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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

總論

2014年台灣電信市場正式進入4G時

代，台灣大哥大傾全力以最快速度布建

全國LTE(Long Term Evolution)高速網

路涵蓋，並以最先進的載波聚合(Carrier 
Aggregation)技術，整合串連高低頻最佳頻

譜組合，使4G網路不只涵蓋廣、室內穿透

深，更增加4G容量，讓4G用戶享受絕佳的

網路品質及飆網樂趣。此外，本公司為全台

在700MHz頻段中，唯一擁有20MHz最大連

續頻寬的業者，亦成為持有總4G頻寬最大

(共35MHz)的電信公司之一，頻譜投資成本

比同頻寬的同業低了約新台幣66億元，充分

展現維護股東權益極大化的承諾，更加鞏固

本公司在這場4G競賽中的領先地位。

台灣大哥大除了追求核心業務的穩健發

展外，更以國際評比檢視永續藍圖，自藍圖展

開CSR願景2020計畫，期緊密結合營運與核

心資源，創造回流循環績效。本公司亦以提升

公司整體價值為職志，今年元月通過「台灣大

哥大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做為長期推

動企業永續的指導原則，積極落實企業精神

與核心價值，近年來屢獲國內外多項肯定：

一、世界級公司治理標竿

堅持以誠信為本、貫徹公司治理精

神，以世界級的標準不斷自我鞭策，在

過去一年成績斐然：《亞洲金融》雜誌

(FinanceAsia)舉辦「2015年亞洲最佳公

司」評比中一舉囊括台灣「最佳管理公

司」、「最佳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

係」及「最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業」等

四項大獎；連續三年獲道瓊永續指數DJSI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ices)評選為

新興市場指數成分股；連八年榮獲《亞洲公

司治理雜誌》(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
頒發公司治理獎項，持續的優異表現使本公

司蟬聯最高榮耀「公司治理最佳楷模企業」

大獎，成績傲視國內電信同業；連續第九年

獲「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透明度最

高之肯定，膺選為「A++」級企業，且名列

上市公司前五名。

二、企業社會責任表率

多年來我們有策略、有系統地投入企業

社會責任，從社會真實需求出發，結合企業

核心資源，落實企業永續經營的理念，獲得

各界認同：八年獲得《遠見雜誌》頒發九座

企業社會責任獎；獲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頒發「2014台灣企業永續獎」，一舉囊

括「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誠信透

明獎」、「社會共融獎」以及「台灣Top 50
企業永續報告獎─電信業金獎」四大獎項；

在溫室氣體盤查及能源管理方面分別獲得

ISO14064-1及ISO50001雙認證；積極響應

政府縮短城鄉數位差距的政策，獲NCC頒

發「推動偏鄉寬頻升速建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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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優質服務與客戶滿意

秉持「真心關懷客戶」的核心理念，

提供卓越的客戶服務贏得消費者認同：

myfone門市及客服中心連續第二年榮獲

SGS Qualicert認證殊榮；第11年蟬聯《讀

者文摘》雜誌Trusted Brand「信譽品牌」；

台灣大IDC雲端機房樹立節能新典範，榮獲

全球機房管理機構權威Uptime Institute頒發

「Brill Awards for Efficient IT」為台灣第

一、也是唯一獲獎的資料中心。

展望2015年，由於在700MHz頻段取得

額外的頻譜，並預期1800MHz頻段將釋出

更多4G可用頻寬，我們有信心在絕佳的頻

譜戰略位置上提供最優質的4G行動寬頻上

網服務，為消費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高速上網

體驗、豐富多樣的手機選擇及創新的資費設

計，以持續推展4G業務。未來在積極發展

電信、有線電視、數位內容以及文創產業等

數位匯流的工作，也將繼續堅持對環境以及

其他利害關係人負責的理念，自許成為世界

資通訊產業之永續標竿、企業公民的表率。

CSR得獎紀錄

★2015年5月榮獲第11屆《遠見雜誌》企

業社會責任獎「CSR年度大調查─服務與金

融組」楷模獎，為11年內獲得之第九座獎項。

★2015年3月榮獲《亞洲金融》雜誌

「2015年亞洲最佳公司」之「最佳管理公

司」/「最佳公司治理」/「最佳投資人關

係」/「最信守配發高股利承諾企業」為台

灣電信業之首，且台灣大哥大執行副總暨財

務長俞若奚更獲得台灣地區「最佳財務長」

(Best CFO)的肯定。

★2015年3月榮獲《經理人月刊》「2015
影響力品牌大調查」之電信服務特優殊榮。

★2014年11月榮獲第七屆「台灣企業

永續獎」之「台灣十大永續典範公司獎」/
「誠信透明獎」/「社會共融獎」/「台Top 
50企業永續報告獎─電信業金獎」。

★2014年11月取得「ISO 50001能源管

理系統」外部查證證書。

★2014年10月「八連莊」榮獲《亞洲

公司治理》雜誌第10屆Asian Excellence 
Recognition Awards之「亞洲區最佳楷模企

業(Icon on Corporate Governance)」大獎。

★2014年9月台灣大哥大運算雲服務通

過歐盟雲端服務星級驗證(Euro Cloud Star 
Audit, ECSA)。

★2014年9月連續三年獲選「道瓊永續

指數(DJSI)新興市場」成分股。

★2014年7月「九連莊」勇奪第11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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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櫃)公司資訊揭露評鑑」透明度最高

「A++」級企業殊榮。

★2014年6月連續11年《讀者文摘》「信

譽品牌」電話服務(固網或行動)金獎肯定。

★2014年5月榮獲第10屆《遠見雜誌》

企業社會責任獎之「公益推動組」首獎。

★2014年4月IDC雲端機房獲頒Uptime 
Institute第一屆「Uptime Institute Brill 
Award IT Efficiency」成為台灣唯一獲獎資

料中心。

★2013年12月獲頒台北市衛生局「台北

市健康體重管理活動-團體成效績優獎」。

★2013年11月連續三年榮獲「CG6006
進階版公司治理制度評量」之認證。

★2013年11月榮獲「台灣企業永續獎

─優等獎」、「社會共融類─楷模獎」。

★2013年10月蟬聯2013「台灣最佳聲

望標竿企業」電信服務業龍頭。

★2013年9月取得「ISO 14064─1溫室

氣體盤查」外部查證證書。

★2013年8月第七度蟬聯《天下雜誌》

「天下企業公民獎」。

台灣大哥大概況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7
年2月，同年取得政府核發第一類電信事業

特許營運執照，於台灣地區設立總部、分公

司及相關業務場所，是第一家於台灣證券交

易所上市交易之民營電信公司，於2002年
納入台灣50指數，並獲納入摩根士丹利資

本國際(MSCI)投資指數成分股，2014年更

蟬聯獲選道瓊永續指數(DJSI)新興市場成

分股，與英國Vodafone、美國AT&T等全球

電信龍頭業者，一起進入道瓊永續指數成分

股行列。

為提升營運規模、提供整合性的服務，

在2007至2008年間陸續完成收購與合併台

灣固網、台灣電訊、泛亞電信及東信電訊等

公司，架構橫跨行動通訊、固網、寬頻上網

及有線電視產業，以跨平台之整合能力，提

供用戶「無縫感」的多螢一雲數位匯流服

務。擁有優良的產品與服務品質，創新的研

發能力與世界級的資訊安全保障，創造最佳

客戶使用經驗。是全台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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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2008年正式推出

「台灣大哥大」、「台灣大寬頻」、「台灣

大電訊」三大新品牌。2014年6月正式提供

4G服務，邁入全新的里程碑。

經營理念

我們從「人性」出發，將複雜的科技轉

化為簡單、實用、友善的行動服務；用熱情

提供客戶最滿意的數位生活；深入在地，堅

持以世界級的品質服務在台灣的每一個客

戶，我們用心讓行動生活更貼心！台灣大哥

大與你生活在一起。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

台灣大哥大堅持以誠信為本，落實企業

社會責任，並為利害關係人創造做大價值，

並成為世界資通訊產業之永續標竿企業。我

們早已將企業社會責任融入於營運策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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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管理系統與部門的日常營運活動之

中，董事會已於2011年1月通過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做為公司長期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

指導原則。此外，我們更於2015年1月進一

步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從企業根本

精神與核心價值為基礎，強調完善治理、重

視利害關係人與詳實揭露，並以本業核心技

術與服務作為策略取向，具體實踐於環境保

護與社會公益等領域。

企業社會責任組織架構及功能運作

我們於2007年於公關暨品牌管理處下

成立社會責任部，設有專人與獨立預算，負

責規劃、執行企業社會責任之策略和專案，

協調跨部門相關業務。為了落實最高治理機

構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參與，2014年於董

事會下正式成立由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及

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之企業社會責任委員

會，召集各事業群的高階管理層擔任委員，

就經濟、環境、社會三面向相關議題屬性，

辨識風險與機會，以制訂永續策略及願景藍

圖，循序漸進規劃具體行動，緊密結合營運

與核心資源，並以各功能部門或成立專案小

組的方式進行推動，創造回流循環績效。

我們未來將持續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執

行成果向董事會呈報，包含每年利害關係人

議合結果、策略規劃及其他相關新提案等。

此外，我們更於每年定期舉辦教育訓練，與

高階主管及各部門代表說明企業社會責任年

度策略及執行重點，積極推動公司治理、社

會公益、落實環境永續，並將其納入公司營

運策略與管理目標，促使全體員工共同貫徹

企業永續經營願景。

永續願景策略

台灣大哥大以成為資通訊產業之永續標

竿企業為使命，在持續面臨氣候變遷因應、

溫室氣體控制、品牌形象維護、供應鏈管理

等挑戰之下，積極落實風險管理，以因應危

機並開發潛力商機。我們整合旗下電信、媒

體、雲端服務、虛實通路等核心資源，回應

經濟、環境、社會三面向的重大性議題，並

規劃永續策略藍圖，自藍圖展開2020願景計

畫。在願景計畫元年，我們制定短中長期三

階段之永續策略目標，後續執行成果和績效

將定期回報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再向上呈

報董事會，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落實台灣大

哥大成為企業社會責任領航者的品牌形象。

重大性評估流程

台灣大哥大藉由多元管道與利害關係人

Step 1 鑑別

永續性脈絡

永續願景與策略規劃

產業標竿評析

利害關係人議合

Step 4 檢視

永續性脈絡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STEP 2 排序

重大性

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

對公司衝擊程度

STEP 3 確證

完整性

確認涵蓋的考量面

考量面邊界及報告期
間資訊的完整性

利害關係人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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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彙整其所關注之議題，以永續性脈絡、

重大性、完整性及利害關係人包容性為基

礎，並透過三種管道進行重大性議題鑑別，

其一依循「CSR委員會」所制定的永續策略

並制訂願景藍圖；其二分析產業趨勢，並依

據產業特性評估；其三透過實體座談會，與

供應商、公益組織及客戶等利害關係人面對

面溝通，了解其對台灣大哥大永續性議題的

關注程度。

重大性議題矩陣

公司根據「利害關係人關注程度」及

「對公司衝擊程度」兩個軸線進行評估，據以

分析重大性排序，並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歡迎閱覽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第七本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報告書。我們每

年持續發行此報告書，並出版中文及英文兩

種版本，您可至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專屬網

站了解更多台灣大哥大致力於企業社會責任

的成果與成長。

報告期間

本報告書依照「上市上櫃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實務守則」及台灣大哥大企業社會責任

政策，並銜接2013年度CSR報告書(2013年1
月1日及12月31日)的經濟、環境及社會管理

績效內容，呈現本公司2014年度(2014年1月
1日至12月31日)在CSR管理策略、環境管理

政策、社會正向回饋及回應重大議題等層面

的具體實踐與績效數據。其中部份資訊將回

溯至2014年之前，及2015年的內容與績效，

以展現該項主題在時序上的變化及完整性。

1 供應商管理 2 產品與服務的安全 3 申訴機制

4 公司治理與營運績效 5 低碳智慧產品和服務 6 個人資料安全

7 創造社會價值 8 客戶服務 /網路品質 9 合法性 /法規遵循

10 員工薪資福利與職涯發展 11 市場 /品牌形象 12 誠信經營

重大性議題矩陣

響
影
的
策
決
與
估
評
人
關
相
害
利
對

度
程

對公司衝擊程度

5

4
6

107

9

1

11 12

2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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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邊界與範疇

本報告書邊界篩選原則係考量業務性質

及產業關聯性，故以本公司及台灣大哥大基

金會為主體，部分資訊係兼及台灣固網(股)

公司、台灣大數位服務公司、台灣客服(股)

公司、台固媒體(股)公司及台灣酷樂時代

(股)公司。經營績效之財務數據係經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查核後之資

訊；溫室氣體盤查章節涵蓋範疇係依照第三

方驗證機構出具之聲明書邊界為主。報告主

題涵括經營績效、公司關於我們的報告書

2014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治理、環境保護及

社會參與等面向，與目前國際對於企業經營

資訊揭露的方向相呼應。若在範疇或數據量

測上與前一版不同，則會於該段落中特別註

明。報告書中所揭露的統計數據皆來自於自

行統計與調查結果，並以一般慣用的數值描

述方式呈現。

編製標準與確保公開資訊可靠度

依全球永續性報告書協會 (G l o b a 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第四代永續性報

告指南(G4 guidelines)進行編製，且內容委

託獨立且具公信力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KPMG)依據ISAE3000準則進行有限

確信。經確信後，本報告書所揭露之內容符

合G4的「全面Comprehensive」依循選項，

並經KPMG出具獨立有限確信報告，該獨

立有限確信報告書亦納入本報告中。

公司治理

經營績效

台灣大哥大集團主要事業體系分為：個

人用戶事業群、家計用戶事業群、企業用戶

事業群及電商零售業務，2013-2014整體合

併營運績效如本頁下圖所示。

賦稅政策與政府補助

本公司核心業務持續發展獲利，遵循中

華民國實施的各項賦稅規定，誠實申報及完

納所得稅，並支持政府推動重大公共建設、

設備投資及研究發展的各項措施，依法申請

相關之租稅優惠。

營業收入 EBITDA 稅後淨利

108.41
112.62

31.00

15.82 15.55

31.29

 2012 
 2013 

120

100

80

60

40

20

0

* 單位 : 新台幣10億元

* 備註 : 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基礎計算

2013-2014年整體合併營運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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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繳納稅率與法定稅率17%約當，

差異主係投資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

利或盈餘淨額免徵所得稅及依產業創新條例

等法令申請之投資抵減租稅優惠。2014年
來自政府的重大財務援助詳如下表：

治理結構

審計委員會

薪資報酬委員會

董事會

股東大會

經營團隊

稽核室

監督機制

1. 內控專責部門

我們成立稽核室，以建立公司自我監督

機制，其直接隸屬董事會。負責稽核本公司

及各子公司所有財務、業務等營運及管理功

能，並依法令規定分為十大循環執行稽核。

2. 審計委員會

為落實公司治理精神，台灣大哥大

2008年6月起依證券交易法成立審計委員會

替代監察人。

3. 薪資報酬委員會

依「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辦理，

主責制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

與薪資報酬之政策、制度、標準與結構。

道德誠信與法規遵循

誠信是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公司

永續經營最重要的基礎，長期以來我們嚴謹

落實公司治理，恪遵公司法、證券交易法、

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汙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上

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

並透過嚴謹內控制度、教育訓練、內部溝通

以及日常的工作守則，讓誠信內化在企業文

化中。

台灣大哥大 法規遵循

道德與誠信

內部稽核與控制 環境法規

智慧財產權個人及機敏資訊
保護

公平交易

我們於2011年1月制定「台灣大哥大誠

信經營守則」，適用範圍包括子公司、直接

或間接捐助基金累計超過50%之財團法人及

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組

織。自2014年1月1日起，全體同仁每年簽

署廉潔聲明書。在各項機制有效宣導及控管

下，2014年並無因賄賂情事，被解僱或受

懲處的員工。未來我們仍會持續進行宣導，

期使員工了解誠信業務行為的重要及必要。

2014 年度  單位：新台幣千元

現金支付所得稅 3,040,263

租稅優惠 (投資抵減 ) 48,001

政府補助收入 37,151

資料來源：台灣大哥大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2014年度不經濟地區數據通信接取普及服務淨成本彙總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台灣固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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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台灣大哥大於2011年正式訂立風險管

理政策，後續於2015年調整風險管理架

構，經由董事會通過成立「風險管理委員

會」，由蔡明興董事長擔任主任委員，鄭俊

卿總經理擔任副主任委員，不定期向董事會

報告，以強化組織風險管理機制。稽核室每

年底進行風險評量，風險值之高低將做為次

年度安排查核計畫之依據。2014年查核結

果並未發現內部控制缺失及異常事項，僅提

出給各部門應改善事項共六項，經評估其風

險，尚不致對公司造成重大影響；另針對各

作業流程提出具體建議事項共72項，以做

為各部門提升管理品質之參考。針對應改善

及建議事項，我們每季持續追蹤至改善完

畢。

供應鏈管理

台灣大哥大堅信供應鏈管理為企業永續

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每年向國、內外廠

商購買網路設備、資通訊設備、基站機房器

材、辦公設備等資源，採購量及供應商數量

皆甚為龐大，因此除了嚴格要求自身的作為

外，更發揮影響力帶領供應商共同關注社會

責任及環境保護之議題，藉由推動產業的永

續發展，深化企業社會責任的落實，以促使

整體環境的改善。

客戶關係

「真心關懷客戶」是台灣大哥大的核心

理念，一直以來我們以提升客服品質為最高

標竿，致力提供客戶最佳的電信服務使用經

驗及安心的通訊環境。為了全方位滿足客戶

的行動需求，我們努力串連行動溝通與行動

上網的每個環節，透過商品、價格、服務、

形象、感受及經驗的總合，提供客戶「輕

鬆、簡單、人性化」的行動體驗。

重視顧客聲音，確保服務品質

持續運用各種市場調查工具(例如：電

話訪問、網路調查、焦點群體座談會等)，

以追蹤檢討改進客戶滿意度。

透明申訴管道

台灣大哥大除了24小時免費客服專線
政
行
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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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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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群
業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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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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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群
訊
資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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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會
員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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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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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勞

會
員
委
任
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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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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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會
員
委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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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
資

會
員
委
保
確
質
品
訊
通

制
機
督
監

 

室
核
稽

客戶個資、
大量個資委外
妥善處理

完整稽核制度

不定期現場
稽核

供應商CSR
守則

誠信經營聲明

供應商CSR
總體檢

共104家供應
商回覆

輔導填答較
差者

導入CSR 
working group

供應商CSR
績效評核表

CSR績效作採
購條件

相關管理
從資安到 CSR

訂定守則
落實 CSR 管理

供應商自評
（已完成）

輔導及教育
（努力精進）

CSR 績效評估
（持續規劃）

201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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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手機直撥188或市話0809-000852)，民

眾也可經由網站服務、客服信箱或門市提出

申訴，我們受理申訴案件後，依案件類型由

專責人員追蹤妥善處理。2014年並無重大

環境、社會或人權面之申訴情事。

成果與績效

•第11年蟬聯《讀者文摘》雜誌Trusted 
Brand「信譽品牌」

•myfone門市及客服中心連續第二年榮

獲SGS Qualicert認證殊榮

•榮獲刑事警察局頒發「165反詐騙專線

卓越貢獻獎」

•IDC雲端機房樹立節能新典範，榮獲

全球機房管理機構權威Uptime Institute頒發

「Brill Awards for Efficient IT」，為台灣

第一、也是唯一獲獎的資料中心

環境永續

台灣大哥大深知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

對環境及生態會造成極大的衝擊，對長遠的

經濟發展，更是會有極大的傷害。我們以身

作則，致力於降低本身營運活動的碳排放，

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建立制度有效率地管理

及使用能源。同時發揮資通訊服務業的核心

能力，在產品及服務的設計階段將環境考量

之關聯性納入，提供綠色產品及服務，善盡

環境責任。

客戶滿意度重要指標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整體滿意度 3.8 3.7 3.7

通話品質滿意度 3.7 3.7 3.7

電話客服滿意度 4.5 4.4 4.3

門市服務滿意度 4.1 4.2 4.1

註：滿意度評分採五分法：非常滿意、滿意、普通、不滿意、非常不滿意，分別以滿意度分數5、4、3、2、1表示。

價值鏈中各項環保計畫

環境管理：辦公室環保、電子廢棄物回收、e化系統

綠色採購

雲端服務

雲端機房

視訊會議

語音導覽

手機捐款

綠設備

綠建築

綠機房

節能基站

電子廢棄物

回收

綠色手機

環保包裝

廢手機回收

e化/M化

服務

門市無紙化

電子帳單

網路/行動

客服

網路門市

綠色加值

節能App

環保教育

數位教材

環保節目

環保講座

研發創新 網路與
系統建設

行銷與銷售 客戶服務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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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發展策略

自企業核心出發，設置節能設備與環管

措施，遵守環保相關法規，節能減碳以提升

企業永續競爭力，並從價值鏈的角度，自上

游至下游，從公司內各部門，彙整出推動環

境保護計畫的機會，列為我們展開環境保護

行動的考量，努力改善能源績效、降低營運

對環境衝擊，透過電子化與行動化服務發揮

通訊業的關鍵功能，建構智慧低碳社會。

環境永續小組功能運作

我們積極回應內外部利害關係人的需

求，在組織上，設置環境永續小組，直接向

總經理報告，負責規劃、推動並整合公司內

環境保護相關業務。在政策上，我們將環境

保護策略與未來執行方向，整合至公司企業

社會責任政策中，於2011年1月經董事會通

過並實施。

節約資源及廢棄物回收

提升各項資源使用效率，包括用紙、用

水、用電等皆進行有效運用，且針對可以資

源回收之項目進行回收。機房基站部分，妥

善處理事業廢棄物、並將堪用廢品進行活化

再利用，促進資源循環使用。

能源使用及碳風險管理

定期檢視能源績效、執行機房節能措

施、基站設備改善、辦公大樓與門市能源管

理，以降低營運對環境衝擊。每年進行溫室

氣體盤查，並持續推動能源管理系統，透過

第三方認證機構查證，提升數具品質及可性

度。2014年更制訂溫室氣體減量目標，由

短中長期推動關鍵議題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TIME

EFFORT

發揮影響效應

創造永續價值

提升生態效益

累積長期動能

降低環境衝擊

掌握環境風險辦公室環保

電子廢棄物回收

門市無紙化、環保包裝

綠機房、基站效能提升

綠建築

ISO14064溫室氣體盤查

環境教育：數位教材、環保講座

用戶服務：雲端、網路門市與客服、綠色
加值、909語音導覽手機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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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門規劃具體節能減碳行動方案，業務成

長的同時兼顧環境永續。

綠色服務

結合自身的營運管理及各項通訊技術、

新創產品等，執行方案包括視訊會議服務、

綠色加值服務、e化/M化服務，以建構智慧

低碳社會。

年月 2012 2013 2014

e帳單節省單數 5,776,667 6,312,773 7,397,703

減少A4紙張列印數 13,864,001 15,150,655 17,754,487

節省CO2e(公噸) 36.5085354 39.8967254 46.753483

備註：一份節省6.32gCO2e

成果與成效

•通過ISO14064-1、ISO50001查證

•2014年辦公室用紙2013年減量24%
•2014年資源回收較2013年增加13%
• 2014年回收廢電纜、基站機房廢電池

近693公噸

• 至2014年無紙化表單累計節省紙張

2,326萬張

• 2014年度共減少帳單739萬份，節省

紙張列印1,775萬張

氣候風險因應

1. 法規風險

密切關注政府相關法規的制定狀況，包

溫室氣體排放情況 單位：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項目 2013(年) 2014(年)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一) 3,146.50 7117.86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源(範疇二) 170,977.64 201453.59

總排放當量(範疇一＋範疇二) 174,124.14 208571.45

排放強度(t-CO2e/NTDmillion) 1.61 1.85

能源耗用及能源密集度情況

耗用 公升/焦耳 2013(年) 2014(年)

直接能源耗用

汽油(公升) 545,380.48 864,180.56

百萬焦耳 17,811,362.94 28,222,927.37

柴油(公升) 36,803.97 33,445.50

百萬焦耳 1,356,064.36 1,232,319.57

間接能源耗用
電力度數 327,543,376.6 385,926,420.85

百萬焦耳 1,179,156,155.78 1,389,335,115.07

總能源耗用 百萬焦耳 1,198,323,582.86 1,418,790,362.01

能源密集度 (百萬焦耳/NTDmillion) 11,053.83 12,597.70

註：1.參考經濟部能源局公告熱值(2010年)及電力係數(2013年)。
　　2.能源密集度為當年度能源總耗用(直接+間接)除以當年度合併總營收。.
　　3.上述皆為內部能源耗用，未來我們將規畫揭露外部能源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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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溫室氣體減量法與能源稅相關法令草案。

2. 實體風險

由於風災或水災及電力中斷等各類的突

發狀況，將可能對電信機房或基地台運作之

穩定與安全造成顯著影響，在網路建置的事

前規劃中，進行完善之規劃考量，並在機房

的選擇及建置時，訂定基本規範，以提升機

房的安全性。

3. 建設高抗災基地台

我們於2009年10月起於各山地鄉鎮建

設救災型基站，在電力及電信遭沖毀中斷

時，此類型基站仍必須發揮對外聯絡救災

的功效。2011年我們啟動五處高抗災基地

台，增設備援發電機，傳輸部分增加了穩定

的微波及衛星路由設備。2012年8月，三輛

高抗災行動基地台車加入後，更能於天災發

生時能維持穩定之電信服務，提供聯絡急救

災使用。

展望與規劃

持續致力於碳風險管理，控制業務成長

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設定減量目標為每

年較預估值減少1%。此外，試建及評估再

生能源如太陽能、風力發電及燃料電池的可

行性，發展替代能源達到節電及環保之效

果。積極參與國際評比，檢核公司相關管理

制度執行績效、激勵策略目標，以持續精進

永續競爭力。

員工與社會參與

員工關懷

人才是維繫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台灣大

哥大將員工視為永續共同成長的夥伴，並堅

持為其打造幸福職場，不僅提供員工完善穩

定發展的職場環境，兩性平等的工作機會和

準備 2015-2016

制定減量目標

再生能源認證規劃

參與國際評比

策略 2017-2018

目標績效檢核與修正

再生能源試建規劃

成為國際級指標企業

價值創造 2017-2018

建立完整碳風險管理

多元應用再生能源

成為國際評比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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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制度，亦鼓勵員工自我實現，滿足

自我成長，開創永續發展的未來價值。

完善薪酬及人性出勤管理

公司落實以績效為依歸的薪酬獎勵措

施，提供具競爭力之薪資、年終獎金及分

紅制度，並每年進行薪資調查，瞭解業界情

形，強化市場競爭力。2014年獲選列入台灣

證交所「台灣高薪100指數」成分股名單。

首創電信業員工持股信託方案，由員工及公

司定額相對提撥購買公司股票，提供優於勞

基法之休假制度、每年六日不扣薪普通傷病

假。懷孕與哺乳期之女性不安排夜間工作。

食衣住行育樂全面性的福利照護

公司妥善規劃各項福利補助，包含自選

式福利，可依個人需求申請個人或子女教

育、家庭旅遊及保險等補助。提供年節禮

金、定期健康檢查、社團活動、親子日、特

約商店/簽約飯店優惠、每月定額通話費補

助、員工急難救助、資深員工獎勵等。

學習與發展

完善的教育訓練及職涯發展機會，包

括：新進同仁教育訓練、共同職能訓練、管

理階層別訓練、電腦/電信專業技能訓練；

國內外進修機會(獎助學金補助)；每年定額

員工個人進修補助。

尊重平等多元並重視安全

支持職場性別平等，並促進身心障礙人

士就業機會，建構勞資溝通機制。落實職場

安全管理，並定期舉辦職安教育訓練。

成果與績效

福利照護

•每周五天提供免費抒壓肩頸按摩服務

•育嬰留職停薪同仁留任率超過七成

•身心障礙專業職員工，平均年資11年
• 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台北市健康體重

管理活動」─團體成效績優獎

學習與發展

• 2014年每個員工教育訓練平均23.5小
時

•2014年共九位員工獲進修補助

•2014年建置十門「愛地球」線上課程

•規劃CSR人文電影院課程

平等多元/職業安全

•0歧視/童工/性騷擾個案

•0工傷率(IR)

•0職業疾病率(ODR)

促進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

為增加身心障礙人士就業機會，本公司

經由職務再設計，提供身心障礙人士工作，

進用人員障別包含重度視障、重器障、肢障

及聲語障。另積極與台北市政府勞動力重建

運用處及伊甸攜手合作，進用視障按摩師。

除了視障按摩師外，台灣大哥大善用身心障

礙員工長才，提供多元化、高專業度之職

務，包含基站建設工程管理、電子商務網頁

開發、帳務系統新技術引進及系統開發測試

維運、行動網路維運支援、專案技術窗口及

IT系統維運作業、無線網路優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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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

2014 年度職災統計表

＝ 
工傷總數Ｘ200,000

總工作時數

工傷率(IR)

0

＝ 
職業病總數Ｘ200,000

總工作時數

職業疾病比率
(ODR)

0

＝ 
損失總天數Ｘ200,000

總工作時數

損失天數比率
(LDR)

0

＝ 
總缺勤天數Ｘ200,000

總工作天數

缺勤率(AR)

1.864

社會參與：「企業有多大，責任就有多大，

真心關懷，就是行動的開始！」

台灣大哥大秉持立足台灣、關懷在地的

精神，於1999年成立台灣大哥大基金會，

從社會各種不同的需求中出發，長期投注人

力和資源於弱勢族群、身心障礙關懷、青少

兒人格發展、預防社會問題等議題，並結合

核心資源，促進數位共融及提升國內數位文

創軟實力。台灣大哥大持續以服務社會、回

饋大眾為己任，與民眾一同建構更和諧、永

續的社會。台灣大哥大的社會參與主要分為

以下幾個重點：數位應用新價值、數位共

融、關懷在地文化、核心技能回饋社會、培

育文創人才等，以下將分別舉例說明。

成果與績效

‧11 年 9 度榮獲遠見 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 

◇ 2015 「CSR 年度大調查 - 服務與金融組」楷模獎

◇ 2014「公益推動組」首獎 – i 無限數位公益

◇ 2013「教育推動組」首獎 – 培育青少兒健康的資訊素養

◇ 2012「整體績效組」「社區關懷組」楷模獎 – 憂鬱症防治

◇ 2011「教育推廣類」首獎 – myfone 行動創作獎

‧連續 7 年 (2007-2013) 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

‧2014 年社會投資成本共計達 125.2 百萬元

‧「i 無限數位公益」專案 2014 年共 181 家 NPO 參與，共發表 8 項成功案例。

‧2014 年共舉辦 14 場企業志工活動，總計 559 志工人次參與，足跡遍佈 6

縣市，共投入經費 99.1 萬元，累計共 53,991 人次受益。

•11年九度榮獲遠見CSR企業社會責任獎
◇2015年「CSR年度大調查-服務與金融組」楷模獎
◇2014年「公益推動組」首獎–i無限數位公益
◇ 2013年「教育推動組」首獎–培育青少兒健康的資
訊素養

◇ 2012年「整體績效組」「社區關懷組」楷模獎─

憂鬱症防治

◇ 2011年「教育推廣類」首獎–myfone行動創作獎
• 連續七年(2007-2013年)榮獲《天下雜誌》天下企業

公民獎

•2014年社會投資成本共計達125.2百萬元
• 「i無限數位公益」專案2014年共181家NPO參與，共
發表八項成功案例。

• 2014年共舉辦14場企業志工活動，總計559志工人次
參與，足跡遍布六縣市，共投入經費99.1萬元，累計
共53,991人次受益。

1.數位應用新價值：M+Messenger
M+Messenger提供官方帳號，開放給

全台2,645間小學、739間中學免費申請，提

供學校老師及家長之間更方便、更即時的溝

通平台，截至2014年底共有12間中小學享

有此一服務，遍及台北、台中、台南、金門

等全國各地。

M+Messenger同時為全台7,851個村/里
長建立溝通管道，在智慧手機上隨時為村/
里民服務。行動村里服務遍及全國19個縣

市，深耕台灣社區每個角落。

2.數位共融：i無限數位公益、5180即時捐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為了協助公益團體跨

入行動服務與數位潮流，首推匯集數位方案

於一身的「i無限數位公益」計畫，我們整

合企業核心能力與資源，將數位應用力培植

於公益團體組織中，以數位槓桿力提升社團

數位應用力、培養數位人才、加強NPO內

部組織運作效能與外部募款能力，彌補公私

部門無法協助的社會弱勢，擴大台灣社會關

注且投身公益議題的目的。

2014年，總計共181家NPO參與，共發

表八項成功案例。除微樂志工與NFC防走

失智慧手環進行第二期開發外，還包括三部

公益微電影與三支公益主題曲陸續上線，其

中，唐氏症基金會由真實個案演出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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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21號」，上線一個月已接近40萬人次點

閱；全國第一支採用最新技術的「NFC防

走失智慧手環」，造福廣大的失智者、心智

障礙者等族群找到回家的路；「無礙自由行

App」透過群眾外包擴大公民參與的方式累

積資料庫，提升全國約400萬身障朋友、銀

髮族及娃娃車族群的行動力；全國首創早療

遊戲App「泡泡歷險記」，復健治療進入行

動時代，幫助百萬幼兒潛能開發；「微樂志

工」全國首創的跨平台志工服務，鼓勵全民

利用零散時間輕鬆做志工。

除了i無限數位公益，自2005年12月，

我們首先推動手機小額捐款平台「5180即
時捐」，讓忙碌的現代人，不受時空限制，

讓愛化為行動。後續台灣大哥大也於2013
年2月起在行動客服App中新增「我要捐

款」之功能，方便用戶隨時隨地能使用App
進行捐款，以行動化大幅擴及年輕捐款族

群。自2005年12月至2014年底，已有67家
社福團體在本系統上進行募款，累計募款

金額近6,300餘萬元，累積捐款人次近14萬
人，涓滴細流，匯成江海，代表了台灣公民

社會穩定持續的良善力量。

3.關懷在地文化：媽祖運算服務

台灣大哥大身為在地數位生活的領導品

牌，秉持在地出發、關懷在地的精神，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積極與在地文化連結。透過

大甲媽祖乘「運算雲服務」出巡專案，台灣

大哥大讓媽祖信眾隨時掌握大甲媽祖鑾駕即

時位置與實況轉播，解決老年人與行動不便

民眾無法參與在地文化的困擾。由台灣大哥

大開發與營運的雲端服務「運算雲」，與大

甲鎮瀾宮獨家合作，在每年吸引國內外百萬

人共襄盛舉、總路程超過300公里的大甲媽

祖祈福遶境中，將遶境即時衛星定位服務搬

上「運算雲」服務平台，讓無法參與遶境活

動的民眾也能透過電腦、智慧型手機App掌
握大甲媽祖的即時動態；而參與遶境的隨行

信眾，也可透過此一網站隨時掌握即時氣

象、周邊用餐、盥洗位置等最即時、最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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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甲媽祖遶境資訊。統計在2014年的大

甲媽祖遶境活動，透過活動網站瀏覽的頁次

超過55萬，App下載超過五萬次。

4.核心技能回饋社會：公益社團視訊系統服務

公益團體服務對象於全省各地，過去社

工經常需舟車勞頓，教育訓練、溝通會議

等交通費用驚人，台灣大哥大基金會截至

2014年12月31日止共為13家公益團體，82
個據點提供視訊會議服務與教育訓練，已協

助社團節省超過新台幣357萬元交通費、節

碳超過105公噸、視訊教育訓練超過18,000
人次。

5.培育文創人才：myfone行動創作獎

參閱上表。

展望與規劃

台灣大哥大一直追求經濟、社會、環境

面的平衡發展，身為數位匯流的領航者，我

們將持續運用企業核心資源，來關懷及服務

社會，不僅是提供贊助，更要協助弱勢團體

提升數位能力，並推廣全民社會責任教育，

積極促進社會共融、奠定永續基礎。

(資料來源：台灣大哥大2014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

myfone行動創作獎參賽統計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累計

投
稿
件
數

簡訊 5,232 4,7452 2,5123 9,494 48,2794 4,497 40,562 25,859 231,180
鈴聲 138 331 424 427 660 470 425 577 3,452
微電影 - - - - - 201 100 215 516
貼圖 - - - - - - - 1,168 1,168

總投稿量 5,370 5,076 22,936 39,921 48,939 45,168 41,087 27,819 236,316
人氣獎票數 - - 49,674 54,370 65,260 159,399 123,530 147,235 599,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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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哥大成立於1997年，是台灣第

一家取得2G全區GSM 1800特許執照的民營

電信公司，也是第一家在證交所掛牌的民營

電信業者，自2012年至今，台灣大已連續

三年拿下電信類股獲利王寶座。

台灣大重視本業獲利，也積極關懷社

會，董事長蔡明興表示，台灣大除了追求核

心業務穩健發展，今年元月也通過「台灣大

哥大企業社會責任實務守則」，並展開CSR
願景2020計畫，期望緊密結合營運與核心

資源，創造回流循環績效。

身為電信業者，台灣大企業社會責任也

從技術面出發，透過「i無限數位公益」計

畫，培植社服團體數位應用力，加強公益

組織內部運作效能與外部募款能力；2014
年，總共有181家公益組織參與，發表八項

成功案例，在許許多多的公益項目中，除了

「微樂志工」與「NFC防走失智慧手環」

兩款App持續進行深度開發之外，另有三部

公益微電影與三支公益主題曲陸續上線。

推公益App整合平台

因應智慧終端時代來臨，台灣大為公益

推出不少App，其中，「微樂志工」與「NFC
防走失智慧手環」應用廣泛，最受用戶關注。

「微樂志工」是台灣第一個跨志工服務

平台，這款App整合了190幾個公益組織，

只要有志工需求，公益組織就可以在App
上進行招募，最近，「微樂志工」也新增

了地點定位服務（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功能，想當志工的民眾，只要點選這

款App，即可尋找自己所在之處附近是否有

公益組織需要志工，可以隨時加入志工服務

行列；除了志工招募之外，公益組織也可以

在這個平台上招募物資，且這款App整合了

捐款功能，民眾若無法擔任志工，也可以透

過「微樂志工」捐款做愛心。

「NFC防走失智慧手環」則是聚焦國

內失智者與心智障礙族群，只要使用者帶上

了NFC手環，即便走失，也能透過NFC手

環追縱定位，讓照護者順利找到他們，帶領

他們走向回家之路。

泡泡歷險記App 助幼童

針對幼童，台灣大也推出了「泡泡歷險

記」App，這款App是台灣大與耕莘小兒科

醫生共同開發的應用軟體，也是國內首款針

對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及復健的遊戲，有

助將治療延伸至居家，讓遲緩兒能從遊戲中

學習運用肌肉、增強語言理解、訓練表達能

力、發展認知學習；同時，這款遊戲也適合

二至六歲的孩子使用，有助提升全國六歲以

下140萬幼兒潛能開發。

台灣大表示，公益App中，有一部分

App是由台灣大負責開發，有一些App則是

台灣大「i無限」 串起扶弱平台

D07-台哥大.indd   17 2015/11/10   下午 06:55:02



— 18 —

由社福團體開發、台灣大提供協助，通常一

款App的開發需要二年，台灣大在完成前期

技術開發後，後續交由社服團體做維護，讓

App永續經營、使用。

拍微電影 協助募款

為打破公益傳統行銷手法，台灣大近

年也號召myfone行動創作獎微電影得獎團

隊，以真實個案改編，拍攝微電影公益宣傳

影片，藉由微電影敘事手法，讓民眾看到弱

勢族群的世界，拉近彼此距離。

2012年，台灣大協助肯愛協會、救助

協會、得勝者教育協會分別拍攝3部微電

影，影片一上線，三個月總共協助社服團體

募得900多萬元，與前一年度相較，多募得

了660萬元，大幅紓解公益團隊勸募瓶頸。

2013年，台灣大協助第一基金會、台

灣癌症基金會、門諾基金會拍攝3部影片，

其中，為第一基金會募款的「小華，去哪

裡」影片，在2014年2月5日上線一個月

內，即衝破20萬點閱次。

2014年，台灣大也協助了唐氏症基金

會拍攝公益微電影「天使21號」，2015年3
月正式上線。

「天使21號」以唐氏症基金會裡的學

員案例故事改編拍攝而成，一位唐寶寶，靠

著自身能力，將賺來的第一份薪水交給辛苦

帶他長大的媽媽，劇組為了呈現媽媽的心路

歷程，設計多個場景作為唐氏症兒童母親的

心情轉折，令人動容；唐氏症基金會期許藉

由微電影宣傳獲得更多募款契機，同時，也

希望透過微電影，倡導社會大眾多以耐心與

包容心，幫助唐氏症兒童走入社會。

台灣大表示，每一年的公益微電影均搭

配網路行銷活動，活動期間內，Youtube上
面的點閱人次每增加1人，台灣大就捐1元，

捐款上限為10萬元，希望藉此集結網路年輕

族群一同關注弱勢議題，響應公益捐款。

企業志工 花蓮陪伴長者

除了貢獻技術做公益之外，台灣大企業

志工也以實際行動做公益；台灣大表示，台

灣高齡化社會來臨、地方人口外移，在花東

偏遠地區尤其明顯，許多原住民老人年老失

依，長期獨居、無人照料，台灣大自2008年
起，每年率領百餘位企業志工遠赴花蓮陪伴

關懷長輩，不只提供物質資助，更提供長輩

們一對一的陪伴，讓他們感受互動的溫暖。

七年來，台灣大成功地跨越地理、年齡

界限，牽起花蓮獨居長輩與同仁的緣分，不

少長輩在獲得噓寒問暖的關懷後，年年叮囑

自己保持身心健康，期盼來年再聚，也有志

工隔年到花蓮探視長輩時，聽聞長輩住院，

立刻趕赴醫院探視，讓長輩相當感動；台灣

大表示，藉由這份關懷，許多老人感受到溫

暖，志工們也擁有一生難得的服務體驗，這

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具體實踐。

台灣大持續擴展企業社會責任範疇，每

年舉辦音樂會、贊助國內運動選手與電競團

隊，今年更規劃綠能基金、認購綠色電力，

並預定在2015年下半年陸續興建8座綠能基

地台。

蔡明興表示，台灣大積極發展電信、有

線電視、數位內容以及文創產業等數位匯流

工作，未來也會持續堅持對環境以及其他利

害關係人負責的理念，自許成為世界資通訊

產業永續標竿、企業公民的表率。 （馬瑞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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