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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再造，
ASAP提升組織競爭力
行政覺醒時代來臨！中衛發展中心帶動行政再造
風潮，透過究極與改善，讓每顆小小螺絲釘自我
覺醒，杜絕行政疏失，服務感質再升級。
熱忱有禮，喚醒服務意識

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感動的服務。內部行政再造，攸關組織競爭力。

中衛發展中心的行政革新革心運

中衛發展中心2014年推動ASAP有感服務運動，以「熱誠有禮，主動服

動，帶動全員認識禮儀本質，做

務，即時回應」為主軸，鼓勵行政部門全員改善，植入感質DNA。未

到尊重、同理心與耐煩，樂於主

來，中衛將以自家成功經驗，輔導台灣企業行政再造，向國際一流競爭

動服務顧客，解決問題。

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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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戰

．第27屆全國團結圈競賽再創64億元年效益

編者的話
Introductory

行政再造，創新感質服務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副總經理 楊仁奇

隨著體驗經濟時代來臨，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國際化蔚為潮流，這股風潮不
僅於外部延展組織的價值鏈，同時亦深化於組織內部，成為推動行政革新再造的新引擎。
本期中衛報告總體篇就組織行政再造進行整體定錨，打造行政有感服務、延伸 QCC 精
神啟動 PDCA 的管理循環、喚起服務意識，進而強化作業品質全面杜絕行政疏失。中衛發展
中心本著服務業服務精神，以內部同仁為顧客，導入服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的概念，
提出 ASAP 為主軸，提供全新的服務策略，以因應新時代的顧客挑戰，培養行政人員服務的
態度和服務專業，提供創新的有感服務。
團結圈為國內現場改善的重要手法，近兩年陸續有企業行政部門導入該手法進行改善，
如同「服務專家」──加賀屋，透過永不停歇的微小改善，促使員工不斷提供超越客戶期待
的服務品質。革新、革心，喚醒服務意識，正是從熱誠有禮開始做起，以服務導向氛圍帶動
整體組織，提升「同理心層次」創造有感服務，透過「任務重塑」、「關係重塑」、「認知
重塑」，讓員工能自主掌握工作的好感覺，形成互利互惠的迴圈。在風險管理面，則對組織
作全盤性體檢，掌握經營環境潛藏的行政作業風險，輔以相關標準作業流程（SOP）與標準
作業檢核表（SOC），強化把關檢測的品質。
專題篇探討管理工具，以及各功能領域之行政改造推行，包括：善用管理工具、資訊系
統、薪酬制度、採購特質、落實 ISO 締造卓越績效，以及中國大陸會計法規。推展企業策略，
首重釐關鍵課題，再劃出企業戰略佈局，並藉由主管全力支持以改變意識突破新局，最後以
PDCA 精神定期管理回顧階段評核即時矯正。
薪資會影響組織的效能，良好的薪資制度有助於員工的招募與留任、激勵員工的績效表
現、促進員工技能發展、塑造組織文化、影響組織結構及影響組織營運成本，為組織人力資
源管理的重要課題。
資訊系統可因應企業營運需求及內部控制設計，建構以計畫專案管理為核心的營運管理
資訊系統，後端配合人資差勤管理、採購報核管理、財務會計管理、電子公文等系統及知識
文件管理系統，降低資訊傳遞成本及溝通效率。
採購的主要目標，是要在符合品質、交期與服務三方面要求的情況下，應用合理或最低
價格購買，提供廠商合理之利潤，達到雙贏的局面，採購人員的特質與道德亦為企業創造利
潤之重要角色。此外，藉由導入 ISO 系統標準，除可幫助企業組織建立、實施並有效運行品
質管理系統，減少客戶或驗證團體重複的驗證，也能促使其供應者建立並維持其品質系統與
品質水準，提升其市場競爭力。
隨著企業兩岸業務往來頻仍，熟悉中國大陸會計法規亦為行政單位重要課題，本文邀請
中衛發展中心特聘會計師，介紹中國大陸會計法規。
案例篇則分享中衛發展中心企業搬遷無縫接軌，以及強化資訊安全企業資安導入之實
務。冀由中衛發展中心推動 ASAP 行政再造經驗，做為企業組織提昇競爭力之借鏡，期掌握
經濟景氣復甦的利基，積極協同產業創新、提振投資及出口，加速建構繁榮、多元、永續的
幸福新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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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再造，ASAP
提升組織競爭力
行政覺醒時代來臨！中衛發展中心帶動
行政再造風潮，透過究極與改善，
讓每顆小小螺絲釘自我覺醒，杜絕
行政疏失，服務感質再升級。

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感動的服務。內部行政再造，攸關組織競爭力。
中衛發展中心 2014 年推動 ASAP 有感服務運動，
以「熱誠有禮，主動服務，
即時回應」為主軸，鼓勵行政部門全員改善，植入感質 DNA。未來，
中衛將以自家成功經驗，輔導台灣企業行政再造，
向國際一流競爭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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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有滿意的員工，才有感動的服務

組織行政再造刻不容緩
員工在企業外部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競爭，對內卻面對缺乏顧客導向觀念的行政部門，如何
能對公司滿意，創造內外一致的感質服務？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協理 詹偉正

在製造業為主的時代，企業的運作常

忠謀先生與南僑的陳飛龍先生，都以服務

以產、銷、人、發、財等五大功能來區分，

客戶、滿足需求、超越期待為首要目標，

企業發展初期多著重在生產、銷售與研發

他們認為現在已經沒有單純的製造業，企

三大功能，因為它直接為企業創造營收，

業都應以創造顧客感動的服務自許。

一旦生產良率太低、成本提升、銷售訂單

要持續創造顧客感動並非一蹴可及，

短少、交期延誤，或者研發落後同業、不

過去製造業的時代，產品代表公司，產品

符市場需求，公司營收的起落將馬上影響

品質就是公司的品質，只要產品品質穩

生存。

定，加上行銷的努力，顧客就會滿意。現
在要創造感動的服務，除了原有的產品品

行政部門是組織發展基石
相對而言，公司的人資、財務，以及
其他不在五大功能中的資訊、總務、企劃
等行政功能，初期被企業視為間接單位、
幕僚單位或成本單位，雖不可或缺，但除
了降低成本或效率化流程的改善作法外，
大部分企業在創立期對於行政單位在管理
上多採守勢，少有積極作為。
然而，當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人
流、物流、金流與資訊流規模都擴大，複
雜度也較初期高，除了初期的生產銷售研
發要保有一定優勢，也會開始重視公司整

質外，還要有服務品質，進而追求感動價
值，亦即感質服務，以感質服務創造感動
品質、感性價值。
大部分企業將重點放在服務流程和顧
客接觸點的強化，導入後確實有其效果，
尤其是結合了製造業慣用的SOP&SOC，
標 準 作 業 流 程 （ S t a n d a rd O p e r a t i o n
Procedure, SOP），與工作站觀察檢核表
（Station Observation Checklist, SOC），
落實執行後有80%顧客都會感到滿意。

創造內外一致感動服務

體的制度發展與健全，才能讓人員管理、

但在數位時代，網路傳播力量不容小

分工、事物運作及資產管理有所依循，因

覷，只要企業稍有閃失，客戶感受到企業

此，行政部門的角色就相對重要。舉凡組

對服務承諾不是出於真心，負面的消費評

織內的財務運作、空間規劃、辦法制訂、

價就會在各留言版或在 YouTube 上不斷被

人力管理、系統規劃與營運企劃，都是企

傳遞，危及企業苦心建立的品牌形象。

業管理智慧的累積和文化的體現。

如何杜絕這樣的危機呢？唯有滿意的
員工，才能為企業建立內外一致的價值主

沒有單純製造業的年代
近年來台灣服務業的比重持續提升，
已近 70%，製造業服務化的趨勢更讓不
少製造業主以服務業自居，如台積電的張

張，避免 20% 的遺落打敗 80% 的努力。
因此，企業除了長期在直接單位（如生
產、行銷、業務、品牌、客服、策略等）
流程上努力之外，更要進一步對間接單位
（如總務、資訊、企劃、人資、財務等）

組織行政再造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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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心力，才能使企業的感動服務內
外一致地徹底落實。
公司的行政部門各有其專業，凡
事以公司辦法為依歸，而公司所訂定
的辦法、行政資訊介面、辦公室空間
規劃、行政人員的態度，以及公司對
行政管理與服務的基礎建設、教育與
投資，都是公司內部文化與服務態度
的展現，直接影響同仁對公司的觀感，
以及同仁對公司的滿意度。

內外加溫啟動行政再造

行政進化應兼顧彈性剛性
企業員工在外部接受市場刺激與
瞬息萬變的競爭，但內部卻故步自封
緩慢靜止，長久以降，這樣外熱內冷
的衝突，必然會使服務客戶的同仁感
到不滿，而企業也會因此在經營上遭
遇困境。
雖說行政單位應該提升服務品
質，作為員工滿意的基礎，但行政單
位畢竟是企業內控的最後一道防線，
長期累積內外的行政經驗，將降低風
險與疏失的做法具體地轉化為辦法規

行政部門的同仁通常不直接面對

範，目的是避免各部門重蹈覆轍，為

顧客，而且沒有所謂的市場競爭，在

企業避險趨吉，這是行政部門的職責，

公司內部能提供服務的，「僅此一家，

不能鬆懈。

其次，建立熱誠有禮的服務精神。
以服務業為師，打造有感的內部服務，
運用大家熟悉的消費者經驗，讓行政
部門將業務同仁們視為內部顧客，以
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出發，重新審視自
身的服務品質，從同理心開始做起，
逐步凝聚行政組織內的服務共識，再
進一步運用團隊巡廻服務與電子化平
台，加速服務回應的機動性與效率性。
最後，利用服務業常用的神秘客
手法，檢視服務品質的一致性。這樣
的做法，可讓行政部門在提升內部服
務品質的同時，創造出企業內部與外
部服務品質正面提升的廻圈。

降低組織風險三原則

別無分號」，對於自身業務的執行模

近期台灣多項社會重大議題，都

式存在一定的慣性，無論是內部辦法、

突顯出行政單位的重要性，例如，食

當內部的有感服務意識建立，服

服務模式或態度皆數十年如一日。所

安問題爆發，黑心業者當然是釀災的

務品質不斷提升時，行政單位必須再

以，對外服務的業務同仁對行政單位

主因，但也曝露出業界採購過度重視

次強調內控的職責，以避免過度服務

常有缺乏業務經驗與服務熱忱的刻板

成本，缺乏對供應商的查核；此外，

導向，強調彈性而違反辦法，使企業

印象。

高雄氣爆也扯出了因行政單位未堅守

涉入風險，產生損失。藉由品質管制

台灣的服務品質學習日本的精

職責而使箱涵施工不當，在 20 年後釀

原則，以不流出不良、不流入不良、

緻，再加上本土的熱情，已在全球獨

成大災。可見行政單位有其職守，如

不接受不良等三原則，強化作業品質，

樹一格，企業員工在企業外部隨時可

何在要求服務提升的同時，保持彈性

有效降低組織風險，杜絕行政疏失。

體驗優質滿意的服務，到區公所，可

與剛性，將是行政進化時的一大挑戰。

享受奉茶與快速戶政服務；用手機，
可享受各界提供友善介面的 APP；到
飲料店，即使是一杯泡沫紅茶，都能
感受到服務人員貼心地將杯上的水珠
擦乾才遞上飲料。企業員工在外習慣
享受種種尊榮的服務，回到企業內卻
要接受凡事講法規、冷漠退單的行政
人員、目標硬邦邦的管考、或缺乏人
性的系統介面，自然無法在企業內感
到滿意。

除 了 基 本 面 的 三 項 重 點， 行 政
部門企劃、人資、會計、資訊與整體

啟動有感內部服務三重點
本期《中衛報告》以組織的行政
單位改造為主題，在基本面提出三項
重點：
首先，建立行政部門的改善意識。
以 QC 手法為基礎，由同仁自主提案
再加上小組改善活動，打破一灘死水
的心態，培養出自動自發的改善意識。

ISO 制度趨勢等各項行政功能的提升，
亦有助於企業營運，因此，本期《中
衛報告》中也製作這些面向的專題與
個案和讀者們分享，希望能藉此開啟
企業行政再造行動，透過組織內的行
政力量黏著同仁向心力，進而提升企
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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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衛行政服務植入感質 Qualia DNA

全體有感總動員，
ASAP帶來A++創新服務
中衛發展中心於 2014 年推動 ASAP 有感服務運動，以「熱誠有禮，主動服務，即時回應」
為主軸，帶動行政部門全員改善，成功締造感質 A++ 服務。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總合服務組管理師 湯淑和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企劃管考組副管理師 王淑韻

現今是消費者導向的市場（consumer

調查，了解員工對於企業內制度的意見。

markets），顧客對於服務態度相當敏感

一般企業的問卷結果，多顯示內部行政流

（service sensitive），服務態度就是指服

程繁複；或行政流程時間過於冗長，無法

務者在為被服務者服務的過程中，言行舉

即時處理特殊狀況事件，費工費時；業務

止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神態。服務態度

部門認為行政人員態度官僚，為遵守法令

的作用是能滿足被服務者的精神或心理需

不假辭色，以強硬態度執行作業，導致業

求，使其不但取得合格滿意的「產品」，

務部門執行上諸多不便等問題。整體內部

而且心情舒暢、滿意。

行政效率不彰，團體工作氣氛低迷。

顧客一旦感覺氣氛不對，或受人冷

行政部門雖然根據內部滿意度調查

落，連抱怨都很少（根據研究文獻，平均

意見進行自我檢討，但心態、觀念如果沒

只有 4% 會抱怨），便轉向其他業者。企

變，就很難落實改善，達到顯著成效。

業內部若發生此情況，將影響團隊向心
力，造成企業的不進步。

內部服務影響員工忠誠度
提供優質服務是企業價值的一部份，
服務品質優劣決定了客戶與同仁對公司忠

將心比心，服務創新
企業文化、部門氛圍應由部門主管塑
造。若要改善上述同仁的心態和觀念，在
溝通策略面，應由上而下推行對內顧客有
感服務。

誠度，第一線的服務人員必須從被動提供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部門本著服務業

服務，積極轉換為主動及同理心的服務，

的服務精神，以中心內部業務單位同仁為

才能在面對多變的客戶時，充分滿足客戶

顧客，積極提升服務能量，提供全新的服

與同仁的需求，提升滿意度。

務策略以因應新時代的顧客挑戰，導入服

顧客為企業利潤的來源。一般觀念

務創新（Service Innovation）的概念，擇

中，服務對象當然是光顧我企業的顧客，

定有感服務為主題，期能藉由提供創新的

而以行政部門來看，大多扮演管理、控

有感服務，活化行政部門服務氛圍，提升

制、稽查與服務角色，顧客就是企業內的

同仁服務素質，進而促進業務單位作業效

同仁。

率。

為使企業進步，凝聚員工共識，產生

102年10月，中衛各部門開始擬定

團隊力量，企業多半藉由內部員工滿意度

次年度營運計畫時，行政企劃部在楊

全體有感總動員，ASAP帶來A++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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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奇副總經理帶領下，由協理、顧

工作。「強迫行事」實為最下策，所

含服裝儀容、待人接物、電話禮儀、

問、各組經理與同仁共同提出ASAP

以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的主管們

說話技巧、應對進退，並融入案例、

（ATTITUDE＋SERVICE＋ABILITY＋

以帶動氣氛、創造環境為己任，塑造

演練等活潑有趣的課程。

PROFESSIONAL）服務策略，以此培

愉快的組織環境。「面帶微笑」可以

結合課程講授與講師指導，建立

養行政人員服務的態度和服務專業，

藉由習慣的養成，使外表形成帶動內

禮儀標準作業流程，包含面對面的服

提高服務意識和意願。

心，再由內而外的展現。

務準則及電話禮儀準則，尤其業務單

何 謂 A? ATTITUDE 態 度， 服 務

首先，行企部的同仁由接電話開

位最主要諮詢管道為電話聯繫，在無

應 該 有 的 態 度 是 將 心 比 心。 何 謂 S?

始，開場白必須表明部門或組別，再

法面對面的電話交談中，必須保持適

SERVICE 服務，和顏悅色的服務，發

加上問候語「您好」，大家相互撥打，

當的電話禮儀才能避免發生誤會，因

自內心愉悅的服務。何謂 ABILITY and

相互提醒問候，相互影響口氣。這種

此中衛依據三大項主要的禮儀作法，

PROFESSIONAL? 服務所應該具備的

做法必須由上至下引領推動，上位者

擬定「行政企劃部禮貌服務標準作業

專業能力，以及提供專業的服務。

以開朗樂觀的心態做起，不要給予過

流程」，內容包含服務態度、應對原

大壓力，輕鬆的方式耳濡目染。大家

則和標準用語，例如，態度誠懇，語

在團隊工作中觀摩體會，透過氣氛的

氣和善，身段柔軟；在電話應對時要

感染與薰陶，促發自我期許、自我管

注意禮貌，迅速轉接並紀錄來電；在

理與激勵，將「人本思想」融入態度

當面應對時應禮貌招呼，專業說明，

之中。

迅速回應，同時提供標準用語供同仁

ASPS 有感服務推動策略
為了將 ASAP 的主軸標語轉化為
具體的服務模式，中衛發展中心成立
推動小組，投入超過 200 小時，進行
40 場次行動會議，展開推動策略，並
建立完整的工作計畫，以「熱誠有禮，
主動服務，即時回應」三大目標，作
為 103 年部門業務推動的重要主軸。
根據服務創新的三項要素：驅動、
激勵、評估，也規劃了一系列推動活
動：包含驅動──成立推動小組；激
勵──定期辦理共識會議；評估──
秘密客及滿意度調查問卷；透過這些
活動，將原有行政工作翻轉再造，提
升服務觀感及價值。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推動有
感服務的重點業務分述如下：

另一方面，搭配福委會活動，如：
農曆年尾牙活動、春酒活動等，使全

禮貌服務標準作業流程經主管核

體行政部門人員皆以 ASAP 為中心軸，

可後，隨即透過各組經理佈達至組內

一切表現團體的向心力、團體的節目、

同仁，結合前期主管的帶領與組織氛

團隊的合作都圍繞此主軸設計口號、

圍的改變，雖然同仁一開始面對標準

手勢、節目內容，不斷加強加深部門

制式的招呼語，多有不適應與彆扭之

內同仁的印象，讓大家朗朗上口。如

感，經一個月適應期後，標準用語讓

同學前孩童的牙牙學語，當口中自然

業務單位普遍反應專業有禮，大幅增

而然能誦念 ASAP 時，腦中潛移默化

加對行政服務的信賴度與好感度，也

自然而然地思考。

讓同仁有信心跟興趣持續提供有感有
禮的服務。

建立禮貌服務標準作業
在部門潛移默化的同時，導入教
育訓練施以正確的教導，這樣能促使

潛移默化，塑造組織氛圍

參照使用。

同仁服務的概念與態度朝正確方向轉

初期階段，在主管的帶動下，提

變。在這個階段，可邀請外部講授禮

醒全體行政部人員面帶微笑愉悅態度

儀的專家講師進行授課，課程內容包

中衛發展中心也持續運用部門共
識會議及秘密客等操作手法，將禮貌
服務持續加溫，讓提醒變成習慣，直
到深植每個人的日常作業之中，在這
個時期達成的標竿為電話禮儀，形成
風尚，同仁見面相互問候、打氣亦成
氣氛，營造行政部門內愉悅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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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會議，維持服務動能
為了凝聚同仁共識，強化有禮觀念，
在服務模式確立後，每季舉辦有感服務共
識會議，並邀請行政部門同仁交流分享此
段時間服務經驗談。會議類型與內容包
含：

服務團的推動，是由同仁自行規劃
細部作業，行政部門各組遴選代表組成，
由下而上的推動。服務團內設置總窗口 1
人，負責內外聯繫、蒐集意見、協調、溝
通等事務，建立 24 小時內回應同仁電子
信件或電話的服務原則。各組主管為小組
窗口，因應服務項目分工。不設限服務團

1. 有感服務誓師大會
服務模式確立後旋即召開誓師大會，
邀集所有行政企劃部同仁參與，在會議中
由部門主管正式佈達有感服務的方針為
「熱誠有禮，主動接觸，即時回應」，並
請各組組經理宣達各組獨特的服務理念及
工作項目。誓師後，同仁必須於日常作業
中遵行相關原則。

的服務項目，以各種形式形態與其他部門
交流，廣納各方意見與建議，服務團成員
以團結圈改善手法尋找真因及解決方案。

服務團工作要點
服務團進行方式重點如下：
1. 主動發出「服務需求」訊息，回收後主
動接觸各部門，進行形式不拘的服務項
目。

2. 有感服務推動大會
誓師大會結束後，為維持活動熱度及
定期檢視成果，每季舉辦一次有感服務推
動大會，由第一線的同仁分享每季施行狀

2. 辦理行政與其他部門座談會，尊重顧客
聲音，及時檢討改正。
3. 由業務部門提案改善案件中，回應需求
提供服務。

況，交流應對方式及特殊案例，並持續佈

4. 透過各部門業務往來過程蒐集意見，

達禮貌服務標準作業程序，以持續凝聚共

或以電子信件或電話回應需求，提供服

識，維持高昂服務熱誠。

務。

會議中利用生動活潑的方式強化同仁

5. 每次座談會或任何形式服務後，均由總

觀念，如戲劇演譯、口號呼喊等，對於認

窗口發出滿意度調查。此調查功能一方

真服務的同仁也給予公開表揚，增強有感

面了解該次服務主題對於同仁之協助程

服務的動能。

度，另一方面蒐集同仁其他需求、意見
或疑問，以彌補座談會或溝通會議因時

行政服務團主動出擊
形成組織氛圍、落實禮貌服務、凝聚
共識之後，引導進入改善行政措施時期，
加強執行 ASAP。本階段可於行政部門成
立服務團，秉持「熱忱有禮，主動接觸，
即時回應」的理念，主動與業務部門溝
通，提升改善效能。

間限制而缺漏的不足。
6. 所有管道回收的意見，統一由總窗口
依類別分工交主責業務組窗口，再由各
組或跨組形成團結圈改善小組，釐清真
因，解決問題之根本點，每周向總窗口
回報改善的進度，直到完成改善處理。
7. 彙總每批次改善處理方式及成效後，回
報服務團召集人，經召集人（行政部門

全體有感總動員，ASAP帶來A++創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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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確認改善方案可行，並同意

於討論區形式，難以追蹤所有問題後續發展，提問同仁如果沒有時常回討論區檢

部門內結案後，再由意見提出人或

視，無法立即得知問題解答狀況。

其部門確認解決方案、處理方式、

為建立完整的追蹤結案機制，確保每個問題或建議都能完整解答，行政企劃

疑問解除或了解現行規則後，方謂

部於 103 年開發行政服務平台，重新規劃同仁日常提案的介面，導入結案及主管

完成改善。若申請人有不同意結案

簽核機制，讓每一個問題都能迅速得到回應，所有同仁均能隨時登入系統查詢問

狀況，則再退回個別團結圈改善小

題解決進度及他人提的問題，避免重複發問，留下建議歷程，形成另一種知識管

組處理。

理系統。

8. 服務團規劃依成立目標，擬訂期末
質化及量化 KPI，藉此統計分析服務
團成效。

秘密客掃盲，深化改善
為檢核服務成果，避免服務盲點
產生，於該年度第四季進行秘密客活
動，邀請各部門同仁針對行政部門各
項重點業務承辦同仁，依據「行政企

行政服務平台運作機制
透過行政服務平台，一旦有人發問，系統會立刻發信提醒承辦同仁及其主管，
問題分類及處理方式如下：
1. 可立即解決之問題：負責同仁於 24 小時內立即回應。
2. 需納入中長期規劃之問題：負責同仁與小組擬定中長期規劃後，呈送至主管，
規劃內容需經過部門主管核可後始得公告於該系統。
3. 除了同仁於平台發送的問題外，行政企部門的同仁也會在日常作業或參與各部
門會議時蒐集問題，將問題鍵入系統中，提供同仁查詢問題解決進度。

劃部禮貌服務標準作業流程」中的重

透過這樣的平台機制，每個問題都須經過系統的管控，並通過核准程序，才

點，邀請業務單位同仁隱藏調查員身

得以結案，不但讓提案的同仁能隨時提問，隨時查詢，並能即時得到回覆，充分

分，以神秘客的方式進行評量。

體現有感服務的極致精神。

在評量流程中，於年度的第三季
進行秘密客活動，由於秘密客對於部
門業務及抽查方向並不熟悉，因此，
除提供問卷外，也提供秘密客預定被
抽查人員名單及擬提問題，以利秘密
客們進行檢核活動。
秘密客調查活動結束後，將統計
結果交付各組組經理，並於該季共識
會議公告調查結果，以作為後續改善
參考。

建立線上行政服務平台

ASAP帶來Qualia感質魅力
Qualia 原為拉丁文，代表魅力感動，最初被拿來當作品質用語，起源於日本。
Sony 前社長出井伸之提出感質（Qualia）魅力經濟的概念，讓顧客感受到一種獨
特質感、心靈感動，透過感覺、經驗、記憶、追求「幸福的感覺」，讓人留下一
生難忘的記憶，再將之寄託於「有形」的物體上，讓人們留下驚奇和感動，提高
追求品質的能量。
感質就是感動品質、感性價值，即創造除功能、價格、信賴感之外的第 4 價
值，藉由提供有形產品、服務流程、場域等過程，讓人們留下驚喜與感動，創造
感動品質及感性價值。消費者購買商品時，不只買到商品的實體本身，而是進一
步延展到商品背後無形的意義與認同感。
在推動 ASAP 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

中衛發展中心為提升服務效率及
品質，迅速解決同仁問題，自 101 年
起建立線上提案改善平台，以類討論
區形式，提供同仁隨時線上發問，行
政部門即時解答的服務。但是，受限

業務部門對於行政的服務滿意＝友善與主動態度的表達＋順
暢溫馨的行政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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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業務同仁通常不會特別回應行政部門要求於時限內提出的「服務需求」，但行
政部門主動出擊，接洽業務部門同仁，或在業務互動過程中發掘，了解業務部門對於行
政流程中的「不便」，或由行政部門自行歸納曾經發生的疏失與衝突事件，針對各個部
門辦理不同主題的座談會，相互交換意見，疏解雙方角色的尷尬，了解彼此立場，並且
在會後藉滿意度調查搜集需改善的項目。
歷經一年互動，已明顯獲得業務部門認同與好評，行政部門人員感受到業務同仁的
善意招呼，甚至收到業務部門同仁的感謝信件，這正是 Qualia ──感質的成效所趨。

行政覺醒，規章大體檢
行政感動服務的追求是永無停止的過程，中衛在推動本次 ASAP 行政感動服務後，
行政部門自我覺醒地了解有些行政規章因年代久遠、或規章間彼此衝突，已不適用於現
今環境，因而進行一次大型檢視工程，將所有規章攤開、串連關係，逐條檢修，逐項整
併或刪除。此舉雖然費時費工，但可預見將去除冗長無謂的作業流程，修整之後將省時
省工省成本。
服務內部顧客的工作雖然看起來平凡，但卻是穩固業務基礎的偉大工作，在面對「顧
客至上」的外部環境考驗中，尋求顧客滿意已是必備基礎技能，更重要的是滿足顧客期
待，創新體驗，感動加倍的「全心服務」。
「ASAP 有感服務」主要理念包括上位者塑造信任、愉快的工作環境，系統中的人
員全面參與，並強調「事先預防」的觀念，對品質有所管理，永續改進，在執行中不斷
追求品質改善，以達卓越。

內部 ASAP 帶動對外服務品質
全面品質管理的「品質」是以顧客為導向，即顧客至上以及系統中的人須建立「品
質文化」，對品質有所承諾。服務品質就是積極不斷地改進，全體人員參與之，藉由滿
足與符合顧客需求，達成感質服務的目標。藉由內部行政服務品質的提升，帶動整體企
業氛圍，產生服務的基本觀，相信必定提升對於外部顧客的服務水準，間接提升企業形
象及營收的成長。
在有感服務已內化為中衛行政企劃部同仁的基礎能量後，未來更須思考如何持續提
出讓客戶耳目一新的創新服務，甚至將此份能量轉化為外部輔導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六產達人，蘇錦夥，中衛發展中心 2014.10。
2. 行政服務品質、滿意度與忠誠度之實證研究，陳逸琳（大同大學資訊系碩士）。
3. 服務態度管理：四家標竿個案研究，詹定宇（靜宜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中華管理評論，Vol.2,
No.6, p.17 ∼ 34。
4. 員工對服務態度的認知與服務品質之關聯，彭雪紅，中央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93.12.29。
5.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中小企業感質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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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螺絲釘，敗也螺絲釘

全面杜絕行政缺失，
降低組織風險
雖是行政部門的小小螺絲釘，卻可能左右組織成敗。唯有全員合作建立有效檢核制度，全面
杜絕行政缺失，才能確保組織營運無礙，成長茁壯。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顧問 廖本盛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企劃管考組企劃管理師 黃崇仁

一架波音 747 系列客機約有 600 多

不需要的運作成本，最終確保績效，維護

萬個零件。為維護乘客航行的安全，每

保障相關資產的安全（如，智慧財產、營

次執行完任務後，必須立即進場執行安全

業秘密、關鍵技術、機房設施等），達成

檢測，此檢測程序猶如外科手術般謹慎細

組織營運獲利等經營目標。

緻，整體機身無論內外皆為檢測重點，如：
檢測擋風玻璃、發動機、電力系統、排氣
設備、輪胎、機身…等組件，確認是否有
裂痕、損壞、異物撞擊、零件鬆脫、電線
短路、金屬疲勞或其他不正常情況。客機
一上天際，即刻要承受最大可達 3.5G 的
空壓（客機重量的 3.5 倍），若機體結構
不符安全標準，航行突遭遇亂流或無法承

降低行政缺失三大要領
降低行政缺失，是組織刻不容緩的重
要任務，下述的精細工程甚為巧妙，其關
鍵要領分為三個作業時期來探討與說明。

一、前置作業期

受如此大的 G 力，很可能導致空中解體。

1. 全盤風險體檢

一顆螺絲釘撼動成敗

風險，首重於對組織做全盤風險體檢，以

為了解組織經營環境潛藏的行政作業
盤點辨識相關制度措施及作業機制的風險

組織跟客機一樣，行政作業流程上，

項目，再進一步分析對組織的影響程度，

依組織規模的大小有上百個、上千個甚至

同時檢視對應的現行控制或監視機制是否

上萬個檢核點，若有檢核點未確實依循規

有需檢討改善之處？

定辦理，或前檢核點都依賴後檢核點的把
關，導致每個前檢核點變得鬆散，這樣的
組織將承受有如「星火燎原，涓水穿石」

2. 預測風險原因，判定疏失分級，
建立標準流程

的風險。這就說明了，一顆螺絲釘也可能

接著，組織必須預測作業風險發生

成為撼動成敗的關鍵。如何有效防範，端

的可能原因，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依據

看企業如何合理設計檢核點、精緻規劃適

解析出的風險高低程度，對疏失產生的可

當關鍵控制措施、強化各級人員細微把關

能性作分類分級，並將風險較高及未列

的心態與專業，以降低行政缺失。

於可接受風險範圍內的作業項目，擬定

從另一角度來看，完善控制措施及

相關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完美操作實務，將造就可靠的財務分析報

Procedure, SOP） 與 標 準 作 業 檢 核 表

告與營運關鍵資訊，協助經營者做出最正

（Standard Operation Checklist, SOC），

確的前瞻性決策，進一步有效整合相關資

落實於各個工作站的日常作業上，以避免

源、促成跨單位合作，並降低浪費，減少

各控制點有所疏漏，並可強化把關檢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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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擬定 SOP 及 SOC 的同時，亦可提

益，以說服高層，獲取支持，並取得相關

出後續改善作法，一併調修不合時宜或窒

推動資源。

礙難行的規章條文。

接著，由高層宣示策略。宣示的內

如同孟子所云：「離婁之明、公輸子

容須細微推敲，首帖就得觸及各單位管理

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工善必

者與員工的心理層面，闡述追求卓越的精

須搭配利器，持有優質的作業工具方能有

神、目的及衍生效益，並明確說明各單位

效達成預設管控目的與目標。因此，制定

的分工任務，讓各人員皆能了解自己肩負

SOP 及 SOC 的過程亦不可馬虎行事，應

的責任，凝聚共識，破除抗拒心理。

謹慎分析、精細設計與預應設想，以作為
降低行政疏失發生率的前導指引。

（2）初中階管理者支持
初中階管理者扮演著管理措施推動及

3. 編撰訓練宣導教材，掌握知覺成效

SOP 與 SOC 編撰成形後，接續重點

落實執行的關鍵角色，亦為把關的首要之
衝，其對管理措施的推行態度，將高度影

在於「認知」與「落實」的掌握，將流程

響員工的作業方向與行為。例如，重營收

規範編撰成訓練宣導教材，敦促全體及權

的業務團隊容易忽略其他管控指標，輕忽

責員工有效駕馭相關管控概念，並作為新

簽核程序，不良品將不斷被產出並將其流

人到職時的輔助訓練教材，植入規範的

出；如果凡事依賴行政單位做最後把關，

DNA。

有時在行政單位把關前，事態已嚴重影響

為掌控訓練的成效及關鍵訊息，使其

組織營運，補救則為時已晚。

成功深植於員工心中，因此，各作業範疇

因此，推動團隊應與中階管理者進

訓練教材編撰時，應以「內控的重要性」、

行溝通，分析相關利害關係，讓中階管理

「降低疏失的概念」、「管控的要點」及

者逐步建立正面態度，負起落實督導的責

「實務案例」等原則為構思方向。

任，此為文化認知塑造的關鍵第二步。

為了檢核受訓成員對課程授與所傳達

溝通的作法，可透過「企業觀摩」

的重點能否掌握，則可透過測驗、模擬實

喚起中階主管的意識；邀請專家大師來場

作等方式作判定，其檢測編定的設計方向

「卓越演講」，增強中階主管對缺失防範

可依循「範疇概念」、「常犯疏失」、「潛

的重視與論述基礎；透過「教育訓練」協

藏風險」及「案例解析」等原則。

助中階主管了解組織相關規定及易犯的錯
誤，並藉由「主管共識會議（Kick oﬀ）」

二、推動宣導期

述明各重要管制點及把關的重要性，以強

1. 凝聚全員共識，文化認知塑造

化行政與內控相關基礎認知。

（1）經營管理者宣示
組織內部推動行政措施相關專案時，

（3）全員訓練宣導

首當其衝即是員工抗拒的心理，為突破

行政管理措施在推行上常犯一個錯

如此窘境，高層的支持顯得特別重要。

誤，總認為將措施「公告」之後，員工一

因此，作業團隊首要任務即為對專案做詳

定就能了解相關措施的意涵及重要性，或

細分析報告，提出充分推動理由與營運效

者舉著「規範已公告」的旗幟指責未注意

全面杜絕行政缺失，降低組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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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犯錯的員工，這樣的作法非常危

之前應依據「常犯之缺失」、「辦法

險，只會增加員工憤怒不滿的情緒，

變更項目」及「重點規範」，設計自

於年度結束前，盤點檢視相關作

對杜絕問題實無幫助。因此，關鍵第

評項目與內容。之後，要求各單位展

業辦法，釐清同仁是否均能遵行辦法

三步是針對「全體員工」、「新進員

開自我評估，於自評後針對缺失及需

中的規定？是否有易於疏忽之處？因

工」及「專責員工」施予不同等級的

檢討項目進行改善。

此，詳細檢視相關辦法，將可能的風

教育訓練。

條文，便利作業流程與作法臻至良善。

險分成「不易落實、潛藏

為了推行行政措施，「全體員工」

（4）部門互稽

未曾發生、

未與時俱進、曾經發生」等類別羅列

及「新進員工」的訓練重點在於「概

部門指派已完成認證之稽核員，

念認知」，至於「專責員工」，則著

進 行 部 門 交 互 稽 核， 並 將 各 單 位 的

檢視時，建議最好有 3 人以上一

重於「管理技巧」，訓練方式包括經

ISO 自評報告納入稽核的參考資料。

起共同檢視，可激盪出不同的想法或

驗分享、課程規劃、測驗設計、管理

稽核後，受稽單位對於不符合事項提

作法。

實作等。

出矯正預防對策，交由稽核員複查追
蹤改善成果。

2. 優化檢控制度，落實即時管控
本階段在於發展自檢

互檢機

制，由行政部門負責員工於每次作業

出改善建議事項，修正作業方向、頻
率及重點，以達即時管控之目的。

3. 利用 KRA 分析，預應潛藏風險

稽核小組於彙整各部門之缺失與

具關鍵性的重要作業常左右著事

改善狀況後，再提報管理審查會議，

務成敗，需特別獨立列出，依照作業

進行後續作業相關討論與決策指示。

流程對人、時、地、物、事採行關鍵
風險分析（Key risk analyze，KRA）。

進行自檢，並定期相互查核及檢驗，
利用檢核制度避免人為疏失，隨後產

檢核，而後找尋有效對策。

三、精進強化期

KRA 分析，是針對關鍵流程領域，聚

1. 登錄異常事件，揪出潛藏魔鬼

焦改善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仔細思考

為維護「前置作業期」及「推動
宣導期」所建立的基石，揪出潛藏在

每一流程可能或潛藏的缺失所產生風
險，而後設計思考防止缺失的作法。

細節中易於忽略的魔鬼。因此，行政

KRA 分析過程中，若風險項目眾

權責人員依據流程，確實依照各

單位應每日監督作業現況，將「異常

多，可再評估各項目風險的危害程度，

檢核項目來檢核所有作業，確實登錄

事件」作風險事件分類登錄，協助相

決定採行對策的先後次序，並訂定完

自檢表（SOC）。但特別要注意，除

關人員深度了解異常過程與細節，並

成日期，以利追蹤管理。

了有檢核項目的自檢作業外，未列於

進一度分析對組織的影響，研擬後續

如何評估風險的危害程度？一般

處置作法，即時追蹤缺失單位或人員

而言，評估項目計有：發生頻率、影

之改善作為，降低行政缺失所產生的

響程度、偵測困難度或其他指標，將

（1）自檢

檢核項目的特殊狀況亦是自檢重點。
（2）互檢

衝擊。

各項目依狀況予以分級，並給予 1 ∼

為了落實自檢作業，定期由自檢

對疏失的漏洞作相關性分析，可

5 或 1 ∼ 10 之分數，再將各分數相乘，

作業權責員工相互檢查，檢視有無缺

作為後續調整不合時宜規章辦法的依

分數高低代表風險高低，此評估方法

失，或提出更好的建議。

據，且有利於對各單位易於犯錯的細

已被廣泛應用於各行各業。

節作強化教育宣導，讓組織持續改善。
（3）ISO 自評
此項措施的目的，在於提醒各部
門應注意的作業事項，並作為「部門
內稽」前掌握相關作業資訊。在自評

2. 全面檢視辦法，降低未遵循的風險
企業的規章辦法應持續不斷地檢
視，調整不合時宜或窒礙難行的規範

4. 防止錯誤再發小撇步
要杜絕行政缺失，除了運用相關
作業機制，亦可搭配智慧作業工具來
降低組織風險。以下彙集了 5 項小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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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供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參考。

Proposal，RFP）等，對於文件內涵應包
含哪些項目和內容，承辦員工或許專業度

（1）發展檢核表
若處理的作業性質複雜，需要注意

不足，不易思考周全，若能建立範本供員
工參照使用，事半功倍又可減少缺失。

的事項必然較為繁瑣眾多，這類作業非常
容易疏忽某項作業而造成缺失。若能將需
要注意的事項予以列表，於作業時逐步檢
核，可大幅減少作業疏失。

（5）善用行事曆
在作業面上，常會有定期或某時點
需執行檢核的作業，為避免遺忘或工作量
大而忽略作業，可運用各種小工具協助提

（2）利用錯誤態樣

醒，如，筆記本、手機、Outlook、APP…

曾經發生過的錯誤，承接的新手或新

等。但此作法若要有成效，必須養成登記

進員工很可能再度犯錯，風險程度亦相對

的習慣，在行事曆上下足功夫，善用提醒

提高。如何預防再發呢？若能將已發生的

機制，才能協助作業順利的展開。

錯誤予以分類彙整，進行必要的宣導或教
導，提醒員工注意，可有效防止缺失再發
的機率。
（3）設計系統防呆
人因有體力、精力、專注力及處理經
驗等相關限制，作業難免有出錯的時候。
因此，可以將常犯錯的作業點或員工可取
巧之處納入系統管控，做功能性的設計，
作為人為操作上的配套措施，協助把關，
其效益如下：
A 防止遺漏資料：資料未提送，系統作業
無法繼續進行。
B 防止漏簽名：未簽名，系統作業無法繼
續。
C 防止越權簽核：避免非核決權限之主管
越權核決。
（4）制定文件範本
員工在作業上常會接觸各式各樣的文
件， 如 合 約、 需 求 規 格 書（Request For

內控機制成功要素
本篇提及了許多相關防範措施與巧妙
作法，以下歸納幾項成功要素，提供企業
在處理行政缺失或規劃內控機制時參考。
1. 三不原則，締造零缺失
降低行政缺失，是組織全體員工的責
任，所有主管與同仁若均能依規定作業，
秉持不接受不良、不製造不良、不流出不
良等三不原則，嚴格把關，則邁向零缺失
將不再是個夢想。顯而易見，文化認知塑
造的任務著實重要。
（1）不接受不良：對於有瑕疵的前項作業，
一律退回或要求更正。
（2）不製造不良：自己的作業，一定依規
定辦理，不產生不良。
（3）不流出不良：送出前，務必再檢查一
遍（自檢）。
另外，每位主管與員工都是行政作業

全面杜絕行政缺失，降低組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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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控點。若每個人皆能把關，則內控必定良好；若把關不確實，可能導致整體
內控的失靈（如下表）。

總結來說，為邁向杜絕行政疏失
的卓越經營模式，應由心做起，每個

表 1：內控機制與員工作業的關係
管控作業
內控機制

相信凡事都能改善

員工都有持續改善的責任，且必須認

差旅浮報

人月超支

不符合約

報告未交

異常作業

管控點 1

※ 發現問題

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

管控點 2

－

※ 發現問題

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

以即時作最好的改善。在尋求全面品

知到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改變，而且可

－

－

※ 發現問題

審查通過

審查通過

質管理的當下，必須做到沒有妥協，

稽核

－

－

－

※ 發現問題

審查通過

每一項服務與每一個過程都要做到

內控狀況

內控良好

內控佳

內控尚可

內控不良

內控失靈

「一流」，務必抱持著不接受不良、

管控點 3

2. 善用資料庫，加值數據效益

不製造不良、不傳送不良，「第一次
就做好」的處事態度。

杜絕行政缺失並非一蹴即成，許多狀況並非可預期，但重要的是，已提出的

推行的相關措施，皆需落實追蹤

改善對策、流程規範設計以及常發生疏失的地方，皆應於日常作業上（如，自檢、

工作進度，確認成效確認，定期檢討，

互檢、自評、互稽等前述相關作業）隨時記錄下來，建立資料庫，列出改善事項、

除可即時改善的缺失外，對於較為龐

改善原因、疏失等級、疏失單位、改善對策、設計理念等資訊，並進行數據分析，

大或複雜未能於年度完成改善的相關

讓作業人員了解歷史資料，避免重蹈覆轍或重複作業，提出前瞻性預防對策，有

缺失或措施，也應規劃納入次年度計

效降低組織風險與作業成本，精進作業規範。

畫作改善。在文化的塑造上，則必須

3. 運用 ICT 工具，精氣神到位

人為作業疏失難以避免，現今科技工具非常發達，若能加以善用ICT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工具（如，手機、Outlook、APP、系
統…等前述所提小撇步），設計相關管控、提醒並納入電子範本，協助專案相關
作業順利執行，則能減輕業務單位作業上的盲點與作業量，幫助行政單位有效管
控缺失的產生。
4. 圓規搭配加乘，創造綜合效益
《孫子兵法》說，「上兵伐謀」才是最好的良策。因此，打造精兵（員工）
良器（工具），搭配「共同的行為，自覺的習慣，激迫的學習」等文化認知塑
造，是為降低行政疏失的重要關鍵。
孟子也說：「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政五音，
不可以勝用也。」各管控及防範機制應相輔相成搭配，缺一不可，才能運用無窮，
產生綜合效益，使每一管理隘口皆能充分發生效用。

注意持續凝聚員工的共識，作經驗分
享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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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以團結圈和究極精神
打造改善魂
團結圈活動是鼓勵所有成員發揮「究極」精神，不斷思考「還可以做什麼，如何追求最高境
界」。每人每日小改變，生出組織變革大力量。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企劃管考組副管理師 周婉暉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企劃管考組副管理師 王淑韻

行政部門的精進，是穩固組織發展的

1962 年，日本經濟步入二次大戰後

基礎。長期以來，在營利優先的前提下，

復興期尾端，進入飛躍性高度成長期，

行政部門改善常被置於優先排序後端，然

日本石川博士開始推動團結圈，不只訓練

而，企業的行政管理關係著企業的資金與

工程師與主管階層，而是透過教導各領域

經營等業務推動順暢度，行政部門就如滾

經理品管方法，協助各單位從小處改善，

動企業大齒輪的一個關鍵齒輪，對行政工

縮減龐大的品管部門，這種反向的思考模

作的要求自然就不僅止於能夠協助其他部

式，將日本產品品質推昇到國際級之列。

門運作而已。如何使改善這顆齒輪，協助
企業運作得更快更好，是企業提高管理水
準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團結圈活動與行政改善
團結圈活動是國內現場改善的重要手

所有員工一起轉動PDCA循環
隨著時代更迭，柿內幸夫教授在《微
改善變革》一書中指出，70 至 80 年代日
本以製造業施展國力，高製造水準列世界
前茅，但現在單靠品質優良已無法滿足市

法，近兩年陸續有企業行政部門導入該手

場需求，應將過去以品質為中心的想法，

法進行改善。中衛長期引領團結圈活動，

轉變為在維持水準的前提下，進一步追

深知行政改善乃為業務發展的基石，行政

求具有魅力的附加價值，而企業在這個階

革新刻不容緩，因此早在 98 年便將團結

段最該執行的事情，應是請所有員工以他

圈活動導入行政部門，逐步推動行政改善

們擁有的力量，開始進行能力許可範圍內

工作。今年起，中衛更參考日本究極服務

的改善，不斷的思索、修正、邁進，轉動

的精神，推動有感有效的服務。接下來，

PDCA（Plan-Do-Check-Action） 的 循 環

我們將介紹團結圈活動的發展運作及究極

機制。

精神的展現，供有志從事行政改善活動的
企業參考。

台灣團結圈活動源自 1967 年，迄今
已近 50 年，主要精神為：「工作性質相

團結圈活動的構想，源自於 1950 年

似或相關的人，共同組成一個圈，本著自

美國戴明（Deming）教授的統計方法課

動自發精神，運用各種改善手法，啟發個

程，以及 1954 年朱蘭（Juran）教授的質

人潛能，改善各類問題。」

量管理課程。在那個年代，美國品管部門

企業可透過團結圈的操作手法，結合

是一個組織龐大的部門，成員包括品管工

團隊力量與群體智慧，持續從事各種問題

程師、信度工程師和其它領域的專家。

的改善，除了可有條理有效率地解決問題

以團結圈和究極精神打造改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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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更重要的是能使每一成員有參與

讓小改變產生大力量。
談到日本究極精神，多數人都會

感、滿足感、成就感，進而體認到工

使員工不斷提供超越客人期待的服務
品質。

作的意義和目的。

想到加賀屋旅館，該旅館曾連續 30 年

透過問卷了解客人的不滿，便是

獲得日本專家票選的飯店及旅館綜合

其中一例。加賀屋每年約收到二萬份

行政再造是大勢所趨

評比第一名，是日本皇族喜愛的旅館，

住宿問卷回函或信件，每封問卷和投

也是多數日本國民一生中想去住宿一

訴信都會被標註日期、投訴事項或期

次的高檔旅館。

待，尤其針對抱怨及不滿部分，會讓

團結圈在台灣萌芽初期，台灣松
下、統一等企業均派員前往日本學習，
並引進外部顧問輔導；到了成長期，
中衛發展中心投入輔導，許多台灣標
竿企業、醫療產業與公營事業，包括
裕隆汽車、中華電信、中國石油、中
國鋼鐵等，都先後投入推動團結圈。
近年來，團結圈已進入成熟期，
配合台灣產業發展趨勢，新興電子產
業、行政機關、服務業與學校單位也
開始導入，其中包括台積電、台北捷
運、淡江大學等企業機關。
因應產業趨勢的改變，團結圈活

對旅館而言，「服務」即是商品
本身。以服務受到業界推崇的加賀屋，

全公司員工確認，確定歸屬單位後立
即改善處理。

對服務的定義是：「接受專業訓練的
員工領取薪水，為客人做出正確有益、
引發客人感激和滿足感之事」﹔更進
一步界定服務的本質是：「正確性」
和「熱誠款待」，前者是理所當然該
做的事就要做，後者是要從客人的立
場出發。

永不停歇的改善進化

把客戶投訴意見當聖經
二萬份問卷等於二萬個改進方
針，是多麼珍貴的改善建議！加賀屋
把這些投訴意見視為旅館經營聖經，
每年召開四次「投訴大會」，一年召
開一次「CLAIM 大會」，在每一個被
指摘的地方尋求改進，並將客人及投
訴內容建檔，做到「同一人下次再住

動的主題從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力、

要提供高水準服務，標準化作業

宿時，不再發生投訴問題，或滿足對

縮短交期等範疇，延伸至以顧客為導

自然不可少，加賀屋提供員工紮實的

方期待」，藉此發掘館內缺失。讓投

向的提升服務效率、服務品質等議題。

教育訓練，並編列各項工作手冊，甚

訴客人在下次蒞臨時感受到改進與改

近年來，有較多企業由會計、資訊等

至定時讓員工參加讀書會及研修會，

變，也是擄獲客人忠誠度的方式。

行政部門組圈提出改善議題，顯見團

務求將服務的品質提升至一定水準以

結圈活動的觸角已由業務現場逐漸延

上。

對所有從事服務業的人員而言，
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客人投訴，因為

伸至內部的行政組織，改善工作的推

正如同企業內部的行政作業，「做

客人的投訴就是企業的財富。肯抱怨

動在組織內部的全面性展開已成未來

完」或「做好」的境界截然不同，要

的客人，其實是在教導企業如何變得

趨勢。

達到最高境界的服務，就必須使員工

更好，是一項值得感謝的事。抱怨與

發自內心地熱誠款待，而培育能徹底

投訴是還有希望的證據，若客人已經

站在客人立場思考的員工，才能將服

失望到連抱怨都懶得做，絕對會比處

務這項工作發揮得淋漓盡致。

理客訴產生更大的損失。

日本究極精神：加賀屋
團結圈活動可說是日本傳統「究
極」精神的展現，「究極」就是思考
「還可以做什麼，如何追求最高境界」
的極致。團結圈活動鼓勵企業所有成
員不斷循環思考在業務上還能產生什
麼正向改變，從日常作業中調整修改，

身為「服務專家」的加賀屋員工，

教導員工處理客訴的心態，由負

面對要求越來越高的客人，無論是工

面情緒抽離，轉而以「感恩」的正面

作心態或應變能耐，都非得經常「進

心態面對，也有助於和客人溝通、後

化」不可。與團結圈活動的精神相仿，

續處理順利圓滿，這也是加賀屋樹立

加賀屋透過永不停歇的微小改善，促

第一品牌的不二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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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問題與自我實現循環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 H. Maslow）指出，人類的需求是從最低的生理、安全層次，

中衛報告 No.31 2015 年 1 月

逐步提升到社會、自我及自我實現；生理是對食物、睡眠等最基本的身體需求；安全是

總體篇

避免身體危險或恐懼；社會是團體的歸屬感、友情等；自我是尊重及自我的價值；自我
實現是追求自我啟發和成長。美國心理學家赫茲柏格（F. Herzberg）曾詢問擔任製造及
業務工作的 200 名員工，發現他們在工作上感到滿足的主因是自我實現和自尊。

Self Actualization 自我實現需求
Ego Needs 自尊需求
Social Needs 社會需求
Security Needs 安全需求
Body Needs 生理需求

圖 1：馬斯洛的需求層級

根據日本品質管理學會．管理間接部門之小集團改善活動研究會編譯的《開發營業
後勤的小集團改善活動》，若能透過自我思考，提出改善方案並確認成果，這就符合了
「自我實現」。自我實現循環的模式說明，出現了人們應挑戰的課題時，人們就會發現
到自己能力不足而產生學習欲望，問題獲得解決後，會產生挑戰下一個課題的欲望，透
過這樣的循環感受到自己在組織中的功用，進而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持續發現小問題，持續改善，就會持續進步。以日常生活為例，若隨時注意及調整
自己的飲食、體重和睡眠，身體就會健康、減少就醫次數及醫療成本。一旦疏於注意而
生病了，就只得透過醫療恢復健康，並耗費大量時間金錢及精力調養。
中衛發展中心長期扮演台灣團結圈活動的領頭羊，努力透過許多柔性活動強化同仁
對改善重要性的認知，例如，主動改善服務程序、給予新進同仁關懷並告知服務窗口，
或成立服務關懷團，主動出擊了解業務部門需求，為的就是讓服務更有感有效，培養有
感服務的文化。為了精益求精，還透過秘密客及年底的滿意度調查，了解潛在的服務需
求，持續改善。

以團結圈和究極精神打造改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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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問題

需求的提升

認識能力不足處

自我實現
實際感受到
經營成果、成就

經由互相學習
提升能力

解決問題

活用與發揮能力
圖 2：自我實現的循環

規範容易在短時間內遵守，文化

助，只要隨手施行微小的改善，便能

卻難以在短時間養成，改善文化不只

逐漸形成公司內的改善文化，改善的

是作業程序的改變，促使同仁從自己

正向循環便能在部門內持續流動。

從 5S 體驗改善非難事

由團結圈活動及加賀屋成功的祕
訣可知，改善文化的養成是多麼微小
卻又重要的事情。改善文化的導入沒

的日常生活和作業開始啟動微改善，
才能寓改善於生活。

知不覺中持續精進。

改善不止於至善
改善是永無止盡的，面對世界的
瞬息萬變，無論在工作或是日常生活

簡單的收拾辦公桌動作可增加工

中，唯有隨時思考、提出改善方案，

作效率，也是改善的一種形式，因此

才能順利因應。從「點」的自我改善，

中衛發展中心推動 5S 活動。

到「線」的作業流程及跨單位改善，

5S 起 源 於 日 本， 是 指 在 生 產 現

進而到「面」的整個組織到與外部關

場 中 對 人 員、 機 器、 材 料、 方 法 等

係，從上到下整體動起來，「持續改

生 產 要 素 進 行 有 效 的 管 理。5S 為 整

善而不止於至善」，才是奠定公司永

理（Seiri）、 整 頓（Seiton）、 清 掃

續改善文化最高精神宗旨。

（Seiso）、 清 潔（Seiketsu）、 素 養

電影《一代宗師》中有句對白：

（Shitsuke），透過活動提升外賓對辦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在不斷的

公環境觀感，更能間接提升同仁工作

改進中求精進，期許能持續維持改善

效率，保持正向的環境氣場。

的熱度，改善文化的發條一旦上緊，

同仁可以在過程中體會改善並

公司整體便會隨著改善齒輪的緩緩運

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也並非一定要作

行，持續推動全體員工前進，無論年

出什麼大型的改善才能對公司提供幫

資多寡，均能在改善活動運作下，不

有早晚與否，一旦開始就開啟了改善
的正向循環，而行政改善雖是一般公
司容易忽略的部分，卻也是公司運作
的基礎，惟有讓基礎有效率，業務才
能在穩固的基礎上蓬勃發展。

◎參考資料
1.柿內幸夫（民103）。微改善變革。台北
市：中衛發展中心。
2.周幸叡（民99）。究極之宿-加賀屋的百年
感動。台北市：高寶。
3.日本品質管理學會管理、間接部門之小集團
改善活動研究會編譯（民101）。開發營業
後勤的小集團流程改善活動。台北市；中
衛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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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衛發展中心的行政革新革心運動

熱忱有禮，喚醒服務意識
中衛發展中心把禮儀當成一門新知識，帶領員工認識禮儀的本質，做到尊重、同理心與耐煩，
提升工作意義商數，樂於主動了解並滿足顧客需求，有效解決問題。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人力資源組副管理師 黃曼君

當代行銷大師、哈佛商學院李維特

專業分工，內部顧客往往不易辨別哪一流

（Theodore Levitt）教授指出：「顧客真

程出了問題，或是該找哪一位行政後勤人

正購買的不是商品

服務，而是解決問題

員洽詢，而且，細緻的專業分工有時難免

的辦法。」若將這樣的概念延伸應用到行

有灰色地帶──那些責任劃不清卻又彼此

政後勤人員的工作上，其實也相當適用。

牽動的業務範疇。此時，用心了解洽詢電
話或信件的背景脈絡，就成了提供最佳服

決勝在完整的顧客歷程
行政後勤人員提供服務的最終目的，
在於協助業務前線的夥伴們──重要的內
部顧客，獲得有關行政程序、制度規範上
的最佳解決方案。
若僅將焦點關注於如何訓練並確保
行政後勤人員的應對進退，使其能在各個
互動的接觸點（touch point）上，以禮儀
加上標準回答話術，在標準時限內完成回
覆，那麼，可能會讓服務的成效僅止於單
一事件的處理。
其實，顧客在與服務者接洽時，最
為在意第一線員工是否熟知業務，以及
是否一通電話就能解決問題（Dougherty
& Murthy, 2009）。因此，當過度強調接
觸點，且只狹隘地追求接觸點的滿意度，
反而會高估所獲得的服務評價，卻忽略更
要緊的事情──完整的顧客歷程，才是真
正影響顧客是否願意繼續買單的決勝關鍵
（Rawson, Duncan, & Jones, 2013）。

務的關鍵，這就要靠聆聽的功夫，更多時
候需要能發揮同理心。
對於提供服務的人員而言，當顧客問
到了不是所負責的業務範疇時，回答的方
式往往可分為三種型態：鋸箭法的、負責
的與當責的（何飛鵬，2011）：
──「這不是我的事，你可以去找某一個
部門的人處理」
──「我會幫你轉達給負責的人員，協助
你處理。」
──「你放心！我會轉告相關人員，協助
你完成這件事。」
任何曾經因不當服務而受氣的人，對
於第一個鋸箭法的回答方式應該不陌生，
甚至可能已經會心苦笑了。那般地回答只
是讓問題不要停留在現場，卻沒有解決任
何問題。

熱誠＝熱情＋誠信
如何讓行政後勤人員意識到自己扮演
的角色重要性，並了解如何讓自己的行為

一通電話解決問題
換個場景，不難想見內部顧客也會希
望在一通電話的互動中，就能獲得解決問
題的答案。然而，行政後勤服務常有很多

表現達到內部顧客們的期待，再經由內化
過程產生正向感受，乃至能提供好服務當
作自己的承諾，願意主動多做一些，正是
中衛發展中心推動革新、革心的主張。

熱忱有禮，喚醒服務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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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衛發展中心要推廣的不

人員，不僅轉授、宣達禮儀的知識與

只是禮貌運動。「有禮」容易透過訓

目的給同仁們，更扮演禮儀落實的第

練達成，但要做到「熱誠」，就要靠

一線把關者。

全員的認同。熱誠，正是中衛發展中
心全員共享的價值理念之一。「熱誠
＝熱情＋誠信」，用認真的心協助別
人解決問題，用同理心把問題也當成
是自己的，並能承諾做到。

「有禮」的本質是尊重
「禮」為一種社會規約，是人與

讓禮儀上升到同理心層次
推動改變的做法，除了「由上而

掌握關鍵時刻的互動
關鍵時刻（moments of truth），
是談服務品質時不可遺漏的重要觀
點，因為員工與顧客的互動中是否能
贏得信任，往往決定了顧客是否願意
繼續相挺。一項研究發現，大多數顧

下」的推力，也要充分利用環境氛圍

客對於電話或現場拜訪或是其他互動

的加乘效果。人們並不是在「真空」

沒有什麼不滿，他們甚至不太在乎這

環境工作，或多或少受到其所感受的

些接觸點，真正讓滿意度低落的原因，

環 境 氛 圍， 而 影 響 自 身 的 行 為 展 現

常 是 他 們 在 經 歷 多 個 接 觸 點 後， 所

（Liao & Chang, 2004）。

累積的經驗是否讓他們持負面的評價
（Rawson & Duncan，2013）。

人之間言行舉止的標準；「儀」是禮

為了鼓勵同仁們在日常工作上

的具體化、形象化，指儀式、儀節，

應用、練習，把禮儀內化到第二個層

關鍵時刻常是發生在顧客遇到問

也 指 儀 表、 儀 態。 談 職 場 禮 儀 的 目

次，中衛發展中心透過回饋分享的機

題時，那些很可能看似很小的問題處

的，無不希望透過良好且正確的職場

制，使同仁們將實踐熱誠有禮的小故

理回應之中，例如：信用卡掛失、取

禮儀，傳達個人及組織的良好形象。

事說出來，用故事來向同仁們進行熱

消班機、產品汙損、投資理財建議等。

要求員工行為符合規範要求之外，更

誠有禮運動的內部行銷，更要能形成

當組織能有效率地解決顧客問題，並

需要讓員工能進一步意識到禮儀的本

一種服務導向的氛圍（service-oriented

願意站在顧客立場，提出解決方案，

質，是尊重。懂得尊重自己的工作，

climate），帶動其他尚在摸索學習或

則關鍵時刻的互動才能真正成為組織

更能禮敬他人，並藉由體察業務往來

須要改進的同仁，能夠一起體會箇中

的 競 爭 優 勢（Beaujean, Davidson, &

單位及洽詢同仁的需求，給予體貼與

差異，把熱誠有禮變成是中衛發展中

Madge, 2006）。

適切的處理，使彼此能夠理性溝通，

心同仁們應對進退的基本常識。

進而達成行政的目的（國家文官學院，

在 行 政 後 勤 服 務 裡， 關 鍵 時 刻

禮儀的最高層次，其實是同理心。

也發生在內部顧客遇到問題的時候，

背誦會議席次、上下樓梯、乘車座位

舉凡同一請假單欲使用不同的假別、

為能協助同仁們了解禮儀的實質

等合乎禮節的先後順序，似乎容易讓

一項因特殊需求而需要指定廠商的採

精神，中衛發展中心把禮儀當成是一

人產生繁文縟節的負面觀感，但若能

購、或是重要的必修訓練課程卻因故

門新的知識領域來共同研習，並分為

理解這些規定的本意，就能用同理心

無法出席等。

三大層次，逐步推動：知識層次、常

來做出正確回應。例如，搭乘電梯時，

識層次、以及同理心層次。

部屬或陪同人員需要先進後出，是為

2010）。

首先，從認識辦公室禮儀的「知

了方便主管、長輩或來賓出入電梯時，

識層次」開始，在行政部門經理會議

不會有被夾的危險。唯有透過不斷實

中，研討辦公室的基本禮儀，舉凡互

踐，並細心體察，才能將禮儀提升至

動招呼、電話應對、會議席次安排、

「同理心層次」，讓禮儀「存乎中，

服儀穿著、乘車電梯、業務拜訪等，

形於外」，創造真正的有感服務。

並責成各行政部門經理擔任禮儀種子

耐煩，時時保持覺察力
同仁的一個問題，卻往往是行政
後勤人員處理了很多遍的例行事務，
任何不經意的答覆，或是即便很有禮
貌地告知是公司規定的限制，都可能
成為提供最佳服務的「痛點」（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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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採用制式的標準答覆，雖顯訓練

日常作業中，展現熱誠有禮的具體樣貌。

有素，但很可能讓受服務端感受不佳，更

事實上，當員工的工作行為出現了

多時候也讓自己錯失了著力的機會。
試想，為何遊樂園旋轉木馬的服務人
員總能夠在每一場的啟動與結束之間，用

「不耐煩」，其實也正意謂著他們迷失了
明確的目標，更確切地說，是迷失了工作
的意義。

親切愉快的語調迎接顧客呢？如何能在繁
瑣、週期循環的工作中，不斷創造價值，
是服務者所需體會的心境，而「耐煩」就
是服務者的必備條件（楊倩蓉，2014）。
耐煩，不只是一件事重覆做而已，還要能
不斷透過思考每個細節，找到學習成長的
目標。
在中衛發展中心，行政後勤人員每人
每年至少須提出三件自主提案改善，並組
圈參與專案型的提案改善活動。這些提案
改善的點子，就來自耐煩──能在工作中
保持覺察力。

正向理解顧客的抱怨
誠 如 心 理 學 家 艾 倫． 蘭 格（Ellen
Langer）所言：「散漫地負面評估所遇到

意義商數決定工作表現
所謂的「意義」，係指當員工能感
受到所發生的情事與他們息息相關，且做
與不做之間將產生明顯的差異。當工作環
境的意義商數（meaning quotient, MQ）
低時，員工只想「把事情做完」，而非
追求「把事情做好」（Cranston & Keller,
2013），對組織而言，同樣沒有好處。
透過表層情緒控制的照章行事
（surface acting），一樣能以微笑面對顧
客，卻是傾向用合乎禮節的話術來說服顧
客，傳遞既有的服務給顧客，而非真正願
意傾聽、發掘顧客現在或潛在的需求，並
提供適當的解決方法。
當第一線員工能自覺地將自己內在

的人事時地物，或是發現問題卻無法解決

的感受連結到顧客問題的情境中，並以

的擔憂，才是影響表現的壓力來源。」

被 期 許 的 良 好 情 緒 進 行 回 應 時（deep

（Langer, 2014）因此，當同仁來電詢問

acting），將更易達到超乎職務期待的好

如何在同一請假單使用不同的假別時，需

行為。透過這樣的外在與內在情緒的鏈

要合宜地探詢請假緣由，如得知為因病住

結機制，將使員工能以正面積極的角度

院時，就還要能熱心地協助確認是否符合

來重新看待自己的工作環境，進而調節

團保理賠範圍、告知如何申請團保理賠、

自己的內在情緒狀態（Liu, Liu, & Geng,

提醒請假程序的相關注意事項等，而非一

2013）。

問一答、沒問沒答。
禮尚往來之餘，能夠嘗試在接洽互動
的過程中，即便是抱怨的洽詢電話，也可
透過理解對方的行為，發掘可持續改善的
地方，正是中衛發展中心行政後勤人員在

讓員工樂於取悅顧客
若說「快樂的員工可以有效傳遞熱誠
給所服務的顧客」，多數人或多或少認同
這樣的說法。然而，僅有快樂的員工，卻

熱忱有禮，喚醒服務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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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確保贏得客戶，除非組織還能

crafting），目的皆在於讓員工能自主

做到一件事：提供足夠的動機與方法，

掌握工作的好感覺（Wrzesniewski, A.,

讓員工樂於取悅顧客（Chun & Davies,

LoBuglio, N., Dutton, J. E., & Berg, J.

2009）。

M., 2013）。

許 多 人 對 於 工 作 的 想 法， 並 非

在中衛發展中心，熱誠有禮是接

僅侷限於獲取實質薪水或是打發時

觸顧客的有效觸媒。透過發掘顧客現

間，還期望能藉由工作的過程產生意

在或潛在的需求，也讓行政後勤人員

義感，無論那份意義感屬於「成長與

能在其專業分工領域追求持續改善，

目 的 導 向 」（growth-and-purpose-

進而提升工作環境的意義商數。

oriented），或是「保持心情愉悅導向」

稻盛和夫認為每個人心裡都有

（pleasure-oriented）（Steger, Dik, &

一顆想要為別人做好事的利他心，必

Duﬀy, 2012）。

須付出努力去喚醒它，這顆心才會出

紐 約 聯 合 廣 場 飯 店 集 團（Union

現。 職 場 上 的 付 出 行 為 一 旦 成 為 常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 創 辦 人 丹

態， 組 織 的 獲 益 將 會 快 速 倍 增。 當

尼．邁爾（Danny Meyer）提到：「如

組織成員扮演付出者，便能更有效率

果一起用餐的客人只看著彼此，服務

地解決與協調各種問題，營造出有凝

大概沒什麼問題。但如果客人都東張

聚力、相互支持的組織文化，得到顧

西望，也許這是因為他們很欣賞餐廳

客、供應商與優秀人才的認同（Grant,

的建築，但更有可能是因為服務太慢

2014）。就像樂團中的每一位成員都

了。」（Likierman, 2009） 同 樣 地，

必須照同一份樂譜演奏，才會有一場

如果同仁們針對剛剛佈告的資訊陸續

協調完美的演出，這份樂譜在中衛發

來電，或是在某個業務執行時總會收

展中心，就是熱誠有禮。

到密集的洽詢，就要敏銳地覺察其中

及國際禮儀。台北市：國家文官學院。

可能有尚待改善、精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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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衛發展中心策略推動地圖

善用工具讓策略完美鍊結
善用各種管理工具，確立關鍵課題，讓組織落實執行策略，邁向成功轉型之路。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企劃管考組經理 王瑋誠

政府為達成特定政策或行政目的，常

此外，中衛發展中心也透過管控回

透過組織設置條例或行政命令等方式捐助

饋來追蹤實際成效，連結個人績效卡及績

成立財團法人，以增加實務運作的彈性，

效獎酬制度，成為一連串的管理模式及循

在各種不同領域扮演關鍵推手，發揮特殊

環。善用管理工具，可使全體同仁了解及

功能。但在今日複雜多變及政府預算逐年

認知企業之使命、願景、策略與短中長期

刪減的經營環境下，財團法人如何獲得競

目標方向，並配合績效獎酬制度，來誘使

爭優勢，籌措自主財源，是必須思考的重

員工共同努力，創造組織的綜效。

點。

以下藉由中衛的經歷，說明企業或組
為取得長期競爭優勢並展現優勢定

位，法人單位須重新審視並規劃其「策

織在實現企業或組織策略時應注意哪些原
則。

略」，以奠定中長期發展方向。然而，能
將策略具體地轉化為組織及部門的目標，

原則 1

進而落實到個人行動，實非易事。除了要

確立關鍵課題，集中施力

突破既有的組織框架及文化，也必須善用
管理工具及資訊技術，將總體目標融入日
常作業流程中，進而實現組織策略。

中衛實現組織策略祕訣

《好策略壞策略》一書指出，企業或
組織在導入任何管理工具前，應從當前經
營所遭遇的關鍵課題開始診斷，找出真正
的原因後，再提出一套最適的解決方案。
關鍵課題診斷時，應觀察未來外在環境變

近年來，隨著業務拓增及人員成長，

遷及產業趨勢機會，運用新的營運模式來

中衛發展中心開始遇到所有企業都會面臨

有效改變內外形勢。如果企業與組織僅盲

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成功落實執行組織制

目的使用管理工具，而沒有把過去遭遇的

定的策略。中衛運用平衡計分卡的基本模

失敗經驗與障礙課題鑑別出來，只會徒增

型，將組織發展方向劃分成財務、顧客、

不切實際的目標、預算、成本和工作，不

內部程序、學習與成長等四項構面，同時

會產生可行的策略與行動。

導入策略地圖的概念，將內外部所需面對

從關鍵課題中找出瓶頸及突破的方法

的課題，有系統地轉換成各項長短期的策

後，企業及組織必須釐清幾個議題：哪些優

略性議題、策略性目標、關鍵指標與行動

勢應深入強化或擴大綜效，哪些必須及早補

計畫，並確認各項策略及指標間的因果關

強，哪些必須集中力量及資源。藉由關鍵課

係，讓策略及策略之間能緊緊鍊結。

題的釐清，確保策略議題能逐步展開。

善用工具讓策略完美鍊結

25

中衛報告 No.31 2015 年 1 月【封面專題】

實務上，在釐清關鍵課題時，常

關係及結構化程度，讓各方面的資源

斷與事業單位主管溝通，各事業單位

藉助數據及資訊系統的力量，讓幕僚

及能量，甚至內部的營運流程面，都

逐漸釐清其關鍵的績效指標，清楚掌

團隊迅速掌握歷年趨勢、業務消長、

能到位，並支持新領域佈局的發展，

握績效指標的目的及成效，並發展出

產品分佈及多項財務分析指標。

這樣才能讓新的機會孵育成形，俾利

持續性績效指標的管理原則，引領企

達成企業或組織的願景。

業或組織往正面方向邁進。

及主管機關施政方向，即時因應，並

原則 3

原則 4

快速落實在策略議題上。

訂定績效指標，落實執行

主管全力支持，領導變革

另外，也可成立內外環境動偵測
小組，掌握內部營運課題、外在政策

原則 2

建構策略地圖，釐清因果

事業單位透過策略議題承接企業

除了機制設計及相關配套措施

或組織的策略方向，使組織內部各單

外，高階領導者的重視程度、承諾與

位與策略緊密結合，真正發揮其效益。

參與，是策略規劃成敗關鍵因素。高

從關鍵議題到策略議題的形成，

衡 量 策 略 執 行 完 善 與 否， 需 要

階領導者才能真正掌握組織策略的全

再到實際的執行階段，還有很多問題

配合適當有效的績效衡量制度。《平

貌，若推動過程中能獲得高階主管或

需要克服，其中最困難的部分在於，

衡計分卡》書中指出，傳統的績效衡

經理人支持，在實施過程中則可不受

如何將策略議題轉化成各層級主管與

量制度著重以財務指標來代表績效，

阻礙，不會浪費規劃與設計時所投入

員工能了解的訊息，進而驅動組織運

這雖然能反應企業的經營結果，但卻

的各項人物力成本。

作，落實組織策略。策略地圖及平衡

未能有效掌控營運的即時情況。若企

策略的制定往往會牽涉到各部門

計分卡提供了一個建立溝通策略的平

業或組織只重視短期財務目標，而忽

之間的利益切割與取捨，當內部無法

台與步驟，使企業或組織能夠以結構

略對顧客、內部營運流程及教育訓練

達成協調共識時，還是必須由高階領

化、量化、統一性的語言來描述其策

等有助於企業建立長期競爭優勢之投

導者擔任障礙排除者，做出定奪及決

略議題及目標。

資，企業或組織在激烈的環境中更難

策。況且，高階領導者其實掌握著企

永續經營。

業或組織的關鍵資源，若能得到其挹

《策略核心組織》書中指出，策
略地圖就是「達成特定價值主張的行

在平衡計分卡推展過程中，可能

動方針路徑圖」。平衡計分卡能夠幫

會產生許多衡量指標，但企業或組織

為了要打破策略執行的障礙，實

助這套策略落實，藉由「由上而下的

必須能集中火力在最主要的關鍵績效

務推動時，高階主管首先要明確宣示

因果關係」，明確地描述及測試假設。

指標上，並界定各個策略目標間的因

變革的重要性，動員組織全體參與，

這裡的「因果關係」，指的是從企業

果關聯及其驅動因素。指標太多的話，

並以動態的團隊運作模式，引導組織

願景開始，由上而下、環環相扣鍊結

會分散企業或組織的資源，指標太少

轉型到新的績效創造方式。

發展而成的策略過程。藉由策略地圖

則無法正確驅動管理循環。指標之間

中高階領導者每年投入大量心力

將策略的邏輯關係結構化，不但可以

若無因果關聯性，也無法正確鍊結各

與時間，進行經營佈局及策略思考，

清楚檢視策略假設的正確與否，更能

項策略。最後，在思考指標的設計上，

透過每禮拜、每季的主管會議及高階

注，更能將策略落實。

夠讓組織及全體成員都清楚組織的願

務必讓事業單位指標與和整體策略指

主管會議檢討及重新調整戰略佈局方

景目標，以及如何達成願景目標。

標連結，並轉化成每位員工個人績效

向，遇到需要跨部門協調的事情時，

目標，促成企業或組織整體策略目標

內部就會成立專責委員會，由高階領

的實現。

導者親自主持並協同處理關鍵議題。

實務運作上，每年都會透過高階
主管會議來檢視並調整策略地圖及各
項管理指標，例如，當雲端應用已成

實務上，企業或組織在績效指標

隨著營運計畫的開展，每年重新調整

為產業趨勢，新領域的佈局就會呈現

的設計上也歷經多次強化。績效指標

事業單位戰略思維及關鍵績效指標，

在策略地圖中，進行討論，從顧客面

攸關各事業單位年底的考績成效，因

達到風行草偃的成效。

的需求及範疇，到人力面的招募及訓

此剛開始導入時，必須經過妥協及折

練，都必須確保各項策略之間的邏輯

衝，但隨著高階領導者全力支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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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 5

織的各階段發展目標和營運計畫目標之間

定期檢視成果，即時修正

存在著聯繫，為了建立這種聯繫，企業領

企業或組織定期依據目標值來檢視各
行動方案的執行成果，是確保策略行動方
案達成的重要工作，也是組織成長源源不
絕的動力。吳安妮教授指出，從整個管理
循環的角度切入，將著重於計畫執行的監
控與高頻率的進度檢討，藉由檢討、評估
所獲得的資訊，形成反饋作用，使得計畫
績效、預算分配、決策制定形成更緊密的
連結，進一步落實績效導向與預算制度的
概念。

改變意識，掃除策略障礙

導者必須確保有足夠適當的人選來執行預
定策略。
人員的招募，也應當是為了實現中期
和長期目標。公司必須建立完善的領導層
培養渠道，首先確定哪些人非常有潛力，
應該得到重用，然後確定需要培養他們哪
方面的能力，使他們能勝任未來的工作
崗位。這些工作最終將為你的公司建立一
個數量多、素質高的領導人候選群體。對
於一個組織來說，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
了。一定要先確保各階層主管到位，才能
確保組織整體策略執行成功。

策略地圖及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是運
用一種結構化的方式，讓管理者更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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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諸執行。
然 而，John Wiley & Sons 的 研 究 報
告指出，只有 10% 組織能夠確實執行策
略，原因包括下列幾項：只有 5% 員工了
解策略意涵所形成的「願景障礙」，只有
25% 經理人的獎酬措施連結至策略所形
成的「人力障礙」，85% 執行團隊每月
討論策略時間少於 1 小時所形成的「管理
障礙」，以及 60% 組織沒有將預算的制
定連結到策略的「資源障礙」，而後三者
都屬於執行力的問題。
因此，無論是多完善的管理工具，
都有其限制，而限制的來源大都出自於組
織慣性、企業文化與人員意識，這是導入
任何管理系統時都必須先克服及處理的課
題，否則只會成為形式化的策略。

人員流程是執行力關鍵
最後談談《執行力》書中所談的人員
流程部分。人員流程，就是要把合適的人
放到合適的崗位，做到量才適用。人力資
源管理必須被整合到企業的策略中，必須
與策略地圖、平衡計分卡及評估活動等結
合起來。人員流程的第一個要素，是與組

理工具，臉譜。

優化平台，打造穩定資安環境

27

中衛報告 No.31 2015 年 1 月【封面專題】

封面專題
Cover Story
中衛報告 No.31 2015 年 1 月

專題篇

以資訊系統協助專案執行與管理勾稽

優化平台，打造穩定資安環境
資訊化雖可提高效率，但若輸入資料不正確，往往更耗費組織資源。如何搭配 ISO 內控規範
進行平台設計，打造穩定資訊環境並妥善保護個資，是一大挑戰。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資訊管理組經理 鄭宇雄

企業組織因應營運需求及內部控制設

專案成立的資訊管理

計，可藉由企業資訊系統採用授權、自我
管理與簡化流程的原則，建構以計畫專案
管理為核心的營運管理資訊系統，後端可
配合開發人資差勤管理、採購報核管理、
財務會計管理、電子公文等系統，以及彙
集專案成果的知識文件管理系統。

ISO 內控規範避免資訊錯誤

以計畫專案而言，案源多來自客戶拜
訪或洽詢，從中釐出客戶的需求發掘計畫
資源，透過商機平台的建置，各業務部門
可進行案源登錄，且在各部門間建立合作
關係，確認攻案時可透過攻案系統由相關
部門指派人力共同攻案。攻案期間，可藉
由產業資料庫客戶往來資料，或組織知識
文管系統的文件，搜尋相關的攻案參考資

為降低資訊傳遞成本及溝通效率，在

料。成案後，規劃專案的經費資源，除配

營運管理系統精進階段，導入線上公文、

合客戶需求外，應詳加評估部門年度目標

採 購 與 報 核 流 程 自 動 化 系 統（Workﬂow

及相關規定等因素。

and e-form），藉由制度與流程的透明化，

專案基本資料可設計成直接由攻案

有效監控工作進度，降低營運上管理風

系統匯入，減少人員輸入錯誤。另外，要

險。

編制執行專案時所需的各項資源，如投入
資訊化雖然可提高工作效率，但若輸

人力、使用經費及應收帳款等資訊，這些

入資料不正確，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工

編列將會勾稽到未來的專案執行與報核。

查核，也相對帶來營運上的管理風險，因

為有效管制專案經費，各專案應於專案管

此在建立資訊化過程中，可同時搭配 ISO

理系統進行維護作業，並檢附專案相關資

內控規範與要求，來限制使用者的選取條

料，依組織內的「分層授權」辦理陳核。

件，避免使用者選錯，降低營運風險。

以下舉例說明各編制項目與達到內控的目

本報告將粗略以專案管理的角度，說

的：

明專案管理作業流程中各系統間的串接與
勾稽，以降低經營管理的風險。
表 1：專案成立的檢核與風險管控系統
NO

作業項目

1

專案編製人力

2

專案人事費產生

3

專案呈核

4

專案核決

系統支援檢核
系統提供該人員之年度已被編列及尚未
編列之 餘人天等資訊。

風險管控
防止人員投入總天數超過年度工作天數。

系統管控專案人事費之計算，每一編列

避免專案人事費計算錯誤，並確保人員薪資保

週期以三次為限，且由系統自動計算。

密。

系統自動查核是否檢附相關文件。

方便審核過程核對資料，避免成立虛有的專案。

系統依據專案屬性與金額，並依分層授
權之核決權限規定來呈核。

避免未達或規避核決權限規定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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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與各項報核系統
專案執行期間，透過系統由專案執行人員填寫工作時間記錄表，作為專案投入人力
及人事成本計算的依據，並且將過程中必須填報的相關資料上傳。各專案負責人也可根
據專案管理系統所提供的各項報表，適時掌控各專案的預算、人力配置及動支狀況。
各相關報表除串接財務系統提供動支資料外，也串接人事系統、採購系統及報核系
統，提供各項經費在核定途中經費動支的情形。各業務部門可即時掌握專案動支狀態、
查詢營運目標達成情形，並掌握應收帳款狀況。專案因故需變更支出科目或預算金額時，
應於變更時敘明緣由及變更內容，並會簽相關部門，依分層授權進行陳核。
表 2：專案執行的檢核與風險管控系統
NO

作業項目

1

執行專案

2

出差單申請

系統支援檢核

風險管控

系統會查核專案執行人員是否填報工作時間記錄表，

管控專案投入的人力及人事成本計

並按時稽催。

算的依據。

若該同仁並不在專案人力內，或出差日期不在專案的
執行期間內，系統不會顯示該專案讓出差同仁勾選。

避免非專案編制人員選取錯誤專
案。
避免無法認列專案費用。

系統會檢查該出差期間內是否已請假。若有系統不允
3

出差單呈核

許送出資料的情況，系統會檢核同仁已報核的專案人

防止出勤與請假日期重疊。

數及天數是否已超過預算；若已超過，系統會提醒、

管控專案成本，避免超支。

甚至管制不得申請。

依法呈核。

系統會依據分層授權的核決權限規定呈核。
4

差旅報核

系統會檢核相對應的出差申請單，如出差地點、運輸

申請與報核一致性。

工具與住宿等。

避免虛報或未核准項目。

系統會檢核工作時間記錄表，若與預填報的紀錄表內
5

請假單呈核

容不符，系統會於畫面上顯示警告，發出 E-mail 通
知，並要求修正工作時間記錄表。

專案變更（如專
6

案金額或應收帳
款等）

7
8

請購申請
請購單 / 詢價單
/ 驗收單呈核

9

詢比議價

10

採購驗收提醒

11

系統會要求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合約、協議紀錄
等）才會呈核。

動支能與預算相符。
避免事後更正。

系統會依據分層授權的核決權限規定呈送。

避免規避審核與核決層級錯誤。

系統會將決購金額大於預算金額的案件卡住，不可送

避免採購議價後的金額大於請購預

出。

算。

系統會針對定期驗收付款之採購案，寄送 E-mail 信

避免承辦人員遺忘延遲。

件通知或稽催。

結案驗收。

（採購報核）

知採購

13

支出憑證報核

提供專案變更的憑證。

系統會根據採購項目顯示會計部門同意、且有編列預

採購報核逾期 10 天未報帳時，系統會發出通知信告

公務預支

防止未經允許隨意變更專案重要資
料。

算的報核科目供選取。

支出憑證報核

12

確保工作時間記錄表填報內容與出
差勤相符。

採購經理。

公務預支超過預定報銷日期，系統會發信稽催沖帳與
繳款。

避免遺忘報核。
避免同仁忘記沖帳與繳款。

系統會依據分層授權明細表之核決權限規定呈核，且
印出紙本的簽報單據欄位，也會適時增列至最高審核

避免未依法核決或漏列審核。

主管。
14

每件採購案結案

提供採購人員詢議價時，依採購金額選取合適之供應

時進行考核

商。

供應商分類（合
15

法、 合 格、 優

採購人員年度始進行合約廠商採購項目議定價格，公

良、要求改善、

告，並授權部門採購人員向合約廠商依採購辦法自行

拒絕往來）及合

採購。

約廠商

避免人工挑選不適任之供應商。
降低採購人員負載，提高採購效
率。
可避免同廠商同品項有不同價格圖
利廠商之嫌。

優化平台，打造穩定資安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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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結案與應收帳款系統
專案執行結束後，最後的流程是由專案負責人於專案管理系統進行「結
案申請」，確認專案產出的文件已確實完成上傳繳交。凡屬功能性輔導及訓
練活動類專案，應進行滿意度調查，以了解專案執行成效。若專案執行過程
中或問卷調查結果有客戶抱怨時，須依據客訴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表 3：有關專案結案的檢核與風險管控系統
NO

作業項目

1

專案結案申請

2

應開發票稽催

系統支援檢核

風險管控

系統會確認是否將專案產出文件上傳至知識文

確保著作文件資產

管系統納管

確保知識文件上傳

根據各專案所設定之應收帳款日期與財務系統
收款狀況進行比對，並發送應開發票稽催信件

避免應開未開或漏開發票

結論
企業內部資訊系統、營運各主要流程都開發完成後，即可考量持續擴大
各系統功能、行動化的應用系統以及效率化的後勤支援，接著，下一階段要
努力的，就是如何系統優化、如何穩定網路的基礎環境、如何強化資訊管理
的制度等課題。
個資法已於 2012 年 10 月開始施行，其目的是在規範如何適當地蒐集、
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以避免人格權遭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的合理使用。
早期企業在執行計畫專案過程中，多數個資蒐集、處理和利用者，只能勉強
做到「去識別化」的個資應用，如今為了避免違法，應在系統設計初期就引
進隱私設計（Privacy by Design）的概念，在個資蒐集者的系統上做到最大的
隱私保護。
期待每個組織都能以完備的資訊政策方針為基礎，打造更穩定的資訊環
境，更優化的應用系統，更落實的資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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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以職位導向的薪資制度

薪資管理品質攸關組織發展
薪資會影響員工表現和組織效能，如何建立職位結構，以最有效的薪資管理來換取員工的最
大向心力，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大課題。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人力資源組經理 謝啟昌

公設財團法人的營運管理具有其特色，在政府預算管控及相關法規日趨嚴謹、委辦
單位多樣化及日益提高要求的驅動下，提升組織人力素質及專業能耐，以有效支撐發展
所需，成為組織發展最受關切的課題之一。對完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需求愈來愈強烈，
建立一套符合策略需求、能夠引導未來發展的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制度益形重要。

人力資源管理觀念蛻變
協助政府推動各項任務，是公設財團法人的主要任務之一。當政府計畫佔其業務來
源大宗時，與政府單位「溝通往來程度」及「財務依賴及控制程度」都會偏高，屬於「整
合依附型」的互動關係類型（kuhnle & Selle, 1992, 30），相對的，在財務和法規上也受
到政府相當高程度的影響。具體而言，在主管及監督機關所關注的課題上受到了一定程
度的管控，例如，立法院對法人團體所聘用高階主管的薪酬水準、組織年度獎金核發水
準都高度關切，並提出眾多限制。
面對時代的變遷，人力資源管理必須順應時代而有所變革。人力資源管理所面臨的
挑戰，可能包括了全球化、新科技、變革管理、人力資本的發展、回應市場需求的速度
以及成本等多個面向（Bohlander, Snell, Shermaman, 2001）。
傳統的人力資源管理在變遷的環境中需要調整。人力資源管理各種功能必須能夠配
合改變，從聘僱關係、員工受僱能力、職務委派、薪酬獎勵制度以及個人在組織內成長
發展的方式，都有不同期待及對應作法，下圖呈現出傳統及未來的主要差異：
圖 1：人力資源管理的傳統與未來

傳統

未來

＊一元式聘僱關係

＊多元化聘僱關係

＊個人工作悉待組織安排

＊個人須隨時加強可僱用性

＊終身主管

＊主管任期制

＊學歷、年資直接影響薪資

＊學歷、年資間接影響薪資

＊薪資是以往績效累積結果

＊薪資是爾後貢獻的對價預約

＊調薪＝加薪

＊調薪＝加薪／減薪

＊獎勵工作勤奮

＊獎勵工作有貢獻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沒有功勞的苦勞是消耗資源

＊提供訓練資源

＊建立學習型組織
（來源：本中心薪酬制度改善專案報告，陳彩指導，2010）

薪資管理品質攸關組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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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健基準性薪資：組織基於外部公

薪資制度的設計考量
薪 資 會 影 響 組 織 的 效 能， 良 好
的薪資制度有助於員工的招募與留
任、激勵員工的績效表現、促進員工
技能發展、塑造組織文化、影響組織
結構及影響組織營運成本等（Lawler,
1987）。對組織而言，如何以最有效
的薪資管理制度來換取員工的最大向
心力，這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一大課題。
薪資管理是制定合理的薪資制
度，搭配系統化的實施、調整、管理
的一連串作業，重要的項目包括了薪
資水準、薪資結構、薪資政策、給付
方法及薪資管控等。

平性考量，以員工適當的保健需要

不良工作反應，如，影響工作績效、

為基準所設計的薪資。

怠工、缺勤與工作不滿等。

2. 職務基準性薪資：組織基於內部公

公設財團法人的薪資制度宜參考

平性考量，以組織內部各項職務的

公務人員薪資制度來設定，薪資水準

相對價值為基準所設計的薪資。

及薪資控管多以年資及能力為主要衡

3. 績效基準性薪資：組織基於激勵員

量要素，偏向於前述的保健基準性薪

工努力考量，以員工的績效表現為

資制度；惟尚須考量因應各時期經營

基準所設計的薪資。

所需的變動，為了能永續經營，在符

4. 技能基準性薪資：組織基於激勵員

合政府法令原則下，以組織願景為基

工學習之考量，以員工的技能程度

礎來推動變革。如何因應未來發展所

為基準所設計的薪資。

需，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課題，在
推動薪資制度調整時，必須考量員工

薪資制度影響工作表現

薪資制度設計有不同層面的考

不同的薪資制度在不同的組織中

量，經學者歸納，包括了四項關鍵性

實施，激勵效果也有差異。一般而言，

的設計要素：保健基準薪資（hygiene-

依照組織需要，採取「整合性觀點」

based pay）、職務基準性薪資（job-

來設計合理的薪資制度，即以上述其

based pay）、 績 效 基 準 性 薪 資

中一項薪資設計要素為主，同時考量

（performance-based pay）和技能基

其他要素，來擬定薪資組合方案，方

準性薪資（skill-based pay）〔《薪酬

能使薪資的功能更加齊備。
薪資制度對員工工作意願及組織

管理：論文與個案選集》（諸承明，
2003）〕。

現，員工對於薪資的不滿往往會引起

管理有明顯影響，薪資能激勵工作表

及組織可能的回應，以不減少既有薪
資、新資源重點投入以及分年到位的
原則，漸進持續推動，讓阻力降低，
方能達到預期成效。

受限法規，五大薪資課題
一般而言，公設財團法人在薪資
管理制度上所面臨的主要課題可能有
下列幾項：
1. 薪資擠壓，中堅人才大量流失。

表 1：薪資關鍵課題問題點分析與改善對策
關鍵課題

主要問題點

改善對策
已累積之差距應加以量度，一次解決

分次舒緩。未來年度實施考績結構

薪資擠壓舒緩

多年未獲調薪亦無結構調整，形成薪資擠壓。

職位（Job）

現有人員薪資及其職位無密切關聯，薪資合理性不足。關鍵職位薪資

建立職位（Job）評等（職等）、各職等薪資上下限（薪資結構）。依人

導向之薪資給付

上限過低。

員之職位（Job），進行職等及薪資檢視。提高高職等薪資上限。

新進人員敘薪

調整，以避免擠壓再形成（每年度實施考績調薪）。

依學位及工作期間敘薪，專業相關度之衡量不足，不利招募優質人力。 增加學歷品牌（學校
現有敘薪水準已沿用多年，對未來新興領域人才之延攬或有不足。

系所）、經驗相關度衡量，並對技能性相關因素給

予加成。必要時酌給市場性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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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資與工作職責缺乏明確對應關係，公平性不足。
3. 薪資標準過低，造成延攬或激勵菁英人才的障礙。
4. 新進人員核薪機制彈性不足，有待調整。
5. 激勵性薪酬不足，亟待增加變動獎金比重。
其中，薪資擠壓及激勵性不足的現象尤為明顯。
就薪資擠壓產生原因來看，公設財團法人多比照公務人員薪資，若未全體調薪，復
因新進人員專業年資有對價，而內部同仁專業年資無對價，導致有相同資歷的現職同仁
與新進人員薪資相形之下偏低，這種情況對於年資 3 到 5 年、期盼調薪的非主管人員影
響尤巨。
在薪資結構中，每月或固定期間支付予員工的本薪、津貼及固定獎金佔整體薪資的
比例超過 95%，主管職部份亦高於 90%，此結構亦可佐證公設財團法人因主要承接政府
計畫，薪資架構與公務人員薪資制度相近。
為能提昇組織人力素質，精進人力資源管理，有效支撐組織策略發展所需，可以針
對以下課題進行研議：舒緩薪資擠壓、建立職位（Job）導向之薪資、以及改善新進人員
敘薪。

建立職位導向的薪資制度
1. 以職位為導向之薪資制度課題
依據組織工作任務的分類及管理所需，以職務基準性薪資為主，納入保健、績效、
技能基準因素，作為薪資制度調整的方向，應可落實改善前述薪資擠壓舒緩等課題。職
位、職級等級薪資等項目之主要問題點及改善對策，詳見表 2。
表 2：職位、職級的問題分析與改善對策
項目
職位
Job

主要問題點
．職位設計未作通盤考量。

．策略規劃→組織檢視→職位之設計

．不同部門相同職務名稱各異。

．重新檢視組織內相同職務名稱之一致性。

．各職位未給予相對評等。

．各職位給予相對評價。

．人員以正、師、副、助、員 5 職級為區隔，人
職級等

員有高比例集中於同一副級。
．以職級進行薪資之管控，上下限範圍過大。

薪資

改善對策

．高職等薪資上限不足，與未來對重要職位之期
望相較，激勵性不足。

．人員以 1 ∼ 9 職等為主要區隔，（附以 5 職級之對應）。
．以職等進行薪資管控，上下限範圍縮小 。
．調整較高職等薪資上限。

2. 職位導向薪資作業之展開
為能有效推動展開作業，從重新檢視並設計

修改職位說明、調整相對應之職級等

結構、設計職級等薪資上下限、以及個人員職位歸列等，都需要在共識的基礎下來推動，
展開作業詳見圖 2。

薪資管理品質攸關組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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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單位

用人單位

職級等
結構設計

職位設計
職位名稱、目的
工作要項、資格條件

薪資結構設計
（以職級等為基礎）

各職位
職級等定位

各職位薪資
上下限設定

各人員職位
歸列職級等歸列

各人員薪資
上下限（A 區間）

各人員現薪
（B 點）
比對

3. 現職人員結構比對後之薪資處理

圖 2：職位導向的薪資作業

（包括職等薪資上下限、級距）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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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等晉升調整等作法，讓員工薪資

等薪資上下限比對後，對現職人員之

與其職位及等級相符，並引導員工朝

薪資處理以及日後調薪機制的完備。

1.Bohlander, Snell, & Sherman, 2001,
Managing Human Resources（12th ed.）,
South-Wester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2.Lawler, Ⅲ, E. E. 1987, The design of
effective reward systems, In Lorsch,
J.W.（Ed.）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3.Stein Kuhnle, Per Selle, 1992, Government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Avebury.
4.諸承明，2003，薪酬管理－論文與個案選

持續發展的方向前進。

透過薪酬制度改善專案，整理原
先分散、定義各異的各項職位說明，

4. 考績結構調薪架構
（年度考核調薪）
（1）調薪幅度：視經營狀況、整體薪
資水平與目標市場之差異（如薪
資水平對留才之成效影響）來確
認每年度之調整預算、調整重點
對象或方向。
（2）調薪原則：考績前段人員得予調
薪，尖端人員得予較高調幅，而
原則上高職等人員之調整比例得
予酌減。倘薪資已達所屬職等上
限者，不列入調整對象

建立職務架構及管理辦法
薪資制度的調整，不單單是制度
改變或是個人薪資調整，而是從職務
分類及職位架構建立、職等薪資結構

修訂職位管理辦法，將職位分職等個
別訂立相符的職位說明書，作為推動
職位的選、育、用的基礎，並為未來
職能管理奠定基準。適度提高職等薪
資上限，明定職級及職等的關聯性，
建立職等晉升及人力發展配套標準，
這些都是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的重要
關鍵。
以職位為導向的薪資制度，可以
減緩薪資擠壓現象，並對各個職務的
工作項目、資格條件及報酬範圍訂定
清楚的標準，但在團隊分工、工作任
務不斷調整的趨勢下，如何能迅速對
工作或職位進行評價，正確地為其定
價，透過合理的薪資來達成內部公平
及外部具競爭力的目標，則尚需進一
步研議。

集，華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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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會計法規介紹
不論是要打入國際市場，或是輔導跨國組織，必須先熟悉組織涉及的國家會計系統，才能確
保策略方向無誤，執行無所疏失。
中衛發展中心特聘會計師 莊昆明

中國大陸的會計法律與
會計準則主管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及其他有關法
律和法規，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以《關
於印發《小企業會計準則》的通知》（財

在中國大陸，由財政部負責管理企業

會〔2011〕17 號）發佈了《小企業會計

的會計作業，各省市由財政廳（局）負責，

準則》，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在小企業

而且會計法令、企業會計準則都是財政部

範圍內施行，微型企業可參照適用，鼓勵

負責頒訂，這點與台灣不同，台灣是由行

小企業提前執行。2004 年 4 月 27 日發佈

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及中華

的《小企業會計制度》（財會〔2004〕2

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三頭主導。

號）同時廢止。

中國大陸的會計法律、
會計準則體系

《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 自 2007 年 1 月 1
月起執行）

中國大陸與企業相關的會計法律、會
計制度主要由下列諸項組成：

中 國 大 陸 財 政 部 於 2006 年 2 月 15
日以【財會〔2006〕3 號】發佈了 39 項
企業會計準則，中國大陸企業會計準則體
系，由 1 項基本準則、38 項具體準則和

法律

相關應用指南構成。

《會計法》為中國大陸位階最高的會

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自 2007 年 1 月

計法律。

1 日起在上市公司施行，並逐步取代《企
業會計制度》及《金融業會計制度》。

《小企業會計準則》（【財會〔2011〕
17號】，自2013年1月1日起在小企業範
圍內施行）

企業類型適用之會計制度
上市公司、中大型企業、金融業→《企業

中國大陸財政部為了與國際中小企業
會 計 準 則（IFRS for SMEs） 接 軌， 根 據

會計準則》
小型、微型企業→《小企業會計準則》。

會計法

小企業會計準則

企業會計準則

小型、微型企業適用

中大型企業、上市公司適用

圖 1：中國大陸會計法律與準則體系

中國大陸會計法規介紹

35

中衛報告 No.31 2015 年 1 月【封面專題】

《小企業會計準則》簡介
《小企業會計準則》的起源
為了規範小企業會計確認、計量
和報告行為，促進小企業可持續發展，
發揮小企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
的重要作用，中國大陸財政部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及其他有關法
律 和 法 規， 於 2011 年 10 月 18 日 頒
布了《小企業會計準則》，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在小企業範圍內施行，鼓

（2）金融機構或其他具有金融性質的小企業。
（3）企業集團內的母公司和子公司。
表 1：中小企業各行業劃型標準彙總表
行業
農、林、牧、漁業
工業

建築業

批發業

勵小企業提前執行。中國大陸財政部
於 2004 年 4 月 27 日發佈的《小企業

零售業

會計制度》（財會〔2004〕2 號）同
時廢止。

交通運輸業

劃分指標

微型企業

小型企業

中型企業

營業收入

50 萬元以下

50-500 萬元

500-20000 萬元

從業人員

20 人以下

20-300 人

300-1000 人

營業收入

300 萬元以下

300-2000 萬元

2000-40000 萬元

資產總額

300 萬元以下

300-5000 萬元

5000-80000 萬元

營業收入

300 萬元以下

300-6000 萬元

6000-80000 萬元

從業人員

5 人以下

5-20 人

20-200 人

營業收入

1000 萬元以下

1000-5000 萬元

5000-40000 萬元

從業人員

10 人以下

10-50 人

50-300 人

營業收入

100 萬元以下

100-500 萬元

500-20000 萬元

從業人員

20 人以下

20-300 人以下

300-1000 人

營業收入

200 萬元以下

200-3000 萬元

3000-30000 萬元

關於印發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

《小企業會計準則》適用範圍
中國大陸財政部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會計法》及其他有關法律和法
規所製訂頒布的《小企業會計準則》，
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的

註：
1. 中小企業劃分為中型、小型、微型三種類型，具體標準根據企業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結合行業特點
制定。
2. 企業類型的劃分以統計部門的統計資料為依據。
3. 本規定適用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的各類所有制和各種組織形式的企業。個體工商戶和本規定以外的行業，
參照本規定進行劃型。
4. 本規定的中型企業標準上限即為大型企業標準的下限，國家統計部門據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業的統計分類。國務院有關
部門據此進行相關資料分析，不得制定與本規定不一致的企業劃型標準。

不對外籌集資金、經營規模較小的企
業。所謂「不對外籌集資金、經營規
模較小的企業」，是指不公開發行股
票或債券，符合《中小企業劃型標準

《企業會計準則》簡介
1. 架構簡介

規 定 》（ 工 信 部 聯 企 業〔2011〕300

基本準則（第一個層次）

號工業和資訊化部、國家統計局、國
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 2011 年

（第二個層次）

6 月 18 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小企業促進法》和《國務院關於進一
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國

具體準則 1 號

具體準則 2 號

具體準則 38 號

發〔2009〕36 號），制定《中小企業
劃型標準規定》）界定的小企業。
《小企業會計準則》適用於在中

《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第三個層次）

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依法設立的、符合
《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所規定的
小型企業標準的企業。
下列三類小企業除外：

具體準則解釋

（1）股票或債券在市場上公開交易的
小企業。

圖 2：《企業會計準則》組成結構圖

會計科目及主要帳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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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個體系層次
中國大陸新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分為
三個層次：

可以確保各具體準則的內在一致性。為
此，中國大陸《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
則》第三條明確規定，企業會計準則包括
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具體準則的制訂應
當遵循 《基本準則》。在企業會計準則

第一層次：基本準則﹙《企業會計準則─
基本準則》﹚

體系的建設中，各項具體準則也都嚴格按

第一個層次的《企業會計準則─基本

照基本準則的要求加以制訂和完善，並且

準則》，在整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扮演

在各具體準則的第一條中作了明確規定。

著概念框架的角色，起著統馭作用。在中

（2）為會計實務中出現的具體準則尚未

國大陸現行企業會計準則體系中，基本準

規範的新問題提供會計處理依據

則類似於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的《編報財

在會計實務中，由於經濟交易事項的

務報表的框架》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

不斷發展、創新，具體準則的制訂有時會

會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它規範了包

出現滯後的情況，會出現一些新的交易或

括財務報告目標、會計基本假設、會計信

者事項，在具體準則中尚末規範但又急需

息質量要求、會計要素的定義，以及其確

處理，這時，企業不僅應當對這些新的交

認、計量原則、財務報告等在內的基本問

易或者事項及時進行會計處理，而且在處

題，是會計準則制訂的出發點，是制訂具

理時應當嚴格遵循基本準則的要求，尤其

體準則的基礎。

是基本準則關於會計要素的定義及其確認
與計量等方面的規定。因此，基本準則不

《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的作用

僅扮演著具體準則制訂依據的角色，也為

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

會計實務中出現的、具體準則尚未作出規

（1）統馭具體準則的制訂

範的新問題提供了會計處理依據，從而確

中國大陸基本準則規範了會計確認、
計量和報告等一般要求，是準則的準則，

保了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對所有會計實務問
題的規範作用。

關於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 號之 Q&A

《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1 號》財會〔2007〕14 號 2007 年 11 月 16 日
問：中國大陸境內企業設在境外的子公司在境外發生的有關交易或事項，境
內不存在且受相關法律法規等限制或交易不常見，企業會計準則未作規範的，如
何進行處理？
答：中國大陸境內企業設在境外的子公司在境外發生的交易或事項，境內不
存在且受法律法規等限制或交易不常見，企業會計準則未作出規範的，可以將境
外子公司已經進行的會計處理結果，在符合《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的原則
下，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進行調整後，併入境內母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的相關項
目。

中國大陸會計法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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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層次：具體準則

的要求，規定了 162 個會計科目及其主要帳務處理，基本

具體準則包括《企業會計準則第1號—存貨》、《企

涵蓋了所有企業的各類交易或事項。會計科目和報表說明賦

業會計準則第2號—長期股權投資》、《企業會計準則第

予了企業一定的靈活性，即在不違反準則及其解釋的前提

3號—投資性房地產》、《企業會計準則第4號—固定資

下，企業可根據實際需要設置會計科目及明細科目。

產》、《企業會計準則第5號—生物資產》、《企業會計
準則第6號—無形資產》、《企業會計準則第7號—非貨

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系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市公司
施行，取代《企業會計制度》及《金融業會計制度》。

幣性資產交換》、《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
《企業會計準則第9號—職工薪酬》、《企業會計準則第
10號—企業年金基金》、《企業會計準則第11號—股份支
付》、《企業會計準則第12號—債務重組》、《企業會計
準則第13號—或有事項》、《企業會計準則第14號—收
入》、《企業會計準則第15號—建造合同》、《企業會計
準則第16號—政府補助》、《企業會計準則第17號—借款
費用》、《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企業會計
準則第19號—外幣折算》、《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
業合併》、《企業會計準則第21號—租賃》、《企業會計
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企業會計準則第
23號—金融資產轉移》、《企業會計準則第24號—套期保
值》、《企業會計準則第25號—原保險合同》、《企業會
計準則第26號—再保險合同》、《企業會計準則第27號—
石油天然氣開採》、《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
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企業會計準則第29號—資
產負債表日後事項》、《企業會計準則第30號—財務報表
列報》、《企業會計準則第31號—現金流量表》、《企業
會計準則第32號—中期財務報告》、《企業會計準則第33
號—合併財務報表》、《企業會計準則第34號—每股收
益》、《企業會計準則第35號—分部報告》、《企業會計
準則第36號—關聯方披露》、《企業會計準則第37號—金
融工具列報》、《企業會計準則第38號—首次執行企業會
計準則》等38項準則，主要規範企業發生的具體交易或者
事項的會計處理，為企業處理會計實務問題提供具體而統
一的標準。

作者小檔案
姓名：莊昆明

第三層次：《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
《企業會計準則應用指南》是由兩部份組成，第一部
份為「會計準則解釋」，主要是對 38 項具體準則中的重點、
難點和關鍵點作出解釋性規定。第二部份是「會計科目及
主要帳務處理」，主要是根據具體準則中涉及確認和計量

學歷：廈門大學會計博士（1998 年）
證照：美國、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師證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稅務師證照
2004 年 12 月 20 日獲得批准在中國大陸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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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採購人員應具備的特質與道德

採購不只是採購，
還要創造企業獲利
採購人員不只是採買和招標，更是組織的品質把關者、利潤創造者，要能洞悉組織需求、跟
供應商談判，還要有道德智慧，堅守公利與私利的份際。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總合服務組專案經理 濮若樺

採購的定義是，在適當的時候買到適

託或是賄賂相關採購人員及主管，因此，

量適質適價的商業行為。採購工作包含採

採購人員需具備良好的廉潔操守能力，道

購制度的訂定與增修、規格制定或確認、

德品質應深植在心中，某輪胎公司採購協

價格的分析、詢比議價作業、談判協商、

理涉嫌收取鉅額回扣便是一例。

合約訂定執行與管理、供應商的評估考核
與管理等。

3. 抗壓性高
採購業務因責任大而面臨許多壓力，

採購人員基本條件
政府採購法所指的採購專業人員，是

擔心執行中採購案延誤或進度落後，品質
未達要求造成損失。壓力無處不有無所不

指各公務機關辦理工程、財務及勞務採購

在，所以採購人員要有樂觀的態度，具有

時，從事訂定招標文件、招標、決標、訂

承擔批評及面對問題的抗壓性。

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等相關採
購程序與事務的人員。因此，採購人員應
具備以下基本條件：

1. 個性
在個性方面，應具備耐心、細心及
溝通協調能力。要耐心傾聽他人意見，方

採購人員五大基本能力
採購的主要目標，是要在符合品質、
交期與服務三方面要求的情況下，應用合
理或最低價格購買，提供廠商合理之利
潤，達到雙贏的局面，因此，採購人員應
具備以下基本的能力：

能進行溝通協調。思緒要清晰，才能及時
做出具體的判斷。由於採購作業繁雜，因
此需要相當的細心度來降低錯誤，杜絕風
險。

1. 溝通協調能力
採購人員必須具備良好的溝通協調
能力，對公司內部應主動溝通協助相關部

2. 道德操守
廠商為獲取業務，常會透過關說、請

門，提供市場新資訊及相關行情資料，進
而協調及整合各部門採購需求，儘可能採
統一發包方式，獲得最適當的價格；對外，

採購不只是採購，還要創造企業獲利

39

中衛報告 No.31 2015 年 1 月【封面專題】

則要爭取供應商的支持與信任，建立

上述五力在採購工作中的重要性，依各公司業務採購性質而異。以執行政府

雙方良好合作關係，讓供應商願意提

計畫的法人機關業務為例，在產業顧問服務業中，勞務採購佔其採購大宗，其採

供新產品、新技術、最優惠價格及好

購五力展開雷達圖如下：

的服務，如此一來才能長期合作，為

溝通協調能力
10	
  

公司創造最大利潤。

8	
  

2. 談判分析能力

6	
  

採購人員應對市場行情有所了
解，才知道如何進行成本分析，除原
有配合的供應商外，還要尋找新的供

4	
  

變革創新能力

談判分析能力

2	
  

應商，創造競爭空間，才能從供應商

0	
  

間獲得合理的價格。採購人員要利用

服務

品質

策略及談判技巧，而不是用殺價、砍

交期

價或亂喊價的方式決定價格，來達到
降低成本的目標。

需求洞悉能力

3. 專業知識能力

專業知識能力

在政府單位中擔任採購之人員均

圖：採購五力雷達圖

需取得採購人員專業基本資格，經過
基本訓練並通過考試，領有及格證書
者。採購人員應具備相關業務的專業
知識、法律規範及作業流程的控制，
才能提升採購的效率與效能，確保品

採購人員的道德規範
採購人員需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質，才能做出審慎決策，並獲得大家的信任。
因此，政府採購法對採購人員應具備的道德規範如下：

質，亦能減少採購糾紛，降低弊端。

4. 需求洞悉能力
要使成本降低與企業目標達成一
致，採購專業人員應要深入明瞭企業

1. 公平公開的採購程序
採購人員辦理採購時，不論採議價、比價或公開招標作業方式，均應讓資訊
透明化，讓所有廠商都有參與的機會，這樣才能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
品質。

自身組織需求，洞悉採購類別的需求，
統一整合相關資源，方能做出合理的
成本結構，善用供應商名單，並握有
主導談判能力，開創新契機。

5. 變革創新能力
以往採購人員的心態，大多是遵

2. 不為且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
某些廠商於招標前後、履約或驗收期間，對採購人員提出請求，甚至透過關
係要求變更，這些行為都可認定為請託或關說，此時採購人員應依據法令規範，
本於良知，公正執行職務。
《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對請託關說的範圍，有較明確的闡釋：本（政
府採購）法第 16 條所稱請託或關說，指不循法定程序，對採購案提出下列要求：

循規範，把工作做完就好，這是錯誤

（1）於招標前，對預定辦理之採購事項，提出請求。

的觀念。隨著時代變遷，採購人員應

（2）於招標後，對招標文件內容或審標、決標結果，要求變更。

針對現況不足之處進行創新變革，不

（3）於履約及驗收期間，對契約內容或查驗、驗收結果，要求變更。

能自我設限於只把事情做好，而要以
做到更好為目標。

按此界定，若招標前、招標後或履約及驗收期間，發現有對於前述事項提出
「關切」或「質疑」，而有請求或要求變更，即屬請託或關說，承辦採購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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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或錄音」等方式做成紀錄，附於採購

採購法中為建立並維護公平、公正

文件一併保存；其以書面請託或關說者，

之採購效率與品質，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

亦同。（《政府採購法》第 16 條）

3. 應努力發現事實
採購人員在辦理採購時，若發現任何

6. 利益迴避

發展，在相關採購法令中定有所謂迴避義
務，藉此避免採購人員、投（得）標廠商
以及相關人員，因職務關係使特定關係人
獲取不正利益，而影響採購之公正。

不法情事，例如，當中有收取佣金、回扣

有關迴避程序部分，分成三種：

等事宜，均應糾舉，以維護公司及廠商的

（1）自行迴避：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

權利。

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
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

4. 應謹言慎行

或同財共居親屬之利益
時， 應 自 行 迴 避（《 政 府

某廠商採購男主管藉由職務之便，要

採購法》第 15 條第 2 項）。

求女業務員陪酒吃飯，甚至上下其手，終
究夜路走多了，最後被爆料，因而丟了職

（2）命令迴避：採購法規定機關首長發現

務。因此，採購人員不可藉由身分要求廠

採購人員有應行迴避之情

商做出與該採購不相關的事宜，應廉潔自

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應

持，重視榮譽，謹慎言行。

令其迴避（《政府採購法》

5. 不接受與職務或利益有關廠商的餽

第 15 條第 3 項）。
（3）離職後迴避：採購人員離職後 3 年內，
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

贈或招待

向原任機關接洽處理離

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某些廠商因而

職前 5 年內與職務有關

花錢招待採購人員吃喝玩樂，或是餽贈禮

之 事 務（《 採 購 法 》 第

品，為的是銷售業務，因此，政府採購法

15 條第 1 項）。

對此項有其定義。職務關係反不符合社會
禮儀或習俗者，得予接受，不受之限制。
但以非主動求取，且係偶發之情形為限。
政府採購法定義如下：

精益求精，提升採購效益
一個專業的採購人員在企業中應具備

（1）價值在新台幣五百元以下之廣告物、

核心能力，不斷吸收專業領域新知，才能

促銷品、紀念品、禮物、折扣或服

對請購內容做出適當的判斷，選擇適合的

務。

供應商，進行招標、詢、比、議價作業，

（2）價值在新台幣五百元以下之飲食招
待。
（3）公開舉行且邀請一般人參加之餐會。
（4）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若價值逾新台幣五百元，退還有困難
者，得於獲贈或知悉獲贈日起七日內付費
收受、歸公或轉贈慈善機構。餽贈或招待
係基於家庭或私人情誼所為者，不適用此
規定。（《政府採購法》第 112 條）

同時還需考量品質，以最合理成本採購最
佳品質，提升採購效率，才能為企業創造
出最大利潤。

未來 25 年全球品管核心標準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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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2015 改版重點及企業因應之道

未來25年全球品管核心
標準新趨勢
ISO 組織將於 2015 年 9 月發布新版國際標準，勢將締造未來 25 年全球品管新風潮。企業
如何因應，修改內部既有系統，符合新版標準，贏得市場致勝先機？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總合服務組管理師 詹鈺珍

許多企業皆標榜通過 ISO 認證，大眾
對於「ISO」一詞並不陌生。目前 ISO 標
準的全球發證量約有 400 萬張，其中 ISO
9001 全球發證量就有 100 萬張，為應用
最廣、最著名的國際標準之一，也是全球
最知名的管理工具。本文將帶領讀者了
解這個國際共同認可的企業基礎管理標準

ISO9000 掀起全球認證狂潮
品 質 管 理 系 統（QMS） 的 初 版 為
1987 年 發 布 實 施 的 ISO 9000 系 列 組 合
（即 ISO 9000:1987），只適用於製造業，
是以英、加 2 國標準化協會的 BS5750 及
CSA Z 229 為基礎的第一個品質管制標

── ISO 9001。

準，目的是藉由品質保證與品質管理系統

ISO 的誕生：世界共同標準

等各階段發生品質不符的情形，以獲得採

的運作，防止供應商、生產、製造、服務
購商及顧客的滿意。

1946 年時，歐洲共同市場為了確保

初版標準發佈後，歐洲各先進國家紛

流通全歐洲之產品品質令人滿意，由 25

紛以獲得 ISO 9000 認證作為採購的必要

個國家代表在英國倫敦共同商議世界通用

條件，所以，當時若能取得 ISO9000 認

的國際標準，以促進標準國際化，減少技

證，就等同於取得了進入歐盟市場的門

術性貿易障礙，次年 2 月 23 日 ISO 並應

票，因而掀起了全球的 ISO 認證狂潮。

運而生了。

1994 年，ISO 9000 系列標準進行第

ISO 為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一次改版，即 ISO 9000:1994，以合約精

Standardization 的 縮 寫， 即 國 際 標 準 組

神建立製造業及服務業的品質保證系統，

織，創始人為考量各語系縮寫的差異，為

就標準的架構內容而言，本次改版僅做了

了使全球稱謂一致，故以希臘文 ISOS 中

小幅變動，對使用者並未造成太大衝擊。

的「ISO」作為全球通用的名稱，ISOS 有
「相同」、「平等」之意，且縮寫也呼應
了 ISO 組織所追求的核心價值。
ISO屬於非官方的國際組織，每個國
家的代表只有一個機構，所以，各國都
以最具代表性的標準制定組織為代表，
例如：美國的代表為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英國的代表為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BSI），我
國因政治因素而未加入。

ISO 9001 改版演進史
因應品質管理觀念的發展趨勢，2000
年發佈第二次改版，即 ISO 9001:2000，
此版本可說是制度化自主管理的國際通識
標準，除將服務業的需求納入，也融入了
「顧客導向」及「流程導向」，並著重於
作業的前後與上下關係的「流程管理」，
易呈現整體性與邏輯性，使員工較容易理
解；另外，將 ISO 9001、ISO 9002、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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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合併為單一的 ISO 9001 標準，且
ISO 9001 與 ISO 9004 的章節架構互相參
照，使 ISO 9001：2000 成為品質驗證依
據的唯一標準，而 ISO 9004：2000 則成

1. 提升組織績效及品牌聲譽
導入 ISO 品質管理系統，可使高階管
理者對管理系統確實採取策略化方式，讓
企業的目標貫徹於流程與工作，可提升其

為管理系統執行績效改善的指引標題，不

競爭優勢、組織績效及品牌聲譽，並有效

再包括「品質保證」。

管理企業風險。取得驗證也可作為行銷工

目前通用的 ISO 9001:2008 則為 ISO
組織於 2008 年公佈的第三次改版條文，
本版與 2000 年版的架構、章節、需求及
期望相同，進一步釐清了部分條文，強
調 PDCA 管理循環概念及資源管理，由
製程拓展至人力、物力、後勤支援的多維
空間，更適合製造業與服務業，以確保系
統完整及產品符合要求，也強化了與 ISO
14000:2004 的相容性。
ISO 組 織 為 了 提 供 一 個 可 供 應 未 來
25 年或更長遠未來所使用的標準，預訂
2015 年發佈的 ISO 9001:2015 版為第四
次改版，本次改版的範圍空前未有，目前
ISO 國際組織已公佈 DIS 版本，最終版本
預計約於 2015 年第三季正式發行。

具，對於企業組織的利害關係人而言，可
證明其承諾追求高標準及持續改善組織，
將有利於吸引投資及消除貿易障礙，獲得
企業組織的最大利益。

2. 標準化作業，節省成本
通過 ISO 9001 驗證的企業組織，在
提升作業效率、業績、投資報酬及收益上
都能有所成長。透過標準化作業，有助於
節省成本、減少浪費、簡化作業流程及降
低客訴；透過改善的溝通，可提升員工的
參與感；透過持續稽核可找出組織不足之
處，並發掘團隊工作的問題，因此，ISO
系統標準對於內部溝通、士氣提振及客戶
滿意度的提升皆有助益。

系列

3. 建立品管系統

系列

業組織建立、實施並有效運行品質管理系

藉由導入 ISO 系統標準，可幫助企
統，減少客戶或驗證團體重複的驗證，也

系列
系列
圖 1：ISO 9000 系列演進史

導入 ISO 對組織的益處
自從ISO國際標準組織公布ISO
9000:1987品質管理與品質保證系列標準
後，世界知名的產品驗證標誌，對工廠品
管制度逐漸改採ISO 9000系列品保制度，
例如英國（BS）、美國（UL）、澳洲
（AS）、歐市（CE），日本（JIS）等，
因而掀起了世界風潮，使ISO 9000系列組
合被廣泛適用於各種類型和規模的組織。

能促使其供應者建立並維持其品質系統與
品質水準，提升其市場競爭力。

中衛發展中心的 ISO 經驗
以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為例，透過
導入 ISO 9001:2008 後，從營運管理、客
戶關係管理、內外部資源管理、文件管理
等，均建立了完善的制度。透過內部資訊
系統的結合，使各項流程制度都能有效落
實，除了每年例行的部門交互稽核、外部
驗證及追續評鑑外，每年都依照業務類型
進行組織內部的 ISO 自評作業，自評檢查
項目除了內部增修的規範之外，也彙集過
去的該中心稽核單位及 ISO 內稽的發現，
並加入客戶查核意見、外部驗證機構及會
計師的查核意見。

未來 25 年全球品管核心標準新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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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評過程，可提醒該中心員工正確及標準的做法，具有導正及宣導效果。
近幾年，中衛發展中心也導入 TIPS 智慧財產管理系統、ISMS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
（即 ISO 27001），有效降低營運風險，提升競爭優勢及品牌形象。

ISO 四大面向管理系統標準
自由經濟學大師佛利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說：企業最重要的是社會責
任，就是追求最大利益。企業在追求利益時，應該以永續經營為目標，而企業社
會責任追求的是企業的商譽與永續經營的最大利益，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與追求長
期利益的目標是一致的。
ISO 組織成立以來，發布了不同面向的管理系統標準，從經濟成長面的品質、
食安、資安及供應鏈等，環境整體面的環境、生命週期、溫室氣體及碳足跡，社
會責任面的職安衛、社會責任、道路安全及營運持續等。許多企業組織為了達到
永續經營的目標，通常導入多項標準，因而常常面臨不同管理系統的結構、名詞
敘述、要求及章節不一致的情形，造成混亂及實施上的困難。

ISO Directive ANNEX SL
1. 範圍（Scope）
2. 引用標準（Normative references）
3. 用語與定義（Terms and Deﬁnitions）
4. 組織環境（Context of Organization）
5. 領導（Leadership）
6. 規劃（Planning）
7. 支援（Support）
8. 營運（Operation）
9. 績效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
10. 改善（Improvement）
圖 3：ISO Directive ANNEX SL 10 項章節標題

五年小改，十年大改
ISO 組織為了追求標準條文的持
續適切與有效性，成立時訂有「五年
小改版，十年大改版」的原則，其組
織中制定標準的單位為技術委員會
Technical Committee, TC），ISO 理事
會批准國際標準前，需經過 75% 以上
會員團體投票通過，才能正式發行，
且確保 ISO 標準的適用性。
在訂定 ISO 國際標準的過程中，
「委員會草案」階段會進行二至四個
月的諮詢，由所有參與 ISO 國際標準
制 定 與 發 展 之 ISO 會 員 國， 針 對 委
員會草案，從各國家的角度提供意見
給 ISO 組織，此時仍持續進行國際標
準的改版，再由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
ISO 會員國選出委員會的專家，針對
問題進行討論後，發行「國際標準草

圖 2：ISO 四大面向管理標準

ISO 通用高階結構標準

案」，並進入公眾評論階段，所有對
ISO 國際標準有興趣者均可聯絡各國
會員組織，提供對草案內容的意見與
評論。當「最終國際標準草案」被確

ISO 組織考量企業或組織提供的實體產品及服務，並考量各管理系統應具有

定與接受後，即可正式發佈「國際標

通用的格式，使組織企業便於執行管理，確保 ISO 9001 持續讓組織有信心，且

準」，並於標準的數字後方標註當年

可一致性地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因此，ISO 技術管理局（TMB）委

年份。

託聯合技術協調小組（JTCG）開發出通用於所有管理系統的高階結構標準（ISO
Directive ANNEX SL），藉由統一的模組、核心條款及名詞定義，有效提升了標
準的相容性、標準化及標準發展的有效性。各管理系統的差異之處，將僅限於第
7 及第 8 章。已發布的標準及新的標準皆採用此結構，因此，未來管理系統標準
將易於整合、接軌，未來 5 年將成為 ISO 標準的大改版期。

ISO:2015 改版重大變更
ISO 9001:2008 版 正 式 公 布 後，
SC2 隨即進行改版的研究，2012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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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於西班牙召開 ISO/TC176/SC2/WG24 第一次改版會議，提出 ISO 9001 改版工作組文
件，訂定新版的設計範本草案及專案計畫，產出的專案計畫由 SC2 成員審查，繼而整合
ISO 9001:2008 版及 ISO 指令附件 SL 共通架構後，發展出新版標準初稿樣貌，並發給
SC 各成員機構進行投票，通過後於 2012 年 11 月展開相關作業，本次改版流程如圖 4。

WDO

工作組文件
Working Document

FDIS

CD

最終國際標準草案

委員會草案
Committee Draft

WD

工作組草案
Working Draft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

DIS

國際標準草案

國際標準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tandard

圖 4：ISO 9001:2015 改版作業流程

TC176 / SC2 主席 Nigel H. Crot 表示：ISO 9001:2015 改版的願景為「提供一個可
供應未來 25 年或更長遠未來所使用之穩定的核心管理要求」。本版標準應用的目的是藉
由一個健全品質管理系統，幫助組織改善績效及永續發展，融入了 ISO 10000 系列的顧
客滿意的管理系統，除了既有的 PDCA 管理循環予以保留外，加入了風險管理，並能與
其他管理系統相容。
ISO 9001:2015 的重大變更包括：增加組織環境的分析與掌握，強化高階主管領導
的投入要求、領導與客戶的承諾，文件管制與記錄彈性化，增加組織知識的管理，大幅
強化外部供應商的產品及服務的管制要求，強調風險管理並刪除預防措施，對於品質手
冊及管理代表條款則未強制要求。

ISO 9001:2008

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原則
條文架構

1. Customer Focus
2. Leadership
3. Involvement of People
4. Process Approach
5. System Approach to Management
6. Continual Improvement
7. Fectual approach to decision making
8. Mutually beneﬁcial supplier
relationships

1. Customer Focus
2. Leadership
3. Engagement of People
4. Process Approach
5. Improvement
6. Evidence-based Decision Making
7. Relationship Managment

1. Scope
2. Normative References
3. Terms and deﬁnitions
4. Quality management
5.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6. Resource management
7. Product realization
8. Meaurement,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1. Scope
2. Normative references
3. Terms and deﬁnitions
4. Context of the organization
5. Leadership
6. Planning for QMS
7. Support
8. Operation
9. Performance evaluation
10. Improvement

圖 5：ISO 9001 改版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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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4.3
組織環境／相關有興
趣團體／ QMS 範圍

5. 外部供應商管制

10 持續改善

組織應確保外部供應流程、產品
及服務符合指定的要求。初步可先針

5 領導
客戶與相關
有興趣團體
（潛在客戶）

6 規劃

需求

圖 6：ISO 流程導向品質系統圖

4.4 QMS
要求及過程

對核心流程進行改善及管理，由於外

客戶滿意
9 績效
評估

8 運作

部供應商的風險較大，故應可納入外
部稽核的範圍。

6. 改版換證期限

產品

服務

7 支援過程

改版換證因應之道
ISO 組織預計於 2015 年 9 月正式發布新版國際標準，企業組織如何因應管
理系統標準改版，修改內部既有的管理系統，以符合 ISO 新版共通架構？
建議可先研析新舊版國際標準的差異，掌握新版條款的要求事項；研析組織
環境，如組織的願景與期待、經營環境、行業特性及要求、組織規模等，建立風
險管理制度，辨識風險和機會；依照 HLS 架構修改品質管理系統、管理手冊及程
序書，訂定品質管理的績效指標，再申請換證稽核。以下針對幾個重點探討：

1. 文件管理制度
配合新版的文件化資訊條文，文件的格式及媒體將可彈性處理，文件管理制

ISO 9001:2015 是 ISO 9001 系列
自 1987 年以來，改版的幅度最大的版
本， 各 企 業 組 織 在 2015 年 9 月 前，
仍然可以進行 ISO 9001:2008 年版標
準的驗證，轉換期為三年，企業組織
可在證書三年效期屆滿前，即 2018 年
9 月前，升級到 2015 年版本即可。
企 業 組 織 透 過 導 入 I S O
9001:2015，可使經營管理與品質管
理重點相結合，強化組織的品質經
營，提升組織經營績效，透過風險評
估管理與經營環境分析程序，也可帶
動組織強化經營規劃，實為中小企業
邁向卓越績效經營、上市櫃公司邁向
國際化的最佳選擇。

度將配合鬆綁，品質手冊可思考是否需配合新版更新、簡化或者廢止，亦可與程
序書合併。

◎參考資料
2. 管理代表
現行版的管理代表將改為組織的角色、職責和權限，高階管理者委派責任和
權力勢將調整。若管理代表改為中低階主管時，可另尋高階主管擔任，並委以其
他相稱名目的職稱。

3. 知識管理
組織透過內外部資源，獲得流程運作、產品與服務的符合性知識等，但應先
掌握組織知識的範疇，並考量是否運用 IT 系統平台進行知識管理。

4. 組織環境
應先監測、了解組織內外部問題，識別利害關係者，並了解其需求與期望；
決定須被處理的風險和機會，規劃處理的措施及評估有效性，以強化風險管理；
策略規劃流程雖未於新版條文中明訂，但錯誤的策略對組織營運的影響甚鉅，故
有存在的必要，雖不必要建立程序書，但應於手冊中記載。

1.SGS公司黃世忠副總裁課程講義
2.中聯企業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品保概念與
ISO 9001:2008簡介 講師：余聲財http://
iso.camel.ntupes.edu.tw/ezcatfiles/c020/
img/img/ISO_9001_concept.pdf
3.領導力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http://www.
isoleader.com.tw
4.經理人月刊http://www.managertoday.com.
tw/?p=42662
5.逢甲大學保險學系碩士碩士論文：保險業
ISO 9000品質管理制度之有效推動與實施
研究生：鄭玉琴
6.環球國際驗證公司QMS標準改版說明會資
料
7.環球國際驗證公司蕭修真顧問及王贊賢顧問
課程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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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衛發展中心營運大樓搬遷企劃與執行實務

Plug and Play 無縫搬遷的藝術
為了因應營運大樓搬遷，中衛組成零距離專案團隊，以組織永續經營為目標，從選址、空間
設計到搬遷，演出了一場「隨插隨用」的無縫搬遷行動。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總合服務組經理 黃怡鈞

搬家是人生大事，企業或工廠搬遷更是一樁大工程。從生產機器、電腦器材、OA 設
備、辦公家具到每位員工的個人用品，如何井然有序、有效率地安全抵達新家，迅速重組，
而不影響到營運？中衛發展中心前兩年就經歷了這樣的挑戰，在營運總部搬遷的過程，
實際操兵，獲得了企業「無縫搬遷」的寶貴實務經驗，在此跟讀者們分享。

企業搬遷五大推動步驟
企業搬遷一般可依 5 大推動步驟進行：
1. 良好的區位選定：選定符合企業發展需求的位址，促使企業創造更大的附加價值，進
而創造企業最大利潤。
2. 整體的建置規劃：透過完整規劃，可打造優良工作環境，提昇同仁工作效率。

3. 確立目標及分工：為達成專案目標將各項工作展開並定時召開溝通及進度管控會議，
以確保專案目標之達成。
4. 細部點檢大小環節：裝潢建置等各項硬體設施完備後，針對同仁日常民生所需大小事
項，逐一點檢確認，方便於搬家後首日即可正常工作。
5. 無縫搬遷：透過良好的前置規劃，可使搬遷作業順利進行，不致因為搬遷而影響日常
業務之運作。

良好的
區位選定

整體的
建置規劃

確立目標
及分工

細部點檢
大小環節

無縫搬遷

中衛發展中心營運總部搬遷的實務，大致是根據上述五大推動步驟企劃並執行。

1. 區位選定：以企業永續發展為目標
營運總部具有幾項主要功能：加速企業資源整合，強化企業競爭力，建立品牌形象，
有助業務發展，以及提高客戶服務滿意度。適當的區位選擇策略，更有助於招募一流人
才，加速與客戶溝通的速度，促使企業創造更大附加價值，進而創造企業最大利潤。
2010 年，中衛發展中心原營運總部參與都市更新計畫，不得不搬遷，於是衡酌企業
永續發展的目標，開始訂定選址策略，尋覓新總部位址。當時選定的必要條件包含坪數、
區位、總價、屋齡、交通、生活機能等，歷時 2 年餘，營運總部最終落腳於醒吾大樓，
擁有交通便利、鄰近駐外辦公室、多處知名學校及華山藝文特區、文教藝文氣息濃厚的
優勢。

Plug and Play 無縫搬遷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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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衛發展中心營運大樓選址條件評量
屬性

優先順序

項目

說明

必要項目
加分項目

1

購置坪數

約等同現行實際使用空間，視合宜物件坪數與租賃空間而定。

2

選址區位

綜合各項考量，以台北市市區商辦為主。

3

購置總價

考量購置成本及利息支出。

4

物件屋齡

考量安全性、遷移及裝潢成本，避免短期內再度面臨改建搬遷問題。

5

交通（捷運） 完善、便捷的交通網，可節省通勤時間。

6

生活機能

有利於廠商洽商、客戶洽訪。

1

公設比率

公設比與屋齡呈反比，依個案而定。

2

車位數量

提供經營層及外賓使用。

3

樓層高度

提供同仁舒適工作空間。

4

租用坪數

保留擴充空間，除解決空間不足問題，亦可視人力增減而調整。

5

租金預算

暫以目前市場行情估算，實際需視物件及當時行情而定。

圖 1：醒吾大樓外觀

2. 整體規劃：打造數位化創新營運總部

（2）確立規劃重點：

選定具優越地理位置、健全生活機能、活絡交通動線的優勢區位後，如何將
屋齡 20 年的舊房子打造成數位化、資訊化、文創化的創新營運總部，引領中衛
發展中心迎向嶄新未來，是另一重大課題。

中衛發展中心新營運大樓的整體
設計規劃方向有幾個重點：
．人性空間設計，融入企業核心價值：
空間設計的基調是通透感與輕量簡
潔，以流線打造具人性空間的創意

（1）引進資訊科技與文創理念，整合各部門需求
為完成此課題，引進最新資訊數位科技及文創理念，邀集外部顧問群提供設

櫃台，櫃台及各樓層停等區呈現公

計、資訊規劃及工程採購等專業意見，實地參訪近期完成總部建置搬遷之廠商，

司精神意象，強化訪客對中衛的品

使整體規劃更為完善。同時，為整合內部需求，邀集各部門加入團隊，充分溝通，

牌印象，設置企業 show room 展現
重點業務成果。同時，將中衛發展

了解部門需求，並依專案推動架構及規劃時程逐項展開。

中心熱誠、精業、卓越、綜效的核
心價值念融入於設計理念。

裝潢搬遷計畫總體決策性指引
需求整合

．健康中心與茶水吧，照顧員工身心：

規劃小組佈達
內部需求整合

1月

外部元素引進

．引進文創元素、
美化工作環境

需求規格研擬

．導入數位應用科技、

採購發包

優化資訊環境
公開招標

1～3月

採購作業

招標說明會

．採用節能環保材料、
綠化職場

評選會議

招標公告

議價決標

在硬體設施部分，為了提供同仁更
完善舒適的工作環境，特別規劃健
康中心，提供身體不適人員及哺乳
媽咪一個合宜的場所，另外還規劃
包括茶水吧枱、學員休憩、叢書展
示等空間，讓員工在工作之餘也能

確認設計

兼顧身心發展平衡。

確認合作廠商
3～4月

確認設計風格

確認細部規格

規劃施工時程

施作驗收

擬定搬遷計畫

打包物品

管控施工進度

監控施工品質

之處，播放公司出版物、媒體露出
及重大消息，強化品牌形象的建立。

銷毀文件
驗收

搬遷作業

8～9月

引進數位看板，應用於總機櫃枱、
show room 及叢書展示等外賓往來

施作工程
5～8月

．導入數位應用科技，優化資訊環境：

搬移作業
各部門就位

圖 2：中衛營運大樓專案推動架構及規劃時程圖

在大型會議室及訓練教室設置視訊
會議系統，使外部單位與總部之溝
通更為緊密。
．節能環保材料，綠化職場環境：為
配合節能減碳，整體空間規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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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綠化環保為主軸，使用綠建材、燈具採用節能 LED 燈、有節能標章的家電產品，並
符合建築裝修、消防等相關法令規定。避免陽光直射，充分利用自然採光，室內照明
需達一般辦公室標準照度。依實際需求規劃適宜的空調配置，風管與進出風口的配置
以最佳空調效能考量。運用設計技巧，避免冷風直吹同仁。

3. 確立目標及分工：零距離團隊，分項專責
想要有效率、有秩序地進行 200 人搬遷，是樁大挑戰，首先要先訂出目標，全力以赴，
經團隊共識後，確認專案目標為「零距離團隊，無接縫搬遷 Plug and Play」，執行過程
中充分與部門溝通，搬遷過程無接縫，達到同仁搬家首日到達新辦公室後，個人物品已
到指定座位，同仁僅需接上電腦、電話機，即可正常辦公，同仁日常作業不受搬遷所影響。
接著，確定專案範疇及 WBS 展開各作業項目，確立各分項作業負責人，共分為：裝
潢時程、總務用品設置、機房搬遷、搬遷原則、政策與廣宣、對外通知、無紙化推動及
資產盤點帳戶開立等 8 大分項計畫。
各分項計畫作業內容，詳見表 2。
表 2：中衛發展中心搬遷專案分項作業
2. 總務用品
設置計畫

1. 裝潢時程計畫

會議設備規劃

清潔工程規劃

門禁監控規劃

茶水設備規劃

法規申請登記

事務設備規劃

電話線路規劃

前置溝通討論

確認樓層配置與
設計風格

3. 機房搬遷計畫

4. 搬遷原則
與人力計畫

機房虛擬化

擬定搬遷原則

IDC 頻寬升級

規劃搬家時程

新機房規劃及建置

搬家公司選定

ISP 業者網路佈線

搬家工程與管控

全系統測試

清掃搬家垃圾

前置溝通討論
施工細部圖面設計
設備採購搬遷
室內裝修工程
驗收測試工程

搬遷進駐活動

辦公室清潔工程

5. 新辦公大樓政策
與廣宣計畫
資訊政策規劃

車位使用規劃

環境維護規劃

會議使用規劃

訪客接待規劃

文件收發規劃

6. 對外通知與
印刷品重製計畫

7. 無紙化推動計畫

8. 資產盤點
及財務規劃計畫

對外登記地址電話確認

無紙化作業規劃

資產盤點

印刷項目盤點

盤點計畫資料

內部申請報廢

外部捐贈

印刷品項印製

外部捐贈

跨部門說明會

內部會議達成共識

各部門文件清點及進度追蹤

主管會議達成共識
正式對外通知

文件掃描
中心內網
mail 公告

搬遷服務
網公告

對外發文
EDM 寄送

搬遷後總清點
外網公告

文件上傳
銀行帳戶規劃
文件銷毀

機密文件銷毀

主管會議佈達
內部拍賣

CI 風格設計確認

Plug and Play 無縫搬遷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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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搬遷進度的管控，分為內外部雙線進行：
．內部管控，工作會議與專案網頁：為即時掌握專案進度，促進各分項計畫的溝
通，每 2 周召開內部工作會議，並設置「CSD 搬遷大小事」網頁，將大樓附近
有關交通、飲食、銀行、便利店、郵局等生活訊息、搬遷作業、需要請同仁配
合事項，公告在此平台，方便同仁及早熟悉新環境，了解搬遷時程、配合事項
及新辦公室各項管理規範。
．外部管控，廠商溝通會議：確認裝潢設計廠商後，定期與廠商召開裝潢設計溝
通會議，並請教外部顧問意見，確認需求、風格及設計方向，內部共識後，據
以展開工程施作。工程施作期間每週固定至工地現場開會，確認辦公家具、門
禁監控、消防等細部設計規劃並管控施工進度及品質。期間除裝潢工程外、機

圖 3：中衛發展中心營運大樓搬遷專案網頁

房佈建、會議設備規劃、搬遷後主要往來銀行評估、鄰戶溝通等亦同步展開，
必要時進行廠商橫向溝通，終於規劃時程內完工驗收。

4. 細部點檢：大小環節一次搞定
針對同仁日常民生所需大小事，建立點檢表，逐一確認，務求做到搬遷後第
一個工作日就順利運轉，從廁所衛生紙、飲用水、便當等生活基本機能無一匱乏。
確認搬家時間，展開「搬遷原則與人力計畫」細部規劃搬遷原則、分工及流

圖 4：學員休憩及叢書展示空間

程，辦理搬遷說明會，張貼海報提醒重要時程及打包規範。所有的模擬與準備，
都是為了達到「零距離團隊，無接縫搬遷 Plug and Play」的專案目標。

5. 無縫搬遷：迎向中衛新里程
準備多時，來到歷史性的 1 天，中衛搬遷作業於 2013 年 9 月 13 日順利完成。
在無紙化推動下，所搬遷文件、物品總計約 680 箱，大幅降低搬遷負荷及作業時

圖 5：櫃臺意象與迎賓數位看板

間；為達成無縫搬遷，使搬遷期間營運系統不斷線，資訊主機採部分委外代管並
提前一周進行搬遷，使同仁進駐新辦公室後可隨插即用，完成專案目標。
新辦公室家具多為新採購，故全面盤點既有資產，不可留用資產優先由駐外
辦公室選用，其餘進行內部拍賣，讓有需求同仁認購，可用資源作最有效利用。
原訂同仁於搬遷隔日再到新辦公室，但因前置規劃完善，提早完成搬遷作業，
同仁於搬配當日即已完成個人物品整理。進駐新辦公室辦公首日，由行政部門組
成服務團隊，到各樓層向同仁介紹環境、了解同仁問題及需求，確保隨插即用正

圖 6：無縫搬遷，展現中衛全員合作無間的精神。

常辦公。為達內部顧客滿意，搬遷後設立各樓層服務窗口，立即蒐集及回應同仁
問題，確保所反應問題皆被妥適處理，整體搬遷滿意度達 87.41 分。
中衛發展中心新大樓搬遷工程，在搬遷團隊及全體同仁的參與下，發揮精實
搬遷，無縫接軌的精神，共同寫下中衛歷史新頁，迎向中衛新里程。

後記

圖 7：12 樓 Show Room

2014 年 12 月撰寫本文時，搬遷已經過一年。除了平時接受同仁的意
見，進行日常維護外，在裝潢、機電、資訊到會議設備等資產設備保固屆
期前，中衛發展中心行企部團隊再次啟動資產保固前的調查，清查各項資
產的使用狀況是否有異常情形，並在合理範圍內要求廠商提供保固服務，
以維持辦公環境品質與同仁滿意度。
圖 8：12 樓精神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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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衛發展中心獲 SGS 資安認證之實務經驗分享

企業資訊安全管理的成功祕訣
數位化時代，資訊安全攸關企業發展甚至生存。中衛發展中心歷經兩年努力，取得 SGS 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認證，特以本文跟各界分享推動資安管理的成功祕訣。
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企劃管考組經理 王瑋誠

隨著企業營運業務多元發展，作業流程邁向 E 化成為時勢所趨，員工對於資訊系統
的仰賴與日俱增，當資訊的應用變成跟呼吸一樣重要時，即須加強資訊安全各面向的管
理，以確保企業資訊系統相關資產（含資訊、軟體、實體、技術服務等資產）之機密性、
完整性與可用性。
為了達成上述任務，中衛發展中心 2012 年起在管理階層的大力支持下，開始逐步導
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藉由新辦公室搬遷至醒吾大樓的契機，重新建構了新的機房，
導入伺服器虛擬化（Virtualization）技術，不僅能提高運作效能，還節省了機房的空間與
電力的花費，藉此分享中衛發展中心資安導入概念及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運用 PDCA 建立資安管理循環
資訊安全管理是全方位及整體性的工作，亦是另一種型態的管理循環，其中必須要
運用 PDCA（Plan-Do-Check-Act）過程，作為整體管理制度運作的基礎。在初始的規劃
階段，企業與組織必須要建立資訊安全政策及目標，並定義出達成目標的衡量指標及管
理階層的責任。在執行的階段，團隊依據政策、目標及行動方案推動各項資安的控制措
施，並且建立相關的作業程序，最後以內部稽核及自檢改善的工具，來檢核各項工作達
成的狀況，並落實持續改善的精神準則。

建立 ISMS

執行
Do

實施與操作
ISMS

資訊安全要求
與期望

維護與改善
ISMS

監控與審查
ISMS
檢查 Check

圖 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管理循環示意圖

執行
Act

利害關係團體

利害關係團體

計畫 Plan

資訊安全程序
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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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過程
中，遇到許多實務上的瓶頸，其中最
嚴重的來自於技術課題及人員心態問
題，因此在導入前先從技術及人員兩
個層面切入研議。以技術層面而言，
傳統上架設防火牆、區隔內外網斷、
安 裝 防 毒 軟 體 及 定 期 更 新 作 業系 統
等，都是典型的技術手段，但隨著資
訊軟硬體的進步，亦可尋求更好的資
訊解決方案，其中也包含了系統虛擬
化及高可用性的網路架構（HA）等技
術手段，一方面可提升系統效能及安
全性，另一方面也可降低因人為操作
不當而產生的資安風險。
以人員層面而言，團隊的領導者
除了必須不斷的跟團隊成員溝通導入
資安的優點及改變既有工作方式外，
亦必須讓團隊成員透過教育訓練及觀

KSF1選領導人，建立團隊
管理階層首先要面臨的議題，就
是團隊建立及領導人的遴選，管理階
層必須花費了一段時間及心力去決定
領導人，透過領導人進而貫徹執行組
織的任務及目標。此外，為了發揮團
隊管理的效果，每位團隊裡的每位成
員須先了解企業或組織對資訊安全的
目標與及個人角色和責任；其次成員
亦須了解如何完成企業或組織的資安
任務，最後要能積極投入小組目標的
達成。由於溝通在團隊管理扮演著相
當重要角色，如能事先舉辦共識會議，
建立成員有效溝通管道，更可使團隊
管理有良好效果。

KSF2 全員教育訓練

摩的方式提升專業知能及學習業界典

其次，需要決定團隊教育訓練的

範。此外，亦結盟資訊策略夥伴將技

實施計畫，確保團隊內的夥伴們都能

術及實體設施不足的地方補足。當整

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克服資安導入面

個團隊都提升能量並拉到一個水平線

臨的課題，並針對資安制度、弱點掃

後，才正式開始投入資訊安全管理系

描、社交工程及營運持續管理等面向，

統的導入工作，以下即摘要導入過程

進行全員的教育訓練。後續則派主管

中幾個關鍵的要素分享。

人員及重要推動人員參與制度導入專
業訓練課程，技術人員則參加相關設

管理者承諾是成功關鍵
企業與組織若想建立一個有效且持續
長久運作的資安管理制度，從一開始
的團隊建置與專案啟動，到建立制度
及管理審查階段，這些都仰賴管理階
層的領導投入，以促使企業與組織內
部達到風行草偃之成效。雖是老調重
彈，但企業與組織若沒有管理階層的
宣示及決心，那麼這個管理制度注定

備的操作訓練有關的技術課程。當然，
人員教育訓練及資安意識建置部分需
要管理階層的長期關注，藉由定期審
查人員維持教育訓練的記錄或技術類
證照，可確保所有人員皆認知其負責
資安工作的重要性，並具備所需要之
專業技能。

KSF3 宣示資安政策目標

資訊安全政策並宣示維護資訊安全的
決心、風險管理接受準則決策、參與
管理審查會議及內部稽核作業等重要
工作。此外，在資安制度運轉的過程
中，管理階層的責任也必須確保各項
作業程序符合組織營運要求，若已影
響到日常業務或識別出組織以往未曾
發覺的資安風險時，管理階層就必須
適時反應，進行作業改善，以降低風
險，抵禦資安威脅。
最後從企業與組織內部的文化氛
圍及行為準則談起，管理階層的介入
與支持往往可以突破跨組織溝通上的
僵局，並透過適當的決策將團隊引導
至邁向目標正確的途徑上。

風險管理，找出魔鬼
風險管理旨在協助企業及組織的
資訊安全管理人員了解資訊資產面臨
的脆弱及風險，以利於採取適當的控
制措施。因此，風險管理工作項目首
先要建立全景，其後進行風險評鑑，
風險評鑑 要找出企業及組織所擁有的
「資產」，分析「已知的威脅」如何
利用資產的「脆弱性」，並評估其發
生「機率」與「衝擊」的程度，若綜
合乘數的結果是企業及組織所無法接
受者，則視企業內部資源配置及成本
效益訂定可接受的風險等級及風險處
理計畫，並運用控制措施，讓殘餘風
險降低至企業及組織可接受的水準。
上 述 所 談， 屬 於 基 本 的 風 險 管
理概念，但企業與組織的資訊風險評
鑑的作法繁多，在實務上基於成本與
時間效益考量，並為了強化管理決策

是會失敗的。在管理階層承諾部分，

管理階層除了挹注團隊資源外，

精確度及效益，特將資訊資產運用資

資安的導入過程中有幾個關鍵成功因

管理階層應有的作為至少包括了訂定

產價值及使用年份進行分類，例如，

素（key success factors, KSF）：

資訊安全政策及目標、對內對外傳達

將同一時期同一類型的伺服器歸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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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因為其面臨的脆弱及威脅不外乎硬碟

動和資源擁有者共同參與，如此才能完整

毀損或機器老舊產生的問題，因此，訂定

識別出正常營運所需的資源、可允許的中

風險處理計畫時，會以共同的處理計畫來

斷時間及復原順序，決定組織營運持續管

處理伺服器可能的損壞。

理的整體作法及推動計畫，而每份推動計

最後階段就是準備與實施風險處理

畫中都會涵蓋特定的計畫負責人、聯絡清

計畫，其中包含預期成效、團隊成員、行

單、應變程序、通報程序、復原程序等。

動方案、所需資源及績效量測等項目，整

依照這些作業項目來建立各項營運持

個處理計畫須與組織內的管理過程相互整

續計畫並不困難，重點在於如何維持計畫

合。

的有效性，因此，這項控制措施要求所有
此外，最重要的是管理階層及相關利

的營運持續計畫都必須定期測試與更新，

害關係者必須確保剩餘風險已被接受並認

以確保計畫的內容與作法符合當下真實環

同處理計畫，即使是在風險尚未處理前，

境需求。

已識別的風險資訊對企業及組織是相當有
價值的，而且可能有助於降低潛在的損
害。管理階層及相關的利害關係者對風險
的認知，可以最有效方式協助處理事故和
未預期事件。

持續營運管理，防患未然

定期舉辦資安災難演習
以實務的推動經驗來說，為了達成
營運持續不中斷，控制項目可從技術端著
手，例如從防火牆、網路負載平衡器、L3
層級網路交換器及連外網路，都可採用高
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的架構建置，

現實環境裡，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資

也就是說，當任何一伺服器或網路斷線

訊安全，能夠做到的只有相對的安全，這

時，可在極短時間內將系統運作導入備援

是企業及組織務必要體認的事實及現況。

伺服器或對外網路，以確保對外的營運不

既然無法保證資安事件不會發生，那就要

中斷。此外，亦可與策略夥伴合作，建構

盡可能在資安事件發生時降低可能的損

了雙備援的異地機房，每晚透過虛擬私有

壞，甚至還要進一步擬定企業及組織的營

網路（VPN）將兩機房重要系統資料進行

運持續計畫，俾利在災害突然發生時，仍

異地備份，萬一當任一機房發生毀滅性災

能保持業務營運的正常運作。

害時，郵件、財務、人資及公文等系統資

營運持續策略的擬定，主要是透過

料，都能夠得以保存及復原。

營運衝擊分析來找出企業及組織重要的關

最後，務必定期模擬情境並舉辦災難

鍵活動，再針對關鍵活動的風險評鑑，評

復原演練，以確保資料可用及異地備援機

估可能的潛藏風險，並擬定出對應的控

制可順利接管系統，也能讓管理階層能夠

制措施及營運持續計畫，最後藉由計畫的

確實掌握，當類似災難發生時，人員所需

實現來達成企業及組織營運持續的目標。

應變時間，以及資訊系統需要多少時間可

因此，在進行規劃時，建議最好由關鍵活

恢復正常運作，有效強化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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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內部稽核
為了確保資安管理制度及風險處
理計畫能夠有效運作，企業及組織必
須要有適當的監督方法。對企業及組
織而言，想要了解制度是否有效執行，
最常採取的作法就是定期實施內部稽
核計畫。所謂的內部稽核是指由企業
及組織內獨立的公正單位，像是稽核
室人員或是部門間的稽核小組，依照
本身所遵守的標準及制度，事先擬定

動，這樣才可讓組織的資訊安全管理
制度更臻至完善。
在實務上為徹底落實資訊安全制
度，除基本的內部稽核外，亦將關鍵
且風險高的作業流程訂定標準作業程
序及作業自檢表，並交由第一線基層
主管定期把關，另由行政團隊不定期
查核，以強化落實管理的力度及決心。

中衛榮獲 SGS 資安認證

查核項目，然後進行實地訪查和抽樣，

中衛發展中心經過2年的努

以了解管理制度是否如文件中制定的

力，終獲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要求來執行。

（SGS）頒發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認

在稽核的過程中，若有各項符合

證。爾後，面對資安問題，應注入「預

或不符合事項的發現，都要留下包括

防勝於治療」的觀念意識，能夠預防

人、時、地、事、物的完整記錄資料

可能發生的資安風險，絕對比資安問

及證據，並透過稽核結束會議，說明

題發生之後，處理與矯正的措施更具

是否有不符合事項的產生，同時請受

成本效益。

稽單位進行確認。如果對於不符合事

此外，人員的品質意識也必須持

項有任何意見及補充說明之處，受稽

續提升，因為絕大多數的資安事件及

單位也可當場提出共識討論，會後的

問題皆來自於人員疏失或管理不當，

決議結果將會作成正式的稽核報告，

資管單位更應要注意是否有新的威脅

而稽核報告也會作為管理階層審查時

出現，或是因業務變更而產生新的風

的輸入資料，藉此才能提出未來的改

險，及早加以預防。萬一真的不幸還

善目標和處理計畫。

是發生資安事件了，也要積極找出事
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以避免問題再度

確實追蹤改善措施

發生而影響組織運作。

內稽是管理循環中重要的管理工
具，如果在稽核過程中發現了不符合
事項，還必須進行追蹤及管考活動，
也就是受稽單位必須採行改善措施，
以使造成不符合事項的原因消失。內
部稽核還要進行追蹤確認的改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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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機房搬遷經驗分享

資訊系統零距離搬遷大作戰
E 時代的企業資訊機房愈來愈龐大，如何順利搬遷而絲毫不影響組織營運？中衛發展中心透
過完善專案規劃及強大執行力，演出了一場高水平的無縫搬遷。
中衛發展中心企劃管考組經理 王瑋誠

大約在 25 年前本中心從忠孝西路搬

段、執行階段、控制階段及結案階段。每

遷至敦化北路國際大樓，當時的營運規模

個階段透過 WBS 的手法將各項工作項目

及資訊程度皆在發展階段，且內部的核心

展開，每個工作項目皆明確的標示檢核點

系統相對單純，可以在資訊完全停止的運

及負責人，以確保各項工作任務如期如質

作下進行遷移。時至今日，中心財務、專

執行。另外也將跨廠商間連繫的工作項目

管、採購等 10 項主要系統已完成資訊化，

進行標示，並透過定期的會議進行工作溝

人員及營收規模亦大幅成長，而且當老闆

通。在搬遷的時程上亦會選擇在淡季或是

喊出『無接縫搬遷 Plug & Play』的目標時，

離峰時間等企業營運影響較小的時段來進

就意謂著在整個搬遷過程中要維持公司正

行，再以這個時間點為目標，規劃後續的

常的營運及作息，整體作業上就需要更精

相關作業。

緻的規劃和良好的團隊合作。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內部組成專案團
隊，邀集外部顧問群提供設計及資訊規劃
等專業意見，使整體規劃更為完善；同時
邀集各部門副總及主辦加入團隊，以充分
了解部門需求，成為零距離搬遷團隊。其
間拜訪於 2009 年曾進行規模逾 2 千餘人
搬遷之中鼎集團以吸取其經驗，其中資訊
搬遷令人印象深刻，本文將就本次資訊機
房的搬遷歷程分享幾個關鍵的成功因素。

一、千話萬話、不如規劃

二、按步就班、逐步展開
以現有資訊機房的規模，很難用土
法煉鋼的方式來縮短時程，而且對於一個
新建電腦機房而言，難免會有大大小小的
問題發生，因此如果把搬遷工程跟公司的
大搬遷一起進行，不只會造成專案的複雜
度，亦可能會影響『無接縫搬遷 Plug &
Play』的政策目標及公司的正常營運。因
此經內部搬遷小組共識討論後，決議將資
訊設備及系統分三個階段進行搬遷：
（一）第一階段：將重要系統透過虛擬化

規劃的愈完整，執行過程才能減少問

技術（VM）平行轉移至

題及風險，機房搬遷前必需思考各項工作

本中心合作夥伴的雲端

的重點及問題，其中包含搬遷的需求與目

機 房， 並 建 立 雙 備 援 的

的、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可配合的時間，以

基礎環境。

及瞭解機房狀態的現地調查之外，設備標

（二）第二階段：與 ISP 業 者 合 作 佈 建 各

示作業、設備如何移動、關機前準備及確

項網路專線，並於新辦公

認關機時間、搬遷路線的動線規劃及災後

室架設 AD 等基礎伺服器

緊急應變計畫等部分。

及各項網路通訊設備，並

並透過專案管理的概念，將機房搬

讓新環境提前進入測試

遷分為五個階段，包括起始階段、規劃階

狀態，並持續加以改善。

資訊系統零距離搬遷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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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施工過程中難免會有缺失，為了確

就只能透過協助，一步步測試找出問

最後階段將郵件等重

保品質，在公司正式搬遷及同仁正式

題點來。如果真的都無法解決又有時

要系統導入，同時間

進駐前，資訊組也運用自檢表，來逐

間壓力時，不得不請求廠商資源備品，

也將各網路專線同步

一檢查各項工作及可能遭遇的問題，

或是在異地機房將系統啟動，凡是都

移轉至新大樓。

並逐一進行改善，以確保正式進駐當

做準備，風險亦相對降低。

（三）第三階段：待 基 礎 環 境 穩 固 後，

天營運的不中斷。此外，進駐當天必

三、慎選夥伴、即時溝通
好的廠商帶你上天堂，『散』的
廠商讓你下地獄，整個資訊搬遷的過
程牽涉到太多的合作夥伴（ISP 業者、
機房業者、網路業者等），除了優先

須耐心傾聽並紀錄同仁所遇到的疑難
雜症，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誤讓
小錯誤演變成大議題。

五、緊急應變、備案計畫

結語：
準備多時，終於來到歷史性的 1
天，搬遷作業於 2013 年 9 月 13 日順
利完成，由行政部門組成服務團隊至
各樓層介紹環境、了解同仁問題及需

慎選優良的廠商外，廠商委外的管理

誰能夠預料到開開心心來台灣的

求，確保隨插即用正常辦公。為達內

也是相當重要，在整個專案執行期間

黃色小鴨會爆炸，從風險評估的角度

部顧客滿意，搬遷後設立各樓層服務

除了要增加溝通頻率及品質外，也要

而言，任何事物都要有 B 計畫，以防

窗口，立即收集及回應同仁問題，確

隨時檢視各項廠商的工作進度及人力

不時之需。機房搬遷更要如此，這是

保所反應問題皆被妥適處理，讓整體

狀況，當發現廠商在時程及人力資源

因為於機房內運行的是公司最為珍貴

搬遷獲得高度滿意。感謝搬遷團隊及

發生缺口時，務必即通報主管及召開

的資訊資產，任何失誤或損失都可能

全體同仁的參與，讓我們共同寫下中

會議共識解決，否則因一個專案工作

導致嚴重的後果，小則同仁印表機無

衛歷史新頁，迎向中衛新里程。

未能達成，進而影響到整體的完工進

法使用，大則整個主機都無法開機，

度。此外，一定要給與廠商適當的壓

為了讓企業營運服務不中斷，災難緊

力及罰責，並保留充足的專案時間進

急復原計畫一定要納入在整體的規劃

行複驗及改善，以避免最後階段臨時

案中。

抱佛腳的窘境。

在搬遷之前不可避免的就是資料
的備份及進行開關機演練，透過開關

四、嚴密監控、即時改善
整個搬遷的專案雖然都在嚴密的
掌控下，且事先都經過各類團隊及專
家的確認，但正式上線後的穩定度及
效能是否符合預期，仍需要持續關注
並改善解決，若發現問題切勿隱瞞跟
忽略，常常魔鬼就藏在細節當中。此

機演練將所有步驟的時間數據化後就
可得整體運作時間，一旦當無法在預
期時間內完成系統上線，在災難緊急
復原計畫的初期，可先掌握合作夥伴
的資源，最好是安排技術支援人員以
及應用程式人員可以到現場駐點，也
許是系統之間的鍊結性出現問題，也
許是搬遷過程中硬碟不當毀損，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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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篇

資訊機房搬遷的行動計畫與執行歷程

（一）清點資產──盤點現有資訊資產
搬遷首要當是清點資產，資訊也不例外。企業若有分點辦公室，則須將分點辦
公至同步問題列入考量，初期盤點涉及之資訊財產可分類如下：
1. 總公司所有機房資訊設備。
2. 總公司各項租借資訊設備（如事務機 : 須與廠商共同清點）。
3. 總公司各項網路界接服務（包含網路，網路電話）。
4. 總公司公用資訊設備（如印表機，掃瞄機）。
5. 個人資訊設備（個人電腦）。
6. 各辦公室網路設備（如 Switch，AP，Modem）。
盤點後，即可列出搬遷分工，以上列六項分類而言，其執行分工可如下配置：
1. 資訊組統搬：項次 1、3、6
2. 廠商處理：項次 2
3. 個人及業務組自行處理：項次 4、5

（二）架構規劃──規畫未來架構
考量企業新辦公室若有多層樓之配置，亦須將樓層配置考量其中，以中衛發展
中心之搬遷實務為例，新大樓規劃有四個樓層，配合中心新採購與 thin AP 架構與新
購網路設備，規劃新建專線架構：
1. 建立各外部辦公室至新大樓固接專線。
2. 建立新大樓至外部 IDC（Internet Data Center；網際網路數據中心）固接專線。
3. 建立新位址三條專線 server 一條；user 兩條（user 兩條建議為不同 ISP，互
為備援）。
4. 新印表機型態測試（原有印表機為直接列印，新印表型態為列印後，憑員工
卡刷卡列印）。
5. 未來無線架構使用 thin AP，採用中央控管，結合 AD；無線網路分為兩區段：
員工區段與訪客區段。
6. 配合中心新採購 NetApp Storage，將目前 IDC 之實體主機虛擬化。並將原有
實體主機配合新購主機作為虛擬機之實體伺服器。
7. 未來新辦公室將購置新網路設備（ﬁrewall；L3、L2 Switch）。
8. 購置視訊會議設備，連結台北、台中、高雄會議室。

（三）擬定計畫──擬定機房搬遷計畫
辦公室搬遷最高原則：營運不中斷。為達此一目標，在搬遷前中後這段時間，
必須做到以下各點，俾於維持『營運不中斷』：
（1）新辦公室網路各項須先設妥，使公司成員搬遷到點後，達到隨插即用。
（2）原有辦公室亦須維持正常運作。
（3）各外部辦公室亦須維持正常運作。

資訊系統零距離搬遷大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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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顧問：中衛發展中心行政企劃部資訊管理組副管理師 蔡金麟

1. 風險議題討論：若搬家前一天進行插拔網路動作，
若無法立即連線，該如何恢復 ?
討論結果 : 採取平行連接方式較為妥善（須建立一
條新舊辦公大樓專線）。
2. 初期結論
（1）將現有實體主機虛擬化於遠傳 IDC，減少搬運
造成之損失或資料遺漏。
（2）VMware Converter P2V 轉換流程。
（3）先建 AD 伺服器，在新辦公室可立即使用。
（4）為使業務不中斷，新增額外 200M 專線，連接
新舊辦公室，使用路由，汰掉舊辦公室連結
IDC 專線。

（五）首次動作──第一次遷移
實體搬遷定於 D 日
D-14：各辦公室至新址專線測通，IDC 至新址測通
完畢
新舊址專線測通與 routing 設定完畢
D14-D7：逐一將 PO 切換至新連線（使用下班時間）
D-7：完成網路設定，包含對外、對分支辦公室、對
內之有線及無線通訊。
D-7：切換由舊址 route 至新址並至 IDC
IDC 至舊址斷線
D-5：已將印表機運至新址並設定完畢
D-2：整體測試，發現 7 樓以上對外失敗，緊急處理
後解決

（四）前置準備──搬遷前準備計畫

D 日：各樓層安排資訊組人員負責 troubleshooting

1. 新建置部分
將 Storage 先行搬遷至外部 IDC
辦公室新址 Thin AP 布置
辦公室新址網路設備設置
2. 虛擬化
將置於外部 IDC 四部伺服器虛擬化
企業內部系統先虛擬化，再放置於外部 IDC
3. 網路專線
3.1 測試網通 PO 至新位址
3.2 開通 route 至新位置在到 IDC
3.3 測試新位址對外網通
3.4 印表機測試
4. 測試
5. 備份、備份再備份：將留置於舊 storage 資料另備
份一份於外部 IDC。
6. 可能的風險：經過虛擬化，實際需遷移之硬體僅為
storage 系統及一部 freebsd 及一部 DNS。
7. 而 其 中 最 大 風 險 為 storage 內 的 exchange server
由舊址拆卸後搬至新址，若無法順利組裝啟動，那
郵件系統可能無法運作。
8. 風險應變計畫：如 storage 移至新位址後無法啟動
exchange，則須於外部 IDC 啟動 exchange，並作
重新設定。

（六）突發因素──非計畫內可控制因素之處理
1. 中衛中心之搬遷實務在規劃初期，預計各辦公室拉
外部 IDC 市內專線，預計在六月底前全部完工。但
在現場場勘時發現，位於復興北路能源局駐點辦公
室無可用管道，因此必須申請路權進行開挖，但礙
於台北市法令：開挖必須申請經核准通過；此次核
准恰好是正是中心搬遷時間，時程上已經來不及。
導致計畫須變更。網路路由部分仍須經由舊地址轉
到新址。
2. 一部 Freebsd 實體機無法虛擬化。
3. 新型事務機使用問題（同仁尚不會使用）。
4.cisco 視訊會議設備產生瞬斷，雖使用 QoS 技術，
但仍無法阻止頻寬被使用者吃掉，後來 4M 切為兩
條 2M，其中一條專供 Cisco 使用，此問題才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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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管技術趨勢

3P 思維翻轉造物現場，打造世界一流企業

月光之父中尾千尋的
精實改善寶典
一樣是精實革命，為什麼有些企業翻身為世界一流，有些企業中途而廢？中衛特別邀
請精實大師中尾千尋來台分享精實 3P 思維，企業改善成功的祕訣。
中衛發展中心企業輔導部諮詢輔導組副管理師 王渙真

是什麼樣的改善，讓保時捷汽車從利潤下滑，
翻轉成高收益的企業？
詹姆斯．沃馬克（James P. Womack），依據
新技術研究所株式會社中尾千尋術主指導客戶的菁
華，撰寫而成的《精實革命》（Lean Thinking），
讓精實管理思維風靡世界。
今年，中衛特邀請精實管理最初源流中尾千尋

什麼是浪費，什麼地方有浪費，才能有改善的需求。
知道問題、浪費後，要運用什麼方法消除？豐田精
實有許多方法和工具，如看板、一個流等。這些概
念不難，關鍵在於是否實際運用。
看過去，創未來，企業不能豐田精實管理，若
有疑惑，要能夠釐清，才能進而形成像豐田一樣的
企 業 文 化。103 年 11 月 26 日 中 衛 發 展 中 心， 特

術主等最強顧問來台，跟各企業分享精實管理實務

別邀請「新技術研究所」顧問，分享《豐田精實管

現場操作的經驗，協助企業運用現場改善力培育人

理》的企業改善實例，這些企業經過改善後都成為

材，讓精實不再只是紙上談兵的理論。

世界一流的企業，如：德國保時捷、美國波音公司，
還有在醫療業備受推崇的「精實醫療」成功案例：

做中學，才能學會精實
西 元 2000 年， 台 灣 引 進「 豐 田 精 實 管 理 」
後，許多企業競相導入並學習這項改善手法，至今
15 年頭，許多企業導入、執行，並持續堅持中，
但是有不少企業開始懷疑「這個改善手法真的適合
嗎？」有些企業甚至已經放棄了。
在這過程中，企業真的有學習到精實管理的精
神與價值嗎？有不少企業認為，只要學會「豐田生

美 國 維 吉 尼 亞 梅 森 醫 院（Virginia Mason Medical
Center）。
透過這些案例，顧問將帶領企業一同來重新審
視自己運用精實豐田管理的方式恰當嗎？如何再重
新精進，並將豐田精實深植為企業的 DNA，而不再
是形式上的口號。

豐田精實 3P 新思維

產方式」的知識，就能夠將製造現場的問題點全部

豐田精實新思維，是運用 3P，由製造現場擴展

解決，而忽略了豐田精實的關鍵成功要素是要捲起

至前端研發領域（Production,Preparation,Process）

袖子，親身去做。正如豐田生產方式之父大野耐一

生產準備，讓品質融入生產製程，做出沒有生產浪

強調的「三現主義」，惟有企業落實，才能體會到

費的產品。

大野耐一所謂的「改善魂」。

生產活動是由客戶訂單開始，再藉由生產製

「山要低，谷要淺」相信學習過「豐田精實管

程，銷售至客戶端。整個生產活動一開始設計產品

理」的企業，都懂得這句話的真正含義，但是若要

時，就將想到的浪費排除，建立一個合適的生產系

做到這點，是需要經過不斷改善再改善的決心。

統，並能在製程部份確保品質，更能將能夠想到的
浪費給排除。

精實最強顧問蒞台指導
改善是什麼？要具備看出浪費的眼力，要知道

3P 活動則是建立起合適的生產系統，滿足「生
產品質」、「適量」、「目標費用」、「交貨」等
四項條件。在豐田精實新思維中為何要進行 3P 活

月光之父中尾千尋的精實改善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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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必須要的物品。必要的物品太快
被完成，這規則會被打破。生產體制
必須依照規則維持，需要的東西在必
要的時間被生產，來得及生產。一般
人認為 JUST IN TIME 是工具，但在日
本豐田的理念，JUST IN TIME 不是工
具，而是一種觀念。

山、森、木的完美結合
改善的另一支柱是自動化，將品
質融入自己的工序中，這個方法在新
技術研究所被稱為「完結體制」，這
個部份也會結合3P活動。

中衛發展中心陳耀魁副總與中尾千尋及其術匠合照。

中尾千尋術主認為，現在是很好

動呢？能夠開發有效率的規劃和工序，

的動機指針」，將其激發出來，並促

在推行 3P 活動中企業能夠將豐田生產

成其結果。比起個人成果，團隊改善

方式中的改善觀念融入企業本身的系

活動的綜合成果要更遠更大。

統，建立出獨有的系統規劃。企業經過
思考、建立，創造出能夠因應全球化的
生產系統，進一步將企業推向世界一流
之列。

改善出於個人內在自發
「新技術研究所」中尾千尋術主，
也稱為 FOM，意思是 Father Of Moon，
月光之父。

落實 2S，排除浪費

擊後，企業現階段已經都準備振翅高
飛，而如何能夠晉升為全球第一？必
須努力不斷的改善，營造良好環境，
最重要的是培育人材。
中尾千尋以「山．森．木」來比

現在大家都在談的醫療改善，雖

喻企業發展成功祕訣，企業的工廠就

然醫療現場不似製造業，但醫生跟護

像座山，各個產線就像森林，每一個

士服務病人時，也有浪費的存在。銀

工序則是每一棵樹；樹要健康，人材

行也是，錢雖是虛擬的，但是在服務

的育成就顯得更重要，以此與台灣企

顧客時，勢必會有浪費的發生。

業共勉之。

怎麼排除浪費？這是進行改善必
須要先思考的問題，但前提是要能夠

中尾千尋認為，改善的動作，必須

找尋到浪費的根源。現在一般都在說

利用下班後空檔著手改善。改善必須要

6S、7S，但是講求這麼多的 S 下，真

「用手去想」，就是實際去動手。實際

能有做到完善的企業微乎其微。中尾

去做，才會發現問題，找尋到真正的浪

千尋認為，真正要做好的是 2S。不需

費。

要的物品不要留在現場，現場只需擺
中尾千尋指出，「改善」中的「改」

的經濟起飛原點，經過金融海嘯的衝

放需要的物品。需要的物品，是指現

是改變，而「善」是要讓事物變得更好；

在需要的物品，就只有一個。如此，

若是希望事物變好，則需要改變。因此，

現場就能形成單件流的狀態。

改善是將事物改變，使其變得更好，不

企業在製造產品時，往往完全沒

是強迫，也不是出於主管規範，而是出

有意識到其最需思考的是一個物品是

於自發性，希望事物變得更完善。每個

否能夠銷售出去，而產品是不是能夠

人不管從事什麼角色、職位或工作，都

銷售出去，是企業製造現場運作的根

很自覺地想把事物做好而去做它。在改

源，因此豐田生產方式的其中一個支

善的過程中，管理者要支援「思考根源

柱就是，豐田的書籍在必要的時間，

新技術研究所術主 中尾千尋，協助許多企業邁向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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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家企業，115 圈，打造 46 億元年效益

第 27 屆全國團結圈競賽
再創改善高峰
團結圈競賽 20 多年來引導了 2.4 萬個圈成立，成為台灣競爭力主要來源之一。本屆
與賽者更將改善活動從作業現場拓展到行政部門，再創台灣業界改善高峰。

由經濟部工業局指導、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主辦的「第 27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決賽發表
暨頒獎典禮，於 103 年 11 月 5 日到 7 日舉行，由
國內積極推動品質改善的企業參與競逐獎項最高榮
耀金塔獎。
本屆團結圈競賽活動場地首度移師到新竹，共
有 63 家企業派出 115 圈參加競賽，規模為歷屆之
最。所有圈隊歷經各區選拔、實地審查到決賽發表，
最後共評選出 63 圈，分別角逐金、銀、銅塔的獎項。
總計本屆參賽圈的改善活動，共為企業組織創造高
達 46 億元年效益，平均每圈 4 千萬元。

參賽主題拓展到行政改善
本屆競賽活動的改善案例裡出現了許多新主
題，如：台中榮總「提升藥品庫存管理績效精實專
案」、旺宏電子「提升餐廳用餐品質：點滴不浪費，
惜福愛地球」、淡江大學「精進蘭陽校園住宿學院
功能」等，不再侷限於作業現場的改善，而是將改
善活動拓展至行政部門，成為企業內部全員參與的
活動。
今年度另頒發2家「績優推動單位獎」，由台電
公司企劃處及台積電客戶服務品質系統部獲得。這個
獎項，必須是至善組累積得獎積分達20分以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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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動單位方能獲得。設置此獎項
的原因是：身為企業內品質活動推

第 27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得獎名單
獎別

組別

動單位，多年來對品質改善的堅持
與精進，使企業得以在艱困的環境

至善

單位

圈名（依筆劃排序）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12B 廠務晶鋼圈

統一企業（股）公司（楊梅總廠）

熱線圈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FAB6 精進圈 -VI

參與競賽爭取榮譽，其功不可沒，

住華科技（股）公司

光彩圈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守心圈

故頒發獎座給予鼓勵。

金塔獎

下生存下來，也協助改善團隊對外
團結

此外，高雄榮總「守心圈」以
「提升高雄市到院前心電圖執行率」

自強

為主題，連續兩年獲得評審委員肯
定，頒發「最佳改善創新獎」，充

特別

分展現團隊的創新思維，也期許這

至善
銀塔獎

獎項能鼓勵更多團隊的改善創新。

20 多年來，合計頒發殊榮獎、金塔

錸德科技（深耕圈）、輔英醫院（圓滿圈）、奇美醫院（精化圈）、薛長興工業（蒸蒸日善圈）

銅塔獎

題，也可以更 更廣，不論是生產
員參與、持續改善，不斷地提升自
身的競爭力。

發圈）、臺北捷運公司（準時下班圈）、全興工業（鼎立小組）、台電大潭發電廠（熱機三
圈）、欣興電子（橡皮圈）、臺中榮總（CC 圈）、欣興電子（降低 C12 料號外鑽加工成本）、
聯華電子（進化圈、當責圈）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FFS 圈）、高雄榮總（抗菌圈）、春源鋼鐵（勇於突破圈）、阮綜合醫院（洋

團結

蔥圈）、大林慈濟醫院（套圈圈）、三軍總醫院（黑眼圈）、春源鋼鐵（精準圈）、林口長
庚紀念醫院（綠螞蟻圈）、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橋樑圈）、台灣塑膠工業（安環圈）、
華邦電子（平坦圈）

自強
特別

奇美醫院（保溫圈）、臺中榮總嘉義分院（無限圈）、大千綜合醫院（溫馨圈）、弘光科技
大學（跳火圈）、精剛精密科技（輥平圈）、久鼎金屬實業（輪轉圈）
臺中榮總（快樂圈）、旺宏電子（PS 圈）、淡江大學（夢圈）

獎別

同產業前來參與，而活動的改善主
面、服務面或流程面，皆可運用全

普圈）、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保安圈、救腎圈）、大林慈濟醫院（演譯圈）、華邦電子（毅

台積電（F3 神盾圈）、聯華電子（集力圈）、旺宏電子（鑰匙圈）

未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除
善」的核心精神，鼓勵國內更多不

鋼公司（潮流圈）、台積電（BTSD 決勝圈 -III）、台積電（F14A 晶圓圈）、聯華電子（熊蜂圈）

自強

自主發起的持續改善活動，正是台

了繼續秉持「持續改善．不止於至

台積電（F10 晶致圈、Fab12A 飛龍圈）、旺宏電子（RAP 圈）、統一企業（茶王圈）、中

特別

至善

受獎廠商約 362 家次；期間共引導

灣企業競爭力的主要來源之一。

胜肽圈
安欣圈

澄清綜合醫院（祥和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飛彈火箭研究所（智勝圈）、盛餘公司（發

獎、銀塔獎、銅塔獎等共 687 座，

千多圈，而這些一點一滴由各階層

全能營養技術（股）公司
欣興電子（股）公司

力圈）、采鈺科技（鑰匙圈）

「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推動

圈，至今仍持續運作者超過 1 萬 3

行控第一圈
前進圈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守護圈）、桃園長庚紀念醫院（安心圈）、大成長城企業（虎力亞
團結

創造2.4萬團結圈改善史

各行各業成立了 2 萬 4 千多圈團結

台灣高速鐵路（股）公司
東培工業（股）公司

績優推動單位獎

獎別
最佳改善創新獎

單位
台灣電力（股）公司 - 企劃處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 - 品質暨可靠性組織

單位

圈名

高雄榮民總醫院 守心圈

客戶服務品質系統部

改善主題
提升高雄市到院前心電圖執行率提升高雄市到院前心電圖執行率

62 行政再造－ ASAP 提升組織競爭力

加價值，這廢土變黃金的精神就是台積電高科技廠
房中的綠金科技，環境永續發展的承諾。也希望透
過團結圈競賽分享創新手法給全台灣，擴大綜效，
使台灣高科技環保引領國際。

至善組金塔獎得主：F12B 廠務金鋼圈

台積電三大策略突破創新
台積電晶圓 F12B 廠 陳培宏廠長
F12B 為台積電的研發廠區，肩負公司先進製
程研發與量產，秉持公司執行環保政策的精神，屢
獲政府及國外認證機構的肯定，除廠房獲得綠建築
認證及綠色工廠外，更連續三年獲得企業環保獎的
最高榮譽「企業環保榮譽獎座」，亦為台積電第一
個通過 ISO 50001 認證的廠區。

至善組金塔獎得主：FAB6 精進圈 VI

台積電晶圓六廠精益求精，
創造多贏
台積電晶圓六廠廠長 陳世雄

本次金塔獎主題「先進製程科技與環保共存及

晶圓六廠以卓越的製造品質屢獲各界肯定，本

創新」，秉持「技術領先、環保創新」，預先估算

次案例再次獲得金塔獎，顯示創新文化與團結圈精

未來先進製程的化學品用量增加，提前因應改善廠

神深深紮根，不斷改善的理念也與日常生活結合在

內資源的使用效率及降低廢棄物。團隊以環保 3R

一起，處處彰顯公司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讓創新

（Recycle, Reuse, Reduce）的精神，提出三大創

的構想得以創造出與客戶，產業環境多贏的局面。
本次的「SOI（Silicon On Insulator）晶片製程

新策略及成效如下：
Recycle：改變傳統化學品混酸進料模式，由

開發與精進」是未來的晶片趨勢。射頻晶片是聯結

上進料改為下進料，完全不排放，成功提升化學品

各移動式裝置的關鍵技術，過去市場的主流是砷化

使用效率 13%。
Reuse：回收廠區廢棄活性碳，用以去除廢硫
酸中雙氧水，為半導體業界首用。透過熱循環方式，

鎵晶片，但其使用的材料不環保且有劇毒，而 SOI
射頻晶片新技術具有低耗電、尺寸微小化、整合
性高的優勢，全新領域 SOI 射頻晶片是晶圓六廠

將轉化率由 30% 提升至 100%，廢硫酸成功減量

「More-than- Moore's law」的關鍵一步，發展全新

38%。

製程技術，在台積電的技術藍圖中佔有重要地位，

Reduce：利用河川整治概念，處理點由濃度低

可創造出更大產值。

的末端拉至濃度高的上游端，並採用新式拉西環，

然而，市場對 SOI 射頻晶片製程量產的可行性

特色為不降低孔隙率，且可增加 1.5 倍的接觸面積，

抱持極大的懷疑，遑論成功量產。台積電晶圓六廠

最終降低硝酸空污排放量 36%，使廠區高階製程得

在廠內建立專責專職的研發團隊，克服各種技術瓶

以持續向摩爾定律邁進，科技與環保並駕齊驅。

頸，以 TRIZ QC 手法配合 DOE 找出最佳程式配方，

廠務晶鋼圈圈長 許天賜

本，良率從 32% 提升到 98%。在射頻特性則首創

在此專案改善過程中，獲得廠長與陳勇龍副處
長高度支持與肯定，發揮廢棄物處理廢棄物的突破
創新，成功將廠區廢棄活性碳回收，再利用於廢硫
酸純化，降低外購硫酸費用，創造每年 2.1 億的附

並善用 QC 簡化手法快速找到 3 個關鍵缺陷問題根
簡化電路，讓驗證時間從 1.5 個月縮短到 0.5 個月，
加速最優化製程驗證時程，有效改善射頻特性 2.5
倍。因為突破創新，讓 SOI 的改善得以導入量產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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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I 射頻晶片的量產成功，共創
客戶、消費者、台積電三贏的營運成

術，搭配 QC 手法與實驗設計架構，

救護車心電圖直接傳輸至心臟醫師行

成功地將產能提升 15%。

動裝置之系統。目前已於高雄市 13 個

績。在全國團結圈獲得金塔獎肯定，

103 年能再度蟬聯全國團結圈至

分隊建置系統，成功搶救 27 位心肌梗

也藉此分享給全國圈友。電子產業不

善組金塔獎殊榮，除了熱線圈及單位

塞病人。政府資源有限，民間力量無

斷的高度競爭 , 台積電與客戶一起努

的努力外，總廠主管的熱忱支持及鼓

窮，希望熱心民眾團體捐贈心電圖機

力提昇台灣與全球的半導體技術與製

勵亦是成功關鍵因素。楊梅總廠有股

至高雄市消防局，讓救護人員有更好

造能力，以本業的不斷精進來回應市

持續改善 DNA 使命，每年公司遴選代

裝備，為市民提供更優質及專業的救

場需求，以最穩健方法、最快速度、

表團隊後，隨即成立輔導團隊，扮演

護服務。

最低成本、最好品質、最精實生產不

關心、協助、輔導及資源提供的角色，

斷累積競爭優勢並創造社會與企業相

成為改善團隊努力的無形推進器。

輔相成的典範。

高雄市衛生局局長 何啟功

改善是一條無止境的路，在競爭

救護車上完成心電圖，一旦確立

市場中，擁有改善能力者才會跟隨市

心肌梗塞，立即轉送心導管醫院，可

場脈動前進，全國團結圈競賽活動提

預警心導管醫院提早準備，也可掌握

供學習與分享舞台，期待透過這個舞

後送醫院，避免轉院之困擾，不但可

台散播改善種子，持續改善且不止於

縮短治療時間，更可搶救民眾寶貴生

至善。

命。

守心圈圈長、高雄榮總主任 馬光遠
本圈關鍵在高雄市消防局、衛生

至善組金塔獎得主：熱線圈

局與高雄榮總進行密切的跨政府部門

統一企業楊梅總廠，
精進無止境

合作，並利用雙品管手法（問題解決
及課達型 QCC）、創新專利發明及對
策，以提供優質的心臟照護及國際醫

統一企業自民國 68 年開始導入

療服務。

QCC 改善活動後，迄今已過 35 個寒
暑，未曾間斷，始終秉持「改善不止

團結組金塔獎得主：守心圈

於至善，沒有最好，只有追求更好」
性發掘問題，透過小團隊精神自發性

高雄榮總搶救心肌梗塞，
亞洲獨步

改善問題。

高雄榮總院長 莫景棠

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從下而上自主

卓越的團隊創造優質的改善，楊

高 雄 榮 總 心 臟 血 管 中 心 自 2006

梅總廠熱線圈本屆以「提升黃金豆漿

年起積極推動心肌梗塞病人照護，以

單日最大供應量」為主題，因應近年

創新對策，有效減少到院至灌流時間，

來乳源不足，以及部份消費者乳醣不

超越世界水準，品質享譽國際。103

適症等因素，將素有植物牛奶之稱的

年更跨出醫院，與高雄市政府合作推

「豆漿」，在市場已逐步受到消費者

動救護車到院前心電圖系統。

接受下，以最貼近消費者的主題進行
改善活動。
運用現有設備，以不影響品質條
件為前提，經過圈員腦力激盪，改變
磨豆粒徑，改造脫渣方式，並創業界
首例，開發出以豆汁水磨豆的重要技

高雄市消防局局長 陳虹龍
高雄市為全台灣第一個於救護車
上正式設置救護車到院前心電圖系統
之城市，這也是全亞洲第一個成功將

守心圈圈員、高雄榮總主任 黃偉春
我們將持續推廣至高雄全市及台
灣其他城市，提供國人一個安全的心
臟照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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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題。活動過程中，雖歷經了數次成敗，但圈員也
在失敗中獲取寶貴的經驗，因此本次活動讓圈員在
溝通、團結合作及創意上有明顯的提昇。這些經驗
便能在往後遇到任何問題，都會是解決每一道難題
的利器。未來也將持續努力改善，朝著公司的企業
理念向前邁進。

自強組金塔獎得主：前進圈

東培技術傳承，迎向藍海
東培創業 48 年來，無時無刻不以穩健踏實、
創新的精神競競業業地生產軸承，並以積極樂觀的
態度，力求穩定中成長，追求卓越的品質。而「人
才、品質、技術、服務」，更是維繫東培工業生存
命脈。憑藉優越的技術、熱忱完善的服務，本著「以

最佳改善創新獎

和為貴、求誠取信、追根究底」的經營理念、來向

高榮創新對策，醫療躍進

下紮根提升品質。
過去的東培，跟大多數台灣廠家一樣，靠著「價
格、品質、代工」在軸承業佔有一席之地；然大陸
崛起後，價格優勢不再；唯有在「品質」上，我們
透過自行開發的專業機台及人員專業技能，將產品
區隔化，因此能屹立不搖，行銷五大洲 30 多個國
家。
在「代工」方面，如今我們除代理原有母廠生
產外，自民國 72 年開始便積極開發 TPI 自有品牌，
目前佔所有產品總量的 1/2 強。
此外，為加強對中國這「世界工廠」的競爭壓
力，我們用「創新、速度」來因應，首先是思想的
革新，透過一連串的教育訓練及引進新的管理手法
來改變人員舊有的想法。
在「創新」的部分，透過現場「技術傳承」將
資深員工的經驗傳給新進人員，讓好的技術、精神
被傳承下來；而 R&D 人員將原有的產品做系統化
分析，然後依此開發客戶所需的軸承及決解客戶使
用上的問題。
在「速度」部分，工程師不斷引進新觀念、新
作法改良設備，縮短 Lead-time 並確保品質，再以
最快速度將軸承生產出來交到客戶手中；如此將「創
新、速度」兩者之間環環相扣，創造出新的價值。

東培前進圈圈長 朱家賢股長
透過本期樂業圈活動，讓全體圈員能更有效的
運用樂業圈手法，經調查、討論和對策來解決大小

高雄榮總「守心圈」以「提升高雄市到院前心
電圖執行率」為主題，參與第 27 屆全國團結圈競
賽，此案結合了該院心臟血管醫學中心、急診部、
護理部、重症加護內科與屏東分院等部門攜手組
圈，更與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及衛生局進行跨政府部
門的合作。
該 案 執 行 之 初， 從 所 謂 的「5 不 1 沒 有 」：
「心電圖傳輸系統不良」、「心電圖執行地點不確
定」、「心電圖機置放位置不便利」、「不知送哪
家醫院」、「後端醫院聯繫不良」及「沒有可攜式
心電圖機」的狀況開始起步，在該團隊鍥而不捨實
施對策之下，急性心肌梗塞病患到院前的心電圖執
行率，由改善前的 0%，提升至改善後的 33.6%；
心電圖執行時間由 252 秒降至 30 秒；心電檢查圖
的傳輸由改善前的 4 小時，提升到改善後的傳輸時
間僅 31 秒。
後端醫院聯繫部分，有高榮、高醫、高長、義
大、阮綜合及 802 等六家醫院提供 24 小時心導管
治療。在圈員們腦力激盪下，共提出 11 項創新對
策，其中心肌梗塞心電圖定位布（定心布），已獲
得台灣專利，正在申請美國專利中。
此案在圈員們的努力下，獲得良好成果，獲得
評審委員一致肯定，給予「最佳改善創新獎」，並
期待未來能將此成果推廣至全國各地，共同為搶救
病人生命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