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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依據研究主題「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表之建構」

所涉及之重要概念進行相關文獻之回顧與彙整，建立本研究

之架構，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育成中心之相關理論，第

二節探討職能之相關理論及意涵，第三節探討育成中心專案

經理人的能力內涵，茲分述如下：  

第一節  育成中心相關理論  

育成中心的觀念最早源自於美國，1959 年實業家 Joseph 

L. Manusco 為了改善當時美國東北部各州的經濟活動，將荒

廢的工業用地改設為商業中心，接受廠商進駐，提供新創業

者共用設備、信用與顧問諮詢服務，以維持當地的商業活動

及就業。1985 年後，國際企業育成協會（National Business 

Incubator Association [NBIA]）積極推動下，促使美國地區育

成中心快速成長，也帶動了各國的跟進。育成中心在知識經

濟時代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對中小企業和新創企業提

供多元與有價的服務，協助其成長，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本節將就育成中心的相關理論加以闡述探究，以期能對育成

中心有一概括性的認識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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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育成中心的定義  

育成中心之概念除在美國吸引廣泛的注意外，在歐洲、

亞洲也都迅速的發展，關於育成中心的內涵與定義，國內、

外各相關機構、專家與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茲闡述如下：  

根據 NBIA (2006)定義育成中心為一種企業援助計畫，

藉由提供一系列的商業資源協助與服務，來加速新創公司的

成長與成功的經濟發展。育成中心主要目標是在產生畢業後

財務自主與獨立的成功廠商，這些畢業的廠商有能力創造工

作、繁榮鄰近區域商業化的新技術和加強地方及國家經濟。  

經濟合作發展組（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1997）定義育成中心必須配合不同

經營對象包含政府、地方發展機構、大學、科學園區、非營

利組織或私人機構等，依經營者的不同調整其經營活動，如

資金的取得、創業投資、及法律服務，並提供低成本的設施

和辦公服務設備。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6）之定義：育成中心是以

孕育創新事業、創新產品、創新技術及協助中小企業升級轉

型的場所，藉由提供進駐空間、儀器設備及研發技術、協尋

資金、商務服務、管理諮詢等有效地結合多項資源，降低創

業及研發初期的成本與風險，創造優良的培育環境，提高事

業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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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lor and Gill（1986）以系統觀念分析育成中心是一個

創新系統（參照圖 2-1）。育成中心必須有效結合進駐廠商、

技術、資金、專門知識，以促進進駐廠商的發展，並透過聯

繫私人機構、學校、政府、非營利機構等開發主體的資源，

擴展其商業網路，協助新創企業發展。它提供各種不同的服

務與支援給新創公司，包含以下四種類型支援系統：秘書工

作的支援、行政工作的支援、實體設備的支援以及專門商業

知識的支援。透過整合系統，產生其經濟發展、技術創新、

創造就業、增加利潤、公司潛力及成功產品等最終效果。  

 

圖  2-1 育成中心的系統觀點  
    

資料來源：Smilor & Gill (1986). The New Business Incubator: Linking 

Talent, Technology, Capital, and Know-how.  Health and 

Company,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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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and McCluskey（1990）認為育成中心為一個擁有

多家進駐戶的設施。它創造了一個可以引導創業生存與早期

成長的培育環境，提供了一個可以負擔的空間，共用的支援

服務以及商業發展援助，使得創業成本降到最低。  

Moore（1991）認為育成中心是一個組織，利用現有的空

間提供辦公行政服務及管理上的支援給新創的公司。其目的

主要是希望協助新企業設立、成長，使其離開育成中心後能

獨立自主，並希望藉由成立育成中心的方式促進經濟的發展。 

國內學者袁建中（1996）定義育成中心為一個創新組織，

本身是個事業經營體，其服務對象是擁有技術的創業者與新

創公司，藉由負擔得起的出租空間、共用設備、商業服務與

諮詢以及專門技術與管理的援助，營造可引導創業與早期成

長的整體培育環境，降低技術商品化過程中的成本風險，減

少企業初期創業的壓力，提升新創企業成功的機會。  

Monlar et al.（1997）認為，育成中心是提供協助企業成

長的資源，來促進創業家成功創業，其主要目的是創造出成

功的企業，並在其離開育成中心時能財務自主與獨立經營。  

對於育成中心的定義尚有眾多文獻，以下就國內外專

家、學者及相關機構所提出的定義敘述，整理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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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1 育成中心的定義  

專家專家專家專家、、、、學者學者學者學者、、、、機構機構機構機構（（（（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育成中心定義育成中心定義育成中心定義育成中心定義  

Finkle（1988）  為一個設計或計畫，對早期發展階段的中
小企業提供商業、辦公或工廠的空間和技
術支援，通常由廠商共同提供彈性的空間
和共享的企業服務。  

David, James & Kevin
（1988）  

對新的和小的企業提供空間、共享服務、
支援和融資服務。  

Davidson（1989）  藉由提供空間服務與諮詢，以幫助新創企
業的發展。其內既有或新成立的企業能夠
以不高於市場價格的方式承租並提供獲
得種子基金的管道。  

Carroll（1989）  育成中心是一個以低廉租金將空間出租
給中小型新創企業的機構。該中心管理者
必須維持提供商業發展上的服務給予進
駐企業，以使進駐企業能有效降低經營費
用或固定成本上的支出。  

Steffens（1992）  它是新創企業暫時的家，提供低成本的空
間、可共用的設備以及創業的同儕團體關
係。  

Lalkaka（1994）  本身是一經營事業體，在其經營體系建立
完成後，將成為由少數管理幕僚人員自給
自足的個體，支援新創事業的商業規劃，
提供資金取得的管道，實體工作空間、共
同設備和技術服務，期望能降低新創事業
的創業成本與商機延遲，減少創業階段失
敗的機率。育成中心是以服務為導向，並
依賴鄰近大學的實驗室與設備的使用，與
社區非正式支援團體網路的專業服務。  

溫肇東（1997）  育成中心為創新的促成的機制，其服務對
象是擁有技術的創業者與其新創公司。藉
由育成中心提供空間、設備、專業技術與
行政管理等支援，有效結合進駐企業、資
金、技術與市場資訊等各方面，創造一個
能 夠 引 導 創 業 者 成 長 與 生 存 的 整 體 環
境，提高新創企業成功的機會。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各機構及專家學者對於育成中心的定義不盡相同，本研

究採用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對育成中心所作的定義，做為

本研究育成中心概念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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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育成中心的型態與功能  

Allen and McCluskey（1990）研究指出，並非每個育成

中心都是相同的，每家育成中心有不同的資源、需求、限制

與機會，其育成中心的使命、政策、服務與績效也不相同。

故不同類型的育成中心之間皆存在基本的差異。本研究將學

者、相關機構對於育成中心不同類型與功能所持的觀點加以

歸納說明。  

Smilor and Gill （1986）將育成中心的型態分為四種類

型：  

一、大學基礎型：主要為了擴散與移轉大學的研發成果。  

二、私人機構型：主要是增加私人的投資機會與利潤。  

三、公司 /連鎖型：主要在增加公司的投資機會與就業。  

四、社區團體支援型：主要為了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Allen and McCluskey（1990）以「附加價值連續線」的

觀念，說明不同類型的育成中心如何為創業投資人增加其經

濟上的利益，其分類如下：  

一、營利性財產開發育成中心：主要在追求不動產增值。  

二、非營利開發發人組織育成中心：主要於增加就業機會

與提高創業機會。 

三、學術性質育成中心：目的在追求大學科技研發成果的

商品化，促進區域的經濟發展。 

四、營利性種子資金育成中心：目的在追求種子資金的具

體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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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kaka（1994）指出育成中心的主要目的是協助新生企

業克服所面對的障礙與瓶頸，並加速新企業的形成。其他特

殊目的則依育成中心所專注的不同，分為技術的創新、區域

性 的 發 展 擴 散 向 都 市 集 中 的 經 濟 活 動 、 產 業 的 轉 包

（ sub-contracting）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  

為達以上之目的，則形成了下列幾種育成中心：  

一、全功能服務的育成中心（ full service）：以鄰近大學或

實驗室的建築設施與設備，提供給新創企業各種廣泛

的協助。  

二、虛擬的育成中心（virtual）：在既有的實驗室或場所培

育創業公司，直到適合的育成中心建築與設備完成。  

三、內部的育成中心（ internal）：由一個大企業體獨立衍生

的育成中心，以共生的方式與此大企業體合作。  

四、特殊目的的育成中心：專注於特定領域的育成中心，

如電腦軟體、生物科技、農業技術等產業的育成中心。 

五、中小型企業發展中心：提供中小型企業營運所需的服

務。  

Molnar et al.（1997）將育成中心分為以下四類：  

一、企業育成中心：以提供協助企業成長的資源，及促進

進廠商成功為目的之育成中心。希望進駐廠商畢業

後，能夠財務自主和獨立經營。 

二、創新育成中心：以培育高科技產業為主。研發和科技

商品化為科技育成中心所的專注特有目標。 



 14

三、綜合使用的混合型育成中心：培育各種種類廠商的育

成中心，包含服務、配送、輕工業、科技等各種類型，

此種育成中心本身並不須具有特殊的利基。 

四 、 振 興 復 甦 地 方 或 特 定 族 群 的 育 成 中 心

(Empowerment/Microenterprise Incubator)：是為了振

興地方經濟、培育婦女及少數民族等特定弱勢團體。

通常也是綜合使用的育成中心。 

  根據 NBIA 將育成中心分為五類： 

一、公立或非營利性（non-profit）：由政府與非營利組織

所支持其目的在於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以

及創造稅收。 

二、學術性（academic-related）：由大學或學院提供本身

設施，希望經由研究機會增進教授、畢業生以及其研

究團隊的商業機會。 

三、混合性（hybrid）：由政府、非營利性組織以及私人共

同組成，通常由政府提供經費補助與資源，私人則著

重在專業知識與資金取得的協助上。 

四、私營性（private）：此類型通常由投資公司以及不動

產經營者所組成，主要利益來自於房屋租金、技術應

用、技術移轉、以及經由產業與商業的發展所創造的

不動產利益。 

五、其他類型創業育成中心：由非傳統性的資源所支持，

例如藝術組織、印地安部落、教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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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dtwitz（2003）研究歸納目前盛行之育成中心可分

成非營利及營利兩種，以及獨立的商業育成中心、地區

性企業育成中心、大學育成中心、公司內部育成中心及

虛擬育成中心等五種。 

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將國內現有的育成中心依母

體機構之屬性分為四種類型，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政府經營型：由政府主導設立的育成中心，有關土地

之取得，創業育成中心的建物設備等設立相關事項均

由政府出資，例如南港軟體園區創新育成中心、南部

科學園區創新育成中心、南港生技育成中心等。  

二、學校型：由各公私立大學院校主導育成中心之設立，

利用各大學現有之技術與軟硬體設備，輔導中小企業

創業，例如台大、元智、交大、中興、成大、中山等

學校。  

三、財團法人型：利用以財團法人現有之設備、技術資源

提供設立育成中心，例如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

心育成中心、中科院台中園區育成中心、中山科學研

究院龍園育成中心等。  

四、民間經營型：由民間出資主導設立的創業育成中心，

並以企業型態經營，例如明水貝斯創新育成中心、渴

望後育成中心、普藝育成中心、創達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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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對的分類可以瞭解，創業育成中心基於不同的設

立主體與目的、資金來源、經營方式、專業導向等因素而呈

現出多樣的面貌。  

參、國內、外育成中心發展概況  

美國是全球第一個創設育成中心的國家，鑑於育成中心

促進經濟發展、協助企業成長、提升技術水準及創造就業機

會等方面都有相當良好的助益，故其他國家乃陸續跟進，以

下針對設立育成中心主要的國家發展概況加以說明。  

一、國外育成中心發展背景與概況  

   （一）美加地區  

創新育成中心的概念起源於1959年美國，因此美國

的育成政策發展己有多年的歷史。根據NBIA的統計，至

2006年10月北美地區已有一千家的育成中心在運作，約

有90%的創新育成中心是由公營單位、政府、學術機構

或是綜合性單位所資助的，其中有一項重要的因素是受

限於實體建築設備和固定成本的高昂。而大部分的育成

中心需要5-7年，才能夠達到財政自主（OECD, 1997）。  

北美地區的育成中心所提供的服務47％為「混合型」

（mixed-use），協助初步成立的公司；37％聚焦於科技

業；7％以服務製造業為主；6％針對服務業；3％以專注

於注入新活力專案（community-revitalization）或提供利

基市場（niche markets）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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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育成中心進駐廠商方面，有 44的廠商是來自市

區，31％來自農村，而16％來自郊區，此外有近10％的

進駐廠商是來自美洲以外的國家。  

（二）歐洲  

European Business Innovation Network（EBIN）成立

於1984年，目前在歐洲包含中歐和西歐17個國家中已有

超過120個Business Innovation Centers（BICs）的會員連

絡體系，是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組織。歐洲創新育成中

心主要的差異點在經營單位和目標上，根據EBIN在1995

年所做的調查中發現，私人公司是BICs最主要的經營單

位，其次是地區的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高等教育機構所

提供。  

（三）英國  

英國創新育成中心之成立型態類似科學園區。英國

的企業討論會（Enterprise Panel）就定義出四種創新育

成中心：第一種是科技類型的育成中心：如Aston科學園

區、Warwick University科學園區和最近的Cranfield科學

園區。第二種是部門特定型（Sector-specific）育成中心：

包含牛津創新育成中心和聖約翰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第

三和第四種是一般類型的育成中心：包含綜合型創業育

成中心和不動產經營（Building Business）的育成中心，

如在倫敦大學的電子商務中心（OECD,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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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國  

該國於1983年在柏林創立科技育成中心，且伴隨著

創新中心和科學園區設立，以發展科技育成中心為主。

根據一項對育成中心經理人的研究發現，德國育成中心

的發展大多著重於資訊、通訊、軟體和環境科技等產業

（New Technology-basd Firm, NTBF）（OECD, 1997）。  

（五）日本  

日本的育成中心與美國和歐洲的育成中心有所差

異，該育成中心是由地方政府扮演重要的產業推動政策

角色，大學教授的身分是公務員，不能從事育成中心業

務，所以沒有大學主導成立的育成中心，其最大的特色

在於營運的主體大多是以財團法人或公司型態。日本不

訂定租約的期限，而是將租給進駐廠商的租地視為一種

不動產投資，惟日本也與其它國家一樣，主要是以提供

進駐戶必要的服務和協助，但在財務的取得和企業外部

網路連結上較低（蘇顯揚，1999）。  

（六）韓國  

韓國的育成中心肇始於1991年韓國政府推動「New 

Technology Venture Consulting Program」，1992年第一家

由私人經營的Young-Dong育成中心開始營運。次年，由

中小企業促進局設立的安山（An-San）育成中心開啟公

設育成中心之先河。傳統的企業培育模式是由政府、大

學研究機構、育成中心及創投公司等提供必要的創業協

助。在韓國，新一代的育成中心、網路育成中心及產業

群聚之企業培育觀念已不再標榜低租金、良好的商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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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而是善用外部資源，提供整合性的創業服務。  

（七）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之育成中心（當地稱為孵化器）始於1980 

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在全國各地設立的「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為中國新興產業的孕育基地。中國的第一個育

成中心是在 1987年於武漢成立的東湖創新中心，大陸

2005年根據45個地方科技部門和53個國家高新區統計，

全國出現了有科技企業育成中心 534家（比去年多出 70

家），其中國家級 134家，建立在國家高新區內的有 239

家，其中還不包括國家級大學科技團，至2005年止累計

培育 15815家企業（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

2006）。  

2006年5月，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新情勢下，科學技

術部對火炬中心進行了機構、職能調整，將直屬的「科

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

業技術創新基金管理中心」、「中國技術市場管理促進中

心」整體合併，組成新的「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

中心」，實行「一個機構，三塊牌子，統一管理，整體運

作」，賦予其推展國家創新環境建設和高新技術產業化工

作的重要職責（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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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育成中心發展背景與概況  

（一）發展緣起  

育成中心在歐、美等先進國家及新興國家地區

（如：墨西哥、香港、大陸等地區）大力推展之時，經

濟部中小企業處為求協助中小企業進行轉型與升級，經

評估後認為育成中心值得在台灣大力推動與學習。之後

立即委請國立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袁建中教授進

行有關的可行性研究，並依據袁建中 1995 年 8 月所完

成的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規劃報告之提議，指出國內

設置創新育成中心有其必要性與價值，而後開始籌設育

成中心。  

經濟部中小企業發展基金管理運用委員會，於1996

年4月8日第十一次會議所核定之「鼓勵公民營機構設立

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要點」，希望透過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的運用，達到鼓勵及輔導公民營機構利用現有資源、

資訊、經驗及知識，落實培育中小企業或個人創業創新

的目的，1996年7月由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設立創新育成

中心，首座育成中心成立。迄2006年10月止陸續成立了

95家創新育成中心，其中多數由政府所主導，並以與大

專院校之合作為主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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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現況  

育成中心是近年來國際間輔導中小企業日益重視的

政策工具，台灣育成中心在政府積極的推動下，逐漸受

到各界的肯定。自1996年到2006年10月已發展10年，累

計已成立95所，散佈在各縣市。交織為孕育中小企業的

網路，提供多元化的創新環境來培育企業。至目前為止

已培育逾2300家中小企業，帶動投資金額超過340億元，

顯示出育成中心的定位與角色日趨重要。不但是各企業

誕生及轉型的主要助力，也有效整合在各方面的培育政

策及輔導，進而強化育成中心和地方與相關產業互動。  

目前國內育成中心的經營主體以大學院校佔多數，

然經濟部同時鼓勵民間及財團法人資源投入育成產業，

並研擬整合大學型、法人型、政府型及民間型育成中心

的專長特性與資源優勢，提供中小企業從創意、創新到

創業的過程中完整的育成服務。目前國內各育成中心主

要仍是以育成高科技中小企業為主（進駐企業培育領域

與培育階段概況），尤其以資訊電子、電腦網路技術與軟

硬體產品、生化科技、材料科技、精密機械等之培育，

幾乎為所有育成中心的共同目標，進駐企業進駐育成中

心時事業發展階段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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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項目  

1.空間與設備  

（1）提供營運諮詢服務。  

（2）提供共用實驗設備、機械儀器與公共設施。  

2.商務支援  

（1）提供營運諮詢服務。  

（2）規劃專業訓練及實務專題。  

（3）協助宣傳展覽與推廣。  

（4）提供頭融資資訊或引介創業投資公司。  

3.行政支援  

（1）提供共通性秘書行政。  

（2）協助新創公司之設立登記、商業登記或工廠登

記。  

（3）指導撰寫營運計畫書。  

（4）協助申請各界相關輔導資源。  

（5）協助建構各項對內或對外合約。  

（6）軟、硬體管理與維護。  

（7）門禁安全之管理。  

4.技術及人才支援  

（1）高級專業人力之投入。  

（2）提供技術移轉服務。  

（3）促進科技研發單位合作及結盟。  

（4）支援技術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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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訊支援  

（1）引介各項專業顧問。  

（2）蒐集政府相關輔導體系與政策之資訊及辦法。  

（3）協助蒐集產業、市場資訊或技術資訊。  

（4）提供專業團體之合作網脈。  

（5）促成企業經營發展之策略聯盟，以及育成企業

間市場、行銷通路、融資、集資等合作機會。 

（6）建立與地區性產業環境之互動關係。  

我國育成產業已在國內造成一股風潮，也漸爲國際機

構所重視(OECD, 1997)。未來育成中心的角色將更形重

要，也是新創企業誕生的主要推手，因此應積極提升育成

中心的技術創新、經營能力，加強人力素質，活絡知識的

運用，藉由全方位的儲備經濟發展動力，再創產業榮景及

國家經濟的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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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能的定義與內涵  

「職能（ competence）」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哈佛大學教

授 McClelland（1973）首先提出。在當今知識經濟的時代，

「職能」愈來愈受重視，在實務界的運用相當廣泛，Robert 

Wood（2001）認為舉凡招募遴選、訓練發展、績效評估與生

涯與職位規劃上等等，都有其發揮的空間，故在人力資源的

各項領域中「職能」的應用與發展相當重要，因此本節將就

職能的意義與內涵加以闡述探究。  

壹、職能的定義  

McClelland（ 1973）提出職能的概念後，許多學者紛紛

投入職能相關的研究，由於切入的角度不同，學者對於職能

的定義有不同的見解。McClelland（ 1973）指出職能是指個

人具有可區辨卓越績效與一般績效並經由實證而得的能力，

這種能力不易造假與模仿，可以預測工作績效，且不會因種

族、性別或社會經濟而有影響。  

Boyatzis（1982）提出個人職能是有效執行工作所必需但

非充分的特質，同時也擴大對職能定義為促使個人有效執行

工作的潛在特質，這些潛在特質包含個人動機、特質、技能、

自我形象及社會角色或知識本身，而這些特質即是導致及影

響個人表現更好及更有效率的工作績效及工作成果的關鍵基

本特質。與 McClelland 所提出的個人職能不同之處在於

Boyatzis 認為潛在特質可能無法直接知曉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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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cer and Spencer（1993）認為職能就是一項潛在的個

人特質，這些特質與工作表現具有高度的因果關係。潛在的

特質是指才能在人格中扮演深層且持久的角色，而且能預測

一個人在複雜的工作情境及擔當重任時的行為表現。因果關

係是指才能導致績效或可用來預測績效及行為表現。  

Ledford（1995）整合眾多學者的意見後，認為職能為個

人可驗證的特質，包括可能產生績效所需具備的知識、技術

與行為。Parry（1998）定義職能為影響個人工作主要部份的

相關知識、態度和技能的群體，與工作績效相關，可藉由一

個可接受的標準來衡量，並可透過訓練與發展來增強。我國

學者李隆盛（2003）指出職能為個人、團隊和組織成功所需

的知識、技能、動機和特質。  

國內外學者對於職能尚有眾多主張，茲將整理如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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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職能的定義  

學者學者學者學者（（（（年代年代年代年代））））  職能的定義職能的定義職能的定義職能的定義  

Hayes（1979）  職能為超越「有能力執行」的簡
單層次是知識、特質、動機、自
我概念及個人技巧尖的整合，進
而產生卓越的工作績效。  

McLagan（1980）  職能是足以完成主要工作結果的
一連串知識、技能與能力。  

Blancero, Boroski & Dyer（1996） 為職能包含了知識、技巧、能力
以及其他藉以達成未來行為目標
的歸因。  

Byham & Moyer（1996）  職能是一切與工作成敗有關的行
為、動機與知識  

李聲吼（1997）  人們在工作時所必須具備在內的
能力或資格，這些能力可能以不同
的 行 為 或 方 式 表 現 於 工 作 場 合
中。其意指某方面知識或技能，這
些知識與技能對於產生關鍵性的
成果有決定性的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上述可知國內外學者所提出的職能定義，闡述各不

同，本研究乃採用 Spencer and Spencer（1993）所提出職能

的定義為主，即職能是一項潛在的個人特質，這些特質與工

作表現具有高度的因果關係。潛在的特質是指才能在人格中

扮演深層且持久的角色，而且能預測一個人在複雜的工作情

境及擔當重任時的行為表現。因果關係是指才能導致績效或

可用來預測績效及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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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職能的內涵  

根據 Freud 的「冰山原理」提出「冰山理論」的概念（如

圖 2-2 所示），將職能的特質分為五種型態，其認為職能是

一個人潛在的特質，隱含著表現力或思考力，這種力量可以

類推到個人工作或生活上各種不同的情況，並且能一直停留

在身上一段相當長久的時間。  

以下就 Spencer and Spencer（1993）所提出的五種型態

的職能特質分別說明之。  

一、動機（motive）：指個人對某種事物持續渴望，進而付

諸行動的念頭。因此動機會驅使個人去達成特定的行

動或目標。  

二、特質（ trait）：指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生理特質以及對情

境或訊息的持續反應。  

三、自我概念（ self-concept）：指一個人的態度、價值及自

我印象。  

四、知識（knowledge）：指一個人在特定領域所擁有的專

業知識。知識是一項複雜的才能，只能探知一個人現

在能力所及的範圍，而無法預知未來實際運用在工作

上的表現。  

五、技巧（ skill）：執行有形或無形任務的能力，也就是指

心理或認知技巧的才能，包括分析性思考和概念性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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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模型 

 

圖2-2 冰山模型  

資料來源：魏梅金（譯）（2002）。L.M. Spencer & S.M. Spencer 著。

才能評鑑法才能評鑑法才能評鑑法才能評鑑法─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頁 20）。台北：商周。 

知識與技巧是傾向於看得見以及表面的特性，屬於看得

見的冰山，是比較容易發展的（如圖 2-3），可藉由教育訓練

來提升員工的能力；相對的，動機、特質是深層且位於人格

中心的能力，屬於底層看不見的冰山，難以探索與發展，必

須用甄選的方式來選才；自我概念、態度與價值觀是較隱藏

的，可以藉由訓練、心理治療和正向的發展經驗來改變，雖

然改變的時間比較長也較困難。  

技巧 

知識 

自我概念 

特質 

動機  

看得見 

看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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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核心與表面的職能  

資料來源：魏梅金（譯）（2002）。L.M. Spencer & S.M. Spencer 著。

才能評鑑法才能評鑑法才能評鑑法才能評鑑法─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建立卓越績效的模式（頁 20）。台北：商周。 

分析職能的層次，對於組織內人力資源規劃，有實務上

的意義。對組織更有效益的方法是選擇具有核心動機和特質

才能的人才，而反過來教導他們在工作上所需的知識和技巧

（Spencer & Spencer, 1993）。

特質 
動機  

自我概念 

態度與價值觀 

知識 

技巧 

核心的人格： 
相當不易發展 

表面： 
相當容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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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職能的分類  

對於職能的分類，學者Byham and Moyer（1996）認為：

「職能是指一切與工作成敗有關的行為、動機及知識的總

稱，而這些行為是可以被分類的。」因此，他們進一步地將

職能區分為：行為職能（behavioral competencies）、知識與

技能職能（knowledge/skill competencies）、以及動機職能

（motivational competencies）等三類。  

Derouen（1994）也把能力分為：專業性（ technical）、

人際性（people）、概念性（conceptual）等三個種類。  

陳榮宏、吳玫螢（2000）也將職能分為四大類型，分別

是：個人特質、人際關係能力、事業營運能力及組織運作能

力。  

    楊尊恩（2003）依據之前的職能研究，將職能分為以下

四類，分述如下：  

  一、核心職能（core competency）  

      確保一個組織成功所需要的技術與職能的關鍵成功部  

      分。  

二、管理職能（managerial competency）  

    主管人員執行特定職務或角色時，所需具備的知識、

技能以及特質之總和。  

三、專業職能（ functional competency）  

    與工作執掌及目標直接相關。簡單的說，就是要有效

地達成工作目標，所必須具備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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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職能  

    指企業中之一般行政、幕僚人員所應具備的基本職

能。簡單的說，就是從事該工作必要的能力（書寫能

力、電腦操作等）。  

肆、職能的應用  

「職能」觀念可以應用到人力資源管理的所有流程。

Cooper（2000）提出「人力資源職能應用流程」：流程包含

了四個部分（參照圖2-4）：  

一、  職務要求（position requirements）：先從流程設計開

始，再切入職務設計（ job design），確認要完成每一

個職務的任務（ task）以及執行任務所需的職能與標

準。  

二、  職 務 履 行 （ position fulfillment ） ： 包 括 招 募

（ recruitment）、資格審查（ qualification）、甄選

（ selection）、新生訓練（orientation）以及教育訓練

（ training）。  

三、  技能管理（Skills Management）：包括職能量表

（Measurement）與職能發展（Development）。  

四、  升遷（promotion）：包括教育訓練（ training）與接

班人計畫（ succession）。  



 33

上述流程，把績效管理與職能應用視為不同的系統，分

開運作、各自獨立：績效管理是檢討績效成果與如何改善績

效，而職能則是欲達成績效的所需條件，不等於績效。  

 
圖2-4 人力資源的職能應用流程  

資料來源：Cooper, K. C. (2000). Effective competency modeling and 

reporting : A step-by-step guide for improv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p. 8). New York : 

AMACOM. 

Tidd（2000）提出了職能循環的概念，將職能的運用分

為三個階段，由於此三階段不斷循環運作，使組織能夠維持

進步，有利於提升競爭力（參照圖 2-5）：  

一、定義：建立一套標準，確認組織的核心職能。  

二、創新：將職能轉換為新的產品、程序與服務。  

三、學習：從新的規劃中獲得新的職能，幫助組織運作順  

          利。  

職務要求 

職務補充 

技能管理 

升遷 

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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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職能循環圖  

資料來源：Tidd, J. (2000). From knowledge management to strategic 

competence.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伍、職能發展之方法  

     分析職能需求的方法有許多種，而比較常用的方法，茲

分述如下： 

一、專家調查（Expert Surveys）： 

聘請外界的專家進入公司中，調查員工管理能力、職

能的一種調查方式。由組織外的專家透過問卷、觀察、或

訪談等方式，來找出企業的職能模式。 

職能循環 

確認核心職能 

轉換為新

產品、服務 

從計畫中系統的

學習中找尋新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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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家會議（Expert Panels）：  

此方式為邀請組織內、外的專家組成專案小組共同建

立職能模式。由專案小組進行職能模式之分析，取代從事

行為事件萃取職能模式；而專家會議法可以分為以下四個

步驟︰ 

（一）召集專家  

（二）進行行為事例訪談  

（三）分析資料、發展能力模式  

（四）驗證能力模式的有效性  

三、關鍵事件法 (Critical Incident Method) 

關鍵事件法最初用於訓練軍方間諜。此方法之目的乃

根據過去所發生攸關組織生死存亡的事件來收集有關職能

需求的資訊。實行方式如下： 

（一）在經驗豐富且表現優異的工作者中（通常是主

管），選擇出一組人員。  

（二）召集會議請這些人員回答以下問題：  

1.在擔任這個職務的職涯中所遇到的最艱困的情境。  

2.描述如何處理這個艱困情境。  

3.描述萬一這個情境未來再度發生時，應如何處理。  

（三）在團體中共同分享各自的情境，以團體成員的反

應為基礎，根據情境狀況排定重要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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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才能評鑑法（ Job Competence Assessment 

Method）：  

此方法是由 McClelland 等人發展，以影響組織成敗的

關鍵職位或工作為分析的單位，利用上述之流程，分析出

卓越表現者之成功的關鍵能力。此方式之進行需借重專業

訪談者和資料分析者之協助與受訪者之配合，因此在設計

上是針對單一組織，其結果傾向於個案企業。其流程共分

為五大步驟︰ 

（一）定義績效指標 

（二）取樣  

（三）關鍵事件訪談  

（四）發展職能模式  

（五）驗證職能模式  

五、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焦點團體是由組織相關內外關係成員挑選出一群人為

代表，並將其關心焦點集中在組織的主題上。焦點團體的

問題焦點通常會以組織的品牌認知、服務組合及作業提供

等，組成份子通常包括外部的關係人（如顧客、供應商或

經銷商）以及內部的關係人，這種方式應用在職能探討時

會比較傾向職務是屬於高度團隊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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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  

這種技術主要是廣泛的運用於預測未來狀況也可以運

用在職能發展上。為使所獲得的結果具有效度，德懷術參

與者應為具有代表性的專家及參與者應具備的特質包括對

問題的瞭解、擁有豐富資訊與人分享、參與熱忱、認定所

提供資訊有利於結果等。至於樣本數部分，原則上宜採小

樣本，一般而言，如為異質性小組以 5 至 10 人即可，如為

同質性小組，則約 15-30 人，德懷術小組成員在 10 人以上

時，群體誤差最低，可信度最高（Dalkey, 1969；引自技術

及職業教育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2003），小組確定之後，

聯絡時即應說明問題性質、實施程序、所需時間、協助及

報酬事項，以促進參與者之合作與責任。  

本研究採德懷術（Delphi Technique）進行，以系統性

整合的方式，匯集整合專家專業知識、經驗，達成具一致

性具體之共識，彙整而建構形成本研究育成中心專案經理

人職能構面、指標與項目之體系。係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一、研究目的之需求  

  本研究目的主要在建構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職能量

表，然而單憑一己之見，易流於主觀與狹隘；而就如Linston

及Turoff 所說「德懷術研究方法是為了提升決策內容品質

而整合群體專家之所長及經驗，建立一致的意見或共識，

以為評估或規劃將來政策之用（引自謝臥龍，1997）。故

採取德懷術為研究方法，最符本研究目的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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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時間、空間及成本之因素  

由於本研究為廣納多元的意見，並非只聽取1、2人之   

意見，因此，欲讓所有實務專家齊聚一堂討論，實在是難

以協調出共同時間參與會議，再加上研究的經費有限，基

於時間、空間及成本的考量因素下，故採用德懷術。  

  三、參與者心理因素之考量  

      本研究的德懷術小組成員包括專家學者、育成中心主     

任、專案經理等實務專家，為避免因所處職位不同，造成

職位高或較有聲望者領導面對面的會議溝通過程，影響他

人判斷，故採取德懷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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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  

陸大榮與萬鍾汶（2002）指出育成中心營運績效的好壞，

大部份繫之於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的能力；黃天佑（2003）

指出創新育成中心運作是否順利、營運有無績效、成果是否

顯著，中心的專案經理人正是其中的靈魂人物；林耀欽（2004）

指出「人」是育成產業重要的發展關鍵因素，育成中心的經

理人必須要有良好的水準，育成中心的發展才有可能。以上

在在顯示出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在育成中心扮演著相當重要

的角色。本研究旨在建構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之職能量表，

故本節將探討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的角色、職務及職能需求。 

壹、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的角色與職務  

專案經理所接觸的層面相當廣泛，面對不同的對象其角

色也會不同，王慶富（1999）指出一個成功的專案經理將扮

演領導者、決策者、協調者、資訊中心、代表者、衝突解決

者、企業家、界面管理者等不同的角色，如專案經理能充分

體認各種界面的存在，便能有效的在各種情境下扮演好自己

的角色。  

美國專案管理學會（Project Management Institute）指出

專案經理的角色為決策者、教練、善於溝通者、鼓勵者、協

調者、行為模範等角色（劉復苓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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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nar et al.（1997）認為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為育成中

心的經營與管理者，主要負責育成中心整體的營運。一般必

須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分析經濟形勢的發展，並能提供進駐

廠商最佳的輔導與協助。此外，育成中心經理人還須負責資

金的籌募、進駐廠商的審核與相關服務費用的決定。  

前工研院創業育成中心吳紹楨經理認為育成中心經理人

需要扮演多重的角色，從早期的藍圖規劃者，到過程的實際

執行者，經理人均要親自投入，在育成廠商進駐前，先扮演

極盡挑剔之能事的「評選者」，期望選出最有潛力的廠商；

廠商進駐以後，經理人的角色又轉成呵護的廠商的無微不至

的「褓姆」，竭盡所能整合各方資源，以滿足創業者的需要，

目的不外提高創業的成功率。如何在眾多廠商中發掘明日之

星，為母體組織獲得財務回饋，此時經理人角色又是精明的

「投資者」，期許獲得更好的利潤回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林世銘經理認為育成中心專案經理的角色，在於運用學校資

源以輔導中心企業，達到雙贏的境界，並自我定位為扮演企

業與學校交流合作的「窗口」與「橋樑」，讓校方瞭解育成

中心能為學校帶來哪些價值，也幫助進駐廠商實現營運目標

與願景；政大創新育成中心協同主持人姜國輝副教授認為經

理人要扮演協助、整合的角色，包括對內的行政、財務之協

調，以及對外的廠商協調（陳碧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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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組織架構圖（如圖 2-6）可知專案經理在育成中心中扮

演著承上啟下的關鍵角色，各育成中心專案經理工作職責不

盡相同，研究者根據各育成中心的資料，整理專案經理的工

作任務，其主要負責協助主持人執行育成中心的業務，執行

推動委員會決議的決議事項及統籌、協助進駐廠商發展事

宜，拓展外部關係與資源、媒體公關，育成中心業務管理規

劃，招商洽談、申請審查，撰寫執行輔導報告，年度育成中

心活動總策劃等。  

 

圖2-6育成中心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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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中心之定位為提供中小企業創新發展過程中所需要

的資源使其能夠順利成長，故育成專案經理不但需對本身育

成中心之營運負責，更要針對進駐企業提供營運方面的協助。 

貳、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的職能需求  

育成中心專案經理在育成中心整體的營運及成果上，扮

演著極重要的關鍵角色，以下將探討育成中心專案經理所需

的職能為何才能成為一個稱職的中心管理者及成為扮演產業

發展的動力。  

    Kramer（1994）認為適任的育成中心經理人員應具備積

極進取的態度、企業家傾向、良好的聲譽、自動自發、獨立

自主等特質外，也應是一位良好的傾聽者與溝通者，且習於

公開演講，具備良好的寫作技巧，有耐心、個性溫和不急躁，

習於長時間工作，並能有效解決問題、一以貫之地將計畫執

行完成，此外，他也應能泰然的面對別人的拒絕、善於給予

他人信任、保持創造性的思考等特質。 

陸大榮與萬鍾汶（2002）體認到育成中心營運績效的好

壞，大部分繫之於育成中心經理人的能力，並指出專案經理

除需具備專業知識、豐富的閱歷與經驗外，其人格特質更是

決定他是否與學校教授、政府官員及進駐廠商間互動是否良

好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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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欽（2004）認為育成中心的專案經理人應具備執行

力、言語力、創造力、抗壓力、結合力五項能力：  

一、執行力：係能有效地依計畫目標確實達成之謂。包含      

有效的規劃能力及管理資源的能力。 

二、言語力：係指能善用語言表達的能力即是溝通能力。

包含做好簡報的能力與外語能力。 

三、創造力：思考與創造出各育成中心新的營運方式，即

如何在各種不同的客戶對象的要求下，提出好的方

案，讓每個關係人都能滿意，達到育成中心發展與成

長的需求。 

四、抗壓力：係指能夠因應不同顧客來源之期望與要求所

形成的壓力。 

五、結合力：又可稱為「整合力」、「網路力」或「關係力」，

其意係指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能夠運用各種不同的資

源建立關係，運用關係促進育成中心本身與進駐廠商

的成長。 

前台大育成中心專案經理人吳國聖認為專案經理必須有

效整合運用資源的能力以協助進駐廠商，此外其情境轉換的

能力要很好，EQ 也要很高（溫瑞芯，2004）。  

陳家聲（2004）指出育成中心的企業孵育，是一項從無

到有的創新工作，身居要角的經理人必須要有耐心、耐力，

願意付出時間與誠心，同時中心的管理經營要靈活，並且最

好在輔導廠商方面加以發揮，經理人才有機會一展長才，把

社會資源順利導入，輔導育成廠商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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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淑娟（2004）在其研究中指出育成中心經理人員應具

備八大能力，專案管理能力、行銷整合能力、人際溝通能力、

工作素養能力、服務支援能力、經營領導能力、產業資訊能

力、宏觀學習能力。  

國內外對於育成中心專案經理所需的職能研究尚未完

備，缺乏一完整的參照指標。根據所收集到的資料，陳淑娟

（2004）之研究其育成中心經理人能力之分類方式符合本研

究方向，故本研究擬採用其研究結果的八大能力為研究主要

構面，並進行專家訪談，整合結果再進行專家德懷術的問卷

調查，以確認育成中心專案經理所需具備的職能，進而進行

職能量表的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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