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 

附錄一 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研究 專家效度調查問卷 

 

專家姓名：                     服務單位：                       

敬愛的 人力資源前輩：您好！ 
萬分感謝 您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協助檢視本研究問卷的內容。 
研究者基於對人力資源客服代表專業領域的興趣，希望能針對本研究

題目深入研究。為求有效蒐集到研究需要的資料，故設計此問卷。特請 惠
予協助，就此研究問卷內容的適切性，提供卓見，以作為編製正式問卷之

重要參考。 
請 您衡酌本研究問卷各向度及其題項的適用程度，在其對應的適

合、修正、刪除等適當的□處打勾。若須修正煩請 直接在題目上修改。

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與指導!如有未盡事宜，請 逕與研究者聯絡。 
敬祝 
平安喜樂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研究所 人力資源組

指導教授：賴志樫  
研 究 生：曾治鈞   敬上 
聯絡電話：0952-621-941 
聯絡信箱：pslance26@hotmail.com 

                                    2008/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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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說明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應具備那些主要職能？並希

望藉此研究結果，對學術界和實務界提出後續發展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之參

考建議。研究對象採便利取樣，針對國內有實施此一制度的企業，對其組織中

擔任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此項職位的員工發放問卷。 
基於目前國內對「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的稱呼不甚一致，如：Account Service

（AS）、Account Officer（AO）、Account Manger、Business Partner 或人事窗口

等多種。因此，為確保對此一制度或職稱的一致認知，此研究謹將「人力資源

客服代表」定義為： 
企業為了提供更即時有效的高品質人力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力資源部門

直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資專員派駐至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部門等），成

為常駐的服務「窗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 

◎研究工具說明 

研究問卷修改自林文政（2004）針對台灣某高科技公司人力資源客服代表

之個案研究，所發展出之職能問卷，再結合文獻整理出人力資源專業人員專業

職能之重要構面，歸納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之職能構面及題項。衡量構面包含策

略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功能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內部顧客需求分析能力、HR
端與顧客端協調與溝通能力、提供顧客諮詢與指導服務之能力、顧客服務專業

管理能力、顧客服務人格特質、顧客服務專業知識，及自我發展等九項構面，

共 72 個題項。 

◎問卷填答說明 

煩請根據 您寶貴的實務經驗，檢視本研究工具之衡量題項的適用程度，分

別在適合、修正、刪除等適合的□中打勾。若題項表達、解釋不易理解或易產

生疑問，請直接於題目上修改，或將須改善之修正意見填寫於修正意見欄位中。  
您的寶貴意見對於此研究工具之有效性具有莫大幫助，非常感謝 您撥冗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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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量表 

構面一、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規劃人力資源策略(或政策)、各項人力源

源管理活動。 
   

落實執行人力資源策略(或政策)、各項人

力資源管理活動。 
   

評估修正人力資源策略(或政策)、各項人

力資源管理活動。 
   

構面二、功能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對招募甄選管理之專業知識的了解與運

用。 
   

對績效評估管理之專業知識的了解與運

用。 
   

對薪資福利管理之專業知識的了解與運

用。 
   

對員工教育訓練與發展等專業知識的了

解與運用。 
   

對員工升遷管理之專業知識的了解與運

用。 
   

對人力資源資訊系統之專業知識的了解

與運用。 
   

對建立與維持勞資關係和諧的了解與運

用。 
   

構面三、內部顧客需求分析能力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依人力資源部門要求，執行 HR 年度性計

畫之能力。 
   

針對顧客需求，進行規劃及提供解決方案

之能力。 
   

規劃與執行內部顧客需求分析之能力。    
診斷與分析顧客需求之能力。    
規劃與執行員工滿意度調查之能力。    
規劃與執行顧客端對 HR 服務滿意度調

查之能力。 
   

構面四、HR 端與顧客端溝通協調能力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解決顧客有關 HR 服務與產品抱怨之能

力。 
   

協調 HR 供應端與顧客端意見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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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 HR 供應端與顧客端衝突之能力。    
正確傳達 HR 供應端與顧客端雙方意見

之能力。 
   

溝通與協調 HR 供應端與顧客端資源運

用之能力。 
   

溝通與協調 HR 供應端與顧客端工作流

程之能力。 
   

溝通與協調 HR 供應端與顧客端執行步

調之能力。 
   

構面五、提供顧客諮詢與指導服務之能力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提供顧客使用人力資源相關服務的諮詢

之能力。 
   

協助解決人力資源相關問題之能力。    
教導顧客有關人力資源概念之能力。    
協助顧客訂定人力計畫方面之能力。    
協助規劃顧客之個人職涯發展與學習方

案之能力。 
   

診斷與分析一般員工異常的工作心態與

行為之能力。 
   

協助顧客/員工發展正確工作態度與行為

之能力。 
   

協助顧客/員工持續學習與自我成長之能

力。 
   

構面六、顧客服務專業管理能力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規劃與執行人力資源服務成效分析之能

力。 
   

激勵與協助顧客達成人力資源相關的目

標之能力。 
   

行銷人力資源新產品給顧客之能力。    
輔導與協助顧客規劃與執行組織變革方

案之能力。 
   

排解與疏通顧客/員工抗拒變革的心態與

行為之能力。 
   

激勵與協助顧客追求人力資源相關工作

高績效表現之能力。 
   

主持顧客端人力資源相關工作之專案管

理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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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服顧客接受公司與人力資源部門既定

決策之能力。 
   

具不斷為顧客設計與規劃人力資源新方

案之創新之能力。 
   

具持續改善人力資源部門方案之能力。    

構面七、顧客服務人格特質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具自我管理個人工作進度、目標達成情況

等之能力。 
   

具與顧客保持和諧之情緒管理之能力。    

具設身處地的為顧客考量之同理心之能

力。 
   

具影響顧客樂於接受人力資源服務之熱

情與魅力。 
   

具樂於接受變革之性格。    

具激勵 HR 端與顧客端團隊相互合作之

能力。 
   

具能被 HR 端與顧客端信任之誠信特質。    

具追求 HR 端與顧客端共好之性格。    
具創造 HR 端與顧客端雙贏之能力。    
具開放而不拘泥與守舊之性格。    

具為 HR 端與顧客端共同目標努力，而犧

牲個人利益之識大體之性格。 
   

具積極聆聽顧客需求與心聲之能力。    
具自我學習人力資源新知之能力。    
具偵測顧客反應之敏感度。    
具主動積極為顧客服務工作態度。    
具自我調適之壓力管理之能力。    
構面八、顧客服務專業知識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具顧客服務之知識。    
具市場行銷之知識。    
具組織發展之知識。    
具產業特性之基本知識。    
具顧客所屬部門之專業知識。    
具人力資源各功能之專業知識。    
構面九、自我發展 適合 修正 刪除 修正意見 
具自我控制，不讓情感干擾到工作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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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 
具自我管理自身工作的相關事務，如進

度、目標達成情況等之能力。 
   

具自我情緒智商（EQ）之發展與管理之

能力。 
   

具自我壓力管理之能力。    
具自我要求持續改善任何缺失之能力。    
具積極投入，與工作夥伴彼此信任、合作

之能力。 
   

具異於常人的敏銳觀察力。    
能重視時間管理。    
具客戶導向的認知能力。    

 

再次感謝您撥冗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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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人資客服代表相關研究調查邀請函 

敬愛的 XX 學長/姐/人力資源前輩：您好! 
我們是台師大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人資組碩二的研究生，透過 XXXX 獲得 您的

e-mail。因此，特此不揣冒昧邀請 您能協助研究調查的進行。目前我們分別進行的研

究為： 
1.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研究(調查對象為人資客服代表)。 
2.人資客服代表之角色壓力與人資服務品質滿意度之相關研究(調查對象為人資客服

代表及其服務單位的直線主管)。 
為了解貴公司在研究領域的相關實況，作為進一步施測的依據。懇請 您能回覆

提供下列資訊。非常感謝 您撥冗讀完此信。最後，再次誠摯向  您致上十二萬分的

謝意。 
 

敬祝  健康、平安、喜樂，事業成功。 
台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曾治鈞 白千祐  敬上 
    聯絡方式：曾治鈞 0952621941  pslance26@hotmail.com 

          白千祐 0932167657  qianyou0917@msn.com 

說明： 

本研究採用的「人資客服代表」一詞，常有相似稱呼。如：Account Service（AS）、

Account Officer（AO）、Account Manager、Business Partner 或人事窗口等多種。 

「人資客服代表」的定義： 

企業為了提供更即時有效的高品質人力資源服務內容，透過人力資源部門直

接將固定且專業的人資專員，指派成為內部顧客單位（如廠區、各部門等）

專責的服務「窗口」，此一對象即可稱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 

1.目前 貴公司是否實行人力資源客服代表制度：□ 已導入  □ 尚未導入 

2.請問 您目前服務的企業為：                                       

3.目前 貴公司擔任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的人數有：                    人 

4.請問 您是否願意協助本研究的調查進行    ：□ 是      □ 否 

5.請問 貴公司發放問卷以何者方式較為方便  ：□ 紙本    □ 電子郵件  

~非常感謝 您撥冗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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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人力資源客服代表職能問卷 

 

敬愛的 人力資源前輩：您好！ 
萬分感謝 您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協助此一問卷的填答。研究者基於對人力資

源客服代表專業領域的興趣，針對本研究題目進行深入研究。提出可供此一領域

參採的研究成果。 
此問卷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應具備那些主要職能，並藉由

此研究成果，能有助於 您及 貴公司在管理、發展與運用專業人才方面的效能，

並能據以發展一套甄選及訓練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的工具。 
您所提供的資料，將僅供本研究分析之用，絕不對外公開，敬請 放心作答。

再次感謝 您撥冗填寫本問卷、提供寶貴意見。 
 
敬祝 
平安喜樂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碩士班人力資源組 
指導教授：賴志樫 
研 究 生：曾治鈞 

敬啟 
2008/4/7 

 

 
 
第一部分：職能相關問卷調查 
 
說明：請在每項題目中，勾選出 您認為該項職能對於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的重要程度。 
「很重要」-----若不具備該項職能，將不可能成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 
「重要」--------若不具備該項職能，將很困難成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 
「普通」--------該項職能與成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有相關性。 
「不重要」--該項職能與成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有些微相關性。 
「很不重要」-----該項職能與成為人力資源客服代表完全無關。 
 
 
 
 

 113



 
題目 

 

很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很
重
要 

一、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      
1.執行人力資源策略(或政策)、各項人力資源管理活動。   
2.評估人力資源策略(或政策)、各項人力資源管理活動。   
3.建議人力資源策略(或政策)、各項人力資源管理活動。   
二、功能性人力資源管理能力      
1.對招募甄選管理之專業知識的運用與評估。   

2.對績效評估管理之專業知識的運用與評估。   
3.對薪資福利管理之專業知識的運用與評估。   
4.對員工教育訓練與發展等專業知識的運用與評估。   
5.對員工升遷管理之專業知識的運用與評估。   
6.對人力資源資訊系統之專業知識的運用與評估。   
7.對建立與維持勞資關係和諧的運用與評估。   
三、內部顧客需求分析能力      
1.依人力資源部門要求，執行 HR 年度性計畫之能力。   
2.針對內部顧客需求，進行規劃及提供解決方案之能力。   
3.規劃內部顧客需求分析之能力。   
4.執行內部顧客需求分析之能力。   
5.診斷與分析內部顧客需求之能力。   
6.規劃與執行員工滿意度調查之能力。   
四、HR 端與內部顧客端溝通協調能力      
1.處理內部顧客有關人力資源服務與產品抱怨之能力。   
2.協調 HR 供應端與內部顧客端意見之能力。   
3.調解 HR 供應端與內部顧客端衝突之能力。   
4.正確傳達 HR 供應端與內部顧客端雙方意見之能力。   
5.溝通與整合 HR 供應端與內部顧客端資源運用之能力。   
6.溝通與協調 HR 供應端與內部顧客端工作流程之能力。   
7.溝通與協調 HR 供應端與內部顧客端執行工作進度之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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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很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普
通 

重
要 

很
重
要 

五、提供內部顧客諮詢與指導服務能力      
1.提供內部顧客使用人力資源相關服務的諮詢之能力。   
2.協助解決人力資源相關問題之能力。   
3.教導內部顧客有關人力資源價值之能力。   
4.協助內部顧客訂定人力計畫方面之能力。   
5.協助規劃內部顧客之個人職涯發展與學習方案之能力。   
6.診斷與分析一般員工異常的工作心態與行為之能力。   
7.協助內部顧客/員工發展正確工作態度與行為之能力。   
8.協助內部顧客/員工持續學習與自我成長之能力。   
六、內部顧客服務專業管理能力      
1.規劃與執行人力資源服務成效分析之能力。   
2.輔助內部顧客達成人力資源相關的目標之能力。   
3.行銷人力資源新產品與服務給內部顧客之能力。   
4.輔助內部顧客執行組織變革方案之能力。   
5.排解與疏通內部顧客/員工抗拒變革的心態與行為之能力。   
6.推展內部顧客追求人力資源相關工作高績效表現之能力。   
7.規劃內部顧客端人力資源相關工作之專案管理之能力。   
8.促進內部顧客認同公司與人力資源部門既定決策之能力。   
9.具不斷為內部顧客量身設計與規劃人力資源新方案之持續

創新之能力。 
  

10.持續改善人力資源部門方案之能力。   
七、顧客服務人格特質      
1.自我管理個人工作進度、目標管理等之能力。   
2.維持顧客和諧關係之情緒管理能力。   
3.設身處地為內部顧客考量之同理心能力。   
4.引導內部顧客樂於接受人力資源服務之能力。   
5.勇於接受改變之特質。   
6.激勵 HR 端與內部顧客端團隊相互合作之能力。   
7.能被 HR 端與內部顧客端信任之誠信特質。   
8.追求 HR 端與內部顧客端共好之特質。   
9.創造 HR 端與內部顧客端雙贏之能力。   
10.開放而不拘泥與守舊之特質。   
11.能為 HR 端與內部顧客端共同目標努力，忽略個人利益之

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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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積極聆聽內部顧客需求與心聲之能力。   
13.偵測內部顧客反應之敏感度。   
14.主動積極為內部顧客服務工作之態度。   
八、顧客服務專業知識      
1.顧客服務之知識。   
2.產品及服務行銷之知識。   
3.組織管理與發展之知識。   
4.產業特性之基本知識。   
5.內部顧客所屬部門之專業知識。   
6.人力資源各功能之專業知識。   
九、自我發展與管理      
1.自我管理自身工作的相關事務，如進度、目標達成情況等

之能力。 
  

2.自我調適之壓力管理之能力   
3.自我要求持續改善缺失之能力。   
4.積極投入工作與夥伴彼此合作之能力。   
5.服務客戶導向的專業能力。   
6.具自我學習人力資源新知之能力。   
 
第二部分：填答者個人基本資料 
1.性別：     男     女 
2.年齡：     21~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1~45 歲  45 歲以上 
3.最高學歷：  高中/職(含以下)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及以上 
4.任職企業的產業別：  製造業  服務業  金融保險業  其他產業 
5.從事人力資源領域工作的年資： 

一年以下  一~二年  二~四年  四~六年  六~八年  八年以上 
6.擔任人力資源客服代表的年資： 

一年以下  一~二年  二~四年  四~六年  六~八年  八年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煩請 再次檢視各題是否均已填妥。非常感謝 您的協助及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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