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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事務的啟蒙與告白肆



工會的宗旨與組織架構



工會的宗旨:

(1)保障會員權益
小組組員人數之普查/異動。(工會小組異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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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長最大功能 : 訊息傳遞



【105年度加薪2.5% 】

(1)保障會員的權益及爭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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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指數(%) 加薪幅度(%)

第11屆(100.1~103.1)､第12屆
(103.1~107.1)理事長魏肇津，100~105年
CPI累增6.54%，加薪幅度合計達13.9%加
1.9萬元獎金。

近10年物價指數年增率與加薪幅
度比較圖

180億



新進人員，雙中值調薪；維謢人員特別環境津貼

通過40%員級升股長，爭取員升技師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第15條第3項（職務異動）
乙方會員於同一特殊環境職
位工作滿十年以上者，在退
休前二年內，除因個人意願
或體力不能勝任者外，甲方
不得將其異動至較低職階
（含特殊環境等數）之職
位。

要件：(1)特殊環境或輪班職位連續工作滿十年以上；(2)
年滿60歲；(3)異動至不高於原職(等)階之職位；(4)異動
後提出申請。
保障範圍：(1)特殊環境津貼(2)主管加給(含領班津貼)(3)
固定超時工作津貼(4)國定假日津貼(5)夜點費。
除外規定：(1) 過失降調(2)自行請求擔任較低職位(3)徵
得會員同意，分段保留。

第30條（新進人員休假及喪
假日）
新進人員休假：無

新進人員加給休假：試用三個月期滿後，次季給假1日，再
次季亦給假1日。但均應於一年內休畢。
喪假：(1)父母的兄弟姊妹死亡給假1日；(2)配偶的兄弟姊
妹死亡給假2日；(3)兄弟姊妹的配偶死亡給假2日； (4)繼
父母死亡給假10日。
休假及喪假比較表（詳見附件二所示）

第38條（一般員工及屆退員
工）
不得強制要求抵休，但自願
選擇抵休假者不在此限。

一般員工：抵休假未休畢時數於計假年度終了時，應按該
時點基本薪給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標準，計發超時
工作津貼。
屆退員工：屆齡退休前七個月，公司應將未休畢時數依前
述標準，計發超時工作津貼，且不得再選擇抵休。

第四次團體協約協商共識整理
(2)提升會員勞動條件及改善工作環境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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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喪假：

類別 現行天數 第4次團體協約續約後天數
繼父母 14 10
配偶之兄弟姊妹 3 2
父母之兄弟姊妹 0 1
兄弟姊妹之配偶 0 2

三、抵休假：
未休畢時數於計假年度終了（12月20日）時，按12月的基本薪給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

之一，計發超時工作津貼。但距屆齡退休前七個月，應於該時點將未休畢時數依前述標準，
計發超時工作津貼，且不得再自願選擇抵休假。
四、性別工作平等法：

類別 現行天數 性別工作平等法修正後天數

陪產假 3天，配偶分娩之前2日起10日內
請畢，假期內薪給照給。

5天，配偶分娩之當日及其前
後合計15日內請畢，假期內
薪給照給。

生理假 合併普通傷病假30天內，假期內
薪給減半發給。

30天內，合併普通傷病假，
30天請滿，額外有3天不計入
病假的生理假，假期內薪給
減半發給。

產檢假 無 妊娠期間，產檢假5天，假期
內薪給照給。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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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勞退新制雇主提繳率6%調高為8% 】



為何緊守官股20%，意義何在?
 一席勞工董事?

 工作權 v.s政策指導（董事長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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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訊息的傳遞

工會沒有權力分藍綠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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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會 六 年 努 力 的 成 果

天 上 不 會 自 己 掉 禮 物
年度 內容

100 【堅持政府應繼續持有中鋼官股20%以上】
【年度加薪3.5%;天花板加薪2.5% 】
【Gore-Tex兩件式禦寒外套】
【尾牙餐費調高至1000元/人】原由福利金支出,爭取為公司支付

101 【輪班津貼提高】
【新進員級恢復1階起敍】
【反對市議會通過類碳稅】
【年度特別獎金19,000元】

102 【堅持政府應繼續持有中鋼官股20%以上】
【調高二級以下主管加給及領班津貼】
【年度加薪2.2%;天花板加薪1.5% 】
【維護人員未滿階特別維護津貼】
【調高值日（夜）費及待命費】
【敦親睦鄰費調高至400元/人】



健康台灣 快樂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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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上 不 會 自 己 掉 禮 物

年度 內容

103 【堅持政府應繼續持有中鋼官股20%以上】
【年度加薪2.7%;天花板加薪2% 】本薪未達中值調中值。】
【落實內部員升師制度，保障員升師級管道 】
【簽訂團體協約】
【衡平性考績調薪 K2】

104 【堅持政府應繼續持有中鋼官股20%以上】
【年度加薪3%;天花板加薪2% 】本薪未達中值調中值。
【勞退新制雇主提繳率6%調高為8% 】

105 【堅持政府應繼續持有中鋼官股20%以上】
【反對市議會通過料場室內化自治條例】
【恢復員工分紅(稅後盈餘 8%) 】
【年度加薪2.5%;天花板加薪1.5% 】本薪未達中值調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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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金額(億) 備註

104年稅前盈餘 83.10

104年本業收入 3.15

104年降低成本 35.80

104年子公司回歸 44.15 稅後依股權認列(免稅)

105年子公司回歸 66.00 稅後依股權認列(免稅)

投資績效好壞看總帳







105年亞洲主要鋼廠經營績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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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 現代 鞍鋼 浦項 新日鐵 首鋼 JFE

營業收入
(億元)

2,931 5,001 2,806 15,903 13,512 2,029 9,538

稅後淨利
(億元)

192 316 78 316 181 23 100

淨利率
(%)

6.55 5.02 2.78 1.99 1.34 1.13 1.05

淨利率排名 1 2 3 4 5 6 7

說明：1.各鋼廠採集團合併財報比較。
2.寶鋼、武鋼因合併，預計於106年4月28日公布105年經營績效。



工會力量的凝聚
原料堆置場室內化，展現會員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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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認同度愈高，工會力量愈強



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大家同心其力斷金
不怕死 你不一定會死 怕死 一定死 而且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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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組織(新工會法100.05.01起實施)

工會

企業工會 職業工會

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

屬關係之企業……，所組織之工會。

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業內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

產業工會

http://www.6law.idv.tw/6law/law/公司法.htm


中鋼工會組織架構(基本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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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0名 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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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鋼工會組織運作

(理事長)
理監事會員代表

工會全體會員

小組長

36人100人

10,028人(含女性:288人)

847人
贊助會員

會友

533人
1,27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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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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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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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會議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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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力量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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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小組 5月 辦理小組人員普查暨辦理小組長改選，並於 7月
就任；自103年開始，小組長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小組人數
以7-25人為原則。

 組員異動：組員如有異動時，請由異動 後 之小組長簽名填寫本會小組
異動單。(EIP→常用工具→表單下載→工會相關表格)

正常的產生方式

小組長由各該小組會員以無記名單
記法選舉之，得票最高者為小組長，
次多者為副小組長。

可能的一些狀況？

小組在工會組織中的角色扮演

工會訊息的傳遞，小組長扮演很重要關鍵角色



小組長之任務-實務篇

1.召開小組會議(每二月舉辦乙次)。
邀請該選區之會員代表及責任區之理監事、常務理事、監事會召集
人或理事長、主任祕書列席參加。

2.小組會議紀錄與茶水費申請(40元/每人每次會議)。
2-1.會議記錄單須於會後15日內送達工會,逾期將不予受理補助該次款

項,但有特殊情由,經理事長審酌其具有正當性者,得延長半年。
3.傳閱工會來文、協助小組長、副小組長改選作業。

4.互助金/慰問/獎學金/會員眷屬婚喪喜慶祝賀及慰問申請。

5.小組組員人數之普查/異動。(工會小組異動單)

6.中鋼勞工刊物數量統計。提案—(勞資會議/福委會/理事會/代表大會)

經營與做好小組連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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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  『異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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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會力量的凝聚



新工會法實施後之因應
 全面修改工會會員手冊(100.12.23 經第11屆第2次代表大會通過)

 採軟性強制入會原則。

.工會要面對會員凝聚力，認同度。

.工會組織轉型，考驗工會的成長。

 工會會費(經常會費)增訂下限之因應(工會自主)。

 創造會員加入工會的誘因。

.會員與非會員勞動權益之區隔

.避免搭便車或撿芒果的情形，衝擊會員參與工會的條件。

已於103年12月5日完成簽約

團體協約





經費的改善

錢 不是萬能 沒錢卻是萬萬不能

以前工會的會費就只有收入及支出沒有開源和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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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配股、配息及畸零股購入是目前股票累積的基礎。

目前會員近10,100名，老中青都有，服務需求越來越多元化。

會費的收入不足以應付目前10,100名會員服務。

配息也是開源的最大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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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工會近三年持有中鋼股票數及員工董事酬勞金等收入一覽表

105.08.12製表

年度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員工董事酬勞金(元) 2,093,924 3,040,602 494,981

分配現金股利(元) 4,703,273 7,221,487 3,610,744

分配股票股利(股) 134,379 無 無

購入畸零股(股) 368,137 無 無

原持有股數(股) 6,718,971 7,221,487 7,221,487

累積總股數(股) 7,221,487 7,221,487 7,221,487

註:「年度」表示實際入帳年度，係指為前一年度結算之收入。
例:105年度員工董事酬勞金、分配現金股利、股票股利，係指104年度結算之分配數。



經常會費支出項目

 (1)  康樂活動—會員及眷屬親子健行活動，寒、暑假親子康樂活動

 (2)  服務工作—未婚聯誼，法律、會務顧問費

 (3)  組織活動—小組長選舉，會員代表選舉，小組會議茶水費

 (4)  會務人員薪給—勞、健保，不請(休)假、年終，退休金提撥

 (5)  慰問金—住院、死亡、公傷門診慰問金及輓聯/花籃 (眷屬佔大宗)

 (6)  優秀會員海外觀摩

 (7)  子女教育獎學金

 (8)  教育訓練費用—小組長＆幹部訓練，青年成長營，青年成長營進階

班 , 法律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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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鋼工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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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事務的啟蒙與告白



啟蒙

一.工會參與-(與工會結緣)

早期工會的環境，財務較吃緊，講習地點從澄清

湖傳習齋，溪頭青年活動中心，墾丁活動中心到

現在，講習環境改變大，主要是財務結構改善。

二.工會是大家的-(從用心開始，態度決定一切)

工會青年成長營之緣起

從溪頭小組長講習談起



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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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2.權力不對等的醒思-考驗團結
勞資雙方存在著不平等的關係，
勞資協商談判勞方通常處於弱勢。

1.【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報告完畢

謝 謝 您 的 聆 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