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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從 McClelland 於 1970 年代初期提出職能（competency）的觀念以來，應

用此概念進行職能研究的學者很多，然而各研究主題多僅關注於各職務本

身所應具備的職能類別上，而且大部份的職能發展方法均以員工行為及績



效表現為基礎來建構職能模型，而未能就產業中較實務性的顧客價值及工

作流程二個構面來探討，故本研究以書店業門市人員為研究對象，並從顧

客價值及工作流程之觀點來探索門市人員的專業職能，以達到下列研究目

的： 1.確認連鎖書店業的顧客價值。 2.從顧客價值觀點發展連鎖書店門市

人員的工作流程。 3.辨識連鎖書店門市人員的專業職能。 本研究運用敘

述性統計、信度分析、變異數分析，整理出書店業之顧客價值並驗證工作

流程與門市人員職能項目的變異關係，研究發現摘要如下： 1.書店業之顧

客價值為：書種豐富齊全、舒適的閱讀空間、服務態度親 切、門市人員

專業度、資訊快速傳遞等五項。 2.門市人員重要的價值工作流程為門市請

採購流程、銷貨流程、顧客意 見處理流程、促銷流程及客訂流程等五

項。 3.為達成顧客價值，對應門市工作流程，門市人員所需具備的重要專

業 職能為顧客服務傾向、主動積極，技術上的專業知識及尋求資訊等四 

項。 最後本研究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應用於人力資源管理實務之建議期能

提供給企業界實務上運用的參考。  

摘要

(英) 

Since the time when McClellan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competency initially in 

1970, there have been numerous scholars engaging in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However, almost every research is focusing on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for 

tasking and most development method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are centered 

onto the foundation of employee behaviors and work performance to create the 

models of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However, it lacks the discussion onto 2 aspects 

of more practical customer values and work process within the business operation. 

Thus, this research is meant to focus on the experimental subjects of store staffs and 

investigat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y of store staff in view of customer values 

and work process so that we can reach below research purposes: 1.to confirm the 

customer vales of chain bookstore 2.to develop the work process for the store staffs 

of chain bookstores in view of the customer values. 3.to identify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he store staffs of chain bookstores The research is adopted with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 confidence analysis, and variable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variance correlation between customer values of chain bookstore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store staff with the findings briefed as below: 1.The Customer 

Values of Bookstore are: ample and versatile books, cozy reading space, polite 

reception attitude,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store staff and rapid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totally 5 major items. 2.The important valuable work process of store 

staff includes purchase process, sales process, customer comment and claim 

treatment, promotion process and customer order process, totally 5 steps. 3.To reach 

the satisfying customer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store operation process, th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required by store staffs constitute customer service 

inclination, aggressive service attitude, technical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pursuit, totally 4 items. Finally, this research is proposed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submitted to the business fields for the applicable affair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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