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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國際黃頁股份有限公司 
客戶刊登平面黃頁及白頁廣告須知 

103 年 07 月 22 修訂 
 

爰本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與中華國際黃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合作發行平面黃頁（分類部電話號碼簿）、白頁（住宅部電話

號碼簿），本公司依約經營客戶刊登廣告業務，為客戶在平面黃頁、白

頁（以下簡稱黃頁、白頁）刊登廣告辦理有關事宜有所遵循，特訂定客

戶刊登平面黃頁及白頁廣告須知如下： 

一、廣告定義 
黃頁、白頁廣告（以下簡稱廣告），係指客戶在中華電信各版別各

彙編區發行黃頁、白頁內以文字、色彩或圖像等設計刊登廣告，宣

導其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資訊，滿足消費者購物或服務需求。 

二、刊登對象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市內電話客戶得於廣告登記規定期間內，申

請在黃頁、白頁內刊登各種廣告（廣告種類，以本公司已開放之廣

告種類為限。） 

三、廣告種類 
本公司得視經營狀況及市場需要、在各版別黃頁、白頁受理客戶刊

登下列各類廣告： 
(一) 文字廣告： 

1. 付費列名 
2. 欄內廣告 

(二) 分類廣告 
(三) 封面(底)、前封裡、後封裡、脊背廣告 
(四) 插頁廣告 
(五) 隔頁廣告 
(六) 插卡廣告 
(七) 頁眉、頁緣廣告 
(八) 其他 

四、登記手續 
客戶申請刊登廣告者，應在黃頁、白頁廣告登記期間內，填妥廣告

登記單，加蓋公司、行號及負責人印章，親自或委由本公司廣告招

攬人員或本公司廣告招攬代理向本公司所屬當地經辦單位辦理登記

手續（上一年度曾購買平面廣告之客戶得受理傳真進件，其餘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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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進件之客戶其廣告登記單正本最晚需於出刊後 60 天內收回）。惟

考量客戶刊登之便利，如於簽約時因無法取得客戶加蓋公司、行號

及負責人印章致影響商機，客戶得依以下方式擇一簽章進件： 
1. 加蓋統一發票章（不得有專用章字樣）及負責人印章。 
2. 加蓋統一發票章（不得有專用章字樣）及客戶端承辦人親簽或蓋

個人印章。 
3. 加蓋公司行號印章及負責人印章。 
4. 以自然人身份刊登之客戶得親簽並加蓋個人印章。 
上述客戶如購買付費列名或欄內廣告者，客戶得以親簽方式進件，

惟須本公司招攬人員註明願負連帶責任並加蓋印章後始得受理。 

五、廣告刊登則數 
客戶得視需要在各版別各彙編區黃頁、白頁內刊登各種類廣告的則

數不受限制。惟有取巧顯失公平者，本公司得予限制刊登廣告之則

數。 

六、廣告圖稿製作 
(一) 客戶提供的廣告圖稿，其內容應符合本須知及相關法令規定，若

有不符之情事，經本公司通知限期更正，逾期未更正者，視為客

戶自願註銷刊登該則廣告。 
(二) 客戶廣告圖稿內容經本公司審查合格後，由本公司據以排版製作

廣告圖稿電子檔，並輸出廣告圖稿校樣送請客戶簽章認可。客戶

未在各營運中心事前告知之規定期限內簽認廣告圖稿校樣者，視

為客戶自願註銷刊登該則廣告。 
(三) 廣告圖稿校樣與紙本印製之黃頁、白頁出版品，因使用不同設備、

材質輸出或印刷，其效果倘有所差異者，以本公司印製之出版品

為準。 

七、廣告費 
(一) 廣告費價目由本公司依黃頁、白頁發行量及發行通路等價值訂定

廣告等級，並在廣告等級項下訂定各種類廣告價目。 
(二) 本公司得將客戶應繳納之廣告費列入電信費帳單與市內電話租

費合併或單獨出帳。客戶應在繳費規定期限內繳納，逾期未繳者，

由本公司註銷客戶廣告之刊登或在客戶廣告刊登後依法律程序

追繳之。嗣後並得拒絕該客戶刊登廣告。 
(三) 客戶已繳納廣告費，嗣後如有要求申請註銷刊登廣告手續者，該

客戶須在本公司黃頁、白頁印製資料交付印刷廠付梓上機前辦理，

但該客戶須繳付部份工本費（廣告費 5%），其餘廣告費得予以

退還；廣告費已繳納之客戶，在本公司黃頁及白頁印製資料交付

印刷廠付梓上機後，再申請辦理註銷刊登廣告手續者，已繳納之

廣告費概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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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廣告內容 
廣告內容應陳述真實，圖文設計力求優美。 
廣告內容之條件包括刊登名稱、電話號碼、地址、網址、電子信箱、

商品（服務）、經營特色、營業時間等項目。 
(一) 刊登名稱 

1. 每一廣告版面僅能刊登一個客戶名稱，其名稱須為中華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登記之名稱，且為客戶在廣告登記單內填列之申

請刊登及繳費之同一客戶；但社會大眾習慣之簡稱或客戶證明

確為其使用之名稱，則不在此限。 
2. 按工、商業者習慣，得在原刊登名稱之下加列其關係企業名

稱，惟須加註「關係企業」字樣，其所使用之字體不得大於

原刊登名稱之字體。 
(二) 電話號碼 

1. 公司、機關、團體、行號及其內部單位；或附屬機關分支機

構在國內外所裝設之電話號碼（不含臨時電話），均可刊登

在同一廣告版面。 
2. 獨資經營之行號刊登廣告，除本須知九、(二)規定之類別外，

其配偶或直系親屬在同一地址所裝設之電話得刊登於同一廣

告版面。 
3. 客戶刊登之固網電話號碼須以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裝設者為

限；客戶刊登行動電話包括中華電信及一般電信業者。 
(三) 地址 

客戶刊登地址與電話裝機地址相符為原則。並得增列包括國內、

國外、中國等地區附屬分支機構之地址。 
(四) 廣告內容涉及專業技術資格或評鑑文字者，應有政府主管機關或

民間非營利團體之證明文件。 
(五) 廣告內容以相關事業或消費者所普通認知之他人姓名、商號或公

司名稱、商標、標章或其他顯（表）示他人商品、營業、服務之

表徵，或為相同或類似之使用，應提出權利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

件。但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於商品本身習慣上可通用之

名稱，或交易上同類商品慣用之表徵，同種營業或服務慣用名稱

或其他表徵者不在此限。 
(六) 廣告內容使用他人影像、照片、圖形（案）或利用他人著作者，

應提出權利人同意使用之證明文件。 
(七) 比較性廣告限制事項： 

1. 引用政府有關機關或民間非營利團體之調查資料者，須提示證

明文件。 
2. 不得以直接或影射之方式排斥或詆毀其他同業或同類商品、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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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較方式應以相關商品、服務之屬性，依同一或可類比之基

準為之。 
4. 「最」、「第一」、「唯一」等最高級字樣，除為描述商品、

服務本身之內容、性質，或持有公正機關證明文件或為社會

大眾公認之事實外，不得使用。 
(八) 廣告內容有下列情形者，本公司不予受理： 

1. 違反國家政策或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2. 有虛偽不實或有引人錯誤之虞者。 
3. 刊登菸類行銷廣告者。 
4. 其他違反法令規定者。 

九、注意事項 
(一) 分類廣告刊登之類別應為營業證照所登載之營業項目或與其有

關之類別為原則。 
(二) 「徵信所」、「貨運承攬」、「搬家服務」、「搬運、起重服務」、

「家用電器(製造、買賣、服務、維修)」、「清潔服務」及「移

民業」等特許行業相關類別之廣告客戶，客戶於上年度已刊登廣

告者外，客戶須提示營業證照，供核對公司名稱、統一編號、營

業項目、地址及負責人姓名等資料，若未取得證照影本，得採經

濟部商業司網站與中華電信 TOPS 查證資料佐證，並按下列方式

辦理辦理登記手續： 
1. 「貨運承攬」、「搬家服務」、「搬運、起重服務」類別之

廣告，其廣告內容有「搬家」字樣者，限持有主管機關核准

經營「搬家」、「汽車貨運」有關營業項目之客戶。 
2. 「家用電器－國內製造」類別之廣告，以營業證照營業項目

登載為家電製造之廠商及其在各地之分公司、服務中心、服

務站等客戶(不含經銷商或代理商)為限。 
3. 經營家用電器買賣、服務、維修等非國內家電製造廠商之公

司行號，依下列規定辦理： 
(1) 公司、行號名稱內含非自行產製且為大眾所熟知之品牌，

或與其他家電製造廠商公司名稱特取部分相同，雖持有
主管機關所核發之證照，但有引人錯誤之虞者其廣告不
予刊登。 

(2) 廣告內容如含有本國品牌家電商品所使用之商標或表示
為該等家電商品之「服務站（中心）」「修護站」等類
似表徵者，必須取得商標權利人之書面同意；但以善意
且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商品之名稱，且無引人錯誤之
虞者，不在此限(惟廣告內容須統一以 13(pt)級字顯著明
示「本廣告與國內家電製造廠商無關」等字樣（約 0.45 
* 0.45 cm，隨字型不同稍有差異）)。 

(3) 國外進口之家電商品，國內尚無家電製造廠商獲授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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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其廣告內容若含有該等商品時應符合法令規定，
以善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商品之名稱為限。 

(4) 國外進口之家電商品，國內亦有家電製造廠商獲授權製
造者，其廣告內容若含有該等商品時，除以善意且合理
使用之方法使用商品名稱並明示為「國外平行輸入」外，
廣告內容亦須統一以 13(pt)級字顯著明示「本廣告與國
內家電製造廠商無關」等字樣（約 0.45 * 0.45 cm，隨
字型不同稍有差異）。 

(5) 國外進口之家電商品所使用之商標或服務標章已取得主
管機關核發之證明且授權國內家電廠商（含經銷商、代
理商）使用者，其廣告內容若含有該等商品時，除以善
意且合理使用之方法使用商品名稱並明示為「國外平行
輸入」外，廣告內容亦須統一以 13(pt)級字顯著明示「本
廣告與國內授權使用商標廠商無關」等字樣（約 0.45 * 
0.45 cm，隨字型不同稍有差異）。 

(三) 醫療廣告之內容由客戶按醫療法及其實施細則規定刊登，倘有誇
大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虞者，本公司得不予刊登。 

(四) 政黨組織廣告之內容除客戶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及黨徽外，其
他圖文概不予刊登。競選總部、選民服務處等與選舉、政黨組織
有關之廣告，其內容亦僅限客戶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及所屬政
黨之名稱、黨徽。 

(五)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申請刊登廣告時，須提具各公會網站有
登錄之證明或須提示同業公會證明文件。「記帳士」、「地政士」
須提示資格證書或採證照查核相關網站資料佐證。 

(六) 廣告內容含有某商品「總經銷」、「總代理」等類似表示者，應
提示有關證明文件。 

(七) 廣告內容涉及環境用藥製造、環境用藥販賣或病媒防治（含白蟻
驅除、蟲害防治）時，應檢附中央或地方環保主管機關核准之證
明文件(得採行政院環保署網站查證資料佐證)，刊載廣告應按環
境用藥廣告管理辦法第三條辦理。 

(八) 廣告內容所刊登之客戶名稱為自然人者，應提示主管機關所核發
之證照或有關單位出具之證明文件，但無主管機關或依法免登記
之商業，則不在此限。 

(九) 同業公會或類似之團體組織得將其會員之名稱、地址、電話號碼
等資料集中排列視為廣告內容之一部分。 

(十) 酒之廣告其內容應按菸酒管理法第三十七條及其實施細則相關
之規定辦理。 

十、插頁、隔頁、插卡廣告 
    插頁、隔頁、插卡廣告刊登種類及位置，得由本公司視版面空間需

要編排之。 

十一、分類廣告 
(一) 刊登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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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廣告屬於同一類別者，不論本區或他區其編排順序相同。隨

同內文分類類別在同一版面（包含偶數頁、奇數頁）為原則。但

分類廣告則數較多，得視版面編排需要，編排在次頁或後頁。實

際刊登位置得由本公司視版面空間需要編排之。 
(二) 編排順序 

同一類別之分類廣告編排優先順序如下： 
1. 全頁廣告最優先，其次半頁廣告。全頁、半頁廣告以彩色最

優先，套色（一、二色），其次基本（黑色）。 
2. 半頁以下的廣告，廣告單位面積大者在前。 
3. 同一種類（單位）廣告有二則以上者，按彩色、套二色、套

一色、基本（黑）色順序編排。 
4. 同一種類（單位）廣告，且同一印刷用色有二則以上者，以

客戶刊登名稱筆畫少者在前；同一筆畫者，按康熙字典編排

順序刊登。 

十二、付費列名廣告 
(一) 客戶申請付費列名廣告，享有客戶名稱、電話號碼予以放大加粗

處理（其字型、字體、字級由本公司規定之，且不得串插分類或

服務項目。）另外，並享有二行位置。客戶得自網址、地址、電

話號碼、傳真電話、行動電話、其它電話等資料任選其中二項刊

登。 
(二) 除客戶申請付費列名廣告者外，客戶其刊登之名稱、地址、電話

號碼等基本資料採用字型、字體、字級由本公司規定之。 
(三) 客戶申請刊登列名廣告者，不再呈現免費列名部分。 

十三、欄內廣告 
    客戶申請刊登欄內廣告者，其基本資料(包括名稱、地址、電話號碼)

及其申請刊登之內容資訊；均在欄框以內呈現。直接由系統輸出。

但免費列名部分，不再呈現。 
欄內廣告名稱及電話號碼得予以套紅色辦理。 
欄內廣告其內文資訊得予以套（紅、綠、藍）色辦理。 
惟上述「欄內廣告」名稱及電話號碼、「內文資訊」如套紅色者，

僅得選擇其一辦理。 

十四、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特許行業 
特許行業是指許可業務，係指依公司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商業登記法第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公司（商業）業務，依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商業）登記。 

※請參考經濟部網站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檢索系統→ 特許業務查詢→ 公司與商業登記前應經許可業務暨項目總表

http://gcis.nat.gov.tw/cod/html/sp_srh_3.html 

 

常見的特許行業： 

種苗業 休閒農業 製菸業 製酒業 中西藥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 警械製造業 醫療器材製造業 發電業 綜合營造業 

土木包工業 預拌混凝土工程專業營造業 庭園、景觀工程專業營造業 自來水管承裝商 加油站業 公路汽車客運業(含計

程車 市內公車 遊覽車 汽車貨運等)高速鐵路經營業 打撈業 民用航空運輸業 報關業 第一類電信事業  商業 不動產 

工業銀行業 票券金融業 信用卡業 當舖業 證券商 期貨商 期貨交易所 保險業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不動產代銷經紀業 

就業服務業 保全業 營建廢棄物共同清理業 公益彩券代理業 汽車駕訓業 短期補習班業 電影製片廠業 廣播業 電視

業 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業 衛星廣播電視節目供應業  旅行業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觀光旅館業 移民服務業  殯葬設施經

營業 殯葬禮儀服務業 

 
特殊證照查證網站 

1. 台灣區鑿井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http://taiwanwell.org.tw/associator/index0.asp?associator_search_keywork=

associator_search_keywork_reset 

2. 中華民國移民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tica.org.tw/modules/Association/Company.php 

3. 環境用藥許可證查詢 

http://mdc.epa.gov.tw/MDC/Search/Search_License.aspx?Image=1b 

4. 財政部記帳士名冊

http://www.mof.gov.tw/ct.asp?xItem=28756&CtNode=790&mp=1 

5. 短期補習班：教育局短期補習班查詢系統，http://bsb.edu.tw/  

6. 會計師：會計師公會，http://www.roccpa.org.tw/reg_queries/ 

7. 律師：律師公會，http://service.moj.gov.tw/lawer/baseSearch.asp  

8. 建築師：建築師公會，http://www.taa.org.tw/front/build_list.php 

9. 衛生福利部醫療資源管理系統(醫事機構/醫事人員查詢)：http://gis.mohw.gov.tw/ 

10. 地政士查核介面：http://pri.land.moi.gov.tw/agents_query/iamqry_1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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