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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經過發行公信會稽核會計師的實地查核，稽核技術委員會及董監事

會的討論，最後審核通過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所屬的《蘋果日報》 「每月稽核」發行量報告。

「每月稽核」發行量報告期間自2005年1月至2005

年6月，共計查核六次。稽核工作順利完成。

在此，發行公信會特別呼籲廣告主及廣告代理商，能夠給予發行數

字透明公開的印刷媒體實質的鼓勵，並發揮影響力量促請尚未參加稽核

的媒體踴躍參與，讓台灣廣告交易環境更形健全。

此外，本會提供「認證標章」給所有接受發行量稽核的媒體，讓外

界可以清楚知道，這些雜誌是勇於將發行量公開的誠信媒體。標章圖樣

如下：

期待 您隨時惠賜寶貴高見，以供我們自省與改進的機會。

「日稽核」及

《蘋果日報》

值得一提的是《蘋果日報》於今年元月一日當天每售出一份報紙即

捐出五元協助南亞賑災，經公信會稽核發行量結果，當天《蘋果日報》

發行量共計五十六萬零四百四十一份，共捐出新台幣貳佰捌拾萬貳仟貳

佰零伍元整。本會亦本著發揮愛心的精神，義務投入人力全力支援此次

稽核工作，以期能將捐款儘早送達災區。在此除要特別感謝稽核會計師

及審核委員辛勤查驗之外，也要感謝《蘋果日報》的全力配合，俾使稽

核報告順利完成。

這本報紙發行量稽核報告除了呈現《蘋果日報》行銷通路別的發行

量外，另有行銷區域別的發行數字，相信對於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在

規劃媒體預算和執行媒體策略研究上，會有極大的助益。

-2-





一、稽核期間

《蘋果日報》

二、稽核人員

 由公信會之稽核會計師執行稽核工作。

三、稽核內容

 稽核期間內報紙有費及無費發行量之稽核。

 訂閱發行量：訂閱報紙之訂閱、發行稽核。

 零售發行量：經銷商通路之發行、退回。

四、發行量之認定

 公信會對於發行量之認定，僅就有費報為之。

 有費報認定標準如下：

 1.具有讀者購買行為，且其售價在定價五折(含)以上者。

 2.報紙發行：

 (1)訂閱：長期訂閱者，定期主動發行，收費在定價五折

。

 (2)零售：經由行銷通路零售，售價在定價五折 。

五、會員使用上注意事項

 依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之「會員委員會組織辦法」第

     八條規定：「會員得使用本會之稽核報告，發行之刊物，惟著作

     權屬於本會，非經本會同意，不得以文字，磁帶或電子方式再製

     造、使用或傳播。」

2005年1月至2005年6月。

(含)以

上者

(含)以上者

《蘋果日報》發行量稽核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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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香港商 版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向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以下簡稱本會)申報有關蘋果日報2005

年1月1日之發行量報表，業經本會稽核竣事。上開發行量報表

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之責任則為根據稽核結果對上

開報表表示意見。

該項調查係依照本會訂頒之發行量稽核作業程序等相關規

定，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稽核工作，以合理確信發

行量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工作乃對報紙之印製量、發

行量及退回量實施稽核，採取必要之審計程序，包括各項發行

量之統計記錄之抽查在內。唯由於該公司應收帳款之收付採月

結制，故本會對該日應收帳款之收付無法稽核。

依本會之意見，除上段所述應收帳款之收付無法稽核外，

第一段所述之發行量報表係依照本會之規定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蘋果日報2005年1月1日之發行量。

蘋果日報出 發展

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

報紙稽核報告書

中  華  民  國  發  行  公  信  會

董  事  長：李桂芬   副董事長：黃智成

稽核主任委員：林世銘   秘 書 長：楊雪紅

稽 核 會 計 師：黃琇雯

二 ○ ○ 五 年 一 月 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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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發行量報表

有費報份數(行銷通路別)

200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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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淨有費報總份數不包括退回及無費份數，營業稅法中之「視同銷售」。

           亦不得列入。

        2.大宗銷售為香港總公司及壹週刊公司購買。

蘋果日報發行量報表

有費報份數(行銷區域別)

2005年1月1日

附註：1.本表係已扣除逾期未售出而退回後之淨有費發行量。

            2.北區含基隆區、市北區、市南區、市東區、縣北區、縣南區、桃園區、新竹區。

               中區含豐苗區、台中區、彰投區。

               南區含嘉義區、台南區、高雄區、鳳山區、屏東區、台東區。

               東區含東一區(宜蘭)、東二區(花蓮、台東)。

               外島含金門、馬祖、澎湖。

日期/區分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外島 海外 合計

2005年1月1日
281,115 92,324 175,332 9,636 1,990 44 560,441

零售 訂戶

2005年1月1日
542,431 17,931 79 560,441

日期/區分

經銷商

大宗銷售 合計



　　

　　此致

香港商 版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向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以下簡稱本會)申報有關蘋果日報2005

年1月至2005年6月之發行量報表，業經本會稽核竣事。上開發

行量報表之編製係管理階層之責任，本會之責任則為根據稽核

結果對上開報表表示意見。

該項調查係依照本會訂頒之發行量稽核作業程序等相關規

定，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稽核工作，以合理確信發

行量報表有無重大不實表達。此項工作乃對報紙之印製量、發

行量及退回量實施稽核，採取必要之審計程序，包括各項發行

量之統計記錄之抽查在內。本會相信此項稽核工作可對所表示

之意見提供合理之依據。

依本會之意見，第一段所述之發行量報表係依照本會之規

定編制，足以允當表達蘋果日報2005年1月至2005年6月之發

行量。

蘋果日報出 發展

中華民國發行公信會

報紙稽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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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發 行 公 信 會

董事長：

二 ○ ○ 五 年 八 月 十 日



蘋果日報發行量報表

有費報份數(行銷通路別)

2005年1月－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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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份

註：1.淨有費報總份數不包括退回及無費份數，營業稅法中之「視同銷售」，

            亦不得列入。

        2.大宗銷售為香港總公司及壹週刊公司購買。

零售 訂戶

2005年1月 15,368,427 18,220 3,719 15,390,366 496,463

2005年2月 13,322,854 18,498 2,912 13,344,264 476,581

2005年3月 16,091,716 19,012 3,088 16,113,816 519,801

2005年4月 16,517,359 19,351 3,660 16,540,370 551,346

2005年5月 17,636,301 15,528 3,610 17,655,439 569,530

2005年6月 17,122,034 20,164 3,116 17,145,314 571,510

大宗銷售
合計

(月發行量)

平均數

(日發行量)
日期/區分

經銷商



蘋果日報發行量報表

有費報份數(行銷區域別)

2005年1月－200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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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份

附註：1.本表係已扣除逾期未售出而退回後之淨有費發行量。

            2.北區含基隆區、市北區、市南區、市東區、縣北區、縣南區、桃園區、新竹區。

               中區含豐苗區、中彰區、中投區、台中區。

               南區含左楠區、嘉南區、鳳屏區、高雄區。

               東區含東一區(宜蘭)、東二區(花蓮、台東)。

               外島含金門、馬祖、澎湖。

北區 中區 南區 東區 外島 海外
合計

(月發行量)

平均數
(日發行量)

7,512,140 2,528,440 4,996,708 291,640 60,074 1,364 15,390,366 496,463

6,408,741 2,214,664 4,398,925 268,174 52,528 1,232 13,344,264 476,581

7,819,620 2,652,146 5,258,042 316,950 65,694 1,364 16,113,816 519,801

8,020,413 2,771,322 5,347,312 332,733 67,270 1,320 16,540,370 551,346

8,538,613 3,001,391 5,690,147 354,254 69,693 1,341 17,655,439 569,530

8,253,099 2,944,754 5,527,304 349,716 69,165 1,276 17,145,314 571,5102005年6月

2005年4月

2005年5月

2005年1月

2005年2月

日期/區分

2005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