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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 
茲將本公司 109年度營業概況及營運方針概要報告如下： 

一、109年度營業報告 
109年度受新冠肺炎影響，全球經濟局勢均顯低迷，惟本公司在沈瑋董事長指導

帶領經營團隊之下，除持續致力於開發電動車關鍵零部件等項目外，亦於 109 年第
三季另闢醫療防護口罩業務，祈為國內醫療資源及維護國人健康貢獻一份心力。 

在電動車研製相關業務方面，本公司原規劃以自有之桃園觀音土地興建組裝

廠，然因建廠及生產計劃仍繫於募資進度已延遲多時，故本公司為充實自有營運資
金，於 108 年度 12 月 27 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處分桃園觀音土地，並於 109 年 4 月
份完成相關處分程序，同時為本公司帶來約 76,456仟元之獲利，未來將轉以廠房租
賃的方式執行電動車在台組裝之專案，而本公司亦持續與台灣車廠洽談委外代工合
作事宜，藉此提升電動車之產業發展。 

在醫療防護口罩業務發展方面，109年度本公司已取得販賣藥商許可執照及製造
業藥商許可執照，並通過 CNS14774醫用口罩國家標準測試，且於民國 110年 3月下
旬取得衛福部醫材許可，預計於 110 年第三季取得 FDA 與歐盟醫材銷售許可，進一
步執行業務拓展，將醫療防護口罩銷往國內外市場。同時積極尋求醫療防護口罩原
物料穩定且合格之供應商，藉以逐步分散進貨集中風險。 

109 年度合併營收約為新台幣 7,912 仟元較前一年度略減 388 仟元，主係香港
TPEV(HK)公司因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反送中運動導致經濟重創故與本集團簽訂降租協

議自 109年度開始由原每月應收租金港幣 180仟元調降至每月港幣 80仟元所致；合
併稅後淨損約新台幣 259,887仟元，其中淨損歸屬於母公司為 256,311仟元，淨損歸
屬於非控制權益為 3,576仟元；本期合併淨損較上期減少約 270,801仟元，主因 TPHL

集團主要營運地位於中國及香港，109年度受新冠肺炎影響，該集團整體營業活動明
顯下降，導致本集團 109年度所認列之權益法投資損失減少，每股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3.15元亦較去年同期每股虧損 6.61元減少 3.46元。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 度       

項目  
109年度 108年度 變動率(%) 

營業收入 7,912  8,300  (5) 

營業毛利 4,251  8,256  (49) 

營業利益(損) (155,124) (129,273) (20) 

稅前淨利(損) (259,887) (530,688) 51 

本期淨利(損) (259,887) (530,688) 51 

淨利(損)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56,311) (530,688) 52 

淨利(損)歸屬於非控制權益 (3,576) -  - 

(二)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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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度       

項目  
109年度 108年度 變動率(%) 

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13,492) (62,480) (82)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221,237  74,657  196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出) (101,663) (14,079) (684) 

(三)獲利能力分析 

                                 年度 

分析項目                
109年度 108年度 

資產報酬率(%) (24.25) (34.54) 

股東權益報酬率(%) (36.72) (47.42)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損) (18.77) (15.59) 

稅前純益(損) (31.44) (64.01) 

純益率(%) (3,284.71) (6,393.83) 

當期每股盈餘(元) (3.15) (6.61) 

(四)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民國 109 年度無須公告財務預測。 

(五)研究發展狀況:  

     年 度        

項    目 
109年度 108年度 

研發費用 10,942  5,564 

營收淨額  7,912 8,300 

占營收淨額比例        138.30 67 

本公司長期投入電動車及其相關零部件之開發，已取得電池包等相關關鍵技術

專利使用權，將運用於本公司電動車之組裝，並持續投入相關研究發展中，俾使本

公司的電動車具備性能競爭優勢。 

二、110 年度營運方針： 

(一)積極發展新能源汽車之電池包、設置電動車組裝廠、電動大客車技術移轉及其

相關零部件之開發、生產、銷售等相關業務 

(二)發展生物科技及醫療防護口罩產品之生產製造、銷售、及技術改良等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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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Ｏ九年度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營

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議案，其中民國一Ｏ九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卓群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曾友龍會計師及葉璨增會計師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上述民國一Ｏ

九年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表經本審計委

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妥，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九條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核。 

本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本公司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簽證會計師曾友龍會計師及葉璨增會計師與本審計委員會溝通下列事項: 

1.所規劃之查核範圍、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2.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獨立性事項。 

3.關鍵查核事項。 

 

此致 

 

淳紳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Ｏ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Ｏ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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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淳紳股份有限公司 

 

109 年度健全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報告 

一、業務簡介 

本公司原為傳統的工具機、零組件及馬達代工之公司，自 100 年 6 月 28 日股東

會董監事會全面改選後，由現經營團隊入主結束原工具機生產項目，轉型投入電

動車產業，目前以電動車的關鍵零部件生產製造與組裝電動車為主。 

二、營運計畫 

由於能源、污染及交通事故的議題，國內外各大車廠均積極發展車輛電動化技術

並規劃推出電動車上市。電動車與傳統燃料汽車所注重的技術有其差異性，三電

技術是電動車的動力系統重要關鍵元素。此三電包含電池、驅動馬達及電子控制

三項系統決定了電動車的競爭優劣，而本公司經過多年投入於電動車的相關零部

件的開發與研究，已陸續完成多個電動車核心零部件的工程設計，關鍵零組件中

以電池管理系統(BMS)為主要的核心，電池管理系統對電動車之性能、續航力以

及使用方便性有絕對的影響，且因電池系統成本佔電動車整車成本為最高，故能

有效掌控電池系統的成本及提高動力效能是關鍵要素。本公司於 105 年 10 月向

關係企業取得四項相關電池管理系統的美國專利授權，其專利技術結合相關電動

車之設計工程，已運用於電動車上，經測試具備相當效能，可提高本公司電動車

的市場競爭力，其次為深耕台灣，本公司已整併完成位於桃園觀音區桃園科技園

區之自有土地約 2,576.98 坪，將規劃興建電動車相關關鍵零部件製造及組裝廠，

惟整併作業已耗費近二年再加上開發建廠仍須再投注龐大資金及相當的時間，為

加速電動汽車銷售時程乃調整營運策略與在地車廠洽談合作計畫並委託其代工

生產，故評估已無自建廠房之必要性，惟本公司雖致力於電動車及其零部件的開

發、製造及銷售，然所需之資金亦屬於高資本投入，但相關的募資活動並不順利

且緩不濟急，目前僅有租金收入以維持且並未有來自電動車產業等收入，對於持

續性營運之資金需求殷切，故經董事會同意出售該土地用以充實營運資金及償還

銀行借款等用途，目前已出售給非關係人。 

三、近期發展與成果 

108 年 8 月本公司邀請大陸汽車技術研究中心(CATARC)及同濟大學專家對長投

標的昶洧集團進行調研，調研報告指出昶洧技術要素全部具備，已完成小批量產

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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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審視昶洧集團及其子公司贛州昶洧新能源汽車的技術成熟度以及量產準備，於

8 月 11 日至 108 年 8 月 13 日在贛州舉辦 2019 昶洧新能源技術(贛州)論壇，邀請

CATARC 及同濟大學共 11 位專家，由 CATARC 首席專家及總工程師朱向雷及

同濟大學汽車學院副院長鐘再敏教授帶隊，與昶洧團隊進行深度對話。 

CATARC 是大陸隸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的中央企業，負責汽車行業的政府管理支

持、政策研究、標準法規以及檢測試驗。CATARC 是大陸最大的第三方試驗場，

也是新能源汽車生產準入的唯一指定測試單位。同濟大學汽車學院成立於 2002

年，是學校的優勢專業之一，與吉林大學汽車工程學院、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同

被公認為大陸大學中最優秀的汽車專業，培育大陸近 20 年來的汽車行業骨幹。

此兩機構在大陸汽車行業中具有指標性的代表地位。 

四、掌握電動車的核心動力技術  

驅動馬達與其驅動控制系統是電動車輛將電池儲能轉換為車輛動力的最關鍵元

件，由於運行環境苛刻，對成本、操作高效率化、體積小型化與輕量化又有極嚴

格的要求，完全不同於一般傳統工業馬達，目前一線車廠電動車馬達係採國際合

作，開發出自家的專利，本公司為了掌握電動車的核心動力技術，目前也正在研

發高功率密度之液冷電動車馬達，並將廣域的能量轉換效率大幅提升，除了增加

續航力，也能減少碳排放量，更符合環保節能特性。  

本公司團隊所研發高效能內置永磁同步磁阻驅動馬達其功能特性係與目前高階

電動車得以相較，並具有高 CP 值，由於驅動馬達的用途很廣，除了可供應所投

資之昶洧電動車使用外，亦將目標市場放在特定商用車輛，如電動巴士、大型電

動貨(卡)車；或是農(工)業用電動機具車輛，如電動堆高機、電動推土機、電動怪

手等。驅動馬達已於 2020 第二季完成樣機，近期正進行各項功性能驗證，最大

輸出功率達 200kW，馬達重量則僅有 48.5kg，預計將可使用於 2021 年量產的電

動車上，再加上自行研發的電動車底盤，電動車成本將大幅降低。近期為將驅動

馬達的輸出功率再予提升，已完成馬達定轉子全面液冷之設計，預計 2021 年進

行樣機之試製。  

另於馬達驅動的研製上，與台灣第三大變頻器公司寧茂企業簽定符合 ISO2626 安

全規範之專用液冷驅動器合作開發合約，初期以研製分離式之驅動器為標的，於

功性能驗證符合要求後，將進一步與馬達、減速機整合為三機一體化(eAxle)之驅

動總成單元，變頻器已於 2020 第一季完成樣機研發，並已於 2020 第二季與驅動

馬達進行連線測試，第四季將於台大先進車輛動力中心進行動力計加載測試，整

體變頻器重量為 14kg，最大輸出電流為 500 安培。另亦完成與台北科技大學電機

研究所簽定電動車驅動與測試系統之整合與研究開發計畫，於電動車驅動馬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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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電控特性分析，動力測試系統整合與驅動器電壓有效提升方法之研究與開發上

獲得有效進展，並應用於變頻器控制軟體中。而減速機則由比利時之世界第三大

變速箱公司 Punch Powertrain 提供具備差速器之高效率減速機，已於 2020 第一

季完成樣機。。 

五、預計未來電池管理系統生產技術 

公司在電池管理上擁有經驗豐富的研發團隊，一直致力於研發具有高能量密度、

高安全性、低成本、輕量化及體積小特性之車用電池組。 

主要掌握研發核心技術有： 

電芯的測試選型：選擇適合且安全/高能量密度的電芯 

自主電池管理系統：BMS ( 電芯監控/容量性能/通訊提報/SOC SOH 提報/診斷警

報/遠程監控管理..) 

CAE 模擬分析：預判結構設計問題,並修改實測,以達到輕量化且符合電池安全測

試的設計 

熱管理系統：達到均溫且散熱,使電芯維持一致性,達到電池 PACK 壽命的延長 

測試驗證：模組與 pack 安全法規驗證能力 

模組與 pack：結構抗震/散熱均勻/阻抗均勻/安全保護機制的設計能力 

自動化組裝集成能力：提高生產一致性與生產速度 

建立測試電池模組開發能力: 期建立標準測試項目及模組品質維護和保養。 

由以上的電池研發核心技術，必可達到安全且符合法規要求的電池系統。 

六、預計代工計劃：本公司預計代工計劃，詳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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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未來銷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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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營業計畫： 

(一)業務簡介 

為企業多角化經營，又因應疫情的全球性影響，本公司自 109 年 4 月 28 日

股東會董監事會決議後，由部分現有經營團隊轉型設立子公司，並投入生醫科技

產業，目前主要經營醫療器材製造、批發與零售以及提供美容服務。 

(二)營運計畫 

本公司已於 109 年 6 月 8 日將基隆路二段 149 號 11 樓之 5 設立為子公司明

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經營醫療器材製造、批發與零售以及提供美容服

務。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口罩 等醫療器材需求暴增，同步進行外購以及

自製口罩等醫療器材，並取得各國醫 療器材認證，以進行口罩等醫療器材的批

發與零售，批發將透過仲介介紹以美 國各州及歐洲各國政府及醫事機構的訂單

為主， 而零售將透過電子商城(http://www.clife-tech.com/)，計畫滿足台灣、香

港與歐洲的口罩等醫療器材需求。 

(三)近期發展與成果 

本公司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109 年 6 月 12 日取得販賣業

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信）字第 620117S936 號；醫療器材製造工廠座落

於桃園市中壢區文化里吉林路 27 號 7 樓，並於 109 年 10 月 29 日取得製造業藥

商許可執照，桃市藥製字第 6132021675 號。目前對於廠房、設備、原料、認證

以及通路皆有所掌握，穩健地建置 ISO13485 品質管理系統；另一方面相關測試

與認證也已有進展，已於 109 年 8 月 3 日已取得 FDA QKR 認證，可銷售 ASTM 

Level 1 的口罩至美國，接下來計畫取得 FDA FXX 認證，便能夠銷售 ASTM 

Level 2, 3 的口罩至美國；同時歐洲的 CE TYPE II 的認證也正進行中，現在已經

通過歐盟醫療器材測試標準 EN 14683；並且也已通過台灣醫療器材標準 CNS 

14774，待取得 GMP 優良製造規範認證，便能進一步完成衛福部第一等級醫療

器材登記查驗，以生產 MD 雙鋼印口罩。  

(四)未來口罩等醫療器材生產計畫： 

原目標 2021 年建置 7 條產線，由於口罩等醫療器材市場需求變化劇烈，子

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計畫先建置 4 條產線以求穩健，2021年日產

能 116,700片、安全庫存 1千萬片，未來口罩等醫療器材市場若需求持續增加，

擬先透過增加班次進一步擴增產能。 



～16～ 

(五)財務計劃：  

根據上述生產計畫，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務計畫如下。 

九、財務計劃： 

民國 108 年度之本期淨損為(530,688)仟元，109 年度淨損為(259,886)仟

元，本期較上期虧損減少約 270,802 仟元主因主因 TPHL 集團主要營運地位於中

國及香港， 109 年度受新冠肺炎影響，該集團整體營業活動明顯下降，導致本

集團 109 年度所認列之權益法投資損失減少。原電動車開發之進度受新冠肺炎

等不可抗因素之影響導致進度延後，為因應本公司持續營運動能，目前已設立明

水生醫科技(股)公司販售防護口罩，本年度已帶入約 4,407 千元之營收以改善財

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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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本公司及子公司處分不動產後未來營運計畫報告書 

一、淳紳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計畫 

本公司原為傳統的工具機、零組件及馬達代工之公司，自 100 年 6 月 28

日股東會董監事會全面改選後，由現經營團隊入主結束原工具機生產項目，轉

型投入電動車產業，目前以電動車的關鍵零部件生產製造與組裝電動車為主。 

由於能源、污染及交通事故的議題，國內外各大車廠均積極發展車輛電動

化技術並規劃推出電動車上市。電動車與傳統燃料汽車所注重的技術有其差異

性，三電技術是電動車的動力系統重要關鍵元素。此三電包含電池、驅動馬達

及電子控制三項系統決定了電動車的競爭優劣，而本公司經過多年投入於電動

車的相關零部件的開發與研究，已陸續完成多個電動車核心零部件的工程設

計，關鍵零組件中以電池管理系統(BMS)為主要的核心，電池管理系統對電動

車之性能、續航力以及使用方便性有絕對的影響，且因電池系統成本佔電動車

整車成本為最高，故能有效掌控電池系統的成本及提高動力效能是關鍵要素。

本公司於 105 年 10 月向關係企業取得四項相關電池管理系統的美國專利授權，

其專利技術結合相關電動車之設計工程，已運用於電動車上，經測試具備相當

效能，可提高本公司電動車的市場競爭力，其次為深耕台灣，本公司已整併完

成位於桃園觀音區桃園科技園區之自有土地約 2,576.98 坪，將規劃興建電動車

相關關鍵零部件製造及組裝廠，惟整併作業已耗費近二年再加上開發建廠仍須

再投注龐大資金及相當的時間，為加速電動汽車銷售時程乃調整營運策略與在

地車廠洽談合作計畫並委託其代工生產，故評估已無自建廠房之必要性，惟本

公司雖致力於電動車及其零部件的開發、製造及銷售，然所需之資金亦屬於高

資本投入，但相關的募資活動並不順利且緩不濟急，目前僅有租金收入以維持

且並未有來自電動車產業等收入，對於持續性營運之資金需求殷切，該筆土地

已出售給非關係人並用於償還銀行借款及充實營運資金。 

108 年 8 月本公司邀請大陸汽車技術研究中心(CATARC)及同濟大學專家

對長投標的昶洧集團進行調研，調研報告指出昶洧技術要素全部具備，已完成

小批量產準備。 

為審視昶洧集團及其子公司贛州昶洧新能源汽車的技術成熟度以及量產

準備，於 8 月 11 日至 108 年 8 月 13 日在贛州舉辦 2019 昶洧新能源技術(贛州)

論壇，邀請 CATARC 及同濟大學共 11 位專家，由 CATARC 首席專家及總工

程師朱向雷及同濟大學汽車學院副院長鐘再敏教授帶隊，與昶洧團隊進行深度

對話。 

CATARC 是大陸隸屬於國務院國資委的中央企業，負責汽車行業的政府

管理支持、政策研究、標準法規以及檢測試驗。CATARC 是大陸最大的第三方

試驗場，也是新能源汽車生產準入的唯一指定測試單位。同濟大學汽車學院成

立於 2002 年，是學校的優勢專業之一，與吉林大學汽車工程學院、清華大學汽



～18～ 

車工程系同被公認為大陸大學中最優秀的汽車專業，培育大陸近 20 年來的汽車

行業骨幹。此兩機構在大陸汽車行業中具有指標性的代表地位。 

驅動馬達與其驅動控制系統是電動車輛將電池儲能轉換為車輛動力的最

關鍵元件，由於運行環境苛刻，對成本、操作高效率化、體積小型化與輕量化

又有極嚴格的要求，完全不同於一般傳統工業馬達，目前一線車廠電動車馬達

係採國際合作，開發出自家的專利，本公司為了掌握電動車的核心動力技術，

目前也正在研發高功率密度之液冷電動車馬達，並將廣域的能量轉換效率大幅

提升，除了增加續航力，也能減少碳排放量，更符合環保節能特性。  

本公司團隊所研發高效能內置永磁同步磁阻驅動馬達其功能特性係與目

前高階電動車得以相較，並具有高 CP 值，由於驅動馬達的用途很廣，除了可

供應所投資之昶洧電動車使用外，亦將目標市場放在特定商用車輛，如電動巴

士、大型電動貨(卡)車；或是農(工)業用電動機具車輛，如電動堆高機、電動推

土機、電動怪手等。驅動馬達及變頻器已於 2020 第二季完成樣機，近期正進行

各項功性能驗證，最大輸出功率達 200kW，馬達重量則僅有 48.5kg，變頻器重

量則僅有 14 kg，預計將可使用於 2021 年量產的電動車上，再加上自行研發的

電動車底盤，電動車成本將大幅降低。近期為將驅動馬達的輸出功率再予提升，

已完成馬達定轉子全面液冷之設計，並於 2020 年完成樣機之試製，另於 2020

年第二季完成變頻器的連線控制調校，並於 2021 年第一季於台大先進動力中心

使用 AVL 動力計完成動力計測試，是台灣第一個具備世界先進等級高功率密

度，可使用於電動轎跑車之驅動馬達及變頻器。  

馬達驅動的變頻器研製，係與台灣第三大變頻器公司寧茂企業合作開發符

合 ISO2626 安全規範之液冷變頻器，另亦完成與台北科技大學電機研究所簽定

電動車驅動與測試系統之整合與研究開發計畫，於電動車驅動馬達電磁電控特

性分析，動力測試系統整合與驅動器電壓有效提升方法之研究與開發上獲得有

效進展，並應用於變頻器控制軟體中。變頻器初期以研製分離式之驅動器為標

的，目前正進一步與馬達、減速機整合為三機一體化(eAxle)之驅動總成單元，

減速機則由比利時之世界第三大變速箱公司 Punch Powertrain 提供具備差速

器之高效率減速機，已於 2020 第一季完成樣機。另預計完成之三機一體化

(eAxle)之驅動總成單元重量約 85 kg。 

公司在電池管理上擁有經驗豐富的研發團隊，一直致力於研發具有高能量

密度、高安全性、低成本、輕量化及體積小特性之車用電池組。 

主要掌握研發核心技術有： 

1.電芯的測試選型：選擇適合且安全/高能量密度的電芯 

2.自主電池管理系統：BMS ( 電芯監控/容量性能/通訊提報/SOC SOH 提報/

診斷警報/遠程監控管理..) 

3.CAE 模擬分析：預判結構設計問題,並修改實測,以達到輕量化且符合電池

安全測試的設計 

4.熱管理系統：達到均溫且散熱,使電芯維持一致性,達到電池 PACK 壽命的延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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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測試驗證：模組與 pack 安全法規驗證能力 

6.模組與 pack：結構抗震/散熱均勻/阻抗均勻/安全保護機制的設計能力 

7.自動化組裝集成能力：提高生產一致性與生產速度 

8.建立測試電池模組開發能力: 期建立標準測試項目及模組品質維護和保

養。 

由以上的電池研發核心技術，必可達到安全且符合法規要求的電池系統。 

二、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計畫： 

為企業多角化經營，又因應疫情的全球性影響，本公司自 109 年 4 月 28

日股東會董監事會決議後，由部分現有經營團隊轉型設立子公司，並投入生醫

科技產業，目前主要經營醫療器材製造、批發與零售以及提供美容服務。 

本公司已於 109 年 6 月 8 日將基隆路二段 149 號 11 樓之 5 設立為子公司

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經營醫療器材製造、批發與零售以及提供美

容服務。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口罩需求暴增，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擬自製口罩，並取得各國醫療器材認證以進行口罩的批發與零售，計畫滿足

台灣、香港與歐洲口罩需求。 

本公司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109 年 6 月 12 日取得販賣

業藥商許可執照，北市衛藥販（信）字第 620117S936 號；醫療器材製造工廠

座落於桃園市中壢區文化里吉林路 27 號 7 樓，並於 109 年 10 月 29 日取得製造

業藥商許可執照，桃市藥製字第 6132021675 號。目前對於廠房、設備、原料、

認證以及通路皆有所掌握，穩健地建置 ISO13485 品質管理系統；另一方面相

關測試與認證也已有進展，已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取得衛生福利部第一等級醫

療器材許可證，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8933 號，可生產 MD 雙鋼印口罩，於台

灣各販售藥商通路銷售；國外認證部分，已於 109 年 8 月 3 日已取得 FDA QKR

認證，註冊號 10076694，可銷售 ASTM Level 1 的口罩至美國，接下來計畫取

得 FDA FXX 認證，便能夠銷售 ASTM Level 2, 3 的口罩至美國；同時歐洲的

CE TYPE II 的認證也正進行中，現在已經通過歐盟醫療器材測試標準  EN 

14683，歐代正在進行審查註冊當中。 

原目標 2021 年建置 7 條產線，由於口罩等醫療器材市場需求變化劇烈，

本公司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計畫先建置 2 條成人口罩產線、1

條兒童口罩產線、1條幼童口罩產線，共 4條產線以求穩健。2021年日產能 38,700

片，視訂單需求生產以保持物料採購的靈活性。未來口罩等醫療器材市場若需

求持續增加，擬先透過增加班次進一步擴增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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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淳紳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A02990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四、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五、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六、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七、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 

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九、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一、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十二、C805010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 

十三、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十四、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十五、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十六、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 

十七、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十八、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十九、C802110 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二十、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二十一、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二十二、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二十三、JZ99110 瘦身美容業 

二十四、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二十五、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

品製造業 

二十六、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二十七、F113010 機械批發業 

二十八、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二十九、A101030 特用作物栽培業 

三十、C199010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三十一、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 

三十二、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三十三、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三十四、C501010 製材業 

三十五、C501070 竹、藤製品製造業 

三十六、F501030 飲料店業 

三十七、F501060 餐館業 

三十八、F501990 其他餐飲業 

三十九、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四十、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四十一、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四十二、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四十三、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四十四、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四十五、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第二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CA02990 其他金屬製品製造業 

二、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三、CB01990 其他機械製造業 

四、CC01010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製造業 

五、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六、CC01990 其他電機及電子機械器材製造業 

七、CP01010 手工具製造業 

八、F401010 國際貿易業 

九、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十、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一、C801100 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十二、C805010 塑膠皮、布、板、管材製造業 

十三、I501010 產品設計業 

十四、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十五、IG01010 生物技術服務業 

十六、C802080 環境用藥製造業 

十七、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十八、C802100 化粧品製造業 

十九、C802110 化粧品色素製造業 

二十、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二十一、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二十二、JZ99080 美容美髮服務業 

二十三、JZ99110 瘦身美容業 

二十四、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二十五、C103050 罐頭、冷凍、脫水及醃漬食

品製造業 

二十六、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二十七、F113010 機械批發業 

二十八、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二十九、A101030 特用作物栽培業 

三十、C199010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三十一、C199020 食用冰製造業 

三十二、C199030 即食餐食製造業 

三十三、C199990 未分類其他食品製造業 

三十四、C501010 製材業 

三十五、C501070 竹、藤製品製造業 

三十六、F501030 飲料店業 

三十七、F501060 餐館業 

三十八、F501990 其他餐飲業 

三十九、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四十、F218010 資訊軟體零售業 

四十一、E603050 自動控制設備工程業 

四十二、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四十三、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四十四、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四十五、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依 經 濟 部

109 年 11 月

19 日經授商

字 第

10901180520

號函文通知

修正本公司

章程之營業

項目第七十

一 款

「 E903010

防蝕、防鏽

工程業」應為

「 E903010

防蝕、防銹

工程業」。另

第六十六款

「 E501011

自來水管承

裝業」因未取

得特許不予

登記，故通知

應於近期股

東會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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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四十六、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四十七、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四十八、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四十九、H701090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五十、H702010 建築經理業 

五十一、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五十二、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五十三、H703110 老人住宅業 

五十四、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五十五、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五十六、H201010 一般投資業 

五十七、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五十八、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五十九、CA04010 表面處理業 

六十  、F106010 五金批發業 

六十一、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六十二、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六十三、E604010 機械安裝業 

六十四、E599010 配管工程業 

六十五、E601020 電器安裝業 

六十六、E501011 自來水管承裝業 

六十七、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六十八、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六十九、E801010 室內裝潢業 

七十  、E901010 油漆工程業 

七十一、E903010 防蝕、防鏽工程業 

七十二、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七十三、EZ15010 保溫、保冷安裝工程業 

七十四、F113020 電器批發業 

七十五、F211010 建材零售業 

七十六、F111090 建材批發業 

七十七、F213010 電器零售業 

七十八、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七十九、F206010 五金零售業 

八十、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四十六、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四十七、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四十八、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四十九、H701090 都市更新整建維護業 

五十、H702010 建築經理業 

五十一、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五十二、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五十三、H703110 老人住宅業 

五十四、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五十五、IG02010 研究發展服務業 

五十六、H201010 一般投資業 

五十七、CA01050 鋼材二次加工業 

五十八、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五十九、CA04010 表面處理業 

六十  、F106010 五金批發業 

六十一、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六十二、E603040 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業 

六十三、E604010 機械安裝業 

六十四、E599010 配管工程業 

六十五、E601020 電器安裝業 

六十六、E601010 電器承裝業 

六十七、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六十八、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六十九、E901010 油漆工程業 

七十  、E903010 防蝕、防銹工程業 

七十一、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業 

七十二、EZ15010 保溫、保冷安裝工程業 

七十三、F113020 電器批發業 

七十四、F211010 建材零售業 

七十五、F111090 建材批發業 

七十六、F213010 電器零售業 

七十七、F213040 精密儀器零售業 

七十八、F206010 五金零售業 

七十九、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

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一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五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二月一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四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五月三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增列修正日

期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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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九月一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九年九月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五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五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００年九月一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三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七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六年六月二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九年九月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一０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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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淳紳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 

一、發行目的  

本公司為吸引及留任公司所需之科技及專業人才，並激勵員工及提升員工對公司之向心

力與歸屬感，以共創公司及股東之利益，依據公司法第 267 條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

佈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發行辦法。 

二、發行期間 

於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生效通知到達之日起一年內為一次或分次發行，實際發行日

期授權由董事長訂定之。 

三、員工資格條件及得獲配之股數 

(一)以本公司正式編制之全職員工及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全職之員

工，該一定條件授權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二、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三、

第三百六十九條之九第二項及第三百六十九條之十一之標準訂定之。。 

(二)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及其所得受領之數量，將參酌年資、職級、績效表現、

整體貢獻及其他因素等，並考量公司經營績效、營運需求及業務發展策略所需後，

由本公司人力資源單位統籌彙整呈報董事長核訂後，提報董事會核准，然針對經理

人、具員工身分之董事，在提報董事會前，還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同意。 

(三)本公司依「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發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股權人得認購股數，加計認股權人累計取得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3‰，且加計依「發行人募集與發

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累計給予單一認

股權人得認購股數，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之 1%。但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專案核准者，單一員工取得員工認股權憑證與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合計數，得不

受前開比例之限制。 

四、發行總數 

本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發行總額為新台幣 20,000,00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共

計發行普通股 2,000,000股。 

五、發行條件 

針對發行條件(含發行價格、既得條件、發行股份之種類及員工未達成既得條件或發生繼

承之處理方式等)規範如下： 

(一)發行價格：授權董事長決定以發行日不超過市價之八成決定實際發行價格。 

(二)既得條件：本辦法所授予之員工權利新股於授予日起二年間，第一年及第二年既得

各為 50%。於授予日起持續於該公司任職屆滿各週年，且達成公司績效(公司為淨資

產)及個人績效之員工(A.年度考核/季考核須達甲等(含)以上或 B.依據獎懲辦法核

定之人員)，分別達成既得條件之股份比例如下： 

任職屆滿 1 年：50% 

任職屆滿 2 年：50%  

(三)發行股份之種類：本公司發行之普通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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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達成既得條件之處理：依本辦法認購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遇有未達既得條件者，

其股份本公司將全數依發行價格買回並予以註銷。 

(五)員工自願離職、留職停薪、退休、資遣、轉調關係企業、死亡、解雇等之處理： 

1.自願離職：遇員工自願辦理離職者，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分，

於離職生效當日即視為未達成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原認購價格收買其股份並辦

理註銷。 

2.留職停薪：經由公司特別核准之留職停薪員工，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

利新股部分，自留職停薪生效日起暫停計算，並自復職日起接續計算，本條第(二)

項既得條件之時程將依此遞延，惟若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未復職者，則視同自願

離職比照辦理。 

3.退休：遇員工辦理退休者，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分，於退休

生效當日即視為未達成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原認購價格收買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4.資遣：員工遇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被資遣者，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部分，於被資遣生效當日即視為未達成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原認購價格收買

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5.轉調關係企業：遇有員工轉調關係企業者，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

股部分，應比照自願離職人員方式處理，惟係因公司營運所需，經指定派任或轉

任本公司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時，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分，

在該員工於指定派任或轉任本公司關係企業或其他公司後，持續在職服務之前提

下，仍依本條第(二)項既得條件規定辦理，但就其個人績效評核將由董事長參考

公司要求之績效及轉任公司提供之員工任職績效評核核定是否達成既得條件，若

有經理人、具員工身分之董事者，應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評估並經董事會同意。 

6.死亡：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分，則依在職月份數之比例計算

股數(四捨五入取仟股整數)，其繼承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後依民法繼承相關條文及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之繼承過戶相關規定，完成法定之必要程序並提

供相關證明文件，並在遵守本辦法相關規範之前提下，才得以申請領受其應繼承

之股份或權益。 

7.解雇：員工經公司依相關規定解雇者，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

分，於被解雇生效當日即視為未達成既得條件，本公司將依原認購價格收買其股

份並辦理註銷。 

六、員工獲配新股後、達成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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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辦法所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將以員工名義交付信託保管，員工獲配新股後，

於達成既得條件前，受限制之權利如下： 

1.依信託約定，員工獲配新股後，於達成既得條件前，不得將該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出售、抵押、轉讓、贈與、質押、無異議請求收買權或以其他方式之處分。 

2.股東會之出席、提案、發言、投票表決權，皆由交付信託保管機構依法執行之。 

3.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後，應立即將之交付信託，且於達成既得條件前，員工不

得以任何理由或方式向受託人請求受領返還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4.達成既得條件前，員工違反第七條第(三)項規定終止或解除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

之人之代理授權辦理交付信託事宜時，本公司有權向該員工依原認購價格收買其

股份並辦理註銷。 

(二)除前項因信託約定限制外，員工依本辦法獲配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於達成既得條

件前，無盈餘分派權(包括但不限於：配股配息、紅利及資本公積之受配權)。 

七、其他重要約定事項(含股票信託保管等)： 

(一)本辦法經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超過二分之一同意，並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後生效，發行前如有修正亦同。若於送件審核過程，因主管機關審核之要

求而須做修正時，授權董事長修訂本辦法，嗣後再提董事會追認後始得發行。 

(二)本公司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應以股票信託保管之方式辦理，並應由本公司或

本公司指定之人為代理人代所有獲配員工代為簽訂、修訂信託有關合約。 

(三)獲配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員工，應遵守本辦法及相關保密規定，除法令或主管機關

要求外，不得洩漏獲配股份之數量及所有相關內容。員工若有違反之情事且經本公

司認為情節重大者，針對未達既得期間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部分，本公司有權向該

員工依原認購價格收買其股份並辦理註銷。 

(四)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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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可能費用化之金額、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及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事項： 

 

公司應於給與日衡量股票之公允價值，並於既得期間分年認列相關

費用。民國 110 年擬提請股東常會決議發行之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上限為

200 萬股，假設每股以新台幣 0 元(即無償)發行時，設算如下： 

一、可能費用化之最大金額： 

以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之普通股每股收盤價 7.92 元估算，發行限制

員工權利新股 2,000,000 股，期間 2 年，擬發行價格 0 元，概估可能

費用化之金額合計約新台幣 15,840 仟元。 

 

二、對公司每股盈餘稀釋情形： 

以本次發行辦法所訂既得期間 2 年及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止之已發

行股份 83,638,896 股計算，每年費用對當年度每股盈餘減少金額預

估每年為 0.09 元。 

 

三、其他對股東權益影響： 

本次預計發行股數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以民國 110 年 3 月 12

日之已發行股份 83,638,896 股計算)比率約為 2.39%，對本公司每股

盈餘稀釋尚屬有限，故對股東權益尚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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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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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帛詩華房產標的物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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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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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香港擺花街房產標的物不動產估價報告書(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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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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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管單位核實

備註：整車代工以及認證計劃按增資成功後啟動為準

检测
整車檢測，驗證

整車以及零部件試驗檢測

整車允許銷售/上路

經濟部，交通

部核可，合格

證明書

审查

审验

工廠實地查核
準備資料

向台灣主管單位提出申請-汽車認證

申请资料审定

正式大批量量產

审查资料

相關台灣主管單位內部审查资料审定

（備註：有關單位合理的審查時間一般為一個月內）

前期：採購，物流，生產，製造，技術對接

工程對接

採購，物流，生產，製造，技術的後期提升

以及完善

樣車

樣車進口

試量產

批量試生產

產線調整

小批量試生產
量產準備 

台灣：整車代工/認證計劃 時間表

整

車

認

證

生產

下線/檢測

整車代工
代工廠商

工程、技術

代工方案落

實

代工技術方案溝通

代工方案- 

模式，產線投入核算，代工成本，合同

整車認證

下線檢測，小批量，批量生產檢測，整車驗證，戶外跑道驗

證試驗

定期抽查量產車進行質量分析和一致性。

整

車

代

工

商務談判

七個月 八個月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質量

一致性

質量部門對接 - 物流倉儲，物料檢驗，質量體系；

生產一致性 導入，驗證

質量，售後，市場，工程

代工協作廠商篩選及进行商務协商

九個月 十個月 十一個月 十二個月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Z X X X X

銷 售 及 市 場 策 略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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昶洧
Tesla 

Model

S

BMW

i3

BMW  

520i

賓士
E200

賓士
E53

雷克薩斯
GS 300

Volv

o  

S90

Masera

ti  

Ghibli

中國銷售價格 $1,980,000 $2,663,000 $1,880,000 $2,550,000 $2,630,000 $4,570,000 $2,190,000 $2,390,000 $3,780,000

跟昶洧售價差距 - 34.49% -5.05% 28.79% 32.83% 130.81% 10.61% 20.71% 90.91%

0-100km/h 加速 3,2 sec. 4.3 sec. 7.3 sec. 7.8 sec. 7.5 sec. 4.5 sec. 7.3 sec. 8.7 sec. 5,5 sec.

續航力 650KM 632KM 170KM - - - - - -

安全性(E-NCAP) 5 Stars 5 Stars 4 Stars 5 Stars 5 Stars 5 Stars 5 Stars 5 Stars 5 Stars

zxxxx的市場優勢
與國外品牌相比

zxxxx的市場定位在於擁有歐洲優秀
性能,同時比他們具競爭力的售價

2) 由賽道啟發之加速感

可是具競爭力的售價並不代表昶洧會放棄電動車的性能. 

我們的電動車的0-100 公里加速可達到3.2秒,比同類歐

洲品牌還要快(賓士 E200, 0-100 公里加速7.5秒).為駕
駛者帶來前所未有的推背快感

1) 具競爭力售價

zxxxx對比一般國外品牌更具價格上的競爭
力. (例如:比Tesla Model S, 我們的銷售價
將會比TeslaModel S34.5%)

定價在一般國外與國內品牌之間

3) 續航力
650公里續航力,市場上無人能及.

4) 安全
擁有歐洲優秀性能,昶洧十分重視駕駛者安全. 

昶洧的電動車將會擁有5星歐盟新車安全評
級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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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定價與市場競爭對手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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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市場銷售策略及產品下線策略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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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市場銷售策略

高級轎車

2022年
• 推出高性能長續航里程的高級轎車, 以確

立zxxxx品牌著重性能及科技之定位
• 高級轎車將定價於高價位市場, 以確立

zxxxx為高端品牌
• 品牌推廣定位為主,同時進行批量銷售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5

中型SU V

2023年
• 推出中型運動型多用途車,針對大眾市場.
• SUV是一台中低價位配以追求續駛里程
和價格比的中型運動型多用途車.

• 情況跟Tesla的Model 3及Model Y 一樣.
預計2020年, 汽車市場會以中小型車為
主導. 亦只有走向中小型車市場, 才可把
zxxxx走向盈利



產品下線策略

下線交付時間 產品 參考競爭對手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2 Q1

轎
車

大型轎車 (C車型) Mercedes E-Class

2024 Q4 中型轎車 (B車型) Mercedes C-Class

2023 Q4 緊湊型掀背轎車(A車型)
Mercedes A-Class,  

CLA-Class

2024 Q2

運
動
型
多
用
途
車

大型運動型多用途車
(C車型)

Tesla Model X

2022 Q4
中型運動型多用途車

(B車型)
Mercedes EQC

2025 Q2
緊湊型運動型多用途車

(A車型)
Mercedes GLA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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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傳播策略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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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品牌知名度
(預熱)

創辦人的故事
產品名稱線上活

動
數位時代講座互

動
成功商業CEO專

訪
GQ 開啟禪紳出行

顏值

品牌商標線上活動 品牌商標視頻

品牌視頻

FB/IG (品牌)

品牌可信性

電動車性能極限
挑戰

yahoo汽車上線 線下旗艦店
線下維修保養服

務中心

產品視頻

網站上線

招募粉絲參加新
車上市活動

FB/IG (產品性能)

品牌渴望

線下旗艦店活動

試駕活動

銷售路演

銷售活動推廣

關係維護車主活動

FB/IG (銷售資訊)

zxxxx 市場銷售大事預測 (9個月)

高級轎車 -推出市場時間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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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環 : 內 在 理 念

中 環 : 自 身 外 在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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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網路銷售
Yahoo汽車

Yahoo汽車台灣訪問量最大的汽車網站。

Yahoo汽車為汽車消費者提供選車、買
車、用車、換車等所有環節的全面、準
確、快捷的一站式服務。Yahoo汽車致
力於通過產品服務、資料技術、生態規
則和資源為使用者和客戶賦能，建設
“車媒體、車電商、車金融、車生活”4
個圈

預計貢獻給zxxxx的銷售線索:  
500 – 1,000客戶/月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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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網路銷售
Yahoo汽車

銷售線索
安排zxxxx於Yahoo汽車上線。憑藉Yahoo 
汽車的高流量帶給我們銷售的機遇. Yahoo 
汽車將提供我們銷售線索，如:

• 意向客戶之姓名
• 電話
• 意向選購之車輛型號
• 意向到訪之旗艦店

• 市場傳播 (品牌及性能)
• 搜尋引擎（google）
• 汽車網站 (yahoo汽車)

• 到旗艦店與銷售員
進行產品深入瞭解

• 試駕

• 汽車網站 (yahoo汽車)
• 市場傳播 (銷售優惠)

1 個月 1 個月 15 天 6 天

利用網路於汽車市場
進行搜索

旗艦店參觀 回到網上作比較及作
最後選擇

購買客戶開始
準備購車

所花時間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11



線下旗艦店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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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SPACE是我們zxxxx的旗艦店
名稱，是全球首個集購車及藝
術於一身的體驗館，顧客不單
可於Z SPACE中選購zxxxx的車
款,更可於Z SPACE中欣賞不同
的藝術裝置,從而令生活得到啟
發.

如期說Z SPACE是一家電動車
旗艦店,它更似是一個藝術的公
共空間,令大眾於繁忙的都市中
可進來放下自身.

Z SPACE



銷售旗艦店選址
台北市信義商圈

地理環境 :

信義商圈為台北經濟、娛樂、時尚、潮流的集散地。
其人流量可觀。Tesla及Gogoro等新創品牌也選擇此
處落腳。

繼台北旗艦店之後，也會依序
於台中、高雄、新竹等地設立
直營銷售中心。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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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接待
• 精裝配件中心
• 銷售展廳
• 售後顧問
• 客戶休息區
• 餐飲區
• 客戶衛生間
• 清潔室
• 休閑區
• 娛樂室
• 收銀處
• 會議室
• 培訓室
• 員工食堂
• 員工間更衣室
• 車間主任辦公室
• 預檢工位
• 服務車輛停車場
• 工位
• 配件櫃檯配件儲存
• 四輪定位
• 輪胎服務
• 工具房
• 壓縮機房
• 廢棄物收集
• 危險物品儲存室
• 油料儲藏室
• 配件拆除房
• 蓄電池間
• 汽車清洗室

線下維修保養服務中心

於旗艦店及銷售中心附近之郊區建造zxxxx的維修保養服務中心。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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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保養服務中心面積可達ˋ450-600坪。服務包括：



保養維修客戶服務
• 終身免費質保 -不設期限，不設里程，每一台車輛都將獲得終身免費質保服
存在免責範圍

非品質原因造成的輪胎、輪轂、輪輞的分別單獨損壞，或三者中任意二者的共同損壞，或三者的共同損壞
違法行為或不可抗力造成的維修
事故判定為對方責任造成的維修，且對方有保險

• 成為zxxxx車主後可獲得新車首次保養免費服務
• 免費充電樁私享服務-免費贈送家用充電樁一根，並提供首次充電樁免費安裝服務
• 終身救援保障-不設期限，不限里程，每一位昶洧車主都可獲得7x24小時道路救援服務。
• 實時雲端服務-通過車機遠端技術，即刻獲得遠端技術支援
• 終身免費車聯網-車機平臺上所使用流量終身免費，無限暢享。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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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服務標準



謝謝

銷售及市場策略
Internal only | Confidential |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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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紳公司驅動馬達,變頻器
技術與商業發展

2021年



TPEM Confidential 2

淳紳公司內置磁鐵永磁同步磁阻馬達

鋁轉子感應馬達 銅轉子感應馬達 內置磁鐵
永磁同步馬達

同步磁阻馬達表貼磁鐵
永磁同步馬達

內置磁鐵永磁同步磁阻馬達

 扭矩成分包含永久磁鐵扭矩與磁阻扭矩
 減少昂貴釹鐵硼磁鐵之使用量
 適合高速運轉
 高功率密度



TPEM Confidential

淳紳公司電動汽車驅動馬達核心技術

電動汽車
驅動馬達需求

高功率密度

高度集成

高效率低振噪

低成本

馬達/變頻器/減速機三合一

最高效率97.2%

功率密度 4 kW/kg

僅使用1.2kg釹鐵硼磁鐵

使用高剛性膠合矽鋼片迭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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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紳公司驅動馬達,減速機與變頻器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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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紳公司驅動馬達零組件,減速機與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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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先進動力研發中心

250 kW traction motor dynamometer

• Maximum torque 600 N-m @ 0~10,000 rpm
• Maximum speed 15,000 rpm
• Battery simulator : Maximum 150 kW

*可測試最大功率受限於battery simulator之最大
輸出(<150 kW)

*可測試最高轉速約14,500 rpm

淳紳公司驅動馬達及變頻器於台大先進動力研發中心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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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rpm)

Torque
(N-m)

Output Power 
(kW)

Efficiency
(%)

Current
(Ampere)

a 440 374.0 17.2 65.9 496.1

b 2045 369.2 79.1 88.3 496.4

c 3600 53.6 20.2 95.4 88.4

d 3610 146.6 55.5 95.3 211.7

e 3615 183.9 69.7 94.9 258.1

f 3625 295.1 112.0 93.6 396.9

g 3635 333.6 127.0 93.3 446.2

h 3645 370.2 141.4 92.8 494.5

i 6800 112.1 79.9 95.7 169.8

j 8000 67.4 56.5 95.0 117.5

k 9200 65.8 63.4 95.0 120.9

l 10000 55.0 57.6 94.1 115.7

m 11200 39.3 46.1 92.6 106.2

n 12400 33.9 44.0 91.3 112.7

o 13000 31.0 42.2 90.3 113.7
p 10000 132.0 132 93.8 296
q 12000 109.0 137 92.4 296
r 14000 91.0 132 91.0 292

淳紳公司驅動馬達及變頻器動力測試結果-輸出功率及效率

 輸出功率測試因受限於可測試最高功率(約145 kW)
 效率數值因變頻器至馬達之傳輸線纜過長導致有效電壓降低,因此效率量測值較低

17.2kW

65.9%

a

79.1kW

88.3%

b

20.2kW

95.4% c

55.5kW

95.3% d

69.7kW

94.9%e

112.0kW

93.6%f

g
127.0kW

93.3%

h 141.4kW

92.8%

79.9kW

95.7% i

56.5kW

95.0%
j k

63.4kW

95.0%

l

57.6kW

94.1%

m

46.1kW

92.6%

n 42.2kW

90.3%

o

44.0kW

91.3%

NTU AVL dynamometer DC
power source power limit
(<= 145 kW)

132.0kW

93.8%

p

109.0kW

92.4%

q
132.0kW

91.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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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電動車輛 非道路電動車輛 特種任務電動車輛 個人移動電動載具

• 乘用車
• 公車
• 商用車
• 卡車與貨櫃車

• 電動叉車
• 農用與建築用車輛
• 礦業車輛
• 船舶與舾裝設備

• 搬運車
• 公共運輸車輛
• 越野車

• 機車
• 腳踏車
• 輪椅
• 雪橇

驅動馬達系統於電動車輛及載具之應用市場



TPEM Confidential 9

淳紳公司驅動馬達產品規劃

馬達種類 內置磁鐵永磁同步磁阻電動機

定子外徑 (mm) 160 180 200 230

迭積長度(mm) 50 ~ 150

輸出功率 ( kW ) 30 ~ 75 75 ~ 125 125 ~ 180 180 ~ 250

最高轉速範圍( rpm) 10,000 ~ 12,000 10,000 ~ 12,000 12,000 ~ 16,000 12,000 ~ 16,000

最高效率( % ) 91 ~ 93 93 ~ 95 94 ~ 96 95 ~ 97

磁鐵 鐵氧體磁鐵 / 釹鐵硼磁鐵 鐵氧體磁鐵 / 釹鐵硼磁鐵 釹鐵硼磁鐵 釹鐵硼磁鐵

繞線方式 扁平型分散式繞組

冷卻系統 氣冷/ 水冷

整合變頻器驅動 V V V

整合齒輪/變速箱 V V V V

應用

. 電動乘用車

. 工業電動車
(叉車，託盤搬運車，拖
拉機, 自動導引車)
. 電動運輸機

. 電動乘用車

. 公共運輸車

. 輕載商用電動車

.電動乘用車

.商用電動車
.電動乘用車
.重載商用電動車
.電動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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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180~250 kW 馬達/變頻器/減速機230框號

160框號 30~75 kW 馬達/變頻器/減速機

75~125 kW 馬達/變頻器/減速機

200 框號 125~180 kW 馬達/變頻器/減速機

10

淳紳公司驅動馬達系統產品發展路譜

180 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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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紳公司馬達與驅動核心技術與應用產品範疇

應用範疇

核心技術

馬達產品

1.
高佔槽率
方形漆包線
髮卡繞線

2.
高效率
液體冷卻

3.
高剛性
全膠合
矽鋼片

4.
高磁阻比

內置磁鐵轉子

中大功率電動移動載具
驅動馬達

(1,2,3,4,5,6)

大功率直接驅動
高速馬達

(1,2,3,4,5,6)

高扭力直接驅動
扭矩馬達

(1,2,3,5,6)

電動乘用/商用車

串聯式混合動力卡車

電動船/電動遊艇

電驅動/引擎動力計

螺旋式大功率空壓機

高響應全電射出機

伺服壓床

薄膜捲軸設備

5.
低頓轉轉矩

與
低轉矩涟波

6.
可變載波頻率

與
方波弦波切換

電動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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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巴士三電系統(電池/整車控制/馬達驅動)

電池選配與充放電管理 整車控制器/馬達/變頻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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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串聯式混合動力卡車驅動模組- 美國ZES卡車混動化改裝

驅動馬達
變頻器

動力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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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船艇動力系統 - 50呎以下電動遊艇

驅動馬達動力電池 變頻器船艇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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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大功率(>20kW)液冷永磁同步馬達市場與直接驅動應用

DD直驅扭矩馬達

高速螺旋空壓機馬達

全電射出機直驅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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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燃機引擎及電動驅動馬達之高速動力計應用

高速負載馬達 四象限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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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螺旋空壓機應用

高速直驅馬達
向量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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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驅式全電射出機應用

中空軸直驅馬達
伺服變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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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電動車/混合動力卡車驅動系統 - 16,500 45,300 147,500 222,000 286,000

電動船驅動系統 - 1,200 3,000 11,400 21,600 30,600

高速動力計負載系統 - 3,600 12,000 16,200 20,400 24,000 

全電射出機直接驅動馬達系統 - - 1,200 3,800 9,000 27,000 

高速螺旋空壓機直接驅動馬達系統 - - 2,000 4,500 9,600 34,000

Total (kNTD) - 21,300 63,500 183,400 282,600 401,600 

馬達與驅動系統營收預估

0

100,000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5

營收預估(kNTD)

電動乘用車/混合動力卡車/電動巴士驅動系統 電動船驅動系統
高速動力計負載系統 全電射出機直接驅動馬達系統
高速螺旋空壓機直接驅動馬達系統



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計劃 

一、業務簡介 

為企業多角化經營，又因應疫情的全球性影響，本公司自109年4月28日股東會董

監事會決議後，由部分現有經營團隊轉型設立子公司，並投入生醫科技產業，目

前主要經營醫療器材製造、批發與零售以及提供美容服務。 

 

二、營運計畫 

本公司已於109年6月8日將基隆路二段149號11樓之5設立為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主要經營醫療器材製造、批發與零售以及提供美容服務。為因應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口罩需求暴增，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擬自製口罩，並取得各國

醫療器材認證以進行口罩的批發與零售，計畫滿足台灣、香港與歐洲口罩需求。 
 

三、近期發展與成果 

本公司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於109年6月12日取得販賣業藥商許可

執照，北市衛藥販（信）字第 620117S936 號；醫療器材製造工廠座落於桃園市

中壢區文化里吉林路27號7樓，並於109年10月29日取得製造業藥商許可執照，桃

市藥製字第6132021675號。目前對於廠房、設備、原料、認證以及通路皆有所掌

握，穩健地建置ISO13485品質管理系統；另一方面相關測試與認證也已有進展，

已於110年3月11日取得衛生福利部第一等級醫療器材許可證，衛部醫器製壹字第

008933號，可生產MD雙鋼印口罩，於台灣各販售藥商通路銷售；國外認證部分，

主要為通過歐盟及美國認證，目前已於110年5月26日取得歐盟CE MDR TYPE II認

證，可將TYPE II醫療口罩銷售至歐洲；109年8月3日取得 FDA QKR認證，註冊號

10076694，可銷售 ASTM Level 1 的口罩至美國，接下來待業務穩定，計畫進一

步取得 FDA FXX 認證，如此便能夠銷售 ASTM Level 2, 3的口罩至美國。 

 
 



四、未來口罩等醫療器材生產計畫 
原目標2021年建置7條產線，由於口罩等醫療器材市場需求變化劇烈，本公司子公

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修正計畫先建置2條成人口罩產線、1條兒童口罩產
線、1條幼童口罩產線，共4條產線以求穩健。2021年月產能405,000片，視訂單需

求生產以保持物料採購的靈活性。未來口罩等醫療器材市場若需求持續增加，擬

先透過增加班次進一步擴增產能。 

 
 

五、財務計劃 

  本公司子公司明水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財務計畫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