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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資訊科技蓬勃發展，特別是網路應用的迅速成長，企業環境產生了前

所未有的改變，網路改變了人們生活的方式及企業的運作模式。對人力資

源部門而言，今日所面臨的挑戰，使得企業提升人力資源管理定位，正視



人力資源領域的運作與變革，積極地資源投入與角色重新定位，已有越來

越多的企業對人力資源部門寄予厚望。 本研究根據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擬定研究目的，透過現象觀察與文獻收集試圖 1.了解台灣企業導入電子化

人力資源管理之概況；並找出影響導入 e-HR 成效之相關因素（構面、項

目與活動）以 2.設計衡量導入電子化人力資源管理之成效量表。 本研究

透過現象觀察、文獻收集與前置訪談，建立初步 AHP 層級分析架構，前

置訪談對象為人資領域實務界與學術界專家。接著採用專家意見法與層級

分析法，進行兩回合問卷發放，確立 AHP 層級分析架構與量化成對比

較，研究對象分別為對於 e-HR 領域有研究的三位學術界與三位實務界專

家。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企業導入 e-HR 構面方面偏重於「選才」與

「育才」方面上的應用；在項目上的應用，亦偏重於「人力招募」、「培

訓執行」、「培訓評鑑」、「員工發展」與「員工薪資」項目；在活動上

的應用，則偏重於「職缺管理與公佈」、「內外部線上申請管道與人力資

料庫建置」、「線上學習（各種網路訓練）」、「員工訓練資料管理與資

料庫建置」與「職涯規劃」等活動。針對影響企業導入 e-HR 之相關要素

進行權重高低排序，本研究試圖以導入 e-HR 之內容與其導入程度，進而

呈現企業導入 e-HR 的效果，因此發展量表供企業參考。  

摘要

(英)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ows vigorously, especially network application, the 

environment of an enterprise has changed and the network has changed people’s 

lifestyle and the enterprises’ operations. As to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the 

challenge makes enterprises improve HR position and focus on the operations and 

changes of HR. More and more enterprises have placed the great expectations on 

Human Resource Department alread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at the operations of e-HR of enterprises in Taiwan by literature survey and 

phenomenon obersvation and find out the factors of effectiveness of e-HR to 

construct the e-HR effectiveness scale of enterprises. First,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the preliminary AHP hierarchy by literature survey, phenomenon obersvation and 

preliminary interview including practical and academic experts involved in e-HR 

field. Second, this research takes use of expert opinion method and analytic 

hieratachy planning to do two rounds of surveys and establishs the AHP hierarachy 

structure and makes pairwise comparison judgments. Each three practical and 

academic experts involved in e-HR field have made these decisio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enterprises of Taiwan focus on “manpower planning & selection” and 

“employee training & management development” of objectives. Focusing on 

“e-recruiting”, “execution of training”, “appraisal of training”, 

“employment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salary” in sub-objectives. 

Furthermore, focusing on “administration of vacant positions & vancancy 

advertis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nnel of applying and database”, “e-

training”, “management of employment training documents and database” and 

“career path planning” in alternatives. Besides, this research sorts the factors of 

effectiveness of e-HR by global priorities and tries to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e-

HR by e-HR contents. Providing the scale to be the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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