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上半年營運成果 
法人說明會 

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1日 



2 

本簡報資料所提供關於亞太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以及其他所有
資訊，包含前瞻性敘述。這些前瞻性敘述將受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
因素所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前瞻性敘述不相同。本公司不保證本簡
報資料的正確性，且所提供之資訊並未明示或暗示的表達或保證其具
有正確性、或完整性，亦不代表本公司、產業狀況、或後續重大發展
的完整論述。本公司不負有更新或修正本簡報內容資料之責任。本簡
報及其內容未經本公司書面許可，任何第三者不得任意取用。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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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概況 

財務表現 

內容綱要 

公司概要 



2016 . AUG 

智慧生活里程碑 

正式推出 
Gt智慧生活品牌 

智慧生活元年 
國內首家提供VoLTE服務 

首創 
【全國壹大網】
資費&免費語音
服務 

4G用戶達70萬 

VoLTE普及年 

 4G用戶數突破100萬 

 領先全國推出VoLTE聲活與   
    VoWi-Fi通話服務 

 Gt 行動電視【三冠王】 

國內第一個物聯
雙網多平台 
IoT by Gt智慧
生活 

國內第一家引進 
Pepper 

2014 

2015 

2015 . JUL 

2015 . DEC 

2016 

2016 . MAY 2016 . OCT Sharp               

打造家庭智慧
生活 

2017 .JAN   

上網分級吃到飽 

999語音數據吃到飽 

2017 . 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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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要—里程碑 



語音免費 

物聯網 

上網分級 

WiFi通話 

智慧家電 

智慧娛樂 

公司概要—創新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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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業務表現 

營業概況—4G用戶數 

4G滲透率穩定成長 YoY 37% 

4G滲透率為同業最高 99.8% 
專注於4G用戶數成長，2017年上半年淨增加  76,000 
保持4G滲透率的領先地位 

VoLTE 

資料來源: NCC 及各業者之網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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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上網用戶表現 

營業概況—行動上網用戶數 

2017年上半年行動上網用戶數小幅成長 

2016年行動上網用戶數淨增加 713,000 

數據營收占行動服務營收比重穩定長達到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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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用數表現 

營業概況—行動總用戶數 

總行動用戶數微幅成長, YoY 0.1% 
優於其他同業總行動用戶數衰退情形 

 

資料來源: NCC 及各業者之網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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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ARPU表現 

營業概況— 行動平均ARPU 

有效提升平均ARPU, YoY 4.0% 
反觀其他業者平均ARPU皆為衰退表現 

 

資料來源: NCC 及各業者之網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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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服務營收表現 

營業概況—行動服務營收 

行動服務營收穩定成長, YoY 3.9%  

持續提升行動服務營收且明顯優於同業 

資料來源: NCC 及各業者之網站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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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MHz (4G) 

850 MHz (3G) 

900 MHz (4G) 

2600 MHz (4G) 

4G FDD 

3G FDD 

4G FDD 
GSM 

4G TDD 

亞太電信於3G時代為CDMA 2000網路，計畫在第三季關台 

亞太電信共擁有以下 4G LTE頻段 : 700MHz(Band 28) / 900MHz(Band 8) / 
2600MHz(Band 38) 

APT 已建置融合TDD及FDD技術網路 

亞太電信透過Single RAN技術利用900MHz頻段同步提供CSFB語音服務 

15M 15M 

20M 20M 

20M 

10M 10M 

B28: 

B5: 

B8: 

B38: 

營業概況—現有頻譜 



2016 2017 2018 700MHz  
(4,600站) 

700/2600MHz  
(6,000) 

增容量覆蓋 

700MHz (4,600) 
900MHz (4,600) 
2600MHz (1,000) 

 
 

營業概況—網路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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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基 
站 

廣域 

小基站 



Gt TV 2.0全新進化上線 

• 全新使用者介面 

• 個人TV功能 

• 節目預約功能 

• 頻道分類列表 

• 資費升級序號兌換 

• Googlecast大螢幕投影功能 

• 後台管理系統優化升級 

Gt TV  
OTT版上市 

• 2015年12月 
• 2016年9月 

多媒體業務                  擁有業界第一  150台 行動電視直播頻道  
• 2017年4月 

打造家庭娛樂圈 

數位匯流服務           

營業概況—多媒體業務與數位匯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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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0億) 1H FY17 1H FY16 差異數 YoY(%) 2H FY16 

總營收 $6.64 $6.82 ($0.18) -2.6% $7.33 

 -行動服務營收 $4.50 $4.33 $0.17 3.9% $4.52 

 營業成本 $5.81  $7.27  ($1.46) -20.1% $7.60  

營業費用 $2.71 $3.07 ($0.36) -11.7% $3.26 

稅後淨利 ($1.51) ($2.31) $0.80 N.A. ($2.82) 

EPS (NT$) ($0.35) ($0.54) $0.19 N.A. ($0.65) 

EBITDA ($0.18) ($1.44) $1.26 N.A. ($1.40) 

 2017年上半年合併損益 

財務表現—損益成果 

2017年上半年稅後淨利較去年同期改善8.0億元 

2017年上半年營業成本較去年同期下滑 14.6億元  

2017年上半年營業費用較去年同期減少3.6億元  

財務概況 

註:淨利為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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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 & 稅後淨利概況 

2017年上半年EBITDA 顯著成長 

2017年上半年EBITDA Margin亦相對提升 

2017年上半年稅後淨利逐步改善 

下半年仍持續降低營業成本及費用以改善獲利 

財務表現—損益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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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10億) 1H FY17 2H FY16 1H FY16 1H FY17 2H FY16 1H FY16 

資產總計 $38.98 $40.63 $43.48  負債總計 $5.37 $5.53 $5.60 

  流動資產 $7.84 $10.13 $13.62    流動負債 $4.90 $5.01 $5.12 

現金 
及約當現金 

$4.89  $6.28  $8.86  短期借款 $0.00 $0.00 $0.00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金融資產－流動 

$0.41 $1.06 $1.91    非流動負債 $0.47 $0.52 $0.48 

應收帳款 $1.42 $1.38 $1.40 長期借款 $0.00 $0.00 $0.00 

存貨 $0.17 $0.21 $0.20  權益總計 $33.61 $35.10 $37.88 

其他流動資產 $0.95 $1.20 $1.25 股本 $43.01 $43.01 $43.01 

  非流動資產 $31.14 $0.50 $29.86 資本公積 $6.73 $6.69 $6.6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91 $11.99 $11.28 保留盈餘 ($16.17) ($14.66) ($11.84) 

無形資產 $12.77 $13.18 $13.73 庫藏股票 ($0.05) ($0.05) ($0.05) 

其他非流動資產 $5.46 $5.33 $4.85 非控制權益 $0.09 $0.11 $0.11 

 2017年上半年& 2016年合併資產負債表 

1H FY17 2H FY16 1H FY16 

流動比率 160% 202% 266% 

資產負債率 13.8% 13.6% 12.9% 

權益負債比率 16.0% 15.8% 14.8% 

 財務比率 

財務表現—資產負債表 

無短期及長期借款 

2017年6月30日現金及約當現金與損益按公
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合計約53億元 

 顯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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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 

由於建置行動寬頻網路使得2015年及2016年的資本
支出相對高於以往 

預估2017年的資本支出水準仍維持與2016年資本支
出水準相當 

財務表現—資本支出 

為提升行動寬頻之覆蓋及容量，增加行動寬頻網路之建置資本支出 

建置900MHz網路解決CSFB問題，藉以減少與台灣大之漫遊成本 

 資本支出概況    



Questions & Answ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