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先生女士大家好， 
 
 台灣晶技成立已經整整三十週年了，過去一路走來的點滴，猶在心頭盤桓，而未來當跨出
什麼樣的腳步，也無時不縈繞於心。尤其，在 2013 年產業變化及日幣貶值的強力帶動之下，
日系競爭者獲得了前所未見的市場進擊空間，也因此公司經歷了過去十年來唯一一次的負成
長，這對我們而言是很大的警惕，更是另一次羽化破繭的契機。也因此，如何尋找創新的機會
而能突破成長，如何整合公司的資源以優化營運效率，又如何強化上下游供應鏈體系以快速反
應市場變化，無一不是我們念茲在茲的重要課題。 
 

在 2013 年，有鑑於日幣的貶值，我們決定不全面跟進市場隨之而來的價格競爭，因而無
法取得原本預期的成長，但也因此守住了相當程度的毛利空間，方能持續享有獲利，並回饋與
股東大德。本公司 2013 年的營運績效，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95.03 億元，較前一年合併營
業收入新台幣 109.28 億元減少約 13.04%，達成預算目標約 84.57%；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9.35
億元，較前一年稅後淨利新台幣 11.50 億元減少 18.65%，達成預算目標 85.41%；基本每股稅
後盈餘為新台幣 3.02 元，較前一年基本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 3.79 元較減少約 2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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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持續的成長，其力道來自於具有市場利基及競爭力的產品，因此公司於 2013 年雖未
能在業績上持續成長，但在研發投資與創新之上，卻從未止歇而有懈怠，加之以公司對市場推
動的力道、克服競爭壓力及障礙的能力，公司對於未來的成長，依然充滿信心。在強烈的成長
意識，以及自我挑戰競爭的驅策之下，謹將 2013 年之營運成果及 2014 年之營運計畫概要分別
報告如下： 
 
一、2013 年營運成果 

1、合併營收及稅後淨利                          單位：新台幣仟元 
科目        年度 2013 年度 2012 年度 增(減)金額 變動比例 

營業收入淨額 9,503,583 10,928,495 (1,424,912) -13.04% 

營業毛利 2,194,030 2,508,295 (314,265) -12.53% 

稅後淨利（損） 935,161 1,149,534 (214,373) -18.65% 

 
合併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 

 年度 2013 年度 2012 年度 

財務結構(%) 
負債占資產比率 35.88% 39.36% 

長期資金占固定資產比率 184.67% 164.03% 

償債能力(%) 
流動比率 243.93% 195,52% 

速動比率 180.81% 150.24% 

獲利能力(%) 

資產報酬率 7.48% 9.45% 

股東權益報酬率 11.57% 15.28% 

基本每股盈餘（元） 3.02 3.79 

 
2、 預算執行情形 

本公司 2013 年度僅設定內部預算目標並未對外公開財務預測數，整體營收及獲利因產
業變化及市場競爭之影響，致達成公司所設定之營運目標約 85%，惟公司對於未來的
成長，依然充滿信心。 

 
3、研究發展狀況 

就研發而言，公司除專注於既有石英產品之技術及產品改良外，亦著手依照技術地圖



開發新的產品線。就其犖犖大者而言，2013 年內已開發完成之產品有如「微型化三合
一光感測器(Proximity Sensor)」，「Stratum-3 高精度溫度補償控制石英振盪器」、「恆
溫控制石英晶體振盪器」、「小型化溫度補償控制石英晶體振盪器」，「規格之車用石英
晶體」，以及「溫度感應石英晶體(TSX)」、「Inverted Mesa 高頻石英晶片製造技術」
等。透過前述產品之推出，對公司日後業績之成長及獲利均有正向助益。 
 

4、其他專案執行成果 
(1) 綠色企業 

本公司持續進行溫室氣體盤查(ISO14064-1)、產品碳足跡盤查(PAS2050)、能源管理
系統(ISO50001)及產品碳中和(PAS2060)之各項作為。並繼續從事各項低碳活動，並
以取得環保署之低碳標籤標章自我期許。此外，並以 AM 系列產品取得電機電子同
業公會給予之碳標籤證書。為共同維護地球生態創造台灣之永續生存環境，本公司及
所有同仁亦積極參與環境品質文教基金會推動之「為地球種下一棵樹，支持台灣綠帶
活動」，以及參與桃園縣竹圍漁港之淨灘活動，以期能略盡企業社會責任。 

 
(2) 職業安全衛生 

為維護勞工安全，在「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及「勞資會議」之主導下，除持續推動
OHSAS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驗證及通過 CNS 15506 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驗證外，2013 年 3 月份再度通過勞委會之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認可，並舉辦多場
次之健康促進活動，推動減重班、戒煙班、親子教育等，並對發生於廠外之交傷事故，
特別給予即時協助及具體關懷，爾後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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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各項運作系統之維護，在 2013 年內，續審者計有品質管理系統(ISO9001)，汽車
業品質管理系統(ISO/TS16949)，環境管理系統(ISO14001)，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
系統 (CNS15506)，資訊安全管理系統 (ISO/IEC27001)，供應鏈安全管理系統
(ISO28000)，能源管理系統(ISO50001)等，重審者則有有害物質過程管理系統(IECQ 
QC 080000:2012)，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OHSAS 18001:2007)，以及職業安全衛生
績效認可三項。連同 ISO 14064-1:2006 溫室氣體查證，產品碳足跡查證 PAS 
2050:2011 (PAS 2060:2010, AB series )產品碳中和查證，電電工會碳標(Carbon 
Footprint Logo)等，台灣晶技所具備之各項管理系統，當已臻國際水平，並希望透過
各項系統之積極運作，一以滿足客戶之要求，二則自我期許竿頭更進。 

 
(4) 技能提昇 

2013 年除持續推動六標準差改善專案外，亦另行推動「六標準差設計」DFSS (Design 
for Six Sigma)課程及專案規劃，合計 DFSS 共完成六大專案，其中包括 TSX, 
Proximity Sensor, Inverted MESA, 1612XO/TCXO 及 1210 Crystal 等開發案，截至
目前其財務效益已達新台幣約兩千三百餘萬，爾後公司將持續藉由六標準差綠帶、黑
帶及六標準差設計之推動，繼續強化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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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有年，因此持續推動「興學育苗、植根教
育」之活動，並與平鎮及北投左近之小學共同合作，邀請學生至校參觀，以瞭解父母
親工作養育之辛勞，同時致贈「植根興學獎」與優秀之教師，並以「精進成長獎」給 
 
予成績進步最大之同學。此外，2013 年 10 月，公司榮獲桃園縣政府創新企業卓越獎，
9 月台北市政府表揚為三星級之幸福企業，8 月獲頒英國標準協會之包容性綠色成長 
獎，同時為天下雜誌入選第七屆企業公民獎 Top50 之榮譽，7 月再度獲得資訊揭露評
鑑 A++級之榮耀，6 月成功完成 CG6008 進階版公司治理制度評量認證，亦於 5 月獲



得天下雜誌評選為台灣 1000 大製造業之第 280 名。2 月，則獲得經濟部頒發第一屆
之卓越中堅企業獎。凡此種種，皆足證公司在公司治理及企業社會責任之履行上盡其
在我不遺餘力。 
 

二、2014 年營運計畫概要 
1、經營方針及重要政策 
(1) 研發單位組織再造 

隨公司之產品線不再侷限於既有之石英晶體系列，加之組織需追隨策略而予以調整，
是以公司決定於 2014 年全面調整研發組織，以肆應環境之變化及符合未來產品之發
展方向。其中，除既有之石英晶體諧振器及震盪器外，將建置充分之資源以從事於光
感測器元件之軟、硬體開發。 
 

(2) 投入光感測器元件市場 
公司於 2013 成功研發出溫度感應石英晶體(TSX)以及三合一光感測器元件（PA12）
後，今年度將著重於推廣前述兩項產品於市場之上，除自行銷售而外，亦透過俱實績
之各國通路商，向國際大廠陸續推廣，預計前述兩項產品，對公司之業務成長及獲利，
當有相當程度之助益。 

 
(3) 建置產品生命週期及供應鏈平台系統 

公司於 2013 年漸次導入 Oracle Agile 產品生命週期系統(PLM, Product Lifetime 
Management) 模組，本年度將持續予以優化加強，以期對專案時程與流程控管有所
助益，進而提升溝通與作業效率。此外，為便於台灣及集團子公司等物流之運作順暢。
公司亦將漸次導入供應鏈管理平台系統，以使各廠間之上、下游廠商能充分溝通並使
貨暢其流，庫存降低。 

 
(4) 水足跡認證 

公司推動碳足跡及碳中和後，2014 年將透過工業局之協助及成大產業永續發展中心
之輔導，進一步盤點公司之水足跡（藍色水及灰色水），一以發表水足跡資訊，預應
客戶之需求，二以降低汙水排放量，減少水資源之使用，三則與世界環保趨勢接軌，
善盡地球公民之責任。 

 
(5) 公司治理 

公司於 2013 年順利通過公司治理進階版（CG6008）之認證，以及取得資訊揭露評鑑
A++之最高等級，為因應 2015 年證交所所舉辦之第一屆公司治理評鑑，將充分審視
前述評鑑之相關內容，以期能符合並超越主管機關對上市櫃公司之要求。同時，有鑑
於企業社會責任之規範已由 GRI 3.1 升級為 GRI 4.0，公司亦將依據前述要求，於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書內依序揭露。推動公司治理之目的，就公司而言，係在充分揭露營
運資訊並說明社會責任之推動成果，而對權益相關人而言，則可透過前述資訊，充分
掌握公司之營運成果並做出必要之投資決策。 

 
(6) 產線擴建 

鑑於現階段 LED 事業處之產能無法滿足客戶之需求，並對市場擴張及業務推動產生
限制性之影響，因而公司決定賡續 LED 事業之投資，並於 2014 年做出擴線決策，即 
 
將擴充圖案化藍寶石基板（PSS）製程之產線，以期在產能充足、客戶滿意、成本降
低之狀況下，對 LED 事業之推廣有更大之突破。又，本公司為持續增加競爭優勢，
降低產品成本，亦將於寧波廠及重慶廠擴充產線，調整產品組合，以進一步滿足市場
之需求。 
 

2、預期銷售數量及依據 



石英產業在 2013 年可謂詭譎多變的一年，所有同業面對市場變化時都做出必要之因應
對策，較之 2012 年，台灣晶技營運雖不如預期，但仍能保持一定之營運成果，因此，
在規劃 2014 年的預期營收時，公司抱持審慎保守的態度，除在既有國際大廠訂單之支
撐下，本公司亦仍規劃擴增新產品之產能及優化既有產品之製程。此外，由於本公司
在汽車產業產品及高階精密之產品逐步取得客戶之認證及承認，預期車用、高階精密
及新產品之營收貢獻將大幅躍進。與此同時，本公司借助於石英既有技術，將據此延
伸切入 LED 及光感測元件產品。整體而言，由於公司著力於小型化、高頻、低耗能之
精密產品日見成果，以及產品品質普遍受到國內外客戶信賴，在有效經營客戶關係及
產品多樣化之條件下，預計 2014 年合併銷售總量將達 25 億只以上，而全球市場佔有
率約可達到 10%以上，進而達到進入全球石英晶體產業排名前二大之目標。 
 

面對十年來第一次無法達成營運目標的事實，無疑是對公司經營階層的重大挑戰。雖說我們仍
是石英業界獲利相對為高的廠家。在 2014 年，我們除了調整內部資源改組研發單位外，也需
對業務推動新產品的通路及力道重新檢視，以期能快速肆應變化，並習變為常，積極做出反應。
我們深知電子業終究需要面對微利時代的壓力，也正因此，勇於突破是所有同仁必須嚴肅面對
的任務，而敢於創新則是公司於投注資源時需要熟慮的課題，如此方能褪去所有阻礙前進的習
慣領域，再度走向成長。日後，對於人力素質的再提升、資源配置的再整合、流程的再優化，
再再是我們必須誠實面對的課題，如此方能可大可久永續經營。 
 
公司成立三十年後的今天，我們深信在面對競爭，突破現狀的正向壓力下，正如美國學者藍奇
歐尼(Patrick M. Lencioni)所言，在透過領導團隊思維的重新確立，組織內部資訊透明度的再
提高，充分諒解與溝通的效率提昇，以及公司核心觀念的再強化下，台灣晶技當可重新展翼，
並以成長及獲利回饋予權益相關人。 
 
 
 
 
順頌  時祺 
 
 
 
 
 
 
 

 
      董事長              副董事長            總經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