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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 會 時 間 ：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下午 3 時整 

開 會 地 點 ： 台南市仁德區機場路 1050 號(本公司同同館 2 樓) 

出 席 ： 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共計 104,372,733 股，佔本

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05,829,556 股之 98.62%。 

列 席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胡子仁會計師、業務部劉瑞成副總經理

及財務處劉志勇處長。 

主 席 ： 常四偉董事長                     記錄：朱淑麗 

宣 布 開 會 ： 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主 席 致 詞 ： (略)  

一、 報告事項 ：  

  (一)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 103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 本公司首次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以下簡稱 IFRSs)對保

留盈餘之影響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數額之報告，詳議事手

冊，敬請  洽悉。 

二、 承認事項 ：  

案 由 一 ： 10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本公司 103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胡子仁、黃世杰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連同

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審查報告在案。 

(二)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

附件一及附件三。 

決 議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4,372,733 權，贊成 104,372,733

權，反對 0 權，棄權 0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

本案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後照案通過。 



 ~ 2 ~ 

 

案 由 二 ： 103 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本公司 103 年度盈餘分配案，業經 104 年 3 月 19 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 

(二) 依本公司章程第 22 條：「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

依法完納稅捐，彌補已往虧損，次就其餘額提列 10%為

法定盈餘公積，及其他依法令規定或董事會決議提撥之特

別盈餘公積，其餘額再提 2%作為員工紅利，餘再由董事

會擬具股息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三) 本公司 103 年度稅後淨利為 121,710,024 元，依法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 12,171,002 元及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

3,898,865 元後，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 113,437,887 元，

依目前股數 105,829,556 股計算，盈餘分配上限為每股約

1.07 元。 

(四) 謹建議盈餘全數分配現金，每股計 1 元 (即每仟股配發新

台幣 1,000 元)，共計新台幣 105,829,556 元。 

(五) 擬於本案通過後，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及辦理發放

事宜。 

(六) 「103 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 議 ：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4,372,733 權，贊成 104,372,733

權，反對 0 權，棄權 0 權，贊成權數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100%，

本案經出席股東投票表決後照案通過。 

 

三、 臨時動議 ： 股東戶號 102 號發言要點： 

  公司經歷了一段紛紛擾擾的不穩定階段，終於在去年度在常董

事長、張總經理帶領下，公司開始穩定軍心，希望在他們的領

導下，能為亞航的長遠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並重新打開市場

知名度，再次擦亮我們亞航的這塊金字招牌，並建議應該盡速

辦理上市(櫃)申請，這是我們股東由衷的希望。 

公司股票上市上櫃這個議題已經喊了十幾年，卻都是只聞樓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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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到最後還是無疾而終，不是說公司沒有連續獲利，就是以

管理階層異動作為藉口，而目前公司業務及發展，可說是近年

來最好的狀況，希望在常董事長、 張總經理及其他董事們的

努力下，盡速完成我們這些小股東的心願，完成公司上市(櫃)

申請！ 

  主席說明： 

  我們感謝戶號 102 號股東的發言，這對公司是個鼓勵也是勉

勵，上市(櫃)是所有股東最大的心願，推動公司民營化，請將

此建議納入會議紀錄。 

 

四、 散 會 ： 同日下午 3 點 20 分，主席宣布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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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103 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3 年度營業收入為 1,729,354 仟元，稅後淨利為 121,710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1.15 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 

103 年度營業收入 1,729,354 仟元，較預算數 1,708,326 仟元增加

21,028 仟元；稅前淨利為 144,266 仟元，較預算數 32,636 仟元增加

111,630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1.15 元，較預算數 0.25 元大幅增加。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03 年度稅後淨利為 121,710 仟元，營業收支及獲利能力情

形如下： 

1. 103 年度營業收入 1,729,354 仟元，較 102 年度 1,807,357 仟元

減少 78,003 仟元。營收減少，係合約屆期後，部分機種未再交修

及部分附件委外送修，未能於年度內完修交貨。 

2. 另 103 年度成本及費用管控得宜，有助獲利提升，使 103 年度稅

後淨利為 121,710 仟元較 102 年度 33,319 仟元增加 88,391 仟

元，稅後每股盈餘 103 年度 1.15 元較 102 年度 0.31 元大幅增加。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3 年研發支出為 23,816 仟元，重大研究發展成果如下： 

1. 海軍 500MD 直升機換裝 UHF 通話系統研發案。 

2. 高壓氣瓶測試台裝備研發案。 

3. KING AIR 200/350 型機 ELT 換裝研發案。 

二、 104 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一) 業務面 

1. 商用機維修業務 

穩定維持與既有客戶之良好關係，持續安排既有客戶之

B737-200、400 及 MD80 等飛機進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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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機維修業務爭取上，除獲得韓國 T’WAY 航空 B737-800 機隊

五年長期維護合約及俄羅斯 AURORA 航空 A320 機維修外，積極

爭取 PEACH AIR A320 機進廠維修。並對亞洲地區各廉價航空

B737、A320 機隊展開促銷，拓展後續維修業務，奠定未來穩定

發展之基礎。 

2. 政府暨軍用機維修業務 

確實執行現有國軍各型飛機機隊商維合約、國有民營與委託經營

案等維修業務，以飛安第一為原則，如期如質交機，滿足客戶需

求、遂行戰備任務。 

全力維持空勤總隊 UH-1H 及 B234 救援直昇機合約妥善情況，達

成各項訓練及救援任務執行。另已獲塞考斯基公司同意 104 年度

派員赴美受訓，以滿足空勤總隊換裝需求。 

(二)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1. 商用飛機維修業務 

積極爭取 B737-800、A320 等市場主力新機進廠維修，並與客戶

洽談簽訂長期維修合約，朝成為區域窄體客機維修中心目標邁進。 

2. 政府及軍用飛機維修業務 

配合政府部門換裝，除爭取維修商機外，並運用工業合作爭取附

件能量，以增加產能。 

新機籌建能量部分，洛馬公司已選擇本公司執行 P-3C 反潛機

PDM 廠級維修，目前配合飛機進度執行各項人員訓練。 

3. 改善棚廠設施及裝備 

除年度內已完成 2 號棚廠地坪整修外，積極規劃 1 號棚廠整建及

整修地面裝備，以提升維修能量。 

4. 因民機維修人員不足，除與學校、機關合作，提供實習機會，另

搭配公司自訓培育計劃(104 年第一梯次培訓學員 18 位，已於 2/9

日開訓，訓期半年)，爭取優秀人才參加專業維修。 

5. 配合地方政府爭取在地化經營拓展台南機場地面支援與停機線維

修工作。 

6. 爭取利用屏東軍用機場大聖營區執行第三方營運，活化機場使

用，增加維修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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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面  

為了達成整體營運目標，積極掌握整體營運與運作，採人才適性化的

專業分工、強化團隊合作，在管理工作，持續加強下列重點：     

1. 人才培育 

(1) 持續依計畫培訓儲備人才，以提升優質人力，增加修護能力。 

(2) 鼓勵與輔導員工取得證照，以提昇員工在民航證照之比例，提

升現有修護水準。 

2. 員工福利提升 

(1) 年節禮金調增，慰勞員工。 

(2) 提高飛機簽銷津貼及獎勵持有證照與訓練合格人員，以提升民

用機業務競爭力。 

3. 員工全面調薪 

辦理員工全面調薪，及提升基層起薪水準，落實照顧基層員工，

以網羅優秀人才，強化公司競爭力。  

4. 資源管理與提昇競爭力 

(1) 持續分析人力運用情形及控管閒置人力，以充分發揮人力運

用。 

(2) 鼓勵生產單位辦理人力交流與第二專長複訓，以配合工作產

能、調整人力互補與降低閒置產能之目標。 

(3) 配合工作需求以輪班、排班制機動調整人力，強化競爭力。 

5. 提昇品質，確保飛安 

依訂定之安全管理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與制度下要

求所屬落實管制執行，以期防微杜漸，主動發覺問題，提早解決，

達至全面品保與全面安全，提昇工作紀律與品質，確保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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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嚴格管控、降低營運成本 

(1) 利用內控及資訊系統嚴格控管預算，降低公司支出。 

(2) 降低營運成本，以確保公司利潤，達成既定目標。 

(3) 持續檢討降低庫存原物料。 

(4) 拓展商源及商情，以降低待料之時間及成本，並定期檢討各專

案採購未耗用之料件，以減少呆料發生。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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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表，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胡子仁、黃世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

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表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

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

一十九條之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核。 

 

此 致 

本公司 104 年股東常會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呂松裕 

獨立董事：蘇二郎 

獨立董事：顏進儒 

 

中   華   民   國  一○四  年  三  月  十九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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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財

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原

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核工作可

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及商業

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計準則相關規定、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依規定另行編製民國一○三年度及民國一○二年度之合

併財務報表，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此     致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證期局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1010045851號 

(95)金管證(六)第0950104133號 

 

                   

           胡子仁 

 

簽證會計師:    

 

       黃世杰 

 

 

中華民國  一○四  年  三  月  十九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

事。上開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

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附件三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Air Asia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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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四.1 $106,447 5.20 $274,610 14.65 2100   短期借款 四.7 $17,435 0.85 $- -

1140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二/四.2 326,109       15.93 231,290       12.34 2140   應付帳款 80,011       3.91 48,201       2.57

1160 　其他應收款 二/五 7,799         0.38 4,741         0.25 2160   應付所得稅 二/四.16 15,723       0.77    -            -       

120X 　存貨淨額 二/四.3 526,404       25.71 316,153       16.87 2170   應付費用 169,235      8.27 156,057      8.33

1260 　預付款項 19,952        0.97 23,115        1.23 2260   預收款項 73,167       3.57 3,130        0.17

1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流動 二/四.16 18,780        0.92 23,591        1.26 2270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四.8 -            -       48,000       2.56

1291 　受限制資產－流動 六 129,151       6.31 111,658       5.96 2280   其他流動負債 22,940       1.12 23,969       1.28

1298 　其他流動資產 251 0.01 781 0.04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378,511 18.49 279,357 14.91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1,134,893     55.43 985,939       52.60

長期負債

基金及投資 二 2420 　長期借款-已減除一年內到期部份 四.8 150,000      7.33 174,875      9.33

1421 　採權益法之長期股權投資 4,053         0.20 3,894         0.21

其他負債

固定資產 二/四.4/六 2810 　應計退休金負債 二/四.9 143,568      7.01 136,853      7.30

1501 　土地 255,076       12.46 255,076       13.61

1521   房屋及建築 630,563       30.80 622,794       33.23 2XXX 　　　負債總計 672,079 32.83 591,085 31.54

1531 　機器設備 483,415       23.62 453,125       24.18

1551 　運輸設備 54,328        2.65 52,108        2.78 股東權益

1561 　辦公設備 47,049        2.30 41,673        2.22 31XX 　股本 二/四.10

15XY 　取得成本合計 1,470,431     71.83 1,424,776     76.02 3110 　　普通股股本 1,058,296    51.70 1,058,296    56.46

15X9 　減：累計折舊 (711,445) (34.75) (661,569) (35.30) 32XX 　資本公積 二/四.11

1671 　加：未完工程 7,588         0.37 5,215         0.28 3211 　　普通股股票溢價 38,032       1.86 38,032       2.03

1672 　　　預付設備款 9,201         0.45 7,817         0.42 3240 　　處分資產增益 143,363      7.00    143,363      7.65    

33XX 　保留盈餘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775,775       37.90 776,239       41.42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四.12 72,997       3.56 69,665       3.72

3350 　　未分配盈餘 四.13/四.16 125,609      6.14 33,688       1.80

無形資產 34XX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1750 　電腦軟體成本 4,545         0.22 -             -        3420 　  累積換算調整數 二 (274) (0.01) (512) (0.03)

1781 　專門技術 二/四.5 8,599         0.42 12,151        0.65 3430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二 (63,063) (3.08) (59,348) (3.17)

1788 　其他無形資產 二/四.5 15,071        0.74     19,980        1.06     

3XXX 　　　股東權益總計 1,374,960 67.17 1,283,184 68.46

17XX 　　　無形資產合計 28,215        1.38 32,131        1.71

其他資產

1820 　存出保證金 24,455        1.20 23,954        1.28

1830 　遞延費用 二 2,752         0.13 8,580         0.46

1840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淨額 -             -        2,238         0.12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非流動 二/四.16 14,514        0.71 16,297        0.87

1887 　受限制資產－非流動 六 49,742        2.43 24,997        1.33

1888   其他資產 四.6 12,640        0.62 -             -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104,103       5.09 76,066        4.06

1XXX 資產總計 $2,047,039 100.00 $1,874,269 100.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2,047,039 100.00 $1,874,269 100.00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附註編號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資　產　負　債　表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代碼 資　　　　　　產 附註編號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碼 負　債　及　股　東　權　益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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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 金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 二/四.14 $1,729,354 100.00 $1,807,357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四.15 (1,396,349) (80.74) (1,585,504) (87.73)

5900 營業毛利 333,005 19.26 221,853 12.27

營業費用 四.15

6100 　推銷費用 (40,848) (2.36) (39,622) (2.19)

62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130,763) (7.56) (130,144) (7.20)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3,816) (1.38) (25,166) (1.39)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195,427) (11.30) (194,932) (10.78)

6900 營業淨利 137,578 7.96 26,921 1.49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110 　利息收入 2,564 0.14 3,357 0.19

7250 　壞帳轉回利益 -             -        14,132       0.78     

7480 　什項收入 19,799 1.15 1,047 0.07

7100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合計 22,363 1.29 18,536 1.04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利息費用 (4,070) (0.24) (5,032) (0.28)

7521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淨額 二 (79) -        (89) (0.01)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二 (118) -        (30) -        

7560 　兌換損失淨額 二 (1,994) (0.12) (134) (0.01)

7580 　財務費用 (2,688) (0.16) (3,263) (0.18)

7880 　什項支出 (6,726) (0.39) (599) (0.03)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15,675) (0.91) (9,147) (0.51)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144,266 8.34 36,310 2.01

8110 所得稅(費用) 二/四.16 (22,556) (1.30) (2,991) (0.17)

9600 本期淨利 $121,710 7.04 $33,319 1.84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二/四.17 $1.15 $0.31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損　益　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代碼 項目 附註編號
一○三年度 一○二年度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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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餘額 $1,058,296 $181,395 $59,645 $105,635 $(614) $(75,673) $1,328,684

民國一○一年度盈餘分配：

提列法定公積 -              -            10,020 (10,020) -             -               -            

發放現金股利 -              -            -            (95,246) -             -               (95,246)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              -            -            -             -             16,325 16,325

民國一○二年度淨利 -              -            -            33,319 -             -               33,319

長期股權投資匯率換算調整數 -              -            -            -             102 -               102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1,058,296 181,395 69,665 33,688 (512) (59,348) 1,283,184

民國一○二年度盈餘分配：

提列法定公積 -              -            3,332 (3,332) -             -               -            

發放現金股利 -              -            -            (26,457) -             -               (26,457)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              -            -            -             -             (3,715) (3,715)

民國一○三年度淨利 -              -            -            121,710 -             -               121,710

長期股權投資匯率換算調整數 -              -            -            -             238 -               238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1,058,296 $181,395 $72,997 $125,609 $(274) $(63,063) $1,374,960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項　　　　　　　　　　目 股　　本 資本公積
保　　留　　盈　　餘

合　　　計累積換算調整數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損失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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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項　　　　　　　　　　　　目 一○三年度 一○二年度 項　　　　　　　　　　　　目 一○三年度 一○二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淨利 $121,710 $33,319 　短期借款增加 17,435           -                

　調整項目： 　長期借款(減少) (74,000) (128,000)

　　折舊費用 56,098 53,690 　發放現金股利 (26,457) (95,246)

　　各項攤提 14,597 10,525

　　呆帳費用(轉列收入)提列數 7,043 (14,132)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3,022) (223,246)

　　存貨跌價及呆滯(回升利益) (22,620) (12,005)

　　採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失 79 8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數 (168,163) (52,830)

　　處分固定資產淨損失 118 30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74,610 327,440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增加)減少 (102,644) 70,197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3,058) 6,179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06,447 $274,610

　　存貨淨額(增加)減少 (187,631) 95,543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3,163 (10,179)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減少 6,594 2,518 　(一)本期支付利息 $3,931 $5,090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530 (620) 　　　減：資本化利息 -                -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淨額減少 3,020 25,873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31,810 (66,160) 　　　不含資本化利息之本期支付利息 $3,931 $5,090

　　應付所得稅增加(減少) 15,723 (8,299)
　　應付費用增加 13,178 67,109 　(二)本期支付所得稅 $239 $9,662

　　預收款項增加(減少) 70,037 (1,125)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394 (5,584)

　　應計退休金負債增加(減少) 3,000 (11,669)   (三)僅有部份現金收付之投資活動

      本期固定資產增加數 $55,752 $38,834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1,141 235,299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6,415 13,417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4,992) (6,415)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受限制資產(增加)減少 (42,238) 14,588       本期現金支付數 $57,175 $45,836

　購置固定資產 (57,175) (45,836)

　無形資產－電腦軟體(增加) (4,706) -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無形資產－專門技術(增加) (3,005) (2,465) 　(一)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轉列流動負債 -                $48,000

　無形資產－其他無形資產(增加) (125) (19,980)

　存出保證金(增加) (501) (5,220) 　(二)累積換算調整數本期增加數 $238 $102

　遞延費用減少(增加) 4,108 (5,970)

  其他資產(增加) (12,640)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6,282) (64,883)

(請參閱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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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致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證期局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金管證審字第 1010045851 號 

(95)金管證(六)第 0950104133 號 

 

 

胡子仁 

簽證會計師  

黃世杰 

 

 

 

中華民國  一○四  年  三  月  十九  日 

會計師查核報告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

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合併損益表、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

表，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計師之

責任則為根據查核結果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

核工作，以合理確信財務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查核工作包括以抽查方式獲取合

併財務報表所列金額及所揭露事項之查核證據、評估管理階層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

計原則及所作之重大會計估計，暨評估合併財務報表整體之表達。本會計師相信此項查

核工作可對所表示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第一段所述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合併經營成果與合併現金流量。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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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編號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流動資產 流動負債

1100 　現金及約當現金 二/四.1 $110,538 5.40 $278,539 14.86 2100   短期借款 四.7 $17,435 0.85 $- -      

1140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 二/四.2 326,109 15.93   231,290 12.34  2140 　應付帳款 80,011      3.91 48,201      2.57

1160 　其他應收款 二/五 7,799 0.38    4,741 0.25   2160   應付所得稅 二/四.16 15,723      0.77 -           0.00

120X 　存貨淨額 二/四.3 526,404 25.72 316,153 16.87 2170 　應付費用 169,273 8.27 156,092 8.33

1260 　預付款項 19,952 0.97 23,115 1.23 2260 　預收款項 73,167 3.57 3,130 0.17

1286 　遞延所得稅資產－流動 二/四.16 18,780 0.92 23,591 1.26 2270 　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 四.8 -           -      48,000 2.56

1291 　受限制資產－流動 六 129,151 6.31    111,658 5.96   2280 　其他流動負債 22,940 1.12 23,969 1.28

1298 　其他流動資產 251 0.01    781 0.04   

21XX 　　　流動負債合計 378,549 18.49 279,392 14.91

11XX 　　　流動資產合計 1,138,984 55.64 989,868 52.81

24XX 長期負債

基金及投資 二 2420 　長期借款－已減除一年內到期部分 四.8 150,000 7.33 174,875 9.33

1421 　採權益法評價之長期股權投資 -           -       -           -      

其他負債

固定資產 二/四.4/六 2810 　應計退休金負債 二/四.9 143,568 7.01 136,853 7.30

1501 　土地 255,076 12.46 255,076 13.61

1521 　房屋及建築 630,563 30.80 622,794 33.23 2XXX 　　　負債總計 672,117 32.83 591,120 31.54

1531 　機器設備 483,415 23.62 453,125 24.18

1551 　運輸設備 54,328 2.65 52,108 2.78 股東權益

1561 　辦公設備 47,420 2.32 42,022 2.24 31XX 　股本 二/四.10

15XY 　取得成本合計 1,470,802 71.85 1,425,125 76.04 3110 　　普通股股本 1,058,296 51.70 1,058,296 56.46

15X9 　減：累計折舊 (711,816) (34.77) (661,918) (35.32) 32XX 　資本公積 二/四.11

1671 　未完工程 7,588 0.37 5,215 0.28 3211 　　普通股股票溢價 38,032 1.86 38,032 2.03

1672 　預付設備款 9,201 0.45 7,817 0.42 3240     處分資產增益 143,363 7.00 143,363 7.65

33XX 　保留盈餘

15XX 　　　固定資產淨額 775,775 37.90 776,239 41.42 3310 　　法定盈餘公積 四.12 72,997      3.56   69,665      3.72   

3350 　　未分配盈餘 四.13/四.16 125,609 6.14   33,688 1.80   

無形資產 34XX 　股東權益其他項目

1750   電腦軟體成本 4,545 0.22 -           -      3420     累積換算調整數 二 (274) (0.01) (512) (0.03)

1781   專門技術 二/四.5 8,599       0.42 12,151      0.65 3430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二 (63,063) (3.08) (59,348) (3.17)

1788   其他無形資產 二/四.5 15,071 0.74 19,980 1.06

3XXX 　　　股東權益總計 1,374,960 67.17 1,283,184 68.46

17XX      無形資產合計 28,215 1.38 32,131 1.71

其他資產

1820 　存出保證金 24,455 1.19 23,954 1.28

1830 　遞延費用 二 2,752 0.13 8,580 0.46

1840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淨額 -           -       2,238 0.12

1860   遞延所得稅資產-非流動 二/四.16 14,514      0.71 16,297      0.87

1887   受限制資產-非流動 六 49,742      2.43 24,997      1.33

1888   其他資產 四.6 12,640      0.62 -           -      

18XX 　　　其他資產合計 104,103 5.08 76,066 4.06

1XXX 資　產　總　計 $2,047,077 100.00 $1,874,304 100.00 負債及股東權益總計 $2,047,077 100.00 $1,874,304 100.00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資產負債表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及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負債及股東權益代碼代碼 附註編號資產資產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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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 金額 ％

4100 營業收入淨額 二/四.14 $1,729,354 100.00 $1,807,357 100.00

5000 營業成本 四.15 (1,396,349) (80.74) (1,585,504) (87.72)

5900 營業毛利 333,005 19.26 221,853 12.28

營業費用 四.15

6100 　推銷費用 (40,848) (2.36) (39,622) (2.19)

6200 　管理及總務費用 (130,817) (7.57) (130,209) (7.21)

6300 　研究發展費用 (23,816) (1.38) (25,166) (1.39)

6000 營業費用合計 (195,481) (11.31) (194,997) (10.79)

6900 營業淨利 137,524 7.95 26,856 1.49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

7110 　利息收入 2,564 0.15 3,357 0.19

7250 　壞帳轉回利益 -            -       14,132 0.78

7480 　什項收入 19,799 1.14 1,047 0.06

7100 　　營業外收入及利益合計 22,363 1.29 18,536 1.03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

7510 　利息費用 (4,070) (0.23) (5,032) (0.28)

7530 　處分固定資產損失 二 (118) (0.01) (30) -       

7560   兌換損失淨額 二 (1,994) (0.11) (134) (0.01)

7580 　財務費用 (2,688) (0.16) (3,263) (0.18)

7880   什項支出 (6,751) (0.39) (623) (0.03)

7500 　　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合計 (15,621) (0.90) (9,082) (0.50)

7900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144,266 8.34 36,310 2.02

8110 所得稅(費用) 二/四.16 (22,556) (1.30) (2,991) (0.17)

9600 合併總淨利 $121,710 7.04 $33,319 1.85

歸屬予：

9601 母公司股東 $121,710 7.04 $33,319 1.84

9602 少數股權 -            -       -           -       

9600 合併總淨利 $121,710 7.04 $33,319 1.84

9750 基本每股盈餘(元) 二/四.17 $1.15 $0.31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一○三年度 一○二年度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　併　損　益　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每股盈餘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代碼 項             目 附註編號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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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盈餘公積 未分配盈餘

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餘額 $1,058,296 $181,395 $59,645 $105,635 $(614) $(75,673) $1,328,684

民國一○二年度盈餘分配：

提列法定公積 -             -             10,020 (10,020) -             -              -             

發放現金股利 -             -             -             (95,246) -             -              (95,246)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             -             -             -             -             16,325 16,325        

民國一○二年度淨利 -             -             -             33,319 -             -              33,319        

長期股權投資匯率換算調整數 -             -             -             -             102 -              102           

民國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1,058,296 181,395 69,665 33,688 (512) (59,348) 1,283,184

民國一○二年度盈餘分配：

提列法定公積 -             -             3,332 (3,332) -             -              -             

發放現金股利 -             -             -             (26,457) -             -              (26,457)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本之淨損失 -             -             -             -             -             (3,715) (3,715)

民國一○三年度淨利 -             -             -             121,710 -             -              121,710

長期股權投資匯率換算調整數 -             -             -             -             238 -              238

民國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餘額 $1,058,296 $181,395 $72,997 $125,609 $(274) $(63,063) $1,374,960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資本公積
保　　留　　盈　　餘

累積換算調整數
未認列為退休金成

本之淨損失
合　　　計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項　　　　　　　　　　目 股　　本

附件三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Air Asia Co., Ltd 

 

~ 18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現金流量表

民國一○三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及民國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仟元為單位)

項　　　　　　　　　　　　目 一○三年度 一○二年度 項　　　　　　　　　　　　目 一○三年度 一○二年度
營業活動之現金流量：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合併淨利 $121,710 $33,319 　短期借款增加 17,435           -                
　調整項目： 　長期借款(減少) (74,000) (128,000)
　　折舊費用 56,098 53,704   發放現金股利 (26,457) (95,246)
　　各項攤提 14,597 10,525
　　呆帳費用(轉列收入)提列數 7,043 (14,132)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83,022) (223,246)
　　存貨跌價及呆滯(回升利益) (22,620) (12,005)
　　處分固定資產淨損失 118 30 匯率影響數 238 102
　　應收票據及帳款淨額(增加)減少 (102,644) 70,197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3,058) 6,179 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減少)增加數 (168,001) (52,803)
　　存貨淨額(增加)減少 (187,631) 95,543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278,539 331,342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3,163 (10,179)
　　遞延所得稅資產淨額減少 6,594 2,518 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 $110,538 $278,539

　　其他流動資產減少(增加) 530 (620)
    長期應收票據及款項淨額減少 3,020 25,873 現金流量資訊之補充揭露：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31,810 (66,160) 　(一)本期支付利息 $3,931 $5,090
　　應付所得稅增加(減少) 15,723 (8,299) 　　　減：資本化利息 -                -                
　　應付費用增加 13,182 67,109
　　預收貨款增加(減少) 70,037 (1,125) 　　　不含資本化利息之本期支付利息 $3,931 $5,090

　　其他流動負債增加(減少) 394 (5,584)
    應計退休金負債增加(減少) 3,000 (11,669) 　(二)本期支付所得稅 $239 $9,662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31,066 235,224   (三)僅有部份現金收付之投資活動
      本期固定資產增加數 $55,752 $38,834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加：期初應付設備款 6,415 13,417
　受限制資產(增加)減少 (42,238) 14,588       減：期末應付設備款 (4,992) (6,415)
　購置固定資產 (57,175) (45,836)
  無形資產-電腦軟體(增加) (4,706)       本期現金支付數 $57,175 $45,836

  無形資產-專門技術(增加) (3,005) (2,465)
  無形資產-其他無形資產(增加) (125) (19,980) 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
　存出保證金(增加) (501) (5,220) 　(一)一年內到期之長期借款轉列流動負債 -                $48,000

　遞延費用減少(增加) 4,108 (5,970)
  其他資產(增加) (12,640) -                　(二)累積換算調整數本期增加數 $238 $10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 (116,282) (64,883)

(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董事長：常四偉　　　　　　　　　　　　　　　　　　經理人：張漢卿　　　　　　　　　　　　　　　　　　　　會計主管：劉志勇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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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元

小計 合計

3,898,865

121,710,024

(12,171,002)

113,437,887

(105,829,556)

(105,829,556)

7,608,331

1.

2.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分配項目小計

可分配盈餘

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

利分配總額。

項   目

期初未分配盈餘

103年度稅後淨利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103年度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

(每股配發1元)

配發員工紅利2,190,781，以現金方式發放。

金額

期末未分配盈餘

附註：

1.配發員工紅利2,190,781元。

2.董監事酬勞0元。

3.本次盈餘分配先分配103年度之稅後淨利。

其他補充說明：

附件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