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產業風險
(1)同業競爭壓力

本公司積極代理毛利高之產品線，例如防毒軟體(趨勢、卡巴斯基等)、系統資安整合軟體
(Corel、訊連、Watchguard等 )、家電商品 (SHARP、惠而浦等 )、機房設備商品 (APC、
Cyberpower等)，配合本公司長年經營各通路所達成之市場差異、區隔與產品多樣性等競爭優勢
，將可有效推擴大本公司利基。另外，透過增加代理各資訊硬體原廠旗下之新創或新興商品品項
以期增加本公司通路銷售機會。

2. 營運風險
(1)代理權變動風險

本公司將資訊流、物流、服務流及輔銷流發揮到最大的效益，用以創造原廠、經銷商，和
消費者的最大利益。爭取所有經銷商支持，包括連鎖大型賣場、區域連鎖通路、系統整合商、外
圍經銷商、遊戲客戶、新崛起之電商客戶等，擴大原廠產品的市佔率。

(2)匯率變動風險
本公司因應匯率變動風險，定期檢視外匯部位，隨時注意匯率走勢及國際經濟局勢變化，

以研判未來匯率走勢，並適時運用外匯避險工具，以降低匯率波動對本公司損益之影響。
3. 其他重要風險：請詳本公司公開說明書之說明

風險事項



補充揭露事項

1. 特別記載事項乙節

(1)最近三年度及截至最近期業績變化之合理性

(2)公司代理權之穩定性及競爭利基之評估



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

1.本公司公司治理及企業社會責任均依照主管機關制定之相關法令規定執行，相關說明
請各位投資先進參閱資料袋中的補充說明書。

2.其他詳細揭露說明請各位參閱資料袋中的補充說明書，並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本公
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申報用之公開說明書稿本。



免責聲明
1. 本簡報中之財務數字及營運現況等資訊，係本公司根據現行法規及主管機關要求所提
供之正確資訊，惟未來可能因法規變更等不可抗力事件，致使該等資訊不完整或不正
確，本公司不另就該等資訊提供更新或修訂等說明。

2. 本簡報中所提及之預測性資訊，包括但不限於營運展望、財務規劃以及業務預測等內
容，係本公司參考內部資料及外部產業發展所獲得之資訊，然本公司之營運將受到無
法控制之政治、經濟、市場等不確定風險因素影響，可能導致實際營運成果與該預測
性資訊有重大差異，公司無義務因實際發生之事件主動更新或修訂該等預測性資訊。

3. 本簡報並未明示或暗示地表達或保證其內容具有正確性、完整性或可靠性，本公司就
本簡報所述之任何資訊及分析等，不負任何保證責任。



關於展碁

競爭優勢

專業代理

經營成果

未來發展

其他事項



關於展碁

一、公司概況 二、董事與經營團隊



公司概況 於1997年自宏碁科技軟體及週邊部門獨立，
成立展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定位為專業
通路代理商。

新台幣7億3,748萬元

成立時間

資本額

277人

員工人數

主要商品及服務

代理及經銷國內外超過150個領導品牌，產品橫跨「商用及家用資訊電子」、
「應用軟體」、「數位娛樂」、「系統整合」、「中小企業解決方案服務」等
一次滿足客戶多元需求，從銷售、通路、維修，提供完善的物流及服務體。



董事與經營團隊 - 董事會成員
職務 姓名 初任時間 本屆選任時間 主要學經歷

董事長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 2020年2月
美國密蘇里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法人代表人：陳俊聖 台積電全球行銷業務資深副總經理

董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 2020年2月
國立政治大學EMBA與企業家經營管理研究班

法人代表人：林佳璋 大聯大集團教育長、雲端事業大中國區總經理

董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 2020年2月
美國洛杉機加州大學安德森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

法人代表人：陳怡如 宏碁(股)公司全球資金總處總處長

獨立董事 王明志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國立台灣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KPMG)台灣所執行董事、
高雄所所長、執業會計師

獨立董事 唐瑞伯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國立政治大學EMBA與企業家經營管理研究班

希捷科技亞洲區業務與行銷部門董事總經理

獨立董事 邵光華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芝加哥分校電算科學系碩士

台灣微軟(股)公司總經理

美商科高國際有限公司雲端部門總經理

獨立董事 程業仁 2020年2月 2020年2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財務管理碩士

百威英博公司啤酒公司 大中華區總裁



董事與經營團隊 - 經營團隊成員
職務 姓名 初任時間 主要學經歷

總經理 林佳璋 2014年6月
國立政治大學EMBA與企業家經營管理研究班

大聯大集團教育長、雲端事業大中國區總經理

資深副總經理 鄭明琪 2017年9月
中原大學資訊系學士

宏碁科技(股)公司業務、行銷主任

副總經理 高念椿 2016年7月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宏碁科技(股)公司業務經理

稽核主管 林育朱 2018年5月
銘傳商專會計統計科

宏碁科技(股)公司物料管理師

財會主管 王淑錦 2018年5月
中興大學合作經濟系學士

宏碁科技 (股)公司會計專員



專業代理

一、營運模式

三、創價機制

二、代理產品



營運模式 Customer inside weblink around 以客戶為核心的價值傳遞者

客戶

多樣化的軟、硬體產品代理

雲端與實體銷售的營運機制

O2O的數位售後
服務機制

以客戶需求導向的
解決方案



展碁營運現況-營收產品組合


Chart1

		資訊週邊產品

		系統及行動裝置產品

		軟體產品

		遊戲軟硬體產品

		家電產品

		系統整合產品

		其他



109年度

3987280.301

3877872.431

2986437.273

4022765.082

1407513.229

916552.587

82687.513



工作表1

		股權結構

		董事會成員

		經營團隊

		投資法人+策略伙伴

		其他





工作表2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資訊週邊產品		3,631,497		3,556,725		3,987,280

				系統及行動裝置產品		2,828,092		3,291,156		3,877,872

				軟體產品		2,376,294		2,629,774		2,986,437

				遊戲軟硬體產品		2,301,403		2,263,229		4,022,765

				家電產品		648,666		949,878		1,407,513

				系統整合產品		553,155		733,106		916,553

				其他		73,619		79,068		82,688





工作表2

		



109年度





代理產品

資訊週邊產品

專業代理及經銷國內外超過150個領導品牌

系統及行動裝置產品



代理產品

軟體產品

專業代理及經銷國內外超過150個領導品牌

遊戲軟硬體產品

家電產品



代理產品

系統整合產品

專業代理及經銷國內外超過150個領導品牌

美妝保養



創價機制

輔銷流、資訊流、服務流及物流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專業的服務機制

廣域與快速的售後
服務機制

全方位的技術支援
機制

客戶
原廠

資訊流：
堅實的MIS團隊，能快速
有效整合原廠和經銷商

輔銷流：
專業行銷公關團隊，成
為原廠與目標族群的溝
通橋樑，延伸品牌效益

服務流：
創新DOA及RMA維修
服務機制，提升經銷商
的服務滿意度

物流：
都會區集中商圈一日四
配，成為合作夥伴的高
效物流中心



競爭優勢

二、營運優勢一、競爭利基



競爭利基
• 通路涵蓋面廣，交易往來經銷商達六千家規模。

• 超過150品牌豐富的代理及經銷產品，提供經銷夥伴不同的產品銷

售組合。

• 高效的經營團隊能快速地傳遞原廠價值，滿足合作廠商與終端市場。

• 堅實的MIS團隊，能快速有效整合原廠和經銷商，加速資訊流。

• 專業行銷團隊，成為原廠與目標族群的溝通橋樑，延伸品牌效益。

• 都會區集中商圈一日四配，成為合作夥伴的高效物流中心。

• 創新DOA及RMA服務機制，提升經銷商的服務滿意度。



營運優勢

快、省、好、準、變
是展碁在通路市場競爭
成功的關鍵因素。

服務要快、成本要省、效率
要好、產品要多、服務要好、
精準地滿足客戶需求。



未來發展

一、未來發展 二、未來願景



未來發展-數位轉型
既有的產品與服務 新的產品與服務

既
有
的
獲
利
模
式

新
的
獲
利
模
式

1. 組織心態的數位轉型與變革
2. 優化流程及大數據分析
3. 增加有市場性的代理產品拓展市場
4. 發掘客戶的新需求
5. 創新銷售模式

改革程序
1. 擴大家電商品銷售
2. 用粉絲社群經營O2O通路
3. 成為原廠的輔助銷售者擴大行銷通路
4. 引進非3C產品打造通路平台

創造市場

1. 創新虛實整合的雲端銷售平台
2. 用數據分析來快速滿足市場
3. 成為原廠的方案整合銷售商
4. 成為夥伴的顧問來傳遞價值
5. 數位式的市場行銷

破壞既有秩序

1. 企業經營方案的導入代理
2. 成為客戶潛在需求的發現者，提供客戶滿意的解決方案
3. 拓展東南亞市場增加經營廣度
4. 導入具潛力的創新商品
5. 持續投資具潛力的新公司打造中小企業夥伴經濟平台

創造新商機



多元
通路

夥伴
經濟

國際
市場

• 3C通路轉型為通路平台

• 用夥伴經濟做水平整合

• 配合原廠資源進軍國際市場

未來發展-營運成長三引擎



未來發展-多元通路
• TAL保養品與Vita beauty之代理銷售

• 建置數位行銷Wellife 電商平台

• 好漾生活與LG建置品牌旗鑑店



未來發展-夥伴經濟平台
• 中小企業面臨成長瓶頸與接班問題

• 資訊透明化、系統化、協助夥伴導入公司治理

• 透過併購或影響力投資，建構夥伴經濟平台，整合跨產業資源，以降低營運風險，發揮綜效

• 協助中小企業朝國際化與永續經營目標邁進

展
碁
國
際

安
東
貿
易

展
大
國
際

博
瑞
達
國
際

展碁國際影響力投資夥伴經濟平台（系統平台，業務平台，財務平台，管理平台）

沛
捷
生
醫

沛
捷
生
醫

?



未來發展-進軍國際市場

• 配合原廠的亞太佈局策略，拓展海外市場

• 提供管理、通路及資金的支援

• 透過夥伴經濟平台策略，一起經營，做大市場

• 初步先以東南亞開始



未來願景

持續不斷的服務與創新是展碁的核心理念，

打造一個互利共好的平台是展碁的核心價值，

市場溝通是展碁延伸原廠價值的核心能力，

創造共贏的生態圈，是公司最終的願景。



經營成果

一、營運績效 二、合併損益表



營運績效

歷年交易家數超過6,000家
以上，每月經常交易3,000
家以上，客戶型態涵蓋電
商、連鎖門市、區域型經
銷商及外圍經銷商(中小型
經銷商)等。

主要客戶 歷年營收狀況

單位:新台幣億元


Chart1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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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124

135

173



工作表1

		

				股權結構				持股比例

				董事會成員		49381500		67.0%

				經營團隊		238354		0.3%

				投資法人+策略伙伴		13410000		18.2%

				其他		10718576		14.5%

						73748430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48,173,116		65.32%

				聖化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5.42%

				國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138,000		2.90%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2.71%

				創新工業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　　　　　　		1,590,000		2.16%

				聯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0		1.42%

				數位經濟有限合夥　　　　　　　　　　　　		1,000,000		1.36%

				聯訊捌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832,000		1.13%

				臺灣育成中小企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1.08%

				宏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89,651		1.07%





工作表1

		



持股比例



工作表2

		

						107年度		108年度		109年度

				資訊週邊產品		3,631,497		3,556,725		3,987,280

				系統及行動裝置產品		2,828,092		3,291,156		3,877,872

				軟體產品		2,376,294		2,629,774		2,986,437

				遊戲軟硬體產品		2,301,403		2,263,229		4,022,765

				家電產品		648,666		949,878		1,407,513

				系統整合產品		553,155		733,106		916,553

				其他		73,619		79,068		82,688





工作表2

		



109年度



工作表3

		

						售價

				任天堂		3,966,132

				微軟		2,140,618

				宏碁		2,015,491

				三星		1,148,183

				樂金		892,095

				EPSON		806,645

				SANDISK		549,513

				微星		536,216

				蘋果		498,128

				明碁亞太		496,798		13,049,817

				其他		4,231,145		0.7551557106

				合計		17,280,962





工作表3

		



售價



工作表4

		

						2016年		93

						2017年		105

						2018年		124

						2019年		135

						2020年		173





工作表4

		







合併損益表
科目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18/17 YoY 19/18 YoY 2019年 2020年 YoY

營業收入 10,457,611 12,412,726 13,502,936 18.70% 8.78% 13,502,936 17,281,341 27.98%

營業毛利 469,615 570,242 620,357 21.43% 8.79% 620,357 711,220 14.65%

毛利% 4.49% 4.59% 4.59% 4.59% 4.11%

營業費用 421,596 487,483 495,480 15.63% 1.64% 495,480 534,270 7.83%

費用% 4.03% 3.93% 3.67% 3.67% 3.09%

營業利益 48,019 82,759 124,877 72.35% 50.89% 124,877 176,950 41.70%

營業淨利% 0.46% 0.67% 0.92% 0.92% 1.02%

營業外收支 27,429 16,531 27,519 -39.73% 66.47% 27,519 59,602 116.58%

稅前淨利 75,560 101,134 152,396 33.85% 50.69% 152,396 236,552 55.22%

稅後淨利 69,816 97,047 125,555 39.00% 29.38% 125,555 194,218 54.69%

EPS 0.99 1.32 1.7 1.7 2.63



每股盈餘股東權益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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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政策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目前及未來之發展計畫、考量投資環境、資金需求及國內外競爭狀況，並兼

顧股東利益等因素，每年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分配股東股息紅利，得以股票或現金之

方式分派之。為達平衡穩定之股利政策，本公司股利分派時，其中現金股利不得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

之十，惟經董事會決議不分配，並經股東會通過，不在此限。公司無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惟依本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得將法定盈餘及資本公積全部或一部分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分派之。

項目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現金股利 0.8946 1 1.5
股票股利 - 0.5 -
合計 0.8946 1.5 1.5



其他事項



其他事項

法務部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於110年1月22日至本公司進行搜查，調查本公司於

105、106年間向微軟公司採購軟體產品並銷售給下游經銷商一事，除扣押前述同仁

之工作文件等相關物件外，並約談本公司時任負責該採購之員工。

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詳細案件內容本公司所知有限，惟據媒體報導，檢調單

位係認為微軟公司業務經理涉嫌於本公司向微軟公司採購售予經銷商負責之政府採購

案件中施用詐術致使微軟公司受害而進行調查。

本公司與微軟以及案關經銷商之合作均仍持續進行，故截至目前為止本案件對本

公司之財務業務尚無重大影響。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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