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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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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狀況以及經營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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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不限於市場風險、供應鏈、市場需求，

以及本公司持續推出高品質產品與服務之能力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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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簡報及其內容未經本公司書面許可，任何第三者不得任意

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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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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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 設立日期：2004年8月 
• 資本額：新台幣38億 
• 董事長：簡明仁  
• 總經理：簡民智 
• 股票代碼：3701 
• 集團總部：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 
• 員工人數: 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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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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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摘要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7.9.30 % 2016.9.30 % 

現金及約當現金 1,113,266  13.3  1,088,807  11.7  

存貨 1,627,567  19.5  1,512,264  16.3  

基金及投資 271,320  3.2  256,392  2.8  

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915,166  11.0  1,363,799  14.7  

投資性不動產 1,077,170  12.9  1,730,360  18.6  

總資產 8,352,857  100.0  9,285,478  100.0  

總負債 4,750,012  56.9  6,197,072  66.7  

股東權益 3,602,845  43.1  3,088,406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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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併綜合損益表摘要 
 

單位：新台幣仟元 

  2017Q1~Q3 % 2016Q1~Q3 % 

營業收入淨額 5,922,781  100.0  8,134,445  100.0  

營業成本 (5,313,212) (89.7) (7,000,750) (86.1) 

營業毛利 609,569  10.3  1,133,695  13.9  

營業費用 (905,858) (15.3) (1,094,654) (13.5) 

營業利益（損失） (296,289) (5.0) 39,041  0.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431,242  7.3  194,456  2.4  

所得稅費用 (15,832) (0.3) (70,894) (0.9) 

本期淨利 119,121  2.0  162,603  2.0  

歸屬母公司淨利 149,238  2.5  89,959  1.1  

普通股每股盈餘（元） 0.39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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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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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整體服務專案 

• 優良的研發設計服務 
• 價格與制程優化管理 
• 供應鏈管理系統與機制 
• 元器件/成品/半成品 
• 物流管理 

• PCBA/FPCBA 生產製造 
• 整機組裝/系統組裝 
• 系統整合 (依客戶需求) 
• 測試與驗證  

基 本 服 務 

   設計 
01/ 

打樣 
02/ 

試產 
03/ 

量產 
04/ 

品質檢驗 
05/ 

   電子整體設計製造服務:車載電子 /醫療電子/工控電子 /通信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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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產品開發能力 

•將一顆晶片設計為完整解決方案 
• Linux:  3.0.35 – 3.14.52 
• Android:  2.3/3.0/4.3/4.4/6.0 
• QNX:         Auto 
• CRANK:  Storyboard for UI 

 
•專業行業: 

• 車載 
• 醫療 
• 工控 

 
•出貨經驗: 

• 杭州駕校 9000 輛車 
• 某日本品牌車廠導航機 
• 某日本品牌車廠全液晶儀錶 
• 某中國車廠電動車全液晶儀錶 
• 某德國車廠重卡車管理維護系統 
• 智能樓控，智能店面,智慧工廠 
• 銀行POS, Kiosk 
• 遠端醫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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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發展藍圖 

 車用電子 
 ADAS 系統 (Sensor Fusion) 
 Smart T-Box (Connected Car) 
 駕駛人行為 (CAN; ADAS; Driver Sensor) 

 
 工控電子 

 由樓控轉進中小型商業場域 
 大數據分析 

 
 醫療電子 

 以心電圖為基礎之生物感測 
 ECG; H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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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發展藍圖 
 整體: 

 硬體加上軟體 
 Pizza Box to Service 

 
 車用電子 

 以自駕零部件模組為核心 
 由演算法進入人工智慧 
 

 工控電子 
 From Batch to Real Time 
 蒐集-統計-分析-方案建議 
 

 醫療電子 
 從診斷進入預測進而做到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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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