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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及同時發佈之相關訊息所提及之預測性資訊包括營運
展望、財務狀況以及業務預測等內容，乃是建立在本公司從
內部與外部來源所取得的資訊基礎。

本公司未來實際所可能發生的營運結果、財務狀況以及業務
成果，可能與這些明示或暗示的預測性資訊有所差異。其原
因可能來自於各種因素，包括但不限於價格波動、競爭情勢
、國際經濟狀況、匯率波動、市場需求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
掌控之風險等因素。

本簡報中對未來的展望，反應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未來
的看法。對於這些看法，未來若有任何變更或調整時，本公
司並不負責隨時再度提醒或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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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董事長兼總經理
陳碧華

主要產品
照明應用產品
多媒體資訊產品

主要營運據點
總公司：新北市新店區
工廠：華亞科技園區
台中營業所
高雄營業所

公司成立時間
1995年4月

股票上市日期
2001年9月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7.9億元

集團人數
8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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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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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簡介

T8燈管 嵌燈 嵌燈 球泡燈 高天井燈 環型燈管

投光燈 AR111 燈具 MR16 燈泡 T-Bar 燈具 吸頂燈 平板燈具

◎照明應用產品：
各式發光二極體 LED燈具、各式螢光燈具等，可廣泛應用於建築室內
、室外照明及零售展示照明等商用領域。



專業燈具設計及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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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簡介

上游

燈光設計公司、專業照明工程公司、照明燈具通路商等

光源、電子控制系統、塑膠、金屬及玻璃供應商

下游

終端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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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簡介

◎多媒體資訊產品：
運用於影音娛樂、資訊產品、教育、文宣及生活等商用領域。

◎投資性不動產：
投資性不動產租金收入。



2018年第三季營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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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年第三季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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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第三季綜合損益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8年第三季
(核閱)

2018年第二季
(核閱)

2017年第三季
(核閱)

季成長
%

年成長
%

營業收入 78,185 76,309 94,958 2 (18)
營業毛利 19,816 14,686 24,130 35 (18)

毛利率 25% 19% 25%
營業費用 (21,350) (27,222) (25,233) (22) (15)

營業淨損 (1,534) (12,536) (1,103) (88) 39
營業淨利率 (2)% (17)%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554) (5,672) (3,812) (20) 19
稅前淨利(損) (6,088) (18,208) (4,915) (67) 24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6,076) (17,898) (4,915) (66) 24

淨利(損)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權益

(4,634) (12,504) (3,397) (63) 36

稅後淨利率 (8)% (24)% (5)%
每股盈餘(虧損)(元) (0.06) (0.1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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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前三季綜合損益簡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107年前三季
(核閱)

106年前三季
(核閱)

YoY
%

營業收入 243,942 292,001 (16)
營業毛利 56,701 70,338 (19)

毛利率 23% 24%
營業費用 (72,699) (79,540) (9)

營業淨損 (15,998) (9,202) 74
營業淨利率 (7)% (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585) 41,739 (133)
稅前淨(損)利 (29,583) 32,537 (191)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29,674) 32,537 (191)

淨 (損)利歸屬於母
公司業主權益

(21,576) 38,013 (157)

稅後淨利率 (12)% 11%
每股(虧損) 盈餘；
(元)

(0.28)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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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收產品別比重

照明應用產品 各式發光二極體 LED燈具、各式螢光燈具等，可廣
泛應用於建築室內、室外照明及零售展示照明等商
用領域。

多媒體資訊產品 多媒體資訊產品運用於影音娛樂、資訊產品、教育、
文宣及生活等商用領域。

投資性不動產 投資性不動產租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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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簡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8/09/30(核閱) 2018/09/30(核閱)
流動資產 545,660 26% 583,324 27%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399,536 20% 409,446 19%

投資性不動產 1,051,285 51% 1,070,101 51%

其他資產 62,176 3% 61,516 3%

資產總額 2,058,657 100% 2,124,387 100%
流動負債 1,320,422 64% 211,486 10%
非流動負債 29,619 2% 1,188,423 56%
負債總計 1,350,041 66% 1,399,909 66%
股本 790,080 38% 770,080 36%
資本公積 41,546 2% 41,546 2%
保留盈餘 (281,272) (14)% (255,053) (12)%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益合計 550,354 26% 556,573 26%
非控制權益 158,262 8% 167,905 8%
權益總額 708,616 34% 724,47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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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

Answ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