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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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  期：108年 9月 1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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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潘

清水、鄭運和、蘇惠群(請假)、宋祥正、莊幼銘(蔡修竹代)、余金源、

黃清松(陳五和代)、陳國園、蔡福龍、林文欽、劉永瑞(請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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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顧問良隆、盧顧問義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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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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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各職工福利委員會福利業務考核成績評定案。 

               辦理情形： 已發函公告，並請得獎單位主任委員及總幹事出席受獎。 

           2.案    由：有關福利考核評分表項目內容、評分標準調整修正案。 

辦理情形：已發函通知各單位依修正後規定辦理。  

3.案    由：擬賡續辦理本會華南意外團體保險三年。 

辦理情形：已依決議於9月4日辦理完成團險要保書之簽訂。 

4.案    由：擬增訂文康體育活動要點之職工盃組隊規定，並增列「補助

相關作業流程說明」。 

辦理情形：已於108年8月19日發函公告，另明年度將增辦象棋比賽。 

 5.案    由：建議增設職工子女就讀幼稚園之教育獎助金。 

辦理情形：依法請各項托兒設施及措施應由事業單位辦理，與本會業務

無關，應請事業單位自行研擬處理方案；另於108年8月28日

函請事業單位爭取提高營業收入提撥福利金比例，以利本會

另行辦理相關補助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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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8月20日辦理公開招標，因無人投標而致流標，另再於8

月26日辦理議價/比價，最終仍無人參加。後已於9/2日與仲

介公司簽約委託出售，在委員會授權調降之範圍內作為委託



 

 第 2 頁 

仲介銷售之底價(意即實際銷售價格扣除仲介服務費後不得

低於授權調降之金額)。另為提高出售價值，前已委請包商

簡單整修粉刷後，再交由仲介辦理銷售。 

本次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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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情形：已於8月12日開始主持人訓練，9月12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另將於9月18日召開籌備專案會議。 

本次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3.案    由：本(108)年中秋節援例致贈價值1,200元之優惠商品及提貨

券供同仁自由選購案。 

辦理情形：已分別於9月2日及9月4日完成4項商品驗收，另涼風扇預定

於10月下旬驗收並配送至各單位。 

本次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4.案    由：員工至特約商店消費時，可否將識別證存檔於手機內出示即

享有其優惠一案。 

  辦理情形：研擬修訂特約商店合約範本，將識別證影本及手機照相存檔

之識別證一併列入合約中，並請各單位總幹事與廠商洽詢新

修範本之可行性。 

本次決議：再與各單位討論可行方案，本案繼續追蹤。 

      二、主管機關來函事項：無           

      三、工作報告事項： 
(一) 業務組報告： 

              1、本會職工盃籃球、慢速壘球聯賽已分別於 8/31日及 9/7日舉辦完

成，另桌球聯賽因受白鹿颱風影響，將延後至 9/21日舉辦。 

 2、本會原有「揪團購網路購物平台」已與廠商解約並停止運作，為提

升本會團購平台之作業及功能，並節省網路流量支出成本，將改與

伊洛帕科技公司簽約，使用該公司設置之團購平台系統，其他招商

上架、金流物流等作業，仍與現行作業方式相同。 

(二) 會計組報告： 

    108年 8月份財務收支情形如(附件一)P.6~7 

 

丙、討論事項： 

一、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辦理本會長安東路「華仁長安大廈」房屋出售案。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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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查本案原標售公告價格為原估價師事務所估算之最高價，經

流標後改按調降 3%之價格辦理議價，仍因無人參加議價而

流標，爰依照委員會之授權再調降 1%作為仲介服務費委託

仲介辦理銷售。 

(二) 旨述房屋經委託信義房屋仲介公司及長城地產公司代為銷

售，經信義房屋於 9 月 12 日通知已洽得買主有意願購買，

其買賣價格如(附件二)P.8，扣除服務費後仍高於委員會之

最低授權金額，並由買賣雙方先行簽訂「買賣斡旋金契約」，

買方訂金新台幣 10 萬元已由信義房屋存入雙方售屋專案委

任之信託銀行。 

(三) 若經同意出售，因買方要求須由賣方負責處理二樓面臨長安

東路之窗台滲水維修，經由信義房仲介紹之廠商於價約需

4.6萬元(未稅)並保固一年。 

    決   議：同意售價扣除仲介服務費後之本會實收金額，在不低於公告

標售價格調降4%之範圍內辦理出售。 

 

二、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擬研議福利考核因特殊情況不易得獎單位之獎勵方式，以彌

補考核制度之公平性。 

說    明 : 

            (一) 增加未入選特優、績優之「優良」單位獎金金額： 
單位人數 現行獎金金額 調升優良單位之獎金方案 

 特優 績優 優良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0 ~ 149 70000 60000 30000 35000 40000 45000 

150 ~ 300 90000 80000 40000 50000 55000 60000 

301 ~ 750 110000 100000 50000 60000 65000 70000 

751 以 上 130000 120000 60000 70000 75000 80000 

年度預算 目前年度預算 480萬 
需增加約

30萬預算 

需增加約

45萬預算 

需增加約

60萬預算 

             (二) 每年度考核時將優先安排新調任總幹事(已往從未擔任過總

幹事者)及考核成績較低之單位參與觀摩，另將加強該等單位

之輔導。 

     決   議：同意採方案2提高獎勵金額；另應提高考核成績較低單位之觀

摩機會，並加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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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修訂本會「職工子女教育獎助學金辦法」中有關空中大學全

修生及選修生之補助規定。 

說    明：  

(一) 旨述要點未明確規範空中大學全修生及選修生是否可申請

子女獎助金，致使單位補助作業常發生認定上之困難。 

(二) 爰於要點第二條增列「空中大學全修生」得申請補助，並於

第五條增列「空中大學選修生」不得申請補助之規定。 

    決   議：本案就空中大學全修生，每學期學分規定深入了解並研議相

關規定後再提下次會議討論。 

 

四、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有關某施工處同仁申請眷屬住院日額補助一案。 

 說    明： 

(一) 經查該員已申請補助三次，現又欲申請第四次補助，惟依規

定，85歲以上眷屬住院按日額 700元由本會補助，如因同

一意外傷害事故或疾病及其引起的併發症之住院，最多補助

90天，其同一事故或疾病出院未達 90日者應合併計算，若

超過 90日又再度住院者，始可視為另一次事故。 

        (二) 本案因員工強調第二次申請乃因意外跌倒頭部撞擊造成左

腦硬膜下腔出血，認為前兩次申請不應視為同一事件累計

九十天之限制(本會爰再同意第三次補助)，現再另提出申

請第四次 66天之日額補助。 

       決    議：請該同仁提出醫生證明，佐證其父親 107年 8月 1日起之連

續多次住院與 107年 5月 28日~107年 8月 1日之住院非屬

同一疾病引起之併發症，以佐證該次住院係屬獨立無關連之

意外事故所引發，始得申請其餘 66日之補助。 

 

 五、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研擬職工盃聯賽發生球員資格不符處理情形一案。 

說    明： 

(一) 本(108)年度職工盃慢速壘球聯賽於9月7日(星期六)由台中

供電區處舉辦，活動當天發生某單位球員找槍手頂替，經對

手當場抗議並經查驗屬實，已依照競賽規定取消該隊當天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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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資格。 

(二) 為遏止類似冒名頂替情形再次發生，擬提請本次會議通過，

嗣後如再發生類似事件將予停賽一次，並於明年度發文辦理

職工盃比賽時確實要求主辦單位將停賽規定明訂於比賽規則

中。 

決   議：同意通過，並於即日起開始實施，但不朔及既往。 

  

六、提案單位：本會業務組 

   案    由：為配合明(109)年春節(109.1.24日為除夕)致贈職工春節禮  

品，擬援例辦理特惠商品自由選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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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價值3,000元禮品。又為使員工有更多選擇機會，擬援

例提供團購商品及全聯、家樂福、大潤發及統一提貨券供員

工自由選擇，其中商品項目如(附件三)P.9，請委員於所附

商品中評選六項辦理選購。 

(二) 為便於單位調查登記統計作業，仍爰例由員工自行利用網路

線上登錄(可委託其他同仁代填)，惟為簡化作業，未於期限

內上網登錄者，一律發給統一商品卡，若有多次登錄或修改

者，以最後一筆登錄資料為準。 

(三) 另依據本會第33屆第7次委員會議決議規定，援例於108年12

月24日後之退休人員及109年1月24日前之當月離退人員，均

得發給春節禮品。又已退休同仁亦可自費購買團購優惠商

品，並由退休協進會統一登記、收繳及配送。 

     決   議： 

(一) 同意辦理，12項商品及4項提貨券皆一倂提供員工自由選擇其

中一項(另可自費加購)。 

 (二) 另本次完全利用網路登記方式辦理。家樂福、統一超商之商品

(提貨券)卡折扣直接回饋員工本人，大潤發、全聯折扣則回饋

至各單位福利會，若同仁未於期限內上網登記選購，則一律發

給全聯提貨券。      

丁、臨時動議： 

          ( 下次會議預定於10月16~17日在花東供電區營運處召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