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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 90 學年度就讀於全國商管學院的碩士在職專班全體學生為樣

本，探討知識經濟時代下管理人才的特質。分析 1,082 份有效問卷的結

發現，受訪者會因其本身屬性的差異而選讀不同類別的研究所，例如，

女性、年齡在 34 歲以下、工作年資在 10 年以下、大學主修隸屬管理學

院、軍公教、非主管人員、服務於行政部門與財務部門、任職於北部、

年收入少於 80 萬元者，其就讀專業功能類研究所的比例顯著高於就讀

企業管理研究所類的比例，差距達 23.4%∼43.8%。本研究進一步以典型

相關分析以及自動互動檢視法分析，其結果大致與前述交叉分析的結果

一致。 進一步以「知識經濟時代能力」、「概念性能力」、「人際關係



能力」以及「技術性能力」等四個構面衡量知識經濟時代下管理人才應

具備的能力，並以因素分析驗證構面的效度。分析的結果顯示，受訪者

對於「知識經濟時代能力」重要性的認知有較大幅度的差距，但是受訪

者不會因為本身屬性的差異而對四項能力重要性的認知產生差異。針對

「知識經濟時代能力」重要性的認知，本研究進一步以 CART 分析的結

果顯示，年齡層在 34 歲以下，對其重要性的認知較低；而年齡層在 35

歲以上，從事於服務業，任職於業務部、行政部、生產部門者，對其重

要性的認知較高。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本身屬性的差異會反應在其態度

的「行為構面」，即研究所類別的選讀，但是不會反應在「認知構

面」，即知識經濟時代管理者應具備的能力。顯示選讀商管學院碩士在

職專班者，針對知識經濟時代下管理者應具備的能力有一致的共識，但

是其選讀研究所的類別卻會受到其現階段特質影響。最後，根據研究結

果提出對培訓管理人才的重點與國內商管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設計的

建議。  

摘要

(英)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economy via the 

1,082 effective samples of the B-school graduate students enrolled in 2001.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oices of graduate programs are aff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For example, for those who are female, under 34 of 

age, under 10-year working experiences, with undergraduate study in business 

school, serving in military or government, non-managers, serving in 

administrative or financial departments, working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aiwan, 

or who have annual income less than NT$800,000 are more inclined to choose 

functional program rather than general-management program, with the differences 

in proportions ranging from 23.4% to 43.8%. The results of canonical analysis 

and CHAID illustrate a similar pattern. The managerial competence of knowledge 

economy is composed of four dimensions, namely, “knowledge-economy 

skills”, “conceptual skills”, “human skills”, and “technical skills”, the 

validity of which is further verified by factor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spondents have diverse opinions regarding the “knowledge-economy skills”. 

However,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four skills is not affect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The CART analysis is us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espondents’ attitude to “knowledge-economy skills”. The results illustrate 

that it is relatively unimportant to those who are under age of 34, and relatively 

important to those who are over age of 35, work in service industry, or work in 

selling, administrative, and manufacturing departments. In summary, the 

difference in respondents’ characteristics reflects in their “behavioral 

component”, i.e. choices of graduate programs, rather in “cognitive 

component”, i.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managerial competence in 

knowledge economy. It implies that people who study in part-time graduate 

programs of B-school have consensus on what kinds of capability they should 

have. However, their choices of programs are confined in their characteristics 

status quo. Finally, suggestions on the graduate programs in B-school are 

provided in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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