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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an Evaluation Model of Selecting Taiwan Army Non - 

Commissioned Squadrons Using AHP Approach- 
In Some Southern Training Command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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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適才適所素質的良窳，健全的遴選制度是關鍵。隨著遴選職務性質的不同，可適應軍事需要適度

調整遴選方式。目前候選人適任與否，由各評議委員以主觀與經驗判斷，決議的結果經常產生認知上

的差距。然而要如何運用科學及現代化的觀點，有效提升人事作業效率，降低組織衝擊及影響人事經

管發展，以建構具公平、客觀及透明的遴選制度，以找到「最適合的人選」(The Best Fit)，成為國軍人

力資源管理重要課題。 

本研究主要探討士官中隊長遴選制度，透過選拔文獻資料蒐整，顯現遴選較符合部隊現況，藉由

層級分析作為研究架構，彙編專家問卷進行施測，運用 Excel 及 Expert Choice 軟體，計算各影響因素

之權重，依照各權重值優先順序，找到最適合擔任士官中隊長之人選，後續提供主官及人事部門作為

參考。 

經分析得知；決策者針對士官中隊長遴選重要項目，依序為考核要項(0.513)、遴選資格(0.309)、本

職鑑測(0.178)。認為考核要項攸關候選人品德操守，遴選時應列入首要考量，以作為留優汰弱之重要指

標。在候選人依序為丙員(0.260)，其次為戊員(0.207)，第三為甲員(0.203)，最後為丁員(0.187)、乙員

(0.143)。由此可知；決策者認為丙員(0.260)最適合擔任士官中隊長之人選，後續提供主官及人事部門作

為參考。 

關鍵字：士官中隊長遴選制度、層級分析法、影響因素 

ABSTRACT 

The key point of selection model is choosing the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position In order to fit military 

usage, we need to appropriately adjust the current selecting institution. Nowadays, the judgement of selection 

method depends on the subjective opinion and experiment from th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it causes the 

quality of selection result very inconsistently. So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election system, try to find a new 

method which is more fair, more open and more objectively by scientific method and modernization. Then pick 

“The Best Fit” by the system. This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HRM(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is research focus on the selection system of NCO commander, established the structure of AHP analysis 

by collecting databases and put on quizzes through consolidated expert questionnaires, and using” excel and 

expert choice” to summarized value between qualific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by making a priority order for 

affecting factors of NCO company commander candidates to provide a guidelines for company commander and 

personnel 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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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the analysis, we could figure out the key points for decision maker to selecting NCO company 

commander are Assessment (0.513)、Qualification(0.309)、Professional Examination(0.179). The morali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assessment, it is the standard to decide whether candidates stay or go. The 

analyze result for Each candidate are 1st C(0.260)、2st E(0.207)、3st A(0.203)、4st D(0.187) and 5st B(0.143). As 

the result of every assessment, we know that candidate C(0.260) is the most appropriate person to be NCO 

company commander, and this provide company commander and personnel a references about selection. 

Keywords: Selection system of NCO company、AHP、Affecting Factors. 

1. 前言 

遴選制度的良窳，攸關候選人是否適職適所

的重要關鍵，國軍自民國八十九施行「精實案」，

大幅縮減軍官與士兵員額，在人力補充退多補少

狀況下，形成管理層級人力不足之現象，在無法

負荷內部管理、教育訓練及裝備保養等勤務之下；

從民國九十八年各兵科訓練指揮部陸續由士官擔

任連級主官，逐步提升士官部隊指揮與管理權責，

日益顯示士官角色其重要性。然而如何運用科學

及現代化的觀點，有效提升人事作業效率，降低

組織衝擊及影響人事經管發展，以建構具公平、

客觀及透明的遴選制度，成為國軍人力資源管理

重要課題。 

人力資源管理又稱為人力規劃，所指的意思

為「在關鍵時刻能適時獲得適質適量的人力，將

適合的人選安置於適當職位」(Byars & Rue，
2004)。人力資源管理對於組織具有實質的幫助，

簡單而言；應從建構健全的遴選制度開始，突破

以往找尋「適合的人」(Proper Person)的觀念，轉

變成找到「最適合的人」(The Best Fit)，以滿足組

織對人力資源之需求 (吳美連、林俊毅，2002)，
就人力資源管理角度有其必要性。 

本研究主要探討士官中隊長遴選制度，建構

具公平、主觀及透明遴選制度，使決策者更周延

找到最適合之人選，將候選人放置在對的位子上，

進而發揮應有的能力。鑒於國軍遴選制度施行多

年，仍然以評議會決議候選人是否適任，決議結

果經常產生認知上的差距。因此；本研究以士官

中隊長遴選作為主軸，將國軍某訓練指揮部作為

研究個案，期盼能建構具公平、客觀及透明的遴

選制度，以提供主官及人事部門作為參考。 

1.1. 研究動機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士官中隊長遴選制度，並

將國軍某訓練指揮部作為研究對象，以建構具健

全的遴選制度為目的。由於中隊長具有領導及管

理者雙重身份，平時以接訓班隊為主，肩負著教

官、隊職官及學生之間溝通橋樑，戰時協助教召

任務編成，顯示士官中隊長遴選的良窳，對於某

訓練指揮部具重要性指標。因此；士官中隊長應

具備專業、溝通協調及判斷應變等領導特質，鑒

於目前候選人適任與否，由各評議委員以主觀與

經驗判斷，決議的結果經常產生認知上的差距，

要如何透過健全的遴選制度，使決策者更周延找

到最適合之人選，成為本論文研究動機。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探討士官中隊長遴選制度，其目

的在建構具健全的遴選制度，找到最適合擔任士

官中隊長之人選。為使本研究內容更周延及可行，

將國軍某訓練指揮部作為研究對象，透過國內、

外相關遴選文獻資料蒐整，將現行與公務人員遴

選作法相比較，藉由AHP層級分析作為研究架構，

彙編專家問卷進行施測，針對具有人事決策及實

務經驗者為施測對象，運用Excel及Expert Choice
軟體，計算各影響因素之權重，依照各權重值優

先順序排列，進而找到最適合擔任士官中隊長之

人選，後續提供主官及人事部門作為參考。 

1.3. 研究步驟與流程 

步驟一：確認研究主題與動機-首先確立研究目的

與研究議題。 

步驟二：訂定研究範圍-依上述明確設定研究範圍

及限制因素。 

步驟三：文獻探討-蒐整遴選相關文獻資料，導入

至本研究內容內，求得最適合評選項目

進行說明。 

步驟四：層級分析法-本研究屬多評估準則決策問

題，與其他研究方法比較後，最適合運用

AHP 層級分析法。 

步驟五：建立研究架構-透過第二章文獻資料彙整，

運用層級分析作為研究架構，以找到最

適合評估準則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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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六：個案研究敘述-以國軍某訓練指揮部現任

職連士官督導長作為研究個案予以說明。 

步驟七：問卷設計與流程-依第二章歸納出遴選評

估準則，以 AHP 層級分析作為研究架構，

確立士官中隊長遴選評估專家問卷，後

續作為分析結果之依據。 

步驟八：決策群體概述-針對具有人事決策及實務

經驗者進行問卷施測，使本研究分析結

果更臻完善可行。 

步驟九：信度與效度分析-經上述進行有效問卷分

類予以說明。 

步驟十：分析與結果-依施測者問卷結果，運用

Excel 及 Expert Choice 軟體，計算各因

素權重優先順序，找到最適合擔任士官

中隊長之人選。 

步驟十一：結論與建議-第五章為本研究過程所獲

得心得及感想，歸納結論加以說明，並

提出後續研究方向及參考。 

2. 文獻探討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章針對遴選相關文獻

資料進行彙整，並依據士官「學經歷管理實施計

畫」暨任職標準作為基準，經由研究探討與個案

實際驗證，以建構健全及符合實需之遴選模式。

本章分為二節；第一節為國軍在遴選現行作法之

探討，第二節將國內、外專家學者遴選相關文獻

資料進行蒐整，透過國軍與公務人員現行遴選作

法加以探討及比較。 

2.1. 遴選現行作法之探討 
國軍創立於民國十三年，建立初期國家處於

動盪不安，故人事相關制度未臻完善，直到七十

一年為明確軍官士官任職條件規範，而制定「陸

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例」暨施行細則；另於九

十八年為建構具公平、客觀及透明的遴選制度，

訂定「學經歷管理實施計畫」暨任職標準，以備

選優任職。(國防部，1994)「遴選」經軍語辭典查

詢為「遴派」與「考選」，所指意思為「透過機制

而獲得適才適所之人選，有效發揮組織最大效

益」，其與「遴選」意義相同，為配合相關政策推

動與符合現代用語，將「遴派」與「考選」改為

「遴選」。(國防部，2004) 

經由遴選起源敘述後；為能瞭解人才選拔類

型的定義，本研究依士官「學經歷管理實施計畫」

暨任職標準所規範，所指各候選人其兵科、職務

及專長須符合任職的標準，相關標準設定應依照

選拔的職務作為基準，當各候選人遴選時條件相

等，能藉由健全的選拔機制，以找到最適合之人

選。 

透過專家學者對於選拔類型相關研究，依據

人才選拔其定義與解讀分述如表1: 

表 1 選拔類型定義 

專家學者 選拔類型定義 

劉書韜

(2004) 
吳秋滿

(2016) 

遴派(Assignment)所指將符合資格

之人選，透過較為適切的遴派制度，

依候選人的能力與職務勝任度進行

評估，分析結果將候選人安置至適

當的職務，遴派制度運用在政府機

關及部隊。 

梁金都

(2002) 
張清良

(1993) 

甄選(Open Audition)採用公開方式，

律定選拔及甄試標準，將不符合資

格的人選予以屏除，藉由甄選以找

到單一或者一群符合資格的人選，

甄選制度經常運用學校校長或學

生。 

陳松

(2005) 
張乃云

(2008) 

考選(Examinations)將具備專業技能

的人才，藉由考試、口試或是論文等

方式進行審視，並依照成績的結果

進行評定，透過這種方式以找到符

合專業之人選，考選制度經常運用

在國家考試。 

周家正

(2014) 
吳親親

(2016) 

遴選(Selecting)乃指依職務制訂任

職條件，將有意願參選之候選人，依

照遴選職務建構具公平、客觀及透

明的遴選模式，以找到最適合之人

選，遴選制度經常運用在部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2. 遴選內涵及現行作法 
現行遴選作法，如評議會設置與遴選相關作

業進行敘述，內容分為評議會組成，成員編組、

作法及相關配套措施等，藉此以瞭解士官中隊長

遴選時相關作法，其說明如后: 

(一)評議委員會組成: 

依士官評議會設置規定實施計畫組成，各委

員具有人事決策及實務經驗，足以影響整個決議

結果，因各委員是由不同的職類所編成，委員成

員包含領導、幕僚及教測等，各職類依個人經驗

提供相關的觀點及建議，使得遴選過程設想更為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十期  107.09  

150 
 

周全。 

(二)評議委員會人數: 

評議委員依據士官評議會設置規定實施計畫

組成，成員設置5至11員, 聘用委員人選以單數為

最佳，對於職類比例並無硬性要求，各單位可依

照部隊實際需求訂定，須經單位主官核定，任期

為期六個月，出席率且須超過三分之二以上，所

決議事項才方可通過，若決議結果產生衝突時，

最後由主官實行裁量權作定奪。 

(三)遴選相關規定及作法: 

國軍透過評議會方式已施行多年，召開依據

士官「學經歷管理實施計劃」暨任職標準及士官

評議會設置作業規定，檢視所屬是否具備選訓、

晉任、候選、調任職之人選，依單位實際現況進

行調整及檢討，將符合候選資格之人選納入候選

名簿內，若單位無具備資格之候選人時，可運用

網路公告進行選拔(一個月為期限；視現況增減期

程)，目前選拔採倍額方式，經審查符合資格才能

進入評議階段。為符合人事體系經管發展，依「陸

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例」施行細則及士官「學

經歷管理實施計畫」暨任職標準之要求，使得人

事調任作業具有制度、標準與透明化，針對選拔

作法提供見解，經彙整說明如后: 

1.建構具公平、客觀及透明的遴選評估項目，使決

策者能更周全的選擇解決之方案。 

2.運用科學及現代化的模式，能排除「人為」因素

的干擾。 

3.藉由健全的遴選評估項目，相較遴選到最適合

之人選，進而發揮單位最大效益。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探討士官中隊長遴選最適合人選

方案，期盼建構具公平、客觀及透明之模式架構，

經參酌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具複雜及多決策

性的問題，則運用AHP層級分析作為架構，將研

究理論及實施流程依序說明，使決策者更周延選

擇最適合人選。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AHP層
級分析概述、第二節為建立研究架構、第三節為

個案研究敘述、第四節為問卷流程及設計，分別

加以說明。 

3.1. 層級分析法 
依據文獻探討彙整之結論得知，本研究具複

雜及多決策性的解決方案，因而採用AHP層級分

析法，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為1971年 美國匹茲堡大學Saaty(2008)教授

所提出決策標準。AHP層級分析首先運用在美國

國防部應變計畫研究，經過不斷的修正及驗證，

直到1980年整個理論發展更臻完備，目前在國內、

外學術發表應用相當廣泛。該分析法主要是將具

複雜或多準則決策問題簡單化、系統化，使決策

者更周全作出明確的判斷。層級架構為研究主要

骨幹，從最終目標、主目標、次要目標到決策方

案，藉由各層級因素間相互影響，運用評估尺度

(Nominal Scale) 進 行 正 倒 值 矩 陣 (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量化後建立成對矩陣(Pairwise 
Comparison Matrix) ，以求 取各矩陣 特徵 值

(Eigenvalue)，依順序求得各因素權重，計算出最

大特徵值(λmax)，進行一致性指標檢定，則可求

得解決方案優先向量。例如: 賴佑宜(2011)應用

AHP層級分析建構5個構面、24項指標架構，得知

供應商需求與考量治標的相對重要性權重；李俊

賢(2016)以層級分析4種電子文件安全控管軟體

之權重排序，作為國軍決策控管軟體時參考依據。 

3.2. AHP步驟與運算方式 
AHP層級分析是將具複雜及多決策的問題簡

單化、系統化，以建立研究層級分析結構，在具

有多目標(Multi-objective)或多評準(Multi-criteria)
的領域裡，透過問卷結果進行兩兩成對比較，依

照各層級因素權重優先順序，使決策者透過評估

結果進行判斷，找到最佳評估因素及解決方案，

以避免評估結果與實況無法結合。AHP的執行步

驟如下: 

步驟一:問題的界定-對於研究範圍問題加以界定，

盡可能突顯各因素間影響問題，各層級因

素不得超過七個為原則，進行成對比較時

較容易符合一致性之要求。 
步驟二:建構層級結構-建構各層級因素的最終目

標、評估準則、次要評估準則及替代方案

等四個部分: 

步驟三:問卷設計與調查-依 Saaty 教授建議，各層

級進行成對比較問卷設計，以 1-9 評估尺

度較為適合，施測者可依題目感受程度作

答，並依照 1、3、5、7、9 代表感受度，

數字越大所表示重要性越強，其含義為

「絕對重要」、「非常重要」、「頗為重要」、

「稍微重要」、「同等重要」，其餘評估尺度

則介於五個尺度之間。 
步驟四:建立正倒值矩陣-依專家問卷施測結果，

建立正倒值矩陣，當有 n 個影響因素時，

經 n(n-1)/2 個進行成對比較，依 AHP 評

估尺度表數值所呈現相對或重要性。並將

n 個因素比較之結果，置於正倒值比對矩

陣上三角形部分，如 a2 相較於 a11 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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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另下三角形部分的數值，為上三角

形相對位置數值的倒數。如同 aji = 1/aij 對
角線因素自行比較均為 1。  

步驟五:計算特徵值與特徵向量-當建立正倒值矩

陣後，即可透過數值計算出特徵值

(Eigenvalue)，以找到特徵向量值，進而求

出各層級因素權重。由於 A 進行正倒值矩

陣後，得知公式為 AW=λW，其中 W 為一

致矩陣 A 的特徵向量，其特徵值為 λ，在

層級分析法 W 又稱為「優先向量」，則代

表各因素間的相對權重。Saaty 所提出下

列四種近似法求取向量值，而本研究則使

用「列向量幾何平均標準化法」加以計算，

將比對矩陣中每列之數值相乘開 n 次方，

使開次方之數值予以合理化。 
步驟六:一致性的檢定-在決策前需檢視是否具一

致性，可運用一致性比率（Consistency 
Ratio，C.R.）檢視其一致性。 

(一)依 Saaty 教授指出為使每個成對矩陣驗證一

致性時=n，經驗證愈接近 n 時（C.I≦0.1），
代表可接受程度愈高，越符合專家判斷前

後之一致性要求，其公式為: 
C.I.＝（λmax －n）／（n－１） 

(二)經過同一層級間，C.I.值與 C.R.值隨機指標

（Consistency Ratio，C.R.）相比下，隨即

可由隨機指標表查證如表 3-2 所示。當

C.R≦0.1 時，代表成對矩陣中之評比值，

具有相當之可接受性，C.R.＝（C.I.／R.I.）
若 C.R≦0.1 時，才能稱為有效問卷。 

步驟七:計算比較權重與排序-經上述計算過程，

計算出各層級比較權重，以決定方案優勢

順序，以便做出最佳選擇。 
步驟八:最適合之人選-各層級結構一致性檢定通

過後，則可求取個評估準則優先向量；使

決策者可依方案優勢程度，或透過決策群

體評選最佳方案，再運用加權平均法求取

評分，以決定最適合之人選優先順序。 

4. 實例驗證 

為使分析結果更符合實況，本研究以國軍某

訓練指揮部作為研究對象，針對具有人事決策為

施測對象。施測前以電話方式詢問參與意願及是

否符合上述條件，無誤後再進行問卷施測。 

4.1.問卷施測與對象 
本研究問卷調查發放15份，依問卷回收順序

予以編號，經扣除未作答及未繳交，共回收13份，

回收率佔86.6%。為避免資料彙整時，發生資料誤

植及遺漏登載等情事，依完成填寫順序賦予問卷

編號，並將施測者基本資料如:級職、性別、服役

年資、教育程度及體系等進行彙整，作為後續研

究分析時，能否顯現在不同類別狀態之下，決策

者對於士官中隊長遴選的意見及看法是否一致。 

表 2 決策者之基本資料 

編

號 

基本資料態樣分析 

級職 
性

別

服役 
年資 

教育 
程度 

體系 
類別 

1 
將級 
主官 

男
20 年

(含)以
上

大學 領導職

2 
中校 
主官 

男
15 至 
19 年 

大學 領導職

3 
少校 
主官 

男
11 至 
14 年 

專科 領導職

4 
一等士

督長 
男

20 年

(含)以
上

高中 領導職

5 
一等士

督長 
男

15 至 
19 年 

專科 領導職

6 
上校 
參謀 

男
15 至 
19 年 

碩士 幕僚職

7 
中校 
參謀 

男
15 至 
19 年 

專科 幕僚職

8 
中校 
參謀 

男
15 至 
19 年 

大學 幕僚職

9 
一等長

參謀 
男

20 年

(含)以
上

專科 幕僚職

10
上士 
參謀 

女 7 至 
10 年 

大學 幕僚職

11
中校 
教官 

男
15 至 
19 年 

大學 教測職

12
中校 
教官 

男
15 至 
19 年 

大學 教測職

13
中校 
教官 

男
15 至 
19 年 

專科 教測職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2.一致性檢定之分析 
本研究以AHP層級分析作為架構，運用Excel

及Expert Choice軟體，進行正倒值矩陣比較，計算

各層級評估準則C.I.及C.R.是否符合一致性檢定，

經一致性檢定後；當C.R.值≦0.1為佳，若C.R.值
≧0.1時，則表示不符合一致性之要求，並予以剔

除列入無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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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述問卷回收共13份，經驗證得知；有3份
問卷列為無效問卷，後續以符合一致性之問卷作

為基準，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專家問卷各構面施測分析結果 

編號 
一致性檢定 C.R.≦0.1 檢定 

結果 遴選資 考核要 本職鑑

1 0.06 0.05 0.00 符合 

2 0.08 0.00 0.00 符合 

3 0.06 0.05 0.00 符合 

4 0.05 0.00 0.00 符合 

5 0.15 0.30 0.00 不符合

6 0.05 0.05 0.00 符合 

7 0.05 0.05 0.00 符合 

8 0.10 0.06 0.00 符合 

9 0.40 0.32 0.00 不符合

10 0.00 0.00 0.00 符合 

11 0.05 0.81 0.00 不符合

12 0.00 0.04 0.00 符合 

13 0.00 0.05 0.00 符合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3 整體層級權重分析結果: 
以下針對士官中隊長遴選各層級評估項目，

經計算求得數據及比序如表5所示: 

決策者對於「服役年資」等15項感受度，並

進行正倒值矩陣比較，經Excel及Expert Choice軟
體，整合各評估構面權重值，計算C.I.值及C.R.值
符合一致性檢定，數值在可接受範圍(C.I.≦0.1及
C.R.≦0.1)，權重值判斷偏差均在容許範圍之內。

經計算，權重值優先順序為曾任職務(0.192)、體

能鑑測(0.123)、品行榮譽(0.093)、公正誠實(0.082)、
領導溝通(0.067)、廉潔修身(0.063)、服役年資

(0.054)、判斷應變(0.054) 、本職學能(0.054)、負

責主動(0.052)、軍事教育(0.046)、協調合作(0.042)、
團隊士氣(0.031)、指揮掌握(0.027)、民間學歷

(0.017)。施測者認為具重要性指標第一為曾任職

務(0.192)、其次為體能鑑測(0.123)、第三為品行榮

譽(0.093)，對於士官中隊長遴選評估準則具有重

要性指標。 

 

 

 

表 4 遴選評估項目整體權重表 

因素 比序 構面 比序 評估準則 整體權重 比序 

遴選 
資格 

(0.309) 

2 

年資(0.177) 8 服役年資(1) 0.054 9 

學歷(0.203) 7 
軍事教育(0.734) 0.046 11 

民間學歷(0.266) 0.017 15 

經歷(0.620) 2 曾任職務(1) 0.192 1 

考評 
要項 

(0.513) 

1 

品德(0.464) 3 

公正誠實(0.346) 0.082 4 

廉潔修身(0.263) 0.063 6 

品行榮譽(0.391) 0.093 3 

才能(0.321) 4 

領導溝通(0.409) 0.067 5 

協調合作(0.259) 0.042 12 

判斷應變(0.332) 0.056 7 

績效(0.215) 6 

負責主動(0.476) 0.052 10 

指揮掌握(0.242) 0.027 14 

團隊士氣(0.282) 0.031 13 

本職鑑測 
(0.178) 

3 
體能(0.693) 1 體能鑑測(1) 0.123 2 

學能(0.307) 5 本職學能(1) 0.055 8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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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遴選評估項目整體權重與排序表 

項目 候選人 權重值 排序 C.R. 

服
役
年
資 

甲員 0.223 1 

0.02 
乙員 0.146 5 

丙員 0.206 3 

丁員 0.205 4 

戊員 0.220 2 

軍
事
教
育 

甲員 0.194 3 

0.00 
乙員 0.148 4 

丙員 0.264 1 

丁員 0.140 5 

戊員 0.254 2 

民
間
學
歷 

甲員 0.198 3 

0.00 
乙員 0.122 5 

丙員 0.244 2 

丁員 0.172 4 

戊員 0.264 1 

曾
任
職
務 

甲員 0.213 3 

0.02 
乙員 0.163 5 

丙員 0.236 1 

丁員 0.175 4 

戊員 0.214 2 

公
正
誠
實 

甲員 0.198 3 

0.00 
乙員 0.132 5 

丙員 0.286 1 

丁員 0.211 2 

戊員 0.173 4 

廉
潔
修
身 

甲員 0.213 3 

0.03 
乙員 0.132 5 

丙員 0.240 1 

丁員 0.221 2 

戊員 0.195 4 

品
德
榮
譽 

甲員 0.189 3 

0.02 
乙員 0.128 5 

丙員 0.317 1 

丁員 0.170 4 

戊員 0.196 2 

領
導
溝
通 

甲員 0.162 4 

0.03 
乙員 0.154 5 

丙員 0.295 1 

丁員 0.191 3 

戊員 0.197 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5 遴選評估項目整體權重與排序表(續) 

項目 候選人 權重值 排序 C.R. 

協
調
合
作 

甲員 0.237 1 

0.00 
乙員 0.160 5 

丙員 0.206 3 

丁員 0.172 4 

戊員 0.226 2 

判
斷
應
變 

甲員 0.166 4 

0.04 
乙員 0.147 5 

丙員 0.335 1 

丁員 0.183 2 

戊員 0.170 3 

負
責
主
動 

甲員 0.226 2 

0.01 
乙員 0.135 5 

丙員 0.267 1 

丁員 0.169 4 

戊員 0.193 3 

指
揮
掌
握 

甲員 0.227 2 

0.02 
乙員 0.142 5 

丙員 0.237 1 

丁員 0.168 4 

戊員 0.226 3 

團
隊
士
氣 

甲員 0.196 3 

0.02 
乙員 0.174 4 

丙員 0.233 1 

丁員 0.225 2 

戊員 0.172 5 

體
能
鑑
測 

甲員 0.193 4 

0.00 
乙員 0.120 5 

丙員 0.253 1 

丁員 0.208 3 

戊員 0.226 2 

本
職
學
能 

甲員 0.211 2 

0.07 
乙員 0.124 5 

丙員 0.297 1 

丁員 0.175 4 

戊員 0.193 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經上述分析結果，優先順序為丙員(0.260)、
戊員 (0.207)、甲員 (0.203)、丁員 (0.187)、乙員

(0.143)。經決策者評選結果丙員績分為0.260，相

較與其他候選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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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最適合之人選相對權重與排序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 結論與建議 

隨著人力資源管理快速發展，應採取積極作

為解決遴選的困境，如遇到同額競爭之候選人，

在遴選條件相當時，具公平、客觀及透明的遴選

制度有其必要性，因此；本研究透過專家問卷找

到最適合士官中隊長遴選評選項目，適時提供主

官及人事部門解決方案，藉本研究獲得重要結論

以下: 

一、 目前評議會由各委員依個人主觀與經驗判

斷，候選人適任與否。本研究運用 AHP 層

級分析，將彙整決策者意見，透過 1-9 評

估尺度成對比較、一致性檢定，以計算各

評估項目權重值，並依數據優先順序排列，

使決策者更周延選擇最適合之人選，以提

供主官及人事部門作為參考。 
二、 本研究透過實例驗證得知；針對「士官中

隊長遴選制度之研究」而言；適用以遴選

資格、考核要項及本職鑑測作為遴選評估

項目，相較目前遴選作法更為周延，使各

委員更周全作出最有利之選擇。因此；透

過文獻及現行遴選作法進行比較，彙整最

適合之遴選評估準則，使人選決策判斷方

面更有明確。 
三、 在遴選評估項目權重方面，決策者對於士

官中隊長遴選關鍵因素，重要指標依序為

考核要項(0.513)、遴選資格(0.309)、本職鑑

測(0.178)。認為考核要項攸關候選人品德

操守，在遴選評估階段應列為重要指標。

在第三層級構面相對權重值依序為體能

(0.693)、經歷(0.620)、品德(0.464)、才能

(0.321)、學能(0.307)、績效(0.215)、學歷

(0.203)、年資(0.177)，其中以體能(0.693)相
較其他項目相對重要，決策者認為主官應

具備良好的體能狀態，才能作為官兵的表

率。 

四、 第四層級各評估準則重要依序為曾任職務

(0.192)、體能鑑測(0.123)、品行榮譽(0.093)、
公正誠實(0.082)、領導溝通(0.067)、廉潔修

身 (0.063)、服役年資 (0.054)、判斷應變

(0.054)、本職學能(0.054)、負責主動(0.052)、
軍事教育(0.046)、協調合作(0.042)、團隊士

氣 (0.031)、指揮掌握 (0.027)、民間學歷

(0.017)。曾任職務(0.192)，施測者認為豐富

的職務歷練，對任職士官中隊長具有實質

的幫助。 
五、 經分析結果士官中隊長遴選評估項目排序

顯示，最適合人選依序為丙員(0.260)，其

次為戊員(0.207)，第三為甲員(0.203)，最後

為丁員(0.187)、乙員(0.143)。透過候選人資

績計分成績審視，並結合士官中隊長遴選

評估項目，經分析得知；在各評估項目丙

員以 0.260 的績分，得到決策者一致認為

最適合擔任士官中隊長，後續將結果提供

主官及人事部門作為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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