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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為使本公司員工之全年工作表現得到公平的評核與激勵，特定本辦法以茲遵循。 

1.1 以績效提高為目標,對系統和員工進行持續改進; 

1.2 強化過程管理,提高管理水準; 

1.3 為績效獎金評定,晉升等人事決策提供依據。 

2.適用範圍： 

    本公司全體員工適用之。 

3.權責： 

    3.1 管理部人資：負責員工工作表現評量之規劃，督導與推動之工作。 

    3.2 各部門主管：負責評核所屬部門員工之工作表現與溝通之工作。 

  3.3 總經理負責薪資制度的核准。 

4.作業內容 ： 

4.1 新進人員的考核： 

  4.1.1 月薪制新進人員 3 個月的考核期滿前,由人資發出「期滿考核表」,由其直接主管 

        對其考核期間之工作能力﹑態度﹑績效進行客觀之評核。 

  4.1.2 權責主管可依各人員考核期間之考核狀況,對其考核合格與否做出判定；如合格,   

        可予以任職或調動；如不合格,則給予辭退或延長考核期間。 

4.2 正式員工的考核: 

  4.2.1 月薪制新進人員需期滿合格正式任用後提報「績效考核評量表」以下《評量表》, 

       呈核決主管核准後交人資，以做後繼個人績效之工作目標達成考核依據。 

  4.2.2 權責主管依各職員之考核期間(每半年)之考核狀況,對其工作目標進行評量，並進行 

       結果回饋及建議等績效管理作業。 

4.3 年度績效考核: <依據 5> 

5.考核方式: 

5.1 公司關鍵績效指標資料產出及會議之後，由各單位主管與所屬人員共同完成「績效考核 

     評量表」，對其工作目標項、目標值及比重做出詳細說明，各主管與制定者於評量表上雙 

     方簽名確認,交人資確認存檔。 

5.2 「績效考核評量表」每半年考核結果須於次月 5 日前提交給人資，依績效考核流程 

       執行。 

5.3  內部客戶及部門直接主管依「績效考核評量表」所列事項進行評核。(各佔 50%) 

5.4  人資根據「績效考核評量表」的考核分數,計算出各人員之總考評成績，於每半年 

       後之 15 日提報總經理/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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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績效考核與溝通: 

6.1. 部門經理採用每月關鍵績效指標會議及部門報告方式，部門以下採取績效面談方式。 

6.2  部門經理根據本部門期初制定的工作計畫及實際完成的情況,按考核內容寫成書面述職 

    報告並報 總經理。 

6.3 對匯總的考核資料交由人資進行統計呈報 

6.4 總經理通過個別或會議的方式,與各部門經理進行績效溝通,溝通時總經理需指出此部門存 

    在的問題,缺點,並聽取被考核者對本次考核的意見. 

6.5 主管及基層職員採取績效面談方式: 目標共同訂定->簽核->執行->考核->確認結果->提出 

    建議與改善。 

7.評分方式： 

    7.1 工作表現評核： 

7.1.1 實施工作表現評核時，依下列原則或經總經理/董事長同意修訂。直屬主管針對下列狀 

     況要項確實評核部屬以達公平目的。 

   7.1.2 績效比重設定會區分: 管理職 及 非管理職， 

        考核評量類別區分為: 公司關鍵績效指標、部門暨個人關鍵績效指標、工作表現評比。        

       7.1.3 評量權重會於公司暨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訂定會議討論後呈總經理核准。 

7.2 工作表現評量計算方式：  

7.2.1 年資係數：計算當年度之工作天數 (見 8.2.3 說明) 

7.2.2 績效係數: 

評定分數 評核等級 績效係數 

>=95 一 1.20 

>=90 <95 二 1.10 

>=85 <90 三 1.00 

>=80 <85 四 0.90 

<80 五 0.80 

        (一等最多僅占部門人數 1/4 並須提出工作績效實證) 

總經理、副總經理等級者 之考核機制：財測達成率 (營收達成佔 50%及 EPS 達成佔 50%) 

評定分數 績效係數 

>120<=125% 
 

1.40 

>115<=120% 
 

1.30 

>110<=115% 
 

1.20 

>105<=110% 
 

1.10 

>95<=105% 
 

1.00 

>90<=95%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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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90% 0.80 

>80<=85% 0.70 

7.2.3 獎金係數 : 

等級 職稱 係數範圍 研發職 技術及營銷職  行政職 

9 等 總經理 2.50 ~ 3.50 2.50~3.50 2.50~3.50 2.50~3.50 

8 等 

  

副總經理 
1.50 ~ 2.50 2.00~2.50 2.00~2.50 

2.00~2.50 

特助 1.50~2.00 

7 等 經理 1.00~ 1.70 1.30~1.70 1.30~1.70 1.00~1.50 

高級工程師 

高級專員 
1.00~1.60 1.20~1.60 1.10~1.60 1.00~1.40 

6 等 副理 1.00 ~ 1.70 1.30~1.70 1.10~1.50 1.00~1.30 

中級工程師二 

中級專員二 
0.90~1.50 1.10~1.50 1.10~1.50 1.00~1.30 

5 等 

 

課長 1.00 ~ 1.50 1.10~1.50 1.10~1.50 1.00~1.20 

中級工程師一 

中級專員一 
0.90~1.50 1.10~1.50 1.10~1.50 0.90~1.20 

4 等 副課長 0.80 ~ 1.50 1.00~1.50 1.00~1.50 0.80~1.10 

初級工程師二 

初級專員二 
0.70~1.50 1.00~1.50 1.00~1.50 0.70~1.10 

3 等 

 

初級工程師一 

初級專員一 
0.60~1.50 1.00~1.50 1.00~1.40 0.60~1.00 

2 等 助理工程師 

助理員 
0.50~1.10 0.50~1.10 0.50~1.00 0.50~1.00 

        ■可依據日常實務表現給予 10%調整以及根據職能及技術等給予獎金調整。 

7.2.4 年終獎金(月數) :  [參考標準, 最終以董事會通過為依據] 

EPS 年終獎金(月數) 

>=1.0<3 0.00 ~ 1.00 

>=3<5 0.75 ~ 1.25 

>=5<6 1.00 ~ 1.50 

>=6<6.5 1.25 ~ 1.75 

>=6.5<7 1.50 ~ 2.00 

>=7<7.5 1.75 ~ 2.25 

>=7.5<8 2.00 ~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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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1 職員,主管 : 年資係數*績效係數*獎金係數*年終獎金(月數)  

7.2.4.2 總經理、副總經理等級者： 

年資係數*績效係數*獎金係數*年終獎金(月數) 

7.2.5 獎懲加扣分由人資負責統計，獎懲加扣分如下表： 

獎勵加分 懲處扣分 

嘉獎 2 分/次 申誡 2 分/次 

小功 4 分/次 小過 4 分/次 

大功 10 分/次 大過 10 分/次 

7.2.6 符合公司教育訓練管理辦法之擔任內訓講師一年達 8 小時(含)以上，將做為年終考核 

     加 2 分。 

7.2.7 績效考核評量與「薪資職級管理辦法」相互運用做為年度晉升、調薪與年終獎金發放 

     之依據。 

  7.2.8 計算公式:考核總分= 公司關鍵績效+部門暨個人關鍵績效+工作表現評比+獎懲分數+ 

       其他加減項。 

  7.2.9 核決權限：(1)員工工作表現評量之核決權限依下列規定辦理： 

 管理部人資 部門主管 總經理/董事長 

管理職 會簽 - 核決 

非管理職 會簽 核決 - 

公司目前如無該等級職務時得由上一級人員裁決。 

7.3 評核方式： 

7.3.1 人資將「績效考核評量表」送內部客戶之評核人員(至少二位)作業於規定期限內完 

成送人資彙總，然後提報被評核人之權責主管。 

7.3.1.1「績效考核評量表」員工自評後送管理部人資，再行統籌後呈直屬主管，直屬 

主管依員工自評及內部客戶之評量與員工進行反饋討論後，再進行評核後並

依核決權限辦理核決。 

7.3.1.2 各評核人對工作表現評核等級評為一、五等人員之優劣事蹟應詳實填寫於「績 

效考核評量表」。 

7.3.2 限制條件： 

7.3.2.1 凡當年度到職未滿半年或留職停薪超過半年者，評核等級不予計算。 

7.3.2.2 凡當年度受小過以上處分而未抵銷者，其評核等級不得列為一等(含)以上。 

7.3.2.3 當年度請假超過規定，其評核等級不得列為一等(含)以上。 

7.3.2.4 員工有違反公司規定足以破壞公司形象者，評核等級不得列為三等(含)以上。 

7.3.2.5 若有將屬機密文件洩漏者，評核等級不得列為三等(含)以上。 

7.3.2.6 若因個人疏失造成公司損失新台幣五萬元以上，評核等級不得列為三等(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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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評核辦理時機： 

7.3.3.1 績效考核評量按半年評核，並於前半年結束之次月 15 日前完成上半年工作 

      之「績效考核評量表」。 

7.3.3.2「績效考核評量表」執行完畢後交管理部人資，於收到評量表之 5 個工作日 

       前完成全公司工作表現評量之綜合作業。 

7.3.3.3 管理部人資應於每年春節前 10 個工作日完成上年度的年度績效考核評量之綜 

      合作業，並呈報董事長核准。 

7.3.3.4 年度績效考核評量等級應登載於員工人事基本資料作為爾後晉升、調薪及發放 

      年終獎金之參考。 

7.4 特別獎金： 

7.4.1 開發項目提成獎金：依開發項目提成管理辦法執行。 

7.4.2 專利證書獎金：為鼓勵研發人員於產品設計時能考慮產品的創新，設計獨特性，特 

     設立此獎金，專利類型分為發明專利與實用新型專利，公司按專利獲得的類型發放 

     獎金。 

7.4.2.1 專利證書獎金類型如下表： 

項目 獎金(元) 備註 

發明專利 10,000 發明的所有權者為公司。 

實用新型 2,000 發明的所有權者為公司。 

 

7.4.3 獎金頒發流程： 

7.4.3.1 經官方核准頒予證書者，且專利核准發證時仍在職者，依 2-1 條規定之標準 

                頒發專利獎金。                         

7.4.3.2 有兩人以上共同發明者，以部門主管註明獎金分配比例及金額，由專利人員整理 

      發明人領取名單及獎金明細，並協助填寫「獎懲建議申請單」，經獎金發放單位會簽 

      後，最終呈總經理核定後發放之。 

7.4.4 作業單位：專利人員協同管理部負責專利獎金統計發放等作業。 

 

8.考核結果之運用: 

8.1. 為能選優汰弱,獎勵表現優秀的員工,公司特制訂年終績效獎金、年中員工酬勞及 

    特別獎金三類獎金。 

8.2 獎金的發給標準及辦法如下 

8.2.1.年終績效獎金：公司根據當年度的經營獲利情況及董事長的決議(如無獲利則無年終 

     獎金)，於年終時給予全體公司員工年終績效獎金[獎金的幅度標準根據本辦法的考核 

     指標考核] 

8.2.2 年中員工酬勞：除年終獎金外,考評成績為四等(含)以上人員有參與分紅獎金的資 

格，公司根據當年度獲利情況及公司章程規定,由董事長代表董事會決定當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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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與否及獎金的幅度標準。 

8.2.3 年終獎金與員工酬勞的年資計算以月為單位,不滿一個月的以工作日/當月總天數為 

     基礎例如:到職為 4 月 17 號,則 4 月份為 14 天/30 天得出 0.47 再加上期滿一個月的 

     月數,得出年資為 8.47 個月. 

8.2.4 年終獎金與員工酬勞的給予計算，以當年度員工產生之貢獻度為根據並由公司 

計算其年資為發放資格 【年終獎金資格: 計算年度入職滿三個月人員，員工酬勞 

資格: 計算年度入職滿六個月人員】。未計入此年度之員工將於下下年度將此年資 

累進計算之。 

9.其他﹕ 

9.1 試用期間未滿人員不參與績效評核。 

9.2 停薪留職尚未復職者不參與績效評核。 

9.3 已申請辭職不參與績效評核及獎金的發放。 

    9.4 以上所有的獎金專案,如因個人原因離職,剩餘未結清給予部份,視同放棄公司不再發放。 

 

10.本辦法經呈報 董事長先行核定，經最近一次薪資報酬委員審核後，送董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 

   修改時亦同。 

 

11.相關文件表單： 

P-Q-05-03-00 績效考核評量表 

S-R-04-01-00 獎懲建議申請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