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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績效獎金制度現況之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目前各國績效管理發展之現況，了解各國 

及我國民間企業實施績效管理之成效與缺失，及分析其績效

管理之共同特色，並介紹我國自 91 年試辦績效獎金制度，

及至目前全面實施績效獎金之各項作法及現況，以提供我國

績效管理後續發展之參考。 
 

第一節  各國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探討 
從績效獎金制度的理論層面來探討，績效獎金是一種足 

以激勵士氣並合乎人性假設的設計；但就實務層面來探討，

80 及 90 年代的英美等國政府部門實施績效待遇制度，並不

如預期成功，但確也累積不少實施的經驗。謹就各國實施情

形及特色進行比較整理，以期從中得出對我國公務人員績效

獎金制度改進之參考建議，並進而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英國 

英國自從 1968 年富爾頓委員會（Fultom Committee）

以來，已數度承認待遇制度必須具有更多彈性，但直到 1985

年才採行一個績效獎金之實驗，同時從 1987 年開始及 1988

年分別實施二、三職等高級文官以及五至七等公務人員的績

效待遇制度（余致力、黃東益，1999：4）。而英國政府更為

了提高政府機關之服務績效，計推動三項改革計畫：1.政府

現代化（Modernizing Government）；2.文官改革；3.公共

服務協議書（Public Service Agreement），期使英國政府

公務人力資源管理趨向績效化。謹就英國政府之公務人力績

效管理制度實施情形，分述如下（朱武獻，20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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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薪酬制度 

1.績效待遇制度： 

早在 1987 年英國政府就針對第二級與第三級高

級文官，實施功績俸與獎金制。其中薪資結構有二部

分：一為職位基本薪（Job Rate），指該文官基本薪

等級，二為依功績等級（Merit Level）區分之績效

俸，係依據不同之績效等級給與不同之績效薪等級；

其後歷經數次修正，現行薪俸計畫係於 2001 年 4 月

實施。依據該計畫之規定，英國高級文官薪俸表共分

為九個等級，如表 3-1 所示。每一等級都有最高與最

低薪資，差距約為二萬至三萬英鎊之間，其薪級之晉

升，係以績效為度；如具良好績效（Good Perform- 

ance）者，十年內薪俸可核發至該等級之 80％；績

效傑出（Outstanding Performance）者，則可在五

或六年內核發至該等級之最高薪資。目前約 70％英

國高級文官薪俸約在第一與第二級薪俸等級間，其薪

俸之平均增長率約為 2.9％。 

表 3-1  2001 年英國薪資級距（以英鎊計） 

薪俸等級 薪俸範圍（自 2001 年 4 月 1 日實施） 
級距 最低 最高 
1 44,038 69,178 
2 48,552 77,869 
3 53,534 87,598 
4 59,088 98,494 
5 64,768 104,292 
6 70,905 110,428 
7 77,635 116,904 
8 84,811 123,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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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2,696 131,276 
資料來源：朱武獻（2003：47）轉引自 

ttp://www.ome.uk.com/downloads/SSRB_REPORT_2001.PDF 

2.績效獎金： 

除了績效薪酬制度外，根據文官待遇評審委員會 

（SSRB）建議，各部會尚得依據文官之工作績效給與 

不同比例之績效獎金，其大略情形如下（江岷欽，

2001，70-76）： 

（1）實施對象：主要是適用於第三級至第七級文官，部 

長與次長（第二級）則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 

（2）績效獎金金額：每一個人獎金數額不得少於 500 英

鎊，每年一次發給，必須課稅，且不得併入退休時退

休年金的計算。實務上卻多不超過本薪之 10％。茲以

表 3-2 說明績效獎金比例分配及發放比例。 

表3-2 英國高級文官之績效獎金分配情形（2000-2001） 

考核等第 分配狀況 獎金額度 

傑出 5％ 8.2－11.0％ 

甚佳 15－20％ 5.6－8.1％ 

良好 60－70％ 2.9－5.5％ 

普通 5－15％ 0－2.8％ 

資料來源：朱武獻（2003：9） 

（3）獎金發放比例：以每一單位人數之 20％人員可以獲 

得。 

（4）額外提供四百萬英鎊作為獎金（郭如意，2000：

334-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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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由於績效獎金經費未用罄者，不得於下一年度繼續

使用，故獎金之支付必須在會計年度內完成。 

（6）部門主管可以發放（特別獎金）（Special Bonuses）

給予在特殊工作或情境下具有特殊績效的人，惟其數

額不得超過每一部門該年度可供支用的獎金數額的

百分之十。 

（7）一般受獎名單不公布，但是對於領有（特別獎金）

者，部門主管可決定予以公布。 

（8）各部門可自行決定最適當的績效評量表，但以遵守

現行的績效評量表與程序為宜。 

（二）績效考核制度： 

1.適用對象與具體項目內容： 

（1）適用對象： A 表（又稱為甲種考評報告表）適用書

記官以上、副司、處長以下之文官；B 表（又稱為乙

種考評報告表）適用於助理書記官職級以下之人員。 

（2）項目與內容，如表 3-3 所示： 

表 3-3  英國政府一般文官考評報告表 

考 評 表 一  般  項  目    職   務  項  目 

A 表（適用於書記

官以上、副司、處

長以下之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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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朱武獻（200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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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A 表與 B 表之主要目的，主要係為針對不同

職級之工作人員進行考評，其中 A 表較為重視受考者

之管理及發展潛能；而 B 表內容雖與 A 表相似，主要

差異在於評估影響工作之特殊因素有所不同。 

2.考評之辦理：英國現行公務人員之個人考評，係由業

務部門主管實施，每年至少辦理一次，主管於評核分

數及等第後，應與員工進行個人績效面談。大多數之

評語係經過面談後決定，並以員工績效考評結果作為

訓練發展計畫之基礎。 

3.等第：當各部會綜合考評員工工作績效時，按工作之

績效區分為傑出、甚佳、良好、普通、欠佳五個評估

等第。前三級為合格（亦稱為高績效者）；後二級則

為不合格（亦稱為低績效者）。 
4.績效考核結果與績效獎金發放之連結： 

（1）個人績效部分：由於英國係採績效報酬制度，已經

將「績效」與「薪酬獎勵」二者直接連結。縱使績效

報酬制度之實施細節，各部會與執行機關間有所不

同，但都由部會首長決定「績效俸」，凡屬於高績效

者（傑出、甚佳、良好），獲得績效獎金；屬於低績

效者（普通、欠佳），則維持原薪但無獎金，且未來

將研究對此類人員予以減薪。 
（2）團體績效部分：英國除個人績效獎金外，尚有團體

績效之獎勵制度，多數獎金是發給公務人員個人績效

獎金，但少數亦採取團體獎金制，發給除「考評績效

為低績效者」外之公務人員，以鼓勵執行機構人員努

力達成機構目標（洪國平，1998：52）。而此類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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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可能按統一的費率或薪俸之一定比率發給（范祥

偉，1997：63）。 
另外，英國自 1854 年起，英國文官之陞遷即要求

以功績為基礎，在陞遷決策過程之每一階段須以功績為

主要考量、陞遷標準則一體適用。 

綜合以上所述，英國實施績效薪俸制度所具有可提供我

國參考之特色如下： 

（一）個人績效獎金發放比例，係以每一單位人數 20％人員

可以獲得，我國則以不超過預算員額之 10﹪為準。 
（二）績效報酬與績效考核結果及陞遷，甚至訓練發展均能

予以連結，此點應可做為我國未來實施之參考。 

（三）屬於低績效者（普通、欠佳），則維持原薪但無獎金，

未來並有可能予以減薪 4。 

（四）英國除個人績效獎金外，尚有團體績效之獎勵制度，

多數獎金是發給公務人員個人績效獎金，但仍有部分係

採團體績效獎金發放，發給機關內除「低績效者」以外

之公務人員，並非人人有獎。 

（五）部門主管可以發放（特別獎金）（Special Bonuses）

給予在特殊工作或情境下具有特殊績效的人。 

（六）主管對於部屬之工作績效進行綜合評估後，仍會請員

工和主管進行績效面談，共同討論評估之結果與改進工

作績效之方法。我國目前在公務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第

十三條之一條文中亦增加了績效面談之設計，對於我國

                                                 
4
 制度中涵括了懲處之設計。此點與我國現行行政院績效獎金制度實施管理計畫 

中，僅消極的規定不得支領之條件不同，應可做為我國未來修正制度之參考， 

畢竟只有獎勵沒有懲處，實際上是在懲罰工作努力的員工，最後勢必導致「劣 

幣驅逐良幣」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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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考績制度將具有一定程度之影響。 

 

二、美國 
美國是一個已實施績效待遇多年的國家，從聯邦政府到 

州政府，乃至於地方政府各部門多以授權方式實施不同形式

的績效待遇制度（江岷欽，2001：40）。從 1949 年至今，歷

經多次改革，謹將其改革過程析述如下： 

（一）誘因獎金 
        1949 年美國國會曾訂定聯邦政府公務人員誘因獎

金法（Federal Employees Incentive Awards Act）允

許各機關提供最高五千美元獎金，如經文官委員會特別

核可，尚可頒發高達二萬五千美元之獎金。誘因獎金可

分為以下三類（曾國鐘，2004：32-35）： 

1. 特殊表現獎金：公務人員因提供建議、發明、特殊成

就或其他個人努力，致使政府運作之效率性、經濟性

成效更佳，或就其權責事項有特別表現或服務符合公

共利益者，機關首長得核予當事人機關之現金獎勵；

另就同一特殊表現事項，總統亦得再核給總統現金獎

勵。上開機關獎金及總統獎金核給原則上以一萬元為

限，但對於極少發生之更卓越事蹟表現，則可核給二

萬五千美元以內之獎金。 

2. 節省經費獎金：各機關內監察長或首長指定之人員，

當公務人員向其揭發弊端而讓機關節省經費時，得核

給舉發者節省經費獎金，額度為經監察長認定節省經

費總額百分之一，但以不超過一萬美元為限。另總統

於同一會計年度間，亦得就聯邦政府內表現相同者，

核發至多五十位人員相同獎金，每人獎金為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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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法人員外語能力獎金：各機關可依其所訂規章，對

於執法人員具有外語能力且能經常有效運用於正式

勤務時，得核發外語能力獎金，以不超過基本俸額的

百分之五為限。 

（二）功績俸制度 
美國聯邦政府根據 1978 年文官改革法，曾於 1981

年 8月 1日起正式實施功績俸制度，其主要內容如下（施

能傑，1995：56-65）： 

1.適用對象為一般俸表第十三至十五職等之管理人員 

及監督人員。 

2.員工新年度的俸額等於當年度的基本薪俸，加上每年

通案調薪俸額的半數，及依工作績效給予之功績俸。 

3.每年度機關依公式設立功績俸基金，基金總額是該機

關原來支付所有員工年度調薪俸額之半數，以及支付

職等內晉俸之全額。 

4.員工的工作績效根據效率、生產力等關鍵因素予以考 

核，考績分為五個等第，以完全成功（Fully Succe- 

ssful）為中間一級。 

5.考列完全成功以上者，方能得到不等額之功績俸。 

由於此種零和賽局的設計頗受批評，美國方於 1984 年 

實施績效管理和獎勵制度。 

（三）績效獎金 

     美國自 1978 年「文官改革法」（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Act）通過後，即分別推動高級文官績效獎金制

度以及中高階主管績效待遇制度，茲概述如下： 

1.高級文官績效獎金制度：實施對象為一般俸表十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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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職等之高級公務人員。其待遇制度共分為二種：

一為一般績效獎金，適用於全體被納入高級文官體制

的永業高級公務人員，每年經由各部門自行組成之績

效評審委員會（Performance  Review Board）評審，

並以書面推薦，決定獎金發放額度，一般介於基本俸

5﹪至 20﹪之間，且聯邦政府規定所有人員之績效獎

金不得超過該部門永業人員薪水總額 3﹪（OECD，1993 

）；另一高級文官績效待遇制度是總統獎金，該獎金

包括傑出獎（Distinguished Executive）及績優獎

（Meritorious Executive），必須連續三年評等得到

特殊等級（exceptional）才具備被評審資格。前者

可得獎金兩萬美元及金質獎章一只；後者可得一萬美

元及銀質獎章一只，並由總統親自頒發（余致力；黃

東益，1999：3；OECD，1994；許南雄，1997；許濱

松，1998）。  

高級文官績效獎金制實施多年，毀譽參半，雖然

對於高級主管人員鼓舞頗具作用，但一般獎金制的缺

點包括獲評優等的浮濫，因此導致平均獎金的下滑而

分不出優劣，使得該制度的良法美意大打折扣。 

2.績效管理與獎勵制度（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Recognition System，PMRS） 

         由於功績俸制度實施後，成效不彰，為了改進上 

述缺失，美國國會於 1984 年立法通過將原來功績俸 

制度修正，改為績效管理與獎勵制度（PMRS），除公 

務人員年度調薪及功績調薪均依考績結果決定外，尚 

採發給一次之績效獎金，主要作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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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列「傑出」者應獲績效獎金，考列「超過完全成

功」、「完全成功」者得獲得績效獎金（後來放寬為均

應獲得績效獎金）。 

（2）考列「完全成功」級以上者，可獲得全額之年度調 

薪；最低成功級者，可獲得半數年度數額調薪；只有 

考列最差一級者不調薪。 

（3）考列完全成功等級以上者，尚可依考績等級和所任 

用之職等俸級，得到不同程度之晉薪。 

（4）獎金額度多寡由各機關決定之，但以其基本薪俸百 

分之十為上限，機關首長認為其有極傑出表現時，可 

增加至百分之二十上限，而績效獎金最低必須是基本 

薪俸百分之二（施能傑，1999：160－161）。 

          PMRS 自 1984 年實施以後，歷經多次修正，於 1993 

年 9 月底，亦因成效不彰，花費太多，財政負擔沉重， 

而宣告終止。究其原因，不外以下數點（江岷欽、丘 

昌泰、陳柏羽，2001：42）： 

  （1）政府擔任評核者，大多仍採取做好人心態，以致形

成不公平及不客觀現象，間接影響員工士氣與績效。 

（2）大部分部屬均獲評為卓越等級，有違以實際績效評

核之期望。 

（3）公部門人員因負有公共目標及任務，無法以營利為

目的，故薪資多較私部門為少，而以此種績效薪俸策

略，設法來增加公部門人員之薪資，並無實質意義。 

（4）對於表現卓越者所給予本薪之優待部分，易造成乘

數效果，拉大薪俸差距，形成員工負面補償與不公平

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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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績效目標訂定，與年度計畫有時不盡相同，造成各

機關目標訂定之難易與實際執行時目標達成率不同。 

3.績效基礎獎金 

          美國曾於 1990 年通過聯邦員工待遇比較法（The  

Federal Eploylees Pay Comparability），授權各機 

關自行設定個人與團體績效衡量的指標，期使待遇與 

績效結合在一起。惟因成效不佳，目前美國聯邦政府 

除了高級行政主管人員和一些實驗計畫外，並無全面 

實施績效基礎獎金制度（施能傑，1999：161）。 

自 1993 年以後，美國所實施之績效管理制度則較偏重

於以機關及團體層次為主，並著重於政府整體之績效測量。 

（四）績效與成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簡稱 GPRA） 

1993 年，柯林頓甫任總統之際，美國政府預算赤字

大幅擴增至四兆億美元，正值美國人民對政府施政最不

滿意的年代，柯林頓政府於是在 1993 年推動「勵革運

動」，在正式的文官體系外，陸續成立 300 多個「勵革

實驗室」（REGO Labs），專門針對機關組織及其管理流

程，進行更新設計的實驗；並隨即成立「全國績效評鑑

委員會」（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簡稱 NPR），

任命副總統高爾主持該委員會，試圖再造政府治理能

力，以改善行政績效（江岷欽、劉坤億，1999：171-179）。

其後所通過之績效與成果法案（GPRA）亦為基於此一目

標而立法通過的法案，該法案實施以後，其主要精髓在

於將組織的績效與財政績效的目標加以整合，並運用合

法化的力量，來加強對於行政績效的課責，透過立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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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認可，不但具備更強的執行力量，也藉此溝通利害

關係人，使得策略或計畫在未來的執行上更為順利（孫

本初，2001：148-155）。該法案的主要內容係明定美國

聯邦政府各機關應設計出組織績效計畫、建立績效目標

及其衡量標準、設定組織績效目標作為衡量機關產出及

服務水準，並據以對預算管理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簡稱 OMB）提出報告（任可怡，1999：117）。

換言之，也就是將任務、目標、衡量及評鑑等四個重要

的概念相互結合，以提高政府的行政績效，而其受評之

主要對象係以行政機關組織為主。 

透過 GPRA 的實施及全國績效評鑑委員會之強力推

動，至 1997 年，其主要成就除了大幅降低預算赤字，

改善了政府成果的透明度外，與績效獎金較為相關的部

分為，在聯邦政府中，有超過 1000 個工作團隊與其產

業界、州和地方政府的夥伴，因運用再造原則改善政府

績效，而獲得副總統高爾所特別設立的「金鎚獎」（江

岷欽、劉坤億，1999：231； NPR Accomplishments，

1998：1）。然而，從制度的設計來看，績效成果法的法

制規定仍具有以下缺失（彭錦鵬，2005：15-18）： 

1.績效成果法並沒有對政府機關性質加以分類，從而採

用不同的績效評估方法，且有些提供服務的機關，難

以產生績效指標，因而造成績效衡量與管理的困難。 

2.美國國會透過預算審查的方式，不當地干預行政機關

的管理流程，因而造成權責難以釐清及產生「雙重管

轄權威」的管理矛頓困局。 

3.策略計畫和政治生態產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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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於大量向下授權，各個部會機關無法編製跨單位的

績效衡量指標，而 GPRA 則要求聯邦部會要為各該部

會的成果負責，形成管理分權化的矛盾。 

5.美國聯邦政府在實施行政管理的過程間受到相當多

的法律及行政命令所牽制，使得實施 GPRA 的管理空

間被極端壓縮。 

6.美國聯邦政府人事管理局（OPM，2002）亦指出，由

於 GPRA 並未和績效薪俸制度加以連結，因此也就無

法將制度的、計畫的、單位的以及個人的績效衡量和

報酬系統結合。 

7.另外，根據美國政府課責署（Government Account- 

ability Office，簡稱 GAO，原審計總署）對 GPRA 所

實施的成果調查指出，一半以上的主管人員並未接受

關於結果取向的管理工作之訓練。 

（五）總統管理計畫 

        布希總統就職後依例在短期內提出重大施政政

策，其中一項即為總統管理計畫，此一管理計畫最核心

的三大績效管理概念分別如下（彭錦鵬，2005：18-20）： 

1.強化各部會機關的績效管理體質，包括人力資本制

度、競爭性採購制度、財務績效制度、業務電子化體

系和預算與績效整合。 

2.排除傳統全方位改革、大而無當的作法，僅針對重大

政策計畫，如科技研發投資、學生貸款弊端等聯邦計

畫，採用優先選定辦理的方式，全力在短期內達成明

顯效果。 

3.採用交通狀況管制的綠、黃及紅三種顏色呈現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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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改進績效管理的成果，有助於一眼就清楚各部會

管理體制的體質是否優質、健康。 

         透過上述概念之闡述，可以了解到總統管理計畫

計有以下三項基本原則：1.以公民為中心，而不是以

官僚體為中心；2.結果取向；3.以市場為基礎。積極

透過競爭來提昇創新工作（OMB，2002：4）。在這三

項原則之下，布希要求聯邦政府要積極作為，但只集

中在最優先的事項，並且把他們做好，而不是樣樣都

要做。因此，此次改革僅著重在政府認為最重要的問

題並加以解決。此種建基在輕重緩急、優先順序的管

理計畫，和以往改革想全盤、徹底地進行有顯著不

同。此種捨棄全方位改革之作法，為美國行政改革之

一項重大變革。 

從「總統管理計畫」的行政改革過程中可以發

現，要對形形色色功能不一的部會機關進行評比，最

重要的評估標準就是「核心行政制度」的評比。「總

統管理計畫」找出人力、財務報表與預算、科技（電

子化政府）三大制度支柱，再進行制度細項的現狀評

比和進度評比，此種績效評估方式，使得績效評比能

明確反映現狀，並充分了解機關改善的情形。 

綜合以上所述，美國實施績效薪俸制度所具有可提供我

國參考之特色如下： 

（一）在激勵個人之績效獎金制度方面，多以高級文官為

主，而 1949 年後實施之誘因獎金制度，似為美國少數

針對一般文官所提供之績效獎勵措施，其作法與我國所

頒發模範公務人員獎金、各機關建立參與及建議制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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勵金之性質類似。 

（二）美國自 1978 年後，分別推動高級文官績效獎金制度

以及中高階主管績效待遇制度。在高級文官績效獎金制

度方面，對於高級主管人員頗具鼓舞作用，但由於獲評

優等的浮濫，導致平均獎金下滑，因人人有獎而分不出

優劣。 

（三）美國於 1981 年實施之功績俸制度，適用於管理及監

督人員，其特色為將基本薪俸調整與考績結合，且考列

完全成功以上者，方有資格得到不等額之功績俸，並非

人人有獎，此種作法改變了高級文官績效獎金制度的缺

失。 

（四）1984 年實施之績效管理與獎勵制度（PMRS），原為修

正功績俸制度之缺失，但由於政府擔任評核者，大多採

取做好人心態，使得大部分部屬均獲評為卓越等級，以

致形成不公平及不客觀現象，間接影響員工士氣與績

效，再加上財政負擔沉重等種種因素而宣告終止。 

（五）1993 年後實施績效成果法（GPRA）及總統管理計畫，

多在追求機關層次的績效管理制度，而非以激勵個人為

重點。 

（六）GPRA 未對政府機關性質加以分類，並從而採用不同的

績效評估方法，導致最後的績效評估作法，顯然無法達

到客觀準確的目標，且有些提供服務的機關，難以產生

績效指標，因而造成績效衡量與管理的困難。 

（七）GPRA 之實施受到相當多的法律及行政命令所牽制。 

（八）「總統管理計畫」係將政府積極作為集中在最優先的

事項，並且把他們做好，而不是樣樣都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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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總統管理計畫」中設計出一套對形形色色功能不一

的部會機關進行評比的評估方式，即運用「核心行政制

度」的評比方式，找出人力、財務報表與預算、科技（電

子化政府）三大制度支柱，再進行制度細項的現狀評比

和進度評比，使得績效評比能明確反映現狀，並充分了

解機關改善的情形。 

    由以上分析可以了解，美國在實施績效待遇制度初期是 

不成功的，且其績效獎金制度多適用於高級文官，及至近年 

來所實施的各項措施，逐漸改變了過去的缺失，而其績效管 

理的成效亦逐漸顯現。 

 

三、新加坡 
    新加坡對公務員實行有系統的定期考核制度。考核的結

果將列入每個公務員的永久記錄，歸入人事檔案，是將來晉

升和獎懲的重要依據，所以人人都很認真對待。考核分初核

與複核兩級，考核内容通常有兩部分，一是填寫被考核人的

特點及工作情况；二是評價。如果有人考核通不過，那將被

辭退（環球時報中國互聯網新聞中心，2002）。 

因此，新加坡擁有最高效率的公務人員，對於國家公務

人員的薪俸制度，該國政府相當重視，謹將該國實施績效薪

俸制度簡述如下（張炎舜，2003：94-96）： 

（一）工資制度：可分為固定工資與額外工資二種。固定工

資係指十二個月工資；額外工資是另外再發給三個月工

資，又可分為年終加發獎金（約一個月工資）；及變動

工資部分，亦即在當年經濟達到預期成長率時，每位公

務人員各發給二個月變動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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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紅制度：可分為特別花紅與表現花紅（performance 

bonus）二種。特別花紅是在該國實際經濟成長率明顯

超過預期目標時，內閣會審酌情形發給，但據了解該種

獎金制度僅在該國經濟成長率高達 9﹪或 10﹪時始發給

0.25—0.5 個月工資。表現花紅則是衡酌員工個人績效

程度後發給，與國家經濟能力高低無關，即使在該國經

濟情勢不太好時，員工仍可按照個人績效高低發給該項

獎金，其發給時間為每年三月，發給情形如次： 

1.表現花紅發給與公務人員年終考績評估結果相結合。 

2.公務人員年終考績評估分為 A、B、C、D、E等五級。 

3.所需經費在各機關人事費用項下支應。 

4.每年年終考績評估等級人數比例及花紅發給數額，由

公共服務署規定指導原則，作為各機關發給之依據。 

5.各機關視其經費總額度與考績評估等級，以決定表現

花紅發給數額。 

6.年終考績考列甲等機關 A 級發給一個月獎金；考列 B

級發給 0.75 個月獎金；考列 C級發給 0.5 個月獎金； 

D 及 E 等二級則不發給。 

7.政務職人員之表現花紅由內閣決定。 

綜合以上所述，新加坡實施績效薪俸制度所具有之特色

如下： 

（一）該國實施花紅制度與考績制度係以行政命令規範。 

（二）該國花紅制度分為：與國家經濟表現相結合之特別花

紅；及分別按員工個人考評優劣來核給之表現花紅。 

（三）特別花紅係結合國家整體經濟成長率發給，使公務人

員績效能與國家經濟成長相互結合；除可提高發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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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之正當性外，亦能獲得社會及民眾之高度肯定。 

（四）表現花紅係衡酌員工個人績效程度後發給，與國家經

濟能力高低無關，即使在該國經濟情勢不太好時，員

工仍可按照個人績效高低發給該項獎金，惟並無即時

發給與團體獎金之設計。 

（五）由政府主管機關發布花紅制度發給之標準與考績評估

等級比例，各機關再依據該原則核發。 

    另外，該國之表現花紅發給與公務人員之陞遷及考績評 

估結果相互且密切結合，其考核結果除了獎懲並重，並且影 

響個人陞遷。而這也將使得公務人員必須更加努力的去追求 

績效及提昇機關效能。 

    新加坡國情與我國較為類似，其實施成效有目共睹，亦

有許多值得我借鏡之處，謹將兩國制度作一比較如表 3-4，

提供參考： 

表 3-4 新加坡獎金（花紅）與我國現行績效獎金比較表 

       國家 

比較項目 

新加坡 

 

我國 

法令規範方面 以行政命令規範 以行政命令規範 

個人獎金（花

紅）核給標準 

按員工個人考評績效

優劣來核給 

按員工個人考評績效

優劣來核給 

經費來源 在各機關人事費用項

下支應 

在各機關人事費用項

下支應，但許多機關均

無人事費可支應 

獎金種類 員工按照個人績效高 

低發給表現花紅，並 

無即時發給與團體獎 

金之設計 

除按照員工個人績效 

高低發給個人獎金外 

，另有機關首長績效獎

金與單位績效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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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評估工具

之選用與評估

要項發布機關 

由政府主管機關發布

發給之標準與考績評

估等級比例，各機關再

依據該原則核發 

授權各機關自行選用

績效（管理）評核工

具，以因應各機關業務

特性，增進彈性 

是否與陞遷及

考績結合 

與公務人員年終考績

評估結果及陞遷、培訓

等均相互結合 

僅與考績之比例連結 

；惟並未與陞遷結合 

有無懲處規定 年終考績考列D及E等

二級不發給表現花紅 

單位獎金分三等第發

給，幾乎人人有獎 

能否獲得民意

代表及民眾之

肯定 

能獲得社會及民眾之

高度肯定 

尚無法獲得民意代表

之肯定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其中，在經費來源方面，在我國雖有各機關在人事費項

下支應之規定，其立意雖美，惟實務操作上，許多機關往往

均無多餘之人事費可支應核發績效獎金，此部分與新加坡似

有所不同，因此，在經費方面應可參考新加坡編列支應情

形，俾供我國參考，或透過立法程序爭取，以求各機關在立

足點上平等，並避免「相對剝奪感」或「反激勵」之效應。 
 

四、歐盟會員國實施績效待遇制度的經驗與心得 

近幾年來，OECD 國家多實施績效待遇制度，因此，使得

實施績效待遇制度的經驗更加豐富而操作也愈趨成熟。 

Bruno Dente（2003）在一篇名為「公部門管理階層績效待

遇制度最佳實務」報告中，針對歐盟會員國實施績效待遇制

度情形，提出綜合性報告，其研究時間自 1997-2002 年，該



94 

報告指出，歐盟十五個會員國中多數會員國有實施績效待遇

制度，實施國家包含奧地利、丹麥、芬蘭、德國、義大利、

西班牙、愛爾蘭、瑞典及英國等九國，多數採績效獎金型態，

而計畫將來要實施的國家，有法國及荷蘭等國。該報告共提

出十點經驗與心得，分別摘要如下（林文燦，2005：7-9）： 

（一）績效待遇制度是可以運作的：長期以來行政機關對引 

進績效待遇制度所持的懷疑立場，已消失無蹤。績效待 

遇制度不再是不可能或是錯誤的。 

（二）各種類型績效待遇制度都具有同等的可行性：績效待 

遇制度其技術面問題較無足輕重，惟一定要與組織文化 

緊密結合。 

（三）導入過程是成功實施的關鍵：案例顯示，一些政府部

門在引進績效待遇制度的過程中，未能建立目標管理及

結果導向的組織文化，而這種文化卻是實現改革目標所

不可或缺者。實施績效待遇制度應重行思考業務的優先

順序及工作團隊應具備的各種可欲特質；從結果評估角

度重新選擇到底是追求效率目標或追求效能目標；以及

追求組織競爭優勢所需之專業技能及組織能力。 

（四）壞的導入過程比沒有績效待遇制度更糟：倉促地現代

化其待遇制度是個極差的作為，不如不作為，因為它斲

傷了績效待遇制度背後價值的可信度。在一個瀰漫著公

平（fairness）價值的政府部門，扭曲績效待遇制度執

行（例如通通有獎），將是績效待遇制度實施困難之處。 

（五）某些要素有助於績效待遇制度的導入過程：使過程正

確的方法，包含延請外部專家參與、善用訓練課程、好

好訓練績效評估者及被評估者、採用漸進方式實施、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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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測試員工，以確保正確的概念。 

（六）金錢並非萬能：有些員工在乎的是職務的升遷或其他

事務。 

（七）正確績效目標的困難度：績效衡量的可能性一直是傳

統公共行政質疑績效待遇制度的核心概念所在，如能跨

越此一障礙，那將是引進待遇績效制度的最大禮物。 

（八）績效待遇制度本身並非目的：實施績效待遇制度不要

只注意到追求績效待遇制度的內在價值，而更要重視該

制度實現更有效率及效能之公部門的能力，增進民眾及

納稅義務人福祉的功能。 

（九）績效待遇制度是變革管理策略的一環，而非全部。 

（十）績效待遇制度是人力資源政策的一環，而非全部。 

 

五、對本研究之啟示： 

綜合上述國外先進國家實施績效待遇制度的作法，可獲

致以下啟示： 

（一）大部分先進國多家將績效報酬與績效考核結果及陞遷

予以結合，甚至亦將訓練發展予以連結：此為未來績效

管理發展之必然趨勢；而我國目前實務上僅將績效獎金

與考績之比例予以結合，並無法呈現其具體效果，因

此，在未來制度設計上應作整體之考量，予以通盤整合。 

（二）績效獎金之發放並非人人有獎，屬於低績效者並有可

能予以減薪甚至遭受懲處：此種作法可以警惕工作不努

力之人員，並避免造成工作努力人員心中之不滿，產生

「劣幣驅逐良幣」之惡性循環；然而我國目前實施績效

獎金制度中之單位獎金，為求形式上之公平，雖區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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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第，但因等第間差距極小，且幾乎人人有獎，自然

難以產生激勵效果，反而形成不公平的現象。 

（三）績效評估結果，透過績效面談之設計進行雙向溝通：

主管於評核分數及等第後，應與員工進行個人績效面

談，大多數之評語亦係經過面談後決定。我國目前公務

人員考績法修正草案條文第十三條之一第一項亦增加

了此項設計，並依此訂定公務人員面談執行辦法草案，

惟本草案通過後，應注意各項配套措施，如避免草案通

過後，即行發布實施，使得各機關無所適從，應先進行

管理人員之面談方法訓練，或提供各機關相關訓練資料

等，讓各機關能有充分之準備。 

（四）部門主管可以發放（特別獎金）（Special Bonuses）

給予在特殊工作或情境下具有特殊績效的人。 

（五）某些要素有助於績效待遇制度的導入過程：使績效評

估過程及獎金發放正確的方法，包含延請外部專家參

與、善用訓練課程、好好訓練績效評估者及被評估者、

採用漸進方式實施、持續測試員工等，均可確保正確的

概念及做法。 

（六）另外，在美國實施上所產生的缺失部分，亦有以下幾

點可供我國參考： 

1.1984 年實施之 PMRS，原為修正功績俸制度之缺失，

但由於擔任評核者，大多採取做好人心態，以致形成

不公平及不客觀現象，間接影響員工士氣與績效，再

加上財政負擔沉重等因素而宣告終止；我國目前績效

獎金制度即面臨類似情形，實值主政機關及早審慎思

考及早因應，以避免屆時招致公務人員更大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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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3 年後實施績效成果法（GPRA）因未對政府機關性

質加以分類，並從而採用不同的績效評估方法，導致

最後的績效評估作法，顯然無法達到客觀準確的目

標，造成績效衡量與管理的困難；我國目前係完全由

各機關自行訂定，因顧及機關彈性，亦未對機關性質

加以分類。其實，在各類型機關中，仍有許多同質性

高的機關，可以設定共同的績效指標，採用標竿學習

的方式，積極進行管理。如：學校、托兒所、戶政機

關、地政機關、衛生機關、警察機關及本研究之區政

機關等。如此將可節省極為可觀的行政資源，且機關

間亦可作相互績效的評比，以落實績效管理的目的。 

（七）GPRA 之實施受到相當多的法律及行政命令所牽制。此

與我國目前有機關施政評估要點、公務人員考績法、績

效獎金實施計畫及未來將實施的團體績效評比實施辦

法等法規或行政命令所規定之牽制情形雷同，未來似宜

整合以避免步入美國之後塵。 

（八）「總統管理計畫」係將政府積極作為集中在最優先的

事項，並且把它們做好，而不是樣樣都要做。此點頗值

我國學習，我國大部分行政改革，亦多犯此通病，例如

績效指標之設計，大多洋洋灑灑一大堆，然多為例行性

工作，實應予以簡化，挑少數幾項重點來做。 

（九）「總統管理計畫」中設計出一套對形形色色功能不一

的部會機關進行評比的評估方式，即運用「核心行政制

度」的評比方式，找出人力、財務報表與預算、科技（電

子化政府）三大制度支柱，再進行制度細項的現狀評比

和進度評比，使得績效評比能明確反映現狀，並充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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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機關改善的情形。 

 
第二節  我國民間企業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探討 

一、我國民間企業實施績效獎金制度之情形 

為了績效獎金制度的實施，行政院基於營造高績效政府 

之目標，自民國 90 年初即參訪台塑、國泰人壽、台積電及

中鋼等數家民間企業，期能引進民間企業經營之精神，謹就

其實施概況分述如下（朱武獻，2003：58-60）： 

（一）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塑） 

台塑公司之績效管理制度係透過目標設定、目標管

理與定期績效考核來達成，將每月實際績效紀錄與原訂

目標作比較，如達成即發給績效獎金；如連續三個月都

達到目標，即設定更高、更具挑戰性之目標，以追求卓

越、激發員工之潛能。其要點如下： 

1.績效薪酬制度：該公司績效待遇制度，除了建立在考

核制度上之功績俸（功績加薪）外，獎金部分則分為

建立在績效考核及獎勵制度下之效率獎金及建立在

考核制度上之年終工作獎金。分述如下： 

（1）效率獎金：依績效考核及獎勵制度，就考核結果按

月發給獎金，其獎金與考核、陞遷結合。 

（2）年終工作獎金： 

a.年終考核結果具體反映於年終獎金之發放。 

b.發給規定：考列優等者，發給年終獎金預算額之 1.3

倍；考列良等者，發給年終獎金預算額之 1.15 倍；

考列甲等者，發給年終獎金預算額之 1倍；考列乙

等者，發給年終獎金預算額之 0.8 倍；考列丙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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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給年終獎金預算額之 0.4 倍。 

2.績效考核制度： 

（1）員工考核制度分為「平時考核」及「年終考核」。平

時考核係由各事業部自行定期評核，原則上每年辦理

二至十二次；年終考核，由全企業統一辦理，每年十

二月辦理一次。年終考核係以平時考核為依據，評核

結果作為晉升、調薪及年終獎金發放之依據。 

（2）年終考核成績及等第：考核等第分為優、良、甲、

乙、丙五等，並設有「優良比例限制」，原則上優等

佔 10％，良等佔 20％，餘三等佔 70％；考核等第採

常態分配之設計。 

4. 績效與訓練進修：考列優等、良等者，予以優先陞遷、

培訓；考列丙等者，如係不適任現職者，可能依勞動

基準法予以淘汰（惟實務上考列丙等者甚少）。 

 

（二）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國壽） 

國壽訂有一套員工績效考核制度，藉以評估其服務

期間表現之優劣。其績效管理制度具體內容包括： 

1.實施職能薪制度 

（1）績效待遇：首先進行職位評價，決定各職位相對價

值，據以訂定參考薪資，再依個人貢獻及能力表現，

由主管核定薪資，使員工貢獻度與實際薪資相結合。 

（2）獎金與考績、晉薪、陞遷、教育訓練與年終獎金相

結合：分為考績獎金以及效率獎金兩種，均依考績等

第分優、甲、乙、丙、丁等定其發給數額；考列優等

及甲等者之效率獎金各再細分為前、中、後三級，以



100 

績效高低區別其效率獎金數額，其獎金差距如表 3-5： 

 表 3-5  國泰人壽考績獎金與效率獎金一覽表 

等 第 優 甲 乙 丙 丁 

考 績

獎 金

1.5 個月 1.2 個月 1.5

個月

0.5 

個月 

0 

個月 

效率 

獎金 

前 

Y 

＋ 

3.0

中 

Y 

＋ 

2.4 

後 

Y 

＋ 

1.8

前 

Y 

＋ 

1.2

中 

Y 

＋ 

0.6

後

Y 

  

  
不核發 

資料來源：「國壽人力資源制度介紹」（2003 年 6 月） 

91 年度 Y＝1.86（其中 Y代表獎金發放之基本月數） 

2.績效考核制度： 

（1）員工考核制度：考核分為平時考核與年終考核；將

員工先予區分為事務人員與業務人員類。其中事務人

員類之平時考核為每季進行一次，其考核項目、內容

為「創新與改善、工作知能、溝通協調能力、規劃分

析能力、領導統御能力（主管級人員）」等。因事務

人員類之工作表現通常難以量化，因此，特別重視被

考核者之「創新與改善」，考核目的係為考核員工績

效，直接影響晉薪、陞遷、教育訓練與年終獎金。 

（2）其他限制考績項目：為年度內服務期間、獎懲紀錄、

出勤紀錄、年度受訓紀錄、電腦認證紀錄等，考績依

序分為優、甲、乙、丙及丁五等。績效考核結果作為

晉升、晉階之重要依據。 

3.績效與陞遷：人員陞遷管道主要採內部公開徵才方

式，員工可自我推薦上網應徵，對於表現特別優異、

具有高度貢獻之員工，並有破格晉升之制度。      



101 

4.績效與訓練進修：實施終身學習護照方案、CSN 超級

學習網、雙向輪調制度及第二專長訓練等，以加強員

工之職能。 

5. 多元溝通管道：重視員工情緒與意見，強調多元溝通

管道，並以多重指標檢視員工滿意度，以及提供良好

之工作環境等，以留住高素質之人才。 

 

（三）台灣積體電路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台積電） 

台積電對所屬員工之貢獻度及發展潛能特別重

視。係以「績效管理與發展」（通稱為 PMD 制度）為制

度核心，有關台積電績效管理制度之具體內容如下： 

1.績效薪酬制度：績效標準與調薪、分紅及晉升等結

合；其調薪與分紅之上限分別為預算額之 2 倍、1.4

倍、0.7 倍及 0。其獎金制度有以下數種： 

（1）季績效獎金：以團隊為對象，達成預定目標之團隊

於該季結束後發給 0.5 個月薪資。 

（2）季激勵金：以個人為發放對象，並授權各主管自行

訂定目標，每季提撥各部門薪資總額 3.5％供各主管

統籌運用。 

（3）月增產獎金：以每月產能為目標，適用於團隊及個

人，直接針對員工，依不同團隊之實際產能，發放不

同數額之獎金。其中 30％為固定發給，70％則考量個

人績效發給。 

（4）年度股票分紅：由董事會核准公司盈餘 8％分配給員

工，個人分紅則視其考績、職級、年資及薪資而定。 

2.績效考核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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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績效考核二大元素--績效（What & How）與趨勢

（Trend）：績效係指員工全年度對公司之貢獻

（What），及達到績效目標之過程及方法（How）；趨

勢（Trend）則著重於個人潛能與發展性，強調個人

成長、績效改進及其對公司之貢獻。其原則為： 

a.績效考核是個人責任（員工自我評核）：員工應為自

己績效表現負責任。 

b.主管與部屬間關係為夥伴關係，而非傳統之從屬關

係，主管應與部屬共同討論達到目標之方法。 

c.持續性之互動與溝通：強調績效考核之溝通功能，

而非傳統之由上而下之考核方式。 

d.績效與發展並重：強調人才是最重要之資產，著重

個人潛能與發展性。 

（2）績效考核之步驟： 

a.評核過程：員工自我評核→主管與員工溝通→完成

員工績效檢討與評核→設定次年度目標→訂定發展

計畫以達成目標。目標設定（What）必須詳細、精

確、可量化、可達成、實際及具有時效性。核心能

力（How）之要素，原則上為工作熱忱、誠信、團隊

精神、不斷創新與學習、工作知能等。 

b.定期檢視：績效考核並非年終總清算，而應於年度中

經由持續地由主管與部屬進行績效討論，著重考績之

發展性功能。 

（3）績效考核等第：績效標準可分為：傑出的，占 10％；

稱職的，占 85％；.有待改進的及不可接受的四種。 

其中「傑出的」與「稱職的」合計約 95％；「有待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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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與「不可接受的」二者合計不得少於 5％。 

（4）靈活績效考核結果運用：績效評估最重要在於確認

最好與最壞之團體，並據以建立陞遷與資遣人員名單

（張忠謀，2003）。 

（5）績效不良人員處理方式：係考慮以不予加薪、不分

紅、不發獎金等措施，對不傑出者予以懲罰。 

3.績效與陞遷：台積電認為考績制度有一個良好之副產

品，即是在確認表現最好之前 10％與最壞之 5％員工

之過程，可同時達到激勵與溝通效果。 

  

（四）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鋼） 

中鋼公司之員工績效考核制度說明如下： 

1.績效薪酬制度：中鋼公司待遇制度係以績效為度，公

司如核定下年度可調薪時，則個人調薪幅度依其等第

而定，丙等以下不予調薪，其獎金種類如下：  

（1）產銷獎金：係為激勵員工增加生產、降低成本、增

加營收、獲取利潤；以個人為發給對象，並以月為計

算單位，當月有盈餘時，方得核發獎金。且當月可獲

致之獎金，應先扣除當年度內以前各月之虧損總額，

並不得超過該月基本薪給總額之 30％。 

（2）激勵獎金（取代考績獎金）：秉持「多賺多分，少賺

少分」之原則；係以單位及個人為發給對象，單位可

分配額係由上而下逐級分配，實際分配結果由上一級

主管核定，並於年度累計有盈餘時始發給。 

2.績效考核制度： 

（1）績效目標設定及績效過程管理係依據單位目標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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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職責設定可衡量之績效目標；主管須對受考核者進

行工作觀察與記錄、溝通與教導、協助其解決困難、

調整計畫或目標及強化工作行為等管理行為。 

（2）評核作業方式：一年兩次，分為期中與期末考評。

年度考核則以期中與期末考評分數平均計算。主管並

應於考評前確實作好「晤談」程序，與受考核者共同

設定工作重點及績效目標；考績分數由主管參酌各考

評項目之重要性及等級逕予評定，於電腦上輸入評核

資料後，傳送上級主管線上核定。 

（3）考評結果區分為六級，分別為優等，不得超過 10％；

甲等（一）；甲等（二）；乙等；丙等；丁等。 

（4）考評結果之應用與回饋：考評結果作為薪給調整、

獎金分配、異動晉升、人力發展、訓練規劃等依據。 

（5）為使受考核者能明瞭主管對自己各項表現之期望、

評價及應改善方向，考評作業透明化，員工得於考評

作業結束後在電腦上查詢個人考評結果。 

（6）對考績不佳人員之處理方式有調職；降等；不予調

薪；降調；專案輔導協助改善；資遣等方式。 

3.績效與陞遷：績效考核結果除運用作為薪給調整、獎

金分配外，並具體作為員工之異動晉升等依據。 

4.績效與訓練進修：中鋼公司為使員工發揮潛能，並重

視訓練與紀律，故對培訓人才極為重視，其訓練進修

作法為（孫國祥等，2002：23）： 

（1）訓練從業人員勝任其現職工作，並培育公司經營發

展所需要之人才，以確保公司之生存與發展。 

（2）人力資源處人力發展組負責推動並執行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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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各階層人員依照其所受訓練及經驗審定其資格。 

（4）訓練紀錄由人力資源處人力發展組保存。 

綜合上述民間企業實施績獎金制度之情形，可發現以

下特色（李花書，2002：62-63）： 

（一）實施績效薪俸制，調薪及獎金視公司營運情況及個人

工作表現而定。 

（二）強調考核結果與績效俸給結合，績優者加薪、加發年

終獎金或分紅、優予升遷。 

（三）著重考績之積極性功能，考績結果與員工個人發展及

培訓計畫結合；另考績應發揮雙向溝通效果，主管透過

不定期晤談，與部屬討論工作情形、進度或方法。 

（四）因企業之績效可具體衡量，為落實績效考評，考績各

等次多設有常態分配比例限制（國壽公司除外）。優良

比例設限制之目的，係在激勵工作士氣，拔擢優秀人

才，特優者優予升遷。 

（五）考評之目的重於激勵，強調績優者之物質與精神獎

勵，績效不良者則著重發現問題、輔導矯正或調整職

務，以達到適才適所、人盡其才之目標。 

（六）健全考績申訴制度，員工可透過制度內民意調查或申

訴管道，充分表達自己的意見。 

 

二、對本研究之啟示： 

（一）激勵獎金之發放有的按月發給獎金（如台塑、中鋼）、

有的則超過月薪一倍以上（如國壽），有的按季發給（如

台積電），其激勵因子極強，且激勵獎金之種類多重。 

（二）多與考績、晉薪、陞遷、教育訓練與年終獎金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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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必須具有實際績效，未來才有個人發展之可能。 

（三）由於均與考績結合，因此，多具有懲處之設計，方不

致使得績效獎金制度只有獎無懲，即使不做也沒有任何

影響，形成「反激勵」之效果。 

（四）國壽公司將員工先予區分為事務人員類與業務人員

類，分別訂定適合各類人員考核項目，分別進行考核，

此點應可做為公部門對於業務人員及幕僚人員設定指

標之參考。 

（五）民間企業極為重視績效考核之溝通功能，重視員工情

緒與意見、重視「晤談」程序，強調多元溝通管道，主

管與部屬共同設定工作重點及績效目標，並討論達到目

標之方法。我公務部門目前著手草擬之公務人員面談執

行辦法草案，即可參考相關作法，審慎研定，並應加強

宣導、訓練，甚至利用 E 化設備，製作面談實作之光碟，

供各機關參考，而非僅以條文宣導，文字敘述方式辦理。 

（六）民間企業另一項可供參考作法為，單位主管即可發放

激勵金，對增加主管領導作為極具幫助，惟我仍應考量

國情，審慎研議。 

 

第三節  我國公部門實施績效獎金制度現況之探討 

一、我國績效獎金制度現況之分析 

就現行公務人員法制層面而言，我國並無以功績俸為主

之績效管理制度，而僅有獎金制度。而獎金制度則有依據「公

務人員考績法」規定之考績獎金及由行政院依其職權核定之

行政命令。學者專家對於我國獎金制度之檢討，於考績獎金

制度方面之批評較多。其中施能傑教授認為從考績謬誤之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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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角度出發，再佐以實證資料顯示，我國公務人員考績制度

所存在之考績謬誤，如考績等第偏高、考績以偏蓋全、考績

結果受到受考人之特性影響以及考績輪流等謬誤。丘昌泰教

授則指出：『現行考績制度根本淪於「形式化」、「輪流制」，

是一種公開的「分贓條款」，不僅「官位愈高，領得愈多」，

完全失去以工作績效頒發獎金，激勵士氣的用意』，目前不

僅我國公務人員在考績獎金部分毫無激勵效果，其他如年終

工作獎金、工程機關之工程獎金及營運獎金等係按級點乘以

級點折合率支給，也因級點係按職務高低訂定，按月固定支

給而同樣淪為固定給與（錢士中，2001：42-43）。而其他行

政獎勵方面，除了一次記二大功有實質獎勵意義（晉俸及發

給獎金）及激勵效果外，其他記功、嘉獎亦多流於形式（嘉

獎多並不保證考列甲等），而且多獎少懲及獎由上起之情形

亦隨處可見，因此，改革以績效為主的考績制度聲浪日益增

高。另外，近幾年來，OECD 國家多實施績效待遇制度的經驗

更加豐富而操作也愈趨成熟。所以，在我國建構一套以績效

為導向之激勵機制實有其必要性。於是行政院除了參考民間

企業的作法汲取經驗外，自民國 90 年起，行政院更參考美

國政府績效與成果法規劃設計，特別函頒「行政院所屬各機

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並自 91 年起開始規劃試辦是項績效

評核制度，且於 92 年起全面推動實施，希望促使院屬各機

關積極落實績效評核及管理工作，並結合既有的中長程計

畫、年度施政計畫的制度，充分有效整合各機關的策略規

劃、計畫執行及施政成果評估等環節，從根本上提升整體的

施政能力及效果（林嘉誠，2004：3），我國也因此開始實施

績效獎金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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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國 94 年 11 月行政院核定之「行政院與地方各級行 

政機關 95 年實施績效獎金及績效管理計畫」（如附錄一）及

其作業手冊來看，與 94 年所訂之計畫已無多大改變，績效

獎金制度的推動，大致上已形成固定模式，從試辦到全面推

動迄今已屆五年，期間人行局並擬定了多項的配套措施來積

極協助推動績效獎金制度，如： 

（一）擬訂「行政院暨地方各級行政機關實施績效獎金計畫 

推動綱領」，舉辦績效獎金實施說明會及種籽研習營、

並組成績效獎金服務團，協助各機關推動。 

（二）訂定「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績效獎金暨績效考評作業規

定」暨「行政院暨地方各級行政機關實施績效獎金制度

作業手冊」，作為各機關推動本實施計畫之參考範例。 

（三）落實標竿學習，篩選每年試辦績效獎金制度優良機關

範例，供各機關選擇參考。 

（四）簡介績效管理制度及工具，供各機關訂定施政目標及

績效評核指標之參考。 

（五）彙編行政院暨所屬各級行政機關績效獎金實施計畫問

答集，提供各機關參考，以化解各機關執行時之可能疑

義（www.cpa.gov.tw/作業手冊【壹至伍】.doc，2002：

23-24）。 

惟目前績效之呈現，或由於績效指標之訂定，雖經

多次講習、宣導，但仍因未能有效整合；或訂定多以業

務項目訂定，而缺乏挑戰性；或因為接受訓練及參加輔

導的機關，甚至參加示範的機關比例，仍占整體行政機

關中之少數，使得績效獎金制度的成效，似僅止於點的

呈現，尚無法看到其全面性的效果。另外，依照目前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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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所頒「行政院與地方各級行政機關 95 年實施績效

獎金及績效管理計畫」可以窺見現行績效獎金制度仍有

許多亟待解決之問題，謹整理如表 3-6，提供參考： 

表 3-6  績效獎金制度現行規定及遭遇問題對照表 

條 文 現 行 規 定 內 容遭 遇 問 題

五、績
效獎金

經費來
源及額
度： 

 
 
 

 
 
 

 
 
 

 
 
 

 
 
 

 
 
 

 
 

（一）經費來源：在各
機關年度預算人事

費項下勻支。 

（二）經費額度： 
１、按各機關預算員
額，以每人每年度

最高新臺幣五千元
以內計算為限。 

 

 
 
 

２、各機關內適用其
他經行政院核定獎
金規定有案之人員

﹒﹒﹒，不列入計
算。但依所適用其
他獎金規定所編列

預算經費較以每人
每年度最高新臺幣
五千元內計算績效

獎金之經費額度為
低者，得按其差額

（一）績效獎金係由剩餘之
人事費項下勻支，許多

機關甚至連按時發給員
工薪俸都有困難，遑論
用人事費來支應績效獎

金，不但未達到激勵之
效果，且造成「反激勵」
之效果。 

（二） 
１、獎金（如提撥額度及
個人績效獎金）之額度

設計偏低，難發揮實質
獎勵效果，各單位配合
意願雖明顯偏低，但

是，有錢總比沒錢好，
致形成食之無味、棄之
可惜的「雞肋效應」。 

２、另如原支領工程獎金
人員，其經費支應，係
從其原可支領的獎金

中，提撥 20﹪做為績效
獎金，致使其原可支領
的獎金，其中一部分，

必須拿出來重行分配，
由於分配的人員增多
（含職工、約聘僱、臨

時人員、職代等人員），
使其可分配之獎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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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事費項下計算
績效獎金經費。 

 

少，因此，對於本制度
之設計，益形造成員工

誤解，致迭有怨言。 

七、績

效評核
結果： 

（一）團體績效評核：

１、評定所屬各機關

及內部一級單位 

年終考績考列甲 

等人數比率。 

 

 

 

 

 

 

２、按所屬機關績效
考核等第，發給其
首長績效獎金。 

 
 
 

 
 
 

 
 
 

 
 
 

３、各機關得就其內
部一級單位之績效

評比結果，分三級

（一） 

１、與考績考列甲等人數
比率之連結部分，其立
意甚佳，但考列甲等之

比率，實際上早已受到
銓敘部未形諸於文字的
比率規定所限縮，所以

在各單位間的考績比率
能調整的空間並不大，
兩者間依績效表現，事

實上只能作微幅的調
整，所以與考績結合的
實質意義並不大。 

  ２、機關間之評比，事實
上研考會係依「行政院
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

估要點」（如附錄二）來
辦理，與績效獎金制度
中之機關首長績效獎金

實際上兩者是有重疊
的；何況在研考會本身
也不諱言，實施機關間

的評比是有困難的。因
此，在績效獎金制度
中，頒發機關首長績效

獎金這部分的評比，事
實上也面臨了相同的困
境。 

３、就單位績效獎金方面，
各機關內部單位有業務
與幕僚單位之分，雖就



111 

以上等第發給單位

績效獎金。 

 

 

 

 

 

 

 

 

 

 

 

 

（二）個人績效： 

各機關依據個人 

工作績效，由首長

衡酌貢獻程度，評

定其年終考績及 

發給個人績效獎 
金。 

理論上而言，兩者就指
標訂定的複雜度、挑戰

性及績效指標的達成度
各有優、劣勢，而形成
評比時之立足點看似平

等；但在實務執行面
上，評核指標不易建
立，造成難有公平及有

信度之評核機制，且在
首長及各單位認知上，
均以業務單位為績效展

現之首，致使業務與幕
僚單位間之評比、分等
早有定論。所以獎金之

分等發給，相對地，也
就不具實質意義。 

（二）個人績效獎金之發

放，在員工質疑評比的
公正性之下，發放個人
獎金的情形不是減少，

就是淪於平均分配名額
給各課室，或年度內有
相關業務獲獎之人員。

上述分配方式，則有違
績效獎金之原意。 

九、限
制規定 

機關首長或．．．單位
所屬人員，其平時考核
累積記過達三次．．．

者，不得發給或參與分
配績效獎金；各機關．
．．得由各機關衡酌違

反規定事實比照辦理。

本項規定雖屬限制性規定，
但實際上，要達到規定內之
懲處標準，亦不容易，因此，

幾乎人人都能分配到單位績
效獎金，明顯喪失制度設計
之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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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
計畫實

施 方
法： 

（二）各機關應組成績

效評估會，審核訂

定績效考評作業規

定（包含績效目標

、績效評估指標及
具體作法等）及績

效獎金發給規定。

（二）各機關內所組成之績
效評估委員會，大部分

為單位內主管或非主管
代表，對各單位績效指
標及業務了解程度，實

際上僅止於表面，在績
效考評方面多為自由心
證，根本無法落實評

核，因而造成員工就公
平性方面所產生之質
疑。      

十一、 
 

 
 
 

 
 
 

 

本獎金之發給，不得有
平均或輪流分配或挪

作補償考績獎金等不
當作法 
 

 
 
 

 

就單位內之人員而言，雖分

成三等第來分配，因績效認

定困難、單位主管為維持內

部和諧等因素，使得單位內

每一等第間之金額差距極

小，且仍然是人人有獎。雖

達到形式上之公平要求，但

實質上，對獲得較高等第之

員工已難發揮激勵效果。 

第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二、軍事機關人員之
績效獎金實施計畫，

得依．．．實施計畫。
十三、各級公立學校職
員之績效獎金制度，

得比照．．．實施。
十四、法務部所屬各級
檢察機關，得自行比

照．．．規定辦理。
十五、地方各級民意機

構得自行比照本計

畫之規定辦理。 

就軍事機關人員、各級公立
學校職員、法務部所屬各級

檢察機關及地方各級民意機
構等，均係得自行比照本計
畫辦理，並無強制性之規

定，不免令人疑惑，既然績
效獎金制度可產生極佳之效
果，為何在這些機關可以考

量實施或不實施？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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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制度設計上，仍有以下問題值得探討： 

（一）對績效不佳人員，並無相關懲處之規定，形成一項制

度之設計有獎無懲，導致實施成效顯著降低。 

（二）在就制度對利害關係人的宣導及行銷（如民代、社會

一般民眾等）、相關主管人員、指標的訂定、評估的公

平性訓練等方面之人員比例，仍無法達到實施本制度之

基本需求，亦影響了制度的實施成效。 

（三）各級學校及部分機關 5，因其同質性高，但由每校或

每一機關均自行發展訂定一套績效指標，形成人力資源

之大量浪費。 

（四）其次，在權責劃分方面，由研考會及人行局分頭擔綱

的設計，也形成多頭馬車的情形，導致各行政機關又分

成研考及人事單位辦理，令人無所適從。 

對於前述問題的解決方式，或許因種種外在環境因素， 
使得行政院至今似仍無法研議出較佳之解決方案，對於績效

獎金制度的實施，恐亦造成直接影響，並大大降低了績效獎

金制度實施的成效。  
 

二、臺北市政府暨各區公所現行績效獎金制度之探討 
臺北市政府曾就所屬各機關中選定 68個機關於 91年試

辦績效獎金制度，其中有 6個機關，因人事費不足致未發給

績效獎金、1 個機關因經費不足，僅發給個人績效獎金；另

有 4個機關，因人事費不足，而取消試辦。又行政院通令由

於績效獎金制度試辦情形良好，因此績效獎金制度於民國 92
                                                 
5 此處所指各級學校及部分機關，係指如大學、高中、國中及國小等各層級、托

兒所、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警察機關各分局及本研究所指區公所等，

及其他同質性高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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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全面實施，為了瞭解臺北市政府 92 年實施情形，臺北市政

府並自 92 年 7 月 8 日組成訪查小組，分別訪查了十個機關

（臺北市政府人事處網，2006），其中有部分值得注意及須

要解決的問題，亦與前述分析不謀而合。如： 

（一）績效獎金由人事費剩餘勻支，經費明顯不足，缺乏誘

因，與推動績效管理之旨不符。 

（二）獎金（如提撥額度及個人績效獎金）之設計偏低，難

發揮實質獎勵，致各單位配合意願低。 

（三）支領工程獎金有案之機關，在工程管理費無法提撥作

為績效獎金時，應准由人事費提撥作為績效獎金來源。 

（四）各機關業務性質不同，內部單位又有業務與幕僚之

分，績效評核指標不易建立，量化目標雖易客觀衡量、

但質化目標則難衡量，因此績效不易彰顯，難有公平及

有信度之評核機制。 

（五）建請加強績效獎金相關教育訓練，開設專班調訓各機

關基層主管以上人員，以利制度之實施。 

（六）績效獎金制度為文官史上一大創舉，主管與同仁均鮮

有瞭解，且因公務人員習於慣性思考及原有工作模式，

尚無提高競爭力及績效之自覺，因此本制度之推動，受

評單位及機關同仁皆為被動式參與，並持保留態度，致

績效獎金制度推動不易。 

另外，臺北市政府 94 年實施績效獎金制度受訪機關簡

報中亦指出，由於政府財政負擔日益拮据，本府各機關將逐

年面臨無獎金可發放之窘境，為使績效獎金制度名符其實，

獎掖機關落實績效管理，現行自人事費提撥獎金額度之作法 

，建請放寬得自機關年度節餘之業務費提撥，用以激勵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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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士氣。而本研究中之臺北市各區公所實施績效獎金制度

以來，即一直面臨經費不足的問題，從臺北市 12 個區公所

93 及 94 年績效獎金執行情形調查表中，即可略見梗概，謹

整理如表 3-7： 

表3-7 臺北市各區公所93及94年績效獎金執行情形比較表 

      年度核發

情形 

機關名稱 

93 年度發放情形94 年度發放情形 備 註 

大 安 區 公 所 
發 單 位 獎 金
及 個 人 獎 金

人事費不足未發  

中 山 區 公 所 
發 單 位 獎 金
及 個 人 獎 金

發 個 人 獎 金
 

內 湖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發 單 位 獎 金  

中 正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萬 華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信 義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南 港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士 林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北 投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大 同 區 公 所 發 單 位 獎 金
發 單 位 獎 金
及 個 人 獎 金

 

松 山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文 山 區 公 所 人事費不足未發人事費不足未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從上表資料中之分析，可以看出，93 年及 94 年分別有

發績效獎金的區公所各只有 3個，而且這兩年在各機關發放

的情形亦有所不同，除了顯示出有 3/4 的機關是沒有獎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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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外，甚至在實施至第五年的今日，沒有一個機關在兩年

內發放的情形是相同的。各機關仍在摸索，應如何發放單位

及個人績效獎金才是較為公平及適當？而對於大多數因人

事經費不足，未發績效獎金的機關，要如何來激勵他們的員

工？機關首長要如何對員工說明，以獎金做為激勵誘因的績

效獎金制度，如果機關有經費，則可以獎金做為激勵之誘

因；但如果經費不足，員工則應以成就及個人工作價值為取

向，不必在乎獎金。此點所形成的不公平現象，對績效獎金

制度影響，應非任何制度設計者所樂見，恐對績效獎金制度

之斲傷，亦非主政者所能想像。 
另外，在上述發放個人績效獎金之部分，由機關首長審 

酌即時發給的，在兩年中只有 3 人，其他 48 人均係提考績

會審核後發給，顯見首長對即時發給個人獎金極為慎重，不

願落入獎酬私人之口實，但亦形成獎勵不但無法及時，且有

流於平均分配各課室之情形發生，對個人之激勵效果，自然

也就不如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