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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電力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 33 屆第 3 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5 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13 時 30 分 

地  點：台電總管理處 1303 會議室 

主  席：丁主任委員作一                           記錄：林鳳琪 

出席委員：楊副主任委員振雄、張廷抒、李清雲、吳永城(葉碧霞代)、屈娟敏、

顏德忠(廖俊峰代)、潘清水(陳麗珍代)、鄭運和(吳惠美代)、蘇惠群、

陳永享、林鴻祥、陳國園、蔡福龍、林文欽、劉永瑞、楊德政(請

假)、黃賢民、林顯群、邱嘉成、宋貴祥、黃銘賢、王為遠、李同

緒、陳成鎮、李慶君、黃禾立、林仁哲、楊維浩(公出)、陳應郁、

林裕誠 

列  席：陸顧問德勝、楊顧問良隆、張顧問瓅云、彭副秘書長繼宗、黃處長建

瑜、施總幹事朝賢、金副總幹事克誠、宋組長洪英、楊組長志仁、鄭

幹事文彥、林幹事鳳琪、沈專員紫雲 

甲、主席致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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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例將本會持有之台電公司股票，按票面金額轉售 

給員工一案 

前次會議決議：照案通過。未認購之員工均開放認購。 

辦理情形：已於 106年 6月 3日發函公告辦理。 

2.案    由：變更辦理本(106)年度第38屆「職工聯合婚禮」日期

一案。 

前次會議決議：同意追認通過。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報名至 106 年 6 月 15 日截止，總計

有 84 對報名參加。 

3.案    由：轉報總管理處福利會建議案，建議放寬教育補助申請

期限及重新檢討公餘進修補助範圍增列研究所一案。 

前次會議決議：維持本會現行規定，不予放寬。重申既有規定。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發函辦理。 

4.案    由：請儘速清算延遲發放70週年紀念酒之補償費一案。 

前次會議決議： 

(1)同意補償費由延遲扣款中扣除。另延遲扣款中 

屬工會增購部分應請歸屬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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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及工會延誤至春節後之補償金標準應一致。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 

(二)需待追蹤部分： 

1.案    由：有關公司下腳蒐集單位及列帳單位之下腳變賣提撥 

福利金，請再研擬如何公平分配一案。 

前次會議決議：請業務組先研訂出可行辦法，俟確實具體可行再 

提會討論。 

辦理情形：已於 106 年 6 月 14 日召集相關人員開會研商，再提 

本次會議討論。 

2.專 案 一：與中華電信合作研發員工福利團購APP購物平台。 

前次會議決議：由副主任委員召集劉永瑞、林文欽、陳成鎮、林 

裕誠等委員成立專案小組，共同推動本項專案。 

另請楊顧問良隆及電力工會黃處長建瑜一同參 

與規劃。 

辦理情形：已於 106年 6月 6日召集專案會議研商，未來將由 

雙方共同主導，如中華電信無合作誠意，則由本會 

自行推動。 

3.專 案 二：推廣利用手機 GoogleMap線上查詢及 APP手機查詢 

台電特約優惠商家，以利員工及眷屬享受優惠福利。 

前次會議決議： 

(1)各項團購福利商品，應將降價優惠直接回饋員 

工。 

(2)請福利會召集各單位總幹事加強宣導簽定優 

惠商家，並向員工眷屬宣導能普遍運用Ｇ 

oogleMap及 APP手機系統查詢優惠商家。 

辦理情形：預訂於 7月份召集各單位總幹事開會宣導。 

本次會議決議：並請一併召集工會各分會福利理事研商宣導，會 

議地點建議選在台中區處舉辦。 

二、主管機關來函事項： 

(一)勞動部 106 年 6 月 3 日勞動福 1 字第 1060012901 號書函：「貴會 

第 33 屆委員蕭勝任先生因職務異動，所遺職務由李清雲先生遞補 

一案，已予備查。」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業務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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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嘉義區處福利會兒童樂園經民眾檢舉，嘉義市政府社會處前往稽 

查後，行文該會限期改善，經該會回函申訴請求免予裁罰，並決 

定於 8月份學期結束後下學期不再招生。至於輔導員轉任福利社 

雇員事宜則給予半年關園後緩衝作業期，俟明年三月再予調任至 

其他單位福利會。 

2.核火工處福利會 103~105年度福利金保管運用連續三年虧損，支 

出大於收入，經本會前往專案調查，係因該會未配合本會調降補 

助標準，辦理縮減各項支出所致，雖已按規定提請委員會議通過 

動支累計結餘福利金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在案，但連續三年均有 

透支，卻未及時縮減支出項目，雖無違法動支之情形，確有行政 

作業之疏失，已予書面糾正改善。 

(二)財物抽查報告 

本會 106年 6月份財務會計抽查於 6月 13日於本會 10樓辦公室 

辦理，由吳委員永城、蔡委員福龍、王委員為遠三人，共同抽查有 

價證劵、銀行存款、週轉金等，抽查結果各項帳務與報表均相符無 

誤，抽查報告如附件一(附件第 7頁)。 

(三)會計組報告：  

106年 5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二(附件第 8~9頁)。 

丙、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台南區營業處福利會整修羽球場場地，建請本會以相對基

金予以補助一案，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依據台南區營業處職工福利委員會 106 年 5 月 23 日台南福

字 10605002 號函辦理。 

(二)依本會第 31 屆 14 次會議決議補助標準，全年補助各單位

職工福利委員會興建球場總金額最高以不超過 30 萬元為

限，每個球場最高補助 3 萬元，另同年度同一單位申請球

場整修以補助一次為限（不論球場類別）。查本年度尚無

單位申請球場補助。 

(三)依台南區處福利會所送照片，球場場地確已破損不堪，其

提報修繕費用估價為 98,660 元如附件三(附件第 10-12

頁)，按本會相對基金補助 40%標準為 39,464 元，但依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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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最多得補助 30,000 元。本案是否援例指派委員勘驗

後，再提下次會議報告。 

(四)本案如何之處，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林顯群委員、蔡福龍委員前往會勘，再提請

委員會報告。 

 

    二、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本(106)年中秋節(10月4日)擬援例致贈禮品費1,200元，並

同時提供優惠商品供同仁自由選購一案，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為慰勉職工辛勞，本會擬援例致贈中秋節禮品費 1,200

元，又為使員工有更多選擇機會，特提供 2~3項優惠團購

商品供員工自由選購，以提供員工多樣化選擇，並提升員

工對福利之滿意度。其商品內容如附件四(附件第 13頁)。 

(二)另依據本會第 29屆第 10次及本會第 29屆第 23次委員會

議決議規定，援例於 106年 10月 1日退休人員及 10月 4

日前之當月離退人員，均發給年節禮品費。 

(三)本案如何之處，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本次團購商品選擇三項 1.掌上型麥克風+收納

折疊桌椅組、2.大家源分離式電鍋、3.袋鼠牌分離式拉桿

後背包。另若未選擇商品者，仍併 9月薪給發給 1,200元。  

        

    三、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本會擬動用累計盈餘辦理中秋節禮品團購案，提請討論公

決。 

說     明： 

(一)有鑑於近年來適逢公司員工退休潮，每年退休人員高 

達千餘人，而本會歷年累計結餘仍有約 4億餘元，多係長 

年累積而得，越接近退休同仁貢獻越多，爰擬逐年動用此 

項累計結餘，期能達到運用動支之公平合理。 

(二)為增添本年中秋節歡娛氣氛，除援例致贈員工禮品費 

1,200元外，另再由本會統一採購 Swissdigital「S-Line 

充電雙肩背包」致贈全體同仁，樣品規格如附件五(附件第 

14頁)，該項商品具有手機及筆電充電功能，非常適合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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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之攜帶與使用，每個市價約為 3,880元，本會團購特 

惠價為 1,480元。所需預算約 3,800萬元，將依規定專案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同意動支累計結餘福利金。 

(三)本次團購方式： 

1.發放對象：限本次會議提案通過當日(6月 15日)仍在職 

並繳納福利金之職工(含已報到之新進職員 

及養成班學員)。 

2.團購樣式：提供同一款式尺寸三種顏色供同仁選購，每人 

致贈 1個，費用由本會全額補助，另是否得自 

費增購。 

(四)本案是否同意，敬請討論公決。 

        決    議： 

(一)照案通過。本次團購同意先付二成訂金，廠商並同意價格 

降為1,450元，選擇二種顏色(黑色、紫色)及二種尺寸供 

員工選購，並同意開放同仁自由加購。 

(二)同意動支累計結福利金4,000萬元，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四、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為鼓勵同仁蒐集下腳意願，擬由本會提撥3%下腳再分配款，

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 本會下腳福利金提撥率自本(106)年度起已爭取恢復按 40%

標準提撥，並經本會會議決議俟預算通過後即恢復按 17%分

配比例撥給下腳蒐集單位，惟有部分下腳蒐集單位反映，雖

有協助蒐集下腳卻未獲得下腳福利金，爰於 106 年 6 月 14 日

召開會議研商可行方案，再提請本次會議討論。 

(二) 由本會於下腳提撥福利金總額中提撥 3%分配給各單位，其分

配標準如下： 

1. 全年無下腳提撥福利金之單位，依其單位總人數分配 3%

下腳再分配款中之 15%。 

2. 全年有下腳提撥福利金之單位(不含工程單位)，依其單位

總人數分配 3%下腳再分配款中之 35%。 

3. 工程單位(含各施工處、修護處各分處等)，依其單位總人

數分配 3%下腳再分配款中之 50%。 

(三) 上述下腳再分配 3%款項，未來若因公司縮減下腳福利金之提

撥時，則應隨之取消此項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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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是否同意，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丁、臨時動議： 

     一、提案單位：黃委員賢民  

案    由：建議以職福會名義與 YAMAHA 山葉機車簽定特惠購車

專案，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 現值同仁新購機車潮，為使同仁能以更優惠價格購置機 

車，已由電力工會與山葉機車總公司簽約提供優惠價供

員工洽購，建議本會亦可比照辦理。 

(二)本案是否可行，請討論。 

決    議：本案工會既已簽約，本會無需再另訂約，以免造成混

淆，但由本會協助發文通知各福利會此項團購訊息。 

 

     二、提案單位：黃委員賢民  

案    由：建議製作福利特約商店標章貼紙如附樣本(附件六第 15

頁)，以發放各地福委會供簽約張貼及同仁辨識之用，提

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同仁常常前往商店消費時，皆不知商店是否為台電特約 

商店，為使同仁更為便利使用，建議製作特約商店標 

章，以利辨別。 

(二)本案是否可行，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標張貼紙使用台電 LOGO請先行知會台電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