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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Safe Harbor Notice

本簡報及同時發布之相關內容是建立於本公司可取得之內外部資訊，有些資訊可能受未來不

確定性因素影響(如市場需求、價格變動、國際經濟情勢、國際匯率波動及其他無法掌控之

因素)，致使與原先本公司對於未來前景的說明迥異，未來若有變更或調整時，請以「台灣

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資訊為主要依據。

This presentation is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various sources which

the Company believes to be reliable. But at some point, in the future, there are a

variety of factors which could cause actual results to differ materially from those

statements. Therefore, please refer to the information on MOPS website as the 

main basis if any adjustment has been made.

1



2

會議程序

程序 時間 項目 報告人 備註

一 15：55～16：00 法人進入會議連結 -

二 16：00～16：10

公司致詞
董事長

郭林諒 先生

營運成果說明
財務部

郭美航 協理
林育杉 副理

三 16：10～16：20 2023年營運前景及競爭力提升說明
設計部

吳圓生 協理

四 16：20～16：30 南港「世界明珠」案銷售說明
南榮開發建築(股)公司

洪國雄 執行長
洪翊智 銷售經理

五 16：30～17：00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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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公司營運現況

• 公司簡介

• 營運成果說明

營運前景 ‧ 南港競爭力的提升

• 全球局勢與產業展望

• 南港的優勢延伸

• 競爭力的持續提升

世界明珠建案銷售說明

• 開發現況

• 銷售說明



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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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本公司創立於 1959年2月25日，1963年11月股票公開上市

資本額 新台幣83.39億元

營業額 2021年累計營收新台幣96.95億元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36號6樓

工廠地址
新豐廠-新竹縣新豐鄉新興路399號
張家港廠-江蘇省張家港保稅區上海路

工廠規模 新豐廠占地52,392坪；張家港廠占地80,707坪

員工人數 台灣1,086人；張家港廠904人

日最大產能 新豐廠：20,000條/日；張家港廠19,000條/日

主要產品
(1).全鋼絲輕卡車胎
(2).3000餘規格高性能輻射層轎車胎、雪胎、RV胎等
(3).大型重型機車胎

營業比率 外銷佔92%、內銷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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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豐廠

⚫ 成立於1973年，廠房寬濶、環境優雅。

⚫ 投資總額新台幣126億元。

⚫ 佔地52,000餘坪，目前建約25,000坪，鄰近國道交通樞紐。

⚫ 2019年正式啟用全自動成型機，開創自動化新視野。

⚫ 主要產品為轎車胎、輕型卡車胎、雪地胎、重型機車胎等，日最大產能
20,000條

NK ASRS.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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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港廠

• 西元1997年9月9日核准成立。

• 註冊資本額14,358 萬美元，投資總額29,653 萬美元，2003年9月開始投
產。

• 土地面積占80,707坪，廠房面積42,312坪。

• 主要產品為子午線轎車輪胎(12”~24”規格)，日最大產能19,00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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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綠能新豐廠

• 目前新豐廠已完成第一、二階段太陽能板鋪設計畫，第三階段預計於2023年8
月完工。

• 總鋪設面積：19,000平方公尺(約5,700坪)。

• 年發電量預估約2,600萬度。

(以上數值皆為預估值，實際發電量及效能以現況為準)



營運成果說明

主講人：財務部

郭美航協理

林育杉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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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營業收入比較（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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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營業毛利比較（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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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

合併綜合損益表摘要
Consolidated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單位：新台幣仟元
Unit：NT$ 1000

2022年1-6月
金額(Amount)

%
2021年1-6月
金額(Amount)

%

營業收入(Net revenue) 4,058,759 100 4,128,424 100

營業成本(Cost of good sold) (3,425,793) (84) (3,284,747) (80)

營業毛利(Gross profit) 632,966 16 843,677 20 

營業費用(Operating expenses) (855,526) (21) (1,063,054) (26)

營業淨利(Operating profit) (222,543) (5) (218,507) (5)

業外收支
(Non-operating gains & losses)

(225,870) (6) 701,030 17 

稅前淨利(Income before tax) (448,413) (11) 482,523 12 

本期淨利(Net Income) (460,088) (11) 443,766 11 

稅後每股盈餘(元)(EPS；NT$) (0.55) 0.54 



營運前景 ‧ 南港競爭力的提升

主講人：吳圓生 研發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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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勢與產業展望

南港的優勢延伸

競爭力的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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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勢與產業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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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勢與產業前景

➢全球汽車產業銷售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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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局勢與產業前景

➢全球電動車銷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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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原材料的產業趨勢

➢ 輪胎材料替代產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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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港的優勢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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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胎功能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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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滾動阻力(RRC) 提升12.2%(達到B級)
能減少滾阻抗，行駛得更遠，減少旅程焦慮。

2.濕抓提升到A級

3.行駛里程提升到4萬公里以上

4. 車外實車噪音72dB(證書)、
車內實測噪音65dB~70dB



全球品牌代工合作再深化

•與全球一級大廠擴大合作代工業務，雙方合作銷售之市場除

北美市場外，已擴及其他地區，例如中東、非洲等市場。

•合作代工品項除夏胎與雪胎之外，未來更加著重高附加價值

的UHP胎(高性能胎)與SUV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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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力的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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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輪胎單體到整車性能模擬程式已建構完成，可大

幅縮短開發時程

研發模擬計畫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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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與再生材料的採用

• 以生物基合成人造膠取代石油合成人造膠人造膠

• 以生物基聚酯人造絲取代石油合成聚酯人造絲簾子布

•以回收廢輪胎熱裂解碳黑取代全新碳黑碳黑

•以稻穀粉取代砂礦白煙白煙

•以內胎脫硫技術產出取代石化製程產出再生橡膠B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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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南榮開發建築(股)公司
洪國雄 執行長
洪翊智 銷售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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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流程

基本資料

建築工法

銷售進度

周邊市場行情

工程進度

結 語



一.基本資料





單位：仟元







●基地位置：台北市南港區市民大道八段(台北流行音樂中心旁)

●建照號碼 105 建字第 0103 號

●地號：南港區南港段四小段566、567、568、569、570、571等六筆地
號

●基地面積：約 9453.75 坪(31252.05㎡)

●投資興建：南榮開發建築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分區：特定專用區(同商三)

●樓層規劃：A 棟地上 27 層、B 棟地上26 層、C 棟地上27 層、D 棟地上
30 層、E 棟地上30 層、F 棟地上27 層、G 棟地上26 層、H 棟地上27 層 地
下 4 層

●規劃戶數：商場17戶、住宅250戶、辦公104戶

●建築物高度：118.1M

●建蔽率：實設31%

●容積率：實設390%

●汽車數量：1218 輛

●機車數量：1443輛

●公設比：住宅30-32%  辦公室35-36%

●建築規劃：三大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外觀設計：李俊平建築師

●公設規劃：王勝正設計師

●營造工程：華熊營造、中鹿營造

●結構設計：永峻工程、織本構造設計

●結構型式：辦公棟SSC鋼骨結構+CFT柱內灌漿
住宅棟SRC鋼筋混泥土結構+CFT柱內灌漿

●景觀設計：老圃造園

●公設項目：泳池、宴會廳、影視廳、健身房、交誼廳、KTV、瑜珈教室、
棋藝室、中庭花園、空中花園等共計3,000坪會所設施

●樓層高度：1樓商場 & 辦公室大廳 7.5M  2樓商場 5M  3樓公設 5M  住宅
BCDEFG棟標準層3.6M  辦公室AH棟標準層 4.2M



二.建築工法













10+2.28PVB+10mm熱硬化膠合玻璃

6+12AS+6mm熱硬化複層Low E玻璃

德國進口Warema電動百葉

雙層牆不銹鋼集風
箱

樑帶烤漆鋁背
板



單位：仟元

本案外飾石材柱平面圖

外飾石材

弧板刻溝加工查驗

建築特殊設計-石材柱

造型柱轉角石材加工

1.板材~異型加工厚板片



建築特殊設計-石材柱

2.不鏽鋼骨架

圖1、圖2、圖3-石材不鏽鋼骨架施工照

1

2

3 4
圖4-裙樓石材施工照



建築特殊設計-社區電動銅雕大門

社區大門-黃銅鑄造材質



三.銷售進度



住宅區B-F棟17樓以下近完銷
近七成銷售率

完銷

本案總銷預估800億元
~目前銷售約340億元~



四、週邊市場行情





區　域 個　案 坪　數 成交價

擎天森林 21-46坪 80-103萬

德杰羽森 16-31坪 87-93萬

國泰悠境 36-53坪 100-111萬

國泰悠揚 33-80坪 88-102萬

全陽馥 18-42坪 108-122萬

達欣東匯 25-39坪 105-110萬

香榭帝寶 15-46坪 80-110萬

久云嘉潤日出 16-53坪 73-86萬

南港車站特區

經貿園區

重陽重劃區



五.工程進度



整體工程進度圖 (計算至111年9月)

☆ 地下部 開挖進度 94.1%

地下室結構體工程進度 65.1%

地下內裝工程進度 0.8%

☆ 地上部 上部結構體工程進度 61.1%

外牆裝修工程進度 3.0%

內部裝修工程進度 3.4%

景觀工程進度 0.0%

★
總體
進度

全案完成進度 54.6%

辦公H棟113.06.30開始陸續完工交屋



六.結 語



1. 明年底：鷹架拆除後，53個住宅
區圓形拱門及大理石外觀，完美
呈現巴洛克藝術宅邸。

2. 後年初：一、三層景觀完成後，
戶戶錯層陽台旋轉多層次植栽，
形成「屋中有林，林中有屋」的
森林化建築。



土地價值

產品差異

競爭優勢

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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