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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總數：27,606 員工總數：27,836 員工總數：27,860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7.1.1 人力資源策略與結構 102-8
人力資源策略

人力資源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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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僱用狀況
台電員工均為全職員工，並無僱用任何定期契約、部分工時、零工經濟者員工，亦未僱用任何外籍人士。

註：1. 統計截取日為 2021 年 12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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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男性 女性
23,586 4,020
85.4% 14.6%

男性 女性
23,550 4,286
84.6% 15.4%

男性 女性
23,392 4,468
84.0% 16.0%

男性 女性
21,621 2,214
78.3% 8.0%

男性 女性
21,415 2,379
76.9% 8.5%

男性 女性
21,790 2,544
78.2% 9.1%

男性 女性
1,965 1,806
7.1% 6.6% 

男性 女性
2,135 1,907
7.7% 6.9%

男性 女性
1,602 1,924
5.8% 6.9%

本國員工 本國員工 本國員工直接人員 直接人員 直接人員間接人員 間接人員 間接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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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員工

新進員工

外包人力
至 2021 年 12 月底為止，「勞務性、服務性之勞務承攬人力」，係指從事於

清潔、打掃、文書、話務及駕駛等之外包人員，2021 年外包人力數為 1,100 名。
非屬受僱勞工之其它工作者

男性 女性 總數
員工類型 人數 ( 人 ) 比例 (%) 人數 ( 人 ) 比例 (%) 人數 ( 人 ) 比例 (%)

不定期契約勞工 23,392 84.0% 4,468 16.0% 27,860 100%
定期契約勞工 0 0% 0 0% 0 0%

全時勞工 23,392 84.0% 4,468 16.0% 27,860 100%
部分工時勞工 0 0% 0 0% 0 0%

零工經濟者 0 0% 0 0% 0 0%

新進、離職員工數量、年齡與性別分布2021 年員工類型統計

註：1. 不定期契約勞工 (permanent employees)：與員工簽訂沒有期限的合約，只要工作內容具備繼續性，除非被裁員或自動離職，否則可以持續工作。有資遣費、雇主須提繳退休金。2. 定期契約勞工 (temporary employees)：只有在特殊情況與員工簽訂有期限合約，如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或特定性的工作，契約到期就須離職，無法繼續工作，除非雇主願意續約。無資遣費、雇主須提繳退休金。3. 全時勞工 (full-time employees)：依據臺灣勞基法第 30 條第 1 項，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週工時 40 小時，每日工時 8 小時的勞工。4. 部分工時勞工 (part-time employees)：工時未達全時勞工的條件 ( 每週工時 40 小時，每日工時 8 小時 ) 之勞工，便是部分工時工作者，而對於部分工時員工，其法定權益與全時勞工是一樣的，只是基本工資或休假的部分可以按其工作時間的比例減少。5. 零工經濟者 (non-guaranteed hours employees)：臺灣勞基法尚未有名詞定義，為非典型就業，即「接案式」的工作，僱主不保證最低工時。「零工經濟」原始定義為自由、兼職勞動者在短期、完成工作且得到一次性報酬。如共享經濟平台的外送人員。6. 統計截取日為 2021 年 12 月底。

註：1. 離職人數包含留職停薪、退休人數。2. 各年度統計資料為當年度 1-12 月之新進、離職員工人數。

非屬受雇勞工
志工 309 無

台電退休志工
擔任運動倡導志工 ( 台電
球隊啦啦隊 )、區營業處櫃
台引導服務

人數 ( 人 ) 契約關係 工作類型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0 歲以下 1,349 271 1,236 318 1,148 295
31-50 歲 666 204 524 222 451 207

51 歲以上 14 0 16 5 20 4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30 歲以下 178 42 172 47 244 44
31-50 歲 124 115 126 112 160 152

51 歲以上 1,301 104 1,503 115 1,381 132

新進員工

離職員工

本國員工
總人數2,504

2019 年

總人數1,864
2019 年

總人數2,321
2020 年

總人數2,075
2020 年

總人數2,125
2021 年

總人數2,113
2021 年

16.0% 475

261

545

274

506

328

84.0%

2,029

1,603

1,776

1,801

1,619

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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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人才培訓與評核
人力資源培訓 員工績效考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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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電力人才注入能量，2021 年相關訓練實績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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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種類 訓練項目 2021 年（人次）

養成訓練

新進派用人員職前訓練 0
養成班訓練 494

合計 494

在職訓練
專業訓練

訓練所辦理 2,405
各單位自辦 62,124
公司外訓練 4,049

合計 68,578

主管訓練

主管人員在職訓練 260
主管人員培育訓練 601

合計 861

建教合作
薦送研究所 碩士 5

合計 5
總計 69,938

台電訓練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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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績效考評

員工績效考核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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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29
門課程，14.8 小時。2021 年共 838 人閱讀該專區課程，總通過時數為 12,402 小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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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中心績效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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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主管可運用獎金即時獎勵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