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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綜觀世界各國國情，自 1970 年代以來，石油危機以及 

各國政府所逐漸面臨的財政和赤字預算的危機，迫使政府必

須嚴肅面對「任務成長，但資源萎縮」（mission growing；

resources shrinking）的普遍現象（彭錦鵬，2005：1）。

到了 1980 年代，資訊的快速發展、流通，各國更具體面臨

了民眾要求政府要運用最少的行政資源，來創造最大服務的

嚴苛考驗，以及提昇政府行政效能的殷切社會期盼。然而由

於政府改革的腳步，永遠跟不上民眾各種需求的速度，導致

行政機關之工作效能及效率屢遭垢病。而到了 1990 年代末

期，各國更面臨了全球化所帶來的競爭壓力與結構性變革，

於是各國政府紛紛推行政府改造運動，引進「績效管理」與

「策略管理」的機制，並設計客觀的施政績效評估方法與激

勵誘因（李逸洋，2002：1），期盼運用獎金與績效能加以整

合，以達到實施績效管理的目的。另外，從許多管理實務經

驗及研究成果顯示，一個有效率的員工獎酬系統（Employee 

Reward System），將有助於激勵人員從事冒險，開發成功的

產品，並且產生更多具創意的理念（魏秋宜，1999：11）。

因此，運用績效獎金制度激勵士氣及改造政府的構思即應運

而生。 

對照於我國的情形，行政院係於民國 40 年即公布實施

行政院所屬機關考成辦法，開始運用考成機制來評核各機關

施政績效（林嘉誠，2004：3）。而自民國 90 年起，我國政

府為因應時代化潮流，提昇行政效能，強化管理目的及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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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積極任事之價值觀，更參考美國政府績效與成果法

規劃設計，特別由行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

考會）函頒「行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及行政

院人事行政局（以下簡稱人行局）提出了「改革考績制度及

實施績效獎金制度等作法，強化政府績效管理制度」的具體

建議，並於參訪多家民間優良廠商及國外制度後，於 91 年 9

月 18 日第 2804 次院會中，經院長裁示：「為建構效能型政

府，激發公務人員優質潛能，行政機關應該師法民間企業精

神，以彈性授權、重視團體績效，鼓勵民主參與及不增加人

事經費的原則，建構績效管理機制」的政策指示下，終於就

行政院暨其所屬行政機關全面實施發放績效獎金方式的績

效評估管理制度。並於民國 91 年起試辦績效獎金制度，期

能激勵員工士氣，建立一個注重績效及提昇為民服務品質的

優質政府，行政改革的腳步，亦由此向前邁出一大步。另外，

行政院復於民國 92 年起於行政院暨所屬各級行政機關全面

實施績效獎金制度，於此終於確立了我政府實施績效管理的

機制，並期盼從獎金的誘因下，實施政府再造的工作。 

衡諸此次實施的績效獎金制度作法，早在十九世紀末經

由泰勒（Frederick Taylor）提倡運用財務獎勵的方式，來

激勵員工時即已盛行。因此，我國行政機關藉由實施「績效

獎金」制度藉以激勵士氣，實是其來有自。除了參照先前的

缺失改進外，績效獎金制度實具有提昇行政績效的重大指標

作用，而尤以區公所是為民服務的第一線，協助其建立績效

管理制度，將有助於加強人民對於政府形象之建立。 

然而，績效獎金制度實施迄今已邁入第五年，實有必要

作一回顧及檢討，以了解各機關實際運作的成果是否真如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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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行政績效是否因此而有所提昇？各機關是否均早已了

解績效獎金制度之意義？是否有更好的績效評估方式等

等，以上均待深入探究，爰引發個人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當代管理學巨擘彼得．杜拉克（Peter Drucker）與經

濟學大師李斯特．梭羅（Lester Thurow）均認為「人」是

二十一世紀組織最大的挑戰與資產，有人才有競爭力，掌控

知識，才能決勝於未來（李逸洋，2004：序）。我國學者蕭

武桐教授（1995：207）亦指出，管理就是要做到對組織資

源作最有效的運用，而組織的資源實際上包含了人力、財物 

、機具等等有形或無形的資源，其中，對「人」的管理則最

為重要。因為「人」是管理哲學的核心概念，管理活動是人

類特有的心智實踐活動。管理組織是人的組織，管理行為是

人的行為，人既是執行管理的主體，又是被管理的客體，角

色及地位是雙重的，任何客觀事物的管理，都要通過「人」，

才能實現。因此對政府而言，人才的培育與激勵是越來越重

要的。 

而一套設計健全而良好的績效管理制度，將會激發「人」

的潛能，提昇組織績效；反之，則將導致組織內部績效不彰，

員工抱怨不斷，甚至組織內部員工關係惡化。衡諸此次實施

的績效獎金制度具體作法，主在將「績效管理」與「績效評

核」的觀念更具體的導入績效獎金制度中，仔細觀察此一制

度的設計，確有數項特色，實施迄今，人行局更不斷地加強

宣導，並就制度面、員工面、管理面、納稅義務人觀點及

OECD 國家經驗等各面向加以充實及改進，且訂定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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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綱領組成訪查小組與服務團，至各機關進行訪查及提供輔

導服務，並從「真正實施而具有成效的機關」中，發現相當

豐富且正面的經驗（林文燦、葉俊麟、呂碧華，2005：29），

顯見人行局推動本制度之企圖心，而績效管理的成效，亦因

其積極之用心而逐漸顯現。惟歷經近五年之實施，期間透過

學者專家的著述討論及各項問卷或訪問調查卻顯示出，績效

獎金制度仍有極大的進步空間。故就本制度長遠實施之考

量，本研究期能探索採用績效獎金制度，所欲形成之績效管

理方式，在實施於公部門至目前所造成之影響，以及其在激

勵員工工作士氣與意願，提昇行政效率與效能，是否亦可達

到與私部門相同之預期功能外，且由於區公所正是面對民

眾、服務民眾的第一線，而機關的核心業務，亦多以為民服

務為重點。在公部門偏重於社會公益的目標指引下，其服務

之良窳，將深切影響民眾及社會對政府的觀感。因此，其實

施之成敗，尤為令人囑目。 

本文除就文獻探究理論層面，作更深層的剖析外，並期

透過學者專家所作之量化調查資料、部分論文研究所作之次

級資料，及先進國家和民間企業實施的經驗，進行實證面的

深入探討，以了解目前公部門員工之反映，並對個案進行資

料研究，相信當能尋求精益求精之道與妥適可行之更佳方

案，俾對政策修正及執行提供建言，以期避免此一制度之推

動或流於形式、或導致如考績制度般採輪流發放方式，或與

主政機關在認知上形成落差。故本研究期望達到以下目的： 

（一）釐清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績效管理概念，並逐步檢視

其立論依據。 

（二）探討國外先進國家及我國民間企業所實施績效獎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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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之特色，以為我國借鏡。 

（三）探討臺北市政府所屬區公所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具體

效益分析及運用，並就實證資料及個案研究分析，俾

提供相關缺失改善建言。 

 

第二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一、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係指以圖示的方式來呈現各個研究變項的關

係，從研究架構中，可以更能了解研究主題內容，而且也能

清楚看出諸研究變項間的相互關係或影響關係（周文欽等，

1996：13）。本研究係以臺北市政府各區公所為研究對象，

使用質化訪談方式來蒐集資料，並就「激勵士氣及提昇服務

品質的效果」、「績效的衡量與建立共同指標的可行性」、「經

費的來源及額度」、「績效獎金分配情形」、「績效獎金與考

績、陞遷制度之關聯」、「專責機關之整合」、「對績效不佳人

員之處理」及「綜合層面」等八個面向列為訪談重點，來探

討績效獎金對我國公部門之影響。本文研究架構如圖 1-1 所

示，先就各項激勵理論進行探討，確立績效獎金制度與激勵

理論之關聯；並就實施績效獎金制度的基礎--績效評估進行

探討；再就各國績效獎金及我國民間企業實施績效獎金之現

況進行探討，期能了解上述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理論面及實

務面；最後就我國實施績效獎金制度，對公部門之影響進行

分析及改善建議，以期達到實施績效管理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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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 

        本研究目的之一在釐清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績效

管理概念，並逐步檢視其立論基礎，而做一有系統且完

整之介紹，故採用文獻探討法。期能蒐集整理國內外相

關各項管理理論的書籍、論文、研究報告、期刊、政府

出版品及網路上的資料等，進行分析與歸納，並探討國

外實施績效管理制度之成效及缺失，以作為我國行政機

關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參考方向。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是針對一個單獨的個人、團體或社會，所

進行的表意式檢視（李美華等譯，1998：442）。本研究

即藉由詳盡了解臺北市政府各區公所，實施績效獎金制

度相關計畫及實務執行情形等資料，並就其推動績效獎

績效獎金制
度對公部門
之 影 響

推 行 績 效

管 理 制 度

績 效 評 估 
之 探 討 

激 勵 理 論 

之 探 討 

各國及我國民

間企業實施績

效獎金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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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制度情形之全面情況後，進行個案之探究分析。 

（三）深度訪談法（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ing） 

        在質性研究中，常常運用半結構式或無結構式的訪

談方式來蒐集資料，有學者即稱之為深度訪談法（陳義

彥，2004：2）。本研究係採深度訪談法中的半結構式訪

談法。所謂「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又稱為「半標準化的訪談」（semi- 

standardized interviews）或「引導式的訪談」（guided 

interviews）。是藉於結構式與非結構式訪談之間的一

種資料蒐集方式，研究者在訪談前必須根據研究的問題

與目的，設計訪談的大綱，作為訪談指引方針（潘淑滿，

2003：143-144；Bergman，1998：61-62）。 

訪談是質化研究中蒐集資料的一種常見的方法，不

像量化研究聚焦在驗證假設、探索變項或概念間的因果

關係，以便建立通則。質化研究則是期望在實際研究場

域中，發覺某些真象與事實（林禮模，2004：44）。本

文即藉由實地訪查臺北市政府各區公所推動績效獎金

制度情形及其反映意見，以比較臺北市政府各區公所實

施績效管理制度訂定績效獎金計畫實施情形，了解機關

內部領導人員、管理人員及一般業務單位主管的實際看

法，以便準確掌握績效管理制度實施後產生的缺失，期

能提出可供改進缺失之具體建言。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以臺北市政府所屬區公所實施績效獎金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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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況為探討之範圍，配合文獻彙整及相關實證資料研究

分析，從激勵理論、人力資源管理、績效評估方式及標竿

學習等層面探討與績效管理之關聯及互動性，並針對目前

制度，除就國內外實施績效獎金制度經驗與學者專家之相

關研究論述，作實務之探究外，並採用深度訪談法，期能

進一步探討績效獎金制度對公部門所產生之影響，以更形

強化我行政機關未來實施績效管理制度之可行性。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囿於時間與財力關係，恐無法將臺北市政府各區

公所一一羅列分析、探討，爰僅針對部分個案研究陳述，

難免有未及之處。另由於行政機關實施績效管理之績效評

估指標及方式並無特別律定，因此在公平性的要求上，恐

仍無法妥善解決，惟本研究仍將持審慎、樂觀、務實之研

究態度，就相關資料審慎研析，俾能提出具體研究結果，

以供參考。 

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一、績效管理 

（一）依美國國家績效評鑑中的績效衡量研究小組（Perform- 
ance Measurement Study Team，1997）的定義，所謂績

效管理是指「利用績效資訊協助設定共識的績效目標、

進行資源配置與優先順序的排列，以告知管理者維持或

改變既定的計畫目標，並且報告成功符合目標的管理過

程。」換言之，績效管理係對於公共服務或績效目標進

行設定與實現，並對實現結果進行系統性的評鑑過程

（丘昌泰，200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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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謂的績效管理，簡單地講，係指管理人員確保員工

活動及產出能夠符合組織目標的過程（傅岳邦，2002：

7；Noe，2000：276）。 

（三）績效管理本身就是如何執行策略，達成組織目標的管

理過程（劉坤億，2004：2）。 

（四）本研究所稱績效管理就是透過績效評估（或績效衡量）

將各種資源（包含獎酬）作公正的分配，以激勵員工達

成組織績效，完成組織目標的管理過程。 

 

二、績效待遇 

（一）績效待遇是基於將「待遇與工作績效結合將可達到優 
越表現」的信念，以個人或其所屬團體的工作表現決定 

個人待遇。根據 Klinger 和 Nalbandian （1998） 的 

分類，績效待遇依表現層級的評估與待遇方式可分為 

（1）功績俸（merit pay）；（2）論件計酬獎金、佣金 

與分紅（piece rates, commissions, and bonuses）； 

（3）小團體功績俸（small group incentives）；以及 

（4）團體利潤分享、節流分享、與團體分紅 （profit  

sharing, gainsharing, and bonuses）等四種（余致 

力、黃東益，1999：32）。 

（二）績效薪俸（待遇）係指將一位員工的待遇與工作績效 

緊密結合的制度（江岷欽、丘昌泰及陳柏羽，2001：17）。 

（三）本研究所指績效待遇為，依個人或其所屬團體之工作 

績效，當達到一定績效時，為激勵員工士氣、提昇機關 

績效，所發給個人之任何財務性的報酬（含績效獎金） 

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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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績效獎金 

（一）績效獎金係指在行政機關，除法定俸給外，因工作表 

現優異所額外增與之獎酬稱之（朱楠賢 2001：24）。 

（二）績效獎金是指「按照員工工作績效的表現來給予員工

除了本薪之外的額外貨幣性獎勵，以提昇生產力的一種

制度（林威宇，2000：10）。 

（三）本研究之績效獎金係指依員工或其所屬團體表現，當

達到一定績效時，為激勵員工士氣、提昇機關績效，所

發給之獎金，屬於績效待遇之一種，係為達到績效管理

目的的一種激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