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叁章  我國政府當前推動績效獎金及績效待遇制度情況 
 

第一節  提昇績效改革方向與主要做法 

推動變革是一種改變習慣、經驗的壓力，藉由權力來指導和支持，目前我

國政府開展之績效獎金與績效待遇制度乃是依靠行政命令的強力執行策略，做法

主要包括： 

一、考績制度的變革 

考績制度在我國出現某種偏差，公務員考績結果甲等平均高達 86.8%
3，而

民眾對公務人員服務品質非常滿意者僅佔 19.0%、還算滿意者僅佔 64.2%2，形成

個人績效與組織績效間失落的連結（missing link），未能凸顯受考人員績效的差

異，使成員欠缺追求績效表現的內部動力，復無法產生以提昇績效為基礎的積極

責任關電。 

行政院遂於民國 90 年 4 月 25 日通函各行政機關「年終工作獎金減發或不

發的規定」：軍公教人員平時考核累積記過一次或累積曠職達三日者減發三分之

一，累積記過達二次或曠職達四日者，減發三分之二，累積記過達三次或一次記

一大過者或考列丙等或依公務人員懲戒法受記過以上之懲戒處分，當年不發給年

終獎金，並授權各機關得依個別公務員績效給予不等的獎金－引進寬頻的薪給制

度，亦即更大幅度的的薪資等級、各部會差別績效獎金、降低考績甲等比例（91

年修正為不得超過四分之三，92年上限為三分之二，並朝逐年降低修改）。 

經建會於 91 年 9 月提出之績效獎金改革方案分為 A、B 兩案，將現行甲、

乙、丙三級考績，區分為特優、優、甲、乙、丙等五級，特優者含年終工作獎金，

可獲共四個月的績效獎金，最差級等予以免職（如附表 3-1）： 

民國 92 年 5 月 26 日立法院法制委員會通過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案草案，

在現行甲、乙、丙、丁等外再增列優等，以鼓勵特別優秀的公務人員，避免齊頭

式的平等，如果公務員表現被評為優等（90 分以上，以 5﹪人數為限），年終可

獲得 2個月的考績獎金；考列甲等人數以 50﹪為原則，最高不得超過 65﹪。 

 

                                                 
1 依銓敘部統計，我國近年行政機關公務人員考績甲等平均高達近 87﹪，請參見：

http://www.mocs.gov.tw/
2依研考會 90 年 11月 14日調查，請參見 http://w3.rdec.gov.tw/web/mai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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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績效獎金及績效待遇 

改革者認為傳統強調一致性的文官體制應該被取代，特別是固定的結構，

要以實際的績效作為給薪的依據。民國 90年 9 月 14 日行政院遂通過「行政院暨

所屬各級行政機關績效獎金實施計劃」，並自 92年 1 月 1 日正式實施，其中績效

獎金發給種類區分為機關首長績效獎金、單位績效獎金、個人績效獎金三類3。

並指示不得有輪流、平均分配獎金，或挪做補償考績獎金等不當做法。另授權各

機關衡酌其組織目標、環境、資源及管理風格等因素，量身訂製出適應各該組織

的待遇制度。93年將繼續實施。 

銓敘部 93 年 1月 7日在「全國人事主管會報」後之記者會宣佈，擬將公務

人員薪俸概分為「基本薪」與「變動薪」兩部分（俸），並整合現行考績獎金、

績效獎金及年終獎金為績效俸給制度，「基本薪」是按工作年資逐年晉級，「變動

薪」則結合彈性結構表設計，以每年年終績效考評，決定績效薪俸，賦予機關首

長發揮薪俸獎賞權管理功能，依績效表現，適時核發績效獎金，落實績效管理功

能。 

  

表 3-1：經建會研擬的績效獎金改革方案 

A B 

特優 10﹪ .考績獎金 2.5 個月 

.工作獎金 1.5 個月 

特優 0-10﹪ .考績獎金 2.5 個月 

.工作獎金 1.5 個月 

優等 40﹪ .考績獎金 1 個月 

.工作獎金 1.5 個月 

優等 35-55﹪ .考績獎金 1 個月 

.工作獎金 1.5 個月 

甲等 40﹪ .考績獎金 0 個月 

.工作獎金 1.5 個月 

甲等 30-50 .考績獎金 0 個月 

.工作獎金 1.5 個月 

乙等 10﹪ 0 乙等 5-10﹪ 0 

丙等 不設限 免職 丙等 不設限 免職 

【資料來源】：引自中國時報九十年七月四日報導 

 
第二節  行政機關的特性與績效評估的特質 

一、我國公部門的薪資結構特性 

我國公務人員的俸給制度係由「本俸及年功俸」及「法定加給」所構成，其

                                                 
3 請 參 考 行 政 院 暨 所 屬 各 級 行 政 機 關 績 效 獎 金 實 施 計 畫 （ 90.9.24 ），

http://www.cpa.gov.tw/html2001/singlehtml/200109241613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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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基本上由官等、職等、俸級與俸點四項要素組成，歷年調整待遇大多不過是

例行性的政策措施，對於公務生產力的提昇並未產生具體效益。 

文官的薪津設計，是基於下列假定：一個人的職務是衡量的基本單位；其職

務和他人職務之間的關係可以加以確定，而其所評定的價值，和現有職務是分離

的，並且特別重視同工同酬的標準，稱為比較價值。年資（假定資歷可增加員工

的技術，對組織是一種價值）和公平性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為其可以達成穩定

的工作環境。4公部門獎勵資歷較深員工的目的在提昇其高級員工的地位，對於

哪些希望其資歷較深的員工在工作環境中成為領導的機關來說具有正面的意義。 

俸是基本待遇，求其一致，法律保障；給則依職權輕重、工作特性、所須知

能條件及服務地區等狀況不同而訂定，此項早已變質為權力運作的指標，與該業

務之專業與否關係不大。 

功績薪俸是根據員工在過去某段時間內的績效，而增加個別員工的俸率，增

加部分通常是根據俸表和俸格加以列出，並將員工所獲取的俸率，和績效評鑑結

果結合在一起。由於絕大多數員工獲得乙或甲的評等，因此功績俸被認為是員工

底薪之外，一種可預期的年度加薪。 

公部門的薪津都要遵照國家法規的規定，形成過度保障、僵化欠缺彈性的毛

病，根本沒有具體的誘因，嚴重削弱機關首長以此作為管理的有效手段。而調整

待遇不過是例行性的政策措施，對於公務生產力的提昇並未產生具體的收益，公

務員對於薪資的滿意度也未因而提高。另外有限的組織獎勵和處分，使績效評估

和報酬或獎懲行動的連結關係變得沒有效果，特別是在文官制或集體協商契約下

的人事制度中尤然。 

文官體系基本上被設計為「防止公務員濫用職權、確保更公平的僱用政策、

避免政府職位恩寵授予及政治剝削」。每個公務員各有各的職責任務，因為官階

高低、單位性質不同、業務執掌工作繁簡難易，績效顯現自然不同。薪俸是任何

一位公務員安身立命的基礎，任何改革只要涉及其權益損失，即使僅是些微的損

失，渠等都會加以激烈反抗；因此，薪俸制度的改革，永遠是得利者支持改革，

失利者則反對改革。 

                                                 
4 參考江大樹、呂育誠、陳志瑋譯，（民國九十年），《人事行政新論》，p.173，＜第五章薪資與

津貼＞，台北：韋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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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對會員國政府人員績效考績制度的

研究發現：除了工具上的問題外，考績進行過程亦會出現下列共同性問題

（OECD,2002：9） 

※ 難以衡量機關績效與目標達成程度。 

※ 考評者常會採取寬容的態度來考評，以期解決人員因被歸類至不同考績等第

所可能產生的衝突或抗拒，並藉以贏得部屬的忠誠。 

※ 基於公務員身分普遍受到法律嚴密保障，即使考核人員願意確實執行考核標

準，但是對於績效不佳者卻往往難以達成懲罰的效果。 

 

二、台灣行政機關的業務性質與績效評估的關聯性 

公部門和私部門就外部環境因素、組織與外部環境之互動、組織內部結構與

程序而言，兩者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異（Gortner, Mahler, and Nicholson,1989；

Allison,1980；Dunlop,1979；Neustadt,1979；Rainey, Backoff, ＆ Levine,1976）5。 

政府組織結構與文官體制永業性的特質（Peters，1996：72-74），當組織不

必面對被裁併的危機，便容易缺乏自我改造的動力、追求進步的誘因，造成變遷

的困難。 

政府政策的推行是藉由政府政治過程所訂定的「行政目標」、機關之「組織

目標」、機關內部單位之「策略性目標」與個人之「作業目標」，所形成的「方法

與目標的連結」，透過可以衡量的指標，來引導策略的執行。因此，行政機關績

效評估的本質便是在考評各級行政單位是否達成既定目標，並且利用考評結果提

供受考者正面回饋，進而增加行政機關整體效能。 

行政機關業務本質可區分為「主動式業務」與「被動式業務」兩種，前者指

能運用機關所擁有的行政資源，創造出業務績效，亦即行政生產力；後者為應人

民的要求，方能產生相對業務。目前我國行政組織建制中，層級較高的行政機關，

業務性質多屬於主動式，而層級越低的行政機關業務性質則多屬被動式6。另外

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曾指出，若公務人員每天只是守株待兔的被動的等民眾前來才

                                                 
5 參考陳春希、張其祿，（民國九十二年），＜2003 提昇台灣執行力學術研討會，國立中央大學企

管系—執行力失敗的制度分析—公私部門的本質差異與執行力上的意涵，p.2＞。 
6 參考彭錦鵬，（民國八十四年三月），《行政機關工作考成與人事考績結合之研究》，台北：研考

會委託研究報告 3017484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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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則每天做的事都屬於「消化型的業務」。如果這些公務員想提高工作的附

加價值，大可以動動腦筋，想想如何把資料檔案整理得更好找、更有秩序，如此

就能把自己的工作提升到「創造型的業務」7。 

傳統的上令下行模式可稱之為皮球模式（gum ball model），政府只要研擬計

畫，編列預算，下放權力，然後就等著驗收成果，很少人會從結果的角度審視這

樣的模式是否運作有效。 

舊的員工管理系採取模範雇主途徑（model employer approach），強調政府機

關的公務人員應該成為私部門或其他部門的表率，要加強政治與行政責任，要追

求預算的擴大，俾建立公務員的最佳就業典範，以供私部門仿效。 

台灣公部門的主管會依照部屬的親（關係深淺）、忠（效忠程度）、才（能力

稟賦）三項標準（差序格局
8
），對部屬進行分類，並作出不同之對待，特別是對

人與對事的忠誠牽扯不清9，而影響績效被評估等次的公正性因素中，考評者的

態度居於最關鍵的地位。 

政治勢力的干預問題：薪酬是主管用以影響及操縱員工行為的重要工具，

績效管理的泛政治化現象，本身就是政治運作的產物，政策評估的結果端視誰執

行這項評鑑，其觀點為何（哈佛大學教授威爾遜法則，James Q. Wilson的第一

條法則：所有對社會問題的政策方案，均能產生預期的影響－假如它是由政策執

行者或其友人進行評估或研究的話；第二條法則：沒有任一項政策方案，能產生

預期的結果－假如它是由獨立的第三者，尤其是懷疑政策的人士所進行的評估或

研究）？政黨或利益團體可能利用績效管理的資訊當作政治鬥爭的手段，而任何

一個計畫的資訊都是片面的，以某一計畫為基礎所建立的績效管理指標當然也是

片面的。美國 1978 年的「文官改革法」中規定：應確保文官不受專斷處分、偏

私不公或政治壓迫等身分及地位的保障。 

此外Hofsted（1980）從權力距離（power distance）解釋，高權力距離的

國家對不公正的情形並不很在乎，組織中的權力通常集中在高層，員工則屈服在

                                                 
7 參考大前研一，（民國八十八年十月份），＜上班族生存之戰＞，《天下雜誌》。 
8 參考諸承明，（民國八十九年九月），＜親信關係與員工績效之關聯性研究—從差序格局探討主

管對部屬的評估偏誤＞，《管理評論》第十九卷第三期，pp.125-147。 
9 參考鄭伯壎、姜定宇、鄭弘岳主編，（民國九十二年），＜第四章－組織忠誠、組織承諾、及組

織公民行為＞，《組織行為研究在台灣—三十年回顧與展望》pp.115-152，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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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之下，如香港、日本等東亞國家。而低權力距離的國家則相反，主管權威並

非萬能，也期待部屬付出更多貢獻，如美國和澳洲。10

彭若琳與李古琪（C. Ban ＆ N. Riccucci）指出目前實施功績制遭到扭曲的

模式有四
11： 

※ 量身定作模式：內定人選已經確定，出缺職位所需具備之條件與資格，係以

內定人選為藍本，以利內定人選順利進用或升遷。 

※ 暫聘轉任模式：機關之職缺已有內定人選，為避免聘任作業延宕過久，先以

「暫聘」方式進用，隨後伺機改任或轉認為永久職位。 

※因人設事模式：根據內定人選之特質，設立新的工作職稱，或針對現有職位重

新歸類出特定職稱，內定人選係以暫時任用條例聘任。新設職稱所需創辦考

試，遲遲不與擬定舉行，有時況日費時達數年之久。 

※ 勸退請辭模式：勸退高階職位的候補人選，並促其放棄補實之職位，為達此

一目的，當事人會盡其所能說服後補人選，告知出缺職位之難為與痛苦；或者

以交換條件勸退候補人選，允諾為其另覓新職及安排出路。 

 

公務人員因績效不彰而遭受處分或解僱並不容易 

當員工無法表現出組織所期待之績效水準時，還會連累同儕必須負擔其應

完成之工作，形成勞逸不均之情形，最後導致其他員工感到工作指派不公，也會

產生挫折感與不滿足感，進而影響整體組織之績效。對此，美國聯邦政府處理的

原則是秉持程序原則、機會主義及互動正義等三大主軸而建立一套嚴謹原則，不

僅保障員工免於受管理者權力濫用與不當處分之權利。同時也給予管理者具體的

處理程序指導（蔡秀涓，民 90：20-39）。 

處分是組織透過讓員工知道他們違反組織期待所施加之負面結果，以發揮

懲戒功能的一種手段，對無生產力員工的處分，是假定績效不彰員工的主管，曾

考慮過許多有關工作設計、任用、適應、績效考核、訓練和補償等問題，所作的

最後手段。表現不良指工作不力，不符合品質、數量、時限等規定要求標準者，

不包括所謂行為不端，前者為改進問題，後者為處分問題。由於不可能處分或解

                                                 
10 參考許道然，（民國九十一年），＜組織公民行為之研究＞，《空大行政學報》第十二期，p.133。 
11 參考江岷欽，（民國八十八年），＜功績制度新詮：美國人事制度新之啟示＞，《行政管理論文

選輯》第十四輯，pp.26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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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受文官制度保障的員工12（美國在解僱公務員之前，必須有破壞行政效率的證

據），因此公務員法規已使得管理當局變成「跛腳鴨」。 

如果公務員受到引導，只要他們的表現令人滿意的話，便可永遠保有其工

作時，即承認對其工作即擁有財產權的利益。其中列舉只有正當理由才能開除公

務人員，或開除的具體理由獲得確認，或累積處分已獲得批准，並進一步得到確

認（財產權：剝奪員工自身維持生計的能力，以及希望再就業的自由權；與正當

程序：視處分的大小而定）13。這些法律、課責及正當程序的考量，使得績效評

估的回饋目的成為一種適合訴訟的形式主義，而非適合管理、員工發展的形式主

義。隨著處分行動的結果愈嚴重，行使處分時的公平性議題就會成為員工心中最

關切的部分14（如附圖 3-1）。 

引發交易型貪污與族閥型貪污 

貪污被視為一種「團結一致」的方法。如果犯罪在黑道裡被視為團結的象

徵；那麼，在貪污官員的圈子裡，貪污是忠誠的象徵，公部門（官員）的貪污行

動會破壞所有型態的政府活動的潛在性效能，阻礙發展，使個人和團體感受到痛

苦，是所有國家都應該注意的15。 

如果一個組織的績效評估計劃是公式化的，會招致許多對公式基準的注意

和操縱意圖。員工會找機會幫助上司，會為上司尋求一些好處，產生不適當動機，

在這種情況下，由單一評估者進行的主觀評估是充滿欺騙的危險。 

由於公部門長期處於封閉的環境，僅憑機關內部的監督機制，並不足以防止

貪瀆行為的發生，績效獎金和績效待遇制度（可能產生利益過於集中、防制貪污

規範不全）將強化行政組織及結構上的缺陷，可能助長兩類型貪污現象： 

※交易型貪污，係為施受賄賂的雙方(donor and recipient)刻意的設計與安排，

不僅對雙方有利，亦為雙方所全力促成。這種貪污，通常包括企業與政府的官

商勾結，或民眾與政府的相互圖利。 

                                                 
12 參考吳堯峰，＜有效處理績效不良人力之策略＞，http//www.inpr.org.tw/inprc/event-10.htm 
13 Markowitz , D.L.（Spring 1995）.The demise of at-will employment and the public employee 
conundrum. The Urban Lawyer, 27,321..  
14 參考王廷懋，（民國九十二年九月），＜公務員懲戒處分標準擬議＞，《公務人員月刊》第八十

七期，pp.23-40。 
15 參考邱瑞忠，（民國九十二年），＜行政官僚貪污防治知途徑—行政倫理的思考＞，《行政管理

論文選輯第十六輯》，pp.28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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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閥型貪污或稱族閥主義(又稱裙帶關係)(nepotism)，係以不正當的方法任用

親朋擔任公職，或違反現行法令與規範，給與親朋金錢上或其他形式上之特殊

待遇。 

 

監督者 人事管理者 積極保障弱勢行

動官（保訓會） 
 

 

訂定績效

的標準 
提供工作規則與

規定的適應訓練

 

 

 

 

 

如果績效依然

令人不滿意，以

書面通知通當

事人績效缺失 
告知員工有關組

織的期望和懲戒
監督後續的工

作績效；如果令

人不滿意，則建

議處分措施 
獲得員工對於未

來績效的承諾 

授權加以處分

或解僱 

審查處分或解僱

措施，是否符合相

關法律規定 

告知員工有關組

織的期望和懲戒

監督員工績

效；如果績效令

人不滿意，給予

員工口頭勸告 

圖 3-1：處分措施的程序 
【資料來源】：江大樹、呂育誠、陳志瑋譯，（民國九十年），＜第十二章組織正義＞，《人事行政新論》，

p481，臺北：韋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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