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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績效

2016年度合併營業收入計新台幣645,642仟元，較2015年之新台幣960,881仟元，減少32.81%，唯藉控管費用支出，年度合併營業淨損計新台幣

143,773仟元，比較前一年度減少虧損新台幣153,490仟元，減少51.63%。加上營業外淨收入新台幣71,528 仟元，合併稅後淨損計新台幣84,925 仟元，較上

一年度合併稅後淨損新台幣244,667仟元，減少虧損新台幣159,742 仟元，每股稅後虧損為1.16 元。

2016年度致力公司轉型，除縮編原核心事業，簡化並提升原產品線競爭力外，持續投入產品研發資源，以建構新產品線，並藉重新整合資源，發展新事業。

有關OBM品牌事業，在原有電子辭典及3C產品事業外，開發完成物聯網相關之智慧追蹤器Ancall，將於美國Amazon及台灣通路上市。至於愛唱雲端歌

唱業務經評估發展空間有限，則已予以裁撤結業。

有關ODM /OEM研製服務事業，除了持續開發新型學生學習機及物聯網產品外，已開發完成並推出車用電子之有線倒車顯影產品，以美國各後裝通路及

保險公司為主要市場。同時繼續開發無線倒車顯影產品，預計可於2017下半年陸續出貨。另外繼續開發指紋辨識模組產品，新商品已在客戶端測試驗證中，預

計於2017年導入生產。

有關雲端服務事業，從2016年四月起已逐步建構雲端服務事業產品線。首波已推出包括Dr. eye、WPS 、Kaspersky等供個人或企業使用之軟體產品，行

銷台灣市場。將於2017年度落實相關計畫，並朝企業雲整合服務事業發展。

2016年度之合併研究發展費用約為新台幣85,821仟元，占該年度營業收入之13%，

未有接收政府重大財政補貼。

年度
項目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營業放入(仟元) 1,667,639 1,799,375 1,574,853 960,881 645,642 

營業毛利(仟元) 475,683 359,544 238,701 94,224 124,907 

每股盈餘 (5.30) (5.57) (3.01) (2.75) (1.16)

主 要 商 品
內 銷 外 銷

量(台) 值(仟元) 量(台) 值(仟元)

辭 典 - 成 品 8,617 33,496 62,163 155,727

辭典-零組件 - 3,489 - 5,908

學 習 機 - - 244,791 145,285

數 位 商 品 23,319 36,019 3,629 7,196

其 他 - 68,631 - 189,891

合 計 31,936 141,635 310,583 504,007

2016年銷售量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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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無敵在高階主管會議會中進行營運風險因素分

析評估與鑑別，有關無敵科技公司應變2016年產業

變化及因應未來營運策略之主要風險重點如下：

1. 電腦辭典產品事業

1.1 競爭利基：

(1)堅強的研發團隊：本公司擁有堅強之軟體及

硬體研發團隊，尤其是具有強大的軟體開發

能力與內容整合能力，所以能在系統上不斷

更新，特別是軟體及資料庫整合的學習產品

團隊，此前率先推出雲端辭典，將隨身學習

產品帶進雲端世代。

(2)豐富之資料庫：本公司成立以來，已累積相

當完整及豐富之資料庫。無敵除了在舊有的

500萬的超大字庫基礎之上架構可無限擴充

的雲端辭典，還提供34萬單字、英文例句及

日文例句Live Voice真人發音。此外，更持續

獨家收錄三大權威英漢辭典(無敵英漢辭典、

牛津高階辭典、朗文)，字典、百科、專業

辭典…等構成了無所不能查的百科資料庫。

同時搭配本公司龐大的資料庫及跨語種的資

料庫，搭配無敵智慧搜尋工具專利，提供使

用者一個動作可查詢網路及主機內建的資料。

讓使用者在最短時間內，可以同時搜尋上百

本字典的精確資料庫，也可以查到網路上最

即時的資訊。

有鑑於各類英語檢定已是英文學習及求職者

必備的證明，本公司聚焦全民英檢，推出英

檢背高分之學習功能及內容，幫助學生掌握

英檢初級、中級、中高級必備單字，增加英

文詞彙量。

無敵的各項資料庫歷經多年來的整理校對，

也經過開發人員的組織編排，再輔以高效能

的壓縮及解壓縮技術處理，不但成為正確率

極高，且查詢效率極佳的資料庫，這些都已

構築成高競爭門檻，也是無敵科技往後持續

發展的最大競爭優勢。

針對企業客戶，無敵今年將提供企業專屬之

資料庫，企業可將內容客製化，資料庫將百

分之百由客戶擁有，如此具有彈性之專屬性

是全台第一。預料將受企業客戶喜歡。

(3)完整的行銷通路：無敵銷售團隊累積超過二

十八年經驗，在台已建立綿密銷售網路，結

合線上與線下通路，如大型連鎖通路、一般

經銷通路、網路電商及官網，與直營客服中

心等，涵蓋面及分佈地區廣泛，今年將透過

雲端免費版網路服務及Bundle 業務的導入，

Dr.eye 將加大學習模考加值服務、WEB API

串接、廣告託播、及 Bundle 業務推廣擴大

使用率及業務收入，多重行銷管道的健全是

本公司業績穩定之重要基石。

(4)優良的品牌形象：無敵以「無敵」及「好易

通」品牌在兩岸三地成為電腦辭典及學習機

的領導品牌。未來加上「Dr.eye」之品牌銷

售授權，將兩大品牌結合，必能發揮1+1>2

之效果。

(5)產品品質優良：無敵銷售之電腦辭典產品品

質優良，多次榮獲經濟部國家產品形象獎中

之「傑出精品獎」及「優良產品設計獎」，

並於2011年榮獲經濟部評選台灣百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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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利因素：

(1)雲端機制興起：隨著網際網路蓬勃發展，雲

端學習已蔚為風潮，尤其當新興國家因國民

所得增加，故學習外國語言人數快速成長，

不同於一般3C產品，雲端學習機制有為使用

者量身打造的內容，相較於一般只有硬體沒

有學習資料庫的平台，無敵雲端學習機內建

豐富的辭典、百科、英語學習、中文學習內

容，再加上Dr.eye雲端版推出，將是華人文

化區市場語文學習者的第一選擇。

(2)技術領先與多功能的市場趨勢：由於電腦辭

典係屬內容產業，必須取得資料庫的授權，

再將資料庫整合於機器之內，以數位方式呈

現文字、圖形及語音等。教材由名師指導編

輯，針對學生可以做到教學同步、課前預

習、課後複習和即時之評量測驗。同時持續

整合無線 WiFi通訊功能，提供用戶更便利的

學習環境。

(3)品牌的領導者：過去廿幾年所建立的優質品

牌形象，將有利於各種新產品的行銷推廣。

1.3 不利因素：

電腦辭典經歷多年發展已進入衰退期。

1.4 因應措施：

(1)強化自有媒體(官網、購物網、社群、部落

格)營銷，強化銷售、品牌認同與網路銷量

，與直接和潛在客戶建立長期的關係，透用

多種不同的介面去接觸更多的消費。

(2)持續開發小眾、多元、含金量高市場，舉例：

在家自學風潮、青壯年第二外語、外籍或新

住民，擴展客戶結構。

(3)強化多語種功能，增加韓語、泰語、越南語、

印尼語等學習訴求。

(4)全面機種將陸續升級《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

典》第八版，採用最新核心技術，引進最新

查詢演算法，提升查詢效率，增進產品競爭

力。

(5)聚焦英檢及英文閱讀，增加產品價值與競爭

力。

(6)運用軟硬體整合技術及經驗，積極開發以學

生為主之智能學習產品或App服務。

(7)整合過去所創造之優勢，開發多元翻譯產品

與服務，以新的商業模式，再創新局。

2. 數位商品事業

2.1 競爭利基：

(1)完整的行銷通路：藉由無敵電腦辭典產品的

龍頭地位，使無敵數位產品順利在各大連鎖

通路銷售，如：一般經銷通路、百貨公司、

3C賣場及網路電商通路等，而這些通路也是

市場上數位商品的主要銷售通路。

(2)熟練的營業團隊：無敵業務能盡速將產品推

廣至店面並實施密集的教育訓練。

(3)提供完善售後服務：專業售後服務團隊提供

即時產品使用問題排除，與貼心完善的產品

咨詢與協助。

(4)一條龍流程：快速即時將產品配達到消費者

手中，滿足快速消費時代的需求。

2.2 有利因素：

以既有無敵電腦辭典市場龍頭地位來經營數位

產品，其品牌在市場及通路的接受度高，有利於

產品的推廣。

2.3 不利因素：

數位商品百家爭鳴，無敵雖在3C業界是知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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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但面對近年來線下實體通路普遍經營困難，

線上網路通路產品良莠不齊、競價激烈的市場環

境，營收營利都面臨挑戰。

2.4 因應措施：

(1)產品面：開發學習型利基性產品，並增加消

費者使用設計，如超安全電容、MIT微笑標

章、超薄等訴求，以提升產品競爭力，同時

間也代理相關的產品，滿足客戶多樣的需求。

(2)銷售面：因銷售團隊深耕並熟悉3C通路，經

營電商，能提供促銷方案，讓無敵的數位商

品保持市場活力，藉此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

提升通路商銷售配合。未來，將開發團購

C2C渠道，集結群體力量，擴散銷售力道。

同時，增加產品流動速度，以增加市場佔有

率，擴散口碑效應。

3. 利基型ODM事業

3.1 競爭利基：

(1)具軟硬體系統整合能力：本公司為通訊、無

線及消費性電子手持裝置之系統整合業者

，負責開發、設計、測試、製造及維修等業

務。上游硬體產業有IC 產業、光電零組件產

業及其他如電池模組、PCB 產業、鍵盤外殼

業者等。上游軟體產業則有作業系統開發業

者，及應用程式開發業者等。目前本公司

ODM 產品線的開發都是自我團隊，自主性

強，對產業上中下游的相關零組件掌握度高

，即使面對價格要求嚴格的日本市場，我們

也能開發出價格合理，品質滿意的產品。

(2)快速服務滿足客戶需求：本公司是一家小而

美的公司，業務團隊，軟硬體研發及生產組

織的規模都不大，因此機動性比較快速，決

策也可一條鞭去執行，滿足客戶層面需求，

即時提供週全的服務。

3.2 有利因素：

網路技術的運用：由於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全

球逐步走向萬物聯網(IOT，Internet of Things)

的網路世界，包括無線技術的運用，萬物朝智慧

化演變，透過人機介面及使用者介面改善的運用

將使產業更加蓬勃發展。

3.3 不利因素：

不具備完善的EMS體制：由於本公司規模不大，

人才及生產規模有限，無法直接與大型EMS廠

商競爭，只能朝利基型多樣少量之ODM發展。

3.4 因應措施：

因應之道就是投入研發創新，導入產品研發公

司的模式，有了性能好，價格競爭的新產品後，

去尋找合適客戶或是通路一起推廣。此對策已建

立良好的利基型ODM基礎。

4. 雲端運算服務事業

4.1 競爭利基：

英業達集團為全球最大的伺服器製造商，無敵可

以基於集團研發製造之伺服器，提供不同領域的

雲端應用。

4.2 有利因素：

企業的使用習慣不同及採購方式的差異，需透過

本公司提供在地化的服務與技術整合，能快速有

效協助客戶評估與導入雲端運算服務，並以資安

解決客戶對雲端的疑慮與不適應感，滿足兩岸客

戶的雲端市場的需求。

4.3 不利因素：

雲端服務大者恆大，例如AWS、

Microsoft Azure、阿里等，所提供的服務皆已

經具備規模，在價格上有主導的地位。

4.4 因應措施：

(1)在地支援在地服務：雲端雖強調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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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企業用戶而言，在地支援及在地服務仍

是企業客戶在意及需要的，尤其在由傳統系

統轉換至雲端服務後的系統及資料轉換，本

公司提供專屬顧問團隊協助，讓客戶可以在

最快時間及最安全的方式，順利轉換至雲端

服務。

(2)完整資安解決方案：提供入侵偵測系統

（IDS；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入

侵防禦系統（IPS；（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防火牆等符合 ISO27001 資安規

範的完整資安解決方案。

5.辦公應用軟體代理事業

5.1 競爭利基：

(1)產品高相容度：金山WPS Office於1989年與

微軟Office同一年推出產品，於1997年支援

Windows平台，是一套原生性發展的辦公軟

體。與市佔率第一的辦公應用軟體微軟

Office相比，WPS Office較其他產品(Libre 

Office、永中Office及IBM Office)擁有更高

的相容，在檔案格式交換相容性、使用界面

相容性與API介接外部系統相容性等三項關鍵

因素上，經第三方實測結果整體相容度已達

95%以上。

(2)價格優勢與彈性：以相對有競爭力之訂價進

入市場，依據不同產業客戶使用特性與佈署

規模，提供適當的軟體節費方案，對中小企

業費用節省率約45%，對中大型客戶費用節

省率可介於55~80%之間，可協助客戶解決

高昂微軟授權費問題外，另外透過租賃方案

更可有利於客戶快速導入，協助客戶全面正

版化，避免版權誤用造成法律問題。

5.2有利因素：

在地化經營策略：兩岸的軟體使用習慣不同，兼

之授權採購方式的差異，需透過本公司提供在地

化的服務與技術整合，方能快速有效協助客戶評

估與導入WPS Office，透過對台灣企業客戶與

資訊通路的經營，解決客戶對大陸軟體的疑慮與

不適應感，並提供一貫化的技術售前服務與建置

在地的軟體授權策略，滿足台灣與全球台商市

場的需求。

5.3不利因素：

微軟的完整方案與降價措施：目前本公司經營之

客戶市占率尚未造成微軟的營收大幅影響，未來

隨著市占率的擴大，微軟如採用降價措施，對

WPS的經營利基勢必有所影響，惟因微軟全球

價格策略採統一化，不會對單一地區的市場影響

做出立即調整，短中期此利基因素應無疑慮。

另微軟Office365方案對企業提供完整的辦公解

決方案，對於只提供辦公軟體的WPS而言，企

業在選擇時除價格外亦會考量方案完整性，是另

一個面向的不利因素。

5.4 因應措施：

價格策略彈性與完整方案的提供。

(1)價格策略彈性：未來因應微軟在市場上的價

格改動，隨之因應按比例變動WPS的銷售價

格，並同比例降低取得金山軟件的成本，維

持產品推動的毛利率。

(2)完整辦公解決方案：提供辦公室整合通訊、

協同作業服務，協助企業建構私有雲、公有

雲SaaS或混合雲的架構，提供線上專案管理

、視訊會議、電子郵件、即時通訊、雲端儲

存等各種辦公室應用。目前完成整合

SSO(Single sign-on)各家軟體提供商如

Team+、V2Plus、Mail2000、Zimbra mail

等產品，並陸續整合更多企業級應用系統的

接入，提供豐富多樣化的選擇與服務，並以

價格優勢與產品應用優勢因應微軟完整方案

的競爭。

6.翻譯軟體服務事業

6.1 競爭利基：

(1)堅強的研發團隊：無敵與英業達合作，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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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強之軟體及硬體研發團隊，尤其是具有超

過20年強大的軟體開發能力與內容整合能力

，並透過與異業結盟，推出真人翻譯、線上

學習、TOEIC模考等雲端加值服務擴大服務

，讓用戶得到英日文學習及應用的解決方案。

(2)豐富之資料庫：無敵成立以來，已累積相當

完整及豐富之資料庫。透過與英業達 Dr.eye

的結合已讓此資料庫優勢獨步業界，已形成

競品無法跨越之障礙。

Dr.eye與最具權威的Oxford(牛津出版社)合

作，取得英英字典授權讓用戶更能貼近瞭解

單字解釋的原生性。

此外，Dr.eye也透過與外部英文語言顧問公

司及淡江大學外語學院日文系合作每月推出

英、日文新字括充讓用戶得到更新的字庫資

料。

在學習方面，Dr.eye在官方網站已和國內多

家線上學習、TOEIC 模考及真人翻譯等加值

服務。

(3)完整的行銷通路：Dr.eye 多年來在各地所建

立的行銷體系非常健全，包括大型3C連鎖通

路、一般經銷通路、網購及直營店等，涵蓋

面分佈台灣地區廣泛，也透過雲端免費版網

路服務及Bundle 業務的導入，擴充 Dr.eye

用戶使用量。Dr.eye 也加大學習模考加值服

務、 WEB API串接、廣告託播及企業授權業

務擴大業務收入，多重行銷管道的健全是本

公司業績穩定之重要基石。

(4)優良的品牌形象：Dr.eye為台灣翻譯字典權

威及領先品牌，優良歷程包括:

• 超強大研發團隊並專精於各平台開發

• 超過20年的軟體研發經驗

• 超過20年品牌知名度

• 獲得國際軟體最高頂級CMMI Level 5 認証

• 獲得多項字典相關專利及合法內容授權

• 台灣地區前1,000 大企業採用D.eye 企業授

權，市佔率高達 100%

• 台灣地區大專院校使用學校授權版，市佔高

達90%以上

• 台灣地區與教育部合作推出閩南語詞典，捐

贈給全國3,700所國中小計270萬名學生受

惠使用

(5)產品品質優良：二十年來Dr.eye投入大量研

發及編輯團隊及成品以求品質優良，分別於

2009年榮獲經濟部國家產品形象獎中之「傑

出精品獎」，2011年榮獲經濟部評選台灣百

大品牌。

6.2 有利因素：

(1)雲端機制興起：隨著網際網路蓬勃發展，雲

端學習已蔚為風潮，透過網站及雲端版查字

功能嵌入用戶電腦及手機，養成用戶選擇使

用習慣後，針對個人所需，提供付費加值服

務，也可提供廣告主廣告託播，讓用戶得到

第一手產品及優惠的廣告訊息，黏著度就會

增加。

(2)技術領先與多功能的市場趨勢：透過多年跨

平台(PC/手機/網站/WEB API)的軟硬體資料

內容整合與運用，在學習方面也導入異業結

盟可提供用戶更便利的學習環境。

(3)品牌的領導者：Dr.eye產品品牌及服務已超

過二十年，無敵經營策略以自有品牌

「Besta 無敵」翻譯機在國內及海外市場行

銷的結合，必能提供用戶更多樣選擇。

(4)完整的行銷通路：藉由無敵電腦辭典產品的

龍頭地位，使無敵數位產品順利在各大連鎖

通路銷售，如：一般經銷通路、百貨公司、

3C賣場及通訊通路等，而這些通路也是市場

上數位商品的主要銷售通路。

(5)熟練的營業團隊：除了熟悉的3C通路外，汽

車百貨及材料精品店及通訊連鎖通路都需重

新開發及門市耕耘，無敵業務能盡速將產品

推廣至店面並實施密集的教育訓練。

6.3 不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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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oogle線上查字及免費軟體充斥市場，獲利

面臨強大競爭。

(2)全球經濟成長趨緩及衰退，導致企業投入軟

體購買預算縮減，另Bundle到NB 及手機業

務也面臨價格競爭的挑戰。

6.4 因應措施：

(1)提供更權威字典內容推出網站及APP雲端服

務，並提供網內強化功能購買(IAP)增加銷售

機會。

(2)透過網站及大量雲端免費版推廣，擴大用戶

安裝及開啟率，透過異業加值服務、廣告分

潤及IAP增加業績。

(3)透過網站WEBAPI及辭典內容授權增加收入。

(4)新增企業及個人用戶自建字典功能擴大用戶

使用彈性，進而付費購買。

7. 雲端一體機產品事業

7.1 競爭利基：

英業達集團為全球最大的伺服器製造商，可早

期獲得相關例如Intel資訊及測試樣品，並參與

例如天蠍計畫等大型雲端主機計畫，無敵可以

享有集團研發之利基。

7.2 有利因素：

自有雲端數據中心提供服務，更能了解客戶對

公私有雲的需求。

7.3 不利因素：

雲端一體機使用之雲端軟體，因很多屬於開源

軟體，版本更新非常快，在技術及研發人力上

投入相當大的資源，要找到合適的人才也有相

當的挑戰。

7.4 因應措施：

以和國際大廠例如 HP、 Dell 及 Redhat 合作，

並和國內研發單位合作共同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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