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簡介



 本簡報所提供之公司營運及策略相關資訊，並不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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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主
要以目前市場已知或可得到的資訊、數據為依據。

 健和興對於本簡報之資訊內容，並不保證其完整性與
正確性。公司對於營運之預測與看法，將可能受到未
來整體經濟環境改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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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人應依照本身所
搜集之資訊作為投資買賣決策之依據，不應完全依賴
本簡報所提供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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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立：1978年
董 事 長：鄭克彬

總 經 理：鄭景壬

資 本 額：15.57億元

生產基地：彰濱廠、蘇州廠

生產產品：綠電/車用/家電連接器

公司概況



公司概況
• 1978年成立健和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

• 2000年陸續取得日本通產省JIS工廠認證、 TS16949認證、

ISO 90001。

• 2002年掛牌上市。

• 2003年進入中國市場於蘇州設立生產及銷售據點；

• 2012年充電槍通過TUV UL ETC …等認證並開始生產

• 2012年成立美國子公司；

• 2013年成立泰國子公司；

• 2016年成立越南及印尼子公司。

• 2018年研發大樓落成啟用。



全系列綠電連接器
低電壓連接器
高壓大電流連接器
防水系列連接器
空中插接連接器

主要產品



車用連接器
各式車用連接器
微型防水連接器
控制器連接器(ECU)
電動車充電連接器(BEV/PHEV)

主要產品



電動車充電連接器EV充電槍/座

主要產品



基礎建設機器設備 交通運輸 船舶

農業機械 汽機車輛配電工程 綠色能源

產品應用



產品結構

 電力、電源及信號傳輸
 電工配電系統
 機械設備控制系統
 智能電網、5G基地台
 工業4.0、自動化設備
 高電流傳輸：SPS、UPS
 捷運系統、綠能
 能源互聯網

 車輛之電力及訊號傳輸
 汽車配備及電源控制
 傳統汽柴油車輛
 新能源車＆充電槍

2022年度1-2月產品結構比重

 家電物聯網產品連接器
 白色家電、視訊、音訊



營收區域別佔比

年 度
區 域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1-2月

內銷/貿商/亞洲 47.4 45.1 44.9 37.2

中 國 31.5 34.7 36.5 38.1

歐美地區 21.1 20.2 18.6 24.7

合 計 100 100 100 100

單位：％



季營收

Q1 Q2 Q3 Q4

2021 1,061,551 1,193,030 1,210,421 1,327,299

2020 705,646 847,819 835,953 993,513

2019 840,647 844,720 882,792 9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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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2年1-2月自結營收7.83億，創歷史同期新高。



營運概況(毛利率)

Q1 Q2 Q3 Q4
2021 34.67% 35.83% 35.92% 35.42%
2020 30.90% 31.60% 31.20% 32.95%
2019 31.09% 31.12% 31.81% 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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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22年1-2月自結毛利率35.14%。



連接器市場應用佔比
全球連接器規模高達約767億
美元根據 Bishop&Associate 數
據顯示，2020 年中國連接器市
場規模達 252億美元，占全球
32.85% 的比重。



產業展望
 IEA發布

全球電動車銷量（約）：
2020年300 萬輛至
2030年3,100萬輛，成長10倍

 全球充電樁總量(私人+公共)規模：
2020年950  萬座至
2025年4500萬－ 6500萬座 成長5-6倍

全球正處於能源轉型的關鍵時代，在各國節能減碳

的政策推動下，儲能市場需求也遍地開花。



台灣總公司

大陸蘇州廠

美國子公司

泰國子公司

越南子公司

廣州分公司

印尼子公司

全球佈局



台灣總公司

蘇州廠

北京辦

青島辦

廣州分公司

長春辦

重慶辦

長沙辦

深圳辦

製造工廠 / 研發基地

銷售服務據點

武漢辦

銷售分公司

中國據點

中國生產據點



發展策略-
由端子走向汽車關鍵零件

1978年 1998年 2000年 2006年 2007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健和興端子成立 開發模具費皆當月費用化

『AS/RS自動倉儲與製程分流系統』
自動倉儲分流系統-快速供貨
內銷市場當天下單當天出貨

日本通產省JIS工廠認證
端子類產品可輸出至日本

健和興(蘇州廠)

TS16949認證
汽車工廠認證

彰濱新廠啟用

布局綠能新應用（汽機車.充電槍.儲能….)

IP69新標準完全植入設計端於綠能.
電動車類.汽車等相關連接器

電工類新興市場佈局（泰國曼谷）

綠能產品佈局
二輪、四輪新能
源車車內、車外
連接器

合資 英利汽車部品(佛山廠)
擁有汽車零件 冷沖技術

合資 宏利汽車部品(長春廠)  擁有汽車零件 熱沖技術

充電槍 TUV UL ETC …認證通過

通訊產品認證通過
切入中國4G/5G市場

切入汽車市場建立自動化與量產規模



KST充電槍三優勢

從連接器再進入連接器

產品齊全:

1. 各國法規充電槍

SAE、IEC、

GB、 CNS

2. AC四輪充電槍

3. DC四輪充電槍

4. DC兩輪充電槍

功能優勢:

1. 耐久插拔2萬次

2. 防護等級IP67

3. 強化落摔可靠性

4. 一體式槍體設計

5. 充電槍小型化

客戶解決方案

1.客製化服務

2.客製化實驗要求
氣密、溫升、
耐久插拔



電動車輛與充（換）電系統產業，投入整體
性的新產品研發，以及策略性的新客戶開發

整合產品的上、下游製程，建立一條龍生產
模式，降低製造成本。

未來展望



提升中國大陸與東南亞子公司切入一、二
線車廠，資通訊品牌廠、機電設備大廠的
Design-In開發案與新產品訂單的接案。

投資興建綠電產業相關產品的生產廠房與
產線。

未來展望



Q & A
感謝聆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