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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成立於2001年，總部設立於新北市，2007年上市，為更專注於

熱昇華科技開發，上市後變更公司英文名為HiTi Digital, Inc.，目前誠研

科技與謙華科技共同組成誠研集團，成為全世界前三大熱昇華印相機及耗

材的供應商。 

誠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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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 

Specialize in components,  
chemical, and material 

Supply dye sub media to 
HiTi Digital Inc. 

HiTi key components  
research center 

 

主要業務： 

熱昇華印相機研發、

製造生產、行銷及

售後服務等業務 

 

熱昇華印相機耗材

組裝生產及行銷 

 
 
 
 

誠研科技  

主要業務： 

熱昇華印相機關鍵

性零組件研發及耗

材配方開發及新材

料開發 

 

供應熱昇華耗材原

材及半成品 

 
 
 

謙華科技 

誠研集團 
誠研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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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全球營運據點 

Los Angles, USA 

Mexico City, Mexico 

Varese, Italy 

Headquarters, Taiwan 

SuZhou , China 

Singapore 

6 



 關於誠研科技 

 企業文化  

 生產基地 

 核心競爭力 

 現有產品線 

財務狀況 

7 



革命性的創新 

染料接收層(DRL) 

染料接收層 底漆 

聚丙烯薄膜 (BOPP) 

複合貼合膠 

聚乙烯 (PE) 淋膜 

原紙層 原紙 

聚乙烯 (PE) 淋膜 

複合貼合膠 

PET 
後背層 

聚丁烯 (Polybutylene) 

傳統相紙 

✗八道淋貼製程, 生產慢 

✗使用有毒有機溶劑  

✗使用大量人工, 易出錯 

✗製程繁複, 耗時耗工,  

     整體價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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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創新 
ECO 相紙 

✓流水線製程, 連續生產, 速度快且產

量大 

✓不使用有毒有機溶劑 

✓全自動產線, 電腦監控調整參數 

✓創新配方和自動化生產降低成本 

染料接收層(DRL) 染料接收層 

EVA 

原紙 原紙層 

聚丙烯 (PP) 後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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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創新 
傳統相紙                                      ECO 相紙 

染料接收層(DRL) 

底漆 

聚丙烯薄膜 (BOPP) 

複合貼合膠 

聚乙烯 (PE) 淋膜 

原紙 

聚乙烯 (PE) 淋膜 

複合貼合膠 

PET 

聚丁烯 (Polybutylene) 

染料接收層(DRL) 染料接收層 

EVA 

原紙 原紙層 

聚丙烯 (PP) 後背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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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創新 

傳統相紙 ECO 相紙 

✗八道貼淋製程, 生產速度慢 

✗使用有毒有機溶劑  

✗使用大量人工, 易出錯 

✗製程繁複, 耗時耗工, 整體 

     價格高 

  

 

✓流水線製程, 連續生產, 速 

     度快且產量大 

✓不使用有毒有機溶劑 

✓全自動產線, 電腦監控調整 

     參數 

✓創新配方和自動化生產降 

     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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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減碳  ECO製程 
落實節能減碳一直是誠研在環保課題上努力方向與不變目標。除印相機生
產用料及零組件必須符合RoHS規定之外，在耗材生產上，也透過顛覆傳
統熱昇華相紙的生產製程來達到節能減碳環保愛地球的目的。 
 
相片紙製程的革命性創新ECO相紙(ECO Paper)，誠研在2019年每生產一
張4x6大小的相片紙，在製程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量(KgCO2e)只有G1 
Paper的3‰左右。若以年產量10億張計算，因相片紙製程創新所減少的
二氧化碳排量，相當於8.48座紐約中央公園的年吸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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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CO2e (Per 4x6) 年產量(4x6/張) TTL kg CO2e  

G1 Paper 0.0038587 1,000,000,000 3,858,700 

G2 Paper 0.000011913 1,000,000,000 11,913 

(Diff) 3,846,787 

紐約中央公園年吸碳量 453,590 

# of 紐約中央公園 8.48 



綠色減碳  ECO製程 

kg CO2e (Per 4x6) 年產量(4x6/張) TTL kg CO2e 

G1 R + 
G1 P 

0.00827805 1,000,000,000 8,278,050 

G1.5 R + 
ECO P 

0.00328059 1,000,000,000 3,280,590 

(Diff) 4,997,460 

紐約中央公園年吸碳量 453,590 

# of 紐約中央公園 11.02 

除了熱昇華相片紙的製程改變之外，在色帶上也進行了結構性的調整。
G1.5代色帶製程將背面層 (Backcoating)的工藝併入BOPET膜中，預計
2020年G1.5製程開發出來後，配合環保相紙(ECO paper)的製程，誠研每
生產一張4x6耗材(含色帶及相紙)，在製程中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量，相較
於美日大廠仍使用的傳統G1製程減少了2.5倍以上。 
 
若以年產10億張4x6耗材計算，新製程所減少的碳排量，相當於11座紐約中
央公園的年吸碳量。誠研不僅希望能提供客戶最好的品質之外，更希望能為
維護地球環境盡一份棉薄之力。 
 

13 



2016年誠研開始設置太陽能板，到2018年中旬為止，我方總太陽能板模組
為5022片，占地面積19,213m2， 累計至2019年11月底總發電量428萬
7528度，總減碳量約6.03座紐約中央公園。 
 

綠色減碳  太陽能發電 

一度電約等於0.638 kgCO2e 

  Y2017  Y2018  Y2019  Total 
一期            707,067kWh               699,318kWh               613,596kWh              2,019,981kWh   

二期  N/A          1,031,257kWh            1,236,290kWh              2,267,547kWh   

   (Total)  4,287,528kWh  

  紐約中央公園年吸碳量 453,590 總發電度數減碳量 2,735,443 

   # of 紐約中央公園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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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研科技 

 台中工廠 (台灣) 

 機器組裝 

家用印相機、商用印相機、DTC

直印式證卡機及Tandem印相機

組裝 

 
 耗材組裝 

家用印相機耗材、商用印相機耗材，

DTC證卡機耗材及Tandem印相機

耗材組裝及色帶複捲 

印相機暨耗材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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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生產 
謙華科技 
 台中工廠 (台灣) 

 熱昇華耗材原材生產 
色帶塗布印刷 
相紙生產 (ECO Paper) 
BOPET  
色帶分條及複捲 
相紙分條及複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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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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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材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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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Brückner BOPET 生產設備 
色帶用PET薄膜生產用 



 關於誠研科技 

 企業文化  

 生產基地 

 核心競爭力 

 現有產品線 

財務狀況 

20 



堅強有經驗的研發團隊，涵蓋電子、機構、軟體、韌體及
色彩五大領域。 
 
專業數位影像列印技術，連續多年榮獲DIMA、TIPA及台
灣精品獎的肯定。 
 
自有耗材、掌握關鍵零組件等核心技術。 
 自有耗材生產供應，擁有絕佳的成本優勢 

 投入大量研發資源進行新材料開發，持續提昇耗材品質 
 反應快速的耗材供給鍊，滿足全球市場通路客戶不同的需求 
 掌握關鍵零組件核心技術(TPH etc)，缺貨不求人 

 
致力於成為全球第一大熱昇華耗材供應商為目標。 

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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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專利所有權 

 

 持有64項全球專利* 

 16項專利申請中 (截至2019年11月資料) 

核心競爭力 

HiTi 有效專利 
核准總數分佈   

總數 US  TW  CN  JP  KR  EP  

  43 23 11 6 1 1 1 

CHC 有效專利 
核准總數分佈 

總數 US TW CN JP KR EP EG FR DE IT 

              21 2 8 2 3 1 1 1 1 1 1 

CHC 新案 
申請中分佈 

總數 US TW CN JP KR   

  16 4 6 4 1 1   

* 另有197項專利獲證後已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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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用型印相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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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P320W 

全新一代ECO相紙 
 
相紙不翹曲  不變形 
相紙表面光澤度高  更白皙 
 
★ 適合專業相館及婚紗影樓使用 

★ 最完整的證照格式支援 

 
支援 4x6in 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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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P525L 

使用新一代ECO相紙 
相紙不翹曲  不變形表面更白皙 
終端用戶耗材購入成本低於
US$0.1/4x6張 
 
★ 適合Photo booth、Event 

Photography & Instant Photo 
Kiosk 使用 

 
支援 6x2in~ 6x8in 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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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P750L 
使用新一代ECO相紙 
相紙不翹曲不變形表面更白皙 
終端用戶耗材購入成本低於
US$0.1/4x6張 
 
大容量設計，每捲可印1000張
6x4in相片 
 
★ 適合Photo booth & Instant 

Photo Kiosk 使用 

 
支援 6x2in~ 6x8in 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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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M610 

使用新一代ECO相紙 
相紙不翹曲  不變形表面更白皙 
終端用戶耗材購入成本低於
US$0.1/4x6張 
 
大容量設計，每捲可印750張
6x4in相片 
日本設計、日本製造 
 
★ 適合Photo booth 、Instant Photo 

Kiosk & Event Photography應用 

 
支援 6x4in~ 6x8in 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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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P910L 

使用新一代ECO相紙 
相紙不翹曲  不變形表面更白皙 
日本設計  日本製造 
絕佳列印品質 
Jam Free 機構設計 
 
8x12in列印僅須35秒/張 
 
★ A4尺吋相片列印 

★ 適合Photo booth & Instant Photo 
Kiosk使用 

 
支援 8x4in~ 8x12in 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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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P530D 

全球最小熱昇華雙面印相機，
列印6x8in雙面相片僅須68
秒/張 
 
搭配Pinchbook，隨時隨地
立即擁有您專屬的相片書 
 
★ 適合專業婚紗影樓、相館及

Instant Photo Kiosk使用 

 
支援 6x4in~ 6x8in雙面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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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昇華印相機 X610 

60 mins 
2000 prints 

From 6x4” up to 6x56” 
使用新一代ECO相紙 
相紙不翹曲  不變形表面更白皙 
全球最低價的熱昇華耗材 
超高速的相片列印(1.5秒/張) 
支援 6x4in~6x56in 相片列印 
★ 支援 Panoramic 相片列印 

★ 適合高列印量專業相館、車間式相片列印
中心或線上沖印業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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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印式證卡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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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卡機 CS-200e / CS-220e 

高速列印、絕佳品質 
標準CR80 邊到邊滿版列印 
完整Encoding模組支援 
支援透明卡列印 (僅CS-220e) 
 
★ 適合政府行業、金融機構臨櫃或是
自助式發卡系統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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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印相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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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印相亭 
使用新一代ECO相紙，相紙不翹曲  
不變形表面更白皙，營運商耗材購
入成本低、終端列印成本最低 
 
直觀且容易上手的軟體設計 
耗材容量大，減少營運商更換耗材
的次數、提高機台工作效率 
 
設備所需空間小於1平方米 
 
★ 適合大型連鎖藥妝店及Chain Store或
是便利商店使用 

 
支援 6x4in ~ 8x12in 相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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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享 

截至2019-10為止… 
 
★ 台灣地區超過1500家便利商店已
安裝誠研Instant Photo Kiosk 

 
 
★ 墨西哥地區超過400家大型連鎖零
售店已安裝誠研Instant Photo 
Kiosk，且每家店每台機器平均日
列印量超過300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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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印相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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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I) 
自助印相亭下單並取件, 櫃台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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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II) 
使用App透過手機下單, 可自由選擇櫃台取件或配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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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III) 
店家電腦終端確認圖檔下單, 櫃台付款取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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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資產負債表 

項目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9Q3 % 2018 % 2017 % 

流動資產  $   1,096,089  29   $   1,068,381  30   $   1,533,215  38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956,870  51         1,975,650  55         2,062,586  50  

其他資產           758,441  20            555,745  15            524,904  12  

資產總計        3,811,400  100         3,599,776  100         4,120,705  100  

流動負債           736,434  20            830,450  23         1,033,277  25  

非流動負債        1,180,369  30            686,850  20           593,940  14  

負債總計        1,916,803 50         1,517,300  43         1,627,217  39  

權益總計        1,894,597  50         2,082,476  57         2,493,488  61  

平均收現日數 22.00                 25.63                  36.87   

權益報酬率(%) (9.65)  (18.45)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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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綜合損益表 

項目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9Q3 % 2018 % 2017 % 

營業收入  $770,948  100   $1,225,841  100   $1,226,823  100  

營業成本 702,618  91 1,040,918  85  1,018,409  83  

營業毛利 68,330  9 184,923  15  208,414  17  

營業費用 332,934  43  511,377  42  495,720  40  

營業淨損 (264,604) (34) (326,454) (27) (287,306) (23)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3,832  10 (90,955) (7) (131,967) (10) 

稅前淨損 (180,722) (24) (417,409) (34) (419,273) (33) 

所得稅費用(利益) 11,131 1 4,834 - (25,121) (2) 

本期淨損 (191,903) (25) (422,243) (34) (394,152) (31) 

每股虧損(元) (0.84)   (1.60)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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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財務比較分析 
項目 

(單位：新臺幣千元) 
2019Q3 2018Q3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770,948  $859,864  (10.34) 

營業成本 702,618  766,722  (8.36) 

營業毛利 68,330  93,142  (26.64) 

營業費用 332,934  358,966  (7.25) 

營業淨損 (264,604) (265,824) (0.4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83,832  4,216  1888.43 

稅前淨損 (180,722) (261,608) 30.92  

所得稅費用(利益) 11,131 (8,635) (228.91) 

本期淨損 (191,903) (252,973) (24.14)  

每股虧損(元) (0.84) (0.97)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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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謝謝各位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