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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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108年 2月 14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 15時 00分 

地  點：總管理處 1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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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雲(羅隆和代)、吳永城、潘清水、

鄭運和、蘇惠群、陳來進(陳五和代)、宋祥正、莊幼銘、余金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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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為遠、李同緒、陳成鎮、李慶君、黃禾立(請假)、

林仁哲、楊維浩、陳應郁、林裕誠 

列  席：彭副理事長繼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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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幹事文彥、陳幹事明麗、林幹事鳳琪、沈專員紫雲(請假)                               

甲、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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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社雇用之輔導員，107年度考績業依規定評定案。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於108年1月21日發函辦理。 

2.案    由：擬動支「歷年累計結存福利金」報請主管機關核備案。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於108年1月22日函報勞動部。 

              3.案    由：研議將電廠煤灰由副產品改列為下腳之可行性案。 

辦理情形：本案同意結案。 

             4.案    由：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簽訂員工消費信用貸款優惠專案。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辦理。 

5.案    由：辦理108年度輔導員業務研習會案。 

辦理情形：依決議辦理並於108年1月19日函知各輔導員。 

 6.案    由：採購「GORE-TEX」知名品牌外套及其他相同價格商品案。 

      辦理情形：各項商品已於1月底前完成換貨並付清尾款。 

   (二)需待追蹤部分： 

1.案    由：本會長安東路「華仁長安大廈」不動產出售案。 

辦理情形：本案經委員會議再次討論通過，再於108年1月22日函報主

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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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決議：繼續與勞動部溝通，本案繼續追蹤。 

2.案    由：有關鳳山區處福利會整修網球場申請按相對基金補助案。 

辦理情形：前已推派劉委員永瑞、黃委員賢民前往勘查並同意補助在

案，現經該會來函通知修繕完畢申請派員複驗。 

本次決議：已於2月18日發函由劉委員永瑞與黃委員賢民於3月11日前往

複查勘驗，再提下次會議報告。 

 

      二、主管機關來函事項： 

    (一)勞動部108年1月31日勞動福1字第1080135122號書函摘述重點如下： 

      1、本會107年採購「GORE-TEX」衣服等禮品不足款項部份，仍請於歷年

累積結存職工福利金5%內支應。 

      2、108年度工作計畫中預先編列之不動產出售收入及相對應規劃購買禮

品之預算約9仟萬元，因該項收入尚未確定，請本會調整年度工作計

畫及預算支出項目內容及金額再予報部，俾利審核。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 業務組報告：  

1. 本會 1月份福利金支出高達 3億餘元，已請公司將一月份提撥

福利金提前在 1月 30日撥付給本會，以應急需；但 2月份仍

有資金不足之缺口需待解決，已另提本次會議討論。 

2. 為增進員工福利，特與遠傳電信公司洽商提供台電員工暨眷屬

行動網路「遠傳-台電 4G門號優惠方案 DM」，較一般市面特

惠方案更加優惠。 

3. 嘉義區處輔導員陳淑靜調動案，因故另依其意願改派至台南區

營業處。 

 

      (二) 會計組報告： 

     108年 1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一-P.7~8) 

  

  丙、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援例規劃辦理本年度「職工聯合婚禮」。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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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為倡導婚嫁節約，革新社會風氣，增進職工福利，特依

照本會「舉辦職工集團結婚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第 40屆

職工聯合婚禮。 

(二)  婚禮活動擬訂於本(108)年 10 月 26 日(六)假陽明山中山樓

舉行，為便於提早籌備並公告讓有意願參加之同仁及早報名，

擬請援例成立籌備工作小組籌辦相關事宜。 

     (三)  依據本會年度工作計畫預算，本年度聯合婚禮預算為 180萬

元，另將援例洽請公司相對提撥 170萬元，作為共同辦理婚

禮之費用，如有不足，仍請援例於聯合婚禮預算 10%範圍內

增撥調整運用。          

決   議：照案通過，由楊副主任委員振雄擔任召集人，並由張委員廷

抒、吳委員永城、宋委員祥正、楊委員維浩、林委員文欽、

陳委員成鎮、林委員顯群、陳委員應郁、蔡委員福龍共同組

成籌備工作小組，展開籌辦事宜。   

    

二、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台灣電力工會擬請本會撥付代辦108年度職工傷病慰問暨死 

亡弔奠金，俾利辦理職工傷病慰問。           

 說    明： 

(一) 依據電力工會 108 年 1 月 19 日 108 電工福字第 0046 號函略

以：「請貴會撥付本會代辦傷病慰問暨死亡弔奠金費用，俾利

辦理會員傷病慰問暨死亡弔奠等事宜。」 

                    (二) 查本會 107年度撥付台灣電力工會代辦職工傷病慰問金為

350 萬元，因該年度尚有結餘 8 萬元未繳回，故本會 108

年度擬撥付 342 萬元，代辦費總金額合計仍為 350 萬元。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三、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簽訂員工房屋貸款優惠專案。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3322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 案經本會與第一銀行及兆豐銀行洽詢結果，其中兆豐銀行

願意給予本會員工比照公教築巢優利貸之方案，其優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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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方案如(附件二-P.9)，主要內容如下： 

1.借款年限：首購最長30年，非首購最長20年。 

2.利(費)率：首購利率1.56%，非首購1.58%~1.60%(隨利率變

動)。 

3.一律免收開辦費、信用查詢費。 

4.核貸成數:最高可貸8成。 

5.借款對象:任職滿一年以上之員工。 

決   議：同意照案通過。 

 

四、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採購「台糖詩丹雅蘭美肌修護面膜禮盒組」致贈員工。 

說    明： 

(一) 為慶祝五一勞動節暨母親節，本會擬採購「台糖詩丹雅蘭美肌

修護面膜禮盒組」致贈全體員工，DM資料如(附件三-P.10~11)。

其內容包括：全效修護精華1入、完美修護全效面膜5片/盒、

密集修護精華1入、並附贈精美禮盒及提袋各1入。 

(二) 本次團購方式： 

1.發放對象：以本次委員會議通過當天(108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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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方式：提供單一款式，每人致贈 1組，由本會全額補助，

另可開放員工自費增購，惟因｢完美修護全效面膜｣生產不及，

僅能限量加購 3,000組。 

 3.採購數量及金額：參酌現有員工人數 27,000人，按台電優

惠價每組新台幣 680元(商品售價為 3,900元)，合計約需

1,836萬元，將於本年度相關經費項下報支。                           

      決    議：同意辦理採購，惟員工自購組盒內之｢完美修護全效面膜｣改

為｢青春美肌夢露｣，其他二樣商品不變。 

 

五、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辦理 107年度福利業務考核，相關日程、考核分組及梯次 

安排一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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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因應年度福利業務考核作業實際需要，擬先排定福利考核

日程(附件四-P.12~13)，俟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儘速發函

通知各單位預先準備。 

(二)各項考核評分表，已於去年檢討會議時一併修正相關項目並

公告在案。今年度之考核時程援例將於四月初開始辦理各福

利分會之考核業務。 

(三)本次考核毎梯次仍援例由委員 3人、會務人員 2人及觀摩單

位 1 人共同組成，共 20 個梯次，資方委員請自行指定 1 梯

次參與會同督導。 

決   議：照案通過。 

 

六、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請公司預先撥付福利金 2億元，俾利週轉。 

   說    明：   

(一)本會年度福利金係由會計處於毎月中旬撥付前一個月之提

撥金額給本會，毎年需撥付約 7~8億元(包括營業收入提撥

及員工自繳福利金)。 

(二)惟因本會毎年一月需支付團體保險費、撥付春節禮品費及

其他各福利經費之款項約需 2~3 億元，故使本會毎於年度

開始即面臨資金調撥困難之窘境。 

(三)為解決本會燃眉之急，擬請公司配合於毎年一月提前撥付

福利金 2億元，再按月於應撥付之款項下逐月扣抵歸墊(毎

月歸墊 2仟萬元)。另本項撥款係屬預付性質，與借貸之屬

性不同，擬洽請公司一併同意無須給付利息。 

決   議：本案保留，請另與會計處商討提早撥款。 

 

     七、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會計組 

 案    由：依勞動部來函調整本會 108年度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案。 

 說    明：  

 (一)依勞動部 108 年 1 月 31 日勞動福 1 字第 1080135122 號書函 

辦理。 

(二)108年度預算原編列 9.97億元，依勞動部來函調整，扣除原

擬動支超過 5%之「歷年累計結存福利金」33,968,229元及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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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預先編列之不動產出售收入及相對應規劃購買禮品之預算

約 9仟萬元。 

        (三)檢附調整後 108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如(附件五-P.14~ 

            17)。 

決   議：照案通過。 

 

 

   丁、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