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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商業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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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最近有幾本書都在講用OKR的好處，
尤其是Google……等等那些大公司，

所以我們也想評估用看看。

聽說可以有效改善工作溝通
的問題，還可以避開傳統

KPI的缺點！長官們

怎麼辦？！
OKR是什麼？？

我不知道OKR要
怎麼用…

被長官指派要負責研究甚至導入的夥伴

長官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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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KR v.s. KPI

（二）OKR邏輯思考與應用客觀條件

（三）O的設定與KR的規劃

（四）OKR真正問題在於「人」

（五）OKR數位學習的OA精選

課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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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KR v.s.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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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R的發展，是由MBO（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演變而來。1950年代，杜拉克提出目標管理的基本框架：

你們在做什麼？

我做的是全國最
棒的石匠技藝。

我在養家活口。
我在蓋一座
大教堂！

• 第三位石匠明確說出「蓋教堂」的大願景，正是杜拉克
的主張—管理者需要建立類似的目標，並向組織成員闡
明要做出何種貢獻，以便實現理想。

有產出才有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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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核心精神-目標管理

1. 目標管理：係一種經由計畫與控制連結組織目標的管理
方式。其適用強化組織(人的管理)而非計畫。

2. 符合目標管理的要點，有兩個基本條件：

1) 目標：有共同設定的目標（O）

2) 檢驗目標：是否有達成目標的方法（關鍵成果）KR

3. OKR是一種「設定目標」的工具，非用來「評估績效」，
更非可當作「待辦事項」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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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管理 v.s. 計劃管理

• 目標管理可用於大型計畫（須將Donner列為利益關係人）。

• 我國將OKR用在計畫規劃與考核上，需瞭解其核心功能予
以變通，避免有所偏差。

• 功能上強調溝通的共識，資源分配並不是此類工具的核心
操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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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在計劃管理的定位與功能

• OKR的功能之一，是促進成員（部門）間的溝通與形成
共識。其內容不僅是有一共同目標，同時有如何達成目
標策略上的共識。

https://medium.com/@jason80122/%E5%8F%8D%E8%BD%89%E5%8D%80%E5%A1%8A-%E4%BD%95%E8%AC%82%E5%85%B1%E8%AD%98-%E5%BE%9E%E5%8D%80%E5%A1%8A%E9%8F%88-
%E8%B2%A8%E5%B9%A3%E5%92%8C%E6%B3%95%E5%BE%8B%E4%B9%8B%E8%A7%92%E5%BA%A6%E5%87%BA%E7%99%BC%E6%80%9D%E8%80%83-56af31847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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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 v.s. KPI

OKR KPI

質變 量變

成功是由下而上 成功是由上而下

可用於現象的描述 偏向於數字的呈現

強調過程的How及時間控制 著重於結果論

認為盡力就好 強調目標必達

管人 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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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 v.s. KPI

區別點 OKR(效益性) KPI(效率性)

實質 管理方法 績效考核工具

目標形式
目標+關鍵成果

（過程+結果）
結果

目標來源 聚焦優先和關鍵
團隊或個人「成功」

的全面衡量

制定方法
上下結合，

全方位契合
由上而下

過程管理 持續追蹤 考核時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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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應用KPI為KR

• KPI強調「產出」，OKR強調「效益」。
產出指標前加入其預期的功能效益，則KPI變成KR。

• 例：具有……耐性的品種；完成具……功能的技術etc。
所描述的產出是對目標的關鍵因素，則KPI變成了KR。

經濟部因應「缺水」，曾試圖納入多元KPI，只是當時仍屬一味「增量」的單
向思維。今年將原先的指標「供水量」，改為「可用水源量」，包括減少浪
費、盤點既有水源，才是從源頭解決缺水的進步作法。

—《商業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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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KR邏輯思考與應用客觀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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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在整合型計畫的實作邏輯

• 實作上可考慮四階層，綱要計畫、分項計畫、子項計畫
及單一細部計畫。

• 總計畫的KR是分項計畫的O（目標），分項計畫的KR
（目的）是子項計畫的O，子項計畫必須有產出，此產
出的效益是子項計畫的KR，能對子項計畫的O提供貢獻。

細部計畫 子項計畫 分項計畫 願景

O（目標）

O（目標） KR（目的）

O（目標） KR（目的）

O（目標） KR（目的）

KR（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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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部計畫 子項計畫 分項計畫 願景(環境永續)

O（目標）
農業如何降低環境衝

擊

O（目標）
推動農業永續方案

KR
農委會推動農業

永續方案

O（目標）
各局處署提出規劃
農糧作物如何降低對

環境衝擊

KR
各局處署提出規劃(農

糧署)

O（目標）
各試驗單位

KR
降低農藥使用量的技

術或品種
(各試驗單位)

KR
研究抗病新

品種

“環境永續”政策目標:行政院長找來各部會首長，要求經濟部、農委會
等…各自達成什麼目標(O)



16

O在整合型計畫的撰寫思維

• O的設定往往「由上而下」，對科技計畫的運作而言，
O的設定依據是政策目標。

• O撰寫時需：

1) 闡明政策預期達到的目的是甚麼？

2) 計畫對政策目標的預期貢獻是甚麼？

• 在此前提下，以作為全部成員的共同目標。



新農業1.0 vs 2.0

• 2.0更納入全國農業第六次會議結論

• 導入策略強健農業施政體質

17

新農業1.0 新農業2.0

增加農民收益 增列農民健康保險與退休制度
培育新農以提高從農人口意願

永續環境資源 強調水資源利用效率

供需平衡 農產品冷鏈
初級加工場

在地食材進校園午餐;食農教育

區域經濟 智慧農業
農業綠能
循環農業
林下經濟

農產品安全 十年農藥減半
產銷履歷
有機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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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探討綠能設施對水產養殖之產能
影響與生態衝擊，建立最適管理
模式，加速綠能建設速度綱要計畫

① 分解上級目標

關聯目標O

建立國內主要養殖物種最適漁電管理模式

協作內容KR

研發-試驗漁電養殖模式可行性與配套措施
推廣-與業者合作加速試驗執行與實地應用

② 找出必要的協作要求

主要服務對象：漁民、養殖團體、光電廠商

 設計計畫想做的OKR

O：達成10大養殖物種之漁電共生
養殖試驗

KR1：完成文蛤(實體光電)、虱目魚、
吳郭魚、金目鱸、石班、七星鱸、
午仔魚、烏魚、泰國蝦、白蝦(模擬
光電)十大養殖物種之產能評估試驗
(不影響試驗前產能)

子項計畫1

預期完成時間

4年(110-113)

OKR計畫範例-綠能領域

主要工作內容：試驗與推廣漁電商業運轉模組

O：設立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

KR1：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進駐申
請累計達10案、設置光電設施達5家、
提出商業運轉模式2式子項計畫2

備註：擷取農業綠能多元發展之整合性關鍵技術研發與推動計畫部分OKR內容

統籌機關

推動小組(分項)

子項/單一細部計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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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設計的思維

• SMART原則

類別 檢查標準

Specific
（具體的）

1.大家對文字表達是否有不同解釋？（清晰，無歧異）

2.能否提供行動指引？（有簡單的行動策略）

Measurable
（可測量的）

3.期中能否進行定期追蹤？（最好是按日追蹤，至少須按月追蹤）

4.期末能否清晰的評分？（可以度量）

Attainable
（可達成的）

5.是否有挑戰？（按信心指數評價，100%的信心指數不具挑戰性）

6.是否有實現的方法和可能性？（有策略，並且信心指數一般不
低於50%）

Relevant
（有相關性的）

7.是否有指定負責人？（KR要指定負責人）

8.負責人對結果是否具有很大的影響？（負責人對KR影響程度要
大於70%）

Timebound
（有明確期限的）

9.是否有明確完成時間？（KR要指定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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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設計的思維

• 目標設計乃依SMART原則，實際操作則需掌握兩大原則：

目標是「預期的改變」

•描述改變的方法之一為改變前

後的情景，用情景分析找出的

目標會比較具體，也比較容易

建立檢核方法。

「人」先改變才會

帶動「事」的改變

•找出目標對象，再設計能影響

其改變的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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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的設定與KR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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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01

目標= 動詞+ 名詞

句型03

目標= 副詞+動詞

+ 名詞

+ 例: 防堵非洲豬瘟 + 例:大幅提升產品銷量

+ 例: 打造旗艦產品 + 例: 開發疫苗，強化流感防疫

目標的撰寫公式

[副詞]+動詞+[形容詞]+名詞，[動詞+名詞]

What: 回答要做什麼? Why: 解釋為什麼要做

句型02

目標= 動詞+形容詞

+ 名詞

句型04

目標= What (動詞+名

詞) + Why(動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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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的設定與KR的規劃（1）
• O的文句是進一步設定KR的依據，原則上O是一公開的資訊，以期各
階層的同仁，能發揮創意提出實現O的各種KR。

• 應在業務的範圍內，找出一值得重視的共同目的。O要能協助團隊聚焦

• 量的增加、質的變好、影響的提升、對象的擴大

OKR皆可選擇，雖不一定要量化，但方向要明確。

O要有方向，具體說明

努力的方向是甚麼？

• 是一個新的嘗試或挑戰，能明確說明O如果實現，

則與現況能有什麼不同。(預期效果)

可用情景比較的方式，

說明預期那些情景的改變

• 包括問題發生的原因及預警，其所造成的負面影

響，哪些人因而受害……

如有可能，可將預期的

問題予以說明

因此O除了提出一個簡要的文句，說明預期目標外，也可加一段文字說明，
為什麼對此目標可以產出什麼樣的成果，此有助於計畫對應的KR之設定。



KR(關鍵成果)的撰寫公式

參考資料來源：國研院-110年度科技計畫導入OKR概念說明

公式：透過[措施]，實現[可度量的結果]

How: 如何做 How much

句型1: 過程+可度量結果

• 例:透過補助產學合作案，完成4件可進行試量產的產品開發

• 例:透過驗證場域建置，完成4件符合國際標準的產品試驗證

• 例:透過法規輔導，完成4件海外上市產品

• 例:透過補助，完成當年度流感疫苗開發與生產

句型2:可度量結果

• 例: 所有養豬場皆未檢驗出非洲豬瘟

• 例: 成功隔離新型冠狀病毒，未出現群聚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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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的設定與KR的規劃（2）

1. KR是什麼？所謂關鍵成果是指產出，亦為「里程碑（milestone）」。

2. KR應是計畫成果的「直接效益」。因其為直接效益，則上階計畫的
KR方能成為下階計畫的O。

3. 在邏輯上，KR是同階計畫O的必要條件，如所有KR都滿足時，則形
成O的充分條件。

4. KR的呈現：KR的設計往往是由下而上，由子項計畫開始，子項計畫
的要求之一，是有產出，有產出則必有直接效益（對目標對象的影
響），因此子項KR是產出加有多少目標對象受到影響，如有30%農
民採用新的設計；20%的農場參與溯源的系統。

OKR因採取「盡力而為」的精神，因此不一定100%滿足，
在此情境下，須能描述O可能滿足的程度，此是為什麼
KR能盡量量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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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OKR真正問題在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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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的雙胞胎—CFR

• CFR（Conversation, Feedback and Recognition）：
指上對下的對話，下對上的回饋，上對下的讚揚。

有效溝通

成員共識

共同目標

• OKR是成員的共識。
因此溝通成為核心價值，OKR因
「有效的溝通」才能成為共同的目標。

計畫團隊如何培養CFR的文化，
是將OKR由機構管理工具轉到計
畫管理工具時，所面臨的挑戰之
一，但重要的是所有人（成員）
都相信OKR，OKR才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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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的發揮

1. 創意在KR的設計：應用OKR時，往往由上而下分級形
成，而KR則鼓勵成員提出想法。

2. 以此類推，因此每個成員都可以貢獻創意，再經由
CFR的運作形成共識。

由分項計畫成員，

提出分項的KR

總計畫的KR

→分項計畫的O

召集分項主持人

設計總計畫層次

的KR

主持人提出

總目標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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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應用在整合型計畫之迷思

• OKR強調與成員的考績脫鉤。

• 當OKR運用到整合型計畫時，因計畫負責人對成員並無
行政上主從關係，以及人事上的行政權力，那麼CFR中
的R（Reward）如何運作，會是政府驅動OKR時的重要
考量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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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OKR就會成功的迷思

1. 僅依賴OKR不能保證計畫的成功。

2. 執行計畫成功之其他關鍵因素，如明智的判斷、有力
的領導及富有創意的團隊文化等。OKR的應用可刺激
這些優勢發揮作用，但不能取代上述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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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型計畫推動OKR的要點

政府推動的計畫，在價值的取捨上與企業不同

•利潤並非是公務部門的唯一目的，且有多元性。如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等

政策依據及分析為必要條件

•訂定O需嚴謹的分析，政策目標及其價值，並依此而設定O。

投入的檢視

•動員政府資源以執行計畫（投入），也須檢視是否符合相關法令的規範，

並作好橫向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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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四種超能力

•容許失敗空間，突破

自己想像的天花板

•滾動式自我評估與

修正（強調數據性

評估）

•由上對下契合目標，

由下而上提出符合

目標之重要工作項目

•掌握事務的優先性，

以提高專注力於重

要工作上

專注投入

優先要務

契合+連接

打造團隊合

作

激發潛能成

就突破
追蹤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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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給公部門的省思

倖存者偏差

仿間書籍成功案例可能存在「倖存者偏

差」，作家只會篩選最後獲致成功的故

事，並將之歸因於單一模式。

1

公共服務的目標充滿矛盾

高等教育的目標旨在培育追求智慧的知識

人呢？還是要成為就業的訓練所？公門作

什麼都做以求兼顧，起始Objective 目標

本質極易模糊又無法確定達成手段，此與

公司企業大不同。

2

3
事情可以被管理，但人只能被領導

當工具又再度遭誤解用來管人，OKR 恐成下個變種

的 KPI。

4

要訂定出「非例行業務」

的 KR 並不容易

科層制本就是為了將工作慣例化而求一

致標準、高效率、屏除個人判斷喜好等

目的才產生的。

5

「追蹤當責」之難題

追求量化，反而妨礙服務品質。有期限

的 KR，其中又要含有檢認品質的能力，

恐怕知易行難，更別提公門還有預算執

行率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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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R對於公部門的貢獻

公開目標

“公開目標”應是 OKR 可以

給公部門最好的禮物，因為基

層人員與管理者的工作優先順

序先天上衝突。

1

目標設定技巧

即便 OKR 難以全面適用公部

門，但光是目標設定的技巧就

足以大大啟發政府機關，推動

政策的能量。

2

3
適用專案

OKR 也許較適用專案類型的公

務活動及計畫。

4

目標更專注具體

公部門目標宜再更專注具體，

例如以「2040 年前，根除全

球瘧疾」為優先目標，並須滾

動性修訂。

5
莫忘初衷

對於公部門謹記 OKR 只是工

具，莫忘真正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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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OKR數位學習的QA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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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綱要計畫召集人/執行秘書 8人 6.0％

2.推動小組召集人/執行秘書 11人 8.2％

3.子項計畫主持人 31人 23.1％

4.單一/細部計畫主持人 84人 62.7％

影片觀看人次與層級 學習知能前後測分析

合計134人

知能測試前後測分數分別為62.8± 18.0
及76.2± 17.5，觀看影片後可提高13.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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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以下何者「不是」計畫效益的寫作原則？

 若在計畫結束當年前難以呈現效益價值，則以關鍵
績效指標呈現。

 確立直接利益關係人，並訂定預期的改變是設計效
益指標的必要條件。

 多年期計畫因應效益產生的遞延性，可寫出兩階段
的效益。

 若能讓審查委員具體想像採用後的利益，則容易使
計畫書審查過關。

關鍵指標(KPI)不足以完整呈現效益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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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以下何者為「非恰當」的ＫＲ(關鍵成果)之撰寫形式？

 以百分比的方式度量ＫＲ，例：客戶滿意度調查比
上季成長10%。

 以確定的數字度量ＫＲ，例：月銷售額達到100萬。

 以完成時間度量ＫＲ，例：9月底前完成數據分析
模型建立。

 以工作產出度量ＫＲ，例：辦理學術研討會1場次。

學術研討會需再透過調研來掌握滿意度的成果，堪能視為關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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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以下何者「不是」擬解決問題的寫作原則？

 擬解決問題須包含執行策略方法進行描述。

 擬解決問題需先說明值得研究的原因，以彰顯問題
的重要性。

 擬解決問題需對利害關係人(物)有精確性說明。

 若能讓審查委員具體想像採用後的利益，則容易使
計畫書審查過關。

執行策略方法應放在計畫工作項目敘述。



報告結束 謝謝聆聽 !



關鍵成果的撰寫公式

參考資料來源：國研院-110年度科技計畫導入OKR概念說明

比率型 Last Updated Today at 4:24 AM 25:54 823

數量型 Last Updated Today at 4:24 AM 25:54 823

里程碑型 Last Updated Today at 4:24 AM 25:54 823

主觀型 Last Updated Today at 4:24 AM 25:54 823

用百分比的方式來度量KR 例：客戶滿意度調查比上季成長
10%

Base Line!

用確定的數字來度量KR 例：月銷售額達到100萬

用完成時間來度量KR 例：9月底前完成數據分析模型
建立

用主觀感受來度量KR 例：開發出客戶滿意的介面

Base Line!

時間度量

顧客行為
調查



OKR計畫呈現範例 比率型

第一
年

O1：提升育成品種多元化
與農產品質

KR1-1：選育高生育三烯醇水稻、高油酸落花生、耐旱春
作雜糧、耐逆境蔬果花卉等作物新品種（系）30
個

KR1-2：輔導農民採用新品種栽種比例達5%

第二
年

O1：推廣提升育成品種市
占率

KR1-1：選育抗逆境水稻、高機能性甘藷、超甜玉米品系、
台灣藜等耐逆境蔬果雜糧等作物新品種（系）30
個，並開發各類作物篩選技術及分子標誌

KR1-2：推廣提升新品種市佔率，輔導農民採用新品種栽
種累計比例達10%

第三
年

O1：篩選具機能性品種與
強化技術成果推廣

KR1-1：選育豐產高油酸花生、小米及毛豆等耐逆境蔬果
雜糧、風味或高機能性成分特作等新品種（系）
30個，完善篩選技術加速品種育成

KR1-2：強化品種推廣技轉，輔導農民採用新品種栽種累
計比例達15%

第四
年

O1：重要作物品種權申請
與成品擴散

KR1-1：選育高抗性澱粉水稻、高支鏈性澱粉甘藷、風味
或高機能性成分特作等新品種（系）30個，並申
請毛豆之日本品種權登錄

KR1-2：輔導農民採用新品種栽種累計比例達20%，以穿梭
及客製化育種擴大品種多樣性

資料來源:110年推動區域精準調適體系發展穩健高質農糧產業綱要計畫



數量型

擬解決問題：目前我國農業科研成果落實產業應用尚有精進的空間，基礎研究到產業化
的中間環節力量尚需加強，跨域整合與多元價值應用綜效發揮相較薄弱，亦需要考量市
場實際需求，方能完善創新產業鏈。

第一
年

O1：強化產學研資源連結，輔
導農企業升級及提升研發量能

KR1：帶動新技術／商品投入產業應用20項，
帶動跨域合作研發計畫經費規模逾1億(含業者
投入金額)，並經統計政府平均每補助1元，合
計創造至少4.2元之效益

第二
年

O1：輔導農企業品牌建立，拓
展國內外市場規模

KR1：帶動新技術／商品投入產業應用40項，
並跨域合作研發計畫經費規模逾1億(含業者投
入金額)，並經統計政府平均每補助1元，合計
創造至少4.4元之效益

第三
年

O1：強化產學研資源連結，深
化農企業體系合作模式，促成
跨域合作聯盟

KR1：帶動新技術／商品投入產業應用40項，
並跨域合作研發計畫經費規模逾1億(含業者投
入金額)，並經統計政府平均每補助1元，合計
創造至少4.6元之效益

第四
年

O1：促成與學界或產業團體累
計衍生投資達20億

KR1：帶動新技術／商品投入產業應用累積80
項，並跨域合作研發計畫經費規模逾1億(含業
者投入金額)，並經統計政府平均每補助1元，
合計創造至少4.8元之效益

資料來源:110年農業科技管理及產業化推動綱要計畫

OKR計畫呈現範例



里程碑型

擬解決問題：政府欲推動漁電共生，但相關技術與法規均未準備妥適，以現有試驗單位
的人力無法即時因應國內多樣化與多型態的養殖方式。故建置「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
地」，吸引高科技業者提出養殖結合光電之新方法申請進駐該基地，以期結合民間企業
之資源及創新思維，共同突破漁電共生關鍵技術。

第一年 O1：設立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
KR1：完成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設置要
點、評選方式及進駐合約公告，並進行2
次招商作業

第二年
O1：促成業者進駐漁電共生試驗育
成基地

KR1：漁電共生試驗育成基地進駐申請累
計達10案，完成漁電共生光電設施設置
達2案

第三年
O1：業者正式進駐漁電共生試驗育
成基地並產出試驗成果

KR1：完成育成基地進駐廠商設置光電設
施達5家，輔導產出漁電共生模式試驗成
果至少1式

第四年 O1：產出漁電共生商業運轉模式
KR1：輔導進駐廠商產出漁電共生模式試
驗成果至少4案，提出商業運轉模式至少
2式

範例計畫：

農業綠能多元發展之整合性關鍵技
術研發與推動

OKR計畫呈現範例



主觀型

擬解決問題：
我國民眾常自行購買使用抗生素。抗生素使用量增加，會對細菌產生更多的選擇性壓力，而使細菌
更容易發展出抗藥性，因此需要加強一般民眾與相關從業人員對細菌抗藥性的警覺性與認知。

第一年

O1：強化畜牧水產細菌抗藥性與主動監測
網監測能量。評估應刪減含藥物飼料添加
物之品項。開發家禽與豬來源的沙門氏菌
抗藥性預測模式。

KR1：完成抗菌劑之Cephalosporins風險管理策略。農衛共
同辦理抗生素合理使用宣導與響應活動至少1場次，民眾對抗
生素風險認知正確性增加5%。

第二年

O1：持續強化強化畜牧水產細菌抗藥性與
主動監測網監測能量。評估應刪減含藥物
飼料添加物之品項。開發家禽與豬來源的
沙門氏菌抗藥性預測模式。

KR1：完成抗菌劑之Glycopeptides風險管理策略。農衛共同
辦理抗生素合理使用宣導與響應活動至少1場次，民眾對抗生
素風險認知正確性增加5%。

第三年

O1：持續強化強化畜牧水產細菌抗藥性與
主動監測網監測能量。評估應刪減含藥物
飼料添加物之品項。開發家禽與豬來源的
沙門氏菌抗藥性預測模式。

KR1：完成抗菌劑之Macrolides/Ketolides風險管理策略。農
衛共同辦理抗生素合理使用宣導與響應活動至少1場次，民眾
對抗生素風險認知正確性增加5%。

第四年

O1：完善畜禽水產細菌及OIE或WHO建議
之重要細菌抗藥性之監測系統，完成最優
先極重要抗菌劑之風險管理策略，提升一
般民眾與相關從業人員對細菌抗藥性的警
覺性與認知；開發沙門氏菌抗藥性預測模
式，維持或降低抗藥性。

KR1：完成抗菌劑之Polymyxins/Quinolones風險管理策略。
農衛共同辦理抗生素合理使用宣導與響應活動至少4場次，民
眾對抗生素風險認知正確性增加5%。

範例計畫：

精進防疫一體傳染病智慧防治技
術計畫

OKR計畫呈現範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