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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 statements that pertain to future projections constitute the expectations, opinions, 

outlooks, or predictions of our company and its affiliates based on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the 

time the statements were made. Such statements may be affected by known and unknown 

risks and inherent uncertainties, the existence or emergence of facts or factors that differ from 

the assumptions, suppositions, or judgments of the Company, or other factors. Consequently, 

there may be significant discrepancies between actual results pertaining to the Company's 

future earnings, management results,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other matters as explicitly or 

implicitly referred to in the statements and the content of such statements.

The presentation is run exclus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not for the 

purpose of soliciting investments or recommending the buying or selling of specific shares or 

products. Company makes no warranty concerning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 

information and wi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damages arising out of use of the Information thereof.

本報告內容係依現有資訊而做成，上述說明中的財務或相關資訊可能包含一些對本公司及
其子公司未來前景的說明，這些說明易受重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影響，致使最後結果
與原先的說明迥異，是本公司特此聲明，本報告中的內容，僅為資訊流通之目的而公佈，
並非投資建議，本公司不對報告內容的正確性、完整性或任何使用本報告內容所產生的損
害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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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簡介及產品發展

2. 2017 上半年營運報告

3.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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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及產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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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立 : 1989年 2 月

 上市日期 : 2007年 10 月 ( 股票代號 8201)

經營模式 :
• 自有品牌行銷

• OBM /ODM 研發製造

主力產品 : 

• 教育學習產品

• 數位週邊與人工智能產品

• 後裝車用電子

• 企業及雲端服務

品牌銷售區域 :  
• 台灣, 中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韓國及美國華人市

場

核心競爭力 : 
• 研發與製造

• 品牌通路行銷 (B2B,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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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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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車記錄器
 新型錄音筆
 客訂商品
 輔教用品

 牛津書虫閱讀機
 電腦辭典

 機器人
 數位週邊
 智能音箱

OBM 品牌, 代銷

 指紋旅行箱
 指紋槍櫃
 指紋鎖

 英文學習機
 電子辭典
 兒童學習手錶

 工程及繪圖
高端計算機

車用後裝:
 有線及無線倒車顯影
 RFID 車門把
 Impact sensor

ODM 研發, 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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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終端研發經驗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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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子辭典 / PMP/ GPS

2.  指紋sensor 模組
(解析度 192 & 176 )

3.  兒童學習機/ 繪圖機

4.  KOD / 無線 Audio /
OTT  

5. 車用有線及無線
Rear C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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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tech 深圳優必勢積木機器人(家樂福)

• 意念無人機行銷 (燦坤門市) 

• 科大訊飛智能音箱

Inventec  Bes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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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服務事業

公有雲

9

代理經銷

系統整合

產業整合

Software

Hardware

Unified communications (UC)Converged/Hyper-Converged

健康照護 食品安全

私有雲

智慧交通

Inventec Besta Confi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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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經銷商用軟硬體：
– 代理銷售國內外商用軟硬體，目標客戶為政府機關及
企業，建立行銷服務通路，成為市場前鋒。

• 系統整合：
– 公、私有雲 Data Center: 

• 致力軟、硬體系統之整合規劃、設計、建置、維護及託管

– 提供系統整合方案: 
• Open Stack 一體機
• 融合通信 (Unified Communication) 設計建造

• 提供垂直行業所需之應用開發整合服務:
– 健康照護
– 食品安全
– 智慧交通

Inventec Besta Confidential

雲端服務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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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ware

經銷代理
Software

Appliance一體機銷售

Compute Memory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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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Platform

雲端服務

Network

Ia
a
S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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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安全

健康
照護

智能
制造

智慧
交通

Unified communications (UC)Converged/Hyper-Converged

ITIL based 

framework for 

Services

規劃

設計

建置

維護

託管

Professional 

ServicesData

Center

雲端服務內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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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上半年營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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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歷年營運表現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上半年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1,575 100% 961 100% 646 100% 624 100%

營業毛利 239 15.2% 94 9.8% 125 19.3% 83 13.3%

營業費用 491 31.2% 391 40.7% 269 41.6% 142 22.8%

營業淨利 (252) -16.0% (297) -30.9% (144) -22.3% (59) -9.5%

稅前淨利 (211) -13.4% (239) -24.9% (72) -11.1% (66) -10.6%

本期淨利 (268) -17.0% (245) -25.5% (85) -13.2% (67) -10.7%

每股盈餘（元） (3.01) (2.75) (1.16)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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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度營運表現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17年上半年 2016年上半年 年成長

金額 ％ 金額 ％ ％

營業收入 624 100% 279 100% 124%

營業毛利 83 13.3% 55 19.7% 51%

營業費用 142 22.8% 137 49.1% 4%

營業淨利 (59) -9.5% (82) -29.4% 28%

稅前淨利 (66) -10.6% (17) -6.1% -288%

本期淨利 (67) -10.7% (17) -6.1% -294%

每股盈餘（元） (1.0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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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季營運表現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17年第二季 2017年第一季 2016年第二季

金額 ％ 金額 ％ 金額 ％

營業收入 239 100% 385 100% 179 100%

營業毛利 46 19.2% 37 9.6% 38 21.2%

營業費用 72 30.1% 70 18.2% 70 39.1%

營業淨利 (26) -10.9% (33) -8.6% (32) -17.9%

稅前淨利 (23) -9.6% (43) -11.2% (27) -15.1%

本期淨利 (24) -10.0% (43) -11.2% (27) -15.1%

每股盈餘（元） (0.38) (0.69)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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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產負債表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6月30日

金額 金額 金額

現金 381 492 771 

應收帳款 197 105 141 

存貨 56 42 44 

其他流動資產 127 101 171 

非流動資產 482 497 529 

資產總計 1,243 1,237 1,656 

流動負債 257 174 523 

非流動負債 89 97 84 

負債總計 346 271 607 

權益總計 897 966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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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比率分析

%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6年6月30日

流動比率 295.9% 426.2% 215.5%

速動比率 272.7% 400.8% 206.3%

負債比率 27.8% 21.9%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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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上半年產品別比率

單位：新台幣百萬元 2017/Q1 2017/Q2 2017上半年 %

智慧終諯 362 177 539 86.38%

雲端服務 17 58 75 12.02%

車用電子 6 4 10 1.60%

TOTAL 385 239 6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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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 2017/Q2

智慧終諯

雲端服務

車用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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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

新事業、新產品

➢扎根

研發

➢衝刺

智慧終端

車用電子

雲端服務

中長期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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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ventec  Besta Confidential

http://www.besta.com.tw

investors@besta.com.tw

http://www.besta.com.tw/
mailto:investors@besta.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