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務狀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壹、財務狀況 
一、最近二年度母公司資產、負債及股東權益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前後期

變動達 10％以上，且變動金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者） 
(一) 流動資產減少，主係 100 年度辦理現金減資，並以子公司償還借款金額投資富邦媒體科

技，致流動資產減少。 
(二) 基金及投資增加，主係因透過子公司大富媒體科技，向富邦金控創業投資取得富邦媒體科

技，致投資金額增加。 
(三) 其他資產減少，主係遞延所得稅資產（非流動）減少。 
(四) 流動負債增加及長期負債減少，主係應付公司債將於一年內到期部份轉列流動負債，致流

動負債增加及長期負債減少。 
(五) 股本減少，主係 100 年度辦理現金減資，致股本減少。 

 
最近兩年對照之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異        年度 

 
項目 

99 100 
金額 % 

流動資產 23,819,685 10,307,087 (13,512,598) (56.73)
基金及投資 11,359,143 26,670,657 15,311,514 134.79
固定資產 35,014,385 31,677,951 (3,336,434) (9.53)
無形資產 12,818,208 12,356,964 (461,244) (3.60)
其他資產 4,144,036 3,715,045 (428,991) (10.35)
資產總額 87,155,457 84,727,704 (2,427,753) (2.79)
流動負債 25,621,285 29,904,013 4,282,728 16.72
長期負債 8,800,000 4,000,000 (4,800,000) (54.55)
其他負債 1,864,617 1,875,680 11,063 0.59
負債總額 36,285,902 35,779,693 (506,209) (1.40)
股本 38,009,254 34,208,328 (3,800,926) (10.00)
資本公積 12,432,489 12,432,446 (43) -
保留盈餘 32,243,481 33,272,277 1,028,796 3.19
股東權益其他調整項目 (31,815,669) (30,965,040) 850,629 2.67
股東權益總額 50,869,555 48,948,011 (1,921,54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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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二年度母子公司合併資產、負債及股東權益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前

後期變動達 10％以上，且變動金額達新臺幣 1,000 萬元者） 
(一) 流動資產增加，主係新增合併富邦媒體科技所致。 
(二) 基金及投資減少，主係認列台灣高鐵減損損失所致。 
(三) 無形資產增加，主係購入富邦媒體科技所致。 
(四) 流動負債增加，主係短期借款增加、新增合併富邦媒體科技，及應付公司債一年內到期部

份轉列流動負債所致。 
(五) 長期負債減少，主係應付公司債一年內到期部分轉列流動負債，另償還聯貸案借款致減少。 
(六) 其他負債增加，主係新增合併富邦媒體科技所致。 
(七) 股本減少，主係 100 年度辦理現金減資，致股本減少。 
(八) 少數股權增加，主係合併富邦媒體科技產生少數股權所致。 

 
最近兩年對照之母子公司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異             年度 

 
項目 

99 100 
金額 % 

流動資產 15,242,392 18,132,547 2,890,155 18.96 
基金及投資 3,196,711 2,161,551 (1,035,160) (32.38)
固定資產 43,613,993 41,305,336 (2,308,657) (5.29)
無形資產 20,347,050 27,251,800 6,904,750 33.93
其他資產 3,084,054 2,943,134 (140,920) (4.57)
資產總額 85,484,200 91,794,368 6,310,168 7.38 
流動負債 23,231,653 36,354,411 13,122,758 56.49 
長期負債 10,300,000 4,000,000 (6,300,000) (61.17)
其他負債 1,053,129 1,376,072 322,943 30.67
負債總額 34,584,782 41,730,483 7,145,701 20.66 
股本 38,009,254 34,208,328 (3,800,926) (10.00)
資本公積 12,432,489 12,432,446 (43) -
保留盈餘 32,243,481 33,272,277 1,028,796 3.19 
股東權益其他調整項目 (31,815,669) (30,965,040) 850,629 2.67
少數股權 29,863 1,115,874 1,086,011 3,636.64
股東權益總額 50,899,418 50,063,885 (835,533) (1.64)
 

三、最近二年度財務狀況變動影響 
無重大影響。 

 

四、未來因應計劃 
不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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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經營結果 

一、最近二年度母公司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 

(一) 營業成本增加：主係因 100年度智慧型手機銷售量持續增加，致手機銷售成本增加。 

(二)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減少：主係 100年度報廢及處分固定資產損失較上期減少。 
 

最近兩年對照之母公司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異            年度 
 

項目 
99 100 

金額 % 

營業收入 58,547,285 61,919,273 3,371,988 5.76 
營業成本 32,808,712 37,793,874 4,985,162 15.19 
營業毛利 25,738,573 24,125,399 (1,613,174) (6.27) 
營業費用 12,038,007 12,955,675 917,668 7.62 
營業純益 13,700,566 11,169,724 (2,530,842) (18.47)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4,465,716 4,506,462 40,746 0.91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1,768,138 833,190 (934,948) (52.88) 
稅前純益 16,398,144 14,842,996 (1,555,148) (9.48) 
稅後純益 13,822,186 13,468,763 (353,423) (2.56) 
 

二、最近二年度母子公司合併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

要原因 

(一) 因新增合併個體富邦媒體科技及智慧型手機銷售量持續增加致營業收入、營業成本及營業

費用等同步增加。 

(二) 100年度報廢及處分固定資產損失較上年度減少，惟認列台灣高鐵減損損失致營業外費用

及損失較上年度增加。 
 

最近兩年對照之母子公司合併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異           年度 
 

項目 
99 100 

金額 % 

營業收入 70,146,004 81,369,183 11,223,179 16.00 
營業成本 38,162,363 48,655,458 10,493,095 27.50 
營業毛利 31,983,641 32,713,725 730,084 2.28 
營業費用 13,675,930 15,123,920 1,447,990 10.59 
營業純益 18,307,711 17,589,805 (717,906) (3.92)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39,516 672,876 (66,640) (9.01)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1,945,905 2,134,112 188,207 9.67 
稅前純益 17,101,322 16,128,569 (972,753) (5.69) 
合併總純益 13,817,778 13,626,180 (191,598)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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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兩年度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分析 

最 近 兩 年 度 財 務 分 析                              年   度 
 
分析項目 99 100 

負債占資產比率（%） 40.46 45.46 
財務結構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140.32 130.89 

流動比率（%） 65.61 49.88 

速動比率（%） 57.83 41.77 償債能力 

利息保障倍數（%） 5,452.51 6,796.94 

應收款項週轉率（次） 9.25 10.35 

平均收現日數 39.46 35.27 

存貨週轉率（次） 10.31 11.39 

應付款項週轉率（次） 11.68 9.73 

平均銷貨日數 35.40 32.05 

固定資產週轉率（次） 1.61 1.97 

經營能力 

總資產週轉率（次） 0.82 0.89 

資產報酬率（%） 16.44 15.60 

股東權益報酬率（%） 26.84 26.99 

營業利益 48.17 51.42 占實收 
資本比

率（%） 稅前利益 44.99 47.15 

純益率（%） 19.70 16.75 

獲利能力 

每股盈餘（元） 4.62 4.70 

現金流量比率（%） 111.89 69.48 

現金流量允當比率（%） 140.61 154.40 現金流量 

現金再投資比率（%） 12.87 14.30 

營運槓桿度 1.91 1.97 
槓桿度 

財務槓桿度 1.02 1.01 

100年度因以下情形，致各相關比例產生較大變化 
1.因智慧型手機採購及銷售大幅增加，預收用戶款及應付帳款增加，及短期借款增加，致負債佔資產

比率上升。 
2.因 100年度現金減資及應付公司債將於一年內到期部份轉列流動負債，致股東權益及長期負債減少

及流動負債增加，故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流動比率、速動比率及現金流量比率下降。 
3.因聯貸案借款已於 100年 3月到期償付，致利息費用支付減少，故利息保障倍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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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本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101年將持續以行動上網產品開拓新市場，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普及，本公司將投資

經營其所帶動之加值服務消費市場，致力開發適合於各類終端設備上使用之加值服務，如購

物、影音服務、myBook書城等，滿足更多用戶需求，藉以提升加值服務營收與用戶平均貢獻。

同時擴大手機採購之優勢，強化取得用戶之效益，以達成利潤目標。 
 

參、現金流量分析 

一、最近年度母公司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一) 投資活動減少：雖增加對子公司投資，惟資金貸與關係人款項下降致減少。 

(二) 融資活動增加：主係 100年度辦理現金減資，以及償還借款所致。 

 
最近兩年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異              年度 
 
項目 

99 100 
金額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3,318,054 22,171,276 (1,146,778) (4.9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109,826) (7,899,540) (3,210,286) (28.90)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9,384,389) (17,275,099) 7,890,710 84.08 

本年度現金增加（減少） 2,823,839 (3,003,363) (5,827,202) (206.36) 
 

二、最近年度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投資活動/融資活動/取得子公司控制能力現金流量影響數：主係收購富邦媒體科技而增減。 

 
最近兩年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差    異   年度 
 
項目 

99 100 
金額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5,993,712 25,260,280 (733,432) (2.8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6,319,636) (15,435,642) 9,116,006 144.25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6,630,430) (11,501,769) (5,128,661) (30.84) 

匯率影響數 (14,014) 35,963 49,977 356.62 

取得子公司控制能力現金

流量影響數 
20,662 2,285,830 2,265,168 10,962.97 

本年度現金增加（減少） 3,050,294 644,662 (2,405,632) (78.87) 

三、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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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來一年現金流動性分析 

(一) 營業活動：預計 101 年度來自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量大致維持穩定。 
(二) 投資活動：主係預計增資子公司及支付工程建設產生之現金流出。 
(三) 融資活動：主係現金股利發放及償還到期公司債之現金流出。 

未來一年現金流動性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預計現金不足額之補救措施 期初 
現金餘額 

預計全年來自營業 
活動淨現金流量 

預計全年 
現金流出量 

預計現金剩餘

(不足)數額 投資計劃 融資計劃 

877,518 20,198,791 17,554,266 3,522,043 － － 
 
五、預計現金不足額之補救措施及流動性分析 

不適用。 
 

肆、最近年度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由於本公司營運狀況良好，來自營業活動之現金流入穩定，近年重大資本支出之資金來源主

要係以自有營運資金因應，故對本公司財務並無重大影響。 
 
伍、最近年度轉投資政策及獲利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善

計劃及未來一年投資計畫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說明 
項目 

100年12月31日
帳面金額 政策 獲利或虧損 

之主要原因 改善計畫 未來一年 
投資計畫 

台信電訊股份
有限公司 

17,195,352 轉投資固定網路等電信相關
業務 

被投資事業－台
灣固網及台信聯
合投資獲利而認
列投資利益 

- - 

大富媒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8,862,169 轉投資有線電視及零售相關
業務 

被投資事業－富
邦媒體及台富媒
體獲利而認列投
資利益 

- 於98年7月董事
會通過於 65 億
額度內增資 

臺北文創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562,812 參與台北市政府辦理民間參
與投資松山菸廠文化園區興
建移轉計畫案，使其成為文
化資產保存與文化產業結合
之文化創意園區 

虧損係 100 年度
為興建期間，尚未
開始營運 

- 於98年1月董事
會通過視未來興
建進度及資金需
求增資 

Bridge Mobile 
Pte Ltd. 

50,324 與亞洲地區電信業者策略合
作，以提升市場競爭力  

- 
（註） 

- 
（註） 

- 

Yes Mobile 
Holdings 
Company 

- 係吸收合併東信電訊概括承
受其資產，已於 93 年度認列
永久性跌價損失 

- 
（註） 

- 
（註） 

- 

註：係以成本衡量之長期投資，本公司不具控制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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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風險事項及評估 
一、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利率、匯率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益之影

響及未來因應措施 

(一) 利率波動 
本公司 100 年度無浮動計息負債（銀行借款），故利率波動對本公司獲利影響甚微。 

(二) 匯率變動 
本公司主要服務範圍為台灣地區，除國際漫遊業務外，主要營業收入為新臺幣。此外，另

有少部份資本支出以歐元及美元方式支付，為了避免匯率波動影響，以購入現匯來進行避

險。故匯率變動對本公司並無重大影響。 

(三) 通貨膨脹 
本公司 100 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之營運狀況，並未因通貨膨脹而受到重大影響。 

 

二、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金貸與他人、背書

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易之政策、獲利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來因應措施 

(一)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等投資 
無。 

(二) 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 
本公司嚴謹制定「資金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本公司從事資金貸與他人、背書保證

皆依據此程序辦理，且對象均為關係企業，風險極低。 

(三) 衍生性商品交易 
無。 
 

三、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未來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一)未來主要研發計畫 

計畫名稱 計劃說明 目前進度 完成量產
時間 成功之主要因素 

3G 網路 CRM 平
台 

在 3G網路訊務分析平台上開
發客制化 CRM 軟體模組，以
掌握客戶網路行為，加強客戶
關係維繫。 

系統建置中 101 年 9 月 已具備 3G 網路訊務
分析平台 

客戶通訊品質分
析 

分析用戶通訊品質記錄，建立
後續行銷與客戶關懷，針對使
用經驗不佳的用戶，提供行銷
方案與溝通。 

已規劃可行技術
與系統架構 

101 年 9 月 已掌握網路系統中通
訊品質記錄的處理關
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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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劃說明 目前進度 完成量產 

時間 
成功之主要因素 

電子商務分析與
CRM行銷 

進行台哥大之電子商務營運
分析，了解客戶購物行為及偏
好，並將既有針對行動用戶
CRM 行銷平台擴展到電子商
務行銷。 

系統規劃中 101年 12月 已 具 有 行 動 用 戶
CRM行銷平台技術 

固網帳務系統整
併 

為統合固網作業流程與產
品，淘汰 i1 帳務系統，移轉
i1 現有服務與客戶資料至
TFNBS帳務系統中出帳。 

資料移轉測試出
帳中 

101年 12月 承接之 TFNBS 帳務
系統，屬自主開發維
護性質，故能充分掌
握核心技術。 

myCloud 提供雲端儲存空間服務。用戶

可將其個人文件，電話簿或數

位內容等檔案同步到雲端儲

存。 

系統規劃中 101年 6月 商業模式已確認，且

已具備產品開發之必

要技術與系統整合能

力 
雲端機房與服務 建構新一代綠能機房並與產

業鏈上下游合作，推出各類雲

端服務。 

系統開發中 102年 3月 商業模式已確認，且

已具備產品開發之必

要技術與系統整合能

力 
NFC 與其他業者洽談合作建立共

同的 TSM（Trusted Service 
Managers）平台以共同推廣
NFC相關應用。 

合作策略討論中 101年 12月 符合國際發展趨勢，
且已具備產品開發之

必要系統整合能力 

(二) 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請參考第59頁「技術及研發概況」。 
 

四、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
響及因應措施 

(一) 數位匯流相關法規修法 

1.法令政策之影響  

依照行政院所核定之「數位匯流發展方案」，修法將分二階段完成，第一階段為促進跨

媒體匯流服務，解決個別法律實務面臨匯流、跨業障礙之迫切問題；第二階段則為營造

數位匯流新環境，排除第一階段未能完成之障礙點，架構導向網路、平台及內容之層及

化發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0 年開始第一階段修法，以促進通信與傳播匯流及

電信事業有效公平競爭，其修法之方向，主要有五大重點：(1)鼓勵電信事業提供匯流

服務，並明定匯流服務管制規範；(2)強化網路內容之管制規範；(3)促進固網業務之有

效競爭；(4)將中間產品價格列為第一類電信事業資費管制之主要項目；(5)強化資訊安

全管理。 

2.因應措施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修法進度，持續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充份溝通，並適時提出產業建

議，以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政策時參考。 
 

87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再次全面調降電信資費 

1.法令政策之影響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自 99 年 1 月 6 日宣佈，已再度調降電信服務市場零售價格的調整

係數（X 值），本次 X 值政策管制係針對「國內簡訊服務」、「行動撥打市話通信費」

及「行動撥打行動網外通信費」三項，調整係數 X 值為 5%，按照公式計算，加上最新

公佈年度物價年增率後，99 年調幅為-5.87%，100 年為-4.04%，101 年度為-3.58%連

續調降三年。同時，為照顧消費者權益，本公司亦配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行政指導，

調整現行月租型語音資費中涉及「月租費有贈送通話分鐘數」方案，均依 100 年度 X
值調幅（4.04%）等比例加贈免費分鐘數。  

2.因應措施 
由於目前國際上各先進國家早已不對零售價格進行管制，本公司將持續與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溝通，以降低 X 值管制政策對本公司營收之衝擊。另針對 100 年度本公司配合

「月租費有贈送通話分鐘數」資費調整加贈免費分鐘數，預計約有逾 19 萬用戶受惠，

而該調整方案回溯至 100 年 4 月 1 日起施行。 
 

(三) 本公司申辦 GSM 執照換照 

1.法令政策之影響 
行政院於 99 年 11 月 12 日核定我國 GSM 執照之後續處理政策，行動通信 GSM 執照

將延長至 106 年 6 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0 年 9 月 19 日修訂行動通信管理規

則條文及 100 年 12 月 5 日公告申請行動通信業務屆期換發特許執照之文件應記載事

項、格式及其他注意事項。 

2.因應措施 
本公司依規定辦理換發行動電話業務特許執照，將持續提供消費者優質的行動通信服

務，並因應數位匯流趨勢下亦不斷推出創新整合服務，創造客戶滿意的使用者經驗。 
 

(四) 修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 

1.法令政策之影響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修正草案於 100 年 12 月 14 日三讀通過，修正重點包括：

正、副主委由行政院長提名時一併指定、行政院長得免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公

務員得提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等。基於這些調整，日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運

作將與行政院更加契合。 

2.因應措施 
國家通訊傳播政策將更具一致性，本公司對此修正樂觀其成，並將持續觀察後續發展。 

 
(五) 網際網路互連頻寬（IP Peering）等批發價格調降 

1.法令政策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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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0 年度重新核定中華電信網際網路互連頻寬、ATM/GE 介接

電路及數據專線電路等批發服務價格。相較於 99 年度，網際網路互連頻寬批發價調降

約 32%、ATM 電路調降約 10%、GE 介接電路調降約 20%，數據專線電路等服務之批

發價格調降約 5%，有助於降低本公司之經營成本。 

2.因應措施 
本公司將持續推動調降網際網路互連頻寬等批發服務項目之租費，以配合公司未來服務

發展所需。 
 

(六)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將擴大開放有線電視經營區 

1.法令政策之影響 
為健全市場競爭機制，並配合政府有線廣播電視數位化目標，以提升消費者整體利益，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0 年 4 月 27 日委員會決議通過「有線電視經營地區劃分案」，

計畫將以縣市為單位，擴大開放有線電視經營區並同時受理新業者申請，預計於 101
年公告，惟截至年報刊印日止，實施細節及申設須知仍在審議中。 

2.因應措施 
本公司將密切關注經營區開放進度，持續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充份溝通，並適時提出

產業建議，以供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政策及法規之參考。 
 
五、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

應措施 

(一) 無線寬頻接取新技術 

1.技術發展概況 
無線寬頻接取（Wireless Broadband Access, WBA）是以正交分頻多工（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為基礎的通訊技術，而 WIMAX 採用 OFDM
技術，在等同 3G 5MHz 的載波頻寬下，可提供高達 10 Mbps 之下載傳送能力。國內

六家 WIMAX 業者，自 98 年第 2 季起陸續開始營運，截至 100 年底，WiMAX 網路涵

蓋率仍遠不如 3G 網路，目前對 3G 語音及數據營收仍影響非常有限。但是 100 年起開

始的 WiMAX 業者合併趨勢，可降低其網路建置及營運成本，未來將增加對 3G 業務的

威脅。 

2.因應措施 
3.5G 高速封包接取（High Speed Packet Access Plus, HSPA+）已是成熟技術，目前

商業運轉中的網路連線速率已經超過目前國內 WiMAX 無線寬頻接取技術，HSPA+明
顯較 WiMAX 更有競爭優勢。 
本公司自 96 年底起開始積極建設 3.5G 基地台，98 年起在都會區開始提供 14.4Mbps
之無線上網功能，99 年持續擴增 7.2Mbps 及 14.4Mbps 的 3.5G 基地台數，100 年於

五大都會區全面推出 HSPA+高速行動上網服務，未來一年將再擴大 HSPA+的含蓋範

圍。 

89



而由既有 3G 網路技術延伸發展中的 LTE（Long Term Evolution）技術，在技術上勝

過 WiMAX，目前在全球已經有不少國家的行動電信業者已經或即將推出服務，本公司

持續研究與評估中，將於 101 年進行 LTE 測試。 

(二) 網際網路通訊協定 

1.技術發展概況 
網際網路通訊協定（Internet Protocol, IP）之普及，使得電信基礎架構上，有越來越多

的訊務是以 IP 方式作封包遞送，以簡化網路架構，大幅降低營運成本。這個趨勢也造

成全球 IPv4 的地址耗竭，迫使電信業者的網路設備必須全面支援 IPv6 以便在未來提供

IPv6 的服務。另一方面；利用 IP 網路的免費 VoIP（Voice over IP）及 IP Message 服

務愈來愈多，不僅已影響固網業者之長途及國際語音服務營收，智慧型手機的 IP 
Message 更已經造成 101 年跨年簡訊量之負成長。 

2.因應措施 
面對 IP 網路之需求，IP 核心網路及發展中的 NGN（Next Generation Network）之相

關建設刻不容緩，本公司過去幾年已陸續建置最新的 IP 化光纖網路骨幹，並開始引進

IP 核心與接取傳輸新技術，同時於實驗室進行各項端到端（End-to-End）IP 網路品質

量測、IPv6 網路相容性測試、VoIP 及 IP Message 相關的應用服務測試，以掌握科技

發展方向。 
101 年本公司除繼續引進 IP 新技術外，並積極進行 IPv6 及 IP 新應用服務之研發與測

試，及研究最先進的光纖網路技術，擴大引進地區，提供用戶最先進的寬頻網路創新服

務。同時持續觀察免費 VoIP 及 IP Message 流量之成長趨勢，並密切注意各國電信業

者針對免費 VoIP 及 IP Message 服務之因應方案，以作為未來採取因應對策之參考。 

(三) 數位匯流與雲端服務 

1.技術發展趨勢 
由於數位化的發展，相同的數位內容或服務得以在不同之載具、系統及平台上傳輸，造

成無線與有線通訊產業、以及媒體傳播產業在產業結構的改變，不但促使通訊傳播服務

市場的競爭與整合，甚至進一步造成相關產業之整併。101 年 7 月 1 日起國內無線電

視全面數位化，更將加速數位匯流服務之發展。而數位匯流的基礎-雲端技術與服務更

是已經從概念變成可以獲利的商機，既而變成未來數位匯流產業的必然趨勢。 

2.因應措施 
本公司 96 年收購台灣固網及台灣電訊，為邁向數位匯流第一品牌厚植基礎，同時積極

投入數位匯流相關新技術研發測試及產品開發，已針對企業用戶推出固網行動整合

（Fixed Mobile Convergence,FMC）服務，並積極規劃整合有線電視、數位電視、寬

頻上網、數位互動影音娛樂之數位匯流服務，已於 99 年底結合雲端技術與聯網電視服

務，完成數位匯流平台建置，推出四螢一雲數位匯流服務。不僅是台灣第一，在亞洲也

是領導產業趨勢的先驅者。100 年本公司更一步投資興建雲端網路資料中心（IDC），

並陸續推出 IAAS 等雲端服務，未來將搶攻行動生活、數位內容、智慧生活、智慧企業

四大智慧雲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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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智慧型行動終端普及與 Femto/WiFi 技術 

1.技術發展趨勢 
隨著 iPhone、Android 手機等智慧型行動終端的普及，對於 3G 行動數據之使用量也急

速上升，促使全球行動電信業者必須加速擴充 3G 數據網路之連線頻寬及網路容量，對

業者的營運支出管控上逐漸造成壓力。因而許多國內外行動電信業者開始引進 WiFi 無
線網路及毫微微細胞（Femtocell）以舒解 3G 數據訊務。 

2.因應措施 
本公司 100 年度除加速 HSPA 網路連線頻寬及網路容量擴充外，同時也開始採購 WiFi
及 Femto 網路設備，已開始提供 WiFi 服務給部分用戶使用，Femtocell 則等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核准後可開始提供給用戶使用。 
101 年本公司將視 WiFi 及 Femtocell 舒解 3G 數據訊務之成效，擴大佈建 WiFi 無線網

路及 Femtocell。 
 
六、 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理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無改變。本公司長期貫徹公司治理，積極優化網路通訊品質及客戶服務，並運用營運核心能力，

落實企業社會責任，長期以來已在消費者、投資者心目中建立誠信形象，100 年獲得外界多項

獎項與肯定（請參見第 5~6 頁榮耀紀事），有助於消弭、控制、管理本公司可能面臨之潛在

危機之風險，同時維護良好企業形象。 
 
七、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進行併購之預期效益、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於 100年 7月透過 100%轉投資公司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富邦媒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權約 51%。 
(一) 預期效益：提升虛擬及實體通路跨平台之綜效及強化行動商務服務。 
(二) 可能風險：轉投資事業受整體經濟環境影響經營績效未如預期。 
(三) 因應措施：定期檢視轉投資事業營運狀況，及時檢討與督導。 

 
八、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擴充廠房之預期效益、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非生產事業，不適用。 

九、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臨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之主要進貨供應商為中華電信，主係網路互連及電路租賃等費用，100 年度約占營業成

本之 11%。為分散供應商集中之風險，本公司已陸續提高台灣固網自有線路之供裝作為備援

並降低對中華電信之依賴度。 

銷貨面而言，中華電信因係主要之同業拆帳對象而居本公司銷貨客戶之首。惟就行動通信服

務而言，本公司擁有廣大之用戶群，應較無銷貨集中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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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量

移轉或更換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無。 
 
十一、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無。 
 

十二、最近年度及截至年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總經理、實質負責人、持

股比例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

訟、非訟或行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一) 本公司 
無。 

(二) 公司董事、總經理、實質負責人及持股比例超過 10%之大股東 
無。 

(三) 從屬公司 

1 觀天下有線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鳳信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聯禾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永佳樂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下合稱 4 家系統業者）分別遭國家通訊

傳播委員會裁罰新臺幣 10 萬元，並命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 1 年內就台北市政府之間

接投資涉及牴觸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立法意旨，以適當方式予以排除案件： 
當事人：4家系統業者為被處分人。 
系爭事實：4家系統業者於98年12月起分別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違反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19條第4項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不得直接、

間接投資系統經營者。」，被命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1年內就台北市政府之間接投資涉

及牴觸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立法意旨，以適當方式予以排除並裁罰新臺幣10萬元（下

稱第一次裁罰處分），4家系統業者不服，分別於99年間各別提起訴願，經行政院決定

撤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罰處分。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復於99年6、7月陸續就4
家系統業者再為與第一次裁罰處分相同內容之處分，4家系統業者不服，於99年7月間

各別提起訴願，再經行政院決定撤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罰處分。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遂於100年7月28日召開聽證會，並於101年1月再次針對4家系統業者為與前2次相

同內容之裁罰處分。4家系統業者不服，將依法尋求救濟。 
 

2 優視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優視）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罰新臺幣 20 萬元，並

命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 1 年內就台北市政府之間接投資涉及牴觸黨政軍退出廣電媒

體立法意旨，以適當方式予以排除案件： 
當事人：優視為被處分人。 
系爭事實：優視於99年1月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認定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第9條第3
項規定：「政府、政黨、其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及其受託人不得直接、間接投資衛星

廣播電視事業。」，被命自處分書送達之日起1年內就台北市政府之間接投資涉及牴觸

黨政軍退出廣電媒體立法意旨，以適當方式予以排除並裁罰新臺幣20萬元（下稱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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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裁罰處分），優視不服，提起訴願，經行政院決定撤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罰處

分。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復於99年9月就優視再為與第一次裁罰處分相同內容之處

分，優視不服，提起訴願，再經行政院決定撤銷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裁罰處分。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 

客戶信用風險控管 

(一) 門號上線前之審核 
申裝資格審核：逐一比對申請人之資料，若符合「黑名單資料庫」，除非原因消滅（如繳

清欠費），否則拒絕門號之申請；若符合「可疑高風險資料庫」，則需搭配不同配套上線

措施（如金額預繳）後，始能完成門號之上線作業。 

(二) 門號上線後之管理 
1.異常管理：運用科學系統化方法，篩選出風險性相對高之用戶群，進行人員外撥確認作

業，一旦發現疑似人頭戶或冒名申辦之情事，則先予以停話，以維護公司權益。  
2.信用管理： 

(1)依用戶使用年限、語音數據使用行為、出帳金額及繳款情形等予以分級，並給予一

妥適的使用額度；若超過額度，則由人員進行外撥確認作業，必要時先予以停話，

以維護公司權益。 
(2)在用戶使用數據服務方面，無論在國內或國外使用上網服務，均設有相關之告警機

制；更於 2011 年中建立 NTR(Network Traffic Re-direction)輔助及簡訊告警功能，

使申辦國外數據漫遊優惠方案之用戶得優先註冊到優惠網上，否則將以簡訊告知用

戶。 
 

柒、其他重要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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