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與風險事項】 

壹、財務狀況 

一、最近二年度母子公司合併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前

後期變動達 20%以上者) 

(一) 投資增加：主係新增投資所致。 

(二) 非流動負債增加：主係 103 年支應中長期營運資金需求故增加借款所致。 

(三) 非控制權益增加：主係 103 年首次併入合併個體影響數及子公司上市對外現金增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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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項目 
102 103 

差    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29,493,868 32,834,704 3,340,836 11.33 

投資 4,194,570 5,070,051 875,481 20.8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42,985,801 47,066,319 4,080,518 9.49 

無形資產 54,837,271 61,168,844 6,331,573 11.55 

其他資產 6,840,869 7,397,334 556,465 8.13 

資產總額 138,352,379 153,537,252 15,184,873 10.98 

流動負債 58,605,638 53,468,928 (5,136,710) (8.76) 

非流動負債 21,226,100 33,556,074 12,329,974 58.09 

負債總額 79,831,738 87,025,002 7,193,264 9.01 

股本 34,208,328 34,208,328 - - 

資本公積 12,456,891 14,715,830 2,258,939 18.13 

保留盈餘 41,433,176 41,355,524 (77,652) (0.19) 

其他權益及庫藏股票 (30,664,501) (30,020,330) 644,171 (2.10) 

非控制權益 1,086,747 6,252,898 5,166,151 475.38 

權益總額 58,520,641 66,512,250 7,991,609 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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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近二年度母公司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前後期變

動達 20%以上者) 

(一) 流動資產減少，主係資金貸與子公司減少所致。 

(二) 投資增加，主係增加子公司及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投資所致。 

(三) 其他資產減少，主係投資性不動產減少所致。 

(四) 非流動負債增加，主係支應中長期營運資金需求故增加借款所致。 

 

最近兩年對照之母公司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2 103 

差    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19,819,698 15,251,167 (4,568,531) (23.05) 

投資 39,563,373 49,879,231 10,315,858 26.07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28,975,365 32,294,190 3,318,825 11.45 

無形資產 40,247,043 39,117,370 (1,129,673) (2.81) 

其他資產 5,571,753 4,080,948 (1,490,805) (26.76) 

資產總額 134,177,232 140,622,906 6,445,674 4.80 

流動負債 57,236,700 53,250,046 (3,986,654) (6.97) 

非流動負債 19,506,638 27,113,508 7,606,870 39.00 

負債總額 76,743,338 80,363,554 3,620,216 4.72 

股本 34,208,328 34,208,328 - - 

資本公積 12,456,891 14,715,830 2,258,939 18.13 

保留盈餘 41,433,176 41,355,524 (77,652) (0.19) 

其他權益及庫藏股票 (30,664,501) (30,020,330) 644,171 (2.10) 

權益總額 57,433,894 60,259,352 2,825,458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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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績效 

一、最近二年度母子公司合併營業收入、營業利益及稅前淨利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

主要原因 

(一)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係 103 年度報廢及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失較上期減
少。 

(二) 停業單位損失減少：主係 103 年度子公司出售實體藥妝通路所致。 

最近兩年對照之母子公司合併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2 103 

差    異 

金額 % 

營業收入 108,407,931 112,623,879 4,215,948 3.89 

營業成本 69,571,020 75,098,238 5,527,218 7.94 

營業毛利 38,836,911 37,525,641 (1,311,270) (3.38) 

營業費用 17,828,219 17,925,037 96,818 0.54 

營業利益 21,071,835 19,710,715 (1,361,120) (6.4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652,822) (845,638) 807,184 (48.84) 

稅前淨利 19,419,013 18,865,077 (553,936) (2.85) 

繼續營業單位稅後淨利 16,067,173 15,631,434 (435,739) (2.71) 

停業單位稅後淨損 249,392 78,329 (171,063) (68.59) 

本年度淨利 15,817,781 15,553,105 (264,676) (1.67) 

二、最近二年度母公司營業收入、營業利益及稅前淨利發生重大變動項目之主要原因 

(一) 營業利益減少：主係持續拓展業務，故營業費用增加。 

(二)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係認列子公司之投資收益增加所致。 

最近兩年對照之母公司綜合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2 103 

差    異 

金額 % 

營業收入 78,928,492 81,649,070 2,720,578 3.45 

營業成本 51,265,449 52,822,024 1,556,575 3.04 

營業毛利淨額 27,629,638 28,814,818 1,185,180 4.29 

營業費用 19,424,256 23,153,551 3,729,295 19.20 

營業利益 8,258,017 5,713,280 (2,544,737) (30.8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329,636 10,027,657 1,698,021 20.39 

稅前淨利 16,587,653 15,740,937 (846,716) (5.10) 

本年度淨利 15,583,447 15,005,428 (578,019)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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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之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104 年將以 4G 高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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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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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行動購物、行動支付、影音服務、電子書城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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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一)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減少：主係 102 年度取得行動寬頻業務頻譜特許權所致。 

(二)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增加：主係償還借款所致。 

最近兩年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2 103 

差    異 

金額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4,833,011 28,338,516 3,505,505 14.1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42,370,252) (19,664,554) 22,705,698 53.59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9,291,773 (8,735,720) (28,027,493) NM 

匯率影響數 8,622 11,241 2,619 30.38 

本年度現金增加(減少) 1,763,154 (50,517) (1,813,671) NM 

二、最近年度母公司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 

(一) 營業活動現金流入增加：主係業務持續擴展，營運收付情形良好所致。 

(二)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減少：主係 102 年度取得行動寬頻業務頻譜特許權所致。 

(三)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增加：主係償還借款所致。 

最近兩年母公司現金流量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年度 

項目 
102 103 

差    異 

金額 %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2,197,463 17,234,402 5,036,939 41.29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32,165,200) (3,870,819) 28,294,381 (87.97)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9,414,105 (12,797,819) (32,211,924) NM 

本年度現金增加(減少) (553,632) 565,764 1,119,396 NM 

三、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劃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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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一年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動性分析 

(一) 營業活動：預計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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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係預計支付網路建設產生之現金流出。 

(三) 籌資活動：主係現金股利發放之現金流出。 

未來一年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動性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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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劃 籌資計劃 

7,903,777 30,903,086 30,821,021 7,985,84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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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轉投資皆著眼於長期策略性目的，並致力於整合數位匯流，成為全台佈局 T(電信)、

I(網路)、M(媒體)、E(娛樂)領域最完整的電信與媒體服務業者。103 年合併基礎下採用權

益法的轉投資虧損為新臺幣 4,639 千元，主因部分轉投資事業係屬營運初期，營運尚未穩

定，預期未來應可陸續提昇投資效益。 

未來本公司仍將以長期策略性投資為原則，持續審慎評估轉投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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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利率處於低檔且波動幅度小，因此利率變動對於銀行短期借貸，無太大影響。另

簽訂中期銀行授信合約，以鎖定中長期利率，在利率負擔方面則不受利率波動的影響。 

(二) 匯率變動 

公司少部份支出以歐元或美元方式支付，為了避免匯率波動影響，以保守原則購入現匯

來進行避險。整體而言，匯率變動對公司無重大影響。 

(三) 通貨膨脹 

公司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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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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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適用金融商品(含衍生性金融商品)之避險會計之目標與方法 

公司所投資之金融商品(含衍生性金融商品)未符合避險會計，故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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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嚴謹制定「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從事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皆依據

此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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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 客戶網路經
驗管理系統 

彙整 Probe 從 4G 網路設備
介面的傳輸資料，演算客戶
使用 LTE 網路經驗，作為客
訴查找、網路優化等用途 

系統規劃中 105 年 6 月 已完成 POC驗證
技術可行性 

特佣彈性化專
案 Phase1 

建立特殊佣金彈性化的設定
架構，以快速回應市場變化
所衍生的特佣處理；將算佣
步驟流程化、級距與報表彈
性化設定，以提升特佣計算
之效率，快速回應通路的策
略調整 

進行中 104 年 12 月 屬自主開發維護
性質，故能充分掌
握核心技術 

電信帳單代收
擴大外部商家
應用 

以創新的金流應用服務，支
援 EC 網站各類型的交易模
式，將電信帳單代收服務擴
展至外部商家，提供外部商
家可使用本公司電信帳單代
收為付款方式 

進行中 104 年 6 月 自主開發維護，充
分掌握核心技術 

台灣大哥大行
動客服 

新的用戶界面與用戶體驗，
並新增即時文字客服，提升
用戶使用經驗 

系統設計與
建置中 

104 年 9 月 屬自主開發維護
性質，故能充分掌
握核心技術 

M+ 強化企業功能，開發協同合
作工具，並提升企業資料安
全 

系統設計與
建置中 

104 年 9 月 屬自主開發維護
性質，故能充分掌
握核心技術 

行動廣告 支援原創性廣告，優化廣告
成效追蹤技術，並支援
CPL(cost per lead)商業模式 

系統規劃中 104 年 9 月 技術已成熟 

myVideo 提供下載播放模式，提高觀
看影片品質，並增加廣告插
播模式，支援免費內容 

系統規劃中 104 年第 2
季至第 4 季 

技術已成熟 

行動支付 提供結合 QR code 與 NFC
的 Mobile Wallet 服務，結合
信用卡、交通卡、會員卡、
集點卡、儲值帳戶等，並提
供整合行銷的功能 

系統建置中 104 年 6 月 商業模式與技術
已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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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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TE 加值服
務 

提供VoLTE客戶行動達鈴及
MVPN 服務 

系統規劃中 104 年 9 月 屬自主開發維護
性質，故能充分掌
握核心技術 

手遊聯合運營
平台 

建置手遊的遊戲下載、金
流、攻略、紅利點數、虛寶
兌換、遊戲評測與玩家社群
網站 

系統規劃中 104 年 6 月 商業模式與技術
已成熟 

(二) 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請參考第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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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因應數位匯流服務發展，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擬將現行依電信、有線廣播電

視、無線廣播電視及衛星廣播電視分管之垂直管制架構調整為水平層級之管制架構。

規劃將現行電信法及廣電三法調整為電信法、平台法(包含有線電視和固網)、內容法

(納入廣播電視和衛星電視)及匯流法，並自 102 年 12 月起已陸續就匯流發展相關重

大議題公開諮詢外界意見，後續法案將送立法院審議。

2.因應措施

本公司將密切關注修法進度，持續與 NCC 充份溝通，適時提出產業建議，以供 NCC

擬訂法案時參考，爭取有利產業經營之法規環境。

(二) 本公司開始經營行動寬頻(4G)業務 

1.法令政策之影響

NCC於 103年 4月 30日核發本公司 700MHz頻段 15MHz x 2 頻譜之行動寬頻業務

(4G)特許執照，本公司於 103 年 6 月 4 日開始經營行動寬頻業務。此外，於 103 年

8月29日及104年3月20日分別取得NCC新增1800MHz頻段5MHz x 2及700MHz

頻段 5MHz x 2特許執照並提供服務，成為全台唯一在 700 MHz頻段中，擁有 20MHz

x 2 最大連續頻寬的業者，未來不論在下載或上傳，都可望提供最快速的飆網服務。

另 NCC 於 104 年 3 月 25 日經委員會議決議核准遠傳電信繳回 2G 執照，依法規規

定，本公司於 1800 MHz 頻段將可增加至 10MHz x 2 以提供 4G 服務使用。

2.因應措施

本公司積極增加可使用之頻率，以提供民眾高速行動寬頻上網服務。

(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並開放申請經營 

1.法令政策之影響

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有新北市 1 家、台中市 3 家取得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務之營

運許可資格，但因頻道授權問題，暫時尚未開播。另有台北市 4 家、新北市 3 家、

台中市 1 家、高雄市 1 家、彰化縣 1 家共計 10 家，取得籌設許可資格。另有基隆市

1 家申請案件仍在 NCC 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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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措施 

面對新進業者競爭，本公司除整合集團旗下行動、固網、有線電視及數位加值內容等

資源，提供一次購足的「四螢一雲」數位匯流服務外，並將持續進行有線電視數位化、

推出更多優質之高畫質 HD 頻道，提升整體服務品質，爭取消費者的認同。 

(四) 立法院審議黨政軍退出媒體條款 

1.法令政策之影響 

現行「有線廣播電視法」禁止黨政軍直接、間接持有有線電視系統業者股份，101

年 3 月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行政院原規劃開放政府

得間接持股 10%以下，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審查決議將政府得間接持股限縮為 5%以

下。目前 NCC 及部分業者也積極爭取，但最終結果仍需視將來立法院朝野協商而定。 

2.因應措施 

黨政軍退出媒體規定鬆綁將解除本公司於有線電視跨區經營之限制，日後本公司在有

線電視產業之佈局將更有彈性。本公司將持續密切關注修法進度，並與立法院充分溝

通，期能早日完成修法。 

(五)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擬於 106 年起強制有線電視業者實施基本頻道分組付費 

1.法令政策之影響 

NCC 規劃於 106 年起強制業者實施基本頻道分組付費，惟原先提出之分組付費實施

方式，因各界強烈反對，目前尚未定案。另 NCC 利用審核業者跨區經營申請案之便，

要求業者以自為承諾方式於開始營業時即提供基本頻道分組付費，變相提前實施分組

付費。 

2.因應措施 

實施基本頻道分組付費對於產業整體影響重大，本公司將持續密切關注該案進度，並

向 NCC、行政院及立法委員進行溝通，以爭取維持費率上限及頻道組合內容、費率

等之彈性空間，創造有利產業經營之法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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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E/LTE-A 行動寬頻接取新技術 

1.技術發展概況 

LTE(Long Term Evolution)技術是 3G 行動網路之後的下世代行動寬頻接取技術，為

全球主流 4G 技術標準，適用於多種不同頻段，並且可以提供比 3G 更快、更具頻譜

效率的行動寬頻接取服務。因此全球絕大部分行動電信業者都已經興建或是準備興建

LTE 網路，以提供 4G 行動寬頻服務。LTE-A(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則是

LTE 進階版技術，主要功能為 CA(Carrier Aggregation)載波聚合技術，可將兩個或

多個不連續的 LTE 頻段聚合起來使用以提供類似連續頻段所能提供的寬頻傳輸速

度。 

2.因應措施 

本公司自 102年參與政府 4G行動寬頻業務執照競標取得位於 700MHz及 1800MHz

頻段各 15MHz x 2 的兩張執照後，即開始積極建設 4G 網路，已經於 103 年 6 月使

用 700MHz 頻段 15MHz x 2 正式推出 4G 網路服務，接著使用 1800MHz 頻段 5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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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2 針對不支援 700MHz的 LTE 手機提供 4G服務，並於 104 年 3 月全面將 700MHz

使用頻段上調到 20MHz x 2，提供理論值 150Mbps 的 4G 下載速度。同時期也在部

分地區運用載波聚合技術將 700MHz 頻段 20M Hz x 2 與 1800MHz 頻段 5MHz x 2

聚合起來推出理論值高達 180Mbps 的 LTE-A 服務。未來本公司將持續擴大 700MHz

及 1800MHz 頻段的 4G 網路建設區域，並規劃將 LTE 1800MHz 使用頻段擴充成

10MHz x 2，同時增加運用載波聚合技術的 LTE-A 服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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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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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例如 Line，

更已經造成 101 至 104 年連續四年跨年簡訊量之負成長。

2.因應措施

面對 IP 網路之需求，本公司過去幾年已陸續建置最新的 IP 化光纖網路骨幹，並引進

IP 核心與接取傳輸新技術，同時於實驗室進行 IPv6 及各項端到端(End-to-End)IP 網

路品質量測、VoIP 及 IP Message 相關的應用服務測試，以掌握科技發展方向。

103 年本公司除繼續引進 IP 新技術外，並積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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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本公司也開始測試最新的 VoIP over LTE (VoLTE)技術，規劃儘快提供客

戶 HD 等級的高音質 VoLTE 語音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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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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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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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本公司投資興建之雲端網路資料中心(IDC)正式啟用，103 年通過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及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雙驗證，在營運上更藉由導入

ECSA(European Corporate Security Association)驗證，強化既有的資訊安全防護，

確保雲端服務安全性及滿意度。未來將持續推出 IAAS 等雲端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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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智慧型行動終端普及與WiFi 技術 

1.技術發展趨勢



 

101 

隨著 iPhone、Android 手機等智慧型行動終端的普及，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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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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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智慧型行動終端都具備 WiFi 連網功

能，因而許多國內外行動電信業者都提供WiFi 無線網路以舒解行動數據訊務。 

2.因應措施 

本公司 103 年度持續擴大布建 WiFi 無線熱點，從流量統計觀察行動數據客戶使用

WiFi 之比率及用量持續增加，略具有舒解行動數據訊務的效果，因此未來將再持續

擴建WiFi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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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獲得外

界多項獎項與肯定(請參見第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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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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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進銷貨對象集中之風險。(請參見第72頁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集團進銷貨總額百分

之十以上客戶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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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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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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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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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固網)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命繳納「二高後續計畫

交流道聯絡道路系統改善工程－豐原市 2-1 道路 A~J 標共同管道工程」建設及管

理維護費用新臺幣 18,688,057 元案件： 

當事人：台灣固網為被處分人。 

系爭事實：台灣固網於民國 103 年 3 月遭臺中市政府建設局認定依共同管道法第

21 條及共同管道建設及管理經費分攤辦法第 2、3、4 條規定，應繳納新臺幣

18,688,057 元，台灣固網不服，提起訴願，經臺中市政府 103 年 6 月 20 日撤銷

原處分，並命臺中市政府建設局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 90 內另為適法之處分。臺

中市政府建設局迄今未再為處分。 

2.台信聯合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信投)對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高鐵)

分別請求給付 96、97 年度特別股股息及收回全部股本案件： 

當事人：台信投為原告，高鐵為被告。 

標的金額：96 年度股息新臺幣 24,726,027 元，97 年度股息新臺幣 25,000,000 元，

股本金額新台幣 5 億元。 

系爭事實：台信投於 92 年 1 月 27 日以每股新臺幣 10 元之價格申購高鐵發行之甲

種記名式可轉換特別股共 50,000,000 股，依高鐵公司章程第 7 條之 1 與第 36 條

第 3 項、及「甲種記名式可轉換特別股發行及轉換辦法」第 8、18 條規定，特別

股股息為年利率 5%，依面額計算，每年以現金一次發放，且該特別股已於 99 年

2 月 26 日發行屆期，台信投得依前揭發行辦法請求高鐵收回。然高鐵自 96 年 1

月 5 日起即未支付任何股息，為保權益，台信投已分別就 96、97

息(96 年度新臺幣 24,726,027 元，97 年度新臺幣 25,000,000 元)及遲延利息向高

鐵起訴請求給付，另起訴請求高鐵收回本案全部股本。 

處理情形：96 年度特別股股息部分，台信投於 102 年 6 月 24 日提起訴訟，遭臺

灣士林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駁回台信投之請求，台信投已於 103 年 12 月 12

日提起上訴，目前由最高法院審理中。 

97 年度特別股股息部分，台信投於 102 年 9 月 23 日提起訴訟，遭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駁回台信投之請求，台信投已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提起上訴，目前由臺灣高

等法院審理中。 

收回股本部分，台信投已於 104 年 1 月 16 日提起訴訟，目前由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審理中。 

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就台灣酷樂時代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酷樂)提出與社團法人

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下稱 MUST)間之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審議案作成決定，台灣

酷樂不服，提起訴願，之後經濟部駁回訴願，台灣酷樂再提起行政訴訟，遭智慧財

產法院駁回，台灣酷樂再提起上訴。 

當事人：台灣酷樂為上訴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被上訴人。 

訴訟開始日期：103 年 4 月 25 日 

系爭事實：台灣酷樂於 99 年 9 月 1 日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審議 MUST 於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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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2 日公告訂定之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101 年 12 月

19 日按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第 25 條第 6 項規定「第一項之申請有理由者，

著作權專責機關應決定該使用報酬率，並自申請審議日生效。但於該使用報酬率實

施前申請審議者，自實施日生效。」作成審議決定，台灣酷樂不服審議決定之使用

報酬率，遂提起訴願。經濟部於 102 年 6 月 25 日駁回訴願，台灣酷樂不服，於

102 年 8 月 23 日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原費率審議決定。智慧財產法院於 103

年 3 月 26 日判決駁回台灣酷樂之訴，台灣酷樂不服，於 103 年 4 月 25 日向最高

行政法院提起上訴。 

處理情形：目前由最高行政法院審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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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比對分析申請人之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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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護用戶權

益。

2.信用管理：分析用戶使用行為，以強化用戶管理。

柒、其他重要事項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