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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亮點

4

台灣最高的
年度書畫拍
賣成交金額

台灣唯⼀藝
術產業鏈全
通路領導品

牌

月使用量30萬
藝術電商平台與
線上畫廊平台

吸引良好策略股東
資策會、
聯合報等

最大流量
藝術網路媒體

推動藝術、收藏與投資
成為台灣的藝術領導品牌

帝圖科技文化(6650-TW) –台灣唯⼀藝術產業鏈全通路領導品牌



2009.02

公司成立
2009.03

推出「非池中藝
術網」，製播影
音藝術新聞，至
今製作逾千部藝
術影片

2009.06

「非池中藝術聚點」
上線， 至 今 簽 約
600+畫廊及藝文單位
進駐

2011.12

非池中藝術網實況
轉播 台灣總統候選
人首度公開發表文
化政策

2012

據Alexa統計，非
池中藝術網流量排
名擠進台灣前300

大，藝文類網站站
穩第⼀名

2011

持續主辦、協辦
藝術導覽活動、
藝術博覽會、藝
術家展覽

2013.01

跨足實體拍賣會，
舉辦「帝圖藝術拍
賣會」

2013.06

簽約大陸最大藝術電商
網「雅昌藝術網」台灣
區總代理

2014.09

跨足藝術電子商務，
成立「非池中線上
藝 廊 」 ， 已 累 積
50,000名註冊會員

台灣書畫拍賣領導品牌；台灣最具指標性藝術電商
「非池中藝術網(https://artemperor.tw/)」：關注報導藝文產業動態的網媒、社
群平台，台灣流量最大藝術入口網站，最大特色為線上影音節目。
「非池中藝術聚點(https://artemperor.tw/gallery)」：收取線上行銷上架費、
佣金之畫廊電商平台
「非池中線上藝廊(https://todaay.artemperor.tw/)」：推出展售青年藝術家原
作的藝術家電商平台
「帝圖藝術拍賣會」：實體藝術拍賣展會，並推出「帝圖Online Bid」線上專拍

2015.10

「帝圖藝術研究中心」成立，
提升藝術產業之研究報告、
科技應用為首要目標。服務
項目包含 3D圖像建模技術、
互聯網＋藝術、藝術資料庫
等跨域前瞻應用

2018~2019

2018拍賣單場突破1.8億元新
台幣成績，資本額增⻑⾄1.54

億元；勤業評選2018年亞太高
成⻑500強企業，帝圖獲頒台
灣第29名、亞太第29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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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外部法人包含國發基
金、資策會、聯合報
等加入股東陣容；
2017年帝圖藝術拍賣
成交金額單場破億元
並登錄興櫃掛牌

帝圖成立於2009年，從線上發展到線下，媒體、電商、拍賣、科技四⼤產品線發揮⼀條龍綜效



經營團隊由拍賣與非拍賣專業團隊各自分工

6

協理
許家梅
古董

中國書畫
⻄畫

行銷設計 業務企劃 影音編採

藝術行政

股東會

董事會
稽核室

拍賣部 工程部 財會部管理部

稽核經理
段翔昇

副總經理
劉嘉宸 技術⻑

鄭猷勳
財務⻑
林岱佑

人事主管

董事⻑/總經理
劉熙海

副總經理
劉家蓉

資深會計
出納

審計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協理
王玉善

副總經理
藝術行政

採購組 徵件組

電商媒體部



股權結構
 2018/9/5增資後資本額153,642,000元，董事⻑家族佔五成

股權分類 持股比率(%)

經營層及親屬 49%

證券信託基金投資 7%

國內法人公司 17%

其他自然人 27%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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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營收概況與組成

8註1：其他項目包含其他影音授權收入、及服務費收入等

營收隨拍賣逐年成⻑，類別分為佣⾦、銷貨、勞務三⼤類收入

2016 2017 2018

藝術品成交金額 270,995,242 415,017,419 650,999,692

佣金收入 46,215,777 71,043,885 94,626,336 

銷貨收入 59,257,538 89,829,572 111,675,856 

勞務收入 11,759,268 7,353,476 2,288,456 

其他營業收入 39,200 2,857 -

營收合計 117,271,783 168,229,790 208,590,648 

佣
金
收
入

藝術品仲介：
向拍賣會成交作品之買賣
方所收取佣金，及藝術家
電商平台上成交畫作收取
之佣金

銷
貨
收
入

藝術品買賣：
拍賣會或電視購物銷售藝
術品存貨及銷售常玉藝術
微噴作品

勞
務
收
入

廣告及策展：
為提供「非網路平台給畫
廊進行展訊及相關藝術訊
息發佈而收取之廣告費；
策展收入主要為客戶辦理
畫作展覽而所收取之策展
收入



帝圖在台灣徵件具有生貨、稅率兩大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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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件來源主要為台灣藏家，其藏品有「生貨(久未曝光的中國書畫)」優勢，台灣藏家拍品對於國際市
場深具吸引力。書畫在國際市場上評價低估，台灣徵集的精品、生貨，價格競拍效應可以衝比較高，
帶動行情上揚

藝術產業界奔走十餘年，2016年財政部宣布拍賣稅率調降減半由15%→6%(併入個人所得稅級距
5~45%)，留住台灣收藏家優質拍品於台灣拍場供應送拍。新實施的拍賣稅率，足以與香港、中國稅
率相競爭

作品名稱 作者 落槌價 成交倍數
書法「介壽」 乾隆 3,400萬 17

黃山雲松圖 張大千 1,650萬 1.38

霍山瑞藹 張大千 1,600萬 1.33

亭湖高懷圖 張大千 1,400萬 1.17

古佛蒲團 潘天壽 1,100萬 7.33

霆峽古松 陸儼少 950萬 7.92

草書大手卷 林散之 910萬 9.10

松壽圖 張大千 900萬 1.50

松壑秋霽 溥心畬 880萬 1.76

秋江漁隱 惲壽平 730萬 146

節臨石鼓文 吳昌碩 620萬 3.10

歸園田居詩屏 何紹基 590萬 4.92

書法大中堂 林散之 550萬 5.50

秋水春雲圖 張大千 530萬 1.33

觀世音菩薩 溥心畬 500萬 1.67

2018 年帝圖拍賣會系統統計高價拍出拍品前15名

註：成交倍數公式=落槌價/底價。圖：帝圖藝術拍賣會高價拍出拍品，張大千黃山雲松圖
來源／保證 上款人：李良臣 轉贈人：黃霑(著名作曲人)

台灣藝術品拍賣稅率新舊制比較
2015.12.31前 2016.01.01後 扣繳方式

台灣 0.75%~6.75% 0.3%~2.7%
拍賣公司交易
通報國稅局

香港 0.5% 0.5% 拍賣公司代繳
中國大陸 3% 3% 拍賣公司代繳



品牌與徵件能力帶來貨源穩定性，反映在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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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陸兩大拍賣行保利與嘉德成交額合計首次達新台幣千億元(⼀家約100億⼈⺠幣)，而業界估計，大陸拍
賣徵件有⼗分之⼀出⾃台灣藏家。從書畫爆發性成⻑開始，最早進入市場掌握先機，掌控客戶CRM控管，例
如財力、收藏背景等。提早建立品牌與客戶信任度。每次平均上拍超過600件，共拍出逾20場

生貨自身優勢條件，加上稅制改革機會，發揮核心know-how，拍賣部與顧問群嚴格把關送件端拍品來歷、
拍品真實性與行情(真偽鑑定與鑑價)。好的徵件能力留住這些好貨在台灣源源不絕拍出，帶來貨源穩定性

「秦景卿舊藏書畫」10件拍品：
1949 年秦公隨國府遷臺，任史博
館展覽組、典藏組及研究組主任
等職。編輯《張大千書畫集》，
與張大千交遊甚密。公司獲得秦
公家屬所託，上拍拍品均為史博
館權威出版品。同展出於今年史
博館與故宮合辦「張大千120歲紀
念大展」

「丑輝英舊藏專場
」5件拍品，乃為
前立法院丑輝英委
員書畫舊藏，其丈
夫羅平為溥儒原配
羅清媛之家屬

「曠代草聖-紀念于右任140 歲誕
辰書畫文獻專題」28件拍品，台
灣拍場有史以來最多件之右老專
場 「懷玉堂專題」26件拍品：

懷玉堂主人自滬來台，定居
基隆，興辦實業，與渡海諸
藝壇名宿俱皆友善

「崇儒堂珍藏專題」7件拍
品：主人早歲渡海經商有成
，對溥氏經濟挹注頗多，故
所藏家人寶藏逾半世紀。公
司徵得寒玉堂渡台時期「松
鶴圖」、「半壁秋風」書畫
妙品 7件，均為首見拍場

帝圖2019/4/28春拍亮點預告：專題形式完整呈獻名家主題，來源有序，徵件貨源尚有很大空間可供開發

LOT3151
溥心畬
《千金菜》

LOT3209 于右任《草書錄自作詩四屏》
(左上)
LOT3078 戴熙《山水扇面》(右上)
LOT3152 溥心畬《松鶴延年》(右下)

10LOT3138 張大千《山廚清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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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拍：1月(迎春拍)、4月(春拍)、7月(夏拍)、10月(秋拍)提高營收穩定度
帝圖自始致力改善拍賣資訊不透明、假拍品、交割付款等弊端，建立起品牌與客戶信任，才能達到⼀
年四拍

帝圖藝術拍賣會2018年締造6.5億元成交規模，為目前台灣書畫文物類市佔率第⼀
拍賣佣金收入=拍賣平台仲介服務費加總

⾸創⼀年四拍，拍賣平台收取仲介服務費

拍賣規則註1與註2
與賣方(受託人)簽約拍

賣底價
拍賣圖錄/行銷廣告

/預約看展
(帝圖藝術展覽館)

現場預展兩天 買方服務費
(向買方收取12~18%)

賣方服務費
(向買方收取3~6%)

拍賣簡介：帝圖徵件流程比照世界知名拍賣行規格

註1：本公司之圖錄及網站目錄中對於拍賣品之描述(作者、來歷、日期、年代
、尺寸、材質、歸屬、真實性、出處、保存狀況或估計售價)僅供參考。
拍賣品僅以「現狀」拍賣，本公司對於任何拍賣品不負擔任何保證或瑕
疵擔保責任，買家應於參與拍賣前詳細審閱拍賣品之相關資訊

註2：本公司作為賣家受託人，除另有協定外，拍賣品於拍定時(指拍賣品於拍
賣終止時出價最高之價格等於或高於拍賣品之底價，即為拍定)即為賣家
委託本公司與買家達成買賣協議。本公司可另⾏與拍定之買家簽署⼀份
買方合約述明拍定標的物之相關資訊(包含拍定金額及其他應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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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拍(⼀季⼀拍)相較其他拍場⼀年兩拍營收加倍，自2016年營收呈現穩定成⻑(生貨、稅率優勢)
，為品牌徵件能力實際表現。2016年起站穩每場拍賣會$6,000萬元成交額，2017年每場更加向上突
破逾億元，2018年每場站上1.5億元以上成交水位

拍賣金額帶動佣金收入(營收基本盤)⼤致逐季成⻑。每季⾦額波動原因來⾃於每⼀次主打拍賣主題不
同，隨徵件策略安排與專場布局影響

每季拍賣隨徵件策略變動，然仍維持成⻑態勢

帝圖辦逾二十場拍賣會，徵件精彩度提高，累積藏家客戶精準行銷，拍賣業績逐年創下新高

共2.7億
共4.15億

共6.5億

季平均收入還原年度(⼀年四次的總表現)穩定成⻑



藝術產業與同業概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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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品最高拍賣紀錄為4.5億美元之天價。藝術品成交數
量2017年來到約50萬件。2009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
為藝術市場第⼀⼤國，僅有2015被美國追上，其餘每年
皆維持龍頭寶座。

資料來源：《全球藝術市場報告2018》，Artprice、AMMA

根據雅昌藝術網與Artprice《全球藝術市場報告》，2017年全球純藝術公開拍賣總額較2016年124.5
億美元成⻑20%，至149億美元。如果加上非拍賣，⼀年估計⼤約有500億美元的成交規模

中國藝術拍賣總額以51億美元和89,412件拍品領先美國的49億美元和81,938件拍品
中國市場份額占比最高，躍居全球第⼀，美國居第二，英國位居第三

全球藝術品拍賣市場規模⾼達百億美元，中國位居第⼀⼤

14



註：藝術市場與股票市場的近似性：市場流通性佳的張大千與齊白石近幾年皆為全球藝術市場排行前十
名的常客，張⼤千更不⽌⼀次占據全球第⼀的寶座，兩位可以說是藝術投資的「權值股」。近期溥
心畬成交數量則甚至高過張大千與齊白石，類似股市「量先價行」的概念

資料來源：Artprice；雅昌；帝圖整理兩位畫家15年來每年前五貴的成交畫作「每平方公尺單價」

中國書畫權值股畫家⼀場拍賣約10億⼈⺠幣成交2002年之後東方畫家逐漸攻佔全球百大藝術家排名

中國於2001年加入WTO成為世界⼯廠經濟快速成⻑，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方富人開始買回具
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經典大師的作品，⽽⻄⽅藏家也逐漸發現東⽅畫家的市場潛⼒與投資價值(註1)。十年
來，近現代水墨畫大師穩健獲得市場資金青睞

中國書畫基期仍低，舉例來說，張大千最貴的畫可能只有「1億⼈⺠幣」，但畢卡索最貴的畫可能超
過「 1億美金」，意味著中國書畫相對於⻄畫仍然處於⼀個相對基期甚低的階段、享有更⾼成⻑空間

15

中國書畫基期低，享有⾼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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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紅字為2017純藝術類拍賣成交額排名進全球前25的拍賣公司
註2：共有六家中國拍賣⾏躋⾝前⼗位，⽽排⾏榜中的其餘四家也無⼀例外地在香港開設了拍賣公司(佳士得在上海設立分公司)

公司
比較 歐美拍賣行 中國拍賣行 日韓拍賣行 台灣拍賣行

上市代表公司
簡介

蘇富比：
創立於1744年，是全球歷史
最悠久和規模最大的國際知名
藝術拍賣行，在各地設有80

個辦事處，現時每年成交總額
已超越30億美元

保利香港：
1999年保利文化集團成立，
成交紀錄屢創新高，2017年
保利集團總成交額10億美元

東京中央：
2013年成立，專注拍賣中國

書畫、中國古董和日本及中國
茶具生貨優勢前景巨大
2018.10.11赴香港上市

帝圖：
徵集久未曝光的中國書畫生貨
為優勢，買方人數及營業額逐

年創下新高紀錄

區域內拍賣
公司

佳士得(美)、蘇富比(BID.US)、
富藝斯(美)、邦瀚斯(英)、艾

德(法)、Ketterer Kunst
GmbH(德)、Grisebach(德)註1

保利(3636.HK)、嘉德、匡時、
榮寶、⻄泠印社、華義國際、
廣東崇正、上海嘉禾、多祿
泰、榮寶齋、北京瀚海、中
鴻信、朵雲軒、誠軒、中貿

聖佳註1
首爾拍賣(063170.KS)、韓國
拍賣、每日拍賣(日)註1、東
京中央(1939.HK)、Shinwa 

Art(2437.JT)

羅芙奧、宇珍、金仕發、景
薰樓、中誠、藝流皆未上市

拍品分布
於香港開設的分公司註2

以中國書畫為主、
華人現當代為輔

中國書畫為主 古典藝術為主，並和當代的作
品及古董文物共同展出

帝圖以中國書畫為主。傳統台
灣拍賣⾏以⻄畫(台灣前輩、

華人當代)、古董為主

拍賣總成交額
世界佔比

美國33%、英國16%、
法國5%、德國2% 中國34% 日本、韓國加總1%

(各小於1億美元) 帝圖成交金額6.5億台幣

國內外拍賣同業概況：中國書畫引領亞洲拍賣行陸續崛起
已開發國家注重藝術文化發展，交易所皆有自己的掛牌拍賣行，拍賣產業全球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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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牌同業比較：帝圖具備中國書畫生貨、大陸境外交易、稅負低、
中國語⾔文化、規模基期低、經營效率突出、⼀條龍布局等優勢

公司
比較

蘇富比
(1998紐約上市；BID.US)

保利香港
(2014香港上市；3636.HK)

東京中央
(2018香港上市；1939.HK)

帝圖
(2017台灣興櫃；6650.TW)

競爭優勢 全球歷史最悠久和規模最大
的國際知名藝術拍賣行

2012年由保利文化集團成立，
中國市場成交紀錄屢創新高

發揮中國及日本藝術品收藏
家優勢，接軌中國市場

⾸創⼀年四拍，獨步全球，
台灣藏品具生貨優勢，當中
唯⼀全通路布局的藝術公司

產品或服務
於香港開設的分公司註2以中
國書畫為主、華人現當代為

輔

拍賣以中國書畫為主。並經
營演出、劇院管理、影院投

資管理
中國書畫、中國古董和日本

及中國茶具為主
中國藝術市場前景巨大，中

國書畫為主

拍賣場地 香港開設的分公司於香港舉
行

香港舉行。(保利拍賣旗下含
北京保利、保利香港、保利
山東、保利廈門及廣東保利)

香港舉行 台北舉行

拍賣時間 春、秋兩拍 春、秋兩拍 春、秋兩拍 首創⼀年進⾏四拍，持續開
發新顧客、維繫緊密舊客

營收規模註2
稅後淨利

1035.7M(美元)
108.6M(美元)
(12/31/2018)

517.5M(美元)
38.1M(美元)
(12/31/2017)

22.1M(美元)
5.6M(美元)
(3/31/2018)

208M(2018)/168M(2017)
42M (台幣)

(12/31/2017)
毛利率

營業利益率
稅後淨利率

40.8%
19.3%
10.4%

35.3%
14.9%
7.4%

76.4%
33.8%
25.3%

55.48%
30.47%
25%

EPS 2.09(美元) 0.16(美元) 0.01(美元) 3.36(台幣)
ROE 20.5% 8.7% 40.3% 26.33%

市值(美元)
本益比

1798M
19X

353.9M
9X

89.2M
21X

13.2M
8X

註1：帝圖2018年營收為2.08億台幣。市值與本益比資料統計至2019/3/6。資料來源：S&P Capital IQ
註2：根據Artprice報告，2017年拍賣成交額蘇富比、保利分別為33.8億、10.3億美元。帝圖2018年拍賣成交額為6.5億台幣



營運特色
藝術、收藏與投資的⼀條龍服務與平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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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圖為台灣唯⼀藝術產業鏈全通路平台之布局

19

(1)帝圖策略性布局各銷售平台，循序
漸進引導各類型群眾透過帝圖旗下
平台，從純粹欣賞藝術，到邁入收
藏，有⼀定的⽣態系統與通路路徑

(2)跟隨藝術產業生態與路徑，從初期
透過媒體資源直接⼀⼿接觸(新銳)藝
術家，到變成專業藏家



藝術欣賞-非池中藝術網(台灣最大流量藝術媒體)
非池中媒體的定位是提供最新的藝術新聞即時報導、藝文影音網路節目，並提供帝圖旗下
各平台中的藝術家、藝術品曝光與造勢，使得藝術自然地透過電腦網路或手機滲透到每個
人的生活當中，同時促進⼀般⼈的藝術涵養並提升帝圖品牌的知名度

推廣台灣藝術生活化，具教育性與藝術體驗價值

20

多處廣告版位曝光

藝術品訊息曝光

畫廊展覽活動資訊整合

藝術節目專訪影音紀錄

藝術媒體合作交流平台

國內外藝術新聞瀏覽

藝術新聞 展覽活動

20



帝圖藝術研究中心以較為嚴謹的形式整合藝術史與藝術市場知識，不但能夠逐步提升藝術
愛好者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也能提供收藏家有用的藝術產業趨勢及藝術品分析報告; 做為集
團內的專業前瞻技術研發以及研究單位

21

藝術收藏與投資資訊-帝圖藝術研究中心
台灣首創藝術產業與拍品研究投資報告，能以更低成本、更精準方式行銷



藝術收藏(Level 1)市場區隔：約5千~10萬元藝術品
類似未上市櫃股票的創投投資或收藏
非池中線上藝廊藝術家電商平台的定位是給新銳藝術家⼀個可⾃主經營與銷售作品的平台，同時也提
供藝術收藏家或藝術愛好者⼀個尋寶與驗證⾃⼰眼光的收藏機會，如今已經是台灣最具指標性的藝術
電商平台; 而台灣每年估計有大約3,000名藝術系學生畢業，若加上市場上所有職業或業餘藝術家甚至
兩岸的藝術家與畢業生，需求是龐大的

藝術家電商平台有點像是⼀個藝術品版的阿⾥巴巴電商，給藝術家與收藏家⼀個直接的C2C交易與互
動機會。平台則從中收取交易分潤或廣告收入，亦可透過跨大數據整合來做精準行銷

• 產品 -藝術品原
作線上販售

• 藝術品線上銷售
獲利模式：售出
平台抽佣30%

• 線上藝廊與千位
藝術家合作，上
架萬件藝術原作

22



藝術收藏(Level 2)市場區隔：約10萬~50萬元藝術品
類似興櫃股票的投資或收藏
非池中畫廊平台上作品基本上都是風格相對成熟且有畫廊代理的藝術家，收藏家不必跑遍
全台畫廊也不必等到⼀年⼀度的藝術博覽會，就能隨時在非池中畫廊平台上⼀覽所有台灣
重要畫廊代理並精選過的藝術家作品，並直接下單交易或聯繫畫廊

23

畫廊歷屆展覽經驗
詳細陳列豐富內容

畫廊代理藝術家與作品展示畫廊頁面

室內預覽

匯集台灣各大畫廊



帝圖實體拍賣上的拍品具有⼀定的流動性，提供藏家間買得到也賣得掉的二級市場拍賣平
台，收取買、賣方手續費。因為拍品作者往往是張大千、溥心畬、傅抱石、草間彌生、奈
良美智等經典⼤師作品或在市場已具備⼀定收藏需求的當代藝術家

藝術收藏(Level 3)市場區隔：百萬元以上藝術品
類似上市櫃股票的投資

24

2018年來到近新台幣2億元水位

2016年來到新台幣1億元水位



各BU或平台可以發揮⼀條龍的綜效
帝圖為目前台灣資本市場最純的藝術概念股-台灣唯⼀佈局完整、有產業地位之高純度藝術文創公司；

各BU間綜效加乘效果創造出進入門檻與不可取代性；台灣與全球藝術市場業者大者恆大趨勢
帝圖以功能別(或服務/產品別)設立不同的事業單位或平台來分別落實各項業務：藝術家電商平台、非
池中畫廊平台、實體拍賣部門、非池中媒體、帝圖藝術研究中心等事業單位類似金控體系，發揮⼀條
龍的綜效，且整合了藝術產業的生態鏈

25

帝圖集團事業單位 主要業務 業務類比

藝術家電商平台 新銳藝術家作品銷售 未上市櫃股票業務
(創櫃)

非池中畫廊平台 畫廊代理藝術家作品銷售 興櫃股票業務

拍賣事業部 藝術品拍賣交易 上市櫃股票交易業務

非池中媒體 即時藝術資訊與媒體曝光 研究部門

帝圖藝術研究中心 藝術產業報告或投資建議 投資顧問(投顧)

概念類比



經營實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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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年度經營成果：
2018年營收成⻑率24%、H1營收成⻑率152%、稅後淨利成⻑率108%；
佣金收入營收佔比逐年升高，銷貨收入帶來額外獲利貢獻

單位：新台幣仟元

27資料來源：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櫃買中心網站(興櫃公司概況資料表)

年 度 2016 2017 2018
1月~6月

營業收入 117,272 168,230 128,476
營業收入YOY 43.45% 152%
營業毛利 80,683 93,342 54,185
營業利益 45,344 51,259 29,894
營業利益YOY 13.04% 91%
稅前淨利 45,413 51,818 31,561
稅後淨利 37,693 42,008 25,369
稅後淨利YOY 11.44% 108%
每股盈餘 4.14 3.36 1.98
每股盈餘(追溯調整) 3.19 3.36



2018帝圖公司營收與獲利成⻑說明

28

2018營收較2017仍維持成⻑，2018年營收為2.08億元，相較去年同期成⻑24%，主要營業項目拍賣
佣⾦收入年成⻑33%，銷貨收入年成⻑24%

佣金收入佔營收比重逐年升高為主，為穩定成⻑主⼒來源
銷貨收入含存貨送拍及常玉微噴，2017年銷貨收入當中存貨送拍約佔三成。2018年，銷貨收入當中存
貨送拍約佔七成互有消⻑。2019年1月迎春拍賣無買斷送拍，今年全年度持續尋求購入藏品於拍場上
拍機會

藝術品買斷常見於國際大拍行(蘇富比年報2017年存貨上拍54億台幣佔營收17%、2018年24億台幣
8%)，實務上是可遇不可求，本公司採嚴謹評估機制如下：
1) 平日以徵件送拍為主，惟徵件過程中遇到賣家特殊考量、低於市場行情機會時，組成「評核委員會
」同意之下搭配內控程序才進行存貨買進；

2) 存貨於公開拍賣平台送拍，以「總額法」認列營收；
3) 公正第三方進行期末存貨評價，委託「台灣藝術史研究學會」專業鑑價，採用可比較樣品、相同朝

代同質物品之市場行情等做為淨變現價值以進行綜合判斷及評價
2018年公司銷售收入除了藝術品買賣，繼續銷售2017公司取得國立歷史博物館授權常玉限量微噴，發
行168套⼀套66萬販售，毛利率約為40%

藝術科技前瞻技術研發-3D圖像建模技術開發：目前已和數間博物館進行簽約，合約金額將依文物建
模數量的多寡計算，未來擬參與政府列入數位建檔前瞻計畫開發案



2019帝圖營運展望
 知名藏家拍品合作(送拍國際大拍行級別，提高成交價格區間)；
 新開發古代拍品市場與其他品項；除近現代書畫之外做品項擴張，也著重在書法、古代書
畫、現代與當代藝術質量提升，近期表現卓越；

 擴大線上拍賣與電商藝術品銷售(佳士得、蘇富比拍賣公司2016年成⻑⾄各約2億美元)；
 持續開發專案型業務，如館藏授權複刻收藏品、3D等；
 自有媒體之擴大範圍行銷(業配)及自有產業鏈全通路之綜效發揮，營業費用率展現經營效
率，更有效提升拍賣收入全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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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群｜地平線之邊際
以逾1千萬元拍出；帝圖
線上專拍吸引新進藏家



免責聲明

本簡報之內容皆來本公司自認可或會計師簽證後之資料來源及相關產業研究報告，為
求保守穩健原則，以作合理之預估，但不保證其完整性。簡報內容所提出之各項業務、
財務數據，皆基於本公司於簡報當時所做之判斷，故有其時效性限制。

本簡報應視為 貴我雙方之重要業務機密，非經雙方同意，應限制不得分發、散佈或
提供其全部或部分內容予雙方以外與本籌資規劃案無關之第三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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