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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 14屆第 15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22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地 點：本會 4樓會議室 

參、主 席：丁理事長 作一                   記   錄：劉慧玲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伍、主席報告： 

  一、因應電業法修法，經濟部能源局要求台電在 6 年內(112 年)完

成切割，台電公司規劃於後(110)年 6月 1日開始詴辦，但台電

也碰到窒礙難行的部份，台電債務近 1 兆，將來債務由母公司

背還是子公司背，尚未定案。能源局未來只管理有電業證照的

公司就是子公司，母公司則由經濟部國營會管理，如果照這樣

情勢發展母公司有可能會虛級化，必會面臨人員裁減等相關問

題衝擊巨大，故工會今(108)年首要任務就是爭取台電母子公司

切割延至 9年。 

  二、去(107)年 11月 24日九合一大選綁公投，對台灣政情衝擊很大，

尤其對電力、能源政策產生很大的變化，1 月底能源局就要頒

佈能源政策，核二核三是否延役、未來綠能如何發展等等相關

能源策月底即將揭曉。 

三、去(107)年底行政院副院長表示，調薪的動能，今(108)年會非

常大。本會將密切注意，俟適當時機爭取調薪。 

 

陸、會務報告： 

組訓處長：3/27-28 代表大會原擬訂於台南夏都城旅，雖食宿得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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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安置，惟經現場勘查後，其柱子太多有碍會議進行，故會議場地建

請改為台南區營業處，另核發差旅費，與會人員自行安排食宿。 

福利處長： 

一、與捷利旅行社合作推薦 2/2韓國團 80位名額一天額滿及 2/5吳哥

窟團 30位名額一小時額滿，再次展現本會會員人多的優勢，這幾

次福利旅遊快訊迅速下架，就是要讓廠商知道台電的消費市場，

為會員爭取更好的品質及更優的價格。 

二、之前與虎航簽約優惠，因會員將優惠代碼外流，故被虎航取消優

惠資格，去(107)年下半年會員反應希望能再次與虎航簽優惠專

案，故今(108)年與虎航再次續簽，請勿將優惠代碼外流或公佈至其

它非台電員眷群組，否則虎航又會逕行取消優惠。 

文宣處長： 

一、有關電工通訊改版，建請編輯委員閱覽是否合宜，另其中廣告頁

有收費，請委員討論適合擺放位置。 

二、因電工通訊 443 期年後出刊，故此次新春拜年合照依理事長指示

放在網站首頁。 

主計處長：本會路程假標準做些許調整，0-20公里路程假 0天，21-60

公里路程假 0 天得報支外勤費，61-180 公里路程假 1 天，181 公里以

上路程假 2 天，離島路程假 1 天須檢附機票，另第 9、67、69 分會因

地點偏遠，故路程假修正為 2天。 

工安處長： 

一、107年度考成績效勞安部分： 

1、員工職災發生率權重 6分，獲得 3.96分。 

2、勞安事故權重 3分，獲得 0.18分，共得分 4.1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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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攬商發生重大職災罰款 50萬元，將修正為：依承攬金額依績遞

增罰款金額，提高至 250萬。 

1、承攬金額 500萬元以下者，罰該承攬金額 10%。 

2、承攬金額 500萬元至 1000萬元者，罰款 50萬。 

3、承攬金額 1000萬元至 5000萬元者，罰款 100萬。 

4、承攬金額 5000萬元至 2億元者，罰款 150萬。 

5、承攬金額 2億元至 20億元者，罰款 200萬。 

6、承攬金額 20億元者，罰款 250萬。 

勞資處長: 

一、有關爭取本公司輪班制人員換班休息間隔之例外規定(8 小時)繼

續適用案，台電公司將於近日正式函請勞動部同意放寬並副知本

會，屆時本會再函轉各分會公告會員週知。 

二、輪值人員國定假日出勤工資改依實際出勤計給及輪值班表不配合

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之連續放假、補行上班調移，避免影響輪值

待遇計算基準，並自今(108)年 4月 1日起適用。 

三、國營會副主委一職，大部以約聘方式，仍由吳豐盛續任副主委。

有關領班加給等重大員工權益的爭取，本會仍將持續與國營會溝

通。 

國會處長： 

ㄧ、立法院 9-6會期於 1/10（四）休會；9-7會期預計於 2/15（五）

開議。 

二、1/8（二）理事長拜會台中市楊瓊瓔副市長，代表台灣電力工會致

賀之意。 

研發處長：電業法修法後，能源局要求台電公司 6 年完成控股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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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分割，台電公司預計 110 年開始詴辦，轉型規劃過程相關會議，本會

均適時派員參加，密切關注有關會議重大決議，並隨時向理事長彙報。 

去(107)年九合一大選綁公投，其中有三個公投跟台電有關，包括

「帄均每年降低 1%火力發電」、「停止興建擴建燃媒電廠、機組」、「以

核養綠」。這三個公投通過後，對執政黨能源政策產生很大的衝擊，經

濟部預定在本(1)月底公布新的能源政策，本會有感於公司的轉型時程

非常緊迫，執行不易，故強烈建議公司向經濟部爭取延後 3年分割。 

去(107)年 12月 18日理事長宴請蘇院長及多位長官，當時就有得

到林局長(全能)口頭答應延後 3年，本(108)年 1月 2日理事長應邀至

蘇院長官邸聚餐，當時蔡總統也在場，理事長當場向總統表達希望公

司延後分割事宜，總統針對母子公司分割時程並沒有強烈要求，只要

在 9 年內完成分割即可。事後台電楊董事長指示台電相關單位儘快行

文，並再次向能源局長口頭確認，終於在本(1)月 15 日正式行文經濟

部，陳報台電轉型進度、階段性盤點成果，以及遭遇的困難事項，建議

台電轉型時程由 6年延至 9年。 

台電董事長認為轉型像在演一齣沒有劇本的連續劇，一切都在變動

當中，指示企劃處及相關單位應放慢轉型步調。 

動員處長：依照去(107)年 12 月 26 日第 14 屆第 7 次理事會議議決：

將團體協約會議中委員與台電公司共同修訂之「工作守則」晒送與會人

員，本處已將「工作守則」資料影印隨附第 7次理事會議紀錄寄送。 

總務處長： 

一、理事長指示，今(108)年 3月 27-28日會員代表大會，將邀請日本

電力總連、韓國電力、韓國水力核能工會參加，總務處已傳真邀

請，並於 2月底前回覆參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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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自購之桌上型電腦計 17台，均已超過使用年限，經與資訊處

莊處長溝通，同意於年後由台電公司全數更換安裝。 

三、本會發函向台電公司申請 108 年度補助款，台電公司來文已審核

通過同意補助。 

 

柒、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有關於經濟部國營會來文，檢送「經濟部所屬事業職安保命

條款彙總表」，應如何因應請討論。 

上次會議決議：依台電公司「從業人員違反安全衛生規定懲處要點」

之「人員違反關鍵性作業應採行之重點安全措施之懲

處」辦理。繼續追蹤辦理。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二案 

案  由：因應電業法事業部組織改變，有關發電廠開關場移給供電系

統維護、管理；其工作之組織、人力要如何處理。 

上次會議決議：相關組織轉型會議，請林常務理事萬富列席參加；           

人力部份請勞資處繼續追蹤辦理。 

辦理情形: 已照決議辦理。(請林常務理事萬富 11 月 22 號參加正式

會議，繼續追蹤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繼續追蹤辦理。 

第三案 

案  由：本會 107年 11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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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此次有 3個分會 3人提出申請，資料齊全，請決議。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 1 分會陳雅君君、第 22 分會蘇秦傳君、第 68 分會

胡仁耀君。 

辦理情形: 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四案 

案  由：調整本會預算列帳科目，俾利預算執行。 

說  明：一、本會於 11 月 6 日辦理 108 年度預算審查，經審查會務

活動預算發生與實際送台電公司審核撥付金額不符，係

為支出列帳科目有出入，擬依預算程序辦理調整。 

二、本次送台電公司會務活動核銷明細之序號 11-13(如附)，

合計金額為新台幣 124萬 986元，調整動支流入至會務

活動預算項下支出，俾利預算執行。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移送至理事會提案討論。 

辦理情形：107年 12月 26日理事會已決議通過。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五案 

案  由：建請爭取輪班人員於 108年 7月 31日以後繼續適用輪班間隔

8小時之輪值方式，使渠等人員有較長的空班時間調整作息及

享受正常家庭生活。 

上次會議決議：送事業單位，請台電公司回覆，繼續追蹤辦理。 

辦理情形：台電公司回覆詳如附件 1。 

本次會議決議：繼續追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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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本會 108年 1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說  明：此次有 7個分會 8人提出申請，資料齊全，請決議。 

決  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 1 分會林玉龍君、第 9 分會陳惠宇君、林龍波君、第 17

分會蔡棋鴻君、第 37分會湯明忠君、第 54分會曾裕生君、

第 64分會廖日秋君、第 68分會王進國君。 

           請福利處將申請原因「命令退休」修正為「應即退休」，

並統計近幾個月各分會退出名單數量。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