些紀錄、檢討，相
對他就會產生壓力，我們不會在第一次就採取處罰，一次又一次的紀錄，希
望他改善，我們會有一些員工的考核制度，不可能不予以干涉，我們有很重
要的醫療行為，不是完成一個公務任務而已，因為它跟民眾的生命是直接有
關。」
綜上 A1 機關於「交易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行政首長對於獎懲措施，
不僅運用書面記功及嘉獎鼓勵，更推動獎勵金制度，並授權單位主管權力，針對
處罰部分僅以考績制度評定，整體認為以精神及實質鼓勵方式同步進行；第二，
該組織正式公務員占員工數僅具鮮少比例，另於多數勞保員工設立層級，以作為
鼓勵升遷方法；第三，藉由平衡計分卡(BSC)之運作，檢討整體行政之推動情形，
讓表現不好或落後的員工，具有積極改善之壓力；第四，以漸進方式打破公務員
本位主義之心態，並採以督促員工執行職務、完成任務。
(二)「魅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魅力型領導風格」係指領導人具備相當自信能力，對於未來具有崇高願景，
藉由溝通及激勵方式，堅持推行理想之目標，並鼓勵被領導者參與創新，以激發
潛力達成任務，遂以滿足員工最高層次需求；根據本次訪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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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
畫與任務目標？
訪談重點內容：
「○○醫院是守住○○9 區的醫院，是○○市政府東○○唯一公立醫院，
就東○○具有戰略地位，當然○○市衛生局針對某些衛生所功能增強，但並
不能取代醫院角色，對於未來的期望、願景，當然希望我們這個東○○偏鄉
地區醫療守護神，對某些救命急重症，譬如說神經外科、血管外科或是腦中
風…等，積極的增進我們的角色，當然我公立醫院、我的使命、我要守護這
偏鄉 9 個區域醫療角色，尤其是急重症，可以受到照顧，守住我公務部門角
色，我又必須擔負醫院盈虧，讓員工可以領到一定的薪水，當然我就要發展
醫院，每年要推動的一些策略或某些要做的事情；另外未來就是長照 10 年、
長照 2.0，我們的理念就是必須把○○醫院，它是一個公務部門公立醫院的角
色，長照經營做給偏鄉這些長照私人機構一個典範，因為我這些民眾會有塑
立典範，政府對我的公部門給我期許，當然不像私立醫院純營利為目的，會
有一些公益形象在裡面，在這個組織未來的期望、願景，其實我們是以這樣
一個主軸，發展出我們的一個步驟。」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
率、提升行政績效？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每個月會有固定的績效，讓我在自己的工作以外，對醫院的其他
另外一個團隊會付出；平衡計分卡團隊是每一季的，我本身是屬於這個部門，
我另外一個小角色是屬於其他團隊的，那我每個月是這兩個(本身部門和團
隊)打當月的績效，可能在每一季可以得到一個額外的績效，這個績效可能不
是我在每個月績效，所以我會有一個基本的績效，在一個額外績效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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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
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訪談重點內容：
「同上 BSC(平衡計分卡)之運作。」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
現？
訪談重點內容：
「護理師或護士我們醫院花錢請他們去上課，培養變成所謂的專科護理
師，醫療有相對的很多這部分，讓他們進修、成長，所以這部份就非常明顯
的例子，因為依馬斯洛的理論來講，當然基本的物質需求是最需要的，但就
目前台灣這個醫療環境，所有的醫護人員付出很多，但是相對獲得是少的，
這也就是會有血汗醫院，所以當然員工有這樣一個基本的需求，為什麼我們
會有這些績效獎金、基本薪水，當然希望員工能夠得到，再來自我實現部份，
我們配合物質與精神激勵方式，所以設計某些制度，可以變成小組長、副
Leader、Leader 最高的層次，將來有機會在這組織越來越攀升，那你的自我
學習不錯，假設認為這個組織提供你一個實現的願望，那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將來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你，人的本性一定是實現他的理想以外，當然希望
物質生活可以愈來愈好，這是人的本性。」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
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在個人魅力我會打 7 分，因為想要做事的機關首長，一定不可能全部
的人都喜歡，當你要改變這個醫院的時候，一定有某些人會被改變，他被改
變後不一定利益會減少，但他的工作習慣要被改變，但是你不改變他，這整
個醫院不可能進步，所以就勢必要改變，又不能硬碰硬，會產生某些傷害，
怎麼讓傷害傷到最小，可能要某些的技巧、某些的手段，真的有疑慮的時候
就把這些幹部找來，他們會告訴我，最後決定者還是我，所有的過一定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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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第一個擔，所有的功勞一定要分給底下的人，他出任何事我一定是會扛在
身上，當然我或許會順這個機會教他，你將來怎麼做會比較好。」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個人魅力是比較困難，沉著、自信，我大概有 8 到 9 分。」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
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我的溝通能力是不錯，大概有 9 分，這種偏鄉型醫院溝通非常重要，
我們有醫生、護理人員、行政人員，有不同層次的人，那溝通的技巧都不一
樣，主要是我們醫護人員，我們的醫生同一科又來自不同的醫學中心、不同
領域，讓他在一個大架構之下，不要互相有衝突，那他們產生衝突的時候，
我怎樣溝通協調，讓他們不要產生太大歧見，這其實是內部一個最大要去溝
通，你如果可以把溝通的阻力愈少，醫院進步的速度愈快，如果花很多的時
間溝通，醫院的進步就會慢，甚至如果萬一處理得不好，不進更退了，很多
其他偏鄉型醫院會起起伏伏，大部分都出在這個問題。」
綜觀上述 A1 機關於「魅力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行政首長以守護偏
鄉民眾健康為使命，尤其對於偏鄉急重症病者皆能受到照顧，以及未來極力推動
長照 2.0 政策，希冀以公立醫院角色為私人長照機構塑立典範，進而積極精進服
務創造營收，惟堅信必須兼顧公益形象，展現弘遠之理想與願景；第二，運用每
月主管評核之績效，發放基本績效獎金，藉由 BSC(平衡計分卡)之推行，讓全體同
仁共同參與組織之運作，並於每季評定執行之績效，亦予以額外績效獎金，有效
激勵員工表現；第三，參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不僅竭力滿足員工基本物質
需求，更期許組織提供其經驗與學習機會，以達到自我實現之理想；第四，行政
首長除具有恭謙、沉著、自信及氣度之個人特質外，其深知己身角色須具備良好
溝通能力，方能駕馭內部組織及外在環境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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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A1 機關依據制度規範執行相關措施，如：記功、記嘉獎、記過、平時考核、
年終考績、公務人員及約僱人員任用等，除此之外，極力創造資源增加營收提倡
獎勵金機制、以及創設勞保員工層級增加升遷機會等，深具既定規制及超越規制
之「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遂以善用及活絡超越規制之資源，激勵及增強員工
向心力，促使全體員工參與，戮力完成組織任務，構築崇高理想與願景，且根據
研究者觀察其擁有優異社交溝通能力，並兼具個人之特質魅力，故為典型「轉換
型領導風格」特質。
二、A2 機關領導風格分析
(一)「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交易型領導風格」係指藉由正反兩面之獎勵與懲罰方式，驅使屬員做必要
努力，並適時視員工表現情況予以增強，致使有效達成組織之目標；根據本次訪
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訪談提綱問題：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
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訪談重點內容：
「從事公務期間可能針對同事表現好一點，會適時在所務會議表揚，給
他一些禮卷之類，以鼓舞作用，鼓勵代替責備這很重要，如果說表現更好的，
提報模範公務人員之類的，我們每年都有過節，譬如說過年自己花錢買樂透
送給他們，樂透其實目的是做公益，過年後剛好又是元宵，我會去買燈籠，
燈籠也是義賣的，這些東西通通都是跟家扶中心買的，也會二手物的拍賣，
他會把東西拿來，賣一賣送給家扶中心、華山之類救助這些人、去探視退休
人員，這是我們平常每年都有一些活動，所以我們希望同仁在這個快樂的氛
圍下服務民眾，快樂的員工才會有幸福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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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
必要的努力？
訪談重點內容：
「我的理念就這麼簡單幫民眾解決問題，創新也是從這裡來，民眾來找
我主任有約，我們就做這些服務，希望他得到好處，譬如說他來問公所的問
題，還是稅金的問題，教他寫個申請案給稅捐處，有些民眾不會寫，我們就
幫他代打，沒有關係政府就是一個，我會要求同仁，他的東西你發現這是有
疑慮的，是公所給他的資料，你就電話問公所，不要讓他跑回去，這就是所
謂橫向聯繫，因為對於服務民眾就是這麼好，很多同仁說你為什麼做這麼多，
其實他來找你就是有困難，你就把他找到一個方向，教他怎麼做，我們的便
民服務最後是便到自己，不是便到民眾。」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
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的政府服務品質獎，一直有它離不開的核心業務，這些業務你本
來就有的，那在做這些案件過程中，你要再把它精緻化，當第一步起步的時
候當然會有困難，因為我常常必須要開會，你一定要開會才會知道主管在重
視，所以一定要把你這種所謂積極度傳達，所以當我們在開會，他們也會覺
得怎麼那麼多，同仁剛開始會覺得有點反彈，我一直強調多鼓勵他們，請他
們跟我們一同參與，但辦到最後慢慢潛移默化，譬如說我們現在推出全新服
務彈性午休，上班日中午不打烊本來就有，假日預約跟夜間預約、延時服務，
所以整個時段都可預約，要教導同仁會東西，不管是業務上、公務人員的品
質上、辦事能力也好都要教他從人家給你的問題，你去找答案提升出來，你
這樣能力就會愈來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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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
干涉？
訪談重點內容：
「我曾經做到一個跨域動作(稅捐處)，很多民眾都自己來，自己辦就可
能忘了去稅捐處查欠稅，然後我就跟稅捐處講說，給我一個專線我來幫你查，
另外我給他們上過創新的課程，其實我覺得整個裡面的東西，可以說大致上
換湯不換藥，同仁都用晚上、假日，他們不是加班費就是補休，我的同仁也
許六個月才一次，那我的課長三個課三個月才輪一次，那主任每次都去，其
實就是一個領頭羊，你要投入以身作則，其實當你去投入才知道問題點在哪
裡，而且每次我會帶課長去，那就是要請課長做這些所謂服務，這很重要除
營造服務的氛圍，讓同仁知道我要去服務民眾，我這種理念希望讓我同事潛
移默化慢慢去接受，其實這樣子建立起來，對整個政府體系是好的。」
以上所述 A2 機關於「交易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行政首長主張以鼓
勵代替責備，除既定規制獎勵措施外，將表現良好的同仁，於所務會議頒發獎狀
予以表揚，另利用節慶過節氣氛，如春節、元宵節等，親自購買樂透、燈籠等，
分送同仁應景營造快樂氛圍，提供全心服務；第二，以為民服務理念為宗旨，非
限於既有業務範疇內，推行甚多新措施，適時教導同仁，設身處地為民眾著想，
以達到便民目的；第三，藉由每周主管會報檢討會議，以了解員工表現狀況，並
利用同儕壓力，促使各事務之推動，讓同仁潛移默化深耕；第四，首長以領頭羊
方式，親自帶領主管及同仁下鄉服務，積極落實以身作則，希冀建立完善體制。
(二)「魅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魅力型領導風格」係指領導人具備相當自信能力，對於未來具有崇高願景，
藉由溝通及激勵方式，堅持推行理想之目標，並鼓勵被領導者參與創新，以激發
潛力達成任務，遂以滿足員工最高層次需求；根據本次訪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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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
畫與任務目標？
訪談重點內容：
「為民服務幾個面向，譬如說可近性，你要下鄉做服務、居家、客製化
等，這些狀況是兩個放在一起其實都可以搭得上，譬如說你在做低收入戶的
補助，我請村幹事去不用讓他來，這是一個可近性，下鄉做這就是本業，你
就把本業再做也許做得更好，第二個想法就是我的創新是從民眾的需求而來
，我希望這個創新作為，可以讓內政部長官知道這是民眾的需求，要不要透
過中央的力量，如經費、人力、物力來推，當然我這個比較沒有錢情況下的
作為，譬如說視訊收件，就沒辦法用電腦方式去作人別的確認，所以我當初
開視訊收件，是針對那些簡易的案件，譬如說鑑界、住址變更。」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
率、提升行政績效？
訪談重點內容：
「我為什麼要常常開會，目的就是運用同儕的壓力，在開會的過程中，
我們就提出來報告，你做了多少，你要提出來的創新有幾樣，你寫得東西提
出來給研考彙整，他的報告有出來，他的報告沒出來，其實報告之前主任我
已經看過，我知道哪裡有錯，我希望他們看出來跟我不一樣的東西，我說你
報告，你會發現這個課他就沒有看，那個課長就有看，我就跟他講我看懂的
意思，我要讓你知道說我有在看，我如果沒有看，我不曉得他都沒有看，我
以為是真的，可是我都看出問題，為什麼你都沒看出來，我會去透過這種方
式盯著他們，主管是盯著他們做這些事，所以主管一定要去投入。」
訪談提綱問題：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
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主管會報每個禮拜都開，現在一直都這樣子，沒參獎前也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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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課長、研考、資訊、總務每個禮拜都開，就業務來講，進度授權課長控
管，不管是上面交辦的，或是我在看業務過程中，有一些疑問再提出來做交
辦。」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
現？
訪談重點內容：
「我會鼓勵他們到縣府服務，不管課員、課長也好，因為我從這個環節
過來的，所以那邊才會看得面比較廣，在這裡看得面就只有那個部分，地價
就地價，登記就登記…，在那邊你看地價就是全面性的，可能會到測量各個
層面都會到，所以你在這裡就要很紮實，到那邊才可以發揮，所以我鼓勵，
而其實在那位階就比較高，看得面就比較廣，你在那知道地政單位做什麼業
務，政府政策怎麼去做，所以要去歷練，對他來講不是只有升官，歷練之後
整個在職場上，你的能力有機會大大提升，對自己是一個提升。」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
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至少 9 分。」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至少 9 分。」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
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至少 9 分。」
綜上之述 A2 機關於「魅力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承上以「為民服務」
為宗旨，其服務理念第一要務則為民眾解決問題，並體現民眾之需求，創造新服
務措施，期中央機關普及推廣以達到便利性，亦積極發展可近性服務讓民眾有感；
第二，為凝聚團隊共同意識，依業務權責範圍，讓全體同仁共同參與組織之運作，
47

以提升工作績效；第三，鼓勵員工向上提升，不囿於目前職務，朝更廣泛歷練與
精進專業能力，促使同仁自我實現；第四，依研究者觀察首長具有良好溝通能力，
為人恭謙、沉著及自信，深具個人魅力特質。
(三)「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行政機關皆有既定規制規範，然而 A2 機關愈著重於營造快樂員工、幸福服務，
以「為民服務」為首要，提供甚多創新服務措施，以解決民眾需求問題，故為既
定規制兼具超越規制之「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遂以激發及增強員工意識，促
使全體員工共同參與，且具備個人之特質魅力，並根據研究者觀察其具有良好社
交溝通能力，亦為典型「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
三、綜合評述
本研究得獎機關 A1 與 A2 機關，兩者皆具備既定規制與超越規制之交易型、
魅力型，則合符為轉換型領導風格之特質，惟其兩者亦尚有所差異，前者主張創
造資源增加營收以增加獎勵金、以及創設勞保員工層級增加升遷機會，且其深具
弘遠理想與願景；後者以「為民服務」為宗旨，提供甚多創新服務措施，以解決
民眾需求問題為首要，為其設定未來具體組織願景。茲就表 4-1 說明如下：
表 4-1

得獎機關領導風格分析表

機關別
A1 機關

A2 機關

類型
規制性
交易型
超越規制性

領導風格

1. 書面記功及嘉獎鼓勵

1. 規制內獎懲措施

2. 推動獎勵金制度

2. 事必躬親、以身作則

1. 授權單位主管權力

1. 推行甚多創新措施

2. 精神及實質鼓勵同步

2. 利用同儕壓力

3. 增加勞保員工層級制

3. 適時營造快樂工作環境

4. 利用同儕壓力
1. 守護偏鄉民眾健康

1. 以「為民服務」為宗旨

2. 推動長照 2.0 政策

2. 體現民眾之需求

魅力型領導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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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人長照機構塑立典範

3. 解決民眾問題

4. 精進服務創造營收

4. 積極發展可近性服務

5. 兼顧公益形象

5. 全體同仁共同參與

6. 弘遠之理想與願景

6. 促使同仁自我實現

7. 全體同仁共同參與

7. 擁有個人特質魅力

8. 擁有個人特質魅力

8. 具有良好溝通能力

9. 具有良好溝通能力

9. 設定具體組織願景

10.促使同仁自我實現
承上兩者皆具備，然最主要 承上兩者皆具備，然最主要
擁有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 擁有「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
轉換型領導風格
風格」特質，且其深具弘遠 風格」特質，且其設定未來
理想與願景。

具體組織願景。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其特質
經由訪談過程得知，有些行政首長擁有「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
具備創造資源能力、深化創新理念、非規制性授權、營造新服務環境等，且此等
領導風格具備，遂足以構成「轉換型領導風格」條件之一，亦為過去文獻尚未探
討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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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得獎機關領導風格分析
一、B1 機關領導風格分析
(一)「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交易型領導風格」係指藉由正反兩面之獎勵與懲罰方式，驅使屬員做必要
努力，並適時視員工表現情況予以增強，致使有效達成組織之目標；根據本次訪
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訪談提綱問題：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
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訪談重點內容：
「農委會水保局有很多相關的獎勵措施，每年都會舉辦一次『模範公務
人員』的選拔，例如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金質獎』
，在分局 96 年第七屆有得
過一次特優，是在前任○局長的時代，後續我就任後得過三次，但不是特優
就是有獎座而已，我們每年都會參加『優良農建工程獎』
，這獎項是農委會舉
辦，我們也是一樣有得過優等、佳作，這也可以記功嘉獎，但在獎金的部分
很少，只是一種鼓勵性，像很多學會(土木、結構、大地、水利技術工程)也
會辦一些比賽，如『大地工程技術獎』
，有相關領域我們都會參加，所以今年
要參加『金安獎』比賽，是勞動部舉辦有關職業安全。至於在懲的部分，最
重要的是以考績作業，依法規定甲、乙等都有固定的比例，假如同仁過去一
年，某方面真的做得非常不好，最低會打到丙等，口頭勸告他還是不行，最
後只好用考績方法，讓他有所警惕，不然別人就認為不必做那麼多了。」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
必要的努力？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分局分成四個業務課，第一課是規劃課走在前面先計畫做勘查，
同仁就要直接到現場勘查，尤其現在隨時都有可能被情緒性罵髒話，所以我
們就要找口才比較好或會應對的人，所以盡量做到適才適用；另一課是治理
課、這課純粹做工程，他只要品質跟進度監督好；另一課是農村營造課，這
課面對的又會更廣，像我們幾乎每天都有座談，要到社區裡溝通宣導有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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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也會跟我反應，他覺得不適合希望換工作，這些都可以調整、尊重；以及
保育推廣課，保育法規主要是山坡地的保護，最主要是硬體設施，不要發生
大的災害，造成二次的災害。」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
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每季都會填個別同仁的狀況，主管按季做平時考核，局裡的主管
會報是每個月召開，分局自己的主管會議是每禮拜召開，總共有四個業務課
三個幕僚單位，行政、人事、主計，針對重要的事情會宣導。」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
干涉？
訪談重點內容：
「公務機關事實上每一種作為，我們都有一定相關的法、行政規則或相
關解釋作依循，譬如工程驗收，相關包括農許的標準…等，事實上都有依據，
在我的立場是尊重同仁，同仁一定會找相關規範，事實上沒有同仁不敢不照
規範，那都是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這部份我不會干涉他，我會在意的是
時間上問題，不要公文來就照限辦時間，要以最快的時間辦理，有時候有些
公務人員速度比較慢，會盯著主管跟他溝通，了解是不是有什麼狀況，假如
真的有困難大家先來討論再簽辦，這樣速度就會比較快，事實上我們都有規
範。」
綜上 B1 機關於「交易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鼓勵同仁參加各獎項比
賽，如：金質獎、優良農建工程獎、大地工程技術獎、金安獎等，並依考績制度
辦理獎懲作業；第二，每周召開主管會報，針對重要事項進行討論及宣導；第三，
依既有規範行事，不干涉同仁業務之執行，惟注意公文時效之控管。
(二)「魅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魅力型領導風格」係指領導人具備相當自信能力，對於未來具有崇高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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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溝通及激勵方式，堅持推行理想之目標，並鼓勵被領導者參與創新，以激發
潛力達成任務，遂以滿足員工最高層次需求；根據本次訪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
如下：
訪談提綱問題：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
畫與任務目標？
訪談重點內容：
「政府組織再造談了很多年，我們理想也希望最後我們水保局、環保署
及水利署合在一起，這個大方向來講是對的，藉由很多專家學者也都提到，
怎樣流域上到下各機構放在同一個會下面，這樣溝通協調更容易，目前感覺
上會變得稍微有點慢，因為每個機關的任務不一樣，另外農村那一部份，原
來照組織規劃我們也會跟水利會、農水處結合在一起，這樣對農村的管制環
境或是軟體硬體的改善，資源也比較統整，這個部分倒會是很好的一件事，
另外我們今年剛開始執行崩塌減災計畫，主要針對山坡地的災害。」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
率、提升行政績效？
訪談重點內容：
「除獎懲以外，像平常同仁寫新聞稿，很多業務工作訊息用簡訊或 line
連繫，我會口頭上去鼓勵你這個做得很好，對同仁來講他也會感覺適時得到
鼓勵，像我們公務機關不可能用金錢，也不是用績效獎金，但工程有工程獎
金，每個月固定看你負責的工作職責，有些人可以領，有些行政單位要打折，
有這樣激勵方式，有些單位是用績效獎金，針對比較好的同仁，目前我們沒
有這樣做。」
訪談提綱問題：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
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訪談重點內容：
「水保局每年都會辦一個亮點的工作，每年每個分局都要提報，今年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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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做什麼可以當成我單位的亮點，在形成之前我會請 4 個業務課，提出一項
可以當成他們課的亮點，就是今年可以做出一些成果的，每年底就要提出明
年的最主要亮點，分局裡先召開再報給上級，所以一開始鼓勵同仁，每年都
不樣的，年底都要去報告，這年推動的成果，同仁按季都會填進度也會管考。」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
現？
訪談重點內容：
「像我們有些同仁英文程度很高，他就比較有機會參加研討會或一般考
察，甚至去年有一位課長級，他申請到英國唸書讀碩士進修，他原本已經是
碩士，還要再拿一個碩士，個人能力很好，他認為有些方面是不足要再去學
習，所以鼓勵同仁做，要進修的人不僅有能力，還要真的有學習的心，又有
名額的限制也要跟人競爭(農委會選出)。」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
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我自己可以給我自己打 9 分，至少同仁給我的反應是我比較不會擺架
子，大家在一起都是有緣分，快快樂樂把工作做完，所以我很少會用比較激
烈的語言刺激或指責同仁，真的做不好盡量做到叫他過來，不會在公共場合
批判他。」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應該可以打 9 分，這部分我倒是還 ok，遇到事情我應該算是蠻冷靜、
沉著，常講如果一個機關裡面首長都在緊張、慌張的時候，遇到臨時性業務
工作沒辦法定下來，那同仁就不曉得要怎麼辦，我會做到臨時任務交下來冷
靜面對，也會找同仁一起來討論，大家可以模擬各種情境怎樣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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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
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我打 9 分，溝通這部分我個人自己認為我做得還不錯，如官網(意見信
箱)有時候也有很多不理性情緒性的留言，我都會很冷靜地回答。」
綜觀上述 B1 機關於「魅力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希冀政府組織再造，
讓整體流域管轄及權責一致化；第二，適時以口頭鼓勵方式、每年提報亮點工作；
第三，具有沉著、自信及溝通能力之個人特質。
(三)「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B1 機關依據制度規範執行相關措施，如：記功、記嘉獎、記過、平時考核、
年終考績等，依既有規範行事，係為既定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尚缺乏
超越規制性作為，希冀政府組織再造且具有個人之特質魅力，趨近於「魅力型領
導風格」
，基此，故非具備「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
二、B2 機關領導風格分析
(一)「交易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交易型領導風格」係指藉由正反兩面之獎勵與懲罰方式，驅使屬員做必要
努力，並適時視員工表現情況予以增強，致使有效達成組織之目標；根據本次訪
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訪談提綱問題：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
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訪談重點內容：
「公務機關往往會有很多制度性的一個規劃，就是在人事行政的大框
架，那在我們內部訂有各個不同的單位的績效評比，我們就是會依照給予前
幾名的同仁除了記功嘉獎之外，我們會用有限的資源給予禮劵，我們還有整
個稅務局評比，就是票選優秀稅務人員，第一個工作表現至少有一定的程度，
對組織的向心力，在組織人員之間的人際關係等，透過這樣過程選出大家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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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較優秀同仁，還有整個機關各科室之間的總評比，最後當然我們的上級
機關財政部，它每年都會針對各縣市的表現，會做稽徵業務的考核。懲罰的
部分又會受限公務人員的一個保障，比較難以單純的從績效上面做淘汰，政
府機關裡面有所謂的約僱人員、臨時人員，那些人在我們的機制裡面，如果
他連續 2 次列為乙等就是不予續聘，反而公務人員這部分嚴格來講相對會比
較困難。」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
必要的努力？
訪談重點內容：
「工作的範圍和職責其實在政府機關是很明確的，即使是非正式的人力
部分，譬如說約僱、臨時人員，我們要約用約僱這些人的時候，就要有明確
的計畫，怎麼來讓同仁做必要的努力，我想還是跟所謂的前面講得第一個問
題會比較環環相扣，就是說獎懲啦！你的績效的一個考核上面，那麼這個部
分就是都要做到落實跟公正，就會能夠讓同仁做一個必要的努力，正式人力
部分他還會一個升遷，當然也是以工作表現，包括跟同仁之間的一個相處等，
那麼還是會跟績效、工作能力會有相當大的扣連住，這樣的一個制度的運作
之下能夠落實，對整個組織的向上，都有一個提升的作用。」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
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每個月都會有很多的報表，然後設定一年要達到什麼目標數，你
的進度到什麼程度，每個月主管會議都會報告，所以從這個上面具體的顯示，
當然內部各單位要自己管控，另外我們內部組織機制有審核員，他的工作是
隨時去抽查，就是不定時，當然是例行性的，看同仁們工作的一個內容是不
是落實，透過這樣一個類似檢核的機制，促使同仁們能夠落實他們應該要做
的相關的工作，比較屬於進度落後或者是工作不落實，當然要求他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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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扣連當然會在績效上面呈現，譬如說你這科室的表現是比較優的或是比
較差的，公務機關最後都有年終考績，又會跟績效獎金就會扣連在一起，我
內部怎麼分配，你績效表現比較好的單位比例可以比較高，反之就比較低。」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
干涉？
訪談重點內容：
「稅務單位的層級很多，就是說承辦人員之上，然後我們還有所謂的股
長，股長之上有科長，科長上面我剛講還有審核員，然後最後才是到我這邊
來，所以我們的分層是明確，我們有很多依照業務的繁簡程度做授權，有些
我們甚至承辦人員就可以自己決行，那可能比較簡單、例行性的事物，我們
是設定在股長就可以決行，承辦人員是四層，股長是三層，然後二層是科室
主管，那一層才會到局長這邊，那在授權部分我們還是回到所謂的分層明細
負責表，然後依照繁簡程度做分層負責，那至於說他們就是在工作上如何去
促使他們，還是我剛講的那一套管考的機制。 」
以上所述 B2 機關於「交易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行政首長對於獎懲
措施，依相關規範辦理記功及嘉獎等，並推動績效評比制度；第二，依工作表現
評定升遷機會；第三，發揮組織內部審核員機制，依其檢核績效核定考績；第四，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予單位主管權力，並依管考機制促使其工作。
(二)「魅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魅力型領導風格」係指領導人具備相當自信能力，對於未來具有崇高願景，
藉由溝通及激勵方式，堅持推行理想之目標，並鼓勵被領導者參與創新，以激發
潛力達成任務，遂以滿足員工最高層次需求；根據本次訪談提綱其重點內容說明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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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提綱問題：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
畫與任務目標？
訪談重點內容：
「過去稅捐稽徵的一個角色是高權統治行為，我們現在就是逐步的想把
他變成為民服務，不再叫稅捐稽徵，把他界定為納稅服務，就是角色一個轉
換，其實也會讓彼此之間的一種不信任感，某個程度是可以降低的，我們跟
納稅義務人本身不是站在一個對立的角度，那當然也會牽扯到我們內部組織
文化的改造，就是說過去政府機關或許我們講的老大心態、官僚心態，讓我
們的同仁體認為民服務這個區塊，所以我們也有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那我
們有入圍，但是沒有得獎，當然或許我們還要努力的空間，至少我們在形塑
這樣一個服務的文化，讓我們的組織能夠往這樣的方向繼續去前進。」
訪談提綱問題：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
率、提升行政績效？
訪談重點內容：
「我們其實也鼓勵同仁能夠有一些想法，能夠有一些革新，就是說突破
過去的框架，我們會有所謂的創意達人機制，任何人都可以提案，你可以有
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改變的做法，讓我們的工作效率提高、效能能夠更提升，
我們是鼓勵我們的同仁做這些事，這些所謂的創意想法，我們也會有類似委
員會，同仁們很多的單位共同來參與，他覺得這個想法很 ok，如果採納之後
可以得到獎勵，在我們的機制裡面就是記功、嘉獎。」
訪談提綱問題：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
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訪談重點內容：
「每個月會有所謂的員工座談，就是說會分批的跟同仁，譬如說一次 3-5
個人會有一天的時間，可能一個月會跟十幾位基層的同仁座談，鼓勵他們同
時了解他們的一些想法，譬如說對我們的設施、設備管理或者我們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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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應新應革的事項，或者怎麼樣的建議，有碰到什麼問題跟狀況，有時
候下情不能上達，但是藉由那個機會跟我直接面對面的時候，他們就能夠有
機會跟我表達這些的想法。」
訪談提綱問題：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
現？
訪談重點內容：
「每個成員自我實現，未必跟組織的目標是相同一致的，特別是在公務
機關裡面，或許有的人會覺得在他的職務獲得成就，大家需求是不同，也會
牽涉到每個人自我實現的方式或者過程是不一樣的，那如果是單就員工的進
修...等，其實在我們這邊我是鼓勵同仁，只要有什麼訓練的機會、進修的機
會，原則上我們都會盡量協助我們的同仁。」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
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自我魅力-評分那就 8 分，我會覺得在一個組織裡面這種所謂的魅力，
他是一種人格的特質，因為其實講魅力(charismatic)東西，他本身就是一種
抽象的東西，其實不全然與生俱來，也會跟後天學養當中形塑出來，或許他
在專業上一種成就，其實是很崇高的，學術地位的崇高也是會讓人景仰的，
在某個領域裡就是高度的專家，他能夠讓人家信服，願意去相信他，願意去
服從他。」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9 分，當然就是說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有自信嘛！你如果有自信那麼你就
有比別人相對多的機會，我只能說有相對多的機會，那沉著這部分就更提升
你成功的機率，那是你在面對問題，面對困難的時候，你怎麼去自處，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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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應對，那相對比較沉著的人，你遇到事就比較有正確的判斷，如果是遇事
你有多的情緒或者是很容易受挫，那當然又會造成失敗啊！自信是一個基本
的東西，是一個必要條件，沉著可能是充分條件，就是讓你的機率、概率又
提升。」
訪談提綱問題：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
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訪談重點內容：
「溝通能力-這個部分我覺得自己比較弱一點啦！嚴格來講真的要打我
只有 6 分，應該這麼講溝通一方面會跟每個人個性有一點關係，就是說基本
上我比較不喜歡 social，那我會界定在必要的這些工作我才會去做，那當然
這樣就會比較自我限縮一點，或者是你碰到的問題，比較不會處在一個積極
主動事先做預防或者建立一些橋梁這樣子，我比較不喜歡那個區塊，那跟每
個人的好惡有關係。」
綜上之述 B2 機關於「魅力型領導風格」呈現情形：第一，機關屬性界定由稅
捐稽徵轉變為納稅服務、為民服務，進而重新塑造內部組織文化、服務文化；第
二，突破過去框架設立創意達人，倘提案獲選以記功或嘉獎鼓勵；第三，以 3-5
個同仁分批每月舉辦員工座談，深入了解機關內部設施、設備等應新應革事項或
建議；第四，行政首長具有個人特質魅力，惟於溝通能力部分，其自認為較自我
限縮，不積極主動事先預防或建立社交關係。
(三)「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檢核
B2 機關整體評述著重於依法行政觀念，其於體制內執行獎懲措施、依分層負
責授權、審核員機制、實施績效評比、落實管考制度等，係為既定規制「交易型
領導風格」特質，另於塑造組織文化，鼓勵員工提供創意想法，並分批每月舉辦
員工座談，其具有個人特質魅力，惟限於現行廣泛的為民服務理念，且不積極主
動參與預防性溝通活動，則趨近於「魅力型領導風格」
，基此，故非為「轉換型領
導風格」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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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評述
本研究未得獎機關 B1 與 B2 機關，兩者係屬既定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
，其
落實整體制度性規範，惟尚缺乏非規制性特質，另於「魅力型領導風格」面向部
分，兩者尚未論及對於未來組織具體新思維，僅限於期許上級機關組織再造、現
行業務以及廣泛的為民服務理念等，故趨近於「魅力型領導風格」
，承上兩者特質，
尚缺乏超越規制性「交易型領導風格」
，且於趨近「魅力型領導風格」
，則為非「轉
換型領導風格」之特質，綜觀所述，兩者領導風格特質互為趨近。茲就表 4-2 說
明如下：
表 4-2

未得獎機關領導風格分析表

機關別
B1 機關

B2 機關

類型
1. 鼓勵參加各獎項比賽

1. 依規範記功及嘉獎

2. 依考績制度辦理獎懲

2. 工作表現評定升遷機會

3. 依既有規範行事

3. 發揮內部審核員機制

4. 每周召開主管會報

4. 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

規制性
交易型領導風格
5. 依管考機制促使工作
1. 希冀政府組織再造

1. 塑造內部組織服務文化

2. 適時以口頭鼓勵

2. 設立創意達人

3. 提報亮點工作

3. 舉辦員工座談會

4. 鼓勵同仁進修

4. 鼓勵同仁進修

5. 具有個人特質魅力

5. 具有個人特質魅力

趨近
魅力型領導風格

承上兩者特質，其落實整體 承上兩者特質，其落實整體
制度性規範，惟尚缺乏超越 制度性規範，惟尚缺乏超越
非轉換型領導風格 規制性「交易型領導風格

規制性「交易型領導風格

」
，且係趨近「魅力型領導

」
，且係趨近「魅力型領導

風格」

風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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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質尚
經由訪談過程得知，有些行政首長傾向於趨近「魅力型領導風格」
缺深具弘遠理想與願景或未具體設定本身組織願景，僅限於規制內之組織任務與
期望，無法全然合符「魅力型領導風格」構成條件，惟非完全不具備其特質故謂
之，然此亦為過去文獻尚未探討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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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得獎與未得獎機關領導風格比較
本研究對於得獎機關(A1、A2)與未得獎機關(B1、B2)之領導風格探討，呈現為
前者 2 機關於「交易型領導風格」構面，為既定規制性兼具超越規制性「交易型
領導風格」
，且具備「魅力型領導風格」面向，故為典型「轉換型領導風格」
，惟 2
機關於「魅力型領導風格」部分亦有些許差異，不影響其具備「轉換型領導風格」
之條件；後者 2 機關於「交易型領導風格」構面，呈現既定規制性「交易型領導
風格」
，且為趨近「魅力型領導風格」面向，則為非「轉換型領導風格」特質，綜
整前述，於得獎與未得獎機關之領導風格，具有相當顯著之差異性。茲就表 4-3
說明如下：
表 4-3

得獎與未得獎機關領導風格比較表

機關別
類型

得獎機關

未得獎機關

A1

A2

B1

B2

既定規制性

既定規制性

超越規制性

超越規制性

既定規制性

既定規制性

魅力型領導風格

魅力型

魅力型

趨近魅力型

趨近魅力型

轉換型領導風格

轉換型

轉換型

非轉換型

非轉換型

交易型領導風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經本研究整理得知，得獎機關具備「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之創造資源
能力、深化創新理念、非規制性授權、營造新服務環境等部分特質條件，並主要
擁有深具弘遠理想與願景、或設定未來具體組織願景之「魅力型領導風格」特質
條件之一，則合符為「轉換型領導風格」之特質；未得獎機關則落實整體制度性
規範，惟尚缺乏非規制性特質，係屬既定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
，僅限於規制內
之組織任務與期望，傾向於趨近「魅力型領導風格」
，故為非「轉換型領導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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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我國行政首長為文官體制精英領導者，其具備專才及通才能力，現今首長已
不再存有當官之舊思維，皆極力配合行政院推動為民服務政策，歷經「行政院服
務品質獎」至「政府服務品質獎」之實施，讓整體文官體制服務觀念為之蛻變，
原由人民稱之官僚文化，翻轉為服務文化，自首長至全體員工一致之作為，於本
次研究訪談過程可見一斑，首長不僅依專業才能及通才能力領導組織之運作，更
遑論已融入服務理念，進而精進服務之效能，以提升行政績效為目標，遂以達到
便民之目的，賡續推動全方位政府服務計畫，以邁向新前瞻服務階段。
本文以行政首長領導風格為研究主體，依現有文獻資料之
「交易型領導風格」
、
「魅力型領導風格」及「轉換型領導風格」為理論基準，並探討其與政府服務品
質獎得獎之關聯性，經過訪談結果發現如下：
一、理論上發現：
「交易型領導風格」理論係指於既有規範之獎懲分明、界定角色、刺激反應
任務導向等面向指標；
「魅力型領導風格」理論為個人魅力、沉著自信、溝通能力、
任務導向、前瞻願景、激勵策略、鼓勵參與、自我實現等面向指標。然本研究經
由訪談過程發現，其增加次類型為「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與趨近「魅力型
領導風格」
，前者「超越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
，係為額外創出資源或精神鼓勵等
非制度內規範，此類型格外是行政機關首長能夠產生「轉換型領導風格」的關鍵
並列為重要指標，後者於魅力型的發現能為行政首長皆具有一定的魅力，此魅力
確實有強度或面向的不同，爰以創出趨近「魅力型領導風格」
，故兩者為構成判斷
轉換型與非轉換型領導風格重要基本實質貢獻。
二、實務上發現：
針對本文所探討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與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關聯性，確實發現
得獎機關行政首長領導風格比較為「轉換型領導風格」
，於「交易型領導風格」創
造超越規制方式，另魅力上展現比較充分型的「魅力型領導風格」
，而未得獎機關
比較為既定規制「交易型領導風格」
，綜觀前述與先前預擬之研究假設，其得獎機
關具備為「轉換型領導風格」，而未得獎機關則為「交易型領導風格」，於研究結
果有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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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研究者觀察及研究過程獲知，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成功案例，其非單一因
素條件足以成就，例如：第一，「機關內部資源多寡」，充足資源首長支配策略更
多元化，整體運作效果相對提高，反之則有限；第二，「上級機關重視程度」，由
於文官體制上下層級服從關係，倘若上級長官極力推動，而非僅限於機關首長理
念，其同仁參與心力積極度更為強化；第三，「全體同仁之參與」，不管公務機關
規模大小，於全體同仁融入參獎過程，凝聚共識發揮各單位特色，方能彰顯團隊
精神，較易提高成功機會；第四，
「機關業務屬性」
，以第一線服務機關類型參賽，
其業務性質與民眾直接頻繁對應之機關，較易以民眾角色為著眼點，竭力規劃創
新服務措施，反之若僅侷限部分業務，則相較不易成功，基此，前述諸多因素不
必然全部成立，方能符合參獎成功條件，惟其行政首長領導風格係屬成功關鍵條
件之一，值得多加探索。
綜之經歷政府服務品質獎之得獎機關，整體洽公環境與為民服務品質，超越
未參獎機關且其差異甚為頗大，不僅較有完善硬體環境設施、且著重縮短行政服
務流程、加強運用資通訊科技作業及創新加值服務措施等，並致力深化公務人員
服務理念，對於內部組織作業定期或不定時進行檢討與修正，更為重視外部民眾
反映之事項，藉此檢視機關相關執行事宜缺漏情形，再予以不足之處進行改善與
補正，希冀從組織內省機制延伸至創造力，提供更臻優質為民服務措施，於今政
府極力實施各項政策，然施政成功與否之表徵，來自人民對政府政策滿意之程度，
以及民意之所趨，遂以進行各項為民服務滿意度調查，以探測人民之意向，作為
施政的參據，達成提升行政績效及行政效能之目標。基此，推動公務機關之參獎，
則有其必要性及重要性，對於得獎機關與未獲獎機關亦有顯著差異，然行政首長
之領導風格引領機關服務風氣，故其對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之關係，實具有再予
以深入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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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行政首長領導風格與「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之關聯性為研究議
題，由於尚無文獻資料直接論述，以及研究限制等問題，僅就少數案例進行探測
性研究，為讓整體研究議題觸及更加廣泛及客觀性，爾後於進行相關研究議題，
本研究提供建議事項如下：
一、增加案例研究數量比例
本次研究囿於研究限制之因素，無法廣泛收集研究對象資料，依此經驗之後
進行相關研究前先行予以排除，以增加案例研究數量，有效掌握研究進度，方能
確切分析其與得獎之關聯性。
二、收集所屬同仁研究資料
針對行政首長所屬同仁進行問卷式調查，輔助訪談資料之不足，並比較分析
其差異性，呈現更真實及完整資料，提升研究之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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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 1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評獎及作業期程表
期 程

作 業
項 目

評獎及作業內容
1. 推薦參獎總額8個以下機關:中央機關所屬機關（構）

105 年 1

主管機關
月5日至
推薦參獎
1月11日

數在40個以上者及直轄市地方政府；其餘中央機關所
屬機關及縣(市)推薦參獎總額至多6個。另機關如因改
制而有更名或整併情形，得使用改制前之名稱及基本
資料參獎。跨機關服務規劃者聯合共同參加「服務規
劃機關」之評獎，並自行協調辦理推薦參獎。
2. 曾榮獲前4屆「政府服務品質獎」之第一線服務機關
不得參獎。另榮獲104年度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
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
「優等獎」以上者，不得參加同年「服務規劃機關」
之評獎。

105 年 1
行 政 院
月 中 旬
初審階段
至2月
105 年 3
行 政 院
月至4月
決審階段
中旬
105 年 4 評審結果
月下旬
報院核定
105 年 5 舉行頒獎
月中旬
典
禮
105 年 6 舉行成果
月至7月

發 表 會

「政府服務品質獎初審小組」依參獎機關提送「參獎申
請書」內容，進行書面評審、相關服務措施測試及網站、
資訊(平臺)系統審查作業。
通過初審之機關由「政府服務品質獎決審小組」依評審
標準進行複審，並據「第一線服務機關」及「服務規劃
機關」評核構面執行成效予以實地審查，決審結果由該
小組會議討論確認。
經初審及決審階段，評選出得獎機關，獲獎名單奉行政
院核定後，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另函通知各主管機關及得
獎機關。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擇定日期舉行頒獎典禮，公開表揚得
獎機關。
國家發展委員會亦藉以辦理成果發表活動，介紹推薦得
獎機關優質服務，廣邀各機關踴躍出席參加，增進為民
服務標竿學習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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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入圍決審機關名單
（按主管機關排序）
參獎類別

入圍機關

第一線服務機關

1. 彰化縣警察局 2.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3. 財政部臺北國稅
局 4. 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
分署 8. 法務部矯正署澎湖監獄 9.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臺南
分局 1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西區營業處 11. 台灣
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 12. 交通部觀
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3.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
理所板橋監理站 14.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南投郵局 15.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16. 國立臺灣美術館 17. 國立臺灣工
藝研究發展中心 18.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9. 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 20. 臺北市立圖書館 21.
臺北市士林區健康服務中心 22. 新北市中和戶政事務所 23.
桃園市楊梅區公所 24. 桃園市楊梅區戶政事務所 25. 臺中
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26. 臺中市西區戶政事務所 27. 臺中市
石岡區衛生所 28. 臺南市政府稅務局 29. 高雄市大寮區公
所 30. 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 31. 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
32. 彰化縣溪州鄉衛生所 33. 花蓮縣吉安鄉戶政事務所 34.
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所 35. 臺東縣延平鄉衛生所
（以上合計 35 個機關）

服務規劃機關

1.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地稅資訊雲端化 創新服務 e 整合）
2. 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恁ㄟ幸福阮來顧 送子鳥資訊 服
務網 圈住您的幸福大小事） 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雲端藥歷 e 點通 健康存 摺 easy get） 4. 科技部新竹科
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青年找出路－竹 巢引鳳，創業圓夢） 5.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海巡護漁用心 漁民 作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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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專屬經濟海域護漁專案） 6. 臺中榮民總醫院（從心出發
－創新 3C 全人全程健康 照護） 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
署（農機用油暨農民購肥資訊 化） 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保土保家保平安－跨 域整合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
9.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I-Land

就要愛土地－地籍清理 釐權

屬，保障權益促地用） 10.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友善公托 幸
福新北－新北市公共托育中心） 11. 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安
居樂業 弱勢勞工有晴天） 12.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行動管
理重整合 防災優先保平安」 臺南市道路挖掘管理銳變方案）
13.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守護心跳聲－即時救心不揪心） 14.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公隨你行－雲端地籍行動網）
（以上合計 14 個機關/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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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第八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名單
（按主管機關排序）
參獎類別
第一線服務機關

得獎機關
1. 彰化縣警察局 2.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3. 財政部關務署
臺北關 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5. 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油品行銷事業部台中營業處 6. 交通部觀光局西拉
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7.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板橋
監理站 8.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9. 國立臺灣美術館 10.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1.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12. 臺北市立圖書館 13. 新北市中和戶政事務所 14. 桃園
市楊梅區公所 15. 臺中市中興地政事務所 16. 臺南市政府
稅務局 17. 彰化縣鹿港地政事務所 18. 彰化縣溪州鄉衛生
所 19. 臺東縣關山地政事務所 20. 臺東縣延平鄉衛生所
（以上合計 20 個機關）

服務規劃機關

1.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地稅資訊雲端化 創新服務 e 整
合） 2. 衛生福利部綜合規劃司（恁ㄟ幸福阮來顧 送子鳥資
訊 服務網 圈住您的幸福大小事） 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雲端藥歷 e 點通 健康存 摺 easy get） 4. 科技
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青年找出路－竹 巢引鳳，創
業圓夢）5. 臺中榮民總醫院（從心出發－創新 3C 全人全程
健康 照護） 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保土保家保
平安－跨 域整合推動土石流自主防災） 7. 新北市政府社會
局（友善公托 幸福新北－新北市公共 托育中心） 8. 臺南
市政府勞工局（安居樂業 弱勢勞工有晴天） 9. 臺南市政府
工務局（
「行動管理重整合 防災優先保平安」 臺南市道路挖
掘管理銳變方案） 10.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公隨你行－
雲端地籍行動網）
（以上合計 10 個機關/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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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第 1-9 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與
第 1-8 屆「政府服務品質獎」得獎機關類型統計表
機 關 類 型

得獎次
(百分比)

序號

業 務 別

1

衛生醫療

衛福部、公立醫院、健保局、衛生局、衛生所

92(17.04%)

2

稅務

國稅局、稅捐稽徵處、稅務局、賦稅署

55(10.19%)

3

戶政

戶政事務所

49(9.07%)

4

工商服務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財稅中心）
、經濟部（工
業局等）
、科學園區、商管處、工商局

34(6.30%)

5

地政

地政局、地政事務所、地政處暨所屬機關、地政
司

31(5.74%)

6

公營事業

郵局、自來水公司、台電、中油、中華電信、銀
行

30(5.55%)

7

生態保育
（遊憩）

國家公園管理處、林務局林管處、觀光局風景區
管理處、退輔會農場、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30(5.55%)

8

交通運輸
監理

監理所（處、站）
、火車站、港務局、交通局、
捷運局、捷運公司、航空站、公路總局、鐵路管
理局、交通部、觀光局

29(5.37%)

9

警政海巡

警察局、警政署、海巡署暨所屬機關

27(5.00%)

10

文化社教
育樂

博物館、紀念館、文化局暨所屬機關、動物園、
公立電台、教育館、美術館

25(4.63%)

11

民政

民政局、鄉市鎮區公所、殯葬管理所、民政處

23(4.26%)

12

農業環保

農業局、環保局、環保署、水土保持局暨所屬機
關、水利署

21(3.89%)

13

社政

榮民之家、社會局暨所屬機關、社會處、兒童之

16(2.96%)

家
14

圖書檔案

檔案局、圖書館

12(2.22%)
11(2.04%)

管理
15

建管工務
都發

建設局、工務局、建設處、都發局

16

勞政

勞工保險局暨所屬機關、勞工局暨所屬機關

9(1.67%)

17

教育

國立大學、教育局、教育處、教育司

8(1.48%)

18

法務

地檢署

8(1.48%)

19

消防

消防局

8(1.48%)

20

關務

關稅局、關務署

6(1.11%)

21

縣市政

縣政府、計畫處、研發處、研考會

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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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

特有生物保育中心、農業改良場、工藝研究中心

4(0.74%)

23

外交領事
事務

領事事務局、入出境管理局、移民署

3(0.56%)

24

國防

國防部聯勤留守業務署、後備指揮部

3(0.56%)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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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100%)

附錄 5
訪 談 文 字 稿
受訪者代號：A1
受訪日期：2017 年 5 月 23 日
受訪地點：院長室
Q1：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答：因為公立醫院是一個國營事業，所以公共事務的推動，我們有一些既定的政策，當然有一些獎
勵措施，如書面嘉獎、記小功、記大功，這是一個公務人員的榮譽，但是我們是公立醫院，有
一些除了薪水以外的盈餘獎金，這個獎金可能以獎勵金點數一點有 200 元上下，跟醫院的盈餘
有關係，假如對我們的名譽或一些公共事務有助機關，我們適度給一些實質的獎勵，加 2 點、
3 點、5 點甚至加 10 點，大部分最多加到 2,000 元，在發生績效的當月，給他多這些獎勵措施，
就公立醫院某種程度來講它是國營事業，我們有一些獎金制度，除了一些榮譽上的鼓勵以外，
給他實質上的獎勵，這種實質上來講對員工可能也不是在意那些錢，可是對他來講這是一個獎
勵，又是一個肯定，往往有時候員工拿到這些錢，他不是自己用掉而是分給同儕分享，所以其
實對他的單位來講也是一個鼓舞；另外我們除了個人鼓勵以外，我們也會有單位鼓舞，譬如說
你這個單位做這個事情不錯，我們就給這個單位加多少點數，由這個主管可以去分發給同仁，
譬如說你這個單位 10 個人，可以給你 20 點，這個單位主管可能會依點數，就那個人沒幫忙可
能就不加、有些人幫忙就加、或是要均分，我們授權給主管自己帶領，所以還是要這樣子做，
醫院也夠大、單位也夠多，當最高首長的人不可能管到那麼細微，我們會運用團隊或個人這兩
種實質獎勵措施，就精神層面公務人員記功、嘉獎當然同步進行，這種情況員工執行當然就比
較會激勵，他會覺得除了精神上也有一些實質上的。當然我們也有一些處罰，如果表現真的不
好，考績會被打乙等，除非很少數非常惡劣，我們可能會打到丙等，那證據要非常明確，我們
一般來講比較少扣獎勵金，因為獎勵金是用來鼓舞的，目前為止大概是這麼做。
Q2：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必要的努力？
答：其實○○醫院它是一個在進步中的醫院，這五、六年從一個大概不到 300 人的單位組織，到目
前為止我的正式員工公務人員公保加勞保不到 90 個，可是從 99 年 220-230 人，到目前我所有
員工數約有 560 人，扣除正式人員，所以大概有 470 人是勞工人員，這些勞工人員他們有專長
來自民間、志工不算，我的聘用人員狹義上來講不算公務人員，廣義來講才算，如一些行政助
理或是有一些發包、委外工程，有一些技工、技師這些大部分沒有高普考，我將近 470 個來自
這兩種，是我醫院長期需要的聘用人員，雖然是一年一聘，但若沒有重大的過失，我就會聘用
他，經費來自衛福部，但是我們是國營事業來自醫院自己的營運，所以有一點很麻煩，我將近
40-50 個是計畫性人員，什麼是計畫性人員，就是可能我某些部門需要，譬如長照部門我在外
圍像○○鄉……接政府短期計畫(譬如一年的計畫)，計畫性人員的薪水是來自譬如說高雄市政
府補助款，或衛福部裡面的計畫，那我可能要聘一些助理計畫，是政府會補助一年的費用，這
叫計畫性人員，那他來的時候大概就知道只做一年，這個計畫若延續他就繼續做，若這個計畫
沒有就要離職，這薪水全然來自其他公務部門的補助，跟我的自營就沒有關係，大概加加有
600-700 個人員。所以我是一個公立醫院的時候，我有一點困擾的是產生一點同工不同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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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來講，護理人員我知道現在公務人員裡面的護士叫護理師，薪水 4 萬-7 萬再加獎金，他會
隨著公務部門的職等跟年資晉升，如果我是勞保部門的護理人員，她可能薪水只有 3 萬多再加
獎金可能 4 萬左右，所以同樣都做護理師，就會產生同工不同酬，同樣藥師、放射師也一樣，
不管你怎樣搶到社工師、營養師，這些師字輩的人，我會有一個很困難點的地方，就是做同樣
工作的人會同工不同酬，但他從約用人員變成公務人員，行政部門必須要有高普考，我們醫療
人員有些師字輩，可以運用國考資格就可以技術人員轉任，醫師執照我有考過高考，就可以轉
任公務人員，包括醫師、護理師、放射師、檢驗師，反正能想到這些師字輩，具有國考及格就
可以轉任公務人員，但是現在政府部門對這個職缺，都要採開放公平，即使要把這些人員變成
正式的公務人員，都要對外公布訊息，經過合理公平的考試，這些人員對這個醫院內部熟悉，
當然佔了某些優勢這些其實是有的，這是一種獎勵措施，但這個只有在公務人員可以，但勞工
階層就不行，譬如說是司機、技工、工友，政府是遇缺不補的；另外一種獎勵措施，就是我們
大概在去年開始設計某些層級，因為我將近 500-600 個員工，我才不到 80-90 個正式人員，等
這個機會當然就很少，所以除了這樣的層面外，我必須在勞保人員裡面設定某些程度的層級，
譬如說我們設計某些單位主管，他雖然是約用但有些主管加給，如小組長他會有小組長的加
給，一般的人員就有一定的薪水，因為表現不錯或是主管的考核，你就有某些機會晉升到小組
長、副護理長、護理長，這些我們都有一定的薪水，譬如說晉升到小組長，我們在薪水外加
2,000 元，晉升到副護理長，就另外加 5,000 元加給，另外晉升到護理長，就加到 9,000 元的
加給，這些員工他不一定會變成公務人員，但可能在薪水方面有一個實質的獎勵措施，這是一
個職等的升遷，另外某些升遷，可能你在某些事物表現不錯，那些就藉助剛剛講過的精神鼓勵，
譬如說公務人員的精神鼓勵記嘉獎、小功，到年底考績獎金年終比較高，可是約用人員來講，
當然他也可以這樣考慮，可是約用人員年底年終獎金，可能甲等一個半月、乙等一個月，可是
這個對他來講，有時候我們採取某部分單月份給他，我剛剛講過獎勵金加點，實質上一個作用，
大概就是用這兩種方式。
Q3：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答：秘書—我們醫院推動 5-6 年的 BSC(平衡計分卡)，每一季會檢討一次，每次都會選出前五名給
予獎勵，對團隊來講有禮券、獎金，另外獎勵金在績效獎金裡面。
院長—我們把前面五百六十幾個同仁，不是以科室去分，因為我們有 23 個醫療科加 3 個團隊，
在團隊我們可能有急診團隊、門診團隊、住院團隊。
秘書—我們有急診、門診、住院三個流程團隊，有 23 個醫療科，每一個科都有行政、護理、
醫療，團隊的負責人主要是醫生。
院長—23 科譬如說神經內科、神經外科、心臟科………以科別去分，我們這樣的科別，讓醫
師主管或醫生當頭，我們把前面的同仁，跨科室打散，譬如說平衡計分卡(BSC)就是假設我是
神經科醫師，我可能希望招募到 20 個同仁，所以這 20 個可能 1-2 個是我自己的神經科醫生，
3-5 個是其他護理科或是我的病房，有些是我的行政科室，譬如說人事室 1 個、總務室 1 個，
甚至會計室 1 個，可能有些是工友，我們開會的時候等於就是小型的各科室的人，那我可能科
室主管要你這個月或明年的績效指標是多少，這個月到這一季有達到或沒達到，那沒達到是什
麼原因，達到是不是超過我的目標，是什麼原因讓我的目標超過，這時候到底有多少利潤，我
的會計人員就會告訴我達到什麼利潤，我的總務人員可能就會告訴我，什麼地方做得不好，是

76

因為服務不好，你的醫療命令沒有執行得很徹底，這些人都可以共同提供意見給我們參考，那
我們有三個流程團隊，因為它是跨科，如門診是所有的人都要用，你怎麼分科，會有一個流程
團隊，門診需要設計某些流程，讓病人來看很方便很舒適很受尊重，很快速可以走，那住院團
隊可能就是我們去設計一個流程，讓病人住院一開始時候，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顧，很方便不
用跑來跑去，急診一樣，雖然急診跟剛剛後面一樣，所以住院就跟每個科室有關係或是不是要
住院，所以它就要有一個團隊，所以我們總共有這 26 個團隊運作，我們會請顧問公司一個○
老師幫我們做，讓我們參考我們去看，每個團隊要來報告，從四個構面來看，績效面向到底有
沒有達到，有沒有賺到錢，有些公共政策賺不到錢是什麼原因，顧客面向是不是對你的服務有
滿意還是不滿意，有沒有被抱怨，流程面向那做的時候不是你設定好，可能流程出了問題你要
去改善，學習面向我當然希望他們透過員工的進修程度，讓員工的技術或團隊的技術更好，這
四個構面去討論，那像秘書講的上個月的表現，透過老師或高級主管評分，評得不錯當然我們
第一名就 10,000 元獎金、第二名 5,000 元、第三名 3,000 元、第四名 2,000 元、第五名 1,000
元，讓這些團隊產生競爭，競爭以後他可以當然是良性競爭，但我們沒有懲罰，最後一名你要
扣多少錢我們沒有，我們只有鼓勵，透過這樣的鼓勵讓同仁互相比較，自我向上提昇，所以我
們是透過這些方式，讓那些表現不好，人家表現很好，讓他有壓力。
Q4：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干涉？
答：秘書—我們醫院比較特別的是我導入平衡計分卡之後，除了大家本位的工作之外，所有的人在
院長的理念，我們全部的人就是要支持醫療，所以在平衡計分卡這裡面的不僅醫療人員，我們
一直在後面都是不站在本位的立場，支持這些醫療人員所有的醫療業務，所以說我們醫院整個
固定位，這樣把我們醫院所有的宗旨，就是醫院建制成我們○○地區首選，其實我們這邊沒什
麼醫療的單位，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全院目前的使命，就是這樣子從○○○○之後，大家建立
這樣的使命，全力要支持，大家都有那個觀念，主管都有這個觀念慢慢帶動，像我們現在的行
政團隊是非常緊密的，不會說工作推來推去，基本上就是要把行政、醫師、醫療人員我們這幾
年就是把制度慢慢建立，我們雖然有服務品質獎的過程，讓我們慢慢建制，像我們現在還在建
制，透過像醫院評鑑這裡面機制，讓我們把制度一步一步慢慢建起來，所以我們從 99 年到現
在業績已成長五倍………。
院長—因為公務機關有時候難免某部分公務人員的心態，把我自己本位主義做好就好，但是這
個東西就是要慢慢去導向。
秘書—公務人員愈來愈少，我們現在大家其實都很忙，忙到我來怠惰一下，院裡的環境已經不
允許我們公務人員這樣子，沒有時間所有人都很忙。
院長—所以我們都有積極在做，當然對某些比較沒辦法配合的員工，我們大概就是透過這些紀
錄，1 次、2 次、3 次再透過檢討，看他要怎樣改善，透過這些紀錄、檢討，相對他就會產生
壓力，我們不會在第一次就採取處罰，一次又一次的紀錄，希望他怎麼改善，如果說真的連續
3、4、5 次都同樣一個人造成同一件事情，最後他就要面對我們的考核制度，我們會有一些員
工的考核制度，我們比較不會說不予以干涉，不可能不予以干涉，畢竟我們對醫療來講是一種
服務民眾，當然它不會說是服務業，以病人為中心，讓民眾相信醫院是給他好的品質，我們很
重要的一個東西醫療，不是完成一個公務任務而已，因為他跟民眾的生命是直接有關，民眾個
人的感受會不一樣，同樣一個人民眾或許覺得他非常好或許覺得他服務態度不夠，所以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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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例子去看，我們大概都會以勸導為優先，真的不行才會進入討論同仁的好或不好。

Q5：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畫與任務目標？
答：秘書—我們醫院每年進行短、中、長期規劃，這些計畫每年都在檢討，像我們又配合自己 BSC
的運作，我們短、中、長期計畫已經規劃到 108-109 年，每年在院長的督促下已經規劃好幾年，
像今年的重要項目，明年、後年一直排到大後年，我們幾乎都排好，這些都是一年一年更替，
每年檢討一直滾動下去的計畫，所以醫院之前這樣的發展，讓我們有一點點基礎可以一直做下
去，目前短、中、長期都規劃好了，每年底都有一個經營主管會議，先定位明年、後年要做什
麼，再由我們館中心這邊繼續規劃，由我們這邊所有的預算，規劃成○○醫院長期的計畫。
院長—對整個大方向來講，○○醫院是守住○○9 區的醫院，也算是○○市政府東○○唯一的
一家公立醫院，旁邊有○○、○○醫院但都是私人，………………，就某些程度來講，○○醫
院就東○○來講有戰略地位，因為偏鄉地區…………………，當然○○市衛生局他有針對某些
衛生所，譬如說○○衛生所………或是有讓衛生所功能增強，但這些衛生所功能增強並不能取
代醫院角色，未來的期望、願景，當然希望我們這個東○○偏鄉地區醫療守護神，醫療的進步
非常神速，某些太高級、太先進的東西我們是沒辦法做，但是對某些救命急重症，譬如說神經
外科、血管外科或是腦中風…等，會積極的增進我們的角色，希望能守住我們這個東○○，所
以基於這樣的架構，當然我公立醫院、我的使命、我要守護這個偏鄉 9 個區域醫療角色，基於
這樣大的角色範圍，因為我是一個公務部門，雖然是一個國營事業，我必需在我的經營、盈虧
之間跟公務角色之間，取得一個妥協點，如果一昧只在公務部門角色求增進，讓醫院虧損，我
剛才講過，我醫院虧損我一定找不到我的人，我為了讓我的醫院長治久安，我一個月的薪水大
概要花三千多萬，政府只補助我五百萬，所以我另外的兩千多萬來自盈虧，有些人當然認為公
立醫院都是政府補助，可是你不曉得政府一個月大概補助我五百萬多一點，其他的兩千多萬，
我如果賺得夠，我員工的薪水就會高，我的醫生薪水就會高，我如果賺不夠，我員工的薪水就
會低，我的其他醫師薪水就會低，每個月的薪水會稍微一點的變動，所以我們經營管理者就必
須拿捏，讓它盡量少變動，就是經營管理者必須去做一個調配，所以在這樣一個角色上，我有
公務部門的角色，我有盈虧的角色，那我如果一昧的執著公務部門的角色，我醫院虧損我的人
就會一直跑，我就沒辦法在偏鄉裡面，發揮公務部門該有的角色，所以我是經營管理者，我要
守住我公務部門角色，我又必須讓我的醫院盈虧，讓這些員工可以領到一定的薪水，所以基於
這樣的架構，當然我就發展醫院每年要推動的一些策略或某些要做的事情，這樣我希望在未來
的過程當中，可以讓○○9 區的民眾身體健康，尤其是急重症，可以受到照顧，這是一個大的
角色；那當然在未來就是長照 10 年、長照 2.0，因為偏鄉都是老人人口比較多，像○○大概
快 20％，其他都 18-19%，都比台灣平均 13-14%都來得高，所以這些○○9 區的民眾長照，我
是一個公立醫院一定跑不了，當然長照○○衛生局有它的角色，它會站在它裡面針對這些衛生
所、或是這些機構………，可是站在我偏鄉醫院角色，我一定在這個地方有某部分的角色，我
當然不是全然的主導者，但是我一定會有一定的角色，目前政府的長照角色來講，其實獲利一
定是不會非常高，尤其是當你要把品質做得非常好，像前幾天我的護理科主任才跟我講，他去
報我的護理之家 49 床，他們跟○○市衛生局說，我有 15 個照護員，我有 6 個護理師，他們說
那你們這樣怎麼活得下去，成本太高，但是我的護理主任講了一句很漂亮，我們的理念就是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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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把○○醫院，它是一個公務部門公立醫院的角色，長照經營做給偏鄉這些長照私人機構一個
典範，那你說我在這樣經營，沒有長照機構賺錢我靠什麼，因為我這些民眾會有塑立典範，政
府對我的公部門給我期許，或許會給我一些補助款或許不多，另外一個我必須借助我的急重症
醫療，這些人會到我的急重症醫療住院，那我就把它經營好，也讓其他的私人機構覺得○○醫
院的醫療是好的，他們萬一需要住院需要急性醫療時，他們會來我醫院，所以我必須有一個宣
示的目標，讓這些偏鄉的醫療，這些長照機構了解○○醫院有它一定的水準，我有占地利之便，
他要去○○、○○醫院一定非常不方便，就是這些偏鄉機構來講，他能夠在我的醫院得到醫療
的照顧，他一定是最方便的，所以我是覺得說○○醫院，當然每年訂的這種短程、中程、長程
計畫裡面，我們一定回歸不了這個主要目標是不變的，只是在這個主要目標之下，每個經營者
(可能換院長)他的步驟會有稍微微調，我想這個大方向是不變的，這也就是很多市政府，尤其
是直轄市政府希望把之前稱省立醫院，曾經稱衛生署立醫院，現在稱衛福部、部立醫院或是叫
國立醫院也好，很多直轄市政府想要國立醫院納回去他衛生局轄管，可是○○市衛生局不是很
想，因為○○醫院它在這方面守得非常好，它拿中央的補助款加上這幾任院長的經營，幫○○
市政府守住東○○的醫療，當然○○市衛生局就沒有必要拿回來，就是經營者跟整個過去的歷
史，我們把○○醫院演變成到這個角色，讓它經營起來變成是一個偏鄉的公立醫院的典範，典
範他是怎麼拿政府這麼少的補助，可以獨立經營又可以守住，其實就是經營者還是要有心中的
打算、盤算，你真的不可能一昧地講公務、高口號、精神口號，當然對外必須要有一些理念，
但是在經營績效上面，其實還是要有所拿捏，當然我們不像私立醫院純營利為目的，我們會有
一些公益形象在裡面，這個公益形象牽扯到整個外界環境，還有公務人員的補助款預算，這當
然還是我們考慮的點，所以我們做的品質是不要說比私人機構好，在我們的考量裡面我們一定
會放在心裡，所以我就是會想說，在這個組織未來的期望、願景，其實我們是以這樣一個主軸，
發展出我們的一個步驟。
Q6：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率、提升行政績效？
答：秘書—以平衡計分卡對員工獎勵，那個只是佔一部份，大部份還是回歸給主管評核他的每個月
績效，以月、季的是另外再加，當月負責人還是負責當月，兩個合起來，一季檢討，這一季如
果績效更好的時候，我們是另外再額外給獎金。
院長—就是說我們每個月會有固定的績效，譬如說每個月我本身隸屬總務室，我大部分的績效
來自總務室主任打的，但是我可能又加神經科的團隊，所以我少部分的績效是神經科領導者會
打我的績效，讓我在自己的工作以外，對醫院的其他另外一個團隊會付出，這種對我自己本身
的工作、對團隊也有這種關係；平衡計分卡團隊是每一季的，我本身是屬於這個部門，我另外
一個小角色是屬於其他團隊的，那我每個月是這兩個(本身部門和團隊)打當月的績效，那我的
團隊如果表現得好，可能在每一季可以得到一個額外的績效，這個績效可能不是我在每個月績
效，所以我會有一個基本的績效，在一個額外績效放上。
Q7：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答：同上 Q3 答案 BSC 之運作。
Q8：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現？
答：秘書—醫院有時候會配合醫療，像我們專科護理師，有些根本還沒有資格，他只是護理師或護
士，那我們醫院也是花錢請他們去上課，培養變成所謂的專科護理師，醫療有相對的很多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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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讓他們進修、成長，所以這部份就非常明顯的例子。
院長—因為依馬斯洛的理論來講，當然基本的物質需求是最需要的，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但
就目前台灣這個醫療環境來講，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覺得他們付出很多，但是相對獲得是少的，
這也就是會有血汗醫院，包括不可否認我們也會有一部份員工會是這樣子覺得，所以當然我們
是在讓員工有這樣一個基本的需求，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績效獎金、基本薪水，我們當然希望
員工能夠得到這樣，再來自我實現部份，我們會配合物質跟精神，所以我們設計某些制度，剛
剛講變成可以小組長、副 Leader、Leader 最高的層次，當然希望他自我學習以後，我們鼓勵
員工這些你得到的東西，現階段來講對這個組織是有幫助的，那當然這個組織也對我們有幫助
，你將來有機會在這組織越來越攀升，那你的自我學習不錯，假設你認為這個組織提供你一個
實現的願望，那你有這樣的一個經驗，將來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你，像我們鼓勵某些醫生，不
管我們的皮膚科、神經外科醫師…，他們可能都是某些大學醫院來的，偏鄉醫院沒有這些科別，
但他們把它從零做到有，這些東西對他來講就是個人的經驗，這是搶不走，有一天他覺得這個
醫院可以發展，他就繼續做，這個醫院不能發展，他把這整套經驗拿到其他地方去，他就會有
一樣的經驗，這是我們給員工的一個概念，你在這個地方所學習、所成長的東西，這就是你的
東西，你在這個地方能夠得到相對的物質的收入，或是一個基本的需求，當然你就可以付出，
如果你認為得不到，那你就往外去發展，那這樣我的醫院不就是損失，我不覺得他會是損失是
栽培人才，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會幫醫院設計某些流程，那這些流程它還是會存在，或許換
了一個領導者來接，可能 70-80 分會掉到 40-50 分，但是你來接的人，它可以從 40-50 分往上
走，這個東西如果你永遠不做，可能就 0 分，每個來做的人都要往上攀爬，所以這種偏鄉醫院，
他真的有某些困難點，他的人才是異動的，因為它畢竟不像大型醫院或是都市型醫院，因為離
家近，不一定事少不一定錢多，但它人才畢竟比較多，所以當然它人才的穩定會相對偏鄉型醫
院來得高，所以你去做一個偏鄉型醫院，…………，人的本性一定是實現他的理想以外，當然
希望物質生活可以愈來愈好，這是人的本性，當然他這個偏鄉服務三年、五年、八年，當然你
會讓他的收入愈來愈成正比，或是他的自我實現這種精神層面，畢竟是少數，如果一個偏鄉型
的醫院經營機構，要靠這種少數的精神道德型的來支撐，這一定都不長久，所以你必須除了精
神道德型少數幾人之外，你還是要讓他的物質欲望做，做多少是多少，我永遠相信凡走過必留
下痕跡，在他建立這些東西，譬如說我今天的皮膚科，醫院從來沒有人做過，你要找一個人都
沒人做過，沒有人做過誰敢做，你找一個人把他做到可以 200-300 萬的業績，他走了可能會掉
到 50-60 萬或 70-80 萬，可是後面會說這個醫院曾經做過 200-300 萬，所以別人可以我應該也
可以，當然會來這個地方做的人，他那個期望值就會存在，你就會比較容易吸引來接這個地方，
這是你經營一個偏鄉醫院必須要有的一個概念，那很多偏鄉行譬如說○○基督教醫院，他也有
很多那種史懷者的人，或是很有遠大理想抱負的那種人去投入，他不計較薪水，一個月十萬他
也去，問題是它為什麼做不起來，因為畢竟這一種人是少數不多，所以說我是覺得國家在經營
這種偏鄉醫院，他還是要有一個細水長流型的人才慢慢進來，台灣的健保是依人頭論計，所以
你看我這個地方，我大概○○9 區這個地方佔○○市的 3 分之 2，它人口才百分之七，所以我
不是用土地來算業績的，如果今天用 3 分之 2 土地來算業績，我應該佔○○市健保給付的 3
分之 2，但是它是用人口數來算，怎麼做就是百分之七，那我怎麼可能去，那你說我去看，那
我出去看的交通費，我同樣看病他得到那麼多錢，可是我交通費之外，如果很密集我一個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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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 10 個人，如果不密集我一個早上可以看 4 個人，但是我這個人的薪水是固定的，相對
成本是高的，所以我是覺得長期來講，相對政府應該要對偏鄉的支出有個額外的補助，可是就
整個目前架構來講，他是給我補助款，所以我當然就必須用這樣的概念，讓我的同仁去成長，
讓他們在這個地方可以自我學習，所以我常鼓勵他們，到大型的醫院把你當小弟、小妹，人家
說是牛後，但是你在這個地方都可以當雞頭，那你會有一個成長，有一個概念也會有學習，所
以將來要借助你這個經驗，在這邊繼續發展，就借助這個經驗，不要當牛後，希望你去的時候
可以當到牛中，甚至搞不好當牛頭，寧為雞頭勿為牛後，你要讓這些人有這樣的一個願景，不
然他在這邊做，他如果沒有成長在這邊打混，找不到人那你這個企業不會成長，醫護人員不好
找，同樣告訴你，我們的所有工作人員醫護人員，如果我在○○市區可以領五萬，我為什麼要
來偏遠○○領五萬，我們沒有那麼好，因為土地不夠沒有供宿，我們希望可以提供但有限，所
以有些人他來這邊要自己付住宿費，我們大概醫生都有住宿，行政人員除了醫生以外，我們將
近五百多個員工，還好在地率有百分之 60 多，就是大概有 3 百多位員工是不用住宿，但是有
200 多位需要；我是覺得組織最高層的轉變，真的要鼓勵員工自我學習，那給他一個希望是他
要在○○發展，或往外去發展要給他一個概念。
Q9：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院長—個人魅力我打 7 分。
秘書—我給院長打 95 分（9.5 分）。
院長—因為我個人認為我不是那麼…，當然我很疼員工，但就某些層面來講，我有我的堅持，
有些員工不會那麼喜歡我。
秘書—他這兩年來都幫我們醫院穩定下來，因為醫院在成長，到目前是比較高峰需要有一個很
穩定的基礎，院長也幫我們一個很大的忙。
Q10：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
評幾分？
答：院長—個人魅力是比較困難，沉著、自信，我大概有 8 到 9 分。
秘書—EQ 很高，9.5 分。
Q11：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院長—我的溝通能力是不錯，大概有 9 分，這種偏鄉型醫院溝通非常重要。
秘書—有醫生、護理人員、行政人員，有不同層次的人，那溝通的技巧都不一樣，主要是我們
醫護人員。
院長—我們的醫生同一科又來自不同的醫學中心、不同領域，譬如說我的骨科醫師有五個，可
能有來自○○醫院………………，因為同樣一個科，像外科醫師他開刀是一種藝術，同樣一個
手指頭斷掉，有人喜歡這樣開，有人喜歡那樣開，不同的開法就有不同的衝突、不同的合作，
當然病人有時候會有疑惑，那我要去把這些醫生溝通，讓他在一個大架構之下，不要互相有衝
突，那他們產生衝突的時候，我怎樣溝通協調，讓他們不要產生太大歧見，所以雖然說不能讓
他們互相喜歡，也不能讓他們互相吐糟，這種東西就變成很困難，醫生跟醫師之間的溝通，再
來醫生跟護理人員的溝通，因為我的醫生可能來自某些醫學中心，我的護理人員又可能來自不
同的醫學中心，這個加進去就更複雜，那我的檢驗師、藥師…，我的其他單位科又來自不同，
我自己沒有訓練醫院，如從○○訓練的，那這個脈絡就很清楚，……大部分都是○○醫院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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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都是同一個師承，所以有好幾個不同概念，怎麼去整合，同樣我的醫生、護理來自大雜
燴，來自不同的地方，當然我有些護理人員，在這個醫院土生土長，那你過了 20-30 年，外面
的世界變得怎麼樣，你又可能有落差，那人家來的人古早就沒這麼做，怎麼現在這麼做，這其
實是內部一個最大要去溝通，你如果可以把溝通的阻力愈少，你這個醫院進步的速度愈快，如
果花很多的時間溝通，你這醫院的進步就會慢，甚至如果萬一處理得不好，不進更退了，所以
是偏鄉型的公立醫院尤其是小型的，這些也是前任院長做得不錯，我們這一任把它發揮，很多
你有機會去看其他偏鄉型醫院會起起伏伏，大部分都出在這個問題，首長也異動，我們有任期
制的，三年一任，那人家長官要不要，六年我一定要走的，我就是不想走也不行，就一定要走，
所以他們是長工，我是臨時工。
秘書—臨時工比較重要。
院長—剛剛在個人魅力我會打 7 分，是因為一個想要做事的機關首長，一定不可能全部的人都
喜歡，這是一定有某些不同的，因為當你要改變這個醫院的時候，一定有某些人會被改變，他
被改變後不一定利益會減少，但他的工作習慣要被改變，人一旦要被改變，當然一定不想被改
變，我就這樣做，可是你不改變他，這整個醫院不可能進步，所以就勢必要改變，那你就要改
變他的時候又不能硬碰硬，會產生某些傷害，怎麼讓傷害傷到最小，可能要某些的技巧、某些
的手段，這個東西就見仁見智，每個領導人都在想，但是也不一定常常對，也沒有誰每次都對，
過去的 9 次是對，不代表你的第 10 次會對，過去的 99 次對，也不代表你的第 100 次是對，這
個都要放在心中，隨時都要問自己我是不是哪裡做錯，我是哪裡可以做得對，那都要戰戰兢兢，
你不可評價說我前面 99 次是對，我這次就會很輕鬆對，往往摔落的都是在那部分，這是領導
者有時候要謙虛不能太仗勢，如果問我自己，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你隨時可能某個小步驟
就是會偏，所以就是要激勵自己，一定要提醒自己，一定要戰戰兢兢，當然不是說每次都很害
怕，但是自己都要一想再想，其實有時是很重要，我這些幹部很優秀，真的有疑慮的時候就把
這些幹部找來，找來就是長官有疑慮講給你們聽，當然會講我的想法，我這些部屬不錯，他們
會告訴我，會朝他們觀點，最後決定者還是我，我是覺得長官有一個他們會相信，我最重要不
管他們誰提的意見，或許跟我原來的意見不合、不一樣，後來我採用他的意見去作出這個決定，
可是後來證明我採納他們的意見產生不好的結果，就是老闆一個最重要時間，最後不能怪當時
提這個方案的人，那是你同意的，你同意以後，不管誰提的最後你同意了，當然是你自己要去
決定，所以他們會相信，長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所有的過一定要自己第一個擔，所有的功
勞一定要分給底下的人，因為我不用功勞，這個醫院如果進步了，我就是不想要功勞，大家也
會看到你，因為你是領導者，所以我是覺得當長官有一個重要的事情，沒有那一個長官是天縱
英才，沒有那一個長官非常英明，長官只有你會不會行事風格，所以我覺得當長官最大的魅力，
就是你可以把所有的過擔起來，可以把所有的功分給他們，自然你底下這些人就會幫你拼命，
你不用自己去做，水漲船高，你自己不高都不行，領導的風格是在這裡，我認為是這樣子，小
事情不用講，大事情就是這樣，他們會知道我的個性，他出任何事我一定是會扛在身上，當然
我或許會順這個機會教他，你將來怎麼做會比較好，當然我不會說，當初都是你這麼說事情才
會變成這樣，這種話一定不能講，打死不能講，再怎樣也不能講出這種話，將來沒人敢替你出
主意，你就永遠自己抱著頭燒，我覺得醫院的成長，領導者的風格是非常重要的，這大概是這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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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A2
受訪日期：2017 年 6 月 5 日
受訪地點：機關內服務設施—「藝薪園」
Q1：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答：從事公務期間可能針對同事表現好一點，譬如環境整理比較優的、創新比較優的、競賽比較優
的，會適時在所務會議給他表揚，給他一些禮卷之類，以鼓舞作用，我的原則就是這樣子，鼓
勵代替責備這很重要，因為每一個同仁的想法、作法、態度跟主管並不一樣，每一個人的程度
跟我不一樣，但是每一個人要有我的品質，那絕對跟不上，所以我們就是以鼓勵代替責備，從
我們在做政府服務品獎也好、公務也好，譬如說在環境的改善中，同仁覺得做不好，可是我們
給總務做這些環境改善，那總務都做了，你又在嫌說那個做不好，其實是不對的，因為總務作
採購、發包很辛苦，所以我們請同仁用鼓勵代替責備，類似這種東西；在做政府服務品獎過程
中其實也是，因為政府服務品獎不是主任、研考就可以做的事情，是整所要去動的，所以我就
分很多的小組，譬如說有文書組、環境改善組、顧客關係組，針對經營顧客關係的，有針對環
境改善的，有針對這本申請書撰寫的人，不同的組別，因材施教，各負各的權責，譬如說他寫
出來的東西，不見得符合我的意思，那我們大概鼓勵他幫修改，希望他更好，因為這些人當考
核的時候，必須都要懂得業務，你才有可能跟委員做解釋，才可以針對我們申請書以及那些陳
列的東西，他們才會去說明，所以都實際做的人才有辦法解說，那除了這些人以外，另一半也
要進來，可能是工友、測助，比較沒那麼投入的人，你還是要分給他工作，譬如說做環境的整
理、花園的改善、種樹之類的，我們廁所裡面的樹都是自己種的，沒有去花錢，這些人還是有
功效，考核當天這些人還是要去動他，你是負責便當的，你是負責停車場的，你是負責哪裡的
位置，環節裡你都要用到這些人，這樣才有辦法讓他共同凝聚團隊的意識，委員進來才會知道
這是一個團隊，不是各做各的，大概是這種模式；我們沒有多餘的錢，我們就用其他的方式，
禮券 200 塊禮輕情意重，獎狀在所務會議表揚，如果說表現更好的，就給他提報模範公務人員
之類的，這些東西來鼓勵，原則上就是除了這個之外，我們每年都有過節，譬如說過年我自己
花錢買樂透送給他們，樂透其實目的是做公益，我花一點錢其實是在做公益，同仁當然如果中
獎是最好，給同仁一個喜氣，我們主任送個紅包應景，過年後剛好又是元宵，我會去買燈籠，
燈籠也是義賣的，這些東西通通都是跟家扶中心買的，其實我會讓他知道，就是主任這些錢是
在做公益，那大家也多做公益，我們除了這個，也會二手物的拍賣，他會把東西拿來，賣一賣
送給家扶中心、華山之類救助這些人、去探視退休人員，這是我們平常每年都有一些活動，所
以我們希望同仁在這個快樂的氛圍下服務民眾，快樂的員工才會有幸福的服務，就是讓他覺得
在這裡壓力不要太重，當然都是好同事，他不會說看到主任就會有好大的壓力，大概這樣子做。
Q2：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必要的努力？
答：我的服務理念我會幫民眾解決問題這是重點，我的理念就這麼簡單幫民眾解決問題，創新也是
從這裡來，民眾來找我主任有約，我們就做這些服務，希望他得到好處，譬如說他來問公所的
問題，還是稅金的問題，找到主任會跟他講，你要寫個甚麼東西，教他寫個申請案給稅捐處，
有些民眾不會寫，我們就幫他代打，沒有關係政府就是一個，你不能讓他就去稅捐處，那這是
方便，有時候他拿著東西來，你就要去看看，我會要求同仁，他的東西你發現這是有疑慮的，
是公所給他的資料，你就電話問公所，這個資料哪裡有問題，不要讓他跑回去，有的單位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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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就回去問他，這就是所謂橫向聯繫，你協調看看是什麼問題，然後就可以幫他解決問題，
這是我一直要求同仁想要做的一件事，當然同仁能力參差不齊，不是每一個都像你想得那麼
好，可是我們就盯著他，我會做給他看，所以經過我服務到的民眾都會很好，因為我會幫他做
很多事情，所以就曾經有民眾來這邊，他要申請身障輔具的補助，他說縣政府要他申請建物所
有權狀，他知道你有房子，他一來我說你那個沒有所有權狀，你沒有做保全登記，如果一般就
會說我這裡沒有資料就請他回去，但我不是這麼做，我要求同仁你電話問縣政府，他說沒有關
係，課稅證明也可以，這種情況，我就跟民眾說你就可以申請課稅證明，給他縣政府的電話和
姓名，有問題都可以聯絡他，幫他解決，知道方向怎麼走，就是我們所謂跨域的價值，就是要
求同仁一定要這麼做，其實是這個目的，即使沒有得名沒有得獎也會留名，因為對於服務民眾
就是這麼好，所以很多民眾來找我們，很多同仁說你為什麼做這麼多，其實他來找你就是有困
難，你就把他找到一個方向，教他怎麼做，就是這樣子。我曾經做到有一個民眾來，他已經來
好幾次，一個七、八十歲，你怎麼來，他說他走路來，走路不太穩，我請同仁載他回去，我就
跟他兒子說叫他不要再來，我幫他處理，看他這樣有需求，你就多一點心，其實他問題不能解
決，但我們熱忱希望他把怨氣緩下來；有時候會做居家服務，其實我當初在做的時候，很多同
仁說主任為什麼要這樣做，我說其實自己體會的理由，那個人已經 90 歲了，一位阿伯，他的
土地也是不能解決，可是他以前也是常常來，後來我就打電話給他，阿伯你不要來你有問題我
去你家，我就去他們家，我去他們家 5-6 次，主任我覺得那個有問題，其實他也講不太清楚，
我去看久而久之，他有問題就會打電話，我就去看，然後為什麼要這麼做，我跟同仁分析幾個
原因，第一，他那麼老了，這也不能處理個問題，你要讓他騎摩托車、腳踏車到這邊來，如果
發生意外也不好，走路又不方便，第二，老人家一定會有一點重聽，但在重聽之下，你要給他
解說要大聲一點，那民眾會看，你怎麼比他還大聲，你是不是在罵他，這種服務這麼差，再來
他來了，你不能趕他走，一定要服務到，所以你去那邊你隨時可以走，便民便到我自己，發現
這一件事情很重要，我們的便民服務最後是便到自己，不是便到民眾，真的是這樣子。
Q3：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答：其實我們的政府服務品質獎，一直有它離不開的核心業務，這些業務你本來就有的，……那在
做這些案件過程中，你要再把它精緻化，當第一步起步的時候當然會有困難，同仁會覺得這是
多做的，我為什麼要多做，這樣做原來都好好的，剛開始同仁當然會反彈，像我去下鄉，他會
覺得下鄉那麼頻繁，然後會犧牲什麼……，因為我常常有時候必須要開會，你一定要開會才會
知道主管在重視，如果說你都不開會，三個月才開一次，其實他們不曉得你上面在緊張，所以
一定要把你這種所謂積極度給屬下講，所以當我們在開會，他們也會覺得怎麼那麼多，同仁剛
開始會覺得有點反彈，我一直強調多鼓勵他們，請他們跟我們一同參與，其實這是上面交代的
任務，我絕對不是主動要去辦的，但辦到最後慢慢潛移默化，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工作，要潛移
默化這種程度當然才算是成功，目前其實還在一步一步再去做這些事，因為他們勢必我都還在
這裡，他們勢必就要跟我做，當然推出的東西他們都有在做，譬如說我們現在推出全新服務彈
性午休，上班日中午不打烊本來就有，假日預約跟夜間預約、延時服務，所以整個時段都可預
約，你想假日來都可以先透過電話預約，還是想下班來，所以訂這些規定很重要，其實目的是
有一個東西可以依循，就是同仁的心比較重要，所以我們訂了之後，譬如說我做延時服務，曾
經就這個故事裡面，有民眾我們通知他辦所有權狀，然後他說禮拜四我沒空，他是北部的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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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親，我禮拜六回去看我媽媽，同仁就會主動預約，他沒預約，那沒關係，我們就禮拜六變成
假日都預約，他就回來看他媽媽順便辦所有權狀，他自己一定會感動；還有民眾辦繼承案件，
他就去國稅局辦稅務問題，到這邊已經快五點，他說完蛋了，明天又要請假，他難得請一天，
他一次要辦到完，同仁就會主動說沒關係，我們有延時服務，所以他沒有預約，不是前三天來
跟我講，可是同仁那主動的心，讓他覺得感動，我們主動的幫他延時服務，所以做到七點半，
他高興的回去明天又不用請假，同仁的心也很重要，其實就是潛移默化中，要求同仁要有這種
所謂的同理心，整個服務品質才會好，很多公務人員會覺得法令規定沒預約就回去，其實那邏
輯不應該這樣子；該補假就補假，該給錢就給錢，沒錢就補假，其實我們同仁還有的沒申請，
他就覺得反正都來把它做到完，有些同仁就是這種想法，我講實話，每個主管都會看在眼裡，
這個人是用心的，這個人是怎樣的，其實我們都知道，所以當你會去提拔人的時候，你就會知
道這個人怎樣，那個人怎樣，因為參差不齊，我們都知道什麼狀況，當然我的原則，該給同仁
的福利就給，所以有一個重點是你要幫民眾解決問題，如果說你今天不加班、沒辦法加班，那
你也要有辦法跟他說，那沒關係你回去辦完再寄給你之類，就是類似這種東西，這就是我一直
強調的重點，你不是只要辦公要辦事情，不是把公文辦好，你要解決才是最高的工作效能，很
多人就是辦公文，你公文來我就公文去，問題沒有解決，在那邊推來推去，所以你要把事情做
到位解決了，才是我們要做的，最終目標是解決事情，把民眾的事情解決，真的是你得了政府
服務品質獎，你真覺得是問心無愧。
我的觀念很簡單，我覺得要教導同仁會東西，不管是業務上、公務人員的品質上、辦事能力也
好都要教他，我要求課長必須教導部屬，讓他去成長，其實我發現很多的主管，不太去改他的
公文，他送來不太會看，這樣是不對，你要去要求他，我會很認真看，看完我也不會罵他，我
平常會跟課長、承辦人員講，我為什麼改這樣，我目的是什麼，這樣是比較完整的，他們寫得
都沒有錯，但是你這個方式寫法是不好的，錯了當然會跟他講，主任跟他改主要目的做什麼，
譬如說就公文來講，課長能力總會比他們強，其實當課長是一種歷練，當課長再出來當主任，
有人就是會覺得當課長反正就是蓋個章，其實課長應該沒那麼輕鬆，要去投入，所以我會要求
他，你必須投入業務，甚至最近有個新來的，我就跟他說很多三層公文，不可以三層你要改到
你的二層，才知道他們在辦什麼業務，不然你都不了解，你只有基本的功，要趕快了解東西，
才能進入狀況，我們的課長升上來，我們有地價、登記、測量，原來學地價來登記就不熟，必
須重新學習，其實這是地政事務所比較遺憾的地方，有時候會輪調，其實輪調有時候我們領域
差很多，一輪調課長完全不懂除非很認真，測量就是測量，登記就是登記，地價就是地價，屬
性差很多，課員工作輪調很少，有時候升上來的課長是不同科的，原來做測量的升去當登記課
長，但是考的都一樣沒有錯，但是在歷練過程中，沒有歷練到這一塊要重頭來，這是我們方式，
但是不是重點，重點是你既然當了這個位置，你就要很認真去投入，但基本的你要懂去進入狀
況，這是什麼狀況，你才會有辦法掌控住這些事情，不然你就要問你的屬下這很累，所以我就
跟他講，主任我都會看你們這些業務，看這些法令，主任可以不用看，我可以不用看，但我就
是會看，讀那些相關的東西，當主任我就會去讀，其實我覺得當主管就是不斷的去充實，不是
只有在外面那些公關，我覺得就我個人來講，當一個首長若整天做公關，其實你對底下業務不
熟悉，……，所以你必須了解很多的屬性業務，不是只有在做公關，你順便想要作什麼提升是
有困難，你只會罵你的課長，因為你沒有辦法教導他怎麼做，所以像我們當首長，我一直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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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減少應酬的機會，少應酬多做為民服務，對我們來講都教學相長，就是你來問我，我會看
這些資料，民眾來問我問題，我在吸收我的經驗，他們會覺得主任為什麼什麼都懂，因為我很
雞婆，民眾來問我問題裡會有地價問題，我會跟他講我幫你查，我會主動幫他查，……………，
你去幫他問，就是這樣提升，問完後跟他講，他就很高興，他就不用再去問，那你又服務到，
自己又提升到，其實政府公務裡面就是這樣子，你這樣能力就會愈來愈強，從人家給你的問題，
你去找答案提升出來。
Q4：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干涉？
答：我曾經做到一個跨域動作(稅捐處)，很多民眾都自己來，自己辦就可能忘了去稅捐處查欠稅，
然後我就跟稅捐處講說，給我一個專線我來幫你查，同仁當初不願意，那是稅捐處的事情，為
什麼我要幫他負責，他們不願意，後來我跟他講說你不用擔心，因為只是看看有沒有欠稅而已，
難道你會看錯，看錯也沒關係，稅捐處也不會放過，那他一定也不會看錯，印出來沒有欠稅就
好，如果沒有查，必須從這裡回到○○請承辦蓋章，網路就看的到，何苦這樣子，後來我推了
之後，………，我曾在○○擔任主任，就說主任非常好用，便到自己，必須寫一張傳真單傳給
稅捐處，等他傳回來我們在幫他辦，○○目前也是有做，不是每個地方都做，因為有的單位覺
得幹嘛負責任，我覺得那觀念是錯誤的，便民都是便到自己，不便就自己更麻煩，這也是一個
很重要的觀念，…………………，很多觀念是我們在地方知道民眾的需求是什麼，所以在做政
府服務品質獎過程中，重點是民眾的需求是什麼？那你要針對地區的特性，就這裡的特性開發
民眾的需求，其實地政事務所的特性都一樣，你怎麼在承辦業務中，你發現民眾都會來找相同
問題，這個民眾好像有困難，我們要針對這個困難提出來幫他解決，譬如說我們曾經有民眾他
住台北，祖產在哪裡他不知道，問我在哪裡因為那是我阿公的，那怎麼辦他來找你，你又不能
帶他去，我哪有時間，你一個來我就帶你去，我不可能這樣做，就想這個手機有一個系統就是
導航(google maps)，農地沒有住址你怎麼做，它可以輸入一個經緯度就可以導航，可是你不
曉得經緯度在哪裡，我教你那是公開資訊都可以知道的經度、緯度，那民眾也不太會用，你跟
我申請，我就給你一個 QR code，你掃就可導航，從整個過程就發現這民眾的需求，我透過同
仁的腦力激盪去創新、去巧思，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就是個創新來幫民眾解決，這個東西你自
己也可以用，你透過這個系統輸入進去手機就可以導航，這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創新的元素，
民眾需求在哪裡，像很多不是未辦繼承嗎……，你在做的過程中到現場去，房子不曉得是誰的，
我去他不一定在，那怎麼辦，就透過里長，這就是創新，跟私領域跨域合作，請里長來幫我們
做這些事情，里長解決這個問題，……………，你發現這過程中有權利受損或不利，就想辦法
幫他解決；我給他們上過創新的課程，其實我覺得整個裡面的東西，可以說大致上換湯不換藥，
今年的創新我跟第一屆也接得上，我做得東西跟他是接得上，創新雖然分數比較低，可是他融
入在你的專業裡面，這些業務你要解決就是創新，我們講創新不是從無到有，然後從有到新，
不見得是這樣子，有的東西譬如說你那邊有做過，我這邊沒有就是創新，就我這個單位對我來
講就是創新，不見得做過我就不再用就不對了，那這樣就太侷限，譬如說他有做所謂的土地領
航，那我先做，你們也可以做，無所謂，你可以換個名稱，針對民眾問題來解決，也是創新，……，
然後我們去做所謂的下鄉，其實我們常常會去村里做社區服務，其實我們目的就是發現很多民
眾不會維護自己的權利，可能看不懂、不懂權狀、地價稅減免、稽徵、贈與…，他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特別下鄉宣導，固定每個月就會有兩場，有時候上班時間、晚上、假日去，假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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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人比較多，也比較有實質的意義，你會說政府機關又沒業績幹嘛這樣做，其實就是你的使
命，你會發現這是民眾的需求，很多民眾不知道這些常識，到那邊做宣導之後，你會發現問題
又跑回來了，主任有約會回來問問題，你就可以幫他解決，有解決沒解決至少他知道政府有用
心，他們都很感動，這是身在公務好修行，這是公務人員應要做的，那你也可以不做，但是你
做了之後，即使不得獎也會留名，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然後我在做的過程中，曾經有一
個教授問我，主任你都用晚上、假日，你有沒有給同仁加班或補休，怎麼去給他這些補助，我
說有啊！他們不是加班費就是補休，那我就跟他講，我的同仁也許六個月才一次，那我的課長
三個課三個月才輪一次，那主任每次都去，他們會講什麼，你了解嗎!其實就是一個領頭羊，
你要投入以身作則，他們去你就是要去，我去就是跟同仁上課，我如果沒去他怎麼去上課，跟
民眾講一些事情，其實當你去投入才知道問題點在哪裡，當你在做所謂的簡報的時候，你腦袋
才有故事，你怎麼操作這一塊，感動點在哪裡，你才可以跟委員講，我做那些事情，讓他感動，
如果你沒有做，你講不出來，你的簡報裡面沒有感動在裡面，絕對不是高高在上，你就是要帶
領這些人，你一定要去做我是小單位，我們又不是縣長，當然就是要你做，小單位你自己都不
投入，你怎麼叫同仁投入，………，而且每次我會帶課長去，那就是要請課長做這些所謂服務，
這很重要除營造服務的氛圍，讓同仁知道我要去服務民眾，其實你服務完有一個好處，民眾都
很感激，給你的笑臉，給你的掌聲，你會發現慢慢之中，你就會發現服務對他們來講應該正面
的，我出去民眾都對我很感謝，給你掌聲，所以你的付出其實是有代價的，當我這種理念希望
讓我同事潛移默化慢慢去接受，其實這樣子建立起來，對整個政府體系是好的。
Q5：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畫與任務目標？
答：為民服務裡面幾個面向，譬如說就是可近性，你要下鄉去做服務、去居家、去客製化，這些狀
況是兩個放在一起其實都可以搭得上，其實都一樣服務內容，你會發現每一個地政所，每一個
公所都有在做，你要把它弄成跟他一樣的東西，你要能夠激盪跟他是一樣的，譬如說你在做低
收入戶的補助，我請村幹事去不用讓他來，這是一個可近性，下鄉做這就是本業，你就把本業
再做也許做得更好，上次有一個郵局來參訪，郵局他們可以去做送餐，這就是一個方式，郵局
知道那幾戶是所謂的獨居老人，………類似這種加值，反正你一樣要去哪裡，你要去路過就看
一下，看他在不在，這也是一種服務，他們也要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其實政府服務品質獎之
後那些措施都延續在做，其實我們參獎之前，下鄉是一個月一次，那一年是一個月兩次，到現
在還是，已經得獎了，經過一年我們還是一個月兩次，也要求我的課長你的便民措施，你必須
再去讓他更多的績效跑出來，你要去執行，因為我兩個課長都是新進來的，我說你要去了解這
些業務，你要去把他的業績再做出來，還有一個原則，我要求我的同仁你不要給我做假業績，
我要真的東西，你要真的去做，我不要那個東西，所以我當初再推的時候，因為我參加過兩次，
再推的時侯同仁跟我說，主任這個沒有績效要不要做一下，我說你不要做假業績，做了假業
績，……，所以我要求他們兩件就是兩件，一件就是一件，所以說我們辦那個低收入戶的叫做
義務地政士，那個有沒有案件，其實沒有什麼案件，因為沒有那麼容易找，兩件就是兩件，我
記得 103 年第七屆的時候，我推一個叫做視訊收件，推的時候當初也沒有案件，我就請代書你
來做看看，也是做了兩件而已，雖然委員跟我講說你的績效那麼少，其實我要你知道我們是真
的東西，不要去做假績效，絕對沒有必要去做這件事，其實我一直強調，創新裡面不見得每個
績效都很好，至少你這個創新之後有這個機制，我們同仁可以來用它，有這個制度跑出來，這

87

是我第一個想法，第二個想法就是我的創新是從民眾的需求而來，我希望這個創新作為，可以
讓內政部長官知道這是民眾的需求，你要不要透過中央的力量，如經費、人力、物力來推，當
然我這個比較沒有錢情況下的作為，你要不要透過你的經費，讓它更精緻化可以讓民眾使用，
其實我的目的是這樣子，這是民眾的需求，我才會想這個創新，……………………………，民
眾從台北做視訊收件，正常要來兩趟，一次親自來受理，下次鑑界還要來一次，我盡量讓他來
一次，可是問題是因為視訊，不是每個單位都有，所以我們當初就跟公所、戶政做跨域合作，
但是民眾用得並不多這是缺點，因為還沒有那麼普及，現在其實一直還在做這個，像我們現在
的○○稅務局跟公所做視訊，所以公所可以申請稅籍證明，他只是透過視訊認身分認人罷了，
這本來就可以做，所以當初跟委員講我這個目的是要讓它有個機制，讓民眾不用跑那麼遠，部
裡面要去開發這種東西出來，讓大家來使用，這才是政府服務品質獎的目的，不是你這個機關
做得多好，所以我一直想說國發會給主管機關這個是可以用的，你去把它推廣，這才是重要問
題，可是現在我們中央長官並沒有做，我覺得沒有，你要去推廣這個創新，可以普及要不要弄
大家可以用，所以你要去做這些事，可是他們就沒有，讓各自去創新，我覺得這個很可惜，其
實政府服務品質獎應該目的是這個樣子，因為小單位都沒有錢，我怎麼會用很多有錢的方式去
做這個事情，這個沒錢狀況當然出來的東西就比較簡略，譬如說視訊收件，你就沒辦法用電腦
方式去作人別的確認，所以我當初開視訊收件，是針對那些簡易的案件，譬如說鑑界、住址變
更，其實這些東西戶政查得到，那買賣當然是不行會挑案件，那要不要提升到什麼案件都可以
做，那是中央的問題，不是我們小單位沒有錢可以去做。
Q6：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率、提升行政績效？
答：其實我們在過程中，我為什麼要常常開會，目的就是這樣子，是同儕壓力的一種，在開會的過
程中，我們就提出來報告，你做了多少，你要提出來你的創新有幾樣，你寫得東西提出來給研
考彙整，他的報告有出來，他的報告沒出來，這個時候你就會知道一、二課有出來，三課怎麼
沒出來，會適時地跟他說，他自己也會不好意思，所以會常常在開會，除了我開以外，我的主
管會幫我開，他們各小組員組長要開，每個課長都是組長，這個文書組你這個課長要負責，我
就盯這個課長，你就要負責幫我催出來，所以每個課長都要做，因為當主管就有一定的壓力在
上面，就是同儕壓力，不宜用考績，因為很難用考績，當然我剛一直強調說做出來之後多給他
鼓勵，不能說當主管都不管，其實我們要看回歸到回來，你當首長一樣，也要認真讀這些，我
曾經說過這個東西下禮拜你讀一讀要提出來做，因為總會有錯啦！一個報告書寫出來總會有錯
，你三個人要提出來，各科組長要提出來，讀完之後提出來報告，其實報告之前主任我已經看
過，我知道哪裡有錯，我希望他們看出來跟我不一樣的東西，我說你報告，你會發現這個課他
就沒有看，那個課課長就有看，我就跟他講我看懂的意思，我要讓你知道說我有在看，我如果
沒有看，我不曉得他都沒有看，我以為是真的，可是我都看出問題，為什麼你都沒看出來，我
會去透過這種方式盯著他們，主管是盯著他們做這些事，所以主管一定要去投入。
Q7：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答：我們主管會報每個禮拜都開，現在一直都這樣子，沒參獎前也是，主管、課長、研考、資訊、
總務每個禮拜都開，就業務來講，進度授權課長控管，不管是上面交辦的，或是我在看業務過
程中，有一些疑問再提出來做交辦。
同上答案—參獎過程全體同仁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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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現？
答：我會鼓勵他們到縣府服務，不管課員、課長也好，因為我從這個環節過來的，所以那邊才會看
得面比較廣，在這裡看得面就只有那個部分，地價就地價，登記就登記…，在那邊你看地價就
是全面性的，而且在做地價的時候，可能會到測量各個層面都會到，所以你在這裡就要很紮實，
到那邊才可以發揮，所以我鼓勵，譬如說縣府地權科在做徵收，你要跟登記、測量有關係、你
就必須跟這些做聯繫，而且不是只有這樣子，他會跟工務、農業…牽扯到，所以互相之間所謂
業務聯繫，其實那個面向比較廣，那在這裡就是在業務所，再登記到地價其實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擴展出去，而其實在那位階就比較高，看得面就比較廣，你在那知道地政單位做什麼業務，
政府政策怎麼去做，所以要去歷練，對他來講不是只有升官，歷練之後整個在職場上，你的能
力有機會大大提升，對自己是一個提升。
Q9：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至少 9 分。
Q10：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
評幾分？
答：至少 9 分。
Q11：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至少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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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B1
受訪日期：2017 年 5 月 23 日
受訪地點：分局長室
Q1：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答：農委會水保局有很多相關的獎勵措施，比如說在個人獎的部分，一個年度各方面都表現很優秀，
以及累積前幾年工作成績，每年都會舉辦一次『模範公務人員』的選拔，將人選先推薦到局裡
比賽，透過網路投票、現場簡報評比，最後選出一個代表水保局參賽。因為水保局有工程業務，
所以有很多工程獎項可以參加，例如公共工程委員會的『金質獎』
，每年度大概會推出比較好
的品質或效益的參獎，若有得獎或獲得特優，最高可以記兩大功，對公務人員來講是非常高榮
耀，在分局 96 年第七屆有得過一次特優，是在前任○局長的時代，後續我就任後得過三次，
但不是特優就是有獎座而已，事實上包括同仁在這個領域、顧問公司及施工廠商，對他們來講
是很大的鼓勵，尤其是顧問公司他們不僅承做我們的，以後在其他單位投標、競標的時候，就
有很大的優勢，像顧問公司投標都是用最低標，曾參加過這方面的獎項，在評選時有這些成績，
對他們都是加分的，而對我們一樣是記功嘉獎，依每個人的貢獻程度獎勵也會不一樣。我們每
年都會參加『優良農建工程獎』
，這獎項是農委會舉辦，我們也是一樣有得過優等、佳作，這
也可以記功嘉獎，但在獎金的部分很少，只是一種鼓勵性。因為記功嘉獎是可以累積的，鼓勵
大家有機會什麼獎項都爭取參加，像很多學會(土木、結構、大地、水利技術工程)也會辦一些
比賽，如『大地工程技術獎』
。有相關領域我們都會參加，局長也希望多參加、認識及了解，
所以今年要參加『金安獎』比賽，是勞動部舉辦有關職業安全，政府對勞工方面愈來愈重視，
除了要編一定的比例職安相關經費外，也有舉辦比賽，相對同仁會花很多的時間。至於在懲的
部分，最重要的是以考績作業，依法規定甲、乙等都有固定的比例，現在都不會超過七成上下，
假如同仁過去一年，某方面真的做得非常不好，最低會打到丙等，口頭勸告他還是不行，最後
只好用考績方法，讓他有所警惕，不然別人就認為不必做那麼多了。
Q2：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必要的努力？
答：我們分局分成四個業務課，第一課是規劃課走在前面先計畫做勘查，直接面對百姓跟民意代表，
他們建議的管道很多，包括透過民意代表、網頁意見信箱，都可以提供建言或建議，所以會有
很多建議案，不管是災害部分或認為有需求，同仁就要直接到現場勘查，尤其現在隨時都有可
能被情緒性罵髒話，所以我們就要找口才比較好或會應對的人，這部分有同仁做得很好，但有
些人就不喜歡，所以盡量做到適才適用；另一課是治理課、這課純粹做工程，有一小部份是我
們自己設計，大部份是委託顧問公司設計、監造，他只要品質跟進度監督好，這個相對工作性
質比較單純一點，有些同仁就覺得比較喜歡；另一課是農村營造課，這課面對的又會更廣，像
我們幾乎每天都有座談，要到社區裡溝通宣導，面對的都是社區的長輩，又比規劃課同仁接觸
民眾的機會更多，早期我們自己做培根計畫的時候，隨時要當講師上課，不管口才或應對能力
盡量做到應付得來，還可以做得很好的希望他去做，有些同仁也會跟我反應，他覺得不適合希
望換工作，這些都可以調整、尊重；以及保育推廣課，保育法規主要是山坡地的保護，最主要
是硬體設施，不要發生大的災害，造成二次的災害，主要是水土保持這一部分，以上 4 個課最
主要是治災防災水土保持，另外是農村業務，若以業務性質來分大概是這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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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答：我們每季都會填個別同仁的狀況，主管按季做平時考核，局裡的主管會報是每個月召開，分局
自己的主管會議是每禮拜召開，總共有四個業務課三個幕僚單位，行政、人事、主計，針對重
要的事情會宣導，事實上，分局員工人很少相當單純，因為我們不是直接面對百姓第一線的，
一般老百姓也不會直接來找我們，除非有特殊狀況、困難，他會用書面陳請建議，我們再去現
勘，不像地政、稅務機關臨櫃的作不一樣。
Q4：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干涉？
答：公務機關事實上每一種作為，我們都有一定相關的法、行政規則或相關解釋作依循，譬如工程
驗收，相關包括農許的標準…等，事實上都有依據，在我的立場是尊重同仁，同仁一定會找相
關規範，事實上沒有同仁不敢不照規範，那都是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這部份我不會干涉他，
我會在意的是時間上問題，也常會跟同仁講，不要公文來就照限辦時間，要以最快的時間辦理，
不管是面對的是廠商或顧問公司，讓人家覺得你很積極去看這件事，不是時間到再來辦，這部
分我倒會注意，有時候有些公務人員速度比較慢，會盯著主管跟他溝通，了解是不是有什麼狀
況，假如真的有困難大家先來討論再簽辦，這樣速度就會比較快，事實上我們都有規範。
Q5：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畫與任務目標？
答：政府組織再造談了很多年，我們理想也希望最後我們水保局、環保署及水利署合在一起，這個
大方向來講是對的，藉由很多專家學者也都提到，怎樣流域上到下各機構放在同一個會下面，
這樣溝通協調更容易，目前感覺上會變得稍微有點慢，因為每個機關的任務不一樣，另外農村
那一部份，原來照組織規劃我們也會跟水利會、農水處結合在一起，這樣對農村的管制環境或
是軟體硬體的改善，資源也比較統整，這個部分倒會是很好的一件事，另外我們今年剛開始執
行崩塌減災計畫，主要針對山坡地的災害。
Q6：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率、提升行政績效？
答：除獎懲以外，像平常同仁寫新聞稿，很多業務工作訊息用簡訊或 line 連繫，我會口頭上去鼓
勵你這個做得很好，對同仁來講他也會感覺適時得到鼓勵，在機關首長立場上，我也看到這方
面，有多次測試真的都還蠻不錯的，都可以聽得進去，事實上是最實際的，像我們公務機關不
可能用金錢，也不是用績效獎金，但工程有工程獎金，每個月固定看你負責的工作職責，有些
人可以領，有些行政單位要打折，有這樣激勵方式，有些單位是用績效獎金，針對比較好的同
仁，目前我們沒有這樣做。
Q7：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答：水保局每年都會辦一個亮點的工作，每年每個分局都要提報，今年預計做什麼可以當成我單位
的亮點，在形成之前我會請 4 個業務課，提出一項可以當成他們課的亮點，就是今年可以做出
一些成果的，每年底就要提出明年的最主要亮點，分局裡先召開再報給上級，去(105)年底我
們提好幾項蠻不錯，連行政單位也加入推電子公文，機關對機關大概都是用電子公文，而我們
面對比較多的是顧問公司及社區，占我們發文量最多，原先公所或是縣府本來就是電子化，像
我們去年就推往來的顧問公司已達到百分之百電子發文，若是裝訂成冊當然不行，只要是可以
掃描的都用電子檔，但是社區因為是無給職，要理事長、總幹事做其實感覺他們又沒有專門人
員收文，所以社區的比例就比較低，另外廠商部分也比較低，因為會來我們這裡的廠商，有營
造廠或土木包工業，這兩個實在說人力比較少，大概只有三、五個人公司，除非營造廠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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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問公司達到百分之百電子發文部分，我實際找他們去申辦到成功，製作教材實際教他們整
個程序要怎樣做，這樣會比較有效，若光是用講請去申請比較無效，他們這樣做節能減碳 ，
對我們行政收發來講，可以有很大的好處，至少出錯的機會降低，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亮點，所
以一開始鼓勵同仁，每年都不樣的，年底都要去報告，這年推動的成果，同仁按季都會填進度
也會管考。
Q8：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現？
答：自我實現這一部分，水保局很重視，像我們有些同仁英文程度很高，他就比較有機會參加研討
會或一般考察，甚至去年有一位課長級，他申請到英國唸書讀碩士進修，他原本已經是碩士，
還要再拿一個碩士，個人能力很好，他認為有些方面是不足要再去學習，在今年九月份就會回
來，他是帶職帶薪出國一年，課長職位由同仁代理，原課長職位保留，仍有薪水國家還有補貼，
所以鼓勵同仁做，要進修的人不僅有能力，還要真的有學習的心，又有名額的限制也要跟人競
爭(農委會選出)。
Q9：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個人來講，我自己可以給我自己打 9 分，至少同仁給我的反應是我比較不會擺架子，大家在一
起都是有緣分，快快樂樂把工作做完，所以我很少會用比較激烈的語言刺激或指責同仁，真的
做不好盡量做到叫他過來，不會在公共場合批判他，這部分我倒是可以做得到，與一般的民意
代表、老百姓接觸這部分，我倒是覺得可以應付得來，因為早期我是從最基層，我 76 年高考
及格就先在南投分局，那時已是 30 年前，最重要大家替國家政府做事，當然還是不可以太過
分、太輕鬆放著什麼事都不做。
Q10：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
評幾分？
答：應該可以打 9 分，這部分我倒是還 ok，遇到事情我應該算是蠻冷靜、沉著，常講如果一個機
關裡面首長都在緊張、慌張的時候，遇到臨時性業務工作沒辦法定下來，那同仁就不曉得要怎
麼辦，我會做到臨時任務交下來冷靜面對，也會找同仁一起來討論，大家可以模擬各種情境怎
樣面對。
Q11：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我打 9 分，溝通這部分我個人自己認為我做得還不錯，如官網(意見信箱)有時候也有很多不理
性情緒性的留言，我都會很冷靜地回答，如針對我們的工程、生態方面的認知，每個人看事情
的角度不一樣，但是站在我們的立場，就會以災害、防災當作最重要的，那其他方面(生態)
我們也都會考量，但有人純粹偏生態最重要，而財產是不重要，我是會願意把我的想法跟他們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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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代號：B2
受訪日期：2017 年 6 月 16 日
受訪地點：局長室
Q1：您於推動各項公共事務，提供那些獎懲措施，該措施如何運作以及其執行情形？
答：公務機關跟一般的民間公司行號，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落差，就是說公務機關往往會有很多制
度性的一個規劃，那這個制度性的一個框架之下，其實一般的政府機關比較難以跳脫一個大的
框架，譬如說像績效獎金好了，如果是在一般的民間公司，它應該是利潤掛帥，有可能年終
50 個月或 60 個月甚至有可能是 0，那在公務機關，基本上不可能出現這個狀況，公務機關就
是以你的考績一個月或半個月，很少的情況下它會是 0 啊！除非他考績是丙，那麼就是說在這
個大的框架之下，可能每個機關他的資源不盡相同，但在制度的框架下，這個資源的部分就會
區分成兩個部分，一個就是說他是一個還在制度性的規範，另外一個是比較非制度性規範，那
個就是………….啦！那個部分大概通常比較不會去讓外界知道，因為政府機關一定是依法行
政，那……部分可能就是不是那麼的依法行政，如果比較普通說來講那就等於福利，它是機關
內部可能他擁有的資源，但是它是內部運作跟分享，他比較不會去讓外界去了解或者知道，這
個區塊其實以現在依法行政的大氛圍之下，就多數的公務機關來講，可以說是愈來愈少，除非
就是說那個機關本身有在營業、營運或者其他的收入，或是政府機關都會有一些譬如民眾來辦
什麼東西或許會收取什麼樣的費用，那以我們稅務機關來講，其實那個區塊大概都沒有了啦！
我們只能在我們現有的資源，但是有合乎規範的底下的時候，就是說人事行政那個政府大框
架，那在我們內部訂有各個不同的單位所謂績效一個評比，像我們稅收一定就是數字會說話，
就是譬如說我們的地價稅這一科裡面的人，那麼在那個工作上面，你的績效成績怎麼樣子，就
是你的稅收多少，你的比例多少，我們就是會依照給予前幾名的同仁除了記功嘉獎之外，我們
會用有限的資源給予禮劵，但那很有限譬如 500、1,000 元這樣子，沒有辦法跟外面的去比啦！
就像再過兩個禮拜我們會有稅務節，除了剛講就是說各個單位內部評比之外，那麼我們還有一
個整個稅務局一個評比，就是我們會有票選優秀稅務人員，他有相當大的比例百分之 70 的人
是用票選的，票選當然不像外面競選，就是第一個他的工作表現至少有一定的程度，他或許不
是最 Top 的，可是我想一個機關一個組織的運作，他不全然的只是一個工作而已，你這個組織
的向心力，你這個組織人員之間的人際關係等等，都會影響到整個組織的運作，所以這個優秀
人員他不全然是你工作績效第一名，透過這樣過程選出大家認為比較優秀同仁，就是除了內部
一個評比之外，那麼還有一個整個機關之間的各科室之間的總評比，最後當然我們的上級機
關，我們上級機關是財政部，他每年都會針對各縣市的表現，他會做稽徵業務的考核，但是那
個考核會比較接近我剛講的，第一個就是單純的從績效部份做一些評比；懲罰的部分其實機關
是這樣，他又會受限公務人員的一個保障，所以在民間的機構你或許績效不好，我其實就可以
開除你(淘汰制)，但是政府機關裡面這種淘汰制比較薄弱不容易的，所以在懲的部分，老實講
這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他比較難以單純的從績效上面做淘汰，他的淘汰比較會落在你的品行，
你的行為舉止這個區塊，假設出現瑕疵的時候，除非他的情況嚴重到說他都不工作，那才有辦
法出現所謂的懲的這種機制，但是除正式公務人員之外，政府機關裡面也會有所謂的約僱人
員、臨時人員，那些人在我們的機制裡面，如果他連續 2 次讓我們列為乙等，公務人員是要到

93

丙哦！像約僱、約聘契約制他們如果連續兩次乙就是不予續聘，等於非正式的人力部分，其實
反而比較能夠去表現出這種從績效的角度做考核，反而公務人員部分嚴格來講相對會比較困
難，大概那個考核只能從他的行為上、他的品性上面做處理，如果單純做績效而言是比較難以
做一個很具體的呈現，因為最多你也只能在考績上，譬如說他今年辦事效率比較差，大概你給
他乙，但是他連續兩年乙，他也不會被淘汰啊！可是如果是約僱人員、臨時人員他的效率不好，
他連續兩年乙，他就不續聘了。
Q2：您如何針對部屬角色明確賦予工作範圍與職責，以驅使其作必要的努力？
答：工作的範圍和職責其實這個在政府機關是很明確的，因為政府機關每一個位置，他都會有所謂
的職掌，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那每一個位置他的職位，第一，是他的職等他要做什麼，然後
歸類在那一個職系，他需要什麼的專業，那麼他的工作職掌的內容是什麼，其實都是很明確的，
這個在機關裡面其實是沒什麼問題，第二，即使是非正式的人力部分，譬如說約僱、臨時人員，
我們都要有計畫，就是說我們要約用約僱這些人的時候，我們就要有明確的計畫，那麼上級單
位才會核准你用這些人，所以每一個角色每一個位置的工作是什麼，其實都是很明確，甚至在
政府機關裡面，都會有所謂的分層負責明細表，就是說什麼事情到那個階段做決策，這個也都
有明確的劃分，所以在機制方面，在政府機關裡面包括說工作的範圍或者是職責，這個理論上
都是很還蠻明確的，那怎麼來讓同仁去做一個必要的努力，我想還是跟所謂的前面講得第一個
問題會比較環環相扣，就是說獎懲啦！你的績效的一個考核上面，那麼這個部分就是都要做到
落實跟公正，就會能夠讓同仁去做一個必要的努力，當然還有一個部份，就是在非正式人力是
沒有這個問題，正式人力部分他還會一個升遷，當然也是以你的工作表現，那包括說你跟同仁
之間的一個相處等等，那麼還是會跟績效、工作能力會有相當大的扣連住，這樣的一個制度的
運作之下能夠讓他落實，當然同仁就能夠體認到，我努力就能夠有升遷的機會，我努力我就能
夠得到嘉獎，那我努力或許我剛講的是一個榮譽優秀稅務人員，然後 1,000 塊的禮卷或許並不
多，但是就很多人而言或許是一種自我實現成就感，這是一種自我實現，那這些我們都是盡量
能夠讓他落實做到，對整個組織的向上，都有一個提升的作用。
Q3：您對於整體行政運作，如何依員工表現狀況適時增強，藉以提升表現或予以警惕？
答：這個部分就是說其實我們都會有所謂的報表，就是每個月都會有很多的報表，這些報表譬如說
你的徵收的成績到什麼樣的狀況，然後我們也會設定我們一年要達到什麼目標數，那麼你的進
度到什麼程度，這個我們每個月主管會議裡面，都會報告這些東西，所以從這個上面具體的顯
示，當然內部他們自己各單位內部要自己管控，那在我們的主管會議當中，就是這個也會呈現
出來，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內部有一個組織機制裡面有叫審核員，這審核員的他的工作是隨時去
抽查，就是不定時，當然他是例行性的，倒不是說我今年的一月一號抽這個，我明年一月一號
也抽這些，他會很多的角色，他會看同仁們的工作的一個內容是不是落實，比方說我今天可能
看到的，你可能呈現一個報表數字很漂亮，但他可能就會說好那我要看那一個案件，因為有可
能你呈現的，你只是做出數字出來而已，那他可能看具體的內容，抽查這個案件內容，本身是
不是真的像你說的這樣子，透過這樣一個類似檢核的機制，促使同仁們能夠落實他們應該要做
的相關的工作，除了我剛剛講得例行性，每個月的這種報表一個管制之外，那也會有所謂的審
核員對同仁做一些抽查，業務上的抽查需要增強部分，當然是要求他們，我們比較屬於進度的
落後，或者是工作的不落實，當然是要求他們改善，最後扣連當然會在績效上面呈現，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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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科室的表現是比較優的，你這科室的表現是比較差的，那因為行政公務機關最後都有年終
考績，年終考績又會跟績效獎金就又會扣連在一起，那你績效表現比較好的，當然我們讓所謂
甲等人數比較多，表現比較不好的相對的你的甲等人數比例就會比較低，因為我整個機關在大
的框架之下，我們會有一定的比例，這是等於中央到地方要求一致的標準，但是這樣的一個比
例之下，我內部怎麼分配，當然我會是從績效上面做一個分配，你績效表現比較好的單位比例
可以比較高，你表現比較不好的單位這個比例就比較低。
Q4：您對於規劃清楚之組織任務，如何督促員工執行或較不予以干涉？
答：其實就稅務單位來講，稅務單位的層級很多，就是說在公務機關裡面譬如說承辦人員的上面，
他可能就是科長，然後科長上面可能就是局處的一個主管，但是在我們稅務單位來講，他有很
多的層層節制，就是說承辦人員之上，然後我們還有所謂的股長，股長之上有科長，科長上面
我剛講還有審核員，然後最後才是到我這邊來，所以其實我們的分層是明確的，而且他的層級
比較多，那層級比較多的情況之下，其實我們的授權也更多，就是說你在層級比較少的狀況之
下，可能說所有的東西最後決策者，還是會來到首長的身上，但是我們的層級很多的時候，其
實我們有很多依照業務的繁簡程度做授權，有些我們甚至承辦人員就可以自己決行，那可能比
較簡單，比較例行性的事物，有一些我們是設定在股長，股長就可以決行，承辦人員是四層，
股長是三層，然後二層是科室主管，那一層才會到局長這邊，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們的規劃上
其實都還蠻明確的，那在授權部分其實我們還是回到我們剛剛所謂的分層明細負責表，我們較
一般公務機關來講，層級上會比較多一點，然後依照繁簡程度做分層負責，那至於說他們就是
在工作上如何去促使他們，還是我剛講的那一套管考的機制。
Q5：您目前對組織未來期望之願景，或者正極力推動相關具體計畫與任務目標？
答：其實政府機關的角色，隨著台灣大環境的一個變化，以前政府機關就是官啊！但是現在政府機
關已經慢慢把它轉化成服務的一個性質，為民服務的一個角色，那特別是像我們稅捐稽徵機
關，他是一個高權統治的行為，就是說課稅的本身，就是將人民的財富移轉到政府部門來，所
以自古以來徵稅本身就是一個對人民來講有一個高度剝奪感，而且很多政權負面都是因為稅而
造成的嘛！可能政府的財政狀況不好，他在各種狀況之下，變成對人民課的稅就愈重，愈重的
情況之下人民就受不了，那就是起來革命、起來反抗，所以很多政權負面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原因都是跟背後的稅有關係，那過去稅捐稽徵的一個角色是高權統治行為，那我們現在就是逐
步的想把他變成我剛講的為民服務，我們把他定位成不再叫稅捐稽徵，我們把他界定為納稅服
務，一樣民眾還是要繳稅，可是納稅服務就是說我們怎麼協助民眾，來依法盡到你國民的義務，
但是我們是站在比較協助輔導的角色，而不是我就是要課你的稅的那種角色，就是說角色一個
轉換，其實也會讓彼此之間的一種不信任感，某個程度是可以降低的，我們跟納稅義務人本身
不是站在一個對立的角度，我們是站在協助民眾怎麼完成或他法律上依法納稅一個義務，那這
個當然也會牽扯到我們內部的一個組織文化的一個改造，就是說過去政府機關或許我們講的老
大心態、官僚心態，那我們就要塑造我們內部的一個組織文化，讓我們的同仁體認為民服務這
個區塊，體認到我們的工作角色在做納稅服務這個工作，所以我們也有參加政府服務品質獎，
那我們有入圍，但是沒有得獎，但入圍本身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有二百多個機關參與
這個評比，那只有將近兩成多不到三成的機關能夠入圍，當然或許我們還要努力的空間，至少
我們在形塑這樣一個服務的文化，讓我們的組織能夠往這樣的方向繼續去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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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您如何運用激勵方法，激發員工工作意願，促使增進工作效率、提升行政績效？
答：激勵的部分其實我們政府機關，通常比較會讓人感覺就是比較制式化，比較受限於某些框架，
所以我們其實也鼓勵同仁能夠有一些想法，能夠有一些革新，就是說突破過去的框架，所以我
們會有所謂的創意達人，我們會有一個這個機制，任何人都可以提案，譬如說對我們服務的工
作，你可以有什麼樣的想法，或者對我們本身稅捐稽徵業務，你可以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或者改
變的做法，讓我們的工作效率提高、效能能夠更提升，我們是鼓勵我們的同仁做這些事，這些
所謂的創意想法，我們也會有類似委員會，就是同仁們很多的單位共同來參與，他覺得這個想
法很 ok，如果採納之後他其實是可以得到獎勵的，在我們的機制裡面就是記功、嘉獎。
Q7：您針對實施重要之事項，如何鼓勵同仁參與或開會商討，以做最後決議並賦予執行？
答：當然一部分就剛講的嘛！我們會有創意達人這樣的一個機制，鼓勵同仁提出一些想法，我每個
月也會有所謂的員工座談，就是說會分批的跟同仁，譬如說一次 3-5 個人會有一天的時間，可
能一個月會跟十幾位基層的同仁座談，鼓勵他們也同時了解他們的一些想法，譬如說對我們的
設施、設備管理或者我們的業務，那有沒有應新應革的事項，或者怎麼樣的建議啊！因為畢竟
我沒有辦法看到所有每一個角落，但是我們的同仁是在每一個角落，所以我們假設什麼設備有
問題，他們是使用者，第一個能夠去感受他們或許就會提出一些反映，那另外在業務上，他們
實際在執行這些業務運作的人，那麼有碰到什麼問題跟狀況，有時候下情也不能上達嘛！但是
藉由那個機會跟我直接面對面的時候，他們就能夠有機會跟我表達這些一些的想法。
Q8：您對於部屬與組織獲得最高層次轉變，如何促使成員自我實現？
答：其實如果講到每一個成員自我實現，每個成員自我實現，未必跟組織的目標是相同一致的，特
別是在公務機關裡面，因為每個人自我實現，或許有的人會覺得在他的職務獲得成就，大家需
求是不同，也會牽涉到每個人自我實現的方式或者過程是不一樣的，那如果是單就員工的進
修...等，其實在我們這邊我是鼓勵同仁，只要有什麼訓練的機會、進修的機會，原則上我們
都會盡量協助我們的同仁，我們這裡面也有些同仁之前，都是帶職的方式取得碩士學位等等。
Q9：您認為自己具有個人魅力嗎？若以 1 分代表最少、10 分為最多魅力，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自我魅力-評分那就 8 分，因為如果要自我評分就跟 10 有關，但是我會覺得所謂魅力就領導的
這種理論他會有 charismatic，我會覺得在一個組織裡面這種所謂的魅力其實，他是一種人格
的特質啦！因為其實講魅力(charismatic)東西，他本身就是一種抽象的東西，他是一種就學
術上定義，比較接近所謂的人格特質，展現出來當然或許他是一個特質，其實他不全然與生俱
來，也會跟後天學養當中形塑出來，或許他在專業上一種成就，其實是很崇高的，學術地位的
崇高也是會讓人景仰的，在某個領域裡的就是說高度的專家，他能夠讓人家信服，願意去相信
他，願意去服從他。
Q10：您認為自己具有沉著自信的特色嗎？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最高的自信，請問您給自己
評幾分？
答：9 分，當然就是說做什麼事情一定要有自信嘛！這是一定的，其實你如果訪談的都是這些首長
嚴格來講，這些首長不管在社經地位上，都有相當的一個歷練跟成就，這些人假設還自己的沉
著自信打在 5 分以下不及格，那顯然就有問題，所以這個其實就會跟一個人的成就會有正相
關，我沒有自信的人，當然我什麼事情都裹足不前啦！那裹足不前當然就一事無成，你如果有
自信那麼你就有比別人相對多的機會，我只能說有相對多的機會，你願意去做相對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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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沉著這部分那就更提升你成功的機率，那是你在面對問題，面對困難的時候，你怎麼去自處，
怎麼去應對，那相對比較沉著的人，你遇到事就比較有正確的判斷，如果是遇事你有多的情緒
或者是很容易受挫，那當然又會造成失敗啊！那情緒會影響到你判斷的正確性，不是說你情緒
所做出來的結果一定是錯的，但是因為你是情緒，所以你的判斷相對就比較容易發生錯誤，那
沉著的人，他在處理事情或遇到問題的時候，就我剛講的自信是一個基本的東西，是一個必要
條件，沉著可能是充分條件，就是讓你的機率、概率又提升。
Q11：您認為自己的溝通能力如何？若以 1 分代表最低、10 分為滿分，請問您給自己評幾分？
答：溝通能力-這個部分我覺得自己比較弱一點啦！嚴格來講真的要打我只有 6 分，應該這麼講就
是說溝通一方面會跟每個人個性有一點關係，就是說基本上我比較不喜歡 social，就是說我
的個性比較不喜歡我剛講的嘛！所以我認為在那個區塊上，我就比較自我限縮一點，那我會界
定在就是說必要的這些工作，我才會去做那個區塊，那當然這樣就會比較自我限縮一點，或者
是你碰到的問題，比較不會處在一個積極主動事先做預防或者建立一些橋梁這樣子，我比較不
喜歡那個區塊，那個每個人的好惡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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