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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 Harbor Notice (Disclaimer)

Chia Chang’s statements of its current expectations and estimates are forward-

looking statements subject to significant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and 

uncertainties and actual results may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contained or 

implied in th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These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are not guarantees of future performance and therefore you should not place 

undue reliance on them.  Except as required by law, we undertake no 

obligation to update any forward-looking statements, whether as a result of 

new information, future events, or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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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況



公司概況

嘉彰─專業資訊及光電應用金屬元件製造大廠
 成立於1985年9月，目前主要產品為金屬”內機構件”

及”外觀部件”
 主要客戶為全球知名之台系、韓系與中資面板、背光

模組與系統廠
 於全球主要光電生產聚落設置7個營運生產據點－台灣

桃竹苗光電聚落(桃園南崁)、長江三角洲(蘇州、寧波
及南京)與珠江三角洲(東莞)

 實收資本：NTD 15.25億元
 員工人數：集團兩岸三地總人數約5,500人



海外營運據點

公司地址：江蘇省蘇州市吳中經濟開發區
成立日期：2001.11

產品線：LCD TV、Monitor、NB、手機

公司地址：浙江省寧波市北侖區
成立日期：2006.2

產品線：LCD TV、Monitor

公司地址：江蘇省蘇州市相城區
成立日期：2004.11

產品線：LCD TV、IT、表面處理外觀部件

公司地址：廣東省東莞市麻涌鎮
成立日期：2007.12

產品線：LCD TV、Monitor

長江三角洲光電聚落 (華東地區)

珠江三角洲光電聚落 (華南地區)

公司地址：蘇州市相城區
成立日期：2011.4

產品線：IT 精密沖壓零組件、鍵盤支架

公司地址：南京经濟技術開發區
成立日期：2011.4

產品線：Monitor、NB、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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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彰主要產品示意圖



主要應用領域

目前應用市場領域：

家電產品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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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上半年營運成果



2011年上半年營運結果

1H’11 1H’10 YoY%

銷貨收入淨額 4,077 4,116 -1%

毛利率 18% 21% -3 ppts

營業費用 (334) (292) 14%

營業利益率 10% 14% -4 ppts

業外損益 (25) 24 -204%

所得稅費用 (22) (102) -78%

淨利 377 489 -23%

淨利率 9% 12% -3 ppts

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2.84 3.72 -24%

出貨量 (佰萬片) 143 148 -3%

(除附註說明外，皆以新台幣佰萬元表達)

附註:
(1) 合併財報已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2) ppts係對比兩期之百分比差異



2011年第二季營運結果

2Q’11 1Q’11 2Q’10 QoQ% YoY%

銷貨收入淨額 2,134 1,943 2,167 10% -2%

毛利率 18% 20% 21% -2 ppts -3 ppts

營業費用 (184) (150) (165) 23% 12%

營業利益率 10% 12% 14% -2 ppts -4 ppts

業外損益 (33) 8 38 -513% -187%

所得稅利益(費用) 45 (67) (19) -167% -337%

淨利 205 172 317 19% -35%

淨利率 9% 9% 15% 0 ppts -6 ppts

基本每股盈餘(新台幣元) 1.54 1.30 2.41 18% -36%

(除附註說明外，皆以新台幣佰萬元表達)

附註:
(1) 2011年6月底及2010年6月底流通在外股數分別為145,750,108股及107,581,956股
(2) 合併財報已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
(3) ppts係對比兩期之百分比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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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包含嘉彰及其大陸子公司: 嘉彰科技(蘇州)、嘉詮精密(蘇州) 、寧波嘉彰、泉睿(東莞) 、嘉典

(蘇州)及嘉展(南京)

(2) 以上數字為嘉彰彙整之合併資料，未經會計師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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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別銷貨明細 (by 數量)

附註：

(1) 包含嘉彰及其大陸子公司: 嘉彰科技(蘇州)、嘉詮精密(蘇州) 、寧波嘉彰、泉睿(東莞) 、嘉典

(蘇州)及嘉展(南京)

(2) 以上數字為嘉彰彙整之合併資料，未經會計師查核

數量 81                          81                        63 80               

(佰萬片)



53% 48% 48%
40%

19%
20% 25%

28%

28% 32% 28% 31%

0%

20%

40%

60%

80%

100%

3Q10 4Q10 1Q11 2Q11

內機構件 前框 背板

附註：

(1) 包含嘉彰及其大陸子公司: 嘉彰科技(蘇州)、嘉詮精密(蘇州) 、寧波嘉彰、泉睿(東莞) 、嘉典

(蘇州)及嘉展(南京)

(2) 以上數字為嘉彰彙整之合併資料，未經會計師查核

主要產品機構類型 (by 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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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機構類型 (by 數量)

數量 81                        81                        63 80               

(佰萬片)

附註：

(1) 包含嘉彰及其大陸子公司: 嘉彰科技(蘇州)、嘉詮精密(蘇州) 、寧波嘉彰、泉睿(東莞) 、嘉典

(蘇州)及嘉展(南京)

(2) 以上數字為嘉彰彙整之合併資料，未經會計師查核



2011年第三季業績展望



TV市場展望
市場供需現況

1. 歐洲債信危機、美債危機影響歐美消費市場信心

2. 中國市場通貨膨脹排擠消費，市場需求疲弱

3. 日震影響造成換機需求減緩

嘉彰應對措施＞調結構，保增長

1. 產品結構的調整

2. 客戶結構的強化：

 自第二季起強化韓系供應鏈

 深化中資面板廠龍頭供應鏈

 成功爭取日系新訂單

以上新增品牌廠／面板廠訂單，目前對嘉彰每月營收已有

實質挹注



NB市場展望

內機構件

• 掌握市場結構變化

• 筆電及帄板電腦佔營收比重從13%

增至26% ，帄板筆電佔營收已達

8%

• 為市場最大Tablet內機構件供應商
• 市場”新主流”機種已完成開模認證

，準備量產

金屬外觀件

傳統筆
記型

帄板型

• 業務策略：延伸既有內機構件
優勢，跨足外觀部件，提供”

一條龍”差異化服務

• 產品定位：切入高階商務筆電
A、C件，轉入帄板及新型態

金屬外觀件

• 目前產能布局及出貨狀況

• 目標客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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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外觀機殼未來趨勢

工程塑膠

輕金屬機殼

碳纖維/

玻璃

3C產品外觀部件隨消費者喜
好遞嬗快速，並在各自市場
定位中延伸發展

金屬機殼因環保法令要求，
在新興材質尚未成熟下，將
佔有一席之地

 歐盟於公佈之廢電機電子設備
指令(WEEE)，主要為削減電
機電子設備廢棄物的產量，以
及建立回收體系並達成法定之
回收率(55-75%)，其中以產品
模組化及輕量化最有利於回
收處理，因此輕金屬在輕量化
及可回收率高的特性優勢下成
為未來最主要的應用材質



金屬外觀件應用趨勢

Apple  Group

 iPad＞鎂鋁合金壓鑄背蓋

 MacBook ＞鎂鋁合金壓鑄一體成形

 iPod touch＞不鏽鋼背蓋

 iMac ＞鎂鋁合金壓鑄背蓋

 iPhone ＞玻璃

Non-Apple Group 

 ASUS Transformer＞鋁合金沖壓 +壓花+ 陽極

 HTC Flyer ＞鎂鋁合金壓鑄背蓋 + 塑膠

 Acer Inconia ＞鋁合金沖壓 +髮絲+ 陽極

 Samsung Galaxy Tab > 玻璃

 Moto Xoom ＞鋁合金沖壓 +髮絲+ 陽極

Apple

Non-Apple Group



市場機會－Ultrabook + Tablet
 Intel 配合新世代Sandy Bridge帄台，8月正

式對外宣布將資助3億美金成立創投資金
及產業支援Ultrabook ，移轉業界焦點從桌
上型電腦移到筆電模式

 Apple已推出MacBook Air系列筆電，揭開
新Ultrabook時代序幕。目前非Apple陣營
也預計於10月推出Ultrabook

 定價是否親民將是普及化主要關鍵，各廠
商力推該市場目標滲透率為40%

項目 鎂鋁合金壓鑄 + CNC 鋁合金沖壓 + 陽極外觀

目前應用產品 Apple：iPad +MacBook Air 一體成形
HTC ：高階智慧型手機

傳統筆電：鋁皮塑骨結構
帄板電腦：Asus/Acer/ Moto等

結構設計 可與內機構件整合，一體成形 鋁皮+塑骨＋鋁鎂強化框架

優勢 結構性較佳、金屬外觀較為流線 具成本優勢(50%以下）、設備投資金
額較低、產出速度較快

劣勢 產出效率較慢，成本較高，表面處理
變化少，CNC 加工是關鍵瓶頸

結構設計強度較差，惟可通過NB耐震、
耐摔測試金屬成型變化較為死板

<鋁合金沖壓 +陽極外觀+塑膠骨架>具成本優勢，有潛力取代部分高階鋁鎂市場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