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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員工權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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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方針 

 

6.1 人力結構 

6.1.1 男女同酬平等 

截至 2020 年底，霹靂集團員工總數為 427 人，主要營運據點為台灣台北及雲林、橫跨

北中南各區門市，及中國大陸營業據點上海，霹靂員工中，男性佔 55.74%，女性佔

44.26%，其中高階管理階層共計 47 人，佔全體總人數 11%，對於所有員工不論性別、

年齡、階級或種族，均享有平等之發展機會。霹靂無雇用童工，且所有營運活動均依法

申辦，已評估並符合在地人權法令規範，相關男女人力資源結構及薪資結構如下： 

 

 

 

中長期目標 章節 2020 年成效 

� 提供員工發展的職

場環境，實踐共同

理想 

� 持續以年度零申訴

或零勞工權益違規

事件之目標 

� 建構友善健康職

場，降低職業傷害 

� 持續道德行為、誠

信經營、人權政策

宣導或訓練 

 

6.1 人力結構 � 進用同仁敘薪皆依敘薪辦法核定。 

� 男女人力比例  5.6：4.4 

� 聘用身心障礙人數 4 位 

6.2 勞雇關係 � 員工申訴  0  件 

� 違反人權不法歧視 0 件 

� 晉用童工 0 件 

� 強迫勞動案 0 件 

6.3 訓練與發展 � 教育訓練總時數  672 小時 

� 每名員工接受訓練的平均時數 1.57

小時 

� 男女訓練比例 5.1 : 4.9 

6.4 職業與健康安全 � 累積職災發生案 0 件 

� 失能傷害率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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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36%

中高階管理職

男性

女性
55%

45%

一般職

男性

女性

類別 
男性 女性 合計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中高階管理職 30 63.83% 17 36.17% 47 100% 

一般職 208 54.74% 172 45.26% 380 100% 

合計 238 55.74% 189 44.26% 427 100% 

類別 
比例(女性/男性) 

人數比例(女性：男性) 平均薪資 

中高階管理職 3.6：6.4 2.3：7.7 

一般職 4.5：5.5 4.4：5.6 

合計 4.4：5.6 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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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二年度人力資源職級及學歷分佈結構資料 

年 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員工 

人數 

經理級以上 40 47 

職員 422 380 

合計 462 427 

平均年歲 36.0 37.1 

平均服務年資 6.3 7.1 

學歷 

分布 

比例

(%) 

碩士(含以上) 5.2% 4.7% 

大學 55.8% 55.3% 

專科 8.7% 9.1% 

高中 24.2% 24.8% 

高中以下 6.1% 6.1% 

 

6.1.2 員工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霹靂亦盡力聘用身心障礙者，2020 年間，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民營事

業機構員工總人數在六十七人以上者，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數，不得低於

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人，身心障礙人士的雇用人數皆符合政府規定，期

盼達到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目標，適度地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公司總人數 427 

依法應聘用身障者人數 4 

公司實際聘用身障者人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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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按摩 

2020 年度員工組成 

類別 人數 % 

台灣-一般 401 93.91% 

台灣-身心障礙 4 0.94% 

台灣-實習生 0 0.00% 

中國-一般 21 4.92% 

日本-一般 1 0.23% 

總數 427 100.00% 

 

94%

1%
0%

5%
0%

台灣_一般
台灣_身心障礙
台灣_實習生
中國_一般
日本_一般



71 

6.2 勞雇關係 

6.2.1 人員異動概況 

2020 年集團員工離職概況表 

年度 
離職員

工數 

依性別區分 依年齡區分 依地區區分 

男 女 
未滿 30

歲 

30~50

歲 

50 歲以

上 
台灣 大陸 

2020

年度 
136 88 48 60 71 5 124 12 

比例% 100% 65% 35% 44% 52% 4% 91% 9% 

 

                       

綜觀 2020 年度，霹靂集團各公司離職原因，以生涯、職涯規劃佔總離職原因 48%，其

中少部分因家庭、健康、適應等因素佔 13%，剩餘 4%分別為勞動契約期滿、依法終止

勞動契約佔 32%，辦理退休佔 3%。 

 

 

 

65%

35%

依性別區分

男 女

44%
52%

4%

依年齡區分

未滿30歲
30~50歲

91%

9%

依地區區分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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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集團員工新進概況表 

                 

6.2.2 女性權益維護 

霹靂為了促進性別平等，訂定有關「生理假」、「產前（檢）假」、「安胎假」、「產

假」或「流產假」等，子女滿 3 歲前並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2020 年霹靂員工申

請育嬰留職停薪總人數達 1 人。 

項目 
2020 年度 

男 女 總數 

享有育嬰假人數 6 5 11 

實際使用人數 0 1 1 

休完育嬰假後復職人數(A) 0 0 0 

休完育嬰假且復職後 12 個月仍在職人數(B) 0 0 0 

留任率(B/A) - - - 

63%

37%

依性別區分

男 女

50%47%

3%

依年齡區分

未滿30歲
30~50歲
50歲以上

99%

1%

依地區區分

台灣

年度 
新進職

員工數 

依性別區分 依年齡區分 依地區區分 

男 女 
未滿

30 歲 

30~50

歲 

50 歲

以上 
台灣 大陸 

2020 年度 100 63 37 50 47 3 99 1 

比例% 100% 63% 37% 50% 47% 3% 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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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防杜職場性騷擾並強化宣導兩性平權  

為防止性騷擾事件的發生及保護被害人權益，霹靂及各子公司均訂有工作場所性騷擾防

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要點或相關規範，並送呈勞動主管機關核備，嚴禁員工於工作場所內

任何性騷擾之行為，違者將視情節輕重，予以議處，除張貼「免於性騷擾」廣告文宣外，

並建立申訴之管道及定期安排教育訓練，使員工能在免受性騷擾的環境下安心工作。 

 

6.2.4 職工福利委員會 

霹靂依其規模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並依法制定相關福利項目。如：員工分紅及認股、生

日禮金、團體保險、婚喪喜慶及生育補助、電影欣賞、製作中心免費按摩服務、節慶禮

品或禮金等相關福利及活動。 

霹靂集團聯合職工福利委員會於成立後，都按月提

撥福利金俾辦理各項員工福利活動。全球 COVID-

19 疫情肆虐，使得經濟、人民生活方式大大受到

限制，配合中央政府指示，2020 年度取消舉辦人

群聚集的活動(如：春酒、員工旅遊、電影賞析…

等休閒育樂)。並提供每位員工防飛沫面罩、美德

抗病毒噴霧及口罩，且在辦公室入口處備有酒精、額溫槍記錄出勤員工體溫狀況。 

 

福利項目 內容 

年節慰問 春節禮金、禮品 / 勞動節禮金 / 端午節禮金、禮品 / 中秋節禮金、禮品 

休閒育樂 員工生日 / 文康活動 / 電影欣賞 / 員工家庭日 / 員工旅遊 / 社團 

生活關懷 婚喪喜慶 / 生育禮金 / 住院慰問 / 急難救助 

教育關懷 員工進修 / 講座 

健康關懷 在職健康檢查 / 按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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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人權政策 

霹靂支持並尊重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以及國際勞工組織之理念與精神，並遵循

營運所在地之勞動、性別工作平等、就服等相關法規。根據霹靂之企業文化、營運項目

與特性，我們特別關注下述人權，並提出對應之政策，以利內部相關行動方案之推展與

施行： 

社團活動 2020 年度 

 

 

聖誔交換禮物活動 202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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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員工申訴管道 

霹靂針對員工申訴、性騷擾防治等事項設有申訴管道，可透過公司申訴專線及電子信箱

諮詢，並由專責人員負責處理。 

 

 

訓練類別 訓練內容及目的 

勞動權益 

禁止強制勞動 

遵循勞動基準法§5，並依法與每位同仁簽訂書面之勞動

契約，基於勞雇雙方合意前提下，載明勞雇雙方之權利

義務，並杜絕他人介入脅迫或藉以獲取不法利益。 

禁止就業歧視 

落實雇用多樣性、獎酬公平性，惟於聘雇求職者時，不

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

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

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並依職務、工

作內容客觀予以相等之待遇。 

禁止童工聘用 

基於勞動基準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理念

及規範，將直接拒絕聘用年齡未滿 16 歲之兒童及少

年，以及避免任何可能涉及並構成勞雇關係之狀態。 

合宜工時與 

夜間保護 

明訂正常工時及延長工時之規範，並定期關心同仁出勤

狀況，同時依勞動基準法§36 提醒同仁遵守每七日中應

有二日休息，如有休息日加班發生，將強制休息例假一

日；如有夜間加班發生，本集團亦備有警衛人員、員工

宿舍及司機等安全措施。 

提倡性別平等 

於招募任用、薪資福利、教育訓練、績效考核、升遷離退等，皆以工作

能力為依歸，不因性別或性傾向之差異而有不同，並辦理性平、性騷擾

防治講座及申訴專線，藉以避免各類性別或性傾向之歧視發生。 

提倡個資保護 

為保障人權隱私，對於員工、廠商、客戶資料之存取、處理、傳輸、保

存以及人員與設備之安全，均已完整管控，對於相關應用系統開發設計

與維護、資料庫、網路、個人電腦、儲存媒體等各層面均有採取相關安

全維護與管控措施，線上交易採用加密傳輸及認證機制，防止客戶資料

遭竊取、竄改、損毀、滅失或洩漏，以確保客戶資料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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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申訴管道 

申訴專線： 
台北 +886-2-8978-0555 #1603、1605、1606 
雲林 +886-5-622-4106 #230、#213 
上海 +86-021-51134188 #834 

申訴信箱： pili.complaint@pili.tw 

6.3 訓練與發展 

6.3.1 人才培育 

人才是企業的基石也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優秀的人才資源是企業不斷創新、永續經營

契機；霹靂除針對新進人員之專長以及未來擬派工作，規劃學習課程，並給予適當之輔

導實習外，另為強化現職員工之專業能力，定期安排員工各項教育訓練、參訪活動及研

討會等在職訓練，以提升公司產業競爭力。 

 

2020 年度集團員工平均受訓時數如下： 

2020 年員工平均受訓時數 訓練時數 員工總數 平均時數 

性別 
男 340.5 238 1.43 
女 331.5 189 1.75 

合計 672.0 427 1.57 

類別 
管理職 205.5 47 4.37 

非管理職 466.5 380 1.23 
合計 672.0 427 1.57 

 

 

 

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男 女 管理職 非管理職

員工總數

訓練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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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教育訓練 在職教育訓練/講座 

虎尾廠區消防安全講習 

 

為有效執行人員訓練，提升人力素質、工作意識及技能，敦促同仁持續精進專業知識與

自我成長、強化團隊運作與效能，以促進營運目標之達成，於 2020 年實施具體教育訓

練方針，其規劃如下： 

訓練類別 訓練內容及目的 

新進員工職前

訓練 

為使新進員工能加速瞭解公司制度與規定所安排之訓練。如：新進人員

教育訓練、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等。 

在職訓練 
在工作現場透過主管或資深同仁指導實際工作之執行，學習工作所需之

技藝與知識之謂，包括：專業技能訓練。 

集中訓練 
視職務需求，於工作現場集中至教室或工作現場以外之地點，接受由人

資單位或主管安排之非實作教育訓練。如：管理能力訓練。 

內部訓練 視公司特定需求設計，聘請外部講師或由公司派任員工講師進行授課。 

派外訓練 公司派員參加政府法令宣導研討會或外部訓練機構所舉辦的訓練。 

數位學習課程 藉由網路學習平台，進行線上同步或非同步遠距教學的學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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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績效評估 

除受訓外，霹靂為了使每位員工工作表現均能得到公平之評核和激勵，每年均有定期之

績效考核，各主管依據考核協助員工訂定個人工作目標，並協助達成，有效將個人職責

反映在工作績效考核中，並提升主管與同仁之互動，共同為達成目標攜手努力。2020

年接受定期績效考評及職涯發展檢視的同仁比例約 90.16%，餘 9.84%分別為新進人員

及兼職人員。 

2020 年接受定期績效考評及職涯發

展檢視的同仁比例 
績效考核 員工總數 % 

性別 

男 213 238 89.50% 

女 172 189 91.00% 

合計 385 427 90.16% 

類別 

管理職 36 48 75.00% 

非管理職 349 379 92.08% 

合計 385 427 90.16% 

霹靂依據各單位人力配置及員工意願、業務銜接等因素，建置透明化及制度化之請調及

輪調制度，有效的強化員工職能專業、提升其生活品質及工作生產力，積極落實照護員

工家庭生活與工作之平衡，進而凝聚員工向心力，降低員工離職率。 

 

6.4 職業健康與安全 

6.4.1 照顧員工健康，辦理員工健康檢查 

為積極照護員工身心健康，加強員工自主性健康管理，定期委託專業醫療健檢機構辦理

員工健康檢查，透過主辦機構之專業能力、豐富的健檢經驗，及精密的醫療檢查設備，

為每位同仁的健康把關，使員工獲得預防、保健與治療疾病的正確資訊；以實施優於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所規定之健康檢查制度（該項規則未滿 40 歲之員工，應每 5 年

檢查一次），員工均給予高度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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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投保各項保險保障員工 

除依法為員工投保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外，為使霹靂員工於公務期間獲得應有之照

護與福利，霹靂業洽保險公司簽訂「團體傷害保險」，對員工於執行公務期間發生意外、

遭致死亡、殘廢等，均能獲得醫療等相關費用之理賠。 

2020 年在職業安全與衛生政策保護下，在職人員職災發生 0 件(非失能)；失能傷害 0

件，發生職災員工已獲得適當醫療等相關費用之理賠。 

辦公場所已建置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AED)，以維護公司員工於辦公場所之應急之需，

另規劃工作場所之急救人員及護理人員之配置以維護員工健康。 

6.4.3 穩固的退休金制度 

在職健康檢查 

  

退休金制度 

退休計畫方式 退休金提撥方 提撥佔薪資比例 提撥帳戶 
員工參與退休

計畫程度 

勞工舊制退休金 雇主 2% 台灣銀行專戶 

100% 勞工新制退新金 雇主 6% 勞保局員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個人退休金 員工自願提繳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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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訂定員工退休辦法，退休福利包括舊制退休

金及新制退休金，舊制退休準備金每年依精算師精算舊制準備金進行提撥，如有退休金

申請，則依法辦理。新制退休金則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雇主於每月工資 6%範圍

內提撥。 

6.4.4 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 

霹靂台北總公司位於聯華實業南港總部大樓、電影電視製作中心位於雲林虎尾製片廠及

土庫製片廠，提供同仁良好的工作環境，例如：員工餐廳、冰箱、蒸飯箱、微波爐、健

身房、機車停車位等設施，讓同仁有家的感覺。 

台北 

   

用餐區 微波/蒸飯 健身房 

雲林 

   

餐廳 停車場 停車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