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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小組長講習

工會組織運作實務簡介

報告人：常務理事 王寬澤(兼組訓組長)
TEL:2741 & 092961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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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30日召開第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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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織運作實務大綱

一、工會宗旨
二、章程辦法路徑、任務
三、工會力量的凝聚
四、工會組成(會費收入分布) 
五、中鋼工會組織架構、工會主要會議運作
六、工會小組組織及辦事細則
七、電腦(網路)化是什麼
八、工會組織設置(八組) 
九、會員福利
十、會員反映問題，應該先如何處理
十一、勞資會議專區查詢歷屆提案
十二、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
十三、福利委員會團保
十四、會員婚喪喜慶申請路徑
十五、身為幹部應有認知
十六、過去一年工會做了什麼

3

一、工會的宗旨:

(1)保障會員權益

(2)提升會員勞動條件及改善工作環境

(3)增進會員知能

(4)爭取福利
這是工會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年輕人的希望 中年人的盼望 老年人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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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網站連結→各單位網站→K(UN 中鋼工會網站)→章程辦法→工會簡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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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程辦法路徑、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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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鋼 鐵 公 司 企 業 工 會 章 程
共有八章四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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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人數:一般而言，會員愈多愈有力量。

• 財務狀況:工會的錢愈多，力量愈強。

• 會員的承諾:會員認同度愈高，工會力量愈強。

• 團體協約:勞資雙方有無簽訂勞動契約

(團體協約期間屆滿，原團體協約關於勞動條件之約定，仍繼續成為該團體協

約關係人之間的勞動契約內容，直到簽訂新團體協約，即餘後效力)

三、工會力量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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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

團結就是力量-工會力拼~~
維護公司永續經營~

捍衛員工權益

會員前往市議會反對環保惡法、阻擋料場室
內化議題維護公司永續經營、捍衛會員權益

除新建鋼廠外，中鋼與其它先進國家鋼廠均
未設置封閉式室內堆置場，中鋼原料堆置場
粉塵逸制以高達96%以上，已合乎法規標準，
工會支持追求低碳低污染之製程，對於政府
政策應兼顧產業永續發展與環保並重。

團結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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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會組成(一) 

(理事長)
理監事會員代表

工會全體會員

小組長

36人100人

10,168人

849人
贊助會員

會友

544人
1,247人

資料來源:108年04月16日理事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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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會組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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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贊助會員、會友之區別

成員 條件

會員 凡在中鋼公司服務之從業人員，除一級主管(含)以上、A11及

A25組長、契約人員外，均具會員資格，應加入本會為會員。

(章程第七條)

贊助會員 (1)未具章程第七條會員資格之中鋼公司從業人員。
(2)無工會組織之中鋼公司轉投資公司從業人員（中鋼公司投

資股權超過該公司資本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且公司所在地
於國內者）。

加入本會為贊助會員者，於中鋼集團企業工會成立後，若全
公司具入會資格之從業人員超過半數加入中鋼集團企業工會
時，該贊助會員應優先加入中鋼集團企業工會會員，始得繼
續保有本會贊助會員資格。
(3)經中鋼公司同意辦理留職（資）停薪人員。
(4)本會聘雇之會務人員。

會友 (1)本會會員以外之中鋼公司從業人員。
(2)中鋼公司契約人員、中鋼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所屬單位僱

用人員。
(3)中鋼轉投資公司未加入贊助會員之人員。

四、工會組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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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會組成(四) 
會員、贊助會員、會友之權利義務

• 權利比較：

選舉權、

被選舉權

婚喪喜慶及慰問、

子女教育獎學金、

申請調解事項

互助金

會員 V V V

贊助會員 V V

會友 V

依據：本會會員（友）互助辦法、婚喪喜慶祝賀及慰問實施

要點、子女教育獎學金實施辦法

權利、義務

稱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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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會組成(五) 
工會的會費收入分布圖表

入會費及經常會費(62%)
入會費，目前為新台幣684元，於會員入會時一次繳納。經常會費， 依每年調
薪幅度而浮動調整，目前每會員每月新台幣228元，為本會最主要之經費來源。

勞動節活動補助款(6%)
主管機關勞工局補助之活動經費。

勞教補助費(6%)、公司依團體協約補助2/3。

利息及股利收入(13%)
以本會歷年之盈餘投資中鋼公司股票，每年分配之股利股息，此部份之比例約20%。
董監事酬勞金(7%)
由工會自力募集股權當選中鋼公司一席董事，依法分配之董監事酬勞
，此部份收入已成為本會次要經費來源
康樂活動費(5%) 、其他收入(1%)

外界機構捐贈 13

不是萬能 沒錢卻是萬萬不能

1.以前工會的會費就只有收入及支出，沒有開源和節流
2.前理事長吳清賓眼光長遠，建立中鋼股票進場機制有限資金購入200張
中鋼股票作為開始因為有這機制，公司願意將畸零股以面額售予工會，

3.以前每年配股、配息及畸零股購入是目前股票累積的基礎。但目前只有
配息。

4.目前會員近10,168名，老中青都有，服務需求越來越多元化。
5.會費的收入不足以應付目前10,168名會員服務。
6.配息也是開源的最大來源。

錢

感 恩、珍 惜

未來會更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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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鋼工會組織架構(一)

高雄市產業總工會

代表12名

高雄市機械總工會

代表13名

本會會員約10,168名 849小組

會員代表大會 代表100名

勞資會議

勞方代表10名

理事會

理事27名

監事會召集人
常務理事會

常務理事9名

監事會

監事9名

員工董事諮詢

委員4名

上級工會代表

職工福利委員會

勞方委員15名
聯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勞方委員15名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

委員會 勞方委員10名

員工持股信託委員會

勞方委員3名

調解委員會

委員11至19名

研究委員會

委員10至17名

獎懲評議委員會

勞方委員4名

工作場所性騷擾申訴處

理委員會 勞方委員3名

理事長

文宣組

組訓組

服務組

總務組

福利組

安衛環保組

綜合事務組

勞資關係組

主任秘書

執行秘書

秘書6-8名

鋼福/鋼友

董事(4+3名)

15

五、工會主要會議運作(二)

常務理事會 理事會

勞資會議

召集人

監事會

工安會議

召集人

福利委員

召集人

代表大會

每月召開 每月召開 每年召開

每月召開 每月召開 每兩個月召開

每三個月召開

赴理事會報告赴理事會報告 赴理事會報告

上述會議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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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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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要讓會員變幽靈會員
二、落實小組會議提案回覆
三、每一小組會員最多以二十五人

為限，最少不得少於七人

工會會員小組異動
小組會議提案單
章程第 三 條 ?

六、小組長任務(章程第十二條)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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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讓會員變成幽靈會員

1.人在哪裡就編哪裡
例如:新進人員進用後可能先編在各一級W10、W20、W30…等

但實際已經在三級或股

2.調單位(自行請調、任務調動)

3.升遷(第七條規定不符合資格)

小組長幫忙異動至目前小組

六、小組長在工會組織中的角色扮演(一)  

19

1

2

3

4

六、工會會員小組異動呈報表路徑(二)
EIP→常用工具→表單下載→工會相關表格→工會會員小組呈報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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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鋼 公 司企 業 工 會 會 員 小組 異 動 呈 報 表 年 月 日

姓 名 職工編號 異 動 前 異 動 後

單 位 小組編號 單 位 電 話 小組編號

此 致
理事會

第( -- )小組
小組長： 簽名
電 話：

附 註：
一、逢小組會員異動遷入時，請異動後新納編之小組長隨即填報本表。
二、工作單位請填至三級單位。
三、離職或新進者，請於備註欄內註明離職或新進。

中鋼公司企業工會會員小組異動呈報表

備註

負責秘書: EIP\ 陳昆豪秘書 分機:3561
21

六、似沉大海小組會議紀錄單(三)
為何每次小組長講習，座談時多會有小組長反應
小組提案多無下文，似沉大海。應該如處理~~~~~

849 小組

1人做不如大家做
分工發揮工會最大效率

107.08常務理事會提出檢討改善，也在當月理事會討論，
如何才能針對小組提案回覆並回饋給小組長。

改善方向: 目前工會小組849組，如果只靠主秘是無法真正
落實及回覆所有小組，所以在108.10理事會通
過新制小組會議紀錄單，那新制小組會議紀錄
和舊版有何不同。

EIP\常用工具\表單下載\工會相關表格\新小組會議申請

表單下載路徑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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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建議事項：

轄區代表或理監事處置情形回覆欄：

□本案已處置完畢並覆知小組長知悉。
□本案已轉知承辦或相關單位進行討論改善中。
□本案涉及層面寬廣，建議提送功能小組 委員會提案爭取。
□其他處置情形說明：

小組代號： － 【請於以下方框中勾選開會時間】

壹 貳 參 肆 伍 陸
1月-2月 3月-4月 5月-6月 7月-8月 9月-10月 11月-12月

出

席

人

員

小組長(副小組長)： 分機：

列席人員：
出席人員： 人
列席人員： 人

---------------------------------上、下聯資料請務必詳填，以利作業--------------------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工會小組會議記錄單（每張限填一小組）

＊本記錄單請於會後15日內送達本會，逾期將不予受理補助該次款項。 107.10新製

【例: 2月份記錄單最遲應於3月15日前送達】
＊本記錄單交由轄區常務理事派送給單位代表或理監事進行處置，並請填寫處置情形後將本單送回工會彙整

代表、理監事初步處理
並請回覆小組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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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編組：依工會法【工會會務自主原則】，工會內部組織得自行
規定。

就任:自103年開始，小組長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
每一小組會員最多以二十五人為限，最少不得少於七人。

依據章程:第 三 條

六、章程第 三 條規定 (四)

理事會通過每年4、10會針對未滿7人提報提事會、並通知轄區小組長、
代表、理監事

25

七、電腦(網路)化是什麼

一、小組長講習梯次調查電腦化(路徑1、2)

二、工會會務AP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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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1: EIP→快速選項→直達路徑→ AKABF →活動清單→報名

1

2

3

七、小組長講習梯次調查電腦化 一 (路徑1、2)

路徑2

27

七、工會會務APP (二)

工 會

28



2019/7/3

15

工會會務APP (三)

29

文宣組-組長:羅紹朋 常務理事 分機:3373 負責秘書:陳昆豪 分機:3561

協辦本會刊物編撰、印製事項及其他刊物之發送
與歸檔。
本會與會員之連繫溝通及活動文宣事項。
新聞稿之發送及歸檔。
本會與新聞媒體之聯繫及採訪安排。
對外賓之招待、簡報事宜。
對外各機關團體之聯誼活動及道賀慰勉事宜。
對外各機關團體之通訊錄製作與更新。
紀念 (公關) 禮品製作及管理。
辦理作家座談會及年度問卷調查。
海報製作、活動攝影及相片歸檔管理。
名條管理。
工會網頁更新布告文宣組相關資訊。
其他文宣事項之辦理。辦理成長營。

第237期 第235期第236期

08.03.25召開108年03月份文宣組暨編輯委員座談會議，會中審閱五一徵
稿稿件83篇，其中28篇留用，12篇改為一般稿件，42篇不採用，1篇保留

八、工會組織設置(八組)

30

http://dept.csc.com.tw/mis/un0/cscunion/in5_1.asp?id=241
http://dept.csc.com.tw/mis/un0/cscunion/in5_1.asp?id=240
http://dept.csc.com.tw/mis/un0/cscunion/in5_1.asp?id=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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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訓組-組長:王寬澤 常務理事 分機:2741 負責秘書:蔡東武 分機:5550

組織及活動之建立及輔導。
會籍資料之調查統計與管理。
辦理本會各項幹部選舉作業。
勞工教育規劃及舉辦。
配合上級單位舉辦之勞工教育活動。
本會及上級工會職員幹部參與內外各類教育講習、研討會等活動請假
辦理及列管事宜。
辦理代表、理監事暨功能小組等講習訓練。
組織動員及抗爭活動之辦理、工會網頁更新布告組訓組相關資訊。

107年小組長講習講師
其他組訓事項之辦理。

31

文書收發登錄。
公司內外單位主辦之各種競賽及康樂活動之接洽及協辦。
辦理未婚聯誼、親子活動。
辦理勞動節工會健行活動。
法律諮詢服務之辦理。
所得稅申報服務安排。
社會救濟、公益活動之辦理。
代辦勞工住宅、修繕貸款。
工會網頁更新布告服務組相關資訊。
其他服務事項之辦理。

服務組-組長:彭漢廷 常務理事 分機:5178 負責秘書:徐郁薇 分機:356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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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組-組長:林興石 常務理事 分機:5315 負責秘書:楊麗娜 分機:2168

印信之典守及資產之借用與管理。
各種會議及活動場地佈置、餐飲準備事宜。
本會現金之出納及保管。
會員眷屬婚喪喜慶禮儀物品之訂製。
辦公文具用品、設備之採購事宜。
互助金申請之審核與簽辦。
會所管理及盆栽更換。
贊助會員及會友資料之登錄與管理。
工會網頁更新布告總務組相關資訊。
其他總務事項之辦理。

107.12.25～26
本會召開第13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

會場佈置

33

福利組-組長:吳清松 常務理事 分機:5674 負責秘書: 邱麗湄 分機:5510

辦理會員福利事項。
有關勞動節日慶祝活動之統籌規劃。
福利事業部業務經管事宜。
勞工各項優惠貸款之承辦。
產險櫃檯管理。第一產險6821/富邦產險3986 /意外險/生命禮儀
辦理商品展示活動。
辦理股東紀念品之兌換工作。
辦理優秀會員選拔作業。
辦理優秀會員海外自強活動
辦理勞動節其他康樂活動。
辦理優秀會員表揚活動。
工會網頁更新布告福利組相關資訊。
其他福利事項之辦理。

長期駐點工會櫃檯

 車險：為求方便所屬會員與寶眷投保汽機車保 險、旅遊平安險、住宅地震等民生
需求保險，特委請產險公司設駐點辦理服務，且保費折扣比保險公司員工更優惠，
萬一遇到事故理賠洽談也比較好談(建議會員要買第三人加重險，風險分攤)。

 意外險：為求方便所屬會員與寶眷投保團體傷害暨意外保險，特委請產險公司設

駐點辦理服務。(100萬只要320元，比點光明燈便宜更有實質保障)

 生命禮儀：因應現今社會人口年老化所面臨的長者生後禮儀等問題，特委請相關

團隊以熱誠優質專業的態度為同仁提供諮詢與服務。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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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模範勞工暨優秀會員表揚

35

安衛環保組-組長:林于敬 常務理事 分機:2905 執行秘書:巴兆瑞 分機:3560

辦理安衛環保組之各項工作。
公傷事故彙整與通報。
工安巡查名單排定。
工安會前會會議記錄之整理。
工會網頁更新布告安衛環保組相關資訊。
工安宣導活動之辦理。
其他安衛環保事項之辦理。

工作、行車注意安全

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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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6-17天就達標

七章二十八條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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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失能傷害獎金

註：期間發生從業人員失能傷害重新累計；協力廠商人員失能傷害依有效
辦證人數比例扣款(5%-15%)、從業人員通勤交通失能傷害每人次扣
10%。

對象 目標 獎金(元)

一級單位
每百萬

無失能工時
1.5、3、5、…23萬

二級單位
每25,000或
7,500人日

1萬或3千

為促進三級單位之安衛參與，生產部門(W1-W6、Y4-Y6)之二級單位連續
無失能傷害獎金制度自107年起調整為「安衛氣候指標獎勵活動」。

全公司 五百萬工時
每一從業人員獎金一千元或價值相

等之獎品

➢依據「中鋼公司工業安全衛生激勵要點」第三章無失能傷害事故獎
勵之規定，適用於具有現場操作、保養及維護作業之一、二級單位：

39

綜合協調組-組長:鄭村成 常務理事 分機:6408 負責秘書:王瓊瑤 分機:2071

慰問金申請之審核與簽辦、辦理獎學金申請與審核。
退休、優惠離退及資遣之會員資料登錄。
調解委員會相關業務及經費之管理、茶水準備服務。
本會內部民俗節目慶典事宜。（團拜、普渡、尾牙）。
退休會員紀念品致贈及合影事宜之辦理。
其他綜合事務之辦理。
法律班、調解事務。

107.09.05本會於工會一樓廣場辦理
107年中元普渡祈福典禮

107.11.15 A220李麗珍等91位會員
榮退(含贊助會員)，本會致贈紀念
牌、紀念品留念並表達感謝之意。

40



2019/7/3

21

會計制度之規劃及會計報表編製及報核。
預、決算書之編製彙整事宜。
辦理優秀會員表揚及聯歡晚會活動。
茶水費申請審核。
勞資會議相關事項之辦理。
撰寫工會刊物之國際勞動與鋼鐵訊息。
辦理與國際友會之間交流互訪事宜。
國內勞動及工業安全等相關法令蒐集與變動之研究。
研擬勞動法令修正建議草案、撰寫說帖。
研擬團體協約勞方版草案。
勞資爭議相關事項之辦理。
研擬工作規則及管理規章之修正建議。
國內相關業界之勞動條件蒐集、研究與對策研擬。
國內與國際間，針對勞動相關之學術研究資料蒐集剖析。
其他勞資關係事項之辦理。

勞資關係組-組長:薛佰禧 常務理事 分機:3447 負責秘書:吳蕙莉 分機:5550

41

網站連結\各單位網站\ J UN工會網站\05會員專區\會員福利

九、會員福利

1

4

3

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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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金:住院慰問、死亡慰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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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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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職 稱 單 位 職 編 姓 名 分 機 班 別

1 調解會主席 W367 089326 簡右昌 6423 C

2 調解會副主席 W212 134759 黃一洲 2437 日

3 調解委員 C348 054379 游信教 6950 D

4 調解委員 T263 191007 王文傑 5646 A

5 調解委員 T6S 117796 劉榮宜 3149 日

6 調解委員 T74 156778 許誌文 3351 日

7 調解委員 V93 081570 葉崇凱 3205 日

8 調解委員 W113 136242 孫基生 2430 B

9 調解委員 W233 137547 鄭朕昌 2457 日

10 調解委員 W325 051516 宋文化 3169 C

11 調解委員 W434 134791 杜世欽 5602 B

12 調解委員 W561 148833 洪崇勝 3172/6093 日

13 調解委員 W622 097642 謝啟仁 5462 日

14 調解委員 W634 189456 陳瑞豐 5934 日

15 調解委員 Y462 079475 呂慶義 2559 D

16 調解委員 Y482 155028 劉鈞和 6211 日

17 調解委員 Y552 175273 林偉強 5466 B

18 調解委員 Y553 126342 廖福城 2570 日

19 調解委員 Y563 132951 俞雅君 3654 日

中鋼工會第十三屆調解委員

47

十、會員反映問題
應該先如何處理

• 公司的事務、工會的事物上傳在LINE、FB可以
反映問題 ?

• 工會未來傳承很重要，106年底第十三屆理事長
暨代表改選改選100位代表當中，因為一些幹部
做不滿屆次，第十三屆共有45位新任代表。

• 新人或新幹部遇上問題不知道要如何解決就直
接LINE、FB上傳，這樣不是解決之道。

只是讓事情問題更複雜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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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管 道

• 詢問相關單位:
• 一、單位主管(廠處溝通會)
• 二、A部門:人力資源處、公關處(A3)

總務處(診療所、事務組、A25、福利組)
• 三、 H:企劃部門

H2:人力運用、管理活動(CDA..
作業研究、提案、組織人力

• 四、Y1:安全衛生處 Y9:環境保護處
• 五、選區小組長、選區代表、選區理(監)事、

常務理事、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主秘)
• 六、功能小組:理事會、監事會、勞資會議、

環安衛委員會、福利委員會、研究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等..

49

溝 通 管 道 反 映 表 達 之 內 容

1
公司行政系統
即：股→課→工場（室、組）→廠（處）
→部門→E.P.B）

凡有個人或團體欲表達意見，均應先循行政系統向直屬主管反映
，各級主管應協助其洽詢有關單位處理。倘認為未獲得適當的處
理，則可提下列如：廠（處）定期溝通會議、勞資會議、工會、
福委會、面對面座談會、申訴制度等尋求解決

2 廠（處）定期溝通會議

1.單位內容各種應改進事項。
2.關於福利及權益事項。
以上事項，倘對會議結論或處理方式仍不滿意時，可視性質循下
列3至10項溝通管道擇一適切表達。

3 勞資會議

凡屬全公司性且先經廠（處）定期溝通會議而未能適切解決者：
1.關於改善工作條件事項。
2.關於增進福利措施事項。
3.關於提高工作效率事項。
4.關於協調勞資關係，促進勞資合作事項。

4 企業工會 會員同仁可依訴求事項提案送工會依適當之管道處理。

5 職工福利委員會 關於同仁之福利事項。

6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 關於安全、衛生、環保等事項。

7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關於退休準備金存儲、運用、管理等事項。

8 面對面座談會
由董事長或總經理主持，為不定期舉辦之溝通會議。
1.公司內各種需要改進意見。
2.關於福利及權益事項。

9 申訴制度
同仁在公司內之合法權益遭受侵害，不當處置或冤抑，或執行業
務上遭到困難，經循行政系統仍無法獲得合理解決時得提出。

10 A14從業人員關係組 協調處理有關各種陳情事項。

溝 通 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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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 理事 監事

環安衛委員

會員、小組長

代表

福利委員勞資代表 退監委員調解委員

不用等代表大會再提案
平常最好反映管道

51

CSC EIP\網站連結\主題網站\ 企業一般管理\勞資會議專區

十一、勞資會議專區查詢歷屆提案

12

3

4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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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福利資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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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邦廳供膳 甲舍一樓北側
公務宴客訂餐：上班時間(明邦
廳櫃檯)
用膳時間：

早餐06:30～07:30
午餐11:30～12:30
晚餐16:30～19:00

GW朱瞻群
郭秀連

6226
2226

A23承辦人： 馬崧祐 / 5123

福利餐廳供膳 福利大樓一樓
週一至週五 週六、日

早餐06:20～08:00   06:20～07:30
午餐11:00～12:30   11:15～12:30
晚餐16:30～17:30  16:30～ 17:30

GW黃文賢
周懷濤

5401
2239

A23承辦人： 林敬喬 / 5123

便當訂購作業 每日便當異動時間：
午餐：當日08:30以前
晚餐：當日14:30以前

福利餐廳
收銀人員

2232
5124

A23承辦人： 林敬喬/ 5123

便當問題反應及處理 每日便當處理時間：
午餐：當日08:30以前
晚餐：當日14:30以前

GW黃文賢
周懷濤
洪麗燕

2232
6226
2333

A23承辦人： 林敬喬/ 馬崧祐
5123

購物商場 早：06:45～08:00
午：11:30～12:30
晚：14:00～18:00

GW張調瑞 2375
6426

A23承辦人： 侯芳忠 / 2109

十二、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一)

營業地點與時間營業項目 承辦人 電話 福利組負責人員

55

健身館

游泳池

健身館：
週一至五：06:00～21:00
週六、日：07:00～21:00

游泳池（周一休池）：
週二至五：06:00～08:30

13:30～19:00
週六、日：07:00～10:00

13:30～19:00

GW沈福生
2535
6824
6111

A23承辦人： 徐耀昱 / 2014

書坊 週一至週五 11:00-18:00
8039612

A23承辦人： 侯芳忠 / 2109

閱覽室
2240

A23承辦人： 林敬喬/ 5123

蛋糕製售 常日班上班時間電話預約
(福利大樓二樓員工購物商場)

GW張永康 3550
A23承辦人： 侯芳忠/ 2109

宵夜部 十四層單身宿舍
週一至週五16:30～24:00

久玖
2

242 A23承辦人： 馬崧祐 / 5123

眷屬寄宿舍訂房 常日班上班時間內
(十四層單身宿舍管理室)

GW歐周聰 2234 A23承辦人： 徐耀昱 / 2014

常日班上班時間內 甲舍櫃檯 2225 A23承辦人： 徐耀昱 / 2014

十二、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二)

營業項目 承辦人 福利組負責人員營業地點與時間 電話

週一至五：10:30～18:00
寒暑假之週一至五：8:00～18:00

微笑書坊
聶小姐

GW林素雲

甲舍貴賓室訂房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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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宿舍
住宿申請

常日班上班時間內 GW歐周聰 2234 A23承辦人： 徐耀昱 / 2014

電影放映 中正堂：

週六：13:00、15:30、18:00、20:00

A23陳冠名 5125 依公告時間為準

洗衣部 福利大樓一樓週一至五：06:40～08:00
16:00～17:30

鳳凰身
新豐

5334 A23承辦人： 馬崧祐/ 5123

相片沖洗部 週一或放假日之次日、週一至週五
上午：07:00～08:00
中午：11:30～18:00

麗 宏 5334 A23承辦人： 侯芳忠/ 2109

理髮部 黃阿燕 2243 A23承辦人： 馬崧祐/ 5123

機車修理部 14樓單舍北側週一至五：08:00～18:00
週日、國定假日休息

超級機車
金 盛

803-2955 A23承辦人： 馬崧祐/ 5123

公務腳踏車 14樓單舍北側
每週三、五：09:00～16:00

2273

團體綜合
保險申請

中國人壽 2266 A23承辦人： 侯芳忠/ 2109

PayEasy公司
中鋼服務處

PayEasy 5548 A23承辦人： 郭冠佐/ 2109

十二、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三)
營業項目

福利大樓一樓北側
週一至五：11:00～20:00
週六：10:00～17:00

電話

福利大樓一樓特約商服務區
週一至週五：11:30～16:00

W61
蘇枝財

福利大樓一樓特約商服務區
週一至週五：12:30～16:00

營業地點與時間 承辦人 福利組負責人員

57

育樂自強活動
社團活動

常日班上班時間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郭冠佐 2109

接洽特約商店 請先來電預約，以便安排時間洽談。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侯芳忠 2109

消費性貸款 每年辦理一次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林敬喬 5123

分期與消費性貸款之還款 每月15日至19日(假日提前辦理)，於銀行開放
時間內至福利組。

A23林小玲 5125

無息貸款
（急難救助）

常日班上班時間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徐耀昱 2014

喜輓幛申請 常日班上班時間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GW楊素貞 5124

子女教育補助 常日班上班時間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郭素緞 2014

新生兒禮金 常日班上班時間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徐耀昱 2014

結婚補助 常日班上班時間
(福利大樓一樓福利組)

A23林小玲 5125

集團會館業務綜合管理 常日班上班時間
(集團會館三樓辦公室)

A23劉宇欽 77-29309

十二、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四)
營業項目 電話營業地點與時間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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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住院部份、 2.死亡申請部份
1.1 住院部份申請資料:    

中國人壽理賠申請書、診斷(住院)證明書
申請人身份證影印本(第一次才要提供)
不領支票(請備存摺號碼)

2.1 死亡喪葬申請資料:
中國人壽理賠申請書
申請人身份證影印本
死亡證明影印本(正本)
除戶證明(正本)

十三、福利委員會團保(一) 
查詢路徑:EIP\(左上角)快速選單\總務福利資訊平台\

福利資訊\福利資訊公告\團保條例節錄

59

重大燒燙傷(公費單)

會員本人 : 50萬
會員配偶及15歲以上子女 : 10萬

1,000元住院醫療津貼說明：

住院醫療津貼險(公費單)

住院日額 燒燙傷病房或加護病房日額

全年最高120天 每次事故最高30天

1,000元/日
3,000元

(含住院日額)

十三、福利委員會團保(二) 
險種 \ 等級

定期
壽險

傷害
保險

重大
燒燙傷

因公
意外險

住院
醫療津貼

新癌症
健康險

每位會員 150萬 150萬 50萬 75萬 1,000元 500元級

每位配偶 20萬 20萬 10萬 － 1,000元 500元級

每位父母 5萬 － － － 1,000元 500元級

每位15歲以上子女 5萬 20萬 10萬 － 1,000元 500元級

每位15歲以下子女 － － － － 1,000元 500元級

傷害保險說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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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其他 (會員婚喪喜慶申請路徑，五天前提出申請)
EIP→直達路徑或交易代號 AHB

1

3

2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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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畫面可同時申請中鋼公司、中鋼福委會、中鋼企業工會>

申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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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畫面可同時申請中鋼公司、中鋼福委會、中鋼企業工會>

申請畫面

63

十五、身為小組長應有認知

3.工會也許不是萬能的

但它卻是專屬於勞工的組織，更希望您的支持

工會 - 是一個名詞它需要人來支撐，工會實力

因有您做後盾而強大，希望大家多付出

關心。

64

2.勞資雙方醒思 -
資方面臨 - 國際鋼鐵競爭，國內面臨環保、勞團壓力
勞方面臨 - 老、中、少權益問題。
如何保障會員權益，又能突破勞資雙方問題，這是
勞資雙方要共同面對與解決。

1.【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外界、內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