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建榮工業材料榮工業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BAOTEK INDUSTRIAL MATERIALS LTD.BAOTEK INDUSTRIAL MATERIALS LTD.

((股票代號：股票代號：53405340))

1

20212021年第三季年第三季法人法人說明說明會會

2021/11/262021/11/26

投資人關係連絡人：發言人劉純珍副總

E-Mail : IR@baotek.com.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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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及業務預測等內容，係本公司基於內部資料及外部

整體經濟發展現況所得之資訊。

� 本公司未來實際所可能產生的營運結果、財務狀況與業務成果，

可能與預測性資訊有所差異。其原因可能來自各種因素，包括但

免責聲明免責聲明

股票代號：5340

可能與預測性資訊有所差異。其原因可能來自各種因素，包括但

不限於原物料成本增加，市場需求，各種政策法令與金融經濟現

況之改變，以及其他本公司無法掌控之風險等因素。

� 本簡報中所提供之資訊，係反應本公司截至目前為止對於未來的

看法，並未明示或暗示性地表達或保證其具有正確性、完整性或

可靠性。對於這些看法，未來若有變更或調整時，本公司並不負

有更新或修正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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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大大 綱綱

壹、公司簡介壹、公司簡介

股票代號：5340

參參、營運概況、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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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未來展望肆、未來展望



� 設立日期：1992/08/12

� 上櫃日期：1998/01/20

� 資本 額：新台幣19.48億元

� 公司地址：

桃園市楊梅區民豐路277號

壹、公司簡介壹、公司簡介

� 董事長：林寿信

� 總經理：吉田浩一

學歷：筑波大學第三學群社會工學類
經營工學主專攻

經歷：日東紡績(株)執行役

股票代號：5340

桃園市楊梅區民豐路277號

� 主要業務：

電子級及工業級玻璃纖維布

之研發、製造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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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理：吉田浩一

學歷：芝浦工業大學工學部電子工學科

經歷：日東紡績株式會社36年

歷經製造、技術、品保等工作

經驗



1992年 建榮工業成立

1994年 建廠完成

1998年 正式上櫃

2008年 與日東紡策略聯盟

2018年 日東紡透過公開收購方式於2018年8月10日取得本公司

壹、公司簡介壹、公司簡介--重要里程碑重要里程碑

股票代號：5340

47.65%股權，自該日起成為本公司之大股東。

2019年 日東紡於2019年6月21日取得本公司過半董事會席次，

自該日起成為本公司之母公司。

2020年 董事會通過於楊梅廠現有場地增建廠房及購置設備，

以因應未來生產高階產品之需求，預計總投資金額

為新台幣4.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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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刷電路板業上、中、下游關係：

貳、貳、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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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路板疊構組成說明：

綠色感光膜 銅箔面 玻璃纖維布

貳、貳、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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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通訊產品

� 雲端資訊產品

� 5G通訊產品

� 雲端資訊產品

�PTFE用途(矽利康：膠帶)

�食品行業(烤盤)

�PTFE用途(矽利康：膠帶)

�食品行業(烤盤)

電子通訊應用 工業應用

三、產品應用範圍：

貳、貳、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股票代號：5340

� 雲端資訊產品

� AI 、IoT 、VR/AR

� 電動汽車電子

� 電信、手機等

� 雲端資訊產品

� AI 、IoT 、VR/AR

� 電動汽車電子

� 電信、手機等

�食品行業(烤盤)

�保溫材(風管/油管)

�其他相關(熱氣球)

�食品行業(烤盤)

�保溫材(風管/油管)

�其他相關(熱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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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layer backpanels,

high speed servers,

high speed routing

Cloud computing = Hi-speed、Low loss & Ultra-thin

四、產品應用：

貳、貳、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股票代號：5340

high speed routing

networks,

base stations, 

WiMax and WiFi designs

Low loss materials for high frequency applications.
Low Dk materials applied for high speed signal propa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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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亞洲

歐洲歐洲

北美洲北美洲

中國

日本
韓國

台灣

貳、貳、產品說明產品說明

五、客戶分佈：

股票代號：5340

南美洲南美洲

新加坡

歐洲歐洲：：5%5%

歐洲歐洲

台灣：台灣：25%25%

中國：中國：34%34%

東北亞：東北亞：20%20%

東南亞：東南亞：2%2%

亞洲亞洲

美洲：美洲：14% 14% 

美洲

註：上表為2020年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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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營業績效(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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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營運概況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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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營運概況

2020Q3 2021Q3 變化

營收淨額 1,068,481 1,083,109 14,629 1.37%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20Q3與2021Q3比較：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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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毛利
ROS％

140,294

13%

144,941

14%

4,648 3.31%

營業浄利 70,136 60,564 (9,571) (13.65%)

稅前淨利 68,815 53,208 (15,606) (22.68%)



營業毛利變化分析（FY20 3Q vs FY21 3Q）：

參、營運概況

(Unit： NT$ million)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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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損益表（2021Q1～2021Q3）：

單位：新台幣仟元

參、營運概況

項目 2021Q1 2021Q2 2021年Q3

營業收入 370,896 358,830 353,383 

營業毛利 51,678 47,726 45,537 

營業費用 27,884 26,616 29,877 

23,794 21,110 15,660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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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淨利 23,794 21,110 15,660 

營業外收支 (3,315) (6,112) 2,071 

稅前淨利 20,479 14,998 17,731 

本期淨利 16,383 11,999 14,184 

每股盈餘(元) 0.08 0.06 0.07 

毛利率 13.93% 13.30% 12.89%

營業淨利率 6.42% 5.88% 4.43%

稅前淨利率 5.52% 4.18% 5.02%



簡明資產負債表（2021Q3 & 2020年）：
財務結構良好

                年度

項目
2021年9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流動資產 874,618 910,315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169,925 1,048,127

使用權資產 2,737 6,743

單位：新台幣仟元

參、營運概況

股票代號：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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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權資產 2,737 6,743

其他資產 84,882 95,486

資產總額 2,132,162 2,060,671

流動負債 300,381 276,655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593 13,088

負債總額 312,974 289,743

股本 1,948,940 1,948,940

保留盈餘 -110,547 -133,807

其他權益 -19,205 -44,205

股東權益總額 1,819,188 1,770,928



� 營運策略：

－追求永續經營為目標。

－致力公司治理的推動。

－結合母公司日東紡之經營策略，提昇技術能力、強化核心競爭

優勢，並保持領先地位。

－配合日東紡技術團隊，積極爭取客戶高階產品認證，並獲得原

肆、未來展望

股票代號：5340

－配合日東紡技術團隊，積極爭取客戶高階產品認證，並獲得原

料充分支持，朝電子材料一站式製造體制，增加競爭力。

� 未來產品發展：

－因應產品應用轉型策略，朝5G應用、汽車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應用及太空衛星訊號傳輸應用等優化產品組合。

－新增Low Dk (NE glass)系列製品開發。

－高頻／高速材料的界面高相容性、高信賴度產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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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Q&A

股票代號：534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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