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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7.2  健全工作環境
7.3  企業人文與公益

台電營運據點遍布全臺各個角落，透過多元管道與內外利害關係人互動，對

外持續強化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夥伴關係，從電力業營運核心出發，促進綠色

科普教育、推動文化資產保存活化，並投入社區公益關懷，進而深植台電企業

社會責任實踐者的印象。對內以人才發展為企業永續發展的基石，除了持續

精進人才選、育、用、留管理方針，更導入新科技與行動方案，提升教育訓練

及職業安全衛生措施，並強化員工及承攬商的權益保障，打造健康幸福職場。

 企業社會實踐者的意涵

7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者

 主要投入
 – 強化官網、FB電力粉絲團、永續發展專區、YouTube台電影音網等網
路媒體資訊透明性與可讀性，並設置台電 1911客服專線、網路櫃檯與
台灣電力 App，為用戶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 2020年台電公益活動，總投入人數為 5,588人，總時數為 20,714小時

 – 2020年睦鄰捐助金額約 1億 1,253萬元

 – 2020年投入藝術畫作租賃活動及展演活動，逾 47萬元

台電致力與利害關係人溝通，以公開透明原則揭露必要之訊息，滿足利害關

係人期待。在社會公益投入，台電以長期發展為前提，推展文化、藝術、體

育等臺灣社會重要元素。同時為因應未來組織轉型，台電持續投入人才發展

與培訓，並提供同仁職場發展資源、給予員工相完善的薪酬保障與退休照顧；

工業安全層面上，將不斷精進工安管理，追求工安零災害的目標，為員工打

造友善、安全、幸福職場。

 未來規劃

 亮點績效
 – 2020年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受訓人數共計 54,049人次

 – 2020年承攬商安全衛生相關宣導會共 831場，總計 31,721人次參與

 – 2020年受團體協約保障員工高達 99.3%

 – 2020年文資特展「島嶼脈動」總參觀人次達 2.1萬人次

 – 2020年台電內部文物清查共 1,000案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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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人力資源管理策略
7.1.1 人力資源策略

台電面臨能源轉型、低碳永續、智慧電網等經營課題，須在穩定

供電前提下，兼顧未來發展所需人才。台電盤點核心技術以掌握人才

缺口，透過多元化人才招募策略，網羅所需電力人才，並規劃各項培

訓制度與措施，傳承電業技術與經驗，提升員工專業及跨領域技能。

為因應綠色經濟與數位時代來臨，台電運用內外部訓練資源，強化再

生能源人才之培訓，並培育符合經營發展及業務推動所需之人才，使

台電有效達成選、育、用、留人資管理目標，面對綜合性的人力資源

挑戰，相關策略請見QRcode。

7.1.2 人力資源結構
員工僱用狀況

台電所有員工均為全職員工，無僱用定期契約人員，亦未僱用任何外籍人士。

2018∼ 2020年員工總數與男女比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員工總數 26,962 27,606 27,836

本國員工

男性 23,160 85.9% 23,586 85.4% 23,550 84.6%

女性 3,802 14.1% 4,020 14.6% 4,286 15.4%

直接人員

男性 21,647 80.3% 21,621 78.3% 21,415 76.9%

女性 2,068 7.7 % 2,214 8.0% 2,379 8.5%

間接人員

男性 1,513 5.6% 1,965 7.1% 2,135 7.7%

女性 1,734 6.4% 1,806 6.6% 1,907 6.9%

註：   1. 數據取得日期依 2021年 1月發薪日為準 
2. 直接人員為現場部門的技術人力與業務行銷人力，間接人員為文書、事務、總務、會計等行政支援人力 
3. 小數點誤差係四捨五入之故 
4. 員工總數＝直接人員＋間接人員

新進、離職員工之數量、年齡與性別分布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新進員工統計

新進員工總人數 1,812 2,504 2,321

年 
齡

30歲以下 895 284 1,349 271 1,236 318

31-50歲 448 172 666 204 524 222

51歲以上 12 1 14 0 16 5

合計 1,355 457 2,029 475 1,776 545

離職員工統計

離職員工人數 1,600 1,864 2,075

年  
齡

30歲以下 127 37 178 42 172 47

31-50歲 109 112 124 115 126 112

51歲以上 1,143 72 1,301 104 1,503 115

合計 1,379 221 1,603 261 1,801 274

註：離職人數包含留職停薪、退休人數

外包人力
至2020年12月底為止，台電外包人力為「服務性、勞務性之勞務承攬人力」，係指從事於清潔、

打掃、文書、話務及駕駛等勤務性人力，2020年外包人力數為 1,100名。

註：1.  以上統計不含工作量包之部分（工作量包定義：除勞務性及服務性人力外包外，以其他方式辦理之勞務工作、技術服務、
設備營運及設備維護等外包採購）。

2. 2020年外包人力數據來自「2020年度第 4季勞務承攬情形」報表。

選、育、用、留策略

https://csr.taipower.com.tw/tc/2021/ch7-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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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人力資源培訓
台電工作具高度專業性，同時因應各面向內外環境變化，更須有效培

育未來人才。故台電致力建構完整人才培訓體系，並在訓練體系及員工關

懷的軟硬體面向不斷精進。台電人力資源培訓分為技能訓練制度、科技化

人才培育等，持續為臺灣電力人才注入能量，2020年相關訓練實績如下
表，具體執行方式與內涵請詳QR Code。

台電訓練統計

訓練種類 訓練項目  2020年（人次）

養成訓練

新進派用人員職前訓練 0（註）
養成班訓練 835

合計 835

在職訓練
專業訓練

訓練所辦理 4,545

各單位自辦 68,171

公司外訓練 3,735

合計 76,451

主管訓練 

主管人員在職訓練 569

主管人員培育訓練 524

合計 1,093

建教合作
薦送研究所 碩士 6

合計 6

總  計 78,385
註：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升溫，為避免集中受訓造成防疫破口，爰取消新進派用人員職前訓練（新銳學

習營），改以網路學院新進人員專區課程替代之。

員工績效考核方針

員工績效考評 即時獎勵機制

• 台電正式任（僱）用且符合
一定條件者

• 各層級主管針對所屬受考評
對象之專業能力、工作績效、
團隊精神、工作態度、品德
操守、管理能力及領導才能
等 7大面向隨時進行考評

• 按員工貢獻及績效合理分配
獎金

• 績效獎金總額中提撥 40％，
依責任中心績效成績分配各
單位效率獎金

• 績效獎金總額提撥 2%事業主持
人可運用獎金

• 半數由董事長、總經理及各副總
經理運用給予同仁即時獎勵

• 半數支應各項獎勵要點或原則
等規定之激勵獎金及單位主管
可運用獎金

責任中心績效管理

7.2 健全工作環境
7.2.1 職業健康與安全 

在培育優秀的人力資源外，維護工安更是人才永續發展的關鍵，為避免工安事件發生、減少

因機組暫停對供電穩定造成影響，台電永續發展計畫中訂有「落實職業安全」策略，並向下展開短

（2021）、中（2025）、長期（2030）目標，展示台電落實安全與健康職場的決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台電依據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及國家標準 CNS 45001 同等以上規定，建置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此管理系統涵蓋所有工作場所之工作者，包括水火力發電廠、核能發電廠、區營業處、供

電區營運處、工程單位及其他單位等之員工、承攬商勞工、志工等工作者（含自營工作者）。台電

今年度依法須完成 CNS 45001驗證單位共計 46個，100%完成應辦單位驗證，驗證場域並無未被
涵蓋之工作者。

分級風險評估與管控 
台電藉由實施工安風險分級管控，藉以將風險降至最低。為使各單位工安風險分級合理且公平，

訂定「附屬單位工安風險分級規定」，以各單位之員工人數、工程數量、設備種類及工程特性等資

料進行風險分級，分為三級，A級屬高度風險，B級屬中度風險，C級屬低度風險。

為加強交付承攬工程之工安管理，輔導承攬人落實自主管理，亦訂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交付承攬工程安風險評估要點」。各單位應於開工前提出施工過程中之工安管理、風險評估報告；

另如施工人員、工地環境、施工方法、使用機具有變更時，須重新辦理風險評估和危害辨識等項目，

落實實施變更管理作為，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審視其提交之風險評估報告。目前台電就職業危害

辨識與風險評估並無例行性與非例行性之分。

台電訂有「工安事故處理要點」，其中包含讓工作者報告職業危害及危險狀況之規定與流程，

如有發生事故均需於一小時內通知相關管理單位，並視情形向當地勞動檢查機構通報；當工作者認

為他處於可能導致傷害或疾病的工作狀態，可逕自離開並免受處分。台電亦參照經濟部所屬事業「職

安保命條款彙總表」及「工安及營運事故分層負責狀況獎懲一覽表」，修訂相關管理要點加重懲處

機制，並推動主管連坐處分，以管控相關危害和風險可能衍生之衝擊。

安全衛生管理政策 
台電秉持人命為首要，工安最優先，確保人員及作業安全追求工安零災害之目標，並建構安

全、健康、友善之職場環境。此外，為降低承攬商工作傷害，除優化承攬契約之安全衛生管理事

項外，更積極輔導與督促承攬商訂定工安管理制度且落實執行自主性工安管理。台電要求各契約主

辦單位會於開工前，對工作場所有危害進行告知；並要求承攬商作業前進行工具箱會議（Tool Box 
Meeting, TBM），確認團隊裝備及精神狀態皆無異常，並進行工作內容分配及作業設備盤點準備等；
亦進行現場預知危險活動（Kiken Yochi, KY），鑑別作業環境潛在危險與防範措施，並拍照留存紀錄
備查。2020年承攬商安全衛生相關宣導會共約 831場，總計約 31,721人次參與。

7.1.4  員工績效考核方針
台電依相關規定辦理員工績效考評事宜，各層級主管對所屬受考評對象之 7大面向表現進行考

評，並於規定期限核定考評等第，核發考績獎金。台電未來將持續建立以績效為導向之獎勵機制，

獎勵工作績優或辛勞付出之單位或同仁，提升員工敬業度與工作績效，同步提升營運績效及團隊榮

譽感。員工績效考評評核面向與績效導向獎勵機制之主要推動面向，如下圖。

執行方式與內涵

https://csr.taipower.com.tw/tc/2021/ch7-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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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工程承包商，台電已將承攬商安全衛生輔導要點納入契約，規範相關事宜；對於 2億元以
上公共工程，更要求設置工地即時影像系統，有效掌握與記錄工安現況。在管理面，工程規劃時，

亦會召集相關部門與工安部門執行風險評估與危害鑑別，以確保人員及作業安全。

工安管理面向與做法依據

面向 管理方法 管理依據／做法

制度法規面

訓練  ‧附屬單位工業安全衛生人員培訓運用要點

查核督導  ‧各級主管走動管理實施要點

作業安全
 ‧安全作業標準實施要點
 ‧共同作業協議組織實施要點

護具管理  ‧安全衛生防護具管理要點

事故處理
 ‧工安事故處理要點
 ‧協助員工處理因公意外事故注意事項

獎懲
 ‧從業人員安全衛生規定懲處要點
 ‧從業人員安全衛生優良事蹟獎勵要點

承攬商管理

 ‧安全衛生輔導要點
 ‧承攬商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罰款及運用處理要點
 ‧承攬商違反契約安全衛生規定接受違規講習施行要點

現場執行

開工前

 ‧工安接談及危害告知
 ‧人員工作前訓練講習
 ‧審核作業人員名冊

作業中

 ‧安衛及作業人員簽到
 ‧執行 TBM-KY並紀錄
 ‧實施自動檢查情形
 ‧查核安全衛生措施

施工機具檢查

 ‧機械設備定檢確認
 ‧檢查紀錄專卷管理
 ‧建立協調與控制機制

台電近十年職業傷害主要肇因為與高溫之接觸、感電及墜落等三大類型，進一步探究大多係未

實施或未落實風險評估、作業人員趕工便宜行事或缺乏危機意識、現場未落實工安三護、變更管理、

未依安全作業標準程序施作、未使用防護具、橫向聯繫不足及未做好人員進場管制等所致，爰台電

當前精進重點如下：

工安未來精進策略及做法

強化制度

 ‧修訂相關管理要點加重懲處機制
 ‧推動主管連坐處分
 ‧增修訂安全施工程序

管理採購
 ‧最有利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辦理採購，並提高工安評比之權重
 ‧招標流程中要求提交風險評估報告

落實訓教

 ‧勤前訓教與演練
 ‧執行資格訓練
 ‧辦理宣導
 ‧改採互動式教學進行危害辨識教育訓練
 ‧辦理防止墜落虛擬實境（VR）模擬教育訓練

提高罰則

 ‧違規講習（再教育）
 ‧提高初罰上限額度
 ‧累進加重罰款

汰除違規

 ‧發生危險暫停施工，若現場工作者發現危險狀況，可自行退避以確保安全
 ‧違規人員退場機制
 ‧違規廠家退場機制

落實管控

 ‧工安預警系統追蹤管理
 ‧查核支援人力
 ‧辦理複查機制
 ‧強化工安查核
 ‧加強管制例假日施工
 ‧變更管理
 ‧關鍵人員（如工作場所負責人、職安人員等）先進後出管制
 ‧強化個人防護具及機具設備管理

第三方查核  ‧藉由外部專家辦理安衛自行體檢之查核機制找出風險項目及盲點

職安關懷平台  ‧提供員工針對各單位工程填報所見缺失意見之平台

防災科技
 ‧智慧工安管理 App
 ‧移動式工地即時影像系統（CCTV）及導入 AI辨識進階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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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組織 
台電總管理處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共計 31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 1人，主任委員由

總經理兼任，副主任委員由主管工業安全衛生處之副總經理兼任，委員7人以上，由秘書處、發電處、
供電處、業務處、配電處、營建處、核能發電處、工業安全衛生處、人力資源處、會計處、電力修護處、

指定之工程及有關單位等單位主管、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護人員及工會代表

（應占委員人數之 1/3以上）兼任。

門、工安處及工會分會、當地勞動檢查機構；另外員工或承攬商等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時，依規定應

於 8小時內逕向當地勞動檢查機構通報。

事故發生後，並依規定派員辦理事故調查、事故專案檢討及事故行政責任審查。針對不同事件如： 
員工虛驚或輕傷、承攬商虛驚或輕傷、其他人員失能、單位轄區民眾失能傷害等事故，視情節重大

程度組成調查小組，檢討事故原因及擬定具體防範對策，並持續追蹤改善情形及水平展開防範對策

至各單位，以防範類似事故。

台電工作者傷害類別主要源自工作交通事故、電弧、物體倒塌、感電及墜落，2020年員工與承
攬商工傷統計如下表所示。

台電 2020年嚴重工傷統計
工作者類別 員工 工程承攬商

性別 男 女 總計 總計

工作總時數 48,587,161 8,844,471 57431,632 39,715,206

職業傷害死亡人數 0 0 0 2

職業傷害死亡比率 0 0 0 0.05

嚴重職業傷害人數（排除死亡人數） 0 0 0 15

嚴重職業傷害比率（排除死亡人數） 0 0 0 0.378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人數） 22 0 22 17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比率 0.383 0 0.383 0.428

虛驚事故數（人數） 10 0 10 5

虛驚事故比率 0.174 0 0.174 0.126

註：1. 工作總時數：台電員工男女工作總時數為整體總工時依據台電員工男女比例分配計算而得

2.  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比率＝（職業傷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工作總時數）× 200,000（指按照每年 50 個星期，每星期 
40 個工時計，每 100 名僱員的比率）

3. 嚴重的職業傷害比率（排除死亡人數）＝（嚴重的職業傷害數／工作總時數）× 200,000

4. 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比率＝（可記錄之職業傷害數／工作總時數）× 200,000

5. 嚴重職業傷害之定義為職業傷害而導致死亡、或導致工作者無法、難以於六個月內恢復至受傷前健康狀態的傷害

6. 工程承攬商因本年度未依性別彙整承攬商總經歷工時，未來改進此處統計方式

台電員工或承攬商發生虛驚事故時分別由事故部門主管或主辦部門主管擔任召集人，會同工安

部門及台灣電力工會分會組成「單位調查小組」負責調查，必要時得請單位之政風部門會同調查，

且事故單位應自發生事故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提出「工安事故報告表」，如特殊情況可先核備後，

再補提相關資料。

委員會職責為對雇主擬訂之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並審議、協調及建議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總管理處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每 2個月開會一次（優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十二條每 3個月召
開 1次之規定），各單位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依循法規應於每 3個月自行召開會議一次。

台電透過各種集會場合或其他型式（如電子郵件、員工討論區、宣導海報或標語等）提供工作

者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資訊，而工作者針對職業安全衛生系統相關問題，可透過提案系統提案或提請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討論、審議，亦可透過職安關懷平台填報所見各單位之建議改善措施。

工作者教育訓練
台電各單位現場主管或領班均依安全作業標準實施要點規定，每年定期或不定期教導相關作業

程序及須注意事項，並進行示範演練，如電廠火災事件緊急應變訓練、氫氣洩漏緊急應變訓練。另

台電各單位均依工安事故處理要點規定定期及不定期舉辦工安事故緊急處理教育演練，藉以提高事

發時緊急應變能力，如核能發電廠模擬事故狀況及處置措施應變演習。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進行方式包含三種方式：委託外界訓練機構辦理、在各訓練所辦理，以

及所屬各單位自行辦理等。除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CNS45001/TOSHMS管理系統導入、消防
演練及急救訓練外，有關高壓氣體等較具危險性之設備操作，台電對相關作業人員、領班、主管及

安全評估人員等，進行特殊主題訓練，以避免職業危害。2020年以上各項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受訓人
數共計 54,049人次，各單位辦理互動式危害辨識訓練共 231場次，參與人員包含員工及承攬商作
業人員，訓練人數計 12,670人次。

職業安全績效
台電平時藉由教育演練以確保事故發生時能夠迅速反應，依台電「工安事故處理要點」規定，

如發生員工或承攬商等事故，依規定應於 1小時內通報，並依規定提報事故報告表，據此彙整編製
各類統計分析報表，供各單位工安管理運用以抑制工安災害，並根據事故重大性不同，匯報工安部

在由勞資共同組成正式的安全衛生委

員會中，工作者（其工作或工作場所

受組織管控）所占的百分比

安全衛生 
委員會委員總數

31 14 45.16%

委員會之 
勞工代表數

委員會之 
勞工代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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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制度之實績與執行狀況
台電訂定「從業人員困難及申訴事項處理要點」，以協助處理員工循公司其他行政體系無法解

決之問題，其範圍如下：

• 因個人或家庭問題，必須調整其工作或調動服務部門、單位、地區者。

• 因家庭發生重大變故，必須公司協助解決者。

• 對公司各項制度、措施不滿或對工程發包、監驗，以及財物採購、驗收事項等有所疑問，
提出申訴者。

• 其他對公司申訴案件之研究處理。

同仁所提的申訴案件由該單位的「從業人員困難及申訴事項處理小組」處理，該單位處理小組

無法處理，或是處理結果同仁未能接受，可再向「本公司從業人員困難及申訴事項處理委員會」提

出申訴。

職業健康服務
台電為落實職業傷病預防及勞工身心健康保護，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定，勞工健康風險評估、

體格及健康檢查資料處理及高風險勞工評估與管理等健康服務項目，擬訂「台電勞工健康服務計

畫」，提供各單位訂定勞工健康服務計畫參考運用。

台電針對在職員工定期舉辦一般健康檢查，未滿 40歲者 5年做一次，40∼ 65歲 3年一次，
以及鼓勵年滿 50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並給予優惠補助，檢查結果皆送工安部門列管追蹤，並依「勞工
健康保護規則」第 21、22條規定辦理（如適當配置勞工於工作場所作業、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
作或縮短工作時間），亦對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在職員工定期安排特殊健康檢查，建立健康管

理資料，並依檢查結果實施 1∼ 4級分級健康管理。

台電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3、4條規定，僱用專任護理人員從事健康管理業務共 43個單位，
設有臨場健康服務特約醫師之單位共 62個單位，雇用特約護理人員共 24個單位，協助辦理臨場健
康服務，實施健康管理，增進員工身心健康。臨場健康服務的醫護人員，可以協助公司項目，如：

• 健康檢查結果分析與評估

• 協助雇主適性配工

• 高風險勞工評估及個案管理

• 母性健康保護

• 工作相關疾病預防等

工作場所除傳統職業危害外，勞工尚面臨績效壓力、工時過

長、輪班、心理壓力等健康危害，為因應過勞等新興職業病之增

加，因此訂定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及異常工作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職場不法侵害預防計畫來管控非傳統之職業危害。

7.3 企業人文與公益
電力事業推動國內工業與經濟發展，台電帶給臺灣源源不絕的能量，更替臺灣創造有形的史蹟

與無形的共同記憶。因循臺灣社會發展及對文化保存的意識提升，台電從以開發為主的發展模式，

融入文化保存與創造思維，力推企業人文與公益，以文會友，建立公民企業形象。

籌組「台電志工服務團隊」，置總團長、副總團長、總幹事各 1人，由董事長、總經理、主管
秘書處副總經理擔任；各單位之志工服務團團長、副團長則由單位正、副主管擔任，並自行選任總

幹事。志工活動主要以節能減碳服務、社區服務、社會人文關懷和環境保護等四大主題為主，各單

位所在區域自行選擇適合活動辦理。各單位志工團應於每年 7月及次年 1月底前，將上半年（1月
至 6月）、下半年（7月至 12月）推動志願服務之績效報告送交秘書處。

文化投入
基於歷史傳承責任與永續經營理念，透過爬梳臺灣電業發展脈絡、教

育傳承，為社會注入多元內涵，促進知識加值運用，而為了清查、保存本

公司建物類以外之文物資產，成立「文化資產保存運維專案」工作小組，

由策略行政副總經理擔任召集人，藉由「重要文物資產保存運維規劃專案

會議」，以保存、研究與社會溝通等為目標，「先典藏研究，後展示教育」

為工作方針，採分期發展、滾動調整，逐年以「主題」方式進行文史資料

清查作業，爬梳、保存並展示臺灣電業文史資料，促進資源共享與活化運

用，善盡社會企業責任。有關台電文化投入請詳見QRcode。

在地深耕與活化
文化資產保存是橋樑，連結過去歷史、展望未來變革。台電持續維護

與修復文化資產、再造電業發展歷史現場，鼓勵各地電業場域結合電業文

史資料、連結社會資源，推動企業與地區共榮發展，形成電業文化圈，讓

社會大眾重新認識台電。透過爬梳地方電業歷史發展與社區、社群等在地

場域之經濟、社會及人文互動關係，有助於完善地方知識。成立地方文物

展示館並開放大眾預約參觀，作為地方社區教學場域，活絡地方知識推廣

與傳承扎根。2020年推動成果請詳見QRcode。

專業策展及活動
透過專業策展及多元跨域的合作，豐富深化展出內容，以兼具人文底

蘊、美感創意並富教育意義之手法詮釋電力文化資產，轉譯專業發電技術

以貼近社會大眾生活，傳達台電文化資產品牌思維。

台電文化投入

推動成果

員工福利與健康關懷

https://csr.taipower.com.tw/tc/2021/ch7-3.pdf
https://csr.taipower.com.tw/tc/2021/ch7-3-2.pdf
https://csr.taipower.com.tw/tc/2021/ch7-2-2.pdf


2 0 2 1  台 灣 電 力 公 司 永 續 報 告 書 — ඊᕘҘ៊·හኌѯႬ 7  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者

131130

多元策展論壇 推廣傳承文資

「島嶼脈動」台灣電力文資特展

台電今年以「島嶼脈動 LIGHT UP」作為主題，
累計參觀總人數逾 2萬人次。以百年來的電網
演進為概念，以美學設計、藝術創作及多媒體

科技展示電力的發、輸、配、售過程。希望藉

由互動式的展覽，讓民眾更易消化電力知識，

並加入有別不同於博物館的總體述說、利用設

計思考的模式，讓電力發展歷程充滿人文關懷

視野角度。

「真善美講堂」文資治理專題演講

邀請文化部鄭前部長麗君，以「多元、傳承與

開創：談文化資產治理」進行專題演講。由執

政者角度探索台電在能源轉型的社會願景下，

如何將自身電業文化資產與時代連結，做好文

化治理。亦肯定台電推動電業文資保存之付出

與努力，如第一個編列專案預算、招募文資人

才以及獲得德國紅點設計獎的國營事業等，激

勵與會長官、同仁。

「牽電點燈」在信義誠品

2020年於信義誠品書店辦理《牽電點燈─集光
發熱的用電服務》以及《牽電點燈─逐布踏實

的配電大業》兩場文史專書推廣活動，邀請台

電相關單位同仁分享業務相關心得與辛勞，臺

大電機工程系、臺北師範大學等大專院校學生，

以及社會大眾亦透公開報名系統參加一同共襄

盛舉。

「足跡與築蹟的對話」文化資產論壇

2020年以「文化路徑」為題，延續辦理第四
屆之「足跡與築蹟的對話」台電文化資產論

壇，邀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施局長國隆，及相

關文物資產保存等領域專家學者及經濟部所屬

國營事業相關業務人員，進行專題演講及座談

交流，拓展台電同仁文化資產知識、凝聚保存

共識。

「台電文創」循環經濟品牌
台電文創事業於 2019年正式上線，以循環經

濟作為品牌核心理念，持續與專業設計師合作，

運用發電過程中產生的汰換廢棄材料，結合台電

元素，探索開發文創產品的可行性，透過創意商品

展示與販售，讓大眾看到台電不一樣的一面，拉

近與民眾的距離，進而提升公司企業形象。2020
年推展成果如下：

 ▎台電文創在 2020 年世界地球日發表新產品 
WhimsE010 閱讀燈，利用退役的輸電設備
「木橫擔」打造，產品名稱「#E010」即為
台電倉庫材料「素材木橫擔」的編號，設有

觸控式控制的三段亮度選擇，將光線對空間

整體亮度的影響降到最低，讓退役材料發揮

新價值

 ▎與台灣新創設計師共同企劃 2021最新生肖
紀念小物，結合林口電廠煤灰燒製，設計牛

隻造型的文具擺設，打造煤灰使用 20%、
台灣設計 100%的創新商品。

文藝活動投入
2018∼ 2020年投入藝術銀行畫作租賃活動及展演活動，穩定扶植及鼓勵台灣年輕創作家及演

奏家等藝術工作者，也藉專業展演活動之藝術薰陶提升辦公空間整體氛圍，潛移默化同仁軟性思維，

由內而外提升台電人文素養，讓藝術人文走進機關，民眾走進台電一同藝術交流。

畫作租賃與展演活動歷年統計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畫作租賃

件數 70 54 74

金額（元） 356,066 329,000 351,471

人文藝廊

場次 5 5 6

金額（元） 323,350 310,000 48,033

大廳展演活動

場次 26 18 14

金額（元） 877,439 518,747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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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益活動管理
台電為結合社會資源，善盡社會責任，分享誠信、關懷、服務、成長之經營理念，因此積極鼓

勵員工參與志願服務及社區服務工作，提升台電企業形象。2020年全年，台電舉辦大大小小的公益
活動，總投入人數為 5,588人，總時數為 20,714小時。

推動能源科普教育
台電積極推動能源科普、再生能源、環境知識等教育溝通，例如基於環境白皮書「擴大內外議合」

面向，制定「傳遞電力環境資訊」之短中長期目標，預計在 2030年前，每年電力業環境保護資訊溝
通達 75萬人次。

趣味互動特展體驗　推廣綠色能源知識

「美感電域 -新竹站」變電箱科普特展

「美感電域」變電箱科普特展去年首次於臺北信義區舉辦，2020年獲
新竹市政府邀請參與臺灣設計展，於新竹孔廟廣場再次展出，由半透

明浪板與鋼構件因地制宜構築成一字型展間，其中有 85%以上回收利
用，符合循環經濟精神，成為設計展最來電的場域，短短三週吸引 4
萬 7千人次參觀，廣受好評。

《大不同的能源．小不點的創新》論壇

《大不同的能源．小不點的創新》為 2020年環境
月系列活動之能源創新論壇，邀請陽光伏特家創

辦人和瓦特先生執行長分享其商業模式和社會關

懷，與台電相互激盪。此議題式對談示範在能源

轉型的重要時刻，更多年輕世代投入能源產業時，

台電和能源創新社企如何對話與協力，提出彼此

的觀點和需求，朝向能源產業的競合共好。

《台電月刊》
694期

《台電月刊》694期

「聰明發電，動手玩能源」- 電幻 1號所

台電建置全國第一座再生能源展示館 Taipower D/S ONE電幻 1號所（以下簡稱 D/S 
ONE），將配電變電所（Distribution Substation, D/S）連結板橋三鐵共構的空中廊
道，重新設計空間，以國際標竿的規格打造，目標成為國內最重要、最有趣的再生能源

教育場域。展館的英文縮寫「D/S」蘊含著將變電所（Distribution/Substation）轉化為
「Design（設計）」及「Sustainability（永續）」的巧思，透露出台電對品牌再造的企
圖心。藉由場域的建置，強化台電與外界溝通，並展現台電推動再生能源「綠色、智慧、

未來」的核心精神，其分別代表涵義如下：

 ‧綠色：潔淨、再生與永續的能源發展

 ‧智慧： 代表循環、智能與創新電力科技應用

 ‧未來： 象徵「自然共生、有電真美」的電力生活

D/S ONE將環境、再生能源教育由親子、師生，擴大到過去較少觸及的「都會休閒人
士」，並定位營運目標為公共參與的「平台」，而非單向展示的展館，成為台灣首個綠

能場域品牌。台電為了使得再生能源的概念易於被一般民眾所理解，將健身房的概念與

再生能源發電的樣態融合，以扭轉再生能源議題較生硬形象，讓民眾在展場內實際體驗，

藉由寓教於樂的設施與多元互動的展示，使得各年齡層的民眾皆能夠輕易理解台灣再生

能源發展，並與當地國、中小、高中合作，從小推動再生能源教育。

D/S ONE於 2019年 12月 24日辦理開幕活動，截至 2020年底吸引了超過 7萬餘人次
的拜訪，共近 6,000個團體到訪、培養近萬名臉書粉絲，並與展館鄰近之板橋高中及新
板地區學校逐漸建立起緊密合作關係，並成立「D.T.聯盟」，成立目的係為發揮新北市
D.SCHOOL和 TechShop教室效益，以推展生活科技課程及新北市生活科技教學特色，
榮獲各界肯定。

https://tpcjournal.taipower.com.tw/article/4216
https://tpcjournal.taipower.com.tw/article/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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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社會公益與贊助投入
台電推動臺灣經濟發展巨輪，持續強化與社會共生共榮的夥伴關係，持續投入文化、藝術及公

益活動，深植台電企業社會責任實踐者的印象。電力建設對地區環境造成改變及影響，睦鄰工作則

肩負為加強與周邊地區良好互動關係，以達共同繁榮之目的。睦鄰工作以協助地方公益活動為策略，

管理方針包括急難救助、低收入戶生活扶助、老人及身心障礙福利、教育文化、其他公益。2020年
睦鄰案件共 4,080件，睦鄰捐助金額約 1億 1,253萬元。

歲末年終，關懷獨居老人

台電自 2005年以來，電廠
或營業區處每年於年節前

後會邀請獨居老人圍爐用

餐，並安排買年貨及幸福

宅配；讓獨居老人歡喜過

年，善盡社會責任。2020
年「為愛發光」歲末圍爐

參加者計約 730餘人。

認購農漁產，捐贈弱勢團體

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台電配合政府紓困政

策先後 7次認購青菜、石
斑魚等 6種蔬果、魚類，
捐贈全國各地學校及弱勢

團體等，協助農漁民度過

難關、對弱勢團體雪中送

炭，共創雙贏局面。

希望種子，耕耘希望計畫

台電自 2005年以來，每年提供設籍於台東、花蓮及
屏東的清寒原住民大專生暑期返鄉工讀機會，減輕學

費負擔。每年約提供 75個暑期工讀的機會，2020年
適逢第十六年，至今已 1,000餘位學子參加，以深耕
原鄉為宗旨，提供學生自我實現和成長的機會。

推動閱讀，火金姑兒童閱讀計畫

台電自 2007年以來，在花東等偏遠地區成立多處兒
童課輔班，透過行動書車、暑期閱讀成長營及歲末小

天使群英會活動提供弱勢學童課業相關協助與資源，

減低因城鄉資源差距造成的學習落差，幫助學童提升

其知識和技能，更藉閱讀及才藝活動提升學習興趣、

發掘潛力，2020年共計約 6,000餘人次。

附錄 | 經營統計概要
2020年裝置容量

2020年淨發購電量
燃煤

663億度，28%

燃氣

776億度，33%

抽蓄水力 
31億度，1% 燃油  31億度，1%

核能  303億度，13%

購電

551億度，23%

再生能源  34億度，1%

民營再生能源

104億度，4%

汽電共生

41億度，2%

2,389
億度

民營燃氣

198億度，8%

民營燃煤

208億度，9%

4,977 
萬瓩

燃煤

1,160萬瓩，23%

民營燃煤

310萬瓩，6%

燃氣

1,315萬瓩，27%

民營燃氣

466萬瓩，9%

抽蓄水力  260萬瓩，5%

燃油  159萬瓩，3%

核能

387萬瓩，8%

購電

1,457萬瓩，29%

再生能源  239萬瓩，5%

民營再生能源

681萬瓩，14%

工業 21萬戶，1%

住宅

1,303萬戶，89%

商業

109萬戶，8%

其他

23萬戶，2%

2020年 
用戶數
1,456 
萬戶

工業

1,261億度，56%
住宅

467億度，21%

其他

175億度，8%

商業

345億度，15%

2020年 
售電量 
2,248
億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