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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B_9B_E7_AB_A0_E7_c37_170360.htm （一） 单项选择 1

．绩效考核对于员工个人则是（ ）对自己工作状况及其成果

的评价。 （A） 上级和同事 （B） 上级和下级 （C） 下级和

同事 （D） 上级和平级 2．对企业绩效管理系统的诊断应进

行（ ）分析。 （A） 总体 （B） 个体 （C） 考评者 （D） 组

织或系统 3．能力是客观存在的，可以（ ），可以通过一系

列手段去把握能力的存在，以及在不同员工之间的差异。 

（A） 评估和考核 （B） 感受和考察 （C） 感知和考察 （D

） 感知和察觉 4．（ ）是指工作结果对组织有重大影响的活

动或大量的重复性活动。 （A） 工作项目 （B） 工作要项 

（C） 工作指标 （D） 工作效果 5．按照员工的工作成果进

行评估，这种方法比较客观，容易为员工接受，能减少（ ）

的可能性。 （A） 产生误会 （B） 产生偏见 （C）产生误解 

（D） 产生意见 6．（ ）是指记录和观察在某些工作领域内

，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有效或无效的工作行为导致的

成功或失败的结果。 （A） 关键事件法 （B） 行为观察法 

（C） 行为观察量表法 （D） 行为定点量表法 7．工作绩效

一般是指员工的劳动行为表现及其（ ） （A） 工作表现 （B

） 工作成果 （C） 工作成绩 （D） 工作效果 8．绩效的优劣

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 ）是员工的主观性影响因素。 

（A） 激励、环境 （B） 激励、技能 （C） 个性、动机 （D

） 技能、环境 9．（ ）是对员工承担岗位工作的成果进行评

定和估价。 （A） 能力考核 （B） 态度考核 （C） 业绩考核 



（D） 绩效考核 10．行为主导型的考评内容以考评员工的（ 

）为主，效果主导型着眼于干出了什么，重点在于产生和贡

献，而不关心行为和过程。 （A） 工作效果 （B） 工作态度 

（C） 工作业绩 （D） 工作行为 11．目标管理法能使员工个

人的（ ）保持一致。 （A） 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 （B） 努力

目标与组织目标 （C） 努力目标与集体目标 （D） 个人目标

和集体目标 12．选择绩效考评方法要根据企业的（ ）以及各

类岗位和人员的特点。 （A） 环境和物力 （B） 环境和财力 

（C） 环境和条件 （D） 环境和特征 13．绩效考评可以分为

（ ）三种类型。 （A） 年度考核、平时考核、专项考核 （B

） 年初考核、年中考核、年终考核 （C） 年中考核、平时考

核、专项考核 （D） 年度考核、专项考核、季度考核 14．企

业绩效考核就是对企业生产任务在数量、质量及（ ）等方面

完成情况的考核。 （A） 产量 （B） 效益 （C） 效率 （D） 

效果 15．在考核过程中，主管与下属之间就评估所做的讨论

叫（ ） （A） 公开评估 （B） 评估面谈 （C） 评估讨论 （D

） 评估讲座 16.( )是企业根据岗位工作说明书，对员工的工作

业绩，包括工作行为和工作效果，进行全面系统考察与评估

的过程。 （A） 行为考核 （B） 绩效考核 （C） 人事考核 

（D） 能力考核 17．选择（ ）的绩效考核类型，对具体产生

操作的员工较适合，但对事务性工作人员的考评不太适合。 

（A） 效果主导型 （B） 行为主导型 （C） 观察主导型 （D

） 品质主导型 18．（ ）是指考核者以员工的工作结果而不是

行为表现或特征来对员工进行评估。 （A） 按照员工的工作

表现进行评估的方法 （B） 按照员工的工作能力进行评估的

方法 （C） 按照员工的工作态度进行评估的方法 （D） 按照



员工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的方法 19．量表评定法使用（ ），

事先要规定好指标评定等级的意义及指标的定义。 （A） 按

具体形式区分的评估方法 （B） 混合标准尺度法 （C） 描绘

性评定量表法 （D） 书面法 20．绩效考核指员工的（ ）做比

较，而通过工作分析可以确定绩效考核的标准。 （A） 实际

绩效与组织的期望 （B） 个人成绩与群众测评 （C） 群众测

评与组织的期望 （D） 实际绩效群众测评、组织期望 21．以

下属于绩效反馈基本要素的有（ ）。 （A） 科学性 （B） 有

效性 （C） 永久性 （D） 真实性 22．将员工考评期实际业绩

与去年同期工作业绩相比较和衡量的方法是（ ）。 （A） 水

平比较法 （B） 成对比较法 （C） 横向比较法 （D） 目标比

较法 23．为保证绩效面谈信息反馈的有效性，最好的方式是

（ ）。 （A） 进行“一对一”的反馈面谈 （B） 组成一个面

谈小组来进行面谈 （C） 在小级其他成员在场的情况下面谈 

（D） 针对部门的共同问题，进行小组或部门的讨论 24．将

关键事件法和等级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是（ ） （A） 行为观

察法 （B） 目标比较法 （C） 加权选择量表法 （D） 行为锚

定等级评价法 25．绩效管理中的目标考核所涉及的人员不包

括（ ） (A) 高层领导 （B） 外部客户 （C） 全体员工 （D） 

人力资源部门人员 26．采用可监测、可核算的指标构成若干

考评要素来评价下属的方法是（ ） （A） 目标管理法 （B） 

绩效标准法 （C） 直接指标法 （D） 成绩记录法 27．在绩效

管理实施过程中，最直接影响绩效评价质量和效果的人员是

（ ） （A） 高层领导 （B） 一般员工 （C） 直接上级/主管 

（D） 人力资源部人员 28．对生产管理人员的绩效考评，最

经常采用的是（ ） （A） 行为观察法 （B） 以结果为导向的



考评方法 （C） 以关键事件为导向的考评方法 （D） 以行为

或品质特征为导向的考评方法 29．对绩效考评指标和标准体

系的诊断一般发生在绩效管理的（ ） （A） 考评阶段 （B） 

实施阶段 （C） 总结阶段 （D） 应用开发阶段 30．下列关于

有效的绩效反馈信息应达到的要求不正确的是（ ） （A） 具

有广泛性 （B） 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 （C） 具有针对性和及

时性 （D） 具有真实性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