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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 公司成立

1972年 生產天線、強波器

1975年 成立國際貿易部門，行銷全世界

2002年 轉型數位多媒體，生產電視盒、數位接收機

2006年 台灣第一家HDMI切換器/分配器通過ATC測試、HDMI協會認證

2007年 取得國際標準IECQ QC 080000認證，成為國際認可的綠色環保產品製造商

2010年 營運本部暨研發大樓落成，根留台灣，永續經營

2012年 數位天線與3D產品獲台灣精品獎肯定(唯一天線獲獎)

台灣高畫質數位電視元年，協助推動新聞局『無線電視數位轉換計劃』

2013年 榮獲經濟部第22屆國家磐石獎。產品獲D&I 創新設計獎(iF獎合辦)

2014年 桃園創新研發中心成立。產品獲D&I 創新設計獎(iF獎合辦) 

2016年 台灣第一家通過Premium最高等級線材認證的專業廠商

歷史沿革



東莞工廠
佔地14000平方
員工數約600人

高雄
鼓山

台北
永和

營運本部
佔地3000坪
員工數約200人

印尼
分公司

產銷據點

桃園
創新中心



通訊 UltraHD 影像

產品發展



UltraHD 系列產品
HDMI 高畫質無線傳輸

HDMI 高畫質系列

藍牙高音質系列

數位機上盒

智慧手機無線到電視

2.4G高音質無線系列



影像產品

行車記錄器

185度大廣角
星光級夜視

智慧型SD卡提示
GPS/TPMS

Bike CAMAction CAM

Director
3段變速攝影
創新輕巧防水

防震型
單車攝影機
雙鏡1080p



產品實力

創新設計獎 創新設計獎

電視盒連續7年獲
NOVA理想品牌

ECO綠能天線獲台灣工研院
綠色節能產品甄選，於香港
電子展綠色產品發表會上發
表

HD數位天線獲2007 
& 2008CES 設計發
明大獎



國際市場

歐洲北美洲

澳洲

日本

南美洲



資訊

量販

盤商

家電

CATV

1千5百家銷售門市(經銷商+電器行)

凱擘、中嘉、TBC、台固媒體

通訊

汽車

銷售通路遍及各大3C賣場/量販店/電器行台灣通路



台灣精品像PX一樣的公司與好產品非常多

廠商背景:

多具歐美日國際OEM/ODM等數十個國家代工或品牌經驗

*產品品質與設計卓越

*國際化市場訊息反饋經驗, 資訊共享

*掌握趨勢與研發能力, 合作長期向上

*負責任與永續經營的理念, 保障顧客利益



• PX為何來印尼 ?

*市場基數大, 客戶多元, 中層與上層客戶群, 產品選擇較少, PX有切入點

*中產階級與人均所得逐年提高, 品質與服務好的產品, 最終贏得消費者信賴

*人潮就是錢潮, 有差異化價值的商品, 並懂得 ”說出來” , 自然能帶來營收

( 4年多前, 同事/好友/家人 全否定PX經營印尼市場可行性, 如今跌破眼鏡 )

個人心得: 當大家都進 me too 的廉價大陸貨, 高貴不貴的台灣精品

恰好滿足渴望好品質又負擔的起的印尼消費者需求



一.大通電子印尼四年一個月階段性成果
PX印尼實績: 

•2015 比 2014 成長150%

•2016 比 2015 成長 65%

•2017 比 2016成長 61%

•2018    預計 成長100%

•第一階段: 3年

•*實體通路據點目前超過1,500家, 涵蓋各外島與主要大城市

•( CF,HPM, Giant, LTM, BD,EC, ES, ,,,與各大Mall 銷售中)

•*網路平台50家以上, 網路店家與經銷商220家以上

•第二階段 :現在進行式

•品牌建立後, 2017. Q 4起主打傳統市場,成功開發印尼NO.1電子傳統批發商,並已取得不錯成績, 銷售持續增加中



PX於印尼賣場陳列



PX於印尼賣場促銷與品牌燈箱



PX於印尼賣場型錄促銷



PX於印尼展會5天熱銷破500台



PX網路5顆心評價與銷售NO.1



PX獲三立電視台2016.9月
「消失的國界」
印尼篇採訪報導

PX獲天下雜誌604期
「新南向在地智慧」
報導



PX獲公視印尼 2017.8月新聞報導

PX獲財訊 2018.4月印尼報導



PX獲印尼Marketing雜誌專訪



PX贏得Top Brand 2016



PX贏得 Indonesia Business Award 2016



PX印尼經營策略與拓銷過程分享

經營策略:

• 組織: 成立PX印尼分公司, 整合當地資源, 建立長期基地

• 品牌: 借用國家形象, 主打台灣精品

• 行銷: 積極參加貿協IEP計畫, 省錢且效益大

• 通路: 跳過代理商, 深耕印尼在地化店家,直接與消費者溝通

• 產品: 選擇市場量大,並有差異化價值的商品, 先做中高階客層

• 價格: 定價最高, 用價格告訴市場PX的地位

• 服務: 業界最好

• 其它: 語言, 文化



組織:
成立PX印尼分公司, 整合當地資源, 建立長期基地
外行談戰略, 內行談後勤 = 完善的服務和保障系統與組織, 容易取得客戶信賴

人力:

台幹: 具備行政規劃. 組織訓練與行銷管理, 以及市場開發的人力或團隊

印幹: 翻譯除了會中文, 最好有專長與良好品格和工作態度

員工: 挑選有相關職務領域工作經驗, 或具學習熱忱者, 能較快上手

管理:

台幹須掌握關鍵能力與環節, 但須培養當地代理人, 以印尼人管印尼人, 印尼人教印尼人

外勤主戰, 內勤主建 (網軍) = 一切人力以市場拓銷與品牌建設為目標

有健全的組織, 才能永續經營印尼市場



剛到印尼的生活



PX印尼從0開始建設



一邊施工,一邊工作 第一個員工



鍵盤壞了自己想辦法 產品不良自己維修



今天的PX印尼團隊



品牌:
借用國家形象, 主打台灣精品

●善用台灣精品資源與積極參與IEP計畫

●強調PX公司形象與實力

●重視個人與印尼PX業務員氣質

●廣用網路傳播力量



名片:
Professional Brand From Taiwan
台灣精品Logo



得獎產品包裝show出台灣精品Logo



POP與官網show出台灣精品Logo



facebook與APP廣告show出台灣精品Logo



行銷:
參加貿協IEP計畫, 省錢且效益大
PX行銷資源不足, 怎麼辦 ?

借力台灣精品 + 專注深耕印尼在地化 = 品牌力與銷售力成長

台灣製造, 台灣精品, 本身就是品質保證, 

而台灣精品展會與各項行銷活動, 就是拓銷最好的平台與施力點

*台灣精品活動紀錄=贏得通路商信賴, 拓銷通路順暢

*台灣精品活動, 透過媒體曝光=贏得消費者信賴與好感

*台灣精品展會銷售=屢破新高, 贏得業績

PX藉由 台灣精品 活動曝光/ 通路曝光/ 網路曝光/ , 順利贏得TOP Brand, IBA 等大獎, 對
未來品牌與營收, 有著巨大加乘之效果

補充: IEP計畫係由經濟部國貿局主辦，外貿協會執行的台灣產業形象廣宣計畫



華航國家級啦啦隊助威台灣精品Happy Run



印尼2013世界小姐熱情代言台灣精品



台灣精品揚名印尼第一Mall



6500人台灣精品2015年公益路跑



7700人台灣精品2016年公益路跑



台灣精品展人潮絡繹不絕



印尼媒體熱烈採訪台灣精品展



印尼媒體熱烈採訪台灣精品展



印尼媒體熱烈採訪台灣精品展



印尼電視媒體在台灣精品展採訪PX



印尼媒體採訪PX



PX參加台灣精品於媒體曝光



台灣精品協助PX於賣場曝光



PX 產品於台灣精品公益路跑曝光



消費者體驗PX商品



PX與消費者透過遊戲互動



Show Girls力推台灣精品



貿協雅加達前主管蒞臨PX印尼分公司指導



貿協雅加達主管蒞臨PX展會指導



貿協與廠商合心合力推廣台灣精品



國貿局與代表處長官力推台灣精品



創造
高價值

PX產品
與品牌

& 印尼
消費市場



通路:

跳過代理商, 深耕印尼在地化店家,直接與消費者溝通

代理商說, 不如原廠自己說 !
好處:

●將代理商利潤, 直接回饋店家與消費者

●親近市場, 緊密把握顧客關係, 永續經營

●市場及時反饋, 有利調整行銷策略, 百戰不怠

通路開發流程:

→ 電商 : 門檻低, 快速佔據市場制高點, 以最快速度與市場溝通, 並增進能見度

→ 現代 : 定價高, 有助品牌建立, 透過連鎖多店, 加快實體市場滲透度

→ 傳統 : 市場大, 更寬廣的行銷市場



前半年掃街拜訪,超過1000張名片



印尼第一張名片



產品:
選擇市場量大,並有差異化價值的商品, 先做中高階客層



價格:
定價最高, 用價格告訴市場PX的地位

好處:

●店家/消費者通常以價格高低來判斷新品牌的地位

●高價位對行銷團隊, 容易激發出更大的創意與努力

●定價高, 面對市場變化 , 較有進退

●避免匯率波動的損失風險

遇到價格競爭時,

70%低頭走自己的路, 30%抬頭看看別人走路



服務:
業界最好

●客服電話三聲內必接

●產品底貼必備客服電話

●客服SOP內稽內控嚴格

●加入 PX facebook, 18個月保固

●門市完善產品教育訓練



門市百人教育訓練



跨文化溝通力
≠ 英文

≠ 印尼文

═ 包容

其它:
語言. 文化



印尼心靈雞湯



印尼精神解藥



感恩您的聆聽!

敬請多多指正教導!



感謝您的聆聽！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