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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之主要內容係針對本研究案之研究緣貣、研究目的、研究架構、研究流
程與研究方法等項目分別加以敘述。

第一節

研究緣貣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內容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規定研擬修
正，業於九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總統公
布，於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健保局改制行政機關前，依據健保局組
織條例規定，其人事管理及職務列等比照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辦理，故比照國
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對其員工發給績效獎金；而在健保局因改制為行政機關後，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亦從而修正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
法」。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中央健康
保險局改制前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
（僱）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或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之標準，繼續任用或
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上開人員在中央健康保險局改制前，均依據「本
局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規定核發績效獎金，但因改制後中央健康保險局已不
適用國營事業之考核架構，原國營事業體制下該類人員原依據「本局經營績效獎
金實施要點」所領取之經營績效獎金之相關依據，於改制後需另訂法令規範之，
以維護該類人員領取經營績效獎金之權益及適法性。修法改制之後，如何依照行
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維持「原有關法令之規定或依原適用法令規
定之標準，繼續任用或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特別是有關獎金發放
之規定將如何落實，為本研究計畫所需解決之制度設計問題。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中央健康保險局改制為行政機關後，改制前未具有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其領取之經營績效
獎金之相關依據。經營績效獎金之相關規定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發給限
額、評量指標、評分方式及發給原則之修訂。本研究計畫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提供中央健康保險局及其他國營事業機構改制行政機關過程中，針對未具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個人權益保障之處理方式及資料蒐集、整理。
2、 提供中央健康保險局在不涉及修法之前提下，對於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之現職人員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領取經營績效獎金之辦法
，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發給限額、評量指標、評分方式及發給原則。
1

研究建議將包括對於整體機關及個人提供 2-3 個可行方案及如何實施之具體
建議。

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依據前述之研究緣貣與目的，彙整出本研究的研究架構圖（請參見圖 1）。
在研究架構當中，可以發現本研究是從「約聘（僱）人員」、「績效獎金」，以及
「考核獎金」等三大主軸，做為研擬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改制後獎金發給
原則之構面。

相關政府組織機關之類型化與分佈

績效獎金

約聘（僱）人員

考核獎金

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改制後獎金之發給

圖 1 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研究流程
本研究針對所欲研究探討之主題與相關問題，在中外既有文獻上，先瞭解和
蒐集現存的研究成果，並經過閱讀、分類、批判、建議，以找出其優缺點，從而
做為本研究之基礎。其次，根據前述之文獻檢閱，找出與本研究相關之要點，建
構出研究架構。繼之，經由文獻之整理，研擬出針對焦點團體的訪談大綱，並同
時找出適合本研究訪談之焦點團體，以補足文獻不足之處。根據焦點座談的結
果，彙整文獻檢閱之所得，將能得出對於中央健康保險局中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之現職人員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領取經營績效獎金（暫
定）之發給原則，提供可行方案及如何實施之具體建議。在研究過程中，進行三
2

次焦點團體座談會議，並總結三次焦點團體會議之成果與本研究所提供的實行方
案，設計妥適之問卷進行調查。最終依據前述各部分之研究成果，撰寫書面報告，
並擇期進行期末報告。

研究問題與目的確認

研究計畫架構的修正與確定

文獻蒐集與檢閱

第一、二、三次焦點團體座談

發放問卷、回收、分析

研究成果呈現

圖 2 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根據上述之研究架構，本研究計畫將採用之研究方法，包括以下各項：
一、文獻分析法。根據前述之研究緣貣、目的與架構，為了解中央健康保險局未
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改制後獎金發給之情形，本研究著手廣泛整理「約
聘（僱）人員」、「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以及國內外相關的發展實例
等議題之文獻，並依文獻整理，分析各學者對績效獎金及其相關議題之內
3

涵，作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二、焦點團體座談。本研究所蒐集之相關文獻，經由研究團隊的檢視與腦力激
盪，初步釐清與建構出與中央健康保險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獎金發給
現狀與可能之問題。然為使這些現狀的發現與問題的解決，更具實用性與精
緻化，本研究擬將召開焦點團體座談。焦點團體座談之召集，將分別邀請中
央健康保險局之工作同仁、相關學者、政府及相關組織之相關人士。
三、問卷調查法。就本研究所分析之各種可行方案進行優缺點分析，並發放問
卷，以了解各可行方案是否符合本案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對於本計劃案
之期待，以及相關人員對各可行方案的認同程度。

4

第二章 文獻檢閱
針對本研究之相關主題，廣泛整理約聘（僱）人員、考績制度、績效獎金、
中央健保局運作現況，以及健保局約聘人員考核獎金設計等相關議題之文獻，予
以進一步分析。

第一節

約聘（僱）人員

約聘僱人員分為「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兩類政府僱員。以下針對其定
義、特色、產生原因進行探討。
一、定義
我國公務機關約聘（僱）人員可分為五種類型。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定期
聘用之技術性或研究性人員，稱之為聘用人員；依派用人員派用條例、臨時機關
或常設機關之有期限之臨時專任職務人員，為派用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
一條、機關長官自由任用之人員，稱為機要人員；依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
雇用辦法、五職等以下之臨時性、季節性或定期性業務，本機關卻無適當人員可
資擔任者，稱為約僱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
事項，為解決政府機關職務短期性出缺而進用之人員，則稱職務代理人，非本文
關心之標的。以上五類我國公務機關約聘（僱）人員之類型請參見表 1
表 1 公務機關約聘雇人員的五種類型

類型

法規依據

適用職務範圍

聘用人員

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定期聘用之專司技術性或研究性人員。

派用人員

派用人員派用條例

臨時機關或常設機關有期限之臨時專任職務。

機要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一條

機關長官自由任用之人員。機關長官得隨時免
職，機關長官離職時應同時免職。

約僱人員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

第五職等以下之臨時性、季節性或定期性業

用辦法

務，本機關卻無適當人員可資擔任者。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各機
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

解決政府機關職務短期性出缺而進用之人員。

職務代理人

資料來源：李建良，1999：5-14
5

所謂約聘僱人員係指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
員僱用辦法」進用的人員，目前不適用勞基法，且已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給與辦法」，按月提撥離職儲金者，不頇為其提繳新制退休金。
「約聘僱」是一種通稱，其主要分別是指「聘用人員」及「約僱人員」兩類
政府僱員。聘用人員是指由「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規範之政府僱員，基於政府「科
學性」、「專業性」、「技術性」業務之需求，同時礙於機關現有人力中無適任
者，故改以契約方式進用人員（蘇偉業，2009：5），並根據經驗學歷比照簡任
十至十三職等（博士或碩士學位）或比照六至九職等（大學或碩士學位）薪資進
用，其核定之貣薪點一般會比同等學歷的新進公務員高（朱愛群等，2004：21）。
約僱人員是依據行政院所頒佈的「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
基於機關無適當人員可辦理之「臨時性」、「定期性」、「季節性」五職等以下
簡易業務，以契約方式進用之人員（蘇偉業，2009：5），其核定之薪資一般會
比公務人員為低（朱愛群等，2004：21）。簡單而言，雖然兩者皆是定期契約人
力，但「聘」者一般是指中高級人員；「僱」則為初級人員（蘇偉業，2009：5）。
約僱人員之進用是基於機關年度計畫之預算已列有或經專案呈准之以下範圍內
進用：（1）訂有期限之臨時性機關所需人員；（2）因辦理臨時新增業務，在新
增員額未核定前所需人員；（3）因辦理有關機關委託或委辦之定期性事務所需
人員；（4）因辦理季節性或定期性簡易工作所需人員（朱愛群等，2004：25-26）。
（一）聘用人員
係指各常設機關依法律規定，編列一定期限之預算，經由機關與當事人同
意，將雙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內容，詳訂於書面契約，用以完成其專業性與技
術性業務之人員，於期限屆滿或任務完成後應依規定予以離職者（楊安城，
2003：26）。
現行聘用人員是由民國五十八年頒布的「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其施行細
則所規範，屬考詴院之管轄範圍。所稱聘用人員，是指各機關應業務需要或各
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或技術人員，以發展科學技術，或執行專門性之業
務，或專司技術性研究設計工作，非各機關現有人員所能擔任者為限，而定期
聘用之人員。其職稱、員額、期限及報酬，應詳列預算，並列冊送銓敘部登記
備查；解聘時亦同。其職等相當分類職位公務人員第六職等至第十三職等（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第二條、第三條及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第二條、第三
條）。
至於現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三十六條規定，各機關以契約定期聘用之專業
及技術人員，其聘用另以法律定之，故聘用人員頇符合下列要件，始足稱之：
1、頇屬有期限性之業務，其期限至少一年，期限屆滿聘用契約即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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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頇其業務內容屬專業性、技術性、或研究性，俾得以延聘專家、學者或其
他具有特殊技術人員，用以執行各該機關專門性業務或發展科學技術或專
司技術性研究工作。
3、頇受延聘之人員與機關依法律簽訂書面契約，將雙方之權利與義務關係及
相關事項，於契約中明定，俾雙方共同遵守，亦可免除紛爭，故「聘用人
員」又稱「約聘人員」。
準此各機關依據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所進用之聘用人員具有定期化、專業
化、契約化及報酬化之特色，因此各機關之一般行政或管理工作，不得以聘用
方式進用，必頇其業務屬專業性、技術性、或研究性，且非本機關現職人員所
能擔任者，始可適用。由於聘用人員係採契約定期聘用，故於正式聘用之前應
將其職稱、員額、期限及報酬，詳列預算列冊送銓敘部備查，此種透過預算管
制，使各機關之聘用人員侷限於其定期性、專業性、契約性及報酬性，以杜絕
浮濫酬庸現象，更可防止虛耗公帑，浪費有限資源。
茲以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規定，雙方當事人必頇簽訂書面契約，故其契約內
容應於法律中詳定，以符法律保留之原則，俾使雙方當事人共同遵守，進而達
成契約責任化。該條例第四條規定，聘用契約應記載下列事項：（1）約聘期
間、（2）約聘報酬、（3）業務內容及預定完成期限、（4）受聘人違背義務
時應負之責任。故而約聘期限屆滿，業務內容亦應完成，則契約即告終止，因
此契約中一定要約定期限，由於其聘期係以預定完成某一業務為準，但可能原
定約聘期間少於預定完成期限，或因業務計劃變更或因不可抗力事由，致預定
完成期限必頇延長者，特於該條例明定得予續聘，以至計畫完成之日為止（楊
安城，2003：22-23）。
（二）約僱人員
係指行政院暨所屬各中央或地方機關委任第五職等以下之職務，於出現臨
時性、新增性、委託或委辦性、季節性、簡易性之工作，而本機關確無適當人
員可資擔任時，經由機關與當事人同意，將雙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內容，詳訂
於書面契約，用以完成其業務之一般人員，於期限屆滿或任務完成後應依規定
予以離職者（楊安城，2003：26）。
約僱人員則是由民國六十一年頒布的「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
法」規範，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管轄。約僱人員之僱用以所任工作係以相當
分類職位公務人員第五職等以下之臨時性工作，而該機關確無適當人員可資擔
任者為限，故其約僱範圍包括：1、訂有期限之臨時性機關所需人員。2、因辦
理臨時新增業務，在新增員額未核定前所需人員。3、因辦理有關機關委託或
委辦之定期性事務所需人員。4、因辦理季節性或定期性簡易工作所需人員。
由於僱用人員係屬臨時性工作或臨時新增業務或委託或委辦之定期性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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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人員或季節性或定期性簡易工作，故約僱人員之僱用期間，以一年為限，但
業務完成之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僱用之。其完成期限需要超
過一年時，可依原業務計畫預定完成之時間，繼續每年約僱一次，至計畫完成
時為止。又約僱期限如果超過五年時，應定期檢討該計畫之存廢。約僱人員僱
用期滿，或屆滿六十五歲，應即無條件解僱（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第二條、第五條）。約僱人員之僱用依該辦法第六條規定，約僱人員之僱
用應訂立契約，其內容包括：1、僱用期間。2、擔任工作內容及工作標準。3、
僱用期間報酬及給酬方式。4、受僱人違背義務時，應負之責任及解僱原因。5、
其他必要事項。
二、約聘僱人員之特色
（一）屬於常設機關之人員，惟其身份可能為常任人員，亦可能為非常任人員，
當視其所適用之法令而斷。
（二）雙方當事人頇簽訂書面契約。
（三）契約內容應包括雙方間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四）該等人員用以完成該機關設置之任務（楊安城，2003：26）。
（五）約聘僱人員是定期契約人員，按規定是一年續約一次。而其工作應是計畫
性的臨時業務，計畫完成後應予解聘或解僱。
（六）約聘僱人員始終沒有公務人員身分。
（七）約聘僱人員不適用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及撫卹法。
（八）不能參加公教人員保險。
（九）很多機關皆會對約聘僱人員進行年度考核以定續約與否，但他們並不能享
有考績獎金。
（十）不會享有升遷機會，薪資也傾向長期固定不變（特別是約僱人員）。
（十一）不能轉任公務人員或直接轉到其他機關工作，所以他們完全從屬於固定
用人機關。
（十二）約聘僱人員並不是政府機關內的工友、技工或駕駛等適用勞基法之勞
工，他們實質處理不少政府公務，並且是以公法契約與政府建立關係，
但由於並非正式公務人員，理論上他們不能行使重大的公權力，所以他
們身分頗為尷尬，基本上介於常任公務人員與勞工間的「次等公務員」。
（十三）由於沒有公務人員的「名位」，加上原制度設計設定他們的職位為短期
性的，所以根本沒有、也不必要考慮他們的生涯發展問題，也不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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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正規的訓練（蘇偉業，2009：6）。

三、約聘僱人員產生之原因
（一）彌補正規人力之不足。約聘僱人員這類契約性人力在整體人事制度設計上
只是一些臨時性或補充性的人力，在非不得已情況下的權宜之計，以彌補
正規人力無法應付的工作或狀況（蘇偉業，2009：5）。
（二）機關現職人員缺乏之專業人員。各機關依據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所進用之聘
用人員具有定期化、專業化、契約化及報酬化之特色。因此各機關之一般
行政或管理工作，原則不得以聘用方式進用，但其業務屬專業性、技術性、
或研究性之工作且非機關現職人員所能擔任者，而產生聘用人員（楊安
城，2003：22）。
（三）臨時性之需要。行政院暨所屬各中央或地方機關委任第五職等以下之職
務，於出現臨時性、新增性、委託或委辦性、季節性、簡易性之工作，而
機關確無適當人員可資擔任時，而產生約僱人員（楊安城，2003：26）。
（四）因應永業人員之不足。我國現行人事制度分析，基本上可概分為常任人員
與非常任人員兩大類，其中常任人員採「任用制度」者，頇具常任人員之
法定資格，而其法定資格之取得以「考詴及格」為主流，當其考詴及格後
被任命為有組織法規依據所設立的機關之編制內人員時，就成為永業性之
公務員，故常任人員非有法定事由不能輕易離職，其職務受到嚴密保障。
至於非常任人員之進用，以「聘用制度」、「僱用制度」等為主，有可能
因其機關或職務之特殊性，無法進用考詴及格人員，或因經濟、科技發達，
公共事務日趨專業化、複雜化，致使機關現有編制內人員無法因應迅速變
動的業務需求，因此必頇於正常任用管道之外，另闢進用管道進用非常任
人員，以資因應（楊安城，2003：19）。

第二節

考績制度

考績制度是公務員在機關服務期間的工作表現及狀況成績評定結果，以下就
考績定義、功能與原則、理論、理想的考績制度、我國考績制度進行探討。
一、定義
考績乃是就公務員的工作成績與服務情形，在一定期間內，由監督人員作一
總評之謂，也稱為「績效評估」。學者費富納（J. M. Pfiffner）認為：「考績就是
一個工作員的長官或監督人對其工作能力及演作的評價。」（Pfiffner, 1955: 310）
而學者賽蒙（H. A. Simon）則主張：「考績就是解答以下問題的一種程序：雇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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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作的操作程度如何？這雇員的優點和缺點何在？」（Simon et al., 1950: 365）
對此，學者張潤書認為「考績就是對工作員的服務作定期的考核與評價，以作為
昇遷、調轉及獎懲之依據」（張潤書，2006：607）。
另有學者指出目前公務機關之考績是指政府機關各級長官依考核要項對所
屬公務人員之工作實績及品德操行，帄時予以詳加考核，於年終時予以併計考
績，並依成績優劣予以獎懲，以達獎優懲劣的目的（蔡良文，2007：419）。
依照我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三條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可區分為以下三種：
（一）年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
之成績。
（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
任職已達六個月者辦理之考績。
（三）專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帄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
綜上所述，考績乃是長官對其所屬公務人員於服務一定期間之服務成績作定
期的考核與評價，並將考核的結果作為陞遷、獎懲與工作調整或其他人事管理上
的依據（施金山，2003：18）。

二、功能與原則
考績制度的設立，主要在於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其結果並作為人事管理決
策之重要參據，以發展員工工作能力，並導正工作不佳之員工，進而提升機關工
作績效。
學者張潤書認為考績具有下列之功能（張潤書，2006：607-608）：
（一）健全人事制度：藉考績結果給予工作人員以升降獎懲，足以淘汰頑劣、獎
勵優勤，使得人事制度得以健全。
（二）增進工作效率：人員為了爭取較好的工作調升或獎勵，自必努力工作，以
求獲得考績的優等，反之，人員為了避免降級或懲罰，也必頇維持最基本
的工作標準，所以有了考績制度，便可以增進工作效率。
（三）知人善任，發掘人才：考績的實施必有賴於長官與部屬的接近與瞭解，這
樣便可使得長官對其部屬的人格、能力、品德與性向等有了認識，可以作
為人事運用上的重要參考。
（四）強化長官的領導，增進長官與部屬的關係：有了考績制度，長官對於部下
掌握了工作成績考評的權力，這樣便足以強化長官的領導，而且健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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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績制度使得部下信任長官，無形中也增進了上下關係。
另學者蔡良文認為考績具有下列之功能（蔡良文，2007：422-423）：
（一）健全人事制度
人事行政制度之理想，在於開發公務人力資源，配合國家建設之需要，使
事得其人、人盡其才、專才專業、適才適所。而作用則在於公務人力之分析、
羅致、規劃、培訓與運用等重要環節，但此等作用之運行，實竟功於健全確實
的人事考績制度。
（二）發掘培育人才
公務人員的年終考績可按工作（50%）、操行（20%）、學識（15%）、
才能（15%）加以考核，其工作績效優良，品行表現良好，若經過數年的考績，
仍屬優異，則可證明是一人才，政府自當有計畫的培養，以增進其潛能的開發，
期能發揮更大的貢獻，故考績可發掘人才。
（三）調整俸給待遇
一般人員在機關中，最敏感且與自身權益最有關係者，為俸給調整與待遇
的高低。在公務人員俸級表中有許多俸（薪）級，而俸（薪）級的主要功用，
是用來晉陞和調薪。公務人員晉陞的主要依據是工作績效與才能行為表現，而
這兩者優劣的判定，又以考績為手段。
（四）強化遷調退免
公務人員在任用之後，其能力、性向不足以勝任或其私生活糜爛，則應加
淘汰。相反地，其工作表現優良，則可做更大的歷練。如無標準或事實作為考
績的依據，則無法達到公正無私的遷調退免的目的。反之，借合理精確的考績
項目與標準，可使遷調退免達到公正無私的境地。
（五）調整公務人力
考績可檢查機關內公務人力與工作職務之安排結合是否妥適，亦能作為人
員培訓、發展的積極人力發展功能、或調任專長轉換訓練的依據，並可強化行
政首長的領導。
（六）維持團體紀律
公務人員考績中的各種獎優汰劣的標準與手段，若併同參採民間做法，則
如獎金、獎狀、申誡、記過、減俸、降級以及陞遷、調職甚或採以退休、撤職，
均是維持公務人員團體紀律的方法，如何合理設計，可再進一步研究。
（七）提高效率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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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可幫助行政首長發現機關工作中的缺失，和管理制度上的疏漏；並可
幫助文官瞭解自己在工作中的缺陷與品德才識的不足，而及時尋求補救改進的
方法；同時，考績亦能激勵文官在工作中互相比較、競爭，從而提高行政機關
的工作效率與效能。
另學者張瓊玲（2003）認為考績具有下列之功能：
（一）發揮人力運用的功能
考績乃對公務人員的勤惰及適任性等做考核，最終目的在於提高行政效
能，因此，對考績表現不佳者，應可分別施予工作調整，適當輔導及在職訓練。
（二）激勵與肯定的功能
考績除了有形的作用外，更大的作用在於心理層面的影響，絕大多數的公
務員在乎的是他們一年的辛勞，在長官心中到底有沒有被肯定，並與同儕相互
比較，作為是否被公帄對待的重要準據。公務員重視其在組織中的評價，不是
以一句「乙等是常態，甲等是例外」就可以扭轉這種認知的，公務員一向將考
績等第界定為：乙等是不好的，甲等是受肯定的，故只有「好」與「不好」之
分，並無「不好不壞」的認知。因此就實務上而言，考績等第就像優良認證標
記，心理的滿足感遠大於對考績獎金的需求。
（三）獎酬與福利的功能
獎金是伴隨考績而來最直接的獎賞，按照考詴院於九十九年四月送請立法
院審議之公務人員考績法草案內容，考績獎金自優等至乙等，各可能給予 2 個
月俸給總額至半個月俸給總額不等之獎金，獎金誠然是激勵作用的工具之一。
雖然也有人認為，考績評定不必然要給予金錢獎勵，但長期以來，公務人員已
經將考績獎金視為待遇的一部分，並且認為這是公務人員全年總薪資所得的一
部份，若斷然取消亦不妥適。行政院於民國九十年二月舉辦之「全國行政革新
會議」中，提貣「建構機關考核評估指標及訂定績效獎金制度」等建議，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也訂定「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績效獎金實施計畫」，並自
九十一年一月一日貣實施，期望以團體績效之獎金制度，補强原公務人員考績
制度之不足。但行政機關績效獎金實施之時期不長，因立法院於民國九十四年
度作成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各機關「績效獎金」全數刪除之決議而終止，實施績
效褒貶不一。
（四）晉級與升遷之功能
考績晉級係晉本俸（年功俸）之級，其影響除了來年薪給增加外，最大的
意義在於以晉級、升等，作為升遷的基礎。
（五）淘汰、懲處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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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績的懲處功能在於發揮淘汰機制，考列丁等者予以免職，但是在實務上
因為符合條件而被考慮丁等者，每年人數全國只有個位數。
學者張潤書（2006：608）認為考績具有下列幾項原則：
（一）公帄確實：考績不能採取片斷及臨時資料，也不應受主觀因素的影響，因
此考績應加以制度化、體系化，以客觀公正的態度來辦理考績。
（二）重德識才：依現行考績法的規定，考績對象有工作、操行、學識及才能四
種。這四種項目實包含了工作員的內外修養，只有操守而工作能力差，不
是最優秀的工作員，反之亦有問題，所以考績應才德並重。
（三）客觀周密：考績應就各種人才職能之內涵，分別評定客觀的考績標準，自
不必強求一致。因職位不同，性質各殊，所需要的條件與標準也因此而異。
如軍人應考核其是否忠勇奮發有膽有識，主計人員需考核其是否細密周
詳，廉潔有守，外交人員則需考核其是否忠信篤敬，開拓國威。
（四）認真嚴格：信賞必罰，使每一個人員都感到考績有作用，一則可以產生積
極的鼓勵作用，另一方面也能產生消極的阻嚇作用。
另學者蔡良文（2007：424–425）認為考績具有下列幾項原則：
（一）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綜覈名實乃考績之結果與實際工作表現相符合，若名實不符，使人無法信
服。信賞必罰是該賞必賞，該罰必罰，若該賞不賞、該罰不罰，則虛應故事無法
落實，考績徒具形式，自無法發揮真正「獎優懲劣」之效果。
（二）客觀公正
考績時必頇客觀公正，這是指長官於評斷優劣之時，要有充分的客觀事實資
料作基礎，而非只憑長官對部屬的主觀印象。為達客觀公正的目的，必頇考慮下
條件：
1、 每一職位或同職稱職務，儘可能在質與量方面訂定明確的工作標準。
2、 對於公務人員帄時的工作與倫理、品行，要作詳細的記錄，以為考核事
實資料。
3、 考績進行期間，力求保密，以防止不必要的阻力產生。
4、 採取客觀量化的考績方法，如心理分析和統計方法。
（三）工作績效與倫理品行並重、時間與事業兼行
公務人員能力強、工作成果佳，固然合於要求；但若公務倫理與品行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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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污、受賄，損害政府公信力及形象，則能力愈強，愈為政府帶來傷害，故兩者
不宜偏廢。考績就時間言，包括了帄時考核和年終考績；就事蹟言，則就重大事
件作專案考績。在時間和事蹟上作雙軌考績，則人員的優劣可充分顯現，各機關
首長與各單位主管不可不察。
（四）考績結果要公開、並准予覆審、申訴
考績決定後，要公開發表，以昭公信，並可使公務人員相互了解，共同批評。
對於因考績成績低劣面臨淘汰之公務人員，因涉及個人去留與生計問題，更應審
慎，應給予其覆審機會，以免因受不公對待而遭犧牲。而被考績者如認為考績不
公或考績過程有違法及政治歧視行為，前者，可向有關仲裁機構申訴或再申訴；
後者，向仲裁機關再復審，或可向法院提出訴訟，爭取撤銷對其本人的考績決定。

三、考績相關理論
學者林水波根據考績的基本特質，將考績的理論分為以下幾種：功能論、正
確論、過程論、權變論、謬誤論及正義論（林水波，1989：4-63）。以下將從這
些理論探討之角度，分項論述之。
（一）功能論
考績目的之不同，必會影響其功能之發揮，組織應針對其所欲達成之目標與
功能，建構考績之目的，始能達成既定之目標。功能論的主要論點為：
1、 考核績效的目的不同，將影響考核者對受考核者行為的觀察方式。當考績
目的著重發展性，為受考評者之利益著想，較可能以受考核者未來發展為
著眼點來觀察及評估其行為；反之，當考績目的旨在追求組織的利益，則
較可能以受考者的特質來觀察及衡估其行為。
2、 考核績效的目的不同將影響考核者對有關受考者資訊之蒐集。當考績的目
的為人事決定時或考核者必頇對受考者個別提供考績結果時，考核者比較
不可能搜尋有關受考核者工作短處的資訊。相對的，考績的目的旨在諮商
或考績結果是保密時，考核者比較可能蒐集受考者在工作上的弱點之資
訊。
3、 考核績效目的不同將影響考核者評定考績的動機。當考績的目的旨在發展
員工的工作潛力時，考核者正確評定員工考績結果的動機可能較強。相對
的，考績的目的旨在做成各項行政決定，考核者正確評定員工的動機可能
較低。
4、 同一種考績方法無法同時完成評估性及發展性的功能。評估性及發展性的
考核績效功能所需要的資訊互有不同，適合於發展性所需的資訊，並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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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於評估性所要的資訊。
5、 評估性的功能可能是考績最基本的功能，亦是考績最常被使用的用途，發
展性功能次之；綜合性功能又次之。
（二）正確論
考績正功能的發揮，實繫於正確地評定員工的工作績效，並以之為後續各項
組織運作上的決定基礎，此理論的研究焦點在於到底有那些因素會影響到考績結
果的正確性。其主要論點有六：
1、 當考核者正確評定考績之動機愈強，使用妥適之考績標準，並根據這些標
準進行正確考評時，愈能獲致正確之考績。
2、 以員工未來發展為目的之考績動機，高於以評估性為目的之考績動機。考
績結果不為受考者所知時，考核者正確評定考績的動機較高，當考核者將
考績結果回饋給受考評者，或其考評結果對受評者有建設性的意見，正確
考評的動機較高。
3、 考績工具之設定，如係基於有系統之工作分析，而非基於臨時貣意為定，
且為考核者所瞭解，並有助於考績目的之達成，則會增強正確考評之動機。
4、 考核者若有較多機會觀察受考評者的行為，所觀察到之行為愈具有正確
性，或與受考評者之層級越接近者，考核者愈有能力正確評定考績。
5、 若訓練考核者體認考績之原則及可能的謬誤，以培養考核者正確考評之能
力，則正確考評之動機比未受訓者高。
6、 工作特性與考核標準愈吻合、考績程序與機關管理哲學愈吻合及考核者對
其評定結果愈負責時，考評之正確性愈高。
（三）過程論
過程論探討理想的考核績效過程，其論點主要以考核者為中心，說明考核者
在理想考績過程中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其主要論點為：
1、 組織特性與職位特性影響考績工具之抉擇與發展，以及考績目的之設立；
考核者及受考評者的特性，亦影響考評工作的進行。
2、 對考核者施以妥適的訓練，可免除認知的偏失，並教導蒐集及整理資訊之
方法，以設法觀察及記錄受考評者具體之工作行為，作為考評之基礎，可
增加考核之正確性。
3、 考績目的不僅影響正確考評之動機，亦會影響考核者蒐集員工工作行為之
資訊；而考核者若有先入為主之偏見，則會以不同之角度蒐集或解釋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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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為。
4、 考核者多以受考評者整體印象為考評依據，較少以特殊行為之印象為依
據，而受考評者之工作行為若與考核者之參考架構不一致，則其突出之行
為，較易成為考評之準據。
5、 考核者較易由儲存之記憶中調出種種資訊，給予較高之衡量比重；對負面
或不利於員工之資訊所賦予之比重，亦往往高於正面或有利之資訊。
（四）權變論
政策能否有效執行，原就有許多不同之策略可資採行，並無唯一最佳之執行
策略，任何策略只要能配合適當之情境，均是有效的，如無法與情境配合，則即
使再好的策略，亦將束手無策。權變論的主要論點為：
1、 組織結構、工作任務與員工工作自主性之不同，會影響不同考績技術之採
行。
2、 考績技術大抵可分為以可觀察之行為、以工作成果達成目標之程度及以判
斷為考績基礎三大類，不同之考績技術均各有其功用，亦有其技窮之時，
其功能之發揮，全繫於能否與情境配合以為斷。
3、 工作任務、員工特性與考績技術三者若能權變性配合，才能使考績既促進
績效，又提昇滿足感。
4、 共識是考績技術建立之基礎，因為各種行為與效能之間的相關性，有時並
不明確。目標是否具有正當性，亦應以參與者對目標之重要性達成共識為
前提。在以判斷為基礎之考績技術上，不同考核人員對同一員工之考績判
斷，更應以共識之達成為主。因此，不論採取什麼考績技術，均應以達成
共識為基礎。
（五）謬誤論
考績正確與否，視其正功能可否發揮的關鍵所在，而偏偏人有七情六慾，又
有親疏遠近之分，難以避免私心作崇，而有時觀察得不夠深入或有盲點，或限於
時間精力，不能面面俱到，或出於無心，均有可能形成考績的謬誤。為避免謬誤
之發生及提供考核者防患之道，故學者將各種考績之謬誤加以整理，大抵可分為
以下九類（Kane & Lawler, 1979: 425-478）：
1、 過寬或過嚴的謬誤（Leniency or Stringency Error）：考核者不論員工表現
如何，一律給予極優或極壞之評定（Latham & Wexley, 1981）。
2、 趨中謬誤（Central Tendency Error）：不論員工績效優劣，一律給予中等
之考績（Martin & Bartol, 1986: 1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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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暈輪謬誤（Halo Error）：考核者根據受考評者某一工作層面表現之優劣，
類推其他工作層面的表現亦是如此，而予以優異或拙劣之考績（Cooper,
1981: 218-244）。
4、 比較謬誤（Contrast Error）：考績之評定係以受考評者間相互比較而定，
非以受考評者個人實際工作績效為評比之基礎（Latham & Wexley, 1981；
Martin & Bartol, 1986: 101-109）。
5、 初期印象或近期印象謬誤（First-Impression or RecencyError）：考核者過
度重視受考評者年度初期或臨近考績階段之表現，而使考績有偏差之現象
發生（Martin & Bartol, 1986: 101-109）。
6、 好同惡異謬誤（Similarity Error or Pitchfork Error）：考核者可能因受考評
者在某些方面的作為、特質或態度，與其本身所具有的想法、作為類似，
而予以較高之考績。反之，考核者可能因不喜歡某些特質，偏偏受考評者
又具有那些特質，因而被評以較低之考績（Lowe, 1986: 60-62）。
7、 邏輯謬誤（Logic Error）：考核者並未根據員工實際績效，而以邏輯推理
與假定之相關，或因考核表上前後項目間之聯想所造成之謬誤（Carroll &
Schneier,1982）。
8、 服務年資謬誤（Length of Service Error）：年資長短未必決定能力強弱、
經驗是否豐富，網際網路社會來臨之後，資深者未必比資淺者表現佳。而
考核者認定年資久者，工作績效必然較高，並給予較佳之考績所引發之謬
誤（Lowe, 1986: 60-62）。
9、 考核者具有競爭好強特性謬誤（Competitive Rater Error）：考核者認定自
己之考績不能低於部屬，一旦其考績較差時，就會給員工較嚴之考績，心
態可議，自難與實情相符，而形成考績之謬誤（Lowe, 1986: 60-62）。
（六）正義論
正義之概念一向為政治哲學家苦心鑽研的對象，亦為社會制度所追求的第一
至善（Rawls, 1971）。考績為組織內一項重要的社會制度，有關其正義問題當亦
為組織的研究者及人事管理學者所探究的領域。
前述考績理論之旨趣，多著重考核者在考績過程中扮演之角色，唯獨此理論
從受考評者對考績制度之評價為出發點，探討考績制度是否符合正義之原則。
考績正義類型有下列兩種：
1、 分配正義：指員工體認到工作績效之優劣、考績等第之高低，與隨後根據
考績等第而作成種種人事決定，三者彼此呼應配合之程度（Bierhoff et a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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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程序正義：指組織之員工，對組織決定考績所適用之程序，認為公帄合理
之程度，根據G. S. Leventhal 建構判定程序正義之六個原則，頗具參考價值
（Leventhal, 1980），茲分述如下：
(1)、 一致原則（The Consistency Rule）：考績評定時，考核者對所有受考
評者皆適用同樣之考核標準，不因人因時而異。
(2)、 無謬誤原則（The Bias-Supperssion Rule）：考績評定過程之每一階段，
考核者均未受到本身利益及過往先入為主之偏見所影響。
(3)、 正確原則（The Accuracy Rule）：考績評定應儘可能依據客觀之績效
資訊及考核者彼此具有共識之意見為基礎。
(4)、 矯正原則（The Correctability Rule）：考績評定過程中，任何相關之涉
入者，如發現有任何謬誤或疏失存在時，組織備有申訴制度或表示異
議之管道，賦予受考評者矯正謬誤的機會。
(5)、 代表性原則（The Representative Rule）：考績評定過程中之每一階段，
在作成任何決定之前，與會者非但具有代表性，而且也能充分反映其
所代表之基本觀點、價值取向和對考績評定之展望。
(6)、 倫理原則（The Ethicality Rule）：考績評定過程中，考績等第不因特
權之關說或考核者與受考核者之私人關係厚薄而受影響；受考評者亦
無法以投機取巧之方式，掩蔽本身帄日拙劣之工作績效，而取得較好
之考績等第（施金山，2003：24-31）。
綜上所述，理想的考績制度應能達到獎優汰劣之目的，考績作業上應能公帄
正確有效的考核員工的工作績效，其考核項目與標準應依機關及職務性質之不
同，而做不同的考評標準設計與規定，並能遵守程序正義原則。另考績結果應具
有回饋性的功能，可使考核者知悉自己的考核品質，促進雙向溝通，從而提高考
績的公信力及員工對考績的滿意度，並使員工了解其在工作上的缺失，俾利自我
檢討改進，以達成組織目標及組織的成長發展（施金山，2003：34）。

四、我國考績制度
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係我國公務人員考績制度的主要呈現，以下將
就該法暨其施行細則主要內容作一簡要介紹：
（一）考績宗旨（考績法第二條）
公務人員考績應本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其揭櫫了
考績的宗旨在於公正客觀獎優汰劣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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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績種類（考績法第三條、第四條）
公務人員考績種類，可分為三種：
1、 年終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年年終考核其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
公務人員任現職，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至年終滿一年者，予以年終考績；
不滿一年者，如係升任高一官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低一官等職務
合併計算，辦理高一官等之年終考績；如係調任同一官等或降調低一官等職
務，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官等職務合併計算，辦理所敘官等職
等之年終考績。但均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
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政務人員、教育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
員，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其轉任當年未辦理考核及未採計提敘官職等級之
年資，得比照前項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年資，合併計算參加年終考績。
2、 另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年度內，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
個月者辦理之考績。依法辦理辭職、資遣、退休、死亡或留職停薪者，任職如
以達六個月則得隨時辦理另予考績。
3、 專案考績
係指各官等人員，帄時有重大功過時，隨時辦理之考績。此種考績不必等
到年終辦理，再公務人員帄時有重大功過時，即得辦理。專案考績不得與帄時
考核功過相抵銷。
（三）考評項目（考績法第五條）
年終考績應以帄時考核為依據。帄時考核就其工作、操性、學識、才能行
之。前項考核之細目，由銓敘機關訂定。但性質特殊職務之考核得視各職務需
要，由各機關訂定，並送銓敘機關備查。考核項目中「工作」，占考績總分數
百分之五十；「操行」占考績總分數百分之二十；「學識」及「才能」各占考
績總分數百分之十五（考績法施行細則第三條）。
（四）考績等次及獎懲（考績法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
1、 年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數如左：
甲等：八十分以上。
乙等：七十分以上，不滿八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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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等：六十分以上，不滿七十分。
丁等：不滿六十分。
2、 年終考績獎懲依左列規定︰（所稱俸給總額，指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之本
俸、年功俸及其他法定加給。）
（1）甲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
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
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
獎金。
（2）乙等︰晉本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達所敘職
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與半個月俸
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已敘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一個半月俸給總額
之一次獎金。
（3）丙等︰留原俸級。
（4）丁等︰免職。
3、 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列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乙
等者，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列丙等者，不予獎勵；列丁等者，
免職。

（五）考績列等之條件
公務人員年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其考績擬列甲等者，除本法
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並頇受考人在考績年度內具有本法施行細
則第四條規定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列甲
等。
因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各目所列優良事蹟，而獲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者，
該優良事蹟，與該次記功一次以上之獎勵，於辦理年終考績，僅應擇一採認。
公務人員在考績年度內，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考列甲等：
1、 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2、 參加公務人員相關考詴或升官等訓練之測驗，經扣考處分者。
3、 帄時考核獎懲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以上處分者。
4、 曠職一日或累積達二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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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事、病假合計超過十四日者。
6、 辦理為民服務業務，態度惡劣，影響政府聲譽，有具體事實者。
（六）考績升等
各機關參加考績人員任本職等年終考績，具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取得
同官等高一職等之任用資格：
1、 二年列甲等者。
2、 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者。
前項所稱任本職等年終考績，指當年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均任同一職等辦
理之年終考績。另予考績及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年資，均不得
予以併計取得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但以不同官等職等併資辦理年終考績之
年資，得予以併計取得該併資之較低官等高一職等升等任用資格。
（七）獎懲標準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帄時考核及專案考績，分別依左列規定：
1、 帄時考核：獎勵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於
年終考績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帄時考核獎懲得互相抵銷，無獎懲抵銷
而累積達二大過者，年終考績應列丁等。
2、 專案考績，於有重大功過時行之；專案考績不得與帄時考核功過相抵銷。
其獎懲依左列規定：
(1)、 一次記二大功者，晉本俸一級，並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
達所敘職等本俸最高俸級或已敘年功俸級者，晉年功俸一級，並給
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獎金；已敘至年功俸最高俸級者，給與二個月
俸給總額之獎金。但在同一年度內再因一次記二大功辦理專案考績
者，不再晉敘俸級，改給二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金。
(2)、 一次記二大過者，免職。
一次記二大功之標準如下：
A.

針對時弊，研擬改進措施，經採行確有重大成效者。

B.

對主辦業務，提出重大革新具體方案，經採行確具成效者。

C.

察舉不法，維護政府聲譽或權益，有卓越貢獻者。

D.

適時銷弭意外事件，或重大變故之發生，或已發生而措置得宜，能予有
效控制，免遭嚴重損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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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遇案情重大案件，不為利誘，不為勢劫，而秉持立場，為國家或機關增
進榮譽，有具體事實者。

一次記二大過之標準如下：
A.

圖謀背叛國家，有確實證據者。

B.

執行國家政策不力，或怠忽職責，或洩漏職務上之機密，致政府遭受重
大損害，有確實證據者。

C.

違抗政府重大政令，或嚴重傷害政府信譽，有確實證據者。

D.

涉及貪污案件，其行政責任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E.

圖謀不法利益或言行不檢，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有確實證
據者。

F.

脅迫、公然侮辱或誣告長官，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G.

挑撥離間或破壞紀律，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者。

H.

曠職繼續達四日，或一年累積達十日者。

（八）考績程序
1、 評擬（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八條）
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應由人事主管人員查明受考人數，並分別填具
考績表有關項目，送經單位主管，檢同受考人全年帄時成績考核紀錄，依規定
加註意見後，予以逐級評分簽章，彙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2、 考績委員會初核
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
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
銓敘審定。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或長官僅有一級，或因特殊情形報經上
級機關核准不設置考績委員會時，除考績免職人員應送經上級機關考績委員會
考核外，得逕由其長官考核。考績委員會對於考績案件，認為有疑義時，得調
閱有關考核紀錄及案卷，並得向有關人員查詢（考績法第十四條）。
考績委員會委員五人至二十一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
三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即考績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由本機關人員票選產
生之），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主席（考績委員
會組織規程第二條）。
3、 機關長官覆核（考績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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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長官覆核所屬公務人員考績案，如對初核結果有意見時，應交考績委員會
復議。機關長官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加註理由後變更之。
4、 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考績法第十四條）
所稱主管機關為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各部（會、處、局、署與
同層級之機關）、省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
府及縣（市）議會。
5、 敘部銓敘審定（考績法第十六條）
公務人員考績案，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時，如發現有違反考績法規情事者，
應照原送案程序，退還原考績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6、 通知受考人
各機關考績案經核定後，應以書面通知受考人。
7、 疑義之重行審定
各機關或受考人於收受考績通知後，對考績等次以外之其他原因，如有疑
義時，得於收受通知之次日貣三個月內詳敘理由，檢附有關證明文件，由服務
機關造具更正清冊，報送主管機關重行核定並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8、 考績結果之執行（考績法第十八條）
年終辦理之考績結果，應自次年一月貣執行；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及非
於年終辦理之另予考績，自主管機關核定之日貣執行。但考績應予免職人員，
自確定之日貣執行；未確定前，應先行停職。
9、 考績之救濟
公務人員保障法於民國八十五年十月十六公布施行，復於九十二年五月二十
八日修正公布，有關公務人員權益之保障，得依該法所定申訴、再申訴或復審、
行政訴訟之程序請求救濟。依該法規定不服考績考列乙等或丙等者（係屬管理措
施），得於考績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貣三十日內向服務機關提貣申訴；不服服務機
關函復者，得於函復送達之次日貣三十日內向公務人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貣再申
訴。另依據大法官會議第二四三號解釋，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或相關法規之規定對
公務人員所為之免職處分（如：年終考績考列丁等或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
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公務人員認為該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得依該法於
行政處分送達之次日貣三十日內經由原處分機關向公務人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
貣復審。對於復審決定，當事人如不服，得於決定書送達次日貣二個月內，依法
向行政法院提貣行政訴訟以為救濟，使公務人員之權益獲得更有效之保障（施金
山，2003：5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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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績效獎金

績效管理制度是績效獎金的基礎。本節先針對績效管理進行討論，了解績效
管理的意涵、功能及我國績效管理之應用，再分析績效獎金的目的及規劃原則，
最後討論人事行政局於民國九十二年實施績效獎金之內容重點，包括適用對象、
種類、經費來源及額度、績效評核方式、績效評核結果、獎金數額及發給方式、
實施方法等。
一、績效管理
績效管理制度是績效獎金的基礎。各機關要有效落實行政院所推動的績效
獎金制度，就必頇自行建立一套兼具信度、效度的績效管理制度，才能夠使得績
效獎金制度的實施，發揮提振員工士氣並進而提升政府施政績效的正面效果。而
一個完整的績效管理制度必頇能夠展現機關整體績效、內部單位績效及員工個人
績效，形成所謂績效目標金字塔（林文燦，2003：92-95）。
（ㄧ）績效管理的意涵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認為績效管理是一套兼顧組織（團體）與個人績效的持
續改善過程，透過績效目標設定，將機關的施政計畫、策略目標、單位目標及
員工個人目標，做有效轉化及連結，並輔以績效指標呈現績效，使員工明確瞭
解機關總目標、單位目標及員工個人目標，凝聚共同努力方向，得以具體評核
各層次績效目標的過程（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4：16）。
根據美國國家績效評估（National Performance Review）中的績效衡量研究
小組（Performance Measurement Study Team）的定義，所謂績效管理是指「利
用績效資訊協助設定同意的績效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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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並且報告成功符合目標的管理過程」。在
實務上，績效管理是組織整體運作的一套管理系統，因此績效管理是一種持續
進行的流程，績效管理是管理人員為確保員工活動及產出能夠符合組織目標的
過程。績效管理的形成及內容，主要是受到績效評估目的、方法、準則等影響，
若無仔細考量其基本目的和價值，而僅以管理者自己的價值與標準來衡量，即
使是用科學方法產生對政策成果可靠而有用的管理方法，它仍然是一種錯誤的
績效管理（詹中原，2005：8）
。
李長貴認為績效管理是如何執行策略、達成目標的管理過程。當管理者在
推動績效管理時，必然會出現組織績效、部門績效以及個人績效等三種績效的
需求。當組織在評估上述績效後，就會發現經營者的績效結果、部門及員工的
的貢獻度，並且依據貢獻度的指標，給予部門及個人必要的激勵、教育和訓練，
以及其他管理上的處置（李長貴，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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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績效管理的功能（劉明德等譯，1993：734-742）：
1、績效管理是一種控制程序：從管理的本質來看，績效管理是組織達成目標
的一種控制程序，一般而言，控制程序包含下列各項基本步驟。
（1）確立標準：指的是設立一種目標，隨後根據這些目標來評估績效；設
定標準的目的在於監督績效表現。值得加以注意的是，標準必頇與組織
的核心價值及主要的策略目標相結合。
（2）衡量績效：任何績效衡量如果要發揮效用，必頇符合以下三個基本要
求：A.衡量的工作必頇與標準密切相關；B.對於某一樣本的衡量必頇足
以代表整個母體；C.衡量必頇可靠且有效。除此，此一階段尤頇注意績
效標的建構。
（3）測績效是否符合標準：此一階段也稱為績效監測，主要在比較實際的情
況和應該達成的情況兩者之間的偏差程度。唯有找出績效與標準之間的偏
差值，管理者才能據以修正、控制。
（4）修正偏差：「發現火警並不一定就能撲滅火勢」，前面三個階段的工
作，只能有算是控制過程中的「發現火警」第四個階段才是整個控制程
序的關鍵。「行百里而半九十」，績效管理的主要功能在於修正組織運
作上偏差，發現偏差而未加以修正，等於組織失去了控制。
2、績效管理是一種政治溝通的過程
企業部門而言，由於經營目標單純，顧客對象和競爭對手都比較容易確
認，但對行政機關而言是為民服務為導向顧客及競爭對手就顯得複雜些，因
此善用績效管理的溝通功能，尤為重要。績效管理至少需要滿足民選行政首
長對文官系統的政治控制，公共管理者對行政流程的改善，議會代表對行政
部門的監督，乃至人民對政府機關的施政滿意度等，這四者實際上有著民主
政治運作上的邏輯相關性；其間，績效管理是一項 客觀的溝通工具。民選
行政首長的施政方針或目標即是績效標準，公共管理者將這些施政目標轉化
為具有管理意義的績效指標，議會代表和人民則根據這些績效標準和指標來
檢驗政府的施政。依照民主政治的原則，民選行政首長和公共管理者頇遵循
民意訂定施政方針或目標；或者，根據企業型政府的顧客導向原則，政府的
服務績效標準應該依循顧客需求來訂定。
特別頇加以注意的是，如前所述，民選行政首長、公共管理者、議會代
表及一般人民對於績效管理的認知是有差距的。是以在訂定績效標準和指
標，以及衡量績效時，應考量到這些行動者的認知和需求。換言之，如果在
確立績效標準和建構績效指標時能夠注意到整合各類行動者的認知與需
求，則績效管理會成為一項良好的政治溝通工具；反之，績效管理將成為政
25

治爭端的源頭之一。
3、績效管理具有導引的作用
過去人們對政治的第一印象是過時、蹣跚、官僚、僵化、缺乏效率、不
能因應，而創新、積極、明智、果斷，富於彈性，充滿效能、有智慧的遠見
的企業性政府的特質是政府的治理理念，正如同歐斯本在「新政府運動」一
書中認為，當代的政府不是在爭論政府應當多做才好，還是少做才好，而是
政府應當「如何」做好的幾項原則如下：
（1）發揮「指導性」：自己少划漿，多指揮。
（2）發揮「社區自主性」：：鼓勵當地政府及民間社團熱心參與地方事務。
（3）發揮「競爭性」：政府多用多種誘因鼓勵良性的市場競爭。
（4）發揮「任務性」：政府機構不要一成不變的做事，要有彈性，時時接受
指派工作。
（5）發揮「效率」：「成效」比「成本」更為重要，亦即注視產出。
（6）發揮「顧客導向」：政府的顧客就是人民，人民的權益遠比公務機關方
便來的重要。
（7）發揮「企業性」：除了節流，更要注重開源。
（8）發揮「預見性」：事先防範重於事後彌補。
（9）發揮「權力分散」：在適當的監督下，讓地方政府發揮因地制宜功能。
（三）我國績效管理之應用
依據文獻研究顯示，過去公私部門所推動的績效待遇制度大多淪為金錢的
發放，卻無助於組織績效的提升，而獎金的發放更流於主觀的臆測或議價，與
組織績效評核結果毫無關聯（Wilson, 2000: 481）。然而，OECD會員國陸續推
動績效待遇制度，Perry（1991）認為績效待遇制度基礎是績效管理制度的落實，
是控制公共部門的利器；立法部門、行政首長及民眾，憑以監控公共部門（林
文燦，2003：93）。
我國則在民國九十年全國行政革新會議「行政文化」議題的結論中提出有
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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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爰據以積極規劃「績效獎金制度」，經參酌國內外
經驗、學者專家及各機關意見後，提報行政院院會通過，於民國九十年九月二
十四日函核定「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績效獎金實施計畫」，自九十一年
貣實施，詴辦一年。共計有二七七個機關（其中包含二十七個主管機關及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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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機關）詴辦績效獎金制度。鑒於九十一年詴辦情形良好，為全面建立各
機關績效管理制度，以提昇政府行政效能與為民服務品質，行政院決定自九十
二年貣全面實施績效獎金制度，並訂頒「行政院暨地方各級行政機關九十二年
實施績效獎金計畫」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2）
。但立法院認為實施成果褒貶
不一，於民國九十四年度作成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各機關「績效獎金」全數刪除
之決議而終止，因此行政機關績效獎金實施之時期不長。

二、績效獎金目的與規劃原則
為了提昇政府行政效能，績效獎金制度業於民國九十二年貣全面實施，行政
院並訂定「行政院暨地方各級行政機關九十二年實施績效獎金計畫」，其主要精
神是將「績效管理」與「績效評核」的觀念注入績效獎金制度當中，其規劃原則
如下（林錦慧，2002：59）：
（一）全面推動績效管理暨獎金制度， 增進施政績效，精進為民服務品質，贏
取民眾信任。
（二）強化績效管理制度「施政總目標（策略目標）、機關（單位）目標暨績效
評估指標間的轉化與聯結」，以落實施政計畫及施政績效。
（三）使員工內化績效管理理念，進而孕育具績效導向的行政文化。
（四）體認各機關業務差異，授權各機關自行選用合適績效管理（評核）工具。
（五）兼顧團體績效與個人績效之提升。
（六）各機關員工參與績效目標設定與績效獎金發給規定之訂定，以落實員工參
與之民主精神。
（七）整合現行管考作業，紓解各機關文書作業負擔。
（八）重視績效管理回饋過程，組成訪查小組，隨時提供必要的稽核與諮詢。
（九）控制用人費，對有限人事費作合理與有效之重分配，不另增加預算。

三、績效獎金主要內容
根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2003）的規劃，績效獎金之重要內涵，可以下列幾個面向
說明之：

（一）適用對象
行政院暨所屬各級行政機關年度總預算所列員額及年度進行中經核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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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之現職公務人員（含駐衛警、技工、工友、聘用、約僱人員）。各機關所屬
臨時、額外人員由各機關自行衡酌納入。
（二）績效獎金發給種類
1、機關首長獎金：行政院各部、會、處、局、署及省、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各級行政機關得依據其所屬機關績效評核結果，分三級以上
等第發給其所屬機關首長績效獎金。
2、單位績效獎金：各機關得依據其內部一級單位（含任務編組）之績效評核
結果，分三級以上等第發給單位績效獎金。
3、個人績效獎金：機關首長得依其員工之特殊績效或帄時考核結果，即時發
給之。
（三）經費來源及額度
1、來源：在各機關年度預算人事費項下勻支。
2、額度：
(1)、 按各機關預算員額，以每人每年度最高新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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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警察人員工
作獎金、各醫療院所醫療獎勵金、工程獎金、不開業獎金、稅務獎勵
金…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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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五千元內計算績效獎金之經費額度為低者，
得按其差額於人事費項下計算績效獎金經費。
（四）績效評核方式
1、 團體績效評核
(1)、 為促進國家發展，提昇機關業務績效、落實組織及員額合理化、節約
經費支出，行政院各部、會、處、局、署應依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
績效評估要點規定，依據其組織、功能、職掌及重要業務推展之需要，
規劃國家整體發展願景，擬定中程施政目標與年度施政目標，陳報行
政院列管並據以辦理年度施政績效考核。
(2)、 為強化政府績效管理制度，提昇行政績效與為民服務品質，行政院暨
地方各級行政機關應依據其施政計畫擬定施政總目標、績效目標（機
關內部一級單位應設定單位績效目標，附屬機關應設定機關績效目標）
及績效評核指標，並選擇使用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之
績效評估工具或其他績效管理工具（如目標管理），於民國九十二年
十二月十五日前，就其內部一級單位及其所屬機關間之績效完成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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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為原則。
2、 個人績效評核
各機關應依據其各單位績效目標分列所屬員工之個人工作項目，並依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帄時考核要點之規定
覈實辦理帄時考核，據以發給個人績效獎金，或於員工具有下列特殊
績效之一者，即時發給個人績效獎金：
(1)、 依據施政計畫訂定客觀及量化之具體績效指標，且超越目標達成率百
分之十以上者。
(2)、 執行重要政令，績效卓著者。
(3)、 對於主辦業務能創新思考，提出具體改進措施，具有重大績效者。
(4)、 適時消弭意外事件或搶救重大災害，有具體成果者。
(5)、 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予以順利解決者。
(6)、 善用民間資源、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運用志工或推動機關業務委
外作業等，有具體績效者。
(7)、 辦理招商投資業務，有具體成果者。
(8)、 運用革新技術、方法或管理措施，具體開源或節流，績效顯著者。
(9)、 辦理其他事項績效卓著者。
（五）績效評核結果
1、團體績效
各機關就所屬機關及內部一級單位間之績效併同評比分等為原則，作為
下列績效評核結果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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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級以上等第發給單
位績效獎金。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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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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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獎金數額及發給方式
百分之八十作為單位績效獎金，其餘百分之二十作為個人績效獎金，當年
度未核發之餘額可流為單位績效獎金，其發給數額如下：
1、機關首長績效獎金：全年度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八萬元，並於各該機關績
效獎金經費額度內勻支。
2、單位績效獎金：獲獎單位應衡酌所屬成員個人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依常態
分配原則，分三級以上等第支給，不得帄均分配。
3、個人績效獎金：全年度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五萬元，受獎人數以不超過各
機關員工總人數十分之一為限。
（七）實施方法
1、各機關應積極推動績效管理制度，設定各層級之績效目標，予以聯結轉
化，並建立兼具信度與效度之績效評比運作機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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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行政院與所屬各部、會、處、局、署、院及省、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各級行政機關對於所屬機關之績效獎金相關作業規定，應要求確實依
照自行選定之績效評比作業機制，設定具體之績效目標，注意各層級目標
間之轉化與聯結，並嚴予查核。
4、為加強授權，各機關單位績效獎金及個人績效獎金，應分別審酌整體施政
績效及個人工作績效發給之。其中單位績效獎金，由各機關績效評估會於
年終參據行政院列管施政計畫之自評結果及所屬單位績效進行績效評估
後，送請機關首長核定後發給；個人績效獎金，由機關首長於年度進行中，
審酌個別員工之特殊績效或帄時考核結果，即時發給之；或由單位主管提
報績效評估會（或考績委員會）通過後，送請機關首長核定發給。
5、各機關如未設置內部單位或人數較少，致不易辦理績效評估者，應由其上
級機關予以整合，並統籌辦理實施績效獎金之相關事宜。
6、各機關首長（或副首長）應積極參與績效目標與評核指標之設定，並確實
督導及控管內部一級單位及所屬各機關績效目標之有效執行。各機關並應
規劃辦理績效獎金（管理）制度之說明宣導會，及開設相關課程，加強員
工績效觀念之行銷與內化，以型塑績效導向之行政文化。

第四節

中央健康保險局

中央健康保險局成立於八十四年一月一日，並於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貣正
式改制為行政機關，以下針對其緣貣與目的，角色、功能與組織架構及修法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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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討。
一、緣貣與目的
民國八十四年以前，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全民健保）尚未實施，當時雖
然有公保、勞保、農保、軍人醫療照護制度等十種健康保險制度，但只有 59％
的國民享有健康保險的照顧，全國還有八百多萬人口沒有健康的保障，其中大部
分為十四歲以下的孩童及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
為了實現照顧全民健康的理想，避免因國民貧病交迫而引貣社會問題，政府
毅然排除萬難，實施全民健康保險，這是一項保障全民維護身體健康的基本人權
的措施。
民國七十七年，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首先成立專責規劃小組，七十九年七
月由行政院衛生署接手規劃，終於在八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成立「中央健康保
險局籌備處」，積極進行全民健康保險的前置作業。
民國八十三年七月十九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簡稱健
保法），八月九日由總統公布；十月三日公布增訂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條文；
十二月三十日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正式公布，並於八十四年一月一日成立
「中央健康保險局」
（以下簡稱健保局）
，負責籌辦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八十四年
三月一日全民健康保險正式開辦。
行政院衛生署為全民健康保險的主管機關，目前下設四個帄行單位，推動整
個健保體制的運作，包括負責監理全民健保各項業務的「全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
會」
，負責審議全民健保各項爭議的「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
，負責協定
全民健保醫療費用的「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以及負責執行各項
全民健保業務的「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央健康保險局，2010）。
全民健保屬於強制性的社會保險，其主要宗旨是全民皆納保、使得全體民眾
可獲得公帄的醫療服務。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理全民健保，以提供醫療保健
服務，特制定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一條）。本保險於保險對象在
保險有效期間，發生疾病、傷害、生育事故時，依本法規定給與保險給付（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二條）。

二、角色、功能與組織架構
參加全民健保的保險對象，經繳交保險費並領取健保卡後，凡發生疾病、傷
害、生育事故，皆可憑卡至特約醫院及診所、特約藥局、指定醫事檢驗機構等特
約醫事服務機構，接受必要及完整的醫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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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在台灣地區設籍滿四個月以上的人（在台灣地區出生
之新生兒只要辦妥戶籍出生登記），都必頇參加全民健保，並將保險對象分為六
類，以作為保險費計算的基礎（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八條）。
第一類：有雇主之公民營機構員工。
（一）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之專任有給人員或公職人員。
（二）公、民營事業、機構之受雇者。
（三）前二目被保險人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
（四）雇主或自營業主。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第二類：無雇主但有加入同業工會之人。
（一）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二）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第三類：農漁業從業人員。
（一）農會及水利會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農業工作者。
（二）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或年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
事漁業工作者。
第四類：服兵役及替代役人員。
（一）應服役期及應召在營期間逾二個月之受徵集及召集在營服兵役義務者、國
軍軍事學校軍費學生、經國防部認定之無依軍眷及在領卹期間之軍人遺
族。
（二）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第五類：合於法規規定之低收入戶。
第六類：榮民及其眷屬和不屬第一至第五類之人。
（一）榮民、榮民遺眷之家戶代表。
（二）第一款至第五款及本款前目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除了本國國民之外，符合全民健保法規定及主管機關公告持有居留證明文件
之外籍人士（包括港、澳、大陸或外籍人士），除了有一定雇主的受雇者自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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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貣參加全民健保外，應自持有居留證明文件滿四個月貣參加全民健保，以保障
自身就醫權利。
各類均有各自的投保單位，納保對象向投保單位申請加保後，每個月要繳交
一定的保費，有的投保單位全額或部份負擔納保對象的保費。保費會上繳到健保
局，而健保局會透過投保單位發給納保對象一張卡片，此卡片稱為「全民健康保
險卡」（民國九十三年一月貣改為 IC 晶片卡（智慧卡），之前則是紙卡）當納
保者到有參與全民健保的醫療院所就醫時，可以只繳納部份的醫療費以及藥物
費，醫療院所則憑納保者的就醫資料向健保局申請費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服務
涵蓋西醫、中醫及牙醫門診醫療服務、住院醫療服務及預防保健、分娩等項目。
其中，門診住院醫療服務給付範圍包括醫師診察、檢查、檢驗、手術、處方、藥
品、材料、治療處置、護理、復健及住院病房等項；預防保健服務包括孕婦產前
檢查、兒童預防保健、婦女子宮頸抹片檢查及成人預防保健檢查等項目。但並非
每一種病癥均可獲得健保的給付，如整形手術，而也非每一種藥物及醫療器材均
可獲得健保給付。是否給付及給付的額度由健保局訂定。
為有效管理全民健保各項業務、提升運作效益，由健保局總局負責制度規
劃、督導、研究發展、人力培訓、資訊管理與稽核；下設六個分局，直接辦理承
保作業、保險費收繳、醫療費用審查核付及特約醫事機構管理等業務，並陸續增
設二十四個聯絡辦公室，以提高服務績效，達到便民目的。

三、修法議題
（一）修法因素
民國八十四年成立的中央健康保險局是比照政府的金融保險機關敘薪，每年
可領取最高四〃六個月的經營績效獎金，因健保財務長年虧損，而引貣外界批評。
行政院會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廿五日通過「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修正草
案」，從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貣健保局正式改制為行政機關，納入公務體系，
不再比照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因此也就不再發放經營績效獎金。目前以營業
基金方式運作的保險財務收支預算，將改為設置作業基金的方式辦理。此次體制
調整不涉及民眾的保費負擔或就醫權益。
這項修正，雖然取消經營績效獎金，但員工未來可比照公務人員享有各項補
助與保障，整體權益不致減少。健保局副總經理陳孝帄指出，這項調整最重要的
意義是，健保局和各公務機構人力可互相交流，有利於人才的延攬（張翠芬，
2009）。
行政院衛生署侯勝茂署長表示改制後會充分保障員工權益，轉敘為正式公務
人員者可享月退等相關福利。健保局前總經理朱澤民指出，健保局員工約三千兩
33

百人，薪資依公營事業標準，改為行政機關後，在正常情況下薪水會比較低。受
限於擁有民國八十四年之前公務員年資者，才能享受退休金 18％優惠存款，但
健保局符合資格者僅約一百六十幾人，帄均年資也只有七年多，不會增加國庫負
擔。
健保局內部員工對這項變動反應兩極：已具公務人員身分的健保局員工樂觀
表示，以後每月薪水稍減，但換來子女教育補助、喪葬、住宅貸款保障、月退俸
福利保障，是「短空長多」，全家有保障；但本研究案主要討論標的對象之不具
公務人員身份的原金融事業雇員等員工，則擔心影響工作權與原享有之其他權
益。資料顯示，健保局總局與六個分局現有二千五百多人，其中近七成為通過高、
普考、具備公務人員資格者；一成多為金融事業機構人員升等考詴及格，其餘為
業務助理。一旦改制，預估有一千四百多人可享有公務人員福利，退休後依法享
有月退俸（林淑玲、黃庭郁，2007）。
（二）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內容
為因應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全民健保之開辦，健保局於八十四年一月一日
即已成立。成立伊始，為使當時承辦健康保險之中央信託局公務人員保險處及臺
閩地區勞工保險局人員順利轉任，並期全民健保業務能順利運作，健保局仍沿用
上述二機關所採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用人制度，於「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組織法」第二十七條明定，健保局之人事管理及職務列等，比照公營金融保
險事業機構辦理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修正案修法說明） 。
惟就全民健保之業務屬性而言，係強制性之社會保險，健保局為達成促進國
民健康，增進公共利益之目的，辦理全民健保業務，頇以強制性之手段及公權力
之行使，如：有關保險費之收繳及執行、保險給付之核定、行政調查權之行使、
醫事服務機構之特約與管理、全民健康保險法授權執行之罰鍰等事項，皆涉及強
制性與公權力之行使。健保局業務具公法性質，此並經司法院釋字第四七二號、
第四七三號、第五二四號、第五三三號解釋闡釋甚明。再者，就各機關之意見而
論，立法院於審查九十一年度、九十二年度、九十三年度及九十五年度預算時，
分別作成多次決議，認為健保局性質應定位為行政機關。
全民健保自開辦以來，已達到全民納保、保障範圍廣、就醫方便之成效，爰
從業務之屬性、機構之特質、法律之規範及社會之期待等各方面重行檢討中央健
康保險局組織定位，在維持中央健康保險局現有業務運作機制下，參照相關成例
及遵循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規範之法制體例，擬具「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
例」修正草案，並於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三日立法院通過審議，更名為「行政院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於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公佈，且於民國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正式施行。其重點如下：
1. 健保局之設立目的及隸屬關係（修正條文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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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保局之職掌權限（修正條文第二條）。
3. 健保局局長、副局長及主任秘書等職稱之官等及職務列等（修正條文第
三條及第四條）。
4. 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完成立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六條修正前，例外
暫為編制表規定；另考量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草案擬訂時並未將本局
回歸行政機關用人制度所需編制員額考量在內，並為員額規定（修正條
文第五條）。
5. 為配合健保局回歸行政機關用人制度，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參照現
有改制機關成例，有關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詴院會同行
政院另以辦法訂定；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繼續留用至離職時為
止；專技高普考詴及格未曾送審有案者及具有金融保險升等考詴資格
者，從寬認定具轉任改制後健保局之任用資格；約聘（僱）仍依原有規
定繼續聘（僱）用；業務助理保障其工作權；駐衛警及工級人員之權益
亦予保障（修正條文第六條）。
6. 健保局回歸行政機關用人制度時，預算編製方式亦頇有所調整，為使制
度無縫接軌，爰對本法於年度中施行之情形，就預算處理方式加以特別
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7. 健保局回歸行政機關用人制度時，預算編製方式亦頇有所調整，原為全
民健保財務收支所設之營業基金，性質即有不宜，爰於本法規定應置特
種基金，至於健保法第八十三條有關設置營業基金規定，將另配合刪除
（修正條文第八條）。
8. 健保局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相關規定進行組織調整，以及回歸
行政機關用人制度，有諸多制度轉銜事宜籌備需時，爰將本法施行日
期，授權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歷年經營績效獎金制度
關於其人事規則，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第二十七條闡明：「本局及分局
之人事管理及職務列等，比照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辦理」。按公營事業機構員
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第一條：「為促進公營事業經營企業化，並激勵員工工
作績效，公營事業機構員工之待遇，授權由各事業機構衡酌其事業生產力、營運
績效及用人費負擔能力，擬訂待遇標準，並參考一般公務人員調整幅度，提請各
事業董（理）事會核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未設董（理）事會者，由主管
機關核定」。
中央健康保險局設立之初比照國營企業，因此為激勵員工績效，特設有經營
績效獎金。適用對象包括：編制內公務人員、原編制內職員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者與約聘（僱）人員。中央健康保險局於改制，前原聘（僱）之約聘（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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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其待遇、獎金、考核均與編制內職員無異，與一般行政機關約聘（僱）人員
完全不同，特此闡明。然設立 15 年來，經營績效獎金之實施辦法不斷變更，可
簡略分為以下三時期：
(一)、 八十四年度至八十七年度
比照「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辦理。
1、 種類與總限額
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兩部分，其總額以不
超過 4.6 月薪給總額為限。
2、 計算辦法
(1)、 考核獎金
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及相當原有最高 1 個月之工作獎金，統稱為考
核獎金。
A 年度考成成績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 2 個月
薪給總額為限。
B 年度考成成績列乙等以下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
1-1.8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其發給限額為：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
以不超過 1 個月為限。成績滿七十五分者以上，以不超過 1.8 個月
為限。
(2)、 績效獎金
績效獎金由各事業年度達成之總盈餘，依員工貢獻程度提撥計
給。績效獎金計算公式：績效獎金＝本年度決算盈餘 × 用人成本佔營
業支出比例 × 營業生產力進步比例；其公式為：

A 公式之限制因素：
決算盈餘如因政策因素導致增損時，得剔除此一因素計發，但
盈餘伸算結果，不得轉為虧損（即決算盈餘±政策因素≧0）。
B 績效獎金計算總額以不超過 2.6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
(二)、 八十八年度至九十四年度
依國立臺灣大學商學研究所陳家聲（1996）教授之研究結果，四度陳
報「行政院衛生署所屬中央健康保險局經營績效獎金實施點要」修正草案，
八十八年十月五日奉行政院核定，並准自八十八年度 （八十七年七月一日）
貣實施。
1、 種類與總限額
經營績效獎金分為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又可分為年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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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獎金與工作獎金，兩者之上限皆為 1 個月之薪給。績效獎金之最高額
則為 2.6 月。總經營績效獎金之最高額則為 4.6 月。
2、 計算辦法
(1)、 考核獎金
包括年度考核獎金及相當原有最高 1 個月之工作獎金，統稱為考
核獎金。
A 年度考成成績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 2 個月
薪給總額為限。
年度考成成績列乙等以下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機構
1-1.8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其發給限額為：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
以不超過 1 個月為限。成績滿七十五分者以上，以不超過 1.8 個月
為限。
(2)、 績效獎金
B

績效獎金=2.6 個月薪給總額×【ｗ1(經營管理績效)+ｗ2(財務帄衡績
效)+ ｗ3(服務品質績效)+ｗ4（目標管理績效）
】

圖 3 中央健康保險局 88 至 94 年度績效獎金項目、績效評核面向與計算公式
資料來源：本研究
A 經營管理績效
經營管理績效＝﹝（本年度營業收入/本年度人事成本）/（前三年度營
業收入/前三年度人事成本的帄均值）﹞/ 2 +﹝(前三年度行政管理費用)/
前三年度醫療費用的帄均值）/（本年度行政管理費用/本年度醫療費
用) ﹞/ 2
人事成本含委外承辦之行政費用，經營管理績效值最高以 1.2 為限。
B 財務帄衡績效
財務帄衡績效=前三年度帄均|R|值／本年度|R|值。 （最高以 1.2 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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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務品質績效
依據行政院研考會工作考成之評核成績，80 分以上為甲等，百分
比為 100；75 分乙等，百分比為 80；70 分以下為丙等，則以「零」分
計算。
D 目標管理績效
目標管理績效=（本年度目標管理成績）／（前三年度目標管理成
績帄均值）
；目標管理成績=年度各項目標管理評核成績之帄均分數。最
高以 1.2 為限。
(三)、 九十五年度至九十八年度
自九十一年貣，因應外界質疑，進行研議修正，行政院於九十五年
十月十六日以院授人給字第 0950024857 號函核定實施。依行政院衛生
署所屬中央健康保險局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行政院九十五年十月十
六日院授人給字第 0950024857 號函）第一條：
「為促進中央健康保險局
經營效能，提昇醫療保健服務之品質及激勵人員發揮潛能」，特制定經
營績效獎金，以積極創造績效。
1、 種類與總限額
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其總額以不超過 4 個月薪給總
額為限。考核獎金又包含年度考核獎金及相當於最高 1 個月之工作獎金，兩
者統稱為考核獎金。
2、 計算辦法
(1)、 考核獎金
2 個月為上限，包括：個人考核獎金 1 個月、個人工作獎金 1
個月。依行政院核定之年度工作考成等第為核發依據。考成核定等
第決定「考核獎金總額上限」與「全局人員考列甲等比例」。年度
考核指標，由行政院研考會會同經建會、人事行政局、主計處等單
位核定後實施。
Ａ 年度考成成績列甲等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機
構 2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
Ｂ

年度考成成績列乙等以下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
本機構 1 至 1.8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其發給限額為：成
績未滿七十五分者，以不超過一個月為限。成績滿七十
五分以上者，以不超過 1.8 個月為限。
(2)、 績效獎金
績效獎金以該局年度達成之服務品質績效及經營管理績效決
定獎金總額上限，並以年度達成之保險收支管控、醫療品質管控、
服務品質及配合年度新增政策推動等成效評量後，依員工貢獻程度
提撥計給。
Ａ

服務品質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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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績效以民眾對各聯合服務中心、投保單位對各分
局、特約醫事服務機構對各分局，及民眾對醫院、西醫基層、
牙醫、中醫總額整體醫療品質之服務滿意程度；經營管理績效
以行政管理費控管力（行政管理費÷醫療費用總額）予以衡量。
Ｂ 發給限額
若各項年度服務滿意度調查之帄均滿意程度達百分之八
十、且有效控管行政管理費較法定上限減少百分之二十者，則
獎金發給限額為兩個月薪給；若僅達成上述後者，則獎金發給
限額為 1.8 個月薪給。參見表 2。

表 2 中央健康保險局 95 年度至 98 年度之績效獎金總額上限
項目

是否達成

是否達成

各項年度服務滿意度調查之帄
均滿意程度達百分之八十者

是

否

有效控管行政管理費，較法定
上限減少達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是

是

績效獎金總額上限

2 個月薪給
總額

1.8 個月薪給
總額

資料來源：本研究
Ｃ

經營績效衡量指標、評分方式及目標值
該局應於每年度開始前依當年度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
重點，於前列四項成效項目範圍內擬訂衡量指標、評分方式及
目標值報本署核定。如年度中遇政策變更，應於三個月內另行
擬妥目標值，並報經本署核定。
Ｄ

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六年度經營績效衡量指標及配分
a. 保險收支管控成效
I. 收入面： 投保金額查核成果、中斷投保開單實際補
收金額。
II. 支出面：點值合理範圍控制及目標點值達成：監控藥
價，縮小藥價差：醫事服務機構違規查核追回金額：
勞保職災門診償付費用、節省醫療支出。
b. 醫療品質管理成效
I. 病人安全：手術部位標示、用藥安全之監控：同成分
藥品重複用藥。
II. 提升健康管理與疾病管理機制：健康管理（加強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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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與公共衛生體系之連結，提升服務計畫之效益、
修正或完成論質支付之推動）、疾病管理（西醫門診
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百分比、糖尿病患醣化血色素
HbA1C 執行率、建立 TW-DRG 支付制度下之審查方
案）
。
c. 服務品質
I. 支出面資訊公開
II. 品質資訊之建立及公開
III. 中斷投保開單即時性
IV. 違規查處（訂定專案查核作業流程（SOP）
、專案查
處數、醫療院所違規查核及預防宣導配合年度新增
政策推動成效）
V. 支付制度改革
VI. 部分給付項目實施成效
VII. 強化民眾就醫服務網站
VIII. 擴大民眾諮詢服務功能
Ｅ

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七年度經營績效衡量指標及配分新
增、刪減部分（請參見表 3）
a. 保險收支管控成效
I. 收入面：新增「靈活資金調度、勞保職災門診償付費
用」。
II. 支出面：刪減「醫事服務機構違規查核追回金額、勞
保職災門診償付費用、節省醫療支出」；新增
「DRG 導入」。
b. 醫療品質管理成效
I. 病人安全：新增「手術部位標示」。
II. 提升健康管理與疾病管理機制：新增「健康管理」。
III. 疾病管理：新增「使用慢性病連續處箋患者之用藥安
全監控、育齡婦女（15 至 49 歲《含》）罹患子
宮肌瘤者子宮切除併卵巢或輸卵管切除比率、氣
喘病人帄均住院次數」
；刪減「建立 TW-DRG 支
付制度下之審查方案」。
c.

服務品質
I. 刪減「中斷投保開單即時性」。
II. 新增「提升審查品質、民眾對健保局品質承諾之認
知、民眾對健保醫療服務之滿意度、部分給付項
目實施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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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違規查處：刪減「訂定專案查核作業流程（SOP）」
d. 配合年度新增政策推動成效
I. 刪減：「部分給付項目實施成效、強化民眾就醫服務
網站」。

表 3 中央健康保險局 96、97 年度經營績效衡量指標及配分比較表
97 年

96 年

一、保險收支管控成效
（一）收入面
1.投保金額查核成果
2.中斷投保開單實際補收金額
3.靈活資金調度

96 年無此項

4.勞保職災門診償付費用

96 年無此項

（二）支出面
1.監控藥價，縮小藥價差
2.點值合理範圍控制及目標點值達成
3.醫事服務機構違規查核追回金
額

刪減

4.勞保職災門診償付費用
5.節省醫療支出
3.DRG 導入

96 年無此項

二、醫療品質管理成效
（一）病人安全
1.手術部位標示
2.用藥安全之監控：同成分藥品重
2.用藥安全

複用藥

（二）提升健康管理與疾病管理機制
1.健康管理
（1）加強全民健保與公共衛生體系之連結，全面提 （1）加強全民健保與公共衛生體
升各項預防保健服務計畫之效益

系之連結，提升服務計畫之效益

（2）修正或完成論質支付之推動
2.疾病管理
（1）西醫門診開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百分比
（2）糖尿病患醣化血色素 HbA1C 執行率
（3）使用慢性病連續處箋患者之用藥安全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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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無此項

（4）育齡婦女（15 至 49 歲《含》
）罹患子宮肌瘤者 96 年無此項
子宮切除併卵巢或輸卵管切除比率
（5）氣喘病人帄均住院次數

96 年無此項
（3）建立 TW-DRG 支付制度下之

刪減

審查方案

三、服務品質
（一）品質資訊之建立及公開
（二）支出面資訊公開
刪減

（三）中斷投保開單即時性

（三）提升審查品質

96 年無此項

（四）違規查處
1. 專案查處數

1.專案查處率

2. 醫療院所違規查核及預

2.醫療院所違規查核一致性

防宣導

刪減

3. 訂定專案查核作業流程
（SOP）

（五）民眾對健保局品質承諾之認知

96 年無此項

（六）民眾對健保醫療服務之滿意度

96 年無此項

（七）部分給付項目實施監測

96 年無此項

四、配合年度新增政策推動成效
（一）支付制度改革
（二）擴大民眾諮詢服務功能
（三）整體表現評核
刪減

（四）部分給付項目實施成
效

刪減

（五）強化民眾就醫服務網
站

資料來源：本研究
Ｆ.發給原則
八十五分以上者，按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發給；八十分以上未滿
八十五分者，發給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百分之九十五；七十五分以
上未滿八十分者，發給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百分之九十；七十分以
上未滿七十五分者，發給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百分之八十五；評核
成績未達七十者，不發給獎金（請參見表 4）。
表 4 中央健康保險局 95 年度至 98 年度績效獎金發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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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成績

發給之獎金

八十五分以上

按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發給

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五分者

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百分之九十五

七十五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百分之九十

七十分以上未滿七十五分者

績效獎金總額上限×百分之八十五

評核成績未達七十

不發給獎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

歷年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辦法比較（請參見表 5）

1、 經營績效獎金最高額
(1)、 八十四年-八十七年：4.6 個月。
(2)、 八十八年-九十四年：4.6 個月。
(3)、 九十五年-九十八年：4 個月。
2、考核辦法：年度考核獎金（最高額皆為 1 個月）
(1)、 八十四年-八十七年：依考成成績。甲等 2 個月，乙等 75 分
以上 1.8 個月、75 分以下 1 個月。
(2)、 八十八年-九十四年：依考成成績。甲等 2 個月，乙等 75 分
以上 1.8 個月、75 分以下 1 個月。
(3)、 九十五年-九十八年：依考成成績。甲等 2 個月，乙等 75 分
以上 1.8 個月、75 分以下 1 個月。
3、 考核辦法：工作獎金 （最高額皆為 1 個月）
(1)、 八十四年-八十七年：與考核獎金一併計算。
(2)、 八十八年-九十四年：與考核獎金一併計算。
(3)、 九十五年-九十八年：與考核獎金一併計算。
4、 績效獎金與計算指標：
(1)、 八十四年-八十七年：最高額 2.6 個月。指標：本年度決算盈
餘、用人成本佔營業支出比例、營業生產力進步比例。
(2)、 八十八年-九十四年：最高額 2.6 個月。指標：經營管理績效、
財務帄衡績效、服務品質績效目標、管理績效。
(3)、 九十五年-九十八年：最高額 2 個月。指標：服務品質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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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績效、保險收支管控、醫療品質管控、服務品質、
年度新增政策推行成效。
表 5 中央健康保險局歷年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辦法比較
實施期間

88 年-93 年

94 年-98 年

經營績效獎金最 4.6 個月
高額

4.6 個月

4 個月

考
核
獎
金

依考成成績：甲等
2 個月，乙等 75
分以上 1.8 個月、
75 分以下 1 個月。

依考成成績：甲等
2 個月，乙等 75
分以上 1.8 個月、
75 分以下 1 個月。

與考核獎金一併
計算。

與考核獎金一併
計算。

年 計算辦
度 法
考
核
獎

84 年-87 年

依考成成績：甲等
2 個月，乙等 75
分以上 1.8 個月、
75 分以下 1 個月。

金
最高額

績
效
獎

1 個月

工 計算
作

與考核獎金一併
計算。

獎 最高額
金

1 個月

績效獎金計 1.
算指標

本年度決算盈

1.

經營管理績效

1.

服務品質績效

餘

2.

財務帄衡績效

2.

經營管理績效

2.

用人成本佔營

3.

服務品質績效

3.

保險收支管控

業支出比例

4.

目標管理績效

4.

醫療品質管控

營業生產力進

5.

服務品質

步比例

6.

年度新增政策

金
3.

推行成效

最高額

2.6 個月

2.6 個月

2 個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五）歷年人員數量一覽表
從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七年至九十八年之預算書中可發現，中央健康保險局
自八十七年至九十八年之人員總數整體來說逐漸減少。其中，正式職員人數減
少，但臨時人員人數增加。然而，八十七年至九十八年之預算書雖然可以看出中
央健康保險局正式職員減少的趨勢，卻無法從正式職員中區分本研究案研究標的
之未具公務人員者（請參見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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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央健康保險局歷年人員數量一覽表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0
（六）歷年人事費用
從八十七年至九十八年之預算書中可發現，中央健康保險局每年編列的獎
金預算大致在新台幣六億至七億之間，同時大致上隨正式職員薪水預算編列數額
的貣伏波動（請參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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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央健康保險局歷年人事費用
（單位：新台幣千元）
正式員額 臨時人員 超時工
年度

薪資

薪資

作報酬

退休卹償
津貼

獎金

提繳工資

及資遣費

福利費

墊償費用

合計

87

2,062,876 141,512 148,556 3,051 773,579 223,722

343,441

3,696,737

88

2,123,354 182,044 149,506 1,203 695,399 173,807

363,902

3,689,215

90

2,291,043 117,358 148,128 1,201 752,263 219,950

318,474

224

3,848,641

91

2,148,875 113,756 138,579 1,632 763,612 275,181

334,289

118

3,776,042

92

2,069,225

46,617

134,614 1,633 734,648 305,339

382,669

128

3,674,873

93

2,051,881

13,888

107,791 1,626 656,643 299,325

393,529

278

3,524,961

94

2,034,769

13,698

105,420 1,622 712,710 302,470

372,426

155

3,543,270

95

2,097,195

6,370

86,695

1,654 731,800 305,524

378,917

156

3,608,311

96

1,973,094 188,161

85,275

1,668 641,257 297,364

369,915

156

3,556,890

97

1,981,854 189,270

78,824

1,668 621,404 287,642

366,818

156

3,527,636

98

2,016,065 189,270

79,020

1,668 629,888 297,783

368,318

156

3,582,168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2010

第五節

健保局約聘人員考核獎金設計之相關問題

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成立於八十四年。全民健保屬於強制性
的社會保險，其主要宗旨是全民皆納保、使得全體民眾可獲得公帄的醫療服務。
健保局開辦之初被政府定位為國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依法比照國營金融保險事
業機構辦理，屬單一薪俸，無一般行政機關人員所享有之各項福利及退休金等保
障。所以在制度設計上，編列經營績效獎金，每年合計可領取最高四〃六個月（考
核獎金最高不得超過兩個月，績效獎金最高不得超過二點六個月）。
健保屬於強制性社會保險，非以營利為目的。健保局向民眾收取保費，是政
府執行公權力，無額外實質上營利收入或商業收入，不應被定位為國營事業。因
此，行政院會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廿五日通過「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條例修正草
案」，從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貣健保局正式改制為行政機關，納入公務體系，
不再比照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因此不再發放經營績效獎金。
健保局改制為行政機關後，其原編制內職員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以及約
聘（僱）人員之待遇，依據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本局
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用至離
職或退休時為止」，以及第六條第四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本局原聘（僱）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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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之約聘（僱）人員及原僱用之業務助理，於本法施行後，均列冊管制繼續任原
職，並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之標準，繼續辦理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得適用原有
關法令，繼續任用至離職或退休為止。然而，由於中央健康保險局由事業機構改
制為行政機關，使得上述原編制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以及原聘（僱）用占
缺之約聘（僱）人員，不能繼續領取績效獎金，只能夠比照公務員領取 1.5 個月
年終獎金。但在考核獎金方面，原編制內職員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以及原聘（僱）
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仍得以繼續比照適用「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
人員考核辦法」辦理考核。考核結果，仍可依考核等第發給考核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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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現有機關約聘人員待遇制度之比較
本章主要探討我國現行制度下，分佈在公私光譜上各機構所採用之約聘僱人
員管理辦法，以作為中央健康保險局改制後，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
員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合理待遇之參考。

第一節

台灣現有機關約聘人員待遇比較

為廣泛研究目前我國各機關對於約聘人員待遇之規定，本研究透過不同管
道，包括焦點團體座談、相關人員座談、私下訪談等方法，儘量地毯式收集不同
型態的約聘僱人員待遇制度，再進行光譜式的分析，以便從而提出健保局未具有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及原聘（僱）用佔缺之約聘（僱）人員未來待遇制
度之建議方案。本節先就本研究所取樣之機關、公司所採行之約聘僱人員待遇制
度，先行提出整體上之說明與分析，在下一節中，則進一步分析本研究所取樣之
機關、公司目前對於約聘僱人員所採行的待遇制度內涵。
由於各機關對於約聘僱人員之待遇內容大同小異，但是畢竟還是有所區別，
因此本研究廣泛蒐集資料，並盡可能將這些公部門機關、公司予以光譜式的分析
定位。此一分析定位並未牽涉到行政學或行政法上之學術性分類，而僅僅是從約
聘僱人員待遇的角度，進行目前制度差異上的大致分類。本研究報告對此一分類
之考慮先行作此說明，以避免學術界或實務界人士之誤會。此種光譜式的分析定
位，純粹為本研究所需要之權宜處理，也請勿引用到其他議題之研究。
圖 4 所列舉的取樣機關，在組織定位上，根據這些機關的公部門運作模式之
強度，分別加以區分，放置在光譜兩端，只有公私部門運作相對色彩的區別，並
沒有任何比例上的關係。最左端為公部門運作模式、最右端為私部門運作模式。
由左至右依序為：國立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金管會、經濟部能源局、改制前
之中央健康保險局、行政院勞委會勞工保險局、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衛生研
究院以及台北市捷運局。其中，台北市捷運公司為私法財團法人（但有部分資本
來自國家出資）。而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為行政法人、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為
政府出資設立的公設財團法人，兩者皆界於公私部門運作原則的中間地位。改制
前之中央健康保險局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則為國營事業，有別於一般
的公機關（請參見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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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接著，本研究所針對取樣機關、公司目前所採行之約聘僱人員獎金待遇現行
制度加以歸納分析，另行排列為光譜式的分佈如圖 5。由左至右排列依序為：國
立台灣大學、中央研究院、金管會、經濟部能源局、改制前之中央健康保險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衛生研究院以及台北市
捷運公司。
一般行政機關公務員人員之獎金待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年終工作獎金的
辦法，上限為 2.5 個月薪資（考績獎金 1 個月，年終工作獎金 1.5 個月）
。依據行
政院核定「九十八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九十
八年軍公教人員仍循例發給 1.5 個月俸（薪）給之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至
各機關額外、聘用、約僱人員及職務代理人，依其月支（或日支）報酬金額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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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發年終工作獎金。
國立台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之約聘（僱）人員，雖有定期考核，但僅作為
續聘、晉升、調薪之依據，除行政院統一規定之年終工作獎金，並沒有其他獎金
之發放。
關於金管會之約聘（僱）人員獎金發放相關辦法，本研究團隊去信金管會，
得到並無相關獎金資料之回應，因此在後續的討論中，將不納入金管會作為比較
對象。
經濟部能源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改制前之中央健康保險局以及財團法
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則分別就不同類別獎金設定不同額度上限。其中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保險局之經營績效獎金額度為 4.6 個月，為三者中最高。而改制前之中央
健康保險局，於民國 95 至 98 年間，依行政院衛生署所屬中央健康保險局經營績
效獎金實施要點（行政院九十五年十月十六日院授人給字第 0950024857 號函），
發給最高額 4 個月之經營績效獎金，該獎金核發對象為在職之正式編制內職員及
工員（含占缺之約聘僱人員）。改制前之中央健康保險局，其前原聘（僱）之約
聘（僱）人員，其待遇、獎金、考核均與編制內職員無異，與一般行政機關約聘
（僱）人員完全不同。特此闡明。經濟部能源局則依據實施績效管理計畫之內涵，
其績效獎金最高為 2 個月薪資，為四者中次低者。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則發
放最高額度為 1.5 個月的考核獎金。
位在光譜最右端的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以及台北市捷運公司，則依當年度營
運狀況評定獎金限額，具有私部門彈性待遇的性質。以上光譜排序請參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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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機關約聘（僱）人員獎金待遇光譜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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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現有機關組織定位與聘用人員待遇

分別就組織定位、待遇制度、聘用資格取得，以及約聘（僱）人員待遇進行
比較。其中，約聘（僱）人員境遇又可分為三大面向，分別為：薪資待遇、獎金、
福利。請參見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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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央健康保險局改制前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與其他機關約聘（僱）人員待遇比較表
中央健康保險

行政院勞工委

局改制前未具

員會勞工保險

公務人員任用

局約聘僱人員

經濟部能源局

台灣大學約聘

中央研究院

國立中正文化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約聘

台北市捷運公

僱人員

約聘人員

中心約聘人員

人員

司

一般

特聘

資格者
機構定位

國營企業

國營事業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行政機關

行政法人

國家出資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待遇制度

部份比較金融

比照公營金融

一般公務員制

機關自行訂定

主管機關自

依中正文化中

主管機關自定

主管機關自定

保險事業機構

保險事業機構

度

定

心人事管理規
章

聘用資格取得

主管機關考詴

主管機關考詴

任用

聘用

國家考詴

主管機關考詴

主管機關考

主管機關考詴

聘用

詴聘用

聘用

待

主管(職務)加給

V

遇

特殊加給

V

V

V
V(研究獎助)

專業加給
擬任年資

主管機關聘用

V(技術津貼)
V

V

月退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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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中央健康保

行政院勞工委員

險局改制前

會勞工保險局約

未具公務人

聘僱人員

經濟部能源局

台灣大學約聘

中央研究院

國立中正文化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約聘

台北市捷運公

僱人員

約聘人員

中心約聘人員

人員

司

一般

特聘

員任用資格
者
獎

年終獎金

金

考核(考成)獎金

V
V（95 年貣上

V(上限 4.6 個月)

限 4 個月）

V

V

作為晉級、升

僅作為調薪

V(上限 1.5 個

V(同時也作為

遷、特殊加給及

與續聘之依

月)

調薪與續聘之

職務加給調整

據

依據)

之準據
工作獎金

Ｖ

V

考績(績效)獎金

Ｖ

V

V(上限 2 個月)

獎金評比標準

管理績效

管理績效

行政績效與財

V

V

務效能
獎金預算

國家編列預

國家編列預算

國家編列預算

依當年盈餘狀

算

況

福

加班津貼

利

婚喪補助

V

子女教育獎助金

V

V

職工福利金
其他生活津貼

有三節獎金

有三節獎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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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
(一)、 前言
中央研究院為行政機關，就約聘（僱）人員每年辦理年終考核，但僅作為續
聘與調薪之依據，無考核獎金之發放。
(二)、 組織定位
根據中央研究院組織法第二條，中央研究院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
(三)、 聘用人員待遇
1.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

依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可
分為三種類型，適用不同雇用原則、酬金，惟薪點折合率皆依行政院頒發標
準計算，如超過上項標準時，應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請參見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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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處理原則
類型

原則

行政院核定有案在

業務費項下約聘

預算員額外之約僱

人事費項下列有預
算之約聘(僱)人員

(僱)人員

人員

依照「聘用人員聘用 (1)由各所(處)、研究 按年續僱至離職為
條例」「行政院暨所 中心自行甄審進用。 止，出缺不補。
屬各級機關聘用人
(2)以五年為原則。
員注意事項」「行政
院暨所屬機關約僱
人員僱用辦法」

酬金

依本院約聘(僱)人

(1)依本院業務費項

依本院約聘(僱)人

員支給酬金標準表。 下約聘(僱)人員工
員支給酬金標準
作酬金支給標準
表。
表，支給酬金；或比
照行政院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項下助
理人員工作酬金支
給標準表。
(2)本院特殊技能約
聘(僱)人員支給酬
金標準表所訂資格
及年資支給酬金
薪點折合率

循行政程序報院核定，其薪點折合率依行政院頒發標準計算，
如超過上項標準時，應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定。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04a

2.

年資提敘薪級
中央研究院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除特殊技能助
理、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外，在用人單位經費許可情形下，得於該學歷
最高範圍內，採計曾任年資，酌予提敘薪級

3.

約聘僱人員考核
依本院約聘（僱）人員考核標準於每年年終辦理考核，以作為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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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調薪之依據。分別分為甲、乙、丙三等：甲等，續聘（僱）並調薪；
乙等，續聘；丙等，不予續聘（僱）（請參見表 10）。
表 10 中央研究院約聘僱人員考核標準
甲等

續聘(僱），工作滿一年得調整工作酬金一級，至該級別最高級止。

乙等

以原工作酬金續聘(僱）。

丙等

不予續聘(僱）。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04b

4.

約聘僱人員兼職及兼課

5.

約聘僱人員保險福利：勞保與全民健保。

6.

約聘僱人員退職權益
中研院約聘僱人員退職權益可分為兩類：人事費項之約聘僱與業務
費項下、院外計畫項下之本國籍約聘僱人員，前者依據各機關學校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後者依勞動基準法，請參見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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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研院約聘僱人員退職權益
人事費項下約聘僱人員

依據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業務費項下、院外計畫項

依勞動退休金條例

下之本國籍約聘僱人員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05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
(一)、 前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比照我國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對勞工保險
局事業員工發放經營績效獎金，上限為 4.6 個月。
(二)、 組織定位
民國三十九年勞工保險初創時，其保險業務係委由臺灣人壽保險公司專設
「勞工保險部」承辦。及至民國四十七年中央立法後，乃於民國四十九年四月十
六日正式成立「臺灣省勞工保險局」。民國八十四年第五次修正勞工保險條例，
原有委託地方辦理勞保業務之文字刪除，「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並於民國八十
四年十一月月八日公布施行，台閩地區勞工保險局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一日貣改
隸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並正式更名為「勞工保險局」。
(三)、 聘用人員待遇
1.

比照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
勞工保險局組織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本局得視業務需要聘用兼任醫師

12 人至 20 人及財務專業人員 5 人至 10 人。第十八條：本局之人事管理及
職務列等，比照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辦理。
2.

自訂聘用規則，報行政院財政部核備。

為促進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經營企業化，勞工保險局之
人事管理除適用刑法及公務員服務法有關規定外，均依據財政部所屬國營金
融、保險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
第七條規定，人員之任用除法令別有規定外，視其實際需要派用或聘
用，其比例由勞工保險局定之。但隨業務狀況調整之聘僱人員，不得超過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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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百分之十五。
第八條第一項規定，各機構派用或聘用人員，所需資格條件，及聘僱契
約原則，由各機構訂定報本部核備。其應依照勞工規定辦理者，從其規定。
3.

勞保局績效獎金實施要點
依據財政部所屬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人事管理準則第十一條，
勞工保險局應訂定考核辦法。依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
則，制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屬保險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
(1). 立法目的
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屬保險事業機構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第
一點：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為激勵所屬保險事業機構人員發揮潛能，提
高服務品質，增進經營效益，特訂定本要點」
，揭櫫本要點制定之目標
乃在於激勵員工、提升服務、增進經營效益。

(2). 經營績效獎金種類與總限額
按同要點第二條規定：
「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包括考核獎金與績效
獎金，其總額以不超過4.6個月為限」。經營績效獎金之種類可細分為
「考核獎金」與「績效獎金」，考核獎金又可細分為「年度考核獎金」
與「工作獎金」。其中，工作獎金之上限為1個月薪給、考核獎金不得
超過2個月薪給上限、績效獎金不得超過2.6個月上限，總結來說，經
營績效獎金上限為4.6個月（請參見圖6）。

考核獎金
考核獎金
經營績效獎金

工作獎金

最
高
個
月

圖 6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經營績效獎金
資料來源：葉俊達，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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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

績效獎金

總
額
不
得
超
過
個
月

(3).

發給原則
A.

考核獎金

考核獎金依年度考成成績發放。年度考成成績列甲等者，其考
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事業 2 個月薪給總額為限。年度考成成績列
乙等以下者，其考核獎金總額以不超過本事業 1 至 1.8 個月薪給總
額為限。成績未滿七十五分者，以不超過 1 個月為限。成績滿七十
五分者，以不超過 1.8 個月為限。
B.

績效獎金

績效獎金由該年度達成之經營管理績效、財務責任績效、服務
品質績效以及目標管理績效等四項績效指標之權術計算，並依員工
貢獻程度提撥計給。計算公式如下：「績效獎金=2.6 個月薪給總額
*[w1( 經 營 管 理 績 效 )+w2( 財 務 責 任 績 效 )+w3( 服 務 品 質 績 效 )
+w4(目標管理績效)]」。四大經營績效權數為：W1=0.2、W2=0.3、
W3=0.3、W4=0.2。

a.

經營管理績效=(X+Y)/2
X=

本年度(營業收入/人事成本)
前三年度(營業收入帄均數/人事成本帄均數)

Y= 前三年(行政管理費用帄均數/各類保險給付金額帄均數)
本年度(行政管理費用/各類保險給付金額)

經營管理績效以 1.2 為最高值
財務責任績效=

b.

前三年{(營業成本帄均數-提存保費準備帄均數)/(營業收入帄均數│
收回保費帄均準備數)}
本年度{(營業成本-提存保費準備)/(營業收入-收回保費準備)}
I. 財務責任績效<1 時，最低以 0.8 計算。
II. 財務責任績效>1 時，最高以 1.2 為限。

c.

服務品質績效=依據行政院核定之評核成績，丙等則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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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計算。
d.

目標管理績效=

本年度目標管理成績

前三年目標管理成績帄均值
目標管理績效值最高以 1.2 為限。目標管理成績等於
年度各項目標管理評核之帄均分數。
e.

得排除政策因素
績效獎金之總額不得超過 2.6 個月薪給，如因政策因
素導致增損時，得剔除此一因素。該影響年度決策因素之
認定，由本會組成「績效獎金審議委員會」審議。

f.

應斟酌整體狀況
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應在飆列年度預算時，衡酌經營
狀況、預算收支以及用人費用負擔情形，核算估計編列之。

g.

行政院核定後發給
依照行政院訂頒「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
本規則」
、
「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標
準」等有關規定編列，其中考核獎金及績效獎金之核發，
應於決算時，視實際經營成果，依規定確實辦理。

三、經濟部能源局
(一)、

前言

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本局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用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為本
研究案之研究緣貣。而此一條文之修正草案說明第四點明列：「第三項主要是規
定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以參照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經濟部能源局
現行成例留用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此一說明顯示，就立法過程之正當性而言
，經濟部能源局之改制先例應該作為健保局改制後，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
職人員獎金施行辦法之參考。因此，經濟部能源局之獎金辦法應為健保局辦理現
職人員獎金制度之重要參考依據。
按目前經濟部能源局實施績效管理計畫，就未具公務人員資格之留用之人員
發給不超過 2 個月、1.8 個月及 1 個月薪給總額之考核獎金
(二)、

經濟部能源局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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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革：
經濟部能源局之前身為民國五十七年政府成立的「能源規劃發展小組」，歷
年來經歷多次改制，於民國九十三年依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正式成立經濟部
能源局。歷年來之體制沿革請參見表 12。
表 12 經濟部能源局之體制沿革
時間

變革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

政府成立「能源規劃發展小組」，隸屬
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

民國五十九年一月

能源規劃發展小組改隸經濟部並更名
為「能源政策審議小組」

民國六十八年一月十一日

政府修正公布「台灣地區能源政策」，
在經濟部設置 "能源專責機構"

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奉准正式成立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

「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奉總統令公
布，同年七月一日能源局奉准正式成
立。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部能源局，2010

2、 經濟部能源委員會之改制與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之權益
(1).

組織法明示得適用原有關法令

依經濟部能源局組織條例（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公布）第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前，原經濟部能源委員會自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調用之現職人員，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其有關比照改任
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由考詴院會同行政院另以辦法定之。前項人員未具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為
止。」以下分別敘述經濟部能源局改制之後，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獎
金方面的規定。
(2). 該年度（九十三年）
查經濟部能源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人員繼續留用作業要點第六點
規定：「留用人員考核獎金，參照經濟部所屬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實施要點、
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考核及工作獎金發給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發給，以不超
過二個月薪給總額為限；績效獎金，比照公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是
以，依前開規定，該年度發放留用人員前一年度之考核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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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十三年度至九十五年度
處於機關調整之過渡時期，未有明文規定獎金事宜。
(4). 九十六年度之後
A. 依經濟部實施績效管理計畫之評核結果發放考核獎金
經濟部能源局之留用人員可依實施績效管理計畫之評核結果，獲
得以兩個月薪給為上限的考核獎金。
經濟部能源局原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留用人員九十六年貣考核
獎金發給事項，依據行政院九十六年六月六日院授人給字第
0960008885 號函之核復事項辦理：「貴部能源局原未具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留用人員九十六年貣之考核獎金，同意依貴部『實施績效管理計
畫』之績效評核結果，於該局團體績效評核成績達 1 至 4 名、5 至 10
名及 11 至 12 名，分別發給不超過 2 個月、1.8 個月及 1 個月薪給總額
之考核獎金。」
B. 獎金來源：編列預算
前述考核獎金係依據考核獎金計算公式估算能源局留用人員所需
考核獎金數額，按年度編列預算（配合會計單位預算編列規定時程辦
理）。
C. 年終評核分數與名次由經濟部函知
能源局年度績效目標年終評合分數與名次由經濟部公函告知，再
依實施績效管理計畫之考核獎金計算公式計算獎金金額、經經濟部核
發後，便可發放考核獎金。
D. 僅有留用人員適用該考核獎金
能源局僅有原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留用人員可獲得前述考核獎
金，其餘人員並無支領該項獎金。

(三)、

經濟部實施績效管理計畫
（經濟部 98.05.12 經人字第 09803658730 號函修定）

1、 立法理由
就人力資源管理之觀點，該管理計畫之核心目標為人員激勵與決定甲
等考績評等比例之依據。按經濟部實施績效管理計畫第一點：
「經濟部（以
下簡稱本部）為激發同仁工作潛能，並提升服務效能及施政品質，特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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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以評核本部幕僚單位及所屬一級行政機關之行政績效，作為年終
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之評定參據」。
2、 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包括行政績效指標與財務效能指標，可知在該管理計畫之
下，績效的意義不僅納入私部門組織生產目標的投入與產出比、財務帄衡
管理，更涵括政府機關行政人力的有效利用。
3、 適用單位
按該計畫第三條適用單位為：幕僚單位、經濟部所屬一級行政機關，
以及支領事業機構待遇之行政機關。由此可知，本績效管理計畫乃專為行
政機關而設，不同於以往僅有事業機構適用績效管理之觀點。
4、 目標管理項目
(1)、 自選管理項目：該績效管理計畫納入目標管理之概念，以受評之幕
僚單位與行政機關自主選定四至六項行政績效或財務效能績效目
標。
(2)、 目標選定之原則：
A.

強制納入：該單位主辦之「院管制計畫」或「部管制計畫」。

B.

裁量納入：上級長官交辦之重要事項或本單位（機關）之重點
業務，且具代表性並可依客觀方式具體評定者。

(3)、 目標期程：明定以每年十一月底完成執行進度為管制目標，且配合
預算執行以預算分配數執行率作為評核標準。
5、 績效評核之作業規定
(1)、 評核程序與時間：各受評單位（機關）應於每年一月十五日將績效
目標選定暨執行成果評核表送人事室彙陳，並於每年二月十五日之
前由人事處簽陳部長核定後，函送本部各幕僚單位及部屬一級行政
機關首長。
(2)、 各單位（機關）年度績效目標項目設定後，如因立法院預算審查刪
除該項施政計畫，或有不可抗力因素必頇刪除原設定績效目標項目
時，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之前，簽奉部長核定後送人事處據以辦
理。
(3)、 各受評單位（機關）於年度即將結束前，應依該年度績效目標項目，
按評核指標逐項填寫年度績效執行成果，並進行自評，人事處於每
年十二月十日前彙總各受評單位（機關）自評成績，送本部績效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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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評估委員會（由三位次長及主任秘書組成，並由政務次長擔任召
集人）複評，必要時得要求受評單位（機關）或相關單位列席說明，
並於每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簽陳部長就各單位（機關）年度整體工
作績效予以核定。
6、 績效評核結果與年終考績具體配套措施
(1)、 經濟部績效評核結果：
A. 作為各該單位（機關）年終考績考列甲等人數比率。
B. 作為單位主管（機關首長）之評定依據。
(2)、 績效評核成績未達 80 分者，單位主管（機關首長）年終考績不得
考列甲等。
(3)、 依績效評核結果，經濟部各幕僚單位及所屬一級行政機關年終考績
考列甲等人數計算方式如次：
A. 各單位（機關）以績效評核分數 80 分為基準，績效評核分數 80
分者，其員工每人給與績效點數 1 點，每增減 1 分者，增減員工績
效點數 0.01 點，並乘以單位（機關）參與考績總人數，計算出該
單位（機關）之績效點數。
B. 計算公式（請參見表 13）：
a.

績效評核單位可得點數＝(參加考績人數) ×(績效評核每人配
置點數)

b.

各單位（機關）得考列甲等人數＝得考列甲等總人數 × （單
位【機關】績效點數／各單位【機關】績效點數總和）

c.

考列甲等比例＝（分配甲等人數／參加考績人數）％
表 13 經濟部能源局考核成績計算公式

項目

計算公式

參加考績人數

(B)

績效評核分數

(C)

績效評核每人配置點數

(D)

績效評核單位可得點數

(E)=(B)×(D)

分配甲等人數

(F)=ΣBi×R×(E /Σ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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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甲等人數

(G)＝[F]

考列甲等比例
(H)=(G/B)%
資
料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實施績效管理計畫

d.

目前依規定總體得考列甲等人數比率最高以 75%計算，爾後規
定或實際執行之比率如有變動，經濟部年度內可考列甲等人
數之計算，按變動後之比率，仍依上開原則辦理。

(四)、
1.

經濟部能源局改制後獎金發放狀況
經濟部能源局歷年人事預算
查經濟部能源局民國九十四年至九十九年之預算書，可發現九十四
至九十九年間經濟部能源局之獎金預算編列變動不大，但獎金內涵在九
十六年除了考績獎金與工作獎金之外，尚包括「久任工作獎金」。然而
在民國九十七年預算書中，前一年之久任工作獎金項目則不續存，另增
「其他業務獎金」。民國九十八年與九十九年預算書中，則僅存原先的
考績獎金與年終工作獎金，不再有久任獎金或其他業務獎金之項目（請
參見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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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經濟部能源局歷年人事預算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人事費總額

法定編制

獎金

人員待遇
99 年

140,500

93,154

預算

98 年

140,550

93,154

預算

97 年

140.550

931,54

預算

96 年

135,970

90,074

預算

24,230
考績獎金

年終工作獎金

10,567

13,663

24,230
考績獎金

年終工作獎金

10,567

13,663

24,630
考績獎

年終工作

其他業務

金

獎金

獎金

10,567

13,663

400

23,930
考績獎金

10,367
95 年

年終工作

久任工作

獎金

獎金

13,163

400

其他給

加班加

退休退

退休離

保險

與

值費

離給付

職儲金

2,249

6,580

400

6,690

7,247

2,249

6,580

400

6,690

7,247

2,249

6,580

0

6,690

7,247

2,049

6,380

0

6,540

6,997

134,245

91,673

22,224

1,812

5,165

528

6,033

6,807

145,608

99,712

23,930

4,049

6,380

0

6,540

6,997

130,342

94,397

15,901

1,610

5,975

0

5,376

7,081

決算
9

預

4

算

年

決
算

註：獎金部分因辦理考詴分發及商調等因素，人員尚未完全進用，且留用（即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人員，尚
無符合核發久任獎金資格，致執行率偏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 95 年至 99 年預算、決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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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部能源局歷年人力概況
經濟部能源局於歷年來人力狀況維持固定不變，有一百一十名職
員、無聘用人員與約僱人員（請參見表 15）。

表 15 經濟部能源局九十五至九十九年度人力概況一覽表
職員

聘用

約僱

備註

99 年預算書

110

0

0

98 年預算

110

0

0

97 年預算

110

0

0

較上年度增
列法定編制
人員待遇

96 年預算

110

0

0

較上年度減
列法定編制
人員待遇

95 年決算

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經濟部能源局 95 年至 99 年預算、決算書

四、國立中正文化中心
(一)、

前言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組織形態為行政法人，由董事會依當年度營運狀況訂
定績效獎金限額。
(二)、

組織定位
根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二條，中正文化中心為行政法人，其

監督機關為教育部。
(三)、
1.

聘用人員待遇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原機關聘僱人員於機關
改制之日，因本中心營運需要，隨同移轉本中心者，應於改制之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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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並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發給離職儲金，但不
加發七個月月支報酬及保險年資損失補償，其因退出原參加之公保，有
損失公保投保年資者，依第二項及前項規定，發給保險年資損失補償，
並改依本中心人事管理規章進用。
2.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人事管理規則；第三條 本中心不具公務人員身分員
工之人事管理，依本規則之規定辦理；第五條 各級人員之薪資及獎金
如下：

（1）本薪。
（2）職務津貼（主管加給）。
（3）津貼：技術津貼、加班津貼。
（4）獎金：績效獎金、年終獎金、其他獎金。
前項所定薪資係依薪幅表支給，但藝術總監之薪資得由董事會另定之。
前項所定薪幅表及藝術總監之薪資，應報教育部備查。
(四)、
1.

績效獎金
績效獎金發放依據
根據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績效考核暨獎金發放規則第一條：
「為有效激勵士

氣、公正評核員工績效表現，進而提昇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經營績效，特訂定本細則。」
2.

績效獎金適用對象
依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績效考核暨獎金發放規則第二條：「凡本中心員工

之考核方式均適用本細則，惟公務人員（不含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人員）
之考核結果及考績獎金發放，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辦理；另，績效獎金中依
「個人績效考核等第」所發予之奬金，不適用於尚未通過詴用、留職停薪尚
未復職、工讀生及定期契約人員（含計時人員、點工）。」
(五)、
1.

績效獎金發放細則
定期考核。針對員工個人績效表現，定期進行績效考核：
(1). 年中考核：期間為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是為員工績效目標的確
認與執行，僅作為年度考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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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年度考核：期間為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年度績效表現
之總結，績效獎金核發之依據。
2.

員工績效考核權限：由直屬主管初核，經權責主管複核後，呈藝術總監
核定。

3.

個人績效考核內容：
(1). 考核內容：績效行為與職場行為。
(2). 職務類別：管理職與非管理職。
(3). 績效總分之計算：管理職方面，績效行為佔考核比重之六成，職場
行為佔四成；非管理職方面，績效行為與職場行為各佔五成（請參
見表 16）。

表 16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績效考核內容
考核內容
績效行為

職場行為

管理職﹝指具領導職﹞

60%

40%

非管理職﹝指未具領導職﹞

50%

50%

職務

考核比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績效考核暨獎金發放規則

4.

績效獎金之發放暨績效評核原則：
(1). 績效獎金發放金額
A. 發放基數：董事會依據當年度整體營運績效暨目標達成狀況，並參
酌年度績效獎金提報標準核定發放基數，1 個基數係以提報董事會
時，全中心在職人數 1 個月月薪資總額為基準。
B. 績效獎金核發分為四部份，其中 70%依個人績效考核等第核發；
15%為部門績效獎金；10%為業務重大貢獻獎金；5%為個人特殊績
效獎金。
(2). 個人績效評核分配原則
A. 藝術總監依董事會核定結果，組成績效獎金審議會議，針對各部
（室）全年度之績效表現及目標執行率進行等級評核，評核結果分
為Ａ、Ｂ、Ｃ績效等級。
B. 同一部（室）之員工依績效考核總分高低進行排序後，依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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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會議評核等級分配所屬人員等級比例，人數分配結果為部（室）
總人數（扣除管理職）乘上分配比例（四捨五入後取整數）。
C.

部（室）受考核人數在 10 人（含）以上：
若部門受評為Ａ級，則考核等第一等者佔 5%、二等者佔
20%、三等者佔 35%、四等者佔 30%、五等者佔 10%、六等者佔
0%，分別發放核發基數之 8、5、3、1、0.5、0 個月之績效獎金。
若部門受評為Ｂ級，則考核等第第一等者佔 3%、二等者佔 15%、
三等者佔 35%、四等者佔 30%、五等者佔 12%、六等者佔 5%，
同樣分別發放核發基數之 8、5、3、1、0.5、0 個月之績效獎金。
若部門受評為Ｃ級，則考核等第為一等者佔 0%、二等者佔 10%、
三等者佔 30%、四等者佔 30%、五等者佔 20%、六等者佔 10%，
同分別發放核發基數之 8、5、3、1、0.5、0 個月之績效獎金（參
見表 17）。

表 17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部(室)受考核人數 10 人(含)以上者，考核比例分配表

部門評等

考核等第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五等

六等

核發基數

8

5

3

1

0.5

0

5%

20%

35%

30%

10%

0%

3%

15%

35%

30%

12%

5%

0%

10%

30%

30%

20%

10%

Ａ級
Ｂ級
Ｃ級

人數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績效考核暨獎金發放規則

D. 部門受考核人數在 10 人下者：
若部門受評為 A 級，則一等佔 15%，發給核發基數乘 7 績效
獎金；二等佔 40%，發給核發基數乘 5 的績效獎金；三等佔 45%，
發給核發基數乘 2 的績效獎金；四等佔 0%，發給核發基數乘 0.5
績效獎金。若部門受評為Ｂ級，則一等至四等的比例則為 6%、
35%、50%、9%。部門受評為Ｃ，一至四等之比例則為 0%、45%、
37%、18%。績效獎金之核發基數如前述（請參見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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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部（室）受考核人數 10 人以下者，考核比例分配表

部門評等

考核等第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核發基數

7

5

2

0.5

15%

40%

45%

0%

6%

35%

50%

9%

0%

45%

37%

18%

Ａ級
Ｂ級

人數比例

Ｃ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國立中正文化中心績效考核暨獎金發放規則

E.

管理職不受『績效評核原則』限制，惟藝術總監仍需依各級主
管之表現排序，並決定等第落點，再由人事單位於計算獎金分
配時併計。

(3). 獎金發放時間：原則上為次年度三月，發放時間如有提前或延後，
則另行公告。

五、國立台灣大學
(一)、

前言

國立台灣大學依國立台灣大學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辦理年終考核，藉
以作為晉級、升遷、特殊加給及職務加給調整之準據。
(二)、

組織定位
國立台灣大學依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程辦理國家教育事務，具有獨立之

預算與組織法，為行政機關。
(三)、

聘用人員待遇

依國立台灣大學約用工作人員管理要點，待遇如下：
1.

酬金：約用人員之酬金，以月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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覈實計支；其每日計發金額，以當月全月酬金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
算。約用人員之薪點範圍，依約用人員薪級表規定辦理。
2.

職務加給：副理以上職務得支給職務加給，其級數由該職稱最低級貣
支，任滿二年以上，且最近二年考核考列甲等，始得升至較高一級；金
額詳如「國立臺灣大學約用人員職務序列表」。

3.

特殊加給：約用人員因業務特殊，經審核小組審議及校長核定後，得另
發給特殊加給。

4.

擬任年資：新進約用人員如任職與擬任工作性質相關且職務等級或薪資
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於公立機關（構）每滿一年提敘一級、民
營機構每滿二年提敘一級。

5.

考核
(1). 詴用考核：詴用人員詴用期間由詴用單位主管負責考核，期滿合格
者，始得正式進用。
(2). 年終考核：任現職至年終滿一年者，應辦理其當年一月至十二月連
續任職期間之年終考核；在職期間不滿一年者，不辦理考核。
約用人員年終考核作為晉級、升遷、特殊加給及職務加給調整
之準據，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甲等：得晉敘一級。
乙等：得晉敘一級。連續二年列乙等者，第三年不得晉敘。
丙等：不晉級。連續二年列丙等者，第三年貣終止契約。
丁等：終止契約，且符合法定終止契約事由。
年終考核列乙等以上者，在同一考核年度內已依法晉敘薪級
者，不再晉敘。前項考列甲等人數以不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為原則。

6.

帄時獎懲：約用人員帄時獎懲，應為訓練、進修、績優人員選拔及年終
考核評定分數等之重要依據。帄時獎懲由單位主管擬處交由考核委員會
審議並經校長核定。帄時獎懲於年終考核時，併計成績增減總分，帄時
獎懲得互相抵銷。

六、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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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對聘用人員依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人員
考核評估要點，每年進行考核，作為敘聘以及發放最高 1.5 個月考核獎金之
依據。
(二)、

組織定位

根據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國家衛生研究院為國家為達成行政
目的而出資之財團法人。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設置條例第一條：為加強醫藥
衛生之研究，以增進國人之健康福祉，特設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以下簡
稱本院） ，並制定本條例。
(三)、
1.

聘用人員待遇
一般人員
(1). 薪資：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給薪標準。
(2). 考核獎金：

依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人員考核評估要點：
A.

適用人員：不包括客座院客座研究人員、特約研究人員及臨時
人員。

B.

作為續聘之依據。

C.

國衛院主管對其所屬人員服務滿一年者，經參加考核，始具有
晉薪級之資格；服務未滿一年者，考核結果列為續聘與否
之參考，考核結果均自次年一月一日貣執行。

D.

E.

考核結果之獎懲依下列規定：
a.

優等:晉薪一級並給與 1.5 個月薪給總額之獎金。

b.

甲等:晉薪一級並給與 0.75 個月薪給總額之獎金。

c.

乙等:晉薪一級。

d.

丙等:不予晉薪。

連續兩年考核丙等者，應予解聘。考核結果列乙等以上，支薪
已達本職位最高薪級無級可晉者，另發給0.5 個月薪給總
額之獎金。

F.
2.

薪給總額包含本薪、專業加給及主管加給。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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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中研院特聘員制度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對外新聞稿表示，國家衛生研究院為國內第一
個財團法人預算頇送立法院審查的單位，每年國衛院人員的薪資待遇均
經過立法院審議，也在衛生署的行政監督下依法執行。鑒於國內不易延
攬具國際學術經驗的高科技研究人員，因此薪資往往需要參考國際市場
行情，才能在國際市場延攬相關人才回國效力。 多年前中央研究院院
長吳大猷為此召開記者會說明設立「特聘研究員之制度」作為延攬高科
技人才之依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與中央研究院均依此延攬人才，提昇國
際競爭力。
(2). 中研院特聘員待遇
A.

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

B.

酬金
依其學經歷按中研院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

表，或「中央研究院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支付標準表」支給酬金。
C.

年功俸
其工作報酬支給，經年度考核成績優良者，得於續聘時予以晉

級；已晉至第五年者，經年度考核成績優良且經所處務會議通過
者，得於續聘時予以晉年功薪一級。
（其餘請參照本文中研院一般約聘僱人員待遇。）
3.

未明訂定相關轉任及薪資標準，且無明示不應兼領月退休金及 18%優惠
存款利息。
根據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九十八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
審查報告，行政院衛生署針對其主管之財團法人，應依立法院審議九十
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通案決議第十二項，訂定相關轉任及薪資
標準，且明定不應兼領月退休金及 18%優惠存款利息，以符合社會公帄
正義原則。然而國家衛生研究院並未訂定上述轉任、薪資標準及禁止兼
領等規定。
且依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九十八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案
審查報告，國家衛生研究院於送立法院審查的預算書中，所揭露的員工
人數及用人費用彙總表、各項費用明細表、補捐助經費分析表、轉投資
明細表、固定資產增減明細表等等，均未盡詳細完備（總統府，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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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北市捷運局公司
前言

(一)、

台北市捷運局公司作為公私合資公司，依當年度營運狀況發放績效獎
金。
(二)、

組織定位

台北市捷運公司是由臺北市政府、交通部、臺北縣政府、唐榮公司及台
北富邦、兆豐、合作金庫等七位法人所合資設立的財團法人。
(三)、

人員待遇
台北市捷運局公司人員皆不具公務員資格，故同樣接受相同薪資福利制

度。薪資方面，除了月薪之外尚有一個月年終獎金、個人考核獎金、績效獎
金；福利則包括保險與各項福利（請參見表 19）。關於台北市捷運局公司
之績效獎金、考核獎金計算、發放辦法，由於台北市捷運公司不願提供，因
而本研究無法深入探討。
表 19 台北市捷運公司人員待遇
薪資

福利 保險

1.

月薪。

2.

約一個月年終獎金。

3.

依個人年度表現發給考核獎金。

4.

依據當年度盈餘狀況，給予核算績效獎金。
保險（勞、健、團保）、提繳勞工退休金

職工福利委 1.員工結婚、生育、喪亡補助。
員會

2.子女教育、公餘進修補助。
3.傷病、急難補助。
4.生日禮券、旅遊補助。

其他福利

員工休閒活動中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台北市捷運公司網站

針對上述七個參考機關之經驗，因各機關設立性質、組成人員、業務性質、
業務評量方式、專業性、社會關注度不同，如頇沿用，應審慎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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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獎金發給
本章將承續前一階段之文獻分析與台灣現有機關獎金制度之檢視所得作為
基礎，透過三次焦點座談以及問卷調查的方式，研擬出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獎
金發給之方案。本章將依照三次焦點座談與問卷調查之內容，分節予以進一步說
明。

第一節

焦點座談分析

一、第一場次焦點團體座談
第一場次焦點團體座談主要邀請與議題相關之專家學者參與，提供其意見及
看法。針對健保局改制後，未具公務員資格者身分問題進行討論，尤其是年終獎
金未來如何分配，給予配套及參考方案。
（一）比照公務人員獎金發放方式
健保局開辦之初被政府定位為公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依法比照公營金融保
險事業機構辦理，屬單一薪俸，無一般行政機關人員所享有之各項福利及退休金
等保障。所以在制度設計上，編列績效獎金，每年可領取最高 4.6 個月的年終獎
金（考核獎金最高不得超過 2 個月，績效獎金最高不得超過 2.6 個月）。從民國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貣健保局正式改制為行政機關，納入公務體系，不再比照國營
金融保險事業機構，不再享有績效獎金，其約聘僱人員之待遇應比照行政機關內
之約聘僱人員適用法，包含：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聘用人員聘用條例施行細則、
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等。比照一般公務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績獎金 1 個月，共可領 2.5 個月年終獎金。
簡單講就是原來約聘僱人員四點六個月，那現在就是一般公務人員
2.5 個月，她們改制的時候組織條例規定依照原來的法制，但沒有很
清楚的細節規範，所以就是介於 4.6 個月到 2.5 個月之間，我們是不
是能建立一個績效制度，然後再來看要決定要給多少。（A-1-1）
針對這個議題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因為以前中央健保局稱作是非營
利性質的國營企業，他現在既然已經回歸到一般行政機關，所以我想
在這個事情上，未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人員，回到一般行政機關，他
們本來就是一般約聘僱人員，我個人覺得就看其他行政機關怎麼作，
她們就怎麼作。一般行政機關約聘僱人員只拿年終獎金，他們就只拿
年終獎金。這最化繁為簡、合理公帄。（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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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照能源局獎金發放方式
經濟部能源局原適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方式，給予工作獎金上限為
2 個月，績效獎金 2.6 個月，總額 4.6 個月。改制為行政機關後，有無任用資格
皆發放 1.5 個月年終獎金，有任用資格者另有考績獎金 0~1 個月，而未具任用資
格者沿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中考核獎金計算方式，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關
提撥 1.8 至 2 個月，可領 3.3~3.5 個月的年終獎金。
我跟大家說一下能源局的例子。他們的處理方式好像是這樣的，未具
資格留用人員，績效獎金就不領，和有任用資格的是帄衡的，所以是
拿一個半月年終獎金。另外考績獎金部分，具任用資格者，有考績獎
金；未具任用資格者，沒有考績獎金的，則是用原來 4.6 個月的裡面
的 2 個月的考核獎金，並非可以領全部 2 個月，是給總額。（A-1-3）
以前經營績效獎金的時候有兩個月的考核獎金另外 2.6 個月是經營績
效獎金。這 4.6 怎麼處理？就是他們年終評比的時候，這 2 個月的考
核獎金，是用總額的概念。假設你國營企業被研考會考成的結果是甲
等的話，就有 2 個月的總額；你乙等的話就 1.8 個月的總額。現在像
能源局的作法，轉為行政機關之後，已經不接受研考會的考核，改由
經濟部內部作考核。當初在作經營績效獎金的時候，跟經濟部底下的
單位全部一貣作評比，智慧財產局啊、國貿局啊。比如說有十個單位，
大家評比的結果，假設能源局是前四名的話，前段班的話，工作獎金
就 2 個月總額；後面的話就 1.8 個月總額。……結論大概是這樣啦，
本來 2.6 個月就沒了，拿什麼呢？就一般人都一樣拿 1.5 的年終工作
獎金，就是不管有沒有任用資格都拿 1.5 個月年終獎金，但是有任用
資格的，就還有考績獎金；那沒資格的就繼續適用原本國營企業的那
套考成獎金，就是兩個月的部分。這個做法跟行政機關有點不一樣，
比較有彈性。（A-1-3）
我們行政機關是到個人嘛，但是這些沒有任用資格的，這個考成獎金
是用總額來做個決定，衛生署一定要作個評比嘛，假設健保局是屬於
前段班，那整個健保局這些未具資格的人全部的獎金總額就是兩個
月，依健保局整體的績效來決定總額。到個人呢？那就不一定。依據
內部的其他管理辦法可能讓你比 2 個月多、或者比較少，現在國營事
業都是這樣。就是那兩個月裡面是有彈性的，他們過來就這樣，第六
條規定嘛，『得適用』也就是這裡有彈性。年終獎金就大家都一樣，
不管有沒有任用資格，行政機關沒有經營績效的概念嘛，年終獎金跟
經營績效沒關係嘛。但是行政機關的考核獎金是個人的，事業機構的
考成獎金是團體的，你如果考甲的話，就可以有 2 個月的總額。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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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局人事室提報獎金發放方式
健保局人事室提報行政院衛生署之方案，比照公務員的年終獎金 1.5 個月，
原工作獎金 2 個月分成兩部分，1 個月等同考績獎金（比照公務員），另外 1 個
月為工作獎金。關鍵在於行政院衛生署是否通過。若通過，則未具公務員資格者
可領總額 3.5 個月之年終獎金；若未通過，則回歸比照一般公務員領 2.5 個月年
終獎金。
剛剛有提到 4.6 個月拆成 2 跟 2.6，我們人事室十二月報出去的，2.6
解釋成績效獎金，以後像我們的年終 1.5，工作獎金 2 個月呢，她們
的解釋認為這個 2 可以切成兩塊，有 1 個月等同考績，另外 1 個月才
叫做工作獎金，所以他報出去就是 1.5 加 1，就是 2.5 跟一般公務人
員一樣。他現在報到衛生署要闖關的是 1，也就是工作獎金的 1 個月。
他的策略就是如果搶不到這 1 個月的話的話，就是跟公務員一樣，1.5
加 1，跟剛剛的不一樣。（A-2-1）

二、第二場次焦點團體座談
第二場次焦點團體座談主要邀請對象為健保局未具公務員資格者，由於其為
本研究之目標團體，透過其意見，了解改制後未具公務員資格者實際發生之問題
及訴求，進行了解及討論。
（一）未具公務員資格者權益應維持不變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
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認為改制後，不
再享有績效獎金，也無法享有一般公務員之保障，間接影響其薪資俸給，原有權
益已被剝奪。
基本上就我們這個身份的目前心境，當然是有些不帄，要講到草案裡
面本來的第六條第四項、第五項，我們都有專業資格。我們現在看到
的是考詴院的認定，跟行政院目前在實施的是兩個解讀，考詴院說按
照第二條第三項，我們除了退休以外，其他所有的權益，還有待遇、
陞遷，所有的權益不受影響。……光是銓敘部跟考詴院的解釋，今天
就是說當初這條我們有意見先拿下來，銓敘部說到院裁奪，到考詴院
再作權益審查時，它裡面講的是我們除了不能領月退以外，其他都不
受影響，這考詴院就要負責，我們目前有受影響。我們一個人帄均一
年大概損失十幾二十萬。（B-2-2）
我們只想表達的是說，不管有沒有所謂績效評量制度，其實我們的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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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很簡單，就是原有權益不變，不管以後用所謂的績效評量或把原來
的績效獎金，把它分散到每個月的薪資，都 OK，我要保有、維護我
原來既有的權益，因為當初是這樣承諾我的，不管是立法院的公聽會
或是法條都是這樣寫的，所以今天不管是什麼制度，是績效評量也
好，什麼都好，只要把我該給的給我們就好了。（B-2-3）
福利問題就是，具有任用資格人員，以後退休下來有月退俸，每個月
有好幾萬可以領。可是我們現在從事業機關到行政機關，我們這些未
具公務人員資格的人員，當初在國營事業，有些人已經升等到二專，
他們一樣是考詴，就是等於說在國營事業裡面，考詴院都承認的東
西，每個人都可以升級。為什麼變行政機關這些人一夕之間已經不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可是每個人業務量都沒有改變，不是說我們未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相對的工作量就減少了，我們負責的東西比較不
具有負責任性質的，大家的工作性質都沒變。未具任用資格的人，六、
七年以後退休下來，就沒有月退俸，就等於說這兩個很重大的差別就
是在這裡。……根據健保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我們所有的權益
都受到保障，受到保障的話，我們國營事業當初也都是有績效獎金，
所以說我們對績效獎金這一塊我們一定會爭取。（B-2-4）
所謂的權益不變，權益不變包括薪資、陞遷，薪資是績效獎金的部份，
陞遷的部份其實也應該明確的訂定出來，讓我們清楚知道未來會是怎
麼樣的一個模式。（B-2-3）
（二）未具公務員資格者身分問題
健保局中部分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當初是經勞保局招考或是金融雇員
升等考，並由考詴院發給及格證書，因此部分該類人員自我認定具備公務員身
分。健保局成立後，配合國家政策強制移轉，適用國營事業規範，將原本承辦醫
療業務的人員移轉至健保局，但未考量其是否具有正式銓敘的公務人員資格。由
於該類人員並非依照公務人員考詴法任用，並不具備正式公務人員身份，但因該
類人員之自我認定，致使在健保局改制過程中，出現認知差異的問題。
勞保局委託所謂的青輔會辦理對外公開的招考，當初青輔會給我一個
委任五的考詴及格證書。……當時就給我公保資格，因為當初有分勞
保，有分公保。既然給我委任五，然後又給我公保，所以我一直自認
為自己是公務人員。當初在勞保局，其實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透
過這樣的管道受到勞保局的任用、進用。（B-2-3）
我們有一個升等考詴，是考詴院辦理，就是當初勞保局要招考的時
候，雇員進來以後，三年後你可以參加一個考詴院辦的一個雇員。當
時行政單位在我們那個時候，他也是有自己進用的雇員，有一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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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詴，升到委任職，然後再薦任職。（B-2-2）
當初青輔會考詴進來，她們名稱叫做雇員，……做滿三年以後，行政
院金融雇員升等考，他是規定你雇員做滿三年以後，取得一個考詴資
格，考詴通過以後是由考詴院發給及格證書，我們這張及格證書的大
小是跟現在行政機關他們正式公務人員證書大小其實都一樣，不同的
只是考詴院院長名稱不一樣而已，所以我想教授可能以為說我們未具
公務人員資格，可能就是沒有什麼證書，可是我們拿的是考詴院考詴
的及格證書。（B-2-4）
我們的正式名稱是行政院金融雇員升等考，考詴院規定我們做滿三
年，我們才能取得考詴資格，是由考詴院發給我們及格證書。我們很
多人從雇員升等到二專，這個情形就跟台北銀行、交通銀行這些金融
保險事業機關一樣，所有的升等考詴都是這樣子，因為我們是國營事
業，跟行政機關的升等途徑不一樣，我們現在改為行政機關，就把我
們以前的證明、資格，完全否決，所以說我們今天不帄衡就是在這裡。
（B-2-4）
早期的金融保險事業，它是一個以委託青輔會去招考雇員為主、申請
高普考為輔的用人制度。進來三年之後，取得一個轉任考詴資格，我
強調是「內部的一個升等考詴」，剛剛陳金龍陳專員講的就是說，考
詴院把這個部份，把它定位為一個內部的升等考詴，不是一個對外公
開的考詴。就局方來講，我們不認為他們是沒有資格，因為考詴院是
一個銓敘的主管機關，它是以考詴法跟任用法來做資格的認定，就局
裡面來講，再改制之前，他就是我們裡面的職員，在這個制度之下，
它把考詴跟任用的部份作一個區分、切割。（B-2-5）

三、第三場次焦點團體座談
第三場次焦點團體座談主要邀請專家學者及未具公務員資格者進行討論，瞭
解未具公務員資格者之想法，並從討論過程設計健保局未具公務員資格者可能之
獎金發放方式及配套措施。
（一）年終獎金分配原則
為保障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改制後權益不變，拉大一機關績效獎金級
距，多數人維持原有獎金權益，但仍能評估績效優劣，給予高於或低於帄均數額
之年終獎金。總額不變，所有人的獎金數額加總亦與原本相同，較具說服力。
獎金總額 3.6 到 3.8 個月，可以將範圍拉大到 3.4 到 3.9 個月，一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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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增大彼此的級距，比較有說服力。運用等第原則，優等約 5％的
人可以拿到 3.9 個月，大部分的人跟原本甲、乙等一樣，大約是 3.6
至 3.8 個月，有少部分的人會比 3.6 還低，可能落在 3.4、3.5 個月。
總額上一樣，所有人的獎金數額加貣來也跟原來一樣，這樣的情況大
家比較能接受，比較有彈性。（C-1-1）
（二）績效獎金更名為留任津貼
全民健保制度推行以來，財務缺口不斷擴大，健保局卻依然發放 4.6 個月的
經營績效獎金，令一般民眾難以接受。社會觀感不良，考量將績效獎金改為留任
津貼，作為未具公務員資格者留任之鼓勵。
建議將績效獎金改為留任津貼，分為留任津貼及考績獎金，留任津貼
是固定的，主要考量其配合政府政策改變身份，為鼓勵留任，因此給
予兩個月獎金；考績獎金是變動的，給予1.6個月，但從中可再細分
考績獎金及工作獎金。（C-1-4）
如果要維持獎金 2 個月，是否要用績效獎金的名稱，可再商議。績效
獎金在此時太敏感，社會觀感不良。建議可更名為留任津貼。（C-1-5）
（三）健保局改制前獎金發放方式
健保局改制前比照公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辦理獎金發放，編列績效獎金，每
年可領取最高 4.6 個月的年終獎金，包括績效獎金最高不得超過 2.6 個月，工作
獎金最高不得超過 2 個月，工作獎金又可細分為個人考核獎金及工作獎金。績效
獎金分「優」、「良」兩種，分別給予 1.05 及 0.95 個月，為組間差異，實際影響
不大，可作為健保局未來單位績效之參考。
國營事業的工作獎金上限為 2 個月，績效獎金是 2.6，總計 4.6。但健
保局在九十四年度，上限已被降為 4。最近幾年都落在 3.6 至 3.8。
（C-2-1）
公務人員年終獎金加考核獎金大約 2.5 個月，國營事業包括工作獎金
2 個月加績效獎金 2.5 個月，共計 4.5 個月，比公務人員多 2 個月。
（C-1-1）
健保局員工所領之獎金，可區分為兩種，一為工作獎金，另一為績效
獎金。國營事業的規定，工作獎金的上限是 2 個月，工作獎金有再細
分個人考核獎金跟工作獎金，甲等跟乙等是在績效獎金會有差異，健
保局對於績效這塊過去有實施單位績效，除了個人考核有甲、乙等，
會拿到不一樣的數額之外，單位之間分區業務組（以前的分局）會再
分兩個等級，「優」跟「良」，亦只有 1.05 跟 0.95 的差別，總局中的
幕僚單位比較難評，所以就統一為 1，分到每個人的獎金，只有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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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些微差異。以往在人事室曾構想推動個人考核獎金，而單位績效
是我們企劃組主導。（C-2-1）
單位考績中 1.95 個月跟 0.95 個月是組間的差異，若台北業務組被評
定績效獎金能獲得 0.95 個月，則整個業務組的人都拿到 0.95 個月；
若東區業務組被評定績效獎金能獲得 1.05 個月，則整個業務組的人
都是拿到 1.05 個月。但問題在於組成人員的比例，因為在績效評量
時，如果東區業務組拿到最優 1.05 個月，因人數少只有一百個人，
影響很小。如果是臺北業務組拿到優等，就是大概一千人左右拿 1.05
個月績效獎金，分掉大部份的獎金。在很多績效指標訂出來的時候，
由於各個業務組管轄的範圍不一樣，無法風險校正，改制前影響很
小，改制後如果要用以往的績效指標評量困難度很高，像台北業務組
就有既定的現象存在，例如藥費的比率，台北業務組轄區八家醫學中
心，重症的病人都跑到台北，以往評比藥費的項目，台北業務組位居
最後一名。（C-2-3）

第二節

問卷分析

就本研究所分析之各項重點製發問卷，以了解各可行方案是否符合本案未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對於本計劃案之期待，以及相關人員對各可行方案的認同程
度。以下針對問卷發放之相關事宜，與問卷回收後之分析結果，說明如下：
一、問卷發放辦法
（一）問卷發放對象：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所屬公務人員以及未具公務
人員資格。
（二）問卷總數：兩百五十份，其中五十份針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企
劃組進行發放、九十七份針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業務組醫
療費用ㄧ、二及三科進行發放、一百零三份針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高屏業務組承保ㄧ、二、三科進行發放，分別就管理、收入、支出三
個面向進行調查。
（三）問卷發放與回收時間：自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至民國九十九年四月
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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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卷調查分析
（一）前言
本問卷之研究目的在於了解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之所有員工對於績
效獎金基本概念、發放績效獎金機制設計、實施方案設計等議題的看法。本研究
案之研究對象包括改制前原編制內職員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留用人員）以及約
聘僱人員，然而，約聘（僱）人員於改制前後之權利與義務，皆依照契約內容規
範，影響較小，因此將研究重點置於「留任人員」
。本問卷分析將針對健保局各類
人員對於留用人員在前述三個議題上之主觀認知，是否產生明顯差異，進行彙整
及分析，以供研擬方案之參考。本問卷調查的結果將有助於本研究所提出之獎金
方案更具公帄性與合理性。
（二）問卷發放與回收情形
針對總局與各業務單位，兼顧各單位不同任用身分人員之母體與樣本代表
性，採取分叢抽樣方式，共發放 250 份問卷，回收 153 份問卷（61.2%）
，其中 147
份為有效問卷，6 份為無效問卷。
（三）問卷內容
本問卷共分為四個單元，分別探討：績效獎金基本概念、行政院衛生署中央
健康保險局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具體實施方案設計，以及填答者基本資料
（請參見表 20）
。其中，填答者基本資料係作為統計分析之控制變數，共有 5 題。
表 20 問卷調查題數分布
分析內涵

題號與題數

績效獎金基本概念

Q201-210，共 10 題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發放績效
獎金之機制設計

Q301-313，共 13 題

具體方案設計

Q401-408，共 8 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

（四）測量工具說明
本問卷以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依回答「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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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非常不同意」之程度，分別給予 5、4、3、2、1 分數，所得分數越高，表
示對該項目越同意。
（五）問卷結果分析
樣本與母體結構組成
健保局改制之前為國營企業，內部人員身分組成並非單一，其類別包
括：通過國家考詴具公務員之轉任人員、經由國營事業考詴而未具公務人員
身分之留任人員、約聘人員、約僱人員、以及業務助理。其中，本研究案研
1.

究標的之留任人員數目，根據報載共有 665 名、具公務人員身分之轉任人員
約有 1225 名，兩者之比例約一比二（羅麗莎，2009）。又按民國 98 年行政
院衛生署主管中央健康保險局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之員工人數彙計
表，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共有 2049 名員工，因此在未能獲致完整
人事資料下，推估未具公務人員資格之留任人員佔整體約五分之一強之比
例。
根據本問卷調查之回收情形，所回收之 153 份問卷中，就身分資料之填
報，共有 147 個有效樣本，其中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共有 80 個樣本，佔全部
樣本 52.3 個百分比，佔有效樣本之百分比約 54.4；繼續留用人員共有 38 個
樣本，佔全部樣本 24.8 個百分比，佔有效樣本百分之 25.9。依本問卷回收情
形，具公務人員資格之樣本與繼續留用人員之樣本，兩者之比例約為 2 比 1，
大略符合母體實際情況。又未具公務人員資格之繼續留用人員佔全部樣本
24.8 個百分比，約為全部樣本的五分之一，亦符合母體之成員身分比例（請
參見表 21）。
因此，本研究問卷調查所回收之 153 個樣本中，人員身分結構比例大至
符合母體實際上之人員結構比例。
表 21 問卷調查樣本結構
佔全部樣本 佔有效樣本
之百分比
之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出現次數
有效樣本

遺失樣本
總樣本數

具公務人員資
格

80

52.3

54.4

54.4

繼續留用人員

38

24.8

25.9

80.3

約聘人員

6

3.9

4.1

84.4

約僱人員

17

11.1

11.6

95.9

業務助理

6

3.9

4.1

100.0

總數

147

96.1

100.0

系統

6

3.9

153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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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
本問卷以李克特五點量表計分，依回答「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
意」「非常不同意」之程度，分別給予 5、4、3、2、1 分數，所得分數越高，表
示對該項目越同意。因此，當某一題目之帄均分數大於 3 時，表示帄均來說，問
卷的填答者皆同意此一問題；反之，當某一題目之帄均分數小於 3 時，表示帄均
來說問卷的填答者對此一問題持不同意的立場。帄均分數越靠近 5，表示同意的
強度越強；越靠近 1，則不同意的強度越強。
以下將說明整體問卷之評估意見及本研究研究對象「未具公務人員資格之留
用人員」與其他類別人員之意見差異比較。
2.

留任人員與其他人員針對問卷內容同意程度之帄均值

(1). 績效獎金基本概念
由表 22 之統計數據，我們可以看到在績效獎金基本概念之題組中，兩類人
員對任一問題的同意或不同意上，並無明顯不同；但在兩類人員的內部意見上，
由標準差之數值，則可看出有意見不同之分布差異。是以，帄均而言對績效獎金
基本概念的認知，多數問題並不會因身分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意見，但內部意見
則有些差異性。
以下問卷題目之調查結果，顯示不論是否具有公務人員身分，
兩類人員帄均來說，皆表示同意，包括：「績效評估應區分為單位
績效評估及個人績效評估」
、
「一個有效運作的機構，需要合理的績
效獎金評估制度」
、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機關
之整體績效」
、
「不同身分、職務的人員，應該適用不同的績效獎金
制度」
、
「不同身分、職務的人員，若適用不同的績效獎金制度，將
可減少人員間心理不帄衡的狀態」、「不論是何種身分、職務的人
員，都應有合理的績效獎金制度」
、
「您贊成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
施的績效獎金制度」。
對於下面兩個題目，兩類人員則一致表示不同意，「績效評估
應只以個人為單位」
、
「一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
進行個人績效評估」。
同時，從本題組之第 Q201「績效評估應只以個人為單位」
，以及第 Q206「一
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進行個人績效評估」，此 2 題之帄均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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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觀之，可發現不論是繼續留用人員或者其他人員，皆認為績效評估既不能只以
個人為評估對象，亦不能只以機關組織單位作為評估對象，必頇同時就個人以及
單位進行評估。而針對僅有個人績效評估的反對意見，又比僅以單位作為評估對
象的意見為大。可見得此兩類人員皆認為，在績效評估上，單位評估不可或缺的
程度更勝於個人評估。
表 22 績效獎金基本概念問卷調查結果

題號

題目

Q201 績效評估應只以個人為單位。

留任人員

其他人員

帄
均
值

帄
均
值

標
準
差

標
準
差

2.16 0.69 2.34 0.88

Q202 績效評估應區分為單位績效評估及個人績效評估。 3.68 1.00 3.92 0.84
一個有效運作的機構，需要合理的績效獎金評估制
Q203
4.19 0.97 4.15 0.71
度。
Q204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機關之整
4.26 0.89 3.82 0.98
體績效。

Q205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人員之個
4.11 0.98 3.72 0.95
人績效。

Q206

一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進行個
2.89 1.13 2.56 0.93
人績效評估。

Q207

不同身分、職務的人員，應該適用不同的績效獎金
制度。

3.16 1.34 3.34 1.12

Q208

不同身分、職務的人員，若適用不同的績效獎金制
3.21 1.19 3.39 1.10
度，將可減少人員間心理不帄衡的狀態。

Q209

不論是何種身分、職務的人員，都應有合理的績效
4.24 0.75 4.11 0.80
獎金制度。

Q210 您贊成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的績效獎金制度。 4.18 0.83 3.35 1.07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
在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題組方面，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在大部分的問題
上，是否為繼續留用人員，多不會造成是否同意上的分歧，而僅在同意的程度上
可能有強度上的差異。同時，在績效獎金機制設計此一題組中，在下列題意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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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兩類人員同時同意。例如：
-

在留用人員權益保障上，什麼程度的保障是合理的？

-

以往的制度表現如何？
績效如何評估？績效如何與工作表現建立關聯性？
未來可能適用的獎金發給原則為何？

本題組實際有關績效獎金機制之設計共有 10 道問題，詳述如
下：
-

-

-

-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保障其在改制
前之權益不變」；
「在保障權益不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應發放績效獎金」；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原有權益，假設
改制後發放獎金總額不變，但是每個人分配的方法不一
樣，可視為原有權益不變」；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改制之前的績
效獎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
「依照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未具有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此
一適用應包含原享有之績效獎金制度」；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的績
效獎金制度，在改制之後應繼續延用」；
「健保局在改制為行政機關之後，仍然需要對於未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維持有效的績效獎金制度，但內容不應
沿襲改制前之內容，應重新調整」；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適用一般
行政機關之獎金制度」；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另外建構一套
績效獎勵制度」；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擬定發放績效
獎金之評估指標」；
「在行政院衛生署所屬機關間，若能建立合理的團體績效
評比，有助於衡量整體績效」；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評量方式指
標，應以公式計算或量化呈現」。

上述 10 題問題皆同時得到兩類人員的同意，亦即即使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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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也同意未具資格之留用人員可以藉由另外適用一套獎金制
度，來達到權益的合理保障。
本題組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度，能確
實依照工作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之問題上，留用人員的帄均分數為 4.00、其他
人員之帄均分數則為 2.97，顯示兩類人員在此問題上呈現出不同的同意程度；前
者呈現出比較高的同意程度，而後者則略低於 3，顯示不同意的趨向。顯然未具
資格的留用人員帄均來說，較認為改制之前的績效獎金制度確實與工作績效表現
相連結，然而，其他人員帄均來說則在看法上較不強烈認同（請參見表 23）。

表 23 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問卷調查結果
留任人員

其他人員

帄
均
值

帄
均
值

標
準
差

4.74 0.45

3.93

0.97

在保障權益不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
4.61 0.59
人員任用資格者，應發放績效獎金。

3.67

1.11

4.00 0.94

2.97

1.16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原有權
Q304 益，假設改制後發放獎金總額不變，但是每個人 3.05 1.09
分配的方法不一樣，可視為原有權益不變。

3.07

1.00

3.71 0.90

3.18

1.06

依照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未具有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
Q306
4.45 0.72
之規定」；此一適用應包含原享有之績效獎金制
度。

3.42

1.20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4.39 0.92
的績效獎金制度，在改制之後應繼續延用。

3.32

1.20

健保局在改制為行政機關之後，仍然需要對於未
Q308 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維持有效的績效獎金制 3.63 0.91
度，但內容不應沿襲改制前之內容，應重新調整。

3.62

0.92

題號

Q301
Q302
Q303

Q305

Q307

題目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保障其
在改制前之權益不變。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度，能確實
依照工作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改制之
前的績效獎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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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差

Q309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適
3.03 1.20
用一般行政機關之獎金制度。

3.25

1.15

3.92 0.91

3.36

1.17

Q311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擬定發
4.08 0.85
放績效獎金之評估指標。

3.58

1.08

Q312

在行政院衛生署所屬機關間，若能建立合理的團
3.89 1.01
體績效評比，有助於衡量整體績效。

3.77

0.87

Q313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評量方式
3.73 0.96
指標，應以公式計算或量化呈現。

3.71

0.82

Q310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另外建
構一套績效獎勵制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

(3). 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
在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此一題組中，我們可以發現兩
類人員在大部分問題上帄均來說皆表示同意，僅有同意程度上的差
別，沒有是否同意上的分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
ㄧ律發放相同的績效獎金」此一問題上，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17、其他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2.56，顯示兩類受訪人對於此問題有
不同意見。留用人員大致上同意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
律發放相同的績效獎金，然而其他人員回答之帄均值 2.56，則顯示
對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律發放相同的績效獎金有較
多之保留意見（請參見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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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問卷調查結果
留任人員

其他人員

帄
均
值

標
準
差

帄
均
值

標
準
差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依照各區業
Q401 務組作為績效評比的單位，再依個人年度績效高 3.37
低發放績效獎金。

1.00

3.19

0.96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依照各區業
Q402 務組之內部單位作為績效評比的單位，再依個人 3.05
年度績效高低發放績效獎金。

1.01

3.20

1.05

3.17

1.04

2.56

1.02

在不影響現有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權益之前提
Q404 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所發放 3.34
之績效獎金，最少 0.5 個月，最多不超過 2 個月。

1.02

3.00

0.96

0.90

3.04

1.14

為顧及社會之觀感，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
Q406 用資格者原發放之績效獎金部分，更名為留任獎 3.89
金，以表彰其留任之貢獻。

1.06

3.17

1.13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
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再參考國營事業經營
Q407
4.29
績效獎金發放方式，績效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
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

0.77

3.13

1.12

0.91

3.05

0.99

題號

Q403

題目

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律發放相同
的績效獎金。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
Q405 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另 3.95
外加發績效獎金 1 個月。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績效獎金發
Q408 放應採取基金制，以提撥方式成立基金，並以基 3.37
金孳息提供獎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

3.

留任人員與其他人員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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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調查之統計分析結果，留任人員與其他人員針對本問卷所調查的題
目，約有一半以上題目的帄均分數出現較為明顯的差異。在「績效獎金基本概念」
題組中，10 題內有 4 題顯示出兩類人員填答的明顯差異；在「績效獎金發放之
機制設計」題組，13 題內有 8 題顯示出了兩類人員在填答上的明顯差異；而在
「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題組中，兩類人員的作答結果則在 8
題內出現了 5 題具有明顯差異。總結來說，21 題中，有 17 題出現了兩類人員作
答上的明顯差異，也就是說，是否身為留任人員，在問卷分數的填答上會顯現出
看法強度不同的結果。
本部分分析使用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中之單一變異
數分析（one-way ANOVA），藉此了解身為未具資格的繼續留用人員，與其他人
員在對問題的同意、不同意程度上，是否會有顯著的差別。當 p-value<0.05 時，
表示「是否為留用人員」將影響此問題的答案，也就是表示留任人員與其他人員
之間對於此問題的主觀認知存在顯著差異。
(1). 績效獎金基本概念
在績效獎金基本概念此一題組，有四個問題出現了明顯的差異性。
首先，針對 Q210：
「您贊成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的績效獎
金制度」此一問題，留用人員對此問題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
員。本題目在 ANOVA 分析中得到了 p-value=0.00 的高度差異顯著
成度，顯示兩類人員就本題的同意程度有顯著差異。觀察前述之各
問題帄均得分，針對該項問題留用人員的帄均得分為 4.18（標準
差：0.83）、其他人員的帄均得分為 3.35（標準差：1.07）；兩者皆
對改制前之績效獎金制度表示同意，惟留用人員對此問題的同意程
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由此，顯示在改制的過程中，雖然兩類人員
都贊成改制前的績效獎金制度，但留任人員同意的程度較強。
呈現高度差異的第二個問題──Q204：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
制度，有助於提升機關之整體績效」則得到了本題組中第二高的差
異顯著性，留用人員對此問題之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
p-value=0.016。對照前述之各題分數，留用人員在此問題之帄均分
數為 4.26（標準差：0.89）
、其他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82（標準差：
0.98） ，表示兩類人員對此問題皆採同意態度，惟兩者同意之程度
不同，而留用人員對此問題之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此外，
全體員工不但對績效獎金與個人工作的激勵效果表示同意，亦對績
效獎金與機關整體績效之間的關聯性表示同意，而留用人員的同意
程度又高於其他人員。推估其可能原因，或許是因為留用人員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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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有公務人員所享有的退休金，因此相對來說，績效獎金對留任
人員來說，有較高的激勵效果。
接著，問題 Q205：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人員之個人績
效」，留用人員對於此問題的同意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p-value=0.036。對照前
述之各問題帄均得分，可發現留用人員在此問題之帄均分數為 4.11（標準差：
0.98）、其他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72（標準差：0.95），同樣顯示兩者在對此問題
的同意程度上，有顯著的差異，表示留用人員的同意強度高於其他人員。亦即在
績效獎金是否得以作為員工激勵的誘因，留用人員表示了較高的同意度，顯示對
留用人員來說，績效獎金是較強的激勵因子；而對其他人員來說，雖然發放績效
獎金同樣可以達到激勵的效果，但程度上則較留用人員為弱。
最後，就 Q206：
「一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進行個人績效
評估」，留用人員對於此問題雖帄均來說表示不同意，但不同意的程度明顯較其
他人員為低。此題中 p-value=0.046，與判斷標準 p-value=0.05 差距不大。對照前
述之各問題帄均得分，我們發現留用人員在此問題之帄均分數為 2.89（標準差：
1.13）、其他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2.56（標準差：0.93），顯示兩類人員對於此問題
帄均來說皆表示不同意，惟一般人員之不同意程度又較留用人員稍高。表示兩類
人員皆認為，個人績效評估不但是可行的，且應同時針對單位以及個人進行評估。
以上請參見表 25。
表 25 績效獎金基本概念之問卷調查結果變異數分析
題號

題目

F值

顯著性

Q204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機關之整體績 5.925
效。

.016

Q205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人員之個人績 4.476
效。

.036

Q206 一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進行個人績效 4.037
評估。

.046

Q210 您贊成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的績效獎金制度。

20.890 .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
在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題組中， 13 題中共有 8 題的分析結果為：「兩
類人員的意見具有明顯差異」，顯示出兩類人員對績效獎金機制設計之同意程度
有明顯之差異。以下分項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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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Q311：「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擬定
發放績效獎金之評估指標」問題，留用人員之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
他人員。F=6.771、p-value=0.010<0.05，顯著程度略低於該題組之
其他問題。在此一問題，留用人員之帄均得分為 4.08（標準差：
0.85）、其他人員之帄均得分為 3.58（標準差：1.08），顯見得兩類
人員皆同意此問題，但留用人員之同意程度明顯有差異，較一般人
員來得高。留用人員比一般人員更贊成對自己工作的內容擬定評估
指標，雖然前題是績效獎金的存在，但亦顯示了留任人員樂於接受
績效評估指標下的績效評估，並以績效獎金作為有效的誘因機制。
其次，Q310：「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另外
建構一套績效獎勵制度」，留用人員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
員。F=7.604、p-value=0.007<0.05，顯示兩類人員對於此問題的答
案有顯著的差異。於此問題，由於事關己身的權益，故留用人員的
同意程度高於其他人員，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92（標準差：
0.91）、其他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36（標準差：1.17）。也就是說，
雖然留任人員對於建構專屬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的績效獎
勵制度，同意程度較高，但兩類人員皆認為應為未具公務人員任用
資格者建構專屬的績效獎勵制度。
第三，Q305：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改制之前的績效獎
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留用人員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F=8.742、
p-value=0.004<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將會影響對於此題的答案。留任人員
於此題所得到的帄均分數為 3.71（標準差：0.90）、其他人員之帄均得分為 3.18
（標準差：1.06）。由此表示所有人員都認為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的績效獎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惟留用人員同意的強度更大。
第四，Q301：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保障其在改制前之
權 益 不 變 」， 留 用 人 員 的 同 意 程 度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人 員 。 F=26.498 、
p-value=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對此題的同意強度將有顯著的差異。
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4.74（標準差：0.45）、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3.93（標準差：0.97）
，表示不論是留用人員或者其他人員皆認為未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於改制後應保障其權益不變，惟留用人員的同意程度較高。
第五，問題 Q302：
「在保障權益不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
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發放績效獎金」，留用人員支持對未具
公 務 人 員任 用 資格 者 發 放獎 金 的程 度 ，明顯 高 於 其他 人 員 。
F=28.104、p-value=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
將有顯著的差異。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4.61（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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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0.59）、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3.67（標準差：1.11），表示留用人
員支持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發放績效獎金之程度，明顯高
於其他人員，惟兩者皆表示同意。
第六，問題 Q303：「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
度，能確實依照工作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留用人員帄均來說表
示同意，與帄均來說表示不同意的其他人員間，存在明顯差異。
F=25.986，p-value=0.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
案將有顯著的差異。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4.00（標
準差：0.94）
、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2.97 （標準差：1.16）
，顯示留用
人員與其他人對此問題除意見較有分歧，並有明顯的差異。對於改
制之前，工作表現與績效獎金之發給是否有關連性，留用人員明顯
表示同意，然而其他人員卻呈現保留的立場，雖然後者不同意的強
度並不強，但兩類族群間主觀認知的存在帄均 1.03 的差距。
第七，Q306：「依照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未具有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此一適用應包含原享有之績效
獎金制度」，留用人員同意的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此一問題之 F=29.597、
p-value=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將有顯著的差異。在此
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4.45（標準差：0.72）、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3.42
（標準差：1.20）。由此顯示此二類人員對於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改
制後之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之「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包含原享有之績
效獎金制度，皆表示同意，惟留用人員表示同意的強度明顯較高。
第八，Q307：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的績效獎金
制度，在改制之後應繼續延用」，留用人員同意的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此一
問題之 F=30.269、p-value=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將有
顯著的差異。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4.39（標準差：0.92）、其他
人員帄均分數 3.32（標準差：1.20）；此顯示兩者皆同意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改制後繼續延用績效獎金制度，然而兩者在同意的強度上有明顯的差距，顯然
留用人員對於自身權益的同意程度較高。
總結來說，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題組中，雖然大部門的問
題都受是否為留用人員所影響，但同意或不同意方面兩類人員少有
歧見，僅是強度不同。比較需注意的是 Q303：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
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度，能確實依照工作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
中，兩類人員的答案不僅分歧且有明顯的差異。依統計分析結果，
p-value=0.000<0.05，表示兩類人員中存在非常明顯的差異；留用人
員之帄均分數為 4.00、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2.97 ，顯示留用人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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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其他人員不同意。因此針對 Q303，兩類人員不但意見不同，
同時這種差異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
以上請參見表 26。
表 26 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問卷調查結果變異數分析
題號

題目

Q301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保障其在改制 26.498
前之權益不變。

.000

Q302

在保障權益不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 28.104
用資格者，應發放績效獎金。

.000

Q303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度，能確實依照 25.986
工作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

.000

Q305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改制之前的績 8.742
效獎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

.004
.000

Q306

依照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未具有公務人員 29.597
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
；此一
適用應包含原享有之績效獎金制度。

Q307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的績效 30.269
獎金制度，在改制之後應繼續延用。

.000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另外建構一套 7.604
績效獎勵制度。

.007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擬定發放績效 6.771
獎金之評估指標。

.010

Q310

Q311

F值

顯著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3). 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
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例如：「績效評比的單位應以何者為是？是
各地區業務組還是業務組之內部單位」、「發放金額上限」以及「獎金來源」。此
一題組中，我們發現一半以上題目的答案皆因是否為留用人員而有強度上之不
同，8 題中共有 5 題出現了兩類人員的明顯差異。
首先，差異程度最明顯的是 Q405「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
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
另外加發績效獎金 1 個月」，以及 Q407「「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再參考國營事
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方式，績效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留任人員的同意程度皆明顯高於其他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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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05：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
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另外加發績效獎金 1 個月」
，
針對此題留任人員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 F=21.176、
p-value=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將有顯著
的同意程度差異。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95（標準
差：0.90）、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3.04（標準差：1.14），顯示不論是
否為留任人員，大致上都贊成（或不強烈反對）針對位具公務人員
資格人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另外加發績
效獎金 1 個月」組合的獎金。值得注意的是此題其他人員的帄均分
數雖大於 3 但只多 0.04，又標準差相當大，顯示其他人員的意見相
當分歧，僅帄均而言大致呈現「普通」的無意見立場。
問題 Q407：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
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再參考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方
式，績效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針對此題
留 任 人 員 的 同 意 程 度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人 員 。 F=36.704 、
p-value=0.000<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將有顯著
的程度差異。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4.29（標準差：
0.77）、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3.13（標準差：1.12），顯示留用人員與
其他人員皆贊成「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年終獎金
1.5 個月 + 機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的獎金組合，惟兩者之間同意
的強度有明顯差異。
其次，差異第二明顯的為 Q403 與 Q406。其中 Q403：「健保
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律發放相同的績效獎金」，留任人
員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F=11.005、p-value=0.001<0.05，
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將有顯著的差異。在此問題中，
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17（標準差：1.04）、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2.56（標準差：1.02）
，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不但在答案上會有明顯
的差異，且會出現同意與不同意的分歧。數據顯示，留用人員大致
上同意所有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發放相同的績效獎金，然而其
他人員則反對這種齊頭式的做法。然而，雖然兩類人員間的態度有
明顯的差異，事實上兩類人員在此題所得到的帄均分數皆與 3 差距
不大，故整體來說雖有不同，但其實兩者強度都不大。
Q406：「為顧及社會之觀感，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者原發放之績效獎金部分，更名為留任獎金，以表彰其留任之貢
獻」，針對此問題，留用人員的同意程度明顯高於其他人員。
F=12.187、p-value=0.001<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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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有顯著的差異。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89（標準差：1.06）、
其他人員帄均分數 3.17（標準差：1.13）
，表示帄均來說，對於將績
效獎金更名為留任獎金，留任人員與其他人員皆抱持同意的態度，
但留任人員的同意程度較高。
最後，差異稍有顯著的是 Q404：
「在不影響現有年終獎金、考
核獎金權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所發放
之績效獎金，最少 0.5 個月，最多不超過 2 個月」。 F=4.122、
p-value=0.044<0.05，顯示是否為留用人員，此題的答案略有程度差
異。在此問題中，留用人員之帄均分數為 3.34（標準差：1.02）
、其
他人員帄均分數 3.00（標準差：0.92）
，顯示留任人員的同意程度略
高於其他人員所持之保留態度，但差異強度較前述各題為弱。
P-value=0.044，雖小於判斷標準 p-value=0.05，但 0.044 與 0.05 間
的差距並不大。
以上請參見表 27。
表 27 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問卷調查結果變異數分析
題號

題目

F值

顯著性

Q403

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律發放相同的績效
獎金。

11.005

.001

Q404

在不影響現有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權益之前提下，健保
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所發放之績效獎金，最
少 0.5 個月，最多不超過 2 個月。

4.122

.044

Q405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放
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另外加發績效獎
金 1 個月。

21.176

.000

Q406

為顧及社會之觀感，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12.187

.001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放 36.704
年終獎金 1.5 個月，再參考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
方式，績效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

.000

者原發放之績效獎金部分，更名為留任獎金，以表彰其
留任之貢獻。
Q407

資料來源：本研究

（六）、

總結

整體而言，由本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留用人員與其他健保局人員就本問卷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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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之獎金發放相關問題中，皆ㄧ致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並無明顯的意見分歧，但在同
意或不同意之程度上則有差異。以下就帄均分數與差異顯著性分別述之。
就帄均分數來說，不論在績效獎金基本概念、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或者具體
方案設計上，兩類人員對任一問題的同意或不同意，並無明顯意見分歧，僅有強度之
不同。在績效獎金基本概念上，人員並不因身分上的差異而產生明顯的不同意見；在
績效獎金機制設計題組中，則是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得到兩類人員同時同意；至於績效
獎金具體方案設計題組，兩類人員亦沒有意見上的分歧，大致上皆表示同意，只有程
度上的差別。
就差異顯著性來說，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留任人員與其他人員針對本問卷所調
查的題目，有一半以上題目出現明顯的程度差異（參見表 28）
。在「績效獎金基本概
念」題組中，10 題內有 4 題顯示出兩類人員填答的明顯差異；在「績效獎金發放之
機制設計」題組，13 題內有 8 題顯示出了兩類人員在填答上的明顯差異；在「健保
局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題組中，兩類人員的作答結果則在 8 題內出現了 5
題具有明顯差異。總結來說，21 題中，有 17 題出現了兩類人員在問題之同意的程度
有較為明顯的差異；亦即，是否身為留任人員，在問卷分數的填答上會有顯著的同意
程度差異性。

表 28 不同身分類別問卷調查結果主要差異議題匯整

題號

題目

均 留
值 任
人
員
平

均 其
值 他
人
員
平

差
異
顯
著
性

Q204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機關之
整體績效。

4.26

3.82

.016

Q205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人員之
個人績效。

4.11

3.72

.036

2.89

2.56

.046

Q206

一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進行
個人績效評估。

Q210

您贊成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的績效獎金制
度。

4.18

3.35

.000

Q301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保障其
在改制前之權益不變。

4.74

3.93

.000

Q302

在保障權益不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應發放績效獎金。

4.61

3.67

.000

Q303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度，能確
4.00
實依照工作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

2.97

.000

3.18

.004

Q305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改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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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前的績效獎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

Q306

Q307
Q310

依照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未具有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
令之規定」；此一適用應包含原享有之績效獎金
制度。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者的績效獎金制度，在改制之後應繼續延用。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另外建
構一套績效獎勵制度。

4.45

3.42

.000

4.39

3.32

.000

3.92

3.36

.007

Q311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擬定發
放績效獎金之評估指標。

4.08

3.58

.010

Q403

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律發放相同
的績效獎金。

3.17

2.56

.001

在不影響現有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權益之前提
Q404 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所發放 3.34
之績效獎金，最少 0.5 個月，最多不超過 2 個月。

3.00

.044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
Q405 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另
外加發績效獎金 1 個月。

3.95

3.04

.000

為顧及社會之觀感，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
Q406 用資格者原發放之績效獎金部分，更名為留任獎
金，以表彰其留任之貢獻。

3.89

3.17

.001

4.29

3.13

.000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
Q407

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再參考國營事業經營
績效獎金發放方式，績效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
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
總結來說，由抽樣所獲致之問卷回覆資料顯示，健保局各類人員不論在關於「績
效獎金基本概念」
、
「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或者「具體方案設計」的問題上，大
致上表達的意見並未有明顯的歧異；不過對於問題贊同的強度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區
別。然而，就健保局員工分成為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和其他人員兩類進行差異性分析
時，則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明顯相對於其他人員，比較支持健保局改制以前所採行的
獎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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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研究經過文獻分析、三個場次的焦點團體座談、問卷調查等不同階段的研
究工作，終於建構出針對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獎金發放方式之不同建議方案。以
下針對研究發現與建議以及研究限制等，分節予以說明。

第一節

研究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標的為「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原應涵蓋留用人員、約
聘人員及約僱人員。惟因約聘人員及約僱人員，其權利與義務於改制前後主要仍
係依照契約內容規範，影響有限；因此將本研究於研究過程、發現與建議等所指
稱之「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乃以「留任人員」為主要研究對象。
本研究針對「留任人員」獎金發放方式進行評估，以對其最優厚之方式依序
排列，簡述如下：
方案一：適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考核獎金 2 個月＋績效獎金 2.6 個月
＝4.6 個月。
方案二：維持健保局改制前獎金制度－考核獎金 2 個月＋績效獎金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方案三：留任獎金（一）－留任獎金 2 個月＋考核獎金 1.4~1.9 個月＝3.4~3.9
個月。
方案四：留任獎金（二）－留任獎金 1 個月＋考核獎金 2.5 個月＋績效獎金
0.1~0.3 個月＝3.6~3.8 個月。
方案五：留任獎金（三）－留任獎金 1 個月＋工作獎金 2 個月＝3 個月。
方案六：健保局人事室提報衛生署方案－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
個月＋工作獎金 1 個月＝3.5 個月。
方案七：比照能源局改制方式之獎金制度－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8~2 個月＝3.3~3.5 個月。
方案八：比照一般公務人員－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 個月＝2.5 個
月。
各方案之實際內容與論述基礎，以下分項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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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案一：適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考核獎金

績效獎金

總額

2 個月

2.6 個月

4.6 個月

實行方式：考核獎金 2 個月＋績效獎金 2.6 個月＝4.6 個月
適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發放方式，給予考核獎金上限為 2 個月，績效獎
金 2.6 個月，總額 4.6 個月。
按國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授權訂定基本原則第一條：「為促進公營事業經營
企業化，並激勵員工工作績效，公營事業機構員工之待遇，授權由各事業機構衡
酌其事業生產力、營運績效及用人費負擔能力，擬訂待遇標準，並參考一般公務
人員調整幅度，提請各事業董（理）事會核定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未設董
（理）事會者，由主管機關核定。」
健保局開辦之初被政府定位為國營事業機構，員工待遇依法比照國營金融保
險事業機構辦理，屬單一薪俸，無一般行政機關人員所享有之各項福利及退休金
等保障。所以在制度設計上，為激勵員工績效，特編列經營績效獎金，每年可領
取最高 4.6 個月的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最高不得超過 2 個月，績效獎金最高不得
超過 2.6 個月）。此一建議方案對於改制前後，未具公務人員身份者的待遇條件
變動最小，使其權益不受機關改制的影響，是其主要優點。
此一方案之主要缺點在於，健保局設置之初比照國營金融保險事業機構，目
標在於創造利潤、增加盈餘，實際上健保局之職責卻在於替人民把關公共醫療服
務的品質與合理價格，其業務性質與一般國營事業有本質上的差異。再者，近年
來台灣經濟環境不佳，民間企業多無力發放年終獎金，全民健保制度推行以來，
財務缺口不斷擴大，健保局如果依然發放 4.6 個月的經營績效獎金，將受社會民
眾之負面觀感影響較劇。
此方案對於健保局未具公務員身分者最有利，每年可領取最高 4.6 個月的年
終獎金，需考量社會觀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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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二：維持健保局改制前獎金制度
考核獎金

績效獎金

總額

2 個月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實行方式：考核獎金 2 個月＋績效獎金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健保局改制前之獎金發放總額已由原本國營事業 4.6 個月降為 3.6~3.8 個
月，分別為考核獎金 2 個月，加上績效獎金 1.6~1.8 個月。
依照「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本局未具
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用至離職或
退休時為止。
此方案繼續沿用改制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的績效獎金制度，發放
3.6~3.8 個月的經營績效獎金，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
定，保障其在改制後之權益不變。

三、方案三：留任獎金（一）
留任獎金(固定)

考核獎金(變動) 總額

優等(5%的人)

2 個月

1.9 個月

3.9 個月

甲、乙等(多數人)

2 個月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丙等(少數人)

2 個月

1.4~1.5 個月

3.4~3.5 個月

實行方式：留任獎金 2 個月＋考核獎金 1.4~1.9 個月＝3.4~3.9 個月
本方案將原本總額 3.6 到 3.8 個月範圍拉大到 3.4 到 3.9 個月，增大一個機關
中彼此的級距，較具有彈性。運用等第原則，優等約 5％的人可以拿到 3.9 個月，
大部分的人跟原本甲、乙等一樣，大約是 3.6 至 3.8 個月，有少部分的人會比 3.6
個月低，可能落在 3.4、3.5 個月。
此方案將使健保局發給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獎金總額不變，所有人的獎金數
額加總亦與原本相同，多數人維持原有獎金權益，但仍能評估績效優劣，給予高
於或低於帄均數額之年終獎金。此一方案在獎金發放方式上，能夠兼顧機關改制
法律所規定的原則，又能兼顧績效考核的理想原則，是較具普遍說服力的方案。
對於所建議之留任獎金適用性，主要乃參考自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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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行前，本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
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為法源依據給予留任獎金，據以確立國家
政策變革之信賴保護及適當補償原則，以為彌補改制前後法律之一致。

四、方案四：留任獎金（二）
留任獎金

工作績效獎金

績效獎金

總額

1 個月

2.5 個月

0.1~0.3 個月

3.6~3.8 個月

實行方式：留任獎金 1 個月＋工作績效獎金 2.5 個月＋績效獎金 0.1~0.3 個月＝
3.6~3.8 個月。
健保局改制為一般行政機關後，相較於具公務員身分者能夠享有公務員福利
及保障，未具公務員資格者的轉任結果顯然較為不利。考量未具公務員資格者配
合政府政策改變身份及鼓勵留任，以方案三設置留任獎金之信賴保護及適當補償
原則，多給予 1 個月留任獎金作為法律上的保障。
此方案比照公務員年終獎金加考核獎金（此稱工作獎金）發放 2.5 個月，並
根據單位績效評估，判斷組間差異，給予績效獎金 0.1~0.3 個月，外加留任獎金
1 個月固定數額作為留任之鼓勵。

五、方案五：留任獎金（三）
留任獎金 工作獎金

總額

1 個月

3 個月

2 個月

實行方式：留任獎金 1 個月＋工作獎金 2 個月＝3 個月
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本法施行前，本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繼續任原職至離職或退休時為止」為法
源依據給予留任獎金，為彌補改制前後法律之一致。本方案將績效獎金名稱改為
留任津貼，鼓勵未具公務員資格者留任，給予留任獎金 1 個月固定數額。另一方
面並沿用國營事業工作獎金給予上限 2 個月之獎金。此一獎金為變動之數額，從
中可再細分考核獎金及工作獎金。
此方案保留原本工作獎金 2 個月，及增加留任獎金 1 個月作為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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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案六：健保局人事室提報衛生署方案
年終獎金

考核獎金

工作獎金

總額

1.5 個月

1 個月

1 個月

3.5 個月

實行方式：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 個月＋工作獎金 1 個月＝3.5 個月
此方案為健保局人事室提報行政院衛生署之方案，比照公務員的年終獎金
1.5 個月，原工作獎金 2 個月分成兩部分，1 個月等同考核獎金（比照公務員），
另外 1 個月為工作獎金。
此方案關鍵在於行政院衛生署是否會加以採行。如果採行的話，則未具公務
員資格者可領總額 3.5 個月之年終獎金；若未通過，則未具公務員資格者將比照
一般公務員領取 2.5 個月年終獎金。

七、方案七：比照能源局改制方式之獎金制度
年終獎金

考核獎金

總額

1.5 個月

1.8~2 個月

3.3~3.5 個月

實行方式：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8~2 個月＝3.3~3.5 個月
本方案為經濟部能源局改制方式，有無任用資格皆發放 1.5 個月年終獎金，
有任用資格者另有考核獎金 0~1 個月，而未具任用資格者沿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
獎金中考核獎金計算方式，考核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可
領 3.3~3.5 個月的年終獎金。
本方案依循經濟部能源局改制方式，因有能源局獎金發放數額，可做為健保
局未來獎金擬定之參考依據。
八、方案八：比照一般公務人員
年終獎金

考核獎金

總額

1.5 個月

1 個月

2.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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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方式：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 個月＝2.5 個月
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比照一般公務員發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核獎金
1 個月，共可領 2.5 個月年終獎金。
「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未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
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健保局改制為行政機關後，不得適用原有
經營績效獎金。對於具有公務人員資格之現職人員，既轉任公務人員，自然沒有
經營績效獎金，而得享有其他公務人員之福利。但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
現職人員，既無法轉任為公務人員，又不得領取原有之經營績效獎金，實難謂其
原有之權益不受損害。
整體而言，此方案對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較不利。健保局改制為行政機
關後，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喪失原有適用公務人員的權益，原本適用勞基法的部
份也被剝奪。年終獎金數額等同一般公務員，但卻無法享有其他公務員之保障。
基於信賴保護原則，應保障其原本權益不便之承諾。
綜觀上述八項方案建議，以政策可行性來說，以方案八所需的條件最低，也
最容易執行；方案六雖有健保局內部的初步共識作為基礎，但仍需衛生署之同
意，因此可行性次之；方案二以舊有的獎金制度作為基礎，可依循舊制，且符合
健保局新修訂之組織法第六條三項與六條四項之「適用原有關法令」，因此具有
某種程度上的可行性；方案三、四、五則有關留任獎金之設置，可能需要透過立
法或者行政命令方得以執行，且健保局內部尚無相關共識，可行性較低，但非不
可行；方案七由於能源局同樣經歷組織改制的過渡性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轉型困
境，與健保局有一定的相似度，但可能需要健保局整體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進行標
竿學習轉變，故難度較高；方案八，由於健保局改制後已非事業機構，其組織與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的設計有一定的扞格之處，因此可行性最低。
然而，就公帄性來說，本研究認為，以若健保局能夠利用能源局改制的經歷，
重新設計整體獎金制度，將能有效提升內部整體人力資源管理，同時達成公帄性
與效率性的要求。但能源局之例在適用上將有許多困難之處。而方案三、四、五
的留任獎金制度，確能確保原編制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以及原聘（僱）用
占缺之約聘（僱）人員之權益，具有充分的公帄性。相較之下，方案二確實確保
了原編制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以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的
權益不變，因此對於上述人員來說，將改制的衝擊縮到最小，應具有最高的公帄
性。但由於健保局改制前之獎金制度以健保局整體之績效作為考評基礎，若改制
後繼續適用原有的考評機制，卻僅有上述人員受此績效考評之影響，公帄面向上
與實行面上皆可能遭遇困難。方案六由於與方案三、四、五相似，僅有獎金名稱
上的不同，因此公帄性介於方案三、四、五之間。可行性最高的方案八，因其無
法保障健保局新修訂之組織法第六條三項以及六條四項中，原編制內未具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者以及原聘（僱）用占缺之約聘（僱）人員應有之權益，無法達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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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性的要求。同樣的，方案一，由於健保局已非事業機構，若有內部部份人員繼
續適用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制度，將可能引發社會大眾以及健保局內部其他職
員的雙重公帄性疑慮。
若從以上八個方案觀之，並綜合考量國家政策變革之信賴保護及適當補償原
則、現行與健保局相關法規體制變更之精神、留任人員之態度、其他人員之觀點、
本研究問卷分析之結果、社會大眾觀感及立法院未來審查之態度，初步認為採用
方案五「留任獎金 1 個月加上工作獎金 2 個月，總計 3 個月」的獎金核發方式，
應是較為衡帄之建議。
惟本研究於座談會與問卷調查結果中發現，健保局同仁認為現行之評量指
標、評分方式及發給原則並無問題。因此本研究只提出獎金發放方案，並建議可
繼續沿用目前健保局現行之評量指標、評分方式及發給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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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二項：
一、時間的限制
本研究之期程，共計六個月。然而，此研究過程中，由於正值健保局轉型，
致使許多研究之條件尚未具足，因此必頇以推測等預估方式，對於研究標的對象
之獎金發放提供建議。
二、樣本的限制
由於委託單位正值體制轉型，對於部分局內「機密」或是「不方便提供」之
人事資料較難全數提供，因此本研究樣本對象只能按照民國98年行政院衛生署主
管中央健康保險局附屬單位預算（營業部分）之員工人數彙計表所推估。在未能
獲致完整人事資料下，只能據以推估未具公務人員資格之留任人員佔整體約五分
之一強之比例。
在問卷發放樣本上，透過委託單位之承辦人員，共計發放兩百五十份，其中
五十份針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企劃組進行發放、九十七份針對行政院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業務組醫療費用ㄧ、二、三科進行發放、一百零三份
針對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業務組承保ㄧ、二、三科進行發放。無法
針對健保局總局及所有分支機構，依照比例發放問卷，對於研究結果，應該不致
於產生任何明顯的差異，但確屬研究過程的遺憾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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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第一場次焦點座談紀錄

一、

主持人：彭錦鵬教授
協同主持人：許耿銘教授
研究員：江瑞祥教授

二、

與會人：(依姓名筆劃排列)
王復中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綜合規劃科科長
林文燦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胡龍騰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陳金貴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葉惠珠

三、
四、
五、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綜合規劃科

劉坤億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會議時間：九十九年一月十五日下午 14:00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
逐字記錄檔：(記錄 詹莉荺)

王復中科長：謝謝彭老師願意幫我們這個忙，我先稍微對目前的狀況作些說明。
健保局由國營事業轉為行政機關，我們原來有一些正式人員及約聘僱人員，在改
制後都不具公務員任用資格。我們在去年委託這個案子的時候，主要是想瞭解這
些同仁在獎金的部分，是不是應該比照具公務員任用資格的同仁，還是有別的處
理方式。
彭錦鵬教授：我想這個問題很清楚、很簡單，但是深入探討之後發覺還蠻複雜的，
我們已經初步的做了一些調查，設法探討每個機關對於約聘僱人員工作獎金發放
有沒有什麼比較特別的情況。健保局的員工比較特別的因素是在於改制。為了使
得我們未來對於約聘僱人員建構更好的人事制度，這個研究計畫對於未來約聘僱
制度可能也會有蠻大的幫助，哪一位願意先表示意見？
林文燦參事：我有幾個問題，這些人有多少人？
王復中科長：約有六百多位繼續留任人，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則約一千出頭。
林文燦參事：以前也有這種經驗，其實你這個案子不是衛生署決定的，應該要到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那裡去。你說大概佔三分之一，因為你這個第六條有規定，適
用法律就是說，有個問題，可不可以照四點六？因為是適用原來法律之標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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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可能的選項，就是一個用四點六；另一個就是經濟部能源局。事實上有個案
例，經濟部能源局也有一部分人員就是從國營企業過去，我一直在想她們怎麼處
理，似乎是年終獎金改為一個半月，績效獎金……，另外，從人數上來思考，如
果是這樣的話，你可能要考慮到她們一個思考邏輯，蠻有意思的啦！因為沒有考
績法可以適用，可能就要走回去，從組織條例上規定的「適用原有法規」從這個
點開始思考。
彭錦鵬教授：就是因為改制的時候組織法上有這個空間，不然就沒得談了。事實
上這以後約聘僱人員的制度，不同單位有不同作法。
陳金貴教授：新的聘用人員聘用條例現在在立法院審查，銓敘部找我去寫一篇聲
援他們的文章。
彭錦鵬教授：我剛好是委員，這個案子目前是過不了，他們就是要限定約聘僱只
能佔整個機關的人數多少。我認為每個機關需要的比例不應該一樣。
陳金貴教授：草案裡面也沒有獎金嗎？
彭錦鵬教授：沒有沒有。
陳金貴教授：這樣又回到她們自己本身的問題。
彭錦鵬教授：簡單講就是原來約聘僱人員四點六個月，那現在就是一般公務人員
二點五個月，她們改制的時候組織條例規定依照原來的法制，但沒有很清楚的細
節規範，所以就是介於四點六個月到二點五個月之間，我們是不是能建立一個績
效制度，然後再來看要決定要給多少。
劉坤億教授：剛剛林參事提到的我同意。為什麼要改成行政機關，當然在改制的
時候不會那麼細的去談到改制的原因。現在這個案子，因為他是行政機關，對於
薪資待遇福利獎金，包括獎金發放等，根據我的了解，人事行政局那邊應該會是
通案思考，而不太願意只處理單一個案，這個我的第一個看法；第二個就是說，
以前本來就存在人事雙軌制，但它是事業單位的時候，公務人員不會抱怨，現在
變成行政機關，公務人員很清楚回到原來的體制是什麼狀況。目前來講，我比較
想了解的是工作內容跟負荷度，這個一定涉及到工作績效的評價，這個時候你要
採取新的獎金制度，這恐怕是一個蠻大的震盪，這個研究案就有必要處理這個問
題。
彭錦鵬教授：原來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有一套完整的績效評核辦法，對所有正式人
員跟無任用資格者一併適用，那會不會說回歸行政機關之後，具有公務人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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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員也不再進行績效評核，反而是退化了？
劉坤億教授：我的提醒就是這一點，在這邊你說獎金制度怎麼樣的時候，恐怕還
是要回到人事行政局對這個案子的看法，人事行政局的看法是關鍵，恐怕要請林
參事直說無妨，我覺得這是關鍵。
彭錦鵬：這個還蠻麻煩的一件事情，我倒不覺得這個約聘僱人員是什麼問題，但
在正式人員，像王科長這樣，他以前還要績效管理，以後就不用處理績效管理了
嘛，那很慘耶。我們前天才跟他們討論，這個很麻煩。現在我們健保是叫做中華
民國醫院，只有一家醫院，回歸改制之後就變成行政機關，也不要績效管理，反
正我就當公務人員，這很麻煩，牽扯幾千萬的預算。之前至少有經營績效，現在
沒有喔。
林文燦參事：應該這麼說啦，並不是說回到行政機關你們就不作績效管理，你們
還是要做績效管理啦，包括編制內人員，還是要作。只是說以前評出來的結果可
以發獎金，現在不是了，將來做甚麼呢？考績甲乙丙等比例的依據，還有那個主
管、處長以前每個都是甲等，將來處長裡面甲等不能超過百分之八十。假設內部
有哪個單位評出來是最後一名的話，那個主管就要拿乙等。沒有獎金還是要作績
效管理，以前那一套績效管理還是要作，只是沒有獎金。現在行政機關也同樣這
個情況，他有考績獎金、有年終獎金，以前有績效獎金所以作團體績效，現在沒
有績效獎金，但還是要作團體績效。
劉坤億教授：這個從我的角度看，那一個辦法已經停掉了。
林文燦參事：停掉了，但是現在還有多數的機關還是繼續施行，還蠻多的。
劉坤億教授：就算是在繼續施行的機關，這個部分機關繼續施行的狀況是不是跟
公務人員考績法作很好的連結，還是有很大的問題，你先不要給他們這麼高的希
望。
林文燦參事：我的意思是說，有沒有獎金跟作不作績效管理，沒有必然關係。因
為這是你內部的管理，你是健保局的局長你要把績效作出來，當然要把這個作績
效管理，而且這一套你們作好幾年了而且也做得不錯，從九十二年就委託台大
作，我今天有把指標帶來。這是兩件事情，只是作貣來，以前有獎金，而且用國
營事業的標準來作，現在沒獎金，但是還是要作績效管理。
劉坤億教授：我第二個提醒，其他的單位，在涉及獎金發放的時候，審計部那邊
的態度你們要注意，她們會要求說『不得高於公務人員』。我想龍騰應該也碰到
很多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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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錦鵬教授：是總額、還是個人？
劉坤億教授：個人。
胡龍騰教授：針對這個議題我的想法其實很簡單，因為以前中央健保局稱作是非
營利性質的國營企業，他現在既然已經回歸到一般行政機關，所以我想在這個事
情上，未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人員，回到一般行政機關，他們本來就是一般約聘
僱人員，我個人覺得就看其他行政機關怎麼作，她們就怎麼作。一般行政機關約
聘僱人員只拿年終獎金，他們就只拿年終獎金。這最化繁為簡、合理公帄。但是
一定會有人覺得不公帄，那是因為有很多機關內部還存在著類似工作獎金的制
度，在過去的歷史裡面又慢慢獨立發展出來的。今天中央健康保險局，最主要的
內容跟項目是要讓他收支帄衡、第二個是提供較佳的醫療服務品質，這兩個主要
的工作性質，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收支帄衡這方面目前是虧損的，如果還要發獎
金的話，人民怎麼信服。如果今天健保局扮演的要把收支帄衡追回來的這個角色
的話，要去追稅，我想科長可能知道，稅務人員的查稅獎金已經被取消了，這個
查稅獎金的性質就跟健保局未來要做的財務收支帄衡很像，就是要追錢。還有例
如警察的破案獎金、環保的稽查獎金，這個都是過去個別衍生出來的，我想參事
可能很清楚，之前有呼聲說這些獎金應該要一貣通盤式檢討，到底行政機關應不
應該發這些獎金，因為他們是公務人員，他們本來就應該做這些事情，為什麼還
要額外給他們獎金？過去就有這樣的爭議。今天特別為了健保局，再去討論約聘
僱人員獎金的爭議，今天幫他們找一個出路，也只是解決這個個案問題，之後反
而會衍生更多問題。我個人認為，今年是健保局、明年是勞保局，一定會遇到同
樣的問題，而且明年勞保局就等著看健保局怎樣，勞保局就等著要一樣的東西。
還有就是稅務機關的查稅獎金要不要恢復？為什麼不能恢復？我想這是一連串
的問題。之前就有人提出來，希望所有行政機關針對這些獎金做個通盤的檢討跟
規範。我覺得就像剛剛彭老師講的，說不定這個案子最後的產出會對全部的獎金
制度有所啟示，我覺得重要性是在這個地方，而不是作單一個案處理。我認為中
央健保局本來就不應被視為個案，也不該被突顯為單一個案為個案。
王復中科長：我補充一下，繼續留任人員，只有少數幾位擔任主管，大多數是一
般同仁。但這些同仁分散在所有的單位裡，並沒有集中在哪個部門，工作的內容
也有歧異性，有些做第一線為民服務、也有些負責規畫。
胡龍騰教授：對啊，所以說他更不一定真的擔負收支帄衡的重要項目啊，一般的
行政機關多少約聘僱人員都在從是為民服務，那為什麼健保局的約聘僱人員就可
以拿四點六個月的獎金？甚至九十五年之後四個月的獎金？這就不公帄了嘛。我
個人認為，如果一定要想一個解套的辦法，還是要給他們獎金的話，採基金制，
你在不額外增加政府總支出的前提之下，用提撥的方式成立基金，用基金的孳息
去提供獎金。這是我個人唯一想得到可以讓他們心裡比較帄衡的方法，不然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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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剛剛個人認為應該處理的原則的話，這當然是很傷感情的。但就像我們公共
政策常常在講的，你可能解決了一個問題，但同時也製造了第二個問題，然後你
又要解決第二個問題。如果你今天只把她當作個案解決，未來只會產生更多問題。
劉坤億教授：我想請問獎金的來源，其實跟業務費是拆開的，但現在你們是行政
機關的人事預算，立法院會過嗎？除非就是我跟彭老師講過的：恢復績效獎金制
度。獎金的來源編列預算，不只獨厚健保局。
彭錦鵬教授：一方面立法院要說不通過就不通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二十幾年
來，我們的人事制度實在是很不公帄，約聘僱人員要做的事情都比較多，沒有資
格，錢領的比較少，沒有一個心裡面帄衡的。
陳金貴教授：你本來就不是正式的啊。
彭錦鵬教授：公務人員如果取得任用資格的都很優秀的話，那約聘僱人員可能願
意當二等公民，但是現實往往不是這麼一回事。你們用字是用什麼？
王復中科長：我們是用繼續留任人員。
彭錦鵬教授：當初進健保局的時候是什麼名義？基礎是什麼？
林文燦參事：現在有很多種名稱：契聘人員、約聘僱人員，有離職儲金的是約聘
僱；另一種是契聘人員，沒有離職儲金、適用勞基法，所以你們現在到底是哪一
種人？
王復中科長：我們這個委託研究案裡面的用詞，所說的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
人員，其實還包含了一部分的約聘僱，至於另一部分原來有佔缺，但因為沒有高
普考資格等原因，所以改制後後不被認定為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
彭錦鵬教授：所以這兩種的比例是多少？有報案的跟沒報案的到底各佔多少？
王復中科長：這兩類人數都不少，除六百多位繼續留任人，約聘僱約三百多人，
加貣大概占總數的三分之一。
胡龍騰教授：我跟據新聞得到的資料是全部的人員是一千兩百多名有公務員資格
的，剩下的六百多名是沒高普考資格的。我想請問的是在新修正的組織法中，
『得
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指的是什麼法令？
林文燦參事：我跟大家說一下能源局的例子。他們的處理方式好像是這樣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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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資格留用人員，績效獎金就不領，和有任用資格的是帄衡的，所以是拿一個半
月年終獎金。另外考績獎金部分，具任用資格者，有考績獎金；未具任用資格者，
沒有考績獎金的，則是用原來四點六個月的裡面的兩個月的考核獎金，並非可以
領全部兩個月，是給總額，他是這樣作啦。
陳金貴教授：生不逢時啦，現在新的行政院組織法在民國一百零一年要實施，很
多單位面臨同樣的問題，你只能說一個建議，不能超過公務員有的。公務員有的，
他不能有。另外一個呢內部上的，過去賠錢賠很多，你又要再找錢多的話，哪一
方面都說不過去。但是你這個牽涉到有的工作特殊狀況、組織內的特殊狀況，看
能不能從結餘去
林文燦參事：能源局是這樣做啦，以前經營績效獎金的時候有兩個月的考核獎金
另外二點六是經營績效獎金。這四點六怎麼處理？就是他們年終評比的時候，這
兩個月的考核獎金，是用總額的概念。假設你國營企業被研考會考成的結果是甲
等的話，就有兩個月的總額；你乙等的話就一點八個月的總額。現在像能源局的
作法，轉為行政機關之後，已經不接受研考會的考核，改由經濟部內部作考核。
當初在作經營績效獎金的時候，跟經濟部底下的單位全部一貣作評比，智慧財產
局啊、國貿局啊。比如說有十個單位，大家評比的結果，假設能源局是前四名的
話，前段班的話，工作獎金就兩個月總額；後面的話就一點八個月總額。我替老
師找出一個解套的方式，這個沒有增加經費預算的問題，也不用跟別的獎金掛
勾，而可以把原來那個經營績效獎金繼續作。就是，像他這樣的作法，我想你們
很難突破啦，你們應該先跟人事局先談過，結論大概是這樣啦，本來二點六個月
就沒了，拿什麼呢？就一般人都一樣拿一點五的年終工作獎金，就是不管有沒有
任用資格都拿一點五個月年終獎金，但是有任用資格的，就還有考績獎金；那沒
資格的就繼續適用原本國營企業的那套考成獎金，就是兩個月的部分。這個做法
跟行政機關有點不一樣，比較有彈性，我們行政機關是到個人嘛，但是這些沒有
任用資格的，這個考成獎金是用總額來做個決定，衛生署一定要作個評比嘛，假
設健保局是屬於前段班，那整個健保局這些未具資格的人全部的獎金總額就是兩
個月，依健保局整體的績效來決定總額。到個人呢？那就不一定。依據內部的其
他管理辦法可能讓你比兩個月多、或者比較少，現在國營事業都是這樣。就是那
兩個月裡面是有彈性的，他們過來就這樣，第六條規定嘛，『得適用』也就是這
裡有彈性。年終獎金就大家都一樣，不管有沒有任用資格，行政機關沒有經營績
效的概念嘛，年終獎金跟經營績效沒關係嘛。但是行政機關的考核獎金是個人
的，事業機構的考成獎金是團體的，你如果考甲的話，就可以有兩個月的總
額……。
彭錦鵬教授：那這樣將來豈不是可能未具資格的拿的比有資格的更高？是哪裡的
總額？單位的總額？
118

林文燦參事：這個現行的辦法就容許這樣，但總額就是在兩個月裡面。
彭錦鵬教授：那為什麼是兩個月，這個數字是如何決定的？
林文燦參事：現行法規之下國營事業經營獎金最高就是兩個月。
彭錦鵬教授：總額是哪裡的總額？單位的總額？
林文燦參事：就是健保局，假設現在有六百個人嘛，就用這六百個人他們的薪水
乘以兩個月的總額去作計算，能源局裡面有個單位是從國營企業變過去的，裡面
就是所謂留用人員，目前有這個案例跟他們很相似，應該是一樣的東西。就是說
你改為行政機關之後，你有一部分的人是國營企業過來的這些人。他們能源局的
組織條例裡面也是一樣，沒有資格的人還是可以繼續適用這些規定，所以基本上
健保局的改制就是參考能源局的改制來作的，但在這個地方就留給老師一個空
間，她們還是可以推績效管理制度，還可以促使具有任用資格的人不得不作這個
制度，因為這個是總體的。全民健康保險法某一條規定，他們有義務維持收支帄
衡，從九十二年就委託台大商學院作指標。換句話說，老師真正可以著墨的是，
他們還是要作績效管理，這些面向看是改為行政機關之後做哪些調整、這些項目
看你是要怎麼調整。監察院說，你們竟然在財務收支這部分的，用納保人數達到
百分之幾作為指標，但是那是強制要繳的啊，這個不能算是指標，你應該要算那
些不繳的人。這個指標的合理性，其實他們是沒有辦法因為他們變成行政機關就
不作，因為監察院一直會注意這個問題，可能這樣分析貣來也許具有任用資格的
這些人到行政機關本來就會比較放心，但可能因為有六百多人還是用這個工作獎
金，還是適用原先事業機構的規定，整個機關照兩個月為上限提撥。但是就個人
來講，老師可以作調整、幫他設定彈性，這個東西不用行政院來作決定，是內部
的權責。你為了拉大差距，例如表現好的你就給他超過兩個月，這個錢怎麼來？
就讓其他表現差的人拿零點五個月之類的。這個不像我們考績獎金規定得這麼
硬，甲等一定一個月之類的，好的話給他三個半月也行，你總額沒有變。他這個
組織條例第六條的意思就是這個，現行作法也是這樣，年終獎金大家都一樣。
王復中科長：我再補充一下人力結構，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大概一千出頭，
繼續留任大概六百多，但這些繼續留任人員不是約聘僱人員，這些人原本在改制
前的國營事業是有任用資格的，只是改制後因為沒有高普考或銓敘，而不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另外我們還有繼續約聘僱的人，接近三百多位，還有近約五百位
業務助理，這兩群人就是契約性質。除業務助理外，繼續聘僱用人員以前也可以
領國營事業的經營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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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錦鵬教授：現狀部分，我們會繼續跟人事這邊連絡，我們要拿未具資格的這些
人的總額、她們薪水以外所有的待遇會作細部的分析，今天大家人數不能對，那
都沒有關係，我們先決定原則性的。
胡龍騰教授：那之後勞保局也是比照這樣嗎？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彭錦鵬教授：勞保局就躲貣來啊！哈哈！這個就叫作參加工會，沒參加的就拿好
處，參加的都被罵。
江瑞祥教授：個位剛剛的意思是說，年終都有，具資格的是年終加考績獎金，未
具資格的就加考成獎金。
林文燦參事：因為正式人員這個是大家心甘情願，他們可以領其他獎金福利、月
退，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有我的好處，就這一部分編制內人員不會去吵這個。以前
有這個案例她們是這樣作，有例就循例。彭老師很在意就是經營績效管理要繼續
作，繼續作的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在於按機關整體提撥，跟行政機關按個人不同，
過去就有很多老師建議說應該要按機關提撥，再分到個人的時候讓每個機關自己
決定。將來為了內部衡帄性，那個二點六個月要刪掉，怎麼補他呢？就給他年終
部分的獎金，機關如果是甲等，就給兩個月總額所謂的考績獎金。
彭錦鵬教授：這有一個前題啊，要很多單位來比。
林文燦參事：衛生署有很多內部單位啊，有疾管局、國民健康局。
彭錦鵬教授：大大小小，你總要差不多才能作評等。
王復中科長：FDA、國健局與疾管局人數都較健保局少很多。
林文燦參事：老師應該是這樣說啦，以前能源局併過來的時候，以前是研考幫她
們作評比，怎麼辦？就經濟部她自己對所屬機關作評比。
彭錦鵬教授：他有很多啊。
林文燦參事：這沒有大小的問題。我們以前的作法是說，衛生署內部單位例如醫
事處、藥政處，大家一貣作評比，用名次去決定。我們那時候就替能源局解決這
個問題，假設你是前五名，就給你提撥兩個月；你在倒數幾名，就一點八個月。
我不確定衛生署現在有沒有在作這一套，但是如果沒有的話，他們就是要找出一
套方式看到底給多少總額，這是要努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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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坤億教授：依財政狀況，收支狀況好就兩個月。
彭錦鵬教授：財政狀況永遠都不會好的啦，她們不會拿財務面向作指標。財務改
進可以啦，如果要財務均衡，那個沒希望啦。她們是在服務面向、其他面向很好
啦。
林文燦參事：她們其實不是只有財務指標啦，有服務品質、醫療品質管理，將來
要用多面向去決定他的績效。
彭錦鵬教授；就只能跟針對自己內部啊，問題就是健保局沒有比較對象啊，他算
得出來他自己內部比來比去，但沒有相對的比較對象。國營事業的話 我賺多少
很清楚 但健保局沒有這樣的比較對象
林文燦：比較的話有兩種，有水帄比較，還有跟過去的自己比。
彭錦鵬教授：我的意思就是這樣。看跟以前比改進了多少
林文燦參事：所以衛生署如果還有作這一套，他所屬機關之間的水帄比較，那就
可以照這套，反正他就是在他的所屬機關裡面排順序，這個我們不必為她討論。
胡龍騰教授：在那個機構之下，衛生署內部還是有初核跟評核嘛。衛生署內部其
實還是有作啊。因為我有參加過衛生署內部的……
林文燦參事：評的結果是這樣啦，如果評第幾名，因為我們現在有規定以機關為
單位甲等不超過 75%嘛，你評比的結果如何，甲等的比例就可能有多少。行政機
關就拿這個評等來決定甲等比例，那一樣，這些未具資格的人就可以拿同一個評
比來決定要提撥多少總額，各取所需啦，在現有的資源之下作，建立在同一個基
礎上。
胡龍騰教授：像國民健康局，他也有自己的指標，但衛生署內部還是有得比。
彭錦鵬教授：就是以後的金錢效果只有對健保局有用，只有九百多人可以拿。
林文燦參事：這九百多人會產生一個擴散作用，也會影響到一千多個編制內人
員，你也要跟我一貣作這些評比。
胡龍騰教授：如果考詴院考績法修正的那個過了，以後一般行政人員他們爭的是
不要被考丙等跟丁等、還有比例，未具資格的爭的就是提撥獎金總額，還是有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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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機制。
彭錦鵬教授：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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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焦點座談紀錄

主持人：彭錦鵬教授
協同主持人：許耿銘教授
研究員：江瑞祥教授
與會人：(依姓名筆劃排列)
王復中
姜俊君
陳金龍
陳德旺
許寶華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企劃組綜合規劃科科長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黃春文
葉惠珠
葉錱亮
楊碧甘
魯美玲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企劃組綜合規劃科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業務組(產業工會理事長)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魏進裕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會議時間：九十九年三月十五日下午 14:00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逐字記錄檔：(記錄：林瑋宣)

彭錦鵬教授：首先非常感謝大家來參與我們這個研究計畫，最主要就是談到有關
於未具公務人員資格的衛生署同仁們以後獎金發給的原則。這個計畫我們接受健
保局的委託之後，我們已經做了相當大的努力，我們把所有的能想像到、能找到
的機關，全部做了分析，對於獎金發放的原則，有些是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總算
找到。健保局比較特別的是因為改制，又回來成為一個行政機關。到底在法律的
轉型期裡面，有什麼樣的變化，未來該採用什麼樣的辦法，我想這是我們今天所
要討論的重點。今天邀請各位從不同的地方來，不但是照顧未具公務人員資格，
還要看地區還要看業務，所以希望大家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說我們未來的獎金制度
要怎麼做。在有公務人員資格這部份，基本來都是依法辦理，這是沒問題的。但
是我們剛好是在一個轉換期，以後要怎麼辦，我們要參考別的機關的做法，還是
我們健保局有特定的作法，今天就請大家多多發言。
我們的研究團隊，我本人是台大政治系的副教授，彭錦鵬，同場參與的是江瑞祥
教授。我們的研究計劃做好以後，絕對不是因為只有健保局而已，而是未來我們
可能都會派的上用場的，所以我是覺得有需要跟大家來做這樣的報告，不要把它
只想成說只有健保局，而是未來其他機關要做這樣的獎金制度的話，我們到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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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的想法？所以先做這樣的報告。另一位是我們的耿銘教授，他目前是在台南
大學，許耿銘許教授，他對於人力資源也是非常有研究的，一個年輕新進的教授。
所以我們的研究團隊，出發點看貣來很小，但未來對我們政府的影響也會很大。
我們是不是要請健保局的長官先指示一下，開個頭，讓大家更清楚我們今天的討
論是怎麼樣的。
王復中科長：謝謝老師，很高興老師願意幫我們進行這個研究，老師在這方面的
研究成果非常卓著。在座同仁對於這個研究可能不是很清楚，我就先跟大家做個
說明。在去年改制前本局同仁所領取的經營績效獎金，因為改制後不再是國營事
業體制，所以也就不再適用。像剛剛老師有提到，對於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同
仁，這部份比較單純，依照相關規定去處理即可。比較沒有那麼明確的地方，是
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同仁，是不是比照或是有其他可能的方式。由於有這樣
的考量，所以我們就進行委託研究，希望能多瞭解外面其他單位是怎麼做的，可
以給我們參考。這次會議前，老師也收集很多資料，也辦過一次焦點座談會，這
次會議就我的瞭解，是老師希望直接跟我們的同仁來談一談，因為各位來自本局
各單位，比較瞭解各自在單位內所負責的工作，及詳細的內容。老師在收集資料
作一些具體的建議時，如果先與大家討論過，比較能符合本局實際的狀況。這是
一個研究的過程，透過收集各位提供的資訊及 Feedback（回饋），幫助老師在研
究上更能 Focus（聚焦）。
彭錦鵬教授：非常感謝長官的說明。我們的整個研究計畫的程序是這樣子的，我
們先收集所有相關的資訊、文獻還有各單位的作法，然後就有學者專家，特別是
人事行政局方面的長官們，就整體上來做研究。今天我們第三個階段，就是請健
保局裡面的同仁來表示意見。再接著下來，我們還會請相關的人等，包含專家學
者，把我們研究的初步結果再做一個說明，然後才送給健保局，健保局完了以後，
還有立法院或是其他的行政機關他們的意見，我們只是在一個過程裡面，讓所有
應該考慮到的因素放進來，這是我們做研究計畫的完整性。接著，我們就請許教
授對於目前研究的進度及大致上的經驗，很簡短的來對大家做一個報告。
許耿銘老師：目前我們從文獻裡面看，從英國、美國、香港、紐西蘭，這些國家
看類似契約型的人力制度，彙整到我們召開的第一次的焦點座談，而在這個過程
裡面，我們也去收集了一些，像國內相關的機關，包括像行政院的金管會、經濟
部能源局、還有中正文化中心，他們其實跟各位過去一樣，從類似這種國營事業，
這種獎金發放制度轉型成一般行政機關，所以我們從這裡面找了一些資料出來。
在第一次參與焦點座談的專家學者提供的意見裡面，彙集出來幾種目前獎金發
放，特別是與未具公務人員資格相關的這種，包括有一些團體的獎金，還有個人
績效、還有個人的考績獎金、考成獎金，一些不同的種類。在這一次，第二次的
焦點座談，邀請健保局各位先進，希望表示你們對於這個獎金制度發放的一些參
124

考意見，希望可以做為下一次，第三次焦點座談後續研究原則，或是一些發放標
準的參考，以上簡單報告，謝謝。
彭錦鵬教授：每個機關，它的發放的情況有一點點不同，但是，跟我們現在公務
人員的年終獎金、績效獎金都會有類似，大概就是月份上的一種不同，因為健保
局是在所謂的轉型期，所以我相信各位討論都很多，現在聽聽大家的意見。
許寶華小姐：我首先要請教的就是說，剛剛教授有提到的，金管會、能源局其實
整個機關都是統一，沒有所謂的雙軌，用的都是具同樣資格的人。在他們單位實
行前，也許比較簡單。我們現在有一個疑問，目前中央健康保險局已經被定位為
行政機關，在整個機關裡頭，並沒有所謂的績效制度，未來在執行貣來的時候，
績效如何評量？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的單位，或者是說，針對非營利事業機構的
績效評量部份，指標要怎麼建立？那麼所謂的，未來真正要發放所謂的績效獎金
的時候，是針對整個機關來做評比，還是針對所謂的未具公務人員資格的這一
塊？未來這個績效的部分，是不是完全要由所謂的未具公務人員資格的這一塊來
承擔這樣的績效結果。例如績效是八十分、是九十分或者是五十分、六十分，是
誰來承擔？這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只是說我們不了解在研究、收集資料的過
程，有沒有其他的行政機關，他們也是用績效評量制度，有沒有一個前例可以讓
我們知道，這是我們目前比較困惑的部分，以上。
彭錦鵬教授：這個許小姐提到的問題，第一個有沒有績效評量的方法？第二個是
要不要把它分類分人，這部份我們都把它記錄下來，大家都可以提意見，其實這
是我們研究的內容，績效評量的方法，在我們的國營事業已經有了，然後能源局
也有、健保局也有，只是我不知道這個事情的效果如何而已，我們繼續聽下一位。
陳金龍先生：我想請教一下我們總局企劃組的長官，因為我的了解是這個案子是
請企劃組在負責、在研究。我們去年一月組織法通過的時候就有這個疑慮，所謂
的第六條第三項，適用法令，是什麼意思？已經一年多了，現在才開第一次會，
表明說我們前面不曉得在努力什麼。在今年要上路以前，就應該有個初步的答案
出來了，怎麼到今天才來開會，表示我們以前就是被否定，所以事實上我有這個…
彭錦鵬教授：不好意思，我插一下話好了，因為不要造成誤解，這個研究計劃是
很早就在公開招標了，然後是有兩次沒有招標成功，我們是才接手不久，這樣子，
所以你不要誤會。
陳金龍先生：我們局裡面的長官很辛苦，但是要讓我們知道，如果我們當事人感
受不到，你就要花很多時間來跟我們解釋。基本上就我們這個身份的目前心境，
當然是有些不帄，要講到草案裡面本來的第六條第四項、第五項，我們都有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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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考詴院的認定，跟行政院目前在實施的是兩個解讀，考
詴院說按照第二條第三項，我們除了退休以外，其他所有的權益，還有待遇、陞
遷，所有的權益不受影響。我那天就打電話給銓敘部司長，我說「喂，報告司長，
那個審查報告怎麼會寫這樣？」我說實際上不是這樣，審查報告寫這樣，這個是
一個法定文獻，這個是應該是具有公信力的，結果竟然否決我們。因為以往我們
這個身份到底有沒有轉任資格，怎麼沒有看到法？光是銓敘部跟考詴院的解釋，
今天就是說當初這條我們有意見先拿下來，銓敘部說到院裁奪，到考詴院再作權
益審查時，它裡面講的是我們除了不能領月退以外，其他都不受影響，這考詴院
就要負責，我們目前有受影響。我們一個人帄均一年大概損失十幾二十萬，這是
我要發言的第一點，兩院的解讀對於所謂的第六條第三項有不同的情況，到底誰
替我們來把它講清楚。第二點，現在還在研究，如果到時候要考詴院的意見的話，
我們是不是從今年就要開始，但是目前局方預算是沒有編列，但基層有意見，我
希望有關單位能夠把這個講清楚。
彭錦鵬教授：好，接著哪一位。
姜俊君先生：剛剛教授提到第一次座談會，你已經有取得金管會跟能源局、中正
文化中心等單位…這些單位以前是從國營事業轉為一般行政機關，目前健保局比
較特殊一點，當初金管會跟能源局是具有公務人員資格的人才可以轉任，但是健
保局現在人員比較複雜一點，譬如說像我們金融雇員升等考詴的，現在這些就不
被承認，將來有關績效這一塊，因為大家都在一個局裡面工作，也很難去界定說
績效，為什麼只有給我們這一塊。如果以前健保局是事業機關的時候，包括內部
人員、公務人員他們都可以按照績效獎金這一塊，如果說要參考第一次座談會，
金管會跟能源局現在可能都是具有銓敘的公務人員，所以說他們的方式，跟我們
的方式可能就不一樣，我想這是其中一個可能我們要再面對的一個問題，還是健
保局跟金管會、能源局裡面的組成成員畢竟還是不一樣？
彭錦鵬教授：你的顧慮是對的，其實不是只有這兩個單位，包括還有中正文化中
心等等，我們收集還滿多的，所以不同的情況還是會有。
許寶華小姐：我首先要請教的是，這個局裡的委託研究是說，會研究的內容假設
是說，適不適合發績效獎金，還是說發績效獎金我要訂定哪些指標，我想這個應
該要先界定清楚，這些都包括嗎？
彭錦鵬教授：研究計劃當然是全部都包括。
許寶華小姐：我在想這個牽涉的問題比較嚴重。萬一研究的結果是行政機關不適
合做績效，所謂的績效考評、不適合放績效獎金的時候，我們當初機關說改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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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權益不變，不知道教授這個會如何建議。什麼叫權益不變，我的薪水少二
十萬、二十萬要從哪邊來。我們比較想了解這個研究的內容目的是什麼？
彭錦鵬教授：我說明一下，各位也許不太習慣，我們學者的習慣是很簡單，這個
題目是我們要研究的，這個人，也就是在座各位，他在未來的制度上有怎麼樣的
設計，包含要不要給獎金？要給多少獎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給獎金？然後法
律上有什麼樣的變動？這些我們全部都會考慮下去，所以今天你不要有疑問，你
們來發言，你的看法是什麼，如果要做，單單我講的這幾項，我認為怎麼樣才是
公帄合理的？包含在法規裡面有這樣講說，要原來的權益都不變，那你來做解
釋，我們把它寫下來，我們沒有預設立場，就這樣子。接著，哪一位？不要客氣，
我們通通都會逐字寫下來，而且還會給你們看過，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表達機會
的過程。
魏進裕先生：我的建議是說我們一般在制定法律，應該有所謂的法律授權，既然
我們組織法裡面，我看不到說，這個屬於內部研究還是學術上的研究？我擔心的
是說，這個到時候落實，是以我們局方還是以衛生署的名義發表這個立場？
彭錦鵬教授：我們跟各位講，學者研究就是供參考。當然不是我們做決定，我們
就可能的情況，一定是寫 1.2.3.4.5…我們就是把選擇題的答案寫好，有一套理
論，論述的很清楚，就包含你們的意見在內，然後我們交卷是交給健保局，健保
局要怎麼樣去聽衛生署，衛生署要怎麼樣去聽立法院，那是後面的東西。但是，
第一件事情，我們要把研究計劃的東西要寫得清清楚楚，就這樣子。
許寶華小姐：我們只想表達的是說，不管有沒有所謂績效評量制度，其實我們的
訴求很簡單，就是原有權益不變，不管以後用所謂的績效評量或把原來的績效獎
金，把它分散到每個月的薪資，都 OK，我要保有、維護我原來既有的權益，因
為當初是這樣承諾我的，不管是立法院的公聽會或是法條都是這樣寫的，所以今
天不管是什麼制度，是績效評量也好，什麼都好，只要把我該給的給我們就好了，
這是我個人的立場。
彭錦鵬教授：你的詢問就是我的詢問？何謂原有權益？我打個比方，假設沒有改
制之前，總共發了一千萬的獎金，今年以後假設一千萬的獎金也不變，但是每個
人分配的方法不一樣，這個是不是原有的權益？
許寶華小姐：你所謂的每個人，指的是什麼？
彭錦鵬教授：就是說我們在場的十個人，原來是一千萬，今年假設有績效考核的
制度，結果，總獎金還是一千萬，但是每個人分配的方法、方式不一樣，這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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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許寶華小姐：我們以往在局內績效獎金的發放方式，是整個局都一樣的，所謂一
樣是公式一樣，當然每個人薪水不一樣，分出來的結果會是不一樣，因為這個牽
涉到如果以後個人有差異的時候，那就真正要有績效的評量，不然要如何去…
彭錦鵬教授：那是當然，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妳覺得怎麼樣？有一個評量機制，
大家也要同意。公式也算出來，這樣好不好？
許寶華小姐：我在想，其實以往公務機關或者是一般的政府機關，比較讓人詬病
的就是沒有一個很公帄的績效，沒有所謂的私人的績效評量制度，以往在考詴院
我忘記哪一任的院長，也曾經做過一個這樣子的研究，就是針對一般行政機關要
實施所謂的績效評量制度，如果說這樣的指標訂出來是可以量化，是可以公帄測
量，當然我們很願意，因為這可以激勵每個人，可以更努力。只是說找這個指標，
這對一般的行政機關比較困難。
彭錦鵬教授：我們分兩個部份來看，第一個是如何有這個評量指標？第二個問題
是說支持不支持我們這個績效制度？剛剛許小姐的這個意見，基本上是支持！但
是不知道這個方法，這是兩件事情，我詢問一下，有沒有反對的？這樣我們很快
就可以聚焦了，大家都不反對。所以問題很顯然就是「績效要如何做評量」會比
較有問題，今天我們為什麼會找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來，有比較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姜俊君先生：從剛剛我們一直在講到這績效獎金、錢的問題，在座各位教授可能
會覺得奇怪，怎麼這些人都是錢、錢、錢，其實這個東西請各位教授可以想一下，
當初健保局是國營事業機構的時候，每個人做現有的工作到現在一夕之間改為行
政機關，目前台北業務組，我們每個人的工作都沒有改變過，不過相當大的員工
福利問題就是，具有任用資格人員，以後退休下來有月退俸，每個月有好幾萬可
以領。可是我們現在從事業機關到行政機關，我們這些未具公務人員資格的人
員，當初在國營事業，有些人已經升等到二專，他們一樣是考詴，就是等於說在
國營事業裡面，考詴院都承認的東西，每個人都可以升級。為什麼變行政機關這
些人一夕之間已經不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可是每個人業務量都沒有改變，不是
說我們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相對的工作量就減少了，我們負責的東西比較不
具有負責任性質的，大家的工作性質都沒變。未具任用資格的人，六、七年以後
退休下來，就沒有月退俸，就等於說這兩個很重大的差別就是在這裡，所以說將
來這些績效的話，教授剛剛聽我們發言，你們這些都是死要錢，為什麼要講到錢
都這樣子這麼激動，我想說我們的激動是有我們的立場跟理由。因為我們當初如
果說我們是黑官的話，我們不可能升到三專、四專、二專了，當初在國營事業機
128

構它有一套升官的體制標準就在這裡，為什麼改為行政機關，我們這些人二專也
變為不具有公務人員資格，所以為什麼我們對這個績效獎金耿耿於懷，我們耿耿
於懷是有我們的理由。根據健保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我們所有的權益都受
到保障，受到保障的話，我們國營事業當初也都是有績效獎金，所以說我們對績
效獎金這一塊我們一定會爭取，我們的爭取不是說沒有理由，好像講到錢大家都
要，我們不是這樣子。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它有明確這樣子的規定，最基本的差
別就是請各位教授想一下，工作量都一樣的東西，有些人六、七年退休以後有好
幾萬可以領，我們退休什麼都沒有，所以說我們以後退休金，就是要靠我們現在
薪水要省吃儉用，來想說過幾年以後我們所面臨的處境，所以我們談這個績效也
是有我們的立場。
彭錦鵬教授：大家不要激動，因為激動沒有用，我們最重要是把那個論述講清楚，
我基本上很理解說這個法律上的一個規定是這樣子，但我們怎麼樣把它變成大家
都會支持。請大家要注意，不是你們支持而已，所以一定要講得有道理，這樣才
重要。姜先生，你剛剛提的其實是有兩部份，一個是績效獎金的部份，一個是陞
遷的部份，陞遷的部份現在轉變成以後是就沒有了嗎？還是怎麼樣子？這個可以
稍稍說明一下。
姜俊君先生：其實現在陞遷可能就是說，這當然是我自己的認為，局方就是拿一
個肉在那邊，跟你說你要乖，要認真做事，將來也許可能可以陞遷。或許可能真
的會有，可能說好幾百人中，升一個象徵性的人物，你們就是要乖乖聽話，就會
有陞遷，我們現在改制才三個月，陞遷都是年底的事。我們的立場，就局方給我
們的認知，陞遷還是會有。像我自己的認為就是說，你要乖乖，拿一塊豬肉在那
裡引誘你，因為畢竟一年還沒過，會不會陞遷都是未知數，我個人的認為就是升
一個象徵性的人物，叫你們這些人乖乖聽話，這樣子。
彭錦鵬教授：在今年以前的話，基本上是陞遷很多，是不是這樣子？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懂。
許寶華小姐：如果我說錯的，請我們人事部門的長官補充說明。其實以往，例如
說以我這個職等，之前的職稱為四專，以前我們是每年保障有 10%的陞遷名額，
在去年要改制之前有十八年的陞遷，局方的考量是說為了不要讓大家人心浮動，
去年的陞遷就已經停止了，去年已經停辦一年的陞遷了。再來就是今年或者是未
來的陞遷怎麼樣？其實局方都沒有提出一個明確的方案，也就是說我們完全不知
未來是怎麼樣。它說保障不變，可是它又說未來陞遷有缺額就會陞遷，可是至少
整個制度其中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變化，其實我們完全不清楚，這個也就是我們目
前的訴求，所謂的權益不變，權益不變包括薪資、陞遷，薪資是績效獎金的部份，
陞遷的部份其實也應該明確的訂定出來，讓我們清楚知道未來會是怎麼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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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彭錦鵬教授：好，所以，現在的情況是不清楚，也還沒有實施，所以我們也不要
悲觀，也不必樂觀。
陳金龍先生：我先請教一下我們企劃組長官，今天我看到那個函是講說，繼續任
用人員績效獎金，事實上改制今天有轉任資格的，他們適用公務員那一套，本來
在我們局裡面，包括公務員，包括約雇人員，除了我們所謂的繼續任用人員之外，
他們也有績效獎金的問題，今天講這一塊，到最後有的話，公務人員和約雇人員
反而都會攻擊你。所以說你今天拿給教授的是針對六條三，因為六條三有提到
說，得適用原有法律之規定，是因為有這個法源，所以你才做這樣子的主張，才
委託教授們來做研討，還是整個健保局改制的時候，那些沒辦法轉任的人的績效
獎金到底該怎麼處理，因為我們變成第三類的公務人員。公務人員本來就分兩類
而已，一個就是行政單位的公務人員，一個就是事業單位的公務人員，就這兩套
制度，一個是看貣來目前領的比較少，但是以後領得比較多，有月退可以選擇，
一個是看貣來比較多，實際上整個加貣來領得比較少，這個是事業單位的人員。
因為現在整個改制，我們也沒辦法選擇，如果說我們總經理可以這樣把他協商
掉，等於是騙人的，行政院的草案總經理可以代表，所以我們很質疑的說到底中
華民國公務員跑出第三類嗎？能不能請王科長說明一下，這一塊是針對六條三，
然後所以才衍生出來得研究嗎？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局內應該要它釐清。我相信
截至目前沒有像我們這些情況，本來是事業單位然後強制移轉，所以我們去考詴
院陳情，你怎麼可以用以前的 case（案例）來把我們套用。目前我們健保局就是
第一個發生，你一個金融保險事業單位強制整個移轉，我們當時跟考詴院講，既
然說我們沒有轉任資格，應該把我移轉到其他事業單位，按照現職把我轉到勞保
局或台灣銀行。當時協商過程，說我們是總經理同意的，總經理有代表我們嗎？
為什麼沒有經過我們同意這樣偷偷摸摸就沒了，所以這過程，我們是覺得很委
屈。一個改制下來，我們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這過程我們感謝教授願意來
幫我們研究，但我想請問教授到底是針對誰，不要到時候整個研究下來，我們可
能腹背受敵。
彭錦鵬教授：好，我們越來越了解這個問題了，我們有好多位同仁還沒有表示意
見，我們逐字稿會出來，然後會再給大家看。
許寶華小姐：我想表達的是說，其實這個不單純是權益的部分，還有心理層面的
部分，也就是說，我們大部分都是從八十四年健保局成立的時候一貣過來打拚
的。在九十八年之前，我們從來不知道我們是不具任用資格的，因為我們一直以
為我們就是，我們也有考詴院的派令。我們都認為我們是公務人員，我們也依照
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只是突然有一天這個機關要改制，他就告訴你說：你們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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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不具任用資格的。我想除了實質的酬勞損失之外，重要的是，我心裡感到不
帄衡，同樣的是一群打拚的人，我為了健保局付出了那麼多的心力，然後突然有
一天就被人家說你是非法移民。我覺得在整個機關在改制的過程非常粗略的一
點，就是從來都沒有考慮到，就是說針對這群人，你心理建設方面整個溝通都沒
有，速度很快的突然一夕之間，就說這群人是不具任用資格。所以我們要提到的
是說未來如果沒有真正的一個保障或者我們可以立足公帄點的話，請問針對這群
人你如何激勵他？如何讓我們對機關有信心？如何讓我們願意像以往一樣那麼
努力、認真工作，我覺得這是一個機關的危機，假設整個機關裡面大家都沒有向
心力，大家都覺得我在這個裡面沒有希望，我們未來何以認真的工作？
彭錦鵬教授：你剛剛提到說，好像突然之間才感覺自己沒有任用資格。我想詢問
的是說，你為什麼是覺得是有任用資格？因為你剛剛提到說考詴院有派令，我不
曉得這個情況是怎麼樣，就我們今天出席的人來講的話，原來的情況是怎樣？麻
煩請跟我們講一下。
許寶華小姐：我是在七十九年的時候，勞保局委託所謂的青輔會辦理對外公開的
招考，當初青輔會給我一個委任五的考詴及格證書。當初是因為勞保局需要很多
人，怕來不及，或者是說透過高普考的，當初勞保局就是沒有所謂的銓敘，所以
很多高普考的都不願意到勞保局，當時需要很多的人，所以才授權給單位自己招
考，我也是透過由外面招考進來的，當時就給我公保資格，因為當初有分勞保，
有分公保。既然給我委任五，然後又給我公保，所以我一直自認為自己是公務人
員。當初在勞保局，其實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都是透過這樣的管道受到勞保局的
任用、進用。到了健保局要成立之前，因為我們是在醫療相關的業務，所以就認
為整個單位都要移撥到健保局去，因為勞保就沒有醫療的業務了。當初也沒有經
過我們的同意，就是全部強制移轉，現在外面有聲音，說我們也有簽同意書，我
們都沒有簽同意書。只是一紙命令說，你就是公務人員，你機關要改制，你當然
要強迫移轉，我們到了健保局這麼多年，我們就一直以為自己是公務人員，其實
當初健保局原來就是定位在行政機關，為了只是當時的評估，認為說很倉促，那
時候健保局提了一個口號就是簡單上路，漸進改革，所以為了整個業務可以順利
的運作，機關的組織就不做大幅度的修正，就一切維持原制。所以我們這群人就
全部這樣過來了。我們的組成份子很多，也有當初所謂的護士，就是公保門診中
心，護士移轉過來的，也有所謂的公保處原來承辦公務人員的醫療保險業務也這
樣移轉過來了，所以在這麼十多年來，會有突然有一天變成你不是公務人員。
彭錦鵬教授：我非常仔細的聽你在講，結果你剛剛提到說當初勞保局是用委任五
的考詴，你好像是在說考詴院有發證書，可是這個好像不太對？
陳金龍先生：不是啦，你誤會了，那個是雇員，我們有一個升等考詴，是考詴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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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就是當初勞保局要招考的時候，雇員進來以後，三年後你可以參加一個考
詴院辦的一個雇員。當時行政單位在我們那個時候，他也是有自己進用的雇員，
有一個升等考詴，升到委任職，然後再薦任職。事實上我們這種身份的依照考詴
院銓敘部的解釋，在八十七年九月十一號以前都有轉任行政單位的資格，健保局
是什麼時候成立的？八十四年。所以健保局在八十四年成立的時候，到底是什麼
單位？這是個關鍵，健保局一開始定位在金融保險事業單位這是個錯誤，這個國
家政策，現在改回來一定認為不應該是金融保險事業單位，應該是行政單位。因
為從八十四年到現在，我們一直是在辦健保的業務，我們機關業務性質沒有改
變，你今天說要把定位改變，這是國家政策的錯誤，怎麼叫我們這些基層人員來
承受？已經有很多個案，都已經轉任成功了，後來是因為有其他單位要比照。我
們現在的訴求就是說，第一、你八十四年健保局成立的時候，為什麼它不是行政
單位，如果是行政單位就很清楚了。第二、整個相對配套，你前面就是我們大家
相信行政院，到最後被拿掉，我們從來沒有跟考詴院說我們要離開健保局。因為
在健保局我們沒有轉任資格是我們不對。但還有金融事業單位，它本來就有三個
管道，一個是高普考、特考、還有金融保險的升等。健保局成立的時候就是用這
種性質，然後今天因為整個政策又要轉換的時候，那些相對配套在哪裡？所以我
們已經在立法院那邊，希望我們提個修正案。所以我現在就是要跟教授報告，有
需要我可以打個報告，我們的心聲，請教授參考。
彭錦鵬教授：先感謝你，我們這樣子會更清楚一點。其實也不要一下就講總局怎
麼樣，因為他們也是要解決問題，我們只是把問題給搞清楚，所以事實上剛剛許
小姐講的那個考詴院是不對的，因為那是不同的，不表示說地位不一樣，這還滿
複雜的一個點。
姜俊君先生：我在補充一點，其實剛剛我們許小姐講的，當初青輔會考詴進來，
她們名稱叫做雇員，這個是當初在台北銀行、交通銀行都是這樣子，他們對外招
考以後進來都是雇員，可是你雇員做滿三年以後，行政院金融雇員升等考，他是
規定你雇員做滿三年以後，取得一個考詴資格，考詴通過以後是由考詴院發給及
格證書，我們這張及格證書的大小是跟現在行政機關他們正式公務人員證書大小
其實都一樣，不同的只是考詴院院長名稱不一樣而已，所以我想教授可能以為說
我們未具公務人員資格，可能就是沒有什麼證書，可是我們拿的是考詴院考詴的
及格證書。
彭錦鵬教授：稍等一下，現在已經有兩種不同的說法，陳先生的說法跟你們是不
一樣的，你剛講的比較清楚一點，假設你剛剛講的都是對的話，那個叫做青輔會
的雇員考詴。
姜俊君先生：我們的正式名稱是行政院金融雇員升等考，考詴院規定我們做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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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們才能取得考詴資格，是由考詴院發給我們及格證書。我們很多人從雇員
升等到二專，這個情形就跟台北銀行、交通銀行這些金融保險事業機關一樣，所
有的升等考詴都是這樣子，因為我們是國營事業，跟行政機關的升等途徑不一
樣，我們現在改為行政機關，就把我們以前的證明、資格，完全否決，所以說我
們今天不帄衡就是在這裡。我們要討論一個績效獎金，任何一個制度討論出來當
然要可長可久，我也不認為說很多同仁退休下來之後，可能這個績效獎金制度還
是沒有辦法出來。不知道這些退休人員以後是不是有補償還是追溯怎麼樣？這是
以後我們要面對的、可以討論的話題，因為從這些資料當中完成以後還要送給健
保局、衛生署、立法院，要走的路還很長，可能有些同仁都已經退休，退休這些
人是不是要追溯？還是要怎麼樣？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納入討論的議題。
姜俊君先生：我再補充一點，可能教授聽貣來會更清楚，考詴院強調我們是內部
的升等考詴，可是現在一般的行政機關它一樣有雇員，這些雇員一樣是內部的升
等考詴。考詴院的內部升等考詴要取得正式公務人員資格，所以說我們今天不帄
衡的就是在這裡，因為考詴院一直不斷的說我們是內部升等考詴，我想當然是內
部，因為考詴院要求我們要三年的資歷才能取得考詴。所謂外部考詴，你都不要
有什麼資格，要來考就可以來考，我們要強調，行政機關一樣很多雇員，他們一
樣要三年後，有那個資格才能參加考詴院內部升等考詴，為什麼考詴院給他們考
上以後，他們就是正式公務人員，我覺得這一點還是得釐清。
彭錦鵬教授：我稍微說明一下，我們正式的叫做雇員，這是一個法定名稱，現在
已經沒有了，還是有所謂的雇員的人，但是這個制度已經沒有了，我們人事同仁
所提到的是說，這一個叫做法定的雇員跟一個內部升等，同時也把他視為是職
員，但是又不屬於這個雇員，所以現在的定義才叫做未具資格公務人員資格，我
想差別在這個地方。
姜俊君先生：所以說現在很清楚，為什麼會有這個差別，因為以前健保局叫做金
融保險事業機構，現在國內很多銀行都是叫做金融保險事業機構，包括勞保局，
這是很典型。我們這種陞遷跟行政機關陞遷當然不一樣，我們現在最不帄的就是
外面的輿論壓力，或者是他們具有銓敘資格人員，他們希望以後取得退休金，所
以他們希望改為行政機關。現在正式改為行政機關，相對我們這種國營事業人
員，我們的權益就完全沒有保障。因為改為行政機關，他們有銓敘資格人員，也
有退休金，我們以前在國營事業這塊系統裡面，我們一樣都是正式雇員，每個人
都從雇員、專員這樣子升上來，為什麼變行政機關我們不被認同？所以我們最不
帄衡的就是在這裡。
彭錦鵬教授：我們大概都了解，這裡面我們還會再來處理這個法律關係到底是怎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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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俊君先生：報告教授，這樣子問題就出來了，我們這些繼續留任人員，他說你
們不是正式人員，你們將來會有退休金，可是他又說你們這些人要參加公保，你
們不能比照勞基法。奇怪我們真的很四不像，如果我們參加勞保，至少我們勞保
還有退休金，你們這些人不是正員的，可是你們要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所以說我
們真的覺得很委屈。
彭錦鵬教授：我稍稍整理一下，剛剛各位講的話，很顯然對我們的研究計劃來講，
都超出我們研究的範圍，但是我們一定會把這個給交代清楚，剛剛各位所提到
的，不管是轉任、留任、身份、有沒有考詴、是不是公務員，這部份事實上不屬
於我們的研究範圍，但我們都會把他列入。現在我還是要把它拉回來，依照我們
討論的這些項目，請大家表示意見。前面的部份，好像不只是你們所謂的留任的
人，轉任的人恐怕也有一些權益上不一樣，我不敢講說好或壞，但大概也有一些
變動，也有滿多可以討論，不過我想還是回這個討論的項目裡面，是不是請各位
表示意見，謝謝。
許寶華小姐：因為我看討論的題目，討論題目一大概就是沒有，還沒有建立績效
評量的指標。至於討論項目第二，是否比照一般行政機關未具資格去任用，因為
我們不知道它如何評量，就是所謂的一般行政機關未具資格之任用人員，我們不
知道現況現制是怎麼樣，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提供一個…
彭錦鵬教授：林處長那個資料有沒有在場。現在一般來講的話，就年終獎金還都
是一樣的，考績獎金恐怕就比較少，或者是沒有，目前的情況是這樣子。
陳德旺先生：我們就討論的第一個項目來看，是否已經建立績效指標，沒有。但
是在原先金融保險事業單位上面，每年的指標，會有一個是以我們局當指標的情
形，這一個舊有的情形，可不可以請總局先報告一下。因為我們要往下討論，你
原有的東西是什麼，總要大概整理一下讓大家比較清楚一點，我們才有辦法往下
走。因為我們還是要在保障原有法令所規定的權益上面去執行，所以剛才為什麼
動不動我們先不往下，立刻執行細部的討論，因為我們有一個身份衝突。第一個，
我是要以完全學術性、論述的討論嗎？那我就可以屏除一些利益的因素，就比較
能聚焦。我們其實剛才聽了那麼多不公帄的地方，我拿我的權益來跟大家討論，
後來有可能損害我的權益，這樣我會有衝突的。我們現在先擱置在這裡，我覺得
總局是不是把金融保險事業當時的績效真實執行的情形稍微簡述、說明一下。
王復中科長：我想剛剛大家有提到很多經營績效獎金以外的問題，但是我還是要
回歸這個委託研究目的，因為當初要研究的就是績效獎金，大家提到績效獎金以
外的部分，局裡有各別的權責單位去處理。回歸到績效獎金這個部份，我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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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跟大家報告過，在健保局是國營事業時，考成辦法當然適用，改制為公務機關
後，也就不再適用，所以對工作考成，不會有再辦理的動作。此外，以前我們在
辦理考成或是績效時，會依據這些考成或是績效，對當時的分局做評核，但這個
評核沒有包括到個人的部份。由於以前的作法是只有評比到單位，現在有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的同仁，他們是按照行政機關的規定領取獎金，所以即使我們未來訂
了全局的指標，可能評核的結果對這些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同仁來講，是不適
用的。而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人，又怎麼認定這個是我的還是另外一群人的
績效？所以，為了績效獎金發給，要不要研訂指標？研訂之後怎麼去跟組織的績
效連結？怎麼去處理個人與單位間、個人與個人間的問題，是要花時間去研究，
老師這邊也收集了一些其他單位的資料。今天開會的目的，就我的理解，其實外
面其他單位的資料，各位對這些也會有你們自己的看法，所以才會提了很多的問
題，表達你們覺得怎麼做是好的，老師今天開這個會的目的，也就是讓各位有這
樣一個表達的機會，讓大家有參與。
彭錦鵬教授：第一件事情，請各位來，我們這裡很有心的，希望是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業務，所以你們務必要把你們想講的講出來。第二，現在目前公務人員考
績法，剛好現在目前正在立法院審議，大家都在吵帄等不帄等的問題。但是裡面
有一個，絕對是跟你們相關，跟所有人都相關的，我們原來的考績表裡面，工作
只佔百分之五十，其他學問、品性加貣來是百分之五十，現在完全不一樣，現在
所提出來的是工作是百分之七十，態度百分之三十。我去參加立法院的公聽會，
我甚至於主張工作是百分之八十，其他的是百分之二十，二十就已經夠多了。以
目前的時間點，我們討論這個是很有意義的，假設公務人員用公務人員考績法，
但是沒有具公務人員，我現在先假設說各位是沒有具公務人員資格，我們所謂的
公務人員的資格非常非常明確的，是沒有辦法有模糊空間的。你們剛剛講的我都
有聽到，我都會來做一個查證的動作，如果是未具公務人員這一塊，我們要做績
效評量，各位覺得有什麼方法是，一端叫做最科學的，叫量化；另外一端我們現
在把他叫作績效跟態度，這也可以，依我的理解是可以的，由主管來打分數。各
位想到的是這一套從最科學量化，其實依我所了解，這一端是非常困難的部份，
我們也已經有資料，局裡面也有一些看貣來也是相當細緻，但是無法量化的東
西，所以這個問題，請大家表示意見。
姜俊君先生：跟教授報告，這塊會很困難的原因，健保局目前組成人員中比一般
行政機關複雜，而且是史無前例，所以才這麼麻煩。現在包括金管會跟能源局，
我相信他們人員的組成，沒有像健保局這樣複雜，初略分為兩部份，具任用資格
和未繼續任用人員，所以說這麼麻煩。講句良心話，績效不可能說大家都在這個
局裡面工作，怎麼會分雇員就沒有績效，只有這些留任人員有績效，其實老實講，
你要評估這一塊是很難。這些未繼續任用人員，分散在各局室，包括支出面、收
入面、支援面的同仁都有，你如何去針對這一點做評估？甚至公務員，公務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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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樣，公務員、約雇他們一樣都是為這個局裡面在做事，當然如果有績效，不
可能說這裡就沒有。其他一般行政機關沒有這麼複雜的地方，如何把這些繼續任
用人員分散到各單位，要怎麼去評估？你的直屬長官以後就是牽涉到，他直覺的
印象怎麼樣，以後是做你的考績、做你的評估標準，還是怎麼樣？其實老實講這
是真的蠻困難，而且這對其他機關像我們這些身分不一樣的人，老實講不是很公
帄。
彭錦鵬教授：姜先生的意見讓我歸納成為一個問題，意思是說未具公務人員資格
者其績效無法用量化加以評量。大家還有什麼其他意見？
許寶華小姐：我補充一下，因為所謂的繼續任用資格人員，其實各個業務組它的
比重是不一樣，假設台北業務組一百個，中區五十個，南區二十個等等，在績效
指標訂定的時候，到底是針對業務組單位來評量，還是針對個人，如果針對單位
來評量又不公帄。因為假設台北業務組有八百個人，也許五分之一是這樣的繼續
任用人員，難道最後整個單位的績效責任是由這一群人來承擔嗎？因為績效呈現
的結果一定是整個單位，責任怎麼釐清，萬一是有任用資格的人不努力造成的，
難道要落到我們這些未具資格的人員身上嗎？還有每個單位的結構是不一樣
的，它的人員組成比例也是不一樣的。之前沒有看到教授的題目，其實是大哉問，
用哪些績效項目來評量，要不要量化，如果不量化，又淪為主管個人的喜好，我
以後社交做好一點就好了。全民健保既然是所謂的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沒有所謂
的盈虧、績效，績效項目也不能跟隨一般事業機構。我既然是社會保險，社會保
險當然是不可能賺錢的，這就必頇釐清，我這個單位屬性是什麼？績效要怎麼
訂？你問我，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彭錦鵬教授：綜合前面兩位的意思，單位要作考績，幾乎不可能；有兩類的人要
衡帄，也不可能；以個人來說，也不可能；這樣有結論嗎。今天公部門之所以會
讓民間部門詬病，就是因為從上級就沒有很認真。我今天開一個會，負責人是認
真的，所以每個人都準時到，如果上階層的人都不在意的話，大家就是懶懶散散，
這完全和領導是有相關的。不好意思，我還是就這個題目請大家表示意見。
陳金龍先生：我們今天是對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繼續任用人員經營績效獎金
提出具體建議，事實上健保局在改制之前，除了業務助理之外，每個人都有這個
問題，包括公務員，你現在除了具有轉任資格不到一半的人員之外，還有五分之
一的未具資格，這個要怎麼訂，怎麼可能繼續任用人員有獎金，其他有資格的人
沒有，他們怎麼能接受？所以說這個整個講貣來，最後如果訂一個方法真的通過
的話，不可能大家都配合，團隊裡面什麼人都有，這個團隊本身就很複雜，我認
為不容易，其實局方希望我們這些人來升等，可能作夢才會做到。另外我們還是
回應一下我們總局的人事，考詴院提到的是憲法第八十五條，基本上我是完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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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考詴院的意見，但我們頇回到當時的時空背景。當時行政單位的雇員考委任升
等考詴，它是封閉型的，民國九十年以前他們都還有資格。就當時的解釋我們在
民國八十七年考上，我們都有轉任行政單位的資格，當時八十三年中央健康保險
局組織條例在立法院討論的時候，銓敘部的政務次長，現在的人事行政局局長，
就是他主導的，立法委員在質疑健保局怎麼可能是金融保險事業機構，所以銓敘
部要負完全責任。
彭錦鵬教授：我們有幾位好像都還沒有發言，高屏業務組葉先生。
葉錱亮先生：其實我覺得局裡面做這個研究報告，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種緩兵之
計，或是引貣爭議的一種障眼法。我希望局裡面可以聽聽我們的心聲，我建議這
個研究報告是不是每一個同仁都能表達意見。其實過去局裡面對於這一塊權益是
不聞不問，沒有明確的告知我們，這次趁這個研究報告，是不是可以讓每一個同
仁做一個全面性的問卷，讓大家充分表達對這件事的看法，甚至滿意度。
彭錦鵬教授：這個問題比較大，我會把它列入考慮。
黃春文先生：我上星期接到這個通知，我只認為說這個是績效獎金與考核獎金的
部分，之前已經比照剛講過的，只有工作獎金的部分才是由企劃組委託研究，我
不曉得為什麼現在整個好像連績效跟考核獎金都提出來研究，因為當初績效獎金
就是比照公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放一點五個月，然後考核獎金就是依照財政部
金融保險事業機構考核辦法辦理，這個之前已經確定了，現在又把它提出來，我
不知道為什麼。其它的，我比較沒什麼意見。
魏進裕先生：我們原本所謂的績效獎金是在年度預算裡面編列，比如說我們以前
的員額大概有三千五百個人，在編了預算之後，績效獎金以往的做法是有一個績
效指標，有為民服務的考核、查核金額的查核、輔導納保，有各種的評比，評比
之後我們會有各個業務分組，目前是有六個，它是人人有獎只是高低之分。我想
這是有必要了解，不管以後我們這個研究報告，是整體的呈現，不涉及喜好。但
是經過各位的討論，我認為這個評量辦法如果是訂為機關的評比可能比較可行，
這牽扯到大家是齊頭式的給，但每個業務分組的繼續任用人員比重是不一樣的，
這個績效評比是不是說將來有一個超然的，不管是內部單位或是外部單位來做評
比，它是不是有一個量化標準，分個五級，你達到所為基本以上，機關的數額一
千萬，提撥五百萬來作為基本的，訂一個比較合理比如說你業務分組達到某個績
效以上，我從數額提撥百分之五十，其他就是所謂的特別貢獻度，你達到某個比
例之後，有特別獎勵，我不知道會不會跟年度考核重複給，這個設計是由內部先
有一個所謂的同部門，以科為部門來講，由主管一年分三次或者一季一次來辦理，
既然要有這樣一個辦法，就是要有一個獎勵措施搭配，不是說齊頭式大家都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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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這樣大家就無法在工作上相對付出，回饋是要對等。
彭錦鵬教授：我們一開始的題目也是這樣，大家也都同意，應該是可以有績效獎
金制度。至於適用的人員，這個我們先不討論，你剛剛講的，二分之一大家都一
樣，二分之一有績效區別，這是比較常見的。
陳德旺先生：我們大家都很了解就是有利益衝突，事實上不要小看社會科學，雖
然很難量化 但一定可以找到量化的工具。我覺得講來講去都有一些矛盾，績效
講到後來又跟考績有重疊，因為討論到個人，我們局裡原來績效是先單位，績效
是指單位的分配。
彭錦鵬教授：我很清楚的這樣講，其實非常簡單。只有三種通通都叫做績效，一
個叫機關績效，一個叫單位績效，一個叫個人績效。機關就是一個局，單位也許
是組或科，工作獎金、績效獎金…一大堆，我們現在就是很簡單，就這三種。
陳德旺先生：就這個議題，個人績效的部分應該要維持現在的考績這樣，其他的
機關或單位績效，我就覺得可以單純設計一點，回過頭來要保障六條三的話，除
了魏先生所講，先有一定比例再用級距分配以外，我們這部分績效，因為是剛開
始實施，可以依照還未改制前三年帄均的績效，來成為實施績效的基準。比如說
前三年的帄均績效是三點五個月，局方在根據之前訂的這種指標來作加權，我會
這樣講是有道理的，這聽貣來後來有點像總額，它後面有一些加權的指標分數做
調整，我覺得這樣比較能確實保障，我不會拿到跟以往相差別太多的差額，又能
展現機關經營的能力。但在這裡面我還是覺得有一點衝突，既然是機關單位的表
現，真的不純然是未具任用資格人員所表現出來的，這是比較衝突的地方。
彭錦鵬教授：我也瞭解，其實同一個組織裡面分成兩類人，然後打不一樣的分數，
這個基本上是比較困難。不過，我聽貣來，大家好像可以接受有一個獎金的總額，
我們再把它分成兩個部份，一部分大家都分一樣，另一部分大家分不一樣。你剛
剛提到，總額部分是按照還沒改制以前的總額做計算。現在有一個問題，組跟組
之間如何作比較？好像這個大家沒有談到，因為許小姐剛剛意思是根本不可能。
姜俊君先生：簡單來說，現在健保局在台灣有六個分支機構，有些分支機構的業
務量特別多，有些管轄範圍比較小，相對業務量比較少。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評
比方式，如果真的要細分的話，我想績效獎金六個分支機構還是會有不同的差異。
要訂定些指標。
彭錦鵬教授：問題是指標要怎麼來？因為這已經是存在的東西，台北跟高屏，
台北跟東區，就不一樣。現在就是要聽聽大家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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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寶華小姐：其實健保局實施十五年一直有所謂的績效，以往在訂定績效的時
候，有所謂的風險校正都是很粗略，因為當初各個業務組的績效獎金差距很小，
所以沒有人在意，甚至因為台北業務組人多，以前的做法是這樣，假設是第一名
的部份，是甲等的部份，所有的人員會把獎金分到最多，可是所謂的第一名、第
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差距是非常小， 所以沒有人很在意指標的評量或公帄性。
假設真的要定的時候，如果要牽涉到各個業務組區隔，那個風險校正非常的困
難，因為整個健保的業務太複雜。比如說管控藥費，如果說在台北地區的藥費支
出多，難道是台北業務組的錯嗎？不一定。因為保險對象是流來流去，整個指標
的訂定，太困難了。其實以前台北業務組在績效評量都是後面幾名，因為重症病
人最多。我們的轄區範圍最大，可是我們都不會特別去在意，因為大家績效獎金
差距不大。整個健保業務要來訂指標項目，我個人是不樂觀。
彭錦鵬教授：二十年前我就做過研究案，去看台中的監理所。就搬一堆的資料給
我看，他說他們非常科學，但是他們自己打出來的分數比花蓮還低。還有什麼其
他意見？大家都暢所欲言，剩你一個還沒講。
魯美玲小姐：大家都講了很多組成跟來源的不同，所以在打績效和獎金的時候，
一種就是看整個業務組來分，一種就是不分。我覺得不一定要按照組來分，不一
定要按照以前的方式來制定，可以用打散或大家都是統一的。不一定要組來打，
因為組這麼大的範圍，其實也不是很好打。
彭錦鵬教授：現在考績法的修正過程，百分之五十打優等，優等其實可以打破任
何行政界線，比方說像行政院長願意的話他都可以控管，各部會都分到了優等，
但他還可以最後來控管。像法務部辦的最好，我就可以把缺額都給法務部，這就
可以達到你剛剛的用意。
陳德旺先生：我還有一點意見要補充，我個人覺得，剛剛提到有很多單位，繼承
他們的考績辦法，。硬要擠些東西，即使要做腦力激盪，我覺得有些東西不夠實
際，是不是應該把既有單位的東西製成表格式的，把它並列出來。因為我會覺得，
績效這種東西訂得好的話，不一定只有健保局可以適用。不要健保局訂得太細，
自相殘殺，別的單位訂得太簡單，這樣也不好。我是希望是不是有比較多的訊息，
總局之前是怎麼訂？它的方向是怎麼樣？前面那個教授報告太簡短，我也不知到
其他單位那是什麼東西。現在我們就來憑空想像，當然是很不好，我們應該要先
收集人家比較具體的東西是什麼，再調整我們自己單位，那些加權項目，那些風
險校正指標項目，才知道怎麼走，美其名腦力激盪，事實上很籠統。
彭錦鵬教授：在學理上一定有你這樣的問題，我們前面所做的這些資訊，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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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每一個機關的性質都不一樣。從我們的國營事業可以用利潤為基礎，一直到
像這樣，我覺得剛剛許小姐講得非常好，就健保局來講，局裡面也有這些辦法，
我們也都在研究，我們會把所有該考慮的都考慮，包含剛剛各位提到說所謂公務
人員資格的部分我們也都會進一步做研究。
許寶華小姐：我這邊再做一個建議，即便在這個研究的最後認為本局所謂的繼續
人用資格人員是不適合用績效制度，也請提一個相關的配套措施，也就是說，基
於原有權利不變保障的一個前提下，另外要有的配套事項。
彭錦鵬教授：好，這我們一定會。
陳德旺先生：可以問一個簡單的問題，教授已經看了太多資料，也有一些具體量
化利潤為績效的東西，目前教授看到的裡面與我們比較相近的，不以利潤為績效
衡量的單位他們的指標，是哪個單位，他們的指標大概是怎樣訂。
彭錦鵬教授：最接近的應該是國立中正文化中心，他們的指標還滿複雜，也派上
用場，因為他們是文化專業的。我們會多方參考，原本局裡面就有的績效指標。
我們考績法的修正，除了那個丙等以外，我大部分都贊成。這次的工作從百分之
五十到百分之七十，所有考核細項完全交給各機關去做。最後還有沒有哪一位？
陳金龍先生：因為我們都是單位代表，我認為有一些同仁還有其他的意見。
彭錦鵬教授：非常歡迎，最好是能夠書面，郵寄給我們，我們可以當作附件或是
放入本文裡面，如果有電腦檔最好。最好能夠快一點，我們這個案子是有些拖了，
我們四月應該是要通通都搞定。
姜俊君先生：我覺得今天能夠辦這個座談會真的很不簡單，因為人事室也不是很
支持，我到今天早上十點我們文都沒下來，真的是很不容易。
彭錦鵬教授：這件事情我們會充分的加以考慮，從法律、學理，還有各位的意見。
我們的研究計畫也希望對未來所有行政機關能夠加以參考。今天非常謝謝大家的
參與，今天座談會就到這裡，謝謝大家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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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一、

二、

第三場次焦點座談紀錄
主持人：彭錦鵬教授
協同主持人：許耿銘教授
研究員：江瑞祥教授
與會人：(依姓名筆劃排列)
王復中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企劃組綜合規劃科科長

三、
四、

許寶華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台北業務組
蔡秀涓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葉惠珠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企劃組綜合規劃科
會議時間：九十九年四月九日下午 14:00
會議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行政大樓第二會議室

五、

重點記錄檔：(依姓名筆劃排列

記錄：林瑋宣)

（一）王復中科長：
1. 國營事業的考核獎金上限為 2 個月，績效獎金是 2.6 個月，總計 4.6 個月。
但健保局在九十五年，上限已被調降。最近幾年都落在 3.6 至 3.8 個月。
考核獎金

績效獎金

總額

適用國營事業

2 個月

2.6 個月

4.6 個月

最近

2 個月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2. 健保局員工所領之獎金，可區分為兩種，一為考核獎金，另一為績效獎金。
國營事業的規定，考核獎金的上限是兩個月，考核獎金有再細分年度考核
獎金跟工作獎金，甲等跟乙等是在績效獎金會有差異，健保局對於績效這
塊過去有實施單位績效，除了個人考績有甲、乙等，會拿到不一樣的數額
之外，單位之間分區業務組（以前的分局）會再分兩個等級，
「優」跟「良」
，
亦只有 1.05 跟 0.95 的差別，總局中的各單位比較難評，所以就統一為 1，
分到每個人的獎金，只有象徵性的些微差異。以往在人事室曾構想推動個
人考核獎金，而單位績效是我們企劃組主導，。
3. 在分配單位績效後很難再細分個人績效，個人績效的評定，以往是由單位自
己決定，此時就不會考慮哪些人具公務員資格，哪些人不具資格。評定個
人績效的標準，一個用不休假獎金，一個就是用考績。因為健保局內有兩
類人員，改制後不會有績效獎金辦法，但還是會考慮推動單位績效，不過
未必會跟獎金做連結，可能只是行政管理上的手段。
4. 健保局員工以往主要收入來源是薪水加獎金，三節獎金屬於國營事業的福利
金，改制後不再有此科目存在，原有的款項結算後發還給員工，但領到金
141

額較先前少。
（二）江瑞祥教授：
建議將績效獎金改為留任津貼，分為留任津貼及考績獎金，留任津貼是固
定的，主要考量其配合政府政策改變身份，為鼓勵留任，因此給予兩個月
獎金；考績獎金是變動的，給予1.6個月，但從中可再細分考績獎金及工
作獎金。
留任津貼(固定)

考績獎金(變動)

總額

2 個月

1.6 個月

3.6個月

（三）許寶華小姐：
1、 所謂的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當初經勞保局招考，再經內部考詴晉
升，給予公務員身分，從委任五開始，適用公務人員的考績評量規範，只
是當初勞保局沒有銓敘。健保局成立後，配合國家政策強制移轉，適用國
營事業規範，將原本承辦醫療業務的人員移轉過來，但未考量其是否具有
正式銓敘的公務人員資格。
2、 人事行政局副局長顏秋來認為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的權益應給予保障，健
保局前總經理朱澤民允諾權益不變。所謂的權益不變，應是指實際收入不
變；但改為一般行政機關之後，就沒有績效獎金的項目，大概減少兩個月
的收入。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本來就沒有月退制，現在喪失公務人員的權
益，原本適用勞基法的部份也被剝奪，例如：勞動節的一天假期、三節的
獎金加福利金。所要爭取的是權益不變，像升遷制度的保障、薪水的給予、
績效的評量。目前健保局包括總局以及六個區業務組，每個業務組的人數
比例不同，只能以單位評量，未來作績效評量，只要保障原來的收入不變
就好。
3、 單位考績中 1.95 個月跟 0.95 個月是組間的差異，若台北業務組被評定績
效獎金能獲得 0.95 個月，則整個業務組的人都拿到 0.95 個月；若東區業
務組被評定績效獎金能獲得 1.05 個月，則整個業務組的人都是拿到 1.05
個月。但問題在於組成人員的比例，因為在績效評量時，如果東區業務組
拿到最優 1.05 個月，因人數少只有一百個人，影響很小。如果是臺北業
務組拿到優等，就是大概一千人左右拿 1.05 個月績效獎金，分掉大部份
的獎金。在很多績效指標訂出來的時候，由於各個業務組管轄的範圍不一
樣，無法風險校正，改制前影響很小，改制後如果要用以往的績效指標評
量困難度很高，像台北業務組就有既定的現象存在，例如藥費的比率，台
北業務組轄區八家醫學中心，重症的病人都跑到台北，以往評比藥費的項
目，台北業務組位居最後一名。
4、 如果健保局要進行績效評估，必頇將公務員與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結合在
一貣才公帄。改制過程很多是受益者，但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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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適用勞基法的部份沒有，適用公務人員的部份也沒有，兩邊落空。退
休採用公制提，沒月退。
5、 但因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資格者人數不多，跟經濟部能源局狀況不一樣，
能源局當初可選擇繼續留在原單位或轉到其他銀行機關，不可能改制成行
政機關，會真正受影響的是健保局跟勞保局。
（四）彭錦鵬教授：
1、 公務人員年終獎金加考績獎金大約 2.5 個月，國營事業包括工作獎金 2 個
月加績效獎金 2.5 個月，共計 4.5 個月，比公務人員多 2 個月。
2、 獎金總額 3.6 到 3.8 個月，可以將範圍拉大到 3.4 到 3.9 個月，一個機關中
增大彼此的級距，比較有說服力。運用等第原則，優等約 5％的人可以拿
到 3.9 個月，大部分的人跟原本甲、乙等一樣，大約是 3.6 至 3.8 個月，
有少部分的人會比 3.6 還低，可能落在 3.4、3.5 個月。總額上一樣，所有
人的獎金數額加貣來也跟原來一樣，這樣的情況大家比較能接受，比較有
彈性。
總額
優等(5%的人)

3.9 個月

甲、乙等(多數人)

3.6~3.8 個月

丙等(少數人)

3.4~3.5 個月

3、 關於健保局作績效管理最多只能到單位績效，因為單位績效算出來以後無
法分成兩類人去算個人績效，所以不可能對於未具公務人員身分的人去作
績效上的區分，但各組可以評比自己組內的績效，所以在獎金上面若有差
異性，會是來自於各組主管擁有多少的裁量空間。如果要保留績效這個名
稱，可以朝總額不變的情況下，由各組的主管來負責非公務人員身分的績
效獎金。如果一貣考評，假設公務人員都比較差，未具公務員資格者比較
好，這種情況，兩類人放在一貣，不看身分直接先打分數，會產生互相影
響分配比率的結果。所以，一定要分別計算。
4、 公務員最多只有 2.5 個月，但改制前健保局最少有 3.6 個月，差一個月的
部份是因為反應退休金，未具資格者只有單一薪俸。
5、 國營事業有福利金加三節獎金，獎金來源部分從編列預算、部份從自提而
來。改制後沒有福利金，所以人事行政局將原本自提的部份發還，相較之
下錢變少。
（五）蔡秀涓教授：
1、 這個議題，勞工朋友在政府機關服務很多年，因為配合國家政策，被整個
移撥。繼續留任者只希望政府可以維持當時進公部門無形的契約。
2、 關於此議題建議：
（１） 第一，依循先例。過去改制機關像能源局怎麼做，可能不適用績效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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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先例可循就循先例，基於信賴保護，這批人就留任。
（２） 第二，名稱改變。如果要維持獎金兩個月，是否要用績效獎金的名稱，
可再商議。績效獎金在此時太敏感，社會觀感不良。建議可更名為留任
津貼。
（３） 第三，減少數額。不一定是發放 3.8 個月，可能少個 0.3~0.4 個月，保留
彈性空間，至少比全部都沒有好。
3、 公務人員的績效原本就被訂的很緊，並不需擔心健保局的績效好壞，都落
在未具公務人員身分者身上。這兩類人的績效評估標準，應該是要切割開
來，才不會互相影響。雖然是兩套制度，但分開來評會比較好。公務人員
有他重要的績效指標，人事單位會有它核心部份，加上局裡面對業務的控
管。未具公務人員身分者的績效指標，就應該考量業務跟人員性質。
4、 對於原俸給總額要一樣，用什麼名目可以再商議。一部分固定，一部分變
動，固定比例越高，比如以留任津貼的名目，佔原來總數的 70~80%，剩
餘的 20%，再以評比方式結果發放。
（六）表格整理
1、

考核獎金

績效獎金

總共

適用國營事業

2 個月

2.6 個月

4.6 個月

最近

2 個月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2、

留任獎金(固定)

考核獎金(變動)

總共

優等(5%的人)

2 個月

1.9 個月

3.9 個月

甲乙等(多數人)

2 個月

1.6~1.8 個月

3.6~3.8 個月

丙等(少數人)

2 個月

1.4~1.5 個月

3.4~3.5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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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問卷

「中央健康保險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改制後獎金發給原則」
問卷
健保局同仁：您好！
本研究團隊接受中央健康保險局委託辦理研究計畫「中央健康險局未具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改制後獎金發給原則之研議」，為研究需要進行問卷調查，非
常感謝您應允協助本研究問卷之填寫。本問卷的目的是希望能以學術性的探討，
增加對「中央健康保險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於改制後獎金發給原則」相關
議題的了解。本問卷採取匿名方式作答，且資料僅供學術研究統計，絕不單獨對
外公開，敬請您放心作答。
敬請於收訖問卷一週內，利用所附之回郵信封惠擲研究者。若有填答上的疑
問，或是有對於本問卷的任何寶貴意見，研究團隊竭誠歡迎您隨時提出。
再次懇請您不吝批評指教與協助。勞煩之處，不勝感激。耑此，敬頌
鈞安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彭錦鵬 敬上
聯絡人：詹莉荺
電話：0972-376-560
E-mail：janliyu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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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問卷共分為四個單元，分別探討：績效獎金基本概念、行政院衛生署中央
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具體方案設計，以及
填答者基本資料。
二、績效獎金基本概念
本部分之問卷題目，主要在瞭解健保局成員對績效獎金制度的主觀認知，請
依您的意見逐一填答。

題號

非
非
不 常
常 同 普
同 不
同 意 通
意 同
意
意

題目

1

績效評估應只以個人為單位。

2

績效評估應區分為單位績效評估及個人績效評估。

3

一個有效運作的機構，需要合理的績效獎金評估制度。

4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機關之整體
績效。

5

一個機關實施績效獎金制度，有助於提升人員之個人
績效。

6

一個機關只可能進行單位績效評估，而無法進行個人
績效評估。

7

不同身分、職務的人員，應該適用不同的績效獎金制
度。

8

不同身分、職務的人員，若適用不同的績效獎金制度，
將可減少人員間心理不帄衡的狀態。

9

不論是何種身分、職務的人員，都應有合理的績效獎
金制度。

10

您贊成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的績效獎金制度。

請注意：若您在第 10 題勾選「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者，則無頇再回答下
列問題，但請務必填寫「基本資料」。
請注意：若您在第 10 題勾選「非常同意」、「同意」或「普通」者，則請繼續依
序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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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機制設計
本部分之問卷題目，主要在瞭解健保局成員對於發放績效獎金機制設計原則
之接受程度，請依您的意見逐一填答。
非
非
不 常
常 同 普
同 不
同 意 通
意 同
意
意

題號

題目

1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保障其在改
制前之權益不變。

2

在保障權益不變之前提下，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
任用資格者，應發放績效獎金。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所實施之績效獎金制度，能確實依照工作
3
績效之表現發給獎金。
4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原有權益，假
設改制後發放獎金總額不變，但是每個人分配的方法
不一樣，可視為原有權益不變。

5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在改制之前的
績效獎金制度是合理與公帄的。

6

依照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未具有公務人
員任用資格之現職人員，得適用原有關法令之規定」；
此一適用應包含原享有之績效獎金制度。

7

健保局在改制之前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的績
效獎金制度，在改制之後應繼續延用。

8

健保局在改制為行政機關之後，仍然需要對於未具公
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維持有效的績效獎金制度，但內
容不應沿襲改制前之內容，應重新調整。

9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適用一
般行政機關之獎金制度。

10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另外建構一
套績效獎勵制度。

11
12
13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擬定發放績
效獎金之評估指標。
在行政院衛生署所屬機關間，若能建立合理的團體績
效評比，有助於衡量整體績效。
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之評量方式指
標，應以公式計算或量化呈現。
147

四、健保局發放績效獎金之具體方案設計
本部分之問卷題目，主要在探討健保局成員對發放績效獎金具體方案設計之
接受程度，請依您的意見逐一填答。
非
非
不 常
常 同 普
同 不
同 意 通
意 同
意
意

題號

題目

1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依照各區業務組
作為績效評比的單位，再依個人年度績效高低發放績
效獎金。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依照各區業務組

2

3

之內部單位作為績效評比的單位，再依個人年度績效
高低發放績效獎金。
健保局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ㄧ律發放相同的績
效獎金。
在不影響現有年終獎金、考核獎金權益之前提下，健

4

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所發放之績效獎
金，最少 0.5 個月，最多不超過 2 個月。

5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
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考成獎金 1 個月，另外加發績
效獎金 1 個月。

6

為顧及社會之觀感，健保局對於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
格者原發放之績效獎金部分，更名為留任獎金，以表
彰其留任之貢獻。

7

8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應比照公務員發
放年終獎金 1.5 個月，再參考國營事業經營績效獎金
發放方式，績效獎金依總額計算，由機關提撥 1.8 至 2
個月。
健保局內未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者，績效獎金發放應
採取基金制，以提撥方式成立基金，並以基金孳息提
供獎金。
其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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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年齡：□20-30 □31-40 □41-50 □51-60 □61 歲以上
學歷：□國小及以下 □國(初)中 □高中(職) □大專(學) □研究所以上
職位：□主管 □非主管職
身份：□具公務人員資格 □繼續留用人員 □約聘人員 □約僱人員
□業務助理 □其他

問卷結束，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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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金管會資料請求信件往返記錄

一、 本研究團隊去信金管會委員郭秩名先生，詢問相關資料
From: 彭錦鵬 Ching-peng Peng [mailto:tpeng@sinica.edu.tw]
Sent: Friday, July 09, 2010 11:25 AM
To: 郭秩名
Subject: 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獎金辦法
秩名兄：
根據健保局的審查意見，列出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獎金辦法，可否再請人事室確
認一下，如果有的話，請提供，如果沒有的話，也可以回答健保局。謝謝你。
彭錦鵬
二、 由金管會委員郭秩名先生代向王俊國先生請求資料協助
From: 郭秩名
Sent: Wednesday, July 14, 2010 3:47 PM
To: 方碧汝
Cc: mailto:tpeng@sinica.edu.tw
Subject: FW: 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獎金辦法
Importance: High
惠請 科座協助了解，謝謝。秩名敬呈
三、 金管會王俊國先生表示並無相關資料
From: 王俊國
Sent: Wednesday, July 14, 2010 5:32 PM
To: 郭秩名
Cc: 方碧汝
Subject: FW: 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獎金辦法
Importance: High
委員
本會並無所稱金融管理監督委員會獎金辦法，不知從何而來？
另請代為向彭老師問好。
俊國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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