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發行公信會 

稽核報告 
 

香港商蘋果日報出版發展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鈞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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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

6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之《爽報》免費報紙發行量報表(桃園以北及台中地區)，業經本會委託之建安聯

合會計師事務所黃琇雯會計師稽核竣事(詳後附會計師稽核報告)。上開發行量報表之編製係 貴公司管理階層之責

任，本會之責任則為根據稽核結果對上開發行量報表表示意見。 

該項稽核係依照本會頒訂之「免費報紙發行量稽核實施要點」及「免費報紙發行量會計師稽核執行程序及檢

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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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定之規定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爽報》2008 年 6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之免費報紙發行量。 

 

                                        中  華  民  國  發  行  公  信  會  

                                                  董事長：  

                                  二 ○ ○ 八 年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爽報》免費報紙發行量稽核報告說明 
 
一、 稽核準則 

本報表係依照公信會訂頒之「免費報紙發行量稽核實施要點」、「免費報紙發行量會計師稽核執行程序 
及檢查表」，暨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委託本會認可之稽核會計師進行稽核。 
 

二、 稽核期間、範圍及方式 
本次稽核期間為 2008 年 6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 
稽核範圍為桃園以北、台中地區(但不包含高雄地區)。採月稽核。 
 

三、 稽核內容 
稽核期間內報紙免費發行量之稽核。 
 

四、 發行週期及售價 
ㄧ、派發時間：週一至週五除晨間固定於預定地點發報外，亦不定期不定時於人潮聚集處加派報份。 
              (國定假日及週六、日不發報，本月發行日數共計 21 日) 
二、免費贈閱。 
 

五、 發行量之認定 
免費發行報（Verified Free Distribution，簡稱 VFD）主要指大量或個別地將免費報紙配送至未標示 

或已標示地址之發行類別，其基本定義建構在該發行量是可以取得憑證者。 

本報告《捷運路線區域別》報表(A表)中台北各捷運線及台中地區係指請報生派送者，大宗份數則為置於 

航空公司、機關團體、飯店旅館、商業大樓等者。 

 
六、 會員使用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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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008年6月平均每日免費報紙發行量為 124,762份，發行日數共計 21日
數量單位：份

日期/區分 板南線 淡水線 新店線 木柵線 中和線 轉運站 台中 大宗份數 公關報 其他
合計

(月發行量)
平均數

(日發行量)

2008年6月 697,194 506,500 196,400 262,400 212,800 131,300 313,140 242,380 16,686 41,200 2,620,000 124,762

發行人：葉一堅 覆核：陳貴明 製表：許雅婷

註：一、欄位說明：

               1、轉  運  站：巴士站、火車站等之發行份數。

               2、台        中：轉運站(火車站)、辦公商圈、工業區等之發行份數。

               3、大宗份數：置於航空公司、機關團體、飯店旅館、商業大樓等之發行份數。

               4、公  關  報：廣告用報紙之發行份數。

               5、其        他：不定期不定時於人潮聚集處加派之發行份數。

　    二、表列數字請參閱公信會之「稽核報告」及「免費報紙發行量稽核報告說明」。

        三、表列數字係已扣除耗損及退回份數後之淨免費發行量。
        四、週一至週五除晨間固定於預定地點發報外，亦不定期不定時於人潮聚集處加派報份。

        五、國定假日及週六、日不發報。

《爽   報》
免費報份數(捷運路線區域別)

2008年 6月 1日--2008年 6月 30日
桃園以北及台中地區



B

2008年6月平均每日免費報紙發行量為 124,762份，發行日數共計 21日
數量單位：份

日期/區分 市北 市南 市東 基隆 縣北 縣南 桃園 台中 公關報 其他
合計

(月發行量)
平均數

(日發行量)

2008年6月 407,600 317,900 509,304 269,700 185,710 534,280 2,520 376,300 16,686 0 2,620,000 124,762

發行人：葉一堅 覆核：陳貴明 製表：許雅婷

註：一、欄位說明：

               1、依縣市別之發行份數如下：

                     市北：淡水線：芝山站--中正紀念堂站、新店線：古亭站。

                     市南：板南線：台北車站--龍山寺站、木柵線：萬芳醫院站--大安站。

                     市東：板南線：昆陽--忠孝新生站、木柵線：南京東路站--中山國中站。

                     基隆：新店線：公館站--新店站、轉運站(巴士站、火車站等)。

                     縣北：淡水線：淡水站--明德站。

                     縣南：板南線：江子翠站--海山站、中和線：頂溪站--南勢角站、轉運站(火車站--樹林站)。

                     台中：轉運站(火車站)、辦公商圈、工業區。

               2、公  關  報：廣告用報紙之發行份數。

               3、其        他：上述縣市以外區域之發行份數。  

　    二、表列數字請參閱公信會之「稽核報告」及「免費報紙發行量稽核報告說明」。

        三、表列數字係已扣除耗損及退回份數後之淨免費發行量。
        四、週一至週五除晨間固定於預定地點發報外，亦不定期不定時於人潮聚集處加派報份。

        五、國定假日及週六、日不發報。

2008年 6月 1日--2008年 6月 30日

《爽   報》

桃園以北及台中地區
免費報份數(行政縣市區域別)



C

2008年6月平均每日免費報紙發行量為 124,762份，發行日數共計 21日
數量單位：份

日期/區分 A1版 A2版 A3版 A4版 B版 公關報 其他
合計

(月發行量)
平均數

(日發行量)

2008年6月 593,310 508,450 509,304 615,950 376,300 16,686 0 2,620,000 124,762

發行人：葉一堅 覆核：陳貴明 製表：許雅婷

註：一、欄位說明：

               1、依版面別之發行份數如下：

                    A1版：市北 -- 淡水線：芝山站--中正紀念堂站、新店線：古亭站。  

                                縣北 -- 淡水線：淡水站--明德站。

                    A2版：縣南 -- 板南線：江子翠站--海山站。

                                市南 -- 板南線：台北車站--龍山寺站。

                    A3版：市東 -- 板南線：昆陽站--忠孝新生站、木柵線：南京東路站--中山國中站。   

                    A4版：基隆 -- 新店線：公館站--新店站、轉運站(巴士站、火車站等)。  

                                市南 -- 木柵線：萬芳醫院站--大安站。

                                縣南 -- 中和線：頂溪站--南勢角站、轉運站(火車站--樹林站)。

                    B 版：台中 -- 轉運站(火車站)、辦公商圈、工業區。  

              2、公  關  報：廣告用報紙之發行份數。

              3、其        他：上述版面以外之發行份數。  

　    二、表列數字請參閱公信會之「稽核報告」及「免費報紙發行量稽核報告說明」。

        三、表列數字係已扣除耗損及退回份數後之淨免費發行量。
        四、週一至週五除晨間固定於預定地點發報外，亦不定期不定時於人潮聚集處加派報份。

        五、國定假日及週六、日不發報。

《爽   報》
免費報份數(報紙版面區域別)

2008年 6月 1日--2008年 6月 30日
桃園以北及台中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