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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表
指導單位：考試院
主辦單位：銓敘部
日 期：民國 11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
地 點：考試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
( 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 1 號）

一、上午場次
議程
時間

分鐘

08:30-09:00

30 上午場報到

09:00-09:20

20

09:20-10:50

活動項目

開幕式 / 貴賓致詞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致詞
國際前瞻視野 - 以色列、歐盟文官制度借鑑
主持人：吳新興 考試院考試委員
與談人：Ron Duhl 以色列文官委員會法律顧問 ( 錄影演講 )
90
( 柯思畢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
高哲夫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
綜合討論
主持人總結

10:50-11:00

10 茶敘交流

11:00-12:30

標竿企業經驗 - 微軟、台達電人力資源觀點
主持人：姚立德 考試院考試委員
與談人：王有蘋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長
90
陳啟禎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資長
綜合討論
主持人總結

12:30-13:30

6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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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午場次
議程
時間
13:00-13:30

分鐘

活動項目

30 下午場報到

活絡公務人力 - 產官學對話
( 議題：擴大專技遴用、公私人才交流 )
主持人：周志宏 銓敘部部長
與談人：蔡秀涓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13:30-15:10 100
黃崇哲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范瑞華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莊均緯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綜合討論
主持人總結
15:10-15:30

20 茶敘交流

綜合座談
主持人：周弘憲
與談人：郝培芝
彭俊亨
15:30-17:10 100
劉坤億
周志宏
綜合討論
主持人總結

考試院副院長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文化部政務次長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銓敘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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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AGENDA

Sustainable Government, Revitalized Man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Organizer: Ministry of Civil Service
Co-organizer: Examination Yuan
Date: January 12, 2021
Venue: Multimedia Conference Room, Examination Yuan

Morning Session
Time
08:30-09:00
09:00-09:20

09:20-10:50

Min.

Event

30 Registration
Opening and Welcome Address
20 Dr. Jong-Tsun Huang,
President of Examination Yuan
International Forward-Looking Vision: The Reference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s in Israel and European Union
Moderator : Dr. Hsin-Hsing Wu,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of Examination Yuan
Speakers : Mr. Ron Duhl,
Legal Adviser to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Jerusalem
(Video speech)
90
(Mr. Omer Caspi,
Representative of 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Mr. Filip Grzegorzewski,
Head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Q&A
Summary

10:50-11:00

10 Tea Break

11:00-12:30

Benchmarking Enterprise Experienc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Microsoft and Delta Electronics
Moderator : Dr. Leehter Yao,
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 of Examination Yuan
Speakers : Ms. Linda Wang,
90
Director Human Resources Group, Microsoft Taiwan
Mr. Charles Chen,
Chief Human Resources Officer, Delta Electronics, Inc.
Q&A
Summary

12:30-13:30

60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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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noon Session
Time

Min.

Event

13:00-13:30

30 Registration

13:30-15:10

Industry – Academia – Government Panel Discussion of Topics:
(1)Expanding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Recruitment for the
Public Sector
(2)Exchanging Talents betwee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Moderator : Dr. Chih-Hung Chou,
Minister of Civil Service
Speakers : Dr. Hsiu-Chuan Ts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100
Dr. Hank C.C. Huang,
President of Taiwan Academy of Banking and Finance
Ms. Jui-Hua Fan,
Executive Director of Taipei Bar Association
Mr. Chun-Wei Chuang,
President of Taipei Professional Civil Engineers Association
Q&A
Summary

15:10-15:30

20 Tea Break

15:30-17:10

Panel Discussion
Moderator : Mr. Hung-Hsien Chou,
Vice President of Examination Yuan
Speakers : Dr. Pei-Chih Hao,
Minister of Civil Service Protection and Training Commission
Dr. Chun-Heng Peng,
Deputy Minister of Culture
100
Dr. Kun-Yi Liu,
Chairman of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Dr. Chih-Hung Chou,
Minister of Civil Service
Q&A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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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蔡總統就職演說期許考試院轉型為稱職的國家人力資源部門，培育現代政
府所需治理人才，考試院黃院長亦期勉以宏觀視野，透過跨域跨界合作交流，
針對我國人力資源轉型需求，研擬完整政策及方案。銓敘部肩負公務人員人事
政策規劃及研議重任，爰以「永續政府、活水人力 - 公務人力資源之轉型方向」
為題，期盼借鑑以色列及歐盟文官人才培育之前瞻視野，汲取標竿企業微軟及
台達電之人力資源經驗，並邀請產官學各界專家學者代表探討優質專技人才延
攬及政府與民間人才跨域良性交流之機制，共同研討活絡公務人力之革新方
向，並廣泛聽取建言，注入活水，使公務人力資源轉型符合國家政府永續發展
之目標，並成為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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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相關事項
一、報到服務
上午場次請於 08：30-09：00 辦理報到，下午場次請於 13：00-13：
30 辦理報到，領取會議資料袋及識別證。
二、每場次流程及時間
( 一 ) 上午場次
1. 國際前瞻視野 - 以色列、歐盟文官制度借鑑
(1) 主持人致詞 5 分鐘。
(2) 與談人與談及錄影演講共 70 分鐘
(3) 綜合討論 10 分鐘。
(4) 主持人總結 5 分鐘。
2. 標竿企業經驗 - 微軟、台達電人力資源觀點
(1) 主持人致詞 5 分鐘。
(2) 每位與談人與談 30 分鐘
(3) 綜合討論 20 分鐘。
(4) 主持人總結 5 分鐘。
( 二 ) 下午場次
1. 活絡公務人力 - 產官學對話
(1) 主持人致詞 5 分鐘。
(2) 每位與談人與談 15 分鐘
(3) 綜合討論 30 分鐘。
(4) 主持人總結 5 分鐘。
2. 綜合座談
(1) 主持人致詞 5 分鐘。
(2) 每位與談人與談 15 分鐘
(3) 綜合討論 30 分鐘。
(4) 主持人總結 5 分鐘。
( 三 ) 各場次綜合討論與會人員意見交換，每人發言以 3 分鐘為限，工作
人員於 2 分 30 秒時按鈴 1 響，3 分鐘按鈴 2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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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注意事項
( 一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維護與會人員健康，請
配合落實出入實聯制，全程正確配戴口罩，如有居家隔離、居家檢
疫、自主健康管理、發燒 ( 額溫 37.5 度以上 )、呼吸道症狀或腹瀉
等情形者請勿入場。
( 二 ) 為維護會場環境整潔，請勿攜帶食物及茶水進入會場。午餐備有中
式餐盒，請依接待人員引導前往考試院傳賢樓 10 樓大禮堂用餐；
下午場次備有西式茶點餐盒，均採 1 人 1 份方式發放。
( 三 ) 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具公務人員身分之與會人員，請於報到
時於簽到表書寫姓名及註明身分證字號，俾利會後登錄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認證。
( 四 ) 會議期間敬請將行動電話保持關機或靜音模式，俾利議事進行。
( 五 ) 來賓發言時，請先說明姓名、服務單位及職稱；發言後，請填寫發
言單 ( 會議資料袋內提供 )，轉交會場工作人員，發言單如不敷使
用，請向工作人員索取。
( 六 ) 來賓因時間限制未能發言，請填寫發言單，轉交會場工作人員；
另來賓亦可以行動裝置掃描下列各場次專屬之行動條碼 QRcode 或
至網址：https://app.sli.do 輸入下列各場次之專屬代碼，進入
Slido 線上提問系統頁面，提出建議意見或問題，或對系統內其他
來賓發言內容表達認同或支持，並將即時轉請主持人及與談人參考
或回應；惟若發言內容與研討會議題無關，主辦單位擁有刪除之權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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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do 線上提問系統本研討會各場次專屬之 QRcode 及代碼
1. 國際前瞻視野 - 以色列、歐盟文官制度借鑑（09:20-10:50）

代碼 (Code)：#1100112-01

2. 標竿企業經驗 - 微軟、台達電人力資源觀點（11:00-12:30)

代碼 (Code)：#1100112-02

3. 活絡公務人力 - 產官學對話（13:30-15:10)

代碼 (Code)：#1100112-03

4. 綜合座談（15:30-17:10）

代碼 (Code)：#1100112-04

四、會場 Wi-Fi( 務請遵守網路禮儀規範 )：
Wi-Fi 名稱：Hinet
登入帳號：iixx
登入密碼：AbCd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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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前瞻視野 - 以色列、歐盟文官制度借鑑

吳新興

主持人
考試院考試委員

與談人
柯思畢 (Omer Caspi)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Israel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Taipei)
Ron Duhl
以色列文官委員會法律顧問 ( 錄影演講 )
(Legal Adviser to the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
Jerusalem) (Video speech)
高哲夫 (Filip Grzegorzewski)
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
(Head of European Economic and Trade Office)

主持人及與談人簡歷

主持人：吳新興

【現職】考試院考試委員
【學歷】澳洲國立墨爾本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經歷】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銘傳大學講座教授兼社會科學院院長
南臺科技大學行政副校長
中華民國駐菲律賓特派代表 ( 大使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兼所長
工商時報財經要聞採訪組主任兼大陸新聞中心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兼國際學
術合作組副組長

【現職】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與談人：柯思畢
（Omer Caspi）

與談人：Ron Duhl
( 錄影演講 )

【現職】以色列文官委員會法律顧問
【學歷】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法學碩士
美利堅大學新聞與公共事務專業碩士
【經歷】以色列財政部工資與工作協定主任法律顧問
Rishon Le-Zion 管理學院外聘講師
特拉維夫大學 Harold Hartog 政府與政策學院高級研
究員

【現職】歐洲經貿辦事處處長
【學歷】波蘭華沙大學國際關係及中國研究
【經歷】歐盟對外事務部「亞洲事務協調會議」主席
波蘭外交部亞太司司長
亞歐會議 (ASEM) 資深官員
中國—中東歐國家「16+1 合作」波蘭協調代表
波蘭外交部部長辦公室副主任兼政策規畫處處長
歐盟駐中國兼駐蒙古代表團政治參事
與談人：高哲夫
波蘭駐歐盟代表團二等秘書暨「亞洲事務協調會議」
（Filip Grzegorzewski）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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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企業經驗 - 微軟、台達電人力資源觀點
主持人
姚立德 考試院考試委員

與談人
王有蘋
陳啟禎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長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資長

主持人及與談人簡歷

主持人：姚立德

與談人：王有蘋

與談人：陳啟禎

【現職】考試院考試委員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電機電腦工程系博士
【經歷】教育部政務次長、代理部長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長
國立科技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
行政院技職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
全國認證基金會董事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董事、常務董事
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
【現職】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長
【學歷】紐約州立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經歷】積累 20 年外商全領域人資專業，跨域產業及具兩岸
三地人才經營管理，曾任 P&G（美商寶僑）、Pfizer（輝瑞藥
廠）、BAT（英美菸草）、Nestlé（雀巢）等人資領域主管，
專精高階人才領導力發展 / 管理與招募、組織發展及變革管
理。
【現職】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資長（CHRO）
【學歷】國立中央大學高階主管企管碩士
天主教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經歷】超過 20 年跨國科技業人力資源管理經驗，任台達集
團台灣區人資處長、東南亞區及中國區人資長、上海企業管理
暨中達電通行政處處長等，海內外經驗歷練完整。
2017 年起擔任台達全球人資長期間，擘畫全球人才發展
系統與機制，為集團建立完整領導梯隊；策略性培育轉型關鍵
人才，促進內部人才流動，以多元創新的人才發展方案與優異
成效獲得「第三屆總統創新獎」、「2018 國家人才發展獎」、
「2020 台灣企業永續獎—人才發展獎」、「2020 大中華區人
力資源卓越大獎」等大獎肯定，並受邀擔任 2020 年國家人才
發展獎之決審評審。
結合產官學資源，成功打造全球雇主品牌，並與知名大學
建立聯合研發中心，建立多元人才晉用渠道，深耕校園並經營
社群媒體貼近目標族群，榮獲 Cheers 雜誌「2020 新世代最嚮
往企業」第 13 名，「Asia Recruitment Award」、「HR Asia
亞洲最佳雇主」等殊榮。引領人資變革與數位轉型，以智能系
統推動智慧化人資服務。重視員工，成功打造工作生活平衡的
職場文化，榮獲勞動部「2019 績優健康職場」、體育署「2020
運動企業認證」、康健雜誌「2019 健康企業公民獎」、遠見
雜誌「2020 CSR 幸福企業首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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ⷌ䴫主䙣ⰼ⥚『⟠姺⯯㠯

• 8K⽘䈮 ⯵㰛岮㹷
• 2019僤㹷⾾ⷌạ㕟总568
ạƏ⎾䚱⭟䔆54,205ạ㬈
• ㌷⻡䶇⻡䮰ƏḍỌ悊䑑⣶
㯸㫱⛲⯶䂡㠯ὲ娔何⾕曢
䶙

• 䙣ⰼỌ㉧偞㕀備䂡㠟⾪
䙫DeltaMOOCx䷁ᷱ⭟侹
⹚⏗Ə䴖姯妧䛲ạ㕟嵬
嵱700吓㬈
• 凰徍⅏䏪檿㠈凑⊼⋽娔
姯䫝峤
• 凰徍⏗总㝖⛲暂⤑晤僤
⻡䮰娔姯䫝峤

Del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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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帇♉ノ㙚嬎䝧

ᵸㄋ䔺⬓

斅᳹⍿䄊

• ⛲⮝ạ㈴䙣ⰼ䌵(⏗䁊)
• ⏗䁊Ứ㥔㰟乳䌵 – ạ㈴䙣
ⰼ䌵
• Ḕ⛲㛧Ứ㥔⤎⭟
• ẅ㴙┭㥔柿塽㛧ạ㈴䮈
䏭䌵

• 恇奲Ứ㥔䤥㛪岓Ợ䌵 –
䥶Ứ㥔楽䌵
• ⏗⋾ⷩ㚏⅏⛲严ℑ⁌⺞偞⠛
• 㖗᷽Ị㛧⚕⽧Ứ㥔
• Ḕ⛲⤎⭟䔆㛧▃Ứ㥔
• Candidate Experience Golden
Award (China)
• HR Distinction Award – Campus
Recruiting
• Asia Recruitment Award International Recruiting strategy

Delta Confidential

(2017-2020)

䱚⋆佭⩘
• 䬓ᷰⰭ两䵘≜㖗䌵(⏗䁊)
• Ḕ⛲ạ⊂岮㹷䦸㉧≜㖗䌵
(Ứ㥔⯍巷䌵)
• LinkedIn Transformation
Award (Taiwan)
• Ḕ⛲ạ⊂岮㹷䮈䏭⁸⇡䌵
• Ḕ⛲⅟䮫暮Ḣ (Employer
Excellence of Chia)
• ẅ㴙㛧暮Ḣ (HR Asia
Award)

3$57 
⊮弒ᵸㄋ䔺⬓㤝

Del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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ḽ⌻⩡墾 ℳ婈㗨Ṅᵸㄋ

圊

Develop Delta Leaders,
Who Develop Delta’s Future !
— LDC MissionƝsince 2006
⏗总㵞勘ᾱ告Ṳ敞㦕䍙
&1%&ẅ㴙┭㥔柿塽㛧ạ㈴䮈䏭⤎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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䏯䰂䴒䨔䐣摉⬓䕂ᵸㄋ䔺⬓䨔䐣
ᵸㄋ䨔䐣
␄㠫䍮❁
䬽䕌
憴滅
㕮⋽
憴滅

㥔⋀
樬⊼⊂

⊭ㆿ䵊⻥

ᵸㄋ斾㬀
ạ㈴
嶏⋉
ᾂ㰩
ᾂ㰩
吤ⷕ
奶≪

㋂⋆
Ợ䔏

䴫主
䏥䊧

㎌䏔
ₚ㉦

␄㠫ノ㙚

ノ搵ⷓ㎌
ㇷ⊆
⅟䮫

⟠備
䙣ⰼ
严㔯
䮈䏭

Ⓢⷌ严㔯
┭㥔⽘柦

㺄 态 偞 岓 ㉧ ⷎ ∝⺍怊䴷 塈 憶
䳢 䵘 㔖 ㏛ 7HFKQRORJ\(QDEOHV

ᵸㄋ䨔䐣⻛仁
y WHAT

x ㉦㎌⅓⏟栿㙖˚䬽䕌
㖠⏸凮䛕㨀

y HOW

x 憷㷬吤⯍䬽䕌凮䛕㨀
㘩Ə柿⯵俬总ㇷ䛕㨀
䙫堳䂡凮㖠㲼Æ憷㷬
柿⯵䙫憴滅

Delta Confidential

ᵸㄋ䖢涜僅ᵸ⅙㙎
y 幦娖斾㬀僅ᵸㄋ屦↠
x ⛇ㆰ䟔Ḕ敞㜆Ṳ㥔㖠⏸
㈧曧䙫ạ㈴嶏⋉+⯯㥔

y 㥠塔䰂䴒䊼㭿

x ạ㈴⯯㥔˚㴨⊼˚忧Ỹ

䝸奋ᵸㄋ㣗㵔僅㑷㜆
y ノ⅝‶䪂

x 䂡旃捜⳾ἴ⮁侐ㇷ⊆㨀
㹽

y ⚵圊㑷㜆

x ⟞堳⏫柬㨀㹽恟˚䔏˚
備˚䕀㖠㠯ƏỌ⡒壃㩆
㦲ㇷ敞Ḕ䙫ạ㈴吤ⷕ

y 䔺䊼ṙ㬀勻Ⲭ
x 㕟憶˚⒨峑

©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l, Inc., 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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ℳ廞␄㠫ノ㙚
y 土悍ノ⅝

x 㥔严˚∐㽋
x ⮉㈝ℴ䖒˚ⷩ⍇
x 䕀Ợ䍮˚㕓㥔/㉼⅌⺍˚
Ⓢⷌ㻦ヶ
x 严㔯塏䏥˚⛿晱⇄偁
x ⅝ẽ

https://kknews.cc/zh-hk/career/a6exxj6.html

ᵸㄋ䔺⬓⢒⎟㗁㤝 (LDC/TDC)
LDC (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 曖⫌⅙䔺⬓⢒⎟㗁
⬢䯘濣Corp
ノ⎟濣檿晵䵺䇆ⱋ˚Ṳ㥔▕ἴ˚✗⌧两䵺䏭˚
CHRO˚CFO
⫋嬟濣旃捜偞ἴ㎌䏔ạ
㧟㐶濣ᷧ⹛⅐㬈
䖬㣗濣⢅⊇Ⱈ䶹⺍

TDC (Talent Development Committee)

榖㸙ᵸㄋ䔺⬓⢒⎟㗁

⬢䯘濣⏫BG˚⏫Region
ノ⎟濣Ṳ㥔▕ἴ˚✗⌧两䵺䏭⎱ᷲᷧ晵Ḣ䮈
⫋嬟濣檿㽂⊂ạ㈴
㧟㐶濣ᷧ⹛⅐㬈~⤁㬈
䖬㣗濣⊇怆檿㽂ạ㈴䙣ⰼ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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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䯠椣Ʊ宻桪ᴝ䖶桪䕂ᵸㄋ䔺⬓㯿䣉
• ㇷ⊆⅟䮫 (Success Profile)
• 㽂⊂㸓娼 (Potential Assessment)
• Ṅ⮕㠣 (9-Box)
•…

• 严㔯俪㠟(Performance Appraisal)
• 360⺍媦㟌 (360 Degree)
• 䟌嬿憶塏 (Knowledge Inventory)
• 䵺樾憶塏 (Experience Inventory)
•…

㇇◔䯠椣

㳪侻从

ヮ⛲

䰤䮥切
• ῲạ䙣ⰼ姯䕒 (IDP)
• ⯵⸒/㕀䷛ (Mentor / Coach)
• Ợ⋀㋮㴥 (Project Assignment)
• 姺䷛ (Training)
• Shadowing Program
•…

• 弑媦 (Rotation)
• ⌮恞 (Promotion)
• ⣽㴥 (Expatriation)
• Ⱈ䶹⺍媦㟌(Readiness Review)
•…

Del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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ᵸㄋ䔺⬓ᵒⷳ撚戳䖢涜圦

1

㗨Ṅ䰂䴒◔

2

ᵸㄋ䔺⬓ᴛ⩬㛺

3
4
5

㉣䊫⫯䲐圦
ᵸㄋ㥒㜆
撚戳伵ḋ岦䰂䴒䖢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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圦Ჾ濣㗨Ṅ䰂䴒◔ (Sample)
BG Head

Adam Wang

AA BU
Martin Tsai

BB BU
Peter Pan

CC BU
Harry Smith

DD BU
Kevin Wu

KK LOB
Sam Li

RD
Ted Ma

RD 1
Yenhung Chen

RD 1
Kunyu Kuo

Sales
Johnson Yeh

NBD 1
Jacky Chen

RD 2
Ero Hsu

RD 2
Steve Yang

Sales
Tiffany Green

RD 3
Lily Dong

Sales
Pamela Hsu

NBD 2

RD 4
Helen Ma

LCS NBD
Melissa Kim

Sales
Bruce Lee

ESP LOB
Jeff Hsu

• Pipeline to be allocated:

Remark: LDC pipeline highlighted in blue color.
Delta Confidential

IAQ LOB
Ellen Liu

14

19

-

Peter Pan Æ BG Head
Ted Ma Æ BB BU Head
Steven Yang Æ NBD 2
Bruce Lee Æ Global Sales

Operation
Ethan Pitts
RD
Amy Johnson
Software
KK Huang
Quality
Adam Wang(A)
SCM
Dick Tracy

Global Sales

圦ᵊ濣ᵸㄋ䔺⬓ᴛ⩬㛺 (Sample)

㸙
⅙
㳪
夓

䳼㐆仁㛶

A
10%

Delta Confidential

B

C

25%

55%

D

E
10%

(or D: 7%, E: 3%)

圦᳇濣㉣䊫⫯䲐圦 (Sample)
2020
BG Head
Box 1
(<3 yrs)

Peter Pan
(grade,
position)

Box 2
(<5 yrs)

Box 3
(≤8 yrs)

BU Head
Adam (grade,
position)

Doris (grade,
position)

Brad (grade,
position)

2021
Function Head
Steven (grade,
position)

BG Head
Box 1
(<3 yrs)

Peter Pan
(grade,
position)

Box 2
(<5 yrs)

Brad (grade,
position)

Box 3
(≤8 yrs)

BU Head

Function Head
Steven (grade,
position)

Doris (grade,
position)

Henry (grade,
position)

Gary (grade,
position)

*Highlight new pipeline in blue

Please briefly highlight key changes, for example:
1. Brad moved to Box 2 because he has successfully proved his ability by entering the new market.
2. Adam is removed from pipeline because he is now XX BU Head
3. Henry and Gary are new pipeline …
Del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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圦▙濣ᵸㄋ㥒㜆 (Sample)
I. Basic Info & LDC Trajectory

Peter Pan

Year
Critical Role
2020
BG Head
2019
BG Head
2018
BG Head
2017
BG Head
⏗䦸⤎EMBA (2012)
ẋ⤎曢㩆⭟⣒ (1997)

48 y, M3 (2017)
Tenure*: 2 / 18

Box
1
2
3
3

III. 360 Survey

PMD

Delta Leader Qualities

A
B
A

Business Acumen
Execution & Driving for Results
Coaching & Developing People
Empowerment & Delegation
Building Strategic Partnerships
Role Modeling
Total

Key recognitions & achievements in last 3 yrs:
1. ⸝柿XXBU总∗XXX䇆㥔栴 (2019)
2. 㕛⏯XXXXƏ㎏⇡XXX姊㱡㖠㠯 (2018)
3. 㒻Ợ⏗总≜㖗䌵Ḣ⸔ (2018)

XX BU Head

Previous
(2018.11)
4.11
3.91
4.05
3.86
4.01
3.97
23.91

Latest
(2020.11)
4.09
4.10
4.06
4.12
4.20
4.00
24.57

LDC Avg.
(Sample)

4.01
4.09
4.04
4.11
4.00
4.20
24.45

Above LDC pipeline average

* Non-Delta / Delta Tenure

II. Career Path
BG

Region/MFG

IV. Acceleration Plan

Ʌ XXBG Head (2024)

High
(M3 ɥĪ

Ʌ XX Region (2022~2023)

2021

Ʌ XXBU Head (2013~current)

Middle
(P3-M2)

Ʌ XX LOB Head (2008~2012)

2021
~
2022

Ʌ WJ Production Engineer (2006-2007)

Entry
(S4-P2)

Ʌ XX Engineer (2000~2006)

Past
Future

Detail

Year

Function

巏⤎⅝偞岓妹剙Ə㒻ỢXX NBD HeadƏ忶怵NBD䙫㭞䷛凮
䵺䇆㖗ⷩ⠛䙫⏫䨕㋸㈗Ə㎷⌮ⷩ⠛㔶ㄆ⺍
㒻ỢXXBU凮XX LOB Ḣ䮈 XXXḲ㕀䷛Ə䂡XX BU⟠棱㎌
䏔ạƏṆ㎷⌮凑ⷘXXXḲ僤⊂
㋨乳㒻ỢXXBDḢ䮈Ə⸝柿⛿晱⭳ㇷXXXỢ⋀Ə怙⅌XXX
ⷩ⠛Ə㕛⏯XXBU凮XXLOBḲ䔉⒨Ə㎏⇡XXX姊㱡㖠㠯Ə
总∗XXX䛕㨀
⣽㴥凚XX RegionƏ㒻ỢXXX偞岓妹剙Ə㎷⌮⅝䬽䕌凮⅏
䏪好憵Ə䂡ᷲᷧ偞ἴ(BG Head)⁁⥤㹽₀

*Acceleration approaches : Enlargement, EXpatriation, Rotation,
Assignment, Promotion, Coach/Trainer, Others

Ʌ
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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圦ᵒ濣撚戳伵ḋ岦䰂䴒䖢涜 (Sample)
*New pipeline in green *Box upward in blue *Fulfill critical position/rotation in gray
BG

AA

BB

CC

DD

EE

FF

GG

Deputy
BG
Head

BG
Head

Box 1
(<3 yr)

Michael Yen
Peter Pan

Box 2
(<5 yr)

David Lee
Kevin Ho

Box 3
(≤8yr)

BU
Head

Nat Chang

Cindy Wu

Steven Yo

George
Wang

Frank Lee

Oliver Chen
Jack Huang

Celina Jo
Ace Hsieh

Albert Chen
Ian Yang
Bob Tsai
Emily Wen

Jeff Black
Ron Kao

Gill Huang
Dick Chang

Will Lee
Marcus Wu

Billy Ho
Jay Fang

Ed Davis

Mandy Hsu

Tammy Pan

Ben Young Chris Chang

John Willis

Box 1
(<3 yr)

Clara Wu
Bill Sun
Kate Ma

Robert Chu
Angel Chien
Ted Hsu

Box 2
(<5 yr)

Irene Chen
Mike Ma
Leo Chen
John Chen

Sharon Lee
James Bond

Box 3
(≤8yr)

Sam Hung

Henry Ko

Delta Confidential

HH

Rick Dai

Danny Wu
Ken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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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 
⊮弒ᵸㄋ䔺⬓㑷㜆
I.
II.
III.

360ⵤ㳪夓䕂⟘ ⇔ょ䏦
榖㸙ᵸㄋ濣ᶣSHADOWING 㽸ṉ
撚戳ᵸㄋ濣ᶣGLW 㽸ṉ

Delta Confidential

360ⵤ㳪夓䕂⟘
伵侻夓挏ẁ廰⨶亐䔺⬓
NBD Leader

⇔ょ䏦

榖敌᳹䩟䕂䳼㐆ᵐ夓僅▜栉

Solution Biz
Leader

᳹䩟

⋊ΐ

LDC/TDC 撚戳ᵸㄋ

Engagement

‴⩁䄷⩘榖㸙ᵸㄋ㒍乢 ġ
Del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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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ΐ

曖⫌伵侻

䨔䐣悋涜

妡⯆〄徏

嶏⋉㍳㏈

樬⊼≜㖗

喴⛽㒿≪

┭㥔㙡ㅎ

䛕㨀娔⮁

≜怇䶃㔯

⟞堳姯䕒

柿⯵孱材

岮㹷愴何

䙣ⰼạ㈴

䴫主䙣ⰼ

凯㥔䲥䥅

岈⋀严㔯

360ⵤ㳪夓䕂⟘

⇔ょ䏦

伵侻夓挏ẁ廰⨶亐䔺⬓
␄㠫㐍慱ⵤ

LDC/TDC 撚戳ᵸㄋ

 ⬓䊼⫋䏠㠫屦↠⍊䦴䃫䍮❁䕂榖㐍慱
ⵤ
 䝸ẛⸯ暽䰂䴒㐆侻 ⇃⋩濣ᾷỺ塾Ʊ
䰂䴒䰎㢉Ʊ㯿䣉Ʊᵸ⎟ 䕂⋂曃堿䯞
 ㎪⩘䰂䴒㫶䵊䔺⬓䕂䨔䐣

巒⫌僅䔺⬓ᵸㄋ





壀⩘㇅⫌僅䔺⬓ᵸㄋ䕂㑷悛
⩘ヾ斾伵侻侻⅙⊈䳼㐆夓㛶㣗㵔
㹾↳徦⬪ㄽ㎒㖲⟥㇏ヮ
ℳ䦉⨶亐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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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ⵤ㳪夓䕂⟘

⇔ょ䏦
Ჾ⫋Ჾ⛯⌈墡娾

伵侻夓挏ẁ廰⨶亐䔺⬓
LDC/TDC 撚戳ᵸㄋ

斵弒◔

失䯮圊㽸

◖榒㪒巁

Ῠ↠⊈⹃䔺⬓圊㽸

摉㏼ⷍⶸ娮

HR
Del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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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徦朥␍

᳹䩟
⊕夓仃

360ⵤ㳪夓䕂⟘

榖敌᳹䩟䕂䳼㐆ᵐ夓僅▜栉

夓㣗㵔濕ᶣƼ␄㠫ℳ㑮ƽ㽸ṉ
5DWLQJ

5
4

'HILQLWLRQ
㇔㉖Ⳁ⛲㸙◦⩠ヴ濕᳤曎㳪‴㗨Ṅ
斾㬀⍊␄㤝濕塍⅁‵ℋ䙹⻥䕂␄㠫
ℳ㑮㣟ⷍ

Ḣ ⅏ 敲
⊼ 杉 ㊺

᳹䩟

⋊ΐ

曎㳪䊼㗇⩠ヴ㗨Ṅ䕂斾㬀濕㎘㨢摉
䔺₸㗇⃧㑺ᾷỺℳ廞䕂㑮␄㠫㯹↓

3

㊎₸䊼㗇⩠ヴ䕂撚戳⻥墡㬸㑷㜆濕
ᶣⱂ㑮䕂Ἐ㮓㶽山⩠ヴ斾㬀

2

ᾃ悛⫋䊼㗇䕂␄㠫㣟ⷍ廰圊徦ᶻ䕂
Ῠ⇔好㐲

1

ᶣ䊼㗇䱑䂝䕂䪂○‥䴺䵊䂝弉濕᳤
䱫ㆿ㒠㗇䕂␄㠫㣟ⷍ

墒 惏 ⭯
⊼ ⇭ ㇷ

曖⫌伵侻

䨔䐣悋涜

妡⯆〄徏

嶏⋉㍳㏈

樬⊼≜㖗

䬽䕌栿㙖

┭㥔㙡ㅎ

┭㥔≜㖗

≜怇䶃㔯

岮㹷愴何

柿⯵孱材

䴫主䙣ⰼ

䙣ⰼạ㈴

岈⋀严㔯

凯㥔䲥䥅

䬽䕌⯍䏥

360ⵤ㳪夓䕂⟘

4

'HILQLWLRQ
侻㐍慱᳒䭼㵔◮㯜⪝储ⲯ䕂圊㽸⫋
ᶔᵸ䕂ⸯ暽濕᳤侻廍弌⋊㑷ⷍ储
ハ䭼廰濕Ⅸ⅙ノ㽸ᶔᵸ䕂㣟䪂

Ḣ ⅏ ẽ
⊼ 杉 ạ

᳹䩟

⋊ΐ

᳹↓᳒ㆿ䵊⻥䕂⫉㬀⟘㑷ⶸ娮濕廰
圊储ハ㥠塔僅好㐲濕䐴塾涜⋊㔀濕
侻㊎₸⋆䋄䕂妔涜Ṅ䈰⹕奋⋊

3

ᶣ摉㏼䕂〉ⵤ伄伻ᶔᵸ䕂ⶸ娮濕᳤
朖⿍廰圊⹊䵊夓ᷮ濕Ἐ₸䖶⫋ょ䕂
好㐲

2

弶㎅⻥◮㉣⊕ᶔᵸ䰤ᵆ䕂㏷⑂ⶸ娮

1

⫋ᶔᵸ䰤ᵆ䕂㏷⑂ⶸ娮巁圦䊼₸
ẛ⩆ピ擰圙〉ⵤ

Delta Confidential

⇔ょ䏦

榖敌᳹䩟䕂䳼㐆ᵐ夓僅▜栉

夓㣗㵔濕ᶣƼ塸⪝⻛幦ƽ㽸ṉ

5

⋊ΐ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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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WLQJ

⇔ょ䏦

墒 惏 凑
⊼ ⇭ ⷘ
26

24

⋊ΐ

曖⫌伵侻

䨔䐣悋涜

妡⯆〄徏

嶏⋉㍳㏈

樬⊼≜㖗

䬽䕌栿㙖

┭㥔㙡ㅎ

┭㥔≜㖗

≜怇䶃㔯

岮㹷愴何

柿⯵孱材

䴫主䙣ⰼ

䙣ⰼạ㈴

岈⋀严㔯

凯㥔䲥䥅

䬽䕌⯍䏥

榖㸙ᵸㄋ濣ᶣShadowing 㽸ṉ
AIM Program (Accelerate into Master)
䖬㣗濣 䂡暭⛿⟠備巏䔉⒨˚巏⊆僤䙫姊㱡㖠㠯㖗Ṳ㥔▕ἴḢ䮈Ə忶怵ᷰ⹛⟠姺Ə
⯮50ἴ檿㽂ạ㈴ḔƏㇷ⊆⟠備⇡25ἴ⭳ㇷ弑媦凮ᷱ⳾
⚷壑㑷ⷍ濣柿⯵⊂ⷌὃ✱˚択┕凮堳択⟠姺˚䄍滅⯶䴫⭟侹˚弑媦˚Shadowing…
ⶴ᷶ょ䏦濣NBD Leaders⟠姺˚Sales/Marketing 䔉⒨䵺䏭⟠姺 …

Job Shadowing (㗝摑3ỉ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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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嵩⨶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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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忶怵岣庒⭟侹Ə⋬␒⎪凮㛪字˚⮉㈝
䛕䙫Ɲ
⎆ⷌὃ妹剙ƝSolution⯯㠯Ḕ䙫▕䔉⒨FAEƏ岇岓㉧堺杉䙫曧㰩˛
㋃娑䬰Ə⯍暂ṭ姊堳㥔䟌嬿Ə姊㱡⯍
• ⢅⊇✏檿晵Ḣ䮈∴㛄
Shadowing⭟侹奶䕒Ɲ
暂┶栳
ℰ㩆㛪
1. 偞岓Ợ⋀㓛⤎Ɲ㒻ỢSolution⯯㠯䵺䏭Ə岇岓㕛檻奶≪娔姯˚ạ
㮶⅐怘怙堳ᷧ⯴ᷧ⛅椲
• 䔘檿晵Ḣ䮈䙫⛅椲Ḕ
Ⓢ㞝㦲˚㱡䬽杉...䬰Əḍ杉⯴⮉㈝˚桎┶˚䬓ᷰ㖠䬰ⅎ⣽惏⤌Ἓ˛
⭟侹凮⿒怆ㇷ敞
2. Ṳ㥔▕ἴḢ䮈(Coach)凮䔉⒨嘼Ḣ䮈(TA)⅘⏳廻⯵Ə䵺樾⇭Ẓḍ
㎷ᾂ嫕婉˛
 㔝䩒ㇷ㞃Ɲ⾅⎆㜓▕䔉⒨∗㭞䷛姊㱡㖠㠯Æ⾪ㄲ弰孱˚好憵⢅⻊˚
僤⊂㎷⌮
 怊⸝㔯䚱Ɲ巏✗⌧⭟Ⓢ䵺樾⇭Ẓ˚㘰⌮䙣ⰼ˚ⷌὃ妹剙弰㏂
(FAE→LOB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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撚戳ᵸㄋ(Pipeline) ⚷佰壆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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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壑㑷ⷍ濣Group Mentoring˚Project˚弑媦˚Global Leadership Workshop (GL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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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Leadership Workshop (3⟧~Ჾ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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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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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er. Greener. Together.

To learn more about Delta, please visit www.deltaw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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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ᵸㄋ⨶亐䔺⬓
6.3.1 䨔䐣悋涜䔺⬓ᵸㄋ
撚戳ᵸㄋ䔺⬓

⏗总徸⹛䨴㥜弰❲Ə⾅Ịⷌ壤怇弰䂡⒨䈳Ṳ㥔凮姊㱡㖠㠯㎷ᾂ俬Ə䂡⌻⊐䴫主✏
㓛⼜˚弰❲凮㉧堺㎷⌮䙫怵䧲ḔƏạ㈴僤䍙⽾恐䕝䙫⭟侹䙣ⰼ岮㹷Ə忶怵˥旃捜
ạ㈴䙫㢖晱䛋滅˦˚˥姊㱡㖠㠯Ṳ㥔憴滅ạ㈴㠤⟠˦ƏỌ⎱˥ᷰ⤎䬽䕌憴滅媙
䧲˦㎷⌮⏗总⏳Ẩ䛟旃僤⊂Ə⌻⊐⅓⏟柭∐弰❲˛

2019⹛⏗总㋨乳旃㳏⏫▕ἴ旃捜ạ㈴䙣ⰼ䊧㲨Ə✏旃捜ạ㈴䙣ⰼ凮㎌䏔ạ字栳ᷱƏ
䔘㛧檿䵺䇆ⱋ凮檿晵Ḣ䮈Ὸ䴫ㇷ˥柿⯵⊂䙣ⰼ⦻Ⓢ㛪˦ƋLeade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Ə䰈䨘LDCƌƏ㮶⌱⹛⏓敲1㬈㛪字Ə⾅䵺䇆䬽䕌凮Ṳ㥔䙣ⰼ妹⺍怙堳
ạ㈴奶≪凮㢖晱䛋滅Ə㎷⌮旃捜偞ἴạ㈴㹽₀⺍ƞ晋ṭ旃捜偞ἴᷱἴ䍮凮㎌䏔㹽₀
⺍ƏLDC㩆∝Ṇᾪ⊼ṭạ㈴㰛⹚䧢⊼凮㭞䷛˛旃捜ạ㈴✏⣽㴥˚偞⋀㓛⤎˚偞⋀弑
媦䙫⯍㖤䊧㲨Ə䙭✏㮶㬈LDC㛪字Ḕ㎌⎾㛧檿䵺䇆ⱋ㪉好Ə凚2019⹛⏗总䙫旃捜
ạ㈴3⹛ⅎⷙ㛰34%⎪凮怵偞⋀弑媦˛

CEO ⲣḚ☈

榖敌
᳹䩟

墡㬸㑷㜆ᵉ㠫悋涜ᵸㄋ㛻⚷
愴⏯姊㱡㖠㠯Ṳ㥔弰❲䬽䕌Ə2019⹛⏗总⾅⅏䏪恛恟⇡㕟⌨ἴyoung talentƏ㎷ᾂ
⅝姊㱡㖠㠯Ṳ㥔䛟旃䙣ⰼ㴢⊼˛⻝乳怵⎢⅏䏪柿⯵⊂䟻侹䇆ƋGlobal Leadership
Workshop ƌ䙫ㇷ⊆䵺樾Ə䟻侹Ḣ栳Ọ姊㱡㖠㠯Ṳ㥔䂡Ḣ廟Əⅎ⮠Ⅳ桎ⅎ惏⯯⮝䵺
樾ₚ㉦凮⣽惏桎┶⯯㥔⯍ὃ˛恧媲≖告Ṳ敞㟖⬷凯ℯ䔆凮⟞堳敞愔⹚ℯ䔆旈志弰❲
憴奨『凮㒿≪㜑Ὥ恇㙖ƏṲ㥔例两䵺䏭˚✗⌧凮两惏檿晵Ḣ䮈∮⇭Ẓ⏗总姊㱡㖠㠯
Ṳ㥔䇆怲䙫岮㹷˚僤⊂凮㋸㈗Əℬ⇭ⰼ䏥檿晵Ḣ䮈⯴ạ㈴⟠備䙫㉼⅌ƞ忶怵凮⛲暂
䮈䏭桎┶⅓⏟⏯ὃ⯵⅌䟌⏴┭㈗㨈㓓凮恶弖択┕媙䧲Ə孺⭟Ⓢ✏㓓䜆䙫䇆怲䒗⡪
ḔƏ忶怵尷⮳䙫姵媽凮㱡䬽Ə㾧䛑〄䶔⽣㭋ẋ㴨Əḍ孺ᷴ⏳傳㙖䙫⭟Ⓢ⯴択┕㛰怙
ᷧ㭌䙫婴嬿Ə䂡㜑Ὥ⊇⅌姊㱡㖠㠯Ṳ㥔⛿晱⁁㹽₀˛

撚戳ᵸㄋ䔺⬓
ᳫ敌᳹䩟

᳇⟥䨔䐣悋涜奰䣉
曖⫌⅙Ʊㄾ圑⅙Ʊ⍿䄊㠫↗⅙

墡㬸㑷㜆ᵉ㠫

悋涜ᵸㄋ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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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䨔䐣悋涜奰䣉
2019⹛⏗总䙫⟠姺㖠⏸Ə㋨乳ᾄ⅓⏟䬽䕌≪⇭⇡˥柿⯵⊂˦˚˥㉧堺⊂˦凮˥⒨䈳
㥔⋀⊂˦ᷰ⤎⭟侹憴滅˛
✏柿⯵⊂㖠杉Ə⏗总凮⅏䏪䟌⏴䮈䏭桎┶⅓⏟姩⮁⇡6⤎⏗总䮈䏭偞僤凮14敧䮈䏭
⾬媙Ə⯮⏗总婴⏖䙫䮈䏭ⓙ⭟㎏⻊凚⅏䏪˛⏗䁊晋ṭ凮⣽惏桎┶⏯ὃ㎷ᾂ⭟侹岮
㹷䵍Ḣ䮈⣽ƏṆ䨴㥜恧媲⏫Ṳ㥔例ℑ䦧Ḣ䮈忶怵㠯ὲ㒗⯒⎱⇭ẒƏ娔姯⇡⏗总⯯ⱓ
媙䧲Ə㭋憶庒姩⁁媙䧲䙫㨈㷘䍙⭟Ⓢ⥤娼Əᾪ怙⏳Ṳ㥔例Ḣ䮈敺⇭Ẓ凮ẋ㴨Ə姊
㱡⯍暂䮈䏭曊栳˛俳⯴檿晵Ḣ䮈Ə2019⹛⻝乳CEOⷌὃ✱⅏䏪ⷈ忛䙫㖠Ə恧媲⟞
堳敞愔⹚ℯ䔆㒻Ợ嬂⸒Ə⏫∌✏⏗䁊凮㗌㜓凰徍Ə⏸⅏䏪檿晵Ḣ䮈⇭Ẓ䮈䏭⾪㲼凮
㜆㜂ƏCEOⷌὃ✱⼞媦曀島〄䶔Ə⅐⤐媙䧲ⅎḢ䮈Ὸ曊⽾漱偁ᷧ⟩Ə晋ṭ㱙⎽媙䧲
尷⮳ⅎ⮠⣽ƏṆ滺⋜Ḣ䮈Ὸ⯴⏯ὃ䙫字栳⤁㎷⇡䛲㲼Ə⻡䪲⽣㭋䙫ῈỢ凮媇ῈƏ⼞
⋽巏惏敧⏯ὃ䙫⟡䟚˛

2019 ⹛⅏䏪柿⯵⊂䟻侹䇆⹒⊐⭟Ⓢṭ姊姊㱡㖠㠯Ṳ㥔㠟⾪䏭凮⯍⋀怲ὃ

䂡⊇怆㎷⌮㉧堺⊂Ə⏗总㗵⮁⏫偞ἴ曧㰩䙫㉧僤㢄ờƏ忶怵ⅎ惏⯯⮝ㇽ⏴㠈㕀㍯懄
⯴曢⊂曢⬷㉧堺˚㩆㦲娔姯㉧堺˚廆枳檻娔姯㉧堺Ọ⎱⒨峑䮈䏭䬰柿⟆㍯媙Ə㋨乳
䲥怙⏫Ṳ㥔例䟻䙣⏳Ẩ㉧堺˛⏗总Ḕ⛲⻇⌧⛇ㆰ凑⊼⋽䙣ⰼƏ懄⯴䛟旃偞䳢奶≪ṭ
⭳㕛姺䷛✗⛽Ə娔姯∄˚Ḕ˚檿晵䙫䷛媙䧲Əᾪ怙ạ㈴㉧僤弰❲˛俳⒨䈳㥔⋀⊂
∮忶怵ᷧ䳢⇾堳択˚㥔⋀˚⏯䳫凮㺄态䛟旃媙䧲总ㇷ䟌僤弰❲Ə恧媲䬽䕌堳択惏㛧
檿Ḣ䮈⎱⅝桎┶⛿晱Ḣ⯵䛟旃䟻侹Əₚ㉦⤁⹛廻⊐⏗总㖗Ṳ㥔䙣ⰼ䵺樾凮ⷩ⠛䬽䕌
㈲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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㪉好旃捜ạ㈴䙣ⰼ˚㔖㋨憴滅⟠備ạ㈴䙫岮㹷㉼⅌Ə᷻凛
⊂㎏⊼⭟侹岮㹷⅏䏪⇭Ẓ˛
✏⭟侹奶≪ᷱƏ⏗总⅞㛰⭳㕛䙫姺䷛✗⛽ƏỌ㝘厅⻇⌧
䂡ὲƏ⅝18ῲ偞䳢䙭Ọ∄˚Ḕ˚檿晵≪⇭⇡ㆰ媙䧲ƞ暏
凑⊼⋽娔₀⯵⅌䙫ạ㈴弰❲曧㰩㎷⌮Ə⏗总⯴⳾ἴạ
Ⓢ㉧僤⋄Ợ䊧㲨怙堳娡㖞凮娼⃠ḍ敲ⰼ姺䷛Ə廻Ọ⯵⸒
ƋMentorƌ⮁㜆㪉好怙⺍Ə㎷ᾂ䷁ᷱ⭟侹˚⯍檻媙䧲˚⯍
姺㒴䷛˚凑⊼⋽⻇⯍侹凮⯯㠯⟞堳Ə㎷⌮䔆䔉㔯䍮凮䔉
僤˛␚㱆⻇⌧✏ 2019⹛㛛䍙⽾˥嗮ⷅ檿㉧僤ạ㈴⅓⅘⯍
姺⟡✗˦㚏˥偞㥔㉧僤䬰䴁婴⮁婍滅Ứ㥔˦⅐柬㭱㦕Ə㖣
ⷌ⻇ⅎ⭳ㇷ⟠姺㍯嬰⏳䬰⭿㖠㔯⊂Ə⟠備ⅎ惏㉧僤ạ㈴
䳫2,100ạ㬈Ə⣽惏䳫 500ạ㬈Ə怀桖䤡⅓⏟⛇ㆰ㙡僤壤
怇⟠棱㉧堺❲ạ㈴䙫⊑⊂Ə⟠姺檻䳢凮⯯㥔⸒岮Ṇ⎾∗
䕝✗㔦⺃䙫檿⺍婴⏖Ə᷻⯴⏗总Ⓢⷌ偞㶖䙣ⰼ凮㉧僤㎷
⌮Ṇ㛰⽯⤎䙫⊐䚱˛

䔞『

▕ἴƝ㘩㕟

⥚『
ὃ㥔ⓈƋ␒䔉䷁⌻ὃƌ
⯯㥔㉧堺⎱䮈䏭ạⓈ
⅏䏪两㘩㕟
⅏䏪ạ✮㘩㕟

60
49

47

44

3,787,916
3,187,285

22

Delta Academy 㘖⏗总䟻䙣䙫⭟侹⹚⏗Əᾂ⅏䏪⏳Ẩ巏⌧⟆

⭟侹

2,186,882
1,601,034

2019⹛⏗总⅏䏪䙫⟠姺㔖⇡总併憸10,330,748K娢1Ə⅏
䏪ạ✮⎾姺㘩㕟䂡47⯶㘩˛

600,631

⏗总 DMS ⹚⏗忶怵˥剖得暭䟚˦ƋGems Huntƌ㴢⊼滺⋜
⏳Ẩ⎪凮
娢1 ⏗总⅏䏪䙫⟠姺㔖⇡⋬␒㕀㜷岢˚Ⓢⷌ⎾姺㖬岢˚⸒岮揿滅岢凮㖬岢ƏỌ⎱⅏䏪⎾姺㘩敺㉼⅌ㇷ㜓˛
娢2 姺䷛㘩㕟⋬␒㴥恊ạⓈ˛

106

6.3 ᵸㄋ⨶亐䔺⬓

撚㑺㗪⛯⌈

䱑䂝仃䕂夯

㡀㭿

㫶䵊䩟䋄

僅⃧⩱撚Ẁᵸ䕂⫋夯

⊶㭹䋄

傲⅙䍮ẛ䩾侻

⎟ⲣ撚Ẁ⊈䟼㗁⊁僅

攂懂

㐶ḋ⨶亐䮹䰯僅䚣娖ᵩⴱ⊮
2019⹛⏗总䙫e-Learning⭟侹㨈㛰ṭ憴⤎㔠孱Əⅎ惏䟻䙣▕ἴ⏗总䟻䩝晉ƋDelta
Research Centerƌ⻡㦲⅏䏪⅘Ẓ⭟侹岮㹷䙫䷁ᷱ⭟侹⹚⏗Delta AcademyƏ孺⏫✗
⌧䙫䷁ᷱ⭟侹岮㹷⅘态Ə⏳Ẩ⾅⭟侹㜓✗媙䧲∗僤⅏䏪巏⌧⭟侹Ə⅏䏪䴖䨴敲媙㕟
急800⟩媙ƏDelta Academy㔖㏛䕀姧姵媽凮㙡僤壄何斘孧Əᾪ怙ṹ⊼凮䡵䈮⋽⭟侹˛
㭋⣽Ə⏗总⻡㦲ḍ䨴㥜㊺ⰼⅎ惏䟌嬿⹚⏗凮⯯⮝䤥例ƋDelta Management SystemƏ
䰈䨘 DMS ƌƏ⅞㛰ⷌὃ凮㕮ờ䮈䏭˚⯯⮝䤥例姵媽˚巏惏敧㙡僤㟌㉥⊆僤Ə⤎⸬
⢅⊇ⅎ惏䟌嬿䮈䏭僤⊂Əᾪ怙巏惏敧岮姱ẋ㴨Əὦ㺄态㸇怺㛛态柭˛ 2019⹛DMS
䳢䵘䴖䨴ṭ 166,198 䬭䟌嬿㕮ờℙ⬿㕟Ə廪∴ᷧ⹛⺍ㇷ敞ṭ 103% ƞὦ䔏ạ㕟䩐⮁
ㇷ敞Ə 2019 ⹛ 12 㛯廪⏳⹛ 1 㛯䙫ὦ䔏ạ㕟㎷⌮ṭ 245% Ə㛰㔯䤥例㕟憶Ṇ总 701
ῲƏ廪∴ᷧ⹛⺍ㇷ敞166%˛䂡ṭ滺⋜⏳Ẩὦ䔏DMS⹚⏗Ə⅓⏟凰徍˥剖得暭䟚˦
ƋGems Huntƌ㴢⊼ƏỌ˥ὦ䔏˦˚˥㎷┶˦˚˥⇭Ẓ˦凮˥婴⏖˦䙫⊆僤怊䴷ⅎ
惏⏳ẨƏ忶怵4䨕ᷴ⏳⯝䟚䌵⋜⏳Ẩὦ䔏DMS⹚⏗Əḍ忶怵⯝䟚⇭㝷ὦ䔏俬堳䂡Ọ
ᾪ怙⹚⏗ℑ⋽˛

㳗⛲⻇˥STEM ⥚『⋅⊼⊂凮偞㥔䙣ⰼ⟠姺姯䕒˦

‥徦帇好㤝㗁僅伵㱭塍⅁
䳼㐆夓㛶僅▜栉

䂡ᾪ怙ⅎ惏ạ㈴㴨⊼凮巏柿⟆僤⊂䙣ⰼƏ⮁㜆㪉好旃捜ạ㈴䙣ⰼ䊧㲨Ə忶怵˥柿⯵
⊂䙣ⰼ⦻Ⓢ㛪˦䙫㩆∝ᾪ⊼Ḕ檿晵Ḣ䮈弑媦Ə凚 2019 ⹛ⷙ㛰 34% 䙫ạ㈴柭∐弑
媦Ə⹒⊐旃捜ạ㈴㭞䷛㛛⭳㕛Ə⼞⋽⌮Ợ旃捜偞ἴ⽳䙫㍳㏈⺍˛ㇸῸ滺⋜ạ㈴䙫ⅎ
惏弰媦㭞䷛Ə䵘姯2019⹛⅏䏪㛰598ῲ偞伡䔘ⅎ惏ạ㈴䕗⊼⡒壃ƞ⏳㘩Ṇ䉠∌旃㳏
⥚『⏳Ẩ偞㥔僤⊂䙫⟠棱Ə㳗⛲⻇⌧凮⛲暂⋅ⷌ䴫主ƋILOƌ⏯ὃƏ╆⊼˥STEM⥚
『⋅⊼⊂凮偞㥔䙣ⰼ⟠姺姯䕒˦Ə2019⹛偁䄍┶栳姊㱡ƋProblem Solvingƌ˚㘩敺
䮈䏭ƋTime Managementƌ凮㕮⋽㺄态ƋWalking across CultureƌƏỌ姵媽㠯ὲ㖠
ⰼ敲㴢⊼Ə⹒⊐⥚『Ⓢⷌ⁁⥤⾅䏥㛰ⷌὃ怵㸈∗㜑Ὥⷌὃ䙫㹽₀˛

✏⏗总严㔯䮈䏭∝⺍ḔƏ㮶⹛⺍惤ᾄ㋨乳『䙫⾑䒗Ƌ㜆∄˚㜆Ḕ˚㜆㜒ƌ㎏⊼严㔯
䮈䏭Ə⯵Ḣ䮈懄⯴惏ⱓ䙫ⷌὃㇷ㔯䵍ṯ㋮⯵⛅椲Əὦ⏳Ẩ䙫堳䂡⑳䴫主䛕㨀ῄ㋨
ᷧ凛˛㭋⣽Ə俪憶ⷩ⠛嶏⋉凮㖗᷽ỊⓈⷌ䉠峑Ə⏗总⊇⅌ṹ⊼䙫严㔯⛅椲䳢䵘Ə
㮶ᷧἴ⏳Ẩ忶怵䳢䵘⏖暏㘩䙣嵞ㇽ䵍ṯⷌὃ娼⃠Ə⽾∗ẽạ䙫婴⏖凮⻡字ƏḢ䮈⾅
Ḕẍ僤⅏杉『✗娼㠟凮䮈䏭ạ㈴Ə总∗䨴㥜㭊⏸䙫严㔯㕮⋽˛㈧㛰䙫严㔯䳧拫惤⯮
ὃ䂡⽳乳⟠備凮䙣ⰼ䙫ᾄ㓁Ə好⏳Ẩ䙫僤⊂凮㹽₀⺍怙堳⟠棱Ə⢅⊇㍳㏈㥔⋀䙫僤
⊂Ə怙俳㎷⌮㕛檻䴫主㔯僤ƞ忶怵⅏杉『䙫严㔯䮈䏭Ə⏗总⯮䴫主䛕㨀˚ῲạ䛕㨀
Ọ⎱ạ㈴䙣ⰼ䶱⮭怊䴷Ə⅘⏳忤暏Ứ㥔严㔯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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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ⲣ㐪㠫ⵤ僅⹊䵊圊↓㑷㜆
ᾄ㓁2018⹛⅏䏪㕓㥔⺍媦㟌䴷㞃Ə⏗总⏫Ṳ㥔例凮⏫✗⌧懄⯴⏳Ẩ䙫⛅椲Ə⋬㋓喑
慓˚䮈䏭凮䴫主㕮⋽䬰字栳Ə忶怵凮檿晵Ḣ䮈ᷧ⏳㪉好᷻㖣2019⹛䙣ⰼṭ⤁柬⽳乳
堳⊼㖠㠯Əḍ㋨乳⢅怙凮Ⓢⷌ䙫㺄态Ə⏫Ṳ㥔例凮⏫✗⌧㛛忶怵ᷴ⏳䙫㴢⊼˚媙䧲
凮㩆∝⛅ㆰ⏳Ẩ㜆㜂˛
✏䬽䕌㖠⏸㺄态ᷱƏ⏗总忶怵e-Learning凮⯍檻㴢⊼ḍ堳Ə恧媲檿晵Ḣ䮈⏸⏳Ẩ旈
志⅓⏟䙫䬽䕌凮㖠⏸˛⏗总㎈⎽桅ἣTED Talk⁁㲼拫壤Delta TalkƏ⯮䵺䇆晵ⱋ凮檿
晵Ḣ䮈䙫ⰼ㜂Ə拫壤ㇷe-Learning⏸⅏䏪ₚ恅Ə俳怀㨊䔘ᷱ凚ᷲ䙫ₚ恅㖠✏⏫✗
⌧䍙⽾⻊⤎忛柦Ə柿⏫✗⌧ᾄ曧㰩㎷ᾂ⏳Ẩ㛛⤁⭟侹岮㹷˛ὲ⥩2019⹛ᷱ㵞⛿晱
Ṇ㔯㲼Delta Talk ⁁㲼Ə恧媲ᷴ⏳䙫檿晵Ḣ䮈⎱柿⟆⯯⮝拫壤ṭ6㜆䙫˥总ạ媑˦Ə
ⅎ⮠偁䄍䮈䏭〄䶔˚ⷩ⠛嵗⏸凮䔉⒨嶏⋉˛俳✏⯍檻㴢⊼ḔƏ⏗总併㴙凮㬷杅Ḕ㝘
⛿晱∮忶怵Ⓢⷌ㺄态⤎㛪䙫㖠Ə媲✗⌧两䵺䏭凮⏳Ẩ⇭ẒṲ㥔㥩㲨˚䫝䈔ㄲ⋉凮
㜑Ὥⰼ㜂˛⏗总㛛忶怵曢⬷曀㛯⇱⅏䏪䙣ἯƏỌ噂⯍㕛⏯㖠凮⅏檻⏳Ẩ㺄态˛
✏柿⯵⊂㎷⌮㖠杉Ə忶怵⣽惏桎┶⅓⏟⏯ὃƏ⏗总懄⯴旃㳏㦲杉娔姯⯴ㆰ偞僤㎷ᾂ
⅓⏟Ḕ檿晵Ḣ䮈360⺍㸓娼Ə⌻⊐Ḣ䮈ṭ姊ẽạ⯴凑庒✏樬⊼≜㖗˚憴好⤁K⋽˚
⌻⏳⏯ὃ䬰柿⯵⊂䙫⛅椲Əẍㇷ䂡㜑Ὥ柿⯵⊂䙣ⰼḲ憴奨⟡䣵˛

⏗总ᷱ㵞⛿晱䙣ⰼ˥总ạ媑˦㴢⊼Ə恧媲檿晵Ḣ䮈凮ⅎ惏⯯⮝⇭Ẓ䟌嬿凮⯯㥔

俳✏⤁K≜㖗〄䶔䙫⭟侹岮㹷ᷱƏ⏗总晋ṭ㮶⹛凮⯯㥔⣽惏桎┶⏯ὃ㎷ᾂ≜㖗䮈䏭
䛟旃媙䧲Ə2019⹛两惏恧媲ⅎ惏⯯⮝㕀㍯˥娔姯〄俪㈲㲼˦ƋDesign ThinkingƌƏ
⟠姺ṭ⏗䁊˚Ḕ⛲⤎晟凮㳗⛲⅘20ἴ䨕⬷嬂⸒Ə忶怵䨕⬷嬂⸒䨴㥜㎏⻊娔姯〄俪㈲
㲼Ə⌱⹛ⅎ3✗两姯197ἴ⭟Ⓢ⭳姺Ə⼞⋽⏳Ẩ≜㖗〄䶔˛
⏗总奶≪⅐⹛怙堳1㬈⅏䏪㕓㥔⺍媦㟌Ə2019⹛∮⏫✗⌧䍏凑⯍㖤㻦ヶ⺍媦㟌˛Ọ
Ḕ⛲取㝘⻇⌧䂡ὲƏ⹛⺍懄⯴8䨕ᷴ⏳㦲杉⯍㖤⻇⌧㻦ヶ⺍媦㟌Ə⛅㔝䍮总93%˛⻇
⌧娔䪲˥ᷧ䫀偞ⷌ㛴⋀⤎⻚˦Ə⭰㍹10⏴⯯偞ạⓈ㎷ᾂ㘆䴁㛴⋀Ɲ⋬␒ạṲ㈲乳
徍䏭˚⅓⏟㔦䬽䥶∐嫕婉˚偞ⷌヶ奲⻡字㔝暭˚䤥⛿⠘⏴˚⛗曊ṹ⊐䬰⤁柬㛴⋀⎾
䏭Əḍ㎷ᾂ24⯶㘩㛴⋀䆘䷁凮e⋽Ὲざ⹚⏗Ə⍚㘩㔝暭偞ⷌ曧㰩凮⌻⊐姊㱡┶栳˛
忶怵䵺䇆Ḣ䮈⛿晱䙫檿⺍㔖㋨˚∝⺍㎏⊼˚⹚⏗⻡㦲Ọ⎱岮㹷⅘Ẓ≜怇䶃㔯Ə㎷ᾂ
⏳Ẩ⤁K᷻䴕⯍䙫⭟侹岮㹷Əⰼ䏥⏗总⯴ạ㈴䙣ⰼ䙫憴好˛㜑Ὥ⯮乣乳㷘⋽䏥堳⭟
侹㖠㠯䙫ㇷ㔯Əḍ㋨乳凮⅓⏟䬽䕌⯴䄍Ə⌻⊐䴫主凮ῲạ䙫䙣ⰼ˛
㬷杅Ḕ㝘⌧ƋEMEAƌ两䵺䏭 Dalip Sharma 忶怵 Town Hall Meeting 怊䴷㬷杅Ḕ㝘⏫✗⏳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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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絡公務人力 - 產官學對話
主持人
周志宏 銓敘部部長

與談人
蔡秀涓
黃崇哲
范瑞華
莊均緯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長

主持人及與談人簡歷

主持人：周志宏

與談人：蔡秀涓

與談人：黃崇哲

【現職】銓敘部部長
【學歷】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教
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副教授、教授兼主任秘書、教務長
並為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兼任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講師、副教授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考試院法規委員會、行政院訴願審
議委員會、教育部法規委員會委員及原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法規委員會委員
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中心監事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監事、常務監事
社團法人臺灣文化法學會理事長、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法學會理事長、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臺灣法學會秘書長、理事、監事
月旦法學雜誌總編輯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法政處薦任第七職等法制職系科員
【現職】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博士
【經歷】銓敘部政務次長
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會委員暨第五分組
委員
中央通訊社監事
行政院中央廉政委員第二、三、四屆委員
國際透明組織台灣總會 (TI Taiwan) 第五屆常務監
事、第六屆理事
科技部政治學門專題研究申訴委員
【現職】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
【學歷】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博士
【經歷】台灣金融研訓院院務委員、副院長
宜蘭縣政府財政處處長
台灣經濟研究院 BOT 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臺北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經濟部產業發展委員會秘書處主任
新社會基金會執行長
立法委員彭百顯辦公室法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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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范瑞華

與談人：莊均緯

【現職】台北律師公會常務理事
萬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學歷】神戶大學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前期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士
【經歷】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評鑑委員會委員
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委員
臺灣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臺灣律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台北律師公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財經法委員會主任委員
東京大學比較法政國際中心客座研究員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仲裁人
中華不動產仲裁協會仲裁人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仲裁人
政治大學法學院專技兼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兼任講師
【現職】台北市土木技師理事長
軒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
【學歷】淡江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中原大學土木系
【經歷】行政院政務顧問
公共工程委員會專家學者
基隆地方法院調解人
台灣仲裁協會常務理事
中華工程仲裁協會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聯會理事、監事
台灣省土木技師公會常務理事、技師報社長
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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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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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896

7,491

8,147

8,828

9,350

10,007

10,652

11,217

B

冒 1
℔111

冒 2

冒 28
℔ 87

冒 27
℔ 94

冒 30
℔ 43

2020

冒 11
℔ 41

( 99)
(376)

点 ᶲ攳冒埴䓛婳⍲℔攳䒬娎侭炻䴻怜怠忂忶忚䓐䁢㱽⭀ᷳ䷥㔠烉冒14/ ℔攳69

12/29/2020

8

旬婾 ℔借⼳ⷓ
 借⊁ℏ⭡冯⭂ỵ
 借⊁䌐䩳⿏
 䚋䜋㨇⇞

52

12/29/2020

9

デ嫅修倥

㔔婳㊯㔁

53

ࢲ๎Ϧ୍ΓΚǴѺᓬ፦ი໗
ᘉεמᒦҔǵϦدΓωҬࢬ
ѠчѱβЕৣמϦ٣ߏ ಷ֡ጎ

110/01/12

ჴ֚ნ!
ှ،Бਢ!
่ፕࡌ!

54

ჴ֚ნ

ᖒၗৡຯǴᇨӢό!ى

`

Ϧߐᆶ҇໔ᖒၗပৡεǴᇨӢόىǶ!

`

Ϧߐૈග୷ٮቫ܍ᒤᖒၗǴࡽ٬ҔᅰԖϦ୍Γ
๏ॲೕۓගଯࡑၶǴҭคݤၲ҇ډ໔НྗǶ!

`

୷ԜǴ҇໔מΓ)ஒω*ӭᒧ੮ӧࣚѺǴԶ
όᜫΕϦߐ୷ቫ܍ᒤ)λծ*Ƕ!

ჴ֚ნ
`

Տ໘ۓՏǴᔈԖଛ!

ঃמΓΕϦߐǴࢂՉ୷ቫ܍ᒤ୍Ǵ߾

ԖελҔϐᏬǴஒόճ֎ЇᡍᙦϐᓬذΓωǶ!
`

ࢂаǴמΓᔈ߿ܭᏼҺᜪ՟៝ೌמୢπբǴ࣬
ࡰܭච۔Տ໘Ǵаڐշ୷ቫ܍ᒤΓೀ࣬ᜢπำᅪ
ကǴ٠ॄࡰචǵࡰᏤǵᅱ࿎ϐೢǶ!

`

୷ԜǴמΓΕϦߐǴࢂցݮҔՉϦ୍ᡏس
௶ᖒભǻ܈ᔈࣴගќڀԖᇨӢϐϦᙍמΓ
௶ᖒࡋڋǻ֡Ԗࡑፕ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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ჴ֚ნ
`

ᕉნό๓Ǵቹៜγ!

ϦߐβЕǵࡌᑐπำ୍ঃрݩރǴ٠ߚҔค

ۓচ߾ǴࡺܰᎁᔠፓൂՏፓϷଆນǶ!
`

࣬ၨמࣽܭౢǴࡹ۬аዛᓰࣁЬǹԶჹܭπำౢ

ࠅ۳۳аೀᆦᓬӃǴᏤठπำΓγեပǶ!
`

ߏයԶقǴஒᏤठϦ୍ΓғӭӭᒱϐЈᄊǴჱ
ёϿϿᒱǴࣗԿό൩όᒱǶ!

`

ჴϦߐᕉნόᅰ϶๓Ǵᜤ֎Їᓬ҇ذ໔מΓǶ!
!

ჴ֚ნ!
ှ،Бਢ!
่ፕ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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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ਢ
`

ගଯҺҔᙍᆶࡑၶ!

מᙯҺࡋڋϐीǴᔈϩ୷ቫΓϷύଯ໘ЬᆅǴ

ЪԵໆᆢࡽԖϦߐϐϲᎂࡋڋǶ!
`

ගଯҺҔᙍ)ύଯ໘Ьᆅ*ᆶࡑၶǴॷख़҇໔מΓ

ᙍૈǴӧ௦ᖼǵਢՉၸำύࣁࡹ۬עᜢǶ!
`

ՠࡌՉࡹ)Ϧߐ*ᆶ҇)ೌמ໔*ᔈ၀ϩࢬǴࡹ۬ൂ
ՏપՉࡹᆅǴೌמय़߾ૼہიᡏᒤǴωૈ
ගϲࡹ۬ਏૈǶ!

ှ،Бਢ
`

ׯ๓ᕉნǴफ़ե॥ᓀ!
!

ࡌёӃుΕϩԵ၂ᜪࣽ)ӵβЕπำϷࡌᑐπ

ำ*ߏයᒵڗόىᚐϐЬाচӢࣁՖǻঃόჹੱΠᛰǴ
ࡽ٬ᘉεᙯҺӜᚐǴ҇໔מΓϝฅᑫठલલǴࡹ
۬ҭคىံݤΓΚલαǶ!
`

ࡌፎӭаዛᓰжඹᚵᆦǴׯ๓Ԗޑଯ॥ᓀᙍᕉნǴ
а֎Ї҇໔ᓬޑذמΓωࣁࡹ୍۬ܺǴ߿ܭҺ٣Ǵ
ཥᡂǴπำࣚωૈԖڀᡏޑബཥբࣁ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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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ਢ
`

҅ӛႴᓰǴߦᄪ៉!

ՉࡹଣߏृܱȐ23028ȑрৢȨಃ4ۛࡹ୍۬ܺዛȩ

ႧዛڂᘶǴӛٌध۬ࡹޑϦ୍ΓठཀǴӕਔ߄Ңࡹ
۬ाа҅ӛႴᓰޑБԄዛᓰϦ୍ΓӳӳҺ٣ǴӢԜ
җ୯วႧวȨࡹ୍۬ܺዛȩǴᒧрڂጄ٠уа߄ඦǴ

ᡣځдᐒᜢਏݤǵεৎ҅ӛวǶ!

ှ،Бਢ
`

ፄӝѮؠǴᔈॷख़מΓ!

ѠࢂԾฅ্ؠଯ॥ᓀӦǴ߈ԃٰংᡂᎂуቃǴ

ፄӝԄ্ؠวғᐒຫٰຫଯǶ!
`

௱ؠሡຬၸࡹ۬ᐒᄬǵΓૈΚǴॷख़ӧӦ
ৎǵکޗΓ҇ԾЬٛؠǴωૈஒ্෧ԿനեǶ!

`

҇໔מΓҁᙍᏢૈᓬؼǵ௱ؠᡍᙦǴऩᙯҺ
ϦߐǴёவՏڐࡋفշೕჄᡏٛࢎؠᄬǴܭН
ѳБӛՉၠሦୱྎ೯ǹޔࠟܭБӛёڐፓύѧ
کӦБࡹ۬ǴԖځշ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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ჴ֚ნ!
ှ،Бਢ!
่ፕࡌ!

่ፕࡌ
`

מΓᙯҺϦ୍ΓǴځҥཀؼ๓ǴӝЯӭϡڗωǵ

ҔΓቸ܄ϐᆒઓǶ!
`

Ϧ֡دԖמΓ୍ܺǴԖշܭᚈᜐࡌҥ׳ᄣϐྎ
೯ᆅၰϷڐΚ୯ৎࡌǴගϲࡹ۬ࡼࡹૈໆǶ!

`

ࣁமϯᙯҺཀᜫϷᇨӢǴࡌගଯҺҔᙍǵᖒၗࡑ
ၶ٠ׯ๓൩ᕉნǵफ़եᙍ॥ᓀǶ!

`

ගϲᙍמᙯҺΓପᎂϷᙍఱวೕჄϐሞǴ
ӕਔΨᔈঋ៝ᙍΓޑϦѳ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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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周弘憲 考試院副院長

與談人
郝培芝
彭俊亨
劉坤億
周志宏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文化部政務次長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銓敘部部長

主持人及與談人簡歷

主持人：周弘憲

與談人：郝培芝

與談人：彭俊亨

【現職】考試院副院長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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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文化部政務次長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博士
【經歷】行政法人文化內容策進院董事
財團法人臺灣生活美學基金會董事長
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董事長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基隆市文化局局長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資源發展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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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劉坤億

與談人：周志宏

【現職】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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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第二屆監察人
中華民國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第四屆至第七屆董
事
國立臺北大學創新創業中心籌備處主任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現職】銓敘部部長
【學歷】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博士
【經歷】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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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育學系兼任副教授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講師、副教授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專任委員
中央選舉委員會、考試院法規委員會、行政院訴願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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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旦法學雜誌總編輯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法政處薦任第七職等法制職系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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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政府、活水人力 - 公務人力資源之轉型方向」
研討會
與談人：郝培芝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主任委員
一、前言
2020 年世界各國因為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對於政治、經濟、
教育及生活等層面，莫不產生巨大的衝擊及影響，同時美中關係愈趨緊張，
造成全球經濟秩序結構性變動，加上人工智慧 AI、物聯網、區塊鏈及雲端
技術發展等科技不斷日新月異快速改變人類生活等，諸多因素，全球已然
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在此關鍵時刻，推動變革及轉型，強化人力資源發展，
培育政府需要的治理人才，已是各國刻不容緩的重要工作。
今天很榮幸獲邀參加這場研討會，與在座專家學者共同探討與分享公
務人力資源轉型議題，謹從國家文官培訓實務的角度，提供以下幾點看法
和大家交流，希望各位貴賓先進不吝提供寶貴的建議，作為未來研訂公務
人員培訓政策之參考。
二、國際人力資源發展
觀察國際人力資源發展長期以來的趨勢，創意與創新、數位科技可說
是不可或缺關鍵因素，在這裡就藉以上午研討會議程邀請到的以色列及歐
盟等國家運作經驗來談：
( 一 ) 創意與創新
國際上眾所皆知以色列在人才培育非常出色，尤其在新創能力
方面，一個與臺灣有相似處境的國家，且人口僅有 870 萬人，國土
面積僅約有臺灣三分之二，卻在 20 年內培育出 10 位諾貝爾獎得主，
且平均每 1,800 人就有一家新創公司，近年我國政府相關機關亦陸
續派人赴該國瞭解相關成功經驗與作法，其最主要的關鍵就在於以
色列的教育特色，著重的就是創造性學習，培養孩子勇於挑戰、具
有批判思維能力、追求創新等。
( 二 ) 數位科技
歐盟為加速歐洲企業部門及政府部門廣泛運用數位科技，推動
社會、經濟及數位轉型，以期能為歐洲各國帶來更大的效益，並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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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歐洲在全球數位經濟的領先地位，因此，歐盟執委會於 2018 年 6
月提出了「數位歐洲計畫 (Digital Europe Programme)」提案，聚
焦於「高效能運算」、「人工智慧」、「網路安全與信任」、「數
位技能」、「確保在經濟與社會中廣泛使用數位科技」，預計於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啟動，並將於 2021 至 2027 年將投入 92 億歐元，
其中在數位技能項目編列 7 億歐元，以用於提供長期及短期的培訓
課程及在職培訓，期使勞動力透過培訓養成當前和未來數位轉型所
需之先進數位技能，提高就業能力。
三、私部門人力資源發展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 (WEF) 每年 10 月間公布「全球競爭力報告」，今
年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決定不排名，但在去年 12 月 16 日仍發布一
份特別的報告，在該份報告內容提到，一個國家如具有「高程度數位化」、
「良善國家治理」、「完備社會安全網及金融體系」、「完善醫療體系」
及「有過傳染病防疫經驗」等五大條件，是有更高機會與能力把防疫工作
做好的，其中後三項臺灣在該報告中都已具備，肯定臺灣擁有完備的社會
安全網、金融體系、醫療保健普及與過去防疫的成功經驗，該報告也建議
世界各國面對後疫情時代，應朝更有利的環境、市場、人力資本和創新等
面向轉型，鼓勵各國加強數位基礎設施投資、朝綠能及更包容性的經濟發
展、擴大公共服務項目等。其中創新及數位科技部分也是國際人力資源發
展趨勢之一，前已論及，至於私部門、企業近年的人力資源發展策略，對
於國家整體經濟產業發展及競爭力至為關鍵，所以，今天研討會也安排到
微軟、台達電這樣優良的國際型企業分享其人力資源發展策略：
( 一 ) 數位轉型
因為疫情，許多企業改採遠距工作及視訊線上會議等模式，
許多企業都認為，後疫情時代將加速更多企業數位轉型，促使更
多企業積極投入全新工作型態，而微軟也針對未來遠距工作模式，
提出一些策略方案，例如結合雲端服務的數位辦公室，或是透過
Windows MR 技術，搭配虛擬實境頭帶裝置或 HoloLens 擴增實境顯
示器設備，讓位於不同地區員工也能同時「面對面」協同工作，但
最重要的還是員工不論是心態及技能面上能否跟上轉型腳步，以及
如何將數位科技帶進人力資源發展，這也是許多企業接下來必須面
臨的考驗。
64

( 二 ) 變革夥伴
企業必須不斷求新求變，以保有在市場上高度的競爭力，當企
業面臨改革時，人力資源部門應轉化為改革的推動者與策略夥伴，
組織中的人力資源發展工作，應要補足組織轉型所需要的人才或增
加員工相對應的能力，台達電的陳啟禎人資長在 2019 年 1 月份的
《哈佛商業評論》中曾提及：「人力資源的發展要與公司的發展
策略高度連結，企業未來的需求是什麼？目前欠缺的能力有哪些？
都有做不完的功課，也讓人資部門在未來的規劃上有無限想像的空
間。」所以稱職的人力資源部門，必當為組織中推動變革的工作夥
伴，更好的人力資源發展，甚至能引領組織變革。
四、公私部門跨域交流 - 以解決口罩之亂為例
從國際間各國及私部門企業的人力資源發展策略觀察，創新、變革、
轉型仍然是組織發展的關鍵因素，但須透過那些手段或工具，更是重要的
關鍵，藉由科技工具、數位轉型策略等或許是有效的手段之一，但回歸人
力資源發展本質，提升員工的技能或能力，以解決現在或未來組織所面臨
的問題，應可說是根本之道。
在這裡我們必須要再接著思考一個問題，技能或知能的供給者是否
為全面、全能的？應該沒有一個公部門或私部門的培訓單位可以肯定回應
的，所以無論是國家或企業面對外部環境的改變，或是需求，這裡的需求
有時只是某一地區，有時是一個國家，乃至於全球的需求，都無法獨自面
對及克服，就以疫情初期世界各國的口罩之亂為例，在臺灣經過政府部門
跨部會及民間廠商通力合作組成口罩國家隊，首先解決口罩產量問題，緊
接著是透過數位科技陸續推出「口罩實名制 1.0」、「口罩實名制 2.0」
及「口罩實名制 3.0」，有秩序及高效率地讓國人領到口罩，行政院唐鳳
政務委員也曾表示，當初建置數位服務「口罩實名制 2.0」時，主要是參
考並遵循政府所頒布的「政府數位服務指引」，其中最重要的三項標準，
就是了解使用者需求、建立跨領域合作機制、規劃多元服務管道等。
以政府單要處理口罩之亂為例，就必須由相關部會、口罩製造商、超
商及藥局等，建立跨領域合作機制，才能解決民眾口罩需求問題。我們不
禁想到在國家治理上其他更重大問題，包括環境、能源、氣候變遷、災後
管理等，其實都突顯出政府在面對這麼多的問題或公民需求時，有沒有解
決問題的能力？是否能非常快速、即時的回應？或政府是否能精確掌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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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資源？所以跨域交流或跨域合作是政府治理中非常重要的關鍵，也是人
力資源發展不可缺乏的要素，且經由跨域人力資源交流，亦可激發組織或
團隊的創意與創新，口罩實名制在短時間內從 1.0 發展到 3.0，就是經由
跨域合作團隊在接收外界的反應下，不斷的激發創意，持續改良精進的。
五、文官培訓應配合國家發展腳步
近年國際情勢加速變化，以及後疫情時代全球經濟將發展新的趨勢，
包括美中關係持續緊張、國際分工改變、數位化加速推展、政府主導角色
更為明顯等，所以，我國施政主軸將在既有的優勢基礎上，推動經濟發展
新模式 2.0，包括打造資訊及數位相關、資安卓越、臺灣精準健康戰略、
國防及戰略、綠電及再生能源、民生及戰備等「六大核心戰略產業」，並
透過建立臺灣品牌、打造安全的產業發展環境、吸引及培育數位和雙語人
才等，讓臺灣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
臺灣要成為全球經濟的關鍵力量，就必須要匯聚及培養多元的人才，
各國政府及私人企業的人力資源發展策略莫不如此，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為公務人員培訓之主管機關，職掌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及晉升官等訓練，是負責替國家培育公務新血及協助現職
公務人員充實發展未來工作知能的重要人力資源部門，面對全球的新變
局，我們將掌握國際人力資源發展趨勢及借鏡卓越企業成功模式精進文官
培訓，最重要的是文官培訓工作不只要跟上國家發展腳步，成為變革夥伴，
更要超前部署，培育優秀的人才，引領國家變革與發展。
保訓會將配合我國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 2.0，培育政府所需要的治理
人才：
( 一 ) 創意與創新
臺灣要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 2.0 成為國家發展施政主軸，政
府治理體系必然將面對更多的需求產生，包括數位科技、多元界面
協調、資源整合運用、深化國際交流及公民參與等，可預期未來政
府面對的需求只會愈來愈多，因此，單靠既有的解決方案肯定是不
夠的，就如同剛才舉例的「口罩實名制 1.0」演進至「口罩實名制
3.0」，就是因為要解決民眾的需求，所以需要藉由創意，不斷推
出創新措施，才能解決民眾的問題，提供更好的服務。
( 二 ) 數位治理
培育數位治理人才是國際與企業人力資源發展趨勢，不單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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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數位歐洲計畫」，我們鄰近的新加坡自 2016 年就開始推動「智
慧國 2025」(Smart Nation2025) 的 10 年國家級數位轉型計畫。當
然，培育數位治理人才除了是我國推動經濟發展新模式 2.0 的策略
之一外，為因應數位創新浪潮，行政院在其建設國家五大施政目標，
包括建設「智慧國家」，以期應用數位科技，發揮臺灣小而精、跨
域整合速度快的優勢，導入社會各個層面，持續提升民眾生活品質
及國家競爭力。保訓會辦理的訓練中也有安排數位治理相關議題課
程，我們的目標不是要將受訓人員培養成數位專家或程式設計師，
而是要懂得告訴設計師做什麼，要知道問題在哪裡，才能作出正確
的判斷與決策。
( 三 ) 跨域交流
政府面對全球新情勢及國家內部複雜多元的問題，單一知識或
單一部門已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防疫就是一個跨域交流合作最好
的例子，不只是中央機關跨部門間、中央機關到地方政府間，乃至
於政府與私部門間都要加強跨域交流，才能做好防疫工作，所以政
府必須有良善的跨域治理能力，因此，保訓會將加強推動文官至公
民營機關 ( 構 ) 或法人訓練，進行跨域交流學習，培養多元知能，
已規劃在今年的「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結合六大核心戰略產業，
深化職務見習及蹲點機制，安排公、私部門表現傑出之高階菁英，
擔任受訓人員之指導業師，給予近身之學習、指導及諮詢，以達跨
機關組織、跨公私部門、跨政策領域、跨專業之典範學習之效，並
邀集民間傑出菁英擔任大師講座，透過「大師論壇」與「移地教學」
兩階段的學習，自與大師對談啟動雙向交流，進階到實際體現，深
入民間工作場域中，親身感受大師之典範。
另外，保訓會辦理的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及各項升官等
訓練，受訓人員亦是來自不同機關、不同專業領域，經由訓練過程
互相交流合作，跨界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能。
( 四 ) 雙語及國際化視野
為培養文官國際視野及與世界接軌能力，以因應全球化帶來的
挑戰，最基本的工作，就必須加強文官的雙語能力。保訓會及所屬
國家文官學院為使文官體認學習英語之重要性，已辦理多項英語相
關訓練，包括每週四晚間在國家文官學院 FB 粉絲專頁，以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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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為主之全英語直播課程；以英語簡報技巧、外賓接待、會議表
達及書信寫作等公務常用主題之假日英語工作坊；針對中高階公務
人員選送至先進國家汲取政策經驗辦理之國外研習等。
另為配合「2030 雙語國家」政策目標，我們已針對公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及各項升官等訓練，系統性的導入英語培訓課
程，依不同屬性文官所需，設計公務情境演練，以生動活潑教學，
讓文官逐步沈浸於英語學習環境中。我們也與其他部會跨域合作
開發系列線上課程，並營造雙語境教環境，包括定時播放英語新
聞、推播每日一句公務英語、外籍講座擔任英語會話角 (English
Corner) 專業師資與受訓人員以英語自由交談，讓受訓人員將英語
運用內化為生活之一部分。當然，英語能力是長期培育工程，我們
將在有限的訓期內，使受訓人員建立「Learning to learn」之概念，
學習在平時善用多方資源自我提升英語力，例如：以閱讀英語報紙
培養簡介國情和機關業務的英語能力、運用各類學習工具如 APP 等
持續充實自我。
( 五 ) 多元溝通
不論是談創意及創新、數位治理、跨域交流、雙語培訓及國際
化視野等，多元溝通力絕對是不可少的基礎關鍵力。尤其文官除負
責政策執行外，有時更重要的是與人民的溝通協調，與民間產業的
溝通協調，與機關間的溝通協調，與國際間的溝通協調，再加上數
位時代下，溝通環境快速變化，培養文官運用多元工具進行溝通，
正確有效率的與外界對話，是現代文官必備應養成的治理能力。

六、結語
公務人力資源發展，應配合國家變革需求，才能培育政府需要的治理
人才，國家政策也才能得以落實。保訓會及所屬國家文官學院身負國家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及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訓練之重要任務，我們會擔負稱職的
人力資源發展部門角色，繼續為國家培育優質的治理人才。

68

公私部門人才交流經驗分享與建議 - 以文化人員為例
文化部政務次長彭俊亨
壹、WHAT 人才交流要解決什麼問題
貳、WHO 想要找哪一種人
我們需要「懂文化的行政人員」或是「懂行政的文化人員」?
「懂文化的行政人員」：已有文化行政門檻 ( 調整考試科目 ? 在職培養 ?)
「懂行政的文化人員」：行政學習或參與行政過程

參、WHERE 人才來源
公職考試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 文化部所屬館所、社教機構 )
肆、HOW 交流的管道與方法
一、公私人才交流之困境：
1. 憲法 85 條明定訂「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
度…」。
2. 公私人才交流之誘因
3. 道德風險的考量
二、現行可行之方法
1. 雙軌制
2. 文化機關 ( 構 ) 案件委外、引進外部資源 ( 諮詢 )
3. 透過藝文中介組織 ( 行政法人 )
三、新交流機制之設計 ( 社會資源整體運用 )
思考：
1. 組織性質 ( 公權力執行程度 )
2. 組織成員 ( 組織內或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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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政府、活水人力 - 公務人力資源之轉型方向」
綜合座談
與談人：周志宏
銓敘部部長
一、前言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 以下簡稱專技人員 ) 轉任公務人員 ( 以下簡稱
專技轉任人員 ) 條例 ( 以下簡稱專技轉任條例 ) 自 82 年 8 月 4 日公布施
行後，適時解決早期公立醫療機構醫事人力缺口之問題，彌補公務人員考
試用人之不足，即長期以來專技轉任制度係補公務人員考試掄才之不足，
為輔助性之用人措施。惟隨外在環境快速變遷，公部門人力資源管理須更
具彈性化、選才管道亦須多元化，以及外界對專技轉任制度之期許，如何
鬆綁專技轉任制度，並引進專技人才，則成為政府人力資源發展之重要課
題。
另現行政府為處理日益複雜專精之公共事務需要，除引進優秀民間人
才及培養精進原有公務人員知能外，亦有透過政府部門與私部門間合作運
用人力資源，強化公私人才交流之必要。又當前推動政策強調能更接地氣，
倘能透過公私人才交流機制，促進跨域交流與合作學習，汲取新知，強化
政府施政能量，並使公務人員能更清楚瞭解社會需求，有助政策制定與提
供更優質服務。
今天很榮幸能擔任本研討會綜合座談之與談人，與在座專家學者共同
探討與分享公務人力資源轉型有關之擴大專技遴用及推動公私人才交流等
議題，謹先提供以下幾點看法和大家交流，希望各位貴賓先進不吝提供寶
貴的建議，作為修正專技轉任條例及推動公私人才交流機制之參考。
二、專技轉任及公私人才交流制度現況相關說明
( 一 ) 專技轉任制度
按現行公務人員考試分發任用之用人方式，雖具公平性，惟機
關對進用之人員無從選擇，直到考試錄取人員報到，始知此人，難
以完全契合機關真正之需要，又各機關依現行規定，必須無適當公
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可資分發任用或遴用，以及辦理公開甄選仍無
法羅致適格人員後，報經分發機關審核同意，始得進用之作法，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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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機關因進用專技人員辦理期程冗長，無法配合業務適時提供適
當之人力，影響業務之推展。又專技轉任人員因受職系調任限制，
致陞遷與職涯發展相對受限，進而影響是類人員轉任公部門之意
願。從歷年專技轉任之實務運作情形來看，94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專
技轉任條例以前，每年專技轉任人數均達百位數以上；惟自是次修
正該條例採取從嚴審核措施後，轉任人數則大幅下降。
鑒於專技考試係屬國家對各該專業領域人員執業能力之審核，
通過專技考試之專技人員亦屬經相當嚴謹之國家考試及格，如在業
界有 2 年以上之實務經驗，應已具擔任公部門特定職務之專業能力，
毋須再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始能服公職，故如不再將專技轉任制度
定位為輔助性用人措施，而係與考試用人同屬常態性國家進用公務
人員之管道，或可適度解決機關無法選用其真正所需人才之問題。
基此，銓敘部 ( 以下簡稱本部 ) 為聽取各界意見，俾利凝聚共識，
並釐清未來轉型可行步驟及方向，前於 109 年 11 月 2 日至同年 12
月 4 日間數度邀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以下簡稱人事總處）等相
關機關（人員）召開「專技轉任制度轉型小組工作圈」第 1 次工作
小組會議及 3 場次諮詢會議，經彙整並研析相關意見後，提報 109
年 12 月 17 日考試院第 13 屆第 15 次會議本部重要業務報告有關專
技轉任制度之修正方向及實施期程，並經是次考試院會議原則同意
在案，爰本部目前刻正積極規劃適度鬆綁專技轉任制度，擬將目前
各機關進用專技人員之作法，調整為各主管機關得先預估其當年度
之職缺數，並經提報考試職缺後，即得依前三年度考試錄取不足額
情形，進用一定比率之專技人員，兼取任用考與資格考的優點，使
考試用人與專技轉任能達到平衡效果；又為取得外界之信任，規劃
由各主管機關成立遴選委員會，並應由一定比率之外部學者專家擔
任委員，以確保遴選之獨立性與公信力；以及鬆綁資深績優專技轉
任人員職系限制，期與一般公務人員調任、陞遷權益一致。
( 二 ) 公私人才交流制度
1、國外概況：
(1) 美國：
美 國 聯 邦 政 府 訂 有「 府 際 間 人 事 法 」
（Intergovernmental Personnel Act) 規定聯邦公務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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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機構和其他合格組織等進行跨
域交流的任務，目的在促進聯邦政府與非聯邦政府之間的合
作，並使聯邦政府公務員可以在有限的期限內於非聯邦政府
中任職，非聯邦政府人員亦可於有限的期限內於聯邦政府任
職，進行人才交流，交流範圍除聯邦政府外，包括：州及地
方政府、獲得認可之國內大學、聯邦資助的研發中心、國家
或地方公職人員協會、非營利組織等。
(2)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於西元 2012 年 6 月修正實施加拿大政府人
力交流政策 (Policy on Interchange Canada)，允許聯邦
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非營利組織與其他政府進行為期 2 到
30 日的輕度交流，期能在機關人員能力落差領域上引進交
流人力以應付棘手的挑戰，迎合組織業務推動和人力資源
之目標；另引進「紙飛機交換 (Paper Plane Exchange) 計
畫」，強調公部門人員應離開辦公室，實際參與所涉事務，
透 過「 發 現 」(Discovery)、「 匹 配 」(Matching)、「 交
換 」(Exchange) 及「 售 後 維 護 」(Aftercare) 等 4 步 驟，
促使公部門人員走向民間 ( 非營利組織 )，進行體驗式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使具備同理心及勇於創新能力
等，進而改變自身所在角色價值觀，以提昇能力，增進施政
效能。
(3) 歐盟：
歐盟訂有「百夫長計畫」(Centurio programme) 是有
關於公務員之交流計畫，該計畫立基於現代公共區域行政管
理的原則，強調效率 (efficiency)、透明 (transparency)、
倫 理 (ethics)、 機 會 平 等 (equal opportunities)、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課 責
(responsibility) 及終身學習文化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目的是為促進歐洲區域間政治代表及區域公務
員經驗及知識的交流，同時藉以提升區域公務員之能力及新
進歐盟國家更具前瞻性思維。
(4)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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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官民人事交流制度係以「官民人事交流法」為準
據，該法所訂主要分為兩大部分，其一為派遣具有發展潛力
之國家公務員至民間企業，從事實際業務，以提昇國家公務
員創造力、成本意識等；其二為採用民間企業人才至政府機
關，並以國家公務員身分從事公務以活化組織。本法所訂交
流期間原則上為 3 年，必要時得延長至 5 年，在不損及公務
之公正性及國民信賴感之下，加強民間企業與政府機關相互
瞭解，共同為國家發展而努力。
2、國內現況：
目前我國政府機關 ( 公部門 ) 與民間機構 ( 私部門 ) 公私
人才交流之法制，尚未以單一專法規範，而係依不同交流方式，
就公部門至私部門、私部門至公部門，以及公私部門雙向之交
流情形分別規定，其所定交流方式分述如下：
(1) 公部門至私部門：
公務人員得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 ( 如以訓練方式至
私部門研習 )，或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 如該辦法第 4
條第 6 款所定配合國家重點科技、推展重要政策或重大建
設，經核准留職停薪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政府捐助經費
達設立登記之財產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之財團法人服務 ) 之
規定辦理。
(2) 私部門至公部門：
除依公務人員考試法規定考試進用外，尚得依專技轉
任條例、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或各機關
機要人員進用辦法等規定進用。
(3) 公私部門雙向：
公務人員得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與民營企業人員雙向
交流研習實施計畫，或政府機關與行政法人及公民營機構科
技人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 ( 原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科技人
才相互支援實施要點 ) 之規定辦理。
本部前曾依歷年相關委託研究、外交部協助提供資料，
以及派員至日本研究結果，發現國外公私人才交流情形，整
體而言，成效並未顯著，仍待觀察，至我國公私人才交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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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私部門人才除個人已得透過公務人員考試或專技轉任等
多元方式較為廣泛引進外，其餘透過公私部門間以訓練、研
習或借調等方式之交流情形仍不普遍，揆其因主要為國內企
業基於業務執行機密性、企業利益考量與缺乏參與誘因等，
致交流意願不高，以及外界多存有政府機關人才流失或利益
衝突等疑慮。是如何加強公私部門參與誘因及意願，化解上
述外界疑慮，並適度借鏡國外公私人才交流經驗，值得深入
探討。
三、制度轉型及未來構想
為期前開專技轉任制度轉型構想能於兼顧政府考試用人政策之前提
下，提出可行性之解決方案，以及有效強化公私人才交流機制，爰就該 2
議題本部擬議之各項規劃分述如下，提請本次研討會討論，以多方徵詢外
界意見，並凝聚共識：
( 一 ) 專技轉任制度轉型
1、擴大專技轉任人員進用途徑
(1) 考量專技轉任條例係為吸引優秀人才轉任公部門，而專技高
考較專技普考更具專業性，爰擬以專技高考及格人員列為
優先轉任之對象，一次公布所有專技高等考試類科及該考
試類科得適用之職系，俾利各機關適時進用所需專技人才，
並避免法規頻繁修正，以資簡化。
(2) 未來機關進用專技轉任人員，如擬以各主管機關 ( 含所屬 )
當年度提列該職系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職缺總數，依最近 3
年錄取情形，初期明定一定比率計算得以進用之專技人員
名額，俟施行一定期間後，如有成效，再考慮區分類科，
逐步擴大比率。
(3) 擬各主管機關成立遴選委員會辦理專技人員轉任遴選事宜，
並建議置委員 5 人至 15 人，委員會之組成應有外部人員參
與 ( 如各該職業公會、專業學會代表、學者專家、社會公
正人士等 )，比率不得低於 40％；又委員之聘期擬定為 1 年，
俾各主管機關辦理公開遴選時，方符合公平、公正原則。
2、研議設置專技職務吸引專技人員轉任
未來政府機關研議視實際業務需要得設置公職律師及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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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等職務，訂列符合渠等專業需要之職務列等，以辦理政
府機關內各該專技業務之工作 ( 例如公職律師執行政府機關律
師業務；公職建築師辦理公有建築物設計、監造及簽證業務 )，
同時惠請權責單位研議符合執行業務按件計酬者發給獎金，提
高誘因，以利吸引具有執業經驗之律師、建築師轉任。
3、暢通專技轉任人員陞遷管道
擬適度鬆綁薦任職資深績優及簡任職專技轉任人員之職系
限制，即薦任職資深績優條件成就後，得按其轉任職系類別，依
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或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分別調
任行政類或技術類職系職務。技術類職系轉任人員另得調任與
其初次轉任職系視為同一職組之行政類職系職務。但不得再調
任與該行政類職系同職組其他職系或視為同一職組之職系職務。
如升任至簡任職，則適用公務人員相關規定，以利培育跨域專
業職能及管理通才職能，且利人力彈性運用。
( 二 ) 強化公私人才交流機制
1、透過制度轉型規劃，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政府機關服務
本部為吸引民間專業優秀人力進入公部門，現已初步規劃
前開擴大專技遴用等方式，希望透過專技轉任制度之改變，多
方鼓勵人才進入政府機關服務，未來可再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使更多優秀人才願意投身進入政府部門服務。
2、循序漸進建構交流機制，適時擴大交流範圍
(1) 良好的制度規劃，須有務實的政策方向，公私人才交流機制
之推動，擬先透過公務人員至公民營機構或法人訓練學習
方式，使公部門人員赴民間取經，現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 ( 以下簡稱保訓會 ) 已就此方式進行規劃研議，
希望藉此強化公私人才交流機制。
(2) 另除現已規劃透過擴大專技遴用，並搭配保訓會推動至私部
門訓練研習機制，以推動公私人才交流外，未來似可視前
開交流實施成效，參考國外實施經驗，逐步推動其他多元
交流方式，逐步與由政府捐助 ( 贈 ) 經費之財團法人或政
府暨所屬營業、非營業基金投資或轉投資事業機構及非營
利組織等試辦時間較長之人才交流培育計畫，適時擴大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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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範圍，以達成公私合作運用人才雙贏之目標。
四、結語
專技人員考試與公務人員考試均同為政府取才管道，在兼顧考試用人
政策及現職公務人員權益前提下，專技轉任制度之轉型構想期能落實多元
取才、用人彈性之精神，強化政府施政能量，提供更優質服務。本部在推
動步驟上，將某些考試類科錄取不足額部分，作為優先解決的問題，俟有
成效再擴大實施。
又除引進民間優秀人才外，推動公部門人員赴民間學習以擴大公私人
才交流目的之達成，尚需公私雙方配合，並於相互瞭解、相互配合之前提
下，合作運用優秀人力，以達成雙贏之局面。另因制度之轉型及推動尚須
審慎研議相關配套規定與程序，本部權責範圍內專技轉任制度部分，將賡
續積極與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溝通協調，其中涉及行政院權責部分，將協
洽人事總處研議，以期在修法過程中能將擬議方案內容闡述更詳細、更周
延、更具體，穩健逐步建構完善的彈性用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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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政府、活水人力-公務人力資源之轉型方向研討會

貴賓致詞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

11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
考試院傳賢樓 1 樓多媒體會議室

「永續政府、活水人力--公務人力資源之轉型方向」研討會
考試院黃院長開幕致詞稿
2021 年1 月12 日
本次研討會是銓敘部主辦的，主題為「永續政府、活水人力--公務人力資
源之轉型方向」，旨在討論如何透過良善的制度設計與持續變革，以塑造
更優質更有績效的行政團隊，提振國家競爭力，這也是本院的一向目標。
我們在前不久考選部舉辦的研討會中，曾提出重新檢視政府普遍欠缺的
專業類別人力，如建築與土木專長等專技人員進入政府服務機制，促進政
府與民間人才良性流動及職涯轉換與歷練的國家人力資源改革方向，我們
也將「鬆綁專技人員轉任制度，兼顧考試用人及彈性用人政策，提升政府
人力資源管理效益」及「規劃跨域人才交流制度，以有效培育優質專業人
力」這兩項，列入本院新的施政綱領中，以顯示對這兩項議題的重視。
專技轉任制度施行已久，增進公務人才跨域交流也非新創，只是歷年來
礙於現實環境，推行成果有限。這當中必然需要宏觀的視野，保持開放和
傾聽的態度，持續不懈的努力及毅力，才能化解疑慮，凝聚共識，以研訂
出跨域及接軌國際的公務人力政策。今天的研討會邀請到幾位國際友人，
以及產官學各領域卓有成就的專家學者代表共同對話，研討會全程另採線
上直播，希望能擴大公共事務的社會參與，更要專心傾聽各界聲音。
底下我準備了三張雙語的投影片，同時歡迎我們的國際友人。Next I
prepare a bilingual presentation to welcome all of our honorable speakers.

1. The Examination Yuan and we are expected
(1) To serve as a national authority responsible at least in legal implementation
to empower the public service sector so that a betterment of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 can all be benef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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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serve as a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 to effectively manage the
national-level quality assurance protocols so that the standards of selection,
training, and promotion of post-graduate human resources can be largely
enhanced.
(3) To set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benchmarking and to create the friendly
interchanges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sectors so that the total
quality in the society can be maximized. That’s why we are here today.

1.大家期望考試院能做到
(1) 至少在法令建置上成為稱職的權責機關，以提升公部門能力，促進人民
與國家的利益。
(2) 當為能夠有效經營國家級 QA 機制的憲法機關，以提升畢業後人力資源
的考選、訓練、與升遷水準。
(3) 設定合適的國際標竿，創造公私部門之間的友善交換，使得社會的總體
品質得以最大化。這也是我們今天都在這裡聚會的原因。

2. The impossibility to find a perfect solution
Suppose that each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should be conformed for any
policy changes: to rais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al efficacy in doing right things
and doing the things right, no viol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in the public service sector, to maintain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rationality, equal voting power, no dictatorship, and Pareto efficiency (all
concerned parties are better off).
Most of the time,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design a policy to fulfill all the
above criteria.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hosen criteria are often
intrinsically inconsistent or contradictory against each other, even if each of the
criteria is usually conceived of as legitimate and desirable in its own right.

2.不可能找到完美答案
2

假設在作制度或政策設計時，須滿足底下各項要求：提升政府效能、不
違反公平正義、維持公部門的穩定性與秩序、維持個人與集體理性、相同
發言權、不獨裁、Pareto 效率(所有相關人或團體都變得更好)。
但大部分狀況下不可能設計出滿足所有條件的政策，問題出在各項判準
之間經常有內在矛盾，雖然個別判準本身都具有正當性。

3. Divide and conqu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solution, we must be satisfied with a
less-than-perfect solution under constraints. Or, no real achievements could be
expected. The best strategy to find a way out is to divide and conquer. To divide
is to decompose the complicated Gordian knot into computable and divisible
components. Then we could conduct the priority setting to see if there exists any
acceptable solution, and conquer the problem with an Alexander cut!
That’s what we were doing in the past. It is becoming even more urgent in the
future. Your timely inputs are thus very instrumental at this moment and for the
future. Thank you for coming.

3.分而治之
既不可能有完美方案，我們應滿足於在限制條件底下找出可行方案，否
則將一事無成。最好的策略是分而治之，先將複雜的問題分解出可計算可
處理的成分，之後設定優先順序尋找可接受方案。
這是我們過去所做的，今後這類問題將更急迫也更急需處理，各位講者的
及時參與以及意見提供，將扮演關鍵的角色，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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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impossibility to find a perfect solution
Suppose that each of the following criteria should be conformed for any policy changes:
to raise the level of governmental efficacy in doing right things and doing the things right,
no violation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order in the public service
sector, to maintain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rationality, equal voting power, no dictatorship,
and Pareto efficiency (all concerned parties are better off).
Most of the time,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design a policy to fulfill all the above
criteria.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hosen criteria are often intrinsically
inconsistent or contradictory against each other, even if each of the criteria is usually
conceived of as legitimate and desirable in its own right.
2.不可能找到完美答案
假設在作制度或政策設計時，須滿足底下各項要求：提升政府效能、不違反公平正義、維持公部門的穩定性
與秩序、維持個人與集體理性、相同發言權、不獨裁、Pareto效率(所有相關人或團體都變得更好)。
但大部分狀況下不可能設計出滿足所有條件的政策，問題出在各項判準之間經常有內在矛盾，雖然個別判準
本身都具有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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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vide and conquer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perfect solution, we must be satisfied with a less-than-perfect
solution under constraints. Or, no real achievements could be expected. The best strategy
to find a way out is to divide and conquer. To divide is to decompose the complicated
Gordian knot into computable and divisible components. Then we could conduct the
priority setting to see if there exists any acceptable solution, and conquer the problem
with an Alexander cut!
That’s what we were doing in the past. It is becoming even more urgent in the future.
Your timely inputs are thus very instrumental at this moment and for the future. Thank
you for coming.
3.分而治之
既不可能有完美方案，我們應滿足於在限制條件底下找出可行方案，否則將一事無成。最好的策略是分而
治之，先將複雜的問題分解出可計算可處理的成分，之後設定優先順序尋找可接受方案。
這是我們過去所做的，今後這類問題將更急迫也更急需處理，各位講者的及時參與以及意見提供，將扮演
關鍵的角色，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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