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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一向為大眾所詬病，如何在有限資源運用下充分發揮

效率及效能，以提高整體經營績效乃是當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台灣電

力公司屬於公用事業，近年來面臨企業化及電業自由化兩股潮流所影

響，將由目前的獨佔經營型態逐漸轉變成競爭型態。台灣電力公司原有

責任中心制度的績效評估模式，偏重於財務性構面且全部套用所有台電



事業單位，對於未來台灣電力公司企業化的組織績效衡量，能否完全考

量未來競爭環境的設計，將值得探討。 本研究乃利用 Kaplan 和 Norton 於

1992 年所提出的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來探討台灣電力公司三大電力系

統事業單位績效衡量，故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檢視現行台灣電力

公司組織績效評估是否符合三大電力系統（發電系統、配電系統、輸電

系統）的需求。 （二）、運用平衡計分卡架構，探討現行台灣電力公司

組織績效衡量構面。 （三）、嘗試補足台灣電力公司未來企業化導向之

組織績效衡量構面。 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採定量研究，並藉由台電

同仁發放問卷，對其台電三大電力系統進行問卷調查。抽樣設計採用配

額抽樣，分別對台電三大電力系統，依各單位員工人數比例發放，共發

出 600 份問卷，而有效樣本回收共 330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 55%，各單

位發放問卷數及有效樣本數如下：發電單位共發出 200 份問卷，有效樣

本 133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 67%，輸電單位共發出 100 份問卷，有效樣

本 47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 47%，配電（業務）單位共發出 300 份問卷，

有效樣本 150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 50%，而資料分析方法主要採取單因

子變異數分析、相關係 t 檢定等。  

摘要

(英) 

State-owned business is usually blamed for inferior performance. The issue of 

enhancing effectiveness of state-owned business under restricted resources has 

been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nowadays. In this study we select 

Taiwan Power Company (TPC), a typical state-owned business and currently 

facing competition from the demand of liberalizing power supply market, as the 

research target. Transitioning from monopoly to open-market competition, TPC is 

now reconsidering the appropriateness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measures that 

were monotonically applied to all business units. In this study we apply the four 

dimensions of balanced scorecard proposed by Kaplan and Norton (1992) to 

re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ree business units of TPC, namely, Electricity 

Generating Department, Electricity Allocation Department, and Electricity Sending 

Departmen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amine the fitness of th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s status quo, to utilize the framework of balanced 

scorecard applying to the three business units of TPC, and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measurement system that could fit for the future competition of TPC. 

We sent out 600 questionnaires to the three departments in proportional to the 

number of employees in each department. In the end we had 330 effective 

samples. They are consist of 133 out of 200 questionnaires for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ng Department, 47 out of 100 questionnaires for the Electricity Sending 

Department, and 150 out of 300 questionnaires. Single-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t statistics were applied to data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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