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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 本簡報係本公司於簡報當時，基於主、客觀因素，
對於過去、現在之營運彙整與評估，其中，若有
涉及前瞻性之論述，將受風險、不確定性及推論
影響，實際結論可能與上述論述有所不同 

• 簡報中所提供之資訊，並未明示或暗示地表達或
保證其具有完全之正確性、完整性及可靠性，且
並不代表本公司、相關產業之後續發展之完整論
述 

• 本公司不負有更新及修正本簡報內容之責任 

 

 



報告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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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崙大樓 

公司特色 

經營績效 

營運策略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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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弘精密簡介 

                                                

品質/安衛認證： 

 

全方位加值方案快速整合營建團隊 

成立時間： 民國64年11月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十三億五仟萬元 

董 事 長 ： 賴士勳 

總 經 理 ： 莫惟瀚 

員工人數： 700人 

ISO9001 

(2008 國際品質標準) 

TOSHMS & 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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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甲級營造廠 
• 土木建築工程之設計施工 

• 全方位加值方案快速整合營
建團隊 

機電工程公司 
• 機電系統工程之設計施工 

預鑄廠 
• 預鑄牆版及預鑄結構體之設
計及施工 

• 預鑄工法之核心技術 

• 領先業界的創新研發 

• 特殊工法的預鑄結構體 

• 預鑄水泥製品生產、銷售 

 

rt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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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潤泰精密材料 
 

• 持股比例 : 39.15% 
• 研發、生產、銷售水泥及美特耐 (泥作

配方) 
• 研發之離岸風電灌漿材通過權威機構認

證，躋身風電供應鏈行列 
 

• 美特耐豐富的產品線 
– 砂漿材 
– 面層粉光材 
– 黏著材 
– 填縫材 
– 無收縮砂漿 
– 自平泥 
– 彈性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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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弘特色 

全方位快速整合 

快速工法、精密預鑄 

創新研發、專利技術 

機電MRO、永續維護 

 BIM、4D模擬 

 e化管理、SAP ERP 

 
 

預鑄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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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領軍  技術本位  

 已獲專利623件 (內含
美國專利14件) 

 申請中專利86件   
 

 發展及推廣預鑄宅改善
營造缺工問題 

 預鑄新工法開發與應用 
 科技廠辦工法優化、持

續布局全球專利 
 營建技術及設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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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產品 

預鑄梁 預鑄柱 

預力樓版 

預鑄外牆(劈裂紋) 

預鑄外牆(花崗石) 格子版 

預力PC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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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吊裝 

小梁 
 

吊裝 

DECK吊裝 
大樑吊裝 

樑柱接    頭箍筋 

下一樓層 頂層鋼筋鋪設 
 

樓版灌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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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鑄施工  快速 精準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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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新設備與技術 

預鑄外牆 

• 率先應用鋁模、佈料機等設備 

• 提升施工效率，解決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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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特色    建物全生命週期     

竣工維護
MRO 

設計:4D檢討+BIM 施工: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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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特色  貼近使用者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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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規劃技術 

• 提供整合資訊 

e-Learning/學習護照 

• 數位學習、提能提升 

研發網/KM 

• 技術傳承、知識分享 

CCTV 

• 管理、溝通無距離 

14 

資訊透明  e化管理  職能提升 

ERP(SAP) 

• 整合所有營運資訊 

CRM 資訊透明 

• 提高與顧客溝通效率 

PAD全面升級 

• 行動化管理 

MRO 

• 保養維護的3D維修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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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獲獎紀錄—品質類 

• 第21屆國家建築金質獎「施工品質類」全國首獎
(全球礁溪) 

•  第21屆國家建築金質獎「規劃設計類」全國首獎
(希望廣場) 

•  108年「第19屆公共工程金質獎」優等(三峽住宅) 

•  108年「新北市公共工程優質獎」(三峽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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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獲獎紀錄—安衛類 

• 勞動部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三峽社宅) 

•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公共工程及人員選拔-金安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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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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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營收趨勢(合併報表) 

723 430 731 733 546 

8,859 

7,555 

8,646 

11,637 

9,383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05 106 107 108 109(1-3季) 

單位：百萬元 

稅後淨利 

營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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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9年度 合併營收狀況 

  107年 108年 109年前3季 

營業收入 8,646,070 11,637,322 9,383,056 

營業毛利 1,310,270 1,432,686 1,094,133 

營業費用 677,804 714,530 570,442 

營業利益 632,466 718,156 523,691 

業外收支 228,415 164,561 131,477 

稅前利益 860,881 882,717 655,168 

稅後淨利 731,562 733,133 546,410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 660,906 679,710 507,135 

註：以上資料均為合併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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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9年度 合併資產狀況 

區分  107年 108年 109年前3季 

資產總額 9,939,516 11,129,848 11,542,141 

負債總額 4,475,576 5,849,449 6,513,277 

股東權益總額 5,463,940 5,280,399 5,028,864 

股本 1,350,000 1,350,000 1,350,000 

每股淨值(元) 29.83 28.57 26.79 

每股盈餘(元) 4.9 5.03 3.76 

單位：新台幣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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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   配息狀況 

年度 104年度 105年度 106年度 107年度 108年度 

EPS 5.14 4.5 2.55 4.9 5.03 

現金股利 4.6 4 2.35 4.8 4.5 

配息率 99.00% 97.00% 97.92% 98.90% 98.86% 

殖利率 10.20% 8.80% 6.28% 7.79%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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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工程 

工程名稱 類型 
承攬期間 

2020 2021 2022 

1、敦峰 民間(創新) 

2、潤泰峰匯 民間(創新) 

3、潤泰鼎峯 民間(創新) 

4、潤泰文樺 民間(創新) 

5、三重捷六 民間(創新) 

6、犁和都更 民間(創新) 

7、潤泰央北 民間(創新) 

8、臥龍街 民間(創新) 

9、五谷王A 民間(創新) 

10、五谷王B 民間(創新) 

11、青田街 民間(創新) 

12、南港玉成段 民間(創新) 

13、榮總重粒子(日立) 民間(其他) 

14、特許五期-PC版 民間(其他) 

15、M專案 民間(其他) 

16、科技廠-P4 民間(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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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工程 

工程名稱 類型 
承攬期間 

2020 2021 2022 

17、江陵外牆板 民間(其他) 

18、科技廠-RD1 民間(其他) 

19、科技廠-P5 民間(其他) 

20、科技廠-P6 民間(其他) 

21、IKEA 青埔 民間(其他) 

22、特許四期 民間(其他) 

23、賓利案 民間(其他) 

24、希望廣場 民間(其他) 

25、群聯五期 民間(其他) 

26、潤雅生技 民間(其他) 

27、T專案C廠 民間(其他) 

28、台中永冠 民間(其他) 

29、群聯立體停車場 民間(其他) 

30、康妮嘉義 民間(其他) 

31、中壢一號 公共工程 

32、北護大 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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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績效—在建工程 
截至:109年9月 • 在建案總合約金額約461億元 

 

• 至109年3季已認列187億元。 

 

• 尚未認列合約金額約274億元。 

 



潤弘109年度新增訂單 

109年1-10月新增訂單 
1.潤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竹北生醫園區廠增建工程 

2.康妮國際企業嘉義廠新建工程 

3.群聯電子竹南五期廠房大樓新建工程 

4.永三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西屯區龍富段新建工程 

5.潤泰創新臥龍街案新建工程 

6.潤泰創新央北案新建工程 

7.台積電F18P4A1B1預鑄工程 

8.台積電F18P4A2B2預鑄工程 

9.潤泰創新五谷王B案新建工程 

10.潤泰創新五谷王A案新建工程 

11. T專案南科封測C廠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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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弘109年度新增訂單 

109年1-10月新增訂單 
12. 光復南路-PC預鑄版工程 

13. 台積電RDP1-A1&B1預鑄工程 

14. 台積電RDP1-A2&B2預鑄工程 

15. 潤泰建設青田街案拆除工程 

16. 台積電F18P5預鑄工程 

17. 大潤發中崙店整修專案 

18. 潤泰創新開發玉成段新建工程 

19. 全球人壽台北市新建工程之景觀主體、S6廣場
鋪面及防洪閘門裝修工程 

20. T專案六廠 

21. 群聯電子廠房暨附屬裝卸停車空間新建工程前
期協議書 

22.中崙大潤發裝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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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中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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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預估造價 備註 

民間建案 282億元 
南港案、松江案、南港
之心案 

住廠辦 109億元 
台中、台南、新竹…等
科技廠辦 

公共工程 18億元 台北市社會住宅 

特殊建案 36億元 宗教團體 

合計約44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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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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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分析  潤弘利多 

• 台商回流及國外科技廠商台灣投資建廠 

• 台積電新世代建廠 

• 勞動力嚴重缺乏情況下，預鑄產品愈趨成熟。 

• 潤泰品牌吸引國內業主及外商。 

• 集團資源豐富，擁有各領域人才，具備水平垂
直整合的能力，能為業主創造利基。 

• 研發創新大幅領先同業，提升公司價值與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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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戶  積極爭取 

• 高科技廠房及外國公司設廠案 

– 國際大廠在台投資、Data Center建置，目前已有數
家國際公司接洽中。 

– 潤弘擁有豐富的建廠與整合經驗，為外商之選擇對
象。 

– 積極爭取高科技業(晶圓、光電、DRAM)全廠承攬機
會。 

• 一般廠辦 

– 機會多,有工期需求壓力時,預鑄可以滿足業主需求。 

– 採用新研發之NEW SRC工法於商業辦公大樓，為客戶
創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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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戶  保持接觸 

• 都市建案 

– 母公司創新推案，預計未來10年推案千億。 

– 都更案/危老改建案 
•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 › ETtoday房產雲2020-06-09 14:30) 

• 公共工程 
– 社會住宅 

• 企業社會責任 

• 提供優良施工品質 

– 其他公共工程,公辦都更,市場改建 

 

 

 

 



RUENTEX 

32 

發展策略 

研發領軍 

技術創新 

預鑄   技術本位 

發展自動化營建 

整合價值服務 

口碑  信任  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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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 創新研發/營建工藝 

– 堅持創新研發，優化營建品質 

– 引進新工法與新技術 

• 以鋁模替代傳統模板以一筆箍筋、年年發等取代鋼
筋綁紮，以工廠預鑄製品節約人力需求，改變傳統
引領風潮。 

• 積極發展/事業成長 

– 拓展市場，營收成長。 

– 創造利潤回饋股東及社會。 

 



敬請指教 

潤弘精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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