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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第6屆第18次理事會暨107

年度第一次小組長聯席會議

�107年度台電工作考成項目之「勞安事故」乙項，遭經濟部驟然提高權重

為「5倍」。若此，則台電將自107年起，勢必年年考成拿乙等，將嚴重

影響員工權益。為此，理事長率相關幹部拜會經濟部曾次長文生及國營

會吳副主委豐盛，全力搶救台電之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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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方電力總連蒞臨本會拜訪， 

隔日並赴台中發電廠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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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慢了台北的速度

叮咚~叮咚~當你離不開手機，你的心情是否被手機綁架了?

台北是台灣的首善之區，即便其他五都陸續崛起之後，台北仍然是台灣的

政經中心。正因如此，台北的生活節奏較之其他城市，也明顯快速許多，這種情

形，從多數上班族走路的速度最容易看出。以往，有強調享受閒適生活的名士常

常強調「慢活」對生活品質提升的重要性，但是，在工商社會裡，對於許多大老

闆來說，時間就是金錢，即便是一般的受薪階級，為生活奔波，也不得不附和城

市經濟生活的節奏，所以「快」對台北的居民來說是「必要之惡」，不得不然

也。但是自從智慧型手機問世以後，我發現台北開始慢下來了！

台北為什麼會慢下來？是台北人幡然醒悟嗎？不是的，是匆忙的台北人，被

科技催眠後，沉溺在(手機)社交軟體、垃圾訊息無窮無盡的誘惑中，而逐漸忘卻

生命中更重要的事。當人們的眼光只在些許方寸間移動，視界就越來越狹仄，而

前行的步伐也就不知不覺地緩慢下來了！

緩慢下來不好嗎？沒什麼好不好，潮流所趨，本就利弊參半，難有定論。然

而，人類的文明，社會、經濟的發展，應該被海量的資訊垃圾埋葬嗎？人的生命

短暫，時間有限，以有限的時間去競逐無限的訊息，就只為滿足好奇心嗎？在資

訊海中浮沉，什麼才是渡海的方舟？何方才是可靠的津渡？名士的「慢活」自有

他的風流，而芸芸眾生心無定見，卻學步邯鄲，徒惹「效顰」之譏，豈不可笑復

可悲！

林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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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不覺中參與工會服務

已逾二十載餘，先後歷經分會幹事、常

務幹事的含露孕育，復由總會代表、理

事、常務理事滋養茁壯，再受委以勞工

董事重責磨練成長，一路來見證了工會

自早期的紛擾、中期的改革至目前的全

盛時期，也見識到了公司的營運起浮及

管理良窳，點滴心路歷程常伴眼簾，每

思之彷如昨日。

工會從早期的衝撞，到資方覺醒

後改變溝通方式使勞資雙方得以坐下

來協商談判謀求共識，應當歸功於總會

歷屆理事長之運策帷幄及用心經營暨會

務幹部們的通力合作、和諧共榮使然，

只要能眾志成城必當攻無不克、爭無不

勝。謹將個人從事於工會服務面向之相

關階段，略述分享於後：

一、分會vs培育

民國80年代初，工會體制受歐、

美勞工意識覺醒的衝擊及影響，有幸接

任第１４分會(彰化區處及中資中心) 第

一位由勞方主導當選之常務幹事，當時

回首『工』門來時路 

受制於資方的刻意刁難及百般阻擾，推

動會務困難重重；所幸憑著一股熱誠，

先從會員知的權益著手，即時以不同顏

色紙張分別傳達攸關同仁權益之各項訊

息至基層，引起會員的注意重視，啟迪

基層同仁勞權意識的抬頭。

積極參與區處內各相關委員會運

作。勞資會議中配合分會訴求，經繁

複折衝，終於讓資方同意服務所聯合值

勤同仁值夜翌日即可補休之重大權益捍

衛。福利委員會中去除不合理之相關潛

規，將當時舉辦長途旅遊時由資方先派

遣相關人等做行程預遊之陋規屏除，另

突破福利金之開銷過於保守，逐年降低

累積盈餘，適時將福利回饋同仁；相關

福利業務採購案，嚴以把關並提出積極

作為，避免付高價卻購買到劣質品。升

遷甄審會中堅守公正、公平、公開立場

不徇私的為事業單位舉才，頗獲勞資雙

方肯定。勞(職)安會議中要求資方務必

正視工作安全，加強施工車輛、機具、

設備之維修及汰換以確保同仁施工安

全。以上種種促使勞資雙方為共同改善

劉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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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權益而協心努力，成效良好，普受

會員讚同。

費心鑽研相關勞動及公司規章(尤

其是人資規章)並於勞資溝通協商中據

依表達，讓資方就相關爭議點易於認同

勞方論述。熟讀規條亦能造福同仁，某

位因病成殘同仁謝君，家境困頓，於2

年特種病假期滿欲辦理『強制退休』之

際，特主動代協商人資部門改為『應即

退休』以符合電力工會團體互助金給付

請領資格，助謝君有尊嚴的走完退休後

的人生餘命，不啻為人間功德一樁。

二、總會vs涵養

離 開 分 會 幹 事 會 後 轉 任 總 會 代

表、理事、常務理事，憑恃不伎不求全

力服務會員的心態，努力從事總會職務

所賦予的責任與任務。任職常務理事期

間，承施朝賢理事長之命，擔任督導台

電公司『工安委員會』及『團體協約』

召集人。擔職督導工安委員會期間，嚴

正要求公司應比照警消購買透氣雨衣給

從事現場工作人員使用，透過全體委員

努力爭取，事業單位終於同意編列七千

萬採購，可惜受制當時在野立委強力杯

葛並透過媒體大肆曲解報導，導致胎死

腹中，真的令人扼腕；爾後續經總會成

立專案爭取不懈，使得先前計劃購買且

已經統計完成之透氣雨衣，得以按實購

買核發完竣並擬再次採購以補足遺漏。

銜命擔任團體協約召集人期間，

戮力促使勞資雙方團協代表共同用心研

商，針對條文字字斟酌，力求完善與面

面俱到，其中為了力保分會秘書得予半

日或全日辦理會務(與分會常務理事同

等會務假)，折衝了大半年，資方才同

意該條文之修正，開創了國內已訂定的

團體協約中秘書取得最踏實會務假的先

驅。

從事四年多的團協召集人期間，

將前後已會商協談達二十餘年始終皆未

能取得勞資共識的團體協約，終於完成

初版定稿，經送濟部國營會審理來回多

次修正，最終在胡國康理事長帶領團協

成員及總會幹部直赴國營會溝通協談後

完成定案。劃時代的一刻來臨，台電公

司與電力工會，於１０５年１０月２４

日由丁作一理事長與朱文成董事長在總

公司共同簽訂『團體協約』歷史性畫

面，將是確保同仁工作權益的最有效依

歸。

三、勞工董事vs淬煉

人生變化無窮，承蒙總會長官及

先進的支持，在１０３年５月榮任台電

勞工董事一職，方有機會較深入瞭解各

系統經營管理範疇，為彌補對各系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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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認知不足，二屆勞工董事任內，所研

讀過的資料堪稱『書』台高築、博覽群

籍絕不為過。

諸 凡 動 則 千 億 元 的 電 廠 更 新 設

置、輸電土地的取得與運用、配電系統

的維修與建置，其預算的編列與運用，

可說是琳瑯滿目，目不暇給。此時，就

像回到了學生時期重拾書本一樣努力看

資料，不懂就請教前輩同仁；起初最有

興趣看公司的研究案，跟主秘室要剛出

版的所有研究案，有人還開玩笑的問我

看得懂嗎？真的是有看沒有懂，只好請

相關系統的同仁幫忙解惑，也請他們給

了一些建議，在這幾年中感受到成長了

不少。

我們三位勞工董事執事總以總會

馬首是瞻，心繫著須與總會站在同一陣

線的理念，舉凡配合總會要求的車輛汰

換、同仁中午免刷卡、單位節電燈管改

裝ＬＥＤ、獎金之編列等，皆能不辱使

命完成。

我 來 自 配 電 系 統 配 電 設 計 員 出

身，對配電系統的自動化各項建置稍有

瞭解。總會在董事會提問配電系統自動

化的改善事項，因先前曾代表工會赴日

本及韓國交流參訪，深刻體認到了他們

的進步並對台電高層提出一些建言，或

許，高層認為我有興趣更深入去瞭解國

外的進步情況，遂派了楊崇和副處長協

同赴日參觀研習五天，扣除路程實際考

察時間只有三天。第一天安排拜訪當地

一個世界級的顧問公司，聽取他們對電

力系統自動化的看法，當日亦巧遇一位

來自德國的退休能源副部長，也參予一

起討論，研討過程讓我有茅塞頓開的感

覺。第二天我們到了日本中部電力公司

去拜訪，並實際觀看了自動化操作室及

智慧型電表的運用，的確他們的設備比

我們齊全，其智慧型電表只設定了偵

測、抄表、斷電三種功能。第三天我們

到了日本中央電力研究所去拜會配電系

統研究單位，討論了未來配電系統如何

配合建置成為智慧型電網之相關議題。

三天之行讓我有了配電自動化應

如何改善的概念，並針對本公司配電

系統未來將面臨大量太陽光電等再生能

源及微電網之併網、AMI計劃之推動、

需量反應方案之執行、各自動化系統資

料介面之亟待標準化、調度監控系統需

具更高的資通安全管制之挑戰等等，在

電業自由化前應及早做好基礎架構之準

備，遂在董事會提案希望公司針對配電

自動化的系統整合搭配未來ＡＭＩ系

統，提請綜合研究所參考國外技術，將

台電目前的２１套配電自動化系統整合

成２－３套，加速規劃推動下一代先進

配電管理系統(ADMS)的運轉效能，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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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運用程度減少設備分散及維修人

力，並能搭配ＡＭＩ系統蒐集用戶數

據，回饋用戶提供用電資訊，當然，這

些設備的運作最需要的是通訊系統的建

置，若能妥適規劃佈建以光纖為主之通

訊系統，往後必能提供更具競爭力的通

訊系統及用戶加值服務。

公司應在自由化前配合實施各電

腦化建置，朝有效整合未來各系統功

能之應用，推行智慧型電網，若欲成功

推行輸配電智慧型網路，人才培育非常

重要，除了需要具備傳統輸配電系統知

識外，更需要具備ICT相關之技能及外

語能力，現階段公司晉用許多高學歷人

才，總處應提培育計劃及預算，加強人

才派往國外參予相關新知學習，以解決

現階段及未來推動智慧電網所需之人

才，並配合新一代系統之引進安排在工

作中學習，以鼓勵具此方面專才者願隨

系統未來發展持續參與，以避免人才及

技術斷層危機再現。　

公司與工會『命』繫同旋，台電

未來生命樂章的揚沸或休止，與電力

工會的譜曲彈奏息息相關。在丁理事長

主政下，今日電力工會可堪稱為自工運

風起雲湧以來最為強大之盛世，面對台

電未來的乖舛多變，只要大家能同舟共

濟，誠心服膺總會領導，台電與同仁的

權益遠景，必然是遍地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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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的高興參加107年小組長

聯席會議暨理事會議，總會的長官代

表…張處長、傳經理、各位與會的小組

長及勞資會議代表、工會代表、理事、

秘書、助理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首

先感謝各位先進對我們工會會務的協

助，使得會務能夠順利推展，小組長是

連絡會務的好角色，非常的重要，希望

新加入的小組長或是已任的小組長共同

為工會開創更新的佳績。

1. 做工程的大家除了要盡力的追趕進度

同時工安及環保也要兼顧。也請單位

注意落實安全衛生管理相關以確保作

業人員安全，致於如何預防職業災害

發生及加強交通事故的宣導預防，並

請各位會員同仁配合辦理加強落實工

台灣電力工會第61分會理事暨

第6屆第18次理事會暨107年度第一次小組長聯席會議

第61分會(南部施工處)許代表清泰

高雄大林廠新一、二號機火力發電鍋爐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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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與環保，施工架的改善，要有護欄

措施等，本處也提防護措施，防止意

外發生。 

2. 績效獎金核定，總會丁理事長交代

會員同仁低調處理，於107年5月9日

已結發。至於工作獎金預定7月份發

放。

大林電廠風華再現

高效率機組

減少每度電之用煤量及CO2排放量

1. 使 用 超 超 臨 界 鍋 爐 ， 汽 機 控 制

閥 處 的 主 蒸 汽 溫 度 6 0 0 ℃ 、 壓 力

25.0MPaG。

2. 機組毛效率約45.6%(LHV)，每度電

產生之二氧化碳排放為0.789kg，優

於舊有燃煤機組之0.926kg，降幅約

15%。

3. 107.2.13大林更新改建計畫-1號機取

得能源局電業執照

試運轉的過程會發生很多事情，

可能會機動的請各位同仁配合處理，如

果有需要加班或調整工時的，希望各位

都可以配合辦理，我想公司方面會照著

相關的制度去做，就管理上應該不會虧

待大家，其他就請各位協助，從現在開

始到6/15號併聯滿載，待機組對系統

供電有實值的貢獻時候，大家才可以鬆

一口氣，接下來就做2號機，在這裡勉

勵大家，我們共同努力。

今 天 召 開 理 事 會 兼 小 組 長 聯 席

會，很高興列席參加此次會議。剛才代

表談到工安，確實有一些工安缺失，目

前加強工程檢驗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高雄大林廠新一、二號機火力發電廠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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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分二梯次辦理，總公司要求南部施

工處嚴加管控承包商紀律，本人也在處

務會議交代要妥善管理。現場的小組長

很多是現場工作人員，在此請各位一起

協助讓工地有良好的工作紀律。工地每

天有約2千人上班，加上天氣熱容易使

工作人員心情不愉快，希望大家能一起

協助。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將工安工作

做好。

工程進度受到爐管的影響，目前

目標是今年夏天前能滿載發電。現正進

行鍋爐組的爐管焊道補強，1#機並於

106年4月28日完成點火，6/15號併聯

滿載完成，各組要持續努力朝滿載運轉

努力以赴。

2號機也於106.12.27 主發電設備

統包工程新2機鍋爐點火里程碑達成(舉

辦儀式)通過工檢見證，無意見。目標

是今年夏天前能滿載發電後續的各項效

率試驗及工檢見證…目前整個公司，工

會與公司配合得很好，有關績效獎金及

媒體的公關，丁理事長也在前業務檢討

會報告，工會著力很深。有很多新的政

策，工會和公司要好好的配合，讓台電

獲得最好利益並保障同仁權益，這是大

家要努力的目標，謝謝大家。

高雄大林廠新一、二號機火力發電煤倉廠區



工會動態

107.05.29台電公司李鴻洲副總率人資、 
工安、企劃處長前來拜會

107.05.01五一大遊行

　　今日(5/29)台電公司李鴻洲副總率人資、工安、企劃處長前來本會拜會丁理事長，
商談107年度台電工作考成複核審議後之結果。考評計分之調整影響台電公司權益重
大，較為不利之部份為「顧客滿意度」、「勞安事故」以及「可調度-商轉之認定」。台
電公司與經濟部、國發會溝通未果，委請丁理事長協助溝通。
　　丁理事長表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之計分應公平合理考量，「工安」部份應考量
台電工作性質、環境、生態風險，不可驟然提高權重為5倍(台電今年1至4月已發生4件
工安事故，若今年再發生2件以上，考成勢必為乙等)；「顧客滿意度」佔分則不應只有
台電佔4分而其他國營事業佔6分，顯失公平，丁理事長表示茲事體大，影響甚鉅，將盡
力協調溝通。

　　總會今日(5/1)赴凱達格蘭大道參加五一遊
行，支持勞權公投聯盟的二件公投案，一是討
回7天假、二是廢除勞基法惡法，二提案已於3
月16日在中選會通過。

　　此外，五一行動聯盟亦提出了完整六大訴
求：
一、�公投護勞權！還七天國假，反過勞修惡！
制定防災假！

二、�基本工資一次漲足28,000元！各業工人爭
取每年加薪10%！

三、�勞保年金維持現制！反對血汗長照！
四、�公共服務應以人民需求為目的！保障公共
服務受僱者勞動權利！

五、�擴大工會組織率、保障工會活動權！
六、�監督事業單位治理，勞工董事法制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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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31拜訪經濟部曾文生次長

　　107.05.31丁理事長邀集施朝賢國策顧問、台電公司工安處、企劃處長前往拜訪經濟
部曾文生次長，就台電107年度工作考成評比項目，「勞安事故」部份的權重，進行協
調溝通。丁理事長表示，應就台電人力結構、工作性質及工作量全面考量，全力爭取緩
衝機會。

107.06.19台電公司李鴻洲副總率企劃處
陳處長、人資處張處長等人前來拜會

　　107年6月19日台電公司李鴻洲副總率企劃處長、人資處長前來本會拜會丁理事長，
說明近期公司規劃「母子公司」轉型架構。而關於「輸配售電子公司」部份，台電規劃
為「配電事業部」、「售電事業部」兩個獨立事業部並進行會計分離，丁理事長立刻表
達強烈反對，要求「配、售事業部不切割」，全力捍衛會員權益。台電公司回應，目前
尚為規劃階段，一定會尊重工會意見。另成立組織轉型推動工作小組持續與工會溝通。

11



工會動態

107.05.03水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107.05.18火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5/3)在大甲溪發電廠召開水力系統勞資
協商會議。關於勞基法修法後值班人員輪班
間隔11小時規定，對許多水火力電廠輪值人
員造成重大影響。
　　會中討論決議各單位應在不違法的前提
下與分會充份溝通，因地制宜，制定適合的
輪班班表。
　　會中總會特別再強調，調薪案已通過，
過程非常辛苦，理事長為此四處奔波數月，
才能有突破「3%魔咒」的豐碩成果，總會
再次重申，請同仁務必低調。接下來總會便
會著手推動「舊制退休金結清」因本案需行
政院通過，且經濟部所屬五大國營事業亦有許多需要協調的地方，規劃大致於今年底完
成結清，後續再推動各項津貼加給的處理。分會幹部若有不了解之處請務必致電總會詢
問，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今日(5/18)於大林發電廠召開107年度火
力系統會議，理事長說明爭取調薪的過程，
突破「3%限制」的努力，還成為國營事業的
調薪標竿。
　　接下來總會將著手辦理「舊制退休金結
清」，有關結清時機點、選擇結清與否...等，
目前協調規劃中，總會必定朝會員利益最大
化的方向進行，請會員密切關注總會最新消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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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5.24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今(5/24)供電系統勞資會議提案，評價13等以上領班人員實施全時段免刷卡措施一
案，理事長質疑，「免刷卡措施」屬公司行行政命令無需經經濟部行政院核准，董事長
同意即可，亦無需經團協條款簽訂。
　　會中勞資雙方充份溝通後，理事長同意本案轉勞資會議，針對「全公司領班」先進
行開放。
　　關於「提高評價職位至15~16等」乙案，理事長表示，處理議案「時機」非常重
要，亦指示秘書長將一些爭取已久都無法突破的案件整理出來，伺機行事，在適當時機
與政府協商，盡全力突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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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5日本中國電力勞動組合來訪

107.06.14配售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配售電系統勞資溝通會議於6/14在台中區營業處召開，會中決議有關區域巡修課之
設置標準，有關運作中巡修課不得適用新規定，請配電處邀集電力工會、企劃處召開專
案會議再研議。其餘多件有關人力之議案，詳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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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05四川省總工會來訪

107.06.22日本中國電力勞動組合交流團來訪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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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況

107.05.15團體協約條文內容研商會議

107.05.17第14屆第10次常務理事會議

　　台電公司工作規則修訂後詳見會議紀錄。

　　本次常務理事會於興達發電廠召開，丁理事長表示，台電歷年的調薪從來沒有超過
軍公教�3%，3.2%是重大突破，今天的一小步就是以後的一大步，象徵意義重大，從賴
院長宣布調薪之後，這半年
多以來，至國營會協調爭取
至少�5�次以上，拜會經濟部
沈部長榮津也有�3�次、行政
院卓秘書長榮泰有�2�次、關
鍵人物立法院蘇院長�1�次終
有突破。有關常態性加班，
不能讓即將退休的人權益受
損，日前工會再次重申訴求
「常態性」的加班不能管
制，且需要合理的指示範圍
在哪裡，是否有公文做為依
據，我們一定要有個底線將
在大會報提出。�

16



工
會
動
態

會議實況

107.05.29第11屆第14次勞資會議

107.05.22第14屆第15次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與107.06.25第14屆第16次

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

　　本次勞資會議重要勞方詢問事項，有關近年公司對外招考報到率每況愈下，詢問台
電公司有何因應之道，有關職員甄試部份，台電公司表示將向經濟部建議修正招考制度
及辦法，以解決不足額錄取之情形。勞方代表建議，應朝提高新進人員待遇方向修正。
其餘議案詳見會議紀錄。

　　本次會議關於龍門電廠人力、是否成立東部施工班、建請台電公司材料處繼續採購
桿上型�10KVA�變壓器等提案，詳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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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實況

107.06.26第14屆第5次理事會議

107.06.27 107年第3次職安委員會議會前會

　　本次理事會，理事長表示，關於考成107年度評比標準受到很大的衝擊，經濟部與
國營會認為台電的職災跟工安沒有獲得改善，職災發生率標準由現行的五分變六分、勞
安事故標準則從現行的二分變三分，二者權重一併計算，往後如果因為各單位有發生重
大職災工安事故而台電當年考成為乙等，該單位所有人員皆全部拿乙等。茲事體大，丁
理事長與國發會協調中，希望得以爭取緩衝時間，讓台電有時間制定因應對策。
　　另，調薪確定為8月6號發薪日正式調整，並會從今年一月開始追溯。詳情請見會
議紀錄。

　　本次工安委員會議會前會重要提案，如「颱風洪水搶修工作安全守則」(註2)對於
天候狀況風力較強、暴風雨、狂風暴雨定義不明」、「採購防水透氣防護衣，以供颱風
等天然災害搶修人員使用」等議案，詳情請見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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鬪
陣
心
聲公園是休閒的好去處，許多人會

在那裏運動、散步、唱歌、跳舞…。有

一回，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散步時，遇到

一件有趣的事情，饒有哲思。有兩個長

者在樹下對弈，我好奇湊過去觀戰；旁

邊是一個籃球場，有幾個中學生三對三

鬥牛，鏖戰方酣。正當這邊棋局陷入膠

著，一時難分高下時，突然間，那頭一

顆籃球飛躍而入，不偏不倚就落在棋盤

上...結果可想而知， 一場難分難解的棋

局就此報銷，留下錯愕無言的長者，面

面相覷。

一顆突來的籃球壞了一場棋局，

兩位長者面露慍色，對前來撿球的學生

碎念了兩句，但尷尬的場面，在學生的

道歉聲中，不了了之。兩位長者有點悻

悻然，又各自嘟囔了幾句以後，無可奈

何的另起新局。

這完全是場意外，讓原本可以順

利進行的棋局戛然而止。棋局亂了，抹

掉錯落的棋子，重新來過很容易，然

而，生命中許多事情，要能在原有的步

調被打亂之後，再恢復原有的順序或另

闢蹊徑，並不是那麼容易。就以機器人

為例，當前產業界最流行的話題，就是

AI－人工智慧的運用，當人工智慧越來

越成熟，當機器人可以代替人力時，整

個產業將發生結構性的變化，這個變化

將對人類社會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

機 器 人 取 代 人 類 ， 是 一 種 「 漸

變」的過程，但比起歷史上各種重大文

明技術的變遷，相對來說，它還是比較

快的。人們早知道機器人大軍終將來

襲，心態上，從不願意承認到不得不去

面對，這個「不意外」的「意外」，終

究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而這

「意外」會打亂原先的生活步調，甚至

是生命的軌跡，這對大多數人來說太嚴

重，也太沉重了！

18世紀工業革命肇始，新式機器

取代人力，許多失業的勞工把他們的

憤怒轉移到機器上，甚至破壞機器，但

是時代的潮流終究是不可逆的，這一次

來勢洶洶的工業革命 4.0版，機器人將

亂了一盤棋局之後

林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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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心聲

再次來搶奪人們的工作，人類將如何保

住自己的飯碗呢？機器人比人類更聰

明、更快、更精確、更強壯、更耐操，

可以24小時工作，不用休息，也不需

要加班費，它有最強的大腦，像超人般

強健的身體，這種情況下，知識有限的

人類，脆弱的身體，如何跟機器人競

逐．．．

從上面的敘述，人類的前途看起

來似乎有些悲觀，但真是如此嗎？與機

器人相較起來，人類真的如此不堪嗎？

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人類可以製造出

那麼優異的機器人出來？這似乎有點弔

詭。各種數據與事實證明，機器人會搶

走人類大量的工作，但唯有與人類獨有

的特性相關的工作，是機器人怎麼也搶

不走的，例如與人產生有溫度的連結，

與人類心靈、智慧、感受、感性、覺知

或不理性、跳躍式的思考，甚至是第六

感等相關之高層次的意識活動…等。說

起來有點玄乎，但是筆者確實如此相

信。既然知道有上述類別相關工作是機

器人無法代替人類的，就可以想想什麼

樣的工作與上述的事項有關，聰明之如

你，不必小弟在此贅述了。

理論上，「創造者」應該比「被

創造者」更優秀才對。其實，筆者一直

相信，人類是最優秀的，不管機器人

再怎麼「厲害」，人類絕對可以凌駕在

機器之上；要知道電腦本身不會無中生

有，它是快速收集資料，再串連起來，

加以分析判斷的，所以大數據很重要，

數據越大，它就越聰明，但是，不要忘

了，這些資料都是人類「Input」進去

的，如果是「garbage in」，那也只能

「garbage out」了，反之，亦如是。

即便將來機器人可以有自學能力，但它

畢竟還是「機器」，沒有人類的「靈

性」，而「靈性」就是人類可以完勝

「電腦」或「機器人」的終極武器。看

過電影「露西」(Lucy)嗎？ 如果你看

過，你就會相信「人腦」絕對是機器無

法「替代」或「並駕齊驅」的，請相信

我，不必太悲觀！短期間(估計15－20

年內) 人類還是可以「苟延殘喘」的，

之後，人類經濟、社會的棋局會因機器

人的興起，而重新洗牌，機器人會搶走

大部分人的工作，再之後，在人類有所

覺醒而往內提升精神層次以後，人類會

再次完勝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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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分會(台中發電廠)活動報導

107年度第9分會工會幹部暨小組長訓練聯席會議

107年05月30日至06月01日本分會前往離
島地區澎湖舉辦本年度第一次工會幹部暨小組長
訓練聯席會議，由於組訓理事的精心策劃，參加
的幹部出奇的踴躍，一行人59位浩浩蕩蕩抵達尖
山發電廠聽取廠方簡報，參觀廠內電力設施及了
解離島之供電情形，提問運轉及維護工作上之經
驗與技術交流，精進在電力可靠與品質穩定上的
傳承，會後並與56分會會務交流，對於蕭鉉鐘常
務理事及友會幹部的熱情接待，本會表達誠摯謝
意，期盼在地的夥伴也能來台中電廠參觀訪問，
強化雙方的情誼，共同創造會員最大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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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分會(台中發電廠)活動報導

日本中國地方電力總聯

107年06月06日(星期三)下午13：00台
灣電力工會丁作一理事長陪同「日本中國地
方電力總聯」隨行30人蒞臨台中發電廠視察
參訪，丁理事長表達熱烈歡迎之意，第9分會
常務理事林國裕致贈本分會錦旗一面及伴手
禮，席間由本廠運轉組張進發經理做簡報，
介紹本廠概況及未來發展遠景，期盼藉由彼
此的交流，強化我國與日本的友善關係創造
並精進雙方在電力事業之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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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分會(大林發電廠)活動報導

107年度第一次小組長暨幹部聯席會議

本分會107年度第一次小組長暨幹部聯席會議假第二核能發電廠召開，幹部
踴躍參與出乎意料，員眷共78位參加。

感謝崔董事及核二的弟兄們情義
的相挺，提供台電北部展示館作為會
議室，並作簡報，讓員眷更了解核能
電廠的運轉情形；會議在所有工會幹
部的掌聲中落幕，為此次聯席會留
下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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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14屆 

第10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5月17日（星期三）上午10時

二、地　點：興達發電廠一樓會議室

三、主　席：丁理事長作一          記   錄：孫錦秀

四、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名冊

五、主席報告：

(一) 感謝第54分會理事會、黃常務理事崇殷及興達發電廠盛情款待及協助辦理此次

會議。

(二) 台電只要發生缺電限電的大事情，可能就會影響到考成，1-4月已經虧損164億

元，加上外在環境因素等影響，大家可能要有所心裡準備，台電今年的處境艱

辛。

(三) 台電歷年的調薪從來沒有與軍公教平起平坐到3%，3.2%是重大突破，今天的

一小步就是以後的一大步，象徵意義重大，從賴院長宣布調薪之後，這半年多

以來，至國營會協調爭取至少5次以上，拜會經濟部沈部長榮津也有3次、行政

院卓秘書長榮泰有2次、關鍵人物立法院蘇院長1次終有突破。

(四) 關於「舊制退休金結清」經濟部堅持1個基準日，本會打算提出一次結算分二梯

次結清，待電油糖水協商後，再與國營會跟經濟部爭取，另外也請勞資處多宣

導關於特別休假，請自行妥善規劃。

(五) 有關於常態性加班，不能讓即將退休的人權益受損，日前工會再次重申訴求

「常態性」的加班不能管制，且需要合理的指示範圍在哪裡，是否有公文做為

依據，我們一定要有個底線將在大會報提出。

六、會務報告：

彭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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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全體幹部一起宣導、認同理事長的理念：福利會就是用團購的力量，才能爭取最

大優惠。

福利處長：

(一) 華南產險88意外險方案，因為員工、配偶、子女、父母親都可投保且員工不分

職業類別，有三百萬的意外險保障，相當不錯；明台99意外險方案也想要跟進

降至88元，也會再向理事長請示。

(二) 福利會致送員工福利品的部份：GORE-TEX外套，理事長有詢問山頂鳥的廠

商，廠商表示是今年最新設計，年底也會同步上櫃至它的門市及專櫃，比市價

便宜許多。也因此一個人限購限購3件。鞋子一組有二雙鞋，鍋具則是一個人限

購一套，總共4樣商品擇一；福利委員會勞心勞力，希望用團購的力量，幫大家

爭取到最好的品質最好的價錢。

(三) 這次盛世公主號約是市價三分之一的價格。這次沒有成行的人，來電優先做為

下次後補。市場做大了，還可以再找別間的旅行社洽商其他行程，人多市場就

會大。

勞資處長：

(一) 有關106年1月26日修正後之電業法及同年8月2日公布之違規用電處理規則，本

公司在查獲及追償用戶違規用電時，用戶不配合或拒絕繳納時，得否採取停電

措施及相關爭議之處理程序，本處將提案本月勞資會議詢問，並要求公司立即

配合法令修正內部有關規章，俾供同仁依循。

(二) 近來發現，各單位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即俗稱「職場暴力(霸凌)」事件頻

傳，本處將於本月勞資會議提案，要求事業單位應予重視並採取積極作為。

組訓處長：

(一) 賴代表明盛4月份退休，其代表職務由該分會侯補1徐啟添接任，另賴代表擔任

本會職安委員乙職，亦由候補1黃志軒接任，前述遞補案分別於5月3日及5月7

日以電工組0282及0277號函通知各分會。

(二) 另今(17)日68分會張代表明華申請退休，除代表遺缺由該分會候補1林財福遞補

外、張代表尚擔任本會團體協約代表、員工因公傷亡慰問審核委員、全國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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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代表，本會擬於近日內依章程函示各分會。

國會處長：

(一)  立院本屆第五會期到5月31日休會，臨時會訂定6月11日開議。

(二)  2018九合一選舉，各縣市依政黨提各縣市長候選人，目前有立委身份者-桃園

市：陳學聖委員、彰化縣：王惠美委員、台中市：盧秀燕委員、雲林縣：張麗

善委員、台南市：黃偉哲委員、高雄市：陳其邁委員、台東縣：劉櫂豪委員、

宜蘭縣：陳歐珀委員、花蓮縣：徐榛蔚委員。

 上述各委員候選人有囑請本會辦理集結研討座談會縣市，有彰化縣擬訂於本

(五)月24日，雲林縣擬訂於6月21日，高雄市擬訂於6月28日辦理。

(三)  致於經濟委員會委員拜會事宜，各委員認養幹部，據告和委員服務處協商拜會

日期均未有定案，本案擬俟臨時會6月20日結束後擬再積極洽訂拜會時程，以

上國會簡述報告。

工安處長：

(一) 透氣型防護衣(雨衣)，第二階段招標工作，總件數是1490件(包含59期新進員工

在內)，一樣委由工安處統一登記，以跨單位集中採購的模式，並修正增列拉鍊

為防水型，正面胸前有台電的Logo，顏色部分修正為暗橘色，顏色或款式統一

定案後，就不會再改版。

(二) 近來工安事故頻傳，石門電廠員工重大職災，屏東區處員工失能傷害，雲林區

處/興達電廠承攬商失能傷害，經濟部國營會針對台電公司工安及營運生產事故

各層級負責修正如下：

台電公司年度發生9次重大職災，工安處長調離主管職務

主管處處長年度發生6次重大職災，處長記過調離主管職務

 施工階段單位主管年度發生3次重大職災，處長記過調離主管職務，主管副總經

理申誡1次

非施工階段單位主管年度發生2次重大職災，處長/廠長記過

調離主管職務，主管副總經理申誡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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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宣處長：

(一) 工會網站改版滿一週年了，目前的點閱數將近60萬，因為今年推動「舊制退休

金結清」及福利項目持續推出，因此今年累積點閱數已超過去年，相信未來幾

個月點閱數將會越來越高的(目前平均一個月約6萬左右)。網站維護合約將屆

滿，也將與廠商辦理續約，一年維護費用約3千多元，由文宣處預算支應。

(二) 有關438、439電工通訊，頁數的部份會再進行調整，編輯會議時，請各位委員

再做審查。

動員處長： 今年5月1日的 「反過勞！拼公投！要加薪！爭勞權！」大遊行，本會

也派員由秘書長帶領下參與本此活動，有關於勞權公投聯盟的連署案，

奉理事長指示，已於4月11日發文至各分會協助連署，請各分會於每個

月15號匯整後，報給全產總，截至107年5月16日止共有第6分會桂山發

電廠連署10人、第48分會台中供電區處連署127人，共計137人完成連

署，本處將會繼續追蹤。

七、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本會107年3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4分會林釗民君、第22分會蔡憲榮君、第46分會林於松君。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決 議：結案。

第二案

案  由：本會107年4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53分會彭作良君、第64分會王文川君。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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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結案。

八、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本會107年5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說  明：此次有4個分會4人提出申請，資料齊全，請決議。

決  議：通過名單如下：

第9分會塗仕杰君、第32分會朱炳楠君、第52分會賴玉鎮君、第53分會盧進義君。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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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第14屆 

第5次理事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107年6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時整

二、地 點：本會四樓會議室

三、主 席：丁理事長作一　　　       記 錄：孫錦秀

四、出席人員： 詳如簽到名冊

五、主席宣佈開會

六、主席報告：

(一) 首先黃理事献群即將榮退，由核火工程處郭侯補理事律佑遞補，但是會後郭侯

補理事律佑因事繁忙請辭，改由龍門核能發電廠葉侯補理事世偉正式遞補。

(二) 台電五月份為止已虧損242億，行政院要求台電今年盈餘為89億，因此即便跳

電的次數不要再發生，夏季電價調整扳回一些，明年的績效獎金依然不是很樂

觀。

(三) 關於考成107年度評比標準受到很大的衝擊，經濟部與國營會認為台電的職災

跟工安沒有獲得改善，職災發生率標準由現行的五分變六分、勞安事故標準則

從現行的二分變三分，二者權重一併計算，往後如果因為各單位有發生重大職

災工安事故而台電當年考成為乙等，該單位所有人員皆全部拿乙等。

(四) 調薪確定為8月6號發薪日正式調整，並會從今年一月開始追溯。

(五) 舊制退休金結清，四個國營企業工會目前共識，設定二個結清日，分別為108

年6月跟12月，將與國營會與經濟部拜會溝通。

七、本會107年1-4月份工作報告

決議：通過。

八、本會107年1-4月份收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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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九、勞工董事、副理事長業務報告：略。

十、各會務主管會務報告：略。

十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 擬具107年度(1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工作計劃暨經費收支預算，提請

審議。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二案

案　由：建請提高輸工處晉用評價人員薪資(等級)以留住人才。

上次會議決議：送輸變電工程處系統會議討論。

辦理情形：尚未召開會議，待下次召開再送。

本次會議決議：繼續追蹤。

第三案

案　由：建請將差單中「膳雜費」改為「雜費」。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四案

案　由： 本會107年第14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時間、地點及會員代表資格審

查委員(3人)，謹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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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會議決議： 請連常務理事國賓、林常務理事萬富及陳理事俊華為資格審查委員

會委員，並由林常務理事萬富擔任召集人，其餘通過。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五案

案　由：本會106年12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名單─第12分會顏賢文君、第45分會徐錦標君。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六案

案　由： 建請編列服務所所長公關費或特別費，以支應地方民意代表(村里長、縣

市議員服務處等)之婚喪喜慶公務禮儀費用。

上次會議決議： 此相關費用，台電公司已編列在案，請業務單位分會自行向公司申

請相關費用，另分會辦理敦親睦鄰相關費用時，如遇難處，請與總

會聯繫，總會將會儘快處理，本案結案。

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七案

案　由：建請以外包短期人力因應同仁申請育嬰假之人力缺口。

上次會議決議：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辦理。

辦理情形：台電公司回覆詳如附件1。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第八案

案　由：本會與越南電力能源工會交流案。

上次會議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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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情形：已照決議辦理。

本次會議決議：結案。

十二、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人：勞資處

案　由：聘請法律顧問案，如何之處，請討論。

說　明：一、 為因應電業法未來組織轉型之變局，擬聘請勝綸法律事務所為常年法

律顧問，以協助及強化會務，相關費用由勞資項下支出(報價單及聘

件契約如附件2、3)。

　　　　二、 續聘魏千峯律師為常年法律顧問，相關費用由勞資項下支出(聘任契

約如附件4)。

決　議：通過。

第二案

提案人：研發處

案　由：建請成立組織轉型因應小組，請討論。

說　明：一、 台電公司為因應電業法規定轉型期程，已積極進行組織進行組織轉型

工作，擬成立本會相對應組織轉型因應小組，隨時關注公司組織調整

及轉型等相關事宜，以保障員工權益。

　　　　二、請推選召集人及小組成員。

　　　　三、請議決相關運作方式。

決　議：召集人：彭副理事長繼宗。

小組成員：吳副理事長有彬。

　　　　　陸副理事長德勝。

　　　　　彭副理事長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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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常務理事漢通。

　　　　　黃常務理事崇殷。

　　　　　黃常務理事文峯。

　　　　　馮理事添德。

　　　　　俞理事大明。

　　　　　陳理事堯舜。

　　　　　李侯補理事仁南。

　　　　　許副秘書長棟雄。

　　　　　洪副秘書長清福。

第三案

提案人：文宣處

案　由：有關9月份理事會開會地點、時間，請討論。

說　明： 相關費用於組訓處勞工教育訓練項下支出，差旅費由理監事會議支出。

決　議：墾丁，詳細情形再議。

第四案

提案人：文宣處

案　由： 有關「電工通訊」之出刊，擬自108年度開始，由雙月刊改為季刊 ，請討

論。

說　明：一、電工通訊合約將於本(107)年底屆期。

　　　　二、 紙本「電工通訊」雖有需求，但傳閱率不高；且現今電子資訊流通快

速，相關訊息均於本會網站中或相關Line群組中即時公布。為撙節經

費及適應潮流，擬更改出刊頻率。

決　議：通過。

第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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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人：福利處 

案　由：本會107年6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

說　明：此次有4個分會5人提出申請，資料齊全，請決議。

決　議： 通過名單─第10分會徐瑋擇君、第10分會王正雄君、第33分會蔡文昌、第

38分會姚敏輝、第45分會邱彥文。

第六案

提案人：福利處

案　由：建請討論是否再次開放參加傷亡互助金。

說　明：檢附第58分會來文(如附件5)建議。

決　議：移送代表大會辦理。

十三、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總務處

案　由： 本會自聘會務人員薪資調整，擬比照公務人員薪資追朔至107年1月1號，

請決議。

決　議：通過。

十四、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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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
107年5月份工作報告

日期 工     作     內     容     摘     要 經辦處

1

參加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條文

修正案及 5/1 動員爭勞權等事由
國會處

參加全國產業總工會 2018 年五一勞工「爭勞權、拚公投、反過

勞、要加薪」大遊行
動員處

2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質詢離岸風力發電價格偏高油電雙漲等業務及

績效事由
國會處

5/2-5/3 中部地區工安不預警查核 工安處

3
參加「2018 臺德能源轉型論壇」 研發處

水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座談會 勞資處

7

參加立法院社環委員會就現階段勞動檢查及產業勞工之勞動權益

保障專題報告等事項
國會處

全體會務人員會議 總務處

興達發電廠 107 年 4 月 16 日承攬商失能傷害事故第二階段專案

檢討會議
工安處

5/7-5/8 東部地區工安不預警查核 工安處

8
107 年度第 1 期分區「承攬商安全衛生宣導會」工作計畫（北區：

新桃供電區營運處）
工安處

9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邀請經濟部長率台電公司等國營事業等如何以

技術優勢爭取投資其他國家基礎建設項目等進行報告及備詢等事

項

國會處

11
研商 107 年度採購「颱風現場搶修人員防水透氣防護衣」適用

對象會議
工安處

42



會
務
報
導

14

5/14-5/18 107 年度第 1 期電業自由化暨公司轉型研討班 研發處

總管理處 107 年第 7 次會報 總務處

電工通訊第 438-439 期一、二校 文宣處

召開「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石門發電廠所僱勞工賴玉鎮發生墜

落災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之復工審查暨災害檢討會議」
工安處

15

參加團體協約相關條文內容研商會議 研發處

陪同理事長參加台南市地區工會幹部、黃偉哲立委等電業法修法

後相關議題座談會
國會處

107 年度第 1 期分區「承攬商安全衛生宣導會」工作計畫（南區：

高屏供電區營運處）
工安處

5/15-5/16 工安處工安查核（南部地區） 工安處

16

工安督導行動小組查核 ( 林口電廠 ) 工安處

各分會參與全國產業總工會配合勞權公投聯盟 ;「制訂《國定假

日法》」及「廢止新修《勞動基準法》」等二項公民投票案
動員處

17
第 14 屆第 10 次常務理事會議 文宣處

電力修護處工安查核 ( 興達電廠 ) 工安處

18 火力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勞資處

21
召開移動式 CCTV 可行性研討會議 工安處

5/21-5/22 工安處工安查核（北部地區） 工安處

22
召開第 14 屆第 15 次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 研發處

工安業務主管觀摩（台中區營業處） 工安處

23

107 年度第 1 次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會前會 勞資處

參加企劃處組織調整溝通說明會 研發處

核火工處工安查核 ( 中部地區 ) 工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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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配合第 14 分會及王惠美立法委員，陪同理事長參加相關議題座

談會等事由
國會處

供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勞資處

107 年度第 1 期分區「承攬商安全衛生宣導會」工作計畫（東區：

花蓮區營業處）
工安處

5/24-5/25 供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 ( 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 工安處

25

研商輪值人員國定假日待遇事宜會議 勞資處

福利會議正式會議 福利處

發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 ( 大潭發電廠 ) 工安處

發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 ( 卓蘭發電廠 ) 工安處

28

第 11 屆第 14 次勞資會議會前會 勞資處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107 年度第 2 次委員會議 研發處

總管理處 107 年第 8 次會報 總務處

電工通訊第 438-439 期三校 文宣處

107 年度第 1 期分區「承攬商安全衛生宣導會」工作計畫（中區：

台中供電區營運處）
工安處

營建處工安查核（桃園區處） 工安處

5/28-5/29 輸變電工程處工安查核（南部地區） 工安處

29

陪同理事長參加台南市地區工會幹部、黃偉哲立委等電業法修法

後相關議題座談會
國會處

第 11 屆第 14 次勞資會議 勞資處

5/29-5/30 工安處工安查核（中部地區） 工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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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發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 ( 大甲溪發電廠 ) 工安處

參訪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工安體感設施 工安處

107 年度南區工安主管業務觀摩座談會（鳳山區營業處） 工安處

31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再生能源部份條文修正案及答詢離岸風力

等事由
國會處

辦理本會帳務審查事項 監事會

電工通訊第 438-439 期四校 文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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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工會
107年6月份工作報告

日期 工     作     內     容     摘     要 經辦處

4
全體會務人員會議 總務處

107 年度模範勞工出國觀摩車長返國檢討會 組訓處

5

第 32 次提升配電器材及施工品質協調會 勞資處

107 年配電工程承攬商安全衛生分區宣導會（桃園區營業處） 工安處

四川省總工會來訪 總務處

日本中國電力勞働組合副委員長來訪 總務處

6
工安督導行動小組工安查核 ( 鳳山區營業處 ) 工安處

中國地方電力總連海外研修參訪台中電廠 總務處

8 輸變電工程處組織調整說明會 勞資處

11
6/11-6/13 配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 ( 台北市區營業處、澎湖區營

業處 )
工安處

12

拜會民進黨團幹事長何欣純委員及主任、助理論述臨時會能支

持護航年度預算順利三讀通過等事由
國會處

107 年配電工程承攬商安全衛生分區宣導會（嘉義區營業處） 工安處

14

配售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 勞資處

6/14-6/15 工安處工安查核（北部地區） 工安處

6/14-6/15 供電處工安查核 ( 台北供電區營運處 ) 工安處

15
材料處工安查核（北部儲運中心） 工安處

核能發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第一核能發電廠） 工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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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員工因公致受傷殘廢死亡發給慰問金審核委員會第 41 次委員會

議
勞資處

6/19-6/20 工安處安全衛生查核小組（澎湖區營業處） 工安處

20

107 年配電工程承攬商安全衛生分區宣導會（南投區營業處） 工安處

核能發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龍門發電廠） 工安處

6/20-6/21 第 33 屆第 15 次福利會議會前會議暨正式會議 ( 溪頭 ) 福利處

21

陪同協和電廠、珠山電廠及台電相關部門參與陳雪生立委舉辦

用人當地化等研商會議
國會處

研商「台灣電力公司馬祖區處暨協和電廠珠山分廠職員人力在

地化」會議
勞資處

6/21-6/22 工安處工安查核（南部地區） 工安處

發電處工安查核（林口電廠） 工安處

供電處不預警工安查核（台北供電區營運處） 工安處

22

研商輸工處及所屬北、中、南區施工處組織查核後續處理事宜

會議
勞資處

工安處工安督導行動小組工安查核 ( 屏東區營業處 ) 工安處

日本中國電力勞働組合來訪 總務處

25

第 14 屆第 16 次勞工董事諮詢委員會議 研發處

材料處工安查核（中部儲運中心） 工安處

6/25-6/26 發電處工安查核（明潭、大觀電廠） 工安處

26

第 11 屆第 15 次勞資會議會前會 勞資處

6/26-6/27 工安處工安查核（中部地區） 工安處

第 14 屆第 5 次理事會 文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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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轉投資案「能源服務公司」第 1 次專案審查會議 研發處

團體協約條文內容研商會議會前會 研發處

第 11 屆第 15 次勞資會議 勞資處

台灣電力公司馬祖區處暨協和電廠珠山分廠職員人力在地化第

二次研商會議
勞資處

輸變電工程處 107 年度第 2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中區施

工處）
工安處

107 年度第 3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會前會議 工安處

28

團體協約相關條文內容研商會議 研發處

電廠大修協調小組第 91 次會議 勞資處

核火工程處工安查核（北部施工處） 工安處

辦理本會帳務審查事項 監事會

107 年度第 3 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 工安處

29
台電公司輸供電與配售電事業部轉型為輸配售電公司之規劃研

究第五次工作會議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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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6.29勝綸法律事務所簽約
本會於今（6/29）日上午正式聘任勝綸法律事務所為常年法律顧問，以因應未來電業法之變

局及公司組織轉型員工權益之維護與保障，簽約儀式由丁理事長及邱所長靖棠律師代表雙方

諦約。



有關「結清日期」，考量各公司特休計算日期
不同，最後四大國營工會取得共識，設定兩結
清日(108年6月及12月)與經濟部協商。

107.06.19中油、台糖、台水工會前來本會拜會 

丁理事長，四大國營事業之企業工會共同商討

「舊制退休金結清」之相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