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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未來一年未來一年未來一年未來一年母子公司合併母子公司合併母子公司合併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動性分析現金流動性分析現金流動性分析現金流動性分析 
(一) 營業活動：預計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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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一年未來一年未來一年未來一年母子公司合併母子公司合併母子公司合併母子公司合併現金流動性分析表現金流動性分析表現金流動性分析表現金流動性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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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4,294 26,194,429 26,048,724 8,099,999 － － 
 
五五五五、、、、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 

不適用。 

肆肆肆肆、、、、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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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伍伍伍、、、、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及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與其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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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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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合併基礎下採用權

益法的轉投資虧損為新臺幣 5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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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陸陸陸、、、、風險事項及評估風險事項及評估風險事項及評估風險事項及評估 
一一一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利率利率利率利率、、、、匯率變動匯率變動匯率變動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

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一) 利率波動 
受全球景氣循環影響，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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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發行無擔保普通公司債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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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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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從從從事高風險事高風險事高風險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高槓桿投資高槓桿投資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資金貸與他人資金貸與他人資金貸與他人、、、、背背背背

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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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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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三三、、、、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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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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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倉儲物流
業務人員獎勵
系統 

工作績效管理作業全面導入
系統化，建置具彈性的績效
管理系統，取代人工作業，
以提高作業效率，更可因應
日益複雜之組織架構與通路
管理 

系統規劃中 103 年 8 月 屬自主開發維護
性質，故能充分掌
握核心技術 

催收評分卡 預測用戶的繳款機率，調整
催收作業流程，以取得較佳
帳款回收率 

系統規劃中 103 年 9 月 已掌握資料採礦
技術 

4G LTE 帳務系
統開發 

因應 4G 開台服務及行銷策
略，階段性進行帳務系統功
能擴充 

系統建置中 103 年第 2
季至第 4 季 

掌握 TWM 帳務
系統核心技術 

行動支付 提供以 QR code 及 NFC 為
基礎的 Mobile Wallet 服務，
結合信用卡、銀行轉帳、銀
行儲值帳戶等金流，以及提
供整合行銷的功能 

系統規劃中 103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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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頁「技術及研發概況」。 

四四四四、、、、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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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

影響及因應措施影響及因應措施影響及因應措施影響及因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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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層級化發展。目前廣電三法修法草案仍在立法院審議中，電信法修法草案因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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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功能性分離」條文存有疑慮，將草案退回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重新研議。102
年 9 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決議不續推動電信法修正草案，直接進入匯流立法第二

階段，重新研擬前瞻之一部或多部匯流法案。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自 102年 12月已陸續就匯流發展相關重大議題公開諮詢外界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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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訂法案時參考。 

(二)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15 日通過本公司申請「行動寬頻業務」(4G)籌設同

意書及 103 年 3 月 12 日核發架設許可同意函案 
1.法令政策之影響 
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102 年 10 月 30 日公告「行動寬頻業務」競標作業結束，本

公司標得 700MHz 頻段 15MHz x 2 及 1800MHz 頻段 15MHz x 2 之後，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於 103 年 1 月 15 日通過本公司申請「行動寬頻業務」籌設同意書及 103
年 3 月 12 日核發架設許可同意函案。後續本公司將進行系統網路建設，並於取得特

許執照後，正式提供民眾高速行動寬頻上網服務。 
2.因應措施 
為能快速提供民眾高速行動寬頻上網服務，本公司除加速 4G 網路建設速度外，亦建

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化審查程序，並成立單一窗口，促進 4G 開台工作能儘早順

利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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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1 年 7月 27 日正式公告擴大有線電視經營區至以縣市為單

位，並同時開放既有業者及新進業者提出申請。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有新北市 4
家、台中市 3 家、台北市有 2 家、高雄市 1 家共計 10 家，取得經營有線廣播電視業

務之籌設許可資格。另有新北市 1 家、台北市 1 家、台中市 1 家、彰化縣 1 家、雙

北市(新北市、台北市)1 家共 5 件申請案件仍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查中。 
2.因應措施 
面對潛在新業者日後之競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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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線廣播電視法」修正草案仍由立法院審議中，最終結果仍需視立法院朝

野協商，及審查結果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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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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院審議「反媒體壟斷」法案 
1.法令政策之影響 
近年來國內數起廣電事業間及廣電事業與平面媒體間之合併案引起國人及政壇對於

媒體壟斷問題高度關切。立法院審查 102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決議請行政院於

102 年 3 月 22 日前將「反媒體壟斷」法案提送立法院審議。102 年 5 月行政院將「廣

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提送立法院審議；民進黨另提出「反媒體壟斷

法(草案)」，國民黨楊麗環立委也提出「跨媒體壟斷防制法(草案)」，民進黨劉建國

委員也提出版本。 
102 年 6 月立法院交通委員會已完成各反媒體壟斷法案審查，朝野並召開過 2 次協

商會議，「媒金分離」、「回溯條款」等爭議性條文仍未有共識。 
2.因應措施 
本案在立法程序中有多方意見拉鋸，確定內容仍將視政府態度及立法院朝野黨團折衝

協商情形而定。本公司將持續密切關注修法進度，並與行政機關及立法院充分溝通，

推動法案朝有利產業發展之方向修訂，避免因政府之過度管制而限制了產業之發展空

間。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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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於 102 年 4 月提出「因應數位匯流調整有線電視收費模式規

劃」，規劃於 106 年起強制業者實施基本頻道分組付費，並將基本頻道收費上限調

降為 500 元。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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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因應措施 
前揭「因應數位匯流調整有線電視收費模式規劃」尚處於草案階段，但實施基本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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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向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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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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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

因應措施因應措施因應措施因應措施 

(一) 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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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稱 4G 技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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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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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應措施 
本公司過去幾年一直密切注意 LTE 的技術演進與商用發展，102 年分別在台北、台

中及台南興建三個實驗網進行 LTE 相關測試，同時參與政府 4G 行動寬頻業務執照

競標，最後分別取得位於 700MHz 及 1800MHz 各 15M Hz x 2 的兩張執照。目前正

積極進行 LTE 網路佈建，預計於 103 年正式提供 LTE 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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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已經造成 101
至 103 年連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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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IP 及 IP Message 相關的應用服務測試，以掌握科技發展方向。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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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免費 VoIP 及 IP Message 對營收之威脅，除持續關注免費 VoIP 及
IP Message 流量之成長趨勢外，在自有 M+免費 IP Message 通訊平台上，再推出

VoIP 服務，以滿足用戶對社群即時通訊之需求，同時希望藉由自有社群通訊平台開

拓新的商業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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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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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台灣第一，在亞

洲也是領導產業趨勢的先驅者。102 年本公司投資興建之雲端網路資料中心(IDC)正
式啟用，這不僅是臺灣的首座世界級機房，更是東亞區唯一通過國際機房管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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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time Tier III 認證的世界級資料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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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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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線網路以舒解 3G 數據訊務。 
2.因應措施 
本公司 102 年度除加速 HSPA 網路連線頻寬及網路容量擴充外，並擴大佈建 WiFi
無線網路，同時推出 EAP-SIM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for GSM 
Subscriber Identity Module)自動認證服務，未來將再持續擴建 WiFi 網路。 

六六六六、、、、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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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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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獲得外

界多項獎項與肯定(請參見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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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七七七、、、、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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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無。 

八八八八、、、、最近年度最近年度最近年度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非生產事業，不適用。 

九九九九、、、、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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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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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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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十十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董事董事董事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股權之大股權之大股權之大

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量移轉或更換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風險及因應措施風險及因應措施風險及因應措施 

無。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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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風險及因風險及因風險及因應措施應措施應措施應措施 

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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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及公司董事本公司及公司董事本公司及公司董事本公司及公司董事、、、、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實質負責人實質負責人實質負責人實質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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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訴訟大訴訟大訴訟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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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

響者響者響者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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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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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於 103 年 4 月 14 日前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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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於 103 年 4 月 14 日前提起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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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特別股股息案件： 
當事人：台信投為原告，高鐵為被告。 
標的金額：96 年度新臺幣 24,726,027 元，97 年度新臺幣 25,000,000 元。 
訴訟開始日期：96 年度部分於 102 年 6 月 24 日提起訴訟，97 年度部分於 102 年

9 月 23 日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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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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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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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之特股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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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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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事人：台灣酷樂為原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被告。 
訴訟開始日期：102 年 8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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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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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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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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情形：目前由智慧財產法院審理中。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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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柒柒柒、、、、其他重要事項其他重要事項其他重要事項其他重要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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