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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96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壹、開會時間：中華民國96年6月15日(星期五)上午九時00分

貳、開會地點：台北縣板橋市民族路168號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電信訓練所)

參、出席股數：出席及代理出席股東總股數計8,539,994,764股，占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9,667,845, 095股之88.33%。

肆、主　　席：賀陳董事長旦 記錄：李秀娟、曾家卉

列　　席：正源國際法律事務所賴源河教授、律誠聯合法律事務所張玉希律師及汪渡村教授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吳恩銘會計師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95年度營業報告(詳本議事錄附錄一)。

二、本公司95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監察人查核報告書詳本議事錄附錄二，會計師查核報告詳附錄三)。

三、本公司修正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詳議事手冊第16頁)。

主席：以上報告案請各位股東洽悉。

發言摘要：

股東林明賢（出席證編號：A00012）發言：質疑警方現場蒐證之必要性。

股東馬志海(戶號：89136)、股東韓魯珍(戶號：91868)、股東陳能國(戶號：103920)、股東尤伍能(戶號：53811)、

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股東洪秀龍(戶號：52913)、股東林義琛（出席證編號：A00002）、股東吳建成(戶

號：49691)、股東鄭秋月(戶號：102330)、股東林福成(戶號：53643)、股東許漢忠(戶號：46844)、股東林明賢

（出席證編號：A00012）、股東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產業工會代表人張緒中(戶號：152074)及股東莊炳棠(戶

號：40268)發言：就MOD虧損及技術尚未成熟是否應繼續推動、公司對其研究獎金何時發放、報告事項時秩序處

理之權宜問題、公司捐贈或捐助之對象、公司違反團體協約、公司成立子公司之目的、員工工作權及懲處、特定

經理人之管理方式、營業外費用及損失之內容、MOD產值、用人費用成本及費用之編列原則及員工產值、轉投資

101大樓虧損是否考慮撤資或爭取董事長及對官股代表在立法院答詢內容等提出詢問。

股東許祺鑫(戶號：155831)發言：建議公司推廣MOD前應教導客戶正確使用，並肯定公司經營績效。

以上各股東發言分別經主席、總經理、會計處吳處長等補充報告及說明。

柒、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95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95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請參閱議事手冊第

7頁至第15頁或本公司95年度財務報告第5頁至第11頁），業經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吳恩銘、魏永篤會

計師查核簽證完竣，並出具修正式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5頁至第6頁），併同營

業報告書（請參閱議事手冊第2頁至第3頁）經本公司96年3月23日第4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通過，並送監

察人查核，認為尚無不符，並提出查核報告在案（請參閱議事手冊第4頁）。

二、謹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發言摘要：

股東尤家華(戶號：36977)、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股東韓魯珍(戶號：91868)、股東胡清貴(戶號：45210)、

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發言：就金融資產內容及操作、神腦公開收購案是否應經股東會同意、101大樓轉投資

後續評估、年報應充分揭露勞資爭議事項、全體監察人是否列席、何種投資案應經股東會同意、何謂公司商譽及

金額等提出詢問。

以上各股東發言分別經會計處吳處長、謝副總經理及主席補充報告及說明。

股東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股東尤家華(戶號：36977)、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反對承認本案。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600,081,754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9 %，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詳本議事錄附錄一及附錄四至附錄七）。

（原董事會提案業經出席股東表決通過，依據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第十二條第七項規定，其他修正案視為

否決，毋庸再行表決）

二：本公司95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95年度決算已辦理完竣，謹擬具盈餘分配表分配之，擬配發董事、監察人現金酬勞新台幣35,903,

408元；員工配發現金紅利新台幣1,256,619,285元；普通股及特別股股東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3.58

元，現金股利每位股東發放至元為止，餘額擬請授權董事長處理。

二、現金股利俟經本(96)年股東常會通過，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分派之。

三、本案如基於法令變更、主管機關核示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而需調整配息率時，擬由股東會授權董事

會處理相關事宜。

四、本案業經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20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承認。

發言摘要：

股東韓魯珍(戶號：91868)、股東莊炳棠(戶號：40268)、股東蔡勝和(戶號：40638)、股東胡清貴(戶號：45210)

發言：就董監酬勞分配比例、就特別股董事交通部持股數、前十大分紅員工是否依領取金額大小排序、員工分紅

比例等提出詢問。

以上股東發言經財務處魏處長說明後，股東分別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一：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股東尤家華(戶號：36977)反對承認本案。

修正案二：股東蔡勝和(戶號：40638)提：降低董監酬勞分配比例並提高員工分紅比例至5％。

修正案三：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提：降低董監酬勞分配比例為0.01％。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承認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162,513,590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3.87

%，盈餘分配表詳本議事錄附錄八）。

捌、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章程修正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配合經濟部有關營業項目之規定及本公司營運需要，增刪相關營業項目，爰修正章程第二條第一項條文。

二、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之規定，獨立董事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以本公司章

程最高15席次之董事，目前章程規定設置獨立董事3人，僅達到法律規定之最低標準，爰修正章程第十

二條之ㄧ第一項獨立董事人數為「至少3人」，俾能彈性增加獨立董事人數，強化公司治理。

三、依據經濟部規定，參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及第二百六十七條用語，修正章程第十四條第十三款、第

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三條，將「從業人員」改為「員工」；刪除章程第十八條之一，有關董

監事報酬回歸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規定；另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守則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修

正第十四條第十款文字。

四、本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后。

五、本案業經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18次、第20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公決。

發言摘要：

股東尤家華(戶號：36977)發言：請確認章程18-1刪除董監酬勞規定後是否回歸股東常會議決。

以上股東發言經法規暨公共事務處呂處長說明後，股東分別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一：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反對通過本案。

修正案二：股東蔡勝和(戶號：40638)提：修正章程第22條第1項第1款為「從業人員紅利百分之五至百分之

十。」。

修正案三：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提：修正章程第12-1條第1項為「⋯⋯置獨立董事至少十人。」及第22條第

1項第2款為「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0．00二」。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113,684,470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3.3 %，章

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詳本議事錄附錄九）。

二：本公司擬以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20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依公司法第241條及證券交易法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擬自資本公積中提撥新台幣9,667,845,090元轉增

資發行新股966,784,509股普通股，每股面額10元，一次發行，新股之權利義務與原普通股相同，並採

無實體發行。

三、本次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係按增資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各股東持有股份比例無償分配之。普

通股及特別股每仟股均配發100股，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依公司法第240條之規定，按面額折發現

金；股東亦可自增資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合併湊成壹股之登記，其併湊不

足部份，由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四、本案俟經本(96)年股東常會通過，並奉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長另訂增資配股基準日分派之。

五、以上增資相關事宜如經主管機關核定修正或為因應法令（客觀環境）修訂，須予變更時，擬請股東會授

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發言摘要：

股東莊炳棠(戶號：40268)、股東韓魯珍(戶號：91868)、股東尤家華(戶號：36977)發言：就本案是否適用章程

第23條「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從業人員承購」、何謂特定

人、本次增資是否影響明年股利發放、為何本案發行新股不能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從

業人員承購等提出詢問。

以上股東發言經謝副總經理說明後，股東分別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一：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股東蔡勝和(戶號：40638)、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反對通過本案。

修正案二：股東尤家華(戶號：36977)提：原案附帶決議明年股利不得低於今年。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162,367,370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3.87 %）。

三：本公司擬現金減資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20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為改善資本結構、提昇股東權益報酬率，並落實將閒置資金退還股東，擬於辦妥資本公積轉增資後，再

辦理與轉增資金額相等之現金減資。

三、本次現金減資係以本(96)年完成執行實收資本額10%之資本公積轉增資後之實收資本額新台幣106,346,

296,040元為計算基準，減資金額為新台幣9,667,845,090元，每股換發0.9090909091165股，減資後實

收資本額為新台幣96,678,450,950元，全部採無實體發行。

四、普通股依「減資換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各股東持有股份分別計算，總計銷除普通股966,784,509股；

減資後普通股不滿壹股之畸零股，由本公司依減資換股基準日前在股票公開集中交易市場最後交易日之

收盤價給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所有不滿壹股之畸零普通股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以該收盤價承購之。

五、本次現金減資案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獲主管機關同意後，授權董事長另訂減資基準日等相關事宜。本

公司本次現金減資基準日前，如經主管機關修正最低資本額，或為因應其他客觀環境修正，擬授權董事

長全權處理之。

股東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反對通過本案。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162,555,796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3.87 %）。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96年01月19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正本處理程序。

二、本次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第1、17、18、24、31及33條修正處理準則主管機關名稱為金管會。

（二）第3條第1項第1款內所稱之國內受益憑證及海外共同基金，修改為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另刪除

長、短期投資用詞。

（三）第6條第2項對獨立董事意見的紀錄修正為：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

錄載明。

（四）第8條放寬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交易應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之規定。

（五）第11條第1項第1款增列特殊價格。

（六）第14條第2項增訂獨立董事職責。

（七）第22條第1項依據本公司章程第三條之實收資本改為股本；另投資前後相關業務之作業要點已整

合為轉投資作業要點，故本條第2項配合修正。

（八）第24條增訂本公司如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保存之資料，並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備查等規定（第3、第4項）；及如與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進行上述

活動時，本公司應遵行之各項規定（第5項）。

（九）第37條將員工更明確定義為經理人及各相關承辦人員並統一處理準則用語。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公決。

股東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反對通過本案。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162,425,276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3.87 %，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議事手冊第28至36頁）。

五：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據94年12月29日修正之「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暨參照本公司於96年度

增訂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將原條文16條調整並修正為12條條文。

二、本次調整並修正重點摘要如下：

（一）第1條（訂定目的及法令依據）：說明訂定本作業程序之法令依據。

（二）第2條（定義）：於第3項增列子公司及母公司之定義，於第4項說明公告申報方式。

（三）第3條（背書保證對象）：於第1項第3款增列直接及間接持股超過百分之三十且有業務往來之公

司得為本公司背書保證對象。

（四）第4條（背書保證之額度）：於第1項修正本公司背書保證總額由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之百分之二

十調整為百分之十五，於第3項增列對業務往來公司背書保證額度之限額。

（五）第5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修正背書保證辦理程序及本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事項，董事長得依

據本公司董事會暨經理部門權責劃分表之核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報經最近期董事會追認。

（六）第6條（子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於第2項說明海外子公司背書保證印鑑章之採用。

（七）第8條（公告申報程序）：於第2項第4款增列因業務關係對企業背書保證之公告申報標準。

（八）第9條（內部控制）：於第2項說明背書保證對象及金額變動處理。

（九）第12條（訂定及修訂）：於第1項說明本作業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考量獨立董事意見。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公決。

股東提出修正案如下：

修正案：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現場無海外子公司人員在場，反對通過本案。

決　議：本案經票決通過原董事會提案（出席股東表決權數7,162,300,430同意通過，占表決時表決權數之83.87 %，

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議事手冊第38至43頁）。

六：訂定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公開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規定，並

考量本公司業務及實際需要，訂定條文暨說明如后。

二、本作業程序草案之條文共計13條，內容分述如下：

（一）明定本作業程序之訂定目的及法令依據。（第1條）

（二）明定本作業程序之專有名詞定義。（第2條）

（三）明定資金得貸與之對象。（第3條）。

（四）明定資金貸與之評估標準。（第4條）

（五）明定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第5條）

（六）明定資金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第6條）

（七）明定資金貸與辦理程序。（第7條）

（八）明定資金貸與他人之公告申報程序。（第8條）

（九）明定資金貸與他人後續之控管措施及逾期債權處理程序。（第9條）

（十）明定資金貸與他人行為之相關內部控制程序。（第10條）

（十一）明定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第11條）

（十二）明定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處理準則或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時之處罰。（第12條）

（十三）明定本作業程序訂定及修訂之程序。（第13條）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19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詳議事手冊第44至48頁）。

七：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案，敬請　公決。(董事會提)

說 明：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於95年9月27日公告修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參考範

例」，並自96年1月1日起實施。本公司爰參照該修訂後之參考範例修訂「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選舉辦法」草案，以資遵循，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后。

二、本選舉辦法原訂計10條，修訂後為14條。茲將其修訂重點臚列如下：

（一）依證券交易所選任程序範例第三、四條新增董事及監察人應具備之條件。（第2、3條）

（二）依證券交易所選任程序範例第五、六條新增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規定。(第4、5條)

（三）依證券交易所選任程序範例第九條修訂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應分別計算。(第8條)

三、本案業經本公司第4屆董事會第17次會議決議通過，提請　股東常會公決。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詳議事手冊第49至52頁）。

玖、選舉事項：

案　由：選舉本公司第5屆董事及監察人。敬請　選舉。

說　明：一、本公司第4屆董監事之任期，除依電信法及本公司章程所設之特別股當然董事及監察人各1席，於98年4

月4日始行屆滿外，其餘董監事之任期將於96年6月24日屆滿。

二、本次改選董事13人（含獨立董事3人），監察人3人，任期3年，自96年6月15日起至99年6月14日止。

三、本公司章程第12條之1規定，應選出獨立董事3名並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96年4月24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下

獨立董事

候 選 人

蔡志宏

陳錦村

葉 疏

學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電機工

程博士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管理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會

計學博士

經歷

國立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

中華電信董事(公股/專家代表)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中華

電信董事

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助理教授

現職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

授、中華電信獨立董事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中華電信獨立董事

台灣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

持有

股份

0股

0股

0股

四、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請參閱議事手冊第76頁及討論事項七。

五、敬請　選舉。

股東朱水文(戶號：41207)、股東朱廷章(戶號：89386)、股東莊炳棠(戶號：40268)、股東洪秀龍(戶號：52913)、

股東蔡勝和(戶號：40638)發言：就董事任期是否重疊及董監酬勞是否重複計算及請被提名人自我介紹、特

別股董事監察人是否有屆次區別、股東國泰人壽、ADR股東是否參與選舉等提出詢問。

以上各股東發言分別經財務處魏處長、主席及謝副總經理補充報告及說明。

選舉結果：交通部代表人賀陳旦（當選權數16,743,275,108）、交通部代表人游芳來（當選權數10,122,619,026）、

交通部代表人呂學錦（當選權數9,922,619,028）、交通部代表人賈玉輝（當選權數9,722,619,030）、

交通部代表人謝潮儀（當選權數6,830,000,000）、交通部代表人黃秋桂（當選權數6,630,000,000）、

交通部代表人鍾樂民（當選權數6,430,000,000）、交通部代表人鄭 優（當選權數5,430,000,000）、

交通部代表人黃安捷（當選權數5,230,000,000）、交通部代表人張緒中（當選權數2,652,692,560）

蔡志宏（當選權數6,941,622,828）、陳錦村（當選權數6,076,222,098）、

及葉疏（當選權數5,826,286,511）等13人當選為本公司董事；

其中蔡志宏、陳錦村及葉疏為獨立董事。

台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閻永安（當選權數7,321,678,591）、

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人朱富美（當選權數6,873,987,713）、

及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代表人黃永傳（當選權數6,743,235,048）等3人當選為本公司監察人。

本屆董事、監察人任期3年，自96年6月15日起至99年6月14日止。

拾、臨時動議：

一、股東劉衛仙(戶號：52047)等所提詢問及建議事項：

（一）建請中華電信對其神腦通路商應強力要求提升服務態度及維修品質。

（二）建請修正中華電信從業人員績效考核要點。

（三）中華電信公司轉投資台北101已連續三年虧損，基於公司經營利益及需要請立即撤資。如經評估暫不撤資，

應積極爭取董事長乙職，以鞏固本公司經營業務。

（四）請公司處分違反團體協約及違反相關勞動法令之人員。

（五）請公司依法辦理員工福利事項。

（六）請公司辦理專業職（四）員工職階晉升考試或訓練。

主席答覆：以上皆屬非股東會應議決事項，交由經理部門或董事會參辦。

二、股東尤伍能(戶號：53811)等：請股東常會處理違反去年股東常會決議之違反團體協約之主管。

總經理答覆：有關主管機關認定違法部份，公司已循適法途徑處理。另對是否違反去年股東常會決議，經理部門

於確認後會做後續處理。

散　　會:同日下午4時35分。

【附錄一】

本公司95年度營業報告

（一）營業報告

本公司95年度(自95年1月1日至95年12月31日止)決算業已依規定編製完妥，茲將營業概況報告如下：

1、營業收支情形（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營業毛利
營業費用
營業利益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稅前利益
所得稅等
純益

95年度實績值
184,386,978
94,268,549
90,118,429
32,898,286
57,220,143
4,533,408
4,110,235
57,643,316
12,751,979
44,891,337

95年度預測值
184,202,300
94,220,915
89,981,385
32,949,884
57,031,501
2,521,833
3,809,528
55,743,806
11,503,614
44,240,192

達成率%
100.1
100.1
100.2
99.8
100.3
179.8
107.9
103.4
110.9
101.5

2、實績值與預測值之差異說明：

(1)營業收入達到預測值的100.1％，增加1億8,467萬8千元，主要係行動通信業務收入及電路出租業務收入成長

所致。

(2)營業成本及費用與預測值相當，計減少396萬4千元。

(3)營業外收入及利益較預測值增加79.8％，計20億1,157萬5千元，主要係出售下腳及廢料收入暨賠償收入等增

加所致。

(4)營業外費用及損失較預測值增加7.9％，計3億70萬7千元，主要係處分固定資產損失及專案離退費用增加所

致。

3、為厚植本公司競爭力，提昇服務品質，積極推動各項電信設備投資，本年度共投資234億2,315萬3千元，達成預

計投資額之89.45％。

4、詳細營業報告請參閱本公司民國95年度年報。

（二）回顧與展望

　　為強化經營實力，落實永續經營，過去一年來，本公司全體同仁戮力以赴，在監理機關強力規範、市場激烈競爭挑戰，

以及業務消長的市場演進中奮力向前。95年度本公司合併營收為1845.28億元較94年度增加11.46億元，成長0.6%；其中行

動與數據通信業務營收所占比重由94年之62.8%提升至64.7%，顯示業務發展持續良性轉型，與全球市場趨勢相符。

　　就主要業務競爭態勢來看，本公司繼續保持領先地位。在行動通信業務方面，95年底行動電話總客戶數為849萬戶，

其中2G業務居同業之首；消費者矚目之3G業務自94年7月26日推出，至95年底客戶數已有94萬戶。在數據通信業務方面，

ADSL客戶數於95年底超過385萬戶，大幅領先其他業者；大頻寬之光纖上網(FTTx)業務客戶數至95年底已近19萬戶；提供

互動多媒體影音內容之IPTV（MOD）服務，經大力強化網路品質與內容，至95年底客戶數已近25萬戶。在固網通信業務方

面，市內電話業務與長途電話業務保有絕對領先優勢，國際電話業務於95年底之佔有率為58.3%。

　　本公司長期專注電信業務經營，密切注意客戶關心課題，除持續加強網路品質、客戶服務、帳務正確及電子化帳單等

事項外，95年以來，推動多項以客戶為中心之作為，包括：成立客服處，整合客服資源，進一步強化專業的客戶服務；結

合神腦公司資源，成立特約服務中心，注入本公司通路新能量；強化行動寬頻環境，推出客製化手機，帶動行動商務與行

動上網應用；提供企業ｅ化、ｍ化之客製化服務，導引企業客戶享用電信新建設帶來之便利與價值；成立企客分公司，強

化企客服務，並注重ICT業務經營。

　　面對數位匯流之快速演進，行動服務、網際網路服務，以及整合服務，將是推升本公司成長之動力。因此，本公司正

積極佈建下一代NGN（Next Generation Network）網路，將以更大頻寬強化多媒體服務與加值應用發展空間。隨著NGN網路

之推展，將可為本公司廣大客戶提供更方便、更多樣的數位生活服務，進一步將客戶為核心之理念實踐於本公司各項產品

設計之中。

　　為落實「更有社會責任的龍頭公司」願景，95年2月成立「中華電信基金會」，95年6月成立「中華電信企業社會責任

委員會」，結合散布全台的員工、電信網路，以及外部社會資源，協助社區文化產業發展、耕耘社區生活、縮短數位落差。

這些努力已獲得天下雜誌之企業公民獎、遠見雜誌之企業社會責任獎。

　　為呼應數位匯流之走向，本公司將本建設性態度與監理機關互動，並以迎向技術演進趨勢與產業發展潮流之思維，周

詳規劃各項產品發展與資源運用，從回歸消費者利益與產業生態合作共榮中發展營運模式，持續為客戶、投資人與員工創

造最大價值。

【附錄二】

【附錄三】 【附錄四】



【附錄七】

【附錄九】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85.06.11本公司85年發起人會議通過全文共26條。

86.12.26本公司86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十五條條文。

87.11.25本公司87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二、二十二條條文。

88.07.13本公司88年股東臨時會通過修正第二十一條第一項條文。

90.06.04本公司90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二、三、六、七、十、十二、十三、十九、二十一及二十二條條文並增訂第六條之一及第七條之一。

91.06.21本公司91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二、七、八、九、十、十九、二十一及二十二條條文並刪除第五條條文。

92.06.17本公司92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二條條文。

93.06.25本公司93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二及二十二條條文。

95.05.30本公司95年股東常會通過修正第二、三、六、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及二十五條條文並增訂第十二條之一、第十八條之一及第十八條之二。

96.06.15本公司96年股東常會修正第二、十二條之一、十四、二十二、二十三條條文並刪除第十八條之一條文。

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下：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G901011）。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G902011）。

三、電腦設備安裝業（E605010）。

四、電信器材批發業（F113070）。

五、電信器材零售業（F213060）。

六、通信工程業（E701010）。

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E701030）。

八、資訊軟體服務業（I301010）。

九、其他設計業【電腦資訊硬體之設計】（I599990）。

十、租賃業（JE01010）。

十一、圖書出版業（J304010）。

十二、其他批發業【電話卡及IC卡】F199990）。

十三、管理顧問業（I103060）。

十四、其他工商服務業【電話卡、ＩＣ卡、電信設備及器材之研發，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及通

信器材檢測服務及代售入場券、車票】（IZ99990）。

十五、其他零售業【電話卡及IC卡】（F299990）。

十六、網路認證服務業（IZ13010）。

十七、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I301030）。

十八、資料處理服務業（I301020）。

十九、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IE01010）。

二十、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H701010）。

二十一、特定專業區開發業（H701040）。

二十二、不動產買賣業（H703090）。

二十三、不動產租賃業（H703100）。

二十四、短期補習班業（J201031）。

二十五、廢棄物處理業（J101040）。

二十六、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業（J502020）。

二十七、會議及展覽服務業（JB01010）。

二十八、一般廣告服務業（I401010）。

二十九、百貨公司業（F301010）。

三十、通訊稿業（J302010）。

三十一、工商徵信服務業（JD01010）。

三十二、公證業（IZ07010）。

三十三、停車場經營業（G202010）。

三十四、環境檢測服務業（J101050）。

三十五、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CC01110）。

三十六、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CC01120）。

三十七、電子零組件製造業（CC01080）。

三十八、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IC或光學之刷卡機】（CC01990）。

三十九、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F401021）。

四十、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J504011）。

四十一、一般旅館業（J901020）。

四十二、觀光旅館業（J901011）。

四十三、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F113050）

四十四、資訊軟體批發業（F118010）。

四十五、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F213030）。

四十六、資訊軟體零售業（F218010）。

四十七、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未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背書

保證及資金貸與事宜。

第十二條之一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與第一百八十三條之規定，本公司董事自第五屆起，於

前條所定董事名額中，置獨立董事至少三人。

　　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權行使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四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資本增減之擬訂。

二、公司組織規程之核定。

三、國內外分支機構設立、變更或撤銷。

四、年度營業預算、決算之審定。

五、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六、國內外借款金額、期限之核定。

七、轉投資金額之核定。

八、發行公司債之核定。

九、人事、採購、會計及內控等制度之核定。

十、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訂定及修正。

十一、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之訂定及修正。

十二、總經理、副總經理、研究所及訓練所所長、稽核及會計處長之任免。

十三、員工待遇標準之核定。

十四、本公司薦舉至轉投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核定。

十五、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決議賦予之職權。

第十八條之一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以及提撥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得依業務需要或規定酌

提特別盈餘公積；所餘款項於加計上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至少提撥百分之五十按下列方式

分派之︰

一、員工紅利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Ｏ．二。

三、扣除第一、二款後之餘額為股東股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五十。但現

金股利每股若低於Ｏ．一元得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於本公司轉為民營型態後分派其年度盈餘時起適用之。但轉為民營當年

度，按該年度民營期間盈餘數分派之。

　　第一項盈餘提供分派之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資本預算及資金狀況等相關因素酌予調

整，並經股東會決議後辦理之。

　　公司無盈餘時，不分派股息及紅利。但法定盈餘公積已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時，得以

其超過部分派充股東股利。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

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員工承購。

現行條文

第二條

　　本公司經營事業範圍如下：

一、第一類電信事業（G901011）。

二、第二類電信事業（G902011）。

三、電腦設備安裝業（E605010）。

四、電信器材批發業（F113070）。

五、電信器材零售業（F213060）。

六、通信工程業（E701010）。

七、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E701030）。

八、資訊軟體服務業（I301010）。

九、其他設計業【電腦資訊硬體之設計】（I599990）。

十、租賃業（JE01010）。

十一、圖書出版業（J304010）。

十二、其他批發業【電話卡及IC卡】F199990）。

十三、管理顧問業（I103060）。

十四、其他工商服務業【電話卡、ＩＣ卡、電信設備及器材之研發，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及通

信器材檢測服務及代售入場券、車票】（IZ99990）。

十五、其他零售業【電話卡及IC卡】（F299990）。

十六、網路認證服務業（IZ13010）。

十七、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I301030）。

十八、資料處理服務業（I301020）。

十九、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IE01010）。

二十、逾期應收帳款管理服務業（IZ11010）。

二十一、不動產租賃業（H703100）。

二十二、短期補習班業（J201031）。

二十三、廢棄物處理業（J101040）。

二十四、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備業（J502020）。

二十五、會議及展覽服務業（JB01010）。

二十六、一般廣告服務業（I401010）。

二十七、百貨公司業（F301010）。

二十八、通訊稿業（J302010）。

二十九、工商徵信服務業（JD01010）。

三十、公證業（IZ07010）。

三十一、停車場經營業（G202010）。

三十二、環境檢測服務業（J101050）。

三十三、工程技術顧問業（I101061）。

三十四、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CC01110）。

三十五、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CC01120）

三十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CC01080）。

三十七、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IC或光學之刷卡機】（CC01990）。

三十八、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F401021）。

三十九、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J504011）。

四十、一般旅館業（J901020）。

四十一、觀光旅館業（J901011）。

四十二、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F113050）。

四十三、資訊軟體批發業（F118010）。

四十四、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F213030）。

四十五、資訊軟體零售業（F218010）。

四十六、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未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依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規定，辦理背書

保證及資金貸與事宜。

第十二條之一

　　配合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八十一條之二與第一百八十三條之規定，本公司董事自第五屆起，於

前條所定董事名額中，設獨立董事三人。

　　獨立董事採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與兼職限制、獨立性認定、提名與選任方式、職權行使及其他應

遵行事項，依證券交易法及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四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資本增減之擬訂。

二、公司組織規程之核定。

三、國內外分支機構設立、變更或撤銷。

四、年度營業預算、決算之審定。

五、盈餘分配或虧損彌補之擬定。

六、國內外借款金額、期限之核定。

七、轉投資金額之核定。

八、發行公司債之核定。

九、人事、採購、會計及內控等制度之核定。

十、董事會組織規程及功能性委員會設置要點之訂定及修正。

十一、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之訂定及修正。

十二、總經理、副總經理、研究所及訓練所所長、稽核及會計處長之任免。

十三、從業人員待遇標準之核定。

十四、本公司薦舉至轉投資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核定。

十五、其他依照法令及股東會決議賦予之職權。

第十八條之一

　　董事、監察人之報酬，由董事會薪酬委員會審議，並提報董事會通過。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完納一切稅捐後，分派盈餘時，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損以及提撥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並得依業務需要或規定酌

提特別盈餘公積；所餘款項於加計上一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至少提撥百分之五十按下列方式

分派之︰

一、從業人員紅利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

二、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Ｏ．二。

三、扣除第一、二款後之餘額為股東股利，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五十。但現

金股利每股若低於Ｏ．一元得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於本公司轉為民營型態後分派其年度盈餘時起適用之。但轉為民營當年

度，按該年度民營期間盈餘數分派之。

　　第一項盈餘提供分派之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資本預算及資金狀況等相關因素酌予調

整，並經股東會決議後辦理之。

　　公司無盈餘時，不分派股息及紅利。但法定盈餘公積已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五十時，得以

其超過部分派充股東股利。

第二十三條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除經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外，應保留發行新股總數百分之

十至十五之股份由公司從業人員承購。

說明

一、配合經濟部規定，刪除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二

十款、第三十三款。

二、為增加資產活化功能及增廣本公司營運層

面，爰增加「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H701010）」、「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 H 7 0 1 0 4 0 ） 」及「不動產買賣業

（H703090）」。

三、配合調整款次。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條第一項之規定，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以

本公司章程最高15席次之董事，目前章程規定設

置獨立董事3人，僅達到法律規定之最低標準，爰

修正第一項獨立董事人數為「至少3人」，俾能彈

性增加獨立董事人數，強化公司治理。

一、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守則第二十七條第三

項規定，修正第十款文字。

二、參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二百六十七條條

文用詞，將第十三款原「從業人員」修正為

「員工」。

有關董監事報酬，回歸公司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

定」之規定，爰刪除本條文。

參照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五條條文，將第一項第一

款原「從業人員」修正為「員工」。

參照公司法第二百六十七條條文，將「從業人

員」修正為「員工」。

【附錄八】

【附錄六】【附錄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