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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隨著經貿國際化腳步，跨國企業開始衍生，據點也全球化佈局，而人才也隨
之在國際間調動，其中中國地區由於相關成本低廉及內需市場的擴大，近期國際
人才開始往中國調動，但相較文化相近，大量的台灣人才進軍中國勞動力市場，
然而人才派駐前仍須考量許多因素，才能使之派駐人員穩定，達到好績效，完成
任務。派駐的職缺可以優先因應職缺屬性、產業特性找到適應的職能項目，再來
篩選人才，加上配套措施，人員才能有卓越的績效，達到組織的目標。

根據本研究訪談資料加以分析、探討，歸納出四項命題，如下：
命題一之一：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人格特質重於專業職能，其中人格特質又以「對
多元文化的包容力」為重要的考量項目。
命題一之二：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中，管理職能沒有列入必要選才的項目。
命題二之一：設定職能項目來篩選派外人員，會加強績效表現；反之，會造成不
好的績效表現，甚至導致派外失敗、派外人員離職。
命題二之二：初期工作環境多遇到非工作上預期的障礙，無法評估個人的工作表
現。
命題三：隨著產業於中國地區深耕時間久，產業發展趨於成熟，人員的任用多本
地化為主，只有少數高階主管或是特殊專業人才會用派駐的方式，因此
職能上的篩選更嚴格；剛進入中國地區經營的產業，在派外人才的選任
上，只有特殊職務的職能標準嚴謹，其他人員只要在台工作優秀再加上
有意願即可。
命題四：派外人員優先選擇擁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之人格特質，專業職能
及管理職能可以透過派外後工作中的教育訓練來提升及養成，最終產生
優秀的工作表現。
關鍵字：職能、績效、派外人員、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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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end of the trade and econo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tarted to grow and the human resources got to move around the world.
Recently, China is the most popular district, mainly because of the low labor cost and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market. In addition, the minor impact of the culture
difference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to choose China labor
market. However, many factors shall be considered before transfer the man power to a
new district, including the competency of the chosen candidate. Initially, to find the
competency from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Secondary, the
manager should choose the right candidates and provide them the appropriate training.
As a result, the employees will complete the mission and achieve the target of the
organization.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found the four propositions as the following based on the
related interview and analysis:
Proposition 1: The expatriate employees are chosen based on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nd personality, especially those with a high tolerance to multi-cultural
societies.
Proposition 2: To choose the suitable competency, the employees’ performance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Proposition 3: After the industry is localized to a certain level, the necessary
expatriated employees can be limited to senior managers and special skilled
employees only.
Proposition 4:The competency that i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 have to be chosen.
Others can be improved by training. High tolerance of multi-cultural surrounding is
essential because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leadership can be promoted by training
iii

afterwards.

Key word : Competency, Performance, The expatriate employee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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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緒論

研究背景與
研究背景與動機
背景與動機

自經濟開始進入全球化後，企業開始於各地設立據點，並自從中國大陸的開
放自由貿易，也因應成本的考量，全球企業紛紛進入中國大陸設立據點，台商也
加入此風潮，接著台灣與中國大陸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簡稱 ECFA）、中國大陸十二五計畫，由於
同文同種的關係，台灣也進而轉變為歐美日等國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合作對
象(方志凌，2010)，繼續蓬勃的對中國大陸投資。依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統
計資料，自 1991 年至 2010 年 12 月止，台灣對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投資案件為
12282 件，投資總金額為 66,217,351 千美元；台灣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案件
為 39572 件，投資總金額為 111,697,545.54 千美元。

趙必孝(2011)因應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勞動力國際化也成為一種趨勢，因此
隨著企業在各地設立據點、成立分公司，開始思考要從母國公司內做人才的調度
還是要在當地聘用適合的員工，然而在母國以外新創立的分公司，都需要把母國
公司的制度及企業文化帶入，所以在創立初期，多國籍企業多會從母公司調派大
量的員工至分公司。；其中人員的選任影響了未來個人及公司的績效，所以派外
員工的選任很重要，選任包含許多面向，員工的能力包含專業能力、管理能力、
人格特質(吳萬益、譚大純，1999)，這些能力可歸納為職能，以職能來進行篩選。

然而在時代的洪流中，在中國大陸開放自由貿易以來，吸引全世界的企業進
入，台灣的企業也陸續夾帶這樣的趨勢西進中國市場，不論是早期因成本考量的
製造業、科技業到最近因中國的消費意識抬頭而興盛的服務業。近來台灣的企業
中不只大舉派駐員工至中國，甚至在聘用員工時，都需要有中國經驗；在台灣的
人才市場中，舉凡有中國經驗的，多是由公司外派至中國廠區或是分公司而獲得
1

此經驗。目前台灣企業為了更廣大的中國市場需求，有更大的用人需求，把員工
調派至中國，但是派外人員的選任是一項難題，早期台灣經驗中，都是由主管的
主觀意識調派員工，沒有一套完整選任機制，員工也不一定有好的績效產生，但
是目前企業需要更了解派外人員的選任原則，得以選擇適任的員工，展現出良好
的績效，協助快速拓展中國的業務。

另外研究者身處金融業，金融業於 ECFA 簽訂前，在中國未開放正式業務，
內部員工也較缺乏此類的經驗；當 ECFA 簽訂後，多家企業都摩拳擦掌，但卻對
於此類的人才選任有著疑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了解派外人員選任標準與其績效
表現之間的關係，減少員工選任的時間。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由上述研究背景及動機，本研究欲透過質化個案研究方法，探討下列研究目
的：
(一)

探討派外人員選任的職能需求是否對其績效表現之影響。

(二)

探討中國產業特性對派外員工績效表現的干擾作用。

(三)

探討公司內的訓練方案對派外員工績效表現的干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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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流程

先進行資料的蒐集，再界定研究主題，並進行相關文獻的探討，選用研究方
法，設計訪談大綱並篩選訪談個案公司，進行訪談並記錄其訪談內容，將訪談結
果做比較及歸納，找出本研究之結論和建議，如圖 1-1 所示。

界定研究主題
．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
．確定研究目的

相關文獻探討
．職能
．績效
．產業特性
．教育訓練

個案訪談
．選擇研究方法
．擬定研究大綱
．篩選訪談個案
．進行訪談與紀錄

訪談結果整理、比較及歸納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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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職能
一、職能定義
職能(Competency)由McClelland提出，他對僅用智力決定學生的學習狀態提
出質疑，並透過研究發現還有其他的因素影響其表現，包括知識、技術與人格特
質等，McClelland稱這些導致高績效產生的因素為職能，另外職能可以延伸預測
工作績效。此外，職能是和工作績效相關的一些行為或是某一構面的行為
(Thornton,1992)。Spencer & Spencer(1993)則認為職能是一個人的外顯特質和
潛在特質，潛在特質是指隱藏在一個人身上的各種能力，這種能力造就了其外在
的表現，更能用此推測其日後績效；職能包含了「知識」（knowledge）、「技能」
（skills）和「態度」（attitudes） (Parry,1998)，而這些職能可以影響到一
個人的工作成果，另外吳欣蓓、陸洛、巫姍如（2010）認為職能為導致良好績效
背後的態度、認知及個人特質，即高績效者所擁有之一組關鍵能力。黃培文、王
志蓮、林佳蓁、張維真、李永信（2008）綜合學者的定義指出，職能不單是定義
或要求個人應具備的知識與技能，也可以說職能是一種知識、技能及態度之相關
的綜合體，包含各種先天及後天塑造而成的特質及行為，而這些職能項目與個人
工作表現或績效有密切的相關。

Spencer & Spencer (1993)將職能劃分為下列五種型態：
（一）動機（motives）：一個人對於事物的想法與渴望，進而付諸行動。
（二）特質（traits）：身體上的特性及擁有對情境或訊息的持續反應。
（三）自我概念（self-concept）：一個人的態度、價值及自我印象。
（四）知識（knowledge）：一個人在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
（五）技能（skill）：執行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力。
依上述五種型態發展出冰山模型(圖2-1)，又可分為易於觀察的「外顯職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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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於內在的「內隱職能」，並認為外顯職能與工作績效具有因果關係，但個人
特質包括動機、特質、與自我觀念等潛在特質的職能，也會影響有外顯行為。此
外也將五種職能用同心圓的方式說明其核心與表面的職能(圖2-2)。知識與技術
為表面職能，是比較容易發展的，用教育訓練可以加強這方面的才能；相對地，
特質與動機為核心的職能，較不容易被訓練與發展，但可以用甄選的方式找出具
備這些職能的人。

圖2-1 冰山模型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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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

自我概念

特質
動機

態度、價值觀

知識

圖2-2 同心圓模型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

Athe & Orth(1999)更認為，職能是一組可觀察而得的績效構面，包含個人
的知識技能、態度和行為，以及可連結高績效的團隊、流程和組織的能力，它可
帶給組織持久的競爭優勢。 哈佛大學職能字典(Harvard UniversityCompetency
ictionary) 對職能的解釋認為「職能」二字整體而言，就是每個人在工作上、
角色扮演上、職責上、或任務上都必須展現效率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包括：工作
相關的行為、動機、技術知識技能等，且職能是藉由工作與角色的研究來鑑定的；
綜合參考文獻可將職能分類為「專業職能(profession competency)」、「管理職
能(managerial competency)」、「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三個職能群組。
其中專業職能再依工作性質分為—客戶服務專業、研發專業、生產製造專業、技
術工程專業、行銷專業、業務專業、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專業⋯ 等專業職系的職
能群組；核心職能可再依職務內容分類出不同的人格特質，例如：溝通能力、對
7

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及誠信正直…等個人或組織的核心職能。

二、職能選才相關研究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派外人員，故針對派外人員的職能選才相關研究做整
理。Tung(1981)、Mendenhall＆Oddou(1985)以及Ronen(1990)的研究發現影響派
外人員的成功因素分別為專業及技術能力、介面能力、領導因素、家庭狀況以及
文化知覺，以上五種因素中包含能力如下：
（一）專業及技術能力方面，包括技術能力、管理能力、公司的經驗、海外經驗
以及對地主國及母公司運作的熟悉度。
（二）在介面能力方面則包括溝通能力、對糢糊的忍受力、情緒的穩定性、對地
主國文化的尊敬、適應的彈性以及對不同文化的學習意願及態度
（三）領導因素方面，則包括他人導向以及任務導向；在家庭方面，則包括婚姻
關係的穩定性、配偶及家庭的適應、配偶的支持
（四）文化知覺方面，則包括了解當地的語言、了解其他的文化。
而Black ＆ Gregersen（1999）認為國際化的派外人員，首重知識的創造和移轉
與國際化的領導能力。

在Tung（1982）及Brewster（1988）的研究中均發現多國籍企業大多以專家
技術能力為最重要的遴選準則。Kreicher（1992）從Fortune 五百大企業中抽樣
50 家多國企業的調查顯示：90﹪的企業以專家技術能為準則、64﹪是以管理能
力為指標，而人際關係技巧及彈性最不受重視。由上述可見，對於開發新市場並
達成派外任務，甄選派外人員是很重要的一環。

Tung(1982)的研究則顯示在美、日兩國海外派外人員失敗的原因中，「管理
者缺乏適應外國環境能力」及「低適應新環境意願」分別為美、日兩國海外派外
人員失敗的主要原因。派外任員選任時，企業過度強調技術能力而忽略其文化適
8

應力，因而導致失敗之派任。因此，許多學者強調派外人員的「軟性技巧」（soft
skill）之重要性，如人際關係、適應跨文化的能力等（Brewster,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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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績效

一、績效定義
績效是判定一件事務是否成功的指標，在組織行為的研究中，績效指的是「效
率」
（ efficiency ）
、
「效能」
（effectiveness）以及「效力」
（efficacy）三方
面的綜合表現；而Porter與Lawler(1968)認為工作績效是由績效的質、量以及對
工作所盡的努力程度所組成。Byars & Rue（1994）則將工作績效定義為衡量員
工的工作表現。Motowidlo（2003） 將行為、績效及結果做以下的解釋：行為是
個人所做的一些事；績效是組織期望個人做的一些可以為組織帶來價值的事情；
結果是在特定情況下，個人所做的行為可以對組織產生貢獻或是削弱的效果。池
文海、楊宗儒、呂正雄（2008）參考Motowidlo & Van Scotter（1994）定義工
作績效為員工達成組織所賦予目標的能力，分為「任務績效」(task performance)
與「脈絡績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二項構面。而Borman & Motowidlo
（1993）定義任務績效為「工作者對組織技術核心有所貢獻，在份內工作範圍以
內的活動所表現的熟練度，可透過個人直接執行技術性程序，或是間接提供技術
程序所需要的材料或服務予以衡量」；至於脈絡績效主要描述工作者對任務活動
之外，而能對組織效能有貢獻的其他活動，所表現的熟練度。

二、績效衡量方法
Robbins(1998)更進一步將工作績效的衡量區分為三大類：
「工作成果」
、
「工
作行為」以及「員工的特質」
。其中員工的特質包含「好的態度」
、
「可依賴的」、
「合作的」、「有自信的」及「負有經驗的」，此類難以單獨評斷，須配合工作行
為一起做評斷。魏文欽、朱聖和（2008）參見Lee, Lain & Chen（1999）將工作
績效分成以下三構面：
（一）效率指標（Efficiency Index）
：產出率、在限期內工作任務達成的程度。
（二）效能指標（Effectiveness Index）：任務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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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質指標（Quality Index）：失誤率、客訴率、顧客滿意度。

工作績效需要績效評量工具來衡量，丁志達（2003）將評核方法分三類，分
別為（一）特質取向─考量員工是怎麼樣的一個人，而非他能否完成任務；
（二）
行為取向─對員工所做的事做評核；（三）結果取向─對員工實質、有形的產出
進行評估。表2-1為評核方法的優缺點：

表 2-1 各種評核方法的優缺點
各種評核方法

特質取向

行為取向

結果取向

考核工具

1.圖表評等量法

1.重要事例技術法

1.圖表評等量法

2.交替排列法

2.敘事考核法

2.重要事例技術法

3.配對比較排列法

3.加註行為評等法

3.加註行為評等法

1.很容易發展此評

1.針對績效行為因

1.減少主觀的偏見

估工具

素

2.可聯繫個體績效

2.可採用有意義的

2.衡量變項很清楚

與組織績效

因素

3.衡量後可做為回

3.鼓勵共同定目標

3.容易操作此工具

饋

4.可公正給報酬或

4.方便排列績效

4.較客觀，針對能

升遷

控制加以評核

5.使員工做對的

5.明確回應員工該

事，達到組織目標

努力的訊息

6.使員工個人發展

6.可公正地給予報

與組織成長相結合

4.強迫分配法
優點

酬或升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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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評核方法

特質取向

行為取向

結果取向

缺點

1.量度錯誤率高

1.其發展的過程都

1.花費很多時間設

2.回饋諮商無用處

相當複雜、耗時、

計

3.對給酬與升遷不

費力，要花很多時

2.對不合標準的員

正確

間來設計

工可能會終止僱用

4.較為主觀，易受偏 2.所花費成本很高

3.可能取負面管理

見影響

3.量度也會出現錯

標準

5.說服力差的主管

誤

4.目標設定不易，具

較不願意給予部屬

4.人員不自在，無

體達成目標難定

較差績效考核

時無刻有人在監視

5.員工只在意目標
達成，而忽略其他部
分
6.人員可能為達目
的，不擇手段

備註

1.一般企業常採用

1.由直屬主管考評

1.以目標做為考核

2.簡單明瞭，容易

2.評鑑項目是足以

人員的方法

填寫

影響其工作績效之

2.組織已實施「目標

3.公務人員考績法

特別或重要的事件

管理制度」為前提

類似此型

3.使用時仍須視個

3.考核期間大約以

別差異來決定評鑑

一季為宜

項目
資料來源：丁志達（2003）

派外人員的專業技術是必備的，卻不是造成成功唯一的項目（趙必孝,2011）
，因
此派外人員的績效評估是綜合多重層面的績效來評估，過往學者研究整理如表

12

2-2所列。

表 2-2 海外派駐人員績效標的研究
學者

年代

績效標的
1.跨文化的人際互動技巧
2.對國外道德及價值觀的敏感性

Dowling, Schuler, Welch

1993

3.了解他國在勞動關係及顧客關係上的
差異
4.是否能適應不熟悉環境

Drucher

1975

執行財務性工具的能力

Pucik

1985

達成長期性目標
（市場佔有率，解決環境的衝擊…）
1.整體績效

Earley

1987

2.與他人互動能力
3.即時完成任務能力
4.績效的品質

資料來源：趙必孝（2011）

工作表現最後可用績效評核工具來衡量，但並不是只使用單純一種標準來評斷，
是綜合多種評核標準得到工作績效，且要與長期組織目標做連結，才是判定員工
的是否擁有潛力的績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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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特性

一、產業定義
所謂的產業(industry)，係指從事相似經營活動的一群企業之總稱，例如食
品業、紡織業、資訊業等。產業的誕生因應著經濟發展、各項環境狀態等因素，
Porter (1980)將產業環境依成熟度及全球競爭的大小將其產業的特性分為五
類，如表2-3所示：
表 2-3 產業環境特性

產業的環境

特性

分散型產業 是一個競爭廠商很多的環境，在此產業中，沒有一個廠商有
足夠的市場佔有率去影響整個產業的變化，在此產業大部份
為私人擁有之中小企業。
新興產業

是指一個剛剛成形，或因技術創新、相對成本關係轉變、消
費者出現新需求、或經濟、社會的改變，而導致轉型的。

變遷產業

產業經過快速成長期進入比較緩和成長期，稱之為成熟性產
業，但可經由創新或其他方式促使產業內部廠商繼續成長而
加以延緩。

衰退產業

凡連續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單位銷售額呈現絕對下跌走
勢的產業，而產業的衰退不能歸咎於營業周期、或其他短期
的不連續現象。

全球性產業 競爭者的策略地位，在主要地理區域或國際市場，都受其整
體全球地位根本影響。
資料來源：Porter（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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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興起後需要對其中了解、規劃及管理，讓企業得以在其產業中營運下
去，而產業分析或是產業競爭分析(Industry and Competitive Analysis)，是
在企業經營時，一項管理的工具。有關產業分析的文獻相當多，整理如下。

（一）產業生命週期理論
產品生命週期理論是最常用來預測產業演變軌跡的分析工具，其基本假設為
產品均會歷經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四個階段。產品生命週期可以加
以擴大運用而成為產業生命週期，其概念與產品生命週期相似，根據Hill &
Jones(1998)的界定，產業生命週期包括導入期、成長期、震盪期、成熟期、衰
退期等階段，此象徵整個產業演化之過程，如圖2-3所示。
1.導入期：導入期是指產業才剛起步，因此大眾對此產業尚感到陌生並且企業
尚未能獲得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因而採取較高的定價，所以在此階段的產
業其成長是較緩慢。在此階段中的進入是在於產業能否取得關鍵性因素。
2.成長期：當產業的產品開始產生需求時，產業便會步入成長階段。在此階段
中會有許多新購買者進入，致使需求快速擴張。
3.震盪期：由於需求不斷擴大，再加上新競爭者加入，使得在此階段競爭很激
烈。另因企業已習慣於成長階段的快速成長，所以會繼續以過去的成長速度
比較來增加產能，但此階段的需求成長已不如成長階段，因而會產生過剩的
產能。所以企業會紛紛採用降價策略，來解決產業消退與防止新企業加入的
問題。
4.成熟期：產業經過震盪階段後，便會邁入成熟階段。在此階段中，其成長率
是很低，市場已幾近飽和，在此時的進入障礙會提高，但其潛在競爭者的威
脅會降低。
5.衰退期：最後會進入衰退階段，由於許多因素會使得成長率開始呈現負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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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這些因素包括了技術的替代、人口統計的變化、社會的改變、國際化的
競爭等等。在此階段中，其競爭程度依舊會增加，並且有嚴重的產能過剩問
題，所以企業便會採取削價競爭而引發價格戰。

圖 2-3 產業生命週期
資料來源︰Hill ＆ Jones (1998)

因應著不同的產業而產生不同的產業生命週期型態，因此每個產業在每一個
生命週期階段便會顯現出不同之產業特性，主要的產業特徵如表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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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產業生命週期對產業特徵之預測
生命週期階段

主要產業特徵

導入期

¨
¨
¨
¨

成長期

¨
¨

¨

需求快速成長使企業增加營收

¨

競爭程度激烈

¨

產生過多的產能
採用低價策略

¨
¨
¨
¨

衰退期

獲得規模經濟效益使價格下降
經銷通路快速發展

¨

¨

成熟期

進入障礙主要來源為關鍵性因素之取得
競爭手段為教育消費者

潛在者的威脅度最高
競爭程度低

¨

震盪期

產品訂價較高
尚未發展良好的經銷通路

¨
¨
¨

低市場成長率
進入障礙提高
潛在競爭威脅降低
產業及中度較高
呈現負成長
競爭程度繼續增加
產能過剩進而產生削價競爭

資料來源︰Hill ＆ Jones (1998)

（二）五力分析模型

Porter (1980)認為有五個因素(如圖2-4)會影響產業競爭及決定獨佔強度
的結構，發展出五力分析模型，並認為透過五種競爭力的分析，有助於釐清企業
所處的競爭環境，點出產業中競爭的關鍵因素，並界定出最能改善產業和企業本
身獲利能力之策略性創新。其模型中的五大競爭力如下：
1.新加入者的威脅：新進入產業的廠商會帶來一些新的產能，不僅分享既有市
場，也會拿走一些資源。形成產業的進入障礙可能有法令、特殊資源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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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規模等因素。
2.產業內的競爭強度：產業中廠商家數之多寡是影響競爭強度的基本要素，除
此之外，競爭者的同質性、產業產品的戰略價值，以及退出障礙的高低都會
影響產業內的競爭強度。
3.供應商的談判力量：形成供應商談判能力主要的原因是基本的勞務或主要的
零件由少術廠商供應，沒有替代品，同時本身又欠缺向上游整合的能力。
4.購買方的談判力量：購買者的談判力量除了決定於購買的數量以外，購買者
對產品的知悉程度、轉換成本的高低以及自身向後整合的可能行都是主要的
影響因素。
5.替代產品的威脅：替代品決定了本業廠商訂價上限，等於限制了一個產業可
能獲得的投資報酬率。當替代品在價格或性能上所提供的替代方案愈有利
時，則對產業利潤的限制就愈大。

圖 2-4 五力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Porter(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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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鑽石理論
Porter(1990)提出鑽石理論可以找出國家競爭優勢，而國家競爭優勢是指一
個國家或地區，能否成為某一產業的發展基地，因此事實上其討論的單位乃是「產
業」，故此項理論是一種針對產業競爭力的分析模式(圖2-5)其競爭力模式中，
總共包括了六個可能會加強本國企業創造國內競爭優勢的因素：
1.生產要素稟賦
每個國家都擁有不同的要素稟賦，而一個國家便要利用其擁有的優異生產條
件來發展相關產業。要素的種類主要分成以下五大類：
(1)人力資源：人力的數量、技術及成本等。
(2)天然資源：天然資源的藏量與品質，包括可取得的土地、水源與礦物等，
以及天候及地理位置。
(3)財富資源：金融產業的資金數量及成本，以及資本市場的結構等。
(4)基礎建設：基礎建設的數量、形式、品質與使用成本皆會影響競爭力。基
礎建設包括了運輸系統、電訊系統、醫療系統、郵政系統等。
(5)知識資源：有關於財貨與勞務的科學、技術及市場知識的多寡。
2.產業需求
本國市場對某特定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需求本質，包含下游產業、應
用市場規模之需求狀況。
3.企業的策略、結構以及競爭者探討產業策略、環境、成功要素、產業營運狀
況。
激烈的國內競爭有助於促使國內廠商不斷地改進各種技術或進行技術創新以
維持其競爭優勢，無形中也強化了其在國際競爭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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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相關以及支援性產業
若該產業在相關或支援性產業上具有競爭力時，則此產業獲得競爭優勢的機
會較大。相關產業的競爭優勢來源通常是來自於彼此互補所達成的綜效，而
這些綜效可以表現在研發、製造、通路型態、行銷知識與服務上的共通性。
透過相關產業所產生的綜效，將能增加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5.機會
機會因素通常是企業或政府無法事先預知的或掌控的偶發事件，它可能會對
現有的市場競爭地位或鑽石理論中的其他構面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其競爭優
勢。常見的事件有新發明、基礎科技的突破、戰爭、外在的政治發展、國外
市場需求的改變等。
6.政府
政府在鑽石理論中是扮演影響者的角色，它對其他構面皆會產生一定程度的
影響力，即其政策如何影響其他要素。例如，透過業務的管制，影響相關產
業的發展或透過管制及其他法令，影響國內競爭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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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鑽石理論架構
資料來源︰Porter(1990)

（四）SWOT 分析法
Weihrich(1982)提出，將內部之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與外部
之機會(opportunities)及威脅(threats)等相互配對，利用最大之優勢和機會、
及最小之劣勢與威脅，以界定出所在之位置，再依此位置研擬出適當的因應對
策，如表2-5所示，分成四種策略：
1.SO 策略，即依優勢最大化與機會最大化(Max- Max)之原則來強化優勢、利
用機會。
2.ST 策略，即依優勢最大化與威脅最小化(Max- Min)之原則來強化優勢、避
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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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O 策略，即依劣勢最小化與機會最大化(Min- Max)之原則來減少劣勢、利
用機會。
4.WT 策略，即依威脅最小化與劣勢最小化(Min- Min)之原則降低威脅、減少
劣勢。
表 2-5 SWOT 分析之策略擬定
內部因素 優勢(S)
優勢(S)

劣勢(W)
劣勢(W)

外部因素
機會(O)
機會(O)

威脅(T)
威脅(T)

SO 策略之對策方案

WO 策略之對策方案

Max- Max
SO1

Min- Max
WO1

SO2

WO2

SO3
SO4

WO3
WO4

ST 策略之對策方案
Max- Min
ST1
ST2
ST3
ST4

WT 策略之對策方案
Min- Min
WT1
WT2
WT3
WT4

資料來源： Weihrich（1982）

本研究針對科技業及金融業的派外人員選任為主要研究對象，僅探討此兩產
業的產業特性及發展。

一、高科技產業定義、發展
李昭琦（2002）之研究將高科技產業定義大致分為以投入面的研發經費百分
比率為最常引用之「量化指標性定義」與重創新研發、風險大等產業特性之「質
化的概念性定義」來確定其範圍，如Boretsky（1982）以研究發展費用佔總產值
的10%以上者，或員工人數中有10%以上為科學家、工程師及技術專家者，這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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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產業；薛琦、張祥憲（1999）將高科技產業定義為產業投入研究發展經費
佔產品銷售額的比率及所僱用的科技人員比率等兩項指標皆在10%以上稱之高科
技產業。

另外在高科技產業概念性定義上，大部分研究都以產業的特徵及企業本身具
備的條件來描述或歸納，將具有科技發展及市場潛力的產業稱為高科技產業。許
多學者對於高科技產業的特性提出許多不同見解，本研究將整理過去學者對高科
技產業特性的說明以供參考，如表2-6所示：
表 2-6 高科技產業特性彙整表
學者

年代

高科技產業的特性
1.以科技為競爭方式與工具之產業
2.注重研發

Riggs

1983

3.產品生命週期短
4.風險大
5.變化快速
1.指出高科技產業具有技術層次高

Moriarty & Kosnik

1989

2.市場變化快
3.資金需求龐大
4.產品生命週期短
1.技術密集

馬維揚

1998

2.高附加價值
3.資本密集
1.資本、技術及知識密集

陳光榮

2001

2.會受到技術推力以及市場需求拉力所影響
3.分工程度相當高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上述可歸納，高科技產業的特性為產品的生命週期短、附加價值大、易被
取代、技術需持續創新、市場成長率高、變化迅速。

中國政府開始經濟改革，首先以工業為起步，加上中國勞工眾多、勞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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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低廉，吸引許多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前往當地設立工廠，以東部沿海地區為主
要據點，進展到為科技業的製造大本營。由於全球貿易的興盛、交通便利性及通
訊設備的發達，導致全球產業分工，以市場區域的劃分和人才特性，導致中國成
為全球的代工廠或低階產品的製造工廠，提供大量勞工有工作，增加稅收，卻未
帶來科技產業技術能力的提升，自 2002 年中國政府才訂下政策積極追趕落後的
科技產業競爭能力(彭慧鸞,2009)，2011 年開始的十二五計畫中也強調技術轉
型，吸引新技術進入中國，提升產業競爭力，促進人才轉型。由於台灣與中國的
地利之便與語言的共通性，兩岸的高科技產業相互影響、共同演化，可藉由互相
的優勢持續發展高科技產業並持續保有競爭優勢。

在二十一世紀，高科技產業的競爭來自於人才的競爭，尤其是招攬優秀的人
才進公司服務；在中國地區，高科技公司占了跨國公司的 1/4，伴隨著高學歷的
知識份子為求未來更長遠的發展，大幅提高流動率或離職率。當地的人力仲介業
也都瞄準技術專業人才及管理人才，進行挖角(李元,2007)。根據 IBM 公司統計
資料顯示，亞太地區中階以上主管流動率居全球之冠，優秀人才是流通於亞太地
區，各企業都積極爭取。

二、金融產業定義、發展
金融產業的發展與經濟有很深的關係，因此經濟學家喜愛探討金融發展與經
濟增長的關係，其中以經濟學家 Schumpeter 為代表。Schumpeter（1912）指出
金融發展對經濟發展上的重要性，並且強調金融體系在經濟成長中所占的重要地
位。 McKinnon（1973）以及 Shaw（1973）指出金融發展會提高儲蓄率、聚集資
本，造就經濟成長。Greenwood & Jovanovic（1990）研究了經濟增長、金融發
展和收入分配三者之間的關係；Bencivenga & Smith（1991）、Levine（1991）、
Saint-Paul（1992）、King & Levine（1993）、Bencivenga、Smith & Starr
（1995）發表理論中，亦結合了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兩者間的成長關係。另 Raj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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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ngales（1998）證明提到「金融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重要作用，特別是
銀行體系。」，他們認為金融體系的發展可降低公司的外部融資成本，所以金融
體系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密切。McKinnon(1991)在《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向市場
經濟轉型中的金融控制》指出金融自由化的政策順序，第一步，平衡中央政府的
財政，財政控制應該優先于金融自由化，第二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之前應先穩
定物價水準，第三步，改革對外貿易和外匯體制。當國內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成功
後，外匯自由化也存在著適當步調的問題。金融業是個資本密集的行業，在行業
特性上，金融業有以下幾項特點：重視服務品質、倚賴資訊化程度深、經營風險
多樣化及與政策互動性高。

金融經過許多世代的演進，曾丹姈(2009)將金融發展歸納成三階段：
（一） 金融發展理論的源泉與萌芽期：70年代以前
主要研究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亦即研究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
中所發揮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以最大限
度促進經濟增長，及如何合理運用金融資源，以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且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 金融發展理論的深化：70 年代至90 年代
美國史丹福大學的兩位經濟學教授McKinnon & Shaw（1973）認為經濟發
展的前提是金融體系不能處於抑制狀態．為此他們主張金融深化或推行金
融自由化。McKinnon（1973）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和資本》有效地分析
了金融壓抑對經濟發展的危害，並指出利率管制和人為的低利率抑制了儲
蓄的增長並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Shaw（1973）在《經濟發展中的金融
深化》中提到金融發展有利於被抑制經濟擺脫停滯不前的情況，加速經濟
增長；但如果金融體系被抑制或扭曲，會阻礙和破壞經濟的發展。上述兩
本著作成為發展經濟學中金融理論的代表作，而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
融與經濟發展的關係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共同構成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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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三） 現代金融發展理論的新發展：90年代中期以後
此時期的金融發展理論對於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形成機制是從分析國家
效用函數及其制度安排對資本市場參與主體的互動影響，建立了各種具有
微觀基礎的模型，導入在完全競爭下與利益衝突之因素，例如不確定性（流
動性衝擊、偏好衝擊）、不對稱資訊（透明度、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
類的，利用比較研究的基礎對金融機構和和金融市場的形成做了規範性解
釋。

中國解放前，整個國內金融處於一個崩潰的狀態，經濟遭到了毀滅性破壞。
1949 年以後，中國政府採取集中全國物資、財政、金融的「三統一」政策來應
對通貨膨脹，且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解決了通貨膨脹問題，經濟恢復復甦了，也
替下一步的全國改革和建設新形勢的發展經濟需求，做好準備，其中金融因素的
作用更為顯著深刻。中國自 1978 年開放改革以來，在經濟發展持續增長之下，
中國經濟已受到世界各國矚目；自從 2006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經濟開
始更深入的進入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其金融產業伴隨經濟成展也日趨成熟，並為
中國金融體制帶來前所未有的改革。2001 年諾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斯坦福
大學教授 Spence 曾讚嘆說：「雖然許多亞洲地區國家過去也曾經歷這快速且持
續的經濟成長，但從未見過像中國這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長時期內能如
此強勁成長，其發展規模和重要性之大，都是空前的。」

早期台灣金融業透過異業結盟的方式進入中國地區經營以來，雖企業經營本
土化、人才多在當地聘用，但相較台灣金融制度的健全性及完整性，台灣金融業
人才素質仍是優於中國地區；另 2011 年 ECFA 開放台灣金融業正式拓展中國市
場，初期複製台灣的制度至中國仍需要熟悉其企業文化的人員協助建構，台灣的
人才仍有競爭優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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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科技業及金融業比較下，產業特性雖差異很大，但其人才皆必須隨著產
業的演進強化自身的專業，保持競爭力，且高科技產業人才因產業週期短，充實
能力的速度須比金融業人才更快，以符合產業之需求。另台灣金融業相對高科技
業，進入中國的時間較短，對於中國市場的熟悉程度，金融業仍在探勘的階段，
處於產業導入期，競爭力仍須加強，而高科技產業已在中國產業中，擁有好的名
聲及優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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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教育訓練

一、教育訓練定義
在企業的角度來說，人員是重要資產，人力資源發展便是透過有效的教育訓
練來增進員工的能力，此種過程的附加價值可以推廣到個人、團隊、甚至組織之
革新，因此，教育訓練及人力資源的發展乃是關係著組織是否能夠永續生存的重
要原動力（黃營杉、齊德彰，2004）。Nadler（1984）認為人力資源發展應包含
訓練、教育、發展，將其說明如下：
（一）訓練：提升工作能力與適應工作內容的改變，意謂加強現有工作的學習。
（二）教育：培養個人實力及發掘潛能，為未來的工作指派而儲備員工。
（三）發展：由企業或組織中的每個人員發揮其生產力而達成，指針對受訓者本
身成長的學習，為直接與現在或未來的工作績效相關。
黃英忠（2007）將教育與訓練比較如表2-7所示，教育的本質具廣泛性、一
般性、基礎性與啟發性，它是一種面的建構，著重在原理與觀念的灌輸及思維能
力的啟發，以發展通才；訓練是特定性的塑造，是線的提升，著重在技能與方法
上的鍛鍊，以培養專才。陳銘薰及王瀅婷（2006）的研究中將「教育」與「訓練」
合併為「教育訓練」，並定義為教育訓練在於培養組織成員的知識、技能、態度、
習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員工最大的潛能，以因應目前或未來公司、職務的
需要等有計劃的培訓活動。鍾佩璇（2011）將教育訓練解釋成「企業或組織為了
提升個人的工作績效，所提供與工作相關之知識與技術的學習。」

28

表

2-7 教育與訓練的比較

項目

教育

訓練

目的

獲得基本知識

獲得專業知識與技能

基礎

以個人為主

以工作為主

範圍

較廣

較狹

時間

較長

較短

功能

發展

培養專才

資料來源：黃英忠（2007）

二、教育訓練的展開
Goldstein（1993）將訓練過程包含需求評估、訓練發展、成效評鑑、檢視
訓練目標四個部分，如圖2-6所示，並詳細將這四部份解釋如下：
（一）需求評估：透過組織分析、工作分析與人員分析，了解企業有無需要舉辦
教育訓練，若有此需要，則進一步設定訓練目標。
（二）訓練發展：等訓練目標確定後，進行訓練方案之選擇與設計，並開始實施
訓練課程。
（三）成效評鑑：依據訓練的目標，發展出評估訓練成效之指標。
（四）檢視訓練目標：從訓練的有效性、轉移的有效性、組織間與組織內的有效
性四方面來檢視訓練效果是否達到預期之訓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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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Goldstein（1993）之訓練過程模式
資料來源：Goldstein, I.L.（1993）

首先，必須做教育訓練的需求評估，了解教育訓練要達到甚麼目的。根據Noe
（2003）指出，教育訓練的目的，就是藉由訓練提升增進員工的心智與技能以改
變其行為，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洪榮昭（1991）將訓練的目的定義為「引起
學員行為的改變」，並將行為分成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情感領域
（Affective domain）、技能或心理領域（Psychomotor domain）三個領域，其
說明如下：
（一）認知領域：直接關係智力成長的能力，包括認識、理解、分析、評鑑等能
力。
１.認識力：指學習所獲得或技術性的回想力，是一種基本的制約學習獲得的
能力。如：對顏色、聲音、圖形等的認識。
２.理解力：對任何訊息的了解，並使成為有用的觀念，但不須經過相關之應
用能力。如：數字加減乘除之應用，文法的先後次序之了解。
３.應用力：比理解層次更高一層的了解能力，這種能力是表現於公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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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程序的應用。如：買賣時價錢與數量的估算。
４.分析力：是一種了解的確定，分辨組合因素的能力。如：數獨遊戲。
５.綜合力：將各因素組合起來的能力。
６.評鑑力：通常指事或物的質比較。以科學方法來評量物質的好壞。如：畫
作的真偽等。
（二）情感領域：是以態度、感情、人生觀、表現於興趣、欣賞、順應和學習的
適應力。
１.對學習的接受：幫助或阻礙學習的態度。如：對於學習疑惑提問。
２.對學習的反應：指表現於訓練活動的態度。如：守時、尊重老師等。
３.對學習的價值觀：指學員經過訓練後，對訓練活動的肯定或否定，如：認
同訓練的內容。
（三）技能或心理領域：表現於相關生理活動的能力及技術上之水準。
１.觀察力：察覺或分辨週遭環境物體的質與量的能力。如：注意到工作上的
錯誤。
２.機械性的動作能力：指動作技巧上的反覆運作。如：裝配線的作業員，在
某一特定的工作上用熟練動作，養成機械性動作的能力。
３.動作轉換能力：應用某特定習慣動作到其他方面的能力。如：對人有耐心
教導，對事情也耐心處理到完成
４.適應力：某些動作在時間及空間上的適應能力，即易接受新技巧的能力。
如：開習慣自動排檔的車子，是否容易學習開手排檔的車子。
根據這三個領域，可以決定訓練的課程及方式，根據不同的訓練目的，設計不同
的訓練課程培養學員養成不同的技能或態度。企業除了希望員工透過訓練課程來
了解建立高績效團隊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員工能將課程所習
得的知識，經由內在的反饋來改變舊有的思考模式或態度，進而將這些團隊知識
與技能應用到實際工作情境中，以提升工作績效（林文政、王湧水、許智翔，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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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訓練不同的需求及目的，選用的訓練方式也有所不同，以訓練場所來區
分，則可分為室內的講授式訓練（indoor lecture training）與戶外的體驗式
訓練（outdoor experiential learning），室內的講授式訓練是將受訓人員安
排在特定的教室來進行，透過講師傳達相關的知識與技巧；戶外的體驗式訓練則
是將場地移至戶外實地場所進行，參與的學員直接透過體驗而建構知識、或技能
或提升自我價值（AEE，1995；林文政等，2010）。此外，黃英忠（2007）將公
司內教育訓練分成三種基本方式，分別為O.J.T.（on job training ; 工作中訓
練）方式、Off J.T.（off job training ; 工作外訓練）方式及S.D.
（self-development ; 自我啟發）方式，其說明如下：
（一）工作中訓練（O.J.T.）：在具體的職務上，直屬上司直接對部屬實施個別
業務指導的一種訓練方式；換句話說，工作中的訓練是在工作中接受指導
訓練，也可說是一種機會教育及親身體會力行的訓練。
（二）工作外訓練（Off J.T.）：指職務外或離開工作單位之訓練；換言之，即
由專門人員負責之所有O.J.T.以外的教育訓練。不論在企業內本身所設立
的訓練所或學院等特定的訓練場所舉辦的訓練或定期、不定期的講習會、
演講會等。Off J.T.的訓練內容與現場作業並無直接關係，而是屬於一般
性的知識培養、能力開發及訊息發布。
（三）自我啟發（S.D.）：在自己責任之下，依照自我暸解與評估，具有成長、
向上的慾望，不斷地自我訓練、自我學習之意。例如：參加各種講習會、
研討會或自我進修。
另外，師徒制訓練也是一種常見的訓練方式，根據傅衡宇、余坤東、鄒瑞平（2008）
的研究指出，師父對徒弟傳承經驗與知識、提供支持與協助、製造機會及分派具
有挑戰性工作來培養徒弟的才能、事業方向引導等職能發展功能越多，以及徒弟
將師父的專業知識、技能、工作能力作為表率的程度越高，徒弟越能提升所學的
知識與技術能力，並提升其工作效率。訓練的方式還有很多，包含個案研究法、
分組討論法、角色扮演法、線上學習法等等，其中線上學習法可供遠距教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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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空間及時間上的限制。因此，企業可以選擇多樣訓練的方式，綜合其效用，將
能獲得更有效的訓練成果。

由於訓練成效的評鑑十分重要，因此，國內外的學者分別提出不同的評鑑模
式，如表 2-8 所示：
表 2-8 訓練成效評鑑模式
模式/作者
Kirkpatrick（1959）

評鑑標準、層級或構面
1.反應 2.學習 3.行為 4.結果

1.脈絡（context） 2.輸入（input） 3.反應
CIRO（Warr et al., 1970）
（reaction） 4.效果（outcome）
Hamblin（1974）

1.反應 2.學習 3.工作行為 4.對組織的影響 5.最
終價值變項

Parker（1976）

1.個人特質 2.參與者與組織表現 3.訓練投資報酬

CIPP（Galvin, 1983）

1.脈絡（context） 2.輸入（input） 3.過程
（process） 4.產品（product）

Brinkerhoff（1987）

1.建立目標 2.研擬計畫 3.執行計畫 4.立即的結
果 5.中間的過程或使用的結果 6.影響與價值

IPO（Bushnell, 1990） 1.輸入 2.過程 3.產出 4.成果
Kraiger, Ford &Salas
（1993）

確定三種學習（認知的、技術的、情感的）結果，
並建議適用於每一種分類結果的評估測量方法

Kaufman & Keller（1994）

1.使具有能力和情感反應 2.獲得 3.應用 4.組織
產出 5.社會結果

Easterby-Smith（1994） 四個基本評估目標：1.證實 2.改善 3.學習 4.管制
ROI（Phillips, 1996）

1.反應與計畫性動作 2.學習 3.學習在工作中的應
用 4.營業效果 5.投資回收

Holton（1996）

確認五種變數和其間的因素關係：1.次級的影響 2.
激勵因素 3.環境因素 4.效果 5.能力因素

陳銘薰、王瀅婷（2006）

1.訓練滿意程度 2.個人才能增進程度 3.工作應用
程度

林小娟、高熏芳（2006）

1.教育訓練滿意度 2.學習目標達成度 3.工作行為
改變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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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企業所熟悉的評鑑模式是Kirkpatrick 評鑑四層次，分別是：層次一，對學
員在訓練之軟硬體設施、講師教學方式及課程內容等反應的評鑑；層次二，是對
學員學到了什麼知識或技能作評鑑；層次三，是評鑑學員結訓後，在工作行為上
是否有所改變；層次四，是評鑑學員學成後在工作崗位上一段時間後，究竟有什
麼成果（Kaufman & Keller，1994）。而美國訓練發展學會（ASTD）也指出
Kirkpatrick 的四層次評鑑準則，因其簡單易懂，也是最常被推崇引用的模式（吳
瓊治，2006）。另外，Bushnell 為了評估IBM 的教育訓練計畫所設計的IPO 模
式，也受到許多企業運用（林小娟、高熏芳，2006）。提升受訓者訓練的滿意度，
會進而提升訓練的成效（謝安田、張曉楨，2010），而訓練的滿意度與講師的表
現、訓練的實用性及訓練的成效有正向的關係（Giangreco, Sebastiano &
Peccei,2009），因此，本研究採Giangreco et al.（2009）的衡量方式，將教
育訓練分為「講師的表現」、「訓練的實用性」及「訓練的成效」三構面來衡量。

從教育訓練的需求確立、訓練方案的設計、訓練的執行到訓練結果的評鑑，
對企業來說就是決定了人員技能提升及其績效的增加，所以企業選擇適合的傑出
員工，還需要搭配適當的訓練，才會得到高績效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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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職能與績效之關係

Peters & Waterman (2003)在其著作「追求卓越」中調查美國六十多家經營
成功的企業之後，指出「有優秀的員工，才有成功的企業」，員工潛在的卓越能
力將成為組織存亡關鍵的因素。

許多學者認為個人職能與工作績效之間具有因果關係 (Arthey & Orth,
1999; Kim & Hong, 2005; Levenson, Vander Stede & Cohen, 2006;Spencer &
Spencer, 1993)。Boyatzis (1982)對於工作績效的定義為從事特別行動進而達
到工作的具體成果要求，且能維持或符合組織環境的條件、政策及程序。且其認
為當個人能力、工作要求及工作環境互相配合時，就能夠產生卓越的工作績效（林
文政，2001；張火燦，1993）。Schermerhorn (1989)提出工作績效的成果取決
於個人的能力、願意付出的努力以及適當的支持，其中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
Spencer & Spencer (1993)亦提出個人特質會影響行為，而行為更進一步的影響
工作績效，也就是職能與工作績效之間具有因果關係。

職能為一套個人專屬的外顯及潛在之關鍵能力，可以影響一個人的工作展
現，也可以協助用來推測其未來的工作績效，且在指派任務的時候了解是否該挑
選已具備相關能力的人亦或可透過訓練養成其能力。而鄧國宏(2000)也提到「職
能必須有被確認出來的行為」。同時，Spencer & Spencer 也認為動機、特質和
自概念的才能，可以用來預測行為，這些行為影響到最後工作的結果，這一連串
的因果關係如下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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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圖

行動

個人特質

行為

動機
特質

技巧

結果

工作績效

自我概念
知識
圖 2-7 職能的因果流程模式
資料來源:Spencer & Spencer(1993)

依據Spencer 及Spencer（1993）的職能因果關係，我們可以說個人的職能可以
用來預測個人在工作行為上的表現，進而影響工作績效的結果。Draganidis與
Mentzas（2006）定義職能為內隱與外顯的知識、行為與技巧的組合，且有助於
個人達成績效。在專案團隊的研究中，任務完成的這項職能與工作績效有很顯著
的正相關（Liu, Chen, Jiang & Klein, 2010）。Wang et al.（2004）的研究中
發現，將「銷售職能」
、
「科技職能」
、
「綜合職能」這三種核心職能相互協調與結
合後，能達到更好的工作績效。Ismail & Abidin（2010）的研究中指出，最能
夠影響工作績效的因素就是工作者本身的職能。職能與工作績效有密切的相關，
它可以使員工產生卓越的績效，甚至還可以用來預測員工未來的績效（Xu &
Wang,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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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為企業派駐中國的人員選任職能項目對其績效之影響，由
於探討派駐人員之職能選才項目在國內屬於新興的研究主題，故相關的文獻、及
理論研究數量並不多，樣本數亦不足，現階段無法採用量化的研究方式去充分掌
握關鍵性的因素，因此本研究採質化的個案研究法，以深度訪談方式進行資料蒐
集後，經過分析探討，進而建立本研究的研究命題。

第 一節

個案研究法

研究可以概略的分為量化研究及質化研究兩大類。量化研究的資料是由精準
的測量而得到的數字資料，藉由使用統計、圖表來分析結果；質化研究同時包含
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物理科學，擁有多重面相以及多重焦點的特色（陳向明，
2000；Denzin & Lincoln,2000），且質化的個案研究法，以文字、觀察，並組
織資料以呈現協調一致的圖像（Neuman, 2002）。一般而言，量化研究比較適用
於實證性的研究典範，而質化研究則常運用在解釋性的研究典範。在質化研究領
域中，與社會科學相關的研究策略有五種，包含了實驗法、調查研究、檔案記錄
分析、歷史研究法、及個案研究（Yin, 2001）。本研究嘗試了解從企業中的選
任派駐中國的人員時，所參考的職能項目有哪些，而這些職能項目是如何產出，
且對工作績效影響程度，再者這些產業在中國的特性與企業內的教育訓練是否對
人員選任的職能和其績效有影響，所以根據Yin （尚容安譯，2001）提出，個案
研究法適用於研究問題形式在於問「如何」、「為什麼」，且不需要在行為事件
上操控，所著重的是當時所發生的事件，因此，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法是較適切
的，結合深度訪談及蒐集第一手資料，對於多重個案反覆進行比較與歸納分析，
推導建立研究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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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節

概念性架構

本研究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形成本研究之概念性研究架構，如
圖3-1。

教育訓練

派外人員
選任職能

派外人員
績
效

1. 專業職能
2. 管理職能
3. 人格特質

產業特性

1. 短

期

2. 中
3. 長

期
期

圖 3-1 概念性架構

探討選擇適任的人才可利用職能的項目來篩選，而職能是一個人的外顯特質
和潛在特質，潛在特質是指隱藏在一個人身上的各種能力，這種能力造就了其外
在的表現，更能用此推測其日後績效(Spencer & Spencer,1993)；Parry(1998)
認為「職能」包含了知識、技能和態度；吳欣蓓、陸洛、巫姍如（2010）認為職
能是導致良好績效背後的態度、認知及個人特質；黃培文、王志蓮、林佳蓁、張
維真、李永信（2008）綜合學者的定義也指出，職能不單是定義或要求個人應具
備的知識與技能，也可以說職能是一種知識、技能及態度之相關的綜合體，包含
各種先天及後天塑造而成的特質及行為，綜合上述學說，可將職能項目歸納為專
業職能、管理職能與核心職能，核心職能可再依職務內容分類出不同的人格特質。

Byars & Rue（1994）將工作績效定義為衡量員工的工作表現。Motowidlo
（2003） 將行為、績效及結果做以下的解釋：行為是個人所做的一些事；績效
是組織期望個人做的一些可以為組織帶來價值的事情；結果是在特定情況下，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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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做的行為可以對組織產生貢獻或是削弱的效果。Robbins(1998)更進一步將
工作績效的衡量區分為三大類：(1)工作成果；(2)工作行為；(3)員工的特質。

Spencer & Spencer (1993)提出個人特質會影響行為，而行為更進一步的影
響工作績效，也就是職能與績效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綜合上述，職能會影響其績
效，當職能能力提升，會帶來好的績效，其中對於增加職能能力，有許多干擾的
要素，本研究僅挑選產業特性及教育訓練兩項要素來探討，了解其要素是否能增
加職能，導致好的績效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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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
研究設計與資料收集方式

一、研究工具
本研究根據初步由文獻探討得出的概念性架構來設計本研究的訪談大綱，跟
受訪者作深度訪談(in-depth interview)。深度訪談一般分為非正式性的會話訪
談、引導性的取向訪談、及標準的開放式訪談等三種型態，由於受訪者時間有限，
且極可能僅進行一次，因此，本研究選擇以標準的開放式訪談為正式訪談的方
式，標準的開放是訪談的基本目的在於藉由訪問每位反應者相同的問題，使得訪
問者效應減至最小。在訪談前，即仔細考量過問題內的用字，任何易混淆或需釐
清的細項問題，亦被寫下來作為訪談的問題，並在訪談中適時之處提出與解釋，
且於實際訪談過程中經過多次修正，訪談大綱如下所列。
（一）職能
1. 挑選派駐大陸人員的考量因素有哪些？
2. 哪些是必備的條件？屬於專業、管理及人格特質？
3. 屬於組織文化核心職能還是職系職能？
（二）績效表現
1. 在台灣或是中國的機要衡量方式是否一致？
2. 衡量派外人員的績效指標為何(業績數字、達成所交付的任務成果、考核
分數)
3. 經過挑選後，派外或外調人員績效如何？
4. 若績效不好，有甚麼退場機制或是協助達成績
（三）中國產業特性
1. 公司或該產業在中國地區發展歷史？
2. 產業在中國的競爭力？
3. 此產業的人員在中國的素質、競爭優勢？
4. 相同職務人力在中國好找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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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訓練方案
1. 公司的內部訓練有哪些方式？面對面的實體課程？線上學習課程？其他
方式？
2. 是否有跨文化訓練或是組織文化中已內涵此種文化素養？
3. 針對人才外派或是調任，是以何種方式做訓練、主要是訓練哪一方面(專
業職能或管理能力、人格特質-跨文化包容力)？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主題為派駐中國的派外人員，故研究對象為有派駐中國人員的
企業，但因產業眾多，僅鎖定高科技業及金融業；因 ECFA 通過後，部份金融業
才可合法於中國設立，為對比了解其派駐制度及其他相關狀況，另外選擇高科技
業為研究對象，但因金融業的企業難尋找，所以訪談團隊中，高科技業及金融業
依比例各選擇 2 家，表 3-1 為本研究受訪團對資料表。

表 3-1 受訪團隊資料表
受訪者

產業別

母公司國別

職務

受訪時間

A

高科技業 美國

主管

Feb-12

B

高科技業 台灣

成員

Mar-12

C

金融業

台灣

主管

Feb-12

D

金融業

美國

主管

Nov-11

三、資料收集
典型個案研究結合的資料蒐集方法，如資料庫、面談與觀察等方法，本研究
的資料收集可以分成兩部分，主要為初級的訪談資料及次級資料之蒐集，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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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級資料
本研究以實際訪談所得初級資料作為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來源，所有訪談均
採親自面、電訪的方式進行，事先皆以電子郵件傳送題目給受訪者，讓其先瞭解
訪談的大綱與目的，訪談過程中全程以錄音器材錄下訪談內容，並以筆記輔助紀
錄。
（二）次級資料
除訪談內容外，研究者以閱讀相關文獻書籍與研究個案的次級資料，如團隊
組織圖、受訪者資歷、團隊介紹加上企業網站資訊，以及雜誌期刊的有關報告來
輔助初級資料不足之處。
五、資料分析
訪談結束後，接著進行訪談資料的分析與整理，並同時參考孫鈴萍（2004）
對訪談資料的分析方法，本研究對資料分析的方式將分成六個步驟。如圖 3-2 所
示。

謄寫逐字稿

逐字稿編碼

逐字稿分析

形成自然類別

分類與形成研究主題

細部整理與增刪
圖 3-2 資料分析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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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綜合分析與命題發展
個案綜合分析與命題發展
第一節

職能

職能一個選才的一個參考工具，Spencer & Spencer(1993)認為職能是一個
人的外顯特質和潛在特質，潛在特質是指隱藏在一個人身上的各種能力，這種能
力造就了其外在的表現，更能用此推測其日後績效；Parry(1998)指出「職能」
包含了知識（knowledge）
、技能（skills）和態度（attitudes）
，而這些職能可
以影響到一個人的工作成果。

職能是一組可觀察而得的績效構面，包含個人的知識技能、態度和行為，以
及可連結高績效的團隊、流程和組織的能力，它可帶給組織持久的競爭優勢(Athe
& Orth,1999)。 哈佛大學職能字典(Harvard UniversityCompetency ictionary)
對職能的解釋認為「職能」二字整體而言，就是每個人在工作上、角色扮演上、
職責上、或任務上都必須展現效率的行為。而這些行為包括：工作相關的行為、
動機、技術知識技能等，且職能是藉由工作與角色的研究來鑑定的；綜合參考文
獻可將職能分類為「專業職能(Professional competency)」、「管理職能
(Managerial competency)」、「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三個職能群組；核
心職能可再依職務內容分類出不同的人格特質。

本研究的訪談團隊中，團隊 A 中派外人員為採購部門的基層主管，訪談的主
管在選人時，考量該派外人員在本職務內已經足夠歷練，其專業能力已是有目共
睹，另外身為採購部門人員，會經手帳務，所以此項職務內容所需的道德感也很
受重視，即人格特質，該公司在派外人員的職能篩選上，根據專業職能及人格特
質來選擇，如受訪團隊 A 表示：

「我前年有調一個幹部去，有一個經理去啦，那主要是那個是做間接器材採購的經理啦，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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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是說，因為做採購可能對道德，比較要注意啦，所以我派一個台灣這個一個去那邊，去負
責這個間接採購物料源，我們是覺得是比較放心的啦，因為大陸現在，如果做採購來講的話，大
陸水準還是會跟早期我們台灣的十年前那種採購的模式是一樣的啦，會比較有問題啦，所以也是
有考量這樣才會派這個人去那邊，去做兩邊制度整合。」

「選他的重點人格特質，對。」

「……對，對公司滿熟的啦，然後採購經驗也夠了啦，所以就派他過去了。」

「在台灣也是主管，過去是管一整個間接採購這樣的一個部門。」

團隊 B 中，派外的人員多為高階主管及專業技師；最先必須要有意願，且公
司內的部分多是跨兩岸工作，在多元文化的適應有一定的基礎，其次專業技師的
挑選上是以專業技能為主，而高階主管的選任則是考量專業技能以及對公司的忠
誠，對公司的忠誠可列為人格特質中的一項，上述的原因可歸咎為派外人員以專
業職能及人格特質來選出。如團隊 B 所示：

「派外人員主要幾乎都是管理職為主，少部分的技術職，就是一些，比如說技術門檻比較高
的，……譬如說，技工這種類型的這種師父，我們講就是靠工藝手法生存的這些職位的人，因為
在那邊，可能早期比較沒有這樣子的人在嘛，所以還是會有一些少部分的台幹在那邊。」

「高階主管上多為台幹的原因有兩個層次，一個是觀念上的層次，一個是信賴感上的……」

「其實大部分主管選人的判斷是看專業為主，然後看你的那個 sense 夠不夠。……你管製造的，
你對單位產能的了解，你對 cost 的敏感度，這些東西，夠不夠清楚，那你有沒有實際管理人員，
在組裝線上的經驗，這種，像他們就會直接去看這種專業的部分，對，會以這個為主啦，絕大多
數，大概百分之七十的比重都是看這個啦，剩下的因素其實都只是輔助的，對，當然還有一個很
重要的因素，有意願嘛，有意願，他有意願要過去，然後專業夠好，那當然就讓你過去啦，但是
譬如說，這個人其實還不曾有過，譬如說管陸幹的經驗，文化的差異性是不是能夠，能夠去克服，
這個部分其實他們在，在先前的評估時候，其實不太容易看到，那也比較少會去看這個。……調
任的管理職缺不一定在台灣就是一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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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 C 屬於本土的金融業，剛核准於中國地區設立，初期需要大量人才，且
會較台灣本地的業務開拓來得辛苦，所以必須慎選專業能力優秀者，加上個人有
意願前往，再來因為要複製台灣經驗到中國地區，因此派外員工另外必須選擇具
有優異的溝通能力及跨文化的包容力，其中溝通能力和跨文化的包容力皆屬於人
格特質，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專業職能和個人意願，如團隊 C 所示：

「個人意願及專業能力……、能展現對多元文化的敏感度與包容力、跨文化的人際溝通技巧、適
應新環境與新事物的彈性和抗壓性，並取得家人的支持等。」

「目前派駐中國還是以中階主管為多數，也有些資訊蒐集、公關人員和網路系統架設的資訊人
員，……，派外人員選擇主要是派外任務中所欠缺的職缺，再由台灣這邊相關職務中搜集專業能
力優秀的人員數名，最後則是詢問個人意願是否願意前往中國地區。」

團隊 D 為全球性的金融業，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已經是新進員工的選才標準
之一，這項人格特質已成為公司的核心職能，在這樣的基礎上，選擇輪調的員工
僅以專業能力當作衡量依據，將表現優異的員工選任為候選人，當有職務出缺又
在當地無法招聘適任員工時，這些具有對跨文化有包容力且具備適合專業技能的
員工馬上就可以派外。如團隊 D 所示：

「跨國調動通常會是比較 selective，對，一定都是一些 talent 才會有這樣的，他不會把一些
莫名其妙，一個表現不好的人調過去嗎，所以一定是給 talent 才會有跨國調動的機會。」

「對，基本上會是，所以一般 junior 的工作，他基本上他在國內找就好啦，在中國找就好啦，
他不需要從台灣調一個很 junior 的人過去，所以他一定會調一些對他，當地組織他可能找不到，
他有需求的人過去，通常那群人都是比較，都有那個技能的特殊性的人。」

「譬如說，像那種調動最常就是在專業上面的，譬如說，像某種程度，因為我們很重視 HR，所
以你看到我 HR 也會調動去那邊，對不對，在那邊是說，HR 是 professional，對不對，然後譬如
說像什麼，risk management，風險管理，像這種就是銀行很重視的 knowledge，那大陸那邊可
能不是很有，那我們這邊很厲害，或是其他國家很厲害，就會調過去，這種專業……很強的，基
金，那種所謂的基金就是那種，交易室啊，對不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這些專業知識，他那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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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懂啊，所以就從這邊調過去，這是種比較專業導向型的，他那邊沒有辦法找到人，就會有機會
調過去，如果是一般行政人員，那種就很少。」

彙整上述內容，派外人員中以職能項目來說，多數公司還是優先會注重專業
表現，符合 Kreicher（1992）的調查「90﹪的企業以專家技術能為準則」，再
由這些人選中去挑選具備「對多元文化有包容力」及其他職務內容需要的人格特
質，但是當人格特質不符合公司的要求者，會另外挑選派外人員，以確保派外任
務可以成功，如團隊 A 中派外人員具備道德且與中國同事可以溝通，才得以獲
選，管理職能的部分也非特別挑選，僅是剛好該員工為基層主管；團隊 B、C 中，
以專業技能及人格特質再配合員工意願來篩選適任的派外員工，團隊 D 為跨國性
企業，因業務屬性會與其他國家接洽，員工皆具備多元文化的適應力及溝通能
力，挑選派外輪調的員工則是在專業上具有優秀表現者，整理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受訪團隊派外人員職能類別整理表
團隊

職能
專業職能

管理職能

人格特質

A

◎

◎◎

B

◎

◎◎

C

◎

◎◎

D

◎

◎◎
◎ ：表示人員具備的職能項目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命題一：

◎ 命題一之一：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人格特質重於專業職能，其中人格特
質又以「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為重要的考量項目。
◎ 命題一之二：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中，管理職能可能沒有列入必要選才的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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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能與
職能與績效

Peters & Waterman (2003)在其著作「追求卓越」中指出「有優秀的員工，
才有成功的企業」，員工潛在的優異能力將成為組織存亡關鍵的因素，而優秀員
工的選任可將能力列為參考的依據，能力則可參考職能項目。且 Schermerhorn
(1989)提出工作績效的成果取決於個人的能力、願意付出的努力以及適當的支
持，其中個人能力是最重要的因素。Spencer & Spencer (1993)亦提出個人特質
會影響行為，而行為更進一步地影響工作績效，也就是職能與績效之間具有因果
關係。Draganidis & Mentzas（2006）定義職能為內隱與外顯的知識、行為與技
巧的組合，且有助於一個人達成績效。

另外 Ismail & Abidin（2010）的研究中指出，最能夠影響工作績效的因素
就是員工本身的職能；因此職能與工作績效有密切的影響性，它可以使員工產生
卓越的績效，甚至還可以用來預測員工未來的績效（Xu & Wang,2009）。選任派
外員工時亦同，必須要設定選擇的職能標準來篩選出卓越的員工來派任，才能推
測會有好的績效；若沒有嚴格選擇派外員工的能力，亦無法從職能來推斷能有傑
出的工作表現，或許會導致任務失敗。

團隊 A 之派外員工，在選任時依據該員工在台灣的優異之專業能力及具備派
任職務和任務所具備的人格特質─道德和對多元文化的包容以及適應，於派外後
之績效也是優秀的，與在台灣的績效相比，在主管的眼中，兩者的工作表現是一
樣優秀，更確認找出該職務的職能，能預期員工有好的績效，只要找到對的人，
績效就會有好的展現，如團隊 A 所示：

「選他的重點人格特質，對。」

「……對，對公司滿熟的啦，然後採購經驗也夠了啦，所以就派他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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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的那個設定的指標是都一樣的啦，只是管理的人不太一樣啦，因為台灣的人可能比大陸那
些人可能好一點啦，因為環境的差異嘛，所以看起來某些技巧性的話，可能台灣比較好一點，……
至少他能夠把這個採購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所以他還是可以把這個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在這個
往往過程中，會發生一些問題就是說，他也很辛苦，因為他會面臨很多黑函，會受到攻擊。……，
所以他會有內部的攻擊跟外部的攻擊，你要去處理這樣的事情，所以面對的只是說你這個人格特
質、管理能力還有你的堅持，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握住的話，大致上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那個 KPI 的指標就設定在那裡，你一年要省多少錢，你的那個交貨的速度要多
快，對不對，這個是很重要的指標嘛，你的服務，客戶，你服務的內部的客戶的滿意度是多少，
這個是，這個就是要拿出來檢討的嘛，那當然，這個完了以後，在做績效考核的時候，每年度在
做績效考核的時候也會加雜其他部門的主管會進來，你如果沒有，沒有跟他們相處得很好，要怎
麼樣跟他對立的時候，他，他也可以講你啊。……績效是互動部門會進來一起評分。」

「要，還是要。還是要用這些 KPI 來認定，但是你在這個達成績效的過程，和你跟這些人，幫你，
幫他服務的人的合作的程度怎麼樣，你要跟這些人合作都要搭配得相當好啊，那你要去說服
他，……所以你績效是固定的，但是你要達成績效，除了你自己本身條件要帶領你的團隊達成以
外，然後要把內外的這一群人都要溝通得相當好，應該是這樣啦。」

「這個人績效沒有掉下來，因為這個人你要，你要找到對的人去啊，找到對的人去你就不會有問
題啊，你找到不對的人去就會有問題啊。」

團隊 B 的派外機制中，公司內的業務運作跨兩岸執行，平日的工作中已適應
與物及幹部的配合與溝通，已養成對跨文化的適應力，故當選任派外員工時，以
員工意願為優先考量，再配合專業優異的專業能力，這樣選出的員工，在派駐地
仍會有好的工作表現；但是當沒有好好審核派駐員工的專業能力、經驗及所需要
的人格特質，是會帶來不好的結果，甚至導致任務失敗，如團隊 B 所示：

「……有雇用了一個可能就是研究所剛畢業的人，剛退伍或是不用當兵的，過去那邊就是直接當
課級主管，去管那些 staff 可能跟他一樣………，可以培養，比較忠誠度高，這是他們的理由，
可是實際上面來講的話，他真的有這樣子的能力，……，其實這個是有，有待商榷的，對。……
他等於沒有經驗嘛……又專業也不夠。……在辦法上也做一些限定，像這種剛畢業的人可能他職
等級，我們在核定上比較低的，我們就直接限制不能派駐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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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接講現在的狀況，……，我們在零九年到一零年的時候，把兩岸三地的一個……還有績效
的制度整個做了一個整合，所以呢，現在我們的人員評核，其實是跨兩岸三地，不因為你是派駐
人員、陸籍人員，或者是在台灣總部工作的人員而有所評核上的差異，大家都是放在同一個群組
裡面相互做比較，所以，其實從這個程度上面來講的話，只要你做得好，只要你做得優秀，不管
你是哪一個地方的人，其實你的相對的貢獻價值在主管評核上就比較高，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刻度
量表，……，相對上來講，如果真的是不適任的主管，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其實他就是，讓他回
來，甚至讓他走，對。」

「……其實對於單一個體去看的話，異動前後績效其實不會有很顯著的差別，我要講的原因是因
為，因為我們本來在功能別上的分野就非常大，對，這樣講好了，我們公司的組織，譬如說製造
功能他就是製造處，然後製造處下面有廠，………，那我們評核的方式是，今天不管你這個人是
在台北，或是在，anyway，上海好了，你只要是隸屬這一個部的人，這個部的人都會被放在同一
個 group，……這個研發處的主管打，ok，所以其實實際上面來講主管他看到是一堆人頭，然後
只是在後面的那個辦公室地點有寫說，這個是上海那個是台灣啊哪裡哪裡，那他最後他強迫，我
們有強迫分配，你要去打考績的時候，這些人是被放在一起打的，所以今天這個人他被打出來的
考績其實，通常啦，都是主管直接去看這個人的那個，那個實際工作，用主觀的方式去排列出來，
對，那因為是用主觀的方式去看，所以老實講啦，其實你講會不會有說，因為他派駐，主管覺得
派駐比較辛苦，給你多一點……，可能有，但是就我現在的看過來，我覺得其實不大，影響不大，
對對，其實影響不大，因為我們派駐的人啊，就是很高層次的一個部分，我們，我就講研發啦，……
研發人員派駐過去，就是他先前就在這邊做這個 project，做這個客戶的設計，那只是那邊現在
一直欠人，然後需要有人一直在那邊 maintain，要去 monitor，所以他，做這件事的人，就從這
邊就調到那邊去了，所以他事情有沒有差別，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他還是做一樣的事情，location
換了一個地方，然後多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內容，這樣子。」

團隊 C 於中國市場經營時間未久，雖有設立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但缺乏對市
場的了解度及開拓市場的突發狀況，考量上述的因素，會加分效果，造成績效評
估上，無法確實衡量派外員工的績效，也無法比較派任前後是否表現一樣優異，
惟當任務可以持續運轉且業務有越來越好的跡象時，可當作派外的選才機制是對
的、員工的績效是優秀的，如團隊 C 所示：
「個人意願及專業能力……、能展現對多元文化的敏感度與包容力、跨文化的人際溝通技巧、適
應新環境與新事物的彈性和抗壓性，並取得家人的支持等。」

「目前派駐中國還是以中階主管為多數，也有些資訊蒐集、公關人員和網路系統架設的資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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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派外人員選擇主要是派外任務中所欠缺的職缺，再由台灣這邊相關職務中搜集專業能
力優秀的人員數名，最後則是詢問個人意願是否願意前往中國地區。」

「中國法令剛解禁，而且大約 2008 年開始才開始有交流，我們對中國市場不太了解，在中國主
要是辦事處，所以派外人員的主要職務是資料的蒐集、業務開拓，而 KPI 的設定評估項目包含情
資的研究報告、業務開拓和開拓業務時所遇到的障礙解決能力，當然這些評估項目與在台灣設定
的不同，也較難以衡量，因為剛進入中國市場，目前以任務導向達成度來看，派駐人員的績效表
現都是優秀的，畢竟是萬中選ㄧ的人選。」

「但因外派前跟外派後之工作任務目標及績效衡量標準差異頗大，故前後績效較難以衡量並比
較。」

團隊 D 在派外調動的需求前，已根據跨國公司所規範的職能選才標準，按功
能別篩選優秀的人員進入人才庫；因公司的核心職能是具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
力，這些人員在篩選的標準就是挑選專業能力表現優秀，而且不定期的去重新檢
核其專業能力的表現，也就是這些人才庫人選都是擁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
之人格特質和卓越的專業職能，且由眾多優秀人選中挑出進行調派，該派外人員
之績效雖會因人而異，但普遍派外人才多是高潛力員工，其績效普遍來說在調派
前後是ㄧ樣優秀的。

「跨國調動通常會是比較 selective，對，一定都是一些 talent 才會有這樣的，他不會把一些
莫名其妙，一個表現不好的人調過去嗎，所以一定是給 talent 才會有跨國調動的機會。」

「譬如說，像那種調動最常就是在專業上面的，譬如說，像某種程度，因為我們很重視 HR，所
以你看到我 HR 也會調動去那邊，對不對，在那邊是說，HR 是 professional，對不對，然後譬如
說像什麼，risk management，風險管理，像這種就是銀行很重視的 knowledge，那大陸那邊可
能不是很有，那我們這邊很厲害，或是其他國家很厲害，就會調過去，這種專業……很強的，基
金，那種所謂的基金就是那種，交易室啊，對不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這些專業知識，他那邊沒有
人懂啊，所以就從這邊調過去，這是種比較專業導向型的，他那邊沒有辦法找到人，就會有機會
調過去，如果是一般行政人員，那種就很少。」

「大概就看亞太區，我們有一個 talent pool 嘛，像我們有做 talent review，就這些哪些 talent
是屬於 mobility，mobile，然後他有這樣的 skill set，所以當有一個職缺出來的時候，就會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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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問：經過挑選後的派外人員，在派外前後績效是否有差異？一樣好？比較差？答：因人而異，
但通常會被外派者都是高績效高潛力員工」

歸類上述內容，公司中在選才上會有一定職能標準，派外員工符合條件後，
才會派外，通常只要通過這些條件的員工，在母國的績效都是優異的，在派外後，
績效也都是好的，顯示職能與績效的相關，且職能會影響績效，如團隊 A 派外員
工在台灣績效卓越，透過專業及人格特質的標準審核，足以派駐中國廠區，派駐
後表現依舊亮眼；團隊 B 則顯示了派外員工若無法好好依據職能來選擇，會招致
派外任務失敗，也因此事件團隊 B 公司將規定修改得更嚴格，降低派外任務失敗
的機會；團隊 C 因為正在開拓中國市場，表現優秀的派外人員對公司更顯得重
要，因為確保派外任務的成功，身負重要派外任務的人員選任會特別注意其專業
職能及相關的人格特質，也真的在派外後其績效表現不差，惟績效衡量因派外任
務性質與原職務屬性不一定相同，故在績效衡量時會出現難以衡量個人績效的狀
況；團隊 D 派外人員都是具有優秀的專業技能才得以進入公司制定的優秀人才資
料庫中，且經過多次績效檢核後才能保存在人才庫中，當有派外職缺時才經由甄
試挑選出來，這樣人選派外後之績效應該是優秀的；其中績效衡量的指標也因應
派外時間長短有所不同，整理如表 4-2 所示，職能與績效的相關，整理如表 4-3
所示。

表 4-2 派外時間、績效衡量指標整理表
派外時間

績效指標

短期

1.任務達成度
2.市場開拓能力

中期

1.部門績效
2.個人績效

長期

個人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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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職能與績效評核整理表
團隊

派外

派外人員具備職能

績效評量

職務

專業職能

管理職能

人格特質

指標

結果

A

子公司採購主管

採購能力

溝通

道德、跨文化

業務目標

優秀

B

廠區基層主管

無

-

忠誠、跨文化

部門績效

失敗

C

中階主管

-

誠信、跨文化

-

誠信、跨文化

D

本職專業能
力

金融商品研發人 本職專業能
員

力

1.派外任務目標
2.問題解決能力
個人績效

優秀
優秀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命題二：

◎ 命題二之ㄧ：設定職能項目來篩選派外人員，會加強績效表現；反之，
會造成不好的績效表現，甚至導致派外任務失敗、派外人
員離職。
◎ 命題二之二：派外初期，無法確實評估職能對個人績效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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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特性、
產業特性、職能與績效
職能與績效

中國經濟開放以工業為主，配合政府的政策支持，大量的工廠坐落在東部沿
海地區，根據《 麥 肯 錫 中 國 投 資 報 告 》中 指 出，因 應 國 際 品 牌 的 代 工 業 務 ，
台灣的高科技業在約二十年前為追求更高的利潤將生產重心移往大陸，
漸 漸 地 與 世 界 級 跨 國 企 業 正 面 應 對，爭 奪 高 素 質 的 亞 太 地 區 人 才，IBM 公
司 統 計 資 料 也 指 出 亞太地區中階以上主管流動率居全球之冠， 也 因 此 台 商 的
高科技業對於可決戰中國的人才特質有清楚的了解，由此選擇適合的職
能標準，讓派外的人才有好的績效展現。相較科技業，金融業進入中國
市場的時間，由於兩岸的法令規範，其相關產業進入的時間長短不依，
其中外資的金融業進入的時間也較台灣本土的金融業進入時間較早。台
灣 金 融 業 透 過 ECFA 的 條 款 正 式 進 入 中 國 地 區 ， 但 之 前 僅 透 過 與 中 國 地 區
當地金融業的合作，得以窺探中國金融業的所缺乏之技能及商品項目
等，取得進入中國市場經營的成功秘訣，但台灣本土銀行的規模、獲利
績效及分析市場之能力仍落後部分區域性和跨國的銀行業，要持續加強
其 本 身 的 能 力，方 能 與 外 資 銀 行 競 爭 (羅可擎，台灣銀行業登陸 優勢在人才，
商業週刊，2006/01/23)。由 此 可 見，台 灣金融 業 在 中 國 地 區 對 於 其 競 爭 優
勢、需求人才的掌握度，仍是非常薄弱。

產業於新興市場開發從萌芽到成熟期，對市場的熟悉度也從低到高，對於營
運上會遇到的障礙甚至瓶頸次數也從多到少，在中國市場上經營較久的產業或公
司在人才的選任上也比較能掌握所需的職能及特性，故台商的高科技產業對於派
外人才的工作表現可以去預測，進而可設定標準去衡量，產出的結果也與母公司
的評量結果相同，相對台商的金融業來說對於中國市場尚未全盤了解，在推展業
務時會遇到一些無法預期的狀況，這些情況會影響派外人員展現的績效結果，進
而導致派外人員在派任後的績效表現向下調整，甚至會歸究為派外任務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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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訪談個案 A 屬於跨國企業的高科技產業，在中國市場已深耕多年，對於產
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優勢已非常清楚，用人慢慢當地化，所以派外員工選任多是主
管階級，也將選任的標準制度得更嚴謹，確保派外人員是優秀的，足已與其他人
競爭，由於對產業的特性熟悉，進而對選任職能標準清楚確認，該員工的績效也
是卓越的，如團隊 A 所示：

「……有很多台灣的企業跟大陸的企業競爭，大陸的企業目前已經可以凌駕在台灣的公司之上
了，競爭力喔，譬如說過去台商做的產品，他也都會做囉，他管理比你更好喔，譬如說我去看的……
他這個大陸人去ＯＯ電纜工作，後來他自己就出去再開一家，開出去他從ＯＯ電纜裡面學到
know-how，他就出去開一家經營，我去看他的工廠的規模，或者工廠的管理，不輸台灣人，真的
很厲害，這是一個啦，或者是說變壓器，……那變壓器的公司，我看到一家叫作ＯＯＯ，也是大
陸的廠商，他的規模也不輸台灣的，而且競爭力、技術方面都不差，所以這個是一個，……大陸
人也會做，做出來的東西不比台灣差，所以我把他看一看，台灣，以前我們台灣是美商來台灣，
後來日商轉移進來，台灣接收這些技術然後再去增產，現在把工廠又轉到大陸去，大陸人來上班，
他那些中堅幹部進來以後學了我們的東西，他也會出去再搞，再搞工廠，那再跟你競爭，所以，
這樣的話，就是說前後夾攻，你不止要面對全球的競爭，還要面對大陸的競爭，那面對大陸的競
爭裡面呢，他們是在地化，他用他的人，……像大陸人他也很會去找日本人，叫作技術合作，然
後沒有就找那個退休的去當他顧問，大概這樣慢慢建立他的技術，大概用這種模式啦。」

「應該是專業知識啦，譬如說他那個要建立一家工廠嘛，他要製造嘛，製造的過程裡面他還是有
一些 know-how 在，所以要找這些人去幫他建起來，建起來以後，會不會把一腳踢開，有可能會
一腳踢開，也有可能是說會繼續沿用這些人，那是不一定的啦，不一定的啦，但是以初期來講是
以 know-how 為主。」

「……那時候的想法是說，因為做採購可能對道德，比較要注意啦，所以我派一個台灣這個一個
去那邊，去負責這個間接採購物料源，我們是覺得是比較放心的啦，因為大陸現在，如果做採購
來講的話，大陸水準還是會跟早期我們台灣的十年前那種採購的模式是一樣的啦，會比較有問題
啦，所以也是有考量這樣才會派這個人去那邊，去做兩邊制度整合。」

「換大陸人比較多啦，所以他面對大陸人的時候，他會面臨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大陸人，大陸
人他現在也會排斥台灣人，真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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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績效沒有掉下來，因為這個人你要，你要找到對的人去啊，找到對的人去你就不會有問
題啊，你找到不對的人去就會有問題啊。」

屬於高科技產業的團隊 B，進駐中國已多年，目前直接人力的部分都是雇用
當地人，間接人力及中階主管級以下人員因中國人才的素質提升配合人才養成的
制度培養中國當地人才，減少派外人員使用，所以更能確實定義少數職缺所需具
備的職能，再篩選出人員派駐，加上由於目前公司內部政策，部分單位人員成為
跨國一起工作的工作夥伴，透過此機制培養出一致性的內部溝通語言和對多元文
化的適應力；一旦當有派外職缺時，也是從這些單位人員中篩選出適任人選，對
於員工而言，也只是換個地方繼續與原團隊同仁工作、就近協助解決問題，因此
派外人員的績效是好的，如團隊 B 所示：

「……因為在那邊人才的養成，還有早期他們的環境，對於這個 3C 產業的，或者是說精密機械
產業的技術，能力不夠高，所以他們的學校養成也沒有這樣子的人才在，所以，當這樣子的功能
是需要人的時候，沒有辦法在那邊找到足夠的人力，所以我們必須要從台灣這邊，有人過去，那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要去那邊把整個體系建起來，所以也需要這些師父去帶徒弟，就是這樣
子。」

「……但是並沒有很健全的培養人才的這個觀念在，這是一個，再來第二個就是，談到剛剛講的
那個，就是像態度面、信心面的東西，其實我們的主管，不管是實際上或者是其實心理層面上面，
他們……對陸幹，大部分的人的一個感覺是難使喚，然後做事不會舉一反三，比較一板一眼，然
後忠誠度不高，就是很容易跳槽，所以人員很容易流失，相對來講的話就是，比較不堪大任，……
其實以大環境來講，在整個大陸他的那個教育培養，或者是人才的素質上面來講，今非昔比，那
其實他們的很多很多非常有優秀的人才，其實那整個素質已經其實是超越我們的人，因為他每一
年畢竟是幾千萬的人去競爭，去競爭出來的一個位子，那現在已經開放那麼久了，他們其實他們
的知識水平和技術，跟國際接軌的那個部分，其實都已經上來了，所以他們的基本的素養是已經
很夠的，已經相對來講台灣人沒有太強的競爭優勢，他反而只是欠一個機會去表現，那回過頭來
講，但是忠誠度還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那邊其實，就是因為競爭高，所以比較現實……」

「……我要舉的例子反而是說，他們那邊競爭的情況，像我剛剛談到人力高峰嘛，在高峰的時候
直接人力都需流很大嘛，……所以大家都在那邊設廠，大家都要搶人，……，A 家公司的工廠在
這裡，B 家公司的工廠在這裡，B 家公司工廠的那個人資，……，B 工廠的那個人資，他會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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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A 工廠的廠區外面，就擺了一個牌子，或者是有一些那種獵頭公司，他直接就到那個工廠外面
擺牌子，就寫說「A 公司多少錢，B 公司多少錢」
，然後畫一條線加五百、加六百這樣子，的方式，
直接就在現場拉人，就一拉就是集結好一群就直接拉到 B 公司去，就這樣子的方式，他們搶人搶
到這種……」

「基本上跟地域性會有些差別，我們上海那邊基本上，因為上海是大城市，很多外商、台商、中
資都在裡面，然後那邊的網路資訊也都很發達，所以人才他們是很容易去找到機會，那就面談，
只要有找到合適的，他們就很快就跳走，……我們大概流動率，一個月喔，一個月能夠維持在
10%就已經算很好了。目前是超過 10%，我們的主管都笑稱啊，
「唉，今年年初來的，到年底當然
是全部換一輪啦」，就這樣子啊。」

「基本上派出人力不是長久之道，所以以現在的情況上面來講，我們會盡量去減少派出人力，然
後增加在當地化的程度，這個是現在公司的方向。如果真的真的真的找不到人，真的萬不得已，
那可能我們才會找一個人過去，……然後另外一個部分來講，以人力缺口上面來講，真正缺人缺
最多，然後斷層最大的，是直接人力的部分，但是間接人力上面其實來講，我們主要希望的是透
過流程改善的方式去降低人力運用，不是從人的部分去解決，……，就是間接人力的部分的話，
其實坦白說，我們在這一塊，我們不見得是，就是一定，譬如說我要五個人就一定補到五個人，
不管這個人是在大陸或者是從台灣調的過去的方式，那有可能是像你講的遇缺不補，也有可能
是，心裡在想說，我以前開五個人的編制，現在是不是可以變三個人，那是不是有一些不需要，
不需要人力，浪費的一些程序我們可以刪掉，會從這方式去著手。」

「……那就我所知，我們的一個模式，譬如說，前期的一個……的一個產品設計，或者是…，可
能在跟客戶談需求，然後再建一個先期的一個規格的時候，都是台灣這邊的人在做，一直做到產
品成熟，要量產的時候，我們會有人到那邊去，去做那個技術上面的一個移轉，跟量產技術的一
個 SOP 的建立，那建完了之後的話，就由當地的人去做接單生產，然後還有 mantain 的動作，那
機種假設說只是小微調，就是譬如說，同一個系列，然後只是改款，改一個小地方，那種會讓當
地的那個 RD 人力，可能做主要的那個……去做，對，那大改版的部分，就是由台灣這邊的人去
做，大概基本上我們的 model 是這個樣子……」

「其實大部分主管選人的判斷是看專業為主，然後看你的那個 sence 夠不夠。……你管製造的，
你對單位產能的了解，你對 cost 的敏感度，這些東西，夠不夠清楚，那你有沒有實際管理人員，
在組裝線上的經驗，這種，像他們就會直接去看這種專業的部分，對，會以這個為主啦，絕大多
數，大概百分之七十的比重都是看這個啦，剩下的因素其實都只是輔助的，對，當然還有一個很
重要的因素，有意願嘛，有意願，他有意願要過去，然後專業夠好，那當然就讓你過去啦，但是
譬如說，這個人其實還不曾有過，譬如說管陸幹的經驗，文化的差異性是不是能夠，能夠去克服，
這個部分其實他們在，在先前的評估時候，其實不太容易看到，那也比較少會去看這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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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管理職缺不一定在台灣就是一個主管」

「我直接講現在的狀況，……，我們在零九年到一零年的時候，把兩岸三地的一個……還有績效
的制度整個做了一個整合，所以呢，現在我們的人員評核，其實是跨兩岸三地，不因為你是派駐
人員、陸籍人員，或者是在台灣總部工作的人員而有所評核上的差異，大家都是放在同一個群組
裡面相互做比較，所以，其實從這個程度上面來講的話，只要你做得好，只要你做得優秀，不管
你是哪一個地方的人，其實你的相對的貢獻價值在主管評核上就比較高，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刻度
量表，……，相對上來講，如果真的是不適任的主管，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其實他就是，讓他回
來，甚至讓他走，對。」

「……其實對於單一個體去看的話，異動前後績效其實不會有很顯著的差別，……就講研發
啦，……研發人員派駐過去，就是他先前就在這邊做這個 project，做這個客戶的設計，那只是
那邊現在一直欠人，然後需要有人一直在那邊 maintain，要去 monitor，所以他，做這件事的人，
就從這邊就調到那邊去了，所以他事情有沒有差別，其實沒有太大差別，他還是做一樣的事情，
location 換了一個地方，然後多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內容，這樣子。」

團隊 C 身為台灣本土金融業的龍頭之ㄧ，針對ㄧ些主管級職缺或是與台灣母
公司網路連結架設的職務，選擇由台灣挑選人員派駐，礙於兩岸政制及中國法
令，對中國市場了解並不深，加上有派外經驗的人才難找，惟透過參股方式，由
中國當地的合作夥伴協助了解市場的概況，因此在選擇派外人員的職能，雖不能
完全掌控必備的職能，但挑選原相關職務的專業能力優秀的人員，以推測在中國
的派外任務中有好的績效，也確認大多數駐外人員的績效都符合公司的要求。

「中國法令剛解禁，而且大約 2008 年開始才開始有交流，我們對中國市場不太了解，在中國主
要是辦事處，所以派外人員的主要職務是資料的蒐集、業務開拓……」

「具有大陸經驗的金融人才也難找……」

「目前派駐中國還是以中階主管為多數，也有些資訊蒐集、公關人員和網路系統架設的資訊人
員，……，派外人員選擇主要是派外任務中所欠缺的職缺，再由台灣這邊相關職務中搜集專業能
力優秀的人員數名，最後則是詢問個人意願是否願意前往中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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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外派前跟外派後之工作任務目標及績效衡量標準差異頗大，故前後績效較難以衡量並比
較。」

團隊 D 利用全球多國設立據點的優勢，在經營新興市場時，依據總部的規定
優先可找尋適合且優秀的派外人員，但每個市場的特性並不一樣，所以仍需要後
續觀察市場調整選任標準，甚至當地有適合的人才直接聘任，僅特殊的專業技能
人才，才調用派外人員。這種經過多國驗證的選任制度下，人才於駐外地的績效
都是非常優秀。

「成本考量其實是有的，所以，但是因為在 develop market，像中國，他就找不到人，所以他
其實上成本是很高的，講坦白，因為譬如說，我即使請台灣人過去，薪水比他們高，一定還是比
較高一點，但是還要再給，譬如說台灣人……，甚至還要給他一些……，所以那個加起來成本是
高的，可是沒有辦法，因為你，當然要進軍一個新的市場，你一定要投資一些人先進去，所以這
部分，投資成本是比較高的。」

「……成本的考量是一個，市場的狀況是一個，對不對，所以你要，然後其實等到你市場慢慢
market，越來越 develop market，他慢慢就覺得說，你有 local 人才可以 run，他就會讓你 local
人才去 run，對，但是其他譬如像說台灣已經很成熟了，所以他現在讓我們 local 來 run，那但
是呢，他還會安插一些外籍人進來，但是那些都是 for …… ……，那來這邊，跨國輪調的機會
這樣子。」

「……像這種 policy，就因為銀行業，所以他就，這是 global policy，就是他一條鞭下來，一
百多個國家的○○都要 follow。」

「對，基本上會是，所以一般 junior 的工作，他基本上他在國內找就好啦，在中國找就好啦，
他不需要從台灣調一個很 junior 的人過去，所以他一定會調一些對他，當地組織他可能找不到，
他有需求的人過去，通常那群人都是比較，都有那個技能的特殊性的人。」

「譬如說，像那種調動最常就是在專業上面的，譬如說，像某種程度，因為我們很重視 HR，所
以你看到我 HR 也會調動去那邊，對不對，在那邊是說，HR 是 professional，對不對，然後譬如
說像什麼，risk management，風險管理，像這種就是銀行很重視的 knowledge，那大陸那邊可
能不是很有，那我們這邊很厲害，或是其他國家很厲害，就會調過去，這種專業……很強的，基
金，那種所謂的基金就是那種，交易室啊，對不對，衍生性金融商品這些專業知識，他那邊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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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懂啊，所以就從這邊調過去，這是種比較專業導向型的，他那邊沒有辦法找到人，就會有機會
調過去，如果是一般行政人員，那種就很少。」

「問：經過挑選後的派外人員，在派外前後績效是否有差異？一樣好？比較差？答：因人而異，
但通常會被外派者都是高績效高潛力員工」

綜合上述內容，對當地產業的特性有深入了解或是當地產業人才特性者，對
於派外人員的選才上有很大的幫助，當選擇正確的派外人員，當然派外後的績效
就是好的，也透過對產業特性漸漸了解，慢慢調整及歸納適合派任人才的職能項
目，讓派外人員的適任度更高。在高科技產業，因台商已在當地經營多年，熟悉
派外人才所應俱備的職能，可選出適任的人員，但當地人才都已擁有職務所需專
業技能，所以目前派外人才僅以主管級以上或是特殊技能的人員職務為主，如團
隊 A、B 中，因當地人才足以適任工作，派外人員相對減少，僅剩下主管階或難
以模仿的專業技能人才，由於了解派外職務的職能項目，這些派外的人員都經過
更嚴格的職能項目篩選，也真的大多數在派駐後有好的績效。而團隊 C 因踏入中
國這個新興市場不久，且因產業特性要求，除特定職務需求，其餘多聘用當地人
才，再者對市場不熟悉加上金融產業中有中國經驗的人才稀有，派外人才僅就在
相關職務上有優秀專業知識的人員中選任，再搭配衡量是否具備對多元文化包容
性，派外人才目前都表現有符合要求；團隊 D 則是借重跨國企業的優勢，利用公
司既定的規定選才，用專業能力來儲備派外人才庫，再依據派遣地調整，選任最
適任的人員派外，該員派外後績效都是傑出的，如表 4-4 整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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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產業生命週期階段、職能項目與績效整理表
團隊

產業生命
週期階段

A

震盪期

B

震盪期

派外職缺
中階主管
中高階主管、
專業技工
中階主管、

C

導入期

D

導入期

公關人員、
資訊人員

職能項目

績效

專業職能、
人格特質

優秀

專業職能、
人格特質

優秀

專業職能、
人格特質

商品研發人員、

專業職能、

優質潛力人才

人格特質

優秀

優秀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命題三：

◎ 命題三：對產業特性越了解，職缺相對減少，職能選才越嚴格，
對其績效也有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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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節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職能與績效

有效的教育訓練可以提昇員工的能力，所以教育訓練及人力資源的發展乃是
關係著組織是否能夠永續生存的重要原動力（黃營杉、齊德彰，2004），另外根
據Noe（2003）指出，教育訓練的目的，就是藉由訓練提升員工的心智與技能以
改變其行為，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陳銘薰及王瀅婷（2006）也將教育訓練定
義在於培養員工的知識、技能、態度、習慣與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員工最大的
潛能，以因應目前或未來公司、職務的需要等有計劃的訓練活動。

最先是透過職能來選擇適任的員工，依據Spencer & Spencer (1993)將職能
劃分為動機、特質、自我概念、知識及技巧，此五項職能可歸類為外顯跟內隱職
能，屬於外顯性職能的知識跟技巧是能透過教育訓練來提升這兩項職能，故在選
任員工時，以內隱的職能當作挑選的基準，其他方面則可藉由教育訓練來養成；
之前提到可把職能細分為專業職能、管理職能與人格特質，人格特質是難以由教
育訓練培養，因此在派外人員的選任上以選擇適合的人格特質再佐以欠缺之職能
的教育訓練項目，加強缺乏的職能、提升績效表現。

公司內教育訓練分成三種基本方式，分別為O.J.T.方式、Off J.T.方式及S.D.
方式（黃英忠 2007），許多訓練的需求是必須在執行職務內容時，才會發現其
缺乏，並在工作當中配合教育訓練施行，才得以將增加其能力。對於派外人員來
說，公司舉辦的教育訓練可分為派訓前及派訓後的教育訓練，根據Black &
Mendenhall（1990）針對美國派外人員的跨文化訓練實證研究做檢核，發現有效
的跨文化訓練可協助派外人員發展跨文化技能、建立跨文化調適能力及提昇工作
績效（趙必孝 2011），派外人員的訓練也需要注重對多元文化的適應，然而在
本研究中發現，於派外前的訓練中並非都有跨文化的訓練，反而是以具備擁有對
多元文化有包容力的員工為優先，再佐以派外後的O.J.T.訓練來加強專業能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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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理能力。

團隊A公司的派外採購人員依據其專業職能以及道德的人格特質篩選出來，
在派駐前並沒有經過公司特殊的訓練，該員已長期跟中國的廠區主管熟識，其派
外後，於工作中學習與中國的同事、廠商的溝通和管理技巧，協助該員在中國的
績效提升，如訪談對象A表示：

「……只是管理的人不太一樣啦，因為台灣的人可能比大陸那些人可能好一點啦，因為環境的差
異嘛，所以看起來某些技巧性的話，可能台灣比較好一點，但是，有一些人的話，要訓練的話也
不是說不能訓練也可以訓練啦，但是像採購這種東西的話，有時候是，要跟人家談判嘛，需要談
判技巧，要跟人家談判的過程中，你有沒有辦法去找出你的立基點，那就很重要，……」

「問：那像他過，就是在他轉調去大陸之前，他在台灣這邊有受什麼樣的訓練？譬如說可能先了
解一下，就是剛你有講到一些可能大陸的一些他的習慣什麼的，有前人去告知他一些，譬如說相
關的訊息，或是說就直接把他丟到大陸去。答：……他還沒去的時候已經來○○應該有差不多有
七八年了吧，所以對○○的體制體系很清楚嘛，認識的人多嘛，所以他去的話就應該就比較好啦，
就是說要去溝通這些事情就會比較好，而且大部分的主管認識他的時候，他去做這些事情的時
候，他就會比較，比較順，比較容易跟他去說服他們啦。……現在廠區同仁換大陸人比較多啦，
所以他面對大陸人的時候，他會面臨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大陸人，大陸人他現在也會排斥台灣
人，……」

團隊 B 的派外人員都是在中國該職務急缺的狀態下，選出人員進行派外任
務，也就是說該員工專業職能符合派外職缺的要求和對公司忠誠的人格特質，立
即派外，沒有派駐前的相關訓練，可能僅就平時在工作中 O.J.T.訓練與中國同
事的跨海聯絡而培養的溝通技能，其餘的能力將到當地在工作中養成，例如：對
中國同仁的管理能力、與其他中國同仁團隊合作的技能和符合當地職務的專業能
力等，加強其專業或管理能力，創造好的績效，不過也有失敗的例子，當派外人
員無法經由 O.J.T.訓練培養該具備的派外能力，最後就會離職。如訪談團隊 B
所示：

62

「問：那所以派外人員，你們針對這樣子人力的一個就是，可能派駐或是來往，你們不會去做所
謂的訓練嗎？應該沒有吧？因為譬如說可能……答：基本上來講真的是沒空。問：因為就急需人
力就直接調過去。答：這個其實我們也有嘗試去跟那個主管說，希望他們能夠多一點時間，讓你
的幹部去了解那邊的環境、狀況，然後在那邊也才比較能夠勝任管理職的工作，否則很容易就陣
亡，可是實際上我們又沒有辦法去幫他們解決，他們人力急缺的需求，所以這就有點是，當你去
跟他講說希望你要再多審慎評估怎麼樣去派這個人，然後怎麼樣去多，讓這個人有更多的準備，
去面臨未來在派駐管理生涯的一個重責大任的時候，他就會跟我們說，
「可是，我那邊不能容許
再多等兩個禮拜，再多等一個月的……，啊我專案就已經難產了，你這樣子是要我 lose 掉這個
客戶明天沒有單子嗎」
，類似像這樣子，那我們這邊就沒有理由，我們說不出來，對啊，因為那
個問題很大，所以就會面臨到這種兩難。」

「問：可是像這樣子的話，你們這樣調過去的人力的陣亡比例高嗎？答：要看單位，甚至要看事
業，我們是很多事業處組成的，然後可能是做不一樣的產品，那在不一樣的事業處，主管的管理
風格不一樣，……有些單位可能就是那種適者生存制的，所以去那邊就上戰場打仗啊，你打不到
預期的那個目標，回去，然後就走了，那也有些是，在那邊給你很多的時間去適應、去磨合，那
你可能開始績效不好，但是到後面慢慢變得可以到達符合的階段這樣子，也有這樣子的狀況，那
你說平均，這個我現在沒有一個明顯的數據可以告訴你。」

團隊 C 公司利用專業職能、跨文化包容力及個人意願篩選出派外人員，在派
駐前僅針對工作環境及福利等相關的一些需知舉行以講習方式進行的 Off J.T.
訓練，其他的就由派外人員在派駐地由 O.J.T.訓練模式習得自己職務所需的各
種技能，包含專業技能、管理能力或是對多元文化的適應力，目前看來這些派外
人員的學習效果很好，都將職能提升，並展現出公司要求的績效。如訪談團隊 C
所示：

「派訓前主要提供當地環境介紹、公司外派制度及配套措施以及其它行前說明等，屬於通識類訓
練」

團隊 D 的訓練方式是實地體驗，由已具備優秀專業能力的派外人員直接到派
駐地去跟當地主管面試、體驗當地工作環境及了解工作狀況等，這樣讓派外人員
直接知道之後派外的狀況、職務內容及與同事間的溝通模式，有事先初步的演
練，加上，到正式派駐後，再加上核心職能的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可由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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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增加各種職能能力，造就更傑出的工作績效。如團隊 D 所示：

「問：剛有提到就是做人才的，就是可能像大陸那邊，如果人才就是有可能跨國，那在跨國選定
人才之後，你們會做一些基本的訓練在國內嗎？答：不會。……然後譬如說，你要調到去北京，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到那邊的 website，然後看一下中國的介紹，就這樣，然後在那邊工作要注意
什麼，然後去那邊工作的人的一些基本的經驗談，就這樣，很簡單，後來我想想，這樣隨便 google
一下你都有辦法 google 得到，可是我們不會特別說，你要去北京了，然後就把你找來說，幫你
做一個什麼……、北京的 training，但是實務上的操作一定是，譬如說你要去北京之前，那我
就會，有些，會先請你先去北京一趟，對，然後去那邊跟那邊的同事啊什麼聊一聊啊，交流一下
啊，去那邊個一天啊，見見那些主管啊，認識那邊環境，像我們那些澳洲籍到台灣來就是這樣，
他先來台灣，然後先到辦公室裡面來，然後來之後，再回去，這個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最實務的
體驗，所以沒有那種所謂的學術上講的，我一定要給他什麼 training。」

「問：可是這樣飛一趟也花滿多錢的。答：可是這樣務實啊，最真實的，所以訓練大概講到就是……
training，這個是最沒有效果的。」

彙整上述內容，根據 Spencer & Spencer (1993)指出屬於外顯性職能的知
識跟技巧是能透過教育訓練來提升這兩項職能，故教育訓練是可以提升職能的工
具，前提是人員已具備潛在的職能，如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和適應力之人格特
質，前述訪談團隊 B、C、D 的派外人員皆具備此人格特質。人員在派駐前，大多
數公司並不使用訓練來加強人員的能力，只要求專業職能和人格特質，而是在派
駐後，透過與當地同仁的互動交流中，經由工作訓練派外人員的職能，導致好的
績效，如團隊 B、C、D 派外人員於選任時都以專業職能及「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
之人格特質為選任的標準，且派駐後都持續有工作中訓練增加其職能，並提升績
效；團隊 A 的派外人員則憑藉專業能力、對組織熟識和道德感驅使，仍在工作中
繼續成長，帶來好績效；換言之，經過職能項目選出的人才，透過派駐後的教育
訓練，能提升績效，如表 4-5 整理。

64

表 4-5 受訪團隊派外人員職能類別、舉辦教育訓練時間與績效評核量整理表

團隊

派外人員具備職能

教育訓練施行時間

專業職能 管理職能 人格特質

派外前

績效評核

派外後

派外前後指標

派外前後差異

A

◎

◎◎

◎◎

一致

無

B

◎

◎◎

◎◎

一致

無

C

◎

◎◎

◎

◎◎

D

◎

◎◎

◎

◎◎

前：個人指標
後：任務達成度
一致

無法比較
無

註：派訓後的教育訓練方式多是 O.J.T.的方式。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歸納出本研究的研究命題四：

◎ 命題四：派外人員優先選擇擁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之人格特質，
專業職能及管理職能可以藉由派外後工作中的教育訓練來提升
及養成，最終產生優秀的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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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綜合第四章訪談團隊的個案分析，本章節將針對訪談發現提出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將訪談結果經過分析後，匯整出四項研究命題，整理如表 5-1：

表 5-1 研究命題彙整表

命題

命題一

命題二

內容
之一：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人格特質重於專業職能，其中人格特
質又以「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為重要的考量項目。
之二：派外人員選才標準中，管理職能可能沒有列入必要選才的
項目。
之一：設定職能項目來篩選派外人員，會加強績效表現；反之，
會造成不好的績效表現，甚至導致派外任務失敗、派外人員離職。
之二：派外初期，無法確實評估職能對個人績效的影響。

命題三

對產業特性越了解，職缺相對減少，職能選才越嚴格，
績效也有所影響。

對其

命題四

派外人員優先選擇擁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之人格特質，專
業職能及管理職能可以藉由派外後工作中的教育訓練來提升及
養成，最終產生優秀的績效表現。

一、職能
選才的評鑑工具很多，職能是其中一種，職能是和工作績效相關的一些行為
或是某一構面的行為(Thornton,1992)，職能是由知識、態度及技能等所組成的
行為表現。依訪談結果分析，企業於派駐中國人員進行選才時，會先考量人格特
質這一項目，由於是派外人員，優先挑選擁有「對多元文化的包容」的特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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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團隊 B、D 的員工由於日常業務常與國外或中國的同仁聯絡，多已具備這項
特質，受訪團隊 C 則特地挑選具備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或是適應力的人員，對派
外任務的執行上有助益，再來派外人員選才條件是針對該職務所應具備的知識及
技能，也就是專業職能，如同 Tung（1982）及 Brewster（1988）的研究中皆發
現多國籍企業大多以專家技術能力為最重要的遴選準則。當在中國地區分公司的
職缺有出缺但又無法從當地尋求人才時，可能有特殊技術上的考量、移植台灣營
運模式至海外子公司或是確保開發新市場的成功，所以必須從了解公司制度及在
該職務上有優秀表現的員工，故在派外挑選人員時，會選擇優秀的專業職能者，
受訪團隊 A 需要將台灣現行的採購制度複製到中國，以讓兩岸的作業模式相同，
派外人員就由採購職務中挑選優秀者；另外開發新市場，海外子公司剛成立時，
需要許多人員去建立制度，相對有許多基層、中階甚至是高階主管的職缺，然而
為穩固公司的正常運作，並不會調派主管平行移動派外擔任職務，可能由晉升的
方式做調動，其中可能由非擔任主管職者勝任，但是是否具備管理職能可能不會
成為影響人員選任的原因。

二、職能與績效
績效是一件任務最後判定成功或失敗的指標，而 Byars & Rue（1994）將工
作績效定義為衡量員工的工作表現。依據 Spencer & Spencer（1993）提出的職
能因果關係，指出個人的職能可以客觀預測個人在工作行為上的表現，進而影響
工作績效的結果。受訪團隊 A 的在挑選派外人員時，按照其職務需求設定職能項
目，如「對多元文化的包容」
、
「道德感」的人格特質及採購專業上的專業能力，
挑選出的派外人員確實在工作績效上有好的評價，且因兩岸的評分標準一致，派
任前後的績效評比是相同的，但在工作環境上有很大的差異，嚴格來說，受訪團
隊 A 派外人員的績效是比在台灣來得好。嚴格設定職能項目來選擇人才，對於其
績效有提升的效果，也對公司的營運可以流暢，增加公司的獲利。
受訪團隊 C 於中國地區剛起步，雖有設定職能標準來選人，但因初期大量人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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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將最優秀的人員派外，以取得成功開發市場的機會，然而對中國市場的不熟
悉，在執行任務時，會遇到不同於在台灣市場的障礙、許多不可預測的干擾因素，
導致個人績效下降，因此無法確實的評比個人的績效，只能就派外任務的整體績
效來評定好壞，另外因為派駐前後任務屬性的不同，工作績效評比的標準也與原
職務評比項目不同，無法確認選才的職能是否對其績效有正向影響，公司僅能對
這些人員多給予一些觀察期及信任。所以因應公司在中國地區的發展及演進，要
適時調整職能的標準及績效評量方式，以避免派外人員流失、任務失敗。

三、產業特性、職能與績效
由於中國市場的開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不論是成本或是顧客的考量，
許多企業跨海至中國設立據點。本研究以高科技業與金融業為研究對象，以台灣
的高科技業來說，一開始因為製造成本低廉，於十幾年前就至中國設廠生產；金
融業來說，因為法令的限制，自 ECFA 推動後，正式至中國地區設立據點。兩個
產業相比之下，本研究發現隨著產業的成熟度增加，人員派外的需求越低、派外
的職缺層級越高，人員挑選的職能標準也越能符合派外需求之要求，其績效也隨
之提升。

另研究中發現其中高科技產業，除專屬的專業技術需要有特定的人員，其餘
的各功能人才都可全球人才調動；金融產業則因各地法令的適法性及服務業特性
緣由，除專業功能別可全球人才調度，其餘的功能職缺適合聘用當地人才，所以
在產業發展初期，人才選擇職能標準較寬鬆，隨著時間越久，職能篩選標準越嚴
格，但派外人員的屬性仍有不同，如受訪團隊 B 初期需要大量有經驗的人員去教
導中國級的員工，現今僅需要專業技能及中階以上主管職的派外人力，此說明符
合李元(2007)指出當地的人力仲介業也都瞄準技術專業人才及管理人才，進行挖
角；受訪團隊 C 雖處於開拓新市場初期，但與受訪團隊 D 一樣，只派駐主管職缺
和一些專業知識的人員，但受訪團隊 C 因尚未掌握新市場需求及職能標準，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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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最優秀的人員都派外，隨著市場成熟度增加，將調整選任的標準；產業別的差
異，雖造成派外職缺屬性的不同，但選才職能的標準仍會隨著產業的成熟度拉
高，且派外職缺層級也跟著提高，進而影響派外人員的績效。

四、教育訓練、職能與績效
教育訓練是用來增加員工職能的工具，而僅有外顯職能可被改變(Spencer &
Spencer,1993)，內隱職能是難以被改變，所以派外人員選才時，必須選擇已具
備符合派外的人格特質，如：對多元文化的適應力，這項職能是協助其他職能得
以展現的根本，受訪團隊 B、C 及 D 都注重這個職能項目；從派外人員的角度來
看，派外人員駐外都被賦予特殊的任務，這些任務的執行上困難度會比在母國的
還難，往往需要借助本身的專長加上配合當地的市場狀況，所以若無法接受多元
文化，就無法和派駐國家的員工溝通及學習來提升職能，會導致工作績效下降，
也就無法達成公司所賦予的任務。因此本研究發現在派外人員具備「對多元文化
的適應力及包容力」之人格特質，派外前的訓練並不是必備的，重要的是透過派
外後的訓練，增加人員派外後的所不足之職能，才能展現更優秀的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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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有下：
（一）由於本研究採質化研究以個案訪談的方式，來瞭解派外人員職能選任對其
績效的影響，資料的蒐集、訪談對象的選取及訪談內容的分析發展與命題
上，或多或少參雜著個人主觀的判斷，而影響研究結果。
（二）本研究礙於資源與時間的限制，且因金融業取得中國地區執業的企業不
多，因此訪談的團隊數量不夠多，再加上同一團隊僅訪談到一位受訪者(制
度制定單位或用人單位)，無法兼顧制度面與執行面的意見，可能導致觀
點上的偏頗。
（三）干擾/中介因素很多，本研究只採用兩項因素來實證干擾效果，也許無法
完全代表干擾/中介的效果。
（四）由於研究的主題（績效）較敏感，且無詢問績效評量的方式及標準，可能
影響職能對績效的真實影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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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及後續研究建議

（一）管理實務上的建議
1.隨著全球經貿自由化，人員派外的機會越來越頻繁，企業第一步必須培養人
員「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力及適應力」之人格特質、跨文化的經驗，以迎接隨
時派外的可能性；人格特質並不易養成，企業應先建立良好的組織文化，長
期養成員工的此項能力。
2.台灣的員工以往較習慣留在台灣工作，對於前往中國工作的意願較低，但隨
著全球化趨勢，企業應透過與中國據點合作、出差及輪調制度，加強員工對
派駐中國的意願，增加派外經驗，增加企業之後可調派其他市場的優秀員工。
3.企業應定期檢視派外制度，因應外部市場需求的改變，調整派外人員的職能
選任標準和搭配之相關制度，讓企業用最節省的成本使派外人員發揮最大效
益、使公司獲得最大的利潤。

（二）學術上的建議
1.建議後續研究者增加訪談團隊的產業別、訪談團隊的數量及受訪對象的多元
性，可獲得更客觀的觀點。
2.本研究僅將職能分為三大類，且未深入探討其中的各類細項，建議後續研究
者針對職能的分類做更細的劃分，並取得派外前後的績效評比分數，以確實
驗證其兩者間的影響性；再則，可以根據概念性架構設計研究假設、大量資
料蒐集驗證，並搭配量化統計的方式來驗證假設的相關性，彌補質化訪談的
不足。
3.干擾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僅擷取兩個因素(產業特性、教育訓練)來證實，建
議後續研究者可採用其他因素來探討其干擾/中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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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稿登錄表
逐字稿登錄表
章

節

單元名稱

頁碼

受訪者

行號

45

A

267-272

46

A

274

46

A

277

46

A

279

46

B

96-99

46

B

112-113

46

B

303-315

47

C

43-47

47

C

56-59

47

D

576-578

「我前年有調一個幹部去，有一個經理去
啦，……因為做採購可能對道德，比較要注
意啦，……」
「選他的重點人格特質，對。」
「……對，對公司滿熟的啦，然後採購經驗
也夠了啦，所以就派他過去了。」
「在台灣也是主管，過去是管一整個間接採
購這樣的一個部門。」
「派外人員主要幾乎都是管理職為主，少部
分的技術職，……，我們講就是靠工藝手法
生存的這些職位的人，因為在那邊，可能早
期比較沒有這樣子的人在嘛，……」
「高階主管上多為台幹的原因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觀念上的層次，一個是信賴感上
的……」

第四章
個案綜合分
析與命題發
展

第一節 「其實大部分主管選人的判斷是看專業為
職能

主，然後看你的那個 sence 夠不夠。……管
陸幹的經驗，文化的差異性是不是能夠，能
夠去克服，……調任的管理職缺不一定在台
灣就是一個主管」
「個人意願及專業能力……、能展現對多元
文化的敏感度與包容力、跨文化的人際溝通
技巧、適應新環境與新事物的彈性和抗壓
性……」
「目前派駐中國還是以中階主管為多
數，……，派外人員選擇主要是派外任務中
所欠缺的職缺，再由台灣這邊相關職務中搜
集專業能力優秀的人員數名，最後則是詢問
個人意願是否願意前往中國地區。」
「跨國調動通常會是比較 selective，對，一
定都是一些 talent 才會有這樣的，……所以
一定是給 talent 才會有跨國調動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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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單元名稱

頁碼

受訪者

行號

47

D

581-584

48

D

588-595

51

A

291-314

51

A

330-338

51

A

352-359

51

A

363-364

51

B

319-334

「對，基本上會是，所以一般 junior 的工作，
他基本上他在國內找就好啦，……他一定會
調一些對他，當地組織他可能找不到，他有
需求的人過去，……都有那個技能的特殊性
第一節
職能

的人。」
「譬如說，像那種調動最常就是在專業上面
的，……這是種比較專業導向型的，他那邊
沒有辦法找到人，就會有機會調過去，如果
是一般行政人員，那種就很少。」
「績效的那個設定的指標是都一樣的啦，只
是管理的人不太一樣啦，……所以面對的只
是說你這個人格特質、管理能力還有你的堅
持，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握住的話，大致
上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那個 KPI 的指標就設定在那
裡，你一年要省多少錢，你的那個交貨的速

第四章

度要多快，……你服務的內部的客戶的滿意

個案綜合分

度是多少，……績效是互動部門會進來一起

析與命題發

評分。」

展

「要，還是要。還是要用這些 KPI 來認定，……
所以你績效是固定的，但是你要達成績效，
第二節 除了你自己本身條件要帶領你的團隊達成以
職能與 外，然後要把內外的這一群人都要溝通得相
績效

當好，應該是這樣啦。」
「這個人績效沒有掉下來，因為這個人你
要，你要找到對的人去啊，找到對的人去你
就不會有問題啊，你找到不對的人去就會有
問題啊。」
「……有雇用了一個可能就是研究所剛畢業
的人……過去那邊就是直接當課級主管，去
管那些 staff 可能跟他一樣………，可以培
養，比較忠誠度高，…………他等於沒有經
驗嘛……又專業也不夠。……在辦法上也做
一些限定，像這種剛畢業的人可能他職等
級，我們在核定上比較低的，我們就直接限
制不能派駐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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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名稱

頁碼

受訪者

行號

52

B

349-357

52

B

375-395

53

C

74-78

53

C

69

54

D

609-611

54

D

704-706

57

A

205-229

「我直接講現在的狀況，…………績效的制
度整個做了一個整合，……其實是跨兩岸三
地，……大家都是放在同一個群組裡面相互
做比較，……只要你做得好，只要你做得優
秀……其實你的相對的貢獻價值在主管評核
上就比較高，……」
「……其實對於單一個體去看的話，異動前
後績效其實不會有很顯著的差別，……你只
要是隸屬這一個部的人，這個部的人都會被
放在同一個 group，…………都是主管直接去
看這個人的那個，那個實際工作，……他還
是做一樣的事情，location 換了一個地方，
然後多做一些管理的工作內容，這樣子。」
「中國法令剛解禁，……而 KPI 的設定評估
第二節
職能與
第四章

績效

項目包含情資的研究報告、業務開拓和開拓
業務時所遇到的障礙解決能力，當然這些評
估項目與在台灣設定的不同，也較難以衡

個案綜合分

量，因為剛進入中國市場，目前以任務導向

析與命題發

達成度來看，派駐人員的績效表現都是優秀

展

的，畢竟是萬中選ㄧ的人選。」
「但因外派前跟外派後之工作任務目標及績
效衡量標準差異頗大，故前後績效較難以衡
量並比較。」
「大概就看亞太區，我們有一個 talent pool
嘛，像我們有做 talent review，就這些哪些
talent 是屬於 mobility，mobile，然後他有
這樣的 skill set，所以當有一個職缺出來的
時候，就會調動。」
「問：經過挑選後的派外人員，在派外前後
績效是否有差異？一樣好？比較差？答：因
人而異，但通常會被外派者都是高績效高潛
力員工」
第三節 「……有很多台灣的企業跟大陸的企業競
產業特 爭，大陸的企業目前已經可以凌駕在台灣的
性、職能 公司之上了，競爭力喔，……你不止要面對
與績效 全球的競爭，還要面對大陸的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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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單元名稱

頁碼

受訪者

行號

57

A

235-238

58

A

396-397

58

B

103-108

58

B

124-139

59

B

161-169

59

B

179-187

59

B

191-208

「應該是專業知識啦，譬如說他那個要建立
一家工廠嘛，他要製造嘛，製造的過程裡面
他還是有一些 know-how 在，所以要找這些人
去幫他建起來，……但是以初期來講是以
know-how 為主。」
「換大陸人比較多啦，所以他面對大陸人的
時候，他會面臨有一些不一樣的想法，大陸
人，大陸人他現在也會排斥台灣人，真的喔。」
「……因為在那邊人才的養成，還有早期他
們的環境，……能力不夠高，……當這樣子
的功能是需要人的時候，……所以我們必須
要從台灣這邊，……就是要去那邊把整個體
系建起來，所以也需要這些師父去帶徒弟，
就是這樣子。」
「……但是並沒有很健全的培養人才的這個
觀念在，……就是像態度面、信心面的東
第四章

第三節 西，……其實以大環境來講，在整個大陸他

個案綜合分

產業特 的那個教育培養，或者是人才的素質上面來

析與命題發

性、職能 講，……其實那整個素質已經其實是超越我

展

與績效 們的人，……已經相對來講台灣人沒有太強
的競爭優勢，……但是忠誠度還是一個問
題，……」
「……我要舉的例子反而是說，他們那邊競
爭的情況，像我剛剛談到人力高峰嘛，在高
峰的時候直接人力都需流很大嘛，……所以
大家都在那邊設廠，大家都要搶人，……」
「基本上跟地域性會有些差別，我們上海那
邊基本上，……然後那邊的網路資訊也都很
發達，所以人才他們是很容易去找到機會，
那就面談，只要有找到合適的，他們就很快
就跳走，……」
「基本上派出人力不是長久之道，所以以現
在的情況上面來講，我們會盡量去減少派出
人力，然後增加在當地化的程度，這個是現
在公司的方向。……浪費的一些程序我們可
以刪掉，會從這方式去著手。」
81

章

節

單元名稱

頁碼

受訪者

行號

60

B

215-223

61

C

52

62

D

31-36

62

D

40-44

62

D

74-75

66

A

384-397

「……那就我所知，我們的一個模式，……
先期的一個規格的時候，都是台灣這邊的人
在做，……要量產的時候，我們會有人到那
邊去，去做那個技術上面的一個移轉，跟量
產技術的一個 SOP 的建立，那建完了之後的
話，就由當地的人去做接單生產，然後還有
mantain 的動作，……改一個小地方，那種會
讓當地的那個 RD 人力，可能做主要的那
個……去做，對，那大改版的部分，就是由
台灣這邊的人去做，大概基本上我們的 model
是這個樣子……」
「具有大陸經驗的金融人才也難找……」
第三節 「成本考量其實是有的，所以，但是因為在
產業特 develop market，像中國，他就找不到人，
性、職能 所以他其實上成本是很高的，……因為你，
與績效 當然要進軍一個新的市場，你一定要投資一
第四章

些人先進去，所以這部分，投資成本是比較

個案綜合分

高的。」

析與命題發

「……成本的考量是一個，市場的狀況是一

展

個，……等到你市場慢慢 market，越來越
develop market，他慢慢就覺得說，你有
local 人才可以 run，他就會讓你 local 人才
去 run，對，……那但是呢，他還會安插一些
外籍人進來，但是那些都是 for …… ……，
那來這邊，跨國輪調的機會這樣子。」
「……像這種 policy，就因為銀行業，所以
他就，這是 global policy，就是他一條鞭下
來，一百多個國家的○○都要 follow。」
「問：那像他過，就是在他轉調去大陸之前，
他在台灣這邊有受什麼樣的訓練……。
第四節 答：……他還沒去的時候已經來○○應該有
教育訓 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吧，所以對○○的體制體
練、職能 系很清楚嘛，……就是說要去溝通這些事情
與績效 就會比較好，而且大部分的主管認識他的時
候，他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就會比較，
比較順，比較容易跟他去說服他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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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單元名稱

頁碼

受訪者

行號

67

B

438-454

67

B

455-466

67

C

66

68

D

650-665

68

D

668-670

「問：那所以派外人員，……你們不會去做
所謂的訓練嗎？……答：基本上來講真的是
沒空。問：因為就急需人力就直接調過去。
答：這個其實我們也有嘗試去跟那個主管
說，希望他們能夠多一點時間，讓你的幹部
去了解那邊的環境、狀況，然後在那邊也才
比較能夠勝任管理職的工作，否則很容易就
陣亡，……他就會跟我們說，「……，啊我
專案就已經難產了，你這樣子是要我 lose 掉
這個客戶明天沒有單子嗎」，……」
「問：可是像這樣子的話，你們這樣調過去
的人力的陣亡比例高嗎？答：要看單位，……
主管的管理風格不一樣，……那你說平均，
第四章

第四節

個案綜合分

教育訓

析與命題發

練、職能

展

與績效

這個我現在沒有一個明顯的數據可以告訴
你。」
「派訓前主要提供當地環境介紹、公司外派
制度及配套措施以及其它行前說明等，屬於
通識類訓練」
「問：剛有提到就是做人才的，……那在跨
國選定人才之後，你們會做一些基本的訓練
在國內嗎？答：不會。……然後譬如說，你
要調到去北京，然後你就可以進去到那邊的
website，然後看一下中國的介紹，……會先
請你先去北京一趟，對，然後去那邊跟那邊
的同事啊什麼聊一聊啊，……，見見那些主
管啊，認識那邊環境，……沒有那種所謂的
學術上講的，我一定要給他什麼 training。」
「問：可是這樣飛一趟也花滿多錢的。答：
可是這樣務實啊，最真實的，所以訓練大概
講到就是…… training，這個是最沒有效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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