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作為經營管理者最重要的職責便是統合組織力量與資源，去塑造組織上下

所有成員的價值觀、動機與行動，以求該組織能有卓越之表現。 

待遇就是員工對提供勞務之對價給付，不僅提供經濟的福祉，而且也提供

客觀的經濟量化方式來衡量個人的價值，並反映該員工對工作的付出程度和此人

對於組織的貢獻度。 

影響績效系統的成功關鍵因素主要可分為激勵與報酬制度，此兩者結合之

待遇制度主要可分為： 

第一節 績效待遇制度（pay for performance） 

OECD在 1993 年出版「公共部門待遇彈性」一書中，提出待遇彈性係指：

1.待遇決定權限的分權；2.各機關及團體待遇制度的差異；3.各地區或專業人員

待遇調整的差異性；4.相同職務或職位時待遇依技術、責任及績效，支給不同的

標準1。 

所謂績效待遇（產出導向的薪資制度，output-based pay）是指「將待遇與工

作績效結合，以激勵員工產生優越表現的行為，以個人或其所屬的工作團隊的工

作表現決定個人待遇，並作為調薪或分發獎金多寡的依據」，並以此作為策略性

的薪資管理（對組織具有關鍵性的薪資決定模式，將願景整合進入組織目標或使

命中，如附圖 2-1）的重要手段之一2，另可過濾員工，激勵員工盡心盡力，誘導

優秀員工留下來，績效差的員工離開。 

實施此種方法的一個前提必須是該工作單位的績效容易計算，而且得以確定

該員工的努力是提昇績效的主要投入要素，並藉此作為任免、晉升、進一步工作

輔導、決定訓練及員工生涯規劃之有用的參考依據。 

 

一、 以技能為基礎之薪資（skill-based pay）：使獲取與工作相關新技術的員工得

                                                 
1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 Development, Pay Flexibility in the Public Sector, 
（OECD ,1993） 
2 參考李漢雄，（民國八十九年），《策略人力資源策略管理》，pp.165-210.，＜第六章薪資管理

＞，臺北：揚智。 

 1



到薪水加級（假定獲得額外技術的員工會對公司有較大的貢獻，應對這些員

工給予較高的薪資）。 

（一）實施方式為： 

1. 確定需執行的工作。 

2. 確定在執行工作時所需的技能。 

3. 發展測試或檢驗的方式，來決定員工是否已學會該項技術。 

4. 根據技能對公司的價值來衡量加薪的多寡。 

5. 告知員工可學的技術，以及所學技術可獲得的薪資。 

（二）主要優點為：提供員工經濟上的動機，以提昇員工技術的專業性，在

員工獲得額外技術後，其工作範圍將更加寬廣，與其他部門的員工可以進

行較有效的溝通，會更有效率的解決問題，員工對公司的運作能更有效率

的進行。 

（三）主要缺點：員工的人事成本提高、會引起不公平的疑慮，造成薪資管

理上的複雜性與同事間的糾紛，員工的額外技術常無法被運用到組織上，

對其產品或服務有改善，使本制度僅徒浪費成本（決定於員工能力認定的

成本）。 

 

二、依功績報酬薪資（merit pay plan）：基於員工的績效來決定年度薪資調幅。 

（一） 優點：建立了努力－表現，與表現—獎勵之間的連結性，強化績效與獎

勵之間的關係，對於那些工作效率最高的員工滿足感的增加程度將會最

高，因為他們在此制度中是受益最大的成員。 

（二） 缺點： 

1. 區分每個員工對團隊努力所做的貢獻不僅困難，有時更是不可能，因為

技術更加複雜，任務更加不明確，策略上更強調創新。 

2. 有時無法建立一個明確的表現—獎勵連結，管理階層與員工間的信任也

許會被破壞殆盡，監督者常根據無關績效的因素來加薪或獎勵，導致會吵

的孩子才有糖吃（特別是當經理人因一位部屬擁有特殊專長而產生依賴

時，或該員工關係背景好時）。 

3. 若公司所提供的獎勵不為員工所重視時，本方案將失效，完全的金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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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某些人並非有效。 

4. 當監督者不願在成員中做出區分時，績效與獎勵間的關係也會受到阻礙。 

5. 獎勵未能即時，導致行為與獎勵間的落差。 

6. 不符合成本效益。一旦員工獲得一項功績加薪，它就變成基本薪資的一

部分，因此所增加的生產力必須十分充裕，才能抵銷獎勵的成本，亦即產

生棘輪效應（ratchet effect），鼓勵員工追求快速改善（獲取更多的錢），

然後將其分離，而不是集中於長期穩定的改善，並會造成鎖住（lock-in）

效應，員工會堅持要求更永久的調升去補償因變動所帶來的損失和作為與

公司談判的籌碼。 

7. 引發競爭而非合作行為（拒絕提供資訊和工作經驗，故意賣弄，以獲得

超越同事的優勢），文化背景更加重視合作。 

 

三、以工作評價為基礎的薪資（job-based pay）：員工薪資係根據目前所從事工

作之工作評價為基礎，本法計算容易，是最盛行的薪給制度。 

 

投入導向的薪資制度（input-based pay）是根據員工的工作時間或努力程度

來計薪，較不考慮員工的工作產出。而員工投入並不容易衡量，企業通常運用替

代指標（proxies）來衡量員工的努力程度，而最常用的替代指標就是工作時間的

常短。反之，產出導向的薪資制度是完全根據員工生產量或結果來論斷員工績效。 

認為個別獎勵可以提昇創意與生產力、以及員工工作的主要動機是為了金

錢等迷思，主要應歸咎於經濟理論—作用理論與交易成本理論，兩者均認為個人

不僅追求自我利益，並且有時會以詐術與投機態度尋求這種利益，前者認為員工

不僅具有不同於他們雇主的目標，他們還會有機會提出錯誤資訊，並將資源挪歸

私用；後者則認為人們為相互取得較佳交易，會做出虛假或空洞的威脅與承諾。 

大內威廉（William Ouchi）在Z理論一書中認為：個體基本的特性不可能有

重大的改變，他們仍然一直以自我利益為中心。組織不可能改造員工的本性，因

此，組織只能改變內在的社會結構，建立一個更整體性的新結構，滿足競爭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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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時滿足員工追求個人利益的要求3。 

 
 
 

 
 
 
 
 
 
 

 

 

 

圖 2-1：績效管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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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Anderson ＆ Evenden （1993：p.249.）

                                                 
3 參考黃明堅譯，大內威廉著，（民國七十年），《Z理論》，台北：長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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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績效評估系統 

績效評估係指主管或相關的管理者，對部屬或員工的工作，進行有系統的

評價。簡單的說就是將部屬的實際工作績效與所設定的工作績效標準加以比較。 

一、績效評估的目的 

一個良好的員工績效評估制度，能提供兩種重要資訊—員工一般能力的資

訊，以及員工特殊技能的資訊，作為該組織對員工進行分流的參考。此外並可作

為評估公司政策與計劃的準則，讓員工瞭解公司所重視的核心價值為何，不僅可

以作為調薪、任免或晉升等人事決策之參考，或進一步作為工作輔導、決定訓練

需求及員工生涯規劃之依據，同時員工也可藉此與主管討論自己績效標準的合適

性、以及對公司目標的關切，故可達到建立與維持組織文化的目的。另可將員工

的行為導向企業的目標，並監督員工的行為以確保能達到目標。 

若績效評估做得不好，將為組織帶來許多負面結果，包括員工離職、員工

自尊心受損、工作動機低落、與主管關係惡化、浪費時間與金錢等，對組織和個

人都是潛伏性的危機。 

績效評估以評估標的可大致分為四個層面：策略績效、營運績效、團隊績

效與個人績效。本研究將側重於對個人績效與團隊績效之影響。 

以評估方式則可分為縱向和橫向評估。（如表 2-1） 

縱向評估乃是以單一機關組織（或個人）的工作績效，進行縱向時間序列

分析，較能了解員工之進步性。 

橫向評估指在同一個時點，進行跨單位之比較，亦即對於機關因業務性質

相同而在不同地區設立分支單位，但工作內容大致相同，如戶政、地政、稅捐等

機關，可進行機關或單位間的橫向比較評鑑。 

 

表 2-1：績效之縱向評估與橫向評估比較分析 

 縱向比較 橫向比較 
優點 .利於員工總結經驗，努力創新，了解進步

性。 

.員工與企業目標一致。 

.通過對比鼓勵競爭。 

.易於賞罰。 

.易於達到外部公平性。 

缺點 .為每個員工制定考核依據，相對複雜。 

.缺少橫向比較，不公平。 

.引發員工之間的矛盾。 

.降低組織整體效能。 

適用

條件 

.鼓勵成長、創新的企業。 

.工作差異性較大。 

.工作同質者。 

.可以統一標準的工作。 

【資料來源】：吳稟恩所著《分享式人力資源管理》p.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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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評估的主要功能與成效 

（一） 提高工作搭配程度。 

（二） 組織價值觀與目標的傳達，並可向外部支持者傳遞這些訊息。 

（三） 員工自我能力提昇的參考資訊。 

（四） 培訓和生涯的發展。 

（五） 根據績效給予員工薪資及升遷等。 

（六） 僱用策略的訊息。 

（七） 其他人力資源政策的有效性。 

（八） 勞動力的留用和削減。 

（九） 法律保護。 

（十） 對於進行評估者的助益。 

管理當局通常希望通過績效考核過程，來達成以下目標：1.作為評估組織

政策與計劃的基準，並向員工溝通管理目標。2.激勵員工改善他們的績效。3.

公平分配組織獎勵。4.進行人事管理研究。 

 

三、績效評估的程序  

績效評估的程序依學者拉燦和魏斯理（Latham ＆ Wexley）的分類4，可分

成八大步驟（如圖 2-2、2-3、2-4 所示）： 

一個有效的績效評估過程應具有下列特質5： 

※ 員工對績效評估的高度參與，使員工對績效評估過程及執行的主管有較高的

滿足感。 

※ 員工對績效評估的接受及對主管的滿足，能提高主管支援員工的程度。 

※ 認定可達成的具體目標。 

※ 討論困擾員工目前工作績效的問題，並找出解決方案對生產力有立即之影響

的因素。 

※ 績效面談中批評的數目與員工防衛性反應成正相關。 

※ 員工愈被允許訴說自己的意見，其對評估的感覺亦愈滿足。 

                                                 
4吳美連、林俊毅，（民國八十八年），《人力資源管理：理論與實務》，pp.327-328，＜第十一章

績效評估＞，臺北：智勝。 
5 Ibid.  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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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績效評估的方法  

績效評估的方法會影響績效評估的成效與結果的正確性，大致可區分為以

下幾種： 

※分類法：主管人員在設計好的表格上，標註受評員工在各項等級上的得分，以

圖表指標法和逐項查核法最為常用。 

※比較法：比較所屬員工之績效，包括排名法、配對表較法、強迫分配法。 

※描述法：輔助其他評估方法，記載與員工績效相關的敘述文字，包括特殊事蹟

法、論文法。 

※特殊系統法：一為行為定向指標法，其尺度以直屬主管與員工的行為模式做依

據，並以描述的關鍵事件來考評某員工的得分，分數標準清楚而有效；另為目

標管理法。 

※常規型考核法：指出績效考核最基本的問題，並可分為直接排序法（將部屬之

工作績效從最高依序排列至最低者）、交替排序法（將員工的考績在某些特定

的工作項目下，從最佳的到最差的加以排列，但僅區分最佳和最差者）、配對

比較法（對每位員工依每項績效考核項目，都進行相互配對及比較）、強迫分

配法（依照組織內既定的考績比例將員工分配到不同的等級）等四種。 

※ 行為型考核法：分為圖表評等尺度法、重要事件法（作為輔助工作比較恰當）

及行為定位尺度法。 

※產出型考核法：以員工產出多寡為準則，分為目標管理法、績效標準考核法。 

 
 
表 2-2：各種績效評估方法之優缺點 

績效評估方法 優點 缺點 
圖表評等尺度法 使用容易，對每個員工均能提出適

當的平等。 
績效標準不明確，具有暈輪效應、集中

趨勢等偏差。 
交替排序法 使用容易。 不易為員工接受。 
強迫分配法 分配事先已確定。 對少數參與績效評估者及不易進行績效

考核 
重要事件法 作為績效評估之輔助工具。 不宜直接單獨對員工進行績效評估。 

行為定位尺度法 尺度正確、標準明確、可得到回饋、

構面獨立性、一致性。 
必須輔以重要事件法，否則不易推行。

目標管理法 績效目標十分清楚。 花費很多時間。 
【資料來源】：參考李正綱、黃金印著，（民國九十年），《人力資源管理新世紀觀點》，p.289，＜

第九章績效考核＞台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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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員工績效的關鍵因素 

影響員工績效的主要因素可區分為兩大類：動機和能力。績效評估要能產生

管理積極作用的兩個要素面向為如何有效激勵員工與設計良好的績效評估指

標，並確實貫徹執行。 

一、強化工作動機－激勵手段之運用（激勵理論）： 

工作動機是指「在組織場域中，一種行為被驅動、引導及維持的過程」。（Poter, 

1991） 

激勵（motivation）係指激發、引導、維持人類行為持續相當時間的管理行

為，包含三種組成要素，分別是：方向，人員正嘗試做什麼；努力，人員如何辛

苦去嘗試；持續，人員持續努力多久。組織成敗往往取決於員工能否被高度激發

其能力，績效待遇的設計係建立在於獲得適當的激勵（需求→動機→驅力→目標

導向行為→該需求的滿足），一個組織實際成敗實際上是取決於此。 

員工激勵一般有兩種型態（Armstrong,1999：pp.109-110）： 

一種是內在激勵因素（內部獎勵），指的是來自人員自己產生的因素，影響

他們的行為以特定方式呈現或朝向特定方向，包括責任、自由行動、使用和發展

技術的範圍、興趣、為升遷挑戰工作和機會等，通常與工作生活的品質相關切，

有較長期的影響效果。 

另一種為外在激勵因素（外部獎勵），包括報酬等，通常可以有立即和強力

的效果，但是它未必能持續長久。 

激勵必須適當運用，效果才能呈現： 

※ 滿足員工支配性需求（dominant needs）的工具為何（提供物質性或精神性誘

因）？ 

※ 干預員工行為之策略為何（採取正向或負向強化？運用消滅作用或懲罰作

用？）？ 

※ 強化員工行為之時機為何（利用固定或變動比率？採用固定或變動時距方

式）？ 

在選擇績效誘因時，應把握以下幾點原則（Osborne＆Plastrik,1997）： 

※ 在運用物質性誘因時，不可忽視成就、挑戰性、責任感、進步感等心理性誘

因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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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誘因的實施對象，除了以個人為單元外，應同時以團隊為單位提供誘因，以

呼應現代組織普遍運用團隊完成工作的事實。 

※ 正面或負面誘因的選擇，必須考量標的對象的性質來決定。 

 

 

 

 

 

 

 

 

 

 

 

 

【資料來源】：吳美連、林俊毅，（民國九十二年），《人力資源管理：理論與實務三版二刷》，

p.328＞，臺北：智勝。

檢視法規要求 

進行工作分析 

發展評估工具 

衡量績效

回饋結果給員工 

建立績效目標 

酬償績效 

圖 2-2：績效評估的程序

訓練評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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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參考吳稟恩所著《分享式人力資源管理》p.375. 

 

 

 

 

 

 

  

 

 

 

 

 

 

 

 

 

 

【資料來源】：參考吳稟恩所著《分享式人力資源管理》p.382. 

 

 

前置人事活動

.人力規劃

.工作分析

.人力招募

員工績效考核
.設定評核基礎
（工作要項/
考核標準）
.定期評估績效
.追蹤檢討回顧
.重新設定標準

考績最終
目的 

.比較績效

.改善績效

.開發潛力

後續人事活動 
.薪資調整 
.培訓升遷 
.任免資遣 
.工作輔導 外部環境變遷

.競爭態勢 

.同業做法 

.法令規定 

內部環境條件
.高階價值 
.企業策略 
.組織文化 

圖 2-3：員工績效考核之體系關係

設定考績基礎
.工作要項 
.績效標準 

定期評估績效
.評估過程 
.評估面談

擬定激發策略
.行為改善 
.在職輔導 

定期回饋調整
.追蹤回饋 
.檢討作業 

重新設定要項
.工作要項 
.績效標準 

主管要求 主管要求

圖 2-4：績效考核之合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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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勵理論大概可以區分為三類6： 

（一） 激勵的內容理論（content theory）： 

探討人類需求的內涵，找出哪種因素能夠激勵人員，使管理人員能瞭解員

工的需求會影響員工在工作中的行為和態度，包括： 

需求層級理論(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馬斯洛（Abraham H. Maslow）1943年將人類需求由低至高分為生理、安全、社

會需要、自尊、自我實現五個層次（第六層次為超越性之靈性需求），基本的需

求滿足後，才能追求更高的層次滿足。 

 

雙因子理論 

赫茲伯格（Frederick Herzberg,1959）提出激勵因素（motivators）與保健因素

（hygiene factors），前者指足以激發員工滿足的項目，後者指足以懷柔或安撫員

工的項目。缺乏保健因素無法使員工行動，只能使員工維持一定的工作水準，因

此雇主必須提供激勵因素，使員工追求更高層次的滿足。 

赫氏並在 1987年發現7，導致工作上極度滿意狀況的 1753 事件的激勵因素

中，依序為成就、被認同、工作本身、責任、提昇、成長等。激勵因子在滿意方

面的比重達 81﹪，而在不滿意方面則貢獻 31﹪。 

導致工作上極度不滿意狀況的 1844 事件的保健因素中，依序為：公司政策

和管理、監督、和上司的關係、工作條件、薪水、和同儕的關係、個人生活、和

屬下的關係、地位、安全等。保健因子在不滿意方面的比重達 69﹪，在滿意方

面的貢獻只有 19﹪。 

 

三需求（生存、歸屬與成長）理論（ERG 理論） 

由艾得佛（Clayton P. Alderfer）提出，認為生存（Existence），如待遇和津貼等、

關係（Relatedness），如上司或同儕的尊重、成長（Growth）為三組核心需求，

                                                 
6 參考參考盧瑞陽編著，《組織行為學》，第十三章激勵pp.262-293；以及余致力、黃朝盟所著「有

效激勵績優人力之策略：各國政府績效待遇制度的改革與啟示」，

www.inpr.org.tw/inprc/recent/event7_7.htm 
7 F. Herzberg, ”One More Time: How Do You Motivate Employe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Oct.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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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階與低階需求的分別，但與需求層級理論不同的是，當一個人不滿足其薪資

時，可能會以社交需求或以工作保障等作為滿足之因素。 

每個人的 E、R、G 之需求強度是不同的，同一個人在不同時段裡，對 E、R、

G 之需求的強度也是不同的。 

此外還有穆雷（Henry Murray）的外顯需求理論（Manifest Needs Theory）、

麥克里蘭（D. C. McClelland）的成就論（nAch, Need for Achievement ）、阿吉利

斯（Chris Argyris）的成熟論（Maturity Theory）、柯曼（H. Korman）的調和論

（Consistency Theory）等。 

 

（二） 激勵的過程理論（process theory）： 

強調個人行動與結果的關係，關切的是激勵如何產生，著重於為何人員會

選擇特定的行為，以滿足其需求，以及當他們達到預期目標時，如何去評估他們

的滿足感，包括： 

預期（期望，Expectancy Theory ）理論8（如圖 2-5 所示） 

1964年由佛洛姆（Victor Vroom）提出，員工是否採取行動取決於三項預期因素：

員工工作所需付出努力的認知與判斷、對於績效與員工貢獻之間的信念、這些績

效對於員工的價值。 

 

學習強化理論 

1953年由 Skinner提出，當員工的酬勞取決於員工的績效時，酬勞的增加將提高

員工的績效，若清楚的定義員工行為，縮小報酬與行動間的時間差距，皆可強化

行動與報酬間的關係。 

這種可強化或改變個人行為的增強方式大致有四種，積極增強、懲罰、迴避學習、

消滅，為了達到最大效果，在出現可欲行為之後，增強者立即給予增強物。 

                                                 
8 參考Vroom, V. H.（1964）.Work and Motivation. New York：John Wi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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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績效

的期待環 

 

績效-結果

的期待環 

 

結果的價

值 

員工的能

力和特性

清楚的角色

和接受角色

工作績效 

有機會執行 

員工執行工

作的意願 

工作要求 

圖 2-5：期待理論—期待、價值
 

【資料來源】：李長貴，（民國八十七年），《組織行為》，

                                                

p.87，＜第三章組織中的個

體行為＞，臺北：華泰。 

 

平等（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9

1965年由亞當斯（J.S. Adams）提出，認為雇主和員工之間是一種交換關係，並

結合認知失調的觀念（心理契約就是一個人對自己將要給予組織什麼，及會自組

織獲得什麼，以作為勞資關係的一部份期望），雇主提供各種報酬，員工提供相

對的績效和人力資源，當員工認為報酬與其貢獻度大致成比例時，員工將對其交

換關係感到滿足，但員工也會和同一組織內的其他人，或和不同組織的人做比

較，並根據其個人所認知的公平情況調整其個人投入，以達到個人認知的平衡（相

對剝奪理論）。而一般人均追求報酬的最大化及努力的最小化（社會交換理論）。

管理者在工作單位中所引導的組織氣候，將是整個組織對於公平性感受的主要決

定因素。 

某人的報酬（或輸出）     他人之報酬（或輸出） 

                          ＝ 

某人的努力（或輸入）     他人之努力（或輸入） 

 

獎金及待遇分發的平等（equity）、公平（fairness）與否，反映出自己對工

作的付出程度，反而比薪水的多寡更重要，在自認受不公平待遇下，員工解決壓

 
9 參考Adams, J. S.（1995）.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In L. Berkowitz（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 Academ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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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方法如下： 

※藉由不努力或降低工作表現來減少付出。 

※試圖要求加薪來增加報酬。 

※藉著說服自己與別人的付出報酬率相去不遠，來扭曲對付出與報酬的信息。 

※試圖改變參考對象（們）的付出和（或）報酬。 

※另選一個付出報酬率相當的參考對象。 

※選擇逃避，例如時常請假、動作慢或辭職。 

 

目標設定理論（Goal-setting theory） 

1968年由洛克（Edwin Locke）提出，當組織目標明確、具挑戰性並能為員工接

受時，員工績效最容易被激勵出來。目標要特定，困難的目標比容易的目標還能

產生較高的績效，若有績效資訊回饋的話，員工比起其缺乏回饋的情形，更能產

生良好的績效。但靈活性反而是一種弱點，且是一種不平等的潛在因素，既然對

如何設定目標沒有客觀的標準，政治活動會很殘酷。 

 

目標管理法（Management-by-objectives，MBO，如圖 2-6 所示）： 

1954年由彼得.杜拉克提出，目標設定的過程，有以下三個階段：1.設置合

適的目標（設定組織的整體、各部門、各單位及員工短期績效目標）。2.規劃及

提高員工的「目標接受度」。3.評估及回饋。 

其在設定目標時，應遵循具體、一致、彈性、共識、分工、重點、激勵等

原則。 

目標管理有以下優點： 

(一) 就組織而言：透過監控及導向行為，來改善員工的績效。 

1.組織目標明確。2.強化組織的規劃能力。3.促進組織的分權。4.促進組織

的溝通。5.提高士氣。 

(二)就個人而言：在目標明確且具有挑戰性時，在達成目標後能獲得回饋時，

以及在達成目標後能獲得獎勵的時候，表現最佳。個人的目標應代表其收穫，如

果達成了該目標，就會大部分貢獻於公司的策略性目標。 

1.激勵的動力。2.培養主管人才。3.啟發員工自動自發的精神。4.激發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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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 

目標管理最常見的批評： 

(一)整體理論方面：1.目標管理是一些集權組織假分權之名，行控制之實的

管理工具。2.目標管理制度並不適合變遷劇烈的環境。3.倡導目標管理的高級主

管經常一廂情願的認為，部屬會因為自定目標和達成目標而獲得滿足。 

(二)目標設定方面：1.目標量化的問題。2.參與的問題。3.訂定目標的問題。 

(三)績效評估方面：傾向將重心放在短期的目標上－在年終就可以衡量的目

標，員工可能為了達成短期目標，而犧牲了長期更遠大的目標。 

(四)其他的批評：1.目標管理太強調個人的目標和績效，而忽略了整個團體

的目標以及工作團隊的合作需求。2.目標管理有太多的書面資料及繁文縟節，而

這些正是目標管理想要減少的東西。 

目標管理法的實行包含三個步驟：  

第一步驟員工試圖為組織的需求達成的最佳目標。這些目標要由管理者和

其部屬共同來進行篩選，共同來加以設定，而非僅由上司來加以宣示。 

第二個步驟為執行，將計劃實現並增長的評估其過程。 

第三個步驟評估目標是否達成。 

 

 

 

 

 

 

 

 

 

 

1.發展行動計劃：管理者和部

屬共同設定特定且可衡量的

目標，發展出計劃來達成

2.執行：小心監控目標的進

程，在需要時即時修正

3.評估：目標達
成了嗎？ 

若否，發展

新計劃 

若是，設定

新目標 
圖 2-6：MBO 目標管理

【資料來源】：張善智、謝馥蔓譯（Jerald Greenberg原著），（民國九十年），《組

織行為初版三刷》，p.323，台北：學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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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評價理論10（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如果組織對優異的表現給予外在的獎酬，則原來個體從事他自己所喜歡之事而產

生的內在報酬，勢將下降。亦即對於正在進行自覺有興趣之工作的員工給予外在

的獎酬的話，則工作本身能發揮的內在獎酬效用將降低。 

工作特性理論（Task Characteristic Theories如圖 2-7 所示） 

由赫克曼（J.R. Hackman）及歐德漢（G.R. Oldham）於 1970年時期提出，

係探討工作上的任務特性，以及它們如何組合以構成不同的工作，進而這些又與

員工的激勵、滿足、績效間有何關係的理論。 

該理論把工作分為五個核心構面： 

※ 技藝多樣性（skill varity）：員工能應用各種不同技巧才藝的程度。 

※ 任務的可辨別性（task identity）：要求工作完成一整體，並且可資辨認其中一

件的程度。 

※ 任務的顯著性（task significance）：工作對於其他人的工作生活可能發生具體

衝擊之程度。 

※ 自主程度（autonomy）：工作提供足夠的自由、獨立，能掌控工作步驟及進度

排程的裁量度。 

※ 回饋度（feedback）：執行工作活動所產生的績效，有直接而清楚的資訊提供

給自己參考。 

利用工作特性的理論來從事工作設計，在實際運用時應遵循哪些步驟： 

※ 對情況的徹底診斷。 

※ 形成自然的工作單位。 

※ 連結工作。 

※ 建立與顧客間的關係。 

※ 縱向的加載。 

※ 開放回饋的管道。 

工作特性理論的基本概念為： 

※ 在設計工作時，應賦予工作具有能產生高度激勵、滿足感及績效的特性。 

※ 員工對相同的工作會有不同的回應，因此在設計工作時，除了考量工作本身

外，亦應將擔任該項工作者的特性列入考量。 

                                                 
10 參考盧瑞陽編著，《組織行為學》，p.279，＜第十三章激勵＞，台北：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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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設計類型中，為達成豐富化的工作，其方法有：工作輪調(job 

rotation)、工作擴大(job enlargement)及工作豐富化(job enrichment)等。 

自我效力理論（self-efficacy） 

指在預期的情況下，針對執行工作所需行動的步驟，作自我能力的判斷。

班杜拉（A. Bandura, 1982）發現對於被認為超過他能夠應付之範圍的活動，人

們會逃避；反之，對於判斷為足夠勝任的事情，人們會去承擔並表現。 

自我效力有有四個不同的來源，分別為過去的成就、觀察他人，而其人真

的達成其行為、語文說服、邏輯的驗證。 

 

 

 

技術多樣化 

任務認同度                經歷過有意義         高度的內在工作動機 

任務重要性                  的工作                  

                                                 高度的成長滿足感 

自主性                經歷過對工作成果的責任感      高度的一般工作滿足感 

來自工作的回饋        具備對工作確切成果的知識       高度的工作效能 

 

 

 

核心的 

工作特徵 
關鍵的 

心理狀態
產出 

調節器： 
1. 知識和技術 
2. 成長需求強度
3. 環境滿足度 

圖 2-7：工作特徵模式

【資料來源】：Richard Hackman ＆ Greg Oldham ,Work Design11  

 

（三）與經濟方面相關的理論，包括： 

邊際生產力理論 

雇主為降低其生產成本，以利於市場競爭，必須按照員工邊際生產力大小（價值）

給予相對報酬，而員工必須選擇在某一組織中，達到比在其他組織更大的邊際生

產力。 

                                                 
11 參考Hackman, J.R.（1986）.Psychology and work. Washington, D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Hackman, J.R., and G. R. Oldman.（1980）.Work redesign. Reading , MA：Addison 
Wes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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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hop（1987）指出，組織若依邊際生產力來給薪，將可帶來三項利益：1.

可以提供誘因，促使員工付出更多心力於工作；2.可以吸引有意願且有能力、努

力工作的員工加入組織，因為投入愈多，產出愈多，所得就愈多；3.可以避免績

效表現良好的員工離職，而績效差的員工留任的可能性。 

非正式的契約理論 

1974年由Ｇordon提出，主張雇主不應支付員工同樣的薪水，因為若支付生產力

較差的員工同樣薪水，將形成過度酬庸，導致成本增加的浪費，同樣的對表現高

於平均的員工給予較少的報酬，則形成不公平的現象。 

（四）整合式的激勵理論（如圖 2-8 所示
12） 

1.表現的意願為價值與工作特性的函數。 

2.努力為意願與期待的函數。 

3.績效為努力、角色知覺正確及能力的函數。 

4.滿足感為績效和公平的函數。 

                                                 

高成就動機

公平比較
0 0
－ ＝ －
1A    1B

工作 

複雜度 
表現的機會 能力 績效評

個體的努力 個體的

客觀的績效 

評估制度 

圖 2-8：整合性激勵模式 
【資料來源】：參考盧瑞陽，（民國八十二年

12 參考盧瑞陽，（民國八十二年），《組織

台北：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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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心理導向，第十三章激勵，p.293＞ 

導向》，p.293，＜第十三章激勵＞，



二、策略性薪資政策 

薪俸（Compensation）不僅提供經濟上的福祉，也提供客觀的經濟量化方式

來衡量個人的價值，整體可分為基本薪資、各種獎酬、福利與服務等。並可劃分

為內在酬償，包括決策參與、賦予較大的責任、成長機會等，會引起員工自發性

感受到被酬償的誘因；以及外在酬償如金錢、福利、好的工作環境、宿舍等實體

的報酬誘因。 

薪俸係員工獲得滿足感的最大來源，故員工薪俸政策應著重三方面（如附圖

2-9、2-10 所示）：內在衡平性，即同工同酬，強調組織內部所有工作的價值差

異，依工作的特性及價值差異來給予不同的薪資，必須透過工作分析和工作評價

兩過程來達成；外在衡平性，薪俸水準要在勞動市場上具有競爭力，並與組織的

競爭優勢相結合，扮演著一個吸引和留住優秀人才的角色；個人衡平性，要能反

應工作績效（績效傑出者應該比表現平庸者獲得更大的報償，並要達到「可注意

到的差異」原則（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即獎勵的幅度要高到使該員工能

注意到差異的程度）。 

另Mahoney（1989）分析各種薪酬制度後歸納出三項基本要素，分別是職務、

績效與個人三個構面。其中職務要素係指薪酬必須反映該職務的相對價值，使薪

酬能符合同工同酬的內部公平性原則。績效要素係指薪酬必須與員工績效加以結

合，使薪酬能發揮激勵員工表現的功能。而個人要素係指薪酬必須考量到員工個

人所具備的技能條件，使薪酬能發揮激勵員工努力學習的功能13。國內學者諸承

明、戚樹誠、李長貴（1996）增加保健要素概念，提出薪資設計四要素概念（如

附表 2-3）。 

策略性的薪資管理（如附表 2-4），對組織績效具有關鍵性的薪資決策模式，

組織應具有相當大的自由裁量權，配合組織的目標作為管理上主要的整合與控制

手段，跳脫既有的薪資管理模式，將薪資管理地位提昇，由行政性質提昇至主導

與影響組織經營策略，促使組織建立與維持競爭優勢地位。 

Milkovich與 Newman（1999）指出薪資策略是否創造競爭優勢有兩種測試方

法：是否能增加價值，是否很難模仿。 

                                                 
13 參考賴志超、鄭伯壎、陳欽雨，（2001年夏季號），＜人力資源管理學報第一卷第一期—台灣

企業員工組織認同的來源及其效益，pp.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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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薪酬設計的四要素模式 

薪酬要素 保健基準性薪資 職務基準性薪資 績效基準性薪資 技能基準性薪資

設計目的 維持薪資的 

外部公平性 

維持薪資的 

內部公平性 

激勵員工的 

工作動機 

激勵員工的 

學習動機 

修酬基準 員工適當的 

保健需要 

各項職務的 

相對價值 

員工的 

績效表現 

員工的 

技能程度 

核薪依據 物價、生活水準、

薪資調查資料 

職務評價分數 績效評估分數 技能評鑑分數 

理論基礎 公平理論 

（外部公平） 

公平理論 

（內部公平） 

期望理論 

代理理論 

學習理論 

組織變革理論 

配合措施 薪資調查系統 職務評價系統 績效評估系統 教育訓練系統 

【資料來源】：諸承明、戚樹誠、李長貴（1996） 

 

 

表 2-4：有關薪資的策略性決策 

 

競爭性 

.薪資的水準 

.領先、落後、並駕齊驅 

.總薪資、選擇性報酬之實施風險 

 

內部結構 

.組織內部薪資差異 

.薪資的分級數目、層級標準、與組織特徵的一致性 

.工作評價制度之種類 

 

組成形式 

.形式的種類 

.每一種形式的相對重要性 

.短期或長期之爭議 

 

加薪根據 

.強調合作或績效之爭議 

.特殊標準，依照個人、單位或團體績效 

.加薪多寡與次數 

在整個人力資源策略中

所佔的角色 

.所佔的地位為優勢、同等或次要 

.單獨改變或支持組織改變 

 

實施型態 

.員工參與 

.溝通 

.集中化 

.解決爭端的方法 

【資料來源】：Milkovich,198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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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Gomezl-Mejia, Luis R. ＆ David B. Balkin.1992.Compensation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nd Firm Performance. Cincinnation Ohio：South-Western. 

 

 

 

 

 

 

 

 

 

 

 

圖 2-10：薪資制度的建構程序 

圖 2-9：決定個別報酬的分析架構

分配個別報酬

.薪資標準 

.職位層級 

.工作範圍 

.經驗 

.年資 

.績效 

依等級進行分類

價值報酬結構

和某一基準企業

比較相同工作之

報酬 

工作說明書 

工作分析

工作價值比率

工作規範 

確認報酬因素 

工作等級

工作評價（內部公平）

薪資的變動與制度的評估

個別的薪資

薪級的訂定

薪資結構 

薪資政策 

薪資調查（外部公平）

 
【資料來源】：Mathis ＆ Jackson.1982.Personnel：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 Applicants.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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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績效評估的標準 

指標是對績效所做的量化衡量，它們對績效是否適當，提供一個表面上的

標示，及非干涉控制和課以組織責任的工具，同時也是目標設計機制的核心，更

是資源分配的主要管道。 

一、績效指標的類型 

一個理想的績效指標，除了本身作為一種評估工具外，也必須能夠正確反

映出組織的任務與使命，以及組織所應負之責任。 

（一）芬維克（Fenwick,1995：104-143）指出績效衡量應包括經濟、效率與效

果（三E）三種類性；後來福林（Flynn,1997：173）則加上公平，成為四E14。 

1. 經濟：指政策資源（人力、預算、財產等）應用於一項公共事務活動的

水準，以最低的可能成本供應與採購維持既定服務的公共服務。 

2. 效率：指投入與產出之比例，如服務水準的提供、活動水準的執行、產

出數目的製造、每項服務的單位成本等（Osborn ＆ Nutley,1994：

125-126），效率是關心手段的問題，經常以貨幣的方式加以表達，有生產

效率（製造財貨與勞務的平均成本）和配置效率（指機關所生產的許多服

務水準是否能夠滿足利害關係人的不同偏好）兩種。 

3. 效果：指公共服務實現標的之程度，如現狀或行為的改變程度；或是符

合政策目標的程度，通常以產出與結果之間的關係加以衡量。 

4. 公平：指接受公共服務的團體或個人所質疑的公正性。 

經濟指標與投入具有密切的關係；效率指標與服務製造過程和產出有密切關

係；效果指標與政策結果和政策本身的架構藍圖具有密切關係；公平指標則與結

果和產出有密切關係。 

 

（二）其他績效指標尚有： 

1. 品質：以一致性標準提供符合人性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2. 多樣化：能提供多樣的偏好與選擇需求。 

3. 顧客化：適合顧客需求的產品與服務。 

                                                 
14 參考丘昌泰，（民國八十九年），《公共管理：理論與實務手冊》，pp.320-325，＜第十三章公共

服務的衡量：績效管理＞，臺北市 : 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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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便利性：發展便利使用者的產品，提供高品質的服務。 

5. 創新性：提供顧客創新及持續改善的標準並發展新的應用手冊。 

 

二、績效指標設定的原則 

績效指標設定要注意以下的差誤： 

※ 關聯性（relevance）：指評分表中納入必要資料的程度，亦即顯示員工績效水

準或績效的資料。 

※ 效標缺乏（criterion deficiency）：評分表中缺乏相關績效的標準。 

※ 效標模糊（criterion contamination）：納入不相關的效標，造成以與工作無關

的因素，對員工進行不公平的評估。 

績效考核並要符合信度及效度，前者涉及績效資料的一致性（績效評核員蒐

集同樣績效考核者的資料）與穩定性（在同一績效考核系統下）；後者指績效考

核期望達成績效目標之程度言，旨在衡量績效考核所使用的方法或工具是否有

效。 

酬償獎勵制度是設法將績效與報酬連結在一起的誘因計劃，乃期望以直接快

速的方式獎勵表現優良的員工。就是 Mcgregor 所提出之熱爐（Hot stove）原則，

即公開性原則、一致性原則及立即性原則。 

 

三、績效評估容易產生的偏誤現象（如附表 2-5
15） 

（一）受評人之人性困擾： 

1. 抗拒心理：有不被尊重，受歧視之屈辱感。 

2. 短視心理：急功近利，缺乏前瞻性。 

3. 本位主義：鉤心鬥角，對組織整體效能無助益，破壞性極大，在情感上

相信自己優於平均的情況是相當顯著的（防衛性反應）。 

4. 顧此失彼：忽略實質影響績效之非量化因素。 

5. 表面虛應：刻意迎合主管喜好，忘卻本身工作目標。 

（二）考評人之人性心理有： 

                                                 
15參考劉秀捐、湯志安譯，張火燦校閱，（民國八十七年），《人力資源管理：取得競爭優勢之利

器》，p.344，台北：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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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暈輪效應（halo effect），乃指根據某人單一特性或能力，推論其整體表

現之主觀偏失，如第一印象、最近表現及表達能力等。 

2. 刻板印象（stereotyping），指吾人觀察之現象或個人有簡化之傾向，或

稱為盲目性格理論（implicit personality theory），指評估人員根據

其個人認為不同類型的人在某種情況下會如表現的理論進行預測。 

3. 尖角作用（horns effect），指考評人因某種特殊事件或觀念，對受評人能

力低估之偏誤。 

4. 以類似心理考評（similarity）：評估者把注意力特別放在與自己所具有類

似的特質上時。 

5. 集中趨勢：將考績評定在一部門或一群體受評人分數的平均值附近，沒

有區別受評人實際的差異。 

6. 極端傾向：將考績評定在極高的、或極低的一個等級，例如太寬或太嚴。 

7. 比對誤差（contrast error），指對前後受評估者之標準不一。 

8. 投射效應（projection effect）：績效考核者往往從被考核者的身上看到自

己本身所具有的特質，竟將自己的感受、動機或心理傾向投射在對方，

而影響其績效考核的結果。 

9. 膨脹壓力：每年分數有逐漸上升的壓力，年資最久的、職位高者似乎考

績要最好。 

10. 不當替代：不採行實際工作績效的客觀標準，而以其他不當的工作績

效來取代之。 

主管與員工對績效可能產生自利性偏差（Self-Serving Bias）與基本歸因誤

差（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前者係指員工自我評估時較可能把好的績

效歸因於內在因素—例如自己的認真努力，而將不好的績效歸因於外在因素，即

非員工本身所能控制的因素，例如組織的支持不夠、競爭對手的強勁、其他部門

的不能合作等；後者係指主管評估部屬的績效時，容易高估內在因素而低估外在

因素，即較可能進行員工本身可控制的內在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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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現有評估系統的問題 

現有評估系統的問題 

＊ 只有一位評估人員 

＊ 員工無法獲知他們的評估結果 

＊ 沒有申訴制度 

＊ 負責評估的人員沒有受過訓練 

＊ 沒有填寫評估表的書面說明 

＊ 評估工具並非根據工作分析 

＊ 管理階層未積極投入評估系統 

＊ 督導和屬下之間溝通不良 

＊ 評估者的回饋技巧欠佳 

＊ 評估者的觀察技巧欠佳 

＊ 經理人不願花足夠的時間進行評估 
＊ 經理人獎勵的是年資久和對公司忠誠者，而非績效 

＊ 經理人評斷成功的標準因人而異 

＊ 無法瞭解員工對於成功的貢獻 

【資料來源】：參考劉秀捐、湯志安譯，張火燦校閱，（民國八十七年），《人力資源管理－取

得競爭優勢之利器》，p.344，＜第八章評估員工績效＞，台北：揚智。 

 

 

 

表 2-6：績效考核偏差的補救方法 

績效考核偏差 補救方法 

暈輪效應 增加考核次數或進行不定期績效考核 

刻板印象 實施交叉績效考核或同事相互績效考核 

集中趨勢 配合使用員工比較法、強迫分配法 

極端傾向 配合使用強迫分配法，或以平均數或標準差來調整

類似偏差 實施交叉績效考核或委員會績效考核 

投射效應 績效考核者自我心態調整，或配合使用員工比較法、

交叉績效考核、強迫分配法。 

膨脹壓力 自我留意 

不當替代 自我修正 

【資料來源】：參考李正綱、黃金印著，（民國九十年），《人力資源管理新世紀

觀點》，p.289，＜第九章績效考核＞，台北：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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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理想的績效評估指標 

（一）綜合Jackson（1988：11-16）及李允傑（2000）教授認為理想的績效指

標應符合下列標準16： 

1. 一致性：進行衡量時在人、時間及標準上應有相同的基礎，牽涉到績效

考核的信度（reliability）。 

2. 明確性：應定義明確且易於瞭解。 

3. 可比較性，達成評估優劣的目的。 

4. 可以控制：衡量範圍在管理者可以控制的職權範圍內。 

5. 權變性：設計必須考慮內外環境的差異性作適當的調整，定期檢視，更

正工作評鑑結果，以配合組織目標、資源配置或環境限制的變遷。 

6. 有限性：集中在一定的範圍及有限數量的指標。 

7. 廣博性：涵蓋管理中的所有層面。 

8. 相關性：評估必須有可靠的資訊，正確且能衡量出特定的需求與情境。 

9. 可行性：為各級成員所接受，並符合組織文化。 

10. 策略觀點：與組織當前及未來的重要發展策略相結合，能指出組織發

展的目標及方向。 

（二）美國學者Ammons亦提出績效指標應注意下列原則（Ammons,1996；Next 

Steps Team,1995）17

1. 有效度：績效指標能夠測量出所欲測量的事務。 

2. 可靠度：績效測量能夠運用在不同的時間及人物。 

3. 能理解：所有的人都能夠相當清楚每一種測量指標。 

4. 全面性：所有重要的績效面向皆能被包含在測量之中。 

5. 即時性：能給與管理人員或決策者有價值的資訊。 

6. 績效面向：良好的績效測量機制必須強調產出，並且能夠在控制政策誘

因及管理行為上提供良好的控制指標。 

7. 精簡：測量指標必須掌握大原則，不應重複測量。 

                                                 
16 參考李允傑，（民國九十年），＜指標管理：績效指標與政策指標＞,收錄於吳瓊恩等著《公共

管理》，pp.175-202，台北：空中大學。 
17 Ammons, David  N. 1996.Municipal Benchmark：Assessing Local Performance ＆ Establishing 
Community Standards. Thousand Oaks, Calif：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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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理的成本：測量的成本不能超出其要測量的價值。 

9. 抗拒組織反常的行為：對於組織中因為績效測量所產生的反功能，有適

當的因應之道。 

10. 策略觀點：指標必須要與組織當前及未來的重要發展策略相結合。 

 

第五節  各國實施的情況
18

一、美國 

從聯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各部門政府機關都實施不同形式之績效

薪酬制度，其中以小額現金獎勵（Small Cash Award）、功績俸、獎金、生產力

利潤分享計畫（Productivity Gain Sharing Program）等方式最為常見。 

目前美國薪俸系統分為公務人員總俸給（GS）、外交人員俸給及醫師俸給等

三類，前者（GS）係以工作困難度、職責及績效表現區分為十五等級（Grade），

每一等級又分為十個不同之薪俸級距（Step）；晉薪俸級距門檻為績效考核等第

為「尚可」（Minimally Unsuccessful）；但如取得「高品質績效水準」則更可跳（薪

俸）級距晉級。 

另亦授權各機關得就特殊職位訂定特殊待遇規定，以吸引優秀人才進入政

府機關服務，同時亦授權各機關自行設定個人與團體績效之衡量指標，並與績效

薪俸相互結合，而其評比指標之設計理念為：具市場競爭性（Marketability）、發

展性（Development）與績效（Performance）。 

（一）績效獎金制度：依據美國人事管理局規定，公務人員可領取獎金有以下

四類： 

1. 績效基礎獎金：發放給績效評比為「非常稱職」或同等級者，額度由機

關首長決定，原則上不得超過基本薪之 10％；但如機關首長認為該員工

表現非常優秀，亦可發給該上限之現金加上等值之現金券（Cash 

Surrogates），即領取獎金總額以不超過基本薪 20％為限。 

2. 非現金誘因獎勵（Non-Monetary Awards）：授權各機關對表現傑出之員工

給予現金獎勵以外之獎勵措施，一般多以休假獎勵之。 

3. 總統獎（President Reward）：針對績優高級文官之獎勵，每年由各機關推

                                                 
18 參考《公務人力績效管理制度》，http：//www.exam.gov.tw/newsimg/9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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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表現卓越（Excellent）之高級文官（5％）或傑出（Outstanding）文官

（1％）送人事管理局評審，卓越者可獲得其基本薪之 20％之一次獎金；

傑出者更可獲得其基本薪 35％之一次獎金。 

4. 即時獎勵：某些機關針對員工有特殊創意或提出解決方案時加以獎勵，

金額不超過 25美元。 

（二）績效考核制度 

依據各機關策略及績效目標，決定每一績效計畫及其工作項目之績效目標

後，再發展績效標準之衡量方法。而其中對公務人員之績效考核主要依據「關鍵

因素」（Critical Elements）、「非關鍵因素」（Non-Critical Elements）與「附加績

效因素」（Additional Performance Standard）予以考評（平時考核每季一次；考

績分傑出、非常稱職、完全稱職、尚可、不及格等五等第，前三級等第，需作明

確敘述或舉例，第一等第者可跳薪俸級距晉陞；後二級等第，則考慮予以訓練或

重新指派工作，且唯有當一個或多個關鍵性工作面向被評定為不及格時，年終考

績方可予以考列不及格），交由部屬簽名；如部屬拒絕簽名，應予以加註，並且

陳報上一級主管。 

美國曾對 20 個社會安全總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辦事處時施

績效待遇制度19，視個別表現計酬的考績薪給制，結果發現辦事處的員工的表現

與過去並無不同。。 

美國功績制度保護委員會 1988 年對離職高級主管的調查，58﹪並不認為獎

金制度是強烈的工作誘因，只有 24﹪認為是，前者更在意「成就機會」、「同仁

尊重」、「同仁和諧相處」等職業價值觀。美國聯邦政府於 1984 年實施績效管理

與獎勵制度，於 1993年廢止。 

 

二、英國 

（一）績效待遇制度 

1987 年針對第二級與第三級高級文官，實施「自由裁量加薪方案－功績俸

                                                 
19參考John L. Pearce ＆ William B. Stevenson ＆James L. Perry ”Managerial Compensation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A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Merit Pa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5：July,p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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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獎金制」。其中薪資結構有兩部分：職位基本薪與績效俸。現行薪俸計畫係於

2001年 4 月實施，其高級文官薪俸表共分九等，每一等級都有最高與最低薪資，

差距在 2 至 3 萬英鎊間，其薪級晉升以績效為度，如具良好績效者，10 年內薪

俸可核發至該等級之 80％，績效傑出者，則可在 5 或 6 年內核發至該等級之最

高薪資。 

（二）績效獎金 

根據文官待遇評審委員會（SSRB）建議，各部會得依據文官（第三至第七

級）之工作績效給與不同比例之績效獎金，以每一單位人數之 20％人員可獲得，

最低額為 500 英鎊，但無最高額限制，實務多不超過本薪 10％。 

（三）績效考核制度 

適用對象： A 表（甲種考評報告表），適用於書記官以上，副司處長以下之

文官；B表（乙種考評報告表），適用於助理書記官職級以下之人員。（如附表八） 

按工作績效區分為傑出、甚佳、良好、普通、欠佳五等第，前三級為合格

（亦稱高績效者），獲得個人或團體績效獎金；後二級為不合格（亦稱低績效者），

維持原薪但無獎金，未來更有可能予以減薪。 

表 2-7：英國公務人員的績效考核制度 

考 評 表 一  般  項  目 職   務  項  目 
1996年 3 月以前 

（一）A表（適用於書記官以上、

副司、處長以下之文官） 

（二）B表（適用於助理書記官職

級以下之人員） 

1.受考者姓名 
2.受考評期間 
3.現任職級 
4.到職日期 
5.最高學歷 
6.專門職業及技術資格 

1.工作說明 
2.評估工作表現 
3.受考者能力分析評估 
4.訓練需求 
5.未來任用及晉升可能性 
6.綜合考評 
7.覆評者考評報告 

1996年 3 月後 

（一）績效評估強調「績效關聯報

酬制度」。 

（二）個人潛能評量未來發展可能

性 

各機關所定的評估制度必須符

合： 

（一）對「績效關聯報酬制度」

有顯著貢獻。 

（二）個人評估必須考量公共

服務局所頒佈的原則。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三、新加坡： 

公務員薪資結構可分為「固定薪」與「變動薪」兩大部分，前者包括 12 個

月之基本薪，另尚有額外薪資—約三個月的年終紅利，以及視當年經濟發展達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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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成長率時，每人可領取 2個月變動薪資（Annual Variable Component）；後者為

特別紅利（當經濟成長率高達 9％或 10％時才給，其額度為 0.25-0.5 個月薪資），

以及個人績效紅利，結合考績 A、B、C、D、E五等第發放。 

 

四、加拿大：於 1988 年 12 月實施「公務服務 2000」計劃，分為高級文官績效

待遇及管理類文官績效待遇兩大類，依照財政委員會所定標準分五級，每年實

施評審乙次，績效被評為第三級或更佳等第者，可領取不超過其底薪 10﹪的功

績俸，若達至該上限，另可發放獎金，惟該項功績俸及績效獎金不得超過管理

人員薪資總額的 5﹪，且某一部會列前二等級者不得超過 30﹪。 

 

五、德國：自 1997年 7 月 1 日後實施特別昇薪（績效給付）及昇薪延伸制度，

業績獎金頒發給「獲得永久性卓越考績之職員」，不得超過該官吏或該軍人之

薪資等級之最初俸級，且附加有期限，但若因業績惡化時則取消。 

 

第六節  其他提昇個人與組織績效的重要方法 

一、公開賽模式（tournament theory）20，其基本假定有： 

（一）參賽選手之所以能夠抱走獎金，不是因為他表現有多好，而決定於他是

否能打敗對手（輸贏關鍵在相對績效而非絕對績效，隱含著人們只採納贏

家的一切，而拋棄輸家的可能貢獻，可能引發惡性競爭-rat race）。 

（二）贏家和輸家之間的報酬差距越大，雙方投入的努力也就會越大（員工將

投入多少努力來爭取晉升、獎金等，決定於該升遷與金額的多寡；期待透

過公司內部的競爭機制來激勵員工的工作誘因）。 

1.我們應該將公司的薪資制度視為一種結構，一個人的薪資不僅影響他個

人的行為，更重要的是，還會影響他底下部屬的行為。公司副總裁的薪資

之所以那麼高，不是要讓副總裁好好努力，而是要讓助理總裁們好好努

力，以便有朝一日可以得到副總裁一般的高薪。總之，升遷後的高薪是用

來獎勵一個人升遷前所投入的努力與相對優異的表現。 

2. 公司升遷調薪的薪資結構是為了誘導員工更努力，以便公司的利潤可以

                                                 
20 參考徐聯恩譯，（民國九十年），《人力資源管理Ⅱ--人力資源管理經濟分析》，pp283-285，＜

第九章升遷與激勵＞，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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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司創造激烈競爭工作環境的理由是期望透過員工全力付出，公司

產出也大幅增加，亦即所產生的經濟回報超過獎勵的成本）。工資設計的

目標並非要讓員工拼出全力，由於要讓人們更努力，就得付出更高的代

價，所以，一旦超過某一點，部分員工努力的薪資，勢將超過員工額外努

力所帶來的生產力。 

3. 促成員工的分流（sorting）：競爭的過程越長，能幹的員工獲得升遷的可

能性越大，但同時能幹的員工在適合能力較低的職位上停留過久。 

（三）取決於努力程度將如何改變其升遷機會。也就是這種繼續參賽的「選擇

權價值」（option value），提供人們在決賽之前認真打球的誘因。 

機運（生產力不確定，production uncertainty，指員工即使非常努力付出，

但產生仍然不高，這是一種負面干擾或壞運氣；衡量誤差，measurement error，

有些人可能非常努力，但不幸卻被他們的主管誤認為表現平平）：升遷過程中的

機運或干擾因素會影響薪資結構的設計，最明顯的干擾因素是生產力不確定和衡

量誤差。當升遷機會越是決定於其他因素，而不是工作努力時，員工的努力程度

將降低，而公司可以透過提高級職間的薪資差距，來克服其對員工努力的不良影

響。但當競賽的干擾無限大，也就是競賽結果完全是隨機決定時，與賽者不會投

入任何努力。 

（四）公司應該讓每次升遷競賽的對手實力盡量可能接近（障礙水準 Hurdle 

Levels），以免有人想放棄；且每次升遷都必須提供適當報酬，以便提供參

與本次競賽的誘因激勵某些自認無法參與後續競賽的人。 

（五）競爭壓力的使用：相對績效比絕對績效容易觀察、容易衡量；而衡量成

本的節省正是企業所以採用相對績效薪資制度的主要原因。同時以升遷或

相對績效作為主要激勵制度的另一個理由是相對比較可以排除機運因素對

報酬的影響，因為機運因素對每個人的影響都一樣。 

在運用公開賽模式激勵員工時應注意： 

重視評估對象不同的差異及其效用 

※ 對新進人員的評估：重點放在該人員是否能執行該工作而無重大缺失，以及

和公司文化、同仁的相符度上。 

※ 一般員工評估：根據其工作要求和工作說明書的條件來進行評估，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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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工作完成度、品質及專業等層面。 

※ 主管人員的評估：重點為如何帶領部屬、培育部屬及公司政策的執行。 

 

強化員工工作指派的問題（促成員工分流） 

如果組織能根據員工的相對優點來指派工作，會對該組織更有利，即將適

當的人擺在適當的位置。當員工之間的技能差異越大，員工的工作指派問題就越

重要；當員工的同質性高（某種角度來看，公部門員工是如此），以致在各項工

作的能力差異不大時，公司對員工進行評估的價值也就隨之降低。 

我們可以得到兩個結論： 

※ 當相關部門沒有人數限制時，員工應該被指派到最能讓他發揮生產力的地方。 

※ 當相關部門的人數因技術而有限制時，員工應該根據能力絕對優勢的高低，

被指派到相關部門，直到滿足部門所要求的人數為止。 

 

員工應儘可能按照性格類別加以區分，分開工作 

只有在合作不重要的環境下，公司才可以讓員工直接相互競爭（異類混

合）。如果員工必須在一起合作才能完成一項專案的話，就不應該讓他們競爭同

一個職位或一項報酬。合作型的組織可以適用較高的獎金或薪資差距，競爭型的

組織則適用較低的獎金或薪資差距，因為合作型組織的獎金比競爭型的組織高，

產出和平均薪資也都將比較高（較大綜效）。 

當公司經營環境需要員工合作時，侵略型員工的薪資差距必須小於合作型

員工的薪資差距。 

 

二、塑造一個值得相信、重視績效之組織文化的改造 

文化是價值觀、信仰、意識、思想之集合，它是組織內成員所認同的，並

教導給新的成員，代表組織內不成文及感受的部分。文化力量取決於公司員工

對公司某種價值觀的重要性的認同程度。 

領導者如何塑造文化及道德倫理：在道德判斷時最重要的因素是最高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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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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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文化（一種組織成員共同的認知架構，包括基本假設、價值觀、行為

規範、行為模式、人工製品、期待等多個層次，其中以價值觀為核心）與員工

效能：內部整合價值與組織承諾、組織公民行為的相關較高，而外部適應價值

則較低；反之，外部適應價值與一般績效相關較高而內部整合價值則較低。組

織文化增強管理者的可信行為，管理者的可信行為又增強員工的信任感。 

組織價值觀：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對什麼是值得做，什麼是好的一個構想，

包括內隱或外顯的，此種構想影響了個體或群體的行動方式、途徑及目的的選

擇（kluckhohn,1952）。而一個組織要想生存、成功，首先就必須擁有一套完整

的信念，作為政策和行動的最高指導原則，亦即持久的信念，內在的規範性信

念，可引導整個組織內部的成員行為與管理的作風。 

成功的組織變革需要完全的文化變遷，培養互信、體諒與溝通的組織文化。 

組織價值觀的主要功能有21（如圖 2-11、圖 2-12 所示）： 

（一）具有調適與整合的功能 

1.外部適應方面： 

※組織成員對組織的核心任務及主要工作有共同的了解。 

※對核心任務衍生而來的目標有一致的共識。 

※對達成目標的手段，包括組織結構、勞力分配、獎勵制度及權威體系，

有一致的看法並加以推動。 

※發展效標以衡量目標是否達成，並獲得成員同意。 

※發展校正策略，以備目標未達成之需。 

2.內在整合方面：是指組織必須促進內部人際關係的成長同時要能夠保持

群際間良好的關係，以便能同心協力達成個人所不能獨立完成的目標。當

組織成員之間或上司下屬間具有相似的組織價值觀時，彼此對於組織內的

角色期望較為清楚，較能準確預測對方的行為，而可以降低角色模糊與角

色衝突（Katz ＆ Kahn ； Kluckhohn,1951），此部份包括： 

※ 發展共同的語言及概念分類架構，俾使成員之間能互相溝通與瞭解。 

※ 界定團體界限與甄選標準。 

                                                 
21 參考鄭伯壎、郭建志、任志剛，（民國九十年），《組織文化員工層次的分析—組織文化與員工

效能（一）：加權與差距模式》，pp.177-180，台北：遠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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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獲得權力或地位的法則。 

※ 掌握組織中的友誼、親密及情感。 

※ 界定賞罰的內容與行為。 

※ 塑造意識型態或皈依組織信念。 

（二）具降低交易成本的功能。交易成本是指能夠滿足對等雙方交換其擁有之

物，不符合雙方期望的各種活動（Ohchi,1980）。 

由於工作的互賴性很高，個人的貢獻不易估計；且對等的雙方彼此不能互

相信任。透過組織文化的塑造，讓組織員工具有共同的價值觀，以形成朋黨式的

組織。由於成員與組織之間的交換是互利且共生的，彼此之間的目標互相一致。

信任可降低監測績效的費用，且也免去了設置管制系統的需要（Hosmer,1995）。 

組織文化與薪酬制度必須維持一種互相平衡的狀態，不同的組織文化應該

運用不同的薪酬制度，同時設計薪酬制度去協助改造一個企業的組織文化。 

文化能夠強化績效評估系統，同時也被績效評估系統所強化，我們應從文

化的三大元素入手22： 

※ 人與環境的關係：美、加等西方先進國家的組織會要求其成員對自身行為負

責，因為該等國家的人民相信，他們能主宰環境；但績效評估在中東等其他國

家並不盛行，這些國家的經理人往往視人為環境的屈從者。 

※ 時間取向：美國屬於短程時間取向，績效評估通常十分頻繁（至少每年一次）；

日本人則認為 5至 10年實施績效評估乙次才合理。 

※ 對責任感的重視與否：北美經理人的績效評估重視的是個人；以色列經理人

則較強調團體的貢獻與績效。 

若一個組織文化能符合下列三點條件，將能持續維持競爭優勢

（Barney,1986） 

※ 此文化必須是有價值的，即可以導出低成本或創造高利潤。 

※ 此文化必須是稀少的，與其他組織有所差別。 

※ 此文化必須是不完全可以模仿的。 

組織效能的提昇須建立在更多的員工承諾（代表個人對特定組織之認同及

                                                 
22 參考李茂興譯，（民國九十年），《組織行為》，p.340，臺北：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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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強度）與員工投入，在態度層面上，相信且接受組織的目標、價值觀及經

營理念；在行為意圖上，願意為了達成組織目標而付出額外的努力；在動機上，

想保有組織成員身分的強烈慾望（O’Reilly ＆ Chatman,1986），這包括情感承諾

（對組織目標及價值的信念與接受）、持續承諾（個人認知到一旦離開組織將失

去有價值的附屬利益，因而繼續停留在組織中）及規範承諾（個人與組織價值的

一致或對組織的責任態度，也就是員工因道德義務而繼續留在組織中的意願）。

其中要注意分配公平性與程序公平性，前者指判斷結果是否公平，也就是針對某

一項資源分配決策的結果所做的評價，假設個人在社會交易的過程中會追求自己

的最大利益，並期望資源分配者根據每個人的付出及其所得報酬的比率來分配資

源；後者是判斷程序是否公平，也就是用以制定決策之程序所做的評價，包括兩

部分，即是否能參與分配的過程（發言權）及互相作用的公平（足夠的資訊）23。 

培養良好的組織公民行為有利促進組織績效：組織公民行為是指組織正式

制度未直接承認或加以規定，但整體而言，有助於組織運作成效之各種行為，此

類行為通常未包括於員工的角色要求或工作說明書中，員工可以自行取捨類型，

該種行為對組織具有長遠正面的意義（Organ，1990：46）。強調員工自動自發、

合作、創新、尊重制度、自我訓練、良好禮儀等，也就是助人利他行為與順從良

心行為兩個面向，前者指組織成員在組織之相關任務或問題上主動協助其他人；

後者則為組織成員在某些角色行為上主動超越組織要求的標準，包括出勤、服務

規定及放棄休息時間等。 

Deckop ＆ Cirka兩人（1999）在討論績效薪資和組織公民行為的關係時指

出，當員工和組織的價值體系契合時，員工不會為了賺取更多的績效薪資，而置

組織公民行為於不顧，因為他們的價值觀和組織契合，因此展現組織公民行為，

不會變成獲取績效薪資的機會成本，他們會把眼光看遠，把自己和組織的關係定

位為一種「相互投資」24。 

當前民主國家的課責體系，是以政治課責、官僚課責及管理課責三個體系

所構成（Hughes，1998：320）。而透過績效的衡量，政府可以瞭解如何完成其任

                                                 
23參考張瑞當所著，（民國九十年），＜中山管理評論第九卷第一期—公平性認知對組織成員工作

滿意度與組織承諾影響之實證研究，pp.135-163＞。 
24參考許道然，（民國九十一年八月），＜空大行政學報第十二期，組織公民行為之研究，pp.113-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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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並且得以比較彼此之間不同的優劣所在，以健全公共課責體系。25

Daley ＆ Vasu（1998, p.62）指出：「信任是組織績效的潤滑劑。組織的監

督和管理領導關係如有信任居間，則與工作就有關聯性。信任產生一個正面且愉

快的環境，員工身處其中可以自由行動，而信任所塑造的組織氣氛，可鼓舞合作

關係，使員工專心手邊的工作」。 

組織中的誘因和獎懲政策，如薪資、考績、升遷等的執行是否公平係一個

重要的組織信任預測因素。當組織成員覺得組織在分配資源（分配正義）或決定

過程（程序正義）中有獨斷不公，或使他們的期望落空時，信任感就會下降26。

如此將無法促成社會資本的累積，藉由合作行動來改善社會的效率，提昇國家政

策能力與經濟績效，並促進社會和諧27。根據愛德沃、勞勒（Edward E. Lawler）

與萊曼、波特（Lyman Porter）的研究，績效成就導致報酬，並導致工作滿意，

只有在報酬被視為是公平時，績效才能帶來滿意（在組織中會影響認知的因素包

括不同地位、不同權力、不同專業、不同的工作活動方式、不同的組織型態等）。 

組織必須經營三大類型的正當性：實用型－以照顧員工的自利取向為主；

道德型—以爭取規範之認同為主；認知型—以理所當然的道理及知情同意的方式

爭取員工對組織作為的肯定為主。 

「公平正義」是公部門價值核心，也是組織公民性的礎石，組織正義提昇

員工的組織會員身分，強化了員工知覺自身是重要的組織會員的心理狀態，進而

提昇組織認同，故應加強正義管理（正確的績效規範），透過正義來保障員工權

益：獎勵結果與分配程序的正當性，以及員工理解（對於績效評估背後理由的需

求說明，訊息解釋正義）的正當性將形成員工疏離感，分配正義能有效預測個人

主觀式的工作態度，包括工作滿意、薪酬滿意和離職意向。組織每每會進行價值

的分配，這項分配在實質上及程序上為員工品評具有衡平性，才能得到他們的奉

行及接受，程序正義則能預測員工對整體組織的滿意度，例如組織承諾，對主管

的信任。（Folger＆Cropauzano,1998；Greenberg,1993） 

                                                 
25 參考孫本初，（民國九十二年），《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六輯，公共課責問題之探究》，p.416。 
26 參考許道然，（民國九十二年），《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六輯，組織信任之研究-一個整合性觀

點》，pp.56-72。 
27 參考謝俊義，（民國九十一年），《公共行政學報第六期，社會資本、政策資源與政府績效》，

pp.87-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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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羅斯（John Rawls，1999）的正義論係建構在「正義即公平」的前提

之下，也就是「社會合作之下，利益與負擔的適當分配方式」。其中第二個正義

原則更強調「讓處境最不利的成員能獲得最大的利益」，社會應該更重視「按努

力分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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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張善智、謝馥蔓譯（Jerald Greenberg原著），（民國九十年），《組織行為初版三刷》，

p.231＞，台北：學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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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李長貴，（民國八十七年），《組織行為》，p.187，＜第六章企業中的文化＞，臺

北：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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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吸引、評估與維持從業人員之薪籌策略 

 吸引 評估 維持 

 
 
冷漠型文化 

.不強調財務成果 

.工作安全感 

.合約方式 

.傳統與銓敘的 

.性格：反冒險的 

.非績效的條件 

.非績效的評估 

.強調權力、個人偏好以及關係取向

.政治性行為 

.集中於工作的保障和自
主性 
.吸引政治導向的專業人
士 

 
關心型文化 

.人員導向 

.工作安全感 

.信任與公平 

.彈性的福利措施 

.傳統或合約的資源分配 

.合作與適合性的價值觀 

.特質為基礎之評核方式 
 

.訓練發展之規劃 

.不斷教育之規劃 

.退休福利自由化 

.年資與任期導向的報酬
 
嚴厲型文化 

.財物報酬 

.紅利獎金 

.工作內容酬賞 

.績效與成功導向 

.績效是唯一的標準 

.方法與結果之控制 

.工作相關結果之回饋 

.失敗成本嚴重 

.利潤分享 

.分紅入股 

.強調內部創業精神 

.自主之獨立事業經營 
 
 
整合型文化 

.高於平均之報酬與福
利制度 
.工作安全感 
.工作內容酬勞 
.快速晉級的機會 

.團隊績效評核 

.失敗不見得需要懲罰 

.質與量並重之衡量 

.以技術能力為基礎之給
薪制 

.晉級皆會多且可能 

.具挑戰性 

.工作相關結果之回饋 

【資料來源】：Glinow（1985：200）  
 
三、新報酬28

一個用來指涉有關薪津新思維的名詞，以和傳統的報酬形成對比，特別是

在公部門的薪津制度裡，實際上是由年資和內部公平性所決定的，這些因素可能

和一個人的知識、技術、能力和個人特質在市場上的價值沒有太大關係。 

此觀點包含兩個基本要素，首先是所有的報酬要素，都應該和個人與團體

的努力，以及組織的目標產生連帶關係。其次薪資政策應更具有實驗性與彈性，

其焦點為底薪、可變動薪俸、以及間接酬勞或津貼，亦即更加重視薪資能夠反映

外部性。 

也就是一種提供組織有效運用所有酬勞要素，直接酬勞（現金補貼）和間

接酬勞（津貼），以幫助塑造組織和員工之間的關係。這些新酬可以給個人或團

隊，但關鍵是他們是附帶於組織所重視的績效上。 

 

四、建立組織的核心知能（如圖 2-13、圖 2-14 所示）： 

核心知能的內涵應包括下列九項（Hamel ＆ Prahalad）： 

※ 不是零碎、分割、間斷與單一的技能，而是一套完整的技藝與能力。 

                                                 
28參考江大樹、呂育誠、陳志瑋譯，（民國九十年），《人事行政新論》，pp.189-191，＜第五章薪

資與津貼＞，臺北：韋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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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是靜態的資產，而是一種活動累積性的學習及有形無形兼具的知識。 

※ 經由核心知能所能展現的產品或服務必須充分彰顯於顧客使用後之價值。 

※ 必須是企業所獨有，且此種差異是競爭者短期間難以模仿的。 

※ 最終目的在於能夠順利啟動進入新市場之道路。 

※ 並不會隨著它的使用及時間經過而減輕價值，反而會隨著運用與分享而提昇

價值。 

※ 不僅是技術層次觀點，亦是市場顧客觀點，其最終表現在於使顧客可知覺其

所創造出來的產品與眾不同，且能符合顧客真正的需求。 

※ 透過核心專長才能衍生企業的核心產品，而核心產品就是企業利潤績效來最

大主力產品。 

※ 高階管理者的責任在於以前瞻性的做法，建構與導引企業的核心知能，並加

以固守之。 

核心知能是以組織能力去累積組織資源，改變資源現象，擴大現存能力，

發展新的、有效的生產能力，並協調、整合與運用組織知識和資源去達成策略目

標，而知能發展首重團隊的共同運作。 

組織能力與競爭優勢的結合將是未來企業經營所必定面臨的挑戰，然而此

一過程的成功與否，在於企業能否將員工所擁有的專業知識予以有效的整合。（關

鍵流程、關鍵成功因素） 

為避免企業的知能發展方向與建構組織競爭優勢的需求不一，而造成資源

分派的錯誤，甚至造成資源浪費或坐失市場良機，因此必須以差距分析（與重要

競爭者知能比較及策略重要性程度）彌補二者之間所可能產生的差距。 

組織的主要核心知能指標可分為三種：1.不分行業之一般性知能指標。2.

行業別之知能指標。3.個別企業之知能指標。 

向卓越者學習，進而複製卓越者，核心知能是可以帶著走的工作能力，主

要使用工作能力評鑑法來確認，運用關鍵事件（Critical Incident Method）訪談技

術，針對卓越和一般績效者進行訪談，藉以瞭解能夠區辨卓越和一般績效者的工

作能力為何。 

組織之所以成功，端賴其是否有能力創造核心知能，且能運用於實務流程

中，創造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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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事管理局於 1998年將聯邦政府擔任高級行政主管職位的「主管人員

核心資格條件」列為五大面向的能力：變革領導、人員領導、成果領導、事務敏

銳、聯盟建立與溝通（施能傑，民 88：16）；而加拿大政府欲培養公務人員具有

宏觀、彈性、創新等能力，於是提倡La  Rele＇ve 運動，愈培養公務人員下列

能力：領導力、行動力、更新力、活力、學習力、專業能力、公益價值、卓越服

務（周世珍等，民 87：74-75）。29

 

 

 

 

 

 

 

 

管理系統
 

  價值

 
技術系統 

知識和技藝

圖 2-13：核心知能的四個構面

【資料來源】：Leonard-Barton, D. （1992）,「Core Capabilities ＆ Core  Ridegities ；A Paradox 
in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el,Vol.13,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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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成本

策略程序 
特殊知識、技藝與科技

現在的需求

高階管理者

 

 

產出（競爭優勢） 

 

價值知覺 

 

核心能力 

 

 

圖 2-14：核心能力價值鏈投入（資源） 

 

【資料來源】：Long C. ＆ Vickers-Koch（1995）,「Using Core Capabilities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9 參考江岷欽、莫永榮，（民國九十二年），《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六輯－「知識經濟時代公務

人力資源發展之探究》，pp.22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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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全方位 360度）評估法 

Robbins（1997）指出，360 度評估法就是員工日常工作所需接觸的全部層

面，皆有權參與整個評估過程，強調對所有利害關係人負責，包括上司、部屬、

同儕、本人及顧客。也就是運用多元的評估者，從不同的角度評量來評估受評者，

以增加窺探績效的全貌，並給予多元的利害關係者有較佳的表達機會，從而收集

到更客觀與均衡的資訊，並能反映出個人真正的工作績效（如圖 2-15 所示）。 

本法亦有助於了解自己眼中的我與別人眼中的我，增進當事人對自己的了

解，尤其是實施下對上評估制度，更可作為主管適任與改善領導效能的重要參考。 

 

 

 

 

內部顧客 

（上司、部屬、同事）                                       外部顧客 
（客戶、公司顧問等） 

 

 

 

 
受評者

（自評者）

圖 2-15：360度評估法 

【資料來源】：參考徐木蘭，（民國八十八年），《銓敘部行政管理論文選輯第十四輯－360度績效

評估是政府部門的胎盤素》，p.242，臺北：睿霖文化。 

 

六、運用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創造高績效組織 

1990年由 Robert S. Kaplan 和 David P. Norton 發明，用來驅動未來績

效的度量，以彌補過去衡量績效僅僅著重在財務度量之不足。其目標和度量，是

從組織的願景與策略衍生而來的，並透過至少四個構面（有時需加上利害關係

人）：財務、顧客、企業內部流程、學習與成長來考核一個組織的績效（如圖 2-16

所示）。其實施的步驟為： 

※ 澄清並詮釋願景與策略。 

※ 溝通並連結策略目標與度量。 

※ 規劃、設定指標，並校準策略行動方案。 

※ 加強策略的回饋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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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可將組織的策略加以具體行動化，俾創造該組織之競爭優勢，從一

個衡量系統轉變成一個管理體系，以整合各項資源，發揮最大的功能。績效衡量

指標的構面亦可用以做為策略之分類構面。 

同時個人計分卡要與組織之策略目標衡量相一致，對於個人的長處及劣勢

也應予以顧及。為使平衡計分卡能完全的落實，與獎懲制度的結合是必要的，並

應注意短期員工獎懲，而並非只注重組織長期策略利益，否則便易流於空談。 

公部門應先對組織的使命重新界定，再依其可能必須達成的目標來展開，

其目標為：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服務、創造最高的服務價值與效益、建立資金來源

的持續支持與承諾，再按此三大目標對應出內部的流程和學習成長的目標。 

 

 

 

 

 

 

 

 

 

 

 

圖 2-16：平衡計分卡作為策略行動的架構 

【資料來源】：Kaplan, R. S. ＆ D. P. Norton，"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as a  
Strategic Management System"，Harvard Business Review，Jan-Feb 1996，p.76 
 

 

平衡計分卡

策略的回饋與學習 
.闡述共同願景 

.提供策略回饋 

.協助策略檢討與學習 

溝通與連結 
.溝通和教育 

.制定目標 

.獎勵與績效量度連結 

規劃與設定指標
.設定指標 
.校準策略行動方案 
.分配資源 
.建立里程碑 

澄清並詮釋願
景與策略 
.澄清願景 
.取得共識 

※ 作業基礎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考量到整個製程的成本，也

就說從原料、零組件、耗材、工具、生產、能源、最終產品產生、輸送到客

戶手中，甚至到安裝、售後服務，這一系列的過程才是產品的完整成本，也

就是確認每一個組織中的主要活動，並探索活動中的成本。運用 ABC 可以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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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理人決策時，以公司的最佳成本及作業方式來考量，將績效與預算作緊密

的結合，跳脫以往重視工作量產出與效率，改為更重視結果與課責。 

 

七、實施六個標準差（Six Sigma）提昇品質產出 

六個標準差代表的是每一百萬次之中只有 3.4 次的失誤機會，最早由美國

摩扥羅拉公司提出，而由奇異公司的總裁傑克、威爾許（Jack  Welch,Jr.）發揚

光大，它是品管的最新典範，是一種長遠性的企業變革方案，具有突破性的手法，

達到大幅降低產品價格、提升品質、提供服務與縮短交貨期，最終提升企業的獲

利，以及做到全方位的顧客滿意。  

將六個標準差的概念延伸到企業管理應用，是一種突破性的改善策略，其

目的就是企圖將每一項產品、製程、以及操作方面的變異，控制在接近其品質目

標的「零缺點」水準。提升品質，避免無謂的錯誤和浪費，是降低不良品質成本，

增進顧客滿意，增加企業利潤的最好方法。 

此外它能增強顧客價值、加快改進比例、倡導學習與交叉傳授，以及執行

策略性變革。真正影響個人或是企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在變異的思考，而不只是

看平均值，因此如何消除變異、減少離散程度才是關鍵。 

六個標準差是要找出病根到底在哪裏，是在除去問題，並非只是單純要改

善品質而已，不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在控制問題。是一種經營策略，它能協

助企業排除流程中的可能變異，減少錯誤的發生，減少物料與時間浪費，減少產

品與服務瑕疵、降低成本、縮短流程、凝聚團隊精神以及增進顧客的滿意，改善

企業獲利能力，將能營造出新的企業文化。 

六個標準差的三個核心觀念是： 

1.六個標準差的關鍵在於進行組織評估，一切改善都以顧客需求為主，講求從

製造過程開始改進，不是只看產品產出的最後結果，也必須提升企業的策略

競爭能力。 

2.利用工作室進行腦力激盪，打破傳統思維摸式框架，相互激勵，具有全員思

維模式的轉換、危機意識的傳達、全員共識的凝聚、共同的語言、變革願景

目標的釐清、行動方案的產生及共同價值觀的傳遞等重大的文化意義。 

3.落實六標準差的日常管理活動，統計數字是執行六標準差的重要工具指標，

 43



找出問題所在。 

六個標準差能夠提高企業的成功機會，並進而廣受歡迎的主要是因為： 

1. 可以預見並落實財務效益(增進獲利能力)。 

2. 重視高階領導，組織嚴謹，角色分明。 

3. 紀律嚴明的改善手法(DMAIC)。 

4. 快速完成改善專案。 

5. 以健全的統計方法做為改善依據，明確訂定績效的評量標準。 

6. 焦點在「顧客」與「流程」。 

六標準差的五大行動步驟 DMAIC（發音為 Deh-maik，如附表 2-9） 

1.界定（Define）：站在顧客的立場，找出能為公司帶來明顯節省成本或增加利

潤，並且提出顧客滿意度的專案。 

2.評量（Measure）：衡量目前的情況，和客戶需求之間的差距，找出關鍵評量。 

3.分析（Analyze）：應用統計工具探究現況和需求之間落差的關鍵少數原因，

找出影響結果的潛在變數，以及如何加以量測。 

4.改善（Improve）：透過腦力激盪、共同討論、或是實驗設計（DOE）等方式，

看一件事情在不同指標之下，會產生怎樣的結果，依據結果找出最佳參數和

迴歸方程式，也就是最佳解決方案，改善現況。 

5.管制（Control）：建立防呆機制，將改善的成果保持下去。 

決定六個標準差成功的重要條件： 

1. 領導者的支持與參與：主管應先行接受教育訓練，學習分析及運用六標準

差的工具，培訓員工發展新技能，成為持續改善的力量。 

2. 必須持之以恆：企業每一年都變換不同的管理方式，是不會成功的。 

3. 要有全職的架構：所有人向目標邁進，非由幾個懂得六標準差的人，負責

解決所有的品質問題。 

4. 要有願景：讓目的與願景相互為用。 

在公部門中，當缺少一個明確的純益去評估計劃是否成功時，品質的定義

便相當具有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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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六個標準差的推動路程 

六個標準差的推動路程（Roadmap） 

階段 突破策略步驟 目標 

確認 .認知 

.確定 

確認關鍵企業課題 

特徵化 .評量 

.分析 

瞭解目前績效水準 

最佳化 .改善 

.管制 

達成突破改善 

 

 

突 

破 

策 

略 

整合化 .標準化 

.整合 

轉移至日常管理 

【資料來源】：Mikel Harry, Ph.D. ＆ Richard Schroeder "Six Sigma",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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