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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 14屆常務理事會第 21次會議紀錄 

壹、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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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錄：劉慧玲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伍、主席報告： 

一、「台電工會戰歌」影片剪輯初稿，歡迎大家提供寶貴建議。 

二、「領班加給」國營會已簽會部長核定中。之前不論是大型工程車

兼任司機加給通過，輪班間隔案闖關成功，這幾案過程中歷經

種種艱難，如今能順利通過，實在得來不易，對工會具有歷史性

的象徵意義。 

三、夜點費列入平均工資，因影響的不只是油、電、糖、水，另

財政部、交通部等都有影響，複雜性過高，目前本案待明年

大選後再行處理。 

四、本(10)月 16 日組織轉型因應小組會議中，本會再次重申台電

公司任何組織轉型調整、變動，一定要與本會「台灣電力工會」

溝通，而非任何一個分會。 

五、「電力交易中心籌備處」案，應考量評估電力市場之衝擊，勿

因上級機關要求就倉促成行，明(10/23)日於轉型推動會報

會議中，會再次說明對台電的影響。 

 

陸、會務報告： 

組訓處長： 

一、 本(108)年度勞工教育訓練研習會第 5 梯次訂於 10/28-29 於桃

園尊爵大飯店辦理總會會員代表及分會常務理事訓練，報名人數

15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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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梯次訂於 11/5-6 於高雄義大皇家酒店辦理南部地區勞工教育

訓練研習會，對象為南部各分會理事。 

第 7梯次訂於 11/18-19於三峽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辦理北部地區

勞工教育訓練研習會，對象為北部各分會理事。感謝總務處及

各處的協助，順利招標完成。 

二、勞動部於 9月 27日來函有關 109年全國模範勞工選拔活動要點暨

相關推薦表單，本會於 10月 3日發文請各分會自 108年模範勞工

當選人中徵詢渠等是否擬參加選拔，並於 11月 20日前(郵戳為憑)

以掛號寄送本會，前述擬參加選拔人員將由本會 11月份常務理事

會議中甄選後送勞動部。 

三、第 23分會李代表尚儒因個人因素請辭代表及職安委員乙職，代表

職缺由候補代表游本杰君遞補，惟游君放棄遞補，故無候補人員。 

依據「台灣電力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代表選舉辦法」第 14條代表出

缺時，由候補代表依序遞補，無候補代表或候補名額不足遞補

時，”當屆”代表所剩任期達二分之一以上者，依本法辦理補選；

其餘不予補選。 

查無候補代表及本屆代表所剩任期未達二分之一，則不辦理補選。 

職安委員職缺由候補徐代表清芳遞補。 

福利處長： 

一、大樹底下好乘涼，只要人多夠團結，推的各項福利業務要拜託

幹部大力推廣，會員是否參加由會員決定。只要大家參與的量

夠多夠大，廠商彼此之間會互傳知道台電市場大。之前石門福華

渡假飯店，9 月訂 426 間，10 月訂 210 多間，總計 600 多間。翡

翠灣福華渡假飯店 10 月以來至今(10/22)天已破 503 間，因廠商

互傳，近期米堤大飯店的副總也來接洽。廠商要求量，我們要求

品質和價格，所以非常感謝幹部們推廣捧場。 

二、今(108)年 10 月職工福利委員會議議決通過，為提高員工團體

意外險保障，自今(108)年 11 月起再增加投保「華南 80 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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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有鑑於之前屏東區處有會員上班車禍致死、苗栗有會員上

班途中意外撞到電線桿、北南區處有會員意外感電過逝，以上三

位會員都沒有投保自費華南 80 意外險專案。自費華南 80 意外險

專案，月付 80元，一年 960元，有 300萬意外身故保險金，費用

真的不多，但是卻可以給自己和家人一個「萬一」的 300萬保障。

請幹部多多分享宣傳，讓會員們知道自身權益。 

文宣處長：(由林處長子斌代為報告) 

一、電工通訊第 446期初稿已完成，本期投稿文章計有： 

1、陳國龍常監：需要需求 

2、洪玉珍顧問：尚未繳交 

3、奉理事長指示撰寫關於長榮罷工事件之相關文章：委請

林處長子斌撰寫。 

4、分會專區本期投稿文章計有：62分會投稿。 

二、戰歌製作已完成並於 9 月 6 日正式公開發行，各分會反應良好，

請廣為向會員宣傳。 

三、戰歌影片剪輯初稿已完成，於常務理事會、勞工教育訓練播放後

廣集意見，之後再做更精緻的轉場及動畫設計，完成之後再考量

是否發行光碟。 

主計處長：截止 9 月份帳審後，本會收入 791 萬餘元，支出 504 萬餘

元，餘絀 286萬餘元。 

工安處長： 

一、10/16 號台南區處承攬商勞工從事變壓器更換工作,於上午 10 時

抵達工作現場,罹災者王君將吊臂車停妥後,向領班表示身體不適,

隨即至旁邊蹲坐休息,約10時 10分,領班發現王君身體漸漸躺下,

上前觀察有異,隨即呼叫救護車輛,約 10 時 15 分由救護車送往

永康奇美醫院,到院前死亡。該事故屬於非工作傷害,不計件。 

二、今年度截至目前為止傷亡是 5 死 11 傷,勞安事故考成分數被扣

1.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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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資處長： 

一、輪班休息間隔案最新概況： 

1、勞動部 10/7 正式公告適用，台電公司 10/8 函知各單位欲

變更休息間隔者，需取得工會同意。 

2、本會已於 10/9函各分會並授權行使上述同意權。 

二、領班加給案最新概況： 

國營會已簽會部長核定中，領班加給將採半個月發放一次，該

期間如發生工安事故者，則不發給之方式辦理。 

三、夜點費案最新概況： 

10/17 下午行政院李孟諺秘書長於會議中作成決議，本案於明年初

大選後再行處理。 

四、舊制結清案最新概況： 

經本處 10/15向院長信箱反映結果，經濟部答覆：本部 108.3.21

會議決議結清實施日期暫訂 109.7.1(非核定日期)，惟須先將

夜點費爭議解決後，再行辦理結清，以避免在職員工仿效退休

員工與各事業集體訴訟。另依行政院 10/17 決議，109.7.1 結清

期日勢必遭致延宕而無法辦理。 

國會處長： 

一、因選舉將近，國會處奉理事長指示邀請與本會友好北、南部地區

立委於 11/5-6、11/18-19前來會場與各工會幹部交換意見交流。 

二、立法院訊息（台電部分），近期立法院經委會正在進行 108年營業及

非營業預算審查，先詢答再處理。 

研發處長： 

研發處最近參加相關處室母子業務分工會議，會議重點如下： 

一、 業務處表示：經濟部規劃將本公司自建綠電(再生能源電力)投入

市場交易，以滿足綠電需求，其作業原則如下： 

1、此為短期措施(暫訂期限為 109-114年)。 

2、以再生能源售電業身分銷售自建再生能源案場所發綠電及

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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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透過標檢局綠電交易平台買賣(此平台係標檢局所建，與調度

處設置之電力交易平台不同)。 

4、銷售綠電盈餘轉入電價穩定準備。 

5、綠電銷售價格不經過電價審議委員會審議。(至確切價格尚在

研議中) 

以上措施，經濟部期望近期內(109.01.01)能夠上路。因此，經

濟部將授與本公司綠電經營執照。將來綠電也是電證合一銷售。

故其價格將比一般「灰電」高。 

為因應上述做法，業務處將於原「電能收購組」之「外購一課」

移出再成立「綠電交易組」(建議改為「再生能源電力交易組」)，

其下設「售電業務」、「規章及帳務」、「躉購作業」、「綠電系統」

等四課，須增加人力約 17人。另台電公司將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修改章程，以符實際。 

二、本(10)月 16日組織轉型因應小組會議，會中討論到因轉型台電要

一分為三，很多單位都有組織或人力膨脹情形，建議企劃處將

組織功能或業務相類似單位部門整併，或採用資源共享方式辦理，

企劃處預計明後年會陸續進行組織或業務整併。 

動員處長： 

一、有關台電工作規則修正案收到臺北市勞動局 8/8 函覆審核意見，

其中針對條文第 54 條、第 59 條有意見，本處於 9/24 團體協約

會議中經勞資雙方做成決議：第 54 條第一項其他之獎懲部份

刪除，依經濟部及本公司有關獎懲標準辦理；第 59條檢附經濟部

108年 8月 30日修正發布之「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

辦法」。修正後已於 10/8函覆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目前正在審核中。 

二、有關團體協約條文，奉理事長指示，從 7 月份開始逐條檢討，

目前已經檢討至第 20條。 

總務處長： 

一、本會因應各類會務活動製作統一外套 10/4 已驗收合格，並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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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各分會。 

二、預計 11/5-8派兩名幹部赴韓國參加 IndustriALL電力能源博覽會，

並在此期間與韓國全國電力勞動組合重新簽定交流合約(交流天數

由 6 天 5 夜更改為 5 天 4 夜)；今(108)年度韓國全國電力勞動

組合預計 11/18-22來訪交流。 

三、原韓國水力核能工會交流暫定 11/8-12，因尚未得到對方回覆，

加上時間急迫，故先行取消交流。 

 

柒、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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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追蹤辦理。 

辦理情形： 

一、勞動部於 108年 10月 7日公告(如附件 1)台電公司輪班

人員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 8小時並自公告日起生效。 

二、台電公司亦於 108年 10月 8日發函(如附件 2)依勞動部

函文辦理。 

三、勞資處於 108年 10月 9日發函(如附件 3)授權各分會與

對應單位協商調整班次等事宜。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捌、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本會 108 年 10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說  明：此次有 1個分會 1人提出申請，資料齊全，請決議。 

決  議：通過，本案結案。 

請領名單如下:第 48分會江峻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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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  由：本會「電力工會通訊」合約將於 108年 12月到期，建請同意

再續辦一年。 

說  明：今(108)年得標廠商「領航弱勢族群創業暨就業發展協會」

都有依合約按時印製，故建請再續辦一年。 

決  議：通過。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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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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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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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