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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第 11 屆第 36 次勞資會議紀錄 

一、時    間：109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    點：總管理處 208 會議室 

三、主    席：張代表廷抒(專業總管理師)               紀    錄：張鈞涵 

四、出(列)席人員 

勞方代表：蕭鉉鐘(副理事長)、李煥文、周德澄、陳木鑫、何家進、徐清芳

(請假)、鍾福榮、李德綸、練瑞愷、陳國禎、廖榮建、李政道、

陳珮倫、高周元、郭律佑 

資方代表：張廷抒、李崇賓(胡珪渝代)、沈國揚(許一女代)、許國隆、許永輝

、鄭運和、張劉國(陳夢麟代)、陳麗容、蘇惠群、陳銘樹、吳永

城、蕭勝興、余啟瑞(邱耀昌代)、宋祥正、江明德(邱文益代) 

勞方列席：林子斌、蕭信義、黃崇殷、黃文峯、黃信憲、陳福財、劉慧玲 

資方列席：許芳玲、吉玲玲、吳珍妮、宋文琦、張小燕、劉于瑄、楊淑蘭

、張鈞涵 

五、報告事項： 

本公司經營概況：如附件 1。 

六、相關詢答事項：如附件 2。 

七、討論及結論事項：如附件 3。 

八、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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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109年 4月份經營概況報告事項 

一、員工動態：(截至 109 年 4 月 14 日止統計資料) 

(一)正式員工共計 27,334 人 

  1.派用人員 12,867人(男性：10,643人；女性：2,224人) 

  2.僱用人員 14,467人(男性：12,630人；女性：1,837人) 

 (二)正式員工異動狀況： 

項目 

 

類別 

派用人員（人） 僱用人員（人） 
派、僱用人員 

合計 
備註 

4月 累計至 

4月 
4 月 

累計至 

4月 
4月 

累計至 

4月 
 

新進人員 15 63 280 438 295 501  

離職人員(含退休) 78 310 183 463 261 773  

二、業務概況：（109 年 4 月） 

項目 當月 全年累計 
與去年同期 

比較(%) 

與去年同期 

累計比較(%) 
備註 

(一)供電量(百萬度) 17,534 69,953 -4.3 1.2  

(二)售電量(百萬度) 16,852 67,302 -1.0 2.1  

(三)電費收入(百萬元) 40,120 161,355 -2.6 1.5  

(四)平均單價(元/度) 2.3807 2.3975 -1.6 -0.6  

(五)用戶數(千戶) 14,441  1.3   

三、財務概況： 

單位:億元 

項目 

109年 4月 全年累計 

實績 

(A) 

去年同期

(B) 

差異

(A-B) 

與去年同期

比較 

比較 

(A-B)/(B) 

實績 

(C) 

去年同期

(D) 

差異

(C-D) 

與去年同期

比較

(C-D)/(D) 
總收入 420.74  422.62  -1.88  -0.44% 1,691.20 1,654.99  36.21  2.19% 

總支出 455.34  518.05  -62.71  -12.11% 1,799.02 1,923.23  -124.21  -6.46% 

稅前盈餘 

(虧損-) -34.60  -95.43  60.83  -63.74% -107.82  -268.24  160.42  -59.80%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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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30 

(A) 

108.4.30 

(B) 

差異 

(A-B) 

資產(C)   20,720.27    20,208.68  511.59  

負債(D)   17,690.30    17,625.39  64.91  

股東權益    3,029.97     2,583.29  446.68  

負債比率%(D/C) 85.38% 87.22% -1.84% 

四、組織轉型推動概況：請參考附件。 

五、其他 

(一)本公司電費欠費資料如次： 

迄至109年4月底止，本公司電費欠費數約為2.86億元。 

 

 (二)本公司外購電力資料如次： 

單位:百萬度 

項目 109年4月 108年4月 
與去年同期

差異 

109年 

1~4月 

汽電共生 416 530 -21.51% 1,894 

IPP 2,968 3,154 -5.90% 12,603 

再生能源 575 363 58.40% 2,189 

合計 3,959 4,047 -2.17% 16,686 

 
(三)有關配合政府政策電費紓困金額，經濟部電費紓困預算羅列 60 億，本公司目

前初估電費減免金額 146 億，若疫情更加嚴峻，最高減免金額預估可達 200

億元，此部分將列計明年檢討之政策性因素，不影響本公司考成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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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轉型動態資訊 

一、近期轉型相關重要會議及討論議題如下： 

(一)轉型工作會議 

第 25、26 次會議分別於 3 月 4 日及 4 月 28 日舉行，分由法務室及調

度處第二次對「本公司執照及許可」及「調度處未來應移出業務及歸

屬」進行報告，皆已有階段成果，將安排提報轉型推動會報報告。 

(二)高階討論會議 

第 12次會議於 4 月 29 日舉行，由財務處就「母子公司房地資產劃分

原則」報告，獲董事長裁示後續提報轉型推動會報報告。 

二、轉型推動資訊及推動會報會議紀錄(含簡報資料)，請至W3 網站/焦點訊息/

電業法及轉型/公司轉型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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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第 11屆第 36次勞資會議詢答事項 

一、 勞方代表詢問：台電文創商品頗受好評，為凝聚台電同仁的認同感，公司

對於同仁購買商品除不定期滿額折扣外，是否有考慮員工

購買直接享有折扣之規劃？ 

辦理情形： 

新事業開發室說明： 

感謝大家對於台電文創商品之期待與支持，台電文創購物網站甫於去(108)

年上線，目前係向業界租用平台，無法與公司人事資料庫做連結，以致無

法辨識員工身分，直接對員工優惠。台電文創創始初期即有對員工提供優

惠之構想，但提供台電同仁直接購買優惠，涉及資通安全，以及同仁個資

外洩疑慮等問題，尚需時間克服，故先推出不定期的優惠活動，以滿足大

家的期待。 

 

本次會議結論：經新事業開發處說明，本案結案。 

 

二、 勞方代表詢問：因應 109 年 4 月 28 日人力資源處發布，設立正副領班條

件是否恰當？並檢討針對各事業部新增組織設立正副領

班職位。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考量領班、副領班人員肩負每位工作人員工作安全重任，前報部爭取

開放 92 年後新進人員擔任領班、副領班者得支領加給，其中含訂定

領班、副領班之選派資格條件如任職經歷、考核、獎懲、證照或訓練

，經濟部於本(109)年 1 月 22 日同意辦理，並指示須落實上述歷次報

部管理精進措施。 

二、嗣後如各單位因業務增加或組織新增等因素，致需增設領班、副領班

者，請依該要點相關規定及程序簽報，俾使併同年度預算員額提報經

濟部核定。 

 

配電處說明： 

目前配售電系統已奉核准之領班數有 582 班，目前陸續成立巡修課與施工

班，估計約 44 班符合新增組織及業務擴充，本處預計 10月彙整並預估明

年將新增的班數，並簽報人力資源處，後續依相關規定處理。 

 

本次會議結論： 

請發電處檢視發電系統內正、副領班設置與員額狀況，本案繼續追蹤。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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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勞方代表詢問：請問台電公司目前工作服採購流程作業方式？以利各單位

採購小組提早因應。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本公司工作服預算屬管制性項目，不可超支流用，預算均提前 2年度

編列，並於核撥前函請各單位再次確認當年度合於製發工作服之人數

，據以作為核撥基準。以本(109)年度為例，因配合行政院核定預算時

間，工程及營運單位之預算分別於 108 年 12 月及 109 年 4 月核撥予

主管處與相關單位。 

二、 各單位因工作特性及工作安全等各項考量，致工作服採購樣式需求不

同，爰無法統一規範採購及驗收時程，惟工作服採購係本公司每年度

既定之工作期程，建議可自每年 3月起逐步規劃各項採購細節，如：

工作服樣式、材質、顏色及編擬招標文件等，並於招標文件保留人數

差異彈性，俾預算核撥後可立即啟動採購作業，以應工作需要。 

三、 本公司將努力確保工作服預算，並請各單位考量單位內現場技術、第

一線業務、新進人員等需求，統籌合理運用工作服預算。 

 

本次會議結論：本案繼續追蹤。 

 

四、 勞方代表詢問：請問有關組織調整之「資源共用」及「人力精簡」原則？ 

說明： 

一、若有因業務量增加致人力緊澀之虞，事業單位應如何因應？ 

二、再則，工程、發包、驗收量增加，使得組織擴大，其業務量增加，人

資、會計、政風應非以兼職方式來辦理。請公司因時因地制宜。 

辦理情形： 

企劃處說明： 

一、 鄰近地區人資、會計、政風採兼辦業務係依照經濟部指示辦理，也是

該部對本公司員額評鑑考核重點項目。 

二、 基於人力有效運用、資源共享服務及未來業務發展，本處曾於 106 年

4 月 28 日邀集人力資源處、會計處、政風處等單位討論，達成會議共

識，其中仍維持鄰近單位人資、會計、政風業務採兼辦為原則。對於

現行兼辦及被兼辦單位，如遇業務量增加窒礙難行，於補充人力後，

仍難以配合兼辦者，得採例外管理作法，請人資、會計、政風等處會

同主管處檢討評估並敘明具體理由，依行政程序個案簽陳予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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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資源處依前述會議紀錄修訂並頒布本公司「鄰近單位會計人力資

源及政風業務兼辦要點」在案。 

四、 有關核火工程處北部及中部施工處辦公場所配合各項新興及在建計

畫分別移至大潭發電廠及台中發電廠廠區，考量大潭電廠及台中電廠

會計、人資及政風業務繁重，採兼辦業務有其窒礙難行之處，於奉總

經理同意後，兩單位之會計、人資及政風解除兼辦案，業於 4 月 30

日發布施行並刊登電子公布欄周知各單位。 

五、 本案建請解除追蹤。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 依據 109 年 3 月 19 日奉核定簽箋，北部及中部施工處之人資業務與

各該鄰近發電廠之人資業務，得以免採兼辦方式辦理，以提升人資服

務效能並利工程之推動。 

二、 至南部施工處將配合後續搬遷至興達電廠廠區，再予重新檢討人資主

管之派任方式。 

政風處說明： 

一、本案業於 109年 3月 19日奉總經理核定：「解除北部、中部施工處分別

兼林口、通霄電廠政風業務，以及中部施工處政風經理不宜兼辦台中發

電廠政風經理職務」。 

二、本處將依各單位工程進展核實派任林口電廠及通霄電廠政風經理職位。 

 

本次會議結論：本案結案。 

 

五、 勞方代表詢問：因應政府積極推動太陽能光電政策，導致各區營業處業務

量遽增，建請公司加速人力補充，以解決缺額問題。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有關因應政府積極推動太陽能光電政策，導致各區營業處業務量遽增

之人力補充問題，本公司已將此需求納入 110 年度預算員額案報部申

請增編員額，惟經濟部 109 年 4 月 13 日核復略以，本公司「勞動生

產力」指標未符增員標準，予以緩議。 

二、基上所述，上揭人力需求請配售電事業部及主管處視各項業務重要性

及急迫性，調節現有人力或新進人員配置因應。 

三、另因應配售電事業部太陽光電新增業務，公司在上級嚴格管控整體員

額之情形下，近年已優予增配人力，亦於 109年度新進職員甄試暫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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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名額支應，仍請配售電事業部及主管處視整體業務增減及業務推動

重點，充分調配及運用人力，如確有人力需求，將於未來年度伺機向

上級機關爭取增員。 

 

業務處說明： 

一、本案請增員額人力補充部分，依據人力資源處晒請配售電事業部策劃

室有關經濟部審查本公司 110 年度預算員額案核定結果，因本公司「

勞動生產力」指標未符合增員標準，故未獲同意。 

二、又 109 年新進職員甄試奉核增補本事業部 20 名支應再生能源業務之

人力需求，業已視各區處再生能源業務量變化情形分配相關區處，爰

請各區處仍應合理運用新進人力，彈性調整人力配置，並落實人才培

育與技術傳承及人才留任相關事宜。 

三、本案建請予以結案。 

 

本次會議結論： 

因應預算員額請增困難，請各主管處持續針對人力增配滾動式檢討與管理

，本案結案。 

 

六、 勞方代表詢問：公司各電廠選擇舊制結清同仁自 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7 月 1日止，比照退休人員加班控管，惟渠等人員均屬資

深核心要進人員，勢必影響大修工期與品質，請問公司如

何因應﹖ 

辦理情形： 

發電處說明： 

一、有關勞工退休金舊制結清作業，經統計各水火力電廠辦理結清同仁為

1,037人(水力電廠198人、火力電廠839人)。選擇舊制結清同仁，於加

班控管期間，請依經濟部及本公司加班控管相關規定辦理，由各單位

主管衡酌加班指派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辦理，並應事前陳報總經理核

定。 

二、考量各廠參與舊制結清人員隸屬部門分布不一，且非所有電廠機組均

列入本(109)年6月底前大修排程，建議電廠如因同仁參與舊制結清，

致可能影響大修工期與品質情形時，請電廠確依前項加班控管規定辦

理，如仍有疑義，本處再予協助。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有關選擇舊制年資結清人員，於結清日(109 年 7 月 1 日)前 6 個月，

比照屆齡退休人員前 6 個月進行加班控管事宜，係上級機關要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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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年資結清之協議事項，前已建請各單位依所屬單位人員選擇辦理

結清結果，儘早規劃人力調度因應。 

二、各單位已依本公司 108 年 12月 10 日辦理舊制年資結清函文，比照屆

齡退休人員辦理加班控管，各項加班人力安排涉及參加結清人員部分

，各單位已依規定辦理。 

 

本次會議結論：本案繼續追蹤。 

 

七、 勞方代表詢問：夜間是否可活線作業﹖夜間工作照明設備公司是否有相關

規定、統一的規範﹖ 

辦理情形： 

配電處說明： 

一、本處已修訂「活線作業」標準程序書(SOP)部分條文內容，增加夜間

從事活線作業需充足照明設備之敘述，於 109 年 3 月 11 日以配字第

1098025667 號函知各區營業處應針對現場作業之種類、特性修訂，

並於配售電事業部網頁更新。 

二、本案建請解除追蹤。 

 

工業安全衛生處說明： 

經洽配電處，該處已於 109 年 3 月 11 日修正活線作業 SOP，增加夜間從

事活線作業需充足照明設備之相關說明及防護措施。  

 

本次會議結論：本案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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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第 11屆第 36次勞資會議討論及結論事項 

一、 1136-提案討論 1 

案由：建請修訂高溫作業危險加給規定。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查本公司高溫作業係以勞動部訂定「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第 2

條所列，易致勞工高溫危害之項目（如附件 3-1）為限，戶外作業尚非

屬上開範圍。有關爭取高溫作業增列適用範圍及對象事宜，仍宜據職安

法令說明該等增列項目易導致危害情形，較能獲得主管機關認同。 

本次會議結論： 

本案請工業安全衛生處召開專案會議或於職業安全委員會議提案討論，本案

繼續追蹤。 

 

二、 1116-提案討論 1 

案由：建議台電公司調高評價人員職等至 15、16等。(列冊追蹤序號 6)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有關建請將評價職位提高至 15、16 等一節，因涉及整體國營事業現

行制度更易之通案性問題，本公司曾於 99 年 10 月 21 日以電人字第

09910072031 號函、99 年 11 月 17 日以電人字第 09911070921 號函

補充說明，建請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同意將評價職位列等提高至

15 等，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復於 99 年 11 月 16 日以經國一字第

09900193540 號函、99 年 11 月 18 日以經國一字第 09900198960 號

函，移請經濟部人事處主政。 

二、至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前於 107 年 10 月 24 日召開「事業機構評

價職位人員最高列等提高至評價職位 16 等」會議，邀集各國營事業

(包含中油、台水、台糖)共同研商，惟本次會議結論為「評價職位

16 等已相當分類職位 10 等基層主管，考量領導管理、評價與分類

人員間之衡平性及人事制度穩定性，仍予維持評價職位 14 等」。 

三、本處擬俟機再向上級機關爭取提高評價職位列等及設置比例事宜。 

本次會議結論：本案繼續追蹤。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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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41-提案討論 1 

案由：建請公司將退休金提撥率由 6%調高至 12%。(列冊追蹤序號 4) 

辦理情形： 

人力資源處說明： 

一、查勞工退休金條例(以下簡稱勞退新制)施行後，為保障勞工之退休

金權益，依規定雇主每月負擔之退休金提繳率，最低下限為 6%，

雖無最高上限之規定，惟現行經濟部所屬各事業單位依法每月為適

用勞退新制之純勞工身分者，提繳之退休金均為工資的 6%。另因

本公司係屬國營事業，各項預算來源須經上級機關核定，有關退休

金提繳率之調整，尚非本公司獲授權之範圍。 

二、 本公司前已多次建請經濟部酌予調高退休金提繳率，後續將配合該

部針對退休權益衡平性、財務負擔等因素考量之結果，適時整體規

劃。 

 

本次會議結論：本案繼續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