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簡介

人才培訓部 / 鄭庭兆 TJ
tj.jheng@wanin.tw



最便利的遊戲點卡，一卡在手、一次儲值，
暢玩各款線上遊戲。

娛樂任意門！含括PC端、行動服務與運動社
群；只要擁有手機門號，就能暢遊跨平台各
項服務。

營運項目 數位雲端



營運項目 遊戲事業

多款獨家線上機台主題遊戲，擬真介面充滿挑戰與變化！

依「金光布袋戲」劇情做為主軸發展，可實際發動原作中

的招式來擊退敵人，還能體驗到以 3D 人物呈現的過場動

畫劇情。

歷時十年的經典武俠3D遊戲，豐富的門派與絕世武功，

波瀾曲折的故事劇情，以免費版方式全新呈現給玩家。

以主題機台與撲克為主的3D線上遊戲，屬多國語系版本，

已於印尼、印度、泰國、澳洲、美國等地上線。



營運項目 休閒娛樂

首創互動娛樂健身車，提供多款遊
戲與超智慧介面，多人揪團連線尬
車，輕鬆玩出運動新節奏。

台灣知名職業電競隊伍，成員來自
世界各地，在母企業率領下，在國
際賽上逐漸發光發熱，屢創佳績。

由各領域對遊戲充滿熱血的團隊所
成立，全心創造遊戲職人世界：熱
門遊戲討論/攻略/密技。



劍俠情緣叁 遊戲特色

畫面最經典 技能最華麗 隨性捏臉真有趣 師徒系統最甘心

以華麗的大唐歷史故事為
背景，刻劃細膩的NPC故
事情節，加上花海的光影
表現，打造出宛如真實的
武俠情景。

武學設計依據金庸、古龍
等經典小說設定，富含古
韻的招式動作融合精緻的
特效，讓人驚豔。

個性捏臉系統，可以自由
自在地任意雕塑造型，呈
現最獨特的面貌，展現真
我的風采！

獨特的交友系統，玩家可
以和親友們一起打副本；
師父帶著徒兒一起闖盪、
練功，更加深玩家間的情
感羈絆。



史豔文傳奇 遊戲特色
決戰金光

《決戰金光-史豔文傳奇》是一款以「金光布袋

戲」劇情做為主軸發展的手機遊戲，有著華麗的

金光布袋戲招式，及史豔文、藏鏡人、黑白郎君、

劍無極...多達40種英雄角色，玩家在遊戲中將能

化身為心目中的傳奇英雄，變身發動五光十色的

招式。



星城Online 遊戲特色

主推機台類休閒遊戲平台，首創最多款獨家主題遊戲，擁有
細膩精緻的HD高畫質畫面，內容豐富多元，最多樣性的娛
樂玩法，堪稱全台超商遊戲包熱銷王！

海內外數百萬用戶，萬人同時在線！無論是透過電腦PC、
Android、iOS行動裝置，隨時隨地都能方便快速進入遊戲
享受樂趣，在家就可以一次玩得痛快！

最多實體機台線上化，超多創新玩法的休閒型線上遊樂場 -
潘朵拉之心、冰風暴、俠盜王子、百家樂、魔法糖果、炫光
三角... 各種主題一次擁有。



moLo 產品特色

moLo領航員 moLo App moLo Sport

PC端遊戲入口，快速免費
暢玩5000款遊戲

聊天遊戲隨時玩樂，
免費通話 x 傳送訊息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
運動 x 遊戲 x 社群

網路服務 行動服務 運動娛樂平台



moLo PC版

1. moLo 領航員是PC端的遊戲、論壇、好康活動等入口平台，以提供一站式娛樂服務為開發理念。

2. 玩家只要登入領航員，就能免費暢玩所有平台上的遊戲。

3. 匯集超過5000款以上的遊戲內容，包括：線上遊戲、手機遊戲、網頁遊戲、 FLASH小遊戲，是

年齡層最廣泛的遊戲入口平台。



1. 聊天社群：moLo 不只是溝通App ，手遊娛樂隨時玩。

2. 語音通話：清晰且穩定的通話品質，無論身在何處，皆可和全世界的用戶進行免費通話，愛聊

多久就聊多久。

3. 趣味功能：可愛貼圖、傳送語音訊息、圖片及所在位置等通通具備。

moLo App版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

首創遊戲手把設計，不僅可
左右轉動，並結合遊戲內容，
給您掌機般的遊戲手感！

支援多人同時連線功能
1. 即時語音聊天
2. 共組好友社團
3. 隨機配對挑戰

轉動手把、控制方向

按下按鈕使用道具

踩動加速、燃燒卡路里

moLo Sport 是記錄卡路里的
好幫手， 讓您輕鬆玩樂中追蹤
每天的運動量！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

運動
雲端管理

掌握全家的健康

遊戲
客製開發休閒遊戲
適合各年齡層

社群
多人同時上線競賽



職業電競隊 歷史沿革 閃電狼

延續鋼鐵意志的奮戰精神，

化身閃電狼成為新電競英雄！

我們目光銳利鎖定目標，

以狼群團結之姿並肩作戰！

閃電是我們的速度，

強悍到底是我們的態度，

閃電狼誓在創造不敗記錄！

2015 Global BenQ 贊助閃電狼職業電競隊伍

2014 成立爐石戰記、SF2 online戰隊

2014 ZOWIE GEAR、MSI 微星電競兩大廠商贊助閃電狼

2013 全家便利商店贊助閃電狼職業戰隊

2013 更名Flash Wolves閃電狼

2013 成立《英雄聯盟》《戰車世界》《魔獸世界》戰隊

2012 網銀國際認養贊助「鋼鐵人職業電競隊伍」



歷年戰績

團體部分 個人部分

 LOL LMS夏季聯賽冠軍（2016）

 LOL 全球季中賽3-4名（2016）

 LOL LMS春季聯賽冠軍（2016）

 LOL Season 5 世界賽5-8名（2015）

 香港電子競技大賽LOL項目第三屆冠軍（2015）

 LOL LMS夏季聯賽季軍（2015）

 LOL LMS春季聯賽亞軍（2015）

 IEM 全球年度決賽 LOL項目3-4名（2015）

 IEM Taipei LOL項目冠軍（2015）

 香港電子競技大賽第二屆LOL項目冠軍（2014）

 ECL SCII 戰隊聯賽亞軍（2014）

 Dell Invitational Cup LOL冠軍（2013）

 TeSL SF S1 亞軍（2013）

 WCG LOL 全球前八強（2013）

 WCG LOL 台灣冠軍（2013）

 WCG 戰車世界台灣冠軍（2013）

 BlizzCon 魔獸世界台灣冠軍（2013）

 戰車世界 TanksAsia週冠軍（2013）

 《星海爭霸II》 WCS 歐洲區3-4名：강초원- San（2014）

 《星海爭霸II》 IEM 全球總決賽4 - 8名：강초원- San（2014）

 《星海爭霸II》 Asus ROG 芬蘭站冠軍：강초원- San（2014）

 《星海爭霸II》TeSL S2 季軍：柯昱夆（2014）

 《星海爭霸II》TeSL S2 冠軍：강초원- San（2014）

 《星海爭霸II》紅牛盃北京殿軍：柯昱夆（2014）

 《星海爭霸II》IEM 新加坡亞軍： San（2013）

 SF Online 年度MVP：莊棋（2013）

 《星海爭霸II》WCG 台灣區亞軍：呂家宏（2013）

 《星海爭霸II》TeSL 第一季季軍：劉彥呈（2013）

 《星海爭霸II》WCG 台灣區季軍：呂家宏（2012）

 TeSL S&K年度MVP：余弘安（2011）

 TeSL S&K最佳教練獎：姚金榕（2011）

 TeSL SF Online最佳步槍手：吳家瑋（2011）

 TeSL SF Online最佳狙擊手：吳家旭（2011）

 TeSL 跑跑卡丁車最佳卡丁車助攻手：鄧富升（2011）

 TeSL SCII總冠軍MVP：袁錦輝（2011）

 TeSL S&K總冠軍MVP：鄧富升（2011）



LoL Karsa LoL Maple LoL NL LoL MMD LoL SwordArT SCⅡ Has HS Tom

戰隊介紹
Flash Wolves

FlashWolves（閃電狼）為網銀國際於2012年8月成立職業電競團隊，旗下包含《星海爭霸Ⅱ》、

《英雄聯盟》和《爐石戰記》三項目戰隊。網銀國際全心全力支持台灣電子競技發展，不僅讓閃電狼成為

一支積極且充滿熱情的隊伍，以正面的能量面對每一次挑戰，更要讓獲得的榮耀永續展耀出光芒！

隊經理4Leaf LOL戰術分析師
Fluidwind

LOL 教練Steak LOL 教練Warhorse



參賽記錄

2014 BlizzCon 台灣代表隊《星海爭霸II》、《爐石戰記》

2015 IEM世界總決賽、LMS春季總決賽 第二屆香港電競總決賽《英雄聯盟》



參賽記錄



社福公益 網銀基金會

網銀基金會 志工服務團

♥舉行豐富多元的營隊活動

♥實施才藝、運動、學業績優獎金

♥針對特殊家庭孩童提供音樂學習的機會

♥推動急難救助等計劃事項

♥協助社會公益與國內外慈善團體

關懷孩童是網銀慈善基金會的承諾，凡與兒童相關的議題、獎助與援助皆是基金會積極參與的服務範疇。



網銀基金會 網銀慈善音樂會



研發

Android

IOS

Unity

OpenGL

雲端

大數據

電子商務

平台

美術

2D

美術

3D

美術

音樂

音效

遊戲

特效 服務

營運

行銷

通路媒體

客服

人才鐵三角 組織架構



台中軟體園區 總部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