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肆章  訪談結果分析 

我國當前推動的這套績效獎金與績效待遇制度基本上為移植美國公部門的

績效管理制度，以公開賽模式理論為基礎和運用目標管理法進行考核。 

本研究透過與十位現職資深薦任非主管人員訪談結果，發現績效評估不只

影響公務人員每季或是該年度之考評和獎金，並可能攸關其個人的整個公職生涯

發展，成為公務員最關心和在乎的事。我國公部門實施的這套誘因與管理機制若

實施不當，確實有助於強化定期的目標考評，公務員更加重視計劃的執行，至少

數字上能促進目標達成效果，然其中亦有諸多規劃與實施欠當處，除激起員工對

組織不滿和挫折外，並產生許多嚴重問題，包括： 

一、 欠缺制衡主管濫權的有效機制 

一、 主管無法形塑值得信任的權威，影響領導及組織效能 

二、 績效標準遭到任意操縱，缺乏鑑別力 

三、 引發道德危機的逆選擇與高度競租（績效獎金和績效待遇）行為 

四、 政治過度干預，加劇行政不中立 

五、 「正義管理」vs.弱勢保障問題 

六、 過度追求效率產生「目標錯置」現象 

七、 評估結果無助員工職場發展，並難以處分或解僱績效不彰之公務員 

八、 報酬結構決定員工合作或對抗 

九、 爭功諉過，減少組織記憶，降低整體生產力 

十、 政府將風險轉嫁於公務員身上，渠等無法體察變革之急迫性 

 

一、欠缺制衡主管濫權的有效機制 

績效評估可加強組織內的權威關係，擴大人事主管在生產力計劃中的角

色，在一個要求彈性、回應與效率的大環境，必然導致需簡化懲戒與申訴制度，

彈性化的前提是主事者具有更大的裁量權，如此方能在不同的情境認知下，選擇

適時、適地、適事、適況與適境的方案。 

我國政府聲稱要透過績效評估以提高行政效率，進而提昇國家競爭力來促

進公共利益，然此常為行政主管當作合理化政策之有利工具，並藉行政裁量權之

名，逐漸形成獨裁、自作主張、差別對待、無法掌控等情形，以工作成效作為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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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部屬和排除異己的工具。績效獎金等增加主管權勢運作的空間和鬥爭之工具，

儼然成為首長之私人公關和酬庸金庫，可能導致他們藉由此一管理賽局來極大化

自己的報酬。而目前欠缺較妥善的機制來制衡機關首長濫權及不公正之人事處分

的有效制度，對主管階層並沒有明確的課責界線，僅強調主管自我課責達到管制

的目標，因此一般公務員對於放寬賦予首長懲戒及獎賞權的主張多表反對（訪談

AL63-64；BL11-13；DL9-11；GL26；IL4-7）。 

績效獎金與績效待遇制度改革中，突顯官僚的政策偏見，政府只強調業務

活動中產生的實際正面利益，而刻意隱藏所耗費的成本，同時淡化處理或忽略他

們所犯的錯誤及無法解決的難題，根本就是提供獎金給本來就應該做事情的員

工，又多了一個發給獎金的名目，所有公務員都是受益者，領到獎金的人，也不

敢將這筆錢視作自己獨得，怕引發同事杯葛、排擠等，遂多半拿出來請大家吃喝，

這就是為什麼說這筆獎金會淪為大家在分贓的原因（訪談 CL61-62；DL68-70；

GL14-15；HL46；JL5），實質上未賦予主管負有更大的責任追求績效的產生。

另公部門主管欠缺誘因去實施公正的績效獎金及績效待遇制度，如果此項業務不

被列為升遷的考慮因素，誰又願意大力推動具有鑑別性的績效評分，而得罪部屬

呢？（訪談 AL69-70；DL63-64；FL54-55） 

現行考績法第十九條追究辦理考績人員的責任限於不公或徇私舞弊的情

事，只能消極防止錯誤，但無法發揮績效管理的功能。 

 

二、主管未能力行價值及才能領導 

主管應力行價值領導：主管最重要的職責之一，就是去塑造組織上下所有

成員的價值觀、動機及行動，統合組織力量與資源，建立一個值得信任的權威當

局。在道德判斷時最重要的因素為最高管理當局在提供道德價值觀的承諾、領導

風格及範例時的角色，如果領導者無法建立與實行高標準的道德管理，那麼正規

的道德規範及訓練課程將沒有任何價值。「做的比說的更有效」，如當初 Walton

在宣示改革 Walmaeket 公司時，要進行樽節成本革新時，其本人即駕駛雪佛蘭

國民車，因此而贏得全體公司成員之尊敬，該公司之成本大幅降低（訪談 DL3-6）。 

「公平對待是管理者最佳的工具」：唯有公平，才有道德的領導，利益應當

公正的分配，若有明顯不公，就會有人興起放棄念頭（訪談 GL15-16；J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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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領導者應該感恩那些追隨他們的員工們。領導者承擔管理著有限資源的責任，

並且運用個人的約束力來使得員工之間的關係能被接受。 

領導者應該將他們的需求和他們員工的需求結合在一起，並且學習如何致

力於全體的利益，並了解如何學習痛苦，而不是施加痛苦於他人。 

績效評估每每成為員工與主管重大緊張關係或衝突的來源，主管的評量很

容易出現偏差，可適度增加自我評量，用來促進上級與下屬之間，彼此坦承討論

有關下屬的表現。並增加面談制度（現行規定每年兩次，四月及八月），主管應

具備有衝突管理的能力，收納潛在的對立者以減少政策執行的障礙。（訪談

BL52-53；JL67-69） 

公部門的時間架構是如此短暫，以致於任何長期的觀點都將註定失敗。主

管僅是追求表面上的數字績效，對於員工未能提昇績效的原因，通常並無有效之

對策；主管或員工並沒有認真去思考組織未來的長期重點，亦即缺乏策略性觀

點，同時也未將願景整合進入組織目標或使命中，失去爭取更完美、更理想的奮

鬥精神、停滯不求進步。（訪談 A25、26、63、67；FL85-87；HL50-51） 

 

三、績效標準遭到任意操縱，缺乏鑑別力 

績效標準是事先在設定時即低估，上下共謀的虛假值，實際是以臆測方式

決定理想的效益和服務水準應如何，故絕大多數員工都可輕鬆達成；主管獎勵之

標的主要仍在員工個人因素，而非其績效產出。（訪談 AL68、72；FL18-19；

JL59-61、64-67；HL57-58）主管偏好以個人特質來論定員工績效，個人特質是

效用較弱的一套標準，幾乎與工作績效毫不相關，並迫使資訊迎合非績效標準。

（訪談 FL9-10） 

績效評估制度的內容，是否能鑑別出機關中表現優異的公務員，並相對篩

選表現不佳者，也就是獲得績效獎金者，或是考績甲等，比其他未獲獎金者或考

績乙等者優秀，實務上考績評比多為輪流（訪談 AL51-52；FL54-55）。 

 

四、引發道德危機的逆選擇與高度競租（績效獎金和績效待遇）行為 

公部門以追求公益之實現為目的，本制度某種程度鼓勵作弊、勾結、結盟

等，在交易的過程中，人的有限理性與投機主義將促使交易雙方扭曲或壓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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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使得交易雙方的資訊不對稱，無法訂立完整的契約，發生事前逆選擇，

與事後的道德發險問題（Williamson,1985；Milgrom and Roberts，1992）。 

績效良好的經理人，不容易成為「成功」的經理人，成功的指標是升官而不

是績效。也就是說，在組織中要升官，需要的是做人而不是做事。 

這套制度執行的結果無可避免的仍受到主管操縱，拉大雙贏差距，以強化

工作上經濟誘因，因此更要力爭上游，使自己能進入組織決策核心，俾能攫取更

大利益。員工工作重心原應致力於績效的創造與提昇上，焦點卻轉移至主管身

上，多對主管下工夫，影響主管的考評；最重要的是替主管謀求福利，如牽線拓

展人脈、幫主管多報加班或出差費等（訪談 AL73、83-85；BL15-16、42-43、59-60；

CL45-46；DL22-23；HL28、54-55）。即使被考評結果較差，也要假裝和善、樂

意助人，以試圖操縱、控制他人對自己形成有利歸因或良好印象的過程，也就是

印性整飾（impression management），表面上仍會基於互利的觀點，幫助別人是

對自己未來的投資，唯有當報酬高於成本時，我們才會去幫助別人（訪談

AL57-58；BL40-41；CL46-47）。 

 

五、政治過度干預，加劇行政不中立 

此制度授與主管發放金錢的獨斷權（衍生濫用職權），獨佔往往是造成易於

貪污的機會，因此，必須抑制壟斷，以避免貪污的情事發生。而公務人員所屬機

關所施行之績效獎金、績效待遇制度及升遷不公正，將成為拉幫結派、剷除異己

的工具，更將迫使公務人員產生行政不中立的現象，破壞行政系統依法行政、保

持公正原則。此制度強調能提昇行政效率及國家競爭力等公共利益，某種角度看

來係在將某些特定團體的利益合理化，使特定的利益披上道德的外衣，較易為人

接受，實際上可能淪為政治領導者企圖操縱文官系統以獲得更大的控制（訪談

CL27-28；EL32；JL31-32）。 

 

六、「正義管理」vs.弱勢保障問題 

組織正義來自價值平衡，意指建立並維持期望與義務的過程。員工因遭受

處分所提出之苦情申訴程序的品質，決定了員工是否相信他們及其同事獲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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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誠實的待遇。 

績效評估是天生的不道德，反應出較強有力的組織文化強加在較無力的個

人身上。公務員一向將考績界定為乙等是不好的，甲等是受肯定的，只有「好」

與「不好」之分，並無「不好不壞」的認知，甲等比例被強迫壓縮（是否應服從

既定的分配）已損及公務員權益，渠等對績效評估結果的反應是一種零和遊戲，

抱持著非輸即贏的心態，特別是無法接受負面結果；考績或績效獎金就像優良認

證標記，也是被公平對待的最重要準據，心裡的滿足感遠大於對獎金的需求。兩

者已不具有那麼強烈的功能性目的，難以產生發展性或激勵性的作用（訪談

CL51-52；FL71-73）。 

對於那些較不強勢的、不擅言詞的、且不受上級喜愛的員工，會遭到系統

化的低估結果，因差序格局、親信關係的不同，主管與部屬的親近或信任關係愈

強，主管給予部屬的評估分數也會愈高，並使組織內「社會認可」的歧視長久發

展下去，使居於弱勢地位的個人或團體更加不利（訪談 AL34-39；CL6-7；

EL60-61），這也就是主管對績效獎金制度普遍較認同。此外公務人員薪資也隱

含著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種工具，若大幅調整依績效給薪水，則某部分人將因

此而生活產生困難。 

績效評估不但要求可靠性與正確性，更要求可接受性（訪談 GL58），不論評

估制度設計的多精密，只要不被認為符合正義就無法展現功能，但很不幸的這部

分有相當比率取決於個人主觀的認定。果真獲得獎勵之同事的表現確實優於我，

雖難免不愉快，但長期來看，更信任此制度，也就是考核制度若被認為具有公平

性，員工即使得到較低的評等結果，也會增加忠誠感和對組織的投入度，以及對

考核過程的滿意度（訪談 EL32-33）。 

 

七、過度追求效率產生「目標錯置」現象 

公部門較無強烈的動機來促使成本降低與效率的提昇，由於強調公平原

則，必須反映不同團體的偏好，往往造成低度的資源分配效率，其目標的設定較

重視政治考量及缺乏明確的指標來衡量績效，且難以使用單一普遍適用的指標來

衡量其產出，加上公共政策的執行亦往往為公部門本身的法令所侷限，而不能有

所創新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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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行政效率和公務員權利之間出現典型的對立：政府有責任以更有效率

的方式執行其任務，這意味著必須尊重層級節制和組織忠誠度，但另一方面沒有

人比公務人員更了解資源如何被運用和浪費。過度強調經濟效率的觀點，只關注

那些能夠數量化表示的成本和效益，卻規避對事物本質、人文社會價值的關懷，

很容易掉入方法論上經濟化約主義的陷阱（訪談 AL80-82）。金錢上的報酬正取

代一些價值的誘因，成為激勵管理的主要工具，可能形成「目標錯置」，公部門

對效率的追求，可能阻礙政府利用權力改善其他公共目的的能力（訪談

EL73-74）。 

美國對於公務員權利問題，其平衡從憲法保障下的個人權利，轉朝向行政

效率的價值。但是公共管理者和一般大眾，對於公務員權益和管理彈性之間關係

的實質感受，也傾向員工那一邊，而以政府效率與回應性的犧牲為代價。 

 

八、評估結果無助員工職場發展，並難以處分或解僱績效不彰之公務員 

進行對比的個人應該具有可對比性，即他們的表現應該是在相同的基礎

上，也就是確保表現良好的機會能夠存在。對於職務表現相對劣勢者，我們可以

給予額外的加分－「障礙加分」，然而在實際操作上，這種做法是脆弱且極容易

引起爭議（訪談 JL85-87）。 

資深員工的績效評估，應以成就的衡量為主，而不在於能力的確認，組織

對資深員工進行評估的效益，低於對資淺員工進行績效評估的效益。 

比較式的特質考核在輔導員工方面並沒有效果，因為這種方式既無法指出

滿意或不滿意績效的界線何在，也無法指出需要改善的範圍有多少。因為評量者

傾向對員工作出整體的評估判斷，運用績效考核過程來記錄而非發現員工的表現

有多好。如果目的是為了分配獎勵，主管就變成法官，如果目的是為了改善員工

績效，主管就是一個顧問、輔導者或協助者（訪談 EL75-78）。 

被評估者無論對什麼樣的現行系統都會迅速的發現並將焦點集中於壞的方

面。績效評估本身是否僅被要求單純地站在主管或組織的立場來考核員工，還是

要兼顧員工本身發展的目的？當績效評估是用於薪資管理、升遷決定和僱用等方

面時，那些被評估者將有動機儘其所能的遮掩優勢資訊，而使他們的同事或上級

也有強烈的動機不能做到公平。但當評估的目的是進行自我提昇、培訓、聘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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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有效性等方面時，這些矛盾就表現的沒有那麼強烈（訪談 HL64-65）。 

雖然某些評量結果不佳的員工可能離職，但多數員工仍會抱著不平和不滿

的感覺而留任，如何處理當事人的情緒與敵意，成為攸關組織整體績效的不可避

免的棘手難題（訪談 JL83-84）。而對無生產力員工的處分和諮商，應考慮工作

重新設計、任用、適應、績效考核、訓練和補償的問題。 

績效獎金可能對較基層之員工，或家庭經濟欠佳者較有吸引力；對安貧樂

道、只求溫飽，或是家境優渥，不在乎績效獎金的公務員，則較無作用（訪談

EL24）。政府解僱很難，最好的策略就是忽視或孤立反對者，這也就是 Heneman

（1992：40）研究指出，績效薪俸對基本薪俸較低的組織尤其重要，因為基本薪

俸不高，必須有足夠的績效薪俸才能使組織的薪俸水準具有市場競爭力；而績效

薪俸對於基本薪俸較高的組織重要性則較低。 

 

九、報酬結構決定員工合作或對抗 

對於需要互相依賴的工作來說，公式化，客觀的個人表現的評估是很不適

合的，這種做法會削弱合作精神。由於獎勵大多是提供給有表現的個人，自然會

將自己的創新意見視為自己的資源，而不願與他人分享；造成打不過他，就抹黑

他（訪談 CL56-57；GL39-40）；平日就要擁有一些只有自己會、別人都不會的技

術或竅門，如此才能擁有別人無可取代的地位，在績效考核中的競賽中立於不敗

（訪談 JL52-53）。 

客觀的績效標準，很難適用於許多幕僚人員，或其職位屬於一系列複雜而

彼此相關之工作的人員身上，高度模糊的工作也不適合任何公式化的績效評估形

式；利用一定的績效標準較適用於有具體產出，且可歸因於員工表現的單純工

作，激勵體制主要也是根據那些容易衡量和相對不複雜的任務有效。績效管理為

容易量化的業務創造機會，卻為那些無法量化的業務製造威脅，追求績效的結果

容易造成機關間、組織成員間的惡性競爭，以致出現績效良好的機關永遠成為領

導者的寵兒，不容易出現績效的機關則如棄婦，績效評估對公部門來講，恐怕只

適合少數業務，或具有市場機能的機關才能施行（訪談 AL37-38；EL46-47）。 

實施績效評估原為避免社會怠惰等搭便車效應，但卻鼓勵個人主義，為重

視個人成就價值的傳統，不利於創造正面的合作氣氛，削弱員工扮演團體成員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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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功能，人是自利的，追求的當然會以個人績效為優先，組織績效居次（訪談

DL51-53；FL28）。達成平衡效果的公式也可以被設計出來，但是它很快就會變得

太複雜以致沒有人能了解。 

 

十、爭功諉過，減少組織記憶（organizational memory），降低整體生產力 

政府組織目標很難僅從個別員工績效體現，必須透過中間單位或團體績效

體現。賽門（Herbert Simon）認為，組織內的成員相互依存，因此組織成效是

團體行為與表現的成果，如果能夠可靠而輕易的衡量並獎賞個別員工的貢獻，那

麼或許根本不需要一個組織，因為每個人都能純以個人身分進入市場。 

強化組織負向行為：由於制度上的、人格上的或是內心的不公平感所造成，

若以強制的方式去規範，則要付出相當大的監督成本，甚至有些負向行為是無法

去監督規範的。 

若全盤實施績效獎金與績效待遇制度，則我們很快的會發現利害關係人的

相對權力運作，請求向那些容易得高分的領域調轉的人會增加，而那些最不容易

被公式評量的影響任務卻沒有人想去承擔，這種結果係由於過於強調工作的某個

構面而形成偏差。使人們將酬勞與政治技巧相提並論，靠逢迎討好而不是靠表現

來獲取酬勞，使員工養成被動防禦的習慣，只在被考評相關的領域爭取績效，這

也是個別獎勵未必可以改善個人工作表現的原因（訪談 AL43-45）。 

績效獎金與績效待遇制度是一個嚴重的內耗力量，增加優等將強化衝突力

度：技術人力資產為累積在員工身上的技能或知識，這種知識不若書本上的系統

性知識，具有高度的內隱性（日本野中郁次郎和竹內弘高提出的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即難以用正式語言表達的知識）且不易學習。另外組織內的中間內

部通才，若因為對本制度的反彈，而吝於將關鍵經驗傳承，將使組織蒙受巨大損

失，穩定性是組織記憶的重要來源，組織這種已經制度化的能力可以使它避免犯

下重大的錯誤。得失的多寡容易使員工找各種理由彌補其缺點，攻擊勝利者獲勝

的不公平原因，爭取有競爭性的報酬系統將強化衝突的現象，若處理不好，則兩

方各堅持立場、決不退讓、陷入僵局中，以不擇手段來壓倒對方（訪談 FL83-85）。 

 

十一、政府規避責任，將風險轉嫁於公務員身上，渠等無法體察變革之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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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缺乏創造高績效的鬥志 

傳統上部分公務人員願意以較低薪俸來換取較佳的福利和更大的工作穩定

性，其心態較為保守；公務人員的個別人格特質與需求間往往有很大的差異，其

工作滿意度與組織承諾較私部門員工為低落，並不喜歡依績效給薪這種薪資設

計，尤其當運氣與衡量誤差會影響衡量的結果時，他們更是不能接受。大部分人

只想達成可交代的績效水準即可，政府的公務人員就像沒有釘頭的釘子，釘得進

去，卻拔不出來。（訪談 DL30-31） 

當政府付給公務員固定薪資時，政府便相當於提供收入保險的一方，風險

由政府來承擔，景氣好時，對政府有利，反之當景氣欠佳時，由於時間導向的薪

資制度，並沒有消除風險，只是將風險轉移至政府身上而已。而績效獎金與績效

待遇制度為一種風險性收入計劃（earnings-at-risk plans），也就是將基本薪資降

至一般市場水準之下，員工在無傳統基本薪資保障下，必須加倍努力，才能獲得

起碼的薪資與獎勵報酬。等於控制加諸於員工身上的風險，將風險由政府轉嫁至

公務人員身上，也就是在員工身上加諸的風險越多，則其選擇努力的水準就會越

大（訪談 AL61；BL23-25）。 

公務員習慣於舊有的工作方式，績效獎金的金額過小，拿到的機會又極為

小，無法察覺到實施績效獎金及績效待遇制度的好處（感覺不安及威脅），且質

疑對自身被評估標準的瞭解與接受度，以及自我改善的動機，這些是提昇績效的

關鍵所在，而對既有資源的失恃，對管理階層的不信任，對未知情況的恐懼，要

他們改變舊的文化價值，以達成新的思考方式，無怪乎彼等視變革為一種威脅並

抵制（訪談 AL23-24；CL22-23；FL39-40；GL61-62）。 

高階主管低估驅動人們放棄安逸現況的困難度，他們卻又高估自己在提振

員工急迫感這方面的成就，無法形塑「讓維持現狀看起來比涉入未知領域更加危

險」。公部門組織的惰性除有其官僚結構上的限制，更來自其守舊、漸進式的行

動模式，由於是推動改革政策的靈魂人物和被改革的主體，那麼最終改變的可能

仍相當有限，因此如何說服、教育守舊勢力服從變革，恐怕是當前績效管理改革

過程中的首要課題（訪談 IL80-82）。 

提昇績效最重要的是改變公部門的組織文化，應先對組織的使命、願景與價

值重新界定，再依其可能必須達成的目標來開展，要讓公務員深信工作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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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貢獻社會與國家的手段（訪談 BL83-84），並包含著願景的實踐與生涯的發

展計劃，而不是一份領取薪水的工作而已，亦即建立公務人員對組織的忠誠、組

織承諾及培育組織公民行為，對環境發展保持高度的敏感，不斷掃描周遭世界的

新趨勢與理念。以往公務員經常被認定為不需要特別的專業技能，因此往後文官

的進用應要有專業證照化和定期的再認證化，以使其能力能與時遽進（訪談

HL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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