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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 創見創見創見創見公司概況公司概況公司概況公司概況

� 2011 H1 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財務報告

� 產品概況產品概況產品概況產品概況

� 品牌行銷品牌行銷品牌行銷品牌行銷

� 成長策略成長策略成長策略成長策略



公司背景公司背景公司背景公司背景

�成立於成立於成立於成立於 1988 年年年年

�總公司設於台灣台北總公司設於台灣台北總公司設於台灣台北總公司設於台灣台北

�於全球八個國家成立於全球八個國家成立於全球八個國家成立於全球八個國家成立12子公司子公司子公司子公司

� 2001年年年年5月於台灣上市月於台灣上市月於台灣上市月於台灣上市

� 2010台灣前台灣前台灣前台灣前10大國際品牌大國際品牌大國際品牌大國際品牌

�全球全球全球全球2000名以上員工名以上員工名以上員工名以上員工

束崇萬束崇萬束崇萬束崇萬 Peter Shu
主席&執行長



全球子公司全球子公司全球子公司全球子公司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2005)

荷蘭荷蘭荷蘭荷蘭
(1996)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1992)

韓國韓國韓國韓國
(2008)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1997)

美國洛杉磯美國洛杉磯美國洛杉磯美國洛杉磯
(1990)

美國馬里蘭美國馬里蘭美國馬里蘭美國馬里蘭
(2005)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000)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1988)

北京北京北京北京
(2005)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2001)

深圳深圳深圳深圳
(2001)

上海工廠上海工廠上海工廠上海工廠
(2006)



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合併損益表



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資產負債表合併資產負債表



銷售業績銷售業績銷售業績銷售業績



2011 H1 收益比例收益比例收益比例收益比例

依地區別依地區別依地區別依地區別依產品別依產品別依產品別依產品別

隨身碟 記憶卡
策略性產品

記憶體模組

歐洲
其他日本 美國 台灣

亞太地區



2010 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台灣十大國際品牌台灣十大國際品牌

榮獲台灣經濟部頒發榮獲台灣經濟部頒發榮獲台灣經濟部頒發榮獲台灣經濟部頒發

2010:

排行排行排行排行: No. 10
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品牌價值品牌價值: 美金美金美金美金 2.4 億元億元億元億元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20大國際品牌大獎大國際品牌大獎大國際品牌大獎大國際品牌大獎

Source: Interbrand Research



2010 全球隨身碟排名全球隨身碟排名全球隨身碟排名全球隨身碟排名

創見為創見為創見為創見為2010年全球年全球年全球年全球第四大第四大第四大第四大隨身碟製造商隨身碟製造商隨身碟製造商隨身碟製造商



2010 全球記憶卡排名全球記憶卡排名全球記憶卡排名全球記憶卡排名

創見為創見為創見為創見為2010年全球年全球年全球年全球第五大第五大第五大第五大記憶卡製造商記憶卡製造商記憶卡製造商記憶卡製造商



創見品牌優勢創見品牌優勢創見品牌優勢創見品牌優勢

研發研發研發研發

製造製造製造製造

全球物流全球物流全球物流全球物流服務與支援服務與支援服務與支援服務與支援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

品牌行銷品牌行銷品牌行銷品牌行銷

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核心能力

速度速度速度速度

Speed



產品概況產品概況產品概況產品概況

•100% 相容性相容性相容性相容性、、、、穩定性與可靠性穩定性與可靠性穩定性與可靠性穩定性與可靠性



一站式服務一站式服務一站式服務一站式服務

儲存裝置儲存裝置儲存裝置儲存裝置

多媒體裝置多媒體裝置多媒體裝置多媒體裝置 IT 組件組件組件組件



2011 USB 3.0 儲存裝置儲存裝置儲存裝置儲存裝置

StoreJet 25H3P
� 2.5”行動硬碟行動硬碟行動硬碟行動硬碟
� 三層特殊抗震結構三層特殊抗震結構三層特殊抗震結構三層特殊抗震結構
� 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
StoreJet 25A3
� 2.5”行動硬碟行動硬碟行動硬碟行動硬碟
� 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符合軍規級抗震標準

JetFlash 700

� 光滑鋼琴黑外殼光滑鋼琴黑外殼光滑鋼琴黑外殼光滑鋼琴黑外殼
�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70MB/s 傳輸速率傳輸速率傳輸速率傳輸速率

StoreJet 35T3
� 3.5”外接硬碟外接硬碟外接硬碟外接硬碟
�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2TB儲存容量儲存容量儲存容量儲存容量

One Touch One Touch One Touch One Touch 

單鍵備份單鍵備份單鍵備份單鍵備份

SSD18C3
� USB 3.0 可攜式可攜式可攜式可攜式 SSD

�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260MB/s傳輸速率傳輸速率傳輸速率傳輸速率



JetFlash隨身碟隨身碟隨身碟隨身碟

JetFlash 200

� 256-bit AES 硬體加密硬體加密硬體加密硬體加密

JetFlash 560

� 經典棋盤格紋經典棋盤格紋經典棋盤格紋經典棋盤格紋
� 伸縮式伸縮式伸縮式伸縮式USB接頭接頭接頭接頭

JetFlash T3

� 輕巧堅固輕巧堅固輕巧堅固輕巧堅固
� 百分百防水百分百防水百分百防水百分百防水

加密系列加密系列加密系列加密系列

無蓋系列無蓋系列無蓋系列無蓋系列



RDF1
� 支援支援支援支援 SDXC/SDHC UHS-1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
� 相容於相容於相容於相容於 34/54mm 

ExpressCard 插槽筆電插槽筆電插槽筆電插槽筆電

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記憶卡＆＆＆＆讀卡機讀卡機讀卡機讀卡機

高速讀卡機高速讀卡機高速讀卡機高速讀卡機

RDF8
� USB 3.0 讀卡機讀卡機讀卡機讀卡機

ExpressCard讀卡機讀卡機讀卡機讀卡機

行動儲存方案行動儲存方案行動儲存方案行動儲存方案

Class 10 microSDHC
�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 SDHC Class 10 規範規範規範規範
�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32GB 儲存容量儲存容量儲存容量儲存容量



工業用產品工業用產品工業用產品工業用產品



工業用固態硬碟工業用固態硬碟工業用固態硬碟工業用固態硬碟



工業用記憶卡工業用記憶卡工業用記憶卡工業用記憶卡



工業用快閃記憶體模組工業用快閃記憶體模組工業用快閃記憶體模組工業用快閃記憶體模組



全球品牌策略全球品牌策略全球品牌策略全球品牌策略

�廣告活動廣告活動廣告活動廣告活動

�商展商展商展商展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創見電子報創見電子報創見電子報創見電子報

�獎項殊榮獎項殊榮獎項殊榮獎項殊榮

�電子行銷活動電子行銷活動電子行銷活動電子行銷活動



廣告活動廣告活動廣告活動廣告活動

TW

MYID

PH

CN
KR

JP USA

RU
UA

FR

IN



全球商展全球商展全球商展全球商展

Germany JapanUSA

TaiwanUAE HK



• Embedded World (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 Embedded System Expo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011 展覽展覽展覽展覽 (國際國際國際國際)



2011 Computex台北國際電腦展台北國際電腦展台北國際電腦展台北國際電腦展



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電子報

內內內內、、、、外部訊息傳遞外部訊息傳遞外部訊息傳遞外部訊息傳遞

� Transcend Info. 雙週電子報雙週電子報雙週電子報雙週電子報

定期於全球定期於全球定期於全球定期於全球 25252525國發送國發送國發送國發送

�超過超過超過超過 3,000,0003,000,0003,000,0003,000,000會員數會員數會員數會員數

�持續傳遞最新公司及產品訊息持續傳遞最新公司及產品訊息持續傳遞最新公司及產品訊息持續傳遞最新公司及產品訊息



多國語言官方網站多國語言官方網站多國語言官方網站多國語言官方網站

� 16161616國語言國語言國語言國語言、、、、48484848個國家個國家個國家個國家



獎項殊榮獎項殊榮獎項殊榮獎項殊榮

�產品設計大獎產品設計大獎產品設計大獎產品設計大獎

�全球媒體肯定全球媒體肯定全球媒體肯定全球媒體肯定

Taiwan good design award



e-Marketing電子行銷活動電子行銷活動電子行銷活動電子行銷活動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Facebook, Twitter and YouTube等社群平台等社群平台等社群平台等社群平台

與消費者密切互動與消費者密切互動與消費者密切互動與消費者密切互動



成長策略成長策略成長策略成長策略

�增加產能增加產能增加產能增加產能

- 2011年五月啟用台北新廠年五月啟用台北新廠年五月啟用台北新廠年五月啟用台北新廠

- 目標擴增至目標擴增至目標擴增至目標擴增至20條條條條SMT生產線生產線生產線生產線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