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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狀況：  

財務狀況比較分析表  

年度 
項目 

103年12月31日 102年12月31日 增(減)金額 
變 動 
比 例 ％ 

說明

流動資產 $43,266,297 $40,843,355 2,422,942 6 註1 
不動產、廠房

及設備 
14,738,703 15,132,587 (393,884) (3) 註2 

無形資產 174,250 320,236 (145,986) (46) 註3 
其他資產 24,592,417 20,593,875 3,998,542 19 註4 
資產總額 82,771,667 76,890,053 5,881,614 8  
流動負債 18,134,449 19,983,776 (1,849,327) (9) 註5 
非流動負債 11,394,547 10,182,303 1,212,244 12 註6 
負債總額 29,528,996 30,166,079 (637,083) (2) 註5-6
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49,224,022 42,863,434 6,360,588 15 註7-8

股本 20,026,929 20,026,929 - -  
資本公積 7,600,552 7,493,180 107,372 1  
保留盈餘 18,398,540 16,606,382 1,792,158 11 註7 
其他權益 3,198,001 (1,263,057) 4,461,058 353 註8 
非控制權益 4,018,649 3,860,540 158,109 4  
股東權益總額 53,242,671 46,723,974 6,518,697 14 註7-8
註 1：流動資產增加原因：主要係因本年度東安資產出售五股之土地及廠房，致現金

及約當現金較去年增加。 
註 2：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減少原因：主要係因本年度東安資產出售五股之土地及廠

房，致不動產、廠房及設備較去年減少。 
註 3：無形資產減少原因：主要係因 102 年度新增合併個體堃霖使商譽增加，民國 103

年度依資產評價結果調整商譽價值所致。 
註 4：其他資產增加原因：主要係因本年度東安投資之投資標的市價上升使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評價調整較去年增加，致其他資產較去年增加。 
註 5：流動負債減少原因：主要係因本年度江西東元應付租賃款及東訊一年或一營業週

期內到期長期負債皆減少，致流動負債較去年度減少。 
註 6：非流動負債增加原因：主要係因本年度充實營運資金增加長期借款所致。 
註 7：保留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與股東權益總額增加原因：主要為本年獲利

較去年增加所致。 
註 8：其他權益、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與股東權益總額增加原因：主要係因本年度

投資標的市價上升，致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利益及累積換算調整數皆增加
所致。 

柒、財務狀況及經營結果之檢討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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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結果： 

(一)經營結果比較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3年度 102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 

比例％ 
說明 

營業收入淨額  53,820,604 56,618,537 (2,797,933) (5)  

營業成本  (40,442,637) (43,137,921) 2,695,284 6  

營業毛利  13,377,967 13,480,616 (102,649) (1)  

聯屬公司間(未)已實現利

益淨額  64 4,110 (4,046) (98) 
 

營業毛利淨額  13,378,031 13,484,726 (106,695) (1)  

營業費用  (8,981,060) (8,859,132) (121,928) (1)  

營業淨利  4,396,971 4,625,594 (228,623) (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306,964 777,890 529,074 68 說明1 

繼續營業部門稅前淨利  5,703,935 5,403,484 300,451 6 說明1 

所得稅費用  (1,297,704) (1,226,228) (71,476) (6) 說明2 

本期淨利  4,406,231 4,177,256 228,975 5 說明1-2

其他綜合損益  4,593,197 774,035 3,819,162 493 說明3 

本期綜合利益總額  8,999,428 4,951,291 4,048,137 82 說明4 

     
增減變動分析說明： 
1.主要係因本年度處分五股土地及廠房收益增加所致。 
2.主要係因本年度獲利成長，致當期所得稅費用增加。 
3.主要係因本年度因投資標的市價上升，致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評價利益增加。

4.綜上所述，使本年度綜合利益總額增加。 

 

(二)營業毛利變動分析:增減變動比例未達 20%，免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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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金流量： 

(一)最近年度(一 0 三年度)年現金流動變動之分析說明 

期初現金餘

額(1) 
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淨 
現金流量(2) 

全年現金 
流出量(3) 

現 金 剩 餘 ( 不
足)數額 
(1)＋(2)－(3) 

現金不足額 
之補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14,908,571 4,784,127  2,486,287 17,206,411 - - 

1.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在海外獲利帶動下，當年度獲利為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來源。 
(2)投資活動：固定資產購置與核心本業的擴展是主要的投資活動現金流出項目。

(3)融資活動：償還借款與發放股利，為融資活動現金流出的主因。 
 
2.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二)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畫：不適用。 

(三)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金餘

額(1) 
預計全年來自

營業活動淨現

金流量(2) 

預計全年現金

流出量(3)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1)＋(2)－(3)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

救措施 
投資計畫 理財計畫

17,206,411 5,165,256  3,492,330 18,879,336 - - 

1.本年度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1)營業活動：儘管美國景氣持續好轉，惟全球其他地區之經濟成長疲弱且不穩

定，經營仍須審慎評估。惟本公司核心業務應可穩健成長，預計本
年度可保持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 

(2)投資活動：為擴充本業核心業務，本公司將視經濟狀況來調整投資規劃，同

時針對非核心業務之長投，將持續進行檢視，必要時以適當的處份

挹注本業投資。預期本年度投資活動將產生現金淨流出。 

(3)融資活動：持續以本業現金流入與自有資金挹注核心事業拓展與償還借款，
預計未來一年度融資活動將產生現金淨流出。 

 
2.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動性分析：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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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近年度重大資本資出對財務及業務之影響： 

(一)重大資本支出之運用情形及資金來源： 

計畫項目 
實際或預

期之資金

來源 

實際或預

期完工日

期 

所須資金

總額 

實 際 或 預 定

資 金 運 用 情 形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105
年度 

102 年度資本支出

-設備汰舊換新 
營運資金 102/12/31 797,726 797,726   

103 年度資本支出

-設備汰舊換新 
營運資金 103/12/31 972,440 - 972,440  

104 年度資本支出

-設備汰舊換新 
營運資金 104/12/31 1,201,090   1,201,090

 

(二)預期可能產生效益： 

上述資本支出及設備汰舊換新後，除可提高重電、綠能及

家電產品之產量外，對降低生產成本及提升產品品質也有助

益。 

 

五、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
善計劃及未來一年投資計劃： 

(一)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為因應國內外經濟發展情勢，配合節能減碳、綠色

環保、及全球工業發展自動化主流趨勢，新增之轉投資以重

電、綠能及家電等核心本業為主，並配合公司長期發展規劃，

審慎評估各項投資計畫。 

(二)獲利或虧損主要原因： 

本公司 103 年度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收益為 215,438 仟元 102

年度 167,914仟元大幅成長 28%，主要是重電及綠能事業部相關

轉投資公司獲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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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一年投資計畫： 

未來一年投資計畫，將以核心本業之投資為主，重電及綠能

事業新開發之高效率馬達、防爆馬達、及油電車用馬達，電控事業

發展以「用電端」的控制元件，以及家電事業開發行動聯網智慧控

制變頻空調機、全系列一級機、一對多家用及商用變頻空調機及智

慧雲端離心冰水機等新產品。 

 

六、風險管理應分析評估下列事項：  

 

 

 

 

 

 

 

 

 

 

 

 

 

 

董事長 

總經理 法務室 

依相關法律控
管風險 

總經理室 財務暨管理本部 

品管小組 

控制品質風險
降低 

IT 小組 

控制系統風險
降低 

資產管理專案小組

控制資產管理風險
降低 

財務處 

1.利率、匯率變動、通貨
膨漲情形 

2.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
資、資金貸與他人、背
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政策 

3.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
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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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近年度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

來因應措施：  

1.最近年度利率變動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03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利息收(支)淨額(1) -83,151 
營業收入(2) 53,820,604 
營業利益(3) 4,396,971 
(1)/(2) -0.15% 
(1)/(3) -1.89% 

 

本公司103年度利息支出淨額為新台幣83,151仟元，各占該

年度營業收入及營業利益分別為-0.15%及-1.89%，較102年度下

降，主要係因103年度利息費用降低且存款利息收入增加，使得

淨利息支出減少。預估當市場利率提高1%，將增加本公司每年

度利息費用約增加79,972仟元。 

美國就業市場復甦穩建，市場預估美國將於2015年下半年

開始升息，屆時央行或將考慮開始緩步升息；反觀日本及歐元

區，為抵抗通縮將持續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此外，由於油價走

跌下仍未排除，未來仍可能加大寬鬆力度，利率風險較低；中

國方面，則因國內產能過剩、生產價格持續走低、經濟增長放

緩等因素，短期內貨幣政策將維持寬鬆，升息風險低；綜觀全

球之系統性風險在於希臘與國際債權人之債務談判、伊斯蘭國

之恐怖攻擊威脅，全球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為降低利率變動之影響，本公司將適時調整台外幣借款部

位，或增加公司債等籌資管道以降低全公司利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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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匯率變動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03年度                       單位：新台幣仟元 

兌換(損)益淨額(1) -15,619 
營業收入(2) 53,820,604 
營業利益(3) 4,396,971 
(1)/(2) -0.03% 
(1)/(3) -0.36% 

本公司103度兌換淨損為新台幣15,619仟元，佔年度營業收

入及營業利益分別為-0.03%及-0.36%，比例低。 

未來若美國如期於2015下半年升息，預計亞幣及其他國際

貨幣都將再出現一波貶值。其中，台幣的部分，考量台灣出口

或可維持一定動能，加上央行過去多隨美國調整貨幣政策，預

估台幣大輻貶值可能性不高；日圓、歐元的部分，在美國升息、

日歐利率維持低檔下，資金將受到利差交易吸引，匯價仍承受

較大貶值壓力。澳幣的部分，則考量其礦業投資成長模式，短

期內轉型由出口或內需推動困難，加之失業率仍高，匯價同樣

面臨較高匯兌風險。 

本公司一向注意國際市場之匯率波動情形，並持續執行下

列因應措施: 

A.透過資產與負債部位自然避險，並搭配遠期外匯交易進行實

質避險； 

B.財務部門與往來金融機構之外匯部門保持密切聯繫，隨時蒐

集匯率變化之相關資訊，充分掌握國際間匯率走勢及變化資

訊，以積極應變匯率波動所產生之負面影響。以掌握匯率變

動的走勢，作為遠匯買賣及結匯之參考依據； 

C.財務部門定期對外幣淨資產(負債)應避險部位作出內部評估

報告，據以呈報公司管理階層進行判斷應採行之避險措施。 

3.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2014下半年開始國際油價持續下滑，全球物價皆承受較大

壓力，原物料及基本金屬價格同步走跌。對公司損益影響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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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金屬(鋼、銅、鋁)採購成本的降低，以及毛利率的提升。 

展望未來基本金屬價格走勢，預估銅、鋁價格呈現低檔震

盪格局，鋼價跌勢則因鐵礦砂價格仍在下跌，未來仍將偏弱，

預估整體原物料成本上漲壓力不大。 

東元原料之採購多以合約方式議價，於物價上漲格局可與

供應商協議點價，故物料價格波動對公司損益並無重大之不利

影響，但本公司未來仍將審慎評估基本金屬價格走勢，並配合

營運需求擬定最適採購策略。 

(二)最近年度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

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

施： 

1. 本公司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之投資。 

2. 103 年度本公司資金貸與之餘額為 216,500 仟元。 

3. 103 年度本公司背書保證之餘額為 227,069 仟元，背書保證之

對象為本公司之子公司及聯屬公司與有業務往來關係之公司

等。由於本公司所派任之法人代表佔子公司董事會之多數席

次，且經營階層多由本公司所指派，故本公司對背書保證子

公司之營運有絕對控制能力，可以充分掌握子公司之營運情

況，降低本公司為其背書保證之風險。此外，本公司於平時

已取得子公司之財務報表及業務概況資料，分析其獲利情

形，以評估本公司對其背書保證之風險，並預先規劃降低風

險方案。近年來子公司之獲利穩定成長，本公司對其背書保

證之風險已經逐年降低。 

4. 103 年度本公司所持有之衍生性商品主要為遠期外匯交易，由

於交易之相對人皆係信用卓著之國際金融機構，且本公司亦

與多家金融機構往來交易以分散風險，合約相對人違約之可

能性甚低，故本公司所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信用風險甚

低。又，本公司持有之衍生性商品主要為避險性質，所產生

之損益與避險項目之損益會相互抵銷，故市場風險亦甚低。

本公司係以台銀牌告匯率之買賣中價，就個別遠期外匯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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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之遠期匯率分別計算個別合約之公平價值。 

5. 本公司另訂有『取得及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資金貸與他人

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等辦法以資遵循，以降低風險。 

(三)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東元的成長依賴研發創新。 本公司近年來，彙集公司設於國

內外各地研發單位之研發實力與市場經驗，並透過產學研合作，

加碼強化核心事業，積極投資綠能產業，在風能發電、太陽能變

流器、稀土永磁馬達、車電動力組件、機器手臂傳動馬達、相關

演算法、物聯網應用等方面，啟動幾個重要的研發計畫。 

對於因應中長期新科技及新產品研發，及短期產品性價比改

善的營運需求，東元研發團隊積極尋找外部資源，以技術諮詢、

合作、引進等運作，厚植技術涵量。 

自既有旋轉電機及發電機設計、電機驅動與設計、電力電子

控制與設計、網關技術等核心技術出發，整合新市場需求、工業

規格、新材料應用、傳感器應用技術、無線網路科技、以及綠能

產業科技領域，統籌整體研發策略與技術規劃。 

為有效的成功規劃未來研發計畫，公司主要依據如後： 

1.產業發展、國家政策及市場脈動剖析掌握； 

2.關鍵技術的建立與紮根； 

3.與歐美日競爭廠商之相對競爭力； 

4.全球市場定位與技術整合； 

5.研發進度與品質之確實掌握。 

因此，於 104 年度東元預計將延續或啟動 

(1) 前瞻技術諮詢委員會技術趨勢指導 

(2) 高效馬達及伺服馬達研發 

(3) 美加礦業應用馬達研發 

(4) 磁阻式馬達及驅動研發 

(5) 低耗能變頻冰箱研發 

(6) 車用馬達與驅動研發及整車聯合開發 

(7) 全系列風力發電機及驅動研發 

(8) 馬達及發電機之遠端監視技術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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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壓變頻器四象限控制及工網或變頻切換研發 

(10) 電控產品系列之高階產品技術研發 

(11) 多聯式商用空調及智慧空調系統開發 

等研發方向，以期在既有產品市場中符合歐洲新規，並為既

有行銷通路發展高附加價值的創新應用，同時尋求新興科技具體

商品化與創造新市場之契機。 

本公司由綜合研究所統籌整體研發策略與技術規劃，最近年

度研發計畫除延續往年各事業部之技術與產品研發外，並著眼於

短、中、長期技術佈局與產品開發，歸納如下： 

研發
期程 

研發重點 主要研發計畫項目 

短期 

開拓新產品應用市
場提升既有產品效
能擴大產品獲利能
力及市占率 

高性能伺服馬達與驅動器研發 
變頻直驅洗衣機研發 
Super Premium 馬達研發 
永磁馬達與驅動研發 
伺服系統控制器研發 
高轉速馬達研發  
多聯式商用箱型空調機組研發 
正弦無量測器驅動技術研發 
伺服參數自動調適技術 
車電動力套件開發 
智能電池及電池管理系統開發 
剎車能量回充技術開發 
節能電動車整車驗證技術研發 
車電動力電池驗證技術開發 

中期 

累積核心技術能量
 
 
衍生嶄新技術實力

中高壓變頻器技術研發 
高階變頻技術研發 
大型高效率馬達研發(FSR) 
混合式射出成型機油壓馬達 
風力發電技術研發 
數位家庭在智慧手機之應用技術 
馬達及發電機之遠端監視技術 
電控產品系列之網關技術 
列車商用空調設計研發  

長期 佈建新事業版圖 

稀土車用輪轂馬達及驅動器研發 
電動載客/載貨四輪車整車研發 
超導馬達與發電機技術研發 
新世代數位家電系統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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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機電系統在高效率大型動力系統研
發 
新世代工業伺服系統研發 
區域市場導向之工業技術研發 
整合創新技術研發 

     預估未來二年內將投入約新台幣 18 億元的發費用。 

(四)最近年度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

應措施：無。 

(五)科技改變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依據就業人口下降之社會趨勢與綠色能源化需求，公司在考

量全球發展趨勢，審視本身既有技術能量、及對應產業成長性，

除了持續加強本身在高效能動力馬達、家電環保冷媒應用與變頻

節能等技術優勢之外，緊密研讀國際科技趨勢及市場趨勢報導，

推動創新競賽及加碼支持綠能國際競賽，導入創新方法論，並規

劃數個領域之技術論壇及長期科技發展藍圖，完成計劃達成之策

略與時間表。 

譬如在綠色能源方面，規劃有電動車馬達、風力發電機、智

慧電網週邊器具、綠色節能家電、多聯式空調系統等計畫。 

104 年起，設立前瞻技術諮詢委員會，掃描頂級前瞻技術。

加入電控產品系列之網關技術研發，馬達及發電機之遠端監視技

術研發，高階伺服馬達驅動器研發與磁阻式馬達及驅動研發，數

位家庭與移動通信連動保全等產品，各類商用空調產品，緊密結

合物聯網應用，加強技術偵探密度及深度，持續強化關係企業橫

向技術合作，並積極尋找國外技術合作，累積研發涵量，能提供

在未來社會中的長期需求。 

 (六)最近年度企業形象改變對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以「多元化經營」與「全球化佈局」追求全勝經營，

並透過東元基金會進行深度社會關懷，輔以品質與服務的嚴格要

求，積極展現國際化集團之優質企業形象。本公司的危機管理計

畫涵蓋全球各生產基地，在經歷近幾年各種突發事件，本公司均

能妥善處理，須歸功於平時危機處理能力之養成，在可預見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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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本公司將繼續模擬各種突發重大事件，並擬定因應計畫，以

確保股東之利益。 

(七)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  

本年度公司未進行併購。 

(八)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及可能風險：  

最近年度本公司未進行擴充廠房之投資。 

(九)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無 

(十)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

更換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  

本公司無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最近年度本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亦無股權大量移轉或更換對之情形。 

(十一)經營權改變對公司之影響及風險：無。 

(十二)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

實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

決確定或尚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

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

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

印日止之處理情形：無。 

(十三)其他重要風險：無。 

七、其他重要事項：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