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中華電信進行了第二次的員工CSR網路調查，以

便了解員工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期望；同時，也對顧客提

出多項貼心的加值服務，不僅加深我們服務內容和顧客

生活的連繫，也增加更多的新顧客族群。

強調感動服務的企業理念，讓中華電信長期以來一直是

消費者心中最為肯定的電信服務理想品牌，也是各界菁

英最想進入的夢幻企業之一。由內而外傳達給外界的新

形象，是嶄新的橘綠藍企業新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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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員工眷屬

員工關懷

樂為中華電信人，是因為中華
電信得到社會認同的緣故。

持續成為各界人才最想加入的
優質企業。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聯合國全球盟約

兩公約國內法化

志願服務法

女性主管比例(%)

身心障礙雇用(人)

育嬰留職停薪申請(人)

需符合

需符合

需符合

需符合

需符合

需增加

需增加

需增加

設立指標

持續符合

持續符合

持續符合

持續符合

持續增加

持續增加

持續增加

持續增加

持續符合

需達到 持續達到

22.48

709

55

指標類別
2008年
承諾

2009年
執行情形

2010年
目標

頁數

41,979

行政院衛生署「健康職場自主認證健康促進標章」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管理獎」
台北市政府「健康卓越獎」

P42

P43

P43

P43

P47

P42

P42

P45

P47

P43

聲音

承諾

唯一設有工會且與員工簽訂
團體協約的電信業者

員工、員工眷屬

已符合

已符合

已符合

已符合

已符合

已符合

企業志工服務時數(小時)

工會法

企業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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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兩性平權 支持身心障礙者就業

尊重原住民族權益

2009年，中華電信員工總數為24,668人，其中有313名

員工離職，新招募員工434人，員工流動率為1.27%。

女性員工總數為6,950人，占全體員工數的28.17%。我

們確實遵循《性別工作平等法》之規定，明訂「性騷擾

防治措施及申訴處理要點」，2009年我們並未收到任何

相關申訴。女性員工比例近三年幾乎維持相同，但女性

主管比例則緩步上升，2009年為22.48%。

2009年我們進用之身心障礙員工達員工總人數的2.87%

，共計709人，為法律規定的3.1倍。充分展現優良企業

公民的表徵，超越法律的要求底線。

原住民族豐富了台灣文化的多樣性，中華電信進用之原

住民族員工有50位，我們也確實尊重他們不同的文化習

俗。

員工總人數與流動率

身心障礙僱用人數  

兩性平權—職級別
總人數(人)

2007年

656

695
709

2008年 2009年

高層主管 中層主管 基層主管

男性 女性

52 379

1,990 7,537289

2,416

兩性平權—年度別

我們尊重各種不同差異的員工，並且協助員工平衡職涯發展與家庭生活。對員工的

進用，我們以公開考試為原則，各職類科別均無性別之限制。但為了提供弱勢族群

更多的就業機會，人員招考時，我們給予身心障礙者與具原住民身分者特別優惠加

分。員工進用後，薪給以同工同酬為原則，沒有性別、年齡、族群、宗教的差異。

雇用多樣化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第2項：「民

營事業機構進用具有就業能力之身心障礙者人

數，不得低於員工總人數百分之一」。

LA2

LA2

LA13

LA1, LA2

女性員工比(%) 女性主管比(%)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8.06 28.18 28.17

21.51 22.11 22.48

總人數(人) 流動率(%)

2007年

24,138
24,551 24,668

2008年 2009年

8.27

1.36 1.27

管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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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致力於勞資合諧的維繫，並遵循國際人權公約的規範，包含：《聯合國世

界人權宣言》及《國際勞動組織公約》的核心精神，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禁止強

迫勞動與使用童工。

人權保障與勞資關係

勞資和諧

中華電信是國內唯一設有工會且與員工簽訂團體協約的

電信業者，不只符合國內外嚴格規範，也展現出我們維

護員工權益的決心。依團體協約內容，員工除了享有提

案、申訴、加入工會之權利外，總公司及各分、支機構

的勞資代表，每3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勞資會議，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可出席人評會，列席考

核會、業務會報等；同時，我們依2003年6月6日立法院

決議，設置勞工董事一席，參與董事會相關事務。2009

年，員工加入工會之比例達99.3 %。

本公司董事長、總經理不定期與工會理事長、理監事

等工會代表座談或電話溝通，確保勞資溝通管道暢

通。2009年共計召開6次全區勞資會議，並加開2次臨時

會，針對相關議題達成多項共識。此外，也召開13次與

勞動條件(績效考核及績效獎金核發)有關之協商會議並

做成結論，有效增進勞資和諧。

我們各類新進人員之起薪標準均高於法令規定之最低工

資。各機構組織整併或移轉時，我們也會在實施日期前

周知有關單位與人員，配合辦理相關人員職務核派事

宜。以上各種措施，均能有效增進勞資和諧。

此外，對於各機構擔任客戶服務或線路維運業務優秀委

外人員，我們訂有納編為正職員工之制度，以照顧各營

運據點之當地委外人員。

人權保障與反貪腐

我們與國際各大型企業一致，認同《聯合國全球盟約》

的十項普世原則，特別是反對一切形式的貪瀆和賄賂。

除確實履行納稅義務外，不進行任何政治捐獻。

呼應2009年12月，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國內法化，我們將

加強員工人權意識提昇，讓公司員工、客戶、供應商、

投資者和社區都能受到尊重與公平的對待。

聯合國全球盟約

工會法

兩公約國內法化

《聯合國全球盟約》(Global Compact)是2000年

在聯合國啟動的企業社會責任宣言，規範了企業

在人權、勞工和環境上的行為準則。

在人權方面，《聯合國全球盟約》希望企業應該

尊重和維護國際公認的各項人權，絕不參與任何

漠視與踐踏人權的行為；在勞工標準方面，『聯

合國全球盟約』希望企業應該維護結社自由，承

認勞資集體談判的權利，徹底消除各種形式的強

制性勞動，消除童工，並杜絕任何在雇用方面的

歧視行為。

第6條，同一區域或同一廠場年滿二十歲之同一

產業工人，或同一區域、同一職業之工人，人數

在三十人以上時，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或職業

工會。

第12條，凡在工會組織區域內，年滿十六歲之

男女工人，均有加入其所從事產業或職業工會為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但已加入產業工會者，得不

加入職業工會。

2009年12月10日，政府宣布通過將聯合國《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

國際公約》國內法化。對中華電信的影響是，我

們將持續促進企業的營運行為對人權保障可能的

正面作用，並同時減少其負面影響。

管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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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全球金融風暴仍然影響2009年的景氣，中華電信確實做到「不裁員、不減

薪、不休無薪假」的承諾，讓員工能夠安心工作、致力表現。2009年我們用於投資

培養人才與員工教育訓練的費用，佔全年營收比重的3.1%，歷經金融風暴，每人平

均訓練經費仍維持相當的水準。

人才吸引與培訓

持續增加就業機會

高階經理人CSR考核

電信訓練所

合作培養菁英

績效考核

2009年，中華電信持續增加就業機會，搶救失業。共招

考進用新進人員434人。因應未來組織多樣化業務特性

需求，並協助政府推動綠能、生技、醫療、照護、精緻

農業、觀光及文創等六大新興產業發展，我們採取了積

極的員工激勵培育措施，透過訓練與發展留住人才。為

電信科技人才的世代交替做最好的準備。

中華電信已建立完善的績效考核制度，對於公司各職級

員工的績效評估作業，都能用標準化方式進行。

我們也確保每位員工都能夠與直屬主管進行績效項目之

討論溝通。在各階段考核工作中，各級主管皆須進行面

談工作，以協助員工清楚的瞭解工作上應扮演的角色與

職責，指引其工作生涯規劃的方向，以提升員工士氣及

組織認同感。

為確保公司CSR策略與營運策略相結合，我們對於高階

經理人績效之評估，除傳統之財務指標外，也將回應利

害關係人意見、達成環境管理目標、提昇公司公益形象

等納入考量。

電信訓練所每年開辦本職學能訓練，有系統的針對核心

網路技術、接取網路技術、行動通信技術、加值服務、

資訊技術、經營管理、營運管理及人資管理等八大專業

領域，擬定計畫開班調訓，辦理同仁培育訓練工作。

為提升經營團隊實力，電信訓練所也定期開辦領導力訓

練，及優秀主管擔任轉投資公司經營代表及股權代表人

才訓練。

2009年，透過實際的上課與遠距視訊教學，員工訓練總

時數達192萬小時，投入總金額達6億6,136萬元。

除了自行培訓，我們也與外界知名學府共同培育電信科

技人才，厚植公司產業競爭力。電信訓練所自2008年起

與台灣大學合辦「電信網路技術高級學程」，每屆培育

50名同仁，計上課4學期，對電信網路理論基礎的紮根

成效卓著。

同時也鼓勵一般員工從事終身學習，提供每學期最高

3萬元的進修補助。2009年，員工申請進修補助者有

1,142人次，投入的總金額為1,653萬元。

教育訓練相關規範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就讀大專院

    校（含研究所）處理要點》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培育經營管理人才實

    施要點》

員工教育訓練

總訓練經費(元)

每人平均訓
練經費(元)

總訓練時
數(小時)

每人平均訓
練時數(小時)

2007

616,673,532 659,309,528 661,362,885

25,549 26,855 26,819

2,023,112 2,190,419 1,927,751

84 89 78

2008 2009

LA10

管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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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協助員工在生活與工作中求得平衡，我們領先業界自2006年起實施育嬰留職停

薪制度，並且提供優於法令的健康照護；全台各地的「中華電信會館」是員工出遊

的好選擇，會館中多項節能措施也展現出我們對於環保的用心。

平衡職場與生活

我們提供優於法令規定的照護，員工每年可享一次免費

健康檢查。2009年，我們共舉辦健康專題講座230場次

。另外為增強員工體能及認識鄉土之美，我們共舉辦了

體能競賽32場次、知性之旅111場次。我們也持續進行

員工協助方案(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EAP)，

提供一對一個別專業諮詢服務，包含協助員工解決心理

、法律、理財、醫療諮詢及工作、生活服務資訊等問題

。相關員工健康照顧之支出，約佔全年營收的0.15%。

本公司也鼓勵員工走出戶外、體驗大自然。利用全台各

地閒置的備勤宿舍，整修成「中華電信會館」，會館服

務均由員工兼理，採半自助式服務。同時加強了環保節

能措施，除各會館備品統一購置、建置太陽能熱水設

備、提供環保自行車租借外，也不忘宣導旅遊中應有的

環保觀念。目前共有29處、可提供460個房間。

平衡職場與家庭

人口老化與少子化，對於台灣社會的影響將越來越明

顯。為了協助員工兼顧事業與家庭、善盡父母之職，自

2006年7月起，我們率先開始實施育嬰留職停薪制度，

留職期間發給勞保投保薪資一半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

最長可請領2年。此外，也提供家庭照顧假、男性陪產

假、女性生理假及提供哺乳室等。2009年，申請產假有

155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則有55人；請領育嬰津貼者

共計53人。

關注身心健康

中華電信會館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申請員工數 

申請產假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請領育嬰津貼

20092008

125

155

52 55
49 53

員工健康檢查
人數(人)

員工接受健康
檢查比例(%)
員工健康檢查
總費用(元)

員工健康檢查

24,01823,378

98.0997.08

39,851,60138,734,376

1.061.33 1.09

20082007 2009

23,924

98.03

67,978,876

LA7, LA8

重點

Address

因請領育嬰留職停薪的申請資格男女皆可，請領育嬰津
貼的申領資格限女性，故前者人數略多。

註：

職災發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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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能傷害頻率 

因公死亡(人)

工作傷害

0.890.71

86

20082007 2009

0.56

6

LA7

我們強調工作場所的安全，多年來持續推動各項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更注重員

工退休生活保障，讓員工沒有後顧之憂。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其驗證

中華電信定期追蹤勞安績效與工作相關設備的安全，以

提供員工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場所。2009年，全區總合

損傷指數為0.14(註)。

我們不僅導入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更接受外部機構

的驗證。以「制度化」及「系統化」機制，落實員工安

全衛生的管理，提升營運品質及安全水平。

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是全球企業

共通的語言。為符合台灣現況，2007年，行政院勞委會

也正式公布了可滿足事業單位「獲取國外驗證」與「符

合國內規範」雙重需求之TOSHMS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

至2009年底，我們共有33個分支單位通過OHSAS 

18001驗證，其中23個單位通過 TOSHMS驗證。

新型流感因應措施

勞工退休準備金

2009年，新型流感(H1N1)在全球各地都引起相當注

意。由於新型流感的傳染途徑與感染症狀，都與季節性

流感類似，為慎重起見，我們採取了相關管理措施。

總合損傷指數 =   (失能傷害頻率 * 失能傷害嚴重率) / 1000 

失能傷害頻率 = 失能傷害人次數*106 / 總經歷工時

註：

註：

我們員工的退休事項依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

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要點》以及《勞動基準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每月依規定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上限（15%）至指定帳戶，充分發揮企業照

顧員工之愛心。

健康安全與退休保障

退休員工終身學習

2009年捐助退休同人協進會450萬元辦理會務相關

活動，加強退休同仁之照護，並設有中華電信退休

同人協進會全球資訊網專屬網站，鼓勵退休同仁照

顧健康與終身學習。

回應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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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志工是企業社會責任的延伸，為了鼓勵我們的同仁積極關懷回饋社會，我們已

規劃將志工假納入正式的人事制度，藉由彈性的志工服務選項，以及免費專業的志

工訓練，有效提昇企業志工的社會貢獻。

遵循《志願服務法》

志工訓練計畫

企業志工服務

為了激發同仁投入志願服務的志業，以實際行動共同實

現公民社會的理想，2007年11月30日，我們依循《志願

服務法》的精神，訂定全國第一本企業志工服務作業要

點暨企業志工服務計畫書，做為我們推動企業志工服務

的準繩，逐步建置臻至完備的管理制度。

第七條(運用計畫之辦理)

志願服務運用者應依志願服務計畫運用志願服

務人員。

前項志願服務計畫應包括志願服務人員之召

募、訓練、管理、運用、輔導、考核及其服務

項目。

第九條(志工之教育訓練)

為提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

益，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應對志工辦理下列教育

訓練：

一、基礎訓練。   二、特殊訓練。

為了確保企業志工服務環境的安全與衛生並保障受服

務者的權益，除了法定基礎訓練，因應服務計畫的不

同，我們提供完善、專業的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課程，藉

以促進貢獻效能達到極致，全面提升企業志工服務的水

準。2009年，我們總計完成6,692小時的志工(含基礎訓

練暨特殊訓練)教育訓練課程。

截至2009年底，我們累計892名(佔員工總人數3.72%)員

工完成法定志工教育訓練，並獲頒國家認證之「志願服

務紀錄冊」。透過企業與社會資源的結合運用，我們策

劃不同形式的公益活動，2009年，總計奉獻了41,979小

時的企業志工服務。

志工假全額給薪

根據目前志工假制度的規劃，每一位員工每年都會擁有

給薪志工假。

中華電信超過2萬多名員工、遍佈全台各地。如果每位

員工都能充分使用志工假，將可以提供各民間團體豐沛

的人力資源，有助於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

企業志工服務

志願服務法

我們鼓勵員工參與公益活動，豐富人生經驗。透過內部

網路線上調查的方式，了解員工對於參與志工項目的偏

好。調查結果，員工最感興趣的志工參與項目，依次

是：

員工參與志工活動調查

協助偏鄉學童數位學習、維護電腦設備（22.94%）
 

參與生態保育工作(20.08%)

敦親睦鄰(19.95%)

目標

Targ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