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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n 本簡報及同時發佈之相關訊息內容，取自於公司內部與外部資料，其
中包含營運成果、財務狀況與業務發展等內容。

n 本公司並未發佈財務預測，但本簡報所作有關本公司財務上、業務上
、Q&A之說明，若涉及本公司對未來公司經營與產業發展上之見解，
可能與未來實際結果存有差異。此差異其造成之原因可能包括市場需
求變化、價格波動、競爭行為、國際經濟狀況、匯率波動、上下游供
應鏈等其他各種本公司所不能掌握之風險因素。

n 本簡報中對未來的展望，反應本公司迄今對未來的看法。對於這些看
法未來若有任何改變或調整時，本公司並不負責隨時提醒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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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創立時間

資本額

全球員工人數

股票上市時間

1977年

新台幣26.90億元

1,600 人 (台灣) ; 12,500 人 (海外)

2001年於台灣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代號1476)

洪鎮海先生董事長

主要產品
Ø 提供垂直整合生產供應鏈，包含織布、染整、
定型、成衣製造

Ø 尤其專精於功能性彈性圓編針織布料與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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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優勢

Ø 全球佈局縮短交期並提升競爭力

Ø 擁有研發與創新能力，每年可提供超過3,000種新布料

Ø 成立打樣中心，快速反應，每天能提供超過150款新樣衣

Ø 與國際知名運動與特殊功能性服飾品牌建立策略夥伴關

係，協同開發，提供市場流行設計，ODM比例高

Ø 建構垂直整合、及具有生產規模經濟的生產供應鏈，致

力成為功能性布料與成衣產品領域的市場領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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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佈局

賴索托

柬埔寨

越南

香港分公司

紐約分公司

台灣總公司

分公司
(共二間)

成衣生產據點
(共十二間)

紡織布料生產據點
(共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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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越南胡志明市

紡織布料二大生產據點

成衣產業生產據點
(共十二間工廠)

儒鴻製衣金邊廠

儒鴻越南仁澤廠

儒鴻製衣展鵬廠

儒鴻製衣美春廠

儒鴻製衣隆安廠

針織布總產能
每月平均約260萬公斤

成衣總產能，每月平均約620萬件；
預期在展鵬廠及美春廠擴廠完成
後，初期每月可再增加130萬件

競爭優勢-垂直整合

中國(無縫廠)

越南河內

賴索托

鑫利達/名蒙/美希娜

富裕成衣廠

達翔成衣廠

永裕成衣廠

泰源成衣廠

策略聯盟生產基地

自有生產基地

台灣 120萬公斤/月

越南 140萬公斤/月

儒鴻溪洲廠 / 儒鴻大山廠
儒鴻苗栗廠 / 儒鴻大園廠

越南-儒鴻織染有限公司

針織廠

染整廠

品牌通路

紗廠

成衣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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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料系列

創新 |   環保 |  機能 紡織品

具有天然棉般之舒適觸感與外觀、良好的透氣性、
柔軟性、垂墜感等特性。廣泛應用於休閒服、T恤、
運動服、韻律服等系列。

運用纖維斷面之溝槽導水原理、結合織物組織設計
與後加工處理，使織物達到吸濕排汗、快乾之功能。
應用於運動休閒服、女裝系列、內睡衣等系列。

將夏季降溫、隔熱與冬季吸熱、保溫兩大功能一體化，
使織物具有涼爽感與舒適性。適合應用於男女裝戶外夾
克和休閒運動服等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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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衣系列

Seamless

Performance Sports  Series 

Fashion Sports

無縫服飾原用於內衣褲，加入機能性後，
將其轉換為運動服，增加功能與價值

Non-Sew (Welding)

【貼合/雷射切割技術】
台灣及越南皆能量產

擁有自主開發設計能力，運用環保性素材，
運動結合綠色時尚，成為多功能休閒服

將流行元素加入運動服，使運動服兼具
運動機能及流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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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流行資訊，分析趨勢 布料開發 開發新潮系列產品

協同開發

瑜伽系列 機能性系列

整合式ODM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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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ing Area

Data Color

嚴格品質控制

符合國際環保規範

bluesign ISO 14001 NIKE adidas

成立四間檢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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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CREATIVE CENTRE

成立快速打樣中心

P.C.C 概念

纖維紗線選擇

布料開發 快速打版中心

樣品室

ü提供客戶一次購足服務
ü縮短開發交期
ü客製化設計，款式保密

客製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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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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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歐、澳地區出口比例

持續新客戶開發

•2011年取得歐盟bluesign standard

認證

•2013擴大紡織品檢驗中心規模、及成

衣打樣中心規模

•研發染色新製程

研發創新 深化協同客戶開發能力

• 2013 新購越南隆安成衣廠
興建越南仁澤成衣廠II期
台灣大園廠改建工程

• 2014 越南布廠II期、仁澤廠II期、
柬埔寨金邊廠、展鵬廠II期量產

• 2015 越南隆安成衣廠量產
• 2016 關閉台灣中央廠、大陸無錫廠

興建越南美春廠II期、展鵬廠III期
• 2017Q3越南美春廠II期、展鵬廠III期開始量產

自有產能擴充 發揮發垂直整合綜效

銷售人才培訓 壯大業務編制原物料採購策略穩健化



近四年合併營收概況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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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02*
布料事業 6,069 7,503 8,907 8,301 825
成衣事業 12,073 13,340 16,614 16,225 2,546
總營收 18,142 20,843 25,521 24,526 3,371
成長率 33.73% 14.89% 22.44% -3.90% -10.87%

✼期間為2017/1/1~2017/02/28且係公司自結數，尚未經會計師查核



合併營收概況(2016/02 vs 2017/02)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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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布料事業 成衣事業 合計合併營收

2016/02* 1,281 2,501 3,782
2017/02* 825 2,546 3,371

成長率 -35.60% 1.80% -10.87%
*期間為同年1/1~2/28且係公司自結數，尚未經會計師查核



近四年合併公司毛利概況 單位：新台幣佰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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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合併毛利率 28.22% 26.25% 28.03% 28.35%
合併毛利淨額 5,120 5,471 7,154 6,953



近四年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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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D﹕元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淨利

(新台幣佰萬元)
2,739 3,004 4,174 3,660 

每股盈餘 10.49 11.51 15.99 13.67
每股現金股利* 7.0 8.0 10.5 10.5 
每股股票股利* 0.4 - - 0.2 

*2016年盈餘分配案僅經董事會通過，尚未經股東會承認。



謝謝指教
Q&A

ECLAT TEXTILE CO.,LTD.
TAIWAN HEAD OFFICE:

NO.28 Wu Chuan Rd., Wu Ku district, New Taipei City, Taiwan, R.O.C.
TEL:886-2-2299-6000
FAX:886-2-2299-5483

E-MAIL: service@eclat.com.tw
WEB SITE: http://www.ecla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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