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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聲明
◎◎◎◎本簡報所提供之公司營運及策略相關資訊本簡報所提供之公司營運及策略相關資訊本簡報所提供之公司營運及策略相關資訊本簡報所提供之公司營運及策略相關資訊，，，，並不並不並不並不
作為股東及投資人買賣健和興股票之投資建議作為股東及投資人買賣健和興股票之投資建議作為股東及投資人買賣健和興股票之投資建議作為股東及投資人買賣健和興股票之投資建議。。。。

◎◎◎◎本簡報內容所提及公司對未來營運之預測與看本簡報內容所提及公司對未來營運之預測與看本簡報內容所提及公司對未來營運之預測與看本簡報內容所提及公司對未來營運之預測與看
法法法法，，，，主要以目前市場已知或可得到的資訊主要以目前市場已知或可得到的資訊主要以目前市場已知或可得到的資訊主要以目前市場已知或可得到的資訊、、、、數據數據數據數據
為依據為依據為依據為依據。。。。

◎◎◎◎健和興對於本簡報之資訊內容健和興對於本簡報之資訊內容健和興對於本簡報之資訊內容健和興對於本簡報之資訊內容，，，，並不保證其完整並不保證其完整並不保證其完整並不保證其完整
性與正確性性與正確性性與正確性性與正確性。。。。公司對於營運之預測與看法公司對於營運之預測與看法公司對於營運之預測與看法公司對於營運之預測與看法，，，，將可將可將可將可
能受到未來整體經濟環境改變能受到未來整體經濟環境改變能受到未來整體經濟環境改變能受到未來整體經濟環境改變、、、、公司實際營運情公司實際營運情公司實際營運情公司實際營運情
況以及產業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況以及產業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況以及產業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況以及產業環境變遷等因素影響而有所差異。。。。投投投投
資人應依照本身所搜集之資訊作為投資買賣決策資人應依照本身所搜集之資訊作為投資買賣決策資人應依照本身所搜集之資訊作為投資買賣決策資人應依照本身所搜集之資訊作為投資買賣決策
之依據之依據之依據之依據，，，，不應完全依賴本簡報所提供之內容不應完全依賴本簡報所提供之內容不應完全依賴本簡報所提供之內容不應完全依賴本簡報所提供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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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成成成成 立立立立：：：：1978197819781978年年年年

�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董事長：：：：鄭克彬鄭克彬鄭克彬鄭克彬

�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總經理：：：：鄭景壬鄭景壬鄭景壬鄭景壬

�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資本額：：：：14.0314.0314.0314.03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生產基地生產基地生產基地生產基地：：：：彰濱廠彰濱廠彰濱廠彰濱廠、、、、和美廠和美廠和美廠和美廠、、、、蘇州廠蘇州廠蘇州廠蘇州廠

�生產產品生產產品生產產品生產產品：：：：端子及塑膠製品端子及塑膠製品端子及塑膠製品端子及塑膠製品

連續獲利三十五年的健和興連續獲利三十五年的健和興連續獲利三十五年的健和興連續獲利三十五年的健和興



健和興大事紀

彰濱工業區新廠區建廠完成彰濱工業區新廠區建廠完成彰濱工業區新廠區建廠完成彰濱工業區新廠區建廠完成2020202010101010

TS16949169491694916949認證通過認證通過認證通過認證通過2006   2006   2006   2006   

轉投資轉投資轉投資轉投資蘇州蘇州蘇州蘇州廠廠廠廠, , , , 正式成立正式成立正式成立正式成立健和興科技健和興科技健和興科技健和興科技((((蘇州蘇州蘇州蘇州))))有有有有
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限公司

2002002002003333

於於於於2222月月月月19191919日正式上市日正式上市日正式上市日正式上市2002002002002222

取得日本通產省取得日本通產省取得日本通產省取得日本通產省JISJISJISJIS工場認證工場認證工場認證工場認證2002002002000000

引進引進引進引進『『『『AS/RS自動倉儲系統自動倉儲系統自動倉儲系統自動倉儲系統』』』』1991991991994444

成立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 , , 從事電子及電從事電子及電從事電子及電從事電子及電
機用端子零件製造及銷售機用端子零件製造及銷售機用端子零件製造及銷售機用端子零件製造及銷售.            .            .            .            

1971971971978888



彰濱廠彰濱廠彰濱廠彰濱廠

� 廠房面積：18,000 mm²²

� 員 工 数：650 (1308)

� 研發人員：46

� 模具人員：85

� 品保人員：24



大陸蘇州廠

� 土地面積：100畝

� 廠房面積：6,800 mm²²

� 员 工 数：270

� 研發人員：10

� 模具人員：20

� 品保人員：12



主要產品與應用



產品應用及介绍

§§§§§§§§端子端子端子端子
係一種連接用電線路兩端之金屬元件，其主
要原料為銅。銅具有耐蝕、 耐磨、導電及導
熱效果極佳、易於加工等特性，故大量應用
於電子及電機 工業中。端子是電力、電源及
信號傳輸中，不可或缺之基本元件 。



終端應用產業分類

§§§§§§§§端子端子端子端子
A.資訊用端子：SPS 、UPS 、掃描器、印表機及工業電腦。

B.通訊用端子：有線、無線傳輸及終端設備。

C.消費性端子：電視、錄放影機、音響及家電。

D.電工用端子：輸電系統及變壓系統、機械設備控制系統、配電系

統。

E.運輸工具端子：各式車輛之電力、儀表板之訊號傳輸，高、捷運

之機電系統。



電工電工電工電工、、、、配線端配線端配線端配線端 白色家電用端子白色家電用端子白色家電用端子白色家電用端子

輸電系統及變壓系
統、機械設備控制
系統、配電系統

電視、錄放影機、
音響及家電



汽車端子汽車端子汽車端子汽車端子Automotive  Connectors

各式車輛之電力、儀表板之訊號傳輸，
高、捷運之機電系統。



大電力端大電力端大電力端大電力端----高壓配電高壓配電高壓配電高壓配電
UPS、、、、電動車用端子電動車用端子電動車用端子電動車用端子

輸電系統及變壓系
統、機械設備控制
系統、配電系統

各式車輛之電力、儀表板之訊號傳輸，
高、捷運之機電系統。



電機用連續端子電機用連續端子電機用連續端子電機用連續端子 不銹鋼束帶-固定電線電纜

SPS 、UPS 、掃描器
、印表機及工業電腦



經營績效



KST-歷年營收

12.5112.51

20.93

27.06

27.49營收營收營收營收：：：：台幣百萬台幣百萬台幣百萬台幣百萬



月營收月營收月營收月營收

-

50,00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NT仟元仟元仟元仟元

2011  221,151  152,492  260,478  252,799  244,409  249,626  268,457  272,375  215,221  219,322  200,582  219,198 

2012  207,122  221,412  274,522  241,455  247,314  233,304  257,043  244,400  214,226  217,323  205,311  195,824 

2013  229,933  153,520  261,971  241,700  226,002  252,518  261,501  222,875  213,471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營運概況營運概況營運概況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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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收入 697,843 1,369,695 1,329,027 1,420,153 1,325,566 1,381,332

營業毛利 197,193 347,035 319,309 326,323 298,317 315,289

毛利率 28.26% 25.34% 24.03% 22.98% 22.50% 22.82%

2013Q3 2013/H1 2012/H2 2012/H1 2011/H2 2011/H1

今年毛利率
大幅提升

7月27.07%
8月28.41%
9月29.55%



歐州  歐州  歐州  歐州  13131313....06060606%%%%
美洲 美洲 美洲 美洲 8888....26262626%%%%

內銷  內銷  內銷  內銷  29292929....82828282%%%%

中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30303030....03030303%%%%

亞州  亞州  亞州  亞州  18181818....83838383%%%%

合併營收-區域別佔比



產品分類產品分類產品分類產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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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比率 54% 36% 10%

電工及LED光源配線 3C、家電與其他 汽車連接器



產業概況



連接器市場應用比例

汽車

電腦及電腦週邊通信數據

工業

軍事航太

運輸
醫療

其他

汽車 電腦及電腦週邊 通信數據 工業 軍事航太 運輸 醫療 其他

全球連接器規模高
達500億美元，其
中電腦及相關產品
占26％，汽車同樣
有26％比重，相當
於每年有新台幣
7,500億的規模。

26%

26%

8 %

5 %

12%

4 %

7%

12 %



全球汽車銷售及成長率



汽車零組件內需市場規模主要受到整車產銷影響而有變化，2012年
汽車零組件產值約新台幣1,984.7億元，2013年產值約新台幣
2,033.8億元，預估成長2.5%。



端子未來發展趨勢

�產品需要在高緊湊的內部結構中完成電路設計。
在這一趨勢下，目前連接器產品均朝著精細化的
方向邁進。

�連接器的配差高度也越來越小，在開發這類高密
度連接器時，面對更為微、薄的器件，以及更為
惡劣的應用環境，要努力保證連接器產品的耐久
性和穩定的接觸電阻。

�科技日新月異，端子產品種類令人眼花撩亂，以
較低的成本創造出能夠滿足所有客戶的客製化商
品，將是企業脫穎而出的關鍵。



市場競爭利基



市場競爭利基

＊、擁有廣大客戶群、且客源分散。
＊、40年專業端子製造銷售
＊、10,000多種產品、UL認證達8成以上。
＊、彈性製造系統提供-少量多樣及大量緊急之需求。
＊、具備設計、製造模具能力及自製專用機之技術。
＊、完整的先進實驗設備及驗證能力



市場佈局及發展策略



美國子公司美國子公司美國子公司美國子公司

(西岸西岸西岸西岸)

泰國分公司泰國分公司泰國分公司泰國分公司

蘇州廠蘇州廠蘇州廠蘇州廠

台灣總公司台灣總公司台灣總公司台灣總公司

廣州分廣州分廣州分廣州分公司公司公司公司

市場佈局

和美
線西
鹿港



§.採合資模式採合資模式採合資模式採合資模式跨入汽車零組件供應鏈跨入汽車零組件供應鏈跨入汽車零組件供應鏈跨入汽車零組件供應鏈

§§§§....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

§.全力開發新興市場全力開發新興市場全力開發新興市場全力開發新興市場

§§§§....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

未來發展策略



合資案合資案合資案合資案----大陸長春汽車零組件大陸長春汽車零組件大陸長春汽車零組件大陸長春汽車零組件

11/8日董事會通過大陸長春熱沖壓產線投資案日董事會通過大陸長春熱沖壓產線投資案日董事會通過大陸長春熱沖壓產線投資案日董事會通過大陸長春熱沖壓產線投資案，，，，
合資夥伴有中鋼合資夥伴有中鋼合資夥伴有中鋼合資夥伴有中鋼、、、、台商英利台商英利台商英利台商英利、、、、興櫃公司的璋釔鋼興櫃公司的璋釔鋼興櫃公司的璋釔鋼興櫃公司的璋釔鋼
鐵與健和興公司鐵與健和興公司鐵與健和興公司鐵與健和興公司。。。。
由於大陸汽車市場極為活絡由於大陸汽車市場極為活絡由於大陸汽車市場極為活絡由於大陸汽車市場極為活絡，，，，預估預估預估預估2013年汽車產年汽車產年汽車產年汽車產
量將達量將達量將達量將達2,000萬台萬台萬台萬台，，，，乘用車將超過乘用車將超過乘用車將超過乘用車將超過1,500萬輛萬輛萬輛萬輛，，，，新新新新
公司由此切入大陸市場將是非常好的契機點公司由此切入大陸市場將是非常好的契機點公司由此切入大陸市場將是非常好的契機點公司由此切入大陸市場將是非常好的契機點。。。。



本公司與台商獨資企業本公司與台商獨資企業本公司與台商獨資企業本公司與台商獨資企業，，，，於廣東佛山設立合資於廣東佛山設立合資於廣東佛山設立合資於廣東佛山設立合資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已於今年建廠完成已於今年建廠完成已於今年建廠完成已於今年建廠完成，，，，該合資公司主要以該合資公司主要以該合資公司主要以該合資公司主要以
提供大陸汽車廠零組件為主提供大陸汽車廠零組件為主提供大陸汽車廠零組件為主提供大陸汽車廠零組件為主，，，，於今年於今年於今年於今年Q4Q4Q4Q4開始小開始小開始小開始小
量供貨量供貨量供貨量供貨，，，，於明年開始正式量產出貨於明年開始正式量產出貨於明年開始正式量產出貨於明年開始正式量產出貨。。。。

積極與各大廠合作積極與各大廠合作積極與各大廠合作積極與各大廠合作，，，，作為公司進入汽車供應鏈作為公司進入汽車供應鏈作為公司進入汽車供應鏈作為公司進入汽車供應鏈
的跳板的跳板的跳板的跳板。。。。

合資案合資案合資案合資案----大陸廣東汽車零組件大陸廣東汽車零組件大陸廣東汽車零組件大陸廣東汽車零組件



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持續與各汽車大廠認證

持續對日系、美系、陸系車廠認證，其中
日系認證已取得明年訂單。



泰國曼谷設
立營銷據點
，成效卓越
，明年成長
顯著。

全力開發新興市場全力開發新興市場全力開發新興市場全力開發新興市場



KST

佛山子公司

KST

KST

KST

KST

KST

KST

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佈建多元化通路服務客戶



Q＆＆＆＆A



簡報結束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