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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組織績效衡量指標之初探 —以某設計產

業輔導法人組織為例 校（院）系所組別：輔仁大學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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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非營利組織由於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在組織績效衡量上難

以用一般營利事業單位之營收獲利情形來予以評估，也因為非營利組織

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特性，使得組織績效的衡量準則量化不易。在國際環

境激烈競爭的時代，組織績效的優劣是競爭能力的重要因素，然而非營

利組織要如何公正的評估才能顯現出其組織營運績效的良窳？因此本研

究期藉由個案研究的探討、文獻的整理以及專家的訪談，從平衡計分卡



的理論與概念來探究出符合本研究個案組織的績效衡量指標。 而政府捐

助成立的財團法人組織，經費來源主要為政府預算，係政府為達成某種

公共政策或服務之目的而成立，對政府與民間之意義皆背負有相當程度

的責任，而本研究之個案組織亦同。由於本個案組織的成立時程尚短，

主要營運經費多仰賴政府提供，自然更需妥善運用資源來達成組織的目

標與使命。 本研究係以個案研究方式針對前述政府所捐助成立的財團法

人，透過文獻整理及專家訪談來建構平衡計分卡下的組織初步績效衡量

指標。接著採以專家意見法及層級分析法，進行兩回合的問卷調查。第

一回合問卷共收回 6 位專家意見的問卷，在彙整分析後建立本研究個案

組織的組織績效 AHP 層級分析架構；接著再針對 10 位專家進行第二回

合問卷調查，就個案組織的績效指標，進行指標兩兩成對比較，以獲得

指標的量化數值並予以權重的分析。 在專家針對個案組織所完成的成對

比較結果，顯示個案組織在整體組織績效的四項構面重要性排序，主要

偏重在「成果實現構面」，其次為「人力資源構面」之兩項構面上。而

在各個構面的組織績效指標的重要性分別為，成果實現構面以執行政府

政策之推動為重要目標，故政策執行成果為最重要；內部流程構面著重

在組織計畫和宗旨是否彼此連結相符合；人力資源構面應重視廣納人才

的加入，並投入資源予以培育，型塑優質的工作及學習環境；財務構面

應著重整體預算的規劃與運用，以發揮資源效益最大化。 關鍵詞：組織

績效、平衡計分卡、非營利組織、層級分析法  

摘要

(英) 

Title of Thesis : An Exploration of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Index of 

Government-Sponsored Foundation—a case study Name of Institute : MBA 

Program of Global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ame of Student : Lu, Huang-Tsun Advisor : Dr. Yang, 

Chun-Chi Total Pages :124 Abstract: It’s hard to evaluate an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with normal company standard o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ull of hard competition,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is a key factor to evaluate an organization’s ability. 

But how to evaluate fairly that can show the good operation of an organization? 

Through a case study in this research, include information collect and expert 

interview, and use the concept of balanced scorecard to find out the effectiveness 

index that can fit the organization’s need in this case research. The resources 

and budget of a government-sponsored foundation just come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its purpose to achieve some government policies or provide 

some public services. The organization has built for a short time until now, and 

most budget have to depend on the government, that’s why the organization 

need to use resources more efficiency that can meet its goal and mission. This 

research just focused on how to evaluate a government-sponsored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through exploratory case study. Including documentary review and 

experts interview. First, the studied efficiency hierarchy and related index are 

based on balance scorecards. Secondly, invite six experts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s, through analysis process that can build the structure of studied 

efficiency AHP hierarchy. Thirdly, invite ten experts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s, 

for the purpose to compare all the data and analyze the weight of studied 



effectiveness index. After compare each two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 shows four 

asp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in this case study, the most important two aspects are 

outcome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Policy implement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for the government, combine 

organization plan and objective is what the internal process focus on. Human 

Resources aspect should put more emphasize on absorbi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professional abilities, provide excellent working environment for them. In 

financial aspect, pay more attention to plan and implement budget make more 

efficiency in using these resources. Keywords: organization effectiveness、

balanced scorecard、non-profit organization、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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