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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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108年 3月 14日（星期四） 

時  間：上午 10時 15分 

地  點：雲林區處第二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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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國堅代)、李清雲(羅隆和代)、吳永城

(請假)、潘清水(林玉祥代)、鄭運和(孟祥國代)、蘇惠群(請假)、陳來

進(陳五和代)、宋祥正、莊幼銘(蔡修竹代)、余金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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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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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席：陸顧問德勝、楊顧問良隆、張顧問瓅云(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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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專員紫雲                                

甲、 主席報告： 

本次會議在雲林區處舉行，適逢該單位福利會主任委員沈釗立處長退休，為

感謝其對福利業務之諸多貢獻，特致贈 2,000元紀念品。爾後如有相同情形，

准予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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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已於108年2月19日函請電力工會辦理請款。 

2.案    由：擬與兆豐國際商業銀行簽訂員工房屋貸款優惠專案。 

               辦理情形：同意照案通過。 

3.案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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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已於108年2月19日發函各單位福利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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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於108年2月15日函報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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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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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本案不動產之處理，為求慎重周延，再經本會將「合辦都

更」、「危老重建」及「自行整修」等方案納入一併重新

評估，再提本次會議討論。 

  本次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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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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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提本次會議報告。 

本次決議：經現場勘驗合格，同意按相對基金補助，本案同意結案。 

          3.案    由：擬援例規劃辦理本年度「職工聯合婚禮」。 

辦理情形：已向中山樓申請洽租場地，並於108年3月7日召開籌備工作

會議，相關研訂事項詳如(附件一)紀錄。 

本次決議：同意籌備工作會議各項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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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已於108年2月15日函轉各單位辦理，3/14登記結止，3月底

開始分三批配送，至4月底配送完成。 

本次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二、主管機關來函事項： 

    (一) 勞動部108年2月25日勞動福1字第1080004219號書函：「貴會108年

度工作計畫暨收支預算一案，已予備查。」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 業務組報告：  

1. 福利社雇用人員講習會，已於 108年 3月 5~6日於台電公司金

瓜石會館舉辦完畢。 

2. 第一銀行信貸案，在與該行簽訂增補條款，同意比照兆豐銀行

條件調降信貸利率、免收手續費等，已於 108年 3月 8日發函

轉知各單位福利會。 

(二) 財務查核報告： 

                  本會 108年 2份財務會計查核，2月 15日本會辦理，由吳委員永  

城、蔡委員福龍、楊委員維浩三人，共同抽查有價證劵、銀行存

款、週轉金等，查核結果各項帳務與報表均相符無誤，查核報告

如(附件二)。 

      (三) 會計組報告： 

     108年 2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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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為使本會「長安東路房屋」不動產之處理更加審慎周延，再

增列「合辦都更」、「危老重建」及「自行整修後出租」等

方案併予評估。 

說    明： 

(一) 為因應本會長安東路房屋不動產之處理，前雖經本會組成專

案小組研提建議出售方案，並報經本會委員會議提案討論通

過；但為使該不動產之處理更為審慎周延，再經本會洽詢相

關財務專業人員了解不動產之處理過程，爰再將「合辦都更」、

「危老重建」及「自行整修後出租」等處理方案一併列入評

估方案內，評估報告詳如(附件四)。 

(二) 經再審慎評估各項方案後，因考量本會房屋如要以「合辦都

更」方式處理，則因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之戶數眾多，產權複

雜，協調不易，要達成都更之可行性不高；至於是否符合「危

老重建」之法規所定要件，尚待評估，即便符合亦須全數住

戶同意，其困難度高，且需花費大筆建築經費，又不確定何

時才能改建完成，實難預測未來長遠之效益及風險；而「自

行整修後出租」則必須整棟拆除重新建築，其整合困難度極

高，亦恐曠日持久且需花費鉅額福利金，卻仍無法增加房屋

價值，其維護整修之意義不大；故評估結果，要達成自建或

都更之可行性皆不大，爰仍建議以採行「出售」方案一途，

最能增加福利金收入。 

     決   議：同意通過評估報告所載內容，再請盡快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本案未來如獲主管機關核備同意出售，請公司財務處等相關

單位協助辦理出售事宜，希望在適當時機以最佳價格出售。      

二、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提報本會因應財務收支平衡相關改善措施一案。 

說    明： 

(一)為使本會財務收支不致過於集中於毎年年初，並降低本會福利

金周轉壓力，爰研擬下列各項因應措施： 

   1、洽請公司會計處將每月應提撥之福利金於當月底前匯轉本會。 

   2、與保險公司洽談團保費改按季繳或月繳方式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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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來三節禮品費將不再以現金方式發放，改以發放提貨券方

式替代，並配合團購商品提供同仁自由選擇。 

   4、盡量分散本會定存單之到期日，俾利解約調度。 

                (二)今年春節公司已墊付之禮品費，將請會計處於 2~3月提撥福利

金中逐月扣還，非不得已時再以定存解約方式處理。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向保險公司洽商在不增加保費之情形下改為月繳

或季繳。 

  

三、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援例舉辦108年度職工盃球類比賽。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第 33 屆 13 次會議決議，本會每年輪辦之職工盃球

類比賽，依序分別為羽球、網球、桌球、籃球、壘球，共 5項

球類活動，每年輪辦 2~3項。 

                   (二) 經查 107 年度已辦理羽球及網球比賽。本年度擬舉辦桌球、

籃球及慢速壘球比賽，分區賽預計於 108 年 7 月底前辦理完

畢，聯賽預計於 108 年 9 月底前辦理完畢，經接洽各分區賽

及聯賽籌辦之單位福利會如次：                

108年 

職工盃 
桌球籌辦單位 籃球籌辦單位 慢速壘球籌辦單位 

分區賽 聯賽 分區賽 聯賽 分區賽 聯賽 

總處 總處 

台中發

電廠 

總處 

台中區

營業處 

總處 

台中供

電區處 

北市區 北北區處 核火工處 北市區處 

北區 核二電廠 基隆區處 新竹區處 

中區 嘉義區處 南投區處 台中區處 

南區 大林電廠 高雄區處 鳳山區處 

東區 宜蘭區處 花東供電 東部電廠 

                    (三) 各項比賽均於週六舉辦，分區賽由籌辦單位自行發文予各單

位，援例由本會依參賽隊數及人數補助籌辦經費 3~7 萬元；

聯賽經費則依參賽隊數及人數補助 10~14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四、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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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編製本會 107年度工作報告暨收支決算報告一案。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捐助暨組織章程第15條之規定，本會應於年度終了

後三個月內，編製工作報告連同收支決算清冊，提經全體委

員會議通過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事業單位。 

(二) 本案已完成報告內容暨收支決算之彙編，並以電子檔預先傳

給各委員審閱，擬提會審查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決   議：照案通過。 

 

五、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本(108)年端午節( 6月7日)擬援例致贈員工禮品費1,200元，並

同時提供優惠商品供同仁自由選購。 

說    明： 

(一) 為慰勉職工辛勞，本會擬援例致贈員工端節禮品費 1,200元，

本次將不再併薪發給現金；為使員工有更多選擇機會，特提

供 10項優惠團購商品，其商品內容如(附件五)，其中 31吋

行李箱售價為 1700元，差額將由員工薪資扣收，由委員投票

圈選其中 3項，連同大潤發及家樂福提貨劵，一併讓員工自

由選購，俾發揮以量抑價之團購效益。預計於 3月底前完成

員工選購調查，5 月底前完成發放，以便同仁於端午節前能

收到貨品。 

(二) 另依據本會第 33屆第 7次委員會議決議規定，援例於 108年

5 月 7 日後之退休人員及 6 月 7 日前之當月離退人員，均得

列入本次發放對象。又退休同仁亦可自費購買團購優惠商品，

並應由退休協進會統一登記、收繳及配送。 

      決   議： 

            一、同意辦理，並圈選出：玉米田碗盤組(32件)、Body Magic電

動腳底按摩泡腳機、31吋行李箱等三項商品，再加上大潤發、

家樂福及全聯等三項提貨劵，共 6項供員工自由選擇其一。

另可自由加購。 

            二、至於同仁選擇提貨券所產生之折扣，應直接以扣減本會福利

金支出方式處理。 

  丁、臨時動議：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