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第 20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手冊 

日期: 111 年 3月 11 日 



 

 

1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目錄 

一、 大會會場 ..................................................................................................... 3 

二、 工會組織系統表 ......................................................................................... 4 

三、 大會議事規則 ............................................................................................. 5 

四、大會委託代表人規則 ................................................................................... 7 

五、 大會會議時程預訂表 ................................................................................. 8 

六、 大會議程 ..................................................................................................... 9 

七、 理事會工作報告 ....................................................................................... 10 

八、 監事會工作報告 ....................................................................................... 12 

九、 110年勞方代表工作報告 ........................................................................ 13 

（一） 勞資會議代表工作報告 ........................................................................ 13 

（二）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委會工作報告 ........................................................ 21 

（三）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代表工作報告 ........................................................ 22 

（四） 績優獎金審查委員代表工作報告 ........................................................ 23 

（五） 職工福利委員會代表工作報告 ............................................................ 24 

十、 理事會 110年歷次會議重要事項處理情形報告 .................................. 27 

十一、上次大會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 30 

十二、 大會提案 ................................................................................................ 32 

十三、 110年本會歲入歲出決算表及 111年本會預算表 ............................ 42 

十四、 111年本會工作計畫 ............................................................................. 45 



 

 

2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十五、 現任理監事名冊 .................................................................................... 46 

十六、 現任勞方代表名單 ................................................................................ 47 

十七、 第 20屆會員代表當選名單 .................................................................. 48 

十八、 團體協約 ................................................................................................ 49 

十九、 110年本會辦理各項活動花絮 ............................................................. 56 

二十、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章程 ........................................................ 66 

 

 

 

  



 

 

3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一、 大會會場 

本次代表大會擇定於本處簡報室辦理之，會後用餐定點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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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會組織系統表 

 

 

 

  



 

 

5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三、 大會議事規則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議事規則 

                                       91 年 3 月 29 日第 1 次訂定 

98 年 3 月 19 日第 1 次修正 

101 年 3 月 23 日第 2 次修正 

1 

第一條  臺北市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產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以下稱大會）之議事

依本規則行之。 

第二條  大會會議程序分為預備會議與正式會議。 

預備會議之主席於開議後，應宣讀本次大會開會目的，並宣佈出席代表

人數。大會須有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會。 

預備會議為宣佈開會，並確認大會會議議程及推選會議主席。預備會

議主席由理事長或出席之會員代表中擇其一擔任。 

第三條 正式會議分為典禮開啟及三階段議程。 

典禮開啟由理事長擔任會議主持：儀式、主席致詞、介紹主管機關代

表、事業處長官暨貴賓致詞。 

三階段議程由全體出席代表推舉一位主席或選出三位主席組成主

席團輪流擔任主席。 

第一議程會議主持：理事會工作報告、監事會工作報告、各項勞方代

表工作報告、歷次會議重要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第二議程會議主持：討論提案及臨時動議。 

第三議程會議主持：各項選舉。             

第四條  大會議案分別如下： 

一、 理監事會送請大會審議之提案。 

二、 會員代表之提案。 

三、 臨時動議。 

第五條  各項提案應書面依提案格式送本會先行整理編印。如有臨時動議提案，

應書面提出，並由出席代表一人以上附議，方能成立，提付討論。 

第六條  議案提出後，主席得請原提案人說明提案理由，並交付大會討論表決

之。大會須有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但修改章程須經出席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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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議案討論之發言，須先舉手報明小組別、代表單位、姓名，經主席認可

後，方可起立發言。每次發言時間不得超過三分鐘。如欲增加發言次數

或延長發言時間，應經主席准許始可為之。如有兩人以上同時舉手請求

發言，主席得指定發言之先後順序。 

第八條  議案之討論，應針對議案主題發言，力求簡明，避免人身攻擊、口出穢

言或偏離主題太遠，如有上述情事，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九條  每一議案如討論時間過長，得由主席宣佈停止討論並交付表決，出席代

表不得有異議。 

第十條  議案經主席交付表決，不得再要求提出發言。同一議案被否決後，不得

再提出討論。 

第十一條  主席應宣讀每一議案之決議事項，由出席代表認可無誤後作成紀錄，

如有錯漏出席代表得請求更正，主席再宣讀一次。 

第十二條  議程如超過原定議程時間，主席得宣佈延長開會時間，或徵求出席代

表無異議後宣佈散會。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之其他規定，應依本會章程與議事規則規範之。 

第十四條 本議事規則經大會預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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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會委託代表人規則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委託代表人規則 
                                       91 年 3 月 29 日第 1 次訂定 

98 年 3 月 19 日第 1 次修正 

一、 本規則依據本會章程、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人民團體法、本會各項

選舉辦法及有關法令訂之 。 

二、 會員代表因故不能出席大會時，得經工會之同意委託其他代表行使職權，

但每一代表僅接受一名代表之委託，委託書由本會隨同會員代表大會開會

通知單交付會員代表。 

三、 本會委託書分為： 

（一）全程委託：代表當日無法親自出席，委請受委託人，全程出席行使職

權。 

（二）部分委託（上午討論提案及臨時動議議程）：因故不能出席上午議事

階段者，委請受委託人上午出席代為行使職權。 

    （三）部分委託（下午選舉議程）：因故不能出席下午選舉階段者，委請受

委託人下午出席代為行使職權 

四、 委託人填妥委託書後（務請簽名蓋章），若為全程委託及部分委託（上午）

將委託書交由被委託人於大會召開當日大會典禮開始前，向大會報到處辦理

報到手續，領取委託出席證，逾時或手續不全者，本會將不予受理。若為部

分委託（下午）者，將委託書交由受委託人於選舉發票開始前交大會處理。

俟出席代表完成投票後，受託出席者始得領票，逾時或手續不全者，將不予

辦理。 

五、 被委託人於議案提付表決時，除其本人參加表決外，得代表委託人行使表決

權。 

六、 委託出席人數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其委託出席人數及親自出

席人數之計算，以簽到簿之簽到次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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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會會議時程預訂表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時程預定表 

時   間 
項             目 備註 

起訖 使用 

08：30〜09：

00 

30分 報到  

09：00〜09：

10 

10分 

預備會議 
1. 大會報到組報告出席人數 
2. 確認大會會議議程 
3. 確認議事規則 
4. 推選主席團 

 

09：10〜09：

30 

20分 典禮開始暨主席致詞 詳簡報 

09：30〜10：

30 
60分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事業處長官及貴賓致詞 

詳簡報 

仝上 

仝上 

10：30〜11：
00 

30分 

第一議程會議 
1. 理事會工作報告 
2. 監事會工作報告 
3. 各項勞方代表工作報告 
4. 歷次會議重要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大會手冊 QR 
仝上 
仝上 
仝上 

11：00〜12：
30 

90分 
第二議程會議 
1. 討論提案 
1. 臨時動議 

 
大會手冊 QR 及
簡報 

  
第三議程會議 
各項勞方代表選舉 

 

12：30〜13：
30 

60分 領票及投票  

13：30〜15：
00 

90分 開票及 Fb直播  

15：00〜15：
30 

30分 票數統計及公告  

15：30〜16：
30 

60分 會場清理  

上列時間如不敷分配使用，得以實際需要延長或提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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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大會議程 

 

第 20屆第 4次會員代表大會議程 

 
1. 典禮開始 

2. 主席致詞 

3.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 

4. 事業處長官致詞 

5. 貴賓致詞 

6. 理事會工作報告 

7. 監事會工作報告 

8. 歷次會議重要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9. 討論提案 

10. 臨時動議 

11. 各項勞方代表選舉 

12.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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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理事會工作報告 

報告人： 張正杰 

各位代表、上級指導單位及與會貴賓 大家好： 

 

110 年全球仍然在 COVID-19 疫情流行下肆虐，因臺灣本土疫情持

續嚴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5 月 19 日全國提升疫情警戒至

第三級，2021 年度會務及活動也因此受到影響。 

 

在疫情影響之下，仰賴會務人員盡心規劃及理監事協助，完成第 2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及 110 年 51 勞動節健走活動。 

 

第 2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中提案決議：為鼓勵認真付出之人才有

合理公平的陞遷管道，以符合自來水法發展事業之要求，避免人力

斷層，更增進本處成為一流自來水事業的願景。建請修正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升任評分標準表，取消權理期間資績分數不予採計的設

計，於權理期間實際任職的成績能夠於下次陞遷時採計。已於第 12

屆第 2 次勞資會議提案，經勞方提案，出席勞資雙方代表均同意提

案內容，本案業依會議決定修正本處職員升任評分標準表，將同仁

權理期間實際任職的資績納入採計，於 110 年 8 月 4 日發布修正。 

 

工會一直以勞資和諧、共創雙贏、改善建立友善職場，盡力為全體

會員做最優質的服務。努力爭取權益並與事業處良性的溝通，使水

處成為每個會員能在生活上無顧慮，職場上工作有尊嚴！ 

 

在勞資雙方支持與鼓勵，本會榮獲 110 年優良工會，而會員努力優

秀的表現，本會 110 年推薦技術科張世昇當選臺北市模範勞工。推

薦技術科曹俊傑當選臺北市優秀勞工，這些榮耀不僅是獲獎人優異

的表現，更屬於全體會員及在座會員代表先進，也是評選委員對本

會的肯定，在此表達由衷感謝之意！ 

 

110 年度勞工教育講習活動，鑒於 COVID-19 疫情警戒，既使降級

後稍微解除防疫規範，基於全體會員有被染疫風險，110 年勞動教

育停辦。在此深感抱歉。111 年的勞動教育，將更慎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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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團體協約的續簽事宜，本會團體協約草案於 110.2.22 電子信箱

傳送全體會員週知提出意見，至截止日無會員提出意見。經 110 年

3 月 26 日第 20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會同意通過 110 年續簽團體協

約草案，並選出協商簽約代表。110 年 6 月 16 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之團體協約續約雙方協商會議決議通

過，並於 110 年 7 月 6 日完成簽訂續約事宜，110 年 7 月 22 日檢送

臺北市勞動局核備。臺北市勞動局於 7 月 29 日，同意備查。感謝資

方全力配合，均以會員福祉及友善職場為導向，共創雙贏。 

 

110 年 12 月 23 日工會創新試辦臨退休會員職涯課程，規劃退休後

生涯。獲得參加的臨退會員肯定，並提供意見，為新的一年能辦得

更加精采。(理事會 110 年歷次會議重要提案處理情形報告) 

 

感謝各會員代表對本會的支持與監督，期許促進勞資和諧，共創雙

贏。最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美好順遂。 

 

理事長  張正杰 暨 全體理事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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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監事會工作報告 

報告人：周建助  

主席、上級指導、各位貴賓、各位代表先進：               

 本人謹代表監事會同仁向各位問好，監事會的工作是：稽核本會

經費收支及稽查各項工作執行進度等，提出報告如下： 

一、工會之各項經費均秉持撙節開支，杜絕浪費之原則，每月各項

收支均經監事會審核，各項工作亦均圓滿完成，並無不實情事發

生。 

二、110 年五一勞動節健行活動，已在公館場觀音山舉行圓滿完

成，另外，諸如模範勞工選拔、勞方代表選舉及各項福利議案等，

監事會均派員參與監辦，各項作業皆順利圓滿完成。 

三、本會之會務推展，在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共同努

力、集思廣益通力合作下，均有不錯之成績；新的年度期望理、監

事會再接再厲全力以赴，為會員做更好的服務，謀取更多的福利。

最後，再次感謝諸位代表先進所給予的支持與協助。         

範勞工選拔、全員勞動教育研習、勞方代表選舉及各項福利議案

等，監事會均派員參與監辦，各項作業皆順利圓滿完成。 

三、本會之會務推展，在理事長、各位理監事及會務人員共同努

力、集思廣益通力合作下，均有不錯之成績；新的年度期望理、監

事會再接再厲全力以赴，為會員做更好的服務，謀取更多的福利。

最後，再次感謝諸位代表先進所給予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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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10 年勞方代表工作報告 

（一） 勞資會議代表工作報告 

報告人員: 林彥真 

本會期期間為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共召開 4 次

會議，主要並達成共識者為下列議題: 

「建請取消權理期間資績分數不予採計的設計，於權理期間實際任職的

成績能夠於下次升遷時採計。」一案。 

工會:工會業全力爭取，本案業依會議決定修正本處職員升任評分標

準表，將同仁權理期間實際任職的資績納入採計，並於 110 年 8 月

4 日以北市水企字第 1106016101 號函發布修正，解除列管。其他議

題部分請會員參考「本會期各次勞資會議紀錄」詳附件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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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備金監委會工作報告 

報告人: 施俊宏  

  

日期 摘要 金額 備註 日期 摘要 金額 備註

110.1.11 收109年收益分配 3,019,819 110.1.5 支翁三協退休金110.1.16生效 3,554,955

110.1.11 收110年1月提撥數 909,412 110.1.5 支林峻辰退休金110.1.16生效 3,554,955

110.2.18 收110年2月提撥數 895,465 110.1.5 支蔡國溢退休金110.1.16生效 2,967,105

110.3.16 收110年3月提撥數 893,982 110.1.5 支吳志民退休金110.1.16生效 3,554,955

110.4.12 收109年第2次收益分配 7,624,201 110.1.5 支周崇文退休金110.1.16生效 3,443,280

110.4.14 收110年4月提撥數 929,862 110.1.5 支林金華退休金110.1.16生效 3,500,962

110.5.17 收110年5月提撥數 899,830 110.1.5 支黃肇能退休金110.1.16生效 3,096,170

110.6.25 收110年6月提撥數 899,514 110.1.11 支林明哲退休金110.1.16生效 3,166,538

110.7.21 收110年7月提撥數 873,888 110.4.14 支趙志昌退休金110.4.10生效 3,650,040

110.8.11 收110年8月提撥數 853,766 110.4.14
支吳志民、林峻辰、翁三協、蔡國溢四

人補發退休金差額。
136,945

110.9.13 收110年9月提撥數 853,751 110.6.25 支趙志昌退休金補發差額 46,995

110.10.13 收110年10月提撥數 865,185 110.7.21 支陳添華退休金110.7.16生效 3,436,253

110.11.16 收110年11月提撥數 871,343 110.7.21 支王鴻騰退休金110.7.16生效 3,384,264

110.12.10 收110年12月提撥數 870,039 110.7.21 支蔡輝鴻退休金110.7.16生效 3,166,538

110.7.21 支林棟樑退休金110.7.16生效 3,500,963

110.7.21 支潘俊乙退休金110.7.16生效 3,500,963

110.7.21 支陳家明退休金110.7.16生效 3,166,538

110.7.21 支楊美芝退休金110.7.16生效 3,272,093

110.7.21 支李美美退休金110.7.16生效 3,500,963

110.7.21 支李崑福退休金110.7.16生效 3,639,263

110.7.21 支張明超退休金110.7.16生效 3,500,963

110.7.21 支陳瑞芬退休金110.7.16生效 3,638,438

110.7.21 支黃秋萍退休金110.7.16生效 3,500,963

110.7.21 支許啟源退休金110.7.16生效 3,500,963

110.9.15

補發李崑福、陳添華、陳瑞芬、楊美芝

技術士等4人舊制工員一次退休金差額

(配合夜點費列入工資計算範疇)

186,896

110.11.8 支謝錦昌退休金(生效日期110.11.1) 2,943,450

110.12.30 蘇瑞平退休金111.1.3生效 3,166,538

110.12.30 王義欽退休金111.1.16生效 3,228,665

110.12.30 吳松池退休金111.1.16生效 3,060,986

110.12.30 陳榮禮退休金111.1.16生效 3,500,963

110.12.30 李鑫杰退休金111.1.16生效 3,423,163

110.12.30 吳進雄退休金111.1.16生效 3,217,320

合     計 21,260,057 合     計 98,110,046

勞工退休準備金收入明細表 勞工退休準備金支出明細表

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三）支出數 98,110,046 98,110,046 詳支出明細表

（四）110年12月31日結存 489,946,556

（一）109年12月份結存 566,796,545

（二）收入數 21,260,057 21,260,057 詳收入明細表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勞工退休準備金收支月報表
1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單位：元

項       目 小    計 總      計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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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代表工作報告 

報告人: 謝燿聰 

今年(110年)職業安全衛生重點工作如下： 

1.110年4月7日第1次職安委員會 

2.110年6月30日第2次職安委員會 

3.110年10月15日第3次職安委員會 

4.110年12月30日第4次職安委員會 

研議下列事項: 

1. 管線工程以挖土機從事吊掛作業，臺北市勞檢處查核列為缺失事

項，經勞方(謝燿聰)委員洽詢臺北及新北市勞檢處，廠商挖土機如須從事吊

掛作業，應具原廠設計具吊掛功能或經TAF認證合格試驗室檢驗等可供吊掛之

證明，提職安委員會討論，決議工程單位應將此規定納入開工前危害告知宣

導並列入紀錄遵照辦理。 

2. 審議111年職安管理計畫，勞安室依委員會決議檢視計畫項目，配

合相關時事增加相關作業安全訓練與宣導等，於111年1月22日修訂完成依行

政程序簽辦後公布實行，確實防止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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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績優獎金審查委員代表工作報告 

報告人：張瑛興 

110年 6月 21日會議結論: 

一、109 年度績優獎金核發數新臺幣 9,216,275 元，扣除已承諾獎

金 653,350元(含簽證奬金、員工提案及自行研究奬金)外，餘

可分配數為 8,562,925元。 

二、考量目前疫情仍嚴峻，為維護同仁健康安全，取消與工會合辦

勞工教育講習活動及處級活動獎金提撥數 2,000元，經討論分

配至其他項目。 

三、經討論 109 年度績優獎金依當量人次分配項目如下： 

(一)處長獎金 3,600 元。 

(二)主管獎金 500元。 

(三)單位活動獎金 4,000 元。 

  



 

 

24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五）  職工福利委員會代表工作報告 

報告人:楊清熙 

敬愛的會員同仁大家好！ 

本屆職福會秉持以創造會員福祉，增進會員最大利益為宗旨，於會務

推動中，彙集會員不同意見，俾能提供會員更好的福利措施。整體而言，

本會除辦理會員各項補助，並委託工會辦理會員團體保險及補助工會辦理

全員勞教外，亦洽請廠商至本處試吃、展售，更與各相關廠商簽訂特約廠

商提供最優惠方案、以及辦理各項商品團購、或提供商品優惠訊息等，均

深獲會員同仁好評。未來本會仍將持續提供更多創新服務，並適時更新本

會網站，俾提供最新優惠活動及消費新知等相關訊息，敬請會員同仁持續

給予支持與鼓勵。 

會務報告： 

110年度 1月至 12月核發會員本人暨眷屬住院及喪葬補助費 166人計

842,500  元；結婚暨生育補助費 34人計 134,400元；退休暨資遣補助費 38

人計 133,600 元；子女教育獎助 718人計 1,090,500元及國內進修補助 8人

計 38,724元總計 2,239,724元。謹將 110年度經費相關表格等刊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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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十、 理事會 110 年歷次會議重要事項處理情形報告 

110年度理監事會議、臨時會議及聯席會議共列管 11案，已執行完成解除

列管共 8案，賡續列管案件共 3案 

案號 項目 執行情形 本月執行情形 

1100414-1 110年五一勞動節活動經理
事會討論並表決通過，委由
非常思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承攬活動事宜，儘速完成報
名表製作並於 110年 4 月
16 日起開始報名至 110年 4
月 23 日止 

新增 1. 於 110年 4月 14日訂定契約 

2. Google報名表 4月 23日完成

線上報名 
解除列管 

1100414-2 退休人員及留職停薪會員於
報名日前發函請人事室協助
通知 

新增 4 月 16日電子信箱函請人事室協

助通知，已完成 
解除列管 

1100414-3 秘書組活動辦理完成後請監
事會派員驗收 

新增 1. 於 110年 4月 30日簽派主驗

人員，理事長指派周建助為主驗

人員 

2. 全案於 1100501 已完成驗收 
解除列管 

1100208-2 五一勞動節活動儘速規劃，
並依規申請 110 年「勞動節
活動費」之費用。 

新增 活動於 110年 5 月 1日順利

完成。補助款 150,000 元亦於

110年 7月 15日入帳 
解除列管 

1100208-3 110年度支出總金額逾收入
總金額時不得出帳核銷，必
須提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

後方可勻支。 

遵照辦理，每月收入、
支出情形均上傳群組報
告，每雙月提監事會審
查。 

本會專任秘書許家禎長期兼任會
計人員，雙重業務繁重，為免影
響秘書組各項業務運作，請辭兼
任會計人員，理事長覓尋適當人
選出任該職，皆因業務繁忙推
辭，故 110年 4 月起會計人員懸
宕，導致經費支出無法核銷，經
多方洽詢後商請工程總隊王勁元
110年 9月 10日起出任會計人員
一職。 
每月收入、支出報告均依規定辦
理 
持續辦理中 

1100129-3 

(20屆第 11理
事會議臨時動
議提案人：楊
理事清熙等) 

本會｢章程｣、｢辦事細則｣、
｢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
｢各項勞方代表選舉辦法｣等
內容彼此間有相競合，且不
符團體協約法相關規定，應

儘速修訂之 

1. 110年 2月提報 2

案，修正｢理事長

選舉、罷免辦法｣

第 8條及「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企

業工會財務處理

辦法」第 1條及

第 26 條，經第

20 屆第 3 次會員

代表大會通過修

正。送主管機關

核備，於

本次大會提案修正｢理事長選
舉、罷免辦法｣、「理監事、常
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人選舉辦
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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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6同意備

查，並於本會網

站公佈。 
其他等內容相競合部
份，擬與法律顧問討論
後，再依相關法規修

正。 

1091124(20屆

第 4次理事會

議臨時動議提

案人：楊理事

清熙等) 

 

 

 

 

 

 

 

 
 

有關本會推薦模範、優秀勞
工爰例需由科室主管推薦，
恐有遺珠之憾，會員反應開
放可自行推薦參選，儘速規
劃草案 

本會依｢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

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

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

第二條規定推薦單位： 

（一）事業處各會

員所屬單位，同一單位

以推薦一人為限。 
（二）會員代表三分之
一以上連署推薦。是否
比照「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五一勞動節表揚優秀
員工選拔計畫」第五點
第 2項自行推薦：員工
本人自認採計期間內表
現優異，填具自行推薦
表自行推薦。將本會第
二條規定推薦單位(二)
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
連署推薦。改為員工本
人自行推薦，或增列
(三)員工本人自行推
薦，再行討論。 

本次大會提案修正｢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
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
辦法｣修正案。 

    

1100129-2 自即日起退出臺北市企業總
工會、北臺灣總工會、臺北
市產職企總工會、中華勞工
同盟總工會，儘速函知上述
工會知悉，尚未繳清之會費
於110年編列繳清 

1. 中華勞工同

盟總工會 110.4.6來函

同意退會,並無欠費 

2. 北臺灣總工

會、臺北市產職企總工

會來電表示無欠費 
3. 110年 4月 26日
臺北市企業總工會來函
未繳費之金額已於 110
年 6月 10日繳交會費 

1. 中華勞工同盟總工會 110.4.6

來函同意退會,並無欠費(110 年

4 月 16來函) 

建議解除列管 

2. 北臺灣總工會、臺北市產職

企總工會來電表示無欠費(並發

函 3次) 

建議解除列管 

2. 理事長持續溝通中以利結案 
解除列管 

1091019-2 團體協約續約相關事宜 團體協約協已完成相關
簽約事宜，後續相關申
報皆已完成、待市府勞
動局回函後公告會員週
知後再行解除列管。 

110年 3月 26日選定簽約代表共

4 人，於 110年 7月 6日完成簽

訂續約事宜。110年 07月 22 日

函送主管機關勞動局備查。 
解除列管 

1100414-1 110年五一勞動節活動經理事
會討論並表決通過，委由非
常思想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承
攬活動事宜，儘速完成報名
表製作並於110年4月16日起
開始報名至110年4月23日止 

新增 3. 於 110年 4月 14日訂定契約 

4. Google報名表 4月 23日完成

線上報名 
1. 解除列管 

1100129-1 有關109 年12 月經費收入與
支出情形報告表中｢什項支出

已修正，並於 110月 2
月 8日第 20 屆第 1 次

審議通過核定，並提第 20屆第 3



 

 

29 

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1110311 

｣備註欄應補註明律師出庭
費，每次會議時應檢附慰問
金匯款通知、方式及明細，
俾利會議審核。 

臨時理事會議再審 
次會員代表大會審議。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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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上次大會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說明 

一、 本會 109 年度歲入、歲

出決算案 

照案通過，函主管機關核

備，並送交理事會執行。 

業依決議辦理。 

二、 本會 110 年度歲入、歲

出預算案 

照案通過，函主管機關核

備，並送交理事會執行。 

業依決議辦理。 

三、 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

案 

照案通過，函主管機關核

備，並送交理事會執行。 

業依決議辦理。 

四、 本會「理事長選舉、罷

免辦法」中應簽立切結

於當選任內不接受事業

處任何職務之升遷指

派，違反上述承諾視同

辭卸理事長乙職，明顯

侵害集會結社權及工會

法，應予刪除。 

表決：經出席會議代表充

分討論後，進行表決；現場

出席會議代表人數有 44

人，同意 44人、不同意 0

人，經現場出席會議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決議：本案通過，於報請主

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業依決議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實施辦理。 

 

五、 本會「財務處理辦法」

中第 26 條會員或會員

代表查核工會之財務狀

況，應依本法第 29 條規

定辦理，而本法僅有 28

條文並無第 29 條文，應

予修編。 

表決：經現場出席會議代

表充分討論各項意見後，

進行表決；現場出席會議

代表人數有 53人，同意 48

人、不同意 0人、未表態 5

人，經現場出席會議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決議：本案本會財務處理

辦法第一條及第二十六條

文字修正後通過，於報請

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業依決議報請主管機關

核備實施辦理。 

六 建請修正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陞任評分標準表，

取消權理期間資績分數

不予採計的設計，於權

理期間實際任職的成績

表決：經現場出席會議代

表充分討論各項意見後，

進行表決；現場出席會議

代表人數有 56 人，同意

28 人、不同意 12 人、未

表態 16人。 

決議：由本會提報勞資會

本案經勞資會議勞方代

表張正杰於第 12 屆第 2

次勞資會議提案，業依會

議決定修正本處職員升

任評分標準表，將同仁權

理期間實際任職的資績

納入採計，並於 110 年 8 

http://twdwu.twd.gov.tw/100年/meet/17-2(100年大會)/附件/15--提案二工會工程100年度預算表.pdf
http://twdwu.twd.gov.tw/100年/meet/17-2(100年大會)/附件/15--提案二工會工程100年度預算表.pdf
http://twdwu.twd.gov.tw/100年/meet/17-2(100年大會)/附件/15--提案二工會工程100年度預算表.pdf
http://twdwu.twd.gov.tw/100年/meet/17-2(100年大會)/附件/15--提案二工會工程100年度預算表.pdf
http://twdwu.twd.gov.tw/101年/meet/17-3(101年)/文檔/101年工作計畫.doc
http://twdwu.twd.gov.tw/101年/meet/17-3(101年)/文檔/101年工作計畫.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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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於下次陞遷時採計 議討論，並周知所有會員

深入了解提案內容。 

月 4 日以北市水企字第 

1106016101 號函發布修

正。 

七 團體協約 本 會 團 體 協 約 草 案 於

110.2.22 電子信箱傳送全

體會員週知，如有意見者

應於 110.3.5 前擲回彙

辦，至截止日無會員提出

意見。經 110年 3月 26日

第 20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

會同意通過 110 年續簽團

體協約草案，並選出協商

簽約代表。 

經 110 年 6 月 16 日臺北

自來水事業處與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之

團體協約續約雙方協商

會議決議通過，並於 110

年 7 月 6 日完成簽訂續約

事宜。 

依臺北市政府府授水人

字第 1106013224 號函，同

意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與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

工會簽訂之團體協約，依

團體協約法第 10 條規定

送請主管機關備查。 

本會於 110 年 7 月 22 日

檢送與臺北自來水事業

處續簽訂團體協約 1 份，

請臺北市勞動局核備。臺

北市勞動局於 7 月 29 日

北 市 勞 資 字 第

1106039976 號函，同意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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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大會提案 

提案 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單 

提案編號 1 提案類別 修正辦法 提案人 理事會 連署人  

案由 
建請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

員選拔及獎勵辦法第 2條第 2款，以鼓勵優秀會員參選。 

說明 

一、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

拔及獎勵辦法第 2 條：推薦單位： 

（一）事業處各會員所屬單位，同一單位以推薦一人為限。 

（二）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薦。 

除第 1 款由各會員所屬單位，同一單位以推薦一人為限，礙於第 2 款

門檻，沒有會員透過第 2 款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薦來參選。 

二、為鼓勵優秀會員參選，建請建請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

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第 2 條第 2 款會員代

表連數門檻，使優秀會員增加選拔機會。 

辦法 

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

員選拔及獎勵辦法第 2 條第 2 款： 

推薦方式： 

（一）事業處各會員所屬單位，同一單位以推薦一人為限。 

（二） 會員代表 10 人以上連署推薦，理監事為會員代表者不得參與連

署。 

將推薦方式(二)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薦。降低為會員代表 10 人

以上連署推薦。使優秀會員增加選拔機會。因由理監事進行初選及決選，為

符公平公正，不參與連署。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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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推薦參選模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及獎勵辦法修正建議

表 

現行條文 修正建議 備註 

一、為本會具敬業樂群精神、對

市政建設、經濟發展有貢獻及從

事勞工事務運動等有優良事蹟之

會員，推薦參選臺北市模範、優

秀勞工暨會務人員選拔，以資鼓

勵，特訂定本辦法。 

無  

二、推薦單位： 

（一）事業處各會員所屬單位，

同一單位以推薦一人為限。 

（二）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連

署推薦。 

二、推薦方式： 

（一）事業處各會員所屬

單位，同一單位以推薦一

人為限。 

（二） 會員代表 10 人以

上連署推薦，理監事為會

員代表者不得參與連署。 

將推薦方式(二)會員代表

三分之一以上連署推薦。

降低為會員代表 10 人以

上連署推薦。使優秀會員

增加選拔機會。因由理監

事進行初選及決選，為符

公平公正，不參與連署。 

三、參選資格：本會會員符合選

拔單位資格之規定。 

無  

四、參選資格限制：依選拔單位

資格限制之規定。 

無  

五、參選推薦期限：依選拔單位

推薦期限之規定。 

無  

六、本會評選方式：由本會理監

事聯席會進行初選及決選。 

（一）初選：資格審查。 

（二）決選：分別選出參加模

範、優秀勞工暨會務人員。 

無  

七、獎勵方式： 

（一）榮獲中央核發全國模範勞

工（含工會領袖、企業勞工、工

會會務人員）或其他同等之榮譽

者：獎勵金一萬元，其他同等之

榮譽由理事會認定。 

（二）榮獲臺北市政府或上級工

會核發模範勞工、優秀勞工暨優

秀工會會務人員：獎勵金伍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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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八、本辦法由本會會員代表大會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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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2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單 

提案編號 2 提案類別 修正辦法 提案人 理事會 連署人  

案由 
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以

符本會章程第 13條規定。 

說明 

一、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理

事長當選人為當然之代表、理事及常務理事。若同時為該小組得票

數最高之會員代表，其小組會員代表資格由次高票者遞補，並由第

三高票者為候補代表，亦即理事長當選人不佔原會員分組所產生之

會員代表名額。本會理事十五人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一人，常務理

事五人內含理事長當然常務理事一人。與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

業工會章程第十三條：本會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時，置理事九人；

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時，每逾五百人增置理事二人，理事名額最多

不得超過二十七人；候補理事名額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二分之一。理

事人數每逾三人置監事一人；候補監事名額不得超過監事名額二分

之一。理事及監事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選任之。但擔任水處之

副處長、總隊長、副總隊長、主任秘書、總工程司、專門委員、副

總工程司、科長、主任，不得擔任理事及監事。於理事人數上有逕

合牴觸，需符合章程規定。 

二、目前本會會員人數均在 1100 人以下，依照規定會員人數五百人以

下時，置理事九人；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時，每逾五百人增置理事

二人，理事名額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是以，本會理事名額應為

十一人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一人，常務理事三人內含理事長當然常

務理事一人。 

三、為符合工會法第 17 條及本會章程第 13 條規定，修正本會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理事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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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

理事長當選人為當然之代表、理事及常務理事。若同時為該小組得票

數最高之會員代表，其小組會員代表資格由次高票者遞補，並由第三

高票者為候補代表，亦即理事長當選人不佔原會員分組所產生之會員

代表名額。本會理事十一人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一人，常務理事三人

內含理事長當然常務理事一人。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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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 

建議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111 年 3 月)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七條 理事長當選人為當然之代表、

理事及常務理事。  

若同時為該小組得票數最高

之會員代表，其小組會員代表

資格由次高票者遞補，並由  

第三高票者為候補代表，亦即

理事長當選人不佔原會員分

組所產生之會員代表名額。本

會理事十五人內含理事長當

然理事一人，常務理事五人內

含理事長當然常務理事一人。 

理事長當選人為當然之

代表、理事及常務理事。 

若同時為該小組得票數

最高之會員代表，其小

組會員代表資格由次高

票者遞補，並由第三高

票者為候補代表，亦即

理事長當選人不佔原會

員分組所產生之會員代

表名額。本會理事十一

人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

一人，常務理事三人內

含理事長當然常務理事

一人。 

為符合本會章程第

十三條規定： 

本會會員人數五

百人以下時，置

理事九人；會員

人數超過五百人

時，每逾五百人

增置理事二人，

理事名額最多不

得超過二十七

人；候補理事名

額不得超過理事

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人數每逾三

人置監事一人；

候補監事名額不

得超過監事名額

二分之一。 

理事及監事由會員

代表大會就會員中

選任之。 

 但擔任水處之副

處長、總隊長、副

總隊長、主 

任秘書、總工程

司、專門委員、副

總工程司、科長、

主任，不得擔任理

事及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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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3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第  20 屆第  4 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單 

提案編號 3 提案類別 修正辦法 提案人 理事會 連署人  

案由 
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監事、常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

人選舉辦法第 3條及第 5條以符本會章程第 13條規定。 

說明 

一、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監事、常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

人選舉辦法第 3 條：本會設理事十三人、候補理事六人，監事四

人、候補監事二人，理事長人選由本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產生，

其餘理事選舉由會員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投票圈選一至六

人，監事選舉由會員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圈選一至二人，分

別組織理、監事會。與工會法第 17 條及本會章程第 13 條規定，

於理監事人數上有逕合牴觸，需符合規定。第 5 條本會設常務理

事四名，理事長為當然理事及當然常務理事，並由當選之理事長

及十二名理事，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相互圈選一人，選出三名常

務理事共同組織常務理事會。常務理事名額需配合修正。 

二、目前本會會員人數均在 1100 人以下，依照規定會員人數五百人以

下時，置理事九人；會員人數超過五百人時，每逾五百人增置理

事二人，理事名額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是以，本會理事名額

應為十一人內含理事長當然理事一人，常務理事三人內含理事長

當然常務理事一人。 

三、為符合工會法第 17 條及本會章程第 13 條規定修正本會臺北自來

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監事、常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人選舉辦法第

3 條及第 5 條理監事及常務理事名額。 

辦法 

修正本會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監事、常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

人選舉辦法第 3 條及第 5 條： 

第 3 條：本會設理事十一人、候補理事五人，監事三人、候補監

事一人，理事長人選由本會理事長選舉罷免辦法產生，其餘理事選舉

由會員代表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投票圈選一至五人，監事選舉由會員

代表以無記名單記法圈選一人，分別組織理、監事會。 

第 5 條：本會設常務理事三名，理事長為當然理事及當然常務理

事，並由當選之理事長及十名理事，以無記名單記法相互圈選一人，

選出二名常務理事共同組織常務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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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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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理監事、常務理事暨監事會召集人選舉

辦法 

建議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111 年 3 月)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三條 本會設理事十三人、

候補理事六人，監事

四人、候補監事二

人，理事長人選由本

會理事長選舉罷免

辦法產生，其餘理事

選舉由會員代表以

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投票圈選一至六人，

監事選舉由會員代

表以無記名限制連

記法圈選一至二人，

分別組織理、監事

會。  

本會設理事十一人、

候補理事五人，監事

三人、候補監事一

人，理事長人選由本

會理事長選舉罷免

辦法產生，其餘理事

選舉由會員代表以

無記名限制連記法

投票圈選一至五人，

監事選舉由會員代

表以無記名單記法

圈選一人，分別組織

理、監事會。 

為符合本會章程

第十三條規定： 

本會會員人

數五百人以下

時，置理事九

人；會員人數超

過五百人時，每

逾五百人增置理

事二人，理事名

額最多不得超過

二十七人；候補

理事名額不得超

過理事名額二分

之一。 

理事人數每

逾三人置監事一

人；候補監事名

額不得超過監事

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及監事

由會員代表大會

就會員中選任

之。 

 但擔任水處

之副處長、總隊

長、副總隊長、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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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秘書、總

工程司、專門委

員、副總工程

司、科長、主

任，不得擔任理

事及監事。 

條文 修正前 修正後 說明 

第五條 本會設常務理事四

名，理事長為當然

理事及當然常務理

事，並由當選之理

事 長 及 十 二 名 理

事，以無記名限制

連記法相互圈選一

人，選出三名常務

理事共同組織常務

理事會。  

本會設常務理事三

名，理事長為當然理

事及當然常務理事，

並由當選之理事長

及十名理事，以無記

名單記法相互圈選

一人，選出二名常務

理事共同組織常務

理事會。 

配合本辦法第三

條修正理事人

數，常務理事應

一併修正，以符

合本會章程第十

三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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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10 年本會歲入歲出決算表及 111 年本會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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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11 年本會工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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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現任理監事名冊 

 

 

 

   

理事 

楊清熙 許玉梅 彭水盛 李峰杰 

楊詠圳 寧文山 蔡政宏 周炯舜 

許清豪 
   

常務理事 

黃進興 

陳啟發 

耿毓翔 

監事會召集人 監事 

周建助 林瑜禎 

 
楊水成(~110.03.26) 

朱麗萍(110.03.26~) 

註:楊水成監事因公務繁忙請辭監事一職，因無候補監

事已於 110年 3月 26日補選，由朱麗萍當選捕餘後任

期並報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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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現任勞方代表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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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 20 屆會員代表當選名單 

 

 

 

 

 

 

 

 

 

 

 

 

 

 

 

註: 

(1)第 12、44組代表屆齡退休，第 33組代表離職，依規定由候補代表遞補之。 

(2)第 37、59組代表離職，無候補代表。於 111年 2月 16日補選完成，第 37組由陳昭伶(6票)當選候補 1陳冠云(2票)，第 59組由張

本慶(8票)當選候補 1陳麗惠(1票)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編號 姓名 

1 羅裕國 26 寧文山 51 周建助 

2 楊清熙 27 陳啟發 52 陳韋嘉 

3 陳銘隆 28 曹慧娟 53 陳志宗 

4 楊境維 29 吳志鴻 54 田友仲 

5 沈政南 30 盧世修 55 黃子豪 

6 周良湖 31 張寶文 56 林晉禾 

7 張聖德 32 金芳鈺 57 周依奇 

8 張建祥 33 牛正邦 58 張清智 

9 楊詠圳 34 黃蜀媛 59 張本慶 

10 張哲政 35 張文旭 60 余蘋 

11 黃韶志 36 游新幸 61 傅星瑋 

12 廖冠仲 37 陳昭伶 62 陳榮義 

13 林瑜禎 38 郭明慧 63 許清豪 

14 耿毓翔 39 高秋萍 64 陳國興 

15 張乃文 40 鄭錦澤 65 李叔龍 

16 簡大鈞 41 陳豐祿 66 王勁元 

17 鄭文宏 42 張正忠 67 陳昭明 

18 黃俊潔 43 翁正忠 68 張宏華 

19 陳嘉明 44 鄭美欽 69 謝百凱 

20 黃騰宏 45 周炯舜 70 呂惠珠 

21 游素娥 46 文其正 71 方秀珍 

22 潘永生 47 許炎堂 72 蔡政宏 

23 詹焜耀 48 高志宏 73 張正杰 

24 盧靖雯 49 王若恩     

25 祁玉成 50 許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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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團體協約 

團體協約修正歷程說明如下: 

一、 依「團體協約法」第 28條規定「團體協約為定期者，其期限不得超過 3

年；超過 3年者，縮短為 3年。」，又依同法第 21條：「團體協約期間屆

滿，新團體協約尚未簽訂時，於勞動契約另為約定前，原團體協約關於

勞動條件之約定，仍繼續為該團體協約關係人間勞動契約之內容。」，本

處現行團體協約於未重新締約前仍具「餘後效力」，為應本處業務需要依

「團體協約法」第 6條規定同意進行團體協約研修及締結新約事宜。 

二、 本次團體協約的續簽，於上次 92年簽約迄今，已過了 15年了。為了保

障會員的權益，促進勞資和諧，彼此共存共榮，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永

續經營，提供良善的職場環境與福利，雙方在誠信基礎上，研商修正本

次的團體協約，期許未來透過更順暢的溝通合作，以及企業對勞工的保

障，為大台北地區提供優質純淨的台北好水！ 

三、 沒有 92年先進努力的結果，讓本次團體協約的續簽，有一個良好的根

基。物換星移，當年我們事業處陳處長也是簽約代表之一，現在已是事

業處的代表人。感謝陳處長錦祥對工會的支持與相挺，讓勞資雙方有暢

通的溝通管道。期待未來能秉持照顧員工的初心，繼續與工會良善的互

動！ 

四、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員工的組成，因公務員兼具勞工身份，所以在團體協

約上，採取公務員服務法及勞動基準法各自優點的部份，雖不敢自詡是

最好的契約，但保留一定的協商空間，因應未來勞動條件及法令的改變

做協商，以確保勞動權益不致受損。 

五、 鑒於自來水事業是市府公營的公用事業服務單位，有一定的指標性，基

於社會責任，更應當充分表現勞資合作的精神，有效改善勞動條件及勞

資關係，有助穩固企業經營，凝聚員工的向心力，提高工作效益。 

六、 本次的團體協約的續簽，也是勞資關係正向發展重要的里程碑。期待未

來勞資雙方攜手合作，資方善盡照顧勞方，勞方體諒資方的關係下，「共

創雙贏，服務市民」。 

七、 摘述如下： 

（一） 106年 1月初擬研修草案並陸續修正備參。 

（二） 106年 8月 23日簽奉准成立本處團體協約研修小組。 

（三） 106年 9月 5日簽奉准將本處團體協約修正草案對照表先以 E-Mail請

本處各單位及工程總隊就草案內容提供修正意見。 

（四） 106年 9月 21日彙整各單位有關本處團體協約修正草案意見資料並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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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於 106年 9月 26日召開本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新團體

協約資方代表第 1次研修會議。 

（五） 106年 9月 26日召開本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新團體協約資

方代表第 1次研修會議並決議通過本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

新團體協約修正草案。 

（六） 資方修訂之本處團體協約修正草案經於 106年 9月 28日奉核在案。 

（七） 經工會 106年 10月 31日第 19屆第 9次理、監事會議決，同意於 106

年 12月 6日下午召開本處團體協約修正勞資方代表研修會議共同研

商。 

（八） 106年 12月 6日召開本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新團體協約勞

資方代表第 1次研修會議並逐條審議通過本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

業工會新團體協約修正草案。 

（九） 106年 12月 28日前送臺北市政府核可(依團體協約法第 10條第 2項

規定略以：團體協約簽訂一方當事人為公營事業機構者，應經其主管

機關核可)在案。 

（十） 經工會開會同意於 107年 3月 26日併同該會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與本

處完成新修正之團體協約簽約典禮。 

（十一） 107年 3月 29日函送協約一式 2份，1份送請工會收執，另 1份工

會於 107年 5月 6日依團體協約法第 10條規定送市府勞動局備查。 

（十二） 107年 5月 24日經市府勞動局北市勞資字第 1076024634號函同意備

查，惟須補行大會代表產生程序。 

（十三） 107年 7月 20日工會召開第 19屆第 1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補行推

派團體協約代表事宜，並於 107年 7月 25日送市府勞動局備查。 

（十四） 107年 7月 27日北市勞資字第 1076053414號函同意備查在案。 

（十五） 107年 9月 13日將經主管機關核備之「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與臺北自

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團體協約」公開揭示於本處整合資訊入口網周知

公文，轉知全水處同仁。 

（十六） 107年 9月 17日於本處 OA系統整合資訊入口網/員工權益專區/差勤

考核專區/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項下，另張貼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與企

業工會團體協約供同仁自行隨時查閱。 

（十七） 107年 9月 17日業完備本處團體協約修正簽訂作業程序，並於人事

室備置一份供團體協約關係人隨時查閱。 

（十八） 108年 7月 9日將原於本處 OA系統整合資訊入口網/員工權益專區/

差勤考核專區/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項下之團體協約條文移至本處 OA

系統整合資訊入口網/員工權益專區/工作規則及團體協約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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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08年 9月 16日經與企劃科法制討論，確定法規沿革為 106年 12月

28日奉臺北市政府核可，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07年 7月 27日北市勞

資字第 1076053414 號函同意備查，於 107年 7月 28日生效。並上架

至本處自來水相關法規及事業規章查詢系統供同仁查詢。 

（二十） 108年 06月 11日榮獲勞動部許部長明春蒞臨本會頒發「團體協約」

簽訂獎勵金。 

（二十一） 資因本協約即將於 110年 7月 27日期滿，為賡續作業於 109年 10

月 19日第 20屆第 9次理事會會議討論團體協約續約相關事宜，並持

續列管追蹤執行情形。 

（二十二） 110年 2月 22日以電子信箱傳送週知所有會員，如有意見者應於

110年 3月 5日前擲回本會彙辦，俾利提 110年 3月會員代表大會審

議及選舉協商簽約代表。 

（二十三） 所有會員無意見，提 110年 3月會員代表大會審議及選舉協商簽

約代表。 

（二十四） 經 110年 6月 16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

會之團體協約續約雙方協商會議決議通過，並於 110年 7月 6日完成

簽訂續約事宜。 

（二十五） 依臺北市政府府授水人字第 1106013224號函，同意臺北自來水事

業處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簽訂之團體協約，依團體協約法第

10條規定送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六） 本會於 110年 7月 22日檢送與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續簽訂團體協約

1份，請臺北市勞動局核備。臺北市勞動局於 7月 29日北市勞資字第

1106039976號函，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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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團體協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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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110 年本會辦理各項活動花絮 

（一） 110年勞動節慶祝大會暨活動 

為慶祝五一勞動節，本會於 110年 5月 1日(星期六)上午八時至

十時三十分，假臺北自來水園區舉辦「百年古蹟探秘･觀音山蓄水

池」秘境探訪健行活動。 

（二） 110年勞動法令研習會 

因嚴重性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疫情暫停辦理。 

（三） 於 110年 12月 23日(星期四)首次創新辦理 111年臨退休會員職

涯規劃參訪。 

（四） 111年臨退休會員職涯規劃參訪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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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10年活動花絮 

「百年古蹟探秘･觀音山蓄水池」秘境探訪健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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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臨退休會員職涯規劃參訪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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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工會法、工會法施行細則暨人民團體

法有關法令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企業工會（本

會簡稱臺北自來水工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本會以互助合作，改善會員生活，提高會員

知能，保障會員權益，發展自來水相關事業

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暨附屬機關（構）

（以下簡稱水處）所屬範圍為組織區域，會

址設於臺北市長興街一三一號。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企業工會章程 

中華民國 53 年 2 月訂定 

中華民國 66 年 2 月第 1 次修正 

中華民國 78 年 2 月第 2 次修正 

中華民國 82 年 2 月第 3 次修正 

中華民國 85 年 3 月第 4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1 年 3 月第 5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第 6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3 年 3 月第 7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19 日第 8 次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9 日第 9 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18 日第 10 次修

正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 日第 11 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4 日第 12 次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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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任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團體協約之締結、修改或廢止。 

二、勞資爭議之處理。 

三、勞動條件、勞工安全衛生及會員福利事項之

促進。 

四、勞工政策與法令之制（訂）定及修正之推

動。 

五、勞工教育之舉辦。 

六、會員就業之協助。 

七、會員康樂事項之舉辦。 

八、會員糾紛事件之調處。 

九、依法令從事事業之舉辦。 

十、勞工家庭生計之調查及勞工統計之編製。 

十一、會員子女托育及獎學金之舉辦。  

十二、圖書室之設置及出版物之印行。  

十三、會員醫藥衛生事業之舉辦。  

十四、勞資間糾紛事件之調處。  

十五、合於第三條宗旨及其他法律規定之事

項。  

 第三章 會員 

第六條 水處員工，除處長及水處人事主任外，均應

加入為本會會員。  

第七條 會員入會須填寫申請書，經理事會審查合格後，

准予入會。 

第八條 會員有發言權、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

權、罷免權及其他依法應享之權利；惟會員

入會滿一年者，始得被選舉為本會理、監事

及各項勞方代表。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履行決議案、接受指

導及按期繳納各種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如有違反法律或本章程之情事，致妨害本會

名譽信用與權益，得由監事會議決議，按其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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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重，分別予以警告、停權及除名等處分。 

第十一條 會員除名應經會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決議，並報請地方主管機關備案。。 

 第四章 組織及職權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大會

休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其職權。  

前項會員代表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十三條 本會會員人數五百人以下時，置理事九人；會員

人數超過五百人時，每逾五百人增置理事二人，

理事名額最多不得超過二十七人；候補理事名額

不得超過理事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人數每逾三人置監事一人；候補監事名額不

得超過監事名額二分之一。 

理事及監事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選任

之。但擔任水處之副處長、總隊長、副總隊

長、主任秘書、總工程司、專門委員、副總

工程司、科長、主任，不得擔任理事及監

事。  

第十四條 理事長由會員直接選舉之，為本會之當然會

員代表、當然理事及當然常務理事。  

理事人數每逾三人置常務理事一人，由理事長及

理事，以無記名限制連記法相互圈選一人，

選出，與理事長共同組織常務理事會。  

監事會由監事間互選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第十五條 本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立委員會、工程服務社及聘

請顧問，協助推展會務。 

第十六條 本會設專任秘書長及兼任秘書各一人，承理

事長之命，襄理會務，下設總務、組訓、福

利、宣傳、工務、會計、法研七組，各組設

組長一人，並得設幹事若干人。  

監事會得設幹事一人，承監事會召集人之

命，襄理監事會務。  

第一項之會務人員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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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後聘任之。  

第二項之會務人員由監事會召集人提名，經

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  

第十七條 本會以下人員均為無給職：  

一、理事。  

二、監事。  

三、其他自水處借調或兼職本會之會務人

員。  

本會僱用專任會務人員之薪資另訂之。  

第十八條 本會理事及監事任期均為四年，連選得連

任，惟理事長連選得連任一次。候補理事及候

補監事遞補時，以補足原被遞補者任期為

限。  

第十九條 本會設立小組，以會員十人至二十人劃為一

小組，小組設組長一人，由小組選任之會員

代表兼任之，任期為四年。  

第二十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職權如下：  

 一、本章程之通過或修改。  

 二、選舉或罷免以下本會人員：  

（一）理事。  

（二）監事。  

 三、選舉以下勞方代表人員：  

（一）職工福利委員會委員。  

（二）勞資會議代表。  

（三）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

員。  

（四）績效獎金審查委員會委員。  

（五）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  

（六）職員人事甄審委員會委員。  

（七）工員人事甄審委員會委員。  

（八）職員考績委員會委員。  

（九）工員考績委員會委員。  

 四、會員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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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決定本會工作方針。  

 六、審核本會年度預算及決算。  

 七、複議理事及監事會之決議案。  

 八、聽取質詢及審查理事會、監事會工作

報告。  

 九、入會費及經常會費徵收標準。  

 十、勞動條件之維持或變更。  

 十一、本會基金之設立、管理及處分。  

 十二、本會事業之創辦。  

 十三、本會財產之處分。  

 十四、本會之解散。  

 十五、理事、監事違法或失職之解職。  

 十六、參加總工會或工會聯合會之組織。  

 十七、其他法令所規定賦予職權。  

第廿一條 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  

 二、召開臨時會議之審議。。  

 三、擬定工作計畫及工作報告。  

 四、籌集經費及編訂年度預算及決算。  

 五、接納及採行會員之建議。  

 六、辦理會員入會、出會及轉移。  

 七、監督指揮所屬小組。  

 八、以本會名義參與其他工會聯合會之發

起人會議及籌備會。  

 九、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廿二條 常務理事會職權如下：  

 一、理事會休會期間代行理事會職權。  

 二、執行理事會之決議案。  

 三、處理其他重要事項。  

第廿三條 理事長職權如下：  

 一、執行理事會、常務理事會決議，並主

持日常會務。  

 二、對外代表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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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召開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會議、理

監事聯席會議及常務理事會議，並擔

任主席。  

 四、監督指揮本會會務人員。  

第廿四條 監事會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代表大會之決

議。  

 二、稽查本會各種事業之進行。  

 三、稽核本會經費收支及其他有關財務事

項。  

 四、考核本會各小組工作。  

 五、其他有關監察事項。  

第廿五條 監事會召集人職權如下：  

 一、執行監事會之決議。  

 二、召開監事會並擔任主席。  

 三、綜理監事會日常事務。  

 第五章 會議 

第廿六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及臨時會議

兩種，由理事長召集之；定期會議每年召開

一次；臨時會議，經會員五分之一、會員代

表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請求或理事會、監事

會認為必要時召集之。  

會員代表應依時出席會員代表大會，如因故

不能出席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出

席，每一會員代表以代表一人為限，委託之

會員代不得超過出席之半數。  

第廿七條 理事會議每二個月舉行一次，由理事長召集

之，如有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理事長

認為必要時均得召開臨時理事會議。  

候補理事得列席理事會議，並得接受理事委

託代理出席。常務理事會議不定期舉行，由

理事長召集之，經常務理事三分之一以上之

請求或理事長認為必要時均得召開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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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第廿八條 監事會議每二個月召開一次，由監事會召集

人召集之，如有監事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

監事會召集人認為必要時得召開臨時監事會

議。  

候補監事得列席監事會議，並得受監事委託

代理出席。  

第廿九條 理事及監事應分別依時出席理事會議及監事

會議，理事及監事除公假外，非有正當理

由，不得請假，其連續缺席二個會次者，視

為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

補，並報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第三十條 本會各種會議，除法令或本章程另有規定

外，以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非出席過半

數之同意不得決議。  

下列事項之決議，應由會員代表大會為之，

並經出席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方得

決議：  

 一、本章程之修改與通過。  

 二、財產之處分。  

 三、參加總工會或工會聯合會之組織。  

 四、會員之除名。  

本會各種會議議事規則另定之。  

 第六章 經費 

第三十一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分會員入會費、經常會

費、事業單位補助金、特別基金、臨時募集

金、經營事業收入等。  

第三十二條 會員入會應繳納入會費。  

第三十三條 會員應每月繳交經常會費，由水處於每月發

放薪資時自動扣繳。如遇有會員特殊困難

時，得經理事會酌情減免之。  

第三十四條 特別基金及臨時募集金，因有特別需要，經

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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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後募集之。  

第三十五條 本會財務狀況，應每年公告全體會員一次，

如會員有十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得選派代表

查核本會之財務狀況。  

第三十六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七條 本會辦事細則及各種規則另訂之。  

第三十八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工會法、工會法施行

細則、人民團體法暨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函請地方主管

機關備查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