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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女士大家好， 
 
 今年，台灣晶技正式邁向三十週年了。回想當初設立公司，想到的是生存、發展、與獲利，
而今日經營企業，除了先前的條件之外，想的更多的是創新、服務與社會責任。台灣晶技在日
漸成長的過程，也承擔了社會對我們的更多期許。 
 

過去一年，整體經營環境在歐債、美債、韓日圓貶值的壓力中渡過，雖說我們在石英產業
中仍保有一定的經營績效，但隨著激烈的同業競爭以及資訊的越發透明下，客戶明顯的擁有更
多的議價空間。而當法令法規要求越發細膩，客戶規範愈驅嚴謹時，在獲利侵蝕及經營環境不
確定性的狀態下，我們必須誠實的自我檢視，找出新的獲利模式，並架構足夠的資源，方可突
破現況，取得穩健的成長並維持獲利，以再創另一個三十年。日後，我們必須習變為常，保持
足夠的彈性與活力，以面對變化所帶來的壓力，更需理解微利時代的利基，其實是來自所有運
作過程的創新與突破，那些限制走向未來的習慣領域，無論有多艱鉅，我們都必須漸次打破移
除，才能有真正保有基業長青的機會。基此，我們懷著挑戰未來的決心，面對競爭，抱持著不
斷奮進的意念，改變自我，並將 2012 年的經營成果以及日後的規劃方向，向諸位股東報告如
下。 
 

本公司 2012 年的營運績效，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109.28 億元，較前一年合併營業收入
新台幣 98.97 億元成長約 10.4%，達成預算目標 103.9%；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11.5 億元，較前
一年稅後淨利新台幣 10.5 億元增加 9.4%，達成預算目標 101.7%；基本每股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3.79 元，較前一年基本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 3.48 元增加約 8.9%。展望今年，在公司設定明確
的績效指標及景氣略顯回溫下，期許業績及獲利仍維持一定程度的表現。現將 2012 年之營運
成果及 2013 年之營運計畫概要分別報告如下： 
 
一、民國 2012 年營運成果： 
 

1、合併營收及稅後淨利：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2 年度 2011 年度 增(減)金額 變動比例% 
合併營業收入淨額 10,928,495 9,897,341 1,031,154 10.4 

合併營業毛利 2,508,295 2,400,646 107,649 4.5 

合併稅後淨利 1,148,886 1,050,216 98,670 9.4 

 
2、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 
 

 年度 2012 年度 2011 年度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37.63 37.87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率 274.49 261.85 

償債能力(%) 
流動比率 163.47 185.13 
速動比率 130.78 145.45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9.71 9.80 
股東權益報酬率(%) 15.28 15.34 
基本每股盈餘（元） 3.7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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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併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  
 
 
 
 
 
 
 
 
 
 

4、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 2012 年度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數，整體營收及獲利與公
司所設定之營運目標均達成 100%以上。 

 
5、研究發展狀況： 

本公司在研究發展及投入頻率元件產品於體積微型化及規格嚴謹化兩項技術任務上，
尺寸規格之設計及應用達全世界最小之技術能力水準，石英晶體或是石英振盪器等之
系列產品，均有顯著之技術成效展現。同時亦積極跨領域投入光學、微機電、感測器
與醫療電子等領域之技術研究與開發。在各項產品開發成效上，以 XO 而言，已成功
開發出 1612 尺寸的規格，以 VCXO 而言，5032 的規格已成功銷售予國際級的客戶並
持續開發出 3225 之尺寸規格，以 TCXO 而言，1612 的規格已進入試產並持續朝下一
世代之尺寸應用進行開發，以 OCXO 而言，已成功開發出 3627、2525、2020 等尺寸
規格，以 MO 而言，已成功開發出 7050、5032、3225、2520 等尺寸規格。未來仍將
依循既定之產品路徑規劃發展，持續朝以低成本、低耗能、高抗震及增大頻寬級距等
方向投入研究資源，並集中資源朝高頻及車載用等高階產品開發方向前進。 

 
6、其他專案執行成果： 
(1) 綠色企業： 

透過 BSI 公司之外部稽核及查證，本公司於 2012 年 7、8、9 月，分別完成 ISO 14064-1
溫室氣體盤查、PAS 2050 產品碳足跡盤查以及 PAS 2060 碳中和等之查證聲明書，
並於同年 12 月取得電電公會頒發之碳標籤證書。此外，本公司亦針對公用設施、製
程機器設備及電力等能源使用每年進行盤查，以瞭解公司能源消耗量，進一步達到管
理管控之目的，並由 BSI 公司完成 ISO 50001 能源管理系統驗證。 
 
在低碳活動方面，本公司已分別取得環保署第 10200125 號及 10200180 號兩個標章，
也是國內石英產業中，第一家通過前述相關系統盤查之公司，並於 2012 年 8 月份獲
得 BSI 頒發之綠色永續企業獎者。爾後將繼續執行綠色環保各項作為，以善盡企業
社會責任。 

 
(2) 職業安全衛生： 

由本公司「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及「勞資會議」之主導下，本公司於 2009 年、2010
年分別通過勞委會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可以及 BSI 公司之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
生管理系統驗證。2012 年 9 月份通過 CNS 15506 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驗證，
並於 2013 年 9 月份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可，合計於 2012 年共舉辦 18 場次之健
康促進活動，並在同時完成 EICC VAP 之稽核取得認證，日後將持續建置安全之工
作環境，以提供同仁最大之安全保障。 
 

(3) 系統認證： 
台灣晶技在 2012 年間，英國標準協會(BSI)進行驗證，9 月份取得 ISO 14001 環境系
統驗證證書、12 月取得 ISO 9001 品質系統、ISO/TS16949 汽車業品質系統及

 年度 2012 年度 2011 年度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39.36 40.05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率 164.03 162.54 

償債能力(%) 
流動比率 195.52 218.31 
速動比率 150.24 170.70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9.45 9.35 
股東權益報酬率(%) 15.28 15.34 
基本每股盈餘（元） 3.79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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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Q/QC080000 有害物質管理系統認證，並購置強化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EM)以加
速工程分析能力。同年，以 5032 Oscillators 及 3225 Crystals 兩項產品進行大陸國
推 RoHS 之認證，並通過賽西實驗室檢測後取得證書。藉由以上系統持續認證，確
保產品品質可臻國際水平。 
此外，為確保各項運作之安全，2012 年本公司以零缺失的優異成績通過 ISO 27001
之查核，並預計於 2013 年跟進 ISO 27001:2013 之改版，以確保本公司的資訊安全管
控措施，以確保利害關係人之權益。 

 
(4) 技能提昇： 

2012 年將正式啟動「應用六標準差」DFSS (Design for Six Sigma)之課程，並運用
TRIZ/TIPS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s Solving) 創新設計方法，完成五大專案
之推動，以期將繼續推昇公司之研發水平。 

 
(5) 公司治理與企業責任： 

本公司致力於公司治理及企業社會責任，2012 年 3 月獲得財政部關稅總局頒發「安
全優質企業」，6 月份完成 CSR Report A+等級之認證，7 月獲得第九屆資訊揭露評
鑑 A++等級之最高榮譽，同時仍連續受評為「自願性揭露較透明」之公司。復於 9
月獲得天雜誌頒贈之天下企業公民獎。2013 年 2 月，經經濟部工業局之評選，於上
市櫃公司脫穎而出，獲得第一屆卓越中堅企業獎。 
 

二、民國 2013 年營運計畫概要： 
1、 經營方針及重要政策： 
(1) 風險管理 

2013 年將持續推動與風險辨識及管控相關之 ISO 31000 風險管理及 ISO 22301 之持
續營運管理系統之建置，以期能快速反應可能之重大變化，以提供客戶不中斷之服務。 
 

(2) 品質不良成本之改善： 
2013 年將持續進行自 2011 年起推動之品質不良成本檢討及改善方案，並完成建置資
訊收集系統，以顯現主要之五項品質不良成本，並進而有效掌握各項流程之良窳，檢
討改善體質，以獲致更佳之經營品質。 

 
(3) 財務與資訊系統建置： 

2013 年將繼續微調與 IFRS 相關之 Oracle R12 電腦系統，以使內部的運作效率更為
順暢，同時並建置 Oracle PeopleSoft 之職能管理應用系統。此外，亦將正式導入 PLM 
(Product Lifetime Management) 模組，強化專案時程與流程控管，以提升溝通與作
業效率。 
 

(4) 管理系統： 
2013 年將持續維護並推動與節能減碳相關之 ISO 14064-1, PAS 2050, PAS 2060 等系
統及系統之查證，並將以新版之 ISO 27001:2013 為圭臬，建置資訊安全系統以防賭
可能之駭客入侵。 

 
(5) 公司治理 

本公司先前獲得中華治理協會 CG6005 之認證，今年將推動 CG6008 進階版之認證，
並於 6 月份建置審計委員會以完備公司治理之功能。此外，仍將以 AA 1000 及 GR I3.1
為規範，完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 (CSR Report) 之查證，並持續努力於資訊揭露之
訊息公開及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 

 
(6) 廠房擴建： 

本公司大陸重慶廠已於 2012 年第四季完成建置投入試產，初期規劃以 20KK 為月產
能目標，以分攤平鎮廠及寧波廠之生產風險。又，新能源事業處成立後，除原有之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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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石長晶外，現已擴大圖案化藍寶石基板製程之產量，以期能在 LED 事業之推廣上
有所突破。 
 

2、預期銷售數量及依據： 
整體石英產業在 2012 年因美國持續進行量化寬鬆的政策下持續刺激經濟，而後歐洲穩
定機制生效使歐債問題最終獲得控制，且日本於年底也加入了寬鬆政策的行列，使全
球經濟終於觸底。台灣晶技在全球政經局勢如此不明確的因素影響下，最終仍繳出
10.4%成長的亮眼成績單，市佔率也達到了 10.8%。因此，在規劃 2013 年的預期營收
時，公司仍抱持審慎樂觀的態度，除在維持既有國際大廠合作外，本公司亦積極開發
新客戶及新產品，以因應產業未來發展所需；另外，為提高公司毛利率及獲利水準，
開發高階產品將會是公司未來發展方向，因此，預計 2013 年仍將持續擴增產能，並切
入汽車產業及高頻精密之產品逐步取得客戶之認證及承認，預期對本公司營收及獲利
亦有所助益；再加上在新能源事業產品的開發，經過一年的技術專研與客戶開發，也
能逐步開花結果。 
 
就 2013 年全球景氣而言，美國在經濟數據好轉下，量化寬鬆刺激政策將逐步退場轉由
基本面帶動，而歐洲經濟削減赤字走向樽節；此外在日本將加大寬鬆刺激政策力道下，
使亞洲貨幣長期趨向競貶刺激出口，而中國在人民代表大會後也確立未來政經發展方
向，在保八的目標下中國經濟可望回升。整體而言，由於公司持續著力於小型化、高
頻、低耗能之精密產品開發日見成果，新能源事業營收、獲利開始收割，再加上全球
景氣逐步推升，預計民國 2013 年之銷售總量將在 25 億只以上，並提升全球市場佔有
率至 11-12%，進而達到挑戰石英產業排名之前二名。 
 

面對經營環境及同業競爭，除了需具備習變為常以及快速反應能力之外，對於微利時代所加諸
的壓力，我們更應勇於突破，敢於創新，並接受挑戰，從浴火及淬練中，褪去所有阻礙前進的
習慣領域。而後回歸到基本面，如同去年所說：「再一次面對人力素質的提升、資源的配置與
整合、流程的重組簡化合併刪除」，誠實的面對自我，才能讓企業經營永續而為。 
 
反思獲得卓越中堅企業獎的究竟，寫下「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築夢踏實的經營策略」、「獲
利分享的同舟精神」、「客戶導向的服務態度」、以及「資訊透明的治理模式」以為自我檢討，
並期勉大家效法柳井正「成功一日可以丟棄」繼續奮進努力！ 
 
台灣晶技成立迄今已整三十年，我們回顧過去，對於所有曾經經過的挑戰，都必須致上銘心的
感謝，因為透過挑戰，我們才能更堅定我們向上的意志。對於變動頻仍難以預測的市場變化，
同仁們必須更為用心，專心並持之以恆，以精、勤、速、效的概念，執著於我們所設定的目標，
以虛心、謙卑、學習、奮進的態度，專注於我們所期許的願景，方克有成。天下無必勝之方，
永業之謀，成敗轉瞬，因此展望未來，對於品質的提升，我們需有進入車用市場與安全相關產
品的能力；對於技術的精進，我們必須建構進攻退守兼具的智慧財產；對於人力資源的培育，
我們也必需培育更多同時擁有專業與管理職能的人才，如此，也才能真正面對自我，挑戰未來，
成就另一個有競爭力的三十年。 
 
 
 
順頌  時祺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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