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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及同時發佈之相關訊息所提及之前瞻性資訊，係本公司基
於公司資料及整體經濟發展現況所得之資訊。

此類前瞻性資訊將受風險、不確定性與推論所影響，部份將超出
我們的控制之外，實際結果可能與這些前瞻性資訊大不相同。其原因
可能來自於各種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原物料成本增加、市場需求，各
種政策法令與金融經濟現況之改變以及其他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之風險
等因素。

本簡報資料中所提供之資訊並未明示或暗示的表達或保證其具有
正確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亦不代表本公司、產業狀況或後續重大
發展的完整論述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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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保證本簡報資料之正確性，且不負有更新或修正本簡報資料內容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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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63年 ：公司設立

民國78年 ：股票上市

民國90年 ：公司更名為

「名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95年 ：產業類別改為「建材營造類」

民國106年：資本額 2,995,299,740元

(至106.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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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1 莫內花園 台中市東區 87 ％ 13,134

2 文森花園 台中市東區 68 ％ 40,725

3 麗寶双璽 新北市新莊區 96 ％ 12,214

4 法樂琦 桃園市八德區 89 ％ 16,974

5 名軒濡山 台北市文山區 41 ％ 42,748

6 湯本源 宜蘭縣礁溪鄉 63 ％ 70,391

7 名軒快樂家 桃園市龜山區 93 ％ 72,816

合 計（計算至106.10.31） 269,002

個案統計【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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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1 莫內花園 台中市東區 87 ％ 13,134

2 文森花園 台中市東區 68 ％ 40,725

【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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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3 麗寶双璽 新北市新莊區 96 ％ 12,214

【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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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4 法樂琦 桃園市八德區 89 ％ 16,974

【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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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5 名軒濡山 台北市文山區 41 ％ 42,748

【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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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6 湯本源 宜蘭縣礁溪鄉 63 ％ 70,391

【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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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銷售率 待售金額（萬元）

7 名軒快樂家 桃園市龜山區 93 ％ 72,816

【成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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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 地區 基地面積（坪）總銷金額（萬元）

1 宜蘭羅東公正段案 宜蘭縣 984 93,735

2 桃園市會稽段案 桃園市 2,084 177,307

3 台中振興段8地號案 台中市 2,463 261,641

4 新莊副都心段案 新北市 383 147,512

5 淡海新市鎮淡海段案 新北市 7,625 1,463,270

6 台中市練武段案 台中市 751 184,052

合 計 14,290 2,327,517

個案統計【在建工程及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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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宜蘭羅東公正段案

【基地位置】宜蘭縣羅東鎮豐年路，羅東運動公園旁
【基地面積】約 984坪
【使用分區】住宅區
【規 劃】

地上 十五層
地下 一層

別墅 10戶
約 110～135 坪
大樓 26戶
約 60 、120 坪
合計 36戶

【工程進度】
地下一層
預計108年取得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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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桃園市會稽段案

【基地位置】桃園市桃園區大德三街，大有特區旁
【基地面積】約 2,084坪
【使用分區】住宅區
【規 劃】

地上 十三層
地下 二層

店面 2戶
約 135 坪
3房 48戶
約 37 坪
2房 192戶
約 30 ～33 坪
合計 242戶

【工程進度】
地下一層
預計108年取得使照

12



【在建工程】台中振興段8地號案

【基地位置】台中市東區東福路，旱溪旁
【基地面積】約 2,463坪
【使用分區】第二種住宅區
【規 劃】

地上 十四層
地下 二層

店面 16戶
約 32 ～163 坪
4房 52戶
約 53 ～80 坪
3房 204戶
約 40 ～43 坪
合計 272戶

【工程進度】
申報開工
預計109年取得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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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新莊副都心段案

【基地位置】新北市新莊區富貴路，中信國小旁
【基地面積】約 383坪
【使用分區】第一種商業區
【規 劃】

地上 十四層
地下 五層

店面 4戶
約 85 ～100 坪
一般事務所
（店鋪） 50戶
約 21 ～32 坪
1+1 房 56戶
約 21 ～24 坪
合計 110戶

【工程進度】
地上一層
預計109年取得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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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工程】淡海新市鎮淡海段案

【基地位置】新北市淡水區新市六路濱海路口
【基地面積】約 7,625坪
【使用分區】商業區
【規 劃】

地上 二十四層
地下 四層

店面 6戶
約 200 坪

住宅
2~3房 1,908戶
約 28 ～35 坪

合計 1,914戶

【工程進度】
預計107年一月開工
預計110年取得使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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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財務資料 單位：百萬元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Q3

營業收入 1,275 3,991 1,450 2,100 5,306 2,418

營業毛利 503 1,720 624 827 1,018 613

稅後淨利 317 1,302 415 562 551 459

毛利率 39.47% 43.09% 43.04% 39.37% 19.18% 25.34%

淨利率 24.88% 32.62% 28.62% 26.80% 10.39% 18.97%

每股稅後盈餘(元) 1.54 6.30 1.96 2.21 2.05 -

現金股利(元) 1.2 4.0 2.0 1.0 1.0 -

股票股利(元) - - - 1.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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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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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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