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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〇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 會 時 間 ：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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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及電子方式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共計 106,362,37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22,208,000 股之 87.03%。 

列 席 ： 獨立董事柯仁偉、董事陳進明、董事鄭素華、董事廖輝星、

董事盧俊偉、董事張建一、董事謝和成、安永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會計師胡子仁及財務副總經理高金蘭 

主 席 ： 盧天麟董事長               紀錄：黃俊憲 

宣 布 開 會 ： 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主 席 致 詞 ： (略) 

一、報告事項 ：  

  (一)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敬請  洽悉。 

(二) 106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敬請  

洽悉。 

(三) 106 年度員工酬勞分配情形報告，詳議事手冊，敬請   

洽悉。 

(四) 訂定「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請參閱附件四，敬請       

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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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  

案 由 一 ：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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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安永聯

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素雯及楊智惠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併同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經審計委員會審查竣事，出具

審查報告在案。 

(二) 106 年度營業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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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贊成權數：106,274,115、反對權數：63,000、棄權權數：

25,255，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案 由 二 ： 106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本公司 106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23,393,303 元，依

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2,339,330 元，加計期初未分配盈

餘 4,641,752 元及扣除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7,069,271 元後，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 108,626,454 元。 

(二) 「106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五。 

(三) 現金股利分派案俟本次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

訂配息基準日及發放日等相關事宜。 

(四) 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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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

權處理。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273,115、反對權數：64,000、棄權權數：

25,255，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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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事項 ：  

案 由 一 ： 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

中提撥新台幣 48,883,200 元，按發放基準日股東名簿記

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每股配發現金 0.4 元。 

(二) 資本公積現金分派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

條件捨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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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符合資本公積發放

現金總額。 

(三)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股東配發現金比率因此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

事長全權處理。 

(四)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及

發放日等相關事宜。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274,115、反對權數：63,002、棄權權數：

25,253，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案 由 二 ： 修訂「公司章程」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因應未來可能之業務需求，增加公司營業範圍項目。本

次新增「G501020 民用航空總代理業」、「G799990 其他

運輸輔助業」、「F112060 航空站、商港或工業專用港加

油業」。 

(二)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274,115、反對權數：63,000、棄權權數：

25,255，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案 由 三 ： 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內控審查及本公司會計

師建議，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訂定避險性

交易額度範圍及損失上限，及規範屬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用之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在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下



 

Company Limited  

~ 4 ~ 

者，與核決權限表一致。 

(二) 為配合實務運作，擬修訂本程序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一目，調整本公司從事避險性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核決權

限。 

(三)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

參閱附件七。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274,115、反對權數：63,000、棄權權數：

25,255，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案 由 四 ： 修訂「董事選任程序」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等規定修正。 

(二) 「董事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273,115、反對權數：64,000、棄權權數：

25,255，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案 由 五 ： 修訂「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治理實務守則」等規定修正。 

(二)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九。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274,115、反對權數：63,000、棄權權數：

25,255，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92%，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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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事項 ：  

案 由 ： 改選董事及獨立董事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本公司第七屆董事任期將於 107 年 12 月 23 日屆滿，擬

配合 107 年股東常會進行第八屆董事改選。 

(二) 依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14 條規定，應選出董事 11 人(含

獨立董事 3 人)；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任期 3 年

(自 107 年 6 月 11 日至 110 年 6 月 10 日止)。原任董事

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

公司 107 年 4 月 27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料請參

閱附件十及附件十一。 

(三) 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選任程序」為之。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 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或身份證

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31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盧天麟 122,077,334 

31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張建一 103,095,907 

31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進明 103,081,907 

31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謝和成 103,346,645 

31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施冠宇 103,081,157 

141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鄭素華 100,896,782 

141 台灣糖業(股)公司 代表人：廖輝星 100,828,723 

L12217**** 盧俊偉 103,077,656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戶號或身份證

明文件編號 
戶名或姓名 得票權數 

B12205**** 柯仁偉 103,076,281 

F12684**** 鄭智陽 103,076,281 

F12612**** 黃勢璋 103,19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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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議案 ：  

案 由 ：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案。    (董事會提) 

說    明 ：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

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

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為配合本公司新任董事之選任，擬提案呈請股東常會同

意解除新選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行為之限制。 

(三) 敬請  討論。 

新任董事競業明細如下： 

職稱 董事姓名 兼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盧天麟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董事 

Air Asia Company Ltd.(USA) Director, 
President 

董事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陳進明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董事 

董事 
台翔航太工業(股)公司

代表人：張建一 
亞太新興產業創業投資(股)有限公司董事 

獨立董事 柯仁偉 宗盛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決 議 ： 贊成權數：106,094,422、反對權數：216,002、棄權權數：

51,946，贊成權數占股東出席表決權 106,362,370 權之

99.75%，本案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 ： 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   會 ： 同日上午十一時一十六分，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

通過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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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附件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 106 年度營業結果 

(一)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收入為 2,417,744 仟元，稅後淨利為 123,393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1.14 元。 

(二) 預算執行情形 

106 年度營業收入 2,417,744 仟元，較預算數 2,461,808 仟元減少

44,064 仟元；稅前淨利為 148,026 仟元，較預算數 236,982 仟元減

少 88,956 仟元；預算達成率各為 98%及 62%。 

(三)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 106 年度稅後淨利為 123,393 仟元，主要因二指部專案主合

約商移轉至本公司而延後交修期程，且本公司致力於取得 EASA 認

證、改善棚廠設施及上市作業，致淨利之達成未如預期，營業收支

及獲利能力情形如下： 

1. 106 年度營業收入 2,417,744 仟元，較 105 年度 2,733,461 仟元

減少 315,717 仟元。 

2. 106年度稅後淨利為 123,393仟元較 105年度 195,588仟元減少

72,195 仟元，稅後每股盈餘為 1.14 元。 

(四)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 106 年研發支出為 24,231 仟元，重大研究發展成果如下： 

1. 完成 UH-60 救生吊掛測試台研發案與系統模擬測試，情況良好，

於 107 年正式承接空中勤務總隊 6 sets 救生吊掛維修測試業務，

後續亦新增 2 sets，待拆檢維護測試。 

2. 3D 雷射金屬積層製造航太產品研發案。 

(1) 完成高難度研試航太消失性商源不銹鋼 17-4 PH Diffuser(擴

散器)研試製，由本公司完成現有 CAD 系統逆向工程 3D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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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建模與 3D 雷射金屬積層製造 CAM 介面成功測試，

製程規劃、製造可行性評估、雷射金屬積層製造設備適當選用

與後處理規劃，與中科院飛彈火箭研究所航太積層製造應用技

術研發結盟研試製完成。 

(2) 完成不銹鋼 17-4 PH Diffuser(擴散器)研試製品，光學晶粒組

織檢驗、Coupon 試片硬度與機械強度拉力等試驗，材料性質

強度皆大於等於原設計需求，取得中科院航太積層製造簽署檢

測合格品，可裝於軍機上，則可緩解部分軍機 17-4 PH 不銹

鋼結構件等消失性商源產品疑慮。 

(3) 完成蒐集雷射金屬積層製造航太產品民航主管機關 FAA/CAA

認證流程與研討，結合中科院航太積層製造應用技術研發聯盟

朝航太產品 OEM 大廠航太認證與授權。 

 

二、 107 年度營運計畫概要 

(一) 業務面 

1. 商用機維修業務 

民機事業部係以波音 B737 及空客 A320 系列單走道窄體客機為

主要服務對象之專業維修廠，本著「維持既有客戶」、「開發新

客群」策略訂定短、中、長期計畫拓展能量，爭取新客戶及機隊

進廠。 

近年來本事業部運用專業之獨立性、具有競爭力之維修周期、客

製化服務與優勢管理等，配合政府『南向』政策，落實各項業務

發展規劃，目前在既有客戶部分，已有日本 Japan Transocean 

Airlines、Peach Aviation、韓國 T’way、Eastar Jet、Jeju Air、

Aurora 持續安排波音 B737-400/-800、空客 A320 及龐巴迪

Dash-8 等飛機進廠(約 45 架次)，洽商及安排進廠期程者計包含

Philippine Air Force TC-690、印尼 Sriwijaya Airlines、關島 Asia 

Pacific Airlines 等；在新客戶部分，已提供報價在持續爭取中，

包含越南 VietJet Air、菲律賓 Pan Pacific Air 空客 A320 機隊，

泰國 AeroThai 空中國王 King Air 航電 Avionics 提構改等，廉價

航空包含日本 AirAsia Japan、韓國 Air Incheon 亦分別安排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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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與接洽中，希望在日益競爭的航太維修市場擴張版圖，服務

更多客戶。 

2. 政府暨軍用機維修業務 

確實依合約執行「空軍第二後勤指揮部軍工廠委託民間經營案」

及「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修護補給隊委託民間經營案」各型飛

機、附件維修業務，以飛安第一為原則，如期如質完成軍方委託

工作、確保年度計修達成，滿足客戶需求、支援部隊急缺，遂行

戰、演、訓任務。 

充份運用二指部 GOCO 案軍方移轉資產，執行第三方營運工作，

以增加整體營收並創造 GOCO 案營運成效。 

積極爭取「空軍松山基地指揮部修護補給隊委託民間經營案」於

新約將停機線(O/L)維修工作納入工作範圍，以擴大服務範圍及契

約總價，並使 O、I、D/L 結合，事權統一。 

3. 直昇機維修業務 

以現有陸軍 AH-1W、OH-58D、TH-67 及 CH-47SD 直昇機策略

性商維案為基礎，積極拓展泰國、菲律賓、希臘及韓國等軍用或

政府直昇機及附件檢修；另配合國家政策，協助友邦 UH-1H 直

昇機維修工作。此外與美商 Breeze-Eastern 公司洽談吊掛維修

與代理工作，成為亞洲地區(不含日本及印度)維修中心，以拓展

業務範圍。 

(二) 未來發展策略 

1. 商用飛機維修業務 

短期內搭配日漸成長的航空運輸，爭取以未建能量之廉價航空以

價換量、降低閒置成本，中期向周邊國家地區航空運輸業者擴

張，價量並進提增產值效率，長期搭配 EASA 認證取得、新機維

修能量(如 DASH-8、ATR-72)建置等與國際飛機租賃業者合作爭

取簽訂長期合約，朝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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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台灣地區五金扣件電鍍中心：台中附件電鍍工場計有 25 座

電鍍槽，可執行鍍鉻、鍍鎘、陽極化處理等作業，為能擴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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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設備與人力，已由本公司向空軍提出排氣改善工程，以確保

員工安全，並接續辦理 ISO 9001 與 AS 9110 認證，透過行銷推

廣，爭取電鍍代工，擴大產能。 

爭取將查核機購案納入松案：將持續遊說軍方於松案 111 年重開

新約時將查核機系統納入工作範圍，可有效「建立進入門檻」，

避免競爭對手參標影響價格。 

爭取工合發展能量：F-16 與 P-3C 型機工合項目計 8 項，俟完成

能量籌建及認證後，除可納入二指部 GOCO 案移轉能量清冊承

接空軍工作委託外亦爭取納入第三方營運執行。 

3. 爭取東南亞各國維修業務 

配合新南向政策，105 年已取得泰國 PT-6T 發動機維修，將持續

爭取其他直昇機及發動機購案，並積極接洽泰國、印尼、菲律賓

及孟加拉等國飛機及零附維修業務。 

4. 改善棚廠設施及裝備 

已增購 A320 及 Dash-8 特種工具裝備，提昇維修能量，並規劃

棚廠結構補強以維護維修安全。 

5. 配合地方政府爭取在地化經營，以拓展台南機場地面支援與停機

線維修工作，除持續執行台南機場民航機加油業務外，自 105 年

2 月起開始承接華航 B737-800 停機線維修業務，並於 105 年 7

月開始承接越捷航空公司 A320 加油業務，將於 107 年爭取越捷

航空公司 A320 停機線維修業務。 

6. 充分利用國有民營之大聖營區執行第三方營運，活化機場使用，

增加維修產能，現已獲得美國、菲律賓、印尼、開曼、南韓、越

南及百慕達等國民航局認證，可執行該國飛機維修業務，未來將

搭配各國民航局換證時程，辦理大聖營區維修廠認證作業。 

(三) 管理面 

為達成整體營運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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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精進 

(1) 持續人力精簡與強化人員汰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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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訂具客觀公正性之人員進用辦法，公開人員進用招募管道及

甄選過程。 

(3) 設置飛機簽銷津貼及獎勵持有證照與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以

提升民用機業務競爭力。 

2. 人才培育 

(1) 透過與大專院校建教合作方式培訓技術人力儲備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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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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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認證爭取與品質提昇 

(1) 爭取獲得 EASA 及 AS9110 品質管理系統認證通過，並維持

各國民航局所授予之維修證書及能量，有效拓展市場。 

(2) 以安全管理系統(Safety Management System)與修護規範落

實全面安全與全面品保，有效提昇品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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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度營業報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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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素雯、楊智惠會計師查核完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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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一○七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黃英忠 

 

 

 

 

 

中  華  民  國  一 ○ 七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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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

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查核意見之基礎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上開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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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亞洲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

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

度個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

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收入認列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航空器維修服務及機隊整機商維管理契約，係採用完工

百分比法認列收入，依契約約定按實際材料投入或實際人工投入計算完工程度並認列收

入。因完工百分比之計算過程複雜且估計總成本涉及管理階層之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

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收入認列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

行之有效性；選取樣本執行交易詳細測試，包括複核所簽訂契約之收入認列要件、比較

實際成本與預計成本之差異以驗證預估總成本之合理性、抽核領料及刷工紀錄以確認實

際投入成本之正確性、驗算收入認列金額之正確性。本會計師亦考量財務報表附註四、

五及六中有關收入認列揭露之適當性。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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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呆滯損失之評價 

 

截至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料存貨淨額為 159,804

仟元，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由於公司備料之存貨隨相關機種之汰除，恐有呆滯風險，

管理階層需評估因存貨呆滯而需提列呆滯損失之適足性。因評估是否為呆滯存貨及提列

呆滯損失之金額涉及管理階層之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呆滯存貨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

行之有效性；測試存貨呆滯損失評估之依據及提列比率之合理性；測試存貨呆滯明細及

存貨庫齡計算之正確性。本會計師亦考量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六中有關存貨呆滯揭露

之適當性。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

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

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

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亞

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

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

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

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

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理預期將影

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

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

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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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

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理

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

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

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

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亞洲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

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

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

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

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

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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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六年

度個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

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

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永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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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2854 號 

(92)台財證(六)第 100592 號 

 

 

林素雯  

簽證會計師: 

楊智惠 

 

 

中華民國 一○七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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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合併現

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

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上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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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

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五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

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

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亞洲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

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收入認列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部分航空器維修服務及機隊整機商維管理契

約，係採用完工百分比法認列收入，依契約約定按實際材料投入或實際人工投入計算

完工程度並認列收入。因完工百分比之計算過程複雜且估計總成本涉及管理階層之重

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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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收入認列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

行之有效性；選取樣本執行交易詳細測試，包括複核所簽訂契約之收入認列要件、比

較實際成本與預計成本之差異以驗證預估總成本之合理性、抽核領料及刷工紀錄以確

認實際投入成本之正確性、驗算收入認列金額之正確性。本會計師亦考量財務報表附

註四、五及六中有關收入認列揭露之適當性。 

 

存貨呆滯損失之評價 

 

截至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原料存貨淨

額為 159,804 仟元，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由於公司備料之存貨隨相關機種之汰除，

恐有呆滯風險，管理階層需評估因存貨呆滯而需提列呆滯損失之適足性。因評估是否

為呆滯存貨及提列呆滯損失之金額涉及管理階層之重大判斷，因此本會計師決定為關

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並測試呆滯存貨有關內部控制設計及執

行之有效性；測試存貨呆滯損失評估之依據及提列比率之合理性；測試存貨呆滯明細

及存貨庫齡計算之正確性。本會計師亦考量財務報表附註四、五及六中有關存貨呆滯

揭露之適當性。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

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

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

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

階層意圖清算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

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理單位（含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負有監

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

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

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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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理預期

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

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

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

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

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

序，惟其目的非對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

意見。 

 

3. 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

理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

使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

件或情況是否存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

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

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

導致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

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

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

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

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

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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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一○六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

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

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

益。 

 

其他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六年及一○五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 永 聯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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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2854 號 

(92)台財證(六)第 100592 號 

 

林素雯  

簽證會計師: 

楊智惠 

 

中華民國 一○七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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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

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

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理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七、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第十二條 

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

討論： 

一、 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務

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者，不在

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訂

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

度，及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性之考核。 

四、 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

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

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

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理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

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

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因
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
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得
提下次董事會追認。 

八、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

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

定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

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

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董事會議事辦

法」之修正，修正

本條內容： 

一、 於第一項第三

款文字修正。 

二、 新增第一項第

七款新增，原

第七款內容移

至第八款並酌

作文字修正。 

三、 新增第二項、

第三項。原第

二項移至第四

項並酌作文字

調整。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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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

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

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

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

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理

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

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

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

會議事錄。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非關

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筆捐贈

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同一對

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

以上，或達最近年度經會計師

簽證之財務報告營業收入淨

額百分之一或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五以上者。（外國公司股

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

臺幣十元者，本項有關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五之金額，以股東

權益百分之二點五計算之。）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追

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決議

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獨立董事應有至少一席獨立

董事親自出席董事會；對於第

一項應提董事會決議事項，應

有全體獨立董事出席董事

會，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

席，應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理

出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

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理由外，應事先

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於董事

會議事錄。 

 

第十九條 生效 

本議事規範自亞航公司董事

會通過後施行。本規範訂定於

民國 95 年 12 月 22 日，第一

次修正於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第十九條 生效 

本議事規範自亞航公司董事

會通過後施行。本規範訂定於

民國 95 年 12 月 22 日，第一

次修正於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6 月

增列修訂日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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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15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第四次修正於民

國 102 年 3 月 29 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 106 年 8 月 29 日。 

15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11 月 8 日。第四次修正於民

國 102 年 3 月 29 日。第五次

修正於民國 106 年 8 月 29 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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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民國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4,641,752  

106 年度稅後淨利 123,393,303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2,339,330)  

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7,069,271)  

截至 106 年底可分配盈餘  108,626,454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0.85 元) (103,876,800)  

分配項目小計  (103,876,8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4,749,654 

補充說明：本次盈餘分配數額以 106 年度盈餘為優先。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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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

造業 

I101100 航空顧問業 

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

售業 

F1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批

發業 

JE01010 租賃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第二條： 

本公司營業範圍如下： 

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

造業 

I101100 航空顧問業 

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

售業 

F1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批

發業 

JE01010 租賃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

務。 

G501020 民用航空總代理業 

G799990 其他運輸輔助業 

F112060 航空站、商港或工業

專用港加油業 

因應未來可能之業

務需求，增加公司

營業範圍項目。 

第二十六條： 

（前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第二十六條： 

（前略）第三十四次修正於民

國一○六年九月二十五日，第

三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十一日。 

增列修訂日期及次

數。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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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五條第二項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其屬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用之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在

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下者，呈報總

經理核定後辦理；金額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未逾伍仟萬元者，由

主辦單位或組成專案小組評估審

議，呈報董事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後辦理；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

以上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其屬取得或處分非供營

業用之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第五條第二項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

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鄰近不動產實際交易價格等，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其屬取得或處分供營業

用之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在

新台幣壹仟萬元以下者，依核決

權限表規範辦理；金額超過新台

幣壹仟萬元未逾伍仟萬元者，由

主辦單位或組成專案小組評估審

議，呈報董事長或其授權人核定

後辦理；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

以上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其屬取得或處分非供營

業用之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者，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 

屬取得或處

分供營業用

之不動產或

其他固定資

產，在新台幣

壹仟萬元以

下者，與核決

權限表規範

一致。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i. 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

易之策略擬定。 

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

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

行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

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

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目 

i. 交易人員 

A.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

易之策略擬定。 

B.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

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

行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

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

據。 

C.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

為配合實務

運作，修訂本

公司從事避

險性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

核決權限。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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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略執行交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

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

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總

經理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

之依據。 

ii. 會計人員 

A.執行交易確認。 

B.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

限與既定之策略進行。 

C.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

核至總經理。 

D.會計帳務處理。 

E.依據相關主管機關規定進

行申報及公告。 

iii. 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iv. 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 

權人 

每 筆 交 易

權限 

淨 累 積 部

位 交 易 權

限 

財會 

主管 

未 達 美 金

五十萬元 

美 金 壹 佰

五 十 萬 元

以下 

總經理 

美 金 五 十
萬元以上~

貳 佰 萬 元

以下 

美 金 五 佰
萬元以下 

董事長 
超 過 美 金

貳佰萬元 

美 金 壹 仟

萬元以下 

 
B.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後方可進行之。 

略執行交易。 

D.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

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

策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

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總

經理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

之依據。 

ii. 會計人員 

A.執行交易確認。 

B.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

限與既定之策略進行。 

C.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

核至總經理。 

D.會計帳務處理。 

E.依據相關主管機關規定進

行申報及公告。 

iii. 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iv. 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A.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核決 

權人 

每 筆 交 易

權限 

淨 累 積 部

位 交 易 權

限 

財會 

主管 

未達美金

壹佰萬元 

美 金 壹 佰

五 十 萬 元

以下 

總經理 

美金壹佰
萬元以上~

陸佰萬元

以下 

美 金 壹 佰
五 十 萬 元
以上~美金
壹 仟 萬 元
以下 

董事會 
超過美金

陸佰萬元 

超 過 美 金

壹仟萬元 

B.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應經審

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後方可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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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 

i. 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

位，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

性交易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整

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限，如

超出三分之二應呈報總經理

核准之。 

第九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 

i. 契約總額 

A.避險性交易額度 

於本程序所訂之避險性交易
之核決權限範圍內，財務部

門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

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易

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整體淨部

位三分之二為限，如超出三

分之二應呈報總經理核准

之，但以不超過百分之百為
限。 

依證交所內

控審查及會

計師建議，訂

定避險性交

易額度範圍

及損失上限。 

B.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

測，財務部門得依需要擬定

策略，提報總經理、董事長

核准後方可進行之。本公司

特定用途之交易全公司淨累

積部位之契約總額以美金壹

仟萬元為限，超過上述之金

額，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依照政策性之

指示始可為之。 

 
ii. 損失上限之訂定 

A.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

避風險，故無損失上限設定
之必要。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

約，部位建立後，應設停損

點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易契約

金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如

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時，需即刻呈報總經

理，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

必要之因應措施。 

B.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

測，財務部門得依需要擬定

策略，提報總經理、董事長

核准後方可進行之。本公司

特定用途之交易全公司淨累

積部位之契約總額以美金壹

仟萬元為限，超過上述之金

額，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

董事會決議，依照政策性之

指示始可為之。 

 
ii. 損失上限之訂定 

A.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

避風險，契約損失上限不得
逾契約金額之百分之二
十，適用於個別與全部契
約。 

B.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

約，部位建立後，應設停損

點以防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易契約

金額之百分之十為上限，如

損失金額超過交易金額百

分之十時，需即刻呈報總經

理，並向董事會報告，商議

必要之因應措施。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Air Asia Co., Ltd 

 

~ 39 ~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C.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

過美金貳萬元或交易合約

金額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

金額為損失上限。 

D.本公司特定目的之交易性

操作年度損失最高限額為

美金三十萬元。 

個別契約損失金額以不超

過美金貳萬元或交易合約

金額百分之五何者為低之

金額為損失上限。 

本公司特定目的之交易性

操作年度損失最高限額為

美金三十萬元。 

第十九條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03年6月27

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 

第十九條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 103年6月 27

日，第九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第十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 月 11 日。 

增列修訂日

期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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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任程序案」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

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

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

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

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 營運判斷能力。 

二、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 經營管理能力。 

四、 危機處理能力。 

五、 產業知識。 

六、 國際市場觀。 

七、 領導能力。 

八、 決策能力。 

 

 

 

 

 

 

 

 

 

 

 

 

 

本項新增 

 

 

 

本項新增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

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
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
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
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
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
標準： 

一、 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
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 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
（如法律、會計、產業、
財務、行銷或科技）、專
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

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

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

下： 

一、 營運判斷能力。 

二、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 經營管理能力。 

四、 危機處理能力。 

五、 產業知識。 

六、 國際市場觀。 

七、 領導能力。 

八、 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

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

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

員組成。 

一、 配合「上市上

櫃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第二

十條第三項有

關董事會多元

化之規定，爰

修正本條第一

項內容，並將

原第一項之內

容 調 整 於 第

一、二項，並

增訂第三項。 

二、 另配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理

實務守則」第

三十七條有關

董事會績效評

估之規定，增

訂 本 條 第 四

項。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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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

序為之，為審查董事候選人之

資格條件、學經歷背景及有無

公司法第三十條所列各款情

事等事項，不得任意增列其他

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並應將

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考，俾選

出適任之董事。 

配合「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

第二十二、四十二

條有關採候選人提

名制選舉董事及監

察人之規定，爰修

正本條第一項內

容。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

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

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

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

選舉數人。 

第七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

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

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

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

人。 

有關公司採公司法

第一百九十八條累

積投票制選舉董事

及監察人，應備置

「單記名」選票或

「複記名」選票乙

節，經濟部商業司

102 年 6 月 17 日經

商 字 第

10202067100 號函

釋：「有關公司股

東會選舉董事及監

察人之選舉票製

作，公司法尚無明

文規定，是以，選

舉票之製作允屬私

法人自治事項，由

公司自行決定。」，

爰修正本條內容。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當選

名單。 

 

本項新增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

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

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

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

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參酌「○○股份有限

公司股東會議事規

則」參考範例第十

四條，修正本條文

字，並增訂第二項

有關選舉票之保

存，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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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

結為止。 

第十五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本程序訂定

於民國 89 年 6 月 16 日。第一

次修正於民國 91 年 6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四

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 

第十五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本程序訂定

於民國 89 年 6 月 16 日。第一

次修正於民國 91 年 6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四

次修正於民國 106 年 6 月 19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7 年

6 月 11 日。 

增列修訂日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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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三條 

第二項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

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公司及其股務代理機構，且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第三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

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不

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第三條 

第二項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

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

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監察人事項等各項議案之

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

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

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

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

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

專業股務代理機構，且應於股

東會現場發放。 

第三項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

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

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第

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

處理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

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

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 

 

 

一、 配合「上市上

櫃公司治理實

務守則」第六

條第一項，修

正本條第二項

文字。 

二、 配合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理準則

第五十六條之

一及第六十條

之二之規定，

修正本條第三

項文字。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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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第六條第三項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理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

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以備核對。 

第六條第三項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

理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

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

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

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

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

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

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

核對。 

配合「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

第六條第一項，爰

修正本條第三項內

容。 

第七條第三項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

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

席。 

第七條第三項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

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

過半數之董事親自出席，及各

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

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

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參考英國公司治理

守則 E.2.3.董事長

應妥善安排審計委

員會、薪酬委員會

及提名委員會參與

股東會以回應股東

問題之規範，並參

採我國上市櫃公司

治理評鑑指標第 6

項(公司是否於股東

常會議事錄揭露出

席之董事會成員名

單)及第 7 項(公司

之董事長及審計委

員會成員 (或監察

人)是否出席股東常

會)，以及「上市上

櫃公司治理實務守

則」第六條第二

項，爰修正本條第

三項內容。 

第十三條第五項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

第十三條第五項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

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

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

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

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

行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

配合「上市上櫃公

司治理實務守則」

第七條第三項之修

正，為使公司實務

作業順暢，並為條

文明確計，爰修正

本條第五項文字，

明訂公司於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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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說明 

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或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

測站。 

召開後當日，將股

東同意、反對及棄

權之結果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本規則訂定

於民國 89 年 4 月 26 日，第一

次修正於民國 91 年 6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6 年

6 月 29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 101 年 6 月 15 日。第四次

修正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7 日。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本規則訂定

於民國 89 年 4 月 26 日，第一

次修正於民國 91 年 6 月 28

日。第二次修正於民國 96 年

6 月 29 日。第三次修正於民

國 101 年 6 月 15 日。第四次

修正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17

日。第五次修正於民國 103 年

6 月 27 日。第六次修正於民

國 107 年 6 月 11 日。 

增列修訂日期及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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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台翔航太工業

(股 )公司  

代表人：盧天麟  

83,483,56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工學碩

士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主任

委員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理 

台翔航太工業

(股 )公司  

代表人：陳進明  

83,483,56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工

程科技研究所博士 

・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副執行長 

・ 台翔航太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翔航太工業

(股 )公司  

代表人：張建一  

83,483,566 國立台北大學經濟學博士 ・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所長 ・ 台灣經濟研究院所長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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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翔航太工業

(股 )公司  

代表人：施冠宇  

83,483,566 國立台灣大學經濟所碩

士 

・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

院助理研究員 

・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

院助理研究員 

台翔航太工業

(股 )公司  

代表人：謝和成  

83,483,566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

系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企業公會理事長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 灣 糖 業 ( 股 )

公司  

代表人：鄭素華  

16,301,019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 全國工人總工會理事長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 灣 糖 業 ( 股 )

公司  

代表人：廖輝星  

16,301,019 開南科技大學公共事務

管理學 

・ 桃園縣議員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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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俊偉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

士 

・ 行政院國家金融安定基

金會管理委員會委員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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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柯仁偉  - 美國南加州大學企管碩

士 

・ 維揚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鄭智陽  -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Integrated Partner 

・ 常在國際法律事務所

Integrated Partner 

黃勢璋  -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博士 

・ 中華經濟研究院專任代

副所長 

・ 中華經濟研究院專任代

副所長 

 

附件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