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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學 年 度：八十八 學 期：二 校 院：輔仁大學管理學院 系 所：管理學研

究所 論文名稱 (中)：台灣中小企業動態發展與人力資源管理作為關係之

研究 論文名稱 (英)：The relationship of SME’s dyna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aiwan . 研 究 生：陳慧娟 指導教授：吳秉

恩 中文提要： 近年來台灣經濟大步朝向國際化及自由化邁進，創造許多



大型投資機會，因此吸許多大規模企業加入營運，而亦有不少中小企通

過市場的考驗，漸成為大型化。繼之而來的企業規模與日成長?業務範疇

的擴展或者是國際化的腳步的向前邁進，在在使得中小企業面臨管理上

的新挑戰。 本研究動機一,在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將如何就其企業本身現

有資源及能力作好人力資源管理以迎接面臨人力運用及管理上繼之而來

的挑戰？研究動機之二為建議中小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上擬定策略配套.

就上述二項研究動機，本研究嘗試達成以下之研究目的： (一) 台灣中小

企業不同動態發展下與中小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理念的轉變 (二) 台灣中小

企業不同動態發展下與中小企業募才的關係 (三) 台灣中小企業不同動態

發展下與中小企業人力任用的關係 (四) 台灣中小企業不同動態發展下與

中小企業人力訓練的關係 (五) 台灣中小企業不同動態發展下與中小企業

薪酬及福利的關係 (六) 台灣中小企業不同之動態發展與中小企業員工晉

升與發展之規劃 (七) 台灣中小企業本身特色對相關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之

影響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基本上以個案法（Case Method）作為搜集資料之

基礎，因此除了探討文獻及建立理論架構外，訪談之八家個案企業，深

入中小企業之主持人或人力資源主管者，訪談搜集定性及定量的資料，

並建立初期理論模式。抽樣設計方面產業對象：選取新興產業四家，傳

統產業四家。主要取經營重心、成本結構及價值分化方式可能有異，以

比對分析架構分析之。 本研究結果如下: 命題 1-1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

展程度，人力資源管理理念有異；即發展程度較淺時人力資源管理理念

重視成本的下降，在發展程度較深時人力資源管理理念重視人員價值之

開發 命題 1-2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建立來

源有異；即發展較淺時，企業之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建立傾向依公司需

要建立，發展程度較深時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模式的建立傾向向同業觀摩 

命題 1-3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編制形態有

異；即發展較淺時人力資源管理相關部門編制及隸屬地位為非正式及非

經常性，在發展較深時企業之人力資源管理相關部門編制及隸屬地位其

為較正式及經常性 命題 2-1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員工遴選標

準有異；即發展程度較淺時企業對員工遴選的標準傾向現用導向，在發

展程度較深時員工遴選的標準傾向現用條件及未來導向並重 命題 2-2 中

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企業募才吸引力有異；即發展程度較淺

時，企業才吸引力來源為提供學習及自主的環境，而發展程度較深時，

募才的吸引力為企業知名度 命題 3-1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企

業對員工的控管方式有異；即發展程度較淺時企業對員工之控管方式傾

向以平時觀察及監督，而在發展程度較深時對員工之控管方式傾向依成

文制度評核及指導 命題 4-1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其員工教育

訓練目標有異；即在發展程度較淺時企業對員工教育訓練目標傾向加強

工作專技能力為主，而在發展程度較深時對員工教育訓練目標傾向各方

面能力的增長 命題 4-2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對員工教育訓練

規劃有異；即在發展程度較淺時，員工教育訓練規劃程度傾向權變式，

而在發展程度較深時，員工教育訓練規劃傾向規劃式 命題 5-1 中小企業

在不同動態發展程度，員工薪酬制定規劃有異；即在發展程度較淺時，

企業對員工薪資的訂定原則傾向依個案決定，在發展程度較深時薪資的

訂定原則傾向就成文薪資規章決定 命題 5-2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態發展程



度，員工薪酬結構有異；即在發展程度較淺時薪資結構傾向為固定薪設

計，而在發展程度較深時則加入變動薪設計 命題 5-3 中小企業在不同動

態發展程度，提供給予員工之福利有異；即在發展程度較淺時，員工福

利給予程度傾向提供基本福利項目，而在發展程度較深時，企業對員工

福利傾向提供較完善之福利項目 本研究其他發現 發現一: 企業推動 ISO

認證程度對人力資源管理整體規劃程度有重大的影響力 發現二: 企業經

營者之經營理念對人力資源管理整體規劃程度有重大的影響力 發現三: 

中小企業相關協力網路對人力資源管理活動中之教育訓練有重大的影響

力 發現四: 中小企業在不同之動態發展下，對員工生涯規劃及晉升發展

規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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