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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等

機關，均選擇評鑑中心法作為人才診斷之工具，以擇優選出具高潛力人才，希能

為國舉才，建立策略性之人力資源發展。 

    「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會」於 1973 年首次舉辦，由美國宏智國際顧問有限

公司（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簡稱 DDI）主辦，2014 年第 38 屆評鑑

中心法國際研討會於美國華盛頓特區（亞歷山卓市）舉辦，來自世界 20 餘國之

實務工作者、專家學者及政府機關高階公務員參與，彼此互相交流評鑑中心法最

新實務作法及心得，同時，今年大會通過「評鑑中心法作業準則與倫理考量」第

6 版修正案，提供各國辦理評鑑中心法作業之參考運用。 

    以下報告就「出國目的」、「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會及評鑑中心法作業準則與

倫理考量簡介」、「會議前工作坊及會議主要內容摘錄」、「心得與建議」等項分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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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近年來，我國政府機關為能有效培育高潛力人才，積極發展運用評鑑中心法

作為人才診斷及發展之工具。考試院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

會）在 2010 年開始首次針對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參訓人員，以評鑑中心法遴

選具發展潛力之高階公務人員參加該發展性訓練，係我國將評鑑中心法運用在高

階公務人員之首例，因具創新性與預測性，引起其他政府機關之重視。保訓會為

求精益求精，於 2011 年引進企業界資深之專家顧問，同時參觀及學習企業界作

法，逐步開展完善之評鑑工具，包含公事籃演練、無主持人團體討論、面談模擬、

事實發現、個案分析等，因實施成效良好，頗受各界肯定，爰賡續執行迄今。另

國家文官學院自 101 年起即以評鑑中心法辦理高階文官培訓飛躍方案參訓人員

之管理職能評鑑，並結合其他成績評測結果，製作「管理職能評鑑報告書」，提

供其職能狀況、強弱項目及對參加者之整體建議，回饋當事者及其服務機關參

考。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於 2011 年「科長級人事人員研習班」

試辦導入評鑑中心法，評鑑受評者之問題分析力、業務規劃力、績效管理力、團

隊管理力及溝通表達力等 5 項職能，採用籃中演練、團體討論、個案分析及簡報

演練等 4 項評鑑活動，另於 2013 年新增角色扮演活動。由於上開機關實施效果

卓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 2014 年起亦開始導入，應用在薦任第九職等主管（如

科長）及簡任非主管公務人員之人才診斷。 

  有關評鑑中心法的定義，依 2014 年「評鑑中心法作業準則與倫理考量」

（Guideline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Assessment Center Operation），係指包括多

種行為的標準化評鑑方式，任一評鑑中心法都有不同的組成元件，包含行為模擬

演練及其他評鑑測驗，由數名受訓優良的評審員從旁觀察，記錄評鑑過程中發生

的行為，按照行為構成進行分類，經由個別或集體進行行為之評分。評審員須召

開共識會議討論，或透過數據累計，算出評鑑的等級分數，藉此代表受測者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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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構成上的排名和/或累計的整體評鑑評比。 

 評鑑中心法一般使用於三大目的：(1)預測未來的行為以進行決策；(2)診斷

發展需求；(3)發展受評鑑者對行為構成的行為。評鑑中心法的設計與運作必須按

照其目的變化，例如單純用來幫助人才決策的評鑑中心 (例如升遷)，設計目的

就必須著重整體評鑑評比的信度與效度。若是診斷型的評鑑中心法可能只需要產

生可靠、有效的行為構成，那麼用來強化優點與發展需求的解說型行為就特別重

要。發展型評鑑中心 (Developmental assessment centers; DACs) 著重幫助受評鑑者

在行為構成上的評鑑與發展。回饋在 DACs 計畫中佔了重要的角色，為促進學習

效果，反饋必須迅速及時。通常 DACs 評鑑者的角色不只要觀察、評估行為，還

要在評鑑流程以及追蹤指導時，利用回饋方式強化學員的學習與發展成效。若重

點只放在學習，可將 DACs 客製化，滿足評鑑者之發展需求。評鑑 DACs 效果時，

標準就是受評鑑者在理解、行為與行為構成能力上是否有所改進。 

  為能學習國際上評鑑中心法新知，國家文官學院於今（103）年 10 月指派其

評鑑發展中心陶主任紀貞前往美國華盛頓特區參加第 38 屆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

會。參加該項研討會之目的包括「瞭解國際趨勢」、「建立學習網絡」及「引入國

際新知」等。 

陶員於 10 月 20 日前往美國，10 月 26 日返國，行程說明如下： 

(一)10 月 20 日及 21 日：搭乘 8 時 45 分全日空航空(NH1084) 飛往日本東京，再

轉搭全日空航空(NH7028)飛往美國華盛頓。 

(二)10 月 22 日：參加研討會會前辦理之評鑑中心法工作坊。 

(三)10 月 23 日至 24 日：參加兩天之國際研討會。 

(四)10 月 25 日至 26 日：搭乘當地時間 12 時 20 分全日空航空 (NH1) 離美，再經

日本東京轉機搭乘全日空航空(NH1038)後於 26 日晚上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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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第 38 屆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會簡介 

 

  「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會」於 1973 年首次舉辦，當時係由美國宏智國際顧

問有限公司（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簡稱 DDI）主辦，除 1985 及

2013 年未舉辦外，每年均予辦理，迄至 2014 年已辦理 38 屆。有關第 38 屆評鑑

中心法國際研討會說明如下： 

（一）大會主題：「快速變遷：從古典走向科技輔助的評鑑中心法」（The Speed of 

Change: Moving from Classic to Technology-Aided Assessment Centers） 

 

（二）時間： 

1. 研討會前工作坊：103 年 10 月 22 日。 

2. 國際研討會：103 年 10 月 23 日至 24 日。 

（三）地點：美國華盛頓特區（亞歷山卓市）。 

（四）議程：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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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014 年第 38 屆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會議程 

日期 類別 主題 

10/23 一般會議 1.在無遠弗屆的世界打造評鑑中心法 

2.科技在評鑑中不斷演進的角色：領先評審員座談會 

3.評鑑中心作業準則與倫理考量（第 6 版） 

4.西門子的科技導入試驗－全球 大企業內部評鑑中

心法的使用者經驗 

論文發表：

科技議題 

1.傳統與科技化評鑑中心：擷取相同構成，產生同樣結

果？ 

2.上月球，抵達嶄新境界：科技化評鑑中心 

論文發表：

研究議題 

1.評鑑中心分數累計：面向演練的觀點與啟示 

2.評鑑中心透明化：低度條件相關效度，表現的絕佳機

會？ 

3.評鑑中心是有缺陷的領導力預測因子？ 

4.跨領域下的評鑑中心表現：行政績效累計測量之探查

5.日本評鑑中心的預測能力 

6.評鑑中心機械化數據結合的實施 

論文發表：

實務議題 

1.以整體評鑑為基礎來達成高潛力驗證與發展：艾迪克

(Biogen Idec) 生物科技公司經驗 

2.加拿大軍事評鑑中心發展：特派雇員 

3.全面自動化：ATF 個案研究 

10/24 一般會議 1.利用人才管理分析將新評鑑中心科技的數據使用轉

換到可實行的遠見: 赫茲（Hertz）租車公司經驗 

2.科技強化評鑑中心的陰陽面：評審員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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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科技議題 

1.虛擬評鑑中心法在跨文化評鑑中心之中的表現 

2.角色扮演演練需要人的介入嗎？ 

論文發表： 

研究議題 

1.評鑑中心模擬演練之表現變化 

2.重新評估決策的面向：拆解認知能力的角色 

3.使用人才庫會否因為社會期望而造成對評鑑中心法

的偏見？ 

4.跨領域下的評鑑中心表現：行政績效累計測量之探查

論文發表： 

實務議題 

1.打造 21 世紀全球領導人才管道：大都會人壽個案 

2.指導候選人在評鑑中心互相競爭 

3.遴選少校軍官之行為評鑑 

 

（五）參加人員：來自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英國、德國、俄羅斯、韓國、

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等 20 餘國之企業界、公部門及企管顧問公司等專

家及各國大學教授，約 100 餘人共襄盛舉（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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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第 38 屆評鑑中心法國際研討會參加人員團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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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評鑑中心法作業準則與倫理考量」簡介 

 

數十年來，鑒於評鑑中心法日漸普及，來自不同領域的組織紛紛採用，如今

已廣泛運用在工業、教育、軍事、政府、執法機關等機構，使用單位遍布全球。

評鑑中心法各版準則的編撰背景如下： 

第 1 版---現代組織開始使用評鑑中心法時，實務操作者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套

評鑑中心法的標準或準則，因此催生出第 1 屆由約瑟夫．摩西斯 (Joseph L. Moses) 

擔任主席的國際評鑑中心法工作小組會議。1975 年，第 3 屆魁北克國際評鑑中心

法大會中，第一份評鑑中心法準則問世，內容乃是依據一群評鑑中心法專家的觀

察與經驗撰寫而成。    

第 2 版---1975 年到 1979 年期間，按照聯邦評鑑測驗準則的發展趨勢，以及

原始準則的專業經驗，專家一致同意評鑑中心法準則必須進一步評鑑、修正。因

此，1979 年的準則納入了原始準則的重要項目，也解決了公認的需求：(1) 進一

步的定義；(2) 闡明對組織與參與者產生的衝擊；(3) 擴大訓練的準則；(4) 驗證

的額外資訊。第 2 版準則的工作小組由喬爾．摩西斯 (Joel Moses) 擔任主席，也

獲得第 7 屆國際評鑑中心法大會的認可，大會當時於 1979 年 6 月舉辦，地點在

路易斯安那州的紐奧良。 

第 3 版---隨著第 2 版準則的發行，許多組織趨之若鶩，開始採用評鑑中心法，

評鑑更多元工作的人才資格。利害團體開始要求更簡要的流程，希望能省時、省

經費。此外，外界對新興經驗研究相關理論的論述卻認為其效果不如贊成的人所

聲稱的那麼有用，意味著評鑑方法必須進行修正。許多號稱評鑑中心法的流程都

不符合準則規定，但也有人認為這是因為舊版的準則，內容太過含糊不清。1989

年的修訂版在第 15 屆波士頓國際評鑑中心法大會著手進行，由道格拉斯．布芮 

(Douglas Bray) 領軍，後來成立的第 3 屆工作小組，由道格拉斯．布芮與喬治．

索頓 (George Thornton) 擔任共同主席，他們在第 16 屆坦帕國際評鑑中心法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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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蒐集參與者的意見。第 3 版的定稿由多數工作小組成員背書，1989 年 5 月舉辦

的第 17 屆匹茲堡國際評鑑中心法大會也願意為其背書。增修內容包含：(1) 工作

分析角色的規定；(2) 釐清待評鑑的屬性/向度以及這些屬性/向度是否真有必要

使用；(3) 清楚描述觀察、記錄、評鑑、累計行為資訊的流程；(4) 進一步規範

評審員的訓練內容。 

第 4 版---2000 年的準則修訂版，準備工作於第 27 屆奧蘭多國際評鑑中心法

大會 (1999 年 6 月) 展開。第四版的工作小組由大衛．麥當勞 (David MacDonald) 

擔任主席，負責和評鑑中心法的專家開會討論，同時還利用綜合座談會收集準則

的改善建議。催生本修訂版的主因是前一修訂版已長達十年沒有修訂，其他因素

還包括他們希望將科技納入評鑑中心法，並發現有些觀念與詞彙都需要更精確的

定義。他們蒐集來的想法歸納成為 後的草稿，在 2000 年 5 月，第 28 屆舊金山

國際評鑑中心法大會中發表，並且獲得大家的認同，與會者有 150 人，分別來自

澳洲、比利時、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德國、印度、印尼、義大利、日本、

墨西哥、荷蘭、菲律賓、新加坡、瑞典、瑞士、台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

和美國。 

第 5 版---第 5 版準則修訂在 2004 年 10 月第 32 屆拉斯維加斯舉辦的國際評

鑑中心法大會展開，特別召開圓桌會議來討論現代評鑑中心法的議題，之後大會

決定增修部分有兩大領域：第一，由於跨國組織普及化，利用評鑑中心法的單位

也必須跨區執行，全球化的評鑑中心作法必須有更豐富的準則以供依循。第 32

屆大會特別成立附屬工作小組處理本議題，工作小組的研究報告成為準則新節次

的基礎，第二，鑑於近來針對評審員訓練元件效果的研究，大會也建議拓展這方

面的規範。第二輪的討論在 2006 年第 33 屆倫敦國際評鑑中心法大會中舉行，會

議結論是建議新增兩方面的準則：(1)利用科技輔助評鑑中心的作法；(2) 承認不

同目的之評鑑中心，其評鑑方法有所差別。後來的修訂版是狄波拉．盧普 (Deborah 

Rupp) 和道格．雷諾茲 (Doug Reynolds) 主導，並獲得第 34 屆國際評鑑中心大會

的背書(華府，2008 年)，當時與會代表來自於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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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印度、印尼、墨西哥、荷蘭、羅馬尼亞、俄國、新加坡、南非、南韓、西

班牙、瑞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英國與美國。 

第 6 版---2014 年 新版本，修訂起因於 2009 年以來的三大發展趨勢：第一，

關於評鑑中心等級的構成效度有 新的研究，這對評鑑中心核心構成、模擬演練

的發展、評審員訓練和評鑑中心等級有重要的意義；第二，評鑑中心計畫，拿來

用在不同的人資功能、支援不同人才管理目標，這類的說明似乎也有必要； 後，

多元文化與科技挑戰對評鑑中心應用的影響也與日俱增。 

上開第 6 版之內容係本次會議審議通過之 新版本，茲將評鑑中心法所有計

畫皆須納入以下十項要素之內容，逐一說明： 

一、運用系統化分析來決定工作相關的行為構成 

過去評鑑中心法所評鑑的關鍵構成稱作「行為向度」 (behavioral dimensions) 

或簡稱「向度」，在評鑑中心法科學與作法中都如此稱呼，而其定義為獨特、可

觀察、可驗證之行為群集，可進行可靠、有邏輯的分類，並且與工作成就有關。

「向度」一詞等同能力或 KSA (知識、技能或能力)。也有其他評鑑中心應用上將

相關行為按照任務或工作角色分類。不論行為構成的標籤為何，都必須依據行為

表現來定義，因此在該準則中稱之為「行為構成」。任一行為構成定義中的行為，

不論廣義或狹義上來看，都必須與特定的背景或工作有關。 

此外，這些行為構成皆須從活潑、系統化的流程中衍生出來 (如工作分析、

能力模型化)，而這些流程也必須考量行為構成如何從實際的工作、組織環境中

發生，並且記錄結合評鑑背景之 終行為構成的工作相關性。此種分析的類型與

範圍需依據評鑑之目的、工作複雜度、針對工作預先的資訊是否足夠適切，以及

該工作與研究過的工作之間有無共通點。若採用了以前的研究/分析來選擇行為

構成和演練活動的話，就必須提出證明工作的相容性與普遍性。一旦工作目前不

存在的話，便可透過組成新工作、職位、工作層級或類似工作的實際或預期任務

或角色，來進行分析。組織願景、價值、策略或關鍵目標也應與合適的行為構成

相關。然而如果設計了評鑑中心法來通知參加者遴選決定，那麼在某些國家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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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就和遴選發展中的法律、專業準則不一致，這類國家大多靠著分析組織

的願景、價值、策略或關鍵目標來決定行為構成，但不一定會考量到目標工作之

行為需求。 

這裡必須嚴格定義熟習工作條件之主題專家、關鍵工作要素之蒐集與量化評

鑑以及產生評鑑中心分數信度的證明。任何工作分析、能力模型或相關工作都會

產生清楚分類的行為，這些在評鑑流程中都可以清楚觀察到。行為構成的定義必

須清楚，在工作 (或相關工作) 中，都可以觀察得出來，模擬演練中亦然。行為

構成必須和目標工作、職位或相關工作有關係才行。 

二、行為分類 

    評鑑背景下所捕捉到的行為（例如經過訓練的評審員，他們觀察受評鑑者在

模擬演練中的行為）必須依據行為構成來進行分類，進一步的分類也需進行，例

如是否分類成更廣泛的表現分類或整體評鑑評比（Overall Assessment Rating；

OAR）。 

三、多種評鑑中心組成 

    任一評鑑中心都得包含多種評鑑組成，部分包括行為模擬演練，此評鑑中心

也許須完全由多種行為模擬演練來組成，或是由模擬活動和其他演練組合而成，

例如測驗（有些國家用「心理測驗」(psychometric tests) 代稱)、結構化面試、情

境判斷測驗、問卷等。評鑑中心元件在發展或選擇上，取自行為構成相關之行為

和資訊。亦可蒐集自我評鑑和多源評鑑的資料來充實評鑑資訊。各種評鑑元件皆

應事先測試，確保它們能提供可靠、客觀、相關之行為資訊以供相關組織參考。

事先測試的工作包括試驗管理，參與試驗的族群應力求和受評鑑者相似，其次則

是由主題專家來查驗事先測試的正確性與行為採樣的代表性和/或相似組織的相

似工作確實採用這些技巧的證據。 

四、行為構成與評鑑中心組成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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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建立一種矩陣，來比對有哪些是評鑑中心法組成中的行為構成， 常見的

就是向度---演練活動的矩陣。由於評鑑中心法開發者從工作分析（或能力模型） 

轉移到行為構成的選擇，再移到評鑑中心法組成多方測量各個行為構成的選擇。 

五、模擬演練 

    評鑑中心必須能夠頻繁觀察與待評鑑行為構成相關的行為，至少要有一些工

作相關的模擬演練。模擬演練是一種評鑑的技巧，設計來誘發代表目標行為構成

的行為，演練的背景與實際工作一致，需要受評鑑者對情境刺激做出反應。模擬

演練的例子包含：公事籃演練、無主持人團體討論、個案分析/口頭報告、角色

扮演和發現事實演練，但不限於上述演練。刺激來源有多種形式，包含面對面互

動、紙本、影音、電腦、電話或網路。表現刺激的形式應該至少和實際工作場合

中，訊息傳遞的情況要一致。某些簡單工作可能會用一兩種工作相關的演練，這

需要工作分析結果清楚指出，一兩種模擬演練，就足夠模擬大量的待評估工作。

若使用單一全面的評鑑技巧 (有助模擬數種任務和情境的電腦模擬測驗)，那就

必須包含獨特、工作相關的部分。 

    模擬演練必須仔細設計、建構，才能讓評審員清楚說明並監督許多行為構成

相關的行為。行為提示（即角色扮演者的提示或模擬演練中其他的刺激，這是為

了讓受評鑑者有更多機會得以展現行為構成的行為）應該在演練開發之前就決定

並記錄，還要加入評審員訓練與得分的規定。模擬演練中的刺激必須平行或與工

作情境中相似，即便工作背景有所不同。 佳的忠實度是評鑑中心法目的之功能，

對於早期辨識與非管理人才遴選計畫而言，忠實度會相對較低，而對於用來診斷

資深管理人、主管與其他專業人士的訓練需求上，忠實度會相對來的高。評鑑中

心設計者必須確定演練的內容不會偏袒某些特定的受評鑑者 (例如特定種族、年

齡或性別組成)。 

    為了讓行為模擬演練達到評鑑中心的要求，評鑑方法需要受評鑑者清楚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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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為，受評鑑者必須展現結構化的回應（亦即相對於選擇預先決定的行為選

項）。僅需受評鑑者針對準備好的代替回應（如複選測驗、情境判斷測驗、電腦

化籃中與 3D 虛擬遊戲）做出選擇，這樣的評鑑流程不符合這項需求。同理，宣

稱能展現行為目的的情境化面談也不符合這項要求。但這類技巧可以產生的可靠、

有效的評鑑分數，只不過不會被歸類為行為模擬演練的領域。 

六、評審員 

    評審員的用途在於觀察、評鑑受評鑑者，挑選評審員時，評鑑中心計畫會盡

量招募多元背景的評審員，不論是在人口分布（如種族、年齡、性別），或是經

驗資歷（如組織層級、功能工作領域、心理學家等）。評審員與受評鑑者 大比

例為多種變數的功能，包括演練種類、被評鑑的行為構成、評審員的角色、資料

整合的類型、評審員接受的訓練量、評審員的經驗與評鑑中心的目的。為了降低

認知的負擔（就團體模擬演練而言，評審員同時要評鑑的受評鑑者數量應越少越

好），評審員與受評鑑者的比率應越低越好。為了減少潛在的偏見產生，若評鑑

資料是要用於遴選或升遷的用途，則受評鑑者目前的主管不應參與部屬的評鑑過

程。 

七、評審員訓練 

    評審員必須接受完整的教育訓練，達到預設的表現標準，訓練內容須包含評

鑑中心法的相關目的與目標、待評鑑的行為構成和相關行為、評鑑中心組成、用

來記錄、分類、評鑑行為的材料與題目，以及受評鑑者、評審員和主辦單位及輔

導單位的權利責任。此外，訓練內容還包括如何針對特定行為與行為構成相關的

排名與得分進行評鑑與校正。唯有證明其能力與可靠程度後，評審員才能開始評

鑑個別與團體受評鑑者。若評審員也需提供回饋，訓練內容就要增加提升回饋接

受度與行為改變的解決策略。  

八、行為的記錄與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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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員要正確記錄受評鑑者在被觀察期間的特定行為，他們要利用一種系統

化的流程，例如作筆記、行為觀察量表（behavioral observation scales；BOS）、行

為清單或行為定錨評比量表（behaviorally anchored rating scales；BARS）。觀察活

動也可以在事後進行，例如評鑑受評鑑者完成模擬演練的影音資料。在整合討論

或統計整合之前，評審員必須把觀察紀錄/報告先準備好。行為分類、得分和回

報必須遵照預定/驗證過的行為構成規定，這些是形成評鑑中心法的基本作法。 

九、資料整合 

    欲整合觀察紀錄和/或受評鑑者行為的等級時，必須依照不同評審員的綜合

觀察討論和/或評審員的數據等級，整合流程需遵守專業標準。根據不同評鑑中

心法的目的，整合內容會有演練為主的「向度」分數、演練分數、跨演練向度得

分，和/或整體評鑑等級（OAR）。若評審員之間採用整合討論（亦即「共識討論」），

評審員必須考量從評鑑元件中蒐集到的行為構成相關資訊，但不需考量從評鑑中

心外部記錄流程中取得的資訊。不論整合的方法為何，整合流程產生的分數必須

可靠。在計算、解讀評鑑中心分數時，必須考量受評鑑者如何在不同的情境下表

現，例如根據他們的工作場合情境去衡量他們的行為（如依據工作分析，特定行

為向度相關的關鍵工作任務量），提供演練特定向度表現的回饋，考量採用「分

離」等級（特定行為構成在某情境分數極高，另一情境分數極低），當作可能的

意義資訊或提供演練特定的回饋。  

十、標準化 

    實施各種面向的評鑑流程必須標準化，受評鑑者才能展現行為構成相關的行

為。標準化作業對經費需求度高的評鑑中心特別重要，它們的結果可以決定是否

聘用某位特定員工（如負責通知遴選和升遷決定的評鑑中心法）。但在許多評鑑

中心法管理層面，標準化作業或許可以有所妥協，包括給予的指令、完成演練的

時間限制、提供的材料、訓練教室和其他設施、團體互動演練的的團體組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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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扮演者的行為、口頭報告之後，評審員提出的後續問題、評鑑元件的順序差異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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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評鑑中心法工作坊摘錄 

    

    大會於 103 年 10 月 22 日下午辦理 3 小時的工作坊，提供初入門評鑑中心法

與會者瞭解該工具之課程，並讓與會者互相認識交流目前使用評鑑中心法之實務

作法。該課內容包括：評鑑中心法之意義、演進、規劃與執行、資料整合、報告

與回饋等。謹摘要說明如下： 

一、 評鑑中心法之意義：基於多元來源所做的標準化行為評量技術；有數個受

過訓練的觀察員及使用數種技術；依行為進行判斷，大部分透過特別開發

之模擬情境測得；這些判斷經由評審員會議或從統計資料整合過程中得

到。 

二、 評鑑中心法應具備之元素：包括工作分析、將行為分類至數個職能、資料

與標的職位職能有關、多種評鑑技術、多元觀察、受過訓練評審員、對行

為進行系統化紀錄與文件處理、資料整合。 

三、 使用時機：用來預測現在或未來工作的表現，可用於：甄選、任用、發展

計畫、陞遷及接班人計畫。 

四、 評鑑中心法演進：1920~1942 年德國軍官甄選、1942 年英國戰爭軍官甄選、

1943 年美國策略辦公室、1956 年 AT&T 管理職研究等，在歐美國家開始發

展。 

五、 評鑑中心法之規劃與執行： 

（一） 工作分析：工作分析技術包括：直接觀察法、文件分析法、面談、

問卷、焦點團體。 

（二） 職能行為：蒐集與成功執行業務所需之能力，並進行有效之分類。 

（三） 定義關鍵職能：找出職能相關之正向行為與負向行為，並依職能歸

類。 

（四） 職能定義之範例：包括職能名稱、定義、關鍵行為、工作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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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領導職能模型之範例：包括領導能力、商業能力、人際關係、個人

特質。 

（六） 規劃：步驟包括 1.定義及開發能夠觀察行為及職能之演練，2.確認

使用多種技術及每項職能有不同之觀察者，3.具有職能與演練之矩

陣。 

（七） 評鑑中心法演練活動：包括公事籃演練、分析演練、團體討論、互

動式演練、工作排程、銷售電話、生產任務、正式簡報等。 

（八） 規劃考量因素：欲測職能數量、可使用之演練、時間多久、使用評

鑑結果、報告與回饋方式、演練困難的程度、評審員或角色扮演者

或策劃者人數、設備的限制。 

六、 評鑑中心法主要角色： 

（一） 策劃者：具行為科學領域之專長者、評鑑中心法專家（可擔任評審

員或角色扮演者）、負責評鑑中心法各項執行業務、解決問題及評

審員之教練、協調資料整合過程。 

（二） 評審員：受過完整訓練，具備目標職能的專家知識；具備目標職位

工作之經驗；參與評分校準練習；觀察、記錄、分類和評量參加者

行為；撰寫報告；提供回饋。 

（三） 角色扮演人員：受過完整訓練及具有特定演練相關知識；一般來講

不須具備目標職位工作之經驗；扮演角色結束後提供印象或行為之

意見。 

七、 典型評鑑中心法流程：如表 2。 

表 2：典型評鑑中心法流程 

程序 時間 

說明程序 20 分鐘 

公事籃演練 1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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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互動演練 30 分鐘 

同儕互動演練 30 分鐘 

分析演練 90 分鐘 

簡報演練 20 分鐘 

團體討論或面談 45 分鐘 

聽取報告 20 分鐘 

備註：紙筆測驗可安排在演練前或活動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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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討會內容摘錄 

 

  今年國際研討會包含 1 場專題演講、3 場一般會議、14 場論文發表，因論文

發表係依議題同時舉行，囿於人力僅１人，爰每場論文發表會議僅能選擇 1 場參

加，並就實際參與部分，摘錄重要內容，至未能實際參與之場次內容則依書面提

供資料翻譯整理（如附錄 1）。參加之場次內容摘錄如下： 

一、在無遠弗屆的世界打造評鑑中心法 

講者：威廉．拜漢 (William Byham) 博士，美國宏智國際顧問公司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主席兼執行長 

內容摘要： 

拜漢博士為本屆國際評鑑中心大會致開幕詞，內容觸及評鑑中心法這五十

年來的發展趨勢與創新方向，說明目前進行中的創新領域，相關主題也會在本屆

大會的議程中談論到。特別的是，拜漢博士著重說明新科技如何影響評鑑中心法

的信度與效度，以及新科技相關的隱私與法律議題。 

1966 年，名為 SOHIO 的石油公司首度使用演算法（algorithms）來輔助評鑑

的判斷，所謂演算法是運用數學計算出 合理的決策結果。這樣的成功經驗引發

評鑑中心法專家關注。1975 年第三屆評鑑中心法國際大會中，與會的專家認為

應該將演算法納入評鑑中心法的準則之中，以供後人依循。 

1980 年代評鑑中心開始使用電腦輔助評鑑，原本籃中測驗（in-basket）和模

擬測驗的傳送方式也因為電腦的使用而改變，不但可以用 e-mail 傳送資料，報告

無紙化，數據的分析也可以透過電腦執行。 

關鍵行為（key actions）定義為收集數種行為（behavior），將這些行為集合，

歸類為某一種特別的能力（competency），再將這些能力進行等級的劃分，這些行

為就是所謂「關鍵行為」。關鍵行為在不同的能力中可能會有重複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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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利用電腦來進行相關的統計工作。 

科技輔助評鑑中心法，應達到三方面的成果：降低成本、提升速度、提升

品質（即人才評鑑的信度與效度）。人才評鑑信度（reliability）取決於評審員之

間的共識，若針對某一受評鑑者的表現，僅有一位評審員決定其通過評鑑與否，

那麼這樣的評鑑或許過於武斷，必須經由多名評審員的討論，達成共識，才能對

該名受評鑑者做出 終的評鑑決定。 

二、科技在評鑑中不斷演進的角色：領先評審員座談會 

主持人：狄波拉．盧普（Deborah E. Rupp）博士，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 

與談人：琳恩．柯林絲（Lynn Collins）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丹

恩．普卡（Dan J. Putka）博士，美國人資研究組織（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道格．雷諾茲 (Doug Reynolds）博士，美國宏智

國際顧問公司（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約翰．史考特（John 

Scott）博士，美國 APTMetrics 人才管理顧問公司 

本講座探討科技與評鑑相關議題，包括網路與電腦能力、利用創新的研究、

法律與專業標準，這些議題在現今的電腦世界裡對評鑑中心法有何啟示？ 

（一）4 位與談人自我介紹： 

1. Lynn Collins：我們（Fenestra 評鑑發展中心）將科技運用到全面之評鑑流

程中，從一開始的評鑑參與登記、演練活動到評審員填寫的表格均應用科技技術

進行，運用科技有助於提升評鑑流程的效率、預測的信度以及流程標準化等。科

技也幫助受評鑑者易於融入互動評鑑的模式，讓評鑑的效果更佳。 

2. Dan Putka：過去數十年來，評鑑中心法廣為應用，但近五年，聯邦政府刪

減預算，造成許多單位減少支出，連帶影響評鑑中心法的使用範圍。如今我們正

面臨一段過渡時期，若要採用無評審員的評鑑中心法，那麼我們該如何維持評鑑

的信度呢？在幫助客戶提供評鑑的同時，如何顧及他們對成本的考量，並且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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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評鑑品質的要求呢？這些問題都是我們（人資研究組織；HumRRO）主要

研究的方向。 

3. John Scott（APTMetrics）：我們相信運用科技能夠評鑑領導能力的面向，

即使它是如此複雜的領域。至於如何有效評鑑高階、資深主管的能力? 我們提出

三大要點: (1)善用科技、(2)創造足以挑戰並激發主管能力的評鑑內容，如企業挑

戰，並且提供客製化的評鑑項目、(3)創造豐富擬真的敘事內容，讓受評鑑者在評

鑑中身歷其境，就像是日常作業一般自然，如此一來，受評鑑者展現的能力就能

夠忠實反應實務的情況。 

4. Doug Reynolds（DDI）：我之前主要為聯邦機構提供評鑑中心服務，來到

DDI 則是提供個別客戶客製化的評鑑服務，DDI 建置了一個評鑑中心平台（AC 

platform），客戶進入這個平台可以選擇他們想要的演練活動，而建置這樣的平台

必須考量的就是如何在其他地區設置同樣的系統，同時要克服成本與地理位置的

限制，而科技就有助於解決這類問題。 

（二）Q1: 從財務/企業角度以及心理統計角度，採用科技輔助的模擬方式

相較於傳統評鑑中心，有何優缺點?  

1. Dan Putka：我認為優點為長期成本低廉；受評鑑者認為透過電腦的評鑑結

果較為客觀。至於缺點則是需要溝通式的評鑑項目易失真及相關研究文獻不足。 

2. Lynn Collins：我認為優點對企業財務壓力較輕，減少軟硬體設施租借費用

如列印、旅費、飯店、會議室；對評審員或受評鑑者時間利用上較有彈性、效率；

在虛擬環境中作業，評審員有充裕的時間針對受評鑑者的表現進行評分或記錄要

點，某些評審員認為不和受評鑑者面對面，反而有助於他們的評鑑工作，而且他

們可以隨時調整評鑑內容，獲取即時的資訊。 

3. John Scott （APTMetrics）：我認為優點是科技有助拓展評鑑中心的業務範

圍，意指有更多的組織能獲得他們所需要的評鑑服務項目，如評選領導人才。但

缺點是科技的運用可能使得客戶著重於評鑑的便利性，忽略了符合他們評鑑需求

的選擇，而在評鑑項目的測量上，我們必須確保測量的過程能真實體現受評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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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格、條件。 

（三）Q2: 評鑑過程中採用科技之後，傳統的評鑑中心法的定義（如情境判

斷測試、評鑑中心演練）變得模糊，這對未來研究、評鑑作法和專業準則有何影

響？ 

1. Dan Putka：組織開始要求我們結合科技與傳統作法，去研發出新的評鑑法。

科技的介入，連帶影響我們對參考文獻的選擇，以發展更好的評鑑作法，實務上

也會改變我們對於評鑑作法的選擇。無論如何，評鑑方式的終極目標就是評鑑的

效果，準則只是提供我們達此一目標的參考依據。 

2. Doug Reynolds：即使有了科技的介入，我們依舊要記住不論學術或實務的

目標，重點是如何讓我們所設定的預測因子，能夠高度、準確地反映出受評鑑者

的行為，預測結果越接近越能反映我們評鑑的效果，因此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利用

科技讓這些測量方式能緊密結合，截長補短。 

（四）Q3：在科技整合評鑑的潮流中，人才管理策略有何實例？ 

1. Doug Reynolds：在企業界，CEO 層級的人才評鑑需求有增加的趨勢，此外

對於評估潛力人才的需求也變多了，因為越來越多的組織開始重視人才資本的重

要性。 

2. Lynn Collins：傳統評鑑中心法有助我們找到單一人才，但科技可以提供大

量數據參考，因此可以定位出不只是個別人才，還有集體的人才庫，從中可以比

較不同受評鑑者的表現、表現的活躍程度等。 

(四)Q4: 科技普及的環境下，就評鑑中心的做法，談談各位的優勢，以及需

要努力的研究方向。 

1. Dan Putka：目前的研究落差在於，科技輔助評鑑中心法的相關研究文獻不

足，即使有些可供參考的文獻，如電腦適性測驗的文獻、SAT 測驗研究文獻、網

路測驗的文獻以及教育測驗相關文獻，但這些並不屬於評鑑中心法的範疇，不過

也是因為這樣的限制，讓我們有機會探索跨學科的研究，汲取評鑑中心法領域之

外的經驗，作為未來研究作法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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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ug Reynolds：針對 Gamification（(遊戲化）評鑑的趨勢不容忽視，由於

創投公司或中小企業日漸要求他們希望評鑑的方式，能像遊戲一般，讓受評鑑者

在家接受評鑑，隨時隨地，像玩遊戲一般，但這也衍生出一個問題，評審員或評

鑑單位無法觀察受評鑑者在家受試的狀態，因此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因應評鑑遊戲

化的趨勢，同時提升該類評鑑的信度與效度，這是我們應該研究的方向。 

（五）Q5: 運用科技評鑑時，必須考量的法律與道德議題？ 

1. Doug Reynolds：如準則所提及的資料保密作法、資料敏感性。 

2. John Scott：資料保密作法可參考國際測驗協會(International Test Commission)

的規定。 

三、評鑑中心作業準則與倫理考量第 6 版 

提案者：評鑑中心法準則國際任務小組 

2014 年，評鑑中心法準則國際任務小組已完成 2014 年版的評鑑中心法作業

準則與倫理考量 終草擬內容，內容包含新型評鑑中心的科技。會議中，任務小

組說明修改版內容，開放與會者的意見，向國際評鑑中心大會尋求支持，經大會

出 席 人 員 全 數 通 過 所 提 出 之 「 2014 Guidelines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for 

Assessment Center Guidelines」（詳如附錄 2），會後第 6 版即正式取代 2009 年的第

5 版。 

四、西門子的科技導入試驗 - 全球 大企業內部評鑑中心法的使用者經驗 

講者：拉茲洛．瑞許 (Laszlo Reisch)，西門子員工發展部資深顧問 

    西門子公司據點遍布全世界，企業發展歷史悠久，遵守優良傳統的公司文化。

該企業開發的產品豐富多元，品牌能見度或許不高，但舉凡吊車、鐵路自動化、

建築、防火設備、保全系統、醫院 CT 或 MRI 儀器、發電廠等工程相關產品，西

門子都佔有一席之地。 

    由於西門子相對保守的公司文化，其人才的發掘，大多從公司內部拔擢，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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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領導人才，少有空降部隊，因此人才的評鑑作業相形重要。組織內部的多樣化

經營，也造就西門子今日多元的評鑑方式。多數評鑑工具的設立都是為了員工發

展目的， 常用的就是發展中心（Development Center），接著才是心理量表測驗。

雖然評鑑內容必須迎合多變的族群，但西門子的評鑑哲學是相信可以透過評鑑的

實踐，達到員工發展的目的，而不單單限於評鑑遴選人才。西門子這種發展型評

鑑法替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帶來優勢，對企業而言，可以培養未來的管理階層人才；

對員工本身可以讓他們適才適所；同時西門子對人才資產的重視也可以提升外界

對其品牌的形象。 

    公司內部的評鑑作業自 1989 年開始，除了內部討論評鑑作業內容，西門子

也和外部顧問公司合作發展評鑑方法，幾十年來，西門子深信評鑑的目的不是要

去驗證員工的能力，而是利用評鑑的過程去培養人才。西門子如何去判斷員工的

潛力? 該公司採用一種潛力模型，來去評量一個人的學習能力、配合能力和他的

事業心。有別於一般傳統作法，使用人格性向測驗去評判一名員工，即採用西門

子獨有的能力指標模型去評鑑人才。 

    典型的發展中心作法是提供客製化的評鑑流程，由專業評審員來主導，評鑑

結束後都會提供書面建議報告書參考。評鑑客製化作業上，我們會和需求部門一

同討論評鑑內容，決定有哪些決策事件具備足夠的判別度可以去判斷員工的能力。

評鑑團隊則是由內部人員組成，二到三人一組針對一名員工的表現去做評鑑。

2012 年，我們重新檢視公司的評鑑流程，發現有些不足的地方需要填補，像是

缺乏評鑑工具來判斷個別員工他們是否足以首度擔綱領導者的角色，而在缺乏這

類評鑑工具的同時，每年還有三到四千名員工首度跨入領導管理階層，而他們究

竟能不能夠勝任呢? 這是我們必須釐清的問題，有時一旦決定拔擢某位員工，要

是這樣的升遷決策一開始就是個錯誤，那麼後續可能還是會繼續讓他往上升，錯

誤的決策將會延續下去。 

    於是我們從 2012 到 2014 這段期間就開始尋求外界的協助，評鑑虛擬化乃時

勢所趨，不得不做，但一般的顧問公司提供的解決方法，不出自動演算法、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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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或評鑑用的選擇題型， 後我們選擇和 DDI 合作，他們提供管理者工作日

的模擬評鑑，採用真人評鑑，選擇在地化之語言，以及能夠提供全球技術支援。 

五、傳統與科技化評鑑中心：擷取相同構成，產生同樣結果？ 

講者：艾莉莎．吉本斯 (Alyssa Gibbons)，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今日科技化評鑑中心法不僅將傳統評鑑中心法轉換成新的媒介，把傳統紙筆

性向測驗轉型成為線上模式。科技化評鑑中心還代表不同的刺激物，評鑑的行為

組合較傳統評鑑中心不同。因此對於評鑑中心的作法，衍生出一個重要的問題：

究竟科技化評鑑中心與傳統評鑑中心測量的是相同事物嗎？使用科技會改變評

分的品質嗎？(變好還是變壞) 雖然科技化評鑑中心研究方興未艾，與傳統評鑑

中心作法作比較的研究並不太多。 

  本講座探討傳統面對面評鑑中心測驗參與者與線上評鑑中心做法的比較。這

兩組演練在設計上盡量趨於平行發展，但反映出傳統與科技做法中不同的能力指

標。兩者都評鑑同樣的能力指標，評審員的來源相同，因此兩種情況下的能力指

標定義、評審員和參與者都可以維持一致的水準。我們將討論評分差異與參與者

反應上的量化結果與質性觀察，分享進行傳統與科技評鑑中心在實踐上有何挑戰

與研究啟發。 

（一）背景 

  高達 64%的評鑑中心法都運用某種形式的科技技術，大多用於行政管理，而

非參與者經驗。但使用者經驗相關的科技日漸普及，例如線上測驗或電腦情境模

擬測驗；運用電話、電子郵件作為媒介的角色扮演；以及製作動畫或擬真技術的

演練等。 

  這份研究所指稱的兩種評鑑中心法，定義如下: 所謂傳統評鑑中心法

（Traditional AC）乃是讓受評鑑者、評審員和角色扮演者共處一室，進行即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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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交流。而所稱科技評鑑中心法（Technological AC）則是運用科技讓評鑑活動

相關人可以在不同時空下相互交流。兩者的實際差異詳如表 3： 

  表 3：傳統評鑑中心法與科技評鑑中心法之比較 

傳統評鑑中心法 科技評鑑中心法 

評鑑實施費用高昂 機制建立初期費用高昂 

不需依賴科技技術，如網路連線速度 可提升行政靈活度，例如時空不受限 

非科技愛好者較熟悉此類評鑑法 吸引科技愛好者 

（二）研究命題：1.科技評鑑中心法是否較好？2.引進科技後，究竟改變了評鑑

中心法什麼？ 

（三）方法：研究過程中共有 37 名受評鑑者，其身分為經理人或可望升遷之經

理人。上午進行 GAP eSimulation ( 即科技輔助評鑑 )、下午進行傳統評鑑

中心法 (Designated Assessment Center; DAC) 。評審員為工業組織心理學相

關科系畢業生（經過 10 小時以上培訓）。 

（四）研究結果顯示，傳統評鑑中心法與科技評鑑中心法的差別如下： 

  1.量化數據結果顯示：傳統評鑑中心法的受試者，社交能力表現較好，因為

面對面的接觸可促進人際關係交流。科技評鑑中心法受試者，在策略運用

/應變能力表現較好，尤其是處理文字化的工作，面對面的演練操作，傳統

評鑑中心法的受試者分數較高；而個人特質上，傳統評鑑中心法也顯示較

密切的關係。 

    2.質性結果：參與者收到反饋表後，請他們填寫評鑑問卷，僅回收 14 份問

卷。相較於傳統評鑑，多數人對科技評鑑感覺較困難，尤其是評鑑過程中

的一些指令。惟對於傳統或科技評鑑法沒有特別偏好哪一種。 

    要讓傳統與科技評鑑中心法的活動達到並行，其實並不容易，如團體互動與

動態演練根本無法平行比較，此為本項研究之限制。 

（五）研究中發現的趨勢，有以下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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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交技巧在面對面時得分較高，分析技巧在線上操作時分數較高。 

2. 兩種評鑑形式交集少。 

3. 個人特質與傳統評鑑中心法較密切。 

    當科技評鑑中心法愈加普及，需要更有說服力的案例，才能證明面對面評鑑

的重要性。 

六、全面自動化：ATF 個案研究 

講者：羅賓．馬克白 (Robin McBeth)，菸酒槍砲管制局執行監管人員中心主任；

蘇珊．莎庫密絲(Suzanne Tsacoumis) 博士，美國人資研究組織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 副主席 

    本簡報案例為美國菸酒槍砲管制局(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and 

Explosives) 運用科技辦理評鑑中心法情形，說明如下： 

    該局在 2008 年以前透過評鑑中心法陞遷第一線主管人數分別為：2002 年 170

人、2003 年 100 人、2006 年 275 人、2008 年超過 400 人以上，運用之評鑑中心

法工具包含：公事籃演練、角色扮演演練、分析演練及口頭簡報或結構化面談等。

惟該局面臨以下難題： 

1. 每年 AC 花費 1 百萬美元 

2. 潛在候選者人數眾多 

3. 預算年年刪減 

4. 需要評估該局特殊之領導職能 

    為了解決上開問題，該局開發 Electronic Promotion Assessment System(簡稱

EPAS)，包含情境判斷測驗、虛擬角色扮演、公事籃演練，其所測職能涵蓋「判

斷與問題解決」、「領導他人」、「計畫與組織」、「人際關係」、「調查通識」、「基本

法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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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局自行開發的公事籃演練係採電子化作業，由資訊系統自動產出各種公文，

由受測者依出現之公文逐件進行處理，其範例如圖 2。 

 

 

圖 2：ATF 局電子化公事籃演練範例 

    該局創新開發虛擬角色扮演演練 (Virtual Role Play)（如圖 3） ，以新任主管



28 
 

為主角，設計不同長官及部屬或同儕之角色，從該新任主管報到，先至其長官辦

公室接受交辦事項指令後，為解決問題須向不同部屬探知各項訊息，以供進一步

提出解決方案。 

 

 

圖 3：角色扮演虛擬化示意圖 

    從圖 4 可知，在虛擬情境中必須思考在真實辦公室當中將會遭遇到何種問題，

依情境設計不同之角色，依系統化逐步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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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建立虛擬化角色扮演之建構圖 

    另外，該局也開發情境判斷測驗，係依據工作活動相關情境進行模擬設計，

選項部分符合工作實際情況分列，題目符合工作目標職位的重要職能。 

    該局在 2012 年運用 EPAS 測驗了 623 位受試者，其中 510 位通過，通過率為

81.9%，113 位未通過，未通過率為 18.1%。在 2014 年的情況為：測驗了 458 位受

試者，其中 364 位通過，通過率為 79.5%%，94 位未通過，未通過率為 20.5%。 

    主講者將其發展、驗證、實踐自動化模擬演練的做法逐一說明，並提到遭遇

到的挑戰，以及在實施科技化評鑑所學到的啟示。同時讓與會者可以了解到傳統

評鑑中心演練如何發展與實施，自動化評鑑與之如何背道而馳，以及兩種做法之

間的優缺點。該局研發之 EPAS 及相關作法經發表後，獲得 SIOP 與 SHRM 的 2013

年 HRM 影響力大獎的肯定。 

七、科技強化評鑑中心的陰陽面：評審員觀點 

主持人：珊卓．哈托格 (Sandra Hartog) 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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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史黛芬妮．巴特勒 (Stephanie Butler) 博士，評鑑系統；琳恩．柯林絲 ( Lynn 

Collins) 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潔西卡．歐戴許 (Jessica 

Osedach) 博士，美國銀行；珊卓．薛布熙(Sandra Schlebusch)，南非 LEMASA；

珍妮絲．沃德 (Janis Ward) 博士，沃德顧問公司 

（一）Q1 評鑑中心流程中，評審員使用的科技為何? 

Lynn: 評審員的行事曆功能、提供評審員線上評量量表、參與者線上論

壇，讓評審員知道受評審員的感想。 

Stephanie: 線上評鑑表，評審員之前相互分享評鑑時的觀察內容；線上評

鑑整合機制，供評審員互相交流評鑑經驗；自動與半自動回報機制，提

升評審員評鑑的效率。 

Jessica: 評審員與受評鑑者皆透過線上作業，包括評鑑的排程、評量、整

合等作業。當受評鑑者進行測驗時，評鑑者可能是離線狀態，不需要兩

方同時參與評鑑，可於受評鑑者繳交測驗結果後，評審員再行評量。 

（二）Q2 科技對評審員的評鑑流程有何優缺點? 

Stephanie: 我認為優點在於評鑑地點不受限制，評審員評鑑過程可以有緩

衝的時間；至於缺點為被評鑑者受試的環境可能會有外在事物的干擾，

例如家中寵物突然出現在背後；技術限制，如網路連線速度慢，可能會

影響評鑑的品質；部分資深的評審員偏好面對面的評鑑過程。 

Sandra: 我想缺點是網路連線速度，甚至電力供應如果中斷，都可能影響

遠端評鑑的品質，有些參與者甚至現場會準備發電機，確保評鑑過程中

不受影響。語言的隔閡、腔調、用字遣詞、文化差異都會對評鑑結果有

所影響。 

（三）Q3 評鑑中心開始使用科技後，對於評審員的評鑑技巧有何影響? 評

審員是否需要學習其他或更深入的評鑑技巧? 

Janice: 在遠端、虛擬的環境下產出報告；現代的評審員必須培養快速應

變的能力，因應這瞬息萬變的科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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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我建議是時間管理、獨立作業及自我學習成長等能力 

（四）Q4 科技與傳統評鑑中心法之間，評鑑的品質有沒有不同? 

Janice: 面對面的評鑑與科技輔助遠端評鑑，就評鑑品質上沒有任何差別，

關鍵在於評鑑內容、材料的傳達，不論傳統或科技評鑑，評鑑過程中的

模擬測驗或教材能夠達到其效果，那麼就評鑑的結果與品質上來說，採

取傳統或科技作法沒有太大的差別。 

Lynn: 受評鑑者資訊的擷取、過濾是評審員必須處理的工作，因為科技

的使用，評審員面對的訊息變得更大量，所以評審員要能針對接收到的

資訊進行優先排序。有時科技應用會讓某些參與者分心，這也是使用科

技化評鑑必須克服的問題。 

（五）Q5 受評鑑者或利害關係人對傳統、科技評鑑兩者的反應、看法?  

Jessica: 反映有好有壞，受評鑑者大多的迴響比較正面，傾向認同科技化

的評鑑方式，但就利害關係人的立場，他們對評審員在科技評鑑過程中

是否能維持與傳統評鑑同樣的效度，這點是他們會比較質疑的部分，要

消除他們的疑慮，評鑑中心也舉辦相關評審員的訓練，填補評審員的科

技落差。 

Stephanie: 我們舉辦多樣化評審員的教育訓練，但不是透過遠端教學，因

為多數評審員還是傾向面對面的授課方式，這和他們遠端進行評鑑可以

達到一種平衡的作用。而面對人事主管，重要的是如何清楚傳達評鑑中

心法，讓他們可以信任我們推薦的人選。 

Janice: 面對科技輔助的評鑑中心流程中，我嘗試用一種輕鬆的態度，帶

領受評鑑者完成相關的評鑑，他們都很能接受這樣的方式，也不會抗拒

使用科技相關的工具。 

八、主題：不同背景環境下，評鑑中心的表現之間的相關性 

講者：金晶 (Jing Jin 音譯) 博士，人才診斷集團顧問；道格．雷諾茲 (Doug Reyn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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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美國宏智國際顧問公司(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本研究蒐集到的資料源自 18,000 多名線上領導人的數據，他們代表許許多多

全球各地不同文化的集團。以下分別說明： 

（一）文獻探討：針對主管層級表現 (executive performance) 和人格特質之間的

相關性進行探究。 

（二）文獻研究方法：1.單一人格特質的研究(single trait study) 

    自戀型人格和主管表現有相關性 (如年報中 CEO 大頭照的大小與自戀型人

格之間的關係)。2.Big-5meta-analysis ：外向、開放個性與領導型表現有關，而野

心、學習傾向、適應調整能力等方面都與主管表現有強烈的關聯。 

（三）研究內容 

1. 主管表現研究：外向、開放人格和主管表現與策略思維能力有關，其樣本與

方法:  

(1)從各產業、地區所收集到的主管表現評鑑結果，測量標準一致。 

(2)評鑑方式會以行為去評鑑執行能力以及性向測驗。 

(3)運用機器學習技巧來探索資料內容。 

2.研究資料庫的運用方式：從 22,212 名主管資料中，分析出策略領導人和傑出

經理兩類，運用機器學習技巧(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來探索資料庫： 

變數重要程度的評比，運用以下三種統計方式: 傳統迴歸法 (traditional 

regression)、相對重要法 (relative importance)、隨機森林法 (random forests)，

為了截長補短，讓統計上沒有漏洞，因此採用以上 3 種統計方式。這裡的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 採用的就是隨機森林法，所謂隨機森林法，就是利

用分類與迴歸樹來做演算，採用大量的數據分類樹，並用不同變數去分析這

些樹組成整體的情況。 

（四）研究一：如何預測主管有無策略能力潛質? 

以「具備策略能力 vs. 欠缺策略能力」來看，預測基準：以 18 種人格特質 

（7 種正面人格特質；11 種負面人格特質）為主。其條件為具備策略能力評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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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含企業遠見、提出策略方向及具備企業家精神。如: 從 9,566 名具備策略

能力能力的主管中，分出戰略能力強（1391 人）、戰略能力弱（n=2219）兩組人，

再依據人格特質進行分類。 

統計結果顯示 

學習動機（learning orientation）、野心（ambition）、避險（risk averse） 為三

大具備策略能力之主管的主要人格特質，因此，利用上述三個預測因子，放

入分類樹中，可以正確分析出 

1. 若 ambition 的分數>=31 且 learning orientation 分數>=83.5，此主管具備策略

能力。 

2. 即使learning orientation 分數<83.5，但risk averse分數<=22（願意承擔風險），

此主管也算是具有策略能力潛質。 

由此可歸納出，要看一人有無策略能力，先看他是否有 ambition。ambition

的分數高，再由其他特質決定他是否有培養策略能力的潛質。 

（五）研究：主管的人際溝通能力 

預測基準: 18 種人格特質 (7 種正面人格特質；11 種負面人格特質)，而人際

溝通能力的條件包含培養人脈、具說服力、具影響力。 

統計結果顯示 

雄心（ambition）、享受眾人注目（attention seeking）、好爭辯（argumentative）

為三大預測因子： 

1. 若 ambition、attention seeking 得分高，人際溝通能力高。 

2. 若 ambition 得分高，attention seeking 得分低，但 argumentative 得分低（不

愛爭辯），則人際溝通能力也高。 

（六）研究結論 

1. 人格特質變數和主管的表現有直接的關係 

(1)具策略能力的主管: 有野心、有學習動機、不怕風險。 

(2)社交能力好的主管: 有野心、享受眾人目光、不好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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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數過於複雜或許會模糊分析的焦點。 

3. 機器學習與大數據的分析工具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些複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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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個人於 10 月 26 日參加研討會後回到國內，隨即於 10 月 31 日於國家文官學

院舉辦之「人才領航先驅---評鑑中心法成果發表會」中之「公部門」場次以「科

技領航，國際接軌」為題進行 20 分鐘之發表，除分享國外學習心得外，也提出

文官學院在未來兩年內將打造首座「評鑑中心法專用場地」，並擬朝向創新與科

技化之願景邁進。謹將本次研習心得，分述如下： 

（一）科技應用成為主流趨勢 

    從今年大會主題「快速變遷：從古典走向科技輔助的評鑑中心法」及

Dr. Byham 的演講主題「在無遠弗屆的世界打造評鑑中心法」，均可知資訊科

技之應用正如火如荼在世界各地漫延，其影響力甚鉅。從評審員座談會中，

四位與談人均提到如何有效應用科技在每一個評鑑中心法環節中，如何駕馭

科技，而不被科技所役。同時，「評鑑中心法作業準則與倫理考量2014年版」，

呈現在科技應用下應謹慎而嚴肅考量資訊科技對個人隱私權可能造成之危

害，故而應確實遵守各國訂定之隱私保護規定，尤其不應濫用評鑑之名誤用

評鑑結果，而侵害個人隱私權；此外，該準則也提及導入科技技術後，評鑑

計畫不得違背評鑑中心法的核心要素，若受評鑑者在評鑑活動中不再展現直

觀的行為，或是評審員不再觀察直觀的行為時，此時之評鑑計畫即不再屬於

評鑑中心法範疇，此點呼應該準則所謂「非評鑑中心法之活動」內涵，也就

是，若題目選項封閉之情境判斷測驗，係僅憑該測驗而未能再輔以其他可直

觀受評鑑者行為之工具，即非屬評鑑中心法。個人認為在此快速變遷的現代

社會，不論在公部門或企業界由於真實工作環境日趨廣泛應用各種電子化、

資訊化之設備，例如採用電子化公文系統處理公文、透過電子郵件溝通業務

或使用社群網站（如 Facebook）交換資訊等方式，若評鑑中心法採用之評測

工具仍以傳統紙本進行，似與該工具所強調與真實世界相仿之模擬情境未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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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具情境加入資訊應用之技術，此亦為時勢所趨，爰如何運用科技開發適

合我國公務人員之線上系統評鑑中心法工具，是未來無法避免之挑戰。 

（二）科技應用對評審員造成之衝擊 

    因應評鑑工具採用線上評測方式，評審員相對的也要接受並能習慣科技

技術之作業方式。美國國土廣大，傳統評鑑中心法採受評鑑者與評審員面對

面的評測方式，對於公私部門來說為執行該評鑑，須付出受評鑑者往返之機

票及食宿等費用，其負擔十分沉重，現在的趨勢是讓受評鑑者透過電腦網路

連線至指定評鑑網站，直接在線上進行各種評鑑活動，而評審員經由視訊方

面可觀察受評鑑者與角色扮演人員之互動，亦可直接審閱其公事籃演練之內

容（以上可採離線作業不用同步），如須與受評鑑者面談亦可在線上以視訊

方式進行，評分過程及與其評審員綜合討論亦在線上完成，整體作法超越時

空限制，並能節省可觀之經費，爰公私部門接受度很高。然而，以上做法已

與過去面對面直接觀察行為方式截然不同，許多評審員若停留在過去傳統作

法而未能與時俱進，恐有無法適應之憾。在本次研討會中特別針對此議題邀

請 5 位資深專業評審員現身說法，提到評審員訓練之重要，並且須加強評審

員獨立作業及自我學習能力。面對此種變革，我們在規劃未來資訊科技化之

評鑑作業時，應併同考量，在國外實施經驗基礎上開展，才能規劃符合需要

及人性化之方法。 

（三）科技應用對角色扮演人員之影響 

    傳統評鑑中心法會訓練一批人員作為評鑑中心法中模擬受評鑑者同儕、

部屬或長官，以進行互動式演練活動，評審員再從旁觀察記錄行為。惟此種

方式可能須考量：角色扮演人員表演強度不同，是否會造成受評鑑者有不同

之行為，致無法達到情境標準化之要求？或角色扮演人員人數限制（常僅 1

人），致模擬情境單調與工作未符？等，是以，本次研討會美國 ATF 局所研

發的 EPAS 系統，設計出虛擬化之十餘位長官部屬之角色，讓受評鑑者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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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以達到評測標準化之目的，不失為可考量之解決方法，惟仍須搭配其

他可直觀行為之評測工具，始為妥適。 

二、 建議 

（一）學院目前因囿於時間及經費，僅採用個案分析、團體討論與簡報製作

及接受詢答 3 種評測工具，且串成一項活動在 2 小時內完成，對於觀

察所欲評定之各班 3 項職能，似有不足之處，未來發展建議如下： 

1. 評測工具應配合職能數量作適切之規劃：在若以 1 項職能須由至少 2

種評測工具觀察較為公平客觀之標準檢視，建議未來應朝向開發更多

元工具及題本，另配合學院建置評鑑中心專用教室之啟用，題本情境

可規劃為模擬目標職位 1 天之工作內容，將更能充分而完整評測受測

者之職能。 

2. 落實評審員之訓練：今年對於評審員之訓練係採觀看由行政人員模擬

評測過程之影片，進行評審員相關表單之填寫及題本內容之檢視，主

要考量經費及題本與往年變動不大，且評審員均為擔任多年經驗豐者

繼續擔任，未來如題及工具有所變動，建議評審員亦應逐實際參與演

練，如此對於題本及活動本身較能掌握，另對評測表單及職能關鍵行

為，才能有深入之瞭解。 

3. 評測模擬情境應配合時代演進增修：為使受測者能融入模擬情境中，

題本具有說服力，讓受測者展現欲觀察之行為，模擬情境應適時修正，

必要時應至政府機關目標職位人員進行直接實際觀察及訪談，藉以蒐

集真實個案情境，再據以研發題本。 

4. 評測工具採線上資訊化作業：為因應科技應用之浪潮，且更能符合工

作情境之要求，對於適合採電腦化作業工評測工具，如公事籃演練、

個案分析演練、事實發現演練等，應研究採用電腦化評測進行，以提

升評鑑之信效度。 

5. 評審員評分作業資訊化：因評審員報告表件繁多，一方面造成作業時

間拖長，另方面評審員易疲勞，而有觀察欠缺等生理因素干擾，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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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開發評審員線上評分系統，有助於觀察便利、省時、省力，後續

報表透過系統自動產出，能有效縮短評鑑時間。 

6. 評鑑結果加強回饋，並與回流學習適度結合：評鑑中心法通用準則特

別強調回饋當事人評鑑結果之重要性，日後有必要加強辦理；此外，

建議評鑑結果若顯示有部分職能待加強，除給予個人發展之意見外，

後續回流學習活動可規劃類似工作指導、職務歷練或訓練課程等之協

助，俾提升並補強其能力。 

（二）為提升公部門辦理評鑑中心法之成效，建議建立政府機關適用之評鑑

中心法參考手冊或指南，以供各機關參考運用： 

依 2014 年大會通過之「評鑑中心法通用準則及倫理考量第 6 版」提

出評鑑中心法所有計畫皆須納入包括「運用系統化分析來決定工作相

關的行為構成」、「行為分類」、「多種評鑑中心組成」、「行為構成與評

鑑中心組成之間的連結」、「模擬演練」、「行為的記錄與評分」、「評審

員」、「評審員訓練」、「資料整合」、「標準化」等十項要素之內容，作

為各公私部門操作評鑑中心法之依據，同時也會作為衡量是否為該準

則認可符合評鑑中心法作業之評測。此外，現今世界各國，包含德國、

英國、印尼、南非等國，均紛紛建立該國通用之準則，爰各國建立自

己的準則已成為世界趨勢潮流，爰我國亦可朝向建立國內共同認可之

評鑑中心法指南或參考手冊。建立準則之功用，一方面可推廣何謂真

正的評鑑中心法，另方面可讓正在推行評鑑中心法之機關對照檢視目

前所做的評鑑中心法是否符合世界的規範，如有未盡之處，亦可參酌

自我精進。尤以政府部門實施評鑑中心法始於近 5 年，公務人員普遍

不甚瞭解所謂評鑑中心法為何，如有一準則或指南，提供有意實施之

機關據以執行，減少摸索或試誤時間，加速該工具之普及化。國家文

官學院係政府訓練機關構（構）唯一設置評鑑發展中心之單位，並已

開始建置評鑑中心法專用場地，於建置硬體設施同時，有必要逐步發

展國內政府機關通用準則或參考指南，並於軟硬體設備均建立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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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行銷至其他公部門，作為策略性公務人力資源發展之基石，加速

提升我國公務人力之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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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議簡報摘要 

 

10/23 (四) 一般會議                                                     

 

一般會議｜8:20 a.m.-8:50 a.m. 

在無遠弗屆的世界打造評鑑中心 

 威廉．拜漢 (William Byham) 博士，美國宏智國際顧問公司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主席兼執行長 

拜漢博士將為本屆國際評鑑中心大會致開幕詞，內容觸及評鑑中心這五十年來的

發展趨勢與創新方向，說明目前進行中的創新領域，相關主題也會在本屆大會的

議程中談論到。特別的是，拜漢博士將著重說明新科技如何影響評鑑中心的信度

與效度，以及新科技相關的隱私與法律議題。 

 

一般會議/座談｜8:50 a.m.-9:50 a.m. 

科技在評鑑中不斷演進的角色: 領先評審員座談會 

 主持人: 狄波拉．盧普 (Deborah E. Rupp) 博士，美國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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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談人: 琳恩．柯林絲 ( Lynn Collins) 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

丹恩．普卡 (Dan J. Putka) 博士，美國人資研究組織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道格．雷諾茲 (Doug Reynolds) 博士，美國宏智國

際顧問公司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約翰．史考特 (John 

Scott) 博士，美國 APTMetrics 人才管理顧問公司 

本講座探討科技與評鑑相關議題，包括網路與電腦能力、利用創新的研究、法律

與專業標準，這些議題在現今的電腦世界裡對評鑑中心法有何啟示? 

 

一般會議｜3:30 p.m.-4:00 p.m. 

評鑑中心作業準則與倫理考量 2014 版 

 評鑑中心準則國際任務小組 

2014 年，評鑑中心準則國際任務小組將完成 2014 年版的評鑑中心作業準則與倫

理考量 終草擬內容，內容包含新型評鑑中心的科技。會議中，任務小組將說明

修改版內容，開放與會者的意見，向國際評鑑中心大會尋求支持。一旦獲得認可，

終版將取代 2009 年的版本。 

 

一般會議｜4:00 p.m.-5:00 p.m. 

西門子的科技導入試驗 - 全球 大企業內部評鑑中心法的使用者經驗 



42 
 

 拉茲洛．瑞許 (Laszlo Reisch)，西門子員工發展部資深顧問 

二十多年來，企業內部的中高階管理人評鑑對西門子的人才管理流程，一直扮演

關鍵角色，本場會議，拉茲洛顧問將分享西門子經驗，讓大家認識一種新式「自

動化」評鑑中心方法，深入西門子所有據點，探討歐盟隱私法、技術議題，以及

如何取得內部專家與西門子「員工議會」認同的過程。 

 

10/23 (四) 論文發表                                                     

 

科技議程                                                                

10:30 a.m.-11:30 a.m.｜Edison E 

傳統與科技化評鑑中心: 擷取相同構成，產生同樣結果? 

 艾莉莎．吉本斯 (Alyssa Gibbons)，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今日科技化評鑑中心法不僅將傳統評鑑中心法轉換成新的媒介，把傳統紙筆性向

測驗轉型成為線上模式。科技化評鑑中心還代表不同的刺激物，評鑑的行為組合

較傳統評鑑中心不同。因此對於評鑑中心的作法，衍生出一個重要的問題: 究竟

科技化評鑑中心與傳統評鑑中心測量的是同樣事物嗎? 使用科技會改變評分的

品質嗎? (變好還是變壞) 雖然科技化評鑑中心研究方興未艾，與傳統評鑑中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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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作比較的研究並不太多。 

本講座將探討傳統面對面評鑑中心測驗參與者與線上評中心做法的比較。這兩組

演練在設計上盡量趨於平行發展，但反映出傳統與科技做法中不同的能力指標。

兩者都評鑑同樣的能力指標，評審員的來源相同，因此兩種情況下的能力指標定

義、評審員和參與者都可以維持一致的水準。我們將討論評分差異與參與者反應

上的量化結果與質性觀察，分享進行傳統與科技評鑑中心在實踐上有何挑戰與研

究啟發。 

 

2:15 p.m.-3:15 p.m.｜Edison Ballroom 

上月球，抵達嶄新境界: 科技化評鑑中心 

 琳恩．柯林絲 ( Lynn Collins)，EVP 暨首席科學家；珊卓．哈托格 (Sandra 

Hartog) 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總裁兼執行長 

如同美國送太空人上月球的情況，Fenestra 評鑑公司 2001 年經歷一場完美的風

暴，發展出科技化評鑑中心，任務雖不像上月球般偉大，但大力推動了評鑑流程

的推展與演進。我們接受其中一位客戶嚴厲的挑戰，採納他們在傳統評鑑中心的

所有元素，創造出來的評鑑流程得以迎合千名參與者與百名參與者之間的比較，

不需舟車勞頓即可參與評鑑流程，成本雖較傳統評鑑低廉，卻能有效區分人才的

優劣，符合客戶挖掘優質人才的目標。 



44 
 

首度應用以來，我們開發出三種科技平台，運用於 70 個獨特的中心，評鑑超過

15,000 名參與者。本演講將著重於科技發展與應用在大範圍評鑑優缺點，對評鑑

中心設計、實踐、評估和結果不同階段的影響。同時也會提出我們對評鑑中心新

境界的看法。 

 

研究議程                                                                

10:30 a.m.-11:30 a.m.｜Edison Ballroom 

評鑑中心分數累計: 面向演練的觀點與啟示 

 丹恩．普卡 (Dan J. Putka) 博士，美國人資研究組織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 

有 兩 份 近 來 發 表 在 應 用 心 理 學 期 刊 的 研 究 ， 探 討 了 演 練 後 面 向 的 評 分

(post-exercise dimension ratings PEDRs)。Kuncel & Sackett (2014) 和 Putka & 

Hoffman (2013) 的研究說明一旦取 PEDRs 的平均數，另一方面在評鑑中心分數

所反映的面向相關程度就會有不同的結論，相對於演練相關的變數。當然這項議

題過去三十年一直爭論不休，討論的核心在於評鑑中心分數的構成效度 (Lance, 

2008)。本演講中，講者將針對這些研究進行清楚的比較，提出深入的觀點: (a) 各

研究結論之資料基礎 (b) 研究方法的限制 (c) 這些因素對評鑑中心分數功能等

結論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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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演講目標提供與會者這些研究共同的想法，特別著重於他們對面向演練辯論與

評鑑中心分數效度的啟示。 

 

10:30 a.m.-11:30 a.m.｜Edison F 

評鑑中心透明化: 低度條件相關效度，表現的絕佳機會? 

 皮耶．因果德 (Pia V. Ingold)，蘇黎世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評鑑中心法是種普及的遴選工具，候選人透過不同演練的面向範圍參與評鑑，研

究指出評鑑中心會隨著目標面向的透明度而改變，而且透明化的評鑑中心數量已

有所成長。此外針對這項設計特色的研究已經將概念化討論用來解釋透明化對條

件相關效度的效果、以及印象管理和申請人反應的效果。 

本研究是第一個實驗性檢視這些效果的研究，採用主管評等之工作績效資料作為

條件。研究結果和我們的假設相當，顯示評鑑中心的條件在不透明的面向下有效，

一旦將該面向揭露給參與者知道，那就不再是有效度的條件。至於印象管理，結

果證明我們的假設為真，亦即透明化有助協調自我成長與整體評鑑中心評比的關

係，此外亦能協調自我成長與工作績效的關係。資料無法證實以下假設: 候選人

在透明化情況下，表現的機會較高。結果在評鑑中心設計與管理上必須考慮到，

如果將評鑑中心面向向候選人公開，對評鑑中心的條件效度就會造成風險，而且

對候選人的反應沒有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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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p.m.-2:00 p.m.｜Edison E 

評鑑中心是有缺陷的領導力預測因子 

 布萊恩．霍夫曼 (Brian J. Hoffman) 副教授，美國喬治亞大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 

評鑑中心在測量領導人技能的領域仍十分受到歡迎，在領導人的選擇和培育上，

它的應用相當廣泛，但是令人驚訝的是，真正嘗試將評鑑中心的結果和利益行為

與人才管理計畫連結起來，相關研究為數有現，這是因為即使大家都能認同評鑑

中心的分數具有某種程度的可信度，足以預測工作表現，但大家都忽略了確切的

表現能力。 

本演講將焦點放在以評鑑中心法作為升遷或遴選方式的領袖類型，更確切來說，

許多研究強調評鑑中心法與數種行為能力連結在一起，包括組織公民行為、轉型

化領袖能力、人脈建立的領袖行為。從不同評鑑中心法找到的五種樣本中，評鑑

中心的分數並未和能力 (社會化、人脈傾向的領導力) 有相當緊密的關係。事實

上有時候評鑑中心的關係行為一旦減少，候選人表現反而比較好。這證明，光是

利用評鑑中心來預測領導人的效果是不足的。當代評鑑中心法的設計與應用背後

的啟示，不得輕忽。 

 

1:00 p.m.-2:00 p.m.｜Edison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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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下的評鑑中心表現: 行政績效累計測量之探查 

 金晶 (Jing Jin 音譯) 博士，人才診斷集團顧問；道格．雷諾茲 (Doug Reynolds) 

博士，美國宏智國際顧問公司(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對於策略執行者，人格剖析和行為模式有何共通之處? 這對精通營運管理的執行

者會有怎樣的改變? 這些是長久以來探討的問題，但科技化人員系統發展，資料

的多元與數量對評鑑中心等等發展都有舉足輕重的意義，除此之外，隨著大數據

的議題日漸受到重視，企業智能與先進數據技術日益普及，數據的研究有出現了

新的研究視野。 

大數據廣為使用的領域包含機器學習技巧，我們準備了一套整合性數據集，源自

多樣化執行者的評鑑過程，數十年來進行執行者網路評鑑所收集而來的數據，內

容包含自 2004 年起收集到的兩萬多名公司執行者的電子化數據，例如他們的行

為反應、人格特色和領導能力。這些總和的數據呈現出 34 國，30 多種產業之中

的執行者，他們所表現出的領導傾向。 

收集數據時，採用了各種方法，執行者行為的評比是透過專業評審員的行為觀察

法所收集到的，涵蓋了不只能力指標，更有特定的行為。此外所有執行者都是透

過多樣化因素人格測量來進行評鑑。一部份的執行者則是經過 360 度多人評鑑的

流程。這種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探究人格剖析，並且將他們的能力與行為評比與人

格模式和其他人的評鑑做關聯化。我們將傳統線性迴歸法和企業智能法等多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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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技巧套用在研究分析上，並進行比較。會中也會探討在理解評鑑數據趨勢與模

式時，大數據的地位價值。 

 

2:15 p.m.-3:15 p.m.｜Edison E 

日本評鑑中心的預測能力 

 廣瀨慎一 (Shinichi Hirose)，日本國際大學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Japan) 

國際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評鑑中心在日本已有 40 多年的歷史，然而一直要等到筆者在 2012 年進行全面的

評鑑中心法效度研究後，才能呈現出評鑑中心法在日本的真實情況。 

廣瀨教授收集的縱向樣本來自五間日本企業，七千多名受評鑑者的資料，內容包

括評鑑中心分數、表現檢閱、進階紀錄。會中將說明日本評鑑中心的預測能力，

並討論他國後設分析研究的比較結果。廣瀨教授也會回答以下問題: 日本的評鑑

中心法比較好，還是差呢? 或者就預測力上，日本的評鑑不輸其他國家? 

那些面向才是進步的關鍵因子? 廣瀨教授也會展示多樣證據回答這個問題。 後

他會分享構成效度相關的研究成果。 

 

2:15 p.m.-3:15 p.m.｜Edison F 

評鑑中心機械化數據結合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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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娃．伯格沃 (Eva Bergvall)，瑞典哥特堡管理人才延攬顧問機構 

評鑑中心的遴選機制，就設計上是用來測量多種面向 (例如問題解決和人際關係

技能)，並預測未來工作的表現。雖然評鑑中心的面向相較於心理量表的測驗如

認知能力與人格，就效度上有著較好的表現，在決策過程部分通常要根據評審員

之間的討論，這在研究文獻中稱作臨床結合的資料。 

就預測的目的來說，即便機械化的資料整合 (如數據結合的資料) 確實較臨床上

結合各種條件 (包括工作表現) 來的優越，然而臨床結合的資料在實務上仍是種

預先決定的做法。依據決策相關研究，本研究說明該如何實施證據為本的評鑑中

心法 (EAC)，採用機械式評鑑中心評分，來預測管理的表現。見證機械式作法

的優點之後，針對弱點進行討論，基於: 在方程式中要獲得穩定的權重就需要大

量樣本；複製驗證研究的必要性；選擇組成評鑑中心不同目標的觀察分數。 

 

實務議程                                                                

10:30 a.m.-11:30 a.m.｜Edison G 

以整體評鑑為基礎來達成高潛力驗證與發展:艾迪克 (Biogen Idec) 生物科技公

司經驗 

 理查．達帕 (Richard Dapra) 博士，BTS 評鑑實務部門主任 

本簡報深入探討用來達成艾迪克 (Biogen Idec) 生物科技公司目標的創新評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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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評鑑內容用來驗證並培養高度潛力的學員，有助企業決策的實施。本解決方

案中，艾迪克生物科技和美國 BTS 與 Fenestra 合作。結合兩種互補的評鑑中心

法，我們產出均衡、全方位的評鑑資料，根據參與者的企業與人為領導能力。 

第一個部分是為期兩天的特定產業高階企業模擬演練，評鑑內容需要複雜的分析

能力和經過三輪的企業決策流程。參與團隊在成功量表與每一輪模擬市場決策產

生的效果之後取得評審員的回饋意見。每一輪模擬了約三年的實務事件，此外參

與者還會收到雙人評鑑團隊提出的行為回饋意見。本計畫還包含同儕回饋與自我

評鑑。 

評鑑流程第二部分包含虛擬評鑑中心法，包含籃中測驗、配對角色扮演、籃中簡

報、工作面試和 360 度調查。參與者加入為期兩周的活動，須完成領導力實踐活

動、取得回饋意見、親獲指導，並於一周內由專業評審員/教練協助發展規劃，

完成虛擬評鑑。組織會收到全方位的評鑑結果摘要。 

簡報中將探討評鑑法內涵，彼此間無縫接軌、達到組織目標的程度。 

 

1:00 p.m.-2:00 p.m.｜Edison G 

加拿大軍事評鑑中心發展: 特派雇員 

 凱倫．藍金 (Karen J. Rankin)，加拿大軍事單位 研究人事部門主任 

加拿大軍事部隊於收集正確、即時的人力情報時，採用各種的角色，二種特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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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務角色經歷許多的變化，因此工作上的需求與遴選的條件也必須重新審視。工

作分析上，應辨別新的核心能力，再來要針對上述兩種角色發展出新型、雙階段、

反覆的遴選系統。第一階段是由第三方評鑑所有候選人，第二階段則選出得分

高的候選人參加評鑑中心測驗。 

評鑑中心的發展目的就是要正確評鑑新的核心能力，方法是利用與這兩種角色緊

密結合的遴選工具，提供真實的工作預覽，在招募人員時，這被視為一種嚴肅的

議題。此外會重新設計為期一、二天的評鑑中心，去除所有非遴選相關的課程，

增加評鑑數量，對受評鑑者提高時間壓力與場域壓力，來反映真實的工作環境。

因此將原本為期五天的評鑑中心濃縮成為二天。本簡報將提供重新設計評鑑中心

法的方法，此類評鑑中心的目的在於提高預測力，並提供受試者真實的工作角色

情境。 

 

2:15 p.m.-3:15 p.m.｜Edison G 

全面自動化: ATF 個案研究 

 羅賓．馬克白 (Robin McBeth)，菸酒槍砲管制局執行監管人員中心主任；蘇

珊．莎庫密絲 (Suzanne Tsacoumis) 博士，美國人資研究組織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 副主席 

本簡報將說明我們多年來的心血，如何協助美國聯邦政府機構轉型為全國性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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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中心計畫。演講中將說明原始評鑑中心的歷史背景與範圍，以及造成轉型為

豐富媒介、互動式模擬演練的經濟因素。 

觀眾在會中會聽到我們發展、驗證、實踐自動化模擬演練的做法，同時我們也會

強調遭遇到的挑戰，以及在實施科技化評鑑所學到的啟示。因此與會者可以了解

到傳統評鑑中心演練如何發展與實施，自動化評鑑與之如何背道而馳，以及兩種

做法之間的優缺點。此外我們也會分享參與評鑑的受試者他們的感想，以及使用

這類豐富媒介、線上模擬演練對於傳統評鑑中心的啟示。本次發表 近也獲得

SIOP 與 SHRM 的 2013 年 HRM 影響力大獎的肯定。 

 

10/24 (五) 一般會議                                                     

 

一般會議｜8:30 a.m.-9:30 a.m. 

利用人才管理分析將新評鑑中心科技的數據使用轉換到可實行的遠見: 赫茲 

(Hertz) 租車公司經驗 

 史黛拉．瑪西 (Stella Malsy) 博士，赫茲 (Hertz) 租車公司全球評鑑服務主

任 

人才管理分析造就現今評鑑科技無數創新發展，有助於赫茲 (Hertz) 租車的大範

圍科技評鑑 (以及後續發展) 研究計畫，計畫內容涵蓋領導行為、客戶分數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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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力。本簡報中，主講人將說明赫茲租車實施人才管理分析的策略，研究計畫著

重於探討第一階領導能力評鑑的影響，以及分析規劃對中和研究風險所扮演的角

色。 

 

一般會議/座談｜10:55 a.m.-11:55 a.m. 

科技強化評鑑中心的陰陽面: 評審員觀點 

 主持人:珊卓．哈托格 (Sandra Hartog) 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 

 與談人: 史黛芬妮．巴特勒 (Stephanie Butler) 博士，評鑑系統；琳恩．柯

林絲 ( Lynn Collins) 博士，美國 Fenestra 評鑑暨發展公司；潔西卡．歐戴許 

(Jessica Osedach) 博士，美國銀行；珊卓．薛布熙(Sandra Schlebusch)，南非

LEMASA；珍妮絲．沃德 (Janis Ward) 博士，沃德顧問公司 

評鑑領域的實務專家將討論評鑑中心法科技應用，如何改變他們身為評審員的經

驗。起初電腦僅用來收集、分析評審員的評分，科技進步讓評鑑中心可以藉由電

腦分享行事曆、交流演練簡報、捕捉行為、撰寫報告。今日的評鑑中心也能進行

同步的評鑑、在多個時區、不同地點，立即收集數據、即時分析等等新的評鑑模

式。儘管評鑑中心法有種種變化，科技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其對評審員的影響

尚未深入探究。 

本座談會將探究評審員對科技影響的觀點。與會來賓有評鑑實務專家、內外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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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組織，提供國際化和國家層級的傳統與科技化評鑑中心的經驗分享。如何在科

技環境中重新定位評鑑中心? 科技輔助的傳統評鑑技巧對評審員的角色有何預

期/非預期的衝擊?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本講座中找到答案。

 

10/24 (五) 論文發表                                                     

 

科技議程                                                                

1:15 p.m.-2:15 p.m.｜Edison E 

虛擬評鑑中心法在跨文化評鑑中心之中的表現 

 金晶 (Jing Jin 音譯) 博士，人才診斷集團顧問 ；艾倫．史都華 (Aaron Stehura) 

博士，美國宏智國際顧問公司 (Development Dimensions International) 

目前的研究調查的是在全球使用虛擬評鑑數據的不同團體中，他們之間領導行為

的差異。本研究中採用的虛擬評鑑具有高信度、科技化模擬的特性，可針對領導

人表現，觀察超過 225 種行為。採用虛擬評鑑中心法或許有助於減少對跨文化應

用下所產生的問題，例如不同文化中評審員的角色與判斷。 

本研究收集到的資料源自 18,000 多名線上領導人的數據，他們代表許許多多全

球各地不同文化的集團。研究初探的結果發現，許多行為在跨文化情境下仍有類

似的發生頻率，例如判斷問題、產生替代方案、採用改變的條件選擇有效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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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結果也顯示有些行為在某些文化的受評鑑者集團，發生的頻率較低。例如低

參與度的文化中，賦予權力的行為較少，較為自我或團體保護的文化中，比較不

會直接去解決表現問題。 

 

2:25 p.m.-3:25 p.m.｜Edison E 

角色扮演演練需要人的介入嗎? 

 蘇珊．莎庫密絲(Suzanne Tsacoumis)，美國人資研究組織 (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 副主席 

鑑於電腦化評鑑的普及，如何將傳統角色扮演轉型為線上模擬模式 - 無人互動

或人為評分，勢在必行。關鍵在於如何將現場角色扮演的互動模式，在電腦環境

下重現同樣的臨場感。 

本講座將分享該如何發展有效的角色扮演演練，融合受試者不同互動 (亦即反應) 

的深度情境。根據許多營運管理相關的角色扮演，主講人將提出幾點清楚的準則

依循: (1) 創造有效的記事板 (2) 解決測量上的問題，確保目標知識領域和能力

得以正確處理 (3) 收集必要的效度資訊 (4) 確保評鑑過程中，軟體可以處理受

評鑑者反應的分類、追蹤與分數。 

參與者會更清楚新的測驗模式，了解如何創造虛擬角色扮演以及測量等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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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程                                                                

9:45 a.m.-10:45 a.m.｜Edison E 

評鑑中心模擬演練之表現變化 

 派翠克．史密斯 (Patrick Smith) 博士，領導暨人才顧問公司 (Leadership and 

Talent Consultant) 

不論用何種傳遞方式，面對面或虛擬的方式，評鑑中心模擬演練的表現依舊會發

生變異，本研究展現評鑑中心評比在評鑑中心學者與實踐者之中發生的變異情形，

這同時侷限了我們進一步了解個人表現的機會，影響了參與者、組織單位、學者、

教練進步的可能性。 

我們回顧了 2,968 位評鑑中心參與者的結果，研究共同參與者針對目的樣本進行

表現變異的解釋。每一位共同研究人都有經驗表現的增加 (≧95%)或減少(≦5%)，

這是從模擬向量所指出的結果 (simvec 運算)，數據化的呈現顯示出模擬演練表

現的程度與方向，得以補充整體評鑑評比 (OAR)。 

本研究呼應 I-O 心理學研究的趨勢，希望用創意、人本的方向進一步了解評鑑中

心法在西方文化以外的表現變異。研究中採用的解釋性、順序化、混合研究的方

法設計，解決了 I-O 心理學為人詬病的問題，過度流於描述性。筆者進一步解釋

評鑑中心法的理論背景，以成人教育學的角度闡述評鑑中心法在表現變異下的經

驗事件，相關理論包括反應學習 (reflective learning)、全人研究 (whole-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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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差別工具 (discriminative facility)、反應主義 (interactionism) 和自我理

論 (self-theories)。 

 

9:45 a.m.-10:45 a.m.｜Edison F 

重新評估決策的面向: 拆解認知能力的角色 

 布萊特．古爵 (Brett Guidry) 博士候選人；狄波拉．盧普 (Deborah E. Rupp) 

博士，美國普度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教授 

近來兩項後設分析 (2009) 研究檢驗了一系列全球常用的典型評鑑中心面向，兩

份研究都指出「解決問題」不但是評鑑中心面向的核心，還是未來工作表現相關

性 高的面向，問題是，「解決問題」和認知能力也有著重要的相關性，這是其

他核心面向所沒有的 - 這表示「解決問題」這項面向延伸到不同的能力範圍，

這和其他認知相關的測量基準一樣，凸顯了「解決問題」可能會有負面的衝擊。 

本演講探討「解決問題」的另一種概念化思維，希望能將之和認知能力重疊的部

分抽離出來。我們著重於和「解決問題」/「決策流程」有關的特定(但觀察起來

並不容易)行為，而為了引起這類行為，可以重新設計典型的評鑑中心演練活動。

此外，也可以利用科技技術抓取這些行為，讓評鑑中心法具有更高的預測效度、

防止負面衝擊，而在發展層面，可以透過回饋意見，持續改進。 

 



58 
 

1:15 p.m.-2:15 p.m.｜Edison F 

使用人才庫會否因為社會期望而造成對評鑑中心的偏見? 

 雅辛．羅凱寧 (Yasin Rotcanin)，研究顧問公司；勒凡．賽凡尼希 (Levent 

Sevinc)，評鑑系統創辦人兼執行長 

根據評鑑準則規定，評鑑中心必須使用多樣評鑑技巧，例如測驗、面訪、人才庫、

模擬演練，對於員工行為的判斷必須透過工作特定的模擬演練結果進行判斷。然

而人才庫這種自行回報的資料庫，我們都清楚其中的內容可能因為參與者為了迎

合社會期望而將低資料的信度，問題是有無可能會因為社會期望造成的自主回報

偏見，進而影響評鑑中心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關注於檢視使用自我回報之人才庫

會否影響評鑑中心的結果? 我們分析了針對員工 (N=23) 所做的評鑑中心結果，

他們是土耳其一間零售公司的管理預選人才。結果顯示如果評鑑中心的結果不考

慮人才庫的結果，不會影響參與者自我成長的付出程度。相對的，一旦將自我回

報的整合到評鑑中心結果，評鑑中心的能力指標明顯受到社會期待因素的影響。 

 

2:25 p.m.-3:25 p.m.｜Edison F 

跨領域下的評鑑中心表現: 行政績效累計測量之探查 

 安娜．巴金斯卡 (Anna Baczynska) 博士，波蘭華沙 Kozminsky 大學教授 

本演講目的在於呈現 220 位波蘭管理人的實務智識與管理技能之比較。實務智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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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Tacit 管理人知識庫來測量，而管理技能則由評鑑中心法進行評鑑。 

 

實務議程                                                                

9:45 a.m.-10:45 a.m.｜Edison G 

打造 21 世紀全球領導人才管道: 大都會人壽個案 

 阿諾．漢薩 (Arnold Dhanesar)，大都會人壽全球人才管理部門資深副總裁；

阿米爾．摩謝德 (Amir Morshed)，推動國際 (Propel International) 共同創辦

人兼總經理 

本報告的目的在於探討大都會人壽之人才管理框架與哲學。會中，我們會詳述幫

助潛力人才成長的方式、發展出全球領導能力的過程。 

討論的主題涵蓋由大都會人壽-全球領袖發展計畫國際推動部門的評鑑、遴選、

培養做法的發展與實施，包括領袖能力的選擇、發展中心的架構與後續的指導工

作。為了提出相關流程的遠見，因此會探究完整的停建模型與循環過程，此外還

包括評鑑流程之理論基礎與工具的探討，針對未來的評鑑工具，歡迎各方意見，

共同改善世界級組織未來領袖的遴選過程 

 

1:15 p.m.-2:15 p.m.｜Edison G 

指導候選人在評鑑中心互相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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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薩琳．霍特 (Katherine Holt) 博士，Peakinsight 總裁；瑪莉．奎爾(Mary Kralj) 

博士，瑪莉奎爾合夥事業負責人 

本會議探討如何幫助候選人在評鑑中心演練中準備競爭。 

說明了評鑑公司如何幫候選人做好準備後，我們會進一步用整合的個案研究去說

明在評鑑前指導候選人對他們有何潛在的優勢。我們調查了一間評鑑公司的作法，

將之當作樣本，並採用我們在相關領域的經驗進行研究。接著提出一份個案研究

說明在評鑑前指導個人的潛在好處，讓參與者有機會抒發對遴選流程的擔憂以及

扮演新角色的焦慮。 

數種簡短的演示說明了指導前後的差異，我們會討論參與者對指導過程的感想，

以及如何在評鑑過程中善加利用指導服務。 後進行小組討論、分享結論，也會

總結從這項試驗得到的啟示。 

 

2:25 p.m.-3:25 p.m.｜Edison G 

遴選少校軍官之行為評鑑 

 溫蒂．張 (Wendy Teo)，新加坡國防部心理單位-國防心理學家 

新加坡武裝部隊針對各種職務、工作內容遴選適合的人才，這樣的流程非常重要，

目前評鑑受訓少校軍官的條件，取決於受遴選者的認知能力、體能、動機與領導

能力。少校軍官的遴選過程包含-在不同時間點進行的評鑑、獨立的來源和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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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評鑑類型儘管和遴選的目的有關，還是有必要檢閱、解釋受評鑑之能力與特

質，確保這些評鑑內容是新加坡武裝部隊所需。 

2009 年啟動情境測試的檢視，這能確保評鑑過程符合新加坡武裝部隊遴選領導

者之標準。經過檢視後，發現情境測試的模型與整體架構仍十分健全，有效預測

學員在軍官學校的表現，因此目前的研究著重於檢視評鑑對少校軍官的遴選如何

產生附加價值，特別著重於 (1) 行為、認知、生理、同儕、優級評鑑如何預測

低階司令帶領地面部隊的領導能力，(2) 行為評鑑，尤其是情境測驗，為何比其

他遴選評鑑有更好的效度。利用相關性與迴歸分析進行研究，並探討研究發現與

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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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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