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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地   點：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 2樓禮堂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名冊。 

主    席： 
吳秘書長有彬 

記錄：杜錦嫻 
邱處長土添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報告 

參、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第 一 案 

案   由：建請將修護處主任職位恢復為分類 14等、副主任職位恢復

為分類 13 等，以利修護業務之推動。 

案   由：建請恢復中、南分處主任職缺 14 等權益問題。 

上次會議決議：請人力資源處與企劃處一同赴電力工會說明並繼續協助

電力修護處爭取，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依據本公司職位歸級委員會第 179 次會議決議並簽奉核定：電力修護

處南部分處「主任」職位列等由分類 13 等調整為 13/14 等、「副主任」

職位列等由分類 12 等調整為 12/13 等，本案建請結案。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本職位列等恢復、調整案，經提送本公司職位歸級委員會第 179

次會議討論決議，南部分處主任職位恢復為分類 14 等，副主任職

位恢復為分類 13 等，並均自 108.7.19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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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擬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二 案 

案    由：建請協助解決本處赴各電廠大修出差宿舍之空間、設備、

品質等相關問題，以利大修工作之進行。 

案    由：政府積極推動綠能，燃氣電廠新機組即將陸續加入營運，

歲修人力及出差宿舍將更顯不足，宜未雨綢繆以利業務推

展。 

案    由：請加速規劃興建通霄電廠大修備勤宿舍。 

案    由：為維持電廠大修工作品質，建請發電處儘速規劃宿舍及休

息室事宜。 

案    由：發電機組大修時，請電廠提供修護處員工大修宿舍。 

上次會議決議： 

一、併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第二、三案討論。 

二、請發電處就大修宿舍、大修辦公室、休息室不足部份全力協助電

力修護處提供，以維電廠大修工作品質，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電廠 空間、設備、品質等 
改善項目 執行情形 結果 

大潭 

1. 宿舍尖峰人力需求 230
間:單一機組需求約 110
間，機組重疊 MI-150-
180 間。 

2. 大潭大修工作間暫時安
排於建廠大樓 2 樓，日
前施工處要求本處淨空
歸還，以利其整修。 

1.丙棟宿舍將於 109 年 3 月 15 日
交還大潭電廠，不足部分仍以採
購出差住宿因應。 

2.依據營建處時程表:大修備勤宿
舍預計將於 110 年 6 月 13 日完
工，並於 8 月將提供 180 間。 

3.大修工作間將配合營建處完工
後搬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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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 

1. 宿舍尖峰人力需求 150
間。 

2. 107-109 無宿舍 
(1) 新#2 機(94 天) 

108/1/17-4/20  
(2) 新#1 (TG/89 天) 

109/2/22-5/20 
(3) 新#2 機(71 天) 

109/10/22-12/31                   

1.107-109 年無宿舍，以採購出差
住宿因應。 

2.目前廠內單身備勤房屋由北部
施工處及電廠配住，無多餘之單
身備勤房屋可提供大修出差人
員住宿。 

3.特品倉庫新建 64 間大修單身宿
舍預估 111 年年底完工，可提供
本處使用。 

 

通宵 
宿舍不足，目前僅提供 60 間
(尖峰人力 200 人)，尚不足
140 間，需租旅館因應。 

目前僅提供 63 間，宿舍不足 137
間，需租旅館因應。 

 

台中 
電廠目前提供 67 間；尖峰
人力 140 人尚不足 73 間。 

電廠提供:甲棟 4 間，A、B 棟 64
間，合計 68 間，尚不足 72 間。 

 

興達 

衛浴設備改善工程電廠今年
無預算。 

1.108-109 年可提供之大修宿舍約
136 間，參考大修排程應尚敷使
用。 

2.110 年燃氣機組更新改建，屆時
規劃興建單身備勤宿舍，俟完成
後大修宿舍可充足提供。 

 

大林 
宿舍需求 105 間。 
 

電廠提供宿舍 66 間共 118 張床
位，目前分配勉強夠用。 

 

發電處說明： 
【協和電廠】： 
1.目前已完成修繕一棟房屋可提供雙人房 14 間，及通舖 2 間(可住 20
〜30 人），並已完成購置冷氣機、洗衣機、烘衣機及飲水機，床舖、

桌椅、置物櫃已洽修護處購置中。 
2.提供 3 號倉庫 4 樓 1 間及 4 號機 EP 控制室 1 間場所，做為大修辦公

室。 

【大潭電廠】： 
1.考量 109 年 4~5 月約有 89 名新人進用至大潭，修護處借用之 34 間

丙棟雙人房備勤房屋，請配合最遲於 109 年 3 月 15 日全數交還大潭

電廠，另未來修護處特簽旅館採購相關事項，大潭電廠將大力協助及

配合。 
2.110 年 8 月建造完成大潭電廠大修宿舍 180 間可供修護處使用。 
3.大修辦公室、休息室 2 層樓預計 108 年 12 月可完成。 



第 4 頁，共 10 頁 

【林口電廠】： 
1.經洽北部施工處，大潭電廠宿舍約 110 年 8 月建造完成。屆時北施

處撤離後，單身宿舍將移轉電廠管理，即可提供單身備勤宿舍供修護

處人員使用。 
2.已奉准於特殊備品倉庫新建工程新建 64 間大修單身宿舍，經詢營建

處表示同一地號無法申請 2 張建照，需待另案北部施工處已申請之

圍牆及車庫建照經新北市政府同意後，方可接受林口電廠委辦特殊

備品倉庫新建工程及 64 間大修單身宿舍新建工程。 
3.電廠目前暫無單身宿舍可供大修人員住宿。 
4.已提供永二倉庫空間做為大修休息室，另已向北部施工處借用建廠

大樓 2 樓 1 處場所，做為修護處大修辦公室。 

【通霄電廠】： 
1.108 年通霄電廠可提供大修宿舍 62 間，不足部分由修護處租用外部

旅館因應。 
2.109 年農曆年前中施處可再歸還 9 間備勤房屋，含原可提供之 62 間，

共計可提供 71 間大修宿舍。 
3.通霄電廠第二期更新改建計劃中，更新改建後預計於 116 年大修大

樓改建成 7 層樓 160 間大修宿舍。 
4.另提供舊福利社、修理工廠、勵進大樓 2 樓為大修休息室，舊保警大

樓 1 樓供做大修辦公室及休息室。 

【台中電廠】： 
1.108-109 年共提供 68 間單身備勤房屋，供修護處支援電廠大修之員

工使用，不足部分請另租用外部旅館因應，有關提供之大修宿舍修繕

事宜，皆配合辦理。 
2.台中增建燃氣機組已規劃新建單身備勤房屋 240 間，預估約 111 年 4
月完成交予電廠使用。屆時原有單身備勤房屋，至少有 A 棟 32 間、

B 棟 32 間、C 棟 32 間、D 棟 32 間、E 棟 62 間等共計 190 間，可全

部改為大修宿舍，提供修護處支援電廠大修之員工使用。 

3.提供#1、2 機地下室、#7、8 機地下室及#9、10 機地下室計 3 間做為

休息室。 
4.另提供#3、4 機 1 樓及煤控大樓 2 樓、勵進廳 2 樓做為大修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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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電廠】： 
1.108-109 年可提供廠內單身備勤宿舍 66 間，其中 52 間為上下鋪，共

118 床位。 
2.提供電廠維護大樓辦公室 2 間作為大修辦公室、舊開關場辦公室作

為現場休息室。 

【興達電廠】： 
1.108-109 年可提供之大修宿舍約 142 間。 
2.110 年燃氣機組更新改建屆時計畫亦規劃興建單身備勤宿舍，屆時完

成後，大修宿舍可充足提供，有關提供之大修宿舍修繕事宜，皆配合

辦理。 
3.另提供舊勵進廳 1 樓為大修辦公室，2 樓為大修人員休息室。 
本次會議決議：請北、中、南電力修護處於各電廠大修前請事先派員

勘察各電廠大修宿舍、辦公室不足及待修繕事宜，並

於勘察後向發電處提出改善、更換設備等相關需求，

由發電處持續協助處理，本案繼續追蹤。 

 

第 三 案 

案    由：為避免本處大修機組修護技術勞務工作人員因未有相關證

照及經驗而造成不良的品質及工安事故，建請簽訂契約內

容之會議應邀北、中、南分會常理參與。 

上次會議決議：有關契約修正會議，電力修護處會邀請北、中、南三位分

會常理參加，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109-111 年發電機組修護技術性勞務工作承攬契約書及規範書修

訂會議，已於 108 年 10 月 22、23 日於電力修護處召開，會中邀

請陳常監國龍、北、中、南工會分會常理、法律事務室、電力修

護處第二、三工作隊、政風組、會計組、人資組、工安組、管理

組、經營組、中部分處、南部分處及本處處長與各副處長與會，

經各方代表充分表達意見，期以符合實務需要，並提升工作安全

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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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 四 案 

案   由：請正視 47 期以後僱用人員正、副領班無法支領領班加給問 

         題。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考量激勵員工士氣、傳承核心技術以順利推展業務，恢復第 47 期

以後養成班同仁擔任領班(副領班)得支領加給確有必要，本處業

於 3 月 14 日函報國營會爭取。 
二、國營會於 4 月 17 日、5 月 3 日召開會議，由本處、相關主管處及

工會與會說明，嗣就會中所提意見，撰寫檢討報告並於 5 月 28 日

再次函報國營會，經濟部遂於 6 月 17 日正式行文行政院審核。 
三、行政院於 108 年 8 月 5 日函請經濟部本於權責核處，本處嗣後多

次赴國營會與會研商相關議題，國營會遂於 10 月、11 月多次來

信請本公司補充相關資料，本處刻正配合辦理後續答復事宜並繼

續爭取。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第 五 案 

案    由：修護處未來將搬遷至林口，員工面臨往返公司的路程增加， 

         公司有何協助措施？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一、摘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務車輛管理要點」： 
   六、公務車輛之調派依下列規定辦理： 

     (十)接送員工上下班之交通車應採收費方式處理，其收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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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由秘書處另定之。 
    七、公務車輛之租賃依下列規定辦理： 

     (三)接送員工上下班之交通車得商請各有關福利部門代辦租

賃車輛接送，費用由乘車同仁共同負擔。 
二、經核對現行規定，本處搬遷林口新址後，並不符可提供交通車接

送員工上下班。訓練所林口核能訓練中心於民國 82 年 8 月成立至

今亦無正式提供交通車接送員工上下班。 
三、為考量員工上下班之安全，建議搭乘機場捷運線至林口長庚醫院

站，捷運站至本處林口新址間之短程駁運再由管理組研議可行方

法辦理接駁。或商請福利會代辦租賃車輛接送，費用由乘車同仁

共同負擔。 

四、本案建請結案。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結案。 

 

第 六 案 

案    由：建請重視本處赴各電廠大修其大修宿舍之修繕、設置議題。 

上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辦理情形： 

電力修護處說明： 

水力電廠 空間、設備、品質等改善項目 執行情形 結果 

蘭陽天埤 1.宿舍尖峰人力 15 人。 
2.僅提供 11 間，不足部分住圓

山宿舍。 
3.公共浴室。 

建請改為單身套房 
 

蘭陽圓山 1.宿舍尖峰人力 20 人。 
2.宿舍老舊，房間內沒有電視、

且隔音差。 
3.公共浴室。 

建請改為單身套房 
 

水力電廠 空間、設備、品質等改善項目 執行情形 結果 

桂山 1.宿舍尖峰人力需求 20 人。 
2.僅整修二棟計 8 間；餘請盡速

建請改為單身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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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 
3.公共浴室。 

石門 1.宿舍尖峰人力需求 30 間。 
2.無提供宿舍。 

住宿旅館。 

 

 

卓蘭 1.宿舍數量足夠。 
2.環境優。 

沒問題  

大甲溪天

輪、馬鞍 

1.宿舍足夠。 
2.公共浴室。 
3.電熱水器容量不足加班同仁

下班時如排第二輪洗澡需再

等候一小時才有熱水。 

建請改為單身套房 

 

 

萬大 1.宿舍足夠。 
2.日式建物老舊。 

建請改善 
 

大觀 1.宿舍足夠。 
2.公共浴室。 

建請改為單身套房 
 

明潭 數量不足缺口約 30 間。 建請增加數量 
 

曾文 1.未提供出差宿舍。 
2.大修 40 人，小修 10 人。 

建請發電處協助解決 
 

高屏電廠

六龜 

1.尖峰人力 24 人。 
2.數量足夠；惟房舍嚴重失修，

建請迅速改善。 

經洽高屏電廠了解，有

些宿舍因涉文資法而

暫不處理。目前有 14
間宿舍，正尋找廠商規

劃整修。 

 

高屏電廠

竹仔門 

1.尖峰人力 25 人。 
2.僅提供 5-6 間房間數量不

足。 

建請增加需求量  

 

發電處說明： 

【協和電廠】： 

1.提供之大修宿舍已重新粉刷，冷氣機、洗衣機、烘衣機及飲水機已購

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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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床舖、桌椅、置物櫃已洽修護處購置中。 
 
【大潭電廠】： 
電廠大修宿舍建置僅 15 年，建築結構完整，尚無年久失修之情形。 
 
【林口電廠】： 
電廠目前暫無單身宿舍可供大修人員住宿。 
 
【通霄電廠】： 
109 年通霄電廠可提供大修宿舍 71 間，冷氣機、寢具等皆已準備完成，

通霄電廠第二期更新改建計劃中，更新改建後預計於 116 年大修大樓

改建成 7 層樓 160 間大修宿舍。 
 
【台中電廠】： 
1.108-109 年共提供 68 間單身備勤房屋，供修護處支援本廠大修之員

工使用，不足部分請另租用外部旅館因應，有關提供之大修宿舍修

繕事宜，皆配合辦理。 
2.台中增建燃氣機組已規劃新建單身備勤房屋 240 間，預估約 111 年 4
月完成交予電廠使用。屆時原有單身備勤房屋，至少有 A 棟 32 間、

B 棟 32 間、C 棟 32 間、D 棟 32 間、E 棟 62 間等共計 190 間，可全

部改為大修宿舍，提供修護處支援本廠大修之員工使用。 
 
【大林電廠】： 
電廠提供大修人員住宿之廠內單身備勤房屋，係屬新建房屋，無修繕 
事宜。 
 
【興達電廠】： 
1.108-109 年可提供之大修宿舍約 142 間。 
 
2.110 年燃氣機組更新改建屆時計畫亦規劃興建單身備勤宿舍，屆時完

成後，大修宿舍可充足提供，有關提供之大修宿舍修繕事宜，皆配合

辦理。 



第 10 頁，共 10 頁 

 
【高屏電廠】： 
六龜宿舍區房屋作為六龜機組大修人員出差宿舍之用，108 年 11 月

請建築師規劃設計修繕工作，房間數量計有雅房 14 間、浴室 8 間。

目前依前大修時電力修護處住宿人員提出之使用需求，規劃進行宿舍

區房屋修繕工作，以提升同仁居住生活品質，預計於 110 年 12 月前

完成整建工作。 
本次會議決議：本案繼續追蹤。 

 

肆、散會 

 

備註：下次電力修護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68 分會〈電

力修護處南部分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