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9時整 

開會地點：本公司新竹廠禮堂 (新竹縣芎林鄉五龍村五和街 226 號) 

出席股數： 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為85,941,630股(含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股數為545,345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數139,117,271股之61.77%。 

出席董事：王玄輝董事長、王坤鈿董事 

列    席：朱輝城 副總經理、眾律國際法律事務所 范國華律師、誠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昭里會計師 

主    席：王玄輝 董事長     紀錄：陳小雪 

壹、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數已達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本公司 106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 106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鑑。 

說  明：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6 年度決算表冊，敬請 承認。  

說  明：1. 本公司民國 106 年度之個體及合併財務報表(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

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業經委託誠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淑玲及陳昭里會

計師查核完竣，連同營業報告書已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並出具監察人審查

報告書在案。 

2.檢附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至附件四。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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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5,941,630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5,899,630 權 
(含電子投票 503,345 權) 

99.95% 

反對權數：30,401 權 
(含電子投票 30,401 權) 

0.03%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1,599 權 
(含電子投票 11,599 權) 

0.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 106 年度虧損撥補案，敬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6 年度無可分配盈餘，其累積之虧損留待以後年度彌補。 

2.擬具106年度盈虧撥補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85,941,630 權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85,893,630 權 
(含電子投票 497,345 權) 

99.94% 

反對權數：36,401 權 
(含電子投票 36,401 權) 

0.04% 

無效權數：0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1,599 權 
(含電子投票 11,599 權) 

0.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伍、臨時動議：經詢無其他臨時動議，主席宣佈議畢散會。 

六、散會：上午 9點 1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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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Ｏ六年度營業報告書 

面對資料傳輸線市場需求因無線傳輸技術及環境日益成熟與普及而持續萎縮，加上各項

原物料持續上漲、大陸人工成本持續調漲及市場需求下降所產生之產能閒置等問題，本公司

自 101 年度至 104 年度止，持續進行產能及組織整併作業。105 年度起，本公司 100%持股子

公司精簡為東莞厚街溪頭太空梭電線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莞太空梭)及東莞紅翔金屬導體有

限公司(以下簡稱東莞紅翔)，東莞紅翔及東莞太空梭分別負責絞銅線及資料傳輸線材製造與

銷售。 

歷經上述資源整合及組織整併後，負責絞銅線的東莞紅翔由於跨入線材上游整合，除了

具有穩定材料銷售優勢外，也更能滿足客戶需求之產品品質與成本，故東莞紅翔營收持續成

長，至 106 年度營收占比已超過 70%以上，且占比率持續穩定增長中，另外本公司也持續投

資更新東莞紅翔及東莞太空梭生產設備以提高生產效率，及拉高東莞太空梭高頻線材出貨比

重，故本公司合併營收金額由 105 年度的新台幣(以下幣別皆為新台幣)23.15 億元大幅成長

至 106 年度的新台幣 31.02 億元，營收增長達新台幣 7.87 億元；在營收成長帶動下，106 年

度營業毛利較 105 年度增加新台幣 49,975 仟元，但是營業費用僅較 105 年度增加 615 仟元，

故本期營業淨利由 105 年度的 65,203 仟元增加至 106 年度 114,563 仟元，較 105 年度增加

49,360 仟元；106 年度稅後淨利則因匯兌收益而達到新台幣 117,323 仟元，較 105 年度增加

108,130 仟元。 

展望未來，本公司除了持續進行上中下游產業整合及策略聯盟外，將持續進行必要之設

備投資及新產品研發導入市場，以期提高經營效率來深耕已成功跨入的利基型資料傳輸線市

場與需求；並將持續引進外部專業經理人才，建立更完善之企業制度與管理平台，以期公司

未來能夠跨出過往資訊產業領域的資料傳輸線經營範疇，為企業注入新活水源頭，以期公司

能夠真正地永續經營。全體經營團隊也將致力於提昇員工素質及士氣、產品品質、良率、產

能利用率及交貨速度等，以期為全體股東、員工及客戶創造三贏的局面，同時增進社會大眾

的福祉。茲將 106 年營運狀況及營業計劃概要報告如下： 

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一Ｏ六年度金額 一Ｏ五年度金額 增(減)金額 增(減)比率 

營業收入 3,101,784 2,314,656 787,128 34.01%

營業毛利(損) 280,014 230,039 49,975 21.73%

營業費用 (165,451) (164,836) (615) 0.38%

營業淨利(損) 114,563 65,203 49,360 75.71%

稅後淨利(損) 117,323 9,193 108,130 117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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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6 年並未對外發佈財務預測。 

財務結構、償債能力及獲利能力 

本公司 106 年度整體財務結構、償債能力及獲利能力情形如下表： 

106 年度 105 年度 

財務結構 
負債佔資產比率(%) 53.52 48.93

長期資金佔固定資產比率(%) 381.61 357.04

償債能力 
流動比率(%) 126.28 124.08

速動比率(%) 102.04 107.60

獲利能力 

資產報酬率(%) 5.74 1.07

股東權益報酬率(%) 10.07 0.81

純益率(%) 3.78 0.40

每股盈餘(元) 0.84 0.07

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研發策略以滿足客戶需求為主，已正式量產高頻、高速率傳輸產品。本公司除致

力於新產品開發與現有技術改良外，並持續與外部研究開發機構合作導入全新技術以加速提

高開發能力，已陸續切入原有 3C 資訊產業以外之汽車及醫療資料傳輸線市場。 

本年度經營策略及方針 

本公司本著嚴謹及積極之經營態度，致力提升組織經營績效，加強生產設備自動化目標，

以期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生產良率，擴大產能，並全面落實品質管理制度，堅持對客戶的服

務熱忱，維持既有客戶之長期穩定合作關係；並開拓潛在客戶之合作機會。 

外部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在全球匯率大幅波動、原料行情走低、環境保護要求日趨嚴格及大陸經營環境持續惡化

情況下，本公司除持續加強研發新市場產品設計、提升製程能力與提升生產效率，以增加公

司營運績效，也將持續與客戶及供應商共同努力建立三方共贏之機制。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公司未來營運發展策略除持續加強集團內上下游產業垂直整合外，將持續思考在無線傳

輸技術及環境日益成熟，使得影音及資訊通訊傳輸線纜市場持續縮小情形下，公司未來核心

事業除了持續強化現有的影音及資訊通訊傳輸線纜產品生產與銷售外，公司該如何應用核心

能力切入其他可能應用產業及市場，以擴大公司營運規模與提升獲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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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各位股東長期的支持與貢獻，全體經營團隊將持續努力於策略制定及依策略所展開

的各項銷售、生產、研發與管理計劃與執行，確保公司營收及獲利的成長，以回饋各位股東

對經營團隊的支持與信任。 

敬祝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王玄輝  敬上 

董事長：王玄輝 總經理：王玄輝 會計主管：朱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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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6 年度之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

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誠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

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

告、盈虧撥補表，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

規定繕具本報告書。 

此致 

本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 

監  察  人：王  清  忠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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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6 年度之個體暨合併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

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等，業經誠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竣事，

認為足以允當表達本公司之財務狀況、經營成果與現金流量情形。連同營業報

告、盈虧撥補表，經本監察人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

規定繕具本報告書。 

此致 

本公司 107 年股東常會 

監  察  人：李  東  興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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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太空梭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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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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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太空梭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狀況，

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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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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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空梭公司保持超然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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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太空梭公司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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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太空梭公司民國 106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收入認列 

太空梭公司之收入主要為各種銅材、電線電纜及其相關產品之買賣業務，與收入認列

相關資訊，請參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由於收入認列為報告使用

者關切之事項，因此將其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所述層面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評估收入認列之主要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及執行有效性。

2. 針對前十大銷售客戶之收入進行分析，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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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視太空梭公司對客戶之交貨條件，並測試年度結束日前後一段時間之銷售樣本，以

評估收入認列期間之允當性。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評估 

太空梭公司持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子公司（香港太空梭電線有限公司及 SPACE 

SHUTTLE  HI-TECH CＯ., LTD）100%股權，與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評估之會計政策，請參閱

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與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相關資訊，請參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六(五)及

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因投資子公司金額係屬重大，因此將採用權益法之投資評估列為關

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評估採用權益法之投資之主要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及執行有效性。

2. 與管理階層討論並瞭解其對子公司相關重要事項之評估，以瞭解子公司之收入認列、

應收帳款減損及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及投資性不動產之減損等相關估列之合理性。

3. 取得並核算採用權益法認列之子公司損益份額及有關之其他綜合損益計算之允當性。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 

太空梭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金額之相關會計政策，請參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四；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會計估計及判斷說明，請參閱個體財務報表附註五；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之攸關揭露資六(六)。因太空梭公司所處產業變更快速，且整體經濟走向、市場競

爭及技術發展均可能影響公司之未來營運，進而影響管理當局估計及判斷該資產所屬現金

產生單位未來所能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及可回收金額，以評估其是否有減損情事，因此將

本年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評估太空梭公司管理階層辨識減損跡象之合理性。

2. 取得公司自行評估之現金產生單位資產減損評估表，評估其所使用之假設及敏感性，

包含現金產生單位區分、現金流量預測、折現率等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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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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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公司或停止

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太空梭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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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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非對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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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使太空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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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可能導致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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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太空梭公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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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負責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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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對太空梭公司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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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 淑 玲 會 計 師 陳 昭 里 會 計 師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80)台財證(一)第 51636 號 (86)台財證(六)第 74537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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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公鑒： 

查核意見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簡稱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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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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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及解

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

務狀況，暨民國 106 年及 10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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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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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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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收入認列 

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收入主要為各種銅材二次加工製造及電線電纜及其相關產品

之製造及買賣業務，與收入認列相關資訊，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及十四。由於收入認

列為報告使用者關切之事項，因此將其列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評估收入認列之主要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及執行有效性。

2. 針對前十大銷售客戶之收入進行分析，以評估有無重大異常。

3. 檢視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客戶之交貨條件，並測試年度結束日前後一段時間之銷售

樣本，以評估收入認列期間之允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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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款項之減損 

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應收款項係依照信用風險及客戶目前財務狀況進行分析，以估

計無法回收之金額。應收款項之會計政策，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應收款項減損之會

計判斷、估計及假設說明，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減損內容之說明，請參閱合併財務

報表附註六(二)。因上述過程涉及主觀判斷，故本會計師將應收款項之減損列為關鍵查核事

項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測試收款之主要內部控制制度的設計及執行有效性。

2. 瞭解並評估應收款項減損會計政策，及其一致性及合理性。

3. 評估管理階層對應收帳款備抵評價之假設。

4. 取得管理階層對主要銷售對象及不同銷售群組自行評估之應收帳款減損計算表，並測試

應收帳款之帳齡，以驗證評估金額之允當性。

5. 取得管理階層對客戶授信額度之評估資料及覆核客戶歷史付款狀況以分析備抵呆帳，評

估可回收比率之合理性，並參考當年度收款狀態及其他可得客戶資訊，以驗證個別重大

逾期應收款項提列減損比率之足夠性。

存貨之評價 

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存貨之會計政策，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存貨評價之會計

估計及假設之不確定性請參閱合併財務報告附註五；存貨備抵跌價之說明請詳合併財務報告

附註六(三)。  

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 3C 產品用線之生產，由於科技快速變遷，3C 資訊商

品產業競爭激烈，產品不斷推陳出新可能導致商品價格易受波動或產品去化未若預期，則可

能影響存貨評價之淨變現價值估計結果，故本會計師將存貨評價列為查核中最為重要事項之

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瞭解並評估管理階層對存貨備抵評價之會計政策，及其一致性及合理性。

2. 取得管理階層用以評價之存貨貨齡報表，並測試該貨齡，以驗證評估減損金額之允當性。

3. 瞭解並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之銷售價格及期後存貨市價變動之情形，以評估存貨淨變現

價值之合理性。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 

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相關會計政策，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

註四；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會計估計及判斷說明，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不動產、

廠房及設備之攸關揭露資訊，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六)。因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所

處產業變更快速，且整體經濟走向、市場競爭及技術發展均可能影響公司之未來營運，進而

影響管理當局估計及判斷該資產所屬現金產生單位未來所能產生之預期經濟效益及可回收金

額，以評估其是否有減損情事，因此將本年度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減損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之一。 

本會計師對於上段關鍵查核事項已執行之主要查核程序如下： 

1. 評估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管理階層辨識減損跡象之合理性。

2. 取得公司自行評估之現金產生單位資產減損評估表，評估其所使用之假設及敏感性，包

含現金產生單位區分、現金流量預測、折現率等是否適當。

其他事項—個體財務報告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制民國 106 及 105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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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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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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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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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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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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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非對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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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使太空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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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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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況可能導致太空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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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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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對太空梭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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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 淑 玲 會 計 師 陳 昭 里 會 計 師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財政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核准文號： 

(80)台財證(一)第 51636 號 (86)台財證(六)第 74537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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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太空梭高傳真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 虧 撥 補 表 

106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待彌補虧損 (341,041,498)

加：本期稅後淨利 117,322,980

當年度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益 (936,951)

期末待彌補虧損 (224,655,469)

董事長:王玄輝 經理人:王玄輝 會計主管:朱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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