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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中鋼獲利情形(資料來源:101年年報)

中鋼101年稅前盈餘約61億元(其中鋼鐵本業營淨利約27億

，認列投資收益約23億，處分投資約11億元。)
� 轉投資公司 盈餘(億)    直接及間接持股比例
� 中運 31.8 100 %
� 中龍 -23.1 100 %
� 中鋁 5.8 100 %
� 中碳 19.7 33 %
� 中貿 4.2 100 %
� 中盈 3.8 100 %
� 中鴻 -34.7 41 %
� 中機 4.6 74 %
� 中宇 6.3 49 %
� 中保 0.6 100 %
� 高捷 -3.4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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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碳稅(高市氣候變遷調適基金)

� 100.09.04高市議會程序委員會擱置此案，要求
市府廣聽民意以預算方式編列，下一會期
(101.03)再議。

� 101.5.2理事長及常務監事拜會市議會法規會委
員，表達本會對氣候變遷調適費徵收自治條例
之看法。

� 101.5.22高雄市環保局召開第6次公聽會，本會
以「適法性」反對。

� 101.6.1理事長及常務理、監事前往市議會關注
「高雄市事業氣候變遷調適費徵收自治條例」
審議情形，市議會決定全案擱置市議會決定全案擱置市議會決定全案擱置市議會決定全案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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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爭取輪班津貼調高

� 自自自自101.9.1101.9.1101.9.1101.9.1提高輪班津貼提高輪班津貼提高輪班津貼提高輪班津貼，，，，中班津貼調高中班津貼調高中班津貼調高中班津貼調高25252525
元元元元，，，，由由由由175175175175元調至元調至元調至元調至200200200200元元元元，，，，夜班津貼調高夜班津貼調高夜班津貼調高夜班津貼調高75757575元元元元，，，，
由由由由350350350350元調至元調至元調至元調至425425425425元元元元，，，，調幅約19%。併101年10月
份薪資，已於101.11.5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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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進員級恢復1階起敘

� 公司自100年2月起片面將新進員級起敍，由1
階改為3階。

� 經工會爭取，公司已自101年8月1日起，將100
年2月後進用約320位員級人員起敍職階由3階
回復至1階(未來增加2次未滿階調薪)，及101
年8月進用約180位員級人員直接由1階起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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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爭取101年度加薪
一.101.07.30臨時代表大會通過決議：（總經理、

執行副總及行政副總當場均同意）
在今年公司有盈餘公司有盈餘公司有盈餘公司有盈餘的情況下，年底前，經營團隊願意
親赴經濟部，盡全力促成101年度加薪案。加薪幅度
原則以不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不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不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不低於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CPICPICPICPI））））1.7%1.7%1.7%1.7%為
目標，並追溯自101.04起。

二.101.10.18召開第11-5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會中邀
請公司總經理、執行副總及行政副總致詞說明公司營
運概況及101年度調薪事宜。

三.公司高層親赴國營會爭取101年調薪，未獲同意。理
事長與常務理監事於101.11.22北上國營會拜會執行
長劉明忠，國營會表示將向經濟部轉達本會訴求，惟
表示機會不大，另有關替代方案，請工會再與公司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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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1.11.26召開臨時理事會，決議101.11.29召開第
11-6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討論調薪有困難是否接受
替代方案。

五.101.11.29召開第11-6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考
量公司經營困境（盤價自6月以後，今年下半年全跌
！盈餘創民營化後17年新低紀錄）及社會氛圍（互掀
福利，群起而攻），授權調薪小組朝獎金配套方案之
方向續與公司協商。

六.工會分別於12月4日及12月6日等數度與公司協商取得
共識，公司提報101.12.27董事會，通過於102.2.5102.2.5102.2.5102.2.5發發發發
放每名員工放每名員工放每名員工放每名員工（（（（101101101101年底在職者年底在職者年底在職者年底在職者））））定額特別獎金定額特別獎金定額特別獎金定額特別獎金
19,00019,00019,00019,000元元元元。。。。

(四)爭取101年度加薪（續）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11

(五)爭取辦理專案優惠離退

� 經工會爭取，101.12.27董事會通過專案優惠離
退方案，自公布施行日起至102.1.31止受理申
請，並以102.6.1為離職生效日。

� 最後共有199位同仁申請，核定優退人數為121
位。且於4月對外公開招考133 位員級，7月開
始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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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爭取維護人員未滿階『特別維護津貼 』

一一一一、、、、依環境區域分級支給定額維護津貼(津貼外加，滿階
後取消)。

二、、、、主產線（WX6、YX6）以二級維護單位對應一級操作單
位，W56、W6X、Y6為三級維護單位對應二級操作單位。

三、、、、3/20會員代表大會通過，3/22董事會通過（因本案涉及
公司職位管理、薪給管理規章修訂），F3修改電腦程
式，7月1日生效實施，8/5進薪資帳號 。

分級
維護單位
(維護三級)

金額

第一級
W26x、W36x、W6C2、W6C4

+A(1,760元)

第二級
W16x、W391、W392、W562、W564

+(2/3)A
、W632、W634、W636、W6C1

第三級

W46x、Y46x、Y56x、W561、W563、W565、W566
、W622(手焊股) 、W633、W635、W661、W662
、W68(動態檢測、應力分析技術員)、W6C3、
W6C5及W4 生產單位配置之機械、電機技術員

+(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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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爭取調高值日（夜）費及待命費

� 101年工會代表大會提案。

� 經勞資雙方協商，調整如下表，並自本(102)年7月1日
起生效，8/5進薪資帳戶。
類 別 值(日)夜、

待命時段
調整前 調整後

宿舍 現場 宿舍 現場

國定假日值日費 07:30-16:30 510元 565元 535元 595元

例假日值日費 07:30-16:30 225元 280元 235元 295元

值夜費 16:30-翌日07:30 430元 475元 450元 500元

國定假日與例假
日待命費(日)

假日07:30-16:30 175元 215元

平日待命費(夜) 16:30-翌日07:30 175元 185元

國定假日與例假國定假日與例假國定假日與例假國定假日與例假
日待命費日待命費日待命費日待命費((((夜夜夜夜))))

16:3016:3016:3016:30----翌日翌日翌日翌日07:3007:3007:3007:30 175175175175元元元元 215215215215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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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2年度加薪

� 102.04.03 追溯至4月1日。
� 102.05.09 單一調幅。
� 102.06.04 參考台塑去年調薪幅度。
� 102.06.19 股東常會中，葉姓股東臨時動議要求為

員工加薪，工會附議並列入議案。
� 102.07.02 拜會經濟部張家祝部長，部長表示支持

今年中鋼加薪，惟調幅尊重勞資雙方協商結果。
� 102.07.11 勞資雙方協商取得共識。
� 102.08.09 董事會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職等

本薪 (元)

最低值 中值 最高值

10 55,800 75,900 96,000

11 60,200 81,850 103,500

中鋼公司非操作性職位薪給表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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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階
本薪 (元)

最低值 中值 最高值

15 42,200 58,200 74,200

16 43,500 59,600 75,700

基本薪給=本薪+伙食津貼(1,800元/月)+特殊環境津貼

特殊環境津貼：A類：1,760元；B類：3,520元；……

中鋼公司操作性職位薪給表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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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調高領班津貼與主管加給

勞資雙方協商取得共識: 

同意大幅調高領班津貼領班津貼領班津貼領班津貼、、、、股長股長股長股長、值班

主管、副課長、課長、副主任、主任

等職位之主管加給，預計排入今年底預計排入今年底預計排入今年底預計排入今年底

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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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幹部表示工會幹部表示工會幹部表示工會幹部表示，，，，中鋼去年沒有加薪中鋼去年沒有加薪中鋼去年沒有加薪中鋼去年沒有加薪，，，，今年今年今年今年6666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月底前

應會針對加薪達成協議應會針對加薪達成協議應會針對加薪達成協議應會針對加薪達成協議，，，，幅度約在幅度約在幅度約在幅度約在2%2%2%2%至至至至2.5%2.5%2.5%2.5%間間間間，，，，
並可追溯至並可追溯至並可追溯至並可追溯至4444月月月月1111日開始實施日開始實施日開始實施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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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實收股本 1530 億元 經濟部持股 20.00 % 

101年度稅前淨利 61.3億元

稅後淨利 58.1 億元

員工紅利 4.14億元(平均每人約16-17天，8/5領)

股利(0.1元)、股息(0. 4元)
除權後股本 1545 億元

員工持股信託股權 5.7%

102.06.19股東會(101年度盈餘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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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1在高雄橋頭糖廠舉辦102年度五一親子健行及交通
安全宣導活動，當日約計9,700人參加。

� 04.14明邦廳舉辦五一勞動節卡拉OK歌唱比賽。

� 04.27在大餐廳舉辦102年度五一模範勞工及優秀會員表
揚餐會及聯歡晚會活動，當日約計300人參加。

� 05.01 配合全國產業總工會等團體發起之「官逼民反-2013
勞工要安全、拼未來大遊行」活動，號召653位會員及眷屬
前往立法院參加本次反對年金修惡大遊行活動。

� 05.13~06.15 102年度優秀會員海外見學活動(日本東京
/箱根/伊豆)，共五梯次約350人(含眷屬及CDA同仁) 。

工會102年勞動節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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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9-10墾丁福華開辦「青年成長研習營」，共計55人

參加,培育年輕工會幹部。

� 03.18-20在台中后里舉辦代表講習及臨時代表大會。

� 04.15-19辦理法律研習班(A班),共計110人參加，邀請

高雄地方法院 陳志銘庭長講授刑事法律課程。

� 04.22-26辦理法律研習班(B班),共計110人參加，邀請

高雄地方法院 楊富強庭長講授民事法律課程。

� 05.09-06.29小組普查及選舉，共842組。

� 05.10中正堂舉辦退休茶會(優退及屆退)，共約120人參加。

� 05.17-21致贈全體會員及贊助會員紀念品，本屆為

【象印不鏽鋼燜燒杯組合】。

工會其他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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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辦理寒假親子活動- 「哈利波特魔術營」,
共計80位小朋友參加。

� 03/24.4/7,4/13及4/24 福委會假澄清湖舉辦102
年度自強活動(共四梯次) 。

� 06.8-9在台中后里舉辦102年度未婚聯誼活動
(第一梯次)，當日約80人參加。

� 07.08 102年度暑期親子活動-「科學營」，共約
70位小朋友參加。

� 07.18-08.23共四梯次在台中后里舉辦小組組長
講習。

其他相關活動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24

福委會

� 101.03.24-05.13在台南走馬瀨舉辦101年度大型
自強活動(ABCD股+中龍)，約計9,000人參加。(福
委會)

� 集團結婚：101.10.27在高捷美麗島站，為88對新
人福證。(福委會)

� 推動開放第二家旅行社(良友旅行社)辦理團體旅
遊：101年4月在中龍公司試辦，102年1月在福利
大樓駐點服務。(福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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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上半年中鋼淨利

� 102年起台灣公開發行公司依法須適用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 IFRSs ）以合併報表為報表主
體，中鋼於102102102102年上半年推估合併稅前淨利年上半年推估合併稅前淨利年上半年推估合併稅前淨利年上半年推估合併稅前淨利122122122122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0.80.80.80.8元元元元），），），），係集團公司合併總淨利係集團公司合併總淨利係集團公司合併總淨利係集團公司合併總淨利，，，，尚尚尚尚
未依中鋼持股比例換算業主淨利未依中鋼持股比例換算業主淨利未依中鋼持股比例換算業主淨利未依中鋼持股比例換算業主淨利，，，，如按持股比如按持股比如按持股比如按持股比
例換算例換算例換算例換算（（（（例如例如例如例如：：：：中宇中宇中宇中宇49%49%49%49%；；；；中碳中碳中碳中碳33%...33%...33%...33%...），），），），則則則則
上半年稅前淨利推估約在上半年稅前淨利推估約在上半年稅前淨利推估約在上半年稅前淨利推估約在9595959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0.60.60.60.6元元元元）。）。）。）。
產銷盈餘獎金產銷盈餘獎金產銷盈餘獎金產銷盈餘獎金、、、、激勵獎金激勵獎金激勵獎金激勵獎金、、、、員工分紅等係以持員工分紅等係以持員工分紅等係以持員工分紅等係以持
股比例換算後之股比例換算後之股比例換算後之股比例換算後之個體稅前淨利個體稅前淨利個體稅前淨利個體稅前淨利為計算基準為計算基準為計算基準為計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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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累計今年上半年合併稅前獲利為中鋼累計今年上半年合併稅前獲利為中鋼累計今年上半年合併稅前獲利為中鋼累計今年上半年合併稅前獲利為122.1122.1122.1122.1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

若扣除掉少數股權部份若扣除掉少數股權部份若扣除掉少數股權部份若扣除掉少數股權部份，，，，中鋼中鋼中鋼中鋼6666月稅前獲利預估約月稅前獲利預估約月稅前獲利預估約月稅前獲利預估約12121212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上半年稅前獲利估為上半年稅前獲利估為上半年稅前獲利估為上半年稅前獲利估為95959595億元億元億元億元，，，，每股稅前盈餘約每股稅前盈餘約每股稅前盈餘約每股稅前盈餘約0.60.60.60.6元元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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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退休人數
102年~116年中鋼退休人數統計表

120人205人
294人

516人
613人 567人 579人 607人 666人

551人

305人 280人 274人
399人 418人

0人

200人

400人

600人

800人

年份

人
數

人數 120人 205人 294人 516人 613人 567人 579人 607人 666人 551人 305人 280人 274人 399人 418人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116年

102年~116年退休人數統計

年度 102~105年 106~110年 111~116年 退休合計 116年以後退休

出生年次 38~41年次 42~46年次 47~52年次 38~52年次

目前年齡（歲） 61~64歲 56~60歲 50~55歲 50~64歲

退休人數（人） 1,135 3,032 2,227 6,394 3,456 

佔中鋼總人數
比例（％） 12% 31% 2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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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財務

1.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事務所,協助輔導本會編製
財務報表: 本會資產淨值

2. 總額 114,803,896 元(迄 100.06.30止)。

3. 總額 120,839,913 元(迄 102.06.30止)。

� 工會資產（迄102年6月底止）

� 中鋼股票約 6300 張，存款約 3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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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會務推動之方向未來會務推動之方向未來會務推動之方向未來會務推動之方向

一、推動薪給結構合理化。

(一)民營化後不同時期進用人員的薪資結構，即已滿等薪
資未達薪幅中值。

(二)同時進用之員、師級,於滿等階後,員級薪資高於師級
之現象。

(三)新進人員起敘薪資低於台電、中油。

二、爭取勞退新制雇主提繳率6%調高為8%
100.10.28 第五屆第三次從業人員持股信託委員會會議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由行政部門持續研究由行政部門持續研究由行政部門持續研究由行政部門持續研究，，，，待適當時機再提出報告待適當時機再提出報告待適當時機再提出報告待適當時機再提出報告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適用對象以適用對象以適用對象以適用對象以94. 7.1 94. 7.1 94. 7.1 94. 7.1 以後進用人員為限以後進用人員為限以後進用人員為限以後進用人員為限

，，，，且需信託滿一定年限且需信託滿一定年限且需信託滿一定年限且需信託滿一定年限((((如如如如10 10 10 10 年年年年))))方列入考量方列入考量方列入考量方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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