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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的「希望」
中年人的「盼望」
老年人的「願望」

一、工會的宗旨:

(1)保障會員權益
(工作安全/工作尊嚴/工作與生活平衡…等)

(2)提升會員勞動條件及改善工作環境
(調薪/環境津貼/雙中值調薪/守護官股20%/夜點費及
待命費整等…)

(3)增進會員知能
(青年成長營-基礎&進階/小組長講習/模範勞工海外見學
/法律研習班..等)

(4)爭取福利
(迪卡儂禮券/彈性福利點數/旅遊補助/未婚聯誼

2,100元 16,000元 6000元

/歐都納禦寒夾克/美津濃運動休閒鞋/ 工會健行與
寒暑假親子活動等 ...等)



二、過去三年工會做了什麼(一)
(一) 本會對輪班別順序變更意願調查
(二) 107年加薪3.5%(天花板+2.1%)

(三) 107年退休不休假列入平均工資
(四) 107-108年間隔11小向勞動部爭取放寬
(五) 退休新制不休假、不請假列入6%提撥
(六) 108年度公司製發GORE-TEX禦寒夾克

夏季運動休閒服裝乙套+運動鞋
(七) 107年7月進用起敘調整，工會也啟動與公司協商

是否有後追前
(八) 108年加薪3.5%(天花板+2.4%)、

109年加薪3% (天花板+1.8%)

(九) 108.08.15第五次團體協約簽訂
9-1 休假 1 小時(前、後) 9-2 婚 假 8 9天
9-3 產檢假 5 6天 9-4 主婚假 1       2天



二、過去三年工會做了什麼(二)

福利訊息 109/12/22福委會正式通過：

1. 暫予同意辦理110年福委會員眷大型自強活動，擇定地點為台南
走馬瀨休閒農場，惟考量疫情尚未有效控制，活動辦理以110年
7月至8月為原則，後續視疫情狀況再作評估。

2. 受疫情影響，110年暫停辦理集團結婚活動，並配套酌增110年
全年結婚補助費用為5000元/人，惟來年有特殊考量恢復辦理，
則該年度結婚補助費用即由5000元/人恢復3000元/人。

3. 110年春節原編列福利代金2500元，惟考量109年景氣不佳，同
仁收入減少，為體恤員工整年工作辛勞，提振全體會員士氣，
並再加發福利代金3500元，共計發放（110）年春節代金6000
元，發放對象以110年1月15日在職會員為準。

4. 110年五一勞動節福利代金加發，共發5,000元



工會針對公司推動發展自動化、無人化、智能化精緻鋼廠製程作業，而制訂
之人力撥補政策，似有縮減編制人力之疑慮，此乃重大議題，且公司未依團
體協約相關之規定與工會進行協商，故理事會決議於109.12.22下午召開第
13屆第4次臨時理事會，並邀請SA黃一中總經理特別助理、A張秋波行政副
總、AA鍾錫州助理副總、W羅文驥生產副總、WA2陳守道助理副總等部門
長官，就人力撥補政策進行溝通說明，以安撫會員浮動之情緒，雙方經溝通
協商後獲致之共識說明如下：
一 公司為發展未來高值化精緻鋼廠，提升人均貢獻與獲利，將透過製程自動

化、無人化、智能化並搭配退休潮進行組織精進，強化經營體質，未來將
持續與工會進行溝通，現無縮減編制之規劃，也不會影響現職人員之工作
權。

(二) 110年度人力撥補無強制性之規劃，惟公司為配合退休潮及經驗傳承提
前進用新進人員，將朝向漸進及和緩方式調整，逐步使在職人數與編制
員額漸趨平衡(約9,700人)為目標；但今年進行人力撥補盤點發生爭議之
單位，應給予重新檢視之機會。

(三) 公司為鞏固未來50年永續發展根基，維持核心競爭力，針對精緻鋼廠的
人力編制規劃採滾動式調整，惟在調整前亦會事先與工會進行溝通協商，
以符團體協約之規範。

二、過去三年工會做了什麼(三)



110.02.18理事會退休金監督委員會會議提案執行進度事宜

二、過去三年工會做了什麼(四)



二、過去三年工會做了什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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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章程辦法路徑、任務

1
2

4

3

5

4



中 國 鋼 鐵 公 司 企 業 工 會 章 程
章程八章節 四十一條文



中國鋼鐵公司企業工會小組組織及辦事細則

第十四條 自民國八十四年八月起算，凡累計擔任小組長
(不須連任)至第三任且擔任小組長服務期間須五
年以上者，由本會致贈紀念品及獎牌予以獎勵，
並於當選第三任當屆之次年小組長講習時接受表
揚。(獎勵金額已不逾新台幣貮千元為原則，表揚
以一次為限)

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 第十三屆第四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第十四條，自109年辦理選任時開始實施

九十一年三月廿二日 第八屆第一次臨時代表大會修訂第四、五、

六、八、十二、十四條

久任小組長獎勵表揚修訂



四、工會力量的凝聚

• 會員人數

• 財務狀況

• 會員的承諾

• 團體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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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會組成(一) 

(理事長)
理監事會員代表

小組長

36人100人

工會全體會員9,831人

847人

贊助會員 會友

523人 1,110人

資料來源:110年02月18日理事會會議紀錄



五、工會組成(二) 



五、工會組成(三) 

會員、贊助會員、會友之權利義務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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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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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工會組成(四) 

工會費收入分布圖表

1-入會費及經常會費(62%):
入會費為新台幣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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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元，為本會最主要之
經費來源。

2-勞教補助費(6%):
公司依團體協約按勞教費用之總額補助2/3。

3-勞動節活動補助款(6%) :
公司補助優秀會員表揚之活動經費。

4-利息及股利收入(13%) :
本會歷年投資中鋼公司股票目前累計有7221張，每年分配之股利股息。

5-董監事酬勞金(7%) :
中鋼公司依團體協約約定以持股信託支持工會勞工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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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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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1名 小組長84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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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勞方委員3名

理事長

1組訓組 2文宣組

3服務組 4總務組

5福利組 6安衛環保組

7綜合事務組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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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總工會

代表3名



理事會

每月召開

每月召開

每年召開

每三個月召開

赴理事會報告

上述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六、中鋼工會組織架構(二)

監事會

代表大會常務理事會

福利委員召集人

工安會議召集人

勞資會議召集人

退監會主任委員

每三個月召開



七、中國鋼鐵公司企業工會小組組織及辦事細則



七、小組長任務( 小組組織及辦事細則第十二條)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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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擔任任期:自103年起小組長任期 2年，連選
得連任。每組組員最多以二十五人為限，
最少不得少於七人。(第3條)

二、代表可以協助小組長最重要的任務:
1.不要讓單位出現幽靈會員。

2.召開小組會議與落實提案。
3.邀請工會代表/理監事列席。



1.人在哪裡? 家就在那裡!
例如:新進人員進用後可能先編在各一級 W10、W20、

W30…等，但實際已在現場支援三級單位或輪班。

2.職位異動(自行請調、任務指派)

3.一級主管&其他(工會章程第七條規定不符合資格)

幹部能協調小組長幫忙異動至目前小組

七、小組長在工會組織中的角色扮演(一)  

不要讓單位出現幽靈會員



1

2

3

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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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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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 巴兆瑞 執行秘書 分機:356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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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 小組

一人做不如大家做
分工合作發揮工會最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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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組，應加強落實及回覆所有小組，所以在去年8
月理事會通過由單位代表與理監事優先處理小組會議紀錄的回應
事項，以加速反應速度。

EIP\常用工具\表單下載\工會相關表格\新小組會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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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工會會務資訊e化

一、小組長講習梯次調查電腦化(路徑1、2)

二、工會會務APP

路徑1



八、工會會務APP (二)

工 會



八、工會會務APP (三)



文宣組
組長:羅紹朋常務
分機:3373
執行秘書:巴兆瑞
分機:3560

組訓組
組長:王寬澤常務
分機:2741
秘書:陳昆豪
分機:6544

服務組
組長:彭漢廷常務
分機:5792
秘書:邱麗湄
分機:5510

總務組
組長:林興石常務
分機:5315
秘書:楊麗娜
分機:2168

福利組
組長:楊乙記常務
分機:3447
秘書:徐郁薇
分機:3561

安衛環保組
組長:林于敬常務
分機:2905
秘書:吳振毅
分機:6542

綜合協調組
組長:鄭村成常務
分機:6408
秘書:吳蕙莉
分機:2071

勞資關係組
組長:陳克弘常務
分機:3681
秘書:王瓊瑤
分機:5550

九、工會組織設置(八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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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麗媚 分機:3561

109.08.10-11-20 本會於台南辦理
府城小旅行 暑期親子活動合影留念。

109.09.19-20 本會假台東知本老爺飯店辦理
未婚聯誼活動-「尋找幸福起點」，全體學員
開心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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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法律研習營。

第237期 第235期第236期

文宣組-組長:羅紹朋常務理事分機:3373 秘書:巴兆瑞分機: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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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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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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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訓組-組長:王寬澤常務理事 分機:2741 秘書:陳昆豪分機: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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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組訓事項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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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組-組長:林興石常務理事 分機:5315 秘書:楊麗娜分機: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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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產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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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優秀會員海外或國內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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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所屬會員與寶眷投保汽機車保險、旅遊平安險、住宅地震等保險，委請
產險公司設駐點提供服務，且經比價後工會臨櫃保費折扣更優惠，會員如遇
到事故理賠洽談工會能提供調解協助(建議考量第三人加重險，分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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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光明燈更有實質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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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組-組長:楊乙記常務理事 分機:3447 秘書:徐郁薇分機:3561



安衛環保組-組長:林于敬常務理事分機:2905 執行秘書:吳振毅分機:6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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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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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安做得好獎金不會少

資料來源:Y1



中鋼工會21屆職安委員名單-1090615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稱 分機 班別

1 C348 邱久豪 代表 6987 D

2 T252 蔡明昌 代表 2487 A

3 W115 楊錠固 代表 5266 B

4 W231 鄭龍君 代表 6099 C

5 W251 高嘉懌 代表 3776 A

6 W367 蕭智傑 代表 3970 B

7 W372 周瓊琳 代表 2124 C

8 W423 蔡俊宏 代表 6993 日

9 W532 夏嘉濃 代表 2359 B

10 W671 董佳鈞 代表 2471 日

11 Y411 胡照宏 代表 2860 A

12 Y464 楊政憲 代表 6256 日

13 Y513 朱智維 代表 3784 C

14 Y572 林文瑞 代表 5851 A

15 Y630 黃俊雄 代表 3017 日

16 Y421 林于敬 常務理事 2905 日

17 W635 陳信傑 監事 5147 日

18 Y552 徐進財 理事 5457 B

19 Y642 張政祺 理事 6064 日



綜合協調組-組長:鄭村成常務理事分機: 6408 秘書:吳蕙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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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解申請事務。



中鋼工會第十三屆調解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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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933 邱久豪 6945 D

4 調解委員 T263 191007 王文傑 564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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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113 136242 孫基生 2430 B

8 調解委員 W233 137547 鄭朕昌 2457 日

9 調解委員 W322 142612 張寶鋊 5792 日

10 調解委員 W434 134791 杜世欽 5602 B

11 調解委員 W561 148833 洪崇勝 3172 日

12 調解委員 W622 097642 謝啟仁 5462 日

13 調解委員 W634 189456 陳瑞豐 5934 日

14 調解委員 Y462 079475 呂慶義 2559 D

15 調解委員 Y482 155028 劉鈞和 6211 日

16 調解委員 Y552 175273 林偉強 5466 B

17 調解委員 Y553 126342 廖福城 2570 日

18 調解委員 Y563 132951 俞雅君 3654 日

19 調解委員 Y6T 180067 吳季桓 6307 日

20 調解顧問 T423 116368 林煌宗 3094 日

21 調解顧問 Y642 115675 張政祺 6064 日



勞資關係組-組長:陳克弘 常務理事 分機:3681 負責秘書:王瓊瑤 分機: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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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會員福利(申請表單路徑)
網站連結\常用工具\ 表單下載\05會員專區\會員福利





慰問金:住院或死亡慰問



2200元



理事

監事

代表

常務理事

小組長

會 員

勞資代表

工安委員

福委委員

調解委員

獎懲委員

申訴處理委員

不用等代表大會時提案
馬上反映，立刻處理 相關承辦人員

十一、會員Line&FB反映問題，如何處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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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甚至讓問題更複雜化。



十一、會員問題處理之溝通管道

一、單位主管(廠處溝通會)

二、A部門:人力資源處、總務處(診療所、事務組、A25、福利組)

三、H企劃部門:

H2:組織人力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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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幹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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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委員會、研究委員會…等。



溝 通 管 道 (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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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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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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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14從業人員關係組 協調處理有關各種陳情事項。

溝　通　管　道



CSC EIP\網站連結\主題網站\ 企業一般管理\勞資會議專區

十二、勞資會議專區查詢歷屆提案

12

3

4

5 5 5



十三、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一~六)



十三、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二)



十三、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三)



十三、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四)



十三、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五)



十三、福利業務營運一覽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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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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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福利委員會團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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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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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福利委員會團保(二) 



十五、會員婚喪喜慶申請(五天前申請)

EIP→直達路徑 AHB 或 手機APP

1

3

2

4

5 5







同一畫面可申請：
中鋼公司、中鋼福委會、中鋼企業工會



十五、會員婚喪喜慶申請(五天前手機APP申請路徑)



十六、身為小組長應有認知

65

1.勞資雙方醒思
資方面臨 - 國際鋼鐵競爭，國內面臨環團壓力
勞方面臨 - 老、中、青會員權益兼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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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會也許不是萬能；
沒有工會萬萬不能 !

中鋼企業工會是專屬於勞工的組織，更希望您的支持，
沒有大家的扶持，工會只是一個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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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這次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