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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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 

時  間：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台北西區營業處會議室 

主  席：丁主任委員作一                           記錄：陳明麗 

出席委員：楊副主任委員振雄、張廷抒(黃良坤代)、李清雲(羅隆和代)、吳永城

(韓瑞娟代)、屈娟敏、顏德忠(廖俊峰代)、潘清水、鄭運和、蘇惠群、

陳永享、林鴻祥(鄭韻秋代)、陳國園、蔡福龍、林文欽、劉永瑞、楊

德政、黃賢民、林顯群、邱嘉成、宋貴祥、黃銘賢(請假)、王為遠、

李同緒、陳成鎮、李慶君、黃禾立、林仁哲、楊維浩、陳應郁、林

裕誠(請假) 

列  席：陸顧問德勝、楊顧問良隆、張顧問瓅云、黃處長建瑜、施總幹事朝賢、

金副總幹事克誠、宋組長洪英、張組長詠然、林幹事鳳琪、陳幹事明

麗、林幹事旻芳、沈專員紫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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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本會「所屬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職工子女獎

助學金辦法」一案。  

辦理情形：已於 10月 17日函知各分會。 

2.案    由：擬廢止本會「兒童樂園設置要點」與「兒童樂園抽

查要點」一案。 

辦理情形：已於 10月 25日函知各分會。 

3.案    由：明(107)年度起暫停辦理本會「職工申請購建住宅貸

款辦法」一案 

辦理情形：已於 9月 25日函知各分會。 

4.案    由：提報本會幹事人員派任變更一案。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 

5.案    由：本會三節禮品費發放對象，建請由當月 1日應屆齡

退休人員，放寬為前一個月內退休者皆可發給一

案。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 

6.案    由：有關桂山電廠福利會整修球場申請補助一案。 

辦理情形：已於 10月 17日函知桂山電廠福利會，同意整修並

於修繕後辦理複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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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案    由：為提高現行團體保險之保障，擬向華南產物保險公

司投保團體意外險及癌症住院日額保險案。 

辦理情形：已於 10月 26日完成要保書簽訂，並於 10月 27日

發函通知各福利分會，本項團險已於 11月 1日起生

效。   

(二)需待追蹤部分： 

1.案    由：研發員工福利網購平台一案。 

辦理情形：原規劃成立新公司方式辦理，惟勞動部來函表示；

福利會得設立福利社辦理員眷福利事項;本案擬暫停

辦理，未來仍將以現行辦理團購方式規劃作業平

台，俾提升團購作業效率。 

決    議：由本會自行規劃員工網購作業平台。 

2.案    由：台南區處福利會羽球場修繕完畢申請補助案。 

辦理情形：於 10月 18日由林顯群、蔡福龍委員前往複查勘

驗，再提本次會議報告。 

決    議：複勘結果確已完成整修，同意給予補助。 

3.案    由：有關苗栗區營業處職工福利委員會整修網球場申請

按相對基金補助，現已修繕完畢申請勘驗案。 

決    議 :擬派楊副主委振雄與王委員為遠就近前往複查勘

驗。 

4.案    由：擬將本會官網改為手機版一案。 

辦理情形：已於 11月 10日完成網站改版規劃案簽約，預定 12

月底可完成測試使用。 

決    議：同意結案。 

 

二、主管機關來函事項： 

(一)勞動部 106年 10月 20日勞動福 1字第 1060024414號書函略以：

所送貴會第 33屆第 7次福利委員會議紀錄案，有關研發員工網

購平台並規劃成立新公司方式辦理一節，依規定得設置職工福利

社辦理，其服務對象應限於職工及眷屬。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業務組報告： 

1.本會辦理第 38屆職工聯合婚禮已於 10月 21日在陽明山納美

花園順利圓滿舉辦完成，且於 10月 31日召開檢討會議，如附

件一(第 6-7頁)。 

決議：請洽公司人資處辦理有關敘獎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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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會採購 Swissdigital「S-Line充電雙肩背包」，已於 10月

下旬發送至各福利分會。 

(二)財物查核報告: 

本會 106年 10月份財務會計查核於 10月 25日於本會 10樓辦公 

室辦理，由吳委員永城、林委員顯群、陳委員成鎮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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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報告如附件二(第 8頁)。 

(三)會計組報告：  

106年 10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三(第 9-10頁)。 

 

丙、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會計組 

案    由：茲擬具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依照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十五條規定提會審查。 

(二)本年度預算編列係參酌下列原則辦理： 

1.本會 107年度預算預估較 106年度預算增加 4906萬元

(福利金提撥率為 0.11%約增加 5027萬元、動用累計

餘絀福利金增加 3484萬元、下腳變賣提撥福利金為

40%約減少 3217萬元、利息收入減少 388萬元)。 

2.依照 106年實績值修正預算編列金額。 

3.擬配合明年度下腳變賣收入預算減少，下腳變賣提撥

福利金減少編列 1600萬元。 

(三)擬暫編列明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如附件四(第 11-

14頁)，預估動支累計餘絀 20%以達到收支平衡之原

則。 

決   議：照案通過。 

二、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提報本會財務組長變更派駐一案，提請討論公決。 

說    明： 

(一)本會原任財務組長因個人生涯規劃，擬於 106年 11月

1日辦理歸建原單位，其財務組長一職，擬自 106年

11月 1日起，並商請台電公司宜蘭區處張詠然君接

任；另擬援例致贈楊組長卸任禮品費 2,000元，以表

感謝。 

(二)爲使本會財務工作不致延宕，本案擬提請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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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為配合明(107)年春節(107.2.15日為除夕)致贈職工應景禮

品費，擬援例辦理特惠商品自由選購一案，提請討論公

決。 

說    明： 

(一)明年春節轉瞬將屆，為關懷職工一年來之辛勞，擬援

例致贈員工應景禮品費 3,000元。又為使員工有更多

選擇機會，擬援例提供團購商品供員工自由選擇，其

商品項目如附件五(第 15頁)，請委員於所附商品中評

選 2~3項辦理選購，員工若未選購商品者仍得發給現

金 3,000元。 

(二)另依據本(33)屆第 7次及本會第 29屆第 23次委員會

議決議，107年 1月 1日後退休人員，及 107年 2月

15日前之當月離職人員，均得發給年節禮品費。 

決  議：照案通過，並評選出：台東漁會海鮮禮盒、威寶36公升烤

箱、日本松木無線靜音掃除機等三項商品供同仁選購。 

四、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採購「台電福利會62週年金門高梁紀念酒」一案，提請

討論公決。 

說    明： 

(一)明年適逢本會成立 62週年暨電力工會成立 60週年，

為表慶賀祝福之意，特洽請金門陶瓷廠設計精美金門

高梁紀念酒一款如附件六(第 16頁)，非常具有紀念性

及保存價值，預定明年五一勞動節前致贈全體員工。 

(二)本次團購方式： 

1.發放對象：以本次委員會議通過當天(106年 11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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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放對象。 

2.本次購買方式：提供單一款式，每人致贈 1瓶 

(750cc)，由本會全額補助。 

3.本次採購數量及金額：參酌現有員工人數本次擬採購2萬8000

瓶，每瓶團購價格約新台幣1,300元，合計約3,640萬元，將

於明年度以動支累計結餘方式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但高粱酒容量由原750cc改為1000cc，並將酒瓶

設計圖樣刪除“紀念”字樣。 

五、提案單位：本會會計組 

案    由：擬修正本(106)年度預算案，提請討論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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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茲因本(106)年度福利金支出增加團體意外保險及下腳

提撥福利金收入增加等多項收支項目，爰按實際收支

金額辦理年度預算修正。 

(二)本年度預算編列係參酌下列原則辦理: 

1.本會 106年度預算預估增加 2864萬元(下腳變賣提撥福

利金為40%約增加2476萬元、存款利息增加388萬元)。 

 2.依照 106年實績值修正預算編列金額如附件七(第17頁)。 

       3.增編生育眷喪補助費 926萬元、分配營業收入提撥福利

802萬元、分配下腳變賣提撥福利金 1706萬元、職工聯

合婚禮費用 30萬元、職工子女教育獎助金減少 600萬

元。     

決    議：照案通過。 

六、提案單位：楊委員維浩 

案    由：建議福利會再與百威旅行社，商討專案辦理藍寶石公主號

南部旅遊行程。 

說    明： 

(一)本年度福利會與電力工會合辦，藍寶石公主號郵輪五天

四夜自主遊，廣受員工好評。 

(二)今年底「公主遊輪」將高雄港納為母港之一，為方便南

部同仁，建請再增辦以高雄為出發港之遊輪旅遊行程。 

決    議：本案由福利會主導並與工會聯合辦理，請積極洽談優惠方

案。 

丁、臨時動議：無 

  (下次會議預定於12月12~13日在明潭發電廠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