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權數

1.〔(評估年度之物價指數累計平均/前次調薪年度之物價

指數累計平均)-1)〕×100%

2.增幅3%以內者基準分75分，超逾3%每增0.1%加1分。減

幅(計算結果為負數)每減0.1%減1分。

1.稅前淨利/用人費用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0.5%加(減)1分。(50%)

3.稅前淨利/用人費用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0.5%加(減)1分。

(50%)

1.(稅前淨利-前三年度稅前淨利平均數)/前三年度稅前淨

利平均數×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0.5%加(減)1分。(45%)

3.(本行最近三年稅前淨利平均數-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稅

前淨利平均數)/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稅前淨利平均數×

100%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加(減)1分。

(45%)

5.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

(1)(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前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

報酬率(RORwA)平均數)/前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

(RORwA)平均數×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加(減)1分。(2.5%)

(3)(本行最近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平均數-

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平均

數)/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平

均數×100%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

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加(減)1分。

(2.5%)

6.稅前權益報酬率(ROE)

(1)(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前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

(ROE)平均數)/前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

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加(減)1分。(2.5%)

(3)(本行最近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公股銀

行最近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公股銀行最

近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100%

2

員工生產力

(稅前淨利加減政策

因素影響金額)

35

3

獲利能力

(稅前淨利加減政策

因素影響金額)

40

附表一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行)薪資調整之衡量指標

1.共同性指標：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年增率、員工生產力、獲利能力、營運規模、同業薪資

水準等指標，詳如下表

1
消費者物價指數累

計年增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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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權數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

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加(減)1分。

(2.5%)

1.資產市占率

(1)本行資產/公股銀行資產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2.淨值市占率

(1)本行淨值/公股銀行淨值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3.存款市占率

(1)本行總存款/公股銀行存款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4.放款市占率

(1)本行總放款/公股銀行放款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1.(本行每月平均薪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

平均薪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資

x100%

2.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資比較，相

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少0.5%加1分，每多0.5%減1分。

小計 100

5
同業薪資水準(含獎

金)

4 營運規模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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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分數

增減

1.由銀行自行填報年度中

執行之政策性業務（當年

度新增、交辦未納入預

算）。

2.每項新增之政策性業務

應報送財政部審核後始能

計分。

2.差異性指標：包括政策性因素、創新指標、主管機關裁罰等項目，並列為額外加減分項目，詳如

下表

計算說明

1 政策性因素

本項指

標列為

額外加

減分項

目，合

併各項

指標加

分及減

分均以

5分為

限。

本項應依執行政策性任務之難易程度及達成率

，擬定額外加分之分數報送財政部審核後，依

財政部審核結果核計分數。

2 創新指標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依標準核算分數。

1.年度新增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得適用

投資抵減之金融科技專利，每增加1件加3分。

2.年度新增獲准金融科技專利件數與公股銀行

年度新增獲准件數之平均數比較，每超過1件

，加0.5分，本項最高得加總分1分。

3.獲准開辦與數位金融相關之新種業務，每增

加1件，加0.5分，最高得加總分1分。

合計

備註：

1.員工薪資之調整，除依上開調薪指標衡量外，尚須工作考成考列甲等、機構總盈餘超過法定盈餘

百分之十以上及其用人費比率，不超過最近三年（前二、三年度決算及前一年度預算）用人費占其

事業營業收入之平均比率，始能調薪。

2.本表前次調薪年度，於本規定實施後至首次調薪前，以108年度數據計算。

3
主管機關裁

罰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依裁罰分級標準減分。

本項依前次調薪年度至評估目標年度累積之平

均罰鍰及糾正減分：

(1)累積平均罰鍰達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以

上，未達500萬元者，扣總分1分。

(2)累積平均罰鍰達500萬元以上，未達1,000

萬元者，扣總分2分。

(3)累積平均罰鍰達1,000萬元以上者，扣總分

3分。

(4)受主管機關糾正處分之累積平均件數，每

件扣總分0.2分。

(5)受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每件扣總分1分。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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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權數

1.〔(評估年度之物價指數累計平均/前次調薪年度之物價

指數累計平均)-1)〕×100%

2.增幅3%以內者基準分75分，超逾3%每增0.1%加1分。減

幅(計算結果為負數)每減0.1%減1分。

1.稅前淨利/用人費用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0.5%加(減)1分。(50%)

3.稅前淨利/用人費用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0.5%加(減)1分。

(50%)

1.(稅前淨利-前三年度稅前淨利平均數)/前三年度稅前淨

利平均數×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0.5%加(減)1分。(45%)

3.(本行最近三年稅前淨利平均數-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稅

前淨利平均數)/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稅前淨利平均數×

100%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比

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加(減)1分。

(45%)

5.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

(1)(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前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

報酬率(RORwA)平均數)/前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

(RORwA)平均數×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加(減)1分。(2.5%)

(3)(本行最近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平均數-

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平均

數)/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風險加權資產報酬率(RORwA)平

均數×100%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

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加(減)1分。

(2.5%)

6.稅前權益報酬率(ROE)

(1)(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前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

(ROE)平均數)/前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

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加(減)1分。(2.5%)

(3)(本行最近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公股銀

行最近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公股銀行最

近三年度稅前權益報酬率(ROE)平均數×100%

附表二　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行)薪資調整之衡量指標

1.共同性指標：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年增率、員工生產力、獲利能力、營運規模、同業薪資

水準等指標，詳如下表

1
消費者物價指數累

計年增率
5

2

員工生產力

(稅前淨利加減政策

因素影響金額)

35

3

獲利能力

(稅前淨利加減政策

因素影響金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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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權數

(4)本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與公股銀行最近三年度平均數

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0%加(減)1分。

(2.5%)

1.資產市占率

(1)本行資產/公股銀行資產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2.淨值市占率

(1)本行淨值/公股銀行淨值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3.存款市占率

(1)本行總存款/公股銀行存款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4.放款市占率

(1)本行總放款/公股銀行放款總額×100%

(2)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個百分點加(減)1分。(25%)

1.(本行每月平均薪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

平均薪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資

x100%

2.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資比較，相

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少0.5%加1分，每多0.5%減1分。

小計 100

5
同業薪資水準(含獎

金)

4 營運規模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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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分數

增減

1.由銀行自行填報年度中

執行之政策性業務（當年

度新增、交辦未納入預

算）。

2.每項新增之政策性業務

應報送財政部審核後始能

計分。

合計

備註：

1.員工薪資之調整，除依上開調薪指標衡量外，尚須工作考成考列甲等、機構總盈餘超過法定盈餘

百分之十以上及其用人費比率，不超過最近三年（前二、三年度決算及前一年度預算）用人費占其

事業營業收入之平均比率，始能調薪。

2.本表前次調薪年度，於本規定實施後至首次調薪前，以108年度數據計算。

3
主管機關裁

罰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依裁罰分級標準減分。

本項依前次調薪年度至評估目標年度累積之平

均罰鍰及糾正減分：

(1)累積平均罰鍰達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以

上，未達500萬元者，扣總分1分。

(2)累積平均罰鍰達500萬元以上，未達1,000

萬元者，扣總分2分。

(3)累積平均罰鍰達1,000萬元以上者，扣總分

3分。

(4)受主管機關糾正處分之累積平均件數，每

件扣總分0.2分。

(5)受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每件扣總分1分。

小計

2.差異性指標：包括政策性因素、創新指標、主管機關裁罰等項目，並列為額外加減分項目，詳如

下表

計算說明

1 政策性因素

本項指

標列為

額外加

減分項

目，合

併各項

指標加

分及減

分均以

5分為

限。

本項應依執行政策性任務之難易程度及達成率

，擬定額外加分之分數報送財政部審核後，依

財政部審核結果核計分數。

2 創新指標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依標準核算分數。

1.年度新增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定得適用

投資抵減之金融科技專利，每增加1件加3分。

2.年度新增獲准金融科技專利件數與公股銀行

年度新增獲准件數之平均數比較，每超過1件

，加0.5分，本項最高得加總分1分。

3.獲准開辦與數位金融相關之新種業務，每增

加1件，加0.5分，最高得加總分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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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權數

3.放款、保證、輸出保險達成率(占事業生產力指標比重為

18/40)

(本年度營運量 - 本年度預算營運量)/本年度預算營運量 x

100%(放款、保證、輸出保險比重為 4 : 1 : 4)

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減)1分

2.營業收入與前一年度相比成長率(占營業收入指標比重為

5/18)

(本年度營業收入 - 前一年度營業收入)/前一年度營業收入 x

100%

與前一年度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減)1分

3.營業收入達成率(占營業收入指標比重為8/18)

(本年度營業收入 - 本年度預算營業收入)/本年度預算營業收

入 x 100%

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減)1分

1.放款、保證、輸出保險成長率(占事業生產力指標比重為

11/40)

(本年度營運量 - 前三年度營運量平均數)/前三年度營運量平

均數 x 100%(放款、保證、輸出保險比重為 4 : 1 : 4)

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2.放款、保證、輸出保險與前一年度相比成長率(占事業生產力

指標比重為11/40)

(本年度營運量 - 前一年度營運量)/前一年度營運量 x

100%(放款、保證、輸出保險比重為 4 : 1 : 4)

與前一年度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減)1分

附表三　中國輸出入銀行(下稱本行)薪資調整之衡量指標

1
消費者物價指

數累計年增率

〔(評估年度之物價指數累計平均/前次調薪年度之物價指數累

計平均)-1〕×100%

增幅3%以內者基準分75分，超逾3%每增0.1%加1分。減幅(計算

結果為負數)每減0.1%減1分

5

1.共同性指標：包括消費者物價指數累計年增率、事業生產力、營業收入、獲利能力、同業

薪資水準、政策任務，詳如下表

18

40

3

營業收入

(加減政策因

素影響金額)

1.營業收入成長率(占營業收入指標比重為5/18)

(本年度營業收入 - 前三年度營業收入平均數)/前三年度營業

收入平均數 x 100%

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2 事業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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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權數

1.盈餘成長率(占獲利能力指標比重為3/12)

(本年度稅前淨利 - 前三年度稅前淨利平均數)/前三年度稅前

淨利平均數 x 100%

與前三年度平均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

(減)1分

2.盈餘與前一年度相比成長率(占獲利能力指標比重為3/12)

(本年度稅前淨利 - 前一年度稅前淨利)/前一年度稅前淨利 x

100%

與前一年度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減)1分

3.盈餘達成率(占獲利能力指標比重為6/12)

(本年度稅前淨利 - 本年度預算稅前淨利)/本年度預算稅前淨

利 x 100%

與預算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減)1%加(減)1分

5
同業薪資水準

(含獎金)

(本行每月平均薪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

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資X100%

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銀行業每月平均薪資比較，相同者得

基準分75分，每少0.5%加1分，每多0.5%減1分
5

100總分

4

獲利能力

(稅前淨利加

減政策因素影

響金額)

12

6
政策任務

政策任務達成力

依財經部會之政策性計畫，訂定各項專業任務考核項目之計畫

目標報財政部核定。

與政策任務達成基準數比較，相同者得基準分75分，每增

(減)1%加(減)1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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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評估指標 評估指標公式
分數

增減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依標準核算分數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差異性指標：包括創新指標、國際合作、主管機關裁罰，並列為額外加減分項目，詳如下表

計算說明

1 創新指標 

本項指

標列為

額外加

減分項

目，合

併各項

指標加

分及減

分均以

5分為

限。

經主管機關核准開辦新種業務或擴充業務範

圍，有助於協助廠商拓展外銷市場、分擔貿

易風險或有助於促進我國產業升級及經濟發

展等本行政策目標之執行。

每一核准案加 1 分。

2 國際合作 

2.依標準核算分數

年度內與國際輸出信用機構簽訂合約(如合

作備忘錄、再保險合約等)者，每一案加0.5

分。

3
主管機關裁

罰

1.由銀行自行填報。

2.依裁罰分級標準減分。

備註：

1.員工薪資之調整，除依上開調薪指標衡量外，尚須工作考成考列甲等、機構總盈餘超過法定盈

餘百分之六以上及其用人費比率，不超過最近三年（前二、三年度決算及前一年度預算）用人費

占其事業營業收入之平均比率，始能調薪。

2.本表前次調薪年度，於本規定實施後至首次調薪前，以108年度數據計算。

本項依前次調薪年度至評估目標年度累積之

平均罰鍰及糾正減分：

(1)累積平均罰鍰達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

以上，未達500萬元者，扣總分1分。

(2)累積平均罰鍰達500萬元以上，未達

1,000萬元者，扣總分2分。

(3)累積平均罰鍰達1,000萬元以上者，扣總

分3分。

(4)受主管機關糾正處分之累積平均件數，

每件扣總分0.2分。

(5)受主管機關調降評等每件扣總分1分。

小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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