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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電力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2 屆第 46 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01 月 24 日（星期二） 

時  間：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台電公司總管理處副樓 10 樓會議室 

主  席：周主任委員德澄                記錄：施燕芬 

出席委員：丁理事長作一、楊副主任委員振雄、賴如椿(蘇鵬志代)、蕭勝任、

屈娟敏(洪筱玲代)、黃順義（請假）、吳永城(請假)、黃凱旋、吳育

中(陳明安代)、陳慰慈(陳正漢代)、顏德忠(廖俊峰代)、陳國園、蔡

福龍、林文欽、劉永瑞、楊良隆、高周元、徐崑輝、楊德政、黃賢

民、宋貴祥、林顯群、蕭和雲、周國慶、王佩香、邱嘉成、林財福

(請假)、黃德安 

列  席：陸總幹事德勝、李常務理事媽讚、彭秘書長繼宗、董處長元麟、金副

總幹事克誠、宋組長洪英、楊組長志仁、鄭幹事文彥、施幹事燕芬 

甲、主席報告：略 

乙、報告事項：  

一、上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及其處理情形：                    

（一）業已結案部分： 

1.案    由：借調公司轉投資事業人員，是否得繼續繳納福利金

並享有福利補助乙案。前次會議決議：取消借調人

員得續繳福利金並享受福利之規定。 

辦理情形：已依會議決議辦理取消借調人員續繳福利金。  

2.案    由：本會兒童樂園輔導員及轉任福利社雇用之人員，

105年度是否援例發給一個月年終獎金乙案。前次

會議決議：照案通過，仍援例發給一個月年終獎

金。 

辦理情形：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3.案    由：擬修正本(105)年度預算案乙案。前次會議決議：

照案通過。 

辦理情形：已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核備。 

4.案    由：建請比照委員及會務人員卸任標準，發給本會卸任

顧問 2,000 元紀念品乙案。前次會議決議：照案通

過。 

辦理情形：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二）須待追蹤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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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    由：有關職工互助要點相關修訂事項暫緩實施並辦理員

工問卷調查乙案。前次會議決議：同意追認，並請

再函請各福利會確實將問卷發送全體員工，同時明

確說明本會現行相關措施。 

  辦理情形：本會已於 105年 12月 28日再次發函通知各分會

確實將問卷發送全體員工，經蒐集彙總資料，再

提本次會議討論。 

2.案    由：苗栗區營業處福利會整修網球場圍籬，建請本會以

相對基金予以補助乙案。經苗栗區處福利會更正提

報內容，改為球場地板整修，業由周主委德澄、楊

副主委振雄於 1 月 23 日前往勘查。 

辦理情形：經實際勘驗球場損壞確有整修必要，同意給予補

助。另若需改為複合球場使用需購買球場設備部

分，請另行申請設備補助。 

二、主管機關來函事項： 

    勞動部 106年 1月 13日勞動福 1字第 1060001108號函，本會所送修

正 105年度預算乙案，有關動支歷年累積結存職工福利金比率(7.58%)

高於勞動部備查比率(6.3%)與規定未合部分，將於年度決算報告時再

予詳細說明。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業務組報告： 

     1.本會採購(含增購 8,598 瓶)之台電 70 週年紀念酒，已於 106 年

1 月 10 日前全數配送完成。 

     2.本會 106 年春節團購商品，「Lanew 提貨券」已於 106 年 1 月

20 日配送至各單位、「BENTLEY 行李箱」將於二月底分送至

各單位、「LIUKOO(菸斗牌)外套、背心＋POLO 衫」則將於 2

月份開始辦理套量，預定 5月份驗收交貨。 

     3.為提供員工更為便利之薪資轉帳及優惠利率等，經與渣打銀行

洽商同意提供本公司同仁優惠薪資轉帳服務等多項優惠措施，

並發函轉知同仁自由選擇運用。 

     4.另本會資方委員陳處長建益榮升調動及許委員泛舟退休後所

遺委員職務，由賴處長如椿及張處長廷抒接任，本案已函報勞

動部。 

 

(二)會計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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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2 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一 (附件第 1~3 頁)。 

丙、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有關本會職工互助要點相關修訂事項，擬按問卷調查結果，

採大多數人之意見予以停辦乙案，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 本會職工互助要點案經前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員工問卷調

查，並依調查結果採相對多數作為續辦或停辦之依據。另如

續辦時選擇退出員工將不予退費；如停辦時則由委員會研

商結餘互助金如何運用。調查期間互助金仍應照常扣收，且

106年1月1日以後退休互助仍依互助金額扣減23,000元，死

亡及殘廢互助金不再發給。 

(二) 本項問卷調查已於 106年 1月 20日截止收回問卷 22,864

份，依 1/20日在職人數 26,665人，回收率高達 85.7%，

經統計結果贊成停辦人數為 12,296人(佔 53.8%)，贊成續

辦人數為 8,381人(佔 36.6%)，沒意見為 2,187人(佔

9.6%)，以贊成停辦人數為最多，調查統計表如附件二(附

件第 4頁)。故本項職工互助業務擬依問卷調查結果予以

停辦。 

(三) 又建議本會職工互助要點自 106年 3月 1日起停止扣收互

助費，為減輕退費作業負擔及退費金額不多等實質意義不

大之因素，其 106年 1~2月已扣收之互助金及未來最終結

算後之互助剩餘款均不另退還員工，改以成立互助基金方

式專款專戶專用，自 106年 3月 1日起離職互助金停止給

付，在職死亡者發給互助金 5 萬元，員工退休者發給互助

金 2 萬元，直至互助基金用罄為止。 

(四) 互助基金至 105 年底結餘 51,040,495 元，預估至 2 月底尚

可收入約 11,600,000 元，尚需支出約 15,280,000 元，扣除

1~2 月收支後預估互助基金結算尚有約 47,360,495 元可供

運用，若成立專戶並依照前項支出標準，一年大約需支出

2,250 萬元，約可再運用 2 年餘，其所領互助金仍免列入

所得課稅。至於未來互助基金用罄後，再視福利金財務情

況，研擬是否改由福利金繼續給予補助。 

(五) 本案如何之處，請討論。 

決   議：自106年3月1日起停辦職工互助，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一)106年3月起停止扣收互助金，各項互助給付自3月1日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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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 

(二)互助金結算至2月底之剩餘款，按繳納互助金年資結清退還

全體 

(三)結算年資滿半年者以一年計，未滿半年者不計。 

(四)剩餘互助金按平均年資計算每年退還金額採小數點後四捨

五入列計。 

(五)本會退休互助要點自106年3月1日起同時廢止。 

(六)又本會現行退休人員退休時由福利金發給之紀念品1000元

同時取消，不再發給。 

(七)另由福利會編列預算自106年3月1日起發給退休人員每人2

萬元退休慰問金，未來並視福利金預算逐年檢討調整，請

業務組研提相關補助辦法提下次會議討論。 

二、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本會兒童樂園輔導員及福利社雇用人員，105年度考績業依

規定評定乙案，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依據本會兒童樂園輔導員及福利社雇用人員獎懲考核管理

辦法第七條規定：各單位於年度終了應辦理年度考核初評，

並應於每年 1 月 15 日前填報「年度考核名冊」送達本會。

本會委員會議依各單位初評結果及配合年度預算訂定列等

名額並核予等級。 

(二)年度考績獎金依下列原則發放： 

1.甲等:晉一級敘薪並發給一個月薪額之考績獎金；無薪資可

晉者，另發給一個月之薪額。  

2.乙等:晉一級敘薪並發給半個月薪額之考績獎金；無薪資可

晉者，另發給一個月之薪額。  

(三)檢附單位初評結果如附件，資料會中發送，會後收回。 

(四)本案如何之處，敬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三、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本會會計組長一職，擬自106年1月1日起由宋組長洪英接任

乙案，提請追認公決。 

說    明： 

(一)查本會原任會計組長張美蓮，於 106 年 1 月 1 日榮升至龍門

施工處擔任會計經理一職，其調離後本會兼任會計組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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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由台電公司會計處改派宋洪英組長擔任。 

(二)查宋君擔任會計工作近 30 年，對會計業務嫻熟且經驗豐富，

平日工作負責認真，屢獲主管肯定，故擔本會會計組長職務

應足堪勝任。又因本會會計業務之款項撥付等具有時效性，

爰擬請同意溯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兼任生效。 

(三)另為慰勉張組長美蓮擔任組長期間之辛勞，擬援例致贈其

2,000 元卸任禮品費。 

(四)本案如何之處，請討論。 

     決  議：同意追溯自 106年 1月 1日接任。 

     四、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本會擬成立Line@企業版群組，以提升服務品質乙案，提

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查 Line@企業版群組具有下列優點： 

1.能同時讓全體員工加入，無人數限制。 

2.僅能收看信息並與群組管理員一對一的交談。 

3.讓員工隨時隨地掌握最新福利訊息，不遺漏自己的權益。 

4.對於福利規定上的問題可以即時發問尋求協助。 

5.可以更快速的將相關資訊轉發給員工及親友。 
(二)查 Line@群組收費便宜，初期加入群組人數不多，每月發

送訊息人次數量未達 1000則，免收費用，若超過 1000則

則每月收費 798 元，無發訊數量限制，但最多可容許

20,000人加入群組；超過 20,000人則每月收費 1,888元。 

(三)員工利用手機加入 Line@群組非常便利，僅需利用手機掃

描 Line@企業版群組的 QRcode 條碼，即可加入成為會員。

檢附 Line@企業版使用說明如附件三(附件第 5~6頁) 

(四)本案如何之處，請討論。 

         決  議：本案保留。 

丁、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