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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回顧過去一年，國際經濟情勢受歐美債信危機與中國大陸溫州商人倒債風
暴蔓延之衝擊與影響甚鉅，於此環境中，雖全體同仁共同努力仍受全球經濟成
長放緩等負面影響了獲利表現。
歐洲債信威脅尚未完全消除，中國寬鬆政策正式退場等利空題材發酵，加
上原物料價格因氣候因素及中東與北非地緣政治的影響大幅走升，日本 311 地
震等天災人禍，對全球經濟前景投下不確定因素，盡管最壞的情況似乎過去，
預期一○一年全球經濟成長將進入短期修正，整體大環境對景氣復甦的速度將
造成趨緩的現象，連帶影響本公司粉末冶金的出口表現及產值，因此本公司一
○○年度的營運目標不如預期。
在種種不利因素下，公司更藉此機會強化執行內部稽核作業、客戶滿意度
調查及流程績效評估，合理化推動品質管理，落實品質系統有效實施。並不斷
透過教育訓練灌輸員工品質觀念及意識，達到持續改善公司經營環境，強化經
營體質以滿足客戶需求，為獲得客戶的信賴而努力。回顧過往情勢，為我們帶
來了一些問題與機會的變化，於此，我們懷著臨淵履薄的惶惴之心，謹此說明
公司過去一年的經營成果，以及未來的展望如後。
本公司一○○年度的營運績效，合併營業收入為新台幣 716,275 仟元，較
前一年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 726,711 仟元下降 1.44%；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39,559
仟元，較前一年稅後淨利新台幣 76,412 仟元下降 151.77%；基本每股稅後淨損
為新台幣 0.59 元，較前一年基本每股稅後淨利新台幣 1.18 元減少 150%。展望
今年（101 年度），要在如此的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不只要能掌握問題的核心，
面對未來社會、經濟、環境的變遷能快速地反映這樣的變化，純熟地運用區域
性或全球化運籌管理，誰就會是贏家！現將一○○年度之營運成果及一○一年
度之營運計畫概要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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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0 年度

99 年度

增(減)數

變動率(%)

營業收入淨額

396,583

343,477

53,106

15.46

營 業 成 本

354,456

315,931

38,525

12.19

營業毛利(損)

42,127

27,546

14,581

52.93

營 業 費 用

37,792

32,041

5,751

17.95

營業淨利(損)

4,335

(4,495)

8,830

196.44

營外淨收支

(43,894)

80,907

(124,801)

154.25

稅前純益(損)

(39,559)

76,412

(115,971)

151.77

(二)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
民國一ΟΟ年度未編製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財 務
結 構
償 債
能 力

獲
利
能
力

100 年度

99 年度

38.14

33.40

長期資金占固定資產比率(%)

271.03

322.02

流動比率(%)

104.97

117.75

速動比率(%)

76.52

91.78

利息保障倍數(倍)

(13.5)

31.66

資產報酬率(%)

(3.31)

7.18

股東權益報酬率(%)

(5.44)

10.77

負債占資產比率(%)

佔實收資本

營業利益

0.65

(0.68)

比率(%)

稅前純益

(5.94)

11.48

純益率(%)

(9.97)

22.25

每股盈餘(元)

(0.59)

1.18

(四)研究發展狀況：
1.業務之技術層次
本公司在國內粉末冶金技術及銷售市場方面仍保持著較大的競爭優勢，多
年來公司的粉末冶金研發技術及品質一直都是國內粉末冶金行業的資優生，專
業研發動力傳動齒輪軸系列，包含齒輪及渦輪等，因不斷的設計研發並提高技
術層次，推出有關粉末冶金較高核心技術，在技術門檻較一般同業水準高。此
外，汽車産業為中國經濟支柱之一，是中國重點扶持的對象。近年來汽車産業
持續快速發展，相信在汽車零組件銷售市場的影響也開始有了新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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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發展
本公司之研發單位研究發展的主要內容為：
(1)延長模具之使用壽命
為提高模具壽命，針對已失效的模具進行分析，模具損傷的形式主要
有：塑性變形、磨損、疲勞及冷熱疲勞、斷裂及開裂、腐蝕。模具在生產成
形品過程中可能同時出現多種損壞形式，各種損傷之間又相互滲透、相互促
進，各自發展，直到用模具生產出來的產品為廢品，則模具失效。目前為提
高模具壽命必須對導致模具損傷的原因及各種影響因素已進行認真分析，制
定克服的辦法和措施。
(2)高密度成形品之研究發展與其應用
在粉末冶金產品的開發中，朝高密度的發展就一直是本公司研究開發人
員的重要使命與目標，從傳統的壓機成形進展到溫壓成形，粉末鍛造……等
等，開發出密度更高的產品。
(3)研究開發粉末射出零組件。
(4)電動工具齒輪箱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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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營方針：
1.加強新產品之研究開發，以便開拓新市場，並永續公司長期發展。
2.本公司透過集團內各公司之連結和全體員工之團隊合作，以追求集團整體之最
合理化為目標，並進而提升企業之綜合效力。
3.以提高顧客滿意度為公司最終目標。
4.本公司有效活用經營資源且高效率地營運管理。
5.確實落實執行 ISO 和 QS，以確保產品品質水準和廠區工安環保的維護。
6.提升產能利用率，使各部門生產發揮最大效益，提升各產品競爭能力。
7.加強成本和費用之控管，並提升公司經營績效，建立市場競爭優勢。
8.加強存貨管理。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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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汽車行業近五年來平均以 20％以上的增長速度向前發展，目前已成為世
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和消費國。
全球粉末冶金工業正緩慢恢復，展望一○一年本公司粉末冶金景氣，從外銷訂
單表現觀察，一○一年外銷訂單金額預估將呈現成長，顯示新台幣升值雖壓抑本公
司出口外銷活動的成長力道；但從歐美市場零售銷售指數、失業率等經濟指標改善
市場消費信心持續回復，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內需資本投資與消費需求成長延續，
與國際大廠將陸續推出各項新產品刺激消費意願，均顯示全球需求力道應可逐漸上
升，粉末冶金製造業一○一年生產將可望有成長表現。
未來在中國大陸汽車粉末冶金零件産品市場潛力將大幅成長。據資料顯示，發
達國家汽車製造業粉末冶金製品的用量佔其粉末冶金製品總産量的絕大多數，如美
國佔 90％，歐洲為 80％，而中國目前尚不足 40％。歐洲平均每輛汽車的粉末冶金
製品使用量是 14kg，日本為 16kg，美國已達到 19.5kg 以上，預計未來幾年可能達
到 22kg，而中國目前平均每輛汽車粉末冶金製品的用量卻只有 5kg 左右。如果按年
産 500 萬輛車計算，中國全年汽車零件用鋼鐵粉末約 2.5 萬噸左右，如果中國每輛
汽車粉末冶金製品的用量達到歐洲水準，加上保有量汽車粉末冶金零件的更換，那
麼僅此一項的鋼鐵粉末就需要近 10 萬噸，是當前粉末冶金總需求量的 1.25 倍。
全球製造業正加速向中國轉移，汽車行業、機械製造、金屬行業、航空航太、
儀器儀錶、五金工具、工程機械、電子家電及高科技產業等迅猛發展，為粉末冶金
行業帶來了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和巨大的市場空間。另外，粉末冶金產業被中國列
入優先發展和鼓勵外商投資項目，發展前景廣闊。

(三)重要產銷政策：
1.投資大陸
面對市場同業之競爭，創造經濟規模，九十九年度完成(昆山)投資案，兩
地之技術生產為有效達成營運目標及滿足未來四-五年之業務成長之需求。
2.良率、效率提昇
為求生產效益的提升公司於每年專注於【不良率】之改善，過去一年，在
政策改變下，整體不良率雖已有效改善，然生產效率尚未有顯著提升，為求精
益求精，一百零一年度將要求不良率及生產效率之持續改進。
3.績效考核
公司目前已有少許部門推動關鍵績效指標之作為，成果已然初見，一百零
一年度起將進一步以電腦化之方式連結各單位之成效，以便進行績效指標之追
蹤，以求達到確實執行確實追蹤，確實回報之要求，同時，亦將於一百零一年
底將關鍵績效指標之量化結果與貢獻回饋以電腦化之程式予以管控，使績效之
達成與考核之結果更加透明化，進而達到選才、用才、育才、留才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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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國際間原物料成本及匯率因素等不利影響使本公司經營管理面臨更嚴苛的
挑戰，為提升本身之競爭力，努力拓展外銷市場，在未來發展策略趨勢為：
(一)掌握關鍵技術，積極開發並拓展先進產品領先市場，提高附加價值，降低經營
風險。
(二)研發新產品(電動類有關之機車、工具)、新材料、新製程，如金屬粉末射出成
形（Metal Injection Molding，MIM）製程開發。
(三)激發研發團隊的無限潛能並加強人才培養，積極努力提升品質與產能開拓新客
源。
( 四 ) 朝 自 動 化 、 增 加 零 件 複 雜 度 、 成 形 技 術 之 突 破 、 瘦 身 製 造 （ lean
manufacturing）、高密度、取代其他競爭製程、新材料等。
(五)注重低污染、低噪音之粉末冶金製程，能與世界環保觀念的潮流相結合。

V0SYzrtX0l?tXS~}qtXN_?
由於亞洲地區汽車零部件企業不僅面臨著跨國企業的猛烈衝擊和國內企業間同
質化的激烈競爭，還有上游原料成本的擠壓以及客戶不斷提高的產品品質標準。
而目前大多數汽車零部件企業的現狀卻是專業化水準低，產品開發能力弱。絕
大多數零部件企業不具備產品開發能力，難以適應整車更新換代的要求，企業自身
核心競爭力較低。因此，使得企業在不斷上漲的成本壓力下並不能有效的得到傳導，
迫使企業收益水準不斷下降。
面臨當前困境，積極培養自身核心競爭力便成為目前本公司極需解決的問題。
我們知道汽車核心零部件中，附加值較高的主要有：發動機的進排氣門、發動機連
杆、變速箱齒輪中的同步器錐環和油泵主從動齒輪等。而這些零部件中，主流的核
心技術，便是粉末冶金技術，因此要想培養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當務之急必須謀動
粉末冶金技術發展，以此為突破點增強本公司零部件的競爭力。
故本公司將依多年業務的產銷經驗及研發之技術優勢研發新產品，提供優於同
業更新、精密度更高、更複雜之耐用性零件。公司將朝向一條龍之生產自動化模式，
創造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作為吸引客戶的最優條件，配合市場動脈，以確保競爭優
勢，降低營運風險。公司派有專人隨時留意相關產業市場的變化、法規的修訂以及
總體經營環境的變化，若對公司營運造成影響會隨時作出應變之策。
敬祝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董事長：sQ_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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