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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個案研究

個案
中的公司在第一次舉行考績評量後，

人人都高於平均水準，因此進行第二次考核，

結果，這次的成績較上次略低，但也無人獲得低分。

這是否顯示公司的考核制度大有問題？

又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制度，來評估員工的表現？

評論者

沒有人想當壞人

考績無用論？
約翰．
貝里斯福特

曾任百事飲料公司

（ ）

人 力 資 源 資 深

副總裁，現任麥

格羅希爾出版公

司（

）人力資

源執行副總裁。

史帝芬．考夫曼

艾睿電子公司

（ ）

退休董事長兼執行

長，現任哈佛商學

院資深講師。

布萊恩．霍爾

安德魯．魏辛祖克

在
瑟凱爾公司（

）總部大樓裡，

人力資源副總裁尼爾斯．艾克

達爾（ ）正準備出外

午餐。財務長安妮塔．菲絲特

（ ）與他相偕穿越大樓

內、外門之間的通道時，像連珠

砲似地說：「我們討論過裁員，

這件事非做不可。」她顯然不打

算閒聊最近的亞洲之行，「昨天

晚上，我在飛機上看了看我們的

組織圖。」她繼續說：「在完成

兩項新的收購案後，部門與部門

之間不該出現人力重複的情況，

我們必須馬上展開行動，達成綜

效。」

一群員工從旁經過，菲絲特

暫時打住，向其中兩位主管點頭

招呼，接著又說：「我知道，郝

爾對這點很有意見。」

艾克達爾向來厭惡她用這種

態度替執行長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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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在未來四個月內，

砍掉兩千萬美元薪資。」菲絲特

說。

「我正在想辦法，」艾克達

爾回答：「但妳也知道，這件事

不只跟財務數字有關，還涉及我

們是否確實把適當的人才，擺在

適當的職位。」

「這的確跟財務數字有

關，」菲絲特說：「我知道，你

喜歡待在人資部門裡，好整以

暇地把每樣事都安排得恰到好

處。」這句話分明是在無理指

責艾克達爾，以及他的前任人資

部主管，麥可．米倫斯（

）。艾克達爾跟米倫斯

常在市區某個地點共進午餐，這

時候，米倫斯正巧在那裡等候艾

克達爾。菲絲特繼續說：「但在

人力重複的情況下，你可沒有那

麼多閒工夫，替每個職位物色完

美的適任者。」

又有幾位員工從旁經過。

「總之，」菲絲特說：「稍

後再進一步討論吧。」

不到十分鐘，艾克達爾已坐

在餐廳裡，他邊吃沙拉、喝湯，

邊向米倫斯重述一次他剛才與菲

絲特的談話。

「別讓她影響你的情緒。」

米倫斯說。六個月前，執行長郝

爾．泰勒（ ）在菲絲特

力勸下，強迫米倫斯退休，如

今，他憎惡菲絲特的感受已明顯

減輕。「現在該你上場了，尼爾

斯。你要堅持到底，好好奮戰。

你我都明白，公司的前途取決於

考評制度。」

艾克達爾很感動，儘管他

的前任上司被迫退休，卻依然關

心公司前途，大概是因為米倫斯

離婚多年，只跟成年子女偶有聯

絡，沒有太多私生活需要操心，

也可能是因為這名退休主管在公

司裡，仍有某樣未完成的事務。

打擊考績灌水

麥可．米倫斯退休前，主導

設計了一套新式考績評量制度。

艾克達爾打算把這套制度，推行

到瑟凱爾公司的六個全球據點。

這項制度的宗旨，是確保併購後

裁員決策的客觀性，並聲明它們

的目標在於：每個職位都由最佳

人才擔任。

米倫斯對客觀考評的重要性

深信不移，曾說服執行長，說公

司在向全球擴充之際，裁減被收

購企業的員工，只留下自家公司

的資深「老」手，是錯誤的。公

司在前幾次收購案中，就是採取

這種做法，並招致慘重的後果。

舉例來說，德國分公司的主管是

個老好人，但卻無能。他無法處

理幾位高層人員收取供應商私下

提供的好處，因而爆發的醜聞。

另一個例子，是一位在公司有

二十年資歷、最近派駐巴西的主

管，以十分獨裁的方式對待新員

工，最後以解職收場。

一份針對主管的人資檔案

所做分析顯示，原來多年來，他

們得到的漂亮考績都經過粉飾，

所有員工收到的也一樣。在公司

裡，考績灌水的情形十分普遍。

登場人物介紹

瑟凱爾公司

郝爾．泰勒
（執行長）

麥可．米倫斯  安妮塔．菲絲特  尼爾斯．艾克達爾
（前任人資部主管） （財務長） （人力資源副總裁）

製表：陳春賢

本個案公司與故事情節皆為虛構，旨在表達一般管理上的兩難困境，並由專家學者建議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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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數十年來的公司考評，完全

無助於辨識表現不佳的員工、挑

選高潛力人才，或是達成任何其

他目的。

因此，執行長批准人資部創

立新制，迫使經理們誠實考核員

工。米倫斯先拜訪其他公司收集

資訊，並研究最佳考績評量法，

最後與艾克達爾共同擔任這項措

施的領導人。兩人攜手致力開發

一套制度，公開把公司三千多

名非銷售人員，一一拿來與同仁

比較，銷售人員則繼續根據他們

的銷售數字接受考評。這項計畫

拖了很久，菲絲特藉此說服執行

長，米倫斯的領導績效不彰，應

「鼓勵」退休。

這位財務長沒有看走眼：

米倫斯的確是個完美主義者，但

他離職倒是幫了艾克達爾一個大

忙。艾克達爾升任副總裁後，輕

而易舉地完成計畫，並設計一份

相當簡單的評量表，供經理們填

寫。表裡共有七個考績項目（從

「達成結果」到「建立內部信

譽」），每項都列有五個評分等

級，例如，「明顯低於他人」是

分，「略微低於他人」是 分，

「顯著高於他人」是 分。

年終考核季距現在只剩幾個

星期了，推行這項考評計畫迫在

眉睫。

人人高於平均水準

艾克達爾獨自待在辦公室，

逐頁檢視電腦螢幕上的考績評分

結果： 、 、 、 、 、 、 、

、 、 、 、 、 、 。

他很納悶：「沒人得到 分

嗎？」他不但沒看到 分或 分，

連 分都很少見。電腦自動算出

的平均得分是 。他撥了通電

話給米倫斯。

「情況很糟，」艾克達爾

說：「我們囑咐每位經理用心

評量每位員工，並完全保持客

觀，結果沒有一位員工得到壞成

績。」

「所有評量結果都進電腦

了？」米倫斯問：「電腦系統是

否有瑕疵？」

「沒有，麥可。」艾克達爾

沮喪地說：「不過，就算設計出

最好的制度，也沒辦法在不提供

誘因的前提下，強迫別人保持誠

實。我創造了一座完全派不上用

場的資料庫，得老老實實向郝爾

和安妮塔報告這件事。」他邊說

話邊看錶，再過幾分鐘，就得去

見菲絲特。

「員工還沒看到結果，對

吧？」米倫斯問。

「當然還沒有。」艾克達爾

說。

「那你得叫經理重來一

次。」米倫斯幾乎是用恐慌的口

氣說：「郝爾想砍掉兩千萬美元

薪資，他現在了解到人事決策必

須秉持客觀標準，而且希望以數

據為依據來裁員。」

「我不能命令那些經理馬上

展開另一回合的考評。」艾克達

爾說：「他們已經為這件事花掉

很多時間，再說，也沒辦法得到

更好的結果。我們必須研究哪個

環節出了差錯。」

「尼爾斯，放聰明點，」

米倫斯說：「看看我的下場吧。

要是你慢慢分析每樣事情的話，

別人會覺得你這個人拖泥帶水。

你必須讓那些經理心安理得地給

員工 分、 分，還要讓他們了

解，給每位員工各方面的表現都

是 、 高分，是毫無意義的。所

有員工的考績都顯著高於同儕，

不合邏輯，夢想國才會發生這種

事。你可以舉辦訓練講習會來矯

正這個問題，那些會議應該很容

易安排。」

有道理。艾克達爾一邊前往

布萊恩．霍爾
哈佛商學院企業管理教授。

安德魯．魏辛祖克
哈佛商學院資深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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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絲特辦公室，準備依約定向她

報告考績數據，一邊想像安排那

些講習會有多容易。

打考績就是正事！

艾克達爾簡短地向菲絲特做

了報告，她思考片刻，沾沾自喜

地說：「考績評量用途有限，經

理都不喜歡誠實打分數。考核每

位員工最好的辦法，是看工作單

位盈虧。要是沒有相關盈虧數據

可參考，就跟無頭蒼蠅一樣，白

忙一場。」

「我打算讓經理重做一次評

量。」艾克達爾說。

菲絲特像遭到冒犯一般，露

出震驚的表情，「他們哪時候才

找得到時間做這件事？」

「他們會挪出時間的。」艾

克達爾說。

「難道他們沒有正事可做

嗎？」

「這就是他們的正事啊。」

艾克達爾說：「考績評量很重

要，而且用途不限於恰當地處理

裁員和升遷，妳也很清楚這點。

如果妥善執行的話，考評制度可

為公司提供培養人才的必備數

據。員工必須知道他們表現的優

劣，才會進步。我第一次接受公

司考評時，麥可在「彈性」（樂

於接受忠告，並嘗試新方法）這

個項目給了我 分，但我把它當

作一項挑戰。第二年，我就拿到

分了。所以說，有效的評量是

管理要素。」

菲絲特瞪著艾克達爾，她討

厭聽人說教。「好吧，假設你強

迫經理給員工較低的評分，那些

數字有任何意義嗎？他們只會給

自己不欣賞的員工打低分，然後

隨便幫其他人評分。尼爾斯，有

時候碰到必須裁員的節骨眼，就

是非裁不可。你應該設計一套演

算法，然後逐一過濾名單。這件

事雖然做起來很痛苦，但能快速

解決問題。」

「我不會那麼做，安妮塔，

我希望這些考績評量可以產生有

用的結果。如果這回經理提不出

理想的數據，我會要求他們一

評再評，直到出現適當的結果為

止。」

艾克達爾走出菲絲特辦公

室，大步穿過主通道，來到一面

可俯視中庭的窗前。這裡可俯視

一組輸送帶，兩旁站著從頭到腳

穿著一身白的工人。一包包一絲

不苟組裝的電子零件，正從他們

眼前滑過，即將進入這個不容出

錯的世界，顧客都會迫不及待地

昭告世人，他們對瑟凱爾產品的

不滿。只有在這個纖塵不染密閉

空間中作業的每位員工，才被認

為是有無懈可擊，或是接近完美

的表現。艾克達爾一想到這點，

就憤慨得想吐三字經。

他打算立刻著手安排訓練講

習會，並親自拍攝錄影帶，向經

理們解釋，他們至少得在某個考

核項目中，給每位員工 分或

分，而且，直屬部屬的平均得分

必須達到 分。畢竟，拿到 分這

件事，曾對他產生刺激的作用。

人人達到平均分數

經理完成考評的期限一過，

艾克達爾便在辦公室裡逐項觀看

數據。現在是星期三傍晚 點

分，當他瞪著電腦螢幕顯示的數

字： 、 、 、 之際，員工正如

潮水般湧出總部大樓。

「總算有結果了！」他一

邊自言自語，一邊將頁面捲到另

一份評量表： 、 、 、 、 、

。「很好，非常好。」不過，

他看到的數據愈多，事實愈明

顯：得到 分的人太多了，簡直

如排山倒海一般。他繼續點擊頁

多年來，那些主管都獲得經過粉飾的漂亮考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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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心也跟著往下沈。

彷彿巧合似的，菲絲特正好

探頭進來，「新的數據看起來如

何？」她問。

「不瞞妳說，」艾克達爾

逆來順受地回答：「有一大堆

分，數據變化不多，至少乍看之

下是這樣。」

「我不意外。」菲絲特說。

雖然她的口氣不太像幸災樂禍，

但艾克達爾卻聽出一絲「我早就

告訴過你了」的意味。「你聽過

『考績壓縮』嗎？意思是，主管

給每位員工的評分幾乎都一樣，

不可能看出差異。當考績灌水、

大家都拿高分時，就會發生這情

況，但如果一大群人都得到中等

評分，也可能出現同樣的情形，

只是平均分數改變罷了。」

兩天後，人資部的分析結

果，果然顯示公司全體員工的考

績都在 分左右，少有變化。此

外，經理似乎給原本就會升遷的

人打高分，對自己不太熟知的員

工給低分。在某個案例中，一名

經理甚至給某人的所有考績項目

都填上 分，後來發現，這位員

工剛去世。

艾克達爾想知道，他是否該

確實遵守誓言，要求經理持續考

評，直到獲得適當的結果為止？

或是該在這個時候承認失敗，開

始提議公司逕行裁員？

（譚家瑜譯自“

‘ ’”

）

問題：艾克達爾該下令展開另一

次考評，還是將就採用現有的數

據？

以下，兩位專家學者提供精闢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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