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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 是 一 個 自 人 力 資 源 管 理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進化衍生而來的一個正在興起
的領域。相較於人力資源管理(HRM)，人力資源發
展(HRD)強調人與組織的學習和發展，重視個人的
專業成長與生涯發展，進一步則能有效提升並促進
組織之績效表現與整體發展。人力資源發展(HRD)
包含的範圍很廣而且彼此相互影響，因此唯有透過
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ystem, HRDS)才能讓組織有效地推動與執行人力
資源發展相關政策與業務。本研究透過結構行為合
一的軟體架構重新規劃人力資源發展系統
(HRDS)，使得這樣複雜且影響層面大的資訊系統
在建置時可以避免遺漏或偏頗，亦可提升資訊系統
上線後的溝通效率與維護品質。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bbreviated as
HRD, is a new and developing field evolved from the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bbreviated as HRM.
Compared with HRM, HRD more emphasiz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nd organization, also growth
of person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areer.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improve performance of employee
and organization.HRD has a large scope, and all the
HRD elements influence each other closely. By
means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ystem,
abbreviated as HRDS, HRD related policies can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and successfully.This
research’s objective is to redesign HRDS software
architecture with structure behavior coalescence to
avoid omits or biases in creating this complicated
information system.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s
results will improv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n system maintenance.
一、緒論
惠悅企管顧問公司(Watson Wyatt)針對『人才資
本管理與企業價值的關係』之主題，歷經兩年的調
查，受訪對象遍及歐美７００家企業，調查結果指
出人才資本與企業價值之間，確實存在關聯。而且
結果也發現，使用了適當的人資管理方法後，企業
從中所獲得的市值較以往增長４７％；因此惠悅證
實：『擁有高人才資本指數的企業，同時也會有比
較高的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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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以下簡稱 HRD)強調人與組織的學習和發展，基本
上以訓練發展，組織發展，生涯發展等部份為主要
的著眼和推廣目標。進一步而言，人力資源發展
(HRD)會透過提升個人的專業成長與生涯發展，進
而促進組織之績效表現與整體發展。
為了確保人力資源發展(HRD)業務的推廣與執
行，我們必須Ｅ化人力資源發展(HRD)業務，透過
Ｅ化可以確保流程執行的正確性、即時性，以及有
效整合相關業務。另外，我們也必須架構化人力資
源發展系統(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ystem,
以下簡稱 HRDS)，以軟體架構來分析與探討人力
資源發展系統(HRDS)，軟體架構已經達到系統多
重觀點合一的境界，使用軟體架構來當作系統模型
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簡明扼要地描述與表達任何一
個資訊系統的多重觀點，使整個系統變得更清楚，
避免資訊不連貫，或者讓資訊系統重工等狀況。
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是一個複雜且影響
層面大的ｅ化解決方案，因此希望透過本研究達到
下列目的：
z 建立一套模型，提供宏觀的角度來檢視整個軟
體系統，運用在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建置
及更新時，得以快速導入。
z 透過整體資訊系統的描述，讓相關人員清楚知
道每個環節的關聯，以提升資訊系統上線後的
溝通效率與維護品質。
z 可以複製此作法到其他資訊系統的應用，成為
典範模型。
二、人力資源發展系統
人力資源發展(HRD)的目的是要藉由強化個人
達成組織目標的能力，進而提升整體組織的競爭
力。
人力資源發展(HRD)目前並沒有統一的範疇定
義，本研究選擇目前企業普遍實施的範疇作為研究
範圍，包含目標管理、職能管理、訓練管理、績效
管理等主題，這四個主題缺少任何一個，就不足以
構成人力資源發展(HRD)。如圖 1 所示。透過目標
管理確認組織的目標與任務，透過職能管理確認完
成組織目標與任務所需要的職能，並評鑑個人職能
與職位要求職能之落差，再藉由訓練管理強化人員
不足的職能，以降低人員職能與職位職能間的落
差，最後，透過績效管理評核人員完成組織任務的

成果與績效，再輔與獎酬制度之結合，以強化激勵
員工的效果。

圖 1、人力資源發展(HRD)的範疇
人力資源發展(HRD)的範疇包含組織目標管
理、職能管理、訓練管理、績效管理等，範圍廣且
彼此相互影響，要如何推廣，就是考驗組織的執行
力。要有執行力，就必須先優化人力資源發展(HRD)
相關的業務內容，進而將其標準化，最後將其電子
化，也就是建置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藉此
提高作業效率和效能。
整個企業架構是以看作組織單位與資訊環境
的組合，組織可以包含業務部門、生產部門、行政
部門與研發部門等，資訊環境可以再分成應用軟體
系統、網路系統與資訊基礎建設，其中應用軟體系
統就一般中小企業而言，其是就是企業資源規劃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以下簡稱 ERP) 系
統，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是企業資源規劃
(ERP)系統的一個子系統，人力資源系統可以分成
負責執行人事行政作業的人力資源管理系統
(HRMS)，以及負責提昇人才與組織競爭力的人力
資源發展系統(HRDS)；所謂的人事行政作業包含
人員的基本資料管理、組織管理、出缺勤管理、薪
資管理等。

圖 2、人力資源發展系統的組織定位
三、架構導向人力資源發展系統模型

本研究使用的軟體架構方法論(趙善中，2008)
會建置將軟體結構(Software Structure)和軟體行為
(Software Behavior)整合成一體的模型，以結構行
為合一(Structure Behavior Coalescence, 以下簡稱
SBC)架構描述語言為工具，依邏輯法則，進行人
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的整體分析與塑模，建立
架構導向人力資源發展系統模型(Architecture Oriente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System
Model, 以下簡稱 AOHRDSM)。
要建構結構行為合一的人力資源發展系統模
型 (AOHRDSM) ， 必 須 依 序 建 置 架 構 階 層 圖
(Architecture Hierarchy Diagram) 、 結 構 元 素 圖
(Structure Element Diagram) 、 結 構 元 素 服 務 圖
(Structure Element Service Diagram)、結構行為合一
圖(Structure Behavior Coalescence Diagram)與互動
流程圖(Interaction Flow Diagram )。分述如下：
[1] AOHRDSM的架構階層圖
架構階層圖是利用由大到小、由宏觀到微觀的
概念將整個要研究的系統做一個組合與分解。如圖
3所示，將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先分解出第一
層的目標管理子系統、職能管理子系統、訓練管理
子系統與績效管理子系統等四個子系統，也就是說
完整的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必須包含目標管
理子系統、職能管理子系統、訓練管理子系統與績
效管理子系統等四個子系統，缺一不可。
目標管理子系統是要確保組織的目標管理可
以被更有效地推動與執行，由最上層的組織先訂好
組織目標與組織責任，經過層層的溝通與討論，依
序將組織目標與組織責任延伸與分解到更基層的
單位，以確保組織上下的方向與目標是一致的。目
標管理子系統又繼續分解為目標維護模組與目標
管理模組。
職能管理子系統是要確保組織的責任與目標
會被分解成每個職位(Position)的責任與目標，進而
透過每個職位的責任與目標定義出未來擔任此職
位之人員的條件與能力。此外，職能管理子系統還
會定期進行職能評鑑，以確認人員的能力與職位的
要求是否有落差，作為主管領導統御和教育訓練的
重要參考。職能管理子系統又繼續分解出工作說明
書管理模組、職能維護管理模組、職能評鑑管理模
組與職能評鑑結果管理模組等結構元素。
訓練管理子系統是要確保訓練作業可以被有
效的管理，包含課程的規劃、課程的開立、內訓報
名、外訓報名、訓練費用管理、訓練報表分析等內
容。透過訓練管理子系統可以讓組織更容易貫徹透
過訓練提升組織與個人競爭力的目標。訓練管理子
系統又繼續分解出訓練課程管理模組、訓練資訊管
理模組、訓後管理模組、訓練費用管理模組與訓練
簽核管理模組等結構元素。
績效管理子系統是要確保組織定期考核每位
員工的工作績效，透過期初的個人工作計畫與目標
的設定，於期中或期末衡量及評估員工和工作計畫
目標相關之行為與結果。績效管理子系統又繼續分

解為個人目標管理模組、評鑑作業管理模組、績效
資訊管理模組與績效簽核管理模組等結構元素。
z

z

z
圖3、AOHRDSM的架構階層圖
AOHRDSM的結構元素圖
根據架構階層圖找出所有組成人力資源發展
系統(HRDS)的結構元素，如圖4所示，整個人力資
源發展系統(HRDS)的結構元素包含
z 目標維護模組：透過由上而下(Top down)的概
念，依序完成各層組織責任與目標；所以此模
組提供組織目標設定與組織目標查詢的服務。
z 目標管理簽核模組：負責目標管理作業的簽核
管理；所以此模組提供組織目標簽核的服務。
z 工 作 說 明 書 管 理 模 組 ： 工 作 說 明 書 (Job
Description,以下簡稱 JD)是說明一個職位的職
責、工作內容、職權、工作條件與擔任此職位
之人員所需要的職能(Competency)，也就是知
識、技能、行為與態度；所以此模組提供 JD 維
護與 JD 查詢等服務。
z 職能維護管理模組：負責維護與查詢每個職位
所需的職能和等級，以及低於此職能等級時應
該發展的項目，發展的項目有參加訓練的課
程、自我進修與部門內自訓等內容。此模組也
負責設定評鑑的期間與相關規則，例如設定每
年的年初進行全公司的職能評鑑、新人到職三
個月後進行職能評鑑等；所以此模組提供職能
維護與評鑑維護等服務。
z 職能評鑑管理模組：負責職能的評鑑作業，參
與評鑑的可以是自己、主管、同僚、部屬、顧
客、供應商等，根據被評鑑人員的狀況，給予
等級一(L1)、等級二(L2)、等級三(L3)、等級四
(L4)或等級五(L5)的分數，以等級五(L5)最優；
所以此模組提供評鑑作業的服務。
z 職能評鑑結果管理模組：根據職能評鑑結果進
行後續的應用，包含查詢評鑑的結果、製作與
顯示落差分析報表，以及當個人應該發展的項
目有需要受訓的課程時，傳遞受測者之應訓課
程給訓練課程管理模組；所以此模組提供評鑑
查詢、報表產製、傳遞課程等服務。
z 訓練課程管理模組：主要是提供訓練課程的建
立與報名作業功能；所以此模組提供課程建立
與課程報名等服務。
z 訓練資訊管理模組：可以根據姓名、組織名稱、
課程等條件，查詢歷史或未來開立的課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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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詢組織或個人的應訓課程與訓練結果。
所以此模組提供訓練查詢的服務。
訓後管理模組：訓練結束以後，此模組會通知
相關人員進入系統測驗或者上傳需要繳交的報
告。受訓人員即可透過此模組進行測驗或者直
接輸入測驗成績，以及上傳需要繳交的報告；
所以此模組提供成績登錄與報告上傳等服務。
訓練費用管理模組：負責訓練相關費用的申請
介面，受訓人員可以透過此模組預支上課費用
與差旅費用；所以此模組提供旅費申報與預支
申報等服務。
訓練簽核管理模組：負責訓練相關作業的簽核
管理；所以此模組提供訓練簽核的服務。
個人目標管理模組：設定個人工作目標，清楚
條列出某期間內需要完成的任務項目，以及每
項任務的重要度、預計開始時間和完成時間、
預計達成的結果等內容，以作為日後績效考核
的依據；所以此模組提供個人目標設定的服務。
評鑑作業管理模組：負責績效考核的評鑑作
業，評鑑的順序是先進行個人自我評鑑，再進
行主管的評鑑；所以此模組提供自我評鑑與主
管評鑑等作業。
績效資訊管理模組：根據姓名、組織名稱、績
效等級、考核期間等條件，查詢每期的績效內
容與評語；所以此模組提供績效查詢的服務。
績效簽核管理模組：負責評鑑作業的簽核管
理；所以此模組提供績效簽核的服務。

圖4、AOHRDSM的結構元素圖
AOHRDSM的結構元素服務圖
將每個結構元素所提供的服務彙整成結構元
素服務圖，如圖5所示。
[3]

圖5、AOHRDSM的結構元素服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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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HRDSM的結構行為合一圖
整體人力資源發展(HRD)包含目標管理、職能
管理、訓練管理與績效管理等四大構面的任務，而
要完成這四大構面的任務，至少且必須完成的行為
有下列八大行為，如圖6所示，分述如下：
z 建立組織目標：以由上而下(Top down)的概念，
由最上層組織開始訂定組織的責任與目標，層
層向下設定與簽核，直到所有的組織都完成了
組織的責任與目標設定作業。此行為需要整合
結構元素『目標維護模組』與結構元素『目標
管理簽核模組』提供的服務
z 維護工作說明書：維護工作說明書的內容，包
含職位的職責、工作內容、職權、工作條件與
擔任此職位之人員所需要的職能(Competency)
等；同時，也必需維護職能的等級(Level)要求，
以及低於此職能等級時應該發展的項目。此行
為需要整合結構元素『工作說明書管理模組』、
結構元素『目標維護模組』與結構元素『職能
維護管理模組』提供的服務。
z 職能評鑑與課程建立：根據工作說明書的職能
內容進行評鑑，系統會於評鑑後自動比對職位
之職能要求等級和個人評鑑結果等級的差異，
產出落差分析的結果，系統也會根據落差分析
的結果定義出被評鑑人員應該發展的項目，並
將其中的應訓課程資訊傳遞給系統其他模組進
行開課作業。此行為需要整合結構元素『職能
評鑑管理模組』
、結構元素『工作說明書管理模
組』
、結構元素『職能評鑑結果管理模組』與結
構元素『訓練課程管理模組』提供的服務。
z 內訓報名：使用者可以先查詢需要或想要參加
的課程內容，確定要參加的課程以後，如果此
課程是企業內部開設的，則使用者可以透過內
訓報名完成報名作業，再由其主管或人力資源
單位審核其報名資格。此行為需要整合結構元
素『訓練資訊管理模組』
、結構元素『訓練課程
管理模組』與結構元素『訓練簽核管理模組』
提供的服務。
z 外訓報名：使用者可以先查詢需要或想要參加
的課程內容，確定要參加的課程以後，如果此
課程是非企業內部開設的，則使用者可以透過
外訓報名完成報名作業，如果參加此外訊的課
程需要預支費用，也可以進行費用預支作業，
最後由其主管或人力資源單位審核其報名資
格。此行為需要整合結構元素『訓練資訊管理
模組』、結構元素『訓練課程管理模組』、結構
元素『訓練簽核管理模組』與結構元素『訓練
費用管理模組』提供的服務。
z 回報訓練結果：使用者完成訓練以後，必須根
據開課的要求回報受訓後之測驗成績或心得報
告等，相關人員會接續審核與簽核相關內容；
如果此課程需要申請差旅費用，使用者也可以
直接申請。此行為需要整合結構元素『訓練資
訊管理模組』、結構元素『訓後管理模組』、結

構元素『訓練簽核管理模組』與結構元素『訓
練費用管理模組』提供的服務。
z 設定個人目標：設定個人工作目標，清楚條列
出某期間內需要完成的任務項目，以及每項任
務的重要度、佔整體個人資源的比例、預計開
始時間、預計完成時間、預計達成的結果等內
容，最後再由其主管審核同意。此行為需要整
合結構元素『個人目標管理模組』與結構元素
『績效簽核管理模組』提供的服務。
z 績效評鑑：使用者可以先查詢需要評鑑的內容
為何，再逐項予以評鑑並授予分數，評鑑的內
容可能是評鑑自己績效的自我評鑑或評鑑部屬
的主管評鑑，最後再以簽核表示完成評鑑作
業。此行為需要整合結構元素『績效資訊管理
模組』
、結構元素『評鑑作業管理模組』與結構
元素『績效簽核管理模組』提供的服務。

圖6、人力資源發展(HRD)的八大行為
如圖7所示，整個AOHRDSM對外提供了八種
行為，這八種行為是由十五個結構元素所建構出來
的，藉此可以全覽整個軟體系統之行為與結構元素
的關係，可以清楚地知道每個行為是透過哪些結構
元素產生的。

圖7、AOHRDSM的結構行為合一圖
AOHRDSM的互動流程圖
利用互動流程圖我們可以更細部分析每個行
為是如何透過相關的結構元素之服務產生的，圖 8
是說明外訓報名之行為的互動流程圖。說明如下：
z 外部環境的使用者提供訓練查詢條件給結構元
素『訓練資訊管理模組』的服務『訓練查詢』，
以取得訓練結果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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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確定要參加的課程以後，如果此課程是非企業
內部開設的，則外部環境的使用者可以提供外

訓報名資料給結構元素『訓練課程管理模組』
的服務『課程報名』，以進行外訓報名作業。
z 外部環境的使用者之主管或者人力資源單位會
透過結構元素『訓練簽核管理模組』的服務『訓
練簽核』完成簽核作業。

考、分析系統時，將產生下列的效益：
z 溝通更有效率。
z 新人學習系統的時間更短且效果更好。
z 系統維護的品質更好。

z 外部環境的使用者之主管或人力資源單位同意
使用者的報名申請後，外部環境的使用者如果
需要預支費用參加外訓課程，可以透過結構元
素『訓練費用管理模組』的服務『預支申報』
輸入預支資料以申請預支費用。
z 最後，結構元素『訓練費用管理模組』收到申
請以後，將提供預支費用申請資料給外部環境
之預支系統的服務『費用預支』。

圖9、引導思考的AOHRDSM
無法看出系統模組間的組合與層次關係
傳統的非架構導向分析方式都會直接將系統
分解成最小運作單位，例如類別圖(Class Diagram)
的類別、物件圖(Object Diagram)的物件等。但是，
AOHRDSM的架構階層圖卻可以清楚地呈現一個
系統的組合與層次，如圖3所示，人力資源發展系
統(HRDS)是由目標管理子系統、職能管理子系
統、訓練管理子系統與績效管理子系統所組成；當
我們想要知道更詳細的組成內容時，可以繼續向下
展開，這樣依序展開的方式，不論是系統繼續擴
大，或者繼續往細部分解，都不會顯得雜亂。
當我們可以看出系統模組間的組合與層次關
係時，將產生下列的效益：
z 分解的內容不會遺漏。
[2]

圖 8、AOHRDSM 的互動流程圖(外訓報名)
四、架構導向與非架構導向模型之比較
實務上常用物件導向搭配結構化導向的方法
論作為系統分析與設計的工具，後續統稱為非架構
導向的分析方式。AOHRDSM 是以結構行為合一
(SBC)之軟體架構建立的架構導向模型。
經過實作以後，實際比較架構導向與非架構導
向的系統分析，彙整出三項非架構導向工具的根本
問題(Root Cause)，分述如下：
[1] 無法循序漸進地引導使用者思考與討論
透過結構行為合一(SBC)的軟體架構建置出
AOHRDSM，可以讓我們依序地、由宏觀到微觀、
由大到小地分析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與相關
業務行為，如圖9所示，我們可以先透過AOHRDSM
的架構階層圖將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層層的
分解與組合；再經由AOHRDSM的結構元素圖將所
有分解出來的結構元素彙總在一起，作為後續細部
分析的基礎；接者再藉由AOHRDSM的結構元素服
務圖清楚地描述每個結構元素提供的服務。到目前
為止我們已經將整個系統分解成提供各類服務的
結構元素。最後，再透過整個系統所提供的八大行
為貫穿相關的結構元素與服務，得知每個行為是經
由哪些結構元素、哪些服務產生的，也就是
AOHRDSM的結構行為合一圖。
如此循序漸進地分析人力資源發展系統
(HRDS) ， 只 有 透 過 結 構 行 為 合 一 (SBC) 的
AOHRDSM可以做到，一般透過非架構導向的系統
分析是無法比擬的。當我們可以由宏觀到微觀地思

z 分解的內容不會重複。
z 聚焦於要處理的範圍。
無法看出整體系統行為與系統模組(結構)的
關係
傳統的非架構導向分析方式可以透過使用個
案圖(Use Case Diagram)得知系統對外提供的所有
行為，以及透過類別圖(Class Diagram)得知所有類
別提供的服務，但是兩者並沒有直接的連結關係。
但是，如圖10所示，可以先透過AOHRDSM的結構
行為合一圖一覽整個系統提供的行為與結構元素
的互動狀況，若要取得更細部的資訊，可以再透過
AOHRDSM的結構元素服務圖與AOHRDSM的互
動流程圖取得更細部的服務與資料資訊。
當我們可以一覽整個系統提供的行為與結構
元素的互動狀況時，將產生下列的效益：
z 確認系統分析與開發的優先順序。
[3]

z 檢視系統中無價值與使用率高的服務。
z 系統可快速因應業務流程變更。

[7]

[8]

圖 10、結構與行為合一的 AOHRDSM
五、結論與建議
人力資源發展(HRD)的目的是要藉由強化個
人達成組織目標的能力，進而提升整體組織的競爭
力，而人力資源發展系統(HRDS)是組織推動人力
資源發展(HRD)的關鍵之一，本研究建置之架構導
向人力資源發展系統模型(AOHRDSM)更是提供
了一個整體性、完整性、結構行為合一的整合模
型，此模型提供的主要效益如下：
z 提升資訊系統上線後的溝通效率與維護品質。
z 對於需求的延伸與應用範圍的擴張，可快速因
應擴增功能。
z 建立相關知識文件，納入企業重要知識資產，
在未來電腦系統更新案中，列入重點參考模型
z 透過本模型主導人力資源發展(HRD)業務流程
改善
後續研究之建議如下：
z 應用到設計層次：運用 AOHRDSM，以結構行
為合一(SBC)架構工具應用到垂直面的設計層
次，建立完整的資訊系統開發週期。
z 推廣到其他資訊系統的應用：將結構行為合一
(SBC)架構工具推廣到其他資訊系統，例如人力
資源管理系統(HRMS)。
z 發展企業架構：透過架構模型，再整合平衡計
分卡理論，發展企業架構，以提昇企業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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