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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esources major is the key personnel of the company gatekeeper,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role for enterprises to cultivate tal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ith 20 current Human resources staff who advanced studies. The rooted 
theo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motivation and functional gap of Human resources employees, which 
would be more suitable for the future in the course or training cours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human 
resource in self-examination of competency gap: (1) lack of business managem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2) lack of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3) lack 
of knowledge and skill training course to human resources; (4) lack of knowledge about salary 
management; (5) lack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related laws to huma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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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人力资源专业是企业人才把关的关键人员，也是企业内培育人才永续发展的重要

职能角色。本研究针对20位在职进修成人教育，现职为人力资源专业人员进行半结构访谈，

以扎根理论分析学习动机与自检不足之职能缺口，以作为未来在开课或培训课程编排上更符

合人力资源专业学习者及企业所需职能。研究发现人力资源专业人员在自检不足之职能缺口

有：(1)欠缺企业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2)欠缺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与规划的知识技能；(3)欠
缺人才培训与课程发展的知识技能；(4)欠缺薪酬管理与建置的知识技能；(5)欠缺人力资源相

关法令的知识与技能等。 

1．引言 

人力资本乃国之根本，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促使企业越来越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发展，也

决定了人力资本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同时又为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创造了条件。企业环

境的改变和工作本质都会因为时间和环境的变迁而产生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人力资源(下述

简称为“人资“)原本所扮演的角色渐从传统的人事管理，跨足至策略或组织变革的推手，也因

此人资工作者所需的职能(competency)亦随环境变动而有所更迭[1]。在过去研究对于人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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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探讨，研究焦点多放在其所需要的专业能力，以及人资之职能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或

者是在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鲜少去探究现职人资人员的职能，因大环境变迁后而产生的差

异缺口为何[2]。 
因此，本研究试图以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质性研究，尝试了解现职人资专业者的

职能差距为何，以利教育因应市场需求而做些课程调整，提升人资专业人员的能力与素质[3]。

本研究以广东某高校在成人教育主修人资专业且现职为人资领域工作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半

结构访谈，试图了解目前在中小微各企业的人资工作者所欠缺的职能是什么，其研究结果可

供当今人资学科领域进行修正，及提供后续研究人资专业职能领域有一定的帮助。 

2．文献探讨 

2.1  职能概念与核心工作能力 

工作能力(competency)或称”职能”，是一种以能力为基础的模式，其目的在于找出并确认

那些能导致卓越绩效行为，以协助组织或个人提升其工作绩效[4]。人资管理活动中，从任用、

人资发展、薪酬、绩效评估等职能应用在人资管理各项功能上越来越广泛，包括人才招募与

甄选、薪资与奖酬、训练与发展、绩效管理、接班人计划、甚至员工生涯规划、组织变革及

日常管理等，基本目标在于充分发挥人才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关系，从求才、用才、适才、育

才以及留才，都会以职能基准来作为参考[5]。诚如Spencer与Spencer提出的”冰山模型”，以专

业能力之构面、项目与特性定义工作能力，将工作能力区分为：动机(motives)、特质(traits)、
自我概念(self-concept)、知识(knowledge)及技能(skill)等五种构面，这些构面中”知识”及”技能”
较偏外显性，较容易发展为个人能力；也较容易透过训练、学习以达到更高的效能。对培育

而言，这些能力的获得若用训练和发展的方法是较具成本效益；相对的，内隐性之”动机”、”
特质”以及”自我概念”属于个人较深层而难以发现的内隐性特质，虽可经由训练教育以获得，

却较不容易具体呈现其效益[6]。 

2.2 人力资源人员之职能 

McLagan (1989)提出人资发展是由训练与发展、组织发展、职涯发展三个领域所构成，更

将人资发展所需的职能分成四个职能群：专业职能、营运职能、人际职能、心智职能，分别

意指职务上的知识与技能、要有扎实的管理和经济学或行政管理基础、良好的沟通技巧、与

思考和处理信息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等[7]。Ulrich等人(2012)则认为人资所从事的工作并非商业，

而是支持商业，表示当今企业亟需人资部门具备策略、沟通与咨询，人资人员必须专注于企

业本身须为企业扮演”策略定位者”、”可靠的行动者”、”能力建立者”、”改革拥护者”、”创新

与整合者”、”科技倡导者”等角色，而此六种角色亦代表人力资源职能领域[8]。Spencer与Spencer 
(1993)认为人资部门，依照不同的职级、角色，需要的职能是不同的，其将人资部门中的一般

员工、管理者、经营者的职能加以定义[6]。林文政(2001)确认人资工作人员七项职能构面：企

业经营管理知识、策略性人资管理专业、进阶性人资管理专业、功能性人资管理专业、沟通

与协商、组织诊断与辅导、以及自我发展[9]。本研究系针对中小微企业从事人资者的自我检视

职能研究，理论相较之后，采应用林文正提出的七项构面较为贴切中小微企业。 

3. 研究设计与研究对象 

研究设计依据Chang (2010)提出的研究五步骤建议[10]：选择问题、设计方法、搜集资料、

分析资料、提出结论。访谈资料的归纳、分析则根据Glaser与Strauss (1967)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 [11]，对于有异议部分与同领域教师进行讨论，修正成最后的分析与结论。扎根理论主

要特点在于强调系统地搜集及分析经验事实，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及思维，是一种

自下而上，直接从原始数据资料中归纳出概念及命题进而形成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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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以广东某高校，成人教育主修人资专业课程领域中的20位现职，在各中小微企

业任职的人力资源专业人员进行访谈。访谈对象必须为现职为人资管理人员，担任人资工作

超过一年以上者，试图了解从业界回到学校进修的人资人员在学习的需求及职能缺口。访谈

对象任职的产业包括有：信息服务、零组件制造、建筑、贸易、保全、饭店/餐饮服务、医药

服务、半导体产、保险、医疗器材制造等。 

4. 研究结果 

4.1 参加在职进修以实务为考量 

人资在选择在职进修，最大考虑因素是“实务“；其次，依序课程知识是否为工作或未来

所需要的，习得后可取得具公信力的文凭证明，学习投入的时间成本相对于效益是否划算；

第三，透过学校环境与教师专业经验，可以与人资/同侪交流分享自身经验对工作上有一定的

帮助。样本受访者以非管理职、基层干部及中阶管理人员，他们最在意“实务“上的应用及学

费，重视人脉获得；高阶管理者则以课程实务性需求为最主要的学习原因。 

4.2 学习动机再次提升专业能力 

学习动机主要是人资者感受专业能力不足时，和期望能成为公司、主管重视的幕僚人员，

帮助公司持续改善并拓展人脉，朝向自行规划的职涯做准备，和强化人资全方位职能发展。

中小微企业基础主管及中阶主管，则期望在公司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能力；中型企业的

中阶主管与高阶主管，则倾向职能评价与个人职涯发展努力。前者的人资工作者他们努力想

得到企业的器重；后者中高阶主管更为明显是在追求心灵层次上的满足。 

4.3 课程内容不易与工作接轨 

难在于将所学人资专业应用在工作中，课程教授着重在人资制度与组织规划及工作执行

时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然而人资理论主要来自于欧美等大型企业成功经验，东方文化差异与

企业规模大小和适用性，在应用上都有一定的困难度；其次，多数中小微企业主对于人资认

识不足，似懂非懂，企业内普遍存在组织惯性，常见与企业主或主管思维落差。例如，理论

告知薪酬、福利奖金要公正、公平，但企业主或高阶主管想给哪位员工多少，就给多少；离

退如何才不会违法，却要求人资想办法尽可能不要支付资遣费，甚至苛扣离退员工薪资；招

募要事求人，却要求安插自己亲友，基本上中小微企业主与高阶主管的思维常决定公司行事

文化，足以影响人资工作者将适切理论用于实务工作中。 

4.4 现职人资者自检职能缺口 

归纳中小微企业人资工作者自检不足的职能缺口主要有：企业经营管理的知识与技能、

策略性人资管理与规划的知识与技能、薪酬管理与建置、人才培训与课程发展、组织诊断与

辅导、法令知识、招募任用、自我发展、信息科技应用等；其次，不同产业的公司，对人资职

能要求不相同，如信息服务业公司视为重要的前三项职能：进阶性人资管理专业、沟通与协

商、组织诊断与辅导；餐饮服务业则为任用管理、薪酬管理及人际沟通；在制造业服务认为

公司规模大小，或产业的生命周期来影响人资的职能发展，职能必须跟着企业生命周期需要

而改变。 

5. 结论与建议 

受访群年纪都在35岁以下，工作年资6-10年有五位，3-5年有八位，其余为1-2年的受访者；

在职务方面主要为非管理职六位、基层主管11位、中阶主管12位，高阶主管一位。发现不会

因为受访者的年资、产业别、职务高低及公司规模的差异，而产生绝对共同或不相同的想法，

人资面临的问题，多是通则性问题与通则性需求。大环境已进入事求人而非人求事，中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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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仍旧有一些传统家族式思维，认为人资只要会算薪资、社保、奖惩等行政工作即可。对

于如何成为企业主经营伙伴，人资者必须不断学习强化自己的专业技能。在课程方面：绝大

多数人资者都想更进一层，朝向全方位的人资专业发展。目前大多数学校在规划人资课程都

偏向理论基础，一般基层人资者较难以在工作中应用的到，加上中小微企业的人资政策与管

理都以企业主或高阶主管思维来行事，故人资课程内容势必要考虑基层人员，增加实务性专

业知识，让人资者能学以致用，降低人资与企业所需的职能差距。在职能缺口方面：“企业经

营管理知识“为人资专业在意的职能缺口项目，它包含了能协调与整合分析人资管理与如人资

规划、人力供需、公司经营策略、信息科技知识和管理等能力。明显看出人资专业缺乏的职

能，属于高阶主管的职能能力，此问题有可能是本研究受访者中只有三位高阶主管人员，其

余皆为基础和中阶主管人员。 

在建议方面，检视与修订目前人资课程，以利学生融会贯通，增加在工作中的应变能力；，

本研究以人资专业作为研究对象，是由人资专业的角度去看待职能缺口，后续研究者可从人

资专业的主管或企业主，或从其他部门观点来审视人资专业的职能，以更符合企业对人资人

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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