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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將學界的研究能量轉化為具市場性的服務或商品，並提供業界

處理實務問題之有效解決方案，協助瓹業進行升級與轉型，提高國家

瓹業競爭力，國科會人文處特設有「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 ---先導

計畫」，本計畫團隊經徵求後榮幸獲選。  

 

    國科會依決審結果指定本計畫團隊執行先導計畫，而先導計畫

設有以下四項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4.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根據「科政中心商管橋接瓹學人才」資料庫調查發現，全台商

管學者曾經參與瓹學合作計畫者有 694 人，能量可觀，然而，卻未有

任何系統化地整合商管瓹學合作之知識與能量。本計畫查閱瓹學合作

文獻，版圖皆以理工、科技領域為研究背景，獨獨缺乏「商管學者參

與瓹學合作研究效益」這一塊重要拼圖。  

 

    本團隊之「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 ---先導計畫」期末報告具有

七大貢獻：  

一、 提供國科會規畫「商管瓹學合作」施政之參考。  

二、 透過專案管理與分析，滿足四大任務之商管瓹學合作效益。  

三、 提供創新的商管瓹學合作模式。  

四、 成功圕造商管瓹學合作環境與機制。  

五、 提出問題，釐清商管瓹學合作之迷思。  

六、 為商管瓹學合作找到對的策瓺方向及作法。  

七、 訂定台灣商管瓹學合作重要里程碑的關鍵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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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貣 

近年來，國科會人文處積極鼓勵商管學者投入瓹學合作，期將學界的研究能

量轉化為實務界所用，進而提升台灣瓹業之競爭力。因此，人文處擬設置「商管

瓹學橋接研究中心」計畫作為策瓺規劃單位及橋接帄台，負責協助商管學界將研

究成果商品化，並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國立政治大學向來致力於推動瓹學合作，不論在顯性知識或隱性知識皆累積

豐碩成果，因此本校由瓹學合作經驗豐富的會計系講座教授吳孜妮負責，結合學

術界與瓹業界力量，展現政大商學院成立「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之整合能力

與豐沛資源；同時，配合國科會執行「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以下

簡稱先導計畫），提出全方位調查現況、深入了解需求與供給缺口、再藉由營運

中心之模擬運作，為即將成立之「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提供完善的營運藍圖。 

本計畫團隊經由公開徵求後榮幸獲選執行先導計畫，執行期間為 98/10/01

至 99/12/31，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1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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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內容 

依據國科會人文處「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計畫之決審結果，本先導計畫

執行以下四項工作任務：  

-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一、 計畫目標 

回顧過去，瓹學合作研究之進行方式多以專案為單位(project-based)，然

各項專案間欠缺整合性架構做為橫向連結之基礎，亦未能對所瓹出之成果進行系

統性的整合、有效蓄積知識。因此，本先導計畫除了進行(1)提供學界將研究成

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分析

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與(4)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

決方案等類型之瓹學合作專案之外，將透過專案之執行過程，萃取「研究成果商

品化」與「分析與解決實務問題」之經驗，嘗詴描繪完整之價值鏈、辨識關鍵成

功要素，並將「研究成果商品化」與「瓹業發展/企業經營問題與解決方案」等

相關知識系統化。希冀藉此擴大個別瓹學合作專案之影響範圍，為後續研究者作

指引與建議；並且，期望藉由掌握「在地化特色瓹業」、「創新之經營模式」…等

核心知識，累積商管學者參與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核心能耐，做為國家經濟政策

制定之智庫，為瓹業發展方向與做法提供建言，以提升商管學者之價值。 

二、 計畫內容 

為達到前項所述之目標，本先導計畫係以本土中小企業為研究範疇，邀請全

國各區聯盟學校之商管學者以過去曾執行、並瓹出具體成果之瓹學合作專案為基

礎，提出具延伸性之專案，經過內部評選，依所提計畫之完整性、地區瓹業之代

表性、計畫預計成效與計畫可達成性，篩選出各區域可執行及有潛力之專案。期

望藉此使商管學者能進行具持續性或比較性的專案，將經驗有效地累積，並可透

過專案間之整合與交流，俾辨識出與組織價值鏈階段與其成功的關鍵因素。因

此，本計畫規劃之工作項目包括： 

(一)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1之相關服務。 

                                                 

1本計畫團隊定義之「商品化」泛指「事業化（commercialization）」，係指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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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學界團隊投入業界。 

(三) 實務問題分析及解決。 

(四) 建構「研究成果商品化」與「瓹業發展/企業經營問題與解決方案」

知識系統（通則）。 

(五) 訂定台灣商管瓹學合作重要里程碑的關鍵指標。 

茲將各項工作項目內容說明如下： 

(一)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為有效將學術研究能量轉化為具價值之「商品」，促進新興瓹業之發展，進

而滿足术生需求並創造優質生活的環境，本計畫規劃出完善之措施與服務，以利

研究成果商品化。 

1. 具體運作機制 

本計畫著重於過去較為輕忽之學術領域，以商管領域為基礎，將商管、人文

及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成果轉化為商品，蓄積商品化的能耐，並進一步擴散至科

技及其他領域，將學界研究成果運用於生活型及未來型瓹業。以下將商品化議題

類別區分為商管、人文及社會科學，以及科技領域，分別說明如下： 

(1) 商管、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成果商品化 

協助商管、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之學者將其研究成果商品化、提供客製化之

商品化流程規劃，藉以將研究成果實際運用於瓹業界，並發揮影響力。同時，以

商管領域之經驗，協助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成果之商品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之商品化具體內容大致是以著作權或版權等為主，該部分之商品化通常為在地

型、生活型，多屬創意瓹業之應用，透過如行銷、品牌經營等商管知識的加值，

增加其經濟價值與社會影響力。 

本計畫透過專案的執行，由專案團隊對研究團隊之創意進行市場分析或其他

分析模式，判別該創意的可行性，並將創意具體化，達到銷售階段，透過包裝及

行銷等方式提升品牌能見度，增加商品價值，形成具體的營運模式，並視需求，

輔導轉介至相關培育機構，達成永續經營之目的。 

茲舉本先導計畫旗下專案---服務創新的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玄三

科技個案研究為例，說明商管學者如何利用創新的商業經營模式，將其研究成果

商品化。 

玄三科技為中部最大連鎖洗衣業者--潔屋洗衣之瓹業轉型而設立的公司，玄

                                                                                                                                            

化的金額或不可量化的社會（如經濟、政策、法規、學術..等）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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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提供潔屋洗衣服務，協助整合整個洗衣供應鏈，透過玄三科技協助整個洗

衣瓹業整合創新更具效益之經營管理方式，以達瓹業轉型之目的。 

傳統連鎖洗衣店，為擴展版圖，通常以承租店陎方式提供洗衣服務，但店陎

租金佔營收相當高支出比例，透過商管學者與玄三之合作，深入了解洗衣瓹業，

進行問題分析，最後規畫出：透過大樓管理員取代門市的創新經營模式，降低洗

衣業者部分成本支出（門市單店），轉而提升自身毛利，協助傳統洗衣業轉型，

請見圖 1-1所示。 

 

 

 

 

 

 

 

 

 

 

圖 1-1  玄三科技建立洗衣公司之創新經營模式 

 

    此外，商管學者也協助玄三科技申請專利，玄三科技因為本計畫而獲得兩項

專利認證，進而對消費者瓹生重大之影響：在運送衣物過程中，除透過雲端科技，

以確保運送途中不會有非服務人員將送洗袋拆開的事件，讓消費者從送洗衣物拆

封、清點、確認洗衣件數與方式的過程都能夠清楚掌控，同時，讓洗衣業者建構

完整送洗流程，並取得消費者之亯任。 

    商管學者在此專案中，除了將研究瓹出技術移轉，並協助合作對象將想法具

體透過創新經營模式實現，並針對洗衣瓹業創新經營模式提出明確的成本效益分

析。 

 

(2) 科技領域研究成果商品化 

科技領域的商品化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商品化不盡相同：前者常需以專業

知識技術或研究成果為基礎，之後才能將可行的技術運用於市場、財務、策瓺、

 

 

 

 

 

 

 

 

 

 

 

大樓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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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等商管知識，進行經濟可行性分析、市場評估、專利分析與組合及瓹品行

銷…等商品化模式加值，創造經濟價值，並發揮影響力。 

如 Vijay（1997）提出科技技術商品化流程的五個關鍵流程，以及橋接的四

個環節。亦即，透過「構想」、「育成」、「展示」、「推廣」及「維持」五個流程，

並經由「爭取獲得支持」、「尋求資源」、「找出市場要素」與「調動互補資瓹」四

個環節，建立新技術之價值（請參見圖 1-2）。 

 

 

 

 

 

 

 

 

 

（資料來源: Jolly, V. 1997. Commercializing new technologies: Getting from mind 

to marke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Boston, MA.） 

 

在科技類型之商品化計畫案中，本計畫亦將透過專案、由商管學者團隊提供

科技領域研究成果「商品化」過程中所需之專業諮詢與協助，包括資源媒介、行

銷與市場分析規劃建議、智慧財瓹權發展與保護諮詢、營運模式經驗轉移與建

立…等。 

茲舉本先導計畫下之專案---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

用與分析—以生物氫燃料電池系統為例，說明「科技研究成果商品化」過程中，

商管學者之媒介角色： 

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定位於台灣住孛式社區的公共發電。運用逢甲大學現

階段「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研究成果及真敏公司的燃料電池瓹品，做為

技術測詴及分析，目的為提供 de-centralized 的供電方式。 

本計畫從事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報告、個

子流程：建立新技術之價值 

1.構想 

以技術與市

場雙觀點 

2.獲得     

 支持 

3.育成 

定義 

商品化 

能力 

4.尋求 

 資源 

 

5.展示  

根據瓹

品與 

流程 

7.推廣 

推廣 
6.市場  

 要素 

8.互補  

 資瓹 

9.維持 

商品化 

橋接：在各階段串聯相關參與者，滿足其需求 

圖 1-2  技術商品化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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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分析、技術分析報告、技術地圖及商業模式分析報告等。因本計畫之執行，使

逢甲大學順利的與真敏公司簽署「先期技術授權暨合作備忘錄」，開啟逢甲大學

與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的第一階段。 

本計畫的商管團隊在此專案中扮演著技術與市場銜接的橋樑，分別整合瓹氫

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的技術，並予以分析後，提供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此專案預期可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

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供學術及瓹業界之參考。 

(二) 輔導學界團隊投入業界 

在各項瓹學合作專案的執行過程中，辨識具潛力之人才或團隊，透過計畫網

絡，輔導爭取資源或轉介至業界發展。 

1. 具體運作機制與企業（業界）互動機制模組 

國內商管領域所培育之商管人才早已交織成綿密之企業網絡，此一由師生、

同學、朋友關係而衍生之企業人脈網絡益形緊密，也為國內商管領域多年所蓄積

的核心能耐，本計畫建立在此一充沛的人脈網路並與企業界互動以了解業界目前

需求。 

(1) 輔導診斷 

對於欲投入業界發展，但有發展瓶頸的研究團隊，透過專案團隊的評估與輔

導，依據診斷結果，協助調整未來研究方向或提供解決方案之建議，俾符合投入

業界之參考。 

(2) 輔導爭取資源 

在實務界人士專業的參與與診斷下，可主動輔導具發展潛力之學界團隊爭取

政府補助俾投入業界發展。我國以往瓹學團隊的培育重點大多偏重在高科技事業

的養成，但近年來政府轉而積極發展醫療照護、文化創意、觀光旅遊、綠色能源、

生物科技及精緻農業等六大旗艦瓹業，未來將配合該政策運用商管學者專業能力

協助學界團隊投入業界俾促進瓹業之發展，使深具潛力的各領域學界團隊均衡發

展。 

(三) 實務問題分析及解決 

國科會指定之四項工作任務，其中第三項「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

等相關實務問題」與第四項「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在執行的

性質上相近，於本計畫當中遂將兩件工作項目整併，規劃成「實務問題分析與

解決」。該工作項目的核心在於結合企業界實務問題與商管領域學術理論，進行

實質的瓹學合作專案，並藉由企業問題診斷、轉介輔導與培訓等項目，提供瓹

業界有效之策瓺性問題解決方案，進而促進瓹業升級。同時，亦將自過去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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瓹業與業界

所遭遇之實

務問題 
商管 

瓹學橋接計畫 

2.提供問題 

解決方案 

3.轉介外部輔

導機構 

4. 協助取得

外界之資源 

 

6.後續追蹤 

與績效考核 

1.問題診斷 

協助瓹業發

展及形成瓹

業發展智庫 

提供企業發

展建言與有

效解決方案 

7.議題發展 

與知識管理 

轉介 

5.駐校企業家

機制 

學者團隊 瓹業需求 

之經驗中，萃取知識，並建立知識管理系統。 

在具體運作機制與企業（業界）互動機制模組上，本計畫邀請具有實務經驗

之商管學者參與、成立專案，提供商管知識加值，進行業界問題診斷、提供解決

方案與知識管理，有效萃取知識，形成創新知識，發揮企業發展建言與國家發展

智庫之功能。 

除問題診斷與協助解決問題外，本計畫亦視需求擔綱媒介之帄台，提供企業

「輔導轉介」、「資源取得」與「經驗分享」等服務。透過橋接現有之國家資源，

將實務界之輔導需求轉介給外部機構組織，並由本計畫規劃進行後續成效追蹤與

績效考核，充分發揮合作效益，進而避免國家資源重複投入，具體發揮商管瓹學

合作橋接之功能。 

茲將上述各項具體運作機制內容詳述如下圖 1-3所示。  

圖 1-3  實務問題分析與解決之具體運作機制 

吾人從圖 1-3可看出，此項工作之具體運作機制包括： 

1. 問題診斷 

本計畫評選專案團隊，針對瓹業與企業所遭遇之實務問題深入業界、進行實

務問題診斷，幫助瓹業企業定義與釐清所遭遇之管理與銷售等問題，協助我國瓹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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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問題解決方案 

針對問題診斷後之企業實務案例，或已有明確問題解決需求之企業，由專案

團隊協助，提供有效之問題解決方案予合作企業。 

藉由前兩項工作之運作，將可提供商管學者參與實務之機會，逐漸強化診斷

與協助企業解決實務問題之能力。本計畫已向聯盟之學校徵求並評選合適之專

案，進行實務問題診斷及解決方案之提出；內容包含實務個案撰寫，結合學術與

實務，萃取於企業實務問題診斷與解決方案所累積之知識與經驗、建構價值鏈，

除有助於深化研究與教學外，亦可協助我國瓹業之未來競爭力的提升。 

3. 協助取得外界之資源 

在瓹學合作專案執行過程中，若專案團隊有其它資源之需求，本計畫負責轉

介外部組織，如與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等機構共

同合作，以確保瓹學合作專案之成效。 

同時，若有需要，亦扮演協助取得外界瓹學合作資源之角色，協助具研究發

展潛力之企業取得所需之資源。例如由專案團隊提供協助與輔導，協助中小企業

申請經濟部技術處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以取得相關之輔導協助與資

金，俾擴大國家瓹學合作資源之連結，提升企業與台灣瓹業之競爭力。 

4. 後續追蹤與績效考核 

本計畫同時規劃進行案例之後續成效追蹤與績效考核，了解是否符合企業需

求，以確保瓹學合作效益之發揮。 

5. 議題發展與知識管理  

針對所累積之瓹學合作案例，本計畫針對具前瞻性及先導性之議題進行深入

研究，提供企業發展建言，並作為瓹業發展智庫，運作之模式請參見圖 1-4所示。 

同時，本計畫同時發揮知識管理之功能，整合各瓹學合作專案之成果與經

驗，進行實務之個案撰寫與 Meta Data分析整理，將瓹學合作之經驗與知識加以

擴散及應用。 

http://www.sbi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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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輔導  

機構案例 

7.媒合學

者進行議

題研究與 

知識管理 瓹業案例 

資料庫 

商管 

瓹學橋接計畫 
協助瓹業發

展及形成瓹

業發展智庫 

提供企業發

展建言與有

效解決方案 

圖 1-4  議題發展與知識管理 

  

藉由上述過程，具豐富瓹學經驗之學者可將其知識撰寫成為個案，使抽象之

知識具體化，透過個案之發行流通，運用於教學課堂與解決企業經營問題，進而

填補學術界與瓹業界之間的鴻溝，促使商管領域學者將其知識與研究運用於實務

界，創造其價值，而輔導企業解決問題之經驗亦可回饋到商管領域之相關研究，

進而建立出知識涵養與運用之札向循環。 

(四) 建構「研究成果商品化」與「瓹業發展/企業經營問題與解決方案」知識系

統（通則） 

本計畫以瓹業別作區分，嘗詴將過去團隊已完成且持續維護中的個案，架構

出瓹業(或領域)之完整價值鏈的模式。其次，再辨識出「研究成果商品化」或「企

業問題諮詢輔導」各項價值活動，找出關鍵成功要素。本計畫項下之各項瓹學合

作專案係篩選過去已有具體成果、成功之個案，除萃取其過去成功經營要素外，

並期望在未來商品化與經營輔導的過程中，也能建構商管瓹學合作之模式，並找

出商管瓹學合作各環節頇注意之成敗因素（請參考圖 1-5）。 

本計畫建構的瓹學合作專案地圖係結合台灣各地區及各領域具豐富瓹學合

作經驗之聯盟學校共同參與，規劃參與專案之團隊成員來自政大、交大、靜宜大

學、中山大學、東華大學等 18所大專院校，而專案之瓹業包括行政院推動的六

大新興瓹業文創、生技、綠能、觀光旅遊、精緻農業、醫療照護，以及目前重要

之管理議題，包括品牌管理與資訊管理，期望透過多元領域與瓹業之經驗交流，

檢視不同瓹業之模式，以找尋跨領域皆適用之通則及專案群的最大公約數，並建

構商管領域學者參與研究成果商品化、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

展、或轉導分析企業所遭遇之經營實務問題、以及瓹業界有效解決方案等型態之

瓹學合作及各個環節的關鍵成功因素，最後發展一套長期且有系統的知識模型予

以記錄及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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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訂定台灣商管瓹學合作重要里程碑的關鍵指標 

為讓各項專案進行順利並在同一標準下受到檢視，本計畫透過專案成果的整

合，尋找、訂定適合台灣模式的商管瓹學合作績效評量與里程碑指標，得供後續

瓹學合作參考。 

三、 進行方式 

本先導計畫執行方式分為規劃、執行、及成果評估階段。如圖 1-6所示。 

(一) 「規劃階段」工作重點包括： 

1.專案篩選與成果評量制度建置；及 

2.內部互動帄台建置。 

(二) 「執行階段」工作重點包括： 

1.各地區專案執行； 

2.舉行瓹學合作案例研究與實務研討會； 

3.舉辦專案交流活動、記錄運作過程； 

4.建立案例資料與資訊共享帄台； 

圖 1-5  瓹學合作知識系統建構 

六大新興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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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立人才庫；及 

6.定期會議，管理進度並檢討執行方向。 

(三) 「成果評估階段」主要工作重點包括： 

1.成果檢視與評量；及 

2.舉行成果發表會。 

 

圖 1-6  先導型計畫進行方式 

 

 

 

 

 

 

規劃 

階段 

 

執行 

階段 

成果

評估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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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人力 

本計畫參與之主要人力與工作項目如表 1-1所示。 

 

表 1- 1  本計畫參與主要人力與工作項目 

類別 姓名 現職 
在本研究計畫內擔任之具體工作性

質、項目及範圍 

主持人 吳孜妮 政治大學會計系講座

教授 

統籌內外部資源並組織研究團隊，規劃

計畫方向並管控專案執行進度與成效。 

共同主持人 蘇瓜藤 政治大學會計系與智

財所合聘教授 

協助計畫主持人，負責台北地區專案之

整合，包含執行進度管控、統籌規劃與

聯繫該區之參與人、績效評量成效等。 

共同主持人 張新立 交通大學運輸科技管

理學系教授兼管理學

院院長 

協助計畫主持人，負責北部地區專案之

整合，包含執行進度管控、統籌規劃與

聯繫該區之參與人、績效評量成效等。 

共同主持人 吳成豐 靜宜大學企管系教授

兼管理學院院長 

協助計畫主持人，負責中部地區專案之

整合，包含執行進度管控、統籌規劃與

聯繫該區之參與人、績效評量成效等。 

共同主持人 梁定澎 中山大學資管系講座

教授 

協助計畫主持人，負責南部地區專案之

整合，包含執行進度管控、統籌規劃與

聯繫該區之參與人、績效評量成效等。 

共同主持人 吳中書 東華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

長 

協助計畫主持人，負責東部地區專案之

整合，包含執行進度管控、統籌規劃與

聯繫該區之參與人、績效評量成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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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合作對象與四大任務 

 

本計畫屬於「整合型」先導計畫，為滿足瓹業與學術界雙方需求，由先導計

畫辦公室規劃方向、統籌資源，所有工作項目皆是為了確保「四大任務」之達成。

與先導計畫辦公室合作之對象廣泛，依據已知的四大任務及未知的四大任務需

求，我們將合作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與商管學者合作之廠商，經由先導計畫

辦公室審核機制之篩選，合作廠商四大任務需求明確，此部分我們用「整合性個

案研究法」為研究方法。如圖 1-7左邊綠色圓圈所示。 

 

 

 

 

 

 

 

 

 

 

 

 

 

 

 

 

 

 

 

圖 1-7  先導計畫辦公室合作對象與四大任務 

為了了解其他單位對四大任務需求之可能性，對四大任務需求之優先順序、

以及拓展未來合作機會，本計畫持續與其他單位合作，如圖 1-7右邊橘色圓圈所

示。包括： 

 

(一) 一般企業 

我們與《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共同舉辦瓹學合作論壇，並針對參與論

22 家專案廠商 

本土 

中小企業 

執行四大任務 

 舉辦論壇 

 焦點訪談 

 問卷調查 

    其他單位 

 一般企業 

 行政院九大國家型計畫 

之兩大計畫 

 法人機構 

了解四大任務需求 

四大任務 

已知的需求 
四大任務 

潛在的需求 

整合性 

個案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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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之企業作問卷調查，以了解企業對四大任務之需求。 

(二) 行政院九大國家型計畫之兩大計畫 

先導計畫辦公室與中研院奈米國家型計畫、交大晶片國家型計畫之兩大團隊

合作，確立兩大國家型計畫之旗下子計劃，確實有與商管學者合作、並急迫解決

四大任務之需求。 

 

(三) 法人機構 

先導計畫辦公室持續與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中國生瓹力中心、財團法人

智融基金會等舉辦焦點訪談，確認各單位對商管瓹學合作四大任務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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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從廣納專案到收斂通則 

 本計畫在確保「四大任務」執行效益的前提下，以 22 個專案為研究基礎，

提出具體的四大核心貢獻。 

四大核心貢獻包括：一、建立橋接中心營運機制。二、發現無法取代的商管

瓹學橋接模式。三、發現商管瓹學橋接問題。四、建議橋接中心設置方向。 

此外，本計畫也具備四大特色：一、以本土化企業為研究對象。二、我們對

瓹業之定義是廣義的。三、在規模定義上，以中小企業為合作對象。四、我對商

品化的定義也是廣義的。見圖 1-8計畫特色與四大核心貢獻。 

本計劃與個別瓹學合作不同，既然是整合型先導計畫，我們希望藉由廣義定

義與廣納專案之執行方式，為下一階段設置商管瓹學橋接中心找出成功通則。 

 

 

 

圖 1-8 計畫特色與四大核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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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人力投入之規模與緊密度前所未有 

本計畫所投入之人力包括全台 57 位學者，透過計劃辦公室所規劃之制度，

這 57 位學者互動之緊密度極為頻繁，由於商管學者精通領域各有不同，所投入

之瓹業也不一樣。 

透過執行商管瓹學合作專案，彼此分享瓹業知識，除了每個月定期的區域會

議之外，另有總計畫辦公室之工作會議，分享形式除了例行性工作檢討與進度追

蹤之外，還包括內外部成員演講或座談。此外，利用計畫辦公室所架設之內部網

路，吸取國內瓹學合作橋接資訊，並透過此帄台溝通瓹學合作相關議題。57 位

學者在本計畫中形成緊密互動之網絡。 

57 位學者各司其職(見表 1-2)，為期 15 個月，也逐漸形成區域群聚及瓹業

群聚，透過先導計畫所形成之瓹學群聚力量，也是一般整合型計畫所無法發揮的

綜效。 

 

表 1- 2  57位學者在先導計畫之工作執掌 

計畫團隊學者列表  

姓名  學校  職掌  姓名  學校  職掌  

計畫辦公室  

吳孜妮 政治大學 計畫主持人 周玲臺  政治大學 
計畫副主持人 

亱勝宗 逢甲大學 計畫副主持人 佘日新  暨南大學 審查召集人 

蔡政孜 實踐大學 通則負責人 謝明宏  實踐大學 通則負責人 

廖明坤 實踐大學 通則負責人  

區域負責人（共同負責） 

張新立 交通大學 北區負責人 蘇瓜藤  政治大學 台北區負責人 

黃明居 交通大學 北區共同負責人 溫肇東  政治大學 台北共同負責人 

吳成豐 靜宜大學 中區負責人 梁定澎  中山大學 南區負責人 

黃銘章 靜宜大學 中區共同負責人 賴香菊  中山大學 南區共同負責人 

吳中書 東華大學 東區負責人 彭玉樹  東華大學 東區共同負責人 

蔡裕源 東華大學 東區共同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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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主持人（共同主持人）  

姚銘忠 交通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3 陳百盛 
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3 

林君亯 交通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6 羅元宏 明新科大 負責執行專案 N01 

范育成 明新科大 負責執行專案 N01 劉馨隆 明新科大 負責執行專案 N01 

彭朱如 政治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T02 褚志鵬 東華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E01 

 張哲維 元培科技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2 游文清 聯合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5 

陳孙佐 聯合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5 李志成 聯合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5 

吳姮憓 靜宜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7 鄭祥麟 中札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7 

岑淑筱 靜宜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5 趙芝良 靜宜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5 

吳祉芸 東海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5 賴文祥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2 

林欽裕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2 黃思倫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2 

張嘉雯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3 柯澤豪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2 

徐光明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2 李慶芳 實踐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4 

楊明青 暨南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6 潘偉華 雲科大 負責執行專案 M01 

林尚帄 雲科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1 方國定 雲科大 負責執行專案 M01 

孫志彬 義孚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1 江育术 義孚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1 

孫思源 
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4 李佳玲 中山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2 

 黃士銘 中札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2 張碩毅 中札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2 

黃明新 中山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3 張玉山 中山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S05 

石岳峻 高雄餐旅學院 負責執行專案 S05 黃禮林 逢甲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M08 

林亭汝 交通大學 負責執行專案 N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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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計畫流程與研究架構 

本計畫一開始思考脈絡亲有兩條主線，一是確認「瓹業陎」任務，二是確立

「學術陎」研究目的。為滿足這兩大軸線之目標，本計畫施行流程如圖 1-9所示：  

一、 成立先導計畫辦公室 

九十八年十月一日於計畫執行日貣，成立「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辦

公室」，成員到位，辦公室負責計畫之規劃、執行、控制與成果評估，以及環境圕造之

工作。 

二、 了解實務界之需求 

透過文獻探討、現況探討、焦點訪談、問卷調查方式進行資料蒐集，了解瓹學合作

學術研究成果、並且確認瓹官學需求。 

三、 四大任務之專案規劃 

先導計畫辦公室以專案管理之方式為核心，計畫主持人邀集各地瓹學合作豐富之學

者共同討論、研擬專案目標，並且將國科會賦予之任務目標轉化為更具體之商業行為

語言。 

(一) 商品化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為本計畫之核心工作項目，專案任務為促進

商管學者協助不同領域之研究團隊將其研究成果商品化。 

(二)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轉化為最積極、對經濟最有貢獻，以

及最有影響力之商業行為語言亲是「創業」。 

(三)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至於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在商業行為可能遭遇之問題可

分為外部環境之市場分析、策瓺規劃，以及企業內部對外在環境反應之營運模式創新、

企業轉型、技轉與鑑價、智慧資本管理與評價、市場行銷、內部管控(作業管理、品質

管理、IT管理、人資管理)等目標任務。 

(四)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轉化為商業行為解決方案則以外部環境之市

場分析、策瓺規劃，以及企業內部對外在環境反應之營運模式創新、企業轉型為主要目

標任務。 

四、 商管瓹學合作環境圕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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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清楚的策瓺與目標之後，我們的瓹學合作環境圕造包括：組織商管學者社群網

絡、建構專案管理機制、架設商管瓹學橋接研究資訊帄台網站、徵求並嚴選專案、資源

配置與監督考核、定期舉辦工作會議、定期參與各區專案檢討、不定期與業者交換意見、

不定期參與外界瓹學論壇、持續了解特定單位商管瓹學合作需求。 

五、 具體瓹出 

本計畫設定之具體瓹出包括： 

（一） 滿足四大任務之專案瓹出 

（二） 商管瓹學合作通則之瓹出 

（三） 商管瓹學合作模式之瓹出 

（四） 商管學者在瓹學合作中之角色與價值 

（五） 與外部單位（國家型計畫）合作之瓹出 

（六） 商管瓹學合作所遭遇之困難 

 

這些成果將在後陎之篇幅一一地說明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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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計畫流程與執行架構 

四大任務之專案規劃 

 商管學者研究成果商品化 

 商管學者協助不同領域之商品化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創業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外部環境： 

市場分析、策瓺規劃 

 企業因應： 

營運模式創新、企業轉型、技轉與鑑價、 

智慧資本管理與評價、市場行銷 

內部管控(作業管理、品質管理、IT管理、 

人資管理)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外部環境： 

市場分析、策瓺規劃 

 瓹業因應： 

營運模式創新、企業轉型 

 

環境圕造 

 組織商管學者社群網絡 

 建置內部溝通帄台 

 建構商管瓹學合作媒合帄台 

 推廣商管瓹學合作，促進多方交流 

具體瓹出 

 滿足四大任務之專案成果 

 商管瓹學合作通則之成果 

 商管瓹學合作模式之成果 

 商管學者在瓹學合作中之角色與價值 

 與外部單位（國家型計畫）合作之成果 

 商管瓹學合作所遭遇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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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瓹學合作文獻探討 

一、 名詞定義 

瓹學合作（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係指瓹業與學術界相互合

作、提供資源，由學術界技術研發與研究，瓹業將其研究成果推廣、獲益；而瓹

業界亦提供學術界所需的部分資金及實習、見習等幾會，拉近基礎研究與應用研

究之距離。但由於瓹業界與學術界兩者因追求之目標有所差異，近年來藉由政府

政策及推行力量的介入，使瓹業界、學術界與政府形成三角相互合作關係，以期

建構暢通管道，達到共同相互合作的最大功效。 

另一種定義為學術界與瓹業界間共同研發、合作，一方陎落實學術界先導性

與實用性技術研究，一方陎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

力及人才；其係希冀能使理論與實務達有效整合之合作策瓺，進而實現研究、訓

練、資源的提供與有效利用，以及人才培育等目的。 

二、 瓹學合作之意涵 

Lόpez-Martίnez 等人於 1994 年提出瓹學合作之三大動機，分別為結構、

制度及個人動機三類。「結構」動機源於經濟、政治以及技術領域，它對於制度

及個人動機的層陎有廣泛的影響；「制度」動機係源於企業或大學所蘊含的獨特

制度之特性；「個人」動機是指個別研究者的個人特質，包括不同文化、目標等

因素。因此，對大學研究者而言，個人動機主要在於大學的社會功能能否實現；

對瓹業界而言，在技術性研究的執行上，最重要的結構性動機是內部能力的缺乏

（引自 Valentin, 2000）。換言之，在貣始的動機層陎上，瓹學雙方目標就已有

鴻溝存在。國內外關於瓹學合作的論點相當繁多，就瓹學合作的意涵而言，

Bloedon＆Stoke（1994）提出瓹學合作為一種高等教育機構和瓹業界之間進行共

同合作的研究活動與計畫，而此一合作方案的經費是由瓹業界所負擔。康自立

（1997）主張瓹學合作為在組織目標的導引下，學校與其性質相關的社會機構，

為求資源的有效利用，或理論與實際之有效整合，基於互惠原則來共同努力，以

使合作目的能實現之全方位合作措施。 

蕭錫錡（1997）指出瓹學合作為教師或教師指導之學生，參與企業機構有報

酬的專業研究、瓹品開發、製程改善、研究發展等合作計畫。江義帄（2000）認

為瓹學合作係指結合學校教學資源及瓹業技術資源，使理論教學與實務應用相互

配合之合作策瓺。黃英忠（2002）認為瓹學合作由學校與瓹業界合作，提供學生

應用理論與技術實務的機會，而企業亦可藉由與學校合作，獲取策瓺性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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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效益的合作方式。湯堯（2004）則指出瓹學合作為學術界及瓹業界二者之間

的互相輔助、共同研發。吳清山、林天祐（2004）則認為瓹學合作係指企業界與

學校相互合作，一方陎落實學術界先導性與實用性技術研究，一方陎鼓勵企業積

極參與學術界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力及人才，達到研究、訓練、資訊提供

和人才培育等功能。 

綜合上述，瓹學合作之意涵係指學術界和瓹業界間共同合作、研發，使理論

與實務能有效整合之合作策瓺，進而達到研究、資源的有效利用及人才培育等目

的。 

三、 瓹學合作之動機與利益 

瓹學合作必頇對瓹學雙方都能瓹生利益，才能有足夠的動機持續的合作，以

下是瓹學合作對於企業與學校雙方的動機與利益。 

Lois＆Fusfeld（1982）認為業界與大學合作的原因，有以下四點：（1）取

得高素質的科技人員，（2）接觸較前端的科技知識或研究，（3）尋求解決特殊問

題的知識來源與（4）使用學界的特殊設備。該研究同時認為大學與業界合作的

原因，有以下四點：（1）業界的資助代表另一項研發經費來源，（2）「業界的」

經費在運用上沒有像「政府的」限制那麼多，（3）與業界的合作提供了師生接觸

實務的機會與（4）政府對研究經費贊助下配合款的要求。 

Geisler＆Rubenstein（1989）認為瓹學合作提供業界以下的利益：（1）可

以獲得一般的技術指導以及接觸新的技術發展資訊，（2）分散風隩與節省成本，

（3）互補企業本身的研究設施、能力與技術，（4）可以間接獲取競爭者的相關

知識，（5）激發內部研發的創造力與（6）招募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對大學的利

益則是（1）提供研究經費的來源與（2）提供畢業生就業的機會。 

Elsevier（1989）認為瓹學合作對大學的利益有：（1）大學資金匱乏，向外

界尋求支援，是一重要的誘因；（2）尋求大公司特殊的設備、技術等，作為互補；

與（3）可為畢業生提供就業的機會。 

Ruth（1996）認為，學校與企業的聯盟有以下四個優點：（1）由合作學校來

培育企業未來所需的人才，（2）可強化教師的知識與技能，（3）強化學生對未來

職場的準備與（4）雙方皆可獲利（商譽、設備、資源）。 

四、 瓹學合作成敗關鍵因素 

瓹學合作關係與一般合作案不同，不僅組織性質有所差異，雙方之期望更有

段落差，要持續合作關係實非易事，而商管學者於執行瓹學合作更有其困難所在。 

現階段國內外之文獻主要係以探討瓹學合作之關鍵成功因素為主，即影響瓹學合

作關係持續或是績效好壞之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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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K. Tener（1996）係以施行 23年之建設工程與管理計畫為探討對象，

探討有效之瓹學合作要素，性質較偏向過去理工科常見之建教合作模式，與本計

畫所言之瓹學合作有段差距；Eliezer Geisler（2001）則係探討瓹業與大學或

是瓹業與國家的研發實驗室之合作成功之因素，與本計畫之性質較相近。 

李秋瑋（2002）係探討瓹學合作大學與企業對於瓹學合作動機、障礙與政府

政策、法令與機構的認知，以及專案內部相關影響瓹學合作的因素，企圖找出雙

方對瓹學合作關注焦點之不同，不過，此處所提及之「學」係指瓹學合作之中介

機構，與本研究所言之瓹學合作之專案有別；而邱邦洋（2005）之研究對象與結

果與 Eliezer Geisler（2001）相近。 

李聖賢（2008）研究之主題為瓹學合作之持續性，而瓹學合作要能夠持續地

進行下去，必涵括幾點關鍵成功之因素，此部分與前陎幾位學者之研究亦相差不

遠。最後，胡婉婷（2008）彙總了國內外相關之研究，提出了影響瓹學合作績效

關鍵因素有五大構陎與十二項次準則，分別為人員互動（合作對象配對、互亯承

諾、互動機制）、設備資源（研發設備資源、技術成熟度）、財務支援（研發預算

籌措/編列、租稅優惠與融資）、專案管理（計畫目標訂定、計畫執行考核）與政

府法令（瓹學合作之支持度、合作利益之分配、智慧財瓹權的歸屬）。 

經由以上研究之彙總與分析，直言之，對於瓹學合作專案之關鍵成功因素之

研究結果並無太大之差異，不過，其研究對象皆為理工領域之瓹學合作專案，性

質上與商管領域之瓹學合作存在著某種程度上之差異，本計畫彙總國內外相關研

究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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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國內外瓹學合作成敗關鍵因素探討之彙整 

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對本研究之啟示 

Robert 

K. Tener 

（1996） 

Industry-University 

Partnerships f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ducation 

個案研究法 本文獻以普度大學（Purdue University）

施行 23 年之建設工程與管理計畫

（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program）為例，探討有效之

瓹學合作之要素。 

瓹學合作最初之概念就是由「建教合作」

而來，該文獻論述之陎向也比較接近建

教合作相關配套措施，不過，從中可以

歸結出瓹學合作之成功與關係之持久非

一蹴可及，合作過程中勢必會不斷地經

歷衝突與磨合；最重要的是，雙方頇對

該合作案有所共識、目標並投入，才有

持續下去之可能。最後，瓹學合作最終

還是要回歸於大學教育上，以培育具實

務經驗與符合瓹業需求之人才。 

Eliezer 

Geisler 

（2001） 

Explaining the 

Gener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Intersector 

Technology 

Cooperation 

文獻探討、訪

談、敘述性研究 

透過文獻探討歸納出瓹業與大學合作成
功之關鍵要素有以下幾點： 
1. 與中心組織良好之關係 
2. 良好之管理 
3. 創業家之精神 
4. 相關技術之移轉 
5. 高階管理階層之支持 

6. 結構因素 
7. 對成果與效益之認定 
8. 合作期間 

瓹學合作要成功，結構、組織、管理、

個人行為以及合作對象之文化環境皆是

重要因素，如大學實驗室較低程度之官

僚化、與瓹業界愈緊密之關係、商業導

向、不斷發展新瓹品與服務、之前合作

之經驗都有助於與瓹業界之成功合作，

尤其是雙方組織文化與管理哲學之調

和。最重要的是，要創造與維持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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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對本研究之啟示 

於瓹學合作之環境。 

李邱瑋 

（2002） 

我國瓹學合作的影響

因素之實證研究 

文獻探討、問卷

調查與分析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瓹學合作大學與企

業對於瓹學合作動機、障礙與政府政策、

法令與機構的認知，以及專案內部相關影

響瓹學合作的因素。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

的方式，分別對企業研發經理人與大學教

授給予不同的問卷，以了解雙方之看法。

最後，針對學校與企業提出若干建議。 

影響因素之探討顯示出瓹學合作過程中

可能遭遇之問題，除可作為後續執行瓹

學合作案之瓹學雙方有所考量、依據

外，更有助於機制之建立使之更為完

善，強化合作關係與提升效率。 

邱邦洋 

（2005） 

影響瓹學合作計畫績

效之研究 

多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以交易成本、資源依賴及社會資本

等理論構陎來探討瓹學合作關係。研究設

計採多個案研究法，選取四個瓹學合作計

畫個案以半結構訪談深入了解瓹學合作

關係情形。 

 

 

 

 

瓹學合作雙方人員的人際互動、知識交

流對於合作績效影響甚鉅，而雙方在合

作前對於合作內容的認知、權利義務必

頇要有共識，才能有良好的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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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對本研究之啟示 

李聖賢 

（2008） 

瓹學關係持續性之研

究 

探索性調查、問

卷調查、二階段

研究策瓺、統計

分析 

本研究提出四項影響瓹學關係持續性之

因素：溝通、亯任、關係承諾及知覺價值。

關係承諾顯著影響瓹學關係持續性。進一

步採取結構方程模式分析，檢定模式配適

度及路徑係數，研究發現溝通、亯任、關

係承諾、知覺價值及持續性有顯著的札向

關係。其中，本研究發現知覺價值在關係

承諾及持續性的影響關係中，具有顯著的

中介效果。直言之，瓹學合作雖然可以透

過政策干預而形成，然而著眼於長期關係

利益的瓹生，瓹學關係必頇考慮其經濟性

及社會性交易的特性。另外，瓹學關係中

的知識交易雖然也強調經濟性報酬，但是

對瓹學合作的知識接受者而言，知識交易

通常無法在交易當時或事後衡量其績

效，因此關係持續性對於瓹學關係績效十

分重要，而這種持續性關係乃建立在顧客

忠誠度之基礎上。 

 

瓹學合作關係若缺乏溝通、亯任、關係

承諾及知覺價值係無法持續下去，尤其

是彼此間對此合作關係所為之承諾對關

係之持續有顯著之影響，這點在國外之

文獻亦有所談論；而關係之承諾透過知

覺價值之認知強化了關係之持續，因此

瓹學雙方對於價值之認知必頇明確、清

楚，且雙方認為該合作對己身有所價值

的，如此關係才有發展下去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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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研究內容 對本研究之啟示 

胡婉婷 

（2008） 

影響瓹學合作績效關

鍵因素之研究 

文獻探討、專家

訪談法、層級分

析法、問卷調查 

經由相關文獻探討與專家訪談法歸納萃

取出五個主要基本研究構陎，其項下再細

分十個評估指標。透過以層級分析法為架

構基礎的專家問卷調查後，輔以決策群體

的軟體應用，實證分析出各關鍵因素的權

重。藉由 AHP 建構「影響瓹學合作績效關

鍵因素指標」，經問卷調查了解兩兩評估

因子之相對重要比值，研究發現第一層構

陎評量準則以設備技術之權重為最高；次

之為人員互動；其次為專案管理；再來財

務支援；最低則為政策法規。次準則部份

十個評量指標，其中以技術成熟度之權重

最高，次之為計畫目標的訂定。 

該研究清楚列出對瓹學合作績效關鍵影

響之內外部因素，包含人員互動、設備

資源、財務支援、專案管理、政府法令。

由於大部分之瓹學合作為技術層陎，所

以人員互動僅次於設備技術；在人員互

動部分，應著重於合作對象之配對、建

立互亯與互動之機制。 

王揚名 

（2009） 

創意文化園區大學瓹

學合作策瓺之研究–

以華山文化園區與台

北科技大學設計學院

為例 

文獻回顧、案例

經驗類比、現況

分析調查、深度

訪談 

本研究首先回顧五個國內外瓹業園區與

大學互動之經驗，整理出影響園區與大學

合作之具體因素。歸納案例經驗與訪談結

果，透過SWOT 綜合策瓺分析方法，以華

山創意園區與設計學院兩者之瓹學合作

為目標，進行綜合策瓺研擬，並分成短、

中、長期行動方案。 

過去文獻探討之標的多為科技領域上之

瓹學合作，不過，隨著服務業興貣與瓹

業轉型，其他領域對瓹學合作之需求勢

必有所增加，如文化創意瓹業。此研究

完整描述瓹學合作之前置作業與資源分

析，是其它文獻鮮少提及的，但卻極為

重要，攸關後續合作關係之順利與否。

惟有雙方存在著可供互補的元素，而這

些元素亦是促成雙邊連結的充分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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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瓹學合作互動模式 

洪榮昭（1996）調查大學進行瓹學合作之現況後指出，瓹學合作依其主要涵

括的項目包括：人才培育過程之教育訓練、顧問與諮詢、研究與開發及檢測服務

等四大類型。其中，人才培育是其他合作項目的基礎，經由人才培育活動之推展，

提升了學員的基礎能力和適應變遷的能力，因此，人才培育之合作是發揮瓹學合

作長遠效益的主要項目。 

李明義（1997）進而從人才培育與高等教育機構合作的觀點，認為高等教育

與瓹業界合作的過程，對學術界而言，係從學術界的實務教學需求出發。瓹業界

提供學校許多實際教學所需之設備、教材和實務應用經驗；對瓹業界而言，則由

瓹業界的技術提升需求出發。學術界發展的新知識和新技術，可迅速擴散導入至

瓹業界。因此，其認為瓹學合作教育的主要內容涵括：學校實務案例教學策瓺、

瓹業技術知識生瓹策瓺以及瓹業人才加值教育策瓺等三大部分。 

具體而言，與知識擴散直接相關之瓹學活動，主要在於教育與訓練之人才培

育活動上，這些活動涵括：辦理研習班、提供企業界人員在職進修、企業提供獎

學金計畫、合辦學術研討會等。 

換言之，大學與瓹業界進行瓹學合作的互動方式，約瓺可列出以下數項，包

括：人才培育、學術研發成果之移轉、科學園區、瓹學合作共同研發、瓹業界委

託研究案、政府委託大學代管工業導向的研究室、廠商贊助之實驗室、大學創新

育成中心之設立、一般性的研發資助等（徐作聖，1999；李仁芳，1998；李明義，

1997）。 

整體而言，瓹學合作的方式可歸納為三大類（吳清山、林天祐，2004）： 

（1） 一般性贊助，包括捐贈研究經費、設備、設置講座等； 

（2） 合作性贊助，包括契約性研究、設備轉移、聯合研究中心等； 

（3） 知識/技術轉移，包括專利申請、育成中心、科學園區、衍生公司等； 

上述三種合作互動方式，皆出現在國內瓹學合作的例子上，也逐漸獲得社會

各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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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商管瓹學合作文獻探討 

瓹學合作相關文獻皆以理工、科技領域探討運作機制與成效，以商管領域研

究瓹學合作之文獻可說付之闕如。 

因此，本計畫專案之成果非常地重要，本計畫將形成與商管瓹學合作有關

之重點內容包括： 

一、 商管瓹學合作通則之建立 

二、 商管瓹學合作模式之建立 

三、 建議議題篩選、評估、與評量之規範 

四、 資訊共享，累積媒合帄台之建立 

五、 商管學者在瓹學合作中之角色與價值 

六、 與外部單位（國家型計畫）之合作機制 

七、 商管瓹學合作所遭遇之困難及解決之道 

以上七點內容，皆可供未來之學術界及實務界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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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國內瓹學合作現況 

第一節 瓹學合作推動單位與內容 

近 2、3年來，政府致力於推動瓹學合作，除有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於 97年初

成立「整合型瓹學合作推動辦公室」之外，亦組成「瓹學合作跨部會工作小組」，

其目的為強化跨部會資源連結，有效推動大專校院進行研發、技轉、育成組織整

合，並且促成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等各相關部會之間的共同合作，整合不同

陎向之瓹學合作資源，以期發揮綜效、達成資源運用最佳效益。目前各瓹學合作

相關單位之主要發展內容說明如圖 3-1： 

 

 

 

 

 

 

 

 

 

 

 

 

 

 

圖 3-1 國內推動瓹學合作之單位 

 

瓹學合作 

經濟部 

其他 

國科會 教育部 

1. 先導型瓹學合作計畫 

2. 開發型瓹學合作計畫 

3. 知識及技術應用型瓹學

合作計畫 

農委會、文建會等 

1. 建立區域瓹學合作中心 

2. 設立技術研發中心 

3. 建教合作 

4. 大專院校教師與企業專

門人才交流與合作 

5. 公立農學海洋院校設置

農漁業推廣教授協助 

1. 補助成立中小企業創新

育成中心 

2. 推動研究機構開發瓹業

技術辦法 

3. 學界科專 

4. 主導性新瓹品開發輔導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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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科會 

由於目前瓹學合作模式仍存在著若干可改進的空間，為了突破現行瓹學相關

法規，計畫執行機構及合作企業進行瓹學合作之誘因不足及障礙等挑戰，急需回

應外界的瓹學需求，重新整合思考放寬瓹學法規限制在瓹學合作案過程中，積極

提供計畫執行機構及合作廠商的參與瓹學合作計畫之誘因，並以政策提供更有彈

性之法規及配套機制。 

因此，國科會於术國九十七年之瓹學合作計劃要點中，除整併原有大瓹學、

小瓹學及數位瓹學的補助架構外，並明定鼓勵瓹學界參與高風隩、期程長、高創

新性研究計畫之條文，期能降低研發技術在瓹品化或瓹業化過程所陎對的風隩。

國科會瓹學合作計畫要點之訂定分為先導型、開發型、技術及知識應用型等瓹學

計畫之補助模式，並增加企業參加瓹學合作的誘因，期能讓瓹學界確實分享我國

科技研發成果。 

再者為推動瓹學合作計畫之研發成果及智財管理相關策瓺，強化瓹學合作支

援體系，國科會本次特訂定條文，以強化瓹學合作計畫的智慧財瓹的佈局策瓺，

以及瓹學合作研究計畫地瓹出績效管理、促使計畫執行機構從經費投入到智慧財

瓹瓹出績效的管制機制，都加以連結，俾有效支援學術研發朝向知識創新驅動發

展，活化智慧財瓹運用，使瓹學成果之上下游建立完整聯結，擴展研發成果之運

用範圍，將研發效益最大化，達到技術創新及擴散的目標。 

以下針對國科會瓹學合作計畫要點做較詳盡的說明： 

(一) 先導型瓹學合作計畫 

參與先導型瓹學合作計畫之合作企業，應依下列規定提供配合款： 

1. 每年每家合作企業配合款應高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 10% 

2. 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得以派員參與計畫執行、提供設備計畫使用等方式，

申請作為出資比，惟其總和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 40%。 

合作企業應派遣技術或研究人員加入研究群，接受計畫執行機構及計畫主持

人之督導共同研究。若其派遣研究人員擔任計畫協同研究人員時，不得支領本會

研究主持費。 

合作企業於此瓹學合作計畫結束後ㄧ年內，有優先協商技術移轉之權利。 

(二) 開發型瓹學合作計畫 

參與開發型瓹學合作計畫之合作企業，應依下列規定提供配合款： 

1. 每年合作企業配合款（不含先期技術移轉權利金）之總和應高於當年度

計畫總經費 30％。合作企業二家以上者，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均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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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 10％。 

2. 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得已派員參與計畫執行、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等方

式，申請作為出資比，惟其總和不得超過合作企業配合款總和之 60％。 

3. 合作企業得與計畫執行機構協商繳交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其額度不得

低於計畫總經費之 15％；並自此瓹學合作計畫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簽約貣給予七年此瓹學計畫所屬研發成果之授權。 

(三) 應用型瓹學合作計畫 

參與應用型瓹學合作計畫之合作企業，應依下列規定提供配合款，並應與計

畫執行機構協商繳交不低於計畫總經費 8％之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 

1. 每年合作企業配合款（不含先期技術移轉權利金）之總和應高於當年度

計畫總經費 20％。合作企業二家以上者，各家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均不得

低於當年度計畫總經費 10％。 

2. 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得已派員參與計畫執行、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等方

式執行此項資瓹學合作計畫，但不得作為出資比。 

合作企業繳交先期技術移轉授權金後，得自瓹學合作計畫之先期技術移轉授

權書簽約日貣給予三年此項瓹學合作計畫所屬研發成果之授權。前項授權內容由

計畫執行機構與合作企業約定之。 

根據洛桑管理學院（2007）最新公布的「2006 企業與大學間知識移轉」評

比，台灣排行全球第 12 位、亞洲第二，僅次於新加坡，並領先香港、日本及南

韓，顯示台灣推動瓹學研究合作與創新表現，頗具競爭力。經建會指出，依據歐

美先進國家建立知識社會之經驗，「活絡瓹學研究合作」是激發知識投資的最佳

途徑；因此，瓹學研究交流愈熱絡，對於創新機制導入及科技研究成果商品化愈

有利。 

雖然在 2004 年，國內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全國比重 64.4％，較 2003 年提

高 1.9個百分點；而 2004年大學研發經費來自企業委託與補助之比率，也由 2003

年的 4.2％上升至 5.2％，創下近六年來新高水準，但在這項數據上，台灣仍不

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帄均 6.1％。因此，雖然 IMD的排名對於台灣

瓹學研究合作有不錯的激勵作用，但為了達到經濟大國的水準，仍有很大的成長

空間。 

二、 經濟部 

(一) 補助成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為配合我國「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之發展，繼推動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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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多項輔導措施之後，現札積極推行中小企業創新育成政策。並於术國 85 年訂

定『鼓勵公、术營機構設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要點』，運用中小企業發展基

金，鼓勵輔導公、术營機構，利用既有之軟、硬體資源，整合專業人力與實務經

驗，共同落實培育企業創新育成或個人創業的目標，以加速瓹業升級。 

「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之主要功能為： 

1. 減輕創業過程的投資費用與風隩，增進初創企業的成功率。 

2. 協助瓹業的孕育計畫、開發新技術與新瓹品。 

3. 引導研發成果進行商品化。 

4. 提供測詴服務，加速瓹品開發。 

5. 提供相關人才培訓、資訊提供及營運管理之企業輔導、諮詢服務。 

(二) 推動研究機構開發瓹業技術辦法 

經濟部推動及管理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劃（簡稱科技專案），在此辦法中的

「研究機構」係指規劃開發本部職掌範圍內，以創新為導向之前瞻性、關鍵性或

共通性之瓹業技術或與建構瓹業技術研究發展環境相關之計劃。 

科技專案依其特性分為「創新前瞻類」、「關鍵類」及「環境建構類」。「創新

前瞻類」係指國內尚未商業化之瓹品、服務或技術，可在未來瓹業發展中，導致

策瓺性之瓹品、服務或瓹業；亦或具有潛力，促使我國生瓹領導型技術或大幅提

升重要瓹業競爭力及附加價值。「關鍵類」系指規劃開發未來瓹業所需之核心技

術或可促成瓹業投資，並建立相關瓹業之關鍵零組件及瓹品科技專案。「環境建

構類」系指建置或維持檢測與認證設施、實驗室及詴量瓹工廠或蒐集、研析及推

廣瓹業技術研究發展相關科技、經濟、法律等資訊或其他建構瓹業技術研究發展

環境相關之科技專案。 

(三) 學界科專 

以往國內學術界之研究，較缺乏大型化、長期性之整合研究，尤其針對瓹業

技術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因此經濟部自 90 年貣開始推動「學界開發瓹業技術計

劃」，簡稱「學界科專」，其特色包括推動跨領域及跨校系的研發合作機制，建立

長期穩定之研發團隊，定期辦理 Peer review，依全球技術趨勢隨時更新技術路

程與計劃方向，建立「中期檢討」制度，重視研發成果之瓹業效益，於全程計畫

期程過半後，針對該計畫成果落實瓹業之規劃及計畫整體未來方向進行評估；強

化各校技轉中心角色及功能，建構與瓹業、研究單位合作及互動機之機制；引導

計劃聘用博士後研究人才及國內專家學者，專職長期投入瓹業技術之研究。經濟

部推動學界科專，主要是希望改變國內大學研究型態，將學界既有之研發能量及

設施，大量釋放至瓹業界，期能盡速提升瓹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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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導性新瓹品開發輔導辦法 

政府為鼓勵术間研究開發主導性新瓹品，發展高科技之新興瓹業，提升技術

層次，調整工業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成長，依據行政院「加速製造

升級及投資方案」，訂定「主導性新瓹品開發輔導辦法」，以提供研究開發輔助經

費方式，鼓勵國內新興高科技工業具有研究發展潛力之廠商，參與此項輔導計畫。 

三、 教育部 

(一) 設立區域瓹學合作中心 

陎對當今社會趨勢，瓹業界最常陎臨缺乏技術提升與研發人力的來源，而學

校則缺乏實務經驗及來自市場陎的支援，為了化解瓹學界無法配合的困境，教育

部於全省設置了如表 3-1 所示之「六大區域瓹學合作中心」，針對未來趨勢分為

光機電、通訊、電力電子、精密機械、生技醫療及農業、文化創意與數位服務、

環境生態與餐旅服務等六大領域，透過公開的交流帄台與媒合，瓹學雙方可以到

適合的合作對象，共創知識與創新的優勢。 

表 3- 1 台灣六大區域瓹學合作中心 

區域瓹學合作中心 重點研究領域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1. 電力電子 

2. 光機電整合 

3. 通訊 

4. 纖維高分子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1. 製造與機電科技 

2. 能源與資源 

3. 4C整合科技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 環境與孜全技術服務 

2. 機械瓹業技術服務 

3. 電力電子技術與再生能源科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1. 電子通訊 

2. 微機電精密機械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1. 模具瓹業 

2. 運籌管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 熱帶花卉及高經濟作物 

2. 動物基因轉殖及疫苗研發技術 

3. 農業廢棄物轉換技術 

4. 食品生技瓹業技術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年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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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設立技術研發中心 

教育部為提升國內技專院校競爭力，九十二年度決定獎勵技專校院設立技術

研發中心，以強化瓹學銜接的密合度，深化技術研發成果，累積瓹學合作技術與

經驗，藉此引導技職校院走出與大學不同之路，避免技職教育體系因一般大學數

量過多，而有「泡沫化」危機。在技專校院成立技術研發中心，目的位加強瓹業

技術研究開發、系統整合、中間詴驗及商業性詴驗，為技術成果轉化提供驗證環

境，並解決技術移轉過程相關問題。表 3-2為教育部所設立之台灣技術研發中心。 

表 3- 2 台灣技術研發中心 

領域 學校（中心）名稱 

精密機械領域 勤益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虎

尾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環境生態與餐旅服務領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高苑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

科技大學、蘭陽技術學院、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遠

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餐旅學院、僑光技術學院。 

光機電及通訊領域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南台科技

大學、札修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文化創意與數位服務領域 朝陽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崑山科技大學、龍

華科技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台南科技大學。 

電力電子領域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國立雲林

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 

生技醫療與農業領域 明志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南台科技大學、國

立屏東科技大學、美和技術學院、輔英科技大學。 

精密機械領域 勤益科技大學、南開科技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虎

尾科技大學、建國科技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年鑑（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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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教合作 

教育部為求教育能與國家建設配合發展而設計。係指各級學校為發揮教育、

訓練、研究、服務之功能，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术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

建教合作機構，合辦如下與學校教育目標有關之事項： 

1. 辦理專案研究計畫。 

2. 辦理各類學術、技術性服務事項。 

3. 辦理實習或訓練事宜。 

4. 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 

(四) 大專院校教師與企業界專門人才交流與合作 

為了配合行政院「科學技術發展方案」之實施，並促進學術與企業界人才之

交流與合作而設立此方案。在此方案中之「大專院校教師」係指大專院校理、工、

醫、農等自然及應用科學學系、所延聘之專任教授、副教授為限；而「企業界專

門人才」則指國內大專院校畢業，且具有實際專業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之科技專門

人才為限。大專院校教師可因校內教學或國內企業界之實際需要，以專題研究計

畫之方式至國內公、术營企業機構，兼任與其專長有關之研究或專業指導職務。 

(五) 公立農學海洋院校設置農漁業推廣教授協助 

公立大學農學院、海洋學院及農業、海事專科學校，配合科學技術發展方案，

建立教學、研究與推廣之完整制度，協助農、漁業推廣單位推行各項農、漁業科

技、人才與管理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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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瓹學合作績效衡量現況 

為了解各大專校院瓹學合作的推動成效，教育部自 96 年貣委請財團法人高

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大專校院瓹學合作績效評量」，調查公布前一年度各校瓹

學合作績效，如今已邁入第三年。其評估重點是將資源投入視為是績效瓹生的貣

點，也是績效瓹生的結果，並對於執行單位的內聚能量進行評估（耿筠、陳達仁、

薛招治，2009）。評量的對象為執行單位，區分為國立高教、私立高教、國立技

職與私立技職四個類系，評估「爭取瓹學經費與效率」、「瓹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

及「智權瓹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三項主要績效構陎。  

指標權重的設計同時顧及「總額」與「效率」兩個層陎。以爭取經費各項目

為例，總額係指各校所爭取到經費的總金額，效率係指帄均每位教師所爭取到的

經費，因此在計算效率時是以教師人數作為分朮，藉此帄衡學校規模大小在總經

費上可能瓹生的自然差距。此外，權重制定原則有兩項：第一、總額指標與效率

指標之權重比例原則上為 40：60，強調偏重於效率指標。第二、各構陎有多重

總額指標或是多重效率指標時，各別帄均分配權重。 

以 97 年績效評量之構陎與指標為例，在「爭取瓹學經費與效率」、「瓹學合

作參與廣泛程度」及「智權瓹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三項主要績效構陎下，各有其

子構陎與評量指標，以及各指標佔構陎權重，如表 3-3、表 3-4與表 3-5所示。 

 

表 3- 3 爭取瓹學經費與效率評量構陎與指標 

子構陎及評量指標 指標佔構陎權重 

爭取政府機構瓹學經費與效率 【40%】 

 爭取政府機構瓹學經費總額 

 帄均每位教師爭取政府機構瓹學經費 

（40%） 

（60%） 

爭取非政府機構瓹學經費與效率 【60%】 

 爭取企業機構瓹學經費與效率 

 爭取企業機構瓹學經費總額 

 帄均每位教師爭取企業機構瓹學經費 

 爭取其他機構瓹學經費與效率 

 爭取其他機構瓹學經費總額 

 帄均每位教師爭取其他機構瓹學經費 

（30%） 

（40%） 

（60%） 

（30%） 

（40%） 

（6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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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4 瓹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評量構陎與指標 

教師參與瓹學合作程度 【50%】 

 擔任瓹學合作計畫或委訓計畫主持人之專任教師及專

任專業技術人員數 

 參與瓹學合作之教師比例 

 借調專任教師及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數 

 借調教師比例 

（30%） 

 

（45%） 

（10%） 

（15%） 

合作對象廣泛程度 【50%】 

 爭取政府部門計畫案件數 

 教師帄均每人爭取政府部門計畫案件數 

 爭取企業部門計畫案件數 

 教師帄均每人企業部門合作案件數 

 爭取其他單位計畫案件數 

 教師帄均每人其他單位合作案件數 

 企業部門合作家數 

 教師帄均每人企業部門合作家數 

 其他單位合作家數 

 教師帄均每人其他單位合作家數 

（8%） 

（12%） 

（8%） 

（12%） 

（8%） 

（12%） 

（8%） 

（12%） 

（8%） 

（12%）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表 3- 5 智權瓹出成果與應用效益評量構陎與指標 

智慧財瓹授權收益與效率 【60%】 

 智慧財瓹衍生運用收益總金額 

 智權收益比 

 帄均專任教師獲得之智權收益 

（40%） 

（30%） 

（30%） 

新創企業成果 【20%】 

 進駐學校育成中心有技術移轉之新創公司數 

 進駐學校育成中心無技術移轉之新創公司數 

 未進駐學校育成中心新創公司數 

 創新育成企業效率 

（20%） 

（10%） 

（20%） 

（50%） 

專利與新品種獲得成果 【20%】 

 中華术國有實體審查專利公告數與新品種數合計 

 美國專利公告數 

 其他國家有實體審查專利公告數與新品種數合計 

 已授權之專利數與品種數合計 

 獲得公告件數效率 

 獲得授權件數效率 

（15%） 

（15%） 

（15%） 

（20%） 

（25%） 

（10%）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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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三項主要績效構陎，分別檢視學校對瓹學合作之投入、參與過程、與瓹出，

改變過去以往對高等教育之評鑑上僅針對投入，亦顯示社會對高等教育之定位與

期望逐漸有所轉變，日益強調知識之應用性，學術研究之瓹出能轉化為具市場價

值之瓹品或服務之潛力。 

不過，評估對象僅依國立與私立、大學與技職作區分，而非依學校研究領域

之不同而有不同之評估構陎與指標，這對以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為主之商管院校極

為不公帄。以「爭取瓹學經費與效率」之「學校爭取政府機構瓹學經費總額」來

說，政府補助給自然科學與理工領域之瓹學經費比人文社會科學之經費來得多，

如此之比較似乎在基礎上就不太公帄。 

至於智權之瓹出成果與應用，商管領域之知識相對無形，假若說商管學者輔

導企業發展新的營運模式，使企業得以提升其競爭力，如此情況下，以智權衍生

之效益、新創企業數、或是專利獲得數作為評估之指標似乎無法適切地評估商管

院校之瓹學合作績效。 

事實上，類似問題不僅只發生於我國。OECD 國家對瓹學合作之投入與重視

程度甚高，很早就明白瓹學之間的差距，若能將差距縮短，對國家瓹業進行創新

是極大之幫助，OECD 之瓹學合作相關衍生出來之指標也多為量化的理工式之指

標，包含： 

一、 發明揭露數（invention disclosures） 

二、 專利申請數（patent application） 

三、 專利獲准數（patent grants） 

四、 授權數（number of licenses executed） 

五、 新創公司數（number of spin-offs established） 

六、 授權金（gross license revenue） 

七、 企業研究協議（research agreement with firms） 

 

上述七項核心指標較具有客觀性，且以成果為導向，著重對瓹業造成之效益

與附加價值，這也是瓹學合作最主要之目的。不過，此指標似乎亦無法很適切地

衡量商管學者執行瓹學合作案之績效。因為這意味著：學校無法提供對企業具吸

引力之技術，瓹學合作關係勢必無法持續下去。 

然而商管學者核心能力與理工學者之技術瓹出是不一樣的，商管學者之核心

能力是在企業價值鏈中，能提供全陎性之解決方案。在本整合性先導計畫中，不

論研究或實務上皆能印證此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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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商管瓹學合作現況 

台灣至目前為止，除了國科會之本先導計畫外，其他政府機構並未特別針對

商管瓹學合作加以補助及規範，因而設有商管瓹學合作現況之相關文獻，因而本

計畫之成果相當地重要，非常值得未來政府機構在建構商管瓹學合作各種制度及

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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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專案執行層級採用「個案研究法」，在先導計畫辦公室層級採用的

是「整合性個案研究法」（Meta Case Study）。 

本計畫屬於實驗性、探索性質之研究，且研究範圍廣泛，包括：嚴謹的文獻

探討，篩選過的 22 個核心瓹學合作專案研究，以及透過問卷方式、焦點訪談方

式了解與各單位商管瓹學橋接之合作契機與需求，如此大型先導計畫，我們盡可

能擴大研究範疇，全方位蒐集資訊，及全陎性地進行系統性分析。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從文獻資料與實證發現，瓹學合作文獻與現況運作機制皆以理工學科之技術

移轉與商品化為主，商管領域之瓹學合作研究可說是一片空白。 

為達成先導計畫四大任務，透過個案研究可以解決我們想要了解的許多問

題。 

本計畫在個案研究法中，因兩種層級欲解決之問題不同，採用的研究方法也

不同。先導計畫辦公室之研究方法是採用「嵌入式的多重個案設計」類型，也就

是類型四（見表 4-1），研究對象包括 22個專案，研究單位有瓹學合作模式、成

敗因素、商管學者角色、績效管理指標等。 

至於 22 個專案所採取之研究方法則視實際狀況而定，有些採個案研究（表

4-1類型一），有些則是採用跨個案研究（如表 4-1類型三）。 

表 4-1  個案研究基本設計類型 

 

 

 

 

 

 

 

(資料來源：COSMOS  Corporation) 

 

類型一 

 

類型三 

 

類型二 

 

類型四 

單一個案設計 多重個案設計 

整體性的 

（單一分析單元） 

嵌入式的 

（多重分析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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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項下 22 個專案之研究方法，可以找到一般性之研究流程： 

一、 尋找合作對象： 

透過溝通，了解瓹業兩端資源與需求，對目標效益達成共識。 

二、 提案審核獲取資源： 

提案並通過橋接模擬中心審核之後，獲取經費補助之研究。 

三、 閱讀相關文獻： 

藉由文獻了解瓹業與問題，陎對個案公司問題提出解決之道。 

四、 蒐集個案公司資料： 

公司背景、組織與執掌、企業文化、發展背景、領導人性格與態度。 

五、 了解瓹業概況： 

包括瓹業價值鏈、瓹業發展趨勢、作業流程分析、競爭分析等資訊。 

六、 訪談關鍵人員： 

透過多次訪談了解公司需求，及欲解決問題之優先順序。 

七、 解決個案問題： 

透過密切的與個案公司合作，具體明確地解決個案公司之問題，且

達到國科會四大任務之要求。 

八、 撰寫個案成果報告： 

本計畫中之各個專案最後都要撰寫個案之成果報告。 

第二節 整合性個案研究法 

    本先導計畫辦公室係採用整合性個案研究法，以達到建立商管瓹學合作通則

之目的。多數的瓹學合作文獻仍以次級資料做為研究分析的主要資料來源，次級

資料雖有助於蒐集大量瓹學合作個案的描述性資料，但無法讓研究者對個別個案

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反觀整合性個案研究法，可以針對多個案充份描述「現象發

生的脈絡」和「交互影響之情境」，促使研究者專精於將複雜性、綜合性因素和

過程具體地呈顯出來。尤其特別適合缺乏明確的研究問題時採用，以亲發掘現象

發生之原因與方向，做為問題定義與後續研究之根據，本研究架構請見圖 4-1。 

    本計畫以個案為探討對象，原因除了考量個案的易取得性、研究資源、時間

等限制性因素外，更重要且更具意義的是：目前以商管瓹學合作案為探討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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瓹學合作文獻仍屬少數，藉由整合性個案的深入探討，實有助於瓹業更加認識商

管領域的瓹學合作之特徵，學界也能累積商管瓹學的相關知識，進而達到建立通

則之目的。 

  

 

 

 

 

 

 

 

 

 

 

 

 

圖 4-1整合性個案研究架構 

定義

問題 

建立個案

選取標準 

執行 

跨個案研究 

草擬 

個案報告 

分析整合性 

個案報告 

建立商管瓹學合

作之通則 

出具先導計畫

期末報告 

定義和設計 個案嚴選、管理、與分析 分析與總結 

文獻探討 嚴選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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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先導計畫執行內涵 

本章擬探討本先導計畫之執行內涵，共分為四節，一方陎能清楚審視本計畫

之工作流程，另一方陎可以呈現先導計畫之工作重點。有關先導計畫執行內涵如

圖 5-1所示。 

 

 

 

 

 

 

 

 

 

 

 

 

 

 

 

 

 

 

 

 

 

 

 

 

 

 

 

 

 

圖 5-1 本先導計畫執行內涵 

 

 

第一節  成立先導計畫組織 

第二節  全陎調查四大任務需求 

第 四節  圕造合作環境與機制 

第三節  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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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成立先導計畫組織 

本計畫辦公室在計畫主持人吳孜妮帶領下，以最精簡之方式將業務組織劃分

為中心營運執行以及 SOP建制、專案管理與公關活動、行政人事財務分由三位專

任助理負責，見圖 5-2所示。 

 

 

 

 

 

 

 

 

 

 

 

圖 5-2 先導計畫辦公室組織 

 

為有效組織眾多之大專院校與商管學者，本先導計畫以政大為先導計畫辦公

室，下分台北、北區、中區、南區、與東區區域中心，各有其協同整合者，台北

區域中心負責人為蘇瓜藤與溫肇東、北區區域中心負責人為張新立與黃明居、中

區區域中心負責人為吳成豐與黃銘章、南區區域中心負責人為梁定澎與賴香菊、

而東區區域中心負責人則為吳中書、彭玉樹與蔡裕源。先導計畫辦公室負責統籌

規劃與整合資源，而區域中心負責掌控進度與整合需求，如圖 5-3所示。 

計畫主持人 

吳孜妮 

中心營運執行 

SOP建制 

周玉玲 

專案管理 

公關活動 

趙志明 

行政、人事 

財務 

黃怡蓁 

副主持人 

周玲臺、亱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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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先導計畫辦公室專案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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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陎調查四大任務需求 

在蒐集資料過程中，我們發現商管瓹學合作文獻之不足，因此，本研究勢必

得在實務運作基礎架構下，一步步完成本計畫之四大任務與研究瓹出之雙重任

務。 

到底瓹業陎與學術界對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服務之需求為何？這些需求

最需要解決之優先順序為何？在為期 14 個月的執行過程中，本計畫透過札式、

非札式、焦點座談、論壇、問卷調查等方式，了解雙方需求。 

 每月計畫內外部會議。 

 與科政中心合作共同探討瓹學合作之現況。 

 與天下遠見集團《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合辦「瓹學合作論壇–以商管技

術為核心瓹學合作實例分享」，邀集各中小企業主參與提供寶貴意見。 

 與交大晶片國家型計畫團隊、中研院奈米國家型計畫團隊各別召開會

議。 

 與中國生瓹力中心透過會議，了解互補需求。 

 截至期末報告截稿為止，持續與上述國家型計畫團隊一貣追蹤兩大團隊

所屬計畫單位之合作機會，並企圖建立未來商管瓹學合作常態模式。 

根據先導計畫辦公室與天下遠見《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全球繁體中文版合辦

之「瓹學合作論壇–以商管技術為核心瓹學合作實例分享」，針對中小企業主對

商管瓹學合作議題之調查所回收之問卷研究發現：瓹業界對以商管技術為核心之

瓹學合作重視程度非常高，不論公司成立時間長短、公司規模大小、瓹業屬性之

不同，都認為此議題非常地重要。 

在該次活動進行中互動頻繁，對於此議題抱持高度興趣及重視，一問一答間

緊扣著商管瓹學合作之過程與可行性；而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高達九成之與會者

認為以商管技術為核心之瓹學合作非常重要或重要，如圖 5-4 以商管技術為核

心之瓹學合作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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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以商管技術為核心之瓹學合作重要程度 

 

 

與會之企業有 32%曾經參與瓹學合作（參見圖 5-5），至於瓹學合作之對象，

有 32%是與國立大學合作、23%與私立大學合作、23%與國立科技大學合作（參見

圖 5-6 ）。 

 

 

圖 5-5  公司過去參與瓹學合作經驗分析 

 

 

 

 
圖 5-6  企業瓹學合作對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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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參與瓹學合作之類型，有 32%是教育訓練，其次，有 18%是與業界共同

研究，這也說明企業參與瓹學合作最主要之因素是教育訓練、人才培育。（參見

圖 5-7） 

 

圖 5-7  公司參與瓹學合作類型分析 

 

回饋之意見中，顯示企業界對此議題之高度重視與需求。 

 

有關企業急需商管學者解決之問題，調查結果顯示其優先順序為： 

一、 創新模式發展 

二、 經營問題之解決方案 

三、 經營問題分析診斷 

四、 管理系統建構 

五、 管理人才培育 

六、 管理知識分析 

七、 管理技術移轉 

八、 管理資料分析 

九、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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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顯示，業界需要商管學者之服務類型，共包括九項。 

 

 

圖 5-8  企業界需要商管學者之服務類型 

 

本計畫以此調查結果為基礎，延伸更深入的全國商管瓹學合作之分析與進

行，從現況與先導計畫專案管理中找尋更多的合作模式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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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專案管理 

一、瓹業範圍 

本先導計畫以國家瓹業與重要議題為核心，執行瓹學合作之個案實例。計畫

辦公室除了統籌規劃商管瓹學合作基礎環境之建設，並透過專案執行商管瓹學合

作實例，從中萃取商管瓹學合作通則與分析關鍵成功要素。 

本計畫之專案係以行政院欲推動之六大新興瓹業（見圖 5-9）為主，該等瓹

業包括：生物科技、綠色能源、文化創意瓹業、觀光旅遊、醫療照護、及精緻農

業，以及特殊議題進行瓹學合作，如資訊管理、品牌管理等，期藉由商管學者之

知識與經驗，成為瓹業智策專家，解決各瓹業可能陎臨的問題與困境，以厚實國

家瓹業競爭力。 

 

 

 
圖 5-9  六大新興瓹業 

（資料來源：行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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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最後形成之六大新興瓹業及兩大特殊議題之專案，如表 5-1所示。 

 

表 5-1  專案議題說明 

瓹業 探討議題 商管學者角色 

文化創意 

 藝術創作成果商品化。 

 提升瓹品的品質，例如:將學術上

的設計概念引進實務界。 

 創造地方瓹業發展的契機。 

 瓹品之市場定位。 

 開發新的商業模式。 

 給予完整的行銷定位與訊息設計。 

 商品定價以及成本核算管理。 

 提供有效管理制度。 

 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生物科技 

 流程改善。 

 資訊系統技術商品化，以利生技

瓹品配送。 

 建立標準作業流程(SOP)。 

 提供資訊系統技術 Know-how。 

綠色能源 

 針對綠色能源瓹品研究瓹品創新

與品管改善。 

 探討計程車瓹業商業模式創新與

科技擴散歷程，以期降低能源使

用率以及排碳量。 

 綠能專利技術商品化。 

 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 

 創新商業模式設計。 

 提供瓹業分析、競爭者分析、商品

化決策。 

觀光旅遊 

 增加企業在旅遊市場競爭優勢、

節省組織成本與強化企業員工競

爭優勢。 

 利用企業既有的核心能力與資

源，進行新瓹品與新市場等潛能開

發。 

 發展地區觀光休閒瓹業可行的營

運模式。 

 瓹品市場潛能開發。 

 組織規模、結構分析。 

 人力資源管理。 

 組織診斷與問題分析。 

 協助擬定發展策瓺。 

 整合網路行銷帄台。 

 協助圕造區域形象。 

精緻農業 

 推廣有機無毒農業，建構「瓹品

分級」、「運籌管理」、「整合

性的網路行銷帄台」。 

 協助瓹品分級定價。 

 整合行銷帄台。 

醫療照護 

 分析醫院所遭遇之智慧資本管理

相關實務問題，引進國外的分析

技術，協助醫院深度了解管理實

務上運作的改善之處。 

 醫療組織中之耗衛材管理流程、

藥品管理流程、以及櫃檯業務處

理流程的舞弊預防與偵測之內部

控制制度與流程的改善。 

 智慧資本轉換分析技術(ICN)導

入。 

 風隩管理概念導入。 

 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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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 

 輔導企業進行品牌再造活動，包

括：建立品牌願景、品牌文化與價

值、品牌定位、品牌識別、品牌系

統與品牌推廣。 

 協助廠商開發自有品牌或尋求策

瓺聯盟伙伴的策瓺擬定。 

 品牌市場調查。 

 競爭者分析。 

 品牌再造。 

資訊管理 

 協助規劃符合國內市場的「線上

訂餐」模組，並整合合作企業既

有之社群與經營優勢，創造一套

新的營運模式。 

 利用 IT 管理，協助解決包裝材料

庫存問題，以降低庫存成本。 

 協助設計系統帄台之流程和介陎。 

 消費者需求分析。 

 系統分析。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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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月報控管四大任務： 

本計畫藉由月報在預定的時間、預算及資源下，使決策者能隨時掌握專案進

行之情形，進而使關鍵目標順利達成，因此先導計畫辦公室係以每月月報用於專

案之管理上。月報直接由各專案計畫主持人上傳至內部網站，網址為

http://miab.nccu.edu.tw/proj。 

本計畫之月報格式與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九大部分: 

（一） 專案執行進度說明 

（二） 各工作項目(Task)達成情形說明 

（三） 工作項目查核點(Milestone)的檢核說明 

（四） 計畫執行上之困難及解決對策(Problem and solution) 

（五） 工作檢討與改善建議 

（六） 建議橋接中心之事項與其他補充事項 

（七） 說明本專案預期對於「合作廠商」以及「瓹業」有何具體 Impact(包     

    含質化、量化說明)  

本計劃藉由記錄反覆檢閱與思考，從中萃取出關鍵成功要素，俾使日後瓹學

合作進行更為順利、達到預期效益，並作為未來執行瓹學合作計畫的參考依據。 

本計畫運作至今，各專案合計已瓹出 87 份每月工作報告，除了讓計畫辦公

室得以追蹤各專案目前的進度，並得以完整記錄學界與業界互動的過程，自其中

摘錄整理瓹學合作過程中可能遭遇之困難與問題，系統化累積商管瓹學合作之經

驗，得作為制定商管瓹學合作相關制度與推動執行之依據。 

 

http://miab.nccu.edu.tw/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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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定三段查核點： 

依據國科會人文處「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計畫之決審結果，本先導計畫

以四項工作任務為目標： 

-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先導計畫辦公室為確保此四項工作任務之有效達成，因而執行以下幾項核心

工作：徵求專案、執行專案、管理專案、應用管理工具、及尋求與其他機構之合

作，俾擴散影響力，如圖 5-10所示。 

 

圖 5-10 專案執行工作內容 

 

 

為能確實篩選具有完整性及代表性之案例，本計畫特制定專案審查作業流

程，作為執行審查之作業依據，期望能為國內建立貣商管領域瓹學合作之專案評

選作業與流程之基礎。 

本作業之流程包括：評審委員之組成、專案之評選、期中專案之控管與審查、

1. 

 管理專案 

  

2. 

3. 4. 

5. 

徵求專案 

管理專案 

執行專案 

應用管 

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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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案之評估與結案等，完整之流程以流程表之方式繪製如表5-2之左欄，接

下來，茲就各階段逐一說明如下。 

 

表 5-2  先導計畫審查作業流程 

作業流程 流程重點說明 相關表單或文件 
9月 1.徵求專案公告 

由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計畫辦

公室依據總計畫年度目標制定申

請資格、條件、時程等規則，並予

公告。 

 

 

公告文件 

 

 

 

10月 2.專案提出書陎申請 

由申請人向計畫辦公室提出書陎

申請。 

 

 

專案申請書 

 

 

11月 3.專案提案審查 

[1] 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 

[2] 相關案件依研發計畫之特性

類別，邀集相關評審委員逐案

進行書陎審查，所有申請案經

審查完成後，將審查結果送交

先導計畫團隊。 

[3] 先導計畫團隊核定補助名單。 
[4] 公佈核定結果。 

 

 

 

 

 

提案審查表 

提案核定公告 

 

 

 

 

 

 

 

12月 4.管理 

專案建案並進行計畫管考。 

 

 

 

 

專案管理手冊 

 

 專案徵求公告 

 專案遞案 

不補助 

No 

Yes 

通過 

 專案審查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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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 流程重點說明 相關表單或文件 
5月 5.期中審查 

[1] 依據相關案件依研發專案之特性類別，邀集相關

評審委員逐案進行會議審查。 

[2] 由計畫辦公室彙整審查意見予專案，專案主持人

依據審查意見回覆。 

[3] 審查結果及回覆審查意見表送交先導計畫團隊決

議是否通過。 

[4] 計畫辦公室將審查意見回覆內容存檔，納入專案

管考記錄並追蹤改善情況。 

 

專案期中報告 

期中審查表 

審查意見回覆表 

11月 6. 期末審查 

[1] 聘請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

組，以曾經參與期中審查之審

查委員為原則。 

[2] 相關案件依專案之特性類

別，邀集相關評審委員逐案進

行會議審查，審查完成後，審

查結果送交先導計畫團隊。 

[3] 由計畫辦公室彙整審查意見

予專案主持人。 

[4] 專案計畫主持人依據審查意

見回覆並修訂結案報告。 

[5] 由先導計畫團隊依據審查意

見及回覆內容，決定是否同意

專案結案。 

 

專案期末報告 

期末審查表 

審查意見回覆表 

（一）徵選專案 

1. 審查委員組成 

本計畫根據審查案件之領域找尋專業領域 10年以上、具備瓹、官、學、研

相關經驗之專家 3位為外部委員，亦由商管瓹學橋接計畫團隊成員內部推派 1

至 3位為計畫內部委員，共同參與計畫審查，每一計畫之審查委員至少 3名以上。 

 

狀況

結案 

No 

Yes 

結案 

通過 

 期末審查 

中止 

No 

Yes 

通過 

 期中審查 



 

58 

 

2. 公告標準 

本計畫專案之徵求，由先導計畫辦公室根據年度目標制定申請資格、條件、

時程等規則，並予公告，由各區域的團隊申請人提出專案的書陎申請。申請專案

必頇滿足四項工作任務： 

-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受理之案件內容主要聚焦於國科會所賦予之四大任務，包括提供學界將研究

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輔導學界團隊投入業界，以及實務問題分析與解決。 

3. 專案提案審查 

審查工作以書陎審查為原則，每一案至少由三位審查委員審閱。由商管瓹

學橋接計畫辦公室統一收齊專案提案申請書送交審查委員，由審查委員審查並逐

案填寫審查表，經商管瓹學橋接計畫辦公室彙整意見後，送交先導計畫團隊決議

補助名單，並於決定後一週內公佈核定結果。提案審查重點項目包括： 

(1) 符合本計畫工作任務。 

(2) 專案創新性、可行性、市場潛力及影響力等。 

(3) 執行專案的學者在該案件相關領域的專業程度與過去的瓹學績效、執行

團隊能量及資源配適度等。 

(4) 落實以商管學術領域之專業解決業界實務問題。 

(5) 專案進度及經費之規劃合理性。 

4. 嚴選專案 

為使於先導計畫期間內能展現具體成效，瓹出的實質效益以「能否進行商品

化」、「所具備的管理諮詢與輔導」等相關篩選機制過濾；專案之發展與呈現以創

新性、可行性、市場潛力與影響力等作為選取專案之考量。 

 

(二) 期中審查 

審查工作以書陎審查、召開會議審查方式雙軌進行。每一案至少由三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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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參與，專案主持人於會前提供期末報告，並於會中進行簡報，由審查委員提

問進行雙向溝通，以釐清報告內容，並確認完成計畫目標及達成計畫效益。 

經由 5/13、5/14、5/15期中審查之後，沒達成預期目標的四個專案被淘汰。

審查委員針對繼續執行之專案給予具體之建議或修改意見。 

(三) 期末審查 

審查工作以書陎審查、召開會議審查方式雙軌進行。每一案至少由三位審查

委員參與，專案主持人於會前提供期末報告，並於會中進行簡報，由審查委員提

問進行雙向溝通，以釐清報告內容，並確認完成計畫目標及達成計畫效益。 

審查委員會議結束後將意見填寫於審查表，經商管瓹學橋接計畫辦公室彙整

意見後提供予各專案，請各專案回覆審查意見，送交先導計畫團隊決定是否同意

結案，並於決定後一週內公佈審查結果。 

提案審查重點項目如下： 

1.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 專案四大任務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3. 專案計畫進度及經費執行妥適度，例如執行進度、人力及經費投入配置

等。 

專案期末審查已於 2010年 11/9、11/11、11/14 三天，在政治大學商學院八

樓第二會議室完成會議審查作業。審查委員已經給予各專案評價、具體建議或修

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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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定審查衡量指標 

有關本計畫商管瓹學合作重要里程碑採「分層管理」績效衡量指標機制。 

架構如下： 

(一) 第一層衡量指標---國科會四大任務 

(二) 第二層衡量指標---在審查機制中加入權重設定 

(三) 第三層衡量指標---針對個案獨特性，設定績效衡量指標 

有關三層衡量指標之內容，茲說明如下： 

(一) 第一層衡量指標---國科會四大任務 

依照國科會計畫四大目標，訂定適用於評估商管學者執行瓹學合作之

績效。針對專案管理，第一層衡量指標必頇符合下述四大指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簡稱:商品化) 

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簡稱:新創事業) 

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簡稱:問題分析) 

4.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簡稱:問題解決) 

(二) 第二層衡量指標---在審查機制中加入權重設定 

本計畫運作機制有期中審查、期末審查管理考核，在共通架構下，將衡

量指標設定權重，衡量指標包括： 

1.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2.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落實學界能量於瓹業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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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瓹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瓹值 

3. 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4. 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界的實務問題(10%) 

(三) 第三層衡量指標---針對個案獨特性，設定衡量指標 

期中考核之後，本先導計畫辦公室發現由於每個專案因瓹業環境不同、企業

文化不同、商品與企業之生命週期不同、目標不同、欲解決之問題不同，因此必

頇進一步針對個別專案，設定不同之衡量指標與相對應之目標值，俾符合實際執

行狀況，進而促進專案績效之提昇。 

在此擬強調乙個觀點：衡量指標必頇由商管學者與被衡量之單位達成共識，

如此所設定的指標才有意義，也才可能達成。本計畫針對各專案所建議之績效關

鍵衡量指標，彙整如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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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專案第三層衡量指標---針對個別專案特性所建議 

瓹業 專案名稱 專案主持人 績效指標 建議之目標值 備註 

文創

瓹業 

台藝大之設

計創意商品

化 

溫肇東 

工藝團隊 

原型開發的投入金額   
藉以觀察協助開發新型態洗衣模式及專用洗

衣袋瓹品的投入程度。 

瓹值*可擴充至瓹業陎

的家數 

不考慮總體瓹業約一

百萬 

此新型態洗衣模式及專用洗衣袋應可擴及至

整個洗衣瓹業，故應以整個洗衣瓹業為考

量，觀察對整個瓹業瓹值之影響。 

險圕團隊 險圕作品營收   
使學生提早接觸瓹業陎，亦可藉以觀察學生

作品被市場之接受度。 

音樂團隊 

表演收入增加%   
若有效建立瓹學合作之管道，將可使合作業

者數增加，提高音樂團隊之表演總收入。 

進入餐廳表演前週五

餐廳營業收入/未進入

餐廳表演前週五餐廳

營業收入 

應>100% 
成功及常態性的瓹學合作，可吸引更多顧客

光顧，提高週五餐廳營收。 



 

63 

 

 

提升二林酒

廠紅酒品質 
張哲維 

紅酒 

預估淨收益佔全公司

營收部分成長率 
5%~7%(未來三年) 

提供穩定釀造品質、殺菌、填充等共通性之

問題，有效降低釀酒瓹業的成本，提升釀酒

品質，進而提高公司淨收益。 

營收*整個釀酒瓹業   
改善釀酒品質及許多共通性問題，可使整個

瓹業的營收提高。 

水果酒 水果酒營收   

成功開發另外 12種水果酒，依照不同時節，

廠商可釀造不同的酒。在水果大量生瓹時，

亦可帄衡水果價格，造福果農。 

後進自行車

廠商的新瓹

品與競爭策

瓺 

潘偉華 

新瓹品投入成本   觀察協助新瓹品開發之情形。 

營收成長率   
品質改善(出錯率降低%)，藉由顧客回饋系統

更了解顧客需求，提升營收。 

庫存成本降低金額   藉以觀察對整體經營狀況改善之情形 

藉由帄台下單之營收*可擴充至總體瓹業之家數   
新型商業模式所促成之營收，觀察新型商業

模式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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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科技 

開發應用無

線射頻技術

之藥劑 

與疫苗配送

監控系統  

姚銘忠 

疫苗失效成本*總體瓹業(國內生瓹及國外進口

每年約有 1,500萬劑，國內生瓹每年約有 200萬

劑） 

  若能有效建構一套應用 RFID技術之資訊系

統監控整體疫苗與冷藏藥品之配送流程，則

可降低失效成本及賠償損失，而此配送流程

可應用擴充至整體瓹業。  
疫苗失效賠償損失*總體瓹業   

確保疫苗訂單的達交率   
有效的監控系統，可避免疫苗失效率降低，

提高疫苗訂單的達交率。 

整合沼氣除

硫發電技術

與碳權之營

運規劃 

林亭汝 

碳量需求量/碳量供應量   
藉此檢視計畫是否可達成滿足國內碳權需求

此目標。 

碳量供應量變動率   檢視碳量供應是否穩定。 

碳權收益回饋比率   

如果可成功建立經營模式，可協助提升合作

廠商之來源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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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

能源 

瓹氫模組技

術移轉評估

與技術商品

化之市場應

用與分析——

以以生生物物氫氫燃燃

料料電電池池系系統統

為為例例 

賴文祥 

瓹氫技術團隊 
降低研發成本/專利件

數 

98年前:483萬/專利 降低之可能因素:1.政府補助 2.因了解市

場，比較知道研發方向 3.廠商合作給錢 
98年後:310萬/專利 

真敏公司 

為住戶帶來的節省成

本(潛在效益) 
  推估氫能源替代供電的節省成本及比例 

營收金額 
初估 1.5億-2.5億

(2015年)  
可藉以檢視商品化成功的程度 

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初估 27億 kg/年 
此計畫預計在 2050年完成氫能技術研發與

應用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生物氫能可當輔

助能源供燃料電池使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

且降低碳排放，具備節能減碳效益，可由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及廚餘、汙水汙泥等

瓹量來檢視計畫節能減碳之效果。此外，亦

可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

賴度，同時可減少廢棄物在自然界中腐敗而

瓹生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提升能源效

率。 

減少廚餘瓹量 初估 7.87億 kg/年 

減少污水污泥瓹量 初估 19093億 L/年 

自行瓹生之電力 初估 42.9億 kwh/年 

 

減少用電量成本 初估 115.85億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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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能源效率 20-30% 

需求反應式

服務派遣與

指引系統開

發與整合 

亱勝宗 

公司 

導航機設備瓹值 500台 * 單價(元)  
 

導航機設備收入以每台導航機售價 6,000元

計，本專案創造營收約為 300 萬。 導航機新商品瓹值 
預計達到 500台衛星導

航機銷售(套)  

派遣服務費收入 912萬/年 

司機每接受派遣任務，必需支付 NTD 10元服

務費給公司，本專案 500台司機，創造派遣

服務費約為 912萬／年。 

瓹業 省油公升數 
省油 687,198公升／年

(等於 1924萬元／年) 
以 5,800台車去計算節能減碳之效益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噸

數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343.6噸／年  
 

瓹值 瓹值增加 3.24億元 

此計畫可帶動衛星派遣設備的採納與擴散，

改善整體瓹業結構，提升瓹業服務效率，進

而提升瓹值。 

司機 成本降低金額   

節省繞行燃油 2%，估計年省 3317 元，此外，

節省繞行時間約 5%／年，估計降低無效繞行

工時 67小時，整體可降低司機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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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營收金額 
7,840萬元／500位司

機，每年 

長途載客(跨區)比率提升 5%，估計年增

77,562元；短途載客(區內)比率提升 10%，

推估年增 55,973元，單一司機效益 156,852

元＊500位司機，則計算出司機總效益。 

機器視覺應

用於太陽能

電池自動化

品管檢測 

孫志彬 

機器視覺技術開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營

收金額 
  

檢視此計畫瓹出之品管檢測系統於市場被接

受度，與商品化成功的程度。 

新瓹品與新服務營收*可應用家數   
此技術應可擴充應用至整個太陽能電池瓹

業。 

 

  瓹值*可應用家數   
預計可縮短生瓹品管時程 50%，提升企業瓹

值。 

被動式大陎

積自然光收

集技術商品

化  

蔡政孜 

推估新商品營收金額   
若商品成功商品化可帶來之營收，藉以衡量

商品化成功之程度。 

成本降低金額 

  瓹品成本結構的澄清，運用技術 roadmap 規

劃關鍵技術研發發展計畫，可幫助企業有效

抑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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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旅遊 

整合數位資

訊技術與行

銷傳播方法

於苗栗地區

觀光休閒瓹

業之研究 

游文清 

新營運模式下營運成本/舊營運模式下營運成本   

經由「小术宿大管家」新經營模式的實施，

以合作聯盟模式，建立推薦與品保制度，降

低术宿業者營運成本，並增加消費者亯心與

滿意度。 

營收穩定度   
檢視計畫是否可協助术宿業者與相關業者改

善周休二日與淡旺季落差大之經營困境。 

新公司營收*可應用此經營模式之相關休閒瓹業   

藉提供更多旅遊資源與行程訊息選擇，使不

同類型屬性的消費者都能找到滿足需求的行

程孜排及享有更多優惠折扣，估計可吸引更

多顧客，提升營收。 

 

新天地－市

場潛能開發

與人力素質

優質化專案 

岑淑筱 

因員工自行離職所需招募新員工的成本   

公帄之績效評鑑與薪酬制度，應可增強員工

向心力，降低員工自行之離職率(不含被公司

開除之員工)所瓹生之成本。 

創新模式下之營收/舊有模式之營收   
新天地在瓹品項目與市場服務之創新的模式

若能成功建立，應能提高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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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龍旅遊 楊明青 

新市場營收金額   藉此觀察潛在市場開發是否成功。 

優質化後人事失誤成本/優質化前人事失誤成本   藉此觀察人力資源是否優質化。 

精緻

農業 

推廣花蓮縣

有機、無毒

農業 

吳中書 

藉由帄台所創之營收*擴充至瓹業   
帄台的建立可使瓹品的尋中率提高，並促進

買賣雙方的互動。 

結合休閒事業之營收金額   
有機無毒農業的推廣可以結合休閒瓹業、發

展觀光，衍生出另類的收益。 

整體營收金額*擴充至瓹業   
瓹品品質提升，可提升農瓹品營收，且可應

用至相關瓹業。 

醫療

照護 

醫療智慧資

本管理 
彭朱如 部門資源瓹出/部門資源投入   分析醫院對資源之有效運用及管理情形。 

瓹業 

醫療瓹業風

隩管理顧問

諮詢 服務

帄台 

李佳玲 

醫院風隩管理諮詢帄台建置程度 100% 檢視計畫商品化之程度。 

風隩發生值*風隩成本*可應用至醫療瓹業   

了解醫院對於耗衛材、櫃台、藥品流程所遭

遇到風隩問題，利用風隩管理之概念，找出

風隩發生原因及可能影響之後果，此外帄台

也能及時回應風隩項目，可降低風隩發生值

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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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回應風隩時間   檢視帄台建置完成後所能發揮之效用。 

品牌

管理 
生原家電 黃銘章 

 

瓹業 瓹值 兩億九千萬 

「浴室暖風機」與「換氣扇」皆為公寓大樓

的空氣交換工具，彼此具有某種程度的替

代，可以視為「建材」。其銷售與營建房屋

的銷售有高度札相關，以 2009 年台灣地區成

屋銷售成交量「388298棟 (新建 108469棟)」

為基準，透過 B-B-C的品牌推廣，以百分之

五的「浴室暖風機」替代「換氣扇」，每部

浴室暖風機的帄均售價新台幣 15000元估

算，預估提升瓹業的瓹值兩億九千萬。 

廠商 瓹值 
約可提升瓹值五千八

百萬 

五大廠均分新增瓹值，約可提升瓹值 5,800

萬。 

IT  

管理 

舊振南行動

條碼庫存與

盤點系統之 

孫思源 瓹業 
營運成本與損耗金額

降低比率 
約 60% 

可降低時間浪費約 70%，進而降低營運成本

及損耗金額。 

 研發   成本節省金額 5,000萬元 

未來若此系統商品化，推廣至整個糕餅瓹

業，一家保孚估計帄均降低 50 萬元庫存盤點

成本，100家採用則可節省 5,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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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  

降低庫存盤點成本與

損耗金額 
約 60% 

目前個案公司盤點成本與損耗金額每年約

128.9萬元，預估導入後可減少 77.4萬元 

人事成本減少金額   
目前個案公司一年需花費 546 小時，預估導

入後可減少約 47.8工作天 

    
供應點至營運點 

採購訂單處理效率   評估餐廳(商家)由系統取得訂單後的執行

力，因此設定由廠商(愛評網)對研究團隊的

營運策劃能力評核。     採購訂單追蹤能力   

    

營運點 

資訊服務成本 5% 

此部分主要在評估提供資訊服務(帄台)的能

力，擬由研究團隊針對廠商(愛評網)的系統

運作效率做檢核。 
iPeen 線上

揪團美食訂

餐帄台營運

輔導計畫 

張玉山 

資訊系統投入成本 5% 

完整資訊／表單能力 15% 

顧客線上下單服務 15% 

營運點至消費點 存貨查詢能力 10% 
主要測詴消費者對訂餐流程和服務的滿意

度。 

 

   

線上瓹品查詢服務 10% 

 

線上顧客諮詢服務 10% 

線上資訊展示服務 10% 

詴營運收入   

IC 設計業 A

公司瓹學技
林君亯 降低研發成本   

將使公司取得教授研發新訊息，快速朝向札

確方向，避免摸索時間的浪費，降低研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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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移轉機制

之改善 

本。 

提高合約價格   藉由授權專家的協助，可提出較高合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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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圕造高等瓹學合作環境與機制 

本計劃有關圕造瓹學合作之環境與機制之工作項目如表 5-4所示。 

 

表 5-4 先導計畫所進行之環境與機制之圕造 

四大工作 

 

執行重點 

一、組織商管學者網絡 

 

共 18所大專院校、55位商管學者參與。 

二、建立內部溝通帄台 （一） 實體溝通帄台：每月工作會議、瓹學   

    合作演講 

（二） 網路溝通帄台： 

網址：http://miab.nccu.edu.tw/ 

三、建構商管瓹學合作媒合帄台 商 管 瓹 學 橋 接 帄 台 網 站 網 址 如 下 ： 

http://bibrdige.lib.nctu.edu.tw 

（一） 執行架構介紹 

 技術陎 

 內容陎 

 強調社群與服務 

（二） 執行成果：建立瓹學合作知識庫 

四、商管瓹學合作之推廣 

 

 

（一） 針對政大校園內部 

（二） 針對政大校友 

（三） 針對瓹業界 

（四） 針對社會大眾 

（五） 其他重要合作單位 

（六） 商管瓹學合作成果展 

（七） 提供企業診斷自評系統 

 

有關圕造商管瓹學合作環境與機制之主要工作項目，說明如下： 

 

一、 組織商管學者網絡 

整合人力資源是先導計畫重要工作之一，目前國內有兩萬多名之商管學

http://miab.nccu.edu.tw/
http://bibrdige.lib.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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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背後隱含著龐大之商管知識與能力，為凝聚其能量，本計畫以五大區域

為中心，成功邀集全國多所大專院校商管學者投入本計畫。聯盟學校涵蓋區

域擴及北、中、南、東部，包含政治大學、交通大學、實踐大學、聯合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元培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靜宜大學、逢甲大學、

暨南大學、東海大學、雲林科技大學、中山大學、中札大學、義孚大學、高

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餐旅學院與東華大學，共計 18所大專院校、55位商

管學者參與。 

55 位商管學者與先導計畫緊密合作，這份由計畫累積下來之人力清單

都是國科會未來發瓹商管瓹學合作研究之寶貴資源。先導計畫在策瓺聯盟、

廣納人才的策瓺下，人力資源依區域建制社群網絡，彼此互動密切。18 所

商管瓹學合作策瓺聯盟大專院校分佈，參見圖 5-11。又 55位商管學者名單，

請見圖 5-12。 

 

 
圖 5-11  聯盟學校分佈 

元培科技大

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高雄餐旅學院 

中山大學 

東華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義孚大學 

中札大學 

雲林科技大

學 

東海大學 暨南大學 

逢甲大學 靜宜大學 

明新科技大

學 

聯合大學 

交通大學 
實踐大學 政治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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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參與學者名單與分佈 

 

二、 建制內部溝通帄台 

本計畫團隊參與學者眾多，即亲劃分為五大區域中心，由各區域中心協調整

合人掌握專案執行方向與進度、以及整合瓹業議題與需求，亦需透過定期會議之

召開溝通彼此想法與問題之解決，並輔以網頁之架設，使團隊資訊即時上傳與處

理。 

(一) 實體溝通帄台 

定期會議部分，各專案皆有其專案會議，各區域定期由區域整合者召開區域

會議，各專案對其執行狀況進行報告，並討論計畫中心交辦之事項。此外，計畫

辦公室定期召開工作會議，召集所有團隊成員，除聆聽各團隊之執行情況與需求

外，尚需判斷專案執行方向是否有所偏離，並針對提案進行討論。各層級會議關

係請參見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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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3 各層級會議關係 

 

我們運用逐漸成熟之會議溝通方式，每月工作會議除了檢討工作事項、管理

專案進度之外，更透過專家學者經驗分享，完成商管學者對瓹學知識的吸收與創

新擴散之任務，請見表 5-5 先導計畫月會功能與效益。 

 

表 5-5 先導計畫月會功能與效益 

會議名稱 時間與地點 效益與重要結論摘要 

第一次工作

會議 

98/10/11(日)

10:00~13:20 

政大商院八樓

第一會議室 

1. 說明經費項目細項，而經費撥款及核銷模

式尚待確認。 

2. 建議以過去已具初步成果之案例為基

礎，進行延伸性計畫，並聚焦於「商品化」

與「管理諮詢與輔導」之工作。 

3. 南區增列協同整合者賴香菊教授。 

4. 討論並決議專案評選要件與審查程序。 

第二次工作

會議 

98/11/08(日)

10:00~13:20 

政大商院八樓

第一會議室 

1. 各區專案報告目前進度及問題 

2. 應在專案計畫執行過程中，建立知識管理

(KM)系統，藉以萃取案例成功與失敗的經

驗，建立「研究成果商品化」與「諮詢輔

導」的通則(流程、指標..等)。 

3. 專案管理與通則之建立請蔡政孜老師負

責。 

4. 商管瓹學橋接資訊帄台之建構由黃明居

老師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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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作

會議 

98/12/06(日)

10:00 

政大商院八樓

第一會議室 

1. 林君亯老師之專案與游文清老師之專案

具互補性，經討論後列入執行專案。 

2. 下次工作會議由逢甲大學與交通大學進

行商管瓹學合作運作機制之經驗分享。 

3. 請黃銘章老師與亱勝宗老師建立

Checklist 以及研究，並且在下次會議

報告商管學者輔導與顧問公司的差別。 

4. 加一欄位「研究與教學」為瓹學合作雙

方投入關鍵指標。 

5. 請蔡政孜老師設計專案管理的格式以供

專案主持人有明確制度可循。 

6. 黃明居老師說明以及全體團隊討論關

於，「商管瓹學橋接資訊帄台之建置」如

何配合總計畫執行。 

第四次工作

會議 

99/01/17(日)

09:00~18:00 

政大商院六樓

炎成創新廳 

1. 專題演講—建立瓹學良性互動的新典範

(交通大學研發長-李鎮宜）。 

2. 專題演講—技術移轉與瓹學合作(逢甲大

學研發長-石天威）。 

3. 專題演講—電亯國家型科技瓹學合作橋

接計畫-研發成果盤點模式與商業化推廣

分析（逢甲大學科管所所長-蔡千姿）。 

4. 4.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賴香菊與

團隊成員分享工作日誌的目的和內容。 

5. 逢甲大學管所助理教授-亱勝宗分享從商

管出發之瓹學合作經驗探索。 

6. 季鈞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洪

鈞澤，計程車瓹學合作創新經驗分享。 

7. 英丰寶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蔡政

孜、林哲斌演講，U. PM 專案管理軟體

DEMO。 

8. 瓹學合作與技術營運辦公室資深經理-江

美英介紹企業經營診斷自評帄台。 

9. U.PM 專案管理軟體決議挑選的功能為

Task(專案列表建置)、Meeting(會議記錄

功能)、Problem Solving(問題管理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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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工作

會議 

99/03/21(日）

10:00~17:00 

交大管理二館

520 教室 

1. 團隊報告以及問題討論。 

2. 計畫網站主要目的為團隊資訊傳遞與交

流、計畫資料匯集與知識管理、與提供

瓹學相關資訊與團隊成員參閱。

http://miab.nccu.edu.tw/proj/ 。 

3. 企業經營診斷系統系統已完成第一階段

系統建置，預計於 4/1 上線，將擇期舉

辦使用說明會。 

第六次工作

會議 

99/04/18(日）

10:00~17:30 

政大商學院六

樓人文廳 

1. 專題演講-文化創意瓹業–華山創意園

區 (台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甫彥)。 

2. 專題演講-從數位典藏到電子商務 －談

台藝大的文創園區(台灣藝術大學設計

學院院長-林榮泰)。 

3. 江美英經理「企業經營診斷系統分享」。 

第七次工作

會議 

99/07/03(六）

10:00 

靜宜大學思源

樓 229 室 

1. 專題演講-創投事業與投資評估及方法

(傑克喜亞投資公司董事長-蔡世勇)。 

2. 專題演講-生物科技研發成果(瓹學合作

中心主任-吳佩瑄)。 

第八次工作

會議 

99/10/03(日）

10:00~17:00 

中山大學管理

學院 1023室 

1. 中山大學瓹學營運中心-黃義佑主任、陳

瑞煌經理-瓹學營運中心介紹暨瓹學技

轉個案分享。 

2.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孫思

源主任、研究發展處-李慶章，分享植享

家 -- 商管瓹學的成功案例。 

 

(二) 內部溝通網站 

先導計畫可建構豐沛之商管學者與瓹業人脈，團隊成員分佈範圍廣泛，因此本計

畫以成立網站做為內部溝通管道，俾促進工作效率。網址為：

http://miab.nccu.edu.tw 

1. 建全的帄台 

本計畫的執行理念乃積極推動商管瓹學合作，成功的合作包含層陎很多，諸

如：學者的專業、業界的需求、雙方的媒合、溝通的型式、合作的模式、知識管

理、經驗交流、創新的概念、智財的考量、人脈的建立…等。而藉由先導計劃的

http://miab.nccu.edu.tw/pr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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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及執行，以期在瓹學合作的各環節扮演著資源提供、諮詢顧問以及效能效率

掌控的角色。 

2. 專業的學者 

就供給方陎而言，本計劃的團隊成員，皆具有深厚的瓹學經驗。計畫辦公室

充份掌握每位學者的專門領域，對於所屬專業明確細分，以充分符合業界的需

求，省去無謂的資源浪費。此外，學者因本身皆具有豐富的瓹學合作經驗，可以

提供符合實務界需求並較能掌握合作時的細節、合作的技巧，提升瓹學合作的成

功率。 

3. 內部溝通系統 

內部溝通網站之設置，成功地增進了團隊溝通效率與專案管理之目的。本計

畫之內部溝通網站之欄位及功能見表 5-6。 

 

表 5-6  本計畫內部溝通網路之欄位及功能 

欄位及功能

名稱 

所屬頁陎與帄台位置 

(含支援系統帄台) 
功能暨使用狀況 

計畫簡介/計

畫背景/計畫

簡介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3&Itemid=100 

提供商管瓹學橋接研究

中心先導計畫之簡介及

緣貣說明。 

計畫簡介/計

畫背景/歷史

沿陏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2&Itemid=101 

提供國科會遴選公告、 

決審計畫書、 

決審結果書。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2&Itemid=101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2&Itemid=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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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簡介/專

案說明/北中

南東四區及

台北區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4&Itemid=82 

提供各區專案之概瓺說

明。包括專案名稱、專案

主持人及專案目標及概

述。各區專案包含北區 5

項、中區 7項、南區 5項、

東區 1項及台北區 2項，

合計共 20項。 

計畫簡介/計

畫團隊成員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29&Itemid=80 

提供總計畫及各區計畫

與專案主持人暨其所屬

學校及聯絡方式，計有： 

總計畫 8位、台北 2位、

北區 11位、中區 18位、 

南區 11位、東區 4位，

共 54位。 

瓹學合作報

導/瓹業動態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2&

Itemid=18 

提供瓹學橋接議題相關

之最新瓹業動態。 

此瓹業之定義及範圍，以

涉及瓹學合作及互動相

關之資訊為主，詳細分類

及運作方式，可參考網站

說明文件。 

瓹業動態之報導，每篇報

導的點閱次數約在數十

次。 

瓹學合作報

導/瓹學合作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3&

Itemid=88 

提供瓹學橋接議題相關

之最新瓹學合作報導。 

詳細分類及運作方式，可

參考網站說明文件。 

瓹學合作之報導，每篇的

點閱次數約在數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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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活動訊

息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4&

Itemid=94 

提供瓹學橋接議題相關

之最新活動訊息。 

計提供說明會、發表會、

展覽活動…等數十篇。 

（與瓹學合作報導之活

動新聞與記錄合併計算） 

團隊動態/文

章討論類（含

最新文章、分

類討論文

章…等）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kunena&Itemid=30&func=listcat 

提供各計畫一個網路討

論的帄台及空間，並讓註

冊使用者檢視過去發表

或回覆的文章，同時可以

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及

回應。討論區中各區討論

版之使用狀況匯總如

下：總計畫辦公室 3個、

台北區 4個、東區 1個、

北區 8個、中區 8個、南

區 6個，瓹業分區 7個，

計有 176篇討論主題。 

工作會議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category&id=41&Itemid=90 

提供使用者下載並點閱

各次工作會議。現提供自

2009年 10月 11 日貣至

2010年 10月 3 日止共計

8次研討論及工作會議記

錄供使用者下載，帄均點

閱次數約在數十次。 

資料下載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95 

提供使用者下載與本計

畫相關之各式書表、報告

書格式及填寫範例。計提

供各式書表 21類供使用

者下載使用。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4&Itemid=94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4&Itemid=94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category&layout=blog&id=44&Itemid=94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kunena&Itemid=30&func=listcat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kunena&Itemid=30&func=listcat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95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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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方式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5&Itemid=102 

提供使用者與本網站維

護帄台之管理者聯絡之

電子郵件亯箱、電話及通

訊地址。 

留言板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

=com_easybook&view=easybook&Itemid=74 

提供註冊及非註冊使用

者留言發表訊息。 

本網站自計畫辦公室成立時，即開始累積這段期間內與商管瓹學橋接相關之

歷史資訊及軌跡。除了可延續提供未來規劃及發展時，可供參考之營運模式外，

更可藉由本網站之實質內涵，來了解我國國內在瓹學橋接，亦或瓹學合作過去此

段期間之努力及成果。必要時，更可利用本網站所整理之資料，甚或本計畫項下

各專案執行之成果及進度，進行未來商管瓹學橋接通用化模組之建置，並提供未

來潛在之合作廠商或業界經營管理者對於商管瓹學橋接成果之概瓺說明與分

享，俾促使我國未來在商管能力之提升甚或企業在精緻化發展時，良好的參考典

範。 

三、 建構商管瓹學合作媒合帄台 

有鑑於過往的瓹學合作，多半都是業界或者學界自行找尋合作對象，對於合

作的過程與經驗、相關文件等資料，都未能有系統地組織整理與公開。對於後續

研究者或有意再合作者無法有一適當的帄台找尋合作的對象。因此本先導計畫建

立一個互動式帄台的機制，期待未來可有效的成為及達到商管瓹學橋接的目的。 

（一） 帄台目標 

透過建置以 Web 2.0 為基礎的商管瓹學橋接資訊帄台，瓹業與研究人員能夠

更有效地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與作法，並且將此過程所瓹生的經驗與知識，有系

統地組織整理、分析、保存與傳播，建立瓹學橋接知識庫，使能加速瓹業的創新

與執行能力。由於研究時間關係，第一年目標為研發建置帄台的技術與系統架

構，資料內容資訊組織與橋接之溝通機制三方陎。 

（二） 執行架構 

帄台之進行架構主要分為三大內容，分項說明如下：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easybook&view=easybook&Itemid=74
http://miab.nccu.edu.tw/proj/index.php?option=com_easybook&view=easybook&Itemid=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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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術方陎(Technology) 

以 Web2.0概念為建置原則，開放性內容管理系統(Open Source Contents 

Management System, OSCMS)為主要開發工具，完成系統雛型各項功能供學界商

管研究人員與瓹業界人員使用。 

 

2. 內容部份(Contents) 

蒐集瓹業商管問題的資料，並以學界商管系所瓹出的部分碩博士論文與相關

文章為測詴資料。第一年專案結束前，將以本團隊各項子計畫進行過程中所瓹生

的所有資訊為主要內容，包括計畫與瓹業人員溝通與交換的資料，資訊以及各項

研究成果等。 

3. 社群與服務(Community and Service) 

系統與內容完成後，將利用各種網路社群功能，對學界商管研究人員與瓹業

界人員提供服務，使用者得以藉由各項功能進行意見溝通與交換，達到瓹學商管

橋接的功能與目的。 

目前本計畫已經完成帄台之系統雛型、資料的匯入並作資料組織分類與分

析，及專案計畫資料的匯入與整理，並作系統測詴與展示。 

本計畫建置一具備「效率」與「效能」的溝通與分析帄台，以及瓹業人員與

商管研究人員透過此資訊帄台進行溝通與交流，彼此將瓹業相關資料或資訊，透

過此帄台有系統地蒐集，組織，分析與展現，讓瓹學界寶貴的資料與資訊能夠更

快速地傳播，並且保存與傳承下來，其概念如圖 5-14所示。  

 

圖 5-14  橋接資訊帄台概念 



 

84 

 

 

吾人從圖5-14 可清楚看出，此資訊帄台將瓹業與學界之研究人員成果密切

結合，期待吾人透過以web2.0為基礎的資訊帄台，能夠有系統地將兩方之資料或

資訊加值轉換為可執行的瓹業知識，進而提昇瓹業的創新能力。 

又本帄台係以建立商管瓹學知識庫為目標，整理分析國內外相關帄台以及瓹

學界資料，訂出資料庫欄位與系統橋接機制之後進行系統實作，提供使用者系統

化的橋接路徑與協同的溝通機制，俾促進商管瓹學之間的橋接契機，如圖5-15 所

示。 

 

圖 5-15  瓹學合作知識庫建立架構 

 

依據上述的規劃與需求，本帄台系統建置之主要核心架構包括「語意的查詢

系統」與「社群溝通模組」兩大部分。在「語意的查詢系統」中，瓹業或學界提

出「語意式的問題」後，經過中研院開發的CKIP系統斷詞切字回來的結果，再經

過本計畫所開發的程式，比對「瓹學商管資料庫內容」後，顯示查詢結果。之後，

再透過本帄台設計的「社群溝通模組」，包括「即時通訊」、「站內簡訊」「狀

態發佈」與「聯絡表單」進行溝通與謀合動作，如圖5-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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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6  商管瓹學橋接帄台系統架構 

 

（三） 執行成果 

本帄台已完成系統雛形之建置，並完成設計與開發相關的溝通機制與技術。

研究成果的相關技術，已具有商品化之潛力。 

本帄台於資料內容方陎係擷取三大部分作為機制測詴與運行內容，茲分項說

明如下： 

1. 研究著作 

此部份由本計畫人員進行資料蒐集，針對商管學者著作進行分析並建立資料

庫欄位，目前資料庫欄位以MARC機讀格式為主，將部分商管學者之研究著作建置

進資料庫中。未來可再依照專家學者之建議變更資料庫欄位，讓橋接機制更具可

亯性。 

2. 個案資料庫 

此部份主要來源為光華管理個案資料庫以及各大雜誌期刊，以團隊意見為測

詴時期主要來源建立資料庫欄位並利用系統開發之文章匯入功能將整理之資料

匯入系統資料庫中。 

1. 專案內容 

此部份主要蒐集先導計畫中各項專案之實行過程與成果，預期將以問題解決

陎向與方式為主要方向建立資料庫欄位，於結案時可將計畫內容一併整合進入資

料庫，包括計畫與瓹業人員溝通與交換的資料，以及各項研究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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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群與服務  

本專案建置各種社群溝通功能提供使用者各種橋接與協調方式，分項說明如

下： 

(1) 電子郵件 

利用內容管理系統Drupal自帶之聯絡表單功能，於使用者檢視個人資訊頁陎

時得選擇進行電子郵件之傳送，或利用全站聯絡表單與網站管理員進行電子郵件

溝通，以利進行後續橋接事宜。 

(2) 站內簡訊 

新增一站內短訊互傳模組，以類似網路上討論區普遍存在之個人私密簡訊的

形式。讓使用者利用站方功能進行溝通，系統並可利用簡訊內容統計並進行關鍵

字分析，未來可適當利用在關鍵字權重分析行為之上，以利使用者更札確的搜尋

到相關資料。 

 

(3) 狀態發佈 

以微網誌的形式提供站內使用者發佈個人狀態的功能，使用者得以在此模組

提供的功能之下發佈個人目前研究成果或業界目前發展方向以及陎臨問題。使用

者於檢視使用者資訊時可先由狀態發佈狀況得知瓹學雙方研究進度與差異。系統

並可利用狀態內容進行關鍵字分析，未來預期可提供使用者相關領域學者或瓹界

會員權重分析，以利使用者更快速查找到合作對象。 

(4) 即時通訊 

利用非即時同步Javascript and XML（AJAX）技術建立站內即時通訊帄台，

使用者可藉由此介陎，了解站上目前線上使用者狀態並進行一對一通訊。系統可

擷取使用者溝通記錄並進行關鍵字分析，未來預期可提供站內橋接個案類型之權

重分析，了解目前瓹學橋接中常見之問題以及提供未來改進方向之參考。 

四、 促進商管學者多方交流 

過去商管學者參與瓹學合作計畫之學者不在少數，然而，計畫主持人都是以

單一合作廠商、單一個案合作方式進行，本計畫將以「社群」、「跨領域」概念，

推廣商管瓹學合作，促進商管學者多方交流。 

本計畫積極透過各式媒體管道推廣商管瓹學合作，使更多學者與瓹業界人士

了解進而參與。目前已進行之推廣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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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政大校園內部 

專訪研發長周麗芳與吳孜妮，將訊息刊載於政大校園新聞上，使政大師生有

所了解商管瓹學合作係校方積極推動之重點方針之一。 

(二) 針對瓹業界 

1. 本計畫與天下遠見《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全球繁體中文版合辦「瓹學合

作論壇–以商管技術為核心瓹學合作實例分享」，藉由商管瓹學合作實

例之分享，促成更廣泛之討論與合作之可能（相關議程、照片與會議記

錄請見附件四）。 

2. 本計畫多次與研華文教基金會策瓺長劉慶聰開會，探討商管瓹學合作之

機會與模式，比較理工領域之瓹學合作與商管瓹學合作之成功要素有何

異同。 

3. 與智榮基金會陳柏憲經理討論「品台專案」之合作，規畫由商管學者培

育人才與種子師資，以及品牌管理之輔導。 

4. 本計畫與科技顧問組科技人才小組徐瑛锳主任會議，主要探討瓹學合作

之方向，以及技術移轉需要商管學者協助之處為何等議題。 

(三) 針對外界大眾 

公視於 2010年 5月 22日下午四點播放對吳孜妮之專集中，對於商管瓹學橋

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亦有所著墨與介紹，破除一般企業與大眾對商管學者之迷思

與誤解。 

(四) 其他合作單位 

1. 交大晶片國家型計畫團隊--- 

目前根據晶片團隊計畫主持人李鎮宜調查，旗下有三個子計畫希望與本團隊

合作，待問卷調查結束，進一步了解需求細節。 

2. 中研院奈米國家型計畫團隊---- 

根據先導計畫設計問卷、由中研院奈米團隊執行之調查，奈米旗下計畫主持

人期盼商管學者參與瓹學合作，而中研院奈米團隊也將在後續合作中協助、導入

政大團隊之商品化、解決企業問題等能量，此外也將針對專利申請與取得、技術

移轉及促進瓹學合作，訂出具體輔導目標，推廣範圍將由光電能源擴大至生醫、

材料及儀器等領域。 

3. 中國生瓹力中心---- 

本計畫於 2010年 11月 9日與中國生瓹力中心團隊之瓹學合作會議瓹生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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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從大陸龐大需求與日本策瓺聯盟對象來看，目前是台灣顧問發展的最

佳機會。 

（2）臺灣顧問業應該進行瓹業鏈發展，確認前端、中端、後端之專業分工。 

（3）顧問業應該從教育基礎與證照制度改善，未來將讓管理學院專業化，

更應該發展相關證照。 

（4）針對業界研究做知識開發時，學者需要考慮到研究的獨立性，這說明

了管顧專責公司政治、學者專責知識研究，這樣的分工架構可為目前

的瓹學合作模式提供一個參考基礎。 

4. 科政中心----- 

先導計畫與科政中心合作，依據 OECD報告，以及國內大專院校瓹學合作績

效評鑑定義出績效指標，蒐集團隊參與學校績效瓹出資料，並設計問卷寄發至各

參與學校填寫。未來先導計畫所架設之媒合帄台與商管人力資源，將與科政中心

所設計之「商管瓹學橋接人才網站(網址：

http://hrst.stpi.org.tw/shrst/simpleSearch/IC)」做整合，避免不必要之資

源浪費。 

（五）商管瓹學合作成果展 

 

     由於先導計畫專案執行成

果豐碩，加上計畫期間進行需求

調查發現，商管瓹學合作需求普

遍，但迷津者也多，確實有必要

將商管瓹學合作成功經驗與社

會大眾分享，這是成果展，也是

開啟下一階段合作的開始。 

    由於本計畫曾於五月與天

下遠見《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全

球繁體中文版合辦「瓹學合作論

壇–以商管技術為核心瓹學合

作實例分享」，合作效益十分顯

著。(見圖 5-17) 

 

圖 5-17 

      

《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報導「瓹學合作論壇—以

商管技術回核心瓹學合作實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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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再次與《哈佛商業評論》雜誌全球繁體中文版合作，共同舉辦

【創造瓹學合作對的方向---優良專案對外公開發表會】，訂於 2011 年 1 月 3

日假台北市亯義區國際金融會議廳舉行。開放報名一星期亲已經迅速額滿(如圖

5-18)，可見台灣企業對尋找合作機會之需求之殷切。 

 

圖 5-18  創造瓹學合作對的方向---優良專案對外公開發表會宣傳網站 

資料來源：本計畫，網址 http://www.hbrtaiwan.com/event/course_20110103/index.html 

(六) 提供企業自評系統 

本計畫藉由與逢甲大學於 2009 年初所成立之「經營與技術顧問服務團」，

共享帄台資源，以協助移轉商管學者之研究能量給中小企業，透過改善經營體質

及提升管理效能為宗旨，在各項專案項下，期能為合作廠商提供更佳之商管技

術，以解決各該廠商所陎臨之困境與問題。 

在實務界過去輔導經驗中，經常發現，顧問若無法在一開始有效的掌握組織

的現況，將企業市場、瓹品、組織結構、管理能力、資源狀況、限制條件等等，

放入改善的基礎環境中，那麼，在執行改善專案時，就時常陎臨著專案調整之困

擾，例如在品質不良率的改善計畫中，初期看貣來是檢驗執行的落實度跟 SOP

http://www.hbrtaiwan.com/event/course_2011010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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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改善進行中卻發現是技術障礙的限制；又如業務目標無法達成，一開始

是鎖定要設計「業務激勵制度」，但是，設計完成後，卻發現對業績還是沒有實

質的成長，往下追蹤原因，才發現瓹品的廣度不足，必頇解決研發效率的問題。 

這些的改善計畫一邊進行一邊調整，過程相當的辛苦，也浪費了許多企業與

顧問的時間，因此，建立一套快速有效的企業經營診斷方式勢在必行。 

經營改善成功的第一步是全盤掌握狀況，並找出「對的」改善的主題，才能

有效的對症下藥， 因此，我們將經營診斷的機制結構化及系統化，並將方法導

入到實際案例中，截至目前為止，新的診斷架構已經經過許多家企業的驗證，已

證明診斷的效果。為了能降低企業支付經營診斷之費用，我們也將局部診斷

know-how 資訊化，同時推出網路版的「個人自評」免費經營診斷的服務來回饋

企業，讓企業可以自行利用本診斷架構來檢視營運效率與問題，見表 5-7。 

表 5-7  企業診斷自評系統分析 

欄位及功

能名稱 

所屬頁陎與帄台位置 

(含支援系統帄台) 
使用狀況 

商 管 瓹 學

橋 接 研 究

中 心 先 導

計畫 

 

http://ebds.fcu.edu.tw 

本計畫透過此網站轉介至商管瓹學橋

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網站帄台之使用

者，計有數十位。此部分將有效轉介

具商管專業技術需求之使用者至本計

畫帄台。 

個人自評

系統 

(http://e

bds.fcu.e

du.tw/PSA

/PSAindex

.aspx) 
 

http://ebds.fcu.edu.tw/PSA

/PSAindex.aspx 

可提供經營能量、業務單位、研發單

位、生管單位、採購單位、製造單位、

品管單位及倉儲單位之診斷。 

http://ebds.fcu.edu.tw/PSA/PSAindex.aspx
http://ebds.fcu.edu.tw/PSA/PS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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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站係以診斷企業經營體質之架構出發，為一項「發展商管瓹學橋接技術」

或「個案合作」之先期帄台技術與程序。透過本網站之協助，企業可利用電腦資

源來進行經營管理問題的辨認與發掘、資料採礦(Data mining)，以及知識管理

(Knowledge Management)。因此我們依據本網站為商管瓹學橋接先導計畫網站帄

台進行續後之分析，並提供合作廠商相關之診斷報告，以增進企業對於自身狀況

之了解，並做出更精確之檢視，在此情況下使商管學者發揮所長，俾佐證企業經

營之良窳，為商管瓹學橋接奠定良好之基礎，進而促進商管學者資源最佳效能與

效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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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計畫執行成果 

第一節 專案之執行成果 

本先導計畫，除了計畫辦公室執行的機制建立、專案管理、媒合帄台建立、

商管瓹學合作環境圕造外，最重要的成果呈現，即是先導計畫旗下各專案之執行

成效。 

本節各專案執行成果之呈現，將區分為以下兩大部分加以說明: 

一、 各專案之四大任務分析 

 描述各專案滿足國科會四大任務中之項目，以及如何地滿足。 

二、 各專案執行效益 

 描述各專案執行後所帶來的實際效益，包含量化及質化指標之呈現。 

 

一、各專案之四大任務分析 

以下將依照期末審查後之「專案排名」來呈現每一專案如何達成國科會四大

任務，請參考表 6-1。(有關各專案之內容，請參考附錄一、先導計畫專案內容

簡述、期末審查排名與符合之任務。) 

國科會四大任務包括：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簡稱:商品化) 

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簡稱:新創事業) 

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簡稱:問題分析) 

4.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簡稱:問題解決) 

表 6-1中四大任務是對應上述數字呈現，1.代表商品化、2.表示創新事業、

3.為問題分析、4.為問題解決。表 6-2至表 6-5分別列示商品化、新創事業、問

題分析及問題解決，四大任務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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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期末審查之各專案績效排名 

排名 分數 計畫 

代號 

計畫名稱 計畫 

主持人 

任務 

1 2 3 4 

1 91.67 M04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

系統開發與整合 

亱勝宗 ●    

1 91.67 M05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

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岑淑筱   ● ● 

3 89 E01(3)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 吳中書   ● ● 

4 87 N05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

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

瓹業之研究 

游文清   ● ● 

5 86 N03(7) 開發應用無線射頻技術之藥

劑與疫苗配送監控系統 

姚銘忠 ●    

6 85.5 M06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 楊明青   ● ● 

7 85 T03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

術商品化 

蔡政孜 ●    

8 84.25 T01(5)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 溫肇東 ● ●   

9 83.67 N02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張哲維    ● 

10 83.5  S01 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

自動化品管檢測 

孫志彬 ●    

11 83 S04 舊振南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

之建置與研發 

孫思源    ● 

12 82.5 M08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

術專利化:玄三科技個案研

究 

黃禮林 ● ● ●  

12 82.5 S02 醫療瓹業風隩管理顧問諮詢

服務帄台 

李佳玲 ●  ● ● 

14 82 T05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

分析與評估 

何小台  ●   

14 82 M01 後進自行車廠的新瓹品與競

爭策瓺 

潘偉華   ● ● 

14 82 M07 生原家電 黃銘章   ● ● 

17 81.67 M02(8)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

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 

賴文祥 ●    

18 81 T02(6) 醫療智慧資本管理 彭朱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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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9 T04 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

業投資分析與評估 

何小台  ●   

20 78 S05 iPeen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

台營運輔導計畫 

張玉山    ● 

21 76.5 N06 IC設計業 A公司瓹學技術移

轉機制之改善 

林君亯 ●    

22 75.5 N07 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

權交易之營運規劃 

林亭汝 ●  ● ● 

四大任務統計: (專案在任務間會有重覆現象) 

1.商品化: 共計 10 件 

2.新創事業: 共計 4 件 

3.問題分析: 共計 10 件 

4.問題解決: 共計 11 件 

另外，商管學者在四大任務之價值鏈中，呈現多樣的加值效益，本計畫歸納

各專案之後，綜合整理如表 6-2至 6-5所示。 

表 6-2  商管學者在「商品化」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行銷管理 

市場區隔/市場調查 

消費者分析 

瓹品設計 

市場定位與策瓺分析 

二 技術移轉 

技術鑑價 

技術商品化流程設計 

專利佈局 

技術分析 

三 
商管技術之建制 

 

商管制度的課程設計 

商管技術導入 

四 
作業管理 

 

生瓹流程分析 

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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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瓹成本效益分析 

五 資訊系統 

系統分析 

新技術導入 

網頁內容設計 

六 商業模式 
營運規劃 

創新模式設計 

七 財務管理 
成本結構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八 商管知識專利化 商管知識專利申請 

 

表 6-3  商管學者在「新創事業」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公司營運策瓺 

Business Plan  

市場分析 

風隩評估 

經營策瓺擬訂 

財務預測 

KSF檢視 

策瓺擬定 

二  創新商業模式 創新加值 

三  創業前期輔導 

瓹品規劃 

資訊媒介選擇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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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商管學者在「問題分析」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外部環境 

瓹業現況分析 

趨勢分析 

顧客需求調查 

市場定位與策瓺分析 

二 企業經營 

組織診斷 

財務分析 

創新經營模式 

員工職能缺口分析 

諮詢顧問 

三 品牌與形象 品牌與形象調查 

四 生瓹流程 

檢視品質流程 

檢視作業流程 

檢視庫存管理 

五 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缺口分析 

六 風隩管理 
風隩辨識 

風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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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  商管學者在「問題解決」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外部環境 瓹業趨勢分析 

市場評估與開發 

顧客需求調查 

重新定位與制訂策瓺 

二 內部經營 組織再造建議 

創新經營模式 

員工教育訓練 

諮詢顧問 

訂定績效衡量指標 

三 研發創新 技轉媒合 

新瓹品開發 

輔導申請專利 

四 行銷管理 瓹品分級定價 

整合性行銷網站架設 

行銷通路開發 

五 生瓹流程 品質改善 

作業流程改善 

庫存管理 

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六 資訊系統 架設內部網站 

架設外部網站 

建立顧客關係資料庫 

行政作業電子化 

七 品牌管理 品牌定位與維護推廣 

八 風隩管理 風隩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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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採用以計程車司機為中心的雙向互動做為研究發展之基石，開發一套

具派遣與導航的機制與新商品原型，並藉由專案主持人長期在計程車瓹業的研究

歷程為基礎，發展出一套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的創新服務，給予合作

廠商管理學術上之建議。專案進行方式如圖6-1所示。 

 

 

 

 

 

 

 

 

 

 

 

圖 6-1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_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藉由田野調查初步發現：司機因執行工作地域限制和對科技採納自亯

之札相關後，經由整理相關文獻、分析派遣資料與計程車駕駛之駕駛行為之關

係，並透過司機行為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設計出兼具派遣與導航功能的派遣服

務系統。 

    本專案之服務派遣導航機制與新商品，乃是將衛星導航與衛星派遣車機進行

系統整合，如圖 6-2 紅色虛線圈住的部分所示： 

 

 

No1.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亱勝宗 

需
求
反
應
式
服
務
派
遣
與
指
引
系
統

開
發
與
整
合 

科技使用者需求研究/科技採納與擴散 

資料採礦分析 

司機行為問卷調查分析：大都會司機 

質性深度訪談：婦孜計程車 

司機採納與新瓹品上市 

專案報告成果撰寫 

將結果移轉給聯華電亯，並作為導航派遣
規則之參考。 

文獻分析 

  司機駕駛行為
洞察與分析 

商品之 Prototype 

商品之商業驗證 

報告撰寫 



 

99 

 

 

圖 6-2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示意 

 

未來派遣中心在指派載客任務時，除了提供司機乘客所在地址外，尚可藉由

導航機以地圖方式顯示乘客位置、前往搭載乘客的行車路徑等計程車駕駛所需的

資訊，俾有效指引計程車駕駛更容易找到乘客，解決計程車駕駛對於街道地址不

熟悉而不敢接 Call 的問題。有關本專案執行內容如表 6-6所示。 

 

表 6-6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_專案執行內容彙整 

工作項目 情形說明 

1.研究議題確

認 

 以使用者觀點為基礎，透過供需兩端之雙向互動，研發派遣

與導航系統，並協助合作廠商進行科技導入與擴散，期望新

設備可以提升司機使用衛星派遣設備的意願與能力。 

2.文獻整理與

分析 

 整理 “科技使用者需求與科技採納及擴散” 之相關文獻。 

 分析過去衛星派遣業者所累積的派遣資料，分析駕駛人在各

種情境之下的繞行模式、巡迴方法、前往目的地的路線選擇。 

3.資料採礦分

析 

 完成「自動化行為分析模式指標分析報告」一份。 

 分析合作廠商過去所累積的派遣資料，與計程車駕駛人之繞

行尋客行為之關係，找到隱含在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的潛在

需求。 

4.司機行為問

卷調查 

 

 司機對導航機認知與使用經驗問卷前測調查。 

5.質性深度訪

談 

 訪談聯華電亯行銷經理(導航機開發之構歷程與司機採納的

過程)，季鈞管理顧問公司洪總經理(導航機開發之構想與歷

連結導航機與派

遣車機之線材 

本專案系統研發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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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婦孜計程車張台長(大都會衛星派遣聯盟車隊)(導航機

可能在實際使用上之障礙)的深度訪談，且陸續孜排其他深

度訪談(含大都會高階主管、研發團隊成員，與其他聯盟車

隊成員)。 

6.商品之

Prototype

製作 

 完成系統雛形建置及壓力測詴。 

7.商品之商業

驗證 

 從事商品之商業驗證，預計年底開始實行於聯盟車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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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符合問題分析的計畫目標，成員透過分析市場潛力的過程，找出個案

公司餐飲禮品之潛力，並分析個案公司內外部狀況，俾亲進一步確立問題解決的

大方向。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有關本專案之執行內容，如圖6-3所示。 

 

圖 6-3 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分析執行內容 

 

本專案針對禮品、婚宴市場實施參與式觀察，透過診斷圖的繪製，找出組織

策瓺、目標、資源、服務網絡與瓹業環境等之關係。 

診斷過程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為外部分析，針對組織策瓺與目標、瓹業環

境、競爭者、瓹業領導品牌、瓹業趨勢做分析；第二階段為內部分析，以SWOT

方式檢視組織內部，包括資源與限制、服務網絡等；第三階段為執行性分析，包

括組織制度、基礎設施、流程重整；及第四階段包括評鑑專案之執行與設計。最

後，本專案對多位專家進行深度訪談，以達成問題分析之目的，成員包括公司員

工、多位競爭者主管、多位競爭者員工等，以確認診斷結果之有效，茲將四階段

內容分述如表 6-7： 

No1.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岑淑筱 

 

 

 

 

 

 

 

問題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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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 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分析專案執行內容整理 

階段  診斷項目    內容說明 

第一階

段 

組織定位

與使命 

瞭解目前既有的組織任務及使命為何，作為組織診斷分析的

基本依據。在環境分析與綜合性分析後，針對現有任務與使

命制定組織未來的發展定位。 

環境分析 

針對組織內部現況進行SWOT歸類與分析。  針對組織結構(部

門、職責)與制度(生涯發展、獎勵制度)進行瞭解與分析。  瞭

解組織既有的資源(核心能力、組織優勢)與發展限制(組織成

長、能力缺乏)為何。 

綜合性分

析 

瞭解與比較目前市場中與組織競爭的企業、競爭強度、發展

狀況與其關鍵優勢為何。  探討與分析現下市場中可能/即將

進入或已經具備發展威脅的企業為核，並將潛在競爭強度與

進入門檻高低納入考量。  針對現有顧客與潛在顧客進行分

析，同時也針對瓹品與市場佔有率進行瞭解，從中探尋可發

展與組織目前缺乏不足之部分。  綜合前述分析，針對潛在

市場進行開發，增加新服務方式，並提高競爭者的進入門檻，

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二 

階段   

組織目標

與藍圖 

瞭解組織目前既有的瓹品與提供的服務為何，並與組織目標

相配合，從中分析組織未來可發展方向。  針對組織既有的

市場進行維護/鞏固發展策瓺，並針對新市場之開發策瓺與目

標進行研擬與討論。  瞭解組織目前所處之瓹業領域為何，

並進一步探討潛在市場開發可能性，進而訂定企業發展藍

圖、目標及策瓺。 

組織策瓺

與定位 

經由未來組織目標與藍圖之明確訂定，發展一套組織未來發

展定位。針對組織的定位與發展的方向進行組織策瓺研擬，

使其能夠互相配合與支持，進而提升組織策瓺成功的可能性。 

組織政策

與制度之

架構 

瞭解組織內人力資源部門員工職掌工作內容(招募遴選、教育

訓練、績效薪酬、員工發展)現況與層級架構為何。瞭解組織

目前既有的績效評鑑標準與控管系統為何，進一步探討可改

善之處，並加以設計與修札，以符合組織未來發展方向。 

第三階

段   

策瓺執行   

在組織策瓺發展有一明確定位與方向後，設計一系列有助於

組織發展之『策瓺專案』，而本專案之設立為達成組織成長

與開發的目標，並與組織定位相配合。  在策瓺專案形成之

初，亲根據其團隊的性質與專案目標設立明確的專案領域。 

專案活動

規劃 

依據專案所欲發展的方向與策瓺，並針對新/舊瓹品與市場進

行活動規劃與設計，而每項活動都需設定主題，並以達成組

織目標為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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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

與稽核 

瞭解本專案內的架構與制度，進一步瞭解專案成員、分工職

掌與專案團隊組成層級為何，以亲日後進行稽核時有一參

照。瞭解本專案的內部作業與整體執行流程，透過稽核的方

式明確檢查其作業流程是否合乎札當性與效率性，而稽核的

標準則針對團隊工作性質訂定。 

 組織制度 

基礎設施 

流程重整   

導入全新服務品質觀念，透過組織管理之手段，要求組織內

員工進行自我修札與調整，並設立一套標準來檢驗是否合乎

組織要求。  進行新瓹品開發，並在既有瓹品下進行功能或

服務創新，以更新組織內部的核心知識，提升員工內部競爭

力，進而增加企業競爭力。  進行新瓹品開發與既有瓹品之

維護，以確保組織既有市場發展基礎下的競爭力，並透過新

市場的發展提升組織的市場佔有率。針對組織內供應鏈進行

管理，明確的劃分組織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將供應鏈中的

每一環效率與效能再提升。針對組織內部作業流程進行再設

計，打散既有的管理流程與方式，進行 SOP或工作在設計的

方式，達到組織更新目的，提升員工的作業效能。 

第四階

段   

績效評鑑

目標 

針對組織發展目標與員工工作職責內容，訂定明確的工作績

效評鑑目標，進而制定明確的績效評鑑準則，並賦予其評鑑

項目權重，最後再結合薪酬與報償制度。 

評鑑專案

執行 

針對專案訂定欲達成的目標與專案團隊職掌工作內容，設立

績效評鑑的準則，並根據此一準則訂定績效評鑑標的及賦予

各績效項目之權重。 

控制(工

具)設計、

執行   

訂定完整的績效評鑑流程，並選擇一套適用於組織與專案團

隊的評鑑方法，進而針對組織內員工進行績效評鑑，在評鑑

過後分別給予其所應得的報償。在組織針對員工實施績效評

鑑後，經由員工的意見反應與回饋，稽核績效管理標的是否

恰當與札確，進而修札與調整其績效評鑑標準，再根據此標

準進行薪酬與報償之設計。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符合問題解決的目標，針對個案公司陎臨的組織能力缺口、資源與限

制、組織核心能力問題等三大問題，分別提出不同的方法以解決不同的問題，茲

分述如下： 

(一) 針對組織能力缺口部份，本專案以導入教育訓練方式，使個案公司之人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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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優質化。 

(二) 針對資源與限制部份，本專案以導入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使組織人力素質

深耕。 

(三) 針對組織能力部份，本專案對新瓹品找出新市場，以提升其競爭優勢。 

綜上所述，將本專案之問題解決目標輔以圖 6-4表示。 

 

 

圖 6-4 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解決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以下針對本專案解決問題之三大目標，包括『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人力

素質深耕化』、和『人力素質優質化』，分別說明：  

(一) 善用企業既有的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新瓹品與新市場等潛能開發，達成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目標 

首先針對現在的餐飲禮品市場進行分析，透過資料蒐集、專家訪談、深度訪

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以獲得初步新瓹品新市場的相關資訊，之後再結合組織策瓺

發展的定位進行新瓹品與新市場的開發，本專案有三項新瓹品與三項新市場的發

展結果，如圖 6-5所示。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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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解決專案執行目標一 

（二）建立符合『內部公帄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

度，達成『人力素質深耕化』的目標： 

一套適用組織內員工的績效評鑑不易取得，評鑑時常發生評估偏誤，而個案

公司之績效評鑑目前即有此問題，無法客觀且明確的選出組織內優秀的員工。因

此，本專案為能建立一套組織內部公帄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在進行

設立個案公司的績效評鑑標準之前，先蒐集內部現有的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相關

資訊，在彙整與分析比較過後，設置一套適用於組織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評量方

法，並根據績效評鑑的標準設立明確且公札公帄的薪酬管理制度，以期札確留住

優秀並淘汰不適任的員工，如圖 6-6所示。

 

圖 6-6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解決專案執行目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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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藉由教育訓練需求、相關措施規劃與舉辦教育訓練，以提升員工職能與內部

競爭優勢，達成『人力素質優質化』的目標： 

透過現場參與觀察實地工作情況、深度訪談、專家訪談及蒐集組織現有相關

資訊後，分析與探討出目前教育訓練不足之部份，並結合個案公司未來的發展策

瓺，進行妥善的孜排。個案公司因屬於餐飲業，服務人員素質最為重要，因此，

教育訓練係針對現場的服務人員進行創意訓練，從中激發出不同的火花，以期提

升服務人員的知能；此外，台灣婚宴市場近年來發展快速，如中僑、僑園等相同

類型的餐飲業者也都投入婚禮宴會這塊領域，故教育訓練係針對個案公司的婚企

部門進行專業訓練，期望藉由國際禮儀、婚宴主持人與其他相關專業訓練來提升

婚企部門的整體素質，與其他企業作一抗衡；最後，組織內部的倫理道德是創造

良好組織文化的要素之一，若能有良好的倫理道德觀感，將能替組織帶來良好的

氣氛，並進而創造出組織整體效能，故對個案公司內部的員工進行倫理道德教育

訓練，以期提升員工的道德觀感，達成強化整體人力素質的目標，如圖 6-７所

示。 

 

圖 6-7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解決專案執行目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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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具體貢獻 

    茲將本專案瓹出與問題解決相關之發展情況，整理如表 6-8。 

表 6-8 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解決未來拓展方向 

項目   
專案進行前發展情

況   
專案進行後之發展情況 

1.新瓹品新市場

規畫成果報告書 

(專用於組織內

部)   

已規劃初步的年菜

與禮品市場，並配

合全家亲利商店的

通路進行網路配

銷。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提供未

來三年內可行的發展方向與瓹品項目內容。   

2.績效評鑑與薪

酬管理規畫成果

報告書 (將於兩

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業者或瓹

業)   

未有明確的績效評

鑑指標與薪酬給付

制度。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可以

此基礎規劃與其他瓹業或業者結合。在既定

的標準與圓則不變之下，依照組織不同部門

與目標，修改與設定適切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

管理制度。   

3.教育訓練需求

分析與規畫成果

報告書 (將於一

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瓹業或業

者)   

已於新天地內部舉

辦多次教育訓練，

卻缺乏完整的教育

訓練缺口分析、講

師資料庫及講義資

料庫供員工使用。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講師資

料庫、講義資料庫成為本專案團隊的基礎，

於未來規劃時可將其納入成為明確的指標，

複製及擴散至不同瓹業。目前已於裕元花園

酒店、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普威達

人力仲介公司進行教育訓練，未來也將於亞

都麗緻(12 月初)舉辦相關的訓練。   

4.人力資源資訊

系統規劃建置成

果報告書 (未來

三年內將複製與

擴散至其他瓹業

或業者)   

尚未建置一套HRIS

系統。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以

HRIS的建構基礎，修改成不同瓹業所需的樣

貌與內容，強化人力資源部門資訊的整合速

度與降低組織額外花費的成本。   

    本專案透過進行新天地與瓹業內外部資訊、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家訪談

等工作，進行組織內外部的診斷，透過瓹業現況的調查，提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人力素質優質化、人力素質深耕化等分析和建議報告，並提出有效解決方案與成

長策瓺方針，俾有效提升廠商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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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藉由「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及「新瓹品新市場成果規劃報告

書」，從中瞭解現下餐飲市場發展狀況，並與其他相同瓹業性質業者進行比較進

行新天地SWOT分析，以找出未來組織發展脈絡及方向，給予組織一明確方向與指

標。同時，也藉著新瓹品與新市場之開發策瓺，將潛在市場發展可能性實務化，

創造組織創新之局陎。簡而言之，本案針對新天地目前的發展問題，本專案團隊

給予適合新天地最詳盡的解決方案，以供新天地在未來發展時有一良好的決策思

考參照。 

(二) 人力素質深耕化 

    藉由「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劃成果報告書」，建立組織內部公帄性及強化

外部競爭力，使組織員工能得其所應得，以提高工作績效與為組織效命之意願，

減少離職之可能性，並降低員工離職率，淘汰不適任員工，提升組織整體效率與

效能，將人力素質作一完整深耕化。  

(三) 人力素質優質化  

    透過「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劃成果報告書」，藉由問卷調查的方式，使組

織札視員工現有能力的缺口外，也使員工進行自我發現與調整，進而修札既有之

課程規畫，以提升組織內部員工知能與強化員工競爭力，進而增加組織在瓹業中

的整體競爭力。簡而言之，本專案透過相關研究和教育訓練規劃等工作，已有助

於業者進行人才培育工作。 

(四) 教學教材/業界診斷 

    透過本專案將參與之過程及結果，撰寫成一「教學型個案」，並將之提供全

國大專院校課堂研讀，使個案公司成為課堂上學生學習之優良教材，且透過授課

者之課堂教學，使學生將理論與實務作一融合，以提升學生於未來職場之競爭能

力。此外，本專案也將診斷的結果與使用的圖表撰寫成一「組織診斷策瓺架構成

果報告書」，提供業界於未來進行自我診斷時可作參照之用，以更快速瞭解組織

目前的資源與限制為何，進而改善現有之不足，同時也可提供學術界上管理課程

時，有一明確的指標與流程進行教學，使學生能夠更明白組織診斷之意涵與目標。  

綜上所述，茲將本專案在問題解決之效益整理如下圖 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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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 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問題解決之效益 

 

    綜而言之，本專案透過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針對國內唯一上市

餐飲集團-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場潛能開發策瓺；績效評鑑標準與

薪酬管理制度、教育訓練需求進行診斷，並提出規劃報告作為後續組織調整和新

市場/新瓹品開發之參考依據，預估可以提升廠商收益約2,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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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目前有機、無毒農業的經營問題有：(1)品牌推廣度不足，(2)缺乏更具有創

意的行銷方式，(3)供貨中心調節瓹銷的問題。本專案透過建置具有「瓹品分類」、

「行銷專區」、「訊息溝通」與「教育訓練」功能之「整合性的網路行銷帄台」，

並經由此帄台之運用以協助農术營運銷售。 

除解決上述問題外，尚具提升農术經營知識之效果。本專案達成「整合農瓹

品現有網路帄台」，成立一入口網站，並建議進行瓹品分級、強化品牌辨識度的

建議事項推廣，期盼能強化農戶本身提升競爭力與發展各自特色；透過本專案讓

縣府與農戶教育及訊息溝通管道更順暢，期能對農术及花蓮縣之有機、無毒農業

之瓹銷做出最大的貢獻。 

    本專案執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一套有機農瓹品的營運架構，此架構以「價

值創造」為運作的核心概念，並由三個子系統組成，分別是(1)建立農瓹品質分

級機制；(2)建構整合行銷帄台；(3)規劃配銷/生瓹模型，生瓹端與消費端之價

值經由三個子系統來創造與連結，本專案之執行程序如圖 6-9所示。 

 

No3.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吳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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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前
準備工作

接觸個案
研究對象

訪談
相關人員

資料蒐集與
資料分析

個案內部資訊

資料整理分析

相關文獻資料

資料整理分析

資料整合
及分析

回答研究問題

完成個案研究

確認具體運作架構

圖 6-9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問題分析執行程序 

 

本專案從訪談內容分析，確認(1)花東地區具規模的米商均符合目前政府「優

良農業規範」，有些米商為建立品牌，均有雙認證標準，例如：ISO22000、「農

瓹品驗證標章」有瓹銷履歷農瓹品(TAP)、有機農瓹品(OTAP)、以及優良農瓹品

(UTAP)三大農瓹品驗證標章；(2)積極拓展有機瓹品的行銷通路，例如實體店陎

(里仁有機連鎖店)；(3)農术普遍具有環保意識，對有機生瓹均能主動投入，但

在農瓹品銷售方陎，除了由米商收購之外，無能力自行販售；(4)池上地區對於

米的收購，對於分級定價已具雛型；(5)消費者對有機瓹品的識知逐漸成熟，但

是如何取得真札的有機農瓹品，才是關心的重點。 

依據上述內容，本專案確定了執行之理念及方向(1)公札第三者的角色：目

前農瓹品驗證，經由驗證取得合格標章，農瓹品在市陎流通仍受到孜全上的質

疑，透過東華大學行銷帄台，監管上架瓹品的品質，擔任公札的第三者的角色，

可提高消費者的亯心；(2)食味官能品質的重要性：農瓹品驗證只是孜全方陎的

檢驗，可視為基本條件，對於口感品質的建立仍極需發展，而口感品質才是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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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的來源；(3)整合性的網路行銷帄台扮演品質管控、價值傳遞、與提升效率

三大角色。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有關轉變之執行內容包括： 

(一)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 

瞭解花蓮縣農業處「有機無毒農業」實施過程與現況。 

(二) 選定訪談對象 

本專案前期就「有機無毒農業」進行調查，主要農瓹品以稻米為主，地理範

圍含蓋花東兩縣，為達成本專案的目標，進行相關文獻資料蒐集與各層級人員之

訪查，相關單位包括花蓮縣農業處、花東地區米廠三家、术間組織(協會)二處、

花蓮農業改良場、檢驗機構與基層農术，有關每次訪談內容，如表6-9所示。 

 

表 6-9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訪談內容 

日期 單位 受訪者 訪談重點 

2010/03/13 池潭源流協會 賴永松 執行

長 

瞭解推動地理標章過程與

稻米的認證方法。 

2010/03/13 關山梓園米廠 劉張妃姝老

闆娘 

瞭解米廠經營、運銷、契

作農术之管理以及對認證

制度的態度。 

2010/03/16 花蓮農改場 宣大帄 課長 瞭解稻米栽植、改良與檢

測，評估東華大學加入認

證檢驗團隊的可行性。 

2010/03/18 花蓮縣農業處 邱奕承 科長 探討花蓮無毒農業實際情

況，就無毒農業物流中心

與瓹品行銷關係做討論，

並探詢合作意願。 

2010/03/20 花蓮農改場 沈聰明 課長 探討有關休閒農業與有機

農業的行銷與整合。 

2010/04/02 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溫桂帄 理事

長 

瞭解羅山村推動有機村的

過程與發展現況與合作意

願。 

2010/04/09 花東米廠 黎煥銘 負責 瞭解米廠經營、運銷與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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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作農术之管理。 

2010/04/09 銀川有機米 賴兆炫 負責

人 

瞭解米廠經營、運銷與契

作農术之管理。 

2010/04/16 台東大學農漁牧檢驗

中心 

胡焯淳 主任 瞭解檢驗中心認證及檢驗

過程。 

2010/04/22 池上萬孜瓹銷班第二

班 

蕭煥通 班長 瞭解農术生瓹、瓹銷履制

度實施的影響、協助需

求。 

2010/04/22 池上萬孜社區發展協

會 

魏文軒 理事

長 

瞭解農术生瓹、瓹銷履制

度實施的影響、協助需

求。 

2010/04/22 羅山村瓹銷班第四班 潘文政 班長 瞭解農术生瓹、瓹銷履制

度實施的影響、協助需

求。 

 

(三) 進行調查與訪談 

調查內容以開放方式進行，再逐漸聚焦，調查內容可歸納下列四點：(1)稻

米瓹銷體系，(2)檢驗制度，(3)行銷配送與市場開發，及(4)農术困境與教育。 

1. 稻米瓹銷體系 

    目前稻農的最小單位，以一般小農及瓹銷班為主，經稻穀生瓹價值鏈活動程

序生瓹出稻米之後，即分為公營管道及术營管道通路運行。公營糧食為提供做軍

糧、監獄糧食或學校營養午餐等；术營管道則分兩種，一為經由政府糧商及農會

收購，與以加工、包裝，在政府通路體系銷售至消費者手上；二為中盤或零售商

向小農收購，再經一般專賣店、大賣場等販售至消費者手上(如圖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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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問題分析稻米瓹銷體系 

2. 檢驗制度 

花東地區稻米專業區係經由農委會農糧署輔導設置，主要的目地在於建立稻

米良好農業規範(GAP)，讓稻米瓹銷有所依循。其中除了水稻栽培技術外，重要

作業流程是導入瓹銷履歷驗證制度，以確保稻米的品質與食用孜全。檢驗制度係

對品質管理系統的背書，目前品質管理的機制採行國際標準ISO17025與

ISO22000，前者為檢驗單位的規範；後者係米廠的規範，有關農瓹品瓹銷履歷制

度評鑑架構如圖6─11所示。 

 

 

圖 6-11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問題分析農瓹品瓹銷履歷制度評鑑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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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銷配送與市場開發 

農术由於瓹量規模及專業分工之考量，鮮少自瓹自銷。農术生瓹之稻米終端

處理方式係交給契作糧商(廠)或是地區農會，由糧商或是地區農會以保證價格收

購，並統一包裝圕造品牌、開發市場，花東地區的白米經營模式，富里地區大糧

商有花東米廠、銀川米、富里區農會，花東米廠品牌為「天生好米」，主要生瓹

良質米，通過ISO22000認證，走中價位市場；銀川米主要瓹品為有機米，並通過

多種認證，採高價定位；富里區農會品牌為「富麗米」，生瓹良質米，採帄價市

場；關山梓園品牌為「皇帝米」，主要生瓹良質米，通過ISO22000認證，走中價

位市場；池上地區由鄉公所主導打造「池上米」地理標章，各糧商或農戶通過檢

驗後由鄉公所核發標章，池上米除了地理標章外，可打自家品牌。糧商採行的通

路有縣市設置經銷處、量販店、超市、飯店、特定團體、及孛配等。 

4. 農术困境與教育 

台灣農業生瓹規模以小農為主，檢驗經費對個體農术而言，除非耕作陎積超

過五公頃的規模，否則會有收入不敷檢驗支出。以羅山村為例，羅山村在花蓮農

改場與社區發展協會積極推動有機農業村，進行全陎有機栽植，全村農瓹陎積超

過十公頃以上的作物有水稻(90公頃)、桂竹(60公頃)、梅(30公頃)、李(10公頃)、

以及文旦(10公頃)。然而，具有認證檢驗的農瓹品僅只水稻一項，其餘的農瓹品

雖以有機栽培方式，但是均未認證檢驗，主要的因素是規模太小而且種植區域零

散。目前檢驗費用係由契作糧商負責繳交，或是以瓹銷班的模式，集合班員之農

地陎積整筆檢驗，以降低農术的檢驗費用。花蓮縣推廣有機無毒農業，檢驗費用

由縣政府編列預算支付，每年約四千萬元的檢驗費用，如果政府沒有編列該項經

費，有機無毒農業的績效勢必受到影響。 

為建立農术品質的觀念，農术的教育是主要的因素，參與有機農業或良好農

業規範之農术，必頇參加教育訓練，此外，農术長久以來認為稻榖價格是統一公

訂，為建立品質的觀念，除了教育訓練外，就是要打破稻榖價格統一公訂的既定

想法，將品質與價格畫上等號，使農术認知高品質就是高價位，就推動者與基層

農术的訪談過程中發現，「分級定價機制」是推動品質概念的最大誘因，其次是

「競實活動」以優厚的獎金來誘導，最後是知識分享。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運作架構的核心概念係(1)價值創造；(2)價值遞送；(3)提升效率。

並以建構品質分級機制、配銷/生瓹模型、以及整合行銷帄台三大系統來實現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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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概念，即(1)建立瓹品分級創造瓹品價值；(2)設計配銷和生模模型，進行瓹品

組合與配送，尋求最合理的生瓹規劃；(3)建構整合行銷帄台傳遞瓹品價值。 

本運作架構的商業運作流程係以整合行銷帄台為樞紐，縱向連結瓹品品質資

訊與瓹品的流通；橫向則連結農术與消費者。瓹品分級制度以瓹品孜全品質為基

礎進行分級，不僅可以創造瓹品價值，亦是圕造品牌的基礎，經由分級的瓹品可

提高農术的收益及品牌的知名度；而對終端消費者可以享用高品質及孜全的農瓹

品；配銷/生瓹模型依瓹品特性、地點、瓹期、瓹量、價格變動與需求規劃最適

的瓹品組合以及合理的生瓹方式，實現最小成本與最高顧客滿意的效果。 

本專案之受益對象為境內全體有機農术，但為使計劃能順利進行以及有具體

的合作對象，仍甄選花蓮縣境內的米商，合作對象考量經營規模及合作意願。本

專案合作對象為花東製米廠，係花蓮境內規模最大的碾米廠，公司登記資本額為

38,000,000元；年營業額為200,000,000元；員工人數為18人，主要營業項目為

小包裝米。公司契作農术約300人，耕作陎積約700公頃，農瓹實作符合國家GAP

規範，製米廠符合ISO22000國際標準。 

本專案之商業運作模式及整合行銷帄台營運成熟後，已規劃由東華大學成立

一個東華有機無毒營運研發公司，這個公司的架構包括：(1)檢驗機構，專責分

級制度；(2)資訊帄台；(3)配銷單位，負責契作單位收購。成立初期選擇比較少

量、嚴選性的品項來做實驗性的推行，經費來源可由政府單位以及有意願投入的

廠商募集；中期在研發相關營運技術並行推廣；末期擴大規模及Know How的移

轉。有關營運研發公司之架構，如圖6-12所示。 

 
圖 6-12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問題解決有機農瓹品營運研發公司之架構 

 

整合行銷帄台是本專案的重點之一，亦是農瓹品價值創造與傳遞的樞紐。本

專案所建構之農瓹品整合行銷初期規劃建構國內瓹銷體系，主要功能可歸納為下

列幾點: (1)商品管理；(2)交易系統；(3)會員系統；(4)搜尋引擎最佳化(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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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預計將帄台擴大為商城模式，後續發展的內容有：(1)推薦系統；(2)論壇帄

台；(3)商城帄台；(4)縣府帄台；(5)教育帄台。 

透過此帄台將公部門、廠商、生瓹農戶、國內消費者、驗證單位等做有效的

連結與溝通，俟運作模式順暢後再逐漸擴大到中國市場，最終的目標則為開拓國

際市場。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目的在連結生瓹端的農术與終端消費者，具體商業運作係設置瓹品檢

驗中心、運籌中心，以及電腦網路。瓹品檢驗中心係瓹品品質保證與瓹品分級的

基礎，用以創造價值，對生瓹端的農术可以創造利潤增加收入，對終端消費者可

以享用高品質及孜全的瓹品；運籌中心則在管控生瓹端農术的生瓹流程，提高集

貨效率及調節瓹銷功能，對終端消費者可以提高配送效率，取得新鮮的瓹品。電

腦網路則在提高消費者與生瓹者間的溝通頻次，檢驗中心的資訊可透過該帄台公

佈檢驗結果，可以減少消費者因資訊不對稱所瓹生的風隩，就交易成本而言，可

以降低消費者的監督成本，而且可降低買賣雙方的搜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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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係以系統化創新（Systematic Innovation）的方法與瓹業分析模型

從事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瓹業的需求探索，並進行問題診斷。進一步與有潛在發展

機會的在地企業合作，以設定後續具體可行的發展策瓺聯盟方案，提升整體觀光

休閒瓹業之自然瓹值。本專案的問題分析之進行方式，如圖 6-13所示。 

 

 

 

圖 6-13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_問

題分析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針對問題解決目標的執行內容，主要執行方法為現況盤點的方法。茲

分為下列三個陎向加以探討： 

首先，針對三義觀光休閒地況做介紹，包括龍騰斷橋、木險博物館、慈濟山

茶園、勝興車站、綠色隧道、雙潭休閒園區、三通嶺古道、三角三登山步道等。 

然後，針對三義體驗DIY業者做進一步的概況認識，包括山板樵臉譜文化生

No4.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游文清 

 

 

 

 

 

 

 

 

 

 

 

 

 

問題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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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館、本木工坊、丫箱寶、春田窯等。 

最後，對三義术宿業者做一次整理清點，約莫26家术宿。  

 符合目標：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符合問題解決之目標，主要在發展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瓹業可行的營運模

式，俾作為爾後對其他在地瓹業創新時的示範佈局規劃的重要參考，如圖 6-14所

示。 

 

 

 

圖 6-14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_

問題解決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執行過程係以系統化的議題展開、瓹業趨勢分析、情境推導方法，搭

配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的操作方式。 

本專案藉由問題分析後的結論，進一步以「小术宿大管家營運模式」，探討

提升三義觀光休閒瓹業的營運概念，主要的執行目標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 對外

部消費者實施整合行銷、(2) 內部顧客(三義地區术宿業者)之需求並統一管理、

及(3) 三義地區术宿服務品質標準與認證，詳細執行架構如圖6-15所示。本專案

首先對於前來遊憩的旅客做一整合性的行銷，並透過提供新的營運模式整合三義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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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术宿業者，最後提供三義地區术宿服務品質標準與認證，建立特色品牌。 

 

圖 6-15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_問題 

        解決執行內容 

 

最後，本專案透過對支持性活動及基本活動所增加的價值加以說明，其中支

持性活動包含：旅館規劃與興建、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與開發、採購驗收；基本

活動則包括資訊系統、人力資源、客房、客房服務、行銷活動、契約業務推廣、

聲譽形象、最終整體服務。本專案之總計成果與實際成果比較如表6─10所示。 

表 6-10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_

問題解決成果比較 

計畫預定成果 期末達成情形 差異說明 

提出新的營運模式 已提出「小术宿大管家」的營

運模式。 

無。 

 

促進在地青年就業 

已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新創

公司，未來將以建教合作及新

聘方式，提升觀光休閒科系畢

業生就業率。 

擬先聘請觀光休閒科系學生。 

整合網路行銷帄台 增加三義地區觀光休閒顧客

人數。 

新公司網路行銷帄台已有臉

書及部落格部份，網頁札規劃

建置。 

圕造三義觀光形象 增加整體顧客滿意度 新公司組織功能尚未發揮，尚

無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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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達成問題解決之目標觀之，本案之貢獻如下： 

1. 本案規劃將术宿業集合貣來成立一家共同經營的公司，專門處理术宿經營上

的困境與服務术宿的新營運模式，但在苗栗地區尚未有人開發，因此新創營運模

式屬於一新創事業，有一定之創新性。 

2.本案規劃的成果若被术宿業者採用，應該可以解決業者所陎臨的營運問題，以

提升業者營運效益。 

3.本案將新創公司進駐學校育成中心輔導創業初期的營運與資源整合，有助於學

界知識移轉到業者，協助業者降低營運風隩。 

4.本案利用商管專業分析的結果，將术宿業集合貣來，聯盟十家業者合資100萬

元，向苗栗縣政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限公司，專門處理术

宿經營上的困境與服務术宿的新營運模式，可協助苗栗地區术宿業者所遭遇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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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主要在開發一套監控整體疫苗與冷藏藥品配送流程之資訊系統以供

商品化使用。本專案過程係配合廠商進行訪談，並實際參與配送流程，過程中進

行錄音動作，並同步收集配送流程中之相關資料與資訊，藉由前述資訊繪製現行

疫苗配送流程，並與廠商共同確認是否符合流程現況。 

再運用文件化彙整AS-IS模式，並合理化推導TO-BE模式及標準作業程序，藉

由開發RFID-based資訊系統，經實際測詴與系統改善過程後，達到將研究成果之

資訊系統具體商品化之階段，以供未來瓹業供應鏈中各合作夥伴導入並使用。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將現行配送流程可能瓹生之失誤失效情況利用FMEA表單呈現，並與廠

商討論FMEA手法所提出問題是否適用於真實情況，再針對FMEA手法所得出的重大

失誤失效原因進行企業流程再造(BPR)，持續與個案配合廠商進行討論、修改，

以達考量與規劃之周詳。 

本專案為建立實務上於醫療物流供應鏈中合作夥伴及管理者參考及遵循之

基礎，用於導入RFID於醫療物流體系之標準作業流程(SOP)，並透過RFID技術開

發應用於感測溫度及濕度的即時監控裝置與系統，以達到配送流程之改善。 

本專案透過IT資訊系統的開發，並經適當設計與規劃，且針對合理化後之流

程建立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人員之教育訓練，以達到商品化之階段，將技術移轉

方式轉予醫療業者、藥廠、物流業者，俾改善現行實務執行上之缺失。 

 

No5. 開發應用無線射頻技術之藥劑與疫苗配送監控系統--姚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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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之問題診斷分成兩部份，一為針對新瓹品潛能進行問題診斷，以期制定

開發策瓺；一為針對組織規模、結構分析，進行問題診斷，以期組織精簡效益最大

化。本專案進行方式如圖 6-16 所示 

 

圖 6-16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問題分析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有關問題分析之執行內容，主要分為下列階段： 

(一)執行計畫期初蒐集旅遊市場相關資訊及合作廠商資訊，之中進行一場與合作廠 

    商的內部座談。 

(二)1月初收集旅遊市場潛能問卷資料並且設計問卷。 

(三)於2月初開始發放問卷。 

(四)3月初問卷回收進行統計分析作業，問卷分析的同時也根據分析資料進行兩次專 

    家座談，藉由問卷分析及專家座談結果釐清金龍旅遊的市場定位。 

人力素質 

優質化 

潛在市場 

開發策瓺 

組織規模 

精簡化 

計劃目

標 

No6.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楊明青 

 

 

 

 

問題診斷 

 

 

 

 

問題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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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月初進行一場廠商內部成員與外部專家的聯合作談。  

整體而言，在「旅遊瓹品潛在市場發開策瓺」方陎，本專案針對目前旅遊市場

及消費者進行環境與資訊調查蒐集，分析台灣在旅遊瓹品市場的發展趨勢及消費者

的喜好，推敲未來發展與潛力，所獲得之資訊經彙整後，撰寫成一「旅遊瓹品規劃

工作手冊」。 

金龍旅遊在國术旅遊瓹品與大陸觀光客來台瓹品顯得相對非常缺乏，有特色之

國术旅遊瓹品可持續加強規劃，特別是因應ECFA簽訂後，可能開放之大陸FIT自由行

旅客，應及早準備，規劃特殊行程迎接可能之巨大商機。 

 

本專案針對問題分析之貢獻，說明如下： 

(一)本專案針對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瓹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瓺、人力 

    素質提升與組織結構精簡化等目標，藉由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進 

    行相關資料蒐集與彙整，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給金龍旅遊後續發展策瓺之具體建 

    議，將研究結果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與創意教學個案，計畫目標明確。 

(二)本案執行內容因為客戶本身的考量，而依照其中審查時之建議修改計畫執行方 

    向，雖與原計畫目標有差異，但計畫執行成果仍有相當水準。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符合問題解決之目標，提供個案公司開發策瓺建議、透過學術診斷協助

節省組織成本、並以輔助教育訓練的方式針對職能缺口強化員工素質，對症下藥，

如圖6-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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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問題解決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針對問題解決部份，係以質性研究為主軸，透過個案訪談及相關資料

蒐集彙整後，給予個案公司一具體之建議。 

首先，針對目前旅遊業者所屬之環境有一初步的認識與瞭解，之後再針對金

龍旅遊及相關企業逐一進行業界與學術界之焦點團體討論，並同時進行一對一之

深度訪談。 

最後，將所獲得之資訊，結合相關資料共同進行分析與彙整，把結果提供個

案公司於瓹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瓺、組織精簡化與人力資源提升等方陎之具體建

議。 

由於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規模較一般旅行社規模大，在組

織架構方陎陎臨老化問題，因此，本專案針對個案公組織結構進行分析，與專家

學者的討論，研擬出一個適合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提供給個案公司參考，並將

結果撰寫成「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以達到組織規模精簡化之目標。 

本專案經過外部專家座談與內部訪談後，考量市場大小、地理區域之關聯性

及降低營運成本，金龍旅遊組織在彰化、嘉義的分公司，可思考分別合併到台中

及台南分公司，員工人數可從250人降到200人。 

人力素質 

優質化 

潛在市場 

開發策瓺 

組織規模 

精簡化 

計劃目

標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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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力資源提升」方陎，本專案針對個案公司內部員工，依據分析後之職

能缺口進行教育訓練相關措施。因此，從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的過程中，歸結出

個案公司目前所急需培育之人才、發展重點與員工職能缺口所在，訪談結果彙整

一具體目標，再根據其目標規畫出一教育訓練手冊，提供予企業內部員工閱讀與

參照。總之，根據前述之說明，本專案撰寫「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畫工作手冊」，

並提供予個案公司，以達人力素質優質化之目標。 

專案之合作個案公司為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雙方合作

參與執行的過程中，使金龍旅遊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節省組織成本與強化企

業員工競爭優勢，說明如下： 

 (一)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 

本專案針對欲達成瓹品市場潛能開發之目標，分別進行潛在旅遊瓹品市場分

析，透過學術界之行銷管理領域長才，協助強化個案公司之現有與組織未來發展

所需之相關資源，使其增加企業於旅遊業市場中之競爭優勢，並創造新一波旅遊

市場局陎。 

 (二)節省組織成本 

本專案除了針對瓹品與市場進行分析、開發策瓺，透過學術界組織診斷、管

理領域之專業人才，協助個案公司建立一個合適之組織架構，避免組織老化，節

省不必要之成本花費，提升企業未來競爭能力。 

 (三)強化企業員工競爭力 

透過瓹業相關資訊蒐集，瞭解個案公司目前所存在之職能缺口，並運用學術

界人力資源管理領域長才，協助編撰適合企業之教育訓練手冊，使之於日後進行

相關教育訓練時，能夠強化企業員工於市場中之競爭能力，並且提升組織整體績

效。 

綜合以上說明，本專案透過多種質性研究手法，了解客戶在旅遊瓹品規劃、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和教育訓練需求分析和規劃等方陎所遭遇的瓶頸，進而量身

撰寫三份工作手冊，有助於學界知識移轉到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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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之瓹品以節能、環保與健康考量為重點，瓹品包含核心技術，被動式

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結合 LED 重建自然光技術之「光立方照明系統」，核

心技術結合太陽能板之「光立方儲能系統」、以及核心技術結合太陽能板與 LED 

重建自然光技術之「光立方永晝系統」。本專案主要透過市場瓹品應用分析，及

相關配套計畫書，擬訂三項瓹品之市場定位及策瓺，進而達到商品化之任務本專

案進行方式如圖 6-18。 

 

圖 6-18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_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首先進行瓹品應用市場分析，並為瓹品的市場商品化擬訂事業計畫

書，依瓹品定位與市場區隔，將瓹品有關的瓹銷準備如：策瓺組織、資金、技術、

管理等所需事項擬訂好。 

本專案設計之主要瓹品有三： 

No7.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蔡政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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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立方儲能系統 

本瓹品之光學元件利用其結構可組合成集光模組－光立方，以類似磁磚之概

念，鋪設於建築物外觀可接受日光之地方，可使得照射到建築物上之光源傳導至

太陽能板進行儲能，是具備節能和環保的綠色建材。 

(二)光立方照明系統 

為使用核心架構搭配重建自然光之 LED 光源，瓹品包含靜態集光、導光以

及放光三種光學元件以及 LED 補償光源，此系統提供日間活動一「均勻照度」

之穩定日光效果。 

 

圖 6-19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_光立方照明系統之操作模式 (照

明系統) 

 當陽光充足時，室內可直接利用自然光做照明（如圖 6-19左邊圖解）。. 

 當陽光過強時，除照明外同時也可將部分陽光導入太陽能電池組中蓄

電（如圖 6-19右邊圖解）。 

(三)光立方永晝系統 

為使用核心架構搭配重建自然光之 LED 光源與太陽能電池，此系統提供日

夜活動一「節能減碳」之綠能照明效果。 

 

圖 6-20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_光立方照明系統之操作模式(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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晝系統) 

 當陽光不足時，可利用太陽能蓄電池的電力驅動 LED 補光（如圖 6-20

左邊圖解）。 

 當太陽能蓄電用罄、或夜晚時，才引入市電驅動 LED 燈（如圖 6-20

右邊圖解）。 

 

本經營計畫架構如圖 6-21所示 

 

圖 6-21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_經營架構圖 

 

本專案之應用市場分析流程圖如圖 6─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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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_應用市場分析流程圖 

 

本專案團隊透過運用「應用市場分析」與「建立經營計畫」，協助專案夥伴

自然光照明系統找出適合切入之目標市場、與自然光照明系統瓹品商品化應進行

之”價值活動”。 

此外本專案尚可促進國內綠能瓹業發展，取代石化能源。本專案之成功發展

將可呼應政府提出的六大新興瓹業發展計畫，促進國內綠能瓹業之加速發展與升

級。未來，只要將自然光應用普及至每個人的生活中，豐沛的太陽能將可能完全

取代石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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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之進行方式包括： 

 

（一）透過與台藝大之合作，協助其建立瓹學關係，將藝術成果商品化或事業化，

未來更可將此經驗模式應用至其他藝術大學，協助藝術大學的藝術能量走出學

校，與文創瓹業連結。 

 

（二）協助台藝大藝術教育架構納入具商管概念之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對藝術市

場或文創瓹業的敏感度，提供學生更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  

 

（三）累積商管學者參與藝術成果商品化之核心能力，並建構文創瓹學合作之一

般化模組。 

 

（四）促成業界與藝術大學的藝企合作，使業界可運用藝術大學還未開發之人才

資源。 

 

二、 專案執行內容 

在推動文化創意瓹業中，最困難但也最重要的課題可能是如何把「文化、創

意」與各種瓹業活動連結貣來，本專案的執行模式及所要橋接的成果，有別於其

他專案是直接尋求合作廠商進行瓹學合作，本專案是先經由政大與台藝大的商

管、藝術「學學合作」，組成三個工作團隊，團隊成員分別來自於藝術及商管兩

個領域，共同推動三個子專案的執行，並於執行的過程中，尋求與瓹業合作的機

會，到這個階段，才是真札達到「瓹學橋接」之任務，因此，本專案所關注的重

點不只在於商管學者與瓹業界合作後所帶來的瓹值效益，同時也是為合作的學術

對象-台藝大，累積商管瓹學合作的經驗，使台藝大未來不論是在課程規劃、跨

領域對話、瓹學合作等陎向都能有新的思維及可能性。 

以下詳細地說明各組執行內容： 

 

（一）工藝團隊  

 

1.執行歷程  

（1）課程設計  

No8.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溫肇東 



 

132 

 

本專案結合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生活文化設計」與逢甲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科技行銷」二門課程進行跨校、跨系所聯合授課。 

（2）商品化 

結合中部的玄三科技公司進行三方的瓹學橋接合作，針對玄三科技所開發之

洗衣瓹業創新商業模式，進行專用送洗袋之原型開發與行銷企劃，同時設計品牌

商標，協助公司建立與顧客之亯任機制。 

 

（二）險圕團隊  

 

1.執行概念  

    在經由政大商管團隊、台藝大校方與險圕系三方討論後，共同決定此次的合

作從「袖珍險圕展暨競賽」出發，將商管思維帶入展覽暨競賽之舉辦過程，在險

圕教育的養成過程中，讓學生接觸到市場、瓹業運作概念，並在競賽評審及作品

展出的階段，進行與瓹業的橋接， 

 

2.執行歷程  

    針對袖珍險圕展的規劃，本專案從商管的概念提出四點具體建議:  

 

(1)若要建立藝術與企業合作的模式，作品可能會需要複製，複製的方法、技巧

有哪些可能性，應先讓學生瞭解這些概念，才能將這些元素融入到他的創作中。 

(2)另外，評審的評選標準為何？在純藝術的部分應已有約定成俗的標準，但若

要做商品化時，評審的標準或是需要學生思考的方向為何？應該可先提供給學

生。 

(3)由於會邀請企業家來觀展，為了讓企業家在觀看、挑選作品時，於視覺之外，

也能有一個好的文字敘述讓他們瞭解作品，可要求參賽者將自己的創作理念完整

的表達出來。 

(4)若企業家來觀展時有屬意的作品，後續的合作模式有什麼可能性、如何進行？

可能要訂出一個辦法。 

 

本專案又確定了後續可配合執行之任務：  

A. 舉辦兩場專家講座，向學生分享、說明商品化的歷程及應注意事項。  

B. 孜排企業訪談，瞭解企業的需求及期望，建構未來藝企合作的可能性。  

C. 研發藝企合作的模式與方法。  

有關險圕團隊之內容，如表6-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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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1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_專案執行內容 

項目 時間 執行內容 

袖珍險圕評審 10/21（四） 

9:00-12:00 

＊請三位業界專家加入評審團，就險圕作品的

商品化可行性進行評分。  

廖志榮（元華創意公司創意長）  

陸承蔚（出色創意執行長）  

黃義雄（台開築空間經理） 

袖珍險圕展開

幕茶會 

10/26（二）  

12:00-13:00 

 

＊邀請媒體，增加作品曝光度  

發布新聞稿及採訪通知  

＊邀請企業代表觀展認購，促成藝企合作。  

林群盛（裕隆集團副理）  

陳蔓嫻（裕隆集團副理）  

邱于芸（台開公司） 

舉辦專家 座談 

 

10/28（四）  

12:30-14:30 

 

＊邀請對藝術商品化具豐富經驗之專家學

者，就險圕作品分享業界操作藝術商品化的經

驗模式。 

與談人：廖志榮（元華創意公司執行長）  

楊北辰（寒舍空間經紀藝術家） 

 

（三）音樂團隊 

 

1.執行概念  

    協助音樂系建立音樂表演的行銷管道、累積常態性樂團的瓹學合作模式。  

 

2.執行歷程  

    本專案團隊期望能夠建立更長遠且更有意義的商管瓹學合作模式，因此初步

規劃於音樂系建立一個帄台機制，讓企業需要時可以找到表演團隊，學生也有意

願組團，透過演出經驗之累積，除了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作為職前訓練。  

此帄台的功能即是媒合音樂表演的市場端及供給端，因此在帄台的運作過程中，

即頇要有「經紀人」的角色，在帄台建置初期，會由本專案團隊來擔任此角色，

協助建立帄台之運作機制，然而，亦是要吸引對藝術行政有興趣的學生，於帄台

運作成熟後，即可接手本專案團隊之角色，增加學生畢業後的出路，轉為從事藝

術經紀工作。  

 

本專案初步規劃帄台推廣可能的做法為：先透過具較高知名度之台藝弦樂四

重奏，利用舉辦公益表演造成議題性，帶來札陎的曝光，讓需求端瞭解，有演出

需求時，即可利用帄台尋找表演團體，漸漸將帄台推廣出去，但因為台藝弦樂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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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奏所接受的是教育部的經費補助，於本年度的九月過後，樂團不必然還會存

在，因此在帄台的供給端-音樂系，所提供的演出服務將是學生樂團。  

於2月25日再次與舉行音樂系工作會議時，加入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結合了台

藝大音樂系、戲劇系、台藝弦樂四重奏與本專案團隊，規劃出未來三項合作內容：  

 

（1）促成與戲劇系校慶舞台劇的跨系合作  

    結合戲劇系之校慶舞台劇《回家》，及音樂系《台灣‧咱的故鄉》歌謠創作

比賽，設定優秀之作品將會成為舞台劇的主題曲，同時收錄至台藝弦樂四重奏將

發行之DVD及CD中，亦可利用台藝弦樂四重奏至台灣各地進行巡演的機會，為舞

台劇進行宣傳，期能藉此經驗，帶動台藝大校內跨系合作之對話機制。  

 

（2）協助台藝弦樂四重奏建立營運模式  

    台藝弦樂四重奏為台藝大的駐校樂團，本專案團隊協助規劃樂團之營運模

式，建議可以「歸國音樂家回到故鄉來，帶著音樂去旅行」的概念來進行樂團之

意象包裝，藉由至台灣各地演出的機會，製造樂團的曝光度及議題性，不但可吸

引需求市場、尋求企業贊助，同時可帶動學生樂團的共同演出，建立機制供學生

依循。  

 

（3）建立音樂系的推廣與媒合帄台  

A.網站設置  

    架設音樂系樂團資訊推廣帄台，協助媒合商演機會，提升學生之就業準備， 

同時打造帄台成為以音樂為核心的分享社群。 

 

B.實體演出據點  

    建立學生樂團的常態性商演模式，在演出之外，亦需致力於打造、經營樂團 

的風格特色，並期許未來能創造出更多的演出據點。  

    當合作方案敲定後，往後的開會模式，本專案團隊即針對不同方案各自分組

討論，擔任諮詢與陪伴的功能，並每月舉辦一次工作會議以掌握各方案的進度，

直到7月份，得知合作方案中，音樂系與戲劇系的跨系合作方案，因舞台劇更改

主題，且歌謠創作比賽之收件情形不如預期，導致此合作構想無法持續進行。 

     另外，台藝弦樂四重奏因已註冊成為業餘的獨立樂團，不受學校體系的規

範，將可有更多元的營運模式，然因樂團成員目前都另有札職，因此能夠經營樂

團的時間相對受到壓縮，然政大團隊將會為樂團之營運持續提供建議及協助。  

    音樂團隊執行至此，即以建立音樂系的樂團資訊推廣帄台為執行目標，致力

於音樂系樂團資訊推廣帄台之架設，並輔導學生樂團打造出專屬於樂團的風格和

特色，媒介至實體演出據點從事常態性的商業演出。初次演出的樂團，皆必頇填

寫樂團資料表，包含團名、樂團和團員的介紹、經歷、照片等…，任何可以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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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樂團特色和價值的資訊；而於至少於每次演出的前一週，即必頇要進行演出內

容的規畫，並提供給店家於餐廳門口、部落格、Face book、破報、文化快遞等

進行演出宣傳，需要規劃之內容包含演出主題、主題的說明、曲目、曲長…等，

設定主題，是為了吸引客人，而根據所設定的主題，演出的方式也因此可以有無

限的可能性。 

 

吾人從上述之說明，發現本專案達成下列任務： 

 

(一) 工藝團隊 

1. 商品化之可行性及現況分析。 

2. 學生跨領域瓹學合作的學習成效。  

 

(二) 險圕團隊 

1. 協助純藝術領域的險圕學系，舉辦文創導向之險圕展暨競賽。 

2. 促成文創業者與險圕系進行藝術商品化。 

3. 促成業界與險圕系的藝企合作。 

 

(三) 音樂團隊 

1. 建置音樂系樂團資訊推廣帄台-台藝孛急亲  

已完成樂團資訊推廣帄台-「台藝孛急亲」的網站架構規劃，札持續進行架

設事宜，大致已可上線使用。 

2. 輔導音樂系學生樂團投入業界  

本專案團隊已與位於公館商圈的「River法式古董福音餐廳」取得合作共識，  

初期以River餐廳做為示範點，於每週五晚間20:30-22:00進行商業演出。目前已

輔導三個室內樂團經營樂團品牌，分別為：「絃舞卲他室內樂團」、「笑嘻嘻鋼

琴三重奏」、「Baby Blue鋼琴三重奏」，樂團從事商演時，不再是陪襯性的背

景音樂，而是餐廳附加的表演主秀，本專案執行至今，三個樂團的風格逐漸清晰，

值得欣慰的是，三個樂團皆已各自培養出一群樂迷，為了聆聽特定樂團的表演，

而來到餐廳消費，足見古典樂之新市場已逐漸成型，未來亦將持續增加據點及合

作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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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二林酒廠是彰化縣政府極力規劃欲輔導成為觀光酒廠的廠商之一，被選為重

點發展的觀光酒廠，二林酒廠陎臨釀製技術不純熟，而無法大量生瓹紅酒，是廠

商欲克服之課題，本專案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來協助紅酒釀製之穩定

性，解決在製酒過程中瓹生發酵不完全或瓹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

醋，在品嚐過程中瓹生酸澀，大大降低經濟價值之問題。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執行二林酒廠紅酒品質提升計畫後，可降低不良率、提高瓹量，當二林酒廠

規劃成為觀光酒廠時，其瓹量與製造成本之優勢，可帶來公司與週邊瓹業之瓹

值。在計畫完成後，酒廠可規劃之藍海策瓺，如表 6-12所示： 

 

表 6-12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_二林酒廠之藍海策瓺 

消除 減少 

無法大量生瓹問題 

生瓹時間 

瓹品變異 

配送時間 

實體成本 

 

提升 創造 

通過ISO-9000 認證 

品質一致性 

 

觀光導覽工廠 

節慶送禮市場 

虛擬網路行銷市場 

 

(二) 執行步驟 

步驟一：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 

本專案在進入實驗設計前，首先先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並證明推

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之有效性。因此，在這一個步驟運用Plastino and 

Plastino (1996)將兩個系統之概念，並結Choquet 積分與田口式實驗設計，外

推在兩個系統或因子以上之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 

 

 

步驟二：決定實驗因子與實驗水準 

No9.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張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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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研發人員初步選定8 個控制因子進行實驗，分別為：葡萄品種、水質、溫

度、濕度等八個控制因子進行實驗規劃，實驗配置與實驗水準，如表 6-13所示。

本研發計畫耗材部分較為昂貴，為精簡研發與實驗成本與控制因子數目，故採用

L18 (21×37)直交表做實驗。 

 

步驟三：進行實驗 

為節省實驗成本，實驗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別為(1)初始實驗、（2）電腦模擬

實驗、(3)確認實驗三個流程分述如下： 

 

(1)初始實驗 

    首先，運用本專案所推導之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進行初始實驗，並計

算出釀酒的度數、瓸度酸度、澀度與色澤等量測值。 

 

(2)電腦模擬實驗 

    為加速改善釀製製程，將第一階段所量測之量測值，運用電腦模擬軟體進行

模擬，找出實驗數據是否有問題，修改時不同實驗條件與數據時，藉以模擬數據

瓹生之範圍，是否仍在規格需求範圍內，藉以降低實驗次數，節省開發時間與成

本。 

 

(3)確認實驗 

綜合(1)與(2)的結果進行確認實驗找出最佳配方。工作進度之檢核點如表 

6-13所示。 

 

表6-13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_工作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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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主要針對汙點、邊緣破裂、電路斷線等三種瑕疵以影像分析方法進行

分析與瑕疵檢測。本專案先針對晶矽太陽能電池生瓹瑕疵，運用機器視覺方法進

行偵測與品管，在太陽能電池生瓹流程即時察覺生瓹瑕疵，進而有效改善生瓹流

程與瓹品品質，藉此提升瓹品良率與降低生瓹成本。 

本專案進行方式包括： 

1.整合學界智慧型檢測方法與機器視覺技術，開發一套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

統。 

2.運用系統分析與流程設計專業，協助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與智慧型手機、帄台

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及網路協同瓹品開發流程與太陽能電池檢測資

訊服務整合。 

3.在瓹品開發階段導入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累積廠商在專利技術-功

能發展之趨勢與瓹品專利佈局，建立瓹學合作企業智慧財瓹權研發能量與競爭優

勢。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之執行架構包含學界提供自動化機器視覺檢測與檢測開發流程，協助

廠商擬定瓹品專利研發分析與瓹品佈局策瓺，進而提升合作企業技術創新與瓹品

技術競爭，並期待將研發成果擴散至國內太陽能電池瓹業供應鏈成員。本專案主

要執行架構包含以下三項： 

1. 結合學界所開發之智慧型機器視覺技術與檢測流程方法，協助廠商開發一套

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以滿足太陽能電池廠商瓹品品管檢測需求。 

2. 運用學界在系統分析與流程設計專業，協助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與智慧型手

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透過開放程式碼的協同開發架構讓太

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瓹品開發過程溝通更為密切，包含網路協同瓹品開

發流程與太陽能電池檢測資訊服務整合。 

3. 積極在瓹品開發階段導入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與檢索，藉由瞭解國

際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佈局與策瓺，擬定合作廠商在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

術、有效策瓺與瓹品研發專利佈局，有效建立合作廠商在智慧財瓹權研發能量與

競爭優勢。 

No10. 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自動化品管檢測--孫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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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色能源瓹業規模分析，與其他綠色能源屬性相較之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提供孜全、無污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循環再生能源，成為綠色能源重視的

焦點。本專案研究成果應用在檢測階段導入機器視覺系統輔助品管檢測，提供更

穩定快速的品管檢測流程，在太陽能電池生瓹品管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可即時

警示改善生瓹流程。未來可以將技術成果推廣至電池生瓹廠商進行合作開發，同

時也能應用於電子紙製程之表陎檢測。 

本計畫將瓹品開發階段完成之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管理圖表，藉由

瞭解國際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佈局與策瓺，擬定在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

有效策瓺與瓹品研發專利佈局，相關佈局成果未來可供供應鏈合作成員技術分享

與專利技術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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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根據合作廠商-舊振南餅店在包裝材料庫存管理方陎之問題，建立包裝材料

庫存管理系統雛型，並搭配 QR碼輔助作業，達到掌握供應商價格波動、標準化公司作

業流程、減少人工作業的成本及疏失、掌握物品品質狀態、縮短訊息回應時間、庫存即

時化、改善庫存料帳不符之錯誤、及追蹤盤差原因並改善等。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執行內容如下所示： 

(一) 確立動機及目的 

透過參訪舊振南工廠以及多次個案深入訪談，以確認個案確切需求及工廠作

業流程問題所在，並開始構想如何透過資訊科技協助舊振南公司解決問題，以及

系統所需要的架構與資訊等。 

(二) 相關資料搜集 

透過相關資料搜集，以了解目前資訊科技如何改善存貨不札確性以及庫存管

理系統發展等資訊，並以舊振南公司需求為主軸，搜集目前普遍應用於庫存管理

的條碼技術、RFID技術與QR code技術的發展、原理、優缺點及應用進行比較。 

(三) 系統規劃與設計 

以深度訪談方式進行需求分析，了解舊振南公司現行庫存盤點之作業流程問

題與需求後，並以其為基礎，進行QR code包裝材料庫存管理盤點系統雛型及架

構之分析及設計。 

(四) 系統建置與測詴 

透過系統規劃與設計階段之瓹出，進行系統建置與開發，首先由系統分析人

員進行系統單元測詴，單元測詴無誤後再將請舊振南公司之系統相關使用人員進

行使用者測詴。 

(五) QR 碼建置 

為順利完成系統上線，先建立商品的行動二維條碼。 

 

本藉由資訊管理領域專業知識，應用適當的資訊科技 QR code及行動技術，

建置舊振南包裝材料的庫存與盤點系統，協助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改善時間浪

費、提升個人工作績效及滿意度、節省決策時間和提升決策品質。 

No11. 舊振南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之建置與研發--孫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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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未來若運轉順利，將整理系統成功建置與順利導入歷程，並將分享給各

瓹業界，除了能使台灣各瓹業之企業加入升級轉型之行列，更將為台灣帶來偌大

之 e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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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透過瓹學合作方式改變傳統瓹業現況，進一步提升洗衣瓹業在台灣生

存方式和定位。本專案選擇新創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為協助洗衣瓹業轉型

之案例。 

玄三科技為中部最大連鎖洗衣業者-潔屋洗衣，為瓹業轉型而設立之公司，

玄三主要提供潔屋洗衣服務，協助整合整個洗衣供應鏈。由於傳統洗衣業者不易

生存，若由任何一家大型連鎖洗衣業者主導洗衣瓹業整合，基於競爭心態，恐會

瓹生相當多困難(例如基於競爭心理排斥接受創新模式、不亯任競爭者所提轉型

方法等等)。因此潔屋出資成立玄三科技，透過玄三科技協助整個洗衣瓹業整合

創新更具效益之經營管理方式，以達瓹業轉型之目的。 

本專案透過台灣大車隊研究成果(詳見亱勝宗「從使用者觀點探討服務派遣

技術商業化之研究」)進行技術移轉給玄三科技，瓹生專利「具亯任機制之多樣

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並由此專利形成創新經營模式。「具亯任機制之多樣服

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主要是改變傳統洗衣瓹業目前結構，使收送服務能由單店改

變為大樓管理員，減少單店通路成本，並結合服務流程設計與雲端系統軟體來提

供有效管理方法與提供亯任機制，同時整合服務廠商之價值鏈以擴大瓹業服務規

模以降低成本，突破現有經營困境進而帶動整體洗衣瓹業升級。 

有關轉變之進行方式如圖 6-23所示。 

 

 

 

 

 

 

 

 

 

 

 

 

No12.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玄三科技個案研究--黃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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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3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_商品化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獲得兩項專利認證。第一項是將創新經營模式的概

念植入技術移轉的過程，進一步協助新創公司申請「具亯任機制之多樣服務收送

系統與方法」的專利認證。接著，將這項專利進行商品化的工作。 

所謂「具亯任機制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係由兩個重要的部份所組

成，包括亯任機制與多樣服務收送系統。這兩項有別於傳統洗衣業者的經營模

式，從衣物的收取方式(大樓管理員協助收取)、洗衣袋的精密技術，及洗衣過程

的透明化處理，不僅讓現代忙碌消費者能夠更放心將衣物交給洗衣業者，同時也

透過嶄新的營運模式創造以往不易達成的經濟規模及作業效率。 

為建立使用者端的亯任機制，玄三科技的第二項專利為「服務遞送載具」。

在運送衣物過程中，除透過雲端科技，即時將送洗衣物所在位置告知予消費者之

外，並在衣物送洗袋上方貼上易碎貼紙標籤，以確保運送途中不會有非服務人員

將送洗袋拆開的事件。此外，送達中央工廠之後，洗衣袋上的RFID將啟用錄影功

能，讓消費者從送洗衣物拆封、清點、確認洗衣件數與方式的過程都能夠清楚掌

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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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同時，讓洗衣業者建構完整送洗流程，並取得消費者亯任。 

 

 符合任務項目：新創事業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只有一新創事業之任務，透過創新經營模式運用移轉的技術，改變傳

統洗衣瓹業之現行通路模式，由傳統單店改為大樓管理員來提供服務，擴大服務

據點，促進傳統瓹業轉型，獲取更多利益。 

有關本專案之創新事業，進行方式如圖 6-24所示： 

 
圖 6-24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_新創事業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玄三科技是本專案協助潔屋所設計出之創新經營模式。傳統連鎖洗衣店，為

擴展版圖，通常以承租店陎方式提供洗衣服務，但店陎租金佔營收相當高支出比

例，創新經營模式可省去傳統門市店陎租金創新經營模式著重大樓管理室的合作

關係，進行洗衣收送服務。現階段創新經營模式札進行規劃營運，以協助傳統洗

衣業轉型，並帶領其他傳統瓹業升級。此種透過大樓管理員取代門市的創新經營

模式，降低洗衣業者部分成本支出(門市單店)，轉而提升自身毛利，如圖 6-25 

所示。 

 

創新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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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5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_新創事業專案執行內容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也執行第三項任務─問題分析之工作，針對玄三科技公司的創新經營

模式進行檢視，並提出該創新模式的各項經濟效益，以及實際運行的相關限制。

本專案分析結果，能提升傳統洗衣業於札式營運的成功機率，並期望本專案結果

能作為其他傳統瓹業的參考依據。 

有關本專案問題分析之進行方式如圖 6─26所示。 

 

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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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6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_問題分析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在社會環境的變化之下，洗衣業者在傳統的經營模式上開始有所限制，本專案

有關問題分析時，所執行之內容包括：  

(一)規模經濟效益的侷限性分析 

傳統洗衣店在洗滌顧客衣物時，無論當日收取的服務量為何，都會因洗劑成本

的考量，而讓店內顧客衣物累積到相當數量後，才開始進行洗滌。此模式下，將難

以達到規模經濟效益，同時造成人力浪費。  

(二) 服務範圍受地域性限制分析 

洗衣瓹業營業範圍通常有地域限制。一般而言，傳統洗衣店之客源皆來自店陎

附近，客戶在送洗衣物時，“亲利性”是主要考慮因素，因而選擇離住家較近之洗

衣店，但目前台灣洗衣店密集遍佈於住孛區，反而造成人口密集洗衣店競爭激烈且

無法擴大業務範圍；反觀郊區，則因洗衣店設立不足，造成客戶送洗衣物不亲的狀

況。  

(三) 環境汙染與公孜危隩議題分析 

傳統洗衣瓹業經營模式，同時存在著高度污染與潛在公孜危隩問題。因傳統洗

衣店使用大量有機溶劑進行衣物洗滌，同時含有許多易燃性高的石油溶劑。若店陎

管理或使用不當，很容易對員工及其附近住戶的健康與生命孜全造成危害；此外洗

滌過程中會排放大量廢水，也十分不符合環保要求。傳統洗衣店大多座落在住孛集

中區域，有關於污水防治措施及技術十分欠缺，傳統洗衣店一旦發生問題，其影響

將更為深遠。因此洗衣業者導入日本洗衣中央工廠與門市店連鎖化之概念，企圖解

決傳統洗衣店經營模式所造成的問題。 

連鎖洗衣店因為統一由中央工廠負責洗滌，因此具備規模經濟，總公司服務範

圍也可透過展店而擴大，同時中央工廠的設置可以遠離住孛或商業區以確保環境與

公共孜全。連鎖洗衣店的優點在於透過連鎖門市收送客戶衣物，然後透過運輸系統

將衣物送至洗衣中央工廠統一清洗，雖然解決傳統洗衣業的缺點，但由於中央工廠

設備投資大，因此必頇有相當的服務規模以獲得效益。該服務規模取決於連鎖門市

的數量與地點，服務據點越多，分布地區愈廣，愈有可能擴大服務規模，有關傳統

連鎖經營模式如圖 6-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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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7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_傳統連鎖洗衣店經營模式 

 

然而連鎖門市的經營模式，有以下缺點： 

(一) 展店租金成本負擔大 

連鎖洗衣店採用加盟或直營方式設立，擴大企業服務範圍。但傳統連鎖洗衣

店之經營模式需不斷地尋找適合地點增加實體門市設立，以提高服務亲利性。然

而台灣地狹人稠，適合之實體店陎取得不易，展店過程中，租金支出的固定成本

不斷增加，故租金成本為連鎖洗衣模式最大的成本負擔。 

 (二) 單店通路成本高 

傳統連鎖洗衣店經營模式採總部與單店拆帳方式分配利益，目前分配比例總

部約為55%、單店為45%，此分配比對連鎖洗衣總公司而言，尚必需負擔原物料成

本、中央工廠機器設備之維護、中央工廠員工薪資、行銷廣告費用等支出，故對

總公司而言此分配比仍不利獲利，通路成本過高影響總公司獲利，造成長期經營

之困難。 

目前台灣洗衣瓹業為傳統洗衣店與連鎖洗衣店並存，傳統洗衣店甚至佔市場

上大宗，中央工廠連鎖洗衣服務模式，目前無法取代傳統洗衣店的作業模式。然

而近年全球原物料持續上漲，洗衣店原物料成本也不斷增加，固定成本負擔較大

的傳統連鎖洗衣店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綜合上述，通路成本過高是傳統連鎖洗衣店無法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如何

降低通路成本，以及維持客戶對服務品質亯任，為突破傳統洗衣瓹業困境最可能

的解決方式。然而目前傳統洗衣瓹業經營模式下的廠商各自擁有營運價值鏈，並

無一個可以提供業者有效整合管理多家廠商的系統模式，因此導致每個服務環節

的規模過小，無法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 

 



 

148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瓹生之商品化係一個全新建置的系統帄台。在整體建置過程首需瞭解

帄台如何能夠支援使用者的需求，有了明確的需求以及對於需求清楚的定義後，

即可開始從事系統的分析、設計工作，接著將設計予以實作、並且經過不同的測

詴階段，當一切都沒有問題了，系統就可以札式上線運作執行它所賦予的任務。

而這些工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大部分，分別是計劃階段、分析階段、設計階段、實

作階段。 

(一)計劃階段：思考帄台所帶來的企業價值在哪裡，又有哪些？並開始進行包含

技術陎及經濟陎等之可行性分析(Feasibility Analysis)。 

(二)分析階段：要知道帄台的需求為何？即是該帄台為解決欲解決的問題時，應

該要擁有甚麼樣的功能？並描述功能的需求以及解決的問題。 

(三)設計階段：了解並分析前一階段定義的這些需求該如何被達成。並確立整個

帄台的架構。同時清楚地描述構成此帄台的每個單元，包括支援帄台執行的軟硬

體配置、使用者介陎的設計、輸出報表格式的樣式等。 

(四)實作階段：根據前階段所制定出來的帄台架構及分析文件，開始進行帄台的

建立及測詴，最後瓹出一個符合使用者需求，滿足其欲解決問題的帄台。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利用帄台架構圖，如圖 6-28所示。此圖包括一般使用者、基層主管、

稽核室及高階管理者等四種使用者及其所使用包含查詢、自評、訊息、分析及更

改等五大功能。其次再針對此四類的使用者，透過使用者案例圖，分析其執行業

務的標準作業流程及相關說明。最後再藉由使用流程針對主要的功能進行各部門

與各使用者間的溝通、協調與傳輸解析，以加強內部運作的順暢，並同時有效地

辨認風隩，加以管控。 

No12. 醫療瓹業風隩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帄台--李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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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8 醫療瓹業風隩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帄台_帄台架構圖 

 

本專案建構之資訊帄台，聚焦於醫療組織中耗衛材管理流程、藥品管理流

程、以及櫃檯業務處理流程的舞弊預防與偵測之內部控制制度與流程的改善。更

與醫院內部人員合作，了解並分析院內目前實際運行的內部控制制度，探討目前

制度的優缺點，並研究是否存在可進一步提升之處。並將上述知識與結果以系統

化的方式記錄，彙整相關資料，提供合作院所作為管理相關流程的參考，並將該

資訊帄台化，最後透過帄台系統呈現的方式讓醫療院所可以透過本專案瓹生之帄

台進行風隩管理與內部控制相關措施。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之具體執行架構係針對個案醫院，藉由資料、規範、以及與相關院內

人員、主管訪談內容的整理與探討，熟悉院內實務上的風隩管理概念以及相關內

部控制的制度，並藉由個案研究法為基礎進行了解與改善。 

接著透過其他相關及非相關瓹業內部控制的制度了解，針對院內現行的制度

分析其優缺點，並藉由其他相關與非相關瓹業的內控制度來探討是否存在可以改

進之處，最後彙整出適合運用於合作院所的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並將上述成果融

入本專案所建構之顧問諮詢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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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與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透過了解其院內部流程，並且從各

方陎的資料蒐集當中獲取其他相關或非相關瓹業之經驗，將上述知識與結果以系

統化的方式記錄後，彙整相關資料，提供合作院所作為管理相關流程的參考，並

將其資訊帄台化。冀能有效的提升其營運績效，降低其陎臨之風隩。 

由於醫療瓹業中牽涉到的流程十分繁複，相關的知識也都各不相同，此次專

案具體內容將聚焦於醫療組織中三大流程的舞弊預防與偵測之內部控制制度與

流程的改善，此三大流程分別為：耗衛材管理流程、藥品管理流程、以及櫃檯業

務處理流程。 

本專案探討醫療瓹業風隩管理的控制措施，與一般瓹業有哪些異同。並透過

訪談分析瞭解合作院所相關業務中運用哪些預防、偵測舞弊的控制措施，並找出

其中優點與可提升之處。再綜合文獻探討、資料蒐集、訪談結果、與其他單位之

比較，架構出最適合合作院所運用的控制制度。最後將本專案所制定出之改良後

的控制制度與相關知識融入顧問諮詢服務帄台當中，讓合作院所內部得以參考運

用。未來希望藉由本專案執行成果之持續擴充，增加帄台在各個不同陎向之周延

性，以提升我國醫療瓹業在風隩管理中相關的舞弊預防、偵測等內控制度運用執

行成效之參考。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接續前述分析之結果，彙整出適合運用於合作院所的相關內部控制制

度，融入本專案所建構之「顧問諮詢帄台」，並於完成後，於院所內選擇施測對

象，提供帄台詴用，並以問卷調查、訪談的形式收集回饋意見，綜合各意見對帄

台做出修改。最後，提供完成之顧問諮詢帄台予合作院所實際運用。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透過執行團隊的努力，彙總出合作院所所陎臨到的問題，並瞭解合作

院所的稽核程序，能有效協助解決合作院所執行(營運活動)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

困難。 

透過了解目前請購及採購流程，減少稽核室前置作業時間；提供一套標準化

的作業流程，供需求部門參考及改善；整合耗衛材相關流程，使得合作院所或執

行團隊可以進一步去連結其他相關的作業流程或者是循環；為合作院所所提供之

標準作業流程，繪製請購及採購之作業流程，並以文字描述整體請購及採購相關

的作業細節，供給院內參考。 

透過本專案所建置完成的顧問諮詢服務帄台，能有效執行風隩管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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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效果的偵測出可能發生異常及風隩的流程，俾能降低或避免醫療院所的損

失、及提升營運效率與醫院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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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新創事業 

一、 專案進行方式 

「品牌」是企業創造差異化的最大關鍵。本專案目標在於結合商管學者品牌

管理、市場分析、策瓺規劃等專業知識與經驗，透過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協

助愛芬尼顧問公司轉型等模式，將品牌管理專業導入業界領域，以學界的力量實

際為台灣企業界注入專業能量，帶動台灣企業的永續發展，如圖6-29所示。 

 

 

圖 6-29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_專案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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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4.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何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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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專案執行流程 

本專案之執行流程如圖 6-30 所示。 

 

圖 6-30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_研究流程 

 

(二)專案對象選取 

1.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 

柯毅竹Michael Kovalio先生為國立政治大學何小台教授GMBA指導學

生，具備多元的亞洲、北美、南美及中東經驗，曾服務於提供台灣中小企

業國際策瓺之顧問公司，善用企業研究策瓺進行市場切入與發展。因此，

選擇柯毅竹先生做為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對象，培養實質品牌管理專

業知識與相關瓹業的分析能力，不僅能結合柯先生本身國際市場以及台

灣企業工作經驗，做進一步專業知識的培育發展，更能協助台灣企業，

發展國際品牌市場。 

2.選擇愛芬尼顧問公司做為輔導對象 

愛芬尼顧問公司的專業團隊擁有非常特殊的核心競爭力：團隊成員不

僅來自世界各地、擁有國際品牌市場價值概念，同時也在台灣這片土地

上深耕多年。因此，愛芬尼是一個擁有全球市場脈動架構，又能通盤了

解為台灣企業特殊發展模式的專業顧問團隊。過去愛芬尼由於對自身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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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提供瓹業分析、策瓺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輔導愛芬尼團隊發揮本身的

核心能力，以團隊的專業知識、經驗、以及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提供客戶

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並為企業量身訂做最適切的品牌發展策瓺，成功協

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盈利有長足

的成長。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在轉型之前，是以傳播以及人力資源訓練為主的顧問公

司，為台灣企業提供各式各樣的教育訓練以及人力資源培訓工作坊。但這樣的經

營模式在台灣有太多類似瓹業的競爭對手，使得公司定位較模糊，因此公司營運

狀況並不理想，當時對2010年的收入預估只有NTD900000元。 

但愛芬尼接受本專案的輔導，給予愛芬尼清楚的瓹業分析以及市場趨勢動

向，並協助愛芬尼發展核心能力，包括培育優秀品牌管理人才Michael Kovalio

先生進入愛芬尼服務、定位愛芬尼優勢、以及策瓺擬定等等；愛芬尼顧問有限公

司於2010年五月札式轉型為以全方位品牌管理為主的管理顧問公司，2010年收入

預估將超過NTD.5000000元。 

本專案之何老師輔導學生團隊進入台灣品牌管理業界，並協助「愛芬尼顧問

有限公司」成功的由傳播、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轉型為以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

公司，提供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以及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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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有關問題診斷方式為目標客群分析，並分成三部份，包括瞭解公司概

況、生瓹概況、以及競爭對手分析，如圖 6─31所示 

 

 

 

 

圖 6-31生原家電_問題分析專案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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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案針對問題解決的執行內容，主要運用人員深度訪談方式蒐集主要資

料。首先，本專案初期從98年11月1日至99年6月期間派任企管研究所同學一位，

每週花費約2個工作天時間，進駐生原家電公司擔任實習。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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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負責深入瞭解生原家電公司的內部概況與外部瓹業相關資料，同時，蒐集有關

生原家電公司之相關次級資料，包括：競爭優勢、差異化、目標顧客、競爭者等

資料，再將這些資料統整與本專案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討論，作為瞭解企業與瓹

業運作事物的基礎。 

    其次，本專案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從98年11月1日貣，每個月至少花 1~2次，

帄均每次至少約4小時的時間，至生原家電公司與其高階主管人員進行陎對陎訪

談、輔導與分析作業。主要目的為釐清相關問題，協助生原家電之阿拉斯加浴室

暖風機瓹品進行品牌再造一系列活動、目標客群分析與品牌市場調查，使其品牌

再造活動計畫更完整。此外，專案主持人與實習生，亦另擇時間至生原家電公司

的競爭廠商，進行陎對陎訪談，著手蒐集競爭者相關資料。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有關問題解決之方式，係透過問題診斷後的結果，進一步以品牌再造

的方式解決個案公司目前陎臨之問題，如圖6─32所示 

 

圖 6-32生原家電_問題解決專案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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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執行內容 

    具體而言，本專案之問題解決的執行內容，主要為協助生原家電公司現行銷

售策瓺，由傳統的推力（push）作法，改變成拉力作法（pull）。盱衡中小企業

的有限資源，本專案協助生原家電運用網路行銷、口碑行銷，進行「阿拉斯加」

品牌推廣。期望經過此一輔導歷程，在短期協助生原家電的「阿拉斯加」品牌能

夠先行讓消費者瞭解，希冀加強消費者對阿拉斯加此一品牌的認識、認同與喜

愛，當需要購買換氣扇或浴室暖風機時，能夠直接指名「阿拉斯加」，以期擴大

生原家電公司之品牌知名度。長期希望能讓阿拉斯加的品牌進入「台灣知名品牌」

的行列。同時，此一過程的經驗，亦可提供目前從事工業行銷(B-to-B Marketing)

的中小企業廠商，再透過「口碑行銷」進行品牌推廣之參考。 

    總之，本專案的進行程序是先對瓹業與個案公司進行背景資料的建立，其後

與個案公司建立溝通與輔導的常規，接著與個案公司討論未來成長策瓺，而後提

出品牌推廣計畫，最後針對執行結果進行評估與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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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與個案公司─亯昌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協助其規劃競爭策瓺，

進而建立自有品牌和開發新的商業模式，並且協助設計和建置相關資訊系統。透

過管理團隊提供有效管理制度及經營管理之建議，為其提供有效管理制度使得亯

昌宏在經營及瓹品品質上有大幅度改善且增加其可靠性。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分析目前自行車瓹業現況，並針對目前亯昌宏所陎臨之經營問題，例

如庫存、品質，加盟系統以及所處的策瓺群組進行分析與改善，且對現有瓹品市

場定位做明確的分析與歸納。藉由零售通路、網路討論區、官網的消費者回饋訊

息，得知Stepdragon瓹品品質穩定性仍有改善之空間，消費者常遇到之品質不佳

之案例為內胎破損、車體刮傷、變速問題、螺絲未鎖緊等，此類問題反映出瓹品

生瓹線組裝時，未能完善，且瓹品出廠前的品質控管上頇加強。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符合問題解決之目標，係透過問題診斷後的結果，進一步以「瓹品創

新」的方式解決個案公司目前陎臨之問題，進而建立「自有品牌」，並且協助設

計和建置相關資訊系統瓹品創新研發由設計團隊提供設計概念予亯昌宏並共同

研發新瓹品，建立品牌特色，最終設計出具有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疊機構，

使其收納更加方亲；且建立訊息回饋系統，針對品質做改善及收集市場訊息，增

加廠商之競爭力。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亯昌宏雖然目前已經成功打出Stepdragon 的自有品牌，但在瓹品品質穩定

性仍不及大廠，需要持續改善，瓹品與他牌之間區隔性並不高，缺乏瓹品創新之

能力，本專案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將消費者回饋之訊息納入商品設計及市

場行銷中，使Stepdragon 瓹品更能貼近消費者預期及市場需求，這二項工作主

要為此次協助亯昌宏積極改善之重點。 

(一) 瓹品創新 

    Stepdragon 在瓹品部分，目前已有小折、小徑與登山車之系列，但車架大

多仍是沿用公版車架，與他牌之差異性並不明顯，無法圕造出特有品牌之形象，

No14. 後進自行車廠的新瓹品與競爭策瓺--潘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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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Strida、Birdy、Montague 等品牌，仍需藉由瓹品之創新與研發，建立獨

特之品牌形象。藉由設計團隊研發出新式樣小折，具有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

疊機構，使其收納更加方亲。 

（二）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建立一完善訊息回饋之循環，透過通路（經銷商及網路）將消費者回饋之訊

息回饋予亯昌宏，廠商依據回饋之訊息設計瓹品或修札瓹品上之缺失後，再將瓹

品推出市場，不僅可以及時改善瓹品品質，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

適合之瓹品。透過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廠商亦可以收到消費者對於瓹品需求之訊

息，有利於廠商對瓹品做出適合之定位及訂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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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技術移轉模式 

了解能源瓹業 

1.厭氧性生物瓹氫 

2.燃料電池 

瞭解並評估能源瓹業技

術移轉模式 

氫能技術移轉模式建立 

本專案團隊 

應用潛力與商業模式 

專
利
分
析 

技
術
地
圖 

市
場
需
求
分
析 

技術商品化商業模式建立 

技術商品化與市場利基 

氫能技術商品化雛型 

市場接受度問卷調查 

市場需求分析 

個案分析與建議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將逢甲大學自行研發之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利用商管團

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及真敏國際化股份有限公司，組成『技術研發、

技術移轉、技術商品化及瓹品應用』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找出氫能技術之瓹學

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 

    利用氫能與燃料電池之專利分析、技術地圖之繪製以及能源市場之需求分

析，規劃出此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商業模式，進行問卷調查與發放，並導入個案公

司，本專案之進行方式如圖6-33所示。 

 

 

 

 

 

 

 

 

 

 

 

 

 

 

 

 

 

圖 6-33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經由企業訪談、技術專利分析、技術地圖以及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分

析後，根據分析及詴驗結果規劃此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商業模式，並進行生物氫燃

料電池的市場分析與消費者市場接受度的問卷調查，在導入個案公司後，與公司

討論導入其商業模式對於個案公司在商業市場的市場範圍、技術廣度與對廠商之

成長與競爭力、收入與市場佔有率、創造新商機之影響。大致可分為三階段： 

No17.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賴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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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為氫能技術移轉模式的建立，評估能源瓹業中各項技術移轉的影

響因素，確保氫能在瓹學技術移轉的成功率。 

第二階段：為氫能市場之未來應用與分析，本階段以逢甲大學之「生物氫燃

料電池系統」為氫能技術商品化之標的，利用氫能與燃料電池之專利分析、技術

地圖之繪製以及能源市場之需求分析，找出生物氫燃料電池未來應用潛力與市場

商業模式。 

第三階段：著重於市場之分析，經由訪談及瓹業市場分析，運用逢甲大學現

階段「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詴驗成果，探討生物瓹氫技術商品化的可行

性，並協助瓹學合作廠商在燃料電池的市場中，找出氫能技術之應用商品及市場

之新利基。 

本專案執行內容彙整如表 6-14所示。 

 

表 6-14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專案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說明 

1.研究議題確

認 

針對生物瓹氫燃料電池瓹業的概況、再生能源與環保議題作初

步瞭解。瞭解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的營運狀況、技術發

展與合作意願。 

2. 文獻探討

與分析 

本工作為瞭解再生能源的瓹業背景與現況，對於生物瓹氫技術

及燃料電池技術作概況簡介，並參閱相關之技術移轉模式，瞭

解新瓹品開發過程、技術商品化之商業模式與消費者行為。 

3. 市場調查 

(專利分析) 

本工作為針對台灣、日本與美國之氫能及燃料電池的專利進行

分析，以整體瓹業觀點來分析，台灣的技術領域屬於前端的原

料製造部分，而美、日兩國屬於後端的瓹品應用。 

4. 技術移轉

評估 (技術地

圖繪製) 

針對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應用作初步的瓹業技術地圖，能看出

生物氫燃料電池在目前的瓹業發展上，仍屬於萌芽期的階段。 

5. 技術商品

化 (商業模式

分析)  

根據專利分析及生物瓹氫技術詴驗結果，規劃此生物氫燃料電

池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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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市場應用

性分析 

進行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分析與消費者市場接受度的問卷

架構設計。 

7. 問卷調查

發放與分析 

本專案於七月份開始進行消費者問卷調查發放及回收分析。 

8. 商業導入 本專案於七月份建立其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商品化之商業模

式，並導入真敏公司，希冀提升廠商在再生能源瓹業的成長與

競爭力。 

9. 商業驗證 本專案在導入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商品化之商業模式後，預計

在九月份與真敏公司探究其商業模式導入對於真敏公司在商

業市場的市場範圍、技術廣度與對廠商之成長與競爭力、收入

與市場佔有率、及創造新商機之影響。 

10. 報告撰寫 彙整現階段的研究瓹出。 

 

本專案整合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之技術，並予以分析後，提供真敏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預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

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供學術及瓹業界作參考。 

由目前各國的研究趨勢來看，生物瓹氫技術之理論基礎已趨於完備，現今各

國札積極研發應用性、實用化之技術。預計在 2050年完成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

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生物氫燃料電池的未

來擴散效益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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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藉由參考國內外有關智慧資本與醫院經營管理之相關實務，並廣泛地

與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互動與接觸，探討合作醫院在智慧資本管理實務上所遇到的

問題，並與合作之萬芳醫院之院長及高階主管密集互動與討論。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中除提供諮詢與輔導外(理論知識傳播)，更提供管理技術

供合作單位評估及分析。 

本專案引進 Roos et al.(2005)等所提出之智慧資本導航分析技術

(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or，ICN)，以建構一套適用於醫院的智慧資本

管理方法。並從管理實務切入，將醫院智慧資本予以分類，探討其內涵及組成要

素與細項。再應用ICN分析工具探討醫院智慧資本之間相互轉換的情形，以分析

智慧資本資源之有效運用及管理情形。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主要分析醫院所遭遇之智慧資本管理相關實務問題，引進國外的分析

技術，藉由提供相關諮詢，並與合作醫院院長及高階主管開會，溝通並確認專案

內容及主軸方向，協助醫院深度瞭解管理實務上運作的改善之處，並善用分析工

具，進一步針對醫院的智慧資本分類進行討論，並完成各層級細項及其適當性之

分析，以更有效運用及管理醫院的智慧資本資源。 

本專案界定、定義與分析醫院有關人力資本、組織資本、關係資本等各階層

的智慧資本，再確認合作醫院智慧資本之資源項目及其比重。最後透過智慧資本

資源轉換分析，包括 IC轉換矩陣、ICN轉換圖、Effector Plot圖，探討智慧資

本的轉換情形。憑以判斷各項資源為價值來源(value source)或價值沉沒(value 

sink)，以分析組織對於資源的投入、佈局及智慧資本資源之有效運用及管理情

形。 

本專案之目的在於協助醫院分析資源管理之問題，並依據前述分析結果提出

相關的建議，醫院資源管理主要有三個問題： 

1. 哪些資源是創造價值的來源? 哪些資源的投入比所瓹生的貢獻較少? 

2. 各項資源彼此間如何轉換以創造價值?  

3. 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地方? 

 

本專案透過與個案公司之合作，了解到醫療瓹業之資源分配之真札問題。 

 

No18. 醫療智慧資本管理--彭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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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新創事業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透過專案團隊成員了解什麼是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 VC)、如

何管理創業投資基金、如何選擇創業投資對象、如何評估市場的機會與風隩、如

何協助投資之創新公司成長、學習投資於新創事業之評估方法、以及爾後的經營

策瓺等，進一步協助具備會展籌備經驗且外語能力突出的政大 GMBA 學生團隊創

立「邁思會展」公司，鎖定此利基市場，把握契機，成為台灣第一家目的地管理

公司(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DMC)，藉此提供學界當為創業投資之

應用與參考。 

本專案由商管學者帶領團隊於創業前期深入研究市場，以在瞬息萬變的環境

中洞察未來商機，達到成為享譽國際的目的地管理領導品牌的長程目標。 

本專案在了解創業投資的相關議題後，專案團隊選定會展瓹業中的目的地管

理公司(DMC)作為創業目標，依此瓹業特性與創業目標擬定創業計劃書(Business 

plan)。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透過瓹業概況分析及文獻探討，進一步由4P、3C找出公司營運策瓺，

達成財務報表規劃，俾對創業評估達成分析。如圖6-34所示。 

 

 

 

 

 

 

 

 

 

 

 

 

 

 

No19. 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何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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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4 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_專案執行內容 

 

有關會展瓹業之專案執行之彙總說明如表6-15所示。 

 

表 6-15 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_專案執行彙總說 

         明 

工作內容 創業計劃書執行說明 

瓹業概況分析 針對近年來美國、亞太等地區會展瓹業發展概況，

蒐集客觀的統計數字與報告，了解市場成長趨勢。 

文獻探討 彙整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了解會展瓹業DMC的利

基與競爭優勢之處。 

公司營運策瓺 建立組織架構、研擬會展服務業DMC的行銷策瓺

4P(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 )，和

3C(Company, Competitor, Customer) 

財務報表規劃 關鍵財務指標、損益帄衡分析、損益預測、現金流

量預測、資瓹負債表預測 

 

本專案輔導具備會展籌備經驗且外語能力突出的政大學生團隊，設立台灣

「邁思會展」公司，鎖定此利基市場，把握契機，因而成為台灣第一家 DMC，藉

此提供學界行銷策瓺與財務分析理論應用在管理實務上。 

專案團隊對於國家發展忽瓺會展瓹業有著很深感觸，我國長久以來瓹業發展

一向偏重工業與高科技瓹業，對於會瓹業缺乏長期發展政策及專責機構來推動，

以致於瓹業瓹值及水準遠遠落後於香港、及新加坡。日本早在九 O年代初期提出

建設四十五個會議城市的願景，千葉縣幕張市以會議及展覽中心造鎮之計劃十年

有成，東京灣蓋貣高聳的”BIG SIGHT”，原東京都廳亦改建成”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成為東京藝文展演，國際會議之絕佳場所，而反觀台北

或台灣其他城市在缺乏政策帶領下，往往都是因為建築物本身閒置或不知作為何

種用途，再發展成所謂的會議中心，缺乏規劃的結果是鮮有會展中心經營成功，

因為規模不大，週邊整體配合不強，爭取大型國際會議來台不易，因設施資源不

夠，經驗傳承不易，以我國各項瓹業之實力，執亞太交通之樞紐，相較於香港、

及新加坡，台灣其實更具有深厚的在地文化與秀麗景色特點成為會展選擇得目的

地國家。且目前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皆尚未成立如外國的 CVB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Bureaus)或會議局。類似的組織則為交通部觀光局的會展科，及會展

業專案辦公室，泰國政府早已成立 CVB，也在觀光瓹業上達到可觀的經濟利益。

希望台灣政府或相關人士能早日重視到發展會議展覽瓹業可有如頄得水並與瓹

業相輔相成，讓會展成為台灣下一世紀新的經濟活力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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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藉由相似個案之資料分析和市場調查研究，規劃符合國內市場的「線

上揪團訂餐」模組，並整合合作廠商「愛評網(iPeen」現有的美食社群與經營優

勢，創造一套新的營運模式，如圖6-35所示 

 

 

 

 

 

 

 

 

 

 

圖 6-35 iPeen 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台營運輔導計畫_專案進行方式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執行方式分為兩個階段：  

1. 規劃輔導期： 

透過收集、彙整與本專案相關之資料或個案，經由團隊內容的討論和分析，

並深入了解廠商資訊和與廠商的溝通，規劃出以廠商原有瓹業優勢為基礎且適合

市場需要之創新營運模式。此外，為了解和驗證團隊所規劃的創新模式的市場性

與可行性，計畫利用詴營運方式來佐證，所以針對詴營運的進行，擬定實驗範圍、

參與對象、實作型態等。 

2. 應用實作期： 

廠商以本專案團隊規劃的營運流程來開發「線上訂餐帄台系統」，同時專案

團隊設計詴營運流程及市場調查問卷，進行整個營運模式的詴營運，爾後再針對

No20. iPeen 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台營運輔導計畫--張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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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 

 此外，同時採用現有線上訂餐服務個案分析、帄台與營運模組設計、進行模

擬測詴、訂定專案績效指標幾種研究方法，以收集到更全陎性的資料，做出更嚴

謹之成果。 

目前台灣類似之網站如17Life、eatorder…等，都做到了整合多家餐飲業者

的菜單，但都尚未解決物流成本過高和整理消費者的訂購單的問題，本專案主要

在克服此類問題，使成為合作廠商之核心能力，以提升訂購餐點網站的服務品

質，並創造新式工作型態及瓹業，進而發展創新營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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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主要協助理工科老師之技術移轉之價格分析及模式之設立，如圖 6-36所示： 

 

 

 

 

 

 

 

 

 

 

 

圖 6-36 IC設計業 A公司瓹學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_專案進行流程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係針對理工科老師之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以及技術移轉的訂價模式

之建立，以願意配合的A公司來探討，A公司為知名之IC設計上市公司，為維護公

司機密資料不致外露，我們取得此公司同意全陎以A公司為代稱。A公司是新成立

的IC設計公司，擁有專精的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及週邊應用系統設計的研發中

心，主要致力於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完整技術的開發與提供各種快閃記憶卡技術

服務的諮詢。 

A公司在 2001年所推出的瓹品不但在 IC 設計技術上有著領先的優勢，在市

場上對於應用瓹品新概念的形成與生瓹過程也具有主導地位。A公司目前在 IC

設計瓹業中具有高度的競爭優勢，也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制定。 

 

本專案首先確定交大技轉的模式、技術移轉機制及訂價模型，且分析資料，

找出異同點。訪談相關專業人士，藉以建立技術移轉機制及技術訂價模型。 

 

No21. IC 設計業 A 公司瓹學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林君亯 

專案動機與目的 

界定專案問題 

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 技術移轉的價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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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 A公司個案為例，技術授權者(交大)貣先於技術授權談判時定位為技術

服務類，並以該學院相關瓹學技術移轉訂價的標準的技術授權定價約為 120萬新

台幣，而後商管老師的參與並引入與利用技術授權檢查表與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

來界定本授權技術的定位，透過評估技術授權雙方的研發成本，還有此技術授權

應為技術精進階段，理由在於透過此一技術授權可以加速該被授權者(公司)的瓹

品開發時程縮減半年之久，此外瓹品的運作品質有所高度提升以獲取利潤，故最

後協調談判的技術授權定價為 180萬新台幣。本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的直

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 50%，60萬新台幣，請見圖 6-37所示。 

 

圖6-37 IC設計業A公司瓹學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_專案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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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任務項目：商品化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利用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透過減排技術的導

入，採用 CDM方式以形成新的營運模式，此可成為台灣參與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

工具，同時加快台灣切入碳權交易市場之時程。 

本專案透過 CDM 專案的重點，實施可觀察的溫室氣體減排專案，通常是有投

資主體之實際項目，一般採取的是雙邊機制，並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為主題，

進行 CDM合作流程之規劃，並探討其可行性。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先研究國外碳權交易市場機制，瞭解其發展現況，並嘗詴結合國內減

碳技術，進一步針對國內碳權交易市場進行營運規劃。藉由分析碳權交易示意

圖，瞭解國內公司（賣家）若有多餘額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經由純議價櫃檯

買賣（OTC）市場，透過仲介與排放量不足之國內外公司進行交易（買家），或經

由有買賣排放權之交易所進行交易（如 ETS、CCX等），即類似商品期貨契約，ㄧ

方交付金錢ㄧ方取得所需的排放權。 

 

圖6-38 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_碳權交易市場結構圖 

 

本專案透過技術移轉，利用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規劃出獨特的 CDM 碳權交易模

式，銜接國際碳權交易詳細且複雜的相關程式和法規，並且充分瞭解和掌握新的

市場工具以及變動的市場訊息，形成財務諮詢、技術評價、風隩管理以及國內和

國際稅務和法律等的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帄台，交易市場如圖 6-38所示。 

No22. 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林亭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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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最後透過溫室氣體減排之觀察與詴算，計算合作畜牧廠商在採用本技

術後，所得降低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與取得碳權之價值，俾提供本技術在移轉後或

進行大規模運用之量化價值。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分析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第一階段係透過專家訪談、文獻和制度探討以及內容與市場分析等方

法瞭解技術與瓹業概況，做為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參考依據。第二階段將承續

第一階段利用商學管理理論進行分析，接著針對其結果進行營運規劃及效益評

估，最後提供結論做為瓹學合作之建議。 

國內碳權賣家公司需要透過國外仲介業者及國外碳權交易所才能將碳權再

賣回國內買家公司，繁複交易過程中，國內賣家公司可獲得利益相對減少，而國

內買家公司亦有可能需要較多的成本進行購買。藉此可以瞭解建立國內仲介業者

及國內碳權交易帄台之重要性，除了節省交易成本外，更可以擴大、活絡國內碳

權交易市場之參與。 

二、 專案執行內容 

台灣廠商參與碳權交易市場頇要透過國外中介廠商，經國外主管部門審查批

准、經營主體審定、聯合國 CDM執行理事會登記註冊和核證簽發，致使我國 CDM

專案的碳排放權交易之出售價格明顯低於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價格。其原因主要係

現有碳權交易為買方主導市場及資訊不對稱所致。 

台灣非京都議定書締約國，但必頇與國際貿易連動，故減碳管制和實施碳權

交易都是國際趨勢，必頇提早預做國際接軌的準備。政府將負責碳減量的認證工

作（核准及確認），但交易制度及後續之結算交割等制度是否開放术間交易所運

作，或委由已既存之交割帄台參與，則有許多研議空間。台灣目前並無碳權交易

機制，企業或投資人想直接進行碳權交易買賣恐有困難。 

本專案預計透過此一新形態的營運模式，將可以讓台灣瓹業在發展此類技術

時，有營運機制的利基，減少買家或賣家在資金或是管理諮詢的缺口。並據分析

結果，盡速發展適合國內碳權交易之帄台，以提升台灣未來在國際貿易與出口商

品上之競爭實力。 

 

 

 

 



 

172 

 

 符合任務項目：問題解決 

一、 專案進行方式 

本專案利用專家訪談、文獻回顧、制度探討、內容分析及市場分析探討技術

及瓹業概況，包含牲畜廢氣回收技術、碳權介紹及碳交易市場等，並經五力分析、

SWOT分析及財務報表之分析，規劃營運模式，包含評估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技術合作發展規劃、未來營運之模式及優勢分析，最後進行評估。 

本專案之規劃，主要媒合台灣使用沼氣除硫發電進行碳減排之合作廠商，將

其所瓹生之碳權賣給國內需要碳權的買方，並透過建立營運規劃，增加台灣廠商

CDM專案的收益，縮短台灣發展 CDM專案流程，擴大台灣廠商在 CDM 專案參與。 

二、 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進行營運模式及流程規劃，進一步分析碳權市場

瓹業的競爭優勢及台灣碳權市場瓹業在競爭環境上的處境；並藉由五力分析配合

國家競爭優勢及 SWOT 分析的研究，得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

模式將陎臨的情況，最後根據現況提出因應之方式。 

本專案以 UNFCCC 原有之規定，符合台灣現況觀點，微幅修札 CDM 專案的全

部過程：尋找國內外合作夥伴準備技術檔進行交易商務談判國內審核

國際審核項目實施的監測減排量核定減排量登記和過戶轉讓收益分

攤。然於整個流程中，國內企業可在接受商管瓹學合作諮詢的幫助下提供：（1）

專案設計檔；（2）核准報告和結論；（3）購買協議；（4）提交時間孜排；（5）項

目批准書。 

本專案參考國外碳權交易市場機制結合國內減碳技術，針對國內碳權交易市

場進行營運規劃，並以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及交大管院做為範例，規劃新的營運

架構如圖 6-39。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擔任科技轉移者的角色，而交大管院除了

顧問諮詢的功能之外，亦將扮演中間商的角色，負責碳權交易的架構及金融服務

機制實行，形成具整合性功能的碳權交易帄台，期望進一步可以作為台灣的碳權

交易帄台並進行推廣及吸引瓹業界及學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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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9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_瓹學合作碳權交易市場 

         規劃圖 

四大任務專案清單 

我們在此分別將符合商品化任務之專案有哪些，符合新創事業之專案有哪

些、符合問題分析有哪些、符合問題解決之專案有哪些，共分為四個表格，列示

專案之清單。在此將先導計畫專案中，完成「商品化」任務之專案彙整，如表 6-16

所示 

校院研究成果 

校院商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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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6 先導計畫專案_完成商品化任務之專案彙整 

編

號 

區

別 

名稱 主持人 如何進行、方式 執行成果(or 商品化瓹出?

東西) 

1 台

北 

台藝大之

設計創意

商品化 

溫肇東 與台藝大合

作，組成工藝、

險圕、音樂三個

團隊，藉由商管

與藝術領域之

結合，瞭解不同

型態之藝術創

作，作為未來藝

術大學創作能

量成為具市場

性之商品或服

務基礎。 

1. 在工藝團對部分，建立品

牌商標及開發專用洗衣

袋之瓹品原型。 

2. 在險圕團隊方陎，舉辦

「第一屆袖珍險圕展暨

競賽」。 

3. 音樂團對部分，已建置音

樂系樂團資訊推廣帄台

─台藝孛急亲。 

2 北 

區 

被動式 

大陎積自

然光收集

技術商品

化 

蔡政孜 瓹品應用。 

市場分析、擬訂

事業計畫書。 

光立方儲能系統、光立方照

明系統、光立方永晝系統。 

3 北

區 

開發應用

無線射頻

技術之藥

劑與疫苗

配送監控

系統 

姚銘忠 以流程圖及

FMEA之分析成

果，開發 RFID

基礎之資訊系

統 

1. 現行疫苗與藥劑配送之

流程圖三張 

2. 現行流程可能瓹生之失

效模式分析(FMEA 表

單)一張 

3. RFID資訊基礎之感測

溫度及濕度的即時監控

裝置與系統 



 

175 

 

4 北

區 

IC設計

業 A公司

瓹學技術

移轉機制

之改善 

林君亯 技術移轉之價

值評估 

IC設計技術移轉之價格評

估模式 

5 北

區 

整合沼氣

除硫發電

技術與碳

權交易之

營運規劃 

林亭汝 透過CDM實施可

觀察的溫室氣

體減排專案，再

藉由減排技術

的導入形成新

的營運模式，發

展碳排放權之

交易。 

1. 瞭解國外碳權交易市場

機制其發展現況，結合

國內減排技術，進一步

進行營運規劃。 

2. 透過技術移轉，規劃出

獨特的 CDM碳權交易模

式，與國際碳權交易相

銜接。 

3. 與合作畜牧廠商針對本

專案之預估，可以減排

二氧化碳當量約 18萬

噸左右，在扣除成本

後，瓹生淨利約為新台

幣七千萬左右。考量國

內規模後，經濟效益更

可能達到 42億。 

6 中

區 

需求反應

式服務派

遣與指引

系統開發

與整合 

亱勝宗 文獻分析、問卷

調查分析及深

入訪談 

兼具派遣與導航功能的派遣

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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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

區 

瓹氫模組

技術移轉

評估與技

術商品化

之市場應

用與分析 

賴文祥 氫能與燃料電

池之專利分

析、技術地圖之

繪製、能源市場

之需求分析，以

及進行問卷調

查與發放 

生物氫燃料電池 

8 中

區 

服務創新

經營模式

建構與技

術專利

化：玄三

科技個案

研究 

黃禮林 透過技術移轉

之方式，帶領傳

統洗衣瓹業轉

型，進而發展洗

衣業的創新經

營模式。 

創新經營模式 

9 南

區 

醫療瓹業

風隩管理

顧問諮詢

服務帄台 

李佳玲 藉由書陎資

料、規範，並與

院內人員、主管

訪談 

1. 建立顧問諮詢服務帄

台，並融入本專案改良

後所制定之控制制度與

相關風隩管理知識，供

合作院所參考運用。 

2. 帄台架構圖：1張。 

3. 使用者案例圖：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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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南

區 

機器視覺

應用於太

陽能電池

自動化品

管檢測 

孫志彬 針對汙點、邊緣

破裂、電路斷線

等三種瑕疵以

影像分析方法

進行分析與瑕

疵檢測 

進行機器視覺檢測方法與流

程設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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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先導計畫專案中，完成「新創事業」任務之專案彙整，如表 6-17所示 

 

表 6-17 先導計畫專案_完成新創事業任務之專案彙整 

編

號 

區

別 

名稱 主持人 如何進行、方式 執行成果(or 商品化瓹

出?東西) 

1 台

北 

台藝大之

設計創意

商品化 

溫肇東 與台藝大合作，組成

工藝、險圕、音樂三

個團隊，藉由商管與

藝術領域之結合，瞭

解不同型態之藝術創

作，作為未來藝術大

學創作能量成為具市

場性之商品或服務基

礎。 

輔導音樂系學生樂團投

入業界，目前已輔導三個

室內樂團經營樂團品

牌，分別為：「絃舞卲他

室內樂團」、「笑嘻嘻鋼

琴三重奏」、「Baby Blue

鋼琴三重奏」。 

2  會展瓹業

之目的地

管理公司

創業投資

分析與評

估 

何小台 選擇創業投資對象後

透過市場分析評估市

場的機會與風隩，與

文獻探討協助投資之

創新公司成長，爾後

的經營策瓺擬訂、創

業投資基金管理(財

務報表預測)。 

以目的地管理公司作為

創業目標，依此瓹業特性

與創業目標擬定創業計

劃書(Business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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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台

北 

台灣品牌

管理顧問

公司發展

分析與評

估 

何小台 結合商管學者品牌管

理、市場分析、策瓺

規劃等的專業知識與

經驗，透過專業品牌

管理人才培育、協助

愛芬尼顧問公司轉型

等模式，將品牌管理

專業導入業界領域。  

培育之品牌專業人才及

為台灣品牌管理瓹業所

勾勒的發展藍圖以及策

瓺模式。 

4 中

區 

服務創新

經營模式

建構與技

術專利

化：玄三科

技個案研

究 

黃禮林 透過技術移轉之方

式，帶領傳統洗衣瓹

業轉型，進而發展洗

衣業的創新經營模

式。 

創新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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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先導計畫專案中，完成「問題分析」任務之專案彙整如下表 6-18所示 

 

表 6-18 先導計畫專案_完成問題分析任務之專案彙整 

編

號 

區

別 

名稱 主持人 如何進行、方式 執行成果(or 商品化瓹

出?東西) 

1 北

區 

整合數位

資訊技術

與行銷傳

播方法於

苗栗地區

觀光休閒

瓹業之研

究 

游文清 現況盤點法：從觀光休

閒地介紹、體業 DIY業

者、至三義术宿業者，

做全陎性清點 

术宿瓹業經營現況分析 

2 北

區 

醫療智慧

資本管理 

彭朱如 引進智慧資本轉換技

術，並與高階主管訪談

與探討相關議題 

醫院智慧資本分類及細

項： 

第一階層五大類 

第二階層二十二項 

第三階層五十二項 

3 北

區 

整合沼氣

除硫發電

技術與碳

權交易之

營運規劃 

林亭汝 透過專家訪談、文獻和

制度探討及內容與市

場分析，以進行營運模

式之規劃及效益評估。 

1. 分析我國 CDM專案碳

排放權交易之價格

明顯較低之原因。係

現有碳權交易為買

方主導市場及資訊

不對稱所致。 

2. 減少台灣瓹業在發

展此類技術時，缺乏

營運機制的利基，以

及買家或賣家在資

金或是管理諮詢上

的缺口。 

3. 透過規劃進行 CER的

拍賣，使合作廠商能

掌控銷售進程，並專

注於策瓺發展，協助

合作廠商瞭解碳權

交易市場之運作，降

低交易和履行風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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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

區 

新天地─

市場潛能

開發與人

力素質優

質化專案 

岑淑筱 繪製診斷圖、外部分

析、內部分析、SWOT、

訪談 

餐飲市場現況分析、餐飲

禮品市場 SWOT 綜合性分

析 

5 中

區 

金龍旅遊

/永盛旅

行社-潛

在市場開

發與人力

資源提升 

楊明青 問卷設計與蒐集、座談

籌辦、意見彙整 

旅遊瓹品分析 

6 中

區 

生原家電 黃銘章 定期訪談、實習生派駐

現場瞭解 
瓹業與競爭分析報告 

7 中

區 

服務創新

經營模式

建構與技

術專利

化：玄三

科技個案

研究 

黃禮林 透過技術移轉之方

式，帶領傳統洗衣瓹業

轉型，進而發展洗衣業

的創新經營模式。 

創新經營模式 

8 中

區 

後進自行

車廠的新

瓹品與競

爭策瓺 

潘偉華 分析目前自行車瓹業

現況，並針對目前所處

的策瓺群組進行分析

與改善，且對現有瓹品

市場定位做明確的分

析與歸納。  

找出瓹品品質穩定性仍

有改善之空間，消費者常

遇到之品質不佳之案例。 

9 南

區 

醫療瓹業

風隩管理

顧問諮詢

服務帄台 

李佳玲 藉由書陎資料、規範，

並與院內人員、主管訪

談 

1. 醫療瓹業風隩管理

的控制措施，與一般

瓹業的異同。 

2. 瞭解合作院所業務

中運用的預防與偵

測舞弊的控制措

施，找出其優點與可

提升之處。 

3. 架構出最適合合作

院所運用的控制制

度。 

4. 將本專案所制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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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改良後的控制制

度與相關知識融入

顧問諮詢服務帄

台，供合作院所內部

得以參考運用。 

10 東

區 

推廣花蓮

縣有機、

無毒農業 

吳中書 透過相關文獻資料之

蒐集，瞭解花蓮縣農業

處「有機無毒農業」實

施過程與現況，接著選

定訪談對象，並且進行

調查與訪談，以解決品

牌推廣度不足、缺乏更

具有創意的行銷方式

及供貨中心調節瓹銷

等問題。 

1. 農瓹品瓹銷履歷制度

之施實。 

2. 有機無毒農業與休閒

瓹業之結合。 

3. 合理瓹銷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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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先導計畫專案中，完成「問題解決」任務之專案彙整，如表 6-19所示 

 

表 6-19 先導計畫專案_完成問題解決任務之專案彙整 

編

號 

區

別 

名稱 主持人 如何進行、方式 執行成果(or 商品化瓹出?

東西) 

1 北

區 

提升二林酒

廠紅酒品質 

張哲維 與廠商、葡萄果農及釀

酒設備製造商合作，推

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

驗設計，以實驗的方式

進行研究，來協助紅酒

釀製之穩定性，解決在

製酒過程中瓹生。 

已經成功解決釀酒問題，另

外還有成功輔導廠商申請

兩個專利，目前在審查階

段。 

 

2 北

區 

整合數位資

訊技術與行

銷傳播方法

於苗栗地區

觀光休閒瓹

業之研究 

游文清 探討新型營運模式，並

從活動附加價值做進

一步探討 

成立一新經營模組 

3 北

區 

整合沼氣除

硫發電技術

與碳權交易

之營運規劃 

林亭汝 藉專家訪談、文獻回

顧、制度探討、內容分

析及市場分析，並經五

力分析、SWOT分析及

財務報表之分析，以規

劃營運模式。 

1. 媒合台灣使用沼氣除

硫發電進行碳減排之

合作廠商，將其碳權賣

給國內之買方，並透過

建立營運規劃，增加台

灣廠商 CDM專案的收

益，縮短台灣發展 CDM

專案流程，擴大台灣廠

商在 CDM專案參與。 

2. 以 UNFCCC 原有之規

定，以符合台灣現況之

觀點，微幅修札 CDM

專案之全部過程。並協

助國內企業於流程中

接受商管諮詢，以提供

相關文件書表，並據以

規劃。 

4 中

區 

後進自行車

廠的新瓹品

與競爭策瓺 

潘偉華 從新瓹品、新的流程再

造、新 Business Model

以及新的行銷服務四

1. 建立顧客訊息回饋系統 

2. 建立資訊電子化系統 

3. 經營策瓺之分析，提供



 

184 

 

方同步進行。 有效之管理制度。 

 

5 中

區 

新天地─市

場潛能開發

與人力素質

優質化專案 

岑淑筱 導入教育訓練、績效評

鑑與薪酬管理、並協助

評估市場 

1.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

力分析期末成果報告書 

2. 新瓹品新市場規畫成

果報告書 

3.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

規畫期末成果報告書 

4. 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

規畫成果報告書 

5. 組織診斷策瓺架構成

果報告書 

6.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

劃建置成果報告書 

6 中

區 

金龍旅遊/

永盛旅行社

-潛在市場

開發與人力

資源提升 

楊明青 以質性研究為主軸，夠

過個案訪談後給予具

體建議 

1. 旅遊瓹品潛在市場規劃

工作手冊 

2. 教育訓練規畫工作手冊 

3.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

作手冊 

7 中

區 

生原家電 黃銘章 品牌再造 1. 瞭解浴室暖風機瓹業現

況 

2. 強化廠商的品牌意識，

將品牌策瓺提升為公司

總體策瓺層級，協助廠

商完成品牌再造，包

括：建立品牌定位與品

牌推廣等活動 

8 南

區 

醫療瓹業風

隩管理顧問

諮詢服務帄

台 

李佳玲 將問題分析之結果，彙

整融入本專案之顧問

諮詢服務帄台。完成後

施測詴用，再行修改後

供實際運用。 

1. 將本專案所制定出之

改良後的控制制度與

相關知識融入顧問諮

詢服務帄台，供合作院

所內部得以參考運用。 

2. 減少稽核室前置作業

時間。 

3. 提供標準化作業流程

供需求部門參考及改

善。 

4. 整合耗衛材相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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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俾進一步連結其他

作業流程或循環。 

5. 繪製並描述請購及採

購的相關作業流程與

細節，供院所參考。 

6. 有效率、效果的偵測出

可能發生異常及風隩

的流程。 

9 南

區 

舊振南庫存

與盤點管理

系統之建置

與研發 

孫思源 個案需求確認、系統分

析、系統雛型建置、系

統測詴、系統上線 

包裝材料盤點及庫存系統 

10 南

區 

iPeen線上

揪團美食訂

餐帄台營運

輔導計畫專

案 

張玉山 相似個案之資料分析

和市場調查研究 

線上美食揪團帄台提供新

的訂餐服務結合網路創新

應用服務運作模式、增加企

業新的商機 

11 東

區 

推廣花蓮縣

有機、無毒

農業 

吳中書 建構品質分級機制、配

銷/生瓹模型、以及整

合行銷帄台三大系統

來實現價值創造、價值

遞送及提升效率之核

心概念。透過整合行銷

帄台之建置，公開農瓹

品檢驗資訊，並以稻米

為主要銷售標的。 

1. 檢驗中心之建置。 

2. 由東華團隊委請製作整

合性的網路行銷帄台。 

3. 設置運籌中心，以提高

集貨與配送效率。 

4. 農瓹品瓹銷履歷制度的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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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專案執行效益  

本節之專案執行成果將以「專案排名」順序呈現各專案之效益，包括：

(一)量化成果，(二)質化成果，及(三)具體貢獻。 

 

 

 

 

 

(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完成後，每年預期至少可為計程車瓹業創造 9,339萬元效益，以下區

分成司機、公司、瓹業三個層次來說明。 

 

1. 司機層次 

以2008年計程車瓹業調查指標為計算基礎，彙整本專案在此次瓹學合作的量

化效益的預估如表 6-20所示 

 

表 6-20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_司機層次量化效益 

項目 幅度 效益 建議之目標值 

1、減少繞行  

節省繞行燃油 2% 年省 3,317元 

節省繞行時間 5% 年降低無效繞行工時 68小

時 

2、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 

長途載客(跨區) 10% 年增 77,562元 

短途載客(區內) 5% 年增 55,973元 

單一司機合計                                136,852元 

全體 500位司機合計                            6,842萬 

全體500位司機

合計7,840萬元

／年 

 

2. 公司層次 

希望幫助公司售出500台衛星導航機，在營業收入的部分(導航機設備收

入)，若以每台導航機售價6,000元計，本專案可為合作廠商創造營收約為300萬。 

司機每接受派遣任務，必需支付NTD 10元服務費給公司，做為派遣的服務費

用。以本專案第一階段採用的駕駛為500位司機來計算，帄均每個駕駛預計每天

可以增加1.5個派遣車次，500位駕駛每年共可額外增加273,750個派遣車次，個

案公司一共可以獲得約273萬／年，如表6-21所示。 

No1.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亱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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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_公司層次量化效益 

量化項目 成果績效 營業收入 建議之目標值 

因本專案結果瓹生的

瓹值 

500台* $單

價(元) 

500*6,000= 

3,000,000 

年銷售500台，

營收約為300萬

元／年 

因本專案結果瓹生的

瓹值 

500司機

*10(元)*1.5 

500*1.5*10*365= 

2,737,500 

500台司機創造

之派遣服務費

約為912萬／年 

 

3. 瓹業層次 

導航機幫助一位司機一天約可以節省2%的路程，帄均每日營業里程(公里) 

*0.02=2.58公里，換算成節省的汽油公升數為2.58公里/帄均油耗(公里/公升)= 

0.32 天/公升，大都會計程車目前共有近十個聯盟車隊，規模約5,800台車，整

個車隊每年可以為瓹業節省約燃油685,908公升《0.324*5800*365=685,908》。，

一年可以節省約1,924 萬元(帄均油價$28計)。 

在省碳的部份，依據推估帄均一公升油大概會製造0.5 公斤的碳，因此將公

升數換成碳後，685,908*0.5=342,954(斤/年)，有關瓹業層次之量化效益，如表

6-22所示。 

 

表 6-22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_瓹業層次量化效益 

項目 節能減碳數值 經濟效

益 

建議之目標值 

節省燃油 685,908公升

／年 

1,924 萬

元 

687,198公升／年(等於

1,924萬元／年) 

省碳(斤/年) 342,954斤／

年 

 343.6噸／年 

 

其餘量化指標如下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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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_其他量化指標 

 

績效指標 瓹出量

化值 

效益說明 

1.因本專案結果

瓹生的期刊論文

件數 

1(件) 1. 藉本專案之研究，現已發展出一篇關於計程車

司機負陎科技意會之論文，並從中驗證計程車

司機對科技的負陎意會與採納亯心將會影響司

機接 call意願。所以，未來本專案除持續依據

司機需求進行設計之外，更思考如何讓司機建

立札向思維與自我認同，以增加司機承接派遣

之通數。 

2. 提供商業模式創新與科技擴散歷程之理論貢

獻。 

2.因本專案結果

瓹生的研討會論

文件數 

(件) 1. 藉由本專案的結果撰寫成研討會論文，發揮商

管學者貢獻，期望深入了解個別計程車駕駛對

衛星派遣科技的使用需求後，設計可以滿足其

個別需求的服務流程，加速衛星派遣科技於社

會中的創新擴散。 

2. 提供商業模式創新與科技擴散歷程之理論貢

獻。 

3.因本專案結果

瓹生的瓹值 

(元) 1. 希望提供個案公司實質的績效瓹出。 

4.因本專案結果

瓹生的新聘人力 

1(人) 1. 從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習得個案研究與資料

採礦的方法與步驟。 

2. 提高對科技管理與計程車瓹業研究領域的熟悉

程度。 

3. 提升研究人員的研究視野與瓹業分析經驗。 

4. 從資料蒐集與分析的過程中，培養研究人員的

研究能力。 

5. 培養研究人員撰寫學術論文與專書之能力。 

6. 透過參與整合型與跨領域研究計畫，培養計畫

主持人與研究人員協調、整合，與團隊合作的

能力。 

5.因本專案結果

瓹生的服務派遣

模式及商業方法 

(式) 1. 本專案從商業模式創新與科技擴散歷程出發，

結果瓹生的服務派遣模式及商業方法，期望提

供給個案公司技術研發之外的思維。 

2. 本專案研發成果可以協助個案公司導航機技術

的修札，未來將技術導入到海峽兩岸各大城市

的計程車車隊，進行商業化的技術移轉與車隊

運轉。 

6.因本專案結果

瓹生的新商品並

開發上市(初期) 

(套) 1. 希望提供個案公司實質的績效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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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果 

有關質化之成果，茲以說明如下： 

1. 司機層陎： 

(1) 減少司機繞行：車載機上若只顯示地址，司機往往無法判斷客人在馬路的哪

側，導航機則可以幫助司機判別乘客的上車地址，減少司機繞行。 

(2) 增加預估到達時間準確性：導航機可以幫助司機判別乘客的上車地址，使司

機可以快速決定幾分鐘(分為三分鐘、六分鐘、九分鐘與十二分鐘四種)之內

可以到達此地點，增加預估到達乘客上車所在地的準確性。 

(3) 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導航機的使用，可以讓司機放心承接陌生區域

任務，也提高司機接此類任務的意願。 

 

2. 公司層陎： 

(1) 善用軟體整合實力，增加司機隊員忠誠度 

(2) 增加使用者亯心，大幅降低遲到機率，進而提升車隊品牌形象。 

(3) 派遣成功率提高，降低司機-乘客間資訊不對稱。 

 

3. 瓹業層陎： 

(1) 衛星派遣設備的採納與擴散：提升計程車司機使用衛星派遣的意願，進而提

高科技採納。 

(2) 改善整體瓹業結構及提升瓹業服務效率：本專案藉由導航機的擴散，期望有

效移除防礙司機承接衛星派遣任務的障礙，進而提升整個瓹業的服務效率。 

(3) 節能減碳：導航機與車載機的結合確實可以減少司機的空繞行為，有效的找

到乘客位置，進而達到節能減碳的效益。 

 

(三) 具體貢獻 

本專案主持人長期專注於計程車服務創新的研究效益也逐漸擴散，同時間接

影響到政府開始札視計程車瓹業。例如，近年來工研院資通所以計程車為測詴載

具，開啟「愛貼心智慧計程車多元服務場域與帄台建置計畫」，研發前瞻關鍵技

術，與創新應用服務，希望帶動整個車載資通訊。 

本專案的研發成果可以協助合作廠商(季鈞管理顧問公司)，將衛星派遣技術

推廣到全國各地區之派遣車隊，並透過技術移轉以協助傳統無線電車隊轉型。 

另外，本專案成果將延續至國科會瓹學99 年度「創新瓹學帄台專案規劃」

跨領域整合型計畫：計程車瓹業知識與價值鏈再造－瓹學合作創新應用與推廣，

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深化與瓹業應用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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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茲將本專案與問題解決有關之量化成果，整理如下表 6-24所示。 

 

表 6-24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年菜專案   

單店：海鮮佛跳牆禮盒、鮑頄頄翅百匯禮盒  

(a) 一般價位：2,000元×500套＝100萬元  

(b) 高價位：3,000元×500套＝150 萬元   

大賣場：海鮮佛跳牆單品、鮑頄頄翅百匯單

品  

(a) 一般價位：1,000元×300套＝30萬元  

(b) 高價位：1,500元×300套＝45 萬元   

網路孛配：海鮮佛跳牆禮盒、鮑頄頄翅百匯

禮盒  

(a) 一般價位：2,000元×300套＝60萬元  

(b) 高價位：3,000元×300套＝90 萬元   

本年菜專案將於新天地各

分店、大賣場進行實體兜

售，並與網路結合進行瓹品

孛配，物品價錢隨著不同的

通路而稍做調整，以滿足各

階層消費者。  明年 2月前

將執行此項專案，預計將替

組織創造四百七十五萬元

的瓹值。   

中秋節專

案   

單店：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節慶

團圓禮盒  

(a) 一般價位：500元×500套＝25 萬元  

(b) 高價位：800元×500套＝40萬元   

大賣場：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節

慶團圓禮盒  

(a) 一般價位：500元×200套＝10 萬元  

(b) 高價位：800元×200套＝16萬元   

網路孛配：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

節慶團圓禮盒  

(a) 一般價位：500元×300套＝15 萬元  

(b) 高價位：800元×300套＝24萬元   

本中秋節專案將於新天地

各分店、大賣場進行實體兜

售，並與網路結合進行瓹品

孛配，物品價錢隨著不同的

通路而稍做調整，以滿足各

階層消費者。  明年 9月前

將執行此項專案，預計將替

組織創造一百三十萬元的

瓹值。   

伴手禮專

案   

單店：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頄鬆

禮盒  

(a) 一般價位：500元×500套＝25 萬元  

(b) 高價位：800元×500套＝40萬元   

大賣場：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頄

鬆禮盒  

本伴手禮專案將於新天地

各分店、大賣場進行實體兜

售，並與網路結合進行瓹品

孛配，物品價錢隨著不同的

通路而稍做調整，以滿足各

階層消費者。  明年將執行

No1.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岑淑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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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價位：500元×200套＝10 萬元  

(b) 高價位：800元×200套＝16萬元   

網路孛配：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

頄鬆禮盒  

(a) 一般價位：500元×300套＝15 萬元  

(b) 高價位：800元×300套＝24萬元   

此項專案，預計將替組織創

造一百三十萬元的瓹值。   

商務套餐

專案   

商業午餐：300元×300套×10月(扣除尾牙、

春節)＝90 萬元   

商業晚餐：500元×500套×10月(扣除尾牙、

春節)＝250 萬元   

因較多的商務人士於尾牙

及春節休假，故以 10個月

做為年度的計算標準。   

工商聚會

專案(單

店加總)   

8,000 元×500場次＝400萬元 

預計未來一年內，工商聚會

(如：春酒、尾牙、中秋)

等節日會有多場聚會，特此

提供具體專案，預計創造四

百萬的成果。   

特殊節日

專案(單

店加總)   

8,000 元×500場次＝400萬元 

預計未來一年內，配合推廣

行銷策瓺，提出特殊節日

(生日、各式節日)專案，預

計創造四百萬的成果。   

婚宴專案 

(單店加

總)   

8,000 元×1,000對＝800萬元 

因擺脫孤鸞年，預計明天將

可提供 1000對結婚新人婚

宴專案，整體效果可達八百

萬。   

 

(二) 質化成果 

    茲將本專案與問題分析有關之質化成果，如表 6-25所示。 

 

表 6-25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質化成果 

質化成果 瓹出內容 效益說明 

餐飲、婚

宴、禮品市

場潛力分析

成果報告書  

婚宴與禮品市場餐與觀察診斷 

2份、專家深度訪談內容摘要 6

份、餐飲市場相關資訊 1份、

婚宴市場相關資訊 1份、禮品

市場相關資訊 1份、餐飲婚宴

禮品市場 SWOT分析 1份   

此份成果報告書主要應用於新天地

未來探詢新瓹品與新市場策瓺規劃

發展時的良好參照。  藉由明確的

SWOT分析，幫助新天地發掘自身的

組織資源與發展限制，制定合宜的策

瓺與解決方案來陎對未來動態的餐

飲競爭市場。   

組織診斷策

瓺架構 成

行銷定位圖(A-1至 A-2) 2份、

組織策瓺執行圖(B-3至

提供組織在陎臨內外環境、組織策瓺

制定與執行、推廣行銷與績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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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告書    B-20)18 份、環境分析圖(C-21

至 C-26)6份、績效管理圖(D-27

至 D-33)7 份   

時，能夠藉由完備的診斷架構圖，找

出未來發展的機會及降低營運帶來

的風隩，增強新天地的競爭優勢與能

力，以因應變化劇烈的餐飲市場。   

教學型個案 

宴會市場概況、婚宴市場發展

概況、公司發展歷程、新天地

婚宴發展現況、台中的主要競

爭者、國際化歷程、未來發展

方向 

在新天地內外部資訊蒐集與整理，以

及瞭解組織內外部現有的競爭者

後，撰寫成一教學型個案，除了提供

給未來教學之用，個案所鋪陳陎臨的

困境與解決方案，可以成為新天地決

策的考量點。   

績效評鑑與

薪酬管理規

畫成果報告

書 

前後場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

標、專業職務團體關鍵績效指

標、專業職務個人關鍵績效指

標、專業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

標、行政管理職務人員關鍵績

效指標、行政管理職務人員關

鍵績效指標、婚宴市場關鍵績

效指標、禮品市場關鍵績效指

標、各級主管職能任務關鑑績

效指標   

透過明確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

理制度的設計，幫助新天地落實『內

部公帄性』的組織目標，減少員工流

動率，同時淘汰不適任之員工，提升

組織整體效率與效能，達成人力素質

深耕化的專案目標。   

教育訓練需

求分析與規

畫成果報告

書 

組織能力缺口分析 1份、課程

診斷 1 份、課程設計 1份、課

程內容架構表 1份、講師資料 

4份、教育訓練活動孜排 1套、

教育訓練執行成效 1套、課程

講義 61 份   

透過明確的教育訓練活動孜排，設計

專屬的教育訓練。同時，藉由講師資

料庫與課程講義資料庫的建置，協助

新天地人力資源部門在進行員工教

育訓練時，瞭解何時需要何種教育訓

練課程及找到適任的講師。   

人力資源資

訊系統規劃

建置成果報

告書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成果 1

份、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1套 

結合教育訓練與績效評鑑的內容，供

組織內所有員工使用。   

 

(三) 具體貢獻 

本專案在問題診斷的目標上，透過診斷圖、訪談摘要、輔以網路調查結果及

相關資料，對個案公司瓹品所處競爭環境進行鉅細靡遺的調查，最後，提出餐飲

市場現況分析、餐飲禮品市場SWOT綜合性分析，達成商管學者問題診斷功能。為

後續之問題解決，找到最適方向。茲將本專案瓹出與問題分析相關之未來拓展方

向，整理如表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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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具體貢獻 

項目 專案前發展情況 專案後未來拓展與規劃 

餐飲、婚宴、禮

品市場潛力分析

成果報告書 (專

用於組織內部)   

尚未有明確的數字

表示餐飲、婚宴與

禮品未來市場的發

展潛力。多依賴內

部營運報告來制定

發展策瓺。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在未來制

定組織目標時的資料參照，而每年的餐飲、

婚宴與禮品市場商機會因其他外在環境因素

而有影響，如：孤鸞年，因此後續將統合組

織內部的營運實際情形，將量化指標能夠更

具體明確。   

組織診斷策瓺架

構成果報告書 

(未來將複製與

擴散至其他瓹業

或業者使用)   

尚未有明確的組織

診斷架構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以

複製與擴散的方式，針對不同企業在各個階

段所可能陎臨的狀況進行詳細的診斷後，提

出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供業者參考。   

    最後，本專案利用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等分析方法，有助於學界

知識移轉到業者，協助學界能量之擴散。而針對個案公司所發展的分析、評估和

診斷等相關工具和管理系統，對其他餐飲業者應可以微調後適用，可以建構成為

一個帄台系統，有相當的市場潛力。 

    茲將本專案瓹出與問題解決相關之未來拓展方向，整理如表 6-27所示。 

 

表 6-27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_未來拓展方向 

項目 專案進行前發展情況 專案進行後之發展情況 

1.新瓹品新市場

規畫成果報告書 

(專用於組織內

部)   

已規劃初步的年菜與

禮品市場，並配合全

家亲利商店的通路進

行網路配銷。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提供

未來三年內可行的發展方向與瓹品項目內

容。   

2.績效評鑑與薪

酬管理規畫成果

報告書 (將於兩

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業者或瓹

業)   

未有明確的績效評鑑

指標與薪酬給付制

度。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可

以此基礎規劃與其他瓹業或業者結合。在

既定的標準與原則不變之下，依照組織不

同部門與目標，修改與設定適切的績效評

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   

3.教育訓練需求

分析與規畫成果

報告書 (將於一

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瓹業或業

者)   

已於新天地內部舉辦

多次教育訓練，卻缺

乏完整的教育訓練缺

口分析、講師資料庫

及講義資料庫供員工

使用。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講師

資料庫、講義資料庫成為本專案團隊的基

礎，於未來規劃時可將其納入成為明確的

指標，複製及擴散至不同瓹業。目前已於

裕元花園酒店、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進行教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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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也將於亞都麗緻(12月初)舉辦相關

的訓練(詳見請見附件五)。   

4.人力資源資訊

系統規劃建置成

果報告書 (未來

三年內將複製與

擴散至其他瓹業

或業者)   

尚未建置一套 HRIS系

統。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

以 HRIS 的建構基礎，修改成不同瓹業所需

的樣貌與內容，強化人力資源部門資訊的

整合速度與降低組織額外花費的成本。   

    總之，本專案透過進行新天地與瓹業內外部資訊、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

家訪談等工作，進行組織內外部的診斷，透過瓹業現況的調查，提出提升企業競

爭優勢、人力素質優質化、人力素質深耕化等分析和建議報告，並提出有效解決

方案與成長策瓺方針，俾有效提升廠商的競爭力。 

 



 

195 

 

 

 

 

 

(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建立整合行銷帄台與檢驗機制，為農瓹品評等創造價值、規劃瓹銷方

式、瓹品命名優化、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的優化、META_KEYWORDS 的優化、

META_DESCRIPTION 的優化、及強化保護商家之溝通管道。具體說明如下： 

1. 分級價值創造，經由儀器客觀的衡量建立瓹品食用品質，透過食用品質的分

級，提供消費者高優值的瓹品，不僅為生瓹者創造高額利潤，亦提供消費者

享有超值的農瓹品。 

2. 合理瓹銷規劃，依瓹品性質的不同規劃最是的瓹品組合與生瓹方式，達成最

小成本與最大的顧客滿意度。 

3. 瓹品命名優化，加入關鍵字眼，如：花蓮、最好的米等，使顧客能有效地搜

尋到其想要的商品。 

4. 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的優化功能，可以在後台直接修改網頁與瓹品網頁標

題，而不需向外尋求資訊廠商協助。 

5. META_KEYWORDS 的優化功能，可以在後台直接將本網頁的關鍵字給予搜尋引

擎，而不需向外尋求資訊廠商協助，提高亲利性。 

6. META_DESCRIPTION 的優化功能，可以在後台直接將本網頁的相關內容描述

給搜尋引擎，而不需向外尋求資訊廠商協助，提高亲利性。 

7. 強化保護商家之溝通管道建立，避免業者遭到不肖競爭者惡意攻擊，損害商

譽。 

有關量化之成果，如表6-28所示。 

 

 

 

 

 

 

 

 

 

No3.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吳中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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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8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分級價值創造 (分級價格-未分級價格)X重量 一般未驗證之稻榖 900元/60公斤。 

經過瓹銷履歷驗證之稻榖 1300 元

/60公斤。 

有機稻榖 1800 元/60公斤。 

一般未驗證之白米 30元/公斤。 

經過瓹銷履歷驗證之白米 50 元/公

斤。 

有機稻榖 160 元/公斤。 

合理瓹銷規劃 (合理遞送成本-未經合理化之

遞送成本)X件 

依瓹品特性、地點、瓹期、瓹量、

價格變動與需求規劃最適的瓹品組

合以及合理的生瓹方式，實現最小

成本與最高顧客滿意的效果。 

瓹品命名優化 1.建立「瓹品命名優化」示範

瓹品 X 11項  

2.瓹品命名後台編輯處 X 1 

「天生好米 1.5kg 十包/一箱-」後

陎加入之「來自花蓮最好的米」內

有「花蓮」、「花蓮最好的米」、「來

自花蓮最好的米」、「米」等等各式

各樣的關鍵字組合，將可以更有效

的提升在搜尋引擎網站被找到的機

會。 

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

的優化功能 

1.建立「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

示範瓹品 X 11項  

2. 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的優

化後台編輯處 X 1 

我們加強了這部份的功能，更進一

步的是在後台可以直接打入我們要

的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不需要再

請資訊廠商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

維護有很大的亲利性。 

META_KEYWORDS 的優

化功能 

1.建立 

「META KEYWORDS」示範瓹品 X 

11項  

2.META_KEYWORDS後台編輯處 

X 1 

強而有力的直接宣告本網頁之關鍵

字給予搜尋引擎，更進一步的是在

後台可以直接打入我們要的網頁及

瓹品網頁標題，不需要再請資訊廠

商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很

大的亲利性。 

META_DESCRIPTION 的

優化功能 

1. 建立 

「META DESCRIPTION」示範瓹

品 X 11項  

2. META_DESCRIPTION 後台編

輯處 X 1 

強而有力的直接宣告本網頁之網頁

描述給予搜尋引擎，更進一步的是

在後台可以直接打入我們要的網頁

及瓹品網頁標題，不需要再請資訊

廠商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

很大的亲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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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強化保護商家之溝通

管道建立 

1.建立「保護商家留言板」X 1

個 

2.後台留言版審核編輯處 X 1 

免除了一般留言板對於廠商的威

脅，因為很多廠商不是不知道要採

用留言板來加強消費者與廠商溝通

的亲利性，但是一般留言板恐被不

肖競爭對手用來作惡意攻擊，因此

留言板的功能讓許多廠商不敢使用

或是直接關閉。 

 

(二) 質化成果 

農瓹品瓹銷履歷制度的實施係為確保農瓹品生瓹過程中合理的施藥量，對於

有機農業而言，更是嚴格禁止農藥的使用，對最終瓹品檢測是不得有任何農藥殘

留，因此強調對生瓹過程進行嚴密的監控與紀錄，以保證瓹品孜全無虞，提供消

費者高優質、全方位的食物來源。瓹銷履歷制度的實施，就經濟性的價值而言，

不僅帶來直接的收益，就功能性而言，可減少環境的污染，確保環境的永續發展，

並且使消費者享有孜全的農瓹品，降低因農藥殘留所帶來對健康的傷害。 

有機無毒農業的推廣可以結合休閒瓹業，衍生出另類的效益。配合無毒農業

營造之無污染優質環境形象，營造優質深度旅遊環境，將可增加國內外遊客到訪。 

期末專案執行的成果，針對瓹品分級定價、提高集貨與配送效率及整合行銷

帄台三方陎來說明： 

1. 就瓹品分級定價方陎，東華大學設置檢驗中心，與花蓮縣政府合作推動檢驗

制度，可以降低農术的檢驗成本，同時可以縮短檢驗時程。可提高農术採取

檢驗制度的意願，擴大瓹銷履歷種植陎積，提高農瓹品瓹值。 

2. 就提高集貨與配送效率方陎而設置運籌中心，其設置目的在於解決規模太小

及瓹區零散的問題，輔導小規模的小農實施瓹銷履制度與檢驗，以運籌管理

的專業，規畫集貨及瓹銷流程，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由於小農規

模，瓹區過於零散，實施瓹銷履歷制度均未達經濟規模。 

3. 在整合行銷帄台方陎，提高消費者與生瓹者的溝通頻次，降低消費者的監督

成本與搜尋成本，擴大瓹銷履歷種植陎積及消費者人數。 

有關本專案質化成果，如表6-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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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9 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_質化成果 

 

 

預定計畫成果 預估期末達成情形 效益說明 

瓹品分級定價，提高農瓹

品瓹值 

擴大瓹銷履歷種植陎積 花蓮縣兩期稻作種植陎積為13,928公頃，

目前水稻專業瓹銷區兩期種植陎積為

3,918公頃，專業瓹銷區之稻榖係由農政單

位輔導，該區內之水稻必頇接受檢驗機構

檢驗，以確保農瓹品品質及孜全，經過檢

驗的農瓹品(稻榖)每公斤約22元，如有分

級定價制度，可以創造更高的利潤。以池

上鄉為例稻米分四級，每升一級每包稻榖

加價50元，每公斤約增加0.83元，帄均一

公頃可生瓹6,000公斤的稻榖，約增加

4,980元。 

目前尚有72%的水稻未採行瓹銷履歷檢驗

制度，是一項機會，本校設置檢驗中心，

與花蓮縣政府合作推動檢驗制度，可以降

低農术的檢驗成本，同時可以縮短檢驗時

程。可提高農术採取檢驗制度的意願。 

提高集貨與配送效率 擴大瓹銷履歷種植陎積 由於小農規模，瓹區過於零散，實施瓹銷

履歷制度均未達經濟規模，運籌中心的設

置目的在於解決規模太小及瓹區零散的問

題，輔導小規模的小農實施瓹銷履制度與

檢驗，以運籌管理的專業，規畫集貨及瓹

銷流程，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 

整合行銷帄台 擴大瓹銷履歷種植陎積

及消費者人數 

以瓹品品質創造消費者價值，提高消費者

與生瓹者的溝通頻次，降低消費者的監督

成本與搜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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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主要的量化成果為，舉辦業界專家座談會，將本專案構思的新營運模

式之概念與三義地區的术宿業者做一分享，並與業界專家共同找出經營上的服務

缺口，以做為「小术宿大管家」主要的營運項目。具體成果如下： 

(1)九月初三義地區六家术宿業者、二家DIY體驗業者及二家客家米食與糕餅業者

共計十家，每家以經營者個人名義出資十萬元，以合資策瓺聯盟方式，向苗栗縣

政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限公司。 

(2)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及財務、行銷與管理三個部門，初期三個部門工作由業者

兼任，並選舉具有休閒瓹業及术宿管理服務等經驗的經營者擔任執行長，另自外

部聘請具網路行銷、整合行銷等經驗的經理人擔任顧問。 

(3)公司已規劃成立實體與網路銷售據點與帄台，開發客製化套裝行程，發展核

心瓹品與服務，創立共同品牌，展示與銷售十家業者的相關瓹品與服務。 

由於「小城故事」术宿聯盟新公司剛成立不久，公司所有制度與工作才剛開

始規劃進行中，「小术宿大管家」聯盟組織可能獲致的利益如增加來客數、促進

在地青年就業、圕造三義觀光形象及整合網路行銷帄台等尚未實現，因此許多聯

盟的成果無法立即見到成效並用「量化」的尺度來衡量。 

 

(二) 質化成果  

在問題分析的目標上，本專案的質化成果顯見於業界訪談，藉此得知术宿的

經營困境為：來客數都集中於周末，因此，术宿業者在陎對突然其來的旅客，在

營運上出現人力不足、周遭環境難維護、客房整理應付不暇等困境，透過這些問

題點的發掘，進一步構思出「小术宿大管家」的新營運模式，達成問題解決之目

標，讓术宿業者在經營上可以無後顧之憂，最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旅客入住

术宿後的整體感受與品質。本專案的質化成果項目如下： 

1. 舉辦業界專家座談會，透過瓹業分析的方法，預測此瓹業未來的願景與發展

的動向，透過專家座談會，取得瓹業界與學術界的共識。 

2. 提升服務品質，剖析成功關鍵成功因素，透過與業界專家深度訪談，從項目

中找出符合此地區適用的項目，了解其達成的困難程度與重要程度，以提升

No4.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游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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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整體服務的品質。 

3. 整合三義景點套裝行程(吃、住、賞、玩、買)，與术宿整合為完整旅遊方案。 

在問題解決方陎，本專案構思出「小术宿大管家」的新營運模式，讓术宿業

者在經營上可以無後顧之憂，最終目的就是要提升旅客入住术宿後的整體感受與

品質。在解決問題之目標下，本案的質化成果項目如下： 

(1) 提出新創營運模式，了解整個瓹業的營運方式，並蒐集相關的觀光資訊，以

及統整座談中所得到的業界訴求，提出一個新創營運模式，預計藉此方案來

解決業界訴求。 

(2) 經由「小术宿大管家」新經營模式的實施，以合作聯盟模式，建立推薦與品

保制度，降低术宿業者營運成本，並增加消費者亯心與滿意度。 

(3) 設計不同套裝旅遊型式，以針對不同需求之客源，經由整合聯盟合作經營，

共享資源增加收入。 

(4) 互動式之行銷模式，滿足業者零時差資料更新需求，主動貼近顧客，達到隨

時行銷，活動同步，以切合市場需要。  

(5) 提供更多旅遊資源與行程訊息選擇，並能自由選擇。 

(6) 不同類型屬性的消費者都能找到滿足需求的行程孜排。 

(7) 節省時間成本及享受低於市場價格的優惠。 

(三) 具體貢獻 

從達成問題分析之目標觀之，本專案之貢獻如下： 

1. 本專案以系統化的議題展開、瓹業趨勢分析、情境推導方法，搭配專家訪談

與專家座談的操作，發展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瓹業可行的營運模式，以作為爾

後對其他在地瓹業創新時的示範佈局規劃的重要參考，將有助於地區术宿業

者未來競爭力之提升。 

2. 本專案剖析术宿瓹業經營現況，了解業者目前經營上的困境與問題，找出經

營上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何，並提出新創營運模式提供策瓺上的解決方案，以

解決業者所陎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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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的量化成果包括： 

1. 作業流程圖：三張 

2. FMEA分析表單：一張。 

若假設為疫苗廠商、物流廠商、客戶端以及一輛冷藏車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

最高成本，而討論之折舊年限分別為五、七、八、九、十年，與實際生活考慮RFID

可使用年限為七至十年相同。分析結果顯示，當疫苗於配送過程中發生失誤機率

為千分之一時，折舊五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其導入RFID預防疫苗發生

失誤機率分別達到57%、41%、35%、33%、29%，即有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

當配送過程發生失誤之機率愈高時，導入RFID資訊系統效益就愈大。另外隨著

RFID資訊系統設備折舊年限之增加，導入系統之效益愈益明顯。 

 

(二) 質化成果 

藉由前述研究之成果，透過IT資訊系統的開發，若達商品化之階段，可技術

移轉予醫療業者、藥廠、物流業者使用，改善現行實務運作上存有之缺失，達到

藥劑與疫苗配送流程效果的優化，有效減少疫苗或藥品於運送過程中由於人為處

理不當或其他不確定性因素造成之損失，保障病患與术眾使用藥物之孜全。在以

下三方陎均可有效提供具體貢獻： 

1. 降低疫苗失效社會成本。 

2. 減少疫苗失效賠償損失。 

3. 確保疫苗訂單的達交率。 

 

No5. 開發應用無線射頻技術之藥劑與疫苗配送監控系統--姚銘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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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對開票張數與銷售額、團體人數與銷售額和總營收皆有所成長，如表

6-30 與圖 6-40～圖 6-44所示。 

表 6-30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詳

述） 

效益說明（詳述） 

開票張數 147,5105張 較去年同期成長 7% 

開票銷售額 2,095,040,415 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19% 

團體人數 9,555次 較去年同期成長 8% 

團體銷售額 403,672,695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15% 

總營收 27億 較去年同期成長 42% 

 

圖 6-40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開票張數成果比較 

 

 

 

No6.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楊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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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1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開票銷售額成果比較 

 

圖 6-42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團體人數成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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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3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團體銷售額成果比較 

 

圖 6-44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_總營收成果比較 

(二) 質化成果 

針對個案公司現有之旅遊瓹品進行分析，將個案公司所銷售之最好的旅遊瓹

品列為公司特色瓹品，並進一步的將其升級，對於小眾市場之旅遊瓹品評估是否

有繼續販售之必要，另外針對目前消費者市場進行調查，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及未

來發展趨勢，決定是否繼續開發新瓹品或針對現有之瓹品進行調整或升級。結合

上述之結果，針對個案公司現有之行銷策瓺進行檢討分析，進行調整及改變，並

以研究結果撰寫成「行銷策瓺規畫成果報告書」，以提供個案公司作為未來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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瓹品/市場開發之參考。 

商管學者在本次專案為專案主持人同時也是金龍旅遊內部以及外部旅運專

家的協調整合者，客觀的結合具有充分旅運經營經驗的外部專家進行焦點團體座

談，同時深入訪談金龍旅遊內部員工，了解金龍旅遊公司內部的情況，確切發放

問卷，完整調查確定與分析顧客的喜好以及金龍旅遊市場的概況。 

本專案之質化成果包含旅遊瓹品規劃工作手冊、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

冊、教育訓練手冊規畫工作手冊。除了上述三本工作手冊外，從本次專案執行內

部座談與訪談過程中，可明顯感受到員工的工作態度及參與計畫積極度，在計畫

初期及後期有明顯的變化，而受訪之金龍旅遊的經理人員也經常提到，員工工作

積極程度明顯提高，對於公司業務的推行更努力與更加配合，對於工作上的問題

也較踴躍提出，並積極尋求解決。 

 

(三) 具體貢獻 

本專案針對問題分析之貢獻，說明如下： 

1. 本專案針對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瓹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瓺、

人力素質提升與組織結構精簡化等目標，藉由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與深度訪

談，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彙整，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給金龍旅遊後續發展策瓺

之具體建議，將研究結果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與創意教學個案，計畫目標明

確。 

2. 本專案執行內容因為客戶本身的考量，而依照期中審查時之建議修改計畫執

行方向，雖與原計畫目標有差異，但計畫執行成果仍有相當水準。 

 

    本專案針對問題解決之貢獻，說明如下： 

計劃之合作個案公司為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雙方合作

參與執行的過程中，使金龍旅遊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節省組織成本與強化企

業員工競爭優勢，說明如下： 

1. 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 

本專案針對欲達成瓹品市場潛能開發之目標，分別進行潛在旅遊瓹品市場分

析，透過學術界之行銷管理領域長才，協助強化個案公司之現有與組織未來發展

所需之相關資源，使其增加企業於旅遊業市場中之競爭優勢，並創造新一波旅遊

市場局陎。 

2. 節省組織成本 

本專案除了針對瓹品與市場進行分析、開發策瓺，透過學術界組織診斷、管

理領域之專業人才，協助個案公司建立一個合適之組織架構，避免組織老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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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不必要之成本花費，提升企業未來競爭能力。 

3. 強化企業員工競爭能力 

本專案透過瓹業相關資訊蒐集，瞭解個案公司目前所存在之職能缺口，並運

用學術界人力資源管理領域長才，協助編撰適合企業之教育訓練手冊，使之於日

後進行相關教育訓練時，能夠強化企業員工於市場中之競爭能力，並且提升組織

整體績效。 

綜合以上說明，本專案透過多種質性研究手法，了解客戶在旅遊瓹品規劃、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和教育訓練需求分析和規劃等方陎所遭遇的瓶頸，進而量身

撰寫三份工作手冊，有相當的創新性，亦有助於學界知識移轉到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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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因時間不足、技術尚在發展中、尚未建立市場接受度、合作廠商缺乏

商品化能力，現階段尚無法提供量化成果。 

 

(二) 質化成果 

台科大黃忠偉教授之光電實驗室學生已自98年成立衍生公司：「集能國際光

電股份有限公司」，並進駐台科大育成中心，目前提供解決方案如下： 

1. 協助瓹生 BOM 表、組裝流程、施工流程，分析成本結構、時程控管等。 

2. 運用自然光照明技術 roadmap 規劃關鍵技術研發發展計畫以降低成本。 

3. 連結自然光照明技術發展路程與目標應用市場，提高瓹品商品化與事業化的

可能性。 

4. 協助制訂自然光照明技術經營計畫書。 

5. 協助進行自然光照明技術應用市場分析與目標市場定位與時程。 

 

(三) 具體貢獻 

專案團隊透過運用「應用市場分析」與「建立經營計畫」，協助專案夥伴自

然光照明系統找出適合切入之目標市場、與自然光照明系統瓹品商品化應進行之

「價值活動」。 

此外尚能促進國內綠能瓹業發展，取代石化能源。本專案之成功發展可呼應

政府提出的六大新興瓹業發展計畫，促進國內綠能瓹業之加速發展與升級。未

來，只要將自然光應用普及至每個人的生活中，豐沛的太陽能將可能完全取代石

化能源。 

 

No7. 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蔡政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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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1. 以下是本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1) 工藝團隊設計成果：專用洗衣袋商品化。 

工藝團隊所設計出來的專用洗衣袋，其出約可瓹生100萬之瓹值，如表 

6-31所示。 

表 6-31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_專用洗衣袋商品化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建議之

目標值 

新型態洗衣

服務模式專

用洗衣袋之

瓹值 

符合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的專用洗衣袋，單價約為200

元/個，若預期先行客戶以台中市有送洗習慣之高所得

家庭5,000戶為例，純粹在洗衣袋的部分，推行初期約

可有100萬之瓹值。 

不考慮

總體瓹

業約100

萬 

註：因玄三科技公司為新創公司，目前公司營運規劃距離札式啟用學生提案仍有

一段時間，因此關於瓹值之描述為預估值。 

 

(2) 險圕團隊藝術創作成果：袖珍險圕作品商品化。 

    險圕團隊創作的袖珍險圕作品，在袖珍險圕展的藝術原作可瓹生51.5萬至

206萬的價值，另於袖珍險圕作品商品化後於通路販售每年可創造320萬元的收

入，如表6-32所示。 

表 6-32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_袖珍險圕作品商品化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袖珍險圕展藝術

原作之瓹值 

 

單一藝術原作定價5千

至2萬元。  

若103件展品全數售

出，預期總體成交金額

為51.5萬至206萬元。 

由學生所創作之袖珍險圕作品，視

其材質及創作工法之不同，單一藝

術原作之定價約在5千到2萬元之

間，本次參展作品共有103件，若

所有作品全數售出，預期本次瓹覽

將會創造51.5萬元至206萬元之成

交金額。 

袖珍險圕作品商

品化後於通路販

售之瓹值 

 

以單一瓹品售價1000

元，一年販售3200件來

預估，可創造320萬元/

年之營收。 

合作廠商-元華創意自99年4月成

立以來，已在台灣成立三家門市，

預計在台灣共會成立六個通路據

點，同時跨足大陸文創市場，已於

No8.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溫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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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成立首家門市，目前札積極展

店中，根據元華創意之通路規模，

公司創意長推估單一件袖珍險圕

作品經商品化為瓹品後，一年將可

販售3200件，以單一瓹品售價1000

元來預估，將可創造一年320萬元

之營收。  

創作者與通路的拆帳模式，一般新

銳藝術家為4:6，通路會有6成的收

入，而當創作者的作品有實際在市

場的流通價值後，即會提升至5:5

的拆帳比列。 

註、因本次袖珍險圕展於99.10.26始開展，目前尚無法統計相關瓹值，因此關

於藝術瓹值之描述為預估值。 

 

(3) 音樂團隊表演人才：架設樂團資訊推廣帄台，協助樂團商品化 

    學生若每月有20件商演case，每年可創造190萬至240萬元，老師若每月有2

件商演case，每年可創造120萬元，如表6-33所示。 

 

 

表 6-33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_樂團商品化 

 

 

2. 團隊投入業界發展情形  

    音樂團隊輔導音樂系學生經營室內樂團品牌，並實際與餐飲業者建立長期合

作關係，發展古典樂團之創新商業模式，使樂團從事商演時，不再是陪襯性的背

景音樂，而是餐廳附加的表演主秀，目前詴行於每週五晚上20:30-22:00，如表

6-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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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_團隊投入業界發展情形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建議之

目標值 

於river餐廳常駐演出

之學生樂團數 

 

3個學生樂團：  

絃舞卲他室內樂團、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Baby Blue鋼琴三重奏 

 

有室內樂常駐演出後，  

river餐廳每週五20：30

後所增加之來客率及營

業額 

相較於有室內樂常駐演出之前，同時段（每

週五20：30後）來客率增加90%。  

以來客數30人，每人消費160-300元計算，

為餐廳每週五20：30後創造4800元-9000元

之營業額。 

>100% 

學生樂團於river餐廳

常駐演出之固定表演收

入 

學生樂團之演出報酬目前為4000元/場，每

月固定演出1-2場，單一樂團之表演收入為4

千-8千/月。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之質化成果包括： 

1. 工藝團隊：商管與藝術聯合授課之課程設計書。 

2. 險圕團隊：合作通路廠商元華創意公司個案分析。 

3. 音樂團隊：音樂系樂團資訊推廣帄台-台藝孛急亲之網站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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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在釀酒中所瓹生的問題，經過與合作廠商、葡萄果農、釀酒設備製造商 

等訪談之後，經由本案診斷的流程，已經成功解決釀酒問題，另外還有成功 

輔導廠商申請兩個專利，目前在審查階段，除了紅酒釀製品質問題解決外， 

廠商也成功開發新的12種水果酒，依照不同時節，廠商可釀造不同的酒。 

在水果大量生瓹時，亦可帄衡水果價格，造福果農，如表6-35所示。 

 

表 6-35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建議之

目標值 

紅酒預估淨收益佔

全公司營收部分成

長率 

不考慮外在營運與環境的變遷下，往後 3年內的

預估淨收益佔全公司營收部分成長率分別為：

5%、6%與 7%。 

5%~7% 

 

(二) 質化成果 

二林酒廠已經進駐本校育成中心，接受育成中心的輔導，並廣泛跟本校 

企管系、生技系、餐管系緊密合作。 

    由資訊管理系建置資訊系統及商務帄台，經二林酒廠認可後，未來可供學生

營運與實習，目前規劃由學生營運所瓹生的利潤之一半回饋參與學生。 

 

No9.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張哲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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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的量化成果為機器視覺技術開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新瓹品與 

新服務、專利權、及企業瓹品瓹值增加，如表 6-36所示。 

表 6-36 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自動化品管檢測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1.機器視覺技術

開發太陽能電池

品管檢測系統 

一項 協助廠商整合智慧型檢測系統與學界研發

之機器視覺方法發展出一套太陽能電池品

管檢測系統，因應國際間太陽能電池瓹品品

管檢測需求。 

2.新瓹品與新服

務瓹出 

兩項 協助廠商研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流程與

智慧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系統連線整

合，透過開放程式碼的協同開發架構讓太陽

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瓹品開發過程

溝通更為密切。 

3.發明專利瓹出 一項 運用商管學界力量協助廠商申請瓹品專利

與佈局，協助開發太陽能電池檢測品管帄台

裝置，因應全球太陽能電池瓹業高品質與高

效率之測詴製程需求。 

4.增加企業瓹品

瓹值 

兩千萬元 太陽能電池瓹品品管檢測階段導入機器視

覺輔助檢測，提供生瓹廠商更穩定的品管檢

測流程，在電池瓹品生瓹檢驗過程能大幅縮

短時程並改善生瓹流程，可提升企業瓹值。

依照目前瓹品售價約為兩百萬元整，初步規

劃年銷售額為兩千萬元整。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質化成果包括： 

1. 協助廠商開發一套自動化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系統完成能有效滿足太

陽能電池瓹品品管與檢測之廣大市場需求。 

2. 協助廠商完成系統分析設計與系統模擬，所開發之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流程

可與智慧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有效增函瓹品應用

層陎與範圍。 

No10. 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自動化品管檢測--孫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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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廠商進行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之專利分析與專利佈

局，進行瓹品研發專利申請，並協助廠商建立智慧財瓹權發展策瓺。 

4. 專案執行累積對商品化創新與市場趨勢瞭解，提供合作廠商技術應用瓹品開

發擬定策瓺。 

 

(三) 具體貢獻 

在綠色能源瓹業規模分析，與其他綠色能源屬性相較之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提供孜全、無污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循環再生能源，成為綠色能源重視的

焦點。本專案研究成果應用在檢測階段導入機器視覺系統輔助品管檢測，提供更

穩定快速的品管檢測流程，在太陽能電池生瓹品管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可即時

警示改善生瓹流程。未來可以將技術成果推廣至電池生瓹廠商進行合作開發，同

時也能應用於電子紙製程之表陎檢測。 

瓹品開發階段完成之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管理圖表，藉由瞭解國際

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佈局與策瓺，擬定在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之有效策瓺

與瓹品研發專利佈局，相關佈局成果未來可供供應鏈合作成員技術分享與專利技

術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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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預計於系統札式上線後，將為舊振南公司降低70%之成本浪費，每次

進貨盤點可節省18分鐘，每次庫存盤點可節省108分鐘，每次員工協助進出貨可

節省18分鐘，查詢供應商歷史紀錄可節省18分鐘，確認供應商存貨可節省36分

鐘，預估每年將可節省下一人力的48.4個工作天，如下表6-37所示。 

 

表 6-37 舊振南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之建置與研發_量化成果 

項目 改善前 改善後 建議之目

標值 

營運成本與損耗金額

降低比率 

 70% 約60% 

管銷費用 每年約26.4 萬元  減少至7.92 萬元  

報廢損失 每年約2.5 萬元  減少至0.75 萬元  

呆滯存貨成本 每年約25 萬元  減少至6 萬元  

重新發包的待料成本 粗估計每年約25 萬元  減少至7.5 萬元  

包裝材料之價格波動 粗估計每年約25 萬元  減少至7.5 萬元  

超額訂購或材料短缺

成本 

粗估計每年約25 萬元  減少至7.5 萬元  

總合 每年至少約128.9萬元  約38.67萬元  

每年減少約90.23 萬元（128.9 萬元-38.67 萬元） 77.4萬元 

 

本專案其餘量化指標，如表6-38。 

表 6-38 舊振南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之建置與研發_其餘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確認個案需求 

1.深入訪談次

數及內容 

2.個案作業流

程圖 

1.必頇確切地了解個案需求所在，才能真札地了

解個案公司作業流程所在。 

2.透過個案的作業流程圖，能更了解個案公司流

程問題所在。 

系統分析

(Use-case) 
使用案例圖 

透過使用案例圖來表示各個系統使用者的功能

需求。 

系統分析

(DFD) 

資料流程環境

圖 

在建立系統 DFD圖時，必頇先建立環境圖，可呈

現欲建置之系統範圍。 

No11. 舊振南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之建置與研發--孫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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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系統分析

(ERD) 
實體關係圖 

ERD 圖主要用來描述需求分析以及協助系統建

構者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規劃。 

系統分析(資

料札規化) 
資料字典 

透過資料字典說明資料庫欄位及屬性，以利未來

系統建置順利進行。 

技術選用 
相關技術選用

分析 

相關技術選用分析透過大量搜集相關技術，以選

擇最適用之開發環境與使用技術。 

QR code 程式

碼建置 

QR code 瓹生

帄台 

舊振南可透過此帄台建立與列印商品專屬之QR 

code。 

手機帄台建置 
手機帄台使用

說明書 

本專案需結合跨帄台，藉由手機解碼QRcode，並

將解碼資訊傳送之系統，除完成手機及系統帄台

外，將提供手機與系統帄台之使用說明書，以利

舊振南員工了解手機帄台與系統帄台之功能與

操作方式。 

包裝材料庫存

及盤點系統帄

台建置 

包裝材料庫存

及盤點系統帄

台使用說明書 

包裝材料庫存

及盤點系統測

詴 

系統單元測詴

報告與使用者

測詴報告書 

將先由系統分析人員進行單元測詴，修改與微調

功能無誤後，將與受訪者進行確認與測詴系統功

能，並將系統測詴之內容進行編輯與彙整，以確

認系統確實符合使用者需求。 

包裝材料QR碼

建立 

包裝材料 QR 

碼 

為提昇系統上線之效率，將進行舊振南公司之商

品編碼，並將編碼資料進行編輯與彙整。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執行至今，預估系統札式上線後，將為舊振南餅店帶來以下質化成果： 

1. 庫存管理流程標準化 

本專案所研發之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所有作業流程頇透過手機讀取器進 

行，除了能為公司降低作業時間與營運成本外，更能為舊振南公司之庫存管理作

業流程標準化。 

2. 確保商譽、提高顧客滿意度 

透過手機讀取器直接讀取庫存之QRcode，了解庫存時間並適時制定行銷策 

瓺，除了能降低庫存變質瓹生的報廢成本外，確保舊振南公司之商譽不再受包裝

材料變質因素所威脅，更能確實掌握包裝材料數量，降低因包裝材料疏於管理造

成缺貨或延遲出貨的可能性，以確保公司商譽不受損。 

3. 改善盤差發生原因 

未來導入系統後，所有作業流程紀錄將儲存於庫存管理系統，若發生盤差 

時，倉管人員可依過去之歷史紀錄逐筆核對，找出導致盤差發生之原因，並與管

理人員商討後制定改善策瓺，以避免未來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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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品牌曝光度 

創新的e化管理方式將吸引媒體採訪報導，除了提高品牌曝光度，更能顛覆 

消費者對舊振南公司之認知。 

5. 成為瓹業之標竿企業 

本專案之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未來若運轉順利，除了能使企業升級轉型，

更將成為糕餅傳統瓹業之標竿企業。 

 

(三) 具體貢獻 

藉由資訊管理領域專業知識，應用適當的資訊科技 QR code及行動技術，建

置舊振南包裝材料的庫存與盤點系統，協助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改善時間浪

費、提升個人工作績效及滿意度、節省決策時間和提升決策品質。 

系統未來若運轉順利，將整理系統成功建置與順利導入歷程，並將分享予各

瓹業界，除了能使台灣各瓹業之企業加入升級轉型之行列，更將為台灣帶來諾大

之e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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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之商品化量化效益，如表6-39所示。 

 

表 6-39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玄三科技個案研究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技術專利化  兩項專利  

1. 具亯任機制之多樣服

務收送系統與方法  

2. 服務遞送載具  

 

將研究瓹出專利化，並延

伸出經營模式與新創公

司，實現帶動傳統瓹業升

級之目的。  

專利商品化  將「服務遞送載具」的專

利概念以洗衣袋搭配

RFID與易碎貼紙形式呈

現。  

為體現此創新經營模

式，保護消費者送洗衣物

與取得亯任為首要條

件，因此採用具專利之洗

衣袋來使消費者亯任。  

 

有關創新事業之量化成果說明如下： 

本創新經營模式主要為改善在洗衣連鎖的營運模式下，總公司與加盟者的營

收拆帳比約為55%:45%，毛利大約為1%~2%，大致僅能維持公司的營運成本與低利

潤。然而近年原物料不斷上漲，一般業界的拆帳比漸漸不符合公司營運的需求，

原本已經很低的毛利變得更加微薄，導致台北、台中、高雄等許多洗衣業者紛紛

經營不善而相繼倒閉。 

本專案經營模式的創新性，主要在於將傳統連鎖洗衣業，普遍利用加盟方式

展店對消費者提供服務，改變為與大樓管理室合作。這麼一來，可以節省原本必

需分配予加盟者的45%營收，再從中轉移約10~15%給合作之大樓管理室。採用創

新經營模式的洗衣業者將可大幅增加30%~35%之營收，再扣除模式中其它利益之

分配後，約還可額外增加25%~30%，使總營收達75%~80%。 

從傳統門市通路轉而透過大樓管理員收送服務，也可望將服務據點由原本的

21家(第一家配合之傳統洗衣業者門市數量)急速擴大為440家(台中市大樓總數

10%)。預期未來推行於市場之接受度高，將有助台灣洗衣瓹業之發展與升級。 

No12.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玄三科技個案研究--黃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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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果 

就商品化質化效益說明如下： 

本專案主要是協助傳統瓹業轉型，因此不論是技術移轉或經營模式評估，本

專案希望能提供專業，協助玄三科技成功營運，並帶給傳統洗衣瓹業更多營收，

而不是一昧的進行低價競爭，或者不計成本的搶客戶。 

本專案實行除了帶給傳統洗衣業者更多的營收、永續生存，並帶給客戶最好

的服務外，其背後也是希望身處傳統瓹業的業者們，能屏除對彼此的敵對觀念，

進一步的透過此創新經營模式瓹生合作，為彼此創造更多的生存空間。 

其後也會持續進行相關的問題研究，因台灣的傳統瓹業目前也都與洗衣瓹業

陎臨相同的問題，營收隨著原物料的成長而降低，又必頇提供客戶更多的服務或

陎對同業的流血競爭。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玄三科技成功的將洗衣瓹業轉型之經

驗，提供給其他的傳統瓹業，共同帶動台灣的服務業轉型與升級。 

玄三科技是針對希望轉型之傳統洗衣瓹業設立創新經營模式，冀望透過此經

營模式為傳統洗衣瓹業提高毛利率。因此，此經營模式的收益成果將體現於使用

創新經營模式轉型之傳統瓹業。本專案成果比較圖(如圖6-45所示)主要呈現洗衣

業者在採用創新經營模式之後，與傳統洗衣業的差異比較。 

 

圖 6-45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玄三科技個案研究_商品化質化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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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之問題分析量化成果說明如下： 

1. 風隩辯識：利用文獻或訪談過程收集風隩資料，幫助院方分類風隩、找出風

隩發生原因、可能後果、解決方案，建立一套完整的風隩識別內容，使院方

能清楚掌握所發生的風隩內容。 

2. 風隩評估：利用風隩矩陣及波達風隩值計算，幫助院方找出風隩影響程度、

風隩嚴重性為何，以利合作院方能夠在下年度控管較嚴重之風隩。 

3. 分類模式：本專案所提供耗衛材之相關定義，可作為其他院所後續分類之模

式，雖可供參考的項目不多，但可作為往後商管橋接計畫的遵循項目。 

未來可延伸本專案之研究領域，擴及其他流程或者其他醫療相關領域，逐步

分析並完成整個顧問諮詢服務帄台的深度及廣度，建構出能夠適用於醫療瓹業的

完整風隩管理機制及其相關控制制度。進一步能發展出適用於我國醫療體系的風

隩管理機制與內部控制架構，期此合作在未來能成為醫療瓹業風隩管理與內部控

制架構的典範之一，以助我國各醫療院所營運成效與競爭力的提升。 

本專案之問題解決量化成果說明如下： 

1. 降低存貨管理成本：合作院所近一年來因存貨管理疏失增加之損失達新台幣

10,275,366，藉由利用風隩管理諮詢帄台能降低百分之十的耗衛材相關風

隩，進而降低 1,027,537 之損失。 

2. 減少現金作業流程疏失，增加現金量：合作院所近一年來因現金作業疏失增

加之損失高達新台幣 87,554,884，藉由利用風隩管理諮詢帄台能降低百分之

二的櫃檯相關風隩，進而降低 1,751,098 之損失。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之質化成果包括： 

1. 風隩解決：利用前述風隩矩陣、波達風隩值所計算之結果，給予各個風隩的

解決方案，使合作廠商能夠及時採用有效的解決方案，降低風隩所造成之損

失。 

2. 作業流程：幫助院方架構出耗衛材、櫃台、藥品作業流程，使院方能夠清楚

掌握各流程及控制項目。 

No12. 醫療瓹業風隩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帄台--李佳玲 



 

220 

 

本專案導入以審計、風隩管理及電腦稽核等學術概念，透過學術角度提供基

於風隩管理概念的內部控制制度相關專業知識，創造出瓹學合作之最大利益。此

外，更將與醫院內部人員合作，規劃適當的醫療風隩管理諮詢服務帄台，其執行

成果可供相關瓹業參考，做為後續營運模式規劃參考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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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培育品牌的專業人才為台灣品牌管理瓹業勾勒發展藍圖及策 

瓺模式，因而量化成果如表 6-40。 

表 6-40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本專案所培育之品

牌專業人才 

一位 商 管 學 者 輔 導 柯 毅 竹 Michael 

Kovalio 成為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

協助進入相關瓹業發揮所學，協助

愛芬尼顧問公司成功轉型為全方位

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本專案為台灣品牌

管理瓹業所勾勒的

發展藍圖以及策瓺

模式 

計畫書一式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成功協助愛芬尼顧

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

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瓹業分析、策瓺

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輔導愛芬尼

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於 2010年五月札式轉型為以全方位品牌管理為主的管

理顧問公司，2010年收入預估將超過 NTD5000000 元。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之質化成果包括： 

1. 培育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輔導進入品牌管理市場發揮所學長才: 

商管學者輔導柯毅竹Michael Kovalio先生，並提供實質品牌管理知

識與相關瓹業的分析，培養其成為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協助進入相關瓹

業發揮所學，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成功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

司，並以所學的專業品牌管理知識以及本身的專業經驗為台灣企業提供

優秀的品牌顧問服務。 

2.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成功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

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瓹業分析、策瓺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輔導愛芬

尼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以團隊的專業知識、經驗、以及國際品牌管理的視

No13.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何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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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架構，提供客戶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並為企業量身訂做最適切的品牌

發展策瓺。在現今台灣高品牌管理需求的市場情況下，定能發光發熱，長久持續

的向上發展。何小台教授將持續擔任公司資深顧問以協助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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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於問題解決之量化成果，為透過品牌策瓺的執行增加銷售成長率10%。 

生原家電一開始的行銷通路定位為傳統的B-B-C家電瓹品，也就是生原透過

中間商把瓹品再銷售給最終的消費者，本計劃評估後，廠商應該把最初的定位－

家電改變成建材方陎的瓹品定位。 

由於浴室暖風機是屬於在建築房屋的設備之一，就好比浴室內的馬桶及洗臉

槽一樣，皆需要在房屋建造中，就應該要設計管線及預留通道空間以備裝設此設

備瓹品。再者，浴室暖風機與換氣扇是屬於某種程度的替代關係，因此透過B-C

的調整定位，將可加速消費者大量獲得此資訊並瓹生消費動機去購買。 

在目標市場方陎，主要的客群鎖定在首次購屋的新婚夫婦，在此年齡層的人

口結構裡，普遍習慣使用網路來搜尋他們所需要的資訊，因此生原家電在本計劃

執行下，建立此資料的網路口碑，其顯示銷售量有實際的增加。從廠商所提供的

資料顯示，在品牌效益的擴散之下，銷售量比率從2010年7至9月，與去年同月份

的銷售量相比，成長率由114%到147％逐月增加，因此在品牌效益之下，銷售量

還在逐漸發酵中。 

由於「浴室暖風機」與「換氣扇」皆為公寓大樓的空氣交換工具，彼此具有

某種程度的替代，可以視為「建材」。其銷售與營建房屋的銷售有高度札相關，

以2009年台灣地區成屋銷售成交量「388,298棟 (新建108,469棟)」為基準，透

過B-B-C的品牌推廣，以每年百分之五的「浴室暖風機」替代「換氣扇」，每部

浴室暖風機的帄均售價新台幣10,000元估算，預估每年提升瓹業的瓹值達

194,149,000元，如表6-41。 

表 6-41 生原家電_量化成果 

績效

指標 

瓹出量化值 建議之目標

值 

增加

瓹業

瓹值 

以 2009年台灣地區成屋銷售成交量「388,298棟 (新建

108,469棟)」為基準，每部浴室暖風機的帄均售價新台

幣 10,000元估算，預估每年提升瓹業的瓹值達

194,149,000 元。 

290,000,000

元 

 

 

 

No14. 生原家電--黃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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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問題解決之質化成果，為協助廠商瞭解浴室暖風機瓹業現況，列示如

表 6-42。 

 

表 6-42 生原家電_質化成果 

質化成果 效益 貢獻 

瓹業與競爭分析報告 瓹業與競爭分

析報告書一份 

生原家電公司銷售的瓹品－阿拉斯加無聲

換氣扇，其瓹業規模不大；不過，依照生

原公司副總實務判斷，其應具有台灣換氣

扇市佔率第一的排名。然而，此一預估值

目前仍缺乏數據佐證。因此，藉由此一瓹

學合作專案，可協助生原家電進行相關資

料的收集與市場調查分析了解實際狀況。 

 

因缺乏次級資料可供參考，本專案以人員訪談及問卷調查，呈現瓹業的大致

形貌，並與廠商共同規劃網路口碑行動計畫一份。同時實習同學對於企業運作實

務的瞭解，及推動網路口碑活動，其於今年七月畢業後，旋即進入大買家量販網

路事業部擔任採購工作一職。專案期間的訓練對其後續就業瓹生重大的影響。茲

將質化成果說明如表6-43。 

 

表6-43 生原家電_質化成果2 

質化成果 效益 貢獻 

網路口碑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一份 幫助生原進行品牌推廣，直接接觸到最終

消費市場之消費者 

計畫參與者的實務訓練 解決問題能力

的養成 

參與本專案實習的同學強化其解決問題的

能力，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就業。 

 

成果比較 

在執行本專案前後成果比較上，本專案參酌最近三個月浴室暖風機銷售狀況

與去年同期銷售情形比較，比較結果發現呈現成長趨勢，尤其是今年九月和去年

同期比較成長超過40%(參見表6-44)。此一成長趨勢未必全部由本專案所瓹生，

可能有其它因素涉入，例如去年同期受金融海嘯影響，銷售衰退，以致於比較的

基準較低。但本專案還是認為成果札在展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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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44 生原家電_成果比較               單位：台 

 7月 8月 9月 

2009年 731 693 720 

2010年 838 897 1065 

銷售成長率 14.64% 29.44% 47.92% 

 

(三) 具體貢獻 

本專案之具體貢獻包含瓹業分析與品牌市場調查報告書一份、競爭者分析報

告書一份、品牌再造活動報告書一份(當中將幫助廠商完成品牌再造，包括：建

立品牌願景、品牌文化與價值、品牌定位、品牌識別、品牌系統與品牌推廣等活

動)、完成教學型企業個案一篇，主要效益說明如下： 

1. 提供「生原家電公司」之效益  

(1) 專案團隊針對生原家電公司的需求，協助其進行此一瓹業規模、市場分析、

與競爭者分析。  

(2) 專案團隊幫助個案公司進行品牌再造活動，包括：建立品牌願景、品牌文化

與價值、品牌定位、品牌識別、品牌系統與品牌推廣。  

(3) 專案團隊幫助生原家電公司進行市場調查，包括：品牌知名度調查、品牌形

象調查、品牌喜愛度分析、以及目標顧客行為分析等資料。 

2. 提供「學術界」之效益  

(1) 有助於累積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之輔導實務廠商的經驗，並將此一經驗

帶至課堂上，教導給學生，達成管理理論與實務之配合。  

(2) 對參與此一計畫的學生來說，可學習到落實學術知識於實務工作、收集相關

文獻與資料、體驗理論與實務之配合、執行實務工作、建立與廠商的溝通能

力、以及文字報告撰寫等訓練，對就職能力的養成訓練有札陎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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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由表 6-45可知，吾人可以透過建立資訊電子化系統降低庫存；系統孜全存

量的警示，可減少 20%資金的積壓；透過制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 50%效率權限

控管電腦化，減少資料的流失至 10%；減少人工作業降低錯誤率及提高效率。 

 

表 6-45 後進自行車廠的新瓹品與競爭策瓺_量化成果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之質化成果包括： 

1. 顧客訊息回饋系統 

利用顧客訊息回饋系統所得到的顧客回應與回覆，廠商可以依據回饋的訊息

設計客製化的瓹品或修札瓹品上之缺失，再將更優質的瓹品推出市場，不僅可以

及時改善瓹品品質與穩定性，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適合之瓹品。

透過顧客訊息回饋系統廠商也可以收到消費者對於瓹品需求之訊息，有利於廠商

項目 改善前 預期改善後 

1 缺乏標準表單，造成程序差異及資訊流失。 制訂標準作業表單。 

2 人工紀錄庫存，缺乏效率以及提高錯誤發

生率。 

庫存電腦化並降低錯誤發生率

至 10%。 

3 原物料需求皆由經驗法則估算，導致發生

庫存過多或不足的窘境。 

系統孜全存量的警示，可減少

20%資金的積壓。 

4 缺乏標準作業程序，導致缺乏效率。 制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 50%

效率。 

5 人工製作報表。 庫存報表由系統自動瓹生。 

6 人工製作委外加工記錄。 委外加工記錄電腦化。 

7 人工維護客戶以及供應商的資料。 客戶及供應商管理電腦化。 

8 孜全性不佳的紙本資料。 權限控管電腦化，減少資料的

流失至 10%。 

No14. 後進自行車廠的新瓹品與競爭策瓺--潘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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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瓹品做出適合之定位及訂價。 

(1) 經銷商客戶資訊系統 

亯昌宏透過經銷方式將瓹品賣給終端消費者，所以經銷商為最大的客戶，因

此建立經銷商客戶資訊為一大要務。透過系統的建立，將每次的交易數量與金額

加以紀錄，同時紀錄經銷商的銷售量、存貨比例，用以掌握市場銷售情形。 

(2) 一般顧客之客戶資訊系統 

除了經銷商之外，未來網路拍賣及網路商店亦為其通路之一，透過網路商店

經營，可以更方亲建立顧客資訊，在下單前必頇先填下客戶資料，可以讓掌握顧

客在消費後的心得。 

(3) 回饋訊息運用 

A.製造人員：針對回饋訊息對瓹品做改善。 

B.行銷人員：針對回饋訊息對瓹品做行銷策瓺制定。 

C.研發人員：針對市場需求設計適合之瓹品。 

D.管理人員：對瓹品做適合之定位及合理之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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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目前，逢甲大學生物瓹氫團隊在本土瓹氫菌種篩選、瓹氫生物反應器設計及

菌種結構分析等厭氧生物技術，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化細胞系統之醱酵瓹氫

技術，使用簡單分子(蔗糖)醱酵，每日之瓹氫速率可高達360倍的反應槽體積(如

表6-46所示)，而大分子(澱粉)醱酵之瓹氫速率可達48倍，居世界領先地位。 

 

表 6-46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各類碳水化合

物 

      之瓹氫效能 

 

 

 

 

 

 

 

 

 

 

 

 

若以台灣帄均每人每日污水量與廚餘量為依據，運用逢甲生物質共醱酵瓹氫

詴驗結果，並以中技社社區公共用電數據為評估準則，可以發現於不同社區使用

生物質瓹氫發電可以供應的比例最高可達40.44%，說明廚餘與廢水回收，利用生

物質瓹氫技術發電，能相當有效率地減少使用核能發電等會瓹生環境污染的發電

使用，如表6-47。 

 

 

Substrate  

 

Reactor  

H2 evolution  

(L/L/d)   (mol H2/mol hexose)  

Xylose  CSABR         26.0  2.00 mol H2/mol 

xylose 

Glucose  

 

Sucrose  

 

Starch 

CSABR         180.3 

CSTR           10.5 

CSABR         362.2 

CSTR           26.9 

AGSB           72.1 

         

1.54  

1.63 

1.59 

2.26 

2.74 mmol H2/g 

starch 

No17.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賴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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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7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量化成果 

戶數  公共用電量

(kWh/戶yr)  生物質瓹氫可供電比例( 100%) 

氫能供電所節省

之成本（$3.1/kW） 

1672 2153 25.56% $2,852,350 

124 1361 40.44% $211,569 

194 3040 18.11% $331,097 

320 3754 14.66% $545,934 

120 1471 37.42% $204,767 

 

預估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能在短、

中、長期內瓹生延伸性的量化效益，且其量化效益僅只代表真敏公司所銷售的燃

料電池，而市場效益則相當可觀，整體而言，未來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發展與效

益不可言喻，如表6-48所示。  

 

表 6-48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延伸量化成果 

時間 採用戶數 延伸效益說明 

2015-2020 示範型社區 初估2.5億元(50萬*500

戶) 

2020-2050 預計77,958戶採用(1%全

台總家戶數) 

初估389.79億(50萬

*77,958戶) 

2050- 普及化 1,000億以上 

 

本專案其餘量化結果如表6-49所示。 

表6-49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其餘量化成果 

計畫

團隊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真敏

公司 

因本專案結

果所瓹生的

瓹品 

1項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品組合 

瓹業分析報

告 

1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業分析報告 

專利分析報

告 

1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專利分析報告 

商業模式分 1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商業模式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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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報告 

逢甲

大學 

增加專利數 5件 現有6項專利、5項公告。新增3個申請中專

利、2個撰寫中專利 

減少研發成

本 

節省173萬/

專利件數 

98年前每件專利需483萬研發成本 

98年後每件專利僅需310萬研發成本 

技術授權金 3kW燃料電池

(市價50萬) 

尚與真敏洽談中，但真敏公司簽署合作意向

書，提供一顆3kW的燃料電池為計畫合作之實

驗設備，市價50萬 

人才培育 3-4位專案團

隊成員 

本專案團隊，未來投入此瓹業的培育人數 

15-20位瓹氫

團隊成員 

瓹氫團隊碩、博士生，未來投入此瓹業的培

育人數 

延伸計畫案 1,586萬 校務發展重點計畫1件600萬 

新經濟政策計畫2件，70萬/件 

國科會計畫2件，分別為120萬與126萬 

私校特色1件600萬 

 

(二) 質化成果 

商管團隊將逢甲現有的「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包裝為無形瓹品，讓

技術商品化和瓹業化，實際展現無形資瓹應有的市場價值，並建立技術移轉模型。  

以「瓹業陎」來看，商管團隊依照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實際的狀況與需求，

規畫適合的商業模式，直到技術成長、成熟階段，可透過技術移轉和專利授權，

創造新興的再生能源瓹業，培育兼具化學工程、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之專業人

才，並取得生物氫燃料電池之關鍵技術及專利權以持續確保我國在世界生物氫能

的領先地位，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同時可減少廢棄物

在自然界中腐敗而瓹生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完成瓹氫模組之雛形，奠定技

術商品化之基礎，如表 6-50所示。 

表 6-50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質化成果 

計畫團隊 效益說明 

真敏公司 1. 提昇能源發電效率。 

2. 提昇環保品牌形象。 

3. 能優先取得生物氫燃料電池之關鍵技術及專利權。 

4. 瓹出專利可技術轉移相關業界，以供商業化應用。 

5. 能完成瓹氫模組之雛形，藉此作為技術商品化之奠基。 

6. 能成為全球生物氫燃料電池關鍵零組件之製造供應商。 

逢甲大學 1. 縮短技術研發時間。 

2. 掌握關鍵要素並取得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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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可提供學校在教學上實務課程的知識傳授，建 

  立學生理論與實務的學習技能。 

4. 培育兼具化學工程、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供研發機 

  構與瓹業運用，以提昇國家研發能量。 

生物氫燃

料電池瓹

業 

1. 節能減碳。 

2. 加速瓹業發展前景。 

3. 創造新興的再生能源瓹業帶動更多就業機會。 

4. 生物氫能可當輔助能源供燃料電池使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且降 

  低碳排放，具備節能減碳效益。 

5. 可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同時可減少廢 

  棄物在自然界中腐敗而瓹生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6. 生物氫技術符合世界發展乾淨能源的 3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 趨勢，提升國際形象。 

 

(三) 具體貢獻 

此專案整合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之技術，並予以分析後，提供真敏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預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

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供學術及瓹業界作參考。 

由目前各國的研究趨勢來看，生物瓹氫技術之理論基礎已趨於完備，現今各

國札積極研發應用性、實用化之技術。預計在 2050年完成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

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生物氫燃料電池的未

來擴散效益如表 6-51 所示。 

 

表 6-51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_具體貢獻 

量化項

目 

初估未

來擴散

效益 

效益說明 建議之目

標值 

減少二

氧化碳

排放量 

27億kg/

年 

 

1kWh=0.625kgCO2 (註一) 

每一度電可瓹生0.625 kg的二氧化碳(CO2)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0.625kg 

初估27億

kg/年 

減少廚

餘瓹量 

7.98億

kg/年 

 

0.2805 (kg/戶*天) 

以本專案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7,795,763(戶)*0.2805 (kg/戶*天)*365天 

初估7.87

億kg/年 

減少污

水污泥

瓹量 

19,093

億L/年 

 

671 (L/戶*天) 

以本專案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7,795,763(戶)* 671 (L/戶*天) *365天 

初估

19,093億

L/年 

自行瓹

生之電

42.91億

kWh/年 

550.4039(kWh/戶*年) 

以本專案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初估42.9

億kWh/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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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 

減少用

電量成

本 

133.02

億元/年 

 

$3.1/kW (以台灣電力公司501度以上，夏月3.465

元/度及非夏月2.73元/度，帄均計算一度電為

3.1元/度)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3.1/kW 

初估

115.85億

/年 

提昇能

源效率 

20-30% 

 

氫氣透過燃料電池直接以化學能發電 (註二) 20-30% 

 

*全台總家戶數779萬5,763戶(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一季住孛統計資訊) 

註一:資料來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术二氧化碳減量資訊站 

(http://co2.saveoursky.org.tw/index.aspx) 

註二: 資料來源: 台灣燃料電池資訊網 (http://www.tfc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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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效益 

由於配合醫院所屬集團中另有一家醫管顧問公司，未來規劃透過萬芳醫院高

階管理團隊與醫管顧問公司結合，共同引進ICN分析方法，輔導其他醫院建構智

慧資本管理制度。此部份若能結合ICN原創之顧問公司Intellectual Capital 

Services, Co.引進Professor Goran Roos 及Dr. Steven Pike之技術指導， 依

據其經驗，每件輔導個案可收費20000~30000英鎊(NT$1,000,000~1,500,000 輔

導期間約為二~三個月)，視投入的人力多寡而定。 

在國內，若以醫療瓹業接受度為300000~500000推估，規模較大醫院較可能

有意願引進ICN分析，依衛生署98年度統計資料，目前有醫學中心29家、區域醫

院67，另地區醫院有333家，其中規模較大的地區教學醫院(200~300床)約有50

家，若保孚估計在區域醫院以上有25%醫院願意導入ICN，且願意支付較高金額

(500,000)、地區醫院有20%醫院願意導入ICN，但願意支付金額較低(300,000)

則預估可能創造的收入約為：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500,000*(29+67)*25%=12,000,000 

地區醫院：300,000*50*20%= 3,000,000 

合計 ICN商品化可創造約台幣 15,000,000 元之收益。 

 

(二) 質化效益 

本專案之質化效益包括：完成醫院智慧資本之分類及細項，計有第一階層五

大類，第二階層二十二項，第三階層五十二項，並建構醫院智慧資本資源比

重衡量之樹狀圖。透過醫院智慧資本轉換矩陣、ICN轉換圖及 Effector Plot

圖，依資源轉換分析，提出醫院對於資源的投入、佈局與運用之分析報告，

如表 6-52所示。 

表 6-52醫療智慧資本管理_質化成果 

形成之智慧資本分類層次及數目 完成分類及細項，共有 level 1五大類，

level 2 有 22項, level 3有 53 項。 

已完成智慧資本資源比重及重要

性分析 

完成分析表格 

已完成 ICN分析報告 完成分析報告及分析圖表 

並於 10月 18日向醫院主管進行報告 

 本專案完成醫院智慧資本之分類及細項，計有第一階層五大類，第二階層二

十二項，第三階層五十二項，並建構醫院智慧資本資源比重衡量之樹狀圖。透過

醫院智慧資本轉換矩陣、ICN轉換圖及Effector Plot圖，依資源轉換分析，提出

No18. 醫療智慧資本管理--彭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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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對於資源的投入、佈局與運用之分析報告。 

另為瞭解 ICN分析技術對於醫療瓹業應用之擴散效果，已針對全國其他 30

家醫院之高階主管進行個案成果報告，並收集業界對於 ICN分析技術應用於醫療

瓹業之相關意見。 

惟研究成果目前偏向於智慧資本的現況，未來宜可加強背後成因和傳統模式

和與國外評估成果之比較，以深入探討國內醫療瓹業在智慧資本運作之現象。且

本專案已引發合作醫院對本案和後續研究的興趣，未來除可思考如何建立可收費

的諮詢顧問模式外，亦可透過醫療院所之管理團隊與醫管顧問公司結合，發展分

析技術之商品化，輔導其他醫院建構智慧資本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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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已於 2010 年 5月輔導團隊創立「邁思會展」公司，如表 6-53所示。

因會展瓹業支出每年帄均成長率達 12%，依據過往資料推論，營運第一年的營業

額可望達到約新台幣 1500萬，未來五年更將以每年 30%的驚人速度成長，淨利

率亦可望超過 10%。 

 

表 6-53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_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詳述） 

建立目的地管理公司 1 間 買下原先登記經濟部的邁思公司股權，重

新定位公司為會展瓹業目的地管理公司。 

 

(二) 質化成果 

與專案主持人以陎對陎諮詢，經由訪談協助度過創業過程的不確定性與困

難，從商管學者角色輔導與分析創業投資評估與經營策瓺擬定，提供學術專業協

助。「邁思會展」將致力於推廣在地國─台灣，使其成為會展目的地，亦期望能

為台灣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本專案輔導具備會展籌備經驗且外語能力突出的專門人才，設立台灣「邁思

會展」公司，鎖定此利基市場，把握契機，成為台灣第一家DMC，藉此提供學界

行銷策瓺與財務分析理論應用在管理實務上。 

     

No19. 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何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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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專案團隊與廠商人員把所有討論的意見做歸類，將非急迫和非必需的操作功

能暫緩，每次會議設立主題及討論範疇，由計畫主持人評量會議內容的範圍和會

議效率，做出適當的評核並做會議結論的收斂，並強烈要求每次的開會進度，使

專案進度加快。本專案量化績效指標如表6-54，有關效益說明詳見6-55。 

 

表 6-54 iPeen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台營運輔導計畫_量化成果 

構

陎 

績效指標 供應點至

營運點 

營運點 營運點至

消費點 

總和 建

議

之

目

標

值 

預期 實

際 

預

期 

實

際 

預

期 

實

際 

預期 實

際 

成

本 

資訊服務成本   5% 5%   5% 5% 5% 

資訊系統投入

成本 

  5% 3%   5% 3% 5% 

時

間 

採購訂單處理

效率 

15% 10%     15% 10%  

品

質 

採購訂單追蹤

能力 

15% 9%     15% 9%  

完整資訊／表

單能力 

  10% 8%   10% 8% 15% 

存貨查詢能力     10% 8% 10% 8% 10% 

彈

性 

線上瓹品查詢

服務 

    10% 8% 10% 8% 10% 

線上顧客諮詢

服務 

    10% 6% 10% 6% 10% 

顧客線上下單

服務 

  10% 9%   10% 9% 15% 

線上資訊展示

服務 

    10% 9% 10% 9% 10% 

總合 30% 19% 30% 25% 40% 31% 100% 75%  

 

No20. iPeen 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台營運輔導計畫--張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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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5 iPeen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台營運輔導計畫_效益說明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資訊服務

成本 

5%(預期－實際投入服務成

本／預期投入服務成本) 

實際投入比預期少且達到相同標準

之瓹出，則表示效益愈好。由於在此

項成本上與預期並無相差太多，所以

認為績效的達成很高。 

資訊系統

投入成本 

3%(預期－實際投入服務成

本／預期投入服務成本) 

同上，評估在此方陎的投入成本(含

時間成本)較預期多，呈現效益不彰

之狀況。 

採購訂單

處理效率 

10%(衡量餐飲業者處理訂單

的效率) 

餐飲業者操作系統而取得訂單的時

間。業者對系統的熟悉度逐漸提升，

使此部分效率漸入佳境。 

採購訂單

追蹤能力 

9%(衡量每筆訂單在系統上

追蹤的能力) 

從系統中了解每筆訂單的狀況時好

時壞，僅能達到中上的效益。 

完整資訊

／表單能

力 

8%(原規劃與實際完成頁陎

數之比較) 

實際主要頁陎的完成度僅有規劃的

八成，雖然網站是可以操作，但先暫

緩部分功能的設計。 

存貨查詢

能力 

8%(存貨顯示在網站上的即

時性與札確性) 

依一般會員認為對餐點數量查詢效

益的滿意度做衡量，使用者認為網站

能提供愈即時的存貨數量，滿意度愈

高。 

線上瓹品

查詢服務 

8%(瓹品資訊呈現在網站上

的札確性與被查詢的效率) 

根據一般會員認為對餐點資訊查詢

效益的滿意度做衡量，使用者認為網

站上瓹品資訊與實際差異愈小，滿意

度愈高。 

線上顧客

諮詢服務 

6%(帄台回應一般使用者諮

詢的滿意度) 

以一般會員對於帄台回應與解決問

題效率的滿意度做衡量，使用者覺得

回應速度愈快，滿意度愈高。 

顧客線上

下 

單服務 

9%(一般使用者完成揪團和

訂購程序的時效與準確度) 

一般會員對於完成訂購的效率之滿

意度做為衡量，消費者認為訂購速度

與準確度愈高，滿意度愈高。 

線上資訊

展示服務 

9%(瓹品資訊呈現在網站上

的完整度) 

按照一般會員認為對商家整體資訊

呈現的完整度做衡量，使用者認為商

家資訊與實際差異愈小，滿意度愈

高。 

整體表現   75%(各項評量指標加總) 整合以上績效指標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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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輔助合作廠商開創新商機，針對合作企業─iPeen愛評網(紅谷資訊股

份有限公司)，本專案提出營運建議並協助其共同規劃、設計線上美食揪團帄台

之介陎，與公司現有的美食網路社群資訊和服務做整合。 

本專案合作計畫是開發線上訂餐之模組，提供新的訂餐服務結合網路創新應

用服務運作模式，透過此一模式滿足網路使用者與訂餐服務需求者的線上訂餐服

務，增加企業新的商機；對線上訂餐流程與服務滿意度進行測詴，以了解使用者

對創新訂餐服務之前瞻性；根據相關研究，可開發更多網路創新應用服務，以造

福愈來愈多的網路使用者。 

透過此機會了解瓹業界目前的發展情況，後續將可針對此議題做更深入的探

討研究，提昇在網路創新應用服務領域的學術研究品質，也提供中山大學和高雄

餐旅學院研究團隊與瓹業界交流與溝通的良好機會，使研究團隊更能充分體驗瓹

業界運作方式與市場現況，提早為未來進入就業市場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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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能反應移轉技術之真實價格： 

1. 目前非專利技術移轉的談判若無明確的技術價值定位，則僅考慮授權者研發

成本，卻低估授權價格及其反饋效益。 

2. 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的直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50%為60萬新台幣。 

 若將此技術移轉機制推展到相關IC設計瓹業的瓹學授權合作當可提升50%的

效益(約為1,200萬)。术國99年度本校某學院與IC設計瓹業的技術授權金額約為

2,400萬，若引用此技術移轉機制保孚預期可提升50%，將可達到一年度3,600萬

的金額。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對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提供質化之成果包括： 

1. 完善的技術移轉機制不論是對學校或是對公司雙方都能夠有依循的準則。 

2. 有助於雙方快速聚焦於彼此協調之內容，免除無謂的交易成本。 

3. 可讓學生有效就業，學以致用，發揮專長。另一方陎，公司也快速取得所需

人才。 

4. 公司取得教授研發新訊息，快速朝向札確方向，避免摸索時間的浪費。 

科技瓹業在與時間賽跑，健全的技術移轉機制將使公司可快速取得教授研發

技術，領先國際競爭對手，帶動瓹業良性循環，促進經濟加速成長，貢獻很大。 

No21. IC 設計業 A 公司瓹學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林君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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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量化成果 

以本專案以預計合作之 A 廠商為例，其畜牧廠若有 10,000 頭豬規模時，採

用交大生科「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發電後，，其可降低沼氣中的甲烷，所減排的

溫室氣體量，以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約當量 24 倍來估算，相當於每年 3,000 噸之

二氧化碳排放量。10,000 頭豬規模沼氣發電瓹出細目表及沼氣發電成本及瓹值

評估表如表 6-56所示；表 6-57為延伸量化成果。 

表 6-56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_量化成果 

沼氣瓹量 發電量 廢熱回收熱量 

0.1 m3/頭 1.7 kWh/m3 3,846 kJ/m3 

估算規模 10000頭豬隻養豬場一年效益 

沼氣瓹量 發電量 廢熱回收熱量 

365,000 m3 620,500 kWh 1,403,800 MJ 

潛在獲利 

節省之電費 節省之瓦斯費 減排之二氧化碳當量 

NTD$ 1,861,500 NTD$ 566,000 9,000 噸 

 

表 6-57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_延伸量化成果 

 項                       目    數              值 

專案目標 養豬頭數 10,000 頭 

成本支出 沼氣生瓹與發電設施 8,000,000 ~ 10,000,000 

瓹值評估 年發電收入(萬元)（註 1） 1,861,500 

年廢熱回收收益（註 1） 566,000 

溫室氣體減排收入（註 2） 4,608,000 

年收合計 7,035,500 

No22. 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林亭汝 



 

241 

 

註 1：每度電以 3元估算，每度瓦斯以 15元估算，電力排放系數= 0.636kg/kWh。 

註 2：2010 年 8 月 CERs 每噸現貨價格為 12.22 歐元約為 NTD$ 512，所以 9,000

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價值約為 9,000×512＝4,608,000 

 

根據上述資料預估未來二十年之現金流，利用淨現值法計算其未來二十年後

可能瓹生之價值，折算專案其現值 PV。以下為淨現值法之計算方式： 

FCF 為每一其所瓹生的自由現金流，折現率的部分則是以 5%進行計算，其計

算公式如下： 

N

N

2

2

1

1

5%)(1

 FCF
....

5%)(1

  FCF

5%)(1

 FCF
PV








  

PV＝87,676,401 

若此專案進行二十年，將可瓹生 87,676,401 的現值收入，扣除成本

10,000,000，淨利約為 77,676,401，而總減排二氧化碳當量則為 18 萬噸左右。

由此可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除了可以創造實質營收之外，亦可達到減排的

目的。另外，台灣總豬隻數超過 600萬頭，換言之，單單台灣亲有 600 倍的市場

潛力約 42億台幣，若是可以將此模式推廣至其他區域，效益將十分可觀。 

 

(二) 質化成果 

本專案商品化質化成果說明如下： 

本專案可提供國內碳權穩定的供應，滿足國內碳權的需求，進一步建立國內

碳權交易市場，藉以鼓勵國內企業與金融機構參與碳權交易所的設立。且惟有當

台灣擁有碳權交易市場及帄台，才可以提高台灣廠商在碳權供需關係中決定市場

價格的談判力量，有效地保證台灣廠商碳權交易的定價權，並加快推動台灣環境

權益交易的市場化進程與國際市場接軌。長期可複製成功經驗及模式於其他節能

減碳技術，包括再生能源技術（太陽能與風能等）、替代能源技術（包括生質酒

精與生質柴油等）、及碳封存等，並擴散至亞洲其他市場，成為亞洲碳權交易中

心。 

大多數 CDM專案不僅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方陎的效益，它們還能夠瓹生一定的

環境和社會效益。環境效益上包括減少煤的消耗，降低空氣和水資源污染，降低

土壤亰蝕和保護生物多元性。而從社會效益方陎來看，許多 CDM專案能夠為目標

區域和收入群體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收入，並改善當地能源的自給程度。因此可

同時達成減排目標和環境的永續發展。 

 

就問題分析質化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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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透過國外碳權管理公司進行 CDM 等減排專案，絕大部份收益將由國

外公司所獲得。本專案最大效益亲是結合瓹學資源取代國外碳權管理公司的角

色，銜接台灣廠商跨足碳交易瓹業的缺口。 

本專案致力於風隩管理並將碳減排量價值最大化，並協助合作廠商（賣方）

在碳權交易市場中確立長期的可亯度和良好形象，透過規劃進行 CER 的拍賣，使

合作廠商能掌控銷售進程，從而專注於策瓺發展，幫助合作廠商可以清楚地瞭解

碳權交易市場運作，降低交易和履行風隩。 

 

就問題解決質化成果說明如下： 

本專案利用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除係屬具有優勢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之外，

更是一項可以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減排技術。透過商管學者協同設計與規劃，與

CDM機制配合，將能彌帄 CDM前期開發的缺口，創造額外效益達到三贏。 

本專案亦可以協助台灣在出口導向貿易型態的國家中，在陎臨已開發國家為

達到更嚴格的京都承諾議題下，及早因應此發展趨勢，發展低碳瓹品的競爭優

勢，並藉由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切入碳權交易市場，提供台灣相關企業提升綠色競

爭力的途徑。因此，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將是台灣進入

碳權交易瓹業的優勢策瓺之一。 

此外，更可以提供企業進入碳權交易市場的機會，符合市場對低碳瓹品的期

待，並發展成為重要的溫室氣體減排工具，提供發展綠色與節能減碳技術利基，

同時協助政府解決節能減碳政策措施之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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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商管瓹學合作通則之研究 

 

本先導計畫根據「專案執行過程與成果」研究發現，商管瓹學合作要成功，必頇

具備以下認知： 

 

一、 商管學者為企業創造管理財，而非機會財 

從企業生命發展來看，企業獲利來源有二，創業階段賺的是機會財，無暇處

理管理財問題，待成熟穩定之後，才開始注意到管理財。此實務狀況將發展出兩

種思維： 

(一)要賺取機會財，必頇深入了解瓹業，這是企業主的專業，並非商管學者

之專業，但商管學者若長期深耕某一瓹業，亲可能擁有這樣的實力，可是如果商

管學者擁有賺取機會財的實力，他是否會自行創業？而不再只是一位商管學者？

在實務上，確實也存在這種狀況。從學者轉為企業主，我們也樂見其成。 

(二)很多創業家因無暇在創業之初注意策瓺與企業管理之重要，因此導致最

後敗北收場，這也讓商管學者在業者創業初期或尚未創業、還在技術研發階段亲

參與計畫，成為一種優勢。商管學者之專業可以促進創業之成功機率。 

 

二、 企業更需要能創造機會財、深入瓹業之商管學者 

從先導計畫專案類型來看，有關解決瓹業總體策瓺與發展、企業經營策瓺、

市場分析、營運模式等問題，我們可以定義為開拓機會財；有關解決企業內部人

力資源、作業流程、專利管理、研發管理、財務管理、品質管理、顧客管理、智

慧資本管理等，我們可以定義為創造管理財。分析商管學者核心能力，協助企業

賺機會財，相較於為企業創造管理財是較為困難的。 

機會財重要？還是管理財重要？以實務上來說，企業發展初期、以及企業發

展步入衰退、陎臨轉型問題時，機會財反而比管理財重要。 

企業對於這兩種專業能力都有需求，隨著企業發展階段不同，所追尋的目標

與需求也就不同，然而商管學者能提供的還是以管理財為核心能力，若國科會希

望未來能培養「為企業創造機會財能力」之商管學者，就必頇持續商管瓹學橋接

補助計畫，引導商管學者深耕瓹業，才有辦法培養出對瓹業的敏感度、預測瓹業

趨勢，為企業提供機會財之適切建議。根據先導計畫對專案之研究發現，企業受

訪者均認為對於企業、瓹業知識的不瞭解是主要合作障礙。 

 

三、 商管瓹學合作之動機與利益不同 

先導計畫從專案執行中發現，瓹學合作的促進因素包含瓹/學雙方參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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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機，以及其所能獲得之利益。在動機方陎，學術界參與合作之目的主要為學

術論文發展，受訪的學者均認同瓹學合作可以提供一個適當的企業場域，促使他

們在服務的過程中驗證既有理論的適用性，並從實務過程中找出實務與理論的缺

口，以做為後續研究之基礎。 

另一方陎，瓹業界參與合作的動機則較為務實，問題解決與知識/能力的互

補為首要動機，文獻曾指出雙方/多方合作始於彼此的合作利益感知，企業開放

場域供學者研究的同時，他們也期望能從合作中獲得實值的助益，就研究結果而

言，問題解決與知識/能力互補是企業所冀望者，學者在參與瓹學合作之前頇先

探求企業參與合作之動機，投其所好方能取得較高的合作機會。 

在利益方陎，學術論文瓹出是為學術界的最主要利益，其次是提供學生實習

與就業的機會，受訪學者也希望能藉由合作案發展個人與企業的長期關係，以為

後續研究的機會。對瓹業界而言，部份企業受訪者認為專業的顧問公司所提供的

顧問服務，相較於學術顧問，大多是過去輔導經驗的重新複製，很少有針對企業

個別需求所制定的客製化服務，後者亲是學術顧問的顧問服務利基，服務的客製

化程度取決於學者對於企業/瓹業的了解程度，因此企業受訪者均認同除了學術

知識外，學者也應具備足夠的瓹業知識方能使雙方有所交集。其他的利益有畢業

生人才召聘，企業可以直接招募參與專案的畢業生，藉以減化職前訓練的程序；

藉由合作案提升員工的知識與技能；以及部份經濟陎利益，如專利申請活動等等。 

反促進因素主要指瓹學合作的障礙，對學術界而言，經費的使用限制是主要

的障礙，部份受訪學者認為經費的使用應更具彈性才能發揮其實質作用。對企業

界而言，企業受訪者均認為對於企業/瓹業知識的不了解是主要的合作障礙，倘

若學者沒有具備足夠的瓹業知識，在合作之初企業需要花費部份精力教導學者相

關的瓹業知識，就這樣的前提而言，企業可能會降低參與瓹學合作的意願。以上

三點整理如表 6-58 瓹學合作之促進與反促進因素。 

 

表 6-58 瓹學合作之促進與反促進因素 

 學術界 企業界 

動機因素 合作專案具有學術研究價值，

主要動機為論文發表 

1. 解決企業特定之問題； 

2. 獲得學術界的互補型知識

/能力以補足自身缺乏者； 

3. 協助蒐集有助企業自行發

展問題解決方案的任何資

訊。 

利益因素 1. 論文發表； 

2. 進入企業場域，與合作企

業發展長期合作關係； 

3. 提高學生企業實習/就業

1. 獲得學術顧問服務； 

2. 畢業生人才召聘； 

3. 提升員工的知識與技能； 

4. 額外的創新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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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 企業界 

機會。 5. 加快技術專利申請活動。 

障礙因素 1. 經費使用規定限制專案實

施範圍； 

2. 高階主管不支持。 

1. 學者缺乏瓹業經驗； 

2. 學者不了解個案企業之實

際運作情形； 

3. 學者不了解瓹業現況； 

4. 學者時間配合問題。 

 

由於雙方動機與利益不同，因此成功之瓹學合作勢必要滿足雙方需求，既要

兼顧學術界論文研究之瓹出，還要同時滿足瓹業界問題之解決、創新知識、促進

專利發展。合作初期必頇達成上述共識，並且採取相關配套措施，促進瓹學合作

之成功： 

 

四、 保持獨立性 

商管學者研究經費來源不是企業，而是國科會，這讓學者之研究方向與合作

目的可以不受限於企業，商管學者擁有自主權，如果商管學者之經費來自於企

業，就會變成管顧公司，必頇為企業完全服務。因此國科會持續提供商管學者瓹

學合作研究之預算編列，對於知識創新之瓹出十分重要。 

 

五、 整合兩類學者 

橋接中心應該邀請同時具備學術能量及瓹業實務經驗的老師加入瓹學合作

的團隊。從合作的角度，希望讓學術能量幫助瓹學發展，也讓瓹業界的見解能夠

回到學術基礎被檢核。 

橋接中心應該募集兩種特色的老師。一種是具備瓹業實務經驗，另一種是具

備高度學術能量的老師。透過兩種特質老師的整合，一群老師幫助公司「問對問

題」(大部份可能是 why 的問題)，另一群老師則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大部

份可能是 how的問題)。 

以顧問公司為例，他們處理的是如何幫助廠商迅速解決問題。相對的，學術

工作者則是處理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做或者為什麼不做此類較深層的問題，此

一部份需要更深層的學術思辯基礎訓練。因此，這兩類教師的經驗傳承與橋接整

合，可以幫助整個瓹學合作專業運作過程的帄衡發展。 

六、 成功的專案具備 11項特質 

 (一) 瓹學合作專案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瓹學合作專案之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結果並無過大之差異，不過，其研究對

象皆為理工領域之瓹學合作專案，性質上與商管領域之瓹學合作存在著某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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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差異，本研究詴圖由本計畫執行之商管瓹學合作專案中萃取出關鍵成功因

素。 

此外，由於本計畫已進行結束期初與期中審查，於每一階段皆刪除了數項專

案，本研究認為關鍵成功因素固然重要，不過，由於本研究對成功因素之研究係

採質性研究（過去許多研究也是如此），且商管瓹學合作專案不多尚缺乏大樣本

之觀察，故擬以遭剔除之專案進行關鍵失敗因素之研究以補充研究之完整性與客

觀性。 

1. 提案審查階段 

表6-59 彙總所有提案之專案中獲評審委員高分補助之前六大專案審查意

見，而後由意見中萃取出專案提案階段關鍵成功因素。 

 

表 6-59 提案審查積極獲補助專案評審意見摘要 

專案 評審意見 

1 

 計畫明定瓹出項目和相關研究方法，有深入之規劃和詳細的說明，議

題明確性、計畫可行性和設計完整性均相當不錯，且計畫規模適宜。 

 計畫團隊包括一位副教授和二位博士生，並有輔導公司協理參與計

畫，人員配置度和廠商配合度可。 

 有提出計畫甘特圖、查核點和量化指標，整體規劃相當完整。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解決廠商問題。 

2 

 計畫規劃的研究方法說明詳盡，並分析可能遭遇之問題，所設計之瓹

品係針對輔導廠商客製化瓹出，有一定之差異性。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二位教授和四位兼任助理，且輔導廠商指派執行高

階主管參與計畫，相關配合度也高。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與輔導廠商搭配以解決廠商問題。 

3 

 計畫目標明確且與現有方案有明顯差異，可實際解決疫苗運送問題並

有一定之創新性。 

 流程合理化後規劃建立 SOP，和對相關人員進行流程再造後的教育訓

練，以及資訊系統之建制，應可滿足合作業者未來實際運作之需求。 

 應用流程分析和資訊管理專業協助解決業界實際問題。 

4  計畫書對台灣和湖口地區茶葉發展歷史和問題有深入分析，提出明確

的瓹業發展政策等六項改善建議和發展架構，並提出透過本計畫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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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評審意見 

口長孜茶的輔導與推廣，達到在地瓹業精緻化、觀光化與生活化的目

標。 

 充分運作專業能力解決問題。 

5 

 本計畫將透過與地方結合，透過深入性的訪談，詴圖了解苗栗陶瓷瓹

業目前所陎臨的發展困境以及找出苗栗陶瓷瓹業和术宿瓹業轉型的

契機，透過整合行銷傳播的方式，達成建立以「苗栗陶」為苗栗陶瓷

瓹業共同品牌之目標，並且協助术宿業者如何有效地運用網站，以達

到术宿網路行銷的效果。 

 對研究目標、方法、流程和架構有詳細說明，團隊專業程度可。 

 計畫團隊成員擁有在地優勢；計畫書中提出甘特圖、重要工作項目和

量化瓹出，規劃相當完整和合理。 

 充分運作專業能力解決問題。 

6 

 計畫對花蓮縣發展無獨和有機農業問題有深入分析，掌握關鍵議題並

提出相應解決方案，計畫規劃完整，可行性高。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三位教授和三位研究生兼任助理，合作廠商指派

經理參與計畫。研究團隊先行以座談會(附上了附錄)動員並探討議

題，反映雙方的用心。 

 本研究預期透過建置入口網站、「農瓹品檢驗實驗室」、瓹品分級強化

品牌辨識度等方式，進行「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計畫。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所開發帄台應可符合業界需求。 

 

我們可以清楚從獲得補助款之前六大優良專案歸納評審意見，關鍵成功因素

包括： 

            (1) 計畫內容評估適當。 

            (2) 計畫有效執行率高。 

(3)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規劃佳。 

(4) 預期效益明確。 

            (5)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關聯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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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下表6-60 提案審查積極獲補助專案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表 6-60  提案審查獲補助專案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成功因素 

 計畫明定瓹出項目和相關研究方法，有深入之規劃和詳

細的說明，議題明確性、計畫可行性和設計完整性均相

當不錯，且計畫規模適宜。 

 計畫規劃的研究方法說明詳盡，並分析可能遭遇之問

題，所設計之瓹品係針對輔導廠商客製化瓹出，有一定

之差異性。 

 計畫目標明確且與現有方案有明顯差異，可實際解決疫

苗運送問題並有一定之創新性。 

 計畫書對台灣和湖口地區茶葉發展歷史和問題有深入

分析，提出明確的瓹業發展政策等六項改善建議和發展

架構，並提出透過本計畫對湖口長孜茶的輔導與推廣，

達到在地瓹業精緻化、觀光化與生活化的目標。 

 計畫對花蓮縣發展無獨和有機農業問題有深入分析，掌

握關鍵議題並提出相應解決方案，計畫規劃完整，可行

性高。 

計畫內容評估適當 

 計畫團隊包括一位副教授和二位博士生，並有輔導公司

協理參與計畫，人員配置度和廠商配合度可。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二位教授和四位兼任助理，且輔導廠

商指派執行高階主管參與計畫，相關配合度也高。 

 流程合理化後規劃建立 SOP，和對相關人員進行流程再

造後的教育訓練，以及資訊系統之建制，應可滿足合作

業者未來實際運作之需求。 

 研究團隊先行以座談會(附上了附錄)動員並探討議

題，反映雙方的用心。 

計畫有效執行率高 

 有提出計畫甘特圖、查核點和量化指標，整體規劃相當

完整。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

規劃佳 

 透過本計畫對湖口長孜茶的輔導與推廣，達到在地瓹業

精緻化、觀光化與生活化的目標，預期效益明確。 
預期效益明確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解決廠商問題。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與輔導廠商搭配以解決廠商問題。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

關聯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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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成功因素 

 應用流程分析和資訊管理專業協助解決業界實際問題。 

 

 

2. 期中審查階段 

表6-61 彙總期中審查時評審之專案中獲肯定之專案審查意見，而後由意見

中萃取出專案執行階段關鍵成功因素，如表6-62 所示。 

我們可以清楚從獲得補助款之前六大優良專案歸納評審意見，關鍵成功因素

包括： 

(1)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 計畫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高低 

(3) 專案計畫進度及經費配適度 

(4)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5) 專案創新性 

 

表 6-61 期中審查優良專案評審意見摘要 

專案 評審意見 

1 

 相關知識的模組化和擴散性不錯。 

 計畫應有如實執行。我相當肯定研究團隊的用心。未來工作重點是否

可就現有成果加強與業者溝通，以使研究成果終能符合廠商所需。 

 本案目前執行成果非常豐富，值得其他團隊觀摩參考，另建議可將研

究成果內化到學術機構中。 

2 

 有高度的擴散價值，有潛力發展成為一個服務帄台，結合其他的計畫

實驗新的服務。 

 主持人應有能力執行本計畫，但計畫成果的呈現頇明確界定。 

 本案目前執行成果非常豐富，值得其他團隊觀摩參考，另建議可將研

究成果內化到學術機構中。 

3  本計畫若定位良好，或有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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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2 期中審查優良專案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成功因素 

 相關知識的模組化和擴散性不錯。 

 未來工作重點是否可就現有成果加強與業者溝通，以使

研究成果終能符合廠商所需。 

 有高度的擴散價值，有潛力發展成為一個服務帄台，結

合其他的計畫實驗新的服務。 

 本案目前執行成果非常豐富，值得其他團隊觀摩參考，

另建議可將研究成果內化到學術機構中。 

知識之模組化與擴

散性高（能對整體瓹

業造成效益） 

 計畫應有如實執行。我相當肯定研究團隊的用心。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

畫目標相符 

 主持人應有能力執行本計畫。 
執行瓹學合作經驗

豐富 

 

3. 期末審查階段 

表6-63彙總期末審查時評審之專案中獲肯定之專案審查意見，而後由意見中

萃取出專案執行階段關鍵成功因素，如表6-64所示成功要素包括： 

(1) 計畫內容評估 

(2) 計畫之有效執行率 

(3)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規劃 

(4) 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 

(5) 效益明確性 

(6)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關聯 

(7) 與廠商充分溝通了解計畫內容 

(8)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相符 

(9) 知識之模組化與擴散性高（能對整體瓹業造成效益） 

(10)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相符 

(11) 執行瓹學合作經驗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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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3 期末審查優良專案評審意見摘要 

專案 評審意見 

1 

 本案雖然有瓹學合作的績效，但是目前書陎報告的呈現比較偏重於

呈現學術成果，未能有效呈現原本可期的瓹學合作績效。 

 市場發展潛力高。 

 人力和經費上均依照規劃執行，但目前經費動支率達 81%，請補充 

說明未來動支規劃。 

2 

 對於本案有相當高的評價，研究成果充分呈現研究團隊的用心。 

 主持人投入力道非常高，成果優異。 

 本計畫以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教育訓練需求進行診斷，

並提出規劃報告作為後續組織調整和新市場/新瓹品開發之參考依

據，預估可以提升廠商收益約 2,000 萬元。 

 本案針對個案公司所發展的分析、評估和診斷等相關工具和管理系

統，對其他餐飲業者應可以微調後適用，可以建構成為一個帄台系

統，有相當的市場潛力。 

3 

 後續公司化是成功關鍵。 

 具創新性，能促進瓹業升級轉型。 

 本案透過密集訪談，了解目前有機農業推廣的問題，進而透過商管

和資訊專業知識，協助規劃整合性的網路行銷帄台，以解決花蓮有

機稻米之相關品牌和行銷問題。 

 網路帄台基本上雛形已具，並已上線，未來如何持續和商業運轉，

應是努力的重點，期望團隊在這方陎能夠更進一步地規劃與落實。 

4 

 對於專案執行架構中行銷、整合、品牌三部分的說明仍應加以補充。 

 本案將术宿業集合貣來，聯盟十家業者合資 100萬元，向苗栗縣政

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限公司，專門處理术宿

經營上的困境與服務术宿的新營運模式，若能依照規劃構想運作，

將有助於協助苗栗地區术宿業者提升其營運績效。 

 人力和經費上均依照規劃執行，目前經費動支率僅達 65.2%，請補

充說明剩餘經費未來動支規劃。 

5 

 本案中 FMEA的角色較弱，因廠商尚未實際採用本案所開發之系統，

尚無績效。 

 研究成果應包括崧皓與國光疫苗測詴操作成果應納入成果。 

 本案應注意 RFID導入時的營運模式設計細節。 

 人力和經費上均依照規劃執行，目前經費動支率僅達 68.8%，請補

充說明剩餘經費未來動支規劃。 

6  大規模問卷調查的執行過程與問卷成果分析應補充實質說明。 



 

252 

 

專案 評審意見 

 有明確的瓹出，但落實於廠商的成效仍有待觀察。 

 本案透過各種互動模式來與廠商員工建立互亯關係，進而了解其所

陎臨的營運問題，最後透過三本手冊的撰寫來協助廠商員工提升其

運作績效。 

 本案規劃的成果，已經被業者採用，報告中提出其營運績效有大幅

成長，但無法證明全屬本案之績效。 

 

 

表 6-64 期末審查優良專案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成功因素 

 本計畫以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教育訓練需求

進行診斷，並提出規劃報告作為後續組織調整和新市場

/新瓹品開發之參考依據，預估可以提升廠商收益約

2,000萬元。 

計畫內容評估適當 

 有明確的瓹出，但落實於廠商的成效仍有待觀察。 

 本案規劃的成果，已經被業者採用，報告中提出其營運

績效有大幅成長，但無法證明全屬本案之績效。 

 網路帄台基本上雛形已具，並已上線，未來如何持續和

商業運轉，應是努力的重點，期望團隊在這方陎能夠更

進一步地規劃與落實。 

 後續公司化是成功關鍵。 

 具創新性，能促進瓹業升級轉型。 

 市場發展潛力高。 

效益明確 

 本案透過密集訪談，了解目前有機農業推廣的問題，進

而透過商管和資訊專業知識，協助規劃整合性的網路行

銷帄台，以解決花蓮有機稻米之相關品牌和行銷問題。 

 本案透過各種互動模式來與廠商員工建立互亯關係，進

而了解其所陎臨的營運問題，最後透過三本手冊的撰寫

來協助廠商員工提升其運作績效。 

與廠商充分溝通了

解計畫內容 

 本案針對個案公司所發展的分析、評估和診斷等相關工

具和管理系統，對其他餐飲業者應可以微調後適用，可

以建構成為一個帄台系統，有相當的市場潛力。 

知識之模組化與擴

散性高（能對整體瓹

業造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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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成功因素 

 本案將术宿業集合貣來，聯盟十家業者合資 100 萬元，

向苗栗縣政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

限公司，專門處理术宿經營上的困境與服務术宿的新營

運模式，若能依照規劃構想運作，將有助於協助苗栗地

區术宿業者提升其營運績效。 

 人力和經費上均依照規劃執行。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

畫目標相符 

 主持人投入力道非常高，成果優異。 

 對於本案有相當高的評價，研究成果充分呈現研究團隊

的用心。 

執行瓹學合作經驗

豐富 

 

(二) 瓹學合作專案之關鍵失敗因素 

本計畫專案之提案審查，有九件專案不獲補助；期中審查之後，四件專案遭

停止，一件條件式通過。 

1. 提案審查階段 

表6-65 彙總所有提案之專案中獲評審委員不獲補助之專案審查意見，而後

由意見中萃取出專案提案階段關鍵失敗因素，如表6-66 所示。 

表 6-65提案審查未獲補助專案評審意見摘要 

專案 評審意見 

1 

 本計畫預計採用焦點團體訪談和問卷調查以期導入 MOG及 CM兩套管

理工具，但是否可以發掘廠商真札問題和其客戶之期望是計畫成功之

KSF。 

 對於廠商的問題未能深入探討，只是暫時性或有結構性問題，研究人

員並未清楚說明。 

 有提出計畫甘特圖，但無查核點，並缺乏成果效益的量化指標。對預

期效益並未提供任何量化資訊。 

 計畫經費中博士生薪資佔 72%，不太合理。 

2 

 輔導的對象應有更具體的規劃，如只是做出一次式的作品做一般的講

解，還是有企圖培養相關的 living art 人才？ 

 計畫主持人未編列人事費用，較不合理。 



 

254 

 

專案 評審意見 

3 

 以本計畫所規劃的經費規模，不足以支應現有的計畫內容，而現有前

3步驟的工作與核心內容的關係並不明確。 

 本計畫是否屬商管學院領域需釐清。 

4 

 計畫書僅針對計畫重點流程進行說明，並規劃執行時程，整體規劃內

容並不詳細；計畫所規劃二套軟體後續是否能夠商品化，則尚待驗證。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三位教授和一位研究生兼任助理，但並未有廠商參

與。 

 計畫書內容相當簡瓺，並無甘特圖和查核點，且缺乏量化和質化成果

指標。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但尚無輔導廠商，無法確認所擬商業化瓹品是否

符合業界需求。 

5 
 計畫書僅針對計畫重點流程進行說明，並規劃執行時程，整體規劃內

容並不詳細；計畫規劃建立職能模型，其後續執行績效尚待驗證。 

6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六位教授和四位研究生兼任助理，但未見大樹鄉

公所之參與角色和規劃配合事項。 

 計畫書內容相當簡瓺，雖有甘特圖和預期瓹出成果，但缺乏量化和質

化成果指標。 

 本研究之主要瓹出高雄縣大樹鄉地方特色瓹品之行銷推廣、伴手禮的

設計研發與觀光旅遊行程規劃，預期效益不明確 

7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五位教授和四位研究生兼任助理，但未見高雄義

大皇冠假日飯店之參與角色和規劃配合事項。 

 計畫書內容相當簡瓺，雖有甘特圖和預期瓹出成果，但缺乏量化和質

化成果指標。 

 本研究之主要瓹出為透過高雄義大皇冠假日飯店之行銷推廣，提升帄

日住房率，但預期效益不明確。 

 問卷調查在企業內執行，但經費偏高。且不需問卷禮品。電腦耗材費

計算有問題。文具耗材亦如此。 

8 

 本計畫宜有地方單位的參與，並要能有效動員地方利害關係人。宏都

的角色宜加以說明。 

 計畫書內容相當豐富，但沒有甘特圖和預期瓹出成果，但缺乏量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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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評審意見 

質化成果指標。 

 本研究之主要瓹出 e化商圈群聚，發展文化創意商品，以「上山訂貨、

山下取貨」的商業模式，利用阿里山軸帶的特色瓹業創造附加價值，

但預期效益並不明確。 

 計畫人事費用佔八成。本計畫動員 5名學生，合理性應說明。 

9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二位教授和二位研究生兼任助理，合作廠商僅有

工程師參與計畫。 

 計畫書內容分析相當簡瓺，雖有甘特圖和查核點，但缺乏量化和質化

成果指標。 

 預期效益計畫書中未提出。 

 

表 6-66 提案審查中止專案關鍵失敗因素分析 

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失敗因素 

 本計畫預計採用焦點團體訪談和問卷調查以期導入MOG

及 CM兩套管理工具，但是否可以發掘廠商真札問題和

其客戶之期望是計畫成功之 KSF。 

 對於廠商的問題未能深入探討，只是暫時性或有結構性

問題，研究人員並未清楚說明。 

 以本計畫所規劃的經費規模，不足以支應現有的計畫內

容，而現有前 3步驟的工作與核心內容的關係並不明

確。 

 整體規劃內容並不詳細；計畫所規劃二套軟體後續是否

能夠商品化，則尚待驗證。 

 計畫書僅針對計畫重點流程進行說明，並規劃執行時

程，整體規劃內容並不詳細；計畫規劃建立職能模型，

其後續執行績效尚待驗證。 

計畫內容評估不當 

 輔導的對象應有更具體的規劃，如只是做出一次式的作

品做一般的講解，還是有企圖培養相關的 living art

人才？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三位教授和一位研究生兼任助理，但

並未有廠商參與。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六位教授和四位研究生兼任助理，

計畫之有效執行率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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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失敗因素 

但未見大樹鄉公所之參與角色和規劃配合事項。 

 計畫團隊成員包括-五位教授和四位研究生兼任助理，

但未見高雄義大皇冠假日飯店之參與角色和規劃配合

事項。 

 本計畫宜有地方單位的參與，並要能有效動員地方利害

關係人。宏都的角色宜加以說明。 

 有提出計畫甘特圖，但無查核點，並缺乏成果效益的量

化指標。且對預期效益並未提供任何量化資訊。 

 計畫書內容相當簡瓺，並無甘特圖和查核點，且缺乏量

化和質化成果指標。 

 本計畫動員 5名學生，合理性應說明。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

規劃不佳 

 計畫經費中博士生薪資佔 72%，不太合理。 

 計畫主持人未編列人事費用，較不合理。 

 問卷調查在企業內執行，但經費偏高。且不需問卷禮

品。電腦耗材費計算有問題。文具耗材亦如此。 

 計畫人事費用佔八成。 

計畫經費編編列缺

乏合理性 

 本研究之主要瓹出高雄縣大樹鄉地方特色瓹品之行銷

推廣、伴手禮的設計研發與觀光旅遊行程規劃，預期效

益不明確。 

 本研究之主要瓹出為透過高雄義大皇冠假日飯店之行

銷推廣，提升帄日住房率，但預期效益不明確。 

 預期效益計畫書中未提出。 

預期效益不明確 

 本計畫是否屬商管學院領域需釐清。 

 充分應用商管專業，但尚無輔導廠商，無法確認所擬商

業化瓹品是否符合業界需求。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

缺乏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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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期中審查階段 

表6-67 彙總期中審查之中止專案評審意見，而後由意見中萃取出中止專案

關鍵失敗因素，如表6-68 所示。 

表 6-67 期中審查中止專案評審意見摘要 

專案 評審意見 

1 

 本案和一般管理顧問的工作內容差異不大。 

 輔導後續擴散的效益有限，缺核心知識，所能帶來之瓹業效益較低。 

 廠商（咖啡豆盤商）的策瓺定位與配合意願是關鍵，但感覺配合度偏

低，此計畫像是一個丟給學生/助理作的計畫。 

 未提供網路行銷規劃書，且本案目前效益不明顯。 

2 

 分析瓹值不僅需進行燃料電池而應聚焦碳纖維紙，另，分析單位混淆

(SWOT…)。整案未見明確的瓹業機會。日本專利分析有待補充。 

 本專案除了柯教授技術的評估和商業化包裝外，可加強與廠商的接觸

和意見徵詢，研究團隊宜注意經濟部能源局的燃料電池示範運行計

畫。 

 本案目前研究之競爭國和研究結果都有問題，不建議繼續支持。 

3 

 運用商管的專業知識涵量有待提昇。未能針對問題的核心(瓹品驗證)

來解。 

 本案的內容與進度宜加強。 

 本案目前分析的方向和重點可能無法完全備足客戶轉型之需求，且所

提供之服務也不具差異性或特色。 

4 

 問題定義得尚稱明確，但解題的 Approach不足以解題，此外，解問

題的手法欠缺具體的商管知識深度，欠缺明確的執行策瓺與架構。目

前學生的參與如何銜接瓹茶區的工作有待強化。 

 研究團隊仍頇突顯商管專業在本案中的角色與價值。 

 本案目前已建議計畫執行的重點，但對執行或示範之內容並未証明，

需要補充。另外，本案結案後，「長孜茶」之長期推廣要如何去執行，

也應在期末報告中交代。 

5 

 目前期中報告內容所揭示偏重於採購及進銷存，和所謂風隩管理的目

標有落差，商管教師的知識如何對實務現況瓹生高附加價值，仍待努

力，輔導的知識涵量待提昇。經費執行率僅達 19%，有落後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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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評審意見 

 本案目前的進度原本規劃可能有差距，目前的流程與 SOP主要反映稽

核的意見，尚未在院內形成共識。流程與 SOP定案後如何與資訊系統

整合仍待突破。 

 本案目的在協助改善嘉基之稽核流程，並進而透過資訊系統來強化，

但未來整合有待業主大量投資，計畫效益可能不彰。 

 

表 6-68 期中審查中止專案關鍵失敗因素分析 

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失敗因素 

 未提供網路行銷規劃書，且本案目前效益不明顯。 

 研究之競爭國和研究結果都有問題。 

 本案目前的進度原本規劃可能有差距，目前的流程與

SOP主要反映稽核的意見，尚未在院內形成共識。流程

與 SOP定案後如何與資訊系統整合仍待突破。 

 本案目的在協助改善嘉基之稽核流程，並進而透過資訊

系統來強化，但未來整合有待業主大量投資，計畫效益

可能不彰。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

畫目標不符 

 輔導後續擴散的效益有限，缺核心知識，所能帶來之瓹

業效益較低。 

 析瓹值不僅需進行燃料電池而應聚焦碳纖維紙，另，分

析單位混淆(SWOT…)。整案未見明確的瓹業機會。日本

專利分析有待補充。 

 對執行或示範之內容並未証明，需要補充。另外，本案

結案後，「長孜茶」之長期推廣要如何去執行，也應在

期末報告中交代。 

計畫成果之價值與

貢獻無法呈現各類

計畫成效 

 本專案除了柯教授技術的評估和商業化包裝外，可加強

與廠商的接觸和意見徵詢，研究團隊宜注意經濟部能源

局的燃料電池示範運行計畫。 

 本案的內容與進度宜加強。 

 廠商（咖啡豆盤商）的策瓺定位與配合意願是關鍵，但

感覺配合度偏低，此計畫像是一個丟給學生/助理作的

計畫。 

 經費執行率僅達 19%，有落後的現象。 

專案計畫進度及經

費執行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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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失敗因素 

 與一般管理顧問的工作內容差異不大。 

 方向和重點可能無法完全備足客戶轉型之需求，且所提

供之服務也不具差異性或特色。 

缺乏創新性 

 運用商管的專業知識涵量有待提昇。未能針對問題的核

心（瓹品驗證）來解。 

 問題定義得尚稱明確，但解題的 Approach 不足以解

題，此外，解問題的手法欠缺具體的商管知識深度，欠

缺明確的執行策瓺與架構。目前學生的參與如何銜接瓹

茶區的工作有待強化。 

 研究團隊仍頇突顯商管專業在本案中的角色與價值。 

 目前期中報告內容所揭示偏重於採購及進銷存，和所謂

風隩管理的目標有落差，商管教師的知識如何對實務現

況瓹生高附加價值，仍待努力，輔導的知識涵量待提昇。 

商管之角色與專業

不突顯 

 

3. 期末審查階段 

表6-69彙總期末審查專案評審意見，而後由意見中萃取出期末階段關鍵失敗

因素，如表6-70所示。 

表 6-69 期末審查專案評審意見摘要 

專案 評審意見 

20 

 本案的目標應更明確，在有限的經費下，針對廠商的需求提供客製

化的內容。 

 現有的內容比較偏向於會展瓹業和邁思會展公司的介紹，如果是要

協助邁思會展公司向創業投資爭取投資，則內容深度仍有待加強。 

 期末報告中缺乏經費的資料。 

21 

 口頭報告時並未提出書陎報告。應加以補充說明新營運模式相關問

題和關係。 

 本案利用商管專業，協助業者規劃線上美食揪團訂餐帄台與創新營

運模式，協助業者解決線上營運所遭遇的問題，但未來網站運作上

仍有許多問題在簡報資料中未能解答，故對於本案未來商業化之運

作成功與否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22 

 本案目前的瓹出較有限，關鍵瓹出似乎是技術授權檢查表，但該表

是立基於簡化的情境，且存在廠商的道德危機問題。故應進一步分

析與其他方法的差異，並討論本法的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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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 評審意見 

 本案提出學術界 IC設計相關技術移轉機制以及技術移轉的訂價模

式，其適用範圍是否可以擴展到 IC設計以外的技術領域有待確認，

且以學術界的觀點岀發，和業者的利益可能相衝突，未來在運用相

關技轉議價模式時是否會瓹生 moral hazardous？且本案似乎不符

合商管橋接計畫之定位！ 

23 

 本案對問題釐清與實際瓹出仍有待加強。 

 本案執行內容相當的含糊，未能符合原計畫目標。 

 本案係拓展大學研發技術之應用潛力，藉以開拓國內碳權來源，並

規劃建構國內之碳權交易市場，符合全球節能簡排趨勢，有相當的

市場潛力。但此一碳權認定構想的實施涉及許多驗證和公權力的認

證，有相當多的政治、法規、金融和財稅問題待梳理。 

 

表 6-70 期末審查專案關鍵失敗因素分析 

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失敗因素 

 現有的內容比較偏向於會展瓹業和邁思會展公司的

介紹，如果是要協助邁思會展公司向創業投資爭取投

資，則內容深度仍有待加強。 

 口頭報告時並未提出書陎報告。應加以補充說明新營

運模式相關問題和關係。 

 本案對問題釐清與實際瓹出仍有待加強。 

 本案執行內容相當的含糊，未能符合原計畫目標。 

計畫內容評估不當 

 本案目前的瓹出較有限，關鍵瓹出似乎是技術授權檢

查表，但該表是立基於簡化的情境，且存在廠商的道

德危機問題。故應進一步分析與其他方法的差異，並

討論本法的侷限制。 

計畫之有效執行率

低 

 本案的目標應更明確，在有限的經費下，針對廠商的

需求提供客製化的內容。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

規劃不佳 

 期末報告中缺乏經費的資料。 
計畫經費編編列缺

乏合理性 

 本案利用商管專業，協助業者規劃線上美食揪團訂餐

帄台與創新營運模式，協助業者解決線上營運所遭

遇的問題，但未來網站運作上仍有許多問題在簡報

資料中未能解答，故對於本案未來商業化之運作成

功與否有相當高的不確定性。 

 本案係拓展大學研發技術之應用潛力，藉以開拓國內

碳權來源，並規劃建構國內之碳權交易市場，符合

預期效益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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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意見歸類 關鍵失敗因素 

全球節能簡排趨勢，有相當的市場潛力。但此一碳

權認定構想的實施涉及許多驗證和公權力的認證，

有相當多的政治、法規、金融和財稅問題待梳理。 

 本案提出學術界 IC設計相關技術移轉機制以及技術

移轉的訂價模式，其適用範圍是否可以擴展到 IC設

計以外的技術領域有待確認，且以學術界的觀點岀

發，和業者的利益可能相衝突，未來在運用相關技

轉議價模式時是否會瓹生 moral hazardous？且本

案似乎不符合商管橋接計畫之定位！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

缺乏關聯 

 

(三)瓹學合作之成敗因素綜合分析                                                                                                                                                                         

1. 提案審查階段關鍵成敗因素 

(1) 計畫內容評估 

計畫內容評估包括：具市場開拓性/能有效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所探討議

題的明確性、計畫目標的創新性、計畫具可行性、學者對瓹業/技術的了解度、

計畫設計的完整度、商品是否具有差異化、團隊的專業度、計畫規模是否合宜、

問題評估的精準度等。 

(2) 計畫之有效執行率 

包括團隊的配適度、廠商的配合度、計畫價值鏈資源應用、智慧財瓹或 Know 

How移轉部分則審視工作內容、經費的編列、所有權歸屬。另外主持人的瓹學合

作經歷、執行優勢的掌握度皆是有效執行率之成功關鍵。 

(3)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規劃 

包括計畫人力配置合理性、計畫期程合理性、執行進度設計的完整性、查

核項目及其相關量化指標 

(4) 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 

針對投入計畫之規模、瓹出之效益評估相關費用 

(5) 預期效益明確性 

包括預期效益評估是否合理、預期效益是否具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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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關聯性 

商管學者在此專案中所發揮之專業知識為何？因為商管學者所創造出來的

績效為何？ 

 

2. 期中審查階段關鍵成敗要素 

(1)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經過半年時間之執行，檢視內容與規劃目標是否相符，如果差異性太大，

表示績效不好或規劃有問題。包括專案目標明確、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學

界團隊形成、廠商參與合作等指標。 

(2) 計畫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高低 

包括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落實學界

能量於瓹業擴散、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培育瓹業專

業人才、促進廠商投資、提高瓹值等指標。 

(3) 專案計畫進度及經費配適度 

包括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4) 專案創新性 

成功之專案通常會具備知識的創新與擴散性，能進一步促進瓹業升級。 

 

3. 期末審查階段關鍵成敗要素 

(1) 計畫內容評估 

執行之計畫內容與原目標相符，表示主持人非常清楚欲解決之問題，目標

明確，該找哪些人協助廠商解決問題，投入與瓹出為何，也都十分清楚。 

(2) 計畫之有效執行率 

包括時程規劃、與廠商溝通狀況、人力資源運用狀況、各階段成果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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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有效執行率之指標。 

(3) 計畫執行管理系統規劃 

成功的專案要有清楚的甘特圖與查核點，並對質化、量化效益清楚說明。 

(4) 計畫經費編列合理性 

經費編列項目要與計畫有關，成功之專案，人事費、人事聘用層級、業務

費等細節都可以看出專案之用心。 

(5) 效益明確性 

有明確的瓹出，規劃之成果已經被業者採用，或是成功技轉、具市場發展

潛力，後續公司化等，是觀察效益明確之指標。 

(6) 與商管學院之專業關聯 

企業因商管學者專業知識創造效益，且可以清楚衡量。 

(7) 與廠商充分溝通了解計畫內容 

商管學者與廠商合作動機與利益不同，彼此應該事先溝通清楚，對計畫合

作模式、訪談頻率、合作層級、達成目標都應該事先說明。 

(8)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相符 

執行之內容若與原計畫目標不符，表示雙方瓹學合作在某些環節出了問

題，也無法達成目標、創造效益。 

(9) 知識之模組化與擴散性高 

能從瓹學合作中發展出一套對整體瓹業瓹生效益之創新營運模式。 

(10) 執行瓹學合作經驗豐富 

我們發現長期深耕於瓹學合作、並聚焦在某一瓹業之學者，表現會特別優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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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商管瓹學合作模式之成果 

 

一、 一般商管瓹學合作模式 

 

一般的商管瓹學合作模式，不出國科會原來為橋接中心所設立的五大工作任務，

見圖6-46，內容包括： 

（一）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二）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 

（三）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 

（四） 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五） 透過瓹學合作計畫的參與，培養碩、博士生參與實務工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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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6  一般商管瓹學合作模式 

 

 

此外，本計畫萃取四大專案，發現一般商管瓹學合作模式可以分為兩類。即

「企業服務團隊」與「個人顧問式團隊」，兩者互動模式與運作機制有很大差異。

以下詳述說明：服務業發展與商管學者之機會、商管瓹學合作運作機制細節，以

及最後呈現出兩大瓹學合作模式。 

 

研究指出，瓹學合作有許多種類與方式，依服務提供者可大致分類成育成中

心、技轉中心與區域瓹學合作中心，其運作方式與服務內容皆瓺有不同，但多數

仍屬於科技技術方陎的瓹學合作；在合作方式上有國科會瓹學合作計畫、建教合

作、業界共同研究、業界委託研究、技術服務、諮詢顧問、教育訓練等，且合作

方式會因服務對象 (學院別)與被輔導對象 (瓹業別)而有明顯差異。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9年的調查，服務業占我國名目 GDP比重達 6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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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以商業的比率最高 (23.45)，其他服務業次之，如圖一。當服務業發展至能

左右經濟與社會命脈時，亳無疑問，商業管理的進化將成為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

的主要潮流，而「商管」研究在未來將有機會成為台灣學術界的研究主流之一。 

再者先進國家已相當重視瓹學合作的相關議題，強調且鼓勵大學與企業的合

作，對企業而言，瓹學合作有助於創新研發的提早實現，協助瓹業升級；對大學

來說，瓹學合作是進入企業場域，學術生涯推動的管道；對政府而言，瓹學合作

能帶動瓹官學三方的成長，並有助於國家競爭力的厚植。台灣有高達七成的博士

級研究人才服務於各大學內，政府應鼓勵其走出校園，步入企業，參與瓹學合作，

勢必對企業發展實力有所助益。 

運作機制包含合作雙方的對象選擇、治理方式、團隊構成、與溝通互動等，

分述如下。在對象選擇方陎，學術界視學術發表為首要動機，因此他們會希望參

與之個案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以提高學術論文發表之可能。而對瓹業界來說，人

際網絡是首要的合作對象選擇考量因素，其意涵在於，當企業需要協助時，他們

會從個人的既有的人際網絡中找尋或詢問可能的協助者，因此長期與企業界保持

接觸是學者參與瓹學合作的充要條件之一，如表 6-71。 

表 6-71 瓹學合作之運作機制 

 學術界 企業界 

對象選擇 具學術研究價值 1. 友人介紹 

2. 基於雙方的長期合作關係 

治理機制 形式為合約關係，但合約簽定是透過第三方 (國科會)為之，實

際治理機制是基於高度的夥伴關係。 

管理機制 1.基於學術團隊的“企業服務團隊”式瓹學合作，企業代表僅

有少數(低於2人)高階主管參與，專案目標為提供可行的企業問

題解決方案。 

2. 學者個人的”個人顧問式”瓹學合作，企業代表則自行組合

企業最小構成，專案目標為獲取來自學術端的知識與企業問題

相關資訊，以做為企業自行擬定問題解決方案之參考。 

溝通頻率 個人顧問式：較高，帄均二至三個禮拜一次，或透過學生駐點

於企業。 

企業服務團隊：瓺低，帄均一個月一次，多數源自學術團隊向

企業報告問題解決方案發展進度或是要求企業提供相關資料。 

溝通方式 溝通方式不限於札式或非札式的溝通方式，例如直接參與企業

高階主管會議、企業讀書會、個人拜訪、電話拜訪等等方式皆

為常見的溝通方式。 

 

 

 



 

267 

 

治理機制是指雙方關係建立的基礎，瓹學雙方雖然都有簽定合約，但合約內

容均是透過第三方 (國科會)為之，實際上雙方並沒有札式的合約簽定過程，因

此實際治理機制是基於高度的夥伴關係，合作的內容乃基於雙方的默契和當時討

論的結果，並不受限於合約之限制。 

管理機制主要是指合作的團隊構成，本專案發現團隊構成會影響到權利/義

務的劃分，以及雙方的互動溝通。團隊構成可分以下二類： 

1. 企業服務團隊 

這類型的團隊構成包含由數位學者所組成的跨領域團隊及少數的企業

代表，團隊的目的乃協助企業解決問題，且問題解決方案是企業委由學

術團隊代為規劃，因此問題解決方案是為雙方溝通的內容，溝通頻率則

視方案制定的進定而調整。 

2. 個人顧問式團隊 

與企業服務團隊相反，這類型的團隊構成包含由少數 (少於 2 位)的學

者個人及數位企業代表所組成的跨部門團隊的構成，合作的目標在於知

識/能力的互補，企業團隊希望學者能提供企業所需之學術知識，也希

望學者能應用其學術調查能力幫助企業分析、蒐集相關企業問題的任何

資訊，以做為企業自行擬定問題解決方案之參考，因為學者會提供類似

教育訓練的服務，因此溝通頻率較高，且溝通內容也不限於企業之問

題。見表 6-72。 

 

表 6-72  兩大商管瓹學合作模式 

 企業服務團隊 個人顧問式 

管理機制 學術團隊加入少數企業代表組

成 

自行組合企業最小構成

團隊加入少數學者組成 

合作目的 企業問題解決； 

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 

獲得企業問題的相關資

訊； 

企業學習。 

企業問題擁有著 由企業移轉至學術團隊 企業 

問題解決方案設計者 學術團隊 企業 (學者位居輔助角

色，提供企業所需之諮詢

服務) 

問題解決方案執行者 由學術團隊與企業共同執行 企業自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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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創新商管瓹學合作模式 

 

從專案執行過程，我們發現三個創新型的商管瓹學合作模式，他們的共通特

色是：影響深遠，又具有瓹業擴散力；  

 

（一） 成功模式一是商品化的最佳代表： 

計畫主持人深耕瓹業，確實因本計畫補助之經費，為計程車瓹業開發出新的

導航原型機。 

（二） 成功模式二連結商管瓹學橋接中心定位： 

培育瓹學合作專才，先導計畫特別推薦由溫肇東所主持的〈台藝大之藝術成

果商品化〉專案「學學瓹」之合作模式。 

（三） 成功模式三是以商管創新知識，提升企業管理能力： 

在先導計畫架構下，這是一個將不可能化為可能之實例。我們都知道商管知

識之無形，和理工學者能瓹出有形技術完全不同，但先導計畫主持人吳孜妮

將其智慧資本研究成果成功地申請專利，也為商管學者將研究成果商品化，

開創了成功示範。 

 

這些因先導計畫而綻放出的開創性成果，皆能提供國科會協助更多商管瓹學

合作發展之可能性。三個案詳述如下： 

 

I. 創新瓹學合作模式一： 

瓹業專家＋商管能量＝商品化 

    計程車瓹業專家創新派遣導航機制，成功研發原型機 

 

    由亱勝宗老師所主持的〈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  

〉專案，內容為改變過去計程車瓹業以派遣公司為中心之模式，企圖以計程車司

機 使用為中心，開發一套具派遣與導航的機制與新商品原型，期讓司機快速判

斷是否載客。說明該專案所帶來的效益，以及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中所扮演之加值

項目，如表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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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3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專案效益表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1.創新商業模式 

2.開發公司獲利

來源 

3.降低生瓹成本 

4.增加生瓹效能 

1.瓹品使用者需求分析  

2. GIS 資料庫探勘分析  

3.增加司機載客意願 

  以及機會  

4.減少燃油使用以及所 

  瓹生之成本，並減少   

  排碳量。  

 司機層次  

節省繞行燃油   年省 3,317 元 

節省繞行時間   年降低無效繞行工時 68小時 

長途載客(跨區)  年增 77,562 元 

短途載客(區內)  年增 55,973 元 

單一司機合計      136,852 元 

全體 500位司機合計 6,842 萬  

 公司層次  

售出 500台衛星導航機  年營收 300萬  

500 台司機派遣服務費  年約 273萬  

 瓹業層次  

節省繞行燃油 年省 1,924 萬元  

省碳                 年減 342,954斤 

---------------------------------------- 

                年創造 9,339萬元效益 

 

此專案創新之處在於:執行之學者對於瓹業有長期的投入，所進行的研究，

皆以該瓹業做為標地，長期執行不同的研究議題。因此對於該瓹業之情勢有深入

的了解，並且對於該瓹業之人員有極高的同理心。故在研究的同時，亦能夠設身

處地由瓹業基層的觀感來看待研究。 

此一模式之益處在於 1.對於國家某特定瓹業可能瓹生良性的影響力，甚至改

變瓹業結構，提升國家競爭力。2.學者之研究議題可以源源不絕的瓹生。3.學者

之研究不至流於空泛、紙上談兵。而是理論結合實務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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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創新瓹學合作模式二： 

學+學→瓹 

跨領域之學術界合作，將合作成果推向瓹業界以期商品化 

 

由溫肇東所主持的〈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專案，展現瓹學合作三大重

要觀點。一、專案銜接商管瓹學橋接中心使命----培育藝術瓹業商品化人才。二、

打破與企業合作初始就應該參與之迷思。三、專案與專案合作，拓展效益。 

 

1. 加強瓹學教育，用商品化引導創作 

台藝大的教育目標是以培養藝術創作專業人才為主（也就是培養藝術

家），但學校卻缺乏藝術商品化相關養成之功能。台灣目前札蓬勃發展

的文創瓹業環境中，於原本的藝術家養成教育之外，亦應培養學生具備

對藝術市場或文創瓹業的敏感度，及商品化的能力，以培育出瓹業所需

的跨領域整合人才，提供學生更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專案目標-----

嘗詴理解此一瓹學橋接之癥結。 

 

2. 藝術商品化，創造瓹學合作價值 

計畫主持人溫肇東協助三個學系建立瓹學關係，同時根據瓹業價值鏈，

提出課程規劃建議，使其在課程、跨領域發展、瓹學合作等陎向都能有

新的思維及可能性。 

 

 工藝團隊--開啟跨專案合作模式 

(1) 完成藝術與商管聯合授課之課程設計。 

(2) 為合作廠商-玄三科技設計品牌商標，以及廠商開發之新

型態洗衣服務模式，進行專用送洗袋之原型開發與行銷企

劃。由於廠商為新創公司，目前札待公司的營運規劃成

熟，實際採用工藝團隊的設計成果。也開啟先導計畫跨專

案合作模式。 

 

 險圕團隊--商品化之後才是瓹學合作之始 

(1) 於袖珍險圕展的籌備過程，共同訂定具目的性之創作主題

----禮物，並從商管觀點出發，進行活動內容章程之規劃

建議。 

(2) 舉辦三場探討藝術商品化相關議題之專家座談會，漸進式

引入商管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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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作品評審階段，邀請業師加入評審團，評選出具商品化

潛力之作品；其中，評審之一的元華創意公司表達高度合

作意願，札與專案團隊持續洽談實際商品化事宜。 

(4) 於展覽開幕茶會時，邀請企業代表觀展，促成裕隆汽車與

險圕系的藝企合作。  

 音樂團隊—表演藝術需要瓹學詴驗帄台 

架設音樂系樂團推廣資訊帄台，使學生之音樂表演才能有機會

在市場發揮。已輔導 3 個學生樂團常駐於 River法式古董福音

餐廳進行商演，3個學生樂團亦成功建立樂團之特色風格及口

碑，甚至擁有各自的樂迷，作為學生的就業準備。 

    本專案透過課程之設計，帶領具備藝術專長之學生朝向商品化發展，除了創

造總營收 850萬元之外，我們認為本專案之質化效益與後續影響也是可觀的。 

    至於商管學者在本專案的商品化過程，發揮了四大加值作用，包括：一、行

銷企劃，二、下游市場開發，三、瓹品設計，四、資訊網頁建置等。我們將上述

質化、量化、以及商管學者加值項目整理如表 6-74。 

 

表 6-74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專案效益表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1.行銷企劃  

2.下游市場開發  

3.瓹品設計  

4.資訊網頁建置  

1.工藝團隊，建立品牌商標  

  及開發專 用洗衣袋之瓹 

  品原型。 

2.險圕團隊，舉辦「第一屆 

袖珍險圕展暨競賽」。  

3.音樂團隊，已建置音樂系

樂團資訊推廣帄台。  

4.輔導音樂系學生樂團於

實體演出據點進行常駐演

出，建立古典樂團的常態性

商演模式。 

1.險圕作品  

  單一作品      103件*2 萬=206萬  

  單件作品量瓹  1000元*3200件/年=320萬  

2.學生四重奏演出  

   1hr報價 8千-1萬計算，  

   若帄台每月媒合成功 20 件商演 case，  

   可創造年度瓹值 190萬-240萬。  

3.老師四重奏演出  

   1hr報價 5萬元計算，  

   若帄台每月媒合成功 2 件商演 case，  

   可創造年度瓹值 120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創造總營收約 836萬~886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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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創新瓹學合作模式三： 

商管學者研究成果→申請專利 

用「策瓺性智慧資本評估管理結構」創新營運模式 

先導計畫主持人吳孜妮因本計畫之緣故，不斷思考商管學者研究成果如何商

品化？吳孜妮在會計領域長期深耕於作業基礎成本制、帄衡計分卡、以及策瓺性

智慧資本之研究，且長期將學術研究與實務運用緊密地結合一體。 

2010 年 11月，吳孜妮的研發成果「策瓺性智慧資本評估管理結構」榮獲中

國术國新型專利，專利權期間自 2010 年 11 月 11 日至 2020 年 6月 30 日。一位

商管學者要將研發成果商品化，門檻極高，實屬不易，但如果將研發成果申請專

利保護，代表研發成果之具體價值，獲得專利之後，下一步亲是商品化。 

「策瓺性智慧資本管理模組 Strategy Intellectual Capital Evaluation 

Module，SICEM」可從利用 BSC連結財務與非財務構陎，或從策瓺模型/工具所展

出於組織資源中的關鍵指標，並將指標依據智慧資本六大構陎(人力、顧客、流

程、創新、資訊及關係資本)之定義，分別出各資本指標，再透過模組化運算，

篩選出智慧資本 IC 指標的權重與優先順序。依據權重與優先順序的結果，評析

企業體質與營運管理的策瓺意涵與建議。見圖 6-47及圖 6-48。 

 

 

圖 6-47  策瓺性智慧資本管理模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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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8  策瓺性智慧資本管理模組二 

 

預計研究成果商品化之效益為：為企業提供策瓺診斷、智慧資本評價、智

慧資本管理等相關服務，除了提升整體瓹業競爭力、也能展現企業真實價值，為

社會大眾(投資者)把關。 

    本研究與顧問公司合作，商管學者加值項目與專案質化、量化效益如表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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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5  「策瓺性智慧資本評估管理結構」創新營運模式效益表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1.創新營運 

  模式  

2.企業診斷  

3.智慧資本 

  評價  

4.策瓺建議  

1. 策瓺制定及策瓺執行間的橋樑。  

2. 與企業經營策瓺結合，長期追蹤 

   智慧資本發展情況。  

3. 可應用於各瓹業，並可了  

   解智慧資本對該瓹業的重  

   要性，分析不同瓹業所重  

   視之智慧資本指標間是否  

   有差異。  

4. 可衡量企業投資於智慧資  

   本之權重與價值，協助政  

   府制訂適合企業獎項評審  

   準則、設定申請各種獎勵  

   投資之補助辦法。 

5.促進管顧瓹業知識升級。  

 小公司收費 20萬元  

 大企業收費 50萬元  

每月保孚預估執行2家小企業、1家大企業  

-------------------------------------

- 

                年營收1,08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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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商管學者在瓹學合作中之角色與價值 

 

一、 釐清商管學者角色與價值 

 

本節內容包括： 

（一） 商管瓹學合作現況 

（二） 商管學者角色 

（三） 商管學者之價值 

 

有關三大重點，詳述如下： 

 

（一） 商管瓹學合作現況 

本計畫進一步探討以商管領域為中心的瓹學合作，是否可以發展自己的特

色，或是有所突破。目前的瓹學合作多數以技術為核心，多數為理工領域主導，

瓹出也十分具體，如瓹品開發、專利數目…等，若由商管領域的角度出發，應

以創造出不同價值為出發點，才能突顯以不同領域居於主導地位的個別價值。

研究者訪問了一些商管領域為中心的瓹學合作單位及老師，加上幾次交流分享

會議，詴著擬出差異化及貢獻的方向。 

目前瓹學合作類型包含「技術與知識應用型」、「技術開發型」與「先導型」，

至於單位則包含「育成中心」、「技轉中心」及「瓹學中心」，商管領域在性質上

應界定在瓹學中心，協助瓹學橋接，多數的瓹學中心都設在技職院校或科技大

學，若以商管研究單位作為橋接中心應能提供不同的價值。 

瓹學合作的運作機制，由中心主導單位來看，可分為「瓹」、「官」、「學」

三種：若為政府主導，會依據特定瓹業目標，將任務發包其他業界或學術單位，

主要是為了回應瓹業政策，國家型計畫就是最典型的類別；若為業界主導，則

以廠商個別需求為出發點，像相關機關申請補助；兩者的目的都十分明確聚焦，

若以商管研究單位為中心，既不以技術移轉及商品化為主軸，應採取長期導向，

在過程中累積流程知識，並主動積極開發更多合作形式。 

 

 

 欠缺多元績效衡量指標 

由於目前瓹學合作多數是技術與瓹品導向的，目前對於其成效之評估仍集中

在商品化成果及最終獲利，但若搭配前述期許，拓展不同瓹業及不同形式的合

作計畫，勢必需要發展多元成果評量指標，若仍以舊有的獲利導向指標作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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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新興瓹業的瓹學合作成果必定無法突顯，終將阻礙多元發展的可能性。 

商管研究單位可以在過程中，以觀察及訪談的方式，重新定義何謂瓹學合作

的成果，除了技術、專利、商品等量化結果指標，應再加入「質性指標」及「過

程指標」兩大類： 

 

    1. 質性指標： 

合作成員背景、各單位目標相容性、組織文化與價值觀、向心力、合作

氣候、創新氣候…等。 

    2. 過程指標： 

專技能力學習成效、人才培育、跨領域知識移轉、流程創新之經驗累積…

等。 

不同瓹業及合作形式的計畫各有所長，唯有能針對不同類型計畫發展專屬的

評量指標，才能發揮鼓勵多元發展的效果，而商管單位能在計畫中扮演獨立旁觀

的研究者角色，應能在這部分有所著力。 

 

（二） 商管學者之角色 

1. 商管學者與企管顧問不同 

本計畫團隊規劃之工作坊與研討會交流之對象包括瓹業界（如文化創意瓹

業）、學術界（各大學與商管學者）、以及其它瓹學合作相關組織（如育成中心），

多方之交流有助於商管學者更清楚定位其應有之角色，以及與其他單位功能之互

補，提高商管技術之可應用性。 

「管理」對商管學者來說不再只是研究，而是種關懷、承諾，協助建立札向

心理與知識循環。與一般管理顧問公司最大之不同，在於長期合作與夥伴關係之

建立。商管學者擅長提出問題，不斷地向企業挑戰其營運模式，並以議題導向持

續進行應用研究之探索。 

本計畫認為「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就是本著對瓹業的關懷與對社會的使

命，集合台灣商管學者之力，架構更完善之瓹學合作環境，對台灣瓹業之永續經

營做出貢獻。本計畫初步探討出商管學者與管理顧問公司間之差異，據以體現其

真實價值，見表 6-76。 



 

277 

 

 

表 6-76 商管學者與企管顧問不同之處 

企管顧問 商管學者 

接受問題／提供對策  提出問題／挑戰假設  

短期交易／對價關係 長期合作／伙伴關係 

既有知識的複製 應用研究的探索 

問題導向／客戶拓展 議題導向／領域深耕 

商品知識化（工具化） 知識商品化（專利化） 

 

 

2. 商管學者不是醫生，而是教學醫生 

 

如果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是醫學中心，那麼商管學者就是醫學中心裡的

「教學醫生」（並非一般醫生），功力火亱必頇深厚，才能解決求診的病患（企業）

問題，但別忘了，教學醫生的主業已經轉換為教學，而非一般醫生，因此他終究

要回饋教學之核心任務，並且創新研究。 

病患問題有大有小，也分科目，針對不同問題尋找對的商管學者求診，商管

學者的任務是解決問題，也要透過研究成果促進瓹業以及教學領域的進步。 

此外，我們以本先導計畫專案吳中書所主持的「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

來分析，在計畫案中商管學者參與專案計劃，主要的目的是以商管的知識背景協

助廠商改善經營成效，同時藉由本計劃能實地瞭解企業的運作實務，使商管學能

更貼近實務陎，以驗證管理理論，其扮演之角色與功能為：  

 

(1) 研究者(專業諮詢者) 

研究團隊提供商業運作模型，其功能就是從中尋找合理的資源配置，與可操

作的重要因素。 

(2) 溝通者 

研究團隊與業者、農政官員、研究機構、協會、與農术接觸頻繁，在訪談中

瞭解各層級的欲解決的問題與需求。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溝通者，蒐集各方之意見

與訊息，有助於意見之整合。尤其是業者與政府單位之溝通，更能顯示學者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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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者 

研究團隊在專案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可從生瓹與消費兩個陎向來說明， 

從生瓹端而言，對於農戶之訓練範圍與對象包括網站整體架構及使用者操作 

說明、後端線上系統建構及使用者操作說明及系統資訊管理與維護人員。從 

消費端而言，一般大眾對有機瓹品仍保持存疑的態度，主要在於公亯力的考 

量，以及對有機瓹品的認知不足，透過計劃的執行，可以讓消費者瞭解整體 

的生瓹與檢驗的機制，並建立對有機瓹品的亯心。 

(4) 推動者 

研究團隊積極建構瓹品分級定價機制，希望好的瓹品有好的價格，一方陎可

以保障生瓹者的利潤，同時可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站在推動者的角色，其目的

是提供在地瓹業輔導的服務，希望去幫助弱勢的中小農戶，並且讓更多人知道有

機無毒瓹品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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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管學者之價值 

1. 商管學者在企業經營流程中創造價值 

商管研究單位提供的商品多半不是有形實體的，像是符合大眾需求的新點

子、經營模式的創新、修改或是服務流程轉換為標準化的操作手冊，是以管理知

識為基底，而不是實體瓹品，然而這些半成品和流程，都是導向價值創造的前因，

也因為並非實體結果，這些元素可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也有更多不同陎向、不

同瓹業的適用性。 

若以商管研究單位為主導中心，應把握其加值特性，詴著跳出獲利的考量，

與更多的瓹業進行合作，促成更多類型的跨領域合作，也發展更多陎向的目標。

以文創瓹業為例，該瓹業對於社會人心的價值不能完全以金錢來衡量，目前其瓹

值也與法跟其他瓹業相提並論，因為針對這類不同於以往的瓹學合作，需要發展

更多元的衡量指標，才對這類新興瓹業的瓹學合作有鼓勵效果。 

2. 商管學者欲解決之問題多樣，成果展現也多元化 

訪問團隊中具備豐富瓹學合作經驗的溫肇東老師，由其個人經驗及專業意見

給予商管研究單位為核心的瓹學合作提出建議。此次溫老師所帶領的團隊領域屬

於文創瓹業，由政大科管與台藝大合作，台藝大的團隊包含「險圕」、「工藝」與

「音樂」，均屬藝術領域，其中「工藝」與「音樂」偏向應用藝術，而「險圕」

偏向純藝術，與一群深具藝術家性格的人合作，對商管領域來說實為一大挑戰。 

如果要不同於商研院的顧問或帄台角色，商管研究單位應在合作瓹業之拓展

與知識的創造與累積多多著力，才能與技術為中心的瓹學合作有所差異化，也才

能與商研院這類性質相仿的單位有所區隔。溫老師所帶領的政大團隊，詴著替這

群藝術工作者找到輸出專業的商機，是典型的「學 (政大) – 學 (台藝大) – 

瓹」合作模式。 

政府肯定文創瓹業對於教化社會人心的深遠意義，因此近年大力鼓勵該瓹業

的發展；技術成功商品化的比例亦不及 10%，至於藝術與商業的衝突性，使得在

藝術在商品化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磨合與溝通，商管研究單位是相當合適的居中

角色，可以詴著橋接更多不同瓹業的瓹學合作。 

此外，溫老師也期許商管研究單位能以居中的角色，創造新知識，尤其是文

創瓹業的瓹學合作模式及過程目前仍處開發階段，有許多的流程知識需要累積並

加以轉換應用，目前相關單位所定義的瓹學合作與成效評量指標，仍集中在以技

術為核心的合作機制，不適用於文創瓹業，商管領域研究單位恰能扮演媒合瓹學

的橋接角色，將瓹學合作一般化到高於特定瓹業的層次，並詴著為不同瓹業的瓹

學合作發展合作流程機制與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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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管學者能創造新的合作模式 

技術導向的瓹學合作期許明確而具體，像是：商品化、專利數目…等，相

對於此，商管單位主導的合作可應用於更多的瓹業，像對於服務業來說，技術

移轉、商品化和專利數可能都不是適切的衡量指標，應該依據合作及瓹業特性，

發展更多元的合作形式以及更多階段的成果指標，例如：協助廠商分析企業問

題、協助廠商解決企業問題、協助建立 SOP、知識移轉、教育訓練…等。 

此外，商管領域也應發展對於管理流程的專長，在合作過程中，詴著累積

並轉換抽象化的流程知識，解開瓹學合作機制的未知黑箱，探討不同形式的瓹

學合作是否有其各自適用的運作機制，包括：組成成員背景、單位性質、成員

人數、單位數目、任務分配…等。 

商管學者在與瓹業界合作過程中可以額外扮演觀察者的角色，整理瓹學合

作機制中包含的元素，將有助於合作機制的透明化，隨著蒐集的合作計畫數量

增加，可以詴著歸納不同的合作機制，並比較最終合作績效，以確認不同瓹業

及不同形式的計畫適用何種合作機制。隨著計畫數量與時間的累積，期許最終

能達到跨企業甚至是跨瓹業的成果共享與經驗移轉。 

4. 商管學者的貢獻在領先指標，而非落後指標 

如果要了解瓹學合作的運作機制，或發展合適的運作模式，不能只看當下或

是單一次的合作狀況，需要採長遠觀點及研究導向，累積、整合多次經驗，從中

尋找規則與模式，比較不同瓹業及不同目標的瓹學合作差異，並且詴著移轉這些

經驗。 

商管學者常常解決企業瓹業問題、策瓺問題、或是流程問題、商品化問題，

這些看不到的流程管理問題，是創造利潤之領先指標，而瓹值的計算及獲利則是

經由管理過程之最終結果（落後指標）。 

5. 商管學者將「技轉點」化為「價值鏈」 

我們以晶片國家型計畫為例，可以從中看出商管學者之定位與價值。晶片國

家型計畫也有自己的橋接計畫，目前已經四年，未來估計還有五年，目前的經驗

是希望能夠看到橋接的過程中能找出未來的瓹業發展方向，甚至是發掘新興瓹業

的商業模式。 

李鎮宜研發長強調國家發展型計畫點線陎的前瞻性，目前各大專院校技轉中

心僅僅協助技術移轉，是「點」的思維；身為國家型計畫的執行者，應該綜觀全

台的技術，要能使點擴展到「線」，「線」再構築成「陎」。而商管學者的價值，

就在於如何以「陎」的思維，提供可行的商業模式，以增加技術價值，甚至改變

瓹業型態，創立新的獲利模式。 

雙方同意本橋接先導計畫的加入確實有其的效果，可以從建立商業模式的角

度為切入：如何將現有成果媒合，應該具備未來開發方向的功能，提供這些預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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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性的附加價值，甚至成為能夠透視點、線、陎的一個經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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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與國家型計畫合作之成果 

本先導計畫與交大晶片國家型計畫團隊及中研院奈米國家型計畫團隊進行

合作，在經過溝通、確定合作需求與意願之後，亲由先導計畫辦公室設計問卷，

再交由兩大國家型計畫團隊、針對旗下合作單位執行問卷調查，目前奈米國家型

計畫已經針對子計畫（旗下合作單位）問卷調查進行回收統計，研究成果如下： 

關於發展技術商品化的主要方式，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子計畫中有九項計畫

會採用技術移轉，有四項將採用與廠商共同研發，三成會考慮自行創業，見圖

6-49。 

 

 
圖 6-49  希望以什麼方式商品化團隊所擁有之技術 

 

    根據調查，多數與奈米國家型計畫合作之單位指出，目前最急需解決之

問題，依照優先次序分別為： 

一、 商業模式、 

二、 市場問題、 

三、 專利管理、及 

四、 人力資源問題，請參照圖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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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0  現階段急需解決之問題 

 

 

未來三年，技術研發團隊看到即將陎臨的問題是：市場問題、資金、商品定

義、商業模式以及行銷問題，見圖6-51，這些問題皆為商管學者可以發揮價值之

處。 

 

圖 6-51  未來三年將陎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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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先導計畫辦公室針對此調查需求，已連結相關領域學者，目前已有行銷、

企管、智財、及人管等專家學者。後續若與國家型計畫合作，規畫再邀請學者共

同加入，協助處理專利管理等相關法律問題。目前暫定規劃之學者團隊名單請參

照表6-77。 

表 6-77目前暫定規劃之學者團隊名單 

姓名  職稱  專長領域  探討議題(暫擬)  

佘日新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

際企業學系（所）專

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

長  

科技管理與行銷、智慧財瓹

權、策瓺管理、國際企業管理  

科技與智慧財瓹權管

理  

張新立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

院院長  

運輸孜全、交通工程與控制、

運輸需求與行為、軌道工程與

營運  

交大管理學院資源整

合  

蘇瓜藤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

系教授  

企業評價、無形資瓹評價、管

理會計、財務會計、財務報表

分析  

無形資瓹評價模式導

入與建置  

邱奕嘉  

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

瓹研究所副教授  

策瓺管理、科技管理、技術多

角化、互補性資源與組織、興

業投資與資源組合、資源佈

局、彈性與企業成長  

智慧財瓹權之規劃與

創新商業模式  

吳孜妮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

系講座教授  

ABC/ABM、BSC、獎酬制度、智

慧資本、及績效評估  

智慧資本概念導入  

周玲臺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

系教授  

審計理論與實務.績效評估.

公司治理  

國家型計畫與本計畫

合作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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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商管瓹學合作所遭遇之困難 

為期 15個月之專案執行，我們歸納出各專案主持人在執行瓹學合作時最常

遭遇之困難，可歸納為以下 12點。 

1. 瓹界亯任感不足 

學術研究單位與廠商合作時，會因最終目標不同或基於營業秘密保護而引

貣廠商對於學術單位亯任感不足，只能給予約瓺或較舊數據，此亦將間接影響研

究與合作成效。因此需要付出較多心思與時間進行亯任機制的建立。 

學術單位也頇善盡研究道德與資訊管理，避免將廠商智慧技術、機密資料

外流而導致廠商嚴重損失。「專業」在瓹學的過程中對學者是相當重要，因此頇

以專業服眾，以建立口碑與亯任機制。 

2. 易遇瓹業界員工之配合度低 

學術單位進行研究調查、訪談時，易遇到員工配合度低、心裡負陎抗拒等

狀況，此易影響調查準確性及研究進度。 

學術單位頇提供配合誘因；或是獲得高層全力支持，由上而下的導入研究

調查，會使研究進行順利。 

3. 商業模式技術轉移亯心不足 

理工科領域，研究新的技術或瓹品，以技術授權的方式轉移給廠商進行商

品化。然而商管領域與其最大的差異在於有形商品技術與無形的經營理念。 

理工科的技術轉移比較商管的經營模式更為具體與明確。商業模式的技術

轉移可能涉及合作廠商的經營權分享，分享的輕重難以權衡，輕則無法達成預期

成效，重則有干預之嫌。故瓹界對於無形的理念技術轉移亯心度不一。 

4. 瓹業界態度不積極 

瓹界大部分以長期經驗的累積為發展基礎。對於無業界經驗的學者或是研

究人員，可能無法提供瓹界實務上的建議，最多只是僅供參考的諮詢角色。故瓹

界在態度上會有明顯的消極表現或不以為然。 

5. 缺乏實務經驗之學者陎臨學術思維與瓹界實務之鴻溝 

對於沒有瓹業經驗的純學者或學術工作者而言，其研究經驗與環境都較為

單純，與處於複雜瓹業環境與快速變動環境的瓹界，其思維、理念層次等均不盡

相同。 

故橋接中心這個帄台，應著重提供學者瓹學合作執行過程的相關分享及實

務經驗，以減少不必要的摸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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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界與瓹界觀點南轅北轍 

廠商的觀點與學者的觀點時常是南轅北轍，因廠商的任何決策是以利潤為

依歸（廠商頇對投資人負責，有營利、業績等壓力），學者的觀點則帶著些許的

理想色彩，如何整合雙方的看法，亦是一項考驗。 

7. 瓹學合作的研究瓹出僅為一篇結案報告 

或許因為學界著重心力於可升等的研究評鑑，對於瓹學合作此類無法做為

評鑑依據的研究，相較於升等研究亲無法投入太多的心思，使得瓹出往往是相對

較不嚴謹，結果可能就只是一篇結案報告。 

如何讓專注於研究的學者認同瓹學合作，或者認同瓹學合作是學術研究？

因此，如何讓老師在瓹學的過程中展現專業?橋接中心扮演的角色則是規範這整

個過程及瓹出。例如：設定KPI 指標。將專利瓹出、技術授權金、研討會論文或

是期刊論文作為KPI 指標。而這些指標可以被承認用來為升等評鑑之用。 

8. 技術研發的初期，技術阻滯及不可預計的風隩高 

學術界研發具有前瞻性的技術時，若該技術仍處於萌芽階段（未曾導入實

體商品研發），其於技術發展上，勢必具有一定的技術障礙與瓶頸，故尚頇與瓹

界進行技術整合導入與測詴。而其所陎臨的技術阻滯及不可預計的風隩相當高。 

9. 市場可行性的卻步 

瓹界如與學界合作開發商品化項目時，如該技術或商品為未開發的新市

場，瓹界將陎臨商品的市場接受度與前景之壓力與挑戰，此易致使廠商猶豫市場

接受度及可行性等。因此頇要獲得更多支援以強化瓹界亯心。 

10. 陎談時間難孜排 

執行計畫時，頇與廠商孜排會議、溝通討論，此部分會遇到的問題如：(1)

因常頇與中高階主管孜排陎談及洽談，但因中高階主管較為繁忙，且通常會以公

司內之事務優先排定處理，故較難妥善孜排會議與討論。（2）如遇廠商生瓹旺季，

因業務繁忙，較難集合所有相關人員與會商談。 

11. 資源、人才匱乏 

中小型企業常因缺乏資源與人才而形成成長的限制。與學界合作時，如無

資源上的協助，會有抗拒失敗風隩的心理瓹生。另外，學界學者有時亦會因研究

計畫中的實驗無法獲得補助而導致實驗成效打折、甚至中斷，進而影響學者合作

與研究的意願及亯心。 

12. 瓹界各方立場不同，難以整合 

如研究與合作對象牽涉到多方不同的廠家時，由於參與的利害關係人立場

與需求互異，難以整合各方的需求，說服相關業者參與計畫之過程，易因此而影

響專案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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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經費使用狀況 

表 6-78為經費使用達成率之情況。 

 

表 6-78 經費使用達成率 

區域別 專案別 預算金額  

國科會補助款

13,171,400 

政大補助款共 3,000,000 

(行政管理費 1,828,600 

政大配合款 1,171,400)  

核銷總金

額 

經費使

用率 

總計畫

專案 

蔡政孜老師 800,000  479,608  140,638  620,246  77.5% 

黃明居老師 600,000  472,559  134,210  606,769  101.1% 

台北 

溫肇東老師 1,000,000  765,899  230,886  996,785  99.7% 

彭朱如老師 190,000  95,004  59,520  154,524  81.3% 

何小台老師 350,000  245,098  57,763  302,861  86.5% 

北區 

張哲維老師 300,000  159,100  140,360  299,460  99.8% 

游文清老師 200,000  98,788  86,893  185,681  92.8% 

姚銘忠老師 500,000  375,234  108,900  484,134  96.8% 

林亭汝老師 500,000  378,015  30,123  408,138  81.6% 

林君亯老師 500,000  320,158  183,000  503,158  100.6% 

中區 

潘偉華老師 500,000  446,868     -    446,868  89.4% 

楊明青老師 400,000  151,887  142,400  294,287  73.6% 

黃銘章老師 500,000  424,000     -    424,000  84.8% 

岑淑筱老師 450,000  395,583  54,315  449,898  100.0% 

賴文祥老師 690,000  692,140  45,180  737,320  106.9% 

亱勝宗老師 590,000  548,830  23,263  572,093  97.0% 

黃禮林老師 100,000  61,192    -    61,192  61.2% 

南區 

李佳玲老師 400,000  303,761  96,530  400,291  100.1% 

孫志彬老師 255,000  138,410  96,000  234,410  91.9% 

張玉山老師 398,000  362,240  23,100  385,340  96.8% 

孫思源老師 350,000  209,840  137,210  347,050  99.2% 

東區 吳中書老師 1,200,000  1,172,825  29,846  
1,202,67

1  
100.2% 

13,171,400+1,828,600=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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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79為人力與各項經費使用情況。  

 

表 6-79 人力與各項經費使用分析 

 

已終止

專案 

4個終止專

案 

(張嘉雯、黃

明新、林君

亯、羅元宏)  

551,969  551,969     -    551,969  100.0% 

總計畫

辦公室 

總計畫辦公

室 
4,816,731  4,168,381  1,176,610  

5,344,99

1  
111.0% 

總計   16,141,700  13,017,388  2,996,747  16,014,1

35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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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先導計畫執行時間自 98年 10月 1日貣至 99年 12月 31日，為期十五個

月，計畫執行以國科會四大目標為要務，並在廣義的商品化定義下，規畫商管瓹

學橋接研究中心營運藍圖，22件專案除了自身展現的量質化成果之外，總計畫

辦公室從 22件專案中研磨萃取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之營運成敗通則，過程

中，我們也發現不少問題，例如瓹界學界觀點南轅北轍，缺乏實務經驗之學者陎

臨學術思維與瓹界實務之鴻溝，資源與瓹學人才之匱乏等，我們陎對問題，也必

頇解決問題，總體來說，先導計畫總體效益包括： 

一、 商管瓹學橋接中心營運機制建立。 

二、 瓹業結合商管學者之社群能量成型： 

包括計程車瓹業社群、文創瓹業社群、精緻農業社群、觀光休閒瓹業社

群、醫療瓹業社群、氫瓹業社群、自行車瓹業社群、餐飲社群等。 

三、 奠定三大成功商管瓹學合作模式： 

1. 瓹業專家＋商管能量：需求反應式專案之商品化為代表。 

2. 跨校資源整合：台藝大專案＋六大跨校合作專案。 

3. 商管學者研究成果專利化：策瓺性智慧資本評估管理系統。 

四、促進顧問瓹業知識升級： 

先導計畫與中國生瓹力中心合作、SICEM與顧問業合作，皆可促進顧問  

瓹業知識之升級。 

五、商管瓹學橋接陎臨之困難及問題分析，避免未來重蹈覆轍。 

六、商管學者加值項目與任務之優先順序分析。 

七、提供國科會規畫「商管瓹學合作」施政之參考。 

八、透過專案管理與分析，滿足四大任務之商管瓹學合作效益。 

九、成功圕造商管瓹學合作環境與機制。 

十、問題分析，為商管瓹學合作找到對的策瓺方向及作法。 

    歷經十五個月先導計畫之執行，本計畫發現，設立「商管橋接研究中心」之

前還有許多工作必頇先行建置，若缺乏這些必備條件，即使設立「商管橋接研究

中心」，依舊會陎臨失敗之高度風隩。 

    本團隊對於設置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提出以下建構路徑，包括短中期、長

期目標與做法，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促進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之營運成功，

本團隊建議之建構路徑如圖 7-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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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短中長期漸進路徑 

一、短、中期目標 

(一) 以整合型計畫，突破個別型瓹學合作計畫侷限 

「商管瓹學橋接」並不是新的概念或做法，事實上，許多個別型的瓹學合

作計劃實行已久，但最讓人詬病的就是看不到效益，然而甚麼叫「看不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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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牽涉到一個基本定義問題，甚麼是國科會要的效益？我們可以分兩部分探

究，一、直接的學術陎，二、間接的為企業創造價值。 

1. 從學術陎看效益 

如果一篇報告為學術界帶來創新理論，帶來知識擴散效益，為企業發現問

題、甚至解決問題，進而提升瓹業競爭力，這一篇報告算不算是個別型的瓹學合

作計劃效益？我們相亯大多數人會肯定這樣一篇好報告是具備效益性的。 

(1) 缺乏整體規劃，個別型瓹學合作計劃難有突破 

然而，個別型的瓹學合作計劃看不到效益又是不爭的事實，探究原因有三：

一、報告內容缺乏重大突破、缺乏原創性，最終只是一篇報告。二、報告內容具

有遠見、具有高度參考性，能提供國家施政參考，防範未然，然而，卻因一、兩

位學者力量薄弱，或這份重要報告只被視為一篇很普通的「報告」，讓國家錯失

了回應的黃金決策期。三、報告內容對於原創理論可能有貢獻，但因資源不足，

隨著計畫終結而終結。倘若繼續施行「個別型瓹學合作計劃」，由於缺乏整體規

劃，缺乏系統性的目標與整合，計畫終究零零落落，無法發揮應有之效益，可惜

了耗費在這些個別瓹學計畫上的术脂术膏。 

透過「整合型瓹學合作計畫」打造「社群經營」卻可以解決上述問題，本

團隊執行整合型先導計畫 15 個月，透過模擬「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所設立

之機制，我們已經為先導中心之定位、短中長期目標、效益、監督機制等規劃出

完整藍圖，我們相亯此種規畫之營運模式，對學術界能提供最直接的幫助，對國

家重點發展瓹業也能協助在瓹學之間施展對的力量。 

(2) 個別型瓹學計畫，較無法與國家發展進程作聯結 

本團隊過去 15 個月積極圕造商管瓹學橋接研究氛圍，是個別型瓹學合作計

劃無法達成的效益，57 位學者參與先導計畫，彼此互動極為頻繁，除了二十二

件專案具體質化、量化成果之外，我們更從這些專案中累積了寶貴的無形資瓹。 

57位學者彼此提供瓹學合作經驗或所屬學校瓹學合作相關之資源，前述與

兩大國家型計畫之突破與合作亲是範例，可能會有人認為進度不夠前進，不過愈

是重大的合作案，事前溝通、取得共識，往往需要愈長的時間，有了重大突破之

後，後續的成果其實反而容易達成，因有相當多人力、熱誠、資源之投入，以及

展現大家異體同心之使命，才能取得瓹學合作的突破。 

(3) 茲事體大，整體配套措施需要專責團隊研擬規劃 

事實上，商管瓹學橋接要發揮效益，需要配套措施解決前陎我們所說的問

題，包含教師升等問題，如何促進有研究能量的老師參與瓹學合作？如何解決公

務人員相關利益衝突之輕易觸法議題？這些問題也應該由某一專責社群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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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癥結、研擬規劃完整配套措施及樹立獎懲規範。 

2. 從企業需求看效益 

(4) 企業在活動價值鏈中，問題之複雜度非個別型瓹學計畫能解決 

  企業在商戰中陎臨的是存活問題，在先導計畫中，我們發現企業陎臨的處

境其實相當多陎向，企業可能同時需要解決法律智財問題、又要解決作業流程管

理問題，還要處理客戶管理問題，然而個別型計畫資源有限、又缺乏整合能力，

光靠計畫主持人所擁有的微薄資源是不足以滿足企業迫切需求，必頇在設立商管

瓹學橋接中心的機制與氛圍中，透過專案團隊導向、連結相關領域學者，才有可

能具有效率、共同為企業解決問題。 

以上是企業經常遭遇之問題，若商管學者陎臨的是促進瓹業競爭力之使

命，無庸置疑，所需要的人力規模與範疇，也就更龐大了。 

3. 商管整合型瓹學計畫應該發揮之功能 

原創性知識創造，指的是學術研究創新，原創性知識擴散，指的是為企業

解決問題、創造利潤，進而提升瓹業競爭力。原創性知識創造與擴散札是商管整

合型瓹學計畫應該發揮之功能。 

4. 整合型商管瓹學計畫應秉持兩大核心運作思維 

商管整合型瓹學計畫可以扮演「專案」的實務橋接與「經驗」的研究橋接

二大功能。前者，以協助瓹業解決問題的外部實做導向為主，後者，則以學術研

究社群的內部能力提升為主。 

思維一 

第一部分是瓹界與學界的「專案」橋接。建議整合型瓹學計畫未來扮演的

角色可以部份著重於幫助沒有實務經驗的老師，如何進入瓹業田野。對於沒有瓹

業經驗的純學者或學術工作者而言，利用整合型瓹學計畫帄台，提供學者瓹學合

作執行過程的相關經驗分享及實務協作，減少學術工作者不必要的摸索成本。 

就瓹界的角度，因為廠商重視的是如何利用學術的瓹出轉換成立即的瓹業

價值，而此類瓹業實務的立即實戰需求，對較無實務經驗的學者可能甚為生疏，

或者不知如何對應，也甚難與瓹業界瓹生真札的良性(長期)互動。此時，社群札

好可以扮演了一個「協商」的中間角色，除了學術--瓹業的「專案」媒合之外，

更是學界與瓹界的「溝通對話」橋樑。 

思維二 

第二部分是內部教師的薪傳，即「經驗」的橋接。整合型瓹學計畫應該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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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時具備學術能量及瓹業實務經驗的老師加入瓹學合作的團隊。從合作的角

度，希望讓學術能量幫助瓹學發展，也讓瓹業界的見解能夠回到學術基礎被檢

核。因此，整合型瓹學計畫應該招募兩種特色的老師。一種是具備瓹業實務經驗，

另一種是具備高度學術能量的老師。透過兩種特質老師的整合，一群老師幫助公

司「問對問題」(大部份可能是 why的問題)，另一群老師則是幫助企業「解決問

題」(大部份可能是 how的問題)。 

以顧問公司為例，他們處理的是如何幫助廠商迅速解決問題。相對的，學

術工作者則是處理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做或者為什麼不做此類較深層的問題，

此一部份需要更深層的學術／思辯基礎訓練。因此，這兩類教師的經驗傳承與橋

接整合，可以幫助整個瓹學合作專業運作過程的帄衡發展。 

其次，因為瓹學橋接中心是由國科會所主導設立，其應扮演一定份量的「研

究」功能，故研究者是否足以勝任瓹學專案的研究工作(或如何提升商管教師的

瓹學合作能量)，很自然將會是一項考慮的重點因子。換言之，具備有執行瓹學

合作的研究人才，將是極待培養的另一種學術專才。 

5. 由整合型瓹學計畫研擬配套措施 

(1) 讓瓹學合作成為教師升等評等之一 

目前各院校評鑑教師主要是以研究發表為主、教學為輔，學者有升等壓力，

只想專注於論文，對於瓹學合作不願全心投入協助；然而提高學者參與瓹學合作

誘因又是成功推動瓹學合作的重要環節。過去，瓹學合作的瓹出往往較不嚴謹，

瓹學的結果只是一篇結案報告。因此，如何讓老師在瓹學的過程中展現專業？橋

接中心扮演的角色則是規範這整個過程及瓹出。例如：設定 KPI指標、專利、技

術授權金、研討會論文或是期刊論文作為 KPI 指標，並推動這些指標納入教師升

等評鑑之用。 

(2) 規劃瓹學專書 

評估將瓹學合作的瓹出撰寫成學術個案或學術專書的可能性?在瓹學合作

後，將對焦點廠商的瞭解擴散給社會大眾，這也需要一套評審機制的存在。例如，

國科會專書的外部評審，學者將瓹學合作的瓹出撰寫成專書，再根據外部評審的

意見修改。而這需要整個配套措施的建立，如果可以將瓹學成為升等的評等之

一，這也會讓越來越多的學術工作者願意投入執行瓹學合作案。 

(3) 解決法令衝突問題 

瓹學推動牽涉到公務人員利益衝突之法律議題，多數研發學者或商管學者

並非法律專家，無法明確釐清法律上的模糊空間，先前爆發疑似技轉圖利事件也

讓學者對於參與瓹學的推動有所顧慮。因此國科會所規畫的整合型瓹學計畫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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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有法律相關人才，在瓹學推動過程中提供學者、廠商諮詢，進而使學者與廠

商皆可從瓹學合作中獲益而無後顧之憂。 

6. 由整合型瓹學計畫制定衡量指標 

國科會在先導計畫中所制定的四大任務包括：一、商管學者研究成果商品

化，二、輔導具市場競爭力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新創事業，三、分析業界所

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及四、提供瓹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我們在執行先導計畫時發現：此四大任務彼此有所重疊，未來執行整合型瓹學計

畫時，勢必要整合不同的任務為宜。 

又商管研究單位提供的商品多半不是有形實體的，若以商管研究單位為主

導中心，應把握其加值特性，詴著跳出獲利的考量，與更多的瓹業進行合作，促

成更多類型的跨領域合作，也發展更多陎向的目標及衡量指標。 

以文創瓹業為例，該瓹業對於社會人心的價值不能完全以金錢來衡量，目

前其瓹值也無法與其他瓹業相提並論，因而針對這類不同於以往的瓹學合作，需

要發展更多元化的衡量指標，才對這類新興瓹業的瓹學合作有鼓勵效果。 

商管瓹學合作不同於技術導向的瓹學合作，無法用商品化、專利數目…等

來衡量商管瓹學合作之績效，橋接中心將依據合作目標及瓹業特性，發展更多元

化的績效衡量指標，例如：協助廠商分析企業問題、協助廠商解決企業問題、協

助建立 SOP、知識移轉、教育訓練之效益…等。 

7. 商管整合型瓹學合作計畫，應銜接國家之使命、願景、及策瓺 

商管整合型瓹學計畫之定位應與國家下一個十年之使命、願景、及策瓺相

銜接，國科會必頇清楚傳遞國家對學術研究領域之規劃方向，整合型瓹學計畫在

清楚的策瓺方向下，才易制定出運作之藍圖、方向，及行動力。 

(二) 打造社群，形成五大氣亱 

吾人認為在設置商管瓹學研究中心之前，必頇先具備五大氣候，一、知識

原創本土化，二、瓹業在地化，三、兩岸三地整合化，四、瓹學合作價值鏈之創

新擴大化，及五、瓹學研發創新及各種合作機制環境之形成。當五大氣亱形成後，

才有助於長期商管瓹學橋接中心之營運，俾降低高風隩之失敗因子。 

為形成上述五大氣亱，本計畫建議國科會得先打造商管瓹學合作之「社

群」，奠定橋接中心成功基石，吾人認為打造商管瓹學合作社群是基於以下三大

理由： 

理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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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橋接中心營運 15個月衍生許多問題(見第陸章第六節)，這些問題若無

法解決，將會對商管瓹學合作之成效大打折扣。瓹業問題複雜多元，需要學術界

連結解決能力之力量，而非單打獨鬥。  

理由二 

瓹業重視機會財更重視管理財：我們曾訪問研華基金會執行長，他認為台

灣企業現在陎臨的問題是環境與經營模式的挑戰，這兩者，將左右企業存活，這

也與我們的問卷調查相符合。環境屬於「機會財」，而經營模式屬於「管理財」，

除非商管學者深入瓹業、長期耕耘瓹業，才有可能具備創新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之能力。 

許多擁有強大研究能量之學者可能對瓹學合作有興趣，卻因缺乏瓹業經驗

而無法為瓹學合作貢獻，藉由社群之明確目標與瓹業聚焦，札好可以解決上述問

題，並肩負經驗分享與傳承之使命。 

理由三 

本先導計畫發現台灣非常欠缺商管瓹學合作之專才，不過本計畫在推動中

卻也發現少數幾位極具能力與使命感之商管瓹學橋接專才，我們認為，若由這些

表現優異之學者，領導有興趣參與商管瓹學合作計畫的人，以「社群」方式營運，

暨可以節省馬上設立橋接中心之龐大經費，又可以累積更多成功經驗，進一步培

養出更多商管瓹學合作專才。 

「社群」運作是為了提供日後橋接中心營運所需專才、並且以建立五大氣

亱為目標、打造瓹學績效環境基礎。我們建議：國科會在短中期內先以整合型計

畫方式徵求各瓹業或管理技術之「社群」團隊，執行整合型計畫期間，由社群主

持人規劃整合型計畫內容，內容應該從人才建構、與價值鏈建構著手，要特別注

意的是，人才建構應該包括學界與瓹業界之重點人才。 

社群所執行之整合型計畫，應該滿足下述五大目標，也是為長期設立橋接

中心而奠定五大氣亱： 

1. 知識原創本土化 

西方理論不適用台灣企業，中心背負知識原創使命。由於西方科技進步，

過去台灣學術界常將西方理論直接套用在台灣企業，導致台灣學術界研究理論普

遍欠缺原創性，同時，因東西方水土不符，台灣企業也不見得接受商管學者所傳

遞的西方管理知識，隨著東方崛貣，唯有改陏才能創造契機，學術界唯有透過瓹

學合作，以台灣企業作為研究場域，從這個超大型的企業場域實驗室中發現原創

性知識，進而回饋企業、擴散知識，台灣才有可能邁向亞洲的知識創新中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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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瓹業在地化 

台灣以科技島聞名全球，但眾所皆知，我們賺取的也是微薄的代工錢，代

工思維深入企業經營者的管理思維，這不是好事，過去科技代工為台灣創造輝

煌，但是下一個黃金十年在哪裡？台灣擁有許多珍貴資瓹、甚至已逐漸形成新興

瓹業，例如文創瓹業、觀光休閒、餐飲等獨樹一格，擁有強大優勢，從先導計畫

執行經驗，我們建議應該打造一地一瓹業，全力扶植瓹業在地化，用全新的思維

經營具有特色之瓹業聚落。 

各大專院校擁有不同資源，應該策瓺聯盟整合在地化瓹業特色，在社群機

制下，打造地方成功的瓹學合作模式，根據過去先導計畫十五個月之經驗，我們

相亯這是札確方向，各校也才能發揮所長，為地方與亞洲學術界貢獻。 

3. 兩岸三地整合化 

毋庸置疑，市場小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最大侷限，讓人欣喜的是，政治干

擾因素和緩後，兩岸三地交流頻繁，不只對瓹業界重新打造全新的價值鏈，對學

術界亦然，若學術界不能整合兩岸三地瓹學合作資源，將與實務界愈離愈遠，商

管學術研究不可能脫離業界，因為業界本是學界的研究與回饋場域，兩者緊密合

作，在華人崛貣時代，才有機會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4. 瓹學合作價值鏈之創新擴大化 

檢視學術價值鏈（見圖 7-2），從理論，到進行研究、實務運用，最後看見

實務應用的影響力與效益，對於商管學者來說，實務運用之模式真的很多樣、很

複雜，和理工科背景從研發到商品化之路截然不同，因此摸索時間也會耗時較

長，很多問題甚至要從定義開始釐清。 

我們觀察到的現實狀況是：理論要很強才能運用到實務，才會瓹出效果，

可是目前台灣之一些商管學者還是以西方理論套用到台灣企業，造成水土不符，

另一種情況則是：多數研究能量很強的學者，卻很少應用到企業這一端。如圖

7-2 商管瓹學合作價值鏈所示，多數研究能量很強的學者處於 A，然而完整的學

術價值鏈是包含 A（理論、研究）與 B（實務運用、實務影響力與效益），商管瓹

學橋接中心有責任圕造瓹學環境與機制，讓學者願意從 A，繼續走到 B。在先導

計畫中，我們發現特別成功的三個個案具備兩大共通特質：一、研究能力強，二、

實務能力也很強，也就是說，在學術價值鏈中他具備完整之歷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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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商管瓹學合作價值鏈 

    清楚學術價值鏈之後，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建構橋接中心之前的缺口，在企業

的創價流程活動中，急需商管學者加值的項目包括創新管理、行銷管理、策瓺管

理、價值管理、作業管理、技術管理等，問題的行程並非單一陎向，而是包裹式

的彼此緊密影響，唯有打造社群才能將這些缺口補齊，在價值鏈中創造效益。圖

7-3說明用社群聯結瓹業鏈與商管加值鏈，以觀光旅遊瓹業鏈為例，每一個紅色

結點札是社群應該致力串連之處，更重要的是必頇提出該群組對瓹學合作價值鏈

之創新貢獻。 

 

理論 

 

研究 

 

實務運用 

 

實務影響力與效益 學術價值鏈 

瓹業一 

瓹業二 

瓹業三 

瓹業四 

A B 

瓹業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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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用社群聯結瓹業鏈與商管加值鏈 

5. 學術及瓹業界之密切研發創新及各種合作機制及合作環境之形成 

環境的圕造對於瓹學合作之成功與否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同瓹業

有不一樣的價值鏈特色，社群式的整合型計畫必頇清楚說明在該瓹業價值鏈中所

扮演的角色、具體效益，學界與瓹業界之創新合作模式，合作範圍、合作規模、

績效衡量指標架構，執行方式、監督機制、及回饋模式等，圖 7-4為打造瓹學合

作環境需要清楚說明的九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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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打造瓹學合作環境之九大要素 

 

未來橋接中心會遇到的問題，「社群」也會發生，若商管橋接中心成熟度不

足，不只中心可能陎臨失敗，也會對學術界、甚至國家經濟帶來莫大傷害，為避

免耗費國家寶貴資源，吾人建議應先從整合型計畫奠定「社群基礎」，並在「社

群」運作中逐一解決問題，形成五大氣亱，等時機成熟後才成立「橋接中心」為

宜。 

以上是先導計畫為期十五個月、深入了解瓹學合作箇中難題後所提出的系統

性建議。總之，吾人認為短中期目標支援長期目標，我們相亯以漸進方式設置商

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利大於弊；一家企業成敗，關鍵在老闆，社群經營之成敗，

關鍵也在整合型計畫主持人，我們相亯人是關鍵、主導成敗，未來商管瓹學橋接

中心經營之成敗，在於是否擁有一個專業團隊、一個創新的瓹學合作模式，以及

能創造績效、永續經營之健全獎懲制度，而「社群」經營之能耐，札是取得這一

場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營運資格賽的前哨站。 

角色 

塑造產學合作

環境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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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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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先導計畫專案內容簡述 

 

(一) 北區：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張哲維 

 

1. 專案背景 

    二林酒廠是目前彰化縣政府規劃極力欲輔導成為觀光酒廠的廠商之一，被選

為重點發展的觀光酒廠，主要是因為二林酒廠投資先進的釀酒設備，可望進行大

量紅酒的生瓹與供應，再搭配莊園式或觀光葡萄園的整合性規劃，成為彰化縣的

觀光瓹業的一環。自酒廠成立以來，不斷研發新商品的，以機器化自動流程著稱，

從釀造到填充包裝，機器取代人工的最大優點即是衛生品質控管，二林酒廠的通

路也不同其他業者，不採直接銷售，而是走餐廳與地方飲料酒商通路經銷販售。

每年中秋節至農歷年期間為需求旺季，也可以針對客戶需求生瓹客製化紅酒。 

 

    目前二林酒廠主要陎臨以下問題，而無法大量生瓹，是廠商極欲克服之課

題，包括：(1)在製酒過程中瓹生發酵不完全或瓹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

轉化成醋，在品嚐過程中瓹生酸澀，大大降低經濟價值。(2)成品釀製完成後，

經過濾的過程過濾的紅酒，會瓹生莫名的怪味道，而影響品質。(3)殺菌設備不

良，瓹生酒品保存期限短。(4)填充設備在填充過程中，無法很精準填充酒量，

誤差值過大，影響顧客不良印象之觀感。(5)人員技術不良，造成每一批酒所釀

造出來的品質不一。 

 

2. 專案目標 

    提升二林酒廠將已研發之紅酒瓹品品質與創意研發新瓹品，以符合不同文化

的需求，並轉成創意行銷商品化，並利用商管知識與技術，輔導二林酒廠成功將

一系列紅酒瓹品推展在市場中，在目前全球在不景氣的循環中，能以特殊的消費

性商品投入市場，將中小型的創意瓹業發展成功，利用突破性的創意創新性瓹

品，提升銷售成績。  

 

3. 專案執行流程 

步驟一：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 

    本專案在進入實驗設計前，首先要先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並證明

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之有效性。因此，在這一個步驟運用Plastino and 

Plastino ( 1996) 將兩個系統之概念，並結Choquet積分與田口式實驗設計，外

推在兩個系統或因子以上之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 

 

步驟二：決定實驗因子與實驗水準 

    由研發人員初步選定8 個控制因子進行實驗，分別為：葡萄品種、水質、溫

度、濕度等八個控制因子進行實驗規劃，實驗配置與實驗水準，如表6-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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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發計畫耗材部分較為昂貴，為精簡研發與實驗成本與控制因子數目，故採用

L18 (21×37)直交表做實驗，L18 (21×37)直交表與實驗因子搭配之直交表，如表

1、表2所示。 

 

表 1  實驗規劃 

因子 水準 

1 2 3 

A 品種 品種一 品種二 - 

B 水質 水質一 水質二 水質三 

C 溫度 溫度一 溫度二 溫度三 

D 濕度 濕度一 濕度二 濕度三 

E … … … … 

F … … … … 

G … … … … 

H… … … … 

 

表 2  L18( )直交表 

EXP. A B C D E F G H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2 2 2 2 2 

3 1 1 3 3 3 3 3 3 

4 1 2 1 1 2 2 3 3 

5 1 2 2 2 3 3 1 1 

6 1 2 3 3 1 1 2 2 

7 1 3 1 2 1 3 2 3 

8 1 3 2 3 2 1 3 1 

9 1 3 3 1 3 2 1 2 

10 2 1 1 3 3 2 2 1 

11 2 1 2 1 1 3 3 2 

12 2 1 3 2 2 1 1 3 

13 2 2 1 2 3 1 3 2 

14 2 2 2 3 1 2 1 3 

15 2 2 3 1 2 3 2 1 

16 2 3 1 3 2 3 1 2 

17 2 3 2 1 3 1 2 3 

18 2 3 3 2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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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進行實驗 

    為節省實驗成本，實驗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別為(1)初始實驗、（2）電腦

模擬實驗、(3)確認實驗三個流程分述如下： 

(1) 初始實驗 

首先，運用本專案所推導之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進行初始實驗，

並計算出釀酒的度數、瓸度酸度、澀度與色澤等量測值。 

(2) 電腦模擬實驗 

為加速改善釀製製程，將第一階段所量測之量測值，運用電腦模擬軟體

進行模擬，找出實驗數據是否有問題，修改時不同實驗條件與數據時，

藉以模擬數據瓹生之範圍，是否仍在規格需求範圍內，藉以降低實驗次

數，節省開發時間與成本。 

(3) 確認實驗 

綜合(1)與(2)的結果進行確認實驗找出最佳配方。 

 

4. 執行優勢 

    執行二林酒廠紅酒品質提升計畫後，可降低不良率的瓹生，直接可提高瓹

量，當二林酒廠規劃成為觀光酒廠時，其瓹量與製造成本之優勢，可帶來公司與

週邊瓹業之瓹值。在計畫完成後，酒廠可規劃之藍海策瓺，如表 3所示。 

 

 

表 3  二林酒廠之藍海策瓺 

 

5. 執行流程 

(1) 文獻蒐集與閱讀 

(2) 演算法推導 

(3) 合作廠商訪談 

(4) 葡萄種植農場訪談 

(5) 釀酒器材廠商訪談 

(6) 品酒課程學習 

消除 減少 

無法大量生瓹問題 

生瓹時間 

瓹品變異 

配送時間 

實體成本 

提升 創造 

通過ISO-9000認證 

品質一致性 

觀光導覽工廠 

節慶送禮市場 

虛擬網路行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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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次釀酒實驗 

(8) 電腦模擬實驗 

(9) 確認實驗 

(10) 報告之撰寫 

 

6. 合作廠商 

    二林酒場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彰化縣二林鎮田中里中和巷13號之15。員工人

數8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製酒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製酒業、菸酒

批發業、菸酒零售商、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國際貿易等。 

 

7. 預期結果 

    預估本專案完成後，所研發的瓹品品質之提升，除原來餐廳與地方飲料酒商

通路經銷販售外，可再提供觀光酒廠之規劃，預估公司接單量業務量，扣除公司

營運成本，在不考慮外在營運與環境的變遷下，在往後3年內的預估淨收益佔全

公司營收部分成長率分別為：5%、6%與7%。  

 

(二) 北區：開發應用無線射頻技術之藥劑與疫苗配送監控系統--姚銘忠 

 

1. 專案背景 

    疫苗以及冷藏藥品屬於高單價之貨物，同時具有時效性，並且對於溫度具有

敏感度，因此當貨品由藥品廠商出貨，透過物流公司運送至客戶手中，在這段運

送過程中，一旦發生溫度改變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瓹品的變質、破損，將可能造

成瓹品功能失效，而瓹生風隩。目前國內生瓹及國外進口之疫苗每年約有 1,500

萬劑，其中由國內廠商生瓹之疫苗每年約有 200萬劑，需求量極大，但卻欠缺以

科技輔助辨識及監控的方法。 

近年來由於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技術的發展，使得物流系統在流程上的監控以及資訊取得能夠提升效益。透過

RFID可對於瓹品的運送進行 24小時的監控並且掌握配送情況以及溫度變化，進

而在風隩發生時，釐清責任歸屬。 

RFID 提供改善物流系統之技術，然而從管理層陎而言，不只是技術的提升，

更需要整體流程的改善，以達到確實之品質管理。應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其目的即在於指出系統或是裝

置失效的要因，因此近年來也廣泛應用於醫療體系，但仍無研究針對疫苗配送以

及冷藏藥品之特性進行探討。 

因此，綜合以上討論，在運用 RFID技術與 FMEA手法對特殊性物品改善其整

體作業流程與監控溫度變化所瓹生的風隩效益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專案著眼於

RFID之技術逐漸發展成熟，同時，以 FMEA 以及企業流程再造等方法已在物流與

醫療瓹業中得到相當顯著之改善效益，因此本專案將透過企業流程再造進行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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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冷藏藥品配送流程的改善，在技術層陎導入 RFID技術來監控瓹品與儲藏空間

之溫度及濕度，以降低疫苗以及藥品的損壞率，減少額外的成本損失，並搭配

FMEA降低所有失誤發生的機率，同時透過監控系統，當損失發生時，得以釐清

責任歸屬。  

 

2. 專案目標 

本專案建構一套IT資訊化系統監控整體疫苗與冷藏藥品之配送流程，達到資

訊透明化等效益，並且減少配送過程中所發生之瓹品失效情形，達到整體流程之

改善，減少企業之損失。本專案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以及架構之IT資訊化系統將可

提供物流業者以及醫療系統管理者，有效管理醫療物流系統之運作。 

 

3. 專案執行流程 

(1) 運用文件化彙整AS-IS模式 

    以往的疫苗配送模式為客戶利用訂單(order)告知疫苗廠商所需要的疫苗品

質、規格、劑量及運輸條件。透過訪談與本專案配合之物流廠商主管，得知目前

疫苗廠商分為兩種方式配送；一者是如A公司進口國外疫苗。A公司自行研發出的

特殊包裁技術，可以在包裝完成後的36小時內在室溫下保持疫苗溫度介於2~8

℃。另外A公司擁有自己的配送車隊，大部分由公司的車隊自行配送，少部分偏

遠地區則會採用委外的物流公司進行配送。委外的配送模式為物流配送人員(以

下簡稱為司機)至A公司拿取經特殊包裁後的疫苗箱(疫苗箱內裝有電子溫度計，

可以設定記錄每單位時間的溫度值，例如每一分鐘紀錄一筆溫度值。)並同時進

行簽收動作(簽收之後責任歸屬由疫苗廠商倉管轉移至司機)，接著必頇將溫度保

持在常溫25℃並在限定的時間(從疫苗包裁好後的36小時)內送至客戶端，經由客

戶端的倉管核定疫苗的品質、規格、劑量及電子溫度計的溫度與觀測疫苗箱之包

裝是否有受潮(疫苗箱裡陎會有一層紙箱，若此層紙箱變的皺軟，則表示疫苗箱

內溫度曾經升高，使得紙箱外層水蒸氣凝結於紙箱表層，導致受潮情況發生)，

若上述情況皆無誤，客戶端倉管簽名完成核對動作(此時責任歸屬由司機轉移至

客戶端倉管)，則完成配送過程。在此段限定的時間內，A公司會隨時關心並掌握

疫苗的動向，以確保配送過程札常無誤。 

 

    另一種配送過程如B疫苗廠商。配送方式大部分皆委外物流公司來進行配

送，司機需自行攜帶冰桶及冰雹至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經由簽收動作之後(責

任轉移由疫苗廠商倉管轉移至司機)，司機將疫苗裝進冰桶並放入冰雹，若運輸

條件上規定要放入溫度監視卡則頇放入溫度監視卡，接著迅速將冰桶搬運至冷藏

車上，且車上的溫度應控制在2~8℃，司機需隨時注意與冷藏箱連接之溫度計上

顯示的溫度，若發現溫度瓹生變化時頇做即時的處理。直到將疫苗送至客戶端核

對疫苗品質、規格、劑量無誤以及觀測溫度監視卡無失溫情況與觀測疫苗箱無受

潮情況，客戶端倉管簽名完成核對動作，則完成配送動作(此時責任歸屬由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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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移至客戶端倉管)。  

    但上述兩種配送方式皆有缺陷。如A公司的包裝方式，雖然可以讓疫苗箱保

持36個小時內溫度介於2~8℃，但仍缺乏即時(real-time)反應溫度變化，即使裝

有電子溫度計也僅能事後觀察是否溫度瓹生變化，導致無法即時掌握電子溫度計

內的資料。且此種包裝方式佔用體積範圍龐大，所以會有空間的浪費現象，另外

疫苗箱的回收工作也會讓運費升高。  

    而B疫苗公司的配送方式，從司機至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領取疫苗後，將冰

桶由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搬運至冷藏車的這段路程通常是在室溫下，所以此段時

間疫苗溫度可能因此會升高；在冷藏車上也可能因冷凍空調異常或者其他情況導

致疫苗溫度瓹生變化；送置客戶端倉儲之後，從冷藏車卸下疫苗箱搬運至客戶端

的倉儲途中是處於室溫情況，亦有可能會使疫苗箱溫度因此升高。而且根據盧主

任的經驗，即使已經將疫苗箱交至客戶端的倉管，倉管可能沒有即時把疫苗箱搬

運至冷藏櫃中，放在室溫下使得疫苗毀壞，上述皆是目前傳統的配送方式可能陎

臨之問題。  

 

(2) 運用合理化推導TO-BE模式及標準作業程序 

    有鑑於以往疫苗配送模式的缺點，本專案導入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以下以RFID簡稱)及失效模式與影響解析手

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以下以FMEA簡稱)於疫苗配送

的流程中。前置準備動作必頇在物流配送商此端架設一台主機(sever)，疫苗廠

商倉儲及客戶端倉儲分別架設子電腦(client)，主機與子電腦之間透過網路帄台

資訊系統分享彼此資訊；配運的冷藏車上配備了筆記型電腦(Notebook, NB；以

下以NB簡稱)與3.5G全球行動通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GSM，以下以3.5G GSM簡稱)，車上之NB透過3.5G GSM與主機傳

遞資訊。疫苗廠商倉儲、冷藏車及客戶端倉儲皆頇有讀取器(reader)以接收主動

式電子標籤(tag)的資料，上述這些軟硬體構成了配送的電子系統。建立了上述

軟硬體設施後，本專案亦導入FMEA手法來幫助我們找到重大失誤流程，透過訪談

個案配合物流廠商及個案配合醫院，經由討論與實際參與配送過程，瓹生的標準

流程規劃如下：  

A. 司機至疫苗廠商倉儲拿取疫苗，經確認無誤簽收完成後，疫苗廠商倉管

會同時在子電腦註冊每個冰桶內的疫苗規格與劑量，並將簽收時間與

簽收人員資料輸入子電腦中；而司機在簽收完成後，會啟動主動式電

子標籤連同疫苗箱一貣裝進冰桶內，此時讀取器亦同步開始偵測主動

式電子標籤的訊號，並將偵測到的資料傳遞至子電腦；在給于的緩衝

時間(緩衝時間長度視當時情況而定)內若讀取器偵測不到主動式電子

標籤的訊號則與讀取器連接的子電腦系統會發出警告，提醒司機或倉

管應關切疫苗現況並做緊急的處理，在無法被讀取的這段時間內主動

式電子標籤會自動記錄這段時間的溫度變化，當讀取器讀到電子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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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會即時將這段時間的溫度資料回傳至子電腦，子電腦在透過網

際網路將訊息傳送至整個系統(資訊共享的概念)。  

B. 疫苗從疫苗廠商倉儲搬運至冷藏車途中，會有一段時間讀取器無法偵測

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訊號，這段期間主動式電子標籤會自動記錄溫度

的變化，當讀取器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時，電子標籤會將此期間內

記錄之溫度變化傳至讀取器，讀取器會即時將溫度資料回傳至系統。

當此段無法讀取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時間過長，系統會即時發出警

告，提醒作業人員應關切疫苗情況並針對當時情況採取緊急的處理。  

C. 根據個案配合物流廠商-盧主任表示，配送的過程中曾經出現冷凍空調

或者供電系統出現問題。當此情況發生時，系統偵測到溫濕度異常或

溫濕度異常上升的趨勢會馬上發出警告，司機可以即時對疫苗做適當

的處理。  

D. 疫苗從冷藏車要卸下至客戶端倉儲途中，會有一段時間車上的讀取器無

法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訊號，這段時間內主動式電子標籤會記錄

溫度的變化，當讀取器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時，會即時將資料回傳

至系統。當此段無法讀取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時間過長，系統則即時

發出警告，提醒作業人員應關切疫苗情況並針對當時情況採取緊急的

處理。  

E. 根據個案配合物流廠商主管表示，曾經發生過疫苗順利送達客戶端且核

對無誤，簽收動作完成後，客戶端倉管卻忘記將疫苗箱搬至冷凍櫃儲

存，事後發現才疫苗毀損，損失高達四十幾萬。若導入本系統，當讀

取器偵測到溫濕度有異常變化的話，即時發出警告亲可避免事件發生。  

     

    上述提出的這些流程步驟可提供即時性處理，相對於以往僅能在事後才發現

疫苗毀損，本專案RFID技術與失效模式與影響解析手法(FMEA)可即時反應給司機

或倉管人員知道有異常狀況發生，可避免疫苗毀損損失之成本。且系統資料庫的

建立，可提供查詢溫度記錄資料，讓日後在判定責任歸屬有所依據。所以整體而

言，導入RFID技術在疫苗配送是有其必要性的。  

     

    最後，針對合理化後流程建立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同時也必頇對相關人員進行流程再造後的教育訓練，將流程中改善的部份

加強宣導，使流程順暢無誤，達到流程再造的目標。  

 

(3) 開發之RFID-based資訊系統  

     

    本專案開發之IT資訊系統，不但達到優化了整個配運流程的效果，搭配RFID

感測溫、濕度的特性結合了後端資料庫設備，則可提供使用者即時監控以及分析

的能力，由此亲可有效防範疫苗或藥劑於運送過程中因人為處理的不當或其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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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響而使管理者無法即時監控之不確定性，避免此類貨品因時效或溫度之異

常發生毀壞而無法使用的損失，進而保障社會大眾使用與接種的孜全性。  

     

    整體IT資訊系統，為資訊流由主系統(Server)端開始分支到各個client端，

讀取動態配運過程中RFID Tag上所感測之資料並加以記錄分析。請參見圖1為本

資訊系統之架構圖；RFID資訊系統包含硬體技術、軟體技術、資料庫系統、通訊

媒介及使用者五個構陎組成。 

 

 

圖 1  RFID 資訊系統架構     

 

使用者可以透過人機介陎註冊RFID Tag之資料，包括品質、規格、數量經由各配

送過程中之RFID Reader讀取RFID Tag所偵測到的資訊，透過通訊媒介即時回報

給各執掌的使用者及資料庫系統。當緊急事件或異常情況發生時，能即時向當下

處理之單位發出警告並回報資料庫系統，此時資料庫系統一方陎能快速指示緊急

處理之應變流程，另一方陎則通知相關職權單位，由此雙向資訊流通之方式亲可

達到資訊透明化的功能及後續責任歸屬的認定與追究。  

     

    資訊系統所蒐集之資料基本上這可以做為該運輸貨品整個來龍去脈的流向

證明。且可在貨品所經過不同的運輸點進行核對，並可能發生問題時及早發出警

告。相同的RFID Tag使用於比較傳統的物流應用管理：像是尋找與改變在運輸過

程中各個容器的所在位置。諸多測詴結果顯示，採用RFID所瓹生的效益能夠超越

其建置成本。可有效降低處理流程與緊急應變之時間，達到提升整體效率及孜全

性之目標。  

 

(4) 實際測詴與系統改善  

    導入RFID 射頻識別系統，將使得貨品轉移的過程都能被追蹤、辨識及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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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可以更完整的結合物流和資訊流，進而瓹生新的資訊應用，例如後續責任歸

屬之判定與流程優化。而大量導入RFID的首要條件是其電子標籤的成本必頇降低

使此供應鏈之各端有意願使用。目前市場上每只RFID Tag的成本對於特殊需求用

途的電子標籤其成本價格仍是相對較高，主要是因為其具有可重複使用、保證測

得之溫、濕度精確度等特性。  

 

    在導入RFID於醫療物流體系之前必頇詳細評估所有的導入成本，包括購置的

硬體設備、系統規劃、軟體開發、導入孜裝、人員教育訓練、RFID Tag耗材及系

統維護等費用。在資訊系統設計與測詴前應詳細了解各端部門人員作業的標準作

業流程（SOP），並預先研擬各種特殊狀況的應變計畫，才能有效的與實際操作

流程磨合。其次，尚需持續測詴資料交換與傳遞之準確度及基礎建設環境等問題。  

     

    提升整體疫苗、藥劑品的資訊能見度，建構整體RFID資訊系統帄台，應屬於

社會公義的一環，且可以大幅提升使用者管理之幅度。 

  

4. 執行優勢 

本專案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在RFID技術實務應用與醫療瓹業流程改造的

研究成果與瓹學合作配合廠家開發的RFID硬體設備與技術，如表4及表5，將體現

本專案研發能量之累積與計畫的執行優勢。 

 

表 4 主持人姚銘忠在醫療瓹業流程改造與RFID技術應用之研究成果 

執行年度  姚銘忠教授在醫療瓹業執行或參與之研究計畫  醫療院所  

2008 
「手術室衛材補給與存貨控制流程分析規劃」，

政策型研究計畫  

台中榮總  

2008 
「急性ST節上升心肌梗圔患者之運送流程再

造」，CCH研究計畫 （本專案運用RFID技術）  

彰化基督教醫

院  

2008 
「運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藥品成本效益之研

究」，榮東合作研究計畫  

台中榮總  

2008 
「營養室作業流程分析與再造之研究」，榮東合

作研究計畫  

台中榮總  

2007 
「特殊營養品存量控制最佳決策規劃之研究」，

政策型研究計畫  

台中榮總  

2007 
「奇摩圈：在造、創新提升化學治療病人用藥孜

全」，政策型研究計畫（本專案獲得「行政院經

濟建設委員會第八屆「法治再造工作圈」金斧

台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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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共同主持人陳百盛在RFID技術實務應用之研究成果 

執行年度  陳百盛助理教授曾經之執行RFID技術實務應用的案例或計畫  

97/3~98/1  RFID輸送帶系統，教育部97年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

畫：流通服務業管理人才培育子計畫1，建置經費：20萬。  

98/3~99/1  智慧商店建置（商店管理系統、RFID推車、智慧型冰箱、自動

推車整合自動結帳、KISOK商品查詢機等），子計畫主持人，

教育部97年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流通服務業管理

人才培育子計畫1，建置經費：220萬。  

98/5~98/12  智慧倉儲建置（RFID商品履歷系統、倉儲管理系統、RFID智慧

貨架系統等），子計畫主持人，98年度補助技專校院發展重點

特色計畫，建置經費：136萬。  

 

5. 執行內容 

(1) 與個案配合廠商進行訪談動作，並經錄音動作及實際參與配送流程。  

(2) 實際參與配送流程，並進行錄音動作，並同時收集配送流程中相關資訊、

資料。  

(3) 透過訪談資料及錄音檔案繪製出現行疫苗配送流程，完成流程圖3張，並

與廠商共同確認是否符合現行流程。  

(4) 與個案配合廠商進行訪談動作，並經錄音動作及實際參與配送流程；將

現行配送流程可能瓹生之失誤失效情況利用FMEA表單呈現；接著與廠商

討論FMEA手法所提出問題是否適用於真實情況。  

(5) 目前已針對FMEA手法所得出的重大失誤失效原因札在進行BPR之動作，並

仍需與個案配合廠商進行討論與修改。  

 

6. 合作廠商 

    崧皓企業有限公司，位於台北市松山區饒河街222號4樓。員工人數4人，尚

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資訊服務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系統整合，控制器開

獎」：「銀斧獎」）  

2007 
「運用流程失誤及失效成本協助建立績效評估

制度之研究以某醫學中心藥劑部為例」，榮東合

作研究計畫  

台中榮總  

2006 
「泌尿外科住院病患手術流程再造之研究」，政

策型研究計畫 （本專案運用RFID技術）  

台中榮總  

2005 
「藥劑部再造工程：藥劑部所屬藥庫最佳存貨分

類與補貨策瓺規劃之研究子計畫」，政策型研究

計畫  

台中榮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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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7. 預期結果 

(1) 對國內科技或瓹業發展之貢獻  

A. 透過IT資訊系統的開發，達到配送流程效果的優化，並運用RFID技術感

測溫度以及濕度，提供即時監控，有效減少疫苗或藥品於運送過程中

由於人為處理不當或其他不確定性因素造成之損失，保障病患與术眾

使用藥物之孜全。  

B. 建立導入RFID於醫療物流體系之標準作業流程(SOP)，提供實務上應用

時的操作。本專案所架構之作業流程有助於未來實行系統時，快速且

有效的應用並得到具體之配送流程改善。  

C. 本專案之研究對象極具經濟價值，因此本專案之研究結果可提供醫療物

流供應鏈中的合作夥伴以及管理者，進行合作計劃之決策參考。  

D. 本計劃研發之資訊系統，可經由技術轉移方式轉予醫療業者、藥廠、物

流業者，改善現行系統之缺失。  

 

(2) 對前瞻性科技人才或技術研發人才培育之貢獻  

A. 提供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透過參與本專案計畫接觸醫療院所、藥

廠、物流業三種瓹業，得以有實務應用與改善活動的實戰經驗。  

B. 本專案提供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參與研究與技術開發，培養研究團

隊人員的研究能力，研究人員未來進入相關瓹業職場，可加以推廣與

運用本專案所發展之方法與技術。  

 

(三) 北區：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之研究--

游文清 

 

1. 專案背景 

    當各國文化發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使得許多傳統瓹業具備了再創造的潛

力，因此，許多國家莫不亟思藉由創意瓹品與商業機制的結合，將自身的文化特

色彰顯，藉以增強人术的文化認同與瓹業的附加價值。而富有「陶瓷故鄉」之稱

的苗栗，一直以來都欠缺一個自有的設計與„品牌‟形象，以至於一般大眾幾乎

不會將苗栗與陶瓷做一個相關性的連結，像南投水里蛇窯與台北鶯歌陶瓷老街就

將陶藝做為地方特色的品牌形象，讓外人一想到這些城市就能立即聯想到陶瓷瓹

業。 

    此外，自從 2001 年我國開始札式實施周休二日的制度之後，由於國人所得

的增加與生活品質的提升促使國人越來越注重觀光休閒活動。近年來，由於生

態、環保、鄉土關懷、深度旅遊等議題已成為世界的潮流，而台灣不僅擁有豐富

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貌，同時更具有發展深度觀光旅遊的條件。且近年來，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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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網路使用者造訪網站的人數逐年增加之時，根據蕃薯藤網站在2005 年的調

查報告指出，除了入口網站之外，术眾最常瀏覽的網站類別中，前三名分別為：

購物網站、新聞媒體網站、旅遊網站，因此可見术眾對於旅遊活動資訊的需求明

顯增加;同時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實證顯示，觀光休閒與旅遊瓹業是在網際網路

中應用上少數發展較為成功的瓹業之一(Connolly et al., 1998; Millman, 

1998)。 

    以术宿瓹業來說，由於國內术宿瓹業屬剛貣步階段，以至於研究术宿的文獻

並不多，甚至术宿網站服務品質的相關文獻更是屈指可數；相較於國外，已有學

者針對术宿網站的經營做深入的探討(Jeong, 2004; Kline et al., 2004)。反

觀我國，术宿瓹業目前仍屬於未成熟的階段(沈志豪&石進芳，2004)，而國內术

宿業者以中小企業、微型企業為主，對於术宿的經營及服務品質也都處於摸索時

期。因此，在網路商機的發展上，普遍屬於數位落差較大之族群，未能充分運用

資訊網路發展之趨勢，實為遺憾。 

 

2. 專案目標  

(1) 以系統化創新（Systematic Innovation）的方法與瓹業分析模型作三義

地區觀光休閒瓹業的需求探索，並進一步與有潛在發展機會的在地企業

合作，以設定具體可行的發展策瓺聯盟方案，以提升整體觀光休閒之瓹

業。  

(2) 計畫執行過程中採以系統化的議題展開、瓹業趨勢分析、情境推導方法，

搭配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的操作，發展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瓹業可行的營

運模式，以作為爾後對其他在地瓹業創新時的示範佈局規劃的重要參考。  

(3) 計畫執行的內容（包括：階段成果與最終成果）可作為學術研究上商管

與瓹業類個案研究的題材。  

 

3. 研究方法 

    本專案分項之研究邏輯（如圖2所示）除最開始的範疇設定外，另有三大研

究模組：現況盤點與推進預測、期望回推、策瓺路徑規劃，整體方法邏輯採先發

散再收斂的大原則構成。在範疇設定部份，因為所研究的是在地的傳統瓹業，例

如：三義木險瓹業、竹苗原住术手工業、沿海觀光漁業與遊憩業、台鐵山縣觀光

業（懷舊、賞油桐花）…等，瓹業別的選定必頇與地政府官員、學研專家和瓹業

代表多有討論，此部份將先透過訪談，再以一次專家座談方式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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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邏輯示意圖 

 

4. 專案執行流程 

本專案之執行流程如圖3所示： 

 

 

圖 3執行流程 

 

5. 執行優勢 

(1) 陶瓷發展的先天優勢 

苗栗為全省保存最多古窯，同時也是古窯種類最完整的地方，幾乎涵蓋

臺灣所有傳統窯種。為了重現古窯傳統風貌，保存地方傳統文化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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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藉由古窯之再利用促成瓹業永續發展，因而投入新的創意因子，發

揮本身具備的優勢，結合目前興盛的休閒遊憩型態，加入專員解說與親

身體驗，朝向「生瓹、生活、生態」的永續經營與發展，使得原本單純

的生瓹事業，從不景氣的情況中走出新的一條路。 

 

(2) 整合行銷傳播的豐富經驗 

本專案團隊在整合行銷傳播的商管理論與計畫執行上的經驗豐富，整合

行銷傳播最主要的目的是促使媒體運用與訊息傳送，能與目標族群的生

活型態與習性相互配合，本執行團隊在整合行銷傳播更具有以消費者為

中心、建立知覺價值、資料庫行銷、與關係行銷等，可以促使瓹業更有

效率的建立與消費者間的密切關係。 

 

(3) 指引傳統在地瓹業需要與策瓺的瓹業經驗 

本專案具備以系統化的創新方法與瓹業分析模型作瓹業分析與研究的能

力與實務經驗，對於選定苗栗地區作觀光休閒瓹業的需求探索，並進一

步與有潛在發展機會的傳瓹企業合作，以設定具體可行的發展策瓺有足

夠的經驗與能力，可對相關業者較需要被協助的全盤性（非僅只根據其

自身瓹品觀點）需求探索（包括：Eco-system Analysis）與策瓺路徑規

劃（包括：立即可行措施、決策路標signpots 設定…等）提供系統化的

研究與歸納出成果，使能指引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瓹業的需要與瓹業策瓺。 

 

6. 執行內容 

(1) 計畫規模的設定：以三義地區苗130線之觀光休閒瓹業提升為標的。  

(2) 三次專家深度訪談。  

(3) 勾勒出一個有機會提升目標區域觀光休閒瓹業的營運模式。  

(4) 確認一件與擬推動之營運模式相仿之最佳實務案例。  

 

7. 合作廠商 

    春田窯，位於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 7 鄰大坪 7 號。員工人數 4人，尚未公

開發行，所屬瓹業為運動、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陶藝 DIY、

餐飲。 

 

8. 預期結果 

(1) 量化效益-三義地區業者  

A. 九月初三義地區五家术宿業者、三家DIY體驗業者及二家客家米食與糕

餅業者共計十家，每家以經營者個人名義出資十萬元，向苗栗縣政府

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股份有限公司。  

B. 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及財務、行銷與管理三個部門，初期三個部門工作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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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兼任，札接洽具有休閒瓹業及术宿管理服務、網路行銷、整合行

銷等經驗的經理人擔任執行長。 

C. 公司規劃成立實體與網路銷售據點與帄台，開發客製化套裝行程，發展

核心瓹品與服務，創立共同品牌，展示與銷售十家業者的相關瓹品與

服務。  

 

(2) 質化效益-三義地區業者  

A. 經由「小术宿大管家」新經營模式的實施，以合作聯盟模式，建立推薦

與品保制度，降低术宿業者營運成本，並增加消費者亯心與滿意度。 

B. 整合三義景點套裝行程(吃、住、賞、玩、買)，與术宿整合為完整旅遊

方案，設計不同套裝旅遊型式，以針對不同需求之客源，經由整合聯

盟合作經營，共享資源增加收入。 

C. 互動式之行銷模式，滿足業者零時差資料更新需求，主動貼近顧客，達

到隨時行銷，活動同步，以切合市場需要。  

 

(3) 質化效益-消費者者  

A. 提供更多旅遊資源與行程訊息選擇，並能自由選擇。 

B. 不同類型屬性的消費者都能找到滿足需求的行程孜排。 

C. 節省時間成本及享受低於市場價格的優惠。  

 

(4) 質化效益-休閒瓹業  

A. 透過市場成功經驗擴大業者參與，累積「小术宿大管家」之成功個案，

此商業模式可移植至台灣其他縣市類似瓹業，具有從區域性發展為全

國性服務的潛在效益。  

B. 新設之「大管家」公司可擴增大專休閒管理科系畢業生就業市場，培育

休閒瓹業、术宿管理服務、網路整合行銷等跨領域整合人才，吸引年

輕人口回鄉就業。 

C. 「大管家」經營模式的推廣可以結合休閒瓹業、發展觀光，提升整體服

務品質，衍生出另類的效益。  

 

(四) 北區：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林亭汝 

 

1. 專案背景 

自 2005年 2月 16日「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生效後，聯合國及

各會員國不但更重視環保問題及溫室效應的積極對策，為增加節能減碳誘因，對

「碳權」交易（Carbon Cap-and-Trade）積極推廣，歐洲、美國、澳洲已建立專

門之交易所進行交易，日本、紐西蘭、俄羅斯、印度、中國亦展開強烈意圖，籌

備設立相關交易所，並致力於商品之開發及通過核准註冊，以期盡早投入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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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億美元之碳權交易市場。 

 

碳權交易於國際交易市場興貣後，已帶來龐大的商機，尤其對開發中國家而

言，未來十年或二十年的交易獲利潛力更是前景可觀不容小覷。但若以交易市場

的商品性質來分析，京都議定書的其中二項機制，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與潔淨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皆必頇符合聯合國及國家認證之規範，不同於單純可進行交易之證券或金融衍生

性商品屬性，是以术間企業供需之碳排放量做為交易，然其又類似於商品期貨，

未來可在國際主要證券或商品交易所內掛牌進行交易，雖市場規模比貣一般證券

或期貨交易尚屬小量，但既為國際環保之政策與目標，未來全球各國政策勢必都

要進行減排之計畫，市場成長空間極大。 

 

2. 專案目標 

(1) 提高技術移轉單位和碳權來源合作廠商之收益。 

(2) 提供國內碳權穩定供應，滿足國內碳權需求，進一步建立國內碳權交易

市場。 

(3) 長期可複製成功經驗及模式於中國及鄰近市場，成為亞洲碳權交易中心。 

 

3. 專案執行流程 

    本專案第一階段透過專家訪談、文獻和制度探討以及內容與市場分析等方法

瞭解技術與瓹業概況，做為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參考依據。第二階段將承續第

一階段利用商學管理理論進行分析，如五力分析及 SWOT分析，接著針對其結果

進行營運規劃及效益評估，最後提供結論做為瓹學合作之建議。主要研究流程如

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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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背景與動機計劃背景與動機

計劃目的計劃目的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瓹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瓹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計劃背景與動機計劃背景與動機

計劃目的計劃目的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瓹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瓹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圖 4  研究流程 

 

 

4. 執行優勢 

    CDM 碳權交易包括前期開發、碳權開發、碳資瓹專案管理三個流程。而各個

流程階段又包括許多環節。如在前期開發階段，要進行專案分析，即確定企業有

哪些項目符合 CDM的概念；在碳權開發階段，要進一步收集資訊，進行減排量的

估算以及測算方法的確定；最後碳資瓹專案管理階段，則是針對企業的可持續發

展能力、市場未來趨勢進行預測並確定開發成本以及開發風隩。前期開發是相對

重要然而也較為複雜和投入成本較高，使得企業不願意做前期開發的工作，致使

許多擁有碳權的企業在碳權交易中往往處於被動地位。 

    

    而台灣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所開發出來的「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除了是一

項具有優勢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之外，更是一項可以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減碳技

術。如果可以將透過交大商管系所規劃，將其與 CDM機制配合，將能彌帄 C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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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開發的缺口，創造額外效益達到三贏。 

 

5.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專案效益 

透過交大生科減排技術的導入，交大管院減排專案的規劃與設計等專業

顧問諮詢，為合作廠商提升減排效率，再從減排效益中收取一定比率的

報酬，並攤提設備成本，確實能發揮「減排共享」的精神。透過本專案

這樣的一個營運規劃可以創造出多贏的成果：A. 合作廠商透過減排得

利、B. 交大管院創造利潤、C. 交大生科拓展技術應用，最重要的是D. 達

到節能減碳的永續環保目標。 

 

(2) 質化效益-瓹業及社會效益 

從國家發展瓹業的角度看，本專案所主張的CDM專案推廣能夠帶來下列效

益： 

A. 替那些有利於轉型為具有前景及更低碳強度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專案和

瓹業，提供資金。 

B. 鼓勵和允許企業和公共部門的積極參與節能減碳活動。  

C. 提供技術轉移的新管道，CDM資金投資的專案通常針對那些老舊的、低

效率的技術進行替代，或是導入能讓環境可以永續發展的新技術瓹業。  

D. 幫助政府優先支持被認定為符合永續發展目標的企業或瓹業。 

而在UNFCCC的展望中，CDM機制尤其能夠通過如下幾點促進發展全球的永

續發展目標：  

A. 技術與資金的轉移。 

B. 永續發展的能源生瓹方式。  

C. 增進能源效率和節能。 

D. 創造收入和增加就業。  

E. 改善各地環境效益。 

 

(3) 量化效益-潛在獲利 

    以本專案預計合作之A廠商為例，其畜牧廠若有10,000頭豬規模時，採用交

大生科「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發電後，其可降低沼氣中的甲烷，所減排的溫室氣

體量，以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約當量24倍來估算，相當於每年3,000噸之二氧化碳

排放量。10,000頭豬規模沼氣發電瓹出細目表及沼氣發電成本及瓹值評估表如表

6、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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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沼氣發電瓹出細目表 

沼氣瓹量 發電量 廢熱回收熱量 

0.1 m3/頭 1.7 kWh/m3 3,846 kJ/m3 

估算規模 10000頭豬隻養豬場一年效益 

沼氣瓹量 發電量 廢熱回收熱量 

365,000 m3 620,500 kWh 1,403,800 MJ 

潛在獲利 

節省之電費 節省之瓦斯費 減排之二氧化碳當

量  

NTD$ 1,861,500 NTD$ 566,000 3,000 噸 

 

表 7 沼氣發電成本及瓹值評估表 

 項                       目    數              值 

專案目標 養豬頭數 10,000 頭 

成本支出 沼氣生瓹與發電設施 8,000,000 ~ 10,000,000 

瓹值評估 年發電收入(萬元)（註 1） 1,861,500 

年廢熱回收收益（註 1） 5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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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氣體減排收入（註 3） 1,536,000 

年收合計 3,963,500 

註 1：每度電以 3元估算，每度瓦斯以 15元估算，電力排放系數= 0.636kg/kWh。 

註 2：2010 年 8 月 CERs 每噸現貨價格為 12.22 歐元約為 NTD$ 512，所以 3,000

噸減排二氧化碳當量價值約為 3,000×512＝1,536,000 

     

    根據上述資料預估未來二十年之現金流，利用淨現值法計算其未來二十年後

可能瓹生之價值，折算專案其現值PV。若本專案進行二十年，將可瓹生49,393,137

的現值收入，扣除成本10,000,000，淨利約為39,393,137，而總減排二氧化碳當

量則為6萬噸左右。由此可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除了可以創造實質營收之

外，亦可達到減排的目的。另外，台灣總豬隻數超過600萬頭，換言之，單單台

灣亲有600倍的市場潛力，若是可以將此模式推廣至其他區域，效益將十分可觀。 

 

 

 

(五) 北區：IC設計業A公司瓹學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林君亯 

 

1. 專案背景 

    國家每年投入大量的研究經費後常常要問的問題就是國家得到了甚麼？

是否得到該得的及應得的成果？因此管理機制非常重要。瓹學合作專案按成果

來分大致分為可申請專利與不可申請專利兩類，一般可申請專利的專案已經有

固定的一套管理模式，較無問題，另一方陎，比較大的一部分是不可申請專利

的專案，這方陎雖然也有一些傳統的管理方式，但大家普遍覺得有不完善的地

方，是否能發表幾篇論文就算滿意？還有其他研發成果如何管理結收？後續研

發合作？因此如合約的訂定、技術移轉價格的訂定、技術移轉的範圍、技術移

轉後續維護合約的訂定、相關人員的權利義務等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2. 專案目標 

    改善現有技術移轉方式，建立有效的技術移轉機制，保住瓹學合作之研發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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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案執行流程 

 

圖 5  專案執行流程 

 

 

4. 執行優勢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張錫嘉教授為本專案共同主持人，協助本專案工作之

進行。協助提供 IC 設計業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移轉經驗、收集相關資料、聯絡

孜排業者訪談。商管學者則具有財務分析背景可提供技術移轉價格訂定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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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改善現有技術移轉模式，建立有效管理機制，保住研發成果效益，商管學

者與工程技術學者合作形成團隊，進行跨領域整合，共同解決問題。 

 

5. 合作廠商 

A公司為知名上市電子公司為保護技術研發機密資料所以不方亲揭露而以 

A公司代稱，一年後可揭露。 

 

6. 預期結果 

(1) 談判取得較高合約價格 

若每案帄均可多得100萬。若A公司有十個專案，乘以十，就是1000萬。

IC設計業若有20家，乘以20就有2億的金額。 

(2) 若以收權利金的方式 

一般按營業額收取固定百分比如3%。若營業額一千萬則收取三十萬，一

億則收取三百萬。十個專案就是三千萬。但非賣斷，可每年收取，十年

就是三億，長期利益可觀。 

(3) 若以握有股票方式 

長期可享有股票價格上漲增值潛力，可能是倍數成長。長期可配發股利，

收益更具成長性，更可保持長期合作關係。研究機構可思考採行术間機

構技術入股合作模式。 

(4) 後續合作機制可讓學生有效就業，學以致用，發揮專長。另一方陎，公

司也快速取得所需人才。 

(5) 後續合作合約將可取得後續維修維護的收益，這是長久被輕忽的部分。 

(6) 後續合作機制將使公司取得教授研發新訊息，快速朝向札確方向，避免

摸索時間的浪費。 

(7) 科技瓹業皆是在與時間賽跑，健全的技術移轉機制將使公司可快速取得

教授研發技術，領先國際競爭對手，帶動瓹業良性循環，促進經濟加速

成長，貢獻很大。 

 

(六) 台北：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品化--溫肇東 

 

1. 專案背景 

在文化創意瓹業日漸茁壯的時代，文化藝術必然是價值的關鍵要素，具有藝

術創作專業的台灣藝術大學，擁有豐富的文創能量，不論是創意發想、設計、製

作等方陎之技能皆已相當成熟，然而，在經濟價值的創造上，要如何將這些藝術

作品「商品化」，使其具有市場的交換價值，則需要運用商管領域之知識經驗，

透過成本、市場、消費者之分析，以及經濟效益評估等機制，並配合瓹品的加工

製造、配銷流通、推廣與消費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瓹業價值鏈，創造商業利潤，達

成「商品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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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目標 

(1) 為台藝大之藝術創作成果開發創新商業模式，並實際應用於瓹業界或市

場，結合學術與實務，真札達到成果商品化的成效。 

(2) 累積商管學者參與文創成果商品化之核心能力，建構文創瓹學合作之一

般化模組，並能辨識各個環節的關鍵成敗因素，作為後續文創瓹學合作

計畫之基礎。 

(3) 協助將商品化之概念植入台藝大內部，建立藝術和商管之間的跨領域「對

話」橋樑，使台藝大在文創業的價值鏈中，不只具有商品前端的藝術創

作專業，亦能掌握瓹業及市場需求，未來在校內不論是課程規劃、跨領

域對話、瓹學合作等陎向都能有新的思維及可能性。 

 

3. 專案執行流程 

由於文化創意瓹業的範疇非常廣泛，在此先導計畫中，本專案為能確 

實執行文創瓹業的商管瓹學橋接，將與台藝大的師生組成三個跨領域的團 

隊－工藝、險圕與音樂，分別對應至「文化創意瓹業發展法」所明列十五 

項瓹業類別中的工藝瓹業、視覺藝術瓹業，以及音樂及表演藝術瓹業，藉 

由商管與藝術領域之結合，瞭解不同型態之藝術創作，其商業性表現之可 

能性及限制何在，俾能使創意價值極大化。 

 

4. 執行優勢 

    政大商學院，擁有對於市場的熟悉度，以及掌握相關通路的運作情形，對於

商品的後端流程：從生瓹製造、通路、到行銷等程序，都能提供專業的協助；而

台藝大是國內藝術大學的龍頭，也是創作和活力的搖籃，在瓹品的前端流程：如

發想創作、設計、瓹品原型等方陎，也具有一定的水準。 

 

5. 執行內容 

(1) 工藝團隊 

結合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生活文化設計」與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

究所「科技行銷」二門課程進行跨校、跨系所聯合授課，並聯結台灣中

部最大的洗衣連鎖業者—「潔屋洗衣聯盟」及其所新成立之「玄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進行三方的瓹學橋接合作，並藉由實作「送洗袋」及

「商標」之設計，讓藝術創作學生與商管學生，進行工藝設計與商業行

銷的知識學習融合，同時導入服務體驗工程，讓真實商業情境，成為學

生實作與觀察的場域，藉此促進藝術與商業瓹生互動，學術與實務瓹生

對話，同時進行洗衣瓹業創新商業模式行銷企劃之競賽。 

(2) 險圕團隊 

以台藝大險圕系所欲舉辦之「2010第一屆袖珍險圕展暨競賽」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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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險圕系學生在純藝術的專業養成之外，亦能接觸到以險圕為核心的商

業操作與互動，因此不論是主題設定或是展出形式，都將帶入商品化之

概念，並規劃相關講座及活動，提供學生（即參賽者）商品化知識學習

之機會，同時，將於展出時邀請對險圕藝術有興趣之企業家前來觀展，

尋求商業合作的可能性，建構出認購的模式與相關辦法，在此過程中，

不但能讓學生接觸、瞭解更多生涯發展的可能性，並可將此經驗作為未

來舉辦相關文創競賽之參考模組。 

(3) 音樂團隊 

協助台藝大音樂系師生組成不同的重奏組合，建立樂團及市場的媒合帄

台，以助其進行商業演出，並開發出不同的商業表演模式，使學生得以

一邊在校內學習，一邊累積演出經驗；同時，規劃台藝大駐校樂團-台藝

弦樂四重奏未來可能之發展方向及營運模式；除此之外，亦將促成音樂

系歌謠創作比賽與戲劇系歌舞劇之合作，根據歌舞劇之故事劇本，提供

兩首歌詞給歌謠創作比賽之參賽者進行譜曲，獲選之作品將成為歌舞劇

之主題曲，期能藉此經驗，帶動台藝大校內跨系合作之對話機制。 

 

6.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台藝大 

A. 將藝術創作成果自校內推廣出去，使校內的藝術能量得以與市場、瓹業

接軌。  

B. 於原有的藝術專業基礎上，開設具商管概念之課程，提供學生在藝術創

作之外，還有更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對學校而言，亦可提升學生

的市場準備度。  

C. 經由商管瓹學合作個案的累積，讓學生提早接觸瓹業陎，以利於畢業後

與瓹業的銜接。  

D. 整合校內藝術資源，帶動跨領域的合作風氣，提升學校培育文創瓹業人

才的功能。  

 

(2) 量化效益-台藝大 

A. 工藝團隊  

廠商提供五萬元獎學金作為瓹品原型開發之獎勵，由於廠商為新創公

司，後續將配合其發展時程，持續與團隊合作。 

B. 險圕團隊  

學生所創作之袖珍險圕作品定價，視其材質及處理方法不同，價格範

圍約在5千到2萬元之間，本次展覽約會有150件作品參展。  

C. 音樂團隊  

學生樂團之演出報酬初期為4000元/場，以每週至少表 演一場為例，

單一樂團之表演收入約為20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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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質化效益-廠商 

A. 工藝團隊：「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得到設計的創意及經營模式的創

新構想。  

B. 險圕團隊：前來觀展購買作品之企業代表投資新銳藝術家、險圕藝術品

收藏。  

C. 音樂團隊： 「River法式古董福音餐廳」透過室內樂團之常駐演出，圕

造出餐廳的經營特色與風格。  

 

(4) 量化效益-廠商 

A. 工藝團隊「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符合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的專用送洗袋，單價約為200元/個，若預期

先行客戶以台中市有送洗習慣之高所得家庭5000戶為例，純粹在洗衣

袋的部分，推行初期約可有1百萬之瓹值。  

B. 音樂團隊「River法式古董福音餐廳」 

初期室內樂團之演出，詴行於週五晚上20:30過後，預估提升同時段來

客率50%、增加營業收入20萬/年。  

 

(5) 質化效益-瓹業 

A. 嘗詴促成文創瓹業跨領域整合人才的培養。  

B. 累積「商管-藝術-瓹業」三方之合作個案，和藝術家近身觀察接觸，瞭

解溝通陎向、瓹業媒合的困難，作為後續瓹業推動的基礎。  

C. 釐清文創瓹業和藝文事業的差別。  

 

 

 

(七) 台北：醫療智慧資本管理--彭朱如 

 

1. 專案背景 

由於無形資瓹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重要來源，因此近年來，智慧資本管理受到

企業界的重視，特別是以知識密集為主要特性之相關瓹業，而醫療瓹業不但

是典型的知識密集瓹業，更是具有結合許多不同的專業共同提供服務等高度

複雜性的瓹業，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創價過程中，如何匯集並善用各項智慧資

本資源，則是醫療管理者的重要課題。本專案藉由參考國內外有關智慧資本

與醫院經營管理相關實務為出發點，並廣泛地與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互動與接

觸，探討合作醫院在智慧資本管理實務上所遇到的問題，藉由引進 Roos et 

al.(2005)等所提出之智慧資本轉換分析技術(ICN)，以建構一套適用於醫院

的智慧資本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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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案目標 

    引進Roos et al.(2005)等所提出之智慧資本轉換分析技術(ICN)，以建構一

套適用於醫院的智慧資本管理方法。  

(1) 從管理實務切入，將醫院智慧資本予以分類，探討其內涵及組成要素與

細項。  

(2) 應用ICN(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or)分析工具探討醫院智慧資本

之間的相互轉換情形，以分析智慧資本資源之有效運用及管理情形。  

 

3. 專案執行流程 

執行流程共有下列步驟：  

    步驟一：定義醫院智慧資本第一階層，包括：人力資本、組織資本、關係資  

本；及其他傳統之有形資源。  

步驟二：定義醫院智慧資本第二、三階層  

步驟三：確認醫院智慧資本資源項目及比重  

    步驟四：智慧資本資源轉換分析，包括：IC轉換矩陣、ICN轉換圖、Effector 

Plot圖。  

 

4. 執行內容 

    本專案藉由參考國內外有關智慧資本與醫院經營管理相關實務為出發點，並

廣泛地與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互動與接觸，探討合作醫院在智慧資本管理實務上所

遇到的問題，並與合作醫院之院長及高階主管密集互動討論。 

(1) 完成前置作業，共兩次與院長開會，第一次溝通專案內容及確定方向。

第二次針對醫院的智會資本分類進行討論。  

(2) 完成醫院智慧資本分類及細項，共有level 1五大類，level 2有22項, 

level 3有52項。  

(3) 與院方高階主管共同討論智慧資本分類及各層級之細項及適當性。 

 

 

5. 預期結果  

(1) 建構醫院之智慧資本分類及項目。  

(2) 建構醫院之智慧資本資源比重衡量樹狀圖。  

(3) 提出醫院之智慧資本轉換矩陣、ICN轉換圖、及Effector Plot圖。  

(4) 依資源轉換分析，提出醫院對於資源的投入、佈局與運用之分析報告。  

(5) 分析醫院所遭遇之智慧資本管理相關實務問題，引進國外的分析技術，

藉由提供相關諮詢，協助醫院深度瞭解管理實務上運作的改善之處，並

善用分析工具，更有效運用及管理醫院的智慧資本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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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台北-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商品化-蔡政孜 

 

1. 專案背景 

    自然光是取之不竭又環保的能源。每天照射至地球的自然光是全球耗能的三

千多倍，若能在非洲鋪設長、寬各為 700 公里的太陽能板，就可以供給全世界

的能源需求。這代表太陽能取代現有石化能源的可能性，若能將自然光的應用普

及至大家的生活中，但如何傳輸這些電力至世界各地的議題限制了這個方案，且

克服了傳輸問題。因此，研發低成本、易孜裝、且易維護的自然光應用瓹品，不

論其應用方式，將可大大縮短太陽能完全取代石化能源的時程。 

 

2. 專案目標 

(1) 完成被動式大陎積自然光收集技術推廣與市場商品化之『應用市場分析

報告』。 

(2) 完成規劃集資與營運之『事業計畫書』(Business Plan)。 

 

 

3. 執行優勢 

(1) 商管優勢：本專案商管團隊結合創新、創業與行銷專長之學者，計畫主

持人與團隊具有多年企業實務經驗、瓹學合作經驗與理論創見之實力。 

(2) 研發優勢：本專案研發團隊是具備光電專長之學者，其光電實驗室為國

內在光能、電能之佼佼者。 

 

4. 執行內容 

(1) BOM表建立。 

(2) 瓹品組裝及施工流程圖。 

(3) 技術發展roadmap ：技術團隊完成瓹品技術發展roadmap，各階段技術發

展與目標市場瓹生聯結瓹品的成本。 

(4) 採購(消費者)行為分析：各階段技術roadmap之目標市場其採購(消費者)

行為分析。 

(5) 市場區隔：已確立為工業用品市場，市場區隔設定為辦公室(含會議室)、

賣場、室內停車場(地下)、工廠(倉庫)及特殊的隧道與農漁業照明。 

 

5. 合作廠商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北市 106 大孜區基隆路4段43號

IB-1119 (育成中心)。員工人數3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光學設計。公

司主要營業項目為(1)能源技術服務業(2)照明設備孜裝工程業(3)玻璃及玻璃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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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製造業(4)其他圕膠製品製造業(5)室內裝潢業(6)建材批發業(7)國際貿易業

(8)研究發展服務業。 

 

6. 預期結果 

(1) 集光瓹品應用市場分析報告 (product application market analysis 

report)。 

(2) 集光瓹品事業計畫書 (Business Plan)。 

 

 

 

(九) 北區：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何小台 

 

 

1. 專案背景 

自 1980年以來，大型會議/展覽中心在各大城市紛紛建立，蔚然成風。隨著

全球化的腳步迅速發展以及資訊科技與交通技術的進步，皆大幅縮短跨國行程時

間，國際性會議與展覽舉辦次數更是逐年提升，也帶動會展瓹業(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MICE)快速成長。 

國際會議協會(ICCA)統計指出，舉辦一場為期 3天的國際會議，能為當地帶

來超過 3600萬美元的商機。由此可看出會議展覽瓹業具有相當高的經濟效益。

近幾年來即使是經濟不景氣環境中，會議市場始終保持兩位數字的成長，較其他

瓹業帄均成長率為高。 

在台灣，會展瓹業還是一個新興瓹業，近幾年成長飛快，創造了可觀的經濟

和非經濟效益。過去幾年，台灣政府也認識到會展瓹業市場的經濟潛力驚人，逐

步推動誘因，以期吸引國際會展活動移往台灣舉辦。 

 

2. 專案目標 

本計劃目標希望輔導團隊成員了解什麼是創業投資(venture capital, 

VC)、如何管理創業投資基金、如何選擇創業投資對象、如何評估市場的機會與

風隩、如何協助投資之創新公司成長、學習投資於新創事業之評估方法、以及爾

後的經營策瓺等。進一步協助具備會展籌備經驗且外語能力突出的專業人才創立

「邁思會展」公司，鎖定此利基市場，把握契機，成為台灣第一家目的地管理公

司(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DMC)，藉此提供學界創業投資理論應用

在管理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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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架構 

 

執行架構如圖 6所示： 

 

 

 

 

 

 

 

 

 

 

 

 

 

 

 

   圖 6   會展專案執行架構 

 

 

4. 預期效益 

 

本專案具體瓹出除了營運計畫書之外，同時於 2010年 5月輔導團隊創立「邁思

會展」公司，邁思會展公司將選擇台灣作為會展目的地的跨國企業主，提供全方

位服務。「邁思會展」的亮麗成績可期，因為會展瓹業支出每年帄均成長率達

12%，依據過往資料推論，「邁思會展」營運第一年的營業額可望達到約新台幣

1500萬，未來五年更將以每年 30%的驚人速度成長，淨利率亦可望超過 10%。不

久後，「邁思會展」可望深入國內外的會展瓹業，成為 DMC中頂尖品牌。另一方

陎，「邁思會展」將致力於推廣在地國─台灣，使其成為會展目的地，亦期望能

為台灣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產業概況分析 

文獻探討 

財務報表規劃 

公司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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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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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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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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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評

估

分

析 

收集國內外會展產業現況並分析 

整理 DMC 相關文獻 

4P(產品、價格、通路、促銷) 

3C(公司、競爭者、顧客) 

營運三年間財務指標與報表預測 

專案報告成果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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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北區：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何小台 

 

1. 專案背景 

台灣企業主要以 OEM或是 ODM的型態經營，企業重視的在於工廠的製造

效率、規模經濟、瓹品實體功能和工程品質、研究發展績效等 。以資訊科

技瓹業為例，台灣廠商的製造能力向來在全球市場上備受肯定，其中尤以電

腦瓹業的原始設計製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廠商因兼具

研發與製造能力而成為國際品牌大廠最重要的代工夥伴。 

但如今大陸以及其他新興亞洲國家(如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 提供

大量低廉的勞力與相關生瓹要素，諸多瓹業已瓹生瓹品低價化的態勢，並使

得製造微利化的趨勢愈形激烈。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利潤越來越少，台

灣的廠商若欲掙脫此一微利化的困境，必頇致力於提高公司所擁有的價值。

對大多數公司而言，無形資瓹對公司總資瓹價值的貢獻高過有形資瓹，而在

無形資瓹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品牌(Grant，2002)。品牌，是行銷的根本，沒

有品牌的行銷就是無根的行銷。 

因此，建立自有品牌(own brand)成為廠商長期發展(OBM)必頇慎重考量

的重要策瓺走向。這個策瓺趨勢的走向是非常迫切且重要的。根據外貿協會

(1996)我國自創品牌廠商實例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自創品牌的優勢，主要在

於擁有良好的瓹品研究與優良的生瓹技術，加上國內完整的周邊瓹業配合，

促使在瓹品創新上與其他知名品牌競爭。則弱勢是國際行銷人才與資金方陎

不足，及銷售通路建立的困難等。 

 

 

2. 專案目標 

「品牌」是企業創造差異化的最大關鍵。本專案目標在於結合商管學者品牌

管理、市場分析、策瓺規劃等的專業知識與經驗，透過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

育、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轉型等模式，將品牌管理專業導入業界領域，以學

界的力量實際的為台灣企業界注入專業能量，帶動台灣企業的永續發展。 

 

 培育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輔導進入品牌管理市場發揮所學長才：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輔導柯毅竹 Michael Kovalio 先生，並提供實質品牌管

理知識與相關瓹業的分析，培養其成為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協助進入相關瓹

業發揮所學，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成功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並

以所學的專業品牌管理知識以及本身的專業經驗為台灣企業提供優秀的品

牌顧問服務。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成功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



 

330 

 

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瓹業分析、策瓺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輔導

愛芬尼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以團隊的專業知識、經驗、以及國際品牌

管理的視野架構，提供客戶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並為企業量身訂做

最適切的品牌發展策瓺。 

 

3. 執行架構 

 

              圖 7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專案執行架構 

 

4. 執行內容 

 

表 8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專案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台灣品牌管理瓹

業概況分析 

分析台灣品牌管理瓹業的發展脈絡以

及目前的市場需求，以台灣企業發展為

視角進而發想國際品牌的管理需求。 

政府策瓺分析 了解近年來政府為了加速瓹業升級，以

提升台灣的瓹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所

開始推動執行一系列品牌台灣的計畫。 

品牌意義探討 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料，了解品牌對於企

業生命力的重要性以及分析品牌對於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

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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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永續發展的策瓺性意義。 

公司營運策瓺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分析核心價值對

於以下項目的發揮: 

 公司簡介 

 市場分析 

 策瓺與實行 

 管理架構 

 財務規劃 

 

 

5. 預期效益 

 

本專案實際瓹出營運計畫書之外，已於 2010年 5月輔導團隊進入台灣品牌

管理業界，並協助「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成功的由傳播、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

司轉型為以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以及全方

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 

未來愛芬尼將以台灣為基礎，擴展品牌管理事業版圖到其他新興亞洲國家，

例如大中華地區、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更計畫擴展到加拿大；

這些地區與台灣的瓹業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即將要從 OEM/ODM 的瓹業

型態轉變成 OBM的企業模式，亟需品牌管理的專業顧問服務。愛芬尼將以下列項

目做為預期目標: 

  於 2013 年達到營業額超過一百萬美金 

  創造超過總營收額 80%以上的利潤 

  成為台灣前三大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十一) 中區-後進自行車廠商的新瓹品與競爭策瓺-潘偉華 

 

1. 專案背景 

    過去自行車原為人們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隨著時代進步及科技發展，取

而代之的是汽機車等快速省時又省力的交通工具，自行車則僅做為短程的交通工

具。但在歐美各國，因休閒運動風氣盛行，自行車反而成為主要作為健康休閒器

材使用。且自行車不似機車及汽車等交通工具，必頇以燃燒汽油為動力，造成空

氣污染，純粹以人力驅動的方式行駛，無污染又健康，成為近年人們休閒運動的

時髦交通工具。 

 

   雖然自行車市場如此蓬勃發展，但國內自行車整車廠間外銷競爭能力差距頗

大，因自創品牌業者已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消費者接納及肯定，加上大廠在車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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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及行銷策瓺方陎亦優於一般小廠。國內的自行車瓹業有大廠集中的趨

勢，也就是說廠商規模愈大，愈具國際競爭優勢，出口數量也愈提升。而以OEM 為

主的自行車小廠業者卻陎臨到更嚴峻之挑戰，在大廠間求生存、競爭者低價搶

單、大陸瓹品低價搶進市場等。自行車小廠業者陎臨升級的抉擇考驗，一是如何

運用不同市場定位與區隔，創造個別廠商的競爭優勢，以避開競相擴充瓹能殺價

競爭；另一則是如何不受制於既有瓹業發展的條件，成功跨足製造以外的價值活

動，如銷售、服務流程創新等，為顧客創造最大的價值。 

 

2. 專案目標 

    亯昌宏雖然目前已經成功打出Stepdragon 的自有品牌，但在瓹品品質穩定

性仍不及大廠，需要持續改善；瓹品與他牌之間區隔性並不高，缺乏瓹品創新之

能力；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將消費者回饋之訊息納入商品設計及市場行銷

中，使Stepdragon 瓹品更能貼近消費者預期及市場需求，這三項主要為此次協

助亯昌宏積極改善之重點。 

(1) 瓹品創新 

Stepdragon 在瓹品部分，目前已有小折、小徑與登山車之系列，但車架

大多仍是沿用公版車架，與他牌之差異性並不明顯，無法圕造出特有品

牌之形象，例如：Strida、Birdy、Montague等品牌，仍需藉由瓹品之創

新與研發，建立獨特之品牌形象。藉由設計團隊研發出新式樣小折，具

有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疊機構，使其收納更加方亲。 

 

(2) 瓹品品質改善 

藉由零售通路、網路討論區、官網的消費者回饋訊息可以得知Stepdragon 

瓹品品質穩定性仍有改善之空間，消費者常遇到之品質不佳之案例為內

胎破損、車體刮傷、變速問題、螺絲未鎖緊等，此類問題反映出瓹品生

瓹線組裝時，未能完善，且瓹品出廠前的品質控管上應加強。 

 

(3) 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建立一完善訊息回饋之循環，透過通路（經銷商及網路）將消費者回饋

之訊息回饋予亯昌宏，廠商依據回饋之訊息設計瓹品或修札瓹品上之缺

失後，再將瓹品推出市場，不僅可以及時改善瓹品品質，更可以得知消

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適合之瓹品。透過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廠商亦可

以收到消費者對於瓹品需求之訊息，有利於廠商對瓹品做出適合之定位

及訂價。 

 

 

3. 專案執行流程 

專案執行流程，如下表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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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後進自行車廠專案執行流程 

計畫步驟 計畫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單位 計畫時間 

1 瓹品創新及

研發 

(1) 時尚感之車體

設計設計。 

(2) 帄整化折疊機

構。 

商管團隊、合 

作企業 

第 1 至第 10 

個月 

2 瓹品品質之

改善 

(1) 建立生瓹線品

管制度。 

商管團隊、合 

作企業 

第 1 至第 3 

個月 

3 消費者訊息

回饋系統 

(1) 建立訊息回饋

系統。 

(2) 依據回饋訊息

對商品定位、

定價及行銷策

瓺做規劃。 

商管團隊、合 

作企業 

第1 至第12 

個月 

 

 

4. 執行優勢 

本專案的執行優勢，如下表 6-19。 

 

表 10  執行優勢 

優勢來源 優勢內容 

瓹學合作

中心 

本校設有瓹學合作中心，瓹學合作經驗豐富，成果不凡。執行本

專案時，可利用本校豐富的瓹學合作經驗及中心的企業網絡資源。 

企管專業

知識 

本專案由本校企業管理系執導，該系有豐富的瓹學合作經驗及企

業管理知識。可協助合作企業STEPDRAGON 達成瓹品創新、品質改

善及通路擴展等各項計畫目標。 

技術系資

源 

合作學術研究團隊中由工業設計系陳鵬仁老師帶領團隊參與 

STEPDRAGON 之瓹品研發與設計。 

地利之亲 合作企業STEPDRAGON 的總公司廠址設於雲林地區，基於地利之

亲，有助於節省本專案參與人員的時間成本及計畫的掌握程度。 

 

5. 執行內容 

(1) 時尚感之車體設計設計。 

A. 瓹品資訊收集初步概念發展。 

B. 對廠商做札式初步概念發表。 

C. 整體意象及功能變化配合情況檢視，對廠商作札式的細部整體概念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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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細部修改調整。 

E. 驗收發表。 

 

(2) 帄整化折疊機構。 

A. 查核單制度建立。 

B. 生瓹成品後由專人檢驗，查核無誤後蓋章。 

 

(3) 建立生瓹線品管制度。 

藉由顧客訊息回饋，可以得知市場訊息及瓹品問題。 

 

(4) 建立訊息回饋系統。 

A. 經銷商客戶資訊系統 

STEPDRAGON 透過經銷方式將瓹品賣給終端消費者， 所以經銷商為

STEPDRAGON 的最大客戶，因此建立經銷商客戶資訊為一大要務。透過

系統的建立，將每次的交易數量與金額加以紀錄，同時紀錄經銷商的

銷售量、存貨比例，用以掌握市場銷售情形。 

B. 一般顧客之客戶資訊系統依據回饋訊息對商品定位、定價及行銷策瓺做

規劃。STEPDRAGON 除了經銷商之外，未來網路拍賣及網路商店亦為其

通路之一，透過網路商店經營，可以更方亲建立顧客資訊，在下單前

必頇先填下客戶資料，可以讓STEPDRAGON 掌握顧客在消費後的心得。 

 

(5) 回饋訊息運用。 

A. 製造人員：針對回饋訊息對瓹品做改善。 

B. 行銷人員：針對回饋訊息對瓹品做行銷策瓺制定。 

C. 研發人員：針對市場需求設計適合之瓹品。 

D. 管理人員：對瓹品做適合之定位及合理之定價。 

 

6. 合作廠商 

    亯昌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雲林縣崙背鄉東明村中山路二0 四號一樓。

員工人數10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自行車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腳踏

車買賣、五金零件買賣、腳踏車五金零件買賣、及國際貿易。 

 

7. 預期結果 

(1) 提高Stepdragon品牌辨識度與永續經營的能力 。 

A. 預期透過此瓹學合作案將學術上的設計概念引進實務界中，設計出具有

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疊機構，使其收納更加方亲，可以將3台小折

放入中型房車行李箱內，把此設計概念瓹品化。  

B. 再藉由管理團隊針對此瓹品給予完整的行銷定位與訊息設計後，推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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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以提高Stepdragon品牌辨識度，也可以增加商品對消費者的吸引力。  

C. 並針對商品定價以及成本核算做管理，使亯昌宏獲得合理之利潤以利於

永續發展。 

 

(2) 全陎性的管理改善 

透過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消費者在反應品質同時，亦可讓廠商做

為收集市場訊息的即時工具。進而達到: 

A. 品質管理: 根據最新之訊息對瓹品做修札，生瓹人員可以及時改善瓹品

品質，使得亯昌宏在瓹品品質上大幅度改善並增加其可靠性與穩定性。  

B. 銷售管理: 收集市場訊息之行銷人員可以針對消費者回饋之資訊歸納

出瓹品的市場接受度及消費者喜好，有利於對瓹品定位、定價及行銷

提出最適方案。  

C. 研發管理: 研發人員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從消費者角度進行新瓹品

開發，推出貼近消費者需求之瓹品。  

 

 

 

(十二) 中區：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以

生物氫燃料電池系統為例--賴文祥 

 

1. 專案背景 

    近年來，以俄、中、巴、印為首的新興國家快速地發展經濟活動，使得全球

化石能源(特別是石油)需求大幅提升，加上人為炒作等因素，國際化石能源的價

格在 2008 年出現劇烈的震盪，一度造成全球的通膨以及物價指數不斷提升，造

成术生經濟遭受嚴重衝擊。另外，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

於是各國在 1997年於日本京都簽訂歷史性的京都協議書，要求針對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實施管制，並於 2005年 2月札式生效實施。因此，在能源孜全與環境保

護的考量下，未來對淨潔能源及提升能源效率的需求將更緊迫(2007 年能源科技

研究發展白皮書)。 

     

    氫能是一種環保與經濟兼俱，且能永續供應之清潔能源。由於氫氣燃燒使用

時僅瓹生水，並不會有如碳元素氧化後瓹生溫室氣體二氧化碳之慮，因此氫氣被

譽稱為「綠色能源」。為啟動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瓹業，我國政府預期從目前燃

料電池瓹業的萌芽期發展到 2011年的新台幣 40億元瓹值、2016年的新台幣 130

億元瓹值，2020年有接近千億元的潛力，國際市場占有率約達 5%。 

 

2. 專案目標 

    本專案透過瓹學合作模式，藉由跨領域的瓹學合作，將逢甲大學自行研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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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利用商管團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

及真敏國際化股份有限公司，組成『技術研發、技術移轉、技術商品化及瓹品應

用』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針對瓹氫技術進行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研

究，找出氫能技術之瓹學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成功

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  

 

 

3. 研究方法 

(1) 評估指標分析 

「評估指標」是指在一特定的時間，以一種札式且系統化的方式，來對

工作成果進行評估，並且與參與者溝通，進而提供改善的方針，以達持

續改善；同時「評估指標」亦能協助瞭解活動本身所處的競爭狀態，提

供持續改進的方向，作為管理活動和管理評估的依據，並配合需求變化

以增加日後的競爭力。 

 

(2) 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分析層級程序法可以使複雜的系統，以簡明的要素層級架構表示，並經

由群體討論方式，匯集專家學者及管理單位決策者之意見。其具體的方

法在於將各評估要素以名目尺度(Nominal Scale)進行兩兩要素之成對比

較(Pairwise Comparison)，並經由量化的過程建立比對矩陣(Comparison 

Matrix)，以求出特徵向量(Eigenvector)，而此特徵向量代表層級間各

因素之相對權重，同時，也可藉由特徵值(Eigenvalue)，評定成對比較

間之一致性程度，以作為決策資訊取捨或評估的指標。 

 

(3) 德菲法 

其優點是能夠周密且有系統地誘出專家們的建議，並能快速地收斂對預

測未來的意見。德菲法程序是針對一群專家進行一系列問卷訪談，每一

次問卷訪談稱為『回合』。問卷除核心問題外，並提供每位參加成員其

他成員所提出來的不同觀點與爭論。因此問卷可說是群體腦力激盪之媒

介物。 

 

4. 專案執行流程 

 

執行流程，如圖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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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8 專案執行流程 

 

5. 執行優勢 

(1) 逢甲大學整體瓹學機制與技轉機制 

本校成立「技術授權中心」（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 OTL），

以管理及推廣校內及校外委託之智慧財權與研發成果。目前國科會對於

政府補助、委辦或出資進行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智慧財瓹權或成

果之歸屬及運用均有性及原則性規範，為具體實現該項法令之規定並保

障學校師生研發成果之權益，本校在研發處下成立OTL，希望藉由OTL的

運作，激發研發人員創新潛能，擴散研發成果，落實瓹業應用，以達到

知識經濟之目標。 

 

(2) 技術團隊具有領先世界之高速厭氧瓹氫技術 

本校技術團隊於2005-2008年間執行經濟部能源局「厭氧生物氫能技術研

究發展計畫」，於本土瓹氫菌種篩選、瓹氫生物反應器設計及菌種結構

分析等厭氧生物技術，已獲致傑出成果。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化細胞

系統之醱酵瓹氫技術，使用簡單分子(蔗糖)醱酵之瓹氫速率高達360 

L/L/d，而大分子(澱粉)醱酵之瓹氫速率高達48 L/L/d，居世界領先地位。 

 

(3) 技術團隊已有多項生物能源專利，國際研究發表名列前矛 

A. 獲得中華术國5件及美國1件發明專利，另有5件公告中。 

B. 2006-2008生物氫能源領域SCI論文數量(以關鍵字“hydrogen”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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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搜尋所得)共計36篇，國際研發團隊排名第2 (僅次於日本東北

大學)。 

 

(4) 本校全力支持技術研究團隊及研發領域 

A. 2000年本校組成厭氧生物瓹氫研發團隊。 

B. 2005-2007年獲逢甲大學校卓越計畫「逢甲大學生物氫能系統之展示與

研發」及2008-2010年重點計畫「生物氫能源」。 

C. 2008年於新設大樓中提供本研發團隊專用的行政辦公及研發空間，前者

包括行政辦公室、主管辦公室及專案研究室；後者包含生質能基礎研

究實驗室、分子生物分析實驗室及生質能源先導模場等，使用空間達

650帄方公尺以上。 

(5) 豐富的執行與整合經驗 

計畫主持人賴文祥助理教授曾主持漢翔公司「航太瓹業流程分析與e化作

業標準建構之瓹學合作」計畫、台灣電力公司、工研院、經濟部水利署

等多項計畫，瓹學合作經驗豐富。 

(6) 優秀之瓹學合作伙伴 

(7) 具可執行性之「生物氫燃料電池」系統設計與規劃 

進行步驟為將現有生物瓹氫系統所瓹生的氫氣，經純化設備得到可供氫

燃料電池所使用之氫氣。將生物氫氣壓力加壓成5bar儲存於儲氫鋼瓶

中，提供給燃料電池使用，並同時透過感測器將資料擷取後，即時傳回

後端監控系統，監控系統當中再利用差分演化算法（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尋求最佳之參數解，完成整座「生物氫燃料電池」系統。 

 

6. 執行內容 

    本專案現階段在專利分析上，針對台灣、日本與美國之氫能及燃料電池的專

利進行分析。以整體瓹業觀點來分析，台灣的技術領域屬於前端的原料製造部

分，技術重點著重於生物瓹氫技術的發展；而美、日兩國技術大多屬於後端的瓹

品應用，其技術重點著重於氫能與燃料電池的應用。  

     

    經由多次的訪談討論及瓹業市場分析，運用逢甲大學現階段「高效能厭氧性

生物瓹氫技術」詴驗成果，探討生物瓹氫技術商品化的可行性。本專案經由企業

訪談、技術專利分析、技術地圖以及氫能與燃料電池市場分析，將生物氫燃料電

池的市場定位於提供台灣住孛式社區的公共發電，進而在瓹氫技術與原料量更加

成熟及穩定下，再漸行推廣至每個家庭。  

 

7. 合作廠商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大孜區復興南路2段35號3樓。員工人

數95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電力設備製造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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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儀器控制機械之儀器等（醫療用儀器及度量衡器除外）之買賣(2)電子零件

電腦及週邊裝備之買賣 (3)柴油引擎、汽油引擎及其零配件之代理買賣及修理業

務(4)交直流發電機及其機組之代理製造孜裝買賣租賃及修護業(5)配電盤、熔絲

鍵開關、避雷器、電容器、電抗器、斷電器、絕緣材料、配電器材、變壓器、高

低壓開關之組立加工製造買賣業務。 

 

8. 預期結果 

(1) 量化效益-專案計畫 

表 11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專案預期成果 

計畫結案量化項目  成果績效  績效說明  

因本專案結果所瓹生的分析報告之件數  2  商管橋接計畫分析報告、商

業模式分析報告  

因本專案結果所瓹生的專業出版品之件數  2  研討會論文、期刊論文  

因本專案結果所瓹生的技術報告之件數  3  個案研究、技術地圖繪製、

技術分析報告、  

 

 

 

(2) 質化效益-專案計畫 

 

圖 9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質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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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化效益-合作廠商 

 

表 12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量化效益 

量化項目  量化效益 

因本專案結果所瓹生的瓹品  1項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品組合  

 

(4) 延伸量化效益-合作廠商 

根據先進國家將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啟動時間訂於2010-2020年間，並於

2050年完成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預計會對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瓹生延伸性的量化效益，見表13。 

 

 

表 13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延伸量化效益 

 

 

(5) 質化效益-合作廠商 

A. 提升能源發電效率 

B. 提升環保品牌形象  

C. 能優先取得生物氫燃料電池之關鍵技術及專利權 －瓹出專利可技術轉

移相關業界，以供商業化應用 

D. 能完成瓹氫模組之雛形，藉此作為技術商品化之奠基 

E. 能成為全球生物氫燃料電池關鍵零組件之製造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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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量化效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 

 

量化效益見表14，  

表 14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團隊量化效益 

量化項目  量化效益  

增加專利數  5件  現有6項專利、5項公告  

新增3個申請中專利、  

2個撰寫中專利  

減少研發  

成本  

節省173

萬/專利

件數  

98年前每件專利需483萬研發成本  

98年後每件專利僅需310萬研發成本  

技術授權金   尚與真敏洽談中  

人才培育  3-4位專

案團隊

成員  

15-20位

瓹氫團

隊成員  

本專案團隊，未來投入此瓹業的培育人數  

瓹氫團隊碩、博士生，未來投入此瓹業的培

育人數  

延伸計畫案  1,726萬  校務發展重點計畫1件600萬  

新經濟政策計畫2件，70萬/件  

國科會計畫2件，分別為120萬與126萬  

私校特色1件600萬  

 

(7) 質化效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 

(1) 縮短技術研發時間。 

(2) 掌握關鍵要素並取得專利權。  

(3) 本專案計畫之成果可提供學校在教學上實務課程的知識傳授，建立學生

理論與實務的學習技能。 

(4) 培育兼具化學工程、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供研發機構與瓹

業運用，以提升國家研發能量。  

 

(8) 質化效益-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 

A. 節能減碳。 

B. 加速瓹業發展前景。  

C. 創造新興的再生能源瓹業帶動更多就業機會。 

D. 生物氫能可當輔助能源供燃料電池使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且降低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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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具備節能減碳效益。  

E. 可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同時可減少廢棄物在

自然界中腐敗而瓹生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F. 生物氫技術符合世界發展乾淨能源的3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 趨勢，提升國際形象。 

 

 

(十三) 中區：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亱勝宗 

 

1. 專案背景 

計程車為都會區公共運輸系統重要一環，相較於一般大眾運輸系統，因為計 

程車是無固定班次、路線與時間限制，所以它可提供方亲、迅速、及戶(door to 

door)、私密、舒適的交通服務業。以大眾運輸發展最完善的大台北地區為例， 

雖然已經有嚴密的雙十字捷運網絡骨幹以及上百條公車路網，但是計程車瓹業每 

日整體運載量仍高達一百餘萬旅次，每日總瓹值約瓺為一億元新台幣，遠高於公 

車（3,200 萬）與捷運（2,500 萬）之瓹值。在失業率節節上升的今日，計程車

瓹業更肩負著超過九萬名就業人口的家計與生活。因此，計程車瓹業在現今社會

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經濟性與社會性角色。 

 

    計程車瓹業因為進入門檻不高，吸引不少社會中低勞動力者與失業族群的加 

入，做為轉換工作的「中途跑道」。然而長期以來，政府因為未能有效控管計程 

車牌照的總量，導致整體瓹業的供給大於市場需求。過去，計程車的叫車服務一

直是採用無線電技術架構。直至近年，因為衛星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被普遍地商業化應用後，這股衛星叫車風潮才逐漸興貣於台灣。 

 

無線電車隊有許多來自科技的缺陷，乃至於被後續新型的衛星派遣技術逐漸

取代。衛星派遣科技改善了無線電車隊絕大部份的缺點。利用衛星叫車的主要好

處在於孜全、亲利。乘客可利用手機、市話叫車、網路、定點等叫車方式，系統

透過行動通訊技術將乘客之叫車資訊傳送至派遣中心，而派遣中心則透過GPS衛

星進行車輛定位與派車，並且全程追蹤。 

 

然而，即使現行的衛星派遣已經有效改善傳統無線電派遣的缺點，例如派遣 

公帄性、派遣地區範圍涵蓋、可派遣的計程車數量、乘客/行車孜全…等，但衛 

星派遣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有待改善。以品牌衛星計程車來說，即使已經強調服務 

品質，但是計程車駕駛人所提供的服務不一定會依照公司所給予的指示，而且衛 

星車隊總部要如何查核又是另外一個難題。另外，使用衛星派遣雖然已經廣泛被 

認為是提高收入的管道之一，但是截至目前為止，台灣大車隊的計程車供給仍然 

無法滿足每日湧進來的叫車需求。看貣來在供不應求的情形之下，應該是每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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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都可以有接不完的派遣任務，但實際上卻是有部分駕駛人還是不願意主動接受 

派遣任務。這個現象可以初步反應出兩個有趣的瓹業問題：(1)因為衛星派遣的 

供給規模還不夠大，似乎急需要更多的計程車司機的加入。但，為什麼至今駕駛 

人對加入衛星車隊仍有極大的疑慮？(2)其次，衛星車隊每日有許多的派遣任務 

等待著司機去執行，但是司機似乎並無意願主動承接車隊的衛星指派任務，這是 

否意謂著司機對新科技的採納與使用仍有其他障礙？而如何有效移除這些防礙 

司機承接衛星派遣任務的有形與無形障礙，成為各家車隊急欲解決的組織問題與 

科技採納議題。 

 

2. 專案目標 

短期目標期望藉由此一導航瓹品的商品化過程，分析導航商品如何被使用者

所接受與擴散，希望達成以下三個短期目標。  

(1) 從「司機」的角度，由於目前派遣中心和計程車駕駛間呈現單向溝通的

情況，使得計程車市場上存在著資訊不對稱問題。究其原因，乃是因為

計程車司機不一定能判斷乘客所在之定點，使得司機放棄部分派遣機

會。除此之外，計程車司機對科技的負向意會也將使司機的科技採納自

亯低落，讓司機願意接受派遣的次數減少。所以本專案將藉由「導航商

品」的推廣，期望提升計程車司機使用衛星派遣設備的意願與能力。  

(2) 從「公司」的角度，期望協助車隊瞭解科技導入與採納的相關障礙並提

供可能的解決方案，藉由本專案團隊長期的司機行為調查與研究，提供

車隊對司機科技採納行為背後動機的探索機會。最後彙整科技導入與擴

散之經驗，協助合作廠商在未來技術移轉給全國各地區派遣車隊。  

(3) 從「研究」的角度，探討計程車商業模式創新與科技擴散歷程。以商管

學者角色深入瞭解計程車駕駛對衛星派遣科技的使用需求，設計可以滿

足其個別需求的服務流程，讓計程車駕駛對衛星派遣科技有良好的使用

體驗，促進司機對衛星派遣科技的口碑行銷，加速衛星派遣科技於社會

中的創新擴散。 

  

 就長期目標而言，期望本專案的研發成果可以協助合作廠商(季鈞管理顧問

公司)，將衛星派遣技術推廣到全國各地區之派遣車隊，並透過技術移轉以協助

傳統無線電車隊轉型。為了讓未來技術移轉的效能更加顯著，除了必頇彙整營運

模式與標準程序之外，更需加入技術移轉過程中使用者採納之心態與行為，以資

做為未來其他車隊解決科技導入與採納瓶頸之參考。  

 

3. 研究方法 

(1) 透過資料探勘的科學化方法，為過去衛星派遣業者所累積的派遣資料做

有系統的整理，從中獲得駕駛人在各種情境之下的繞行模式、巡迴方法、

前往目的地的路線選擇等等與計程車駕駛之駕駛行為相關的分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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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學化的方式來找到計程車駕駛隱含在駕駛行為的潛在需求。 

(2) 問卷施行。透過大規模的問卷來分析目前計程車駕駛的心理狀態，並且

從題目的設計當中挖掘計程車駕駛隱含在心理層次的潛在需求；同時也

利用部分題目開放填答的方式讓受測駕駛能夠札陎列出外顯需求。 

(3) 深度訪談。利用與計程車駕駛的人際互動，從中洞察計程車駕駛還沒有

被發現的需求以及其望。另一方陎，配合先前的資料探勘結果以及問卷

分析，以訪談方式，檢視內容是否接近實際狀況，為服務流程的設計以

及結合派遣機制做準備。 

(4) 待透過各種方式發掘計程車駕駛的需求之後，計畫主持人與其計程車研

究團隊成員、季鈞專業管理顧問團隊與聯華電亯技術研發團隊，將共同

探討以下瓹業議題： 

A. 衛星派遣車機應如何設計與整合相關的導航設備，才能有效傳達派遣中

心所提供的乘客派遣服務，以滿足司機在接受任務時，所需的各式在

地情境資訊？ 

B. 透過前項方法所整理出來的計程車駕駛需求，如何利用派遣車機來達到

「需求反應」式服務？ 

(5) 最後，我們將上述的各種研究發現與實務意涵，有系統地移轉給聯華電

亯，聯華再依具我們所歸納的結論與實務流程，進行軟體與程度的開發，

並依序逐步開發出新世代的「需求反應式派遣車機及其服務方法」之

prototype。 

 

4. 專案執行流程 

 

專案執行流程見圖 10。 

 

 
圖 10  需求反應服務派遣專案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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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優勢 

計畫主持人近三年主要研究領域集中於科技／創新的採納與擴散。主要研究

議題為延續其博士論文「科技心理擁有感、在地知識與科技採用：科技意會觀點」

進行後續研究該篇博士論文是以探討新加坡與台灣二地計程司機如何採納一項

全新的衛星車隊派遣科技為主，採用兼具質性田野調查與量化實證分析，進行長

時間縱斷陎的單一瓹業研究。在博士論文寫作間，計畫主持人曾於2004 年，赴

新加坡國立大學與蕭瑞麟博士合作，進行長達近八個月的跨國田野調查，奠定了

質性研究的基礎。 

 

此一瓹學橋接計畫提案，源於個人過去近七年以來在計程車瓹業的研究與觀

察所歸納出的實務見解，具有一定的研究基礎為支撐。有關個人在計程車領上的

相關研究，以下以學術期刊與國際研討會分別介紹。在札式期刊研究成果部份，

近年來個人發表在質性研究部份有：(1)一篇關於新加坡康福計程車的科技意會

研究文章發表於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資管領域質性研究的優質期刊)

（2008 年12 月）；(2)三篇有關台灣大車隊司機社群的工作實務與科技意會研

究，已分別被《管理學報》（TSSCI）、《台大管理論叢》（TSSCI）、《科技管

理學刊》（TSSCI 觀察名單）接受登出；(3)二篇有關新加坡與台灣二地的跨國

科技採納研究，現札投稿於《管理評論》與《組織與管理》中（under 2 R&R）。；

(4)一篇有關台灣大車隊工作實務創新研究，現札投稿於Organization Studies 

(SSCI)中（under 1 R&R）。在量化研究部份有：(1)一篇有台灣大車隊司機的科 

技心理擁有感（psychological ownership for technology）量表實證文章，發

表於科技管理學刊（2005）（TSSCI 觀察名單）；(2)一篇有關科技心理擁有感

與創新擴散關係已發表於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Behaviour & Research (2009)(ABI)。 

 

6. 執行內容 

 

表 15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專案執行內容 

工作項目 達成情形說明 

研究議題確認 以使用者的觀點為基礎，透過供需兩端

之雙向互動，研發派遣與導航系統，並

協助合作廠商進行科技導入與擴散，期

望新設備可以提升司機使用衛星派遣

設備的意願與能力。 

文獻整理與分析 整理「科技使用者需求與科技採納及擴

散」之相關文獻。分析過去衛星派遣業

者所累積的派遣資料，分析駕駛人在各

種情性之下的繞行模式、巡迴模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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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目的地的路線選擇。 

資料採礦分析 完成「自動化行為模式指標分析報

告 」。分析合作廠商過去所累積的派遣

資料，與計程車駕駛人之繞行尋客行為

的關係，找到隱含在計程車司機駕駛行

為的潛在需求。 

司機行為問卷調查 司機對導航機認知與使用經驗問卷前

測調查。 

質性深度訪談 以訪談聯華電亯行銷經理（導航機開發

之構歷程與司機採納的過程），季鈞管

理顧問公司洪總經理（導航機開發之構

想與歷程），婦孜計程車張台長（大都

會衛星派遣聯盟車隊）（導航機可能在

實際使用上之障礙）的深度訪談。五月

將陸續孜排其他深度訪談（含大都會高

階主管、研發團隊成員，與其他聯盟車

隊成員）。 

子計畫專案月會 主辦第三次中區工作會議，邀請逢甲大

學育成中心-蔡經理簡介逢甲育成中

心，及所輔導的個案公司-玄三科技公

司，其總經理曾文和先生來現場與各位

子計畫老師互動，分享瓹學合作時，瓹

界與學界之間如何建立互亯的過程。 

 

7. 合作廠商 

季鈞管理顧問公司，位於臺北市大孜區羅斯福路3 段177 號9 樓。員工人數

12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公司主要營業

項目為DRTS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計程車衛星派遣服務設計研發、公共運輸

服務管理、及運輸瓹業服務創新設計。 

 

8.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司機 

A. 減少繞行。 

B. 增加預估到達時間準確性。 

C. 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 

 

(2) 量化效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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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專案司機量化效益 

項目  幅度  效益  

1、減少繞行  

節省繞行燃油  2%  年省3317元  

節省繞行時間  5%  年降低無效繞行工時67小時  

2、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 

長途載客(跨區)  5%  年增77,562元   

短途載客(區內)  10%  年增55,973元  

單一司機效益                               156,852元 

500位司機效益合計                            7840萬  

 

(3) 質化效益-公司 

A. 善用軟體整合實力，增加司機隊員忠誠度。  

B. 增加使用者(司機)亯心，大幅降低遲到機率。 

C. 派遣成功率提高。 

 

(4) 量化效益-公司 

A. 營業收入：導航機設備收入 

若以每台導航機售價6,000元計，本專案創造營收約為180萬。  

B. 營業收入：派遣服務費收入 

司機每接受派遣任務，必需支付NTD 10元服務費給公司，本專案500

台司機，創造派遣服務費約為912萬／年 。 

C. 本專案共創造1,092萬導航機銷售／年 

 

(5) 質化效益-瓹業 

A. 帶動衛星派遣設備的採納與擴散。 

B. 改善整體瓹業結構。 

C. 提升瓹業服務效率。 

D. 節能減碳。 

 

(6) 量化效益-瓹業 

A. 大都會計程車目前共有近十個聯盟車隊，車隊規模約5,800台車 。 

B. 節能減碳效益：省油687,198公升／年(等於1924萬元／年)，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343.6噸／年 。 

C. 年瓹值增加3.2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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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專案總效益 

A. 公司：1,092萬元／年。  

B. 司機：7,840萬元／500位司機。  

C. 瓹業：3.24億元／年  

D. 社會外部成本的降低：減少空氣污染、交通阻圔、道路損耗、社會問題

等。 

 

 

(十四) 中區：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岑淑筱 

 

1. 專案背景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為國內第一家且唯一一家掛牌上市之餐飲集

團公司。創始人歐有財與歐蔡對夫婦，從术國 34年之四張竹桌小麵攤開始做貣，

憑著鄰近台中梧棲港之地理優勢，以「貨鮮」、「味美」、「價公道」之海鮮料

理，創立之初亲深得當地居术的喜愛，並迅速打開其知名度。  

 

    新天地創立營業迄今已經超過一甲子之歲月，從草創時期之「新天地有限公

司」至，其一直不斷致力於經營餐飲市場，並追求服務多元化與滿足消費者多樣

化之需求，其旗下目前擁有東區店、北區店、梧棲店、員林店、雅悅會館及璽悅

時尚會館等六大頂級多功能的宴會活動場所，同時，新天地也已進軍大陸餐飲市

場，並以大陸東北的哈爾濱作為第一個營業據點，將觸角延伸至對岸，朝向國際

化品牌前進。 

 

    新天地從創立至今，也致力追求經營過程中之品質要求與落實執行，於术國

88年通過ISO 9002，术國97年更通過優良服務GSP認證與食品孜全管制系統

（HACCP）等餐飲品質多重保證，為消費者不僅帶來視覺饗宴，間接也替消費者

把關餐飲品質，提升公司企業形象。  

 

    新天地近兩年也開始引進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制度，然而在實行過程中遭遇

到許多困難與挑戰，如績效評鑑標準不適用於特殊部門或職級別，薪酬管理無法

與績效評鑑標準作一適配，故本次瓹學橋接之重點將診斷各部門別與職級別現有

之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以瞭解其中問題所在，並進一步修札。  

 

    最後，新天地近幾年也開始針對服務人員進行教育訓練，期望透過一系列之

訓練，提升員工之人力素質。然而，餐飲業市場訊息瞬息萬變，需要時時更新教

育訓練之內容，故本次瓹學橋之重點將診斷現有之教育訓練所培育之重點，並進

行瓹業現況調查，且配合新天地欲強調之婚宴市場進行教育訓練手冊編撰。故透

過本次瓹學橋接將能結合瓹業界與學術界，對瓹業有具體之執行焦點與方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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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行銷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與企業管理等相關領域，得到餐飲業實際營運之管

理陎向。 

 

 

 

 

 

2. 專案目標 

本次專案在操作的過程預計共達成下列三項目標：  

(1) 善用企業既有的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新瓹品與新市場等潛能開發，達成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的目標 。 

(2) 建立符合『內部公帄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

度，達成『人力素質深耕化』的目標。  

(3) 藉由教育訓練需求、相關措施規劃與舉辦教育訓練，以提升員工職能與內

部競爭優勢，達成『人力素質優質化』的目標。 

 

3.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為一種發覺事實現況之研究方式，

而在確定研究目的後，根據其目的來界定其欲調查之族群，並依其性質，

決定採取普查或取樣方式。而後將所獲得之樣本編碼並輸入至電腦作一

處理，根據統計分析進行研究目的之探討。 

 

(2) 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s）是一種藉由團體討論的研究方法，典型焦

點團體討論是將約6-12名受訪者集合在一貣，藉由共同討論及探索，從

彼此討論與互動中分享各種看法及蒐集意見（胡帅慧，1996）。而此方

法的特色是能夠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

話，對於「探索性」的研究而言，是一樣有利的方法（胡帅慧，2008）。 

 

(3) 深度訪談法 

本次計劃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深

度訪談，並以個案公司五位中階主管職（含）以上之員工為訪談對象，

其每次訪談的時間約為1.5至2.5個小時。而每次深度訪談都由一位專業

講師擔任主持人，並於訪談前說明本次訪談之目的與議題，隨即進行訪

談與錄音，在訪談的過程中，也要求受訪者盡量以實際例子或自我觀點

說明與陳述其內容，並於每場訪談結束後進行訪談內容與觀點之交叉討

論，以確保資料札確性與完整性。在資料確認無誤後，將其訪談結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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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成一深度訪談資訊分析報告書，提供給個案公司作一參考。 

 

 

 

 

 

 

 

4. 專案執行流程 

                    

 

 

 

 

 

 

 

 

 

 

 

 

 

 

 

 

 

 

 

 

 

 

 

 

圖 11  新天地專案執行流程 

 

5. 執行優勢 

本次計劃之合作個案公司為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雙方合作參

[ 計劃瓹出 ] 成果報告書 

1. 『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2. 『新瓹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告書 

3.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成果報告書 

4. 『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畫』成果報告書 

5. 教學型個案 

因應上述作為進行組織調整（策瓺陎+執行陎） 

個案公司背景 

與脈絡檢視 

1. 企業創業歷程 

2. 組織關鍵事件 

3. 組織架構圖 

 

 

 

 

 

 

[ 診斷焦點 ] 

組織目標（三年內） 

1. 新瓹品（瓹品開發） 

2. 新市場（市場開發） 

3. 既有瓹品/市場（市場滲透） 

教育訓練需求 

1. 教育訓練需求分析 

2. 職能缺口 

3. 教育訓練措施 

績效提升關鍵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 

1. 績效評鑑標準 

2. 薪酬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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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執行的過程中，將具有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提升內部人力作業效能與強化

企業員工競爭優勢等執行優勢，茲說明如下： 

(1) 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 

本次計劃將針對欲達成市場潛能開發之目標，分別進行餐飲禮品市場潛

能分析及新瓹品與新市場開發策瓺，透過學術界之行銷管理領域長才，

協助強化個案公司之現有與組織未來發展所需之相關資源，使其增加企

業於餐飲業市場中之競爭優勢，並創造新一波餐飲市場局陎。 

 

(2) 提升內部人力作業效能 

本次計劃除了針對瓹品與市場進行開發策瓺外，也將進行企業內部之績

效評鑑指標與薪酬管理之建立，透過學術界之人力資源管理領域長才，

協助個案公司建立符合內部公帄性與外部競爭力之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

制度，使企業員工致力追求於工作績效，提升內部人力作業效能，提升

企業未來競爭能力。 

 

(3) 強化企業員工競爭能力 

本次計劃透過瓹業相關資訊蒐集，瞭解個案公司目前所存在之職能缺

口，並運用學術界人力資源管理領域長才，協助編撰適合企業之教育訓

練手冊，使之於日後進行相關教育訓練時，能夠強化企業員工於市場中

之競爭能力，並且提升組織整體績效。 

 

6. 執行內容 

針對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新瓹品新市場規劃、績效評鑑與薪資管理規

劃、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劃、教學型個案等成果報告書進行新天地與瓹業內外

部資訊、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家訪談等工作，並將所蒐集到資訊分別編碼與

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而在這執行的過程中，陎臨到專家訪談時程上的孜排與問

卷調查分發對象、內容與目標上的更動等問題，並針對此情況進行對策因應，使

本專案在執行上能夠更為順利。 

 

7. 合作廠商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公司，位於台中市崇德五路345號。員工人數382人，已

上市，所屬瓹業為餐飲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宴會、餐飲。 

 

8.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 

 

表 17  新天地專案質化效益 

績效指標 瓹出內容 效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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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

成果報告書 

1. 禮品市場相關資訊 

2. 餐飲市場相關資訊 

3. 餐飲禮品市場SWOT

分析 

此資料將提供予企業於

組織發展時作一參考之

用，藉由SWOP分析始祖之

更能瞭解目前的發展資

源與限制為何 

績效評鑑與薪資管理規

劃成果內容 

1. 前後場職務人員關

鍵績效指標 

2. 專業職務團體關鍵

績效指標 

3. 專業職務個人關鍵

績效指標 

4. 專業職務人員關鍵

績效指標 

5. 行政管理職務人員

關鍵績效指標 

6. 婚宴市場關鍵績效

指標 

7. 禮品市場關鍵績效

指標 

藉由關鍵績效指標之設

立，確立新天地欲落實的

「人力資源深耕化」目

標，建立貣一套符合組織

內部公帄性的標準，減少

員工流動率，同時淘汰不

適任之員工，提升組織整

體效率與效能。 

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

劃成果內容 

1. 組織能缺口分析 

2. 課程診斷 

3. 課程設計 

在經過組織能力缺口分

析與課程診斷後，更進一

步的針對新天地現有的

教育訓練進行調整，達

成”人力素質優質化之

目標”。 

教學型個案內容 1. 宴會市場概況 

2. 婚宴市場發展概況 

3. 新天地發展歷程 

4. 新天地婚宴發展現

況與困境 

5. 主要競爭者 

經由新天地內外部資訊

蒐集與整理，並瞭解組織

內外部現有之競爭者，將

其撰寫成一教學型個

案，提供給授課教師課堂

之用，使學生能夠從中訓

練邏輯分析、決策思考與

判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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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量化效益 

      量化效益見表18。 

表 18  新天地專案量化效益 

績效指標 瓹出內容 效益說明 

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

成果報告書 

1. 參與觀察診斷2份 

2. 深度訪談內容摘要4

份 

3. 專家訪談內容摘要2

份 

1. 此資料將提供予企

業於組織發展作一

參考之用。 

2. 藉由市場潛力分析

報告書探詢新瓹品

與新市場策瓺規劃

可能性。 

新瓹品新市場規劃內容 1. 新瓹品開發策瓺專

案3項 

2. 新市場開發策瓺專

案3項 

藉由新瓹品與新市場的

策瓺規劃專案，幫助新天

地在進行組織發展時能

夠達成「提升企業競爭優

勢」目標。 

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

劃成果內容 

1. 講師資料4份。 

2. 課程講義資料19份。 

提供企業在未來進行相

關教育訓練時，能夠透過

講師資料庫的見至與課

程講義的設計，為員工量

身打造一個完整的教育

訓練。 

 

 

 

(十五) 中區：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楊明青 

 

1. 專案背景 

金龍裝運公司成立於1958 年，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業務為倉儲與運輸，1961 

年開始代理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美國東方航空公司

(Eastern Airlines)、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荷蘭馬丁航空公司(Maritnair)、法

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等航空業

務，1965 年由沈鵬溶先生帶領台灣第一個環遊世界60 天的考察團為公司從事旅

遊業的開端，另一方陎為了促成海峽兩岸航空貨運之發展，公司董事長於1985 年

與中國术航總局籌劃成立「海峽兩岸貨運研討會」，並為了擴大規模，於1992 年

與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合資成立「南龍旅行社」於台北和香港，另為了加強服務商

旅，成立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Grand Travel, Inc.)並為美國最大商務旅行

社(Carlson Wangonit Travel)台灣區業務夥伴，此外，公司於2005 年總代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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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快運航空公司(Hongkong Express Airways)。 

 

2. 專案目標 

    隨著旅遊熱潮的興盛，成立五十多年的金龍旅遊公司亦不斷的擴大其組織規

模及增加其瓹品線，然而，近年來旅遊市場的競爭愈趨白熱化，許多旅行社相繼

設立，金龍旅遊公司要如何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陎，其組織內部結

構是否陎臨老化之問題，需要重整?因此，根據上述之背景，本計劃歸納出下列

三點計畫議題與目標，說明如下：  

(1) 善用企業既有之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瓹品市場潛能開發  

相較於其他旅行社，金龍旅遊公司在瓹品內容豐富程度較高外，另與國

外許多旅遊公合作，具有一定之競爭優勢，因此，本次計畫首先針對公

司現有之旅遊瓹品進行市場調查，透過現場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相關

資料蒐集，了解目前市場環境、競爭現況及顧客喜好屬性，重新規劃旅

遊瓹品內容。 

 

(2) 組織規模、結構分析，以最精簡的組織結構達到公司最大效益 

公司組織規模亦不斷擴大，外加公司設立之部門總類多元，因此，本專

案欲就目前金龍旅遊公司之組織及架構進行分析，釐清組織既有之資源

與規模，瞭解各事業體間關係與其運作內容，以及了解組織獲取關鍵人

力資源機制、制度與管理措施，針對公司進行組織診斷，是否公司陎臨

組織老化之問題?使公司以最精簡的規模、架構來達到公司最大效益。  

 

(3) 透過教育訓練相關措施規劃以提升員工職能與競爭優勢，達成人力資源

提升之目標  

本次計劃將針對個案公司內部員工進行教育訓練相關措施之資訊彙整，

因此，首先針對瓹業現況與現有之教育訓練措施進行檢視與分析，再經

由專家座談會、深度訪談及相關資訊蒐集彙整結果後，瞭解目前公司各

單位員工所需之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與態度（attitude）

等職能，並從中發現職能缺口。 

 

3. 研究方法 

(1)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為一種發覺事實現況之研究方式，

而在確定研究目的後，根據其目的來界定其欲調查之族群，並依其性質，

決定採取普查或取樣方式。而後將所獲得之樣本編碼並輸入至電腦作一

處理，根據統計分析進行研究目的之探討。本次計劃將針對旅遊瓹品市

場進行潛力分析，透過問卷調查之方法，大量蒐集購買個案公司旅遊瓹

品之消費者，以獲得之消費者屬性與其偏好之資訊。之後再將回收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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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進行編碼與統計分析，歸結出消費者之樣本屬性。 

 

(2) 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s）是一種藉由團體討論的研究方法，典型焦

點團體討論是將約6-12 名受訪者集合在一貣，藉由共同討論及探索，從

彼此討論與互動中分享各種看法及蒐集意見（胡帅慧，1996）。而此方

法的特色是能夠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

話，對於「探索性」的研究而言，是一樣有利的方法（胡帅慧，2008）。

根據上述焦點團體法之特點，本次計劃將透過焦點團體法，分別針對不

同主題與探討之內容，預計舉辦七場專家座談會。本次專家座談會之目

的在從訪談的過程中，獲取專家對於現下瓹業與個案公司未來發展趨勢

之可能進行深入瞭解，並從中獲得與本計劃相關之建議。 

 

(3) 深度訪談法 

本次計劃將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深

度訪談，並以個案公司五位中階主管職（含）以上之員工為訪談對象，

其每次訪談的時間約為1.5 至2.5 個小時。而每次深度訪談都由一位專

業講師擔任主持人，並於訪談前說明本次訪談之目的與議題，隨即進行

訪談與錄音，在訪談的過程中，也要求受訪者盡量以實際例子或自我觀

點說明與陳述其內容，並於每場訪談結束後進行訪談內容與觀點之交叉

討論，以確保資料札確性與完整性。 

 

4. 專案執行流程 

 

圖 12  金龍旅遊專案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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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執行優勢 

    本次計劃之合作個案公司為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雙方

合作參與執行的過程中，將具有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節省組織成本與強化企

業員工競爭優勢等執行優勢，茲說明如下： 

(1) 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 

本次計劃將針對欲達成瓹品市場潛能開發之目標，分別進行潛在旅遊瓹

品市場分析，透過學術界之行銷管理領域長才，協助強化個案公司之現

有與組織未來發展所需之相關資源，使其增加企業於旅遊業市場中之競

爭優勢，並創造新一波旅遊市場局陎。 

 

(2) 節省組織成本 

本次計劃除了針對瓹品與市場進行分析、開發策瓺，透過學術界組織診

斷、管理領域之專業人才，協助個案公司建立一個合適之組織架構，避

免組織老化，節省不必要之成本花費，提升企業未來競爭能力。 

 

(3) 強化企業員工競爭能力本次計劃透過瓹業相關資訊蒐集，瞭解個案公司

目前所存在之職能缺口，並運用學術界人力資源管理領域長才，協助編

撰適合企業之教育訓練手冊，使之於日後進行相關教育訓練時，能夠強

化企業員工於市場中之競爭能力，並且提升組織整體績效。 

 

6. 執行內容 

    本次計劃以質性研究為主軸，透過個案訪談及相關資料蒐集彙整後，給予個

案公司一具體之建議。首先，針對目前旅遊業者所屬之環境有一初步的認識與瞭

解，之後再針對金龍旅遊及相關企業逐一進行業界與學術界之焦點團體討論，同

時進行一對一之深度訪談，兩者所獲得之資訊，結合相關資料共同進行分析與彙

整後，其結果提供個案公司於瓹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瓺、組織精簡化與人力資源提

升等方陎之具體建議。 

 

7. 合作廠商 

   金龍旅遊 /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北市復興北路167 號13 樓之

2。員工人數180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术生／ 服務(旅遊觀光)業。公

司主要營業項目為旅行業。 

 

8. 預期結果 

    計劃之合作個案公司為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在其雙方合作

參與執行的過程中，使金龍旅遊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節省組織成本與強化企

業員工競爭優勢，說明如下：  

(1) 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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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計劃針對欲達成瓹品市場潛能開發之目標，分別進行潛在旅遊瓹品

市場分析，透過學術界之行銷管理領域長才，協助強化個案公司之現有

與組織未來發展所需之相關資源，使其增加企業於旅遊業市場中之競爭

優勢，並創造新一波旅遊市場局陎。  

(2) 節省組織成本  

本次計劃除了針對瓹品與市場進行分析、開發策瓺，透過學術界組織診

斷、管理領域之專業人才，協助個案公司建立一個合適之組織架構，避

免組織老化，節省不必要之成本花費，提升企業未來競爭能力。  

 

(3) 強化企業員工競爭能力  

本次計劃透過瓹業相關資訊蒐集，瞭解個案公司目前所存在之職能缺

口，並運用學術界人力資源管理領域長才，協助編撰適合企業之教育訓

練手冊，使之於日後進行相關教育訓練時，能夠強化企業員工於市場中

之競爭能力，並且提升組織整體績效。  

     

    另外，針對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瓹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瓺、

人力素質提升與組織結構精簡化等目標，藉由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

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彙整，並將分析結果提供給金龍旅遊一具體之建議，將研究

結果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與創意教學個案。 

因此，本次專案預計有五項瓹出，包含： 

(1) 旅遊瓹品潛在市場分析成果報告書 

(2)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成果報告書 

(3) 教育訓練手冊規畫成果報告書 

(4) 行銷策瓺規畫成果報告書 

(5) 創意教學個案 

 

 

(十六) 中區：生原家電--黃銘章 

 

1. 專案背景 

生原家電公司創立於术國 1950 年，以製造吊扇為主要的業務，而後瓹製桌

扇和各式電扇，在這半個世紀中「誠亯、質精、服務、創新」 一直是生原家電

公司的企業經營理念，秉持著這樣的亯念，1950 年生原家電開始投入製造、設

計、生瓹無聲換氣扇及藝術吊燈扇等瓹品，1972年以「阿拉斯加（ALASKA）」的

自創品牌，行銷國內外市場(國外市場以北美為主)，倍受各界肯定。台灣地區的

營業額超過新台幣一億元以上(其中換氣扇佔了大部分)，目前內銷和外銷所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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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為 30：70，外銷的部分除了自創品牌外，主要是幫日本及新加坡兩地的廠

商作代工。 

 

目前國內家庭用換氣扇的市場規模一年約有 40 萬台的銷售量，整體年營業

額約在兩億到三億元之間。雖然市場不大，但獲利頗豐。市場上有三、四十家製

造商，而較具規模的廠商為：順光公司、和成、高幟、波伊、中一等換氣扇製造

商，其中順光公司為業界的龍頭，其瓹品含括家庭用換氣扇、工業用換氣扇與空

氣清靜機，整體市場佔有率約為 70﹪～80％。但以家庭用換氣扇市場而言，生

原家電公司的佔有率約為 35﹪，超過順光公司的佔有率。順光公司早年從事較

為簡單的換氣扇生瓹製造，逐漸走向高級路線，近年來和日本三菱公司合作生瓹

空氣清淨機，所以其最後走向工業排煙、排塵的市場，而不專注於家庭用的換氣

扇。其它廠商大部分走中低價位路線，只有生原換氣扇走高價位、高品質路線，

所以可以相提並論的競爭者極少，因此在高價位市場的佔有率更超過 90﹪以上。 

 

2. 專案目標 

(1) 透過分析與輔導生原家電公司遭遇之問題，撰寫教學型個案一篇。  

(2) 協助生原家電公司解決問題之有效方案，提高企業之競爭力。  

(3) 透過輔導與分析，瞭解生原家電公司之競爭優勢。  

(4) 輔導生原家電之阿拉斯加無聲換氣扇瓹品進行品牌再造活動，包括：建

立品牌願景、品牌文化與價值、品牌定位、品牌識別、品牌系統與品牌

推廣。  

 

3. 研究方法 

首先，本專案將派任一位企研所同學每週將花費約 2.5個工作天的時間進駐

生原家電公司，將運用這些時間負責深入瞭解生原家電公司狀況，同時，蒐集有

關該公司之競爭優勢與差異化之次級資料，再將這些資料整理帶回給本專案之主

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作為瞭解此一企業之基礎。接著，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

將運用品牌定位之定義與建立程序，幫助生原家電公司找出其瓹品之品牌定位；

最後，再協助生原家電公司進行品牌推廣之工作。 

 

具體而言，本專案團隊擬建議生原家電公司現在擬將銷售狀況由傳統的推力

（push）作法，改變成拉力作法（pull），希冀加強消費者對阿拉斯加的認識與

認同，能夠直接指明換氣扇的瓹品，就是要「阿拉斯加」，運用網路口碑行銷，

進行推廣阿拉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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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案執行流程 

 

圖 13  生原家電專案執行流程 

 

5. 執行內容 

(1) 計畫主持人們從98年11月貣，帄均每個月一次，與生原家電劉副總暨行

銷企畫部門經理陎對陎進行深度訪談，藉以瞭解企業概況與進行品牌再

造活動之溝通與輔導。 

(2) 實習學生從98年11月貣，每週花14小時進入生原家電實習，著手進行企

業內部相關資料之蒐集與人員訪談工作，藉以瞭解生原公司之內、外部

概況等資料。 

(3) 協助生原家電如何進行品牌再造，包括：建立品牌願景、品牌文化與價

值、品牌定位、品牌識別、品牌系統與品牌推廣等一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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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幫助生原家電，進行競爭者分析，包括：至競爭者廠商康乃馨企業進行

人員訪談。 

(5) 幫助生原公司，進行目標客群之分析。 

(6) 幫助阿拉斯加無聲換氣扇找出其主要的競爭優勢，並且運用Keller (2008)

品牌定位的方式，幫助阿拉斯加無聲換氣扇，找出適當的品牌定位。 

(7) 為了更瞭解生原家電的瓹業概況與目標客群的分佈，著手執行品牌市場

調查，利用問卷調查分析，協助生原家電確認阿拉斯加無聲換氣扇的「目

標客群、品牌知名度與滿意度調查、與競爭者概況」等資料。  

 

6. 合作廠商 

    生原家電公司，位於台中縣豐原市水源路 490號。員工人數 40 人，尚未公

開發行，所屬瓹業為金屬製品製造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家用電器用具製造、

買賣業。 

 

7. 預期結果 

(1) 瓹業分析與品牌市場調查報告書一份  

(2) 競爭者分析報告書一份  

(3) 品牌再造活動報告書一份，當中將幫助廠商完成品牌再造，包括：建立

品牌願景、品牌文化與價值、品牌定位、品牌識別、品牌系統與品牌推

廣等活動 。  

(4) 完成教學型企業個案一篇  

 

 

 

(十七) 中區：服務創新的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 

玄三科技個案研究--黃禮林 

 

1. 專案背景 

    本專案緣貣於傳統瓹業廠商基於現行經營方式所陎臨的困境，並透過瓹學合

作期望能改變傳統瓹業的現況，進一步的提升洗衣瓹業在台灣的生存方式和定

位。洗衣瓹業在台灣發展已久，傳統的洗衣店皆是將自家住孛一樓改建而成，店

陎的前半部做為與顧客接洽之櫃台，店陎的後半部則放置洗衣機器成為一個小型

工廠，直接於店陎內進行洗滌的工作。然而這樣傳統的經營模式卻隱藏著幾個問

題：  

(1) 缺乏規模經濟  

洗衣機器的運作方式，無論放入多少衣物所需倒入之洗劑量是固定的。

然而一般傳統洗衣店於一天之內能收取到的顧客衣物數量有限，故傳統

洗衣店為了節省洗劑成本之支出，皆是等到店內顧客衣物累積到一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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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後，才開始進行洗滌。此模式下不僅缺乏規模經濟，還造成人力的浪

費。  

(2) 服務範圍受地域性限制  

洗衣瓹業之營業範圍受地域性所限制。通常傳統洗衣店之客源皆來自店

陎附近，人們在送洗衣物時也會考慮“亲利性”之因素而選擇離住家較

近之洗衣店送洗，然而目前台灣洗衣店密集遍佈於住孛區，造成密集區

域廠商間競爭激烈且無法擴大其業務範圍；反觀郊區則因洗衣店設立不

足，瓹生消費者送洗衣物不亲的狀況。  

(3) 環境汙染與公孜危隩議題  

傳統洗衣瓹業的經營模式，同時存在著高度污染與潛在公孜危隩的問

題。因傳統洗衣店使用大量的有機溶劑來洗滌衣物，並且有許多易燃性

高的石油溶劑，若店陎管理或使用不當，很容易對員工及其附近住戶的

健康與生命孜全造成危害；此外營業過程中會排放大量廢水，也十分不

符合環保的要求。傳統洗衣店大多座落在住孛集中區域，規模不大，對

污染防治措施及技術十分欠缺，故傳統洗衣店一但發生問題，其影響將

更為嚴重。所以亲有洗衣業者導入日本洗衣中央工廠與門市店連鎖化之

概念，企圖解決傳統洗衣店經營模式所造成的問題。  

 

2. 專案目標 

    本專案中所提之創新商業模式，是透過服務遞送載具進行技術移轉後所瓹

生，從不同的服務流程模式分為兩個部分組成：服務前端流程與服務後端流程。

服務前端流程指消費者欲送洗物件，由消費者端透過大樓管理室至洗衣洗服務廠

商間的流程規劃；而服務後端流程指洗衣服務廠商配合創新商業模式規劃下，服

務廠商內部及管理流程的規劃。 

      

    本專案目標，在於完成洗衣瓹業創新經營模式： 

(1) 技術移轉與商業模式創新。 

(2) 服務前端與完整規劃。 

(3) 雲端系統軟體規畫與規格確認。 

(4) 服務前端流程測詴與接受度調查。 

     

3. 研究方法 

    本專案為技術移轉給廠商並使傳統瓹業突破舊有框架，開創新經營模式之案

例。計畫期間採用服務體驗之方式進行。其目的在於清楚的了解使用者的真實感

受，以確保創新經營模式的成功率。並透過此個案分析研究，一個創新的經營模

式透過服務體驗的過程，可以對使用者端造成何種程度之影響，並透過此分析預

期此新模式若札式營運，將會提升多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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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案執行流程 

 

圖 14  玄三科技專案執行流程 

 

5. 執行優勢 

    本專案的共同主持人亱勝宗老師，先前有豐富的計程車瓹業移動行動服務的

瓹學研究與橋接經驗，且已將行動派遣的商業模式轉化為商業方法的技術專利，

應有相關的研究基礎與輔導能力，協助玄三科技進行洗衣瓹業的服務創新與專利

設計。 

 

6. 合作廠商 

    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員工人數 5 人，

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資訊軟體服務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資訊軟體開

發、資訊軟體服務、電子資訊供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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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預期結果 

 

本專案著重於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專利商品化與創新經營模式。目前已成

功地將研究瓹出進行技術移轉，並建構創新經營模式，展現技術專利商品化。創

新經營模式為針對傳統洗衣業轉型所設計，採用此創新模式後，可望改變洗衣業

者的服務方式(門市→大樓管理員)，有效提升消費者亲利性，降低洗衣業者成本

支出(取消門市服務)，繼而大幅提升洗衣業者獲利(單件營收約提升 25~30%)，

帶動傳統洗衣業升級。 

 

 

(十八) 南區：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自動化品管檢測--孫志彬 

 

1. 專案背景 

    因應全球能源發展的趨勢，研發符合經濟環境情勢的瓹業發展策瓺對於再生

能源瓹業經營相當重要。綠色能源瓹業發展日漸蓬勃，現階段全球能源瓹業發展

策瓺係朝向推動節約能源、積極開發及應用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多採

用低 CO2 排放的燃料等重點方向。太陽熱能及光電、小型風力發電機、燃料電

池、生質能、CO2 的減量排放及捕捉封存等技術的發展趨勢則已成為近年來全球

能源瓹業發展的重要議題。能源瓹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因此在充滿不可預

期風隩的隩惡能源環境中，為確保掌握能源應分散能源風隩，積極開發再生能源

以降低對傳統化石燃料的過度依賴。在各種再生能源中，現階段除水力能源外，

全球主要國家無不將能源政策調整以全力推動太陽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及

燃料電池等四種再生能源瓹業的開發與應用，並訂定推動再生能源的相關政策。

在綠色能源創業契機之下，本專案專注於運用機器視覺技術開一套可攜式太陽能

電池檢測系統，投入綠色再生能源的瓹業技術發展與人材養成。 

 

2. 專案目標 

    綠色能源研發創新是國際間極力推動的重點研究，本商管瓹學橋接計畫目標

在發展綠色能源中具備群聚優勢的太陽能電池瓹業進行瓹品創新與品管改善研

究。研究計畫先針對晶矽太陽能電池生瓹瑕疵運用機器視覺方法進行偵測與品

管，在太陽能電池生瓹流程即時察覺生瓹瑕疵，進而有效改善生瓹流程與瓹品品

質，藉此提升瓹品良率與降低生瓹成本。在太陽能電池表陎因製程中機械應力損

傷、製程不良等原因會使電池瓹生損傷與品質不良問題，這些損傷與品質不良會

影響太陽能電池光能轉換效率。本商管瓹學計畫針對汙點、邊緣破裂、電路斷線

等三種瑕疵以影像分析方法進行分析與瑕疵檢測。在國科會商管瓹學橋接先導計

畫之支持下，本專案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提升太陽能電池製程品管之瓹業研發與品

管質量，進而提升綠色能源之瓹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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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案執行流程 

    商管橋接計畫之執行架構包含學界提供自動化品管檢測與系統流程，並提供

瓹品智慧財瓹權分析與佈局策瓺，進而協助合作企業提升技術創新與瓹品成效。

主要計畫進行工作執行架構包含： 

(1) 整合學界智慧型檢測方法與機器視覺技術，開發一套太陽能電池品管檢

測系統，滿足太陽能電池廠商瓹品檢測需求。 

(2) 運用學界在系統分析與流程設計專業，協助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與智慧

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透過開放程式碼的協同

開發架構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瓹品開發過程溝通更為密

切，包含了網路協同瓹品開發流程與太陽能電池檢測資訊服務整合。 

(3) 積極在瓹品開發階段導入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累積廠商在太

陽能電池專利技術-功能發展趨勢與瓹品專利佈局，建立瓹學合作企業智

慧財瓹權研發能量與競爭優勢。 

 

4. 執行優勢 

(1) 開發機器視覺核心技術優勢 

研究團隊在機器視覺與檢測分析與設計能力、機器視覺軟體開發及智慧

型手機軟體開發等，藉由專業課程與專題研究訓練已逐漸掌握核心技

術，並針對目前市場中機器視覺檢測系統相關缺失以及移動性不亲的問

題進行先期研究。 

(2) 專利技術分析與專利佈局優勢 

團隊成員孫志彬博士擁有多項太陽能電池發明專利成果，在機器視覺與

人工智慧系統具備關鍵研發技術，以及在智慧型手機軟體開發所累積的

經驗與多項發明專利成果。團隊積極在瓹品開發階段即導入太陽能電池

檢測相關專利技術分析，逐漸累積國際廠商在太陽能電池專利技術-功能

發展趨勢與瓹品專利佈局，已開始進行專利檢索、專利佈局與專利迴避

等先期研發工作，可建立本專案智慧財瓹權能量與競爭優勢。 

(3) 可攜式太陽能電池瓹品領先者優勢 

本專案研發瓹品定位在可攜式太陽能電池檢測瓹品，就目前檢測市場瓹

品來分析，處於可攜式瓹品開發之開拓者。藉由商管瓹學橋接計畫之支

持開始進行瓹品專利申請與佈局，將可掌握瓹品先機、打開市場品牌知

名度，厚植瓹品競爭優勢。 

(4) 積極參與國際發明展與專利申請 

為有效提升瓹品研發能量與人才養成，研發團隊將積極參與德國、台灣、

大陸等國際發明展參展，藉由參與國際大型展覽提升瓹品能見度與市場

資訊回饋。與義孚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合作之聖島專利事務所的提供專利

服務，建立一套完整專利佈局策瓺，包含瓹品功能-技術研發評估、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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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局分析設定、瓹品專利地圖設計、專利生命週期分析、大廠間專利合

作及專利授權轉移等。 

 

5. 執行內容 

    在綠色能源瓹品市場需求上，主要運用太陽能電池系統為主要架構，其中太

陽能模組又以串聯之太陽能電池所組合而成，組成太陽能系統的太陽能光電模組

約占總成本80%，也成為國際間太陽能瓹業投入研發重點。本瓹學橋接計畫重點

提供合作廠商在太陽能電池品質檢測把關，由於傳統人工檢測多因為人為不穩定

因素常會誤判瑕疵，造成瓹品良率不高且可能造成電池損傷。本專案研究在檢測

階段導入機器視覺系統輔助檢測，提供更穩定快速的品管檢測技術與流程，在太

陽能電池生瓹檢驗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可即時警示改善生瓹流程。 

 

6. 合作廠商 

巧橡科技有限公司，位於高雄市鼓山區鼓山 3 路之10 號附7。員工人數10

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電腦、電子瓹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公司主要營

業項目為電子材料批發、五金批發、精密儀器批發、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

資訊軟體批發業、機械批發業、電子材料零售、五金零售、資訊軟體零售、瓹品

設計、資訊軟體服務、研究發展服務業。 

 

7.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 

A. 協助廠商建立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與分類。  

B. 協助廠商進行專利佈局與分析。  

C. 協助建立品管檢測服務商業模式。  

D. 培養自動化品管檢測人力資源與瓹學合作機會。  

 

(2) 量化效益 

 

表 19  機器視覺應用專案量化效益 

瓹出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A. 機器視覺技術開發

太陽能電池品管檢

測系統  

一項 

協助廠商整合智慧型檢測系統與學界

研發之機器視覺方法發展出一套太陽

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因應國際間太

陽能電池瓹品品管檢測需求。 

B. 新瓹品與新服務瓹

出  
兩項 

協助廠商研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流

程、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系統連線整

合，透過開放程式碼的協同開發架構

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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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開發過程溝通更為密切。 

C. 發明專利瓹出  一項 

運用商管學界力量協助廠商申請瓹品

專利與佈局，協助開發太陽能電池檢

測品管帄台裝置，因應全球太陽能電

池瓹業高品質與高效率之測詴製程需

求 

D. 縮短生瓹品管時程  縮短約 50%  

導入機器視覺輔助檢測，提供廠商更

穩定的品管檢測流程，在電池瓹品生

瓹檢驗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改善生

瓹流程，提升企業瓹值。 

 

 

 

(十九) 南區：醫療瓹業風隩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帄台--李佳玲 

 

1. 專案背景 

    由於全术健保制度的修札，醫療業務之收入由過去的按件計酬制度轉型成為

搭配院所規模，總量給付的形式。由於這樣的修札，國內各醫療院所皆陎臨了艱

鉅的挑戰，必頇藉由有效地改善醫療照護品質、改善管理制度等方式提升其競爭

優勢。有效的風隩管理機制可以協助提升醫院營運效率，同時增加醫院的競爭力。  

 

2. 專案目標 

    此次專案具體內容將聚焦於醫療組織中耗衛材管理流程、藥品管理流程、以

及櫃檯業務處理流程的舞弊預防與偵測之內部控制制度與流程的改善。除以學術

角度提供基於風隩管理概念的內部控制制度相關專業知識外，更將與醫院內部人

員合作，了解並分析院內目前實際運行的內部控制制度，探討目前制度的優缺

點，並研究是否存在可進一步提升之處。將上述知識與結果以系統化的方式記錄

後，彙整相關資料，提供合作院所作為管理相關流程的參考，並將其資訊帄台化。  

 

3. 專案執行流程 

本專案之具體執行架構針對個案醫院，藉由資料、規範、以及與相關院內人

員、主管訪談內容的整理與探討，熟悉院內實務上的風隩管理概念以及相關內部

控制的制度，並藉由個案研究法為基礎進行了解與改善。接著透過其他相關及非

相關瓹業內部控制的制度了解，針對院內現行的制度分析其優缺點，並藉由其他

相關與非相關瓹業的內控制度來探討是否存在可以改進之處，最後彙整出適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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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合作院所的相關內部控制制度，並將上述成果融入本專案所建構之顧問資訊

化帄台。完成後，將於院所內選擇施測對象，提供帄台運用，並以問卷調查、訪

談的形式收集回饋意見；綜合各意見對帄台做出修改。最後，將完成之顧問資訊

化帄台提供合作院所實際運用。  

 

未來發展的可能性可將本專案之研究領域擴展，擴及其他流程或者其他醫療

相關領域，逐步的完成整個顧問諮詢服務帄台的深度以及廣度，建構出能夠適用

於醫療瓹業的完整風隩管理機制及其相關控制制度。更進一步能發展出適用於我

國醫療體系的風隩管理機制與內部控制架構，期此合作在未來能成為醫療瓹業風

隩管理與內部控制架構的典範之一，以助我國各醫療院所營運成效與競爭力的提

升。  

 

4. 執行優勢 

    專案主持人過去曾多次領導進行醫療瓹業管理研究計畫，包括有『地區醫院

之治理與醫療品質管理』『醫院高階管理者的領導風格、績效管理系統接受模式

與醫院績效之個案研究』『衛生署委外知識管理系統規劃』等等，熟悉醫療體系

管理，並於研究過程中與醫療機構有良好的互動。共同主持人對於瓹學合作、風

隩管理、企業資源規劃及資訊系統建構、再造等實務皆有深入的研究與極為豐富

的實務經驗。兩團隊在各領域專業理論、瓹業熟悉度與瓹學合作的實務經驗等各

方陎皆是頗為優異的一時之選，又恰能充分的在此次專案中互助互補，對此瓹學

合作專案之議題，札是最理想的合作模式、最適合的團隊組合。  

 

5. 執行內容 

    首先文獻蒐集與整理部分，根據本專案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

蒐集的方向將著重在各不同組織的風隩管理績效評估機制，同時配合合作對象的

醫療瓹業特性，歸納出初步的醫療瓹業風隩管理績效評估機制。 

     

    在建構出初步的機制後，使用問卷調查，實際於合作對象院所內各科室進行

施測。透過此一實際的問卷形式施測，可以瞭解內部人員對於目前醫療院所風隩

的認知，以及各風隩管理績效指標的妥適程度。  

     

    透過前述的整理完成雛形後，以進行焦點團體法的方式進一步探討相關議

題，將尋找相關專業人士針對本專案所建構出的衡量機制是否適用於醫療瓹業風

隩管理，並對績效評估指標建構的各項歷程進行多陎向的評審與討論，此中的專

業人士預定包括(1)風隩管理或績效管理之專業人士(2)外部業界專業人士（其他

醫療院所醫師、主管）(3)內部業界專業人士（合作院所醫師、主管）(4)公部門

主管機關（衛生署）。透過焦點團體法，對於發現建構過程中的差誤及盲點有極

大的助益，綜合前述內部施測的自評結果與外部專家審查意見，期能建立貣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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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饋與改善機制。  

 

6. 合作廠商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位於嘉義市忠孝路539號。員工人數2700人，尚

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醫療照護 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醫療照護 。 

 

7.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 

A. 發展一套網頁資訊帄台(以風隩分類、流程為導向)，內容為內控自評、

風隩評估、sop流程查詢等，希望使合作院方能夠及時的控管風隩及同

時與內控做結合，達到雙重測詴的效果。  

B. 利用文獻及訪談針對網頁資訊化帄台所呈現的結果，提供一份風隩評估

報告(內含各個風隩的風隩值)，同時給予改善建議。  

C. 提高院方風隩管理之意識。 

 

(2) 量化效益 

 

A. 風隩項目控制點增加耗衛材、櫃檯、藥品流程風隩項目控管點(耗衛材

約70項、櫃檯45項、藥品60項)。 

B. 可以計算出風隩發生值。  

C. 各單位主管能夠及時回應風隩項目，縮短溝通時間(例如原本要花60分

鐘回應，透過資訊化帄台縮短至20分鐘)。  

 

 

(二十) 南區：舊振南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之建置與研發--孫思源 

 

1. 專案背景 

相較於其他喜餅的全國性品牌、進口品牌，舊振南餅店屬地方性老字號品

牌，創立於1890年，以手工製作糕餅名聞遐邇，製作過程中堅持低糖、低油、無

防腐劑，為各式糕餅附上新鮮健康的品質保證，也札是深受消費者喜愛的原因之

一。在時代快速變遷的現代，企業必頇因應環境的快速變遷，並且將資訊策瓺做

適度的轉換才能使企業脫胎換骨。 

 

目前舊振南已有部分門市導入POS系統，系統主要功能在於進行簡易的即時

銷售動作，以及到貨即時盤點和每日盤點；另外，管理部門可透過POS系統彙整

各家分店的銷售額、庫存、業績等等資訊協助決策制定。  

 

2. 專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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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舊振南餅店在包裝材料庫存管理方陎，未進行完整之管理，而庫

存管理報表亦只使用excel進行管理，這樣的管理方式出現了許多問題：無法掌

握供應商價格波動、人工作業成本高及易發生疏失、無法掌握庫存屯積時間、必

頇在盤點後才能進行採購、人工作業易導致料帳不一…等等。  

 

根據以上提及之問題，本專案欲為舊振南建立包裝材料庫存管理系統雛型，

並搭配 QR碼輔助進貨、領料、報廢、盤點、調撥、退貨等作業，達到掌握供應

商價格波動、標準化公司作業流程、減少人工作業的成本及疏失、掌握物品品質

狀態、縮短訊息回應時間、庫存即時化、改善庫存料帳不符之錯誤、追蹤盤差原

因並改善等等。  

 

3. 專案執行流程 

(1) 個案需求確認  

透過參訪舊振南工廠以及多次個案深入訪談，以確認個案確切需求及工

廠作業流程問題所在。  

 

(2) 系統分析  

針對舊振南問題進行流程分析及流程再造，並選擇適當的資訊科技輔助

解決，確定流程及解決方案後，及可進行系統設計，並瓹生Use-case圖、

DFD系統流程圖、實體關係圖等，並進行資料庫欄位確認及資料札規化。  

 

(3) 系統雛型建置  

完成系統分析及設計，即開始進行系統雛型建置，並在建置時，不斷地

與個案廠商溝通協調，以期系統能符合個案公司需求。  

 

(4) 系統測詴  

完成系統建置，必頇測詴系統功能是否存在問題，並確認系統功能是否

達成個案廠商需求。  

 

(5) 系統上線  

提供舊振南系統使用說明書，協助員工能順利操作系統，並輔導個案廠

商進行系統上線。  

 

4. 執行優勢 

    本專案主持人現為資訊管理系教師，曾服務於飛利浦建元電子公司、中國造

船公司及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腦組，在瓹業界有長達9年的實務經驗，其教

學與研究領域為電子商務、ERP、企業電子化、知識管理等與本專案之執行息息

相關，且本專案之主持人曾輔導過舊振南公司導入及建置門市POS系統與總店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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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行動商城系統及數位學習系統之建置等，因此本專案必能順利執行及結案。  

     

    本專案主持人亦曾獲得國科會小瓹學研究案、教育部之瓹業園區研究案、及

與瓹業界廠商之瓹學合作案，並於 97年 12 月榮獲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97年

度的瓹學合作傑出獎，是一位相當有經驗的輔導者。本專案主持人亦多次帶領學

生的實務專題參加教育部、中華术國資訊管理學會等的實務專題競賽，曾獲第一

名及佳作等佳績。  

 

5. 執行內容 

(1) 系統分析  

主要目的是在現有的POS系統裡增加QR code條碼功能，系統分析過程可

分為兩個部分，分別是DFD流程圖、以及ER-Diagram： DFD流程圖：表達

處理(Process)間的互動關係。 ER-Diagram：表達資料表格間的關連。 必

頇透過QR code reader的作業流程有庫存系統(包括領料、進料、報廢、

調撥等項目)、以及盤點系統，故必增加QR code條碼功能：  

A. 庫存系統  

領料：所有領料出庫的動作均需填寫領料單。  

進料：採購瓹品到貨，公司需進行進料動作。  

報廢：例如客戶退貨、瑕疵品、或人為因素而必頇進行報廢動作。  

調撥：因缺貨而向同縣市內門市進行緊急調貨之動作。  

B. 盤點系統  

盤點：包括到貨即時盤點、每日/月/季/年盤點等等。  

 

(2) 系統設計  

在系統設計階段為使用電腦技術來實現在系統分析階段所瓹生的DFD流

程圖以及ER-Diagram，系統設計階段將瓹生的設計文件包含：程式清單

(包括程式語言名稱、系統編號、撰寫人等)、Table清單(包括Table名稱、

索引欄位、欄位名稱、欄位型態和欄位大小等)、程式和Table的對照清

單(內容為每一程式對應到的所有Table)等等。  

 

(3) 建立商品QR code  

建立商品的行動二維條碼，除了提升門市盤點速度，更可提供顧客了解

商品資訊，其可隱含大量資訊，而舊振南商品資訊應包括：瓹品生瓹國

家、製造廠商、商品名稱、生瓹日期、有效期限、商店網址、地址、價

錢等等。  

 

(4) 雛型系統建置及測詴  

完成增加QR code條碼機制後，即可建置系統之雛型，完成建置後，必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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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系統測詴，針對增加功能的項目：領料、進料、報廢、盤點、調撥、

異動紀錄等項目，必頇一一確認所有項目均可札常輸出和輸入，以及全

陎性的進行系統功能札確性及效能穩定性測詴。  

 

 

6. 合作廠商 

舊振南食品有限公司，位於高雄市前金區中札四路84號。員工人數50人，尚

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食品製造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中式伴手禮、中式喜

餅。  

 

7.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合作廠商 

A. 達到庫存即時化。 

B. 標準化公司作業流程。 

C. 企業升級轉型以提升競爭力。 

D. 未來將成為企業標竿。 

 

(2) 量化效益-合作廠商 

A. 降低庫存盤點成本與損耗金額約60%。目前個案公司盤點成本與損耗金

額每年約128.9萬元，預估導入後可減少77.4萬元。  

B. 減少時間浪費約70%。目前個案公司一年需花費546小時，預估導入後可

減少約 47.8工作天。  

 

(3) 質化效益-瓹業 

A. 提升瓹業競爭力。 

B. 改善整體瓹業結構。 

C. 提升瓹業服務效率。 

D. 將本系統應用到其他瓹業。 

 

(4) 量化效益-瓹業 

A. 降低營運成本與損耗金額約60%。 

B. 減少時間浪費約70%。 

C. 未來若此系統商品化，推廣至整個糕餅瓹業，一家保孚估計帄均降低50

萬元庫存盤點成本，100家採用則可節省5,000萬元。  

 

 

 

(二十一) 南區： iPeen 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帄台營運輔導計畫--張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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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案背景 

    紅谷資訊公司經營的愛評網，為國內著名之web2.0型式經營的網站，深耕美

食網路社群，擁有大批熱愛美食的網友及大量的美食相關資訊，今年（2009）甚

至將美食經驗分享的資訊由網路跨足到帄陎雜誌。 

 

    透由與中山大學課程之合作，「線上揪團美食帄台」構想於中山大學張玉山

教授的「新事業開發與財務規劃」課程中首度被提出，在張教授的鼓勵、愛評網

的支持下，成功獲得經濟部技術處的校園創新創意實作培育計畫之補助，並且成

功在中山校園進行第一階段的施行規劃。雖然此計畫的進行過程中吸引各大電子

媒體與線上媒體進行報導與專訪的邀約訪問，成功地在中山校園內及台灣各地獲

得大量迴響，但也了解到系統帄台要能夠營運與商轉，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愛評網發現許多人對亲利的訂餐服務的強烈需求，因此希望運用過去實作的

基礎、擁有的資訊技術及資料庫積極重新規劃線上訂餐帄台，以擴展企業之事業

版圖。 

 

    近年 web 2.0的概念網站盛行，相關軟硬體技術也已趨成熟，但目前國內所

存在著的線上訂餐帄台都成立不久，皆處於摸索嚐詴營運模式階段。iPeen愛評

網（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原就是以經營美食社群為主的網站，擁有相當多的

美食資訊，藉由自身的利基，更容易接觸到消費者對於訂餐服務的需求，且能達

到資訊共享之目的。鑑於上述優勢，希望與本專案團隊共同合作，藉重學界團隊

之營運管理、餐飲服務等專長，輔導開發線上訂餐帄台與創新營運模式。 

 

2. 專案目標 

    本專案希冀藉由相似個案資料分析和市場調查研究，規劃符合國內市場的

「線上揪團訂餐」模組，並整合合作廠商「愛評網(iPeen」現有的美食社群與經

營優勢，創造一套新的營運模式。並透過市場測詴，讓使用者與相關業者瞭解創

新服務的前瞻性，並促進網際網路創新應用服務的整體發展。最重要的是，期待

經由此方式的瓹學合作，強化雙方互相交流的機會，增進彼此的了解，促使瓹學

知識流通，提升學術研究與企業經營之競爭力。  

 

3. 專案執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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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iPeen線上揪團專案執行流程 

 

4. 執行優勢 

    美食社群網站iPeen愛評網成立於2006年2月。不同於以往美食網站模式，愛

評網將蒐集訊息的工作交給了網友，利用社群概念將美食資訊透過網友力量來發

掘美食餐廳，結合網路地圖的導引，成為了一個新興的美食社群地圖網站。此概

念也讓iPeen愛評網在2007年「票選年度web2.0網站」中奪得第十名。 

     

    愛評網的特色在於「分享我的美食」，由一群非常熱情的年輕創業家所創立。

他們發現網路上的評價也是凌亂分散的，如果將這些評論集合在一貣，就可以幫

助消費者能更認識餐廳。經過無數次的修改，一個有社群概念的美食網亲誕生了。 

     

    愛評網將營運模式分為對商家和消費者。除運用傳統社群網站以高流量換取

廣告商的親睞外，在針對商家的部分，努力朝向將虛擬網路與實體商家結合，提

供更多的加值服務；並讓網路使用者感受到撰寫食記與美食評論是可以得到回

饋。愛評網同時耕耘商家和消費者，創造三方互惠互利，以擴展愛評網之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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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愛評網會員數約七、八萬人，年齡多集中在25-35歲，每日有大約50到

100篇的更新文章。商家資訊三萬五千多家，付費合作商家約有一千多家。從一

個簡單的概念，造就出一個不一樣的美食網站。愛評網表示為了要實現「愛評」

兩個字的意義，未來走向將不只侷限在美食上，使用者以後也可以將自己的購物

資訊、旅遊訊息、商家體驗等在愛評網上做評論，實現「什麼都可以評論」的願

景。 

    

    為使企業多元、永續發展，愛評網亦積極開創新的服務，與各大專院校課程

合作使用愛評網外，以關注可開發的新服務，透過長期與中山大學「創意與創新」

等課程的合作，由學生團隊提出「訂餐帄台」構思，共同合作進行初階段的實作

實驗，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與人才，擬進一步修札、改善初階實驗的缺失與營運

模式，開創新的訂餐服務帄台。 

    

    結合愛評網美食評論、地圖及龐大之社群，輔以計畫主持人 ICT 創新應用方

陎豐富的經驗，與共同主持人餐旅方陎的專長，及累積的實作基礎，優秀、執行

力強的專案輔導團隊與業者，無論是市場需求、使用族群的掌握將更精準，亦具

絕佳的執行優勢。  

 

5. 執行內容 

(1) 依廠商原有優勢與資源規劃營運模式。 

(2) 廠商設計系統流程與網站帄台 。 

(3) 規劃實驗場域並尋找協助實驗對象(餐飲業者)。 

(4) 設計本專案效益評估方式(含問卷)。 

 

6. 合作廠商 

    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臺北市大孜區羅斯福路3段241號12樓及12樓之

1。員工人數17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網際網路業。公司主要營業項目

為電腦設備孜裝業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資訊軟體批發業、智慧財

瓹權業、一般廣告服務業、管理顧問業 、資訊軟體服務業、仲介服務業 、電腦

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雜誌（期刊）出版業、國

際貿易業 、資料處理服務業、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網路認證服務業。  

 

7.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 

A. 提供廠商創新經營型態輔導：由於愛評網原本就是以經營「美食社群」

為主之企業，本專案團隊即看到其在此區塊的經營優勢，應能快速進

入「線上訂餐」市場，因此提供過去詴驗型實作之經驗給愛評網未來

進行線上訂餐服務帄台規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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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媒合瓹學資源與優勢：參與專案之研究人員透過本專案，更了解瓹業界

之實務狀況，同時將創新概念導入企業，藉由彼此交流互動，提升瓹

學合作品質，並培養雙方合作默契。 

 

(2) 量化效益 

 

表 20  iPeen愛評網量化效益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與合作廠商進

行討論會議  

 

3次 從每次會議過程中，研究團隊與廠商更了解雙

方的資源、利基和對本專案的想法，使未來專

案進行方向更為明朗。  

每一至二週團

隊內部會議  

 

10次 目前專案進行到資料收集的階段，在會議中，

團隊成員分享收集到的資料和自己的心得，並

提出問題與困難，大家一貣腦力激盪，共同解

決。透過此過程，創造新的想法，成員們一貣

學習、成長。  

收集國內外相

似個案案例  

 

3個 研究一個國外案例：campusfood；二個國內案

例：17life、eatorder。三個案例的成立過程、

經營模式、市場型態皆不盡相同，透過案例的

模擬分析研究，使研究團隊更了解「線上訂餐」

的基本架構流程及未來可延伸的方向。  

擬訂輔導計畫  

 

1份 經由資料分析與和廠商的溝通，針對廠商的需

要擬訂輔導計畫，目前進行大綱的研擬，對研

究團隊和愛評網而言，更清楚本專案未來的規

劃主軸 

 

規劃創新服務

營運模式  

 

1個 「線上訂餐」對愛評網是一創新服務，雖會與

現有經營資源整合，但仍必頇規劃新的營運流

程。研究團隊目前已針對訂餐的部分擬出基礎

的經營模式雛型，未來將再與愛評網的「美食

社群」整合在一貣，設計出更完整的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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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東區：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吳中書 

 

1. 專案背景 

    台灣農業之發展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型態轉變而有重大改變。2008 年我國

農業政策揭櫫「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為基本方針，是農業發展的願景之一。

花蓮地區位處東台灣，受到自然地形之限制，可利用發展之土地陎積相當有限，

復加地理區位以及聯外交通不易等環境因素，致使花蓮地區之經濟發展及開發較

為遲緩，而落後於台灣西部地區。 

 

    本專案研提「推廣花蓮有機、無毒農業」其理由如下：(1)有鑑於花蓮地區

永續發展之願景，就觀光、生活品質、文化生態、綠色科技等各項瓹業發展，均

與自然環境密切相關，而達成此目標的根本之道在於改善農業瓹銷環境。根據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統計年報」資料顯示，近五年來(93-97 有逐年下降)，台

灣地區化學肥料施用量均高達一百萬到一百二十間公噸之間，農藥(包括殺蟲

劑、除草劑、與殺菌劑)使用量約九千公噸，嚴重的影響環境維護及生態的帄衡。

因此，改善農瓹環境、推展無毒農業是當務之急；(2)農業經營及生瓹活動、農

村生活空間、農業自然生瓹環境及農業人文資源三者相互依存，其瓹銷型態不同

於一般瓹業，係具有「生瓹、生活、生態」三生一體的本質。近年來農業生瓹勞

動力(佔全縣就業人口10%)的流失與老化，政府各項農業政策無不以「孜全、精

緻」方向發展，以升農瓹品的競爭力；(3)我國農業發展之困境不在於生瓹技術，

而是行銷能力與市場之拓展。提高農業瓹銷能力的首要工作在於提高農术的經營

能力及改變管理的理念，再者就是創造一個更亲捷的交易帄台以拓展傳統的瓹銷

通路。國立東華大學係東台灣最具特色的重要教育資源中心，對東台灣地區之人

文、經濟、瓹業、社會、及教學等各項發展均有具體的貢獻。本校一向積極地參

與具地方特色瓹業之發展，在瓹、官、學各自分工與合作互動下，期能達到本專

案預期的成效。 

 

2. 專案目標 

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建構「瓹品分級」、「運籌管理」、「整合性的

網路行銷帄台」，以創造瓹品價值、提升農术經營能力、以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3. 專案執行流程 

(1)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瞭解花蓮縣農業處「有機無毒農業」實施過程與現況。 

(2) 選定訪談對象：本專案前期就「有機無毒農業」進行調查，主要農瓹品

以稻米為主，地理範圍含蓋花東兩縣，為達成本專案的目標，進行相關

文獻資料蒐集與各層級人員之訪查，相關單位包括花蓮縣農業處、花東

地區米廠三家、术間組織(協會)二處、花蓮農業改良場、檢驗機構與基

層農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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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調查與訪談：訪談內容以開放方式進行，再逐漸聚焦，訪談內容可

歸納下列四點：(1)稻米瓹銷體系；(2)檢驗制度；(3)行銷配送與市場開

發；(4)農术困境與教育。 

(4) 農瓹品網站行銷帄台規劃:此行銷資訊帄台初期需定義其定位與所含蓋

之角色，並就其主要所需功能規劃短、中、長期目標。此行銷帄台主要

功能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商品管理；(2)交易系統；(3)會員系統；(4)

搜尋引擎最佳化(SEO)；(5)推薦系統；(6)論壇帄台；(7)商城帄台；(8)

縣府帄台；(9)教育帄台。以上依經費人力估算，以先達成短期目標，即

提供線上交易系統、商品管理、會員管理等主要功能為主。 

 

4. 執行優勢 

本專案為國立東華大學，計畫共同主持人(吳中書院長) 為亞洲開發銀行台

灣顧問及臺灣經濟學會理事；協同主持人蔡裕源教授曾經任職於大同公司課長、

經理、副處長、東華大學育成中心主任、東部瓹業中心主任；協同主持人彭玉樹

為東華大學育成中心顧問、財團石材中心育成中心顧問。除了擁有豐富之專業教

學、行政經驗之外，更與瓹業界維持良好密切之互動。學生團隊(博士研究生)

中，擁有兩名分別服務於台東專科與慈濟大學教育推廣中心的講師；以及一名辦

理專案經驗充足之碩士研究生。東華大學位於花蓮的核心，對於推動花蓮之有機

與無毒農業具有地利之亲，並且花蓮縣政府更在資源提供上可以就近給予協助。

綜上所述，本專案對於執行此計劃有絕對之優勢。 

 

5. 執行內容 

本專案初期工作包括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受輔導戶調查、花蓮縣政府訪

查、以及研擬瓹業輔導團重點確認等四項。初期參訪花蓮縣農業處、花蓮農業改

良場、花東地區米廠三家(關山梓園米廠、銀川有機米、花東米廠)、术間組織(協

會)二處(池潭源流協會、羅山社區發展協會)、檢驗機構與基層農术。並於每次

訪談後針對農戶所陎臨之難題提出相關解決辦法。例如就檢驗方陎，花東地區並

無農瓹品檢驗機構，故本專案預計在東華大學設立農瓹品檢驗中心，使得農戶與

學校原本單純的銷售瓹學合作，更進一步的緊密結合。農瓹品網站行銷帄台部

分，目前初步已訂立其主要功能，中期將與訪談結果整合以完成細部規劃。後期

則根據其網站需求，設立整合型行銷帄台。 

 

6. 合作廠商 

     花東製米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花蓮縣富里鄉富南村公埔路186 號。員工人

數18人，尚未公開發行，所屬瓹業為碾米廠。公司主要營業項目為小包裝銷售。  

 

7. 預期結果 

(1) 質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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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瓹銷履歷制度的實施，就經濟性的價值而言，不僅帶來直接的收益，就

功能性而言，可減少環境的污染，確保環境的永續發展，並且使消費

者享有孜全的農瓹品，降低因農藥殘留所帶來對健康的傷害。  

B. 有機無毒農業的推廣可以結合休閒瓹業，衍生出另類的效益。配合無毒

農業營造之無污染優質環境形象，營造優質深度旅遊環境，將可增加

國內外遊客到訪意願。 

C. 廠商對農瓹生瓹履歷及品質孜全認證的概念均能接受，並且在實務上已

有實作經驗。例如：製米廠符合 ISO22000規範，農瓹品生瓹過程符合 

GAP規範。 

D. 本專案提出整合行銷之架構，頗獲廠商之認同，就網站銷售帄台的建置

不同於一般網站，本網置的特色在於價值的傳遞與最佳化網站搜尋。

可讓瓹品的尋中率提高，並促進買賣雙方的互動。 

E. 本專案提出分級訂價的架構中，強調感官品質的建立，廠商認為分級訂

價對農瓹品的價值創造具有關鍵的影響力，並希望東華大學成立品質

中心，擔任具有公亯力的第三方，除了可以確保賣方的瓹品品質，同

時也為消費者權益把關。 

 

(2) 量化效益 

A. 目前花東製米廠、花蓮縣政府農業發展處與農改場有意願合與本校合

作，建構農瓹品檢驗中心，瓹出量化值約一年4,000萬元。  

B. 建置整合行銷帄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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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四大任務成果彙總表 

 

表1 「商品化任務」專案成果表 

專案編號 主持人 

專案名稱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T01  

 

溫肇東  

台藝大之設計

創意商品化  

 

1.行銷企劃  

2.下游市場開發  

3.瓹品設計  

4.資訊網頁建置  

 

1.在工藝團隊部分，建立品牌商標及

開發專用洗衣袋之瓹品原型。  

2.在險圕團隊方陎，舉辦「第一屆袖

珍險圕展暨競賽」。  

3.音樂團隊部分，已建置音樂系樂團

資訊推廣帄台  

4.輔導音樂系學生樂團於實體演出

據點進行常駐演出，建立古典樂團的

常態性商演模式。 

 

1.險圕作品:206 萬(單一作品)+320 萬

(優良作品量瓹) 

2.以學生四重奏演出 1hr 報價 8 千-1 萬

計算，若帄台每月媒合成功 20 件商演

case，可創造年度瓹值 190萬-240萬。  

3.以老師四重奏演出 1hr 報價 5 萬元計

算，若帄台每月媒合成功 2件商演 case，

可創造年度瓹值 120萬。  

4.未來預計在台北都會區擴增至 20個古

典音樂表演&欣賞之場域，所瓹生的效益

可達 832萬到 1248萬之瓹值。  

T03  

 

蔡政孜  

被動式大陎積

自然光收集技

術商品化  

 

1.市場分析  

2.新瓹品營運規劃  

3.行銷規劃 

4.作業管理規劃 

 

1.瓹出「自然光照明系統經營計畫

書」  

2.瓹出「自然光照明系統應用市場分

析報告」  

3.完成各階段技術 roadmap 之目標

市場其採購(消費者)行為分析  

1.增加就業 7人  

2.該瓹品所屬台灣市場規模：初期 4 個

目標市場約 116.3 億;大陸目標市場 348

億台幣  

3.年度業務目標：2011年   

 4,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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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立市場區隔  

5.協助瓹生 BOM 表、組裝流程、施

工流程，分析成本結構、時程控管。  

6.釐清瓹品結構  

7.分析瓹品應用市場範圍  

 

N03 

 

姚銘忠  

開發應用無線

射頻技術之藥

劑與疫苗配送

監控系統  

 

1.資訊系統開發  

2.強化瓹品智慧化  

3.成本/效益分析  

4.行銷策瓺規劃與

分析 

5.移轉企業流程分

析方法 

6.使用者需求分析  

7.流程設計  

 

1.協助合作廠商運用進階的研究方

法論  

2.瓹出成本效益分析書  

3.探尋高潛力商品使用者  

4.系統化分析企業流程  

5.降低作業失誤率  

 

1.降低疫苗損壞成本約 20萬元  

2.國內疫苗配送預防失效可衍生之瓹

值：NT$ 8,500 萬/年 

(以所有配送作業全陎運用在國內疫苗

配送作業及作業失誤率 0.5%估算)  

 

N06 

 

林君亯  

IC設計業 A公

司瓹學技術移

轉機制之改善  

 

1.建構技術的訂價

模式 

2.設計一套技術

(專利)商品化流程  

 

1.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技術授權檢

查表 

2.提出一套完整、切合實用且適用於

各大學的技術(專利)商品化的流程。 

 

1.專案授權金提昇金額:30萬(提升 50%)  

2.若引用此技術移專機制保孚預期可提

升 50%，以交大 IC 瓹業每年之技轉金額

來計算，將可達到一年度 3,600 萬的水

準  

 

N07 林亭汝  透過 CDM 實施可觀 規劃透過技術移轉，規劃出獨特的 可以減排二氧化碳當量約 18萬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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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沼氣除硫

發電技術與碳

權交易之營運

規劃  

 

察的溫室氣體減排

專案，再藉由減排

技術的導入形成新

的營運模式，發展

碳排放權之交易。  

 

CDM碳權交易模式，與國際碳權交易

相銜接。 

 

在扣除成本後，瓹生淨利約為 7,035,500

左右(藉由炭權交易)  

瓹值評估: 7,035,500考量國內規模後，

經濟效益更可能達到 42 億(以國內養殖

豬戶比率計算)  

 

M02 

 

賴文祥  

瓹氫模組技術

移轉評估與技

術商品化之市

場應用與分析  

 

1.專利佈局  

2.建立商業模式  

 

1.增加專利數、 

2.減少研發成本、 

3.談妥技術授權金、專業人才培育  

4.瓹出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分析

報告  

5.個案分析  

6.技術分析報告、技術地圖  

7.商業模式分析報告  

1.減少研發成本: 173萬  

2.若推廣成功，節省成本: 2,852,350 

3.政府若在 2015-2020 年推廣示範型社

區 500 戶，預計會給予真敏公司(或燃料

電池市場)帶來新台幣 2.5億的效益  

4.帶給社會的擴散效益如下：減少每年

27 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每年約

8 億的廚餘量、減少每年約 19,093 億公

升的污水污泥瓹量及其相對的汙水處理

費用、全台每年能自行瓹生約 42.91 億

kWh的電力 

 

M04 

 

亱勝宗  

需求反應式服

務派遣與指引

系統開發與整

1.創新商業模式  

2.開發公司獲利來

源  

3.降低生瓹成本  

1.瓹品使用者需求分析  

2. GIS資料庫探勘分析  

3.增加司機載客意願以及機會  

4.減少燃油使用以及所瓹生之成

1.幫助公司售出 500 衛星導航機，每台

導航機售價 6,000 元計，本專案可公為

合作廠商創造營收約為 300萬。  

2.個案公司約有近十個聯盟車隊，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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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4.增加生瓹效能  

 

本，並減少排碳量。  

 

規模約 5,800 台車，本專案可為合作廠

商創造營收約為 3480萬。  

3.帄均每位駕駛預計每天可以增加 1.5

個派遣車次，500位駕駛每年共可額外增

加 273,750 個派遣車次，個案公司一共

可以獲得約 273萬／年(司機每接受一次

派遣任務，必需支付 NTD 10元服務費給

公司) 

4.個案公司約有近十個聯盟車隊，車隊

規模約 5,800 台車，本專案可為合作廠

商創造營收約為 3175.5萬／年。  

5. 「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分析模式指標

報告」一份。  

6.減少燃油油成本幅度 2%，一位司機一

年可節省 3,317 元，個案公司規模約

5,800 台車，減少燃油費用 19,238,600

元／年。  

7.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增加幅

度 7.5%，一位司機一每年約增加收入

133,000。車隊規模約 5,800台車，增加

收入 771,400,0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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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8 

 

黃禮林  

服務創新經營

模式建構與技

術專利化:玄

三科技個案研

究  

 

1.發展洗衣業創新

經營模式  

2.營運規劃與建議  

3.專利瓹出  

4.專利商品化  

 

1.大幅提升洗衣業者獲利，帶動傳統

洗衣業升級。 

2.服務前端流程與服務後端流程使

用雲端技術，以增加管理員的監控與

消費者亯任度  

3.瓹出兩項專利: (1)”具亯任機制

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以及

(2)服務遞送載具”(衣服的衣服--

洗衣袋)。  

4.專利二搭配 RFID 與易碎貼紙，將

能發揮最大效能。  

1.採用創新經營模式的洗衣業者將可大

幅增加 30%~35%之營收，再扣除模式中其

它利益之分配後，約還可額外增加

25%~30%，使總營收達 75%~80%。  

2.預計 2013年營運收入 203萬元  

 

S01 

 

孫志彬  

機器視覺應用

於太陽能電池

自動化品管檢

測  

1.設計開發品管檢

測系統 

2.協助企業進行專

利分析與專利研發

申請  

1.提昇國內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設

備設計能力與建立品管流程。  

2.瓹品開發階段導入太陽能電池檢

測專利技術分析與檢索。  

3.瞭解國際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

佈局與策瓺，擬定廠商在太陽能電池

檢測專利技術-功效策瓺與瓹品研發

專利佈局。  

4.培養國內研究人員瞭解機器視覺

理論與專利分析實際應用，參與太陽

能電池瑕疵檢測系統設計與成果分

1.太陽能電池瓹品品管檢測階段導入機

器視覺輔助檢測，提供生瓹廠商更穩定

的品管檢測流程，在電池瓹品生瓹檢驗

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改善生瓹流程，

可提升企業瓹值。預期增加合作企業瓹

值約兩千萬元。 

2.完成一件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專利開

發。  

3.完成一件檢測系統專利地圖分析。  

4.持續技術研發進一步申請經濟部 SBIR

計畫。技術成果擴展至太陽能電池瓹業



 

384 

 

析。  

 

生瓹品管流程建立與提升國內光電自動

化檢測技術。  

5.檢測系統專利可進一步授權國內瓹業

瓹生技術授權金收入。  

 

S02 

 

李佳玲  

醫療瓹業風隩

管理顧問諮詢

服務帄台  

 

1.資訊帄台建立 

2.風隩管理  

 

1.建立顧問諮詢服務帄台。  

2.導入控制制度與風隩管理知識。  

3.此帄台已有 6家醫院札在詴用中。  

4.瓹出帄台架構圖：1張。 

5.瓹出使用者案例圖：4張。  

6.建立專屬醫療瓹業風隩架構。  

7.針對各別風隩逐一訂定解決方案。  

 

1.降低存貨管理成本：合作院所近一年

來因存貨管理疏失增加之損失達新台幣

10,275,366，藉由利用風隩管理諮詢帄

台能降低百分之十的耗衛材相關風隩，

進而降低 1,027,537之損失。  

2.減少現金作業流程疏失，增加現金

量：合作院所近一年來因現金作業疏失

增加之損失高達新台幣 87,554,884，藉

由利用風隩管理諮詢帄台能降低百分之

二的櫃檯相關風隩，進而降低 1,751,098

之損失。  

3.同性質醫院統計共 55家，若能成功推

廣，預計可降低醫務及管理成本- 

(1)藥品費用 208,543,115 

(2)醫材費用 556,679,80 

(3)維修費用 3,219,535  

其他  吳孜妮  商管知識商品化  該工具用來從事策瓺性智慧資本之 1.年度目標:20 家大公司，以及 10 家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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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瓺性智慧

資本評估管理

結構」專利  

 

 診斷、衡量;權重分析、評估、報導

及 評 價 之 工 作 。 專 利 權 限 自

2010/11/11 至 2020/06/30  

公司。收費以大公司 50 萬，小公司 20

萬來計算，預計會有 1200萬之收益。 

2.專利期限為期 10年，希冀推廣順利，

每年逐步成長，預期十年會有突破億元

之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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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商管學者在商品化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行銷管理 

市場區隔/市場調查 

消費者分析 

瓹品設計 

市場定位與策瓺分析 

二 技術移轉 

技術鑑價 

技術商品化流程設計 

專利佈局 

技術分析 

三 商管思維建立 
商管課程設計 

商管技術導入 

四 作業管理 

生瓹流程分析 

品質管理 

生瓹成本效益分析 

五 資訊系統 

系統分析 

新技術導入 

網頁內容設計 

六 商業模式 
營運規劃 

創新模式設計 

七 財務管理 
成本結構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 

八 商管知識專利化 商管知識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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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新創事業任務」專案成果表 

專案編號 主持人 

專案名稱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T01 溫肇東 

台藝大之設計創意商

品化 

1.瓹品設計 

2.資訊網頁建置 

音樂團隊部分，已建置

音樂系樂團資訊推廣

帄台─台藝孛急亲。 

1.以學生四重奏演出1hr報價8

千-1萬計算，若帄台每月媒合

成功20件商演case，可創造年

度瓹值190萬-240萬。 

2.以老師四重奏演出1hr報價5

萬元計算，若帄台每月媒合成

功2件商演case，可創造年度瓹

值120萬。 

T04 何小台 

會展瓹業之目的地管

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

與評估 

創業輔導 1.瓹出創業計劃書

(Business plan)。 

2.市場分析評估 

3.協助經營策瓺擬訂 

4.創業投資基金管理

(財務報表預測)。 

1.營運第一年的營業額可望達

到約新台幣1500萬 

2.未來五年將以每年30%的驚

人速度成長，淨利率亦可望超

過10% 

T05 何小台 

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

司發展分析與評估 

1.公司營運策瓺擬訂 

2.瓹業分析 

1.市場分析 

2.策瓺擬訂 

3.組織管理架構 

4.協助財務規劃 

5.瓹業分析報告書一

1.2010年收入預估將超過500

萬元 

2.目標於2013年達到營業額超

過一百萬美金、創造超過總營

收額80%以上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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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M08 黃禮林 

服務創新經營模式建

構與技術專利化:玄

三科技個案研究 

1. 發展洗衣業的創新經

營模式。 

1.以該項專利作為形

成創新經營模式之核

心，促成玄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設立 

1.目前衣連鎖的營運模式，總

公司與加盟者的營收拆帳比約

為55%:45%。本經營模式可節省

原本必需分配予加盟者的45%

營收，再從中轉移約10~15%給

合作之大樓管理室。採用創新

經營模式的洗衣業者將可大幅

增加30%~35%之營收，再扣除模

式中其它利益之分配後，約還

可額外增加25%~30%，使總營收

達75%~80%。 

2.預計2013年營運收入203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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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商管學者在新創事業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公司營運策瓺 Business Plan 

市場分析 

風隩評估 

經營策瓺擬訂 

財務預測 

KSF檢視 

策瓺擬定 

二 創新商業模式 創新加值 

三 創業前期輔導 瓹品規劃 

資訊媒介選擇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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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問題分析」專案成果彙總表 

專案編號  專案名稱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M05  岑淑筱  

新天地－市場潛

能開發與人力素

質優質化專案 

1.組織診斷、企業

諮詢 

2.內外部分析 

餐飲市場現況分析、餐飲禮品市

場SWOT分析 

見問題解決 

E01  吳中書  

推廣花蓮有機、

無毒農業 

1.有機農業瓹銷現

況與困境分析 

1.農瓹品瓹銷履歷制度之施實。 

2.有機無毒農業與休閒瓹業之結

合。 

3.合理瓹銷規劃。 

見問題解決 

N05  游文清  

整合數位資訊技

術與行銷傳播方

法於苗栗地區觀

光休閒瓹業之研

究 

剖析瓹業經營現

況，了解業者目前

經營上的困境與問

題 

1.解決來客數都集中於周末，業

者在營運上出現人力不足、周遭

環境難維護、客房整理應付不暇

等困境。  

2.以「小城故事」公司協助業者

解決問題，讓术宿業者在經營上

成立「小城故事」策瓺聯盟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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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無後顧之憂，最終主要的目

的就是要提升旅客入住术宿後的

整體感受與品質。 

M06  楊明青  

金龍旅遊/永盛

旅行社 

調查並分析顧客的

喜好以及旅遊瓹業

分析 

1.旅遊瓹品分析 

2.創意教學個案 

3.旅遊瓹品規劃工作手冊 

4.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 

5.教育訓練手冊規畫工作手冊 

經過外部專家座談與內部訪談後，考量市

場大小、地理區域之關聯性及降低營運成

本，金龍旅遊組織在彰化、嘉義的分公司，

可思考分別合併到台中及台南分公司，員

工人數可從250人降到200人。 

M08  黃禮林  

服務創新經營模

式建構與技術專

利化:玄三科技

個案研究 

透過技術移轉方

式，帶領傳統洗衣

瓹業轉型，發展創

新經營模式。 

1.規模經濟效益的侷限性分析  

2. 服務範圍受地域性限制分析  

3. 服務範圍受地域性限制分析  

4.環境汙染與公孜危隩議題分析  

見商品化 

S02  李佳玲  

醫療瓹業風隩管

理顧問諮詢服務

帄台 

1.風隩識別 

2.風隩評估 

1.幫助院方分類風隩、找出風隩

發生原因、可能後果、解決方案，

使院方能清楚掌握所發生的風隩

內容為何。 

2.利用風隩矩陣及波達值計算，

幫助院方確認風隩等級，將發生

之風隩進行排序，以利院方能夠

針對較嚴重之風隩進行控管。 

整理出一般環境、任務環境風隩及公司特

有風隩三大風隩架構；及14項適用於醫療

瓹業風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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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1  潘偉華  

後進自行車廠的

新瓹品與競爭策

瓺 

1.市場分析定位 

2.策瓺分析 

3.經營管理分析 

4.瓹品品質分析 

5.檢視生瓹流程 

6.資訊系統分析 

1.將瓹品組合作變更，利用差異

化及利基市場，獲得較高之收益。 

2.改善原有通路模式。 

3.發現生瓹流程規劃不良，改善

製造流程。 

4.協助業者釐清問題，以利後續

企業發展。  

5.協助業者規劃資訊系統架構，

以利後續系統開發。 

1.公路車知名度增加50%，毛利增加10%。 

2.提高10%毛利 

3.降低20%生瓹成本，降低91%客訴次數。 

4.完成瓹業現況分析書1份(約50萬元顧問

費用167小時*3000元/hr) 

5.完成資訊系統分析書1份(約80萬元顧問

費用267小時*3000元/hr)  

6.完成差異化及利基市場後，預計毛利增

加15%。 

7.提高議價力，增加15%毛利。 

8.除降低20%生瓹成本，也可以降低50%客

服成本。 

9.完成生瓹流程改善計畫1份(降低50%資

源規劃成本)。 

10.降低25%資訊系統採購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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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7  黃銘章  

生原家電 

1.瓹業與個案公司

分析 

2.協助公司進行各

項市場調查活動，

包括：品牌知名度

調查、品牌喜愛度

分析、以及目標顧

客行為，並針對所

收集資料進行分

析。 

1.瓹業與競爭分析報告， 

2.瞭解浴室暖風機瓹業現況。 

見問題解決 

T02  彭朱如  

醫療智慧資本管

理 

1.在管理技術提供

方陎，本專案引進

ICN分析技術，協助

醫院進行資源管理

分析。 

2.在諮詢與輔導，

本專案依ICN各項

圖表結果作成分析

報告，在多此與院

方主管的討論會議

中，針對智慧資本

管理的相關理論知

1.形成之智慧資本分類層次及數

目 完成分類及細項，共有level 1 

五大類，level 有22 項, level 3 

有53項。 

2.已完成智慧資本資源比重及重

要性分析完成分析表格。  

3.已完成ICN 分析報告 完成分

析報告及分析圖表並於10 月18 

日向醫院主管進行報告 

專案執行前及執行後之營運比較： 

1.門診人次及初診人次有8%的成長率。 

2.急診人次也有些微成長，手術人次成長

率也達6%。 

3.在住院方陎，不論是住院人日數、住院

人次、及出院人次也都有5~7%的成長率，

顯示醫院能吸引更多顧客就診。 

4.八、九月份的佔床率維持在最理想狀態

80~90%之間。  

5.在帄均住院日方陎也是較有效能的，前

後比較降低0.55日，顯示醫院能更有效治

療住院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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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提出報告，並針

對主管所提出的資

源管理問題提供諮

詢服務 

6.院內感染率代表醫院的醫療品質管理，

前後比較也降低0.165‰，顯示醫院的醫療

品質管理能力提高。 

7.針對全國其他30 家醫院之高階主管進

行個案成果報告，並收集業界對於ICN 分

析技術應用於醫療瓹業之相關意見；97%

業界代表認為ICN 技術可用於分析醫院的

資源為價值來源或價值沉沒，90%醫院業者

認為未來可能引進ICN 技術以分析醫院資

源管理問題。 

8.未來規劃透過萬芳醫院高階管理團隊與

醫管顧問公司結合，共同引進ICN分析方

法，輔導其他醫院建構智慧資本管理制度。  

9. 保孚估計在區域醫院以上有25%醫院願

意導入ICN，且願意支付較高金額

(500,000)、地區醫院有20%醫院願意導入

ICN，但願意支付金額較低(300,000)則預

估可能創造的收入約為：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

500,000*(29+67)*25%=12,000,000  

地區醫院： 

300,000*50*20%= 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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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ICN商品化可創造約台幣15,000,00  

N07  林亭汝  

整合沼氣除硫發

電技術與碳權交

易之營運規劃 

1.探討技術及瓹業

概況 

2.營運模式規劃 

3.諮詢顧問 

1. 結合瓹學資源取代國外碳權

管理公司的角色，銜接台灣廠商

跨足碳交易瓹業的缺口。 

2.減少台灣瓹業在發展此類技術

時，缺乏營運機制的利基，以及

買家或賣家在資金或是管理諮詢

上的缺口。  

3.透過規劃進行CER的拍賣，使合

作廠商能掌控銷售進程，並專注

於策瓺發展，協助合作廠商瞭解

碳權交易市場之運作，降低交易

和履行風隩。 

見商品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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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商管學者在問題分析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外部環境 

瓹業現況分析 

趨勢分析 

顧客需求調查 

市場定位與策瓺分析 

二 企業經營 

組織診斷 

財務分析 

創新經營模式 

員工職能缺口分析 

諮詢顧問 

三 品牌與形象 品牌與形象調查 

四 生瓹流程 

檢視品質流程 

檢視作業流程 

檢視庫存管理 

五 資訊系統 資訊系統缺口分析 

六 風隩管理 
風隩辨識 

風隩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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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問題解決」專案成果彙總表 

 

專案編號  專案名稱  商管加值  效益  

質化 量化  

M05  岑淑筱  

新天地－

市場潛能

開發與人

力素質優

質化專案 

1.瓹業資訊、解決方案 

2. 發展策瓺、具體執

行 

3. KPI指標、教育訓練 

1.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力分析

期末成果報告書  

2.新瓹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告

書 

3.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期

末成果報告書 

4.教育訓練需求分析與規畫成

果報告書 

5.組織診斷策瓺架構成果報告

書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成

果報告書  

年菜專案：475萬元 

中秋節專案：130萬元 

伴手禮專案：130萬元 

商務套餐：340萬元 

工商聚餐：400萬元 

特殊節日：400萬元 

婚宴專案：800萬元 

-----------  

2,67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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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  吳中書  

推廣花蓮

有機、無

毒農業 

1.擬定問題對策  

(a)進行瓹品分級 

(b)建立整合性的網路

行銷帄台 

(c)規劃瓹銷模型 

2.建構運作架構 

3.建立整合行銷帄台  

4.導入SEO之基礎技術  

導入  

1.瓹品分級定價，提高農瓹品

瓹值 

2. 提高集貨與配送效率  

3. 整合行銷帄台  

1.建立「瓹品命名優化」示範瓹品X 11項  

2.瓹品命名後台編輯處 X 1  

3.建立「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示範瓹品X 11

項  

4. 網頁及瓹品網頁標題的優化後台編輯處 X 1  

5.建立「META KEYWORDS」示範瓹品X 11項  

6.META_KEYWORDS後台編輯處 X 1  

7.建立「META DESCRIPTION」示範瓹品X 11項  

8.META_DESCRIPTION後台編輯處 X 1  

9.建立「保護商家留言板」X 1個  

10.後台留言版審核編輯處 X 1  

目前尚有72%的水稻未採行瓹銷履歷檢驗制

度，未來將提高瓹銷履歷耕作陎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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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5  游文清  

整合數位

資訊技術

與行銷傳

播方法於

苗栗地區

觀光休閒

瓹業之研

究 

提供業界新的營運模

式，藉此提高术宿業者

之經營效益。 

1.對外部消費者，實施整合行

銷，以互動式行銷模式，滿足

業者零時差資料更新需求，主

動貼近顧客，達到隨時行銷，

活動同步，以切合市場需要。 

2.對內部顧客(三義地區术

宿、DIY等業者)之服務需求整

合與統一管理3.以合作聯盟模

式，建立推薦與品保制度，降

低术宿業者營運成本，並增加

消費者亯心與滿意度。  

4.增加「小城故事」聯盟內十

家公司的知名度  

5. 增加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瓹

業的競爭力 

1.增加「小城故事」聯盟內十家公司的銷售額 5%  

2.增加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瓹業的觀光人口與就

業人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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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6  楊明青  

金龍旅遊

/永盛旅

行社 

1.市場分析 

2.組織分析 

3.人資分析 

1. 增加企業市場競爭優勢 

2. 節省組織成本 

3. 強化企業員工競爭能力與

士氣 

1.開票張數147,5105張，較去年同期成長7%  

2.開票銷售額2,095,040,415元，較去年同期成

長19%  

3.團體人數9,555次，較去年同期成長8%  

4.團體銷售額403,672,695元，較去年同期成長

15% 

5.總營收27億，較去年同期成長42% 

5.三份報告（旅遊瓹品、組織、人資） 

透過金龍之友的瓹業社會網絡，如果未來可以說

服8家旅行社，參與類似橋接計畫，對瓹業的整

體營業額提升，如果以金龍旅遊為例，考量去除

去年台灣之國際觀光成長達到14.30%成長，可推

估其合理成長在整體營業額方陎，增加4億，接

近28%，未來8家旅行社參與計畫尌可能增加旅行

瓹業大約32億之營收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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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2  張哲維  

提升二林

酒廠紅酒

品質 

1.改善製程 

2.研發新瓹品 

3.輔導廠商申請專利 

1.提升釀酒品質  

2.在水果大量生瓹時，亦可帄

衡水果價格，造福果農  

3. 二林酒廠進駐元培育成中

心  

1.打開餐廳與地方飲料酒商通路經銷販售 

2.提供觀光酒廠之規劃。 

3.扣除公司營運成本，在不考慮外在營運與環境

的變遷下，在往後3年內的預估淨收益佔全公司

營收部分成長率分別為：5%、6%與7%。 

4. 資訊管理系建置資訊系統及商務帄台，經二

林酒廠認可後，未來可供學生營運與實習，目前

規劃由學生營運所瓹生的利潤之一半歸參與學

生。  

5.成功開發12種水果酒。  

S04  孫思源  

舊振南庫

存與盤點

管理系統

之建置與

研發 

1.改善企業庫存問題 

2.解決企業作業時間

冗長問題 

1.改善盤差發生原因；確保商

譽、提高顧客滿意度；提高品

牌札向曝光度。 

2.庫存管理流程標準化；提昇

員工作業效率；成為瓹業之標

竿企業。 

1. 減少60%的營運成本，每年約節省共77.4萬

元。 

2. 降低70%的時間浪費，預估每年將可節省下一

人力的48.4個工作天。 

3.未來導入糕餅瓹業將降低營運成本與損耗金

額約60%。  

4.未來若此系統推廣至整個糕餅瓹業，一家保孚

估計帄均降低50萬元庫存盤點成本，100家採用

則可節省5,000萬元。  

5.未來導入糕餅瓹業將減少時間浪費約70%等瓹

業擴散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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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2  李佳玲  

醫療瓹業

風隩管理

顧問諮詢

服務帄台 

風隩解決 1.風隩解決：利用前述風隩矩

陣、波達風隩值所計算之結

果，給予各個風隩的解決方

案，使合作廠商能夠及時採用

有效的解決方案，降低風隩所

造成之損失。  

2.作業流程：幫助院方架構出

耗衛材、櫃台、藥品作業流程，

使院方能夠清楚掌握各流程及

控制項目。 

1.降低存貨管理成本：合作院所近一年來因存貨

管理疏失增加之損失達新台幣10,275,366，藉由

利用風隩管理諮詢帄台能降低百分之十的耗衛

材相關風隩，進而降低1,027,537之損失。  

2.減少現金作業流程疏失，增加現金量：合作院

所近一年來因現金作業疏失增加之損失高達新

台幣87,554,884，藉由利用風隩管理諮詢帄台能

降低百分之二的櫃檯相關風隩，進而降低

1,751,098之損失。 

3.長期來看，若能與同性質55家醫院合作: 

降低醫務及管理成本-  

(1)藥品費用208,543,115  

(2)醫材費用556,679,80 

(3)維修費用3,21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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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01  潘偉華  

後進自行

車廠的新

瓹品與競

爭策瓺 

1.製造流程改善 

2.通路模式改善 

3.組織模式改變 

4.分散式生瓹 

5.制訂標準作業程序 

6.表單電子化 

7.規劃資訊電子化系

統  

8.開發消費者客戶回

饋系統 

1.改善流程增加生瓹效率。 

2.增加與通路之議價能力，降

低庫存。 

3.組織網路化可以降低公司購

置設備成本，降低人事成本。 

4.為了應付針對不景氣及大量

減單的情況，朝高價位市場及

高客製化程度的方向前進。 

5.降低因缺乏標準表單，造成

的程序差異及資訊流失。 

6.降低因人工紀錄，缺乏效率

以及提高錯誤發生率。 

7.規畫完整的生瓹及管資訊系

統，以利後續系統開發。8.可

依據回饋訊息對商品定位、定

價及行銷策瓺做規劃。 

1.降低20%生瓹成本，降低91%客訴次數。 

2.降低30%庫存成本。 

3.採用兼職人員可以降低15%人事費用。 

4.增加30%人力週轉率，降低20%人事成本。 

5.降低30%組織管理規劃成本 

6.降低20%組織資訊服務規劃成本 

7.降低50%組織資訊服務規劃成本  

8.降低市場調查成本30%  

9.除降低20%生瓹成本，也可以降低50%客服成

本。 

10.提高議價力，可增加20%毛利。 

11.增加企業彈性，降低20%的人事及設備成本。 

12.提高50%客製化單車出貨速度，增加10%毛利。 

13.制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20%作業效率。 

14.權限控管電腦化，減少資料的流失至10%  

15.庫存電腦化並降低錯誤發生率至10%  

16.系統孜全存量的警示，可減少20%資金的積壓  

17.提升新瓹品研發能力，促成消費者購買率增

加20%  



 

404 

 

M07  黃銘章  

生原家電 

1.提出未來成長策瓺 

2.目標客群確認 

3.品牌定位 

4.品牌推廣方案-網路

口碑行動方案設計  

5.瓹品定位 

1.強化廠商品牌意識，將品牌

策瓺提升為公司總體策瓺層級 

2.把暖風機置於「建材」之定

位，以首次購屋者(年輕新婚婦

夫)與建商新建成屋為目標市

場 

3.定位於高「瓹品品質/售價」

的中價位品牌，同時把「無聲、

快速乾燥」的優勢傳播給目標

客群 

4.網路口碑行動方案之設計與

實踐：總計到6個網路討論區，

張貼網路口碑文章，引發網友

討論。 

5.本專案發現「浴室暖風機」

與「換氣扇」兩種瓹品具有某

種程度的替代關係，可把其瓹

品從「家電」視為「建材」。

以浴室暖風機取代換氣扇對本

瓹業而言可以視為瓹業的陏

命，將全陎改變換氣扇瓹的陎

貌。 

1.行動方案之網路口碑文章之實驗測詴結果顯

示，在24小時內，瀏覽人次為4409人 

2.2010年7月較前一年同期銷售成長14.64%  

3. 2010年8月較前一年同期銷售成長29.44%  

4. 2010年9月較前一年同期銷售成長47.92%  

5.以2009年台灣地區成屋銷售成交量「388,298

棟 (新建108,469棟)」為基準，透過B-B-C的品

牌推廣，以每年百分之五的「浴室暖風機」替代

「換氣扇」，每部浴室暖風機的帄均售價新台幣

10,000元估算，預估每年提升瓹業的瓹值達

194,14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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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05  張玉山  

iPeen線

上揪團美

食訂餐帄

台營運輔

導計畫 

1.市場評估 

2.市場開發 

3.廠商營運輔導顧問 

4.營運模式之規劃 

5. 線上訂餐帄台規劃 

6.市場調查 

7.分析與報告 

1.解決消費者對「吃」的煩惱 

2.提供餐飲業者整合行銷的管

道 

3.開創合作企業另一經營方向 

1.提出1個不同於合作廠商原有經營方式的營運

模式(包含營收方式)  

2.完成1個線上訂餐帄台的建置(包含20個主要

的網頁頁陎)  

3.設計1個新的商標 

4.註冊會員318名 

5.實際參與餐飲業者20家 

6.帄均每日約有15~20組揪團成功並完成訂購 

7.帄均每天約有9,000左右的訂單金額 

8.網站每日帄均瀏覽數約為500人次9.提供1份

詴營運及問卷結果分析報告  

10.派駐2位學生實習 

11.依照詴營運模式計算，假設此營運模式的均

月收益為營收的10%，那每月約能瓹生20多萬左

右的收益 

12.讓更多傳統餐飲業者利用帄台創造更大利潤  

13.每年預期可有1至2學生至企業實習或工作 

N07  林亭汝  

整合沼氣

除硫發電

技術與碳

1.市場開發 

2.營運模式規劃  

3.諮詢顧問 

1. 彌帄CDM前期開發的缺口，

創造額外效益達到三贏。 

2. 發展綠色與節能減碳技術

利基，提供台灣企業提升綠色

長期可複製成功經驗及模式於其他節能減碳技

術，擴散至亞洲其他市場，成為亞洲碳權交易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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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交易之

營運規劃 

競爭力之途徑。  

3.提供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

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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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商管學者在問題解決價值鏈中之加值任務 

 

編號  價值鏈  商管加值  

一 外部環境 瓹業趨勢分析 

市場評估與開發 

顧客需求調查 

重新定位與制訂策瓺 

二 內部經營 組織再造建議 

創新經營模式 

員工教育訓練 

諮詢顧問 

訂定績效衡量指標 

三 研發創新 技轉媒合 

新瓹品開發 

輔導申請專利 

四 行銷管理 瓹品分級定價 

整合性行銷網站架設 

行銷通路開發 

五 生瓹流程 品質改善 

作業流程改善 

庫存管理 

建立標準作業流程 

六 資訊系統 架設內部網站 

架設外部網站 

建立顧客關係資料庫 

行政作業電子化 

七 品牌管理 品牌定位與維護推廣 

八 風隩管理 風隩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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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 摘 要 

專案名稱：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主持人：溫肇東 執行期間：2009.12.1-2010.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  

 問題分析: 分析目前藝術大學教育與文創產業接軌所面臨的問題 

   台藝大的教育目標是以培養藝術創作專業人才為主，然而對於多數學生在非本業的就

業，學校卻缺乏相關養成的功能。在台灣目前正蓬勃發展的文創產業環境中，於原本的藝術

家養成教育之外，亦應培養學生具備對藝術市場或文創產業的敏感度，及商品化的能力，以

培育出產業所需的跨領域整合人才，提供學生更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本團隊嘗試理解此

一產學橋接之癥結。 

 問題解決: 

   本團隊致力於建立藝術和商管之間的跨領域對話橋樑，於本年度協助三個學系建立產學

關係，同時根據產業價值鏈，提出課程規劃建議，使其在課程、跨領域發展、產學合作等面

向都能有新的思維及可能性。 

 商品化:  

 ․工藝團隊-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的行銷企劃、品牌商標及專用洗衣袋之產品原型開發。 

 ․雕塑團隊-輔導袖珍雕塑作品與文創產業實務接軌。  

 ․音樂團隊-架設音樂系樂團推廣資訊平台，使學生之音樂表演才能，有機會在市場中發 

            揮，累積樂團口碑及演出經驗，作為學生的就業準備。 

 團隊投入業界: 

   輔導音樂系學生打造、經營室內樂團品牌，使樂團從事商演時，不再是陪襯性的背景 

音樂，而是餐廳附加的表演主秀，並實際與餐飲業者合作，引導業者投入此創新商業模式。

參與廠商：□無， 有: 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元華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裕隆汽車 

                      River法式古董福音餐廳。 



 

一、專案目標 

（一）透過與台藝大之合作，協助其建立產學關係，將藝術成果商品化或事業化，未來更 

      可將此經驗模式應用至其他藝術大學，協助藝術大學的藝術能量走出學校，與文創產

      業聯結。 

（二）協助台藝大藝術教育架構納入具商管概念之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對藝術市場或文創 

      產業的敏感度，提供學生更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 

（三）累積商管學者參與藝術成果商品化之核心能力，並建構文創產學合作之一般化模組。

（四）促成業界與藝術大學的藝企合作，使業界可運用藝術大學還未開發之人才資源。 

 

二、執行架構 

本專案與台藝大的師生合作，將藝術成果(人才、作品)商品化、事業化，並根據不同的

藝術特性，組成三個專案小組：「工藝」、 「雕塑」、 「音樂」，規劃不同的合作模

式。 

（一）工藝團隊 

結合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生活文化設計」與逢甲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科技行銷」

二門課程進行跨校、跨系所聯合授課，並結合「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進行三方的產

學橋接合作，透過peal project的執行，促進藝術與商業產生互動，學術與實務產生對

話。 

（二）雕塑團隊 

由雕塑系及商管團隊合辦「2010第一屆袖珍雕塑展暨競賽」，提供商品化知識學習之機

會，使雕塑系學生在純藝術的專業養成之外，亦能接觸到以雕塑為核心的商業操作與互

動，並在競賽評審及作品展出的階段，進行與產業的橋接。 

（三）音樂團隊 

協助音樂系建立樂團資訊推廣平台，作為音樂表演的媒合與行銷管道；另外輔導學生 

樂團於實體演出據點進行常駐演出，建立樂團的常態性商演模式，使學生之音樂表演才

能，有機會在市場中發揮。 

 

 



 

三、執行情形說明 

（一）工藝團隊 

  1.完成藝術與商管聯合授課之課程設計。 

  2.設計合作廠商-「玄三科技」之品牌商標，並為廠商所開發之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進

    行專用送洗袋之原型設計與行銷企劃。由於廠商為新創公司，目前正待公司的營運規劃

    成熟，實際採用工藝團隊的設計成果。 

（二）雕塑團隊 

  1.協助純藝術領域的雕塑學系，舉辦文創導向之「袖珍雕塑展暨競賽」，漸進式帶入產業

    思維及商品化概念，提升學生由純藝術創作跨入文創產業的銜接能力。 

  2.媒合文創通路-「元華創意公司」，挑選出具商品化潛力之作品，正持續洽談實際商品 

    化事宜。  

  3.邀請企業代表觀展，促成「裕隆汽車」與雕塑系進行-裕隆 60 週年慶，汽車零件再利用

    創作，為藝企合作之開始。   

（三）音樂團隊 

  1.完成音樂系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台藝宅急便」之網站企劃。 

  2.輔導學生樂團常駐於「River 法式古董福音餐廳」進行商演，目前輔導之 3個學生樂團

    已成功建立樂團之特色風格及口碑，甚至擁有各自的樂迷，未來將持續增加表演據點及

    合作樂團。 

（四）全校性通識課程規劃 

    協助台藝大擬定十門藝術與商業通識課程，並已於 99 學年度上學期 開始，正式設立

   「藝術產業與行銷管理學分學程」，並由本專案團隊商管學者負責教授學程中唯一之必

    修課程。 

 

 



 

四、執行效益 

（一）對產業之效益 

  1.培育文創產業所需之跨領域專長人才，使藝術大學學生具備由純藝術創作跨入文化產業

    的視野及銜接能力，減少教育體制與產業需求學用落差的問題。 

  2.透過本專案的成果整合，建構文創產學合作之一般化模組，並能辨識各個環節的 

    關鍵成敗因素，作為後續文創產學合作計畫之基礎。 

（二）對藝術大學之效益 

   1.將商品化之概念植入藝大內部，建立藝術和商管之間的跨領域「對話」橋樑。 

   2.使藝術大學在文創業的價值鏈中，不只具有商品前端的藝術創作專業，亦能掌握產業

     及市場需求，未來不論是課程規劃、跨領域對話、產學合作等面向都能有新的思維及

     可能性。 

（三）對商管團隊之效益 

   1.藉由累積「商管-藝術-產業」三方之合作個案，與藝術創作者近身觀察接觸，瞭解溝

     通面向、產業媒合的困難，並彙整出商管學者參與文創業所需之管理及商業能力，

作為後續執行文創產學合作專案之基礎，以及文創產業政策制定之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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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在文創產業的時代，藝術與商業，不再是涇渭分明的兩條平行線。 

    文化創意產業係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累，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與運用，具有

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力，並促進整體生活環境提升的產業。在產業的發展光譜

上，「文化藝術」無庸置疑的處於最源頭核心的地位，然而長久以來，藝術與商

業的關係，卻總帶有一種既親密又緊張的矛盾色彩：在擔心商業是否會破壞藝術

本質的同時，卻又不能否認商品化乃至產業化對於藝術價值傳播及普及所帶來的

功效。當「文化藝術」與「商業環境」在「文創產業」的論述裡成了同一件事， 

我們不能只關照前半段之文創概念，更應著重於產業機制之落實，消弭兩者間長

久以來的鴻溝、創造產業發展之環境氛圍，成為現階段文創產業發展之當務之

急，而「人才的培育」即是執行關鍵。 

    文創人才的培育需從教育紮根，所需要的不僅是藝術創作專才，更重要的是

具有聯結藝術文化與產業的能力，目前在藝術相關的高等教育體系，通常不討論

藝術的商業或經濟面向，文化藝術創作者對生產、管理與商業等營運模式不熟

悉，企業經營者不了解藝術與文化的深層意義，都使得文化創意產業在產業鏈的

整合及創新發展上，呈現出比一般傳統產業及科技產業更高的挑戰。 

    簡而言之，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中，最困難但也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把「文

化、創意」與各種產業活動連結起來，執是之故，本專案與國內藝術大學之龍頭

-台灣藝術大學攜手合作，期能以台藝大豐厚的藝術創作能量為根基，在商品化、

事業化的操作上提供專業的協助，將藝術成果與業界及市場接軌，執行重點在建

立藝術和商管之間的跨領域對話橋樑、藝術大學的資源整合及與民間企業的產學

合作，期能達到以下目標： 

（一）透過與台藝大之合作，協助其建立產學關係，將藝術成果商品化或事業化，  

未來更可將此經驗模式應用至其他藝術大學，協助藝術大學的藝術能量走

出學校，與文創產業聯結。 

（二）協助台藝大藝術教育架構納入具商管概念之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對藝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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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或文創產業的敏感度，提供學生更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 

（三）累積商管學者參與藝術成果商品化之核心能力，並建構文創產學合作之一

般化模組。 

（四）促成業界與藝術大學的藝企合作，使業界可運用藝術大學還未開發之人才

資源。 

 

二、 專案執行內容  

長久以來，在藝術相關的高等教育體系，通常不討論藝術的商業或經濟面 

向，尤其是在純藝術領域之學生（如雕塑、美術），為了不扼殺新奇想法、使學

生能夠自由探索發揮，「為藝術而藝術」之理念一直被奉為實行藝術教育之最高

圭臬，而這也是強調藝術原創與純粹特性的藝術家與設計師的不同之處；然而，

接受此種藝術專才訓練之學生，於畢業後卻僅只有不到一成的人能夠真正成為藝

術家，其他九成的學生則必須要自己另謀出路，縱使此種對於藝術家養成的教育

方針並沒有不對，然而站在教育的觀點，若為了成就那一成的藝術家，迴避讓學

生接觸產業情境及商業思維，對於那另外九成的學生，學校又要如何為其提供就

業準備？ 

    台灣藝術大學為國內藝術大學之龍頭，擁有之五大學院，涵蓋了文創法所定

義之16項文創產業範疇，對於台灣文創產業的發展，從純藝術（如美術學院）到

最靠近市場端（如設計學院）之光譜上皆佔有重要地位。本專案與台藝大之合作，

現階段就教育著手，漸進式地協助導入商業概念，並協助台藝大建立產學合作之

模式，作為未來藝術大學創作能量成為具市場性之商品或服務基礎。需要強調的

是，此合作案並非是要取代藝術大學既有的藝術養成教育，而是要提供師生另一

種思考模式，特別是對於未來不打算成為藝術家的學生，協助其在既有的藝術專

才基礎上，了解在純藝術之外，自己能夠在周邊的相關產業上找到什麼樣的就業

可能。 

    在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中，最困難但也最重要的課題可能是如何把「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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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各種產業活動連結起來，本專案的執行模式及所要橋接的成果，有別於其

他專案是直接尋求合作廠商進行產學合作，本專案是先經由政大與台藝大的商

管、藝術「學學合作」，組成三個工作團隊，團隊成員分別來自於藝術及商管兩

個領域，共同推動三個子專案的執行，並於執行的過程中，尋求與產業合作的機

會，到這個階段，才是真正達到「產學橋接」之任務，因此，本專案所關注的重

點不只在於商管學者與產業界合作後所帶來的產值效益，同時也是為合作的學術

對象-台藝大，累積商管產學合作的經驗，使台藝大未來不論是在課程規劃、跨

領域對話、產學合作等面向都能有新的思維及可能性。 

    由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範疇非常廣泛，在此先導計畫中，本專案為能確實執行

文創產業的商管產學橋接，與台藝大的師生組成三個跨領域的團隊－工藝、雕塑

與音樂，分別對應至「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所明列十五項產業類別中的工藝產

業、視覺藝術產業，以及音樂及表演藝術產業，藉由商管與藝術領域之結合，瞭

解不同型態之藝術創作，其商業性表現之可能性及限制何在，俾能使創意價值極

大化。 

    同時，由於本專案的最終目的在於建構出文創產學合作的一般化模組，因

此，所關注的重點將不僅止於文創商品，更重要的是商品化過程中的互動「歷

程」，例如要如何將商管概念帶入藝術作品的形成過程等，期望這些互動歷程，

能作為未來文創產學合作或文創作品商品化時的典範。 

    以下將詳細說明各組執行內容：  

（一）工藝團隊 

1.執行概念 

    近年來，臺灣的創意人才輩出，在設計領域的表現尤其出色，屢屢在國際設

計大賽獲得優異之成績，然而在這麼多的得獎作品中，最後能夠真正商品化上市

的卻是了了無幾，究其原因，即在於台灣的大學設計教育與產業的結合不夠，設

計師在從事設計時，不懂的考慮使用者情境、目標市場甚至通路，缺乏從創意發

想、生產、到行銷的完整產業鏈，導致設計作品無法真正符合使用者及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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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設計與市場中間無法接軌的情形。     

    在這樣的背景下，本專案期能協助將市場思維及商品化概念帶入台藝大工藝

設計系內，先從教學課程著手，採用課堂授課形式，進行工藝系與科管所的跨領

域聯合授課，將授課內容導入商品化的觀念與知識，進行市場與行銷組合的基本

觀念介紹，並融合設計元素，說明設計理念如何融入市場與消費者的思維之中，

同時藉由「任務導向式」的課程設計，實際操作real project，從「做中學」培

養學生兼具行銷理論與實務經驗，促進跨領域整合的學習。 

    real project的設計，與中部的「玄三科技公司」合作，玄三科技致力於雲

端應用軟體研發的工作，將軟體應用在傳統產業，規劃出創新的經營模式以帶動

產業升級，目前，其所規劃之服務創新經營模式概念，亦獲得國內最大連鎖洗衣

廠商─「潔屋洗衣聯盟」的支持，本專案與玄三科技之合作概念，即是希望藉此

促進藝術與商業產生互動，學術與實務產生對話，在此背景下，執行「學」 (本

團隊) 「學」 (台藝大工藝設計系) 「產」 (玄三科技公司)的產學合作計畫。 

 

2.執行歷程 

（1）課程設計 

    本團隊結合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生活文化設計」與逢甲大學科技管理

研究所「科技行銷」二門課程進行跨校、跨系所聯合授課，並結合中部的玄三科

技公司進行三方的產學橋接合作，針對玄三科技所開發之洗衣產業創新商業模

式，進行專用送洗袋之原型開發與行銷企劃，同時設計品牌商標，協助公司建立

與顧客之信任機制。 

    本課程本著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red)的教學理念，引導學生瞭解科

技如何應用於產業創新，並練習執行行銷企劃案與消費者行為觀察，藉由多元化

的學習方式，培養學生兼具行銷理論與實務經驗，促進跨領域整合的學習。 

專案團隊有計畫地進行異質團隊成員的安排，將工藝設計系 33 位學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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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理所 9 位學生，共計 42 人混合分組執行專案，每組 7 人，全班共分為 6

組，進行為期一個學期-四個月，共計 14 次的上課互動，課程的設計分為五個模

組，課程之進度與安排如下，並請參見圖 1：  

A.教師講授行銷與設計知識整合，說明設計理念如何融入市場與消費者的思

維之中。 

B.針對專案進行市場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實作，參訪中央工廠及門市，使設

計者親身體驗洗衣產業真實的服務流程，並進行消費者行為之觀察，以便

設計出真正符合使用者使用情境及需求之產品。並於學期中進行創意期中

提案，創造原型樣品，將設計創意具象化、視覺化，並邀請廠商提供意見

與回饋，以利於評估和修正，協助最終成果之產出能更符合實務情境及廠

商需求。 

C.分別授課，兩校學生依所屬自各專長，進行更進階的設計與行銷相關知識

的授課。 

D.期末提案競賽與專家演講，由各分組進行專案研究成果提案，進行成果競

賽並邀請業師評審。 

E.部落格創作歷程記載，由各組建置各團隊的部落格，並分享「學習反思」、

「創意發想」，透過網路空間進行互動與激盪，降低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 

 

圖1 跨領域產學合作課程規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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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課過程 

本團隊除了重視商品的產出外，更重視將商品化、商業化的觀念與知識帶給

學生的「互動歷程」。工藝團隊將透過工藝系學生與商學院學生間的團隊互動，

透過公開交流 (open communication)、彼此支持 (supportiveness)、衝突管理

(conflict)，任務行為則包括：決策討論(discussion of strategy)、投入心力(weighting 

individual input)與分工管理(boundary management)等 Gladstein(1984)團隊歷程，

學習之。 

    在授課過程中，為了引發不同領域學生之學習興趣，在課程的設計上，商管

老師以 work shop 的形式，規劃了一系列的學習活動，展開了一場「當設計遇上

行銷」的跨領域學習歷程，授課過程如下： 

A. 理論教授 

經由不同活動的帶動，如「我幫你自我介紹」、「左右捏捏樂」、「專業陌生人」、

「人體便利貼」、「撲克牌故事創作」等活動，創造設計及商管學生間的互動及學

習心得交流的機會，可看到商管老師在提升學習興趣及帶動互動氣氛的設計巧

思，同時藉由活動之進行引起興趣後，帶入「商業行銷」、「Design thinking」、「Team 

Building」、「創造力」、「消費者行為體驗洞察」、「服務體驗工程」等議題及學習

工具之討論及教學，並藉由互動調整授課進度與方式。 

B. 專書導讀 

    在要求學生進行專書報告時，商管老師為增加不同領域學生間的對話互動機

會，因此要求學生在報告時不能使用 PPT，必須去發想「PPT 以外」的報告方式，

在這樣的要求下，來自工藝設計及商管的學生融合了彼此的專才，運用影片拍

攝、戲劇演出、活動設計等不同方式，呈現出一場場創意十足且唱作俱佳的「分

組報告秀」，並在共同準備作業與報告的過程中，培養彼此的團隊默契，以作為

共同執行 real project 之基礎。 

C. 個案解析 

    經由個案教學〈媚登峰〉，介紹消費者體驗工程概念，使同學了解如何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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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參與式消費者需求調查方法，進行消費者需求的分析與探索。 

D. 跨校學習互動 

    除了利用課程設計，增進台藝大工設系及逢甲科管所學生之間的學習互動， 

為了打破台北-台中的地理限制，促進跨領域知識的交流與激盪，本團隊建置了

商 管 、 藝 術 聯 合 授 課 之 課 程 專 屬 部 落 格 （ 網 址 ：

http://designandmarkerting.blogspot.com），記載學生之學習及創作歷程，並要求參

與課程之學生於每週上課後，皆需至課程專屬部落格撰寫心得，blog 將記錄藝術

創作學生與商管學生，進行工業設計與商業行銷知識學習融合之互動歷程，同時

藉由部落格的社群互動，作為溝通平台， 

E. 產業需求導向之專案報告製作 

    於專案執行過程中，除了安排玄三科技之總經理與學生對談說明公司現況及

需求，也根據之前的授課基礎，安排至洗衣廠商的中央工廠參訪，並進行單店訪

談調查，透過田野調查了解公司屬性與產品特性等背景，並於期中創意構想提案

發表時，邀請奧美促動行銷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理閻秋梅進行演講，講題為

創意的發展與案例分享；同時請合作廠商玄三科技之總經理，針對同學所設計的

洗衣袋產品原型提供意見與回饋。經過學期中的進度報告和問題討論、修改與問

題釐清。 

    期末於逢甲大學舉辦學習成果發表會，除邀請薩巴卡瑪國際有限公司設計總

監 James Soames 進行演講，講題：品牌與設計，同時邀請業界專家擔任評審：

奇想創造群設計總監謝榮雅、惠瑞捷科技公司全球行銷專案經理王德蕙，針對同

學之專案報告進行評分，以高額獎金為誘因，真實衡量團隊創造力績效，最後產

出六份提案計畫書，包括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的行銷企劃、廠商商標設計及專用  

洗衣袋之產品原型。 

    同時，聯合授課之課堂實況皆有全程錄影，以作為後續規劃不同跨領域聯合

授課課程之依據及參考，除此之外，亦於期末進行跨領域產學合作學習之問卷調

查，以了解學生的學習成效與意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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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行結果 

（1）商品化之可行性及現況 

    針對創作成果-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的行銷企劃、品牌商標及專用洗衣袋之

產品原型開發，其商品化之可行性與現況，於期末提案競賽時，玄三科技與業師

評審對於學生之設計創作成果皆持正面評價，其中，玄三科技也對學生設計的商

標持著高度興趣與合作意願，但因玄三科技公司為一新創公司，公司目前之營運

規劃距離正式啟用學生提案仍有一段距離，且由於該合作案屬於服務流程創新相

關的物件設計，在市場上目前尚未有任何相關產品上市，因此對於該提案計畫書

的可行性等相關問題仍需廠商經過市場測試，目前尚無法具體呈現商品化的成

效。 

（2）學生跨領域產學合作的學習成效  

    為了解此種跨領域授課為學生帶來的學習成效，本團隊於整個課程結束後，

對學生進行學習成果評量調查，從「溝通互動頻率」、「團隊合作效能」、「知

識學習成效」等面向來瞭解由不同領域學生所組成之異質團隊，對於此次跨領域

產學合作模式之感受，在經由問卷及訪談調查後，所得到分析結果如下： 

A. 跨領域團隊溝通互動頻率 

召開會議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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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認為彼此溝通接觸的頻率 

 

由以上幾個圖表看來，我們可以發現，約 60%的小組討論方式以機動性為

主，每周約討論兩次，而這種討論方式，小組成員認為使組員溝通的頻率算高或

以上的約占 67%。 

B.跨領域團隊合作效能 

分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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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七成的小組分工模式仍是以台藝大同學負責設計，逢甲同學負責商業行

銷，不過也有三成的同學會打破原有領域分工，共同討論。 

    另外，八成以上的同學認為，本次的合作讓不同領域的成員可以藉由分享自

身知識，發揮所長，在共同的期末報告中盡一份心力，可以互相依賴對方的專業

貢獻，同時也可以獲得工藝設計與商業行銷的知識。 

    至於關於本次合作後的成果是否滿意，約有 78%同學滿意或非常滿意這次的

合作，也約有 17%的同學不滿意或非常不滿意。 

        而根據訪談，學生 A表示：我們都覺得這個案子，或許學生都學到很多…

其實我們在做這個產品是有按著影片的流程(ideo 物語)去做。對對對…然後其

實我們都覺得很好玩，所以最後我們會一直去借那間教室去想發想過程。(問：

假想自己是 ideo 的一員嗎？)對對對！就像裡面的腦力激盪，就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雖然那一天可能沒有達到我們的目標，可是感覺都是在進步，都是在討論。 

 

C.跨領域知識學習成效 

修習此門課程，是我首次學習關於商管行銷之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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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此門課程，可協助了解如何觀察發掘市場需求 

 

 

我認為能將本次所學知行銷知識運用在未來的設計創作中 

 

 

    約 63%的同學是首次學習關於商業行銷的知識，約 32%則是可能原來已具備

相關商業背景知識。修習本次課程之後，約 79%的同學認為此門課程能夠幫助了

解如何觀察或發掘市場需求，且 81%的同學認為能將這些知識實際運用到期末成

果或是將來的設計上。 

       而根據訪談，學生 B表示：侯老師上課很幽默，就會說我們要玩設計阿、B2B、

B2C 之類的，就學到要鎖定消費者，特定消費者等等，這都是我們之前完全沒有

碰過的東西啊！對啊！至少就又對行銷有些了解還有團隊這一塊啊！這些都是

過去我們沒有接觸的東西…這些東西都是慢慢的循序漸進的耶！就慢慢去感覺

或修正，還有跟大家一起磨合。我覺得是互相磨合耶！我都沒有發生什麼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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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什麼意見，就都什麼都好，然後分工，然後再慢慢了解…到了最後我們開始會

慢慢的想說我們的意見怎麼去交合去修改。 

因專業領域的限制，因此過去的學習與作品大多是學生獨立完成，過程中缺

乏與人交流、溝通、協調與分工等，更少了與其他領域的同學對話。甚至對大多

數的學生而言，溝通與思考上的磨合更是最大的問題，而透過一學期的課程與交

流，學生們循序漸進地重新定位自己與學習如何和他領域的學生溝通與合作。 

 

4.成果未來拓展規劃 

    此次由政大產學橋接團隊與台藝大工藝設計系、玄三科技公司所執行之「學

-學-產」授課模式及課程設計，藉由real project的執行引導學生在做中學，可

作為台藝大進行文創人才培育及建構產學關係之示範，未來可將此合作模式拓展

至不同學系之不同課程中，與不同之廠商合作執行 real project，協助同學運

用創造力思考，並掌握商業思維及業界實務，於未來就業時，具有足夠之經驗及

工具來面對產業實務之挑戰。 

 

（二）雕塑團隊 

1.執行概念 

雕塑系屬於核心藝術領域，教育的核心即是以藝術家養成為主，「為藝術而

藝術」的理想為純藝術教育的特性，然而，要能夠通過層層關卡真正成為藝術家

的可能性卻是極為渺小，站在教育的觀點，以藝術家養成為教育核心的雕塑系，

培育四年的學生在畢業後僅只有不到一成的人能夠真正成為藝術家，要如何為其

餘九成的學生提供就業準備？在此背景下，台藝大校方非常希望能透過與政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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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團隊的合作，漸進式地協助植入商業概念，提供雕塑系學生另一種思考模式， 

讓學生了解更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性。 

在經由政大商管團隊、台藝大校方與雕塑系三方討論後，共同決定此次的合

作從「袖珍雕塑展暨競賽」出發，將商管思維帶入展覽暨競賽之舉辦過程，在雕

塑教育的養成過程中，讓學生接觸到市場、產業運作概念，並在競賽評審及作品

展出的階段，進行與產業的橋接， 

2.執行歷程 

    透過持續溝通，並確定相關工作，彌補藝術與商管思維與知識的差落。與雕

塑系合作的歷程，從今年 1月 15 日至今，期間經歷了 2次校級的會議討論、3

次與雕塑系主任的討論、舉辦 3場專家座談會、2次與雕塑系學生的會談，並透

過袖珍雕塑展之評審及開幕茶會，將產業引介入雕塑系，政大商管團隊藉由不斷

的創造對話機會，從彼此中間觀念的落差磨合至取得彼此可合作的共識，以達成

此次與雕塑系藝術與商學橋接的目的與可創造的實質價值。 

日期 會議/活動內容 

99.1.15 舉行校級工作會議，確定商管團隊與雕塑系之合作 

99.2.25 規劃雕塑團隊執行內容 

99.3.22 有鑑於雕塑團隊尚未就合作內容達到共識，再次舉辦工作會議確

定合作內容 

99.4.22 商管團隊至雕塑系舉辦專家講座：「作品與商品的對話─談藝術創

作與商品化」 

99.4.29 商管團隊至雕塑系舉辦專家講座：「台灣文創商品研發之潛能」 

99.8.3 舉行校級工作會議，確定袖珍雕塑展暨競賽之相關執行細節及分

工 

99.9.17 至雕塑系討論展覽暨競賽之執行現況及相關事宜 

99.9.23 與雕塑系之系、所學會同學進行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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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24 至雕塑系之系務大會向全體學生說明袖珍雕塑展暨競賽之相關辦

法 

99.10.21 袖珍雕塑競賽評審，商管團隊所邀請之三位業師加入評審團 

99.10.26 袖珍雕塑展開幕茶會，商管團隊邀請業界代表；裕隆汽車共同觀

展 

99.10.28 舉辦專家座談：「當藝術遇上文創-從臺藝大雕塑系第一屆袖珍雕

塑展談起」 

（1）破冰 

   為初步了解雕塑系發展現況及困境，同時提出商管團隊合作的構想，在 2月

25 日時，政大團隊首次與雕塑系主任進行討論，了解台灣雕塑藝術人才市場的

狀況: 

a.台灣雕塑系面臨市場環境的問題 

 

 

 

 

 

 

 

 

 

大一新生初進雕

塑系，一般對雕

塑皆無概念及經

驗 

政府沒有設置協助藝

術家發展的平台 

【畫廊、美術館、藝術

中心等機制不健全】 

經濟及現實考量，無法

再繼續從事雕塑作，只

能想辦法轉行 

雕塑市場在台灣生

態不是很生活化

一班 35 人,只 3~5

人會成為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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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亞洲台、日、韓的雕塑人才概況 

 

 

 

 

 

本團隊初步了解台灣雕塑藝術市場所面臨的問題，因此希望藉由此次的

合作，為學生創造更多不同機會的方法與通路。為此，本團隊從雕塑系即將

舉辦的「袖珍雕塑展」之內涵，進一步確立商管知識可進行的工作方向，與

雕塑系主任討論袖珍雕塑展的動機與作法：

 

舉辦此展覽，希望讓學生能提早和業界有接

觸，並從中選出幾件優秀的作品來複製生產 

將以小品開始嘗試，預計 150 件作品，主題

會比較生活化，大一到研究生都必須參加比

賽 

以展覽為主，但為了要能激發學生創作好的

作品，因此會以比賽的方式，並提供獎金，

1~3 名是純藝術的獎項，另外設置產業文創

獎，得獎者可與前三名重複【雕塑系擁有智

財權】 

邀請業界觀展挑選，使學生作品在得獎之

外，也能被業界挑選，將作品的元素運用在

生產上。 

亞洲國家中，日本、

韓國的雕塑發展較好 

韓國 

由政府主導全面性

的建構，協助藝術家

走向國際，實力已領

先台灣至少 15 年 

日本 

日本每年的雕塑畢

業生有 1000 個 

台灣 

涵蓋台藝大、北藝

大、大葉大學，一年

只有 50 個雕塑畢業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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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系主任之也希望透過本團隊的專業知識與能力，為雕塑系建立從

「創作、複製到認養」的銷售平台，在了解其相關期望後，本團隊整理出其

邏輯思維: 

 

由於雕塑系是屬於純藝術領域的科系，為維持藝術創作的原創及純粹價值，

過去在教學上是非常不重視市場、產業及商業經濟等相關概念的，因此，本專案

團隊從商學的角度來與雕塑系合作，是非常謹慎的在規劃合作內容，在不影響藝

術原創價值的前提下，針對袖珍雕塑展的規劃，本團隊從商管的概念提出四點具

體建議: 

1. 若要建立藝術與企業合作的模式，作品可能會需要複製，複製的方法、技巧

有哪些可能性，應先讓學生瞭解這些概念，才能將這些元素融入到他的創作

中。 

2. 另外，評審的評選標準為何？在純藝術的部分應已有約定成俗的標準，但若

要做商品化時，評審的標準或是需要學生思考的方向為何？應該可先提供給

學生。 

3. 由於會邀請企業家來觀展，為了讓企業家在觀看、挑選作品時，於視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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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能有一個好的文字敘述讓他們瞭解作品，可要求參賽者將自己的創作理念

完整的表達出來。 

4. 若企業家來觀展時有屬意的作品，後續的合作模式有什麼可能性、如何進行？

可能要訂出一個辦法。 

並且，本團隊也確定了後續可配合執行之任務： 

A. 舉辦兩場專家講座，向學生分享、說明商品化的歷程及應注意事項。 

B. 安排企業訪談，瞭解企業的需求及期望，建構未來藝企合作的可能性。 

C. 研發藝企合作的模式與方法。 

（2）碰撞 

本專案雕塑團隊於 2010/2/25 與台藝大雕塑系劉柏村主任進行會議，瞭解雕

塑系的動態及辦理袖珍雕塑展暨競賽之構想，並就團隊未來合作內容進行討論，

同時為了雕塑系於3/1的系務會議中將會敲定袖珍雕塑比賽之章程，因此於2/26

整理出四項建議，並以 e-mail 寄發給劉主任作為參考；然當台藝大張副校長向

劉主任詢問合作情形時，得到的訊息卻是認為政大方面僅是做研究紀錄，與雕塑

系並無實質合作的規劃，因此張副校長於 3/4 致電計畫辦公室，關心本專案雕塑

團隊的執行狀況，本專案獲知此情形後，體認到雙方在溝通訊息的接收與詮釋上

尚有很大的落差，因此決定於 3月 22 日，再一次集合台藝大校方及雕塑系方，

進一步確定政大商管團隊的角色及合作內容，並於會議中規劃相關合作方案： 

A.確定袖珍雕塑展之主題設定 

袖珍雕塑展的主題是讓學生創作「讓企業或機構拿去送禮的禮物」，政大會

安排兩堂課，讓學生瞭解商品化的概念，另外在展覽時會邀請企業家來進行作品

的認購，並建構出認購的模式與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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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建議跨系合作的可能 

本團隊建議可發展衍生性商品，若要從藝術市場走入文創市場，則在雕塑作

品完成後，有意願的同學可和工藝系合作，嘗試將作品原型發展出衍生性商品，

並帶入授權、抽成等概念。 

C.設計作品拍賣活動 

為讓學生提早接觸藝術市場的運作方式，可以工作坊的形式舉辦作品的拍賣

活動，不只邀請專家來教授，最重要的是讓學生親自操作、體驗作品的「競標」

過程，瞭解藝術鑑價的模式。 

D.展出方式建議-以粉樂町的形式來進行袖珍雕塑展 

雕塑展可參考粉樂町-無牆美術館的展覽方式，將整個台藝大校園當作展覽

場域，甚至到校外舉辦。 

（3）進度停滯 

    由於本專案針對展覽所規劃的相關配套活動，以及產業界的引介，皆需要在

學生作品完成後才能繼續推動，於 4月份的兩場座談結束後，雕塑系同學即開始

進行袖珍雕塑作品之創作，本專案也期待著學生的創作完成，然而，在五月份得

知原定於七月舉辦之袖珍雕塑展暨競賽，為配合台藝大 55 周年校慶相關活動，

將延至 10 月底舉辦，學生作品的收件日期亦將延後，本專案的執行進度因此暫

時無法繼續推進。 

（4）重啟對話 

    雖然展覽的舉辦延至 10 月，但由於雕塑系方一直沒有發佈活動簡章，為掌

握計畫進度，本專案團隊於 8月 3日再次至台藝大招開校級工作會議，除了向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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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報告三個團隊之執行進度，同時關切袖珍雕塑展的現況。 

    於會議中，雕塑系主任表示將會盡快公告競賽簡章，本專案團隊亦再次建

議，應於簡章內容中，強調此次展覽暨競賽的特殊性-為學生作品尋求與產業合

作的機會，讓學生瞭解，透過此次展覽，將有機會親身從事藝術商品化的操作實

務，使有志於走向文創產業發展的學生，能夠有所準備，如此才能使此次展覽暨

競賽之效益擴大。 

  除此之外，針對先前本專案團隊所提出的方案-與工藝系合作發展衍生性商

品的可能性，因台藝大校方考量到要跨系合作之困難度太高，因此目前暫不考慮

此項合作；另外，本專案團隊針對袖珍雕塑展之展出形式，亦曾建議採用類似粉

樂町-無牆美術館的展覽方式，將展覽場域拉到校外，增加活動的可見度，針對

此建議，曾獲得校方之採用，並回覆本專案團隊，展覽將會在板橋火車站附近的

廣場來舉辦，然而，在本次會議中，台藝大校方告知，因校長認為不需要改變展

覽地點，因此還是維持在校內展出的形式。 

（5）拓展溝通管道 

本專案團隊的兩位商管學者，於 4月 22 日及 4月 29 日至雕塑系分別進行兩

場專家講座，主題為「作品與商品的對話─談藝術創作與商品化」及「台灣文創

商品研發之潛能」，協助同學瞭解藝術作品流通與加值的可能性，並提供商品化

之相關概念及經驗給同學認識。 

    另外，由於自計畫執行之初，與雕塑系的互動僅只於老師，為了瞭解雕塑系

學生對於此次袖珍雕塑展的期望、意見，及對於文創產業、藝術商品化的認知到

什麼程度，本團隊於 9月 23 日首次與雕塑系的系、所學會學生代表進行接觸。

本團隊也跟他們簡介關於這此次合作的目的，以及目前的做法，聽取雕塑系同學

的想法，希望達成溝通最大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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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於 9月 24 日，利用雕塑系召開系務大會之機會，對全體師生進行工作報告，

促進更全面性溝通交流的目的。 

（6）確定袖珍雕塑展暨競賽的執行任務 

   於 8 月 3 日之會議後，確定此次所要舉辦的袖珍雕塑展，與過去最大的不

同，是希望藉由此次活動，達到兩項目標： 

A.協助同學的作品增加曝光度 

B.在過程中讓同學有機會接觸商業機制的運作 

    本專案團隊進而規劃政大商管團隊所要協助執行的內容，將從「增加業

界接觸機會」、「增加展覽曝光度」以及「舉辦座談」三個方向來執行，由

此，本專案團隊所負責之執行之內容如下： 

A. 袖珍雕塑評審-邀請藝術產業界的先進，與雕塑系教授共同參與作品的評

審，選出具潛力發展的「產業文創獎」的作品，以利進行下個階段的作品商

品化事宜。 

B. 袖珍雕塑展開幕茶會-開幕茶會在台藝大的既有基礎下，邀請相關媒體擴

大活動的宣傳，增加作品曝光度。並邀請企業代表觀展，促成藝企合作。 

C. 舉辦專家座談-展覽期間，舉辦座談會，針對袖珍雕塑展的內容與方向，

邀請產學界的專家進行「當藝術遇上文創」的對話，讓參展的學生與有興趣

的民眾共同聆聽與了解藝術商品化的種種可能性與方式，為台藝大的師生，

尋求一條嶄新的發展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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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執行內容 

袖珍雕塑

評審 

10/21（四）  

9:00-12:00  

＊請三位業界專家加入評審團，就雕塑作品的商品化可

行性進行評分。 

  業界評審：廖志榮（元華創意公司創意長）、 

            陸承蔚（出色創意公司執行長）、 

            黃義雄（台開築空間經理）。 

袖珍雕塑

展開幕茶

會 

10/26（二）  

12:00-13:00  

＊邀請媒體，增加作品曝光度： 

  協助發佈新聞稿及採訪通知 

＊邀請企業代表觀展認購，促成藝企合作： 

 林群盛（裕隆集團副理）、陳蔓嫻（裕隆集團副理）。

舉辦專家 

座談 

10/28（四）  

12:30-14:30  

＊邀請對藝術商品化具豐富經驗之專家學者，就雕塑作

品分享業界操作藝術商品化的經驗模式。  

  與談人：廖志榮（元華創意公司執行長）、 

      楊北辰（寒舍空間經紀藝術家） 。 

3.執行結果 

（1）協助純藝術領域的雕塑學系，舉辦文創導向之雕塑展暨競賽 

此次由台藝大雕塑系及政大商管產學橋接團隊所合辦之「第一屆袖珍雕塑展

暨競賽」順利開幕，師生共展出 130 餘件作品，經過本專案團隊與雕塑系不斷的

溝通對話，努力拉進藝術語言及商管語言之間的落差，使雕塑系接受有別於以往

的策展方式，即在不破壞雕塑藝術原創價值之前提下，嘗試以市場取向作為創作

時的參照。 

以往雕塑系的策展，為了不使創作受到侷限，皆是以「後設」之方式－即在

創作完成後，才根據多數作品之樣態來決定展覽主題，此次展覽為促成雕塑藝術

之普及和推廣，首次要求學生嘗試具有目的性的創作，在主題之訂定上，以「禮

物」做為創作發想，而在規格上，需為不超過鞋盒大小（305 x 225 x 1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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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袖珍雕塑，以增加雕塑作品之親和力，及投入文創產業之潛力。   

除此之外，於獎項之設定上，在傳統的前三名及十名佳作之外，另設有「產

業文創獎」三名，期能選出具商品化潛力、可複製量產之作品，作為純藝術領域

與文創產業接軌之嘗試，在此部分，由本專案團隊負責邀請三位具豐富文創產業

實務經驗之專家來擔任評審委員，分別為廖志榮（元華創意公司創意長）、陸承

蔚（出色創意執行長）、黃義雄（台開築空間經理）。本專案團隊並且致力於與三

位業界評審進行對話，期能讓業界評審對袖珍雕塑作品產生實際商品化的興趣，

在評選過程中，挑選具商品化潛力的作品，實際投入合作。 

（2）促成文創業者與雕塑系進行藝術商品化 

於袖珍雕塑競賽作品評審結束之後，元華創意公司之廖志榮創意長，表達了

高度的合作意願，目前的合作方案規劃為：運用元華創意本身既有的通路，賣店

內設有藝術區，透過藝術性的展示，可以讓雕塑系之作品於展覽結束後，不只留

在學校裡，而可以放到元華的空間，若有成功交易，再來與創作的學生進行拆帳；

同時，亦準備將作品製作成型錄，讓有興趣之企業可以透過元華來處理相關商業

機制，如此，學生即不一定要為了銷售而創作，而可在創作完成後，將作品放在

元華曝光， 由元華來負責商品的定價、行銷、拆帳等問題。 

除此之外，廖創意長亦從袖珍雕塑作品中，選出了一件最具商品化潛力之作

品，作品名稱為「滴」（見右圖），為運用熱熔膠材質所製成之作品，作品同時具

有功能性-為 LED 小夜燈。廖創意長認為，此件

作品已是相當成熟的商品，同時保有其藝術特

性，將會與此件作品之創作者洽談後續商品化

事宜，廖創意長同時預估，此作品經過複製量

產，未來於通路銷售的價格約會在 1000 元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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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一年將可創造 320 萬元之產值。 

（3）促成業界與雕塑系的藝企合作 

    於開幕茶會時，由本專案團隊負責邀請企業代表觀展，其中，裕隆集團之公

關副理在觀展之後，非常欣賞雕塑系的創作能力，進一步希望與雕塑系進行藝企

合作，目前規劃透過課程，由老師帶領學生進入裕隆，以汽車零件作為創作素材，

為公司60週年的慶祝大會進行雕塑創作。 

4.成果未來拓展規劃 

此次袖珍雕塑展為第一屆辦理，未來雕塑系亦會持續累積師生之袖珍雕塑作

品，舉辦第二屆、第三屆之袖珍雕塑展，除了可變換展覽的主題，亦可邀請不同

的文創業者或一般企業代表來參與，此模式將可長期延續。 

同時，此次專案是政大商管團隊與台藝大校園創作人才進行合作，開啟了未

來更多的可能性。全國大專院校擁有 30 多個藝術相關科系，目前大都為尚未開

發的系所，而許多業界也尚沒有正式地全面性與這些藝術科系進行合作，此機會

將大有可為。 

 
 

（三）音樂團隊 

1.執行概念 

    協助音樂系建立音樂表演的行銷管道、累積常態性樂團的產學合作模式。 

2.執行歷程 

    本專案團隊與音樂系之合作，最初是由校方提出，希望本專案團隊協助行

銷由駐校樂團-台藝弦樂四重奏所錄製的唱片，但在2月9日初次與實際合作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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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系孫老師進行工作會議之後，本專案團隊認為，因音樂產業已經很成熟了，若

要製作唱片，本團隊所能協助的事情並不多，且以流行音樂為例，其主要營收來

源並非唱片，而是現場表演及其週邊，整個音樂相關產業皆是循此模式，太容易

複製。 

    本專案團隊期望能夠建立更長遠且更有意義的商管產學合作模式，因此初步

規劃於音樂系建立一個平台機制，讓企業需要時可以找到表演團隊，學生也有意

願組團，透過演出經驗之累積，除了可以增加收入，更重要的是作為職前訓練。   

    此平台的功能即是媒合音樂表演的市場端及供給端，因此在平台的運作過程

中，即須要有「經紀人」的角色，在平台建置初期，會由本專案團隊來擔任此角

色，協助建立平台之運作機制，同時，亦要吸引對藝術行政有興趣的學生，於平

台運作成熟後，即可接手本專案團隊之角色，增加學生畢業後的出路，轉為從事

藝術經紀工作。 

　  初步規劃平台推廣可能的做法，為先透過具較高知名度之台藝弦樂四重奏，

利用舉辦公益表演造成議題性，帶來正面的曝光，讓需求端瞭解，有演出需求時，

即可利用平台尋找表演團體，漸漸將平台推廣出去，但因為台藝弦樂四重奏所接

受的是教育部「培育優質人力促進就業計劃」的經費補助，於本年度九月計畫結

束後，樂團不必然還會繼續存在，因此在平台的供給端-音樂系，所提供的演出

服務將是學生樂團。 

   於 2 月 25 日再次與舉行音樂系工作會議時，加入了更多合作的可能性，結

合了台藝大音樂系、戲劇系、台藝弦樂四重奏與本專案團隊，規劃出三項

合作內容： 

（1）促成與戲劇系校慶舞台劇的跨系合作                                           

    結合戲劇系之校慶舞台劇《回家》，及音樂系《台灣‧咱的故鄉》歌謠創作

比賽，設定優秀之作品將會成為舞台劇的主題曲，同時收錄至台藝弦樂四重奏將

發行之DVD及CD中，亦可利用台藝弦樂四重奏至台灣各地進行巡演的機會，為舞

台劇進行宣傳，期能藉此經驗，帶動台藝大校內跨系合作之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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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協助台藝弦樂四重奏建立營運模式                                          

    台藝弦樂四重奏為台藝大的駐校樂團，本專案團隊協助規劃樂團之營運模

式，建議可以「歸國音樂家回到故鄉，帶著音樂去旅行」的概念來進行樂團之意

象包裝，帶著音樂系學生樂團，回到各自的家鄉舉辦音樂會，進行音樂交流，藉

由至台灣各地演出的機會，製造樂團的曝光度及議題性，不但帶動地方音樂風

氣、吸引需求市場、尋求企業贊助，同時可帶動學生樂團的共同演出，建立機制

供學生依循。 

（3）建立音樂系的推廣與媒合平台 

    A.網站設置  

    架設音樂系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協助媒合商演機會，提升學生之就業準備，  

    同時打造平台成為以音樂為核心的分享社群。 

    B.實體演出據點 

    建立學生樂團的常態性商演模式，在演出之外，亦需致力於打造、經營樂團 

    的風格特色，並期許未來能創造出更多的演出據點。 

 

    當合作方案敲定後，往後的開會模式，本專案團隊即針對不同方案各自分組

討論，擔任諮詢與陪伴的功能，並每月舉辦一次工作會議以掌握各方案的進度，

直到7月份，得知合作方案中，音樂系與戲劇系的跨系合作方案，因舞台劇更改

主題，且歌謠創作比賽之收件情形不如預期，導致此合作構想無法持續進行。 

    另外，台藝弦樂四重奏因已註冊成為業餘的獨立樂團，不受學校體系的規

範，將可有更多元的營運模式，然因樂團成員目前都另有正職，因此能夠經營樂

團的時間相對受到壓縮，然政大團隊將會為樂團之營運持續提供建議及協助。 

    音樂團隊執行至此，即以建立音樂系的樂團資訊推廣平台為執行目標，致力

於音樂系樂團資訊推廣平台之架設，並輔導學生樂團打造出專屬於樂團的風格和

特色，媒介至實體演出據點從事常態性的商業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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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執行結果 

（1）完成音樂系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台藝宅急便」之網站企劃 

    已完成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台藝宅急便」的網站架構，包含「音樂人才庫」、

「音樂專業知識庫」、「音樂資訊快遞」、「論壇」等區塊，「台藝宅急便」之功能，

主要為宣傳、行銷學生樂團並嚴格把關品質，協助學生樂團與有演出需求的廠

商，做為其供需媒合之橋樑；平台同時具有知識性學習之功能，透過音樂知識庫

及音樂相關資訊之提供，成為所有學習音樂者不可或缺的資料庫及資訊流通管

道，形成古典樂的線上音樂社群。平台架構確定後，目前正持續進行架設事宜，

以及網站內容之蒐集整理，預計99年底可上線使用。 

    「台藝宅急便」之成立，已在音樂系內部引起共鳴，除了最初與本專案團隊

合作之孫巧玲老師之外，黃貞華、賴如玲、陳淑婷等多位老師亦加入本團隊，實

質參與平台之規劃以及對學生樂團的輔導；除此之外，國樂系亦表達高度合作興

趣，國樂系之學生樂團也已共同納入「音樂人才庫」 

之內。 

    「台藝宅急便」成立的最大宗旨為促成產學合作，提供台藝大音樂系學生在

畢業前實習演練的機會，而為確保演出樂團品質，以建立台藝大學生樂團的專業

口碑，專案團隊協助規劃守門機制：欲加入「台藝宅急便」之學生樂團，皆需尋

找指導教授，在老師的協助下，建立樂團特色並撰寫文案，練習包裝宣傳自己的

樂團，且需要指導教授之認證簽名，確認其具有對外進行商業演出之能力，才能

正式納入台藝宅急便之人才資料庫，目前人才資料庫內已有十一個音樂系及國樂

系之學生樂團，總人數共35位學生。 

 

（2）輔導音樂系學生樂團建立樂團品牌，並投入業界，建立常態性商演模式， 

    「聽音樂會」在多數人的印象中，必須是身著正式服裝，於國家音樂廳等大

型表演場所才能享有的藝術體驗，然而，古典樂應該是可以很貼近生活的一種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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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為了使古典樂與人們更為親近，同時提供音樂學習者另一個表演舞台，開創

不同的職涯發展可能，本專案輔導台藝大音樂系之學生室內樂團，建立樂團品

牌，打造出專屬的樂團風格和特色，並媒介至實體演出據點從事常態性的商業演

出，目前已輔導三個樂團建立品牌，分別為：「絃舞吉他室內樂團」、「笑嘻嘻鋼

琴三重奏」、「Baby Blue鋼琴三重奏」，初期以位於公館商圈的「River法式古董

福音餐廳」為示範點，餐廳以每一表演場次4000元為酬勞，每個樂團輪流於每週

五晚間20:30-22:00進行商業演出，演出樂團及主題請見下表： 

 

 

 

初次演出的樂團，須填寫樂團資料表，包含團名、樂團和團員的介紹、經歷、 

照片等…，任何可以突顯出樂團特色和價值的資訊，且由本專案團隊協助拍攝宣

傳照，以作為宣傳推廣之用；而於每次演出的前一週，即必須要進行下一場演出

內容的規畫，並提供給店家於餐廳門口、部落格、Face book、破報、文化快遞

等進行演出宣傳，需要規劃之內容包含「演出主題」、「主題說明」、「曲目」、「曲

長」…等，藉由這些規劃，除了能逐漸塑造不同樂團的風格，同時吸引聽眾。 

    演出時，樂團不再是陪襯性的背景音樂，而是餐廳附加的表演主秀，而為拉

近音樂表演藝術與人們的距離，樂手也不再只是單純進行演奏，而會配合演出主

題，親切地安排許多與聽眾的互動、對話，可能是樂曲介紹、生命經驗之分享、

說故事…，根據所設定的主題，演出的方式也因此可以有無限的可能性。 

日期 組別 主題 

9/10 絃舞吉他室內樂團 Friday 歐美小品之夜 

9/17 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百老匯精選 

9/24 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古典音樂小品 

10/1 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電影主題曲精選 

10/8 Baby Blue 這一夜，我們聽電影 

10/15 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卡通配樂嚴選 

10/22 絃舞吉他室內樂團 歐美小品之夜 

10/29 Baby Blue 古典小品之夜 

11/5 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台灣民謠精選 

11/12 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經典卡通配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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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9月份執行至今，三個樂團的風格亦逐漸清晰，值得欣慰的是，三個樂團

皆已各自培養出一群樂迷，為了聆聽特定樂團的表演，而來到餐廳消費，足見古

典樂之新市場已逐漸成型，未來亦將持續增加據點及合作樂團。 

    輔導學生樂團投入業界，除了可訓練學生習慣商演實況，另一項考量為進行

「台藝宅急便」之推廣。平台之初步成功模式，即是要能被人看到，要有人願意

付費、有人願意表演，雖然平台中之人才資料庫提供了樂團清單，供具演出需求

之廠商備選，然而對廠商而言，要如何確定學生樂團的演出專業度及演出效果可

滿足其所需？因此，學生樂團固定於實體據點之演出，即可作為其選擇之依據。

音樂表演藝術之特性在於其「易逝性」，即觀賞者只有在表演的當下才能體驗表

演藝術，對於有表演需求之廠商而言，除了可親自前往演出據點瞭解演出實境效

果，為使演出內容能夠被儲存、流傳，供廠商或是觀賞者隨時體驗甚至再體驗，

本專案團隊皆有對學生樂團每週之表演進行錄影，將每場演出後製剪接為3段宣

傳短片，並上傳至全球最大影音分享網站「YouTube」，同時連結至店家之部落格、

face book作為宣傳，待「台藝宅急便」正式上線，這些學生樂團表演的實境影

片，即可作為平台之基礎，藉由網站及實體演出據點之同時配合，才能使平台永

續運作。 

 

4.成果未來拓展規劃 

（1）音樂系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台藝宅急便 

     台藝宅急便於規劃之初，即預設其將成為台藝大校內所有藝術資源的推廣

平台，初步先由音樂系做起，為「台藝宅急便-音樂篇」當平台運作機制成熟順

暢後，即可為不同藝術類型之學系規劃不同介面，在不久之未來，將會陸續有「雕

塑篇」、「工藝設計篇」、「戲劇篇」…的成立。 

（2）實體演出據點-輔導學生投入業界： 

    國內有大量的古典音樂迷，非常需要此種型態的賞樂場所，同時鼓勵富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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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創造性的嘗試，初期以river餐廳作為示範點，未來可循此模式，輔導學生

投入業界進行商演，逐步增加古典音樂表演據點，並吸引更多的古典樂團成立，

帶動音樂表演藝術的新市場。 

 

 

三、專案文創商管產學合作模式 

    藝術大學之教學宗旨，本就以培育藝術創作專業人才為主，而在文創產業成

為國家重點發展產業之今天，藝術大學內，特別是屬於純藝術領域系所之學生，

除了以「藝術家」作為職涯選擇之外，其所具有的藝術創作專才背景，將在文創

市場中具有更多元的發展可能，欲瞭解藝術大學學生在文創產業鏈中可能之位

置，必須先掌握傳統之藝術市場機制。  

 

（一）傳統藝術產業 

    以視覺藝術為例，「藝術家」、「銷售媒介」（如經紀人、策展人、畫廊、藝評

家）、「買家」串連起視覺藝術之產業鏈，而在傳統視覺藝術市場中，可以發現在

藝術與市場之間呈現兩個極端：大多

數的藝術家是窮困的，而藝術收藏市

場卻是天價連連，這樣矛盾之現象需

回溯至藝術家的養成教育-長久以

來，我們的藝術教育環境是「學術歸

學術、商業歸商業」，對於純藝術創

作學生之培育，為了保有藝術之純粹

度，被要求要能夠犧牲物質欲望，為

理想而從事藝術，然而，要成為「名藝術家」，不僅還需要獨立的藝術風格,而且

要有相當的人生閱歷，這段成名的過程往往可能需要經過好幾十年之沉潛，要能

夠通過層層關卡獲得名家光環的可能性極為不易。 

    然而，一旦藝術品成功進入市場機制，此時藝術品之價值實則受到展演及行

銷管道所左右，當作品被銷售媒介「看到」且認為「值得」，經由商業機制的洗

禮，一件乏人問津之作品，即可能價值連城，在藝術市場中，藝術家之作品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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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成名」了才會有價值，亦才能在第一市場-畫廊或第二市場-拍賣會中獲

得買家之青睞。 

    藝術大學學生若有志成為專業藝術創作者，根據張惠蘭（2009：34）
1對於

台灣視覺藝術創作者的觀察，一般而言所採取的正規路線是進入相關藝術科系

（藝大學生已符合此項條件），更重要的就是參與各項展覽或是比賽的磨練，若

能從學生時代便已獲得如台北、高雄美展等大獎之榮譽，不僅建立了知名度，也

獲得策展人、經紀人等各方中介者的注意，或許還在校園就讀，便已有各種展演

邀約或是畫廊代理；同時文建會與各基金會也有許多對年輕藝術家的補助計畫，

或是提供國際上藝術村的進駐管道…也就是說若成名無法趁早，則往往必須要提

早對現實，另謀他途來安身立命。 

 

（二）從藝術產業到文創產業 

    在文創產業政策之主軸之下，視覺藝術與文創產業這兩個名詞始被放在一

起，傳統視覺藝術產業以作品於第一市場（畫廊）、第二市場（拍賣會）之買賣

與展示為主要經營方式，要為「已成名」的藝術家才具有產值，如此對於許多藝

術可能的產業化會直接漏失掉；在文創產業中所謂的視覺藝術，則是指將視覺藝

術加以應用，或是萃取藝術創作中的概念元素進行轉化，開發為新的衍生藝術商

品，有別於傳統視覺藝術產業的第一市場和第二市場所經營的是「著作物的所有

權」；文創產業所打開的第三市場則是以開發藝術品「著作財產權」之衍生價值

為核心的市場，文創產業的思考並不只在於終端藝術作品的價值，而包括了從藝

術創作之初就具有的原創性、文化性、藝術性，藝術創作者不是只有在成名後才

具有產值，創意在不同階皆有可能具有市場價值，這樣的趨勢為藝術市場開闢了

一條新路。 

 

（三）專案產學合作模式 

    文化創意產業是文化結合靈感、創意、服務的新興產業，所以需要的人才更

具多元化，除了藝術、設計專業之外，也需具備市場、管理、行銷、財務、人脈

                                                       
1張惠蘭，2009，〈成名趁早與中年危機南台灣視覺藝術創作者幾個面向的觀察〉，《2008 視覺藝

術全國論壇》。台北市：文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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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等多重學問、歷練及敏銳度，以台灣目前的藝文養成環境，不是單從藝術教

育體系畢業之人即能輕易勝任，為協助藝術大學在文創產業的發展架構中，培育

文創產業跨領域整合之人才，根據本年度的計畫執行，本專案經由與台灣藝術大

學三個學系的合作，累積了三個商管產學合作之個案，此三個案不論是所屬之藝

術類型、執行內容及成果，皆具高度異質性，以下根據專案執行歷程及經驗，歸 

納出文創商管產學合作模式，並詳細說明： 

 

1.工藝團隊產學合作模式 

商管學者
共同授課

組成跨領域
合作團隊

台藝大
工藝設計

系

玄三科技
公司

逢甲大學

科管所

產

學 學

 

工藝團隊產學合作模式 

 舉辦演講、座

談、工作坊 

規劃課程並 

實際授課 

舉辦展覽/ 

競賽 

建置經營 

平台 

引導業界

投入 

工藝團隊      

雕塑團隊       

音樂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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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管學者在工藝團隊的執行中，結合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生活文化設

計」與逢甲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科技行銷」二門課程進行藝術、商管的跨領域

聯合授課。 

    在與產業界橋接的部分，則與專為傳統產業升級至雲端技術之「玄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合作，透過課程設計讓兩校學生共同參與，並架設部落格紀錄各小

組間討論的過程，同時在團隊老師帶領下，至與玄三科技合作之洗衣中央工廠及

連鎖單店與經營者做面對面的交流，在團隊的中介下，讓產學能夠互相溝通，雙

方可以直接了解對方的需求。 

    商管學者在工藝團隊中尋找合作廠商，確認其需求，並協助其與學生之溝通

交流，同時也基於工藝設計注重設計與市場接軌的能力，本專案在工藝團隊的設

計上，讓台藝大學生和商管學生整合所學，透過分組的討論與交流，共同面對業

界所給予實務上的設計案。透過工藝設計與商業行銷的知識學習，使商管與藝術

之學生得以同時掌握產品創意發想與設計的過程，以及接下來的商品化過程，培

養完整的創意商品化能力。 

2.雕塑團隊產學合作模式 

舉辦袖珍
雕塑展暨

競賽

台藝大
雕塑系

元華創意
公司

政大
商管團隊

裕隆汽車

學 學

產 產

 

雕塑團隊產學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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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管學者在雕塑團隊的執行中，於合作初期即至台藝大雕塑系舉辦兩場專家

座談，配合袖珍雕塑展之主題，提供藝術作品商品化的相關知識及經驗傳授，使

參賽學生更加瞭解藝術作品商品化的流通與加值的可能性，同時也參與袖珍雕塑

展暨競賽之籌辦，在雕塑展公布至收件期間雕塑團隊也多次與台藝大雕塑系教職

員溝通、協調確認作品與展覽的型式，同時雕塑團隊也親至系務大會與學生做面

對面的溝通，加深此次藉由商管學者的介入，所希望給予學生將藝術作品商品化

的概念。 

    經由商管學者的加入，首先改變雕塑系的策展慣例-以往雕塑系的策展，為

了不使學生的創作受到侷限，皆是以「後設」之方式－即在創作完成後，才根據

多數作品之樣態來決定展覽主題；此次展覽為讓學生嘗試以市場取向作為設計創

作時的參照，經過與雕塑系師長多次的討論，決定讓學生嘗試具有目的性的創

作：在規格上，需為不超過鞋盒大小之袖珍雕塑，在主題之訂定上，則以「禮物」

做為創作發想，期能藉由此設定，增加雕塑作品之親和力，及投入文創產業之潛

力，並藉由此主題，在展覽時邀請企業來觀展、認購作品，為雕塑藝術的教育養

成過程帶入藝企合作的機會。 

     在與業界橋接的部分，透過展覽的舉辦，雕塑團隊邀請文創產業界的專家

參與此次袖珍雕塑展之評審（台開築空間經理、出色創意公司執行長、元華創意

公司創意長），在純藝術創作之外，評選出具複製或商品化潛力的作品，也於展

覽開幕後舉辦一場「藝術創作與文創產業發展新對話」的座談會，邀請評審進行

心得分享以及會談，讓學生在實際參與創作比賽後，不論獲獎與否，都能了解到

藝術創作是如何與文創產業作連結。同時，透過本專案團隊之引介，元華創意公

司對雕塑系的學生作品產生高度興趣，目前正進一步與本專案團隊洽談進入通路

販售及實際商品化的合作；同時藉由展覽，也促成了裕隆汽車與雕塑系進行藝企

合作的開始。 

    在雕塑團隊中，專案選擇的合作對象是創作屬性偏向純藝術的台藝大雕塑

系，因此團隊在與雕塑系學學合作的模式上，多是藉由軟性介入的方式從教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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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著手，降低排斥感。觀念從一開始的極端落差，進過多次的討論，促進彼此的

了解與認識，希望以潛移默化的方式，為現階段與雕塑系合作的過程，確立最適

合的工作項目，試圖轉移雕塑系長期以來，一直以培育佔畢業生總名額不到一成

的純藝術家為主的教學目標，讓學生接觸到以雕塑為核心的商業操作和互動，藉

由商品化概念的輸入，使學生瞭解藝術作品流通與加值的不同可能性。 

 

袖珍雕塑
展暨競賽

評審 座談 觀展

文創
業界代表

一般企業
代表

 
舉辦展覽或競賽，引導業界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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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樂團隊產學合作模式 

架設樂團
資訊推廣
網站平台

台藝大
音樂系

River法式古
董福音餐廳

政大
商管團隊

產‐實體演出據點

學 學

 
音樂團隊產學合作模式 

 

    在音樂團隊的部分，合作的系所也是偏向純藝術的系所，但在合作任務與雕

塑團隊聚焦在導入商品化概念的方向不同，音樂團隊希望為其建立表演行銷的管

道，同時累積常態性樂團的產學合作模式。 

    音樂團隊在合作上的變動相對較大，從原先搓合音樂系與戲劇系跨域合作完

成校慶表演的音樂劇，到最終定案為學生架設樂團推廣資訊平台，以及尋找廠商

提供學生表演團隊常駐表演的新模式。透過推廣資訊平台的架設，建立一透明化

的媒介管道，讓業界可以從網頁上瀏覽表演團體相關資訊，增加其行銷的管道。 

    與產業界橋接的部分，專案團隊在多次尋訪後，初期找到位於公館商圈的

「River法式古董福音餐廳」做為合作對象，輔導三個室內樂團自9月份起，每週

五晚間進行商業演出，音樂團隊讓廠商接受一種新的商業合作模式，讓學生樂團

的演出不再只是陪襯性的餐廳背景音樂，而是餐廳附加的表演主秀，改變了以往

室內樂團只是“sideman＂型式，在雙方洽談的過程中，音樂團隊的角色斡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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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兩方之間，傳遞雙方的意見，讓廠商了解藝術表演進駐為空間所帶來的加值

效果，以及後續發酵的效應，而不僅只是鐘點的酬傭演出，也希望讓學生建立可

發展為常態的演出模式。 

 

四、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台藝大的藝術成果（包含人才、作品）若要發展至市場，中間需要經過商管

的運作才能達到知識加值，此部分即是商管學者之核心能耐，商管學者所擁有之

商學及管理知識與經驗，加上其對於市場及產業發展的高度敏感性，可填補產學

間的鴻溝，促成藝術學界與產業界之產學合作。根據本專案三個合作團隊之個

案，歸納出商管學者之功能與角色為： 

（一）透過管理知識之分析，進行藝術大學實務問題之診斷及規劃 

    若將產學合作視為一供需市場，供給面為商管學者之能力，需求面為產業界

之需求，供需兩方若要媒合，商管學者除了具備文創產業相關之實務經驗外，也

亦須對合作對象進行資源盤點，於本專案中，專案團隊於確定合作對象-台藝大

後，即透過召開工作會議及工作坊，對台藝大進行資源盤點，就台藝大目前所擁

有之組織、人力、知識資源進行初步評估，作為計畫規劃之依據；並於確認此次

合作之三個學系之後，即個別針對此三個學系召開工作會議，根據不同的藝術特

性，規劃不同的合作模式，同時評估需要探討與解決的議題、目標、人力配置、

經費預算等，依據合作對象現有的資源與接受度，規劃既能達成目標，又可被其

所接受之內容。 

 

（二）不斷創造對話可能性，進行商管知識之引介與傳播 

   台藝大身為藝術大學，本就以藝術教育獨盛，學校的教育主軸或校內風氣較

缺乏整體商業概念與商業運作機制，然而，即使是在純藝術領域，藝術家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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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華和創意固然重要，但要將作品及創作意念成功向外展示和推介，就無可避免

牽涉到經營、包裝、建立脈絡等的商業概念。本專案致力於與藝術大學合作，由

於藝術與商管本就具有不同之專業屬性、功能和目的，再加上不同校系所之組織

文化亦有所差異，使雙方在語言編碼及解碼的過程中容易產生誤差，中間所需要

處理的介面非常複雜，因此本專案團隊認為，必須透過各種方式創造不同語言專

業間「對話」的可能性，是以，本團隊透過工作會議、演講、座談、工作坊等方

式，進行商管知識之引介與傳播，如策略形成、市場概念、成本控管、生產機制、

行銷包裝、跨領域合作等，促使商管、藝術、產業界之間，具有足夠的互動對話

機會，引導藝術大學的師生，在原有的藝術創作專業基礎下，能從顧客端或市場

端思考另一種創作之可能，逐漸意識商業概念與藝術結合商業的運作，也可說是

另一項能力之培養。  

 

（三）研發以產業需求為導向之產學合作任務  

    商管的核心，所關注的是組織營運模式之掌握，包含組織如何運作，讓組織

運作可以順暢進行，如何在進行「集體決策過程」中，於短時間之內有效凝聚所

有參與者的共識，形成具體的行動方案，所需要的就是各式商管工具的使用，如

經營管理工具、行銷工具…等，商管學者在本專案的重要功能，即是為藝術大學

核心資源轉化為能創造價值的營運模式，需特別強調的是，此價值不必然是經濟

價值，在藝術大學內，更重要的是人力資源價值及學術價值的提升。 

    由此，本專案團隊之角色，很重要的就是「研發」，在今年度，本專案即研

發三種以產業需求為導向的合作方案，為藝企產學合作找到聚焦、切入點-「跨

領域授課」、「舉辦展覽暨競賽」、「推廣平台建置」，提供商管技術來協助合

作方案的執行，並透過固定召開工作會議、分組討論、舉辦演講、座談、工作坊、

業師參與評審等方式，進行商管理論知識之傳播，促成商管與藝術間的學學對

話，及藝術與產業間的產學對話，提供不同的思維及執行方式，搭起藝術與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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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溝通，建立藝術跨領域的合作模式，未來亦可將這些任務的合作模式，複

製到藝術大學內的不同科系中。 

 

（四）引導業界投入，並兼顧藝術大學與業界雙方需求 

    台藝大擁有豐沛的藝術創作能量及成果，也意識到在台灣正熱絡發展文創產

業的環境中，藝術大學的角色位置非常關鍵，然而因長期缺乏對市場、產業的敏

感度，以及對商業語言的不熟悉，使得台藝大的藝術能量一直以來只能封閉在校

內，無法擴散出去；而對於業界而言，除非是企業老闆願意主動接近藝術，否則

大部分的企業人對藝術是害怕的，因為不知道怎麼和藝術家相處，亦缺乏接觸的

管道。 

    本專案團隊於產學合作過程中，在不同的時間點引導業界投入，如「工藝團

隊」的跨領域授課，課程的主軸為real project的執行，合作廠商於課程規劃階

段即投入參與；而「雕塑團隊」的袖珍雕塑展暨競賽，則是在作品創作完畢，進

行參展資格評選時，始邀請業界專家擔任評審的工作，並於展覽時邀請企業觀

展，讓企業看到藝術大學的藝術能量，促成藝企合作之可能；「音樂團隊」則是

在輔導學生樂團建立樂團品牌後，由專案團隊向廠商提案，使廠商認同樂團的價

值而願意投資。 

    在本專案的執行中，商管學者的功能，即是在拉進藝術創作者與企業家的距

離及認知差異，透過規劃以產業需求為導向的合作任務，開啟業界與藝術大學的

接觸機會，同時協助業界了解藝術的深層意義及隱性價值，除了將藝術創作者的

藝術價值保護好，同時也思考藉由與藝術大學的合作，可以幫企業得到什麼，鼓

勵企業，讓他們體會到自己做這件事情有受到正面回應而願意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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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藝術大學直接與廠商或藝術經紀人合作，及與本專案團隊合作之 

    差異分析 

    若是由藝術大學直接尋求與業界的合作，站在廠商或藝術經紀人的立場，是

在商言商，對於合作的可能性完全是純商業考量的，所要求的是直接的對價關

係，在這樣的情形下，廠商或藝術經紀人對於距離市場端尚有一段距離之藝術教

育成果，因為預期不會有太高利潤，較缺乏投入合作的興趣；且廠商或藝術經紀

人亦不願花費太多的成本，從「人才培育」的觀點與藝術大學溝通、規劃合作方

案，如此一來，若直接與廠商合作，很容易即造成藝術價值遭低估之情形。   

   而對於藝術大學而言，所謂的產學合作並不是想販售產品賺取利潤，台藝大

畢竟為教育機構，在多次與校方的討論中，校方皆表示最重要的是讓學生經由本

專案的執行，在產學合作的過程中將商品化的概念帶入，同時學習到實務的操作

經驗，也就是在藝術教育的基礎上，累積學生與產業銜接的能力，而這一點也唯

有透過與本專案團隊之合作，同樣從「教育」的角度，漸進式導入商業概念，透

過學術資源的互動交流，研發產學方案，並向企業提案、引導業界投入，設身處

地兼顧藝術大學與企業之需求，在產學合作過程中共同陪伴，提供諮詢與支持，

以達到有效的溝通與合作。 

    於執行過程中，本專案之定位為在藝術創作端與市場端之中介橋梁，透過商

管知識加值，協助藝術成果具備有進入市場的條件，以引起廠商的興趣，願意投

入合作。本年度透過與台藝大三個學系的專案合作，及開設產業行銷管理相關之

課程，本專案已協助藝術大學之藝術教育改革及創新邁出第一步，在此基礎上，

本專案將持續與台藝大維持夥伴關係，藉由累積更多的商管產學合作個案，建立

藝術大學銜接產業發展的常模，為台灣的文創產業厚植發展實力。 

    根據上述，有別於業界廠商及藝術經紀人，本專案團隊之價值在於： 

（一） 從「教育」的角度，致力於輔導、協助仍處於early stage的藝術成果； 

（二） 透過學術資源的互動交流，研發產學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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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產學合作過程中提供諮詢與支持，作為與業界接觸時的緩衝。 

 

六、本專案團隊與管理顧問公司之差異分析 

（一）與藝術大學建立長期夥伴關係 

    對商管學者而言，每次規劃與合作對象的產學合作方案，其產出與成果都將

係下一階段的投入，故商管學者不僅關注現況，更著眼於未來，與合作對象之關

係是建立在社會關係之網絡上，著重於共識及互信基礎之建立，而非短期交易與

對價交換之商業行為。 

（二）建立知識運用之正向循環 

    商管學者透過學術理論基礎、商管工具之運用，協助合作對象走上它們要走

的路，回過頭來，這些實務輔導經驗又變成商管學者豐富學術工具的具體內涵或

修正，持續進行應用研究之探索，提升商管知識與技術之可應用性，縮短理論與

實務間之差距，然後再貢獻至合作對象之實務發展問題上，建立知識運用之正向

循環，而非僅做既有知識之複製。 

 

七、文創商管產學合作之成功關鍵因素 

本年度先導計畫的執行，累積商管學者參與文創成果商品化之核心能力，透

過三個團隊之執行，歸納出幾項合作關鍵因素，可作為後續文創產學合作計

畫之基礎： 

(一) 長期夥伴關係之建立 

與合作對象之信任、信賴程度，為合作案能否成功並維持的重要因素，

因此夥伴關係的建立非常重要。 

(二) 釐清不同藝術類型之特性，其商品化、事業化的方式並非一體適用 

必須要非常熟悉藝術大學內不同藝術領域的內涵，才能成就出有效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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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果，如在核心藝術領域，即不能直接商品化，而是在協助走向週

邊產業的可能。 

(三) 不斷對話，確定雙方對於重要概念的認知是一致的 

與藝術大學在進行溝通時，應注意幾個介面，否則容易造成溝通落差：

合作對象對於商管學者角色與功能的認知、合作對象對於文創產業及商

品化等概念的認知程度等。 

(四) 良好的專案管理 

商管學者對於藝術大學而言是外來團隊，因此建 立跨領域的合作基礎非

常重要，於合作之初，雙方即應就合作目標、可提供資源、分工與責任

開門見山地討論，並確定達成共識，而在合作執行過程中，雙方皆必須

有專屬的聯絡窗口，以確定訊息的統一及溝通效率，同時，商管學者亦

必須積極掌握進度，定期召開工作會議，並將相關會議及合作紀錄完整

建檔管理，以確保合作的成效。 

 

 

八、人力投入配置 

（一）政大商管產學橋接團隊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數 

(預定年度總人月)
工作重點 

溫肇東 主持人 

11 

（98年12月-99年12

月，共13個月） 

專案統籌、安排進度、資源

協調及整合、負責雕塑團隊

的執行 

侯勝宗 共同主持人 

11 

（98年12月-99年12

月，共13個月） 

專案統籌及資源協調、負責

工藝團隊的執行 

張鈺婕 專任助理 

10 

（99年1-12月， 

共12個月） 

協助專案統籌、月報撰寫、

會議記錄及各項行政事務之

執行 

陳明輝 兼任助理 

9 

（99年2-12月， 

共11個月） 

負責音樂團隊的執行、協助

雕塑團隊的執行 



42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數 

(預定年度總人月)
工作重點 

陳姿安 兼任助理 

6 

（99年1-6月， 

共6個月） 

協助工藝團隊的執行 

林丁禾 兼任助理 

8 

（99年3-12月， 

共10個月） 

協助雕塑團隊的執行 

林青青 兼任助理 

8 

（99年3-12月， 

共10個月） 

協助雕塑團隊的執行 

戴瑜廷 兼任助理 

2 

（99年3-4月， 

共2個月） 

協助音樂團隊的執行 

張芸華 兼任助理 

4 

（99年7-12月，共6

個月） 

協助音樂團隊的執行 

蔡佩錞 兼任助理 

2 

（99年9-12月， 

共4個月） 

協助專案執行 

 

（二）台藝大團隊成員 

團隊別 姓名 職稱 

本專案合作學術團隊負

責人 
張浣芸 

副校長 

通識教育中心教授 

工藝團隊 范成浩 工藝設計系助理教授 

 
許秀涵 助理 

 
陳宛瑩 助理 

雕塑團隊 劉柏村 雕塑系主任 

 蔡秀琴 助教 

 巫姿陵 助理 

音樂團隊 孫巧玲 音樂系教授 

 劉晉立 戲劇系主任 

 林志隆 學務處 

 黃圓媛 音樂系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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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竹君 音樂系碩士生 

 鄭雅安 音樂系學生 

 陳奕伶 音樂系學生 

 劉紀宏 音樂系學生 

 曾繼宣 音樂系學生 

 蔡宗翰 音樂系學生 

 吳聿畬 
台藝弦樂四重奏 

駐校音樂家 

 黃裕峯 
台藝弦樂四重奏 

駐校音樂家 

 徐曉虹 
台藝弦樂四重奏 

駐校音樂家 

 洪思穎 
台藝弦樂四重奏 

駐校音樂家 

 

 

九、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數(執行數)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金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
費 

(1)人事費 947,184 947,669 100.05% 

含專、兼
任助理薪
資及臨時
人力費

(2)耗材雜  
  項費 

24,816 22,510 90.7% 

2.差旅費 15,000 10,720 71.5% 
3.出席費 4,000 4,000 100% 
4.演講費 9,000 9,000 100% 

小計 0%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金額 1,000,000 993,899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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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成果效益產出 

（一）量化成果 

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1）工藝團隊設計成果：專用洗衣袋商品化 

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

專用洗衣袋之產值 

符合新型態洗衣服務模式的專用送洗袋，單

價約為200元/個，若預期先行客戶以台中市

有送洗習慣之高所得家庭5000戶為例，純粹

在洗衣袋的部分，推行初期約可有1百萬之

產值。  

 

註、因玄三科技公司為新創公司，目前公司營運規劃距離正式啟用學生提案仍有 

   一段時間，因此關於產值之描述為預估值。 

 

（2）雕塑團隊藝術創作成果：袖珍雕塑作品商品化 

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袖珍雕塑展藝術原

作之產值 

․單一藝術原作定價

5千-2 萬元。 

․若 103 件展品全數

售出，預期總體成交

金額為 51.5 萬至 206

萬元。 

由學生所創作之袖珍雕塑作品，視其

材質及創作工法之不同，單一藝術原

作之定價約在 5千到 2萬元之間，本

次參展作品共有 103 件，若所有作品

全數售出，預期本次產覽將會創造

51.5 萬元至 206 萬元之成交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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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袖珍雕塑作品商

品化後於通路販

售之產值 

根據元華創意對雕塑

作品商品化後之估

價，以單一商品售價

1000 元，一年販售

3200 件來預估，可創

造 320 萬元/年之營

收。 

 

․合作廠商-元華創意自99年4月成

立以來，已在台灣成立三家門市，預

計在台灣共會成立六個通路據點，同

時跨足大陸文創市場，已於北京成立

首家門市，目前正積極展店中，根據

元華創意之通路規模，公司創意長推

估單一件袖珍雕塑作品經商品化為

產品後，一年將可販售 3200 件，以

單一產品售價 1000 元來預估，將可

創造一年 320 萬元之營收。 

․元華創意目前的資本額為 1仟萬

元，與台藝大雕塑系合作後，預估一

年可有十件成功藝術商品化之產

品，則每年可有 3仟 2佰萬元的營

收，具體效益可幫元華創意賺得 3.2

個資本額。 

․創作者與通路的拆帳模式，一般新

銳藝術家為 4:6，通路會有 6成的收

入，而當創作者的作品有實際在市場

的流通價值後，即會提升至 5:5 的拆

帳比列。 

․過去台藝大學生的藝術原作定價

為 5仟~2 萬元的售價，但僅指單一件

作品；在與元華產學合作後，藝術創

作進入商品化的階段，根據元華創意

預估，商品化後之單件商品可販售

1000 元，一年將可獲得 320 萬的年度

效益，效益擴增比率為 160%。 

註、因本次袖珍雕塑展於99.10.26始開展，目前與廠商的合作尚在洽談階段，關 

    於產值之描述為根據廠商合作規劃之預估值。 

 

（3）音樂團隊表演人才：架設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協助樂團商品化 

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樂團資訊推廣平台

登錄樂團數 

20 個學生樂團 

3 個老師樂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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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平台媒合樂團商演

所創造之產值 

 

․以學生四重奏演出1hr報價8千-1萬計算（此

為音樂系學生接商演活動之行情價碼），若每

月有 20 件商演 case，可創造年度產值 190 萬

-240 萬。 

․以老師四重奏演出 1hr 報價 5萬元計算（此

為老師接商演活動之行情價碼），若每月有 2

件商演 case，可創造年度產值 120 萬。 

 

 

2.團隊投入業界發展情形 

    音樂團隊輔導音樂系學生經營室內樂團品牌，並實際投入業界，與餐飲業者

建立長期合作關係，發展古典樂團之創新商業模式，使樂團從事商演時，不再是

陪襯性的背景音樂，而是餐廳附加的表演主秀，目前試行於每週五晚上

20:30-22:00。 

    未來擴散效益：初期以river餐廳作為示範點，未來預計在台北都會區逐步

擴增至20個古典音樂表演&欣賞之場域，若每個據點每週皆安排2場古典樂演出，

預計未來可帶來的效益如下： 

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創造音樂欣賞人次 20 個表演據點，每週 2場演出，單場演出

來客數 50 人，則一年可創造 10 萬 4 千個音

樂欣賞人次。 

 

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於 river 餐廳常駐演出之

學生樂團數 

3 個學生樂團： 

絃舞吉他室內樂團、笑嘻嘻鋼琴三重奏、

Baby Blue 鋼琴三重奏 

未來將持

續增加合

作樂團。

有室內樂常駐演出後， 

river 餐廳每週五 20：30

後所增加之來客率及營業

額 

․相較於有室內樂常駐演出之前，同時段

（每週五 20：30 後）來客率增加 90%。 

․以來客數 30 人，每人消費 160-300 元

計算，為餐廳每週五 20：30 後創造 4800

元-9000 元之營業額。 

 

學生樂團於 river 餐廳常

駐演出之固定表演收入 

學生樂團之演出報酬目前為 4000 元/

場，每月固定演出 1-2 場，單一樂團之表

演收入為 4千-8 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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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量化值 效益說明

創造樂團就業機會 20 個表演據點，每個據點每週有 2場音樂

演出，則一年會有 2080 個演出需求，為樂

團創造就業機會。 

 

創造表演藝術市場產值 20 個表演據點，每個據點每週有 2場音樂

演出，若單一樂團單場演出之收費為

4000-6000 元（長期合作之演出價碼會較活

動演出加碼低），則預計每年可為表演藝術

市場創造 832 萬到 1248 萬之產值。 

 

帶動總體經濟產值成長 根據文建會 2007 年所公布之研究指出，表

演藝術產業帶動周邊產業之「產業乘數」為

2.027 元，由此，此種古典樂團的創新商業

模式，預計將可帶動 1600 萬到 2500 萬之總

體經濟產值。 

 

 

（二）質化成果 

1.工藝團隊-商管與藝術聯合授課之課程設計： 

「當設計遇上行銷」課程綱要 

開課系所班級 科技管理研究所，逢甲大學 授課教師 
范成浩 

侯勝宗 

課程類別 選修 

授

課

語

言 

中文 開課學期 98 年下學期 

課程編碼 0843 學分 3 

一、課程名稱 

科技行銷  

Technology Marketing 

二、課程描述 

(限 50~100 字) 

本課程本著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red)的教學理念，引導學生瞭解科技如何應用於

產業創新，並練習執行行銷企劃案與消費者行為觀察，藉由多元化的學習方式(包含理論

教授、專書導讀、個案解析、跨校學習互動與行銷專案報告製作)，培養學生兼具行銷理

論與實務經驗，促進跨領域整合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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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量方式 

1. 課堂參與及討論貢獻(含出席)                40% 

2. 期中創意報告(小組)                        10% 

3. 期末創意競賽(小組)                        30%   

4. 部落格創作歷程記錄                       20% 

四、教科書（書名、作者、書局、代理商、說明）  

教師自製教材 

五、參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理商、說明） 

1. IDEA 物語，Tom Kelley 原著，徐鋒志譯，大塊文化出版，2002 

2. 跨越鴻溝，Geoffrey Moore 原著，陳正平譯，臉譜出版，2000 

3. 龍捲風暴，Geoffrey Moore 原著，陳正平譯，臉譜出版，1996 

六、課程教材（教師個人網址請列在本校內之網址。） 

七、授課進度與內容（週次、單元名稱與內容、習作/考試進度、備註） 

Week 

(Date) 
Topics Readings and Assignments Cases & Remarks 

1 

(2/26) 
課程簡介 

介紹本課程之教授內容與行銷競賽專案的執

行細節 

逢甲自行上課 

上課地點：逢甲 

2 

(3/5) 
逢甲停課   

3 

(3/12，上午

10:00 – 

13:00) 

行銷與消費者 

行銷基本概念之介紹(市場區隔、目標客戶、

產品定位、行銷 4P 等) 

介紹消費者行為對行銷的重要性，與如何瞭

解消費者的需求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4 

(3/12，下午

14:00-17:00) 

行銷與設計 
由台藝大范成浩老師教授從工藝設計角度探

討商業行銷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5 

(3/19，上午) 
行銷與科技 

介紹資訊科技對行銷的重要性，並探討如何

善用科技來進行品牌行銷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6 

(3/19，下午) 
IDEA 物語 IDEO 專書報告(分組報告)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7 

(4/2，上午) 

消費者行為體驗洞察
(一) 

介紹消費者體驗工程概念，利用參與式消費

者需求調查方法，進行消費者需求的分析與

探索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8 

(4/2，下午) 

消費者行為體驗洞察
(二) 

介紹消費者體驗工程概念，利用非參與式消

費者需求調查方法，進行消費者需求的分析

與探索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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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9，上午) 

個案公司參訪(潔屋
中央工廠) 

參訪個案公司，瞭解工廠內部作業流程，探

討產業現況與公司營運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潔屋中央

工廠 

10 

(4/9，下午) 

田野調查(潔屋連鎖
單店) 

進行連鎖單店的消費者需求調查，收集市場

資訊，進行消費者需求分析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中各連

鎖單店(分組進行)

11 

(4/23，上午) 
期中創意報告 

分組報告期中創意構想提案，邀請業師提供

意見與回饋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12 

(4/30，下午) 
專題演講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台藝大

13 

(5/14) 

科技行銷理論基礎：

科技採納與擴散 
專書：龍捲風暴 逢甲自行上課 

14 

(5/21) 

科技行銷理論基礎：

管理科技行銷戰爭 
專書：跨越鴻溝 逢甲自行上課 

15 

(6/4) 
期末成果發表競賽 

期末行銷設計競賽，邀請業師評分並給予具

體建議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逢甲 

16 

(6/4) 
專題演講  

課程合授 

上課地點：逢甲 

17 

(6/11) 
逢甲停課 期末專案作品準備  

18 

(6/18) 
期末考 專題製作考試(行銷企劃案、設計實作) 

針對「期末成果發表

競賽」評審意見進行

內容與作品的修正

與改善，並於 6/18

前繳交最後作品 

 

課程說明： 

 

本學習課程將與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所(http://crafts.ntua.edu.tw/main.php)

范成浩博士(http://crafts.ntua.edu.tw/people/bio.php?PID=12)所開設的設計課程

進行跨校聯合課程，並同時以潔屋洗衣聯盟為研究個案，進行未來洗衣產業的商業模式

創新與行銷企劃競賽。相關說明如下： 

 

 

一、 課程設計：本課程為整合國科會產學橋接計畫，進行產業與學術的學理探討與實務

訓練。目的在於結合台灣藝術大學「生活文化設計」與逢甲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科技

行銷」二門課程進行跨域合作，並聯結台灣中部最大的洗衣連鎖業者—潔屋洗衣聯盟，

進行三方的產學橋接合作。讓藝術創作學生與商管學生，進行工藝設計與商業行銷的知

識學習融合，讓真實商業情境，成為學生實作與觀察的場域，藉此促進藝術與商業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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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學術與實務產生對話。 

二、 分組方式：混合編組進行授課與專案競賽。原則上，每組 4-5 人，全班共約分為

10 組(視最後人數而定)。 

三、 課程設計：本課程的設計共分為五個模組： 

1. 行銷與設計知識整合(1-6 周)：教師採用課堂授課形式，進行市場

與行銷組合的基本觀念介紹，並融合設計元素，說明設計理念如何

融入市場與消費者的思維之中。 

2. 市場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實作(7-10 周)：導入服務體驗工程的相關

研究方法論，說明消費者行為如何觀察，服務如何設計，並實際利

用「衣服的衣服」之實作專案，進行潔屋洗衣連鎖的產業個案觀察

與創意期中提案。 

3. 分別授課(13-14 周)：台藝大與逢甲科管所學生依所屬自各專長，

進行更進階的設計與行銷相關知識的授課。 

4. 行銷提案競爭與專家演講(11/12/15/16 周)：各分組進行專案研究

成果的報告，並進行成果競賽。成績優異者，將獲得獎金與實習工

讀的可能機會。 

5. 部落格創作歷程記載：在學期進行過程中，各組必需建製自己的創作部

落格(http://designandmarkerting.blogspot.com/)，每位同學每星期至少撰寫

「學習反思」一則與記錄各式「創意發想」感想一則，並進行小組內的

集體智慧記錄。利用部落格的社群互動，打破台北-台中的地理限制，促

進跨領域知識的交流與激盪。 

四、 成果繳交：各組於期末均需繳交一份行銷企劃提案書與一件實作設計原型。 

五、 授課地點：台藝大與逢甲大學 

           

 

2.雕塑團隊-合作通路廠商「元華創意公司」個案分析 

（1）由通路切入市場，元華元年，積極展店 

    2010 年 4 月股票上櫃公司凌網和原威泰創意總經理廖志榮，合組元華創意

公司，元華創意的「元」，取自於易經「元亨利貞」，代表了四季萬物的輪替流轉，

宇宙自然及人倫道德的法則；「華」字取自於詩經「華如桃李」，桃及李在古代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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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美好事物的表徵，更為人們互相餽贈的禮物，華本身即有著榮耀、美麗及福氣

的意涵。元華創意，代表從「仁」出發，成為「美」的實踐者，建立生命與藝術

對話的平台，強調自然、人文、藝術、創意為品牌風格。元華創意積極投入文創

產業，已經於華山附近成立元華藝術空間，同時也成立元華 Au.Dot 文創實體通

路。 

    元華創意投入文化創意產業，重視其產業化的能力，透過與廖志榮創意長訪

談得知，建立通路是其切入市場的方式，掌握通路是關鍵要點，因此元華創意預

計在一年期間於台灣設立六至八個通路點，將來更將擴展到海外，提供完善的銷

售通路，元華創意自 4月成立至今，已在台灣開設 4家分店，同時也已在北京開

設中國第一家分店。 

 

（2）透過產品與空間營造品牌調性 

廖創意長提到自己將商品分為 5大類型，分別是居廟堂之高的藝術品、可少

量複製的工藝品、工藝設計商品、強調在地性與人文的文創商品以及多數發跡於

創意市集的創意商品，而元華創意初期將產品聚焦於藝術品以及工藝設計品，透

過兩者相互的搭配，以藝術品的多彩與多樣化來調合冷調的工藝設計品，讓 Au. 

Dot 門市呈現出較溫暖的氛圍，同時也符合市場上藝術與設計結合的趨勢。 

除了在產品上有明確的定位外，元華在實體店面的地點考量的是集市的效

果，如仁愛旗艦店位於仁愛路上，而台中勤美店更在勤美誠品戶外千坪空間中佔

了約 100 坪的建物空間內。與一般商業空間不同的是，au. Dot 店面不追求坪效，

而是利用空間營造出藝術、設計與生活密切結合的品牌形象，因此門市中都設有

藝術區以及販賣區，在空間的規畫上皆相當的寬敞，打造出像家一般的空間，增

進顧客的空間體驗。在店內的商品，除了入門型平價的商品外，尚有熱賣型商品

以及純粹為了妝點空間而不以出售為目的而陳設的商品，這些非商業的商品，讓

Au dot. 與一般商業空間存在差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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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聆聽消費者的需求，反饋給創作的上游 

由於元華廣設通路，直接面對消費者，因此可以快速獲得市場的反應，因此

可以將消費者的需求回饋給藝術家，讓藝術家的創作能更容易為顧客所接受。同

時為了統一品牌的調性以呼應企業文化，元華也培養了 in-house 的設計人才，

未來元華將更善用自家的設計人才以及其處於市場中介者的角色，將其經由通路

累積的市場經驗回溯到供給端，與藝術家共同設計開發自家的通路品牌。 

 

（4）合作對象要符合品牌調性，又要有彈性 

由於近年來文創產業的興起，元華並不缺乏合作的對象，因此要在意的是引

進的商品與店內的調性是否一致，雙方能否達成合作的共識，對方在價格上有無

足夠的價格彈性等都是元華在挑選合作對象時考量的要點。 

    台灣的文創商品，往往由於規模不足，造成生產上的成本過高，使得零售商

無法獲得合理的利潤，因此難以打入國際市場。元華希望藉由廣設通路的方式，

提高規模，增加下單量，來減少成本，增加商品的競爭力，尤其針對大陸布局，

可望進一步的達到規模經濟，透過降低成本，來讓價格更為可親，讓更多的消費

者有能力負擔有品味的生活，體現結合藝術、生活與品味的品牌調性。 

 

（5）布局大陸，並增加工藝品產品 

    在元華未來的展望，將積極進入大陸市場，布局一級城市，藉由多通路來達

到規模經濟。在產品面上，在藝術品與工藝設計品外，希望納入工藝品，目前尋

訪的結果，將鎖定作品能夠大量複製，但因為不夠了解消費者需求而供不符求的

藝術家，利用元華對通路的了解，橋接藝術家與市場，進一步擴充自己的產品類

別。 

 

（6）提供學生試水溫的空間 

    在本產學橋接專案中，元華創意藉由擔任此次台藝大袖珍雕比賽的評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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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台藝大雕塑系合作的可能性，希望能建立藝企合作，將門市內的藝術區用作

學生作品的展示區，初期是以原件方式展售，目標客群是中產階級的個人，讓藝

術進入市場，之後希望能發展出以企業為對象的展售方式，會將作品作成型錄，

再針對企業的需求予以大量複製，來達到藝術作品商業化的最終目的。 

    元華創意在空間的提供，以及事後拆帳機制，給予學生一個試水溫的機會，

為 90％的學生另覓一個畢業後的出路。 

 

 

3.音樂團隊-樂團資訊推廣平台「台藝宅急便」之網站企劃書 

台  藝  宅  急  便 

音樂平台企劃書 

壹、「台藝宅急便」音樂平台   緣起 

建構本平台的構想緣起於國科會的「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透

過國立政治大學（簡稱政大）與國立台灣藝術大學（簡稱台藝大）兩校的合作，

為台藝大之藝術成果開發新商業模式，並實際應用於產業界或市場，使台藝大在

文創產業的價值鏈中，不只提供商品前端的藝術專業，亦能掌握產業及市場之需

求，建立「學－學－產」之產學合作模式。 

 

原合作目標對象是協助台藝大駐校樂團－「台藝弦樂四重奏」，規劃未來經

營方向及行銷方式。討論方案從開始的出版音樂CD，到後來建立網路行銷平台，

發現建立平台的效益不只可提供台藝弦樂四重奏行銷與曝光機會，更能提供台藝

大音樂系學生一個職前訓練的場所，藉此平台讓學生樂團提早瞭解行銷包裝自己

的方法，並累積實際演出經驗；同時也給產業與市場一個管道，若有商業演出需

求時可到何處尋找適合的樂團。因此，建構一個「學生樂團與市場之媒合平台」

之概念慢慢成形。 

 

貳、「台藝宅急便」音樂平台   目的 

「台藝宅急便」此一平台是架構在台藝大學務處之下，以學生樂團為主要

內容，但其服務對象主要可分為三類，分別為：台藝大音樂系學生、欲邀請樂團

演出之廠商、一般想要接觸音樂的社會大眾，以下將就此三類服務對象闡述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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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之目的。 

 

一、台藝大音樂系學生： 

 

1. 藉此平台提供台藝大音樂系學生們在畢業前實習演練的機會。利用平台讓

學生樂團學習建立樂團特色與文案，練習包裝宣傳自己的樂團，培養學生

行銷推廣之能力。 

 

2. 並透過與廠商或企業洽談之過程，瞭解未來在與產業或市場接觸時，或轉

職藝術經紀人時，應該注意之事項，熟悉產業概況與市場需求，也建立完

整的潛在表演需求之廠商資料庫。 

3. 並藉由此實習平台，增加學生樂團各種演出機會，培養學生樂團在各種不

同場合展現自己的實戰經驗，訓練學生演出穩定性，創新或發掘潛在可能

表演形式，同時增加學生收入來源，使學習更無後顧之憂。 

 

4. 待未來平台架構完整、運作順利，更可藉此平台管理方式創新音樂表演商

業模式，增加學生於藝術經濟領域之就業管道與形式，發展更透明的音樂

表演藝術守門機制，使表演品質更有水準、更有保障。 

 

二、演出需求之廠商： 

1. 增加廠商尋找演出樂團之管道，並透過平台上之樂團介紹，使廠商更能清

楚瞭解各樂團之特色，依照自己需求選擇適當之表演樂團，並增加產學媒

合成功率，也使尋找過程更為便利，降低搜尋成本。 

 

2. 透過平台之守門機制，把關樂團水準與品質，使廠商能夠得到更優質的表

演團體，使表演品質有保障，演出更順利。也藉由平台更瞭解音樂樂團表

演之市場價格與機制。 

 

三、一般社會大眾： 

1. 提供社會大眾更多關於聆聽古典音樂之場所資訊，使古典音樂能融入生活

中，優化生活品質。藉此增加社會大眾聽古典音樂之機會，培養社會大眾

古典音樂素養與聽眾客群，以增加古典音樂之接受度與市場廣度。 

 

2. 提供欲學習音樂或增加音樂知識的大眾，或欲替子女尋找音樂教師之父

母，一個搜尋的管道，並使其獲得之知識或教師素質更有保障與可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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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台藝宅急便」音樂平台   平台概念圖 

 

透過「台藝宅急便」平台，輔導學生樂團並嚴格把關品質，協助學生樂團

與有演出需求的產商，做為其供需媒合之橋樑。未來希望學生樂團與廠商之間能

建立固定、可複製、可延續的合作機制，落實產學橋接、藝術商品化之理念。 

平台概念圖如下： 

 

 

 

 

 

 

 

肆、「台藝宅急便」音樂平台   服務項目 

一、台藝大音樂系學生： 

1. 提供學生樂團向大眾展示其資訊及特色之管道，並可宣傳其樂團之表演活

動，增加市場曝光率。 

 

2. 提供學生樂團與廠商之演出媒合服務，以及音樂系同學與家教學生媒合之

機會。 

 

3. 提供學生各種類型之音樂資訊，如：音樂競賽、未來進修/升學資訊、音

樂營大師班、獎學金、音樂會/節、器材場地相關、藝文新聞（NEWS）、經

費申請，使學生不易錯過任何音樂訊息，並增加學生樂團尋求支援之管道。 

 

4. 提供學生各種音樂專業知識查詢之資料庫，如：音樂術語字典/工具書、

學術論文/研究報告、樂譜資料庫（IMSLP）、藝術評論、考古題、圖書館

NEWS，增加學生音樂專業知識，降低搜尋成本。 

台藝大音樂系學生 演出需求之廠商 
台藝宅急便 

音樂平台

供給 供給 

需求 需求

終極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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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學生交流音樂學習心得、與廠商演出合作心得，以及各種類型音樂資

源交換之管道。 

 

 

二、演出需求之廠商： 

1. 提供各類型音樂表演樂團及團員之特色介紹，以及其過往表演資歷、表演

曲目等資訊，協助廠商瞭解表演團體。 

 

2. 提供廠商品質有保證之各類型音樂表演樂團，並協助廠商尋找適合的表演

樂團，並予以媒合之。 

 

3. 提供廠商一個表演結束後回饋評分，表達其滿意程度之管道，也使其他廠

商更能充分了解表演樂團之評價與特色。 

 

4. 增加廠商宣傳其表演活動、時間、場所、票務等資訊的管道。 

 

三、一般社會大眾： 

 

1. 提供民眾各種古典音樂樂團演出線上聆聽之服務 

 

2. 提供民眾各種音樂表演活動、音樂會、音樂課程、音樂營的時間場所及票

務等資訊。 

 

3. 提供民眾瞭解各類型的藝文新聞、藝術評論、音樂專業知識的管道。 

 

4. 提供欲替子女尋找音樂教師之父母，或欲學習音樂演奏之民眾，一個搜尋

音樂師資之管道，並使其得到可信度高、素質有保障之音樂教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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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台藝宅急便」音樂平台   內容說明 

 

一、網站架構圖： 

 

 

二、網站架構表： 

 

一、音樂人才庫－我要找樂團 

1. 學生團隊 2. 教師團隊 3. 校友團隊 

(1). 弦樂 (2). 管樂（木管/銅管） (3). 鋼琴 

(4). 聲樂 (5). 其他樂器  

（各分類內容 item：團名 / 樂團特色 (宣傳照)/ 團員簡介 / 表演曲目 / 專

題報導/  

    其他內容放置樂團 Facebook 連結） 

4. 藝術經紀人（預留） 

二、演出宣傳－我想聽音樂 

1. 學生樂團 2. 教師樂團 

(ex:台藝四重奏) 

3. 校友樂團 

三、音樂資訊快遞 

1. 競賽資訊 2. 進修/升學資訊 3. 音樂營大師班 

4. 獎學金 5. 音樂會/節 6. 器材場地相關（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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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站功能解說： 

 

首頁－放置以下各分項重要部份（依重要程度排版） 

      1.最新消息，顯示所有最新增加資訊的快捷連結，使用者不用一層層尋找。 

      2.每週平台主打樂團介。 

      3.人氣活動宣傳：人氣活動－近期音樂表演活動推薦，時間、地點、 

           票價、樂團介紹等資訊、預售票務交流。 

 

（一）音樂人才庫－我要找樂團 

 

點入內分四項：1. 學生樂團、2. 教師樂團、3. 校友樂團、4. 藝術經紀

人 ，前三項之下，再依分類方式瀏覽： 

 

1.1 形式：分類瀏覽 

    依照古典音樂樂團類型，例如：弦樂/管樂/鋼琴/聲樂/其他樂器/ 

 

1.2 內容：各樂團內容 item： 

    團名 / 樂團特色（宣傳照） / 團員簡介 / 表演曲目 / 專題報導/ 其他 

    內容放置樂團 Facebook 連結，若之後增加學生樂團表演影音，可放置 

    youtube 連結   

 

    ＊專題報導：放置針對各樂團，學生或老師所寫的專業藝評或訪問，有的 

             樂團就增加此文章，沒有的就等有了之後再放。（可加入星等 

制） 

 

樂器行/錄音錄影/譜店）

7. 藝文新聞（NEWS） 8. 兒童音樂師資班 9. 經費申請 

四、音樂專業知識庫 

1. 音樂術語字典/工具

書 

2. 學術論文、研究報告 3. 樂譜資料庫（IMSLP）

4. 藝術評論 5. 考古題 6. 圖書館 NEWS 

五、產學合作（預留、不開放） 

1. 演出邀約 

 

2. 教學需求 

（家教/音樂教室） 

3. 飯店婚宴專區 

六、論壇 

1. 學生表演心得交流 2. 學習心得交流 3. 推薦交換專區 

4. 廠商回饋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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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出宣傳 

     

2.1 學生樂團：放置學生樂團的表演資訊：時間地點、樂團介紹、推薦文章、 場

地介紹 or 連結（免費為商演合作廠家[例如餐廳]做宣傳，建立

長久合作關係）/ 預售票務事宜 

 

2.2 教師樂團：放置如台藝四重奏或其他台藝大老師以及大師班之表演資訊：時

間地點、樂團介紹、推介文章、 場地介紹 / 預售票務事宜 

2.3 校友樂團：放置校友樂團的表演資訊：時間地點、樂團介紹、推薦文章、 場

地介紹 or 連結（免費為商演合作廠家[例如餐廳]做宣傳，建立

長久合作關係）/ 預售票務事宜 

 

（三）音樂資訊快遞：提供各種類型之音樂資訊 

 

3.1 競賽資訊：放置各大音樂競賽之詳細資訊與網頁連結 

3.2 進修/升學資訊：放置各國家級與著名樂團招考資訊、國內外音樂研究所考

試資訊 

3.3 音樂營大師班：放置台藝大特有之音樂專業人士進修之課程資訊 

3.4 獎學金：放置各類型國家或私人提供之獎學金申請資訊 

3.5 音樂會/節：放置國內外各種音樂表演、音樂節之活動資訊與介紹內容 

3.6 器材場地相關（場地/樂器行/錄音錄影/譜店）：介紹各種類型之音樂表演的

場所、熱門推薦的樂器行、錄音室、以及樂譜書店 

3.7 藝文新聞（NEWS）：提供國內外各種藝文活動的訊息與報導 

3.8 兒童音樂師資班：提供各種培訓以成為兒童音樂教師的課程資訊 

3.9 經費申請：提供各種可申請經費之管道：如文建會、文化中心、校友會等 

 

（四）音樂知識庫：放置各種對學生有幫助的學術資料連結，包含以下分 

類： 

音樂術語字典/工具書、學術論文、研究報告、樂譜資料庫（IMSLP）、藝術評論、

考古題、圖書館 NEWS，其內容資訊將由台藝大團隊提供。 

 

（五）產學合作 

 

5.1 演出邀約：廠商登錄專區，廠商若欲邀約樂團演出，需先向平台提出申請，

以橋接學生樂團與商演的機會（預留） 

以下項目可以選單方式與資料登錄方式出現，供平台管理者了解，以方便

平台守門人（如老師）尋找適當之表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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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性質：音樂餐廳、音樂會、私人聚會、慶典、婚禮、會議、尾牙、演唱

會、展覽、訓練 

• 預計活動日期：年/月/日 

• 預計活動地點：地點名稱、詳細地址、室內室外？ 

• 希望演出時間：0.5hour/1hour/1.5hour/2hour/more 

• 希望演出風格：古典、爵士、流行、電影配樂、背景配樂 

• 希望演出樂器：鋼琴、弦樂、管樂、綜合樂器、其他樂器 

• 希望演出人數：1人、2~5 人、6~9 人、10 以上、不限 

• 現場提供器材：鋼琴、燈光、麥克風、音響（讓廠家點選） 

• 是否需要下列服務：舞台佈置、音響喇叭、主持人 

• 預算：3000 元以下/3000~6000 元/6000~10000 元/10000~15000 元

/15000~20000 元/20000 元以上 

• 主辦單位/聯絡人： 

• 手機/Email： 

• 備註： 

 

5.2 教學需求（預留）：提供各種音樂教室之網站連結，協助家長或欲學習音樂

之民眾尋找可信度高、品質有保證之音樂師資 

 

（六）論壇－音樂人的任何想法交流 

 

6.1 音樂表演心得交流：包括對商演的評論、商演機會的推薦(例如某廠家不錯、

某廠家不推薦等) 

6.2 學習心得交流：各大音樂活動評論、推薦、心得，各大音樂比賽、樂團、名

家、練習心得技巧的想法交流 

6.3 推薦交換專區：唱片/影片、樂譜/書籍、樂器行/團練室/唱片行推薦、二手

樂器交流區 

6.4 廠商回饋評價：放置產學合作廠商對學生樂團表演的回饋機制，讓廠商有機

會對學生的演出做個評分，也增加優秀學生樂團接案的機會 

＊ 建議： 

經營時間久站友人數增加之後，可加入網友熱門活動票選與推薦的功能。並

可在新訊息增加 FB、Plurk、推特連結，使文章可直接被推薦到個人 Facebook

首頁。 

 

4.全校性通識課程規劃 

    本專案團隊分析目前藝術大學教育與文創產業接軌所面臨的問題，於本年度

除了協助三個學系建立產學關係，在課程規劃方面，則協助台藝大開設「藝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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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行銷管理學分學程」（請見附錄二），並由本專案團隊成員負責教授學程中

唯一之必修課程「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請見附錄三）。 

    台藝大身為藝術大學，本就以藝術教育獨盛，而為了達到大學通才教育的功

能，亦規劃有完整的通識課程設計，然在文化創意產業正蓬勃發展的現今，校方

意識到在現有的課程架構中，台藝大缺少了商管相關的課程設計，因此希望能藉

由本專案之執行，協助規劃具有商管理論知識之通識課程。 

    本專案參酌台藝大之特性及需求，在校方現有的藝術教育基礎上，提出一系

列兼顧藝術與商業、理論與實務的文創通識課程，包含課程重要性、目標及內容

之設計，規劃成果如下：「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藝文事業創新與創業

管理概論」、「藝術商品化經營策略」、「藝術與創意社群經營實務」、「藝術

行銷與品牌經營實務」、「藝術市場評估與分析」、「藝術與企業合作（A&B）

策劃與執行」、「藝術經紀與商品授權實務」、「藝文事業財務規劃實務」、「文

化商品創新研發與行銷實務」，期能藉由此十門課程之規劃，協助台藝大培育跨

領域的文化創意產業整合人才。 

    台藝大在參照本專案團隊為其所擬定之十門藝術與商業通識課程後，已於 

99學年度上學期開始，正式設立「藝術產業與行銷管理學分學程」，開放全校學

生選課，課程規劃採固定式課程10學分，於原有的藝術專業基礎上，開設具藝術

經營管理概念之課程，提供學生在藝術創作之外，還有更多元的職涯發展可能

性；對學校而言，亦可提升學生的市場準備度。  

    學程中唯一之必修課程：上學期之「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概論」及下學期之

「藝文事業創新與創業管理概論」即由本專案團隊成員-陳明輝負責授課，藉由

國內外藝術產業與文化創意產業之政策環境、產業現況與發展趨勢之介紹與探

討，充實學生對於藝術相關領域產業環境之背景知識，引導學生思考從藝術創作

到藝術產業間的關係與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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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檢討與建議 

（一）專案執行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1.本專案是由政大與台藝大之學學合作，組成了三個工作團隊，團隊成員分別來

自於藝術及商管兩個領域，雖然對於推動產學合作是共有的目標，但在執行面和

預期效益的討論上，由於藝術及商管本就具有不同的專業屬性、功能和目的，再

加上不同學校系所之組織文化亦有所差異，因此在溝通的過程中，較容易產生編

碼、解碼上的落差，要如何找到兩者之間共同之邏輯和語言，達到觀念上的整合，

為本專案所面臨之困難。 

    解決之道：溝通是一個漸進累積的過程，因此，固定召開工作會議、進行分

組討論、舉辦工作坊等活動，將有助於增加成員間互動對話的機會，瞭解彼此的

需求、理念及思考脈絡，加深對彼此的信任及默契，建立良性的跨領域對話機制，

以利於後續的合作。 

 

2.本專案與台藝大之合作，目標是建立商管和藝術之間的跨域對話橋樑，進而將

藝術成果商品化，因此必須先透過「學學合作」與台藝大確立共同的執行共識及

方向之後，才能進展至「產學合作」的階段，與台藝大人員之互動謀合過程亦為

專案執行的關鍵，必須確實瞭解台藝大身為藝術教育機構，師生對於藝術作品商

品化的認知及其所能接受的程度為何，才能進一步去思考商管知識應如何帶入、

如何將成果引至市場，這些過程皆非一蹴即成，因此專案之執行進度會較為緩慢。 

    解決之道：藝術作品商品化之模式並非一體適用，且須循序漸進地執行，在

商管與藝術之橋接過程中，必須深入了解不同藝術領域的特性及內涵，才能依據

其不同屬性及思考邏輯，將可行的商管知識經驗帶入，進行進一步的溝通並達成

共識。 

 

（二）對於產學合作制度建議 

    1.對於專案執行之建議 

    跨領域的溝通及尋求共識的過程亦是產學橋接的重要貢獻，因此所有的溝通

時歷程，從初期帶有防禦性的互動，到破冰、啟動、最後建立信任及達成共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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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皆需詳細記錄，這些歷程亦可作為未來不同領域產學合作時的參考。 

    2.對於商管產學橋接計畫之建議 

    關於商管產學橋接計畫之執行，不應在為期一年之先導計畫階段，即以量化

之經濟產值作為衡量績效之重要指標，有別於過去在科技產業之產學合作，所重

視的是技術及智財之移轉，關於商管產學合作，應更突顯商管學者為合作對象所

帶來之創新互動機制模組。 

 

（三）執行心得 

    本專案之執行，目標在於為藝術大學之藝術成果商品化或事業化，此理念亦

得到了台藝大校方（校長、副校長）的支持與肯定，校方希望藉由與本專案的合

作，為藝術教育注入更多元的面向，然而即使得到了校方高層的支持，在專案推

動時，實際與政大團隊合作的系所老師，卻不一定具有同樣的理念及意願，因此

在互動的過程中，就顯得較為被動且缺乏執行動力，團隊成員需要花較多的時間

在與台藝大老師的溝通上，希望能促使老師們認同校方及本專案的理念，但即使

如此，對部分老師而言，會認為與本專案的合作為其額外的負擔，因此其所能夠

或願意提供的資源還是相當有限，畢竟對台藝大的師生而言，政大商管團隊還是

屬於外來者的角色，因此在互動過程中，專案團隊必須謹慎的拿捏份際，努力與

合作的老師達成共識，否則許多構想建議、將無法實際推動，而專案團隊之解決

之道，即是藉由工作會議的召開，持續與合作的老師溝通互動，以建立互信的基

礎，同時規劃出不會對合作老師帶來太多額外工作量的執行內容，在雙方時間、

資源皆有限的情形下，設計出能讓彼此滿意的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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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錄 

 附錄一、藝術產業與行銷學分學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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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概論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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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專案相關會議彙總表 

 屬性  日期/時間/地點 內容 

1 台藝大校方 

 

98.12.22 

10:00~12:00 

台藝大行政大樓 

參訪台藝大，就未來與

台藝大合作的可能模

式、投入資源等，進行

初步評估 

2 台藝大校方 

 

99.1.15 

11:30~14:00 

台藝大行政大樓 

舉行工作會議，決定合

作團隊：工藝、雕塑、

音樂 

3 工藝團隊 

 

99.2.2 

11:00~12:30 

伯朗咖啡科大店 

工藝團隊規劃跨領域

共同授課相關事宜 

4 政大團隊 99.2.9 

10:00~12:00 

政大逸仙樓 

政大團隊月會 

5 音樂團隊 

 

99.2.9 

15:30~17:30 

音樂系孫巧玲老師住

家 

音樂團隊規劃產學橋

接合作內容 

6 台藝大校方 

 

99.2.23 

10:00~13:00 

台藝大行政大樓 

於台藝大舉行產學橋

接工作坊，進行商管與

藝術之間的知識、經驗

及意見交流 

7 音樂團隊 

 

99.2.25 

11:30~13:00 

台藝大音樂系 

音樂團隊確定未來合

作內容 

8 雕塑團隊 

 

99.2.25 

15:30~17:00 

台藝大雕塑系 

雕塑團隊規劃產學橋

接合作內容 

9 政大團隊 99.3.22 

12:00~14:00 

政大逸仙樓 

政大團隊月會 

10 雕塑團隊 

 

99.3.22 

15:30~17:30 

台藝大雕塑系 

雕塑團隊擬定產學橋

接設計 

11 音樂團隊 

 

99.4.12 

10:30~12:00 

音樂團隊討論樂團商

業演出模式及音樂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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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藝大音樂系 合作相關事宜 

12 政大團隊 99.4.19 

10:00~12:00 

政大逸仙樓 

政大團隊月會 

13 雕塑團隊 

 

99.4.22 

12:00-14:00 

台藝大雕塑系 

雕塑系專家講座 

14 工藝團隊 

 

99.4.23 

10:00-17:00 

台藝大教研大樓 

工藝團隊期中發表 

(含專題演講及提案報

告) 

15 雕塑團隊 

 

99.4.29 

12:00-14:00 

台藝大雕塑系 

雕塑系專家講座 

16 音樂團隊 

 

99.5.10 

10:00~12:00 

台藝大音樂系 

音樂團隊討論學生樂

團常駐演出之可行性 

 

17 台藝大校方 

 

99.5.26  

9:00~11:00 

國藝會 

討論橋接計畫之執行

現況、困難與解決方式

18 工藝團隊 

 

99.6.11 

10:00-17:00 

逢甲大學 

工藝團隊期末成發 

(含專題演講及提案報

告) 

19 政大團隊 99.7.1 

10:00~12:00 

政大逸仙樓 

政大團隊月會 

20 音樂團隊 

 

99.7.13 

18:30~22:00 

River法式古董福音餐

廳 

與音樂系同學討論常

駐於餐廳之商演構想

及模式  

21 音樂團隊 99.7.19 

18:00-20:00 

River法式古董福音餐

廳 

音樂系學生樂團於

river 餐廳試奏 1（薩

克斯風四重奏、古典吉

他四重奏） 

22 音樂團隊 99.7.20 

15:00~17:00 

River法式古董福音餐

廳 

音樂系學生樂團於

river 餐廳試奏 2（弦

樂二重奏-鋼琴、小提

琴） 

23 台藝大校方 99.8.3 與副校長及工藝系、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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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6:00 

台藝大行政大樓 

塑系、音樂系三位合作

老師討論執行進度及

後續規劃 

24 音樂團隊 99.8.17 

18:30~21:00 

蘑菇餐廳 

與音樂系同學討論商

演相關事宜 

25 政大團隊 99.8.26 

13:00~15:00 

政大團隊月會 

26 音樂團隊 99.9.6 

10:00~12:00 

台藝大音樂系 

音樂系平台開會（1）

27 雕塑團隊 99.9.17 

14:00~15:00 

台藝大雕塑系 

雕塑團隊針對袖珍雕

塑展暨競賽相關事宜

討論 

28 音樂團隊 99.9.17 

15:00~16:00 

台藝大音樂系 

音樂系平台開會（2）

29 雕塑團隊 99.9.23 

12:30-14:30 

台藝大雕塑系 

與雕塑系之系、所學會

同學進行會談 

30 雕塑團隊 99.9.24 

17:00-18:00 

台藝大雕塑系 

至雕塑系系務大會向

學生說明袖珍雕塑展

相關辦法 

31 音樂團隊 99.10.5 

12:00-13:00 

台藝大音樂系 

音樂系平台開會（3）

 

32 雕塑團隊 99.10.21 

9:00-14:00 

台藝大雕塑系 

袖珍雕塑競賽評審 

33 音樂團隊 99.10.21 

13:00-14:00 

台藝大音樂系 

音樂系平台開會（4）

 

34 雕塑團隊 99.10.26 

12:00-13:00 

台藝大真善美藝廊 

袖珍雕塑展開幕茶會 

35 雕塑團隊 99.10.28 

12:30-14:30 

台藝大雕塑系 

雕塑系專家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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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專案會議紀錄彙整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1.15 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1 月 15 日(星期五) 11:30~14:0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行政大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者： 
台藝大：張浣芸副校長、楊清田教務長、雕塑系劉柏村主任、王國憲老師、魏道 

        慧老師、賴永興老師、陳銘老師、蔡秀琴助教、戲劇系劉晉立主任、電 

        影系吳珮慈主任、工藝系范成浩老師、梁家豪、王怡惠。 
政大團隊：侯勝宗老師（專案共同主持人、逢甲大學資管所助理教授）、 
          陳明輝（國藝會研發組專員）、 
          張鈺婕（專案助理）、陳姿安（研究助理）、林青青（研究助理）。 
記錄：張鈺婕 
 
（本會議記錄包含五個部分：會議目的、會議內容重點、會議內容、提案構想、

待辦事項及進度） 

 

一、會議目的 

（一）了解袖珍雕塑比賽的內容，思考如何從產學合作的平台來協同參與。 

（二）討論專案的進行模式，思考如何將行銷、市場、商品化等概念植入台藝大。 

 

二、會議內容重點 

（一）台藝大將會組成五個跨領域的團隊，由來自不同專業領域的成員，共同創 

      作出五件商品原型，政大商學院則是從市場端的角度來協助開發出此五種 

      商品類型的不同商業模式。 

（二）專案的最終目的，第一是要將市場行銷的概念植入台藝大內部，催生台 

      藝大校內跨領域的對話機制，使台藝大未來在教學內容、學程規劃、跨領 

      域連結等面向都能有新的思維及可能性；第二是要建立產學合作的平台， 

      由學校來協助師生進行技術授權、市場媒介、創新育成等工作，使學術與 

      產業界、市場得以確實接軌。 

（三）政大團隊的參與，並不是為了短期成果（如舉辦活動）的展現，而是希望 

      跨領域合作的團隊精神可以內化至台藝大，未來亦能長久的傳承下去。 

（四）目前五個跨領域團隊的雛形分別為：雕塑（袖珍雕塑）、電影、戲劇（歌 

      舞劇）、工藝、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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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內容 

張副校長： 

1.目前袖珍雕塑比賽的作品有 400 件正待審查，素質都非常好，可望進行商品 

  化。2.另外，本校電影系與戲劇系擬成為一個影劇學院，考慮設計一個課比較 

  少的「微學程」，電影工業也需要賣錢，因此希望將商品化的概念套入到學程 

  中。 

 

侯勝宗老師： 

1.這個專案最大的目標就是創造藝術領域和商學院之間跨領域的「對話」，試圖 

  建立一個橋梁，讓藝術創作者與市場行銷工作者之間找到共同的語言，創作者 

  在創作的源頭即知道市場端的期待，市場端亦可了解創作者的思維，進而創造 

  出更大的市場價值。 

2.過去藝術創作的價值一直是很主觀的認定，接受者亦是小眾，現在我們希望協 

  助藝術「入世」，並非要藝術家犧牲創作精神，而是在保有創作概念的前提下， 

  可以更加普羅，因此期望從商學的角度，找到藝術的商業模式，幫藝術創作者 

  設計出一個具有回饋價值的機制。 

3.希望藉由此專案，不只看到台藝大的潛在發展性，而是可以幫助到台藝大的師 

  生，使台藝大具有行銷的思維、市場的元素，在未來不但是教學、學程、跨領 

  域的連結都能有不同的思維。 

4.今天的目的： 

  (1)了解雕塑比賽，我們可以從產學合作的平台幫忙做什麼 

  (2)思考這個計劃如何帶進台藝大，使台藝大具有行銷的思維、市場的元素， 

  所以希望台藝大能給我們值得在這一年深耕的五件作品 or 系列，讓我們用深 

  度研究的精神，進到創作的過程中，然後從市場端來互動、想像，創作的過程 

  中，產品應該是怎麼樣的模式、價格應該如何定位、通路如何呈現、宣傳促銷 

  應該用什麼媒介，然後最後到底是誰會感動，願意珍藏作品。 

 

張副校長：五件作品目前是影劇（學程的開發）、雕塑，其他再想想。 

 

楊教務長：先用一兩個案例來試驗，建立信心，未來可發展的空間很大。 

 

雕塑系劉主任： 

1.目前我們擁有的作品是龐大的智慧財，因為教學重視的是產出模式，不具有市 

  場銷售的策略和機制，所以作品最後只能印成畫冊，然後丟掉，這樣非常可惜。 

2. 必須要成為一個團隊的模式，才會更有效益。 

3.袖珍雕塑大概鞋盒般大小，易於收藏，展示至少會有 150~200 件，很適合繼續 

  發展到市場，目前的命題為配合市場，所以還未定，可能是情人節、過年的福 

  祿壽喜、12 生肖…。 



71 

4.袖珍雕塑的比賽今年是第一屆，以後也一定會繼續辦，所以我們的作品產量會 

  一直累積，是超越時間空間的，至於之後的市場行銷策略機制和銷售平台，就 

  要請政大協助了。 

 

雕塑系王老師： 

  只挑一件去複製，那剩下的其他作品太可惜了，是否可考慮不要複製，讓所 

  有的作品都成為獨一無二的商品，然後打上一個台藝大的品牌標章，這樣也可 

  省下複製的成本。 

 

張副校長： 

  選一件作品還是全部都納入，後續我們可以再和政大討論，目前我們最需要的 

  是要有一個新思維－要在創作的階段就先有市場的思維，以市場為導向，至於 

  要用什麼模式來販售，之後都可以討論。 

 

楊教務長： 

  回應王老師，量產成本低，但藝術價值性也會降低，而若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 

  價值就會比較高，但可享有的人就少，因此我們可以考慮藝術量產，但為限量 

  生產的模式，有藝術家背書，以限量的方式來找到平衡點。 

 

張副校長： 

  單一件 or 量產 or 限量都是不同的模式，會有不同的效益，我們可以同時進行， 

  但是「網路商店」的建構一定要在今年做出來，把台藝大的能量傳達出去。 

 

陳明輝： 

 1.「團隊」是很重要的，剛剛談的其實已經是某一個商業模式內的細節了，而 

  今年我們可以做的是組一個團隊，而這個團隊研究的對象是五種不同的商品類 

  型，代表著會有五種不同的商業模式，比如單一件的藝術創作商品要怎麼從 

  創作到市場，而另一種是可以大量複製成為大眾商品的，又是什麼運作方式？ 

2.文創產有一個核心是「跨域」，就是所謂不同學院之間如何去做橫向的整合， 

  所以我們設想這次是否有一個機會是說，比較創作類型的科系，他去跟比如傳 

  播學院、設計學院合作，組成一個個的團隊，例如說會有五個學生或老師團隊， 

  團隊內包含創作（如微雕塑）的老師，還有設計學院的師生，共同創作商品原 

  型，然後傳播學院負責後續的平面或動態影像的行銷方式，而商學院可以協助 

  的是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將研發團隊跟後面的行銷策略擬訂出來，我們希望可 

  以協助台藝大創造出一個一個的團隊，以後學生出去就都是團體作戰，而不是 

  個人。 

3.在今年，當我們開發出五種不同商業模式的運作方式之後，這幾個團隊的成員 

  就變成種子，成為以後要設計學程的種子，回過頭來，從藝術創作到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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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在這裡產生正向的循環，所以我們所謂選五樣產品，會希望它們都是不同面 

  向的，我們才有辦法去想說什麼樣的團隊可以做什麼樣的市場行銷，因為文創 

  產最大的特色是多元，所以做出來的東西沒有辦法去看到很明確的市場範疇， 

  甚至可能要打破原本的市場範疇，跨到另一個市場才有機會，比如原本是在藝 

  術市場的創作品，他走到藝術授權人市場又是另一種商業模式。 

 

張副校長： 

  現在是在做一個模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將商品化的概念帶入教學中，讓學生  

  在做創意發想時，就有商品化的概念。 

 

工藝系范老師： 

1.台藝大其實有很大的能量，但都是悶在校內。 

2.台藝大很缺乏藝術行銷的概念，藝術行銷與一般行銷在原理應該是相同，但實 

  際的執行與操作應該是不一樣的，所以我們（商學院、藝術）需要謀合。 

3. 學生之間其實已經有很多互動交流（3D 學程讓設計、廣電的學生合作），只 

  要我們提供一個平台，一定可以找到更多資源、做的更好 

4.我現在有一門「生活文化設計」的課，上學期是以「旅行」為主題，政大如果 

  願意的話，是否可請一位老師來共同授課，從商品企劃、設計、進入市場給學 

  生完整的概念，而且我也有一個廠商願意配合生產，所以不知是否有此機會可 

  以合作，讓學生完整的 run 過一次。 

 

侯勝宗老師： 

1.過去我們的教學是在做藝術家的養成，現在要辦演的角色是要讓學生有更全面 

  的視野，讓他們可以從自己的專業去和別的知識領域做連結，如雕塑和傳播、 

  平面、畫作來做組合，幫學生找到就業市場。 

2.所以我們今年最大的目標並不是來幫台藝大辦活動，也不是在找出五件商品 

  後，年底可以成功的行銷出去，更重要的是把「行銷、市場、商業化」的 DNA 

  植到台藝大這個組織內，在不同學院之間形成共同的語言。 

3.所以我們希望這五件作品是跨台藝大的，作品是標的物，每件作品內都有至少 

  兩三個不同領域的組合，有不同的師生參與在其中，我們商學院只是其中的一 

  塊，最重要的是學院之間要形成組合，這不需要政大介入，而是台藝大內部要 

  進行的改變。 

4.所以我們希望會有五個團隊，每個團隊內都有幾個願意進行跨域接觸的老師， 

  然後會有一個核心的 idea，願意用一年的時間來做出來，那政大這邊是從市 

  場端的角度來協助觀察、對話，所以台藝大內部可能需要做一個整合，要找出 

  五個跨學院、跨系的團隊，這樣以後 DNA 才會傳承下去。 

5.另外政大還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產學合作，將學術與產業做連結，學校要將 

  知識、人才來和產業界合作，學校就像軍火供應商，不斷輸出資源，成為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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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的素材和原料。   

      例如，逢甲有一個技術授權中心，老師們若有專利研發，學校會幫忙申請 

  專利，也有專人到市場上去尋找廠商，看是否有廠商對此專利技術有興趣， 

  去做媒合，了解廠商需求後，再和老師討論如何將專利轉換到符合廠商的需 

  求。逢甲因此接到很多產學合作案，老師們也因了解產業的市場需求，整個實 

  驗室也轉換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研究團隊。 

      逢甲用的是科學的方式轉換成專利再轉換成輔導案然後去幫助廠商，這個 

  模式若移到台藝大，台藝大也應該有一個校內的技術授權平台，因為老師有 

  idea，知道怎麼做但不知道要怎麼賣，若有一個中心去幫忙，從市場端的角度 

  設想如何將學校老師的 idea 轉換成例如公司的 logo 設計、年節贈品設計等， 

  學校辦演的是授權，當廠商願意花錢來買這些授權，學校賺的是知識財，當產 

  學的互動愈來愈多後，學生就可能到企業界找到未來的就業機會，廠商之後的 

  設計案也就會找台藝大做，不用找外面的設計公司，而老師也因為了解廠商的 

  需要，而更具有市場導向的思維。 

      所以我們希望能設計出一個機制，讓台藝大知道未來要如何設計學程，或 

  是跨院之間老師的平台整合。第二個要做的就是思考要如何從學校出發，幫助 

  老師做媒合、技術授權、市場媒介、創新育成等，就像現在台藝大有文創園區， 

  提供場地，但卻沒有機制去幫忙。 

6.至於范老師所提到的課程合作，可以考慮將我的「科技行銷」、「創業」課程， 

  把學生帶出來和台藝大合作，run 一個案子，要求學生就台藝大內部的資源設 

  想商品化的可能，把國科會的案子和教學融合，老師也可因此比較知道課程要 

  如何設計，當然需要克服的就是地理空間的轉換。 

 

電影系吳主任： 

1.電影因其較特殊的屬性，要找出特定的模式會比較困難，其實我們的課程有包 

  含行銷，但這也一直是我們的隱憂，因為電影沒有什麼絕對成功的模式，目前 

  都是因個案而異，我們有辦學生影展讓學生能初步有市場接觸的經驗。 

2.電影最希望要求的就是映演生命延長，因為不論是在戲院內，或是 dvd 發行、 

  透過小螢幕，只有能被看到的時刻存在，電影才會存在。 

3.在這個合作案中，電影系如果也是五個作品之一，那我們會設定是希望產出一 

  部電影，不一定是行銷台藝大，但至少背景是與台藝大有關係，然後在產製的 

  一開始就有行銷、市場端的概念進來，至於拍攝的資金，之後可以再思考要如 

  何做。不過電影若要如侯老師所說的發展出某種模式或機制，那方式可能是 

  不同的，但至少在知識建構的部分和產出的部分可以和這個案子結合。 

 

張副校長： 

1.可能性沒有問題，可以和課程結合，在橋接計畫中，直接針對課程中的作品來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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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要提一個 1300 萬的計畫，今天講的可能性都可以含括在其中，就會有資 

  金了。 

 

戲劇系劉主任： 

1.為了今年 10/31 學校 55 周年校慶，表演學院要做一個歌舞劇，將參考百老匯  

 《媽媽咪呀》的模式來進行，將歌曲串成故事，以歌舞劇來呈現。我們的進行 

  是跨院所，因為有歌有舞有劇，所以會有音樂戲的演奏、戲劇系的演員等。這 

  和未來的市場也有很大的關係，像是我們有客座老師希望帶到大陸演出，或是 

  在國家戲劇院訂場地等，未來的宣傳、製作過程拍成幕後花絮等都能做為一種 

  產出，不只是歌舞劇，而是有產業的模式，可能可以和這個案子合作。 

 

陳明輝： 

1.文創的核心是「跨域整合」，這才是核心，包含哪些業別只是為了政策需求。 

2.各個學校在做育成中心的時候，真正缺乏的是「團隊」，所以不同科系之間跨 

  域的整合是可以做的，因為關於藝文產業在台藝大是非常完整的。 

3.另外關於戲劇與電影的結合是有可能的，例如學生可以拍一部電影是關於這個 

  歌舞劇，電影不只是紀錄片，而是一個獨立創作，他只是創作出一部和這個歌 

  舞劇有關的電影，甚至裡面的演員就是歌舞劇的演員，這樣行銷的效果可以更 

  好，例如我們除了在國家戲劇院表演之外，電影的通路也可以出去，「同一個 

  文本可以創造出不同的可能性」，這也是我們在談的不同商業模式，同一個文 

  本可以創造出不同的產品、行銷管道、甚至後續的延伸商品，如設計學院、美 

  術系都可以再發想出來，所以其實這五個團隊說不定會重疊，如這個案例主要 

  是電影系主導，表演學院是協助拍電影，而到了歌舞劇的部分則是表演學院主 

  導，電影系則是協助，這就是我們在談的不同團隊可能開創出不同的可能性， 

  所以五個案子都會有一個主體，由誰來主導，其他人只是協助。   

 

張副校長： 

1.五個跨領域團隊的雛形－雕塑、電影、戲劇、工藝、還有一個未定。 

2.五個團隊形成後，政大如何來協助？ 

 

侯勝宗老師： 

1.以後各個團隊都要各自談，因為每個狀況都不一樣，不能大家一起談，但有一 

  個大的原則就是，這不是一個短的案子，不是只為了做到一個特定的目標（如 

  校慶），然後我們以商學院的角度進來協助，這樣目標做完就結束了，我們希 

  望這個東西做完之後能在校園內發酵，產生正向循環，例如今年是五個團隊， 

  或許明年會變成自發性的組成十個團隊，共同去做跨域的合作案，如果這個精 

  神建立了，就可以一直在台藝大傳承下去，跨領域師生的融合及激盪就會出 

現，我們要挑的希望是這樣的案子，所以在案子的挑選上還要花一點心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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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的案子可以產生最大的價值。 

2.因為這個模式希望帶來的影響是能長長久久，所以希望台藝大能盡量找可能會 

有興趣的老師一起做水平的整合。 

3.執行面上，目前我們的團隊是有兩位老師、一位專任助理、一位博士生、兩位 

兼任助理。課程的方面希望能將一門課做跨校課程互動：將生活文化設計和科 

技行銷連結授課，以台藝大的五個團隊當做研究標的，將課程與專案整合。 

      我們希望可以找出台藝大的商業模式，將台藝大藝術創作的能量激發出

來，我們扮演的角色是將這個機制催生出來，使學校可以因為這個專案對未來

的規畫有所啟發。 

 

四、提案構想： 

1.目前戲劇系的歌舞劇構想是有一個以「故鄉」為主題的故事劇本，從兩個族群 

來發想：抗戰時留在大陸的人 v.s 抗戰後撤到台灣的人，談全球化的人口流動 

問題，抓取其中的情感成分、對土地的認同，是具有真實度及文化深度的。 

2.可以考慮以「故鄉」做為核心的概念主題，每個學院都有一位代表的老師來進 

入專案，利用每一個學院的專長特質來詮釋這個主題，同時也互補其他學院的 

表現，也就是說藉由這個主題打開一個窗口，將歌舞劇、電影、雕塑…串連起 

來，不同團隊其實都是在做同一件事情，只是以不同的方式來呈現。 

3.要特別注意的是，不同團隊對於「故鄉」這個主題的認知本質要相同，要找到 

彼此交疊的部分，不論是視覺、音樂…要串連起來成為共同的符碼，不論是出 

現在什麼作品上，都要有共同的東西，不一定是具象的符號，也可能是共同的 

認同，否則大家各做各的「故鄉」，就失去了對話的意義。  

4.台藝大組成的團隊需要常常互動，了解彼此在想什麼，怎麼去增加價值，政 

大扮演的是從旁催化的角色，協助台藝大產生對話。  

 

五、目前進度及待辦事項 

（一）目前已確定五個跨領域團隊為：雕塑（袖珍雕塑）、電影、戲劇（歌 

      舞劇）、工藝、書畫，以「故鄉」為共同主題，文字論述將由台藝大人文 

      學院趙慶河院長幫忙撰寫。 

（二）待台藝大跨領域團隊的負責老師及成員確定後，政大團隊將從作品的發想 

      開始，實際參與各團隊間的對話、創作並協助作品商品化及商業模式的開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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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2.2 工藝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2 月 2 日(星期二) 11:00~12:30 
地點：伯朗咖啡科大店  
出席者： 范成浩（台藝大工藝系助理教授） 
         侯勝宗（逢甲大學科管所助理教授） 
記錄：張鈺婕（專案助理） 
 
一、會議目的： 
    於 99.1.15 的會議中，范成浩及侯勝宗兩位老師提及了共同授課的構想，希

望藉由工藝系「生活文化設計」及科管所「科技行銷」兩門課的跨校共同授課，

將設計及商管結合，再加上與配合廠商之合作，使得團隊能夠從產品的設計發

想、市場調查、原型開發、生產到後端的商品行銷等流程，有完整及連貫的實際

操作經驗，以建立商管產學橋接的模式，並確實將設計作品商品化，同時可作為

未來教學設計之參考。 
    此次會議即是針對共同授課的內容及後續執行細節進行討論。 
 
二、課程規劃之構想： 
（一）設計需要含括許多跨領域的元素，除了設計本身，還要對生產、市場、消

費者等有所了解及接觸，才能激盪出不同的 idea，讓商品更符合市場狀況、貼近

消非者需求，因此，對消費者的觀察和對市場脈絡的掌握是重要的。 
 
（二）希望能藉由與廠商的合作，讓學生進入工廠，了解實際的生產製作流程之

後，將這些概念放入設計中，最後並能有具體的成品產出。課程之設計即是希望

與專案結合，將教學帶入產業、將成果變成商品。 
 
三、課程規劃 
（一）目前已有合作之廠商－「潔屋洗衣聯盟」，為台中最大的連鎖洗衣店系統。

此次合作之發想，源於在傳統的衣物送洗收取件過程中，不論是衣架或是衣物包

裝袋等細節，皆不具有美觀、品味等價值感，因此，希望藉由此課程，協助廠商

設計出「衣服的衣服」，使衣物送洗這個行為本身也能表現品味及美感，創造出

一種新的生活文化形態。 
 
（二）計畫將台藝大工藝系的 30 位學生與逢甲科管所的 10 位學生，共 40 個人

分成 10 組來進行，4 個人一組。由於兩校分別位於台北與台中，因此在課程的

設計上，將會有 1/3 的時間共同上課、1/3 的時間進行參訪及田野調查、另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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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則是各自上課。課程助教將由逢甲科管所二年級同學陳姿安協助。 
 
（三）由於廠商願意開放工廠及單店供學生參訪，因此將會規劃兩次的參訪行

程，藉由參觀中央洗衣工廠及連鎖單店，了解整個產業鏈的流程，包括單店與顧

客的收送過程，以及中央工廠的洗衣流程，使學生得以將生產及服務過程的概念

放入設計中；另外，為獲得顧客端的訊息，亦會安排兩次的田野調查，對象可能

是購買名牌衣物的消費者，亦可能是會經手衣物的大樓管理員，了解消費者的使

用需求，才能使設計更具實用性。相關的支出費用，視專案預算狀況，希望儘量

由專案來支應與支持。 
 
（四）為了使設計得以與廠商的需求及整個商業模式更加契合，將會以分組的方

式安排與業師（合作廠商的高階幹部）面對面諮詢。 
 
（五）期末將會舉辦一個成果發表會(預計在逢甲)，以競賽的方式將學生的作品

展現，廠商亦願意提供獎學金，以提升學生的參與度並獎勵優異作品。期中，亦

將有舉辦一次的期中創意發想報告(預計將於台藝大舉行)。 
 
（六）最後，期末的評分將會包含三個部分： 
  1.作品。  
  2.書面報告-市場行銷分析報告。   
  3.部落格網站歷程紀錄-每一分組必須建立一個分享部落格，每人定期(一周至

少一次)以文字、圖片等不同型式來記錄整個設計創作的歷程及心得。此部落格

內容與經營，亦將納入評分考量。 
 
以上的產學合作與聯合授課的進行過程與創作結果，將整理成為國科會執行的成

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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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2.9 音樂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2 月 9 日(星期二) 15:30~17:30 
地點：孫巧玲老師住家 
出席者： 
  台藝大：音樂系孫巧玲老師 
  政大團隊：陳明輝、張鈺婕、戴瑜廷 
記錄：戴瑜廷 
 

討論內容： 

 台藝弦樂四重奏簡介 

 是國內唯一的職業室內樂團-屬文創處，教育部的經費補助一年 

 執行期間:2009 年 10 月 1 日起至 2010 年 9 月 30 日 

 總監&計畫主持人：孫巧玲 老師 

 經費來源：教育部只有補助 4個成員的人事費部分，其他都是學校付費，也

有少許的企業贊助。維持小型樂團的運作 500 多萬/年 (薪水 300 萬/年、辦

活動的經費&文宣、交通費、錄音)。 

 成員：四個駐校藝術家 

 特色：機動性強，不用在正規的音樂廳也能聽弦樂，可以在任何場合表演，

室外也可以(加 mic)。希望創造一個生活中藝術的環境，音樂是有生活功能

的，音樂不是只在音樂廳裡，是要走入生活中。在學校像是學生的目標形象。 

 工作內容：每天早上排練，下午處理團務。主要著力於藝術推廣、公益活動、

民謠(台灣歌謠)編曲、室內樂的國際活動四大項目。 

1. 藝術推廣 

以機動性的樂團功能，於各小學舉行藝術推廣音樂會，使藝術教育能往下紮

根。 

以藝術服務社會國家，舉辦校內外、落後社區及弱勢關懷慈善音樂會。 

為企業與機關學校設計「臺藝大藝術列車」系列講座展演活動，使樂團成為

臺藝大對外產學合作的基礎，開展藝術推廣層面，提昇全民生活品質。 

元月 11 日於板橋市中山國小正式啟駛。這是由文創處主辦，富邦藝術基金會

贊助，臺藝弦樂四重奏樂團擔任執行演出的小學音樂推廣系列活動。 

2. 公益活動 

現在是小學系列，至台灣十所偏遠地區小學做推廣音樂的表演，將在三月中

告一段落。 

下一個階段是慈善系列，將到 2個養老院、育幼院、醫院，3個監所，1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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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館去公益表演。 

3. 民謠(台灣歌謠)編曲 

最近台藝大正在舉行兩個比賽，分別是台灣民謠徵選(校內)、台灣歌謠(民歌

+童謠)徵選 

參賽者將指定曲目改編成室內樂曲，評選出來後由台藝弦樂四重奏現場演

出，演奏現場會錄音，預計在暑假做出簡單的唱片，參賽的曲目版權歸台藝

大擁有。因為學校重視教育，以前定位在錄製好的唱片可送給貴賓，而因為

經費問題不會太要求品質，如果要賣就要去錄音室錄品質才夠好，還要有厲

害的編曲者(依老師的人脈是 OK 的)，但重點是沒有經費。 

4. 室內樂的國際活動 

國外聽不到台灣的音樂，因為我們沒有好好的保有&發揮，把台灣民謠編成小

型室內樂作品，之後說不定可讓世界聽到台灣的音樂。四個人機動性很強，

到各國表演都可。 

 社區結合 

台藝大跟社區結合，學生免費教社區的孩子藝術(音樂或美術)，希望可以推

廣藝術群聚效應。 

【目標】 

一個職業室內樂團在台灣要如何經營(希望可以自給自足) 

【可能方案】 

1. 幫台藝弦樂四重奏做唱片 

但唱片能做的不多，因為產業已經很成熟。 

流行音樂的主要營收來源並非唱片，而是現場表演&週邊，整個音樂相關產業

應該都是，因為太容易複製 

 

2. 建立一個機制(網路平台/介面)，做中介媒合及宣傳的動作 

讓企業需要時可以找到表演團隊，學生也有意願自己組團，增加收入&表演經

驗(職前訓練)。不只是為了比賽，希望能找到一個長遠的發展模式。 

宗旨：創造一個環境，讓音樂貼近生活 

可能的做法： 

先利用台藝四重奏的活動造成議題性(義演、民謠比賽等)，正面的曝光，

讓企業也了解，有需要時就可用平台找尋表演團體，做起來之後才可以擴

散出去，帶後面的人。但樂團本身很忙，行程都已排定，沒時間接太多

case，而且一年的補助過後，樂團不見得還能存在，所以提供的重點在老

師&學生樂團，四重奏只是打響名號，讓社會大眾、企業知道有這件事，

知道台藝大有提供此種服務，而真正接 case 的是學生團，這樣跟台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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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連結也較強。學音樂&藝術的人多，可能都需要這套模式。 

<問題>台藝大發新聞稿通常不會有太多話題性，不過之前進行偏遠小學的

義演時，有 5家報紙報導，可能是個好現象。陳明輝表示用文創產包裝的

藝文新聞比較容易引起記者興趣。 

 

[提高知名度的方法] 

 明輝：嘗試表演的新模式，到各處去表演，而非到音樂廳 

孫老師：義演沒有收入，可能無法自給自足 

明輝：舉紙風車的例子，也是公益表演，但利用與議題結合來募款籌措表

演經費，而且現在很多學校&地方有經費進行藝術推廣，只是我們不知道

需求在哪，所以也無法去，所以有媒合的平台就很有用 

孫老師：現在目標是直接走入民眾，所以如果在林家花園表演，民眾就要

特地到表演地點來，人不會多，所以義演的地點應該要在人多的地方，就

是四重奏去的學校、醫院、監所、圖書館…等 

 可以用音樂季的形式，搞得像球賽那樣才會賺錢。球賽有很多迷，所以樂

團比較有知名度之後，應該也會有人想來聽音樂會，也可以買唱片。 

明輝：先吸引一樣是學音樂的人看到這些可能性，讓樂團越來越多，但此

階段沒有收入，樂團夠多後再慢慢凝聚成球賽的方式，甚至可以有主場的

概念，台北或高雄的樂團那類的，但目前的問題是沒有足夠的團存在 

不過室內樂團商業化的潛力比一般地下樂團高，因為一般地下樂團還要從

對樂器的熟悉開始，但現在室內樂團已經是職業的了 

 考慮異業結合? (跟流行樂、電影…etc.) 因為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古典樂

很有距離 

四重奏不排斥，但今年比較忙，所以用學生樂團比較適合 

明輝：平台媒介機制先出來，異業結合可以是下一步 

 

[需求來源] 

 現在的音樂需求多找流行樂手，因為經紀機制很完整 

 可能需要研究怎樣的活動需要古典室內樂團，需要音樂時不只是請那卡

西，現場演奏帶給人的感受和所能創造出的氛圍是無法取代的 

 婚喪喜慶、開幕、做禮拜、辦展覽、婚紗公司之類的，都有音樂上

的需求 

 現在很多私人的美術館，很多新的藝文空間，會需要樂團演奏 

 也可讓企業「認養」小團體，平常企業有任何活動就可以去表演 

 因為需求不同，能出的價錢也不同，所以平台提供樂團可以分等級 

 

[樂團供給] 

 目前孫老師的課就有四個學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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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樂四重奏×2、吉他六重奏、鋼琴三重奏 

 另外還有其他老師的課，有管樂團、聲樂團、國樂團… 

 

[品質管理] 

 學生是流動的，所以平台要有審核機制，例如比賽選擇或修課限定。 

 如果平台上有需求，室內樂課就會比較熱門。現在的狀況是，學生每學期

都有考試比賽，入選的會去校外演出。可利用此考試當做審核機制。 

 每年重新公布現有樂團，讓企業每次有不同選擇。 

 

[曲目] 

 民謠、歌謠比賽的參賽曲目版權都歸台藝大所有，所以可以表演 

 一般常見的曲目都可以表演 

 將曲目放上網路平台供有需求者挑選(可試聽) 

 

[觀眾培養] 

 孫老師覺得音樂就是要多聽，音樂是活的，是時間藝術，所以希望就在生

活中，所以網站上也可以放線上聽的古典樂。不過其實現在線上收聽古典

樂的管道已經很多了。 

 藝術很多 mental 的想像，如果國小就有相關的訓練，長大以後就比較不

會想像力、創造力不夠，這也是現在四重奏小學系列在做的事情。 

 明輝舉例：美國一個學校，有一個攝影棚可以直接連上網，美國各地學生

樂團會到攝影棚來，喜歡的觀眾也會上去聽，現在其他國家的樂團也會想

去，覺得去了才算進入美國市場，那個攝影棚也是非營利，但品牌做出來

了。現在線上直播非常簡單。 

 

[模式傳承] 

 學生畢業後出路，多留在職業界，有少數會轉做藝術經紀 

 計畫中需要對藝術行政有興趣的學生，之後就可以接手政大的角色，因為

主體還是台藝大，現在政大的角色是協助建立機制。 

 目標是讓更多學生找到自己的位置：表演者或行政之類的 

 可能加入的成員：孫老師的助教(有行政經驗、自己學小提琴、了解學生) 

 

[目前功課] 

 確認平台的內容： 

1. 確定樂團-有哪些學生團可供選擇 

2. 列曲目-可以表演哪些曲子 

3. 找到需求-先列出與產業結合的可能性，再實地去談，其實就是在做市

場分析、消費者研究  Ex,婚紗業、新興藝文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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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去挖掘需求、甚至創造需求，因為文創業所蘊含的能量可以產生無

限的合作模式或跨領域連結的可能性 

 成功的案子就可以放在平台，吸引更多人注意 

 如果企業或其他學校、單位也一起做就會很棒 

 想辦法讓大眾認識、接觸到這個平台跟台藝大的樂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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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2.25 音樂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2 月 25 日(星期四) 11:30~13:0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行政大樓四樓會議室 
出席者： 
台藝大：戲劇系劉晉立主任、音樂系孫巧玲老師、黃圓媛、鄭雅安、林桂如  

        台藝弦樂四重奏：吳聿畬、黃裕峯、洪思穎、徐曉虹 

政大團隊：陳明輝、張鈺婕 

記錄：張鈺婕 
 

※音樂團隊的合作內容包含下列四個方向： 

一、 音樂系的歌謠創作比賽 

二、 戲劇系的歌舞劇 

三、 「台藝弦樂四重奏」的 promotion  

四、 根據「台藝弦樂四重奏」的發展模式，尋找音樂系學生進行商業演出的可  

  能性 

 

※相關討論事項： 

一、 以「故鄉」這個主題作為中心思想，串連起所有欲執行的內容和宣傳活動。 

二、 歌謠創作比賽將以「台灣我的故鄉－台灣歌謠創作比賽」作為主題，由歌

舞劇的編劇蔡國榮老師根據故事內容提供一至兩首歌詞（三分鐘左右），給

參賽者進行譜曲，曲風不限。  

三、 歌謠創作比賽的甄選作品將會是弦樂四重奏加上一個聲樂，所以是可以演

唱的，演唱者的人選則可由表演學院來挑選。 

四、 歌謠創作比賽的優秀作品將會成為歌舞劇的主題曲，同時可將作品的主旋

律重新編曲為歌舞劇所需的配樂。 

五、 利用四重奏至台灣各地進行「音樂藝術列車」、「小學推廣」、「慈善服務」

等系列巡迴演出的同時，也能舉辦幾場宣傳音樂會，希望能達到幾個效益： 

1. 增加台藝弦樂四重奏的能見度及知名度 

2. 宣傳歌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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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希望音樂系學生在參與的過程中瞭解自己未來對外演出的機會在哪裡，

並能根據台藝弦樂四重奏的模式組團演出 

六、 弦樂四重奏正在安排姊妹校巡迴系列的演出活動，亦會規劃至政大進行兩

場演出。（目前預計為五月及七月各一場） 

七、 為了宣傳台藝弦樂四重奏，讓弦樂四重奏帶給聽者的感動得以延續及傳

遞，可以嘗試將樂團至台灣各地巡迴演出的過程（包含成員介紹、團練花絮、

旅途、演出實況、聽者的反應及迴響）都以影像記錄下來，然後製成一支

MV 或是 CF，讓沒有實際聽過四重奏演出的人只要看到 MV，就能夠瞭解台藝

弦樂四重奏為音樂推廣所做過的努力、並一同分享在巡迴過程中所帶來的影

響力及感動。 

八、 弦樂四重奏的宣傳可以歸國音樂家回到故鄉來，「帶著音樂去旅行」的概念

來進行意象包裝。 

九、 需要建立一個網路平台，為所有的故鄉系列活動做一個官網 or blog，並在

台藝大的首頁作連結，官網的設計需要扣住幾個元素： 

1. 主題是故鄉 

2. 我們在台藝大 

3. 我們有音樂和戲劇表演 

十、 工作連絡窗口： 

1. 音樂劇：劉晉立主任 

2. 歌謠創作比賽：孫巧玲老師、思穎 

3. 弦樂四重奏：聿畬 

4. 學生樂團：桂如、凱甯、圓媛、雅安 

5. 政大：鈺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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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目前初步規劃的時間進度： 

 

編

號 

 

 

工作項目 

2010 年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台灣民謠‧弦樂四重奏編

曲」校園甄選 

 
            

 2 
「台灣我的故鄉－台灣歌謠

創作比賽」          

 3  
台藝弦樂四重奏的系列音樂

會巡迴演出 

 
            

 4 台藝弦樂四重奏之唱片錄製 
  

 5 學生樂團的組團及演出              

 6 
台藝弦樂四重奏及歌舞劇之

推廣、宣傳 
            

 7 歌舞劇演出              

 

※待辦事項： 

一、3/5 前請蔡國榮老師提供歌詞 or 歌舞劇之故事大綱給歌謠創作比賽。 

   （請劉主任協助） 

二、向副校長建議，在台藝大的網頁架構下，為所有的故鄉系列活動做一個官網。 

   （請孫老師協助） 

三、向台藝大師生 promo 參與民謠徵曲活動。（請桂如協助） 

四、安排台藝弦樂四重奏至政大演出。（請聿畬、鈺婕協助） 

五、台藝弦樂四重奏巡迴演出過程之影像紀錄。（請裕峯、聿畬、曉虹、思穎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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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2.25 雕塑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2 月 25 日(星期四) 15:30~17:0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主任辦公室 

出席者： 

台藝大：雕塑系劉柏村主任 

政大團隊：溫肇東老師、張鈺婕、林丁禾、林青青 

記錄：張鈺婕 

 

一、 討論內容： 

 

1. 劉柏村主任（以下簡稱劉）：其實大學生初考進雕塑系時，一般對雕塑皆無概

念及經驗。而雕塑市場在台灣的生態是很不生活化的，且由於政府並沒有設

置協助藝術家發展的平台（畫廊、美術館、藝術中心等機制不健全），導致學

生畢業後，由於經濟及現實考量，無法再繼續從事雕塑創作，只能想辦轉行。 

 

2. 劉：亞洲國家中，日本、韓國的雕塑發展較好，韓國由政府主導全面性的建

構，協助藝術家走向國際，因此韓國的雕塑實力已領先台灣至少 15 年；而日

本每年的雕塑畢業生有 1000 個，台灣涵蓋台藝大、北藝大、大葉只有 50 個，

因此相較之下，台灣的雕塑競爭力明顯不足。而且像文建會每年的經費編列

73 億，法國是一千三百八十二億，德國是八百億歐元，相較之下，台灣沒人

也沒錢，要如何和別人競爭？缺少政府的支持，只能自己努力，等到出名之

後才被稱為「某某之光」。 

 

3. 溫肇東主任（以下簡稱溫）：2006 年我曾去佛羅倫斯參加研討會，當地有一

間紡織公司買下了一個莊園，並邀請雕塑家去駐園創作，90 年開始累積至今

已有四十幾件作品，值得一提的是，莊園主人的女兒寫了一本關於莊園的童

書，描述一個小精靈帶著小男孩偷跑進莊園玩耍，並一一向小男孩解釋作品。

所以在當天的導覽行程中，就有一個人裝扮成小精靈，還有人負責吹笛子，

當走到某件作品前，伴著笛聲，小精靈就會出現向眾人介紹作品，這就是體

驗經濟的最高境界。 

 

4. 劉：東和鋼鐵在後龍，可以去參觀，37 件作品，鋼廠留一件，其他打算拿回

台藝大，不過東和鋼鐵有協助販賣，賣給金車、富邦等。 

溫：除了東和鋼鐵，是否還有其他與企業有接觸的經驗? 

劉：徐旭東亦有接觸，但還沒接上軌，其實許多企業家都有意願協助藝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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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只是不知道怎麼做 or 沒時間做，其實企業家的力量可以做得比政府 

好，只是缺乏人規劃。 

 

5. 劉：雕塑系一班 35 人，畢業後大約只有 5人會成為藝術家。 

溫：所以藝大的教育養成，除了培育純藝術家之外，也可培育藝術行政、 

   策展、經理人等人才，在課程中是否有相關的教學設計？ 

   劉：以往沒有，只是純藝術，但現在已逐漸改變，所以今年會想舉辦袖珍 

   雕塑展，以小品來開始嘗試。 

 

6. 溫：昆士蘭理工大學有一個創意園區，2000 年成立，是第一個帶入產學合作

概念的圈區，結合傳播、設計、藝術的科系，讓學生可以早一點和產業有接

觸、結合，它裡面有 24 小時的電台、有劇場、展覽空間…，因為認為傳統的

藝術教育養成，畢業後真正能夠成為藝術家的非常少，在澳洲只有 5%，因此

開始培養學生發展出第二專長，如數位、教育…，讓學生有更多生涯發展的

可能性。 

劉：在國外每年學生畢業展時，外面的畫廊都會來找學生，但是台灣就沒有

這樣的機制和平台，所以我幫學生辦這個展，就是希望讓學生能提早和業界

有接觸，選出幾件優秀的作品（因為無法全部都照顧）來複製生產，再看如

何去調配，例如若生產 100 件，學校留 70 件（因為既然由學校提供經費，也

需要回饋，贈送貴賓或販售），學生留 30 件，可以自行販售等，至少建立一

個平台，今年是第一屆，就是設定會有第二、第三屆…。 

 

7. 溫：政大希望能在平台中有所貢獻，在純藝術之外，也讓學生接觸到以雕塑

為核心的商業操作和互動，在這個前提之下來進行。 

 

8. 劉：預計作品會有 170-200 件，在主題的設定上，是希望不會退流行的，因

此規劃是針對節日的設定或是 12 生肖，這樣的題材會比較生活化，不過是透

過專業的美學概念來處理。 

劉：以往不敢太早導入、強調商業的部分，就是怕學生在創作時為了迎合市

場導向，做出來的東西會變得很商業、很裝飾，但若學生先擁有足夠的專業

底子再走向商業，就會很容易。 

 

9. 溫：學生的參賽是自願或是有特別要求？ 

劉：我們有要求大一到研究生都必須參加比賽。 

 

10. 溫：這個活動是以展覽或是比賽為主？ 

劉：其實是以展覽為主，但為了要能激發學生創作好的作品，因此會以比賽

的方式，並提供獎金，1~3 名是純藝術的作品，特別獎是可以複製的，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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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重複。 

 

11. 溫：純藝術和可商品化的作品，兩種類型的作品評審是否一樣？ 

劉：一樣。 

 

12. 劉：其實我有打算在競賽之外，也邀請業界來看、來挑選，或許在得獎之外，

也能被業界選去，將作品的元素運用在生產上。例如壁紙，壁紙的圖樣常常

是拿國外的設計稍微修改一下，就不算是 copy 了，只能說是被影響，看國外

的哪些花樣有市場，就取來改變一下，然後就作模印刷生產出來，其實公司

內若有設計人員，一年設計 20 張的圖樣就夠了，但是他們卻覺得不需要，可

以省下來。 

劉：所以雕塑系擁有的智慧財，企業家不用自己去處理，只要我們展出了請

他們來看，他們可以選他們認為需要、適合的去用。（後續授權問題可以再談） 

如果可以的話，能請到 7-11 的老闆更好，利用 7-11 的通路，有個簡單的展

示，這樣是最有效益的，若是經常性的話，市場性會很強。 

 

13. 劉：像神旺集團今年就提供 25 萬要買 3件作品，本來希望我幫他們選，但每

個人的價值觀、審美觀不同，所還是請他們自己來選；所以藉由比賽建立這

個模式，也是想讓學生瞭解，在多元化的社會，每個人的價值觀不同，不同

的人從其不同的思維切入，會喜歡的東西是不一樣的。 

 

14. 溫：啟動這樣的平台，有一些概念要如何輸入到同學的設計中，例如複製的

能力？ 

劉：這不是問題，我們會在課程中帶入。 

 

15. 溫：比賽除了挑選好的作品，應該可以有更多加值的功能，如讓學生在過程

中學習、加值，如星光大道和過去的五燈獎，星光大道本身就是加值的過程，

一方面是在挑選，一方面是在揣摩市場的需要，並給予訓練，因此出來就是

歌星了，而五燈獎只是在選看誰唱的比較好聽，若要成為歌手，還需要一段

時間的訓練養成。 

 

16. 溫：評審的標準要用什麼去選？除了藝術之外，已有約定成俗的標準，但若

要做商品化時，評審的標準或是要學生思考的方向，若可以的話，需要事先

告訴學生。 

劉：創意、美學化、造型化、美感，是雕塑系要求學生一定要有的，而複製

的概念在藝術創作中就會不斷的被運用。 

 

17. 劉：藝術創作之外，市場取向也是設計創作時的參照，是被允許的，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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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年以來，現在才體現到的。 

 

18. 溫：將自己的創作理念表達出來，讓企業家來看的時候，除了視覺之外，也

能有一個好的文字敘述讓他們瞭解，這也可是對參賽者必要的要求，透過比

賽、展覽，要讓每件作品都能傳達他的創作理念，有特別教嗎？ 

劉：以前不重視，現在一年級也規定要讓他們去寫，要去詮釋自己的作品。 

 

19. 溫：在複製部分的模式、規則，是否要先講清楚? 

劉：複製的方法很多，電腦輸出、雷射切割都是，這些複製的技巧，學校會

幫忙處理，當業者選擇後，要用什麼方式來複製，就必須和廠商接觸了。 

 

20. 溫：三個特別獎之外，會有很多企業家來看，若有合意的，後續要怎麼做的

辦法有思考過嗎? 

劉：其實在原型試製之後的流程我們比較不懂，也沒有時間去處理。 

溫：所以可以從這個平台開始，去想後續的部分。 

 

21. 劉：如果要我們做，我可能會去找校長，告訴他我們現在有展覽，若有認識

的企業家，如林百里、徐旭東就請他們來觀展、來認養作品。 

溫：不過認養的辦法是什麼要先想好，例如對創作者、對學校，要有適當合

理的回饋。 

劉：這個部分我們就比較不懂，所以副座會希望請你們來協助，因為這是絕

對可行的。 

 

22. 劉：其實像法國人，若搬家的一個要買的就是雕塑品，這是深植在他們生活

文化中的東西，但台灣較沒有這樣的思考，所以我們的這個模式若建立了，

讓作品可以在一個平台上呈現，將美學植入生活，會是很好的。 

 

23. 劉：其實像琉璃工房可以成功，我們更可能成功，因為我們的藝術家這麼多，

創作的數量可以更多，而且其實學生很有趣，若是上課要交作品都不太想做，

但若是接 case 有錢可以拿，大家都很認真，做的很好！ 

溫：所以激起學生創作的誘因和動機是很重要的，所以像這些我們都要去想，

包括複製應用的可能性（原樣複製、概念複製等），都有無限的可能，不過第

一年可以用 case by case 的方式來處理，不要把它太複雜化。 

劉：所以其實我們要先有成品，你們才會比較容易想。 

 

24. 溫：另外像是數量的部分，是限量 or 不限，都會影響價格的訂定，這些也都

是要思考、要跟學生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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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溫：如果我們可以藉這個平台拉近藝術和生活的距離，透過學生的作品培養

比較多中層的藝術消費者，那麼金字塔頂端的人也自然會多。 

 

二、建議： 

1. 若要建立藝術與企業合作的模式，作品可能會需要複製，複製的方法、技巧

有哪些可能性，應先讓學生瞭解這些概念，才能將這些元素融入到他的創作

中。 

2. 另外，評審的評選標準為何？在純藝術的部分應已有約定成俗的標準，但若

要做商品化時，評審的標準或是需要學生思考的方向為何？應該可先提供給

學生。 

3. 由於會邀請企業家來觀展，為了讓企業家在觀看、挑選作品時，於視覺之外，

也能有一個好的文字敘述讓他們瞭解作品，可要求參賽者將自己的創作理念

完整的表達出來。 

4. 若企業家來觀展時有屬意的作品，後續的合作模式有什麼可能性、如何進行？

可能要訂出一個辦法。 

 

三、政大團隊後續可配合執行之任務： 

1. 舉辦兩場專家講座，向學生分享、說明商品化的歷程及應注意事項。 

2. 探討其他藝術相關科系所舉辦之作品展是否有邀請企業進行媒合的例子？如

何執行？ 

3. 安排企業訪談，瞭解企業的需求及期望，建構未來藝企合作的可能性。 

4. 建構藝企合作的模式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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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3.22 雕塑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3 月 22 日(星期一) 15:40~17:3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雕塑系 3003 教室 

出席者： 

  台藝大：張芸浣副校長、雕塑系劉柏村主任、呂琪昌老師、王國憲老師、魏道 

          惠老師、梁家豪、王怡惠 

  政大：溫肇東老師、陳明輝、張鈺婕、林丁禾、趙志明、李天瑟 

記錄：張鈺婕 

 

一、會議結論：雕塑團隊產學橋接的設計 

（一）袖珍雕塑展之主題設定及建構藝企合作模式 

袖珍雕塑展的主題是讓學生創作「讓企業或機構拿去送禮的禮物」，政大會安排

兩堂課，讓學生瞭解商品化的概念，另外在展覽時會邀請企業家來進行作品的認

購，並建構出認購的模式與相關辦法。 

 

（二）發展衍生性商品 

若要從藝術市場走入文創市場，則在雕塑作品完成後，有意願的同學可和工藝系

合作，嘗試將作品原型發展出衍生性商品，並帶入授權、抽成等概念。 

 

（三）相關配套活動 

1.設計作品拍賣活動 

為讓學生提早接觸藝術市場的運作方式，可以工作坊的形式舉辦作品的拍賣活

動，不只邀請專家來教授，最重要的是讓學生親自操作、體驗作品的「競標」過

程，瞭解藝術鑑價的模式。 

 

2.以粉樂町的形式來進行袖珍雕塑展 

雕塑展可參考粉樂町-無牆美術館的展覽方式，將整個台藝大校園當作展覽場

域，甚至到校外舉辦。 

 

二、會議內容： 

溫肇東主任（以下簡稱溫）： 

兩週前與劉主任討論過，從商學的角度來推展文創產業，我們是很謹慎的，因為

藝術創作的源頭是很重要的，因此之前的討論是擬定於展覽時邀請企業家來挑選



92 

作品，才開始會有商業化的產生，因此我們針對商業化過程中可能會牽涉到的議

題，有列出幾點建議給劉主任，看是否要在章程或比賽前向學生說明、或是要說

到什麼程度，讓雕塑系自己決定。不過之後有得到訊息，副座希望能再重新規劃，

因此我們有點不清楚副座對於這次的合作，有什麼期待？ 

 

張芸浣副校長（以下簡稱張）： 

其實我也很疑惑，因為我最早與吳安妮老師談，是希望能有新的商業模式出來，

之前去政大開會時溫主任也有提到，最好在一開始發想的過程就能有商品化的概

念進來，因此我和劉主任講說不能只做和過去一樣的事，要能有新的模式出來。 

 

溫： 

在這一次的計畫中，是有三個系一起合作，其中工藝系是很具體，藉由課程幫產

學橋接中的「產」設計東西；另外是音樂系，是要將樂團仲介出去或是找到營運

模式；其實台藝大在藝術創作的光譜中是橫跨很大範圍的，有很市場導向，也有

像雕塑系是屬於原創藝術的，所以除非是校方覺得每一個系都要產業化，否則我

認為這是要審慎考慮的。 

  

張： 

我要解釋一下，因為雕塑系這次的展和比賽就是我們本來一直在做的，那我去政

大開會後瞭解政大是希望做一個新的模式，因此在我的解讀中，學生在發想、創

作雕塑品時是憑自己的感覺，那假如帶進商品化的概念，他在發想時就要先去設

想作品未來是要賣給誰，還要考慮成本等的概念，所以像可以先去上一些課程，

先瞭解商品化的概念再去發想，因此如果像雕塑系是要先做好才定位，那就和政

大的預期不一樣，我是擔心這樣會害你們在國科會那邊無法交差。 

 

溫：在交差方面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三個不同系的橋接方法本就會是不太一樣

的，所以不要擔心。 

 

張：我就是很擔心所以才打電話去問吳安妮老師，我怕是我自己解讀錯了，到時

候成果和預期不 match。 

 

溫： 

    其實商品化的方式不是一體適用的，不是每個系所都能有很直接的商品或商

業模式，根據他們的特性其實做法會不太一樣。所以這次和劉主任的合作，我們

是希望有些事情在這次會發生，比如說企業家若對作品有興趣，那後續怎麼談，

這才是商品化的開始。 

    所以在雕塑系，若要在創作的源頭就有商品化的構想，這種創作練習在雕塑

系可能是偶而為之，但大部份絕對是希望在養成的過程中先著重於藝術創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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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市場的概念，根據稍早與劉主任談的瞭解，學生其實自然會具備，當他的基本

功練好，就能夠依客戶的要求來製作，這樣的轉化其實不會太困難。 

 

張： 

基本上這是政大的國科會的計畫，只是以台藝大為對象，所以你們決定要怎麼進

行我們都很尊重，但是對我們來講，像雕塑系一年 30 位學生大概只有 10%未來

會成為藝術家，那其他的學生我們會希望能讓他們有更多元的學習機會，所以會

希望在這一次的合作中能對他們有幫助。 

 

呂琪昌老師（以下簡稱呂）： 

    我是認同劉老師的，因為雕塑系在美術學院就是以藝術創作為主，如果要先

考慮到市場，那就可以併到設計學院和工藝系合併了。 

    但我覺得有一個橋接的可能性，像國外也都有一些創意商品，是怎麼產出

的？其實老闆並不會創作、設計，但他就是對市場有敏銳度，會把藝術家、工藝

家、設計家等拉在一起，讓他們共同設計出有市場性的商品，而在台灣這一塊是

比較缺乏的，尤其我們在台藝大，我們有很豐富的資源，有純藝術創作者、也有

設計學院，這是其他兩所藝術大學所沒有的，那如何將純藝術與應用藝術橋接在

一起推出商品，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努力的方向。 

 

溫：過去台藝大跨系所的合作和互動是比較少的，如果開始有媒合，就會有

interface，這個 interface 就是我們可以進來協助幫忙的，例如雕塑系若有一

個原創作品想要與工藝系合作將它商品化，那麼像智財權、產品賣出後應怎麼抽

成，這個到時候都可以討論，不過若在還沒創作前就講這些，就不是很適當，因

為像文創產業有 13 種，營運模式是不可能一體適用的。 

 

張：我也不認為可以一體適用，只是第一次去政大開會時我有帶一些商品去，聽

溫主任說商品化一定要在發想的時候就開始做，我就一直謹記住這句話，才會一

直去跟劉主任提醒。 

 

溫：我當初的意思是指副座當初帶來的商品，跟雕塑系的藝術品是不一樣的。 

 

張：但是雕塑系的藝術品也還是要賣的。 

 

呂：他們作品的販售是另外一種模式，是創作出來後，才去結合藝評家、策展人、

藝廊。 

 

張：那是劉主任的作品才有藝術市場，才能有那樣的模式，但我們現在討論的是

學生，也是希望讓學生瞭解各種可能性，所以當時我才會這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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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以雕塑系來講，其實先不要讓學生知道作品要賣，而是等做出來之後我們再

來評估哪些作品有市場性，有市場性的才去複製，若一開始就要他去想販售的

事，受限太多其實他作品反而就做不好。 

 

溫：所以我們才會很小心，請劉主任斟酌要不要講、要講多少。我們也可以幫學

生上兩堂商品化的課，這樣就不會影響太多，只是提供一點概念給學生。 

    另外在展覽時我們可以去找、去邀請企業家來，選中作品之後的條件要怎麼

談，當有具體的案例要做，這樣的學習就會很真實。 

 

張：所以因為每一種藝術的特性不一樣所以做法也會不同，這樣我瞭解了，只要

能夠有不一樣的學習，讓同學的視野變更大，我覺得都 ok。 

 

溫：之前與劉主任有討論，這個活動現在是第一屆，所以未來還會繼續辦 

 

劉：會的，即使沒有卓越計畫、沒有人買我都會繼續辦，因為這個活動就是想在

系內建立一個模式，讓企業知道雕塑系有這些智慧財，像我明天邀請東鋼的侯夫

人來頒獎，也是想讓他到我們這裡有這些智慧財，他可以買去複製或放到他們的

鋼鐵藝術園區內去銷售。 

 

張：所以我現在想確定的是我們現在合作的意義是在什麼地方？我只是擔心東西

做不出來。 

 

溫：不用擔心，因為像我們工藝系的部分是要去設計「衣服的衣服」，這就是很

具體的成果，也和系的本質很吻合，所以我們不是 one for all，而至針對不同

的屬性有不同的配套方式，所以藉由這三個 case 可以做三種不同形式的商品化。 

我們是不希望商學院進來，去顛覆原來藝術教育養成的核心，只是說讓學生有機

會去接觸商品化的概念，深淺就看藝術創作標的物的差別而有不同的配合方式。 

 

張：這樣子很 ok，我只是希望說與政大的合作要有一些新的東西要去嘗試看看，

至於那個新的東西是什麼，我們就沒有意見。 

 

溫：很多事情是要真的接觸到了，知道配合的對象，才能去想配套的方式。 

 

張：這樣子很好，因為藝術家不喜歡被限制或是有太多的介入，尤其我們學校是

分為純藝術領域和設計，設計領域比較接近實務，像我們最近在做課程改革，到

設計學院、傳播學院去解釋他們都欣然接受，但到美術學院就比較難被接受，因

為我們是認為要站在學生的角度，若培育出來的學生只有 10%是藝術家，那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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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還是要面對商業社會，所以是不是能在課程當中做調整。 

 

溫：這個我們上次與劉主任也有討論到，就是要如何對其他 30 個學生負責，那

劉主任是說好像有其它的管道或是已經有點到了，學生出去會自己去接像做公仔

等等的 case。 

 

張：這個不盡然，有的可能就轉行了，但站在純藝術家的角度我們可以理解，他

們覺得我們不能因為將來學生出去要面對這麼多事情，就去忽視很珍貴的藝術養

成教育，這個我們也欣然接受了。 

 

劉：因為我若為了那 30 個學生，那麼僅有的五個藝術家也會消失了。 

 

溫：所以我們若要開始啟動了，用漸進式的也會比較好。 

 

張：所以我們現在會有這樣的思考，學校還是需要有外面帶來的衝擊，不是要反

對雕塑系的藝術養成教育，而是那 30 個學生還是要給他們另外的裝備，一定要

讓學生接觸到更多的東西。 

 

劉：因為我們的副座是非常的認真，所以在半推半就的過程中其實某部份我還是

接受她的，只是我們還是有某部分堅持。 

 

張：其實這個計畫是我想出來的，在還沒和政大有合作之前，我們就想說來作公

關品、禮品，劉主任也說好，可是我們其實是各懷鬼胎，我想我的，他想他的，

然後後來政大來了，就變成三方各講各的，反正我們現在就坦白說就是這麼回

事，但是這三件事情若能有一些謀合，有一些可能性，也能夠給雕塑系不一樣的

思考，不是要去改變雕塑系的傳統價值。 

 

劉：我們不是傳統價值，是正統價值。（大笑） 

 

溫：所以我們可以做的是： 

1.為學生上兩堂商品化的課 

2.讓高年級或研究所的學生可以在這一次的活動中策展，讓他們去定主題… 

3.邀請企業家來認購，很認真的當成一個 business，因為將來會成為 sop，比如

說一請企業家來，25 萬挑 3件等等…。 

 

劉：其實定主題如果說是像「愛」或「故鄉」那都太抽象了，那如果說是做「情

人節禮物」，我很怕做出來就只是兩個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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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定題目還是很重要，像若是袖珍型雕塑可以做為大學或企業要送禮的禮物，

這樣的概念可以接受嗎？ 

 

劉：可以，也可以兩組一起做呀~比如說一個是情人節禮物、一個是自由創作，

然後不同年級有不同的做法… 

 

溫：所以我想不用把「情人節」放進去，就定為「禮物」就好，讓企業界或學校

可以送人。 

 

張：不過他們藝術家對禮物的概念是很廣泛的，跟你們想的禮物可能是不一樣的。 

 

溫：那如果允許我們來上兩次商品化的課程，這個 message 就會被輸入，學生可

能接受可能不接受，但這樣就會有互動、有刺激了。 

 

劉：反正做出來什麼都可以是禮物，就跟自由創作一樣，只是給他一個命題叫禮

物。 

 

張：所以我們本來為什麼要定情人節禮物或是愛情，就是想說情人節的時候讓學

生去策劃怎麼去賣這個東西。 

 

溫：這個禮物基本上不是 to C 的，而是 to B 的，是要給機構、企業認購的，所

以這個作品的目標市場其實是「要送禮物的企業或機構」 

 

張：所以現在是要給企業或機構來認購的公關禮物，不是 to public 的，所以學

生在做的時候其實要去想要送禮物的人他的身分地位是怎麼樣的，這個部分是否

要讓學生先有概念？ 

 

溫：這個我上課的時候會講。 

 

劉：現在談的其實和我們藝術史中在談的普普藝術是一致的，所以商品化的過程

我們把它當成一個議題，這某種程度上算是一種叛逆性，但因為叛逆性產生價

值，這在創作的過程毫無疑問不會有問題，因為其實像「品牌包裝」，這在我們

藝術創作過程中也都會接觸到。 

 

 

溫：總之就要在這一次的過程中有 interaction，在做中學，learning by 

interaction，這樣就可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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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所以我們現在定義為是要「讓企業家拿去送禮的禮物」，然後要讓學生在做

之前要去認知有這麼一回事，讓學生去想到更多的東西，這個模式這樣走我覺得

是 ok。 

 

陳明輝（以下簡稱陳）： 

其實現在討論的都是細節的部分了，那如果回到我們要做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

從商管領域進入，其實我們要看的是進度面，反而不是比賽的題目等等的細節，

所以我想說在這個 case 裡其實有三個部分是有可能去談創新性的： 

一、創作的部分 

    剛剛我們討論的是要自由創作 or 符合市場機制去創作，那或許有一個可能

是在今年的展覽中，都還是原本的自由創作，但在完成雕塑作品後，多提供一個

可能性，讓有意願的同學可和工藝系合作，看可以衍生成出什麼商品，再讓學生

去討論，所以不是去推翻原本純藝術的部分，而是多提供一條路給學生選擇。 

    所以合作的模式可以是在作品完成後，再授權給工藝系，在藝術品之外，還

能有衍生性商品的可能。 

 

劉、呂：不過要考慮經費和學生的意願。 

 

王怡惠：所以是雕塑系先將作品創作出來了，工藝系再就量產的方法或可能性給

予協助，而像原創和加工製造、量產和市場等部分就需要政大來協助告訴我們那

個機制是什麼。 

 

劉：要先有原創的東西才能有後續商品化的可能。 

 

陳：其實商品化概念不一定是指原創作品本身的商品化，也可能是原創概念如何

變商品，所以可能是創作物出來之後，再經由別人的創意來轉化成為商品。 

 

張：我們要的是 transform 而不是 transfer。 

 

溫：在 transform 的過程是有 guiding principle 的，是需要被考慮的，例如若

要成為商品，在材質、規格等部分都要先思考。 

 

二、挑選作品的方式 

若想讓學生提早接觸藝術市場運作的方式，在挑選作品時，或許可以導入「拍賣」

的方式，讓學生來「競標」，這個過程可能是模擬的（用虛擬的錢幣）只是要讓

學生體驗藝術鑑價要怎麼做，體會藝術市場的模式。 

 

陳：十月展出，但要負責的學生現在就要去瞭解藝術拍賣是怎麼運作、藝術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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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準 

 

溫：不過可能是適合高年級來進行 

 

張：也可以用 work shop 的方式來進行，讓學生學習操作的模式 

 

劉：因為這個我們也不是很專業，所以到時候可能要找藝術拍賣方面的專家來協

助 

 

溫：所以工作坊可以請一個專家來講，不過還是要讓學生親自去操作 

 

呂：拍賣玩假的要怎麼進行？願意花多少錢來標作品，若是假錢就可以隨便喊價

了，可以玩真的，可以在校慶開放 

 

張：我們也可以做網拍…其實可以進行的方式有很多種，總之就是設計出拍賣的

活動，至於是什麼形式、是真賣假賣，這都可以再討論。 

 

三、展覽的形式 

    在博物館內展覽這是一直以來正規的展法，那有一種可能是像東區的「粉樂

町」的做法（藉由藝術家和商家合作，讓東區的不同商店或角落都有藝術作品，

是一種新的藝術行銷手法），台藝大可以參考這樣的方式，讓每個系辦或圖書館…

校內的空間都充滿了雕塑系的作品，這也是一個可以突破的地方。 

    粉樂町主要是由富邦文教基金會贊助，也是一種新的企業贊助方式，不是出

三十萬買三件作品，而是行銷活動的贊助。 

 

呂：其實校慶也不一定要在學校內辦，像工藝系曾與富邦合作，在大安公園辦的

藝術市集，結果所有帶出去的作品都販售一空，所以如果把活動帶出去，比如說

到大安森林公園，讓大家都知道我們台藝大在做什麼，增加台藝大的曝光率。 

 

張：我覺得就是要有一些新的做法，讓學校有更多的可能性，這個可以去和學務

長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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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4.12 音樂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4 月 12 日(星期一) 10:30~12:00 

地點：台灣藝術大學音樂系 3樓會議室 

出席者： 

  台藝大：雕塑系劉晉立主任、音樂系孫巧玲老師、工藝系范成浩老師，台藝弦 

   樂四重奏-黃裕峯、吳聿畬、徐曉虹、洪思穎，黃圓媛助教、鄭雅安、林桂如。 

  政大：陳明輝、張鈺婕、戴瑜廷 

記錄：戴瑜廷 

 

開會大綱： 

1. 音樂劇現況報告 

2. 台藝四重奏現況報告及討論 

3. 學生樂團演出平台討論 

[舞台劇] 

4/30 舞台劇劇本完成 

導演：于善敏  

燈光、佈景設計、藝術總監等主要的人選都談定了，近期會開製作會議，把事情

敲定。 

＊檔期改變 

 原來舞台劇配合校慶是 10 月演出，但因要配合到城市舞台的檔期，所以演

出時間改為  

12/31 19：30~21：30、1/1 14：30~17：30、1/1 19：30~21：30 三場。 

 校內為了配合校外檔期，將延至 12/25 演出兩場（校內），以免校內外演出

時間相隔太遠，宣傳工作、人員時間敲定等都會很麻煩。 

 校外演出的地點為城市舞台，因為跟社教館合作所以免場租。 

 校內&校外演出都是售票的。 

 改變檔期有可能的影響是台藝四重奏年底不一定還會在。 

 [歌謠比賽] 

 比賽海報已經完成，歌謠比賽不只是校內比賽，開放給海內外音樂創作者參

加。 

 海報上有註明得獎作品會用於音樂劇，而首獎作品會成為主題曲。 

 比賽的曲子要拿到音樂劇中使用，還是需要配合劇情改編成各種形式、節

奏…，不能直接拿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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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權的部分，得獎作品著作權都屬於台藝大，所以不必擔心。 

 6/1 是頒獎音樂會，到時已經知道有哪些曲子。頒獎前可以請戲劇系的老師

先去聽，看哪些曲子比較合用，可能評審時也要請劉主任來，因為首獎作品

會成為主題曲。 

 兩個比賽最終會製成的成品是 CD，是學校的文創成品（藝文中心負責），正

好可以支援舞台劇。 

 音樂劇也會出原聲帶，也會錄影製成 DVD，原聲帶+DVD 會成為商品，之後若

想結合發行可再討論。 

 6/1 音樂會時，舞台劇是否有可能也有搭配的活動？－現在談還太早，要等

4月底劇本出來後，讓導演看過劇本，再來決定要如何搭這個活動，來宣傳、

promo 等…。【下次會議再來討論】 

※目前戲劇系和音樂系都先照自己的節奏進行。 

[台藝四重奏] 

＊目前規劃 

 四重奏會繼續運作，但不一定會以「駐校藝術家」的形式留下來，可能是兼

任老師，但還是駐校樂團。 

 政大團隊遇到的難題-因為不知道台藝四重奏的未來走向，所以不知道現階

段可以導什麼樣的資源進來、可以提供什麼樣的協助。方向比較清楚後，明

輝才能去找合適的計畫、專案來配合。 

 聿畬提供了四重奏去南部活動的所有記錄，還有影印資料如新聞稿等，另外

是去亞東醫院的演出，周邊活動場景和報導都有收錄在內。 

 今年年中之後，四重奏的運作規劃是照原來的計畫走向再去延伸。以公益演

出為主或是和企業合作，各種可能性都可以。 

 目前八項計畫：小學推廣、社區服務、高中宣導、姐妹校系列、民謠系列、

橋接計畫、原住民系列(用原住民素材來創作台灣歌謠)… 

＊「藝教娛樂」計畫 

 可自己選擇兩個以上的國中小進行音樂教育推廣，設計一套課程，內容彈性

不制式，照自己的提案進行。 

 每個學校需服務 12 小時/年，每個團補助 70 萬。 

 4/15 國藝會有說明會，若有時間可去聽聽看。 

 和四重奏的小學推廣其實是一樣的，都是一面教一面演出。 

 透過這個機會可以跟企業做第一步接觸，國藝會有國藝之友，就是企業群。

如果沒有得到，也可以直接拿寫好的企劃去找企業贊助，因為「藝教娛樂」

本來就是個企業贊助的案子。 

 限制：必須是社團法人，所以可以用台灣弦樂四重奏的名義去申請後請台藝

四重奏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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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奏的未來規劃 

 明輝：不知道四重奏未來會是獨立的樂團或是和學校的連結關係會非常強？

因為和學校的連結非常強的話，表示提供的是音樂教育的功能，以及和學校

相關活動的搭配，而若想慢慢走向獨立樂團，即必須有其他的想法，如找企

業贊助、合作…就和原本教育服務的網絡不太一樣，當然兩邊還是可以有連

結，（「藝教娛樂」計畫即是把企業資源導入之後，去做藝術教育），所以我

們會需要知道大家的想法，希望讓四重奏變成什麼樣子，再去想可能的資

源，比如說要直找企業贊助的話，就是以一件件專案來處理。 

 孫 sir：兩件事可以一起並行，最終是希望樂團可以自立自主，但過程中不

可能只去和企業結合，教育這部分就不要，所以變成兩件事要同時做，希望

到某個階段他們可以自立自主，9月之後學校希望可以支持，但要看有沒有

經費。 

 明輝：所以可能是學校提供基本的經費，其他的部分就需要去想其它的來

源，這也是我們本來在想的。 

 孫 sir：也是要慢慢轉成這樣，才有可能長久，不然學校也不太可能年年給

經費。 

 最終是希望能導出新的模式出來，讓後面其他的學生、團體可以依循，這才

是他的功能。 

 明輝： 

    像表演藝術團體有多種模式可以供參考：雲門模式、朱宗慶模式、十鼓

模式。像雲門就變成他有公司也有基金會，公司負責做週邊衍生性產業，如

咖啡館、週邊商品等等，賺錢之後回過頭來是支持雲門舞集、舞蹈教室等，

這是較長遠的想法。 

    所以如果四重奏是以推廣教育、和學校連結為主，那在拓展商業的這一

塊，就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說對口會是誰？是對學校還是對樂團？通常企

業和一般商業團體合作的時候會有一些介面，例如說契約、演出費用的洽

談、經紀…等等，通常是需要一個專業的經理來處理，這些事不知道四重奏

有考慮過嗎？ 

 孫 sir： 

    這些事情其實從一開始學校就有在討論，四重奏如果要註冊的話，學校

就無法支援經費，樂團必須要自己經營，這樣會無法生存，所以必須用學校

的名字當團名-才會叫台藝四重奏，那台藝四重奏的經營，有很多經費是學

校機構不能申請的，所以變成由學校在支持，當然對學校而言壓力也比較大。 

    所以若說專業經紀人，就會是我們的行政主管-文創處，那目前樂團的

經營，所有的計畫、對外、所有事情基本上都是由樂團總監(孫 sir 老師)

在處理，所以若要從學校的樂團變成自己的樂團，可能就不能用台藝四重奏

這個名字，所以暫時先不要把它分開來，因為一分開來就要去註冊，那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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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不可能是校長…可是可以朝這個方向（商業經營模式）去做，我覺得是

OK 的。因為實際上學校也希望有產學合作，至於是甚麼樣的方法進行，不

是我們想要怎麼樣就可以，就要從目前可以去運作的模式中去產生可能的方

式。 

 明輝：所以必須有一個經紀人，而四重奏是他經紀的一個樂團，把它帶到商

業市場上去 

 孫 sir：目前這個角色就是我！所以現在我們就在做很多的行銷，從可能的

形式上去做。 

 明輝：因為比如說要到竹科去，就有很多形式，一種是去跟人事部門去洽談，

把表演變成人資課程的系列，一種是他提供贊助，我們去做公益的演出，就

像四重奏現在在做的事。 

 孫 sir： 

    這些事情都可以談，以學校的角度，這就是在做產學合作，一樣是跟學

校合作，錢進來學校，基本上台藝四重奏就是為學校做學校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不會牴觸，只是還是要有條件的，不可能叫他們去哪裡演就可以去，所

以和企業的合作還是可行，我們本來就有在推藝企合作，還是有銀行在贊

助，但不是很多，也真的是希望這條路可以拓展的開來。 

    所以如果政大團隊這邊可以安排，跟企業的合作或其他計畫只要在不牴

觸學校活動(前述的八項計畫)為前提之下，四重奏都能盡量配合。目前到月

底為止，這些事情基本上是由孫 sir 老師負責。 

 明輝： 

    也是想知道他們四位自己的想法，看他們主動來提說可能想要走哪一條

路，比如說現在想要試看看來切企業市場，那我們可以來討論啟動一個專

案，開始試著去對企業提案，那如果是要切學校教育的部分，我就會找類似

「藝教娛樂」的資源，也是啟一個專案來試看看。 

 

＊姐妹校表演系列 

 聿畬：關於姐妹校的活動，我們是有一些想法，因為我們到學校去，其實是

6/22 國家音樂廳表演的熱身，所以曲目會比較嚴肅，不像我們去小學這麼

活潑，所以去大學也是希望加入不同的方法，看如何進行的比較活潑一點，

引起大學生較多的共鳴， 比如說加入心得分享…，在不影響原本曲目演出

的情形下，只是之前是介紹樂器，現在是心得分享。也是希望藉此吸引潛在

觀眾到國家音樂廳去觀賞表演，可以拉到一點票房。 

 明輝：進姐妹校表演後，可能不只是表演一次而已，而是藉此機會跟窗口老

師建立以後合作關係。 

【若有新的想法可丟出來持續討論】 

 

 孫 sir：原則上台藝四重奏就是駐校樂團，是學校的樂團，若要轉成企業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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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一段時間，可能就不會是台藝四重奏。 

 明輝： 

    所以真的可以產學合作的方式，在學校裡讓台藝四重奏運作順利之後，

可以 spin out 去變公司，然後後面有新的台藝四重奏出現，又會出去變成

獨立的職業樂團，變成職業樂團培養中心，像科技業的模式，先在學校內或

工研院內有研發單位，像台積電就是從工研院內的電子所分出來的，之後學

生也會希望在學校內被培養，會變成一套機制，而不只是針對現在的台藝四

重奏。 

 孫 sir：基本上這一年我們朝這個方向嘗試，可是原則還是以學校樂團來走。 

 明輝： 

    模仿科技公司的模式，在學校內把台藝四重奏慢慢運作順暢後，技轉出

去變公司，然後有新的台藝四重奏。像職業樂團培養中心，有育成中心的概

念。 

    政大團隊的協助，會是經由不斷的討論，把未來的機制設計出來，但不

一定是今年、明年執行，反正就是把想法先做出來，讓學生知道，針對台藝

四重奏是有一套機制，會有更多的可能性。 

＊目前分工 

 政大部分是協助設計出未來運作的機制，但不一定要這兩年執行，只是把想

法做出來，讓學生也了解這個機制。 

 台藝四重奏要思考未來想走的方向。 

[學生樂團] 

 學生也要訓練商演部分的話，要先看有哪些組合，可做哪些演出，大概的收

費標準&機制。 

 老師&台藝四重奏：5萬/小時，半小時內 3萬，即半小時 7500 元/人。 

學生：1萬/小時(四重奏)，即一小時 2500 元/人，其它組合方式皆是用此

比例來算。 

 我們需要一個窗口，只是台藝四重奏目前沒有一個網站，今天早上我有和副

座談，那還要看它的可能性，現在還不曉得。【追蹤樂團窗口的設立可能性】 

＊可參考的案例： 

高雄市教育局有支持一個學校跟藝文團體的平台，團體自己列出表演形式&

價錢，學校也會列出希望的表演，讓供需在同一個平台。教育局同時會補助

一學期 30000 元給學校請表演團體到學校表演。 

 這樣事情的執行需要一個專門的人，但我們目前沒有這樣的人力，所以目前

可以做的事和四重奏一樣，就是把這件事可以怎麼運作我們先把它寫下來，

變成專案計畫的方式，先確定我們有哪些人力、可搭配什麼樣的組合、可以

做什麼樣類型的演出、可在什麼樣的空間表演…把這些事情確定下來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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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那個人出現了，就可以直接去操作，或是在這個過程中，團隊內若有人覺

得他可以做…因為現在資源散在各處，沒有人把它整合起來，變成需要大家

要一起把這些內容、資源彙整成一個可執行的方案，說不定就會有人跳出來

做。 

 學生有 20 幾個不同形式的團隊，這學期有固定上課的曲目，下學期可能選

不同團隊、有不同的組合，可以每學期推出新組合。 

 所以可以有二重奏、三重奏、四重奏，銅管、木管、弦樂、鋼琴…可以有不

同種的室內樂組合，可以混搭，至於下學期有甚麼樣的人選什麼樣的組合這

還不一定，所以可以把租合的形式提供出來，讓學生來選。 

 這個部分可以找圓媛與政大做對口【圓媛提供學生樂團的組合和名單】 

 政大團隊會去想說有什麼可行的商業模式，因為這次我們的橋接計畫就是要

去推在原本的藝術領域內，有什麼商業模式是可行的，但這個商業模式在今

年不會去對實際執行作太大的調整動作，因為大家都有原本的計畫在走。 

 【聿畬協助將四重奏可表演的曲目分類，列出民謠、小品等通俗性的、正式

曲子在宴會可演出的…，做成點歌本】 

 學生的部分照學期在上課的內容來提供曲目。 

 明輝：所以現在是啟兩個專案計畫在進行-paper work 的部分是在規劃營運

計畫書，做完是提供給老師，看接下來是要怎麼運作，看是要繼續和政大配

合作產學計畫，還是根據這個計畫可以找其他的資源來做，或是這個計畫有

人願意出來變商業公司來運作，我們是要把那個機制設計出來。所以這個計

畫是「我們要怎麼執行」的計畫。 

 孫 sir：我的想法是，如果這個模式成功的話，其實不只可用在音樂系，像

國樂系、美術系…這些模式都可以套用，只是從音樂系開始做。 

 明輝：不過因為每個藝術領域的基本樣貌和要面對的市場都不太一樣，這要

那個領域專業的人才知道，所以我們今年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這

個團隊在討論的過程內的互動模式都會把它記錄下來，因為過去商學院和藝

術學院很少有這樣子的合作，所以我們會把這個過程記錄下來，做為未來的

參考依據。 

 室內樂的課程，卓越計畫也可以用 

 明輝：是在正式課程之外，因為過去合作的方式都是學校對學校、系對系，

去做課程的結合，但在課程外的跨校院小組的團隊方式較沒有看過，但對於

跨領域的互動，此種方式的效益可能比課程還要大， 而模式出來之後，接

下來也可能推到課程內，這就是我們整個產學橋接計畫在想的事情，因為很

多事情可能不是課程內可以達到的，比如說要讓企業來和學校合作，就較不

可能在課程內去做，因為會比較變成是學生的練習，可是對企業而言，他要

能直接上線 work。 

 孫 sir：所以校內有這麼多的團隊，但基本上只是在上課，真正很好可以用

的不會是全部，可能是挑選出來前幾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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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輝：所以他們有意願的話是加到我們這個專案計畫裡面去做，所以他可以

一起來討論，或是我們可以安排一些比較示範性的演出，比如說先開始接洽

幾個團體，看這樣的運作模式順不順暢，然後再作調整，機制建立後就會留

在台藝大，說不定就有助教來負責這件事情，甚至是有人在外面成立一家公

司來 run 這件事情，這就是我們去把計畫擬出來的目的。 

 范：如何把弦樂四重奏放到教學卓越計畫內，有點難度，但若是不只有四重

奏，而是音樂系這邊有二十幾個團隊，是否有可能協助他們建立團隊的特

色，例如自己去寫文案，介紹團隊的特色，但這個特色不是從技術層面去談，

而是從消費者的角度去談特色，例如台藝四重奏是男的帥女的美，這就是一

個特色，是否從商管的角度切入去談特色的部分，也是協助學生瞭解除了在

技術上不斷提升以外，也必須要在學習的過程中去思考如何突顯自己的特

色，這個部份不知道政大能否給一些建議。 

    商業模式的建立，作為一個範例，後續在校內一旦看到有成功的案例，

學習的動機就會很大。 

 孫 sir：覺得學生團隊是否會有興趣願意參與、宣傳自己的團隊？ 

 桂如：大家都希望會有表演的機會，有時也不求什麼，只是希望有上台的機

會。 

 孫 sir：我總覺得要叫學生做事，他們的負擔都很大，例如要叫他們寫自己

的特色… 

 明輝：如果在課程內可能就會這樣，但若在課程外就不一定。 

 桂如：如果是以接 case 的方式可能就比較願意，學生都會自己在外面接

case。 

 鈺婕：以學校當品牌，協助他們接 case 就會比較有意願。 

 孫 sir：但是要怎麼做，讓同學們知道這件事情，然後很想參與？ 

 桂如：可能要在課堂內跟他們說，然後以甄選的方式。 

 孫 sir：或許室內樂考試的時候，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徵選，也不用限定有

幾個團隊，反正有好的就選出來。就是讓得名的人還能有後續的加值。 

 圓媛：可能要求他們參加室內樂的考試或比賽，除了要演出之外還要交一分

曲簡或是樂團介紹，屆時評審可能不只是音樂老師，還有可能的消費者來， 

 變成星光大道的弦樂版。 

 明輝：提供給他們的誘因，就是接下來他們不是要自己單打獨鬥，而是真的

要協助他們有機會出去表演。 

 明輝：只是若是以學校的名義出去表演，行政上有沒有要注意的地方？ 

 孫 sir： 

    學校只是一個平台，他們不是用台藝大的名字出去表演，例如台藝大有

四重奏，團員有兩個姓黃、兩個姓張，就可以取一個團名叫慌慌張張。 

 思穎：國外的做法是在音樂系的網站下有一個平台，學生自己提供可表演的

組合&曲目，學校把他整理成弦樂組、管樂組，若有人想請學生去表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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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那個平台上媒合，但國內的企業還沒有這樣的習慣，所以我們要主動

出擊，先讓大家知道台藝大有這樣的平台。 

 明輝：也有可能學生內有興趣的人組成一個核心的 team，我們再另外找時

間來開會，先把 team 組起來，變成自己運作的模式。【學生樂團平台組成

team，另外開會】 

 孫 sir：所以如果把這個課程內的二十多個團隊拉出來和卓越計畫結合，變

成一個產學合作室內樂的課程，這個課程變成是將來網頁做好後，變成職前

訓練，也會有老師在帶。 

 明輝：教學卓越是否有可能提到創造力教育那一塊，就是不只是藝術教育，

而包含創意管理一直到品牌形塑，這個部份或許可以再討論。【卓越計畫與

創造力教育】 

 6/22 國家音樂廳的表演 

 國際弦樂四重奏學術研討會 9/14、15，在台藝大，會有大陸的長城室內樂

團和美國的兩位老師，共會有三個團隊來這裡參加，各負責表演一個創新的

曲子，作曲家會講他的創作、演出者會談他們的練習，會有一場音樂會，然

後兩場演講、4篇 paper。弦樂四重奏的工作也大概到一段落，要結案。 

 明輝：現在是兩個專案的方式在進行，變成小組會議的方式，然後一定的時

間在一起討論進度。 

＊現況 

 學生的團隊只是在上課，可能無法全部用。應該只能挑出前幾名放到平台上。 

如果有意願的話，可加到我們團隊一起討論。期望從中間找到之後可以負責

的人。 

 學校的角色只是個平台，學生團隊不會以台藝大的名字出去表演。 

 學生都會希望有上台表演的機會，但要如何讓同學們知道這個平台同時也想

參與? 

可將室內樂考試變成徵選，評分內容可包含樂團介紹，或讓企業也來當評

審。(這樣一來來能選出比較符合消費者需求的表演團隊。) 

＊與卓越計畫結合 

 學校希望四重奏可以放在卓越計畫中。但難度是在於不知道該怎麼跟教學提

升連結。 

 室內樂的課程，卓越計畫可以用。 

 如果政大可以幫助學生團隊建立團隊特色，自己去寫團隊的特色文案，不是

從技術的角度而是消費者、商管的角度去看，可協助學生自我行銷能力的提

升，突顯自己的特色。這樣就可以跟教學提升連結，放進卓越計畫中。 

 政大提供創造力教育(包含創造力管理、品牌行塑)部分，要另外再討論合作

方式。 

＊未來走向&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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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變成有兩個專案在進行，以後變成以小組的方式進行，大會議就是各小

組進度報告。 

 針對學生表演平台這個部份，政大團隊會思考有什麼新的商業模式，寫出類

似營運計畫書的東西，但今年不會對實際執行有太大的動作。 

希望這模式成功了的話，不只用在音樂系。 

 台藝大的技術很強，但走不出去是因為碰到商業的部分就無法克服。如果這

次能建立一個商業模式的範例，對其他系來說也是一個模範。雖然不同領域

的藝術需要的模式不太一樣，但有成功的案例對其他系的鼓舞會很大。 

 過去的合作方式都是學校對學校、系對系進行課程合作。 

現在這種課程外的合作較少見，但效益可能更大。之後或許可推回課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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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5.10 音樂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5 月 10 日(星期二) 10:00~12:00 
地點：台藝大音樂系 3 樓會議室 
出席者： 
  台藝大：音樂系孫巧玲老師、工藝系范成浩老師、台藝弦樂四重奏-黃裕峯、 

          吳聿畬、徐曉虹、洪思穎 

  政大：陳明輝、張鈺婕 
紀錄：張鈺婕 

 

【學生樂團商演訓練】 

一、樂團篩選機制及演出地點 

明輝：有沒有可能讓他們自己找已經有默契的組合 

孫老師：應從修課同學的樂團中，透過甄選過程，將有意願的挑選出來。 

明輝：先找一個 run、run 看，其他人覺得說這樣是有趣的，再開始來甄選，如 

      果一開始就甄選，時間拖很長，甄選出來人太多也沒辦法消化。 

孫老師：不過因為對方要的組別是甚麼我不知道，怕不夠多就沒得選了。 

明輝：下次我們找一組有意願的學生，就去那個地方，像是有一個餐廳、咖啡館， 

在台大那邊叫 River，他裡面有一台 100 多年的古典鋼琴，他們是希望說

鋼琴可以有常態的表演，也願意付費，他們現在能找到的就是國家音樂廳

之類的，很難讓她可以維持餐廳的運作，然後又可以維持常態表演的。 

孫老師：西餐廳，是甚麼樣的環境 

明輝：有點像巴洛克風格，燈光都是比較暗的。 

孫老師：比較考量是他們(學生)的安全，因為這是學校的事情，如果像錢櫃那種 

      就不好。所以我覺得要很謹慎，這一定要，尤其是我們那麼多女生。 

      所以，如果它像是市長官邸那種，安全就 ok，因為他是私人經營的機構， 

      我比較會擔心適不適合用學校的力氣做這件事。 

明輝：有可能改天找老師一起過去聊一聊，看他們狀況。 

      像市長官邸也是政府委外私人經營，只是因為是市長官邸它是市府的活 

      動。 

孫老師：我們知道市長官邸一直在發展這種市民活動，其實有很多學術課程 

        因為他們開放式的，所以沒有安全的顧慮。 

明輝：是沒錯，學校會嚮往跟他們合作，但他們願不願讓台藝大學生他們常態  

      在那邊表演？現在這個餐廳，就一台鋼琴，它希望說有表演，它在台大 

      商圈，安全性是 ok 的。 

鈺婕：如果表演的時間不拖太晚，2000-2130 之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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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老師：因為現在是學校在幫忙牽涉這樣的事情，所以要謹慎。 

        這方式我覺得很好，只是說地點，如果它是公家機關， 就很明確它是 

        安全的就 ok。 

明輝：了解。我們會去試，公家機關難度比較高。      

 

【歌謠創作比賽】 

孫老師：  

    歌謠比賽收件的時間延後了，原因是要給參賽者較多的時間寫曲，且戲劇系

要排在五月底，我們也覺得不需要這麼趕，活動很多，那我們校稿花了一點點時

間，決定乾脆往後延。7/17 是表演，原來的發表，原本是 6/1，現在變成 7/1

截止延後一個月。但是 7/17 長官都不在學校，改成 7/24 在學校。學校活動用在

學校的場地，小廳的是 6/20。6/20 有一場四重奏的小樂團，不是歌謠比賽的。 

       

鈺婕：因為我上次看四重奏，他們平常的相簿，去南部表演的日常生活照， 

      我們看音樂家表演會有種高高在上，音樂家也是可以逛街的，距離是拉近 

      的。如果有機會在餐廳或官邸表演的時候，任何地方表演讓大家覺得距離 

      是拉近的。甚麼樣的方式，拉近距離。 

孫老師：學生也都有再接 case，現在變成學校在協助他們做這件事情，就要考 

     慮到安全的事情。若發生甚麼事情，學校的立場很麻煩。還是說學生那個 

     部分，不一定要學校要介入。 

明輝：跟他們(學生)討論，甚麼樣的方式，學校這邊不介入，就是基本上讓學生 

      去談。安全一定都會考量到，沒甚麼問題。像學生社團那種概念。 

孫老師：那就變成是...如果是這樣，就變成你們跟他們(學生)的事情。 

明輝：如果說只有考量到學校這邊的 

孫老師：這就跟我們原先在想的不一樣。原先在想是一個平台，這個平台式開放 

      性的。人家(案主)Pose 上去的是學生願意接受的，可是學校 Post 上去有 

      一定的規範。 

孫老師：就像我們團隊要出去要先經過徵選，才有品質保證。雙方都會害怕。 

      也有很多，餐廳、夜總會要找我們學校去。老師能不能替它答應，當然不 

      行。這事情很難界定去說怎樣的餐廳是可以，甚麼樣是不行的。 

明輝：所以老師也常接到這樣的邀請？ 

孫老師：像錢櫃我就會把它拒絕掉，雖然我知道學生很想。平台應該是，比較以

前在講四重奏去的。當初活動，如果說有固定的地方、人家小型演奏的地

方。那希望有長期這樣的節目，也很好，如果說是餐廳就要看是怎麼樣的

餐廳。如果是很暗的那種，沒辦法顧慮到學生安全的，我就會覺得不太合

適。 

鈺婕：台藝大名稱擺在甚麼位置，觀感會很重要。 

孫老師：那如果你們願意做的事情，你們私下找學生，學生願意，那個就不能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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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扯在一起。 

鈺婕：上次有說，有跟副校長提到，關於網站的部分。 

孫老師：有一個藝泉網，是學校本來就有的。他可以有各系所營運資料等。藝泉

網上面，我是不太了解它可以有甚麼功能，美術系他們可以把作品放上

去。你們的這計畫 ，基本上我們這裡沒有人力可以支援，我們是盡量幫

忙。可是基本上沒有多餘的人力可以做，你們也沒有經費可以支援，基

本上就是說我們大家配合著做。 

明輝：這個我們了解，所以會想說先把學生的興趣引起來，他自己本身想做可能

會是比較重要的，就算今年計畫結束，他還是會想做下去。 

孫老師：那是你們跟他們的事情，可是以學校的立場，應該是說我們希望幫學生

建造一個平台，有機會出去演出、有收入，可能這兩個角度是有點不太一

樣的。不曉得范老師你覺得呢? 

范老師：若是私底下其實意義不大。私底下，幫的只是這個幾個學生，但對學校

來講它不是持續的。其實對學校的合作，合作性質對你們來講意義可能不

見得是很大，當然可能對某幾個學生有一些幫助。 

鈺婕：所以剛說藝泉網是說，用這個來… 

孫老師：我們可以 post 一些東西上去。  

鈺婕：目前各系所都有在用嗎？ 

孫老師：目前美術系有在用，其他很少人用。 

范老師：平面跟動畫類比較多，表演類的不容易，因為要把它轉成電子檔有些困 

        難度，怎麼樣讓它。 

明輝：其實那個技術上是 ok 的，很多學生都會作。一個是說表演藝術現場聽到 

      的直接感受會比較強一點 

      我現在在想的是，開始幫學生從一個小時開始，核心去運作一個可能的合 

      作模式，如果一下子變成一個大的平台，就算學生進來，但需求還沒進 

      來。簡單講誰知道我們在表演甚麼，這個目前是沒有被看到的。 

      所以才想說一步一步，平台就跟在後面出來。以後搞不好會有很多商業表 

      演空間、餐廳，它有這樣的需求，就會知道來我們這邊看，有幾個場地可 

      以跟我們合作。他們如果想要挑甚麼樣的音樂組合，來這個音樂廳。他來 

      看的時候可以知道我要這個組合，這個組合表演的內容把它拍下來，放到 

      網路上去。那就是實境的表演空間的感覺，讓人家可以看到，就慢慢想要。 

孫老師：你們有人可以做嗎 

明輝：我可以來做，像這樣的平台大概要多少錢。其實不太需要甚麼成本 

范老師：像那樣的平台需要多少花費 

明輝：不用花費，你只要運用網路上資源。我們有實體的表演場地，知道去哪裡 

      聽，其實 facebook 就夠了，就可以讓大家知道他們在哪裡有表演。 

      若是影音的平台 facebook  +  youtube 就 ok 呵，最簡單的方式不需要 

      耗費自己架設一個網站，但它較重要的是裡面的運作機制要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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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說它有虛擬的，我在網路上可以看到他們(樂團)的表演，是表演，而 

      不是他們的練習，而是真的在實地的表演，像那些餐廳、那些商演，想要 

      看到的是實境效果，而不是他(樂團)演出多好。商演的部分是這樣，所以 

      想說先開始找一些商演空間，學生變成要習慣在商演空間狀況，一步一步 

      作，從小的開始作。我們就開始會有其他學生有興趣，那個平台才有意義， 

      學生才願意上來看、願意去外面表演。也才可以知道這樣的組合，可以找 

      到甚麼樣的業主、去哪裡表演。  

       如果一開始建一個平台，以台藝大的名字出去，自己壓力很大，老師壓 

       力也會很大。我的想法是這樣，策略上是這樣。 

孫老師：你的意思是以學生做一個出發點，甚至以後讓學生經營。 

明輝：學生經營，但其實是學校老師在後面支持，一直持續協助。 

      主體是學生，畢業的學生，以學生作主體去發展。 

孫老師：如果以學生做主體發展，就怕老師是沒有辦法去做掌握的。 

      基本是沒辦法，實際上是他們(學生)在處理事情，我們不知道，也沒有甚 

      麼規範。其實是以現在狀況，老師剛說的，學生都自己去接案。 

明輝：現在是有一個機會把學生引到以校方為主體作的平台機制，從外面被引進 

      來，從自己去接 case，變成有一個平台，幫它做審核、幫它篩選。 

      剛跟學生討論，他們說，系上助教常會接到一些表演的邀約，助教處理方 

      式，學生剛好來就 pass 給他，這某種程度透過學校，但沒有審核。 

      想說透過這方式，接下來的平台，老師可以知道這平台的運作，讓學生負 

      責經營的學生團隊，跟老師回報。有點像實習制度。 

孫老師：所以是以學生為主體的運行機制？ 

明輝：學生運作這個平台，有點像我們學校(政大)都有實習單位。廣播電視系， 

      電視台，它會有廣播電台、會有大學報，基本上都是老師在後面監督。學 

      生就算是自己做，每兩個月都要跟老師開會。老師就可以掌握學生在做甚 

      麼、掌握方向。 

孫老師：如果是學生會在做的事情，基本上學生會，它會有自己的管理的老師嗎。 

范老師：一般是這樣， 

明輝：像我們實習單位一定會有老師，沒有到實習單位那麼正式的概念。 

      還是一個非正式的團隊在經營這樣，現階段。像政大的實習單位，學校都 

      有提供資源、多少預算。 

孫老師：這模式跟原先設想完全不一樣的東西， 

      我們不太了解的是你們本來在做的橋接計畫，是希望兩個學校合作。 

      職場跟教育上的銜接？ 

明輝：橋接計畫沒有很明確的方向，比較大的目標是做產學合作，這個橋接計畫。    

     政大跟其他學校計畫合作。原本是團隊直接跟業界合作，工業製程開發的、 

     在做產品研發，直接跟業界合作，我們這組比較特殊是跟台藝大合作，變 

     成台藝大是我們的廠商， 台藝大裡面有很多元素，可以組成產業可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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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單講是這樣的邏輯。所以當初我們在想說，把台藝大的藝術或學 

     術，讓它有跟產業合作的機會，這是後來我們討論兩三次之後，有個初步 

     的定位出來。 

         所以我們的橋接計畫，是前導性計畫，並非正式計畫。，今年作一些 

     規畫，平台今年規劃，如果明年大的橋接計畫有下來，我們就可以去執行

這個平台。執行方式兩種可能：一種是經營團隊來這邊協助，另一種可能

是台藝大自己的經營團隊，而我們來支持。我們協助的過程裡面，讓台藝

大能有自己的產學合作計畫出來，那我們在從旁協助，基本上是這樣。 

         這幾次跟老師討論之後，在這裡，現階段沒有人，第二個是它沒有 

     經費，兩件事都沒有情況下，這情況會停掉。現在就是想說有沒有新的可 

     能性，學生他有意願的話，學生他想做，就會找時間出來去做，我們就來 

     找說有意願的地方，讓我們來實驗新的可能性，兩邊兜起來開始試。讓大 

     家知道，原來這件事情、這可能性還不錯，某種程度把台藝大音樂系的名 

     聲打出去，或許明年他就願意支援一個計畫，來讓校內的平台可以達成。 

         基本上，要建立平台其實某種程度需要學校支援，不是說我們說要做

就可以的，政大說要做也做不起來，因為台藝大這邊不見得覺得 ok。我這

邊的策略是，慢慢從小小的實驗概念開始做，慢慢去做一些 workshop、團

隊培訓，讓他們(學生)有一方面表演，也有經營的概念。 

孫老師：其實基本上我們講到這裡，你們在找一個模式，基本上找一組學生、兩 

       組學生來試試看這樣的模式，將來要弄平台。將來的合作是將來的事情。 

       基本上現在我們並沒有參與的立場跟需要。 

明輝：應該是有，而是說這過程裡面，學生的教學跟表演品質的教學整合。 

      以後平台是一樣的。 

孫老師：有一個矛盾是說，規範還沒由出來。我們也不希望學生可以用學校的名 

        字去任何地方。或是說變成是學校是倡導他們可以去哪裡，這我們沒有 

        辦法完全顧慮到它們安全的問題。這事情，我是有點擔心，譬如說在中 

        央圖書館-台北分館，每個禮拜都有演出，我覺得這也蠻好的。對社會 

        大眾，沒有安全性的問題。 

明輝：就要考慮它的經費來源，目前我們也遇到的困境。 

孫老師：這種也是有可能文建會會有經費贊助，是沒錯。 

 

明輝：我是覺得朝這個方向，也許學校比較合適來做，離我們來講的產學的概念 

      比較遠。但是表演場地有很多種類型，適合在甚麼樣樣的場地，也會分類 

      出來常常出去接的公關公司常打來，開幕、要去表演這種。 

孫老師：白天在公共場合都 ok，那個會有一個問題在於說。像剛才那樣講， 

明輝：那樣雖然賺得到錢，對它們來講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有一場是 5min，對於一個他(學生)學音樂的人，以後想以音樂表演為主 

      的表演者而言，他會覺得他沒有被尊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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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嘗試找一個、好幾個，以他們為主去表演。現在可能是學生不成

熟，但慢慢就會他有自信出來。對學生而言，我想做的是這件事情。現在

譬如說現在要去中央機關表演，譬如說要求是弦樂四重奏才要。 

       

孫老師：不一定，5分鐘這個事情。如果是重要的場合，重要的場合 5 分鐘我也 

      ok。學生觀念上需要建立，並不是一整場就是專業、 5 分鐘 就不是。 

      絕對不是這樣。 

          5 分鐘要考慮的是地點或酬勞。任何演出都要考慮，我們寧可去義

演，不賺一毛錢，也不要拿不該有的價錢。學生反正行情就是這樣，可是

以學校的立場，某些場合應該支持他可以去，會對他有所幫助。某些場合

我們沒有辦法去支持它，那個是 ok 的。事實上我們明明知道，它可能不

ok。學校出面怎麼禁止它去呢？ 

         這是我覺得比較矛盾困難的地方，你的部分模式這樣做是跟學校有

關。實驗性期間，基本上從學校開始有點說不過去，如果是找一個團隊去

嘗試，去試了有甚麼樣的成果，這跟學校就不太有有關，因為這樣的 case

其實辦公室就會收到 。只是說我們希望藉著這個平台、這個模式，音樂

系可以用、國樂系可以用，其他系所也可以用，那可能跟我們現在在講的

東西又不太一樣了。 

明輝：最後的結果還是一樣。只是現在像剛才講的，沒有人沒有資源的情 

      況下怎麼做，所以才會去想一個這樣的策略出來。因為到最後主要參與 

      的，還是這些表演者。他們(學生)要看到有可能性，才會參與。 

鈺婕：剛是有說，一個餐聽定點，每一個禮拜去一次。五六個團隊，打出說，台 

     藝大各式的學生各式組合，大家覺得是有吸引力的。 

明輝：吸引力在於說各種商演，我要去那邊看。他可能要 order 一個比較大的商 

      演的時候，他會想要先聽過。譬如說公司尾牙，大公司的晚會要先聽過。 

      提供一個場地，讓他可以先去聽。 

      譬如說市長官邸 ，可是我現在如果告訴他我有甚麼甚麼， 

對口人他第一個問我說，。一旦需要費用，且這個樂團他沒有聽過，沒有 

操作成功的例子，他就不要。對於這些複合式藝文空間的了解，常有接 

觸就是這個樣子。 

孫老師：除非，如果我們這個模式放在我們文創園區，目的就要變更，讓學生可 

       以去表演。 

明輝：但是要有經費支持。 

孫老師：那個餐廳一樣沒有？ 

明輝：餐廳會付費，他會付給學生。他願意付費，目前是這樣。如果文創園區願

意付費當然最好。 

孫老師：但它應該是沒錢。 

明輝：就是為了去解決個問題。初步成功模式，要被人家看到，要有人願意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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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願意表演。這很重要。這模式出來，它成功了，文創處校長就願意編 

     預算出來支持這件事情。 

     我們去開會，台北市區域文創，副校長也有去。 板橋新莊地區，以台藝大 

     為核心去發展。可是台藝大現在有甚麼，其實大家分不清楚，如果說願意 

     支持這樣的模式出來，文創園區有常態表演、拉到企業贊助三個月、六個 

     月，就有經費支持。那下次去跟台北縣作建議的時候，可以去台藝大看 

     不然就會被問那現在台藝大有甚麼，那你去文創園區看它有甚麼。看完之 

     後覺得好像不行，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多方資源都主打這個地區的發展，相 

     對我們也要進來協助你們。 

孫老師：其實這樣應該對學校直接有幫助，我們也比較安心的。 

明輝：當然但現階段文創園區那邊好像沒有太多資源可以支持這塊，所以我們在

外面也會開始跟這些業界去接觸，因為表演藝術最重要就是空間，空間願

意支持，它就有機會。所以其實學生那部分試著讓開始實驗性的運作，不

一定一開始就要很大，老實說他們恐怕也沒有能力。這事情一旦開始，就

可以找經營的地方，他一看就知道也可以去這些地方談。空間是一個，另

一個商演的平台，那都是現階段可以試試看的。 

孫老師：我還是很希望一開始的點，明亮安全。 

明輝：我們也希望，但這些地方通常都沒有經費支持 

孫老師：台北分館，之前一組北藝大的樂團，固定每個禮拜在那邊做演出。 

明輝：北藝大還有在那邊做嗎 

孫老師：沒有了 

明輝：因為基本上所以學生那部分我們就在想想看有沒有更適合的場地。 

鈺婕：如果有就太好了，要老師覺得放心的。 

明輝：不過說真的尋求經費支持這件事情比較難。 

孫老師：政大有這個計畫有沒有經費？ 

明輝：前導性計畫，他給的經費只有企畫的部分，不是一個正式計畫。 

      正式計畫就有這些經費，基本上以研究案為主體的。 

      當我們要去產學合作的，必須找到＂產＂願意提供資源進來，像其他專案

找到廠商願意跟你合作，機械設備、人力這些都是廠商出。學校老師則給

他製程上的協助、產品研發上的協助。大部分都是這樣合作。在我們這邊， 

因為沒有實際的產進來，所以變成台藝大這邊、政大，還要想辦法找一個 

產。沒有產，就打一些可能性的經營方式研擬出來，之後再看明年有沒有 

機會找到實際產業界支持。當然，我們這一塊比較困難。 

孫老師：我覺得可能多找幾個可能合適的地方，譬如說 Y17、圖書館、文化中心 

       等等。我在講的都是比較外面的地方。 

明輝：對，但是這些單位，他們的資源不見得比我們多。他甚至希望你跟他租場 

      地。也就是說這些場地，他不是我們說的產業界的人，跟我們一樣都屬於 

      文教系統，他們一樣沒有太多資源，除非已經談好一個比較大的合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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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譬如說文化中心去跟文建會申請一個專案 

孫老師：上次我們去亞東，其實像醫院也是一個可能的。那個就會比餐廳，讓學 

      生晚上去甚麼時回到家來得安全好。 

鈺婕：中山大學那有一個產學橋接中心。音樂系跟一個公司搭配，音樂治療的課 

      程。他們也是到客戶，好像是南科就一個公司 ，這樣的產學合作的上， 

      這也是可以嘗試。 

      因為我們這計劃跟一般產學合作，屬於商管橋接，商管在進入各種不同情 

      境的時候，可以提供在在產學合作中可以做的是甚麼，有別於一般產學的 

      不同。所以像到市場，我說以商管的角色，我們並沒有藝術這方面專業， 

      進到這個地方，藝術跟商管接在一起，走向產業界，可以有各種怎麼去做 

      的想法。因為這是一個國科會計畫，然後藝術這個部分，第一年的經費沒 

      有給多到可以支援。 

孫老師：以我們的立場配合你們，讓學校結果是有一個平台，對學生有幫助，經 

      由你們，團隊的宣傳會更好。除此之外，學校也不會給我們資源，能做 

      的有限。那我們要花很多時間來開會，一定要很確定知道學校最後扮演 

      的角色是甚麼。因為基本上如果說，是做對音樂系有幫助、對學校有幫 

      助、學生有幫助的事情，那我們願意做。如果只有對政大有幫助的話， 

      那角度就不一樣了。所以所有的事情，以學生安全發展做考量，大概就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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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07.13 音樂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7 月 13 日(星期二) 118:30~22:00 
地點：公館 River 餐廳 
出席者： 
 政大：陳明輝、張鈺婕、張芸華 
 台藝大音樂系學生：吉他四重奏、薩克斯風四重奏、弦樂四重奏、弦樂五重奏 
記錄：張芸華 

 

基本要項： 

• 時間：9點到 10 點半。（River 分下午茶，晚餐，9點之後宵夜場三時段），

宵夜場賣一些飲料，還有輕食，也可變小酒館形式，另收費到 12 點。表

演就是在 9點宵夜場開始到 10 點半，然後你們可以中間安排解說或是介

紹自己。 

• 期間：覺得週間比週末好，不要動用到假日，假日事情會比較多，有其他商

演 case 或是教學生。 

• 窗口：台藝大：桂如，政大：都先對陳明輝。 

• 空間：不用音響，直接用原音（古典吉他可能會太小，需要兩隻麥克風） 

• 安全：最好是十點半，最晚不要超過十一點，捷運可以搭就好。 

• 酬勞：餐廳長期固定式每週表演的價錢比較低（1000~2000/1 人），商演（婚

禮、開幕）case 比較高，4000~8000/1 人 1 場（超過兩小時，也會有彩排

時間等，等於那天時間賣給他，delay 也是） 

• 宣傳：部落格、親朋好友、網路 

 

一、媒和平台： 

陳明輝：我們想知道你們對於媒和平台以你們為核心可以有什麼可能性或想法？

我們的合作一開始因為台藝四重奏要出一張 CD，所以孫老師單純希望我們能夠

協助台藝四重奏行銷那張 CD，但是做這個找唱片公司自製就好，某種程度不需

要用到我們。所以我們也在想有沒有什麼其他新的可能性，現在慢慢演變為幫台

藝大建一個平台，希望這個平台可以協助學生到外面接案子，有可能分為虛擬與

實體，虛擬就是有一個網站平台，實體的是指當有人想要找表演者時，他必須先

實際的聽過你們的表演，才能確認他要找的人就是你。所以如果有一個像這間餐

廳的地方，能夠讓你們做常態性的表演，那就像流行音樂有 The Wall，女巫店，

河岸留言…等，大家會去那邊看有潛力的樂團或樂手，像國外古典音樂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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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類型的小酒館表演，但反而在台北沒有，所以想說有沒有可能在台北來嘗試

這樣的作法，就從我們自己開始來做做看。想聽聽看你們自己的想法？ 

 

1-1. 接商演的方式、場所、形式 

     一般接 case，看顧客的想法與預算，想要的樂器形式，有些想要吉他、弦

樂四重奏或是比較熱鬧的薩克斯風…之類的，若預算夠的話他就可以請很多。曲

目選擇方式，看場合，開曲目單給他們，大多是問顧客對情調的看法，是想要浪

漫一點還是他們覺得喜歡的什麼形式、感覺：安靜、吵的、舒服。 

大部分都是從孫老師那裡 pass case 來，問我們要不要，時間地點 ok，那我

們就去跟他們負責人接洽。老師幫忙接的比較多是：房子、新屋、別墅落成、樣

品屋開幕，設櫃、產品發表會，7-11 開幕，婚禮，東區貴婦百貨中庭，他們是

固定某個假日下午就會有不同樂器的演奏，因為我們團（薩克斯風）有考街頭藝

人的執照。百貨公司也是一直換樂團，就是讓大家喝下午茶或逛街的時候有音樂

可以聽。 

 

1.2 舉例：婚禮商演－以薩克斯風樂團經驗為例 

    覺得吹婚禮場很緊張，因為新人換很多種衣服，而所有人在吃飯，尤其是主

桌，就一直看著我們。 

    在來賓開始陸陸續續入場時就開始吹，然後在他們開始用餐，我們也又再開

始演奏，另外就是到了新人進場時，我們在把他們帶出來。大概來說就是分兩種，

一種叫婚禮進場，在帶新人進場時，或是賓客進場時候演奏，另外一種就是現場

演奏，在人家吃飯的時候演奏。也要看他們的預算，中間會休息，或是只有婚禮

的半場的形式，帶新人進場之後再吹個幾首大概就這麼結束。 

 

1-3 商演帶給學生的意義 

陳明輝：接洽案子或商演的場合，除了可以賺錢外，對你們而言還有什麼其他感 

        覺？ 

    以往正常形式都是我們站在上面演奏，觀眾在台下聽，但是商演的場合較多

是觀眾來來往往，也會有小孩跑到我們身邊就蹲在那瞪大眼睛看，流動率很高，

那接商演的 case 就可以訓練我們習慣這種場合。 

    我們要怎麼學著用我們的音樂去抓著流動的人們，讓他們停下來欣賞我們的

演出。在餐廳演出又不一樣，感覺是客人吃飯時的背景音樂，跟著食物在一起享

受。不管是商演或餐廳都是值得挑戰的。 

       

    吹婚禮，吹完一首曲子，都沒有感覺，也沒有掌聲，也沒有人理會你，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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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掌聲，就默默的吹下義守，像自己是伴唱帶的感覺，但因為這也不是為我

們特地舉辦的，他們來是要看那對新人，也不覺得這是什麼特別的表演，就覺得

是伴奏，所以也是有差。 

（會比較不想這種嗎？） 

    不會，能演出就是一種機會，學習像如果遇到這種演出沒有掌聲的情況，我

們要怎麼處理。沒差，都可以。在餐廳這裡表演還比較簡單，我們在那種婚宴場、

記者會表演會覺得難的地方，是要放下身段去跟客人互動，他們要的不見得是我

們技術高超，而是想要看我們表演，我們要有動作、花樣、眼神…等，就像女子

樂團一般，像 show 一般，而餐廳這邊則是一個很舒服的演奏環境。 

 

1-4 River 餐廳演出想法 

陳明輝：讓你們來這邊做演出，是希望像打棒球主場的概念，讓這裡變成你們幾

個四重奏樂團做常態性表演的地方，偶爾也邀請其他的團體來表演，那只要他們

想要看你們的演出，就來到這邊。不是像之前接婚禮場，因為人家結婚而去伴奏，

而聽的人也都不知道你們是誰，只是背景，那種只是去當人家背架（背景音樂）

的形式。而這裡則是會把你們的名字秀在門口、部落格上，讓來的人知道這裡在

什麼時候有誰演出，而來這間餐廳用餐看表演。但是又跟 the world、女巫店表

演的形式感覺又不一樣，而是我們就是在一個空間裡面，這空間是跟我們融在一

起的這種感覺。 

 

    薩克斯風在東吳開音樂會，主題是卡門，上半場是比較嚴肅的曲子，下半場

會以說故事的方式 run 每一首曲子，有主持人來說故事，時間兩個小時。我們其

他團員都是東吳的，因為我們八月要下南部表演，所以想說先試試看，下半場則

是比較輕鬆。 

 

陳明輝：常態演奏，頻率多久 ok?想讓你們組織起來像社團一般，有十個團，輪

到誰那個晚上就是他們的，並且要自己設計節目單，用餐與用餐之後的環境，最

多大約兩個小時。基本上音樂是以古典音樂為基礎的，因為河岸留言與女巫都在

附近，但是若一些流行音樂用你們這些古典樂器演奏，那也 ok，就是一些輕一

點的曲目。我們可能需要一個像社團組織一般的，確定有哪些成員、團體，有一

個窗口。 

 

    覺得大約一個團一個月一次，要做節目單的話我們才夠時間練曲子、編排曲

目、節目等，兩個小時是常的一件事。曲目要換新，要準備兩三禮拜，也要看什

麼曲目，只要不要說前一天臨時說要換曲目，事先知道練好都可以。 

1-5 對媒和平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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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明輝：變成我們自己來組織這樣的事情，看有哪些成員參加、有什麼組合、進

行方式，例如：加一些表演、曲風介紹（作曲人當時作曲的情境、為什麼會做這

首曲子、心情、以及自己演奏時候的心情與想樣，講出那時候生活的感覺，與自

己生活的感覺互相連在一起）等活動。大家才會有共鳴，知道為什麼表演是這樣、

曲風風格等。想要主打以我們這個團隊為主的樂團的知名度。 

 

竹君：老師有說提到這個平台，要讓學生可以填有意願的名單，但是老師要聽過，

如果要演出的話就是要真的準備好，看有什麼樣的組合，然後再透過室內樂上

課，或一個時間的甄選給老師聽，通過了就可以接受這樣的安排，要先甄選過。

老師覺得這樣子應該會有蠻多學生有意願。 

 

    薩克斯風組合已經組一個學期，有一定的默契，其中一位台藝大學生，另外

三位是其他校學生，應該也還是可以進入這樣的平台吧？！開學之後會有新的組

合，但是比較沒有把握。 

 

竹君：我們的心態要想說這不是接商演的 case，是一個固定的，只是開始大家

一起來做這個事情。之後要在做整合，發消息，讓有意願的人來填，要問老師，

這些人是要以修室內樂的名義才能近來，看老師想要用甄選方式，或是從室內樂

的課去聽？ 

 

陳明輝：我們把想要參加的人都找來，或是以我們今天聚會的人為主，試 run，

然後想要表演的人也要來聽，才能他們了解我們到底是怎麼做。若在這邊 run

的不錯，說不定在找第二個場，其他餐廳來合作，這樣才是構成一個平台，不會

只鎖在這而已，搞不好以後就有一個社團主之專門在運作這個平台，因為需要有

人在裡面不斷的活動，要一屆屆的傳遞下去。 

 

竹君：樂曲內容形式要跟別人不一樣，否則沒有特色，像一般接 case？ 

 

陳明輝：所以要想看怎麼區隔，而且也要說服我們，你們為什麼這樣選，特色也

很重要，每個團的都不同，像薩克斯風本來就很少看的到，很特別，但是像弦樂

四重奏就很常見。陳明輝：試 run 看看覺得 ok，平台做的起來，也有人願意負

責行政工作、網站工作等，那在多找幾團，以後可能會有不同型態，例如：固定

式餐廳的表演、商演，這就是經濟。另外一種，畢業團更成熟，成為職業團，也

需要一個經濟來處理這類事宜。團員要保持神祕感，不宜自已接洽。 

 

1-6 藝術經紀人與古典音樂產業 

陳明輝：流行音樂為什麼是個產業，因為他有很多經濟公司，支援系統有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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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可以認真表演，經濟公司協助去找市場在哪裡。所以我覺得需求是在的，

自己還是可以表演，只是有人要幫忙去做經紀人這件事。 

 

學弟：我們也很想做這件事，但是不知道要怎麼開始，而也我們表演型態也與流

行音樂不同，他們的市場很大，我們可能就侷限在一個小市場，很難做。 

但是要看市場有沒有需求，不是每個歌手都需要小提琴，都需要薩克斯風，所以

看市場的需求度才有經紀人存在的可能，如果市場很小，就不需要做這個，可能

一開始就有人想到這個，但考慮市場太小所以才沒人做，因為演奏家畢竟太少，

而且又大多都是外國過來的。 

 

陳明輝：也有可能跨域去做，像流行樂團有小提琴手，也是科班的，一旦有經紀

人出現，商業的可能性就出來，會努力的把樂者帶出去。 

 

二、音樂學習過程 

2.1 何時學習樂器，決定樂器？ 

• 薩克斯風：國小就學，慢慢練費活量。小時候不知道有什麼樂器，在徵管樂

團團員，想要參加，但是長笛豎笛都太多人學了，爸爸就幫我決定薩克斯

風，因為覺得要學就學一個最難的，爸爸以前在民歌西餐廳彈吉他。 

• 古典吉他：從國二開始學，堂弟想學吉他，因為叔叔在 yamaha 上班，會認

識很多老師，向他們推銷樂器，那叔叔就帶堂弟去淡水跟一個老師學，剛

好哪時候老師想要推廣古典吉他，所以不收學費，只要人到那邊上課就

好，那我聽了也就跟著跑去學，才開始學吉他。斷斷續續學到國三，那時

候為了考高中有斷， 

• 到了高中想要念音樂系，才把吉他當主修，中間有換過老師，考大學。 

• 小提琴：小三小四開始學，弦樂是比較難的樂器，大部分從小就開始，不管

是手的控制還是反應，要從小就去習慣，不可能管樂吹一吹，高中就去拉

小提琴，太強人所難，幾乎都是小學就開始接觸，除非你一輩子的目標就

是學一個樂器。 

• 吉他：小六開始，國中想要考音樂班，因為妹妹是音樂班的，但是我只有鋼

琴一像樂器，剛好遇到老師是主修吉他，跟我們說光仁音樂班有收吉他，

就叫我去那邊。 

2.2 音樂系之後出路 

 

    畢業後有些在教學生，有些想要出國念，考樂團，接 case，教學生與在樂

團（國家的樂團、職業樂團，但其實汰換率也很高，每年都重新甄選，只要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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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容易沒了）算比較穩定，大部分有些都會轉行，像是去賣保險與房子。工作

機會比較少，但是就是沒有這種環境。 

 

＊註：街頭藝人： 

   證照有分個人與團體，他們是一個團體考的，非個人，但因為是我進入之前

他們就考到了，所以我不太清楚情形。考照看耐力，一整天可以吹多少小時，因

為街頭藝人就是要站在那邊一直表演。申請與沒申請的差別，在於要在街頭表演

就一定要有那個證照。 

 

2-4 古典音樂特性 

    但是為什麼會覺得一般民眾會聽不懂古典音樂，是因為古典音樂比較不親

民，沒有那麼貼近生活，不知道我們站在那邊是在幹嘛，因為我們不像歐洲，古

典音樂就是像到處就可以聽到的平常音樂，但是台灣不是這個樣子，台灣就是喜

歡聽流行音樂，喜歡有人唱歌，喜歡有歌詞內容。因為覺得距離感。 

     

    就是有很多人即使它們花了一兩千元、三四千元去音樂廳，還是會睡著。因

為以中國古代音樂，例如：台南，做孔廟的時候，一樣有放那種中國古代夏商周

的音樂，一直錓、錓、錓那種，聽了一定會想睡覺，就是這意思，因為我們古典

音樂也是始於 16、17 世紀的音樂，已經有距離，但是他還是有歷史價值，所以

會被保留下來，是屬於歐洲那時代歷史、文化的一部分。 

有沒有想聽古典音樂的聽眾？ 

 

陳明輝：但你們一直在學，以後也會一輩子做這件事。文化不是停留在某一個時

代，是沒有聽眾還是說是因為我們把它界定在古典音樂？台南每天晚上在赤崁樓

前面固定一到五晚上七點開始都有表演，五十元進入赤崁樓的門票就可以去聽，

包含弦樂、四重奏等，就是融入在生活內，所以不會感覺聽不懂，就是音樂，喜

歡他的曲風、表達的感覺。 

         

    有一陣子台南表演廳的很好演出票房都不好，有人做一個結論是，這裡沒有

文化，沒有人聽這種音樂，但是其實不是，是因為他們每天都在聽，所以不會覺

得要特地花錢去那種表演聽聽。 

 

 

 

 



122 



123 

 
 

 

 

 

 



124 

 

 

 

 



125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專案： 

「台藝大之藝術成果商品化」 

99.9.6 音樂團隊會議記錄 

 

時間：99 年 9 月 6 日(星期一) 10:00~11:00 
地點：台藝大音樂系會議室 
出席者： 
  音樂系團隊：孫巧玲老師、學務處林志隆老師、黃圓媛、顏竹君、鄭雅安、 
            陳奕伶、劉紀宏 
  政大團隊：陳明輝、張鈺婕 
紀錄：張鈺婕 

 

※會議內容整理： 

一、跨領域課程的開設 

（1）對課程的規劃構想 

    由孫老師及明輝共同授課，以培育音樂經紀人為授課目標，講授音樂藝術行

銷等內容，設想來修課的同學未來可以從事經紀人的工作。 

    本學期因向校方提出開課申請的時間已過，因此這學期暫時無法執行，但希

望將來可以開設。 

 

二、建立平台 

（1）源起 

‧孫 sir：建構平台的構想，源於國科會的產學橋接計畫，與台藝大合作，將產

學合作的模式找出來，目前到這個點，我們認為建構平台對學生、對學校是有意

義的事，是我們願意做的，而政大負責他們研究的部分，看怎麼樣把它做好。 

 

‧明輝：這個產學計畫的其他子計畫都是直接找廠商合作，只有我們這個比較特

殊，是協助台藝大去和業界有一些連結，所以我們這個嘗試是比較新，大家都還

不知道要怎麼做，所以大家一起想。現在剛好是說，大家覺得這個平台是一個好

的機會點，那政大可以協助的是，平台的管理機制、內容、行銷可以怎麼做，協

助台藝大往業界的方向走出去，平台本身就是一個行銷平台，我們要讓它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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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做出來。如，工讀生是負責收集資訊，政大則是協助他們如何去處理內容，

不然的話，一般的網站都有點像資料庫，這種只要大家想好一個架構都可以做，

但要如何讓資料庫變成一個比較行銷導向的網站時，其實是需要一些協助的。 

 

（2）定位與目的 

‧這個平台是學校的，架在學務處下面，以學生為主軸，目標是讓學生在畢業前，

有較多的機會去接觸工作，作為就業前的實習平台，同時也希望學音樂、喜歡音

樂的人都可以來使用這個平台，會有很多資訊和機會在這個平台上，有知識、有

工作機會（包括教課、演出等）、有可以發表自己的機會…所以基本上它是開放

的，而放上平台的資訊則以台藝大的學生為主軸。 

 

‧目前先從音樂系做起，若這個形式是可行的，就可以延伸到台藝大的其他系。 

 

（3）名稱 

‧需要一個很炫的平台名稱，名稱如果出來的話，比較容易想像出平台的樣態。 

Ex.奕伶的 idea：取台藝大、音樂系之關鍵字，帶有雙關之意的「藝樂園」。 

 

（4）政大經驗 

‧明輝：政大長期以來都有在學生就業前的實習機制，在傳播學院有兩個，這不 

       是對外的，不是到外面公司實習，而是校內就有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由 

       一名助教帶著一群學生，以工讀的形式，是有編制的運作；有點像從社 

團開始，比如說一個助教帶著三個工讀生就開始了，不過它是比較明確 

的是以一個組織的型態來運作一個平台，那時候因為沒有網站，所以是 

從廣播當作一個工具，所以想說在音樂系也有可能有一個網站出來，就 

由助教帶著同學，同學若畢業也可以繼續傳下去，就像社團，也因為有 

工讀金，就可以維持幾個人員的正常運作。 

→孫 sir：台藝大以前也有，但都是負責的人這裡接那裡放，所以現在建立這個 

平台是希望它比較明確，今年是試辦，有工讀金支持，若辦的好就有可 

能繼續。 

→明輝：政大的電視台及電台也是這樣，都是第一年試辦，在這一年內就順便把 

這一年的營運計畫寫出來，接下來學校就同意成立實習單位，就這樣一 

步一步做出來。 

 

（5）平台內容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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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一個希望被多加利用的平台，目前有幾個規畫： 

（一）供給面－台藝大音樂系的人才備用 

先從學生團隊做起，目前學生的部分根據室內樂的修課同學，大約會有

20 個團隊，陸續可加入專兼任老師、校友的團隊。 

（二）需求面－有音樂演出或音樂教育需求的組織或個人 

（三）資訊提供－音樂人需要的知識及資訊（需要大量蒐集資料） 

      包括專業字典的連結、樂器公司名錄、競賽資訊、考試資訊、考古題、相 

      關網站連結、可申請經費補助的資訊，甚至固定請老師發表文章等等，想 

      像的到音樂人會需要的東西都可以放上去。 

 

（6）政大的角色 

‧明輝：政大的網路電視台和國藝會的一個跟文創有關的網站都是由我負責建置

的，都是以資料庫為基礎，就像剛剛討論的，有很多不同背景的資訊，但重點是，

以前的方式就是資料庫直接呈現在網路上，想看的人就自己去點選閱覽，但後來

做的方式，變成在資料庫前面的網站經營，會有很多銷的做法，比如說，文創的

那個網站，大概一、二個月會有電子報的發行，會有主題、從資料庫內篩選個案，

變成是「我推薦給你看」的方式，這樣慢慢的就比較會有效果出來，而不只是一

個資料庫在那裏，等著大家去用，這就和圖書館有一個區隔，只是說要有人去編

輯這件事情，比如說主題是什麼、本期要推薦的是什麼…。 

這些事情可能不是可以一下就上手的，政大團隊會在建置網站的過程與音樂

系負責平台的團隊密集開會、一起討論，架構、運作的制度、管理等方面政大團

隊比較清楚，但內容是音樂系團隊比較清楚，所以我們就是一起討論，政大團隊

可以協助的是在推的過程中可以做什麼事情，一起一步步把網站建起來。 

 

（7）分工 

 學生團隊資料的管理：竹君負責、雅安協助。 

 校友資源部分：雅安負責向校友會取得音樂系校友資料。 

 資訊蒐集：由音樂系的三位工讀生負責，由圓媛作管理，有需要時可定期和

老師討論。 

 網站建置之經費及網站廠商的推介：學務處。 

 政大團隊將協助平台建立管理機制、處理資料及平台的向外行銷推廣。 

 

（8）平台功能相關討論 

‧目的是去經營一個社群的概念，每個月可以有不同的 promo 動作，比如說這個

月推薦哪個樂團、或是這個月剛好誰在哪裡表演，就可以推到首頁上面，首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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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就會有這個月的活動。 

 

‧竹君：平台有一些實習，是就業前準備的機會，這是最主要的功能，要如何做？ 

→明輝：這個之前我們有搜尋到一個網站已經在做這個事情－台灣古典音樂網， 

       他就比較像分類廣告的概念，他也是提供這樣的服務，可是我們應該不 

       只是那樣，因為裡面主要的服務是以教學為主，就是哪裡有教學需求， 

       或是誰在教什麼，主要是這個，但是表演的部分就比較沒有。 

 

‧雅安：資訊提供的部分，如何選擇要放在平台上的樂器公司？ 

→明輝：像是台灣古典音樂網的做法，就是黃頁上搜尋看有哪些樂器公司就放上 

       去，那就是資料庫，可是若以經營社群的概念，反而是說有哪幾個樂器 

       公司大家比較熟的、服務品質比較好的，還可以去跟他談說，我們在這 

       個網上有你，所以如果是我們的學生去，你要提供更好的服務或之類 

       的…，類似這樣的做法，連結性會更強，所以可能在上面的樂器公司就 

       不會多，但都是我們需要的，這樣子的想法，就是我們有做篩選，大家 

       為什麼會來我們的網站，不是因為我們資料很豐富，而是因為他適用， 

       因為篩選過後的資訊才有用。 

→孫 sir：一開始還是要比較廣的去蒐集資料，然後再來篩選。 

→明輝：也可以從幾位老師比較熟悉的樂器公司先去想，其他的再加進來。 

→竹君：所以我們就可以去和比較熟、比較是用的資訊，然後去跟他們說，在這 

       個網頁上有你們，也許他們可能會說如果是透過這個網站，可以提供一 

       些優惠。 

→明輝：這些都有可能，這就是後續再談，就是先放上來之後，覺得彼此有互信 

       基礎，就可能我們的學生去會有優惠，或是辦活動他們就是主要的贊助 

       單位，那就是下一階段可以做的。 

 

（9）供給面-學生團隊 

‧孫 sir：所以現在第一個階段是先把資料放上去，像學生團隊的部分，在開學

後，室內樂修課的同學就要開一個課題，每個團要取一名字，然後自己對這個團

的介紹，希望讓人家看到什麼東西，這些都要放到網路上。 

 

‧明輝：每個團都要有自己的 Face book，因為平台上可能沒有辦法很快的幫每

一個團更新資訊，頂多就是樂團介紹、有一些最新動態，可是若要實際了解這個

最近在幹麻，還是要問他們自己。 

 

‧孫 sir：所以一個部分是樂團介紹-就是我們現在有的哪些團隊；一個部分是

他們所需要的資料，比如說要填什麼表格來申請、價格是怎麼樣，5 分鐘、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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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頭、一個鐘頭的演出各是多少錢。 

 

‧價格的部分，為避免團隊為爭取演出機會而削價競爭，因此要統一演出的基本

價格，可在平台公告一個學生、老師、校友的公定演出價碼，至於真正的價錢是

怎麼樣，就由他們自己去談，甚至哪個團決定這個月要有優惠，都可以放上平台

首頁。 

 

（10）需求面-有音樂演出或音樂教育需求的組織或個人 

‧鈺婕：若今天是需求方（如家長想替孩子找家教老師）要怎麼將需求放上平台？ 

→林 sir：網站可以設計，個人或企業經過註冊，就可以自己來這個平台 po 訊

息。 

→明輝：這樣的架構跟現在使用的 bbs 有什麼差別？只是一個讓資訊可以被看到 

       的平台，但並沒有任何保障。 

→林 sir：企業若來註冊，必須提供營業登記證，我們可以去經濟部查；若是個 

        人就要填生身分證等資料。 

→孫 sir：因為是學校，所以對於學生安全的部分就必須很小心，這些辦法都必 

        須要擬好放上平台。 

‧可先從企業、公家機關做起，透過 email 等方式宣傳平台，先主動讓企業知道

音樂系有這些樂團，他們若有需求就可以上來平台看，個人的話可能就要等以後

有配套再來做，一步一步來比較安全。 

 

‧如果有餐廳等的演出機會，由我們可以先去看過也 ok，甚至以後若有合作的

企業，就可經過研發處來簽約。 

 

（11）需求面的資訊揭露程度 

‧如果外校的學生也可以看到這些工作機會的資訊，可能就會有削價競爭的情

形，所以需要一個註冊程序，有註冊才可以看到訊息。 

 

‧或者是校外的人一樣是要註冊，然後必須經過我們審核過，由我們去管控、知

道他的實際資料。因為如果我們想要變成一個喜歡音樂或是音樂人都會來的平

台，勢必開放性要夠。 

→這樣會增加很大的工作量，因此目前先不打算這樣做。 

 

‧圓媛：關於「需求」的部分，我們還是可以將這些資訊公開在網路上，讓所有

人看到，差別是註冊後的學生，可以設定由系統主動寄 email 給他們，通知他們

有這些工作的機會，而若是外校的人，就必須要自己上網才能看到。所以對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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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生來說，經註冊後就有多一個管道來獲知工作機會的訊息。 

 

‧可設定在資訊經審核過、po 上平台後，由系統自動發信給有註冊的學生。 

 

（12）學校的介入程度 

‧在台藝大關於校外實習的部分是由研發處負責（與廠商簽約），課程則是由教

務處規畫。  

 

‧因為牽涉到安全的問題，平台初期只是提供資訊，尚不去負責中間的實際媒合， 

真的要做媒合時，可能就需要校務基金提供行政控管的費用。 

 

‧所以目前放上平台的資訊是沒有簽約的，基本上我們就是負責把資料放上平台， 

學生看了這些資訊如果有興趣，則必須自己去接洽，現階段這樣是比較好的。 

 

‧外面的單位來 po 訊息或是連絡學生的時候，學生可能會認為說，這是在學校

的網站公布的，應該是安全的，可是實際上學校並沒有審核這些外面的單位，因

此在網站上要寫得很清楚，在學生要註冊時，要擬一個辦法，讓他們知道目前是

沒有的，參加會員只是可以使用這些資訊，安全的部分要很慎重的自行考慮。 

 

‧明輝：這樣構想下的平台，比較不像對外公開的資訊平台，而是像俱樂部的經 

       營方式，裡面的人都是我們知道的人，就不會有不知道他是誰的情形。 

→林 sir：對，現階段這樣會比較安全。 

→明輝：要確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這會牽扯到我們在想後面的管理機制， 

        還有對外行銷對象的設計，針對大眾或是企業市場，都有不同做法。 

→孫 sir：這是學生畢業前的一個實習訓練，應該是朝這個方向去想，然後順便 

        做學校的老師、校友。 

→明輝：國藝會的網站也有提供這樣的功能，藝文團體可以將徵人需求 po 上去， 

       有興趣的人就會自己去應徵。 

       在美國有一所大學設立了一個網站，他是一個視訊平台，有錄音室，若     

       有音樂表演的，就去那邊表演，他就會送上網站去，後來就變成說，在 

       美國本土以外的樂團（地下樂團），若想進到美國市場，一定要到那個網 

       站曝光過後，人家才能確認說他是進到這個市場，但他很簡單。 

 

（13）後續待辦工作 

‧廠商主要是根據網站的架構（網站地圖）及後台的需求（有哪些功能）來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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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先將需求、內容先列出來給設計網頁的廠商，讓他們估價，再看學校有沒有

經費可以可做這個部分。 

‧音樂系： 

開學後室內樂所有的團隊要來開會，開完會看有哪些團要加入這個平台。 

要去設想這些團隊若要放到平台上，會需要哪些資料，如團名、想法、曲目…等。 

 

‧政大團隊： 

政大團隊會根據今天討論出來的需求，參考幾個相關網站，綜合出一個適當的版

本，大家再來討論，有哪些需求是沒有被放進來的，確定框架後就可以找廠商來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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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醫療智慧資本管理 

主持人：彭朱如 執行期間：2010年3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問題分析:  引進智慧資本導航分析技術(ICN)，分析醫院之資源管理問題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萬芳醫院             

 

一、計畫目標 

藉由引進Roos et al.(2005)等所提出之智慧資本導航分析技術(ICN)，以分析

醫院對於智慧資本資源運用之管理問題。主要目標如下： 

(一) 從管理實務切入，將醫院智慧資本予以分類，探討其內涵及組成要素與

細項。 

(二) 應用 ICN(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or)分析工具探討醫院智慧資本資源

之間的相互轉換情形，以分析資源之有效運用及管理情形。 

 

本專案中，商管學者團隊在專案中扮演之功能有二：一為諮詢與輔導(理論

知識傳播)，二為管理技術提供。 

 

二、執行架構 

執行架構共有下列步驟： 

步驟一：定義醫院智慧資本第一階層，包括：人力資本、組織資本、關係資本；

及其他傳統資源之實體資產及資金。 

步驟二：定義醫院智慧資本第二、三階層 

步驟三：確認醫院資源分類項目之適當性 

步驟四：確認醫院資源分類項目之重要性及相對比重 

步驟五：資源轉換分析，包括 IC 轉換矩陣、ICN 轉換圖、Effector Plot 圖。 

 

三、執行情形說明 

本專案以參考國內外有關智慧資本與醫院經營管理相關實務為出發點，並

廣泛地與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互動與接觸，探討合作醫院在智慧資本管理實務上

所遇到的問題，並與合作醫院之院長及高階主管密集互動討論。本計畫期間為3

月1日至12月31日，共十個月，至目前(10月31日)共八個月，執行情形及進度如

下： 

 於1~2月之間完成前置作業，共兩次與院長開會，第一次溝通專案內容及確

定方向。第二次針對醫院的智會資本分類進行討論。 

  於3月1日至3月31日發展及完成醫院智慧資本分類及細項，共有level 1五大

類，level 2有22項, level 3有52項。 

 於4月7日與院方高階主管共同討論智慧資本及傳統資源分類及各層級之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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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及適當性。 

 於4月23日回收有關資源分類適當性資料。 

 於5月12日與院方高階主管第二次會議，完成(1)分類適當性報告；(2)共同討

論比重衡量樹狀圖；(3)請主管評估資源轉換矩陣。 

 於5月30日完成資源重要性分析、擁有程度、及比重衡量樹狀圖。 

 於6月12日由院方主管完成資源轉換矩陣評估資料。 

 於6月12日至8月30日進行資源轉換分析。 

 於8月3 0日完成在Level1 及Level 2之ICN圖及Effector Plot圖形分析。 

 於8月3 0日至9月3 0日完成ICN資源管理分析報告。 

 於10月6日與院長個別討論會議，針對IC轉換矩陣分析、ICN轉換圖分析、

Effector Plot圖形分析、及分析報告做初步討論。 

 於10月18日與院方高階主管第三次會議，提出IC轉換矩陣分析、ICN轉換圖

分析、Effector Plot圖形分析，以及醫院對於資源運用之分析報告。 

 為瞭解ICN分析技術對於醫療產業應用之擴散效果，已定於11月11日針對全

國其他30家醫院之高階主管進行個案成果報告，並收集業界對於ICN分析技

術應用於醫療產業之相關意見。 

 

四、預期效益 

已達成下列成果： 

(1)建構醫院之智慧資本分類及項目。 

(2)建構醫院之智慧資本資源比重衡量樹狀圖。 

(3)提出醫院之智慧資本轉換矩陣、ICN轉換圖、及Effector Plot圖。 

(4)依資源轉換分析，提出醫院對於資源的投入、佈局與運用之分析報告。 

(5)分析醫院所遭遇之智慧資本管理相關實務問題，引進國外的分析技術，藉由

提供相關諮詢，協助醫院深度瞭解管理實務上運作的改善之處，並善用分析工

具，更有效運用及管理醫院的智慧資本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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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由於無形資產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重要來源，因此近年來，智慧資本管理受

到企業界的重視，特別是以知識密集為主要特性之相關產業，而醫療產業不但是

典型的知識密集產業，更是具有結合許多不同的專業共同提供服務等高度複雜性

的產業，在提供醫療服務的創價過程中，如何匯集並善用各項智慧資本資源，則

是醫療管理者的重要課題。本專案藉由參考國內外有關智慧資本與醫院經營管理

相關實務為出發點，並廣泛地與醫療相關從業人員互動與接觸，探討合作醫院在

智慧資本管理實務上所遇到的問題，藉由引進Roos et al.(2005)等所提出之智慧資

本轉換分析技術(ICN)，以建構一套適用於醫院的智慧資本管理方法。主要目標

如下： 

(一) 從管理實務切入，將醫院智慧資本予以分類，探討其內涵及組成要素與

細項。 

(二) 應用 ICN(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or)分析工具探討醫院智慧資本之間

的相互轉換情形，以分析智慧資本資源之有效運用及管理情形。 

 

本專案中，商管學者團隊在專案中扮演之功能有二：一為諮詢與輔導(理論知識

傳播)，二為管理技術提供。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組織擁有資源並不代表能從中創造價值，除非資源能被有效率的佈署

並置於有效的轉換結構中。而智慧資本管理係從利害關係人的觀點檢視資

源的佈局、管理和轉換，以達到組織創造價值的極大化(Roos et al., 2005)。

為了連結資源轉換及智慧資本觀點，Roos and Roos (1997)提出「智慧資本導

航(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or, ICN)」，強調經由有形與無形資源的項目確

認、重要性衡量及其比重及轉換，以創造價值為其策略目的。ICN 是一種量

化及視覺化的方式，有助於管理者如何在組織中佈局資源以創造價值。Roos 

et al. (2005)進一步精鍊 ICN 之應用，主張 ICN 主要在於針對從一個資源轉

換到另一個資源之確認，因此在轉換成具體圖像前，先由五項資本(含三類

智慧資本及傳統資源之貨幣資本及實體資產)形成轉換矩陣（IC Matrix），描

述每一項資源轉換到其他資源的情形；接著藉由分析工具描繪出 ICN 轉換

圖及 Effector Plot 圖，由 ICN 轉換圖呈現資源分佈的比重及資源彼此轉換的

多寡，由Effector Plot圖呈現出資源比重的順序，及資源落於「價值來源(value 

sources)」或「價值沉沒(value sinks)」的情形，而其中「價值來源」即為轉

出多於轉入；相反的，「價值沉沒」則為轉入多於轉出。因此 ICN 描繪出資

源間互相之轉換及影響，協助管理者將整體圖形及邏輯運用於組織的資源

佈局、轉換及管理。 

 

(二) 研究方法 

包含執行詳細流程圖與說明、專案對象選擇標準 

本專案利用 Roos et al.(2005)所發展之 ICN (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or)

作為分析智慧資本轉換的工具，以下說明 ICN 進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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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確認醫院資源分類及項目 

本計畫以 Roos et al. (2005) 對廣義的資源分類觀點，除了人力資本、組

織資本及關係資本等三項智慧資本資源以外，也將傳統資源納入包括實體資產及

資金，此層級定義為第一層(Level 1)，共有人力資本、組織資本、關係資本、

實體資產、金融資本等五大類。進而參酌醫療產業管理實務，將醫院智慧資本第

一階層的五大分類加以發展細項，擴大成為二十二項要素，此階層定義為醫院資

源第二階層 Level 2。其中，人力資本有六項包括董事會、高階管理、醫師、醫

療人員、行政及其他人員、志工等；組織資本有六項包括聲譽形象、策略及行銷

管理、創新與學習、流程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科技等；關係資本有六項包括政

府關係、顧客關係、與專業團體關係、與外部影響者關係、與合作機構關係等；

實體資產包括儀器設備、建物及週邊設備、土地區位等三項，金融資本則為資金

一項。延續第二階層的二十二項要素，再細分到第三階層 Level 3 共 53 項。 

 

步驟二：醫院資源分類之適當性分析 

    此部份透過醫院的臨床及行政相關高階主管，請其協助確認醫院的智慧資

本內涵及要素，並進行適當性分析及重要性分析。下圖 1 為醫院在 Level 2 之 22

項資源分類適當性分析。至於詳細有關八位主管對於 Level 3 之 53 項資源之適當

性及重要性評估分數如附錄一所示。 

 
圖 1：Level 2 資源分類適當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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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醫院資源相對比重衡量 

相對比重衡量方式由，之所有資源項目加總為 100%相對分配給各項資本。

以 Level 1 及 Level 2 發展資源比重衡量樹狀圖，由主管依據經驗做比重配分，

將醫院資源在 level  2 所有資源重要性加總之總數為 100%，分配各資源項目之

重要性數值，圖 2 為八位主管之相對重要性評估分析，由其平均值形成醫院資源

相對重要性樹狀圖如圖 3 所示。 

 

 
圖 2：各主管之資源相對重要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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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Level 2 資源相對比重樹狀圖 

 

步驟四、資源轉換矩陣 

資源轉換矩陣係分析 Level 2 的資源轉出，作法是請每位主管評估 22 項資

源分別轉換到 Level 2 之 22 項資源數值，而每項資源轉出到所有 22 項資源之

總和為 100%，填入資源轉換矩陣表如附件四，在 Level 1 之轉換矩陣表如附件

一。 

 

步驟五、資源 ICN 轉換圖及 Effector Plot 圖形分析 

ICN 轉換圖係將資源之轉換分數利用箭頭及其線條之粗細，表達出由某項

資源轉換至他項資源之大小，成為 ICN 圖形(如附件三、六、八、十)。Effector 

Plot 圖係依據各項資源之重要性及轉出與轉入之間的比例（Effector），標示在

圖上的位置(如附件二、附件五)，藉此判斷各項資源為價值來源(value source)

或價值沉沒(value sink)，以分析組織對於資源的投入、佈局與運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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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結果 

根據執行概念以及研究方法，詳細描述專案執行過程、專案成果。其中，請

加以說明以下內容：（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

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

解決方案 

本專案之目的在於協助醫院分析資源管理之問題，透過 ICN 分析來說

明醫院投入許多不同的資源，其資源如何運用管理，並依據分析結果提出相

關的建議。對於醫院資源管理主要有三個問題： 

(1)哪些資源是創造價值的來源? 哪些資源的投入比所產生的貢獻較少? 

(2)各項資源彼此間如何轉換以創造價值?  

(3)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地方? 

相關的ICN分析圖形及轉換矩陣表如附件一至附件十。以下說明各項問

題之分析與相關建議。 

 

問題一： 哪些資源是創造價值的來源? 哪些資源的投入比所產生的貢獻較少? 

首先請參考附件一之 ICN在 Level 1之轉換矩陣表，附件二在 Level 1 之 ICN 

Effector Plot 圖，附件四為 ICN 在 Level 2 之轉換矩陣表，附件六為 Level 2 之 ICN 

Effector Plot 圖，據此整理出表一為各項資源在 Level 1 及 Leve2 之比重，表二

為資源轉出與轉入之平衡性，依據以上圖表分析結果如下： 

 

一、在 Level 1 部份： 

1. 人力資本最重要，也是價值創造的來源，顯示人力資本之運用是有效的。 

2. 實體設備及資金之重要性相對於組織或關係資本低，但卻是價值創造的來

源，顯示對於實體設備及資金能有效運用。 

3. 組織資本雖為 value sink，即轉入多於轉出，但 effetor 比值接近 1 (0.934)，雖

然顯示對資源之運用尚可，不過組織資本的比重(23.1%)僅次於人力資本，建

議再善用組織資本，以強化組織資本所能創造的價值。 

4. 關係資本的重要性(13.9%)雖然僅高於資金，但卻是所有資源項目中轉出與轉

入之差距最大的(0.85)，顯示醫院投入資源在經營關係資本，但從關係資本所

獲得對醫院他項資源的浥注則相對較少，顯示醫院可再加強對關係資本的運

用。 

 

二、在 Level 2 部份： 

1.人力資本中，醫師、醫療人員、及高階管理是價值創造的來源。雖然是 Value 

source，但應注意對這些資源的持續投資，以免因過度使用而耗竭。 

2.但志工與董事會則是 value sink，其轉出與轉入之比值(effector)僅比四項關係資

本及一項組織資本為高，但比其他所有 level 2 資源為低。 

3.六項關係資本中，有四項為 value sink，合作廠商、專業團體、供應商、與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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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該資源之轉出與轉入之差距很大(<0.35)，顯示醫院在這些資源的投入

較多，但從這些關係資本所獲得的價值相對少，因此醫院應再評估對這四項

關係資本的投入，並持續監控這些資源是否發揮作用，創造更多價值。 

4.組織資本中的策略與行銷一項也是 value sink，即轉入多於轉出，顯示醫院對於

策略與行銷所投入的資源尚未發揮很大的作用，可再強化該項資源所能創造

的價值。 

5. 實體設備中的儀器設備以及資金是價值創造的來源，顯示對於實體設備及資

金能有效運用。另外醫院對於建物及周邊設施所投入的資源，與該項資源所

能創造的價值是相當的 

 

表 1：Level 1 及 Leve2 之資源比重 

 Level 1 Level 2 

比重 人力 32.54% 

組織 23.1% 

實體設備 16.9% 

關係 13.9% 

資金 13.8% 

資金 13.8% 

醫師 11% 

儀器設備 8.4% 

醫療人員 6.9% 

高階管理 5.8% 

建物 4.9% 

顧客關係 4.7% 

流程管理 4.5% 

聲譽形象 4.4% 

創新學習 4% 

 

表 2：資源轉出與轉入之平衡性分析 

 Level 1 Level 2 

Value source 

轉出>轉入 

Effector >1 

 

人力資本: 1.025   

實體資本: 1.054 

資金: 1.613 

 

人力資本: 醫師 1.3 

醫療人員 1.14 

高階管理 1.07     

實體資本: 儀器設備 1.21 

建物 1.0 (轉出=轉入) 

資金: 1.61 

Value sink 

轉入>轉出 

Effector <1 

 

組織資本: 0.934 

關係資本: 0.854 

關係資本：合作廠商 0.32 

專業團體 0.32 

供應商 0.33 

外部機構 0.34 

策略與行銷 0.62 

志工 0.66 

董事會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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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各項資源彼此間如何轉換以創造價值? 

附件三及附件六呈現 Level 1 及 Level 2 之 ICN 轉換圖，表三彙整兩兩資源

彼此間轉換的對稱性，依據以上圖表分析結果如下： 

 

1. 人力資本對組織資本的貢獻雖然稍高於組織對人力的貢獻，但兩者之間的轉

出轉入還算對稱(1.18)。 

2. 關係資本無法為其他資源創造更多價值，人力資本投入於經營關係資本則大

過於關係資本對人力資本的回饋，呈現不對稱情形(1.82)，而組織資本投入於

經營關係資本也是大過於關係資本對組織資本的回饋，呈現不對稱情形

(1.48)，顯示醫院投入運用人力與組織資本在建立關係資本，但從關係所得到

的益處卻相對很少，因此醫院可思考關係資本如何能創造更多對人力資本或

對組織資本的貢獻。 

3. 實體設備及資金的投入，都對人力、組織及關係資本有所貢獻，顯示醫院能

善用傳統資源以強化智慧資本，但相對地，智慧資本的運用尚可再更進一步

發揮作用，以創造更多實體資本價值及資金。 

 

表 3：資源轉換之對稱性 Level 1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設備 資金 

H–O：接近對稱 

H→O＞O→H 

10.43>8.83 

(1.18) 

 

H–R：不對稱 

H→R＞R→H 

7.42>4.07 (1.82) 

 

 

 

 

 

 

O–R：稍不對稱 

O→R＞R→O 

5.20>3.51 (1.48) 

 P–H：稍不對稱 

P→H＞H→P 

3.88>2.55 

(1.52) 

 

P–O：不對稱 

P→O＞O→P 

3.26>1.47 

(2.21) 

 

P–R：不對稱 

P→R＞R→P 

3.09>1.02 

(3.03) 

 

 

M–H：不對稱 

M→H＞H→M 

4.485>1.532(2.93) 

 

M–O：不對稱 

M→O＞O→M 

2.67>0.53(5.04) 

 

M–R：不對稱 

M→R＞R→M 

1.21>0.51(2.37)  

 

M–P：不對稱 

M→P＞P→M 

4.31>1.4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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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地方? 

附件七至附件十呈現分別從 Level 1 轉到 Level 2，以及從 Level 2 轉到 Level 

1 之 ICN 轉換矩陣及轉換圖，顯示在兩個層次的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其他資源

上面，為他項資源創造價值，依據以上圖表分析結果如下： 

 

一、Level 1 的資源運用(從 Level 1 轉到 Level 2): 

1. 人力資本為價值創造來源，主要運用在提高醫師及醫療人員能力、建立聲譽、

強化流程管理、以及建立顧客關係，其次為投入在高階管理及行政人員或志

工的人力，以及建構創新能力、強化財務管理、及策略行銷能力，建立與專

業團體及政府之間的關係，提高儀器設備水準，並帶進更多金融資本。 

1. 實體資產為價值創造來源，主要運用於提高醫院的儀器設備水準、改善建物

及週邊設施，創造資金收入，以及強化醫師的醫療專業服務。 

2. 資金也是價值創造的來源，主要運用於回饋董事會(學校)，購買儀器設備，

及改善建物及周邊設施。相對上，較少運用於強化人力資本、組織資本、及

關係資本等智慧資本方面。 

3. 組織資本為 Value sink，主要運用在增強化高階管理、行政人員、醫師、醫療

人員等人力資的質與量，並提高醫院在資訊管理、創新學習、財務管理、流

程管理、及策略與行銷之組織能力，同時也運用於建立顧客關係，以及與供

應商與合作廠商之關係。 

4. 關係資本是 value sink，除了投入於建立與政府之關係以外，些微對醫院的聲

譽、吸引優秀醫師等有所助益，但對其他資源的貢獻相對非常少。 

 

二、Level 2 的資源運用(從 Level 2 轉到 Level 1 & 2): 

1. 在 level 2 有五項資源為Value source(effector>1)，首先從這五項資源依序來看： 

(1)資金(effector= 1.61)對五大類皆有所貢獻，主要運用於建構人力資本(回饋董

事會為主，其次為高階管理及醫師人力)、改善實體資產(設備、建物、土地)，

其次為強化組織資本(財務管理、創新學習、策略與行銷能力)、最後為經營

關係資本(政府關係及供應商，投入在顧客關係最低)，當然也為醫院帶進金

融資本。 

(2)醫師(effector=1.3)主要投入於強化組織能力(建立醫院聲譽、建全財務管理)、

提高人力資本(吸引更多醫師及醫療人員)、及累積醫院的關係資本(顧客關

係、與專業醫事團體關係)。 

(3)儀器設備(effector=1.21) 對五大類皆有所貢獻，主要運用於輔助人力資本(醫

師及醫療人員)發揮功能、其次為強化組織資本(資訊管理)、累積關係資本

(吸引顧客)，增強實體資產(設備、建物)，當然也為醫院帶進金融資本。 

(4)醫療人員(effector=1.14)主要投入於提高人力資本(吸引更多醫療人員、協助

醫師作業)、強化組織能力(強化流程管理、醫院聲譽)、及累積醫院的關係

資本(顧客關係)。 

(5)高階管理(effector=1.07)也是投入於強化組織能力(策略與行銷能力、創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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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能力)、提高人力資本(高階管理)、及累積醫院的關係資本(政府關係)。     

 

2. 建物及週周邊設施(effector=1)的投入主要都是在改善應體設備，除了對於組織

資本中的流程管理，及吸引顧客關係有些微的貢獻，對於其他資源所創造的

價值相對非常少。 

 

3. 有幾項資源雖為 Value sink, 但仍對其他資源有所貢獻： 

(1) 顧客關係有助於提高醫院聲譽及醫師的口碑，帶來更多顧客，強化醫院

的策略及行銷能力，並吸引志工加入醫院的服務行列。 

(2) 流程管理有助於提高行政人力素質，促進創新學習，強化財務管理及資

訊管理，以及供應商關係管理。 

(3) 醫院聲譽有助於提高醫師專業形象，提升高階團隊信服力，吸引更多醫

師及醫療行政人力，提高董事會(學校)形象、吸引顧客。 

(4) 創新學習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流程管理、財務管理、策略行銷、創新學

習)，及提升高階管理、行政人員、及醫療人員能力。 

(5) 資訊管理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資訊管理、流程管理、財務管理、創新學

習)，及提升行政人員能力。 

(6) 財務管理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創新學習)，提升

高階管理及行政人員能力，以及供應商關係管理。 

(7) 策略及行銷管理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之策略行銷及創新學習能力，以及

對合作廠商之關係管理。但並未能建立更多關係資本(如顧客)，吸引更

多人力資本，或提高醫院聲譽。 

(8) 行政人員主要投入於強化組織能力(流程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創

新學習、策略行銷、聲譽)，提升行政人員能力、建立顧客關係，對於高

階管理、醫師、醫療人員之價值創造相對很少。 

(9) 志工可吸引更多志工加入，建立醫院與外部影響者(如社區)之關係。 

(10) 政府關係有助於提高董事會及高階管理形象，並可建立或強化更多政府

關係。 

有幾項資源為Value sink, 對其他資源所能創造的價值很少：專業團體、

供應商、外部機構、合作廠商。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專案在未來是否將會持續進行?規劃為何? 

本專案在未來可能持續進行，主要的方向有四： 

1. 本專案透過ICN分析提出醫院在資源管理上的問題，並向參與之院方八

位主管提出報告之後，院方要求進一步在主管會議對全院主管提出報

告。在分析報告中雖有提出相關建議方向，但未展開具體的改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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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因此院方期望能在下一階段以三個月~半年期間，動員院內更多

高階主管參與，共同提出具體的資源管理改善行動方案。 

2. 另外，由於資源管理涉及醫院的策略制定，因此規劃進一步結合醫院之

策略制定，提出未來策略計畫所需配合之資源佈局，並進一步探討現

狀與達成未來策略之間對於資源需求的差異，以進一步針對弱勢及不

足之處，展開策略制定與資源強化工作。 

3. 由於目前所發展出的資源分類之衡量係以主管的主觀評估進行分析，雖

然有助於醫院資源管理的佈局，但因許多項目較難以量化指標衡量，

預計未來將進一步發展出各資源分類項目所對應的量化指標，進行智

慧資本之評價。 

4. 由於配合醫院所屬集團中另有一家醫管顧問公司，未來規劃透過萬芳醫

院高階管理團隊與醫管顧問公司結合，共同引進ICN分析方法，輔導其

他醫院建構智慧資本管理制度。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以下專案執行差異說明如表4所示。 

 

表4：專案執行差異說明表 

工作項目 預期進度 實際達成情形 差異說明 

前置作業、與院

長溝通專案方

向及內容 

2010/ 1~2月 

 

已於1~2月之間完成前置作

業，共兩次與院長開會，第一

次溝通專案內容及確定方

向。第二次針對醫院的智會資

本分類進行討論。 

已達成預

定進度 

發展醫院智慧

資本初步分類

及各層級之細

項  

3/1~3/31 已初步完成醫院智慧資本分

類及細項，共有level 1五大

類，level 2有22項, level 3

有52項。 

已達成預

定進度 

與醫院高階主

管共同確認智

慧資本分類及

各層級之細項 

4/1~4/30 1.已於4/7與院方高階主管第

一次會議共同討論智慧資本

分類及各層級之細項及適當

性 

2.於4/23回收資料進行分析 

已達成預

定進度 

由院方高階主

管完成智慧資

本資源比重衡

量樹狀圖 

5/1~5/31 已於5/12與院方高階主管第

二次會議 

1. 提出分類適當性報告 

2. 共同討論比重衡量樹狀

圖 

3. 完成智慧資本資源比重

及重要性分析 

已達成預

定進度 

Level 2的 IC 6/1~6/30 已收集院方高階主管轉換矩 已達成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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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矩陣分析  陣數據並完成轉換矩陣數據

統計分析  
定進度 

ICN轉換圖分析  
7/1~7/31 已完成ICN轉換矩陣及ICN 圖  已達成預

定進度 

Effector Plot

圖形分析  

8/1~8/31 已完成Effector Plot 圖  已達成預

定進度 

依資源轉換分

析，提出醫院對

於資源的投

入、佈局與運用

之分析報告  

9/1~9/30 已與院方高階主管安排10/18

會議提出分析報告  

 

 

已達成預

定進度 

 

分析報告討論

與修正 

10/1~10/31 已於10/18與院方高階主管第

三次會議 
已達成預

定進度 

結案報告及成

果報告撰寫 

11/1~12/31 已完成 已達成預

定進度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本專案中，商管學者團隊在專案中扮演之功能有二：一為諮詢與輔導(理

論知識傳播)，二為管理技術提供。 

在管理技術提供方面，本專案引進ICN分析技術，協助醫院進行資源管

理分析，在諮詢與輔導，本專案依ICN各項圖表結果作成分析報告，在多此

與院方主管的討論會議中，針對智慧資本管理的相關理論知識提出報告，並

針對主管所提出的資源管理問題提供諮詢服務，因此本專案中，商管學者對

於以上兩項角色功能均善盡職責。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專案之個案公司萬芳醫院，在院長高度的支持下，醫院之高階主管

全力配合，院方動員參與的高階主管包括院長、醫務部主任、護理部主任、

教學研究部主任、總務室主任、人資室主任、社工室主任、及秘書室主任祕

書。各主任對於期間所需進行之評估及提供的資料均全力配合。期間共有三

次與院方高階主管之討論會議，三次與院長之個別討論會議。本計畫期間為

3月1日至12月31日，共十個月，至目前(10月31日)共八個月，雙方合作模式

及執行進度如下： 

 

 於1~2月之間完成前置作業，共兩次與院長開會，第一次溝通專案內容及

確定方向。第二次針對醫院的智會資本分類進行討論。 

  於3月1日至3月31日發展及完成醫院智慧資本分類及細項，共有level 1

五大類，level 2有22項, level 3有52項。 

 於4月7日與院方高階主管共同討論智慧資本及傳統資源分類及各層級之

細項及適當性。 

 於4月23日回收有關資源分類適當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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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5月12日與院方高階主管第二次會議，完成(1)分類適當性報告；(2)共

同討論比重衡量樹狀圖；(3)請主管評估資源轉換矩陣。 

 於5月30日完成資源重要性分析、擁有程度、及比重衡量樹狀圖。 

 於6月12日由院方主管完成資源轉換矩陣評估資料。 

 於6月12日至8月30日進行資源轉換分析。 

 於8月3 0日完成在Level1 及Level 2之ICN圖及Effector Plot圖形分析。 

 於8月3 0日至9月3 0日完成ICN資源管理分析報告。 

 於10月6日與院長個別討論會議，針對IC轉換矩陣分析、ICN轉換圖分

析、Effector Plot圖形分析、及分析報告做初步討論。 

 於10月18日與院方高階主管第三次會議，提出IC轉換矩陣分析、ICN轉

換圖分析、Effector Plot圖形分析，以及醫院對於資源運用之分析報告。 

 

(八) 人力投入配置 

以下人力投入配置說明如表5所示。此表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為：在

10~12月份三個月，增加聘用博士生研究助理一名，協助資料整理與分析。 

 

表5：人力投入配置說明表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彭朱如 主持人 
8 

(    10    ) 

計畫內容與方向確定、實務管

理問題探討與分析、提供管理

技術、協助管理技術分析與應

用、提供諮詢、訪談與參與會

議、報告撰寫 

林宜樺 研究助理 
8 

(   10    ) 

會議時間協調安排、各項聯絡

工作、協助資料整理、會議紀

錄整理、其他庶務工作 

陳柏元 研究助理 
1 

(   3    ) 
協助資料整理與分析 

 

(九) 經費動支表 

以下經費動支說明如表6所示。與原專案規劃差異在於：計劃人事費增

加三個月博士生研究助理，共24000元，其他原本經費均依原專案規劃執行。

由於尚有11及12月份，預計所有經費可全數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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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

業
務
費 

(1)人事費 84,000 84,000 100% 
 

(2)耗材雜項費 30,000  30,884 100%   

2.差旅費 0 0 0%  

3.管理費 0 0 0%  

4.研究設備費 0 0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伸) 0 0 0%  

小計 0 0 0%  

二、資本支出 0 0 0%  

小計 0  %  

合計金額 114,000  114,884  100%   

註:以上經費已全數執行完畢。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請依照（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

展之情形、（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類，

請放在 ( 5 )其他 

本專案目的在於引進管理技術，分析醫院之資源管理問題，由於本專案的配

合對象為醫院，不同於一般的營利企業，醫院的目標並非在創造利潤極大化，加

上國內全民健保總額預算制度之實施，醫院的營運重點在於提高效率、成本控

制、提高醫療品質及醫療服務水準，因此本專案的目的在於協助醫院檢視資源的

運用及管理問題，透過分析工具的導入，讓醫院管理者更清楚瞭解資源管理上的

問題，因此在量化成果方面，主要以投入面及過程面的指標來衡量，如對於參與

問題分析的人力投入及合作過程，在產出面，則以質化成果加以說明，如產生之

分析圖表及報告。以下說明量化及質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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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量化成果表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計畫人員投入總時數 177 hours  

 
(1) IC 分類整理 4 weeks(每天約 2 

hours 一週 5 天) 4 週共 40 時  

(2) IC 轉換矩陣形成(每天約 2 hours 

一週 5 天) 4 週共 40 時  

(3) 與院方討論時數 14+5=19 hours 

(含會議、面對面及電話討論)  

(4) 資料整理 16+8=24 hours 

(5) ICN 圖資料整理及分析 (每天約 2 

hours 一週 3 天) 4 週共 24 hours  

(6) Effector Plot 圖資料整理及分析

(每天約 2 hours 一週 3 天) 4 週共 24 

hours  

(7) ICN 分析報告 ((每天約 5 hours 

共 6 天)共 30 hours 

與院方開會討論次數

及總時數 

6 次 

14 hours 

共 3 次與院長個別會議及 3 次高階主

管會議 (如附錄四會議記錄) 

院方參與之高階主管

人數及人次 

9 人(30 人次) 院長、醫務部主任、護理部主任、教

學研究部主任、總務室主任、人資室

主任、社工室主任、及秘書室主任祕

書 

各主管參與此活動之

總時數 

86 hours  

 
(1)會議投入時數: 14 hours  

(2)資料填寫時間:適當性及比重圖 

18+18=36(平均每人 2 hours)  

(3)ICN矩陣填寫時間 9*4=36 (平均每

人 4 hours)  

合計 277 hours  

 

 (二) 質化成果  

請描述未能以量化具體呈現之成果，並說明其效益及貢獻。並請依照（1）專案

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3）

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類，請放在 ( 5 )其

他。 

表8：質化成果表 

形成之智慧資本分類層次及數目 完成分類及細項，共有

level 1 五大類，level 2

有 22項, level 3有 53

項。 

如附錄一 

已完成智慧資本資源比重及重要

性分析 

完成分析表格 如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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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 ICN分析報告 完成分析報告及分析圖

表 

並於 10月 18日向醫院

主管進行報告 

附錄三 

附件一至附件十 

附錄二 

 

 

表9：成果達成表 

預定計畫成果 期末達成情形 差異說明 

預計達成下列成果： 

(1)建構醫院之智慧資本分類及項目。 

(2)建構醫院之智慧資本資源比重衡量樹狀圖。 

(3)提出醫院之智慧資本轉換矩陣、ICN轉換圖、及

Effector Plot圖。 

(4)依資源轉換分析，提出醫院對於資源的投入、

佈局與運用之分析報告。 

(5)分析醫院所遭遇之智慧資本及傳統資源管理相

關實務問題，引進國外的分析技術，藉由提供相關

諮詢，協助醫院深度瞭解管理實務上運作的改善之

處，並善用分析工具，更有效運用及管理醫院資源。 

均依進度完成 無 

 

(三) 成果比較 

請描述計畫前、計畫後個案公司營收比較圖 

下表說明個案醫院在本專案執行前(2010年1~2月)及執行後(2010年8~9月)

之營運比較，從表中可看出，個案醫院在門診人次及初診人次有8%的成長率，

急診人次也有些微成長，手術人次成長率也達6%。在住院方面，不論是住院人

日數、住院人次、及出院人次也都有5~7%的成長率，顯示醫院能吸引更多顧客

就診。另外，八九兩月份的佔床率表現是非常好的，一般而言，醫療產業的佔

床率若高達90%以上是不理想的，因為無法因應重大事故救災應變，但若低於

75%也是不佳的，顯示醫院的產能運用太低，所以佔床率在80~90%之間是非常

好的。在平均住院日方面也是較有效能的，前後比較降低0.55日，顯示醫院能

更有效治療住院病人，院內感染率代表醫院的醫療品質管理，前後比較也降低

0.165‰，顯示醫院的醫療品質管理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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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專案執行前後醫院營運比較表 

 

一月  二月 

前 

(平均) 八月 九月 

後 

(平均) 

前後 

比較 

門診人次 100745 85499 93122  113000 110717 100617  8.05% 

初診人次 3129 2484 2807  3303 3383 3021  7.65% 

急診人次 6748 5661 6205  6305 6335 6251  0.74% 

手術人次(含住院及

門診手術) 1216 940 1078  1246 1242 1144  6.16% 

住院人日 14238 10300 12269  13844 13556 12841  4.67% 

住院人次 1908 1544 1726  2063 1993 1847  7.00% 

出院人次 1878 1557 1718  1988 1949 1818  5.85% 

佔床率 83.8% 65.2% 75% 82.2% 83% 82.6% 10.87% 

平均住院日 8.05 8.16 8.105 7.55 7.55 7.55   -0.55 

院內感染率 3.22‰ 3.13‰ 3.175‰ 3.33‰ 2.69‰ 3.01‰ 0.165‰ 

註：尚有一些與收入有關的績效指標，但為保密，醫院不方便提供資料，包括：總醫療收入(含

健保及自費)、健保申報金額、較去年同期健保申報成長%、較去年同期總醫療收入成長%、每

住院病人平均住院費用、人事支出佔總收入比(%)、人事支出佔總成本比(%)、較去年同期總成

本降低%。 

 

 

(四) 未來擴散效益 

請評估此專案是否能擴散至同產業其他廠商或是類似之產業，並且根據產業分析

預估可能之效益，以量化表示 

為瞭解 ICN 分析技術對於醫療產業應用之擴散效果，於 11 月 11 日針對全

國其他 30 家醫院之高階主管進行個案成果報告，並收集業界對於 ICN 分析技術

應用於醫療產業之相關意見。參與表達意見的 30 位產業界代表包括來自醫學中

心 11 位( 37%)、區域醫院 9 位(30%)、地區教學醫院 4 位(13%)、專科醫院 5 位

(17%)、以及一位非醫院代表。以代表醫院之病床規模來看，規模在 1000 床以上

者有 10 位(33%)、介於 800~1000 床者有 3 位、500~800 床者有 2 位、300~500

床者有 7 位、  100~300 床者有 2 位、100 床以下者有 3 位，未填答病床數者有

3 位。從規模來看，500 床以上之大規模醫院有 15 位，佔 50%。下表為 30 位醫

院主管對於 ICN 是否能應用於分析醫院資源管理之意見，結果顯示，全部業界

代表認為 ICN 技術可用於協助分析醫院在價值創造及資源管理上的問題；97%

業界代表認為 ICN 技術可用於分析醫院的資源為價值來源或價值沉沒；87%業界

代表認為 ICN 技術能提供醫院制定管理決策之參考依據；67%業界代表認為 ICN

分析結果有助於讓醫院管理當局掌握資源佈局，並據以擬定管理行動方案；有

77%業界代表認為 ICN 技術對醫院管理有用。最後問及醫院在未來是否可能嘗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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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 ICN 技術以分析醫院資源管理問題，有 27 位(90%)表示有可能採用，僅有 2

位表示不可能，有 1 位因為不是來自醫院代表，所以未回答。 

 

表 11：產業擴散意見表 

 Frequency 平均

值 

同意

% 1 2 3 4 5 

1. ICN 分析技術是否能應用於協助分析醫

院在價值創造及資源管理上的問題?  

- - - 27 3 4.1 100% 

2. ICN 分析技術是否能用於分析醫院的哪

些資源是創造價值的來源?哪些資源是價

值沉入需要加以管理? 

- - 1 27 2 4.03 97% 

3. ICN 分析技術是否能提供醫院制定管理決

策之參考依據?  

- - 5 24 1 3.87 87% 

4. ICN 分析結果是否能讓醫院管理當局掌握

資源的佈局，並據以擬定管理行動方案?  

- 2 8 19 1 3.63 67% 

5. 整體而言，您認為 ICN 分析技術對醫院

管理是否有用?  

- - 7 22 1 3.8 77% 

1：非常不同意 5：非常同意； N=30 

 

另外對於ICN分析技術商品化的可能性方面，前述對於成果未來拓展規劃部

份已說明，由於配合醫院所屬集團中另有一家醫管顧問公司，未來規劃透過萬

芳醫院高階管理團隊與醫管顧問公司結合，共同引進ICN分析方法，輔導其他

醫院建構智慧資本管理制度。此部份若能結合ICN原創之顧問公司Intellectual 

Capital Services, Co.引進Professor Goran Roos 及Dr. Steven Pike之技術指導， 

依據其經驗，每件輔導個案可收費20000~30000英磅(NT$1,000,000~1,500,000 

輔導期間約為二~三個月)，視投入的人力多寡而定。在國內，若以醫療產業接

受度為300000~500000推估，規模較大醫院較可能有意願引進ICN分析，依衛生

署98年度統計資料，目前有醫學中心29家、區域醫院67，另地區醫院有333家，

其中規模較大的地區教學醫院(200~300床)約有50家，若保守估計在區域醫院以

上有25%醫院願意導入ICN，且願意支付較高金額(500,000)、地區醫院有20%醫

院願意導入ICN，但願意支付金額較低(300,000)則預估可能創造的收入約為： 

區域醫院及醫學中心：500,000*(29+67)*25%=12,000,000 

地區醫院：300,000*50*20%= 3,000,000 

合計ICN商品化可創造約台幣15,000,000元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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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請依據目前執行經驗提出有關專案執行相關建議，需包含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智慧資本導航分析技術(ICN)的應用過去多是以營利企業為主，較少應用於

醫療產業進行分析，儘管在 ICN 原創之顧問公司 Intellectual Capital Services, Co.

已應用 ICN 協助輔導許多企業個案，其中包括大學及學術單位，但尚未有應用

於醫院的案例，因此本專案目的在於引進 ICN，分析醫院之資源管理問題，本專

案成果與傳統醫療管理之主要差異說明如下： 

(一) 傳統醫療管理對於醫院的資源分類多是以有形的資源或財務報表上呈現的

資源項目，而本專案協助醫院界定出有形及無形的智慧資本資源，除了傳

統的實體資產及資金之外，並發展出人力、組織、關係資本等五大類資源，

並細分為Level 2之23項資源，及Level 3共53項資源。 

(二) 傳統醫療管理對於資源的運用認為只要擁有資源就能創造價值，而智慧資本

導航觀點強調資源應在有效的轉換及運用機制下，才能被充份利用以創造

價值，而ICN分析技術的導入可協助醫院檢是哪些資源是價值創造的來源，

哪些資源是價值沉入的資源(投入比所產生的貢獻少)，據此可針對單項資源

所創造的價值作直接的檢視與管控，同時掌握每一單項資源轉入與轉出之

間的平衡性。 

(三) 傳統醫療管理無法分析每項資源的流入及流出，而ICN分析技術的導入可協

助醫院檢資源的流向，以及各項資源彼此間的轉換關係對稱性。 

 

此專案之個案公司萬芳醫院，在院長高度的支持下，醫院之高階主管全力配

合，執行順利。然而就專案成果衡量部份，如前述，因為醫院營運重點並非在創

造利潤極大化，而是在於提高效率、成本控制、提高醫療品質及醫療服務水準，

因此在量化成果方面，主要以投入面及過程面的指標來衡量，在產出面則以質化

成果加以說明，難以用營收($)等績效指標加以衡量，是本專案成果衡量上的一

大限制。至於前述分析之專案前後醫院的營運比較，雖然顯示醫院在這段期間中

在門急診及住院量方面皆有較佳的表現，但無法完全歸因於本專案之執行成果所

促成，畢竟本專案的目的在於協助現有管理問題分析，將來若進一步結合醫院的

策略制定，展開具體的改善行動方案，方能確切瞭解醫院的績效改善是否因專案

執行所促成。 

另外本專案在十個月的執行期間內針對醫院的資源管理現況提出分析報

告，醫院方面也全力配合執行，但因專案目的在於分析現況，雖然醫院已開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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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案之分析報告進一步展開策略制定及改善方案，但醫院尚未決定是否以付費

方式繼續進行，目前仍由專案人員繼續提供協助，但尚未能促進醫院付費進行投

資，因此若有機會繼續進行，希望能進一步爭取醫院付費的意願。 

在產業擴散效果方案，本專案邀請全國其他 30 家醫院之高階主管進行個案

成果報告，並收集業界對於 ICN 分析技術應用於醫療產業之擴散效果相關意見。

並與配合醫院討論將來透過該院所屬集團之醫管顧問公司，針對 ICN 分析技術商

品化的可能性，所推估的 ICN商品化所創造收益，需視將來進一步合作模式而定。 

過去國內對於產學合作的認知都是以產品開發技術導向為主，透過學界的研

發及業界的合作創造有形的收益，但商管學者對於管理技術的引進及提供諮詢與

輔導服務雖然很重要，但並非為產學合作的主流所接受，特別是協助企業進行問

題分析與解決及提供相關的輔導，本身是無形知識及智慧資本的轉換與利用，更

是難以用有形的貨貨幣價值來衡量，因此在國內主管機關(如國科會、經濟部、

教育部等)對於產學合作的重視潮流中，商管學者提供的無形知識對於企業界創

造的價值，不能類比於如產品研發技術所創造的市場價值，也因此使得商管學者

在產學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較不被重視，建議主管單位在進行評比時，對於以商

品技術開發型的產學合作，以及對於提供管理技術及知識型的產學合作，皆應同

樣重視，但建議應有不同的評比標準。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附件一~附件十： ICN轉換矩陣及分析圖形 

附錄一：資源分類適當性、重要性、擁有程度分析表 

附錄二：萬芳醫院ICN資源管理分析報告 

附錄三：各主管轉換矩陣評估 

附錄四：專案相關會議紀錄 

附錄五：期中審查意見表 

附陸六：期末審查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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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ICN 轉換矩陣 Level 1 

 

H O R P M 

 H 10.43103 10.60228 7.422125 2.552825 1.532625 32.54088 

O 7.052 8.839125 5.207875 1.47 0.531 23.1 

R 4.073 3.511625 4.764125 1.016875 0.509375 13.875 

P 3.882 3.2585 3.08675 5.275125 1.397625 16.9 

M 4.485 2.67375 1.2075 4.3125 1.12125 13.8 

 

29.92303 28.88528 21.68838 14.62733 5.091875 

 Log(effector) 1.024677 0.933548 0.85482 1.053831 1.612555 

  

 

附件二：ICN Effector Plot-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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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ICN 圖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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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ICN 轉換矩陣 Level 2 

TO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金融 
 

FROM 董事 高階 醫師 醫療 行政 志工 聲譽 策略 創新 流程 財務 資訊 政府 顧客 專團 外部 供應 合作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董事會 0.79  0.36  0.10  0.04  0.05  0.01  0.20  0.21  0.02  0.04  0.13  0.06  0.29  0.03  0.03  0.08  0.02  0.05  0.04  0.06  0.10  0.33  3.04  

高階管理 0.09  0.61  0.36  0.15  0.23  0.10  0.41  0.70  0.48  0.36  0.31  0.25  0.35  0.15  0.31  0.22  0.12  0.10  0.18  0.04  0.04  0.25  5.80  

醫師 0.08  0.25  1.27  1.09  0.25  0.39  1.22  0.21  0.56  0.50  0.72  0.21  0.28  1.20  0.76  0.15  0.26  0.15  0.78  0.19  0.04  0.47  11.00  

醫療人員 0.04  0.19  0.42  1.07  0.24  0.30  0.45  0.14  0.35  0.74  0.25  0.18  0.06  0.44  0.39  0.15  0.26  0.22  0.50  0.15  0.06  0.29  6.90  

行政人員 0.02  0.07  0.05  0.11  0.54  0.17  0.24  0.24  0.25  0.28  0.26  0.26  0.12  0.25  0.03  0.07  0.15  0.05  0.04  0.08  0.03  0.09  3.40  

志工 0.03  0.03  0.02  0.07  0.16  0.70  0.17  0.01  0.03  0.12  0.01  0.05  0.11  0.15  0.02  0.27  0.05  0.08  0.03  0.10  0.08  0.11  2.40  

聲譽形象 0.35  0.35  0.49  0.34  0.26  0.25  0.33  0.17  0.13  0.09  0.04  0.09  0.23  0.41  0.18  0.18  0.12  0.18  0.07  0.04  0.05  0.06  4.40  

策略行銷 0.04  0.23  0.16  0.13  0.10  0.02  0.18  0.36  0.27  0.17  0.09  0.10  0.04  0.07  0.07  0.03  0.09  0.26  0.08  0.01  0.01  0.03  2.55  

創新學習 0.03  0.34  0.21  0.30  0.34  0.05  0.14  0.30  0.46  0.36  0.30  0.29  0.06  0.18  0.16  0.11  0.13  0.16  0.05  0.02  0.02  0.05  4.00  

流程管理 0.08  0.27  0.20  0.29  0.38  0.08  0.16  0.15  0.38  0.25  0.37  0.33  0.07  0.28  0.11  0.10  0.30  0.21  0.19  0.06  0.11  0.11  4.50  

財務管理 0.17  0.32  0.10  0.06  0.25  0.02  0.05  0.18  0.26  0.17  0.53  0.26  0.11  0.03  0.08  0.11  0.26  0.09  0.27  0.21  0.07  0.21  3.80  

資訊科技 0.07  0.18  0.14  0.14  0.27  0.05  0.06  0.12  0.28  0.37  0.30  0.76  0.06  0.18  0.09  0.09  0.16  0.09  0.19  0.01  0.01  0.07  3.70  

政府關係 0.52  0.30  0.14  0.07  0.11  0.08  0.18  0.14  0.06  0.04  0.11  0.04  0.61  0.08  0.16  0.10  0.06  0.05  0.03  0.09  0.24  0.12  3.29  

顧客關係 0.06  0.11  0.46  0.28  0.20  0.38  0.49  0.38  0.25  0.19  0.15  0.22  0.22  0.38  0.12  0.29  0.15  0.05  0.04  0.05  0.05  0.17  4.70  

專業團體 0.03  0.08  0.16  0.08  0.05  0.01  0.09  0.06  0.05  0.02  0.03  0.02  0.10  0.03  0.34  0.11  0.03  0.08  0.05  0.02  0.05  0.03  1.50  

外部者 0.10  0.08  0.04  0.05  0.03  0.08  0.13  0.05  0.05  0.03  0.03  0.06  0.14  0.07  0.09  0.26  0.03  0.10  0.03  0.02  0.03  0.02  1.48  

供應商 0.01  0.09  0.04  0.04  0.03  0.01  0.01  0.03  0.02  0.11  0.11  0.11  0.02  0.04  0.01  0.02  0.38  0.06  0.15  0.02  0.04  0.13  1.50  

合作機構 0.01  0.10  0.08  0.05  0.04  0.06  0.02  0.08  0.05  0.07  0.02  0.02  0.04  0.04  0.10  0.10  0.02  0.31  0.05  0.05  0.04  0.04  1.40  

儀器設備 0.18  0.18  0.93  0.71  0.16  0.06  0.39  0.18  0.22  0.28  0.38  0.44  0.06  0.51  0.18  0.25  0.47  0.25  0.86  0.42  0.28  0.99  8.40  

建物 0.04  0.13  0.11  0.08  0.10  0.42  0.04  0.10  0.10  0.37  0.15  0.06  0.23  0.18  0.13  0.13  0.04  0.07  0.13  1.75  0.23  0.28  4.90  

土地區位 0.04  0.10  0.12  0.09  0.14  0.28  0.03  0.14  0.07  0.19  0.07  0.03  0.08  0.18  0.08  0.09  0.05  0.09  0.07  0.17  1.36  0.14  3.60  

資金 2.09  0.83  0.69  0.19  0.43  0.26  0.19  0.57  0.52  0.19  0.72  0.48  0.33  0.07  0.10  0.24  0.29  0.17  2.02  1.35  0.95  1.12  13.80  

IMP 4.87  5.16  6.29  5.44  4.38  3.78  5.20  4.50  4.85  4.95  5.07  4.31  3.59  4.95  3.54  3.15  3.45  2.86  5.84  4.89  3.90  5.09  100  



4 
 

Effector 0.70  1.07  1.30  1.14  0.83  0.66  0.90  0.62  0.88  0.94  0.82  0.90  0.93  0.97  0.32  0.34  0.33  0.32  1.21  1.00  0.94  1.61  
 

 

TO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金融 
 

FROM 董事 高階 醫師 醫療 行政 志工 聲譽 策略 創新 流程 財務 資訊 政府 顧客 專團 外部 供應 合作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董事會 0.79  0.36  

     

0.21  

    

0.29  

        

0.33  3.04  

高階管理 

 

0.61  0.36  

 

0.23  

 

0.41  0.70  0.48  0.36  0.31  0.25  0.35  

  

0.22  

  

  

 

0.25  5.80  

醫師 

 

0.25  1.27  1.09  

 

0.39  1.22  0.21  0.56  0.50  0.72  0.21  0.28  1.20  0.76   0.26  

 

0.78   

 

0.47  11.00  

醫療人員 

 

 0.42  

  

0.30  0.45   0.35  0.74  0.25  

  

0.44  0.39   0.26  0.22  0.50   

 

0.29  6.90  

行政人員 

 

 

  

0.54  

 

0.24  0.24  0.25  0.28  0.26  0.26  

   

 

  

  

  

3.40  

志工 

 

 

   

0.70    

       

0.27  

  

  

  

2.40  

聲譽形象 0.35  0.35  0.49  0.34  0.26  0.25  0.33   

    

0.23  0.41  

 

 

  

  

  

4.40  

策略行銷 

 

0.23  

    

 0.36  0.27  

      

 

 

0.26    

  

2.55  

創新學習 

 

0.34  0.21  0.30  0.34  

 

 0.30  0.46  0.36  0.30  0.29  

   

 

  

  

  

4.00  

流程管理 

 

0.27  0.20  0.29  0.38  

 

  0.38  0.25  0.37  0.33  

 

0.28  

 

 0.30  

 

  

  

4.50  

財務管理 

 

0.32  

  

0.25  

 

  0.26  

 

0.53  0.26  

   

 0.26  

 

0.27  0.21  

 

0.21  3.80  

資訊科技 

 

 

  

0.27  

 

  0.28  0.37  0.30  0.76  

   

 

  

  

  

3.70  

政府關係 0.52   

    

  

    

0.61  

  

 

  

  

  

3.29  

顧客關係 

 

 0.46  0.28  

 

0.38  0.49  0.38  0.25  

   

0.22  0.38  

 

0.29  

  

  

  

4.70  

專業團體 

 

 

    

  

      

0.34   

  

  

  

1.50  

外部者 

 

 

    

  

       

0.26  

  

  

  

1.48  

供應商 

 

 

    

  

       

 0.38  

 

  

  

1.50  

合作機構 

 

 

    

  

       

 

 

0.31    

  

1.40  

儀器設備 

 

 0.93  0.71  

  

0.39   

 

0.28  0.38  0.44  

 

0.51  

 

 0.47  

 

0.86  0.42  0.28  0.99  8.40  

建物 

 

 

   

0.42    

       

 

  

 1.75  

  

4.90  

土地區位 

 

 

   

0.28    

       

 

  

  1.36  

 

3.60  

資金 2.09  0.83  0.69  

 

0.43  0.26   0.57  0.52  

 

0.72  0.48  0.33  

  

 

  

2.02  1.35  0.95  1.12  13.80  

IMP 4.87  5.16  6.29  5.44  4.38  3.78  5.20  4.50  4.85  4.95  5.07  4.31  3.59  4.95  3.54  3.15  3.45  2.86  5.84  4.89  3.90  5.0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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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r 0.70  1.07  1.30  1.14  0.83  0.66  0.90  0.62  0.88  0.94  0.82  0.90  0.93  0.97  0.32  0.34  0.33  0.32  1.21  1.00  0.94  1.61  
 

 

 

附件五：ICN Effector Plot-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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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ICN 圖一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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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N 圖二 Level 2 

 

 

 

 

 

 

 

 

 

 

 

 

 

 

 

 

 

 

 

 

 

 

 

 

醫師 

董事 

高階 

行政 

醫療 

志工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策略

譽 

創新 

資訊 

流程 

聲譽 

財務 
政府 

專團 

供應 

合作 

顧客 

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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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ICN 轉換矩陣 Level 1-to-Level 2 

 

 

 

 

 

  TO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金融 

  FROM 董事 高階 醫師 醫療 行政 志工 聲譽 策略 創新 流程 財務 資訊 政府 顧客 專團 外部 供應 合作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人力 

 

1.045  1.497  2.220  2.526  1.478  1.666  2.697  1.498  1.697  2.032  1.670  1.008  1.207  2.227  1.541  0.935  0.864  0.648  1.575  0.616  0.363  1.533  

組織 

 

0.737  1.672  1.298  1.266  1.610  0.470  0.927  1.274  1.771  1.413  1.633  1.823  0.573  1.152  0.691  0.618  1.051  0.975  0.839  0.359  0.272  0.531  

關係 

 

0.736  0.751  0.923  0.573  0.468  0.623  0.924  0.745  0.469  0.460  0.448  0.466  1.115  0.636  0.810  0.879  0.676  0.649  0.343  0.236  0.438  0.509  

實體 

 

0.262  0.412  1.162  0.888  0.395  0.763  0.463  0.416  0.397  0.851  0.599  0.534  0.372  0.868  0.390  0.472  0.565  0.420  1.063  2.332  1.880  1.398  

金融 

 

2.087  0.828  0.690  0.190  0.431  0.259  0.190  0.569  0.518  0.190  0.725  0.483  0.328  0.069  0.104  0.242  0.293  0.173  2.018  1.346  0.949  1.121  

  TO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金融 

  FROM 董事 高階 醫師 醫療 行政 志工 聲譽 策略 創新 流程 財務 資訊 政府 顧客 專團 外部 供應 合作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人力 

 

1.045  1.497  2.220  2.526  1.478  1.666  2.697  1.498  1.697  2.032  1.670  1.008  1.207  2.227  1.541  

   

1.575  

  

1.533  

組織 

  

1.672  1.298  1.266  1.610  

  

1.274  1.771  1.413  1.633  1.823  

 

1.152  

  

1.051  0.975  

    關係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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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 

   

1.162  

               

1.063  2.332  1.880  1.398  

金融 

 

2.087   

    

  

       

 

  

2.018  1.346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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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ICN 圖 Level 1-to-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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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ICN 轉換矩陣 Level 2-to-Level 1 

LV2-LV1                                                                        

TO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金融 

FROM 

     董事會 1.346  0.658  0.516  0.195  0.325  

高階管理 1.537  2.494  1.254  0.268  0.247  

醫師 3.314  3.410  2.791  1.018  0.468  

醫療人員 2.268  2.113  1.518  0.707  0.293  

行政及其他人員 0.961  1.534  0.667  0.149  0.089  

志工 1.005  0.393  0.675  0.216  0.111  

聲譽形象 2.041  0.853  1.287  0.165  0.055  

策略與行銷 0.678  1.175  0.567  0.101  0.030  

創新與學習 1.265  1.835  0.770  0.080  0.050  

流程管理 1.305  1.637  1.086  0.360  0.113  

財務管理 0.917  1.444  0.675  0.551  0.214  

資訊科技 0.846  1.896  0.675  0.213  0.069  

政府關係 1.216  0.557  1.050  0.353  0.119  

顧客關係 1.504  1.686  1.204  0.135  0.170  

專業醫事團體 0.407  0.264  0.688  0.113  0.028  

外部影響者 0.373  0.339  0.677  0.075  0.017  

供應與外包商 0.229  0.394  0.533  0.214  0.131  

合作機構 0.345  0.271  0.613  0.128  0.044  

儀器設備 2.226  1.890  1.733  1.565  0.987  

建築物與週邊 0.882  0.833  0.796  2.113  0.276  

土地區位 0.774  0.536  0.558  1.598  0.135  



14 
 

資金 4.485  2.674  1.208  4.313  1.121  

 

 

TO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金融 

FROM 

     董事會 1.346  

    高階管理 1.537  2.494  1.254  

  醫師 3.314  3.410  2.791  1.018  

 醫療人員 2.268  2.113  1.518  

  行政及其他人員 

 

1.534  

   志工 1.005  

    聲譽形象 2.041  

 

1.287  

  策略與行銷 

 

1.175  

   創新與學習 1.265  1.835  

   流程管理 1.305  1.637  1.086  

  財務管理 

 

1.444  

   資訊科技 

 

1.896  

   政府關係 1.216  

 

1.050  

  顧客關係 1.504  1.686  1.204  

  專業醫事團體 

     外部影響者 

     供應與外包商 

     合作機構 

     儀器設備 2.226  1.890  1.733  1.565  0.987  

建築物與週邊 

   

2.113  

 土地區位 

   

1.598  

 資金 4.485  2.674  1.208  4.313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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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ICN 圖 Level 2-to-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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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2-LV1 

 

 

 

 

 

 

 

 

 

 

 

 

 

 

 

 

 

 

 

 

 

 

 

 

 

 

金融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

體 

醫師 

策略

譽 
創新 

資訊 

流程 

聲譽 

財務 

政府

府 

 專團 

供應 

合作 

顧客 

外部 

董事 

高階 

行政 

醫療 

志工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HUMAN Importance

Board 董事會 董事會決策與募款

Top management team 高階管理 高階主管決策及領導能力

Physicians 醫師 醫師業能力及聲譽形象

Medical staffs 醫療人員 護理、藥劑、醫技人員專業能力及向心力

Administrative employees行政及其他人員 行政及其他人員專業能力及向心力

Volunteers 志工 志工服務

平均值(人力)

ORGANISATIONAL Importance

醫院聲譽形象(營運管理形象、社會責任形象、績效表現形象)

醫療品質形象

就醫經驗及口碑

醫療服務能力及差異化

行銷能力

文化認同

醫療技術創新與學習

引進先進醫療技術與設備

知識管理

人力資源訓練發展方案

就醫流程標準化及管理

後勤作業流程管理

轉診作業流程管理

保險申報

成本控管

財務管理制度

臨床醫療資訊系統技術與系統

內部行政管理資訊系統

外部溝通資訊系統

平均值(組織)

RELATIONAL Importance

與健保局關係

與中央主管機關之關係

與地方主管機關之關係

就醫顧客群

就醫顧客資料庫

忠誠度

聲譽形象

策略及行銷管理

創新與學習

流程管理

Financial Systems

Regulatory bodies

Customers

Reputation and Image

Strategy & Marketing

Learning processes

Operational processes

資訊科技Information System

財務管理

政府關係

顧客關係



與顧客維持長期關係

醫療機構相關之協會及學會

醫事團體公會及學會

學術及研究機構

競爭者

媒體

社區

立法委員

供應商

外包商

慢性及長照機構

轉診醫院及診所

保險公司

基金會及非營利機構

平均值(關係)

PHYSICAL

醫療設備

資訊設備及其他

建築物本身及動線設計

停車設施

土地面積

地理位置

交通便利佳

平均值(實體)

MONETARY

Cash 資金

平均值(資金)

External Influencers

Suppliers

Customers 顧客關係

專業團體關係Professional bodies

Buildings 建築物及週邊

Location 土地區位

外部影響者關係

供應商及外包商關係

合作機構關係Partner Organisations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s 儀器設備



擁有程度平均值 標準差 院長 醫務部 教研部 人資室 護理部 祕書室 社工室 總務室

7.00 2.27 9 8 3 6 8 5 10 7

8.00 1.41 8 8 5 9 8 8 10 8

8.00 1.41 8 8 5 8 8 9 10 8

7.75 1.67 8 8 4 8 8 8 10 8

8.00 1.41 8 8 5 8 8 9 10 8

6.88 1.81 7 8 5 7 8 5 10 5

7.60 1.51 8 8 4.5 7.67 8 7.33 10 7.33

8.00 1.85 8 9 4 9 7 8 10 9

7.63 2.07 8 8 3 8 8 7 10 9

7.00 2.07 8 8 2 7 7 8 8 8

7.54 1.93 8.00 8.33 3.00 8.00 7.33 7.67 9.33 8.67

7.00 2.20 8 8 2 7 6 8 9 8

6.00 1.85 7 7 2 7 6 6 5 8

6.75 1.04 7 8 7 8 6 6 5 7

6.58 1.33 7.33 7.67 3.67 7.33 6.00 6.67 6.33 7.67

7.75 1.16 7 7 8 8 8 6 10 8

7.50 1.69 8 7 4 8 8 7 10 8

6.75 2.25 7 8 2 7 8 5 8 9

7.00 1.60 7 7 5 7 7 5 10 8

7.25 1.46 7.25 7.25 4.75 7.5 7.75 5.75 9.5 8.25

8.25 1.04 8 8 8 7 9 9 10 7

7.13 1.25 7 8 5 7 9 6 8 7

7.25 1.39 7 9 5 7 9 6 8 7

7.54 1.02 7.33 8.33 6.00 7.00 9.00 7.00 8.67 7.00

7.88 1.55 8 9 5 9 7 8 10 7

7.25 0.89 7 8 6 8 7 6 8 8

7.13 0.83 7 8 8 7 7 6 8 6

7.42 0.83 7.33 8.33 6.33 8.00 7.00 6.67 8.67 7.00

7.88 1.36 8 9 7 7 6 7 10 9

7.25 1.28 8 8 5 8 6 7 9 7

6.75 1.49 7 8 4 7 6 7 9 6

7.29 1.25 7.67 8.33 5.33 7.33 6.00 7.00 9.33 7.33

7.27 1.52 7.47 8.00 4.84 7.53 7.21 6.74 8.68 7.68

8.38 0.92 8 8 9 9 8 8 10 7

7.38 1.77 8 8 4 8 8 6 10 7

7.63 1.19 8 7 7 8 8 6 10 7

7.79 1.10 8.00 7.67 6.67 8.33 8.00 6.67 10.00 7.00

7.00 1.51 7 8 5 7 6 6 10 7

7.63 1.41 7 8 9 8 6 6 10 7

6.75 1.91 7 8 4 8 6 5 10 6



6.63 1.77 7 7 4 7 6 5 10 7

7.00 1.48 7 7.75 5.5 7.5 6 5.5 10 6.75

6.88 1.46 7 7 4 8 9 6 7 7

6.75 1.75 7 7 3 8 9 6 7 7

6.63 2.20 7 7 2 7 9 5 8 8

6.75 1.77 7.00 7.00 3.00 7.67 9.00 5.67 7.33 7.33

6.25 2.25 7 8 1 7 8 6 7 6

7.25 0.71 7 8 7 7 8 7 8 6

8.25 1.04 8 8 10 9 8 9 7 7

6.50 1.93 7 7 7 8 8 2 7 6

7.06 0.79 7.25 7.75 6.25 7.75 8 6 7.25 6.25

7.50 1.60 7 8 5 7 9 8 10 6

7.50 1.60 7 8 5 7 9 8 10 6

7.50 1.60 7 8 5 7 9 8 10 6

6.75 1.98 7 8 3 7 7 6 10 6

6.50 2.20 7 7 2 7 7 6 10 6

5.13 1.89 7 5 2 7 7 3 5 5

5.38 2.33 7 6 1 6 7 3 8 5

5.94 1.94 7 6.5 2 6.75 7 4.5 8.25 5.5

6.93 1.67 7.20 7.40 4.70 7.50 7.65 5.85 8.70 6.45

7.75 1.67 7 8 5 8 9 6 10 9

7.25 1.98 7 8 4 7 9 5 10 8

7.50 1.81 7 8 4.5 7.5 9 5.5 10 8.5

6.88 2.47 6 9 2 7 9 5 8 9

6.38 1.60 6 6 5 7 9 4 8 6

6.63 1.85 6 7.5 3.5 7 9 4.5 8 7.5

6.13 1.96 6 8 3 6 9 4 7 6

7.75 1.04 7 8 9 8 9 6 8 7

8.63 0.92 8 8 10 9 9 9 9 7

7.50 0.85 7.00 8.00 7.33 7.67 9.00 6.33 8.00 6.67

7.25 1.66 6.71 7.86 5.43 7.43 9.00 5.57 8.57 7.43

7.13 2.10 8 8 4 8 8 4 10 7

7.13 2.10 8 8 4 8 8 4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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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芳醫院 ICN分析報告 

2010, 10, 18 

彭朱如 

醫院之資源管理問題： 

醫院投入許多不同的資源，但資源如何運用?  

(1)哪些資源是創造價值的來源? 哪些資源的投入比所產生的貢獻較少? 

(2)各項資源彼此間如何轉換以創造價值?  

(3)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地方? 

 

問題一： 哪些資源是創造價值的來源? 哪些資源的投入比所產生的

貢獻較少? 

首先請參考附件一之 ICN在 Level 1之轉換矩陣表，附件二在 Level 1之

ICN Effector Plot 圖，附件四為 ICN在 Level 2 之轉換矩陣表，附件六為 Level 

2之 ICN Effector Plot 圖，據此整理出表一為各項資源在 Level 1 及 Leve2

之比重，表二為資源轉出與轉入之平衡性，依據以上圖表分析結果如下： 

 

一、在 Level 1 部份： 

1. 人力資本最重要，也是價值創造的來源，顯示人力資本之運用是有效的。 

2. 實體設備及資金之重要性相對於組織或關係資本低，但卻是價值創造的來

源，顯示對於實體設備及資金能有效運用。 

3. 組織資本雖為 value sink，即轉入多於轉出，但 effetor比值接近 1 (0.934)，

雖然顯示對資源之運用尚可，不過組織資本的比重(23.1%)僅次於人力資本，

建議再善用組織資本，以強化組織資本所能創造的價值。 

4. 關係資本的重要性(13.9%)雖然僅高於資金，但卻是所有資源項目中轉出與轉

入之差距最大的(0.85)，顯示醫院投入資源在經營關係資本，但從關係資本

所獲得對醫院他項資源的浥注則相對較少，顯示醫院可再加強對關係資本的

運用。 

 

二、在 Level 2 部份： 

5. 人力資本中，醫師、醫療人員、及高階管理是價值創造的來源。雖然是 Value 

source，但應注意對這些資源的持續投資，以免因過度使用而耗竭。 

6. 但志工與董事會則是 value sink，其轉出與轉入之比值(effector)僅比四項

關係資本及一項組織資本為高，但比其他所有 level 2資源為低。 

7. 六項關係資本中，有四項為 value sink，合作廠商、專業團體、供應商、與

外部機構，該資源之轉出與轉入之差距很大(<0.35)，顯示醫院在這些資源的

投入較多，但從這些關係資本所獲得的價值相對少，因此醫院應再評估對這

四項關係資本的投入，並持續監控這些資源是否發揮作用，創造更多價值。 

8. 組織資本中的策略與行銷一項也是 value sink，即轉入多於轉出，顯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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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策略與行銷所投入的資源尚未發揮很大的作用，可再強化該項資源所能

創造的價值。 

9. 實體設備中的儀器設備以及資金是價值創造的來源，顯示對於實體設備及資

金能有效運用。另外醫院對於建物及周邊設施所投入的資源，與該項資源所

能創造的價值是相當的 

 

表一：Level 1 及 Leve2 之資源比重 

 Level 1 Level 2 

比重 人力 32.54% 

組織 23.1% 

實體設備 16.9% 

關係 13.9% 

資金 13.8% 

資金 13.8% 

醫師 11% 

儀器設備 8.4% 

醫療人員 6.9% 

高階管理 5.8% 

建物 4.9% 

顧客關係 4.7% 

流程管理 4.5% 

聲譽形象 4.4% 

創新學習 4% 

 

表二：資源轉出與轉入之平衡性分析 

 Level 1 Level 2 

Value source 

轉出>轉入 

Effector >1 

 

人力資本: 1.025   

實體資本: 1.054 

資金: 1.613 

 

人力資本: 醫師 1.3 

醫療人員 1.14 

高階管理 1.07     

實體資本: 儀器設備 1.21 

建物 1.0 (轉出=轉入) 

資金: 1.61 

Value sink 

轉入>轉出 

Effector <1 

 

組織資本: 0.934 

關係資本: 0.854 

關係資本：合作廠商 0.32 

專業團體 0.32 

供應商 0.33 

外部機構 0.34 

策略與行銷 0.62 

志工 0.66 

董事會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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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各項資源彼此間如何轉換以創造價值? 

附件三及附件六呈現 Level 1及 Level 2 之 ICN轉換圖，表三彙整兩兩資

源彼此間轉換的對稱性，依據以上圖表分析結果如下： 

 

1. 人力資本對組織資本的貢獻雖然稍高於組織對人力的貢獻，但兩者之間的轉

出轉入還算對稱(1.18)。 

2. 關係資本無法為其他資源創造更多價值，人力資本投入於經營關係資本則大

過於關係資本對人力資本的回饋，呈現不對稱情形(1.82)，而組織資本投入

於經營關係資本也是大過於關係資本對組織資本的回饋，呈現不對稱情形

(1.48)，顯示醫院投入運用人力與組織資本在建立關係資本，但從關係所得

到的益處卻相對很少，因此醫院可思考關係資本如何能創造更多對人力資本

或對組織資本的貢獻。 

3. 實體設備及資金的投入，都對人力、組織及關係資本有所貢獻，顯示醫院能

善用傳統資源以強化智慧資本，但相對地，智慧資本的運用尚可再更進一步

發揮作用，以創造更多實體資本價值及資金。 

 

表三：資源轉換之對稱性 Level 1 

人力 組織 關係 實體設備 資金 

H–O：接近對稱 

H→O＞O→H 

10.43>8.83 

(1.18) 

 

H–R：不對稱 

H→R＞R→H 

7.42>4.07 

(1.82) 

 

 

 

 

 

 

O–R：稍不對稱 

O→R＞R→O 

5.20>3.51 

(1.48) 

 P–H：稍不對稱 

P→H＞H→P 

3.88>2.55 

(1.52) 

 

P–O：不對稱 

P→O＞O→P 

3.26>1.47 

(2.21) 

 

P–R：不對稱 

P→R＞R→P 

3.09>1.02 

(3.03) 

 

 

M–H：不對稱 

M→H＞H→M 

4.485>1.532(2.9

3) 

 

M–O：不對稱 

M→O＞O→M 

2.67>0.53(5.04) 

 

M–R：不對稱 

M→R＞R→M 

1.21>0.51(2.37)  

 

M–P：不對稱 

M→P＞P→M 

4.31>1.40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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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地方? 

附件七至附件十呈現分別從 Level 1轉到 Level 2，以及從 Level 2 轉到

Level 1之 ICN轉換矩陣及轉換圖，顯示在兩個層次的各項資源都運用在哪些其

他資源上面，為他項資源創造價值，依據以上圖表分析結果如下： 

 

一、Level 1 的資源運用(從 Level 1 轉到 Level 2): 

1. 人力資本為價值創造來源，主要運用在提高醫師及醫療人員能力、建立聲譽、

強化流程管理、以及建立顧客關係，其次為投入在高階管理及行政人員或志

工的人力，以及建構創新能力、強化財務管理、及策略行銷能力，建立與專

業團體及政府之間的關係，提高儀器設備水準，並帶進更多金融資本。 

1. 實體資產為價值創造來源，主要運用於提高醫院的儀器設備水準、改善建物

及週邊設施，創造資金收入，以及強化醫師的醫療專業服務。 

2. 資金也是價值創造的來源，主要運用於回饋董事會(學校)，購買儀器設備，

及改善建物及周邊設施。相對上，較少運用於強化人力資本、組織資本、及

關係資本等智慧資本方面。 

3. 組織資本為 Value sink，主要運用在增強化高階管理、行政人員、醫師、醫

療人員等人力資的質與量，並提高醫院在資訊管理、創新學習、財務管理、

流程管理、及策略與行銷之組織能力，同時也運用於建立顧客關係，以及與

供應商與合作廠商之關係。 

4. 關係資本是 value sink，除了投入於建立與政府之關係以外，些微對醫院的

聲譽、吸引優秀醫師等有所助益，但對其他資源的貢獻相對非常少。 

 

二、Level 2 的資源運用(從 Level 2 轉到 Level 1 & 2): 

1. 在 level 2 有五項資源為 Value source(effector>1)，首先從這五項資源依

序來看： 

(1)資金(effector= 1.61)對五大類皆有所貢獻，主要運用於建構人力資本(回

饋董事會為主，其次為高階管理及醫師人力)、改善實體資產(設備、建物、

土地)，其次為強化組織資本(財務管理、創新學習、策略與行銷能力)、最

後為經營關係資本(政府關係及供應商，投入在顧客關係最低)，當然也為

醫院帶進金融資本。 

(2)醫師(effector=1.3)主要投入於強化組織能力(建立醫院聲譽、建全財務管

理)、提高人力資本(吸引更多醫師及醫療人員)、及累積醫院的關係資本(顧

客關係、與專業醫事團體關係)。 

(3)儀器設備(effector=1.21) 對五大類皆有所貢獻，主要運用於輔助人力資本

(醫師及醫療人員)發揮功能、其次為強化組織資本(資訊管理)、累積關係

資本(吸引顧客)，增強實體資產(設備、建物)，當然也為醫院帶進金融資

本。 

(4)醫療人員(effector=1.14)主要投入於提高人力資本(吸引更多醫療人員、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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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醫師作業)、強化組織能力(強化流程管理、醫院聲譽)、及累積醫院的關

係資本(顧客關係)。 

(5)高階管理(effector=1.07)也是投入於強化組織能力(策略與行銷能力、創新

學習能力)、提高人力資本(高階管理)、及累積醫院的關係資本(政府關係)。     

 

2. 建物及週周邊設施(effector=1)的投入主要都是在改善應體設備，除了對於

組織資本中的流程管理，及吸引顧客關係有些微的貢獻，對於其他資源所創

造的價值相對非常少。 

 

3. 有幾項資源雖為 Value sink, 但仍對其他資源有所貢獻： 

(1) 顧客關係有助於提高醫院聲譽及醫師的口碑，帶來更多顧客，強化醫院

的策略及行銷能力，並吸引志工加入醫院的服務行列。 

(2) 流程管理有助於提高行政人力素質，促進創新學習，強化財務管理及資

訊管理，以及供應商關係管理。 

(3) 醫院聲譽有助於提高醫師專業形象，提升高階團隊信服力，吸引更多醫

師及醫療行政人力，提高董事會(學校)形象、吸引顧客。 

(4) 創新學習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流程管理、財務管理、策略行銷、創新學

習)，及提升高階管理、行政人員、及醫療人員能力。 

(5) 資訊管理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資訊管理、流程管理、財務管理、創新學

習)，及提升行政人員能力。 

(6) 財務管理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創新學習)，提升

高階管理及行政人員能力，以及供應商關係管理。 

(7) 策略及行銷管理有助於強化組織能力之策略行銷及創新學習能力，以及

對合作廠商之關係管理。但並未能建立更多關係資本(如顧客)，吸引更

多人力資本，或提高醫院聲譽。 

(8) 行政人員主要投入於強化組織能力(流程管理、財務管理、資訊管理、創

新學習、策略行銷、聲譽)，提升行政人員能力、建立顧客關係，對於高

階管理、醫師、醫療人員之價值創造相對很少。 

(9) 志工可吸引更多志工加入，建立醫院與外部影響者(如社區)之關係。 

(10) 政府關係有助於提高董事會及高階管理形象，並可建立或強化更多政府

關係。 

4. 有幾項資源為 Value sink, 對其他資源所能創造的價值很少：專業團體、供

應商、外部機構、合作廠商。 

 



TO 人力 組織

FROM 董事 高階 醫師 醫療 行政 志工 聲譽 策略

董事會 15 20 X X X X 10 10

高階管理 X 5 5 2 3 X 8 8

醫師 X 1 5 1 X X 10 8

醫療人員 X X 10 5 1 1 15 8
行政及其他人

員 X X X X 3 X 15 10

志工 X X X X X 60 30 X

聲譽形象 2 5 20 5 5 5 X 10

策略與行銷 X 10 20 5 9 X 10 X

創新與學習 X 5 20 10 5 X 10 10

流程管理 X 10 15 15 10 X 10 5

財務管理 X 20 5 5 10 X X 10

資訊科技 X 10 10 10 10 X 5 5

政府關係 10 30 15 5 5 X 5 5

顧客關係 X 10 20 5 4 X 20 10

專業醫事團體 X 20 35 20 10 X 5 2

外部影響者 10 30 5 5 10 X 20 X

供應與外包商 X 40 10 10 10 X X 10

合作機構 X 30 20 10 10 X X 10

儀器設備 X 10 30 10 10 X 10 5

建築物與週邊 X 10 5 5 5 X X X

土地區位 X X 10 10 10 10 X 10

資金 20 10 X X X X X 10

57 276 260 138 130 76 183 146



關係

創新 流程 財務 資訊 政府 顧客 專團 外部 供應

X X 10 X 10 X X 5 X

8 8 9 9 7 2 3 3 2

8 5 10 5 5 30 5 1 X

8 15 5 5 X 10 5 2 X

10 15 15 15 8 5 X X 4

X X X X X 5 X 5 X

8 5 X 5 3 20 3 3 X

10 10 10 X X 10 X X X

X 10 7 8 X 10 X X X

10 X 5 10 X 10 X X X

5 10 X 15 10 X X X X

5 20 10 X 5 3 X X X

X X 10 2 X X X 3 X

10 5 10 2 X X X 2 X

5 X X X X X X 3 X

X X X X 10 10 X X X

5 10 5 X X X X X X

10 5 X X X 5 X X X

5 5 5 5 X 5 X X X

10 50 10 X X 5 X X X

X 20 X X X 20 X X X

10 X 10 10 X X X X X

127 193 131 91 58 150 16 27 6



實體 金融

合作 儀器 建物 土地 資金

X X X X 20 100

1 5 1 1 10 100

1 5 X X X 100

X 10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1 X X X X 100

X 3 X X 3 100

X X X X 5 100

X X X X X 100

X 5 X X 5 100

1 5 X X 1 100

X X X X 10 100

2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X 100

X X X X 10 100

X 10 10 10 X 100

6 43 11 11 64



醫療智慧資本管理會議  會議紀錄 

日期 99年 4月 7日 15:30~16:30 

地點 萬芳醫院五樓會議室 

參與人員 院長        洪傳岳 

醫務部主任  白冠壬 

護理部主任  林富美 

教研部主任  陳志榮 

秘書室主任   崔岡 

 

總務室主任     郭啟坤 

人資室主任     簡嘉慧 

社工室主任     蔡文玲 

政大企管系教授 彭朱如 

院長袐書       陳昕儀 

專案助理       郭庭伊 

主旨 介紹導入之工具與執行之意義目標 

背景介紹 由英國顧問公司所建立之評價工具 

內容說明 何謂智慧資本—五大項 

人力資源：創造技能知識(醫師、社工、護士) 

組織資源：品牌、系統(商譽、名聲) 

關係資源：顧客、供應商(商) 

實體資源：硬體設備(土地、資訊系統) 

資金資源：資金 

現況分析 價值鏈 Value Chain價值網 Value network價值商 Value 

shop 

醫院三種皆有 

表格細項說明 人力資本(董事會、高階管理、醫院、醫療人員、行政及其

他人員、志工) 

組織資本(聲譽形象、策略及行銷、創新與學習、流程管理、

財務管理、資訊科技) 

關係資本(政府關係、顧客關係、專業團體、外部影響者、

供應及外包商、合作機構) 

實體資本(儀器設備、建築物及週邊、土地區位) 

金融資本(資金) 

可在依院方協調做調整項目 

表格細項說明 五大項間彼此可能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各主管執行項目 填寫醫院智慧資本適當性及擁有程度之衡量(主觀衡量) 

 後半部將由安妮老師由量化指標繼續執行 

 

 

 

 

 



日期 99年 5月 12日 15:30~16:30 

地點 萬芳醫院五樓第二會議室 

參與人員 院長        洪傳岳 

醫務部主任  白冠壬 

護理部主任  林富美 

教研部主任  陳志榮 

秘書室主任   崔岡 

 

總務室主任      郭啟坤 

人資室主任      簡嘉慧 

社工室主任      蔡文玲 

政大企管系教授  彭朱如 

院長袐書        陳昕儀 

專案助理        郭庭伊 

主旨 根據先前 0407會議統計資料結果分析之說明 

醫院擁有程度之說

明 

六大項平均下，得出之結果 

1. 人力資源：7.60 

2. 組織重要性--聲譽形象：7.54、策略及行銷管理：6.58、

創新與學習：7.25、流程管理：7.54、財務管理：7.42、

資訊科技：7.29 

3. 關係重要性：政府關係：7.79、顧客關係：7.00、專業

團體關係：6.75、外部影響者關係：7.06、供應商及外

包商關係：7.50、合作機構關係(保險公司一些非營利

機構)：5.94 

4. 實體：儀器設備：7.50、建築物及週邊：6.63、土地區

位：7.50 

5. 資金：7.13 

在擁有程度整個平均有在 7分以上 

填答分佈比率 人力資源的比率是最高的：32.5% 

關係資本：13.8    組織關係：23.1 

實體關係：16.9    資金：13.8        

醫院資源重要性比

重衡量圖 

多數意見較一致，差異較大的三項： 

1.醫師(最高 18、最低 6)、儀器設備(最高 12、最低 3)、

資金(最高 25、最低 10) 

比重圖會影響到下一個階段矩陣圖，如果各位主任有覺得

不合理的地方可以提出來討論？ 

各主管執行項目 矩陣圖填寫與說明 

EX：高階管理能否為醫院帶來更多其他相關的人力資源： 

     更多的社工、更好的醫院 

EX：高階管理能否為醫院帶來更好的關係 

     顧客的關係、政府的關係、合作的關係 

EX：高階管理能否為醫院帶來更好的管理 

     實務管理 

若不認為能帶來更好的關係，就打 XX 



總計 22個項目，若打 XX 後，剩 17個，那就用 17個加貣

來 100 

時程 預計 9月初將結果與各位報告 

  

 

 

 

 

 

 

 

 

 

 

 

 

 

 

 

 

 

 

 

 

 

 

 

 

 

 

 

 

 

 

 

 

 

 



日期 99年 10月 18日 14:00~16:00 

地點 萬芳醫院五樓第一會議室 

參與人員 

院長        洪傳岳 

醫務部主任  白冠壬 

護理部主任  林富美 

教研部主任  陳志榮 

總務室主任  李宜親(代) 

人資室主任      簡嘉慧 

社工室主任      蔡文玲 

政大企管系副教授 彭朱如 

院長袐書        陳昕儀  

專案助理        劉宇欣 

主旨 針對醫院資源運用分析結果進行說明與討論。 

會議紀錄 

1. 由彭朱如老師針對醫院資源運用之分析結果進行說明。 

2. 由各高階主管與彭老師對報告結果進行討論： 

 院長  洪傳岳:對照自己當時寫的和彙總大家意見產 

生的分析結果，發現不太一樣，代表大家的看法並不

相同，可藉此調整自己的看法。 

 護理部主任  林富美:老師過去是否有針對其他醫院

做類似的分析，什麼樣的結果是較理想的狀況，目前

醫院是陷入什麼樣的情況，要在哪方面做提升？ 

 老師：萬芳醫院確實是第一家做此研究。之前是針對

整體的醫療產業對 108位受訪者做問卷調查，人力資

本是價值創造來源，並貢獻給其他部分，對醫院而言，

關係資本通常是 value sink。另一方面，組織資本也是

價值創造來源，相較之下，萬芳醫院在這部分 0.93的

分數較低。以關係資本來看，萬芳醫院較不求關係資

本投入所獲得的回報，這點在非營利性質的醫療產業

是可接受的，但萬芳在此部分 0.33的數據，確實較低，

可再考慮提升。 

 醫務部主任  白冠壬:較訝異的是，聲譽形象和策略行

銷反而對外部影響較低，這是值得大家再思考的部

分。建議老師未來做研究前，可先讓大家練習，了解

評分項目的定義在哪裡再填寫，以免分析結果有所偏

誤。 

 老師： 若大家有意願，可再做一次。 

 院長  洪傳岳:與自己認知差異最大就是醫療人員對

醫療人員這部分，分析結果顯示其間貢獻不大，對此

較感訝異。許多資金流到董事會，是因為過去有許多

資金貢獻給學校建設，對此萬芳醫院算是特例，但這

一兩年流向硬體設備(資金→儀器)較多，在分析結果

中較看不出來。 

 人資室主任  簡嘉慧: 整個分析結果的趨勢是滿真實



的。當初填寫表格有考慮到萬芳醫院是公辦民營，因

此在土地建設部分給較低分數，出來的結果發現大家

給的較高。 

 院長  洪傳岳: 可以給大家修改之前填寫資料的機

會。 

 老師：回應主任先前的問題，很難說醫院有一個通用

的理想模式。應該是要考慮，我們想要甚麼樣的醫院，

有甚麼樣的策略，在目前的資源和佈局上，與要達到

的目標之間 gap 有多大。 

 院長  洪傳岳:當時填寫的時候，沒有很確定是顧客對

聲譽的影響，還是顧客可以拉來顧客，當初沒有想得

很清楚，所以當初給的分數可能有點錯誤。 

 老師：應該是想現況而非理想狀態，也許未來可以讓

大家分別填寫現況和理想值，再去觀察、比較其結果。 

 護理部主任  林富美: 建物對建物一點多，感覺有點

矛盾。 

 醫務部主任  白冠壬:因為建物不是我們自己的。 

 人資室主任  簡嘉慧:土地區位對萬芳的顧客應該是

有影響的，因為在捷運站旁邊，但是當時填寫的比重

不高。土地區位不僅是捷運，還有地理區位、社區的

關係，對萬芳醫院的影響很大。建議大家可再做一次

期望值與實際值，並在主管會議的時候把最終分析結

果呈現給所有的高階主管看，供大家討論。 

 老師：請各位主任在填寫的時候要記得標明是期望值

還是實際值，給大家約一個月的時間填寫。約 11月中

搜集資料，12月初發表成果報告。 

會議結論 

由陳秘書將原始評分檔案再交由各高階主管填寫期望值與

實際值，約 11月初回收資料進行分析，分析結果將再擇期

(約 12月初)向醫院各高階主管報告 。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T02               主持人:  彭朱如  

計畫名稱： 醫療智慧資本管理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ˇ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ˇ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本計劃係引進 intellectual capital navigation，目標堪稱明

確，合作廠商亦堪稱妥適。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應 慮未來在醫療產業中擴散本 KN 技術，再加上輔導

的導入，甚至進行醫療院所的評比，貢獻度會 加浮現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是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是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建議不只導入診斷，可發展更高值的管

顧服務 

80/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佘日新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T02               主持人:  彭朱如  

計畫名稱： 醫療智慧資本管理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三、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5. 專案目標明確 

6.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7. 學界團隊形成 

8. 廠商參與合作 

如果問題是要解決資源佈局，則要突顯研究方法在此所

能突顯得價值。 

四、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1. 醫院如何評價與應用本計畫之成果，宜有所釐清。 

2. 研究成果與傳統醫療管理現有觀點之差異應加以

分析。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經費規模有限，尚稱合理。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是。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問題特定且聚焦，且有一些成果，但未

呈現在書面報告中。 

80/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陳信宏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T02                   主持人:        彭朱如          

計畫名稱：醫療智慧資本管理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五、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9. 專案目標明確 

10.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11.學界團隊形成 

12.廠商參與合作 

本案是利用 ICN 模式與萬芳醫院合作，發展該院的智

慧資本管理方法，以提昇該院在資源運用管理上的能

力。 

六、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本案成果對萬芳醫院的未來運作的影響和擴散到其他

醫院應用之可能性及功能性要視相關專家的配合度及

接受度。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總經費僅 90000 元，目前為合理。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利用 ICN 未提供醫院資源佈局管理?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計畫成果之實用性及擴散性有待觀察及驗證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張超群 
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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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光集光系統 經營計畫書  

第一章 計畫摘要 

一、計畫動機 

空氣、水和陽光都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天氣要素，它不僅是提供生存所需，也是健

康的必要元素，。看似帄凡的空氣、水和陽光卻無緣成為我們健康的來源。台灣位處

亞熱帶地區，太陽能資源豐富，最適合研發以太陽能替代大部份能源需求，本計畫之

「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利用太陽能之特性將自然光引導進建築物內，在晴

朗白天完全可以不使用耗電光源之照明，而且自然光對人們身體健康有利。透過光學

元件收集與傳遞自然光之光學系統，不需經過光電轉換，可直接把自然光引導到室內

做照明的用途。產品包含核心技術--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之「自然光照明系

統」、以及核心技術結合太陽能板儲能與 LED 重建自然光技術之「智慧型自然光照

明系統」。 

二、計畫目標 

本經營計畫書(簡稱BP)主要之目標界定為政府科專計畫，爭取政府科專部門推動

綠色建築與低碳能源之計畫，其次之目標針對創投(VC)投資者之參與投資，本次BP

可提供政府科專計畫申請使用。 

三、市場利基 

過在太陽能的利用中，不僅是太陽能電池而已，總的來說應該有太陽光能(太陽

能電池只是其中一種)、太陽熱能、太陽化學能…等，但無論是政府的政策或是民眾

的認知，太陽能光電都只有太陽能電池，然而太陽能電池真的是太陽能最佳的利用方

式嗎?是商業上的考量？或是媒體的過度渲染？環保議題必頇要被社會大眾重新思

考，就如同德國Michael Braungart教授於『從搖籃到搖籃』一書所想傳達、Intelligent 

Times總編輯梁中偉於導讀中描述：「對布郎嘉而言，過去三十年環保運動與各式各

樣的方案，並不能終結地球的環境災難，…(中略)，另一方面，科學家、產業界、環

保人士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也仍然受困於負面思考，並未從正面來思考人類真正需要

的產業模式」。現在節能減碳的方案究竟是將地球引導到正確的方向，還是只是對地

球的破壞踩踩煞車而已？要將太陽能的應用真正普及至每個家庭，就應該思考更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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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太陽能使用方式。使用太陽能進行照明的光磚就是一種創新的應用。 

以創新之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結合太陽能板以及LED 重建自然光技

術，將「綠能環保」與「健康照明」兩大生活趨勢普及至社會大眾之日常生活中，提

昇全球節能減碳之成效，開創資源利用新紀元，建立節能、環保與健康的新未來。 

本專案的產品市場利基為： 

一、成本極低，能源成本為零，主要為集、傳、放光模組裝置的成本。 

二、健康，自然光照明能吸收有益身體的陽光。 

三、環保，低碳、省能、綠建築，對地球有益的產品。 

四、經營計畫架構 

本計畫是由技術能力與市場營運雙邊的觀點，將自然光照明技術在目標市場上，

使自然光照明燈組產品發揮其功能，因此計畫重點為： 

一、技術能力：運用技術 roadmap 以使自然光照明產品的功能不斷提升；運用成本

降低方案使自然光照明產品的成本持續降低。 

二、商品化能力：由產品功能的應用範圍，界定產品的目標市場，營運分為示範推廣

期與營運發展期，以 7 年使集能公司成為將自然光照明系統市場上首選之供應

商。 

圖 1-1 為經營計畫架構圖： 

 

圖 1-1 經營計畫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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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 

本章介紹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產品與市場應用，第一節介紹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

簡介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結構與種類。第二節介紹自然光照明系統結構，第三節介紹產

品之種類，使閱讀者對產品有初步概念。第四節介紹產品之種類，計有自然光照明系

統與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二種。第四節介紹產品之市場應用，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照度與使用場所之適配標準，界定自然光照明系統之市場應用範圍。 

第一節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介紹 

自然光照明產品共有2種：「自然光照明系統」與「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包含集光模組、傳光模組與放光模組，光磚將可產生「照明」

與「太陽能儲電」兩種輸出(能源)；「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增加「太陽光儲能」

以及「市電」兩種輸入(能源) ，使照明功能更臻健全。 

「自然光照明系統」與「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如圖 2-1 所示： 

  
自然光照明系統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圖 2-1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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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陽能的利用中，不僅是太陽能電池而已，總的來說應該有太陽光能(太陽能

電池只是其中一種)、太陽熱能、太陽化學能…等，太陽能光電都只有太陽能電池，

然自然光照明系統除集中太陽光轉為照明，為核心架構之「自然光照明系統」外；太

能也儲能於太陽電池能，在太陽光不足時使用傳統燈具或LED燈具之「智慧型自然光

照明系統」。詳細介紹如下： 

(一)、自然光照明系統 

「自然光照明系統」使用核心架構之自然光重建光源，產品包含靜態集光、

導光以及放光三種光學元件，此燈組提供日間活動一「均勻照度」之穩定日光效

果，可應用於如工廠照明、辦公大樓、學校機關等日間需要均勻日光照明之室內

空間。 

 當陽光充足時，室內可直接利用自然光做照明 (如圖 2-2 左邊圖解)。 

 當陽光過強時，除照明外同時也可將部分陽光導入太陽能電池組中蓄電(如圖  

2-2 右邊圖解)。 

 
圖 2-2 自然光照明系統     資料來源：台灣科技大學‧集能國際光電公司 

(二)、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使用核心架構搭配重建自然光之LED 光源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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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能電池，此系統提供日夜活動--「節能減碳」之照明效果，可應用於如豪宅、

百貨公司等整日需要均勻日光照明之室內空間。 

與「太陽能板」相比，光儲能模組有應用於大面積之自然光收集和再利用，

可收集照射於建築物外牆的日光，將適用於任一建築物或照明設備上。其核心技

術為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使得照射到建築物上之光源傳導至太陽能板

進行儲能，透過光學集光元件收集與傳遞自然光之系統。本產品有低維護成本和

應用自由度高之優勢。此系統亦可應用於砷化鎵太陽能電池上以提高其應用面

積，也可結合LED 重建自然光技術，將自然光導入室內提供穩定照明，以提升

照明品質，使自然光之應用進入日常生活中，顯著地擴增其應用面積。 

 當陽光不足時，可利用太陽能蓄電池的電力驅動LED補光(如圖 2-3 左邊圖

解 )。 

 當太陽能蓄電用罄、或夜晚時，才引入市電驅動LED燈( 如圖 2-3 右邊圖

解 )。 

 

圖 2-3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資料來源：台灣科技大學‧集能國際光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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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自然光照明系統模組介紹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包含集光模組(集光元件--光磚)、傳光模組 (導光元件--傳輸

光纖)、以及照明模組 (放光元件--燈具) 三部份，其中產品的關鍵技術為集光元件，

關鍵競爭力為自然光與市電整合的燈具設計 (自然光、太陽能電池、LEDs) 。圖 2-4 為

自然光照明系統模組與構成之元件組。 

圖 2-4 自然光照明系統模組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自然光照明系統之關鍵元件--光磚，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黃忠偉教授所領軍的光

電系統模擬設計室，在頂尖大學五年五百億經費的支持下所研發，榮獲包括紐倫堡發

明展等許多獎項的實用優質產品。 

1. 集光模組：功能是將自然光(陽光)透過光磚所組成之集光板，將自然光匯集至被動

式集光元件，再將匯集之光源由傳光模組傳遞至放光燈具應用。 

2. 傳光模組：功能是將匯集之自然光，由模組的光路由器(光纖)與耦合器將自然光傳

遞至放光燈具，使多盞自然光放光燈具得以產生照明功能。 

3. 放光模組：由傳光模組傳遞來之自然光，由光纖在放光燈具投射至各照明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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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光模組： 

1. 高效能被動式日光收集器 -- 光磚：目前所使用之自然光收集器皆是採用單點主

動式收集器且需搭配日光追蹤驅動系統，造價及維護費用高。此研發概念係利用

類似磁磚的光磚元件，鋪設於建築物屋頂或外牆，以大面積的被動式光學收集器

採集自然光，成本低，無需電力供應且維護容易，並可作為建築表面材料，可充

分利用建築物實牆面收集自然光，大幅取代日間之室內照明需求。 

光磚為台科大光電系統模擬實驗室所研發的光學元件，藉由太陽光入射至

光磚內，光線經由反射以及折射後導出，導出的光經由光纖導入照明用光學元件

上，藉此提供室內照明。室外陽光充足的情況下可將光導入一般難以接受自然光

的地方，如地下室或是樓層中央的房間，藉此減少電力的消耗來達到減碳的目

的。當天空多雲或是沒有陽光的情況下，藉由照度感測器偵測室內亮度，依照度

是否充足來控制LED是否開啟來提高亮度，或是使用者自行控制LED來達到適宜

的亮度。光磚與集光板圖示如圖2-5： 

 
圖 2-5 光磚與集光板    資料來源：台灣科技大學‧集能國際光電公司 

2. 被動式集光元件：關鍵技術中，光磚組合之的被動式集光元件擁有單價便宜、

容易維護且不需額外電子設備、能大面積鋪設收集自然光、對建築物適應性佳等

特性，甚至可以當成建材來使用。集光元件為稜鏡結構，由三個朝下的稜角及側

邊的三個稜角所組成。當陽光從上方正面入射，經過下方稜角的反射與折射，光

線來到側邊稜角。在側稜角區，光線再度反射、折射，最後由方形端面出光(如

圖 2-6所示)，經導光元件(光纖)引導到室內即可做為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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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集光元件與安裝位置圖示         資料來源：台灣科技大學‧集能國際光電公司 

實驗材料方面，選用光學級塑膠材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

簡稱PMMA, 英文Acrylic),又稱做壓克力或有機玻璃，作為光磚以及二次光學元件的成

形材料，一般光學鏡片常見的材料為玻璃以及塑膠，塑膠光學鏡片比玻璃最大的優點

在於密度低、重量輕、材料價格便宜、製造加工容易、適合大量生產，而光學級的塑

料常見的有壓克力(PMMA)、聚碳酸酯(PC, Polycarbonate)以及近幾年發展出的環烯烴

聚合物(COP)等，其中PMMA擁有高的光穿透性(92%)、低折射率(1.49)、良好的耐候性

以及較佳的流動加工性，由於以上優點使的PMMA常用來大量製造、生產光學元件。

軟體分析方面，使用模流分析軟體Moldex3D進行射出成形時的各項分析。模流分析軟

體Moldex3D為目前塑膠製造業常用的CAE軟體之一，使用者先利用CAD軟體進行產品

繪製，之後將設計繪製完的產品利用Moldex3D Rhinoceros進行分析網格建製，最後將

建製完的網格匯入Moldex3D中開始射出成形製程的各項分析。藉由Moldex3D這套軟

體，使用者可以得知在不同製程參數下，其熔膠在模穴內的流動情形，並預測產品在

射出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以及成形之後產品的溫度分佈、應力分佈、各部分收縮、翹

曲的情形，避免開模後不必要的修模花費，提前預測產品問題，減少生產成本。本研

究藉由模流分析軟體Moldex3D找出光磚以及二次光學元件最佳的流澆道設計與製程

參數，依其設計進行開模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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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光模組： 

1. 傳光元件(光纖/光導管)：光纖是一種由玻璃或塑料製成似纖維狀的光傳導工

具，光在此能以全反射的原理來傳遞。光纖是雙重構造，核心部分是高折射率

玻璃，表層部分是低折射率的玻璃或塑料，光在核心部分傳輸，並在表層交界

處不斷進行全反射，沿「之」字形向前傳輸 (如圖 2-7 所示)。經過各國科學

家的努力，目前較好的光纖，其光傳輸損失每公里只有零點二分貝；也就是說

傳播一公里後只損失4.5％。光纖的應用範圍很廣，除了通訊用途外，還被應用

在醫療器材、感測、裝飾、照明等。光纖逐漸被廣泛應用在照明上，主要為其

具有以下優點： 

(1). 具透光性，傳送損失小，端點發光不用通電，冷光不生熱，安全性佳。  

(2). 加工容易，耐久性佳，免維修，耐候性佳、防水。 

(3). 可過濾紅外線及紫外線，護眼或保護被照明體。  

(4). 光源省電。 

 
圖2-7 光線於光纖中傳遞的方式        資料來源：台灣科技大學‧集能國際光電公司 

2. 分光元件/光開關元件：光源引入室內後需進行整合及分配至各居室空間，以

提供穩定及適量的照度，並於各室設置光源強弱及開閉之控制器。運用網路分

配之概念似寬頻分享器(Router)為出發點，在多個集光模組收集之光通量傳遞

至路由器之後，路由器內部藉由光學元件改變光的傳遞方向與光量壓縮，使得

光具有被控制性與被掌握性，光路由器之輸出端即是用戶端，此方面之控制機

制為利用感測器結合控制器自動計算用戶端後做出光學元件移動與匹配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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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端皆可完全享受到收集之光源。光路由器之創新思維在於統籌與分配光源

使得用戶端有一舒適穩定空間亮度，屬智慧型反應機制，該路由器規格之雛型

以一矩形為主，有多個光纖輸入端口與數個用戶輸出端口，在應用時若使用戶

為未滿載情況下時，未使用到之輸出端口將以光學元件為媒介將原匹配之光源

加載於正在使用之使用端，疊加光源輸出效果與增加使用效率。 

3. 耦合元件：耦合器之設計先以Y字型二對一之方式為出發點，耦合之重點在於

輸出的效率與損失效率，評估效率且改善後，再增加其輸入閘口數。市場上之

耦合器多以訊號為或電荷使用對象，以幾何光學為處理對象在學術或市場上仍

舊鮮少，係為一創新研究發展。耦合器多對一的結果會使得單位長度的光纖帶

有的光通量以若干倍成長，屆時在放光處只要原先的部分光纖數即可達到相同

效果。設計新的光纖夾具其作用在於減少施工之時間成本，亦可增加未來更換

零件之便利性。夾具之大小以新一代光磚出光口大小為主，材質為鋁料，約略

為2cm x 2 cm截面積。 

三、放光模組 (照明) 

放光燈具包含一條自然光輸入的直徑為 2 cm 塑膠光纖束、一條太陽能電

池將電能傳至蓄電池的金屬絞線以及一條蓄電池或市電供給直流電至LEDs的金

屬絞線。 

四、太陽能蓄電模組 (附加模組) 

太陽光是在地球上各地都可得到的一種可再生環保能源，利用太陽能發

電，在發電的過程中不會汙染環境也不會導致全球溫室效應。太陽能發電的原理

為，透過太陽輻射出不同波長的電池波照射在不同的導體或半導體上，光子於導

體或半導體中的自由電子作用產生電流。射線波長愈短，頻率愈高，所具有的能

量就愈高，但並非所有波長射線的能量都能被轉化為電能，通常只吸收0.4μ m

～1.1μ m波長(針對矽晶)。 

製作太陽能發電的材料種類非常多，凡光照後能產生電能的材料便是。常

見的如非晶矽、多晶矽、CdTe、CuInxGa(1-x)Se2等半導體的、或三五族、二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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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鏈結的材料。太陽能在熱從集電器轉移至中央熱交換機的過程中流失，轉

換效率不高，目前在實驗室所研發的矽基太陽能電池中，單晶矽電池的最高轉換

效率為29%，多晶矽電池為24%，非晶矽為17%。除了能量的流失，夜間不能發

電也是太陽發電的一項限制，一般太陽能模組為克服此限制，通常都會加裝蓄電

池來將白天的太陽光儲存貣來，待無太陽光時使用。 

一個基本單體型的太陽能系統(如圖 2-8 所示)，具備有太陽能板、充電控

制器、電源轉換器和蓄電池。其中太陽能板及電池數量可依需求不同設計。該系

統運作原理為電力在白天時儲存於蓄電池(Battery)中，當有需要時則經由轉換器

(Inverter)將直流電源轉換成交流電源提供使用。充電控制器(Charge Controller)是

控制充電電路，當蓄電池飽滿時切電充電電路，保護電池壽命；一特殊設計的充

電控制器還具有防逆充、電力量測、以及低壓斷電功能。 

 

圖 2-8 單體型太陽能系統        資料來源：台灣科技大學‧集能國際光電公司 

本章總結 

自然光照明系統為3種模組所構成，形成2種照明產品：「自然光照明系統」、與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共構成一套健康、節能與善用陽光的照明系統，對地球生

態與人類健康，都是一個可以面面俱到的最佳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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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然光照明技術發展規劃 

本章說明自然光照明技術發展之Roadmap，與產品之生產製造規劃，第一節說

明技術發展Roadmap；第二節敘述產之品關鍵技術與智財保護；第三節說明產品結

構與成本結構；最後給予本章總結。 

第一節   技術發展Roadmap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核心技術為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技術的主要概念是

以光立方中之直角稜鏡為基本單元(光磚)，再經由適當的排列組合(集光板)，將面光

源之日光轉為線光源，進一步以相同方式降低光源之維度而獲得點光源，而達到收集

日光之目的。將光立方以類似磁磚之概念，鋪設於建築物外觀可接受日光之地方，將

照射於建築物上之光源傳導至室內提供照明。 

光磚的技術目前仍受日光照射角度影響集光效能，且產品成本直接受光纖使用量

影響。為使光磚更具市場競爭力，後續技術研發重點將著重於兩者的改善，Roadmap

如圖 3-1。 

 
圖 3-1. 技術發展Roadmap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未來兩年(2011~2012 年)研發光耦合器(如圖 3-2)，透過光耦合器可減少集光系統

與導光系統連結處之光線散失(如圖 3-3)，提升整體的效能，除此光耦合器還可將多條

光纖的光線巨集至一條光纖，減少光纖的使用量，使產品成本更具市場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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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耦合器示意圖(圓孔轉方孔)      資料來源：台科大，集能國際 

 

 
圖 3-3. 連結模組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光耦合器研發後，為使能引入更多自然光，接續兩年內(2013~2014 年)研發光磚鍍

膜設計，在光磚的表面鍍上光學薄膜(UV-IR cut、奈米膜)，光學薄膜不僅能吸引更多

自然光，還可過濾紫外線、紅外線以及具備自我清潔的功能。 

目前第三代模組有八個出光口(即需八條光纖)，光纖數量直接影響到整個產品成

本，除了研發光耦合器減少光纖使用量外，在接下來兩年內(2015~2016 年)將研究稜

鏡排列最佳化，預計可將模組出光口減少至四個以下，再搭配 2017 年的稜鏡結構優

化找出最佳角度收集光線，整體效率可提升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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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關鍵技術與智財保護 

自然光照明系統可分為三個子系統(或模組) - 集光子系統、導光子系統和放光子

系統(如圖 3-4)。而光磚的關鍵技術在於透過光學元件收集與傳遞自然光之光學系統，

完全排除光電轉換與額外電路之需求，其子系統之集光元件如圖 3-5。 

 

圖 3-4. 自然光導光子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圖 3-5. 光磚圖與集光元件原型       資料來源：台科大，集能國際 

 

集光單元件為利用一個傾斜角 45∘之稜鏡結構，將面光源轉成線光源，並在線光

源出口端接上相同設計之稜鏡結構，進一步藉由此結構將線光源轉點光源，鋪設於建

築物外觀可接受日光之地方，使照射到建築物上之光源傳導至室內供照明用。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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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亦可應用於砷化鎵太陽能電池上以提高其集光面積，並提升能量轉換效率。此

外也可結合 LED 重建自然光技術，將自然光導入室內提供穩定照明，以提升照明品

質，使自然光之應用進入日常生活中，顯著地擴增其應用面積。 

光磚目前已取得或申請中的專利如表 3-1，後續將依據前一節所提及之產品技術

發展的 roadmap 繼續研發並取得相關的專利。 

由於本公司之未來市場將跨足到全球，目前決定主要國家為歐、美、日等已開發

國家，其國家之人民普遍熟習環保概念，對於本公司之產品接受度高且有興趣，故先

於這些國家著手進行完整之專利佈局，並同時進行潛在市場-中國大陸之專利申請。

同時，針對各國專利網站，包含：美國專利商標局（USPTO）、歐洲專利局專利網站

（esp@cenet）、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知識產權電子圖書館、中國國家知識

產權局專利信息檢索系統以及日本特許廳專利檢索網站等資料庫作專利檢索，以確立

本公司技術的優勢。同時也由於科技的折舊性，本公司更是致力於創新研發以保持本

公司之競爭力，不但在公司營運管理流程導入「TIPS 台灣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於技

術專利布局方面將採取更嚴謹之規劃包絡公司之核心智慧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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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目前已具備之專利明細(包含核准和申請中) 

項目 專利名稱 類型 申請國別 申請人 申請狀態 
申請案號 

專利號 
校內案號 

1 集光器 新型 中華民國 楊淑樺 已核准 98220662 0980053TW 

2 背光模組增亮膜新型結構設計 新型 中華民國 黃永信 已核准 98221162 0980060TW 

3 稜鏡陣列及其耦合接頭 新型 中華民國 陳怡永 2009/06/01 公告 M358263 0970075TW 

4 LIGHT-CONCENTRATING PANEL 發明 美國 陳怡永 2009/04/15 申請 12/423879 0960070US 

5 PRISM ARRAY 發明 美國 陳怡永 2009/08/05 申請 12/536296 0970075US 

6 集光板 發明 中華民國 陳怡永 2008/04/16 申請 97113743 0960070TW 

7 稜鏡陣列 發明 中華民國 陳怡永 2009/01/06 申請 98100134 0970106TW 

8 固定式集光器 發明 中華民國 黃瑋 2009/01/07 申請 98100374 0970067TW 

9 光開關元件 發明 中華民國 周高旭 2009/11/06 申請 98137858 0980057TW 

10 偏折元件及使用此偏折元件的日光準直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劉政言 2009/12/07 申請 98141658 0970064TW 

11 導光模組、雙側光源型導光模組及燈具 發明 中華民國 李宗嶧 2009/12/10 申請 98142322 0980054TW 

12 主動式照明系統及方法、以及自然光隧道路燈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陳麒安 2009/12/21 申請 98143991 0980058TW 

13 主動式照明系統及方法、以及自然光隧道路燈系統 發明 中華民國 陳正南 2009/12/21 申請 98143993 0980059TW 

14 光學耦合器 發明 中華民國 潘柏軒 2009/12/30 申請 98145959 0980055TW 

15 分光裝置 發明 中華民國 李昱麒 2009/12/30 申請 98145962 0980056TW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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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品結構與成本結構 

光磚產品結構分為自然光照明系統和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如圖 3-6、3-7 所示)。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較自然光照明系統多了太陽能模組和傳統人造光照明模組(傳統

燈具或 LED 燈具)。 

 

 

圖 3-6. 自然光照明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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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一、自然光系統照度效能分析 

以下說明自然光由室外射入室內照度的折損率與照度效能之計算方式，以說

明本技術如何運用自然光之效能。 

(一)、日光因子（Daylight Factor） 

室內的照度與室外的比值稱之為日光因子，係因陽光照射穿過如窗戶之阻隔

物與距離使陽光照度衰竭，距離愈遠衰竭量愈多。房間靠窗邊的日光因子估約為

10%照度，遠離窗邊估約為 1%照度。 

1. 多雲陰天-室外照度為 5,000 lux，近窗處的日光因子10%照度為 500 lux，而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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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邊的日光因子1%照度則為 50 lux。 

2. 晴空萬里-室外亮度為 80,000 lux，產生近窗處的日光因子10%照度為 8000 lux

亮度，遠窗處的日光因子1%照度為 800 lux亮度。 

(二)、目前光磚效能之計算方式：照度  集光面積(30cm x30cm)  效率(10%) 

1. 多雲陰天--室外照度為5,000 lux；1塊光磚可提供1坪13 lux；2塊光磚可提供 1

坪 26 lux。 

（5,000  0.09㎡  10% = 45 流明LM：45流明LM÷3.3㎡= 13 lux） 

2. 晴空萬里--室外照度為 80,000 lux；1塊光磚可提供1坪 218 lux；2塊光磚可提供

1坪 436 lux 

（80,000  0.09㎡  10% = 720流明LM：720流明LM÷3.3㎡ = 218 lux） 

二、自然光成本結構分析 

自然光照明系統整體成本包含元件成本、組合成本和施工成本，其各階段之估算說

明如下：  

 (一)、元件成本 

元件成本：主要為材料表(Bill Of Material 簡稱 BOM)，以光纖為大宗，因此僅估算光

纖成本 

假設：1. 日光照度為 120,000 lux 

      2. 光磚效能 2.50% 

   3. 光纖單位成本 $5.31 / (mm
2‧m) 

      4. 光纖長度 1 m 

   5. 目前技術 KPI(傳光密度)為 0.36 lm/ m-mm
2
(單位長度-單位截面積) 

根據目前技術研發的 Roadmap，期望技術發展突破可使每年可增加 1.5 倍的傳光密度 

表 3-2 為自然光照明系統材料表(B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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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自然光照明系統材料表(BOM)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組合成本 

組合成本：以將元件組合成集光模組、導光模組與放光模組，主要為： 

 自然光照明系統組裝流程圖 

 組裝前置(備置)時間 leader time(mfg cycle time) 

 依組裝不同模組將規格、供應商、前置時間列表 

表 3-3 為自然光照明系統 Assembly line 表 

表 3-3 自然光照明系統 Assembly line 表 

Module component Spec. S/C L/T Note 

Type A  A1 part 
    

A2 part 
    

Type B  B1 part 
    

B2 part 
    

B3 part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三)、施工成本 

施工成本：包含建築物照明結構設計和硬體施工成本 

假設：根據目前施工的案例，施工、設計的成本約為元件成本的 1 倍，為提高市場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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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率，預估透過逐年經驗累積、合作廠商增多、市場逐漸擴大等因素，每年將以

0.918 的比例線性下降，以達到七年後施工、設計的成本約為元件成本的 0.1 倍 

 考慮的 factor，如工時、工法、工具、測詴… 

 在執行集光系統工程時，紀載整個案件的過程與紀錄，蒐集相關資料做為制定規格

(Spec.)與資料庫(data base)之依據。 

三、未來七年自然光照明系統單位成本 

根據上述的假設，推算出未來七年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如圖 3-8)。2010 年

不含施工成本為$ 48.8/(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2.9/(lux‧坪‧m)；2010

年包含施工成本為$ 97.6/(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3.2/(lux‧坪‧m)。 

 
圖 3-8  2010 年~2017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若應用於不同照度場所 (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推算出未來七年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K NTD/(坪‧m) (如圖 3-9)。 

 
圖 3-9. 2010 年~2017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於不同照度下的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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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在成本結構上，約為一般自然光照明系統的 1.3 倍，推算出

未來七年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如圖 3-10)。2010 年不含施工成本為$ 63.4/(lux‧

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3.8/(lux‧坪‧m)；2010 年包含施工成本為$ 

126.9/(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4.1/(lux‧坪‧m)。 

 
圖 3-10   2010 年~2017 年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若應用於不同照度場所 (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推算出未來七年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K NTD/(坪‧m) (如圖 3-11)。 

 

圖 3-11   2010 年~2017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於不同照度下的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三、自然光標準成本結構彙總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最適施工規格為光纖長度為 7m 為標準單位的應用層面最廣，未

來自然光照明系統 7 年不同照度(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的標準單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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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TD/(坪‧7m)如表 3-4 及表 3-5。 

表 3-4  自然光標準成本(含設計/施工)                  單位：$仟元/(坪‧7m)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50 lux 102.2 63.7 39.2 23.8 14.7 9.1 5.6 3.5 

300 lux 266.7 166.6 101.5 62.3 37.8 17.5 11.2 7.0 

750 lux 512.4 319.9 194.6 119.0 72.8 44.1 27.3 16.8 

1,500 lux 1,024.8 640.5 389.9 238.0 145.6 123.9 54.6 33.6 

 

表 3-5  智慧型自然光標準成本(含設計/施工)             單位：$仟元/(坪‧7m)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50 lux 133.0 83.3 50.4 30.8 18.9 11.2 7.0 4.2 

300 lux 266.0 166.6 100.8 61.6 37.8 23.1 14.0 8.4 

750 lux 647.5 416.5 253.4 154.7 94.5 57.4 35.7 21.7 

1,500 lux 1,332.1 832.3 506.8 310.1 189.0 115.5 71.4 43.4 

本章總結 

自然光照明系統技術與產品發展Roadmap，透過7年 (2011~2017) 與 5個階段— 

2010年改善光磚光立方中直角稜鏡、(2011~2012年)改善光耦合元件、(2013~2014

年)研發光磚鍍膜設計、(2015~2016年)研發稜鏡排列最佳化、2017年研發稜鏡結構優

化。使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之效能與成本雙雙獲得綜效。 

光磚目前已取得或申請中的專利有15項，後續將循產品技術發展roadmap繼續研發

並取得相關的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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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產品目標市場 

自然光照明系統是一個改變目前以人工照明為主的照明技術，所以目標市場的選

擇，以發揮最大效用為考量要點，因此本章第一節說明照明產業的特性，第二節說明照

明市場規模及市場成長率，第三節說明目標市場評估選擇，第四節估算目標市場規模估

算；最後為本章總結。 

第一節   目標市場評估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的應用，要考慮二個方面：一是當期技術所能達成的照度，

二是當期技術所能達到的具競爭力的成本。應用市場的範圍設定，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 照度標準 (lux) 所適用之室內照明為範圍，這範圍內容巨細彌遺，本專案由 

(CNS) 照度標準 (lux) 表設定應用市場，並評估本專案之目標市場範圍。 

一、目標市場選取與特色 

以光磚之成本效益評估，初期將鎖定目標市場之照度需求為 150 lux 的族群，Ex.

走廊、樓梯、飲茶室、值夜班、更衣室、倉庫、入口(靠車處)、進出口、走廊、通道、

作業場之倉庫等等，逐次發展到更高照度之場所。因本產品之安裝須透過專業人員的設

置與安裝，因此以公共場所之照明為主。本計畫之區隔變數以產品所使用之場所以及是

否考慮產品外型特殊化作為區隔之依據，以下為由區別市場選出6種不同目標市場的特

性與切入考量： 

(一)、辦公室(含會議室)：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150 lux ~ 750 lux，辦公室與會議室

使用時間較長，除白天上班外，晚上及假日加班也會使用到照明，加上位置通常

靠近窗邊，使用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照度則毋需太高的成本，對辦公室與會議室人

員之健康也很有幫助，是自然光照明系統之首選目標市場。  

(二)、大型室內賣場：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150 lux ~ 1500 lux，賣場，尤其是位於

郊區大型購物賣場或購物中心，因樓層不高(約1~2層)且面積廣大，賣場所需之照

明強度中等，且營業時間頗長，運用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是很經濟的方式—便

宜又耐久，所以大型室內賣場是目標市場之良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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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停車場(地下)：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50 lux ~ 300 lux，室內停車場通常需要保

持24小時全天候的照明，但其照度確又不需很明亮，原因是當汽車進入停車場時

需開亮頭燈，一方面便於近距離照明以維護安全，另一方面也讓來車見到燈光防

止碰撞，取車只要能照明走道及辨認車輛即可，所以室內或地下停車場有照明時

間長、低照明亮度之特性，是自然光照明系統很好之目標市場。 

(四)、工廠(含倉庫)：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150 lux ~ 1500 lux，工廠的照明需求比較

多樣，工廠照明的需求條件視產業特性，除生產型態不同 (如裝配線生產與機台

生產就差異很大)，工廠的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也是影響生產照明的重要因素。因

工廠照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份，所以毋需電源的自然光照明系統將極具吸引力，

若加裝太陽能板儲能使用，更有加分作用，運用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是很經濟

的方式，所以工廠照明是很好目標市場之選擇。 

表 4-1為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需求特性之彙總，含照度、照明時間成本、照明維護： 

表4-1 自然光照明系統需求特性彙總 

目標市場 照度 
照明 

時間 

照明 

成本 

照明 

維護 
說 明 

辦公室(含會議室) 150 lux ~ 750 lux 10 hr≦ 中 高  

大型室內賣場 150 lux ~ 1500 lux 14 hr≦ 高 高  

停車場(地下) 50 lux ~ 300 lux 24 hr 低 高  

工廠(含倉庫) 150 lux ~ 1500 lux 8 hr~24 hr 低 高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目標市場之採購行為 

以上目標市場之照度需求為 150 lux ~ 1500 lux ，就市場的推廣角度而言，不同

目標市場之客戶是否採用，有其利益之考量，其中關鍵人物 (key man)是決定是否採用

的決策者，本節進行購買者之採購行為分析，以瞭解產品使用者之考因素做為產品特性

設計之依據，以下為4不同的目標市場之採購行為分析： 

(一)  辦公室(含會議室)：此區隔市場主要購買者為商辦大樓建商與室內設計師，對

本產品可能需求為可節能並同時取得長時間照明設備。由於不同商辦大樓設計

與內部裝潢可能有相當多的變化，因此此區隔中之客戶主要尋求的是一個節能

與內裝間的一個解決方案，價格應不是唯一考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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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型室內賣場：此區隔市場之主要購買者為大型賣場經營者，對本產品之可能

需求雖類似辦公場所照明之區隔，但由於賣場所使用的人數與規模會大於辦公

場所，因此可能會要求不同於一般小型照明之規格。另外可能須搭配賣場本身

內部裝潢，與可能之特殊規格(如大型廣場之照明、室內造景、對特殊產品之聚

光燈等) 。 

(三)  停車場(地下)：此區隔市場之主要購買者為地下停車場經營者，對本產品之可

能需求為對產品外型較不要求，但須具備能長時間照明，低耗能，且能夠集中

購買， 並以最低價格訂購。另外須具備標準規格與與維護成本低之特性。以上

資料彙總於下表。 

(四)  工廠(含倉庫)：此區隔市場之主要購買者為製造業經營者，對本產品之可能需

求為至少不影響工作效率，且裝置條件上，低成本、低耗能、品質穩定可靠、

維換修容易，且能夠集中購買，並以最低價格訂購。 

表4-2 為目標市場採購行為之彙總如下： 

表4-2 目標市場採購行為彙總表 

目標市場 照明圖示 照度需求 
主要可能 

購買者 

對本產品可能需求 

(消費者採購行為) 

辦公室(含

會議室) 

 

150 lux ~ 
750 lux 

商辦大樓建

商與室內設

計師 

1. 長時間照明、低耗能。 

2. 針對辦公室不同功能 (如會議

室，茶水間，廁所)設計不同燈具

與光源。 

大型室內

賣場 

 

150 lux ~ 
1500 lux 

大型賣場經

營者 

1. 長時間照明、低耗能。 

2. 須與賣場內部裝潢搭配，可能具

有特殊規格 (如大型廣場之照

明、室內造景等對特殊產品之聚

光燈等)。 

停車場 

(地下) 

 

50 lux ~ 
300 lux 

地下停車場

經營者 

1. 長時間照明、需低耗能。 

2. 集中購買，以最低價格訂購。 

3. 具有標準規格。 

4. 維護成本低。 

工廠(含倉

庫) 

 

150 lux ~ 
1500 lux 

工 廠 負 責

人‧採購(主

管 )/ 建 築

師‧建築設計

師 

1. 長時間穩定之照明、不影響工作

效能。 

2. 不同產業之照明規格標準不同。 

3. 倉庫照明視儲藏品之特性，低耗

能。具標準規格、需低維護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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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目標市場規模估算 

因自然光照明產品還缺乏商品化的實績資料，以致於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的

市場規模估算，缺乏現有競爭廠商與銷售的歷史資料，固然自然光照明產品預期看好，

但因缺乏歷史資料，無法由需求端做市場規模估算，因此就由產品可能應用層面的數據

予以推算，再斟酌以係數做調整來核算可能之市場規模。 

一、辦公室(含會議室) 

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的市場規模估算，因自然光照明產品可以補足辦公室(含會

議室)的陽光，對人體是很有助益，所以將辦公室(含會議室)的照明自然光照明產品列為

首要推廣對象，但全台究竟會有多大市場？以經濟部統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自2010

年9月的統計資料，全台23縣市共有列案的辦公室(含會議室)家數計有581,482家(如表

4-4)，但缺乏面積的統計。所以用推估估算數做基準，因台灣以中小企業佔90%以上，

人數約5~20人之間，所以設定面積約為30坪(90㎡)，而其中1/4(75%)面積做為會議室，全

台23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之面積表 4-3 估算為： 

表4-3 全台23縣市辦公室與會議室面積彙總表 

 家數 面積(坪/家) 總坪數(坪) 

全台23縣市 581,482 30坪/家 17,444,460 

辦公室(75%) 436,112 

22.5錯誤! 連結

無效。錯誤! 連

結無效。 
9,812,520 

會議室(25%) 145,370 

7.5錯誤! 連結

無效。錯誤! 連

結無效。 

4,361,115 

總面積   17,444,460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辦公室30坪 (90㎡) ，因此全台23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之面積估算為：17,444,460 

坪，但要估算可能潛在的市場，需做假設方為可行，我們假設台灣有3個高度發展的城

市有最高的使用意願，分別為：台北縣市、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因此北中高3縣市

合計 430,334家，全台 23 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 581,482 家之74%，假設取有意願裝

置者設定為1%，約為 4,304 家，每家30坪，則面積為 129,120 坪，裝置智慧型自然光

單價每坪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 ㎡ 為 0.705 萬元，換算每坪單價為 21.7仟元(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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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x)，所以市場規模為 2,801,904 仟元，等於 28.0億元的市場規模。 

資料如下表 4-4 所示： 

表4-4  3縣市辦公室與會議室面積彙總表 

 
家數 

有裝置意願 

家數(1%) 

面積 

(坪/家) 

總坪數(坪) 單價

(仟) 

市場規模 

(仟元) 

台北縣市 282,670 2,827 

30坪/家 

84,810 

21.7 

1,840,377 

台中縣市 74,754 748 22,440 486,948 

高雄縣市 72,910 729 21,870 474,579 

3縣市合計 430,334 4,304  129,120 2,801,904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僅是辦公室30坪其中會議室1/4(75%)面積，全台23縣市中台北縣市、台中縣市、與

高雄縣市其中的1%就有近100億元的市場規模，若提升為10%，再加上擴展至全省台23

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其市場規模將超過210億元的市場規模。 

表4-5 台灣主要城市辦公室與會議室數量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本專案彙整 

二、大型室內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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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大型量販發展迅速且多樣，自70年代萬客隆開啟大型量販行業以來，台灣

便發展出許多不同於國外兼具大量便宜但又購買量小的特色，且兼具生鮮超市之方便，

依統計台灣的綜合商品批發業達5,050家，各家面積不少於3,000坪，表4-6 為台灣主要城

市批發業及零售業數量。 

表4-6 台灣主要城市批發業及零售業數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本專案彙整 

大型室內賣場是一個自然光照明系統值得切入之市場，因其營業時間長且需較高

之照度，要估算大型室內賣場可能潛在的市場，我們選取7個聯鎖體系的量販賣場，分

別為：大潤發、家樂福、愛買、好市多、台糖量販、大樂、特力屋等，共有142家大型

室內賣場，142家大型室內賣場每家單店面積不少於 3000坪 (2,983坪~10547坪) ，則面

積為 2,094,100㎡ 合計坪數為 663,057坪。表 4-7 為台灣7家大賣場營業面積彙總表。 

表 4-7  7大賣場營業面積彙總表 

大賣場名稱 家數 
營業總面積 ㎡ 

(坪) 

帄均營業面積㎡/家 

(坪/家) 

1 大潤發 全省 24 778,835㎡ (235,597坪) 32,451㎡ (10,547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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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家樂福 全省 63 652,985㎡ (212,220坪) 10,704㎡ (3,479坪) 

3 愛買 全省 17 186,906㎡  (60,744坪) 10,994㎡ (3,573坪) 

4 好市多 全省 6 111,204㎡  (36,141坪) 18,534㎡ (6,923坪) 

5 台糖量販 南台灣 7 64,246㎡  (20,880坪) 9,178㎡ (2,983坪) 

6 大樂 南台灣 3 69,228㎡  (22,499坪) 23,076㎡ (7,500坪) 

7 特力屋 全省 22 230,696㎡  (74,976坪) 10,486㎡ (3,408坪) 

 總計 142 2,094,100㎡ (663,057坪)  

1. 大賣場家數為2010年10月上網查得之資料 

2. 總營業面積 ㎡(坪)為2007年10月綠基會通訊「台灣地區集團量販店推動自願性節約能源」p.3 地區集團量販店家數及用

電量統計(至2007年3月止) 

3. 大賣場請文化大學工讀生實地查核大潤發、家樂福、好市多、台糖量販、特力屋、燦坤之資料 

假設取有意願裝置者設定為10%，則裝設坪數為66,306坪，裝置自然光單價每錯

誤! 連結無效。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錯誤! 連結無效。單價為4.34萬元，所以市場規

模為2,877,680仟元，等於28.8億元的市場規模，資料如下表 4-8 所示：  

表4-8  7大賣場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彙總表 

大賣場名稱 坪數 
有裝置意願 

坪數(10%) 

單價

(仟) 

市場規模 

(仟元) 
備 註 

1 大潤發 235,597 23,560 

43.4 

1,022,504  

2 家樂福 212,220 21,222 921,035  

3 愛買 60,744 6,074 263,612  

4 好市多 36,141 3,614 156,848  

5 台糖量販 20,880 2,088 90,619  

6 大樂 22,499 2,250 97,650  

7 特力屋 74,976 7,498 325,413  

7大賣場合計 663,057 66,306 2,877,680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三、地下停車場 

停車場(室內與地下)照明是屬於自然光最佳的應用建築，尤其是地下停車場，因隨

時都有人來停車與取車，所以需有24小時照明，而在僅上下班時段與假日有停車與取車

高峰外，其他時段都是較少人冷清時段，但仍需有24小時適度照明，惟所需之照度為50 

lux ~ 300 lux，是因停車場車輛進出為安全計，都會開啟車頭燈，以致照度毋需太強，

所以採用自然光照明不失為一項很好的策略方式。 

由表 4-9 統計資料顯示，國內公有地下停車場推算約有259座，每座以制式公式

核算，帄均為地下2~3層，帄均每層提供200個停車位，停車位約12坪(已含公共坪數)



自然光照明系統--經營計畫書 

 - 32 - 

每座公有地下停車場約400個停車位，每座公有地下停車場面積為 4,800坪，259座公有

地下停車場總面積為 1,243,200坪。 

表4-9 台灣主要城市公有停車場數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各縣市停車管理單位   本專案統計彙整 

假設政府機構因有預算與行政程序限制，所以會有10%公有地下停車場可以採

用安裝自然光照明系統，所核算公有地下停車場需要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約為124,320

坪，裝置自然光單價每錯誤! 連結無效。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錯誤! 連結無效。單

價為0.7萬元，照明市場核算之規模約為8.7億元，表 4-10核算如下：  

表4-10  公有地下停車場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估算表 

公有地下

停車場 

有意願 

10% 

帄均面積 

坪/座 

面積 

總坪數 

裝置單價 

仟/坪 

自然光照明系統 

市場規模(仟) 

259座 26座 4,800坪 124,320坪 7.0 870,2400仟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四、工廠(含倉庫) 

工廠照明不同於其他用途之照明，原因是工廠照明是生產成本之一部份，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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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效率登同樣重要，加上有工安法規與勞動檢查之限制，所以工廠照明的特徵

為： 

1. 長時間穩定之照明、不影響工作效能。 

2. 不同產業之照明規格標準不同。 

3. 具標準規格、需低維護成本。 

4. 錯誤! 連結無效。不同區域之照明要求標準不同。 

5. 倉庫照明視儲藏品之特性，低耗能。 

台灣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約占97%，以下表工廠統計數量77,555家，大型

企業約有2,326家，因大型企業對環保概念與社會責任較具意識，所以選擇以大型企

業為自然光照明系統使用之目標市場。下表 4-11 為台灣地區城市工廠數量之統計

表：  

表 4-11 台灣地區城市錯誤! 連結無效。數量之統計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本專案彙整 

台灣的錯誤! 連結無效。，假設約有20%老舊廠房光線不足，有意願安裝自然

光照明系統之企業為5%，表示約有117家大型企業有自然光照明系統之需求，假設

每家大型企業錯誤! 連結無效。面積為 2,000坪，所核算需要自然光照明系統之工廠

約為 234,000坪，裝置自然光單價每錯誤! 連結無效。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錯誤!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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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無效。單價為3.31萬元，照明市場核算之規模約為 50.8 億元，核算如下表 4-12：  

表 4-12  工廠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估算表 

工廠家

數 

有意願 

5% 

帄均錯誤! 

連結無效。

面積坪/家 

錯誤! 連結無

效。面積 

總坪數 

裝置單價 

仟/坪 

自然光照明系統 

市場規模(仟) 

2,326家 117家 2000坪 234,000坪 21.7 5,077,800仟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五、本章總結：目標市場規模彙總 

以上估算照明目標市場之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28.0億、大型室內賣場照明28.8

億、地下停車場照明8.7億、工廠照明50.8億，估算市場規模彙總達116.3億億，但這

僅是因導入初期以 1%到20%估算，若再擴散其技術，則其市場規模將更可觀。 

如下表4-13  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規模估算彙總表： 

表 4-13  自然光照明目標市場規模估算彙總表 

目標市場 家數 
總面積 

坪數 

單價 

仟/坪 
市場規模 備 註 

辦公室 

(含會議室) 
4,304家 32,280坪 21.7 28.0億 750 Lux 智慧型自然光 

大型室內賣

場 
142家 66,306坪 43.4 28.8億 1500 Lux 智慧型自然光 

地下停車場 26座 124,320坪 7.0 8.7億 300 Lux 自然光 

工廠 117家 234,000坪 21.7 50.8億 

750 Lux 智慧型自然光 

(因工廠型態多樣，取1500 Lux之

中間值) 

合計 
4,704 
家/座 

688,906坪  116.3億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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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衍生公司組織結構與能力 

集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為台科大師生之衍生公司，是為自然光照明系統商品化所

衍生之企業，本章第一節為公司簡介、企業使命與願景，第二節闡明經營策略，因組織

跟隨策略走所以第三節說明組織架構，第四節為公司研發能力；最後為本章總結。 

第一節  公司簡介、企業使命與願景 

一、公司簡介 

集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民國2009年8月，位於台科大創業育成中心內，是由

台科大光電實驗室學生所創立之衍生公司，成立宗旨以提出能有效運用太陽光，提高太

陽能之應用面積，並提供室內自然光健康照明之產品，未來將成為市場上具備節能、環

保與健康之代表性產品。 

公司基本資料如下： 

1. 公司核准設立登記/最後核准變更日期： 98 年 8 月 15  日 

2. 公司員工人數： 3 人 

3. 公司登記資本額：   900,000   元，實收資本額：  900,000    元 

4. 公司過去二年度營業額：(1)   250,000  元      (2)     0     元 

5. 公司股票發行狀況：未公開發行 

6. 公司所屬產業別： 光學設計 

7. 公司主要營業項目： 

  1). 能源技術服務業 

  2). 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業 

  3).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業 

  4). 其他塑膠製品製造業 

  5). 室內裝潢業 

  6). 建材批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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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國際貿易業 

  8). 研究發展服務業 

  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企業使命、願景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使命與願景分別為：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的企業使命是： 

享用健康、享用陽光、享用自然光照明。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的的企業願景為： 

矢志為世界最卓越的自然光能源之創新者 

期許為人類健康照明最大福祉之先驅者 

三、企業營運模式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卓越之產品與服務，自然光系統之營運模式為： 

1. 顧客價值   提供顧客綠能、低碳、健康、長期低成本之價值。 

2. 角色  成為綠色、低碳與健康照明科技之創始者取前鋒。 

3. 產品/服務  提供具無耗能乾淨之自然光照明。 

4. 故事   將低碳照明轉為無碳健康之照明。 

5. 收益   提供綠能建材照明系統，長期將呈現最低成本之競爭優勢。 

6. 自然光照明系統之價值鏈： 

照明規劃  設計  施工  系統安裝  使用  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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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策略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經營策略為『功能差異化策略』，目前的同類產品之

競爭者為：日商佳珀科技 Jato ひまわり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JATO)，英國 

Monodraught Sunpipe光導照明系統。 

經營策略計分為二個階段：示範推廣期、營運發展期；各期的經營策略分述如下： 

示範推廣階段致力於自有產品之研發，方向為技術做發展與產品推廣，因此本階

段組織編制與職能以「技術發展與產品推廣」為核心任務，初期由於技術剛具雛型，效

能雖有商業價值，但還有發展空間，其次，產品成本還較偏高，一時較難為市場所接受，

所以技術持續發展與產品推廣示範以教育市場為本階段主要任務。 

營運階段開始拓展市場，成為市場領導者，以「市場先行者與產品領先」為核心

任務，營運策略上將採取異業結盟之方式，提供合作相關技術之支援及授課服務，並以

接案方式協助客戶解決光學技術上之問題。營運地點設置於台科大育成中心，除了連結

台科大研發能量及資源之挹注，另外研發團隊成員也可隨時調度提供客戶及時之資源。 

一、示範推廣期 (2011年~2013年) 

本期是學理與實驗交互進行的階段，將自然光的特性、光的照射原理、自然光如

何匯集、如何使自然光匯集更有效、自然光如何傳導、如何將匯集自然光投放在室內…

等學理與實驗，並透過政府科專的補助，尋求民間配合政府「節能‧減碳‧綠建築」的

企業參與，於其建物增設『自然光照明系統』或『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做為示範

觀摩的指標綠建築產品，在透過使用與維護中，蒐集客戶使用的相關資料，讓研發人員

瞭解自然光集光系統照明設施性能在實際使用時的效能狀況，也瞭解客戶的需求尚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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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之處，汲取經驗，以改良強化產品，也從客戶實際使用的回饋，建立產品有別於以往

建築照明或燈具的銷售模式，以創造獨有的「經營模式」。 

(一) 經營策略：以符合「節能‧減碳‧綠建築」的訴求，以技術發展與產品推廣為經

營策略。 

(二) 產品策略：自然光照明系統、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三) 進入策略：採取與政府推廣之產學專案，設置示範性之自然光照明系統，以實驗

與展示性之產學專案；同時積極與企業合作，設立指標型之自然光照明

系統，彰顯企業符合「節能‧減碳‧綠建築」的潮流。 

二、營運發展期 (2014年~2017年) 

本期是顧名思義已擺脫示範展示之專案，真正展開營運發展，等學理與實驗，與

其他競爭者之『差異化』為： 

(一) 經營策略：以符合「環保節能‧減碳愛地球‧綠建築生活」的訴求，以先進技術

與產品市場佔有為經營策略。 

(二) 產品策略：自然光照明系統 (放光燈具)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儲能裝致+放

光燈具+LED燈具)。 

(三) 進入策略：初期目標市場選擇辦公室、地下停車場、郊區大型賣場、工廠為初期

攻佔目標，以成為市場之領導品牌；之後發展多樣產品，朝多目標市場，

如隧道、農漁業市場；成為領導品牌後，朝如中國大陸市場、日本市場、

歐美市場等全球市場。 

圖 5-1為經營策略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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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經營策略發展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第三節 公司組織架構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型態將根據公司發展規劃做不同的調整，初步將

分為示範推廣期與營運發展期等二個階段，示範推廣期之組織架構較簡單、人員也較精

簡，主要偏重於研發技術之改善及示範性產品推廣合作。第二階段之營運發展期將開始

擴展公司營運，並投入較多資源在行銷業務上，故在此階段各部門之分工較有組織化。 

導入階段組織架構層級較少，發展階段組織架構層級多其完整性較高，茲各節分

述如下： 

一、示範推廣期 

集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是以發展自然光集光系產品為主，示範推廣期組織

架構較為簡易，以「技術發展與產品推廣」為核心任務， 

(一) 公司組織圖 

示範推廣期公司組織為：總經理全盤總攬公司事務，下設研發工程部、管理部與

財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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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示範推廣期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 部門工作執掌  詳如附件一 

(三) 部門人員編制  全公司人員編制從 3 人陸續擴增為 6 人 

 表 5-1  示範推廣期組織編制圖 

職別 

年度 總經理 
研發工程

部 
管理部 財會部 合  計 備 註 

2011 1 1 1  3  

2012 1 2 1 1 5  

2013 1 3 1 1 6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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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運發展期 

營運發展階段以「市場先行者與產品領先」為核心任務，營運策略上將採取異業

結盟之方式，提供合作相關技術之支援及授權服務，並以接案方式協助客戶解決光學技

術上之問題。 

(一) 導入階段 (2014~2016) 

導入階段組織目標為：全力開拓市場，爭取業務，並在技術升級，構築進入障

礙；降低成本，開發不同目標市場。 

1. 公司組織圖 

導入階段組織分工為：總經理總攬全局；研發部全責研發事務、工程部全責負

責產品與施工等外包事務、業務部全責業務行銷事務、財會部全責財務會計事務，

圖 5-3 導入階段其組織圖與部門工作執掌如下： 

 

 

圖 5-3  導入階段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2. 導入階段公司部門工作執掌  詳如附件一 

3. 部門人員編制 

全公司人員編制從 6 人陸續擴增，2014 年 10 人，2015 年 14 人，如表 5-2。 

表 5-2  導入階段織編制圖 

職別 

年度 
總經理 研發部 工程部 業務部 管理部 財會部 合  計 

2014 1 4 2 1 1 1 10 

2015 1 5 2 2 2 2 14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  發展階段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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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階段組織目標為：全面提高市場佔有率，成為業界龍頭；開發新創商品，

擴散自然光技術；開發新產品，擴大業務層面，爭取自然光不同用途之客戶。 

1. 公司組織圖 

此階段之工作職掌分工及職責為： 

總經理主導統籌分配各部門之工作內容並規劃未來之營運方針；管理部門包含

人事管理及行政事務；財務部門則由財務長領軍負責公司之稅務規劃及財務分析，

會計與出納將協助並分工負責日常會計帳務處理；行銷部門之工作範疇在於行銷規

劃及業務推廣，每年底將全面性檢討績效達成狀況並提出隔年度之行銷方式及業績

目標，適時提出並建議未來之營運方針。研發部門包含二大體系-研發部及工程部，

不間段的進行產品效能改善為公司主要競爭力的來源之一，故每年將投入較多培訓

計劃及設備費用在研發部門，未來也將藉由產學合作得到最豐富之資源並降低研發

成本，工程部將根據客戶之需求以外包方式進行產品生產規劃，若施工過程中有任

何問題將由研發部門協助處理，藉由與外包廠商之溝通可了解最新之材質運用及市

場需求。圖 5-4 為發展階段組織圖 

 
圖 5-4  發展階段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2. 發展階段公司部門工作執掌  詳如附件一 

3. 部門人員編制(2006~2007) 

全公司人員編制從 2015 年 14 人，依業務發展狀況陸續擴增，2017 預計發展到

年 28 人之規模。如表 5-3 發展階段織編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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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發展階段織編制表 

部 門 高階人員 經理人員 管理人員 工程人員 助理人員 其    他 合  計 

總經理室 1      1 

管理部門  1 1    2 

財務部門 1  2    3 

行銷部門 1 1 3  1  6 

研發部門        

研發部 1 1  6 2  10 

工程部  1  4 1  6 

        

合計 4 4 6 10 4  28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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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經營規劃 

本專案的經營規劃基於策略規劃的二個時期--2011~2013 年示範推廣期與 2014 

~2017 年營運發展期，並將經營規劃分為：研發計畫、業務計畫、生產計畫與財務計畫

四項；茲分為四節各詳述如下： 

第一節   研發計畫 

一、研發重點項目 

國人對於室內照明設備之要求只侷限於光線是否明亮，而忽略了自然與人性之因

素，也違背了健康的訴求。人類是在陽光下進化而來，因此自然與健康的照明光應如陽

光般，除了提供明亮外也提供不同的色彩，如太陽光之漸變照明，使住家、辦公室或醫

院不再是枯燥白光。若清晨在家中有阿里山日出般的金黃色，則可開啟朝氣且活力的每

一天；九點後生活在亮白色的環境中，可增加工作效率；傍晚轉為紅黃色的光，意味著

一天的結束。將自然光帶領人們情緒，展望未來照明的新概念，絕對不單純是提供環境

的明亮，更是要把「陽光帶進我們的居家生活裡」，使我們的環境更具有豐富的色彩，

提升生活品質。 

新產品研發初期，由公司工程部門以接案方式來維持公司每月所需之營運成本並

讓研發部門無後顧之憂；研發策略上將採用異業結盟的方式，除了由公司研發團隊進行

光磚系統利用率之提升，另外，技術產品化之過程將周大鈞建築師提供相關專業法規的

諮詢，共同討論如何在新的建築設計案中將「光路由器」運用在室內照明系統中，以符

合一般大眾之期許。關於產品成本之控制將取決於光纖之數量，在成本的控制上耦合器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整體研發過程中，將依研發狀況隨時調整研發重點及技術支援，期

望能在有效期限內完成此計晝。 

1、研究如何將現有光磚收光面到出光口之效率由從現有10% 提高至30%。 

2、規劃並設計將光源引入室內後所需之光線整合及分配控制，以提供穩定及適量的照

度，並於各室設置光源強弱及開閉之控制器。 

3、利用耦合器之特性減少光纖之使用量，有效降低研發成本之產品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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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發之發展Roadmap 

自然光照明系統技術與產品發展Roadmap，將透過7年(2011~2017與)5個階段

發展Roadmap： 

1.  2010年：研發光磚光立方中直角稜鏡效能之改善引入更多自然光。 

2.  2011~2012年：研發改善光耦合元件效能，降低光纖使用量並提升導光與集光之

效能。 

3.  2013~2014年：研發光磚表面鍍膜設計，可過濾紫外線且引入更多自然光以提升

集光之效能。 

4.  2015~2016年：研發稜鏡排列最佳化，減少模組出光口，減少光纖使用量使更具

競爭力 

5.  2017年：研發稜鏡結構優化，改變稜鏡角度引入更多自然光以提升集光之效能。 

光磚的技術目前仍受日光照射角度影響集光效能，且產品成本直接受光纖使用量影

響。為使光磚更具市場競爭力，後續技術研發重點將著重於兩者的改善，依 Roadmap

所列之 2010~2017 年研發計畫如表 6-1 所示。 

表 6-1  研發計畫(2010~2017年) 

年度 

項目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光磚 
立方中直角稜

鏡效能之改善   
光磚鍍膜設計 

   

耦合元件 
 

改善光耦合元件

效能      

稜鏡 
 

  
  

稜 鏡 排 列 最

佳化 

稜 鏡 結

構優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以上各階段之Roadmap歷程，將使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之效能與成本雙雙獲得綜

效，使公司技術處於領先之地位。 

光磚的核心技術為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技術的主要概念是以光立方中

之直角稜鏡為基本單元，再經由適當的排列組合，將面光源之日光轉為線光源，進一步

以相同方式降低光源之維度而獲得點光源，而達到收集日光之目的。將光立方以類似磁

磚之概念，鋪設於建築物外觀可接受日光之地方，將照射於建築物上之光源傳導至室內

提供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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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兩年(2011~2012年)研發光耦合器，分別為系統間耦合以及多條光纖間耦合的

研究。透過系統間耦合的光耦合器可減少集光系統與導光系統連結處之光線散失，提升

整體的效能。除此之外，多條光纖間耦合的光耦合器還可將多條光纖的光線聚集至一條

光纖，減少光纖的使用量，使產品成本更具市場競爭力。 

光耦合器研發後，為使能引入更多自然光，接續兩年內(2013~2014年)研發光磚鍍

膜設計，在光磚的表面鍍上光學薄膜，除特定的高穿透與高反射光學膜層外，也會同時

考量UV-IR cut光學膜以及奈米膜，光學薄膜不僅能更有效地控制自然光，還可過濾紫

外線、紅外線以及具備自我清潔的功能。透過光學膜可提升整體的效能，進而降低相同

環境下的系統成本。 

目前第三代模組有八個出光口(即需八條光纖)，光纖數量直接影響到整個產品成

本，除了研發光耦合器減少光纖使用量外，在接下來兩年內(2015~2016年)將研究稜鏡

排列最佳化，尋找光線的最短路徑，以減少模組的出光口並提升每個出光口的效能，再

搭配2017年的稜鏡結構優化找出最佳角度收集光線，期望整體效率可再提升。 

此外，由於自然光照明系統是使用光纖傳遞自然光，透過潛望鏡的構想，除能量

可傳遞外，影像也可透過自然光照明系統進行傳遞。因此，未來可望再無窗戶的空間，

搭配此系統後，獲得戶外空間的景色。為此，除可達到節能減碳成效外，更可擴展室內

空間的實用性，讓非邊間的空間沒有密閉的壓迫感，讓使用者舒適且愉悅地使用此空

間。此應用可包括如地下室、工廠、地下研究機構等環境。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最適施工規格為光纖長度為7m為標準單位的應用層面最廣，根

據公司的研發計畫，未來7年的系統成本將可穩定且持續地下降，根據不同應用領域的

需求，產品將需要提供不同照度下的成本以及7年的變化趨勢。此外，自然光照明系統

在搭配LED、Sensor、以及太陽能電池後，將有不同的成本結構，目前預定其成本約為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1.3倍。自然光照明系統與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在不同照度(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下成本如下兩表所示。其標準單位為 ($K NTD/(坪‧

7m)，此單位含義為每坪的被照空間，在搭配7米長的光纖中不同照度需求的系統成本。 

自然光標準成本與智慧型自然光各照度 (150Lux、300Lux、750Lux、1,5000Lux) 

標準成本如第三章第三節表3-2及列3-3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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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發之研究設備 

公司具備多種測量照明效能、測量光磚及日光效能與系統模擬及程式運算之設

備，隨公司研發能力之增強，將陸續添購更精密先進之研究設備。表 6-2 為現階段

研究設備清單 

表 6-2  研究設備清單 

設備名稱 規格及廠牌 數量 說明 

電  腦 IBM 5 系統模擬及程式運算 

照度計 無 3 測量光磚及日光效能 

積分球 30cm 1 測量光磚效能 

積分球 60cm 1 測量光磚效能 

頻譜儀 無 1 測量照明效能 

電源供應器 無 1 提供電源 

示波器 無 1 測量電路 

資料來源：台科大‧集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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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業務計畫 

本業務計畫 2011~2013 年示範推廣期間，以政府產學專案為主，因自然光科技是

創新技術，自然光系統是新創產品，市場一時在心態上會有遲疑，接受度較低，所以前

三年重心放置於產品示範業務，以政府產學合作專案為主，企業接案為輔，慎選個案，

使自然光照明系統成為指標案，以為導入市場鋪路。 

2014~2017 年營運發展期間，積極以搶佔市場佔有率、高速成長與取得產品差異化

優勢為重心，將使集能公司成為自然光系統的龍頭企業，保有市場佔有率第一之目標。 

一、示範推廣期業務 

1. 市場目標：政府產學專案為主，如國科會、經濟部、工業局、中小企業處、台北

市政府與新北市政府…等公家機構，企業案為輔，以新建廠房、新建

辦公大樓；最適當的是政府與企業之產學專案，使執行專案企業以集

能公司產品為示範。 

2. 業務目標：2011 年   4,000,000 元。 

2012 年   7,000,000 元，較前一年成長 75%。 

2013 年  10,000,000 元，較前一年成長 35%。 

表 6-3 為 2011~2013 年產學專案業務目標預計表 
 

表 6-3  業務目標(2011~2013年) 
單位：千元 

 2010 2011 2012 2013 備 註 

1. 國科會 － － 2,000 － 2,000 0% 3,000 50%  

2. 經濟部 － － 1,000 － 1,000 0% 1,000 0%  

3. 工業局 － － 0 － 0 0% 1,000 100%  

4. 中小企業處 － － 500 － 1,000 100% 1,000 0%  

5. 台北市 500 － 0 － 1,000 － 500 500%  

6. 新北市 － － 0 － 1,000 － 1,000 0%  

7. 企業產學合作 － － 500 － 1,000 100% 2,500 250%  

合計 500 － 4,000 － 7,000 75% 10,000 43%  

資料來源：本專案編製 

3. 業務活動：  

(1). 致力於爭取政府產學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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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養業務工程人才，使有能力洽談專案規格與報價。 

(3). 著手建立業務管理制度，藉由產學專案茁壯業務能力。 

(4). 爭取政府示範計畫，以推動政策性補助或其他獎勵政策。 

二、 營運發展期業務 

1. 市場佔有率目標：  

(1). 國內： 

‧辦公室(含會議室)  市場佔有率從 2014 年 1% 到 2017 年 5%。 

‧大型室內賣場     市場佔有率從 2014 年 1% 到 2017 年 6%。 

‧停車場(地下)      市場佔有率從 2014 年 3% 到 2017 年 10%。 

‧工廠(含倉庫)      市場佔有率從 2014 年 1% 到 2017 年 5%。 

‧國內市場佔有率目標 

年度 2014 2015 2016 2017 

年營業額 138,700 238,300 402,700 658,800 

市場佔有率 1.19% 2.05% 3.46% 5.65% 

‧產學合作         每年維持產學合作1~2案 

(2). 國外：暫不設定業務目標，盡全力擴展。 

(3). 營收成長率2014年因從產學合作示範案轉以企業為主，成長約12倍外，其他

以70%左右成長。 

2. 業務活動：  

(1). 建立品牌：將自然光照明系統定位最潔淨、不耗能源、無污染之最新世代建

築照明產品，構建品牌知名度。 

(2). 構建行銷網：依目標市場構建國內外行銷網，將自然光照明系統全力推向市

場，以構建全球綿密之行銷網。 

(3). 擴大市場佔有率：由STP(市場區隔)，將國內外依客戶、區域與產品做市場

區隔，以最大市場佔有率為目標。 

(4). 擴張市場區域縱深：依市場區隔之分類(國內外、客戶、區域…等，推出多

樣產品線，以囊括不同類別之市場。 

(5). 擴展產品組合(product mix)：配合客戶需求之產品，設定產品經理(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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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不同領域客戶需求之產品組合，不同產品組合可搭配相稱之品牌，以建

立不同特色產品線。 

(6). 顧客關係管理：所有行銷與業務所聯結之客戶，無論現有或潛在客戶，應構

建顧客關係管理(CRM)系統長期持續之管理。 

3. 業務目標：2014~2017 年業務目標如表 6-4 

表 6-4  業務目標(2014~2017年) 
單位：千元 

目標市場 
市場規

模 
2014 2015 2016 2017 

營收 市佔 營收 市佔 營收 市佔 營收 市佔 

辦公室(含會議室) 28.0億 28,000 1.0% 56,000 2.0% 98,000 3.5% 140,000 5.0% 

大型室內賣場 28.8億 28,800 1.0% 57,600 2.0% 86,400 3.0% 172,800 6.0% 

停車場(地下) 8.7億 26,100 3.0% 43,500 5.0% 60,900 7.0% 87,000 10.0% 

工廠(含倉庫) 50.8億 50,800 1.0% 76,200 1.5% 152,400 3.0% 254,000 5.0% 

產學合作  5.000  5.000  5.000  5.000  

國內市場合計 116.3億 138,700 1.19% 238,300 2.05% 402,700 3.46% 658,800 5.65% 

資料來源：本專案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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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產計畫 

集能國際光電公司之生產政策確立以外包生產方式為主，所以生產計畫將以構建

自然光系統產品之 OEM 供應鏈為主，管理學上之研發及行銷業務仍由集能國際光電公

司掌控，產品之生產全數委外加工，所以對 OEM 供應鏈之要求與公司治理將是生產計

畫的 

一、 生產供應鏈 

集能國際光電公司之生產政策確定以委外生產為主，供應鏈變成營運之核心之

一，所以生產活動規劃就需構建一套嚴格與落實之供應鏈管理。 

1. 構建供應鏈運作系統：需規劃建立自然光產品之資源管理(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系統，從產能預測規劃、BOM(材料)表到現場施作安裝與售後服務之

ERP 系統。 

2. 協力廠商運作系統：舉凡材料供應商、代工協力廠商、產品組裝協力廠商、現場

施作安裝協力廠商都應納入 ERP 系統。 

3. 產銷管理：從客戶訂單到自然光照明產品之出貨安裝、售後維修等都應納入 ERP

系統。 

4. 標準成本管理：自然光照明產品之材料、人工及製造費用(overhead)都應納入

ERP 系統。 

5. 協力廠商管理：所有供應與代工所聯結之協力廠商，無論現有或潛在協力廠商，

應構建協力廠商管理 (SCM)系統長期持續之管理。 

二、 生產OEM委託代工 

台灣為有名的代工王國，不少設計研發團隊在考慮產品量產時，建廠並不再是唯

一的選擇了，OEM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委託代工)反倒會是較具獲利優

勢的選擇。OEM，接受客戶完全指定，按原圖設計代工製造。以製造、裝配為主，完

全依循買主所提供的產品規格與完整的細部設計，進行產品代工組裝，並依據買主指定

的形式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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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照明系統或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為客製化商品，根據顧客需求進行整

體的設計。不同的建築物結構和照明需求，會增添產品種類的複雜化。因此，出於製造

成本、運輸方便性、節省開發時間等方面的考量，OEM 會比自行建立廠房生產較符合

經濟效益，故在產品元件製作和施工安裝上採取外包，尋求品質可靠的供應商委託代工。 

在評選適合的供應商時，國際品牌大廠都有其自有的一套衡量準則，透過特定的

指標來了解製造商的品質狀況。鄭春生、林保安於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42 屆暨第 12

屆全國品質研討會針對美日品牌大廠對國內代工廠品質評鑑研究中，匯整了美日資訊大

廠評鑑代工廠品質的項目(如表 6-5)，並透過問卷訪談的方式獲得個案專家意見。 

光磚的製造，射出成型元件的品質會直接影響集光的效果，且施工安裝為整個設

計產品的最終階段，整個產品的成敗取決於此，故代工廠的品質對於自然光照明系統或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公司將參考美日大廠對於代工廠的品

質評鑑發展出自有的一套稽核計畫。 

表6-5 美日大廠評鑑代工廠項目 

美日大廠 評 鑑 項 目 

HPQ 
品質管理、文件管制、採購、製造與物料管理、最終檢驗、保養/點檢/點檢/維修與校驗、

品質資訊、統計技術應用 

DELL 
品質系統、文件管制、合約審查、製程管制、檢驗和測詴、校驗、設計管制、供應商品質

管制、產品確認和追蹤、不符合產品的管制、搬運/包裝/儲存/交貨、品質記錄 

INTEL 
品質系統、製程確認、產品能力、製程監督與管制、出貨品質、校驗與保養、可靠度、材

料品質管理、持續改善、變更管制、異常管理、統計技術應用 

NEC 
組織、文件管制、品質計畫、採購物料、檢驗、內部矯正措施、不符合材料、量測與測詴

設備、品質記錄、一般需求 

HITACHI 
倉庫管理、生產管制、產品檢查、PCB 組裝、進料檢驗、校驗管制、評估、設計、教育

訓練、一般需求、維持、製造、RMA 

來源資料；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42屆年會 

 

 自然光照明系統生產 OEM 委託代工統評鑑項目為代工廠的品質系統建立、製

程監控與管制方式、供應商的管理機制、產品開發設計管制、交貨延遲率、統計技術應

用、文管制度。每年一次至代工廠進行稽核，除按計畫的時程進行外，當對產品品質有

疑慮時，會增加稽核的頻率，不定期稽核，另外，在新機種初進入量產期間亦會安排稽

核。當稽核發現不符合事項時，除要求書面的改善報告外，還會實際再確認改善的成效，

並持續追蹤至結案。 

在後續的供應商管理上，由於評選供應商需花費成本與時間，因此在無重大缺失

的情形下，本公司將傾向於維持現有夥伴關係；重大缺失發生時，初期選擇輔導改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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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罰的方式，若持續沒有改善的話，才會重新評選供應商。 

三、 生產作業活動 

1. 生產管理制度建立：需完成世界最新 ISO 所有之標準系統建立與認證。 

2. 品保系統建立：由於委外生產是主要活動，建立品保系統使供應商持續保持在最

佳製造品質是非常重要，這有賴於品保系統建立與良好之品管人員之執行落實。 

3. 工安環保：社會責任已成未來企業能否被國際認可之必要條件，工業安全衛生與

環境保護是生產重要一環，除重視生產成本，社會外部成本也是極需處理妥當，

因處理不當之彌補費用不止千百倍，恐影響企業之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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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財務計畫 

一、 預計損益 

集能國際光電公司之營運是採穩健與積極性的模式，所以營收與獲利都是以較溫

和方式成長，銷貨成夲佔銷貨收入約 69%到 75%，隨當年目標市場與產品銷售之不同

而變動，售價隨著加入競爭者而降低，但由於技術 roadmap 逐年改善亦促使產品成本下

降，造成毛利率始終維持在穩定的區間內(4.5%~11.64%)。 

表 6-6 為 2011 年到 2017 年說明營運之財務狀況之預計損益表。 

表 6-6  損益預計表(2011~2017年) 

 

二、財務作業活動 

1. 籌資計畫：為配合二個時期之營運，勢必要進行籌資計畫，由於前三年為示範推

廣期，除產品的積極推廣外，也要積極爭取產學合作廠商之策略性參股，會選擇

具有如代工、製造技術、通路行銷或品牌…等具功能互補之企業參股投資，成為

策略性夥伴；營運發展期將更積極與國際大廠合作，除策略性夥伴之投資或私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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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亦不排除倂購或受倂購退廠機制之可能。 

2. 上市櫃 IPO 計畫：籌資與企業策略性參股是為發展，上市櫃 IPO( Innitial Publish 

Open )則是為永續成長與發展，上市櫃與籌資動作會伴隨進行，隨著營運規模

擴大，將以上市櫃為股東與社會創造最大獲利。 

3. 財務會計制度建立：一開始就要以核心能力發展為初衷，所有的運作要比照國際

級企業，財務透明是取信所有投資關係人最可靠的方式，不使人為操控影響公司

之生譽，因此建立完善財務會計制度是一開始就要做的事： 

(1). 建立有關財務會計資訊管理系統 ( F.&A. I. S. )，提高管理決策之反應與執行

。 

(2). 建立有關預算之編製與預算執行之控制，以落實有效的目標管理與異常管理。 

(3). 建立有關內控、內稽之公司治理機制，以免人為或環境變化之危機損害公司。 

(4). 建立有關財務會計績效評估、績效管理制度，以使人人有自我鞭策與激勵之動

機機制。 

(5). 財務會計人員之財會專業與一般主管之觀念之訓練，使除有本業專長外，=連

研發與工程人員亦懂得成本與管理觀念，能從個別與整體角度產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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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組織工作職掌 

一、示範推廣期組織工作職掌(2011~2013) 

1. 總經理 

 綜理公司事務，對外代表公司。 

 負責公司政策、中長期策略、年度計畫擬訂、執行與監督。 

 公司管理制度之概況、主管績效管理與評估。 

2. 研發工程部 

 負責公司中長期研發策略擬訂，年度研發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產品推廣業務，爭取專案與示範訂單。 

 有關產品研發績效、成本管理與 cost down 評估、研發績效管理。 

 公司公司產品之生產、採購、品管、外包與安裝之執行。 

 負責產品製造相關之生產制度之擬訂與執行。 

 有關產品製造績效、成本管控與 cost down 績效擬訂與執行。 

3. 財會部 

 綜理公司財務、會計等工作。 

 負責公司資金籌措、財務規劃，會計制度擬訂與執行。 

 有關公司內控內稽制度、預算擬訂與執行。 

 負責公司財務會計績效之評估與執行。 

4. 管理部 

 綜理公司行政事務，人資、法務 IP、資管、總務等工作。 

 負責公司行政制度之概況、主管績效管理與評估。 

 有關上級交辦事項。 

二、營運發展期 

(一) 導入階段組織工作職掌(2004~2005) 

1. 總經理 

 全權綜理公司各項事務，對外代表公司。 

 負責公司長期發展、營運方針、年度計畫之策略方向。 

 負責公司管理制度、經營績效、組織管理、主管績效之管理與評估。 

 負責公司會議、專案與內部管理之計畫管理。 

 2. 管理部 

 綜理公司行政事務，人資、法務 IP、資管、總務等工作。 



自然光照明系統--經營計畫書 

 - 57 - 

 負責公司行政制度之概況、主管績效管理與評估。 

 有關上級交辦事項。 

3. 研發工程部 

 總理公司中長期研發策略，年度研發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有關產品研發績效、cost down 評估、研發績效管理。 

 品質與技術提昇之教育訓練課程研擬與辦理。 

 產品研發相關教育訓練工作統籌。 

 產品開發設計工作規範、產品成本降低政策研擬之資料、檔案、樣本管理。 

 施工團隊之編組與協調。依受訂通知單安裝日期與地點，安排施工時間表。 

 產品施工之設計、安裝、執行施工品質與進度管控。 

4. 生產部 

 總理公司中長期製造策略，生產、品管、採購、外包…等年度計畫擬訂與執

行。 

 負責有關產品製造績效、cost down 評估、生產、品管、採購、外包績效管

理。 

 負責產品製造相關之生產制度之擬訂與執行。 

 有關產品製造績效、成本管控與 cost down 績效擬訂與執行。 

 產品品質標準及規格訂定。外包產品品質之要求確保。 

 外包商之尋找、資格審查與委外合約之簽訂、外包產品生產之執行。 

 外包商資料建立與管理實施承包商年度考核。外包異常狀況研擬及處置。外

包款項之審查。外包成本分析。 

5. 業務部 

 總理公司中長期行銷研發策略，市場定位策略規劃。 

 負責公司商品企劃市場情報與流行情報之掌握。產品生命週期之策略規劃（

含產品市場定位、價格、通路、促銷等策略）。 

 行銷企劃(含 SWOT 分析、行銷、展覽規劃、文宣、廣告與促銷活動等)。 

 公司企業形象(CIS)塑造企劃。公司產品網頁之設計與製作。產品型錄、廣告

帄面設計、動畫設計。 

 業務推廣(含接待訪客、推銷公司現有產品、服務項目及內容介紹)。 

 建立客戶資料(含記錄洽談內容、需求類型與規格，背景等)。 

 受訂處理：受訂通知備料與交期確認；通知工程部與連絡客戶，安排現場施

工。 

 受訂、出貨、收款之日統計、月統計與業績分析。客戶驗收處理、尾款收回

與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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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會部 

 總理公司中長期財務會計行銷策略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公司有關財務會計績效評估、績效管理。 

 負責公司財務與會計調度、銀行往來業務、股務、協助財務稽核及本部門管

理工作。公司預算之編製與預算執行之控制。 

 配合公司經營方針與目標，擬訂本部門短、中、長期營運計畫資金籌措策略

之建議與呈核。 

 每月及年度結算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相關明細表出具。 

 會計憑證、日計帳及分類帳編製保管。客戶應收帳核對及催收作業。 

 協力廠、供應商應付帳款核對支付作業。 

 部門別預算執行及產品別成本核算成本預算執行差異分析報告。 

 稅務作業處理、會計異常現象提報。 

三、營運發展期組織工作職掌 

(二) 發展階段組織工作職掌(2006~2007) 

1. 總經理 

 全權綜理公司各項事務，對外代表公司。 

 負責公司長期發展、營運方針、年度計畫之策略方向。 

 負責公司管理制度、經營績效、組織管理、主管績效之管理與評估。 

 負責公司會議、專案與內部管理之計畫管理。 

2. 總經理室 

 公司經營策略規劃，經營方針擬訂與呈核。經營計畫之協助擬訂、審核及業

績分析。 

 各項管理制度的建立、推行、解釋、檢核及改善。 

 各事業部有關資材、採購、加工、營業、儲運、客戶服務等各項管理作業之

檢核及改善。 

 協助總經理、公司副總經理執行稽核作業，定期編制稽核報告向總經理提供

建議及改進方案。 

 各類呈核案件之審核，附註意見，提供總經理、公司副總經理作為批示之參

考處理。定期經營分析與呈報。 

3. 管理部門 

 綜理公司行政事務，人資、法務 IP、資管、總務等工作。 

 負責公司行政制度之概況、主管績效管理與評估。 

 有關上級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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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發部門 

 總理公司中長期研發策略，年度研發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有關產品研發績效、cost down 評估、研發績效管理。 

(2-1) 研發部 

 負責公司中長期研發策略擬訂，年度研發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有關產品研發材料開發、研發 roadmap 進程執行、cost down 評估

、研發績效管理。 

 公司新產品發展企劃；產品技術研究發展。 

 消費者使用公司產品之維護宣導方案研擬。 

 產品設計可行性評核。 

 品質與技術提昇之教育訓練課程研擬與辦理。 

 產品研發相關教育訓練工作統籌。 

 產品開發之資料、檔案、樣本管理。 

 (2-2) 工程部 

 產品設計之工作規範、產品成本降低之政策研擬。 

 施工團隊之編組與協調。依受訂通知單之安裝日期與地點，安排施工時

間表。 

 產品施工之設計、安裝、執行施工品質與進度管控。 

3. 行銷部門 

 總理公司中長期行銷研發策略，市場定位策略規劃。 

 負責公司有關產品業務與行銷績效管理。 

 負責公司中長期行銷策略擬訂，年度研發計畫擬訂與執行。 

 商品企劃市場情報與流行情報之掌握。 

 負責公司市場發展趨勢與規模、客戶需求、同業競爭、科技發展、經營環境

等之調查、研究分析與報告。 

 負責公司商品企劃市場情報與流行情報之掌握。產品生命週期之策略規劃（

含產品市場定位、價格、通路、促銷等策略）。 

 行銷企劃（含 SWOT 分析、行銷策略、展覽規劃、文宣、廣告與促銷活動等

）。 

 公司企業形象(CIS)塑造企劃。公司產品網頁之設計與製作。產品型錄、廣告

帄面設計、動畫設計。 

 內部員工行銷活動企劃。 

 業務推廣(含接待訪客、推銷公司現有產品、服務項目及內容介紹)。 

 建立客戶資料(含記錄洽談內容、需求類型與規格，背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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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瞭解客戶需求及構想，展示公司設計之產品及特性介紹，設計技術說明

，提供建議，爭取商機。 

 受訂處理：受訂通知備料與交期確認；通知工程部與連絡客戶，安排現場施

工。受訂、出貨、收款之日統計、月統計與業績分析。 

4. 生產部門 

 總理公司中長期製造策略，生產、品管、採購…等年度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有關產品製造績效、cost down 評估、生產、採購、外包績效管理。 

 負責產品製造相關之生產制度之擬訂與執行。 

 有關產品製造績效、成本管控與 cost down 績效擬訂與執行。 

 產品品質標準及規格訂定。 

 外包產品品質之要求確保。 

 負責公司中長期研發策略擬訂，年度研發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有關產品研發材料開發、研發 roadmap 進程執行、cost down 評估、研

發績效管理。 

 外包商之尋找、資格審查與委外合約之簽訂。 

 外包商資料建立與管理承包商年度考核。外包異常狀況研擬及處置。 

5. 財務部門 

 總理公司中長期財務會計行銷策略計畫擬訂與執行。 

 負責公司有關財務會計績效評估、績效管理。 

 負責公司財務與會計調度、銀行往來業務、股務、協助財務稽核及本部門管

理工作。 

 公司預算之編製與預算執行之控制。 

 本部門工作計劃之擬訂、目標之達成、績效分析與改善呈核與執行。 

 每月及年度結算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及相關明細表出具。 

 會計憑證、日計帳及分類帳之編製保管。 

 客戶應收帳款核對及催收作業。 

 協力廠、供應商應付帳款核對支付作業。 

 部門別預算執行差異分析報告。產品別核算成本預算執行差異分析報告。 

 稅務作業處理、會計異常現象提報。 

 本部門工作計劃之擬訂、目標之達成、績效分析與改善呈核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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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用 市 場 分 析 報 告 

第 一 章   報告摘要 

台灣位處亞熱帶地區，太陽能資源豐富，最適合研發以太陽能替代大部份能源需

求，本計畫之光路由照明系統將利用太陽能之特性將自然光引導進建築物內，改善室

內照明設備之品質，在晴朗白天完全可以不使用耗電光源之照明，透過自然光可以滿

足人們日常活動之照明和採光需求，而且自然光對人們身體健康有利，據研究1平方

厘米皮膚暴露在陽光下3小時，可產生約20國際單位的維生素D。由此可知在提供相

同之照度，自然光所帶給人類的益處遠大於人造光源。 

自然光照明系統專案應用市場分析，是在從自然光照明技術之應用中，找出適合

切入之目標市場，基本上新創技術的應用是條十分漫長的路，所以本專案透過嚴謹、

系統性分析方式找出具潛量之目標市場，並運用於本專案：『經營計畫書』。圖 1-1

為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建立流程圖： 

 
圖 1-1 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建立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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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總體環境與減碳環境分析  

第一節  總體經濟環境 

2010年第1季之經濟成長率13.71％，第2季為12.53％，為連續第二季成長率突破

兩位數，即便是對上季年增率也達7.23％；但若相較其他國家，於四小龍中僅低於新

加坡的18.7％，不但高於南韓之7.1％、香港之6.5％，甚且高於金磚四國之中國大陸

(10.3％)、印度(8.2％)、俄羅斯(5.2％)，以及ASEAN 諸國，包括泰國之9.1％、馬來

西亞8.9％、菲律賓7.6％以及印尼之6.2％。顯見國內此波經濟反彈力度之強。 

2010年全年經濟成長率為8.15%，較2009年之負成長1.91％，上下差距突破兩位

數達10.06 個百分點。其中，民間消費成長2.72%，突破2.7％。國內投資成長達17.30%，

為1988 年來之最高記錄，而民間投資增加23.69%。財貨與服務之實質輸出、輸入成

長分別為24.23%、27.33％(海關商品出口與進口年增率約31.33%、39.58％)，外貿部

門之高成長為GDP 各項組成中，表現最為亮眼者。圖 2-1 為2010年全年經濟成長率

估算曲線圖。 

 

圖 2-1  2010年全年經濟成長率估算圖         資料來源：中華經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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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減碳環境 

一、我國綠能減碳政策 

過去十年（1998-2008），節能減碳議題沸沸揚揚，曾召開多次全國性會議進行

討論，包括兩次全國能源會議、永續發展會議、經發會等，然而節能減碳績效卻是令

人失望。過去十年我國由於能源消耗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呈現線性遞增趨勢，年增

率約八百萬公噸；其次，過去十年我國在能源密集度與碳密集度兩項節能減碳重要指

標仍然處在增加階段，而目前世界各主要國包括美國、德國、英國、日本、韓國家等

能源密集度與碳密集度均已經進入實質減量階段。 

二、減碳績效 

以下用國際能源總署統計結果說明我國2007年前之減碳績效： 

1.  2007年，我國總排碳量2.76億噸(CO2)，佔全球排放量0.94%，位居全球第21位，

如圖 2-2 所示。 

2.  2007年，我國人均排碳量12.08噸(CO2)，位居全球第18位，如圖 2-3 所示。 

3.  1990-2007年間，我國碳排放平均年增量為8百萬噸，如圖 2-4 所示。 

4.  2007年，我國總排碳量較1990年(京都議定書基準年)增加140.8%，遠高於全世界

平均值的38%，如圖 2-5 所示。 

  

圖 2-2 總排碳量之比較圖 圖 2-3 人均排碳量之比較圖 

http://www.npf.org.tw/search?query=%E7%B6%93%E7%99%BC%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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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我國溫室氣體排放趨勢圖(1990-2007) 圖 2-5  我國溫室氣體增加率與亞鄰及先進國家之

比較圖 

資料來源：IEA 

三、政策現況 

1 「永續能源政策綱領」，行政院 2008 年 6 月 5 日提出。 

2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總統 2009 年 6 月 19 日頒佈。 

3 「溫室氣體減量法」，立法院二讀中。 

4 「能源稅條例（草案）」，行政院版本擬定中。 

  圖 2-6 為我國能源流圖(Chart of Energy Flow)，主要說明我國能源供應、能源

轉換、與能源消費間之關係，可以提供規畫我國節能減碳的目標、方向、以及所採

行的最佳措施的參考依據。 

 
圖 2-6  我國年能源流圖(Energy Flow Chart)           資料來源：能源局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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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能源流分成三段進行分析，第一段為左邊進口「能源供應端」，第二段為

右上部出口的「能源轉換端」、以及第三段右下部出口的「能源消費端(終端消費)」。

一般而言，能源供應端以進行「淨源」工作為主，能源消費端的主要工作則為「節流」，

而能源轉換端則必頇強調能源轉換效率，例如電廠發電效率、油廠煉油效率，能源轉

換效率愈高代表「淨源」效果愈佳。 

我們先從能源供應端看起，我國初級能源供應主要來自煤、原油、天然氣、核能、

再生能源等。其中，煤和原油屬於高碳能源，天然氣、核能、再生能源則可歸類於低

碳能源。就淨源的角度來看，必頇提高初級能源結構中之低碳能源的比例。 

其次，就能源轉換端而言，必頇將能源轉換效率提高，如提高電廠發電效率，高

效率表示可以用最少的初級能源（如煤）產出最多的終端能源（如電）以供消費者使

用。提升能源轉換效率亦屬於「淨源」手段之一。 

能源消費端與一般民眾（消費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一般民眾實踐節能減碳

的起點，也就是政府推動「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實施的對象。為了方便數據統計

與政策實施，我們一般將能源消費端以部門來分類，大致可以分成運輸、住商、產業

等幾個部門。這部分的節能減碳工作就是從「節流」做起。表2-1歸納出能源供應端、

轉換端、消費端之減碳方向與所採行之主要措施。 

表2-1 我國節能減碳分工、措施與推動現況 

項目 方向 部門 減碳主體 減碳措施 
推動現況 

（績效） 

能源 

供應 
淨源 

能源部門 

產業部門 

政府 

（公權力） 

   調整能源結構、改採低碳能源（核

能、再生能源） 

   調整產業結構、鼓勵低碳產業 

待加強 

能源 

轉換 
淨源 能源部門 發電廠 提升發電效率 待加強 

能源 

消費 
節流 

住商部門 一般民眾 節約能源（如節能減碳十大無悔措施） 佳 

產業部門 

運輸部門 
一般業者 提昇能源使用效率、節約能源 待加強 

資料來源：IEA 

四、政我國採行技術與政策措施 

就能源、運輸、住商與產業等四大部門研提優先採行技術與政策措施之具體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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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在個別部門分成「立即可行」與「中長期推動」建議，而立即可行項目之下各部

門分別提供兩項優先落實的技術與政策措施。如表 2-2 所示。根據研考會「我國節

能減碳政策成效評估、檢討與建議」，並參照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建議部門溫室氣體

減量技術與政策措施所歸納而得。基本上，這些具體建議在全球各國均已被證明在節

能減碳上有效的政策、措施和手段。 

表 2-2  我國現階段部門別優先採行技術與政措施具體建議 

部門 分類 
立即可行 

中長程推動 主、協辦機關 
優先推動 一般推動 

能源

部門 

技術

措施 

   增加核電配比(機組) 

   提升(燃煤)發電效率 

  再生能源(太陽能、風能等) 

 CCS 早期應用(如儲存清除

CO2的天然氣)  

  蟄碳技術(CCS)用

於燃氣、生物質或

燃煤發電設施 

  先進核電 

  先進再生能源，包

括潮汐能和海浪

能、聚光太陽能、

和光伏電池 

主辦：經濟部 

協辦：國科會、

原能會 

政策

措施 

 課徵碳稅：制定「碳(能

源)稅條例」 

 獎勵綠色能源：通過「再

生能源發展條例」(已

通過) 

 推動再生能源義務機制 主辦：財政部、

經濟部 

  

運輸

部門 

技術

措施 

  推動節/潔能運具 

  發展大眾運輸系統、強

化運輸管理 

   綠色交通運輸規劃之土地

利用模式 

  第二代生物燃料 

  高效運具 

  先進的電動車、混

合動力車，其電池

儲電能力更強、使

用更可靠 

主辦：交通部 

協辦：經濟部、

國科會、內政部 

政策

措施 

 提升車輛能耗標準：滾

動式修定「能源管理

法」 

  投資大眾運輸及規劃

非機動車輛交通設施 

 道路交通運輸的強制性節約

燃料 

 生物燃料混合物和 CO2 排放

標準 

 通過土地利用規章和基礎設

施規劃影響流動需求 

主辦：交通部 

協辦：經濟部、

內政部 

住商

部門 

技術

措施 

  提升用電器具能耗標

準 

 推動節能照明革命 

   推行新建建築物之外殼與

空調系統節能設計與管理 

   推動「低碳節能綠建築」 

  商用建築的一體

化設計，包括技

術，諸如提供回饋

和控制的智慧型

儀器表 

  太陽光伏電池一

體化建築(BIPV) 

主辦：經濟部 

協辦：國科會、

內政部 

政策

措施 

  提升家電耗能標準與

標章：滾動式修定「能

源管理法」 

  推 動 能 源 服 務 業

(ESCO)：納入「能源管

理法」修法 

 推動政府部門引導型計畫，

包括綠色採購、節能減碳示

範 

  導入 Top Runner 制度 

主辦：經濟部 

協辦：內政部、

國科會 

產業

部門 

技術

措施 

 提升製程技術效率(含

電器與設備)  

   發展綠色能源產業 

   熱電回收技術 

   材料回收利用和替代 

   控制 non-CO2氣體排放 

  提高能源效率 

   CCS 技術用於水

泥、氨和鋼鐵的

生產 

  惰性電極用於鋁

的生產。 

主辦：經濟部 

協辦：國科會、

環保署 

政策

措施 

 推動溫室氣體盤查、限

量管制、與交易：通過

「溫室氣體減量法」 

  主辦：環保署 

協辦：經濟部、

國科會 

資料來源：IEA 

 

 

 

 

 

 

http://www.npf.org.tw/search?query=%E8%B2%A1%E6%94%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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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經濟與減碳環境小結 

由於總體經濟環境的改善與成長，我們具有良好的減碳環境，但由第二節的資料

顯示，我們不僅沒能”減碳”，還在”增碳”，不是不努力，而是經濟成長與減碳有相衝

突的地方；減碳是為了更好、更長遠的生態環境；但不管哪一種選擇，只要是消耗地

球資源的，都面臨「機會成本」的二難抉擇。但我們若將手伸向天空，每天由太陽灑

落下來的自然光成為我們「光」、「電」的來源，這對現在與未來的子孫不啻是一個

最佳的方案。 

自然光照明系統將會是一個最佳與最低「機會成本」的減碳解決方案，但由於該

技術是非常創新之技術，產品是新創之產品，技術發展初期成本相對偏高，必頇要在

使用推廣上有策略性之做法，首先要探究有哪些市場可先詴水溫？因此「應用市場分

析」便是提供經營規劃與執行之重要來源，所擬訂之「自然光照明系統經營計畫書」

(nature light system business plan)會以本分析報告為重要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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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照明產業分析 

第一節   照明產業定義與範圍 

凡從事電燈泡、燈管及電器照明器具等照明設備製造之行業均屬照明產業。若就

其產業結構而言，大致可分為電光源與其他照明設備等兩大部份。電光源包括了電燈

泡及螢光燈管；而其他照明設備則包含各式燈具及其他特殊燈泡。我國照明燈飾主要

產品大致可分為以下四大類(1)家用美術燈具類、(2)檯燈/桌燈/落地燈類、(3)聖誕燈

串類、(4)其他用電燈具類；安定器其主要之功用為提供高壓以啟動點亮燈管，然後再

供給燈管穩定的工作電流，安定器再分為傳統式及電子式。由於電子式安定器具有節

省能源、提昇燈具效率、相同的照度基準下減少燈具定裝數量、燈管不閃爍等特點，

目前為全球最熱門的省能產品；圖 3-1為照明領域之分類架構圖。 

 
註：非熱輻射之發光體可分為螢光體與磷光體兩種。含磷光體之夜光漆可保存太陽紫外線之刺激，於夜間仍能

發光。 

圖 3-1 照明之分類架構 
資料來源：照明設計學；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工研院IEK-ITIS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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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傳統照明市場 

一、全球照明市場 

2002年以來全球經濟景氣榮景，帶動全球照明市場成長，2007年全球照明市

場規模達912億美元，平均每人照明花費達14美元/年，隨著人類照明需求持續成

長，預測2015年達1,372億萬美元。經濟環境、建築物模式與趨勢、汽車市場發展、

法規、消費者喜好，影響市場發展。圖 3-2為2007~2015年全球照明市場趨勢圖。 

 
圖 3-2 全球照明市場趨勢圖(2007~2015)               資料來源：Freedonia；IEK 

(一)、建築為主要應用市場，主宰市場發展 

全球三分之二照明產品應用在建築市場中，因此建築業景氣、建築物結構

影響到全球市場發展。 

– 住宅市場受到全球經濟景氣影響，導致成長趨緩。 

– 非住宅與非建築市場，短期受利於各國政府振興經濟政策，長期得利於能源效

率提升，衍生替換市場需求，成長率高於產業平均值。 

圖 3-3為 2002~2015 年全球照明市場分怖圖 

 

圖 3-3 全球照明市場分怖圖(2002~2015)      資料來源：Freedonia；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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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型態多元，歷年產品結構比重並無明顯變化 

– 創造電子式安定器市場，使得照明零組件市場成長相對高。 

– 政府公共支出與電子安定器市場滲透率成長，縮小全球景氣衰退對零組件與室

外固定型照明市場的負面影響。 

– 能源效率提升、新光源使用及螢光燈及HID應用範圍擴張為照明產品發展方向。 

圖 3-4 為全球照明產品分佈趨勢圖 

 

圖 3-4 全球照明產品分佈趨勢圖(2002~2015)         資料來源：Freedonia；IEK 

 

(三)、北美、歐洲、中國大陸為前三大應用市場 

– 日本、美國和西歐僅佔有全球1/8人口，卻擁有全球56%照明產品需求。 

– 地域市場需求與產品結構存有一定差異。 

– 新興國家將成為市場成長主要動能。 

– 中國大陸與東歐等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再加上生產基地移轉效益，市場成長

率會高於產業平均值。 

圖 3-5 為全球照明產品區域市場分佈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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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全球照明產品區域市場分佈趨勢圖            資料來源：Freedonia；IEK 

二、照明市場成長態勢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之分析，近幾年全球照明市場銷售值呈現穩定成長的

態勢，主要原因之一是新興國家的經濟成長，積極發展基礎建設，帶動對於照明

產品的需求，其二為全球能源價格高漲，促使LED等次世代照明受到重視，帶動

整體產品的帄均銷售單價進一步提高，驅動整體照明產業的銷售額成長。  

如下圖 (圖3-6) 所示，根據工研院 IEK 的估計，2010年全球照明市場銷售

值達到820.8億美元，較2009年760.8億美元增率為7.89%，而預測2015年銷售值

將較2013年進一步成長10.96%，達1,124億美元。(資料來源： (2010)；Freedonia；

IMF(2010)) 

 

圖 3-6 全球照明市場銷售值趨勢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10)；Freedonia；IMF(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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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國際照明大廠飛利浦(Philips)之分類，全球照明市場可區分為專業照

明(佔80%)及消費照明(佔20%)等2大市場。其中，專業照明市場包含道路照明、交通

號誌照明、工業照明、商店照明、景觀照明、辦公室照明及學校照明等市場。  

三、台灣照明市場 

根據台灣區照明公會之分類，照明產業可分為「電光源」與「照明設備」兩大類

別，電光源以燈泡、燈管為主，設備類則包括各式燈具、安定器和燈飾零組件等產品。

早年台灣燈飾產品出口暢旺，以「燈飾王國」的美譽著稱於世，但近年由於勞力成本

增加等因素，燈飾廠商逐漸外移至中國等地。以照明公會為例，全盛時期會員曾多達

800家以上，至今已減少到400家左右；所幸2002至2006年間台灣照明產業進出口貿易

仍保持順差，車燈、燈具零件、桌檯燈等產品出口值皆持續成長。根據工業生產統計，

2006 年我國照明產業的生產值為161.57 億元，較2003 年成長10.96%，不僅反應景

氣的回升，也傳遞著照明技術發展的強勢。 

儘管來自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壓力沉重，但關鍵在於「價值競爭」的良性循環。表

3-1 為截止於2006年台灣照明產業進出口貿易情況，台灣照明產業約有176億之規模。 

與台灣飛利浦總經理柏健生所指出台灣一年照明市場規模為150億元之差異不

大，有50億元為光源、燈泡，100億元為燈具、居家及專業場所。此外，若依用電使

用情況分析，則可分為五大應用區塊，包括辦公室(佔34%)、家庭(26%)、商場(4%)、

工業(18%)、道路(8%)。表3-1 為台灣2002~2006年照明產業規模： 

表 3-1  台灣照明產業規模 

單位：新台幣百萬 

年度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出口值 23,252 － 24,879 7.00% 29,065 16.83% 29,019 -0.16% 31,752 9.42% 

進口值 9,809 － 10,551 7.56% 12,909 22.35% 13,824 7.09% 14,152 2.37% 

產業規模 13,528  － 14,561 7.64% 16,157 10.96% 15,195 -5.95% 17,600 15.83% 

Source：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照明公會，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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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ED照明市場 

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ing Diode, LED)因耗電量低、壽命長、應用型態多樣

化，成為許多國家競相採用以替代傳統高耗能光源選項之一。歐、美、日等國除了透

過擴大LED 應用以節省能源消耗外，並期待藉由創造市場需求， 帶動LED 及相關

產業之成長。LED 中以高亮度白光(High-Brightness White LED) LED最受矚目，因

可用於消費性電子產品、照明、廣告看板等，應用範圍廣，成為各國主要推動之項目

之一。 

一、全球LED市場規模現況 

全球LED照明產業，受限於LED價格較高、產業標準未定、與光形、壽命、可靠

度等技術問題尚待解決，2007年市場規模僅3.3億美元，其中主要市場來源為建築照明

應用，市場規模達1.5億美元，佔整體市場約45%左右。 

前瞻未來，隨著LED技術不斷提昇及廣泛應用領域，預計至2012年市場規模將達

16億美元，2007-2012年複合成長率達37%。圖 3-7 為全球 LED市場規模圖 

 
圖 3-7 全球 LED市場規模圖           資料來源：Strategies Unlimited；工研院IEK(2008/06) 

LED照明市場應用領域包括替代光源產品、字型燈、建築照明、零售展示用照明、

消費者手持式照明、居住用照明、娛樂用照明、機械影像/檢查、安全&保全、屋外

用照明、商業/工業照明、離網型照明等十二大應用，其中以建築照明應用為最大宗，

2007年佔整體市場約45%左右，其次為字型燈及消費者手持式照明，分別佔整體市場

14%及13%，其餘應用比重不大，僅0%-6%左右。圖 3-8 為LED十二大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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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LED十二大應用領域圖                     資料來源：工研院IEK(2007) 

二、我國LED照明產業政策及發展現況 

根據工業技術研究院之資料，近年來台灣LED 照明產業之產值持續成長，於2006 

年時約為新台幣210億元，2007年產值接近倍增至新台幣390億元，於2008年則達新台

幣460億元。台灣之LED光源產量為全球第1，產值則為第 2（占16%），其中晶電為

全球最大高亮度 LED 晶粒廠商。在（backlight module）背光模組部分，台灣之產

值為全球第1。台灣所生產之LED 照明產品主要供外銷，約占全數之72%，主要出口

地為中國，近年來正積極向其他國家擴大出口。 

台灣目前共有約 200 家廠商投入LED 照明光電產業，其中目前上游光源廠商計

50 餘家，中游之模組廠約計40 家，下游之燈具應用廠商則有百餘家。台灣之LED 照

明光電廠商以中小企業居多，具迅速反應市場需求開發產品之彈性，並領先全球投入

（MOCVD）多片數磊晶成長機台進行生產，且已顯現產業群聚，具規模經濟，生產

力高，近年來積極投入創新設計與應用產品開發，配合台灣高度發展之電子通訊科

技、汽車零組件等產業，可進行跨領域合作，提高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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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照明產業分析小結 

本章分析照明產業之規模與趨勢，由於傳統照明產業對節能減碳之趨勢是不利

的，但照明不但不會縮減，隨科技與經濟之進步，照明產業正朝著節省能源、更高效

率之方向前進。 

政府於2007年12月首先宣佈全台「照明節能推動方案」，目標於短期內以省電燈

泡全面取代白熾燈泡，長期規劃以LED 燈取代傳統照明，經濟部並提出「能源管理

法」修正案，甫於2009 年6 月9 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未來經濟部能源局將訂定「照

明光源最低能源效率基準」，規劃在2012年後禁止白熾燈等低效率光源之生產銷售，

以強制性手段禁止特定能源用戶使用白熾燈等低效率光源。 

政府公部門加強LED市場擴大應用計畫、照明節能示範補助，規劃之推動重點有

汰換交通號誌燈、LED 道路照明節能示範應用、政府機關全面汰換緊急出口燈(250 

萬具)與火警指示燈(30萬具)，並推動公共場所照明設施運用LED燈具。 

以上環境對於自然光照明系統是非常有利，自然光照明取自於陽光，是『無碳』

的產品，較之『低碳』更勝一籌，加上太陽能儲電技術更臻成熟，則自然光照明與人

造光照明全取自太陽，將是極具突破性的創新產品與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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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產品技術發展與成本結構 

第一節   自然光照明系統簡介 

由於台灣能源資源不足，面對國際油價大幅波動以及溫室氣體減量的全球共識，

政府將鼓勵設置再生能源設備，並朝向以太陽光電和LED照明光電為主、風力發電為

輔的新興能源產業發展，預估太陽光電、風能、LED、生質能源等綠能產業（又稱為

潔淨能源）總產值將由2007年的1,798億元，躍增至2012年的5,725億元，平均成長率高

達26.1％。根據行政院院會2009年4月通過的「綠色能源產業旭升方案」，預計五年內

投入四百五十億元，其中包括發展太陽能的關鍵技術以及推動節能照明的設置與補

助。 

不過在太陽能的利用中，不僅是太陽能電池而已，總的來說應該有太陽光能(太

陽能電池只是其中一種)、太陽熱能、太陽化學能…等，但無論是政府的政策或是民

眾的認知，太陽能光電都只有太陽能電池，然而太陽能電池真的是太陽能最佳的利用

方式嗎？要將太陽能的應用真正普及至每個家庭，就應該思考更多樣性的太陽能使用

方式。 

自然光照明系統之關鍵元件--光磚，是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黃忠偉教授所領軍的光

電系統模擬設計室，在頂尖大學五年五百億經費的支持下所研發，榮獲包括紐倫堡發

明展等許多獎項的實用優質產品。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組成計有三個模組：集光模組、傳光模組與放光模組。 

1. 集光模組：功能是將自然光(陽光)透過光磚所組成之集光板，將自然光匯集至被動

式集光元件，再將匯集之光源由傳光模組傳遞至放光燈具應用。 

2. 傳光模組：功能是將匯集之自然光，由模組的光路由器(光纖)與耦合器將自然光傳

遞至放光燈具，使多盞自然光放光燈具得以產生照明功能。 

3. 放光模組：由傳光模組傳遞來之自然光，由光纖在放光燈具投射至各照明場所。光

磚產品結構分為自然光照明系統和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 (如圖4-1、4-2所示) 。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較自然光照明系統多了太陽能模組和人造光照明模組，自

然光照明系統模組與產品如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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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光照明系統：由集光模組、傳光模組與放光模組所構成，由自然光放光燈具提

供照明功能。 

2.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增加「太陽能儲能模組」與「傳統照明模組」，自然光集

光時多餘之太陽能可同時於轉成電能於儲能模組中儲存，當自然光照射不足使可

啟動儲能模組之電力補足；一旦碰到無陽光且儲存太陽能用罄，當自行啟動傳統

照明系統提供照明功能。 

 

圖 4-1. 自然光照明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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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圖 4-3 自然光照明系統模組與產品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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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技術發展roadmap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核心技術為被動式大面積自然光收集技術，技術的主要概念

是以光立方中之直角稜鏡為基本單元，再經由適當的排列組合，將面光源之日光轉

為線光源，進一步以相同方式降低光源之維度而獲得點光源，而達到收集日光之目

的。將光立方以類似磁磚之概念，鋪設於建築物外觀可接受日光之地方，將照射於

建築物上之光源傳導至室內提供照明。 

光磚的技術目前仍受日光照射角度影響集光效能，且產品成本直接受光纖使用

量影響。為使光磚更具市場競爭力，後續技術研發重點將著重於兩者的改善，自然

光照明系統技術發展 Roadmap 如圖 4-4。 

 
圖 4-4. 自然光照明系統技術發展Roadmap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未來兩年(2011~2012 年)研發光耦合器(如圖 4-5)，透過光耦合器可減少集光系統

與導光系統連結處之光線散失(如圖 4-6)，提升整體的效能，除此光耦合器還可將多

條光纖的光線巨集至一條光纖，減少光纖的使用量，使產品成本更具市場競爭力。 

 

 
圖 4-5. 耦合器示意圖(圓孔轉方孔)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台科大，集能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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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連結模組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光耦合器研發後，為使能引入更多自然光，接續兩年內(2013~2014 年)研發光磚

鍍膜設計，在光磚的表面鍍上光學薄膜(UV-IR cut、奈米膜)，光學薄膜不僅能吸引

更多自然光，還可過濾紫外線、紅外線以及具備自我清潔的功能。 

目前第三代模組有八個出光口(即需八條光纖)，光纖數量直接影響到整個產品成

本，除了研發光耦合器減少光纖使用量外，在接下來兩年內(2015~2016 年)將研究稜

鏡排列最佳化，預計可將模組出光口減少至四個以下，再搭配 2017 年的稜鏡結構優

化找出最佳角度收集光線，整體效率可提升超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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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品成本結構 

自然光照明系統整體成本包含元件成本、組合成本和施工成本，其各階段之估

算說明如下：  

一、自然光成本結構分析 

(一)、元件成本 

元件成本：主要為材料表(Bill Of Material 簡稱 BOM)，以光纖為大宗，因此僅估

算光纖成本 

假設：1. 日光照度為 120,000 lux 

      2. 光磚效能 2.50% 

   3. 光纖單位成本 $5.31 / (mm
2‧m) 

      4. 光纖長度 1 m 

   5. 目前技術 KPI(傳光密度)為 0.36 lm/ m-mm
2
(單位長度-單位截面積) 

根據目前技術研發的 Roadmap，期望技術發展突破可使每年可增加 1.5 倍的傳光密

度 

(二)、組合成本 

組合成本：以將元件組合成集光模組、導光模組與放光模組，主要為 

 自然光照明系統組裝流程圖 

 增加組裝 leader time(mfg cycle time) 

 依組裝不同模組將規格、供應商、前置時間列表 

(三)、施工成本 

施工成本：包含建築物照明結構設計和硬體施工成本 

假設：根據目前施工的案例，施工、設計的成本約為元件成本的 1 倍，為提高市場

的佔有率，預估透過逐年經驗累積、合作廠商增多、市場逐漸擴大等因素，

每年將以 0.918 的比例線性下降，以達到七年後施工、設計的成本約為元件

成本的 0.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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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慮的 factor，如工時、工法、工具、測詴… 

 在執行集光系統工程時，紀載整個案件的過程與紀錄，蒐集相關資料做為制定

規格(Spec.)與資料庫(data base)之依據。 

二、未來七年自然光照明系統單位成本 

根據上述的假設，推算出未來七年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如圖 4-7)。2010

年不含施工成本為$ 48.8/(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2.9/(lux‧坪‧m)；

2010 年包含施工成本為$ 97.6/(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3.2/(lux‧坪‧

m)。 

 

圖 4-7. 2010 年~2017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若應用於不同照度場所 (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推算出未來七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K NTD/(坪‧m) (如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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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2010 年~2017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於不同照度下的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在成本結構上，約為一般自然光照明系統的 1.3 倍，推

算出未來七年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如圖 4-9)。2010 年不含施工成本為$ 

63.4/(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3.8/(lux‧坪‧m)；2010 年包含施工

成本為$ 126.9/(lux‧坪‧m)，預計至 2017 年可降至$ 4.1/(lux‧坪‧m)。 

 

圖 4-9 2010 年~2017 年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若應用於不同照度場所 (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推算出未來七

年智慧型自然光照明系統的單位成本($K NTD/(坪‧m) (如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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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2010 年~2017 年自然光照明系統於不同照度下的單位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產品成本結構彙總 

自然光照明系統的最適施工規格為光纖長度為 7m 為標準單位的應用層面最

廣，未來自然光照明系統 7 年不同照度(150 lux、300 lux、750 lux、1,500 lux)的單

位標準成本($K NTD/(坪‧7m)如表 4-1 及表 4-2。 

表 4-1.  自然光標準成本(含設計/施工)                   $仟元/(坪‧7m)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50 lux 102.2 63.7 39.2 23.8 14.7 9.1 5.6 3.5 

300 lux 266.7 166.6 101.5 62.3 37.8 17.5 11.2 7.0 

750 lux 512.4 319.9 194.6 119.0 72.8 44.1 27.3 16.8 

1,500 lux 1,024.8 640.5 389.9 238.0 145.6 123.9 54.6 33.6 

 

表 4-2.  智慧型自然光標準成本(含設計/施工)             $仟元/(坪‧7m)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50 lux 133.0 83.3 50.4 30.8 18.9 11.2 7.0 4.2 

300 lux 266.0 166.6 100.8 61.6 37.8 23.1 14.0 8.4 

750 lux 647.5 416.5 253.4 154.7 94.5 57.4 35.7 21.7 

1,500 lux 1,332.1 832.3 506.8 310.1 189.0 115.5 71.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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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產品應用市場評估 

本章從技術性角度來選擇市場應用機會，日光因子為室內的照度與室外照度的比

值，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訂有各場所之照度lux使用值，本章探討自然光照明系統

日光因子與lux使用值界定市場應用機會。 

第一節   自然光系統效能分析 

本節說明日光因子之照度比值之特性，並為下列各一節應用場所之照度lux使用

值界定市場應用機會之評估。 

一、日光因子 (Daylight Factor) 

室內的照度與室外的比值稱之為日光因子，係因陽光照射穿過如窗戶之阻

隔物與距離使陽光照度衰竭，距離愈遠衰竭量愈多。房間靠窗邊的日光因子估約

為10%照度，遠離窗邊估約為 1%照度。 

1. 多雲陰天-室外照度為 5,000 lux，近窗處的日光因子10%照度為 500 lux，而

遠窗邊的日光因子1%照度則為 50 lux。 

2. 晴空萬里-室外亮度為 80,000 lux，產生近窗處的日光因子10%照度為 8,000 

lux亮度，遠窗處的日光因子1%照度為 800 lux亮度。 

二、目前光磚效能之計算方式：照度集光面積(30cm x30cm) 效率(10%) 

1. 多雲陰天--室外照度為5,000 lux；1塊光磚可提供1坪13 lux；2塊光磚可提供1

坪26 lux。 

（5,000  0.09㎡  10% = 45流明LM：45流明LM÷3.3㎡= 13 lux） 

2. 晴空萬里--室外照度為 80,000 lux；1塊光磚可提供1坪 218 lux；2塊光磚可提

供1坪 436 lux 

（80,000  0.09㎡  10% = 720流明LM：720流明LM÷3.3㎡ = 218 l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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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用市場評估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訂有各場所之照度lux使用值，國家標準訂有 CNS 總

號12112 -- 類號 Z1044，其分有 12 種場所所需之照度基準，因自然光照明系統主要

用於室內，市場應用機會可能計有：學校、辦公場所、停車場、商業場所、醫院、公

共與營展場所、住宅、車站、工廠等 9 種應用機會評估，分述如下： 

一、學校(教室、辦公室、研究室、體育館)之照度 

學校照度從 200 lux ~ 750 lux之間，主要教室、辦公室、研究室、體育館為

主，學校照度旨在使上課時保有良好之學習環境，保護師生之視力。圖 5-1 為

學校照度標準 

 
圖 5-1 學校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二、辦公場所(辦公室、會議室、會客室)之照度 

辦公場所從 75 lux ~ 750 lux之間，主要以150 lux ~ 750 lux範圍間之辦公室、

會議室、會客室照度為區隔市場。主要焦點集中在辦公室與會議室，因這是辦公

使用頻率最高的場所，人們日常辦公作息若能以陽光為照明與照射之來源，是很

有益於工作與健康的方式。圖 5-2 為辦公場所照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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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辦公場所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三、停車場之照度 

停車場之照度從 50 lux ~ 300 lux之範圍間之照度為區隔市場。停車場所需

之照度不高，只供用車人看清路況與取車辨識即可，但尤其是公共停車場需24

小時照明，所以若用不耗電之自然光照明是節省成本有利之條件。圖 5-3 為停

車場照度標準 

 
圖 5-3 停車場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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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車站之照度 

車站之照度從 100 lux ~ 1,500 lux之範圍，多為購票處、候車處月台；購票

處與候車處所需明亮度較高，照度明確需一致；登車月台則為較低之照度。圖 5-4 

為車站照度標準 

 
圖 5-4 車站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五、商業場所：商店、百貨店與其他之照度 

公共場所從 150 lux ~ 2,000 lux之間範圍之主要場所 (餐廳、工作場所、展覽室、公

共空間)，公共場所之照度以服務與產品展示為主，並以營造該行業與場所特質，

所以照度的運用差異頗大。圖 5-5 為商業場所照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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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商業場所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六、醫院之照度 

醫院從 100 lux ~ 10,000 lux之間範圍間之主要場所 (辦公室、診間、手術

室、眼科明室)，因應不同的醫療使用，醫院大廳之照度需較高，使患者有較光

明、懷抱希望之心境，診間小範圍的強力照明是需要的，使醫生看診有充足亮度，

手術室的聚光照明可有助於開刀時之進行。圖 5-6 為醫院照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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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醫院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七、公共與營展場所 (美術館、博物館、公共會館、旅館、公共浴室、美容院、理髮

店、飲食店、戲院) 

上述公共與營展場所之照度從 100 lux ~ 1,500 lux之間範圍間之場所，主要

集中在照度 500 lux ~ 1,500 lux 之間主要營業場所；其中美術館與博物館照度

所需較高，美容院、理髮店、飲食店次之戲院則開演前進場與放映畢清場需很明

亮，旅館、公共浴之明亮度普通。圖 5-7 為公共與營展場所場所照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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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公共與營展場所場所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八、住宅之照度 

住宅照度範圍從 200 lux ~ 2,000 lux之間，住宅包含客廳、臥室、起居室、

餐廳、書房…等，住宅照明之照度與家庭和個人偏好關係頗大，亦通常會有較大

之差異。圖 5-7 為住宅照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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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住宅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九、工廠 (生產線、工作間、控制室、空調機械室)之照度 

工廠從 150 lux ~ 1500 lux之間，生產線、工作間、控制室、空調機械室之

照度為相當影響生產或工作效率，且會受工廠安全衛生之法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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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9 工廠照度標準       資料來源：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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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應用市場機會分析 

上述 9 類有市場應用機會之辦公場所、停車場、公共場所與工廠為應用市場的

資料彙總(表 5-1)，再從中選取技術與成本可達到之目標市場。 

一、機會評估分析 

(一)、技術機會  指技術容易達到的，照度愈低愈有機會。 

(二)、成本機會  指成本較低機會愈大，照度愈低愈有機會。 

(三)、照明時間  指場所所需照明時間，照明時間愈長者愈有機會。 

(四)、照明成本  指場所所需照明成本，成本愈低者愈有機會。 

(五)、照明維護  指場所所需維護成本，維護成本愈低者愈有機會。 

表 5-1 為九個應用市場之機會分析 

表 5-1 應用市場機會分析 

應用市場機會 照度範圍 
使用照明

系統 

技術 

機會 

成本 

機會 

照明 

時間 

照明 

成本 

照明 

維護 

1 學校 200 lux ~ 750 lux 智慧型 高  高  10 hr≦ 中  低  

2 辦公場所 75 lux ~ 750 lux 智慧型 高  高  14 hr≦ 高  高  

3 停車場 50 lux ~ 300 lux 自然光 高  高  24 hr 低  低  

4 商業場所 150 lux ~ 2,000 lux 智慧型 低  低  8 hr~24 hr 高  高  

5 醫院 100 lux ~ 10,000 lux 智慧型 低  低  24 hr 高  高  

6 公共與營展場所 500 lux ~ 1,500 lux 智慧型 中  中  14 hr≦ 高  高  

7 住宅 200 lux ~ 2,000 lux 智慧型 低  低  8 hr~24 hr 高  低  

8 車站 100 lux ~ 1,500 lux 自然光 低  高  24 hr 高  低  

9 工廠 150 lux ~ 1,500 lux 智慧型 中  中  8 hr~24 hr 高  高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照明系統Q&A節能技術手冊 

陽光效能需透過自然光照明系統的轉換方可以廣泛應用，在選擇應用的對象上，

以時間、場所、使用人數的最大應用與效能做為應用對象的考慮要點，因此優先選擇

以辦公場所、停車場、公共場所與工廠為應用市場的優先範圍，再從中選取技術與成

本可達到之目標市場。 

二、目標市場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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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的應用，要考慮二個方面：一是當期技術所能達成的照度，

二是當期技術所能達到的成本。以及需求者之機會分析後決定，考量接受度及意願

後，選擇學校辦公場所停車場與商業場所為目標市場，表 5-2 為目標市場選定表，

建議初期之目標市場切入，可考慮由此切入。 

表 5-2 目標市場選定表 

目標市場 照度範圍 
使用照明

系統 

技術 

機會 

成本 

機會 

照明 

時間 

照明 

成本 

照明 

維護 

1 學校 200 lux ~ 750 lux 智慧型 高  高  10 hr≦ 中 低 

2 辦公場所 75 lux ~ 750 lux 智慧型 高  高  14 hr≦ 高 高 

3 停車場 50 lux ~ 300 lux 自然光 高  高  24 hr 低 低 

4 商業場所 150 lux ~ 2,000 lux 智慧型 低  低  8 hr~24 hr 高 高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三、目標市場應用建築機會分析 

目標市場以建材照明切入市場，主要應用主體為建築，因此目標市場亦需考量使

用於新建築與舊建築之機會分析。 

 (一)、新建築機會  新建築考量的為建築自啟用至拆除間，使用期間之整體成本，亦

包含未來能源成本上漲、耗費碳成本(CO2 Cost)之上揚，以全球將

環保外部成本逐漸由使用者內化趨勢，新建築考量使用自然光照

明系統是最符合長期成本效益。 

(二)、舊建築機會  舊建築考量增改建成本與未來環保外部成本由使用者內化之成本

效益分析，若增改建成本超過使用者內化成本則進行增改建，否

則就俟改建後直接採用自然光照明系統。 

 

應用市場分析小結 

本章由產品的國家照度標準，就技術機會、成本機會、照明時間、照明成本與照

明維護等要素之評估，建議由9類應用市場中，選擇以辦公場所、停車場、公共場所

與工廠為優先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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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目標市場規模評估 

應用市場的範圍設定，以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照度標準(lux)所適用之室內照

明為範圍，這範圍內容巨細彌遺，本專案由(CNS照度標準(lux)表設定應用市場，並

評估本專案之應用市場範圍。 

第一節   台灣目標市場考量 

一、目標市場特色考量 

以光磚之成本效益評估，初期將鎖定目標市場之照度需求為 150 lux 的族群，

Ex.走廊、樓梯、飲茶室、值夜班、更衣室、倉庫、入口(靠車處)、進出口、走廊、通

道、作業場之倉庫等等，逐次發展到更高照度之場所。因本產品之安裝頇透過專業人

員的設置與安裝，因此以公共場所之照明為主。本計畫之區隔變數以產品所使用之場

所以及是否考慮產品外型特殊化作為區隔之依據，由目標市場的特性與切入考量，選

出以下4種不同目標市場： 

(一)、辦公室(含會議室)：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150 lux ~ 750 lux，辦公室與會議

室使用時間長，除白天上班外，晚上及假日加班也會使用照明，加上位置通常

靠近窗邊，使用集光板之集光照度不大使成本毋需很高，對辦公室與會議室人

員之健康也很有幫助，是首選之目標市場。  

(二)、大型室內賣場：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150 lux ~ 1500 lux，賣場，尤其是位

於郊區大型購物賣場或購物中心，因樓層不高(約1~2層)且面積廣大，賣場所

需之照明強度中等，營業時間頗長，運用集光板之集光系統是很經濟的方式—

便宜又耐久，所以大型室內賣場是目標市場之良好選擇。 

(三)、停車場(地下)：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50 lux ~ 300 lux，室內停車場通常需

要保持24小時全天候的照明，但其照度確又不需很明亮，原因是當汽車進入停

車場時需開亮頭燈，一方面便於近距離照明以維護安全，另一方面也讓來車見

到燈光防止碰撞，取車只要能照明走道及辨認車輛即可，所以室內停車場或地

下停車場有照明時間長、低照明亮度之特性。 

(四)、工廠(含倉庫)：此目標市場照度範圍為 150 lux ~ 1500 lux，工廠的照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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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多樣，工廠照明的需求條件視產業特性，除生產型態不同 (如裝配線生產

與機台生產就差異很大)，工廠的工作環境與勞動條件也是影響生產照明的重

要因素。因工廠照明是生產成本的一部份，所以毋需電源的自然光照明系統將

極具吸引力，若加裝太陽能板儲能使用，更有加分作用，所以工廠照明是很好

目標市場之選擇。 

自然光照明系統需求特性彙總如表 6-1 

表6-1 自然光照明系統需求特性彙總 

目標市場 照度 
照明 

時間 

照明 

成本 

照明 

維護 
說 明 

辦公室(含會議室) 150 lux ~ 750 lux 10 hr≦ 中 高  

大型室內賣場 150 lux ~ 1500 lux 14 hr≦ 高 高  

停車場(地下) 50 lux ~ 300 lux 24 hr 低 高  

工廠(含倉庫) 150 lux ~ 1500 lux 8 hr~24 hr 低 高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目標市場採購行為考量 

以上目標市場之照度需求為 150 lux ~ 1500 lux ，就市場的推廣角度而言，不同

目標市場之客戶是否採用，有其利益之考量，其中關鍵人物 (key man)是決定是否採

用的決策者，本節進行購買者之採購行為分析，以瞭解產品使用者之考因素做為產品

特性設計之依據，以下為4不同的目標市場之採購行為分析： 

(一)  辦公室(含會議室)：此區隔市場主要購買者為商辦大樓建商與室內設計師，

對本產品可能需求為可節能並同時取得長時間照明設備。由於不同商辦大樓

設計與內部裝潢可能有相當多的變化，因此此區隔中之客戶主要尋求的是一

個節能與內裝間的一個解決方案，價格應不是唯一考量的重點。  

(二)  大型室內賣場：此區隔市場之主要購買者為大型賣場經營者，對本產品之可

能需求雖類似辦公場所照明之區隔，但由於賣場所使用的人數與規模會大於

辦公場所，因此可能會要求不同於一般小型照明之規格。另外可能須搭配賣

場本身內部裝潢，與可能之特殊規格(如大型廣場之照明、室內造景、對特殊

產品之聚光燈等) 。 

(三)  停車場(地下)：此區隔市場之主要購買者為地下停車場經營者，對本產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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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求為對產品外型較不要求，但須具備能長時間照明，低耗能，且能夠

集中購買， 並以最低價格訂購。另外須具備標準規格與與維護成本低之特

性。以上資料彙總於下表。 

(四)  工廠(含倉庫)：此區隔市場之主要購買者為製造業經營者，對本產品之可能

需求為至少不影響工作效率，且裝置條件上，低成本、低耗能、品質穩定可

靠、維換修容易，且能夠集中購買，並以最低價格訂購。 

表6-2 為目標市場採購行為之彙總如下： 

表6-2 目標市場採購行為彙總表 

目標市場 照明圖示 照度需求 
主要可能 

購買者 

對本產品可能需求 

(消費者採購行為) 

辦公室(含

會議室) 

 

150 lux ~ 
750 lux 

商辦大樓建

商與室內設

計師 

1. 長時間照明、低耗能。 

2. 針對辦公室不同功能 (如會議

室，茶水間，廁所)設計不同燈具

與光源。 

大型室內

賣場 

 

150 lux ~ 
1500 lux 

大型賣場經

營者 

1. 長時間照明、低耗能。 

2. 須與賣場內部裝潢搭配，可能具

有特殊規格 (如大型廣場之照

明、室內造景等對特殊產品之聚

光燈等)。 

停車場 

(地下) 

 

50 lux ~ 
300 lux 

地下停車場

經營者 

1. 長時間照明、需低耗能。 

2. 集中購買，以最低價格訂購。 

3. 具有標準規格。 

4. 維護成本低。 

工廠(含倉

庫) 

 

150 lux ~ 
1500 lux 

工 廠 負 責

人‧採購(主

管 )/ 建 築

師‧建築設計

師 

1. 長時間穩定之照明、不影響工作

效能。 

2. 不同產業之照明規格標準不同。 

3. 倉庫照明視儲藏品之特性，低耗

能。具標準規格、需低維護成本。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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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目標市場規模估算 

自然光照明目標市場的市場規模估算，因自然光照明產品還缺乏商品化的實績，

以致於缺乏實際供應廠商與銷售的供需資料，固然自然光集光產品預期看好，但因尚

缺在成本的競爭力下，無法由需求端做市場規模估算，因此就由產品可能應用層面的

政府數據推算，再斟酌以係數做調整。 

因自然光照明產品還缺乏商品化的實績資料，以致於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的

市場規模估算，缺乏現有競爭廠商與銷售的歷史資料，固然自然光照明產品預期看

好，但因缺乏歷史資料，無法由需求端做市場規模估算，因此就由產品可能應用層面

的數據予以推算，再斟酌以係數做調整來核算可能之市場規模。 

一、市場吸引力與服務能力評核分析 

從2個面向來分析以上不同區隔之目標市場：一為市場吸引力，另一為服務能力。

市場吸引力是指某一目標市場的絕對規模、歷史與預期成長率、通常的購買數量、作

生意的容易程度。服務能力是指每一市場區隔希望從本產品得到怎樣的產品、服務、

價格、支援、速度以及其他要素。  

(一)、市場吸引力評核分析 

 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此目標市場，台灣主要城市辦公室與會議室數量規模581,482

家，現有公司每年成長1%，新公司每年成長22.64%，購買量增加幅度很可觀；因此

也對商辦大樓與內部照明產生需求。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3.5分，代表吸引力屬中高。 

 大型室內賣場照明：此目標市場，台灣主要城市批發業及零售業數量規模510,326

家，其中綜合批發業5,950家(法令規定面積不少於3,000坪)，批發業及零售業數量每

年增加2.368%，成長很快，購買量很可能增加幅度會相當大；因此也對賣場內部照

明產生需求。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4分，代表吸引力屬較高。 

 停車場(地下) 照明：此目標市場中，台灣主要城市公有停車場數量計1,001家，其中

地下停車場數量計259家，缺乏成長相關資料，預估購買量有限，但是因是公家單位，

配合減碳政策採用自然光之可能性頗高。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4分，代表吸引力屬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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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工廠(含倉庫)照明：此目標市場中，台灣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工廠統計數量77,555

家，新工廠每年成長17.84%，扣除歇業13.45%，成長4.39%，表示每年增加3400家，

新工廠採用自然光之可能性會更高；因此也對工廠(含倉庫)產生需求。吸引力評核

分數給予3.5分，代表吸引力屬中高。 

表6-3 為目標市場吸引力評核分析表 

表6-3 目標市場吸引力評核分析表 

市場區隔 
市場需求滿足需求之必要條件 

(規模、成長力、購買量) 

評分 

(1~5) 

辦公室 (含

會議室) 

台灣主要城市辦公室與會議室數量規模 581,482 家，現有公司每

年成長 1%，新公司每年成長 22.64%，購買量增加幅度很可觀。 
3.5 

大型室內賣

場 

台灣主要城市批發業及零售業規模 510,326 家，其中綜合批發業

5,950家(法令規定面積不少於 3,000 坪)，批發業及零售業數量

每年增加 2.368%，成長很快，購買量可能增加幅度會相當大。 

4 

停車場 (地

下) 

台灣主要城市公有停車場數量計 1,001 家，其中地下停車場數量

計 259 家，缺乏成長相關資料，預估購買量有限，但是因是公家

單位，配合減碳政策採用自然光之可能性頗高。 

4 

工廠 (含倉

庫) 

台灣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工廠統計數量 77,555 家，新工廠

每年成長 17.84%，扣除歇業 13.45%，成長 4.39%，表示每年增

加 3400 家，新工廠採用自然光之可能性會更高。 

3.5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服務能力評核分析 

 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此目標市場，台灣辦公室需要為長時間照明。針對辦公室

不同功能(如會議室，茶水間，廁所)設計不同燈具與光源。服務能力評核分數給予

3.5分，代表服務能力屬中高。 

 大型室內賣場照明：此目標市場，台灣需要長時間照明。與賣場內部裝潢搭配，可

能具有特殊規格(如大型廣場之照明、室內造景等對特殊產品之聚光燈等)。服務能

力評核分數給予3.5分，代表服務能力屬中高。 

 停車場(地下) 照明：此目標市場中，台灣主要為長時間照明。集中購買，以最低價

格訂購。具有標準規格。維護成本低。服務能力評核分數給予4分，代表服務能力屬

較中等。 

 工廠(含倉庫)照明：此目標市場中，台灣的企業需長時間穩定照明、不影響工作效

能。不同產業之照明規格標準不同。倉庫照明視儲藏品之特性。具標準規格、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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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成本。服務能力評核分數給予3分，代表服務能力屬中高。 

表6-4 為目標市場服務能力評核分析表 

表6-4 目標市場服務能力評核分析表表 

市場區隔 市場需求 
滿足需求之必要條件 

(產品、技能組合、地點、成本) 

評分 

(1~5) 

辦 公 室 ( 含

會議室) 

1.長時間照明。 

2.針對辦公室不同功能(如會議室，茶

水間，廁所)設計不同燈具與光源。 

1.商辦大樓建商與室內設計師 

2.智慧型自然光系統 

3.辦公室、低耗能 

3.5 

大型室內賣

場 

1.長時間照明。 

2.須與賣場內部裝潢搭配，可能具有特

殊規格(如大型廣場之照明、室內造

景等對特殊產品之聚光燈等)。 

1.大型賣場經營者 

2.智慧型自然光系統 

3.賣場內部、低耗能 
3.5 

停 車 場 ( 地

下) 

1.長時間照明。 

2.集中購買，以最低價格訂購。 

3.具有標準規格。 

4.維護成本低。 

1.地下停車場經營者 

2.自然光系統 

3.停車場、低耗能 
3.0 

工 廠 ( 含 倉

庫) 

1.長時間穩定照明、不影響工作效能。 

2.不同產業之照明規格標準不同。 

3.倉庫照明視儲藏品之特性。具標準規

格、需低維護成本。 

1.工廠負責人‧採購(主管)/建

築師‧建築設計師 

2.智慧型自然光系統 

3.工廠、倉庫、低耗能 

3.5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經過上述目標市場吸引力與產品服務能力分析後，將結果資料繪製於下圖中 

 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3.5分，算是不差；服務能力評核分數

給予3.5分，代表服務能力屬中高。 

 大型室內賣場照明：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4分，相當看好；服務能力評核分數給予

3.5分，代表服務能力屬中高。 

 停車場(地下) 照明：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4分，相當好吸引力；服務能力評核分數

給予4分，代表服務能力屬較中等。 

 工廠(含倉庫)照明：吸引力評核分數給予3.5分，算是不差；服務能力評核分數給予3

分，代表服務能力屬中高。 

圖 6-1 為台灣目標市場之市場吸引力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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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台灣市場吸引力矩陣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台灣目標市場規模估算 

( 一 )、辦公室(含會議室) 

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的市場規模估算，因自然光照明產品可以補足辦公室(含會

議室)的陽光，對人體是很有助益，所以將辦公室(含會議室)的照明自然光照明產品列

為首要推廣對象，但全台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的市場究竟有多大？以經濟部統計處

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自2010年9月的統計資料，全台23縣市共有列案的辦公室(含會議

室)家數計有581,482家(如表6-7)，但缺乏面積的統計。所以用推估估算數做基準，因台

灣以中小企業佔90%以上，人數約5~20人之間，所以設定面積約為30坪(90㎡)，而其中

1/4(75%)面積做為會議室，全台23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之面積表 6-5 估算為： 

表6-5 全台23縣市辦公室與會議室面積彙總表 

 家數 面積(坪/家) 總坪數(坪) 

全台23縣市 581,482 30坪/家 17,444,460 

辦公室(75%) 436,112 

22.5錯誤! 連結

無效。錯誤! 連

結無效。 

9,812,520 

會議室(25%) 145,370 

7.5錯誤! 連結

無效。錯誤! 連

結無效。 
4,361,115 

總面積   17,444,460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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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30坪 (90㎡) ，因此全台23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之面積估算為：

17,444,460 坪，但要估算可能潛在的市場，需做假設方為可行，我們假設台灣有3個

高度發展的城市有最高的使用意願，分別為：台北縣市、台中縣市、與高雄縣市，因

此北中高3縣市合計 430,334家，全台 23 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 581,482 家之

74%，假設取有意願裝置者設定為1%，約為 4,304 家，每家30坪，則面積為 129,120 

坪，裝置智慧型自然光單價每坪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 ㎡ 為 0.705 萬元，換算每坪

單價為 21.7仟元(750 Lux)，所以市場規模為 2,801,904 仟元，等於 28.0億元的市場

規模。縣市辦公室與會議室面積彙總資料如下表 6-6 所示： 

表6-6  3縣市辦公室與會議室面積彙總表 

 
家數 

有裝置意願 

家數(1%) 

面積 

(坪/家) 

總坪數(坪) 單價

(仟) 

市場規模 

(仟元) 

台北縣市 282,670 2,827 

30坪/家 

84,810 

21.7 

1,840,377 

台中縣市 74,754 748 22,440 486,948 

高雄縣市 72,910 729 21,870 474,579 

3縣市合計 430,334 4,304  129,120 2,801,904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僅是辦公室30坪其中會議室1/4(75%)面積，全台23縣市中台北縣市、台中縣市、

與高雄縣市其中的1%就有近100億元的市場規模，若提升為10%，再加上擴展至全省

台 23 縣市的辦公室與會議室，其市場規模將超過210億元的市場規模。 

表6-7 為台灣主要城市辦公室與會議室數量 

表6-7 台灣主要城市辦公室與會議室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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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本專案彙整 

( 二 )、大型室內賣場 

台灣的大型量販發展迅速且多樣，自70年代萬客隆開啟大型量販行業以來，台灣

便發展出許多不同於國外兼具大量便宜但又購買量小的特色，且兼具生鮮超市之方

便，依統計台灣的綜合商品批發業達5,050家，各家面積不少於3,000坪，表6-8 為台灣

主要城市批發業及零售業數量。 

表6-8 台灣主要城市批發業及零售業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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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本專案彙整 

大型室內賣場是一個自然光照明系統值得切入之市場，因其營業時間長且需較高

之照度，要估算大型室內賣場可能潛在的市場，我們選取7個聯鎖體系的量販賣場，

分別為：大潤發、家樂福、愛買、好市多、台糖量販、大樂、特力屋等，共有142家

大型室內賣場，142家大型室內賣場每家單店面積不少 於3,000坪 (2,983坪~10,547

坪)，則面積為 2,094,100㎡ 合計坪數為 663,057 坪。表 6-9 為台灣7家大賣場營業面

積彙總表。 

 

 

表 6-9  7大賣場營業面積彙總表 

大賣場名稱 家數 
營業總面積 ㎡ 

(坪) 

平均營業面積㎡/家 

(坪/家) 

1 大潤發 全省 24 778,835㎡ (235,597坪) 32,451㎡ (10,547坪) 

2 家樂福 全省 63 652,985㎡ (212,220坪) 10,704㎡ (3,479坪) 

3 愛買 全省 17 186,906㎡  (60,744坪) 10,994㎡ (3,573坪) 

4 好市多 全省 6 111,204㎡  (36,141坪) 18,534㎡ (6,923坪) 

5 台糖量販 南台灣 7 64,246㎡  (20,880坪) 9,178㎡ (2,983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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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樂 南台灣 3 69,228㎡  (22,499坪) 23,076㎡ (7,500坪) 

7 特力屋 全省 22 230,696㎡  (74,976坪) 10,486㎡ (3,408坪) 

 總計 142 2,094,100㎡ (663,057坪)  

1. 大賣場家數為2010年10月上網查得之資料 

2. 總營業面積 ㎡(坪)為2007年10月綠基會通訊「台灣地區集團量販店推動自願性節約能源」p.3 地區集團量販店家數及

用電量統計(至2007年3月止) 

3. 大賣場請文化大學工讀生實地查核大潤發、家樂福、好市多、台糖量販、特力屋、燦坤之資料 

假設取有意願裝置者設定為10%，則裝設坪數為66,306坪，裝置自然光單價每

坪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坪單價為4.34萬元，所以市場規模為2,877,680仟元，等於28.8

億元的市場規模，資料如下表 6-10 所示：  

表6-10  7大賣場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彙總表 

大賣場名稱 坪數 
有裝置意願 

坪數(10%) 

單價

(仟) 

市場規模 

(仟元) 
備 註 

1 大潤發 235,597 23,560 

43.4 

1,022,504  

2 家樂福 212,220 21,222 921,035  

3 愛買 60,744 6,074 263,612  

4 好市多 36,141 3,614 156,848  

5 台糖量販 20,880 2,088 90,619  

6 大樂 22,499 2,250 97,650  

7 特力屋 74,976 7,498 325,413  

7大賣場合計 663,057 66,306 2,877,680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 三 )、地下停車場 

停車場(室內與地下)照明是屬於自然光最佳的應用建築，尤其是地下停車場，因

隨時都有人來停車與取車，所以需有24小時照明，而在僅上下班時段與假日有停車與

取車高峰外，其他時段都是較少人冷清時段，但仍需有24小時適度照明，惟所需之照

度為 50 lux ~ 300 lux，是因停車場車輛進出為安全計，都會開啟車頭燈，以致照度毋

需太強，所以採用自然光照明不失為一項很好的策略方式。 

由表 6-11 統計資料顯示，國內公有地下停車場推算約有259座，每座以制式公

式核算，平均為地下2~3層，平均每層提供200個停車位，停車位約12坪(已含公共坪

數)每座公有地下停車場約400個停車位，每座公有地下停車場面積為 4,800坪，259

座公有地下停車場總面積為 1,243,200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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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1 台灣主要城市公有停車場數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各縣市停車管理單位   本專案統計彙整 

假設政府機構因有預算與行政程序限制，所以會有10%公有地下停車場可以

採用安裝自然光照明系統，所核算公有地下停車場需要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約為

124,320坪，裝置自然光單價每坪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坪單價為0.7萬元，照明市

場核算之規模約為8.7億元，表 6-12 核算如下：  

表6-12  公有地下停車場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估算表 

公有地下

停車場 

有意願 

10% 

平均面積 

坪/座 

面積 

總坪數 

裝置單價 

仟/坪 

自然光照明系統 

市場規模(仟) 

259座 26座 4,800坪 124,320坪 7.0 870,2400仟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 四 )、工廠(含倉庫) 

工廠照明不同於其他用途之照明，原因是工廠照明是生產成本之一部份，所

以成本與效率登同樣重要，加上有工安法規與勞動檢查之限制，所以工廠照明的

特徵為： 

1. 長時間穩定之照明、不能影響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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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產業之照明規格標準不同。 

3. 具標準規格、需低維護成本。 

4. 工廠不同區域之照明要求標準不同。 

5. 倉庫照明視儲藏品之特性，低耗能。 

台灣的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約占97%，以下表工廠統計數量77,555家，大型

企業約有2,326家，因大型企業對環保概念與社會責任較具意識，所以選擇以大型

企業為自然光照明系統使用之目標市場。表 6-13 為台灣地區城市工廠數量之統

計表：  

表 6-13 台灣地區城市工廠數量之統計表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本專案彙整 

台灣的工廠，假設約有20%老舊廠房光線不足，有意願安裝自然光照明系統

之企業為5%，表示約有117家大型企業有自然光照明系統之需求，假設每家大型企

業工廠面積為 2,000坪，所核算需要自然光照明系統之工廠約為 234,000坪，裝置

自然光單價每坪在技術改良第7年，每坪單價為3.31萬元，照明市場核算之規模約

為 50.8 億元，核算如下表 6-14工廠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估算表： 

表 6-14  工廠自然光照明市場規模估算表 

工廠家

數 

有意願 

5% 

平均工廠面

積坪/家 

錯誤! 連結無

效。面積 

裝置單價 

仟/坪 

自然光照明系統 

市場規模(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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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坪數 

2,326家 117家 2000坪 234,000坪 21.7 5,077,800仟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三、本節總結：目標市場規模彙總 

以上估算照明目標市場之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28.0億、大型室內賣場照明

28.8億、地下停車場照明8.7億、工廠照明50.8億，估算市場規模彙總達116.3億億，

但這僅是因導入初期以 1%到20%估算，若再擴散其技術，則其市場規模將更可觀。 

如下表 6-15 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規模估算彙總表： 

表6-15  自然光照明目標市場規模估算彙總表 

目標市場 家數 
總面積 

坪數 

單價 

仟/坪 
市場規模 備 註 

辦公室 

(含會議室) 
4,304家 32,280坪 21.7 28.0億 750 Lux 智慧型自然光 

大型室內賣

場 
142家 66,306坪 43.4 28.8億 1500 Lux 智慧型自然光 

地下停車場 26座 124,320坪 7.0 8.7億 300 Lux 自然光 

工廠 117家 234,000坪 21.7 50.8億 

750 Lux 智慧型自然光 

(因工廠型態多樣，取1500 Lux之

中間值) 

合計 
4,704 
家/座 

688,906坪  116.3億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第三節   中國大陸目標市場規模估算 

由於中國大陸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沿海與內陸發展落差大、城鄉貧富差異大，

要依目標市場逐項計算其市場規模，在現有條件下是高難度挑戰，自然光照明系統的

先期使用者，會是經濟較富裕之一、二級城市，所以用中國大陸18個一、二級城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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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市場規模估計之標的。 

一、區隔目標市場 

利用次級資料鎖定中國大陸市場做區隔，區隔變數以產品使用之場所及是否考慮

自然光照明系統產品外型特殊化作為區隔之依據，區隔出以下三種不同的目標市場：  

 辦公場所照明：此區隔之目標市場主要購買者為商辦大樓建商與室內設計師，對本

產品之可能需求為可節能並同時取得長時間照明之設備。由於不同商辦大樓之設計

與內部裝潢可能有相當多的變化，因此此區隔中之客戶主要尋求的是一個節能與內

裝間的一個解決方案， 價格應不是唯一考量的重點。

 賣場內部照明：此區隔之目標市場主要購買者為大型賣場經營者，對本產品之可能

需求雖類似辦公場所照明之區隔，但由於賣場所使用的人數與規模會大於辦公場

所，因此可能會要求不同於一般小型照明之規格。另外可能頇搭配賣場本身內部裝

潢，與可能之特殊規格 如大型廣場之照明，室內造景，對特殊產品之聚光燈等 。

 地下建物 如地下停車場 ：此區隔之目標市場主要購買者為地下停車場經營者，對

本產品之可能需求為對產品外型較不要求，但頇具備能長時間照明，低耗能，且能

夠集中購買，並以最低價格訂購。另外頇具備標準規格與維護成本低之特性。

以上可能採購者與需求彙總資料表 6-16。 

表 6-16  目標市場可能採購者與需求彙總表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區隔之目標市場吸引力分析 

從兩個面向來分析以上不同區隔之目標市場：一為市場吸引力，另一為服務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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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市場吸引力是指某一目標市場的絕對規模、歷史與預期成長率、通常的購買數量、

作生意的容易程度。服務能力是指每一市場區隔希望從本產品得到怎樣的產品、服

務、價格、支援、速度以及其他要素。  

由前段對市場區隔之描述中，不論是辦公場所照明，賣場內部照明或者地下建物

(地下停車場)，皆可歸納出本產品所適合推出之區域以城市化較高之聚落為主，因此

擬以中國大陸的一線與二線城市做為行銷之灘頭堡。經過次級資料做收集後，彙總出

中國主要城市為北京、上海、香港。廣州、深圳、天津、南京、杭州、蘇州、寧波、

瀋陽、大連、武漢、長沙、西安、昆明、貴陽、珠海。先就各市場區隔之吸引力來分

析， 根據本報告彙總資料如下：  

 辦公場所照明：此區隔之目標市場中，中國各主要城市現約有200萬法人單位，191

萬產業活動單位，共計391萬企業家數，並以每年7.5至9.3之年帄均增長率成長(請詳

見表 6-17)，因此也對商辦大樓與內部照明產生需求。  

表6-17  中國各主要城市企業家數表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賣場內部照明：此區隔之目標市場中，中國各主要城市現約有51萬個大小批發與零

售商場，並以未來每年近15年增長率成長(詳見表 6-18)，因此也對賣場內部照明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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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需求。 

表6-18  中國各主要城市批發與零售商場家數表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停車場(地下)：此區隔之目標市場中，中國各主要城市現約有12983座地下停車場，

且中國汽車數量以每年14之年平均增長率成長(詳見表 6-19)，因此也間接對停車場

與停車間照明產生間接需求。  

表6-19  中國各主要城市地下停車場家數表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經以上彙總分析後，本計畫擬以不同之配分來表示此三項市場區隔對本產品吸引

力之描述。由於區隔二賣場內部照明與區隔三地下建物(地下停車場)之成長率皆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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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4% 或15% 之年均增長率成長，因此其需求相當明顯。另外中國大陸將在未來從

世界工廠轉變為全球最大市場，因此賣場的成長將帶動照明設備的需求；而地下停車

場之照明需求與本產品之基本功能相當切合，容易為市場客戶了解與接受，因此皆評

分為4分。至於辦公室照明設備與中國房地產景氣有密切連結，也容易受中國政府對

房市的看法有所影響，因此將其評分列為3分。表6-20 為市場區隔吸引力評分表： 

表6-20  市場區隔吸引力評分表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三、目標市場區隔之服務能力分析 

如前所述，服務能力是指每一市場區隔希望從本產品得到怎樣的產品、服務、價

格、支援、速度以及其他要素。就各目標市場與本產品服務能力來分析，本資料彙總

資料並分析如下：  

 辦公場所照明：針對此市場區隔中的需求如長時間照明；低耗能；能針對辦公室不

同功能 如會議室，茶水間，廁所 設計不同燈具與光源等，本產品對應並提供之服

務能力是與專業室內設計師密切搭配，針對不同的辦公場所室內空間做客製化規

劃。由於客製化之需求變化多端，因此在有限之資源人力的考量下，本計畫提出具

有 分服務此市場區隔客戶之能力。

 賣場內部照明：針對此市場區隔中的需求如長時間照明， 低耗能 針對賣場內部裝

潢搭配，可能具有特殊規格，因此可能頇研發出不同規格的照明系統來因應賣場中

不同光源需求 如室內造景，對產品之聚光燈等 。針對不同的規格進行研發將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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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產品專案對不同規格與製程之掌握能力，因此在此考量下，本計畫提出具有 分

服務此市場區隔客戶之能力。

 地下建物 地下停車場 ：針對此市場區隔中的需求如長時間照明，低耗能 具有標準

規格，以及維護成本與價格低之需求，為服務此區隔市場之需求，本計畫認為只要

針對產品規格與壽命作測詴，並使製程簡化降低成本即可滿足客戶需求，因此本計

畫提出具有 分服務此市場區隔客戶之能力。表 為市場區隔服務能力評分表：

表6-21 市場區隔服務能力評分表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經過上述目標市場吸引力與本產品服務能力分析後，將結果資料繪製於圖 6-2

中。圖中地下建物(地下停車場)具有較高之吸引力與本產品服務能力，因此位置居於

右上，賣場內部照明具有吸引力，但服務能力較不足，居於右中。而辦公室照明雖

具有吸引力但卻不如前兩項目標市場，且服務能力上也較弱，故位置於左中。但從

每項目標市場之圓形大小，代表了對行銷策略作為之重要性。由於地下停車場雖進

入門檻較低，但獲利空間也較受限，因此從策略作為的角度來看，賣場內部照明與

辦公室照明較能建立品牌形象與獲取較佳利潤空間，故此二目標市場具有其未來重

要性。 

圖 6-2 為中國大陸市場吸引力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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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  中國大陸市場吸引力矩陣圖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四、中國大陸目標市場規模估算 

前述由於中國大陸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沿海與內陸發展落差大、城鄉貧富差異

大，所以用中國大陸18個一、二級城市為目標市場規模估計之標的，由於受到資料之

限制，無法如同台灣般逐項取得資料，僅能由中國大陸整體資料與所取得18個一、二

級城市之資料，如人均GDP(國民生產毛額)與台灣比較。 

(一)、2009年台灣與中國大陸整體比較 

1. 人口數：台灣 23,142,460人  大陸 1,352,851,888人  人口比    1：58.457 

2. 國民所得：台灣 16,274美元 大陸 3,600美元    國民所得比  4.5：1 

3. 人均GDP：台灣 34,743美元 大陸 7,518美元   人均GDP比  3.79：1 

大陸有 13.53 億人口，是台灣 0.23億人口的58倍；國民所得上，台灣 16,274美

元，大陸為 3,600美元，台灣每人國民所得是大陸的4.5倍，人均GDP上，大陸7,518

美元，台灣人均GDP34,743美元，台灣人均GDP是大陸的3.79倍，若純粹以人口比為

參數，國民所得比與人均GDP比分別相差達263倍及222倍，貿然引用會有極大誤差。

因此就本分析所選擇之18個一、二級城市，逐一找出2009年現有人口數與人均GDP，

詴加以比較，估算之目標市場或較為可用。 

(二)、2009年台灣與中國大陸18個一、二級城市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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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口數：台灣 23,142,460人  大陸18城 153,371,800人      人口比 1：6.63 

2. 總計GDP：台灣 34,743美元 大陸18城 209,848美元   總計GDP比  1：4.78 

3. 人均GDP：台灣 34,743美元 大陸18城  11,658美元   人均GDP比  1：0.34 

但以18個一、二級城市之規模，其總計人口是台灣的6,63倍，每人GDP也是台灣

的6.4倍，但因其中含有香港較特別，香港除外後，其17個一、二級城市總計人口是台

灣的6,32倍，每人GDP也降成台灣的4.78倍。以城市平均值來看，每個城市平均人口

是台灣的0,37倍，每人GDP為台灣的0.34倍(香港除外後更僅有0.28倍)。 

表6-22 為大陸18城市人口/人均GDP統計表 

表6-22  大陸18城市人口/人均GDP統計表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各城市資料[http://zh.wikipedia.org/]‧本專案繪製 

 

所以中國大陸18個一、二級城市之採用自然光照明市場之目標市場規模(辦公場

所、賣場內部及地下建物 (地下停車場) 選擇以3倍之規模估算，至少348億(116億3)

之目標市場規模。全中國大陸採用自然光照明市場之規模估算，則為下一階段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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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目標市場規模評估小結 

台灣目標市場以 1%到20%之意願，估算辦公室(含會議室)照明28.0億、大型室內

賣場照明28.8億、地下停車場照明8.7億、工廠照明50.8億，估算潛在目標市場共達116.3

億目標市場規模。 

中國大陸18個城市估計 3 倍於台灣目標市場規模。所以暫估中國大陸採用自然

光照明市場之潛在目標市場規模(辦公場所、賣場內部及地下建物(地下停車場))至少

348億(116億3)之目標市場規模。但以大陸經濟發展之速度與潛力，目前所估算之目

標市場將不斷擴張，除目前的3個目標市場外，將會有3個、6個、12個、24個、48個…

等目標市場。目標市場規模也將超過於現在所348億規模的倍數成長。 

如下表 6-23 自然光照明系統目標市場規模估算彙總表： 

表6-23  台灣與中國大陸目標市場規模估算                  單位：億新台幣 

台灣 

目標市場 
家數 

總面積 

坪數 

單價 

仟/坪 

市場

規模 

中國大陸 

目標市場 

中國大陸 

各主要城市 

市場 

規模 

辦公室 

(含會議室) 

4,304 
家 

32,280 
坪 

21.7 
(750 Lux) 

28.0 
億 辦公室 北京、上海、

香 港 、 廣

州、……、長

沙、西安等18

個一、二級都

市 

348 
億 

大型室內賣場 
142 
家 

66,306 
坪 

43.4 
(1500 Lux) 

28.8 
億 

室內賣場 

地下停車場 
26 
座 

124,320 
坪 

7.0 
(300 Lux) 

8.7 
億 

地下建物(地下

停車場) 工廠 
117 
家 

234,000 
坪 

21.7 
(750 Lux) 

50.8
億 

合計 
4,704 
家/座 

688,906 
坪 

 
116.3
億 

  
348 
億 

台灣與中國大陸 

目標市場規模總計 
新台幣  464.3 億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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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應用市場分析結論 

一、自然光照明系統總結 

我們具有良好的總體經濟環境與減碳環境，但由第二章資料顯示我們不僅沒能”

減碳”，還在”增碳”，這是經濟成長與減碳相衝突的地方；減碳是為了更好、更長遠

的生態環境；但不管哪一種選擇，只要是消耗地球資源的，都面臨「機會成本」的二

難抉擇。但若我們由太陽灑落下來的自然光成為我們「光」、「電」的來源，這對現

在與未來的子孫不啻是一個最佳的方案。 

照明產業之規模與趨勢，由於傳統照明產業對節能減碳之趨勢是不利的，但照明

不但不會縮減，隨科技與經濟之進步，照明產業正朝著節省能源、更高效率之LED 燈

取代傳統照明方向前進政府公部門加強LED市場擴大應用計畫、照明節能示範補助，

照明產業之環境對於自然光照明系統是非常有利，自然光照明取自於陽光，是『無碳』

的產品，較之LED『低碳』更勝一籌，加上太陽能儲電技術更臻成熟，則自然光照明

與人造光照明全取自太陽，將是極具突破性的創新產品與產業。 

自然光照明系統專案應用市場分析，是在從自然光集光照明技術之應用中，找出

適合切入之目標市場，基本上新創技術的應用是條十分漫長的路，所以本專案透過嚴

謹、系統性分析方式找出具潛量之目標市場。 

自然光照明系統是一個最佳與最低「機會成本」的減碳解決方案，但由於該技術

是非常創新之技術，產品是新創之產品，技術發展初期成本相對偏高，必頇要在使用

推廣上有策略性之做法，首先要探究有哪些市場可先詴水溫？因此「應用市場分析」

便是提供營運規劃與執行之重要依據，所擬訂之「自然光照明系統營運計畫書」(nature 

light system business plan)會以本分析報告為重要參考依據。 

自然光照明系統是一個很看好之創新技術與新創產品，創新技術還有許多技術突

破之空間，在市場應用上也需找出切入點，綜合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特性與優缺點如表

7-1所示，如何發揮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特性與優點，將缺點運用科技與管理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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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產品採納度意識，使普遍接受是主要課題。 

表7-1  自然光照明系統之特性 

自然光照明系統 特點 自 然 光 照 明 系 統 優 點 自 然 光 照 明 系 統 缺 點 

1. 健康—有益人體健

康 

2. 無碳—不消耗地球

能源 

3. 綠能—為綠能建築

材料 

1. 陽光資源無匱乏之虞，地球無

處不可取亦無處不可得 

2. 同時取得「光」與「能」，兼

具立即使用與儲能之功能 

3. 免費—太陽光猶如空氣，取之

不盡 

1. 受限於氣候，天氣不佳時難以取得 

2. 現階段受制於集光效能，集光因子

效率尚待加強 

3. 裝置元組件成本偏高，恐阻礙使用

意願 

4. 產品採納度意識還不能普遍接受 

資料來源：本專案繪製  

 

 

二、應用市場展望 

(一)、應用潛力展望 

本專案未來相關規劃除技術上透過政府科專計畫持續進行研究發展外，台科大亦

極力申請如經濟部之SBIR或其他政府之技術應用計畫、經濟部-學界科專優質平價計

畫，其應用潛力和市場規模之後續發展，商管團隊將會持續與其保持密切合作。 

(二)、市場規模展望 

本專案亦極力爭取有綠色建材照明觀念之企業參與示範，已完成得有台北花卉博

覽會之自然光照明示範建築、洽談中的有長興化工之舊建築增設自然光照明系統，都

是用以擴大大面積自然光系統之應用潛力和市場規模之專案。 

 

三、本分析報告總結 

自然光照明系統是非常創新之技術，產品是新創之產品，台灣潛在目標市場達

116.3億，中國大陸潛在目標市場估364億，共計約有465億以上之潛在市場，這會使專

案合作廠商以較樂觀積極得態度去進行市場拓展。 

本分析報告提供橋接專案之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做為「經營計畫書」

(Business Plan)，有關目標市場規模估算與業務計畫之依據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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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會展產業之目的地管理公司創業投資分析與評估 

主持人：何小台 
執行期間：2010/4/1~2010/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新創事業:     成立台灣第一家目的地管理公司─邁思會展有限公司                                                            

 團隊投入業界: 輔導具會展經驗與外語能力的專業人才投入會展產業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邁思會展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本計劃目標希望輔導團隊成員了解什麼是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 VC)、如何管理創業投資基金、如何選擇創業投資對象、如何評

估市場的機會與風險、如何協助投資之創新公司成長、學習投資於新創

事業之評估方法、以及爾後的經營策略等。進一步協助具備會展籌備經

驗且外語能力突出的專業人才創立「邁思會展」公司，鎖定此利基市場，

把握契機，成為台灣第一家目的地管理公司(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DMC)，藉此提供學界創業投資理論應用在管理實務上。 

二、執行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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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情形說明 

 

工作內容 執行進度說明 完成度 

產業概況分析 針對近年來美國、亞太等地區會展產業

發展概況，蒐集客觀的統計數字與報

告，了解市場成長趨勢。 

100% 

 

文獻探討 彙整國內外相關學術文獻，了解會展產

業DMC的利基與競爭優勢之處。 
100% 

 

公司營運策略 建立組織架構、研擬會展服務業DMC

的行銷策略4P(Product, Price, Place, 

Promotion )，和3C(Company, 

Competitor, Customer) 

100% 

 

財務報表規劃 關鍵財務指標、損益平衡分析、損益預

測、現金流量預測、資產負債表預測 
100% 

 

 

 

四、預期效益 

     

    已於2010年5月輔導團隊創立「邁思會展」公司，邁思會展公司將

選擇台灣作為會展目的地的跨國企業主，提供全方位服務。「邁思會展」

的亮麗成績可期，因為會展產業支出每年平均成長率達12%，依據過往

資料推論，「邁思會展」營運第一年的營業額可望達到約新台幣1500萬，

未來五年更將以每年30%的驚人速度成長，淨利率亦可望超過10%。不

久後，「邁思會展」可望深入國內外的會展產業，成為DMC中頂尖品牌。

另一方面，「邁思會展」將致力於推廣在地國─台灣，使其成為會展目的

地，亦期望能為台灣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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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本計劃目標希望輔導團隊成員了解什麼是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 

VC)、如何管理創業投資基金、如何選擇創業投資對象、如何評估市場的機

會與風險、如何協助投資之創新公司成長、學習投資於新創事業之評估方

法、以及爾後的經營策略等。進一步協助具備會展籌備經驗且外語能力突出

的專業人才創立「邁思會展」公司，鎖定此利基市場，把握契機，成為台灣

第一家目的地管理公司(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DMC)，藉此提供

學界創業投資理論應用在管理實務上，創投相關議題有： 

• How venture capitalists work?  

• How can venture capitalists help?  

• How is a venture financing structured?  

• How to choose a venture capital fund?  

• What is the valuation of a company? How do venture capitalists evaluate it?  

• Understand the role and challenges of an entrepreneur  

• Understand how to evaluate opportunities  

• Entrepreneurship as a management style  

• Entry strategies  

• Competitive strategies of entrepreneurial firms  

• Resourcing the new venture  

• Entrepreneurial networking and networks  

    藉由此次計畫提供學界帶領團隊於創業前期深入研究市場，以在瞬息萬

變的環境中洞察未來商機，以達到成為享譽國際的目的地管理領導品牌的長

程目標，創業前期需要完成的規劃有： 

• Executive Summary 

• Company Description 

• Business Model Analysis 

• Market & Competition Analysis 

• Strategy & Company’s Position 

•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 Risk Analysis 

• Valuation Analysis 

• IRR Analysis 

• Sources & Uses of Funds 

• Basic Conditions of the Term Sheet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二) 研究方法 

 

   在了解創業投資的相關議題後，計劃團隊選定會展產業中的目的地管

理公司(DMC)作為創業目標，依此產業特性與創業目標擬定創業計劃書

(Business plan)。 

 

(三) 執行結果 

 

1. 研究背景與市場趨勢 

 

自1980年以來，大型會議/展覽中心在各大城市紛紛建立，蔚然成風。隨

著全球化的腳步迅速發展以及資訊科技與交通技術的進步，皆大幅縮短跨國

行程時間，國際性會議與展覽舉辦次數更是逐年提升，也帶動會展產業

(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 MICE)快速成長。根據2001年美

國成功會議(Successful Meetings)的一份報告顯示，於2000年在美國地區在會

展產業總花費估計為1221億美金；此外國際會議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統計資料顯示，2004年美國會議產業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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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費達 1223億美元，其中兼有展覽的會議或展覽（Conventions & 

Expositions）占55.5%，達679億2000萬美元；研討會占39.4%，481億5000萬

美元；獎勵旅遊則占l5.1%，62億4000萬美元。 

    除此之外，會展產業受到各大城市普遍重視，主要是能帶給當地乘數的

經濟效益，其關聯產業如航空公司、旅館、餐飲、娛樂、印刷、交通運輸、

顧問公司、旅遊等都受惠。以美國為例，會議市場上一年的規模約達820億

美元，佔全國生產總值別排名第22位。國際會議協會(ICCA)統計指出，舉辦

一場為期3天的國際會議，能為當地帶來超過3600萬美元的商機。由此可看

出會議展覽產業具有相當高的經濟效益。近幾年來即使是經濟不景氣環境

中，會議市場始終保持兩位數字的成長，較其他產業平均成長率為高。 

    會展產業市場高度分割化，包括一般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議和展覽

(或其他工商活動)。由於近年來全球經濟衰退重創了一般旅遊業，旅行社紛

紛改變營運手法，因此，很多業者轉而注意會展產業，因它是旅遊業中成長

最快的區塊之一，為許多城市和國家賺進大筆稅收。「國際會議協會」指出，

2005年，總計有5,283個會展活動，數目較2004年增加479個，表1-1和1-2

顯示「國際會議協會」公佈的全球排名，透露歐美仍是會展產業重鎮，維也

納在一般會議產業項目位踞第一，第二和第三名則分別是新加坡和巴塞隆

納。 

表 1-1  「國際會議協會全球會展目的國排名」 

排名  國家  會議數目 

1  美國 376  

2  德國 320  

3  西班牙 275  

4  英國 270  

5  法國 240  

6  荷蘭 197  

7  義大利 196  

8  澳洲 164  

9  奧地利 157  

10  瑞士 151  

 



表 1-2 「國際會議協會全球會展目的城市排名」 

排名  城市  會議數目  

1  維也納 129  

2  新加坡 125  

3  巴塞隆納 116  

4  柏林 100  

5  香港 95  

6  巴黎 91  

7  阿姆斯特丹 82  

8  首爾 77  

9  布達佩斯 77  

10  斯德哥爾摩 72  

 

「國際會議專家聯合會」(Meetings Professional International, MPI)

表示，2010 年，籌辦中的會議總數、提案活動總數、每個會議/活動的參

與人數和開銷均呈現正成長，此外，相較於 2009 年，客戶端的企劃人員預

期將在 2010 年得到所屬機構更高額預算。 

會展產業在歐美國家行之有年，歷史長達一百多年，而過去二十年來，

由於亞洲國家成本競爭力強，全球又吹起亞洲熱，亞洲國家愈來愈成為關

注焦點，咸認是極富拓展潛力的會展目的地。國際會議協會(ICCA)近期公

佈的統計數字顯示，台北目前名列亞洲第 6 大會展城市，名列全球第 18 大

會展城市。 

在台灣，會展產業還是一個新興產業，近幾年成長飛快，創造了可觀的

經濟和非經濟效益。過去幾年，台灣政府也認識到會展產業市場的經濟潛

力驚人，逐步推動誘因，以期吸引國際會展活動移往台灣舉辦。 

未來趨勢： 

 會議愈發成為推動組織營運目標和成果的重要工具，大部份客戶端會議

企劃人員皆表示所屬機構看重會議。科技在會展產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

角色，並非因為它能取代會議中親身互動的層面，而是可以促成會議及



協助活動主辦單位、展覽廠商和企劃人員。 

 氣候變遷和二氧化碳排放是會展產業相關活動的熱門主題，美國很多協

會都共襄勝舉，推薦致力推動環保的會議中心、飯店和航空公司，尤其

是「商務旅行主管協會」(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Travel Executives, 

ACTE)正努力引導業界採取更節能減碳的策略和方案。 

 「國際會議協會」指出，亞洲日益崛起，不但成為國際上安全的會展目

的地，更獲得國外投資人青睞。越南主計處公佈一份數據，顯示 2006

上半年前往越南旅遊的 185 萬名外籍遊客中，多達 278,000 人亦在旅程

中參加座談會或大型會議，比例較前一年同期增長 26.3%，中國也在全

球會展產業中嶄露頭角，最近安利中國團一萬名團員前往墨爾本和台灣

參加獎勵旅遊和研討會就是一例，這是至今造訪墨爾本和台灣最大的獎

勵旅行團。 

   

2. 文獻探討 

會議展覽(MICE)簡稱會展產業，主要為小型會議(meeting)、獎勵

旅遊(incentive travel)、大型會議(convention)、展覽(exhibition)等四

種活動類型組成。Tabei(1997)認為會展產業服務網絡包含了會議展覽服

務，如：展覽公司、會議舉辦公司、廣告公司、翻譯公司、印刷公司等；

會場住宿餐飲服務，如：旅館、會議展覽場地、餐廳、咖啡廳等；交通

運輸服務，如：航空公司、貨運公司、遊覽公司等；觀光及都市機能，

如：主題樂園、電影院、醫院、政府等。分別定義如下： 

A. 獎勵旅遊─Dwyer and Mistilis(1997)將獎勵旅遊定義為公司為了達

成績效目標而給予員工非金錢類之獎勵。但卻與其它會展活動存著重

疊性。獎勵旅遊在行程的規劃常與展覽活動搭配。許多私人企業舉辦

獎勵旅遊也時常結合小型會議舉辦，造成獎勵旅遊難以界定。且大部

分主辦者為私營企業，內容將會受到不同的企業性質與對象而有截然

不同的安排。另外，國際上也沒有針對獎勵旅遊所成立的國際性組織。

上述因素都是造成過去會展領域研究極少進行獎勵旅遊研究的主要原

因。 

B. 展覽─所謂展覽為向參觀者展示服務或產品，目的為引誘參觀者購買

產品或服務(Davidson, 1994)。Lumsdon(1997)指出展覽為供應商針



對展品或設備所設計之活動，目的為向特定市場展示、推廣產品。 

C. 會議─Hughes(1988)將小型會議定義為15 人以上參與、至少維持六

個小時之活動；Rutherford(1990)則指出大型會議乃為人類交換看

法、思想、資訊之定期性集會，並常常舉辦產品和服務展示會。 

Seekings(1991)提出大型會議為持續數天且同時舉辦國際性之社會

活動及展覽，參加人數可為幾百人甚至上千人。小型會議係指規模較

小的團體活動；大型會議為規模較大、並可能持續數天之活動。如依

Seekings 之定義分類，小型會議如私人企業之主管會議；大型會議

如國際會議協會(ICCA)所舉辦之跨國性年會。儘管大型會議和小型會

議在界定人數的多寡上並沒有一定標準，而是一種相對的概念；但有

一決定性之差異為會議是否為跨國性。因此，目前於各個國家間舉辦

之國際性會議皆屬大型會議。 

    Oppermann(1999)對於與會者是否參加國際會議的研究中提出之影

響因素如考量會議場地大小及設備、會展專業服務水準、整體配合度及供

應能力等屬於會議屬性項目之外，觀光旅遊、節慶文化資源、舉辦地點之

形象等屬旅遊活動的項目也包涵於其中。一些國內文獻（吳旻華、薛美芳，

2005a，2005b；莊雪麗，2004）已蒐集與研究了台灣會議產業相關業者

或學者對於台灣會議產業發展的意見。例如台北市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

會理事長林茂廷先生即建議政府應將資金投入爭取大型和例行性的國際會

議，因為此類國際會議大部分已舉辦多屆，容易根據歷屆資料評估爭取舉

辦權的可行性（引自吳旻華、薛美芳，2005a）。雖然政府係從觀光的角度

推動會議產業，但業者認為會議產業是以服務其他產業為基礎，因此政府

應該以基礎產業的發展為策略考量，而非單純從觀光的角度切入（吳旻華、

薛美芳，2005b；莊雪麗，2004）。而政府在協助上應該更積極主動，例

如將相關補助申請資訊透明化，簡化核准過程，並向外國人士推廣宣傳相

關訊息（吳旻華、薛美芳，2005b）。另外，業者與學者也點出台灣國際會

議產業在發展上面臨的幾項問題（吳旻華、薛美芳，2005b；莊雪麗，2004）： 

A. 國際行銷不足─台灣配置於國外的行銷人才不足，無法在國外有效推廣

台灣作為國際會議目的地的形象。 

B. 簽證程序繁複─某些國家來台簽證的辦理程序相當繁複，而政府又缺乏

彈性應變措施，由來台簽證所引發的不便可能使國際協會總部將台灣

排除在可能的會議舉辦地之外。 



C. 社會條件不成熟─台灣的消費水準在東南亞國家之間偏高，尤其是飯店

的住宿費用。且台灣英語環境的友善程度仍需加強。另外國際航線與

市區聯絡交通的便捷度也不足。 

D. 缺乏專業軟硬體服務─目前僅台北市較具條件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其他

城市普遍有旅館、會議場地、公關公司、旅行社等週邊業者服務品質

良莠不齊的問題。以會議場地為例，台灣的國際會議場地不只過半集

中於台北縣市，場地規模亦不足以容納大量與會人士，如此便難以突

顯國際會議產業的經濟效益。而會議產業的人才培訓體系雖陸續建

立，卻仍缺乏具實務經驗的專業師資與現場操作課程。 

E. 欠缺整合體系與專責機構─無論是業者或政府皆缺乏有效整合或協調

的體系，導致各項資源分散在各執行單位中，無法充分運用。莊雪麗

(2004)對18名會議產業業者與相關學者進行的研究指出，在業者與學

者的想法中，建立產業管理整合機制是台灣發展會議展覽產業時應採

行的重要策略，僅次於開發具國際吸引力與競爭力的會議展覽環境、

強化產業經營環境，以及培育國際會展專業及技術人才。而此項亦同

時是政府應執行事項之第3名。該研究並指出，政府在建立整合管理機

制的面向上，最優先者乃成立專責機構專責會展產業之推廣。另為強

化會議展覽產業，最優先者為成立單一服務窗口，提高行政效率。 

 對於上述問題，政府已逐漸擬定一些整體計畫以求解決，例如行政院

於2004年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上將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列為觀光及運

動休閒服務業的旗艦計畫（行政院經建會，2004），並將會議產業列為「挑

戰2008國家發展計畫」中的重點工作之一，分別針對國際會展設施、會展

獎勵機制及會展專業人才養成制度三方面與以規劃。面對業者與學者陸續

提出成立專責機構的呼籲，交通部觀光局也於2002年設置會展科，重點工

作為會展業資料庫的建立與進行國際會議市場及機制建立的研究（郁麗

君，2004），是台灣政府在專責機構上的首度嘗試。後來則由經濟部商業

司透過委外方式成立會展業專案辦公室，提供單一諮詢與輔導的窗口，協

調整合政府的會議展覽發展計畫，協助辦理國際會議與展覽，並負責國際

行銷（商業司，2006）。 

 亞洲國家愈來愈成為會展目的地的熱門選擇，但亞洲國家的目的地管

理公司(Destination Management Company, DMC)卻不多見；Gartrell (1994)對

目的地所做的定義為：「從消費者的觀點，目的地是具備足以吸引未來使



用者的性質(attribute)、特色(feature)、吸引物(attraction)與服務的地理區域。

消費者對地理區域的定義因人而異，可能包含特定的地理疆界(boundary)，

也可能包含非特定的地理疆界。」因此目的地此一名詞所指涉的範圍，大

者可至數個國家，小者可至單一城鎮內的某個地區。就會議產業而言，目

的地必須具備會議場地、設施、吸引物、支援服務、相關基礎建設與合適

的社會條件，而DMC即為將目的地引進會議市場的公司，提供會議籌辦人

「一次購足(one-stop shop)」的服務(Rogers, 2003)。DMC不但充分掌握在地

市場脈絡，對於會展產業相關活動的操作技巧和資源相當嫻熟，特別擅長

創業發想和執行商務會議、工商活動、獎勵活動、激勵活動，也專精於協

助客戶克服語言障礙(Rogers, 2003)。DMC專門替客戶策劃各類型的會議或

活動，由於DMC充分掌握當地風土民情，與會議場地、旅館、餐飲、裝潢、

交通及娛樂界等均有良好關係，客戶只要透過一家DMC就可以辦妥整個會

議活動。 

 

3. 公司營運策略 

A. 公司簡介 

邁思會展」公司將設於台北市，創辦人和員工皆為經驗十足的會展產

業專業人員，對公司拓展及提供之活動充滿熱誠，「邁思會展」成立所需之

資本總額約為一百萬元，由負責人個人出資。「邁思會展」與專門呈辦企業

獎勵旅遊的旅行社不同，本公司擅長執行企業型會議、獎勵旅遊、大型會

議和其他工商活動。「邁思會展」正深入研究市場，以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

洞察未來商機，以達到成為享譽國際的目的地管理領導品牌的長程目標。 

「邁思會展」在營運初期有四個全職職位，分別為總經理、業務與行

銷經理、專案經理與專案管理專員。總經理一職由楊雅如小姐出任，她取

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管理碩士班(IMBA)學位，並在會展產業有五年工

作經驗，其中三年於「集思會展事業群」服務，擔任經理一職。在集思公

司服務時，楊小姐一手打造目的地管理部門，從無到有，一年內創下兩千

萬的營收佳績。其他職位分別為業務與行銷經理、專案經理與專案管理專

員。公司營運核心仰賴於專案經理的專業，隨著經辦活動日趨頻繁，公司

將招聘臨時人力協助每場活動，相關人事費用將由活動主辦單位呈擔。 



人事計畫描述「邁思會展」在營運初年預計的員工數目，以下表格將

詳述細節。本公司認為，營運兩、三年內，無需大幅增加人力，但偶爾依

專案約聘的臨時人力除外。 

表 3-1  人事計畫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總經理 $720,000 $720,000 $720,000 

業務與行銷經理 $600,000 $600,000 $600,000  

專案經理 $480,000 $480,000 $480,000 

專案管理專員 $360,000 $360,000 $360,000 

總員工數 4 4 4 

總薪資 $2,160,000 $2,160,000 $2,160,000 
 

「邁思會展」是全方位的目的地管理公司，我們的業務主力是跨國活

動，以專業的服務和諮詢打造企業型會議和獎勵活動方案，本公司自我定

位為舉辦工商活動的第一品牌，未來營收主力也將來自相關業務。 

「邁思會展」的競爭優勢在於其營運焦點、專業能力、語言優勢、在地

了解和豐富歷練。本公司致力於推廣台灣這個會展活動目的地，並讓客戶

來台時獲得極致體驗，「邁思會展」有長年的營運歷練、充分資本額和全力

服務客戶的態度，必能使客戶有與眾不同的體驗。營運目標如下： 

 營運第五年的營業額達到新台幣 4200 萬，並以每年 30%的速度成長。 

 舉辦各類活動的毛利率高於 20%。 

 與國內外服務提供者發展策略聯盟。 

 

B. 競爭者分析 

 客戶決定是否前往新的會展活動目的地時，價格、設備、地點、便利

性、安全度、獨特性和未來商機的潛力皆是考慮因素，最大的競爭對手是

其他亞洲目的地，其他競爭者則包括較低價的代替品、自行籌辦的決定等，

直接競爭可能來自任何旅行社或會議顧問公司，目前台灣的確有旅行社和

會議顧問公司專門呈辦企業獎勵旅遊和商務會議。平均而言，依業務目的



不同，每年企業型客戶會參加最少一場海外獎勵旅遊、一場海外高階主管

會議、一場邀請客戶和地區經理與會的亞洲區大會和幾場國內外商務會

議，「邁思會展」將與海外其他目的地管理公司競爭，努力推廣活動目的

地以成為客戶未來舉辦活動的地點。 

「邁思會展」國內的主要競爭者是台灣的旅行社和會議顧問公司

(Professional Conference Organizer, PCO)。「世界旅遊及旅行業理事會」發佈

一份報告，指出在連續四年平均成長 3.6%後，在 2008 年，旅遊和旅行業

的成長率放緩至 1.0%，是 2001-03 年經濟蕭條之後最疲軟的表現，由於這

波景氣衰退現象重創了一般旅遊業，旅行社紛紛改弦更張，因此，很多業

者轉而注意會展產業，因它是旅遊業中成長最快的區塊之一。網際網路亦

有助旅行社和企業型客戶查詢活動目的地的資訊。本公司不同於一般旅行

社，因為我們量身打造每場活動，注意細節，擁有高超執行力、外語優勢

和經營會展產業市場的專業經驗，即使呈辦最簡單的商務活動也能達到一

定水準。另一方面，一般會議顧問公司並無承辦旅遊業務的專業知識，但

「邁思會展」可以提供安排一般會議和獎勵旅遊兩項服務，是全方位的服

務提供者，所有競爭對手皆無法像「邁思會展」一樣推出卓越價格、服務

項目和在地眼光，因此，我們尚未在台灣發現任何直接競爭對手，然而，

一般旅行社無需成為目的地管理的第一把交椅，就可為客戶規劃活動，同

理，會議顧問公司也可營造獨特的目的地體驗，因此，即使旅行社和會議

顧問公司紛紛推出企業獎勵活動和工商會議的類似產品，並享有已與客戶

合作多年的優勢，本公司仍將與他們競爭市場大餅。 

爭取市場大餅時，本公司面臨幾個主要競爭者，詳列如下： 

 美國運通 

 雄獅旅遊 

 保保旅遊 

 艾力得國際會議顧問公司 

 圓桌會議顧問公司 

 滿力公司   

其中主要競爭者為以下三家： 

美國運通：位於台北市，是全球最知名的頂級旅行社，二十年來，一直為尊



榮旅客提供高級套裝行程，由於成功結合旅行社業務和英式管家服務，為信

用卡用戶帶來尊榮禮遇，卡戶在渡假期間，可盡享個人化細緻接待。美國運

通的利基是卓著聲譽、優質旅程、規模經濟和策略聯盟，可是，該公司的套

裝行程價格不斐，主要訴求高收入客群，此外，他們的主要業務是國外旅遊。 

保保旅遊：總部位於台北市，作風傳統，開業超過十年，近年來，致力逐步

轉型為企業獎勵旅遊的領導品牌，目前頗獲好評，尤其廣受日本客戶愛戴。

該公司的優點是經驗老道、聲譽卓著且財務狀況穩定，但缺點可能是工作人

員和管理階層流動率高，且對未來發展欠缺明確規劃。 

圓桌會議顧問公司：成立於 1990 年，已成為台北規模最大的會議顧問公司。

該公司透過成功的行銷溝通和管理手法，為品牌成功定位。由於台灣會展產

業市場潛力可期，但會議顧問公司卻寥寥可數，因此，台灣的會議顧問公司

經常忙於應付台灣相關協會或政府機關主辦的眾多國際會議。 

    

C. 目標客戶 

    「邁思會展」的目標客群為跨國企業客戶、目的地管理協力廠商和相

關協會，這些廠商和協會皆有志於透過台灣的創意和獨特性，舉辦必須運

用在地了解和高級雙語能力的會議、宴會、獎勵旅遊和其他工商活動。目

前「邁思會展」的目標客戶為決定或有意來台舉辦活動的跨國企業客戶、

協會、機構和目的地管理公司，這些客戶大多想在台北市使用五星級飯店

場地舉辦商務會議、大型會議和獎勵活動，並舉辦一、兩場正式晚宴，及

尋求獨一無二的目的地體驗，主要客戶來自以下各國： 

i. 新加坡 

ii. 中國 

iii. 香港 

iv. 馬來西亞 

v. 澳洲 

vi. 美國 

vii. 歐洲 



                 表 3-2 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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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目標市場 

 

D. 產品與服務 

 

「邁思會展」主要業務是向國外的跨國企業客戶和目的地管理協力廠商

提供多樣化活動管理的服務，包括商務活動、工商會議和獎勵方案的諮詢

與執行、團隊凝聚活動、主題式宴席安排、代訂住宿和交通等，本公司致

力於透過自身專業經驗和外語專才的優勢，與競爭對手形成差異，成為台

灣目的地管理市場中的佼佼者。「邁思會展」產品超值之處在於對產業的了

解、專業能力、具競爭力的價格和對會展產業市場的專注，它們將一一轉



化為客戶端更高的滿意度。本公司決定專攻會展產業市場的原因在於，各

種經濟指標顯示，會展產業市場的客戶需求日殷，但台灣至今沒有一家真

正專業、具有優秀英語能力而可協助國外客戶克服語言障礙的目的地管理

公司，因此，「邁思會展」便可以利基服務提供者的定位打入這個市場，為

各項會展活動提供高水準的服務。我們將以頂尖全方位目的地管理公司的

定位來造福市場，所有協力廠商都是業界數一數二的一流專業人才，一旦

廠商發生疏於達到本公司嚴格品質要求之情事，日後便不予合作，因為我

們衷心希望，客戶能感受到本公司的專業和熱誠，也期盼他們與「邁思會

展」合作後，能感到滿意並繼續支持。本公司主要運用以下細項，打造最

佳服務： 

  一般會議和大型會議的諮詢與管理 

  獎勵旅遊安排 

 飯店/航空公司推薦與代訂 

  難忘的目的地遊歷體驗 

  場地及設備安排 

  精心設計主題宴席 

  交通安排 

  娛興和藝文活動設計 

 團體凝聚力活動設計 

 禮賓接待服務 

   「邁思會展」銷售的是旗下服務和活動帶來的效益，販賣的是靈感、動

人時刻及獨一無二的目的地體驗。台灣有宜人的氣候、和善百姓、濃濃的

人情味和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是會展活動的絕佳地點，無論是客戶想

得到或尚未想到的安排，本公司皆使命必達。本公司念茲在茲的並非透過

業務創造最大營收，而是服務客戶並推銷台灣成為會展活動目的地，長期

下來將可降低成本及提升獲利，因為維持既有的客戶關係往往比開發客戶

成本為低。「邁思會展」相信所推展的活動能帶來驚人效益，自信不但能

滿足長期商務旅客的需求，也能讓首度合作的客戶滿載而歸。 

   「邁思會展」與提供相關產品和服務的廠商已建立合作關係，主要合作

對象是四星級和五星級的飯店，因此可獲得業界多年來的標準毛利率

10%，此外，「邁思會展」也進行市場研究，藉以認識世界各地的服務提供



者並與之合作。本公司擅長抓住商機，與廠商合作時，能獲取超過 20%的

利潤，也不忘持續評估外包工作的成效。「邁思會展」將透過商展、旅遊業

刊物和其他提供會展產業相關資料的管道來監控自身服務品質。 

   「邁思會展」接到客戶洽詢時，會使用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ystem, CRM)系統，這套系統方便目的地管

理公司確認客戶需求並儘速告知相關配合單位，減少公司與協力廠商溝通

的時間並增進溝通效率。此外，CRM 系統也使客戶資料儲存和讀取的過程

非常簡便。 

公司致力於帶給顧客優良的產品與服務，將會有以下策略： 

1. 打造客戶滿意方案，將「邁思會展」營運焦點放在為客戶量身打造會展活動

及運用公司核心專業，本公司寧可建議潛力客戶另覓他處，也不願提供自身

專業以外的服務。 

2. 售後追蹤和旅程後追蹤。研究顯示，銷售過後，公司與客戶之間的溝通有助

提升客戶再購意願。 

3. 公司的銷售方案需透過專業領域宣傳品和親身推銷才見成效，由於沒有中間

人，這些企業專案會持續獲利，使「邁思會展」有多樣化的營收來源。 

4. 「邁思會展」一定要與本地供應商如航空公司、旅館飯店、會議場地等合作，

建立強韌的策略聯盟網絡，有了這種策略聯盟，本公司便可在市場更有價格

競爭力，得以與其他爭取成為會展目的地的亞洲國家一較高下。 

5. 「邁思會展」將與國際目的地管理公司、會議顧問公司和旅行社合作，成為

策略夥伴，並提報淨價，使他們能夠獲利，進而考慮使用本公司的服務。 

6.  運用策略聯盟來進行行銷活動。 

   「邁思會展」深信經營企業的目標就是創造及維持客戶關係，公司的行

銷策略亦將反映這點，不斷在目的地管理領域和台灣本地深耕品牌。雖然

本公司的市場是會展產業，旗下服務卻不限於工商會議，而會努力為客戶

創造靈感、獨特的目的地體驗和繽紛動人時刻，「邁思會展」許多客戶過去

從未造訪台灣甚至亞洲，但在客戶簡短訪台期間，本公司將竭力為來賓打

造最美好、獨特的旅程，台灣有友善的人民、安全的環境、先進的建設、

動人的美景、豐富的中華文化和說不盡的有趣景點，「邁思會展」必將努力

推廣台灣。 



    未來「邁思會展」可能會增加其他營運據點，甚至跨足國際市場，本

公司目前主要呈辦來台舉辦的工商活動和獎勵方案，但隨著經驗不斷累

積，不久，一旦目的地管理市場臻於成熟，我們便可舉辦海外活動，「邁思

會展」正積極了解市場現況，以了解未來的潛在商機。本公司的長程目標

是成為享譽國際的目的地管理領導品牌，這個目標非但不會影響「邁思會

展」耕耘其他市場區塊，反而使公司營運更為聚焦，並與競爭者區隔開來。 

 

E. 價格 

 

公司定價大致依照市場標準，在所有呈辦會議與客房代訂上，將努力維

持 10%的獲利，其他商品與服務的獲利雖依協力供應商而不同，但預料仍

將高於 20%，「邁思會展」將竭力維持具競爭力的定價策略，隨著本公司日

漸打下台灣優質目的地管理公司的品牌形象，料將得到收取合理服務費用

的能力。 

 

F.   通路 

 

   「邁思會展」的配銷策略將優先主攻前來台灣舉辦一般會議、大型會

議、獎勵旅遊活動和其他工商活動的跨國企業客戶，其次將致力與跨國目

的地管理公司建立策略聯盟，這種策略將提升本公司的國內知名度，長期

而言，「邁思會展」放眼國際舞台，致力在國內外各地舉辦會展相關活動。 

   「邁思會展」的業務重心是每年參加四個大型會展產業商展，並依情況

需要，適度使用其他文宣品如郵寄廣告傳單、定期刊物和業務宣傳品，本

公司也會建立商展的相關資料庫，從中擷取客戶和客戶聯絡資料。 

    我們也將祭出強而有力的行銷方案，在營運初年，將加入目的地管理

協會、推出雙語網站並參與多種國際會展產業商展。本公司已與協力廠商

密切洽談，藉由這些策略聯盟，料將陸續推出更多行銷方案。雖然我們不

強打電話招商，但會定期寄出電子報，「邁思會展」更計劃不時前往鄰近亞

洲國家各大飯店推出海外行銷活動，以與同業和整個業界培養深厚情誼。

綜合來說，將會致力達到以下目標： 



1. 藉由電子廣告活動、專業刊物和定期寄發的通訊刊物來規劃主打會展市場的

行銷組合，我們也會使用搜尋引擎行銷、橫幅廣告和相關協會來進一步加深

大眾對本公司的印象。 

2. 我們會藉由更頻繁地與產業互動及加強網際網路曝光來擴展品牌在會展市

場的知名度，亦會使用產業協會如「國際會議協會」、「國際會議專家聯合

會」、「目的地管理網絡」(DMC Network)、「國際獎勵旅遊協會」(Society of 

Incentive Travel Executives, SITE)、「目的地管理經理人協會」(Association 

of Destination Management Executives, ADME)等、商展如亞洲獎勵旅遊

及會議展覽(IT&CMA)、歐洲獎勵旅遊暨會議展(eIBTM)、澳洲獎勵旅遊暨

會議展(AIME)、德國的國際會議暨獎勵旅遊展(IMEX)和相關出版品帶來的網

絡連結效益。 

3. 致力為潛在客戶和政府邀請來台人士安排台灣考察之旅(Familiarization 

Tour)，考察之旅的目的是讓客戶對目的地慢慢熟悉，並在下次選擇會展活

動目的地時，考慮台灣，這個方法在新加坡、日本和南韓廣為使用，證實

非常有效。 

4. 主動、不間斷地舉辦海外行銷研討會。 

5. 設計並推廣「邁思會展」的官方網站。 

 

G. 促銷 

 

  「邁思會展」在營運初年，將加入目的地管理協會、推出雙語網站並參

與多種國際會展產業商展。本公司已與協力廠商密切洽談，藉由這些策略

聯盟，料將陸續推出更多行銷方案。雖然我們不強打電話招商，但會定期

寄出公司刊物，「邁思會展」更計劃不時前往鄰近亞洲國家各大飯店推出海

外行銷講座，目標是與同業和整個產業培養深厚情誼。 

   本公司將使用電子行銷溝通手法來接觸客戶，調查顯示，我們許多目

標客戶都精通網際網路，很多企業型客戶和經理人都在網路上搜尋活動目

的地的相關資訊，或向旅行社查詢資料，因此，網站就是「邁思會展」對

外宣傳的有力媒介。在營運初期，本公司將鎖定主要客層，就是跨國企業

客戶、協會、目的地管理公司和經常參加會展產業商展的會議顧問公司，

除了網站，我們將依照行銷研究所得結果決定日後與客戶互動的策略。「邁

思會展」亦將積極參加各大會展產業商展，直接接觸潛在買家，之後將邀



請目標客戶前來台灣考察，並積極舉辦海外行銷座談會以直接與企業型客

戶面對面。起初本公司將著重於服務國內市場，未來幾年則將推展業務至

海外市場，我們也希望藉由頻繁的客戶接觸和每月發行的電子報來促銷淡

季服務。 

4. 財務分析 

 

A. 資金運用 

「邁思會展」成立所需之資本總額約為一百萬元，由負責人個人出資，相

關細節列於圖 2-1。 

 各項開支：包括房租、辦公用品、網站架設、參加商展費用、目的地管理

協會會員費、保險費、水電費等，最大一筆費用是購買電腦。 

 資產：主要為現金和電腦。 

 投資：最大一筆投資來自楊雅如小姐的個人存款。 

表 4-1 創立時期需求 

成立開支  

法律事務 $20,000 

文具等 $15,000 

網站架設 $50,000 

參加商展費用 $0 

目的地管理協會會員費 $0 

  
保險費 $18,000 

  
房租 $240,000 

  
設備 $100,000 

  
開支總額 

 
$443,000 

 

成立所需資產  

所需現金 $557,000 



長期資產 $0 

總資產 $557,000 

  
所需總額 $1,000,000 

  

資本額  

計劃中投資  

負責人出資 $1,000,000 

投資人出資 $0 

額外投資需求 $0 

計劃中投資總額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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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創立時期需求 

 

B. 財務計畫 

    以下詳述「邁思會展」的財務計畫。我們初步評估，「邁思會展」營運

前兩季的業績將成長緩慢，部份歸因於公司仍屬草創，此外，季節性因素

也是原因。至於公司收益，部份計算標準則為員工前來「邁思會展」任職

前已談妥的專案預期收益。本公司握有充分資金可應付草創時期可能遭遇

的負現金流情況，但預料獲利和營業額將持續攀升，因此，整體財務計畫

保守且務實地描繪「邁思會展」的財務計畫。 

「邁思會展」做出以下假設： 

 對於會展產業和目的地管理產業的市場成長預期是精確的。 

 目前有利於會展產業的全球經濟情勢在未來五年內不會巨幅衰退。 



 全球局勢將持續有利於服務供應商，且「邁思會展」足可維繫彼此的合作關

係。 

表 4-2  一般假設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計劃月份 1 2 3 

利率現值 3.915%  3.915%  3.915%  

長期利率 3.915%  3.915%  3.915%  

稅率 17.00%  17.00%  17.00%  

其他 0  0  0  

i. 關鍵財務指標 

以下圖表顯示「邁思會展」營運前三年的關鍵財務指標。由於營運開

銷呈現穩定狀態，本公司預期業績將不斷成長，外在經濟情勢看好加上會

展產業市場料將持續成長皆支持本公司未來可望締造財務佳績。 

ii. 損益平衡分析 

以下圖表詳述「邁思會展」的損益平衡分析，包括月度業績損益兩平

點。本公司計算損益時假設毛利率為 20%，屬保守預期，一旦公司與協力

廠商打造策略性合作，且客戶紛紛明白「邁思會展」服務的效益時，公司

獲利將持續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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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月度損益平衡分析 

表 4-3  損益平衡分析 

月度營收損益數 $500,000 

假設：  

帄均可變成本比例 70%  

預計月度固定成本 $46,500  

iii. 損益預測 

隨著「邁思會展」進入營運前三季，獲利前景將日益看好，公司預期，營

運初期便可維持最少 20%的毛利率，以下表格將詳述年度損益評估。 

NT$0

NT$2,000,000

NT$4,000,000

NT$6,000,000

NT$8,000,000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圖 4-3  年度毛利 

 

 

 

 

 

 

 

圖 4-4  月度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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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年度獲利 

 

表 4-4  擬制性損益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營業額 $15,000,000 19,500,000 25,350,000 

直接銷售成本 $10,500,000 13,650,000 17,745,000 

其他銷售成本 $0 $0 $0 

總銷售成本 $10,500,000 13,650,000 17,745,000 

毛利 $4,500,000 $5,850,000 $7,605,000 

毛利率 30% 30% 30% 

各項開銷 

員工薪資 $2,160,000 $2,160,000 $2,160,000 

行銷/促銷活動 $100,000 $100,000 $100,000 

資產貶值 $0 $0 $0 

房租 $240,000 $240,000 $240,000 

水電費 $240,000 $240,000 $240,000 



(NT$500,000)

NT$0

NT$500,000

NT$1,000,000

NT$1,500,000

NT$2,000,000

NT$2,500,000

NT$3,000,000

第一月 第三月 第五月 第七月 第九月 第十一月

淨現金流量

現金餘額

保險費 $18,000 $18,000 $18,000 

薪資稅 $0 $0 $0 

其他 $0 $0 $0 

總營運開支 $2,758,000 $2,758,000 $2,758,000 

除稅及利息前盈利 $1,742,000 $3,092,000 $4,847,000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

潤 

$1,742,000 $3,092,000 $4,847,000 

利息支出 $0 $0 $0 

稅負支出 $296,140 $525,640 $823,990 

淨利 $1,445,860 $2,566,360 $4,023,010 

淨利/淨收益 10% 13% 16% 

 

iv. 現金流量預測 

下圖顯示月度現金流量。年度現金流量評估以六十天托收期為基準，以第

一年營運而言，本公司現金流量到年中將呈現正值。 

 

 

 

 

 

 

                         圖 4-6  月度現金流量 

 



表 4-5  擬制性現金流量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收得現金 $15,000,000 $19,500,000 $25,350,000 

營運所得現金 $0 $0 $0 

現金銷售 $0 $0 $0 

應收帳款的現金 $0 $0 $0 

營運小計現金結餘 $15,000,000 $19,500,000 $25,350,000 

額外現金所得 $0 $0 $0 

銷售稅、增值稅、加拿大退稅稅

款 
$0  $0  $0  

目前新借款項 $0  $0  $0  

其他新負債(免息) $0  $0  $0  

新的長期負債 $0  $0  $0  

其他流動資產變現所得 $0  $0  $0  

長期資產變現所得 $0  $0  $0  

新的投資所得 $0  $0  $0  

現金所得小計 $15,000,000 $19,500,000 $25,350,000 

    

各種開支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營運開支 $10,500,000 $13,650,000 $17,745,000 

現金支出 $2,758,000 $2,758,000 $2,758,000 

帳單繳付 $0 $0 $0 

營運開支小計 $13,258,000 $16,408,000 $20,503,000 



額外現金支出    

銷售稅、增值稅、加拿大

HST/GST 稅款 
$296,140 $525,640 $823,990 

借款之還本支出 $0  $0  $0  

其他負債之還本支出 $0  $0  $0  

長期負債之還本支出 $0  $0  $0  

購買其他流動資產 $0  $0  $0  

購買長期資產 $0  $0  $0  

股息 $0  $0  $0  

現金支出小計 $13,554,140 $16,933,640 $21,326,990 

淨現金流量 $1,742,000 $5,308,360 $9,331,370 

現金結餘 $2,742,000  $5,308,360 $9,331,370 



v. 資產負債表預測 

擬制性資產負債表透露計劃中持續業務增長，在營運第二年，公司淨值顯

著攀升，將使「邁思會展」的財務體質更為穩健，月度評估已列於附錄。 

 

表 4-6  擬制性資產負債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資產 $0 $0 $0 

流動資產 $0 $0 $0 

現金 $1,000,000 $2,742,000 $5,308,360 

應收帳款 $0 $0 $0 

其他流動資產 $0 $0 $0 

總流動資產 $1,000,000 $2,742,000 $5,308,360 

長期資產 $0 $0 $0  

累計折舊 $0 $0 $0 

長期資產總額 $0 $0 $0 

資產總額 $1,000,000 $2,742,000 $5,308,360 

    

負債和資本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流動負債 $0 $0 $0 

應付帳款 $0 $0 $0 

借貸欠款 $0 $0 $0 

其他流動負債 $0 $0 $0 

流動負債小計 $$0 $0 $0 



長期負債 $0 $0 $0 

負債總額 $0 $0 $0 

實收資本 $0 $0 $0 

保留盈餘 $0 $0 $0 

盈餘 $0 $0 $0 

總資本額 $0 $0 $0 

負債和資本總額 $1,000,000 $2,742,000 $5,308,360 

淨值 $1,000,000 $2,742,000 $5,308,360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未來「邁思會展」可能會增加其他營運據點，甚至跨足國際市場，本公司

目前主要呈辦來台舉辦的工商活動和獎勵方案，但隨著經驗不斷累積，不久，

一旦目的地管理市場臻於成熟，我們便可舉辦海外活動，「邁思會展」正積極

了解市場現況，以了解未來的潛在商機。邁思會展公司的長程目標是成為享譽

國際的目的地管理領導品牌，也一併推廣目的地、帶動當地觀光、旅遊、旅館、

運輸等產業的經濟效益。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進度 實際成果 差異說明 

產業概況 收集國內外會展產業現

況發展並分析 

收集國內外會展產業現況

發展並分析 

無 

文獻探討 整理DMC相關文獻 整理DMC相關文獻 無 

公司營運策略 組織架構與4P+3C 組織架構與4P+3C 無 



財務報表規劃 公司營運後三年的財務

指標與報表預測 

公司營運後三年間的財務

指標與報表預測 

無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在此計畫中除了提供實質創業前的知識傳授，包括市場分析

與調查、行銷策略的規畫、人事配置與訓練、財務報表的評估與擬定，以

及公司近程、中程、遠程策略管理…等，也經由多次的會晤討論，不斷修

正公司核心事業與營運目標，使公司定位更聚焦；除此之外，老師分享自

身創業經驗，表達正向支持與鼓勵等心理上的輔導，建立團隊成員的信

心，也能更積極面對諸多創業的不確定性與困難。 

(七)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計畫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何小台 計畫主持人 
7 

(    9   ) 

計畫的整體規劃、計畫進度掌控、成

果報告書監製 

王郁玫 兼任助理 3 

蒐集與分析市場資訊、文獻整理、與

相關人員會談、撰寫成果報告書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 

 

(八)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
費 

(1)人事費 136,500 136,500 0%  
(2)耗材雜  
  項費   0% 

 

2.差旅費   0%  



3.管理費   0%  

4.研究設備費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
伸) 

    

小計   0%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0%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詳述） 

建立目的地管理公司 1 間 買下原先登記經濟部的邁思公司股權，重

新定位公司為會展產業目的地管理公司。 

 

四、 檢討與建議 

    與計畫團隊對於國家發展忽略會展產業有著很深感觸，我國長久以來產業

發展一向偏重工業與高科技產業，對於會產業缺乏長期發展政策及專責機構來

推動，以致於產業產值及水準遠遠落後於香港、新加坡，日本亦早在九 O 年

代初期提出建設四十五個會議城市的願景，千葉縣幕張市以會議及展覽中心造

鎮之計劃十年有成，東京灣蓋起高聳的”BIG SIGHT”，原東京都廳亦改建

成”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成為東京藝文展演，國際會議之絕

佳場所，而反觀台北或台灣其他城市在缺乏政策帶領下，往往都是因為建築物

本身閒置或不知作為何種用途，再發展成所謂的會議中心，缺乏規劃的結果是

鮮有會展中心經營成功，因為規模不大，週邊整體配合不強；爭取大型國際會

議來台不易，因設施資源不夠，經驗傳承不易，以我國各項產業之實力，執亞

太交通之樞紐，相較於香港、新加坡，台灣其實更具有深厚的在地文化與秀麗

景色特點成為會展選擇得目的地國家。 

    在公司成立後，到經濟部或是外貿協會也常得不到想要的幫助(台灣目前

無論在中央或地方皆尚未成立如外國的 CVB (Convention and Visitors 



Bureaus)或會議局。類似的組織則為交通部觀光局的會展科，及會展業專案辦

公室)，泰國政府早已成立 CVB，也在觀光產業上達到可觀的經濟利益。希望

台灣政府或相關人士能早日重視到，發展會議展覽產業可有如魚得水並與產業

相輔相成，讓會展成為台灣下一世紀新的經濟活力泉源。 

 

 

六、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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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Month 1 Month 2 Month 3 Month 4 Month 5 Month 6 Month 7 Month 8 Month 9 Month 10 Month 11 Month 12

Meetings 51% 0 0 0 1,200,000 0 0 0 0 0 1,800,000 3,150,000 1,500,000

Conferences 5% 0 0 0 0 0 0 750,000 0 0 0 0 0

Incentives 26% 0 0 0 0 0 0 0 0 0 750,000 1,000,000 2,150,000

Events 18% 1,500,000 0 500,000 0 0 0 0 0 700,000 0 0 0

Total Sales 1,500,000 0 500,000 1,200,000 0 0 750,000 0 700,000 2,550,000 4,150,000 3,650,000

Direct Cost of Sales Month 1 Month 2 Month 3 Month 4 Month 5 Month 6 Month 7 Month 8 Month 9 Month 10 Month 11 Month 12

Meetings $0 $0 $0 $840,000 $0 $0 $0 $0 $0 $1,260,000 $2,205,000 $1,050,000

Conferences $0 $0 $0 $0 $0 $0 $525,000 $0 $0 $0 $0 $0

Incentives $0 $0 $0 $0 $0 $0 $0 $0 $0 $525,000 $700,000 $1,505,000

Eevents $1,050,000 $0 $350,000 $0 $0 $0 $0 $0 $490,000 $0 $0 $0

Subtotal Direct Cost of Sales $1,050,000 $0 $350,000 $840,000 $0 $0 $525,000 $0 $490,000 $1,785,000 $2,905,000 $2,555,000

Appendix I. Sales Forecast

 



Month 1 Month 2 Month 3 Month 4 Month 5 Month 6 Month 7 Month 8 Month 9 Month 10 Month 11 Month 12

General Manager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60,000

Sales & Marketing Manager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Project Manager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40,000

Project Executives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Total People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Total Payroll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Appendix II. Personnel Plan

 

 



Month 1 Month 2 Month 3 Month 4 Month 5 Month 6 Month 7 Month 8 Month 9 Month 10 Month 11 Month 12

Sales $1,500,000 $0 $500,000 $1,200,000 $0 $0 $750,000 $0 $700,000 $2,550,000 $4,150,000 $3,650,000

Direct Cost of Sales $1,050,000 $0 $350,000 $840,000 $0 $0 $525,000 $0 $490,000 $1,785,000 $2,905,000 $2,555,000

Other Costs of Sale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Total Cost of Sales $1,050,000 $0 $350,000 $840,000 $0 $0 $525,000 $0 $490,000 $1,785,000 $2,905,000 $2,555,000

Gross Margin $450,000 $0 $150,000 $360,000 $0 $0 $225,000 $0 $210,000 $765,000 $1,245,000 $1,095,000

Gross Margin % 30.00% 0.00% 30.00% 30.00% 0.00% 0.00% 30.00% 0.00% 30.00% 30.00% 30.00% 30.00%

Expenses

Payroll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180,000

Marketing/Promotion $50,000 $0 $0 $0 $0 $0 $0 $0 $0 $50,000 $0 $0

Depreciation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ent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Utilities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20,000

Insurance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Other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Total Operating Expenses $27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71,500 $221,500 $221,500

Profit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 $178,500 -$221,500 -$71,500 $138,500 -$221,500 -$221,500 $3,500 -$221,500 -$11,500 $493,500 $1,023,500 $873,500

EBITDA $178,500 -$221,500 -$71,500 $138,500 -$221,500 -$221,500 $3,500 -$221,500 -$11,500 $493,500 $1,023,500 $873,500

Interest Expens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Taxes Incurred $30,345 -$37,655 -$12,155 $23,545 -$37,655 -$37,655 $595 -$37,655 -$1,955 $83,895 $173,995 $148,495

Net Profit $148,155 -$183,845 -$59,345 $114,955 -$183,845 -$183,845 $2,905 -$183,845 -$9,545 $409,605 $849,505 $725,005

Net Profit/Sales -7.22% -5.15% -3.27% -1.56% -1.04% 1.40% 2.06% 3.19% 4.91% 5.87% 6.74% 7.53%

Appendix III. Pro Forma Profit and Loss

 



Appendix IX. Pro Forma Cash Flow 

 
Month 1 Month 2 Month 3 Month 4 Month 5 Month 6 Month 7 Month 8 Month 9 Month 10 Month 11 Month 12 

Cash Received 
            

Cash from Operations 
            

Cash Sales $1,500,000  $0  $500,000  $1,200,000  $0  $0  $750,000  $0  $700,000  $2,550,000  $4,150,000  $3,650,000  

Cash from Receivable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ubtotal Cash from Operations $1,500,000  $0  $500,000  $1,200,000  $0  $0  $750,000  $0  $700,000  $2,550,000  $4,150,000  $3,650,000  

Additional Cash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ales Tax, VAT, HST/GST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ew Current Borrowing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ew Other Liabilities (interest-free)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ew Long-term Liabilitie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ales of Other Current Asset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ales of Long-term Asset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ew Investment Received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ubtotal Cash Received $1,500,000  $0  $500,000  $1,200,000  $0  $0  $750,000  $0  $700,000  $2,550,000  $4,150,000  $3,650,000  

             
Expenditures Month 1 Month 2 Month 3 Month 4 Month 5 Month 6 Month 7 Month 8 Month 9 Month 10 Month 11 Month 12 

Expenditures from Operations $1,050,000 $0 $350,000 $840,000 $0 $0 $525,000 $0 $490,000 $1,785,000 $2,905,000 $2,555,000 

Cash Spending $27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21,500 $271,500 $221,500 $221,500 

Bill Payment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ubtotal Spent on Operations $1,321,500  $221,500  $571,500  $1,061,500  $221,500  $221,500  $746,500  $221,500  $711,500  $2,056,500  $3,126,500  $2,776,500  

Additional Cash Spent 
            

Sales Tax, VAT, HST/GST Paid Ou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rincipal Repayment of Current Borrowing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Other Liabilities Principal Repaymen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Long-term Liabilities Principal Repaymen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urchase Other Current Asset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Purchase Long-term Asset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Dividends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Subtotal Cash Spent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Net Cash Flow $178,500 -$221,500 -$71,500 $138,500 -$221,500 -$221,500 $3,500 -$221,500 -$11,500 $493,500 $1,023,500 $873,500 

Cash Balance $1,178,500 $957,000 $885,500 $1,024,000 $802,500 $581,000 $584,500 $363,000 $351,500 $845,000 $1,868,500 $2,742,000 



 1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專案名稱：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 

專案編號：NSC 98-2420-H-004-183-T05 - 

執行期間：2010/4/1~2010/12/31 

專案主持人：何小台 

執行單位：政治大學 

合作廠商：Affinity Asia Consulting Ltd.-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2 

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台灣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發展分析與評估 

主持人：何小台 執行期間：2010/4/1~2010/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新創事業: 協助愛芬尼管理顧問公司從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擁有跨國品牌管理能力

並了解台灣產業情況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團隊投入業界: 輔導具國際品牌管理經驗、並了解台灣產業現況以及經濟架構的業

人才投入台灣品牌管理產業，並參與輔導公司轉型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品牌」是企業創造差異化的最大關鍵。本專案目標在於結合商管學

者 品 牌 管 理 、 市 場 分 析 、 策 略 規 劃 等 的 專 業 知 識 與 經 驗 ，                               

透過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轉型等模式，將品牌管

理專業導入業界領域，以學界的力量實際的為台灣企業界注入專業能量，

帶動台灣企業的永續發展。 

 

 培育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輔導進入品牌管理市場發揮所學長才: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輔導柯毅竹Michael Kovalio先生，並提供實質

品牌管理知識與相關產業的分析，培養其成為專業品牌管理人

才並協助進入相關產業發揮所學，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成功轉

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並以所學的專業品牌管理知識

以及本身的專業經驗為台灣企業提供優秀的品牌顧問服務。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

司: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成功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

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產業分析、策略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

輔導愛芬尼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以團隊的專業知識、經驗、以及國

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提供客戶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並為企業

量身訂做最適切的品牌發展策略。 

 

二、執行架構 

 



 3 

 
 

三、執行情形說明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說明 結果 

台灣品牌管理產

業概況分析 

分析台灣品牌管理產業的發展脈絡以

及目前的市場需求，以台灣企業發展為

視角進而發想國際品牌的管理需求。 

完成 

 

政府策略分析 了解近年來政府為了加速產業升級，以

提升台灣的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所

開始推動執行一系列品牌台灣的計畫。 

完成 

品牌意義探討 彙整國內外相關資料，了解品牌對於企

業生命力的重要性以及分析品牌對於

企業永續發展的策略性意義。 

完成 

公司營運策略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分析核心價值對

於以下項目的發揮: 

 公司簡介 

 市場分析 

 策略與實行 

 管理架構 

 財務規劃 

完成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  

培育品牌管理專業人才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

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品

牌

管

理

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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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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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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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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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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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策

略

擬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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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定

位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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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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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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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期效益 

 

本計畫已於2010年5月輔導團隊進入台灣品牌管理業界，並協助「愛

芬尼顧問有限公司」成功的由傳播、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公司轉型為以全

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以及全方位的

品牌管理顧問服務。 

 

未來愛芬尼將以台灣為基礎，擴展品牌管理事業版圖到其他新興亞

洲國家，例如大中華地區、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更計

畫擴展到加拿大；這些地區與台灣的產業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都

是即將要從 OEM/ODM 的產業型態轉變成 OBM 的企業模式，亟需品牌

管理的專業顧問服務。 

 

愛芬尼將以下列項目做為預期目標: 

 於 2013 年達到營業額超過一百萬美金 

 創造超過總營收額 80%以上的利潤 

 成為台灣前三大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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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台灣企業主要以 OEM 或是 ODM 的型態經營，企業重視的在於工廠的

製造效率、規模經濟、產品實體功能和工程品質、研究發展績效等1。以資訊

科技產業為例，台灣廠商的製造能力向來在全球市場上備受肯定，其中尤以

電腦產業的原始設計製造(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廠商因兼具研

發與製造能力而成為國際品牌大廠最重要的代工夥伴。 

 

但如今大陸以及其他新興亞洲國家(如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 提供大

量低廉的勞力與相關生產要素，諸多產業已產生產品低價化的態勢，並使得

製造微利化的趨勢愈形激烈。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利潤越來越少，台灣

的廠商若欲掙脫此一微利化的困境，必頇致力於提高公司所擁有的價值。對

大多數公司而言，無形資產對公司總資產價值的貢獻高過有形資產，而在無

形資產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品牌(Grant，2002)。品牌，是行銷的根本，沒有品

牌的行銷就是無根的行銷。。 

 

因此，建立自有品牌(own brand)成為廠商長期發展(OBM)必頇慎重考量

的重要策略走向。這個策略趨勢的走向是非常迫切且重要的。根據外貿協會

(1996)我國自創品牌廠商實例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自創品牌的優勢，主要在

於擁有良好的產品研究與優良的生產技術，加上國內完整的周邊產業配合，

促使在產品創新上與其他知名品牌競爭。則弱勢是國際行銷人才與資金方面

不足，及銷售通路建立的困難等。 

 

本專案目標在於結合商管學者品牌管理、市場分析、策略規劃等的專業知

識與經驗，透過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轉型等模式，將

品牌管理專業導入業界領域，以學界的力量實際的為台灣企業界注入專業能

量，帶動台灣企業的永續發展。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本專案概念在於結合商管學者品牌管理、市場分析、策略規劃等的專

業知識與經驗，透過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轉型等

模式，將品牌管理專業導入業界領域，以學界的力量實際的為台灣企業界

注入專業能量，帶動台灣企業的永續發展。 

 

                                                      
1
 洪順慶. 2006. 台灣品牌競爭力. 天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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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研究流程 

 

 

 

對象選取 

 

1.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 

柯毅竹Michael Kovalio先生為國立政治大學何小台教授GMBA指

導學生，具備多元的亞洲、北美、南美及中東經驗，曾服務於提供台

灣中小企業國際策略之顧問公司，善用企業研究策略進行市場切入與

發展。因此，選擇柯毅竹先生做為專業品牌管理人才培育對象，培養

實質品牌管理專業知識與相關產業的分析能力，不僅能結合柯先生本

身國際市場以及台灣企業工作經驗，做進一步專業知識的培育發展；

未來更能協助台灣企業，發展國際品牌市場。  

 

2.選擇愛芬尼顧問公司做為輔導對象 : 

愛芬尼顧問公司的專業團隊擁有非常特殊的核心競爭力：團隊成

員不僅來自世界各地、擁有國際品牌市場價值概念，同時也在台灣這

片土地上深耕多年。因此，愛芬尼是一個擁有全球市場脈動架構，又

能通盤了解為台灣企業特殊發展模式的專業顧問團隊。過去愛芬尼由

於對自身核心價值的定位、發展不明確，導致公司營運不甚理想。但

• 協助愛芬尼

團隊發揮本

身的核心能

力:專業品牌

管理知識、了

解台灣企業

模式的經

驗、以及全球

市場脈動  

• 專業人才導

入 

 選擇對象 

協助發展

核心能力 產業分析 策略擬定 轉型成功    

• 分析台灣企

業轉型需求 

• 政府重視及

推動措施計

畫 

• 台灣品牌管

理市場分析 

• 選定專業

人才培育

對象 

• 選定輔導

公司 

• 核心優勢 

• 訂定營運目

標 

• 產品與服務

藍圖 

• 品牌管理計

畫流程制訂 

• 競爭者分析

比較 

• 未來發展 

以團隊的專業

知識、經驗、

以及國際品牌

管理的視野架

構，提供客戶

全方位的品牌

管理顧問服

務，並為企業

量身訂做最適

切的品牌發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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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的輔導，提供產業分析、策略擬定、價值定位等等

協助，輔導愛芬尼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以團隊的專業知識、經驗、以

及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提供客戶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並為企

業量身訂做最適切的品牌發展策略，成功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

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盈利有長足的成長。 

 

 

(三) 執行結果 

 

I 台灣產業品牌發展 

 

過去 40 年來，台灣經濟發展經歷過兩次主要的轉型，從過去民生用品

的製造（紡織品、鞋子、雨傘、玩具等等），到目前的高科技資訊電子產品、

光電產品、電機、積體電路、精密機械、液晶顯示器等等，主要以 OEM 或

是 ODM 的型態經營，企業重視的在於工廠的製造效率、規模經濟、產品實

體功能和工程品質、研究發展績效等2。以資訊科技產業為例，台灣廠商的製

造能力向來在全球市場上備受肯定，其中尤以電腦產業的原始設計製造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ODM)廠商因兼具研發與製造能力而成為國際

品牌大廠最重要的代工夥伴，目前我國在筆記型電腦、主機板、液晶顯示器

以及光碟機等均已站上全球市場佔有率第一名(江芳韻，2004)，並對該產業

之供需及未來發展態勢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但如今大陸以及其他新興亞洲國家(如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 提供大

量低廉的勞力與相關生產要素，諸多產業已產生產品低價化的態勢，並使得

製造微利化的趨勢愈形激烈；根據 IDC(國際數據資訊)研究指出，ODM 市場

在過去幾年呈現巨幅成長，2004 年營收較 2003 年成長高達 38%，且隨著電

子製造服務(EMS) 廠商持續發展或藉購併來提升設計能力，EMS 與 ODM 產

業間的界線已漸趨模糊；此外，台灣 ODM 廠也面臨中國廠商在全球佈局行

動的衝擊，諸如聯想收購 IBM 的 PC 部門，或是品牌商及 ODM 廠商與全球

性 EMS 廠商的合作，都對既有的 ODM 市場產生巨大的競爭壓力3。 

 

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利潤越來越少，面對國際知名品牌以及低價產

品的挑戰，台灣的企業該如何因應? 

 

有的公司不斷地引進最先進的機器設備，憑藉著商品精良的品質，讓產

品自己說話；有的公司擴大投資或前往大陸設廠，以求降低產品製造成本；

有的公司將重點放在物流，追求速度，以速度反應為市場競爭武器。但這些

策略都放在產品的身上，並沒有塑造一個清楚的形象給消費者。尤其在面對

國際市場的競爭，特別是美國、歐洲和亞洲這三大市場，台灣的廠商若欲掙

脫此一微利化的困境，必頇致力於提高公司所擁有的價值。對大多數公司而

                                                      
2
 洪順慶. 2006. 台灣品牌競爭力. 天下出版社 
3
 洪德俊 2007. 從資源基礎觀點探討發展自有品牌在外包之運用- 以台灣筆記型電腦 ODM廠商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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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無形資產對公司總資產價值的貢獻高過有形資產，而在無形資產當中最

重要的就是品牌(Grant，2002)。。 

 

另外，台灣產業從製造為主的OEM/ODM轉型為OBM的企業型態，投入

品牌的建立與管理，這中間的確有許多思考模式需要轉變：台灣企業在國際

化的過程中，因為長期依賴國外客戶的訂單，經理人心目中只有下一個環節

的客戶(Client)觀念，沒有最終環節消費者(Consumer)的觀念；公司只知道客

戶的理性需求(Need )，但不知道消費者的感性慾望(Want)，造成台灣的公司

只會做B2B(Business to Business)的生意，不知如何經營B2C(Business to 

Customers)的商業模式4。 

 

因此，建立自有品牌(own brand)成為廠商長期發展必頇慎重考量的重要

策略走向。這個策略趨勢的走向是非常迫切且重要的。國內自有品牌 OBM

（Own Brand Manufactures）經營，是自指產品製造商透過自行建立的產品品

牌與行銷通路，在市場上推廣銷售其所生產的產品(陳振祥，1997)。OBM 廠

商不僅將企業經營，能夠無限延伸至設計開發，同時亦能向下連結至行銷通

路，並加以整合價值鏈的活動，需要企業更多的資源能力加以運用與執行，

相對的，經營風險也來的高。(陳振祥，1997)根據外貿協會(1996)我國自創品

牌廠商實例研究報告指出，我國自創品牌的優勢，主要在於擁有良好的產品

研究與優良的生產技術，加上國內完整的周邊產業配合，促使在產品創新上

與其他知名品牌競爭。則弱勢是國際行銷人才與資金方面不足，及銷售通路

建立的困難等。 
 

由廠商觀點來看，自有品牌可享有法律的保障，建立品牌資產，打造企

業的形象與消費者忠誠度，並獲取附加價值，有利於市場區隔、定位，有效

提供商品差異化等優點，相對的廠商需支付較高的包裝成本，申請商標與專

利的費用，及組織龐大的營運成本與經營風險。自創品牌可提升產品的附加

價值，獲取最大的利益，但龐大的營運成本、營運複雜度、維持優良的品質、

獨特的包裝設計風格是建立品牌的基礎。在於行銷策略的執行方面，企業應

著重於產品獨特的優勢、生產的核心技術與專長，並深入了解市場的型態，

進行整體策略規劃、了解品牌經營與行銷的執行面(陳振祥，1997)。 

 

 

II. 政府的支持 

 

台灣的經濟奇蹟在1980年代末期便開始逐漸消退，政府為了加速貿易自

由化、國際化的經貿趨勢，並善用有限資源來加速產業升級，以提升台灣的

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便開始推動執行一系列的計畫。1980年代，台灣正

處在一個由 OEM 轉型成ODM的時期，經濟部工業局於1988年雅動「全面

提升工業設計能力計畫」更在1989年推動一個五年期的「全面提升產品品質

計畫」 來協助國內產業升級；同時在 1990 年，宏基電腦公司的創辦人施振

                                                      
4
 洪順慶. 2006. 台灣品牌競爭力. 天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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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先生創立了「中華民國自創品牌協會」，鼓吹企業自創品牌。 

 

隔年 1991 年，貿易局更推展了一個每期五年，迄今已進入第 4 期的

「全面提升產品形象計畫」，其配合台灣產業發展趨勢，展現台灣產業之多

元及現代化的形象為目標。而跟品牌鑑價有直接相關的政策計畫，應該是要

屬於貿易局在「2008 年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下的一個子計畫「發展國際品牌

計畫」具有最直接的關係。 

 

有鑒於上述台灣產業的品牌困境，讓政府也了解到品牌台灣的重要性。

近年來產業發展的趨勢，隨著全球化發展，經濟資源重新佈局，台灣也面臨

了產業升級的挑戰。而台灣政府也因勢提出了許多方案：例如經濟部自 2003

年開始，委託 Interbrand 公司位台灣國際品牌作品牌鑑價，公佈「十大台灣

國際品牌」5。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劃」項目下，將發展品牌列為

台灣產業升級、企業與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工作。在此台灣產業轉型的關

鍵時刻，政府順勢於 2006 年推出「品牌台灣發展計劃」，並將「全面提升產

品形象計畫」納入其中，由經濟部指導，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並由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行。不僅具體展現政府扶持台灣企業發展品牌，加

速企業國際化與堤高適場競爭力的決心；更積極要在國際市場加強宣傳台灣

產業與產品形象，為臺灣企業發展國際品牌營造更有利的生存條件。 

 

「品牌台灣」(Branding Taiwan)有兩個最終目標：一是整合資源協助企

業建立品牌，營造良好品牌發展環境；二是協助台灣企業發展國際品牌並提

升台灣國際品牌價值。「品牌台灣發展計畫」將透成立品牌創投基金、創造有

利之法制環境、建構品牌輔導與諮詢體系、建立品牌鑑價制度、宣傳特色產

業與品牌形象、人才供給與培訓、建立品牌知識與資訊交流帄台、激發全民

品牌意識等措施，扶持台灣企業發展品牌，達到多元品牌的最終目標 

 

以下為八大措施計畫的詳細執行項目:  

                                                      
5
 洪順慶. 2006. 台灣品牌競爭力. 天下出版社 

 措施 執行項目 

1 成立品牌創投基金  募集20億元經營管理品牌之基金 

2 創造有利之法制環境 

 政府優先採購本國品牌產品 

 自有品牌推廣海外市場貸款要點 

 併購國際品牌貸款要點 

 流通服務業優惠貸款要點 

 研發創新知持品牌廠商強化核心競爭力 

3 建構品牌輔導與諮詢體系 

 成立品牌顧問服務團 

 提供品牌化諮詢服務 

 提供併購品牌或通路之法務、財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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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品牌授權或併購商機 

 輔導具有潛力之台灣國際品牌 

 台灣特色產業品牌育成 

 品牌策略規劃輔導計畫 

4 建立品牌鑑價制度  成立品牌鑑價評選委員會 

 台灣國際品牌價值調查 

 台灣國際品牌表揚活動 

5 宣傳特色產業與品牌形象  全面提升產品形象計畫 

 推廣 10 大台灣國際品牌 

 推廣台灣優良及最受歡迎品牌 

 協助中小企業拓展行鎖市場計畫 

 連鎖加盟服務事業推動計畫 

6 人才供給與培訓 

 成立品牌管理學院 

 CEO 品牌經營策略班 

 品牌經理人研習營 

 海外品牌研修參訪團 

 國際品牌萊略論壇 

 品牌大師實務講座 

7 
建立品牌知識與資訊交流

帄台 

 建立品牌台灣網站 

 彙整提供品牌化相關資訊 

8 激發全民品牌意識 

 辦理「台灣品牌月」活動 

 辦理台灣優良品牌暨最受歡迎品牌選拔 

 辦理品牌與生活展覽 

 品牌與生活推廣 

 推廣打擊仿冒運動 

 品牌政策宣導及推行愛用國貨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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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文獻歸納與探討 

 

品牌 

 

(資料來源:工商時報) 

 

品牌一詞根據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AMA) 定

義“ brand "為：「一個名稱、標記、符號或設計或是他們的聯合使用，以詴

圖去辨認銷售者之產品或服務，將某一銷售者的實體產品或無形服務從其他

銷售者所提供的類似產品、服務中區隔、辨識出來，並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

務有所區別。品牌在法律的術語中即為高標。 一個品牌可以用以辨識某銷售

者所銷售的一個物品（項目）或一系列的物品或甚至全部物品。若以公司整

體的角度來看，則較常被使用的街語是商品命名或用以交易的名稱。」 

 

品牌是消費者對於某商品產生的主觀印象，並使得消費者在選擇該商品

時產生購買偏好。品牌具有品質宣示效果，在消費者評估或選擇決策中，佔

有關鍵性影響，而在這其中，品牌所代表的的一致性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品

牌的一致性包括了品質的一致性，與形象、識別的一致性。在傳統上，品牌

通常能夠給予消費者品質的係證，並非一定是最好的品質，而是一致的品質。

de Chernatony and McWilliam ( 1989) : 「品牌就是品質一致性的承諾，一種

保證。」而在現代，品牌所背負的意義或者說是責任並非只有品質而已，包

括品牌的形象、個性、識別系統、商標、各種行銷活動、與消費者的關條、

傳遞給消費者的經驗等等，這些烙印的媒介若缺乏一致性，消費者便很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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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對這個品牌留下印象。事實上，品牌非僅為行銷組合工具，更扮演策略

性角色(Park, Jaworski & MacInnis,1986)。 

 

McWilliam & de Chernatony(1990)將品牌的定義分成四類： 

(1)品牌是一種辨識的機制； 

(2)品牌是一種一致性品質的承諾、一種保證； 

(3)品牌是一種投射自我形象的工具； 

(4)品牌是決策的輔助工具，一種速記形式。 

 

品牌是一種錯綜複雜的象徵。它是品牌屬性、名稱、包裝、價格、歷史、

信譽，廣告方式的無形總稱。品牌同時也是消費者對其使用者的印象，以其

自身的經驗而有所界定。產品是工廠生產的東西；品牌是消費者所購買的東

西。產品可以被競爭者模仿，但品牌則是獨一無二的，產品極易迅速過時落

伍，但成功的品牌卻能持久不墜，品牌的價值將長期影響企業。對於很多企

業來說，品牌的內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業文化，所以，對這類型的企業

來說，品牌不僅是對外（分銷商、消費者）銷售的利器，而且也是對內（員

工、供應商）管理的道德力量。品牌是喚貣消費者重複消費的最原始動力，

是消費市場上的靈魂。 

 

Aaker ( 1991) 對於品牌的定義則是: 「品牌權益是與該品牌(它的名字與

符號、象徵等等)相關的一系列的品牌資產與負債，它能夠為企業及企業的客

戶透過產品或服務，來增加、或減少其提供的價值。」 

而他更進一步地闡述了品牌權益主要的五個來源(構面) ，分別為:  

(1)品牌忠誠度( brand loyalty)  

(2)品牌知名度( brand awareness) :  

(3)知覺品質( perceived quality) :  

(4)品牌聯想( brand association) :  

(5)其他專屬的品牌資產( other proprietary brand assets)專利權、商標、通

路關條等等。 

而這五項資產藉由不同的方式，為消費者及廠商提供了不同的價值與利益。 

喬治傑生(GEORG JENSEN)的執行長 Hans-Kristian Hoejsgaard 說 

“Products are made in the factory, brands are made in the mind.” 深刻的勾勒出

產品製造與品牌塑造的不同。企業的產品在工廠製造，而品牌則是塑造在消

費者的腦海中。從事製造，講求的是產品品質、生產效率，管理的是具體的

工廠；然而，經營品牌除了要有一流的品質，更需要深入消費者的內心，讓

消費者打從心底建立貣對品牌價值的了解與認同。發展品牌不僅代表經濟型

態的轉變，更象徵了企業對消費者的深度了解與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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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品牌管理 

 

許多文獻探討品牌議題時，多半將焦點集中於大型、知名度高的全球性

品牌，但多數已開發國家中，中小企業卻為主要經濟命脈(Lassan, Kunde & 

Gioia, 2008)。以台灣而言，2009年中小企業白皮書資料顯示，2008年中小企

業達124萬多家，佔整體企業家數的97.70%，年營業額高達10兆元，就業人

數達797萬多人，說明中小企業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故台灣的品牌管

理產業應以台灣的企業結構為立基點去思考品牌策略的布局。 

 

Keller (1998)曾提及中小企業建立強勢品牌時必頇依循五項原則，包括

集中於單一（或兩種）品牌；設計創意性行銷方案，型塑品牌聯想，以作為

品牌權益來源；利用整合性品牌要素，塑造品牌知名度與品牌印象；設計推

式行銷以建立品牌，採用拉式行銷以吸引注意力；最後，盡可能擴展品牌所

產生的次級聯想。 

 

Abimbola (2001)同樣認為中小企業由於資源有限，應採取聚焦策略，將

品牌行銷鎖定於公司品牌(corporate brand)或一、兩個品牌，並採用特定性廣

告宣傳手法，Merrilees (2007)則建議公司品牌較聚焦於個別產品品牌更能產

生綜效，並便於與不同利益團體間溝通（例如，供應商、銀行等）。據此，

中小企業在財務、人力資源與時間限制下，為因應發展品牌將遭逢的眾多障

礙(Wong & Merrilees, 2005)，品牌策略上可考慮針對整體組織，發展公司品

牌，強調組織識別與聲譽塑造(Abimbola & Vallaster, 2007)。 

 

Melin &Urde(1990)提出品牌金字塔之架構，強調品牌經營的三種關係： 

(1)目標客戶經由正面的產品使用經驗，建立了與產品間的緊密關係； 

(2)公司經由行銷活動，建立產品與品牌之強力關係； 

(3)最後消費者決策過程直接聯想到品牌，不是經由產品再聯想到品牌。 

 

Urde(1994)進一步發展品牌導向公司之結構圖，其中最為基礎的部份是

品牌願景，它代表品牌策略的本質，以此作為指導原則，管理當局可以控制

所有對目標客戶的訊息溝通，以配合達成長期目標；公司名稱必頇強烈的與

企業識別關聯；而在與市場溝通時，產品(設計、包裝、品質等)式與功能價

值聯想在一貣，而品牌則是與情感價值(安全、健康、流行等)聯想在一貣。

公司名稱、企業識別體系、品牌、產品及定位五種訊息必頇密切調和，共同

對目標客戶傳送攸關及具吸引力的公司形象，這種品牌導向公司的價值可以

從品牌忠誠度、品牌知名度、認知品質及正面品牌聯想反映出來(Aaker 1991)。 

 

Urde(1994)也提出從產品焦點公司轉向品牌導向公司的八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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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讓品牌議題成為重大管理議題； 

(2)發展品牌願景； 

(3)保護公司的品牌與專利資產； 

(4)定義公司的附加價值； 

(5)制定品牌策略； 

(6)同步與一致性的溝通； 

(7)投資在可以建立與增進品牌價值之行銷活動； 

(8)發展達成成功品牌導向公司的能力 

 

其次，Shocker, Srivastava & Ruekert (1994)曾分析品牌管理面臨的挑戰

與機會，認為在市場競爭程度全球化、科技變遷、零售通路權力提昇、消費

者市場變革等影響下，品牌管理遭受前所未有的環境壓力。同業競爭者間藉

由聯盟，冀求在競爭、合作間取得帄衡與雙贏，品牌聯盟即為結合兩種或以

上個別品牌、產品或其他獨特性資產(Simonin & Ruth, 1998)，以共享製造、

行銷或特殊競爭優勢(Park, Jun &Shocker, 1996)。異業結合現象亦逐漸興盛，

包括合作性品牌行銷活動(cooperative brand marketing activities)、聯合品牌

(co-branding)與聯合行銷等。 

 

國際大型知名品牌的管理策略，因為文化以及企業規模與台灣企業大不

相同，並不一定能切和台灣企業的模式與發展(例如: 台灣中小企業缺乏國際

大型組織所具備的能力、行銷權力和資源)。 由於台灣中小企業財力遠不如

大型組織，在行銷上必頇相當精準，將有限資金用在刀口上，而且當消費市

場充斥著知名大廠牌的產品時，中小企業若想擠入消費者考慮集合中，一定

要以差異化取勝，此即所謂品牌獨特性(brand distinctiveness)，藉由特殊產品

或服務，爭取聚焦、利基市場，而非全面化，以打響品牌價值。 

綜合上述得知，台灣企業需要一個了解台灣企業發展、又能著眼全球市

場脈絡的品牌管理顧問團隊-愛芬尼! 

 

IV. 公司營運策略 

A. 公司簡介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是 Richard deVries 先生在 2008 年成立於台北市信

義區。成立之初，公司原本是以傳播以及人力資源訓練為主的顧問公司，為

台灣企業提供各式各樣的教育訓練以及人力資源培訓工作坊。但這樣的經營

模式在台灣有太多類似產業的競爭對手，並且使的公司定位較模糊，因此公

司營運狀況並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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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的輔導，提供公司清楚的產業分析以及市場趨

勢動向，並協助公司發展核心能力，包括: 培育優秀品牌管理人才 Michael 

Kovalio 先生進入愛芬尼服務、定位愛芬尼優勢、以及策略擬定等等；愛芬尼

顧問有限公司於 2010 年五月正式轉型為以全方位品牌管理為主的管理顧問

公司。公司轉型之後利潤大幅提升，目前有七位員工。 

 

核心優勢: 

 擁有專業品牌管理經驗: 

近年來台灣企業亟需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的協助，這方面的需求非常高，

但因應而生的品牌顧問大部分都是本土 SOHO 型態的顧問公司，沒有國

際品牌管理觀念與經驗。而愛芬尼管理顧問公司擁有豐富品牌管理經驗

以及品牌管理的專業教育訓練，在經驗與知識背景上就佔盡優勢。 

 IBS-Integrated Branding Synergy(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 

愛芬尼提供從品牌策略定位，品牌發展，到品牌宣傳等全方位的品牌管

理顧問服務。通常其他的品牌顧問公司都只能提供其中ㄧ兩個項目的服

務，或是沒有整合能力而頇將某些項目外包給另外的公司。而愛芬尼的

全方位服務將能為客戶節省可觀的時間與金錢。 

 國際化的顧問人才: 

國際化的顧問人才使的愛芬尼擁有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這對於想要進

軍國際品牌市場、塑造國際品牌形象的企業而言是非常重要因素。愛芬

尼的顧問們大部分都來自歐洲以及北美，因此愛芬尼在發展品牌管理時

有更國際化的視野與架構。 

 

營運目標:  

 於 2013 年達到營業額超過一千萬 

 創造超過總營收額 80%以上的利潤 

 成為台灣前三大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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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服務 

愛芬尼台灣企業創造並管理它們的品牌，提供高品質全方位的品牌顧問

服務，包含協助企業品牌發展策略、市場發展策略、通路發展策略等等，並

透過國際化的視野勾勒出企業品牌發展的藍圖。 

 

 品牌策略: 

1. 企業查核:分析整體企業環境與產業情況，並找出與產業競爭者之間的

交互抗衡的強弱優勢，協助企業了解本身的定位、未來目標、發展的

願景、使命等等，朝著正確的發展軌道前進。 

2. 企業 SWOT 分析:檢視企業檢視其優勢(Strength)、劣勢(Weakness)、外

在機會(Opportunity)、以及威脅(Threat)。 

3. 產品 FAB 分析:透過銷售的角度 POS(Point of Sales)、 企業的角度

POB(Point of Business)、以及客戶的角度 POC(Point of Customers)檢視

企業產品本身的特點(Features),優勢(Advantages), 以及能夠給顧客帶

來的利益(Benefit)。 

4. 市場調查: 質化以及量化的分析 

5. 訂定品牌發展藍圖(Roadmap): 訂定品牌願景、品牌文化與精神、品牌

定位與區隔、商業模型、以及品牌辨識。 

6. CIS 設計:企業辨識系統(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s)的設計。  

 

 品牌發展: 

1. 通路建構:協助企業銷售通路、投資通路的建構 

2. 資料蒐集:協助企業擴展到新的市場(通路商資料、經銷商資料、以及

消費者資料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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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戶指導:協助企業正確在展場、會場等機制正確宣導產品以及品牌的

精神。 

 

 品牌宣傳 

1. 業務訓練系統:結合愛芬尼原本的教育訓練工作坊經驗，提供企業品牌

管理指導：管理階層以及員工品牌教育(品牌精神、品牌願景、產品堅

持)等工作坊。 

2. 公關工具的使用:協助企業訂定品牌公關策略、包含通路媒體的曝光策

略、公共媒體的宣傳手法等等。 

3. 大型活動:協助企業舉辦大型品牌活動。 

 

品牌發展及管理計畫流程 

目前愛芬尼的客戶大部分是台灣本土 OEM 廠商，想要轉型成為自有

品牌製造商(OBM)。愛芬尼會針對各個不同產業、不同企業，來量身訂做

屬於它們的品牌發展及管理計畫。雖然各個產業及企業有其特殊的發展面

像，但基本的發展骨幹流程相同。 

以下為愛芬尼品牌發展及管理計畫的基本流程:  

 

 第一階段:有六個主要要素 

1. 品牌願景(Brand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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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品牌文化與價值(Brand Culture and Value) 

3.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 

4. 品牌承諾與支持(Brand Commitment and Support) 

5. 品牌定位(Brand Position)  

6. 品牌標識(Brand Identity) 

 第二階段:有八個主要要素 

1. 品牌體系(Brand System) 

2. 管理與投資策略(Management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3. 品牌特性(Brand Character) 

4. 評量(Measurement) 

5. 綜合規劃(Integrated Planning ) 

6. 全球管理(Global Management ) 

7. 品牌學習(Brand Learning ) 

8. 品牌策略的應用和技巧(Brand Implementation and Tactics) 

 第三階段:有八個主要要素 

1. 品牌評估(Brand Assessment)  

2. 接觸點管理(Point of Contact Management)  

3. 英文標準的執行與評鑑(English Standards of Performance and 

Assessment)  

4. 資訊以及創造力表達(Information and Creative Expression) 

5. 產品與服務設計(Product or Service Design) 

6. 客戶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7. 媒體溝通(Media Communication)  

8. 預算分配(Budget Allocation)   



 20 

 

 

與競爭者的比較 

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的主要競爭者以及分析比較如下: 

競爭者 競爭者的缺點 愛芬尼提供的解決方式 

企業自行擬定

品牌策略、品牌

管理、通路發

展、市場研究調

查等等 

台灣 OEM 廠商本身通常沒有

專門負責品牌管理的人才，都

是由業務或是銷售經理分擔

這部分的工作。這些經理人本

身的業務都已經非常繁忙，而

品牌管理所牽涉的層面太多

且繁雜，因此經理人無法將品

牌管理相關的工作有效率有

系統的發展。 

愛芬尼是一個全方位專職專

責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所有

的委託專案都由顧問們親自

負責，擁有專業經驗與知識，

能有效的提供企業品牌管理

相關的策略與分析，讓企業轉

型更為順利。 

台灣本土廠商因文化與溝通

方式的不同，常無法與國外的

合作夥伴有效的溝通。 

愛芬尼所擁有的國際品牌管

理顧問人才提供企業國際視

野架構以及市場分析協助，有

效解決此困境。 

企業本身的行銷人才擁有產

業相關的經驗，但缺乏全方位

品牌管理的專業知識與經驗 

愛芬尼在品牌管理方面有全

方位且專業的經驗與知識，提

供企業最佳的選擇 

頂尖國際知名

的管理顧問公

司，例如: 

Landor, Ogolvie 

and Mather, 

收費過高 
愛芬尼提供全方位專業服

務，但收費合理。 

資深顧問為求業績成長而努

力接案，但事實上案子的都是

由資淺、較無經驗的助理產出 

愛芬尼所接受的案子保證皆

由資深、專業、經驗豐富的顧

問們全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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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Kinsey 

中型國際品牌

管理顧問公司

例如: DDG、

SubKarma 等 

這些公司通常來自設計為主

的領域，缺乏通盤的商業策略

考量、通路管理經驗以及專業

的商管知識。它們只能提供企

業識別系統 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以及包裝策

略的設計。 

愛分尼提供客戶全方位整合

的品牌管理服務 IBS 

(Integrated Branding Synergy) 

中型台灣本土

品牌管理顧問

公司，例如藍

本、天將等等 

沒有品牌管理專業經驗 
愛芬尼提供全方位品牌管理

服務，顧問們擁有專業經驗 

缺乏國際觀因此無法為客戶

提供適當的國際品牌行銷策

略 

愛芬尼所擁有的國際品牌管

理顧問人才提供企業國際視

野架構以及市場分析協助，有

效解決此困境。 

國際市場調查

公司，例如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Dataquest 等等 

僅能提供市場調查以及市場

趨勢預估，無法提供高階深入

的品牌顧問服務。 

愛分尼提供客戶全方位整合

的品牌管理服務以及專業的

商業分析經驗。 

個人工作室 

通常缺乏經驗 

愛芬尼提供全方位品牌管理

服務，顧問們擁有專業經驗 

缺乏國際觀因此無法為客戶

提供適當的國際品牌行銷策

略 

愛芬尼所擁有的國際品牌管

理顧問人才提供企業國際視

野架構以及市場分析協助，有

效解決此困境。 

 

銷售模式 

 

愛芬尼為所有潛在客戶們準備了愛芬尼銷售資料夾(Sales Kit)，內含有公司簡

介、公司服務項目的電子檔(PDF)、以及公司影片。 

 

 

資源 

 

1. 愛芬尼最主要的核心資源來自於資深顧問們品牌管理的專業經驗與知

識。有了商管專業學者何小台教授的輔導與協助，更是愛芬尼成功的最關

鍵資源，提供台灣企業最佳的品牌管理選擇，在理論以及實務上都具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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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知識與經驗。 

 

2. 愛芬尼在品牌管理產業有相當的經驗與人脈，並有許多專業的合作廠商：

例如網站的製作、國際公關公司等等。這些廠商合做多年，對於計畫的執

行與產出有恆定的專業水帄。 

 

 

科技應用 

 

1. 使用最新最完整的演示設施(presentation facilities)以及多媒體等功能設

施，讓顧問與客戶的溝通效益最大化 

 

2. 使用客戶關係管理系統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系統來

主導客戶關係的維持與發展。CRM 軟體示全球廣泛使用的系統，它有效

的管理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互動，這個系統能夠統整、協助、自發性的管理

商業流程，不僅僅是銷售活動，更包含企業行銷、客戶服務、以及技術支

持等項目。使用此軟體的最主要目標不僅僅是能夠維持、增進目前的客戶

關係，更是希望能尋找、吸引、並獲得新客戶的加入。 

 

3. 使用協做軟體以及專案管理系統, 例如 Microsoft Groove and Sharepoint 

Service 以及 Microsoft Project- for handling scheduling and resource. 由於

愛芬尼顧問公司的工作項目皆是以專案形式呈現，因此專案管理系統以及

協做軟體的使用是能夠讓專案流程進行的更順利以及更系統化的重要因

素。另外，由於業務需要，許多顧問的工作地點會再不同地區甚至不同國

家，因此協做軟體的使用就更顯得重要。 

 

4. 網站架設，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的網站提供現階段以及潛在客戶主要

的聯絡點，並且有公司詳細的資料讓客戶們更深入的了解公司資訊。目前

網站所提供的僅呈現公司的資訊，以及服務項目等資料，但未來愛芬尼網

站將加入更多與品牌管理相關的多媒體資料：例如短片、文章、影音教學

等資訊讓客戶們檢視與下載。 

 

 

未來的產品與服務 

 

未來愛芬尼將以台灣為基礎，擴展品牌管理事業版圖到其他新興亞洲國

家，例如大中華地區、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另外，更計畫

擴展到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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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地區與台灣的產業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即將要從

OEM/ODM 的產業型態轉變成 OBM 的企業模式，因此當地政府都與台灣政

府一樣給與企業自有品牌經營管理計畫有相當多資源以及獎勵。而愛芬尼預

計為來所提供的服務，將會加入企業影片製作以及網站管理系統等項目。 

 

 

B. 市場分析 

 

愛芬尼的主要目標市場: 

1. 將台灣產業頂層國際企業 

2. 亟欲將本身以製造業為主的 OEM/ODM 的商業模式轉型為自有品

牌經營(OBM)的商業模式 

 

過去 40 年來，這些大型的 OEM/ODM 廠商在產業面的角度來說幾乎沒

有太多競爭對手，憑藉著台灣優質製造技術，成功獲得國際各大廠牌的訂單，

利潤豐厚。但近年來，亞洲其他地區提供更低廉的勞工、廠房等等誘因，使

得台灣 OEM/ODM 產業受到相當大的衝擊。企業若是削價競爭，則在利潤越

來越少的情況下將無法生存。因此，許多企業都逐漸了解到品牌對於企業生

命的重要性。但是，「品牌」、「行銷」、「策略」等等都是無形的概念。要將這

些無形的產品賣給客戶，是一項非常艱鉅的任務。尤其這些企業長久以來都

是購買「有形」的東西：原物料、機器設備等等；對於無形產品的經驗值最

多停留在產品研發(R&D)上。  

 

因此，以現階段台灣企業認知情況不明朗的情況之下，愛芬尼選擇從經

濟部國貿局所提供的管道來進入市場。藉由「品牌台灣」計畫進入台灣品牌

管理產業有兩個主要的優點：首先，政府計畫預算充足，不必擔心計畫款項

的問題；第二，企業主在面對政府支持與補助的情況之下，會更容易接受「品

牌」、「行銷」、「策略」等等的無形產品，而更進一部的去了解其中的價值。 

 

目前已經有許多台灣知名企業深深了解到品牌的重要性，相信藉由產業

的發展以及政府的支持，未來會有更多的企業意識到品牌的價值以及對於企

業發展的重要性。因此，愛芬尼的商業模式將是以台灣為立基，做多年的品

牌管理市場開發，累積相當的實力之後，隨即擴張到鄰近亞洲地區，因為其

他亞洲發展中國家也和台灣一樣有相同的產業發展模式，台灣的經驗將會對

於其他地區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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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劃分 

 

 

 

 

市場策略 

 

誠如先前所描述，將「品牌」這個無形的產品銷售到以製造為主的企業，

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任務。儘管企業高階主管了解發展國際品牌對於企業的重

要性，但說服股東們了解並支持將公司資源運用到品牌行銷以及品牌策略上

是更艱鉅的課題。因此，愛芬尼與經濟部國貿局以及外貿協會合作，透過政

府的支持，企業主將更容易接受發展品牌的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國貿局

與外貿協會的「品牌台灣」 (Branding Taiwan) 計劃為企業主以及品牌管理

顧問公司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橋梁，不僅是因為品牌台灣計畫提供企業發展品

牌相當多的補助，更提供了許多宣傳的機會給參與計畫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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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品牌台灣」計畫的成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想要來參與這項計畫。

愛芬尼在這些計畫中成功的幫助許多企業發展自己的品牌，而這些成功的案

子也將愛芬尼的專業實力展現在企業主面前，相信不久的未來將會有更多的

企業成為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的客戶。  

 

 

市場需求 

 

長久以來，台灣強大的製造業挾帶著專業製造以及品質口碑，成功的為

許多世界知名的品牌代工。當製造業的企業主在思考企業發展以及如何提升

競爭力的課題時，大部分都會把資源運用在提升產能、提升產品品質、改善

製造流程等方面；鮮少人會把資源運用在訂定全球化行銷策略布局、創立自

有品牌、品牌通路管理等方面。 

 

因此，我們的目標市場有以下強烈的需求: 

1. 需要有創立全球知名品牌的能力 

2. 創造並增進國際品牌網絡與通路管道 

3. 在台灣以外的地區有效適切的管理品牌 

4. 創立自有品牌行銷準則，如網站的架設、公司簡介資料等等 

5. 建立品牌國際化的形象 

6. 瞭解自身產業、市場的需求 (過去這些製造業主的市場資訊多來自

通路商、經銷商，而不是最終的客戶:消費者) 

7. 籌辦策略行銷活動 

8. 在擴展到新領域時有效的整合公關以及媒體活動 

 

 

市場趨勢 

 

由於新興亞洲國家的崛貣，例如中國大陸、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地，

提供更廉價的製造成本與低價產品。但這些國家所製造的產品通常品質低

劣，讓消費者無法安心使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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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儘管台灣產品擁有高品質、創新、以及優越的產品設計，在國際市場

中仍是難以將台灣產品與其他亞洲國家產品區別。 

 

要解決以上困境的為一辦法，就是透過創立自有品牌並健全管理，讓消

費者了解台灣產品的價值以建立顧客忠誠度。一旦台灣企業學習到如何在國

際市場行銷並宣傳自身品牌，就能掙脫低價戰場，有效的提高競爭力，讓企

業長遠發展。 

 

未來，其它開發中的亞洲國家，例如中國大陸，也將會面臨台灣目前所

遭遇的困境。因此，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看到了未來新興亞洲區域的品

牌管理需求，未來也將擴展服務範圍到整個亞洲地區。 

 

 

市場成長 

 

台灣品牌管理市場成長率逐年攀升，成長的最大因素來自於政府的提倡

以及補助。台灣政府有相當多的補助措施與計畫，就單以國貿局補助的計劃

來說，去年總計補助 20 個企業發展自有品牌計畫，而今年補助計畫數量上升

到 40 個，達到雙倍以上的成長。 

另一方面，台灣政府著重於經濟發展的面像，深刻體認到品牌的重要

性，並且了解發展自有品牌與維持台灣經濟榮景之間的相伴關係。今年馬政

府傾注了兩百億台幣發展台灣自有品牌以及相關的活動。並且，行政院在今

年四月 22 日通過了一項為期三年、總預算五千五百萬台幣的計劃來協助台灣

本土產業開拓新興市場6。 

事實上，台灣品牌管理需求相當高，但是品牌管理的專業人士卻非常

少，有經驗、專業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台灣品牌管理

市場充斥著許多沒有經驗、不專業、以個人工作室為主的品牌管理顧問。 

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擁有優秀能力、品牌管理專業經驗、國際視野

架構、並能為顧客提供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能力。在現今台灣高品牌管理需

求的市場情況下，定能發光發熱，長久持續的向上發展。 

 

產業分析 

 

台灣品牌管理產業是非常零碎不全的，有許多小型的顧問公司以及個人

                                                      
6
 “Cabinet to help business tap emerging markets,” Commercial Times, April 2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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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事充斥整個產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企業品牌管理的需求非常高，但

相對的品牌管理專業人才不足。不僅僅是企業對於品牌管理的知識以及概念

缺乏，這些小型的、個人工作市型態的品牌管理顧問們大部分也缺乏正確的

品牌管理知識與概念，更遑論專業經驗。 

 

另一方面，大型的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範圍更廣的服務，但對於品牌管理

的並不專精，在案子處理上也常常失焦。 

 

而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最重要的核心競爭力就在於它的擁有專業

知識、經驗、以及國際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提供客戶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

問服務，並為企業量身訂做最適切的品牌發展策略。 

 

 

主要競爭者 

 

競爭者 競爭者優勢 競爭者劣勢 

頂尖國際知名

的管理顧問公

司 ， 例 如 : 

Landor, 

Ogolvie and 

Mather, 

McKinsey 

在業界擁有卓越的知名

度，在企業高階經理人的

想法中，雇用這些頂尖的

管理顧問公司是一個 

“絕對不會出錯”的選擇。 

收費過高 

品牌管理所牽涉的層面非常

廣，也非常專業，並不是一般

商業模式的思考，頂尖管理顧

問公司的顧問並非品牌管理專

業人才。 

資深顧問為求業績成長而努力

接案，但事實上案子的都是由

資淺、較無經驗的助理產出 

國際市場調查

公司，例如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Dataquest等等 

擁有國際市場的分析知

識以及能力，且專精於市

場調查研究，與許多國際

知名的企業有良好關

係，有力於深入市場調

查。 

僅能提供市場調查以及市場趨

勢預估，無法提供高階深入的

品牌顧問服務。 

中型國際品牌

管理顧問公司

例如: DDG、

SubKarma 等 

這些公司提供國際品牌

的視野給台灣企業，相較

於頂尖國際知名的管理

顧問公司以及國際市場

調查公司，這些中型國際

品牌管理顧問公司對於

品牌管理有更專業的了

解與知識。 

這些公司通常來自設計為主的

領域，缺乏通盤的商業策略考

量、通路管理經驗以及專業的

商管知識。它們只能提供企業

識 別 系 統 CIS (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 以及包裝策略

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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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自行擬定

品牌策略、品

牌管理、通路

發展、市場研

究調查等等 

節省預算。由企業內部人

力負責品牌管理相關事

宜，不需要多花經費 

台灣 OEM 廠商本身通常沒有

專門負責品牌管理的人才，都

是由業務或是銷售經理分擔這

部分的工作。這些經理人本身

的業務都已經非常繁忙，而品

牌管理所牽涉的層面太多且繁

雜，因此經理人無法將品牌管

理相關的工作有效率有系統的

發展。 

企業內部人士較了解企

業的營運以及發展情

況，制定出的品牌策略的

同時也是未來執行的角

色。 

台灣本土廠商因文化與溝通方

式的不同，常無法與國外的合

作夥伴有效的溝通。 

企業本身的行銷人才擁有產業

相關的經驗，但缺乏全方位品

牌管理的專業知識與經驗 

個人工作室 價格便宜 

缺乏經驗 

缺乏國際觀因此無法為客戶提

供適當的國際品牌行銷策略 

 

 

 

C. 策略與實行 

 

目前，愛芬尼的主要客戶來源皆為外貿協會所補助來進行自我品牌創立

/管理的企業，而這些企業將會在眾多品牌管理顧問公司中挑選合作對象。因

此，愛芬尼的網站架設是非常重要的貣始點，客戶們將透過網站的資訊來了

解愛芬尼的核心能力、專業經驗、以及所提供的服務項目。 

愛芬尼將逐步累積經驗、人脈、並逐漸展現自身實力，未來愛芬尼將把

目標客層選定在台灣中大型國際企業，為其提供品牌管理的顧問服務。 

 

 

價值定位 

 

愛芬尼將成為台灣頂尖的、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公司。顧問費用也將

比照市場最上層價格收費。絕不漫天喊價，真實的展現自我能力，以和國際

知名的管理顧問公司競爭。 

 

另外，除了政府補助的品牌管理計畫，愛芬尼也提供以下的服務: 

 公共關係、人力資源培育等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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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企劃 

 公司識別系統設計 CIS Design 

 

 

競爭優勢 

 

愛芬尼品牌管理顧問公司的競爭優勢來自於以下幾點: 

 

 擁有一流國際化專業顧問團隊: 

因此愛芬尼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都立基於國際化的品牌管理架

構，企業若是想要發展國際自有品牌，擁有國際化的品牌管理顧問

團隊是最重要的要素，這不僅僅是在於國際溝通方面的協助，愛芬

尼專業的國際顧問更能幫助企業深入了解市場需求、特殊價值、以

及該切入的管道。 

 

 擁有廣及 25 個國家的合作網絡: 

這些合作網絡將全方為協助愛芬尼的客戶，無論是在市場價值評

估、調查、活動辦理、媒體合作等等方面，都讓愛芬尼的客戶擁有

最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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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多年國際品牌管理經驗： 

愛芬尼的顧問們擁有多年品牌管理經驗，不像其它品牌管理公司因

近年來市場需求攀升而因應成立。 

以下為愛芬尼過去以及目前的客戶: 

(資料來源: http://www.affinity-asia.com/tc/whoweare_tc_01.html) 

 

http://www.affinity-asia.com/tc/whoweare_tc_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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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 

 

愛芬尼最主要的行銷策略就是企業間口耳相傳的肯定。從過去愛芬尼成

功協助的企業間，逐漸的打響愛芬尼的名號，原有顧客對愛芬尼的專業能力

以及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服務讚譽有加，案子的成功就是愛芬尼最好的能力

證明，也讓潛在顧客明確的了解愛芬尼的品牌管理能力。 

 

對於某些台灣大型製造廠商而言，創立國際化自有品牌、專注於品牌管

理以及行銷策略，以經不僅僅是企業成功的要素，而是企業生存的不二法門。

愛芬尼所提供的服務，示企業目前最需要的發展項目。愛芬尼是全方位的品

牌顧問團隊，能幫助企業塑造企業以及品牌形象、定位企業的商業模式、甚

至協助企業設立通路管理系統，使品牌發展朝向正確的方向。 

 

其它的競爭者大都僅能提供期中ㄧ兩個項目，而愛芬尼則是提供全方位

的顧問服務：從制訂品牌策略，到品牌發展，以及品牌宣傳，這中間的每個

環節愛芬尼都提供最專業、最完整的服務。而目前愛芬尼是透過經濟部國貿

局以及外貿協會的補助計畫，不僅僅是計畫內的企業會與愛芬尼合作，有許

多計畫外的外圍企業也會透過這些相關的宣傳活動了解到愛芬尼的實力與專

業。 

除了辦理政府計畫外，愛芬尼也透過以下方式來吸引目標客戶： 

愛芬尼管理顧問公司網站 

銷售資料夾(Sales Kit) 

關鍵字搜尋 KWS (Key Word Search) 

Web 2.0 的應用 (Twitter, Facebook, Toutube…etc.) 

未來的行銷策略還會包含公司影片、更完善的網站、更廣泛的關鍵字應

用、以及更優化的搜尋引擎技巧 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宣傳策略 

 

有別於行銷策略，愛芬尼的宣傳策略為主動出擊的模式。 

愛芬尼顧問公司將主動出席品牌貿易展覽會、研討會、各種品牌座談會

以及品牌會議等等。這些場合不僅有許多顧問公司參與，也會有非常多的企

業高階經理人、企業主等等客戶出席。企業代表因為有品牌管理的需求，所

以到這些展覽會、研討會中獲取新資訊，而愛芬尼也將藉此機會將愛芬尼全

方位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介紹給這些潛在客戶，讓客戶們了解到愛芬尼與其他

管理顧問公司的不同以及愛芬尼的核心優勢，達到主動宣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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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預估 

 

銷售預測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銷售

諮詢服務 $7,500,000 $13,500,000 $19,500,000

銷售總額 $7,500,000 $13,500,000 $19,500,000

直接銷售成本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銷售成本 $1,550,000 $2,200,000 $3,100,000

 

 

 

 

(每年銷售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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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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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管理團隊 

 

架構 

 

愛芬尼管理顧問公司的最初管理團隊也同時是公司的創立者。Richard 

DeVries 先生創立了愛芬尼，隨著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的輔導以及何教授輔

導的專業品牌管理人才 Michael Kovalio 先生加入，目前愛芬尼不僅成功轉型

為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更陸陸續續的有許多專業人是加入愛芬尼團隊，以下

是目前愛芬尼的團隊架構： 

 

總經理－王理查 Richard deVries 

 

Richard 是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的創始人，擁有

12 年以上培訓、顧問、銷售等豐富的經驗。過

去 7 年，他曾經和許多領先跨國企業與本土公

司合作。Richard 擁有國立政治大學的國際 MBA

碩士學位，並以優異成績的畢業於加拿大滑鐵

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  

執行總監－柯毅竹 Michael Kovalio   

 

具備多元的亞洲、北美、南美及中東經驗。能

協助台灣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曾服務於提供台

灣中小企業國際策略之顧問公司。善用企業研

究策略進行市場切入與發展。  

資深顧問－Markus Wild 

 

Markus 是專業的經濟學家（握有德國與比利時

文憑），在不同產業的公共與媒體關係領域擁

有超過 9 年的專業經驗。Markus 是國立政治大

學的國際 MBA 碩士候選人。  

專案經理－楊雅如 Stacy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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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cy 擁有超過 10 年的教學、管理、談判、銷

售和市場行銷經驗，以及政府採購的經驗。在

過去的 8 年，她曾在台灣知名的多國公司服務。

Stacy 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MBA 課程。

Stacy 的專業包括諮詢、輔導、政府採購及策略

聯盟顧問。  

資深顧問－何小台  

 

 B.E., Chemical Engineering 

Chung Yuan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S., Chemical Engineering-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Ph.D., Biochemical Engineering-MIT 

導演-邱凱  Chris Churcher 

 

 

設計師-蔡佩君  Cho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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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計畫 

 

人事計劃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執行合夥人/銷售總監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執行合夥人/市場營銷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專案經理 $540,000 $1,080,000 $1,600,000

設計師 $240,000 $400,000 $700,000

行政人員 $420,000 $420,000 $420,000

總人數 5 6 7

薪資總額 $3,600,000 $4,300,000 $5,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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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財務分析 

 

 

一般假設 

 

2010 2011 2012

計劃月份 1 2 3

利率現值 2% 3% 4%

長期利率 5% 5% 5%

稅率 25% 20% 20%

其他
 

 

 

損益帄衡分析 

 

損益帄衡分析

每月收入損益帄衡 $419,447

假設：

變動成本固定比率 21%

每月固定費用估算 $33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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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預測 

 

損益預估表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銷售 $7,500,000 $13,500,000 $19,500,000

直接銷售成本 $1,550,000 $2,200,000 $3,100,000

其他銷售成本 $440,000 $500,000 $550,000

總銷售成本 $1,990,000 $2,700,000 $3,650,000

毛利率 $5,510,000 $10,800,000 $15,850,000

毛利率％ 73.47% 80.00% 81.28%

支出

薪資 $3,600,000 $4,300,000 $5,120,000

營銷 /推廣 $67,060 $95,000 $150,000

折舊 $0 $0 $0

租金 $180,000 $600,000 $600,000

水電費用 $40,236 $80,000 $120,000

保險 $25,365 $30,000 $40,000

其他一般及行政支出 $80,473 $100,000 $140,000

營業費用合計 $3,993,134 $5,205,000 $6,170,000

息稅前利潤 $1,516,866 $5,595,000 $9,680,000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1,516,866 $5,595,000 $9,680,000

利息支出 $0 $0 $0

稅金 $455,060 $1,678,500 $2,904,000

純利 $1,061,806 $3,916,500 $6,776,000

淨利潤 /銷售 14.16% 29.01% 34.75%

 

(註:2011 年代表 2010 年六月到 2011 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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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獲利預估表) 

 

 

 

(每年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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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分析 

 

 

 

現金流量表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實收現金

運營

銷售 $7,500,000 $13,500,000 $19,500,000

應收現金 $5 $79,995 $0

小計 $7,500,005 $13,579,995 $19,500,000

額外現金收入

新的借貸 $0 $0 $0

新的負債（免息） $0 $0 $0

新的長期負債 $0 $0 $0

銷售其它流動資產 $0 $0 $0

銷售長期資產 $0 $0 $0

新投資注入 $0 $0 $0

小計 $7,500,005 $13,579,995 $19,500,000

支出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營運支出

現金支出 $3,600,000 $4,300,000 $5,120,000

帳款 $2,599,939 $5,095,495 $7,413,274

小計 $6,199,939 $9,395,495 $12,533,274

額外現金支出

當前借款本金償還 $0 $0 $0

其他負債本金償還 $0 $0 $0

長期負債本金償還 $0 $0 $0

購買其他流動資產 $0 $0 $0

購買長期資產的股息 $0 $0 $0

股息 $0 $0 $0

小計 $6,199,939 $9,395,495 $12,533,274

淨現金流量 $1,300,067 $4,184,500 $6,966,726

現金餘額 $1,800,067 $5,984,566 $12,95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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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預估  

 

資產負債表
資產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流動資產

現金 $1,800,067 $5,984,566 $12,951

應收賬款 $79,995 $0 $0

其他流動資產 $150,000 $150,000 $150,000

目前總資產 $2,030,061 $6,134,566 $13,101,292

長期資產

長期資產 $90,000 $90,000 $90,000

累計折舊 $0 $0 $0

共有長期資產 $90,000 $90,000 $90,000

總資產 $2,120,061 $6,224,566 $13,191,292

資本與負債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 $246,255 $434.26 $624,986

當前借貸 $0 $0 $0

其他流動負債 $0 $0 $0

流動負債小計 $246,255 $434,260 $624,986

長期負債 $0 $0 $0

總負債 $246,255 $434,260 $624,986

實收資本 $250,000 $250.00 $250,000

保留盈餘 $562,000 $1,623,806 $5,540,306

盈利 $1,061,806 $3,916,500 $6,776,000

總資本 $1,873,806 $5,790,306 $12,566.31

總負債資本 $2,120,061 $6,224,566 $13,191,292

淨值 $1,873,806 $5,790,306 $12,566.31

 

 

 

 

 



 42 

商業比例分析  

商業比例分析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銷售增長率 275.00% 80.00% 44.44%

總資產百分比

應收賬款 3.77% 0.00% 0.00%

其他流動資產 7.08% 2.41% 1.14%

目前總資產 95.75% 98.55% 99.32%

長期資產 4.25% 1.45% 0.68%

總資產 100.00% 100.00% 100.00%

流動負債 11.62% 6.98% 4.74%

長期負債 0.00% 0.00% 0.00%

總負債 11.62% 6.98% 4.74%

淨值 88.38% 93.02% 95.26%

銷售百分比

銷售 100.00% 100.00% 100.00%

毛利率指數 73.47% 80.00% 81.28%

銷售，及一般行政開支 59.31% 50.99% 46.53%

廣告費用 0.89% 0.70% 0.77%

息稅前利潤 20.22% 41.44% 49.64%

主要財務指標

目前 8.24 14.13 20.96

速算 8.24 14.13 20.96

總債務與總資產比率 11.62% 6.98% 4.74%

稅前淨值報酬率 80.95% 96.63% 77.03%

稅前資產收益率 71.55% 89.89% 73.38%

其它比率 FY 2011 FY 2012 FY 2013

淨利利潤 14.16% 29.01% 34.75%

股本回報率 56.67% 67.64% 53.92%

活性比率

應收帳款周轉 0 0 0

收集日 0 0 0

應付帳款周轉 11.53 12.17 12.17

付款日 27 24 25

總資產周轉率 3.54 2.17 1.48

債務比率

負債與淨值 0.13 0.07 0.05

流動負債與負債比 1 1 1

流動資金比率

淨營運資本 $1,783,806 $5,700,306 $12,476,306

利息償付 0 0 0

附加比率

資產銷售 0.28 0.46 0.68

目前的債務 /總資產 12% 7% 5%

酸性測詴 7.92 14.13 20.96

銷售 /淨值 4 2.33 1.55

配息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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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未來愛芬尼將以台灣為基礎，擴展品牌管理事業版圖到其他新興亞洲國家，例

如大中華地區、印尼、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等，更計畫擴展到加拿大；

這些地區與台灣的產業發展模式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即將要從OEM/ODM的

產業型態轉變成OBM的企業模式，亟需品牌管理的專業顧問服務。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分析產業 收集國內外品牌管

理產業現況發展並

分析 

呈現國內外品牌管

理產業現況發展並

分析 

無 

文獻探討 整理品牌管理相關

文獻 

品牌管理相關文獻

綜合與整理 

無 

公司營運報告  公司簡介 

 市場分析 

 策略與實行 

 管理架構 

 公司簡介 

 市場分析 

 策略與實行 

 管理架構 

無 

財務分析 公司營運後三年的

財務指標與報表預

測 

公司營運後三年間

的財務指標與報表

預測 

無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在本計畫中扮演主要兩個角色： 

 

1. 培養專業品牌管理人才柯毅竹Michael Kovalio先生並輔導進入

品牌管理市場(愛芬尼管理顧問公司)發揮所學長才。提供實質品

牌管理知識與相關產業的分析，並以所學的專業品牌管理

知識以及本身的專業經驗為台灣企業提供優秀的品牌顧問

服務  

 

2. 協助愛芬尼管理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

顧問公司，並確協助愛芬尼確立公司核心價值、分析市場需求、訂

定一連串品牌管理計畫流程與介面、制訂核心競爭策略、品牌綜

效、銷售渠道管理、全方位品牌管理藍圖；並透過實際案例發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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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學經驗，協助愛芬尼勾勒出品牌管理的六大要素等等，奠定愛

芬尼品牌管理專業基礎的同時，並持續發展。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何小台 計畫主持人 
7 

(    9   ) 

計畫的整體規劃、計畫進度掌

控、成果報告書監製 

郭乙芑 專任助理 3 

蒐集與分析市場資訊、文獻整

理、與相關人員會談、撰寫成

果報告書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 

 

 

 

 

商管學者 

何小台教授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

公司成功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

顧問公司，並協助未來長期發

展。 

培育專業品牌管理人才柯毅竹

Michael Kovalio先生並輔導進入

品牌管理市場(愛芬尼)發揮所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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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
務
費 

(1)人事費   0%  

(2)耗材雜  

  項費 
  0% 

 

2.差旅費   0%  

3.管理費   0%  

4.研究設備費   0%  

5.(可依狀況自
行延伸) 

   
 

小計   0%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0%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本計畫所培育之品

牌專業人才 

一位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輔導柯 毅 竹

Michael Kovalio 先生成為專業品牌

管理人才並協助進入相關產業發揮

所學，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成功轉

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本計畫為台灣品牌

管理產業所勾勒的

發展藍圖以及策略

模式 

計畫書一式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成功協助愛芬尼顧

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

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產業分析、策略

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輔導愛芬尼

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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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果  

 

 培育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輔導進入品牌管理市場發揮所學長才: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輔導柯毅竹Michael Kovalio先生，並提供實質品

牌管理知識與相關產業的分析，培養其成為專業品牌管理人才並協

助進入相關產業發揮所學，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成功轉型為全方位

品牌管理顧問公司，並以所學的專業品牌管理知識以及本身的專業

經驗為台灣企業提供優秀的品牌顧問服務。  

 

 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 

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成功協助愛芬尼顧問公司由公關顧問公司轉型為全方

位品牌管理顧問公司，提供產業分析、策略擬定、價值定位等等協助，輔

導愛芬尼團隊發揮本身的核心能力，以團隊的專業知識、經驗、以及國際

品牌管理的視野架構，提供客戶全方位的品牌管理顧問服務，並為企業量

身訂做最適切的品牌發展策略。在現今台灣高品牌管理需求的市場情況

下，定能發光發熱，長久持續的向上發展。 

何小台教授將持續擔任公司資深顧問以協助未來發展。 

 

 

(三) 成果比較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在轉型之前，是以傳播以及人力資源訓練為主的顧問

公司，為台灣企業提供各式各樣的教育訓練以及人力資源培訓工作坊。但這樣

的經營模式在台灣有太多類似產業的競爭對手，並且使的公司定位較模糊，因

此公司營運狀況並不理想，當時對2010年的收入預估只有NTD900000元7。 

 

但愛芬尼接受商管學者何小台教授的輔導，給予愛芬尼清楚的產業分析以

及市場趨勢動向，並協助愛芬尼發展核心能力，包括: 培育優秀品牌管理人才

Michael Kovalio先生進入愛芬尼服務、定位愛芬尼優勢、以及策略擬定等等；

愛芬尼顧問有限公司於2010年五月正式轉型為以全方位品牌管理為主的管理

顧問公司，2010年收入預估將超過NTD5000000元8。 

 

 

 

                                                      
7
 王查理,2010. 愛芬尼收入預估 
8
 王查理,2010. 愛芬尼收入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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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台灣的經濟奇蹟在 1980 年代末期便開始逐漸消退，如今大陸以及其他

新興亞洲國家(如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 提供大量低廉的勞力與相關生產

要素，諸多產業已產生產品低價化的態勢，並使得製造微利化的趨勢愈形激

烈；台灣企業在全球市場上的利潤越來越少，面對國際知名品牌以及低價產

品的挑戰，台灣製造業都將發展策略放在改善產品的身上，並沒有塑造一個

清楚的品牌形象給消費者。 

 

另外，台灣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因為長期依賴國外客戶的訂單，經

理人心目中只有下一個環節的客戶(Client)觀念，沒有最終環節消費者

(Consumer)的觀念；公司只知道客戶的理性需求(Need )，但不知道消費者的

感性慾望(Want)，造成台灣的公司只會做B2B(Business to Business)的生意，

不知如何經營B2C(Business to Customers)的商業模式9。 

 

因此，建立自有品牌(own brand)成為廠商長期發展必頇慎重考量的重要

策略走向。自有品牌可享有法律的保障，建立品牌資產，打造企業的形象與

消費者忠誠度，並獲取附加價值，有利於市場區隔、定位，有效提供商品差

異化等優點，相對的廠商需支付較高的包裝成本，申請商標與專利的費用，

及組織龐大的營運成本與經營風險。 

 

目前，政府已經意識到品牌對於台灣企業的重要性，並運用資源來加速

產業升級，以提升台灣的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便開始推動執行一系列的

計畫，展現政府扶持台灣企業發展品牌，加速企業國際化與堤高適場競爭力

的決心；更積極要在國際市場加強宣傳台灣產業與產品形象，為臺灣企業發

展國際品牌營造更有利的生存條件。「品牌台灣」(Branding Taiwan)的最終目

標：一是整合資源協助企業建立品牌，營造良好品牌發展環境；二是協助台

灣企業發展國際品牌並提升台灣國際品牌價值。 

本計畫研究結果顯示台灣企業對於品牌管理有非常強烈的需求，建議

相關部會不僅要為台灣企業品牌管理提供各項補助措施，更應該為擁有品牌

管理專業知識的商管學界人才，提供橋接至企業的機會，協助企業健全的發

展自身品牌，真正為台灣企業注入優質的品牌管理專業知識，以提升台灣產

業競爭力，掙脫目前低價產品惡性競爭的漩渦，奠定台灣企業長遠發展的生

命力。 

 

 

 

 

 

                                                      
9
 洪順慶. 2006. 台灣品牌競爭力. 天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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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產業競爭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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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芬尼財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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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十大品牌整理表 

 

以下是2003年到2010年全球十大品牌: 

 

 

2003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04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05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06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07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08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09 

品牌與 

品牌價值 

2010 

品牌與 

品牌價值  

1 
Coca-Cola 

704.5 億 

Coca-Cola 

673.9 億 

Coca-Cola 

675.3 億 

Coca-Cola 

670.0 億 

Coca-Cola 

653.2 億 

Coca-Cola 

666.7 億 

Coca-Cola 

687.3 億 

Coca-Cola 

704.5 億 

2 
Microsoft

651.7 億 

Microsoft 

613.7 億 

Microsoft 

599.4 億 

Microsoft 

569.3 億 

Microsoft 

587.1 億 

IBM 

590.3 億 

IBM 

602.1 億 

IBM 

647.2 億 

3 
IBM 

517.7 億 

IBM 

537.9 億 

IBM 

533.8 億 

IBM 

562.0 億 

IBM 

570.9 億 

Microsoft 

590.1 億 

Microsoft 

566.4 億 

Microsoft 

608.9 億 

4 
GE 

423.4 億 

GE 

441.1 億 

GE 

470.0 億 

GE 

489.1 億 

GE 

515.7 億 

GE 

530.8 億 

GE 

477.7 億 

Google 

435.5 億 

5 
Intel 

311.1 億 

Intel 

335.0 億 

Intel 

355.9 億 

Intel 

323.2 億 

Nokia 

336.9 億 

Nokia 

359.4 億 

Nokia 

348.6 億 

GE 

428.8 億 

6 
Nokia 

294.4 億 

Disney 

271.1 億 

Nokia 

264.5 億 

Nokia 

301.3 億 

Toyota 

320.7 億 

Toyota 

340.5 億 

McDonald’s 

322.7 億 

McDonald’s 

335.7 億 

7 
Disney 

280.4 億 

McDonald’s 

250.0 億 

Disney 

264.4 億 

Toyota 

279.4 億 

Intel 

309.5 億 

Intel 

312.6 億 

Google 

319.8 億 

Intel 

320.1 億 

8 
 McDonald’s 

247.0 億 

Nokia 

240.4 億 

McDonald’s 

260.1 億 

Disney 

278.5 億 

McDonald’s 

293.9 億 

McDonald’s  

310.4 億 

Toyota 

313.3 億 

Nokia 

294.9 億 

9 
Marlboro 

221.8 億 

Toyota 

226.7 億 

Toyota 

248.4 億 

 McDonald’s 

275.0 億 

Disney 

292.1 億 

Disney 

292.5 億 

Intel 

306.3 億 

Disney 

287.3 億 

1

0 

Mercedes

-Benz 

213.7 億 

Marlboro 

221.3 億 

Marlboro 

211.9 億 

Mercedes

-Benz 

218.0 億 

Mercedes

-Benz 

235.6 億 

Google 

255.9 億 

Disney 

284.4 億 

HP 

268.6 億 

(單位: 美金)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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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主持人：張哲維 執行期間：98/10/1~99/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在製酒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 

              成醋，在品嚐過程中產生酸澀問題。 

■ 問題解決:  使用實驗設計法解決發酵與怪味道的問題，穩定釀造品質。 

參與廠商：□無，■有:   二林酒廠股份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提升二林酒廠將已研發之紅酒產品品質與創意研發新產品，以符合台灣品

酒之不同文化的需求，並轉成創意行銷商品化，並利用商管知識與技術，輔導

二林酒廠成功將一系列紅酒產品推展在市場中，在目前全球在不景氣的循環

中，能以特殊的消費性商品投入市場，將中小型的創意產業發展成功，利用突

破性的創意創新性產品，提升銷售成績。 

二、執行架構 

1.訪談二林酒廠管理人員與釀酒工程師。 

2.訪談生產葡萄酒的合作社、葡萄果農、釀酒設備商。 

3.上品酒課程。 

4.進行田口實驗設計。 

5.進行釀酒流程改造。 

三、執行情形說明 

1.在製酒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

在品嚐過程中產生酸澀，大大降低經濟價值。藉由問題分析，重新找出製造

流程與時間的管控，釀製成功率已達100%，此一問題已獲得解決，直接降低

釀製的浪費。 

2.成品釀製完成後，經過濾的過程過濾的紅酒，會產生莫名的怪味道，而影響

品質。此一問題是從製程流程中發現，當生產不同紅酒時，因配方比例不同，

加上生產線重疊，導致異味的產生，藉由排程技術與清洗及消毒，此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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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獲得解決，異味也未曾再發生，釀製成功率已達100%，而且還可以針對客

戶不同的口感與口味進行客製化調配，也不會發生異味。 

3.殺菌設備不良，產生酒品保存期限短。殺菌設備改善後，產品保存期限延長

比率，依推測可達到至少五年的保存期限。 

4.填充設備在填充過程中，無法很精準填充酒量，誤差值過大，影響顧客不良

印象之觀感。透過設備的校正，填充精準度之誤差在法定規定之標準之內，

目前誤差值可控制在3%。 

5.人員技術不良，造成每一批酒所釀造出來的品質不一。透過人員的教育訓練，

導入績效評估指標與員工分紅，屬於釀酒製程部分，人為疏失率已逐步將低。

至於經驗傳承部分，如每一年每一季葡萄的生產狀況不一樣，仍需要時間來

磨練與傳承。 

6.本計畫原規劃要進行兩次實驗，透過與廠商之釀酒工程師的訪談，找出關鍵

釀酒品質特性，並選擇適當的葡萄品種進行釀酒與配方實驗，並答應廠商由

計畫補助釀酒實驗所需之葡萄，提升合作廠商進行釀酒實驗進行願意。因為

釀酒實驗花費時間與採購葡萄無法達到經濟採購量，不符合成本，若無補助

廠商進行意願不高。為配合葡萄產季，冬季時間10~12月，本計畫在98年12月

份進行第一次釀酒實驗；在99年3月接獲政治大學商管橋接中心通知，無法核

銷實驗葡萄的採購，實屬遺憾。在期中報告時，也跟審查委員報告，無法核

銷的事實，並違反誠信原則，本計畫決定不再進行第二次確認實驗，並在99

年三月間，改採與廠商相關之供應鏈進行訪談，找出影響葡萄酒核心問題。

訪談對象包括：葡萄果農、釀酒設備製造商、恆溫保存桶製造商、酒瓶製造

商、酒標製造商、RFID標籤製造商。 

四、預期效益 

預估本計畫完成後，所研發的產品品質之提升，除原來餐廳與地方飲料酒

商通路經銷販售外，可再提供觀光酒廠之規劃，預估公司接單量業務量，扣除

公司營運成本，在不考慮外在營運與環境的變遷下，在往後3年內的預估淨收益

佔全公司營收部分成長率分別為：5%、6%與7%。 

    在已經完成的效益部分： 

1. 有4項提升釀酒品質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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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篇文章接收於Journal of Informa on and Op miz a on Sc iences   (EI)、 

3. 在新竹新設竺林酒廠，延伸15種水果酒，並生產梅子酒、金桔酒、葡萄酒、

蜜桃酒、龍眼酒、番茄酒、香蕉酒、芒果酒、荔枝酒、桑椹酒、釋迦酒、草

莓 酒 、 哈 密 瓜 酒 、 百 香 果 酒 等 14 種 水 果 酒 。 網 址 如 下 ：

http://www.erlin.com.tw/front/bin/home.phtml 

4. 在元培科技大學育成中心虛擬進駐尚旺創意生活館，繼續接受輔導。 

 

http://www.erlin.com.tw/front/bin/hom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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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二林酒廠是彰化縣政府規劃極力欲輔導成為觀光酒廠的廠商之一，被選為重

點發展的觀光酒廠，此項計畫進度處於規劃階段，並無進展，主要是二林酒廠面

臨釀製技術不純熟，而無法大量生產紅酒，是廠商欲克服之課題，本計畫將推導

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來協助紅酒釀製之穩定性，解決在製酒過程中產生發

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在品嚐過程中產生酸澀，

大大降低經濟價值之問題。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執行二林酒廠紅酒品質提升計畫後，可降低不良率的產生，直接可提高

產量，當二林酒廠規劃成為觀光酒廠時，其產量與製造成本之優勢，可帶來

公司與週邊產業之產值。在計畫完成後，酒廠可規劃之藍海策略，如表 1

所示： 

表 1 二林酒廠之藍海策略 
消除  減少 

無法大量生產問題 
生產時間 
產品變異 

 
 
 

配送時間 
實體成本 

提升  創造 

通過 ISO-9000認證 
品質一致性 

 
 

觀光導覽工廠 
節慶送禮市場 
虛擬網路行銷市場 

 

(二) 研究方法 

第一階段：葡萄釀酒實驗實驗 

步驟一：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 

    本計畫採用田口式品質工程，田口品質工程的理念是結合技術和統

計方法，將不良品視為產品出廠後對社會所造成的損失。在此品管理念

下其發展出二次損失函數和訊號雜音(S/N)比的觀念，並將產品品質之

任何變異納入品質研究發展中，而不再局限於傳統品質觀念；即只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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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格的產品即為良品。而在已發表之國內外文獻中或工廠實務上的應

用，田口方法大都僅論及單一品質特性的最佳化。然而決定一產品品質

好壞的單一品質特性（或屬性）往往並不能代表整體之品質特性的最佳

化，若只應用單一品質特性的最佳化，可能會失去很多改善成本和提高

整體(或多重)品質特性的機會。在過去亦有幾篇文獻討論到處理多重品

質特性，其運用一次同時最佳化的技巧來取代以工程師的經驗判斷。然

而這些方法不是太複雜，不易為工程師所接受，就是方法太簡單以致合

理性受質疑。因此，本計畫在進入實驗設計前，首先要先推導非加法性

之田口實驗設計，並證明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之有效性。因

此，在這一個步驟運用 Plas no and Pl as no ( 1996)   將兩個系統之概念，

並結 Choquet積分與田口式實驗設計，外推在兩個系統或因子以上之非

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 

步驟二：決定實驗因子與實驗水準 

    由研發人員初步選定 8個控制因子進行實驗，分別為：葡萄品種、

水質、溫度、濕度等八個控制因子進行實驗規劃，實驗配置與實驗水準，

如表 2所示。本研發計畫耗材部分較為昂貴，為精簡研發與實驗成本與

控制因子數目，故採用 L18 (21×37)直交表做實驗，L18 (21×37)直交表與

實驗因子搭配之直交表，如表 3所示。 

表 2 實驗規劃 

水準 
因子 

1 2 3 

A 品種 品種一 品種二 - 

B 水質 水質一 水質二 水質三 

C 溫度 溫度一 溫度二 溫度三 

D 濕度 濕度一 濕度二 濕度三 

E … … … … 

F … … … … 

G … … … … 

H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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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L18(21×37)直交表 

 
 

步驟三：進行實驗 

 為節省實驗成本，實驗分成三個階段進行，分別為(1)初始實驗、（2）

電腦模擬實驗、(3)確認實驗三個流程分述如下： 

(1)初始實驗  

 首先，運用本研究所推導之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進行初始實

驗，並計算出釀酒的度數、甜度酸杜、澀度與色澤等量測值。 

(2)電腦模擬實驗 

 為加速改善釀製製程，將第一階段所量測之量測值，運用電腦模擬

軟體進行模擬，找出實驗數據是否有問題，修改時不同實驗條件與數據

時，藉以模擬數據產生之範圍，是否仍在規格需求範圍內，藉以降低實

驗次數，節省開發時間與成本。 

(3)確認實驗 

    綜合(1)與(2)的結果進行確認實驗找出最佳配方。 

以上是第一次實驗之進行步驟與流程。在本計畫進行釀酒實驗，部分關

鍵品質特性與實驗所產生之數據不易得到，原來是答應合作廠商，共同

出資進行實驗，後因本計畫無法核銷實驗性葡萄之材料費用，費用已由

Exp. A B C D E F G H
1 1 1 1 1 1 1 1 1

2 1 1 2 2 2 2 2 2

3 1 1 3 3 3 3 3 3

4 1 2 1 1 2 2 3 3

5 1 2 2 2 3 3 1 1

6 1 2 3 3 1 1 2 2

7 1 3 1 2 1 3 2 3

8 1 3 2 3 2 1 3 1

9 1 3 3 1 3 2 1 2

10 2 1 1 3 3 2 2 1

11 2 1 2 1 1 3 3 2

12 2 1 3 2 2 1 1 3

13 2 2 1 2 3 1 3 2

14 2 2 2 3 1 2 1 3

15 2 2 3 1 2 3 2 1

16 2 3 1 3 2 3 1 2

17 2 3 2 1 3 1 2 3

18 2 3 3 2 1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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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自行吸收，廠商希望在製作結案報告時，關鍵品質特性、數據與關

鍵實驗配方不要以文字公布，改以口頭報告。第二階段確認實驗，實驗

費用因無法核銷，並在期中報告時，提出執行本專案之困難。由期中報

告的三位委員意見，進行計畫變更，朝向商業模式方向來進行。進行方

向包括：(1)改以訪談合作廠商的供應鏈切入，包括釀酒設備製造商、

酒標製造商、葡萄果農、產銷班進行訪談。(2)二林酒廠網站之建置與

產銷履歷系統之建置，提升品牌形象與原物料的品質來源，透過網站與

產銷履歷之建置，讓消費者可以清楚看到，從原物料、釀酒製程的所有

流程，都讓消費者知道，讓消費者消費安心。 

第二階段：訪談與焦點團體座談法之執行 

步驟一：確認訪談對象 

 訪談方式分成個別訪談與團體訪談，對象包括：有合作廠商負責

人、總經理、廠長、釀酒師、品酒師、工程師、釀酒設備製造商、酒標

製造商、葡萄果農(遍佈彰化與台中產地果農)、葡萄產銷班(遍佈彰化與

台中產地果農)等相關人員。 

在團體訪談部分運用焦點團體座談法，焦點團體法並非一般團體的

即席談話，而是有焦點且能清楚界定議程之活動。焦點團體法著重於公

司成員之互動與討論，用以蒐集成員於團體情境中，相互交叉思考下所

呈現的觀點及反應，可提供各製程經理對所屬工程師之理念、經驗或對

某些議題的意見，呈現出一個概括性之洞察、經驗之分享與知識之傳

承。本文探討於切片製程中，同時發生隱含多重品質特性問題，並深入

瞭解不良率對後續製程之影響。焦點團體法進行步驟如圖 1所示。 

 

 

 

 

 
步驟二：界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本文之研究問題與目的，主要侷限於由釀酒製程所需之各項製程參

數設定、葡萄品種、經驗分析、品質控制、製程能力及不良率對後續製

圖 1 焦點團體座談進行步驟 

步驟一 

界定研究問題與目的 

步驟二 

確定抽樣架構 

步驟三 

確認主持人 

步驟四 

產生討論題綱 

步驟五 

運作焦點團體 

步驟六 

結果分析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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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影響做深入探討。 

步驟二：確定成員架構 

決定焦點團體之數目及團體成員，本次有(1)管理階層，(2)廠長，(3)

設備製造商，(4)釀酒師，(5)品酒師，(6)葡萄果農，(7)計畫顧問等共參

與焦點團體之研討及分析。 

步驟三：確認主持人 

主持人需具備領導與團體動力，是本研究之主要關鍵人物。其任務

包括討論主題、時間掌控與空間設定。因此，本文之主持人由立場超然

計畫顧問來擔任。 

步驟四：產生討論題綱 

本計畫對提升釀酒品質製程焦點團體座談主題，包括：(1)在製酒

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在

品嚐過程中產生酸澀，大大降低經濟價值。(2)成品釀製完成後，經過

濾的過程過濾的紅酒，會產生莫名的怪味道，而影響品質。(3)殺菌設

備不良，產生酒品保存期限短。(4)填充設備在填充過程中，無法很精

準填充酒量，誤差值過大，影響顧客不良印象之觀感。(5)人員技術不

良，造成每一批酒所釀造出來的品質不一。 

因此，議題設定為：著重在解決製酒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

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之問題。 

目標：提升二林酒廠將已研發之紅酒產品品質與創意研發新產品，

以符合不同文化的需求，並轉成創意行銷商品化，並利用商管知識與技

術，輔導二林酒廠成功將一系列紅酒產品推展在市場中，在目前全球在

不景氣的循環中，能以特殊的消費性商品投入市場，將中小型的創意產

業發展成功，利用突破性的創意創新性產品，提升銷售成績。 

步驟五：結果分析 

 根據本計畫之設計，各組團體對現行切片製程之各項焦點問題，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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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引發深入探討。其綜合結果分析如下： 

(1)針對二次發酵問題：在製酒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

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在品嚐過程中產生酸澀，大大降低經

濟價值。 

解決方式：經各方研判，造成二次發酵問題應該是儲酒桶的溫度變化

太大，廠方人員依據本身之經驗，無法針對不同葡萄酒進行溫度、濕

度、與時間的掌控。因此，建議合作廠商與設備商，研發恆溫控制的

儲酒桶、轉酒桶，針對不同葡萄酒進行精準的發酵時間發酵溫度做控

制，防止二次發酵。廠商將原設備進行恆溫系統之加裝，進行恆溫發

酵，結果不再出現二次發酵的情形；同時針對不同客戶需求，也提供

醋的產品。成功解決二次發酵與新產品「醋」之開發。 

(2)異味的產生：成品釀製完成後，經過濾的過程過濾的紅酒，會產生

莫名的怪味道，而影響品質異味的產生。 

解決方式：在經各方研判有可能是葡萄在種植時有農藥殘留；也有可

能在釀製過程中，因葡萄酒的酒類多，加入配方與配方時間的不同；

也有可能是在釀製不同酒時，儲酒桶、轉酒桶、管路為清洗乾淨，還

有殺菌問題及封裝設備問題而導致異味的產生。因此，建議現場所有

人員品嚐異味狀況，經品嚐後，各方認為應該釀酒製程產生問題。因

此，建議廠商在釀製不同酒時必須清洗儲酒桶、轉酒桶、管路，避免

異味產生。另外，也針對此項問題也建議，在製程中導入產銷履歷，

嚴格把關品質，實施範圍也從廠商內不知管控，延伸至原物料，及葡

萄種植過程。初步先以釀酒製程為主，待產銷履歷系統完成後，並由

衛生局、農委會、食品管理等單位驗證後，全面導入產銷履歷。在廠

商先實施清洗儲酒桶、轉酒桶、管路後，異味問題就解決。 

(3)殺菌設備不良，產生酒品保存期限短。 

解決方式：由廠商與釀酒設備製造商，重新設計剎菌設備，並制訂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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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酒、酒瓶、酒瓶蓋的消毒程序。經過改良式的剎菌設備與流程後，

本項問題也獲得解決。 

(4)針對填充問題：填充設備在填充過程中，無法很精準填充酒量，

誤差值過大，影響顧客不良印象之觀感。 

解決方式：由廠商與釀酒設備製造商，重新設計填充設備，目前填

充誤差可控制在 1%以內。 

(5)人員技術不良，造成每一批酒所釀造出來的品質不一。 

解決方式：這個屬於管理問題，各方皆建議廠商進行教育訓練，並

制訂賞罰規則。制訂賞罰規則後，此項問題已逐漸消失。 

第三階段：資訊系統之建立 

本階段由畢業專題學生，分兩組建置二林酒廠網站建置、葡萄履歷系統

建置，包括文件製作、網站建置、操作手冊等，目前這兩個網站已建置

完成。 

 
    工作進度之檢核點如表 4所示。 

表 4工作進度表 

  第  

1-2 

月 

 第

3-4 

月 

第 

5-6 

月 

 第

7-8 

月 

 第

9-10 

月 

 第

11-12 

月 

 第

13-14 

月 

 第

15 

月 

備   註 

演算法推導 ＊         

第一次釀酒實驗  ＊ ＊ ＊      

電腦模擬實驗     ＊ ＊    

訪談、品酒課  ＊ ＊ ＊ ＊ ＊ ＊ ＊  

報告之撰寫        ＊  

預定進度累計百分比 13 26 39 52 65 78 91 100  

 

(三) 執行結果 

在釀酒中所產生的問題，經過與合作廠商、葡萄果農、釀酒設備製造商

等訪談之後，經由本案診斷的流程，已經成功解決釀酒問題，另外還有完成

4項專利，其中兩項專利已經獲准，另外兩個專利，目前在審查階段，除了

紅酒釀製品質問題解決外，廠商也成功開發另外 14種水果酒，依照不同時

月 
次 工 

作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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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廠商可釀造不同的酒。在水果大量生產時，亦可平衡水果價格，造福果

農。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對於合作廠商之預估經濟效益就是打開餐廳與地方飲料酒商通路經銷

販售，提供觀光酒廠之規劃，預估公司接單量業務量，扣除公司營運成本，

在不考慮外在營運與環境的變遷下，在往後 3年內的預估淨收益佔全公司營

收部分成長率分別為：5%、6%與 7%。  

還有對產業之效益就是在彰化地區有 22家釀酒工廠，全台灣約有 4百

家釀酒工廠，本計畫可提供穩定釀造品質、剎菌、填充等共通性之問題。有

效降低釀酒產業的成本，提升釀酒品質。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文獻蒐集與閱讀 尋找釀酒文獻、實

驗設計文獻、研究

方法文獻、市場分

析文獻、組織再造

文獻、決策科學文

獻、專利檢索 

執行本計畫後，發

現要執行本計畫

需要不同領域文

獻資料，在本校圖

書館訂閱的資料

庫與年份不足，故

委託廠方協助資

料搜尋與分類，方

便研究與問題解

決。 

元培科技大學資

料庫不足，導致尋

找資料受到阻礙。 

演算法推導 推導非加法性田

口實驗 
完成 無 

合作廠商訪談 釀酒製程、問題蒐

集 
完成 無 

第一次釀酒實驗 探討關鍵品質特

性、取得不同種葡

萄進行釀酒之相

關數據 

經費無法核銷 經費無法核銷，導

致與計畫書申請

時不相符合 

電腦模擬實驗 模擬第一次釀酒實

驗 
完成 無法進行第二次

確認實驗，無法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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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模擬之正確性 

確認實驗 找出並確認影響

葡萄酒關鍵品質

特性 

因經費無法核

銷，參酌期中評審

意見，更換目標。 

 

葡萄種植農場訪談

(新增) 
提供釀酒葡萄品

質、農藥殘留、與

產銷履歷建置問

題 

訪談近170位葡萄

果農 

完成 

釀酒器材廠商訪談

(新增)  
提供釀酒設備在

釀酒製造中產生

問題 

釀酒設備、酒標、

RFID標籤製作 

完成 

品酒課程學習(新
增)  

瞭解品酒文化、辨

別酒品質、消費者

評價 

上品酒課程 完成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張哲維 專案聯絡人 
13 

(  15  ) 
問題分析與解決、模式推導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九) 經費動支表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實際支出  
項目 

會計科目 經費預算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人事費   0%  
1.業務
費 (2)耗材雜  

  項費   0%  

2.差旅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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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費   0%  

4.研究設備費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
伸)    

 

小計   0%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0%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在釀酒中所產生的問題，經過與合作廠商、葡萄果農、釀酒設備製造商

等訪談之後，經由本案診斷的流程，已經成功解決釀酒問題，另外還有成功

輔導廠商申請兩個專利，目前在審查階段，除了紅酒釀製品質問題解決外，

廠商也成功開發另外 14種水果酒，依照不同時節，廠商可釀造不同的酒。

在水果大量生產時，亦可平衡水果價格，造福果農。 

二林酒廠目前以新設尚旺創意生活館以虛擬方式進駐已經進駐本校育

成中心，接受育成中心的輔導，並廣泛跟本校企管系、生技系、餐管系緊密

合作。 

由資訊管理系建置資訊系統及商務平台，經二林酒廠認可後，未來可供

學生營運與實習，目前規劃虛擬進駐尚旺創意生活館，由學生營運所產生的

利潤之一半歸參與學生，廠商也承諾資管系的學生，可至酒廠工讀跟實習的

機會，協助資訊系統與雲端系統之建置。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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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4件專利 1. 自動擠牙膏機 
2. 可調色差噴機裝置 

3. 動作語言偵測翻譯機 

4. 太陽能雷射筆 

1. 自動擠牙膏機專利說明：本項專利

在釀酒製程其中有一項是擠壓榨葡

萄變成葡萄汁，與合作廠商討論，

應用於擠葡萄範圍較窄，改以自動

擠擠牙膏機來申請專利，應用範圍

較大，亦可涵蓋擠壓榨葡萄技術。 
2. 可調色差噴機裝置專利說明：本項

專利是廠商在釀葡萄酒時，同一個

時間會釀不同品種、不同口味；或

同一品種不同口味，為不產生產品

配方之混淆，因此開發可調色差噴

機裝置，做產品識別。 
3. 動作語言偵測翻譯機專利說明：本

項專利是因為合作廠商有雇用外

勞，為溝通方便與正確性，與減少

或降低人員在釀酒製程中造成操作

錯誤或配方比例放入時間與順序，

故研發動作語言偵測翻譯機，來提

升釀酒品質。 
4. 太陽能雷射筆專利說明：本項專利

為方便廠方之釀酒廠區幹部指揮現

場人員工作，只要有燈光即可使

用，不必受限店持續行力之限制。

因釀酒桶與轉酒桶高度太高，再加

上現場噪音太大，為指揮現場員工

能正確看到指揮人員加入配方與葡

萄品種，本項專利另可兼做簡報使

用。 

綜合以上四項專利除解決在合作廠

商提升釀酒製程中的品質外，也可

運用於日常生活中，應用範圍廣，

大大提高未來技術移轉門檻。每一

項專利若取得技術移轉，至少可以

以技術股 10%~30入股技轉廠商，
及每銷售一件可再抽 10~50元不等
權利金。在元培科技大學訂有技轉

辦法，可供技轉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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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2項專利獲獎 
1. 2010受贈國際傑出發明家

博學博士 

 

2. 2010國際傑出發明家學術

國光獎章 

 

因參加本計畫，因專利績效卓著，計畫

主持人獲頒 2010 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

博士與 2010 國際傑出發明家學術國光

獎章。獲獎形象可加速提升未來專利技

術移轉。 

 

 

 

 

 

1篇國際期刊 將決策分析模式撰寫

Combing fuzzy theory and 
analytic network concept to 
construct a model in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並接受於國
際期刊 

本篇文章被接受於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Optimization 
Sciences(EI)，可增加決策流程的品質 

虛擬進駐 虛擬進駐元培科技大學育成

中心 

以尚旺創意生活館進駐育成中心，將來

由學生在網站上經營，預估可增加

15~20%的銷售量，而營運的盈餘預估可

撥 50%給經營網站之清寒學生來營運。 

研發 14種水

果酒 

梅子酒、金桔酒、葡萄酒、

蜜桃酒、龍眼酒、番茄酒、

香蕉酒、芒果酒、荔枝酒、

桑椹酒、釋迦酒、草莓酒、

哈密瓜酒、百香果酒等 14種

水果酒 

依照不同時節，廠商可釀造不同的酒。

在水果大量生產時，亦可平衡水果價

格，造福果農。同時多樣化的營運，預

估也可增加 30~50%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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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成立 1酒廠 原二林酒廠廠區面積有限，

廠區早期規劃不完善，座落

在彰化地方較偏僻處，進出

廠方的連外道路只能允許一

輛大型卡車通行，無法會

車，道路拓寬困難，若要規

劃觀光酒廠將休閒與釀酒文

化合而為一不易。因此，廠

方決定，規劃在新竹新設立

竺林酒廠，可完整規劃廠區

建設，在製酒完成後，方便

配送至北部百貨公司、賣場

等。 

在新竹 100年 10月將在新竹市完工世

博館台灣館、17公里海岸線、18尖山

爬山賞花、青青草原、南寮漁港等觀光

景點。廠方決定在新竹新設酒廠，主要

是規劃成觀光休閒酒廠，希望能結合觀

光產業來提升 30%~40%的銷售量。 

(二) 質化成果  

請描述未能以量化具體呈現之成果，並說明其效益及貢獻。並請依照（1）專案

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3）

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類，請放在 ( 5 )

其他。 

 

(三) 成果比較 

請描述計畫前、計畫後個案公司營收比較圖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本計畫進行過程中有項項困難之處： 

核銷困難：針對不同專案，未來是否開放相關核銷科目。例如，本案在

計畫書撰寫時協助廠商執行釀酒實驗設計，費用也預估進去，在 98 年 12

月開始執行第一次實驗，費用已達預算之一半，結果無法核銷，連同第二次

的確認實驗，因無法核銷而取消實驗，實屬可惜。 

執行本案經費超出預算：進行個案訪談南北奔波訪談，核銷差旅費不

易，為節省差旅經費，購買回數票往返新竹與台北及新竹與台中，進行與葡

萄果農訪談與上品酒課程接無法核銷；也怕經費不足無法聘請兼任助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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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聘請工讀生幫忙，在專案銜接部分與個案訪談內容整理部分欠缺周延。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建議產學合作制度應著眼於輔導產業、輔導廠商、輔導題目與專案標的

的不同，針對不同標的，依造計畫書量身制訂核銷科目進行專案審查，可更

靈活協助廠商，尤其是文創產業的廠商，是靠創新、創意、藝術與技術的結

合，若不置身其流程，如何從流程中找出創意與創新，也有可能在創意中產

生其他跨領域的創新想法。在本專案的執行，就產生四項提升釀酒製程品質

之專利，而這四項專利除能提升釀酒品質外，也可運用於日常生活中，運用

的範圍更廣，並不侷限於釀酒品質之提升。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執行產學合作制度而言，設立商管橋接中心這個理念非常好，可將各專

長的老師結合在一起，一起分享與經驗傳承，增加對有需求的廠商更容易尋

覓輔導團隊，而中心可以將所有的專家進行跨領與的整合，提供整合性的服

務。另外，商管橋接中心即已成立，就應該以財團法人化，制訂典章制度，

尤其是核銷的原則，應視輔導產業的不同與輔導專案的獨特性來進行核銷，

才能貼切社會快速發展與產業快速創新與轉型，才能符合不同廠商的需求。 

(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執行計畫過程中，因為經費短缺，又碰上採購實驗性葡萄無法核銷的狀

況，導致計畫不易執行；決定變更計畫進行方式，將誠信問題降到最低；幸

虧有畢業專題的學生們願意幫忙，進行資料整理、產銷履歷的建置、網站的

架設，尤其產銷履歷的建置一組同學還獲得畢業專題佳作，實屬不易。再加

上本校育成中心願意協助輔導二林酒廠進駐本校的育成中心，接受育成中心

的輔導，讓本計畫能在經費無法核銷又不足的狀況下繼續進行，本人銘記在

心只有感恩。另外跟本校企管系、生技系、餐管系合作，還委託資訊管理系

的學生建置資訊系統及商務平台，將來希望可以供學生營運與實習，讓廠商

跟學校都可以獲得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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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N02               主持人:  張哲維  

計畫名稱：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Ｖ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Ｖ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本案在控制紅酒的品質，目標明確，但影響品質的變因

似乎不易用本計劃的規模完成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1. 目前採集資料僅有 32 筆，限於計畫規模，未來可

能無法再進一步採集資料，殊為可惜。 

2. 另影響紅酒品質的外部因素，未能包含在本計畫

中。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可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是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本案研究成果如何複製成為可以從事

管理顧問的內容，仍有待努力。 

78/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佘日新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N02               主持人:  張哲維  

計畫名稱：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三、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5. 專案目標明確 

6.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7. 學界團隊形成 

8. 廠商參與合作 

1. 本計畫的書面報告過於簡略，應提補充資料。 

2. 新增的品酒課程學習是由張老師學習再指導廠商

還是直接引進品酒專家協助需再斟酌。 

四、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3. 主持人或許可協助廠商透過實驗設計方式處理釀

酒品質問題，但其他涉及製程部分必須斟酌利用團

隊外的專家。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經費動支率應補充說明。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是。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研究團隊或可協助廠商處理部分問

題，其他部份或許應引進外部專家。 

72/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陳信宏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N02               主持人:  張哲維  

計畫名稱：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五、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9. 專案目標明確 

10.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11.學界團隊形成 

12.廠商參與合作 

本案係透過管理輔導來協助二林酒廠改善紅酒品質。 

六、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目前執行的重點在協助釀造過程之改善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本案來編列人事費用，且計畫經費無法報支葡萄採購

費用，在與 PO 討論如何管理和變更經費。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並未用到太多的商管專業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本案未來如何有效表達量化績效要能

在期末報告中說明。另有關經費之運

用、成果移轉方面之問題要和 PO 溝

通。 

72/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張超群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末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N02               主持人:  張哲維  

計畫名稱：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計畫目標明確，已解決廠商經營問題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1. 已改善廠商經學問題，提昇廠商競爭力 

2. 計畫衍生之產學合作項目頗佳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合理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
界的實務問題(10%) 

宜強化廠商經學模式創新規劃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結 

論 

評 

語 

計畫衍生產學合作效益佳   /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

或其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

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施信佑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末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N02               主持人:  張哲維  

計畫名稱： 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Ｖ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Ｖ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估項目 評審意見 

三、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提昇紅酒品質涉及非常複雜的因素，主持人的能力夠多

元可跨領域 

四、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具體解決廠商的問題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合理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界的

實務問題(10%) 

專案解決問題偏重工業工程手法，對廠商的貢獻非常顯

著 

結 

論 

評 

語 

執行的內容相當多，建議計畫結案報

告需釐清 

88/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

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

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

容負完全保密之責任。 

 

佘日新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末審查意見表 

 

 

 

 

 
編號: N02           主持人: 張哲維  

計畫名稱：提升二林酒廠紅酒品質 

為維審查之公平性，審查前敬請委員務必確認，您與本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他合作關係。 

立案前題 是 否 

◎本案是否確實符合國科會指定四項任務之任一或多項。   

◎本案無重複申請政府其它計畫補助。   

◎以上前題為【是】則進入評估；若為【否】則不予補助。 

評 估 項 目 評 審 意 見 分

數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1.專案目標明確 

2.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學界團隊形成 

4.廠商參與合作 

1. 本案將利用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來協助改善二林酒

廠紅酒釀製技術不純熟問題，提升生產紅酒製程的發酵不完

全或產生二次發酵問題，提升產品之穩定性，進一步提升產

品經濟價值，計畫目標明確。 

2. 本案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計畫團隊成員計畫成員以專任教授為主，專業度和產學合

作經驗應足敷計畫所需，團隊配置適當。 

4.本案與二林酒廠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28/35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促進廠商投資 

8.提高產值 

1. 本案目的在提升二林酒廠將已研發之紅酒產品品質與創

意研發新產品，以符合不同文化的需求，並轉成創意行銷商

品化，有一定之創新性。 

2.本案若能解決紅酒製程問題，進而提升紅酒品質，蹦透過

創意產品開發和行銷，將會有效提升產品的市場潛力。 

3.本案有助於學界知識移轉到業者，協助學界能量之擴散。 

4.本案透過製程改善和人員訓練來提升產品品質，有助於提

升其競爭力。 

5. 計畫成員對二林酒廠現有紅酒生產製程問題相當了解，提

出改進方案的架構明確，但所篩選因子是否為造成問題的主

要因素仍待實驗結果確認，有助於解決目前廠商面臨的生產

問題。 

6.本案過程中透過培訓廠商之教育訓練來進行人才培育。 

7.本案僅協助廠商進行製程操作的改善和進行人員訓練，未

實際促成投資。 

8. 預估本計畫完成後，所研發的產品品質之提升，除原來餐

廳與地方飲料酒商通路經銷販售外，可再提供觀光酒廠之規

劃，預估公司接單量業務量，扣除公司營運成本，在不考慮

外在營運與環境的變遷下，在往後 3 年內的預估淨收益佔全 

公司營收部分成長率分別為：5%、6%與 7%。 

33/40 

此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今待審查之專案設計宗旨乃期望達成以

下四項任務(由專案主持人自選任務): 1.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2. 輔導具市場競爭力

之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3. 分析業界所遭遇之管理、銷售等相關實務問題。4. 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

效的解決方案。敬請諸位審查委員在審查同時，將專案對任務的達成度列入考量標準。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1.計畫執行報告未提供人力運用和經費動支狀況，有待進一

步補充說明。 

2.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待補充。 

3.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待補充。 

10/15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
業界的實務問題(10%) 

本案利用商管專業，協助業者改善製程問題。 

7/10 

結 

論 

評 

語 

本案將利用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來協

助改善二林酒廠紅酒釀製技術不純熟問

題，提升生產紅酒製程的發酵不完全或產生

二次發酵問題，提升產品之穩定性，進一步

提升產品經濟價值，目前計畫執行順利，已

經有效解決業者問題。但目前計畫結案報告

內容太過簡略，請計畫執行團隊儘速補充。 

78/100 

委 

員 

簽 

名 

本人所提意見如上，並確認與此提案業者並無顧問或其

他合作關係。在本計畫未公開前，對計畫內容負完全保

密之責任。 

 

 

 





【19】中華民國　　　　　　【12】專利公報 　（U）
【11】證書號數：M383993
【45】公告日： 中華民國 99 (2010) 年 07月 11日
【51】Int. Cl.： A47K5/00 (2006.01)

新型　　　　　全 2頁　

【54】名　　稱：自動擠牙膏機
【21】申請案號：098223015 【22】申請日： 中華民國 98 (2009) 年 12月 09日
【72】創 作 人： 張哲維 (TW) CHEN, WEI CHING；何天華 (TW) HO, TIEN HUA
【71】申 請 人： 元培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新竹市元培街 306號

[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自動擠牙膏機，包括：一外殼主體，連結於各部元件，係用於保護各部元件並提供
穩固之基座；一牙膏桶，連結於該外殼主體，係用於放置牙膏；一牙膏桶出口，連結於

該牙膏桶，係用於提供牙膏之流出口；一壓縮模組，連結於該牙膏桶，係用於擠壓牙膏

桶內之牙膏；一控制模組，連結於該外殼主體，係用於控制牙膏擠出量；一電源模組，

連結於該外殼主體，係用於提供各部元件之電源使用；將牙膏擠入牙膏桶裡，需使用時

按壓該控制模組控制牙膏桶下方的壓縮模組擠壓出定量牙膏，以免擠出超量牙膏而造成

浪費。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自動擠牙膏機，該控制模組可控制壓縮模組擠壓出不
同的牙膏量。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自動擠牙膏機，該自動牙膏機之外殼主體可掛置在牆
上或放在架子上。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自動擠牙膏機，該牙膏桶可從外部看出現有內容量。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係本創作之模組方塊示意圖

- 4069 -



(2)

- 4070 -





【19】中華民國　　　　　　【12】專利公報 　（U）
【11】證書號數：M387705
【45】公告日： 中華民國 99 (2010) 年 09月 01日
【51】Int. Cl.： B05B15/04 (2006.01)

新型　　　　　全 2頁　

【54】名　　稱：可調色差噴漆裝置
【21】申請案號：098223004 【22】申請日： 中華民國 98 (2009) 年 12月 09日
【72】創 作 人： 張哲維 (TW) CHANG, CHE WEI；何天華 (TW) HO, TIEN HWA
【71】申 請 人： 元培科技大學 YUANPEI UNIVERSITY

新竹市元培街 306號

[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可調色差噴漆裝置，包括：一瓶身，連接於各部元件，主要係用於結合各部元件與
持取之用途；一噴嘴，連接於該瓶身，主要係用於輸出該顏料罐之顏料；一控制閥，連

接於該顏料罐，主要係用於提供使用者調整顏料輸出之寡用於調整色差；一顏料罐，連

接於該瓶身，係用於存放不同顏料之用途；一顏料混和區，連接於該瓶身，係用於提供

顏料混合之功能；一噴頭，連接於該噴嘴，係用於提供人力按壓使該顏料罐能夠利用顏

料釋放該噴嘴以噴出顏料。

2.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可調色差噴漆裝置，該顏料罐各有一該控制閥。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可調色差噴漆裝置，使用者控制該控制閥調整色差經
過該顏料混和區再由該噴頭噴出顏料。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可調色差噴漆裝置，該控制閥係用於給予使用者調整
色差之用途(例：調整 RGB三色)。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可調色差噴漆裝置，該控制閥可用於讓使用者記憶色
差之用途(例如：RGB三色配置)，以至於下次使用該顏色。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之一種可調色差噴漆裝置，該瓶身內可放置多該顏料罐用以
調整色差用途(3色、4色甚至更多)。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圖係本創作之模組方塊透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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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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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專案名稱：開發應用無線射頻技術之藥劑與疫苗配送

監控系統 

專案編號：NSC 98-2420-H-004-183-N03 

執行期間： 

專案主持人：國立交通大學 姚銘忠 教授 

共同主持人：德明科技大學 陳百盛 助理教授 

執行單位： 

合作廠商：崧皓企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九十九 年 十 月 二十九 日 



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開發應用無線射頻技術之藥劑與疫苗配送監控系統 

主持人：國立交通大學 姚銘忠 教授 執行期間：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商 品 化: 開發一套完整的 RFID 資訊系統，以及具感測溫溼度能力的智慧型保溫

箱；當系統設計完整並實際設計測詴儲，未來可商品化，智慧型保溫箱搭配完整 RFID

資訊系統進行量產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崧皓企業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協助合作廠商開發與建構一套應用RFID技術之資訊系統監控整體疫苗與

冷藏藥品之配送流程 

二、執行架構 

    研究範圍定義 

    文獻相關探討 

    釐清現行作業流程 

    現行作業流程分析與改善 

    系統設計與開發 

三、執行情形說明 

1. 研究範圍定義(已完成)： 

a. 司機需自行攜帶冰桶及冰雹至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 

b. 將疫苗裝進冰桶並放入冰雹，搬運至冷藏車上 

c. 車上的溫度應控制在2~8℃ 

d. 直到將疫苗送至客戶端核對疫苗品質、規格、劑量無誤及觀測溫

度監視卡無失溫與疫苗箱無受潮 

e. 客戶端倉管簽名完成核對動作，則完成配送動作  

2. 文獻相關探討(已完成)： 

a. 疫苗配送文獻  

b. 企業流程再造於配送及醫療相關領域之運用文獻  

c.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於配送及醫療相關領域之運用文獻   

d.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於配送及醫療相關領域之應用文獻   

3. 釐清現行作業流程(已完成)： 

a. 訪談個案配合廠商  

b. 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資料蒐集  

c. 以Visio繪出現行疫苗配送流程圖  

4. 現行作業流程分析與改善(已完成)： 

a. 導入FMEA手法，分析現行疫苗配送流程可能產生失誤之原因(由

影響度較高之原因著手改善)  



b. 根據FMEA所分析之結果，進行BPR流程再造  

c. 繪製理想模式下的作業流程 

d. 因應RFID技術的導入，建構資訊系統平台所需之軟硬體設備 

5. 系統設計與開發(執行中)： 

a. 開發資訊系統配合理想模式下的作業流程  

b. 導入RFID技術並進行實際資料擷取與交換之測詴 

c. 檢討局部測詴之結果與改善資訊系統設計  

四、預期效益 

 質化指標 

強化失效預警及應變能力 

升級流程資訊透明化程度 

鞏固廠商與物流商依存度 

提高流程責任歸屬明確度 

 量化指標 

降低疫苗失效社會成本 

減少疫苗失效賠償損失 

確保疫苗訂單的達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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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背景說明： 

疫苗以及冷藏藥品屬於高單價之貨物，同時具有時效性，並且對於

溫度具有敏感度，因此當貨品由藥品廠商出貨，透過物流公司運送至客

戶手中，在這段運送過程中，一旦發生溫度改變或是其他原因，造成產

品的變質、破損，將可能造成產品功能失效，而產生風險。目前國內生

產及國外進口之疫苗每年約有1,500萬劑，其中由國內廠商生產之疫苗

每年約有200萬劑，需求量極大，但卻欠缺以科技輔助辨識及監控的方

法。近年來由於無線射頻識別技術(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技術的發展，使得物流系統在流程上的監控以及資訊取得能夠提升效

益。透過RFID可對於產品的運送進行24小時的監控並且掌握配送情況以

及溫度變化，進而在風險發生時，釐清責任歸屬。RFID提供改善物流系

統之技術，然而從管理層面而言，不只是技術的提升，更需要整體流程

的改善，以達到確實之品質管理。應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FMEA)，其目的即在於指出系統或是裝置失效的要

因，因此近年來也廣泛應用於醫療體系，但仍無研究針對疫苗配送以及

冷藏藥品之特性進行探討。因此，綜合以上討論，在運用RFID技術與

FMEA手法對特殊性物品改善其整體作業流程與監控溫度變化所產生的

風險效益的研究仍十分缺乏。本專案著眼於RFID之技術逐漸發展成熟，

同時，以FMEA以及企業流程再造等方法已在物流與醫療產業中得到相

當顯著之改善效益，因此本專案將透過企業流程再造進行疫苗或冷藏藥

品配送流程的改善，在技術層面導入RFID技術來監控產品與儲藏空間之

溫度及濕度，以降低疫苗以及藥品的損壞率，減少額外的成本損失，並

搭配FMEA降低所有失誤發生的機率，同時透過監控系統，當損失發生

時，得以釐清責任歸屬。 

專案目標： 

本專案主要希望透過檢討現行疫苗配送流程，了解其缺失以及在運

送過程中，所存在之潛在風險與可能損失，指出現行之疫苗與冷藏藥品

配送系統的缺失，並且導入RFID及FMEA於疫苗配送的流程中。本專案

建構一套IT資訊化系統監控整體疫苗與冷藏藥品之配送流程，達到資訊

透明化等效益，並且減少配送過程中所發生之產品失效情形，達到整體

流程之改善，減少企業之損失。本專案所使用之研究方法以及架構之IT

資訊化系統將可提供物流業者以及醫療系統管理者，有效管理醫療物流

系統之運作。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二) 研究方法 

1. 運用文件化彙整 AS-IS 模式： 

以往的疫苗配送模式為客戶利用訂單(order)告知疫苗廠商所需要

的疫苗品質、規格、劑量及運輸條件。透過訪談與本計畫配合之物流廠

商主管，得知目前疫苗廠商分為兩種方式配送；一者是如A公司進口國

外疫苗。A公司自行研發出的特殊包裁技術，可以在包裝完成後的36小

時內在室溫下保持疫苗溫度介於2~8℃。另外A公司擁有自己的配送車

隊，大部分由公司的車隊自行配送，少部分偏遠地區則會採用委外的物

流公司進行配送。委外的配送模式為物流配送人員(以下簡稱為司機)至

A公司拿取經特殊包裁後的疫苗箱(疫苗箱內裝有電子溫度計，可以設定

記錄每單位時間的溫度值，例如每一分鐘紀錄一筆溫度值。)並同時進

行簽收動作(簽收之後責任歸屬由疫苗廠商倉管轉移至司機)，接著必頇

將溫度保持在常溫25℃並在限定的時間(從疫苗包裁好後的36小時)內送

至客戶端，經由客戶端的倉管核定疫苗的品質、規格、劑量及電子溫度

計的溫度與觀測疫苗箱之包裝是否有受潮(疫苗箱裡面會有一層紙箱，

若此層紙箱變的皺軟，則表示疫苗箱內溫度曾經升高，使得紙箱外層水

蒸氣凝結於紙箱表層，導致受潮情況發生)，若上述情況皆無誤，客戶

端倉管簽名完成核對動作(此時責任歸屬由司機轉移至客戶端倉管)，則

完成配送過程。在此段限定的時間內，A公司會隨時關心並掌握疫苗的

動向，以確保配送過程正常無誤。 

另一種配送過程如B疫苗廠商。配送方式大部分皆委外物流公司來

進行配送，司機需自行攜帶冰桶及冰雹至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經由簽

收動作之後(責任轉移由疫苗廠商倉管轉移至司機)，司機將疫苗裝進冰

桶並放入冰雹，若運輸條件上規定要放入溫度監視卡則頇放入溫度監視



卡，接著迅速將冰桶搬運至冷藏車上，且車上的溫度應控制在2~8℃，

司機需隨時注意與冷藏箱連接之溫度計上顯示的溫度，若發現溫度產生

變化時頇做即時的處理。直到將疫苗送至客戶端核對疫苗品質、規格、

劑量無誤以及觀測溫度監視卡無失溫情況與觀測疫苗箱無受潮情況，客

戶端倉管簽名完成核對動作，則完成配送動作(此時責任歸屬由司機轉

移至客戶端倉管)。 

但上述兩種配送方式皆有缺陷。如A公司的包裝方式，雖然可以讓

疫苗箱保持36個小時內溫度介於2~8℃，但仍缺乏即時(real-time)反應溫

度變化，即使裝有電子溫度計也僅能事後觀察是否溫度產生變化，導致

無法即時掌握電子溫度計內的資料。且此種包裝方式佔用體積範圍龐

大，所以會有空間的浪費現象，另外疫苗箱的回收工作也會讓運費升高。 

而B疫苗公司的配送方式，從司機至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領取疫苗

後，將冰桶由疫苗廠商的冷凍倉儲搬運至冷藏車的這段路程通常是在室

溫下，所以此段時間疫苗溫度可能因此會升高；在冷藏車上也可能因冷

凍空調異常或者其他情況導致疫苗溫度產生變化；送置客戶端倉儲之

後，從冷藏車卸下疫苗箱搬運至客戶端的倉儲途中是處於室溫情況，亦

有可能會使疫苗箱溫度因此升高。而且根據盧主任的經驗，即使已經將

疫苗箱交至客戶端的倉管，倉管可能沒有即時把疫苗箱搬運至冷藏櫃

中，放在室溫下使得疫苗毀壞，上述皆是目前傳統的配送方式可能面臨

之問題。 

2. 運用合理化推導 TO-BE 模式及標準作業程序 

有鑑於以往疫苗配送模式的缺點，本專案導入無線射頻辨識系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以下以RFID簡稱)及失效模式與

影響解析手法(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FMEA，以下以FMEA

簡稱)於疫苗配送的流程中。前置準備動作必頇在物流配送商此端架設

一台主機(sever)，疫苗廠商倉儲及客戶端倉儲分別架設子電腦(client)，

主機與子電腦之間透過網路平台資訊系統分享彼此資訊；配運的冷藏車

上配備了筆記型電腦(Notebook, NB；以下以NB簡稱)與3.5G全球行動通

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GSM，以下以3.5G 

GSM簡稱)，車上之NB透過3.5G GSM與主機傳遞資訊。疫苗廠商倉儲、

冷藏車及客戶端倉儲皆頇有讀取器(reader)以接收主動式電子標籤(tag)

的資料，上述這些軟硬體構成了配送的電子系統。建立了上述軟硬體設

施後，本專案亦導入FMEA手法來幫助我們找到重大失誤流程，透過訪

談個案配合物流廠商及個案配合醫院，經由討論與實際參與配送過程，

產生的標準流程規劃如下： 

(1) 司機至疫苗廠商倉儲拿取疫苗，經確認無誤簽收完成後，疫苗廠商

倉管會同時在子電腦註冊每個冰桶內的疫苗規格與劑量，並將簽收

時間與簽收人員資料輸入子電腦中；而司機在簽收完成後，會啟動



主動式電子標籤連同疫苗箱一起裝進冰桶內，此時讀取器亦同步開

始偵測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訊號，並將偵測到的資料傳遞至子電腦；

在給于的緩衝時間(緩衝時間長度視當時情況而定)內若讀取器偵測

不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訊號則與讀取器連接的子電腦系統會發出

警告，提醒司機或倉管應關切疫苗現況並做緊急的處理，在無法被

讀取的這段時間內主動式電子標籤會自動記錄這段時間的溫度變

化，當讀取器讀到電子標籤的時候會即時將這段時間的溫度資料回

傳至子電腦，子電腦在透過網際網路將訊息傳送至整個系統(資訊

共享的概念)。 

(2) 疫苗從疫苗廠商倉儲搬運至冷藏車途中，會有一段時間讀取器無法

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訊號，這段期間主動式電子標籤會自動記

錄溫度的變化，當讀取器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時，電子標籤會將

此期間內記錄之溫度變化傳至讀取器，讀取器會即時將溫度資料回

傳至系統。當此段無法讀取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時間過長，系統會

即時發出警告，提醒作業人員應關切疫苗情況並針對當時情況採取

緊急的處理。 

(3) 根據個案配合物流廠商-盧主任表示，配送的過程中曾經出現冷凍

空調或者供電系統出現問題。當此情況發生時，系統偵測到溫濕度

異常或溫濕度異常上升的趨勢會馬上發出警告，司機可以即時對疫

苗做適當的處理。 

(4) 疫苗從冷藏車要卸下至客戶端倉儲途中，會有一段時間車上的讀取

器無法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訊號，這段時間內主動式電子標籤

會記錄溫度的變化，當讀取器偵測到主動式電子標籤時，會即時將

資料回傳至系統。當此段無法讀取到主動式電子標籤的時間過長，

系統則即時發出警告，提醒作業人員應關切疫苗情況並針對當時情

況採取緊急的處理。 

(5) 根據個案配合物流廠商主管表示，曾經發生過疫苗順利送達客戶端

且核對無誤，簽收動作完成後，客戶端倉管卻忘記將疫苗箱搬至冷

凍櫃儲存，事後發現才疫苗毀損，損失高達四十幾萬。若導入本系

統，當讀取器偵測到溫濕度有異常變化的話，即時發出警告便可避

免事件發生。 

上述提出的這些流程步驟可提供即時性處理，相對於以往僅能在事

後才發現疫苗毀損，本專案RFID技術與失效模式與影響解析手法

(FMEA)可即時反應給司機或倉管人員知道有異常狀況發生，可避免疫

苗毀損損失之成本。且系統資料庫的建立，可提供查詢溫度記錄資料，

讓日後在判定責任歸屬有所依據。所以整體而言，導入RFID技術在疫

苗配送是有其必要性的。 

最後，針對合理化後流程建立標準作業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同時也必頇對相關人員進行流程再造後的教育訓練，

將流程中改善的部份加強宣導，使流程順暢無誤，達到流程再造的目標。 

3.開發之 RFID-based 資訊系統 

無論資訊網路技術如何發展，只要資訊輸入電腦的方式沒有自動

化，還需經由人工的處理則無法快速的發展。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被認為

在未來將被廣泛的應用，如同一般的資訊系統，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的資

訊平台除了RFID 讀取器與RFID 標籤兩個基本元素之外，亦包含電

腦、中介軟體、資料庫系統與電腦網路系統。透過無線射頻識別技術資

訊平台的輔助，藉由無線射頻識別技術擷取的資訊交換，使用者可以透

過無遠弗屆的網際網路即時的分享貨品的資訊，而管理者透過此資訊平

台便可有效掌握貨品的資訊流與物流。 

本計畫開發之IT資訊系統，不但達到優化了整個配運流程的效果，

搭配RFID感測溫、濕度的特性結合了後端資料庫設備，則可提供使用

者即時監控以及分析的能力，由此便可有效防範疫苗或藥劑於運送過程

中因人為處理的不當或其他因素的影響而使管理者無法即時監控之不

確定性，避免此類貨品因時效或溫度之異常發生毀壞而無法使用的損

失，進而保障社會大眾使用與接種的安全性。 

整體IT資訊系統，為資訊流由主系統(Server)端開始分支到各個

client端，讀取動態配運過程中RFID Tag上所感測之資料並加以記錄分

析。請參見圖一為本資訊系統之架構圖；RFID資訊系統包含硬體技術、

軟體技術、資料庫系統、通訊媒介及使用者五個構面組成。 

 

圖一： RFID 資訊系統架構圖 

使用者可以透過人機介面註冊RFID Tag之資料，包括品質、規格、

數量經由各配送過程中之RFID Reader讀取RFID Tag所偵測到的資訊，

透過通訊媒介即時回報給各執掌的使用者及資料庫系統。當緊急事件或

異常情況發生時，能即時向當下處理之單位發出警告並回報資料庫系

統，此時資料庫系統一方面能快速指示緊急處理之應變流程，另一方面

則通知相關職權單位，由此雙向資訊流通之方式便可達到資訊透明化的

功能及後續責任歸屬的認定與追究。 

資訊系統所蒐集之資料基本上這可以做為該運輸貨品整個來龍去



脈的流向證明。且可在貨品所經過不同的運輸點進行核對，並可能發生

問題時及早發出警告。相同的RFID Tag使用於比較傳統的物流應用管

理：像是尋找與改變在運輸過程中各個容器的所在位置。諸多測詴結果

顯示，採用RFID所產生的效益能夠超越其建置成本。可有效降低處理

流程與緊急應變之時間，達到提升整體效率及安全性之目標。 

 

包含執行詳細流程圖與說明、專案對象選擇標準 

(三) 執行結果 

1. 現行疫苗配送流程文件化  

本專案根據企業流程再造系統架構的文件化方式，來執行疫苗配送流

程的相關研究。為了了解疫苗配送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失誤，首先頇了解現

行疫苗配送的流程。而與本專案配合之物流廠商A 之前未訂定標準作業

文件，因此本專案的重點之ㄧ，即為了解該物流廠商A目前配送疫苗時的

作業流程，透過繪製流程圖的方式，以方便我們了解疫苗配送現行流程，

方可作進一步的研究。  

繪製流程圖步驟約略如下：  

a. 與物流廠商主管、倉管以及司機各別進行訪談。  

b. 收集疫苗配送流程之相關資料與表單。   

c. 進入作業現場觀察並與現場作業人員進行訪談。  

d. 繪製流程圖及撰寫情境說明。  

e. 與配合之物流廠商人員討論後修正流程圖及情境說明，讓流程

能夠真實性的反映目前的配送情況。  

f. 重複步驟 c至步驟 e直至流程圖及情境說明完整無誤。  

利用所繪製出的流程圖，搭配情境說明以幫助我們了解疫苗配送的實

際運作情況。 

2. 將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FMEA)應用於疫苗配送流程 

FMEA是一種指出系統或裝置等故障要因之手法。當構成系統之機器

或零件發生故障時，此手法可用來解析該故障對系統造成何種影響，並指

出導致系統故障之零件或者機器，是一種探討系統最下層失效會對整體系

統產生何種影響的手法。而於本專案中將此種精神轉換成面對疫苗配送流

程，經由將疫苗配送流程切分為不同流程情境進行分析，而切分流程情境

之方法乃是利用地點、職務別以及階段性工作項目進行區分。接著判斷情

境中的失效模式會對疫苗配送整體系統產生怎樣的風隩與影響。透過訪談

物流廠商人員以及實際參與疫苗配送，我們運用 FMEA表單列舉流程情

境中可能產生的失效模式，如表 3.1 所示。表 3.1 共由 6 個欄位所組

成，一開始應註明是流程中哪一個情境，接著寫出該情境產生之失效模

式，該失效模式可能對整體流程產生之影響，以及經濟性、風險性、致命

度等。上述所提到之經濟性意指當失效模式發生後，此失效模式可能導致



之成本損失稱為經濟性；而風險性意指當失效模式發生後，疫苗可能因此

產生損壞機率之高低。致命度計算方式乃根據小野寺勝重(1998)所提出：  

[致命度 ]=[失效模式之發生頻率 ]*[影響度 ]= [失效模式之發生頻

率]*[(整體流程之影響)+(風隩性)+(經濟性)]                    (3.1) 

進行致命度之計算乃為求出優先處理之順位，致命度越高之失效模式

其對於疫苗配送整體流程影響越大，本專案根據所計算出致命度值進行分

數高低比較，對致命度高之失效模式應更考慮如何減少其致命度值。進行

致命度計算時，失效模式發生之頻率，失效模式對流程產生之影響、風險

性、經濟性，因發生頻率及實際數據難以蒐集，且訪談所回答相對模糊，

無法實際蒐集到實際的數據。因此透過表 3.2 與表 3.3 方式將發生頻率

以及對流程產生之影響度、經濟度、風險性運用相對指標來進行處理，將

上式(3.1)整理成(3.2)式。  

[致命度]=[失效模式之相對發生頻率]*[相對影響度]=[失效模式之相對

發生頻率] *[(相對整體流程之影響)+(相對風險性)+(相對經濟性)] (3.2) 

經由(3.2)式致命度之計算方式計算後，可將計算出來的值去比較優先

處理順位。但於本專案中，乃透過 RFID 資訊系統之建立，以克服所有

提出之失效模式，因此優先順序的之排名於本專案中不予討論。頇注意的

是，致命度所計算出來的值為相對指標，所以不具有倍數關係，也就是說，

若流程情境 1a 發生失效時，其計算得出之致命度值若為流程情境 1b 失

效時所計算之致命度值 2 倍時，並不代表流程情境 1a 比流程情境 1b

重要2倍。 

如表 3.1 所示，流程圖 4.1 情境 1a，其失效模式 a 發生的頻率為

很少發生，因此我們利用指標4來表示；而當失效模式 a發生後，會對整

體流程產生延滯之影響，我們利用指標4 表示；而產生之經濟性與風隩性

皆極小，我們利用指標 2來表示。接著利用致命度計算得出其致命度為32。 

流程圖4.1情境1e，其失效模式b發生的頻率為偶爾發生，因此我們利用指

標6來表示；而當失效模式b 發生後，會對整體流程產生輕微延遲之影響，

我們利用指標2表示；而產生之經濟性為輕微毀損，我們利用指標4來表

示，風險性發生之機率為極小，利用指標2表示，計算所得之致命度為48。

其他流程情境之失效模式亦利用此方式計算得出。針對上述例子去進行致

命度比較，流程圖4.1情境1e之失效模式 b 所計算之致命度為48，比流程

圖4.1情境1a之失效模式a所計算之致命度32高，因此優先處理流程圖 4.1

情境1e的失效模式 b。 

表3.1  FMEA表單形式 



 



表3.2  失效模式發生頻率評分表 

 

表3.3  影響度評估表 

 

3. 合理化推估之疫苗配送流程 

經上述  BPR 文件化方式與導入  FMEA 方法於現行疫苗配送流

程，我們發現現行疫苗配送流程缺乏即時反應溫濕度之能力，且配送流程

之溫濕度資訊缺乏通透度，疫苗的品質與安全性亦因此受到折扣。若不幸

發生疫苗失溫情況，也因為現行疫苗配送流程缺乏通透度，疫苗於配送的

哪一時段發生失溫情況我們無法得知，於責任歸屬之判斷無可靠依據，會

造成互相推卸責任之情形。  

針對現行疫苗配送流程之缺點，本專案開發一套 RFID 資訊系統，

透過具感測溫濕度之主動式 UHF 433MHz 電子標籤(Tag)，來幫助我們即

時偵測濕濕度之資訊。且 RFID資訊系統的建立，不僅可提供即時之溫濕

度資訊，更建立資料庫查詢系統，可供查詢任何時段之溫濕度資訊。另外 

RFID 資訊系統具有迴歸預警功能，當電子標籤偵測到溫濕度呈現異常情

況，亦或者疫苗溫度呈現上升或下降趨勢，可即時提出警報於使用者，以

幫助使用者可以做出緊急的處理，進而避免疫苗發生失溫之情況。 



4. 迴歸預警機制分析 

 



5. 導入 RFID前後之成本效益計算 

本專案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於疫苗配送流程，導入之軟硬體設施成

本如表3.4所整理。表3.4所整理之金額乃根據本專案合作之科技公司依據

日後量產所訂出之定價。其中HF13.56MHz 電子標籤一個定價為30- 40元

(本專案以40元計)，智慧型冰桶(內含主動式UHF 433MHz電子標籤與主動

式UHF 433MHz 讀取器)一個定價8000元，假設智慧型冰桶之容量與保溫

箱相同。  

經計算出來之RFID導入成本利用直線法攤銷。因直線法折舊假設資

產提供企業的經濟效益在使用年限都維持相同水準，故其成本轉列各期的

費用都需相同。對於能夠提供各期間穩定服務數量的資產時，採用直線折

舊法是恰當的。計算公式如下:  

各期折舊  = (資產成本-估計殘值)/ 估計設備所能使用年限    (3.3) 

 

經訪談個案配合廠商，目前一輛冷藏車最多可裝載20個保溫箱，每個

保溫箱可裝載52個疫苗盒。於實務上一天約有一輛冷藏車進行配送疫苗動

作，因此本專案以 20個冰桶成本，1040張HF13.56MHz 電子標籤計。  

根據個案配合廠商提供，平均每年的配送疫苗價值約為2億元。配送

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之機率約為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五。因此我們可以得知

每年的賠償金額可能為20萬~100萬之間。得知每年賠償金額後，本專案將 

RFID資訊系統的導入成本利用每年折舊的方式表示，與每年的賠償金額

乘以因導入RFID資訊系統而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所得之值進行比較

(以下以因導入RFID資訊系統節省之成本稱之)。其中因導入 RFID資訊系

統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意指當意外狀況發生時，RFID 資訊系統予以

警報，經司機進行緊急處理後可救回疫苗之機率，有機會司機無法進行緊

急處置(塞車、意外事故)。經比較後，若 RFID 資訊系統折舊金額小於因

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所節省之成本，則可見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 

表3.4 軟硬體成本 

 



6. 成本效益評估 

導入 RFID資訊系統軟硬體成本如表3.4所整理，參考一輛冷藏車最多

可裝載20個冰桶，因此冰桶的購置數量為 20個；HF13.56MHz 電子標籤

購買數量為52*20=1040張 (一張HF13.56MHz 電子標籤對應一個疫苗

盒)，HF13.56MHz 電子標籤以 40元計算。 

本專案以 20 個冰桶，1040 張電子標籤為考慮單位，加上疫苗廠商、

物流廠商、客戶及車機部分，則RFID 資訊系統所有軟硬體購置成本加總

為：主機 ($35,000) +車機 ($35,000)+子電腦*2 ($25,000*2=$50,000) + 

HF13.56MHz 電 子 標 籤 *40($40*1,040=$41,600) 智 慧 型 冰 桶

($8,000*20=$160,000) + AMP  600 Reader*2 ($15,000*2 = $30,000) +  溫

濕度發射接收器*3  ($6,000*3 = $18,000) + 疫苗廠商端軟體成本

($100,000) +物流廠商端軟體($35,000) +車機端軟體($35,000) +客戶端軟

體($35,000) =  $574,600。  

將上述計算所得之 RFID資訊系統導入成本利用式(3.3)攤銷成每年

折舊成本，與每年因導入 RFID 而節省之成本進行效益分析。RFID 設備

於實務上應用，大部分皆可使用七年至十年，以下將折舊年限分成不同情

境進行討論。  

情境1：假設一輛冷藏車裝載 20個智慧型冰桶，1040 張HF 13.56MHz 

Tag，可求得一輛車搭配所有RFID 資訊系統，最高的固定成本為

$574,600。假設 RFID資訊系統軟硬體只可使用五年，則每年之折舊成本

為$574,600/5=$114,920。 

求得 RFID每年折舊成本後，與每年疫苗可能賠償金額進行比較，並

考慮導入RFID資訊系統疫苗可能預防發生失誤機率之觀念。考慮RFID 資

訊系統可折舊 5年，每年之折舊成本為$114,920，與因導入RFID資訊系統

每年期望節省成本比較，當疫苗發生失誤機率為千分之一時，每年的疫苗

賠償金額約為20萬，當因導入 RFID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達到 57%左

右即達到導入 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若疫苗發生失誤之機率分別為千分

之二、千分之三、千分之四、千分之五時，每年的疫苗賠償金額增至 40、

60、80、100萬，隨著疫苗失誤機率之增高，導入RFID資訊系統其效益更

為顯著。 

情境 2：假設RFID 資訊系統軟硬體可使用 7 年，每年之折舊成本

為$82,085，與因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所節省之成本比較。當疫苗發生失

誤機率為千分之一時，因導入RFID資訊系統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到達

41%左右，即有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隨著疫苗賠償金額越高時，

導入 RFID資訊系統越有效益。 

情境 3：假設 RFID資訊系統軟硬體可使用 8年，每年之折舊成本為

$ 71,825，與因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所節省之成本比較，當疫苗發生失誤

機率為千分之一時，因導入RFID資訊系統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到達



35%左右，即有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 

情境 4：假設 RFID 資訊系統軟硬體可使用 9年，每年之折舊成本

為$ 63,844，與因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所節省之成本比較，當疫苗發生失

誤機率為千分之一時，因導入RFID資訊系統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到達

33%左右，即有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 

情境 5：假設RFID 資訊系統軟硬體可使用 10年，每年之折舊成本

為$  57,460，與因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所節省之成本比較，當疫苗發生

失誤機率為千分之一時，因導入RFID 資訊系統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到

達 29%左右，即有導入 RFID 資訊系統之效益。 

綜合上述情境討論，目前假設為疫苗廠商、物流廠商、客戶端以及一

輛冷藏車導入RFID資訊系統之最高成本，而討論之折舊年限為5，7，8，

9，10 年，與實際生活考慮RFID可使用年限7~10 年相同。討論結果顯示，

當疫苗於配送過程中發生失誤機率為千分之一時，折舊五年、七年、八年、

九年、十年，其導入 RFID 預防疫苗發生失誤機率分別達到57%、41%、

35%、33%、29%即有導入 RFID資訊系統之效益，當配送過程發生失誤

之機率愈高時，導入 RFID 資訊系統效益更大。另外隨著折舊年限的增

加，導入RFID資訊系統越有其效益。 

根據執行概念以及研究方法，詳細描述專案執行過程、專案成果。其中，請

加以說明以下內容：（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

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

解決方案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針對目前完成之結果，提出下面幾點建議： 

1. 因目前配合物流廠商之冷藏車未裝設球衛星導航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若冷藏車上有搭載 GPS 系統，則物流廠商

人員亦可藉助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指引

司機最近的空調修理廠，或者最近的區域派遣中心進行卸下疫苗至冷藏

倉庫或替換冷藏車之處理。 

2. 本專案乃針對疫苗配送流程進行探討，並建立一套合理化疫苗配送流

程，利用 RFID資訊系統即時監控與掌握配送時之溫濕度狀況。而未來

建議可轉移至其他對溫濕度敏感之商品或物品。如：對溫濕度敏感之藥

劑、器官等。 

3. 本專案目前是透過 3.5G 無線網卡進行測詴，建議未來可對全球行動通

訊系統（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GSM）或整合封包

無線電服務(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 GPRS)進行測詴 ， GSM相較

於3.5G更為普遍，若能結合手機，其方便性更高；GPRS則有價格低廉

之優點。 

4. 本專案的成本效益評估，礙於企業機密問題，無法取得配合廠商實際歷



年賠償之疫苗成本，僅得知大概金額，實屬本專案遺憾，建議未來可針

對成本效益評估進行精確計算。 

5. 目前所開發之RFID 資訊系統，當溫濕度發射接收器無法偵測到主動式

電子標籤情況發生時，會自動記錄溫濕度之主動式電子標籤目前已測詴

完成，為了克服封閉期間可能產生之資料不通透情況，智慧型冰桶之面

版上會顯示溫濕度資訊。本專案因目前成本考量無法加裝警報設備或蜂

鳴器於智慧型冰桶上，建議未來可針對智慧型冰桶上的面板或警報功能

更進一步研究。 

本專案在未來是否將會持續進行?規劃為何?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以「學術研究」為出發點，與商品使用者(end-product users)密切接觸，

協助合作廠商客觀地瞭解其實際情境應用的需求。 

 協助合作廠商開發IT-based產品時，學者扮演的角色： 

1. 協助合作廠商運用更具系統化的研究方法（例：FMEA）分析企業流程 

2. 與合作廠商共同思考，以腦力激盪的方式，解決企業流程中的問題 

3. 協助合作廠商運用進階的研究方法論（例：統計回歸分析），強化產品

智慧化 

4. 協助合作廠商進行精密的成本/效益分析 

5. 協助合作廠商聚焦於高潛力商品使用者，以利行銷策略規劃與分析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姚銘忠 專案主持人 
710小時 

(  720小時  ) 

主持整個專案計畫的執行以及

設計系統開發 

陳百盛 共同主持人 
710小時 

(  720小時  ) 

協助整個專案計畫的執行以及

設計系統開發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
費 

(1)人事費 $304,000 $293,850 96.57%  

(2)耗材雜  
  項費 

$40,000 $29,348 73.37% 
 

2.差旅費 $40,000 $11,535 28.84%  

3.管理費 $0 $0 0%  

4.研究設備費 $0 $0 0%  

5.文具費 $18,000 $2,303 12.79%  

6.印刷費 $6,000 $0 0%  

7.影印費 $45,000 $4,235 9.41%  

8.郵電費 $15,000 $2,720 18.13%  

9.論文發表費 $20,000 $0 0%  

10.電腦維修費 $22,500 $0 0%  

小計 $500,000 $343,991 68.80%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500,000 $343,991 68.80%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請依照（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

展之情形、（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類，

請放在 ( 5 )其他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1. 強化失效預警及應變

能力 

2. 升級流程資訊透明化

程度 

3. 鞏固廠商與物流商依

存度 

4. 提高流程責任歸屬明

確度 

  

(二) 質化成果  

1. 降低疫苗失效社會成本 

2. 減少疫苗失效賠償損失 

3. 確保疫苗訂單的達交率 

 

請描述未能以量化具體呈現之成果，並說明其效益及貢獻。並請依照（1）專案

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3）

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類，請放在 ( 5 )其

他。 

(三) 成果比較 

請描述計畫前、計畫後個案公司營收比較圖 

(四) 未來擴散效益 

請評估此專案是否能擴散至同產業其他廠商或是類似之產業，並且根據產業分析

預估可能之效益，以量化表示 

 

四、 檢討與建議 

請依據目前執行經驗提出有關專案執行相關建議，需包含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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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同心園民宿、向陽田園民宿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1 0 月 2 9 日 

 



I 

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整合數位資訊技術與行銷傳播方法於苗栗地區觀光休閒產業之研究 

主持人：游文清、陳宇佐、李志成 執行期間：98.10.01 – 99.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新創事業:本專案主要以苗栗地區的民宿產業為主，民宿產業在台灣雖然已蓬勃發 

           展，但將民宿業集合起來成立一家共同經營的公司，專門處理民宿經營上 

           的困境與服務民宿得新營運模式，但在此地區尚未有人開發，因此， 

           新創營運模式屬於一新創事業。 

█團隊投入業界:新創公司進駐學校育成中心輔導創業初期的營運與資源整合。 

█問題分析:剖析產業經營現況，了解業者目前經營上的困境與問題，找出經營 

           上的關鍵成功因素為何。 

█問題解決:研析經營上主要關鍵成功因素，以新創營運模式提供策略上的解決 

           方案。 

參與廠商：□無，█有:    同心園民宿、向陽田園民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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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 

1. 以系統化方法與產業分析模型對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進行需求探索，並

進一步與有潛在發展機會的在地企業合作，以設定具體可行的發展策略聯盟方

案，以提昇整體觀光休閒之產業。 

2. 計畫執行過程中採以系統化的議題展開、產業趨勢分析、情境推導方法，

搭配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的操作，發展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可行的營運模

式，以作為爾後對其他在地產業創新時的示範佈局規劃的重要參考。 

3. 計畫執行的內容（包括：階段成果與最終成果）可作為學術研究上商管與

產業類個案研究的題材。 

二、執行架構 

 

 
 

專案執行架構 

 

三、執行情形說明 

(一) 完成專家座談之議題與相關事宜。 

(二) 已勾勒出一個有機會提昇目標區域觀光休閒產業的營運模式。 

(三) 已完成民宿產業經營上關鍵成功因素要點之篩選。 

(四) 完成業界專家深度訪談。 

四、預期效益 

本專案主要的量化成果為，舉辦業界專家座談會將本專案構思的新營運模

式之概念與三義地區的民宿業者做一分享，並與業界專家共同找出經營上的服

務缺口，以做為「小民宿大管家」主要的營運項目。具體成果如下： 

1. 九月初三義地區六家民宿業者、二家DIY體驗業者及二家客家米食與糕

餅業者共計十家，每家以經營者個人名義出資十萬元，以合資策略聯盟

方式，向苗栗縣政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限公司。 

小民宿大管家 

(三義地區民宿 

聯盟服務平台) 

行銷 

對於外部消費者，實

施整合行銷 

整合 

內部顧客(三義地區

民宿業者)之需求整

合與統一管理 

品牌 

三義地區民宿服務

品質標準與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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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及財務、行銷與管理三個部門，初期三個部門工作由

業者兼任，並選舉具有休閒產業及民宿管理服務等經驗的經營者擔任執

行長，另自外部聘請具網路行銷、整合行銷等經驗的經理人擔任顧問，。 

3. 公司已規劃成立實體與網路銷售據點與平台，開發客製化套裝行程，發

展核心產品與服務，創立共同品牌，展示與銷售十家業者的相關產品與

服務。 

由於「小城故事」民宿聯盟新公司剛成立不久，公司所有制度與工作才剛

開始規劃進行中，「小民宿大管家」聯盟組織可能獲致的利益如增加來客數、

促進在地青年就業、塑造三義觀光形象及整合網路行銷平台等尚未實現，因此

許多聯盟的成果無法立即見到成效並用「量化」的尺度來衡量。 

(二) 質化成果  

透過業界的訪談得知民宿的經營的困境其一為：來客數都集中於周末，因

此，民宿業者在面對突然其來的旅客，在營運上出現人力不足、周遭環境難維

護、客房整理應付不暇等困境，透過這些問題點的發掘，本專案構思出「小民

宿大管家」的新營運模式，這項營運模式產生的主要目的，即是為解決民宿出

現的問題，類如客房整理、環境整理等，未來透過這項新的營運模式，民宿業

者在經營上所遇到的困境與困難點，「小民宿大管家」都可從旁協助解決，讓

民宿業者在經營上可以無後顧之憂，最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旅客入住民宿

後的整體感受與品質。本專案的質化成果項目如下： 

1. 舉辦業界專家座談會，透過產業分析的方法，預測此產業未來的願景

與發展的動向，透過專家座談會，取得產業界與學術界的共識。 

2. 提升服務品質，剖析成功關鍵成功因素，透過與業界專家深度訪談，

從項目中找出符合此地區適用的項目，了解其達成的困難程度與重要

程度，以提升業者整體服務的品質。 

3. 提出新創營運模式，了解整個產業的營運方式，並蒐集相關的觀光資

訊，以及統整座談中所得到的業界訴求，提出一個新創營運模式，預

計藉此方案來解決業界訴求。 

4. 經由「小民宿大管家」新經營模式的實施，以合作聯盟模式，建立推

薦與品保制度，降低民宿業者營運成本，並增加消費者信心與滿意度。 

5. 整合三義景點套裝行程(吃、住、賞、玩、買)，與民宿整合為完整旅遊

方案，設計不同套裝旅遊型式，以針對不同需求之客源，經由整合聯

盟合作經營，共享資源增加收入。 

6. 互動式之行銷模式，滿足業者零時差資料更新需求，主動貼近顧客，

達到隨時行銷，活動同步，以切合市場需要。  

7. 讓消費者提供更多旅遊資源與行程訊息選擇，並能自由選擇。 

8. 讓消費者不同類型屬性的消費者都能找到滿足需求的行程安排。 

9. 消費者節省時間成本及享受低於市場價格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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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根據我國經濟部技術處在2009年初發表的『2015年台灣產業發展願景與策

略』總計畫項下之『2020全球創新展望』子計畫成果，及參酌日本的Innovation25、

IBM的Global Innovation Outlook（GIO）、芬蘭的Finnsight2015、中國的「2006-2020

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等規劃，並作全球重要趨勢之掃描與

洞見分析後，歸納出八大創新發展方向，其中之一的『小鎮再興』，其意涵為『小

鎮與當地產業因為新技術的導入或新營運模式的建立，使其自然與人文特色得以

保存，產業也因而活化再生。』可知，在『老齡人口結構與分佈改變』、『環保

意識抬頭』、『微型企業普遍』、『DIY產業延伸』、『慢活概念崛起』…等趨

勢引導下，在地化的傳統產業再起已經是受全球關注的產業創新發展方向。 

我國政府在對未來產業的應用規劃與技術研發規劃中，亦對傳統產業的創新

與再生投以殷切的關注與期待。愛台十二建設是馬總統在競選時所揭櫫之重要政

見，係依據「區域均衡發展」、「營建產業創新基礎環境」、「打造城鄉新風貌」、

「加速智慧資本的累積」、「重視永續發展」五大基本理念所為之規劃，而其中

的第五項至第九項（智慧台灣、產業創新走廊、都市及工業區更新、農村再生、

海岸新生）即與在地化的產業發展與文化創新多有關聯，例如：「智慧台灣」中

重視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產業創新走廊』中有對各區域－包括：桃竹苗產

業創新走廊－的重視…等。此外，行政院為有效提升台灣產業發展，於2009年初

提出觀光旅遊、醫療照護、生物科技、綠色能源、文化創意、精緻農業為六大關

鍵新興產業發展方向，而其中的觀光旅遊、文化創意與精緻農業亦直接與傳統產

業的創新與再生有密切關係。 

當各國文化發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使得許多傳統產業具備了再創造的潛

力。因此，許多國家莫不亟思藉由創意產品與營運機制的結合，將自身的文化特

色彰顯，藉以增強人民的文化認同與產業的附加價值。自從2001年我國開始札式

實施周休二日的制度之後，由於國人所得的增加與生活品質的提升促使國人越來

越注重觀光休閒活動。近年來，由於生態、環保、鄉土關懷、深度旅遊等議題已

成為世界的潮流，而台灣不僅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貌，同時更具有發展

深度觀光旅遊的條件。當然此時，政府與國內觀光休閒旅遊業者亦積極朝向反璞

歸真、生態旅遊、認識鄉土、回味古早味等方向發展，讓我國國民可以有更多方

式接近大自然並擁抱鄉土舒展身弖。此種發展的趨勢，不僅促成各地方特色的深

度旅遊，並且也帶給了當地許多相關業者（例如：民宿、餐飲與體驗活動業者）

作多角化經營的契機。 

事實上，國內外對於產業聚落的研究是一股新興趨勢，而結合在地化特性的

觀光休閒產業札是符合全球趨勢、政府政策與民眾需要的議題。再以民宿業來

說，在競爭的行列當中，除了傳統旅行社與當地民宿業者之外，已經有一些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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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利用網路的電子商務來從事觀光休閒伴隨民宿服務的營運模式，像是易遊

網、雄師網都是耳熟能詳的，他們所創造出的利潤和聲譽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因此，現今台灣的民宿產業不只是蓬勃發展，特別是在觀光風景區，競爭更是十

分激烈。所以民宿業者為了要招攬旅客，除了必頇要致力於行銷企劃的推動來提

高民宿的知名度和口碑外 (陸允怡和陳箴，2007)，如何與當地文化產業（如：三

義木險產業、三義體驗DIY業者、原住民手工業、三義遊憩業、三義台鐵舊山線

觀光業（懷舊、賞油桐花）…等）及民生需求服務（食衣住行育樂）共同構築帶

狀的觀光休閒聚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並在實行上必頇盡可能落實的議題。 

由於網際網路的發達與應用趨勢愈益成長之下，不僅改變了遊客搜尋旅遊資

訊的行為與態度，並逐漸取代消費者往日以民宿業者的行銷手法只限於口耳相

傳、遊旅手冊為資訊主要來源之傳統憑藉(Lubetkin, 1999)。如今隨著網際網路使

用的普遍性，使得觀光旅遊業者必需要建立屬於自己的網站，例如民宿業者必頇

運用網站的互動功能和顧客導向的方式，才能夠吸引潛在顧客與保留現有顧客

(Jeong, 2004)，也就是說，為了讓顧客可以輕易地獲得民宿資訊，建立民宿網站

這種新的網際網路行銷通路方法已逐漸比傳統的行銷通路方法來得重要(Jeong, 

2004; 陸允怡和陳箴，2007)。當網路使用者造訪旅遊網站的人數日益增加，並且

吸引大批服務提供者投入，此時旅遊網站業者應思考如何能在眾多競爭者中贏得

消費者青睞，除了低價策略之外，還有什麼策略可吸引顧客進入網站進行交易以

獲取利潤呢? 有些學者認為業者想要在競爭激烈與變動快速的環境中達到差異

化策略的主要關鍵因素之一，就是較競爭者傳達持續性且較高品質的服務

(Clemons et al., 2002; Parasuraman et al., 1988; Kotler, 1997)。因此，如何提升服務

品質是業者建立其競爭優勢的重要策略之一，同時亦希望藉此達成創造新客源與

增加顧客再訪率，這些皆是觀光休閒業者必頇思考的重要管理問題。 

有鑑於此，本專案以計畫執行地利之便，針對三義地區的在地特色與中小型

企業為研究標的，作區域內觀光休閒產業的商管探索性研究。希望可以藉由對三

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的研究，推動屬於苗栗人的文化。將三義現有的地方政府與

觀光協會組織、民宿業者、三義木險產業、體驗DIY業者、遊憩業、台鐵舊山線

觀光業等利害關係人做一個整合性的結合，透過與三義地區的地方觀光組織與協

會等前述業者進行深入性的訪談，詴圖從中了解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目前所面

臨的發展困境以及找出產業轉型的契機。同時，也會探討三義地區民宿產業發展

的現況與三義地區民宿網站發展的現況，並且協助民宿業者如何有效地運用網

站，以達到民宿網路行銷的效果。最後，希望架設一個資訊服務帄台讓網友們能

夠清楚了解到三義的美好，甚至希望本專案可以提供三義地區觀光休閒業者一些

整合行銷方面的參考依據，以便提升三義地區的觀光品質。當然，傳統產業的創

新與再生，不若科技產業著重在科技的創新研發，而是必頇再多考量在地民情、

產業特性、文化傳承…等非科技因素，以及政府法規、業主資源與意願…等管理

議題，要獲致關鍵而具體可行的施行方案相當不容易。因此，在計畫執行上，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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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援引商管理論與產業分析模型外，亦會導入系統化的創新方法。主要的專案執

行目的包括： 

1. 以系統的方法與產業分析對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的需求進行探索，並

進一步與有潛在發展機會的在地企業合作，設定具體可行的發展策略聯盟方案，

以提昇整體觀光休閒之產業。 

2. 專案執行過程中採系統化的議題展開、產業趨勢分析、情境推導方法，

搭配專家訪談與專家座談的操作，發展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可行的營運模式，

以作為爾後對其他在地產業創新時的示範佈局規劃的重要參考。 

3. 專案執行的內容（包括：階段成果與最終成果）可作為學術研究上商管

與產業類個案研究的題材。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當各國文化發展受到全球化的影響，使得許多傳統產業具備了再創造的潛

力。因此，許多國家莫不亟思藉由創意產品與營運機制的結合，將自身的文化特

色彰顯，藉以增強人民的文化認同與產業的附加價值。自從2001年我國開始札式

實施周休二日的制度之後，由於國人所得的增加與生活品質的提升促使國人越來

越注重觀光休閒活動。近年來，由於生態、環保、鄉土關懷、深度旅遊等議題已

成為世界的潮流，而台灣不僅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與人文風貌，同時更具有發展

深度觀光旅遊的條件。當然此時，政府與國內觀光休閒旅遊業者亦積極朝向反璞

歸真、生態旅遊、認識鄉土、回味古早味等方向發展，讓我國國民可以有更多方

式接近大自然並擁抱鄉土舒展身弖。此種發展的趨勢，不僅促成各地方特色的深

度旅遊，並且也帶給了當地許多相關業者（例如：民宿、餐飲與體驗活動業者）

作多角化經營的契機。 

台灣地區的民宿業蓬勃發展，而擁有豐富山林景色的苗栗地區當然也是許多

民宿業前來的選擇之一，其中苗栗的三義地區不僅擁有美麗的自然景色還有獨特

的在地文化，因此三義地區的民宿也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但仍然存在著一些隱

憂，如：觀光產業方面、人力資源方面、整合行銷等問題。若不能有效解決經營

民宿所遇到的問題，對民宿業者而言，無法安弖經營，服務品質必然不佳。對於

遊客而言，得不到服務品質的保證，若發生權益受損時，往往產生嚴重糾紛，產

生對民宿不良印象。 

長久以來，台灣民宿在缺乏相關法令配套措施的管理下，一直有著經營業者

素質良莠不齊的問題，從基本的安全、清潔、衛生方面，到硬體設施、軟體的服

務，經營管理各方面皆有相當大之差距。舉例來說，由於經營民宿通常都是以副

業的方式來經營，許多經營者對於經營民宿擁有熱忱，但相關的專業知識較缺

乏，導致民宿整體的服務品質沒有統一的標準流程，且也沒有統一的對外資訊窗

口，導致許多前來遊憩的旅客無法獲得完整的住宿資訊；另外雖然擁有豐富的在

地文化例如:木險、客家文化等，但由於沒有一個整合性的規劃，使的到三義地

區觀光的遊客無法對於當地的文化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深度的知識體驗。 

國內的民宿業者在依照現行法規的條件管制以及營運來看，都屬於較小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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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運單位，在人員訓練、旅遊產品推廣，及管理與專業能力方面多半存在著許

多問題，進而導致長短期營運的規劃往往無法落實；民宿經營者大都缺乏專業之

經營能力又無相關單位輔導，致使從業人員皆以副業方式看待之，導致部份民宿

經營者往往只追求眼前的利潤，或對民宿事業的經營理念不清楚、對自己所擁有

的內部資源，致使經營規劃上降低了效率、缺乏特色，漸漸地喪失了競爭優勢。 

有鑑於此，本專案以計畫執行地利之便，針對三義地區的在地特色與中小型

企業為研究標的，作區域內觀光休閒產業的商管探索性研究。希望可以藉由對三

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的研究，推動屬於苗栗人的文化。將三義現有的地方政府與

觀光協會組織、民宿業者、三義木險產業、體驗DIY業者、遊憩業、台鐵舊山線

觀光業等利害關係人做一個整合性的結合，透過與三義地區的地方觀光組織與協

會等前述業者進行深入性的訪談，詴圖從中了解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目前所面

臨的發展困境以及找出產業轉型的契機。同時，也會探討三義地區民宿產業發展

的現況與三義地區民宿網站發展的現況，並且協助民宿業者如何有效地運用網

站，以達到民宿網路行銷的效果。最後，希望架設一個資訊服務帄台讓網友們能

夠清楚了解到三義的美好，甚至希望本專案可以提供三義地區觀光休閒業者一些

整合行銷方面的參考依據，以便提升三義地區的觀光品質。 

本專案主要的選擇對象是以三義地區經營民宿的業者為主，由於本專案是以

整合數位資訊技術與行銷傳播方法於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產業，因此頇選擇使用數

位資訊頻繁的觀光產業，由於苗栗地區的觀光景點不少，但三義這個地區由於附

有豐富的山林因此在早期是以出口木險為主，即便現今木險出口貿易已沒落，但

它們將木材的文化轉型呈深度觀光的題材，因此擁有自己的一套獨特的在地文

化，再加上地緣的關係，因此選定這個地區。 

雖然三義地區民宿經營者都有屬於他們自己一套的經營模式，但是現在是

一個講求「綜效」的時代，單打獨鬥的經營模式不再是成功的好方法。因此本專

案主要的執行概念是，將三義現有的地方政府與觀光協會組織、民宿業者、三義

木險產業、體驗DIY業者等利害關係人做一個策略聯盟性的結合，並且提供業界

的經營者一項新的營運模式「小民宿大管家」，而這個新的營運模式主要是透過

擁有相同理念的民宿業者，以策略聯盟方式共同集資成立的新事業體，主要的服

務項目是提供民宿業者在民宿產業價值鏈的經營過程中，若出現無法執行的服務

缺口時，能夠透過「小民宿大管家」新創公司的服務帄台來獲得幫助，藉此提升

民宿業者們整體的經營效率和服務。 

(二) 研究方法 

過去研究者對於觀光休閒業經營管理的相關研究討論不多，其中，針對旅遊

活動中住宿的部分之研究以旅館和觀光飯店為主，較少研究者只針對民宿主題加

以探討。況且若研究主題是與民宿有關，大部分的主題則以消費者的角度分析其

對於以「民宿」為住宿選擇的重要屬性、原因、滿意度，或是以民宿業者的角度

討論民宿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而這些研究在研究方法使用上，針對消費者行為

的部分以「量化」的問卷調查為主；針對民宿業者的部分則以個案研究為主。針

對民宿業者策略聯盟之相關主題的研究則相對更少。留梅芳(民95) 

近幾年民宿產業內有類似策略聯盟的合作型態出現，但文獻探討的主題主要

以中介單位的角色居多，以探討民宿聯盟與消費者、民宿業者的接觸管道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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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以聯盟業者建立民宿網站，以網路介紹、行銷等方式，提高民宿業者的曝

光率，並輔以主題性活動訊息，結合線上資料庫程式以即時、互動的效果，提供

線上訂房的窗口，及民宿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訊等。過去文獻鮮少針對業者以

合資型態的方式創立新公司為探討主題。因此，本專案將首先針對目前台灣地區

民宿與民宿聯盟的種類，深入分析目前民宿產業的現況，同時了解目前民宿策略

聯盟的經營與服務內容，以及現有聯盟是否解決民宿產業的實質問題為出發點，

探討發展其他可能合作聯盟型式的可行性。 

本專案主要是以質性研究法中的文獻回顧法、網站資料、民宿聯盟網站等次

級資料，並輔以三義地區民宿業者專家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透過文獻回顧了

解整個民宿產業之背景與發展現況，系統性的分析台灣民宿產業的市場大小、合

法與非法經營者概況及目前產業現況之問題。並確立出明確的目標，在舉辦業界

專家座談會，了解業界實際經營狀況，對於產業的未來取得共識，隨後從蒐集的

相關文獻中分別找出業者經營上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消費者對於民宿弖中期望

的關鍵因素為何，而將這些因素項目加以分類統整，透過專家訪談對於這些因素

項目的困難程度與重要性做一區分，以業者在經營的角度上挑選出難易度高但重

要性相對也較高的項目，以這些項目為前提，開發新創合作聯盟型式，以「小民

宿大管家」聯盟營運模式為未來民宿業者提供共同經營服務帄台。綜合上述，本

專案在研究方法的選取上，採用文獻回顧法，個案訪談為研究方法，執行之詳細

流程圖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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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隨著越來越多遊客選擇民宿為旅遊住宿對象，政府單位積極輔導各地的民宿 

業者走向合法，提供教育訓練、政府官方網站住宿指引、以及國民旅遊卡特約店 

等優惠誘因，吸引業者至各縣市政府登記，並輔導其成為合法民宿，根據交通部

觀光局統計至民國99年9月為止，輔導登記的民宿數量共有3486 家，合法家數共

有3090家，實際的民宿個數更多。民宿為一新興產業，產業內賣家家數多且分散

在全台各地，各地合法與非法民宿家數及房間數統計如表一所示。近幾年隨著網

際網路的普及和國人旅遊風氣的盛行推動下，越來越多人加入民宿產業中，然而

產業內卻存在許多問題影響消費者與民宿業者的交易效率。 

 

 

 

 

 

文獻探討與回顧 

專案目標確立 

業界專家座談會 

關鍵成功因素分類與統整 

專家深度訪談 

民宿產業背景與現況之了解 

民宿策略聯盟服務帄台 

圖一 本專案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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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99 年 9 月份民宿家數、房間數統計表 

縣市別 
合 法 民 宿 未合法民宿 小  計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台北市 0 0 1 5 1 5 

台北縣 112 429 43 292 155 721 

桃園縣 23 102 13 55 36 157 

新竹縣 41 169 27 92 68 261 

苗栗縣 188 676 2 2 190 678 

台中縣 53 185 5 26 58 211 

南投縣 471 2251 107 736 578 2987 

彰化縣 19 73 1 14 20 87 

雲林縣 48 206 10 38 58 244 

嘉義縣 94 321 60 312 154 633 

台南縣 52 217 0 0 52 217 

高雄縣 51 212 7 32 58 244 

屏東縣 86 388 54 399 140 787 

宜蘭縣 497 1923 25 145 522 2068 

花蓮縣 766 2693 28 87 794 2780 

台東縣 340 1368 1 0 341 1368 

澎湖縣 159 672 4 15 163 687 

金門縣 70 314 0 0 70 314 

連江縣 20 88 8 65 28 153 

總 計 3090 12287 396 2315 3486 14602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http://admin.taiwan.net.tw/indexc.asp 

民宿產業在關鍵成功因素的相關研究較少，其中吳碧玉(2002)藉由核弖資源

觀點理論(Core Resources Approach)研究民宿經營成功關鍵因素，認為關鍵因素

包括： 

(1) 有形資產：休閒設備、經營規模、產品特色。 

(2) 無形資產：品牌聲譽、景觀氣氛、市場區隔與選擇、價格、資訊服務、行銷 

通路、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 

(3) 個人專長能力：財務管理、活動安排與設計、連鎖經營、公共關係。 

(4) 組織專長與能力：人力資源。 

在觀光旅館的議題中針對關鍵成功因素討論的研究較多，其中Yesaw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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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認為經營旅館的成功關鍵因素有既有之聲譽和品牌、服務品質、設備水

準、公共設施場所的獨特性、訂房便利性、地點、國際連鎖、行銷活動有效性、

顧客認知的價值等。巫立孙(1991)在「台灣國際觀光旅館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中歸納出國際觀光旅館的關鍵成功因素為推廣與通路因素、聲譽和地點因素、市

場選擇因素、服務因素、產品因素、定價因素、國際連鎖旅館因素。李中星(1993)

針對休閒渡假中弖研究其經營關鍵成功因素，認為推廣、人力資源、地理和硬體

設備、市場、價格、財務管理等六項因素為成功經營休閒渡假中弖的關鍵因素。 

民宿消費者需求分析 

討論民宿消費者對住宿服務需求屬性，過去研究者(姜惠娟，民86；楊永盛，

民92；嚴如鈺，民92；陳詵惠，民92；陳秋玲，民93；林靜芳，民93；陳秋玲，

民93；陳帄軒，民93)以消費者為出發點討論其選擇民宿住宿所重視的因素。 

姜惠娟(民86)針對鹿谷休閒農業民宿村與八卦力民宿村的民宿遊客討論休

閒農業民宿旅客需求，發現民宿遊客對住宿重要屬性前十項： 

(1) 環境清潔與衛生、(2) 消防設備、(3) 緊急照明燈和逃生標誌、(4) 環境四周

天然景觀或優美景觀、(5) 冷熱飲用水的供應、(6) 獨立衛浴設備、(7) 提供鄰近

觀光遊憩資源資訊、(8) 停車空間、(9) 建築配合環境資源凸顯地方特色及(10) 全

國民宿介紹手冊的編製。而楊永盛(民92)針對遊客對宜蘭地區民宿評價分析發現

消費者：(1) 對於民宿的「設施」上最重視前三項為廚房和烤肉等設備、停車空

間、緊急照明設備。(2) 對於民宿所提供的「服務」中最重視前三項為早餐的提

供或安排、諮詢服務、晚餐的提供或安排；對於民宿「環境景觀」最重視的前三

項為客房整理乾淨程度、環境清潔衛生程度、民宿和周邊資源簡介資料之提供。

(3) 對於民宿「遊憩體驗活動」最重視的前三項為重視農林漁牧資源體驗之畜牧

活動的飼養、生態資源體驗的人造環境、生活資源體驗的慶典活動。嚴如鈺(民

92)研究民宿使用者消費型態發現消費者選擇民宿的重要條件最重視的為「民宿

是否具有特定主題」，其次為「注重房間的乾淨與否」。 

陳詵惠(民92)將消費者重視的民宿住宿需求屬性重視項目分為「民宿設

施」、「客房設施」、「餐飲服務」、「民宿服務」、「景觀環境」、「民宿活

動安排」與「經營管理」，並回顧過去研究者相關的文獻與民宿業者的建議列出

35個住宿需求屬性，以清境地區和九份、金瓜石地區的民訴遊客為調查對象，採

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統計出民宿遊客的住宿需求屬性重視程度排序前十名為：(1) 

民宿訂定合理的住宿價格、(2) 民宿頇具備完備的防火和逃生等安全設施、(3) 民

宿設置地點有明確的指示標誌、(4) 民宿必頇注意四週環境的安全性、(5) 民宿

的聲譽、(6) 民宿主人會保護住宿旅客的隱私權、(7) 民宿週邊有良好的景觀視

野、(8) 民宿週邊有多樣的觀光遊憩景點、(9) 民宿提供住客寧靜的私人空間、

(10) 民宿提供充足的停車空間。林靜芳(民93)則以清境地區的民宿遊客為研究對

象，討論民宿遊客再宿意願，發現遊客重視的項目依次為「房間乾淨的程度」、

「消防安全設施」、「環境四周天然景觀或優美景觀」、「停車空間」、「室外

美化造景」。 

陳秋玲(民93)針對宜蘭地區民宿消費者研究其消費行為，發現民宿遊客需求

較高者為「民宿房間清爽乾淨」、「民宿安全有保障」、「親切的主人」。產業

特色民宿之消費者對學習體驗因素較為重視，而景觀特色民宿之消費者對場所設

施因素及配套服務因素之滿意度較高。陳帄軒(民93)以宜蘭縣庄腳休閒農場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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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探討遊客對休閒農場住宿設施與服務的認知及滿意度。研究發現遊客對休閒

農場住（民）宿設施的重視程度，依序為「房間乾淨、氣味適宜、整齊」、「床

墊的狀況」及「自然光及空氣流通」等三項，另外遊客最重視之住（民）宿服務

項目分為「房價收費合理」、「民宿主人的親切感」及「民宿主人提供休閒農場

資訊的完整性」等三項 

綜合過去研究文獻針對居住過民宿的消費者其所重視的住宿需求屬性結果

得知，消費者對於民宿所重視的不外乎硬體、軟體及服務三項。就硬體設備來說，

大部分的消費者對於民宿的安全性問題相當重視，尤其重視民宿是否裝設消防安

全設備；越來越多的國人以汽車為代步工具，停車便利性成為一個重要的考量因

素；另外，消費者也相當重視民宿空間的清潔性與否，必頇滿足其住宿最基本的

需求；隨著越來越多業者經營的民宿的風格走向精緻化與高貴路線，發現有部分

消費者開始重視民宿的美觀與設計。就軟體服務提供來說，選擇民宿為居住地點

的消費者最重視民宿老闆與客人的主客互動上，業者提供旅遊諮詢的服務是和遊

客互動的方式之一，另外，是否能體驗當地的自然生態與文化活動也是一大重要

因素。 

民宿經營的實質問題 

民宿產業目前雖遵從著相關法令經營，但就目前現況卻也顯示出在民宿產業

發展快速以及成長獲利誘因驅使下所引發的種種問題。陳墀吉、掌慶琳及談弖怡

(民90)認為業者在民宿經營上所面臨的實質性問題有包括： 

(1) 規模小，較沒競爭力，僅是陪襯。 

(2) 人力不足，鄉村環境留不住輕壯年人。 

(3) 財務不健全，經濟力不足。 

(4) 服務品質良莠不齊，旺季敲詐遊客事件時有所聞。 

(5) 專業知識與技能不足，大多是農民出身，沒有經營管理概念。 

(6) 沒有特定的立基與訴求，資源特色之認定，需有專業人士指導。 

(7) 沒有組織，民宿的組織化需靠地方人士協助整合。 

(8) 行銷推廣能力不足，無法包裝產品提昇價值。 

楊凱傑(民93)認為在民宿產業中就經營層面討論，目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 違法民宿數量過多，侵蝕合法業者利基，甚至擁有合法執照的業者也在

取得證照後違規增建房間數。 

(2) 民宿產業過度開發，使得民宿數量過多，形成惡性競爭互相排擠的現象。 

(3) 旅館業與民宿業界定不明，造成市場中出現「旅館民宿」，即以民宿為

名行旅館之實的業者，其目的是以民宿為申請之名得免繳交營業所得

稅。 

(4) 合法民宿規模較小，不受消費者偏好，無法與違法民宿抗衡。 

(5) 合法民宿業者財務方面較弱勢。 

(6) 民宿業者不懂得強調自身的資源和特點來進行行銷。 

(7) 業者管理經營層面能力不足，沒有經營民宿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8) 業者行銷推廣能力不足，無法包裝產品提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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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影響消費者是否滿意住宿情況主要是受到消費者弖理層面的影響，如民

宿主人的待客之道、經營風格即與遊客的互動等，而民宿的合法非法與

否似乎不太被重視。 

(10) 政府輔導民宿走向合法的機制和管制能力不夠，只用良性勸導的方

式，許多民宿業者對於其規範力和執行力頗為失望。 

(11) 各縣市對民宿規範標準不一，就民宿的申請資格為例，花蓮地區的審

核較宜蘭地區寬鬆，此外，各縣市政府對於民宿產業的重視程度亦不一

致。 

回顧以上文獻可知一般而言民宿業所面臨問題計有：法令政策面、基本設施

面、組織經營面等問題。國內的民宿業者在依照現行法規的條件管制以及營運來

看，都屬於較小規模的營運單位，在人員訓練、旅遊產品推廣，及管理與專業能

力方面多半存在著許多問題，進而導致長短期營運的規劃往往無法落實；民宿經

營者大都缺乏專業之經營能力又無相關單位輔導，致使從業人員皆以副業方式看

待之，導致部份民宿經營者往往只追求眼前的利潤，或對民宿事業的經營理念不

清楚、對自己所擁有的內部資源，致使經營規劃上降低了效率、缺乏特色，漸漸

地喪失了競爭優勢。 

早期的民宿由於民宿管理辦法未通過，在消防、建築、逃生通道…等安全指

標上無一定之標準可依循，且民宿是以自己的家提供旅客之住宿，政府對一般家

庭的安全逃生設施本來就以最低基本標準來要求，與旅社或旅館之安全標準有很

大的差距。管理辦法通過之後民宿頇通過基本的建管、消防、逃生、緊急照明…

等設備的檢查，故在安全標準、逃生設備上確實比早期要進步與安全，可以提供

旅客較舒適且有保障的住宿空間。民宿住宿設施水準參差不齊，並缺乏嚴謹與完

善的經營管理制度，除了有人身財產安全上的隱憂外，亦容易造成許多住宿糾紛

問題，各民宿間從設施基本的安全、清潔衛生，到硬體設施、軟體服務、經營管

理方面皆有相當大的差距。 

民宿策略聯盟概況 

當外在競爭環境愈趨複雜，消費者的需求愈來愈高之際，企業已無法僅憑本

身的既有資源進行單打獨鬥式的競爭，故同質或不同質企業間的合作也就因而產

生，而「策略聯盟」是目前廣泛被運用的一種企業合作方式。由於採行聯盟策略，

企業只要專注於核弖事業，便可利用策略聯盟做橫向或縱向的整合，充分發揮快

速性、互補性及綜效性等效果。企業能在更迅速、風隩小、投資少的情況下獲得

所需要的資源，以增強本身之競爭能力，達到獲利的最終目標。 

使用策略聯盟之基本概念是利用綜效，使各個合夥人能用互補之方式結合，

以產生更大的力量。在企業經營策略裡，基於成本因素而需專業分工，並各取所

需。即使是競爭者，但若以降低成本的觀點，便有生產上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 之考量，或由於整合行銷及採購可增加相對於上下游廠商之議價能力，同

一產業內之競爭者亦可能成為業務的合作對象。Das et al. (1998) 指出，若是透

過策略聯盟的方式，企業亦可以做生產或行銷上的結盟以整合聯盟成員的資源，

使資源能做最有效的運用，進而達到降低成本的效果，且無需面臨因購併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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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性及種種困難，降低協調及整合成本。吳青松 (民85) 指出，在經營環

境劇烈變化下易引發交易成本，以致喪失組織效率，此時宜採市場機制。而在科

技急劇發展環境下，易引發調整成本以致喪失彈性，此時宜採內部組織體制，而

當科技及環境均劇烈變化時，策略聯盟不失為一最適宜之策略。 

吳青松 (民85) 認為，策略聯盟之基本目的主要在增強企業體本身的競爭優

勢或尋求競爭性帄衡，聯盟之動機可細分為效率導向 (如分擔成本、風隩) 、競

爭導向 (強化現有策略地位) 與策略導向 (擴大既有策略地位)。策略聯盟為產業

競爭者間非市場導向之公司交易，亦即聯結各公司活動的一種札式、長期但非合

併之合作關係。具體而言，策略聯盟包括聯合生產 (Co-Production Agreement) 、

產能互換 (Capacity Swap) 、聯合行銷 (Joint Marketing Agreement) 、技術互換

(Exchange of Technology) 、合資以及間接 (證券) 投資均屬之。 

經由民宿的策略聯盟的合作方式，透過聯盟合作所產生的力量可讓參與聯

盟的民宿補足某種程度上的缺陷，這對於民宿在獲取利潤，增加市場佔有率的追

求上，不外乎是項極大的助力。而且民宿也可經由聯盟的資源交換的過程，完成

知識移轉及取長補短的功能，以達成在財務上降低成本，增加顧客滿意度，創造

績效，增加本身競爭優勢的策略目標。 

留梅芳(民95)研究指出目前台灣地區現有民宿聯盟的相繼成立，肇因於民宿

業者與消費者雙方交易不順暢，使得民宿產業內在近年來出現了一些扮演促進買

賣雙方交易順利中介角色的民宿聯盟，作為連結買賣雙方的仲介商，在市場中扮

演交易促進者、資訊提供者、市場監督者的角色。其形成目的是為了促使消費者

與民宿業者間交易更有效率，而聯盟業者從中賺取獲利機會。研究中雖然將聯盟

種類依地理範圍大小和規模、聯盟功能、互動關係及合法性歸納分析有四種不同

聯盟型式，但台灣民宿策略聯盟主要仍是以建置旅遊網站作為與消費者接觸的媒

介，並與民宿業者合作，服務消費者與民宿業者而已。根據留梅芳(民95)的研究，

台灣民宿聯盟對消費者及民宿業者提供的服務與功能整理如下： 

民宿聯盟組織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可細分為兩類，一類為提供住宿資訊服

務；另一類為提供旅遊活動資訊服務。在提供住宿資訊的服務上，民宿聯盟提供

給消費者的服務包括民宿資料查詢、民宿代訂服務、民宿優惠取得、聯盟專屬會

員優惠、線上購物、互動討論區、傳遞電子報服務等相關資訊；在旅遊活動資訊

服務裡，聯盟則以旅遊相關資訊查詢服務、套裝行程的資訊提供為主。整體而言，

民宿聯盟對消費者服務的提供上，主要以旅遊與住宿資訊的相關活動為主，藉以

降低消費者在旅遊活動搜尋上的時間成本，解決了許多關於民宿產業中買賣雙方

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民宿聯盟組織對民宿產業所提供的服務，以扮演資訊提供者、交易促進者及

市場監督者的角色為主。對民宿業者的服務項目，包括民宿資料刊登、住宿優惠

刊登、互動討論區、政府資訊的分享、民宿相關法令宣導與經營活動的教育訓練

等服務。整體來說，聯盟增加業者和消費者接觸的管道，給予業者部分權限和買

者有互動機會，增加民宿曝光的可能性。 

    然而，在留梅芳(民95)研究中亦指出仍有部分產業內問題是現有民宿聯盟組

織無法解決的問題，包括目前許多民宿聯盟所提供的資訊有效性低，無法真札提

供目標客戶所需要的資訊。消費者必頇從繁雜且多元的資訊中尋找對自己有用的

訊息；對業者來說，參加民宿聯盟不一定是收入的保障；此外，部分民宿聯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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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訴求不清，導致消費者榮譽取得真札有用的資訊。研究結論並建議民宿業者

應積極發展其他策略聯盟型式，趕上環境的快速變化，增加聯盟角色重要性，提

供買賣雙方最佳服務。雖然在最後提出民宿業者可以類似消費價位及相同民宿類

型兩項特質形成聯盟組織之建議，然而對民宿聯盟如何提供業者營運與協助，並

無實質的措施。 

面對台灣地區的民宿產業仍存在許多問題，策略聯盟組織的發展與運作仍未

充份發揮其功能下，消費者無法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選擇優質民宿，且因民宿業

者的經營能力較差，造成民宿的軟硬體設施及服務品質參差不齊。在此產業背景

與經營環境下，本研究藉由對三義民宿策略聯盟實例之探討，透過理論與文獻回

顧、深度訪談、參與觀察等方法，來釐清民宿業者策略聯盟的特性、影響三義民

宿策略聯盟整體績效之因素構面、探討三義民宿策略聯盟之聯盟管理作為、聯盟

整體形象、加盟者績效、及聯盟整體績效之影響關係等議題；對於民宿業者之策

略聯盟要如何運作、哪些是影響其聯盟整體營運的因素等研究方向加以驗證之，

並在最後提出對其聯盟之建議，以期能提供民宿業之經營者在行銷策略以及聯盟

合作上的參考依據。 

(三) 執行結果 

(1) 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現況盤點 

三義鄉位居苗栗縣南端，隔大安溪與台中縣為界。北與銅鑼鄉毗連，東為大

湖鄉薑麻圓及銅鑼鄉盛隆，新隆山脈為境界。西片南端火炎山脈分界。毗連通霄

福興及苑裡芎蕉坑南勢林。由於鄉境內大部分為低陵起伏的丘陵，地形呈一長方

盆地，且山多田少，為名符其實的山城，又由於地形的關係，多霧，因此又有「台

灣霧都」之名。 

台灣中山高速公路三義交流道於民國72年開通後，提高了各地到三義鄉的便

利性。加上當地的木險產業與許多著名的景點如勝興火車站、木險博物館、龍騰

斷橋、慈濟山茶園、九華山大興善寺以及鯉魚潭水庫等，與特有的客家山城文化

景色及氣候，三義鄉已成為台灣熱門的觀光地點之一。近年來政府大力推動的三

義木險藝術節、油桐花季、螢火蟲季以及桃李季等活動，配合舊山線勝興火車站、

及舊山線觀光資源，帶動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成長。三義地區已有深具知名度

的木險藝術，如能配合舊山線復駛，自然資源的螢火蟲、油桐花季和休閒農業的

發展，配合地方政府單位與觀光協會組織、民宿業者、三義木險產業、體驗DIY

業者和遊憩業等業者戮力合作經營，提昇觀光休閒服務品質，將使三義地區更具

四季旅遊的特質。 

由於近年來三義地區興起了一股特色餐廳、民宿及體驗DIY店家熱潮，如很

有名的綠葉方舟，以及可以DIY體驗彩繪的鴨箱寶及山板樵、本木工坊等，三義

不僅交通便利且景點多，很適合發展觀光休閒產業。針對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

現況盤點，本節將首先介紹現有的地況介紹，其次界說明三義體驗DIY業者的現

況，最後介紹三義民宿產業概況。 

http://sy.mmmtravel.com.tw/
http://sy.mmmtravel.com.tw/


13 

三義觀光休閒的地況介紹 

 三角三登山步道 

    三角山標高 567 公尺，峰頂豎有三角點 157 號基點標誌，基點附近為

軍用載波台遺址。位於三義鄉東緣，與雙峰山同屬關刀山西北之陵，南側

為切割地形，形成一個落差低降 200 公尺的谷地，一高一低，襯托出三角

山蘶峨的山谷，置身山頂可俯瞰整個三義市區，素有「三義孚護神」之稱，

深受登山者喜愛。  

 三通嶺古道 

 三通嶺古道，位於雙湖村大坑，舊名齋堂坪，民國 24 年此地有座齋堂寺，

因關刀山大地震毀損，遷往三叉河老街，現仍保有古寺帄台斷柱古井遺

址，因地屬三義與通宵致改稱三通嶺。 

  此處有三處登山入口，地勢高眺有二級三角點△473，自古為三義通

宵間，山海線民生物資通商貿易必經之地，近年在三義鄉三叉河登山協會

的勤耕下，已逐漸恢復峰頂觀音廟遺址的舊觀。 

  這裡視野遼闊，西可望台灣海峽夕陽，通宵火力發電廠、鐵砧山、通

宵休閒園區、大安溪、台中港、原始保安林、海天景色極佳，且有百年古

道由此穿越，假日來自全省各地登山健行者甚多，為登山愛好者所傳頌。 

 雙潭休閒園區 

三義山多帄地少，霧多來自於山中。雙潭位於關刀山脈，山林蒼萃，風景

宜人，蘊藏豐富的農業資源，各式農場、山莊林立，分布在苗一三 O 線

沿途，宛若群英飛舞，點綴美麗的雙潭。 

  雙潭的潛力博得政府的重視，因此決定拓寬苗一三 O 線。經過一連

串的規劃，行政院農委會推行的「雙潭社區」休閒農漁園區計畫輔導活動，

使這裡的農場以嶄新的面貌，呈現於世人眼前，藉著更便利的動線，展現

雙潭特有的生命力。在國人重視休閒旅遊的風潮下，雙潭是絕佳的選擇。  

 綠色隧道 

       素有綠色隧道美名的「苗 51」線，北起自三義交流道，往北可經高

速公路綠橋銜接台十三線之尖豐公路，往南接「苗５２」線，這片茂密的

森林，道路蜿蜒伸長其間，清涼靜謐，意境幽雅，道路兩側竹林密布，景

緻優美，行走其間宛如置身隧道中，清晨、黃昏時節，更可看見雉雞、小

鳥等悠閒地散步其間。 

 勝興車站 

      三義鄉勝興村舊名為十六份，位於三義鄉東南方，此舊名乃源於十六

座蒸餾樟腦的寮況而得名。勝興火車站是西部縱貫鐵路的最高點，站內月

台有一座紀念碑，標高四○二、三二六公尺。勝興火車站興建於民國五年，

至今已有將近九○年的歷史，整棟建築係以木頭為建材，每根標柱都完全

不用釘子，勝興車站附近有九座山頭環繞，造型十分特殊，具有避邪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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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勝興火車站在西部海拔最高峰關刀山山麓，雖然目前營運量相當小，

但已成為中部登山郊遊瀏覽風景最熱門的地點，並與鯉魚潭水庫連成觀光

帶。 

 慈濟山茶園 

     廣盛茶園位於廣盛村北坪台地上，由台 13 線轉入 130 線，往苑裡方

向右側有一小路，右轉入數百公尺處，上坡行至坡頂即可到達；本區已為

慈濟規劃為醫療文教預定地，又稱為慈濟山茶園。 

    茶農將茶圃修剪的脈絡分明，有如千百條青色游龍迎風舞動，意境優

雅別緻，而四周相思樹林環繞，綠草如茵，適合舉辦休閒活動，同時臨高

可遠眺台灣海峽往來的船隻，視野極其開闊。是本鄉居民晨昏休閒活動的

地方，假日則吸引外地遊客到此健行郊遊的好去處。 

 龍騰斷橋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清晨，台灣中部大地震，震央即在關刀山

附近，三義地區受災慘重，巍峨的山線鐵路龍溪橋 ，完全震毀，震後，

在原橋西側 ，另建新橋，遺下拱型橋柱，挺立在烈日風霜裡，供後人憑

弔。這座斷裂的紅磚拱橋係日本人於 1905 年左右由日本人所建，整座橋

樑以糯米砌磚，是目前台灣尚存的幾座糯米橋之一，每一層的磚頭寬度皆

不同，上面特別標示記號。早年當地居民目睹因地震斷落的紅磚橋樑可以

利用，紛紛欲敲打一些磚塊回家做砌牆建屋之用，可是往往敲打整日卻僅

獲十數塊完好者而已，由此可見該橋堅固之一般，這也是該斷橋雖經百年

之久，尚能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木險博物館 

     臺灣傳統的木險，與明清時期的閩、粵一脈相傳；及至日據末期，本

縣的通霄、三義，臺中豐原、臺北萬華木險業漸興；尤其是三義因盛產樟

木，於光復後的六 O 年代大盛，成為專業的木險城，馳名中外。 

     木險博物館原為「苗栗木險藝術展示館」，是臺灣省政府時期建設廳

為推廣木險藝術，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破土興建；本館隸屬於苗栗縣立文

化中弖，為臺灣地區唯一以木險為專題之公立博物館。建館目標設定以三

義木險精品為主，兼及於臺灣木險之蒐集保存、典藏、展示、研究、推廣，

透過博物館之設施與營運，以達到溝通、教育，增強資訊、與旅遊休憩等

多元性功能。 

     木險博物館展覽空間分為一館及二館。展示主題包括木險藝術概說、

鬼斧神工中國造像、南島民族木險、三義木險源流、建築與家具、木險藝

術(邀請展 1)、寺廟宗教、面具館、多媒材藝術(邀請展 2)、木險藝術(邀

請展 3)等十部分，於二 OO 三年五月完成典藏、維護庫房之擴建，增闢木

險教學、展示、圖書資料室等空間，藉此，以發揮博物館研究、推廣之功

能，將木險之美具體呈現，讓觀眾對木險的應用與藝術獲得完美的體驗，

促進台灣地區木險藝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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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來館內計畫分期陸續完成館前的木險庭園景觀與典藏、維護庫房

之興建，並藉活動的開展，提昇地方木險藝術水準，以宏觀視野進行館際

交流合作，使木險博物館更具國際水準的產業文化博物館之理想。 

三義體驗 DIY 業者 

 山板樵臉譜文化生活館 

       臉譜文化生活館前身本為一成立十餘年之木險工作室，在民國 88 年

轉型為以木險創作教學為旨的農場，因館主林文源與彭妃玉夫婦，對京劇

臉譜藝術情有獨鍾，並多年潛弖研究與描繪；遂將原為木險初學者必學的

險刻技巧，轉化為適合大眾、親子即興彩繪，簡單有趣的創作教學活動；

從臉譜彩繪、相思藍衫情掛飾彩繪創作至接受訂作個人化陶土塑像和各類

媒材畫像、木匾都有；以提高大家對於木險多元藝術的興趣。 除此之外，

山板樵農場內大量復育各類生態動植物，偌大的農場充滿田園風光；使來

訪的朋友，盡情享受山野自然之美；並可嘗詴親手烘培美味的『香草餅

乾』，再加上一壺香草茶與咖啡，一個舒爽的下午茶時光便於焉展開 ... 山

板樵農場不僅提供客家美食餐點、清新雅房民宿，還可在農場內露營、體

驗農家生活、觀察生態 … 等活動，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生活體驗感受的

農場。 

 本木工坊 

       苗栗三義本木工坊於民國 92 年元旦創立至今，將近有五年的歷史，

過去是一處結合民宿與工藝教室的園地，於 97 年 7 月搬到目前三義鄉龍

騰村的新址。本木工坊新教室目前沒有民宿的服務，而單純以教做木險

DIY 為主。 

本木兩字有往下紮根推廣木險之意。苗栗三義木險工藝家林進昌專事木險

創作至今十餘年。眼見師承工藝將走入歷史，為了讓年輕人也可以喜歡上

木險工藝，因此當初設立民宿時即以工藝家的一日生活為主題，希望讓更

多人能接觸工藝，喜歡工藝。 

山林裡的樹木總是默默佔據一方進行著氧氣和二氧化碳的交替活動，光合

作用無聲無息的運行，那些千變萬化的枝幹型態，說明了樹木的思考方

式，本木工坊的木險創作將樹木中的「枝幹」，變化成一個個吸引人的創

意，但是透過了工藝家與生俱來的一雙巧手，不會動的樹枝幻化成一隻隻

活靈活現的小動物。 

坊主利用山中枯枝、樹幹，經由他的巧思創意，像魔法師一般，每個樹枝

經過他的雙手，都重新賦予了生命。一件件活靈活現的小精靈，有的拉小

提琴，有拉大提琴、有鼓手、有指揮家...等等，不同的樂手，合組一個大

樂團。 

     為了推廣這樣的創意，本木工坊坊主把它設計成木險 DIY，使一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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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也都能輕易地製作這種森林中的小精靈。苗栗三義本木工坊是一個森林

手作工藝學園，您也可以跟本木一起，將大地最自然一部份，創作出屬於

自己的小精靈，組成夢想中的森林公園。 

 結束民宿的營業項目後，目前本木工坊教室新址就位於勝興車站與龍

騰斷橋的交通動線上，非常方便訪客的停車，教室旁就是停駛的舊山線鐵

道，望向遠方是一處處青山環繞田園的美麗景色，由於教室容納量的增

加，已可改善過去民宿時代只能容納 50 人的缺點，而可以同時容納 120

人，讓更多對木險 DIY 工藝、木險作品有興趣的朋友能同時進行一場充

滿創意樂趣的木險工藝之旅。 

 丫箱寶 

       雙峰木鴨工廠創立於西元 1963 年 (民國 52 年) 原為生產木彫人像、

木鴨、水鳥等產品,外銷美、日、歐洲等國,產品甚獲好評,近年來因環境及

時空之變遷,自西元 2002 年 (民國 91 年) 起改變經營方針,並由國內知名

的觀樹教育基金會的大力協助及規劃下將佔地約二千五百坪的廠地予以

整理,重新出發,優雅的環境可作為機關、團體休閒、親子活動及學生校外

教學之優良場所或民眾參訪三義木險的景點之一,真誠相邀到三義丫箱寶

彩繪出屬於您自己的作品,嘗詴新體驗。 (可同時容納 DIY 人數 240 人) 

 春田窯 

       春田窯座落於苗栗縣三義鄉雙潭村境內，一個清幽與世無爭的田野

間，1970 年到 1990 年間是苗栗裝飾陶瓷業鼎盛時期，春田窯就是在 1985

年那期間成立，但好景不長勞工意識抬頭，台灣密集勞力工業沒有辦法長

久生存，也就不得不在成本壓力下投降，1991 年開始力圖轉型休閒產業，

窯主開始規劃異於一般傳統窯場的景象而成立如今的春田窯，它是一座用

木柴燒的窯，主人是個純樸的陶藝家，個性開朗好客，由於這樣而吸引了

數十位一樣愛好柴燒的陶藝家，聚集在春田窯的窯場研究切磋，組織成員

分散遍佈於台北、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嘉義等

地。 

          其中約有三分之一成員為聯合大學陶瓷系畢業之校友，期望能藉以不

斷展出的機會向各方陶友請益，並能將陶藝文化之美發揚光大，因窯場內

設備有陶藝教室、客家風味餐、咖啡館等設施方便大家娛樂與民生所需，

近年由於資訊傳播快速，更是很多愛好陶藝文化的民眾朋友們攜家帶眷到

此一遊，窯場兼具了鄉土味的特色，大部分餐飲都是自給自足、青菜蔬果

自己栽種，用的是自產有機肥沒有農藥之慮，可以讓遊客玩的開弖、吃的

安弖、更覺得貼弖。 

 發現之旅 

    生態野放區：園區裡任由印度藍孔雀、家兔、迷你兔、鴨群們自由地

遊走，更是少不了獨角仙、鬼豔鍬型蟲、各式天牛等昆蟲。 2.餐飲區：

客家菜、擂茶、咖啡、各式飲料、餐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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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芬多精古道：沿路上有多種樹植物，備具教育意義。 

 賞螢區：每年 3 月中旬螢火蟲季節，本園更可感受到天地之間皆是星海，

讓您眼睛為之一亮。野炊營地區：園區內更有多處營地，讓喜好露宿野外

的朋友享受到大自然。精油提煉區：提煉檜木、樟腦油等精油。 

三義民宿業者 

   本專案所搜集的三義地區民宿業者共計 29 家，民宿設施的房間數從僅有一個

房間到十五間不等，帄均房間數約為六間。房間的住宿價位隨房間大小、服務及

民宿設施裝潢等優劣，從最低的一千元至最高的六千八百元變動。民宿業者的網

站設置與網頁軟硬體維護皆委託外部民間業者經營，主要的服務廠商有美美美民

宿網、鼎盈資訊科技、大台灣旅遊網、易利華科技及新視野網站等網路服務公司，

詳細資訊如表二所示。由於三義鄉境內大部分為低陵起伏的丘陵，地形呈一長方

盆地，且山多田少，因此境內民宿主要分佈於苗 130縣道及舊三線鐵道兩旁為

主，少部份座落於台 13線道廣盛村附近，詳細民宿位置圖如圖二所示。三義民

宿業最特別的是經營業者很團結，業者借著參加三義鄉休閒農會、三義觀光文化

發展協會等組織，常常聚會分享彼此經營弖得，以提昇顧客的服務品質。某家客

滿也會幫忙介紹至其他家，是一群很用弖，很有人情味的民宿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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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三義民宿業者相關資訊表 

編號 民宿名稱 經營者 房間數 參考房價 網站委外廠商 

1 馨雅民宿 房李梅英 3 間 2000 ~ 2500   

2 向陽田園 吳翌如 10 間 1800 ~ 2300 美美美 

3 藏山會館 翁士賢 5 間 1800 ~ 2200   

4 福田瓦舍 廖添進 8 間 3000 ~ 3000 鼎盈資訊科技 

5 逸悅山莊 林崇斌 4 間 3000 ~ 4000   

6 久松客棧 羅貴美 4 間 1800 ~ 3200 鼎盈資訊科技 

7 福軒養生館 鍾政良 7 間 2080 ~ 5600   

8 半山腰農莊 吳揚文 1 間 1500 ~ 2000   

9 野薑花森林坊 黃吉盛 3 間 1200~3000   

10 柏竺山莊 徐秋菊 4 間 2800~6000   

11 峰州小木屋 陳瑞源 13 間 1000~1500   

12 同弖園民宿 江碧珠 5 間 3500~5000 美美美 

13 雲洞山莊  湯志清 15 間 2300 ~ 6800   

14 黃石山莊 黃紹雲 5 間 3500 ~ 6000 大台灣旅遊網 

15 五福山莊 吳秋紅 4 間 1600 ~ 2000   

16 石濤園 林超然 2 間 2000 ~ 6000   

17 卓也小屋 卓銘榜 4 間 2500 ~ 3200 
易利華科技 

美美美 

18 禪之宿  范活全 5 間 3000 ~ 4000   

19 愛面子民宿  林文源 7 間 2000 ~ 3200 美美美 

20 幸福村民宿 郭文昇 4 間 2200 ~ 4000 大台灣旅遊網 

21 慕哲哈比屋  江秋滿 8 間 2400 ~ 3000 
台灣旅遊通 

美美美 

22 炭鄉八八 林德鈞 9 間 1500 ~ 3500 大台灣旅遊網 

23 館前雅築 陳瑞龍 2 間 2000 ~ 2500   

24 田媽媽民宿 劉政達 11 間 1000 ~ 1900 美美美 

25 賴著不走 林宸緯 2 間 1200 ~ 1600  

26 四季民宿 陳金輝 4 間     

27 悅貓菊色森林 陳耿彬 4 間   美美美 

28 喆娟夢田 邱喆娟 6 間   新視野網站 

29 白石美術館民宿 林定義 3 間   美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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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三義民宿業者位置圖 

(2) 小民宿大管家聯盟營運模式 

透過文獻中了解台灣地區整體民宿產業概況，並針對苗栗三義地區的民宿現

況做深入的了解，訂立明確的專案目標，召開業界專家座談會，依照產業分析的

方法，為此產業找出未來的願景與發展動向。透過與業界專家們做交流與資訊的

分享，以獲得雙方之間的共識。隨後將蒐集來的相關資料做分類，透過分析與討

論相關的文獻資料，將關鍵成功因素分為消費者弖中期望的關鍵因素以及業者經

營的關鍵成功因素兩大類。 

由於有關策略聯盟之分類及型態，每個學者均有不同之主張，因各學者從不

同的角度分類，故類型繁多。根據國內外多位學者對策略聯盟的定義，蔡鳳薇（民

92）、陳佩芝（95）加以整理歸納後，將策略聯盟的特徵分為成本、資源、資訊

科技、知識、形象和優勢六方面。主要特徵在於降低成本與投資風隩；資源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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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享；資訊科技技術的流通；組織的知識分享；組織資訊交換的循環過程；塑

造強而有力的企業形象；為共同的策略目標而努力；優勢地位的建立，透過契約

關係，相互支援，獲取競爭優勢的地位。賴育珊 (民91) 之研究以探討聯盟成員

合作時「有無涉及股權」以及「層級控制程度」是否會影響合作關係的品質為主

題，依聯盟之股權與層級控制程度，將聯盟組織間合作分成對等股權投資(equal 

equity investment)，不對等股權投資(unequal equity investment)、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及契約聯盟(contractual alliances)四種型態，本專案以輔導三義民宿業者

以對等股權投資方式共同成立新公司，成員間彼此投入相同的股權，以及較長的

承諾期間。 

本專案經過與三義地區民宿業者初步訪談的結果，針對現有民宿經營上的

現況，發展出可振興三義地區觀光休閒產業的創新營運模式。此模式首先針對現

有民宿系統價值鏈上，營運較無效率的過程，無法達到規模經濟的事務，導入專

業技術與人力資源，成立「大管家」有限公司，借助擅長觀光休閒產業的經營團

隊管理，提供小型民宿業者所需的網路資訊帄台、客房整理與整頓、外部環境清

潔與整理、地區深度專業解說員培育與訓練、無縫橋接旅遊服務等有關民宿經營

上所需資訊流、產品/服務設計流、資金流、金流、服務流及物流之支援與服務，

將觀光休閒服務流程標準化與專業化，提昇三義地區民宿等觀光休閒業者的服務

水準與品質，建立三義觀光休閒產業的口碑與形象，以吸引台灣及國際愛好苗栗

文化與體驗旅遊的遊客。此舉不但可提昇觀光休閒產業的資源投資效益，並可帶

動三義地區青年回鄉就業與創業，連帶促進整體觀光休閒產業的發展，營運模式

概念圖如圖三所示。 

 

圖三 營運模式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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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上述營運模式能夠成功營運，首先需要說服民宿業者建立以民宿價

值鏈特定活動為基礎的同業策略聯盟，由「小民宿」業者聯合籌資成立「大

管家」有限公司，成立董事會並聘請專業經理人擔任總經理經營與管理公司

的所有營運事務。民宿產業價值鏈可區分支持性活動與基本活動，各活動間

相互關係，如民宿產業價值鏈概念圖四所示，各活動所創造之價值說明如下: 

 

 支持性活動 

1. 旅館規劃與興建 

     民宿業者經由市場調查、資金評估及經營型態的考量後，更進一步了解

基地、環境、都市計劃及公共工程的立地條件。也包括旅館經營類型的選擇、

旅館外觀設計、房間坪數的規劃、裝潢風格的選擇和實際的施工。 

 

2. 人力資源管理 

     透過內部完善的人力資源管理，即可得知現有的人力情形，若有缺少即

可快速的招募員工，以及給予員工適當的教育訓練等。由於民宿業屬於勞力

密集的服務產業，所需要的人力資源眾多，相關服務人員的召募、在職訓練

或建教合作等人力資源管理能力是攸關民宿業者成經營成功與否的關鍵資

產。 

 

 

圖四 民宿產業價值鏈概念圖 

3. 研究與開發 

    透過標準化的經營管理、操作程序和服務，進行聯合經營的企業。藉此

達到管理技術的取得、情報的蒐集、訂房系統的連線、以及企業形象的維護，

使投資收益極大化，確保競爭的優勢。 

4. 採購驗收 

  包括貨品的尋找、篩選、購買、收發、儲存和使用等。在採購流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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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頇經過驗收才可入庫。 

 基本活動 

1. 資訊系統 

(1) 民宿小規模的經營模式，因此所有的行政業務都需自理，經營的壓

力上升，所以需要更有效率的處理方式。 

(2) 民宿業的空房率資訊不夠，促進預約網路的效率化，造成電腦的使

用增加。 

2. 人力資源 

    民宿業決定服務品質相當重要的環節，因此特別注重人員的培養及訓練。 

3. 客房 

  一般可分為普通客房、甜蜜雙人房、四人套房等，提供顧客多種的住宿

選擇。 

4. 客房服務 

  指關於客房中的所有服務，包括內外清潔整理、提供顧客食物等。 

5.  行銷活動 

  主要為推廣業務所進行的行銷動作與促銷組合，包括特惠專案與聯合促

銷活動的設計、廣告的安排、公關活動的企劃和主題活動的構想。 

6.  契約業務推廣 

  指年度以前將民宿房間以較低價位批發給旅行業、旅遊承纜業、長假農

民業者或長期商務客源潛力之公司行號，以保持住房率之一定水準。 

7.  聲譽形象 

  民宿知名度與形象之建立，是顧客會考慮選擇該旅館的主要因素，因此

提升知名度與形象之建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價值活動。 

8.  最終整體服務 

  透過民宿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包括住宿、餐飲、購物、健身、洽商等各

種服務組合，以便進行整體民宿的服務整合。 

從上述民宿價值鏈支持性與基本活動可看出新創營運模式對民宿成功營運

的重要性，以這些價值鏈活動為基礎，設計的營運模式即為「小民宿大管家」之

主要精髓。根據此新創營運模式設計的策略聯盟組織方式與台灣現有之民宿策略

聯盟形式不同，是以民間業者「小民宿」利用共同投資成立「大管家」策略聯盟

公司，由此公司籌組與建立完整的專業服務與管理帄台，提供營運模式與整合媒

體行銷管道，結合地區業者間所擁有的人力、物力、財力及經驗等資源與能力，

以發揮相輔相成的功能，解決地區民宿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民宿聯盟公司主要的

服務對象分為消費者與民宿業者兩種。對消費者，主要是提供一個完整的資訊帄

台，包括：線上訂房、購物帄台等；另外對業者，主要是提供網業的資訊更新、

客房整理、人力派遣、商家代經營等。 

因此這個營運模式主要是以同時服務民宿經營者與消費者兩端而誕生，未

來若此新創營運模式順利套用於民間新創的事業體上，本專案團隊計畫以進新創

公司進駐本校育成中弖的模式，輔導與協助新創事業體在經營上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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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累積「小民宿大管家」之成功個案，此商業模式可移植至台灣其他縣市類

似產業，輔導具有休閒產業、民宿管理服務、網路整合行銷等跨領域整合專業人

才，新創「大管家」公司。 

本專案根據文獻回顧法蒐集民宿相關的資料與產業研究報告，透過文獻歸

類出民宿相關的成功關鍵因素以及消費者的需求關鍵因素，並以歸類後的項目為

架構與業界的專家進行訪談，經由與業界專家的座談中，找出三義地區民宿經營

者與消費者認知之間的服務缺口，隨後將服務缺口分門別類，並透過民宿業者在

實地經營的經驗中，選出執行較困難的項目，而「小民宿大管家」這個整合行銷

帄台就是為了要解決這些項目而孕育而生的，因此「小民宿大管家」主要的執行

目標分為以下三個階段：(1) 對外部消費者實施整合行銷，(2) 內部顧客(三義地

區民宿業者)之需求並統一管理(3) 三義地區民宿服務品質標準與認證，詳細執行

架構如圖五所示。本專案將首先對於前來遊憩的旅客做一整合性的行銷，並透過

提供新的營運模式整合三義地區的民宿業者，最後提供三義地區民宿服務品質標

準與認證，建立特色品牌。 

 

 

圖五 專案執行架構 

營運模式第一階段主要是針對外部的消費者做一整體的整合行銷，例如：

首先整合共同參與的業者所提供的資訊，建置一個公用的網路帄台、設置一個旅

客中弖或是當地特產的推銷中弖等，由於現今網際網路非常發達，為了讓更多的

旅客可以擁有更多的住宿選擇，許多的民宿業者幾乎都有自行建置網站，但是由

於沒有一個資訊集中的帄台，導致前來觀光的旅客除了自行去蒐集資料外就是靠

口碑行銷的方式，因此「小民宿大管家」當務之急就是先替合作的民宿業者建置

一個對外的窗口，讓消費者對於三義地區的資訊蒐集能更方便。 

由於目前本專案已完成第一階段對外部消費者實施整合行銷的計畫並且已

經運行中，未來將分別完成第二階段內部顧客(三義地區民宿業者)之需求並統一

管理以及第三階段三義地區民宿服務品質標準與認證，因此未來仍會持續進行。 

小民宿大管家 

(三義地區民宿 

聯盟服務帄台)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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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本專案根據執行流程圖規劃進行表三所列之工作項目進行，執行概況如下表

所示。 

表三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表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苗栗地區觀光休閒產業資訊收集： 

文獻收集 98/10-99/03完成收集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資料彙整與研析 98/12-99/04完成彙整與研析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研究範疇設定： 

產業生態環境掃描 98/12完成環境掃描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利益關係人確認 99/01完成確認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深度訪談籌備與舉行： 

聯絡與確認訪談名

單、時間及地點 

04-07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舉行深度訪談 07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深度訪談之訪談稿

編輯與編碼 

08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專家座談會籌備與舉行： 

確認專家學者與產

業業者 

08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確認座談會舉行時

間及地點 

08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舉行專家座談會 09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專家座談會之訪談

稿編輯與編碼 

09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資通訊技術(ICT)應用在觀光休閒之實例研究： 

相關案例探索 05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重要案例評析 06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行銷傳播方法(IMC)應用在觀光休閒之實例研究： 

相關案例探索 05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重要案例評析 06月研擬計畫 依規畫進度進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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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1. 確實作為目標業者與其他潛在利益關係人在供需帄衡與互利協調

下之協商角色合作配合之可能性。 

2. 透過產業分析技術，建議三義地區觀光產業的發展願景，提供業界

參考。 

3. 提供經營管理問題的相關解決方案與意見。 

4. 提供業界新的營運模式，藉此提高民宿業者之經營效益。 

5. 提供相關的資訊技術知識，提高民宿業者在網路上的網頁維護。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 

九月初三義地區六家民宿業者、二家DIY體驗業者及二家客家米食與糕

餅業者共計十家，每家以經營者個人名義出資十萬元，以合資策略聯盟方

式，向苗栗縣政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限公司。公司已

成立董事會及財務、行銷與管理三個部門，初期三個部門工作由業者兼任，

並選舉具有休閒產業及民宿管理服務等經驗的經營者擔任執行長，另自外部

聘請具網路行銷、整合行銷等經驗的經理人擔任顧問。公司已規劃成立實體

與網路銷售據點與帄台，開發客製化套裝行程，發展核弖產品與服務，創立

共同品牌，展示與銷售十家業者的相關產品與服務。本專案提供新的營運模

式給與相關業者做為新的營運事業體經營上的參考，預計未來產學之間的合

作模式會朝向進駐學校育成中弖的方式來進行。民宿業者全權經營新公司，

本專案團隊則從旁輔導與協助管理及網路資訊維護等後續階段性工作與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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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力投入配置 

本專案人力投入配置如表四所示 

表四 專案人力投入配置表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游文清 計畫主持人 
12 

(    15    ) 

專案統籌、安排進度、資源協

調及整合、個案訪談 

陳孙佐 共同主持人 
12 

(    15    ) 

專案統籌、資源協調及整合、

團隊的執行、個案訪談 

李志成 共同主持人 
12 

(    15    ) 

專案統籌、資源協調及整合、

團隊的執行、個案訪談 

陳伯涵 碩士工讀生 
2.5 

(    2.5    ) 

文獻蒐集與整理統整、 

協助資料統整 

周武賢 碩士工讀生 
3.5 

(    4.5    ) 

文獻蒐集與整理統整、 

協助資料統整 

許孟琪 大學部工讀生 
2.5 

(    2.5    ) 
文獻蒐集與資料整理 

郭虹吟 大學部工讀生 
6.5 

(    7.5    ) 
文獻蒐集與資料整理 

許文齡 兼任助理 
5 

(    6    ) 

協助資料統整、各項行政事務 

之執行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原專案規劃在工讀生聘用方面為經費64,000，由於剖析與蒐集資料的過程耗

時，因此提撥一部分的經費作為臨時人力的工讀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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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費動支表 

本專案經費動支表如表五所示。 

表五 專案人力投入配置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1.業務
費 

(1)人事費 112,000 100,320 89.57%  

(2)耗材雜  

  項費 
30,000 18,837 62.79% 

 

2.差旅費 58,000 11,252 19.4%  

3.管理費 0 0 0%  

4.研究設備費 0 0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伸) 0 0 0%  

小計 0 0 0%  

二、資本支出 0 0 0%  

小計 200,000 130,409 65.21%  

合計金額 200,000 130,409 65.21%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原專案規劃在工讀生聘用方面為經費64,000，由於剖析與蒐集資料的過程耗

時，因此在業務費方面的人事經費有做些許的重新調整，提撥一部分的經費作為

工讀生的工讀金。 

三、 成果產出情形 

(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主要的量化成果為，舉辦業界專家座談會將本專案構思的新營運模式

之概念與三義地區的民宿業者做一分享，並與業界專家共同找出經營上的服務缺

口，以做為「小民宿大管家」主要的營運項目。具體成果如下： 

1. 九月初三義地區六家民宿業者、二家DIY體驗業者及二家客家米食與糕

餅業者共計十家，每家以經營者個人名義出資十萬元，以合資策略聯盟

方式，向苗栗縣政府申請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小城故事」有限公司。 

2. 公司已成立董事會及財務、行銷與管理三個部門，初期三個部門工作由

業者兼任，並選舉具有休閒產業及民宿管理服務等經驗的經營者擔任執

行長，另自外部聘請具網路行銷、整合行銷等經驗的經理人擔任顧問。 

3. 公司已規劃成立實體與網路銷售據點與帄台，開發客製化套裝行程，發



28 

展核弖產品與服務，創立共同品牌，展示與銷售十家業者的相關產品與

服務。 

由於「小城故事」民宿聯盟新公司剛成立不久，公司所有制度與工作才剛開

始規劃進行中，「小民宿大管家」聯盟組織可能獲致的利益如增加來客數、促進

在地青年就業、塑造三義觀光形象及整合網路行銷帄台等尚未實現，因此許多聯

盟的成果無法立即見到成效並用「量化」的尺度來衡量。 

(二) 質化成果  

透過業界的訪談得知民宿的經營的困境其一為：來客數都集中於周末，因

此，民宿業者在面對突然其來的旅客，在營運上出現人力不足、周遭環境難維護、

客房整理應付不暇等困境，透過這些問題點的發掘，本專案構思出「小民宿大管

家」的新營運模式，這項營運模式產生的主要目的，即是為解決民宿出現的問題，

類如客房整理、環境整理等，未來透過這項新的營運模式，民宿業者在經營上所

遇到的困境與困難點，「小民宿大管家」都可從旁協助解決，讓民宿業者在經營

上可以無後顧之憂，最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旅客入住民宿後的整體感受與品

質。本專案的質化成果項目如下： 

1. 舉辦業界專家座談會，透過產業分析的方法，預測此產業未來的願景與

發展的動向，透過專家座談會，取得產業界與學術界的共識。 

2. 提升服務品質，剖析成功關鍵成功因素，透過與業界專家深度訪談，從

項目中找出符合此地區適用的項目，了解其達成的困難程度與重要程

度，以提升業者整體服務的品質。 

3. 提出新創營運模式，了解整個產業的營運方式，並蒐集相關的觀光資

訊，以及統整座談中所得到的業界訴求，提出一個新創營運模式，預

計藉此方案來解決業界訴求。 

4. 經由「小民宿大管家」新經營模式的實施，以合作聯盟模式，建立推薦

與品保制度，降低民宿業者營運成本，並增加消費者信弖與滿意度。 

5. 整合三義景點套裝行程(吃、住、賞、玩、買)，與民宿整合為完整旅遊

方案，設計不同套裝旅遊型式，以針對不同需求之客源，經由整合聯

盟合作經營，共享資源增加收入。 

6. 互動式之行銷模式，滿足業者零時差資料更新需求，主動貼近顧客，達

到隨時行銷，活動同步，以切合市場需要。  

7. 提供更多旅遊資源與行程訊息選擇，並能自由選擇。 

8. 不同類型屬性的消費者都能找到滿足需求的行程安排。 

9. 節省時間成本及享受低於市場價格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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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比較 

預定計畫成果 預估期末達成情形 差異說明 

提出新的營運模式 已提出「小民宿大管家」的營

運模式 

無 

 

促進在地青年就業 

已成立資本額壹百萬的新創

公司，未來將以建教合作及新

聘方式，提升觀光休閒科系畢

業生就業率 

新聘專職畢業生暫無需求，擬

先聘請觀光休閒科系學生。 

整合網路行銷帄台 增加三義地區觀光休閒顧客

人數  

新公司網路行銷帄台已有書

臉及部落格部份，網頁札規劃

建置中，功能欠缺 

塑造三義觀光形象 增加整體顧客滿意度 新公司組織功能尚未發揮，尚

無調查資料 

 (四) 未來擴散效益 

   本專案以建立策略聯盟方式成立以「小民宿大管家」營運模式的新創公司，

未來在台灣民宿產業可擴散的效益如下： 

1. 透過市場成功經驗擴大業者參與，累積「小民宿大管家」經營模式之

成功個案，此商業模式可移植至台灣其他縣市類似產業，具有從區域

性發展為全國性服務的潛在效益。 

2.  新設之「大管家」公司可擴增大專休閒管理科系畢業生就業市場，培

育休閒產業、民宿管理服務、網路整合行銷等跨領域整合人才，吸引

年輕人口回鄉就業。 

3. 「大管家」經營模式的推廣可以結合休閒產業、發展觀光，提昇整體

服務品質，衍生出另類的效益。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本專案以三義地區具有特色的民宿為研究標的，進行區域內觀光休閒產業的

商管探索性研究。將三義現有的地方政府與觀光協會組織、民宿業者、三義木險

產業、體驗 DIY 業者等利害關係人做一個整合性的結合，透過與三義地區的地

方觀光組織與協會等前述業者進行深入性的訪談，詴圖從中了解三義地區觀光休

閒產業目前所面臨的發展困境以及找出產業轉型的契機。在專案執行中所遇到的

困難如下： 

1. 由於參與的利害關係人立場與需求互異，難以整合各方的需求，說服相

關業者參加聯盟組織過程緩慢，影響專案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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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策略聯盟方式成立合資公司，對三義地區民宿業者尚屬首創，由於無

標竿學習對象，業者對新公司營運弖態保孚，資本投資金額不足。為降

低公司燒錢速度延緩新聘專職幹部，各項企業功能皆以業者兼職方式推

動，影響新公司營運活動推展進度與帄台服務效果。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本專案最後以三義地區具有特色的民宿為主要研究標的，進行區域內觀光休

閒產業的商管探索性研究，是統合本校管理學院資訊管理系與經營管理系三位老

師三個不同性質的計畫而成，最後確定的計畫目標及內涵與當初三位老師各自提

出之商管產學橋接計畫不同。因此在對三義地區民宿等不同利害關係人進行整合

性溝通結合之前，本校三位主持人已經進行跨領域相互盤點彼此的知識與專長。

由於以前彼此沒有合作的經驗，不熟悉各自所具有的研究資源與能力，因此在專

案執行中，需要較長的時間進行溝通、協調與謀合，影響專案計畫的執行成效。

建議爾後商管產學橋接專案在計畫書申請與審核時，應挑選及通過符合當次商管

產學橋接專案計畫目標與主題為主的計畫，較能發揮整體產學合作的績效。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本次商管產學橋接計畫聯合全國北中南東各區域學校共同參與，希望發展屬

於商管院系產學合作模式，以商管院系師生的核弖能力，協助台灣中小企業解決

所面臨的營運問題，立意屬首創但要發揮整體綜效，仍有許多改善的空間。 

1. 由於各校商管院系所擁有的核弖資源與能力有差異，加上事前對計畫執

行目標等瞭解不足。各校所提出的計畫性質互異，雖然都可算是商管領

域範疇，但實質差異仍大，難以發揮整體效益。建議應先確定專案主題

與範疇，再邀請相關專長領域院系老師參加較佳。 

(四) 執行弖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札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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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IC設計業A公司產學技術移轉機制之改善 

主持人：林君信 執行期間：99年7月1日至99年12月31日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V 商 品 化:   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V有:  A公司                                          

一、專案目標 

本專案想針對技術移轉機制以及技術移轉的訂價模式進行研究，首先找到願意

配合的A公司來研究，A公司為知名之IC設計上市公司，為維護公司機密資料不

致外露，我們取得此公司同意全面以A公司為代稱。A公司有許多與交通大學合

作之產學合作專案，我們以最近剛完成之技術移轉專案產生之問題當中最主要

的部份作為案例來進行分析研究。 

 

二、執行架構 

Step1:找出研究動機與目的 

Step2:界定研究問題並選定研究方法 

Step3:進行文獻探討及資料彙整 

Step4:選定個案的研究標的(A公司)並進行(a) 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與(b)技術

移轉的價格模型 

Step5:研究發現 

Step6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三、執行情形說明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張錫嘉教授為本專案共同主持人，協助本專案工作之進

行；主要負責提供IC 設計業之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移轉經驗，並收集相關資料、

聯絡安排業者訪談。商管學者則具有財務分析背景改善現有技術移轉模式，建

立有效管理機制，並提供技術移轉價格訂定的方法，保住研發成果效益，商管

學者與工程技術學者合作形成團隊，進行跨領域整合，共同解決問題。 

本專案共同主持人張錫嘉教授具有實際技術移轉經驗，其所屬交通大學電子系

李鎮宜、張錫嘉教授研究團隊除得到國科會2007年「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2008

年「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2009年「績優技術移轉貢獻獎」，2009年11月更獲

得98年度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團體獎」等肯定。張教授先後擔任新宏電

子與旺宏電子等公司之技術顧問，對產業生態的瞭解以及長時間思考技術移轉

等相關問題，將對本專案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A公司已經安排董事長特別助理A先生作為聯絡窗口，負責訪談工作的安排與進

行，A先生同時也是技術移轉工作主要人員，相當有經驗與了解整個機制，這對

研究進行相當有幫助，A先生表示公司樂意配合研究，只是特別強調在半年至一



年內一定要嚴守保密承諾，避免競爭對手取得任何訊息，猜出研發動向。 

 

四、預期效益 

本研究主要在改善現有技術移轉方式，建立有效的技術移轉機制，並針對技術

移轉價格訂價的模式進行討論。此外，也希望更進一步延伸應用於其他A公司的

專案，甚至應用於整個IC設計產業。 

預期效益分下列幾方面： 

1. 技術移轉機制的改善 

 完善的技術移轉機制不論是對學校或是對公司雙方都能夠有依循的準

則。 

 此外有助於雙方快速聚焦於彼此協調之內容，免除無謂的交易成本。 

 亦可讓學生有效就業，學以致用，發揮專長。另一方面，公司也快速

取得所需人才。 

 公司取得教授研發新訊息，快速朝向正確方向，避免摸索時間的浪費。 

 科技產業皆是在與時間賽跑，健全的技術移轉機制將使公司可快速取

得教授研發技術，領先國際競爭對手，帶動產業良性循環，促進經濟

加速成長，貢獻很大。 

2. 反應所移轉技術真實價格 

 目前非專利技術移移轉的談判若無明確的技術價值定位，則僅考慮授

權者研發成本而低估授權價格及其反饋效益。 

 本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的直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50%為60萬新

台幣。 

 本產學接橋計畫以此個案為例將此技術移專機推展到相關IC設計產業

的產學授權合作當可提升50%的效益(約為1,200萬)。民國99年度本校某

學院與IC設計產業的技術授權金額約為2,400萬，若引用此技術移專機

制保守預期可提升50%，將可達到一年度3,600萬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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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國家每年投入大量的研究經費後常常要問的問題就是國家得到了甚麼？是

否得到該得的及應得的成果？因此管理機制非常重要。技術的授權模式可分為專

屬授權與非專屬授權兩種。所謂專屬(exclusive)係指技術的研發者只能授權給單

一方，使其享有行使技術的權利與地位，且不得再授權給他人。而非專屬

(non-exclusive)授權則是指技術的授權者可就相同授權範圍，仍保留再授權第三

方行使的權利。就技術移轉及授權者的觀點來看，當然希望能將同一技術多次移

轉及授權，並收取高額的報酬，但相對於被授權者則希望能夠擁有專屬技術的權

利，避免他人能有同樣的技術進行商業競爭。這其中除了牽扯價格的制定之外，

技術的商業佈局又是另一種衝突的產生。技術不是要靠完全的保護才能達到最大

利益，商業上時常透過交換技術的方式達到最佳利益組合，交互授權

(cross-licensing)是有存在的事實。另一方面，為了制定業界標準，將部份專利技

術放棄保護也是有可能的，因此這是大學技術的不明確之處，完全必頇透過技術

交易對象才能判斷(周延鵬，2005)。 

本專案想針對不可申請專利的專案這部分的技術移轉機制來研究，首先找到

願意配合的A公司來研究，A公司為知名之IC設計上市公司，為維護公司機密資

料不致外露，我們取得此公司同意全面以A公司為代稱。A公司有許多與交通大

學合作之產學合作專案，我們以最近剛完成之技術移轉專案所產生之問題作為案

例來進行分析研究。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一般來說，智慧財產可分為兩類，分別是技術創作(technical works)與著

作創作(creative works)。技術創作通常包含科學、工程、與技術性質方面的

智慧財產，例如：可專利化與無法專利化的發明、裝置、機器、處理程序、

方法與構造；電腦軟體；以及大學的知識典藏。而著作創作則包含藝術性、

學術性、教學性、評估性和娛樂性的智慧財產(Keith Eugene Maskus, 2000)。

其中，技術移轉(technology transfer)可歸類於技術創作中可專利化與無法專

利化的發明之一。技術移轉的內容包羅萬象，根據Mansfield(1975)對技術移

轉的定義整理如下表一： 

 

表一、技術移轉的定義 

劃分根據 類別 定義 

觀念 

垂直移轉 技術的傳遞是從基本研究至應用研究、產品 

開發，再至實際生產一系列過程。 

水平移轉 某一地或組織的技術移轉到另一地或組織使 

用的過程。 

移轉範圍 一般技術 泛指工業或貿易上普通知識或技巧，例如： 



管理、行銷、財務及各個產業均可適用的一 

般性產產原則。 

系統專門技術 關於某一個別產業或特定產品的生產時，所 

需的知識或技巧。 

企業專門技術 個別企業根據其對於生產、市場環境、與經 

營者觀念有獨特的經驗與見解。所發展出來 

的生產與管理、行銷方或，這種技術特別的 

是並非源自於產業或產品的差異所發展出來 

的。 

移轉層次 

物品移轉 出口某項新原料或產品到另一個國家。 

設計移轉 設計及藍圖的移轉，並輔導接受技術的廠商 

具有生產產品的能力。 

能力移轉 使接受技術的廠商具有修改所引進技術的能 

力，以適應當地環境。 

 

除了技術移轉的內容多元外，技術移轉的合作情況也可分為很多方式。

Contractor and Lorange (1988)提出了兩種極端的合作方式外(一方面是完全的

併購，另一方面則是以合作契約為主)。除此之外，其中還有十分多樣的合作

方式，包含了技術訓練／開始營運援助協議、專利授權、生產／裝配／購回

協議、加盟、Know-how 授權、管理／行銷服務協議、無權益合作的協議、

權益合資。學校將技術移轉給產業的因素包括(1)有助於將學術上的發現商品

化、(2)與產業接軌、(3)招聘優良的師生、(4)促進經濟成長、(5)創造收入…

等。但學校與產業兩者間有著文化差異，透過契約的訂定能有助於短期雙方

的合作，更進一步促成長期合作關係的維持。Hagedoorn, Link, and Vonortas. 

(2000)指出研究夥伴的關係正式建立時是指雙方在合作上的型式牽涉到權益

合資或是以契約約定的方式。合作方式對於移轉價格的補償的方式也會有所

不同。契約中應包含雙方要協商的實質財務相關的條款，同時也列出其他可

能引貣爭議的非財務相關條款。 

學校與產業兩者間技術移轉的授權必頇建立在雙方具有商業化且新而

實用科技的共同目標與意圖下。學校期望發展出能夠增進社會大眾福祉的科

技，並吸引到產業界的贊助，與產業的接軌更為緊密、招募夠優良的教師與

學生，更進一步增加學校的收益。但在達成這些目標時，學校與產業都會因

為自身的需求而受到限制。因此，瞭解雙方的需求與需要是必要且關鍵的。

透過契約的表達能夠有效的規劃及建構協商的程序，並確認雙方的需求及需

要，以達成技術移轉的授權增進雙方長期合作的機會。故建立一套良好的大

學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以及攸關於產學雙方利益的訂價模式不論對學校或

產業來說都十分的重要。 

 



(二) 研究方法 

包含執行詳細流程圖與說明 

本研究的研究流程如下圖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界定研究問題/
選定研究方法

文獻探討及資料彙整

選定個案的研究標的

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 技術移轉的價格模式

研究發現

研究結論與建議

 

圖一、研究流程圖 

 

專案對象選擇標準 

本專案係針對技術(專利)商品化流成以及技術移轉的訂價模式進行研

究，首先找到願意配合的A公司來研究，A公司為知名之IC設計上市公司，

為維護公司機密資料不致外露，我們取得此公司同意全面以A公司為代稱。

A公司算是新近成立的IC設計公司，擁有專精的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及週邊

應用系統設計的研發中心，主要致力於快閃記憶體控制晶片完整技術的開發



與提供以及各種快閃記憶卡技術服務的諮詢。 

A公司在2001年所推出的產品不但在IC設計技術上有著領先的優勢，在

市場上對於應用產品新概念的形成與生產過程也具有主導地位。A公司目前

在IC設計產業中具有高度的競爭優勢，也積極參與國際標準組織的制定。 

 

(三) 執行結果 

根據執行概念以及研究方法，詳細描述專案執行過程、專案成果。其中，請

加以說明以下內容： 

（1） 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2）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 

 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 

各研究機構在技術商品化的實施過程，都未能有完整架構的提出。多數

的技轉部門主要工作為揭露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授權及主張權利等，另外

還有許多工作要借重外部專利事務所協助完成，特別是專利申請與獲得。目

前國內大學的專利的申請與管理權的責任，普遍多委由技術移轉中心相關單

位進行辦理專利申請工作。例如國立台灣大學的權責單位為「研究發展委員

會智慧財產權辦公室」；國立成功大學的權責單位為「技術移轉服務中心」，

而國立交通大學則以「研究發展處」為專責單位，若大學內無以上單位時，

多數大學會委由校內的「創新育成中心」或是「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辦理專利事宜，故各大學普遍都有辦專利事宜的實務經驗。 

國內多數的大學皆有訂立相關的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其

中也明確的訂立專利申請、維護、權益分配（含技術移轉）的運作規則，有

些大學也較為較細心的考量到申請外國專利應單獨提出審查的辦法。另外，

也有大學考量了授權移轉或商業化潛力、申請案與申請人研究計畫之關聯

性、申請案是否關係本校所屬專利之組合運用、校方申請經費預算額度…等

各項因素，而決定是否進行校內專利的申請，故在層次上除了有建立公平機

制的作用外，亦較接近政策規定的作用。然而，各研究機構在技術商品化的

實施過程，都未能有完整架構的提出。故本研究將提出一套完整且適用於各

大學的技術(專利)商品化的流程。 

 技術的訂價模式 

「技術」這項商品的價值，並非只有其實體上的價值，還包含了隱含的

價值。愈來愈多學校中的技術移轉中心被寄予能夠有超出支出的收益，或是

能夠達到財務自主的狀態。因此，在完成所有技術上的優勢、競爭潛力、策

略規劃以及保護性措施的步驟後，利潤分析是技術移轉決議中最為主要的評

估項目。技術移轉的雙方在協商(negotiate)技術價格時，必頇要進行來來回

回的議價，以得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價格。一般而言，學校在技術移轉

的授權交易中的需求較為制式化、可預測性較高；但對於不同領域的企業來

說，企業會因為其特有的文化、使命、目標及政策使得技術移轉的授權模式



而有所不同。也因此，技術移轉雙方在議價的過程中所重視的因素以及所採

用的訂價方式有所差異。 

所謂的價格是商品在市場當中真正獲利的所得部份，價值則是買賣雙方

對於商品的主關價值認定，若兩者相等，則視為是公平交易，若價格遠超過

價值，則買方會有受騙的感受；反之亦然。Contractor(1980)藉由雙邊獨佔經

濟理論(亦即經濟租)，來分析技術報酬金，經濟租是指某一物之報酬超過其

機會成本的部份也就是獨佔利潤。技術被授權者可以藉由技術移轉的交易提

升競爭能力、節省成本或是獲取更高的利潤；相對的，技術授權者(學校)藉

由技術移轉獲得報酬。下表二是針對技術移轉雙方（授權者及被授權者）與

其願意支付的最高及最低授權價格進行整理：特別的是被授權者對於授權技

術的定位於以往的技術移轉實例中較易被忽略，本研究透過與受被授權者的

訪談歸納被授權者是如何決定其願意支付的授權價格，首先使用此技術後獲

益的現值來定價，但是往往在資訊不對稱之下，被授權公司可藉由隱匿實的

資料來規避；再者，倘若技術不可取代性不高，被授權者會降將此技術市位

於「技術服務」，而願意支付的授權價格會考慮到自行研發技術成本的現值：

此外，被授權者定位「技術精進」是對於授權技術的需求可以在市場上找尋

最適宜本身未來推出的產品且以有助於品質優化的技術，則因此授權價格則

非自行研發成本可以比擬，也可提供夠更多的回饋效益於技術授權者；最

後，技術授權者的效益極大化在於「核心專利」的技術不可取代性最高，因

此授權者優擁有絕對的談判優勢，還可以考量到未來倘若被授權者於專利侵

權談判獲利的乘數現值。 

 

表二、技術移轉雙方與授權價格的決定 

 授權者(由授權者估計) 被授權者(由被授權者估計) 

最高價格

的決定 

來自以下兩項中的最大值 

(1) 被授權者使用此項技術所

增加利潤的現值 

(2) 被授權者使用此項技術所

節省成本的現值 

來自以下四項中的最小值 

(1) 使用此項技術所增加利潤的

現值 

(2) 自行研發相似技術成本的現

值 

(3) 選擇最佳技術提供者的現值 

(4) 侵權成本或其他非法獲取技

術成本的現值 

最低價格

的決定 

移轉成本和機會成本的現值 授權者移轉成本的現值 

 

然而，技術移轉的交易取決局雙方的協議價格是否落在「價格談判範圍」

之內。而價格的談判範圍將由授權者和被授權者預估的最高和最低價格所決

定，如圖二，詳細的估計界限說明如下 (Contractor and Root, 1981)： 



 
圖二、技術移轉價格談判模式(Contractor and Root, 1981) 

 

由被授權者最高價格和授權者(學校)最低價格所形成的議價區間，可使

得技術移轉雙方進行協商，達成最終價格的決定。 

 

（2） 所提供解決方案 

 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 

本研究設計出一套大學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如下圖三，並將大學技

術(專利)商品化流程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進行說明： 

1. 發明構想揭露階段 

發明人在職務上或利用大學資源所可能獲得的專利發明，需向大學技轉

中心及時提交發明揭露。發明人即使於工作職務之餘所產生的發明，也應先

提出發明揭露。發明人應該填寫發明揭露技術表 (Technology Disclosure 

Form)，描述發明及包括其他相關事實，提交到技轉中心。技轉中心由發明

技術公開中，可瞭解涉及的發明人、贊助人、公開發表、公共領域等資料，

予以記錄，並保留技術文章、建議、摘要、先前技術文件，對發明揭露加以

登記。指定相關發明專業領域的授權者員進行處理。此後，該專案之專案專

員將負責此案的技術評估及技術是否可授權。發明的評估分為技術、法律與

市場三方面。大學在作技術與市場評估時，除與發明人等研商之外，也可由

技轉中心和智財顧問公司合作，利用智財顧問公司的關係和專業，協助市場



與技術分析，評估商業應用潛力，擬定技術移轉策略，及決定是否申請專利。 

2. 專利佈局階段 

由於專利申請費用和後續維護費用十分昂貴，技轉中心需評估該發明每

年的潛在價值或商業潛力，收入是否可達標準；或在此時能尋得有意願進行

技術授權廠商之贊助專利申請費用，再進行決定初步的授權策略及是否申請

專利。若大學決定不申請專利，則將發明放棄交還給發明人，發明人只要與

大學政策不相衝突，並且不違背研究計畫出資單位之責任義務，則發明人將

可自己尋求不同方式發展其技術發明。 

3. 技術交易階段 

與專利申請同步，技轉中心可進行市場開發，包括尋求對發明或是技術

之潛在被授權者或公司，分析銷售市場，確定商業利益及最佳授權策略。若

市場開發成功，授權專案專員將負責與可能的被授權者協商或談判，允許該

公司評估發明或技術。授權契約簽訂後，授權專案專員除監督契約的執行

外，並負責確認每年在會計年度結束前，所有應收取的權利金都需確實收

取。技術授權辦公室並根據大學相關規定，進行權利金的分配。 

研究記錄、技術揭露及登記建檔

市場調查、評估技術商品化的可能及可
授權的對象

專利調查並經委員審查是否申請專利？

研擬IP佈局及策略
並委託專利律師申請專利

開發可授權或技轉的廠商、協商並草擬
契約，最後簽訂（專屬/非專屬）契約

收取權利金或股權

評估績效進行利潤分配、
侵權監控及適時修正契約

編列預算、
IP年度維護

放棄

讓與發明人
或贊助人

否

否

發明構想階段

專利佈局階段

技術交易階段

圖三、大學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 

 

 技術的訂價模式 



經由技術移轉雙方談判之後，被授權者(公司)所願意支付的金額可視為

所移轉技術的價格。但是應如何評估技術移轉中技術產品的價格才不致於有

行無市或是物超所值、如何讓雙方的對價關係都產生均等的公平價值，傳統

可以由下面三個方向考量：(1)市場法－由買方心中真正願意支付的價格進

行評估、(2)收入法－由售價扣除成本，做為未來收益憑估的依據，再擬定

價格、(3)成本法－找出該產品的銷貨成本，以做為價格擬定的基準，或是

乘上一定的比率作利潤分享的額度。除了上述傳統的方法外，多位學者也提

出相關的訂價模型。 

1. Contractor(1980)提出的訂價模型： 

(1) 價格支付來自於八個項目的收入(RETit)。包含：前期或頭期的收入、權

利金、技術支援收入、其他特別服務的收入、接收者在股票上的付款以及股

利、所提供或接收的物料或產品的利潤或酬勞金、回報的價值(接收者的改

善或創新)、所節省的稅(如果必要)。 

(2) 將技術成本(COSTit)列入計算，共有五項分別為移轉成本，法律費用、

行銷支援費用、旅運及管理費、研發費用以及機會成本。 

(3) 合約期間，考慮淨價格的計算。 

可得技術貢獻的現值

 


 



 
























n

t
t

i i

itit

r

COSTRET

1

8

1

5

1

1

 

t：第t年 

n：合約期限 

r：折現因子 

透過Contractor (1980)提出的訂價模型可看出技術的報酬可由市場預估收入

以及成本自行計算出來之前題下，求得實際之技術之貢獻程度。 

2. Kaplan and Ruback (1996)提出折現現金流量法(Discounted Cash Flow, 

DCF) 

折現現金流量法是指假設移轉成本為零的前題下以現金流量折現，技術

移轉雙方均計算其投資此項技術的淨現值(NPV)。技術的接收者，將其技術

成本增加到淨現值趨於於零時，此項成本將是其所能負擔的最大值；技術的

提供者，由淨現值(是負值)再加此技術移轉獲取的利益，直到其淨現值趨進

於零時，此收益水準將是其所能接受的最低值。技術的接收者所能負擔的最

大值與技術的提供者所能接受的最小值之間形成議價空間。 

3. Bidault(1989)提出利潤分享法(UNIDO mode)。 

授權者從被授權者獲得營業利潤中抽取回扣 (Licensor’s share of 

enterprise profit, LSEP)當成其支付技術的權利金，而此項權利金約佔被授權

者營業利潤的25-50%。即技術移轉發生後，技術供給者通常會是將移轉後



技術接收者所得營業利潤25-50%，作為權利金。 

利潤分享法是目前最普遍使用的一種方法，但權利金在價金交涉談判時

並沒有一致的標準，且授權價格的合理性主要是來自雙方授權者與被授權者

在談判桌上雙方交涉所得。因此，權利金的訂定無法透過精確的數學公式進

行計算。為了避免雙方對權利金的價金部份無法取得共識，授權者可以參考

授權專家所認可的”可接受區間”，並仔細評估其相關因素，以確定自己授權

金額的合理範圍。 

4. 劉江彬與張孟元(2001)提出了技術與專利價值結構模型 

透過理論與實證調查，討論在進行技術交易或是專利買賣時，影響價值

評量的指標為何，以降低技術交易計價時的主觀認定或資訊不對稱的風險。

技術與專利價值結構模型認為技術與專利價值在評價時應該由「知識與技術

面、政策與法制面、商業環境與管理」三個不同的面向同時進行考量。以協

助無形資產在商品化的過程當中有所依循及參考。 

5. Richard Razgaitis(2003)提出了評等評價原則 

透過建立技術評等與評價原則的量表，找出該項技術適當的歸屬類別，

再依據其公開資訊建立技術交易的評等原則。因此，影響價格高低的評等量

表就是此一方法的關鍵。除了透過技術評等與評價原則的量表外，還要加入

(1)智慧財產權保護的周延性；(2)技術發展的階段；(3)預期被授權者未來可

獲得的市場大小及市場價值；(4)考量現有及未來可能的競爭性代替技術

後，此一標的技術創新價值的持續性等；(5)該項技術資產的風險評估。 

技術授權的權利金的訂價並無一定的公式可依循，如同許多授權專家所

言，「授權」行為的談判是現代商業活動中，碩果僅存的傳統討價還價之行

為，因此主要還是依循自由市場的機制，授權者與被授權者互相評估此技術

授權的價值與交涉協調的結果。本專案乃希望透過管理的角度建立客觀且可

行的授權移轉機制來評價授權價格的合理性，使其未來衍生的經濟效益最大

化有助於雙方建立彼此長期良好的合作關係。由於授權權利金定價的因素相

當多，主要仍為技術授權雙方對於此技術主觀價值之認定，因此如何評估此

授權技術的價格，讓雙方的對價關係產生合理可以接受的公平價值是相當重

要的工作。本研究將技術授權商品化的區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技術服

務；第二階段：技術精進；第三階段：核心專利；並繪製移轉技術評估流程

圖(下圖四)來說明。 

本研究將此移轉流程技術評估以分類樹狀圖(圖四)來加以說明此移轉

訂價機制的基礎核心，首先，針對被授權者(公司)對於授的權技術的需求

性，此一需求性可藉由被授權公司是否有急於將產品推入市場來區分，若被

授權者無藉由產品立即推入市場奪取市佔率的誘因，則被授權者(公司)會傾

向自行研發而不尋求外部協助，管理者可藉由內部資源的協調配置來取代額

外折衝的交易成本來降低成本。反之，由於產品的加速開發與上市有利於市

場佔有率的拓展與未來獲利的利基，則技術被授權者(公司)就有所誘因尋求



外部資源的協助，所有的技術移轉案例都是在此誘因之下進行，因此技術授

權價格如何定價就有所深入探討的必要性，技術授權的訂價則與技術的屬性

有蜜切相關。再者，技術的屬性是判斷技術被授權者(公司)對此技術的依賴

性，倘若此技術是無可取代的，則此技術就被歸類為「核心專利」，而此移

轉技術的定價就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技術授權者的最大獲利性也在此一

類。再來就針對此技術屬性再加以區分，則會雙方會關心技術移轉的價格和

自身技術研發成本的關係，倘若技術移轉的定價高於技術被授權者(公司)自

行研發的成本甚多，則技術被授權者(公司)會傾向自行研發，理由同上所

述。最後，移轉技術被授權者(公司)的研發成本過高，則會尋求外部資源如

學校的協助，在這樣的誘因之下又回到此一移轉技術本身的價值如何，又再

區分為兩類，「技術服務」、「技術精進」。此兩分類的差異在於技術精進

是能夠對於未來產品化有立即性的突破，技術服務則是技術被授權者(公司)

本身也可以做得到的只是委託技術授權者(學校)來進行，故此兩類的技術授

權價格也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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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 

 

以此A公司個案為例，技術授權者(學校)貣先於技術授權談判時定位為

技術服務類，並以該學院相關產學技術移轉訂價的標準的技術授權定價約為

一百二十萬新台幣，而後商管老師的參與並引入與利用技術授權檢查表如圖

五與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上圖四)來界定本授權技術的定位，透過評估技術

授權雙方的研發成本，還有此技術授權應為技術精進階段，理由在於透過此

一技術授權可以加速該被授權者(公司)的產品開發時程縮減，例如研發此技

術需時一年，則可減少研究人員的薪資及設備支出用於其他需要的地方進行

更有效益的資源配置。此外產品的運作品質有所高度提升以獲取利潤，故最

後協調談判的技術授權定價為180萬新台幣。本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

的直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百分之五十為60萬新台幣。故本產學橋接的利基在

於商管老師經由數次技術授權與被授權雙方密切的訪談與相關文獻的整

理，以技術移轉流程來定位授權技術的競爭條件以及市場的結構，並納入成

本節省與產業標準來評估此技術授權以協助技術授權者(學校)如何與被授

權者(公司)進行技術移轉訂價之談判。 



圖五、技術授權檢查表 

 

資訊市場的發展與創新相當快速，特別是在產學合作衍生性資訊商品更

是蓬勃發展，因此對於衍生性資訊商品的資訊內容與彼此的定位對於學界與

實務界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在真實的環境世界中，我們發現很少的市場符

合完全效率市場所建構的世界，一切都是那麼的有效率與資訊透明，那麼如

果市場是不完全市場，學界與實務界則必頇經由資訊的分享與交易的實行來

達成可能的最適效率化配置。本技術授權檢查表的意義在於資訊的分享。

Coase (1937)提及資訊成本對於交易發生的重要性。依循Jensen and Meckling 

(1976)所提出的代理理論概念下，產業界(代理人)有其市場規模擴張的需求

下，所以尋求學界(代理人)的合作，提供技術支援、技術精進或利服務等，

倘若產業界(代理人)對於自身的相關訊息的提供還存有道德危機，則勢必會

使得掌握技術(資訊成本較低)的學界會預期產業界(代理人)會做出不利於學

界(代理人)的決策(如：壓低價格)，而使得交易破局反而實際上要承擔得此

代理成本的是產業界(代理人)，更甚至於產品的發展時程落後所造成公司市

場價值的損失。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專案在未來是否將會持續進行?規劃為何? 

對此專案未來的規劃有二： 

1. 應輔導學校成立獨立的育成中心盈虧自負，並聘請相關人才，其中以技

術經理人的選擇最為重要。因為在授權中決定提出什麼樣的要求是一系

列的交換，透過學校專屬的知識來進行進一步的技術開發時，技術經理

人就有一個較為強勢的議價地位。 

2. 目前學校的授權多屬於技術服務及技術精進階段，由於一項技術的財務

與其所處的階段有者密不可分的關係，若未來能進入到核心專利階段將

有機會透過收取權利金或持有股票方式為學校帶來可觀的收入。此專案

的立意在於移轉機制的建立，有助於技術授權者的效益極大化；技術授

權者與被授權者能有進一步溝通彼此的角色，技術授權者可進一步的了

解被授權者的需求並協助解決問題，除了授權價格帶來的獲益之外，避

免技術授權者自行發展過多無實質效益的研究技術研究所產生的「沉沒

成本」。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次級資料蒐集 學校技轉的模式 

技術移轉機制 

技術訂價模型 

已將相關資料蒐集完

成 

無 



分析資料 將資料進行分析，並找出

異同點 

已將所需資料分析完

畢 

無 

訪談 訪談相關的專業人士以及

A公司的相關人員 

已訪談完畢 無 

技術移轉機制 期望建立完善的技術移轉

機制 

技術移轉機制已建立

完成 

無 

技術訂價模型 期望建立雙方都能接受的

價格 

技術訂價模型已建立

完成 

無 

設計解決方案 找出可行方案 已將解決方案找出 無 

報告編輯與撰

寫 

期末報告的撰寫 已完成撰寫 無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在商管學者尚未投如此專案前，授權者(學校)僅考慮單方面(自己)的成

本，該成本包含了投入的人力、物力及相關的資源。在商管學者投入後，授

權者(學校)的考量除了自己的成本外，也加入考量廠商所需耗費的成本，其

中又以廠商要將該項商品上市所需的時間壓力考慮在內。如此，授權者(學校)

在進行價格談判時將更能有效的將該項技術以合理的價格進行移轉。此外，

一套完整的技術(專利)商品化的流程以及商管老師的參與並引入與利用技術

授權檢查表與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來更能界定授權技術的定位，能使得技術

訂價有更為合理的依據，不再只透過單方面的議價。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專案想針對技術移轉機制以及技術移轉的訂價模式進行研究，首先找

到願意配合的 A 公司來研究，A 公司為知名之 IC 設計上市公司，為維護公

司機密資料不致外露，我們取得此公司同意全面以 A 公司為代稱。A 公司

有許多與交通大學合作之產學合作專案，我們以最近剛完成之技術移轉專案

產生之問題當中最主要的部份作為案例來進行分析研究。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張錫嘉教授為本專案共同主持人，協助本專案工

作之進行。協助提供 IC 設計業技術相關知識、技術移轉經驗、收集相關資

料、聯絡安排業者訪談。商管學者則具有財務分析背景改善現有技術移轉模

式，建立有效管理機制，並提供技術移轉價格訂定的方法，保住研發成果效

益，商管學者與工程技術學者合作形成團隊，進行跨領域整合，共同解決問

題。張教授已經累積相當多的技術移轉經驗與長時間思考相關問題以及對產

業生態的瞭解將對本專案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A 公司已經安排董事長特別助理 A 先生作為聯絡窗口，負責訪談工作

的安排與進行，A 先生同時也是技術移轉工作主要人員，相當有經驗與了解

整個機制，這對研究進行相當有幫助，A 先生表示公司樂意配合研究，只是

特別強調在半年至一年內一定要嚴守保密承諾，避免競爭對手取得任何訊



息，猜出研發動向。 

本研究成果進一步希望延伸應用於其他 A 公司的專案，更應用於整個

IC 設計業的專案或其他產業的專案，創造更大的貢獻。本專案將偏重在以

技術來源的學界之權益改善為出發點。未來研究將多找幾家公司為研究對象

或找另一家公司進行新的技術移轉機制作為驗證，作效益評估。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林子渝 研究助理 
56,000 

( 84,000 ) 

管科所研究生研擬研究架構訪 

談分析撰寫進度報告 

邱聖雄 研究助理 
56,000 

( 84,000 ) 

管科所研究生執行搜集資料分 

析聯絡訪談記錄撰寫 

何堅柱 研究助理 
40,000 

( 60,000 ) 

電子所研究生幫忙搜集產業資 

料連絡公司人員準備會議資料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無 

 

(九) 經費動支表 

 
 林君信老師  預算 

 累計核銷

(實際) 
 % 

 預計核銷總金

額(含已進用助

理之每月薪資)  

 % 

研究人力費 

主持人               -     -                           -  - 

專任               -               -   -                           -  - 

兼任    228,000 76,000 33.3% 76,000 33.3% 

臨時人力               -         76,000   -                           -  - 

小計    228,000 152,000 67% 76,000 33% 

其他業務費 300,000 2,947 4% 69,053 96% 

小計 300,000 2,947 4% 69,053 96% 

總計   528,000  154,947 52% 145,053 48%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由於還有多項單據缺少相關的證明，故尚未提出申報，本專案會如期將經費申報

完畢。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請依照（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



展之情形、（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

類，請放在 ( 5 )其他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二) 質化成果  

請描述未能以量化具體呈現之成果，並說明其效益及貢獻。並請依照 

（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與 

（4）所提供解決方案，若無法分類，請放在  

( 5 )其他。 

 技術商品化流程 

各研究機構在技術商品化的實施過程，都未能有完整架構的提出。多數

的技轉部門主要工作為揭露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授權及主張權利等，另外

還有許多工作要借重外部專利事務所協助完成，特別是專利申請與獲得。國

內多數的大學皆有訂立相關的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其中也明

確的訂立專利申請、維護、權益分配（含技術移轉）的運作規則，有些大學

也較為較細心的考量到申請外國專利應單獨提出審查的辦法。然而，各大學

在技術商品化的實施過程，都未能有完整架構的提出。故本研究將提出一套

完整且適用於各大學的技術(專利)商品化的流程。 

本研究設計出一套大學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如下圖一，並將大學技

術(專利)商品化流程區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分別進行說明： 

1. 發明構想揭露階段 

發明人在職務上或利用大學資源所可能獲得的專利發明，需向大學技轉

中心及時提交發明揭露。發明人即使於工作職務之餘所產生的發明，也應先

提出發明揭露。發明人應該填寫發明揭露技術表 (Technology Disclosure 

Form)，描述發明及包括其他相關事實，提交到技轉中心。技轉中心由發明

技術公開中，可瞭解涉及的發明人、贊助人、公開發表、公共領域等資料，

予以記錄，並保留技術文章、建議、摘要、先前技術文件，對發明揭露加以

登記。指定相關發明專業領域的授權者員進行處理。此後，該專案之專案專

員將負責此案的技術評估及技術是否可授權。發明的評估分為技術、法律與

市場三方面。大學在作技術與市場評估時，除與發明人等研商之外，也可由

技轉中心和智財顧問公司合作，利用智財顧問公司的關係和專業，協助市場

與技術分析，評估商業應用潛力，擬定技術移轉策略，及決定是否申請專利。 

2. 專利佈局階段 

由於專利申請費用和後續維護費用十分昂貴，技轉中心需評估該發明每

年的潛在價值或商業潛力，收入是否可達標準；或在此時能尋得有意願進行



技術授權廠商之贊助專利申請費用，再進行決定初步的授權策略及是否申請

專利。若大學決定不申請專利，則將發明放棄交還給發明人，發明人只要與

大學政策不相衝突，並且不違背研究計畫出資單位之責任義務，則發明人將

可自己尋求不同方式發展其技術發明。 

3. 技術交易階段之關鍵要素 

與專利申請同步，技轉中心可進行市場開發，包括尋求對發明或是技術

之潛在被授權者或公司，分析銷售市場，確定商業利益及最佳授權策略。若

市場開發成功，授權專案專員將負責與可能的被授權者協商或談判，允許該

公司評估發明或技術。授權契約簽訂後，授權專案專員除監督契約的執行

外，並負責確認每年在會計年度結束前，所有應收取的權利金都需確實收

取。技術授權辦公室並根據大學相關規定，進行權利金的分配。 

研究記錄、技術揭露及登記建檔

市場調查、評估技術商品化的可能及可
授權的對象

專利調查並經委員審查是否申請專利？

研擬IP佈局及策略
並委託專利律師申請專利

開發可授權或技轉的廠商、協商並草擬
契約，最後簽訂（專屬/非專屬）契約

收取權利金或股權

評估績效進行利潤分配、
侵權監控及適時修正契約

編列預算、
IP年度維護

放棄

讓與發明人
或贊助人

否

否

發明構想階段

專利佈局階段

技術交易階段

 圖三、大學技術(專利)商品化流程 

 

 技術的訂價模式 

「技術」這項商品的價值，並非只有其實體上的價值，還包含了隱含的

價值。愈來愈多學校中的技術移轉中心被寄予能夠有超出支出的收益，或是

能夠達到財務自主的狀態。技術移轉的雙方在協商(negotiate)技術價格時，

必頇要進行來來回回的議價，以得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價格。一般而



言，學校在技術移轉的授權交易中的需求較為制式化、可預測性較高；但對

於不同領域的企業來說，企業會因為其特有的文化、使命、目標及政策使得

技術移轉的授權模式而有所不同。也因此，技術移轉雙方在議價的過程中所

重視的因素以及所採用的訂價方式有所差異。 

價格是商品在市場當中真正獲利的所得部份，價值則是買賣雙方對於商

品的主關價值認定，若兩者相等，則視為是公平交易，若價格遠超過價值，

則買方會有受騙的感售；反之亦然。Contractor(1980)藉由雙邊獨佔經濟理論

(亦及經濟租)，來分析技術報酬金，經濟租是指某一物之報酬超過其機會成

本的部份也就是獨佔利潤。技術被授權者可以藉由技術移轉的交易提升競爭

能力、節省成本或是獲取更高的利潤；相對的，技術授權者(學校)藉由技術

移轉獲得報酬。下表一是針對技術移轉雙方（授權者及被授權者）與其願意

支付的最高及最低授權價格進行整理： 

表一、技術移轉雙方與授權價格的決定 

 授權者(由授權者估計) 被授權者(由被授權者估計) 

最高價格

的決定 

來自以下兩項中的最大值 

(1) 被授權者使用此項技術所

增加利潤的現值 

(2) 被授權者使用此項技術所

節省成本的現值 

來自以下四項中的最小值 

(1) 使用此項技術所增加利潤的

現值 

(2) 自行研發相似技術成本的現

值 

(3) 選擇最佳技術提供者的現值 

(4) 侵權成本或其他非法獲取技

術成本的現值 

最低價格

的決定 

移轉成本和機會成本的現值 授權者移轉成本的現值 

 

然而，技術移轉的交易取決局雙方的協議價格是否落在「價格談判範圍」

之內。而價格的談判範圍將由授權者和被授權者預估的最高和最低價格所決

定，如圖二，詳細的估計界限說明如下 (Contractor and Root, 1981)： 



 
圖二、技術移轉價格談判模式(Contractor and Root, 1981) 

 

由被授權者最高價格和授權者(學校)最低價格所形成的議價區間，可使

得技術移轉雙方進行協商，達成最終價格的決定。技術授的訂價並無一定的

公式可依循，如同許多授權專家所言，「授權」行為的談判是現代商業活動

中，碩果僅存的傳統討價還價之行為，因此主要還是依循自由市場的機制，

授權者與被授權者互相評估此技術授權的價值與交涉協調的結果。本專案乃

希望透過管理的角度建立客觀且可行的授權移轉機制來評價授權價格的合

理性，使其未來衍生的經濟效益最大化有助於雙方建立彼此長期良好的合作

關係。由於授權權利金定價的因素相當多，主要仍為技術授權雙方對於此技

術主觀價值之認定，因此如何評估此授權技術的價格，讓雙方的對價關係產

生合理可以接受的公平價值是相當重要的工作。本研究將技術授權商品化的

區分為三大階段，第一階段：技術服務；第二階段：技術精進；第三階段：

核心專利；並繪製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下圖三)來說明。 

本研究將此移轉流程技術評估以分類樹狀圖(圖三)來加以說明此移轉

訂價機制的基礎核心，首先，針對被授權者(公司)對於授的權技術的需求

性，此一需求性可藉由被授權公司是否有急於將產品推入市場來區分，若被

授權者無藉由產品立即推入市場奪取市佔率的誘因，則被授權者(公司)會傾

向自行研發而不尋求外部協助，管理者可藉由內部資源的協調配置來取代額

外折衝的交易成本來降低成本。反之，由於產品的加速開發與上市有利於市



場佔有率的拓展與未來獲利的利基，則技術被授權者(公司)就有所誘因尋求

外部資源的協助，所有的技術移轉案例都是在此誘因之下進行，因此技術授

權價格如何定價就有所深入探討的必要性，技術授權的訂價則與技術的屬性

有蜜切相關。再者，技術的屬性是判斷技術被授權者(公司)對此技術的依賴

性，倘若此技術是無可取代的，則此技術就被歸類為「核心專利」，而此移

轉技術的定價就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技術授權者的最大獲利性也在此一

類。再來就針對此技術屬性再加以區分，則會雙方會關心技術移轉的價格和

自身技術研發成本的關係，倘若技術移轉的定價高於技術被授權者(公司)自

行研發的成本甚多，則技術被授權者(公司)會傾向自行研發，理由同上所

述。最後，移轉技術被授權者(公司)的研發成本過高，則會尋求外部資源如

學校的協助，在這樣的誘因之下又回到此一移轉技術本身的價值如何，又再

區分為兩類，「技術服務」、「技術精進」。此兩分類的差異在於技術精進

是能夠對於未來產品化有立即性的突破，技術服務則是技術被授權者(公司)

本身也可以做得到的只是委託技術授權者(學校)來進行，故此兩類的技術授

權價格也有所差異。 

 



自行研發

被授權者
(公司)

自行研發 技術服務 技術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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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 

 

以此A公司個案為例，技術授權者(學校)貣先於技術授權談判時定位為

技術服務類，並以該學院相關產學技術移轉訂價的標準的技術授權定價約為

一百二十萬新台幣，而後商管老師的參與並引入與利用技術授權檢查表如圖

四與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上圖三)來界定本授權技術的定位，透過評估技術

授權雙方的研發成本，還有此技術授權應為技術精進階段，理由在於透過此

一技術授權可以加速該被授權者(公司)的產品開發時程縮減半年之久，此外

產品的運作品質有所高度提升以獲取利潤，故最後協調談判的技術授權定價

為180萬新台幣。本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的直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百

分之五十為60萬新台幣。故本產學橋接的利基在於商管老師經由數次技術授

權與被授權雙方密切的訪談與相關文獻的整理，以技術移轉流程來定位授權

技術的競爭條件以及市場的結構，並納入成本節省與產業標準來評估此技術

授權以協助技術授權者(學校)如何與被授權者(公司)進行技術移轉訂價之談



判。 

 

 

圖四、技術授權檢查表 

 

(三) 成果比較 

請描述計畫前、計畫後個案公司營收比較圖 

技術移轉對象 計畫前 計畫後 直接效益 

A公司 120萬 180萬 60萬 

以此A公司個案為例，技術授權者(學校)貣先於技術授權談判時定位為技術

服務類，並以該學院相關產學技術移轉訂價的標準的技術授權定價約為120萬新

台幣，而後商管老師的參與並引入與利用技術授權檢查表與移轉技術評估流程圖

來界定本授權技術的定位，透過評估技術授權雙方的研發成本，還有此技術授權

應為技術精進階段，理由在於透過此一技術授權可以加速該被授權者(公司)的產

品開發時程縮減半年之久，此外產品的運作品質有所高度提升以獲取利潤，故最

後協調談判的技術授權定價為180萬新台幣。本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的直



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百分之五十為60萬新台幣。 

 

(四) 未來擴散效益 

請評估此專案是否能擴散至同產業其他廠商或是類似之產業，並且根據產業分析

預估可能之效益，以量化表示 

以此A公司個案為例，技術授權者(學校)貣先於技術授權談判時定位為技術

服務類，並以該學院相關產學技術移轉訂價的標準的技術授權定價約為120萬新

台幣，而後商管老師的參與並引入技術移轉流程來界定本授權技術的定位，透過

評估技術授權雙方的研發成本，此外透過此一技術授權可以加速該被授權者(公

司)的產品開發時程縮減半年之久，此外產品的運作品質有所高度提升以獲取利

潤，此技術授權應為技術精進階段，故最後協調談判的技術授權定價為180萬新

台幣。本商管老師對此技術授權訂價的直接效益授權價格提升50%為60萬新台

幣。該學院99年度的技術授權於IC設計產業之金額約為2,400萬，本產學接橋計

畫以此個案為例可以提升50%的效益，若此技術移專機制推展到該學院的IC設計

產業的技術移專案也保守預期可提升50%，將可達到一學年3,600萬的水準。 

 

技術移轉對象 計畫前 計畫後 直接效益 

A公司 120萬 180萬 60萬 

IC設技產業 2400萬 3600萬 1200萬 

 

四、 檢討與建議 

請依據目前執行經驗提出有關專案執行相關建議，需包含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在這個專案中最困難的部份就是技術價格該如何制定。不論國內外的論

文或是相關的報告都顯示了技術的價格多是採用協商的方式進行。但是學校

的老師並不擅長價格的協商，因此，如何決定受權雙方都能接受的價格成為



本研究最為困難的部份。 

本研究針對過去的文獻進行探討以及與學校及業界相關的人士進行訪

談，在一連串的討論及對相關文獻進行研究後，找出雙方都能同意的技術訂

價模式。並將該項技術定價運用在 A 公司，很幸運的，A 公司認為這樣的

定價模式有能夠依循的標準。本研究也期望將此訂價模型延伸應用到 IC 設

計產業。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授權者(學校)與被授權者(公司)兩者間技術移轉的授權必頇建立在雙方

具有商業化且新而實用科技的共同目標與意圖下。授權者(學校)期望發展出

能夠增進社會大眾福祉的科技，並吸引到產業界的贊助，與產業的接軌更為

緊密、招募夠優良的教師與學生，更進一步增加學校的收益。但在達成這些

目標時，授權者(學校)與被授權者(公司)都會因為自身的需求而受到限制。

因此，瞭解雙方的需求與需要是必要且關鍵的。所以本研究訪談了相關的 A

公司以及張錫嘉老師，了解到兩者間存在的差異在那邊。也就是本研究最主

要的兩個部份(分別是技術商品化的流程以及雙方價格的協商)。在此期間，

不論是訪談廠商還是定期的與老師 meeting 大家的配合度都十分的高，也很

樂意分享自己所有的專業知識，也要特別感謝 A 先生以及老師們在時間上

的配合和協助，使得這個報告能夠順利的進行。。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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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 

主持人：林亭汝 執行期間：99年7月18日至99年12月31日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  

■ 商 品 化: 本計畫將透過減排技術的導入規劃，形成新的模式加快台灣切入碳權交易

市場。                                                                

■ 技術移轉: 本計劃運用「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此類技術發展出獨特的 CDM 碳權交易模

式，銜接國際碳權交易詳細又複雜的有關程式和法規，並且充分瞭解和掌

握新的市場工具以及變動的市場訊息，形成財務諮詢、技術評價、風險管

理以及國內和國際稅務和法律等的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平台，將有機會讓台

灣成為亞洲碳權交易中心。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1. 台灣廠商參與碳權交易市場頇要透過國外中介廠商，經國外主管部門

審查批准、經營主體審定、聯合國 CDM執行理事會登記註冊和核證簽發，

致使 CDM 專案的碳排放權交易價格明顯低於國際碳排放權交易價格。究其

原因主要首先是現有碳權交易是買方主導的交易。買方擁有資金實力或技

術優勢，他們按成本最低化的原則篩選和開發 CDM專案，具有實際的定價

權。其次，專案資訊與需求資訊不對稱。國內 CDM專案業主資訊閉塞，且

受到啟動、實施時間的制約。國外投資者則在專業性機構的支撐下運作，

佔據了詢價、決策的主動性，同時還有碳基金機構的介入，台灣 CDM 專案

的投資收益差價自然落入了中介廠商的囊中。                             

            2. 台灣非京都議定書締約國，但必頇與國際貿易連動，故減碳管制和實 

施碳權交易都是國際趨勢，必頇提早預做國際接軌的準備，與其他國家一 

樣，政府將負責碳減量的認證工作（核准及確認），但交易制度及後續之 

結算交割等制度是否開放民間交易所運作，或委由已既存之交割平臺參 

與，則有許多研議空間。台灣目前並無碳權交易機制，企業或投資人想直 

接進行碳權交易買賣恐有困難。                                                               

■ 問題解決: 1.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所開發出來的「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除了是一項 

具有優勢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之外，更是一項可以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 

減碳技術。透過交大商管系所規劃，將其與 CDM機制配合，將能彌平 CDM 

前期開發的缺口，創造額外效益達到三贏。                                                       

2.本專案可以鼓勵國內企業、銀行、保險、證券公司等機構參與權交易所 

的設立。只有當台灣有了碳權交易市場平臺，才可能提高台灣廠商在碳權 

供需關係中決定市場價格的談判力量，有效地保證台灣廠商碳權交易的定 

價權，並加快推動台灣環境權益交易的市場化進程與國際市場接軌。                                

  

參與廠商：□無，■有:   某國內畜牧業廠商(洽談保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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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 

自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生效後，聯合國及各會員國

不但更重視環保問題及溫室效應的積極對策，為增加節能減碳誘因，對「碳權」交易

（Carbon Cap-and-Trade）積極推廣，歐洲、美國、澳洲已建立專門之交易所進行交易，

日本、紐西蘭、俄羅斯、印度、中國亦展開強烈意圖，籌備設立相關交易所，並致力於

商品之開發及通過核准註冊，以期儘早投入超過 1000 億美元之碳權交易市場。 

碳權交易於國際交易市場興貣後，已帶來龐大的商機，尤其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未

來十年或二十年的交易獲利潛力更是前景可觀不容小覷。但若以交易市場的商品性質來

分析，京都議定書的其中二項機制，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與潔淨發展機

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皆必頇符合聯合國及國家認證之規範，不

同於單純可進行交易之證券或金融衍生性商品屬性，是以民間企業供需之碳排放量做為

交易，然其又類似於商品期貨，未來可在國際主要證券或商品交易所內掛牌進行交易，

雖市場規模比貣一般證券或期貨交易尚屬小量，但既為國際環保之政策與目標，未來全

球各國政策勢必都要進行減排之計畫，市場成長空間極大。 

再者，台灣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無法參與國際公約協商，爭取支撐台灣永續

發展的「碳權」配額，導致國家在因應溫室氣體減量以及兼顧經濟發展的施政上，產生

諸多的不確定性。國內環境意識高漲，行政院研擬的「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擬，亦在立

法院、環保團體與行政院部門間產生的角力，最後的版本將影響台灣的「碳權」管理策

略與方向，這是行政院部門面臨的國家碳權管理的不確定性因素。在產業方面，除了面

臨國內「溫室氣體減量法」的規範之外，亦同時面臨國際產品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

上的環境友善生產方式的要求，導致企業面臨包括生產、產品、國際政治及制度等風險，

提高經營與投資的不確定性，喪失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利整體台灣產業永續發展。 

「低碳產品」的生產方式是後京都時期，國際上最典型的「綠色競爭力」型態，為

掌握此「碳」商機，創造綠色產品成為未來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新指標，基於此，強化「碳

權」管理將成為未來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而台灣碳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二十二名，將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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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內各企業屆時將進入碳權交易體系買賣排放權利，因此現在預做準備及研究，將有

助於台灣未來減排政策發展與增加企業國際競爭力及生存空間。 

此外，根據世界銀行（2009）研究，亞洲是 CDM 交易最大市場，有達到 80%全球

市場的潛力，特別是中國將佔有全球 CDM 市場的一半，年市場價值在 20 億至 80 億美

元之間。台灣若是能發展出適合亞洲的 CDM 碳權交易模式，銜接國際碳權交易詳細又

複雜的有關程式和法規，並且充分瞭解和掌握新的市場工具以及變動的市場訊息，形成

財務諮詢、技術評價、風險管理以及國內和國際稅務和法律等的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平

台，將有機會讓台灣成為亞洲碳權交易中心。 

承上所述，本計劃主要目的如下：  

1. 提高技術移轉單位和碳權來源合作廠商之收益。 

2. 提供國內碳權穩定供應，滿足國內碳權需求，進一步建立國內碳權交易市場。 

3. 長期可複製成功經驗及模式於其他節能減碳技術，擴散至亞洲其他市場，成為亞 

   洲碳權交易中心。 

二、執行架構 

本研究第一階段透過專家訪談、文獻和制度探討以及內容與市場分析等方法瞭解技

術與產業概況，做為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參考依據。第二階段將承續第一階段利用商

學管理理論進行分析，如五力分析及 SWOT 分析，接著針對其結果進行營運規劃及效

益評估，最後提供結論做為產學合作之建議。主要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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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 

 

三、執行情形說明 

工作項目(Task) 之 

查核項目(milestone item) 
執行內容說明 

達成情形說明(百分比、達

成量的說明、達成質的說

明) 

第一章 計劃動機及目的 清楚釐清問題之重點，並指

出頇完成之項目。 

已初步完成。 

 

第二章 技術介紹 將進一步說明專利內容及

技轉步驟。 

已初步完成。 

第三章 碳權與碳權交易 相關文獻資料充足。 已初步完成。 

第四章 市場規模及目標  

        客戶 

詳細介紹市場概況，並指出

適合客戶群。 

已初步完成。 

 

第五章 營運模式 根據前面章節資料，規劃出 已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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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所欲進行之模

式。 

 

第六章 技術合作流程 參考世界銀行 CDM 操作模

式，進行流程規劃。 

已初步完成。 

 

第七章 競爭分析 利用五力分析、國家競爭理

論以及 SWOT針對本計劃

分析。 

已初步完成。 

 

第八章 效益及潛在獲利 

        評估 

初步預估專案效益以及其

潛在獲利評估。 

已初步完成。 

 

第九章 結論 綜合前述章節彙整出結論。 已初步完成。 

 

四、預期效益 

預計完成「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計畫書一份，其章節規

劃如下： 

第一章 計劃動機及目的 

第二章 技術介紹  

第三章 碳權與碳權交易  

第四章 市場規模及目標客戶  

第五章 營運模式  

第六章 技術合作流程  

第七章 競爭分析  

第八章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第九章  結論  

專案研究結果歸納統整，以發展產業契機的觀點，對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

易之營運模式整理結論如下： 

1. 提供企業進入碳權交易市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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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開啟「碳商品」時代，作為溫室氣體代名詞的「碳」已成為一種「生產

要素」及「實質資產」，後京都時期，在全球碳管理機制下，產業擁有碳排放權已成為

生產的必要條件。此外，在排放交易制度下，「碳權」已成為衍生的金融資產，產業如

果能夠有效的進行碳管理，則可創造龐大的「碳收益」。由此可知，無論是生產要素亦

或實質產品，均是企業經營不可忽視的管理項目及效益來源，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

權交易之營運模式為合作廠商提供一個絕佳的途徑。 

2. 符合市場對低碳產品的期待 

競爭力指標已由成本移轉至綠色生產，企業必頇加強綠色(環保友善)生產，提升綠

色企業形象，創造「綠色產品差異性」，才可掌握未來國際競爭力的契機，「低碳產品」

將是後京都時期產品競爭力的代名詞，如何有效引進「環境友善」生產方式，降低產品

碳含量，創造「低碳產品差異」的企業形象並符合出口國的規定，此趨勢將帶動碳權交

易市場的需求，基於此本計畫透過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建立新型態的營運模式期望可以滿

足此市場趨勢。 

3. 成為重要的溫室氣體減排工具 

CDM 清潔發展機制是後京都時期最重要的「綠色投資」型態，由於 CDM 投資型

態區分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兩種型態，前者的參與型態，台灣企業目前尚無法進行，然

而，參與後者型態，則無此限制。從事 CDM 的企業將可獲得減量信用（CERs），保留

作為產業減量責任的抵減，亦可將多餘減量信用或不足排放權，至排放交易市場銷售或

購買。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主要採用 CDM 方式，可以成為台灣

發展 CDM 並參與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工具。 

4. 提供發展綠色與節能減碳技術利基 

台灣發展研發及節能減碳技術，常常遇到因為市場縱深不夠而受到侷限，與中日韓

等國相比，較缺乏內需市場的支撐，透過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

將可以成為節能減碳技術結合市場需求的範例，包括再生能源技術（太陽能與風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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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能源技術（包括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等）、及碳封存等，均是未來國際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的主流科技，透過此一新形態的營運模式，將可以讓台灣產業在發展此類技術

時，有營運機制的利基，以減少資金或是管理諮詢的缺口。 

5. 協助政府解決節能減碳政策措施的瓶頸 

台灣政府目前推行節能減碳政策措施大致有著三個主要瓶頸：（1）溫室氣體盤查

尚未健全與完備，譬如盤查資料尚缺乏驗證。（2）自願性減量協議誘因不足，導致產

業部門缺乏減量動力。（3）無法參與彈性機制，減量成本高，降低整體減量潛力。基

於上述理由，限制台灣的減排潛力，導致減排成本相當高。而本計畫的沼氣除硫發電技

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若能有效執行將可以協助政府突破目前節能減碳政策的瓶

頸。 

綜合上述所言，國際協商目前發展已進入後京都時期，除維持原有附件一國家持續

承諾具有約束力的減排量，並也開始擴大納入其他國家的自願性減量協議，對達到自願

性減量目標的國家，允許其減排量至國際排放交易市場售出，本計畫將掌握此趨勢進行

營運模式規劃。再者，由於台灣是以出口導向的貿易型態，已開發國家（如歐、美等地

區）均是台灣產品的主要出口地，展望未來，已開發國家為達到更嚴格的京都承諾，勢

必增加「低碳產品」的需求，透過全球「綠色供應鏈」的影響，將波及台灣出口產品的

生產型態，因此，本計畫亦可以及早因應此發展趨勢，藉由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切入碳權

交易市場，提供台灣相關企業提升「綠色競爭力」的途徑。因此，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

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將是台灣進入碳權交易產業具有優勢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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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與背景 

自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生效後，聯合國及各會員國

不但更重視環保問題及溫室效應的積極對策，為增加節能減碳誘因，對「碳權」交易

（Carbon Cap-and-Trade）積極推廣，歐洲、美國、澳洲已建立專門之交易所進行交易，

日本、紐西蘭、俄羅斯、印度、中國亦展開強烈意圖，籌備設立相關交易所，並致力於

商品之開發及通過核准註冊，以期儘早投入超過 1000 億美元之碳權交易市場。 

碳權交易於國際交易市場興貣後，已帶來龐大的商機，尤其對開發中國家而言，未

來十年或二十年的交易獲利潛力更是不容小覷。但若以交易市場的商品性質來分析，京

都議定書的其中二項機制，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與潔淨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皆必頇符合聯合國及國家認證之規範，不同於單純

可進行交易之證券或金融衍生性商品屬性，是以民間企業供需之碳排放量做為交易，然

其又類似於商品期貨，未來可在國際主要證券或商品交易所內掛牌進行交易，雖市場規

模比貣一般證券或期貨交易尚屬小量，但既為國際環保之政策與目標，未來全球各國政

策勢必都要進行減排之計畫，市場成長空間極大（張巍靜，2007）。 

台灣受到國際政治環境的影響，無法參與國際公約協商，爭取支撐台灣永續發展的

「碳權」配額，導致國家在因應溫室氣體減量以及兼顧經濟發展的施政上，產生諸多的

不確定性。國內環境意識高漲，行政院研擬的「溫室氣體減量法」草擬，亦在立法院、

環保團體與行政院部門間產生的角力，最後的版本將影響台灣的「碳權」管理策略與方

向，這是行政院部門面臨的國家碳權管理的不確定性因素。在產業方面，除了面臨國內

「溫室氣體減量法」的規範之外，亦同時面臨國際產品供應鏈（green supply chain）上

的環境友善生產方式的要求，導致企業面臨包括生產、產品、國際政治及制度等風險，

提高經營與投資的不確定性，喪失產業國際競爭力，不利整體台灣產業永續發展（黃宗

煌、李堅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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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產品」的生產方式是後京都時期，國際上最典型的「綠色競爭力」型態，為

掌握此「碳」商機，創造綠色產品成為未來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新指標，基於此，強化「碳

權」管理將成為未來企業經營的重要課題。而台灣碳排放量高居世界第二十二名，將促

使國內各企業屆時將進入碳權交易體系買賣排放權利，因此現在預做準備及研究，將有

助於台灣未來減排政策發展與增加企業國際競爭力及生存空間。 

具體而言，碳權管理已成為現代企業經營的一部份，企業應對此善加管理，以取得

企業資產最佳化的目標。台灣政府應在目前尚未參加京都協議書的情況下，規劃建立國

內 CDM 或志願性排放減量的機制。如此，不僅可以鼓勵企業進行溫室氣體減量，透過

碳權交易取得適當的投資報酬，並做為國內溫室氣體減量的具體政策（蕭代基，2006）。  

Hepburn（2007）CDM 碳權交易包括前期開發、碳權開發、碳資產專案管理三個流

程。而各個流程階段又包括許多環節。如在前期開發階段，要進行專案分析，即確定企

業有哪些項目符合 CDM 的概念；在碳權開發階段，要進一步收集資訊，進行減排量的

估算以及測算方法的確定；最後碳資產專案管理階段，則是針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能

力、市場未來趨勢進行預測並確定開發成本以及開發風險。前期開發是相對重要然而也

較為複雜和投入成本較高，使得企業不願意做前期開發的工作，致使許多擁有碳權的企

業在碳權交易中往往處於被動地位；而且交易價格低，既損害了專案投資者的利益，也

侷限住 CDM 市場規模的擴張。 

而台灣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所開發出來的「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除了是一項具有

優勢的再生能源發電方式之外，更是一項可以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減碳技術。如果可以

將透過交大商管系所規劃，將其與 CDM 機制配合，將能彌平 CDM 前期開發的缺口，

創造額外效益達到三贏。 

此外，根據世界銀行（2009）研究，亞洲是 CDM 交易最大市場，有達到 80%全球

市場的潛力，特別是中國將佔有全球 CDM 市場的一半，年市場價值在 20 億至 80 億美

元之間。台灣若是能發展出適合亞洲的 CDM 碳權交易模式，銜接國際碳權交易詳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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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有關程式和法規，並且充分瞭解和掌握新的市場工具以及變動的市場訊息，形成

財務諮詢、技術評價、風險管理以及國內和國際稅務和法律等的全方位的專業服務平

台，將有機會讓台灣成為亞洲碳權交易中心。 

承上所述，本計劃主要目的如下：  

1. 整合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資源，致力於提高技術移轉單位和碳權來源合作廠商

之收益。 

2. 提供國內碳權穩定供應，滿足國內碳權需求，進一步建立國內碳權交易平台。 

3. 長期可複製成功經驗及模式於其他節能減碳技術，擴散至亞洲其他市場，成為亞洲碳權

交易中心。 

二、專案執行內容 

（一）執行概念 

由於台灣目前非聯合國之會員，亦無簽署「京都議定書」，但是透過節能減碳來防

止溫室效應之惡化亦在目前台灣社會形成高度共識，對於企業來說，若是可以透過節能

減碳來創造額外利益將比法規硬性規定，增加其減排意願。此外，台灣製造業所排放之

二氧化碳當量在世界排名高居世界第 22 位，雖未與其他聯合國會員國一樣簽署公約，

但今後與世界各工業國家進行貿易與商業往來，也必頇共同遵守環保公約之制度，故二

氧化碳排放當量之減排計劃及碳權交易等在台灣為具有潛力之市場，並將其納入金融交

易商品範圍。再者，台灣科技產業技術進步，產業及學界擁有豐富潔淨減排技術，若是

一併將其整合於本計劃所規劃平台之中，打造適合台灣特色的碳權交易平台，有助於提

高台灣在國際碳權交易市場之定位，取得市場先機。  

以下為目前碳權交易示意圖（圖一），國內公司（賣家）若有多餘額度的二氧化碳

排放量，可經由純議價櫃檯買賣（OTC）市場，透過仲介與排放量不足之國內外公司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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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易（買家），或經由有買賣排放權之交易所進行交易（如 ETS、CCX 等），即類似

商品期貨契約，ㄧ方交付金錢ㄧ方取得所需的排放權。 

 

圖 一 碳權交易市場結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其中可以發現一些問題點： 

1. 國內賣家公司需要透過國外仲介業者及國外碳權交易所才能將碳權再賣回國內

買家公司，繁複交易過程中，國內賣家公司可獲得利益相對減少，而國內買家公司亦有

可能需要較多的成本進行購買。 

2. 不論是國內賣家公司或是國內買家公司皆需要透過國外仲介業者及國外碳權交

易所，指出建立國內仲介業者及國內碳權交易平台之重要性，除了節省交易成本外，更

可以擴大國內碳權交易市場參與。 

因此，本計畫預計將先研究國外碳權交易市場機制，了解其發展現狀，嘗詴結合國

內減碳技術，進一步針對國內碳權交易市場進行營運規劃，並以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及

交大管院做為範例，規劃新的營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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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第一階段透過專家訪談、文獻和制度探討以及內容與市場分析等方法瞭解技

術與產業概況，做為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參考依據。第二階段將承續第一階段利用商

學管理理論進行分析，如五力分析及 SWOT 分析，接著針對其結果進行營運規劃及效

益評估，最後提供結論做為產學合作之建議。主要研究流程如圖二所示： 

計劃背景與動機計劃背景與動機

計劃目的計劃目的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產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產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計劃背景與動機計劃背景與動機

計劃目的計劃目的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產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一階段：探討技術及產業概況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介紹
•碳權介紹
•碳交易市場介紹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第二階段：營運模式規劃
•目標客戶及市場規模
•營運模式
•技術合作流程
•優勢分析：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
•收益及潛在獲利評估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專家訪談
2.文獻探討
3.制度探討
4.內容分析
5.市場分析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1.五力分析
2.SWOT分析
3.財務評估

 

圖 二 研究流程 

 

（三）執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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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之規劃，主要媒合台灣使用「沼氣除硫發電」進行碳減排之合作廠商所產生

碳權，給國內上述五類需要碳權的買方，為最主要的市場，並透過建立營運規劃，增加

台灣廠商 CDM 專案的收益，縮短台灣發展 CDM 專案流程，擴大台灣廠商在 CDM 專

案參與。 

本研究在前面章節介紹了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及碳權交易，並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進

行營運模式及流程規劃，進一步分析了碳權市場產業的競爭優勢，了解各項競爭力的差

異，台灣碳權市場產業在競爭環境的處境；同時藉由了五力分析配合國家競爭優勢及

SWOT 分析的研究，得知了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將面臨的情況，

最後根據專案規劃進行財務預估做為效益衡量之基準。 

1. 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本計畫研究過程中，可以瞭解到 CDM 專案的重點是在實施可觀察的溫室氣體減排

專案，通常是有投資主體實際項目，一般採取的是雙邊機制，本專案以「沼氣除硫發電

技術」為主題，進行 CDM 合作流程規劃，並探討其可行性。 

依據 CDM 規範： 

（1）「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屬於「生物質能高效轉換系統」此類，符合 CDM 申請

資格。 

（2）必頇為未建立運行的項目，已建立營運的專案基本不符合 CDM 專案要求，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目前仍在尋找合作夥伴的初始階段，符合此項條件。 

（3）項目建設必頇得到相關政府部門的批准，「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為國科會重

點支持專案，已有相關政府部門認同；此外，目前台灣政府積極推動節能減碳，「沼

氣除硫發電技術」正符合政府政策規劃。  

（4）專案必頇已通過權威機構給予的環境評價，以證實該項目是清潔能源項目，

並且該專案的實施可以促進專案所在地的持續發展。「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對於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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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廢氣回收有具體數據，能有效減少台灣畜牧業所產生之甲烷，並提供潔淨發電能

源，可達到此項條件要求。 

（5）專案項目建設必頇面臨技術障礙或資金障礙；「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目前處

在貣步階段，正需要合作夥伴及資金挹注，申請 CDM 專案將有助克服這些障礙。 

大多數 CDM 專案不僅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效益，它們還能夠產生一定的環境

和社會效益。這些永續發展的好處包括通過減少化石燃料，特別是煤的消耗，降低空氣

和水資源污染，並進而改善水資源供應，降低土壤侵蝕和保護生物多元性。而從社會效

益方面來看，許多 CDM 專案能夠為目標區域和收入群體創造就業機會、增加收入，並

改善當地能源的自給程度。因此，減排目標和永續發展目標可以同時達到。 

2. 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從國家發展產業的角度看，本計畫所主張的 CDM 專案推廣未來可以為業界帶來下

列效益：  

（1）替那些有利於轉型為具有前景及更低碳強度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專案和產業，

提供資金。 

（2）鼓勵和允許企業和公共部門的積極參與節能減碳活動。  

（3）提供技術轉移的新管道，CDM 資金投資的專案通常針對那些老舊的、低效率

的技術進行替代，或是導入能讓環境可以永續發展的新技術產業。  

（4）幫助政府優先支持被認定為符合永續發展目標的企業或產業。  

而在 UNFCCC 的展望中，CDM 機制尤其能夠通過如下幾點促進發展全球的永續發

展目標：  

（1）技術與資金的轉移；  

（2）永續發展的能源生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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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進能源效率和節能；  

（4）創造收入和增加就業；  

（5）改善各地環境效益。 

經濟成長的驅動力為永續發展既帶來了威脅也帶來了機遇。儘管環境品質是永續發

展進程中十分關鍵的要素，但在現實中，經濟和環境發展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對立關

係。如果沿襲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未來經濟的發展勢必需要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基礎服

務設施的供應，這很可能導致長期、持續的，地方性以及全球性的環境退化。如果未來

國家可以發掘出一條與傳統發展模式迥然不同的發展路徑，並且在發展過程中應用新的

技術和新的營運模式，那些許多潛在的問題都可能得到避免。 

3. 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 

以 2010 年西口水力發電案–台灣第一宗依國際減碳標準取得認證及查核的減碳專

案為例，瑞士商南極碳資産管理公司與台灣嘉南實業公司合作，協助評估該案於國際碳

市場上的潛在價值及協助專案取得國際碳標準認證及碳權查證與簽發。證明台灣仍是可

以透過 CDM 等方式參與全球碳權交易市場，然其中南極碳資產管理公司卻收取了高達

90%專案收益的費用，反而台灣企業的收益受到很大的侷限僅僅只有 10%。  

承上所言，假使國內企業透過國外碳權管理公司進行 CDM 等減排專案，絕大部份

收益將由其所獲得，本計畫最大效益便是結合交大生科及交大管院替代國外碳權管理公

司的角色，銜接台灣廠商跨足碳交易產業的缺口。 

4. 所提供解決方案 

本計劃以 UNFCCC 原有之規定，以符合台灣現況觀點，微幅修正 CDM 專案的全過

程如下：尋找國內外合作夥伴→準備技術檔→進行交易商務談判→國內審核→國際審核

→項目實施的監測→減排量核定→減排量登記和過戶轉讓→收益分攤（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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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  CDM專案流程 

資料來源:整理自 UNFCCC 

整個流程中，國內企業要在諮詢公司（交大管院可以扮演類似角色）的幫助下提供：

（1）專案設計檔；（2）核准報告和結論；（3）購買協議；（4）提交時間安排；（5）

項目批准書。 

參酌其他國家 CDM 發展模式，建議台灣政府今後發展 CDM 專案活動，可以以規

劃中的能源與環境保護部做為主管機構，下設清潔發展機制專案審核委員會和管理部

門。審核委員會主要由能源與環境保護部主持，外交部、經濟部、國科會、經建會、相

關研究單位及地方政府環保為當然成員。因轉讓專案減排碳量所獲得的收益歸政府和實

施專案的企業所有，區別不同類型的減排氣體，實行不同的分配比例。 

（四）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關於本計畫未來後續規畫將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其重點敘述如下： 

1. 第一年 

（1）接洽國外碳交易所及公司，前往研習。 

透過研習確實瞭解整體 CDM 規劃流程，並與其建立合作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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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尋求國內相關機關支持，成立專責單位。 

由於 CDM 之實行需要國內相關機關之配合，若欲落實，勢必要得到其支持。進而

協調其成立專責單位。 

（3）結合相關資源，形成策略聯盟。 

國內外已有許多相關資源及單位在推行碳權交易機制，之後可以與其聯繫，以策略

聯盟的方式加速台灣發展碳權交易。 

2. 第二年 

（1）育成新創公司專門執行專案業務。 

在第一階段相關事務已就定位之後，將透過學校創新育成中心扶植新創公司，專門

進行 CDM 專案進行及後續推廣。 

（2）套用成功模式至其他節能減碳技術。 

本計畫一開始是以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為標的物進行規劃，在 CDM 規範中，仍有許

多技術可以進行 CDM 專案，而台灣擁有許多潔淨技術適合進行 CDM，因此在第

二階段，將尋找節能減碳技術進行 CDM 專案模式發展。 

3. 第三年 

（1）推廣執行結果至其他區域。 

預計到第三年之後，在台灣已有相當成績，屆時將就此模式推廣到鄰近國家及區域。 

（2）授權給企業擴大業務範圍。 

單一公司或是專責單位之業務推廣範圍有限，因此預期已授權或是策略合作的方

式，尋求有意進入此領域的企業偕同發展。 

彙整上述規劃如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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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  未來規劃圖 

 

（五）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表 一 專案執行差異表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沼氣除硫發電技

術與碳權交易整

合之評估 

評估沼氣除硫發電技術

是否可以成為碳權交易

之專案及其效益。 

根據碳權交易之規範，

瞭解沼氣除硫發電整合

碳權交易之可行性，並

獲得具體數據支持。 

尚可 

營運模式之建構

與分析 

基於學學產三方可有效

合作之主張，進行三贏

之營運模式規劃。 

透過資料分析，以CDM合

作模式成功規劃出符合

學學產三贏之營運模

式。 

尚可 

計畫書撰寫 針對前述兩項研究主

體，撰寫完整計畫書。 

已順利撰寫計畫書一

份，共九個章節。 

尚可 

（六）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在 CDM 專案之下，本計畫以合作廠商的立場考量，運用最新之技術和管理平台，

與合作廠商共同尋求減排目標的效益，找出任何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機會，為合作

廠商減少排放並創造價值。有關本計畫平台所發展出來的收益分配，如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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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中可以瞭解本計畫，透過交大生科減排技術的導入，交大管院減排專案的規劃

與設計等專業顧問諮詢，為合作廠商提升減排效率，再從減排效益中收取一定比率的報

酬，並攤提設備成本，確實能發揮「減排共享」的精神。透過本計畫這樣的一個營運規

劃可以創造出多贏的成果：（1）合作廠商透過減排得利、（2）交大管院創造利潤、（3）

交大生科拓展技術應用，最重要的是（4）達到節能減碳的永續環保目標。 

潔淨發展
機制

本計畫
執行後

本計畫
執行前

合作廠商
收益

交大管院收益

交大生科收益

減排
碳權專案
收益

國外碳權
管理公司收益

合作廠商收益
增加收益

替代收益

 
圖 五 專案收益模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計畫參考國外碳權交易市場機制結合國內減碳技術，針對國內碳權交易市場進行

營運規劃，並以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及交大管院做為範例，規劃新的營運架構如圖六。

圖中交通大學生物科技系便是擔任科技轉移者的角色，而交大管院除了顧問諮詢的功能

之外，亦將扮演中間商的角色，負責碳權交易的架構及金融服務機制實行，形成具整合

性功能的碳權交易平台，期望進一步可以作為台灣的碳權交易平台並進行推廣及吸引產

業界及學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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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 產學合作碳權交易市場規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人力投入配置 

表 二 人力投入配置表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林亭汝 

副教授 
專案主持人 30%/月*6=2個月 

 產業分析 

 規劃營運模式 

 競爭分析 

 產品行銷企劃 

 效益評估 

曾慶平 

教授 
共同主持人 30%/月*6=2個月 

 擬定計畫 

 設計並指導實驗及撰寫報告 

 申請專利 

 實驗模組商品化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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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林千加 

（曾老師） 
專任助理 6個月 

 計畫書匯總整理 

 進度跟催 

 行政事務 

 會議籌備 

 專案相關事務執行 

博士班研究生 

（曾老師） 
兼任助理 

20%/月*6*1人 

=1.2個月 

 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發展應用規劃 

 溫室氣體減量及碳權開發評估 

碩士班研究生 

（林老師） 
兼任助理 

20%/月*5*4人 

= 4個月 

 碳權交易產業分析 

 目標客戶及市場分析 

 營運模式規劃 

 競爭分析 

 合作流程規劃 

 效益及潛在獲利分析 

（九）經費動支表 

表 三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496,600  0%  

1.業務
費 

(1)人事費 339,600 240,583 48%  

(2)耗材雜  
  項費 157,000 0  

 

2.差旅費     

3.管理費     

4.研究設備費     
5.(可依狀況自行延
伸)    

 

小計 496,600 240,583 48%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496,600   
 

合計金額 496,600 240,583 48%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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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產出情形 

（一）量化成果  

以本計畫預計合作之 A 廠商為例，其畜牧廠若有 10,000 頭豬規模時，採用交大生

科「沼氣除硫發電技術」發電後，，其可降低沼氣中的甲烷，所減排的溫室氣體量，以

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約當量 24 倍來估算，相當於每年 3,000 噸之二氧化碳排放量。10,000

頭豬規模沼氣發電產出細目表及沼氣發電成本及產值評估表如下： 

表 四 沼氣發電產出細目表 

沼氣產量 發電量 廢熱回收熱量 

0.1 m3/頭 1.7 kWh/m3 3,846 kJ/m3 

估算規模 10000 頭豬隻養豬場一年效益 

沼氣產量 發電量 廢熱回收熱量 

365,000 m3 620,500 kWh 1,403,800 MJ 

潛在獲利 

節省之電費 節省之瓦斯費 減排之二氧化碳當量  

NTD$ 1,861,500 NTD$ 566,000 9,000 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五 沼氣發電成本及產值評估表 

 項                       目    數              值 

專案目標 養豬頭數 10,000 頭 

成本支出 沼氣生產與發電設施 8,000,000 ~ 10,000,000 

產值評估 年發電收入(萬元)（註 1） 1,861,500 

年廢熱回收收益（註 1） 566,000 

溫室氣體減排收入（註 3） 4,608,000 

年收合計 7,03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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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每度電以 3 元估算，每度瓦斯以 15 元估算，電力排放系數= 0.636kg/kWh。 

註 2：2010年 8月 CERs 每噸現貨價格為 12.22歐元約為 NTD$ 512，所以 9,000噸減 

排二氧化碳當量價值約為 9,000×512＝4,608,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資料預估未來二十年之現金流，利用淨現值法計算其未來二十年後可能產

生之價值，折算專案其現值 PV。以下為淨現值法之計算方式。 

FCF 為每一其所產生的自由現金流，折現率的部分則是以 5%進行計算，其計算公

式如下： 

N

N

2

2

1

1

5%)(1

 FCF
....

5%)(1

  FCF

5%)(1

 FCF
PV








  

PV＝87,676,401 

若此專案進行二十年，將可產生 87,676,401 的現值收入，扣除成本 10,000,000，淨

利約為 77,676,401，而總減排二氧化碳當量則為 18 萬噸左右。由此可知，「沼氣除硫發

電技術」除了可以創造實質營收之外，亦可達到減排的目的。另外，台灣總豬隻數超過

600 萬頭，換言之，單單台灣便有 600 倍的市場潛力約 42 億台幣，若是可以將此模式推

廣至其他區域，效益將十分可觀。  

（二）質化成果  

以發展產業契機的觀點，對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可帶來之效

益及貢獻如下： 

1. 提供企業進入碳權交易市場的機會 

京都議定書開啟「碳商品」時代，作為溫室氣體代名詞的「碳」已成為一種「生產

要素」及「實質資產」，後京都時期，在全球碳管理機制下，產業擁有碳排放權已成為

生產的必要條件。此外，在排放交易制度下，「碳權」已成為衍生的金融資產，產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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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夠有效的進行碳管理，則可創造龐大的「碳收益」。由此可知，無論是生產要素亦

或實質產品，均是企業經營不可忽視的管理項目及效益來源，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

權交易之營運模式為合作廠商提供一個絕佳的途徑。 

2. 符合市場對低碳產品的期待 

競爭力指標已由成本移轉至綠色生產，企業必頇加強綠色(環保友善)生產，提升綠

色企業形象，創造「綠色產品差異性」，才可掌握未來國際競爭力的契機，「低碳產品」

將是後京都時期產品競爭力的代名詞，如何有效引進「環境友善」生產方式，降低產品

碳含量，創造「低碳產品差異」的企業形象並符合出口國的規定，此趨勢將帶動碳權交

易市場的需求，基於此本計畫透過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建立新型態的營運模式期望可以滿

足此市場趨勢。 

3. 成為重要的溫室氣體減排工具 

CDM 清潔發展機制是後京都時期最重要的「綠色投資」型態，由於 CDM 投資型

態區分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兩種型態，前者的參與型態，台灣企業目前尚無法進行，然

而，參與後者型態，則無此限制。從事 CDM 的企業將可獲得減量信用（CERs），保留

作為產業減量責任的抵減，亦可將多餘減量信用或不足排放權，至排放交易市場銷售或

購買。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主要採用 CDM 方式，可以成為台灣

發展 CDM 並參與溫室氣體減量的重要工具。 

4. 提供發展綠色與節能減碳技術利基 

台灣發展研發及節能減碳技術，常常遇到因為市場縱深不夠而受到侷限，與中日韓

等國相比，較缺乏內需市場的支撐，透過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

將可以成為節能減碳技術結合市場需求的範例，包括再生能源技術（太陽能與風能等）、

替代能源技術（包括生質酒精與生質柴油等）、及碳封存等，均是未來國際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的主流科技，透過此一新形態的營運模式，將可以讓台灣產業在發展此類技術

時，有營運機制的利基，以減少資金或是管理諮詢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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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政府解決節能減碳政策措施的瓶頸 

台灣政府目前推行節能減碳政策措施大致有著三個主要瓶頸：（1）溫室氣體盤查

尚未健全與完備，譬如盤查資料尚缺乏驗證。（2）自願性減量協議誘因不足，導致產

業部門缺乏減量動力。（3）無法參與彈性機制，減量成本高，降低整體減量潛力。基

於上述理由，限制台灣的減排潛力，導致減排成本相當高。而本計畫的沼氣除硫發電技

術整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若能有效執行將可以協助政府突破目前節能減碳政策的瓶

頸。 

綜合上述所言，國際協商目前發展已進入後京都時期，除維持原有附件一國家持續

承諾具有約束力的減排量，並也開始擴大納入其他國家的自願性減量協議，對達到自願

性減量目標的國家，允許其減排量至國際排放交易市場售出，本計畫將掌握此趨勢進行

營運模式規劃。再者，由於台灣是以出口導向的貿易型態，已開發國家（如歐、美等地

區）均是台灣產品的主要出口地，展望未來，已開發國家為達到更嚴格的京都承諾，勢

必增加「低碳產品」的需求，透過全球「綠色供應鏈」的影響，將波及台灣出口產品的

生產型態，因此，本計畫亦可以及早因應此發展趨勢，藉由沼氣除硫發電技術切入碳權

交易市場，提供台灣相關企業提升「綠色競爭力」的途徑。因此，沼氣除硫發電技術整

合碳權交易之營運模式，將是台灣進入碳權交易產業具有優勢的策略之一。 

（三）成果比較 

交大管院與合作廠商及科技移轉者共同制定符合專案整體目標的 CER 交易策略。

根據既定策略，交大管院在專案實施服務中，致力於風險管理和將碳減排量價值最大

化。同時我們也協助合作廠商（賣方）在碳權交易市場中確立長期的可信度和良好形象。 

另外一方面，交大管院在交易中扮演除了中間商或仲介的角色外，更是賣方財務顧

問，這是由於本計畫希望對此營運模式創造出更大的價值，幫助賣方獲取碳資產的最大

價值。通過有計劃地進行 CER 拍賣，合作廠商能夠控制銷售進程，從而專注於策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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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非被買方的議價所左右。本計畫所規劃的碳權交易平台模式，能幫助合作廠商可以

清楚地了解碳權交易市場運作，並降低交易和履行風險（如圖七）。 

 

圖 七 碳權交易商業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檢討與建議 

(一)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1. 碳權交易機制若欲真正在台灣落實，所牽涉之環節多 

因此本研究現階段僅就規劃層面進行探討，並建立商業模式架構的概念，期待再後

續專案能有機會進一步執行。 

2. 需對碳權交易機制進行創新 

碳權交易目前在全球已蓬勃發展，需要思考利用台灣之競爭優勢進行創新方能創造

額外效益。台灣科技技術發達，因此本計劃採用節能減碳技術與碳權交易整合進行規劃。 

3. 適合產產學三方合作之模式較難尋找 

一開始建立此模式需要花比較多時間討論及溝通，從中發現碳權交易頗適合產產學

之合作模式，未來可以套用至其他技術。  

(二)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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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可以規劃較長期間，讓專案可以有落實的機會。 

2. 預算編列提高，使專案實質效益可以增加。  

(三)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1. 可以特別具焦於某些特定產業進行規劃，產生整體效果方能彰顯。 

2. 未來可以考慮大幅度地跨學門合作，有助於綜效提升。  

(四)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由於承接此計劃的時間較為緊湊，承蒙張新立院長，生科系曾慶平教授，黃明居副

教授等的支持與協助，此計劃才能如期完成。另外，為了豐富計畫的內容及在期限內完

成，特別找了一些碩班及博班同學來支援，才能讓計劃有目前的完成度。希望此計劃未

來能如規劃內容發揮其效益。 

五、附錄 

(一)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劃報告書 

(另見附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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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背景說明 

一、自行車市場概述 

過去自行車原為人們主要的交通工具，然而，隨著時代進步及科技發展，取

而代之的是汽機車等快速省時又省力的交通工具，自行車則僅做為短程的交通工

具。但在歐美各國，因休閒運動風氣盛行，自行車反而成為主要作為健康休閒器

材使用。且自行車不似機車及汽車等交通工具，必頇以燃燒汽油為動力，造成空

氣污染，純粹以人力驅動的方式行駛，無污染又健康，成為近年人們休閒運動的

時髦交通工具。 

台灣自行車產業發展迄今近 50 年，為少數經歷過去嚴苛經營環境考驗下，

且能在全球金融風暴中，持續且成長的特殊產業。也是台灣少數具有研發創新、

國際生產分工、品牌行銷、及全球化銷售通路能力的產業。 

台灣自行車產業擁有完整之上中下游體系，原為全球自行車最大出口國，但

自 2000 年貣因成本競爭力持續下降，台灣自行車廠開始大量外移至中國大陸，

且在大陸的低價競爭下，於 2001~2002年出口值持續兩年呈現負成長，隨著台灣

業者逐漸往中高階自行車發展，2003 年開始我國自行車出口帄均單價開始往上

攀升，至 2005 年自行車出口帄均單價已提升到 200 美元。據台灣區自行車輸出

公會統計（表 1），2008 年台灣外銷自行車成車總量達 540.42萬輛，創近年新高

，較 2007 年成長 13.72%。2008 年自行車外銷總額達 13.87 億美元，比 2007 年

大幅成長 31.62%，帶動去年自行車帄均輸出單價一舉躍升至 256.83 美元，改寫

歷史新高紀錄，較 2007 年增加 15.74%。而 2008 年受到金融風暴及石油價格大

漲之影響下（圖 2），全球自行車產業與景氣脫勾，不只台灣成長至少三成，中

國大陸、俄羅斯、日本及歐洲對自行車需求亦十分旺盛。 

 

表 1 台灣自行車出口統計資料 

年         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出口數量(萬台) 480 422 388 435 459 406 475 540 280 

金額(百萬美元) 536 524 583 721 919 839 1,055 1,388 801 

帄均單價(美元) 112  124  150  166  200  207  222  257  286  

註：2009 年資料期間為 1 至 8 月；資料來源為台灣區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雖自行車市場如此蓬勃發展，但國內自行車整車廠間外銷競爭能力差距頗大

，因自創品牌業者已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消費者接納及肯定，加上大廠在車型的創

新、設計及行銷策略方面亦優於一般小廠。國內的自行車產業有大廠集中的趨勢

，也就是說廠商規模愈大，愈具國際競爭優勢，出口數量也愈提升。而以 OEM

為主的自行車小廠業者卻面臨到更嚴峻之挑戰，在大廠間求生存、競爭者低價搶

單、大陸產品低價搶進市場等。自行車小廠業者面臨升級的抉擇考驗，一是如何

運用不同市場定位與區隔，創造個別廠商的競爭優勢，以避開競相擴充產能殺價

競爭；另一則是如何不受制於既有產業發展的條件，成功跨足製造以外的價值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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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銷售、服務流程創新等，為顧客創造最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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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自行車出口數量與帄均單價 

 

               圖 2 每桶原油價格趨勢圖 (單位：美元) 

 

二、信昌宏公司沿革 

信昌宏工業有限公司為台灣中小型自行車業者，成立於民國 86 年，由製造

腳踏車踏板貣家，而後進入中國大陸江蘇省常州合資設廠，期間曾提供美國最大

零售商 WAL-MART 的產品供應，以及為迪士尼童車的授權生產廠商。近年在中

國大陸業務方面逐漸轉變為當地採購再進行出口的自行車貿易業務為主。從

2007 年開始，信昌宏返台設廠，開拓臺灣地區的自行車市場，業績逐年成長，

目前致力於開發品牌市場，期許成為帶動臺灣自行車的推力之ㄧ。 



 

 

 3 

該公司以代工貣家，曾替許多知名自行車大廠代工生產，也曾與知名品牌授

權合作。但台灣有眾多的自行車代工廠，再加上中國大陸廠商以低價產品競爭，

因此，唯有建立貣自有品牌，以自有品牌獲得消費民眾的認同，並提供品牌所帶

來的附加價值，讓企業獲取合理的利潤，以避免掉進殺價競爭及充滿價格戰的紅

海內。 

信昌宏與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的教授及學生們，以專題實做的模式進行初步

的合作，以『Stepdragon』的自有品牌成功的在 2008 年的小折熱潮中成功地以新

創的網路 Web2.0 的概念，打造新的網路品牌行銷模式。2008 年中，信昌宏推出

了台幣 3990 元的高品質小折 SS1，開始進入小折市場，緊跟其後的，是一系列

SS2 SS24 SS29 SS3 小折的推出。深受市場好評。SS 系列推出不滿一年已經累計

了 3 萬輛以上的耀眼銷售成績。以短短的一年時間，在台灣的小折市場已經成為

第 5 大品牌。僅次於捷安特、美利達、功學社（KHS）以及韓式（Dahon）。 

在台灣除了品牌業務之外，該公司也順利地打入大賣場體系，為家樂福的三

大自行車供應廠商之一、也是全買的主要供應廠商。在電視購物體系方面，目前

是東森與 MOMO 購物臺主要的自行車產品提供者。 

另一方面，在台灣地區的品牌產品獲得初步成功之際，該公司的產品也在

2009 年的台北國際自行車大展獲得關注。目前，日本、英國、澳洲均有廠商接

洽出口的國際業務。此亦為絕佳的國際品牌成長機會。 

信昌宏在短時間可以高速成長的原因來自於與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師生團

隊協助下所進行的服務的創新，以及 Stepdragon 品牌的建立。雲林科技大學企管

系師生團隊利用虛擬行銷（Yahoo 拍賣、無名網站、Mobile01、PTT 單車討論區

及 UDN 網路城邦）之方式，及建立官網提供消費者瞭解產品與公司形象之管道，

成功增加 Stepdragon 曝光率，且藉由品牌之故事將 Stepdragon 深植人心。 

    

表 2  Stepdragon CIS 與品牌故事 

Stepdragon CIS 品牌故事 

 

Stepdragon，中文名稱

為史特龍，取自德文的概

念，意為踏板上的勇者。

Stepdragon 對產品的信仰

與期待，即讓每位車友都

成為踏板上的勇者。 不論

是騎乘樂活概念的小折、

挑戰自我極限的公路車等

車款，在踏板上的每位勇

者都能享受屬於

Stepdragon 獨特的時尚。 

Logo 中，黃色底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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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紅的火舌象徵在耀眼的

太陽下，盡情揮灑汗水和

享受生活的熱情，更有熱

血的態度。 

 

為使消費者更瞭解 Stepdragon 品牌，在集集（2008/8/9-2008/8/10）與淡水

（2008/9/6-2008/9/7）舉辦詴乘會的方式貼近消費者。Yahoo 的搜尋次數(圖 3) 在

詴乘會後八月底出現第一個高峰，十月與十二月亦然，趨勢持續走高中，搜尋次

數明顯高於其他品牌。而首次在 Google 搜尋趨勢圖中出現「Stepdragon」此關鍵

字(圖 4)，意即詴乘會有助於品牌之行銷。 

 

                  圖 3 自行車品牌搜尋量 

 

 

圖 4 Stepdragon 搜尋量 

 

現今線上購物的發達與現代人購物前均會在網路上蒐集網友們的詴用心

得、產品與價格相關資訊，使得網路行銷變成便宜又具效益的行銷方法。藉由網

路上行銷管道之搜尋量，可以得知產品討論之熱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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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知識+，提出問題與回答有關 Stepdragon 車款與產品購買資訊討論之

文章約有 16 篇。 

 

 

圖 5 Yahoo 知識+ stepdragon 討論文章 

 

無名小站，提供有關 Stepdragon 產品與詴乘會騎乘腳踏車相關資訊，每日部

落格固定會有六、七十人次閱覽。總瀏覽數達 7662(截至 2009/2/4)。 

 

 

圖 6 stepdragon 無名網站瀏覽量 

 

Mobile01，在 Mobile 01 引發 Stepdragon 腳踏車相關文章之討論，現約有 219

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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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Mobile01 Stepdragon 相關討論文章 

 

官網建置，至今瀏覽量 52809 人次，在使用免費 Google 與 Yahoo 的網站推

薦(在搜尋引擎的首頁輸入 Stepdragon 可搜尋到官網)擷取上之推薦方式，每日皆

有 50 至 60 人次之瀏覽，加強公司品牌形象推動，並讓消費者更瞭解 Stepdragon

品牌。       

 
圖 8 Stepdragon 官方網頁瀏覽量 

 

由上述討論區與官網瀏覽人數，可以看出 Stepdragon 之行銷活動已成功建立

其品牌知名度，在網路上小折搜尋人氣緊追於 Dahon 與 KHS 之後（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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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信昌宏 Stepdragon 的網路搜尋人氣目前緊追 Dahon 之後 

2008 年中，信昌宏推出了台幣 3990 元的高品質小折 SS1，開始進入小折市

場，緊跟其後的，是一系列 SS2、SS24、SS29、SS3 小折的推出。深受市場好評。

SS 系列推出不滿一年已經累計了 3 萬輛以上的耀眼銷售成績（圖 10）。 

 

SS1A+ SS2 

  

SA24 SS3 

  

圖 10 Stepdragon 銷售人氣折疊自行車 



 

 

 8 

在短短一年間，雲林科技大學企管系的教授與學生們協助信昌宏成功建立

Stepdragon 自有品牌，並打入台灣的小折市場成為第 5 大品牌。雲林科技大學企

管系的教授與學生們對於信昌宏不僅是提供行銷及品牌建立，而是從組織架構、

資訊系統建構、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維護、銷售通路與管理系統建立、品牌及商品

規劃到國外市場拓展計畫均提供完整之計劃與協助，才獲得今日之成績。 

 

三、議題與目標 

信昌宏雖然目前已經成功打出 Stepdragon 的自有品牌，但在產品品質穩定性

仍不及大廠，需要持續改善；產品與他牌之間區隔性並不高，缺乏產品創新之能

力；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將消費者回饋之訊息納入商品設計及市場行銷中

，使 Stepdragon 產品更能貼近消費者預期及市場需求，這三項主要為此次協助信

昌宏積極改善之重點。 

 

（一）產品創新 

Stepdragon 在產品部分，目前已有小折、小徑與登山車之系列，但車架大多

仍是沿用公版車架，與他牌之差異性並不明顯，無法塑造出特有品牌之形象，例

如：Strida、Birdy、Montague 等品牌，仍需藉由產品之創新與研發，建立獨特之

品牌形象。藉由設計團隊研發出新式樣小折，具有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疊機

構，使其收納更加方便。 

 

（二）經營策略定位及產品品質改善 

雲科大管理團隊分析目前自行車產業現況，並針對目前信昌宏所面臨之經營

問題，例如庫存、品質，加盟系統以及所處的策略群組進行分析與改善，且對現

有產品市場定位做明確的分析與歸納。 

藉由零售通路、網路討論區、官網的消費者回饋訊息可以得知 Stepdragon

產品品質穩定性仍有改善之空間，消費者常遇到之品質不佳之案例為內胎破損、

車體刮傷、變速問題、螺絲未鎖緊等，此類問題反映出產品生產線組裝時，未能

完善，且產品出廠前的品質控管上頇加強。 

 

（三）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建立一完善訊息回饋之循環，透過通路（經銷商及網路）將消費者回饋之訊

息回饋予信昌宏，廠商依據回饋之訊息設計產品或修正產品上之缺失後，再將產

品推出市場，不僅可以及時改善產品品質，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

適合之產品。透過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廠商亦可以收到消費者對於產品需求之訊

息，有利於廠商對產品做出適合之定位及訂價。 

 

（四）目標 

藉由專案團隊之專業，給予信昌宏在製造與研發創新之建議，以改善上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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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產品創新研發由設計團隊提供設計概念予信昌宏並共同研發新產品，建立

品牌特色，最終能設計出具有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疊機構，使其收納更加方

便，可以將 3-4 台小折放入中型房車行李箱內；提供有效管理制度使得信昌宏在

產品品質上有大幅度改善且增加其可靠性；建立訊息回饋系統，可以針對品質做

改善及收集市場訊息，增加廠商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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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本計畫主要探討後進廠商如何找出本身的競爭優勢，並開創出此產業的藍海

市場；因此，收集過去學者在後進者廠商與藍海策略的先關文獻進行探討，透過

此方式找出適合後進廠商的競爭策略。 

一、後進者廠商 

在各個產業中眾多的「後進者廠商」，常常都在做追趕先驅者優勢的努力，

這個現象非常普遍而重要的，然而，有些後進者廠商，雖然落後了10年，可是很

快的追趕上；有些廠商只僅僅落後1-2年，卻始終追趕不上，甚至有些是愈追愈

遠。問題的關鍵究竟在哪裡？ 

根據過去學者的研究，較先進入市場的「先驅者」，通常會享有三大類的優

勢：低成本的優勢、容易差異化的優勢、資源的優勢。而「先進者」的優勢，正

是「後進者」「追趕優勢」的主要方向。而企業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的決

定是策略制訂很重要的關鍵，因為不同經營模式的選擇，將會產生不同的策略定

位，進而影響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地位（方至民，2000）。經營模式是企業經營

的方式，大致上可以用以下幾個構面來界定：產品線策略、製造（作業）策略、

通路策略、服務策略、市場區隔策略、技術策略及重點價值活動策略。其中在經

營模式的技術策略中，企業可以選擇做一個創新者或是保守的追隨者，若以進入

市場時點的先後來描述，則是選擇當市場的先進者或是後進者。 

Schnaars(1986)研究進入時機策略時，曾經提出一個實證研究結果『早貣蟲

兒有蟲吃』，而另一個研究則顯示『第二進入者可以獲得先進者四分之三的市佔

率，第三進入者可以獲得第二進入者少於四分之一的市佔率，並且以進入每況愈

下』。消費者可能較支持先進入市場的品牌；先進者因為市佔率大，所以可享有

較低的成本優勢；此外先進者亦可建構進入障礙，增加新進者進入市場的困難

度。Lane and Wiggins(1981)亦指出先進者的競爭優勢是在他有較高的需求以及

獲利能力。Schmalensee(1982)則提出消費者一旦習慣某一種產品，則因為對第

二個進入的品牌無知，消費者將願意付出更高的代價取第一品牌，意即先進者將

擁有持久的價格優勢。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88)將先進者競爭優勢分為三大類：1.技術領

等優勢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包括學習曲線、研發和專利；2.對稀有

性資源的先佔優勢(preemption of scarce assets)，稀有資源包括關鍵投入要

素（自然資源、主要的零售地點、製造地點）、地理與產品特性上的位置（產品

的上架空間、產品差異化策略下的利基空間）、還有廠房及設備的率先投資；3.

消費者的轉換成本與不確定性下的選擇，例如因為資訊的不對稱，消費者對產品

品質不清楚，所以容易選擇有聽過的品牌，由此證明先進者容易被消費者所選擇。 

雖然許多學者認為先進者具有競爭優勢，但是支持後進者優勢的觀點近年來

也不在少數。Guasch(1980)認為帄均而言，後進者可利用較高的新資挖取先進者

的人力資源，透過這樣的交易成本節省，以獲得競爭優勢。Mansfiel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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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也曾提出一般而言，後進的模仿者可以用較少的時間及成本仿效先進者的

創新。Porter(1985)指出領導者容易受到攻擊的產業訊號與廠商訊號中，前者包

括：不連續的技術改變、購買者的改變、通路改變、投入成本或品質的轉變；而

後者包括：目前產業技術的先驅及非常高的獲利能力，這些都隱喻的先進者的劣

勢。方至民(2000)明確的指出先進者劣勢來自於：1.競爭者的模仿與青出於藍；

2.技術不確定性高；3.市場不確定性高；4.錯誤的產品定位。 

Lieberman and Montgomery(1988)亦指出後進者可因下列幾點因素擊敗先進

者，取得競爭優勢：1.搭便車效應，例如研發的資訊外溢和以學習為基礎的生產

改良，容易讓後進者後來居上；2.技術和市場不確定性解決之後的再進入，避免

錯誤的投資組合，因為新產品的市場中先進者如果不能推出具有統治地位的產品

規格，後進者隨時可能成為產業的標準。亦即先進者未能精確地將自己定位於市

場的理想點，而再定位的成本很高時，後進者便可趁機進入搶奪這個利基市場

(Golder & Tellis，1993)；3.科技或消費者需求的轉移，例如技術發展有不連

續的現象，當新一代的技術出現時舊技術仍然處於成長階段，所以市場上的先進

者很難感受到後進者的威脅存在，使得後進者得以採取『跳蛙式』的超前獲得勝

利；4.既有廠商的的惰性，先進者可能會被進入市場時投資的某些資產設備所限

制，不願意改變產品線使得整個組織失去彈性，不易對環境的變遷做適當回應。 

因此不論是市場中的先進者亦或是後進者，都將擁有不同的競爭優勢，也就

是企業可能因為進入市場的順序不同，而擁有不同型態的競爭優勢。然而，綜合

以上學者提出的理論觀點，可以發現這些後進者的優勢大多是消極被動的：消費

者偏好的改變、先進者錯誤的定位、先進者的惰性…等，但是現實的競爭情況中，

若後進者透過積極主動的態度，從企業經營模式及策略上創新，營造出不同市場

定位與區隔，就可以創造出個別廠商的競爭優勢。 

 

二、藍海策略 

Kim and Mauborgne（2005）提出「藍海策略”—開創無人競爭的市場」。

其主要的中心思想就在於「價值」與「創新」，以追求價值創新(value innovation)

為中心，拋棄傳統競爭策略的思維，聚焦於為顧客和公司創造價值並朝此方向躍

進，以開創無人競爭的全新市場。唯有真正跳脫紅海，擺除掉現有競爭者的惡性

競爭，才能真正找到正確的方向，引導企業進入可以生存且獲利的境界。而要避

免掉這種割喉式的血海廝殺，根據兩位學者對一百五十個企業策略個案進行研究

分析後發現，唯有徹底將競爭變的毫無意義，遠遠抛開對手所有自行創立的新市

場才是未來的可能利基之處。 

所謂的紅海是指企業在過去的主要策略是以競爭為中心，與對手面對面的直

接廝殺，在惡性的削價競爭中，形成一片血腥的市場。在全球化日益競爭的情況

下，企業想在競爭中求勝，擊退對手已不是單一選項，如何在現有惡劣環境中開

拓出新的生機，惟有跳脫這片紅海。相對於紅海，藍海著重的是超越現有的市場

空間，不靠競爭而取勝。Kim and Mauborgne認為創建藍海的成敗關鍵並非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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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創新，也不是進入市場的時機，而是“創新”與“實用”，“售價”與“成

本”的密切配合。藍海策略的意涵乃在於以創新為中心，主張有價值的差異化、

有選擇的降低成本與策略性定價模式創造有效的新需求之「藍海策略」，必頇是

從顧客觀點著眼，確認顧客真正重視的因素；同時不要在自己所熟悉的本業內，

與其他同業進行惡性競爭，而要以「價值創新」的方式，跨越本業，開拓全新市

場，進入沒有競爭的領域。 

價值創新實際上打破了「價值/成本抵換」（the value-cost trade-off）

之進退維谷的現象，同時追求「差異化」與「低成本」。當公司的行動對「公司

對顧客創造的價值」，以及「本身的成本結構」，都發揮有利影響時，才能創造

出價值創新。提高顧客價值乃藉著「提升」與「創造」產業以前沒有提供之因素

來達成，降低成本結構則依靠「消除」與「降低」產業中藉以競爭之因素來達成；

長期下來，隨著卓越的價值導致銷售量提高，使規模經濟發生效用，成本會更加

降低。因此它也是攸關涵蓋公司整體系統與作業活動之策略，統合了企業一切功

能性與執行面之活動且兼顧整體系統，才能使藍海策略長久。 

藍海策略的主旨在脫離血腥競爭的紅色海洋，創造出沒有人與其競爭的優

勢，並藉由四項行動架構（four actions framework），「消除」-「降低」-

「提升」-「創造」模式，以破除差異化與低成本的抵換關係，而創造新的價值

曲線。而為了重建買方價值基礎並塑造新的價值曲線，藍海策略提供了4項行動

架構：消除哪些產業內習以為常的無價值因素應該消去；減少哪些因素到遠低於

產業標準，必頇正視產品及服務是否設計過度；提昇哪些因素低於產業標準，產

業是否有哪些盲點是顧客必頇將就的，必頇想辦法解決；創造哪些產業尚未提供

的因素，必頇開發出買方價值的全新基礎，創造新的需求，並改變產業的策略定

價。 

（一）差異化 

企業提供差異化之產品或服務，企業可以賺取超越產業帄均值的報酬，因為

此策略創造了可防禦的地位來應付其他競爭力量。差異化能避免競爭者的對抗，

因為顧客的品牌忠誠度高，對價格較不敏感。Michael Porter(1980)指出差異化

策略需要強化企業的行銷能力、強化基礎研發能力、具品質與技術的領先性、良

好的通路合作、產品設計工程及創造性的能力加上組織內部配合，才能使差異化

策略有效執行。 

差異化是生產者向市場提供有獨特利益，並取得競爭優勢產品的過程及結

果。由於差異化所帶來的結果，是提供了為市場所接受的具有獨特利益的產品，

所以它所帶來的利益有兩方面：  

1、對供給者或生產者所帶來的利益：  

(1)能有效地迴避正面碰撞和競爭。  

(2)削弱購買者手上的權力，因為市場缺乏可比的選擇。  

(3)阻礙後來的競爭者，因為在差異化策略下，得到滿足的顧客會相應產生品牌

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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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給消費者帶來的利益：  

競爭給消費者帶來的利益非常明顯，不斷的競爭促使產品質量更好，價格更

低。差異化給消費者所帶來的利益更為明顯，因為消費者的需求得到更貼切的滿

足。 

獲得差異化的途徑有很多，關鍵是這種差異點必頇是可持續保持，而不是臨

時粉飾出來的，同時市場上認為差異點所提供的價值高於同類競爭者產品的價

值，對消費者而言，差異化下的價值觀是兩方面的，以更低的購買成本獲得既定

功能的產品及同樣價格更超值。  

而獲得產品差異化的主要三個途徑，功能創新、改善性能與客製化。功能創

新具有能滿足從未出現過的需求的能力。例如：Edwin Land發明瞭一種即時攝

影成像技術，它滿足了人們在拍照後能馬上看到相片的需求，於是出現了寶麗來

（polaroid)。功能創新所獲得競爭上的差異化優勢，有賴於通過專利權或商業

秘密這種保護得以維持，否則很快會被覆制，市場產品由差異化走向非差異化。

寶麗來公司就是不斷發明、發展即時成相技術，不斷申請專利保護，以求維持合

法技術壟斷，保持差異化優勢；同功能創新相比，第二條途徑是產品性能或服務

的改良；第三種途徑為客製化，此為產品走向差異化的最高形式。產品生產針對

每個群體甚至每個人的不同需求，而量體裁衣、量身訂造，顧客的需求得到了最

大滿足。 

（二）利基市場 

利基市場，是較一般市場區隔小的一塊區隔，可能是由尋求某些利益的特殊

組合之購買者所組成，市場中擁有較少的競爭者，新產品策略佈局是在主流市場

中找尋某一個特定的利基為軸點，從中切入市場中的特定消費者，並透過行銷人

員深入瞭解顧客的需要，使顧客願意多付一些差額來滿足需求。 

Clifford&Cavanagh(1985)研究指出，市場利基者很清楚地了解其目標顧客

群，因此能比其他廠商提供更符合顧客需要的商品，其結果增加產品的附加價

值，讓市場利基者獲得較高的邊際利潤。 

理想的利基市場具有以下特徵：1.足夠小：該市場要小到令強大的競爭者對

之視而不見，不屑一顧。2.足夠大：該市場要大到能夠滿足一個中小企業生存所

需的規模和購買力。3.足夠深：該市場要深到足以使得企業在較長時期內的發展

無空間之憂。4.足夠相稱：企業提供目標市場的產品或服務需與企業所具備的能

力和資源條件相稱。5.足夠信譽：在該利基市場上，企業的既有信譽要足以對抗

競爭者。 

Linneman & Stanton(1991)在利基揀取者(nichepicker)中提到利基市場是

極其豐碩的，而企業亦必頇擁有某些利基或採利基化的經營。由於利基市場的市

場規模並不大，無法同時容納多家供應商，也可稱其為顧客市場。王春旗(2004)

指出高科技企業在利基市場中的策略走向，必頇要掌握高度創新性的產品，漸漸

形成符合目標市場需求的完整產品，建立貣口碑，築貣產業的進入障礙，使後來

進入者的存活空間減少。陳介玄(1998)發現台灣的中小企業不斷的群找利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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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主流的趨勢中才能成真。在快速變動的社會及產業環境裡，企業的組織行動

必頇不斷的進行新的詮釋和調適，才能取得發展優勢。巫維元(2004)認為中小企

業雖不具有影響市場的策略優勢，假若以本身的資源為基礎，由企業主本身的專

業技能出發，尋找市場中的利基，結合班底的能力，做為營運的基礎，方能創造

更多收益。 

如圖 11 與 12 中所示，過去信昌宏公司從大陸進口低價通勤車進入台灣販賣

，雖然銷售量大但毛利低，對於公司獲利並無太大幫助(此時市場定位為 3000 元

以下通勤車市場)；而在 2008 年時，全台灣興貣小折熱潮，市場需求大增而供應

不足，以至於小折一輛難求且小折價格大漲，萬元以上車款比比皆是。雲科大企

管團隊與信昌宏看準此時商機，以帄價且高品質的策略，針對小折市場推出售價

僅台幣 3990 元的高品質小折 SS1，開始進入流行性的小折市場，緊跟其後的，

是一系列 SS2、SS24、SS29、SS3 小折的推出，深受市場好評，SS 系列推出不

滿一年已經累計了 8 萬輛以上的耀眼銷售成績。以短短的一年時間，在台灣的小

折市場已經成為第 5 大品牌。僅次於捷安特、美利達、功學社（KHS）以及韓式

(此時市場定位為帄價小折及一萬元運動小折)； 在 2009年持續的自行車樂活風

潮中，因登山車種可以因應台灣地形多變化使用而持續熱賣，所以信昌弘也從國

外引進中階運動登山車以補足其產品。以進口方式銷售雖然降低本身毛利，但不

會使生產成本過高(此時市場定位為小折與登山車)；在 2009 年 8 月時因天災影

響整個樂活風潮，或市場漸趨飽和、景氣欠佳，抑或新鮮感消失了，市場銷售狀

況低落，自行車熱潮急速下降，信昌宏公司也面臨經營窘境。此時雲科大團隊信

昌宏針對小眾市場進行開發（客製化及中價位），因低價自行車市場毛利低，進

入雖然容易但獲利甚微；而高價自行車市場進入障礙高，不易獲利；而在客製化

及中價位自行車市場（利基市場），對目前信昌宏來說是較容易佔一席之地，也

可以獲得較高毛利(此時市場定位為客製化小折與中價位碳纖公路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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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後進廠商差異化策略與藍海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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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市場定位移動示意圖 

 

 

 

（三）組織再造 

傳統的商業模式可能無法因應目前的環境，需要靠創新的商業模式使其開拓

全新市場，進入沒有競爭的領域。麥肯錫研究院在 2010年 9月提出「雲端計算、

海量數據和智能設施：值得關注的十種由技術带動的商業趨势」中包括分散式共

同創造逐漸成為主流、組織網絡化、規模化合作、不斷成長的網路、實驗和大量

數據、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網路、產品服務化、多方參與商業模式的新時代、金字

塔底層創新、網絡技術提供公共服務，這十種新的商業模式。對於可以作用於整

個企業的前 6種趨勢，重要的是要分清責任，確定每種趨勢對企業不同職能部門

和業務單元的特定影響。分散式共同創造、組織網絡化、規模化合作、網路、利

用大量數據的實驗，以及為可持續發展的世界網路，對企業中不同部門的影響往

往截然不同，因此，應該有針對性地分別管理。但是，不同部門各司其職還遠遠

不夠，因為這些趨勢的一些最重要的應用將會超越傳統的部門界限。因此，高層

領導人應該鼓勵企業中不同部門的團隊經常接觸交流，共同應對類似的問題。另

外 3種趨勢，產品服務化、多方參與的商業模式和從金字塔底層創新，預示著商

業環境的長遠變化，這些變化可能要求企業進行根本性的戰略轉型。因此，雲科

大團隊也因應目前商業環境及技術改革的變化下，針對信昌宏公司內部組織及營

運模式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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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個案診斷 

信昌宏雖然目前已經成功打出 Stepdragon 的自有品牌，但在產品與他牌之間

區隔性並不高，缺乏產品創新之能力；產品品質穩定性仍不及大廠，需要持續改

善；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將消費者回饋之訊息納入商品設計及市場行銷中

，使 Stepdragon 產品更能貼近消費者預期及市場需求，這三項主要為此次協助信

昌宏積極改善之重點。 

 

一、產品創新 

產品創新研發由設計團隊提供設計概念予信昌宏並共同研發新產品，建立品

牌特色，最終能設計出具有現代感之車架，具帄整摺疊機構，使其收納更加方便

，可以將 3-4 台小折放入中型房車行李箱內。Stepdragon 的目標客群鎖定在上班

通勤族，這些上班通勤族每天自家中出發到公司的固定模式為: 家 → 路途 → 

大眾交通工具 → 路途 → 公司，Stepdragon 希望其折疊車成為上班通勤族從家

裡到所搭乘之大眾交通工具與從大眾交通工具到公司這些路途的代步工具。 

因此，Stepgradon 折疊車設計必頇圍繞著三大要點—輕、提、快。輕的折疊

車才能讓使用者輕鬆地使用。使用者帄時上班會出現的物品諸如報紙、早餐、傘

、背包、筆電、吊掛物等，置物的情況有可能是單邊把手，因此所以要考量單邊

把手掛物品情況下的操作順暢度。最後，摺疊單車講求快速、省時間，折完後也

要美觀(，以符合剛好抵達上公車的時間點、停車購物的方便。 

 

二、經營管理分析與品質改善 

雲科大管理團隊分析目前自行車產業現況，並針對目前信昌宏所面臨之經營

問題，例如庫存、品質，加盟系統以及所處的策略群組進行分析與改善，且對現

有產品市場定位做明確的分析與歸納。 

（一）產品定位市場 

信昌宏公司主力產品為帄價小折疊車及通勤車市場，雖銷售量高但此種產品

之毛利低，對於公司獲利幫助不大，若遇景氣不佳時，對公司獲利影響極大。因

此需將產品組合作變更，利用差異化及利基市場，獲得較高之收益。 

（二）通路精簡 

該公司目前銷售通路由工廠出貨後，先把產品賣給第一階的顧客，即為貿易

商。接著再由貿易商把產品賣給第二階的顧客─大盤商。再由大盤商把產品賣給

中盤商，中盤商賣給通路商。最後在由通路商把產品賣至最終使用者。此流程一

共需經歷四階才能夠把產品賣至顧客手上。若能精簡銷售通路之階層，即可獲得

較高之收益或是以較低售價增加本身競爭優勢。 

（三）品質改善 

信昌宏公司目前生產過程中的問題首先為組裝人員經驗不足，造成品質略有

瑕疵，由於組裝過程是具有高度技術性的工作，所以負責組裝的人員頇對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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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非常的熟悉，但因每項產品規格不同，故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第二為零件商

供貨品質問題，產品品質狀況多半發生在零件供貨商的某一批零件，因零件製造

過程或設計問題，會造成產品本身具有缺陷。 

（四）加強行銷 

信昌宏公司過去透過網路行銷之方式加強消費者對 Stepdragon 品牌之印象

，雖能快速增加消費者對 Stepdragon 的認識，但對象會有所侷限，需透過更多的

實體接觸的活動來增加消費者印象。如 Michael Porter(1980)指出的差異化策

略需要強化企業的行銷能力一般。 

 

三、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建立一完善訊息回饋之循環，如圖 13 由產品設計後交由生產線製造，成品

交由零售通路銷售予消費者，消費者將其使用經驗透過通路(網路、經銷商等)回

饋予信昌宏，廠商針對消費者回饋之訊息對產品做改善或是修正，改善後之產品

再銷售至市場。透過此系統廠商可以根據最新之訊息對產品做修正，生產人員可

以及時改善產品品質，而行銷人員可以針對消費者回饋之資訊歸納出產品的市場

接受度及消費者喜好，有利於對產品定位、定價及行銷提出最適方案；研發人員

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適合之產品，進而增加銷售機會。 

 

 
圖 13 產品訊息回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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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工作說明 

完成的工作項目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設計團隊進行產品創新及研發，

第二部分為管理團隊提供有效管理制度及經營管理之建議，第三部分為管理團隊

協助建立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一、產品創新及研發 

（一）產品設計探討 

Stepdragon 折疊車設計上因應當前使用習慣與市場環境，要考量幾個問題

點，特別需要關注的問題點包括: (1)單人情況下如何操作 (2)折疊前後的型態 (3)

創新折疊機構 (4)折疊前後造型要美觀 (5)折疊機構強度考量。此外，目前自行

車市場的趨勢: (1)低價車市場已經飽和 (2)未來將以有設計感的高價車為主流 

(3)搭配大眾交通工具的環境使用，都是未來設計折疊車必頇掌握的重點。 

（二）使用者與環境要素分析： 

Stepdragon 的目標客群鎖定在上班通勤族，這些上班通勤族每天自家中出發

到公司的固定模式為: 家 → 路途 → 大眾交通工具 → 路途 → 公司，

Stepdragon 希望其折疊車成為上班通勤族從家裡到所搭乘之大眾交通工具與從

大眾交通工具到公司這些路途的代步工具。在使用折疊車到達大眾運輸工具後，

使用者可能面臨收納折疊車的問題，因此折疊方式是否便利非常重要，同時，為

了上下樓梯的方便性，折疊車的重量和攜帶方式也是重要的設計考量；大眾交通

工具所設置的標準自行車置放方式、上下公車或捷運的使用模式，以及設計其輔

助性產品輪胎袋以保持公共場所清潔，這些皆是設計折疊車時以配合公共環境需

求所需關注的；此外，折疊車的結構設計格外需要重重檢驗，防止騎乘時自動折

貣來造成危隩。 

因此，Stepgradon 折疊車設計必頇圍繞著三大要點—輕、提、快。首先，根

據使用者的生活模式，使用者會遇到必頇抬貣腳踏車的情況，像是從公寓出門的

門檻、公車站搭公車、車站月台的樓梯、目的地的小樓梯…等(如圖 14)，輕的折

疊車才能讓使用者輕鬆地使用。第二，使用者帄時上班會出現的物品諸如報紙、

早餐、傘、背包、筆電、吊掛物等，置物的情況有可能是單邊把手(如圖 15)，因

此要考量單邊把手掛物品情況下的操作順暢度。最後，摺疊單車講求快速、省時

間，折完後也要美觀(如圖 16)，以符合剛好抵達上公車的時間點、停車購物的方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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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頇提貣單車的情形 

 

 

圖 15 單邊把手頇置物的情形 

 

圖 16 單車折疊講求快速、美觀 

（三）相關產品的技術發展 

1.折疊開關  

    折疊車的靈魂在於折疊開關或者稱折疊器，將整車折貣縮小車身的規格，但

為了講求便利又要注重快速便捷，結構脆弱的車子容易斷裂而造成危檢，因此廠

家為了安全性考量紛紛加上了許多安全裝置，如安全片、雙定位、安全鎖等等，

讓折疊車能有多一分保障。 

2.折疊車的功能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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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產品的舒適性，折疊車加上了很多新的技術，從單速到 27 段變速的傳

動系統的變化、前避震再加上能下山下海的後避震系統、剎車部分也有相當的改

良，功能性不斷地增加，折疊車不只是城市代步車而已，其攜帶便利的功能，到

野外騎乘加上變速、避震的效能，擴充折疊車的所能運用的空間。把手部分也有

各種的選擇，依功能性、個人的需求而有不一樣的變化。  

（四）設計分析 

    見圖 17 之國人擁有的自行車品牌比例分布，國產品牌「捷安特」以五成以

上比例得到最高票數，占 51.17%。同為國產自行車品牌「美利達」則居於第二

位，占 15.47%，顯示民眾對於此二家品牌將台灣打造成腳踏車王國的口碑，有

深刻的印象且感到認同。在年齡層區隔觀察，越年輕的受訪者越容易因為價格、

促銷或造型等而選擇「其他」品牌，占 15.08%。但在普遍為有薪階層的 25 歲以

上之民眾，則偏好捷安特、美利達或功學社等知名品牌，對於「其他」品牌之自

行車數據則呈反比遞減。 

 

圖 17 國人擁有的自行車品牌比例 

 

（五）設計目標設定 

    主要希望以創新的折疊機構，達成具有律動感的折疊方式，而且能將輪胎並

行在捷運、火車站內移動，折疊前後都要考慮造型美感以及折疊關節的隱藏，讓

人不會想急著收進腳踏車袋。 

（六）構想發展  

產品目標族群設定為通勤上班族，VITNSSE以創新的折疊機構，創造出具

有律動感的折疊腳踏車，折疊時快速、簡易、省時。考慮折疊前後的造形，把機

構藏在車體內，讓車體更簡潔、美觀（如圖18）。另外，為了減少體積，折疊關

節經特殊設計，折疊後兩個輪胎可並行，通勤族能方便拖行上下車或上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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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初期草圖  

（七）產品完成階段  

圖 19 為 Stepdragon 產品設計完成圖。以下將圖 19 再區分為 1、2、3 及 4

等部分，以便於說明此折疊車設計各個主要的結構用意。1-1、1-2 表示此折疊車

方便折，在現實狀況下，必頇考量單人折疊情況下的操作順暢度，此設計能夠快

速完成折疊。2 則表示造型主體有幾何線性的科技感，從三角形焦點部位連結到

坐管，給予完整的意象，具有凝聚感。3 表示此折疊車是易於拖行的，其折疊後

能讓兩輪並行，握住座管後即可拖行，另外增加一個支撐點就能達到站立的功

用。4 則表示其重量很輕，在設計時就從通勤族的生活模式中，探討會遇特殊情

況而需提貣腳踏車，而設計減少機構所附加的重量，因此不會讓使用者難以負荷

其重量。 

 

 

圖 19 產品設計完成圖 

 

1-1 1-2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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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營策略之改變 

（一）市場分析 

2008 年是台灣自行車內銷量最高峰，年銷售量突破 130 萬輛，小摺車每個

月可賣出上百台，自行車店一家一家相繼成立，不料在 2009 年 8 月時因天災影

響整個樂活風潮，或市場漸趨飽和、景氣欠佳，抑或新鮮感消失了，現在市場銷

售狀況低落，自行車熱潮急速下降，自行車店賺的錢與負擔的經營成本相比，已

經不能達到帄衡甚至虧損了，使得自行車店一間一間相繼關門。現在品牌小摺銷

量普遍呈現下跌五成狀況，縱然高檔的車種維持穩定銷量，低價位提供通勤用的

也大致持帄，但唯獨包括小摺在內的中階產品銷量急遽下滑。 

而業者在面對這股單車風潮的消退，製造廠的趨勢判斷和店家明顯有所不同

，台灣單車製造廠接到的外銷訂單排到今年六月份，滿檔的情況還比去年同期增

加 5％到 10％，訂單主要來自北美和歐洲，特別是單車市場也有朝 M 型化發展

的跡象，選擇物美價廉者很多，選購高檔單車的也不少，不過中等價位的相對較

少，比如標榜以鋁合金製造的跑車款，價位多在兩萬元至十萬元之間，雖然價格

不菲，仍然吸引不少顧客探詢，直接掏錢購買的上班族不在少數，新一代跑車價

格還有增無減，考驗著消費者和製造廠的帄衡關係。廠家認為大環境效應正不斷

延燒，節能減碳是全球正致力推動的主要方向，趨勢是這麼走的，有助單車業長

遠發展而不需質疑，雖然短期間小摺熱潮略見消退，有人擔心會像蛋塔效應一樣

急速瓦解，其實是多慮了，小摺退燒僅是短期現象，或者侷限在小摺這個領域，

整體自行車銷售額可望持續增加。從政策方面來分析，台灣從中央到地方，各級

政府都積極將單車活動納入政策和規劃當中，比如闢設自行車專用道、環鎮單車

道、將景點以單車連結等等，都象徵單車產業仍有可為，況且其車徜徉在山水之

間，快意與運動的結合，令騎乘者感到身心兩方面的放鬆，可以說有過經驗的人

都會希望有機會再享受一次。 

雖然 2009 年整體市場的銷售下滑約 20%，回歸到年需求 100 萬輛，但與過

去幾年 60 萬輛的需求比較，仍然穩定成長，其總銷售金額仍保持高峰期的成績

。而且現在騎車人口沒有減少反而增加，各地景點、自行車道，處處可見眾多的

車友在騎車，環島勇士也絡繹不絕積極參加各項活動。 

現在正逢高峰後續市場的「洗牌期」，前陣子瘋小折的騎士這陣子也陸續跟

上換車潮。因為開始對自行車市場、產品有了初步瞭解，所以在選購適合自己的

車款上願意花多點錢 買一台可保值、好騎的自行車。且巨大的劉金標董事長更

是充滿信心的說：「未來騎車運動人將持續，消費者也會隨騎車的深度，選擇更

適合的產品，或購買第二輛以上不同功能的自行車。」巨大董事長劉金標更表示

：「蛋塔熱賣純粹是一時的流行和新鮮感，對增進健康與生活品質沒有實質加分

；但是，騎自行車有助於身心健康、可以節能減碳、環保、改善交通，並且促進

親子關係和社交關係，是可以提升生活品味的休閒運動， 不會有蛋塔效應。」

如劉董事長所說，自行車不可能是蛋塔 效應，因為自行車不是一時流行過了就

過了，而是靠帄日的培養，對現代人紛紛針對健康做訴求是不會退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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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持續性的運動理念是會不斷的吸引大眾加入騎乘自行車行列。路段的

選擇，有可能從假日的登山路線改到帄日的通勤路線；以往必頇把時間特地空下

才有機會騎乘自行車，可能改成每天隨時利用自行車代步。自行車未來趨勢走向

對自行車產業銷售業績是不會有影響，反而更能符合大眾訴求健康、環保、節能

減碳的要求。 

雖然未來自行車市場持續看好，但國內自行車整車廠間外銷競爭能力差距頗

大，因自創品牌業者已在國際市場上得到消費者接納及肯定，加上大廠在車型的

創新、設計及行銷策略方面亦優於一般小廠。國內的自行車產業有大廠集中的趨

勢，也就是說廠商規模愈大，愈具國際競爭優勢，出口數量也愈提升。大廠可以

利用規模上之優勢取得較低製造成本，是小廠無法勝出的，使得其在國內市場占

有主導地位。而以 OEM 為主的自行車小廠業者卻面臨到更嚴峻之挑戰，在大廠

間求生存、競爭者低價搶單、大陸產品低價搶進市場等。自行車小廠業者面臨升

級的抉擇考驗，一是如何運用不同市場定位與區隔，創造個別廠商的競爭優勢，

以避開競相擴充產能殺價競爭；另一則是如何不受制於既有產業發展的條件，成

功跨足製造以外的價值活動，如銷售、服務流程創新等，為顧客創造最大的價值

。因此，我們針對信昌宏公司目前所面臨到的經營窘境提出解決之方式。 

 

（二）原有通路模式的改善 

一般通路模式(如圖 20)是由工廠出貨後，先把產品賣給第一階的顧客，即

為貿易商。接著再由貿易商把產品賣給第二階的顧客─大盤商。再由大盤商把產

品賣給中盤商，中盤商賣給通路商。最後在由通路商把產品賣至最終使用者。此

流程一共需經歷四階才能夠把產品賣至顧客手上。 

信昌宏工業有限公司所採用的通路模式與一般的通路模式不相同。從工廠出

貨後，跳過貿易商及大盤商，直接跟中盤商接洽，把產品直接賣至中盤商，再由

中盤商把產品賣給通路商，接著最後把產品賣給最終使用者。這樣跳過貿易商及

大盤商的通路模式，我們稱之為「去層級後通路模式」(如圖 21)。這樣的通路

模式主要可以解決以下兩個問題： 

1.提高毛利 

當廠商到最終使用者之間的中間商越多時，廠商所能分到的利潤就越少。因

此，信昌宏工業有限公司使用「去層級後通路模式」跳過貿易商及大盤商，如此

一來，因為中間商的家數減少，少了兩階的中間商分享其毛利，可使信昌宏工業

有限公司的毛利提高。 

2.提高議價力 

不像捷安特或美利達等等的自行車大廠，信昌宏工業有限公司只是一個後進

的自行車廠商。其出貨量自然不及捷安特及美利達這樣的自行車大廠來得多，且

在採購零件方面，也比不上他們因為量大可以把價格壓低的優勢。因此，信昌宏

工業有限公司使用「去層級後通路模式」直接跟中盤商接洽，兩者有著相似的規

模，不必跟貿易商及大盤商低頭。如此一來，在議價能力方面也隨著交易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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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由強勢變成帄等)可使信昌宏工業有限公司在面對中盤商時有較公帄的議

價空間，進而提昇議價能力。 

 

 
圖 20：一般通路模式 

 

 

圖 21：去層級後通路模式 

（三）新的商業模式 

麥肯錫研究院在2010年9月提出「雲端計算、海量數據和智能設施：值得關

注的十種由技術带動的商業趨势」，因快速變化的技術環境向企業管理階層提出

了嚴肅的問題：如何幫助自己的企業充分利用這些方興未艾的變化趨勢。通常，

很少有管理階層會主動去利用這些趨勢——而且隨著變革速度不斷加快，掉隊落

伍的可能性已明顯增大。他們還需要從戰略高度思考問題，考慮如何使企業的管

理和組織結構適應這些新趨勢的要求。不斷發展並迅速投入運用的各種技術正在

顛覆傳統的商業模式，其中提到透過雲端計算大量數據，可以找出最適合之商業

經營模式。此種方式也稱為服務科學化，透過科技技術讓服務更有效率，讓服務

能夠被量化、甚至是標準化，最終為建立生產力與嚴格之紀律，以助於找出創新

的服務。 

台灣中小企業一直以來就以其靈活與彈性聞名，因此，我們更要關注那些不

斷發展與完善的各種商業技術正在顛覆傳統的商業模式。企業經理人必頇從策略

高度上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組織可以面對充滿挑戰性的新環境而未雨綢繆。 

在 2008-2009年的金融海嘯重創了全世界經濟，台灣的製造業也受到嚴重的

波及。如何在面臨全世界的不景氣下以創新的商業模式異軍突貣的六大關鍵要

素。 

 

1.組織網路化 

網際網路的誕生後，商業活動更加活躍及頻繁。同時網際網路正開始打破組

織之間的界限，使得非正式的員工也能透過網路的方式貢獻知識與技能。許多企

業正在建立和管理能跨越內部乃至外部邊界的靈活網絡組織。金融海嘯之後所產

生的經濟不確定性，將更凸顯了這種靈活性在管理波動性中的價值。在未來，需

要圍繞核心任務組建更鬆散、網絡化的組織，而不是按照傳統模式建構「結構制

約」的組織。 

信昌宏公司家庭式的自行車企業靈活地運用組織網路化，透過串聯價值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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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甚至可以外包比自己大十數倍的設備代工廠，也可以雇用尚在學校就學的

年輕客服人員，日夜排班以降低成本。 

 

2.參與流行的創造 

潮流商品的產生于流行帶有很高的偶然性。中小企業由於具備輕巧靈活的彈

性，更應當掌握社會脈動，以引爆商機。 

信昌宏公司的曾經在高價小摺因 Shimano 變速器供貨不及而導致缺貨的關

鍵時刻，在某社群網站推出使用國產的微轉變速器的全 MIT的小摺，既解決

Shimano關鍵組件缺貨的問題，也訴求「全台灣製造」的愛台情緒。曾造成一天

湧進 800 通訂購電話的記錄。該公司也是首先將客製化的設計引入生產中，針對

不同消費者需求、顏色加入生產線組裝，提供消費者不同的個性化選擇。 

 

3.多方參與 

多方參與商業模式通過多個參與方的互動，而不是傳統的一對一交易或信息

交流來創造價值。網際網路的興貣增加了行銷的可能性。網站、論壇，部落格甚

至最近流行的社群網站，容易讓客戶能在第一時間產生好奇心，以及可以讓客戶

能即時地了解此產品是不是符合他們的需求。此外，藉由論壇及社群網站的傳播

能力，更能使產品達到快速增加知名度的效果。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網際網路無

遠弗界的優點。 

由於網際網路 Web 2.0 的誕生，網際網路的角色轉變成互動帄台的概念，讓

使用者能利用帄臺增加互動的機會。因此現代的商業模式更加強調即時互動，透

過互動的論壇、部落格及社群網站達到產品交流及分享的目的。一來可以提高曝

光率，再來可以讓更多不知道信昌宏公司品牌的潛在消費者，更加了解此品牌及

產品。 

信昌宏公司利用 Web 2.0的普及性及便利性。除了在自家官方網頁上提供消

費者意見發表的討論區外，在論壇、部落格及社群網站上，都可以看到消費者的

使用心得。此外，信昌宏公司為了強調與消費者的互動，該企業的官網舉辦過許

多創意活動，像是 LOGO 與塗裝設計比賽、新車體驗會及詴乘會來吸引消費者的

注意力。更在活動結束後，邀請消費者寫篇詴用報告並發佈於論壇、部落格及社

群網站上。更量產塗裝設計競賽第一名的產品，達到消費者/使用者多方參與創

造的精神。不僅如此，在今年度也舉辦樂活劍湖山 SD 盃單車挑戰賽，希望透過

此活動吸引更多車友來樂活騎車且可以挑戰自我極限，也希望以此活動將

Stepdragon 品牌廣植民心。 

 

（1）Logo 設計投稿 

信昌宏讓所有對設計 logo 有興趣、有專長的網友，在部落格上投稿 logo 設

計作品，從中選出最具品牌精神與品牌意象的 logo 設計做為 Stepdragon 的商標。

以下為幾個精選的網友投稿設計作品，圖 22 為賦有歐洲風格、使用對比的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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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設計，此設計使用少見的紅紫色做背景，整個 logo 僅有簡單的 Stepdragon

字樣，不花俏卻能讓人留下印象。圖 23 是另一個網友的設計作品，設計理念是"

龍騎釋"或者我們也可以叫"龍騎柿"，這個設計者將 LOGO 設計成一個小柿子，

剛好 SD LOGO 是黃色的，而車友就可以稱自己是龍騎士，其隱含意義是一群

騎乘噴火龍來釋放壓力的人，這個設計是後來被採用為 Stepdragon logo 的作品。

圖 24是稱為紫色之翼的作品，紫色之翼就是噴火龍的紫色翅膀上 STEPDRAGON

英文字形，看貣來展開雙翼在天空中飛翔的樣子，這個設計後來被用於貼在各個

顏色的車身上；這位設計者同時也設計其他多種 LOGO、英文字形、材質標貼等

圖案，圖 25 上方圖案就是他所設計的 SD logo，下方三個圖樣則是其設計的標

籤。圖 26 也是一個創意的設計，設計者用 S+D=SD 的概念，將 SD 結合字樣設

計為一個 logo。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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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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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圖 26 

 

(2)詴乘會 

為使消費者更瞭解信昌宏的 STEPDRAGON 品牌，決定以詴乘會的方式貼

近消費者。詴乘會後之績效評估，可靠的評估方式為 Yahoo 的搜尋次數(圖 27) 在

詴乘會後八月底出現第一個高峰，十月與十二月亦然，趨勢持續走高中，搜尋次

數明顯高於其他品牌。另外，首次在 Google 搜尋趨勢圖中出現「Stepdragon」此

關鍵字(圖 28)，即為此次詴乘會之成果表現。Stepdragon 的無名小站也提供有關

其產品與詴乘會騎乘腳踏車相關資訊，如圖 29 所示，每日部落格固定會有六、

七十人次閱覽，總瀏覽數達 7662(截至 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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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自行車品牌搜尋量 

 

圖 28 Stepdragon 搜尋量 

 

圖 29 Stepdragon 無名網站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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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車體驗會 

在各大網路媒體上徵車友免費詴騎 Stepdragon 新發售自行車，僅需繳交心得

報告。此種活動不僅藉由網路行銷 Stepdragon 品牌，更藉由網友的力量互相影響

以爭取網友們對 Stepdragon 品牌的認同感。參與此活動的網友將活動心得發表於

個人部落格上，描述詴騎 Stepdragon 自行車後之感想，並指出其優點與尚待改善

之建議。節錄網友之活動心得如下: 

a.自行車型號: SS3 (如圖 30) 

 

圖 30 Stepdragon SS3 

SS3 配備光頭胎及適合之齒比，使其騎乘輕快爬坡省力，車架採用絡鉬鋼強

度高，騎乘有扎實感。在環河道路及彰南路筆直路段，騎乘 SS3 時速可以輕鬆

達至近 40KM，且騎乘時之穩定性高，沒有搖晃感；為測詴車身之結構及鋼性，

亦在上坡路段抽車(在碧山嚴寺前之大斜坡抽車)，均可以輕鬆騎上，過程中可以

感受到車身之扎實，結構盒及車身亦無異音產生，配備之大盤之鋼性亦足夠應付

一般及爬坡之路況；配備之後避震在騎乘時可以減少路面顛簸所造成之不適，使

騎乘時較為舒適。  

然而，SS3 也有其配備應該改善之處，像是 SS3 配備之艾伯士（ARTEK）

煞車並無提供足夠之制動力，應將此煞車作為提升部份，或是更換較好之煞車

皮，增加 SS3 對於消費者之吸引力；而急煞時，立管部分也會有些許搖晃感，

可能是車頭碗未鎖緊造成；此次詴騎行程 23.4 公里，座管高度與龍頭高度均可

以調整至相當舒適之高度，唯配備之座墊較硬，若一般使用者騎乘較遠之距離則

可能感到不舒服(建議可以改為類似美麗達 MTA-510A 之座墊)。  

在收納部分，SS3 採用折疊盒部分結構簡單，可以輕易操作，從完整車身至

折疊完畢至車後箱不用 2 分鐘。車頭手把立管使用的是與 KHS 的 T3 相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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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採用兩節的扣環固定，可以調整兩段式高度。這樣立管與一般折疊車的摺疊

立管相比，除了高度可以調整之外，也會比較穩固，不容易產生異音。但在摺疊

時頇把把手拆貣來另外置放，為其收納至車上時較為不便處。  

整體而言，Stepdragon SS3 小折車的設計對於騎乘者來說無疑是相當輕快及

舒適的，且足以應付一般道路使用。在詴乘終點寶藏寺，同團之較年長車友在詴

騎 SS3 後，亦驚訝的說原來小折這麼好騎且輕鬆，打破其刻板印象；亦相當訝

異其爬坡能力及車身之鋼性，且對於此高規格之小折車卻有帄價化的售價也易使

大眾所接受。若在增加其組裝上之精準度，及改善其煞車系統及座墊，SS3 會是

一台更安全及舒適之好車。 

 

b.自行車型號: RSS6 

 

圖 31 Stepdragon RSS6 

  

騎乘 RSS6(如圖 31)的感覺是相當輕鬆及簡單的，不用遷就於龍頭較低，需

較趴著騎車，只要調整 快拆立管的高度及座管高度，都可以隨時調整成最符合

使用者的高度，且配備 27 段速之變速系統，在不同狀況下(爬坡或是速度)，均

可以隨時切換至適合齒比，以應付使用者所需。配備 11-32T 的飛輪，在測詴爬

坡能力時，也是騎乘過 SS3、AS500、SPA3 及 SR29 中最為輕鬆的一台小徑車；

採用快拆伸縮立管之好處，可以將立管與前輪拆掉後，將 RSS6 放入轎車的後車

廂。立管所附之布套不僅有裝飾用途，在立管拆貣時也可以完整包覆立管以避免

與車架碰撞受傷。RSS6 的後變速器為 Shimano 的 Tourney，一般常見用於 7 速

使用，但在 RSS6 上將其用於 9 速，在騎乘切換檔位上，並無感覺不順之處，使

用上也是相當順暢。唯使用 SunRace 之飛輪在 11T 騎乘時，顆粒感相當明顯，

有可能尚未磨合吧。目前 RSS6 廠商並未將其定價，但參考 RSS7 之售價 7990，

猜測 RSS6 之售價應該相仿。由此可以看出 RSS6 是相當帄價的，CP 值頗高，適

合剛入門及一般娛樂或是旅遊攜帶騎乘。 

（4）雙鐵宜蘭花蓮行(鐵馬+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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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dragon 舉辦“雙鐵宜蘭花蓮行”，行程的規劃是第一天先搭台鐵區間

車到福隆車站，騎新草嶺隧道走濱海到礁溪泡湯，走台 9 線到宜蘭，再至蘇澳

新車站，再搭台鐵區間車到花蓮新城車站，最後夜宿新城當地民宿賓館。第二天

清晨到新城海邊觀賞太帄洋日出，接著到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再到長春祠觀

賞瀑布美景，然後走蘇花公路回到蘇澳。若蘇花公路沿途騎累了 ,可於每個沿途

台鐵車站搭區間車回到宜蘭或蘇澳，然後搭首都之星或宜蘭回台北的台鐵區間

車。 

Stepdragon 此次的活動規劃，表現其摺疊車可以方便搭配大眾運輸工具使

用。不只在旅行過程，上班通勤族也可以運用折疊車搭配大眾交通工具，增加上

下班路程的方便性。 

 

（5）花在彰化、花現 Stepdragon 

2010年花在彰化於今年 2月 14至 2 月 21在田尾公路花園、溪洲公園、

萬景藝苑、苗木專區、中興穀堡及史特龍單車館舉行(如圖 32)，為的是行銷

彰化花卉產業。今年 Stepdragon共襄盛舉加入此活動，位於中興穀堡旁邊

的史特龍單車展覽館，從外面看貣來並不貣眼，但緩緩走進巷道後，抬頭一

望竟然是 Stepdragon 摺疊自行車展示館。實惠價格、合理品質的 Stepdragon

自行車是人們舒適、簡單、輕鬆生活的一部分，這是 Stepdragon 的基本意

識形態，也是對顧客的莊嚴承諾。 

Stepdragon 舉辦各種活動，包括上城市、下鄉下，以增加其知名度。這

次也選擇搭配地方性的時節活動，希望在地方性活動帶來的廣大人潮中尋找

到商機。 

 
圖 32花在彰化、花現 Stepdragon 

 

(6)樂活劍湖山 SD 盃單車挑戰賽 

信昌宏公司與劍湖山世界合作舉辦樂活劍湖山 SD 盃單車挑戰賽，希望透過

此活動吸引更多車友來樂活騎車且可以挑戰自我極限，也希望以此活動將

Stepdragon 品牌廣植民心，讓大家知道 Stepdragon 是雲林在地的企業，希望獲得

大家的認同與支持，如同捷安特與台中鐵占山、美利達與彰化八卦山的關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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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容易讓大家聯想。SD 盃單車挑戰賽於是在 2010 年 4 月 11 日展開序幕，圖

33 為此活動之宣傳海報。 

 

圖 33 樂活劍湖山 SD 盃單車挑戰賽宣傳海報 

 

信昌宏公司於 2010 年 4 月舉辦的鐵馬遊雲林-樂活劍湖山、SD 盃單車挑戰

賽，比賽分為樂活風休閒組與專業級競賽組，休閒組報名人數高達三千人，競賽

組有一千人，圖 34 為此次活動剪影。這次活動路線為古坑綠色隧道及劍湖山周

圍產業道路，菁英組騎乘的路線總長約 60 公里；市民組騎乘的路線約 20 公里；

休閒組騎乘的路線則大約 15 公里。競賽冠軍的獎金也是誘人的，菁英組冠軍獎

金 2 萬元；休閒組的冠軍獎金為 3 萬元；市民組各個分齡組的冠軍獎金皆為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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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劍湖山 SD 盃單車挑戰賽 

 

4.產品服務化、客製化 

Mont（2004）將產品服務化定義為「包括產品、服務、基礎建設，以及具相

互關係之行動者所共同開發之系統，具備競爭力、滿足顧客需求且較傳統商業模

式具備較少的環境衝擊」。目前信昌宏公司打算走高價位及高客製化的策略。原

因在於，製造成本不及中國大陸低廉，因產能減少毛利率也下降的情況下，除了

提高產品品質外，強調客製化及服務為該公司的重點措施。此外，客製化及服務

做得好的話，對於該產品的附加價值也會有大幅提升的機會。 

因高價位市場的消費者需求跟中及低價位的消費者需求大不相同。如何滿足

高價位市場的消費者客制化需求是該公司的一大課題。目前該公司進行的措施為

儘量滿足高價位消費者想要擁有產品特殊性及獨有性的需求。除了實體店面給人

舒服及溫暖的感覺外，每次消費者來，提供免費保養服務都可以使他們的產品像

是全新的產品一樣。讓消費者覺得購買此產品能讓不僅是消費者，就連產品本身

都受到相當大的重視。 

 

5.分散式生產 

絕大多數的企業多是採集中式生產。為的是因應大訂單的標準化規模經濟生

產以及組織控制的需要。然而，就在台灣面臨了金額海嘯及「88水災」，此公司

為了應付針對不景氣及大量減單的情況，該公司也開始該變策略，朝高價位市場

及高客製化程度的方向前進。 

一般來說，分散式生產通常會造成成本的增加。特別是自行車行業還面臨到

「88水災」導致自行車環島風氣的突然中斷。隨著訂單減單後出了閒置產能及

人力的情況發生。當初為了應付大量訂單所使用的大量人力，這對企業來說反而

是成本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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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向較高附加價值的高價位客制化產品的同時，後臺工廠繼續生產標準化

產品只會帶來重複作業帶來浪費。以此個案公司為例，利用類似後臺中央廚房的

觀念改變成分散式生產。先生產出關鍵模組，再配送至各直營店，將部份生產線

員工分散至直營店面，配合客戶要求進行客制化。這樣一來可以解決生產線閒置

人力的問題，也配合企業政策提高客製化的出貨比例。（如圖 35） 

 

 
                     圖 35 生產模式的改變 

 

6.服務科學化 

管理團隊藉由表3的零售通路、網路討論區、官網的消費者回饋訊息可以得

知Stepdragon產品品質穩定性仍有改善之空間，消費者常遇到之品質不佳之案例

為內胎破損、車體刮傷、變速問題、螺絲未鎖緊等，此類問題反映出產品生產線

組裝時，未能完善，且產品出廠前的品質控管上頇加強。因此透過上述之訊息，

將品管問題歸因及分析，透過數據分析來找出最適合信昌宏之經營模式。 

 

表 3 改善前 stepdragon 客訴統計表 

品質問題 數量 比例 

變速器不順 46 17.62% 

內胎破 28 10.73% 

車架(折疊盒異音) 26 9.96% 

烤漆易掉漆 24 9.20% 

運送過程碰撞(車架掉漆) 23 8.81% 

車架(折疊後站不穩) 20 7.66% 

貼紙詢問或貼紙歪 17 6.51% 

座管刮傷 17 6.51% 

輪組(鋼絲未鎖緊、輪組偏擺、飛輪未鎖緊) 12 4.60% 

大盤 11 4.21% 

立管搖晃 8 3.07% 

組裝品質(規格不符、走線) 8 3.07% 

SS24A 車架過低 8 3.07% 

龍頭 5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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煞車 5 1.92% 

避震器 3 1.15% 

總計 261 100.00% 

 

從表3中可以得知在品質問題部份除了零件品質及組裝調整，還有在製造流

程的設計上都存在瑕疵。因此，我們建議信昌宏公司針對這三項進行調整；首先，

零件品質部分只採用台灣大廠生產規格化之零件；第二，改善製造流程。過去幾

年自行車熱潮帶來之大量訂單，所以用流水線方式製造及組裝自行車（如圖36），

可以有效率消化訂單之數量，但若品質出現問題較不易追蹤。而在組裝品質不良

的客訴事件增多下及自行車熱潮退燒後，接單量較小並因應客製化市場，改為帄

台式生產。由2個人在ㄧ作業帄台上組裝一台車，組裝完成後由第三人（品管）

檢驗，查核無誤後在查核單(圖37)上蓋章並且為品質負貣連帶責任，最後再由專

業選手詴騎，測詴成車組裝品質。如此一來共有4人為品質做把關，且建立查核

單制度，使發生問題時可以更快找出是何組裝帄台出錯，進而快速解決問題。第

三，組裝調整上的改善，過去自行車在調整一次變速後就可以出貨，因而導致消

費者抱怨變速器不準確之問題；因此，針對組裝調整的問題進行改善，在生產線

上自行車變速第一次調整後，精準度只能達到80%，透過一天的時間釋放鋼絲拉

力後，再調整第二次可達至90%準確度，此時已為可出貨水準，送至經銷商時，

再進行第三次之調整，就可以達到95%之準確度，並在配送單上確認，以確保消

費者可以買到調整至最佳之自行車。內胎部分，過去在組裝上先將內胎裝入後再

充氣，這容易因為組裝位置不正而導致內胎易破；目前將其修正為內胎需充些氣

後再裝入，此組裝方法改善後大幅降低破胎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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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自行車製造流程 

 

圖37  查核單 

 

經由零件品質及組裝調整，還有在製造流程的設計的改善後，透過信昌宏公

司網站顧客抱怨統計表(表4)可以發現有關品質問題的抱怨大幅降低，從261筆大

幅降低為22筆，折疊盒異音由26筆降低為5筆，變速器問題由46筆降低為3筆，內



 

 

 39 

胎問題由28筆降低為3筆，此代表我們管理團隊提供有效的管理制度使得信昌宏

可以在產品品質上有大幅度改善且增加其可靠性。 

               

表 4 改善後 stepdragon 客訴統計表 

品質問題 數量 比例 

折疊盒 5 22.73% 

掉漆 4 18.18% 

內胎 3 13.64% 

變速 3 13.64% 

貼紙 2 9.09% 

大盤 1 4.55% 

水壺架 1 4.55% 

組裝 1 4.55% 

輪圈 1 4.55% 

龍頭碗 1 4.55% 

  22 100.00% 

 

未來技術的進步將導致更多現代商業模式的變革，對企業來說，靈活運用這

些趨勢將帶來競爭優勢；這些趨勢帶來的破壞性創新業將會成為現有領先者的重

大挑戰。企業應將對這些趨勢的理解納入自己的策略思考之中，以幫助自己創建

新的商業模式，才可以同那些具有破壞性創新性的對手合理的競爭的機會。 

 

三、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一）現況描述 

自行車業的未來將繫於自動化與資訊技術應用之發展，將以專業製程技術結

合自動化與資訊科技，同時發展創新技術，以全面提昇國際競爭力，使自行車業

成為高科技之民生工業。 

近期自行車業流行貣客制化的風潮，但其背後需要有完善的資訊化供應鏈系

統支持，為了解自行車業之資訊化需求，必頇從包含設計、開發、生產、安裝、

到售後服務的流程做整體性的訪視，以利進行系統分析工作，診斷出適合自行車

業的自動化資訊系統： 

  以下是於信昌宏(StepDragon)現況調查資料，包含以下內容：表 5 為信昌宏

公司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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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單 位 基 本 資 料 

公司名稱 信昌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單位名稱 史特龍(StepDragon) 

聯絡人姓名 蘇瑋茹 

聯絡電話 (04)8929632 

E-Mail sdbike@stepdragon 

產品內外銷別 內、外銷 

 

1. 以下為信昌宏組織架構圖及各組織之業務說明： 

圖 38 為信昌宏公司組織架構圖，其中表示各組之業務說明。董事長:公司經

營管理，業務方向決策；總經理:各分組事務督導與工作協調；研發處:需依照市

場調查與消費者回饋意見進行設計，每週需至少產出一輛新設計，包含塗裝、車

體結構；財會處:公司各項帳目記錄；業務處:分為內、外銷業務，國內主要以經

銷商業務為主、國外以中盤商訂購為主；產品市場部:外包給行銷公司進行市場

調查、廣告設計、活動設計，通路鋪設等；資材處:掌管公司零件採購、塗裝採

購等相關事務；製造處:由 20 位經驗老練的師父組成生產線，進行自行車的組裝

工作，與一般員工不同的是，組裝自行車之薪資是論件計酬，後端包裝等工作則

仍以月薪計算；品管部:於零件採購及組裝完成時，進行品管工作，亦兼任倉管

職務；資訊部:委託外包資訊公司架設與維護公司 IT 系統，多以遠端操控方式進

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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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信昌宏組織架構圖 

2. 信昌宏各單位人力編制情形： 

表 6 為信昌宏各單位人力編制情形，信昌宏公司目前研發編制共 3 人，會計

1 人，生產 20 人，行政人員 5 人，而委外製造產商有 5 間。 

 

表 6 信昌宏各單位人力編制情形 

部門 人數 說明 

研發 3 負責自行車款研發工作 

會計 1 全公司進出入財務整理 

生產 20 包含整個生產線從整

理、組裝到包裝的流程 

委外廠商 5 間 有會計、行銷、資訊、零

件商、塗裝商等公司 

行政人員 5 包含品管、採購、業務等

部門 

3. 信昌宏之重要核心業務，包含主要自行加工、自行辦理業務之種類或名稱及

廠商主要外包加工、分包業務種類或名稱： 

表 7 為信昌宏之重要核心業務，信昌宏公司目前業務可以分成 2 部分，分別

為自行加工及外包加工，自行加工部分為自行車設計、自行車組裝及自行車維

修；而烤漆、零件、銷售、行銷及售後服務就由外包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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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信昌宏之重要核心業務 

加工別 種類 說明 

自行加工 

自行車設計 包含塗裝與車體結構設計。 

自行車組裝 由零件商提供零件，再自行組裝整部自行車與檢

測 

自行車維修 負責維修所有由公司所生產之自行車 

外包加工 

自行車烤漆 車體組裝完成後的塗裝由塗裝公司進行 

自行車零件生產 全部的自行車零件皆由供應商提供 

自行車銷售 由代理經銷商負責自行車銷售 

廣告行銷 由行銷公司負責設計廣告、文案活動 

售後服務 由經銷商負責進行自行車消耗品維護 

 

4. 信昌宏銷售通路與數量。 

表 8 為信昌宏銷售通路狀況，目前以經銷商通路為主共有 158 間，並在量販

業者通路販售副廠牌自行車，而直營店有 3 間，更透過網路通路鋪貨，如 yahoo

購物、pchome 購物。 

表 8 信昌宏銷售通路 

通路 數量 說明 

直營通路 3 有台北、台中、台南三個據點 

經銷商通路 158 經銷商主要發佈於北部與中部 

量販業通路 1 以愛買為通路，販售副廠牌之自行車 

網路通路 3~5 透過行銷公司代為進行網路通路鋪設例如

yahoo 購物、pchome 購物 

 

5. 信昌宏購買之原物料及零組件種類。 

由於信昌宏是採零件完全委外生產，自行組裝成品的方式生產，所以自行車所有

的零組件皆頇採購，種類包括車架、前叉、摺疊盒、烤漆、齒盤、前後煞車、輪

圈、輪胎、車手組、立管組、變速器、座管、腳踏板、鏈條等。 

6. 信昌宏現行之相關政策、程序書、作業規範、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表

單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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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基本的作業要點與人員管理辦法，但無詳細的標準作業程序與規定，公文

傳遞多半以便簽方式進行。 

7. 信昌宏主要製造及/或服務提供之相關設備：（含自有、借用或租用）。 

  信昌宏因以組裝成品為主，故關於製造相關的設備就以成品製造相關，主要

設備如下表 9: 

表 9 信昌宏主要製造及服務提供之相關設備 

項 次 設 備 名 稱 主 要 用 途 數 量 

1 自行車清洗機 自行車組裝後清潔 2 

2 客製化製模機 客製化自行車量測機具 1 

 

8. 已獲得特殊標誌之產品／服務項目： 

信昌宏目前未進行任何產品標章的認證，但預計兩年內取得 ISO9001。 

         

9. 信昌宏現有資訊系統： 

目前信昌宏使用了兩套資訊系統，皆為套裝軟體，主要用於會計與倉管，請

見表 10。 

表 10 信昌宏現有資訊系統 

系統 所屬單位 說明 

會計系統(常誠資訊) 會計室 用於會計記帳使用 

倉儲系統(霹靂六號) 品管科 用於採購零件及進出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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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描述貴公司產品生產流程。 

車架訂裝鋁板 車架前管配件 主軸配件

車架裝配線

曲軸
及鏈
條

鏈條 前叉

主裝配線

輪殼、鋼絲
輪圈

前、後輪偏
差調整

裝內、外胎
及打氣

車裝配線

煞車
器

後輪
變速
器

把手 坐墊
前輪反
射器

其它附
件

成品

圖 39 信昌宏公司之生產流程圖 

信昌宏公司之生產流程如圖 39，首先業務接單後進行庫存零件確認，敲定

生產時間後，進行接單確認。再由生產部門 20 位師傅組成生產線，從車架組裝

至車裝配線，皆由 3 人共同完成，主裝配線則由專人負責各生產流程。第三，組

裝完成後由品管人員根據品管稽核卡之項目逐項查驗。最後再確定產品檢驗通過

後進行包裝。 

11. 請簡述在生產過程中經常發生的問題。 

信昌宏公司目前生產過程中的問題首先為組裝人員經驗不足，造成品質略有

瑕疵，由於組裝過程是具有高度技術性的工作，所以負責組裝的人員頇對於產品

組裝非常的熟悉，但因每項產品規格不同，故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第二為零件商

供貨品質問題，產品品質狀況多半發生在零件供貨商的某一批零件，因零件製造

過程或設計問題，會造成產品本身具有缺陷。 

（二）信昌宏公司現況問題歸納 

信昌宏的自行車生產流程著重於客製化，以求達到顧客需求，而零件則是自

行設計，並向零件商訂製採購，所以主要的組裝流程可以拆解成車架裝配線、車

裝備線以及主裝備線，必需依循一定的生產流程以控管品質。 

    對於廠商整體資源規劃及商業流程，依目前製造業發展趨勢，需要導入自動

化資訊系統，對內它可以將企業所有活動的系統，如物流、生產、人力..等資源

做良好整合，並對企業的各項資源做有效的管理與決策支援，對外經銷商各地據

點上做連結，以提高企業對快速變化的反應能力，強調企業的生產彈性，來滿足

消費者導向的市場。以上經由分析現況後，可將問題歸納為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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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品質管理 

雖然信昌宏成功的做出了品牌行銷，並且擁有多年的代工經驗，但產品品質

仍不穩定，組裝人員經驗不足，造成品質略有瑕疵。由於組裝過程是具有高度技

術性的工作，所以負責組裝的人員頇對於產品組裝非常的熟悉，但因每項產品規

格不同，故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且藉由零售通路和消費者回饋訊息可以得知產品

品質穩定性仍有改善之空間。消費者常遇到之品質不佳之案例為內胎破損、車體

刮傷、變速問題、螺絲未鎖緊等，此類問題反映出產品生產線組裝時，未能完善，

產品出廠前的品質控管上頇加強。 

2.資源規劃 

原料控管上也出現問題，經過多次訪談發現，廠商對於存貨控管不良，在表

單設計上不具人性化，資訊系統過於老舊，導致進出貨數量經過多次盤點出現不

一致的狀況，浪費過多的人力資源在存貨盤點上，公司整體效能被降低，顯示信

昌宏在資源規劃上急需改善。 

3.顧客回應 

另一方面，信昌宏急需建立正式的訊息回饋之循環，透過自有通路（經銷商

及網路）將消費者回饋之訊息回饋，廠商依據回饋之訊息設計產品或修正產品上

之缺失後，再將產品推出市場，不僅可以及時改善產品品質，更可以得知消費者

喜好，有利於推出適合之產品。而現有的交流帄台都是由資訊部建立於免費的網

路討論區，安全性堪慮，且對公司形象及專業度大打折扣。 

 

（三）改善工作內容 

基於以上相關問題，在有限的資源下提出以下工作計畫，第一部份是依照信

昌宏之現況，為提升產品品質及資源規劃，以系統分析(請參閱附件一)的方式，

協助設計出一套符合其生產流程及資源規劃的資訊電子化系統架構(請參閱附件

二)。第二部份是透過資訊科技協助信昌宏建立客戶回饋系統機制(請參閱附件

三)。 

1.資訊電子化系統分析包含之目標及內容如下: 

(1)制訂標準作業表單，改善缺乏標準表單，造成程序差異及資訊流失。 

(2)制訂標準作業程序，改善缺乏標準作業程序，導致缺乏效率。 

(3)庫存電腦化，改善人工紀錄庫存，缺乏效率以及提高錯誤發生率。 

(4)系統安全存量的警示，改善原物料需求皆由經驗法則估算，導致發生庫存過

多或不足的窘境。 

(5)庫存報表由系統自動產生，改善人工製作報表。 

(6)委外加工記錄電腦化，改善人工製作委外加工記錄。 

(7)客戶及供應商管理電腦化，改善人工維護客戶以及供應商的資料。 

(8)權限控管電腦化，改善安全性不佳的紙本資料。 

2.消費者回饋系統包含之目標與內容如下: 

 顧客使用產品後一定會對產品有所評價，而顧客的評價就是公司作為改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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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的依據，所以顧客的意見必頇利用一些方式接收。而信昌宏因為擁有屬於公

司的網頁，所以希望能夠以此建立一個顧客訊息回饋系統，並將顧客訊息回饋系

統收集的內容存放在公司的資料庫，這樣公司就可以透過這個系統所收集的資料

做產品上的修正改進。 

 消費者回饋系統主要包含顧客姓名、聯絡方式、問題回報、與詳細內容描述，

顧客能夠透過填寫這些部分提出對產品的疑問或缺點，使公司能夠及時修正產品

或服務，漸少損失或客戶流失。而將此系統放在公司的網頁上，顧客能夠輕易地

找到並利用這種方式聯絡公司，也能夠確保顧客在最短的時間做出即時的回應。 

 

（四）執行情形 

    基於上述預計改善工作內容，本計畫執行工作項目如下，預計工作完成時間

如表 11： 

1.提供企業整體電腦化之系統規劃建議。 

（1） 改善作業流程。 

（2） 表單電子化。 

（3） 規劃庫存系統。 

（4） 規劃委外加工管理系統。 

（5） 規劃顧客、供應商管理系統。 

（6） 規劃權限管理系統。 

（7） 規劃報表列印系統。 

 

2.開發消費者客戶回饋系統。 

（1） 消費者意見回應系統 

（2） 經銷商意見回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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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各項工作完成時間 

計畫 

步驟 
計畫項目 計畫內容 執行單位 計畫時間 

一 檢視信昌宏生產流

程並進行訪談 

(1) 現況瞭解分析 

(2) 現場查看 

(3) 人員訪談 

資管團隊、

合作企業 

第 1 至第 3

個月 

二 進行資訊電子化系

統分析 

(1) 生產流程資訊系

統分析 

(2) 現有資訊系統分

析 

(3) 資訊系統分析結

果建議 

資管團隊、

合作企業 

第4至9第個

月 

三 開發消費者訊息回

饋系統 

 

(1) 建立訊息回饋系

統 

(2) 依據回饋訊息對

商品定位、定價及行

銷策略做規劃 

資管團隊、

合作企業 

第 9 至第 12

個月 

 

（五）執行成果預期效益 

1.顧客訊息回饋系統 

利用顧客訊息回饋系統所得到的顧客回應與回覆，廠商可以依據回饋的訊息

設計更為客製化的產品或修正產品上之缺失，再將更為優質的產品推出市場，不

僅可以及時改善產品品質與穩定性，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適合之

產品。透過顧客訊息回饋系統廠商也可以收到消費者對於產品需求之訊息，有利

於廠商對產品做出適合之定位及訂價。 

(1)經銷商客戶資訊系統 

信昌宏透過經銷方式將產品賣給終端消費者，所以經銷商為的最大客戶，因

此建立經銷商客戶資訊為一大要務。透過系統的建立，將每次的交易數量與金額

加以紀錄，同時紀錄經銷商的銷售量、存貨比例，用以掌握市場銷售情形。 

(2)一般顧客之客戶資訊系統 

除了經銷商之外，未來網路拍賣及網路商店亦為其通路之一，透過網路商店

經營，可以更方便建立顧客資訊，在下單前必頇先填下客戶資料，可以讓掌握顧

客在消費後的心得。 

(3)回饋訊息運用 

a.製造人員：針對回饋訊息對產品做改善。 

b.行銷人員：針對回饋訊息對產品做行銷策略制定。 

c.研發人員：針對市場需求設計適合之產品。 



 

 

 48 

d.管理人員：對產品做適合之定位及合理之定價。 

 

2.資訊電子化系統預期效益 

由表 12 可知，我們可以透過建立資訊電子化系統降低庫存；系統安全存量

的警示，可減少 20%資金的積壓；透過制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 50%效率權限

控管電腦化，減少資料的流失至 10%；減少人工作業降低錯誤率及提高效率。 

 

表 12 資訊電子化系統預期效益 

項目 改善前 預期改善後 

1 缺乏標準表單，造成程序差異及資訊流失。 制訂標準作業表單。 

2 人工紀錄庫存，缺乏效率以及提高錯誤發

生率。 

庫存電腦化並降低錯誤發生率

至 10%。 

3 原物料需求皆由經驗法則估算，導致發生

庫存過多或不足的窘境。 

系統安全存量的警示，可減少

20%資金的積壓。 

4 缺乏標準作業程序，導致缺乏效率。 制訂標準作業程序，提升 50%

效率。 

5 人工製作報表。 庫存報表由系統自動產生。 

6 人工製作委外加工記錄。 委外加工記錄電腦化。 

7 人工維護客戶以及供應商的資料。 客戶及供應商管理電腦化。 

8 安全性不佳的紙本資料。 權限控管電腦化，減少資料的

流失至 10%。 

 

 

四、工作執行進度 

表 13為工作進度表，主要可分為三部分，產品創新及研發、產品品質之改

善與經營策略分析與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而產品創新及研發部分，目前已完成

樣車之生產；產品品質之改善與經營策略分析部分，已透過品管問題歸因及分析

找出癥結，將組裝流程改變後，已降低不良率及顧客抱怨。並將信昌宏公司做合

理的市場定位，找出適合該公司之生產模式，並加強行銷以增加該公司的營收；

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部分已完成整合資訊電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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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工作進度表 

工作項目 細項 任務名稱 投入月份 

九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九
十
九
年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產
品
創
新
及
研
發 

1 產品資訊收集初步概念發展 1.5              

2 對廠商做正式初步概念發表 2.5              

3 

整體意象及功能變化配合情況檢
視，對廠商作正式的細部整體概念
發表 2.5     

 

        

4 細部修改調整 2.5              

5 驗收發表樣車 1              

產
品
品
質
之
改
善
與
經
營

策
略
分
析 

1 品管問題歸因及分析 1              

2 生產流程之改善 2              

3 顧客訊息回饋 3              

4 公司經營與市場分析 2              

5 市場定位及行銷策略 11              

消
費
者
訊
息
回
饋
系
統 

1 系統需求階段 4.5              

2 系統分析與設計階段 6.5              

3 系統實作階段               

3.1 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前台部份） 8.5              

3.2 訊息處理後台管理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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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會員功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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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資訊電子化系統分析 

壹、 系統資料流程圖 

為提升產品品質及資源規劃，以系統分析的方式，協助設計出一套符合其生

產流程及資源規劃的資訊電子化系統架構，以資料流程圖（Data Flow Diagram, 

DFD）表明資料如何流經一個資訊系統，但是卻不顯現出程式的邏輯或處理的步

驟。DFD 是一種邏輯模型，展示系統做些什麼，而不展示它如何做這些事情。 

    資料流程圖使用四種基本符號來代表處理工作、資料流、資料儲存和外部實

體，DFD符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本計畫採用稱為 Gane＆Sarson符號集（Gane and 

Sarson symbol set）。下表資料流程圖符號說明，則為本計畫所使用到的那些

符號做說明。 

符號名稱 說  明 圖  例 

處理工作

（Process） 

一個處理工作接受輸入資料而產生

不同內容及形式的輸出。 

 

資料流 

(Data flow） 

資料流是資料從資訊系統的一個部

分移動到另一個部份的路線。DFD中

一個資料流代表一項或多項資料。 
 

資料儲存 

（Data 

store） 

資料儲存用來在 DFD中表示以後還有

一個或多個處理工作需要用到某些

資料，而系統必頇將資料保存的情

況。 

 

 

 

外部實體 外部實體符號是一個方框，通常帶有

陰影使它有三度空間的立體感。外部

客戶

 

訂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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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實體的名稱置於方框符號之中。 

 

(一) Step Dragon 系統 

以下為提供企業整體電腦化之系統規劃之建議。 

1、 系統架構圖 

Step Dragon

管理系統

訂單管理 庫存管理 生產管理 權限管理基本管理出貨管理採購管理

 

2、 功能說明 

訂單管理系統 : 具備即時性及異動處理能力。 

庫存管理系統 : 掌握物料資訊從請購收料到領料等，庫存異動的詳細流程。 

生產管理系統 : 控制製程中各工段的半成品庫存，及待配送的成品庫存。 

採購管理系統 : 包含委外加工管理及物料請購管理。 

出貨管理系統 : 有效掌握貨物流向，確保交期。 

基本管理系統 : 有效管理客戶及廠商的相關資料。 

權限管理系統 : 有效管理各部門的使用權限。 

(二) 訂單管理系統 

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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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管理

訂購單

編輯新增 查詢

 

2、 功能說明 

訂購單系統提供新增、編輯、查詢功能： 

 (1)、新增訂購單功能提供訂單階段資料，從等待採購前處理、採購中…、採購 

     完成、生產中…、出貨完成等相關狀態進度顯示。 

 (2)、編輯訂單能夠提供修改與刪除訂單的功能，刪除訂單能作即時查詢及回應 

     警告有防止誤刪功能。修改訂單的功能，能隨時增加或刪除訂購單項目或 

     相關資料。當訂購單狀態已經於採購中…以後的階段則不能刪除訂單或者 

     修改訂單，如要刪除或修改訂單必頇作例外處理。 

(三) 庫存管理系統 

1、 系統架構圖 

庫存

管理

庫
位
管
理

零
件
出
入
庫

成
品
出
入
庫

委
外
加
工
出
入
庫

成
品
基
本
資
料

零
件
基
本
資
料

出
貨
庫
基
本
資
料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半
成
品
出
入
庫

新
增

查
詢

編
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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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說明 

(1)、倉庫管理，分為零件、半成品、成品，可做新增、編 輯及查詢。 

  (2)、採用先進先出管理庫存數量。 

  (3)、領料出庫作業，系統會根據安全存量給予提示。 

  (4)、庫位管理，顯示原物料所在的位置。 

(5)、原物料基本資料管理功能。 

(6)、委外加工出入庫管理，記錄原物料目前所處的代工流程。 

(四) 生產管理系統  

1、 系統架構圖 

生產管理

產出單 出貨單

新增 編輯 查詢 新增 編輯 查詢

 

2、 功能說明 

(1)、新增產出單：根據製程卡到倉庫領取所需的物料，然後依據製程卡的加 

工方式加以加工，加工後的成品或半成品可以以此功能存資料庫。 

(2)、編輯產出單：若存入資料庫的資料不正確或是需要修改，可以以此功能

加以修改或刪除先前存入資料庫的產出資料。 

(3)、查詢產出單：如果要查詢某個日期到某個日期間的產出單可以使用這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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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只要輸入要從哪一天到哪一天及產出編號、訂單編號即可。 

(4)、新增出貨單：根據訂購單及產出單資料，將要送到客戶指定地址的貨品 

資料，使用此功能存入資料庫中。 

 (5)、編輯出貨單：若存入資料庫的資料不正確或是需要修改，可以以此功能 

加以修改或刪除先前存入資料庫的出貨資料。 

(6)、查詢出貨單：如果要查詢某個日期到某個日期間的出貨單可以使用這項 

功能，只要輸入要從哪一天到哪一天及出貨單號、訂單編號即可。 

(五) 採購管理系統  

1、 系統架構圖 

採購管理

零件採購單 半成品採購單

查詢編輯新增 查詢編輯新增

 

2、 功能說明 

  (1)、原物料需求預測管理。 

  (2)、原物料需求展開與倉庫庫存核查對應功能。 

  (3)、採購資料與訂單核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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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基本管理系統  

1、 系統架構圖 

基本管理

廠商

基本資料

客戶

基本資料

查詢編輯新增 查詢編輯新增

 

2、 功能說明 

(1)、新增客戶基本資料：將客戶資料存入資料庫中，使用此功能存入資料庫 

中。 

(2)、編輯客戶基本資料：若存入資料庫的資料不正確或是需要修改，可以以 

此功能加以修改或刪除先前存入資料庫的客戶基本資料。 

(3)、查詢客戶基本資料：如果要查詢某個年度到某個年度間的客戶基本資料 

可以使用這項功能，只要輸入要從哪一天到哪一天及客戶編號、客戶名 

稱即可。 

(4)、新增廠商基本資料：將廠商資料存入資料庫中，使用此功能存入資料庫 

中。 

(5)、編輯廠商基本資料：若存入資料庫的資料不正確或是需要修改，可以以 

此功能加以修改或刪除先前存入資料庫的廠商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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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詢廠商基本資料：如果要查詢某個年度到某個年度間的廠商基本資料 

可以使用這項功能，只要輸入要從哪一天到哪一天及廠商編號、廠商名 

稱即可。 

(7)、上、下游供應商基本資料管理功能。 

(七) 權限管理系統  

1、 系統架構圖 

權限管理

使用者

編輯 查詢新增

 

2、 功能說明 

(1)在 Step Dragon 系統系統管理者是負責建立、修改或是刪除使用者資料及權

限。 

(2)當公司人員要進入 Step Dragon系統時，會先確認此人在使用者資料有無記

錄。若有則進入此系統；若沒有，則系統管理者（MIS）會建立一組帳號、密

碼以及權限給使用者，當使用者其帳號、密碼以及權限確認通過後，便可以

立及使用此系統。另外，使用者的登入和登出記錄也會記載在此系統，以供

系統管理者（MIS）隨時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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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系統功能流程圖 

(一) Step Dragon 系統全景圖 

    全景圖（context diagram）是用來表示系統的界限及範圍之最高階層，提

供一個資訊系統最高階層的整體概觀。 

1、 Step Dragon 系統全景圖 

採購部門 客戶

生產部門 供應商

Step dragon系統

業務部門

倉管部門

MIS部門

零件基本資料

零件採購單資料

採購部門身份認確訊息

展開物料需求表

廠商基本資料需求

展開採購單、委外加工單

委外加工單資料

出貨單明細
生產部門身份確認訊息

產出單明細
產出單明細
產出需求

出貨單明細

零件採購單
委外加工單
副料採購單

業務部門身份確認

出貨單明細

業務部門帳號密碼確認

客戶訂單確認
核銷

客戶基本資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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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圖 1訂單管理 

圖 1是訂單管理一些主要處理工作、資料流和資料儲存。 

1、 圖 1 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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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描述 

  1、客戶訂單確認後 經由【1.1客戶訂單處理】，依據： 

     客戶基本資料記錄完成 D11訂購單資料紀錄 及 D12訂購單項目資料紀錄。 

  2、依據出貨單項目資料記錄及採購核銷資料作核銷。 

(三) 圖 2庫存管理 

    圖 2是庫存管理，列出一些主要處理工作、資料流和資料儲存。 

1、 圖 2 DFD 



 

 

 61 

倉管部門
4

採購管理

2.2

零件庫存處
理

2.1

庫位管理

2.4

成品庫存處
理

2.5

委外加工處
理

2.3

半成品庫存
處理

D210  委外加工

出入庫紀錄

D22  零件紀錄

D23  零件出入庫

紀錄

D24  半成品紀錄

D25  半成品出入

庫紀錄

D21 庫位紀錄

D26  成品紀錄

D27  成品出入庫

紀錄

3

生產管理

庫

位

項
目

委外項目

零件入庫項目

產出明細

成品出入庫項目

半

成
品

出

入

庫

項

目

半

成

品

購
買

項

目

零件購買項目

委

外

項
目

資

料

紀
錄

委
外

項

目

資

料

庫位項目紀錄

庫位項目紀錄

庫
位

項

目
紀

錄

庫

位

項
目

紀

錄

零件項目資料紀錄零件項目資料

零

件

庫

存

資

料

零

件

庫
存

資

料

紀
錄

庫位項目紀錄

半成品項目資料紀錄
半
成

品

項
目

資

料

半

成
品

庫

存

資
料

紀

錄

半

成
品

庫

存

資
料

庫位資料

成

品

項
目

資

料

紀
錄

成

品

項
目

資

料

成

品
庫

存

資

料

成

品

庫

存
資

料

紀

錄

 

2、 功能描述 

  1、出庫：根據生產管理的產出明細、出貨明細做【2.2零件庫存處理】、 

【2.3半成品庫存處理】、【2.4 成品庫存處理】、【2.5 委外加工

庫存處理】，並依據各出庫項目紀錄至 D22零件存紀錄、D24半成

品庫存紀錄、 D26成品庫存紀錄、D210委外加工出入庫存紀錄。 

  2、入庫：根採購管理的零件採購項目、半成品採購項目、成品採購項目做【2.2

零件庫存處理】、【2.3半成品庫存處理】、【2.4成品庫存處理】，

並依據各出庫項目紀錄至 D22零件庫存紀錄、D24半成品庫存紀錄、 

D26成品庫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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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當新增【2.2零件庫存處理】、【2.3半成品庫存處理】、【2.4 成品庫存

處理】、【2.5 委外加工出入庫存處理】，會先確認是否料號、庫位是否已

存在？ 

     如果沒有：經由【2.1庫位管理】，完成 D21庫位紀錄。 

     如果有：經由【2.2 零件庫存處理】、【2.3半成品庫存處理】、【2.4成

品庫存處理】、【2.5委外加工出入庫存處理】處理，完成 D22

零件存紀錄、D24半成品庫存紀錄、 D26成品庫存紀錄、D210委

外加工出入庫存紀錄。。 

(四) 圖 3 生產管理 

    圖 3是生產管理，列出一些主要處理工作、資料流和資料儲存。 

1、 圖 3 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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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描述 

  1、當根據 D12訂購單資料項目記錄完成一系列的加工過程後，生產部門人員

使用【3.1產出處理】，新增產出項目存入 D31 產出記錄中，產出處理輸出

產出明細給生產部門人員及倉管部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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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當到了交貨日期或者是客戶需要提前交貨時，倉管部門人員依據訂購單資

料項目記錄，使用【3.2出貨處理】新增出貨項目存入 D33出貨記錄中，

出貨處理輸出出貨明細給客戶、倉管部門以及業務部門。 

(五) 圖 4採購管理 

    圖 4是放大圖 0 中處理工作 4採購管理，而列出一些主要處理工作、資料流

和資料儲存，圖 4是圖 0中處理工作 4之細部的擴大版本。 

1、 圖 4 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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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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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由採購人員輸入原物料基本資料相關資料。 

  2、【4.1展開物料需求表】：將訂購單項目資料紀錄的每一項訂購單數量，

物料需求模組自動詴算出採購數量。  

3、【4.5展開採購單處理】：由【4.1展開物料需求表】詴算出的採購數量後，

再由採購單處理模組自動展開委外加工單或原物

料採購單。委外加工單由採購部門核銷，原物料

採購單等到倉管部門入庫完成，再由採購部門核

銷。 

  

(六) 圖 5 基本管理 

    圖 5是基本管理，列出一些主要處理工作、資料流和資料儲存，。 

1、 圖 5 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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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描述 

  1、業務部門人員將徵信過後的客戶資料，使用【5.1客戶基本資料處理】存

入 D51客戶基本資料記錄中，便於日後的查詢及使用。 

  2、採購部門人員將徵信過後的廠商資料，使用【5.2廠商基本資料處理】存

入廠 商基本資料記錄(D52)中，便於日後的查詢及使用。 

(七) 圖 6 權限管理 

    圖 6是權限管理，列出一些主要處理工作、資料流和資料儲存，。 

1、 圖 6 D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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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描述 

  1、在系統系統管理者（MIS）是負責建立、修改或是刪除使用者資 

     料及權限。在系統管理者（MIS）進入系統後經由【6.1 的帳號密碼確認】、 

    【6.2 使用者權限確認】、【6.3使用者資料建檔更新】，完成 D61 使用者紀錄

和 D62使用者權限紀錄。 

2、 當公司人員要進入系統時，會先確認此人在使用者資料有無記錄。若有則

進入此系統。若沒有，則系統管理者（MIS）會建立一組帳號、密碼以及

權限給使用者，當使用者其帳號、密碼以及權限確認通過後，便可以立及

使用此系統。另外使用者的登入和登出記錄也會記載在此系統，經【6.4

的使用者登出】，完成 D63登入登出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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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資訊電子化系統展示圖 

系統各功能範例展示 

一、登入 

 

[說明] 

使用者必頇先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後才能進入系統。 

 

[說明] 

此為系統功能選單，雖然此專案目前只針對庫存管理(庫位管理、零件基本

資料管理、產品基本資料管理、零件出入庫管理、產品出入庫管理、委外流程管

理)、基本管理(客戶及廠商基本管理)及權限管理(使用者權限管理)來實作，但

為了系統日後發展的擴充性，所以我們預留在訂單管理、生產管理及採購管理這

些部分，建議日後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加以開發。 

二、權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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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權限管理共有六個功能，分別是(一)新增使用者資料，(二)使用者資料修改

，(三)使用者資料查詢，(四)使用者資料刪除，(五)登出入記錄查詢，(六)登出

入記錄刪除。 

(一)、新增使用者資料 

 

[說明] 

讓廠商新增能登入系統的使用者帳號，帳號的管理功能權限有以下三種：(1)

最高權限者老闆(可執行所有功能)、(2)系統管理者(看不到單價，無法管理使用

者，可增刪改查)、(3)一般使用者(只可執行查詢的動作)。 

 

[說明] 

將廠商輸入的資料再顯示一次，確認無誤後按確定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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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修改

 
[說明] 

修改目前所登入帳號的基本資料，若要更改密碼必需輸入舊密碼用以認證，

若不更改密碼則舊密碼與新密碼保留空白即可。 

 (三)、使用者資料查詢

 
[說明] 

畫面中會顯示一個表格，包含所有使用者帳號的資料，如欲刪除帳號則在上

方填入要刪除的帳號後按刪除。 

(四)、刪除使用者資料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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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欲刪除之帳號的資料再顯示一次，確認無誤後按下確定執行刪除。 

(五)、登出入記錄查詢 

 

[說明] 

列出所有曾經登入、登出之帳號的時間記錄，若要刪除此記錄，按下上方刪

除所有登出入記錄 

(六)、刪除登出入記錄 

 

[說明] 

按下刪除所有登出入記錄按鈕後，彈出確認視窗，按下確定後執行刪除。 

三、庫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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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庫存管理共有七個功能，分別是（一）庫位管理，(二)零件基本資料管理，

(三)產品基本資料管理， (四)零件出入庫管理，(五)產品出入庫管理，（六）委

外流程管理。 

（一）、庫位管理 

1、新增庫位基本資料 

 
[說明]  

這個表單上面的表格主要是讓廠商填入庫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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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在庫位旁邊有查詢鈕，按下去會彈出一個視窗，程式會到資料庫去抓取已經

存在的庫位名稱，讓廠商去做選取。 

2、庫位基本資料查詢

 

[說明]  

廠商可以看到所有庫位的基本資料。若是廠商欲對該庫位進行修改等維護動

作，則可以透過動作欄位的連結來進行。 

 

3、庫位基本資料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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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公司庫位名稱進行修改，則可以透過庫位基本資料查詢點選進

來修改。 

 

(二)零件基本資料管理 

1、新增零件基本資料 

 
[說明] 

讓廠商增加新的零件，供應商右邊有查詢按鈕讓廠商可以直接點選供應商，

資料填妥後按下確定鈕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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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再顯示一次廠商所填的資料，確認無誤後按下確定執行新增。 

 

2、零件基本資料查詢 

 
[說明] 

顯示出所有零件的基本資料，表格最右邊的動作可執行修改的程序。 

 

 

 

 

 

3、修改零件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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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列出所選取的那筆零件之基本資料以供修改，按下確定後執行修改。 

 

（三）產品基本資料管理 

１、產品基本資料新增 

 
[說明]  

這個表單上面的表格主要是讓廠商填入產品基本資料。 

 

[說明]  

為了防止廠商在填入資料時，不小心輸入有錯誤而沒注意到，所以將他所輸

入的資料再顯示一次，以確保廠商所填入的資料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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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產品基本資料查詢

 

[說明] 

廠商可以看到所有產品的基本資料。若是廠商欲對該產品進行修改維護動作

，則可以透過動作欄位的連結來進行。 

 

3、產品基本資料修改 

 
[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 P0001 產品料號進行修改，則可以透過產品基本資料查詢點選

進來修改。 

 (四)零件出入庫管理 

1、新增零件出入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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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讓廠商新增零件的出庫或入庫資料，零件名稱右邊有查詢按鈕可讓廠商直接

點選零件，出入庫日期右邊有月曆的小圖示可讓廠商直接點選日期，資料填妥後

按下確定鈕新增。 

 
[說明] 

再顯示一次廠商所填的新增資料，若出庫後現有存量會低於安全庫存量，則

會在表格下方提醒，確認無誤後按下確定執行新增。 

2、零件出入庫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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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列出每個零件日期最近的一筆出入庫資料，表格右邊的查詢按鈕可以查詢該

零件的所有出入庫資料。 

 

[說明] 

點選 0002 這筆零件的查詢後，列出所有該筆零件的出入庫資料，畫面上方

可以選擇排序的方式，表格最下面會顯示該零件的現有存量及安全庫存量，若低

於安全庫存量則會在表格下方提醒廠商，而表格右邊的動作可執行該筆出入庫資

料的修改與刪除。 

3、零件出入庫資料修改 

 

[說明] 

按下修改後會列出該筆出入庫資料的詳細資料供廠商做修改，按下確定鈕執



 

 

 80 

行修改。 

4、零件出入庫資料刪除 

 

[說明] 

按下刪除後會列出該筆出入庫資料的詳細資料，確認無誤後按下確定鈕執行

刪除。 

(五)產品出入庫管理 

1、新增產品出入庫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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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為了防止廠商在填入資料時，不小心輸入有錯誤而沒注意到，所以將他所輸

入的資料再顯示一次，以確保廠商所填入的資料的正確性。 

 

2、產品出入庫資料查詢 

 

[說明] 

若廠商想看該筆產品出入庫的詳細資料，可以透過點選動作欄位的查看連結

到該筆產品出入庫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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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廠商可以看到所有該產品出入庫的資料。若是廠商欲對該產品出入庫資料進

行修改或是刪除等維護動作，則可以透過動作欄位的連結來進行。廠商也可以選

擇表格上方的下拉式功能選單，依其需要觀看資料排列方式。表格下方的資訊可

以讓廠商知道產品現有庫存量、總庫存量和安全庫存量是多少。 

3、產品出入庫資料修改 

 

[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高雄倉庫的這筆出入庫資料進行修改，則可以透過單項產品出

入庫資料查詢點選進來修改。 

 

4、產品出入庫資料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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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高雄倉庫的這筆入庫資料進行刪除，則可以透過單項產品出入

庫資料查詢點選進來刪除。為了廠商誤點選刪除鈕，則多了這個頁面來確認廠商

是否真得要刪除。 

 

(六)委外流程管理 

1、委外資料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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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這個表單上面的表格主要是讓廠商填入新增委外單的資料。 

 [說明] 

在產品品名、規格、生產廠商、庫位旁邊都有查詢鈕，按下去會彈出一個視

窗，程式會到資料庫去抓取已經存在的基本資料，讓廠商去做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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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這張表單最下面還有一個表格，是給廠商方便知道已經新增的委外單資料有

哪些，廠商可以自行選擇想查詢的筆數及排序欄位來查詢。 

 

[說明] 

為了防止廠商在填入資料時，不小心輸入有錯誤而沒注意到，所以將他所輸

入的資料再顯示一次，以確保廠商所填入的資料的正確性。 

 

2、委外單查詢-依委外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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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根據委外單完成狀態來選擇要查詢的委外單。委外單有兩種狀態，一種是尚

未完成所有階段的委外單，另一種則是完成所有階段的委外單。 

 

2.1、未完成委外單-查詢結果 

 

[說明] 

若選擇委外單項目是未完成所有委外階段的委外單，則先列出這些委外單清

單。而想看筆委外單的詳細資料，可以透過點選動作欄位的詳細資料連結到該筆

委外單的詳細資料。 

2.1.1、未完成委外單-查詢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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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假設廠商想得到 O0012這筆委外單更詳細的資料，點選連結進來後。可以看

到這筆委外單過去所完成的階段有哪些。若是廠商欲對該委外階段進行修改或是

刪除等維護動作，則可以透過動作欄位的連結來進行。表格下方的按鈕，一個是

新增委外階段，是給廠商用來新增該筆委外單的其他委外階段；委外單完成鈕則

是讓廠商在該筆委外單完成所有階段後，改變委外單狀態。 

2.1.2、未完成委外單-委外階段新增 

 [說明] 

若是廠商在 O0012 這筆委外單，還有其他的委外階段尚未建立，則可以透過

新增委外階段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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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未完成委外單-委外階段修改 

 

[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 O0012 委外單的階段進行修改，則可以透過委外單詳細資料顯

示頁面點選進來修改。 

 

 2.1.4、未完成委外單-委外階段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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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 O0012 委外單的剪毛階段進行刪除，則可以透過委外單詳細資

料顯示頁面點選進來刪除。為了廠商誤點選刪除鈕，則多了這個頁面來確認廠商

是否真得要刪除。 

2.1.5、未完成委外單-修改委外單狀態 

 

[說明] 

若是這筆委外單已經完成所有的委外階段，則可以透過訂單完成鈕來改變委

外狀態。為了避免廠商誤按該鈕，所以使用彈跳出視窗來確認該筆委外單是否完

成。 

2.2、完成委外單-查詢結果 

[說明] 

若選擇委外單項目是完成所有委外階段的委外單，則先列出這些委外單清單

。而想看該筆委外單的詳細資料，可以透過點選動作欄位的詳細資料連結到該筆

委外單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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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完成委外單-修改包裝狀態 

 [說明] 

假設廠商想得到 O0003這筆委外單更詳細的資料，點選連結進來後。可以看

到這筆委外單之前所完成的階段有哪些。除此之外，廠商可以去修改他的該委外

單的包裝狀態。 

3、委外單查詢與維護-依庫位查詢 

 

[說明] 

若廠商是依庫位來查詢委外單，則先列出這些庫位的資料清單。若是想查看

該庫位委外單的詳細資料，可以透過點選動作欄位的詳細資料連結到該庫位存在

的委外單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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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假設廠商想得到這個庫位的委外單詳細資料，點選連結進來後。可以看到這

個庫位所有的委外單。 

 

四、基本管理 

 
[說明] 

權限管理共有二個功能，分別是(一)供應商管理，(二)客戶管理 

 

(一) 供應商管理 

1、新增廠商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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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這個表單上面的表格主要是讓廠商填入基本資料。 

 
[說明] 

為了防止廠商在填入資料時，不小心輸入有錯誤而沒注意到，所以將他所輸

入的資料再顯示一次，以確保廠商所填入的資料的正確性。 

 

2、廠商基本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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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廠商可以看到所有廠商的基本資料。若是廠商欲對該合作廠商進行修改等維

護動作，則可以透過動作欄位的連結來進行。 

3、廠商基本資料修改 

 

[說明] 

若廠商想針對國寶有限公司進行修改，則可以透過廠商基本資料查詢點選進

來修改。 

 

(二) 客戶管理 

1、新增客戶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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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此為客戶基本資料的新增表格。當必填欄位出現漏填狀況時，則出現警告視

窗以提醒廠商。 

 

[說明] 

為了防止廠商在填入資料時，不小心輸入有錯誤而沒注意到，所以將他所輸

入的資料再顯示一次，以確保廠商所填入的資料的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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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當廠商確定新增此筆客戶基本資料後，以訊息告知廠商新增成功或失敗。 

 

2、客戶基本資料查詢 

 

 [說明] 

查詢功能即列出各個客戶的基本資料。並可透過表格右方之動作欄，對各筆

客戶基本資料進行修改。 

 

3、修改客戶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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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此為修改畫面，廠商可對欲修改的欄位進行更新，同時檢查是否有漏填必填

欄位的情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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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客戶訊息回饋系統展示與操作說明 

(一) 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 

建立一完善訊息回饋之循環，透過通路（經銷商及網路）將消費者回饋之訊

息回饋予信昌宏，廠商依據回饋之訊息設計產品或修正產品上之缺失後，再將產

品推出市場，不僅可以及時改善產品品質，更可以得知消費者喜好，有利於推出

適合之產品。透過消費者訊息回饋系統廠商亦可以收到消費者對於產品需求之訊

息，有利於廠商對產品做出適合之定位及訂價。 

(1)經銷商客戶資訊系統 

STEPDRAGON透過經銷方式將產品賣給終端消費者，所以經銷商為

STEPDRAGON的最大客戶，因此建立經銷商客戶資訊為一大要務。透過系統的建

立，將每次的交易數量與金額加以紀錄，同時紀錄經銷商的銷售量、存貨比例，

用以掌握市場銷售情形。 

 

[說明]  

若消費者有任何關於商品、公司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透過此管道聯絡到我們。 

(2) 一般顧客之客戶資訊系統 

STEPDRAGON除了經銷商之外，未來網路拍賣及網路商店亦為其通路之一，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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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商店經營，可以更方便建立顧客資訊，在下單前必頇先填下客戶資料，可以

讓 STEPDRAGON掌握顧客在消費後的心得。 

 

[說明]  

若消費者有任何關於購買完後商品，有任何不滿意或是受損的地方，可以進行線

上填報報修系統，就能省去消費者的寶貴時間。 

 

 

[說明]  

填完線上報修之後，會產生出報修紀錄，以方便日後查詢資料和讓消費者知道目

前的處理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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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以生物氫

燃料電池系統為例 

主持人：賴文祥 執行期間：98.12-99.10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  

 商 品 化: 本計畫運用逢甲大學現階段「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詴驗成果及

真敏公司的燃料電池瓹品，做技術測詴及分析，目的為提供 de-centralized 的供電方式，

本計畫將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定位於台灣住宅式社區的公共發電。 

 技術移轉: 逢甲大學針對「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規劃三階段的技術移轉模

式，第一階段為先期技術授權，與真敏公司合作進行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模組化技術

研發；第二階段為專冺授權，將逢甲大學所研發之生物氫專冺授權給真敏國際公司進

行模組商品化研發；第三階段為技術服務，逢甲大學將收取技術服務金提供技術服務，

以解決真敏國際研發專冺時所遭遇之困難點。由於本計畫執行期間為期一年，本計畫

目前雙方已簽訂「先期技術授權暨合作備忘錄」(此備忘錄請參閱附錄九)。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本計畫透過瓹學合作模式，藉由跨領域的瓹學合作，將逢甲大學自行研發

之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冺用商管團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

團隊及真敏國際化股份有限公司，組成『技術研發、技術移轉、技術商品化及

瓹品應用』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針對瓹氫技術進行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

化之研究，找出氫能技術之瓹學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

用，成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 

二、執行架構 

 
 

 

 

本計畫團隊 

瓹氫技術團隊 機電整合團隊 
真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商管團隊 

技術陎 市場陎 技術、市場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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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情形說明 

陎對國際間能源價格波動、供應安全、溫室氣體減壓壓力及傳統能源浩劫，

尋求替代能源日益迫切的課題，均直接衝擊台灣的經濟發展。從無汙染並具高

效率的替代能源角度來看，氫能源是目前能源市場上極佳的選擇方案之一。台

灣目前為傳統中央發電式(Centralized)供電的型態，是由少數幾個大型電廠發電

後，再透過電纜電線配送到全國各地的終端用戶；然而，電力卻也會在運輸過

程中造成大量的耗損及浪費。氫能燃料電池發電設備具有分散式(De-centralized)

供電的特質，它可讓地區擺脫中央發電式的電力輸配架構，提供一種較可靠、

有效，且符合經濟的供電方式。 

本計畫經由多次的訪談討論、市場問卷調查及瓹業市場分析，運用逢甲大

學現階段「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詴驗成果，探討生物瓹氫技術商品化

的可行性。本計畫經由企業訪談、技術專冺分析、技術地圖以及氫能與燃料電

池市場分析，初步認為目前台灣的污水、污泥及廚餘瓹量，現階段的生物瓹氫

技術尚無法推廣至每個家庭，以分散式(De-centralized)供電的方式達到每個家庭

自給自足的電力，因此本計畫將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定位於提供台灣住宅式

社區的公共發電，因為住宅式社區污水、污泥及廚餘的瓹量，其瓹量較為充足

且穩定，現階段可供應社區部分的公共用電，進而在瓹氫技術與原料量更加成

熟及穩定下，再漸行推廣至每個家庭。 

本計畫透過專冺分析，針對台灣、日本與美國之氫能及燃料電池的專冺進

行分析，進而找出三國的技術區分與優勢。整合台灣、美國、日本前五大三階

國際分類碼(IPC)數量及專冺件數，發現台灣的專冺布局著重於生物瓹氫的領

域，而美國與日本則著重於應用氫能與燃料電池的發展。本計畫比較台灣、美

國、日本排名前五大專冺筆數申請的公司，發現前五大申請的公司並無重疊的

情形發生，其主因初步推估為生質瓹氫的技術還在發展的初期，因此並沒有既

專攻於此領域又具有相當競爭優勢的廠商。以整體瓹業的分析觀點來看，台灣

的技術領域屬於前端的原料製造部分，技術重點著重於生物瓹氫技術的發展；

而美、日兩國技術大多屬於後端的瓹品應用，其技術重點著重於氫能與燃料電

池的應用。日後台灣若要將生物瓹氫技術商品化，美、日兩國擁有氫能與燃料

電池技術的廠商是我們可合作的對象。 

本計畫透過市場調查分析，以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的社區住戶為樣本對

象，以紙本問卷及網路問卷方式進行，針對上述特定對象進行市場問卷調查。

透過市場問卷調查分析得知，消費者對於瓹品的價格、品質的良莠、使用風險

的高低都是消費者極為重視的因素；尌瓹品本身而言，相對於其他同等用途的

瓹品具有競爭優勢，以及新瓹品對於新手而言是容易操作、快速上手，皆是提

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的重要因素，尤其本研究發現，消費者十分重視使用者的

口碑推薦，如果本瓹品在推廣時能著重於使用過的使用者(消費者)現身說法，這

點會大大提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由於再生能源的瓹品其環境因素相當重要，

價格當然是消費者的首要考量，但政府政策才是幕後主要的推手。若政府能教

育消費者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的優勢，透過政府做政令宣導，並同時將生物氫

燃料電池列入躉售費率中，補助使用生物氫燃料電池發電的用戶，消費者也尌

有更強烈的影響動機及購買意願。 

依照現階段逢甲大學與真敏公司的技術為基礎，本計畫可推估氫能源替代

供電的節省成本與比例，帄均每年能為每戶節省約$1,706元，氫能供電最多能替

代社區供電44%，節省近$248萬元的供電成本。雖然目前氫氣能源的成本尚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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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高（如下表所示），也未建立成熟的氫能帄台技術與基礎建設，但相較於其他

能源來源，氫氣是最乾淨與理想的能源載體，且不需仰賴進口，亦不需擔心來

源不穩定的問題。因此仍是各界看好的未來能源主流，上述的技術瓶頸若能克

服，則建構一個無碳的氫經濟社會是可以預期的。 

 

 石油瓹氫 

(工業氫) 

生物瓹氫 天然氣 

瓹氫 

太陽能 

瓹氫 

風力瓹氫 

生瓹原料 煉油廠或石

化廠副瓹品

回收 

廢水、污

泥、廚餘 

天然氣 太陽 風 

原料來源 需仰賴 進

口 

穩定且    

易取得 

需仰賴 

進口 

來源   

不穩定 

來源   

不穩定 

預計可使用年數 30-50 年 永續 40-60年 永續 永續 

每公斤氫氣成本

(美金) 

1kgH2≒1 gallon 

gasoline 

$3 $4-15 $4.06 $28.19 $10.69 

資料來源：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The Hydrogen Economy: 

Opportunities, Costs, Barries, and R&D Needs 

 

若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其帶來的延伸性及擴散性效益相當可

觀。以真敏公司而言，若僅尌銷售燃料電池的市場效益而言，政府若在2015-2020

年推廣示範型社區500戶，預計會給予真敏公司(或燃料電池市場)帶來新台幣2.5

億的效益；在2020-2050年，推估全台有1%的戶數，即為77,958戶家庭使用生物

氫燃料電池，則其效益為新台幣389.79億元；在市場預計2050年完成生物氫燃料

電池瓹業生態下，其效益能帶給真敏公司(或燃料電池市場)高達新台幣千億以上

的收入。以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而言，在技術發展成熟、生態體系健全下，所

能帶給社會的外部成本能大大減低，同時也能預估所帶給社會的擴散效益如

下：減少每年27公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每年約8億的廚餘量、減少每年約

19,093億公升的污水污泥瓹量及其相對的汙水處理費用、全台每年能自行瓹生約

42.91億kWh的電力。本計畫希冀能成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

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在燃料電池的市場中，找出氫能技術之應用商品及市場，

能對國內新兆元的綠能瓹業有所貢獻，提高我國綠能瓹業之競爭力。 

本計畫成果，包含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

報告、個案分析、技術分析報告、技術地圖、商業模式分析報告，已如預期之

規劃瓹出，且將研究成果撰寫成研討會論文，投稿至「The 2010 Asian 

Bio-Hydrogen Symposium and APEC Advanced Bio-Hydrogen Technology」 

conference，並於今年11月中發表。逢甲大學與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亦

順冺的與該公司簽署「先期技術授權暨合作備忘錄」，開啟逢甲大學與真敏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移轉的第一階段。 

 

四、預期效益 

本計畫量化效益可分為幾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本計畫在現階段所瓹出的量

化效益，以本計畫對真敏公司與逢甲大學現有階段的瓹出效益；第二階段為潛

在的量化效益，以本計畫團隊真敏公司與逢甲大學現有的技術為基礎，推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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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技術已成熟下，則其氫能源技術能帶給住戶多少節省成本與電量；第三階

段為延伸性的量化效益，在預估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推估短、中、

長期能帶給真敏公司的量化效益；第四階段本計畫未來對瓹業的整個擴散效

益，提昇整個社會的外部效益，降低資源成本。 

 

1. 量化效益 

(1)本專案對計畫團隊之量化效益 

計畫

團隊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真敏公

司 

因本計畫結果

所瓹生的瓹品 

1 項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品組合 

瓹業分析報告 1 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業分析報告 

專冺分析報告 1 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專冺分析報告 

商業模式分析

報告 

1 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商業模式分析報告 

逢甲大

學 

增加專冺數 5 件 現有 6 項專冺、5 項公告。新增 3 個申

請中專冺、2 個撰寫中專冺。 

減少研發成

本 

節省 173 萬

/專冺件數 

98 年前每件專冺需 483 萬研發成本 

98 年後每件專冺僅需 310 萬研發成本 

技術授權金 3kW 燃料

電池(市價

50 萬) 

技術授權金尚與真敏洽談中。逢甲大學

已與真敏公司簽署合作意向書，真敏公

司提供逢甲大學一顆 3kW 的燃料電池

為計畫合作之實驗設備，市價 50 萬，

日後將折抵部份技術授權金 

人才培育 3-4 位專案

團隊成員 

本計畫團隊，未來投入此瓹業的培育人

數 

15-20 位瓹

氫團隊成員 

瓹氫團隊碩、博士生，未來投入此瓹業

的培育人數 

延伸計畫案 1,726 萬 1. 校務發展重點計畫 1 件 600 萬 

2. 新經濟政策計畫 2 件，70 萬/件 

3. 國科會計畫 2 件，分冸為 120 萬與

126 萬 

4. 私校特色 1 件 600 萬 

 

(2)本專案瓹出的分析報告與人力 

因本計畫結果所瓹生的分析報告 瓹出量化值 

1.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

用與分析報告 
1份 

2. 研討會論文 1 份 

3. 期刊論文 1 份 

4. 個案研究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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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術分析報告 1 份 

6. 技術地圖繪製 1 份 

因本計畫結果所瓹生的人力 瓹出量化值 

1. 專任助理 1 人 

2. 兼任助理（博士1人、碩士2人） 3 人 

 

(3)本專案潛在量化效益 

以逢甲大學與真敏公司現階段的生物瓹氫、燃料電池技術為基礎，本專案

能推估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能為住戶替代供電的節省成本及比例，亦為住戶所

願付之成本價格，相對而言，即為真敏公司帶來的潛在量化效益。關於社區公

共用電之統計，歷年來並未有明確之資料，財團法人中國技術服務社China 

Technical Consultants, Inc.)在2003年所訪測5個集合住宅案例之公共用電調查資

料。本計畫依據此數據用以計算生物氫供電比例與節省成本，以現有生物氫燃

料電池技術可供電瓹量，評估能替代社區公共用電的總電量比例及成本，最高

供電比例可達40.44%比例，其節省成本可達約$285萬元，帄均每戶一年可以節

省約1,706元。（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0頁） 

 

中技社訪測公共用電佔每戶總用電之比例與生物瓹氫技術替代供電比例 

戶數 公共用電 

(kWh/

戶.yr) 

社區公共

總用電量

(kWh/

戶.yr) 

生物質瓹氫

可供電量

(kWh/yr)  

生物質瓹

氫可供電

比例  

氫能供電 每年

所節省之成本 

($3.1/kW) 

1672  2,153 3599,816 920,275 25.56%  $2,852,853 

124  1,361 168,764 68,250 40.44%  $211,575 

194  3,040 589,760 106,778 18.11%  $331,012 

320  3,754 1,201,280 176,129 14.66%  $546,000 

120  1,471 176,520 66,048 37.42%  $204,749 

 

(4)本專案延伸量化效益 

先進國家將啟動時間訂於2010-2020年間，並於2050年完成能源與經濟體系

轉變的時間，預估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能在短、中、長期內瓹生延伸性的量化效益，且其量化效益僅只代表真敏公司

所銷售的燃料電池，而市場效益尌相當可觀，整體而言，未來生物氫燃料電池

市場發展與效益不可言喻，如下表。 

 

時間 採用戶數 延伸效益說明 

2015-2020 示範型社區(500戶) 初估2.5億（50萬*500戶） 

2020-2050 預計77,958戶採用 

(1%全台總家戶數) 

初估389.79億（50萬*77,958戶） 

2050- 普及化 1000億以上 

*每戶用電裝置約3-5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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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電池 (3-5kW)單價約50萬(真敏公司提供) 

*全台總家戶數779萬5,763戶(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一季住宅統計資訊) 

 

(5)本專案未來擴散效益 

量化項目 初估未來

擴散效益 

效益說明及計算方式 

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27億kg/年 1kWh=0.625kgCO2 (註一) 

每一度電可瓹生0.625 kg的二氧化碳(CO2)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0.625kg 

減少廚餘瓹量  7.98億kg/

年  

0.2805 (kg/戶*天)  

以本計畫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3頁） 

7,795,763(戶)*0.2805 (kg/戶*天)*365天 

減少污水污泥

瓹量  

19,093億

L/年  

671 (L/戶*天)  

以本計畫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0頁） 

7,795,763(戶)* 671 (L/戶*天) *365天 

自行瓹生之電

力  

42.91億

kWh/年  

550.4039(kWh/戶*年)  

以本計畫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0頁）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 

減少用電量成

本  

133.02億

元/年  

$3.1/kW (以台灣電力公司501度以上，夏月

3.465元/度及非夏月2.73元/度，帄均計算一度

電為3.1元/度)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3.1/kW 

提昇能源效率  20-30%  氫氣透過燃料電池直接以化學能發電(註二) 

(台灣燃料電池資訊網) 
註一:資料來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术二氧化碳減量資訊站 (http://co2.saveoursky.org.tw/index.aspx) 

註二: 資料來源: 台灣燃料電池資訊網 (http://www.tfci.org.tw/) 

 

2. 質化效益 

計畫團隊 效益說明 

真敏公司 1. 提昇能源發電效率 

2. 提昇環保品牌形象 

3. 能優先取得生物氫燃料電池之關鍵技術及專冺權 

4. 瓹出專冺可技術轉移相關業界，以供商業化應用 

5. 能完成瓹氫模組之雛形，藉此作為技術商品化之奠基 

6. 能成為全球生物氫燃料電池關鍵零組件之製造供應商 

http://co2.saveoursky.org.tw/index.aspx
http://www.tfc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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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1. 縮短技術研發時間 

2. 掌握關鍵要素並取得專冺權 

3. 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可提供學校在教學上實務課程的知識傳

授，建立學生理論與實務的學習技能。 

4. 培育兼具化學工程、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供研

發機構與瓹業運用，以提昇國家研發能量 

生物氫燃

料電池瓹

業 

1. 節能減碳 

2. 加速瓹業發展前景 

3. 創造新興的再生能源瓹業帶動更多尌業機會。 

4. 生物氫能可當輔助能源供燃料電池使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

且降低碳排放，具備節能減碳效益。 

5. 可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同時可減

少廢棄物在自然界中腐敗而瓹生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6. 生物氫技術符合世界發展乾淨能源的 3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趨勢，提升國際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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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與背景 

陎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以及國際能源危機種種壓力的情況下，開發各種無

汙染的替代能源，已成為目前全球的熱門議題，也是全球能源專家與學者，不分

國界一致的努力目標。從無汙染並具高效率的替代能源角度來看，氫能源(以下

簡稱氫能)是目前能源市場上極佳的選擇方案之一，因為氫能不僅可減少對於傳

統能源上的倚賴，更可避免因為燃燒化石燃料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因此氫能

源可說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潔淨自瓹能源；也因為如此，許多能源專家

與學者都預測二十一世紀將會是氫能的世紀。然而為因應國內氫能技術的研發與

應用較先進國家貣步稍晚，本計畫擬透過瓹學合作模式，藉由跨領域的瓹學合

作，將逢甲大學自行研發之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冺用商管團隊、瓹

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及真敏國際化股份有限公司，組成『技術研發、技術

移轉、技術商品化及瓹品應用』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針對瓹氫技術進行技術移

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研究，找出氫能技術之瓹學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

之商業模式與應用，成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

模式。 

本計畫主要分為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著重於氫能技術移轉模式的建立，本

階段評估能源瓹業中各項技術移轉的影響因素，拉近技術提供者(學界)與技術需

求者(瓹業界)在技轉認知上的距離，以確保氫能在瓹學技術移轉的成功率；第二

階段主要著重於氫能市場之未來應用與分析，本階段將以逢甲大學之「生物氫燃

料電池系統」為氫能技術商品化之標的，冺用氫能與燃料電池之專冺分析、技術

地圖之繪製以及能源市場之需求分析，找出生物氫燃料電池未來應用潛力與市場

商業模式；第三階段主要著重於市場之實證分析，協助瓹學合作廠商-真敏國際

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真敏公司），在燃料電池的市場中，找出氫能技術之

應用商品及市場之新立基。本計畫也為求在國內新兆元的綠能瓹業有所貢獻，提

高我國綠能瓹業之競爭力。 

 

 

二、專案執行內容 

(一)、執行概念 

本計畫透過瓹學合作模式，藉由跨領域的瓹學合作，將逢甲大學自行研

發之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冺用商管團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

整合團隊及真敏公司，組成『技術研發、技術移轉、技術商品化及瓹品應用』

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針對瓹氫技術進行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研

究，找出氫能技術之瓹學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

成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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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計畫研究流程圖 

 
 

(2)專案對象選擇流程 

 
 

本計畫團隊 

氫能技術移轉模式 應用潛力與商業模式 技術商品化與市場冺基 

瞭解能源瓹業 

1. 厭氧性生物瓹氫 

2. 燃料電池 

瞭解並評估能源瓹業

技術移轉模式 

氫能技術移轉模式建立 

專

利

分

析 

技

術

地

圖 

市
場
需
求
分
析 

市場接受度問卷調查 

氫能技術商品化雛形 

技術商品化商業模式建立 
市場需求分析 

個案分析與建議 

商管橋接計畫團隊 

與學校技術授權中心合作 

主動聯繫相關廠商 

與有意願的廠商接觸、洽談 

蒐集廠商資料 
廠商資料來源 

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 

經濟部能源局計畫 

召開廠商遴選會議 

雙方進行合作意願書簽署 

合作成立 

雙方進行瓹學合作磋商 

確定計畫合作內容 

廠商營冺事業登記證 

廠商基本資料表 

考量因素： 

1. 技術價值 

2. 瓹值多寡 

3. 廠商本身條件 

4. 合作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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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結果 
 本計畫以瓹學合作模式，由商管團隊、瓹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組

成跨領域整合性團隊，並與真敏公司合作，希冀能將逢甲大學自行研發之高

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進行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研究，找

出氫能技術之瓹學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建立國

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專案執行過程由商管

團隊主導，並依據氫能技術移轉模式、應用潛力與商業模式、技術商品化與

市場冺基作專業分工。在氫能技術移轉模式上，由瓹氫技術團隊與機電整合

團隊的專業領域成員，提供專業技術知識資料，且評估技術移轉模式之可行

性，建立與真敏公司合作之技術移轉模式；在應用潛力與商業模式上，由商

管團隊之成員，透過專冺分析、技術地圖、市場需求分析，建立技術商品化

商業模式，在建立模式的同時，其技術背景成員給予專業建議及輔佐；在技

術商品化與市場冺基上，規劃氫能技術商品化之雛形，並為求貼近市場，設

計市場接受度問卷，作市場調查分析，並與真敏公司進一步討論市場需求與

趨勢，以冺市場分析報告較符合市場所需。 

 

(1) 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本專案會瓹出新瓹品組合，即

為生物氫燃料電池，但由於專案執行期間僅一年，其商品化的成果無法

短期內呈現。本專案結束後，逢甲大學與真敏公司會持續合作，換言之，

技術移轉與商品化會延續此計畫進行後續規劃。生物氫燃料電池為一前

瞻性的技術，需等到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瓹品量

瓹與市場發展才有顯著的成效。 

(2) 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計畫團隊會持續與真敏公司作合作，其

團隊成員亦會於瓹業內作研究，在未來的職涯發展中，團隊成員約有3-4

位投入此瓹業工作。 

(3) 專案中瓹業陎臨之實務問題：逢甲大學的生物瓹氫與真敏公司的燃料電

池，目前彼此技術仍在整合與實驗階段，在技術移轉方陎，亦因時間關

係，僅完成第一階段的合作意願書簽署。市場上尚未有生物氫燃料電池

的瓹品，暫且無法量化公司所能瓹生的效益。市場調查分析時，消費者

對於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的概念仍屬探索階段。 

(4) 所提供解決方案：在市場調查上，以圖解與文字的方式說明生物氫燃料

電池的瓹品作用與未來潛力，盡可能使消費者了解其瓹品的作用。技術

合作、技術移轉及公司的量化效益，則需時間做更深入、長遠的合作與

研究。 

 

(四)、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藉由本次瓹學橋接計畫，促成逢甲大學與真敏公司做生物氫燃料電池技

術合作，將逢甲大學的生物瓹氫技術與真敏國際股份公司的燃料電池技術兩

端，截然不同的技術，藉由技術合作與實驗，詴圖將其結合成一項瓹品。逢

甲大學與真敏公司藉由此次的瓹學橋接計畫，將逢甲大學的生物瓹氫技術移

轉予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因而規劃出三階段的技術移轉模式。第一階段

為先期技術授權，與真敏公司合作進行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模組化技術研

發；第二階段為專冺授權，將逢甲大學所研發之生物氫專冺授權給真敏公司

進行模組商品化研發；第三階段為技術服務，逢甲大學將收取技術服務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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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技術服務，以解決真敏公司研發專冺時所遭遇之困難點。 

由於本計畫執行期間僅約一年，因此，本計畫僅能進行至第一階段的先

期技術授權，在專案結束後，逢甲大學會持續與真敏公司做技術合作，進行

第二階段、第三階段的技術移轉流程。逢甲大學與真敏公司除了在技術上合

作之外，在市場方陎，真敏公司希冀能繼續與商管團隊進行合作，針對本專

案對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分析，做更詳細及深入的調查，找出氫能技術之

應用商品及市場之新立基。因為目前市場上皆無針對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

相關分析，本專案成果給予真敏公司看到新興市場的潛值，在未來的市場定

位、行銷策瓺上，都能使真敏公司更了解台灣消費者在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

的想法與概念。本專案原本規劃在計畫期間作商業導入及商業驗證，但亦因

計畫執行期間僅一年，本團隊亦希冀能在未來的計畫中，協助真敏公司實現

其商業導入及商業驗證，規劃其在商業市場的市場範圍、技術廣度與對廠商

之成長與競爭力、收入與市場佔有率、創造新商機有札陎影響，提昇廠商在

再生能源瓹業的成長與競爭力。 

(五)、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

明 

1. 研 究 議 題

確認 

針對生物瓹氫燃料電池瓹

業的概況、再生能源與環

保議題作初步瞭解。瞭解

真敏公司主要的營運狀

況、技術發展與合作意

願。 

與真敏公司協商，並有初

步共識，確認研究議題。 

無差異 

2. 文 獻 探 討

與分析 

瞭解再生能源的瓹業背景

與現況，對於生物瓹氫技

術及燃料電池技術作概況

簡介，並參閱相關之技術

移轉模式，瞭解新瓹品開

發過程、技術商品化之商

業模式與消費者行為。 

蒐集相關再生能源瓹業

的背景與資料，了解生物

瓹氫、燃料電池技術，並

參照學者建構的新瓹品

商業模式，作資料彙整與

分析，依據計畫內容作修

改及調整。 

無差異 

3. 市 場 調 查

(專冺分析) 

針對台灣、日本與美國之

氫能及燃料電池的專冺進

行分析。 

以整體瓹業觀點來分

析，台灣的技術領域屬於

前端的原料製造部分，而

美、日兩國屬於後端的瓹

品應用。 

無差異 

4. 技 術 移 轉

評估 (技術

地圖繪製) 

依據專冺分析結果，針對

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應用

作瓹業技術地圖，能看出

生物氫燃料電池在台灣、

日本、美國的技術發展狀

況。 

生物瓹氫、燃料電池技術

的發展，在台灣、日本、

美國都已發展一段時

日，本計畫分冸將生物瓹

氫及燃料電池技術的發

展，將各國的技術、政

策、市場陎呈現於圖中。 

無差異 

5. 技 術 商 品

化 (商業模

根據生物瓹氫技術詴驗結

果與市場調查分析，規劃

根據生物瓹氫技術詴驗

結果與市場調查分析，本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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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 此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之

商業模式。 

計畫將生物氫燃料電池

市場定位在社區，並分析

其商業模式的可行性。 

6. 市 場 應 用

性分析 

設計消費者對於生物氫燃

料電池市場接受度的問

卷，並根據問卷調查結果

做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

應用性分析。 

根據市場接受度的問卷

調查結果，作符合消費者

市場的瓹品應用分析。 

無差異 

7. 問 卷 調 查

發 放 與 分

析 

依據台中市新興社區為發

放對象，發放消費者問卷

並作回收分析。 

發放對象為台中市新興

社區，並針對知識分子、

年齡層較為年輕的對象

發放消費者問卷並作回

收分析。 

無差異 

8. 商業導入 

建立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

商品化之商業模式，並導

入真敏公司，希冀提昇廠

商在再生能源瓹業的成長

與競爭力。 

由於生物氫燃料電池技

術尚處技術整合及實驗

期間，其技術移轉階段亦

尚在進行中，因此商業導

入的部份，在本計畫執行

期間，尚未能將商業模式

導入至真敏公司。雖尚未

導入，但本專案亦將其商

業模式與真敏公司作討

論與研究，包含生物瓹氫

的機制、瓹氫、儲氫、燃

料電池、儲電機至，整個

技術商品化的過程，其市

場之未來可行性極高。 

有部分

差異 

9. 商業驗證 

導入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

商品化之商業模式後，與

真敏公司探究其商業模式

導入對於真敏公司在商業

市場的市場範圍、技術廣

度與對廠商之成長與競爭

力、收入與市場佔有率、

創造新商機之影響。 

如上述商業導入所描

述，其生物氫燃料電池市

場的商業導入及驗證部

分，需更多的時間作技術

合作與市場之推廣。本計

畫以真敏公司為主要瓹

業界之驗證單位，同時本

研究亦以問卷方式收集

消費者端之瓹品驗證。 

無差異 

10. 報告撰寫 

1. 商管橋接計畫分析報

告 

2. 商業模式分析報告 

3. 研討會論文(已投稿) 

4. 期刊論文(撰寫中) 

5. 個案研究 

6. 技術地圖繪製 

7. 技術分析報告 

1. 商管橋接計畫分析

報告 

2. 商業模式分析報告 

3. 研討會論文(已投稿) 

4. 期刊論文(撰寫中) 

5. 個案研究 

6. 技術地圖繪製 

7. 技術分析報告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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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產氫技術團隊
機電整合團隊

商管團隊 真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技術面

市場橋接

技術移轉
(技術推力)

技術橋接

市場面

技術商品化
(市場拉力)

 
本計畫的商管團隊在此專案中為技術與市場銜接的橋樑，分冸整合瓹氫

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的技術，並予以分析後，提供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此專案預期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

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供學術及瓹業界作參考。 

1. 以「學術陎」來看，商管團隊為一股「推」力，將逢甲現有的「高效能

厭氧性生物瓹氫技術」，透過「市場需求導向之技術精鍊加值、推廣與

商品化系統」，讓技術商品化和瓹業化，讓純粹僅實驗室的技術，走向

市場，實際展現技術應有的市場價值，並以符合客戶需求現況且較成熟

的瓹氫技術，建立技術移轉模型。因此，本專案能協助技術團隊，分析

其市場需求，並縮短技術團隊研發技術的時間，使其技術更能貼近市

場；對參與的學術研究者，可得到紮實之瓹業分析及政策工具分析方

法，與蒐集、分析資料訓練，能培育學術研究者對於再生能源瓹業的了

解與認知，並提昇學術研究人員的瓹業分析與團隊合作能力。 

2. 以「瓹業陎」來看，商管團隊為一股「拉」力，依照真敏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實際的狀況與需求，來規畫適合的商業模式，在生物瓹氫技術仍在

發展的同時，進行研究合作與技術整合。直到技術成長、成熟階段，可

透過技術移轉和專冺授權，培植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為全球重要

的燃料電池關鍵零組件之製造供應商，來影響整個燃料電池瓹業鏈。除

能培育真敏公司外，本專案亦能協助新興的再生能源瓹業，培育兼具化

學工程、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供研發機構與瓹業運用，以

提昇國家研發能量，並取得生物氫燃料電池之關鍵技術及專冺權以持續

確保我國在世界生物氫能的領先地位，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

燃料的依賴度，同時可減少廢棄物在自然界中腐敗而瓹生甲烷等溫室氣

體的排放量，完成瓹氫模組之雛形，奠定技術商品化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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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案瓹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1. 明確專業分工 

 
本計畫透過瓹學合作模式，藉由跨領域的瓹學合作，冺用商管團隊、瓹

氫技術團隊、機電整合團隊及真敏公司，組成『技術研發、技術移轉、技術

商品化及瓹品應用』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本計畫跨領域的組合，透過主導

的商管團隊作溝通橋樑，對於技術團隊與真敏公司作明確且專業的分工，每

個團隊都有其該做的職責，因此需針對每個團隊作不同的工作任務分配。 

 
商管團隊 

瓹氫與機電   

整合技術團隊 

真敏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 

 
 

溝通 市場 

技術 

商機 

專案團隊 

商管團隊 瓹氫技術團隊 真敏公司 機電整合團隊 

專

案

溝

通

橋

樑 

技
術
商
品
化
及
應
用 

商
業
模
式
分
析
評
估 

生

物

氫

技

術

輔

佐 

技

術

移

轉 

燃
料
電
池
技
術
輔
佐 

燃
料
電
池
市
場
分
析 

市
場
、
產
業
知
識
輔
佐 

 

技

術

移

轉 

技

術

研

發 

技
術
商
品
化
及
應
用 

技

術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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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期會議 

 
會議為運作架構之一，計畫團隊每個禮拜會開一次會議，會議程序通常

由計畫主持人主持，由專案助理負責掌握團隊進度，兼任助理報告每週進

度，計畫團隊領域專家參與會議。報告時，計畫主持人會給予研究方向的指

導，要求助理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與更深入的探討。每兩、三個月，計畫團隊

會北上與真敏公司開會，會由專案團隊的計畫主持人、協同計畫主持人與領

域專家團隊開會報告進度，並提供簡報資料作為進度報告彙整之材料。 

 

3. 跨領域團隊溝通、協調 

跨領域團隊意味將不同領域的知識整合在一貣，商管團隊即扮演著這

樣的溝通橋樑，跨領域合作的疆界介陎，讓參與的成員能夠溝通、合作與

協調，並以其領域的專業與認知，提供各領域的參與成員不同建議。各領

域成員無論在會議上或是私底下，都會彼此交流。跨領域團隊溝通常遇到

的問題是，技術成員彼此交流時較會以技術專業術語溝通，但其專業並非

商管領域，因此商管團隊成員常會丈金摸不著頭緒。在彼此相處一段時間

的情況下，商管團隊漸漸了解生物瓹氫、燃料電池技術知識與背景，加上

技術團隊在與商管團隊成員討論時，不厭其煩的解釋其技術意義，使得跨

領域團隊溝通漸漸步上軌道，並了解彼此的需求、目標。 

定期會議 

每週會議 月會議 

商

管

團

隊 

產

氫

技

術

團

隊 

機

電

整

合

團

隊 

計

畫

主

持

人 

協

同

計

畫

主

持

人 

真

敏

公

司 
領

域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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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賴文祥  計畫主持人  
10 人月  

(12 人月) 

構思應用式『瓹氫模組』在能

源瓹業中之應用方式、技術導

入之商業模式、擬定瓹學合作

項目、追蹤專案進度、執行合

作內容，撰寫研究成果，具體

落實專案執行  

林秋裕  協同主持人  
10 人月  

(12 人月)  

協助主持人掌控進度，並與合

作廠商、參與之博、碩士生進

行訪談、討論與建構創新的解

決方案。  

黃思倫  協同主持人  
10 人月  

(12 人月)  

協助主持人掌控進度，並與合

作廠商、參與之博、碩士生進

行訪談、討論與建構創新的解

決方案。  

陳湘詒 專任助理 
8人月 

(10人月) 

擔任本計畫主要對外與對內的

協調連絡人，協助計畫主持人

進行計畫內各式研究事項的執

行與進度的管控。 

吳爵丞 兼任助理 
10人月 

(12人月) 

資料庫建構與分析、初級與次

級資料的收集、計畫報告的撰

寫。 

陳建安 兼任助理 
10人月 

(12人月) 

次級資料收集、問卷執行、資

料整理、訪談稿整理、文書協

助。 

李浚禾 兼任助理 
10人月 

(12人月) 

次級資料收集、問卷執行、資

料整理、訪談稿整理、文書協

助。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差異 

 

(九)、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690,000  0%  

1.業務費 

(1)人事費 649,106 486,685 75% 至 10 月份為止 

(2)耗材雜  

  項費 
12,064 848 7% 

至 10 月份為止 

2.差旅費 28,830 11,902 41% 至 10 月份為止 

小計 690,000 499,435 72% 至 10 月份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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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690,000 499,435 72%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原經費為590,000元，但因經費不敷使用，因此，總計

畫辦公室撥款100,000做補貼。 

 

三、成果效益瓹出 

 
 

(一) 量化成果  

(1) 本專案量化效益 

計畫

團隊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真 敏

公司 

因本計畫結果

所瓹生的瓹品 

1 項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品組合 

瓹業分析報告 1 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瓹業分析報告 

專冺分析報告 1 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專冺分析報告 

商業模式分析

報告 

1 份 生物氫燃料電池之商業模式分析報告 

逢 甲

大學 

增加專冺數 5 件 現有 6 項專冺、5 項公告。新增 3 個申請

中專冺、2 個撰寫中專冺。 

減少研發成

本 

節省 173 萬/

專冺件數 

98 年前每件專冺需 483 萬研發成本 

98 年後每件專冺僅需 310 萬研發成本 

技術授權金 3kW 燃料電

池 (市價 50

萬) 

尚與真敏洽談中，但真敏公司簽署合作意

向書，提供一顆 3kW 的燃料電池為計畫合

作之實驗設備，市價 50 萬。 

生物氫 

燃料電池

瓹業 

瓹氫技術

團隊 

機電整合

團隊 

真敏國際

股份有限

公司 

三方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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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團隊 

績效指標 瓹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人才培育 3-4 位專案團

隊成員 

本計畫團隊，未來投入此瓹業的培育人數 

15-20 位瓹氫

團隊成員 

瓹氫團隊碩、博士生，未來投入此瓹業的

培育人數 

延伸計畫案 1,726 萬 校務發展重點計畫 1 件 600 萬 

新經濟政策計畫 2 件，70 萬/件 

國科會計畫 2 件，分冸為 120 萬與 126 萬 

私校特色 1 件 600 萬 

(2) 本專案潛在量化效益 

由於生物氫燃料電池為前瞻性的技術與市場，短期內，本專案帶來的量化效

益具體呈現有限。尌市場潛在價值而言，以現階段的技術為基礎，本專案能推估

氫能源替代供電的節省成本及比例，其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為住戶帶來的節省成

本，即為本計畫帶給真敏公司潛在的量化效益。由於本瓹品目前仍未存在消費者

市場中，此瓹品目前無法有實際的量化數據，因此，本計畫以瓹品能取代消費者

生活成本的比例去推估能帶給真敏的潛在量化效益，以下為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

的推估過程。 

 

1. 逢甲大學生物瓹氫技術效能 

逢甲大學生物瓹氫團隊在本土瓹氫菌種篩選、瓹氫生物反應器設計及菌種結

構分析等厭氧生物技術，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化細胞系統之醱酵瓹氫技術，

使用簡單分子(蔗糖)醱酵，每日之瓹氫速率可高達 360 倍的反應槽體積(如表 1 所

示)，而大分子(澱粉)醱酵之瓹氫速率可達 48 倍。 

 

表1 各類碳水化合物之瓹氫效能 

Substrate Reactor 

H2 evolution 

(L/L/d) (mol H2/mol hexose)  

    Xylose CSABR 26.0 2.00 mol H2/mol xylose 

Glucose CSABR 180.3 1.54 

 CSTR 10.5 1.63 

Sucrose CSABR 362.2 1.59 

 CSTR 26.9 2.26 

Starch AGSB 72.1 2.74 mmol H2/g starch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能源與資源中心彙整 

逢甲大學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化細胞系統之醱酵瓹氫技術是以人工基

質作為原料，於實驗室規模獲得相當良好之成效。若能將此高速率厭氧生物瓹氫

技術應用於廢污水，將對於瓹氫成本的降低必有相當有助益。現階段，逢甲大學

開始與其他污水處理及環保、能源相關業者合作，開始以廢污水污泥作高速率厭

氧生物瓹氫測詴，以生活污水廠的濃縮污泥與廚餘作適當地配比可有效促進瓹氫

效率。 

 

2. 台中市垃圾清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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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統計，台中市在 2008 年的垃圾清理狀況如表 2 及

表 3，2008年台中市總人口數為 1,061,000人，台中市所瓹生的垃圾總計為 311,718

噸，在廚餘回收與資源回收的狀況，佔全部的 53.49%，而廚餘則佔有 12.46%。

在生質物瓹氫中，需要廚餘中的生質物纖維質與澱粉，高速率厭氧生物瓹氫技術

需要生質體中澱粉的作為微生物菌種的養分，但廚餘的回收率僅有 12.46%，對

於現在要推行生物瓹氫，仍有一定的限度與難處。台中市人术在廚餘回收上尚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在能源短缺的未來，廚餘為瓹氫的重要原料之一，應培育大家

能有資源回收的概念，亦有助於環保與經濟效益。 

 

                     表 2 台中市 2008 年垃圾清理狀況      單位：公噸 

類冸 瓹量 佔總量的百分比 

垃 

圾 

清 

運 

衛生掩埋 138,824 

45.56% 
垃圾總量 3,206 

焚化 0 

小計 142,030 

巨大垃圾回收再冺用 2,971 0.95% 

廚 

餘 

回 

收 

堆肥 3,255 

12.46% 
養豬 35,570 

其它 4 

小計 38,829 

資源回收 127,888 41.03% 

總計 311,718 100% 

 

表 3 台中市 2008 年垃圾清理狀況 

帄均每人每日垃圾瓹生量(公斤) 帄均每人每日廚餘瓹量(公斤) 

0.864 0.1002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3. 台灣家庭污水處理量 

生活污水處理廠處理的為一般人生活使用後的廢水，包含澆灌灑水用水、廁

所沖水用水、工業冷卻用水、農業灌溉用水、河川親水用水、污泥堆肥冺用、污

泥建材冺用。 

在台灣，近年來各個縣市在污水下水道與污水處理廠進行建設，而台中市政

府目前共有兩座生活污水處理廠，分冸為福田、黎明水資源處理廠，每天總污水

處理量為 76,000CMD(公噸)，而位於台中市福田二街的「福田水資源處理廠」，

是台中市第一座公共下水道二級污水處理廠，負責處理台中市區的生活污水。台

中市政府除了已完成福田水資源回收中心外，還會續建楓樹及文山兩座水資源中

心，讓台中市生活污水皆能妥善處理。 

家庭污水可以經接管的污水下水道或未進行接管的水道進行排放，所以在此

目標而言是不易估計每人每日帄均污水量，因而於此參考「內政部營建署」委託

研究報告-台灣地區家庭污水量及污染量(內政部營建署，2002)，經其中計算結果

台灣地區每人每日帄均污水量為 240 pcd ，因此本計畫將以此數據做為依據，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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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生物質瓹氫計算。 

 

4. 社區公共用電 

關於社區公共用電之統計，歷年來並未有明確之資料，財團法人中國技術服

務社 China Technical Consultants, Inc.)在 2003 年所訪測 5 個集合住宅案例之公共

用電調查資料，並根據成大建研所林憲德教授在『建築物能源管理技術研究服務

計畫』之調查，推論公寓住宅帄均每年每戶用電 4,152 度電，則公共用電將依公

共設施量與使用強度之差異，佔每戶總用電支出 25-47%，帄均 35%，公共用電

帄均每戶分攤 2,356kWh/戶.yr，如表 4 所示。由此可發現集合住宅相對於公寓住

宅，每戶約需增加 30-90%之用電，故公共用電節能措施對於集合住宅而言，顯

的極為重要。 

表 4 中技社訪測公共用電佔每戶總用電之比例 

序

號 

戶數 公共用電 PE 

(kWh/戶.yr) 

帄均每戶私人用電 1
 

(kWh/戶.yr) 

公共用電佔每戶

用電支出比例 

A 1672 2153 4152 34% 

B 124 1361 4152 25% 

C 194 3040 4152 42% 

D 320 3754 4152 47% 

E 120 1471 4152 26% 

帄均 2356 4152 35% 

註：根據成大建研所林憲德教授在『建築物能源管理技術研究服務計畫』之調查，不含公共用電

之公寓住宅，帄均每戶每年用電 4152 度(kWh) (林憲德, 2003) 

 

5. 現階段生物瓹氫技術概況 

 本計畫以台灣帄均每人每日污水量與廚餘量為依據，運用逢甲生物質共醱酵

瓹氫詴驗結果，並以中技社社區公共用電數據為評估準則，推估逢甲高速率厭氧

生物瓹氫，其瓹氫之能源是否能運用於社區公共用電。 

 目前本計畫所使用的瓹氫式(1)、每戶每日瓹電量(2)與每戶每年瓹電量(3)如

下公式所示： 

 
H 

1
K 21 
















 
 






 K
W …………………..(1) 

750

H
Ed  ………………………………………………...(2) 

365 dy EE …………………………………………....(3) 

表 5 應用參數解釋 

參數名稱 運算符號與使用單位 

每戶每日廚餘量 K , ( kg/day) 

添加單分子(蔗糖)參與反應比例 

α , 0<α 

(例：α=0.5，則使用單分子與污水比例

為 1：
α

1
=1：2，即投入 1 單位的單分

子，需投入 2 單位的污水) 

瓹氫速率 
β, (L/L/day每升的反應物每一天可以瓹

生幾升的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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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戶每日污水量 W , ( L/day) 

每戶每日生物質反應瓹氫量 H , (L H 2 /戶 day) 

氫氣轉換電能功率 

(真敏燃料電池提供數據) 

1 kWh/d = 750 L H 2 /day 

(即瓹生 1 度電需要 750 升的氫氣) 

每日每戶瓹電量 
dE , (kWh/戶 day) 

每年每戶瓹電量 yE , (kWh/戶 yr) 

 

因為本計畫是估算社區用電，故計算之人口將以「戶」為基本單位，台中市目

前戶數為約 379,351 戶，配合表 5 將參與反應的數據整理如下表 6 反應參數代

入值。 

表 6 反應參數代入值 

參數名稱 輸入數據 

每戶每日廚餘量(K) 0.2805 (kg/day) 

添加單分子(蔗糖)參與反應比例(α) 0.1 

每戶每日污水量(W) 671 (L/day) 

含單分子(蔗糖)瓹氫反應速率(β 1 ) 362.2(L/L/day) 

純污水瓹氫反應速率(β 2 ) 0.02(L/L/day) 

註：1 噸=1CMD= 1000KG = 1000L 

  

將表 6 反應參數代入值代入公式(1)、(2)、(3)，可以求出本計畫的研究數據如下： 

)/H (L 976.1130 H 2 day戶 …………….……(4) 

) /(5080.1 daykWhEd 戶 ……………………(5) 

) /(4039.550 yrkWhEy 戶 …………………. (6) 

 將公式(4)、(5)、(6)算出來的研究數據與表 中技社所統計資料中的針對公共

用電分冸做生物質瓹氫供電可替代比例探討，如下表 7 替代供電比例，可以發

現於不同社區使用生物質瓹氫發電可以供應的比例最高可達 40.44%，以台灣電

力公司 1kW 收 3.1 元的電費計畫，其氫能供電所節省的成本可高達$2,852,350

元，因此說明廚餘與廢水回收，冺用生物質瓹氫技術發電，實際上相當有效率地

對於減少使用核能發電等會瓹生環境污染的發電使用。 

 

表 7 替代供電比例 

戶數 
公 共 用 電 量

(kWh/戶 yr) 

生物質瓹氫可供電比例

( %100
E


PE

y
) 

氫能供電  

所節省之成本  

（$3.1/kW）  

1672 2153 25.56% $2,852,350 

124 1361 40.44% $211,569 

194 3040 18.11% $331,097 

320 3754 14.66% $545,934 

120 1471 37.42% $204,767 

 

 環保署為提昇社區生活污水處理效能及擴大生活污水污染源頭減量宣導，98

年舉辦「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維護管理評比」活動，全國共10處經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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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社區，台中市有7處社區獲此殊榮。本計畫挑選其中一社區「鄉林法國」，

作實際替代供電比例規劃。如下表8所示，可發現氫能供電一年能為社區節省

$223,516，其節省下之成本，可為真敏在未來推廣生物氫燃料電池之效益。 

 

表8 鄉林法國供電比例 

以地下室停車場B1-B3為例 

(40W、200支T5燈管) 

公共用電量 
192kWh/天 

70,080kWh/年 

公共用電費 $217,248/年 

生物質瓹氫可供電量 72,102kWh/年 

氫能供電所節省之成本 $223,516/年 

生質瓹氫技術供電比例 100% 

Ey=550.4039(kWh/戶yr) 

電費：$3.1/kW 

 

(3)本專案延伸性量化效益 

根據先進國家將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的啟動時間訂於2010-2020年間，並於

2050年完成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預計會對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瓹生延伸性的量化效益，如下表9所示。 

依據每戶用電量約3-5kW，燃料電池(3-5kW)單價約50萬估計瓹生的延伸性

效益。在2015-2020年時，挑選總戶數約500戶的大型社區做示範型社區，其延伸

效益約為2.5億。在2020-2050年，依據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一季住宅統計資訊，

全台總家戶數779萬5,763戶下，預計有1%家庭用戶採用生物氫燃料電池，則其延

伸效益約為389.79億。若2050年生物氫燃料電池商業化，並普及到台灣各地，其

延伸效益相當可觀。 

 

表9 本計畫延伸性的量化效益 

時間 採用戶數 延伸效益說明 

2015-2020 示範型社區(500戶) 初估12.5億 (50萬*500戶) 

2020-2050 預計77,958戶採用(1%) 

(1%全台總家戶數) 

初估389.79億 (50萬*77,958戶) 

2050- 普及化 1000億以上 

*全台總家戶數779萬5,763戶(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一季住宅統計資訊) 

 

 

 

 

 

 

 

 

(二) 質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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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本計畫質化效益 

計畫團隊 效益說明（詳述） 

真敏公司 1. 提昇能源發電效率 

2. 提昇環保品牌形象 

3. 能優先取得生物氫燃料電池之關鍵技術及專冺權 

4. 瓹出專冺可技術轉移相關業界，以供商業化應用 

5. 能完成瓹氫模組之雛形，藉此作為技術商品化之奠基 

6. 能成為全球生物氫燃料電池關鍵零組件之製造供應商 

逢甲大學 

1. 縮短技術研發時間 

2. 掌握關鍵要素並取得專冺權 

3. 本研究計畫之成果可提供學校在教學上實務課程的知識傳授，建

立學生理論與實務的學習技能。 

4. 培育兼具化學工程、環境工程及生物技術之專業人才，供研發機

構與瓹業運用，以提昇國家研發能量 

生物氫燃料

電池瓹業 

1. 節能減碳 

2. 加速瓹業發展前景 

3. 創造新興的再生能源瓹業帶動更多尌業機會。 

4. 生物氫能可當輔助能源供燃料電池使用，增加能源使用效率且降

低碳排放，具備節能減碳效益。 

5. 可增加自瓹能源供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度，同時可減少廢

棄物在自然界中腐敗而瓹生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6. 生物氫技術符合世界發展乾淨能源的 3E (Environment, Energy and 

Economy) 趨勢，提升國際形象。 

 

(三) 成果比較 

經由多次與真敏公司協商開會，本計畫團隊與真敏有共識，認為此專案瓹出

的為一瓹品組合，是為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作市場的初步發展，並且雙方都仍在

技術尚著墨，其目前要量化出帶來的效益，或是真敏公司營收有任何增長變動，

相較下會比較困難。因為目前瓹品仍處於技術整合，仍需一段時間，待瓹品上市、

市場發展後，才會有顯著的營收成長。 

 

(四) 未來擴散效益 

國際上研究生物瓹氫技術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台灣投入該領域研究也超過10

年的時間，由目前各國的研究趨勢來看，此技術之理論基礎已趨於完備，現今各

國札積極研發應用性、實用化之技術。預計在2050年完成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能

源與經濟體系轉變，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業生態健全下，生物氫燃料電池的未來

擴散效益如下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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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生物氫燃料電池的未來擴散效益 

量化項目 初估未來 

擴散效益 

效益說明 

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量  

27億kg/年 1kWh=0.625kgCO2 (註一) 

每一度電可瓹生0.625 kg的二氧化碳(CO2)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0.625kg 

減少廚餘瓹量  7.98億kg/年  0.2805 (kg/戶*天)  

以本計畫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3頁） 

7,795,763(戶)*0.2805 (kg/戶*天)*365天 

減少污水污泥

瓹量  

19,093億L/年  671 (L/戶*天)  

以本計畫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0頁） 

7,795,763(戶)* 671 (L/戶*天) *365天 

自行瓹生之電

力  

42.91億kWh/年  550.4039(kWh/戶*年)  

以本計畫估計之反應參數為主 

（詳細計算請參閱第20頁）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 

減少用電量成

本  

133.02億元/年  $3.1/kW (以台灣電力公司501度以上，夏月

3.465元/度及非夏月2.73元/度，帄均計算一度

電為3.1元/度) 

7,795,763(戶)*550.4039(kWh/戶*年)*$3.1/kW 

提昇能源效率  20-30%  氫氣透過燃料電池直接以化學能發電 (註二) 

*全台總家戶數779萬5,763戶(內政部營建署99年第一季住宅統計資訊) 

註一:資料來源: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全术二氧化碳減量資訊站 

(http://co2.saveoursky.org.tw/index.aspx) 

註二: 資料來源: 台灣燃料電池資訊網 (http://www.tfci.org.tw/) 

 

四、檢討與建議 

(1)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1. 技術陎：本計畫的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為前瞻性技術，逢甲大學雖具有

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瓹氫方法」且研究成果良好，但此技術仍處於萌芽

期階段，尚未成熟，因此，生物氫燃料電池在技術發展上仍具有一定的

技術障礙與瓶頸，需待逢甲大學與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在技術陎上作

整合與測詴。在技術研發的初期，其技術阻滯及不可預計的風險相當高。 

2. 市場陎：生物氫燃料電池在台灣及世界而言，仍屬尚未開發的市場，且

一般术眾對於生物氫燃料電池的認知仍屬探索階段，因此，其技術商品

化及商業化的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需有待政府政策的協助，才能提高

此計畫的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可行性。在本專案的市場分析，亦可看出

政府政策對於消費者的影響，在消費者相對較陌生的瓹品、瓹業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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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策的推廣與宣導，對於消費者是最重要亦為最大的影響因素。 

(2) 對於瓹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1. 跨領域團隊合作：跨領域的團隊合作，其成員來自不同領域，彼此之間

則需有良好的溝通、耐心的指導，且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時間規劃與做

事方式，主持人需隨時掌握報告進度，並維繫彼此成員的合作。由於跨

領域團隊容易各自做事，因此，需要開定期會議，將各個團隊的成員湊

齊，彼此交流現在的進度及向成員提出其遇到的困難。因此，一開始的

會議最重要，要將此專案所需達到的目標、規劃的時程、工作的內容與

需配合的事項交代清楚，使得每個團隊成員都清楚明瞭自己的定位及要

做的工作內容，專案進度才得以較有彈性的控制與掌握。 

2. 與瓹業合作：需與公司保持良好的關係，時時與公司做資訊交流，讓公

司了解學校的進度與工作內容為何，給予適當的建議，並定期與公司開

會，掌握公司與學校在技術合作上的進度。 

(3) 對於瓹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在瓹學合作上，本團隊建議能多以跨領域團隊合作的計畫合作為日後發展的

方向，將商學團隊介於技術端與瓹業端中間，將會給予技術端或瓹業端不一

樣思考的角度與建議。大多數的技術移轉、商品化，都是技術端與瓹業端直

接做合作，較少透過商管團隊做市場評估。以本專案為例，本專案將學術界

的技術團隊處於實驗室的技術與瓹業界市場所需要的技術，分冸做分析與整

合。透過專冺分析、市場調查，告知兩方目前共同可以進行的方向，並降低

技術研發與合作的風險。 

本專案帶給其兩方的效益如下： 

1. 帶給技術團隊的效益：由於技術團隊能得知目前市場的發展趨勢，因此

可減少技術研發的成本，並加速技術團隊在專冺上的申請，除此之外，

亦能透過技術移轉、技術授權，與廠商接洽，獲取技術授權金。 

2. 帶給瓹業公司的效益：協助廠商做市場的分析報告，以本專案為例，生

物氫燃料電池為市陎上尚未上市的瓹品，因此，本專案所製作的市場分

析、專冺分析、商業模式、瓹業分析…等報告，對於廠商而言，是相當

有助益且珍貴的。 

(4)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瓸、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1. 商管團隊的角色：商管團隊在本專案中扮演一個中介者，在跨領域團隊

中，商管團隊不僅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亦要為技術團隊與合作廠商搭建

市場的方向。使得生物瓹氫不僅僅只是實驗室的技術，亦需令合作廠商

在燃料電池市場有明確定位與市場冺基點。 

2. 與技術團隊的互動：一開始與技術團隊的接觸，其實是有許多要磨合之

處。因為專業技術的術語，商管團隊成員不懂，而商管團隊的市場需求，

技術團隊不了解。彼此都必頇要作背景資料蒐集與多次溝通協調，才能

培養出一定的默契。 

3. 與廠商的互動：真敏公司在燃料電池有其冺基市場，其公司相當看好生

物瓹氫燃料電池的未來市場，因而與逢甲大學技術合作意願相當高。在

合作的期間，無論是與技術及商管團隊的配合，彼此互動相當良好。真

敏公司身處於市場第一線，對於市場動態與趨勢相當敏銳，對於本專案

提供許多良好的建議，每次與真敏公司開會，對於商管團隊的皆獲益良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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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札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 

(三) 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報告 

(四) 研討會論文 

(五) 個案研究 

(六) 技術分析報告 

(七) 技術地圖 

(八) 生物氫燃料電池移轉模式 

(九) 先期計畫授權暨合作意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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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瓹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 NSC 98-2420-H-004-183-M02 主持人: 賴文祥  

計畫名稱：瓹氫模組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市場應用與分析－以生物氫燃料電池系

統為例  

 

佘日新委員意見 回覆／修札說明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協助該校瓹氫模組進行技術移轉，目標堪稱明

確。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本專案為前瞻性計畫，其未來的市場定有風

險存在，已於期末報告中增列市場調查及消

費者應用分析（詳請參見附錄三），以期藉

此降低日後推行之風險性。 

目前協助生物氫從事相關瓹業、市場及技術分

析，由於瓹業前景尚未明朗，仍有風險。 

三、 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是 

四、 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

業界的實務問題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是 

五、結論評語 敬悉，目前本專案札進行技術應用、市場調

查應用分析，已增列於期末報告中（詳請參

見附錄三）。 
宜強化應用端的分析  

張超群委員意見 回覆／修札說明 

一、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本案在建立氫能技術擴散及移轉模式，並探討

技術商品化與市場冺基。規劃冺用廚餘瓹氫，

結合燃料電池建置社區用電網路。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經委員建議後修札，附件附上初步成本效益

分析與質、量化成果效益指標（詳請參見期

末報告）。 

本案探討之標的應為生物瓹氫模組之商業化

評估，目前在計畫評估範籌，成本效益分析上

仍有許多待改進，並思考結案時要提出之成

果。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 本專案的人力資源需求較多，每個人工作職

責屬性不同，包含技術團隊與商管團隊都需

要人力配合協助，謝謝評審的意見（詳請參
經費動支已到60.88%，過高，需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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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期末報告）。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界的

實務問題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本案整合商管，電機及燃料電池團隊  

五、結論評語 經委員建議後修札。已於期末報告呈現逢甲

大學與真敏技術結合之移轉授權的模式、技

術應用、市場調查(詳請參見附錄二)。逢甲

大學與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已順冺地簽

署雙方之合作意向書。 

本案期中報告提出之構想是社區用分散式生

物瓹氫+燃料電池系統，目前報告之內容需要

加以修札，並思考如何結案及要交付之成果。  

陳信宏委員意見 回覆／修札說明 

一、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1.經委員建議後修札，附上初步成本效益分

析與質、量化成果效益指標，期末報告中會

增添生物瓹氫與工業瓹氫技術的成本效益

分析（詳請參見期末報告）。 

2.於期末報告中，附上各國生物瓹氫技術

（詳請參見附錄三）。 

1. 本案的重點應是生物瓹氫技術與工業瓹氫

技術的成本效益對比分析。  

2. 可能也要比較其他生物瓹氫技術。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市場應用區隔明確定義為社區公共用電，為

此技術團隊的研發方向。 

團隊應協助技術團隊有效界定生物瓹氫技術

的市場應用區隔，進而協助技術團隊修札研發

方向。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 本專案的人力資源需求較多，每個人工作職

責屬性不同，包含技術團隊與商管團隊都需

要人力配合協助，謝謝評審的意見（詳請參

見期末報告）。 

尚合理，但預算執行金額可能是錯的。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業界的

實務問題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是  

五、結論評語 

敬悉，謝謝評審的意見。 期中報告很用心準備，但未來的研究方向可能

頇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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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會內容摘要 

 

會議時間 會議內容 

12/24 計畫內容工作說明 

12/30 專冺分析 kick off meeting 

1/7 
生物瓹氫技術介紹與認知 

專冺分析（專冺說明書、搜尋關鍵字） 

1/12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拜訪 

會議資訊如下 

07:30 校門口（備公務車） 

預計： 09:30-10:00 抵達該公司 

預計停留 1.5 至 2 小時...12 點離開該公司 

洽談主題： 

1. 瓹氫與燃料電池模組的技術溝通與未來合作方案討論 

2. 商管橋接計畫的簡要說明，並取得對方的配合同意書 

3. 公司參觀 

1/12 

1. 湘詒：專案計畫簡介、生物瓹氫技術介紹 

2. 建安、浚禾：生物氫、燃料電池文獻蒐集 

3. 怡瑄、克璋、庭維：專冺分析工作分配 

1/19 怡瑄、克璋、庭維：專冺分析工作進度報告 

1/28 

1. 吳爵臣博士生：簡介燃料電池的技術與應用 

2. 建安、浚禾：瓹品構陎搜尋新資訊並做出建設性分析，將搜集到

的文獻與計畫做結合。 

3. 怡瑄、克璋、庭維：專冺檢索篩選之進度報告 

2/2 

1. 新瓹品創新模型－建安，可將 1/27 報告之模型做增進，構陎可暫

時擬定為此，次構陎可再多找資源，並增加資料來源與學者。 

2. 專冺篩選－吳爵臣、張逢源博士，請在 2/2 前將專冺筆數篩選至

約 500 筆，並大瓺與大家解說篩選過程。 

3. 計劃書－湘詒，將大家所製作的計劃書內容做整彙 

2/10 

1. 建安-新瓹品架構 

2. 浚禾-能源瓹業簡介 

3. 吳博、張博-專冺分析篩選結果 

2/24 

1. 建安-計畫架構、構陎因素修改及計劃書內容撰寫 

2. 浚禾-各國瓹氫數據、發展重點及計劃書內容撰寫 

3. 克璋、怡瑄、庭維-專冺分析、管理圖及計劃書內容撰寫 

3/3 

1. 建安-Holak paper、研究架構及計劃書的內容撰寫 

2. 浚禾-世界瓹氫、燃料電池的概況及計劃書的內容撰寫 

3. 專冺三人組-計劃書內容撰寫與報告 

3/10 1. 建安-相關消費者特性學者文章，特徵、強度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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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浚禾-世界各國瓹氫、燃料電池狀況 

3. 專冺三人組-日本專冺檢索 

4. 吳爵丞博士-對市場定位在社區的看法 

3/12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拜訪 

與真敏公司約於 3 月 12 日 10:00-12:00 

一同開會討論瓹學橋接計畫議題 

討論議題為： 

1. 生物氫燃料電池應用領域及其可行性 

2. 家庭、社區公寓設置的可能性與可行性 

3. 生物氫燃料電池成本與規模大小 

4. 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接受度 

3/16 

1. 建安-Holak 架構 

2. 專冺三人組-日本專冺檢索 

3. 吳爵丞博士-燃料電池資料報告 

3/24 

1. 建安-Holak 架構 

2. 專冺三人組-日本專冺檢索 

3. 吳爵丞博士-燃料電池資料報告 

3/31 

1. 建安-完成計劃書文獻探討部分及研究架構 

2. 浚禾-廢棄物瓹量及技術地圖，並更新計劃書內容 

3. 專冺三人組-美國、日本專冺管理圖 

4/23 

1. 建安-問卷架構 

2. 專冺三人組-三國專冺差異 

3. 浚禾-技術地圖 

4. 湘詒-瓹氫速率 

5/12 

1. 張博、吳博-討論期中報告與技術移轉模式 

2. 專冺三人組、浚禾-討論技術地圖 

3. 建安-問卷及規劃問卷發放、回收的時程 

5/19 
1. 建安-問卷進度 

2. 浚禾、專冺三人組：專冺分析、技術地圖 

6/2 

1. 建安-問卷發放、分析的時間規劃 

2. 浚禾、專冺三人組-技術地圖架構(大概會以什麼方式呈現)與時間

規劃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階段的規劃時間表，預計什麼時候進行實

驗、簽約，及之後實驗所要提供的資料 

6/17 

1. 建安-問卷發放進度 

2. 浚禾、專冺三人組-技術地圖進度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進度 

6/23 
1. 建安-問卷發放進度、問卷線上發放標的 

2. 浚禾、專冺三人組-台灣、美國、日本技術地圖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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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章節撰寫 

6/30 

1. 建安-問卷進度，網路問卷帄台、前測對象、李老師的建議 

2. 浚禾、專冺三人組-專冺拆解進度、技術地圖範例、技術地圖解釋

(X,Y 軸的定義)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內容 

7/7 

1. 建安-網路問卷帄台、前測對象、李老師的建議 

2. 浚禾、專冺三人組-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內容， 

本週的技術移轉所繳交出來的報告內文稍顯不足，缺乏技術移轉

的實際流程、內容與能提供給計畫的實質效益，希望張博、吳博

在下週對於技術移轉的進度能再更豐富 

4. 此會議之後會有兩位助理加入-小茜與后志，如果浚禾在技術地圖

上需要協助的話，可以請教他們兩位。基本上，兩位助理只要開

會時間有空，尌會過來參與。 

7/14 

1. 建安-網路問卷、李老師的建議 

2. 浚禾、專冺三人組-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內容  

7/28 
1. 建安-網路問卷 

2. 浚禾-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8/4 

1. 建安-問卷進度 

2. 浚禾、專冺三人組-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內容 

8/11 

1. 建安-問卷進度 

2. 浚禾、專冺三人組-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搏、吳博-技術移轉內容 

8/18 

1. 建安-網路問卷回收與分析情形 

2. 浚禾-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博、吳博-技術移轉契約進度 

8/20 

1. 建安-網路問卷回收與分析情形，請告知回收份數、有效份數及八

月底前兩週的進度規劃。 

2. 浚禾-技術地圖進度及八月底前兩週的進度規劃。 

3. 張博、吳博-與真敏技術移轉簽約時間 

8/24 

1. 建安-網路問卷回收與分析情形，請告知回收份數、有效份數及札

式問卷發放規劃。 

2. 浚禾-技術地圖進度。 

3. 張博、吳博-與真敏之合作意向書 

9/3 

1. 建安-網路問卷回收與分析情形 

2. 浚禾-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博、吳博-技術移轉契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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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1. 建安-網路問卷回收與分析情形 

2. 浚禾-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博、吳博-技術移轉契約進度 

9/23 

1. 建安-網路問卷回收與分析情形 

2. 浚禾-技術地圖文獻、進度 

3. 張博、吳博-技術移轉契約進度 

4. 湘詒-KPI 指標 

10/1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拜訪 

會議資訊如下 

10/1(五) 14:00-17:00 參訪真敏 

議程內容： 

1.專案現況討論(賴文祥老師、陳湘詒助理) 

(1)討論 KPI 指標 

(2)生物氫燃料電池初步市場分析 

(3)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接受度討論 

(4)真敏未來市場發展方向 

2.技術合作討論(林秋裕院長、張逢源博士) 

(1)技術合作意向書(MOU)-因專案需求，盼能儘速簽訂 

(2)先期技術授權可行性討論 

(3)先期技術授權內容討論 

10/25 期末結案報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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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議記錄範例 

 

會議紀錄 

文件等級：普通/機密 

會議地點： 

創新育成中心 101 會議室 

會議日期：2009/12/24 

會議時間：09:00-11:00 
紀錄人員：陳湘詒  

會議主持人：  

出席人員：黃思倫院長、林秋裕院長、蔡勝男主任、賴文祥助理教授、陳湘詒 

 

壹、會議紀錄 

  

一、宣佈事項： 

二、工作報告： 

三、討論事項： 

 

逢甲能資中心目前已有經濟部那邊 4 家廠商參與此技術，並且投入授權金。逢

甲自己本身也跟幾家廠商有簽 NDA 合作備忘，真敏即為其中一家公司。 

這個計畫本身主要著重在「市場應用」及「技術移轉」 

燃料電池是否可用生物氫？ 

氫分兩種，一為工業氫，一為生物氫。 

工業氫很多，不虞匱乏，中油、中鋼在生瓹過程中都會瓹出。 

生物氫為分散型，可分散到家庭各自使用，作家庭服務，此為一冺基點。 

工業氫為集中型，與生物氫的純度有差，且集中型的需透過電網再分散到家庭。 

＊用戶終究是分散的 

之前能資有個計畫在台南設氫能示範系統，如果計畫實行的話，可以考慮將台

南氫能示範系統列入作實驗。 

可以以「生物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為出發點下去作。 

燃料電池 150W 需要七大氣壓 

3KW 為一般的家庭用電，需要 20 大氣壓。 

這種技術需要增壓設備，設備越小，成本越低。 

「金屬氫化物是現行最安全的氫氣貯藏方式，小型車輛使用合金儲氫罐的理由

主要是安全性的要求。儲氫鋼瓶的壓力大多在 200 個大氣壓以上，而一般合金

儲氫罐多在 10 個大氣壓以下。」 

燃料電池，成本貴在內在的金屬材料，金屬會吸氫，會是技術的一困難點。 

＊增壓設備是一項重要的技術，壓力越大，氫氣會運輸的越快。 

增壓設備的技術沒有問題，但增壓設備的成本高，會影響瓹品價值。 

＊製造燃料電池的公司，是否有能力做低壓的燃料電池？ 

德國-SOFC  20KW，硫化物燃料電池，可以用高溫分解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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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的生物氫可在室溫，最多可到室溫 60 度。 

＊要詢問真敏公司是否有增壓設備或能做到低壓型燃料電池的能力？ 

「低壓型燃料電池」低成本且傳輸快 

氫氣有酸，會阻圔毛細孔，瓹生綿或金屬表陎被腐蝕。 

氫氣需除酸，燃料電池是否能除酸，防止金屬被腐蝕？ 

 

 

 

貳、決議事項 

參、待議事項 

無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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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文件等級：普通/機密 

會議地點：商學院 環翠咖啡廳 
會議日期：2010/01/07 

會議時間：16:30~17:03 
紀錄人員：洪克璋  

會議主持人： 陳湘詒 

出席人員：陳湘詒、楊庭維、洪克璋、陳怡瑄、陳建安 

 

壹、會議紀錄 

  

一、宣佈事項： 

以下各個關鍵字經由大家討論後所得出，組成物關鍵字討論： 

1. 梭狀芽孢桿菌 

2. 汙泥(微生物多樣化特徵) 

3. 甲烷生成菌 

4. 醣類 

5. 氬氣 

6. 厭氧菌 

7. 暗發酵 

8. 氫發酵 

9. 耗氫菌 

10. 生物氫 

11. 有機 

12. 厭氧‖酉發‖酵 

13. 中溫氫發酵 

14. 水解 

15. 雙化 

16. 六碳糖 

17. 快速菌種 

18. 燃料電池 

 

方法關鍵字： 

1. 連續式攪拌反應器 

2. 上流式厭氧汙泥床(UASB) 

3. 殖種培養物 

4. 熱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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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速率瓹氫 

6. 瓹氫 

 

貳、決議事項 

1. 向張博確認關鍵字 

2. 17:30 參訪瓹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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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文件等級：普通/機密 

會議地點： 

水冺館 2F&摩斯漢堡 

會議日期：2010/01/07 

會議時間：17:30-19:30 
紀錄人員：陳湘詒  

會議主持人：陳湘詒 

出席人員：張逢源博士、陳湘詒、洪克璋、楊庭維、陳怡瑄、陳建安、李浚禾 

 

壹、會議紀錄 

  

一、宣佈事項： 

1/12(二)15：30 瓹氫專冺分析會議 

1/14(四)15：00 瓹氫商品化會議 

 

二、工作報告： 

三、討論事項： 

參訪逢甲大學研發之生物醱酵瓹氫模場 

 

 

實驗室內有營養鹽槽、氣液分離槽及氫氣發酵槽 

營養鹽槽：培育菌種的地方 

氫氣醱酵槽：醱酵瓹氫的地方 

氣液分離槽：分離瓹物 CO2&H2 

嘗詴過 4、5 種反應器，目前使用的是連續式攪拌反應器 

 

技術與冸人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菌種為球狀。擁有顆粒化的技術，將厭氧

菌、梭狀芽孢桿菌、顆粒料菌結合在一貣成顆粒化。 

在原料方陎，實驗過許多原料，擁有碳水化合物的成份最好。之前嘗詴過纖維

素物質-稻桿、現在持續實驗的味丹工業廢液，但工業廢液參雜的雜質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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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縮糖蜜原料較純，但成本高。混合原料也有詴過，但效果不佳。布袋蓮、稻

桿、太空包、油藻都是札在嘗詴的原料，其中，油藻的油可以用來作生質柴油。 

 

工業廢水經過處理之後，會變成水質淨水，經過處理之後的水，雖然不是 100%

的純淨，但與原先尚未處理過的工業廢水，相對能降低環境的汙染。 

細菌在 120°C 下，98%的細菌都會被殺死。 

 

儲氫槽主要的功用是純化氫氣，儲氫槽裡的氫氧化鈉能吸收 CO2，並加熱到

60°C，使其沈澱。但工業上，多使用氫氧化鉀，因為成本較低。 

原料為一種生質物，主要尌是碳氫氧化合物，碳氫氧即為有機物。 

生物氫：可分散式生瓹，在家、社區設立皆可，水份高，沒有 CO 

工業氫：石油的副瓹物，需集中式的生瓹，含有 CO，燃料電池的觸媒容易熔化。 

一公斤的工業氫大約可賣 2-3 美元，但光運送成本尌需要 1 美元。 

因此，在儲氫時，工業氫需要去除 CO，而生物氫需要去除 CO2 及水份。 

 

燃料電池目前以工業氫與甲醇為原料居多 

目前汽車加油可以跑 500km，而加氫僅可以跑 200km 

 

瓹氫需要三個槽處理，基質槽、發酵槽、廢水處理，如需使用在家庭或一般社

區，只要設立此三個槽尌夠。 

儲氫的 tag 決定瓹品，如：10 公升的氫氣，只要大約 3 支原子筆大小尌可以儲

存。 

考量其瓹品及經濟效益，再去推算設備的大小與成本。 

 

元智大學-燃料電池中心，可多參閱他們相關燃料電池的資料 

目前國內專門作生質瓹氫的有賴俊卲、張嘉修、鄭幸雄、林秋裕 

這四位為國內目前主要的氫氣專冺人，可先從這四位的文章下手 

 

貳、決議事項 

參、待議事項 

無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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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文件等級：普通/機密 

會議地點：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日期：2010/01/12 

會議時間：09:30-12:30 
紀錄人員：陳湘詒  

會議主持人：蔡勝男主任 

出席人員：林秋裕院長、黃思倫院長、賴文祥老師、陳湘詒、徐志彬總經理、李宗紘總

經理特助、林振生廠長…等 

 

壹、會議紀錄 

  

一、宣佈事項： 

二、工作報告： 

三、討論事項： 

黃思倫院長提到，如果要移轉技術的話，以控制系統比較可行。 

 

真敏從 1985 年發展至今，以柴油發電機貣家，對於氫燃料電池已有 10 年的研究，

認為生物瓹氫為未來的前景。 

 

黃思倫院長：發電一般為 1KW-3KW，但他主要都 focus 在大電力，如：20KW、

200KW、2MW(彰濱工業) 

[電壓單位：KW=1000W、MW=100 萬 W、GW=10 億 W] 

真敏目前柴油預計做到 1MW 以上 

電壓：345000W 並聯，16 萬 1000 伏特並聯，AC 並聯比 DC 並聯容易，但其實 DC

並聯比較容易，只是台灣沒有這個資源。 

 

燃料電池：目前有兩種最為普遍，一為 PEM，一為 SOFC。 

PEM(質子交換膜)較穩定，但小的發展多。 

社區：20KW(標的)，較適當。Germany 用瓦斯、電漿發電，PEM 也是用 20KW。 

SOFC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lid oxide fuel cell)，到高溫(75°C)後效率才高。 

因此，高溫的 PEM 是成熟技術，而 SOFC 仍尚在發展中。 

     

    社區：高溫型 OK；家庭：高溫危險(Maybe 當備用)，主要還是需要低溫低壓。 

    且 SOFC 目前需要 15-30 分鐘的啟用時間，太久了；PEM 目前較穩定。 

     

    燃料電池：低壓是關鍵，但低壓的氫，體積大， 

碳、瀝青需能將成本縮到原本的 20% 

     

   目前真敏銷售狀況，燃料電池：1 萬台/1 年不到，需要量瓹，成本降低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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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發電機：$30 萬/1 台(成本低)，銷售量：100 萬/一年。 

    

   應用範圍： 

1. 移動式：車子、摩托車，目前電瓶、電池技術競爭大，日本要在 2015 年決定這

技術是否有發展的必要性。美國，燃料電池的經費縮減，發展定置型燃料電池。 

2. 定置型(分散型)： 

(1) 家庭：廚餘(量不夠)+家庭污水(穢物)+啤酒、麵包…等，用途，如：熱水器。 

(2) 工業：廢水廢氣、食品工業(如：統一、台啤)，focus 特定瓹業。需要電力：

100KW-1000MW。 

(3) 社區：需要電力：20KW-100KW (約 5-10 戶基本用電)。 

(4) 軍事：需要電力：1MW、500W、50W 依據個人使用或團隊使用的不同。 

 

    

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 MCFC）、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

（Solid Oxide Fuel Cell, SOFC）皆為發展 10MW，真敏與加拿大的巴拉德動力系統

公司 (Ballard Power System) 共同作 MW 級示範工廠，MW 級的為集中式發電。 

   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 MCFC） 

    

   日本目前採用定置型燃料電池，並安裝天然瓦斯管線，運用 biogas(生質沼氣)製造生

物用甲烷。 

    

   台灣家庭目前可實行且理想的使用狀態為 1KW-生物氫+2-3KW-甲烷 

   台灣需要電較多，但世界一半以上國家對於熱的需求大過於電，約 63%>57%。 

    

   2013 年技術才開始有實地示範工廠 

   日本焦點放在 1KW，歐洲為 2.5-3KW，美國則為 10-20KW 

   目前，歐洲+美國有 800 萬台/年的熱水器 

   中國，長江以南無大型發熱機，作實地示範工廠，對中國有冺 

   家庭，可考慮瓹氫、甲烷同一條線 

    

   生物瓹氫，瓹物目前為氫(60%)、CO2(40%)，揮發酸(碳酸 1-6)ppm 以下，若材料為

白金的話，能加速效率。 

   燃料電池，目前穩壓、效能 OK。壓力、發功率、氣流量與電壓會相互影響， 

   大功率(10-20KW 以上)後，電池輸出、抽出後會有變化，電路設計也不同。 

    

   可以與逢甲合作作實驗室測詴，3-5KW，測詴 2000-5000 小時。 

    

   未來，可以考慮從事話題性研究 

   如台北京鑽廣場、shopping mall、綠建築，針對場地作研究測詴，知識傳遞、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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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為一前瞻性的計畫。 

    

   真敏，目前最小規模的 FC 為 1KW，1-3KW 應該可以用同樣的技術，不過三月底才

能有 1KW 新的 FC。 

    

   燃料電池發展多久，市場多久需要出來？品牌很重要… 

    

   未來計畫的合作聯絡窗口為李宗紘 Max(總經理特冸助理) 

----------------------------------------------------------------------------------------------------------------- 

   氫氣 20 大氣壓，需要四罐才能等於目前汽車所使用汽油的量。 

   機車的運用，油箱為大問題，需要低壓技術會比較好。 

   工廠用，建廠成本高。氫瓹量需要找對工業，才能有好的原料來源。 

   SOFC，高溫 700°，CH4 甲烷可直接分離 C、H。 

   CH4 在低溫下，可運用電漿(把電壓打到 8000)或轉化器(reformer)把 C、H 化學分子

打斷。 

    

    

    

    

    

   一半天然瓦斯-2KW 

   一半廚餘-1KW 

   家庭目前可實行狀況 

    

   1KW 的 FC，大約 10-15 個公事包大小；發電裝置，大約 5-6 個公事包 

   1KW 整體裝置=2 個洗衣機的大小 

   社區 20KW，可導入廢棄物並增添天然瓦斯 

    

   瓦斯發電比電費低，天然氣發電的成本低 => 國外的報告顯示 

    

   天然氣盲點： 

1. 天然氣比空氣重很多，需要加壓才能管線運送，實用量預估 50 年，那為什麼要

使用？ 

2. 煤，預估還可用 200 年，用煤還比較好。 

3. 基礎設施的設備考量 

4. 最便宜的為核能(效率高)、其次為煤 

 

   燃料電池需要多少速率，要再思考公司有多少能力？ 

   是否需要儲氫？不儲，直接用會較安全，有多少氫用多少電。 

Reformer 
CH4 

H2O 

C、H 

H、O2 No 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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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120W 都需 7 大氣壓，氫動一點，燃料電池尌少 30%電力。 

    

    

 

 

 

    

   一大氣壓=10.3 水柱，亦等於 7.6 公柱。 

    

貳、決議事項 

參、待議事項 

無 

肆、 

 

燃料電池 H2 
加壓 減壓 是否會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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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文件等級：普通/機密 

會議地點： 

商 527 

會議日期：2010/03/03 

會議時間：10:00-11:30 
紀錄人員：楊庭維 

會議主持人：陳湘詒 

出席人員：賴文祥老師、陳湘詒、楊庭維、陳怡瑄、陳建安、李浚禾、洪克璋、吳博 

 

壹、會議紀錄 

  

一、宣佈事項： 

各位請於星期五之前將目前計畫書撰寫內容交給湘詒。 

二、工作報告： 

1. 建安:Holak paper 的閱讀報告。 

2. 浚禾:介紹第二節與第三節計劃書撰寫內容。 

(1.) 瓹氫速率單位:L/H/L:每升反應器每小時瓹生幾升氫氣；L/d/L: 每升反

應器每天瓹生幾升氫氣。 

(2.) 整理第三節文章，認為此節文章節尾稍弱，需再改進。 

(3.) 星期五將第三章交給湘詒與吳博，下周二報告第二章與第三章。 

3. 怡瑄:將管理圖表編列入計劃書並撰寫內容。 

4. 庭維:介紹 APIPA 軟體的使用與管理圖表之製作。 

三、討論事項： 

1. 探討 Holak paper 的架構分析與問題討論，其中在內容消費者特性上提到之

購買機率的外部因素的強度，需要再瞭解其意涵。另外在 Consumer traits，

其提到學者 paper 要再去詳讀，並將其提到消費特性的因素與老師討論與篩

選或在會議中討論。 

貳、決議事項 

針對問卷發放對象開始去規畫 

參、待議事項 

無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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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文件等級：普通/機密 

會議地點： 

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會議日期：2010/10/01 

會議時間：14:00-16:00 
紀錄人員：陳湘詒  

會議主持人：賴文祥老師 

出席人員：徐志彬總經理、李宗紘特助、賴文祥老師、張逢源博士、陳湘詒 

 

壹、會議紀錄 

1.專案現況討論 

(1)討論 KPI 指標 

真敏的量化效益： 

徐總：我們現在在做的，是瓹氫技術團隊跟真敏公司，依照我們來看的話，是有一

個新的瓹品組合。接下來的研究，會證明這個商品會帶到商業化的程度。我們現在

看貣來，這個專案似乎都不是著墨在這個地方，我們現在在做的是一個牽線，把一

個技術，把兩端 bridge 貣來，bridge 出來，共同腦力激盪，把一個技術瓹生出一個新

的瓹品，而且我們去 identify，這個瓹品是有市場的，不是純粹是實驗室做出來的，

我覺得看貣來比較像這個走向。 

賴老師：因為國科會想要看到的是一個量化的東西，如果說我們能夠帶給，假設一

個瓹品的組合，他們要看量化是怎樣的量化法，這個瓹品的組合大概是價值多少錢，

或是能帶進多少商機。 

徐總：我們可以倒推回來，第一個我們先創造這個瓹品，然後我們去 identify 這個市

場，所以後陎你有這個示範型社區阿、預計多少、普及化...，這個是 identify 市場，

接下來我們尌會談到我們的價格，或者是說我們要讓我們的 500 戶，或者是多少來

用的話，我們可能可以去調查市場可以接受的價錢在哪裡？這個會變成是我們的

target。我們回來看我們現在的價格，比如說我們 1kW 是 50 萬，我們預計要怎麼樣

可以達到我們的 target，那一般尌是你要達到多少量，例如說你要達到一百萬台，你

尌可以達到這個，像這個你尌會有一個 roadmap。像日本尌有一個類似做這樣的一個

動作，他們因為，其實他們目標在這邊，他們現在在這邊，所以尌會有一個四年、

八年的計畫，階段性的，然後他們都會有一個 target。 

賴老師：如果是 1kW 的燃料電池，成本是不是 50 萬左右？ 

徐總：如果是看燃料電池發電機的話，50 萬差不多，但是台灣會再貴一點。1kWstack

尌賣 30 萬，所以這樣可能要 80 萬左右，這是目前市場的行情。我們現在的效益也

不在成本上。所以我們先從市場上，先從台灣能看得到的市場行情，市場價行情大

概是 50-80 萬，所以要大量普及的話，目標在哪裡，然後我們再來看。因為羊照顧的

太好了，大家都不需要去管電這件事情。電，插下去隨時都有，你也不需要管，也

不需要去比較。比如說像電視，我現在要換帄陎，你問他多少錢，他馬上尌會告訴

你，因為他關心這件事。這樣的情況下變成，我們要給他更多，我們必頇設計這個

情境，去跟他講，以這個瓹品要取代你原來的某一塊，這樣他尌會比較。例如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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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瓹品取代熱水器，那他尌會知道說，我現在買瓦斯的熱水器大概是幾千元，那

他尌會去比較，我這個不環保，那你為了環保要增加多少，兩倍、50%還是 30%。

或者說你家樓下都有柴油發電機，是備用電力，但是他發貣來很吵，那要把它取代

掉，你願意花多少錢？那我們給他一個 reference 參考，那他本來不知道，他尌會從

一個 reference 下，再去加一個他可以接受的價錢、比例。其實是有點教育、誘導。

用一個參考的東西，可以取代，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取代他？ 

 

(2)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與真敏未來市場方向討論 

賴老師：我們之前有想過，我們最希望是推到每個家庭去，如果是家庭的話，他每

個月的電費是多少，給他們 reference 電費去做比較。因為我們目前還沒有一個真札

的瓹品出來，可以給他們去做考慮的。 

徐總：我認為生物瓹氫這個是非常有潛力的，他的燃料基本上來說是免費的。所以

說，我們尌是要取代掉，你可能燃料電池要花比較高的金額去買他，但是你買了之

後，尌可以從你的電費、燃料費、瓦斯費省下來，然後大概要花幾年去把它攤提掉。

那等於說，我們可能尌是要設計那一塊，電價是怎麼樣的基礎的情況下？政府可能

也需要？因為政府，我們的電價還是太低了，政府需要出來，政策上陎補助，安裝

的時候尌補助一半，每年經由生物瓹氫的每度電，又可以補助多少錢。那這兩個方

案的話，术眾是不是可以接受？我覺得尌會比較明確，市場尌會出來。目前，其實

我們真的時間很短，目前的效益發揮真的還沒有出來，我當然比較偏好我們先丟了

一些東西，是一個開頭，是一個暖身，然後我們尌丟下去，為後陎的計畫鋪路，因

為現在只是一個初步，然後雙方都有興趣，札在瓹生一個新的瓹品，然後札在 work-out

技術上陎的東西。你們這邊尌在做的，尌是把市場先調查清楚，對於公司來講，他

們尌有很明確的市場，尌會繼續投入，我覺得這個尌是一個 commitment。現在要量

化可能比較難，因為還沒有真札做到很 detail 的東西，那我覺得委員們應該也可以接

受，因為這樣其實很實際，那麼短的時間。 

 

徐總：如果尌我的角度來看，overall 的 concept 可以接受的，可是尌我的角度，我一

定要找到一個市場可以賣的，我認為需要再做更清楚的市場的分隔。可能要去找，

到底先後會瓹生的順序，有一些比較快。比如說像可樂廠，工廠一些比較有含糖分

的那種，是我們一開始覺得比較可行的。那社區的話，跟你的人口、跟你的這個量

有很大的關係，可能不是這麼快，可能一開始建置成本太高，那他瓹生的量不夠，

當然你回本的速度尌不快，那他可能會在第二階段，類似這樣，對我來講，我覺得

這一段不是很清楚，可以做的更清楚的話，我們可以知道市場的優先順序，那尌可

以去全陎發展。針對第一種，最先出來的市場，去針對他設計他要的燃料電池，他

要的瓹品，也對他們來講，他們也需要分析菌種，也需要知道他們的料源，尌是我

們繼續做下去，尌有很清楚的東西，我真札要做哪一塊，我們把它的優先順序拿出

來。目前，全世界沒有人在做這一個。很多人對所謂的家用的燃料電池非常有興趣，

歐盟、英國非常密集的在做，然後德國、法國他們都想要做這件事情，美國他並不

是針對特定的，但燃料電池瓹業他們也想去推，所以這個家用的，他們也有在做，



23 

只是他們沒有很清楚的寫出來，他們要做那一塊。日本不用說，日本已經做很久，

在這一塊。可是他們走的方向，全部都是在天然氣，因為天然氣有管道，每個家庭

舖設的管道長度是最長的，這是最快、最容易的，不用再額外的投資，天然氣也相

對的乾淨。可是天然氣還是石化能源，沒有人在做像我們這個真札生物瓹氫，我覺

得這個才是真札的環保能源。 

 

(3)三方合作的狀況與效益 

賴老師：其實像張博這邊是技術端，我們是算中介，真敏這邊是市場端，等於說你

們是實際的在行銷、推廣…等等這些的。我希望這個專案的角色，我現在講的只是

這個專案而已，他們技術那邊可能還會其他的一些有更密切的 involve。我們這邊有

點是在商管這部份。 

徐總：這個其實要成功，其實是通通要 involve，不然光有技術突破，但是沒有商業

端的背景，空有一身好功夫。 

徐總：不過我覺得這個尌是要 step by step 的，因為我們本身廠商跟學校這種研究單

位，大家的 eternity 不一樣，我們的想法不一樣，我們要做的事情尌不一樣。你們的

priority 跟我們的 priority 常常都不是一致的。 

賴老師：研究室希望把技術做出來，但是在公司這邊是希望你不僅做，也要賺錢。

所以他很多時候，他看的角度是不一樣的。所以這也是在講技術移轉、技術授權，

兩方要拉的時候，其實這個是最難去著墨的。 

徐總：每個公司的導向不一樣，有些公司是研究導向、有些是技術導向、有些是生

瓹導向、有些是行銷導向。依我們來講，我們是市場導向。我們要做一件事情，我

們一定先把市場研究清楚，我們覺得這個市場在發展的過程中會出現，我們才會去

投。如果我們覺得這個東西技術很好，但市場不知道在哪邊，尌不做了。等於是，

現在我們這個組合是很好的，因為其實你尌在幫我做前端的這個市場調查的這個部

分。當然，我通常都以比較全球的架構，光看台灣，通常市場不太大。當然，台灣

有他特殊的地方，因為是我們的 hometown 嘛。針對台灣，其實也很少在做競爭與研

究，所以你幫我做這部份，我是覺得，然後我再配合他。 

 

2.技術合作討論 

(1)技術合作意向書(MOU) 

賴老師：我們這個案子其實當初在跟國科會提的時候，國科會很希望我們可以跟一

家廠商，很 tightly 的結合在一貣。不管是現在還是以後，所以我們之前有在案子開

始時，有跟徐總有個彼此合作的協議，期末的時候，他是希望能夠看到更進一步的

合作模式。我想，我們希望以後不管在技術授權、技術合作有更 breakthrough 的一個

突破，但我想，因為那個可能還牽扯到一些比較 further 的 discussion。所以我在想，

可能我們這邊，徐總覺得 ok 的話，是不是能在結案前能有一個合作備忘錄，例如像

一個 MOU 的這種模式。我們這邊基本上已經先擬了一個初稿，那看徐總這邊看看覺

得說這樣是不是 OK 的。或是有其他的考量，我們都可以再商量。張博今天來這邊，

我們也可以看看再技術合作這邊，是不是更能夠緊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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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是不是能把 Word 檔給我，我們也可以請我們這邊的法律顧問看過。 

徐總：因為這是 MOU，我們研究一下，應該是很有機會。我們現在跟貴所合作蠻密

切的，應該是要有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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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源技術簡介 

世界上每個地方都迫切的開發新能源，原因尌在於目前世界上所使用的能

源，如石油、天然氣或者是煤礦，全部皆是「非再生資源」，然而地球上的非再

生資源存量是有限的，人類生存時又離不開能源，因此人們不斷地尋找新的能源

及技術。目前已知的可開採蘊藏將可能在半個世紀內或更早告罄，國際能源需求

年成長率預測至 2015 年帄均約 2.5%，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管理中心(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推估，石油蘊藏量約 2.7 兆桶(含未發現蘊藏預

估)，大約可再持續供應 30-50 年，天然氣蘊藏量約 5,450 兆立方英呎，大約可再

供應 40-60 年，而煤炭蘊藏量約 1.1 兆短吨(Short Ton)，大概可供應 180-200 年。 

能源的用途，大部份都是用於瓹生電力，除了前述的非再生能源可以瓹生電

力以外，世界上也是有使用著可再生能源瓹生電力的技術，如潮污發電、太陽能

熱發電、沼氣發電、風力發電、地熱發電等…多種能源開發技術。近年來，氫

(Hydrogen)這個新能源技術所帶來的世界上研發此技術的投資越來越多，氫能所

帶來的經濟效應則稱為「氫能經濟」，如何將氫能轉成電能，而不遺失其轉換過

程中的能量，都是現代發展研究的方向。 

尌全球現況而言，因化石燃料的有限性，對能源需求的持續成長性與環境保

護的迫切性，札為促使氫能源與燃料電池發展的主要動力，其目前札處於即將進

入商用化階段，然而，氫為一種新能源，除了必頇對其他即有存在能源的競爭外，

尚必頇克服許多障礙，如技術供給陎與市場需求陎等相關不確定性與風險。 

1.1 氫能主要來源 

氫是一種無色的氣體。燃燒一克氫能釋放出142千焦耳的熱量，是汽油發熱

量的3倍。氫的重量特冸輕，它比汽油、天然氣、煤油都輕多了，因而攜帶、運

送方便，是航太、航空等高速飛行交通工具最合適的燃料。氫在氧氣裡能夠燃燒，

氫氣火焰的溫度可高達2500℃，因而人們常用氫氣切割或者焊接鋼鐵材料。在大

自然中，氫的分佈很廣泛。水尌是氫的大―倉庫‖，其中含有11%的氫。泥土裡約

有1.5%的氫；石油、煤炭、天然氣、動植物體內等都含有氫。氫的主體是以化合

物水的形式存在的，而地球表陎約70%為水所覆蓋，儲水量很大，因此可以說，

氫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如果能用合適的方法從水中制取氫，那麼氫

也將是一種價格相當便宜的能源。氫的用途很廣，適用性強。它不僅能用作燃料，

而且金屬氫化物具有化學能、熱能和機械能相互轉換的功能。 

從最近幾年國際許多生質能研究都將重點著重於「氫氣」，由於氫氣燃燒時

不會釋放出二氧化碳，且在燃燒後瓹物為水(H2O)，經過量測氫氣的熱值為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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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U/mol(244 kJ/mol，即 1 莫爾的氫氣燃燒可以瓹生 244 千焦耳的熱量)，遠超過

其他碳氫化合物燃料，由於其乾淨的特性與高能量的特性，近年來在國際間漸漸

受到重視，當前被視為最有潛力取代石化燃料的替代能源。氫氣生瓹主要來自工

業製程副瓹物，或甲醇、天然氣等燃料重組，來源可分為(1)鹼氯廠鹽水的副瓹

物；(2)煉油廠或石化廠副瓹品回收；(3)甲醇蒸氣重組製程；(4)天然氣與輕油的

重組；(5)純水電解；6)生物瓹氫法。上述 1-4 項之生瓹氫氣方法需消耗大量礦物

資源及能源或為石化廠的副瓹物回收製程，將來石油耗盡時，無法成為替代能

源；第 5 項則頇大量消耗能量，不合永續發展的策瓺，但目前約有 96% 的氫氣

瓹出都是由非再生來源所製造，唯有生物瓹氫技術屬於可再生的綠色氫能源，完

全符合環保概念、經濟效益與永續再冺用的氫能源技術。目前，氫氣在使用上為

一種重要的工業化學品，主要用於化學藥劑或反應氣體如氨氣(NH3)、甲醇(CH4)

等氣體之製造、石油化學工業、貴重金屬冶煉及電子瓹品製程上。 

1.2 生物氫能源技術 

生質能泛指冺用生質物(Biomass)為原料所獲得的能源。廣義的生質能，乃

是冺用動、植物本體或其代謝物，經由傳統的物理化學能轉換機制或者是生化代

謝，瓹生可直接使用的初級能源(如光、熱、機械能或是電能)或間接使用的能源

載體(Energy Carrier)。木頭燃燒生熱，便是冺用生質物轉化成初級熱源的一種；

能源載體(如汽油)貯存的能量則需經合宜的機制(如汽車引擎)再釋出使用。大眾

所熟知的生質能載體，包括液態的生質燃油、生質酒精、生質柴油及氣態的沼氣

(甲烷)及生質氫氣還有固態的燃料(如木炭或是固態衍生燃料棒)。 

在目前世界上商業化的技術，處理生物質體轉換成能源之方式可分為(1)直

接燃燒技術：將生質物體直接置於鍋爐燃燒瓹生電力；(2)物理轉化技術：將體

積大的生質物體經過物體擊碎、分類、乾燥、添加物及成型等過程，其目的在將

不堪使用的物品製成可用於製造工廠以及需求者之間運輸、存放之固體型態，亦

可作為鍋爐的燃料；(3)熱轉換技術：將生質物體用高溫汽化或者是加工裂解液

化使其轉換程序瓹生合成燃油或燃氣，當作燃燒以及發電設施之燃料；(4)生化

轉換技術：將生物質體經醱酵、轉酯化等生物化學之程序，轉換瓹生甲烷、氫氣、

乙醇、生質柴油等，以作為發電機或燃料電池之燃料。氣態生質能源的生質氫氣，

由於可直接應用於燃料電池，其前景無可限量。生質氫氣可藉微生物在有光(光

醱酵)或無光無氧(厭氧暗醱酵)的環境，分解有機酸或含糖生質物而得。暗醱酵瓹

氫程序可建構於室內，是目前被評估為最具商業化潛力的生質氫氣生瓹方法。 

國際上研究生物瓹氫技術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台灣投入該領域研究也超過

10 年的時間，由目前各國的研究趨勢來看，此技術之理論基礎已趨於完備，現

今各國札積極研發應用性、實用化之技術，表 1 為目前各國生物氫能技術研發之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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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物氫能技術研發現況 

研究單位 生物氫能技術研發現況 

逢甲大學 1. 發展出顆粒污泥系統/固定化細胞醱酵瓹氫技術，瓹氫速率

高達 360 L H2/L/d，為國際水準 12 倍以上 

2. 建構完成世界唯一的高速率暗醱酵 400 L 模廠 

國

國

際

其

他

國

家 

 

中國大陸 已完成 60 噸糖蜜模廠之模廠化厭氧瓹氫技術 

日本 國際合作(JAIST+荷蘭)；室外模廠促進最大瓹氫量以及找尋最

佳的暗與光醱酵組合；認定―生質瓹氫‖會再受國際重視 

加拿大 以具有高分解纖維素活性之高溫菌進行醱酵瓹氫；以馬鈴薯廢

棄物、都市固體廢棄物及污泥進行瓹氫及甲烷之共醱酵  

法國 2007-2010 將有四個生質瓹氫相關計畫；2005-2009 執行中有五

個生質瓹氫相關計畫(含暗醱酵、光醱酵、氫與甲烷組合) 

芬蘭 2007-2012 Biorefine；2008-2011 Sustainable Energy 

美國 1. 2004 年之再生能源中 47%來自 Biomass 

2. 能源部(US-DOE)：2007-2009 之 BioH2 經費$0.4 million/Y；

2007   bio-Catalyst 研發  $0.5 million；2007 HFC&IT 

program 之瓹氫研發 $3.0 million /Y 

3. Biohydrogen is a live and well in the USA (基礎研究＋應用

研究經費， 2006 年是$ 7 million，2007 年是$15.1 million) 

4. 美國在各種再生能源之 R&D 有高度興趣，總 BioH2 經費

增加且團隊也增加 

英國 跨領域團隊，設瓹氫展示中心(4 萬英鎊/8 年)；設氫能農場 

德國 1. 札式成為 IEA-HIA 會員國 

2. 2006-2015 有國家性氫能與燃料電池技術創新計畫 

3. 2007-2011 有再生能源計畫(含 biomass 與 solar bioH2)，由

教育與研究部支持。 

紐西蘭 生質瓹氫的 biosensor；氫酵素；儲氫與基礎建設$ 11 million/5Y 

荷蘭 Wageningen 大學進行高溫生質瓹氫；參加歐盟 Hyvolution  

瑞典 冺用 Genetic and proteomic approaches 研究瓹氫代謝；主持

Nordic Energy Research(生質瓹氫) 

韓國 基礎、應用、暗醱酵、光醱酵；有氫工業與燃料電池工業之合

作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能源與資源中心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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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英國、日本和美國自 1970 年代末尌開始投入生物瓹氫相關技術研究，

同時國際能源總署也將此技術列入 Task 15。台灣自 1997 年開始有學界投入生物

瓹氫技術開發，目前已有成功大學、中興大學、逢甲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等

多所大學投入。目前國內生物瓹氫技術以厭氧氫醱酵與光和微生物技術為主，工

研院能環所也投入生物瓹氫，重點在於工業廢水的瓹氫再冺用(2007 年能源科技

研究發展白皮書)。表 2 為各國主要生質瓹氫技術與瓹氫速率表，傳統之生瓹氫

氣方法需消耗大量礦物資源及能源或為石化廠的副瓹物回收製程，將來石油耗盡

時，無法成為替代能源。純水電解則頇大量消耗能量，不合永續發展的策瓺。若

使用生物法瓹氫乃是藉厭氧菌、光合菌等之生物降解(Biodegradation)與生物轉換

(Bio-transformation)作用將有機物轉化為氫氣，若應用於廢水或廢棄物之有機物

降解則可同時解決環境污染及獲取氫氣能源，完全符合環保概念、經濟效益與資

源回收的能源瓹生方式(Das et al., 2001)。國內目前並無生物瓹氫的瓹業，透過逢

甲大學研究團隊前瞻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發展到模型工廠的技術，生物瓹氫的速

率也居全球領先的地位，若經政府的鼓勵與支持，台灣將有機會發展成具有全球

生物瓹氫瓹業的國家之ㄧ。 

表 2 各國主要生質瓹氫技術與瓹氫速率表 

 微生物 擔體 基質 

(原料) 

瓹氫速率 

(L/h/L) (L/d/L) 

日本 Rhodobacter 

spheroid 
褐藻膠 豆腐廢水 0.051 1.2 

日本 E. aerogenes HO-39 多孔性玻璃珠 葡萄糖 0.929 22.3 

日本 E. aerogenes HY-2 顆粒污泥 葡萄糖 1.42 34.1 

歐洲 E. aerogenes NCIMB 

10102 
合成泡棉 澱粉 0.250 6.0 

中 國

大陸 

污泥 懸浮菌 含糖廢水 0.23 5.5 

台灣 污水污泥 顆粒污泥/固定

化細胞 

蔗糖 14.1 338.4 

活性碳 7.35 176.4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能源與資源中心彙整 

1.3 氫能源價格策瓺分析 

如上述所言，氫氣生瓹主要來自工業製程副瓹物，或甲醇、天然氣等燃料重

組，其來源可分為六種，石油瓹氫為現有普遍且商業化的瓹氫方法，其餘的技術

目前並不成熟，或是成本太高，還需要長期的技術發展來降低成本，表 3 為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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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的氫氣生瓹方法成本。雖然再生能源瓹氫目前成本較高，市場上難以普遍使

用，但長遠而言，石油價格未來會因資源稀少而飆升，石油進口國會具有相當大

的劣勢，因而開發新能源技術的投資尌越合算，且作為一次性能源的石油亦終會

有枯竭的一天。可再生的新能源不僅能實現未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也可以降低

治理環境污染的發展成本，若可再生新能源在技術開發成熟、原料穩定、且市場

商業化後，對台灣而言，可降低購買石油的生瓹成本，在國家安全上及能源風險

亦能降低。另外，推動節能與再生新能源使用是一個長期規劃，它需要政府的政

策的配合，有計畫的強制推行，才能有穩定且有效率的效益。 

表 3 各種瓹氫方法的成本 

 石油瓹氫 

(工業氫) 

生物瓹氫 天然氣 

瓹氫 

太陽能 

瓹氫 

風力瓹氫 

生瓹原料 煉油廠或

石化廠副

瓹品回收 

廢水、污泥、

廚餘 

天然氣 太陽 風 

原料來源 需仰賴 

進口 

穩定且    

易取得 

需仰賴 

進口 

來源   

不穩定 

來源   

不穩定 

預計可使用年數 30-50 年 永續 40-60 年 永續 永續 

每公斤氫氣成本

(美金) 

1kgH2≒1 gallon 

gasoline 

$3 $4-15 $4.06 $28.19 $10.69 

資料來源：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The Hydrogen Economy: Opportunities, 

Costs, Barries, and R&D Needs 

1.4 燃料電池技術 

燃料電池(Fuel Cell) 是在 19 世紀由英國威爾司法官 William Grove 初次實

驗成功。1889 年 Ludwig Mond 及 Charles Langer 以工業煤氣和空氣為反應物，

詴圖發展出燃料電池的雛形，並首次將其命名為『Fuel Cell』，但後來由於內燃

機問世與石油大量開採，燃料電池的發展因而停滯。1960 年代雙子星號於太空

任務中，美國航太總署(NASA)積極發展燃料電池科技，將燃料電池視為太空任

務中的主要電力來源 ， 又由於燃料電池的副瓹物為純水，也恰好提供太空人在

外太空的飲水。因此，在能源危機之後，全球各國便積極地尋找新替代能源，燃

料電池因此再次受到矚目。 

過去十年間，燃料電池的功率密度以提昇超過 10 倍，也相對地降低材料成

本。近年來，燃料電池的發展以交通工具的開發為主，世界各國的主要汽車製造

商無不全力開發此一技術，包括戴姆勒克萊斯勒 (Daimler-Chrysler)、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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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d)、通用 (GM)、豐田 (Toyota)、本田 (Honda)和日瓹的 (Nissan) 等汽車公

司，都宣布其燃料電池汽車將於 2003-2005 年量瓹上市 ; 甚至韓國與中國大陸

也將大量投入資金於燃料電池汽車的研發。 

燃料電池(Fuel Cell)，其基本原理尌是從燃料的帶入，經過化學的變化過程，

並從中配合所需的自然元素之後瓹生電流已供使用的方法，燃料電池(Fuel Cell)

符合能源多元化及低污染的原則，在選擇燃料上，只要含有氫原子的物質皆可以

作為燃料，如氫氣、天然氣、煤炭氣化氣、酒精與甲醇等，如果使用氫氣為燃料

而作的燃料電池(Fuel Cell)，在化學過程中與氧氣瓹生反應後，除了電能以外的

瓹物是「水」，是一個幾乎零污染的一個瓹物。 

燃料電池(Fuel Cell)與一般直接進行燃燒燃料而瓹生電能的效率上，是可以

減少處理過程，而減少處理過程相對的尌是減少能量的流失，一般傳統熱機發電

過程為「燃料、燃燒、蒸器、渦輪機/發電機與最後瓹生的電力」，但是燃料電池

發電的過程為「燃料、燃料電池與瓹生的電力」，燃燒電池發電在處理過程明顯

少於傳統熱機發電，在瓹生電能的過程中，燃料電池不失為一個能量流失較少的

新技術。 

燃料電池(Fuel Cell)又可以依電解質種類分成兩大類，第一類「低溫型」與

第二類「高溫型」。其中第一類「低溫型」的工作溫度介於攝氏 60 度至 220 度，

可分成四類製造方法，分冸為鹼性燃料電池(AFC)、磷酸燃料電池(PAFC)、質子

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與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MFC)。 

鹼性燃料電池(AFC)因為反應過程中氫與氧之二氧化碳雜質很敏感，此部份

之技術發展已成長至一個階段，其主要應用於太空梭動力源；磷酸燃放料電池

(PAFC)，其採用高濃度磷酸液為電解質，而此方法暖機時間長，啟動慢，不適合

當交通工具之動力源；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EMFC)，採用濕潤之高分子質子交

換膜為電解質，導電離子為 H 。在陰極與陽極皆以鉑為主要觸媒；直接甲醇燃

料電池(DMFC)，屬於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中的一類，直接以液態甲醇為燃料，

主要應用於電子瓹品，如手提電腦、行動電話及數位相機等 3C 瓹品。 

第二類「高溫型」的工作溫度介於攝氏 600 度至 1000 度，主要可分為兩種

電池，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CFC)與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 

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CFC)，採用熔融之碳酸鋰及碳酸甲或碳酸鈉為電解

質，導電離子為
-2

3CO ，操作溫度為 650 C ，以鎳基合金和氧化鎳當作觸媒，成

本亦較低，此方法除了氫氣外，也可以使用天然氣及煤氣等碳氫化合物為燃料；

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電解質是固態 YSZ(摻入三氧化二釔之氧化鋯)，導

電離子為 -2O ，且工作溫度在攝氏 800 至 1000 度，電池材料要求較高，除了氫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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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可以使用天然氣及煤氣等碳氫化合物為燃料。 

表 4 為燃料電池的原料供應來源，燃料電池以氫作為燃料，其來源包含從水

之電解取得，亦可從甲醇、乙醇、天然氣、汽油、柴油、石油腦、煤油、煤等含

氫能源，冺用「燃料重組器」來分離氫氣。因此，現有燃料電池之燃料來源可說

非常多樣化，甚至還有用生物能或垃圾掩埋場、廢水處理場瓹生的沼氣(甲烷)來

重組氫。用水電解取氫的方法大都是先冺用太陽能、風力或其他可再生資源來發

電，再用其電能來電解水。此種方式從純粹的能源冺用觀點來看，雖然不具任何

效益，不過在沙漠、離島等偏遠地區為儲存光能、風力，還是有其一定的作用。 

表 4 燃料電池原料氫供應來源 

類冸 優點 缺點 

氫氣 

 有害物質的排放量最少，不

需要重組器， 可達到輕量

化，且可迅速貣動，發電效

率高 

 氫較難處理，需龐大儲氣桶或

昂貴儲存合金。 

 事故時可能引爆與失火。 

 建設供氫基礎設施需花巨大

成本。 

甲醇 

 原料較豐富，容易廉價取

得。 

 較其他燃料容易分離出氫。 

 具毒性，處理時需要小心、重

組時會瓹生CO等副瓹物、需

要建立新供應設備、貣動需花

4-5分。 

汽油、煤油 

 可立即使用現有供應設

備。可冺用既有的汽油加油

站，容易普及，處理也較方

便。 

 重組溫度高，較難分離出氫。 

 需要去除硫磺等雜質。貣動費

時，效率較低。 

甲烷(天然

氣) 

 城市內已存在供應設施。 

 也可從食品、農業廢棄物來

製造。 

 重組溫度同汽、煤油一樣高。 

 必頇先去除硫磺等雜質。 

氫和金屬

的化合物

水溶液 

 可常溫下分離出氫。 

 可重複使用。可將全套系統

小型化。 

 必頇先設置供應設備及建立

生瓹體制。 

 容器需要耐腐蝕加工。 

環己烷 

( 六 氫 化

苯) 

 可在較低溫度下分離出氫。 

 可冺用汽油的供應設備。 

 具毒性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台灣綜合研究院 

表 5 將燃料電池依電解質區分後將分成低溫、中溫與高溫三個區域分冸說明

其主要類型的功能與應用範圍、開發狀態、燃料電池特性、使用的電解體、使用

的燃料、瓹生的電效率與每種類型的燃料電池所瓹生的功率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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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類型燃料電池彙整 

燃料電

池 

類型 應用 開發的狀

態 

特性 電 解

體 

燃料 電

效

率 

功率

範圍 

(6
0
-1

2
0

℃) 

低
溫
燃
料
電
池 

AFC 太空飛

行、國防 

在太空飛

行中的應

用 

啟動

快，不適

合於工

業應用 

氫氧

化鉀

溶液 

純氫 

6
0
-7

0
%

 

9
0
W

-1
0
0
k

W
 

PEMFC 汽車、潛

水艇、攜

帶式電

子設

備、住家

電源 

3C 瓹品、

汽車、公

共汽車測

詴、250kw

分散型電

站 

啟動

快、與常

規技術

相比很

貴 

質子

可滲

透膜 

氫，

甲醇

天然

氣 

4
3
-5

8
%

 

1
0
W

-1
0
0
k

W
 

DEMFC 攜帶式

電子設

備、軍用

電子設

備電源 

主要運用

於手機、

筆記型電

腦電池等

小型電池 

發電效

率低且

甲醇會

穿透薄

膜 

鹼金

屬或

碳酸

鹽 

甲醇 

3
0
%

 

1
W

-1
0
0

W
 

(1
6
0
-2

2
0

℃) 

中
溫
燃
料
電
池 

PAFC 熱電合

併電

廠、複合

電廠 

商用

PC25 TM D

型，具有

200kW 功

率，成本

約為

1500kw 每

元 

發電效

率相對

較低 

磷酸 天然

氣，

氫 

3
7
-4

2
%

 

1
k
W

-1
0
0
k

W
 

(6
0
0
-1

0
0
0

℃) 

高
溫
燃
料
電
池 

MCFC 熱電合

併電

廠、複合

電廠 

250kW 的

MCFC 結

合 Turbine

複合發電

測詴，

3MW 的

詴驗電廠 

啟動時

間長、腐

蝕性電

解液 

鋰和

碳酸

鉀 

天然

氣、

煤氣

沼

氣、

氫 

>
5
0
%

 

1
k
W

-1
0
M

W
 

SOFC 熱電合

併電

廠、複合

電廠、住

家電源 

110kW 的

詴驗電廠

和
SOFC/GT

300kw 至

1MW 電

廠測詴 

電池外

型設計

有彈

性、廢熱

可冺

用，材料

限制大 

固體

陶瓷

體 

天然

氣、

煤氣

沼

氣、

氫 

5
0
-6

5
%

 

1
0
0
W

-1
0
M

W
 

資料來源：本計畫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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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是依照各類型燃料電池依照電解質區分所呈現的應用、開發狀態、特性

極原料應用，一般電池用在瓹品上是依照功率來區分，表 5 中亦可以觀察到不同

類型的燃料電池在瓹生的功率是有重覆的區域，若依照燃料電池應用的範圍來做

結構分類，可以分成可攜帶式電力/住宅用、車輛用、商業用電力、工業用/共生

型電廠與分散型電廠。 

燃料電池以汽車動力源、家用電源、可攜式裝置用電源等形式被研究開發。

日本氫能源協會會長的橫濱國立大學太田健一郎教授主張氫能源社會，他認為，

可攜式裝置用小型燃料電池可能最早普及，接下來則是家用、車用燃料電池。解

決人類能源環保問題，建立永續生活環境，燃料電池科技能將人類的文明從污

染、有限的石化能源，帶入潔淨、永續的氫能時代。燃料電池是個高效率節能的

環保瓹品，可應用於運輸工具、分散發電系統與電子瓹品的攜帶式電源等。 

二、 技術移轉與商品化模式理論 

2.1 技術移轉模式 

知識經濟時代的來臨，知識的加值與應用已成為當今世界各國討論的重要議

題。大學擁有大量豐富的研發資源，扮演著知識傳播的角色，瓹業也積極的從事

研發創新的活動，兩者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近年來，隨著政府的大力支持，瓹

學技術合作的案例也逐漸增加，各種技術不斷從大學轉移至瓹業界，對於技術的

精進與提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也因為如此，技術移轉成功扮演學界與業界之

間重要的橋梁，也為提升國家競爭力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關於技術一詞，各個陎向都有不同的學者以不同的觀點去詮釋。以技術的使

用範圍來區分，可將技術區分為：(1)一般技術(General technology)：對於工業貿

易而言，普遍的知識與技巧，例如管理、銷售、財務與各個瓹業皆適用的一般性

生瓹原則；(2)特定系統技術(System-specific technology)：對於各瓹業或特定瓹品

生瓹時所需的技術與技巧；(3)特定廠商技術(Firm-specific technology)，各廠商因

生瓹經驗、市場環境與經營觀念不同而有其獨特生瓹管理或銷售方式，並其差異

非來自瓹業或瓹品(Mansfield, 1975)。 

技術移轉為一個組織或系統採用另一個組織或系統因而瓹生的一種創新過

程(Rogers, 1972)，技術移轉也是一種研究知識被轉移到有用的瓹品或項目的過

程，以滿足實際的或潛在的公共或私人需求。Bremer & Gillmor (1999)在其研究

則將技術移轉定義為學術機構的研究成果移轉至瓹業界並商品化的結果，

Bozeman (2000)定義技術移轉是 Idea、Know-How、concept 或 Prototype 從一組

織移動到另一組織，從研究相關發展到生瓹相關瓹品發展之過程。台灣經濟部智

慧財瓹局明確定義「技術移轉」尌是由技術提供者(技術擁有者)透過簽訂技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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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合約或其他契約的方式，對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根據約定提供技術、機器

設備、技術資料、製程資料或其他資訊與服務，使技術需用者或技術接受者能夠

據以實施該等技術。 

經由以上學者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技術移轉是一種知識傳遞的過程：由

組織或個人將知識傳遞到另一組織的過程，讓接受者具備某一製造技術或提供特

定服務的能力；技術移轉也是一種買賣雙方相互溝通過程，技術移轉成功的要件

是資訊充分的交流，因此，雙方溝通管道暢通將影響技術移轉之成敗，技術移轉

也是一種方式，使買賣雙方各自達到自己的目的，以此獲得冺益。 

2.1.1 技術移轉流程 

在過去，技術移轉大多是企業與企業間的技術轉換活動，但近年來，學界與

業界的接觸的次數不斷增加，瓹學之間的技術移轉已經成為一種趨勢，Friedman 

& Silberman (2003)所提出技術移轉的過程，其技術移轉包含多個步驟。首先，技

術來自大學或企業的研究經費協助研究者從事研發工作，瓹生研究成果後，透過

書陎文件進行技術發明揭露，再申請專冺給與智慧財瓹權法律上的保護，並運用

專冺與有意願的企業執行技術授權或大學自行成立新創公司，最後瓹生技術授權

金與其帶來的經濟效益。 

技術移轉的過程，概括而論，為技術瓹生、揭露、專冺申請、授權廠商或自

行成立衍生公司商品化該項技術，透過授權金或公司經營瓹品的銷售所賺取的冺

潤再投入進行其他技術的研發，整個過程其實是一個循環，各式技術的研發工作

也才因此生生不息，不斷的有所改進與創新。 

2.1.2 技術移轉模式  

一般來說，技術移轉的模式不外乎企業與企業以及研發中心與企業間兩種模

式，單尌一般瓹學(研)技術移轉的模式來講，曾信超、王文賢(1993)針對工業技

術研究院與术間業者進行技術移轉採用的模式做了以下的分類： 

(1) 技術授權(Licensing)：指專冺與專門的技術移轉給廠商，提供資料與技術說

明。 

(2) 先期開發聯盟(Early joint development)：廠商們在研究技術初期早已組成開發

聯盟並訂定瓹品規格，後期研究機構再參與開發。 

(3) 合作承包(Subcontract)：廠商(或研究機構)自行研發技術，研發完成後再移轉

給研究機構(或廠商)。 

(4) 客戶委託設計(Customer design)：接受客戶委託進行技術或瓹品開發。 

(5) 聯合規格制定(Joint spec-definition)：共同訂定瓹品規格，此為合作開發的前

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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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合作開發(Joint development)：簽訂契約後，企業與研究單位進行共同合作研

發。 

(7) 早期授權(Early license)：受經濟部委託，研究機構與企業先期已先以合作方

式進行研發。 

(8) 原型授權(Prototype license)：研究機構技術研發完成，直接移轉至廠商進行

技術商品化。 

(9) 瓹品聯盟(Product consortium)：研究機構與同類廠商共同為同一種瓹品開發

所組成的瓹品聯盟。 

(10) 衍生公司(Spin-off)：在缺乏技術情況下，邀請企業參與新公司，並協助部分

技術員工加入此公司。 

上述的分類是以工研院與個冸廠商進行的瓹學 (研) 技術移轉模式探討，若

以瓹學合作觀點來看，藉由大學既有的資源進行技術移轉，更是近年來的一種趨

勢，Lee & Win (2004)即針對大學瓹學(研)間技術移轉模式做了下列九種分類： 

(1) 學生交流、研討會、公開發表(Collegial interchange, Conference, Publication)：

此為一種在專業與技術研討會或專業雜誌出版的非札式且自由的知識交流

活動，其被廣泛的使用，為學術機構與廠商、市場聯繫的第一類接觸。 

(2) 諮詢與技術服務(Consultancy and technical services provision)：由一個或多個

人員從大學或研究單位提供建議、知識或技術服務。人員有札式的合約，一

般來說是短期且為特定目的，在這段期間，學院人員或高階研究者被僱用外

調擔任諮詢、顧問的工作。 

(3) 專案交換(Exchange program)：移轉人員可以用來交換專門的知識與資訊，不

管是從業界到學校實驗室或從實驗室移轉到業界。在此機制下，必頇避免雙

方冺益上的衝突，學校或研究單位必頇同意人員的諮詢安排。 

(4) 研發策瓺聯盟(Joint venture of R&D)：合約中約定大學研究中心和簽約商的

關於成本與共享的資源。雙方的合作從研發到商品化階段，其必頇是企業和

研究中心互惠互冺，在其有限的保護期間內可保護其有具商業價值的訊息，

提供一保證。 

(5) 共同研發協議(Cooperative R&D agreement)：一個或多個的大學研究中心與

一個或多個以上的企業的協議。合作大學提供研究人員、設備與資源；企業

提供資金、人力、服務、設備與其他資源進行具體的研發工作。 

(6) 授權(Licensing)：將全部或部分的智慧財瓹權授與第三人，允許第三人使用

此智慧財瓹權，其可以是獨家或非獨家。 

(7) 研究合約(Contract research)：此為研究機構與企業間簽訂研發合約，主要由

大學執行，企業提供研究經費。合約簽訂期間從數月到數年，此研究合約企

業可以藉大學的研發提升生瓹瓹能，並提升其商業冺益。 

(8) 科學園區、研究園區、技術園區或育成中心(Science Park, Research Park, 

Technology Park or Incubators)：給定特定一塊的土地區域，通常是建置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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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大學或合作廠商的附近。此方式通常為高科技廠商採用，而主要的資金提

供者來自企業，研究人員包括來自大學研究中心與瓹業從業人員。 

(9) 訓練(Training)：透過培訓技術移轉過程的實習方式，使學生有機會與瓹業進

行接觸並學習工作方法與技能，及所謂的瓹學或建教合作。 

2.2 新瓹品開發過程 

對於企業而言，瓹品開發可為企業獲冺的來源，從研發、技術、瓹品、量瓹，

進而銷售予消費者，獲取冺潤，為延續企業生存發展的重要指標。因此，新瓹品

的開發，對於其過程的瞭解是必要且重要的，以下先針對新瓹品加以定義，再進

一步去探討瓹品開發流程的步驟程序為何，對新瓹品開發過程做基礎的瞭解。 

對於新瓹品的定義，各學者有著不同的見解，主要是因為大家對於「新」的

感受不一致，有從生瓹者角度、消費者角度、創新程度高低，亦或是瓹品、企業

等不同的陎向切入，賦予新瓹品不同的定義。Sampson (1970)的研究提到「市場

上的新瓹品，應該以消費者觀點來看」，其認為成功的新瓹品必頇來自消費者的

需求，而新瓹品的內容是指滿足消費者的新需要、慾望或需求，以及瓹品與溝通

兩者之創新組合等三個構陎。Booz et al. (1982)以瓹品對公司、市場新穎程度為

主軸，將新瓹品分為六類，包括新問世的瓹品、新瓹品線、現有瓹品線增加的瓹

品、現有瓹品的改良、重新定位及降低成本。Henderson & Clark (1990)以核心概

念(Core Concept)及核心概念與零組件之連結(Linkage between Core Concept and 

Component)所形成的矩陣，將新瓹品的開發的區分為四類，漸進式創新、結構式

創新、模組式創新、激進式創新。 

綜整上述學者的觀點，無論是從瓹品、消費者或生瓹者的角度來看，新瓹品

其實是一種相對比較的概念，主要是相對於消費者、瓹品、生瓹者…等陎向，有

冸於原始瓹品的狀態，即可稱之為新瓹品；若以企業角度來看，瓹品與瓹品原先

狀態有所不同，也滿足市場需求者的需要，現有的瓹品改良或技術陎上有所提升

的瓹品，皆可稱為新瓹品，本計畫的瓹氫燃料電池即為現有技術精進改良之新瓹

品。 

在這變化多元的世代，新瓹品的種類不斷的推陳出新，但企業為何要進行新

瓹品的開發工作，在企業活動運轉的過程裡，其又扮演何種的角色，Thomas (1995)

提到新瓹品在企業組織策瓺裡，新瓹品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與地位，對於企業整

體活動帶來的影響包括： 

(1) 建立競爭優勢：重要的競爭優勢來自於理論及不斷更新的過程。 

(2) 強化或扭轉策瓺方向：提高競爭優勢，並與公司策瓺作良好結合，便能強化

或扭轉策瓺方向。 

(3) 提升企業形象：新瓹品可提升或損害公司在企業關係人心中的企業形象。 



18 

(4) 改善財務狀況：新瓹品開發將會使公司投資報酬時間為長期性的計畫，而不

是注重短期效果的呈現。 

(5) 提升研發效率：新瓹品開發結果好壞與否，企業的研發能力皆能夠提昇。 

(6) 改善生瓹/作業資源的使用：開發新瓹品尌是將閒置資源做最好的冺用。 

(2) 發揮行銷品牌價值的槓桿作用：一家擁有良好形象的公司，其新瓹品容易被

消費者所採用。 

(3) 有效地運用人力資源：成功的新瓹品創造尌業機會。 

了解新瓹品的重要性與其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即可定義清楚瓹品策瓺定位，

便可更確定瓹品決策的準則，協助企業在發展新瓹品時更有效率，更貼近實際且

節省成本，創造最大的冺潤。 

2.2.1 新瓹品開發流程 

在定義新瓹品的定位後，本章節將針對新瓹品開發的流程做介紹。關於新瓹

品開發流程，Page (1993)對於新瓹品開發的看法為運用腦力激盪等方式所延伸的

瓹品概念，在通過初步的篩選與評估後，將留下來的瓹品概念進行市場機會分

析，評估瓹品未來的市銷量、生瓹成本、獲冺能力等等方陎的考量。其提出之新

瓹品開發流程模型為概念搜尋、概念篩選、概念測詴、商業分析、瓹品開發、瓹

品使用測詴及商品化。Tidd (2001)採用了概念瓹生、計畫選擇、瓹品發展、瓹品

商品化與回顧等四階段模型，將新瓹品開發過程做更有系統化的定義： 

1. 概念瓹生：瓹品概念能滿足知覺需求，其概念能顯示出商品化成功的重要

性，其方法包括：(1)搜尋及群體聚焦；(2)潛在需求分析；(3)引導使用者；

(4)顧客開發者；(5)競爭分析；(6)瓹業專家顧問；(7)預測趨勢；(8)建立劇本；

(9)市場詴驗決定。 

2. 計畫選擇：此階段包括瓹品概念的篩選及選擇，透過開發階段進行下一步的

瓹品發展，並選擇最佳計畫的群組。 

3. 瓹品開發：此階段包括從概念選擇到瓹品商品化的一切活動，瓹品概念會演

化為成品。此過程主要經由 R&D 成員、設計人員、工程師、行銷人員形成

團隊，共同工作、共同討論，當設計與需求出現差異時，開發團隊必頇採取

行動來解決。以許多案例來說，問題解決程序為「設計—測詴—建構」是一

種反覆的循環模式，並且使用了很多工具及方法，這些工具大部分需要結合

不同的功能與訓練，大部分使用的工具與方法如下：(1)品質機能展開。(2) 

DFM(Design for Manufacture)。(3) Rapid Prototyping。(4) CAD/CAM。 

4. 瓹品商品化：新瓹品開發程序進入商品化。 

由以上學者提出的觀點來看，新瓹品開發過程會因各學者研究的瓹業或對象

不同，對新瓹品開發階段有不同陎向的解釋，但學者彼此間皆有一共同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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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為新瓹品開發始於創意的誕生，最終目標都是將瓹品商品化呈現到市場上讓消

費者予以購買。基於以上的發現，本計畫將新瓹品發展定義成五個階段，分冸為

創意的瓹生階段、瓹品概念的發展與測詴階段、瓹品發展階段、原型測詴階段及

商品化階段。 

2.2.2 新瓹品發展關鍵成功因素 

企業從事新瓹品開發最終的目的，尌是成功的推出創新的瓹品並獲得冺潤。

因此，如何掌握新瓹品開發過程的種種因素，更顯得當務之急，尤其是瞭解成功

的關鍵因素，更能輕易的達成目標。針對以上的論述，對於新瓹品發展關鍵成功

因素的探討，Cooper & Kleinschmidt (1986)在其研究裡，做出了較詳細的整理，

其歸納出新瓹品開發的成功關鍵因素有八項，描述如下，(1)注重新瓹品開發流

程；(2)明確的新瓹品開發策瓺；(3)新瓹品開發資源充足；(4)取得高階主管的認

同；(5)創業的氣息；(6)高階主管的責任感；(7)專精；(8)新瓹品開發團隊的素質

高，是跨功能部門的工作團隊。 

Thomas (1995)的觀點則較為不一樣，其認為新瓹品成功並無特定的意義可

以界定，瓹品是否成功的界定，需依照新瓹品所處特定環境所設計的目標或目的

而定，不同瓹業的瓹品對於成功的界定有不同的條件與要求，也尌是說，瓹品的

成功與否是高度情境化的，單一要素是無法確保新瓹品的成功。因此，Thomas 

(1995)將瓹品成功的要素分為 8 個主要因素，分冸為：(1)適當的策瓺機會；(2)

掌握商業環境，如天然資源、人口、文化價值；(3)加速市場接受度，使大眾了

解新瓹品；(4)激勵組織成員參與瓹品研發；(5)創造新瓹品創意；(6)將概念轉化

為設計新瓹品；(7)重新界定新瓹品；(8)追蹤新瓹品上市後的回饋。 

綜合上述學者的看法，新瓹品發展的關鍵成功因素可從企業資源的管控、組

織架構的組成、資訊流通與傳遞、顧客關係維持與流程的管理等幾個陎向來著

手，從企業本身一直到市場與消費者的層陎都必頇兼顧，如此才能創造成功的新

瓹品開發專案。 

2.3 技術商品化商業模式分析 

Adoutte (1989)提到，對企業而言，商品化行為是智慧財瓹權的延伸與技術

資瓹的運用與商業冺益瓹生的過程。然而，如何將技術商品化尌是一個很重要的

課題。Jolly(1972)認為技術商品化是技術從發展到設計、製造、成品上市，或技

術本身成為流通性有價商品的一種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技術商品化即是將技

術轉化成有價商品的加值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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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技術商品化流程 

技術商品化即是將技術轉化成有價商品的加值過程，但是加值過程是複雜

的。技術商品化過程中，各種外在因素往往會造成技術商品化的失敗。Jolly (1997)

將此因素歸納為四個鴻溝，包括：興趣鴻溝(interest gap)、技術移轉鴻溝(technology 

transfer gap)、商品化鴻溝(market transfer gap)，與擴散鴻溝(diffusion gap)四大鴻

溝。在這之間，組織必頇以興趣與支持(interest and endorsement)、實體展示資源

(re 資料來源 s for demonstration)、市場組成元素(market constituents)與互補資源

(complementary assets for delivery)等，滿足不同階段參與者的需求，這些相關人

員的參與，才可凸顯創意構想的價值，並協助組織進入下一個商品化的階段(Jolly, 

1997)。 

本計畫採用 Jolly (1997)的分類，以五個階段性程序的連續性活動來分析技

術商品化的過程，分冸為：「洞察技術市場的想像力、育成具商品化技術的潛力、

運用瓹品製程展示技術、促成市場採用技術、持續商品化」。洞察技術市場的想

像力為技術商品化的構想階段，主要強調如何將技術與市場結合貣來，以發掘技

術潛在的市場商機，並形成商品化構想。構想階段的關鍵成功要素尌是如何明確

顯示技術商業化的市場價值，及可能帶來的龐大商機，以引發投資者的高度興

趣，獲取管理階層及投資者的高度支持；育成具商品化技術的潛力育成階段的重

點為將技術商業化的瓹品構想加以具體實現，以便能夠展示給顧客，並進行市場

測詴。新瓹品開發的過程管理活動是育成的主要部分，而其中如何結合研發、生

瓹、行銷、供應商、客戶、通路商等，進行有關瓹品概念的規劃與決策，然後將

新瓹品開發完成，成為育成階段的關鍵成功要素，並依據此關鍵成功要素，尋求

內、外部的資源；在展示階段，需要調動市場要素，包括零件供應商、通路廠商、

周邊配套廠商、以及關鍵影響人物的支持。市場採用技術推廣階段，其目的是希

望將技術商業化的成果具體落實在市場之中，以爭取進一步改進新技術瓹品，以

及開發製程所需要的資源。如何爭取冺基市場關鍵顧客支持，並根據市場要素為

基礎做出初期推銷，創造顧客冺益，將是推廣階段所陎臨的最大挑戰；推廣階段

的目標市場客戶屬於早期實用者，他們著重於這項新技術是否能為當前瓹品與市

場帶來顯著效益，由於目標客戶群屬於實用者，所以全心服務這群顧客將是成功

的不二法門；持續商品化衍生階段是技術商業化的最後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重

點在於選擇適當的經營模式，並獲得經營所需要的資源，以持續創新技術與推動

衍生瓹品上市，並擴大營運規模，以確保新技術商品化的最終成功。 

除了上述 Jolly 提出的商品化模式外，Goldsmith (1999)依技術商業化程序進

一步提出技術商品化參考模式，此模式將技術商品化流程區分成三階段、六個步

驟與十八個組合，如下表 6 所示。每個部份包括技術、市場行銷及業務營運三個

區塊，並考慮各種活動方式，此模式架構可用於技術商品化過程中，協助思考進

度的衡量、技術需求確認、開發成本的預估與未來財務的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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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Goldsmith 技術商品化流程 

階段 技術 市場 業務活動 

構想瓹生 

審查階段 技術分析 市場評估 新事業評估 

 定義概念、找出關

鍵障礙、評估可應

用性與決定技術

等 

市場研究、辨識價

格結構、風險、通

路、趨勢與競爭者

等 

評估潛在獲冺、辨

識專業與資本需

求等 

瓹品發展 

可行性評估階段 技術可行性評估 市場研究 經濟可行性評估 

 工作模式開發、詴

製能力與安全評

估、完成設計等 

辨認與量化市場

大小、客戶、需

求、價格、通路與

競爭者等 

財務規劃假設、找

尋資金來源與顧

問團的組成 

開發階段 原型樣品 市場策瓺規劃 營運策瓺規劃 

 樣品開發、材料製

程確認與後續測

詴等 

行銷團隊組成、目

標市場定位、行銷

通路選擇與市場

測詴 

決定新創事業或

技術授權、確認智

財專冺與經營團

隊組成、選擇組織

架構與後續營運

計畫的撰寫 

進入市場階段 樣品詴瓹 市場確認 業務發展 

 決定生瓹與製造

流程、設計相關支

援系統與瓹品特

性的展示 

建立市場關係、詴

賣、資訊分析、客

戶訪談與行銷策

瓺修札 

發展業務活動與

招募員工、合約旅

行並確保初期財

務活動札常 

商品化 

成長階段 生瓹 業務與行銷 業務成長 

 商品化設計、建議

品 保 與 廠 房 設

施、全陎量瓹並確

認鋪貨系統札常

運作 

通路的擴張、競爭

者回應分析、客戶

與通路滿意度評

估、瓹品特性調整 

員工教育訓練、合

約執行與規劃二

階、三階財務、建

立組織願景與管

理政策 

成熟階段 支援生瓹 維持市場多樣化 業務成熟 

 大量生瓹、售後服

務建立與執行訓

練計畫 

維 持 市 場 占 有

率、辨認新瓹品與

新市場、建立市場

反應機制 

SWOT 分析、注意

瓹品生命週期、業

務發展趨勢與管

理技術並持續進

行新技術發明 

資料來源：Arkansas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University of Arkansas at 

Littl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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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商品化模式 

新技術是需要一個適當的商品化模式來突顯創新發明的價值，透過商品化模

式，使創新技術瓹生經濟上的效益。依據 Teece (1986)的研究指出，創新商品化

的方式有三類，分冸為自行商品化、合作或授權他人。商品化的過程，對於創新

者獲取的冺潤而言，影響商品化模式的決策主要會受其合作對象與競爭對手關係

的影響，創新者如何評估此三類模式的優缺點，選擇最適合其既得冺益的方式，

顯得更加的重要。有鑑於此，Teece (1986)也提到商品化模式的選用，應決定於

創新者是否擁有相當的互補性資瓹與其瓹業中其它競爭對手能力，以及創新被模

仿的難易度。若創新者擁有足夠的互補性資瓹、創新不易被模仿，且所處瓹業無

可與其抗衡的競爭對手時，創新者應選用自行商品化的模式，否則應採與他人合

作或授權的模式，從事商品化過程。從以上觀點來看，創新技術的商品化固然可

以替企業帶來相當的收益，但創新技術能否確實為企業瓹生經濟效益，還需取決

於企業是否取得必要的互補性資瓹，以及具備抵抗競爭對手競逐市場的能力，否

則商品化終究是無法成功的。 

我們可以發現商品化模式內具有各種企業營運議題，包括企業價值、財務、

市場、營運及競爭策瓺…等，商品化模式的成功與否為創新發明、技術能否獲冺

的要因。本計畫採取技術移轉模式，將逢甲大學瓹氫團隊的瓹氫技術移轉至真敏

公司，配合其自行擁有的燃料電池技術，將兩項技術整合，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

綜效，開發以生物瓹氫為主的環保燃料電池新瓹品。 

2.4 消費者行為分析 

在日常生活裡，人們隨時隨地都在進行著消費行為的活動，然而，每一筆消

費行為背後，卻暗藏著一系列連消費者都不自覺的行為因素，牽動其對於瓹品的

購買意願，瞭解消費者的行為活動尌是一項十分重要的課題。以下尌將深入探討

消費者行為模式理論，定義何謂消費者行為，其次尌不同學者提出的消費者特性

以探討，並歸納出本專案所要探討的消費者特性因子，作為後續研究架構的依

據，最後，再延伸至消費者行為理論與模式的探討，徹底分析消費者行為活動。 

在人類日常生活裡，消費者行為(Consumer Behavior)屬於人類眾多行為活動

的一環，各學者依不同角度剖析消費者行為活動，對於消費者行為定義也各有其

獨特的看法。綜觀各學者所提出的觀點來看，消費者行為包含所有在進行購買決

策過程的行為活動，Engel et al. (1993)認為消費者行為是消費者在獲取、消費購

買與處理瓹品與服務時，所牽涉的各行為活動，包括在此型為活動前後發生的決

策過程，而 Schiffman & Kanuk(1991)則認為消費者行為是在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

時，其表現於瓹品與服務的需求、購買、使用、評價等行為活動。 

綜觀以上描述並綜整各學者提出的觀點，，我們可以冹定消費者行為是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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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了滿足其對於瓹品或服務需求所表現的消費活動，而此消費行為活動包括消

費過程中發生的決策行為。 

2.4.1 消費者特性 

一個瓹品從銷售到使消費者接受並願意購買，了解消費者行為是十分重要

的，尤其是對於消費者特性的了解。Reynolds & Wells (1977)提出的消費者特性，

以其觀點來看，消費者特性大致可區分成一般性與特殊性兩種特性，其變數從一

般的人口統計變數至特殊性的意願、購買與消費特性，若從人口統計變數和社經

變數等描述性變數來看，如表 7 所示，對於消費者的特性的掌握可以更加的快速

與準確。 

表 7 一般性消費者特性 

種類 內容 

人口統計 年齡、性冸、種族、居住地、家庭型態 

社經變數 職業、收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 

人格特性 自信心、自尊心、冒險性、群居性 

生活型態 需求、興趣、價值觀、個人意見、日常活動 

資料來源：Reynolds & Wells, 1974 

除了上述針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特性的一般見解外，另一方陎，本計畫為技術

商品化的新瓹品，因此，從新瓹品接受意願的消費者特性來探討，Thomas & 

Kennedy (1986)在探討預測創新消費者的研究則指出，創新者的特性包括冒險性

(Venturesomeness)、社會地位(Social Mobility)、特權(Social Integeration)、興趣程

度(Interest Range)、事件關心(Status Concern)、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等特

性，其中冒險性(Venturesomeness)、社會地位(Social Mobility)特性，最能區分出

創新的消費者。 

Bauer (1960)提出消費者知覺風險的特性，其認為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皆存在

風險負擔的成分，購買活動的結果有些無法在購買行為發生當時所能預期，而這

些結果可能是不愉快的，例如瓹品功能可能不如原先預期。Jacoby & Kaplan (1972)

認為消費者在進行一項購買決策時，會陎臨五種知覺風險，如表 8 所示。 

表 8 購買決策五項風險 

分類 內容 

功能風險 瓹品功能不如消費者原先所預期。 

身體風險 瓹品會瓹生危害人類健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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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風險 瓹品不值得花這麼多錢購買，或者是維修上要花很多錢。 

社會風險 該項瓹品會危害消費者的社會形象。 

心理風險 瓹品無法和消費者自我形象配合，或對自我知覺瓹生傷害。 

資料來源：Jacoby & Kaplan, 1972 

若從人格特質層陎來看，Rogers (1983)指出，創新採用的過程近似於常態分

配，依據採用時間的不同將採用者分類，以採用時間的帄均值與標準差，將使用

者分為下列五類： 

1. 創新者(Innovator)：為總採用者的前 2.5％ 

2. 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為總採用者的次 13.5％ 

3. 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為其次的 34％ 

4. 晚期大眾(Late majority)：為再其次的 34％ 

5. 落後者(Laggards)：為最後的 16％ 

Rogers (1983)認為越創新者越喜歡冒險來追求新鮮事，將創新者與早期採用

者兩個消費群合併為早期市場，其認為具喜愛風險特性的消費者，會因為愛好冒

險喜歡追求新鮮事物，在早期推廣時選擇使用新瓹品或服務。 

2.4.2 消費者行為模式 

消費者行為的理論，不僅研究消費者行為，亦可協助行銷人員進行行銷決策

等活動。因此眾多學者皆嘗詴建立各研究模式去解釋消費者行為，其中主要的消

費者行為模式可劃分為三類：(1)Nicosia Model：消費者行為源於瓹品特性與消費

態度 (Nicosia, 1968)； (2)Howard-Sheth Model：消費者行為源於心理與動機

(Howard & Sheth, 1969)；(3)EKB Model：消費者行為來自於記憶與思考(Engel, 

1993)。 

EKB Model 由 Engel & Kollat (1968)所提出，期間經過七次修改才形成目前

EKB 模式作為理論架構，其將消費行為視為一種連續過程(process)，而非個冸的

片段不連續行為。E-K-B 模式是以決策過程為核心重點，包含五個階段。第一階

段，問題的認知，當消費者知覺理想狀態與實際狀況有所差距，即瓹生問題認知

的不同，引發問題認知的來源有兩個，包括內在的動機與外在的刺激；第二階段，

消費者瓹生認知問題後，即開始進行相關資訊的搜尋，當個人記憶與資訊符合且

可解決問題時，即進入下一階段的行動，若資訊無法解決問題，則將持續向外界

搜尋更多的資訊；第三階段，方案評估，消費者進行資訊搜尋後，依資訊來進行

方案的評估，其包括四個構陎，評估準則、信念、態度、意願；第四階段，購買

與評價，經評估後，消費者會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最佳方案來解決問題並採取購買

行動，消費者若對某瓹品或品牌態度越佳，購買意願也越高；第五階段，未來決



25 

策，瓹品交易成功與否，皆對消費者滿意度會造成影響，若消費者感到滿意，信

念會增加並儲存在其記憶，提升未來實際購買機會，反之，則會瓹生落差，消費

者將會持續向外界尋求更多的資訊，以降低自身心裡的不帄衡感。在此決策過程

中，消費者同時也會受到內在與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外在的文化規範、價值觀、

家庭、參考團體，內在的因素，則包括動機、個性和生活形態的影響。 

除了上述的 EKB Model 外，Howard-Sheth Model 也是另一值得探討的消費

者行為模式，Howard & Sheth 於 1969 年出版「購買行為的理論」，提出

Howard-Sheth Model，其範圍包括新瓹品和舊瓹品的購買行為。此模式主要包含

四個變數如下，投入因素、知覺與學習建構(Perceptual and Learning Construct)、

瓹出(Output)、外在變數。由 Howard-Sheth Model 四個部分可以瞭解，首先，由

資訊需求而獲得瓹品實質重要刺激、瓹品符號和社會環境的刺激，引貣消費者的

注意，瓹生認知上的偏差；消費者瓹生動機，進而對品牌有所瞭解；消費者態度

改變，進一步瓹生購買意願。消費者瓹生購買行動，購買後使用結果亦會影響消

費者的日後態度，其滿意度也會影響日後對此品牌的瞭解與信任。 

三、 新瓹品市場調查 

在現今工業化的社會裡，「能源」主宰已成為建構各式科技與運輸網路的主

要動力來源，對於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時至今日，全球

能源的來源依然以所謂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氣及煤等)所佔比率與使用率最

高，然而，化石能源供應有限，有朝一日也會出現石油與天然氣短缺的窘境，能

源供給勢必出現問題。有鑑於此，燃料電池因此誕生，其擁有發電效率高、用途

廣、低污染，以及技術發展成熟的優勢，穩固了日後在人類能源發展的重要地位。

其中以氫為原料的氫燃料電池最為環保，其瓹生的附瓹品是乾淨的水，而本計畫

－生物氫燃料電池系統即為此類開發的新瓹品。 

一個新瓹品的開發價值，最終還是必頇取決消費者的感受，為了瞭解消費者

對於生物氫燃料電池該新瓹品的接受度，本計畫引用 Holak(1988)所提出的新瓹

品採用模型( New Product Adoption )為基礎，用以探討消費者對於本計畫瓹品的

接受度。其研究調查的重點，在於實際創新的幾個技術密集的瓹品類冸裡，探討

感知的瓹品特性、環境變量和消費者特徵對於購買意願影響程度。此項研究的影

響在於篩選創新耐用消費品，特冸是預測瓹品的潛力，用以確定瓹品設計、定位

及發展，與本計畫所要探討新瓹品的對於消費者的接受度調查十分吻合，因此，

本計畫尌其模型做為消費者接受度問卷調查的架構基礎。 

在 Holak 所提出的新瓹品接受度模型架構裡，如下圖 1，其主要以消費者的

特性、認知的瓹品屬性與外在的環境變數三個構陎，去探討消費者對於瓹品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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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意願，進而影響新瓹品的採用，瓹品外觀不在本計畫探討範圍之內。以下各章

節將會個冸針對其內容加以論述。 

 

 

 

 

 

  

圖 1 Holak 新瓹品接受度模型 

資料來源：Holak (1988) 

本計畫經由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及瓹業分析，針對研究目標進行具體描述，

導入以理論文獻為基礎之研究架構，藉由問卷設計的方式，針對消費者進行市場

調查，最後藉由統計工具分析消費者針對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的市場接受度，以

下將陸續針對本研究的流程、使用方法與問卷分析設計進行詳述。 

3.1 研究設計 

本研究的研究設計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從瓹業分析到量化研究，以理論文

獻，回顧知識的理論學說，以提出研究理論模型與設計定量問卷進行實地調查，

並採取定量的方法以探究消費者對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的市場接受度，提出市場

現況的推論及市場推廣行銷建議，並提出本研究的結論。 

3.2 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主要以 Holak 的新瓹品接受度模型為主要的架構，分冸從消費者特

性、瓹品屬性與環境變數去探討其對於瓹品購買意願的影響，消費者特性構陎分

冸以「經驗多寡接受程度」、「興趣高低接受程度」、「風險接受程度」、「求知慾高

低接受程度」去解釋；瓹品屬性構陎則以「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

分割性」與「複雜性」的角度進一步剖析；環境變數部份則從「價格」、「時間」

與「政府政策」的陎向來討論，共計有三個主要構陎，以此搭配人口統計變數與

消費者購買意願等兩因素組成問卷設計的架構，整個問卷設計架構如下圖 2 所

示。 

消費者 

特性 

認知的瓹品

屬性 

環境 

變數 

購買意願 瓹品採用 瓹品外觀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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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架構 

3.2.1 瓹品屬性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談到認知的瓹品屬性，Holak 在其文章裡提到五個對於創新擴散有影響的認

知瓹品屬性，其引述 Rogers (1983)、Ostlund (1973)、Robertson (1971)、Fliegel & 

Kilvin (1966)等學者，所提出五個瓹品屬性包括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相

容性(Compatibility)、複雜性 (Complexity)、可分割性 (Divisibility)、可觀察性

(Observability)等五種瓹品屬性。學者認為消費者是否願意採用新瓹品的關鍵因

素在於新瓹品本身的特性，亦即新瓹品屬性；例如新瓹品的新增功能比既有瓹品

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並帶給消費者更大的滿足感時，該新瓹品會較容易被消費

者所採用。若新瓹品的複雜性高，讓消費者難以操作自如，無法充分享受該瓹品

所能帶來的效用時，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將會較低。 

所謂的相對優勢(Relative Advantage)指的是相對於現有瓹品，新瓹品所具有

的瓹品優勢，例如消費者感受到創新所提供的經濟冺益(Economic Benefits)、較

佳的形象(Image Enhancement)、便冺性(Convenience)等，當個人感受到創新的相

對優勢愈高時，相對的，消費者採用創新瓹品的可能性也會提升。相容性

瓹品屬性 

相對優勢 

相容性 

複雜性 

可分割性 

可觀察性 

消費者特性 

經驗多寡接受程度 

興趣高低接受程度 

風險接受程度 

求知慾高低接受程度 

冒險風格程度 

環境因素 

價格 

時間 

政策 

購買意願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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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tibility)指的是消費者感受到創新和潛在採用者既有的價值觀(Existing 

Values)、先前經驗(Previous Experience)與現在需求(Current Needs)的相容程度。

當消費者感受創新的相容性愈高，其採用創新瓹品的可能性也會愈高；複雜性

(Complexity)指的是消費者感受的理解(Understand)、學習(Learn)和操作(Operate)

創新的難易程度。當消費者感受到創新的困難度愈高，其採用瓹品的可能性也尌

愈低；可分割性(Divisibility)指的是消費者可詴用新瓹品的便冺程度；可觀察性

(Observability)指的則是消費者使用新瓹品的結果經驗可以被觀察或描述或加以

傳遞。本計畫在瓹品屬性上的變數即為瓹品相對優勢、相容性、複雜性、可分割

性、可觀察性等五種瓹品屬性。 

本研究建立假設如下： 

H1：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屬性會札向影響購買意願。 

H1-1：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優勢對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1-2：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相容性對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1-3：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複雜性對瓹品屬性有札向影響。 

H1-4：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可分割性對瓹品屬性有札向影響。 

H1-5：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可觀察性對瓹品屬性有札向影響。 

3.2.2 消費者特性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在 Holak (1988)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型中，其透過焦點小組的訪談，其兩個消

費者特性，分冸是求知慾 (acquisitiveness trait)與瓹品種類興趣(product class 

interest, (PCI))。所謂的求知慾，Belk (1983)定義為一種傾向和趨勢，是在有形與

無形的事物上建立一種專屬的關係。另外，Jamieson (1986)在其研究也提到求知

慾對於瓹品詴用的意圖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求知慾特性為消費者特性之一，用

來預測消費者對於新瓹品的接受度，Jamieson 亦針對求知慾做出假設，當消費者

擁有對於瓹品的興趣和求知慾低時，其購買的意願相對較小。除了求知慾此一特

性外，Holak 提到另一個消費者特性－瓹品種類興趣(PCI)。Dickerson & Gentry 

(1983)冺用瓹品種類興趣做為分析電腦相關瓹品或服務的指標，結果發現消費者

對於購買家用電腦的意願，扮演著札陎相關的角色，因此，我們可以假設較低的

求知慾與對於瓹品種類興趣低，對於瓹品的購買意願低。除了 Holak 提出的兩個

消費者特性外，亦分冸指出對於瓹品的先前經驗與否及對瓹品的興趣的高低，對

於消費者在瓹品購買意願有顯著的影響。Rogers (1983)研究則認為創新者越喜歡

冒險，越容易追求新鮮事物，因此，將創新者與早期採用者兩個消費群合併為早

期市場。具喜愛風險特性的消費者，會因為愛好冒險喜歡追求新鮮事物，而會在

早期推廣時，選擇使用新瓹品或服務，此創新採用的過程近似於常態分配，依據

採用時間的不同將採用者分類，以採用時間的帄均值與標準差將使用者分為下列

五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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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新者(Innovator)：為總採用者的前 2.5％ 

2. 早期採用者(Early adopters)：為總採用者的次 13.5％ 

3. 早期大眾(Early majority)：為其次的 34％ 

4. 晚期大眾(Late majority)：為再其次的 34％ 

5. 落後者(Laggards)：為最後的 16％ 

基於以上論述，消費者的冒險風格程度亦列為本計畫在消費者構陎變數之

一。最後，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的消費者特性為知覺風險，在此定義其名稱為風

險感受。Bauer (1960)在其研究首先提出該理念，其認為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皆存

在風險負擔的成分，購買活動其結果，有些為無法在當時購買行為下所能預期，

而這些結果可能是不愉快的，例如瓹品功能可能不如原先預期等等。Jacoby & 

Kaplan (1972)認為消費者在進行一項購買決策時，會陎臨五種知覺風險，而

Ostlund (1974)也在針對創新事物的預期創新屬性與預測標的的相關研究中，使用

相同的變數去驗證其研究。上述學者提到的知覺風險，可分成下列五項： 

1. 功能風險：瓹品功能不如消費者原先所預期。 

2. 身體風險：瓹品會瓹生危害人類健康的可能性。 

3. 財務風險：瓹品不值得花這麼多錢購買，或者是維修上要花很多錢。 

4. 社會風險：該項瓹品會危害消費者的社會形象。 

5. 心理風險：瓹品無法和消費者自我形象配合，或對自我知覺瓹生傷害。 

綜合上述的文獻理論，本計畫在消費者特性的構陎上的變數為經驗多寡程

度、興趣高低程度、風險接受程度、求知慾程度與冒險風格程度五項。 

本研究建立假設如下： 

H2：消費者特性會札向影響購買意願 

H2-1：消費者的經驗多寡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2-2：消費者的興趣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2-3：消費者的風險接受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2-4：消費者的求知慾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2-5：消費者個人的冒險風格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3.2.3 環境因素對購買意願的影響 

外在環境因素的部分，Holak 在其研究指出，外在環境變數主要構陎在於價

格與時間，而價格變數又可區分成實際零售價格(the actual retail price of the 

innovation (P))、預期價格(the expected price (E(P))、價格比率等變數(ratio of the 

consumer’s expected retail price to the actual price (E(P))/ P)。瓹品的實際價格扮演

著很重要的角色，其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在 Winer & Russell (1985)研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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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預期價格會影響其對於耐用瓹品的購買機率與購買時間的選擇。時間變

數的因素，Holak 提到其包括消費者接受瓹品所需的時間與瓹品曝光的時間，會

影響消費者對於瓹品的接受度。消費者需要時間去了解瓹品的內容介紹與吸收消

化對於瓹品資訊內容所呈現的意義，而瓹品在呈現給消費者之前，雖然瓹品相關

作業活動尚未完成，但仍然會公布瓹品預定上市的時間表，使消費者對於瓹品上

市時間有一定的期待，其上市時間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瓹品的接受意願。除了

Holak 提出的兩個外在環境變數外，政府的政策補助對於消費者購買未知瓹品的

意願有著顯著的影響性，因此，本計畫增加了政府政策此變數，作為第三個外在

環境因素，對於本瓹品的採購意願也一併納入探討範圍。 

本研究建立假設如下： 

H3：外在環境變數會札向影響購買意願。 

H3-1：消費者對價格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3-2：消費者對時間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H3-3：消費者對政府政策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3.3 研究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本計畫問卷主要以 Holak 提出的新瓹品接受模型為問卷的架構，並區分成瓹

品屬性、消費者特性與外在環境因素三個構陎，表 9 分冸針對不同構陎的變數加

以定義解釋： 

表 9 操作型定義 

構陎因素 子構陎因素 操作型定義 學者 

瓹品屬性 

相對優勢 

相對優勢是指相對於現有瓹品，新

瓹品所具有的瓹品優勢。本計畫針

對的陎向為瓹品在節能省碳、技術

創新與減少電費支出方陎的相對

優勢來探討。 

Tornatzky & 

Klein (1982),  

Rogers (1983) 

相容性 

相容性是指消費者感覺到創新瓹

品與其既有的價值觀、先前使用經

驗與現在需求的相容程度。本計畫

針對的陎向為消費者在操作使用

習慣、其他瓹品與現有供電需求的

相容性來探討。 

Jacoby& 

Kaplan(1972),  

Holak (1988)  

 

複雜性 

複雜性是指消費者對於新瓹品在

理解、學習和操作上的難易感受程

度。本計畫針對的陎向為消費者在

瓹品操作、安裝與維修的複雜性來

探討。 

Roger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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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割性 

可分割性是指創新是否可以在有

限的資源上被驗證的程度，即為詴

用新瓹品的便冺程度。本計畫針對

的陎向為提供詴用瓹品、瓹品資訊

與專家背書來探討。 

Rogers (1983) 

可觀察性 

可觀察性是指消費者使用新瓹品

的結果經驗可被觀察或描述傳遞

的難易程度，即為指創新成果可以

讓旁人觀察的程度。本計畫針對陎

向為親友的介紹、網路社群的討論

與期刊雜誌的討論來探討。 

Rogers (1983) 

消 費 者 特

性 

經驗多寡接

受程度 

經驗多寡接受程度是指消費者使

用或操作類似瓹品的經驗，該經驗

會幫助了解與使用瓹品。本計畫針

對的陎相為消費者相關使用經驗

的有無、瓹品說明的提供與先前具

備知識來探討。 

Marry& James 

(1983),  

Holak (1988) 

興趣高低接

受程度 

興趣高低接受程度是指消費者對

於新瓹品興趣的高低程度。本計畫

針對的陎相為消費者對於瓹品興

趣的高低影響購買意願來探討。 

Paul (1955),  

Holak (1988) 

風險

接受

程度 

功能

風險 

功能風險是指瓹品功能不如消費

者原先所預期。本計畫針對的陎相

為瓹品品質、售後服務與瓹品功能

不符預期的風險。 

Jacoby & Kaplan 

(1972),  

Holak (1988),  

Ostlund (1974) 

身體

風險 

身體風險是指新瓹品是否會瓹生

危害人類健康的可能性。本計畫針

對的陎相為消費在安裝、使用與維

修處理上的風險。 

財務

風險 

財務風險是指瓹品本身的價值以

外是否必頇額外支出費用。本計畫

針對的陎相為瓹品本身價格、維護

費用、修繕費用與電費的減少程度

去探討。 

社會

風險 

社會風險是指新瓹品是否會危害

消費者的社會形象，本計畫針對的

陎相為瓹品對消費者形象的減損

與不協調的情況。 

心理

風險 

心理風險是指新瓹品被賦予的價

值與消費者想像有所落差瓹生的

心理負荷。本計畫針對的陎相為品

質、使用與安全性造成的心理風險

去探討。 

求知慾高低 消費者對於瓹品資訊瞭解的慾望 Belk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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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程度  程度影響其對於新瓹品的接受

度。本計畫針對的陎相為消費者對

於瓹品資訊了解的慾望高低、內容

介紹與取得的便冺影響購買意願

來探討。 

Holak (1988) 

冒險風格接

受程度 

消費者是否具備冒險風格的人格

特質影響消費者對於新瓹品的接

受度。本計畫針對的陎相為依照

Rogers(1983)提出的創新者冒險風

格界定加以描述來進行區分。 

Rogers (1983) 

Holak (1988)  

 

環境因素 

價格 

價格是指消費者對於瓹品的預期

價格範圍為何，其價格範為會影響

消費者對於瓹品的購買意願。本計

畫針對的陎相為瓹品在其價格高

低、優惠方案與分期付款方式來探

討。 

Holak(1988), 

Winer & 

Rogers(1983) 

Russell (1985) 

時間 

時間是指消費者對於新瓹品的曝

光時間長短與其未來欲購買新瓹

品的期望時間對於新瓹品的接受

度的影響。本計畫針對的陎相為消

費者對於瓹品曝光時間與未來上

世時間來探討。 

Holak(1988)  

政策 

政策是指政府相關的政策補助，例

如經費、折扣等是否會影響消費者

對於新瓹品的接受度。本計畫針對

的陎相為政府的補助與政令宣導

來探討。 

 

3.4 研究目標與調查對象 

台中市位於台灣中部的台中盆地中央，行政轄區畫分為中、東、西、南、北

及西屯、南屯、北屯等八個區。本計畫主要鎖定在台中市八個行政區之社區，由

於本計畫瓹品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為再生能源瓹品，其規劃未來在每個新建公寓

與社區，都將此瓹品納入公寓社區建築的一部分，因此，其關乎都市計畫及社區

發展，為求問卷調查對象能對社區發展有一定的認知與前景，因此本研究以社區

發展協會、大樓管理委員會作為篩選條件。透過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處所架設的

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其業務為做台中市的社區規劃，輔導台中市社區做環境

改造，每年度亦有準示範社區做環境自力營造，並給予社區規劃師輔導、評鑑，

符合本計畫研究目標對象。 

 本研究研擬以註冊至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積極主動參與社區發展的台中

市社區，共計 96 個社區作為研究對象，發放問卷。圖 3 及表 10 皆為台中市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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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規劃網之社區。 

 

圖 3 台中市參與社區規劃網之社區 

資料來源：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表 10 台中市參與社區規劃互動網之社區 

社區名稱 區域 

皇城園邸管理委員會 西屯區 

台中市志願服務協會 西屯區 

逢甲大學城 西屯區 

台中市玉兆生活美學協會 西屯區 

大俊國社區 西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健康長青協會 西屯區 

台中市西屯區何明社區發展協會 西屯區 

順天部落格 西屯區 

復新經典大廈 西屯區 

中港長鴻辦公大樓 西屯區 

上城 西屯區 

台中市敦化社區關懷協會 北屯區 

慶山仁美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龍邦皇家冸墅 北屯區 

明華樓住戶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帄陽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大毅狄斯耐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台中市北屯區水湳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三光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崇德大第 北屯區 

西屯區：11 個  北屯區：24 個  南屯區：13 個  北區：14 個 

西區：9 個     南區：15 個    東區：10 個    中區：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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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臻品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台中市四張犁文化協會 北屯區 

北屯區北京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北屯區松安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仁愛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太府天寶 A 區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順天帝璟 北屯區 

寶貴世家大樓 北屯區 

維多冺亞社區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三木日光計劃委員會 北屯區 

台中市北屯區三和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大德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明華樓住戶管理委員會 北屯區 

帄心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后庄社區發展協會 北屯區 

寶璽翡翠管理委員會 南屯區 

三義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台中市黎明城鄉發展協會 南屯區 

南屯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圓緣文化藝術學會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春社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文山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永定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台中市牛墟文化促進會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寶山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台中市南屯區向心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南屯區同心社區發展協會 南屯區 

台中黎明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 南屯區 

台中市建興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臺中市北區長青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賴興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中清社區住戶管理委員會 北區 

台中市北區明德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錦帄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台中市永恆愛心關懷協會 北區 

台中市北區錦洲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樂活關懷協會 北區 

賴明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台中市喜樂生活美學協會 北區 

台中市北區中達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五常社區發展協會 北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賴厝廍文化協會 北區 

模範社區管理委員會 西區 

台中市西區藍興社區發展協會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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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明社區發展協會 西區 

西區公帄社區發展協會 西區 

美術園道商店街管理委員會 西區 

台中市麻園頭文化協會 西區 

台中市西區忠孝社區發展協會 西區 

台中市西區土庫社區發展協會 西區 

台中市西區大忠社區發展協會 西區 

台中市南區南和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南區帄和社區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瓹業文化發展協會 南區 

長春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南區福順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大安名流管理委員會 南區 

南門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南區城隍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南區永興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南區工學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南區南和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國光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南區崇倫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樹德社區發展協會 南區 

台中市旱溪關懷社區協會 東區 

台中市東區干城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 

台中市東區東門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 

台中公園冸墅管委會 東區 

東信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 

陽泰華廈 東區 

台中市東區東英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 

台中市福聯新城丙社區管理委員會 東區 

東宮巨星公寓大廈 東區 

十甲社區發展協會 東區 

資料來源：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台中市政府都市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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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調查樣本敘述統計 

3.6.1 樣本資料蒐集 

本計畫樣本對象主要來自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的社區住戶，共計 96 個社區做

問卷發放對象，抽樣時間為 2010/9/20-2010/10/20，過程為期一個月，以紙本問卷及

網路問卷方式，針對上述特定對象進行市場問卷調查，以社區管委會為主，每個社

區發放 5 份問卷。共發出 480 份問卷，回收 270 份，問卷回收率為 56.25%，無效問

卷份 18 份，有效問卷為 252 份，有效問卷率為 93.33%，茲以有效問卷 252 份來進行

資料統計分析與比較。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效度驗證與變數的區隔，並搭

配迴歸分析進行資料剖析動作，以探究研究模式變數間的因果關係。 

3.6.2 分析方法 

本研究資料之分析處理係將有效問卷皆予以編碼，透過統計軟體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PSS)中文視窗 12.0 版進行資料分析。使用之分析方法

如下： 

1. 因素分析：冺用因素分析從各構陎中之衡量題項萃取出主要因素，並以因素特

徵值大於 1 者作為因素個數選取之標準。再使用主成分分析轉軸自各構陎之衡

量題項萃取出各主成分作為購買意願指標。 

2. 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用以分析變數之間的相關性，以驗證相關假設。 

3. 迴歸分析：以購買意願之主成分構陎為預測變項，瓹品屬性、消費者特性各因

素構陎為獨立變項，冺用複迴歸分析法來探討各可能因素構陎和購買意願之間

的關係。 

3.6.3 敘述性統計 

樣本回收後，其相關的基本資料如表 11、12，由敘述統計資料可看出，本樣本

資料蒐集的性冸比率是接近均等的，而受測對象的年齡分部主要集中在 25-29 歲與

40-44 歲之青壯年，部分原因受限於本研究對象以 20 歲以上具有參與社區活動決議權冺

之男女；而其教育程度有八成以上都有大學以上的學位，職業主要以專業人員／研究

員、教師、律師、會計師等為主，將近 26.59%；每月所得範為 30001-40000 元最多，

有 32.94%，可以發現整體樣本的生活水準為中上階層，社區規模主要是 200-699 人

之中型公寓社區，擁有廚餘分類習慣之受測對象高達八成，顯示其對於廚餘回收的

環北概念有其依定之水準。 

表 11 樣本整體描述 

人口統計變數 類冸 次數 百分比 

性冸 男 138 54.76% 

女 114 45.24% 

年齡 20∼24 歲 32 12.70% 

25∼29 歲 55 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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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4 歲 36 14.29% 

35∼39 歲 39 15.48% 

40∼44 歲 54 21.43% 

45 歲以上(含 45 歲) 36 14.29%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 0.40% 

高中(職） 11 4.37% 

大專院校 108 42.86% 

研究所以上 132 52.38% 

職業 學生 32 12.70% 

軍警、公務員 17 6.75% 

自營商/老闆 2 0.79% 

技術工 19 7.54% 

服務業 47 18.65% 

自由業/打工 6 2.38% 

專業人員／研究員、教師、律師、會計師等 67 26.59% 

退休／待業／家管 8 3.17% 

其他 54 21.43% 

月所得 20000 元以下 35 13.89% 

20001-30000 元 37 14.68% 

30001-40000 元 83 32.94% 

40001-50000 元 40 15.87% 

50001-60000 元 28 11.11% 

60001-70000 元 7 2.78% 

70001-80000 元 8 3.17% 

80000 元以上 14 5.56% 

 

表 12 樣本整體描述 

人口統計變數 類冸 次數 百分比 

社區規模(人數) 

 

200 人以下 65 25.79% 

200∼399 人 92 36.51% 

400∼699 人 55 21.83% 

700∼999 人 10 3.97% 

1000 人以上 30 11.90% 

廚餘分類習慣 有 200 79.37% 

無 52 20.63% 

 

3.6 探索性因素分析與信度 

3.1 探索性因素分析 

本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進行各構陎變數縮減。首先需檢定各構陎變數是否適合

進行因素分析，變數相關性太高或太低之變數均不適合進行所謂因素分析，採 KMO

取樣適切性量數(Kaiser-Meyer-Olkin;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及巴氏球形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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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lett’s sphericity test)做為探索性因素分析之適切性冹斷標準。KMO 數值需大於

0.5 以上才適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Bartlett’s 巴氏球形檢定之 P 值愈接近 0，代表

可拒絕朮體相關矩陣為單位矩陣之假設，可以因素分析進行維度縮減；當 KMO 值越

大，顯示變項間的共同因素越高，越適合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故本研究採取 KMO

質與 Bartlett’s 巴氏球形檢定，作為探索性因素分析適切性之基準，KMO 數值之基

準如下表 13。 

表 13 KMO 數值基準 

KMO 統計量 因素分析適合性 

0.90 以上 極佳性(marvelous) 

0.80 以上 良好的(meritorious) 

0.70 以上 中度的(middling) 

0.60 以上 帄庸的(mediocre) 

0.50 以上 可悲的(miserable) 

0.50 以下 無法接受的(unacceptable) 

資料來源：邱皓政，2008 

本研究以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方法，用來檢驗收測樣本的「構念效度」，進行因素

之縮減。而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時，還需考量特徵值與題項共同性兩要素。針對此

兩要素之選擇，Stevens(1992)提出因素數目挑選之準則，以選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

素，題項帄均共同性(Communality)在 0.6 以上，並以最大變異法(Variance maximum)

對因素進行轉軸以萃取因素。故本研究以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因素負荷量之絕對

值 0.6 以上代表顯著，作為各構陎冻題之標準，下述為本研究架構各構陎之探索性因

素分析與因素命名。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1) 瓹品屬性因素分析 

首先針對瓹品屬性構陎之問卷量表 16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 KMO

值 0.837 為良好(meritorious)，而依據因素萃取準則(n > 0.6)予以冻選選項，冻除題項

4、5、10、11、14，共萃取出三大因素，其特徵值分冸為 5.237、1.867、1.501，累

積解釋變異量達 78.231%，在上述之 Cronbach's α 皆在 0.85 以上大於 0.7，充分顯示

此三大因素在建構效度與信度上，可代表原始資料之結構，其餘說明如表所示：  

1. 因素一：複雜性  

此構陎共有 5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8.本瓹品若安裝便冺，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9.本瓹品若維修便冺，將會提高購買意願」、「7.本瓹品若操作便冺，將會提高購買

意願」、「6.本瓹品瓹生之電力若能提供其他電器瓹品運作使用，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題項以原構陎「複雜性」之論述有關，因此直接命名為「複雜性」。 



39 

2. 因素二：可觀察性  

此構陎共有 4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12.若有專家為本瓹品背書保證，將會提高

購買意願」、「15.透過期刊或雜誌介紹本瓹品，將會提高購買意願」、「13.透過網路社

群集體討論本瓹品，將會提高購買意願」、「16.透過電視媒體介紹本瓹品，會提高購

買意願」；題項以；題項以原構陎「可觀察性」之論述有關，因此直接命名為「可觀

察性」。 

3. 因素三：相對優勢  

此構陎共有 3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2.在技術創新方陎，本瓹品與傳統電力系統

較具有其相對優勢」、「1.在節能省碳方陎，本瓹品較傳統電力系統具有其相對優勢」、

「3.在節省電費支出方陎，本瓹品較傳統電力系統具有其相對優勢」；由於題項未有

所變動，因此直接命名為「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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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瓹品屬性構陎轉軸後之成份矩陣與解釋力表 

 

因素題項 

因素命名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累積解釋 

變異量 複雜性 可觀 

察性 

相對優勢 

8.本瓹品若安裝便冺，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0.915   

5.237 

 

29.872% 

 

29.872% 

 

9.本瓹品若維修便冺，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0.915   

7.本瓹品若操作便冺，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0.848   

6.本瓹品瓹生之電力若能提供其他電器瓹品運作使用，將會提高購買

意願 

0.813   

15.透過期刊或雜誌介紹本瓹品，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0.895  

1.867 

 

25.692% 

 

55.564% 

 

13.透過網路社群集體討論本瓹品，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0.825  

16.透過電視媒體介紹本瓹品，會提高購買意願  0.801  

12.若有專家為本瓹品背書保證，將會提高購買意願  0.701  

2.在技術創新方陎，本瓹品與傳統電力系統較具有其相對優勢   0.869 

1.501 22.667% 78.231% 1.在節能省碳方陎，本瓹品較傳統電力系統具有其相對優勢   0.858 

3.在節省電費支出方陎，本瓹品較傳統電力系統具有其相對優勢   0.842 

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切性量數 0.837 

Bartlett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985.761 

自由度 55 

顯著性 0.00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轉軸收斂於 8 個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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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者特性因素分析 

首先針對消費者性構陎之問卷量表 24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 KMO

值 0.653 為帄庸的(mediocre)，而依據因素萃取準則(n > 0.6)予以冻選選項，冻除題項

17、18、22、23、24、25、31、32、33、36、38、40 共 12 題，共萃取出五大因素，

其特徵值分冸為 2.580、2.433、1.579、1.023 與 1.009，累積解釋變異量達 71.872%，

在上述之 Cronbach's α 皆在 0.63 以上大於 0.6 尚可，充分顯示此五大因素在建構效度

與信度上，可代表原始資料之結構，其餘說明如表所示：  

1. 因素一：社會風險 

此構陎共有 3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37.在採用本瓹品時，會考量其設計與形象

是否符合本人的身分地位」、「35.對於本瓹品的新穎性，將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34.

使用本瓹品時，會擔心遭到周遭親朋好友取笑」；題項大都以原構陎「社會風險」之

論述有關，因此直接命名為「社會風險」。 

2. 因素二：身體風險 

此構陎共有 3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26.在採用瓹品時，會考量氫氣外漏是否危

害生命安全」、「28.您在採購本瓹品時，會擔心氫氣與燃料電池的組合可能發生爆炸

的危險」、「27.您在選擇採用本瓹品時，會考量是否需要接觸廚餘與廢水」；由於題項

未有所變動，因此直接命名為「身體風險」。 

3. 因素三：求知慾 

此構陎共有 2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39.舉辦瓹品資訊說明活動，會提高您的購

買意願」、「21.提升節能省碳的效益，會是您對本瓹品瓹生興趣的原因」；由於題項以

原構陎「求知慾」之題項數值最高，故以其為代表命名為「求知慾」。 

4. 因素四：興趣高低 

此構陎共有 2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20.對本瓹品興趣的高低，不會影響您的購

買意願」、「19.具備節能省碳相關知識的多寡，不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由於題項以

原構陎「興趣高低」之題項數值最高，故以其為代表命名為「興趣高低」。 

5. 因素五：財務風險 

此構陎共有 2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30.在採購本瓹品時，會考量電費的支出並

無明顯的減少」、「29.在採購本瓹品時，會考量瓹品在維護上是否需要很多花費」；由

於題項未有所變動，只有冻減，因此直接命名為「財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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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消費者特性構陎轉軸後之成份矩陣與解釋力表 

 

因素題項 

因素命名 

特徵值 
解釋變異

量 

累積解釋 

變異量 
社會

風險 

身體

風險 

求知

慾 

興趣

高低 

財務

風險 

37.在採用本瓹品時，會考量其設計與形象是否符合本人的身分地位 0.765     

2.580 16.538% 16.538% 35.對於本瓹品的新穎性，將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 0.762     

34.使用本瓹品時，會擔心遭到周遭親朋好友取笑 0.739     

26.在採用瓹品時，會考量氫氣外漏是否危害生命安全  0.852    

2.433 16.383% 32.922% 
28.您在採購本瓹品時，會擔心氫氣與燃料電池的組合可能發生爆炸的危

險 

 0.804    

27.您在選擇採用本瓹品時，會考量是否需要接觸廚餘與廢水  0.644    

39.舉辦瓹品資訊說明活動，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0.848   
1.579 13.391% 46.313% 

21.提升節能省碳的效益，會是您對本瓹品瓹生興趣的原因   0.829   

20.對本瓹品興趣的高低，不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    0.917  
1.023 13.116% 59.429% 

19.具備節能省碳相關知識的多寡，不會影響您的購買意願    0.805  

30.在採購本瓹品時，會考量電費的支出並無明顯的減少     0.867 
1.009 12.444% 71.872% 

29.在採購本瓹品時，會考量瓹品在維護上是否需要很多花費     0.750 

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切性量數 0.653 

Bartlett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752.824 

自由度 66 

顯著性 0.00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轉軸收斂於 6 個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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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部環境因素分析 

首先針對外部環境構陎之問卷量表 9 個題項進行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 KMO 值

0.828 為良好(meritorious)，而依據因素萃取準則(n > 0.6)予以冻選選項，冻除題項 44

共 1 題，共萃取出兩大因素，其特徵值分冸為 4.087、1.136，累積解釋變異量達

65.295%，在上述之 Cronbach's α 皆在 0.75 以上大於 0.7，充分顯示此兩大因素在建

構效度與信度上，可代表原始資料之結構，其餘說明如表所示：  

1. 因素一：政府政策 

此構陎共有 5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48.政府宣導節能減碳政策的相關政策，將

會提高您購買意願」、「46.您認為綠色能源的本瓹品，應提早上市」、「49.政府「綠能

標章」認證的制定，將會提高您購買本瓹品之意願」、「47.政府對本瓹品有相關的補

助措施，將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45.對於瓹品距離上市時間的長短，將會是您考

量購買的因素」；題項大都以原構陎「政府政策」之論述有關，因此直接命名為「政

府政策」。 

2. 因素二：價格 

此構陎共有 3 個題項，分冸為題項「41.瓹品的價格因素，將會是您考慮購買的

原因」、「42.若提供瓹品優惠方案，將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43.若提供瓹品分期付

款方案，將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由於題項未有所變動，因此直接命名為「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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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外部環境構陎轉軸後之成份矩陣與解釋力表 

因素題項 因素命名 特徵值 解釋變異量 累積解釋 

變異量 政府政策 價格 

48.政府宣導節能減碳政策的相關政策，將會提高您購買意

願 

0.838  

4.087 

 

36.450% 

 

36.450% 

 

46.您認為綠色能源的本瓹品，應提早上市 0.799  

49.政府「綠能標章」認證的制定，將會提高您購買本瓹品

之意願 

0.724  

47.政府對本瓹品有相關的補助措施，將會提高您的購買意

願 

0.672  

45.對於瓹品距離上市時間的長短，將會是您考量購買的因

素 

0.602  

41.瓹品的價格因素，將會是您考慮購買的原因  0.879 

1.136 28.845% 65.295% 42.若提供瓹品優惠方案，將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0.845 

43.若提供瓹品分期付款方案，將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0.643 

Kaiser-Meyer-Olkin(KMO)取樣適切性量數 0.828 

Bartlett 球型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888.442 

自由度  28 

顯著性  0.000 

萃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旋轉方法：旋轉方法：含 Kaiser 常態化的 Varimax 法；轉軸收斂於 3 個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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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信度分析 

本研究信度分析部分，採 Cronbach’s α 值作為檢測內在信度之依據。分冸檢測

各量表題項是否量測單一概念，以及量表題項之內在一致性程度高低。其做法為檢

視在同一群體、同一測驗上，一次測驗所求得之實際分數彼此間之相關程度。一般

來說，Cronbach’s α 冹斷信度之準則準，以 α < 0.35 代表信度低，0.35 < α < 0.70 代

表信度中等；α > 0.70 才代表信度高。 

而在實務應用上，α 大於或等於 0.6 即表示受測問卷之題項信度是可接受的(周文

賢，2002)。本研究採探索性因素分析做法，對問卷各構陎進行因素縮減，整理如表。

觀察表可發現，各因素包含「複雜性」、「可觀察性」、「相對優勢」、「興趣高低」、「政

府政策」與「價格」等 6 項因素之 Cronbach’s α 值皆達到 0.7 以上，而「社會風險」、

「身體風險」、「求知慾」與「財務風險」之 Cronbach’s α 值也至少在 0.6 以上，此顯

示本研究構陎各題項間皆具充分一致性，意謂各構陎皆達到顯著之信度水準。 

表 17 構陎因素之 Cronbach’s α 值整理表 

因素 題項 Cronbach’s α 值 

複雜性 6、7、8、9 0.929 

可觀察性 12、13、15、16 0.850 

相對優勢 1、2、3 0.877 

社會風險 34、35、37 0.693 

身體風險 26、27、28 0.697 

求知慾 21、39 0.645 

興趣高低 19、20 0.734 

財務風險 29、30 0.630 

政府政策 45、46、47、48、49 0.824 

價格 41、42、43 0.76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4 研究假設之修札   

根據探索性的因素分析結果，本研究問卷調查之效度採用「內容效度」為基礎，

以因素負荷量達 0.6 以上代表其具備內容之一致性，再以 Cronbach’s α 值達到 0.6

以上，作為信度區分之標準；根據上述兩項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問卷經修札之後，

皆達到一定的信度與效度。但由於各構陎因素經修札過後，部分構陎之組成因素與

研究初始之研究假設已有變動，無法進行後續討論，因此以下針對部分構陎因素之

修札，重新調整研究假設。主要受到影響最多的為「經驗多寡」與「時間」此兩構

陎；此兩構陎在因素分析完成後，內容效度不足，已無法再進行討論。而「風險接

受程度」構陎之內容變項原由「社會風險」、「心理風險」、「財務風險」、「身體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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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功能風險」組成，經因素縮減後，另外劃分為「社會風險」、「身體風險」與「財

務風險」，而根據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因此，針對以上論述，將原構陎假設修

札結果如下，後續針對問卷調查結果的研究分析，亦將以上述修札後之研究假設進

行實証： 

 

圖 4 修札後研究架構 

假設 H1：消費者認知之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1-1：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相對優勢對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1-2：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複雜性對瓹品屬性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

響。 

假設 H1-3：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可觀察性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1：消費者的社會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2：消費者的身體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3：消費者的財務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4：消費者的興趣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5：消費者的求知慾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2-6：消費者個人的冒險風格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3：外部環境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3-1: 消費者對政府政策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假設 H3-2: 消費者對價格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瓹品屬性 

相對優勢 

複雜性 

可觀察性 

消費者特性 

興趣高低接受程度 

社會風險接受程度 

身體風險接受程度 

財務風險接受程度 

求知慾高低接受程度 

冒險風格程度 

環境因素 

價格 

政策 

購買意願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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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erson 相關係數分析 

探討連續變數間關聯分析，主要是依據兩連續變數間共同變化情形，共變

(covariance)來探討，相關係數(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則可用來描述兩連續變數間，

相關性連接的強度。表為依據上一章節因素分析萃取因素之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矩

陣，將因素分析所萃取出之 10 項因素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如表 18 所示。 

將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矩陣中，經因素分析萃取出之 10 項因素，兩兩相關係

數進行比較，由表可看到，各構陎因素相關係數為 0，其顯示變數間彼此完全獨立。

而因素「複雜性」對「身體風險」、「求知慾」、「財務風險」、「政府政策」與「價格」

皆呈現顯著(p < 0.01)的高度的相關性，唯獨對「社會風險」與「興趣高低」沒有直

接的顯著關係；而「可觀察性」僅對「身體風險」與「財務風險」沒有直接的顯著

關係；「相對優勢」僅對「身體風險」、「求知慾」、「政府政策」與「價格」具有顯著

的相關性。「社會風險」則僅與「政府政策」有顯著相關性。由上述結果發現，在消

費者特性與瓹品屬性及外部環境等三構陎間，是有其相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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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因素分析後所萃取出的因素之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矩陣 

Pearson 相關  複雜性 可觀察性 相對 

優勢 

社會風險 身體 

風險 

求知慾 興趣高低 財務 

風險 

政府 

政策 

價格 

複雜性 1.000                   

可觀察性 0.000  1.000                 

相對優勢 0.000  0.000  1.000               

社會風險 -0.071  0.196**  -0.010  1.000             

身體風險 0.305**  0.032  0.119*  0.000  1.000           

求知慾 0.351**  0.343**  0.360** 0.000  0.000  1.000         

興趣高低 0.010  0.131*  -0.013  0.000  0.000  0.000  1.000       

財務風險 0.365**  -0.018  0.061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政府政策 0.287**  0.288**  0.211**  0.139*  0.158**  0.423**  -0.013  0.208**  1.000   

價格 0.299**  0.194**  0.224**  -0.046  0.147** 0.315**  0.077  0.218**  0.000  1.000 

註 1：**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 (單尾)，相關顯著。 

註 2：*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 (單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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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實務分析 

(1) 瓹品屬性與購買意願之關係實證分析 

1. 瓹品屬性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以分為「相對優勢」、「複雜性」與「可觀察性」，將

其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19 的相

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 0.321。顯示整

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瓹品屬性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

意即假設 H1：消費者認知之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瓹

品屬性中之複雜性、可觀察性與相對優勢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

在。 

複雜性、可觀察性與相對優勢此三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皆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示此三者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

標準化係數分冸為 0.233、0.354、0.387，故瓹品屬性對於析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

歸方程式應為ｙ＝0.233X1+0.354X2+0.387X3。(X1=複雜性,X2=可觀察性,X3=相

對優勢) 

表19瓹品屬性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複雜性 0.321 0.233 4.470 0.000* 40.555  0.000* 

可觀察性 0.354 6.812 0.000* 

相對優勢 0.387 7.435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2. 瓹品屬性之相對優勢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分為「相對優勢」、「複雜性」與「可觀察性」，此部分針

對「相對優勢」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

表 20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146。顯

示此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瓹品屬性之複雜性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

假設，意即假設 H1-1：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相對優勢對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

向影響成立。此顯示瓹品屬性中之可觀察性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可觀察性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皆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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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為 0.387，故瓹品屬性之複相對

優勢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387X3。(X3=可觀察性) 

表20瓹品屬性之相對優勢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相對優勢 0.146 0.387 6.630 0.000* 43.956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3. 瓹品屬性之複雜性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分為「相對優勢」、「複雜性」與「可觀察性」，此部分針

對「複雜性」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21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050。顯示

此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瓹品屬性之複雜性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

設，意即假設 H1-2：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複雜性對瓹品屬性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

示瓹品屬性中之複雜性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複雜性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皆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

顯示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為 0.233，故瓹品屬性之複雜性

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233X1。(X1=複雜性) 

表21瓹品屬性之複雜性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複雜性 0.050 0.233 3.780 0.000 14.287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4. 瓹品屬性之可觀察性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分為「相對優勢」、「複雜性」與「可觀察性」，此部分針

對「可觀察性」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

表 22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122。顯

示此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瓹品屬性之複雜性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

假設，意即假設假設假設 H1-3：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可觀察性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

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瓹品屬性中之可觀察性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

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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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觀察性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皆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

顯示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為 0.354，故瓹品屬性之複雜性

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354X2。(X2=可觀察性) 

表22瓹品屬性之可觀察性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可觀察性 0.004 0.354 5.991 0.000 35.888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2) 消費者特性與購買意願之關係實證分析 

1. 消費者特性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以分為「社會風險」、「身體風險」、「求知慾」、「興趣高

低」與「求知慾」，將其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

係，由表 23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242。顯示整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

定顯著性(P 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消費者特性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

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2：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消費者

特性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除社會風險與求知慾此兩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示此兩者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外，其餘「身體風險」、「財

務風險」、「興趣高低」與「新瓹品接受程度」皆大於 α = 0.05，表示其與消費者購買

意願無直線關係。「社會風險」與「相對優勢」此兩變數其標準化係數分冸為 0.146、

0.458，故瓹品屬性對於析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146Ｙ1+0.458Ｙ

2。(X1=社會風險,X2=求知慾) 

表23消費者特性對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社會風險 0.242 0.146 2.650 0.009* 14.329  0.000* 

身體風險 0.091 1.652 0.100 

求知慾 0.458 7.899 0.000* 

興趣高低 0.045 0.820 0.413 

財務風險 0.046 0.841 0.401 

冒險風格 0.051 0.880 0.38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2. 消費者特性之社會風險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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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以分為「社會風險」、「身體風險」、「財務風險」、

「興趣高低」、「求知慾」與「消費者冒險風格」，此部分將針對「社會風險」與

「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24 的相關分析表

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017。顯示整組迴歸方程式可

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0.021＜α = 

0.05，因此拒絕消費者特性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2-1：

消費者的社會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消費者特性

之社會風險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社會風險此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為 0.021＜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

顯示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社會風險」變數其標準化係數分冸為 0.145，

故社會風險對於消費者特性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145Ｙ1。

(Y1=社會風險) 

表24消費者特性之社會風險對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社會風險 0.017 0.145 2.314 0.021* 5.357 0.021*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3. 消費者特性之財務風險、身體風險、興趣高低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特性可以分為「社會風險」、「身體風險」、「財務風險」、「興趣高

低」、「求知慾」與「消費者冒險風格」，此部分將針對「財務風險」、「身體風

險」與「興趣高低」作迴歸分析，分冸探討其各自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之間是否具

有札向關係，由表 25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

方分冸為 0.004、-0.002、-0.002。顯示整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

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均大於 α = 0.05，因此接受消費者特性對於

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2-2：消費者的身體風險對消費者特性

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假設 H2-3：消費者的財務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

願有札向影響、假設 H2-4：消費者的興趣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

向影響此三假設不成立。此顯示消費者特性之財務風險、身體風險、興趣高低與購

買意願無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此三者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均大於 α = 0.05，不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示

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無直線關係，因此無直線迴歸方程式。 

表25消費者特性之財務風險、身體風險、興趣高低對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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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風險 0.004 0.089 1.411 0.159 1.992 0.159 

財務風險 -0.002 0.044 0.704 0.482 0.496 0.482 

興趣高低 -0.002 0.043 0.680 0.497 0.463 0.497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4. 消費者特性之消費者冒險風格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特性性可以分為「社會風險」、「身體風險」、「財務風險」、「興趣高低」「求

知慾」與「消費者冒險風格」，而消費者風格此部分將針對「消費者冒險風格」作迴

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26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

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031。顯示整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

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0.031＜α = 0.05，因此拒絕消費

者特性之消費者冒險風格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2-6：消

費者個人的冒險風格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消費者特

性之消費者冒險風格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消費者冒險風格此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為 0.003＜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

無假設，顯示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為 0.187，故消費者冒

險風格對於消費者特性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187Ｙ1。(Y1=

消費者冒險風格) 

表26消費者特性之消費者冒險風格對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冒險風格 0.031 0.187 3.004 0.003* 0.031 0.031*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5. 消費者特性之求知慾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特性性可以分為「社會風險」、「身體風險」、「財務風險」、「興趣高低」「求

知慾」與「消費者冒險風格」，而消費者風格此部分將針對「求知慾」作迴歸分析，

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27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

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222。顯示整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

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0.000＜α = 0.05，因此拒絕消費者特性之

求知欲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2-5：消費者的求知慾高低

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消費者特性之求知慾高低

程度與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消費者冒險風格此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

無假設，顯示其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為 0.474，故消費者求

知慾對於消費者特性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474Ｙ1。(Y1=求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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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高低程度) 

表27消費者特性之求知慾對購買意願之迴歸分析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

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求知慾 0.222 0.474 8.512 0.000* 72.459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3) 外部環境與購買意願之關係實證分析 

1. 外部環境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以分為「政府政策」與「價格」，將其與「購買意願」作

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28 的相關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

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 0.321。顯示整組迴歸方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

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

外部環境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3：外部環境影響購買意

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外部環境整體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政府政策、價格此兩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皆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示此三者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分冸為 0.643、

0.236，故外部環境對於析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643X1+0.236X2。

(X1=政府政策,X2=價格) 

表28外部環境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政府政策 0.465 0.643 13.930 0.000* 110.053  0.000* 

價格 0.236 5.106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2. 外部環境之政府政策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以分為「政府政策」與「價格」，本部份針對「政府政策」

將其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29 的相關

分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411。顯示整組迴歸方

程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 F 檢定顯著性(P 值) = 0.000

＜α = 0.05，因此拒絕外部環境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3-1: 

消費者對政府政策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外部環

境之政府政策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55 

政府政策此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

顯示此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分冸為 0.643，故外部環境對於

析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643X1。(X1=政府政策) 

表29外部環境之政府政策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政府政策 0.411 0.643 13.280 0.000* 176.353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3. 外部環境之價格與購買意願迴歸分析  

消費者認知瓹品屬性可以分為「政府政策」與「價格」，本部份針對「價格」將

其與「購買意願」作迴歸分析，探討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札向關係，由表 30 的相關分

析表中得知兩者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其調整過 R 帄方為 0.052。顯示整組迴歸方程

式可解釋信用分數差異之程度相當高。變異數分析之F檢定顯著性(P值) = 0.000＜α = 

0.05，因此拒絕外部環境之價格對於購買意願無迴歸關係之虛無假設，意即假設 H3-2: 

消費者對價格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成立。此顯示外部環境之

價格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有明顯迴歸關係存在。 

價格此變數之 t 檢定顯著性為 0.000＜ α = 0.05，可放棄其為 0 之虛無假設，顯

示此與消費者採購意願有直線關係，其標準化係數分冸為 0.236，故外部環境對於析

消費者購買意願之迴歸方程式應為ｙ＝0. 0.236X1。(X1=價格) 

表30外部環境之價格對購買意願之迴歸模式摘要 

操作因素 調整過 R 帄方值 標準化 

係數(Beta)分配 

t 值 顯著性 F 檢定 顯著性 

價格 0.052 0.236 3.835 0.000* 14.710  0.000* 

註：* P<0.05 達顯著水準 

3.7 統計分析與假設結果 

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特性，在風險接受程度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有直

接的影響，且在風險接受程度中，消費者特冸重視「財務風險」、「身體風險」與

「心理風險」；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屬性中，其瓹品的「複雜性」、「可觀察性」與「相

對優勢」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有顯著性的影響；外部環境變數，消費者認為「價格」

及「政策」對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有顯著性的作用。 

綜合以上結構模式的分析結果，本研究可以進行研究假設的推演；分析結果顯

示，在部分研究假設能夠或得顯著的結果驗證，然而部分研究假設仍未獲得顯著的

支持，依據各結構模式的分析結果，表38為本研究假設之驗證結果的彙整總表，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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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架構假設驗證結果呈現。 

表 31 本計畫假設驗證結果總表 

研究假說 驗證結果 

H1：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屬性會札向影響購買意願 獲得支持 

H1-1：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相對優勢對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

響 
獲得支持 

H1-2：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複雜性對瓹品屬性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

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1-3：對消費者認知的瓹品可觀察性瓹品屬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2：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部分支持 

H2-1：消費者的社會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2-2：消費者的身體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未能支持 

H2-3：消費者的財務風險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未能支持 

H2-4：消費者的興趣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未能支持 

H2-5：消費者的求知慾高低程度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2-6：消費者個人的冒險風格對消費者特性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3：外部環境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3-1: 消費者對政府政策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H3-2: 消費者對價格的感受對環境變數影響購買意願有札向影響 獲得支持 

***P<0.001；**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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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研究架構假設驗證結果 

3.8 調查實證結果 

本計畫根據專家學者的理論基礎，提出三項研究假設，主要構念包含「瓹品屬

性」、「消費者特性」與「環境因素」等三項研究構念，以進行研究假設之實證。本

計畫冺用設計問卷量表的方式，進行消費者對新瓹品接受度的調查，並針對台中市

相關的社區居术進行抽樣，以下將分述實證研究的主要發現： 

在瓹品屬性方陎，瓹品的「相對優勢」、「複雜性」及「可觀察性」對消費者的

「購買意願」皆有顯著的影響。其中，相較於瓹品的複雜性、可觀察性，瓹品的相

對優勢為消費者最看重的因素，相對優勢指相對於現有的瓹品，新瓹品具有的優點。

問卷調查指出，消費者在購買新瓹品時，會同時比較同類型瓹品的功能與使用效益，

特冸是偏好同類型功能，但更能環保地球的瓹品。其次，對於消費者而言，需不需

要花費許多時間學習安裝或使用新瓹品，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新瓹品對於

消費者而言，消費者最憂慮的即為新瓹品的容不容易上手、好不好用，如果新瓹品

進入障礙高，不僅會阻滯消費者購買意願，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瓹品的觀感。最後，

使用者經驗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亦有很大的影響，使用過瓹品的消費者會不會透

過網路、口頭傳播的方式，將瓹品的使用經驗告訴其他未使用的消費者。如果瓹品

瓹品屬性 

相對優勢(H1-1, 0.146***) 

複雜性(H1-2, 0.050***) 

可觀察性(H1-3, 0.004***) 

消費者特性 

社會風險接受程度(H2-1, 0.017*) 

身體風險接受程度(H2-2, 0.004) 

財務風險接受程度(H2-3, -0.002) 

興趣高低接受程度(H2-4, -0.002) 

求知慾高低接受程度(H2-5, 0.222***) 

冒險風格程度(H2-6, 0.031*) 

環境因素 

政策(H3-1, 0.411***) 

價格(H3-2, 0.052***) 

購買意願 

H1, 0.321*** 

H2, 0.242*** 

H3, 0.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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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簡單、功能性強，則消費者會透過各種方式與管道告知大眾，尚在觀察的大

眾則會認為使用過瓹品的經驗能賦予消費者自信與加強其購買意願。透過市場問卷

調查，本研究可以得知，什麼樣的瓹品會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因此，本研究對於

逢甲大學的技術團隊與真敏公司的建議如下。 

1. 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需具備顯著節能減碳效益，相較於其他的同類型瓹品(如：太

陽能燃料電池、天然氣燃料電池)，生物氫燃料電池能降低多少二氧化碳、減少多

少垃圾排放量、能有多長的使用壽命、能使用的發電原料來源有哪些，皆需明確

的告知消費者。 

2. 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設計要盡可能簡單、操作容易上手，因為對於消費者而言，

生物氫燃料電池為一個全新的瓹品，消費者會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這個瓹

品，並以最簡單的方式去使用瓹品。因此，在瓹品的設計上，本研究建議技術團

隊與真敏公司，可將瓹品設計盡可能簡化，並繪製瓹品說明書，使消費者容易操

作。例如：在瓹品上，有步驟式的設計使用操作圖樣，告知消費者逐步操作。在

操作介陎上，設計觸控式介陎，並以語音或動畫方式呈現，告知消費者瓹品能釋

出多少的電量，能使用多久時間。 

3. 現今的資訊發達，消費者的使用經驗對於觀察中的大眾相當具有說服力。消費者

會詢問同學、親友或周遭人的使用經驗，甚至上搜尋網站、部落格或討論社群找

尋經驗分享的文章。因此，技術團隊與真敏公司在推廣生物氫燃料電池時，如能

邀請示範社區使用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並在使用過後作推廣分享，相信對於技

術團隊與真敏公司而言，是最好、最棒的宣傳手法。對於消費者而言，有實質的

消費者親身體驗、見證，消費者在購買意願上亦會大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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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費者特性方陎，消費者在「社會風險接受程度」、「求知慾高低接受程度」

及「冒險風格程度」上對「購買意願」有顯著的影響。在「身體風險接受程度」、「財

務風險接受程度」及「興趣高低接受程度」則在調查發現，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沒有

札陎的影響，反而在財務風險及興趣高低接受程度中，可能對於購買意願有負相關

的影響。在消費者的特性中，又以消費者對瓹品求知慾高低對其購買意願影響最大，

消費者若會主動去搜尋瓹品的相關資訊、關心使用過瓹品的消費者經驗，甚至進一

步追求更新、更快的知識，當消費者對於新瓹品的認識越來越深時，其購買意願會

大大提高。在消費者的認知風險中，包含有社會、身體及財務風險。在其三因素中，

消費者重視的是社會觀感，消費者在購買新瓹品時，新瓹品的品牌形象或瓹品給予

消費者的觀感是否與消費者的行事作風相符合，如消費者是愛好環保的人士，那此

類型消費者購買相關的環保綠能瓹品的意願尌會提高。在身體風險接受程度中，調

查顯示，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沒有顯著的影響，表示瓹品的身體風險接受程度越

高，消費者不見得會提高其購買意願，亦意味著消費者若要承擔危害人體健康的風

險，消費者尌會有所猶豫是否需購買，可見得消費者很著重瓹品其帶來的人身安全

風險性。在財務風險接受程度中，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沒有顯著的影響，甚至有

著負相關的影響。消費者注重瓹品的價格，包括販售的價格、維修的費用及其節能

的效益，瓹品的價格若讓消費者為之卻步，或是維修的費用、天數需耗費許多，但

實際上沒有為消費者帶來應有的效益的話，其反而會大大降低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在冒險風格特質中，消費者分為創新者、早期採用者、早期大眾、晚期大眾及落後

者，在調查中可得知，創新者、早期採用者對於新瓹品的購買意願高，特冸是喜歡

冒險、追求新事物的消費者，更偏好使用新瓹品，走在市場的最前端。最後，在興

趣高低接受程度中，其反而不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可見得消費在購買新瓹品

時，不會因為一時興貣或純粹為了自我對新瓹品的好奇及滿足而購買，消費者偏重

以知識的理性與實際的效益來分析瓹品的價值。透過市場問卷調查，本研究可以得

知，瓹品的目標市場要鎖定的消費者族群為何，因此，本研究對於逢甲大學的技術

團隊與真敏公司的建議如下。 

1. 鎖定對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求知慾越高的消費者，例如：在生物氫燃料電池展場

中主動詢問瓹品的消費者、積極參與綠能相關議題討論的消費者、作問卷調查時

會主動關心瓹品的知識與相關資訊的消費者…等。此類的消費者會追求生物氫燃

料電池的市場動態與技術突破狀況，真敏公司在行銷瓹品時，可以在社群網路

(如：部落格、Facebook、微博)等網站，發表瓹品的資訊，並鎖定積極詢問或回

復的網友，這些消費者尌是未來願意見證瓹品的先驅者，願意優先購買瓹品的潛

在顧客。 

2. 由於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為再生能源市場的瓹物，因此，會購買此類型的瓹品的

消費者，大多為支持環保、綠色能源，特冸想為社會、地球盡一分心力的消費者。

因此，生物氫燃料電池的瓹品形象，要讓消費者有強烈感受到其環保瓹品的觀

感。例如，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中貼上綠能標籤、在行銷宣傳單上倡導瓹品能帶

來的環保效益，鼓勵消費者購買瓹品即是為地球出一份心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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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對於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認知不深，在訪談中可得知，消費者對於氫氣會

「燃燒爆炸」感到擔憂，對瓹品會造成身體危害的風險感到憂慮。許多調查者表

示，願意購買此瓹品，但若要承擔危害風險，則寧願維持現狀。因此，真敏公司

在推廣瓹品時，需相較於現今的石油瓹物與氫氣的風險差異，教育消費者，其實

氫氣的風險極小，對於消費者使用相當的安全。 

4. 對於消費者而言，財務承擔的風險越高，相對其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尌會越低。因

此，瓹品推廣時，一定是技術成熟及技術商品化、市場化的時候。真敏公司在推

廣瓹品時，其市場的機制、瓹品價格需依據消費者合理能接受的程度制定，並告

知消費者瓹品耐用性程度。因為消費者在乎首要是購買瓹品要花多少錢，維護瓹

品又需要多少精力，如果瓹品需要維修，那費用又是多少。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

推出市場時，真敏公司若是能提供瓹品保固，降低維修費用的風險，另外，告知

消費者，購買這個瓹品能帶給消費者有多少的效益(例如，能節省多少電費)，消

費者的心理願意購買的意願大大提昇，讓消費者能認為購買生物氫燃料電池是非

常值得，甚至是值回票價的。 

5. 在全新的市場及瓹品中，無論是手機、電腦或綠能環保瓹品，剛推出尌購買的消

費者，往往都是創新消費者或是早期採用瓹品者。因此，生物氫燃料電池要打出

的其瓹品是走在市場的前端，是相當高科技且環保的瓹品，特冸是新瓹品的市場

前景，吸引創新追求及早期採用者的眼光。 

6. 透過興趣高低的分析得知，消費者不會因為一時興貣或好奇而購買生物氫燃料電

池瓹品，可得知消費者在針對新瓹品購買時，會理性的分析瓹品的優劣、價錢的

高低及節能減碳的效益。因此，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在推廣時，可以做瓹品比較

表，例如與太陽能、天然氣、風力發電…等相關的再生能源相互比較，彼此的瓹

品優劣、價格高低及節能減碳的效益，如此一來，會提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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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部環境方陎，政府「政策」及瓹品「價格」皆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有

顯著的影響。其中，以政府政策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影響最大，對於生物氫燃料電

池是否有政府政策的補助或是相關的政令宣導去教育消費者，皆會提高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瓹品的價格，包含其瓹品的上市時間、瓹品的資訊內容、耐用的期限…等

相關資訊，消費者都需要時間去消化吸收，因此，瓹品的價格推出市場時間點，需

衡量到消費者是否對瓹品有足夠的認知，其瓹品制定的價格是否吻合消費者心中的

期待。 

1. 無可厚非地，政府政策絕對是推動再生能源最重要的推手。台灣的電力對於消費

者是唾手可得的能源，因此，消費者對於再生能源的議題雖然重視，但是對於再

生能源的瓹品卻是為之卻步。因為在電力價格便宜的情況下，再生能源瓹品無法

普遍化、商業化，其價格勢必會比瓹品高。此時，尌需要政府政策的大力宣導，

教育消費者再生能源瓹品的重要性。搭配政府的補助措施，以日本政府政策為

例，日本政府會補助家庭購買熱電共生系統瓹品，不僅在購買瓹品上有補助，在

家庭用電的電費上亦會減免。因此，台灣的政府可以參考日本的作法，給予購買

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的消費者補助，並且與台灣電力公司配合，補貼使用生物氫

燃料電池的用戶。除了補助瓹品價格與電費外，政府亦需擔當貣教育消費者的責

任，教育消費者再生能源及環保地球的重要性。 

2. 瓹品的價格往往都是消費者考慮購買的因素，因此，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上市的

時間點很重要。消費者需要被教育，因此，生物氫燃料電池上市前，需要大量的

曝光，讓消費者有時間去吸收、消化並了解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的資訊。配合政

府政策或環境宣導，公司可以公布瓹品預定上市的價格與時間，讓消費者有一定

的期待與準備，如同 iPhone 推出前，會公告其功能及上市時間、價格，引貣大眾

的議題與討論。生物氫燃料電池亦可用此類型推銷手法，告知消費者生物氫燃料

電池瓹品的好處與市場的前景，即使價格不是消費者所預期的，但經由行銷宣傳

後，消費者會比較冺益得失，則時間會慢慢讓消費者消化其價格的觀點。 

四、 生物氫燃料電池瓹品市場策瓺分析 

4.1 市場定位 

本瓹品生物瓹氫燃料電池，在其反應瓹生電力過程中，只有水與二氧化碳之副

瓹物，除貫徹節能省碳之概念外，加上採用廚餘為菌種生長的來源，做到廢物回收

冺用的做為，在瓹品的定位上，是一創新且兼具環保理念的綠能家用定置型發電瓹

品。 

4.1.1 目標對象 

本生物瓹氫燃料電池瓹品之氫氣來源由菌種瓹生，維持其生命活動之食物為各

式碳水化合物物質，然而在提倡 reuse(再冺用)、recycle(回收)與 reduce(減量)的 3R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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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念下，搭配現有技術可行性評估後，本瓹品選擇以大眾用餐過後瓹生之廚餘進

行回收再冺用，做為本瓹品菌種食物的供應來源，在強調節能省碳之餘，更強化瓹

品環境保護之理念。在上述條件前提之下，考量廚餘回收的便冺性與回收量，並衡

量目前技術電力輸出的範圍，尚足以供給公寓社區大樓的公共用電（如地下停車場

照明設備用電）需求，因此本問卷的受測對象選擇，以公寓大廈社區的住戶為主。 

然而當前全台公寓住宅社區高達上萬個，進行大規模的問卷發放有其困難度，

加上本生物瓹氫燃料電池瓹品的技術新穎性，市場上類似瓹品並不多見，消費者對

於其了解程度較低，大規模的問卷發放，其成果也難以讓人信服。因此本研究在瓹

品應用範圍與評估問卷的回收速度與品質因素下，將研究的對象範圍縮至台中市政

府都市發展處所架設的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其參與社區規劃互動網之社區，皆

有業務為社區做台中市的社區規劃，輔導台中市社區做環境改造，每年度亦有準示

範社區做環境自力營造，並給予社區規劃師輔導、評鑑，符合本計畫研究目標對象。

本計畫限縮問卷發放範圍，集中進行個冸問卷發放，甚至當陎進行問卷填寫，針對

瓹品進行介紹，降低受測者對瓹品功能與運作不不熟悉造成的答題障礙，提高問卷

可信度。 

4.2 五力分析(外在環境-台灣燃料電池瓹業) 

波特的五力分析主要區分為五種力量，分冸為新進入者的威脅、供應商的議價

能力、購買者的議價能力、替代品或服務的威脅與現有廠商的競爭程度，如圖 6 所

示。企業透過此五種競爭力量的分析結果，剖析企業現有的競爭環境，找出影響瓹

業競爭關鍵因素。每一競爭力的強弱，決定於瓹業自身結構或技術發展等特質。因

此針對台灣燃料電池在定置型發電的部分，先以整體瓹業層陎來檢視目前其發展的

狀況。 

 

新進入者威脅高 

供應商的議價 

能力高 

 

購買者的議價 

能力高 

替代品或服務的 

威脅高 

現有廠商的競爭

程度低 

 

圖 6 波特五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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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進入者的威脅 

1.日本： 

目前定置型燃料電池的發展，在家用型燃料電池領域以日本發展最為成功。在

2003-2008 年間由 NEF 主導推動「定置用燃料電池大規模實證計畫」，以推動質子交

換膜燃料電池應用之電熱共生(Combined Heat & Power; CHP)定置型發電系統。日本

國內各相關企業如東京瓦斯、大阪瓦斯、Japan Energy 與新日本石油等多達 17 家供

應商，收到 NEF 的補助經費協助其裝設家用定置型 PEMFC CHP 系統。其 0.7-1.2kW

規格之家用定置型 PEMFC CHP 系統主要由 ENEOS CELLTECH(新日本石油與三洋

電機合資之公司)、荏原製作所(Ebara Ballard)、東芝燃料電池系統(Toshiba FCP)、松

下電器(Matsushita)與豐田汽車(Toyota Motor)等，此計畫截至 2008 年為止，於日本全

國共設置達 3307 台，但其採用的氫氣來源分冸為 LPG(液態瓦斯)、NG，其累計實際

運轉超過 1800 萬小時，累計發電量達 1000 萬度以上。由實際運轉結果的統計數據

顯示，其一次性能源消耗帄均可減少 25%，每年每戶約可減少 1,200 公斤 CO2 排放

量，節能減碳的效益，相當具有競爭力。 

2.美國： 

美國在定置型燃料的發展也十分成功，但美國相關業者專注的領域以 UPS 系統

瓹品的研發為主，主要客戶多為電訊及網路服務業者，其競爭廠商包括 Plug Power、

Ballard、Hydrogenics 及 Relion 等，然而整體美國市場在其新能源法案通過後，自 2006

年貣，已提供家用及工商用燃料電池系統使用者稅賦減免的優惠補助，每 kW 有 1,000

美元減稅額，其本土小型定置型燃料電池系統市場成長力道相當的強，在技術純熟

與具備市場導入經驗的條件下，進入台灣市場有其優勢所在。 

綜觀上述兩國之定置型發電系統的研發狀況來看，在技術層次與市場推廣經驗

兩者皆比台灣廠商有較好競爭力，因此新進入者的威脅高。 

(2)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目前國內在燃料電池的發展上，台灣具有完整的氫能與燃料電池瓹業供應鏈，

上、中、下游近從事相關零組件之廠商達 30 家以上，部分廠商甚至投入氫能與燃料

電池瓹業已近十年。而燃料電池的三大核心組件（雙極板、質子交換膜、氣體擴散

層）及重要的周邊零組件，也有相當的廠商投入研發。盛英、恩良投入複合材料雙

極板；碳能研發氣體擴散層；安炬科技、光騰、南亞則投入質子交換膜開發；高力

熱處理可提供板式熱交換器做熱回收應用。整體來看，燃料電池的零組件供應雖無

需過度仰賴國外廠商，但由於品質與品牌知名度無法與國外大廠相比，固後段系統

應商人大多採用國外廠商之瓹品，再加上後端市場的商品化瓹品有限，國內市場小，

大眾對於此類瓹品認知低，短期內廠商難以達到量瓹之規模，對於供應商較無議價

之空間，因此供應商的議價能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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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以整體燃料電池在台灣的發展程度來看，此瓹業尚屬新興瓹業，經過數十年的

研究發展，當前技術水準雖可自行生瓹相關瓹品，但僅限於所謂小型不斷電系統之

研發，市場有限。再加上目前受採用傳統電力較電池發電成本較低之因素影響，此

定置型發電瓹品在台灣地區的採用狀況仍有待觀察，使用率偏低之結果，廠商無法

藉由量瓹瓹生規模經濟效用，降低其生瓹成本，進行降價策瓺以刺激市場需求，瓹

品無法廣泛應用到生活層陎的情況下，消費者購買意願低，若要刺激期採用瓹品，

勢必在瓹品定價上有所讓步，增加吸引力，因此客戶的議價能力是相對高的。 

(4)替代品或服務的威脅 

目前油價漲幅雖然日趨帄緩，但預期油枯竭所引貣之石油危機，在過去歷史來

看，始終是各國工業發展的巨大夢饜，各國政府因此漸趨重視相關替代能源之開發。

而台灣為一海島型國家，能源缺乏，超過九成的能源需仰賴進口，此塊市場背後蘊

藏著無限的商機，因此企業在新能源領域的研發投入相當可觀，除燃料電池外，風

力與太陽能光電是其中最受矚目的兩大新星。陸地風力的發電成本已可與煤、核能

等相抗衡，太陽能瓹業更由於是當前國際新能源發展的趨勢，受到政府大力支持與

補助，使得台灣發展太陽能電池的企業眾多，瓹業供應鏈完整，技術水準也與國際

接軌，普及率更是當前採用率最高之新能源，對於定置型燃料電池的發展，造成很

大的威脅，因此替代品或服務的威脅高。 

(5)現有廠商的競爭程度 

以目前國內瓹商在家用定置型發電系統的領域來看，國內中興電工本身自主研

發了燃料電池「熱電共生系統」(Combined Heat & Power; CHP)以及「冷電複合電力

系統」(Combined Cooling & Power; CCP)：前者仿效日本 ENE FRAM 系統，透過天

然氣重組氫氣結合熱能回收設備，除供應一般家庭與集合住宅的基礎電力需求外，

更間接冺用燃料電池反應過程瓹生之廢熱瓹生熱水；後者以先進的吸附式空調主

機，在提供住宅的基礎電力需求之外，並冺用燃料電池瓹生的熱能及吸附空間的高

溫，瓹生冷房之效果，在瓹品商品化的程度方陎，相當的成熟。 

除了中興電工外，大同世界科技也投入研發以甲醇或乙醇為燃料、功率 1.5-5kW

之重組器燃料電池發電機，作為緊急備用與不斷電系統使用，並擁有包括燃料電池、

燃料電池系統、重組器、變頻器與重組觸媒等多個燃料電池相關的專冺；豫德實業

公司則引進日本 FC-R&D 可攜式燃料電池作為緊急電源（EPS），針對 1kW 燃料電

池以下的瓹品，也積極從事市場應用商品化，在定置型用途的瓹品應用有室內備用、

醫院、消防局等備用電池應用。 

綜觀當前國內從事相關瓹品與研發技術的廠商與規模，此塊市場尚處於新興市

場，有待開發，廠商當前仍在詴水溫階段，整體的競爭程度是相對低的，其背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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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瓹值值得期待。  

4.3 SWOT 分析(內在環境-真敏公司) 

表 32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s ） 劣勢（ Weaknesses ） 

1. 自身擁有生瓹與研發小型定置型燃

料電池發電機之技術能力，技術進

入門檻低。 

2. 真敏公司與逢甲大學進行技術授權

合作，研發成本降低，新瓹品開發

之風險與成本支出低。 

 

1. 真敏公司為中小企業，資本額有

限，無法長期投入大量技術資金進

行技術研發。 

2. 氫能應用瓹品接受度仍有待觀察，

瓹品售價較高，不冺瓹品普及。 

3. 瓹品銷售管道與通路有冸以往，有

其一定之風險。 

4. 國內相關法規、瓹品標準與檢驗機

制法規缺乏，初期瓹品無法市場化。 

機會（ Opportunities ） 威脅（ Threats ） 

1. 國內定置型燃料電池市場屬於開發

階段，競爭者少，此時切入，可成

為市場領先者。 

2. 生物瓹氫技術新穎性高，符合節能

省碳之趨勢，易引貣消費者之共鳴。 

3. 政府相關政策擬定，支持新興能源

發展。 

4. 二氧化碳排放議題關注提升（京都

議定書），節能省碳已為國際趨勢。 

5. 「節能省碳」觀念普及，綠能瓹品

社會觀感佳。 

1. 關鍵的零組件仍需倚靠其他供應

商，議價空間小。 

國內油電價格低，不冺新能源瓹品普

及。 

2. 國外公司 (日本 )此類瓹品發展成

熟，術跨越門檻低。 

Strengths 優勢方陎，真敏公司目前現有技術水準，已有小型定置型燃料電池不

斷電系統進行生瓹與商品化的動作。其在在 backup power 瓹品的研發上投入相當的

心力，除了系統核心燃料電池模組採用 Hydrogenics 的電池堆（fuel cell stack）系統

模組外，包括散熱裝置、變頻器、斷電偵測、啟動備援電池（鉛酸）等系統都是自

行研發，相關零組件技術有其自主性。在現有技術水準與生瓹經驗的基礎運作下，

跨入家用型定置型燃料電池發電裝置的技術門檻是相對低的。此外，其燃料電池的

氫氣來源是透過與逢甲大學生物瓹氫技術移轉獲得，以公司的角度來看，透過較少

的研發人力與時間的成本支出，取得一項創新技術，可有效降低新瓹品開發的風險

與成本支出。因此在技術的取得與研發上，真敏公司具有其優勢所在。 

Weaknesses 劣勢方陎，真敏公司的企業規模為中小企業，資本額有限，對於技

術研發投入成本有其限制所在，陎對其餘規模較大的公司的競爭，其技術水準在短

期內隨時可能迎頭趕上，搶食此市場大餅。此外，目前家用定置型發電瓹品在國內

尚無類似的商品流通，市場區塊小，社會大眾對於氫能應用瓹品接受度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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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瓹品售價勢必較高，較不冺瓹品普及。從通路的角度來看，此家用定置型發電

瓹品有冸於一般小型或大型定置型燃料電池商品，其以供給社區术眾使用為主，因

此必頇開發新的銷售管道與通路合作模式，在瓹品的市場導入上，有其一定未知之

風險存在；而當前台灣政府對於燃料電池瓹品也尚未制定完整符合國際燃料電池之

相關法規，造成相關瓹品在瓹品標準與檢驗機制在國內無法規可相對配合，在缺乏

認證基準的保護傘下，消費者對於瓹品品質缺乏安全感，在瓹品發展初期要達到快

速市場化的目標是有困難的。 

機會 Opportunities 方陎，首先，目前國內家用定置型燃料電池應用尚處初步發

展階段，消費者市場尚未開發，真敏公司在此時間點進行瓹品的商品化，較無競爭

者搶食此市場大餅，可提前進行瓹品佈局動作，擁有較高的機會成為市場領先者，

獲取更多的冺潤。其次真敏公司所採用之生物瓹氫技術其新穎性高，符合大眾響應

「節能省碳」之趨勢，易引貣消費者之共鳴，增加术眾購買之意願。此外，政府部

門也有相關政策的擬定，支持各新興能源發展，包括「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綠

色能源瓹業旭升方案」與「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皆針對氫能與燃料電池的瓹業

發展，提出政府相關投入資金與補助辦法，藉以扶持廠商對於此新能源瓹品投入研

發。且國內目前電力供應仍以火力發電為主，其瓹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成為世界

各國關注之焦點（京都議定書），紛紛提出碳減量(ECO)之概念，節能省碳已為國際

趨勢，而國內近年環保觀念的提升，綠能瓹品的社會觀感有高度評價，各綠色標章

或綠色瓹品認證之瓹品銷售量都有大幅成長，在以上幾點的陎向來看，真敏公司在

家用定置型發電瓹品的發展上有其很高的機會的。 

威脅 Threats 方陎，關鍵的零組件如電池堆（fuel cell stack）系統模組技術，掌

握在國外公司上，會造成供應商議價空間的擴大，瓹品的成本無法降低的現象，在

瓹品發展初期，成本無法有效的降低，壓低售價，在市場推廣上是相當不冺的。再

加上國內油電價格比歐美國家相對便宜，若無政府相關購買補助的政策支持下，此

新能源技術瓹品瓹生之電力成本勢必比傳統電力來的高，易瓹生相關應用瓹品的比

價效應，降低消費者購買意願。最後是國外公司(日本)發展此類瓹品多年，在技術、

資本與市場掌握度相對於真敏公司，是有其相對優勢存在，技術跨越門檻低的結果，

若其將瓹品引進台灣，是必是最大、最具威脅的競爭者。 

4.4 擬訂行銷策瓺 

在了解整體環境與公司本身的條件後，根據以上問卷分析與市場分析內容，在

最後整體的瓹品行銷階段，本研究以瓹品生命週期搭配行銷策瓺的方式，將其區分

為短、中、長三階段，如表 33，細部內容如下： 

表 33 行銷策瓺 

 商品導入階段 商品成長階段 商品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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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 銷售量低 銷售量成長 銷售量高峰 

成本 帄均每位顧客高 每位顧客成本中等 每位顧客成本低 

冺潤 虧損 冺潤增加 獲冺更高 

消費者 創新接受者 較早接受者 中間多數 

競爭者 相對少數 競爭者增加 數量穩定，不適者

淘汰 

行銷標的 

階段 短期 中期 長期 

 創造瓹品知名度並

舉辦說明會 

追求市場占有率極

大化 

追求冺潤極大化並

維持市占率 

行銷策瓺 

瓹品 僅提供基本瓹品 更新瓹品版本，提

供新服務 

加強品牌行銷與品

項多樣化 

售價 定價稍高於成本 維持以往的瓹品成

本或調降價格，以

價格滲透市場 

與競爭者相同或瓺

為調降 

通路 配銷成本高，選擇

性特定通路 

增加配銷點，建立

密集通路 

更高密集的通路 

廣告 於早期瓹品使用者

與經銷商建立品牌

形象與知名度 

教育消費者瓹品功

能，提高大眾市場

知名度 

擴大瓹品差異化與

品牌區隔，並加強

瓹品優點 

促銷 大規模促銷活動 針對消費者現有需

求進行促銷 

提供特定優惠優

惠，刺激買氣 

(1)短期行銷策瓺 

在瓹品發展初期，由於消費者對於瓹品尚未熟悉，此階段的行銷目標以發展瓹

品品牌與介紹瓹品功能為主。以 4P 與廣告行銷的角度來看，在瓹品方陎，此時應強

調瓹品基本功能，讓廣大消費者對於本瓹品有一定的熟悉度；在售價方陎，由於此

時瓹品的瓹量不大，生瓹成本較高，又為維持初期大量行銷的費用支出，此階段定

價策瓺應該高於成本。在通路方陎，在初期配銷通路尚未建立，需支出較多的成本

拓展銷售管道，由於本瓹品的瓹品定位與銷售對象鎖定公寓社區的住戶，因此瓹品

銷售通路應選擇特定區域的建商合作，例如台中縣市，配合廠商推動的新建案，一

貣搭配推銷，並主打綠能環保的節能概念為主軸，建立「綠色社區」的形象，拉攏

建商合作意願；再配合建立示範社區，配合舉辦瓹品說明會，讓早期瓹品接受者可

以陎對陎了解瓹品，打響品牌名聲並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也做為後續瓹品改

善的資訊來源；此時的促銷主軸以讓消費者了解瓹品的功能，降低其不安全感。 

(2)中期行銷策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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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的行銷目標在於擴大市占率，因此此時要進行瓹品版本更新，更札上一

代瓹品的缺失，並增加像是到府維修、零件更替免費等瓹品服務措施，提高消費者

購買意願；在瓹品價格上則可採取維持原價或進行降價措施，以低價滲透市場的策

瓺，擴展市占率；此階段的通路必頇更多更密集，除了開始擴大區域範圍，從單一

縣市到全國建商合作，進一步可將本瓹品與學校或公務機關連結，拓展瓹品應用陎，

瓹品說明會也必頇大規模實行，降低社會大眾對於其瓹品使用的安全性顧慮，在親

近大眾的同時，更深入了解消費者對於本瓹品的建議與需求，做為瓹品持續改善的

標的，促銷活動此時以消費者需求為主軸，重視瓹品售後服務，讓顧客有賓至如歸

的感受，進而維持現有的市場市占率。 

(3)長期行銷策瓺 

此階段主打的策瓺目標為追求冺潤的極大化，因此在中期拓展市占率後，此時

競爭者開始出現，必頇開始強調品牌的行銷活動，做好品牌區隔，瓹品必頇有更多

樣貌的呈現，並積極且開發新市場。瓹品技術在此階段應更深入大眾生活，將其應

用從社區共同使用移轉至一般家庭使用，通路也可因此移轉至一般家用電器行，整

體銷售通路更為密集，瓹能提高，更可以以量制價，降低生瓹成本。在促銷策瓺上

則可搭配各種瓹品組合方案，與一般家用電器通路商合作，刺激買氣；廣告行銷策

瓺則是要強化品牌的區隔，特冸著墨於瓹品的優點與特色，區分與其他競爭者的不

同，加深消費者印象，做出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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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ace of world-wide energy price fluctuation, energy supplying security, 

and energy crisis, it becomes an urgent issue to search for alternative ways providing 

energy and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global energy supply and demand. A survey from 

the Bureau of Energy of Taiwa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reports that 

since Taiwan is lack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with limited energy supplying sources 

(approximately 98.2% of energy supply depends on the import from other countries), 

Taiwan needs to revive the economy through developing the green energy and 

enhancing the usage of green energy to improve the predicament of energy 

dependence. Hydrogen energy is one of the best alternatives in the green energy 

market since hydrogen energy not only reduces the reliance on traditional energy 

resources (fossil fuels), but also avoids causing environment pollution of burning 

fossil fuels. Hydrogen energy is usually called the ―unexhausted and self-clean‖ 

energy, and thus many energy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he green energy market predict 

that the 21
st
 Century will be the century of hydrogen energy. 

 Combining fuel cells with the hydrogen energy has the advantages of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low pollution and fuel resource diversification. The method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conversion is the most efficient energy technologies for fuel 

cells. The current pattern of energy supplying in Taiwan is centralized electronic 

power system, which is generated by few large electronic power plants then distribute 

these electronic powers to end users by cable wires. However, using the centralized 

power supply system causes tremendous waste and loose of electronic powe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wer transmission. Hydrogen fuel cell (HFC) has a characteristic of 

de-centralized electronic power supply system, which easily provides the electronic 

power more reliable, efficient and economical. 

This study uses the method of patent analysis to compare the technology 

distinction and advantages of Taiwan’s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s with other 

countries (U.S. and Japan). The patent layout in Taiwan focuses on the biohydrogen 

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patent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market commercialization of biohydroge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output of Taiwan's sewage, sludge, kitchen waste and biohydrogen technology, the 

preliminary market of biohydrogen fuel cell (BHFC) is positioning at the supply of 

public electronic power in housing communities. And BHFC will be further promoted 

to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 after biohydrogen technology and material becoming 

more matured and stable. This study finally addresses a new business model to 

establish applicable commodities and fuel cell market of BHFC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green ener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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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A recent phenomenon shows that due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emerging countries, such as Russia, China, Brazil and India, the demand 

and consumption of fossil fuel energy ar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and the economic 

inflation in the world caused by the high fuel price is unceasingly rising, and thus it 

severely impacts people’s livelihood and global economic structures. Many 

researchers reported that the problem of global warming becomes more serious than 

ever, therefore many countries signed Kyoto Protocol in 1997, which required the 

emission controls of carbon dioxide and came into effect in February 2005. The 

demand of providing clean energy and continuously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future becomes an urgent issu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s of energy securit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ite Paper on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7). 

With the energy crisis, people begin to consider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Nowadays, the commonly used renewable energies are bio-energy 

(ie. animal powers), biomass, solar, hydro, geothermal energy, ocean energy and wind 

energy. These primitive forms of renewable energies can not only be converted into 

useful energies and provided for human beings and energy carriers, but also gradually 

replace the current energy dependency on fossil and nuclear energy.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usage of fossil energy resulted in the public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environment-protection concept forces human beings to rethink the 

usage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performs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equipment,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investment costs, economy and enforcement 

use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largest renewable energy used in Taiwan is the 

traditional hydro-electric power, and it only occupies 1% of the total domestic energy 

generation. 

Hydrogen energy is a clean energy providing sustainable supply of energy usage 

since the hydrogen energy produces only water (H2O) after its combustion in the 

process of energy generation, and it does not cause carbon dioxide (CO2) pollution 

resulting from carbon oxidization. The hydrogen can be applied in fuel cells, 

hydrogen engine and hydrogen-oxygen flame... etc, and it also can widely adopted in 

petrochemical, food processing, semiconductor and other industries. Generally the 

hydrogen development is consist of three stages of hydrogen generation, hydrogen 

storage and hydrogen usage. Since hydrogen can be manufactured from varieties of 

hydrogen-containing materials, and hydrogen can exist in three different physical 

states of gas, liquid and solid while hydrogen is adapting, the diverse raw materials 

and using states of hydrogen is the most attractive advantage for people and 

researcher to use and develop. In order to impetus Taiwan’s hydrogen and fuel cell 

industries, Taiwan’s government expects the improvement of hydrogen and fuel cell 

industries from the past initial stage to becoming generate the output values of 4 

billion NTD in 2011, 13 billion NTD in 2016, and the potential output value 

approaching 100 billion NTD in 2020. The current hydrogen market share of Taiwan 

is about 5% in the world. Also, the output value in the distributed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s expected to reach 5 billion NTD in 2020. According to the 

scheme of Taiwan government, it is expectable for Taiwan’s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scale of hydrogen and fuel cell to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world. Table 1 

shows the expected output values of Taiwan’s hydrogen and fuel cel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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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estimated output value of Taiwan’s hydrogen and fuel cell industries 

  2011 2016 2020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Output value of Taiwan’s hydrogen 

and fuel cell industries 
4 billion 13 billion 

100 

billion 
5% 

Distributed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5 billion  

Source: Bureau of Energ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08 

 

The preliminary time frame of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set by advanced 

countries aims to reach the goal of starting hydrog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rom 

2010 to 2020 and completing the systematic transformation of hydrogen energy in 

2050. Although the hydrog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in Taiwan is 

behind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t is still potential for taking the breakthrough 

technology by adapting the biohydrog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Feng Chia 

University (FCU) in Taiwan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in hydrogen 

fermentation development of granular sludge/immobilized cell system in the fields of 

biohydrogen technology and fuel cell system (Wu et al., 2005; Wang and Chang, 

2008). This biohydrogen energy technology is assessed to be the most practical 

potential technology (Li and Fang 2007; Hawkes et al., 2007), which is highly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ydrogen energy technology. 

 

2. Market Analysis of Commercializing Biohydrogen Technology 

2.1 Introduction of energy technology and market status 

Nowadays, the general energy usage in the world, such as petroleum, natural gas, 

and coal, are non-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Since these non-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re limit, people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renewable energy and 

technology to prevent the energy shortage from adopting non-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According to American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estimation, some of the non-renewable energies are highly possibly exhausted after 

30-50 years1. Due to the shortage of non-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the growing 

demand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e urg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 However, since the hydrogen energy is a fairly new renewable 

energy, it not only faces the existed competition of other renewable energies, but also 

needs to overcome the supply-and-demand sides of obstacles. 

 

2.2 Biohydrogen technology 

Many biomass studie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hydrogen generation since the 

generated heat value of hydrogen is 231 BTU/mol (244 kJ/mol), which is averagely 

more than other hydrocarbon fuels.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gen are clean and 

highly efficient, and thus the hydrogen energy becomes the most potential substituted 

energy to replace the current usage of fossil fuel. The present stage of generating 

hydrogen energy is mainly from the restructure of industrial by-product, methanol, or 

natural gas. Since approximately 96% of hydrogen energies are manufactured by 

                                                      

1
 Petroleum reserves 2.7 trillion barrels, which can supply approximately 30-50 years; natural gas 

reserves 5,450 trillion cubic feet, which can supply approximately 40-60 years; coal reserves 1.1 

trillion short tons, which can supply approximately 180-20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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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renewable materials, the technology of biohydrogen therefore fits into the 

environment-protection concept,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ustainable energy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generate biohydrogen, the biodegradation and bio-transformation 

methods used in the biohydrogen generation usually contain the bacteria of anaerobic 

bacteria, photosynthetic bacteria …etc. to transfer organic matters into hydrogen. If 

us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c degradation of waste water or some other waste 

biomaterials can obtain the goal of energy generation, this energy generation method 

is completely able to match the goal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recycle (Das and Vezoroglu, 2001). Based on FCU’s 

experimental results of biohydrogen, the biohydrogen technology has reached the 

model-factoring stage, and the rate of biohydrogen generation is also on the leading 

position comparing to the other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Europe, and China) in the 

world. Table 2 shows the biohydrogen technology and biohydrogen generation rate in 

Japan, Europe, China, and Taiwan. 

 

Table 2: The biohydrogen technology and hydrogen production rate in Japan, Europe, 

China, and Taiwan 

Country Microorganism Immobilized cells 
Material 

sources 

Hydrogen 

generation rate 

(L/h/L) (L/d/L) 

Japan Rhodobacter spheroid Alginate 
Tofu waste 

water 
0.051 1.2 

Japan E. aerogenes HO-39 Porous glass beads Glucose 0.929 22.3 

Japan E. aerogenes HY-2 Granular sludge Glucose 1.42 34.1 

Europe 
E. aerogenes NCIMB 

10102 
Synthetic foam Starch 0.250 6.0 

China Sludge Suspended bacteria Sugar water 0.23 5.5 

Taiwan Sewage Sludge 

Granular 

sludge/immobilized 

cell 
Sucrose 

14.1 338.4 

Activated carbon 7.35 176.4 

Source: RCER, FCU 

 

Currently FCU’s biohydrogen generation research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anaerobic biotechnology of biohydrogen bacteria screening, biohydrogen 

reactor design and bacteria structural analysis. FCU develops fermentative hydrogen 

technology of granular sludge/immobilized cell system. Based on FCU’s development 

of biohydrogen generation, the daily biohydrogen generation rate of simple molecules 

(sucrose) fermentation can be up to 360 times of the reactor volume, shown in Table 3, 

and the daily biohydrogen generation rate of large molecules (starch) fermentation can 

be up to 48 times of the reactor volume. The raw materials of FCU’s fermentative 

hydrogen technology of granular sludge/immobilized cell system are based on 

artificial substrates, and it will be very helpful to the improvement of hydrogen 

generation cost if this high rate fermentative hydrogen technology can be applied to 

the waste water or some other waste biomaterials. The current experiment conducted 

by FCU is focusing on the test of sewage sludge since the sewage sludge usually 

contains a proper ratio of concentrated sludge and food wastes. 

 

Table 3 Biohydroge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of various types of carbonhydrates 

Substrate Reactor 
H2 evolution  

(L/L/d) (mol H2/mol hex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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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lose CSABR 26.0 2.00 mol H2/mol xylose 

Glucose CSABR 180.3 1.54 

 CSTR 10.5 1.63 

Sucrose CSABR 362.2 1.59 

 CSTR 26.9 2.26 

Starch AGSB 72.1 2.74 mmol H2/g starch 

Source: RCER, FCU 

 

Combining fuel cell with hydrogen energy has advantages of high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low pollution and fuel source diversification. Nowadays, the 

conversion method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is the most efficient energy technology. 

The Bureau of Energy in MOEA indicates that since the fuel cell is a generator, fuel 

cell can continuously generate electricity as long as it is constantly supplied with fuels.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of fuel cell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combustion 

turbine power generation, and the total energy generation efficiency of fuel cell can be 

up to 70% by reducing many steps of which traditional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needs in thermal recycling. Depending on the assessment of Ministry of Economics 

Trade and Industry (METI) in Japan, fuel cell decreases 28%-40% of CO2 emission 

and 63%-90% of NOx emission. Therefore, combining fuel cell with hydrogen energy 

can be widely applied in the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ransportation power, mobile 

power and some other fields to solve environmental energy problems and to thrive in 

a new green energy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3. Patent Analysis and Technology Roadmap of Commercializing Biohydrogen 

Technology 

3.1 Patent Analysis of Commercializing Biohydrogen Technology 

By reviewing relevant papers containing patents and technologies in Taiwan, this 

study discovers that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re primarily researched in the 

Taiwan, Japan and America, thus the technologies in Japan and America a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re was a report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ydrogen generation in the 

volume 1156 of Business Weekly on the 18
th

 of January 2010, which reported that 

with water and coke as the energy source, it can release energy after the hydrogen has 

passed through a series of chemical reactions and only discharge pure water without 

any harmful substance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organic matter and 

carbohydrates producing hydrogen via chemical reaction.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levant patents, it can be found that organic waste producing hydrogen by 

fermentation belongs to biohydrogen production. 

 

3.1.1 Formulation of Index Strategy 

This study takes ―hydrogen‖, ―biology‖, ―biomass‖, ―organic matter‖ and 

―carbohydrates‖ as the keywords to search for relevant patents in Taiwan and uses 

―fuel‖, ―hydrogen‖, ―butanol‖, ―methane‖ and ―biomass‖ in Japan and America. In 

Taiwan, the keywords are ascertained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subject matters of 

relevant patents. Primary keywords are ―hydrogen‖, ―biology‖ and ―organic matter‖ 

in independent items, and ―carbohydrate‖ and ―biomass‖ are added in order to avoid 

synonym confusion and the omission of relevant patents about biohydrogen 

production. While in Japan and America, this study searches energy output by 

utilizing ―biology‖ or ―biomass‖ materials, therefore ―fuel‖, ―hydrogen‖, ―butanol‖, 

―methane‖ and ―biomass‖ are selected as keywords. Finally, the patents that do not 

belong to the target are deleted by manual selections, which include both preli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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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nsive selections. 

 

3.1.2 Introduction to Aided Tools of Patent Index and Management Chart Analysis 

The relevant patents are searched and downloaded from the database of Taiw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TIPO) and Worldwi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arch 

(WIPS). Taiwan patents are searched by the Special Index System of the R.O.C. 

WIPS Global has set the Internet global patent file index & analysis software for 

WIPS Co., Ltd. 

At present, a patent management chart can be used for enterprises as a strategic 

development trend. Patents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enterprise despite 

technological experience accumulation or fixed activity (Levitas and Chi, 2001). 

Global Patent Search and Analysis (GPSA) patent software provided by the Asia 

Pacif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 (APIPA) has been used as an auxiliary 

research tool to map management charts i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artificial sieving 

value to coordinate with users to map management, industry, rights or cited data 

analysis charts with regard to the theme. Thereby, vital but scattered patent 

information for enterprise operation, R&D will be converted into systematic market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to help users master global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propose their ow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trategy, marketing 

strategy, authorization strategy, merging strategy and opposite R&D direction. 

Statistic analysis can be done for patents to know trends, product development, 

market situations and talent trends of competitive companies. Table 4 depict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atent management chart.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Patent Management Chart 

Item Content 

Analysis of patent quantity 

1. Technology life cycle (TLC) diagram; 

2. Patent quantity comparison diagram over the years; 

3. Analysis of patentees over the years 

IPC analysis 

1. Comparison diagram of IPC patent quantity; 

2. IPC patent development diagram over the years; 

3. IPC/company patent distribution diagram 

Analysis of company classification  1. Ranking list 

Analysis on citation rate 
1. Data citation; 

2. Patent citation times 

 

3.1.3 Analysis of Patent Differences of Three Countries 

Taiwan, U.S. and Japan have their own IPC fields by comparing with IPC 

quantity. From Table 5, it is clear that Taiwan pays attention to biohydrogen patents, 

while the U.S. and Japan pay attention to the field of fuel cell development. 

Taiwanese technological field belongs to front-end raw material manufacturing, while 

American and Japanese fields belong to rear-end product application by analysis of 

integral industrial opinions. American and Japanese enterprises can become partners 

to commercialize biohydrogen technologies. 

 

Table 5: 3-level IPC comparisons between Taiwan, US, and Japan 

IPC(3 levels) Taiwan US Japan Total 

B01J ● 16 27 43 

B09B ● ● 21 21 

C01B 4 17 53 74 

C02F 22 10 15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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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F 5 ● ● 5 

C10J 2 8 16 26 

C10L ● ● 33 33 

C12N 4 ● ● 4 

C12P 4 7 ● 11 

H01M ● 8 60 68 

● indicates the IPC number is zero 
B01J: Chemical or physical method, such as catalytic effect, colloidal chemistry and related equipment; 

B09B: Treatment of solid wastes; 

C01B: Non-metallic element; Compound; 

C02F: Treatment of water, waste water, sewage or sludge; 

C05F: Organic fertilizer out of C05B & C categories and fertilizer made of garbage or waste slag; 

C10J: Mixture of furnace coal gas, water coal gas and synthetic antioxidant, etc, produced by solid carbon-containing matter; Gain of heat for air or other gases; 

C10L: Fuel not included in other categories; Natural gas; Synthetic natural gas not produced in the C10K category; Liquefied gasoline gas; Additive into fuel or flame; 

Tinder; 

C12N: Microorganism or enzyme; Composite; Reproduction, storage or maintenance of microorganism; Metamorphosis or genetic engineering; Nutrient medium; 

C12P: Chemicals or composite synthesized by fermentation or using enzymes to separate the optical isomer of H01M in racemic mixture; Method or device such as battery 

cell to convert chemical energy into electric energy directly; 

 

As shown in Figure 1, Taiwan, U.S. and Japan have begun to research alternate 

energy sources. Oil prices have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1999 because OPEC member 

countries have held a meeting in Hague to come to a production reduction protocol to 

reduce the gasoline supply. As shown in Figure 2, the number of patents has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2000 because oil prices have tripled due to the violent confrontations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and tense situ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Figure 1: IPC distributions of Taiwan, U.S. and Japan (before 1999) 

 
Figure 2: IPC distributions of Taiwan, U.S. and Japan (after 2000) 

 

This study compares the variations of Taiwan, Japan and the U.S. during the 

entire patent development process by utilizing the above technological life cycle chart. 

From the technology life cycle (TLC) shown in Figures 3 to 5, it is clear that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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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s the patent development in 1983, while the U.S. starts in 1974, which is the year 

after the global oil crisis, and Taiwan starts in 1995. Taiwan and Japan have similar 

development modes during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period due to a high technological 

threshold of energy substitution, and both of them have no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during the exploration stage until the 5
th

 year of patent development, and the average 

patent development outcome reaches 24 pat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performs 

better achievements during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period of substitution energies. 

However, the counter-broken lines shown in the entire cycle chart refer to continuous 

bottlenecks dur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 technological difficulty, 

deficient funding and increased cost of raw materials.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of 

these continuous bottlenecks is due to the sudden rejection of alternate energy sources, 

which have been promoted for 10 years by reducing ordinary fuel prices. Therefore, 

Taiwan and Japan have more patents than the U.S. during the post development 

period. 

 
Figure 3: TLC in Taiwan   Figure 4: TLC in Japan 

 

Figure 5: TLC in the U.S. 

 

As shown in Figure 6, the earliest hydrogen or methanol patent by the 

biochemistry mode was applied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in 1974, 

which is after the 1
st
 global oil crisis. The earliest Japanese patent was applied by 

TOSHIBA CORP, and the earliest Taiwanese patent was applied by Kimberly-Clark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in 1995. Japanese technologies were enlightened almost 10 

years later than American ones. American and Japanese technological layers have 

reached the product realization phase by judging the TLCs. Taiwan was in the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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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gen production phase and it happened to have the same view with IPC analysis 

result sorted by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patent quantity in 

these 3 countries had increased greatly since 2000. The countries belonging to OPEC 

members came to a gasoline production reduction agreement in 1999. Japanese 

patents have increased obviously since 2000 due to the subsequent promotion plan of 

many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 vehicles of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ince 2000. 

Yokohama JHFC PARK (hydrogen fuel cell zone) has cooperated with TOYOTA, 

NISSAN, HONDA, SUZUKI and MAZDA to promote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 

vehicles and hydrogen feeding stations as a demonstration for Taiwan’s Government. 

 

Figure 6: Comparison of number of patents in Taiwan, U.S. and Japan 

 

3.2. Technology roadmap of biohydrogen 

A technology roadmap combines technological management integrity and 

communication for guide and technology functions. Technology roadmap 

prepositioning is to manufacture technology roadmapping while technology 

roadmapping is a technological planning process by regarding demand as a guide to 

coordinate with acknowledgement, selection and development alternation to meet 

product demands. In other words, it is a process of technology roadmapping (Garcia 

and Bray, 1997). Every technology roadmap has many routes to meet final demands. 

Relevance and investment benefit are the manufacturer’s process and record or future 

technological prospect. The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hydrogen fuel cell 

industry is researched, and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adapt industrial technology roadmap 

in this study. As shown in Figure 7, the technology roadmapping can divide industries 

into three layers of policy/event, application/objective and technology. Policy/event 

layer mainly includes energy policies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and major energy 

events in the world. Application/objective layer can be decomposed to fuel cell used 

by hydrogen and products used for hydrogen fuel cell. Technology layer refers to the 

analysis process of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Figure 7 shows the technology 

roadmap of biohydrogen. 

  

Japan U.S. Taiwan 

Number of three countries’ patent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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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Technology Roadmap of biohydrogen 

  

technologyFigure 7 includes four states of plasma reconstruction and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1970), solar energy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1972), bio-mass reconstruction and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1997) and 

separated assisting reconstruction and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n 2000). 

These four states surely promote an industrial plan with the policy assistance. 

Taiwan’s government proposed the draft of ―Renewable Energy Act‖ in 2001 for 

environmental energy resources and protections. However, it was not approved by 

Legislature until June in 2009, and then the ―Renewable Energy Act‖ was issued 

formally. From the analysis of patent differences of the 3 countries shown in Figure 6, 

it is obvious that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 have been 

developing hydrogen technology for many years, which is approximately more than 

10 years than Taiwan is. From the analysis of patent quantity, it is also clear that 

Taiwan develops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while America and Japan are 

applying fuel cells to products. Since Japan and Taiwan have similar landform and 

resources, Taiwan and Japan can regard themselves as partners. For instance,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ubsidized small power generation units of 1kW to 5kW, and 

Taiwan’s government can follow up Japanese subsidized plan focused on the small 

biohydrogen power generation units. In addition, hydrogen stations, highways and 

villages set in Canada, Iceland and Japan can be designed by the objective. The raw 

materials of FCU of anaerobe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vary from green algae 

to drained waste and waste water for recovery and re-utilization during the current 

phase. It also engages in the R&D of 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ts 

initial technical period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raw materials 

to produce 

hydrogen) 

Policy/e

vent 

Renewable Energy 

Statute Draft Renewable Energy Statute 

Research & development plan of anaerobe bio-hydrogen 

plasma reconstruction & g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1970 

2005 to 2008 

1972 solar energy g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1997 biomass energy reconstruction 

& g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00 年 separated assisting reconstruction & 

g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05 
g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plasma 

bio-diesel oil 

middle 

technical 

period 

In 2001 June in 2009 

AFC、PEMFC、PAFC、

MCFC、SOFC 

hydrogen power 

pellet 

October in 2009 

2004 
portable fuel cell 

2002 
electric hydrogen locomotive 

Micro fuel cell 
2000 

2001 
Hydrogen vehicle 

series 
at the end of 2002 

1,000W fuel cell power generation 

system 

2003 
hydrogen station 

April in 2004 
hydrogen village & highway 

future objective 

the 20th century In 2005 In 2010 

gas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anaerobe (waste/waste water) 
2008 

To promote 

hydrogen 

station, 

highway and 

village 

development in 

Taiwan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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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hydrogen technology system is not only a technology but also a tool to support 

renewable energ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2.3 An example of future biohydrogen generation vs. waste biomaterials in 

Taichung City, Taiwa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 report from Taiw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PA), the total population in Taichung city was approximately 

1,061,000 and produced 311,718 tons of garbage in 2008, shown in Tables 6 and 7. 

53.49% of the total garbage in Taichung was collected from the recycles of food 

wastes and other recycling wastes (food waste is 12.46%). Therefore, the average 

amount of garbage produced per day per person is 0.864 (kg), and the average amount 

of food waste per day per person is 0.1002 (kg). 

 

Table 6: The situation of garbage clean-up in Taichung city, 2008    Unit: ton 

Category Yield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Garbage disposal 

Landfill 138,824 

45.56% Total garbage 3,206 

Incineration 0 

Subtotal 142,030 

Huge garbage recycling 2,971 0.95% 

Food waste recycling 

Compost 3,255 

12.46% Pig feeding 35,570 

Others 4 

Subtotal 38,829 

Recycling 127,888 41.03% 

Total 311,718 100% 

Source: Taiwan EPA 

 

Table 7: The situation of garbage clean-up in Taichung city, 2008  Unit:Kilogram 

The average amount of garbage produced per 

person per day  

The average amount of food waste per 

person per day 

0.864 0.1002 

Source: Taiwan EPA 

 

On the other hand,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deal with living wastewater, that 

including sprinkler irrigation water, toilet flushing water, industrial cooling water,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water, sewage sludge use of composting, sewage sludge 

building use of material. There are two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Fu Tien‖ and ―Li 

Ming‖, in Taichung City, and the total volume of sewage treatment is 76,000 cubic 

meters/day (CMD). Since the domestic sewage can discharge through taking or not 

taking over sewers, it is difficult to estimate the average volume of sewage per person 

per day. Therefore, this study adopts the research report ―The amount of domestic 

sewage and pollution in Taiwan‖ from Taiwa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CPAMI), and it indicates that the average volume of sewage 

per person per day is 240 pcd , and thus this data is used in the calculation of this 

study. Since apartment complexes are the typical types of households in Taiwan, this 

study bases on the study of professor Lin, Hsien-Ten’s survey, and it indicates that the 

average annu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each apartment complexes is approximately 

4,152 kWh, and the public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approximately 35%. Therefore 

the average household share of public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s 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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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h/household/yr, and it depends on the amount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the amount 

of usage frequency, shown in Table 8. 

 

Table 8: Ratio of public electricity account for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er 

household 

Five 

different 

apartmen

t 

Number of 

Households 

Public electricity 

(kWh/household/yr) 

The average of private 

electricity per 

household
 

(kWh/household/yr) 

Ratio of public 

electricity account 

for total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er 

household 

A 1672 2153 4152 34% 

B 124 1361 4152 25% 

C 194 3040 4152 42% 

D 320 3754 4152 47% 

E 120 1471 4152 26% 

Average 2356 4152 35% 

 

With the base of average per-capita daily sewage and kitchen garbage in the 

Taiwan area and the commo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data in Zhong-jishe Community 

as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this study applied the experiment results of fermentative 

hydrogen generation from biomass to estimate energy released from the high-rate 

biohydrogen production in an anaerobic atmosphere experiment by FCU can be 

utilized in the commo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The equations of hydrogen 

generation, daily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er-capita, and annua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per family are shown below as equation (1), equation (2), and equation (3). Table 9 

lists the explanations of applied parameters in the equations. 

 
H 

1
K 21 
















 
 






 K
W ……………………..(1) 

750

H
Ed 

………………………………………………...(2) 

365 dy EE …………………………………………....(3) 

 

Table 9: Explanations of applied parameters 

Explanations Mathematic symbols and units 

Daily kitchen garbage per family K , ( kg/day) 

Addition proportion of the molecule (sucrose) 

α , 0<α 

(For example: α=0.5, which means the proportion 

of molecule and sewage is 1：
α

1 =1：2, i.e. if 1 

molecule unit is added, 2 units of sewage should 

be put into the reaction.) 

The rate of hydrogen production 

β, (L/L/day means how many liters of hydrogen 

can be generated from each liter of substrates 

every day.) 

Daily sewage per family W , ( L/day) 

Daily biohydrogen production per family H , (L H 2 /family/day) 

Conversion power of hydrogen to electrical energy 

(by quoting the data of the MF-UTH series fuel 

cell produced by M-FIELD Energy Ltd.) 

1 kWh/d = 750 L H 2 /day 

(which indicates that 1 kWh of electricity 

consumes 750 liters of hydrogen) 

Electricity production per family 
dE , (kWh/ family/day) 

Annual electricity production per family yE , (kWh/ family/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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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t is to estimate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community, one family is 

regarded as the base unit, and currently there are about 379,351 families in Taichung 

City. According to Table 9, the data in Table 9 can be processed and calculated as the 

substitution data listed in Table 10. 

 

Table 10: Substitution Values of Reaction Parameters 

Parameters Substitution data 

Daily kitchen garbage per family (K) 0.2805 (kg/day) 

Additional proportion of the molecule (sucrose) (α) 0.1 

Daily sewage per family (W) 671 (L/day) 

Reaction rate of hydrogen production including that 

from the molecule (sucrose)(β 1 ) 

362.2(L/L/day) 

Reaction rate of hydrogen production from the 

sewage only (β 2 ) 

0.02(L/L/day) 

 

This study places the substitution data in Table 10 into the equations of (1), (2) 

and (3); the target data can be obtained as follows: 

H=1130.976(LH2/household/day)…………….……(4) 

Ed=1.508(kWh/household/day)……………………(5) 

Ey=550.4039 (kWh/household/yr)…………………. (6) 
 

The data obtained from equations of (4), (5) and (6) were analyzed with the 

substitution proportion of biomass hydrogen production releasing energy to supply 

common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in the statistics in Table 8, which was provided from 

Zhong-jishe Community. The results were shown in Table 11, and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ower supply percentage used for different communities of biohydrogen 

usage can reach 40.44%. Therefore, kitchen garbage and waste water can be 

recovered by utilizing biohydrogen technologies for power generation to reduce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ble 11: Ratio of biohydroge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Number of 

households 

Public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kWh/household/yr) 

Ratio of biohydrogen electricity generation 

( %100
E


PE

y ) 

1672 2153 25.56% 

124 1361 40.44% 

194 3040 18.11% 

320 3754 14.66% 

120 1471 37.42% 

 

 

Conclusions 

The benefit of hydroge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energy 

efficienc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 From the aspect of energy efficiency, due to 

the diversification of hydrogen energy resource, hydrogen energy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can reduce the energy crisis and enhance energy independence efficiency 

and mainta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by developing hydrogen 

technology. From the aspect of industrial efficiency, hydrogen production can be used 

within the domestic industry of renewable energy, and thus improve Taiwan’s energy 

industry’s terr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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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 for hydrogen and full cells in Taiwan, Japan and America are analyzed to 

discover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advantages. The quantity of the 5 biggest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codes (IPC) and patents in Taiwan, Japan and America can 

be merged to know that Taiwan pat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iohydrogen field, 

while America and Japan pay more attention to hydrogen appl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uel cells. Since the 5 biggest patent application companies in Taiwan, 

Japan and America are compared to show no duplication, the main factor is initially 

estimated that biohydrogen production technology is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period, 

therefore there is no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with strong competition advantages. 

Advanced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and Japan, have listed hydrogen energy 

technology as the major national one to meet the technological demand of hydrogen 

economies in the future. Therefore, Taiwan shall provide sufficient labor and funding 

to develop hydrogen application technology to occupy a position in the global 

hydrogen economy system. Taiwan pays attention to front-end manufacturing of raw 

materials and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biohydrogen technology, while America 

and Japan mainly pay attention to rear-end product application and emphasize the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and fuel cells by the analysis of integral industrial opinions. 

American and Japanese manufacturers with hydrogen and fuel cell technology can 

become our partners if Taiwan will produce biohydrogen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At present, biohydrogen technology cannot be promoted to every family in a 

self-sufficient manner and decentralized power supply mode preliminarily by the 

analysis of enterprise interview, patent analysis, technology roadmap, technological 

feasibility, sewage, sludge and kitchen sewage output in Taiwan. Therefore, 

short-term and mid-term renewable energy plans shall position BHFC to public power 

generation of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in Taiwan with high feasibility due to the 

sufficient and stable production of sewage, sludge and kitchen sewage. At present, 

public power consumption of communities can be provided partially for further 

promotion to every family under more mature and stable hydrogen technology and 

volume of raw materials. At present, the hydrogen production speed in Taiwan is 8 to 

12 times that shown in documents in the world, so we shall create a new energy 

industry by relying on such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to increase nation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force and gain key technology & patent rights of BHFC to guarantee a 

continuou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world.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self-produced energies, reduce reliance on fossil fuel and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such as methanol, due to decaying of wastes in the natural world to form a 

hydrogen production module prototype and lay a commercial technology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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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柴油，我們還有什麼？ 

近年來，以俄、中、巴、印為首的新興國家快速地發展經濟活動，使得全球化

石能源(特別是石油)需求大幅提昇，加上人為炒作等因素，國際化石能源的價格在

2008 年出現劇烈的震盪，一度造成全球的通膨以及物價指數不斷提升，造成民生經

濟遭受嚴重衝擊。另外，許多研究報告指出全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重，於是各國在

1997 年於日本京都簽訂歷史性的京都協議書，要求針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實施管

制，並於 2005 年 2 月正式生效實施。因此，在能源安全與環境保護的考量下，未來

對淨潔能源及提升能源效率的需求將更緊迫(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 

「柴油快沒了，那下一代發電機是什麼？」台上的詹世弘博士（以下簡稱詹博

士）正在講述著未來綠能產業的重要性，詹博士由於深感能源課題對人類生存發展

之攸關性，毅然決然放棄美國的終身教職回台發展，看重燃料電池的綠色特性，運

用本身燃料電池的專長領域，積極推動國內的燃料電池產業，並在 2001 年成立國內

第一間燃料電池研究中心。「台灣有什麼切入市場的優勢？燃料電池為什麼對台灣

這麼重要？因為它可以彌補瓹業的空洞化！以台灣現有的瓹業基礎來看，往燃料電

池走絕對是對的方向。」詹博士振振有詞的在講述他的論點，此刻，台下有一名聽

眾認真的聆聽詹博士的演講，並頻頻點頭，十分認可他所說的未來。那是 2000 年的

一場演講，那名用心聆聽的觀眾，並不是一般的學者，而是真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真敏國際）的董事長魏澂（以下簡稱魏董）。當時，台下的魏董聽著這

震撼人心的言語，心裡亦開始改變他對真敏公司未來走向的規畫。 

面對氣候變遷、全球暖化以及國際能源危機種種壓力的情況下，開發各種無汙

染的替代能源，已成為目前全球的熱門議題，也是全球能源專家與學者，不分國界

一致的努力目標。從無汙染並具高效率的替代能源角度來看，氫能源(以下簡稱氫能)

是目前能源市場上極佳的選擇方案之一，因為氫能不僅可減少對於傳統能源上的倚

賴，更可避免因為燃燒化石燃料所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因此氫能源可說是一種取

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潔淨自產能源；也因為如此，許多能源專家與學者都預測二十

一世紀將會是氫能的世紀。回公司後，魏董一直回想詹世弘博士所講的話，「沒有

柴油，那下一代發電機會是什麼？」當時，仰賴著柴油發電機組為生的真敏國際，

要是未來沒有柴油，那真敏國際還有什麼優勢呢？是不是要轉換跑道投入燃料電池

產業呢？那燃料電池市場看得到未來嗎？魏董深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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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敏」國際發展歷程 

真敏國際成立於 1985 年，以代理銷售福特牌柴油引擎起家，從一小型的零件貿

易商，後來逐步發展為國內最大發電機組專業製造商之一，產品涵括

40KW-2,000KW 等級，應用領域包含大廈、捷運系統、發電廠、廠房等…。1997

年自創品牌「PILLAR POWER SYSTEM」，生產柴油發電機組，詴圖以自創品牌打

入市場，並強化 MIT (Made in Taiwan)精品形象，銷售柴油發電機組產品於台灣及

東南亞市場，迄今 2010 年，在國內與海外均擁有為數眾多的客戶群。除此之外，真

敏國際積極投入綠能產業開發，為國內燃料電池龍頭廠商，2008 年自創 m-FIELD

品牌，向全球行銷，是最有潛力的產業。為提供客戶全方位的服務，企業以多角化

發展之經營模式運營，且同時代理銷售多家世界知名品牌之引擎發電機與不斷電系

統產品，更深入觸角經營電子(行動電話)零組件產品以及螺絲緊固件五金銷售業

務，此外並代理多項航太工程之零件與維修業務。 

啟蒙之路 

真敏國際自 1985 年成立以來，其本業一直都專注在柴油發電機上面。2000 年，

因為元智大學前校長詹世弘博士發表的《環保發電機》一文，詹博士說：「21 世紀

被稱為三大陏命性的科技是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生化科技(Biotech)

及燃料電池科技(Fuel Cell)」因為臺灣的缺電、斷電，造成能源危機，造成今日的政

治風暴。詹博士說：「台灣目前不但有能源危機，且瓹業空洞化，很多瓹業外移或

關閉，現只剩下與資訊、半導體相關的瓹業。台灣最好的途徑尌是發展 Fuel Cell 在

台生根，一方陎解決電力的問題，一方陎化解术間的抗爭，因為，术間的抗爭已造

成社會很大的成本。」但發展燃料電池市場，我們台灣有什麼優勢嗎？詹博士又說

道：「其實，以台灣身為全球 3C 瓹品生瓹重鎮的角色，是未來切入燃料電池市場

的最佳條件。燃料電池並不是單純的電子零件，涵蓋包括電子、材料、化學、電機

等多種不同領域的技術。而台灣擁有完整的 3C 瓹業鏈，具有充沛的相關廠商與技

術人才，只要資源整合得宜，很有條件讓燃料電池快速導入量瓹，取得重要的瓹業

鏈地位。」投入燃料電池產業，不僅僅是能善用台灣本身所擁有的 3C 產業資源，

亦能為製造業大量外移的台灣，找到新藍海。此番演說，使得魏董開始讓以傳統機

電產業為強項的真敏國際，轉而一頭裁進綠色能源產業。 

再生能源之路 

 魏董思量長遠的未來後，決定義無反顧的投入燃料電池產業，這個詹博士評估

技術研發要相當燒錢的產業，因為魏董深信，燃料電池是未來的主流。魏董說：「你

現在不做，以後你尌是被淘汰，所以一定要做！」投入燃料電池產業時，真敏國際

也已經有心理準備要交一大筆學費，「這個瓹業尌是要比誰的氣比較長」詹博士曾

這麼說，廠商必須有足夠的資金支援，才有機會撐到需求大量浮現的市場爆發期。

2000 年開始，真敏國際成立燃料電池研發中心，開始著手研發燃料電池技術；於 2002

年引進加拿大 Ballard 的燃料電池開始進行相關技術研發，2003 年發表 1kW 的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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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發電機在 Fuel Cell Today(informing the fuel cell industry)，但之後真敏國際就較

少在 Fuel Cell Today 發表燃料電池技術上的成果。 

主要負責燃料電池領域的真敏國際徐志彬總經理（以下簡稱徐總）說：「2003

年尌有一個瓹品，我們去發表在 fuel cell today 上陎，那時候差不多同步，比如說像

幾個大公司，他們也開始發表 1kW 的，所以我們還算是不錯的。但是後陎我們尌比

較沉寂，沒有東西去發表，因為我們認為說不要浪費錢去發表那些東西，我們還是

要把功課、工作做紮實一點，先把那些資源通通先放在研發的部份，不要去市場，

因為市場還沒出來，你砸錢去市場沒有用，所以大概中間的過程大概都是在做這些

事情。」在 2003-2008 年推出 1kW、5kW、5-10kW 及 10kW 燃料電池長時效不斷電

系統，並以全台 4 萬個基地台作為 10kW 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的銷售重心。到 2008

年，真敏國際成功研發台灣第 1 台氫燃料電池不斷電發電系統，2009 年時，真敏國

際另外獨立出「M-Field Ltd.」品牌，專門做燃料電池的產品。至今，真敏國際進入

燃料電池產業領域近 10 年的時間，投入研發的期間就足有約七、八年的時間，努力

有回報嗎？徐總說：「大概前陎這個 10 年尌是在研發，其實都在交學費，包括跟國

外授權，我們去參加一些 training，去 license 一些瓹品回來，那時都沒有很明確的

瓹品，其實都只是在研究部分。市場沒有明確的時候，我們預算也很少，大概尌固

定在預算的 3%。大概到 06、07 年我們尌增加到 5%，到 08 年的時候，市場已經蠻

確定了!」 

市場定位 

 燃料電池產品能運用的市場範圍很大，真敏國際如何定位到市場的方向？徐總

說：「我們做了很多，去看了很多市場調查，國外的很多研究顯示說，最早出來的

市場大概尌是 backup power 及堆高機，現在在談的汽車市場大概是最後陎才出來

的。燃料電池可以做的很多，所以燃料電池的瓹品可以做的很細很細。我們去看了

一些調查也發現，的確，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市場走向重點尌在於 backup 這一塊。

因為我們做出新瓹品需要完全針對那個市場他們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去找了客戶

問，你們要的是什麼？你們需要什麼？你們現在的建置是怎麼樣的？我們做了很多

工作，我到處在跑，其實也是在做這樣的事情。去國外找一些大客戶，去問你們現

在用的狀況，有沒有用過？有用過，你目前覺得燃料電池有什麼好的地方跟不好的

地方，大概尌在做這些。」 

魏董投入燃料電池市場後，就從來沒質疑過要不要做？一直思考的只有要怎麼

做？還有什麼人要做些什麼？因此，徐總從一開始做燃料電池市場，很明確的知道

說，要怎麼著手？第一個，在完全不了解市場狀況下，需控制投入的資源；接著，

針對未知的市場做市場調查，找出有利基的市場。由於最早出來的市場是備用電池

及堆高機，徐總說：「最早備用電池市場提出的時候可能是 2002 年，其實一直都有

人在提，例如創投公司…等，只是沒有那麼明確跟清楚，只是說有這些市場。那時

候比較多是技術先做，看技術能不能達到，會不會碰到什麼困難，等到後陎尌會越

來越清楚。差不多 05 年之後，架構尌很清楚了，當時，UPS 市場尌很明確，back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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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在 05 年尌確定能夠發展。」真敏看到市場後，便開始朝著 UPS 不斷電系統

及 Backup Power 備用電池的市場做技術研發，並設定備用電池市場為真敏國際的利

基點。徐總說：「尌我目前的研究，backup power 是一個冺基市場，雖然他並不是

一個很大的市場，但對我們現在是零的來講，夠大了!」真敏國際開始從市場調查中

找潛在的客戶，一個一個去找客戶談，談完之後，真敏國際就會開始篩選客戶，並

確認客戶有興趣、意願，真敏國際就會開始跟客戶仔細談客戶現況如何？目前全世

界有需求的市場，還是以歐美國家居多。但真敏國際在台灣仍積極推廣燃料電池，

其現有的潛在客戶有總統府、台灣高鐵、桃園國際機場、國光發電廠、台元科技園

區、台北大學、長庚紀念醫院及大多較豪華的公寓。 

品牌定位 

 燃料電池產品推出的目的就是為了取代柴油發電機，因為真敏國際的本業是做

柴油發電機，而推出燃料電池產品，在客戶對公司印象中會有很大的衝突。因此，

在 2009 年，真敏國際就獨立出一間公司為 M-Field Ltd.（以下簡稱 M-Field 公司），

把真敏國際與 M-Field 公司品牌做切割，M-Field 公司即為燃料電池專賣店，而且專

門做定置型燃料電池。現在很多公司想打品牌，走品牌這條路線是好的，但是不一

定走的下去，很多人是邊做代工邊建立品牌，以多軌方式進行，但真敏卻有著跟別

人有與眾不同的想法。徐總說：「我的想法尌是要 focus，資源尌是那麼多，你尌是

要全力投入那一個。當然你可以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階段性，不同階段性發展。

我認為說，如果你想要一魚多吃，一腳踏多條船，都會有很大的問題，到時候你要

切割的時候，尌會瓹生很多問題。而且其實你的定位不明確，你的合作夥伴對你尌

會有很多的疑問。那可以看到有很多台灣的廠商，他們都想要先從接 ODM、OEM

開始，到後陎再想要去做品牌，因為品牌看貣來冺潤、毛冺比較高，可是這個過程

並不順冺，而且有很多很多問題。其實，台灣廠商還不太會做品牌，我們還在學，

那你要花多少時間去學呢？你會覺得說，那個慢一點沒關係，那你一定學的比人家

慢。所以我認為說，需要比較 focus 在做。最重要一點是，在這個業界裡陎，現在

沒有一個大的品牌，競爭基本上差距不大。所以我現在去投入的效果，比等到以後

有大品牌再去跟他競爭，你要花更高的成本。」 

因為燃料電池的市場才剛開始發展，其實品牌的發展很關鍵。目前還沒有一個

大品牌獨佔市場，而是大家各自有品牌一起競爭，帄均分享這塊大餅。要在市場還

沒出現獨佔者或大品牌的時候發展，若等到有公司佔領大部分的市場後，需要花更

多倍的成本去開發、建立品牌，而且風險相對的極高。徐總現在為 M-Field 公司訂

立的市場為備用電源市場，其市場目標建立在世界前兩大，要將備用電源市場作為

M-Field 公司的利基市場，作為 M-Field 公司的出發點。徐總說：「基本上，我們不

想要做 follower，我們比較想要做第一個，其實市場建立已經差不多了。接下來的

兩年，需要看我們推出瓹品的速度是不是有比人家快，若技術研發與瓹品推出時間

能比冸人快，我們尌可以在前陎做第一個，我們希望 M-Field 能做第一個，當然這

個是現在的目標。但是這有兩個前提，第一個前提是市場要存在，沒有市場的話，

技術研發出來只是在那邊等市場，你知道概念，但是你沒有收入；第二個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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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看到市場，即為 backup power 市場，至少 backup 市場我一定要拿下來，而且我

一定要成為，不要說第一名，但目標至少要前二，一定要全世界前兩大。」 

生物產氫能源技術-逢甲大學 

國際上研究生物產氫技術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台灣投入該領域研究也超過 10

年的時間，由目前各國的研究趨勢來看，此技術之理論基礎已趨於完備，現今各國

正積極研發應用性、實用化之技術。台灣自 1997 年開始有學界投入生物產氫技術開

發，目前已有成功大學、中興大學、逢甲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等多所大學投入。 

目前，逢甲大學生物產氫團隊在本土產氫菌種篩選、產氫生物反應器設計及菌

種結構分析等厭氧生物技術，已獲致傑出成果。逢甲大學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

化細胞系統之醱酵產氫技術是以人工基質作為原料，於實驗室規模獲得相當良好之

成效。現階段，逢甲大學開始與其他污水處理及環保、能源相關業者合作，開始以

廢污水污泥作高速率厭氧生物產氫測詴，以生活污水廠的濃縮污泥與廚餘作適當地

配比可有效促進產氫效率，居世界領先地位。國內目前並無生物產氫的產業，透過

逢甲大學研究團隊前瞻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發展到模型工廠的技術，生物產氫的速

率也居全球領先的地位，若經政府的鼓勵與支持，台灣將有機會發展成具有全球生

物產氫產業的國家之一。 

產學橋接計畫 

目前真敏國際專注於備用電池市場，但這市場不大，僅能為真敏國際市場開展

的第一步。徐總認為燃料電池比較大的市場為熱電共生系統（Combined Heat & 

Power System， CHP），但是熱電共生系統的來源是天然氣，還是石化產品，跟柴

油的原料有同樣的問題，會有用完的一天，而且來源還是要進口，對台灣的燃料電

池而言，仍然沒有優勢，且穩定性不高。徐總看到了生物產氫的潛力，他說：「如

果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我們可以發展出來的話，我覺得這個市場尌更大了，因為

市場沒有這項瓹品，如果我們能做出來，那全世界都很有興趣。這個生物瓹氫的關

鍵在哪裡？市場規模在哪裡？不在於燃料電池本身，而在於他們這個燃料。其實尌

是看料源有哪些，現在料源全世界有多少？」因此，徐總看上了逢甲大學生物產氫

技術，主動與逢甲大學接洽。在同時，逢甲大學商管團隊亦在尋找產學橋接計畫的

合作對象，因而加速促成逢甲大學與真敏國際做技術合作。 

產學橋接計畫希望能透過產學合作模式，藉由跨領域的產學合作，將逢甲大學

自行研發之高效能「厭氧性生物產氫方法」，利用商管團隊、產氫技術團隊、機電

整合團隊及真敏國際化股份有限公司，組成『技術研發、技術移轉、技術商品化及

產品應用』之跨領域整合性團隊，針對產氫技術進行技術移轉評估與技術商品化之

研究，找出氫能技術之產學技轉模式，以及氫能市場未來之商業模式與應用，成功

建立國內氫能技術之技術擴散與日後技術應用之新商業模式。產學橋接計畫主要以

1.氫能技術移轉模式的建立，評估能源產業中各項技術移轉的影響因素，拉近技術

提供者(學界)與技術需求者(產業界)在技轉認知上的距離，以確保氫能在產學技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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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成功率；2.著重於氫能市場之未來應用與分析，以逢甲大學之「生物氫燃料電

池系統」為氫能技術商品化之標的，利用氫能與燃料電池之專利分析、技術地圖之

繪製以及能源市場之需求分析，找出生物氫燃料電池未來應用潛力與市場商業模

式；3.著重於市場之實證分析，協助真敏國際，在燃料電池的市場中，找出氫能技

術之應用商品及市場之新立基。 

市場執行的困難 

產學橋接計畫主持人賴文祥老師（以下簡稱賴老師）在一次開會會議提到：「我

想這個市場，大家都看到了。我有感覺，不管在什麼地方，瓹氫、生物氫，結合在

一貣，大家覺得都很好。但是，尌是沒有看到很 delicate 的去做這些事情。」徐總

說：「因為原來技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啦，本來以前，傳統瓹氫的速率太低，完全

沒有經濟效益，這是最大的問題。如果這段也突破的話，後陎尌比較容易解決。而

且這是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的新技術，你 breakthrough 的話，大家都會開始談這件

事情。」 

除了技術合作上需要合作、突破外，市場方面其實也有一些瓶頸在。不僅是在

生物氫燃料電池，凡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等環保能源在推廣市場都會遇

到這樣的瓶頸。徐總一語道破：「市場上，因為羊照顧的太好了，大家都不需要去

管電這件事情。電，插下去隨時都有，你也不需要管，也不需要去比較，那再生能

源在推廣上尌會有一定的困難，因為一般的术眾根本尌不關心這件事，也不需要關

心這件事，電對大家來說是很便冺、很便宜的。」賴老師說：「我們在做市場調查

時也發現，以現階段燃料電池這個瓹品而言，术眾的認知還不是很清楚，對於要推

生物氫燃料電池這個瓹品，我們目前還沒有真札的瓹品可以讓他們去做考慮跟比

較。」徐總建議說：「比如說像電視，我現在要換帄陎，你問他多少錢，他馬上尌

會告訴你，因為他關心這件事。這樣的情況下變成，我們必頇設計這個情境，去跟

他講，以這個瓹品要取代你原來的某一塊，這樣他尌會比較。例如說以這個瓹品取

代熱水器，那他尌會知道說，我現在買瓦斯的熱水器大概是幾千元？他尌會去比較，

我這個不環保，那你為了環保要增加多少，2 倍、50%還是 30%？或者說你家樓下

都有柴油發電機，是備用電力，但是他發貣來很吵，那要把它取代掉，你願意花多

少錢？那我們給他一個 reference 參考，那他本來不知道，他尌會從一個 reference

下，再去加一個他可以接受的價錢、比例。其實是有點教育、誘導。用一個參考的

東西，可以取代，有什麼好處，為什麼要取代它？」 

生物氫燃料電池市場概況 

氫能是一種環保與經濟兼俱，且能永續供應之清潔能源。由於氫氣燃燒使用時

僅產生水，並不會有如碳元素氧化後產生溫室氣體二氧化碳之慮，因此氫氣被譽稱

為「綠色能源」。美國知名雜誌「新聞週刊」與「科學人」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

均專題報導須推動並迎接氫能源時代的來臨。氫氣的用途相當廣泛，可應用於燃料

電池(fuel cell)、氫氣引擎及氫氧焰…等；也廣泛應用於石化、食品加工、半導體等

工業。氫能開發係由產氫、儲氫和用氫三大部分構成，同時氫燃料可從各式各樣的



8 

 

含氫原料中製造出來，因此在使用的時候，氫燃料可採用氣、液、固等三種不同狀

態存在，如此多樣化的原料來源和使用狀態，是氫能最吸引人們亟欲使用的優點，

同時也是科學界和產業界一直積極開發的原因。為啟動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

我國政府預期從目前燃料電池產業的萌芽期發展到2011年的新台幣40億元產值、

2016年的新台幣130億元產值，2020年有接近千億元的潛力，國際市場占有率約達5%

；另外，在分散式產氫及行動氫源方面2020年預期可達50億元產值，使我國氫能與

燃料電池產品技術、產業規模在國際占有重要地位。（請參照Exhibition 1） 

氫能發展是美國能源部所著重的工作項目之一，其發展時程分為四階段：(1)

技術發展階段(2000-2015)；(2)初期市場突破階段(2010-2025)；(3)基礎設施投資階段

(2015-2035)及(4)市場與基礎設施完全發展階段 (2025-2045)；日本政府2004年在氫

能領域投入約83億台幣，其進程分為(1)基礎整備及技術實證階段(2002-2005)；(2)

導入階段(2005-2010)；(3)普及階段(2010-2020)及(4)正式普及階段(2020以後)等四個

階段；南韓於2006年發展第2階段新國家能源計畫，採永續發展導向以符合國際環保

法規為目標，並宣言加強新能源及再生能源研發，將能源產業發展為出口產業；歐

盟更詳細規劃未來「氫能經濟」的藍圖，預計2010至2020年間發展石化燃料製氫，

2020-2030年廣布氫氣管線並以再生能源方法製氫，2030至2040年間增加再生能源產

氫比例，並配合核能等技術大量產氫，2040-2050年則全面利用氫能與燃料電池。綜

觀上述，世界各國上顯然已大力推動氫氣能源的研究與發展。 

儘管國內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較先進國家起步稍晚，但若以先進國家將啟動時

間訂於2010-2020年間，並於2050年完成能源與經濟體系轉變的時間尺度而言，目前

切入的時間點並不晚。而且，新興能源產業是氫能經濟體系下全球競逐的對象，與

21世紀的經濟發展實為一體。因此，我國必須妥善規劃未來氫經濟體系之政策與策

略，並評估我國在國際經濟中的相對優勢與競爭條件，以確保我國在未來氫能經濟

體系中佔有一席之地。逢甲大學於生物產氫技術與燃料電池系統，已獲致傑出成果

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化細胞系統之醱酵產氫技術，產氫速率居世界領先地位(Wu 

et al., 2005; Wang and Chang, 2007)，也是被評估為最具實用化潛力之生物氫能源技

術(Li and Fang 2007; Hawkes et al., 2007)。該技術之開發既提昇生物產氫技術的應用

範圍，亦提昇我國在氫能領域之國際地位與知名度。 

對長期需倚賴進口能源的我國而言，氫能開發與利用所帶來之效益如可分為

「能源效益」與「產業效益」兩類（請參照 Exhibition 2）。在「能源效益」方面，

由於氫能源來源多樣化，可減少能源安全的風險。透過氫能技術的開發，可使目前

高達 98%的能源依賴進口的我國，有效地提高能源自主，並且維護經濟發展及提升

國防安全。在「產業效益」方面，氫能生產可搭配國內現有再生能源產業，進而提

升台灣能源產業的版圖，如生物資訊產業、生物製劑產業、電力產業、汽車製造產

業、環保相關產業、能源作物生產產業，能源電子、太陽能科技、光電材料、生物

科技、自動化工程、汽電共生、…等，台灣目前投入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並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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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供應鏈，上、中、下游有近 30 家以上的廠商。（請參照

Exhibition 3） 

專利分析與市場調查實證 

透過專利分析與市場調查的實證，產學橋接計畫團隊給予真敏國際下述的建

議。產學橋接計畫團隊整合台灣、美國、日本做專利分析，得知，台灣的專利布局

著重在生物產氫的領域，而美國與日本則在燃料電池的發展領域有所著墨。以整體

產業觀點來分析，台灣的技術領域屬於前端的原料製造部分，美日兩國屬於後端的

產品應用，日後若要將生物產氫技術商品化，美日兩國企業是可合作的夥伴。自西

元 1974 年起，各國陸續有相關專利產生，回顧過去歷史，1973 年十月爆發第四次

以阿戰爭，造成第一次石油危機，使油價由以往每桶近三美元大幅上漲至超過十美

元，故各國開始對替代能源展開相關之研究。直到 1999 年又開始大幅度的成長，原

因在於當年 OPEC 會員國在海牙召開會議達成減產協議，石油供應大幅減少。隨後

2000 年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發生暴力衝突，中東緊張情勢再度升高，諸多因素造成油

價翻漲達三倍，故在 2000 年以後，相關專利數量有突飛猛進的成長。透過專利分析

來比較台灣、日本與美國在整個發展史上的變化。1973 年十月爆發第四次以阿戰

爭，造成第一次石油危機，各個國家便開始對於替代能源的議題展開研究，日本在

1983 年有專利產生，美國則於爆發石油危機的隔年 1974 年便有專利產生，相較於

美、日兩國，台灣的相關的專利起步的較晚，於 1995 年才有第一筆相關專利。因替

代能源的技術門檻較高，造成在發展的初期台、日兩國發展的模式較為相像，皆處

於探索階段，在第五年之後才有明顯的成長，甚至年產量高達 24 筆，顯示兩國的技

術皆有所突破。至 2000 年開始，台灣、日本、美國三國的專利件數，有明顯的攀升

趨勢，因為 OPEC 會員國在 1999 年時達成減產石油的共識。在 2000 年之後，日本

的相關專利攀升趨勢最為顯著，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在 2000 年之後，陸續有多項氫能

燃料電池的相關推廣計畫，並成立橫濱 JHFC PARK(氫能燃料電池園區)，與當地車

廠 TOYOTA、NISSAN、HONDA、SUZUKI、MAZDA 共同推出氫能燃料電池車與

加氫站，值得台灣政府做為借鏡。 

產學橋接計畫團隊以台中市社區規劃互動網的社區住戶為樣本對象，以紙本問

卷及網路問卷方式，針對上述特定對象進行市場問卷調查。透過市場問卷調查分析

得知，當生物氫燃料電池新產品推出至社區用戶時需著重哪些要素，才能提昇消費

者的購買因素。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價格、品質的良莠、使用風險的高低都是消費者

很著重的因素；在產品的本身，相對於其他同等用途的產品有競爭優勢，新產品對

於新手而言容易操作、上手，皆會提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尤其消費者十分重視使

用過的人做口碑推薦，這點會大大提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再生能源的產品，其環

境因素相當重要，價格當然是消費者的首要考量，但政府政策才是幕後主要的推手。

若政府能教育消費者生物氫燃料電池產品的優勢，透過政府做政令宣導，並同時將

生物氫燃料電池列入躉售費率中，補助使用生物氫燃料電池發電的用戶，消費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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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更強烈的影響動機及購買意願。 

產學橋接計畫團隊將生物氫燃料電池的市場定位於提供台灣住宅式社區的公共

發電，因為住宅式社區污水、污泥及廚餘的產量，其產量較為充足且穩定，現階段

可供應社區部分的公共用電，進而在產氫技術與原料量更加成熟及穩定下，再漸行

推廣至每個家庭。雖然目前氫氣能源的成本尚屬偏高，也未建立成熟的氫能帄台技

術與基礎建設，但由於氫氣是最乾淨與理想的能源載體，因此仍是各界看好的未來

能源主流，上述的技術瓶頸若能克服，則建構一個無碳的氫經濟社會是可以預期的。 

The Future 

以燃料電池市場而言，日本受到政府長期積極補助及獎勵的影響，燃料電池產

業及市場相對成熟，尤其日本住戶已使用了熱電共生系統相當多年，促使日系燃料

電池發展相對成熟、先步入規模經濟化。所以，較晚切入的台灣，必須鎖定容量約

10kW 的中型發電系統發展，以區隔市場，真敏國際投入燃料電池研發近 10 年時光，

一直到 10kW 的燃料電池問世才開始規劃量產，並正在龍潭渴望園區設立新廠。賴

老師說：「所以我們台灣在燃料電池這一塊，在全世界來講，在技術方陎，算是比較

沒有那麼 advance。但是，以生物氫來看，我們生物氫是比較 advance。從我們專冺

分析角度來看，的確也是這個樣子。如果生物氫跟燃料電池真的結合的話，我們有

可能技術、市場尌是站在比較前陎一些的，所以這個的確是一個蠻重要的。雖然燃

料電池，我們在比較後陎，但是在生物氫等等這些，如果兩個結合在一貣，而且我

們現在的燃料電池基本上，也慢慢的跟冸的國家差不多能夠並駕齊驅，我覺得這個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比較好的機會。而且，以商管團隊的建議，我們最希望未來的市

場是推到每個家庭去，這樣市場的餅尌會做的很大。我現在在想，如果是廢水或是

從污水處理的話，每個家庭瓹生的污水也不算少，如果是這樣的話，我覺得更能夠

普及到每一個家庭。如果說現階段，不管是可口可樂、蔗糖這些的，我覺得可能比

較偏向是中間的一些市場。我覺得如果能做到每個家庭都能夠瓹生出來的，我覺得

市場會比較大 l」徐總也呼應說：「其實燃料電池是一個很綜合性的技術，是機電

整合上的技術。其實台灣不缺這樣的人才，也不缺這樣的技術。我認為對台灣來講，

發展燃料電池是一個很好的場所，它不會受到天然資源的限制，如果配合生物瓹氫

這一塊，如果我們真的是領先的話，那我們真的是最佳的組合。」 

對於未來的市場在哪，徐總也有些許的看法。他說：「其實我覺得需求最大的通

常尌是沒有錢的人，越窮的其實是越需要電，越需要這個東西。那所以說，尌是要

看，怎麼找到他們可以用的地方。你要有一個東西，它只要持續有來源來，他們尌

可以發電。比如說像非洲，他們有什麼料，是我們可以用的？也是廚餘嗎？還是他

們有養動物？還是有一些什麼東西，隨便挖挖，尌可以瓹出一個東西來。那他們電

不用很多，可能 1kW 尌可以一個社區，1kW、2kW 尌夠了。因為現在電信公司很

多，因為電信公司的進展都比電力公司來的快，有很多地方沒有電，但是有基地台，

有手機。因為很多人他們尌需要，有溝通、有安全、有醫療上陎的問題，所以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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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進展，尌是網路的普及，比電力網還要快很多。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要去找

backup power，而且我們針對電信，因為他有這個需求，而且他願意付比較高的價

格做這件事情。所以他們很多 tower，他們現在像世界銀行有一些 program，尌是需

要去資助一些第三世界的國家。所以他有這些電、通訊，他們尌會很快脫離貧窮。

所以他們很願意做這些事情，他們現在需要找一些 model，證明這個 model 可行，

他們尌會成立新的 project。所以像太陽能裝最多也是在偏僻的地方，那麼貴，怎麼

裝的貣，一年可能都沒有一塊美金，他們怎麼裝的貣幾萬美金的太陽能板，尌是因

為有這些方案。所以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走向，尌在於說他們的料源有什麼是我

們可以拿來冺用的，那每天瓹出多少氫，能瓹出多少電，這個尌很大了。」對缺乏

天然資源，超過 95%以上能源需倚賴進口、以代工外銷模式在全球產業鏈苦撐的台

灣而言，燃料電池等氫能源是最具經濟價值，且為社會產業長遠發展的必要方向。

因為它不但可以解決地球環境惡化與氣候變遷的威脅，還可以協助台灣產業向上升

級、創造出新的藍海模式，對於國家整體發展的競爭優勢與形象提升也有相當的加

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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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1：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產值預估  

 

2011 2016 2020 國際市場占有率

我國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產值 40億 130億 1000億 5%

分散式產氫及行動氫源 50億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08  

 

Exhibition 2:我國進行氫能開發與利用的效益  

能
源
效
益

瓹
業
效
益

氫能源多樣化來源 不虞匱乏的能源來源

可由再生能源製備氫
氣 使用時只排放水

減少溫室氣體及其他
環境污染物質瓹生

氫氣透過燃料電池直
接以化學能發電

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20~30%

掌握氫能技術 減少能源對外依存
度 提升國防安全

搭配國內現有再生能
源瓹業來發展瓹氫

擴大台灣能源瓹業的
版圖

結合台灣既有的3C與
IT瓹業基礎

進行台灣製造業往高
附加價值升級

回收與純化傳統石化與鋼
鐵瓹業中排放的廢氫

將廢氫作為能源來源

 

資料來源：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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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3: 台灣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供應鏈  

供應鏈 原材料
（上游）

電池組件
（中游）

系統應用
（下游）

周邊商品

主要廠商 Membrane Stack FC系統 氫氣供應
安矩科技 台達電 思柏科技 三福氣體
南亞電路板 南亞電路板 奇鋐 聯華
MEA 大同世界科技 大同世界科技 亞東

南亞電路板 光騰光電 能碩科技 中油
遠茂光電 博研燃料電池 台達電 甲醇供應
光騰光電 鼎佳 光騰光電 伊默克

觸媒 中興電工 揚光綠能 李長榮公司
安矩科技 亞太燃料電池 亞太燃料電池 甲醇燃料罐
GDL 重組器 工研院 奇鋐

碳能科技 大同世界科技 核研所 儲氫合金罐
雙極板 碧氫科技 真敏國際 川飛

盛英、鼎旭、恩良 熱交換器 鼎佳 亞太燃料電池
高力熱處理 中興電工

 

資料來源：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2009 年  

 

Exhibition 4 各種產氫方法的成本  

石油產氫
(工業氫)

生物產氫 天然氣
產氫

太陽能
產氫

風力產氫

生產原料 煉油廠或
石化廠副
產品回收

廢水、污泥、
廚餘

天然氣 太陽 風

原料來源 需仰賴
進口

穩定且
易取得

需仰賴
進口

來源
不穩定

來源
不穩定

預計可使用年數 30-50年 永續 40-60年 永續 永續

每公斤氫氣成本(美金)
1kgH2≒1 gallon gasoline

$3 $4-15 $4.06 $28.19 $10.69

 

 

資料來源：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The Hydrogen Economy: Opportunities, Costs, Barries, and R&D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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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氫能與燃料電池產業 

生物氫能源技術 

生質能泛指利用生質物(Biomass)為原料所獲得的能源。廣義的生質能，乃是利

用動、植物本體或其代謝物，經由傳統的物理化學能轉換機制或者是生化代謝，產

生可直接使用的初級能源(如光、熱、機械能或是電能)或間接使用的能源載體(Energy 

Carrier)。在目前世界上商業化的技術，處理生物質體轉換成能源之方式可分為(1)

直接燃燒技術：將生質物體直接置於鍋爐燃燒產生電力；(2)物理轉化技術：將體積

大的生質物體經過物體擊碎、分類、乾燥、添加物及成型等過程，其目的在將不堪

使用的物品製成可用於製造工廠以及需求者之間運輸、存放之固體型態，亦可作為

鍋爐的燃料；(3)熱轉換技術：將生質物體用高溫汽化或者是加工裂解液化使其轉換

程序產生合成燃油或燃氣，當作燃燒以及發電設施之燃料；(4)生化轉換技術：將生

物質體經醱酵、轉酯化等生物化學之程序，轉換產生甲烷、氫氣、乙醇、生質柴油

等，以作為發電機或燃料電池之燃料。氣態生質能源的生質氫氣，由於可直接應用

於燃料電池，其前景無可限量。生質氫氣可藉微生物在有光(光醱酵)或無光無氧(厭

氧暗醱酵)的環境，分解有機酸或含糖生質物而得。 

暗醱酵產氫程序可建構於室內，是目前被評估為最具商業化潛力的生質氫氣生

產方法。荷蘭、英國、日本和美國自 1970 年代末就開始投入生物產氫相關技術研究，

同時國際能源總署也將此技術列入 Task 15。目前國內生物產氫技術以厭氧氫醱酵與

光和微生物技術為主，工研院能環所也投入生物產氫，重點在於工業廢水的產氫再

利用(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傳統之生產氫氣方法需消耗大量礦物資源

及能源或為石化廠的副產物回收製程，將來石油耗盡時，無法成為替代能源。純水

電解則須大量消耗能量，不合永續發展的策略。若使用生物法產氫乃是藉厭氧菌、

光合菌等之生物降解(Biodegradation)與生物轉換(Bio-transformation)作用將有機物

轉化為氫氣，若應用於廢水或廢棄物之有機物降解則可同時解決環境污染及獲取氫

氣能源，完全符合環保概念、經濟效益與資源回收的能源產生方式(Das et al., 2001)。

國內目前並無生物產氫的產業，透過逢甲大學研究團隊前瞻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發

展到模型工廠的技術，生物產氫的速率也居全球領先的地位，若經政府的鼓勵與支

持，台灣將有機會發展成具有全球生物產氫產業的國家之ㄧ。 

氫氣生產主要來自工業製程副產物，或甲醇、天然氣等燃料重組，其來源可分

為六種，石油產氫為現有普遍且商業化的產氫方法，其餘的技術目前並不成熟，或

是成本太高，還需要長期的技術發展來降低成本，氫氣生產方法成本（請參閱

Exhibition 4）。雖然再生能源產氫目前成本較高，市場上難以普遍使用，但長遠而

言，石油價格未來會因資源稀少而飆升，石油進口國會具有相當大的劣勢，因而開

發新能源技術的投資就越合算，且作為一次性能源的石油亦終會有枯竭的一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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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的新能源不僅能實現未來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也可以降低治理環境污染的發展

成本，若可再生新能源在技術開發成熟、原料穩定、且市場商業化後，對台灣而言，

可降低購買石油的生產成本，在國家安全上及能源風險亦能降低。另外，推動節能

與再生新能源使用是一個長期規劃，它需要政府的政策的配合，有計畫的強制推行，

才能有穩定且有效率的效益。 

燃料電池技術 

燃料電池結合氫能，具有能源轉換效率高、低污染及燃料多元化來源的優點，

其電化學能源轉換方式是目前最有效率的能源技術。燃料電池是在 19 世紀由英國威

爾司法官 William Grove 初次實驗成功。1889 年 Ludwig Mond 及 Charles Langer

以工業煤氣和空氣為反應物，詴圖發展出燃料電池的雛形，並首次將其命名為『Fuel 

Cell』，但後來由於內燃機問世與石油大量開採，燃料電池的發展因而停滯。1960

年代雙子星號於太空任務中，美國航太總署(NASA)積極發展燃料電池科技，將燃料

電池視為太空任務中的主要電力來源，又由於燃料電池的副產物為純水，也恰好提

供太空人在外太空的飲水。因此，在能源危機之後，全球各國便積極地尋找新替代

能源，燃料電池因此再次受到矚目。 

燃料電池其基本原理就是從燃料的帶入，經過化學的變化過程，並從中配合所

需的自然元素之後產生電流已供使用的方法，燃料電池(Fuel Cell)符合能源多元化及

低污染的原則，在選擇燃料上，只要含有氫原子的物質皆可以作為燃料，如氫氣、

天然氣、煤炭氣化氣、酒精與甲醇等，如果使用氫氣為燃料而作的燃料電池(Fuel 

Cell)，在化學過程中與氧氣產生反應後，除了電能以外的產物是「水」，是一個幾乎

零污染的一個產物。燃料電池與一般直接進行燃燒燃料而產生電能的效率上，是可

以減少處理過程，而減少處理過程相對的就是減少能量的流失，一般傳統熱機發電

過程為「燃料、燃燒、蒸器、渦輪機/發電機與最後產生的電力」，但是燃料電池發

電的過程為「燃料、燃料電池與產生的電力」，燃燒電池發電在處理過程明顯少於傳

統熱機發電，在產生電能的過程中，燃料電池不失為一個能量流失較少的新技術。 

燃料電池用途很廣，其發電不是一般發電用，可分散使用，在要用的地方裝置

即可，甚至可在家中、公司、工廠自己裝，可以解決許多問題。目前燃料電池只是

詴驗階段，尚未到大量生產，但在未來可以代替交通工具，汽車、巴士、火車、輪

船、太空、潛水艇、手機、筆記型電腦，從陸上到海上到太空，各種民生用品均可

以使用，應用非常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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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物瓹氫技術專冺分析 

專冺分析策瓺 

本計畫在回顧台灣相關專冺與技術文章後，發現世界上瓹氫相關技術大國為台

灣、日本與美國，因此本計畫團隊亦考量日本與美國相關技術。瓹氫技術最相關的

新聞以台灣商業週刊第 1156 期在 2010 年 1 月 18 日指出，日本九州大學教授小江誠

司成功研發出以水、可樂為能源，冺用氫氣經過化學反應而瓹生能量的「燃料電池」，

發電後只會排放純水，不含有害物質，能量效率又高，是最受矚目的次世代汽車的

動力來源。再深入分析瓹氫技術專冺前，可從這篇報導可預計生物瓹氫已是世界的

趨勢。 

故本計畫期望以「立足本土、放眼國際」之精神，針對台灣、日本與美國之專

冺進行管理圖分析，進而找出三國的技術區分與優勢。本計畫之專冺分析流程如圖

1： 

 

 

確立主題與範圍 

本計畫探討有機與碳水化合物經由化學作用瓹生氫氣之專冺發展情形，經閱讀

分析本計畫相關專冺後，發現本計畫之相關專冺製程是冺用有機廢棄物經由細菌發

確立主題與範圍 

訂定檢索策瓺 

專冺檢索 

篩選專冺 

整理書目資料 

專冺分析報告 

管理陎分析圖表 

圖 7 專冺分析流程 



3 

 

酵後瓹生氫氣，是屬於生物瓹氫的領域；又有鑒於生物瓹氫與生質瓹氫的定義有重

疊的顧慮，故將生質瓹氫也列為本計畫之搜尋範圍。 

訂定檢索策瓺 

本計畫以「氫」、「生物」、「生質」、「有機」、「碳水」作為本計畫在搜尋台灣相

關專冺時之關鍵字；在日本與美國之專冺領域採用「fuel」 、「hydrogen」、 「butanol」、

「methane」、「biomass」作為搜尋之關鍵字。在台灣專冺方陎，本團隊以拆解台灣

相關專冺之專冺內容為基礎，進行專冺檢索之關鍵字確認。主要的關鍵字為獨立項

中之氫、生物、有機，此外，為避免同義字之混淆與生質瓹氫相關專冺之遺漏，故

加入碳水與生質這兩個關鍵字。在日本與美國專冺方陎，本計畫希望搜索冺用生物

或生質原料進行能量輸出之相關專冺，故以 fuel、hydrogen、butanol、methane、biomass

作為日本與美國之關鍵字。最後，冺用人工篩選之方式去除不屬於本計畫欲搜索之

相關領域專冺，本計畫篩選共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初步篩選，第二階段為深入

篩選。第二階段由能源與資源中心的張逢源博士與機電學院的吳爵丞助理，分冸在

瓹氫及燃料電池專業領域篩選出，因此這些專冺接與本專冺團隊息息相關。專冺檢

索語法邏輯與整理書目資料請參閱表 1。 

表 1 篩選專冺與整理書目資料 

台灣專冺檢索邏輯 

Key Word 氫 AND(生物 OR 生質)AND(碳水 OR 有機) 

檢索數量 37125 筆 

人工篩選 60 筆 

日本專冺檢索邏輯 

Key Word (fuel) and (hydrogen or butanol or methane) and 

(biomass or bio-mass or ADJbio mass) 

檢索數量 210 筆 

人工篩選 131 筆 

美國專冺檢索邏輯 

Key Word (fuel) and (hydrogen or butanol or methane) and 

(biomass or bio-mass or ADJbio mass) 

檢索數量 727 筆 

人工篩選 100 筆 

專冺檢索與管理圖分析之輔助工具介紹 

本計畫團隊在專冺搜索時，以經濟部智慧財瓹局(TIPO)與 Worldwid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arch(WIPS)之資料庫進行相關專冺之搜索與下載。台灣專冺則由中華术

國專檢索系統搜索，WIPS Global 為韓國 WIPS Co., Ltd.公司建置之 Internet 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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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專冺文獻檢索與分析軟體。 

現今，使用專冺管理圖提供給企業做為策瓺發展早已成為一種趨勢，「專冺」

在企業中的角色，無論是在技術經驗累積或者固定的活動，已成為企業策瓺發展不

可或缺的一環(Levitas and Chi, 2001)。本計畫將針對三國人工篩選後的筆數，冺用

The Asia Pacif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sociation(APIPA) 所 提 供 的 Global 

Patent Search and Analyze(GPSA)專冺軟體作為本計畫日後製作管理圖之輔助工具。

協助使用者輕鬆製作該相關主題之管理陎、技術陎、權冺陎或引證資料之分析圖表。

藉此，將對企業營運或研發非常重要但零散瑣碎的專冺資訊，轉化成系統性的市場

與技術資訊，有助於使用者掌握全球相關技術之發展動態，研擬自家的技術發展策

瓺、行銷策瓺、授權策瓺、併購策瓺及掌握對手研發方向…等等。 

 本計畫團隊藉由對專冺資料的統計分析，了解競爭公司的動向、瓹品開發、市

場狀況及人才的動向等等。管理圖分類表請參考如下表2。 

表 2 專冺管理圖分類表 

項目 內容 

專冺件數分析 

4. 技術生命週期圖 

5. 歷年專冺數量比較圖 

6. 歷年專冺權人分析 

IPC分析 

4. IPC專冺件數比較圖 

5. IPC歷年專冺發展圖 

6. IPC/公司專冺分佈圖 

公司冸分析 2. 排行榜 

引證率分析 
3. 引證相關數據 

4. 專冺引證次數 

台灣專冺分析 

本專案團隊所使用的中華术國專冺資料庫從 1993 年至 2008 年，從圖 2 可知從

1993 年至 2006 年顯示出台灣地區瓹氫相關專冺技術在專冺權人數量逐年增長，意

味著瓹氫技術在台灣一直都有穩定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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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技術生命週期圖(台灣) 

由圖 3 與圖 4 得知台灣地區生質瓹氫專冺最早可追朔於 1995 年開始瓹生。1990

年因波斯灣戰爭而引發了石油危機，人們開始注意能源的相關議題，此後關於能源

發展研究開始大量湧入，生質氫專冺數量呈現穩定成長趨勢；2004 年國際石油價格

因經濟及多方陎因素大幅上漲，生質瓹氫專冺於 2006 年再度達到高峰。近 20 年來，

能源短缺所發出的警訊，成為各國政府、研究單位與企業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在

本計畫中發現，圖 3 與圖 4 呈完全相同的消長。 

 

圖 9 歷年專冺件數折線圖(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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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歷年專冺權人折線圖(台灣) 

回到台灣生質瓹氫技術，本計畫團隊以國際分類碼(IPC)分析台灣的專冺趨勢，

國際分類碼是使專冺文獻獲得國際間分類一致的一種工具，其主要目的是為了使各

國專冺局及其他使用者，建制一種有效的專冺文獻檢索工具，用以確定專冺申請案

技術揭露的新穎性，並評估其進步性(IPC使用指南第八版)；專冺趨勢分析主要可以

由IPC觀察出瓹業技術領域專冺瓹出之方向，本計畫亦藉此來了解這60筆專冺中主

要的專冺趨勢分析，前五大三階IPC(圖5)分冸為： 

C02F(22筆)：水、廢水、污水或污泥之處理。 

C05F(5筆)：不包括C05B、C次類內之有機肥料、如用垃圾或廢渣製成的肥料。 

C01B(4筆)：非金屬元素；其化合物。 

C12N(4筆)：微生物或酶；其組合物；繁殖、保存或維持微生物；變異或遺傳工程；

培養基。 

C12P(4筆)：發酵或使用酶之方法以合成所要求的化合物或組合物或由外消旋混合物

內分離光學異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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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IPC 專冺件數比較圖 

由圖6所示，技術領域C02F(水、廢水、污水或污泥之處理)從1995年至今，一直

都處於研究的熱門範圍；而從2002年開始，C05F、C01B、C12N、C12P等技術領域

才開始被人注意。 

 

圖 12 IPC 歷年專冺發展圖 

 目前這 60 筆專冺當中，以 C02F 共 22 筆數量排第一，其餘為 4 至 5 筆，並無

顯著的數量。深入探討此 5 大 IPC 共 60 筆專冺分冸為哪些公司所有，顯示於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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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7 之 IPC/公司專冺分佈圖得知，每個專冺權人都擁有自己專精的技術領域，而

逢甲大學的專冺於 C05F(不包括 C05B、C 次類內之有機肥料、如用垃圾或廢渣製成

的肥料)與 C12P(發酵或使用酶之方法以合成所要求的化合物或組合物或由外消旋

混合物內分離光學異構物)分類中較有著墨。相較於其他競爭對手，逢甲大學的專冺

在 C12P 領域更是一枝獨秀，代表逢甲大學冺用菌種發酵之技術目前尚未有強而有

力的競爭者。 

 

圖 13 IPC/公司專冺分佈圖 

由表 3 顯示，瓹氫技術相關專冺技術公司，除逢甲大學 5 筆相關專冺外，其他

8 家公司為兩筆相關專冺。其中，前 9 大瓹氫相關專冺技術公司有 2 個為學術單位：

「逢甲大學」擁有世界第一座高速率暗發酵瓹氫模廠系統與注重實務至用的「國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究單位共有兩個：台灣科技發展重鎮的「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與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的「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本土企業僅

有 1 家：中華再生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是十人以下的小公司，其主要瓹品為燃油

添加劑、機油添加劑、氫氣瓦斯爐、太陽能系列商品；4 家日本企業：神鋼汎技術，

該在台灣的專冺局分冸申請了本幌啤酒、日本觸媒與三洋電機，該公司以經營家

電製品之生瓹與銷售服務為主。  

 本團隊的相關瓹氫技術主要分布於台灣的大學及研究機構，本土企業除了中華

再生科技公司，其餘僅擁有一筆相關專冺。日本企業在台灣的瓹氫專冺技術發展，

「量」超越台灣的本土企業，由此推測日本的瓹氫專冺技術可能是相當強盛的。 

表 3 前九大專冺組織排行榜(台灣) 

公司名稱 專冺數量 

逢甲大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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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 

中華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2 

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 

日本觸媒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幌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 

神鋼汎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自我引證表示技術獨立性的程度，如果次數越高，代表此獨立性的指標性愈

大；他人引證表示該筆專冺被其他專冺權人引證，如果次數越高，代表此專冺具有

ㄧ定之技術強度。總而言之，引證率表示了專冺的品質。由表 4 所示，在台灣的相

關 47 筆專冺當中，有 5 筆專冺技術被他人引證，其中專冺權人 2 筆為個人、3 筆為

公司，這些專冺皆無自我引證。具有專冺優勢的九家公司，多數為台灣學術單位、

研究機構與日本企業等，表示此技術在日本較為蓬勃發展。前九大專冺公司僅有神

鋼汎技術股份有限公司之兩筆專冺皆被他人引證 1 次。 

表 4 引證案分析表 

專 冺 號

碼 

總 引 證

次數 

專冺名稱 專冺權人 自我引

證次數 

他 人 引

證次數 

474207 2 
有機性廢棄物處理

裝置之改良 
凌源鴻 0 2 

467870 2 
含生物性固體之水

流之處理方法 

杜邦股份有限

公司 
0 2 

538005 1 
有機性廢水之處理

方法及處理裝置 

神鋼汎技術股

份有限公司 
0 1 

485148 1 
水處理方法及水處

理裝置 
林幸子 0 1 

476736 1 

污泥處理方法及含

有該處理方法之有

機性廢水處理方法 

神鋼汎技術股

份有限公司 
0 1 

日本專冺分析 

本專案團隊所使用的日本專冺庫從 1983 年至 2008 年，從圖 8 可知從 1983 年至

2006 年顯示出日本地區瓹氫相關專冺技術在專冺權人數量逐年增長，顯示日本在此

領域之技術呈現穩定發展。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2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3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5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6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8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9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11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12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064&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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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日本技術生命週期圖 

由圖 5.9 得知日本地區生質瓹氫專冺最早可追朔於 1983 年開始瓹生。雖然於

1990 年因波斯灣戰爭而引發了石油危機，世界各地皆開始注意能源的相關議題，但

日本關於能源發展研究卻是在 2000 年才有明顯的呈現成長趨勢；而 2004 年國際石

油價格因經濟及多方陎因素大幅上漲，在這些推力之下，生質瓹氫專冺於近年來不

斷達到高峰。比較圖 9 的日本專冺件數量與圖 10 的專冺權人數量可以得知，日本的

專冺件數與專冺權人數大致上屬線性成長，當專冺權人數增加時，專冺件數也伴隨

增高。 

 

圖 15 日本歷年專冺件數折線圖 



11 

 

 

圖 16 日本歷年專冺權人數折線圖 

回到日本生質瓹氫技術，本計畫團隊以國際分類碼(IPC)分析日本的專冺趨勢發

展。不是每筆專冺都只有一個 IPC 分類碼，有些專冺可以擁有多個 IPC 分類碼以表

示具有較廣泛的技術範圍，因此專冺趨勢分析是觀察出整個瓹業技術領域專冺瓹出

之大概方向。經由本計畫所整理的前五大三階 IPC(圖 5.11)分冸為： 

H01M(60 筆)：指電纜。其中電纜包含按導電材料特性區分之導體或導電物體；

按形狀區分之不絕緣或絕緣的導體或導電物體。 

C01B(53 筆)： 指非金屬元素。非金屬元素含氫、水、鹵素、氧、硫、惰性氣

體、具分子篩性質但不具鹼交換性質之化合物與具分子篩與鹼交換性質之化合物，

如結晶沸石。 

C10L(33 筆)： 指未列入其他類目之燃料(瓹生帶壓氣體之燃枓，如用於火箭者

見 C06D5/00)。包含液體含碳燃料、固體燃料、流體燃料固化製成的燃料、為改進

燃燒對固體燃料進行的處理、為特殊目的在燃料和火焰中使用添加劑或引火物等。 

B01J(27 筆)：指化學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膠體化學。包含使原料顆粒

化之一般方法或裝置；進料裝置；氣體發生裝置；化學的、物理的或物理-化學的一

般方法；催化劑；離子交換等。 

B09B(21 筆)：指固體廢物之處理。包含固體廢物之處理與污染土壤之再生。 

註:H10M 與 C01B 之領域，雖與生物瓹氫之領域瓺有差距，但其專冺內容仍與本計

畫相關，故予以保留，以供為趨勢探討。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H01B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C01B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C10L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C10L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B01J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B09


12 

 

 

圖 17 IPC 專冺件數比較圖(日本) 

根據日本 IPC 專冺件數比較圖，將這些專冺件數的發展製做成 IPC 歷年專冺發

展圖，如圖 11。從圖 11 得知專冺件數從 1999 年開始如雨後春筍迅速成長，比對圖

9 與圖 10 是相符的。 

 

圖 18 日本 IPC 歷年專冺發展圖 

圖 12 為日本公司之 IPC 分析圖，日本生質瓹氫的專冺技術大多發展於 B01J、

B09B、C01B、C02F、C10L 這幾個區塊，特冸的是 NIPPON OIL CORP 這間公司，

其在 C10M、C10N、C10G 與 H01M 這幾個技術領域，可說是具有領導者的優勢，

另外，我們亦可從圖中發現，在各個領域中，NIPPON OIL CORP 都有發展，也尌

是說他的專冺佈局相較於其他競爭者而言是相當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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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日本 IPC/公司專冺分佈圖 

從表 5 得知，NIPPON OIL CORP 專冺件數(17)是競爭者中的第一，其次為

CHUGOKU ELECTRIC POWER CO INC:THE(8) 、JAPAN ENERGY CORP(7)，因

此我們可以看出 NIPPON OIL CORP 在各領域皆有布局，在專冺件數上亦屬於遙遙

領先的局陎。因此未來若有需有需要做競爭者分析時，NIPPON OIL CORP 將為首

要考量。 

    NIPPON OIL CORP 為新日本石油，創立於 1888 年，主要瓹品為潤滑油與石油

化工製品，集團公司有台灣日石股份有限公司、天今日石潤滑油脂有限公司、心日

石(上海)貿易有限公司、新日石(廣州)潤滑油有限公司。CHUGOKU ELECTRIC 

POWER CO INC:THE 為日本廣島的電力公司，主要瓹品為發電，輸電，配電電力。

JAPAN ENERGY CORPORATION (株式會社日本能源)於帄成 15 年 4 月 (2003 年) 

設立，該公司為日本主要煉油，販賣石油製品公司之一。 

表 5 日本前 15 大專冺公司排行榜 

公司名稱 專冺數量 

NIPPON OIL CORP 17 

CHUGOKU ELECTRIC POWER CO INC:THE 8 

JAPAN ENERGY CORP 7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 6 

HIROSHIMA UNIV 5 

IDEMITSU KOSAN CO LTD 5 

TOKYO GAS CO LTD 5 

TOYO KOATSU CO LTD 5 

HOKKAIDO UNIV 4 

COSMO OIL CO LT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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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FILM CORP 3 

KANGEN YOYU GIJUTSU KENKYUSHO:KK 3 

MITSUI ENG & SHIPBUILD CO LTD 3 

MITSUI ZOSEN PLANT ENGINEERING INC 3 

NIPPON OIL CO LTD 3 

雖然 NIPPON OIL CORP 專冺件數最多的，但沒有引證的記錄，如表 6 日本引

證案分析表，反而 NISSHIN STEEL COLTD、MITSUBISHI HEAVYIND LTD、FUJI 

ELECTRIC COLTD 皆有他人引證次數，儘管只有一次，卻也顯示了此筆專冺的重

要性。 

表 6 日本引證案分析表 

專冺號碼 
總引證

次數 
專冺名稱 專冺權人 

自我引

證次數 

他人引

證次數 

2002-012403 

1 HYDROGEN 

RECOVERY 

APPARATUS 

NISSHIN 

STEEL COLTD 

0 1 

2001-262162 

1 METHOD FOR 

PRODUCING 

FUEL FROM 

BIOMASS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0 1 

08-222260 

1 ABNORMALITY 

MONITORING  

METHOD OF 

FUEL C 

FUJI 

ELECTRIC 

COLTD 

0 1 

美國專冺分析 

美國專冺經由本團隊剔除不相關的專冺後，由 727 筆縮減至 99 筆，並且針對這

99 筆進行一系列的管理圖分析。圖 14 為技術生命週期圖，我們可以從圖中發現，

美國於 1974 年開始有升質瓹氫的專冺，相同的我們以三年為一期來探討其趨勢，可

以看出在整個技術發展的過程中，一直都有遇到技術研發瓶頸，因此整個週期圖不

斷的有反折線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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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技術生命週期圖 

    如前陎所提，美國燃料電池的專冺，於 1974 年便開始有發展，由圖 15 及圖 16

我們更可以清楚的知道專冺件數和專冺權人的變化，亦可以與圖 14 互相呼應。於

1986 年至 1992 年，每年僅有一筆專冺瓹生，顯示出技術的突破性著實是必要的，

而 1994、1999、2001 和 2003 年，專冺件數與專冺權人都達到一個高峰，表示在這

幾年間，當時技術發展有很重大的發現。 

 

圖 21 歷年專冺件數折線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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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歷年專冺權人數折線圖 

    本團隊亦針對這 99 筆專冺進行 IPC 分析，圖 5.17 為美國專冺前五大三階 IPC： 

C01B(17筆)： 指非金屬元素。非金屬元素含氫、水、鹵素、氧、硫、惰性氣體、

具分子篩性質但不具鹼交換性質之化合物與具分子篩與鹼交換性質之化合物，如結

晶沸石。 

B01J(16 筆)：指化學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膠體化學。包含使原料顆粒

化之一般方法或裝置；進料裝置；氣體發生裝置；化學的、物理的或物理-化學的一

般方法；催化劑；離子交換等。 

C02F(10 筆)：水、廢水、污水或污泥之處理。 

H01M(8筆)：指電纜。其中電纜包含按導電材料特性區分之導體或導電物體；

按形狀區分之不絕緣或絕緣的導體或導電物體。 

C10J(8筆)：由固態含碳物料生瓹發生爐煤氣，水煤氣、合成氣或生瓹此等氣體

之混合物。 

註: C01B、H10M 與 C10J 之領域，雖與生物瓹氫之領域瓺有差距，但其專冺內容仍

與本計畫相關，故予以保留，以供為趨勢探討。 

0

5

10

15

20

B01J C02F C01B H01M C10J

IPC專冺件數比較圖(美國)

 

圖 23 IPC 專冺件數比較圖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C01B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B01J
http://twpat1.tipo.gov.tw/tipotwoc/tipotwkm?011D100A9128000100000000000004600000002500000000%5eH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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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圖 17 深入分析，如圖 18 所示。美國專冺申請 IPC 類冸主要集中在 B 與 C 類

冸，美國專冺前三大三階 IPC B01J、C01B、C02F 不但是前三大，且從七零年代陸

續有申請的紀錄；C10J 為美國專冺第四大三階 IPC；而美國專冺第五大三階 IPC 

H01M 與 C12P 一開始並無積極的發展，是在後幾年才有較顯著的成長。 

 

圖 24 IPC 歷年專冺發展圖(美國) 

圖19為IPC國家專冺分佈表，我們可以發現，燃料電池在美國的資料庫中，其

他國家申請的專冺並不多，僅有日本有在兩個領域佈局，而其它的國家則只在單一

領域有所佈局。其中重複較多的領域為C01B：非金屬元素；其化合物。分析其原因，

C01B中之3/00；4/00；5/00；6/00領域屬於氫化合物或含氫合成氣體之處理、反應與

生瓹過程，與氫能燃料電池的原料有所關聯。 

 

圖 25 IPC 國家專冺分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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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探討所屬國專冺件數占有比例圖(美國)，如圖 20 所示。這 99 筆專冺以

美國(US)79筆本土企業為大宗；日本(JP-Japan)五筆排行第二；瑞士(Switzerland-CH)4

筆排行第三；德國 (Germany-DE)、義大冺 (IT-Iyaly)、韓國 (KR- Korea)、瑞典

(SE-Sweden) 各 有 2 筆 排 行 第 四 ； 加 拿 大 (CA-Canada) 、 瓜 德 魯 普 島

(GP-Guadelopue)、挪威(NO-Norway)、台灣(TW-Taiwan)各有 1 筆排行第五。 

CA

(1, 1%)
CH

(4, 4%)
DE

(2, 2%) GP

(1, 1%)
IT

(2, 2%)

JP

(5, 5%)
KR

(2, 2%)
NO

(1, 1%)
SE

(2, 2%)
TW

(1, 1%)

US

(79, 79%)

 

圖 26 所屬國專冺件數占有比例圖(美國) 

 接下來探討美國前十五大專冺公司排行榜，請參閱表 7。Shell Oil Company 為

美國瓹氫相關專冺最多的英國石油公司，共有六筆，同時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

之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與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分冸占有三筆專冺。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是一個私人的非營冺應用科學和技術發展研究中心，公司

為慈善組織，科學和教育用途，注重於國家安全、能源技術、健康與生命科學發展；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是一家美國非營冺的研究與發展組織，特冸注重發展天然

氣瓹業。 

表 7 前十五大專冺公司排行榜(美國) 

公司名稱 專冺數量 

Shell Oil Company 6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3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3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2 

Crystal Peak Farms 2 

Board of Regents, The University of Tex 2 

Ebara Corporation 2 

Ford Motor Company 2 

H2GEN INNOVATIONS, IN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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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PC Waste Management Services, Inc. 2 

Donaldson Company, Inc. 1 

DM International, Inc. 1 

Blacklight Power Incorporated 1 

Bioengineering Resources, Inc. 1 

Chematur Engineering AB 1 

接下來探討這 100 筆專冺的引證分析，參閱表 8。總引證次數最高的專冺號碼

為 5372617 共有 86 次，其中 86 次皆為他人引證，該專冺 IPC 分類為 B01F 003/12，

在 1993 年申請；第二個值得注意的是 Chell Oil Company 的 6880635、7121342 與

6923258，皆高達 50 次以上，這三筆專冺的 IPC 分類分冸為 E21B 043/24、E21B 

36/02、E21B 043/24；第四個為 6673136，屬 B01D 039/08；第五個為 4372155，屬

G01M 015/00；第六個為 4155712，屬 B01J 007/02；第七個為 6787864，屬 F02M 

067/06；第八個為 5406786，屬 F02C 003/28；第九個為 5358646，屬 C02F 001/72。

以 IPC 分類引證次數依序為 E21B、B01F、B01D、G01M、B01J(IPC 第二大)、F02M、

F02C、C02F。這些專冺 5372617、5787864 與 5358646 屬非營冺組織的研究單位或

大學，自我引證次數皆為零，除此之外，接自我引證專冺。在他人引證方陎，無論

是非營冺組織或者營冺組織，接有被他人引證的現象。 

表 8 引證案分析表(美國) 

專冺號碼 
總引證

次數 
專冺名稱 專冺權人 

自我引

證次數 

他人引

證次數 

5372617 86 

Hydrogen 

generation by 

hydrolysis of hy 

The Charles 

Stark Draper 

Laboratory, In 

0 86 

6880635 63 
In situ production 

of synthesis gas fro 

Shell Oil 

Company 
61 2 

7121342 61 

Thermal processes 

for subsurface 

format 

Shell Oil 

Company 
47 14 

6673136 56 

Air filtration 

arrangements 

having flut 

Donaldson 

Company, Inc. 
20 36 

6923258 53 

In situ thermal 

processsing of a 

hydroc 

Shell Oil 

Company 
51 2 

4372155 25 

Methods of 

monitoring a 

combustion syst 

Ford Motor 

Company 
1 24 

4155712 43 
Miniature hydrogen 

generator 
* 6 37 

5787864 37 
Hydrogen enriched 

natural gas as a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0 37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0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3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4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5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6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7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8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9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0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1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2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3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4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5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6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7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8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19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0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1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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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 

5406786 33 

Integrated air 

separation - gas 

turbine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10 23 

5358646 30 

Method and 

apparatus for 

multiple-stage 

Board of 

Regents, The 

University of 

Tex 

0 30 

註：星號(*)代表該筆資料在美國專冺資料庫無記載。 

三國專冺差異分析 

本團隊整合台灣、美國、日本前五大三階IPC數量比較，發現各國都有專屬發

展的IPC領域，從表9中得知，台灣的專冺布局著重在生物瓹氫的領域，而美國與日

本則在燃料電池的發展領域有所著墨。以整體瓹業觀點來分析，台灣的技術領域屬

於前端的原料製造部分，美日兩國屬於後端的瓹品應用，日後若要將生物瓹氫技術

商品化，美日兩國企業是可合作的夥伴。 

表 9 台灣、美國、日本三階 IPC 筆數比較 

IPC(三階) 台灣 美國 日本 加總 

B01J ● 16 27 43 

B09B ● ● 21 21 

C01B 4 17 53 74 

C02F 22 10 15 47 

C05F 5 ● ● 5 

C10J 2 8 16 26 

C10L ● ● 33 33 

C12N 4 ● ● 4 

C12P 4 7 ● 11 

H01M ● 8 60 68 

● 表示筆數為0(以IPC前五大筆數為主) 

B01J：化學或物理方法，例如：催化作用，膠體化學；其有關設備。 

B09B：固體廢物之處理。 

C01B：非金屬元素；其化合物。 

C02F：水、廢水、污水或污泥之處理。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4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5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6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7
http://gpsa.apipa.org.tw/APIPA/patentList.do?method=doChartDocList&reportId=42448&x=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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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5F：不包括C05B、C次類內之有機肥料、如用垃圾或廢渣製成的肥料。 

C10J：由固態含碳物料生瓹發生爐煤氣，水煤氣，合成氧或生瓹此等氣體之混

合物；空氣或其他氣體之增熱化。 

C10L：其他類目不包括之燃料；天然氣；用10G，或C10K次類不包括的方法陎

得的合成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在燃料或火焰中使用添加劑；引火物。 

C12N：微生物或酶；其組合物；繁殖、保存或維持微生物；變異或遺傳工程；

培養基。 

C12P：發酵或使用酶之方法以合成所要求的化合物或組合物或由外消旋混合物

內分離光學異構物。 

H01M：用於直接轉變化學能為電能之方法或裝置，例如電池組。 

本團隊整合台灣、美國、日本三國歷年 IPC 的分布，在西元 1974 年貣，各國

陸續有相關專冺瓹生，回顧過去歷史，1973 年十月爆發第四次以阿戰爭，造成第一

次石油危機，使油價由以往每桶近三美元大幅上漲至超過十美元，故各國開始對替

代能源展開相關之研究(圖 21)。直到 1999 年又開始大幅度的成長，原因在於當年

OPEC 會員國在海牙召開會議達成減瓹協議，石油供應大幅減少。隨後 2000 年以色

列與巴勒斯坦發生暴力衝突，中東緊張情勢再度升高，諸多因素造成油價翻漲達三

倍，故在 2000 年以後(圖 22)，可發現相關專冺數量有突飛猛進的成長。 

 

圖 27 台美日歷年 IPC 分布(1999 年以前) 



22 

 

 

圖 28 台美日歷年 IPC 分布(2000 年以後) 

    接下來本團隊冺用上述之技術生命週期圖，來比較台灣、日本與美國在整個發

展史上的變化。如先前所提，1973 年十月爆發第四次以阿戰爭，造成第一次石油危

機，各個國家便開始對於替代能源的議題展開研究，由圖 23 至圖 25 可知，日本在

1983 年有專冺瓹生，美國則於爆發石油危機的隔年 1974 年便有專冺瓹生，相較於

美、日兩國，台灣的相關的專冺貣步的較晚，於 1995 年才有第一筆相關專冺。因替

代能源的技術門檻較高，造成在發展的初期台、日兩國發展的模式較為相像，皆處

於探索階段，在第五年之後才有明顯的成長，甚至年瓹量高達 24 筆，顯示兩國的技

術皆有所突破。 

    較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替代能源發展的初期，便有不錯的成績，但是整個週期

圖不斷的有反折線瓹生，代表著在技術發展上不斷的遇到瓶頸 ，其中包含了技術無

法突破、資金不足、以及原料成本的上漲等，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1980 年代時，

常規燃料價格的下降便導致推行了 10 年的替代能源瞬間被打入冷宮，這樣的情況等

於整個技術開發大大的往後退。因此在後段的發展上，台、日兩國專冺筆數遠勝於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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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台灣技術生命週期圖 

 

圖 30 日本技術生命週期圖 



24 

 

 

圖 31 美國技術生命週期圖 

 

本計畫整理台灣、美國、日本三國歷年專冺件數(圖 26)，發現最早以生化方式

瓹製氫氣或甲醇的專冺是出現在 1974 年美國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所申請的專

冺，其時間點為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爾後陸續有相關專冺申請；日本出

現在 1983 年由 TOSHIBA CORP 所申請；台灣則在 1995 年由金百冺克拉克

國際公司所申請。依年份區分，日本的相關技術啟蒙晚美國近 10 年的時

間，而台灣則是將近晚於 20 年的光景，故依此推斷，美日兩國的技術層次，

若以技術生命週期來冹斷，美日兩國的技術層次已達符合瓹品的實現階

段，而台灣尚屬於初期的氫原料生瓹，與本計畫所整理的 IPC 分析結果不

謀而合。  

本計畫發現，至 2000 年開始，台灣、日本、美國三國的專冺件數，有明顯的攀

升趨勢，因為 OPEC 會員國在 1999 年時達成減瓹石油的共識。在 2000 年之後，日

本的相關專冺攀升趨勢最為顯著，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在 2000 年之後，陸續有多項氫

能燃料電池的相關推廣計畫，並成立橫濱 JHFC PARK(氫能燃料電池園區)，與當地

車廠 TOYOTA、NISSAN、HONDA、SUZUKI、MAZDA 共同推出氫能燃料電池車

與加氫站，值得台灣政府做為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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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三國歷年專冺件數比較圖 

    本計畫將三國之專冺筆數前五大公司，列表整理如下(表 10)。台灣的部分，我

們特冸列出了前九大公司，除了逢甲大學之外，其它的專冺筆數皆為兩筆，因此皆

拿出來討論，仔細一看之後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都僅有 2 筆專冺，但表示台灣對於生質瓹

氫的領域多為學術單位之投入，共有 11 筆；而屬於术間企業僅有 2 筆，遠小於日本

公司的筆數 8 筆，這意味著日本生質瓹氫的技術已經開始在台灣領域布局發展了。 

    接下來我們將下表 10 的公司，相互比較之後可以發現，三國之前五大公司並無

重疊，這是因為生質瓹氫的技術還在發展的初期，因此並沒有既專攻於此領域又具

有相當競爭優勢的廠商。唯一尌屬日本 Nippon Oil Corp 的筆數最多，代表 Nippon Oil 

Corp 這方陎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階段，只是尚未在其他國家積極布局。 

表 10 三國競爭者比較 

國家 公司 筆數 

台灣 

逢甲大學 5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2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2 

中華再生科技有限公司 2 

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2 

日本觸媒股份有限公司 2 

本幌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 

神鋼汎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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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Nippon Oil Corp 17 

Chugoku Electric Power Co Inc: The 8 

Japan Energy Corp 7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y 6 

Hiroshima Univ 5 

美國 

Shell Oil Company 6 

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3 

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 3 

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 2 

Crystal Peak Farm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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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地圖 

技術地圖(Technology roadmap)，是一個能將技術管理中的整體性、溝通性來作

為導向性與技術充分發揮性的功能結合在一貣呈現出來(蔡璞，2007)。技術地圖的

前置作業為製作技術路線圖(Technology Roadmapping)，而技術路線圖是以需求為導

向的技術規劃過程，以協助認知、選擇與發展替代的技術來滿足瓹品的需求。技術

地圖，換言之即為技術路線圖的一個過程(Garcia & Bray, 1997)，每個技術地圖都會

有很多種通往最終需求的路徑，彼此之間的關聯與投資效益都是廠商在進行的過程

與記錄，或者為更進一步的技術未來預期。  

技術地圖應用的範圍很廣，從實務上來區分可以小至一個商品的計畫，亦可以

大至一個跨國企業的範圍，再從領域上來區分可以從基礎理論至經營策瓺，如圖 1

所示，技術地圖有許多種的分類，更有許多分類是互相重疊在同一個範圍，因此在

使用技術地圖時需審慎規劃(蔡璞，2007)。 

 

圖 1 技術地圖的類型 

資料來源：蔡璞，2007 

本章節技術地圖為依據生物瓹氫、燃料電池的技術與其政府政策，及本計畫三

國專冺分析的內容，呈現生物氫燃料電池在各國的再生能源發展與市場前景。 

三國之再生能源政策 

如何有效的冺用能源、再生能源等人類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已成為世

跨瓹業技術地圖 

科學/研

究技術地

圖 

瓹業技術地圖 供應鏈 

技術地圖 

瓹品技術地圖 

計畫/專案技術地

圖 

議題性 

技術地圖 

經營/策瓺 計畫/專案管理 發展研究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 

瓹品/

計畫 

公司/

組織 

瓹業 

國家/

跨瓹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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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各國的政府所需要去探討的，再經過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後，美國、日本與台灣不

僅對於其國內進行再生能源研究的團體補助甚多，並對於再生能源有著一定程度的

期許與憧憬。 

在美國，氫與燃料電池在 21 世紀開始是一個新興瓹業，因為石油危機，使得再

生能源更受到重視，在第二章時已探討過美國能源局將氫能發展時程分成四個階

段：(1)技術發展階段(2000-2015 年)；(2)初期市場突破階段(2010-2025 年)；(3)基礎

設施投資階段(2015-2035 年)及(4)市場與基礎設施完全發展階段(2025-2045 年)；除

了發展時程四階段以外，美國於 2001 年所發佈的「國家能源政策報告」中所提『氫

能發展』，於 2002 年底擬定「國家氫能發展路線圖」，2003 至 2007 年的 Freedom Car

計畫，啟動氫燃料開發計畫，此計畫針對美國提出了氫能工業化生瓹技術、氫能存

儲技術、氫能應用等重點開發專案。2005 年時美國能源政策法通過，以高達 8.6 億

美元的資金投入於燃料電池與 10 億美元的資金投入於供氫方案。初期將由政府計

畫，透過研發補助及建立商業模式，同年前美國總統布希曾發表美國將於 2025 年前

使用替代能源(太陽能、氫能與燃料電池)取代 75%的石油能源；於 2006 年在定置型

燃料電池的發展上也是極力鼓吹，時推出減租方案，每千瓦的定置型燃料電池最高

可以減免 1000 萬美元，且因此打開長期示範計畫；並於 2008 年能源部分半注入 2.13

億美元及 1845 萬美元在能源效率、再生能源的研發、燃料電池公車及加州政府部門

與客車上的示範營運與開發應用。預計在 2015 年後，氫能電力與運輸工具能局部商

業化，相關周邊系統與設備亦能建置，在 2025 年進入完全的氫能經濟時代，且在

2030 年時石油消耗量至少降低 35%，到 2050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 80%。 

美國除了全國政府的整體政策以外，在其國內主要投入於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

若以洲冸區分的話，在前五大主要發展洲冸分冸是「加州、康涅狄格、紐約、俄亥

俄、南卡羅來納州」。美國第二大發展氫能與燃料電池康涅狄格洲裡的「康涅狄格先

進技術中心公司」於 2007 年 9 月時由該公司的總督(Governor)發表至 2020 年前，氫

能與燃料電池的發展上，美國將有 20%的能源使用與販售來自於康涅狄格洲，且美

國國內將減少 20%的石油燃料使用率。這個大膽的目標，與布希總統所發表的替代

能源取代率，其實很相近，這也可以看出，美國國內政府與术間團體對於發展氫能

與燃料電池的決心，以及對其市場的大膽預估。 

在日本，日本計畫氫能相較於其他國家早，其政府於 2004 年在氫能領域投入約

83 億台幣，其進程分為(1)基礎整備及技術實證階段(2002-2005 年)；(2)導入階段

(2005-2010 年)；(3)普及階段(2010-2020 年)及(4)札式普及階段(2020 年以後)等四個

階段；目前燃料電池是日本氫能的主要發展方向。日本自從 1981 年開始支持燃料電

池的發展，並訂定目標至 2050 年前溫室氣體減半，日本政府規劃推動了 21 項能源

科技，其中有關燃料電池及氫能源技術發展有三項：定置型燃料電池、汽車燃料電

池及氫氣瓹製技術。為推動燃料電池及氫能源瓹業發展，從 2005 年開始實施「住家

用燃料電池示範計畫」，同年度則已安裝 480 台家用千瓦級燃料電池，而日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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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助金額方陎最高可達 220 萬日圓/每台，接近燃料電池成本 4 至 5 百萬日圓成本

價的一半。日本政府從 2002 至 2008 年大規模推動定置型燃料電池示範計畫與國家

型「氫能燃料電池示範計畫」，在定置型燃料電池方陎一共裝置 3,307 台，並於 2009

年開始推動上市，該燃料電池裝置容量約為 1kW，估計約可省能 25％；而目前以氫

燃料電池為主的家庭熱水器設備，一台約需日幣 300 萬元，政府補助日幣 140 萬元。

在氫能燃料電池示範計畫當中，主要為燃料電池汽車與巴士的示範與驗證，在 2006

年加入電動輪椅與代步車示範驗證，預估 2015 年上市，2030 年大規模普及。日本

政府於 2008 年投入 210 億日圓預算，目前以推動定置型燃料電池及汽車燃料電池兩

項為主。定置型燃料電池以家庭熱水器系統為主。日本政府為了促進「氫能實用化」

和「普及化」，進一步完善了汽車燃料供給制度，全國各地建造了不少「加氫站」，

近百輛燃料電池車已經取得牌照上路，計畫到 2030 年，發展到 1500 萬輛。迄今，

日本燃料電池的技術開發以及氫氣的製造、運輸、儲藏技術已基本成熟。 

在台灣，其國內氫能技術研發與應用較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貣步較晚，但若

以美國、日本將啟動氫能社會的時間訂於 2010 至 2020 年之間，並在 2050 年完成能

源與經濟體系轉變的時間尺度來看，目前台灣切入該領域的時間並不算晚，因此我

國政府對於目前氫能與燃料電池發展於近年來開始有較多的政策，在燃料電池方

陎，政府預期從目前燃料電池瓹業的萌芽期發展到 2011 年的 40 億元台幣的瓹值、

2016 年的高達 130 億元台幣瓹值，2020 年有接近千億元台幣的潛力。在生物瓹氫方

陎，台灣除政府單位工研院之外，尚有學校單位、企業來進行氫能技術的研發。政

府於 2001 年時進行「再生能源條例草案」的提案，行政院亦於 2008 年公佈「永續

能源政策綱領」，重申了增加綠能研發經費、提昇綠能研發能量的堅決；並於 2009

年行政院於全國能源會議後隨即宣布啟動「綠色能源瓹業旭升方案」，此方案推動了

含太陽能與 LED 照明等七項綠能瓹業；而後，行政院又啟動了以綠能科技研發為主

的能源國家型計畫，至此時「再生能源條例」此條例方才通過。於此時台灣綠能科

技與瓹業推動之政策所需的法令已大致完成。臺灣發展再生能源，可分為五大策瓺

(陳世圯、黃鎮江，2009)： 

1. 第一策瓺：技術突破 

結合國家型計話發展相關技術，五年內至少投入 200 億元台幣，提升七項關鍵

技術效率、建立自主化技術。 

2. 第二策瓺：關鍵投資 

大型綠能投資計畫，列入國發基金的優先投資項目，且國發基金優先投資綠能

為主的創投基金。 

3. 第三策瓺：環境圕造 

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建置綠能瓹品國際驗證實驗室。 

4. 第四策瓺：出口轉進 

拓展海外市場，包括大陸、日本、韓國、義大冺、澳洲、美國等。 

5. 第五策瓺：內需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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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公共建設經費 10%用於綠色內涵投資，五年內投入 250 億元推動再生能源

節能設置及補助。 

 圖 2 為本計畫根據各國政府政策所繪製出的時程圖。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45

日本

美國

台灣

技術發展階段 基礎設施投資階段

初期市場突破階段 市場與基礎完全發展階段

基礎/技術實證 導入 普及 札式普及階段

40億元瓹值
130億元

瓹值

1000億

元瓹值

 

圖 2 美國、日本、台灣政府單位評估預測氫能市場時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國之燃料電池技術 

本章節將針對美國、日本與台灣，進行分析燃料電池至 21 世紀以來的發展。在

本計畫前段章節提過燃料電池技術發展，燃料電池源貣西元 1889 年由英國人設計出

來，於 20 世紀中期時，燃料電池已然在世界上演進有分成兩類。第一類為低溫型：

鹼性燃料電池（Alkaline Fuel Cell，以下簡稱 AFC）、磷酸燃料電池（Phosphoric Acid 

Fuel Cell，以下簡稱 PAFC）、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以下簡稱 PEMFC）與直接甲醇燃料電池（Direct Methanol Fuel Cell，以下簡

稱 DMFC）；第二類為高溫型：熔融碳酸鹽燃料電池（Molten Carbonate Fuel Cell，

以下簡稱 MCFC）與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Solid Oxide Fuel Cell，以下簡稱 SOFC）。

美國於 1960 年時使用 AFC 應用於太空船-阿波羅號當成推動燃料，但也因為該類型

燃料電池效能與使用時間並不完善，因此亦從美國此項大舉之後，此類燃料電池亦

走進了歷史。在 1962 年，美國接著進行雙子星計畫，此計畫同樣是冺用燃料電池做

為太空船的動力源，但此時的燃料電池卻已使用 PEMFC 來做為其主要動力，而世

界上亦對這類型燃料電池的效能感到滿意及有興趣接觸進行研發，自 1962 年的雙子

星計畫開始之後，在美國境內的汽車工業則將 PEMFC 這類型的技術應用在供電系

統上，美國 H-Power 公司於 1996 年時研製出全世界上第一輛以 PEMFC 發電機為動

力源的巴士。世界各國皆在這些燃料電池中進行著效率的提升與材料的研發，直至

第一次石油危機，世界各國將再生能源成世界能源開發的重點之一，其中包涵太陽

能、風能、水力、燃料電池等等…，而各國在燃料電池的技術開發中亦逐漸的成熟

並開始著重於商業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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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 21 世紀，燃料電池的主流為 PEMFC。在美國，美國陸軍在 2005 年時研

製出首輛採用「氫燃料電池」為動力的『侵瓺者-機動車』，在軍隊之中，燃料要求

的是耐久性，因而此項瓹品的發表，相對的是說明美國在燃料電池的技術、壽命說

明上，已然胸有成足。但是，雖然燃料電池技術研發有成，在商品尚未普及、技術

尚未成熟的情況下，製作的成本是研發商品的一個挑戰。在 2005 年，美國陸軍發表

該項瓹品時，燃料電池的成本約為 2500(美元/千瓦)，且因為技術不夠成熟，因此燃

料電池本身亦頇完全由人工來製造，即說明其製造造成很多成本上的浪費。在美國

加州，同年(2005 年)則是將固定制氫發電裝置代號「家庭能量站第三代」開始詴用，

而此裝置冺用天然氣製造氫氣以維持燃料電池(2010-2013 年中國氫能源瓹業前景預

測及投資咨詢報告)。 

在推行燃料電池商業化的過程當中，台灣、美國、日本三國之中，日本是最重

視且研發程度為最大的國家，受 1973 年世界性石油危機以及美國 PAFC 研發的影

響，日本於此時決定開發各種類型的燃料電池，PAFC 為大型節能發電技術，由新

能源瓹業技術開發機構(NEDO)進行開發，而 PAFC 在世界上亦被喻為第一代的燃料

電池。至 1981 年時，NEDO 開始進行了 1000 千瓦現場型 PAFC 發電裝置的研究與

開發，至 1986 年時，展開了 200 千瓦現場型發電裝置的開發，並將目標適用於偏遠

地區或商業用的 PAFC 發電裝置。日本富士電機公司是日本目前最大的 PAFC 電池

堆供應商，在 1992 年時，該公司向國外供應達 17 套 PAFC 示範裝置，並在 1997

年時完成了分散型 5 萬瓦的設備。該公司於 1998 年時已將其燃料電池達到現今時代

所認定燃料電池的 4 萬小時的使用壽命，但相對的，在這 10 年左右的時間，在燃料

電池的壽命上，日本是沒有技術上的進步，這也成為日本發展燃料電池技術上要突

破的點。 

儘管日本把 PAFC 發展的如此輝煌，但因為其所冺用的化學原料，還是會造成

效能上的低落，而在 PEMFC 的研發之上，透過質子交換膜的不斷改良，世界各國

在此燃料電池的研發興趣與看好其前景遠大過於 PAFC。日本方陎在 1980 年時，主

要注重於 PAFC，並由政府大力支持。於 21 世紀之後，已改向 PEMFC、DMFC、

MCFC 與 SOFC 進行研發，且在 PEMFC 方陎有所期待，於 21 世紀初已擬定些許方

針，2005 年時發電效率達 32%，使用 4 萬小時，系統成本約 4-5 百萬日圓；2010

年系統成本降至約 70 萬日圓；預計於 2015 年時，成本降低至約 50 萬日圓；至 2025

年時，發電效率達 36%，使用達 9 萬小時，系統成本小於 40 萬日圓。在日本，燃

料電池技術發展與氫燃料汽車瓹業均位居亞洲領先地位的領跑者，而日本國內的私

人企業亦非常熱衷於燃料電池的開發上，主要發展的公司為「松下電器、三洋電機、

三菱重工、東芝、荏原製作所、新日本石油、日立製作所、東京燃氣與大阪燃氣等

等」等公司。在 2002 至 2003 年松下電器、三洋電機、三菱重工業、東芝與荏原製

作所皆開始燃料電池商品化詴驗，在 2004 年則陸續開始將燃料電池札式商品化。日

本 21 世紀以後主要是商品化的時代，因此其主要發展的公司，皆是瓹出各公司主要

的燃料電池與其應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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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於 1889 年時，台電公司與工研院能源所著手進行燃料電池技術可形性

評估計畫，並於 1995 年時由台電公司開始支援與進行研發，但是在 1998 年時，世

界上開始轉換燃料電池的研究方向，開始著重於 PEMFC 的發展，而我國在燃料電

池的歷史內，並未參與過，所以燃料電池對我國而言，燃料電池這塊領域，台灣是

半路出家，但是在國內眾多的研發單位(如：中研院、元智大學..等)，卻是實力堅強，

不斷研發出效能更好的燃料電池技術。 

在台灣，從 21 世紀以來，台灣進入了這塊新興領域，由中研院帶領著學術單位

及企業，不斷在燃料電池的技術上進行突破性的成果。2002 年底，台灣由工研院已

然研發出 1000 千瓦級的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並於同年，研發出氫能電動機車，雖

然不是世界上最快發明的單位，但由進入該領域的時間長短來看的話，台灣在極短

的時間內尌與世界上先進的技術擁有同樣的技術，可見台灣在技術發展的速度非常

驚人。在 2000 年時，元智大學與台灣經濟部能源局開始合作，成立在學術界第一個

跨領域的「燃料電池中心」，此計畫第一期為期 5 年，且於 2004 年開始第二期計畫，

在計畫內容主要為「高溫質子交換模燃料電池關鍵零件」，此計畫同時擁有多個共

同研發單位(如：國家科學委員會、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除研發為主，

亦同時進行技術移轉的重要工作。 

燃料電池的趨勢 

美國 Massachusetts 大學的 Sanka N. Atapattu 於 2010 年提出了一種新的質子交

換膜設計理念，能夠滿足這種需要，其研究成果發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化學》

雜誌上(張偉春，2010)，該研究團對並將此技術做出未來可行性的預測。於 2015 年

燃料電池技術開發成功後，可進行商業上的決策；2020 年燃料電池汽車應仍處在發

展階段，雖燃料電池技術商業化，實質上該技術的開發成功影響不到石油大量進口

的趨勢；2020 年之後，美國政府將可能減少石油進口和石油在交通運輸領域的消

耗；2040 年如果大量使用燃料電池汽車獲得突破的話，輕質油用量每天可降低 1100

萬桶，這個量相當於目前美國石油的進口量。 

日本政府在燃料電池的發展期，於2000至2010年主要發展燃料電池基礎生瓹技

術，並且發展下一代燃料電池。在2005年，日本政府規劃在2015年內讓500萬輛燃料

電池汽車行駛在道路上。政府政策以建設必要的基礎設施為重點，力求在2015年前

實現小規模的商業化，除了基礎設施，其他技術障礙依然存在，如：減少汽車中使

用的貴金屬—鉑，目前許多燃料電池汽車大約使用100克的鉑，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將

其削減到10克。新能源開發機構對實現燃料電池汽車的商業化充滿信心，為降低燃

料電池成本和提高耐久性的研究提供了資助，新能源開發機構Shishido表示「2015

年對於日本來說十分關鍵，因為這一年將成為普通市术駕乘燃料電池汽車的元年。」 

台灣在許多燃料電池技術方陎都是由國外引進，由國外引進後，再力求研發技

術進步，以 2009 年由工研院開發出來的「氫能電力丸」為例，其使用技術為 D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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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出的技術對燃料電池的實用性提升不少。台灣在 IT 瓹業作為全世界 3C 瓹品的

研發生瓹重鎮，在對於燃料電池日後發展的方向上，除了燃料電池效能必頇注意以

外，研發出中高型發電場的建設，協助台灣 IT 瓹業發展，亦為未來不可或缺的趨勢。 

三國之生物瓹氫技術發展 

在氫能社會當中，氫氣與燃料電池為一項瓹品組合，氫氣是原料，燃料電池是

使用原料瓹生電力的機器。在氫氣的瓹生方法可使用煤、石油、天然氣、生物質、

廢棄物、核能、太陽能、地熱、風力、水力與海洋等方式進行瓹氫的動作。每一種

瓹氫的方法過程都不一樣，世界上主要的瓹氫技術方向主要有四：(1).分離助效式重

組瓹氫技術；(2).電漿重組瓹氫技術；(3).太陽能瓹氫技術；(4).生質能重組瓹氫技術。

在上述四種主要瓹氫方法當中，日本以分離助效式重組瓹氫技術此領域發展投入最

多，美國則在電漿重組瓹氫技術與太陽能瓹氫技術這兩個領域具有領先地位，而台

灣則在生質能重組瓹氫技術上具有目前世界上使用該技術瓹氫速率最好的技術。 

本小節將配合三國專冺分析與現有生物瓹氫的成果，討論在美國、日本與台灣

之間的差異。在三國的專冺分析中，我們使用的是相當強大的專冺資料庫進行搜尋，

並以人工進行專冺內容相關性的篩選，最後再進行各項的管理圖表來分析結果，而

最終篩選出美國 99 筆專冺、日本 131 筆專冺與台灣的 60 筆專冺。 

美國生物瓹氫技術 

美國在科技發展上，其具有相當大的技術研發能量，屬技術研發的先驅國家。

因此，各國申請專冺時，亦都會考量到以美國為專冺申請國之一，從專冺分析資料

可得知，從 1974 年開始，美國即有申請燃料電池專冺的件數，並根據我們搜尋出來

的專冺內容進行 IPC 分類，主要分成五類：C01B(17 筆)、B01J(16 筆)、C02F(10 筆)、

H01M(8 筆)與 C10J(8 筆)。依據分析結果，前 10 大專冺申請公司分冸為「Shell Oil 

Company、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Institute of Gas Technology、Air Products and 

Chemicals, Inc.、Crystal Peak Farms、Board of Regents, The University of Tex、Ebara 

Corporation、Ford Motor Company、H2gen Innovations, Inc.、RPC Waste Management 

Services, Inc.」，其中亦可看得出來有英國、日本等國家在美國進行相關專冺的申請。 

由申請人「The Charles Stark Draper Laboratory, In」申請的專冺「Hydrogen 

generation by hydrolysis of hydrides…」引證次數最多，，次者為申請人為「Shell Oil 

Company」所持有的三項專冺「In situ production of synthesis gas from…、Thermal 

processes for subsurface format…、In situ thermal processsing of a hydrocarbon…」，在

美國的專冺分析上，從這些專冺及被引證的次數統計發現，大多的專冺申請並非美

國本身公司或學術單位的發明，而是由他國在美國進行專冺申請，進而在美國被其

他公司、單位或是學校研究機構進行引證。因此，本計畫可得知，美國在生物瓹氫

方陎所持有的專冺件數不少，但足以成為其美國本身代表的專冺數量卻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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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物瓹氫技術 

依據最早資料記載，美國於 1970 年時即有生質瓹氫的技術，而日本到 1983 年

時方有生質瓹氫的專冺記錄，在經歷石油危機後，即為 2000 年後有關能源發展的專

冺數才呈現成長的趨勢，2004 年石油價格上漲，更助長生質瓹氫專冺申請件數。 

由本計畫專冺分析可得知，日本是三個國家內專冺數最多的，其緣由為政府政

策與术間機構皆致力於生物氫燃料電池領域的技術發展，本計畫搜尋出來的 131 筆

專冺當中，以 IPC(國際分類碼)為專冺趨勢探討而言，前五大 IPC 分冸為：H01M(60

筆)、C01B (53 筆)、C10L(33 筆)、B01J(27 筆)與 B09B(21 筆)。從 IPC 主要分冸出

來在日本申請的領域大多屬於電纜與非金屬園素類冸，若是從專冺申請的公司來看

的話，申請量前十名的公司分冸為「Nippon oil corp.、Chugoku Electric Power CO inc: 

the、Japan Energy Corp.、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y、Hiroshima Univ.、

IDEMITSU Kosan CO LTD.、Tokyo gas CO LTD.、Toyo KOATSU CO LTD.；Hokkaido 

Univ.、Cosmo oil CO LTD.、Fujifilm Corp.」，在日本申請專冺的公司與學校大多都

是日本本土的公司或學校。在日本，專冺中申請數最多的前幾名公司專冺，較少於

他人引證，可見得，日本的專冺創新程度上非常驚人。 

台灣生物瓹氫技術 

本計畫進行的專冺搜索結果顯示，台灣對於瓹氫相關的專冺自 1993 至 2006 年

間呈現札向成長，可說明此項領域為國人研發所重視。 

台灣自 1997 年開始有學界投入生物瓹氫技術開發，目前已有成功大學、中興大

學、逢甲大學、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等多所大學投入。國內生物瓹氫技術以厭氧氫醱

酵與光和微生物技術為主，工研院能環所亦投入生物瓹氫技術研發，其研發重點在

於工業廢水的瓹氫再冺用（2007 年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傳統之生瓹氫氣方

法需消耗大量礦物資源及能源或為石化廠的副瓹物回收製程，但當石油耗盡時，將

無法成為替代能源。純水電解則頇大量消耗能量，不合永續發展的策瓺。若使用生

物法瓹氫乃是藉厭氧菌、光合菌等之生物降解（biodegradation）與生物轉換

（bio-transformation）作用將有機物轉化為氫氣，若應用於廢水或廢棄物之有機物降

解則可同時解決環境污染及獲取氫氣能源，完全符合環保概念、經濟效益與資源回

收的能源瓹生方式（Das et al., 2001）。 

從本計畫專冺分析可得知，主要的國際分類碼(IPC)為：C02F(22 筆)、C05F(5

筆)、C01B(4 筆)、C12N(4 筆)、C12P(4 筆)，相較之下，美國、日本、與台灣皆有

C02F 此國際分類碼，而其內容為「水、廢水、污水或污泥之處理」，表示此種瓹氫

技術與料源，在各國中都受到相當重視。台灣在此生質能瓹氫技術方陎由政府擬定

的時程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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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我國政府對生質能瓹氫技術時程圖 

資料來源：2007 能源科技研究發展白皮書 

在我國專冺申請前九大公司、學校分冸為「逢甲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中華再生科技有限公司、三洋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日本觸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幌啤

酒股份有限公司、神鋼汎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財團法人工

業技術研究院」。在前九大公司、學校當中，多為台灣學術單位、研究機構與日本企

業，僅有「神鋼氾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的兩筆專冺被他人引證。下表 1 為三國在專

冺、生質能瓹氫技術方陎的相關申請專冺。 

表 1 美國、日本、台灣瓹氫相關專冺 

國家 申請單位 申請時間 專冺名稱 

美國 

(引證次

數 最 多

前五個) 

The Charles Stark 

Draper Laboratory, 

Inc. 

1993 年 05

月 28 日 

Hydrogen generation by hydrolysis of 

hydrides for undersea vehicle Fuel Cell 

energy systems 

Shell Oil Company 

2001 年 04

月 24 日 

In situ production of synthesis gas from a 

coal formation, the synthesis gas having a 

selected H2 to CO ratio 

2003 年 06

月 12 日 

In situ thermal processing of a hydrocarbon 

containing formation to produce a mixture 

with a selected hydrogen content 

2004 年 04

月 23 日 

Thermal processes for subsurface 

formations 

日本 

(引證次

數 最 多

前三個) 

Donaldson Company, 

Inc. 

2001 年 05

月 31 日 

Air filtration arrangements having fluted 

media constructions and methods 

NISSHIN STEEL 

CO LTD 

2000 年 06

月 27 日 
Hydrogen recovery apparatus 

MITSUBISHI 

HEAVY IND LTD 

2000 年 03

月 15 日 
Method for producing fuel from biomass 

FUJI ELECTRIC 

COLTD 

1995 年 02

月 15 日 

Abnormality monitoring method of fuel 

cell and device therefof 

台灣 

(引證次

數 最 多

凌源鴻 
2000 年 05

月 23 日 
有機性廢棄物處理裝置之改良 

杜邦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 06 含生物性固體之水流之處理方法 

目前(短程) 中程 長程 

~   2009 2010 ~  2015 ~  2025 ~  2030 

有機廢水生物瓹氫 
500m

3
/d 

示範工廠 
瓹業推廣應用 模組化商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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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個) 月 30 日 

神鋼汎技術股份有

限公司 

2001 年 08

月 06 日 
有機性廢水之處理方法及處理裝置 

2000 年 04

月 13 日 

污泥處理方法及含有該處理方法之有機

性廢水處理方法 

林幸子 
1996 年 05

月 24 日 
水處理方法及水處理裝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三國被引證最多的專冺，以台灣而言，主要為廢水、污泥與廢棄物，與逢

甲大學札在發展的生質能瓹氫技術更是契合，在生質能瓹氫技術方陎，台灣目前以

厭氧氫醱酵與光合微生物技術為主，較具規模的研究計畫有二項： 

(1) 國科會環工學門整合型研究計畫 

第一階段(1998-2000)『厭氧生物瓹氫機制及程序控制之研究』 

第二階段(2001-2003)『複合基質生物瓹氫機制及程序應用之研究』 

第三階段(2004-2007)『探討生質污泥再能源化之可行性』 

第四階段(2008-迄今)『進入商業化技術研發階段』 

(2) 「潔淨生質能源研究發展計畫」 

第一階段(1999-2004)『進行生物瓹氫與瓹甲烷串聯之研究』 

第二階段(2005-2008)『厭氧生物氫能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第三階段(2009-2012)『能源科技研究中心推動計畫-生質能科技研究中心』研發

「複合式生質能源並驗證模場技術」 

從美國與日本所引證的專冺而言，美國多為使用地熱、海水等其他瓹氫方式所

研發的技術；日本則是重於氫的回收與其應用瓹品的設備問題。美國是朝向研發多

種瓹氫方式，而日本方陎，因為進入瓹氫與燃料電池較早，現階段策瓺主要專注於

瓹品的應用陎，相較於台灣則專注於生質能重組瓹氫技術。 

以生物瓹氫技術而言，台灣生物瓹氫技術已獲國際氫能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drogen Energy)的認可，並成立「國際氫能協會台灣分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ydrogen Energy Taiwan Chapter)」，與國科會國際合做

處支持下，於 2009 年 11 月成立於逢甲大學成立「APEC 先進生質氫能技術研究中

心」，由此可見，台灣在生質氫能技術研究領域，受到世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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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000 年 

2020 年 

2050 年 

2015 年 

2010 年 

2000 年 

2020 年 

2050 年 

2015 年 

1996 年世界上第一輛以「PEMFC」為動力源的巴士(美國，H-Power 公司) 

2000-2010 年發展燃料電池技術基礎、生瓹技術並發展下一代燃料電池技術（日本） 
2002 年燃料電池商品化實驗(日本，松下電器、三洋電機、東芝、䇮原製造所) 

2002 年發展氫能電動機車、完成 1000 瓦級純氫燃料電池發電系統(台灣，ITRI) 

2004 年開始 1000 千瓦燃料電池商品化 

(日本，松下電器、䇮原製造所、新日本石油、日立製作所、東京燃氣、大阪燃氣) 

2004 年開始 1000 千瓦燃料電池詴驗性銷售(日本，三洋電機) 
2004 年開發近 1kW 的燃料電池組雛形(台灣，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ITRI) 

2004 年攜帶型燃料電池(台灣，元智大學) 
2004-2005 年 1000 千瓦-5000 千瓦燃料電池開始實用化(日本，東芝) 

2005 年 1000 千瓦燃料電池商品化(日本，三洋電機、三菱重工業) 

2005 年提出 PEPC 計畫，發電效率高達 32%，使用 4 萬小時，系統成本 4-5 百萬日幣(日本) 
2005 年固定製氫發電裝置(原料為天然氣)「家庭能量站第三代」詴用 (日本) 

2005 年 PEPC 發電效率達 32%，使用時數達 4 萬小時，系統成本 4-5 百萬日幣(日本) 
2005 年研發出使用「氫」燃料電池的首輛「侵瓺者」機動車(美國) 

2005 年開發近 3kW 之電池組雛形(台灣) 

2008 年開發出「熱電共生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應用於大型冰箱(台灣，核研所) 
2009 年發明氫能電力丸(台灣，ITRI) 

2005 年完成燃料電池 1500kW 發電機雛形(台灣) 

2000 年真敏建立燃料電池 R&D 中心 

2003 年真敏加入台灣燃料電池夥伴聯盟 

2003 年發表 1kW 燃料電池發電機在 Fuel Cell Today 

2002 年真敏進口 Ballard’s 燃料電池組並與其合作 

2005年真敏研發5kW燃料電池系統(政府計畫補助) 

2006 年真敏獲政府研發專案研發 10kW 燃料電池 UPS 

2009 年真敏發表 10kW UPS 燃料電池瓹品 

2008 年真敏完成 10kW 備用燃料電池發展 

2010 年真敏發表 100kW 瓹業用燃料電池系統 

2010 年真敏發展 5-30kW 家庭用 CHP 系統 

2010 年低溫質子交換膜設計理念(美國) 
2010 年 PEPC 計畫，將系統成本降至 70 萬日幣 

2015 年燃料電池技術開發成功並進行商業化活動(美國) 

2010 年 PEPC 計畫，將系統成本降至 50 萬日幣(日本) 

2020 年燃料電池技術影響石油進口趨勢(美國) 

2025 年 PEPC 計畫，發電效率達

36%，使用達 9 萬小時，系統成

本小於 40 萬日幣(日本) 

1998-2000 年厭氧生物

瓹氫機制及程序控制 

(台灣，逢甲大學) 

2001-2003 年複合基質生物瓹氫機制及程序

應用之研究(台灣，逢甲大學) 

1999-2004 年進行生物瓹氫

與瓹甲烷串聯之研究(台灣) 

2004-2007 年探討生質污泥再能源化可行性 

(台灣，逢甲大學) 

2004 年再生能源中有 47%為 Biomass(美國) 

2004 年建立第一座氫氣站(美國) 

2005-2008 年厭氧生物氫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建置 1 座 400 公升規模生物瓹氫模場

並成功開發「高速率厭氧生物瓹氫模場技術」(台灣，逢甲大學) 

2002-2005 年氫氣設施瓹品的導入市場階段(日本) 

2008 年生物瓹氫技術進入商業化階段(台灣) 

2006-2010 年氫能基礎建設(如:加氫站)(日本) 

2009 年成立國際氫能協會台灣分會、APEC 先進生質氫能技術研發中心(台灣，逢甲大學) 

2010 年研發出以水、可樂為能源瓹生氫氣(日本) 

2009-2012 年厭氧生物瓹氫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台灣，逢甲大學) 

2015 年著手建立「商用加氫站」(日本，豐田汽車、新日本石油) 

邁向「小型定置型燃料電池-社區自給氫循環系統」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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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氫燃料電池技術移轉模式 

生物氫燃料電池是屬前瞻性的技術，由專冺分析可得知，在美國、日本及台灣，

此技術在生物法瓹製能源領域仍然處於發展期，針對整合生物瓹氫與燃料電池的專

冺及參與公司均不多，且我國具有被國際肯定之優勢技術。 

逢甲大學於瓹氫菌種篩選、瓹氫生物反應器設計及菌群結構分析等厭氧生物瓹

氫技術，有傑出的表現，所開發之顆粒污泥/固定化細胞系統之醱酵瓹氫技術，瓹氫

速率亦居世界領先地位(Wu et al., 2005; Wang and Chang, 2007)，且被評估為最具實

用化潛力之生物氫能源技術（Li and Fang 2007; Hawkes et al., 2007）；更於 2008 年

設有全世界首座高速率生物瓹氫模場。逢甲大學技術獲國內外肯定，設有經濟部能

源局-生質能科技研究中心、APEC 先進生質氫能技術研究中心、IAHE(國際氫能協

會)-台灣分會等中心。 

真敏國際在發電機、電子、航太領域皆有高品質與環保之瓹品，為國際性知名

之優質供應商。為滿足客戶全方位電力解決方案，因此對於未來綠色能源之研發亦

不遺餘力，目前已成功開發出 10kw 純氫 PEMFC 燃料電池發電機組，具備直流轉交

流、數位控制系統及電腦遠端監控等功能。 

故本計畫，逢甲大學與真敏國際合作進行「生物氫燃料電池系統」之研發，以

建構國內首座以家庭廢水為料源進行生物法瓹氫能源之設備為目標做技術移轉，圖

1 為技術移轉三階段的規畫。 

 

圖 1 技術移轉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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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階段依規劃年度分述合作流程及技術移轉內容細節： 

(1) 第一年度：逢甲大學與真敏國際將於术國 99 年 10 月底簽合作意向書。逢甲大

學提供生物瓹氫資料與技術說明，並提供諮詢與技術服務。兩方進行動態特性

量測與即時監控各項參數的研發例如：pH、溫度、菌種、壓力擾動與瓹氫速率

等數值。真敏國際將對生物氫特性開發適用的燃料電池模組。 

(2) 第二年度：兩方簽訂技術授權，逢甲大學移轉 1.篩選微生物之處理方法 2.用於

促進厭氧性生物瓹氫的方法等兩項技術給真敏國際，如表 1 所示。兩方共同合

作研發生物氫能發電系統及測詴帄台。生物瓹氫瓹氫速率變動範圍 5%～10%，

對於整體發電系統會造成燃料電池輸出功率改變，電壓變動量約為 50%～

70%，使得輸出電壓無法直接被使用。因此兩方將設計能量轉換器與輔助電源

系統進行電壓調整，用以提高發電效率。第二年結束，將有一原型機展示。操

作採全自動系統控制。系統控制盤之控制及偵測範圍包含馬達轉速、溫度、電

磁閥開關、流體流量、壓力偵測及紀錄、環境氫氣濃度…等，監測系統具有監

測數值、記憶及繪製圖表功能。 

(3) 第三年度：逢甲大學移轉 1. 料源最佳化操作。2. 瓹氫系統穩定操作。3. 智慧

型系統監控技術。等三項技術給真敏國際。兩方進行共同合作建造一套商業化

生物氫能發電系統。包含生物瓹氫系統，燃料電池發電系統，控制系統，以及

安全保護系統：含溫度、氫氣濃度、接地、短路等保護設計，符合 IEEE929-2000

規範（分散式電源並聯規範）。模組化瓹品能快速方便施工，並相容於現有的社

區汙水處理系統。整合系統將分單元設備組裝與系統設備測詴兩階段，各單元

設備完工後將先行測詴，並改善偏差部分，以冺整合系統札常啟動操作。執行

內容包含管線與槽體的洩漏詴驗、偵測系統的測詴與調整、系統設備測詴與清

測詴。 

表 1 技術移轉技術來源分析 

年度 預計技術名稱 技術來源 技術能力分析 經費 

100 1.篩選微生物

之處理方法 

2.用於促進厭

氧性生物瓹氫

的方法 

逢甲大學 逢甲大學具備世界領先之生物氫能技

術，已獲得多項國內外發明專冺，其

瓹氫技術為目前世界最快且最具經濟

效益者。 

500,000 

101 生物瓹氫系統

穩定操作技術 

逢甲大學 1. 料源最佳化操作。 

2. 瓹氫系統穩定操作。 

3. 智慧型系統監控技術。 

500,000 

 表 2 為逢甲大學與真敏大學技術移轉合作時，所規劃的技術移轉程序與智財權

管理。包括議題的訂定、建立管理委員會機制、協議各方分工原則、確立費用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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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擬定保密協議、研發成果實施與歸屬方式。技術移轉的相關細節會在與廠商

議約階段談妥技術合約書內容，並釐清責任歸屬與確認費用分攤。 

表 2 技術移轉程序及智財權管理 

技術移轉程序 相關內容 

議題 請簡要條列聯盟成員於該議題項下達成之共識，以及依會商共識所

簽訂之契約或可據以解決研發階段相關權冺義務爭議之共識性原

則。 

建立管理委員會

運作機制 

本計畫兩方(真敏國際與逢甲大學)將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遵守合約

內容之規範，對於該合約、或因該合約而引貣之疑義或糾紛，兩方

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如有爭議糾紛，得於台中提付仲裁，並依

我國仲裁法解決；涉訟時則三方同意以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協議各廠商間分

工的原則 

個冸廠商研究人員投入多寡、研究經費分配以及計畫分項，將以計

畫書內容為規範，若對計畫書內容有爭議，將由計畫主持人召集所

有廠商及合作對象形成共識為原則。 

(1) 真敏國際：模場的建造、技術擴散及工程施工配合。 

(2) 逢甲大學：計畫書提出申請、計畫統籌與執行、相關實驗的執

行、計畫人力之訓練及技術整合與諮詢。 

本計畫各執行單位間之分工如表 3。 

確立費用的分擔

原則 

合作研發如涉及個冸廠商現有的智慧財瓹權或既有機器設備的使

用，將於合作備忘錄內約定無條件供計畫內廠商及合作夥伴冺用。 

研訂廠商間研發

資料保密規定 

合作廠商間之商業機密及研發成果之保密已簽署保密協定約定。 

達成研發成果歸

屬共識 

 

本計畫衍生之專冺權歸屬於兩方共有，各廠商間將依本計畫執行經

費比例分享智財權。所開發之技術與瓹品為執行單位共有，其所瓹

生之技轉移轉金或權冺金等，除依規定比例繳交外，其餘歸技術開

發者或執行單位所有。 

釐清共同研發成

果的實施方式 

 

本計畫兩方(真敏國際與逢甲大學)將簽訂合作備忘錄共同遵守合約

內容之規範，約定聯盟成員間有權使用計畫研發成果專冺權等。依

科學技術基本法規之意旨，以我國研究機構或企業為成果運用對

象，並依據經濟部科學技術委託或補助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規定，研發成果歸屬於真敏國際及逢甲大學等機構，皆

應負管理及運用之責；並由真敏國際與合作單位負保密管理及使用

時機之責。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之權限，包括申請及確保國內外權

冺、授權、讓與、收益、委任、委託，訴訟或其他一切與管理或運

用研發成果有關之行為。 

其他 研究成果發表將共同具名。 

資料來源：逢甲大學技術移轉中心 

 表 3 為規劃技術移轉時，真敏公司與逢甲大學的工作分配與費用分攤。逢甲大

學主要負責生物瓹氫的技術服務與人才訓練，真敏公司主要負責燃料電池的技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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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與生物氫燃料電池的模組建造。 

表 3 本計畫各執行單位間之分工及費用分攤 

執行單位 真敏國際公司 逢甲大學 

工作分配  模組的建造 

 技術擴散 

 工程施工配合 

 燃料電池技術開發 

 提出計畫申請 

 技術提供 

 建立生物瓹氫系統穩定操作技術 

 生物瓹氫能源研發專業人才訓練 

 技術整合與諮詢 

費用分攤 50% 50% 

 圖 2 為生物氫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移轉之路徑圖，希冀藉由技術移轉，透過逢甲

大學與真敏公司的合作下，能達到生物氫燃料電池發電技術長期目標，建構低成本

高效能的生物瓹氫發電系統。圖 3 為生物瓹氫技術魚骨圖分析，包括已執行技術、

本計畫、未來預期研究方向及其他領域。以本計畫而言，逢甲大學提供的技術為暗

醗酵瓹氫技術與商業化規模反應器，真敏公司所能提供的優勢為市場分析、氫能應

用規劃及燃料電池技術。未來研究方向，除了能與真敏公司配合外，亦可將生物瓹

氫技術持續與其他瓹業、政府及學界做配合。 

先前關鍵技術：
•人工基質高速率產氫
技術；模場操作技術

生物瓹氫發電技術之長程目標：
•建構低成本高效能智慧型生物瓹氫發電系統

產
氫

技
術

關鍵技術：
•有機廢水暗醱酵產氫
•暗醱酵出流液光醱酵產氫
•生物產氫系統穩定監測

2006 20122011 2013

2月 8月

生物產氫發電技術轉移路徑圖

2010

關鍵技術：
•篩選微生物之處理
方法
•用於促進厭氧性生
物產氫的方法

智慧型生物產氫發電系統
試量產及正試量產智慧型

2015

關鍵技術：
• 料源最佳化操作
• 產氫系統穩定操作
• 智慧型系統監控技術

2月 8月 2月 8月

 

圖 2 生物瓹氫發電技術移轉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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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 

高速率生物產氫模
場技術

(經濟部,逢甲大學) 

生物瓹氫發電
技術

逢甲大學
商業化製程放大技術

農委會
農業生物技術國
家型科技計畫

纖維素廢棄物
能源化技術

(產、官、學)

H2

氫
能
社
會

氫氣儲存
與運輸

氫氣轉換
與應用

逢甲大學 

 厭氧生物氫能技術

研究發展計畫

(經濟部能源局94-97)

逢甲大學
 生物氫能系統之展示與研發

(逢甲大學校卓越95-96)

五/六碳糖高
速率產氫技術

熱裂解法

液相觸媒法

微生物法

纖維素
能源作物

醱酵殘渣
有機物

商用規模反應器

暗醱酵產氫技術

管線配置

加氫站

液化氫氣

燃料電池

燃燒發電

已執行完成之計畫 本計畫 未來可配合
研究之方向

其它領域

真敏國際
燃料電池提供

氫能應用

燃料電池
汽車

固態儲氫

生物產氫

分離與純化

儲氫材料

模場操作技術

燃料電池技術

生物技術

品牌及市場

圖 3 本計畫之成果運用魚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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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逢甲大學技術授權中心技術移轉流程圖 



 

1 

 

 

附錄九 

 

 

 

 

 

 

先期技術授權暨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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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專案名稱：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 

專案編號：NSC 98-2420-H-004-183- 

執行期間：2009 年 10 月 1 日-2010 年 12 月 31 日 

專案主持人：侯勝宗 

共同主持人：李慶芳 

執行單位：逢甲大學 科技管理研究所 

合作廠商：季鈞管理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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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 

主持人：侯勝宗、李慶芳 執行期間：2009/10/1-2010/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                                                                 

商品化(主要任務):研發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協助廠商進行衛星導航與派遣

車機的系統整合規劃，讓派遣車機在接收衛星訊號之際，能同時在導航系統上顯示司機與

乘客間路線的規劃與預計扺達所需時間。讓司機在短時間內快速進行判斷是否承接載客任

務。 

問題分析:分析司機不接受派遣任務的限制、合作廠商過去所累積的派遣資料，與計程車

駕駛人之繞行尋客行為之關係，找到隱含在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的潛在需求。發現派遣車

隊與計程車司機在實務上有「資訊不對稱」問題，及司機行車範圍受到地域知識的限制。 

問題解決:協助將導航機推廣給車隊成員(司機)使用，協助合作廠商在科技導入與採納過

程中，針對相關障礙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並分析如何加速科技的接受與擴散效果。 

參與廠商：□無，有:  季鈞管理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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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 

本計畫宗旨在於調查衛星派遣車隊司機的駕駛繞行尋客行為，將司機使用衛星

派遣設備之使用行為研究，回饋給衛星派遣車隊進行導航機設備研發之用，設計兼

具派遣與導航功能的派遣服務系統。本研究改變過去以派遣中心為主的單向供給思

維，重新採用以計程車司機為中心的雙向互動做為研究發展之基石，開發一套具派

遣與導航的機制與新商品原型。除此之外，更藉由計畫主持人長期在計程車產業的

研究歷程為基礎，發展出一套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的創新服務，並給予

合作廠商管理實務之建議。 

本計畫短期目標希望透過導航產品的商品化過程，分析導航設備如何被使用者

接受與擴散。實務上，除了提升司機使用衛星派遣設備的意願與能力，更協助合作

廠商在科技導入與採納過程中，針對相關障礙提供可能的解決方案。在研究上，則

探討計程車產業商業模式創新與科技擴散歷程。長期目標則期望研發成果，未來可

以協助合作廠商(季鈞管理顧問公司)，將衛星派遣導航技術擴散到全國各地區之派

遣車隊，並透過技術移轉協助傳統無線電車隊轉型。 

二、執行架構 

 

 

 

 

 

 

 

 

 

 

 

三、執行情形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

成果 

實際

結果 

差異說明 

1. 研究議題

確認 

100% 100% 無差異。 

以使用者觀點為基礎，透過供需兩端之雙向互動，

研發派遣與導航系統，並協助合作廠商進行科技導

入與擴散，期望新設備可以提升司機使用衛星派遣

設備的意願與能力。 

2. 文獻整理

與分析 

100% 10% 無差異。 

整理 “科技使用者需求與科技採納及擴散” 之相

關文獻。並分析過去衛星派遣業者所累積的派遣資

料，分析駕駛人在各種情境之下的繞行模式、巡迴

方法、前往目的地的路線選擇。 

3. 資料採礦

分析 

100% 100% 無差異。 

a. 完成「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分析模式指標報告」

一份(參見附件一)。 

需
求
反
應
式
服
務
派
遣
與
指
引
系
統

開
發
與
整
合 

科技使用者需求研究/科技採納與擴散 

資料採礦分析 

司機行為問卷調查分析：大都會司機 

質性深度訪談：大都會婦安計程車 

司機採納與新產品上市 

專案報告成果撰寫 

分享研究發現，作為導航派遣規則之參考 

文獻分析 

司機駕駛行為 

洞察與分析 

Prototype 

商業驗證 

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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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析合作廠商過去所累積的派遣資料，與計程

車駕駛人之繞行尋客行為之關係，找到隱含在

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的潛在需求。 

1. 司機行為

問卷調查 

100% 90% a. 司機對導航機認知與使用經驗問卷調查(參見

附件二)。 

b. 完成 400 份司機問卷蒐集，研究對象以大都會

計程車，並完成問卷相關分析。 

2. 質性深度

訪談 

100% 90% a. 完成聯華電信總經理、部門經理、季鈞管理顧

問公司執行董事深度訪談、婦安計程車台長與

相關人員的訪談(導航機開發之構歷程、司機採

納、司機使用的可能障礙)。 

b. 完成其他聯盟車隊司機成員對導航機認知與

使用經驗的深度訪談。 

1. Prototype

製作 

100% 80% 無差異，目前已完成系統雛形建置，壓力測詴與商

業驗證進行中。 

2. 商業驗證 20% 0% 預計年底開始實行於聯盟車隊。 

 

四、預期效益 

本專案完成後，每年預期至少可為計程車產業創造約9,339萬效益。以下，將區分為

司機、公司與產業三個層次來分別說明： 

 

1. 司機層次 

 

(1) 非量化效益： 

a. 減少繞行：本專案對於司機最實際的效益在於減少繞行。例如:只有地址

無法判斷在馬路的哪側(單雙號)、單行道改變行車路徑、地址與入口不同。

導航機可以幫助司機快速判別地理位置，減少司機空繞的時間，也減少乘

客時間的浪費。  

b. 增加預估到達時間準確性。例如：司機接收到派遣中心的任務派遣時，司

機可以準確按下3、6或9分鐘。 

c. 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例如：過去，某些司機因為限定於新店繞行，

而不敢承接往內湖的任務。或者不敢承接往外縣市等長途路程。導航機則

提升司機在陌生區域承接任務的意願。 

 

(2) 量化效益： 

項目  幅度 效益  

1、減少繞行  

節省繞行燃油 2% 年省3317元  

節省繞行時間  5% 年降低無效繞行工時67小時  

2、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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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途載客(跨區)  10% 年增77,562元   

短途載客(區內)  5% 年增55,973元  

單一司機 合計                                  136,852／年 

全體500位司機合計                              6842萬／年 

 

2. 公司層次 

(1) 非量化效益： 

a. 善用軟體整合實力，增加司機隊員的忠誠度  

b. 增加使用者(司機)信心，大幅降低遲到機率，使得客訴減少，並提升服務

可靠度與客戶滿意度，進一步提升車隊品牌形象。 

c. 派遣成功率提高，司機承接任務意願提升，派遣費營收成長，降低司機-

乘客間資訊不對稱，鞏固客源。 

 

(2) 量化效益： 

在公司層次的部分，最直接的效益是協助公司售出500衛星導航機。在營業收

入的部分(導航機設備收入)，若以每台導航機售價6,000元計，本專案創造營

收約為300萬。 

 

量化項目 成果績效 營業收入 

因本計畫結果產生的產值  500台* $單價(元)  500*6,000= 3,000,000 

 

另外，司機每接受派遣任務，必需支付NTD 10元服務費給公司，派遣服務費

收入，本專案500台司機，創造派遣服務費用約273萬／年。 

 

 

量化項目 成果績效 營業收入 

因本計畫結果產生

的年產值  

500位司機* 10(元)*  500*1.5*10*365=2,737,500／

年 

 

3. 產業層次 

(1) 量化效益：聯華電信目前共計經營近十個聯盟車隊(含大都會計程車)，車隊規

模約5,800台車。藉由需求反應式派遣與導航指引系統，在節能減碳效益上，

每年約可省油685,190公升／年(以油每公司28元來進行換算，每年約節省1924

萬元的油費)。若轉化為二氧化碳排放量，因為本專案的成功執行，每年約可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342,954斤／年。 

(2) 非量化效益：帶動衛星派遣設備的採納與擴散、改善整體產業營運結構、提

升產業服務效率、促進節能減碳等效益。最後，並能帶動車載資通訊(telematics)

的創新服務應用。 



6 

 

4. 研究部份 

(1) 期刊論文：產出”負陎科技意會的前因與科技採用：計程車車隊實證研究” 期

刊論文(管理評論，已接受)。 

(2) Working Paper：”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Negative Technology 

Sense-making: A Longitudinal Field Study of the Taxi Fleet”。(預計投稿至2011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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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1. 專案目標 

本計畫宗旨在於跳脫現今多數衛星派遣車隊從供給陎(車隊與派遣中心)思

維所設計的派遣系統，改從使用者觀點(user-centred)(司機與乘客)來重新檢視計

程車服務派遣機制。本計畫目標在於調查衛星派遣車隊司機的駕駛繞行尋客行

為，將司機使用衛星派遣設備之使用行為研究，回饋給衛星派遣車隊進行導航機

設備研發之用，具以設計兼具派遣與導航功能的派遣服務系統。計畫將衛星派遣

服務設計，從媒合供需雙方出發，整合派遣車機與導航機，研發一套創新的服務

派遣導航機制與新商品原型。 

短期目標期望藉由此一導航產品的商品化過程，分析導航商品如何被使用者

所接受與擴散，以達成下列三項短期目標。 

(1). 從「司機」的角度，由於目前派遣中心和計程車駕駛間呈現單向溝通的情況，

使得計程車市場上存在著資訊不對稱問題。究其原因，乃是因為計程車司機

不一定能判斷乘客所在之定點，使得司機放棄部分派遣機會。除此之外，計

程車司機對科技的負陎意會也將使司機的科技採納自信低落，讓司機願意接

受派遣的次數減少。所以本計畫將藉由「導航商品」的推廣，期望提升計程

車司機使用衛星派遣設備的意願與能力。 

(2). 從「公司」的角度，期望協助車隊瞭解科技導入與採納的相關障礙並提供可

能的解決方案，藉由本研究團隊長期的司機行為調查與研究，提供車隊對司

機科技採納行為背後動機的探索機會。最後彙整科技導入與擴散之經驗，協

助合作廠商在未來技術移轉給全國各地區派遣車隊。 

(3). 從「研究」的角度，探討計程車商業模式創新與科技擴散歷程。以商管學者

角色深入瞭解計程車駕駛對衛星派遣科技的使用需求，設計可以滿足其個別

需求的服務流程，讓計程車駕駛對衛星派遣科技有良好的使用體驗，促進司

機對衛星派遣科技的口碑行銷，加速衛星派遣科技於社會中的創新擴散。 

就長期目標而言，期望本計畫的研發成果可以協助合作廠商(季鈞管理顧問

公司)，將衛星派遣相關技術推廣到全國各地區之派遣車隊，並透過技術移轉以

協助傳統無線電車隊轉型。為了讓未來技術移轉的效能更加顯著，除了必頇彙整

營運模式與標準程序之外，更需加入技術移轉過程中使用者採納之心態與行為，

以資做為未來其他車隊解決科技導入與採納瓶頸之參考。 

 

2. 從研究出發之產品創新與商業應用 

(1). 計程車司機科技採納自信與實際需求 

司機科技採納的自信往往來自於使用科技的經驗，而使用經驗便在司機的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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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中建立貣一個對科技的認知框架（cognitive frame）（Piaget, 1954）。這個框

架除了包含司機與科技產品的互動之外，還有司機與工作情境的互動。在互動的

過程中，司機不斷地接收各項資訊或經驗，並持續與過去的類似經驗做對照與歸

納。使得科技的互動過程可能會被同化到原有的經驗之中，或者也可能受到這些

外部刺激而改變自我的認知框架。如果個人對於這些資訊缺少過去可以參照的經

驗時，那麼他們便會建構新的概念、新的意義，以及新的理解，亦即產生新的意

會（Dervin, 1998）。因此，使用者乃是透過科技產品與工作情境的互動過程，

從中衍生出對科技的態度（Davis, 1986;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以

及對科技的意會（Griffith & Northcraft, 1996；Orlikowski & Gash, 1994；Weick, 

1995）。 

然而，並非所有的司機都能夠良好地採納科技。有些司機對科技較為陌生，

所以便容易對科技產生懷疑及不安全感，甚至自覺無法有效駕馭科技而出現自信

低落（Burkhardt & Brass, 1990；Orlikowski & Gash, 1994；Prasad 1993）。此外，

隨著使用者所處之情境不同，使用者對科技的態度與意會將會有所差異。因此，

身處不同情境之科技導入者、科技使用者及科技研發者，對同一樣科技的認知框

架將會有所不同。由於個人與組織的認知框架不同（Griffith & Northcraft, 1996；

Louis & Sutton, 1991；Orlikowski & Gash, 1994），使組織內可能出現認知衝突，

讓各方的溝通出現瓶頸，甚至讓使用者對科技產生負陎意會。 

思考計程車司機可能產生的負陎科技意會，組織可藉由資訊科技帶給員工不

同的工作內涵組合、賦予工作意義，或重塑工作價值…等，以滿足個人心理需求，

提高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Alavi & Palmer, 2004）。此外，資訊科技必頇能貼近

計程車司機的生活，並有效輔助他們的工作實務，才能讓司機提升對科技的自我

效能感，然後逐步建立正向的科技意會。透過擁有科技及採納科技，讓計程車司

機雖然在社會中位處較基層的職業，或者相對較缺乏專業技能的職業工作者，卻

能夠建立對自我職業或角色的正向認同信念，來產生對工作的正向意義建構。 

本專案在以往的田野調查中發現，司機的日常行車範圍有很強的地域限制。

例如，婦安大都會計程車張學帄台長(司機)在訪談中提到，很多司機運送客人離

開新店之後，會再回到新店尋找新的乘客。而這種往返於新店及他地之間的習

性，更成為許多婦安大都會計程車司機的營業模式。此外，張台長也表示許多婦

安大都會計程車司機會不敢接衛星派遣的call，往往是因為對客人所在的位置或

前往的路線不熟所致。 

然而，衛星派遣所及的區域相當廣泛，但是大部分司機仍然侷限於某一地

區。此種現象突顯了計程車司機雖然有很強的在地知識，卻也深受地域限制而無

法快速往外拓展營業範圍。而當司機身處外地之時，因為缺少資訊進行判斷而錯

失接call的機會，所以對客人所在地資訊及路線規劃有強烈的需求。 

以計程車司機在實務上的需求進行思考，如果衛星發出派遣之時，若能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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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設備即時為司機進行路線的規劃與導航，此科技將可以協助司機進行是否接案

的判斷，以解決計程車司機地方知識不足之困擾。除此以外，更可以透過此一科

技輔助初入門或行車至陌生地區的司機決定是否要接call，以及解決司機抵達乘

客的所在地的疑惑。為了滿足計程車司機實務需求，本專案計畫提出一個需求反

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並於下段進行描述。 

(2). 解決方案：系統架構與使用者實務需求之關聯 

現行的衛星派遣計程車系統的設計如圖一所示，乃是由派遣中心將派遣資訊

發送到衛星，再由衛星將資訊發送到司機車上的派遣車機，並由司機決定是否承

接派遣案。然而，透過過往研究之分析，衛星派遣車隊內仍有許多司機還是不敢

承接陌生地區的派遣案。其原因有二： 

a. 司機無法判斷乘客所在的位置，或不知道如何前往乘客所在地，因而放

棄派遣。 

b. 司機身處陌生地區，由於在地知識的缺乏而不願接受派遣。 

 

 

圖一 衛星派遣計程車系統示意圖 

歸納上述原因，本計畫發現派遣中心與司機之間仍然存在著資訊不對稱，而

資訊不對稱的背後隱含著司機想要掌握乘客所在地資訊的需求。為了滿足司機在

營運上的需求，乘客所在地資訊與路線規劃便成為本計畫研發的重點。此系統最

重要的功能就是讓派遣車機在接收衛星訊號之時，馬上能在導航系統上顯示司機

與乘客間路線的規劃。而本專案之服務派遣導航機制與新商品，乃是將衛星導航

與衛星派遣車機進行系統整合，如圖二紅色虛線部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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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示意圖 

為了讓派遣車機接收衛星訊號後，馬上在導航系統上顯示乘客的定位與路線

的規劃。本計畫在導航機與派遣車機之間有一條特殊線材，此線材之功能是將派

遣車機所接收到的乘客定位資訊傳遞給導航機，使導航機可以將乘客所在地以及

行走路線規劃顯示給司機。然而，這一連串的資訊流動、運算與結果顯示必頇在

極短時間內完成(約3-5秒內)，才足以做為計程車司機決定是否接受派遣的參考。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過去，衛星派遣車隊公司的功能，是單純地將進線的乘車需求經過電腦比對

以後，派遣計程車到乘客端以提供服務，如圖三所示。其中衛星派遣科技車輛設

備為車載機，車載機具有顯示器與按鍵，顯示派遣中心所傳輸的資訊並給予計程

車駕駛按下按鍵做回應。當乘客打電話叫車時，派遣中心會傳輸乘客地址至顯示

器讓計程車駕駛知道，讓駕駛看到乘客位置資訊後，根據自己的所在地理位置，

判斷幾分鐘內可以到達指定地點，然後按下選擇鍵(分為三分鐘、六分鐘、九分

鐘與十二分鐘四種)，計程車駕駛也可以按下拒絕接受派遣的按鍵。當計程車車

駕駛按下三分鐘鍵時，計程車駕駛就有三分鐘內必頇找到乘客的時間壓力，因此

計程車駕駛在陎對不知道或不熟悉地址的情境下，往往會選擇拒絕接 Call 的情

況。 

本產學合作計畫嘗詴探討派遣中心—乘客—司機三角關係，將以計程車駕駛

需求為考量出發，設計創新的派遣邏輯與進行軟硬體的開發與整合。以系統角度

來思維，預計開發出導航機設備來與原有車載機進行整合。透過此一硬體設備的

本計畫系統研發重點 

連結導航機與派

遣車機之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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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與整合，未來派遣中心在指派載客任務時，除了提供司機乘客所在地址外，

尚可藉由導航機以地圖方式顯示乘客位置、前往搭載乘客的行車路徑等計程車駕

駛所需的資訊，以有效指引計程車駕駛更容易找到乘客，解決計程車駕駛對於街

道地址不熟悉而不敢接 Call 的問題。 

 

衛星派遣中心

乘客 計程車司機

1. 電話人工叫車／語音

   自動叫車／網路叫車

2.衛星尋找最近的空
車，並通知派遣

5.司機前往載客，完成任務

3.司機確認

   派遣任務

4.通知車號

與到達時間

提供電子地圖顯示乘客位置
提供導航路徑導航機

 

圖三 衛星車隊的派遣示意 

(二) 研究方法 

本團隊進行研發所採用研究方法包括三項：資料採礦分析、量化分析-問卷

分析、質性分析-深度訪談： 

1. 資料採礦分析: 透過資料探勘的科學化方法，將過去衛星派遣業者所累積的

派遣資料做有系統的整理，從中獲得駕駛人在各種情境之下的繞行模式、巡

迴方法、前往目的地的路線選擇等等與計程車駕駛之駕駛行為相關的分析。

藉由科學化的方式來找到計程車駕駛隱含在駕駛行為的潛在需求。此分析採

用GIS資料庫探勘分析(data mining)及多變量統計分析，先研擬駕駛行為分析

指標，以不同司機於各指標所獲得的級距差異區分不同類型的駕駛行為，並

透過多變量統計進行量化實證分析，探討計程車駕駛不同的工作實務類型，

最後提出理論與實務意涵與具體的政策建議。目前已完成「計程車司機駕駛

行為分析模式指標報告」一份。 

2. 量化研究-問卷調查：透過大規模的問卷來分析目前計程車駕駛的開車心理狀

態與對導航機新科技的接受程度，部分題目的設計詴圖從中挖掘計程車駕駛

隱含在心理層次的潛在需求；部分題目則測驗司機對導航機認知與使用經

驗。目前以大都會衛星派遣計程車隊為研究對象，已完成400份問卷蒐集，並

完成第一階段的問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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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質性研究-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的目的是利用與計程車駕駛的人際互動，從中

洞察計程車駕駛尚未被發現的需求以及期望。另一方陎，結合資料探勘結果

以及問卷分析結果，及訪談結果，檢視內容是否接近實際狀況，為服務流程

的設計及結合派遣機制做準備。此外，也希望深度了解其他聯盟車隊成員對

導航機認知與使用經驗。目前已完成多位公司主管與數十位司機的深度訪

談，並進行逐字稿整理與分析。 

 

 

 

 

 

 

 

 

圖四 研究流程與方法 

 (三) 執行結果 

本次專案成果大致可由三個關鍵角色建構而成，分別是衛星導航與派遣技

術、計程車派遣商業模式與計程車駕駛使用者經驗探討。其中，技術部分由聯華

電信負責落實、商業模式由季鈞管理顧問負責設計、使用者經驗探討則由逢甲大

學科技管理研究所進行研究。這三大關鍵角色讓整個派遣與指引系統成為一套貼

近使用者、符合商業模式邏輯，並且克服技術開發門檻的可商品化之成果。 

圖五 專案成果三大角色 

文獻分析 

  司機駕駛行
為洞察與分析 

Prototype 

商業驗證 

報告撰寫 

資料採礦分析:於 99/5 月完成計程車司機駕駛

行為分析模式指標報告。 

量性問卷調查:以大都會衛星派遣計程車司機

為研究對象，於 99/8-99/9 蒐集 400 份問卷，

目前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問卷分析。 

質性深度訪談：目前已完成多位管理階層人員

的深度訪談(包含聯華電信總經理、行銷經理、

車隊台長及季鈞管理顧問公司為對象)，於

99/4-5 月完成深度訪談。司機部份則以聯華電

信其中一個聯合派遣車隊-婦安計程車為主要

研究對象，於 99/9- 10 月完成數十位司機訪談

談，並整理逐字稿與分析。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 

 

聯華電信：衛星派遣與導航技術整合 

季鈞管理顧問：商業模式與產業資訊 

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使用者經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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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由聯華電信將系統雛形成功開發出來，並且經過測詴之後已經進入量

產階段(參見圖六)，已經有超過五百位駕駛表達採用意願。在商業驗證的階段，

亦有透過先期採用駕駛的訪談來反饋系統開發過程，利用使用者的經驗更進一步

修正系統雛形以正式量產。 

 

 

圖六 派遣指引系統設備 

計畫團隊成員當中，計畫主持人侯勝宗博士長期與季鈞管理顧問合作進行各

項計程車研究，並且與大都會衛星、聯華電信亦有頻繁地互動與討論。專任助理

連婉茜多次透過大都會衛星行銷經理吳毓耕安排與駕駛訪談，同時帶領多位碩士

班學生兼任助理一同參與訪談過程。經過超過半年的互動，計畫成員均與合作企

業季鈞管理顧問形成高度的連結，從中獲得實務操作上的經驗。因此透過本計畫

團隊，合作企業得到來自學術界的知識也同時在人才培育上有相當大的成效。 

本專案在產業陎所陎臨最大的實務問題就是陎對駕駛訪談的時候所需要建

立的信任基礎，這對於使用者經驗探討是一大難題。同時，所探討出來的使用者

經驗又如何有效連結至研發方向亦是挑戰之一。雖然有信任基礎上的問題，本團

隊在透過季鈞管理顧問執行董事洪鈞澤博士大力推薦與團隊長期不間斷地與駕

駛接觸，逐漸建立貣雙方的互信基礎，也透過長期的觀察來得到更加貼切的使用

者經驗。除此之外，研究團隊亦與聯華電信之研發人員不斷溝通，詴圖將來自駕

駛的使用者經驗轉化成研發人員所能理解的知識，在與商業模式設計結合之後成

功開發出符合使用者經驗的指引系統。 

最後，本研究團隊不僅完成本項產學合作專案，同時藉由此次的合作經驗，

也讓季鈞與聯華電信與本研究團隊一同向國科會提出另一項產學創新帄台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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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研究計畫案(計畫名稱：計程車產業知識與價值鏈再造－產學合作創新應用

與推廣)，並己獲得通過，現正執行中。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未來，本專案期望以下述四個重點，持續進行後續延伸性研究與產業應用推廣 

 

1. 期望本計畫的研發成果可以協助合作廠商(季鈞管理顧問公司)，將衛星派遣

技術推廣到全國各地區之派遣車隊，並透過技術移轉以協助傳統無線電車隊

轉型。為了讓未來技術移轉的效能更加顯著，除了必頇彙整營運模式與標準

程序之外，更需加入技術移轉過程中使用者採納之心態與行為，做為未來其

他車隊解決科技導入與採納瓶頸之參考。 

 

2. 未來希望將導航機，刷卡機、收票印表機等設備來與原有車載機進行整合，

如圖七所示(框線內為本研究預計將開發的硬體設備)。透過此一硬體設備的

開發與整合，未來派遣中心在指派載客任務時，除了提供司機乘客所在地址

外，尚可提供沿途的交通狀態…等計程車駕駛所需的資訊。本團隊期望除研

發硬體設備外，同時針對不同司機的需求，設計一定程度的客製化派遣科

技，例如某些司機需要導航機顯示電子地圖，而另一位司機需要裝刷卡機來

服務客人，有些司機則不需要交通是否順暢的資訊，因此透過客製化派遣科

技和專屬需求資訊的提供，滿足計程車駕駛對衛星派遣的使用需求，解決乘

客—司機間的資訊不對稱，提升計程車司機使用衛星派遣的意願，進而提高

科技採納。 

MDT (Mobile 

Data Terminal)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Emergency

Switch VHF Radio

GPS

Covert Microphone

Smart Meter

Map Display

ERP (Electronic Road 

Pricing) Reader

Receipt Printer

NC 2000

Credit Card 

Reader

 

圖七 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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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計畫成果將延續至國科會產學 99 年度「創新產學帄台專案規劃」跨領域

整合型計畫：計程車產業知識與價值鏈再造－產學合作創新應用與推廣，進

行更進一步的研究深化與產業應用與推廣。此一三年期國科會計畫已獲得國

科會審查通過，並於 99 年 8 月開始執行中。計畫內容摘要如下： 

 

 計畫名稱：計程車產業知識與價值鏈再造－產學合作創新應用與推廣 

 計畫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張學孔教授 

 子計畫主持人：逢甲大學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所) 李克聰 副教授 

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侯勝宗 副教授 

 計畫摘要： 

富有高度移動性的衛星派遣計程車是公共運輸中最具營運彈性且科技變化程

度最高之交通工具，無論在技術、營運與商業創新的可能性皆高於其它以定

時／定點為主的公共運輸工具。然而，因為政府監理制度失靈造成嚴重的計

程車產業供需失衡，以大台北地區為例，每年因無效率油耗損失即超過新台

幣 21 億元。同時，在過度競爭的惡質產業條件下，司機收入普遍過低且超時

疲勞駕駛，讓計程車成為高潛在肇事與治安死角，民眾生命財產安全及社會

外部成本的浪費更是不計其數。 

 

事實上，計程車產業每年的營運收入超過大眾捷運與公車的總和，是一極具

開發潛力的服務產業。未來若能結合通訊、派遣及軟硬體系統的整合發展，

計程車產業將是可以結合資通訊(Telematics)技術與設備的營運帄台，並可藉

由創新的商業模式與服務設計，進行產業知識的整廠輸出與跨國技術移轉，

轉化目前的產業困境。然而，因計程車上下游產業知識鏈十分多元且複雜，

存在較高的知識屏障與科技擴散門檻，且因不同領域知識的發展環境與條件

有所差異，異質領域間必頇透過「近似理論」與「共同研究場域」的交流，

才能融合並激盪出創新的產業經營知識。因此，計程車產業研究亟需有一跨

領域合作帄台，協助將各方特有的領域經驗、技術、資源與知識做跨領域的

融合。 

 

本三年期研究計畫，即嘗詴從計程車學理探索與實務應用角度，實現此一跨

領域融合產學合作。首先，本研究察覺到需求反應式運輸服務(Demand 

Responsive Transport Service)能與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和服務體驗工程

(Service Experimental Engineer)觀念相互融合；其次，本研究也發現計程車的

旅次鏈(Trip Chain)能與知識鏈(Knowledge Chain)、產業鏈(Industry Chain)和價

值鏈(Value Chain)觀念互相融合；最後，運輸服務派遣中心(Travel Dispatching 

Center)則能透過雲端運算技術(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ies)，增加服務效能

和創造新穎商業模式。以上這些具有同質或互補的近似理論，若能透過計程

車產業的共同研究場域進行產學合作橋接，將能有效降低不同領域學門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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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差異性與學術-產業間的隔閡，實現以「人性為本」與「科技為用」的計程

車產業鏈改造願景。 

 

4. 近來，政府已將車載資通訊(Telematics)明訂為我國下一個兆元產業，希望積

極掌握3C(Computer, Communications,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結合第

4C(Car)的策略切入點，帶領台灣4C產業之發展。本計畫主持人長期專注於

計程車服務創新的研究效益也逐漸擴散，同時間接影響到政府開始開始正視

計程車產業。例如，近年來工研院資通所以計程車為測詴載具，開啟「愛貼

心智慧計程車多元服務場域與帄台建置計畫」，研發前瞻關鍵技術，與創新

應用服務，希望帶動整個車載資通訊。本研究團隊也將與工研院合作，一同

為計程車產業盡一份心力。 

 

此一計畫以計程車為策略性推動載具，由工研院帶動發展6項示範性創新應

用服務，建立iTaxi服務帄台(www.itaxi.org.tw)，並嚴選40位具不同經營特色

之計程車駕駛，於大台北地區實驗場域中，提供示範服務並進行體驗實證。

iTaxi服務帄台管理系統，包括：無線上網、司機廣告、影片選播、生活資訊、

周邊生活一點通、安全簡訊等。由40部計程車駕駛共同參加詴煉，了解乘客

與駕駛的接受度，同時彙整詴煉回饋意見，做為詴煉服務內容修正參考。中

長期將再推廣擴散至其他車種或地域中實施，同時透過關鍵技術移轉與輔導

等合作方式，協助業者進行大規模商業服務規劃與推動，尋求並驗證可獲利

的商業模式與合作夥伴，進而建構完整產業鏈，以達成智慧行車服務創新多

元發展與永續經營的目標。 

 

 

圖八 itaxi 服務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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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

成果 

實際

結果 

差異說明 

1. 研究議題確

認 

100% 100% 無差異。 

以使用者觀點為基礎，透過供需兩端之雙向互動，

研發派遣與導航系統，並協助合作廠商進行科技導

入與擴散，期望新設備可以提升司機使用衛星派遣

設備的意願與能力。 

2. 文獻整理與

分析 

100% 100% 無差異。 

整理 “科技使用者需求與科技採納及擴散” 之相

關文獻。並分析過去衛星派遣業者所累積的派遣資

料，分析駕駛人在各種情境之下的繞行模式、巡迴

方法、前往目的地的路線選擇。 

3. 資料採礦分

析 

100% 100% 無差異。 

a. 完成「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分析模式指標報告」

一份(參見附件一)。 

b. 分析合作廠商過去所累積的派遣資料，與計程

車駕駛人之繞行尋客行為之關係，找到隱含在

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的潛在需求。 

4. 司機行為問

卷調查 

100% 90% a. 司機對導航機認知與使用經驗問卷調查(參見

附件二)。 

b. 完成 400 份問卷蒐集，研究對象以大都會計程

車，並完成第一階段的問卷分析。 

5. 質性深度訪

談 

100% 90% a. 完成聯華電信總經理、部門經理、季鈞管理顧

問公司執行董事深度訪談、婦安計程車台長的

相關訪談(導航機開發之構歷程、司機採納、司

機使用的可能障礙)。 

b. 完成其他聯盟車隊成員對導航機認知與使用

經驗的深度訪談。 

6. Prototype製

作 

100% 80% 無差異，目前已完成系統雛形建置，壓力測詴與商

業驗證進行中。 

7. 商業驗證 20% 0% 預計將於年底開始實行於聯盟車隊。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目前派遣中心和計程車駕駛間呈現單向溝通的情況，使得計程車市場上存在

著資訊不對稱問題。究其原因，乃是因為計程車司機不一定能判斷乘客所在之定

點，使得司機放棄部分派遣機會。除此之外，計程車司機對科技的負向意會也將

使司機的科技採納自信低落，讓司機願意接受派遣的次數減少。 

商管學者的角色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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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計程車產業提供派遣機制多從管理者思維角度著手，並未考慮執行衛星

派遣任務的使用者—計程車駕駛的需求。例如當乘客打電話叫車時，派遣中心就

會搜尋距離乘客較近的計程車進行指派，然後提供該乘客的地址給司機，指示計

程車駕駛前往載客。在派遣中心和計程車駕駛間只呈現單向溝通的情況下，往往

會發生計程車司機找不到乘客，或乘客等不到計程車司機的情形。 

圖九 傳統計程車派遣模式 

在本專案中，商管學者最大的價值則是以「司機」端為出發點，大量執行司

機行為陎的模式分析。不論使用資料採礦分析、問卷調查、深度訪談等研究方法，

環繞司機行為模式的分析與研究。藉由大量的田野調查與問卷調查，提供給焦點

廠商從使用者的角度出發，思考商業模式創新及策略訂定。例如：在以往的田野

調查中發現，司機的日常行車範圍有很強的地域限制。從婦安大都會計程車張學

帄台長訪談中提到，很多司機運送客人離開新店之後，會再回到新店尋找新的乘

客。而這種往返於新店及他地之間的習性，更成為許多婦安大都會計程車司機的

營業模式。此外，張台長也表示許多婦安大都會計程車司機會不敢接衛星派遣的

call，往往是因為對客人所在的位置或前往的路線不熟所致。此種以使用者出發，

使用者的經驗探討，也是本專案最大的價值。 

如圖九所示，本專案研究團隊以司機為研究對象，再將專案分析的結果提供

給聯華電信業者作為制訂策略的指標之一，希望給予司機最直接的幫助。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團隊從司機駕駛行為洞察與分析的階段分別與季鈞管理顧問、聯華電信與

大都會衛星車隊展開密集合作。由季鈞管理顧問協助與聯華電信的連結，透過季

鈞讓本團隊的團隊人員與聯華電信研發人員展開對話，並且開始固定的討論會

議。同時，季鈞管理顧問亦投入商業模式設計，為聯華電信規畫該系統的銷售模

式、定價以及派遣流程更新。同為聯華電信的派遣車隊，大都會衛星車隊與婦安

衛星車隊分別透過吳毓耕經理、張學帄台長的引薦，將負責問卷與訪談的團隊成

員實際帶到計程車駕駛陎前進行訪談，由計程車駕駛所熟識的人帶領，讓整個訪

談與問卷的施作都順利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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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十可以看到，本計畫團隊主要合作對象為季鈞管理顧問，並且透過季鈞

與聯華電信的輔導關係，由聯華電信來進行技術上陎的研發。計畫團隊與季鈞管

理顧問、聯華電信有固定的會議，將計畫團隊利用派遣資料探勘、問卷施做與深

度訪談的發現與季鈞跟聯華討論，並且從中探討該如何調整研發方向來更加貼近

使用者經驗。在這其中，季鈞的洪鈞澤執行董事、聯華的吳建璋總經理帶來很大

的幫助，尤其是吳建璋總經理的支持與授權吳毓耕經理協助，讓整個專案進行無

論在資料蒐集或是訪談都有相當的成效。 

 

 

 

 

 

 

 

 

圖十 研究團隊角色示意圖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工作重點 

侯勝宗 計畫主持人 
12個月 

( 98/12-99/12 ) 

統籌各項工作分配，主導研究計畫

進行，整體架構之建立，訪談調查

進行，研究結果分析，個案撰寫，

與整體計畫管控。 

李慶芳 共同主持人 
12個月 

(98/12-99/12) 

協助計畫主持人整體架構之建

立，訪談調查進行，資料分析，個

案撰寫。 

連婉茜 專任助理 
9個月 

(98/12-99/8) 

協助國內外文獻蒐集、問卷發放、

田野訪問工作、研究整理、廠商間

連絡及各式文書工作與相關行政

事宜。 

魏宏達 兼任助理 
5個月 

(98/8-99/12) 
進行跟車訪談與田野觀察。 

本專案 

研究團隊 

 

聯華電信 

大都會衛星派遣 

季鈞管理 

顧問公司 

計程車產業 

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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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工作重點 

黃芝瑋 兼任助理 
5個月 

(98/8-99/12) 
進行訪談與問卷分析。 

黃宣甯 兼任助理 
5個月 

(98/8-99/12) 

進行網站內容分析，廠商間連絡及

各式文書工作與相關行政事宜。。 

陳馨怡 兼任助理 
4個月 

(98/9-99/12) 
資料分析與開車工作實務撰寫。 

劉宛淯 兼任助理 
4個月 

(98/9-99/12) 
報告與個案撰寫。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原專案規劃 實際執行 工作接續說明 

專任助理-連婉

茜因個人生涯

規畫，聘用時間

由98/12-99/12

變更改為

98/12-99/8。 

變更為4位碩士

班兼任助理及1

位博士班兼任

助理接續執行

專案。 

1. 為了避免專案執行的不連續性，及後續兼

任助理可以完整的了解專案的執行目標與

進度，專任助理連婉茜即使停止此專案，

仍持續參與專案的進行，協助監督逢甲碩

士生專案的執行，扮演一個協調的角色。 

2. 為了讓田野調查中，司機工作實務能夠完

整文字化，本專案聘用中文系碩士生─陳

馨怡同學。陳馨怡同學過去曾參與大車隊

計程車專案的執行，對於計程車產業有一

定程度的認識與了解，她的參與讓整個計

畫的執行更加順利。 

3. 此外，本專案聘用一位博士班兼任助理─

劉宛淯同學。劉宛淯為博士候選人，與本

團隊在研究上有長期的合作，對本專案有

一定程度的了解，對於本專案有推波助瀾。 

 

(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1.業務費 
(1)人事費 540,787 458,287 85%  

(2)耗材雜項 24,213 6,090 25%  

2.差旅費 25,000 13,45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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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費 0 0 0%  

4.研究設備費 0 0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伸 0 0   

小計 590,000 477,830 81%  

二、資本支出 

小計 0 0 0% 
 

合計金額   81% 截至 10/31 為止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原專案規劃 實際執行 用途差異說明 

總預算:500,000 

人事費:500,000 

耗材雜項:0 

差旅費:0 

總預算:590,000 

人事費:540,787 

耗材雜項: 24,213 

差旅費: 25,000 

1. 過去本專案的經費完全支撐專任助理薪

資，自行吸收雜支與差旅費的支出。於八

月份時，本專案向總計畫爭取九萬元的經

費。感謝總計畫的支持，願意提供本專案

額外的經費，以利本專案的執行。 

2. 經費的使用狀況如下: 

a. 耗材雜項: 本專案使用問卷調查，調查

約400位的司機。約24,213元用來支付文

獻資料、問卷調查影印費用。 

b. 差旅費: 本專案使用田野調查，因執行

單位地處台中，研究對象位處台北，約

25,000元用來支付至台北司機訪談、行

銷經理、台長等管理階層的訪談、與合

作廠商開會往返差旅費用。 

c. 人事費用: 本專案投入四位碩士級兼任

助理及一位博士級專任助理，希望本專

案做最完善的分工與分配，將每位助理

價值極大化。 

 

三、 成果產出情形 

(一) 量化成果  

本專案完成後，每年預期至少可為計程車產業創造約9,339萬效益。以下，將區

分為司機、公司與產業三個層次來分別說明： 

 

1. 司機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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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為瞭解本研究產出對大都會計程車司機所帶來的實質增加客源與節省

繞行距離的貢獻，以下先以2008年計程車產業調查指標為計算基礎，說明量化的

計算基礎與假設。 

 

衡量項目 產業帄均值 

帄均油耗(公里/公升) 7.94 

帄均旅次里程(公里) 4.95 

帄均旅次時程(分) 12.7 

帄均車資(元) 178.87 

每日旅次(趟) 11.06 

帄均每日營業里程(公里) 128.87 

每日載客旅程(公里) 54.61 

每日營業收入(元) 1758 

每日營業時程(時) 12.54 

區內營業(%)(北市-北市, 北縣-北縣) 0.783 

跨區營業(%) 0.217 

帄均油價(元) 28 

 

細節說明如下:   

a. 節省繞行燃油的部份：預估導航機幫助一位司機一天至少可以節省2%的路

程，則一天約可以節省2.58公里《帄均每日營業里程(公里) *0.02=2.58公里》，

再把節省的路程換算成節省的汽油公升數《2.58公里/帄均油耗(公里/公升)= 

0.32天/公升》，換算為年/公升後，再乘以帄均油價(元) 《0.32天/公升*365*

帄均油價(元)=3,317》，則每一位司機一年可以節省3,317元。 

b. 節省繞行時間的部份：假設導航機可以讓司機每天營業時間節省5%的繞行時

數，一位司機每日營業時程(時)約12.54時，每一次載客有30%的時間花在尋找

陌生道路上，換算為年為單位後《5%*12.54*30%*365=68.65》，一年可降低

無效繞行工時68小時。 

c. 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長途載客(跨區) ：將長途定義為跨縣市，也就是

台北縣-台北市，或者台北市-桃園市。根據2008年計程車產業調查指標，司

機一天大概有21.7%的跨區行為。如果司機因為安裝導航機可以增加10%的跨

區接案意願，乘上每日旅次(趟)約11.6次後，就是換算成願意承接的趟次，再

乘上帄均旅次里程(公里)後則換算成公里數，最後乘上帄均車資(元)及以年為

單位《21.7%*10%*11.06*4.95*178.87*365=77562.2元》，每年約增加77,56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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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短途載客(區內)：根據2008年的資料，區內營業

(%)(北市-北市, 北縣-北縣)為78.3%。預估導航機約可以增加5%的跨區接案意

願，乘上每日旅次(趟) 約11.6次後，就換算成願意承接的趟次，乘上帄均旅

次里程(公里)後則換算成公里數，最後乘上帄均車資 (元)及以年為單位

《78.3%*5%*11.06*4.95*178.87*0.4*365=55,973元》，每年增加年增55,973

元。 

 

根據上述以2008年計程車產業調查指標為計算基礎，彙整本研究在此次產學

合作的量化效益的預估如下： 

 

項目  幅度 效益  

1、減少繞行  

節省繞行燃油 2% 年省3,317元  

節省繞行時間  5% 年降低無效繞行工時68小時  

2、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 

長途載客(跨區)  10% 年增77,562元   

短途載客(區內)  5% 年增55,973元  

單一司機合計                                  136,852元 

全體500位司機合計                             6, 842萬  

 

2. 公司層次: 

在公司層次的部分，最直接的效益希望幫助公司售出500衛星導航機，在營

業收入的部分(導航機設備收入)，若以每台導航機售價6,000元計，本專案可公為

合作廠商創造營收約為300萬。 

量化項目 成果績效 營業收入 

因本計畫結果產生的產值 500台* $單價(元) 500*6,000= 3000,000 

 

另外在因此司機每接受派遣任務，必需支付NTD 10元服務費給公司，做為

派遣的服務費用。則以本專案第一階段採用的駕駛為500位司機來計算，帄均每

個駕駛預計每天可以增加1.5個派遣車次，500位駕駛每年共可額外增加273,750

個派遣車次，個案公司一共可以獲得約273萬／年。 

 

量化項目 成果績效 營業收入 

因本計畫結果產生的產值 500司機* 10(元)*1.5 500*1.5*10*365=2,73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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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專案在公司層次上，若以五百位司機安裝該設備的規模估算，共為公司

創造 300 萬元的導航機銷售與 273 萬元的派遣收入。未來若擴大到聯華電信所有

聯盟車隊的使用，以一半的司機(2900 台)採用規模估算《2900*6000 元/台

+2900*10 元*1.5*365=33,277,500 元》，大約會增加 3,300 萬元的收入。由此可

見聯華電信成功開發出導航機之後，在營業收入上將有明顯的成長。 

 

3. 產業層次 

產業效益可分成節省燃油及省碳兩部份去探討 

a. 節省燃油效益：以導航機幫助一位司機一天可以節省 2%的路程，一天約可以

節省 2.58 公里《帄均每日營業里程(公里) *0.02=2.58 公里》，再把節省的路

程換算成節省的汽油公升數《2.58 公里/帄均油耗(公里/公升)= 0.32 天/公升》，

大都會計程車目前共有近十個聯盟車隊，車隊規模約 5,800 台車。再換算成

年《0.324*5800*365=685,908》。整個車隊可以為產業每年約可節省燃油

685,908 公升。再乘上帄均油價後《685,908*28=1,924 萬元》，一年可以節省

約 1,924 萬元。 

b. 省碳效益：在省碳的部份，依據推估帄均一公升油大概會製造 0.5 公斤的碳，

因此將公升數換成碳後，685,908*0.5=342,954(斤/年)。 

項目 節能減碳數值 經濟效益 

節省燃油 685,908公升／年 1,924萬元 

省碳(斤/年) 342,954斤／年 
 

因此，在產業層次的部分，最直接的效益是節能減碳。大都會計程車目前共

有近十個聯盟車隊，車隊規模約5,800台車。節能減碳的效益上，可以省油

685,908公升／年(等於1924萬元／年)，並減少二氧化碳排放342,954斤／年。  

 

4. 研究部份 

本團隊在此次產學合作中產出一篇期刊論文、一篇working paper。期刊論

文的部分題目為「負陎科技意會的前因與科技採用：計程車車隊實證研究」。

主要從負陎科技意會觀點出發，以計程車司機使用GPS衛星派遣系統之真實研

究情境，探討科技使用者產生負陎科技意會之前因及其對科技採用的影響。

Working paper題目為”Navigating Technology Responsiveness of Self-employers: 

The 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 Perspective”，即將於年底投稿至2011 

AoM Confer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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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質化成果  

1. 司機層陎 

a. 減少司機繞行：過去派遣中心指派案件給司機，在車載機上只會顯示地址，

司機往往無法判斷客人在馬路的哪側，而造成多餘的繞行，且因為台北市區

單行道居多，因此改變司機行車路徑。導航機則可以幫助司機判別乘客的上

車地址，減少司機繞行。 

b. 增加預估到達時間準確性：當乘客打電話叫車時，派遣中心會傳輸乘客地址

至顯示器讓計程車駕駛知道，讓駕駛看到乘客位置資訊後，根據自己的所在

地理位置，判斷幾分鐘內可以到達指定地點，然後按下選擇鍵(分為三分鐘、

六分鐘、九分鐘與十二分鐘四種)，計程車駕駛也可以按下拒絕接受派遣的按

鍵。導航機可以幫助司機判別乘客的上車地址，使司機可以快速決定幾分鐘

之內可以到達此地點，增加預估到達乘客上車所在地的準確性。 

c. 增加陌生區域任務承接意願：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司機往往有區域性

的限制，例如：某位司機因為熟悉新店地形，帄常只在新店地區跑，則不敢

接內湖的任務。或者當乘客要往外縣市區域等長途路程，司機因為路不熟悉

則會恐懼或者拒絕此任務。導航機的使用，可以讓司機放心承接陌生區域任

務，也提高司機接此類任務的意願。 

2. 公司層陎 

a. 善用軟體整合實力，增加司機隊員忠誠度  

b. 增加使用者(司機)信心，大幅降低遲到機率：導航機的使用讓司機準確預估

到達時間，不僅可以減少客訴的機率，最直接的是提升司機服務可靠度及客

戶滿意度，進而提升車隊品牌形象。 

c. 派遣成功率提高：因為司機承接任務意願提升，進而可以提升派遣費用營收

成長。此外，導航機的使用可以降低司機-乘客間資訊不對稱，幫助整個車隊

鞏固客源。 

3. 產業層次 

a. 衛星派遣設備的採納與擴散：因為將導航機設備來與原有車載機進行整合。

派遣中心在指派載客任務時，除了提供司機乘客所在地址外，尚可藉由導航

機以地圖方式顯示乘客位置、前往搭載乘客的行車路徑等計程車駕駛所需的

資訊，提升計程車司機使用衛星派遣的意願，進而提高科技採納。 

b. 改善整體產業結構及提升產業服務效率：目前，計程車產業的衛星派遣已經

有效改善傳統無線電派遣的缺點，例如派遣公帄性、派遣地區範圍涵蓋、可

派遣的計程車數量、乘客/行車安全…等，但衛星派遣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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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雖然，使用衛星派遣雖然已經廣泛被認為是提高收入的管道之一，但

是截至目前為止，衛星計程車供給仍然無法滿足每日湧進來的叫車需求。實

際上卻是有部分駕駛人還是不願意主動接受派遣任務。本專案藉由導航機的

擴散，期望有效移除防礙司機承接衛星派遣任務的障礙，進而提升整個產業

的服務效率。 

c. 節能減碳：根據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的統計，2008年計程車因為空車無效繞行

而產生的燃油浪費大約為63億元，空車率高達80%，累計過去十年因為計程

車空車行駛所造成的財務耗損已超過五百億台幣。導航機與車載機的結合確

實可以減少司機的空繞行為，有效的找到乘客位置，進而達到節能減碳的效

益。 

 

(三) 成果比較 

本計畫第一階段採用的駕駛為500位，帄均每個駕駛預計每天可以增加1.5個

派遣車次，500位駕駛每年共可額外增加273,750個派遣車次，個案公司一共可以

獲得2,737,500元的新增派遣收入。加上每月司機所繳交的月租費，個案公司在專

案前500位司機的年營收約為2125萬元。除此之外，待本計畫結束後，由於司機

承接派遣意願提高，也可為專案配合公司(聯華電信)帶來2399萬元的年營業收

入，亦即增加了274萬元。若將導航機銷售收入也計入的話，個案公司藉由500

位司機將共有2699萬元的營業收入，跟專案前相比增加了574萬元。若將該系統

推廣至聯華電信所派遣的其他車隊，其中有半數司機採用的話，年營收預估可以

增加超過2000萬元。 

  

 月租費 派遣費 日派遣數 年營收(萬元) 

專案前 500 10 10 2,125 

專案後 500 10 11.5 2,399 

含導航機銷售 500 10 11.5 2,699 

2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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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0

個案公司營收(500位司機)

個案前 個案後 個案後含導航機銷售

  

圖十一 個案公司營收前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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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未來擴散效益 

本專案所產出之導航系統在未來的擴散效益上大致可以分成兩個層次討

論，分別為既有概念與未來可能發展。 

1. 現有概念 

在現階段的500部先期採用計程車的預估效益已於前述量化成果的部分探

討，未來結合導航與派遣的概念可以擴散至其他派遣中心或者車隊採用。在研究

團隊與計程車駕駛訪談的過程中，有些駕駛透露出目前也有其他車隊也在計畫要

做類似產品的研發投資，足以說明本團隊與季鈞管理顧問的投入已經受到業界注

意，並且引貣一個提昇服務品質的良性循環。未來在車隊之間採用的擴散性可以

預期有一定程度的擴散效果，一旦跨過關鍵多數門檻，將在產業間帶來更大的成

長力道。 

大台北地區有參加衛星派遣的車輛大約有一萬兩千部，主要組成為台灣大車

隊、大都會衛星、台北衛星、優良衛星等車隊。在現有的車隊規模之下，未來若

有一半的車輛採用此種導航設備，預計每年將有接近七千萬的派遣效益產生。此

一估算，尚未將導航機的銷售金額列入，僅計算派遣所產生的服務收入貢獻。 

 

33277500

68850000

103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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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任務效益

聯華半數駕駛 大台北地區50%市場占有率

大台北地區75%市場占有率
 

圖十二 導航機派遣任務效益 

以上之估算僅以大台北地區的衛星派遣車輛為基礎，尚未考慮未來衛星派遣

車隊的成長性以及駕駛之間的使用經驗交流所帶來的外溢效果。目前大台北地區

的五萬八千輛計程車當中僅有一萬兩千輛有參加衛星派遣，衛星派遣的市場規模

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這也對本專案所開發出來的導航系統之成長性有正陎的助

益。 

2. 未來可能發展 

導航機與派遣車機的整合只是計程車服務的其中一個改良的可能，另外由台

灣大學、逢甲大學、成功大學所組成的計程車研究團隊正執行另一個三年期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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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研究計畫-計程車產業知識與價值鏈再造。該計畫將進行雲端技術於計程車衛

星派遣之技術商業化研究，路徑導航與計程車派遣將會有更大的可能。例如，利

用雲端運算將大台北地區的計程車行車路徑與乘客搭車行為做資料探勘，其運算

結果可以提供路徑導航更精確的預估時間與路線建議。此外，雲端運算結合衛星

導航將改變現在乘客的叫車行為與計程車駕駛攬客方式的多元化。未來的派遣設

備將成為計程車駕駛的一種入口，透過與導航機的整合會有更多媒體、客製化服

務、適域性服務的服務創新可能性。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困難一：建立與焦點廠商的信任關係。  

困難原因說明：本團隊過去研究的焦點廠商乃是此次合作廠商的競爭對手，所以

合作廠商難免有防範心態，故本研究團隊花費許多心力與時間，在建立彼此間之

信任關係。 

對策： 

1. 透過季鈞管理顧問公司洪執行董事媒合。洪執行董事過去擔任過大都會計

程車之教育訓練講師，對於大都會計程車之內部中高階主管有著較深的信

任。藉由洪執行董事的介紹與推薦，可以適度的建立本研究團隊與聯華電

信業者之信任。 

2. 有鑑於過去投入相當長的時間於台灣大車隊的研究，因此將所有資訊透明

化，將所有資料一併寄給聯華電信參考。讓聯華電信業者了解本研究團隊

過去所有執行有關於計程車產業的成果，並適度讓聯華電信了解本研究團

隊的立場，並秉持一份幫助這個產業的心態。 

3. 本團隊成員頇堅守研究倫理與本份，以保護合作廠商之商業資訊，並以一

貫地保密行動博取彼此間之信任關係。 

 

困難二：強化受訪者的意願及提高配合度。 

困難原因說明：為了瞭解科技使用者(司機)的使用意願，本研究團隊進行一系列

的問卷調查。然而在問卷發放的過程中，察覺計畫執行中需要想辦法提高受訪者

的配合度及意願。因為問卷受測的時間多為受訪者的休息時間，再加上未提供任

何誘因，導致受訪者對於填寫問卷產生負陎的心理作用，影響整個問卷施測的長

度。此外，在田野調查的部分，雖然司機名單為婦安車隊台長所提供，但司機願

意接受訪談的意願仍然不高，造成深度訪談的進度大幅落後。 

對策： 

1. 由大都會車隊專案負責人協助，鼓勵司機填寫問卷，並提供司機填寫問卷

的誘因。例如：填寫此一問卷，公司提供當月的服務費用抵免優惠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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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排除司機負陎心理作用。  

2. 針對隸屬聯華電信的一家小型車隊--婦安大都會車隊進行深度調查與訪

談，並請車隊幹部協助進行施測。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專案的建議) 

經過一年多的產學合作過程，本團隊認為(1)學術工作者在產學合作的過程

中所秉持的態度及(2)如何在產學合作的過程中創造商管學者獨特的價值是與廠

商互動關鍵成功因素。下陎簡述本專案執行產學合作案過程的一些反思與回饋： 

1. 學術研究者在產學合作專案中應秉持的態度 

本專案以四點表達在執行個案過程中，商管學者所秉持的態度與立場。 

第一，保持中立的角度。在與車隊接觸的過程中，本專案不會去批評任何一

家車隊經營策略，不介入個人的情感與偏見，不向周遭的人提貣專案的核心內

容，更不會因執行某車隊的專案，而批評另外一家車隊的是非。學者應該基於研

究之基礎科技的擴散使用或看法，提出專業的建議，並且提出更重要的問題給焦

點廠商。 

第二，本專案關心的標的是司機勝過車隊。計畫主持人在過去 8 年間的研究

過程，本著幫助計程車產業為出發點，關心的末端的使用者--司機。因此，秉持

以司機角度來觀察這整個產業發展，藉此說服車隊接受此種「產業層次」的產學

研究，而非「廠商層次」的產學合作。 

第三，以專業服眾。「專業」在產學的過程中對學者是很重要。但如何讓廠

商相信學者的專業，這中間過程則要靠一言一行，並非短期或偽裝所能表現。過

去，本專案雖未曾與廠商簽訂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但卻以這

樣的標準與態度與廠商互動。本專案不將資料隨意流傳給其他人，長期下來，己

建立出口碑與信任機制。因此，在廠商提供的每一份資料後，本專案有任何的研

究產出，都會提供給公司參考，將資訊透明化，也讓廠商了解學者對於專案的用

心。 

第四，不帶任何商業利益去與廠商互動。本專案秉持的態度，不是為了研究

或是營利而接近焦點廠商。反而，計畫主持人秉持為了幫助整個產業成長，更重

要的是從「司機」端出發。例如：每個月的第三個星期天，本專案主持人會到台

灣大車隊總部舉辦司機的團契聚會(貣源於計畫主持的宗教信仰)，目的希望藉由

正陎影響訊息的電影內容與分享(例如：探討殤葬禮儀師的《送行者》電影)，告

訴司機肯定自我才能被他人所肯定，藉以建立司機對計程車職業的正向心理與專

業堅持。其實，對於計畫主持人而言，學術研究是對社會的終極關懷，這一產業

有九萬多個家庭，它讓我們覺得值得用學術生命去關注它。因此，本團隊本著幫

助整個產業的思維，執行每一件相關的專案，此種心而出的關懷，也促進合作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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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對我們的進行跨公司研究的信任。 

2. 學術研究者如何在產學合作專案中創造自己的價值 

商管學者，能夠提供給產界的往往是一些觀念、或概念性的想法。通常商管

學者的研究發現並非是技術性、專利、實體的設備，無法直接性的幫助產界。但

本專案能提供給焦點廠商的是在與末端司機互動中所觀察的一些事實。尤其，過

去接觸這個產業的大多是交通領域的學者，這類學者偏向以工程導向思考問題，

甚至以工程式的語言與司機溝通。對於這群草根性強的司機而言，這種溝通的語

言無法在司機身上運作。而本專案的作法是，以貼近末端使用者的語言與他們溝

通，提供焦點廠商使用者的想法。以下是本團隊產學合作過程中所獲取的經驗。 

第一、取得焦點廠商領導者對學術工作的肯定與支持。在本團隊中，合作廠

商的總經理本身就接受過一套完整的學術訓練。某種程度上，他對於學術研究是

保持認可的態度，並不會將研究視為無價值。也因為決策者可以傾聽學術的意

見，決定本專案產學合作能否成功的重大關鍵。 

第二、學術工作者可以提供產界所未知的資訊。在本專案中，焦點廠商知道

如何將科技(導航機)設計更加有效率、如何將車隊經營效率提高。但往往忽略了

內部顧客-司機端的想法。且焦點廠商也無研究能力去瞭解司機在想什麼、或者

對科技的喜好。而本專案能提供給公司的是司機端的故事，告訴焦點廠商司機的

想法。這樣的知識對焦點廠商而言，具有高度互補性的，也是高層亟需想知道的。

因此學術研究者的價值就被提升了。 

最後，學術工作者與產業實務互動的過程能夠提供更大的綜效。本專案與焦

點廠商有良好的互動與溝通過程。每二至三星期，計畫主持人會定期與公司高層

主管互動，互動的方式是談一些在田野調查中的好奇與疑問，並且提供在田野調

查中所觀察的現象。而公司則會站在車隊立場的提供相關的回饋與想法。每次的

互動結果後，公司會從我們觀察的現象中不斷調整經營決策的想法。因此，本專

案的研究發現會變成他們經營政策落實的一個回饋機制。這樣的互動模式也變成

一種正向的循環，對雙方皆有顯著的貢獻。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本專案在產學合作及團隊會議的過程中，提供兩項做為總計畫的建議: 

1. 建議產學橋接中心應秉持兩大核心運作思維 

第一部分是產界與學界的橋接。本專案建議橋接中心扮演的角色應該著重於

幫助沒有實務經驗的老師。對於沒有產業經驗的純學者或學術工作者而言，橋接

中心這個帄台，可以提供學者產學合作執行過程的相關分享及實務經驗，減少不

必要的摸索成本。但就產界的角度，廠商思考的是如何利用學術的產出及價值。

此類較無實務經驗的學者可能較不清楚產業或業界思維，較難與產業界實際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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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此時，橋接中心則應該扮演了 “協作”的角色，除了謀合，更是學界與產界

的橋樑。 

第二部分是內部教師的薪傳，即經驗的橋接。總計畫應該邀請同時具備學術

能量及產業實務經驗的老師加入產學合作的團隊。從合作的角度，希望讓學術能

量幫助產學發展，也讓產業界的見解能夠回到學術基礎被檢核。因此，橋接中心

應該募集兩種特色的老師。一種是具備產業實務經驗，另一種是具備高度學術能

量的老師。透過兩種特質老師的謀合，一群老師幫助公司問對問題，另一群老師

則是幫助企業解決問題。以顧問公司為例，他們處理的是如何幫助焦點廠商解決

問題。相對的，學術工作者則是處理為什麼的問題，為什麼做或者為什麼不做此

類較深層的問題，此一部份則需要學術的基礎訓練。因此，這兩類教師經驗傳承

與橋接，可以幫助整個產學合作的帄衡發展。 

2. 建議橋接中心思考以下三個問題，思考如何刺激高學術能量的老師加入產學

的行列 

第一、產學合作是否能夠成為教師升等的評等之一?如何讓專注於研究的學

者認同產學合作，或者認同產學合作是學術研究？過去，產學合作的產出往往是

相對較不嚴謹，產學產出的結果只是一篇結案報告。因此，如何讓老師在產學的

過程中展現專業?橋接中心扮演的角色則是規範這整個過程及產出。例如：設定

KPI 指標。將專利產出、技術授權金、研討會論文或是期刊論文作為 KPI 指標。

而這些指標可以被承認用來為升等評鑑之用。 

第二、產學合作的產出是否可以變成一些具體的產出？例如：是否可以將產

學合作的產出撰寫成學術個案或學術專書?在產學合作後，將對焦點廠商的瞭解

擴散給社會大眾，這也需要一套評審機制的存在。例如，國科會專書的外部評審，

學者將產學合作的產出撰寫成專書，再根據外部評審的意見修改。而這需要整個

配套措施的建立，如果可以將產學成為升等的評等之一，這也會讓越來越多的學

術工作者願意投入執行產學合作案。 

第三、如何鼓勵具有學術研究能量的學者也來進行產學專案？或許，未來橋

接中心可以號召一些具有學術研究實力的優秀學者加入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或許

可以帶動正向的影響效果，藉由這些優秀學術工作者的親身示範下，樹立兼顧產

學應用與學術研究的榜樣與典範。 

(四) 執行心得 

1. 與焦點廠商的互動價值 

此次研究對象為聯華電信大都會計程車，本人先前長期研究的台灣大車隊乃

是此次研究廠商的競爭對手。藉由此次產學合作的過程，本專案與焦點廠商有更

進一步的接觸，這些互動的過程對於本專案而言，乃是最大效益的產出。本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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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與焦點廠商建立互信的機制，希望讓焦點廠商感受本研究團隊的用心，並且

期待長期的合作，共同為台灣的計程車產業創新與服務加值而努力。 

2. 產學合作的附加價值 

產學合作計畫，最大的附加價值就是可以給予參與學生最直接的幫助。產學

合作的過程，專案的參與程度依照學生的能力而定。能力較強的學生賦予較大的

挑戰，例如擔任專案經理，讓學生獨立執行整個專案。尚需要磨練的學生，則從

助理開始，藉由協助專案執行的過程學習。但計畫主持人秉持一致的想法，則是

信任學生，讓學生有獨立的空間去學習、執行與發揮。從教育的角度，因為撰寫、

執行產學合作的計畫案，可以讓學生直接進入公司場域田野，執行原本自己所撰

寫的計劃書，故全程的親身參與和研究、分析過程對學生有很大的實務學習效益。 

最後，則是可以幫助學生創造工作機會。以本人過去參與產學合作的經驗，

參與計畫的學生因為執行產學合作專案，進而任職於該公司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例如: 一位學生於 2009 年因為執行一項媚登峰服務創新研究專案，而任職於該

公司。另一位學生，則因為碩士論文撰寫計程車相關研究，且參與本人的計程車

國科會研究計畫，目前已任職於季鈞管理顧問公司。另外，藉由一項洗衣連鎖的

產學合作研究專案，也帶領二位碩士班畢業同學進入該公司任職。此種同學藉由

參與產學橋接合作的學習歷程，成為銜接學生到產業工作的跳板，是身為教育工

作者的大學教師，可以為學生與社會創造的另一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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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件 

 

附件一 計程車司機駕駛行為分析模式指標分析 

一、研究背景 

計程車產業在導入衛星派遣科技後，計程車駕駛確實藉由科技使用，提升駕

駛收入，而衛星派遣計程車也確實有效降低空車率(劉彥良，2007)。但從個別駕

駛人的駕駛行為陎角度而言，衛星派遣公司對於計程車駕駛僅是提供派遣服務，

計程車實際繞行路徑和載客行為的營運模式乃仍是由計程車駕駛依照自身駕駛

習慣和經驗判斷所決定，並非由衛星派遣科技決定。 

 

在科技導入後，計程車駕駛人於科技採納過程自行產生不同的營運模式來滿

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侯勝宗，蕭瑞麟，2008)。在此種自利基礎下，藉由使用衛星

派遣科技，計程車駕駛增加載客機率，降低時間與距離空車率，提昇獲利率，遂

逐漸形成不同類型的服務模式與工作實務(侯勝宗，2006)。侯勝宗與吳思華(2009)

透過長期質性研究，分析出計程車駕駛工作實務有五大類型，分別為人、事、時、

地、物五種在地知識的營運模式，例如小區域巡迴繞行，固定機構排班，精凖預

測衛星派遣需求，大區域快速巡迴繞行和經營長期顧客等。 

 

由於衛星派遣科技的導入，使得計程車車隊的整體營運績效有顯著的改善，

同時衍生出新的營運模式，但是衛星派遣車隊的創新營運模式相對仍較缺乏量化

研究之實證。其外，近年來許多研究發現，許多成功的產品創新往往是來自於使

用者創新(user innovation)(Riggs & von Hippel, 1994)或需求趨動創新

(demand-driven innovation)，而非傳統的供給陎推動創新。故在探討計程車產業

創新議題時，有必要從駕駛者觀點著手，透過計程車衛星派遣繞行資料進行衛星

派遣計程車駕駛人的各式行為分析，除了有助於探討學理上各式重要交通研究議

題外，同時也能提供計程車業者營運管理之參考。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藉由衛星派遣實證資料的探勘與量化統計分析，進行衛

星派遣計程車駕駛不同營運模式的探討，實證不同類型司機的各式工作實務，同

時透過駕駛行為探討，提供計程車業經營管理之建議，進一步萃取創新駕駛行

為，作為計程車產業創新及商業模式設計之依據。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有兩種，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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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IS 資料庫探勘分析(data mining) 

2. 多變量統計分析 

 

本研究首先將先研擬駕駛行為分析指標，透過車隊衛星派遣所記錄的 GIS 資

料(2006 年 5 月)進行分析，以不同司機於各指標所獲得的級距差異區分不同類型

的駕駛行為，並透過多變量統計進行量化實證分析，探討計程車駕駛不同的工作

實務類型，最後提出理論與實務意涵與具體的政策建議。 

 

四、研究內容 

過往的車輛駕駛相關文獻，對交通領域研究之駕駛行為分析主要以探討駕駛

安全為主，分別從駕駛者、環境和車輛三大構陎下的各種情況探討司機的駕駛行

為。其中駕駛者對駕駛行為之影響多由身體特性(視覺、反應時間、聽覺)和心理

特性(焦慮、愉快、衝動)著手；環境則著重道路狀況(車流狀態、擁擠程度、標線

標誌號誌、交通幾何設計)和外在環境(天氣、路陎帄坦程度)對駕駛人的衝擊；而

車輛則考量車輛設計(座椅舒適度、高度)和操作性能對駕駛人的影響；這些因素

除對於駕駛人有明顯影響外，更會造成駕駛者產生不同的駕駛行為。例如遵守交

通規則、禮讓行人等正向行為或闖紅燈、超速等負陎行為。但對於計程車駕駛營

運模式的駕駛行為仍鮮少探討。是故本研究以 GIS 派遣資料庫分析著手，進行

駕駛行為分析指標的研擬，並利用資料庫進行計程車駕駛營運模式的實證分析，

除了可以驗證既有五種駕駛工作實務外(侯勝宗，吳思華，2009)，亦可做為衛星

派遣車隊營運管理之參考。 

 

透過駕駛行為分析有助於從微觀角度評估計程車司機的行為效益，並有利於

思考如何改善產業現況或預測產業發展趨勢。由於計程車的繞行軌跡資料通常十

分龐大，透過資料探勘等相關分析，亦可作為自動化的行為分析模式以及研發高

彈性的時間序列運算帄台。 

(一)、司機駕駛行為分析模式運作概念 

司機駕駛行為分析模式乃是基於時間序列(Time Series)的時間空間分析技

術，從計程車軌跡或派遣資料解析出各種能表達軌跡特徵屬性的計算模式。自

動化行為分析模式通常透過一個支援時間序列的開放帄台進行資料計算，再透

過可擴充的特徵判別模組進行計算，因此發展新的特徵屬性與判別方法，能夠

很容易地在帄台上擴充或改良。由於不同的軌跡特徵屬性通常需要不同的判別

技巧，故準確度很容易受判別方法與資料品質的優劣影響，但以時間序列技巧

進行分析的優勢則在於可看出載客事件發生與在那之前司機所做的行為是否具

有關聯。發展時間序列分析方法、行為特徵指標、驗證準則、行為效益評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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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從微觀角度評估計程車司機的行為效益、改善產業現況或預測產業發展趨

勢。由於計程車的軌跡資料通常較龐大，因此若能發展自動化的行為分析模式

以及研發高彈性的時間序列運算帄台，研究人員將能更快速、更方便、更深入

的探究巨量軌跡資料裡所隱含的意義。 

(二)、計程車駕駛行為資料庫分析指標 

為了達到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的研究目標，本研究將指標發展與說明整理

如表 1 所示。 

表 1 計程車駕駛行為資料庫分析指標與說明 

目標 層陎 變數 說明 

計 
 

程 
 

車 
 

駕 
 

駛 
 

行 
 

為 
 

資 
 

料 
 

庫 

行
為
分
析
指
標 

1.繞行範圍 

2.定點候客 

3.時間規律性 

4.空間規律性 

6.路召耐心 

7.工時 

8.排班意願 

    繞行範圍可以區分出司機是否習慣

為大區域巡迴或小區域巡迴，定點後客

可以知道是否為排班計程車，而透過時

間規律性和空間規律性可以區分出司機

個人的駕駛習慣，甚或進一步區分出不

同類型的司機，透過路召耐心、工時和

空中排班意願可以進一步看出計程車駕

駛個人心理特質與駕駛行為的關係。 

績
效
評
估
指
標 

1.時間空車率 

2.距離空車率 

3.派遺接客數 

4.路召接客數 

5.收入 

6.候客時間分佈 

時間空車率與距離空車率可以表示

出計程車的產能利用率和產能閒置情

形，而派遣接客數多寡可以看出計程車

駕駛是否能夠充分有效運用科技，路召

接客數多寡可以看出司機自行選擇繞行

的營運路徑是否為需求產生點。另外收

入可以反應計程車駕駛的在客數是否直

接反映於收入上，亦可透過收入區分不

同類型的司機，然後觀察不同收入司機

的駕駛行為或繞行路徑有何差異。另

外，候客時間分布表示計程車駕駛帄均

找到下一位客人需要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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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環
境
分
析
指
標 

1.需求密集區 

2.長程需求密集區 

3.短程需求密集區 

4.派遣需求密集區 

5.派遣供給密集區 

6.高頻率 OD 

    透過載客處座標和乘客下車處標可

以得知需求貣訖點之 OD 資料，可以看

出派遣需求密集區、長短程需求密集

區；另外透過車輛回傳位址，派遣公司

可以得知自身車輛於何處，得知自身的

車輛服務庫存多集中於何處，是否離實

際乘客需求產生點有差距。 

 

為顧及分析的完整性，本研究將行為構陎細分為：(1)行為分析指標，(2)績

效評估指標，和(3)需求環境指標。但在本研究中，基於研究資源的考量，將僅

著重於行為分析指標層陎，茲將資料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表 2 計程車駕駛行為資料庫分析指標與說明 

分析層陎 資料分析分法 

1. 繞行範圍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計算空車期的 Bounding Box 陎積，取帄均後

再標準化 

2. 定點候客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定點 3 分鐘以上而於離開的 3 分鐘內載到客

人之次數除上當天總載客數，再標準化 

3. 時間規律性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計算上、下班時間的規律性，取均方差後標

準化 

4. 空間規律性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計算上、下班及空車時期的空間相似度，空

車時期小於 15 分鐘不列入計算，不重複的總跨區數取標

準化。或是所有曾按下空中排班的區域數取標準化。二

種方式擇一。 

5. 排班耐心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自啟動空中排班貣，按催客鈕的帄均時間間

隔，取標準化。 

6. 路召耐心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自旅客下車後至按下空中排班間的時間間

隔，取標準化。 

7. 工時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帄均每日上班時間，取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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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排班意願  值域：1~5(無單位) 

 研究方法：所有空車期中，有啟動空車排班的次數佔全

體次數的比例，取標準化。 

 

上述不同指標，在透過標準化的轉化後，將以雷達圖表示不同個別司機的各

別駕駛行為特性，並以多變量統計的集群分析，將計程車駕駛行為進行分群，萃

取不同類型的營運模式與工作實務，以利更進一步探討不同司機工作實務的優缺

點和適應條件，作為衛星派遣車隊營運管理與創新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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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大都會衛星車隊關懷計程車司機問卷 

以下調查在搭配司機基本資料的交叉分析下，能協助大都會衛星車隊更瞭解

司機駕駛們之心理狀態。另外，在輔以司機各項客觀資料（如：實際派遣資料、

如使用導航機的次數）的分析下，更能協助車隊精確掌握真正影響司機工作績效

的因素，有利於大都會衛星車隊規劃更適宜的管理措施。 

 

問卷 衡量概念名稱 說明 

第一部份 人格特質調查 透過此一調查，可瞭解高工作績效及正向

心理表現的員工之特質，可作為大都會衛

星車隊遴選或調整 SD 工作內容的依據之

一。 

第二部份 科技使用調查 協助大都會衛星車隊瞭解司機使用導航機

的態度。 

第三部份 員工正向心理資本調查 

 

司機工作的內在工作動機決定其工作績

效，此項正向心理資本是觀察員工高工作

績效表現的重要工具（譬如：信心、希望、

樂觀、韌性，以及工作中創新行為的展

現）。這些心理資本均可被測量，且能透

過訓練而獲得改善，因此對大都會管理與

服務品質的提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第四部份 司機對大都會衛星車隊

之歸屬感受 

本研究團隊過往研究均顯示，員工對組織

的歸屬感越高越會維護組織的利益，因而

有較佳的工作績效表現。此一調查便是要

協助大都會衛星車隊瞭解駕駛司機們對車

隊的歸屬感受。 

第五部份 員工間之競爭與合作情

形 

協助大都會衛星車隊瞭解司機駕駛們之間

關係融洽的情形。 

第六部份 
身心健康情形調查 

協助大都會衛星車隊瞭解司機駕駛之身心

健康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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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衛星車隊關懷計程車司機問卷 

親愛的隊員：您好！ 

    這是一份學術性問卷，目的在瞭解司機對日常開車工作之感受。您的

寶貴意見對於計程車司機工作環境的改善有非常大的幫助。答案無對錯之

分，請您根據個人感受回答即可。問卷填答約需10-20分鐘，請依您的直覺

選出最符合您帄時開車「感受程度」的答案，並在數字內打「Ｏ」。謝謝您

的協助。敬祝   

開車帄安  財源滾滾 

                                       逢甲大學 侯勝宗 博士 敬上 

                                   連絡人：連婉茜 (0919-720617 ) 

 

隊員編號：__________（問卷資料不作個別分析，個人填答資料也不會提供貴車隊，請您放心） 

性別：□男 □女 

年齡：______歲 

學歷：□國中  □高中職（含以下） □專科 □大學以上 

加入大都會衛星車隊年資：________年______個月 

個人總駕駛（計程車）年資：______年______個月 

過去是否曾加入過無線電計程車隊：□是 □否 

 

第一部分：個人特質描述 

1. 請從以下形容詞中，選出最能描述您形容「您個人」的選項。 

2. 描述的是「現在的自己」，而非「未來」或「期望中」的自己。 

3. 特質並無好壞之分，請盡量真實地描述您自己。 

4. 請對每個題項獨立判斷，勿受其他題目的影響。 

個人特質描述 

從
來
無
此

感
覺 

很
少
此
感

覺 偶
而
此
感

覺 有
時
此
感

覺 經
常
此
感

覺 總
是
此
感

覺 

個人特質描述 

從
來
無
此

感
覺 

很
少
此
感

覺 偶
而
此
感

覺 有
時
此
感

覺 經
常
此
感

覺 總
是
此
感

覺 

----------------------------------

--------- 

------------------------------------

----- 

1 做事有計畫的  1 2 3 4 5 6 16 容易緊張的  1 2 3 4 5 6 

2 有愛心的  1 2 3 4 5 6 17 外向的  1 2 3 4 5 6 

3 愛炫耀自己的  1 2 3 4 5 6 18 友善的  1 2 3 4 5 6 

4 霸道的  1 2 3 4 5 6 19 有恆心的  1 2 3 4 5 6 

5 聰明的  1 2 3 4 5 6 20 有創造力的  1 2 3 4 5 6 

6 常識豐富的  1 2 3 4 5 6 21 關心別人的  1 2 3 4 5 6 

7 易傷心的  1 2 3 4 5 6 22 自動自發的  1 2 3 4 5 6 

8 好相處的  1 2 3 4 5 6 23愛指使別人的  1 2 3 4 5 6 

9 活力充沛的  1 2 3 4 5 6 24 貪玩的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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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易擔心的  1 2 3 4 5 6 25 易煩惱的  1 2 3 4 5 6 

11 文靜的  1 2 3 4 5 6 26 悶悶不樂的  1 2 3 4 5 6 

12 會感恩的  1 2 3 4 5 6 27 愛批評別人的  1 2 3 4 5 6 

13 易動怒的  1 2 3 4 5 6 28 用功的  1 2 3 4 5 6 

14 細心的  1 2 3 4 5 6 29 會隨機應變的  1 2 3 4 5 6 

15 愛動腦筋的  1 2 3 4 5 6 30 害羞的  1 2 3 4 5 6 

 

第二部分：您使用導航機的情形 (未安裝導航機者請跳答此部份) 

使用導航機情形 
極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略
為
不

同
意 

略
為
同

意 同
意 

極
為
同

意 

1. 我認為操作使用導航機是容易的 1 2 3 4 5 6 

2. 我認為透過導航機查詢我所要查詢的各式資訊，不用花費

太多心力 
1 2 3 4 5 6 

3. 對我而言，我可以輕易的熟練操作導航機 1 2 3 4 5 6 

4. 我認為導航機的功能是清楚而且可以理解的 1 2 3 4 5 6 

5. 我認為我把使用方法告訴其他司機同仁後，他們一樣可以

清楚並很容易地操作導航機 
1 2 3 4 5 6 

6. 整體來說，我覺得使用導航機是件容易的事 1 2 3 4 5 6 

7. 我覺得使用導航機對我來說相當有幫助 1 2 3 4 5 6 

8. 導航機可以提高我開車的效率 1 2 3 4 5 6 

9. 導航機可以滿足我獲得資訊的需求 1 2 3 4 5 6 

10. 我認為其他司機同仁也一定認為導航機是有效用的 1 2 3 4 5 6 

11. 整體來說，我覺得導航機的實用性相當高 1 2 3 4 5 6 

12. 我對使用導航機有不錯的評價 1 2 3 4 5 6 

13. 我喜歡使用導航機來查詢各種訊息 1 2 3 4 5 6 

14. 我認為使用導航機對我而言是有益的 1 2 3 4 5 6 

15. 我認為使用導航機來查詢資訊可以節省寶貴時間 1 2 3 4 5 6 

16. 我認為使用導航機給我的感受是愉快的 1 2 3 4 5 6 

17. 整體來說，我對使用導航機抱持著正陎的態度 1 2 3 4 5 6 

 

第三部分：個人開車工作情形 

個人開車工作情形 
極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略
為
不

同
意 

略
為
同

意 同
意 

極
為
同

意 

1. 工作是我在生活中獲得滿足的主要來源 1 2 3 4 5 6 

2. 工作是我生活的一切 1 2 3 4 5 6 

3. 我認同我的工作 1 2 3 4 5 6 

4. 我的工作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1 2 3 4 5 6 

5. 在自我介紹時，我通常會先提到我的工作 1 2 3 4 5 6 

6. 如果我發現自己在開車工作中陷入了困境，我能想出很多

辦法來擺脫出來 
1 2 3 4 5 6 

7. 目前，我正在精力飽滿地完成自己的開車工作目標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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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任何問題都有很多解決方法 1 2 3 4 5 6 

9. 眼前，我認為自己在開車工作上相當成功 1 2 3 4 5 6 

10. 我能想出很多辦法來實現我目前的開車工作目標 1 2 3 4 5 6 

11. 目前，我正在實現我為自己設定的開車工作目標 1 2 3 4 5 6 

12. 在開車工作中遇到挫折時，我很難從中恢復過來，並繼續

前進 
1 2 3 4 5 6 

13. 在開車工作中，我無論如何都會去解決遇到的難題 1 2 3 4 5 6 

14. 在開車工作中如果不得不去做，可以說，我也能獨立應戰 1 2 3 4 5 6 

15. 我通常對開車工作中的壓力能泰然處之 1 2 3 4 5 6 

       

16. 因為以前經歷過很多磨難，所以我現在能挺過開車工作上

的困難時期 
1 2 3 4 5 6 

17. 在我目前的開車工作中，我感覺自己能同時處理很多事情 1 2 3 4 5 6 

18. 在開車工作中，當遇到不確定的事情時，我通常期盼最好

的結果 
1 2 3 4 5 6 

19. 如果某件事情會出錯，即使我明智地開車工作，它也會出

錯 
1 2 3 4 5 6 

20. 對自己的開車工作，我總是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陎 1 2 3 4 5 6 

21. 對我的開車工作未來會發生什麼，我是樂觀的 1 2 3 4 5 6 

22. 在我目前的開車工作中，事情從來沒有像我希望的那樣發

展 
1 2 3 4 5 6 

23. 開車工作時，我總相信黑暗的背後就是光明，不用悲觀 1 2 3 4 5 6 

24. 如果沒有別人的鼓勵，我有時會難以持續我的工作 1 2 3 4 5 6 

25. 如果事情並未按照我的想法進行，我有時會憤憤不帄 1 2 3 4 5 6 

26. 有些情況下，我會因覺得自己的能力不足而放棄去做某些

事情 
1 2 3 4 5 6 

27. 有時儘管我知道某些權威人士是對的，我仍想反抗他們 1 2 3 4 5 6 

28. 不論和誰說話，我總是專注傾聽 1 2 3 4 5 6 

29. 有時候我也會佔一下別人便宜 1 2 3 4 5 6 

30. 當我做錯事，我總是會勇於認錯 1 2 3 4 5 6 

       

31. 有時我會以牙還牙而不願原諒別人 1 2 3 4 5 6 

32. 我對人總是謙恭有禮，即使是對我不喜歡的人也是一樣 1 2 3 4 5 6 

33. 當別人表達跟我不同的意見，我不會不高興 1 2 3 4 5 6 

34. 有時我會相當嫉妒別人的幸運 1 2 3 4 5 6 

35. 別人找我幫忙，我有時會感到厭煩 1 2 3 4 5 6 

36. 我從未故意用言語去傷害別人 1 2 3 4 5 6 

 

第四部分：您與大都會車隊互動情形 

與大都會車隊互動情形 
極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略
為
不

同
意 

略
為
同

意 同
意 

極
為
同

意 

1. 大都會車隊是我的 1 2 3 4 5 6 

2. 我感覺大都會車隊是我們隊員所共有的 1 2 3 4 5 6 

3. 我覺得我個人對大都會車隊很高的擁有權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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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感覺大都會車隊是我的 1 2 3 4 5 6 

5. 大都會車隊是我們隊員所共有的 1 2 3 4 5 6 

6. 大部份的隊員覺得我們擁有大都會車隊 1 2 3 4 5 6 

7. 當別人讚美大都會車隊時，我會覺得像在讚美我一樣       

8. 大都會車隊的成功，與我的成功有關 1 2 3 4 5 6 

9. 當有人批評大都會車隊時，我會覺得對我個人是一種侮辱 1 2 3 4 5 6 

10. 我的行為就像是這個車隊的人 1 2 3 4 5 6 

11. 我對於別人如何看待我的車隊感到非常有興趣 1 2 3 4 5 6 

12. 我的個人特質和車隊的特質很相似 1 2 3 4 5 6 

13. 當我談到車隊時，我會說「我們如何」而非「他們如何」 1 2 3 4 5 6 

14. 如果有其他司機批評我的車隊時，我會覺得很丟臉 1 2 3 4 5 6 

15. 我認為我是大都會車隊的一份子 1 2 3 4 5 6 

       

16. 我的開車工作讓我相信我是屬於大都會車隊的 1 2 3 4 5 6 

17. 我覺得我在大都會車隊中是個局外人 1 2 3 4 5 6 

18. 我覺得我在大都會車隊中是被排除於外 1 2 3 4 5 6 

19. 我覺得我在大都會車隊中被忽略了 1 2 3 4 5 6 

20. 我對大都會車隊有強烈的歸屬感 1 2 3 4 5 6 

21. 我對大都會車隊裡的人、事、物都有濃厚的感情 1 2 3 4 5 6 

22. 大都會車隊裡，我感覺我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1 2 3 4 5 6 

23. 我信任車隊總部的經營團隊 1 2 3 4 5 6 

24. 我認為車隊總部與我們隊員溝通時，他們說的都是事實 1 2 3 4 5 6 

25. 我認為車隊總部對我們隊員的意見與義務是相符合 1 2 3 4 5 6 

26. 我感覺車隊總部是誠心誠意與隊員討論各種議題 1 2 3 4 5 6 

27. 我感覺車隊總部會信守承諾，不會把大都會車隊帶往錯的

方向 
1 2 3 4 5 6 

28. 我感覺車隊總部與我們隊員可以公帄地討論共同的期望 1 2 3 4 5 6 

29. 司機可以與車隊總部開放地溝通、分享資訊，因為車隊總

部不會藉由反對我們的利益，來獲取自己的好處 
1 2 3 4 5 6 

 

第五部分：與隊員相處情形 

與隊員相處情形 
極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略
為
不

同
意 

略
為
同

意 同
意 

極
為
同

意 

1. 我喜歡在競爭的環境中開車工作  1 2 3 4 5 6 

2. 對我來說，把一項開車工作做的比別人好是重要的  1 2 3 4 5 6 

3. 我覺得「贏」在開車工作和競賽中都不是重要的  1 2 3 4 5 6 

4. 當我在跟別人競爭時，我會比帄常更努力  1 2 3 4 5 6 

5. 車隊總部經常會比較我跟其他隊員的業績  1 2 3 4 5 6 

6. 我在隊員之間的業績排名，會決定我受大都會車隊肯定的

程度 
1 2 3 4 5 6 

7. 每一位隊員都關心他的開車業績是否排在前陎  1 2 3 4 5 6 

8. 司機們經常相互比較彼此的開車業績  1 2 3 4 5 6 

9. 在工作上，就算我的意見和同事不一樣，我也對自己的看

法有信心 
1 2 3 4 5 6 

10. 在工作上，我認為自己怎麼想比較重要，而不是別人怎麼

想  
1 2 3 4 5 6 

11. 在工作上，我常會受到強勢一方意見的影響  1 2 3 4 5 6 



45 

12. 對於日常工作應盡的責任，我能夠處理得很好  1 2 3 4 5 6 

13. 我覺得我能掌握自己的工作  1 2 3 4 5 6 

14. 應付每天的工作常使我覺得疲累  1 2 3 4 5 6 

15. 我認為從工作上獲得新經驗是重要的，因為新經驗拓展了

我的世界觀以及對自己的看法  
1 2 3 4 5 6 

       

16. 對我而言，工作是不斷學習、改變和成長的過程  1 2 3 4 5 6 

17. 在工作上，我覺得自己已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什麼太大

的改變  
1 2 3 4 5 6 

18. 在工作上，同事認為我是個願意付出的人  1 2 3 4 5 6 

19. 在工作上，我覺得和同事維持密切的友好關係是一件困難

的事 
1 2 3 4 5 6 

20. 在和同事的相處上，並沒有讓我感受到溫暖和信任的感覺 1 2 3 4 5 6 

21. 我有時會覺得自己好像一直在重複一樣的工作 1 2 3 4 5 6 

22. 有些人在工作上會漫無目的，但我不是這樣的人  1 2 3 4 5 6 

23. 在工作上，我過一天算一天，並不會想一些未來的事情  1 2 3 4 5 6 

24. 在工作上，我對自己的表現感到失望 1 2 3 4 5 6 

25. 回顧我的工作生涯，到目前為止我很滿意自己的表現  1 2 3 4 5 6 

26. 我喜歡我自己的人格特質  1 2 3 4 5 6 

 

第六部份：請您仔細回想在最近一星期中(包括今天)，這些問題使您感到困擾或

苦惱的程度 

實際工作情形 
極
為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略
為
不

同
意 

略
為 

同
意 

同
意 

極
為 

同
意 

1. 感覺緊張不安 1 2 3 4 5 6 

2. 覺得容易苦惱或動怒 1 2 3 4 5 6 

3. 感覺憂鬱、心情低落 1 2 3 4 5 6 

4. 覺得比不上別人 1 2 3 4 5 6 

5. 睡眠困難，譬如難以入睡、易醒或早醒 1 2 3 4 5 6 

6. 有抽煙或喝酒的習慣 1 2 3 4 5 6 

7. 整體而言，我覺得我的身體是健康的 1 2 3 4 5 6 

 

問卷填答到此結束，請仔細檢查是否有漏填之處， 

再次感謝您的熱情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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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期刊論文中文摘要 

 

負陎科技意會的前因與科技採用：計程車車隊實證研究 

侯勝宗，樊學良 (管理評論，Accepted) 

摘  要 

科技意會是指科技使用者在科技使用時，對使用科技所賦予的意義與主觀詮

釋。過往有關科技意會的研究，大多探討如何藉由科技特質的設計，誘發使用者

對科技產生正陎心理詮釋；或者，如何藉由外部社會情境促成對科技使用的正向

意會。但事實上，個人在使用科技時，卻常常意外地對這些新科技產生負陎的心

理感受與意義詮釋，即負陎科技意會。甚少文獻探討此種負陎意會對個人科技使

用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從負陎科技意會觀點出發，以計程車司機使用 GPS 衛星

派遣系統之真實研究情境，探討科技使用者產生負陎科技意會之前因及其對科技

採用的影響。本研究以 180 位衛星派遣計程車司機為研究對象，進行三個時間點

的長期資料蒐集。研究發現，使用者產生負陎科技意會之前因，係受到個人前期

負陎使用經驗、對組織的負陎認同，以及本身缺乏使用科技信心等三項因素所影

響；同時，負陎科技意會也會進一步對科技採用帶來負向影響。最後，根據本研

究實證結果，分別提出相關的理論與管理實務意涵及具體建議。 

 

關鍵字：負陎科技意會、科技採用、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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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Working Paper Abstract 

 

Navigating Technology Responsiveness of Self-employers:  

The Awareness-Motivation-Capability Perspective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ploys a framework in competitive dynamics research, or 

specially the awareness- motivation-capability (AMC)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interplays among users’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and perceptual dynam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 responsiveness in a self-employment setting. Using a 

longitudinal design including secondary and survey data from more than 300 

contracted taxi drivers, we find that both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complementary knowledge induc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perceived alertness,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a GPS-dispatching system. Our research 

delineates the essential factors underlying self-employment users’ technology 

response behaviors. Research focus in the study represents not only a breakthrough in 

the technology management literature but also a substantial expansion of the 

competitive dynamics perspective. 

 

Keyword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perceived alertness, technology responsiveness, 

competitive dynamics.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計畫名稱：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計畫編號：NSC 98-2420-H-004-183-M0 

執行期間：98年10月~99年12月 

計畫主持人：岑淑筱 副教授 

執行單位：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合作廠商：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2010 年 10 月 29 日 

 



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主持人：岑淑筱 副教授 執行期間：2009年10月1日～2010年12月31日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本專案團隊給予新天地在未來發展上所隱含的問題提供同業相關看法與

客觀的分析，以供新天地在未來的發展上有一參照。 

■ 問題解決: 針對新天地目前的發展問題，本專案團隊給予適合新天地最詳盡的解決

方案，以供新天地在未來發展時有一良好的決策思考參照。 

參與廠商：□無，■有: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本次專案在操作的過程預計共達成下列三項目標： 

(一) 善用企業既有的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新產品與新市場等潛能開發，達成『提升企業競爭

優勢』的目標 

(二) 建立符合『內部公平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達成『人力

素質深耕化』的目標 

(三) 藉由教育訓練需求、相關措施規劃與舉辦教育訓練，以提升員工職能與內部競爭優勢，達

成『人力素質優質化』的目標 

二、執行架構： 

 

 

 

 

 

 

 

 

 

 

 

 

 

 

 

 

 

 

 

 

三、執行情形說明： 

  本次專案本次專案從2009年10月執行至今，已針對教學型個案(附件一)、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

力分析(附件二)、新產品新市場規劃(附件三)、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附件四)、教育訓練需求分

析與措施規畫(附件五)等進行新天地與產業內外部資訊、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家訪談等工作，

並將所蒐集到資訊分別編碼與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同時，也提供組織診斷策略架構(附件六)與結

合人力資源資訊系統(附件七)，將本次專案三大目標：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人力素質優質化、人力

素質深耕化，能夠執行得更徹底與完整。 

個案公司背景 

與脈絡檢視 

1. 企業創業歷程 
2. 組織關鍵事件 
3. 組織架構 

 

 

 

 

 

 

 

組織目標 

1. 新產品（產品開發） 

2. 新市場（市場開發） 

3. 既有產品/市場（市場

滲透） 

教育訓練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 

 職能缺口 

 教育訓練措施 

績效提升關鍵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 

1. 績效評鑑標準 

2. 薪酬管理制度 

【組織診斷重點】 

因應上述作為進行組織調整（策略面+執行面） 

 
 附件一：教學型個案 

 附件二：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附件三：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四：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五：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措施規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六：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報告書 

 附件七：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成果報告書 

【計劃總產出】 



四、預期效益： 

  本專案將專案執行成果與未來拓展與規劃的可能性，列成下列表格作為專案未來預期效益： 

項目 專案前發展情況 專案後未來拓展與規劃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

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專用於組織內部) 

尚未有明確的數字表示餐飲、婚

宴與禮品未來市場的發展潛力。

多依賴內部營運報告來制定發展

策略。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在未來

制定組織目標時的資料參照，而每年的餐

飲、婚宴與禮品市場商機會因其他外在環境

因素而有影響，如：孤鸞年，因此後續將統

合組織內部的營運實際情形，將量化指標能

夠更具體明確。 

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

告書(專用於組織內部) 

已規劃初步的年菜與禮品市場，

並配合全家便利商店的通路進行

網路配銷。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提供未

來三年內可行的發展方向與產品項目內容。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

成果報告書 

(將於兩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業者或產業) 

尚未有明確的績效評鑑指標與薪

酬給付制度。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可以

此基礎規劃與其他產業或業者結合。在既定

的標準與圓則不變之下，依照組織不同部門

與目標，修改與設定適切的績效評鑑標準與

薪酬管理制度。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

成果報告書 

(將於一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產業或業者) 

已於新天地內部舉辦多次教育訓

練，卻缺乏完整的教育訓練缺口

分析、講師資料庫及講義資料庫

供員工使用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講師資

料庫、講義資料庫成為本專案團隊的基礎，

於未來規劃時可將其納入成為明確的指

標，複製及擴散至不同產業。目前已於裕

元花園酒店、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進行教育訓

練，未來也將於亞都麗緻(12 月初)舉辦

相關的訓練(詳見請見附件五)。 

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報

告書 

(未來將複製與擴散至其

他產業或業者使用) 

尚未有明確的組織診斷架構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以

複製與擴散的方式，針對不同企業在各個階

段所可能面臨的狀況進行詳細的診斷後，提

出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供業者參考。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

置成果報告書 

(未來三年內將複製與擴

散至其他產業或業者) 

尚未建置一套 HRIS 系統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以

HRIS 的建構基礎，修改成不同產業所需的

樣貌與內容，強化人力資源部門資訊上的整

合速度與降低組織額外花費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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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 

一、專案背景與目標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西元 1945 年，創始人歐有財與歐菜對夫婦，從四張竹桌小

麵攤開始做起，憑著鄰近台中梧棲漁港的地理優勢，新天地以『貨鮮』、『味美』、『價公道』的海鮮料

理獲得當地居民的喜愛，營業迄今已經超過一甲子的歲月。從草創時期的『新天地有限公司』到現今

的『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天地一直不斷致力於經營餐飲市場，並追求服務的多元化與

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旗下目前共擁有梧棲店、東區店、北區店、員林店等大型宴會場所，及以『婚

宴』為主題的雅悅會館與璽悅時尚會館；同時，新天地也進軍中國大陸餐飲市場，於東北哈爾濱開設

第一家『國際時尚百匯』，將其餐飲版圖延伸至海外華人市場。近兩年，新天地除了擴大既有的婚禮

宴會、工商團體與特殊節日等宴會市場，同時也積極開發獨特與不易模仿複製的新產品或服務，以維

持組織整體的競爭優勢。同時，也引進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制度，來提升組織內部的公平性與強化組

織外部的競爭力。此外，新天地近來針對餐飲服務人員進行教育訓練以強化員工的人力素質。綜合前

述，本次產學橋接的重點將進行組織內外部的診斷，透過產業現況的調查，提出有效解決方案與成長

策略方針。專案執行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專案執行架構圖 

個案公司背景 

與脈絡檢視 

1. 企業創業歷程 
2. 組織關鍵事件 
3. 組織架構 

 

 

 

 

 

 

 

組織目標 

1. 新產品（產品開發） 

2. 新市場（市場開發） 

3. 既有產品/市場（市場滲透） 

教育訓練 

1.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 

2. 職能缺口 

3. 教育訓練措施 

績效提升關鍵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 

1. 績效評鑑標準 

2. 薪酬管理制度 

【組織診斷重點】 

因應上述作為進行組織調整（策略面+執行面） 

 
 附件一：教學型個案 

 附件二：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附件三：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四：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五：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措施規畫成果報告書 

 附件六：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報告書 

 附件七：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成果報告書 

【計劃總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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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2 

綜合前述，本次專案共有三大目標，分別為『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人力素質深耕化』、『人力素

質優質化』，茲說明如下： 

(一) 善用企業既有的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新產品與新市場等潛能開發，達成『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的目標 

餐飲市場變化快速萬千，若不能擁有自我明顯的風格與特色，及具備良好的產品與服務，都

將無法吸引到消費者的目光與上門消費的機會。因此，企業在市場的行銷策略中，必須以獲利為

目的，同時也必須根據市場環境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行銷策略，故本次專案將協助提供新產品與

新市場策略，透過企業的核心能力與既有資源，進行其優勢發展。 

在進行新產品新市場潛能開發時，首先會先針對現下的餐飲禮品市場進行分析，透過資料蒐

集、專家訪談、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以獲得初步新產品新市場的相關資訊，之後再結合組

織策略發展的定位進行新產品與新市場的開發，預計會有三項新產品與三項新市場的發展結果，

如圖 2 所示： 

 

 

 

 

 

 

 

 

 

圖 2 企業競爭優勢市場潛能開發圖 

(二) 建立符合『內部公平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達成『人力素質深

耕化』的目標 

績效評鑑主要是對於員工在特定期間的工作表現進行評估，並提供後續組織如薪資調整、晉

升或解僱員工等相關決策的參考。因此，一套良好的績效評鑑不只成為員工發展的有效途徑外，

藉由後續的誘因與獎酬的提供，使員工為組織賣命工作，以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同時，績效評

鑑的結果也將使組織在發展策略上作一調整與因應。 

專案目標一：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餐飲禮品市

場分析 

組織策略發

展定位 

企業核心能力 

企業既有資源 

新產品 

 年菜專案 

 中秋節專案 

 伴手禮專案 

新市場 

 商務套餐專案 

 工商聚會專案 

 特殊節日專案 

【新產品新市場潛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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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套適用組織內員工的績效評鑑不易取得，評鑑時常發生評估偏誤，而個案公司之績

效評鑑目前即有此問題，無法客觀且明確的選出組織內優秀的員工。因此，本次計畫為能建立一

套組織內部公平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在進行設立個案公司的績效評鑑標準之前，會

先蒐集內部現有的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相關資訊，在彙整與分析比較過後，設置一套適用於組織

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評量方法，並根據績效評鑑的標準設立明確且公正公平的薪酬管理制度，以期

正確留住優秀並淘汰不適任的員工，如圖 3 所示： 

 

 

 

 

 

 

 

圖 3 人力素質深耕化路徑目標圖 

(三) 藉由教育訓練需求、相關措施規劃與舉辦教育訓練，以提升員工職能與內部競爭優勢，達成『人

力素質優質化』的目標 

教育訓練之主旨在於強化員工的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針對不同的對象與主題，

進行不同方式的教育訓練。一場好的教育訓練，首先必須瞭解員工的職能缺口，進而進行教育訓

練課程與流程的規劃，使其能夠符合員工職能所須。此外，與課程相關的專業講師與講義教材，

也都將左右教育訓練的成效，因此，舉辦一場完整的教育訓練須要全方位的考量與妥善的安排。 

故本次專案目標三，在於提升組織內部員工的人力素質優質化，透過現場參與觀察實地工

作情況、深度訪談、專家訪談及蒐集組織現有相關資訊後，分析與探討出目前教育訓練不足之

部份，並結合個案公司未來的發展策略，進行妥善的安排。而個案公司因屬於餐飲業，服務人

員素質最為重要，因此，本次教育訓練會針對現場的服務人員進行創意訓練，從中激發出不同

的火花，以期提升服務人員的知能；此外，台灣婚宴市場近年來發展快速，如中僑、僑園等相

同類型的餐飲業者也都投入婚禮宴會這塊領域，故本次教育訓練欲針對個案公司的婚企部門進

行專業訓練，期望藉由國際禮儀、婚宴主持人與其他相關專業訓練來提升婚企部門的整體素質，

與其他企業作一抗衡；最後，組織內部的倫理道德是創造良好組織文化的要素之一，若能有良

好的倫理道德觀感，將能替組織帶來良好的氣氛，並進而創造組織整體效能，故本次將對個案

公司內部的員工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訓練，以期提升員工的道德觀感，達成強化整體人力素質的

專案目標二：人力素質深耕化 

 組織內部公平性 

 組織外部競爭力 

組織績效評鑑

現況瞭解 

現有績效評鑑

資訊蒐集 

績效評鑑資訊

彙整與分析 

績效評鑑標準

調整與確立 

評鑑標準結合

薪酬管理制度 

回饋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4 

目標，如圖 4 所示： 

 

 

 

 

 

 

 

 

圖 4 人力素質優質化路徑目標圖 

整合前述，本次專案目標欲達成的目標與流程，綜合如圖 5 所示： 

 

 

 

 

 

 

 

圖 5 專案產出與達成目標流程圖 

 

 

 

 

 

專案目標三：人力素質優質化 

 提升員工職能 

 提升內部競爭優勢 

教育訓練相關

資訊蒐集 

教育訓練需求

發展分析 

組織現有教育

訓練資訊 

教育訓練措施

規劃與發展 

教育訓練 

 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婚宴企劃教育訓練 

 員工倫理道德教育

訓練 

教育訓練回饋 

【組織策略診斷架構】 

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 

內外部分析 組織能力缺口 

資源與限制 

組織核心能力 

【專案產出與達成目標】 

人力素質優質化 

人力素質深耕化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教育訓練 

新產品新市場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 

教學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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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執行內容 

 本專案從 2009 年 10 月執行至 2010 年 12 月共計 15 個月，具體執行的成果包含教學型個案、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成果、教育

訓練需求分析與措施規畫成果、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與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成果等七項報告

書。其具體執行的內容如下所示： 

(一) 執行概念 

 本專案執行概念共包含設定期望、要求承諾、衡量進度、提供回饋、連結後果與評估成效等六個

概念與步驟，來評估專案預先訂定的目標是否達成，如圖 6 所示： 

 

 

 

 

 

 

 

 

 

 

 

 

 

 

圖 6 SIMPLE 步驟圖 

1. 設定期望(Set expectation)：在瞭解與釐清組織團隊的目標及各自的角色與責任，成立獨立

的專案團隊，並訂定未來的發展目標與期望。 

2. 要求承諾(Invite commitment)：使團隊成員瞭解專案的來龍去脈，並針對事件的輕重緩急

及利害得失進行多次討論與會議，取得專案團隊的共識與承諾。 

3. 衡量進度(Measure progress)：針對專案進度進行多方衡量及分析，同時設定量化指標來檢

核工作進度，並使團隊成員能夠準確遵守。 

4. 提供回饋(Promote feedback)：鼓勵專案團隊成員回饋與回應意見，提升成員的態度、行為

與行動力。 

5. 聯結後果(Line to consequence)：於專案執行過程前，商談未來應負責的後果，以對應組

織未來的行動與環境結果，而專案團隊負責人應給予適當且適時的支持與支援。 

6. 評估成效(Evaluate effectiveness)：針對專案未來的執行結果進行成效評估，檢核是否達成

組織及團隊所設定的目標與期望。

SIMPLE 

6 步驟 

Set expectation 

設定期望 

 

 Invite commitment 

要求承諾 

 Measure progress 

衡量進度 

 Promote feedback 

提供回饋 

 Evaluate effectiveness 

評估成效 

 Line to consequence 

連結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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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圖 7 組織發展診斷架構暨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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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以餐飲業中具富盛名且以海鮮小吃為著名的新天地作為本次產業的合作對象，期望於專案

執行結束後，協助其成為台中餐飲業中的標竿企業。專案執行過程中將經歷四個階段，說明如下： 

1. 組織診斷流程第一、第二階段 

階段 診斷項目 內容說明 

第一 

階段 

組織定位與使命 

 瞭解目前既有的組織任務及使命為何，作為組織診斷分析的基本依據。 

 在環境分析與綜合性分析後，針對現有任務與使命制定組織未來的發展

定位。 

環境分析 

 針對組織內部現況進行 SWOT 歸類與分析。 

 針對組織結構(部門、職責)與制度(生涯發展、獎勵制度)進行瞭解與分析。 

 瞭解組織既有的資源(核心能力、組織優勢)與發展限制(組織成長、能力

缺乏)為何。 

綜合性分析 

 瞭解與比較目前市場中與組織競爭的企業、競爭強度、發展狀況與其關

鍵優勢為何。 

 探討與分析現下市場中可能/即將進入或已經具備發展威脅的企業為

核，並將潛在競爭強度與進入門檻高低納入考量。 

 針對現有顧客與潛在顧客進行分析，同時也針對產品與市場佔有率進行

瞭解，從中探尋可發展與組織目前缺乏不足之部分。 

 綜合前述分析，針對潛在市場進行開發，增加新服務方式，並提高競爭

者的進入門檻，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二 

階段 

組織目標與藍圖 

 瞭解組織目前既有的產品與提供的服務為何，並與組織目標相配合，從

中分析組織未來可發展方向。 

 針對組織既有的市場進行維護/鞏固發展策略，並針對新市場之開發策略

與目標進行研擬與討論。 

 瞭解組織目前所處之產業領域為何，並進一步探討潛在市場開發可能

性，進而訂定企業發展藍圖、目標及策略。 

組織策略與定位 

 經由未來組織目標與藍圖之明確訂定，發展一套組織未來發展定位。 

 針對組織的定位與發展的方向進行組織策略研擬，使其能夠互相配合與

支持，進而提升組織策略成功的可能性。 

組織政策與制度

之架構 

 瞭解組織內人力資源部門員工職掌工作內容(招募遴選、教育訓練、績效

薪酬、員工發展)現況與層級架構為何。 

 瞭解組織目前既有的績效評鑑標準與控管系統為何，進一步探討可改善

之處，並加以設計與修正，以符合組織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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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組織診斷流程第三、第四階段 

階段 診斷項目 內容說明 

第三

階段 

策略執行 

 在組織策略發展有一明確定位與方向後，設計一系列有助於組織發展之『策

略專案』，而此專案之設立為達成組織成長與開發的目標，並與組織定位相

配合。 

 在策略專案形成之初，便根據其團隊的性質與專案目標設立明確的專案領

域。 

專案活動規劃 
 依據專案所欲發展的方向與策略，並針對新/舊產品與市場進行活動規劃與

設計，而每項活動都需設定主題，並以達成組織目標為規劃方向。 

專案執行與稽核 

 瞭解此專案內的架構與制度，進一步瞭解專案成員、分工職掌與專案團隊

組成層級為何，以便日後進行稽核時有一參照。 

 瞭解此專案的內部作業與整體執行流程，透過稽核的方式明確檢查其作業

流程是否合乎正當性與效率性，而稽核的標準則針對團隊工作性質訂定。 

組織制度 

基礎設施 

流程重整 

 導入全新服務品質觀念，透過組織管理之手段，要求組織內員工進行自我

修正與調整，並設立一套標準來檢驗是否合乎組織要求。 

 進行新產品開發，並在既有產品下進行功能或服務創新，以更新組織內部

的核心知識，提升員工內部競爭力，進而增加企業競爭力。 

 進行新產品開發與既有產品之維護，以確保組織既有市場發展基礎下的競

爭力，並透過新市場的發展提升組織的市場佔有率。 

 針對組織內供應鏈進行管理，明確的劃分組織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將供

應鏈中的每一環效率與效能再提升。 

 針對組織內部作業流程進行再設計，打散既有的管理流程與方式，進行 SOP

或工作在設計的方式，達到組織更新目的，提升員工的作業效能。 

第四

階段 

績效評鑑目標 

 針對組織發展目標與員工工作職責內容，訂定明確的工作績效評鑑目標，

進而制定明確的績效評鑑準則，並賦予其評鑑項目權重，最後再結合薪酬

與報償制度。 

評鑑專案執行 
 針對專案訂定欲達成的目標與專案團隊職掌工作內容，設立績效評鑑的準

則，並根據此一準則訂定績效評鑑標的及賦予各績效項目之權重。 

控制(工具)設

計、執行 

 訂定完整的績效評鑑流程，並選擇一套適用於組織與專案團隊的評鑑方

法，進而針對組織內員工進行績效評鑑，在評鑑過後分別給予其所應得的

報償。 

 在組織針對員工實施績效評鑑後，經由員工的意見反應與回饋，稽核績效

管理標的是否恰當與正確，進而修正與調整其績效評鑑標準，再根據此標

準進行薪酬與報償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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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結果 

 本專案執行至今，共計產出七項具體的執行成果，如下所示： 

項目 專案執行成果 

教學型個案(附件一) 

 專案團隊將執行計畫過程中所使用的相關資料，在經過深度訪談、

相關資訊蒐集與彙整後，撰寫成教學型個案，提供學校教師上課時

之用。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宴會市場概況、婚宴市場發展概況、公司

發展歷程、新天地婚宴發展現況、台中的主要競爭者、國際化歷程、

未來方向等內容。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

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附件二) 

 專案團隊於計畫執行中，經過多次與業者的深度訪談及餐飲、婚宴

與禮品市場相關資訊蒐集後，彙整與分析出新天地在餐飲、婚宴及

禮品市場發展的 SWOT 分析。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參與觀察診斷、專家深度訪談、餐飲市場

分析、婚宴市場分析、禮品市場分析及 SWOT 分析等內容。 

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

告書(附件三) 

 專案團隊於計畫執行的過程中，經由與新天地討論及蒐集相關的餐

飲、婚宴與禮品市場資訊，發展出三項新產品(年菜、中秋節、伴手

禮)策略專案與三項新市場(商務套餐、工商聚會、特殊節日)專案。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新產品開發、新市場開發、產值效益評估

等內容。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

成果報告書(附件四) 

 專案團隊於執行計畫的過程中，在新天地婚宴的參與觀察及禮品市

場的資訊蒐集後，規劃出專屬婚宴市場與禮品市場的績效評鑑指

標。 

 藉由關鍵績效指標的設立，確立新天地欲落實的『人力資源深耕化』

目標，建立起一套符合組織內部公平性的標準，減少員工流動率，

同時淘汰不適任之員工，提升組織整體效率與效能。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前後場職務人員、專業職務團體、專業職

務個人、專業職務人員、行政管理職務人員、婚宴市場、禮品市場

等七份關鍵績效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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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結果（續） 

項目 專案執行成果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

成果報告書(附件五) 

 專案團隊於執行計劃的過程中，經過與企業主的詳細討論，找出組

織未來發展所須的職能缺口，進而規劃一系列的教育訓練課程，同

時建立講師資料庫與課程資料庫(結合 HRIS 系統)。 

 經過組織能力缺口分析與課程診斷後，更進一步的針對新天地現有

的教育訓練進行調整，達成『人力素質優質化之目標』。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組織能力缺口分析、課程設計、課程內容

架構表、講師資料、教育訓練活動安排、課程講義等內容。 

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報

告書(附件六) 

 專案團隊於計畫執行的過程中，提供本次專案在進行組織診斷時所

使用的分析架構，同時也提供使用該診斷架構之內容說明，將相關

會使用到的策略架構彙整與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行銷定位、組織策略執行、環境分析、績

效管理等內容。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

置成果報告書(附件七) 

 專案團隊於計畫執行中，為能有效結合教育訓練與績效評鑑，特別

建置一套人力資源資訊系統以整合內部資訊。 

 本份成果報告書共包含：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成果、人力資源資

訊系統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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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項目 專案前發展情況 專案後未來拓展與規劃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

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專用於組織內部) 

尚未有明確的數字表示餐飲、婚

宴與禮品未來市場的發展潛

力。多依賴內部營運報告來制定

發展策略。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在未來

制定組織目標時的資料參照，而每年的餐

飲、婚宴與禮品市場商機會因其他外在環

境因素而有影響，如：孤鸞年，因此後續

將統合組織內部的營運實際情形，將量化

指標能夠更具體明確。 

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

報告書 

(專用於組織內部) 

已規劃初步的年菜與禮品市

場，並配合全家便利商店的通路

進行網路配銷。 

此份成果報告書專用於新天地內部，提供

未來三年內可行的發展方向與產品項目內

容。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

畫成果報告書 

(將於兩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業者或產業) 

尚未有明確的績效評鑑指標與

薪酬給付制度。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可

以此基礎規劃與其他產業或業者結合。在

既定的標準與圓則不變之下，依照組織不

同部門與目標，修改與設定適切的績效評鑑標

準與薪酬管理制度。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

畫成果報告書 

(將於一年內複製與擴散

至其他產業或業者) 

已於新天地內部舉辦多次教育

訓練，卻缺乏完整的教育訓練缺

口分析、講師資料庫及講義資料

庫供員工使用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講師

資料庫、講義資料庫成為本專案團隊的基

礎，於未來規劃時可將其納入成為明確的

指標，複製及擴散至不同產業。目前已於

裕元花園酒店、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進行教育訓練，

未來也將於亞都麗緻(12 月初)舉辦相關的

訓練(詳見請見附件五)。 

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

報告書 

(未來將複製與擴散至其

他產業或業者使用) 

尚未有明確的組織診斷架構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

以複製與擴散的方式，針對不同企業在各

個階段所可能面臨的狀況進行詳細的診斷

後，提出一套完整的解決方案供業者參考。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

建置成果報告書 

(未來三年內將複製與擴

散至其他產業或業者) 

尚未建置一套 HRIS 系統 

此份成果報告書除了用於新天地外，也將

以 HRIS 的建構基礎，修改成不同產業所需

的樣貌與內容，強化人力資源部門資訊上

的整合速度與降低組織額外花費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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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上述，本專案未來的成果拓展將不侷限於觀光產業，透過複製與擴散，將主要的核心能力複

製與移轉至其他產業，如圖 9 所示： 

 

 

 

 

 

 

 

 

 

 

 

 

 

圖 9  成果應用複製擴散圖 

 

複製 

擴散 

餐飲業 

旅館業 
其他 

產業 

 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裕元花園酒店 

 亞都麗緻(即將) 
 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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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A~F 查核點） 

 本次專案包含：座談會資訊籌備期、專家訪談籌備與舉行、深度訪談籌備與舉行、市場潛能開發

策略、人力素質深耕化、人力素質優質化與成果報告書等七項工作項目，專案執行前後差異結果說明

如下所示： 

工作項目 預期進度 實際達成說明 差異說明 

A.座談會資訊

籌備期 

A1.個案公司相關資訊蒐集 已針對個案公司進行內外部資訊蒐集與

彙整，依其組織發展歷程逐次撰寫成教學

型個案。 

無 

A2.個案公司資訊編輯與編碼 

B.專家訪談籌

備與舉行 

B1.確認專家學者與產業業者 

已針對組織內員工與組織外業者進行五

次訪談，並將其內容撰打成一逐字稿摘

要，且給予段落編號與內容編輯。此外，

也針對產業趨勢與看法進行專家互動與

整合，從中找出餐飲業的發展脈絡。 

【新增】 

國內餐飲產

業未來趨勢 

B2.確認訪談舉行時間及地點 

B3.舉行專家訪談 

B4.專家訪談內容編輯與編碼 

C.深度訪談籌

備與舉行 

C1.聯略與確認訪談名單、時間與地點 

C2.舉行深度訪談 

C3.深度訪談稿編輯與編碼 

D.市場潛能開

發策略 

D1.餐飲、婚宴、禮品市場現況相關資訊蒐集 

已針對餐飲、婚宴與禮品市場進行資訊蒐 

集，並針對組織內外部進行系統性診斷，

從中找出新天地在市場發展的資源與限

制，發展出三項新產品與新市場。同時，

也針對未來的銷售情形進行評估與確

認，加強專案的量化效益。 

【新增】 

婚宴市場相

關資訊 

產值效益預

估 

D2.問卷調查 

D3.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編輯與編碼 

D4.新產品開發策略 

D5.新市場開發策略 

E.人力素質深

耕化 

E1.個案公司現有績效評鑑資訊蒐集 已針對新天地組織內部進行績效評鑑標

準及薪酬管理制度進行修改與再設計，並

設計表單供新天地使用，使之能夠更為符

合組織未來發展所須。 

無 E2.資訊蒐集結果彙整與分析 

E3.設立績效評鑑標準 

F.人力素質優

質化 

F1.產業現況資蒐集 
已針對教育訓練措施建置講師資料庫、課

程講義與活動設計規畫，並將之建置於人

力資源資訊系統中。 

【新增】 

課程講義 

活動設計 

F2.資訊蒐集結果彙整與分析 

F3.教育訓練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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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執行差益說明（續）（G 查核點） 

工作項目 預期進度 實際達成說明 差異說明 

G.成果報告書 

G1.餐飲、婚宴、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詳見請參照附件二所示） 

本專案於期末成果報告書中新增婚

宴市場相關資訊，並將成果報告書名

稱由『餐飲禮品市場潛力分析成果報

告書』修正為『餐飲、婚宴、禮品市

場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無 

G2.新產品新市場規畫成果報告書 

（詳見請參照附件三所示） 

本專案於期末成果報告書中新增可

行性分析與量化效益指標，以實際評

估產品在上市時可獲得的實質效果。 

無 

G3.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成果報告書 

（詳見請參照附件四所示） 

本專案於期末報告書中修改既有的

績效評鑑標準(KPI)，並新增表單供新

天地在進行績效考核時有一評核明

確的指標，同時也與人力資源資訊系

統(附件七)結合，將資料上傳至此系

統中供新天地使用與參考。 

【新增】 

結合人力

資源資訊

系統 

G4.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成果報告書 

（詳見請參照附件五所示） 

本專案於期末報告書中新增新課程

講義及活動流程設計，並與人力資源

資訊系統(附件七)結合，將資料上傳

至此系統中供新天地使用與參考。 

【新增】 

結合人力

資源資訊

系統 

G5.教學型個案（詳見請參照附件一所示） 

本專案於期末報告書中修改既有的

教學型個案內容，使之能夠更符合餐

飲業現下的發展狀況。 

無 

＊G6.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報告書 

（詳見請參照附件六所示） 

本專案於期末報告中將執行過程所

用的診斷架構撰寫並新增為『組織診

斷策略架構成果報告書』。 

期末新增 

＊G7.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成果報告書 

（詳見請參照附件七所示） 

本專案為有效結合人力資源管理及

組織發展，針對組織設計人力資源資

訊系統(HRIS)，將績效評鑑表單與教

育訓練講義上傳供組織參考。 

期末新增 

備註：G6、G7 為新增的期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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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商管學者於本專案之角色功能闡述 

 本次專案於執行與互動的過程中，主要扮演四大角色，說明如下： 

角色 角色說明 詳細功能闡述 

企管顧問公司 組織診斷、企業諮詢 

藉由組織診斷的進行，瞭解目前該業者的

經營現況，並從中探詢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與員工的所需能力(缺口)。 

專業諮詢服務 產業資訊、解決方案 

提供產業發展最新情況與未來的趨勢發

展，並於此架構下提出相關解決方案與制

定出系列組織策略，以解決所遭遇之困難

及強化(維持)業者未來的競爭能力。 

策略夥伴 發展策略、具體執行 

為企業與員工量身打造組織短期與長期的

發展策略，在經過可行性評估與整體的時

程安排後，成為企業與員工的執行夥伴。 

員工鬥士 KPI 指標、教育訓練 

設定相關績效評鑑標準與實施教育訓練相

關措施，提高組織員工的人力資源深耕化

與優質化，增強員工競爭力，滿足組織成

長時所須。 

 根據上述說明，本專案發現商管學者所扮演的角色中，依照企業與員工需求的高低，可分成四個

象限，如圖 10 所示： 

1. 企管顧問（企業變動高、員工變動低）：商管學者於此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因應組織在面對未

來發展的不確定時所產生，藉由組織診斷與企業諮詢，找尋出未來發展的大方向以及目前面

臨的組織缺口（gap），除了有提醒企業主的功用外，也幫助企業釐清發展脈絡。 

2. 專業諮詢（企業變動低、員工變動低）：商管學者於此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幫助組織與員工

解決面臨經營問題與釐清關鍵決策所帶來的效益，使企業主能夠在互動的過程中明確瞭解後

續效應與可能遭遇到的困難。 

3. 策略夥伴（企業變動高、員工變動高）：商管學者於此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成為組織與組織

內所有員工的策略執行夥伴，在經過多方可行性評估，找出目前對雙方適合的發展策略，並

安排相關時程與具體執行方案，以解決組織面臨的問題，提升整體的效率與效能。 

4. 員工鬥士（企業變動低、員工變動高）：商管學者於此扮演的角色，在於協助員工提升工作相

關的專業知能，藉由擬定的定期考核清單與相關教育訓練措施，幫助員工成長與發展，達成

組織於未來發展時所須的人力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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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商管學者角色象限圖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 

本專案產學合作模式共分為專案起始計畫階段、專案執行監控階段、專案結束監控階段等三個階

段，包含起始、規劃、執行、監控與結束(成果)等五種功能。如圖 11 所示： 

1. 專案計畫起始階段：首先，在專案計畫正式成行前，本專案團隊（學）與新天地（產）進行

多次溝通與診斷，瞭解組織未來的發展目標為何，並聚集雙方彼此的共識，瞭解與專案相關

的利害關係者；其次，針對組織目標，進行一系列的相關活動內容及時程設計，並找尋專案

的執行風險；最後，針對所需的相關資訊、活動內容與潛在風險，估算本次專案所須的經費

與耗費的組織成本，以求得平衡。 

2. 專案執行監控階段：專案執行過程中，雙方也透過資訊的互通有無，緊握專案的執行進度；

同時，也不斷確認各階段流程與原先規劃的相同，若有偏差的情形發生，則應提出相關的補

救措施與解決方案，以修改或彌補專案內容之不足。 

3. 專案結束監控階段：於專案執行結束前，將專案實際執行的成果撰寫成一成果報告書，同時

也嚴格監控專案的執行成效，使之能夠符合當初所設定的組織目標；同時，無論專案結果的

好壞，都將發生的問題與解決的方案做一詳細記錄，作為未來進行後續專案規劃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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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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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計畫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岑淑筱 專案主持人 13(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整體計劃之監督與控制 

 組織診斷架構之規劃與設計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之規劃與設計 

 附件一至附件七成果報告書之監製 

吳成豐 協同主持人 13 (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協助附件五成果報告書之監製 

 協助附件二成果報告書之監製 

趙芝良 協同主持人 13 (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協助附件一之監製 

 協助附件四成果報告書之監製 

吳祉芸 協同主持人 13 (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協助舉行專家訪談與深度訪談 

 協助附件三成果報告書之監製 

郭家毓 兼任助理 13 (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進行專家與深度訪談稿內容編碼 

 進行新天地禮品市場參與觀察 

 協助撰寫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附

件四成果報告書之內容 

吳明芳 兼任助理 13 (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進行專家與深度訪談稿內容編碼 

 進行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 

 協助撰寫附件五、附件六、附件七成果

報告書之內容 

＊潘相蓉 臨時人力 6(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協助附件一、附件四、附件五成果報告

書相關資訊蒐集與彙整 

 協助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與設計 

＊林念慈 臨時人力 6(實際投入月數)/13(總月數) 

 協助附件二、附件三、附件五成果報告

書相關資訊蒐集與彙整 

 協助組織診斷策略架構規劃與設計 

備註 1：總月數以 2010 年 10 月 29 日為限，為 13 個月。  

備註 2：2010 年 5 月 1 日起更換臨時人力，由原先的吳京叡、黃麗容等 2 名更換成潘相蓉、林念慈等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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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費動支表（截至 10 月底之經費使用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1.業務費 
(1)人事費  212,000 元  186,400 元 88%   

(2)耗材雜項費  186,400 元 168,400 元 90%   

2.差旅費   51,600 元 43,180 元 84%   

3.管理費  0 元   0 元  0%   

4.研究設備費  0 元   0 元  0%   

小計  450,000 元  397,980 元 88%   

二、資本支出         

小計  0 元   0 元  0%   

合計金額  450,000 元  397,980 元      

1. 補充說明： 

(1) 人事費用至十月底已使用 186,400 元，尚未使用之費用為兼任助理與臨時人力於 11 月(12800

元)與 12 月(12800 元)之人事費用。 

(2) 耗材雜項費用中，預估使用之款項將用於結案報告製作過程中，其資料蒐集與報告書製作之影

印費(黑白影印與彩色影印，合估費用約為 10,000 元)，以及相關資料整理之文具物品費用(碳

粉匣、資料夾、光碟片與光碟整理包，合估費用約為 8,000 元)。 

(3) 差旅費之預估使用費用主要分為兩部份，一為 11 月份至雅悅進行教育訓練活動之差旅費用(預

估約為 4,200 元)，另一為參與期末報告之差旅費用(預估約為 4,200 元)。 

(4) 總費用至 12 月時，將完成計畫之預估經費，實際花費與計劃預估費用將應能一致。 

2.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1) 人事費：原臨時人力的工作項目僅為協助資料之蒐集、整理與歸檔，但因增加 HRIS 系統的製

作，因此每個臨時人力 9 月與 10 月份各增加五千元工讀費用。 

(2) 差旅費：由於台北雅悅為新天地婚宴市場營運績效最好的單位，再加上 7 月份到九月份正值暑

假期間，計畫人員較有充裕時間在這段期間前往台北雅悅觀察其婚宴狀況與婚宴的規劃，瞭解

新天地雅悅的婚宴市場發展方向與員工工作狀況，因此，在差旅費用方面修改是為做為至雅悅

參與觀察的差旅費用。 

(3) 原業務費用中所編列之教育訓練費用，其中為完成教育訓練課程規劃與教材之建置、並完成

HRIS 系統；因此更名為 HRIS 系統建置費用。此外，此項規畫費用原編列六萬元，但因其中

兩萬元為人事費用，因而將兩萬費用移置人事費用後，更改費用為為四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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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效益產出 

(一) 量化成果說明(以年為單位)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年菜專案 

 單店：海鮮佛跳牆禮盒、鮑魚魚翅百匯禮盒 

(a) 一般價位：2,000 元×500 套＝1,000,000 元 

(b) 高價位：3,000 元×500 套＝1,500,000 元 

 大賣場：海鮮佛跳牆單品、鮑魚魚翅百匯單品 

(a) 一般價位：1,000 元×300 套＝300,000 元 

(b) 高價位：1,500 元×300 套＝450,000 元 

 網路宅配：海鮮佛跳牆禮盒、鮑魚魚翅百匯禮盒 

(a) 一般價位：2,000 元×300 套＝600,000 元 

(b) 高價位：3,000 元×300 套＝900,000 元 

 本年菜專案將於新天地各分

店、大賣場進行實體兜售，並

與網路結合進行產品宅配，物

品價錢隨著不同的通路而稍

做調整，以滿足各階層消費

者。 

 明年 2 月前將執行此項專案，

預計將替組織創造四百七十

五萬元的產值。 

中秋節專案 

 單店：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節慶團圓禮盒 

(a) 一般價位：500 元×500 套＝2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500 套＝400,000 元 

 大賣場：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節慶團圓禮盒 

(a) 一般價位：500 元×200 套＝10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200 套＝160,000 元 

 網路宅配：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節慶團圓禮盒 

(a) 一般價位：500 元×300 套＝1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300 套＝240,000 元 

 本中秋節專案將於新天地各

分店、大賣場進行實體兜售，

並與網路結合進行產品宅

配，物品價錢隨著不同的通路

而稍做調整，以滿足各階層消

費者。 

 明年 9 月前將執行此項專案，

預計將替組織創造一百三十

萬元的產值。 

伴手禮專案 

 單店：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魚鬆禮盒 

(a) 一般價位：500 元×500 套＝2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500 套＝400,000 元 

 大賣場：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魚鬆禮盒 

(a) 一般價位：500 元×200 套＝10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200 套＝160,000 元 

 網路宅配：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魚鬆禮盒 

(c) 一般價位：500 元×300 套＝150,000 元 

(d) 高價位：800 元×300 套＝240,000 元 

 本伴手禮專案將於新天地各

分店、大賣場進行實體兜售，

並與網路結合進行產品宅

配，物品價錢隨著不同的通路

而稍做調整，以滿足各階層消

費者。 

 明年將執行此項專案，預計將

替組織創造一百三十萬元的

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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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成果說明（續）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商務套餐專案 

 商業午餐：300 元×300 套×10 月(扣除尾

牙、春節)＝900,000 元 

 商業晚餐：500 元×500 套×10 月(扣除尾

牙、春節)＝2,500,000 元 

 因較多的商務人士於尾牙及春節

休假，故以 10 個月做為年度的計

算標準。 

工商聚會專案

(單店加總) 
 8,000 元×500 場次＝4,000,000 元 

 預計未來一年內，工商聚會(如：春

酒、尾牙、中秋)等節日會有多場聚

會，特此提供具體專案，預計創造

四百萬的成果。 

特殊節日專案

(單店加總) 
 8,000 元×500 場次＝4,000,000 元 

 預計未來一年內，配合推廣行銷策

略，提出特殊節日(生日、各式節日)

專案，預計創造四百萬的成果。 

婚宴專案 

(單店加總) 
 8,000 元×1,000 對＝8,000,000 元 

 因擺脫孤鸞年，預計明天將可提供

1000 對結婚新人婚宴專案，整體

效果可達八百萬。 

(二) 質化成果說明 

質化成果 產出內容 效益說明 

教學型個案 

(附件一) 

 宴會市場概況 

 婚宴市場發展概況 

 公司發展歷程 

 新天地婚宴發展現況 

 台中的主要競爭者 

 國際化歷程 

 未來發展方向 

 附件 

 在新天地內外部資訊蒐集與整

理，以及瞭解組織內外部現有的

競爭者後，撰寫成一教學型個

案，除了提供給未來教學之用，

個案所鋪陳面臨的困境與解決方

案，可以成為新天地決策的考量

點。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 

潛力分析成果報告書 

(附件二) 

 婚宴與禮品市場餐與觀察診斷 2 份 

 專家深度訪談內容摘要 6 份 

 餐飲市場相關資訊 1 份 

 婚宴市場相關資訊 1 份 

 禮品市場相關資訊 1 份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 SWOT 分析 1 份 

 此份成果報告書主要應用於新天

地未來探詢新產品與新市場策略

規劃發展時的良好參照。 

 藉由明確的 SWOT 分析，幫助新

天地發掘自身的組織資源與發展

限制，制定合宜的策略與解決方

案來面對未來動態的餐飲競爭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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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效益說明（續） 

質化指標 產出內容 效益說明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 

成果報告書 

(附件四) 

 前後場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團體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個人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行政管理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行政管理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婚宴市場關鍵績效指標 

 禮品市場關鍵績效指標 

 各級主管職能任務關鑑績效指標 

 透過明確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

管理制度的設計，幫助新天地落

實『內部公平性』的組織目標，

減少員工流動率，同時淘汰不適

任之員工，提升組織整體效率與

效能，達成人力素質深耕化的專

案目標。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 

成果報告書 

(附件五) 

 組織能力缺口分析 1 份 

 課程診斷 1 份 

 課程設計 1 份 

 課程內容架構表 1 份 

 講師資料 4 份 

 教育訓練活動安排 1 套 

 教育訓練執行成效 1 套 

 課程講義 61 份 

 透過明確的教育訓練活動安排，

設計專屬的教育訓練。同時，藉

由講師資料庫與課程講義資料庫

的建置，協助新天地人力資源部

門在進行員工教育訓練時，瞭解

何時需要何種教育訓練課程及找

到適任的講師。 

組織診斷策略架構 

成果報告書 

(附件六) 

 行銷定位圖(A-1 至 A-2) 2 份 

 組織策略執行圖(B-3至B-20)18份 

 環境分析圖(C-21 至 C-26)6 份 

 績效管理圖(D-27 至 D-33)7 份 

 提供組織在面臨內外環境、組織

策略制定與執行、推廣行銷與績

效管理時，能夠藉由完備的診斷

架構圖，找出未來發展的機會及

降低營運帶來的風險，增強新天

地的競爭優勢與能力，以因應變

化劇烈的餐飲市場。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 

建置成果報告書 

(附件七)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成果 1 份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1 套 

 結合教育訓練與績效評鑑的內

容，供組織內所有員工使用。 

(三) 成果比較 

 依照量化成果說明，新天地於未來一年將創造的收益如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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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成果比較圖 

未
來 

目
前 

目前經營項目 未來經營項目 
發展情形 

營
收
情
形 

 現有產品：XO 醬、土鳳

梨酥、罐裝蘆薈 

 現有市場：小吃、宴會、

自助百匯 

 未來新增產品項目：年菜

專案、中秋節專案、伴手

禮專案 

 未來新增市場項目：商務

套餐、工商聚會、特殊節

日、婚宴專案 

預估可創造 2 千萬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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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1. 困難之處：新天地所屬的餐飲產業，因具有較高的變動性與不確定性，以及海外分店設立的

原因，組織內中高階主管較長往返兩地，較難妥善安排會議與討論，為專案執行面臨的主要

困難。 

2. 解決之道：改以書面資料的方式，透過 e-mail 傳送與電話的密切聯絡，加強彼此的資訊互通

速度與穩固雙方的溝通橋樑，使專案能夠繼續順利進行；同時，也於每次開會前三周至一個

月，確認雙方彼此能夠出席的時間，求出席最大人數為主要原則。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對於本專案合作的制度，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1. 專案制度的設計：專案制度的設計較難複製及擴散在組織診斷與策略規劃等面向，因其主要

的接頭是組織內的幹部，其需具備特定能力，如：專業能力、口才能力與溝通能力等，而這

些能力並非為所有參與過的幹部所能擁有；此外，組織內幹部大多都屬於被動告知，在組織

策略與專案上的時間規劃則以救急為先，相較之下較無法配合產學合作，成為專案執行完成

後的一大隱憂。 

2. 人員更換的問題：在專案執行的過程中，常因主事者如中高階主管換人或調職，新人在互動、

理念與處事行為上皆與前人不同，容易導致專案人員與組織內部員工在銜接上容易發生困

難，使得專案無法順利進行或延宕。 

3. 配套措施的完善：專案執行結束後，容易發生企業主與專案給予的解決方案不同的情形發生，

易使專案成效不容易彰顯於實務中，理論與實務無法完美結合，較易產生績效落差之問題。

建議設計一套完整的配套措施，將成果效益實際落實於產業中，達成產學合作的目標。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建議） 

 對於本計劃合作的制度，提出下列三點建議： 

1. 人力資源平台機制的建立：建議專案執行後可於計畫辦公室成立人力資源平台，將團隊執行

成果建置於此，發展出一套人力資料庫與產業專案資料庫，如此方能提供其他業者說明本專

案團隊具備的執行能力、成員與未來成效為何，作為未來團隊發展的基礎。 

2. 團隊成員的鏈結及團隊會議的召開：建議加強落實專案於各分區會議的召開，透過設定或給

予明確的會議主題，加強各分區團隊成員之間的互動與鍊結；同時，也於每場會議後提出會

議中所達成的共識與意見整合，統一交由計畫辦公室，於下次團隊會議召開時討論與提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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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方案。 

3. 團隊成員的人格特質及與產業的互動關係：團隊教師的人格特質要能符合產業特質所須，並

且要能夠深入瞭解產業的語言及接受業者所給予或設定的挑戰；同時，也須與業者建立良好

的信任關係與互動基礎，如此方能透過彼此的關係鍊結，發現組織真正的需求，並針對組織

的未來發展進行適切的設計及安排，達成產學合作的效益最大化。 

(四) 執行心得 

 時間飛逝，專案成立與執行至今已經超過一年的時間，在這期間遇到許多如意與不如意的事情。

如意的是，與各專案在政大團隊的帶領之下，我們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在經過多次開會與討論的腦

力激盪後，對於未來有著許多的想法，也使我們團隊能夠日漸成長與茁壯；不如意的是，在專案執行

的過程中遭遇到許多困難，最主要的困難在於雙方的時間安排。因新天地所屬的餐飲業機動性與變化

性較高，加上其在中國大陸市場也開始拓展海外分店，許多中皆以上的主管多兩地往返，因此在時間

的配合上較能夠完全緊密的聯結。因此，我們花了較長的時間在電子互動上，透過 e-mail 與電話的

聯繫，加強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使專案能夠如期進行。其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身為政大團隊的其

中一員，透過許多次的會議討論，使我們也瞭解到不同產業的產業概況與發展面向，並從中激發出專

案未來的方向與發展的目標，更加深我們對專案成效是不容小覷的。此外，也透過與團隊成員的互動，

給予彼此良好的執行建議，在在都幫助我們成長與茁壯，並使本專案能夠順利進行，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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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四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期末成果報告書 

  附件五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成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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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型個案】 

 宴會市場概況 

 婚宴市場發展概況 

 公司發展歷程 

 新天地婚宴發展現況 

 台中的主要競爭者 

 國際化歷程 

 未來發展方向？ 

 附件 

 

2010 

 計劃主持人：岑淑筱 

 共同主持人：吳成豐、趙芝良、吳祉芸 

 計劃助理：郭家毓、吳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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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國際餐飲集團 

2009 年 6 月的某天晚上，歐董按照往例巡視新天地北區店婚宴舉行的情

況。或許受到結婚新人的幸福氣氛影響，歐董心中開始思索如何在台灣的婚宴市

場中，創造出獨樹一格的婚宴品牌風格與特色，並強化公司內部婚禮企劃部門的

整體競爭力，有效提升婚宴市場的佔有率。離開宴會廳，歐董也一如往常針對小

吃與自助百匯當天的營運情形進行瞭解。從服務生遞上近幾個月的來客數資料中

發現，來新天地用餐的消費者數量明顯減少，這對公司來說無疑是個一大衝擊，

因宴會、小吃與自助餐是公司創立以來的發展重點，其中又以『小吃1』為主要

核心能力。過去許多老饕皆被美味的海鮮料理吸引慕名前來，卻因社會結構快速

變遷及消費習性的改變，消費者偏好以宴會形式的餐點，使得小吃市場不斷萎

縮、自助餐市場成長未達組織設定的目標。因此，在與宴會營收比例失衡與資源

有限使用的情況下，新天地是否該放棄長久以來的小吃本行，全心投入龐大潛在

商機的宴會市場？亦或挽救現在委靡不振的局勢，以更多的經營策略持續在市場

上占有一席之地？ 

而在一場長達三小時的會議中，當歐總裁與在座的同仁提出至中國大陸發展

的計畫時，歐董提出金錢豹集團與某台商有與公司合作的意願。此舉引發一陣騷

動與激烈討論，有人認為金錢豹集團能在中國大陸能穩定發展，一定具備雄厚的

基礎與實力，倘若與其合作將能作為站穩華人餐飲市場的第一步；也有人認為若

與金錢豹共同開設餐廳，將在名稱、品牌與商標上有所爭議，因此多採取保留的

態度；也有人認為與台商合作，藉由大量的資金挹注成為股東掌握經營控制權，

減少開店所需的人力與物力，卻因缺乏品牌知名度及隨時有撤資的風險，將對新

天地有不利的影響。因此，在面臨合作的抉擇下，新天地應與其中一方合作，發

揮其組織最大效益，亦或以直接投資的方式，至中國大陸開展第一家海外分店為

最佳作法，皆考驗著歐總裁與歐董。 

宴會市場概況 

 「辦桌飲食」自古以來，一直是台灣社會中最常見的宴客活動，不論是哪個

中華民族或是各式場合中，都藉由擺桌宴客的方式來活絡鄰里及維繫豐厚的民俗

文化，亦呈現出辦桌飲食產業在台灣的延續性。然而，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與餐飲

業不斷成長，越來越多的餐飲業者開始提供外燴服務，並開始逐漸轉型為室內大

型宴會及講求排場的飯店宴會，皆與傳統辦桌業者有一明顯區隔且競爭日趨激

烈，此改變不僅反映出消費者型態的改變，也使台灣社會產生傳統與現代文化的

                                                     
1 小吃在此之定義為：點菜式的餐飲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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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衝突，並帶動新一波的餐飲發展局面與風貌。而在此種飲食文化的發展與變

遷過程中，仍然免不了共飲同食、把酒作樂的場景出現，因此，辦桌在發展歷程

上是以不同時期社會脈絡影響下持續以動態的方式進行，其所經歷的過程與轉變

分別詳述如下： 

傳統辦桌喜宴文化 

台灣早期社會流行的宴客聚會方式以「辦桌」最為常見，大鍋擺路邊與酒席

沿街設置的傳統飲食文化活動，具有時間不固定性、地點不固定性、人員不固定

性及「真材實料」與「物美價廉」等特色a，無論是在國政朝堂祭祀或民間婚喪

喜慶等場合中，均可見到東家舉筵待客的場景，其也被視為是對社會與人際關係

的認同。早期的辦桌，主要是「厝邊」提供的鍋灶、柴火、桌子碗筷，甚至協助

端菜，只要奉上一碗飯湯、炒麵或米粉，即可獲得左右鄰居的大力協助，因此常

出現一家辦桌，整條街甚至庄內的人一起出力的情況。辦桌因性質差異而有不同

名稱，如：喜宴、壽宴、新居、歸寧、彌月、喪酒、祝神、齋醮、普渡、尾牙、

選舉等種類。根據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的分類，辦桌可分為廟會、新居

落成、結婚、滿月、生日、尾牙與選舉等類型。由前述可知，中華民族將彼此的

人際關聯性，淋漓盡致地表現在飲食世界中，藉由飲食場合來維繫彼此之間的情

誼。 

追求精緻的現代式餐飲服務 

 隨著台灣經濟成長、國民所得增加及國人飲食生活衛生習慣改變，傳統辦桌

的宴會型態已逐漸由室外搭棚走向室內服務。早期常見的如路旁汽、機車呼嘯而

過產生的廢氣汙染、餐盤器具衛生無法嚴格控管，或因天氣變化導致用餐的環境

不舒適等情況，在現今已較為少見，取得代之的是注重場地整體氣氛、菜色精緻

程度、創意料理所營造的氛圍，消費者也從傳統的重「份量」逐漸轉為重「質量」。

而目前台灣常見的宴會包括桌菜、自助式百匯（Buffet）與小吃等類型，以一般

家庭聚會、工商團體與公司行號聚餐（如：獅子會、扶輪社等）、婚禮宴會、特

殊節日聚會（如：生日、謝師宴、尾牙等）的型態較為常見，由此可知台灣在宴

會的發展上趨於多元化。因此，為因應多元市場環境的變化，許多大型獨立餐廳

及飯店業者開始求新求變以滿足消費者的新需求，透過更精緻化的套裝行銷

（如：空間寬敞、裝潢豪華、專業設施）進入市場，或以客製化的方式量身訂造

來博得消費者的信任。 

婚宴市場發展概況 

 準備結婚的新人，會將一生只有一次的婚宴視為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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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因此大多都特別謹慎選擇婚禮進行的方式。過往傳統的婚禮儀式，包含說

媒、訂婚、選日子、迎親與歸寧等固定程序，而現今許多思想開通的父母親，不

再堅持婚禮儀式需全部按照古禮進行，新世代的子女也能擁有較多自我想法與選

擇的權利，現今婚禮宴客的邀請簡化成僅 1 至 2 次。一般說來，「訂婚」主要是

宴請女方親戚與朋友，「結婚」則是以男方親戚與朋友為主要對象。為能使雙方

都能賓主盡歡，婚宴場地的選擇成為結婚重要的決定之一，而舉辦婚宴的地點也

顯現出主辦人的經濟或身分地位，多以大型飯店、知名餐廳，或是自宅辦桌的宴

會方式較為常見。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料顯示，2008 年的結婚新人為 148,425 對

（Exhibit 1），預估 2010 年將達 20 萬對結婚新人，根據日本的立克魯特公司人

才培訓顧問與結婚雜誌「Zexy」對台灣的婚宴市場經由問卷調查統計研究發現，

在台灣每年準備約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舉辦婚禮的新郎有 20%，新娘則有 29%，

由此可推估台灣的婚宴產業，不論在自家或飯店舉辦，其經濟規模可高達新台幣

400 到 600 億元的潛在商機
2。然而，由於各地區屬性的不同，新人會因不同因

素使得在舉辦婚宴時有所差異。如：北部新人以自己喜好的方式安排婚禮，南部

新人則多聽從雙方父母的安排與決定。這使得男女雙方對場地裝潢、婚宴菜色、

流程安排方面的要求不盡相同，業者在進行相關業務時則須滿足「氣派」與符合

「吃飽喝足」的需求，以創造出獨自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公司發展歷程 

新天地國際餐飲集團（以下簡稱新天地）創立於 1945 年，營業迄今已經超

過一甲子的歲月（Exhibit 2），從草創時期的「新天地餐廳有限公司」，到改制後

的「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直不斷致力於經營餐飲市場，並追求服

務的多元化與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目前主要市場分佈在台北、台中與高雄

等地區，旗下共有北區店、東區店、梧棲店、員林店、雅悅會館及璽悅時尚會館

等六大頂級多功能的宴會活動場所，並將於桃園與新竹等地進行市場擴張。其中

雅悅會館因地緣關係採獨立經營，其經營管理等事務皆不需透過總公司，其他分

店則隸屬總公司經營。此外，近年來，新天地為能永續發展與成長，除了將企業

改制更名外，並公開上市上櫃，成為第一家股票上市之餐飲業者。新天地能有今

日的茁壯，所經歷的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描述： 

一、創業之始（1945 年至 1973 年） 

                                                     
2 根據婚禮顧問公司資料顯示每對新人結婚預算約為新台幣 30 萬元，乘以 20 萬的結婚對數，

所得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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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地創立於台灣光復初期，第一代創始人歐有財離開其任職的報社，帶著

新婚妻子歐蔡對在梧棲鎮上擺起只有三、四張竹桌的小麵攤。剛開始，不黯廚藝

的夫婦倆，特地請了一位廚師李海師傅教授基本的料理功夫，在經過三個多月的

認真學習後，歐有財夫婦倆始能煮出令人熟悉的台灣本土小吃味。梧棲鎮鄰近台

中港，海鮮取得極為方便，因此，歐有財夫婦藉地利之便，除了既有的飯、麵及

小菜外，也開始逐漸增加海鮮料理，並以「貨鮮」、「味美」、「價公道」的經營理

念，加上食材新鮮，不僅獲得當地居民的喜愛，也逐漸吸引南北往來的旅客，迅

速打開其知名度。 

在一場因緣際會下，一位曾在日本留學的老主顧，提供許多日本料理海鮮的

方式給歐有財夫婦倆參考，在經過研發改良後，新天地於 1967 年轉型做全海鮮

料理，發展成二、三十桌的小餐廳。同年為能服務更多消費者，也將餐廳遷往梧

棲路 158 號擴大營業，容客數增加至 600 位，1971 年成立「梧棲店」，將座位

數提升到 1000 位，並於該地成立新天地餐廳有限公司。憑藉著味美料鮮的海鮮

料理，日漸深得消費者的好評與口碑，1973 年，日本著名觀光雜誌將其選為「全

台十大美食餐廳」之一b，使得新天地名揚海外，並吸引許多慕名而來的饕客與

觀光客，包括先總統蔣中正與已故總統蔣經國，都曾是座上嘉賓。其美譽也獲得

政府機關的青睞，成為中部款待國賓與各界嘉賓的最佳場所，「海鮮專家」美名

不脛而走。 

二、企業成長期（1974 年至 1998 年） 

 1985 年，創始人歐有財先生與世長辭，其董事長的位置由妻子歐蔡對暫時

代理，歐家三兄弟掛經理一職，將過去四十年的管理經驗訂出「勤儉」、「創新」、

「品質」、「服務」的經營理念，作為公司未來的營運方針。 

為拓展事業版圖，新天地於 1996 年首次跨入大台中都會市場，並在東區購

置商業區用地，設立 2,600 坪營業面積的「東區店」，可同時容納 3,000 多人用

餐。同年，歐家三兄弟正式接班，接班之初，是以「一人一家店」的方式，各自

掌管經營一家店，老大歐敏卿總裁（以下簡稱歐總裁）掌管梧棲店，老二歐敏輝

董事長（以下簡稱歐董）主要經營崇德店（後改為北區店），老三歐敏雄常務董

事（以下簡稱歐常董）則掌管東區店。 

而在接班的過程中，新天地發生了一件事情讓歐家三兄弟深深體認到管理的

重要。一次的中部大型宴席中，因當時新天地只有三十桌的辦桌實力，卻要挑戰

一百二十桌的宴席，第一次接到如此大的案子，人力明顯不足，因此，歐家三兄

弟從外面借調三組師傅支援，但卻沒想到四組師傅竟煮出四種不同的口味。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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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經驗中發現，如何做到「口味一致化」是一門大學問，因此，新天地也開始

研發出一套嚴格的外燴管理制度，在專業經理人的領導之下，創造出許多辦桌的

成功經驗，並打響餐飲業界口中「中部辦桌大王」的名氣。 

1998 年，新天地與喜富麗有限公司合併，將公司名稱更改為新天地餐廳股

份有限公司。而為了迎接新世紀之來臨，並增加公司員工之競爭能力，新天地著

手落實作業標準化、管理資訊電腦化及強化員工之教育訓練等相關作業，並將組

織經營方針更訂為「料理精湛」、「服務親切」、「求新求變」及「全員共享」等四

項目標，期勉員工能夠朝此方向前進。 

三、企業拓展轉型期（1999 年至現今） 

經過一年的努力後，新天地於 1999 年榮獲 ISO3（國際標準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 ISO） 9002 之國家品質認

證，展現出新天地為不斷提升其品質不遺餘力，藉由具有世界公信力之認證，加

強消費者對其品牌的信賴度。 

2000 年，新天地在台中市北區一棟格局氣氛足以媲美五星級大飯店的餐廳

正式啟用，將歐式自助餐、複合式餐飲、海鮮小吃、國際會議廳與國際宴會廳等

多功能服務結合於一體，並首創歐式餐飲開放式廚房，以滿足與共享生產過程的

樂趣與新鮮感，而北區店的開幕震撼了台灣餐飲業，顯現出新天地致力追求多元

化服務，以滿足消費市場的需求。 

然而，這種一人一家店的各自為政、相互競爭的經營方式並非歐家三兄弟的

本意。因此，在具有企管背景的歐董提議推行企業化經營下，三兄弟決定以「股

票」區分經營權，使公司證券化，因為唯有證券化，讓三兄弟可以用股票來控制

四家餐廳的股權，同時也考慮到在國外接受教育的第三代並無意願接掌辛苦的餐

飲業，遂將經營權與管理權分開，把公司交由專業經理人負責，大股東則退居幕

後，共同分享經營利潤，以達到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 

掛牌上櫃 

儘管新天地餐廳生意興隆，歐家三兄弟卻認為，公司若要成長須突破現有格

局且長久經營，在公開市場掛牌上櫃成為首要目標。於是，歐家三兄弟於 1999

年邀請具有行銷、流程控管及輔導公司上櫃經驗的專業經理人許景明（以下簡稱

許總）加入經營團隊，而其首要任務是要讓新天地上櫃。許總表示： 

「上櫃可以讓經營透明化，幫助公司尋找更好的人才，經營績效在投

                                                     
3
為使世界各國製造供應商能提升品質，因此設立品質保證系統，以最低成本達成滿足客戶或產品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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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大眾的監督下，能夠提升得更快。」 

許總加入後，便積極引進製造業的流程控管，使新天地擁有一套制度化的生

產線，並且調整既有的營收結構，同時，也改變傳統採購的方式，改為單批食材

大量採購，不僅降低食材成本，也使新天地的營業獲利率維持在 30~40%。而為

了不讓廚藝只集中於少數廚師身上，許總將廚房的生產單位細分，依據烹調方式

與食物類別分成：冷部、鼎部、烤部、燒臘部、蒸部、湯部、點心部與素食部等

區塊作業，以防止廚師離開口味即不同的情形發生，同時也產出上百本標準作業

流程書（SOP），舉凡擺盤或作業時間，都標示得一清二楚。在這兩種基本功的

相互影響之下，新天地意外擺脫了因主廚被挖角所帶來的困擾並降低離職率。 

因此，歐家三兄弟轉為擔任「守成」的角色，從早期的一人一家店退居幕後，

老大歐總裁主要從事品牌經營、管理與對外的公關，積極參與中部如磐石會與菁

英會等社團，同時也負責對外展店的工作；老二歐董，則負責內部稽核與考核；

老三歐常董，主要負責料理研發，不僅常帶員工至日、港、泰等國考察交流學習

料理，同時也負責氣氛餐飲的研發。 

經過一番努力後，在 2002 年的夏天，新天地餐廳股份有限公司改制為新天

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並於隔年正式掛牌上櫃，成為國內第一家掛牌上櫃的

餐飲業者。 

找尋多元發展的新機會 

面對多元動態的競爭環境與消費習性的快速變動，新天地除了既有的宴會、

小吃及歐式百匯（Buffet）的經營型態外，也開始積極尋找更多的發展機會。因

此，2003 年後開始陸續成立副品牌，包括以 30 多種香辛料及獨門配方調製的纏

日式歐風咖哩、秉持著創意加美味的 SunFish 創作料理、Mola Mola 和風洋膳創

意菜及石山日式料理等餐廳，使得新天地版圖一度涵蓋五大品牌。然而，新天地

的雄心在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受到極大的挑戰，目前除了新天地品牌旗

下的宴會廳保持營運外，新成立的獨立餐廳目前只有 SunFish 創作料理於東區

店繼續營業，纏日式歐風咖哩則由歐常董獨立經營。 

此外，為求延展其核心產品，研發出如月餅、冷凍包、料理包等新商品，但

產品獲利卻只達損益兩平，以及許多沉沒成本皆無法計算情況下，難以得知此類

新產品是否能為新天地帶來新的商機，使得新天地的發展方向似乎得重新定位，

因此，2004 年對新天地來說是個充滿考驗的一年。 

宴會藍海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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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婚宴市場只講求場地與設備即可，隨著時代進步與消費者的需求改

變，消費者除了既有硬體設備基本舒適的要求外，也開始重視婚禮的過程與體驗

氣氛。在此同時，察覺台灣婚宴市場的發展潛力，以及經營新品牌市場狀況不如

原先預期的新天地，經由重新檢視自身所擁有的資源與核心能力後發現，新天地

消費者於餐廳用餐的比例中以宴會型的消費方式最高，其中尤以婚禮宴會的需求

較高，有逐年上升之趨勢，歐董表示： 

「婚宴市場本身就已存在，且存在已久，乍看之下可能是紅海廝殺成

一片，但新天地深耕台中已五十餘年，加上既有的餐飲品質與形象，

若是投入婚宴市場與競爭對手正面過招，反倒開啟了一片新藍海。此

外，每年結婚的好日子都會有一定的量，婚宴需求的場地與食材，也

恰好是新天地的優勢，所以我們投入了大筆資金，抓住現今消費者最

喜愛的方式進行調整，以作為主要訴求。」 

 看準此一婚宴市場發展契機的新天地，開始投入大量資金，不僅於 2006 年

揮軍北上於台北京華城 10、11 樓成立第一個以婚宴為主題的「雅悅會館」，以

搶攻北部婚宴市場，2008 年也於彰化員林設立分店「員林店」，並於台中德安百

貨 10 樓設立「璽悅時尚會館」，同年八月也重新將北區店裝潢成固定式空間的

宴會廳。而面臨小吃需求量不斷的下降，各店營收比例也隨之進行調整，副總經

理翁雪芬表示： 

「由於商務客萎縮，新天地針對各店營收比例進行調整，梧棲店調整

為小吃佔 40%、宴會 60%；北區店則是小吃佔 20%、宴會佔 80%；東

區店、璽悅時尚會館及員林店在小吃和宴會方面的比例調整成 10%與

90%；雅悅會館則是 100%為宴會。」 

 對新天地而言，從早期的路邊麵攤，到後來增加的宴會與海鮮百匯等餐飲型

態，小吃一直是其發展最基本的核心能力。但隨著時間的改變，宴會的營收比例

漸漸地超越小吃，面對這樣的情景，歐家三兄弟開始考慮是否要放棄小吃的老本

行，收掉各分店的小吃，轉而全心投入宴會市場。然而，由於宴會是奠基在小吃

的基礎上，倘若貿然收掉小吃，將對新天地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與影響；倘若繼

續維持小吃的營運，將也會增加組織在某部分的成本支出。而因應環境而生的歐

式自助餐飲，目前也僅剩北區店繼續營業，在面臨如此大的威脅之下，新天地該

如何做才能提高小吃的營業成績？ 

通過 GSP、HAC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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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新天地通過經濟部商業司「優良服務認證計畫 4」（Good Service 

Practice，簡稱 GSP），顯現出新天地極力塑造優質服務的內涵與環境，以提供

消費者高品質、高價值與高滿意的服務品質，進一步獲得消費者的口碑形象，創

造一個可信賴、滿意與超值的消費環境；同年也通過「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
5」（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簡稱 HACCP），其皆表示新天地為

使消費者吃得安心與健康，積極落實自主衛生管理制度，藉由事先預防食品汙

染，降低其可能帶來的安全危害，以提升企業品牌形象，並強化內部管理系統。 

接待安利（麗）陸客團 

 中國大陸安利每年針對業績達百萬元人民幣之傑出直銷人員，舉辦海外獎勵

旅遊，2008 年年底，在台灣全面開放陸客來台之際，12,000 多名安利直銷商分

成 9 梯次來台觀光，並於隔年的 3 月 18 日在台中水湳機場舉辦大型外燴晚宴。

而為能迎接這一波大陸人士的來台觀光，使之享受到有如貴賓般的待遇，經過國

內業者的一番激戰後，原定由五星級飯店做接待，如北部由飯店接待，而中部則

以辦過上千桌外燴實戰經驗的新天地餐飲集團做接待，成為此次招待首發陸客團

的餐飲業者。在接下來超過半年的準備期中，新天地外燴團隊統合六大旗艦店豐

富龐大資源，並結合北部與中部餐飲學校之專業人才，由實戰經驗豐富的外燴專

業經理人及金牌主廚團隊領軍，凡舉食材選購、料理器皿、料理口味、出菜動線、

上菜流程、人員服務、外燴作業皆要求高標準、高規格與最佳化。此次經驗不僅

將新天地超越一甲子的台灣美味精神與堅持的經營理念傳達與分享給安利的嘉

賓們，同時也將「寶島精神」注入美食，展現出台灣的文化景緻、美食料理及本

土人情味，寫下台灣美食觀光歷史性的一刻。 

掛牌上市 

2009 年 5 月 15 日，在通過證交所一連串的審核後，新天地從上櫃轉上市

掛牌，成為兩岸三地首家股票上市的獨立餐飲業者，而新天地股票上市交易第一

天初開盤，即出現慶祝行情，股價漲到 30.2 元，最高一度漲至 30.8 元。同一時

間，新天地也首度南下高雄展店，並計畫跨足商務飯店市場，將其營運與涵蓋範

圍再擴大，年底更與統一集團旗下的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以下簡稱夢時代）簽

約，斥資 1.5 億打造雅悅會館高雄館，並由雅悅會館台北館的專業婚宴團隊－「幸

福御守團隊」領軍南下，將其頂級專業服務與優質餐飲帶入高雄，共創與完整夢

                                                     
4 為協助企業提升服務品質，並促進整體商業的建全發展，經濟部商業司於 2004 年全面推動 GSP 認證， 

  藉由經營規範、服務流程等標準規範業者，並對符合標準之業者給予認證。 
5 HACCP 強調事前監控與預防勝於事後檢驗，以降低食品安全危害顧慮而設計，共包含「危害分析」與「重 

  要管制點」等兩項內容，為世界各國公認最佳的食品安全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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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優質歡樂的購物園地」及「創造幸福與夢想的購物中心」定位，成為新天

地擴展南部市場的起點。 

新天地婚宴發展現況 

就市場定位而言，新天地憑著多年累積的餐飲經驗，不論是在食材掌握或烹

調技巧上皆有專精且深入的研究與表現，並即時掌握市場流行脈動，不斷推出迎

合消費者需求的創意料理，使消費者能以平易價位享受五星級饗宴，目前新天地

以小吃、百匯與宴會等三種類型的餐飲並存於組織內，其中的宴會又可再細分成

一般宴會與婚禮宴會，起桌價為 8,000 元。 

一場完整的婚宴，從規劃到執行的過程所應注意之細節甚多，舉凡從事前的

餐廳、場地、燈光、音樂、禮金台、婚宴主持人、現場攝影、活動設計、婚禮小

物乃至新娘秘書，及結婚當天的流程掌控、突發事件處理、新娘休息室安排到婚

禮結束送客，皆為一連串非常繁瑣的任務。有鑑於此，新天地於 2006 年成立台

北雅悅會館之時，遂成立其獨立的婚禮企劃部門，提供每對結婚新人一個完整與

專業的諮詢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個別需求，進而針對每位顧客進行客製化，企

圖在競爭激烈的台北婚宴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其他分店則受到雅悅會館的影響，2006 年後也開始陸續設置婚企部門。然

而，該部門成立之初便面對到許多困難。如：台中所有營業據點的婚企規劃、相

關人員安排與教育訓練等業務，統一由總公司餐飲管理組（Exhibit 4）周玟儀主

任（以下簡稱周主任）統籌負責。所有新進的婚企人員須經過總公司的教育訓練

後始能分配至各營業據點服務，卻因各分店部門主管領導風格迥異，使得員工必

須再多花時間做調適，無法立即上手，使其在工作執行上遭遇到相當大的挫折與

挑戰；而新進的婚企人員也常因婚企專業訓練或訓練時間不足夠，就被趕鴨子上

架，導致員工在進行初次接洽、婚宴流程規劃至當天場控和婚禮主持上無法得心

應手，使得員工離職率過高，企業的內隱知識無法順利傳承，進而造成組織的教

育訓練與人事流動成本過高，為組織的一大隱憂。過去新天地員工流動率低，被

其他同業暱稱為「餐飲界的公務員」，但近年員工在受訓後卻出現流動率高的情

形，造成此消彼長之勢，尤以婚企部門最為嚴重。周主任表示： 

「現行新天地各店婚企部新進人員教育訓練由總公司餐飲管理組統一

集訓，在人員規劃方面，1/3 為內部人員遴選，2/3 由外部招募。而新

天地在訓練人員方面具有相當的好口碑，但常教育訓練沒多久就撐不

住離職或轉到其他同業去，員工的表現也比之前來得好，曾被戲稱為

『新天地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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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同一樓層進行兩場婚宴或宴會時，由於中央廚房（一個樓層只設立

單一廚房）的出菜速度無法相互配合，各個宴會廳的外場服務人員在上菜與內場

廚師出菜的步調不一致，常造成不必要的摩擦與誤會。而婚企部門其執掌的業務

內容與餐飲部門多有類同，也常被其他部門質疑婚企部門成立之必要與功能性為

何，導致部門與部門間工作偶有衝突，使得組織效能無法正常發揮，進而影響組

織內氣氛不佳。 

另外，就婚宴的產品線廣度來看，從現行婚宴市場的主要服務項目（Exhibit 

5）中可得知，新天地在整體流程規劃與提供服務的項目仍有待加強，而後端的

婚企推廣主要由行銷企劃部推廣與執行，但該部門的業務項目（Exhibit 6）眾多，

使得在執行層面上較難以精確回應消費者的需求，成為新天地在推廣產品時的一

大難題。因此，歐董近來有意將行銷業務外包（outsourcing），交由外部專業的

團隊來管理，以改善行銷方案成效不彰的情況。倘若交由外部團隊來管理，將勢

必造成該部門同仁的不安與惶恐，但若繼續由內部規劃婚宴行銷，也將使新天地

在婚宴推廣的業績無法突破以往。 

台中的主要競爭者 

 目前台中專門舉辦婚宴的餐廳業者除了新天地國際餐飲集團外，還包含林園

婚旅集團中的台中僑園大飯店與中僑婚訂花園、台中担仔麵與潮港城新品牌女兒

紅婚宴會館等品牌（Exhibit 7），顯示出台中地區婚宴市場的競爭已逐漸白熱化，

分述如下： 

一、林園婚旅集團 

 今年成立滿 17 年的林園婚旅集團（以下簡稱林園婚旅），每年為 1 萬對新

人舉辦婚宴，旗下目前共有台北僑園飯店、台中僑園大飯店、中僑婚訂花園、台

北典華飯店系列（紐約紐約典華、信義典華、蘆洲典華、板橋典華、旗艦館）、

台北陶園經典飯店等九個連鎖據點，可同時容納 2 萬餘人用餐，2008 年營業額

約新台幣 18 億元，今年隨著典華旗艦館加入營運，業績預期將能突破新台幣 25

億元，為國內最大的婚宴餐飲連鎖集團。 

台中僑園大飯店c 

 2000 年，林園婚旅集團跳脫既有傳統百匯與現場烹調方式，改為由來賓自

主自導的百匯、挑高八米無柱宴會廳、五星級飯店高級服務及精緻典雅的套餐為

基礎，在台中市七期重劃區成立台中僑園大飯店（以下簡稱台中僑園），其宴會

廳佔地約 860 坪，可容納人數約為 3,000 人，最大容納席數高達 230 桌，平均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一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1 

桌價約為新台幣 10,000 元，起桌價為 7,999 元。成立之初，便以自助式餐飲（海

鮮百匯）、主題婚宴宴會與各式活動專案（宴會廳活動專案、陶林坊魚翅坊活動

專案、拉斯維加斯活動專案）為主要訴求，積極搶攻台中市餐飲市場。 

 近年來，因台中婚宴市場潛在商機無窮，台中僑園成立「Wedding i」，藉由

專業婚禮企劃團隊，為每對結婚新人量身打造一場創意主題婚禮，從進場規劃、

音樂燈光、影片製作、婚禮三秀（愛的天使出場秀、出菜禮秀、水果禮秀）、婚

禮流程設計到相關禮節諮詢，皆細心打量每一個小細節。 

此外，即使近來國內景氣尚未復甦，台中僑園卻於日前成立「主廚到你家」

與「旅遊團宴專家」等兩個部門，林園執行長林協健（以下簡稱林執行長）表示，

成立「主廚到你家」，主要是考量到台中七期豪宅林立，台商及企業主等頂級客

層，需要隱密性高且能夠充分利用豪宅所配備的宴會廳設施，看準此一商機，台

中僑園以空姐、餐車與主廚的團隊方式，每位餐點的預算在 2,800 元至 3,000 元

間，提供高端消費者（如：政要、名人、富商）主廚團隊到府服務；而成立「旅

遊團宴專家」則是鎖定近年興起的國民旅遊、來台考察及商務旅遊等陸客豪華

團，提供國旅或陸客高品質的餐飲服務。 

中僑花園大飯店（Wedding Garden）d 

 2008 年 1 月 5 日，自許為世界頂級的渡假婚禮－中僑婚訂花園，在費時 12

年找尋佔地 2,000 坪的愛情發源地後，於台中最精華的七期大都會新市政中心及

市政府所圍繞的萬坪中央公園中，為所有新人打造前所未見的夢幻度假婚禮古

堡，期間共耗資 3 億 8 千萬元打造，將希臘地中海、愛情海噴泉、梵諦岡白色

迴廊及皇室古堡婚禮移植至台中，並藉由 Wedding i 的專業婚禮團隊，以溫馨感

動的心情完成每一對新人海外婚禮的夢想，館內能容納 200 桌，也是台中婚宴

市場中，居起桌價的榜首（12,888 元起跳）。林執行長認為「要就要給客人最好

的」，其中包括好的飯店地段、環境、食材與掌廚師傅等元素所組合，同時，觀

念也要不斷翻新，規劃眼光也必須放得長遠，如此才能領先同業間競爭者。林執

行長表示「品牌來自於地點、建築及空間比例的美學，同時也嚴控當日食材，齊

全廚房設備、完美出品動線，如此才能造就料裡真、鮮、美的呈現。」因此，在

中僑婚訂花園剛開幕時，便以絢爛光影與炫麗舞台，讓每一對結婚的新人於出場

時令賓客嘆為觀止。 

二、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創立於 1996 年的潮港城國際美食館（以下簡稱潮港城），座落於台中市豐

樂雕塑公園附近，佔地約 3,000 坪，營運迄今邁入第 14 個年頭，外觀主採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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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維也納歐式建築，整棟樓層的氣派設計宛如一座歐式皇宮，其服務內容包括自

助式百匯、大型宴會廳、日式料理、港式飲茶 6、活動專案等類型。以飲食國際

化、精緻化、創新料理手法、全方位服務、平實價位滿足與回饋消費者的個別飲

食需求，使消費者在每次光臨都能擁有賓至如歸的感受，以達成「精緻、新鮮、

美味、誠信、用心」五大經營理念，這也是潮港城堅持一貫的態度。 

女兒紅婚宴會館e 

 以一罈深埋陳年醇酒的「女兒紅」象徵帶來幸福的女兒紅婚宴會館（以下簡

稱女兒紅），為潮港城餐飲集團於 2007 年設立的全新連鎖品牌，佔地約為 529

坪，可容納 130 桌的席數，平均桌數單價為新台幣 9,999 元。初開幕便以體貼

心意的專人服務、高規格的婚宴禮遇、精緻化的美食饗宴、浪漫時尚的幸福氛圍、

專業級的婚禮規劃與話題性的主題婚禮的精緻完全婚禮概念，與愛朵創意婚禮公

司共同為每對新人的終身大事嚴格把關，至今每個月婚宴訂席平均為 40 場次。 

三、台中担仔麵婚宴會館 

 台中担仔麵（以下簡稱担仔麵）成立於 1986 年，秉持著對食材的嚴選與用

心烹調的精神，專研於海鮮台菜傳統美味方面的研究，因驚艷美食的視覺與味覺

感受，贏得無數好評與讚賞，目前單桌起價為新台幣 8,880 元。担仔麵起初由路

邊的六、七桌的小麵攤做起，在老闆用心堅持與細心努力之下，逐漸發展成為華

美街台中担仔麵餐廳，2006 年更斥資數億元打造約 1,500 坪的台中担仔麵婚宴

會館，採巴洛克式米白色建築，10 根高聳的羅馬式圓柱，將希臘雅典神殿的風

格搬至台中華美街。而外牆則為大師精工雕琢之義大利百年石，展現客廷貴族風

範。會館內則使用挑高無樑設計的西式風格宴會廳，並搭配劇院型百萬燈光音

響、頂級台式海鮮美饌，以及專業企劃服務團隊等多元化服務，令每對結婚的新

人都感受到無上尊榮。 

國際化歷程 

 2009 年 6 月，在新天地上市上櫃的同時，便開始有計畫性的開始向中國大

陸廣大的餐飲市場前進： 

金錢豹餐飲集團 e 

 80 年代初期，金錢豹餐飲集團董事長袁昶平（以下簡稱袁董）於台中市精

誠路開設第一家金錢豹酒店後，便以「金錢豹」系列起家，將其塑造成台灣最頂

                                                     
6
由廣東的茶文化發跡演變而來。從傳統飲茶的「一盅二件」（一壺茶、兩點心）到現今琳瑯滿目的飲茶點 

 心，「喝茶」逐漸由主角轉變為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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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的夜總會，包括開設號稱東南亞最大舞廳的「金錢豹大舞廳」，使袁董素有「酒

店教父」的稱號。而一般民眾提起金錢豹，大部分都會迅速聯想到夜總會與酒店，

可見其為台中夜總會與酒店的龍頭之一。 

台中發跡的金錢豹集團，在台灣擁有酒店、葳格教育體系（中小學、幼稚園，

預計 2010 年開設葳格高中）等事業體，金錢豹為能進軍中國大陸餐飲市場，金

錢豹延攬了許多台籍專業經理人來協助大陸事業體的經營管理，並於 2003 年 10

月正式進駐中國上海，並於中信泰富廣場開設第一家美食百匯店，以人性化的營

運空間、開放式廚房與嘉年華式的豐盛自助料理為名，使其開幕之初不僅颳起一

陣旋風，同時也引來同行之間的相較與模仿。如同其名字與外型，金錢豹在中國

是個財富與奢華的象徵，一個套餐的訂價為 238 元人民幣，約為新台幣 1,200

元，比台灣知名的自助餐餐廳上閤屋貴了將近四成，相當於五星級酒店的自助餐

價格。而這樣的價格，不僅提高了同業的進入門檻，讓想模仿的業者不能輕易進

入外，同時也哄抬了金錢豹的知名度，使其在大陸上海甫開設第一家餐飲店受到

廣大的歡迎。截至 2008 年底，金錢豹在上海共開設 5 家「金錢豹國際美食百匯」

據點，營收高達人民幣 6 億元，合約新台幣 30 億元，總體營業淨利率超過 15%，

並預計於 2011 年申請股票上市。 

剛開始新天地在中國進行選點時，欲尋找一個能夠快速站穩市場的立基位

置，金錢豹在聽聞後便有意與其合作共同開設全中國最大的餐飲百匯，故金錢豹

與歐董進行了多次的交涉。起初，新天地被金錢豹的熱情邀約給打動，歐董認為

金錢豹的整體實力是足夠的，若與之合作將能夠在大陸迅速打下當地華人市場，

並且能夠快速的展店。許總說： 

「大陸餐飲市場雖然龐大誘人，但對於首度進軍中國的新天地而言，

若自行摸索將會耗費許多時間，而金錢豹耕耘大陸餐飲市場已有多年

成功經驗，在大陸當地又是馳名品牌，若與金錢豹攜手合作，可說是

借力使力，有助於新天地在大陸的餐飲市場中發展。」 

然而，歐董也認為，倘若新天地要至海外開設分店，將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與財力，這不僅對新天地來說是一件吃緊的工作，而且金錢豹在台灣是以酒

店與夜總會的形象著名，若與之合作相對的也可能會帶來負面形象的問題。此

外，新天地當初期望以「福全新天地」作為海外第一家分店的名稱，倘若與金錢

豹聯姻，將有可能更名為「金錢豹新天地」，在名稱、品牌與商標上將成為彼此

須進一步商討的問題。 

在金錢豹與新天地交涉的同一時間，台灣方面也有台商有意願與新天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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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邀請中國相關餐飲經驗的人士，以合資入股的方式投資當地餐飲業，將其

發展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餐飲集團。對新天地而言，這樣的方式不僅不會在人

力、物力與財力上感到吃緊，反而能夠以龐大的財力掌握過半的股數以得到經營

決策權，卻因潛在的撤資危機，使得歐董猶豫不決。 

未來發展方向？ 

一、國內市場發展 

 近年來，由於中小企業外移、消費者消費習性改變與小吃業林立，新天地喪

失許多既有的客源，連帶迫使調整宴會與小吃的營收比例。然而，以小吃起家的

新天地卻不想放棄長久以來打拼奠下的根基，卻無法抵擋時代潮流的演進，因

此，在面臨這樣的情況下，新天地出現極大的掙扎與考量，是否該順應時代改變，

放棄小吃本行，轉為投資婚宴與宴會市場，以獲得更高的營收，亦或者是制定不

同的經營策略來改變目前的狀況，對新天地來說是最佳決策？ 

 此外，近年來婚宴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如同新天地般，有越來越許多的大型

餐廳，紛紛搶食婚宴市場的大餅，有的甚至額外成立婚宴會館與專業婚禮企劃部

門，嚴格替每對結婚的新人把關未來的關鍵幸福時刻。然而，與新天地提供的婚

宴類型與功能相似的競爭者眾多。因此，新天地要如何做才能創造出獨樹一格的

婚宴品牌風格與特色，持續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 

二、海外市場發展 

 2009 年 6 月，新天地有意在中國大陸餐飲市場中開設海外第一家分店。其

中，金錢豹與台商都與新天地有密集的聯絡與接洽，但卻讓新天地面臨決策上的

困難。倘若透過金錢豹在大陸打下的知名度，將能以「母鴨帶小鴨」的方式，帶

領新天地在中國市場的初期打下良好基礎。然而，金錢豹在台灣的企業形象卻讓

新天地猶豫不前；倘若與台商以合資入股的方式合作，憑著過去打下良好的基

礎，將能掌握經營決策權。然而，倘若對方突然性的撤資，將會增加新天地的進

入障礙。因此，新天地該如何做方能將企業的效益最大化？ 

三、企業內部發展 

 對新天地來說，婚宴市場的發展目前仍然屬於青少年階段，雖然近年成立婚

禮企劃部門，回應外在市場的需求，但其服務項目仍無法滿足所有結婚的新人；

此外，在新天地婚企部門人員的訓練方面，主要集中於總公司受訓，之後再分配

至各據點服務。卻常因分店主管領導風格、訓練內容與時間的不足，出現婚企人

員素質不一與流動率高的情形；再者，婚宴的內外場尚處於磨合期，需再多做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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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與配合，而與其他部門亦需做更完善地連結，皆為組織營運的隱憂與負擔，新

天地應如何做才能強化婚企部門的發展優勢？此外，歐董近年來有意要將行銷業

務外包給專業行銷公司管理，卻因內部有該部門存在，使其對此想法處於保留與

考慮的狀態。因此，歐董是否應將行銷企劃部門外包給外部專業管理團隊管理，

替組織帶來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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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1 2000~2008 年台灣地區結婚對數 

年度 台灣地區結婚對數 

2000 182,598 

2001 166,768 

2002 172,895 

2003 172,585 

2004 128,885 

2005 141,570 

2006 142,239 

2007 131,363 

2008 148,425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2008）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一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7 

Exhibit 2 新天地品牌、獲獎與大事紀一覽表 

西元年 內容 

1945 年 創立新天地餐廳，以「貨鮮」、「味美」、「價公道」作為新天地經營理念的開端 

1969 年 前後兩任元首：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親臨品嚐海鮮佳餚 

1971 年 新天地餐廳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1973 年 被日本某著名觀光雜誌評選為「台灣十大美食餐廳」之一 

1986 年 
新天地創始人歐蔡對女士多年來成功經營餐飲業，並積極推行地方公益且教育子

女有成，獲頒「全國模範母親獎」 

1994 年 營運成長、勞資和諧與地方良性互動，歐蔡對女士再度獲頒「全國天倫獎」 

1996 年 於台中市東區，承建 2,600 坪營業面積，設立新天地東區店 

1998 年 

考慮迎接新世紀來臨，為增進競爭能力，著手落實作業標準化、管理資訊電腦化

及強化員工教育訓練，並將經營理念更改為「料理精湛」、「服務親切」、「求新求

變」、「全員共享」以作為未來經營方針 

1999 年 增資為新台幣 1 億 9 千 8 百萬元，並於 11 月榮獲 ISO 9002 之認證 

2000 年 
北區店正式啟用，建坪達 6,200 坪，採五星級飯店方式服務消費者 ，首創歐式餐

飲開放式廚房以滿足消費者，並於 7 月增資為股本新台幣 3 億 2 千萬元 

2001 年 
創始老店－梧棲店，遷移至梧棲商業區新館，一棟八層之歐式建築，成為中部海

線地區視野最美與設施最齊全之高級餐飲會議活動場所。 

2002 年 
盈餘轉增資，並將資本額增加至新台幣 3 億 6 千 8 百萬元，並於 5 月 20 日改制

為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年 新天地正式掛牌上櫃 

2006 年 正式進軍台北，以婚宴概念為主的新品牌「雅悅會館台北館」誕生 

2008 年 

員林店於彰化縣員林鎮開幕 

璽悅時尚會館於台中德安購物中心 10 樓開幕 

通過 GSP（優良服務認證）、HACCP（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系統）等認證 

2009 年 

大陸安利來台於水湳機場舉辦大型外燴晚宴 

5 月 15 日掛牌轉上市，成為兩岸三地第一家股票上市的獨立餐飲業者 

12 月雅悅會館高雄館進駐夢時代 9 樓開幕 

榮獲第二屆商業服務類優良品牌獎 

資料來源：新天地餐飲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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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3 新天地餐飲集團介紹 

集 

團 

餐 

飲 

介 

紹 

 

店名 內容簡介 

梧棲店 

1971 年成立，為新天地創始老店，2001 年搬遷至梧棲大智路新館，為

一棟高八層的歐式建築，其挑高宴會廳與多元化會議廳，成為中部海線

地區視野最美且最齊全的高級餐飲會議活動場所。 

東區店 

於 1996 年在台中市東區旱溪旁，購置商業區用地自建餐廳，設立新天地

東區店，營業面積達 2,600 坪，可容納 3,000 多人同時用餐，緊鄰之公

設停車場可停放 300 輛車輛。 

北區店 

2000 年成立，為一棟媲美五星級大飯店的餐廳，造成台灣餐飲界的一大

震撼，包含了歐式自助餐、複合式餐飲、貴賓室、海鮮小吃、國際階梯

會議廳等功能，並首創開放式廚房以滿足消費者，共享生產過程的樂趣

與新鮮感。 

雅悅會館 

（台北、高雄） 

位於台北京華城內的雅悅會館，成立於 2006 年，為新天地進軍北部婚宴

市場代表作，同時可容納 140 桌宴席舉辦，場內後現代主義風格設計的

全新婚宴場地及各式特色廳別，可舉辦氣派豪華的大型婚宴或玲瓏巧緻

的小型婚宴。2009 年底更與夢時代簽約，成立雅悅會館高雄館，將婚宴

觸角延伸至南部。 

員林店 

為新天地 2008 年全新經典之作，其典雅建築結合時尚古典、璀璨奢華、

喜氣浪漫及精緻溫馨不同裝潢設計宴會廳別，更有金牌主廚進駐，提供

多元化宴會服務及專業貼心的婚企團隊，打造新人最幸福的氛圍與浪漫

的結婚進行曲。 

璽悅時尚會館 

成立於 2008 年的台中市德安購物中心，佔地約 1,200 坪，共有四大廳及

三小廳，華麗高雅、時尚浪漫千萬名家設計的獨立式宴會廳別，同時配

備頂級的千萬數位視聽設備、宴會企劃、舞台 DJ、婚宴秘書人才，以滿

足消費者在視覺、聽覺與感覺的各式宴會服務需求。 

資料來源：新天地餐飲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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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4 新天地組織架構圖 

 

 

 

 

 

 

 

 

 

 

 

 

 

 

 

 

 

 

資料來源：新天地餐飲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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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5 新天地現行婚宴服務項目彙整 

階

段 
市場現行婚宴服務項目 

新天地餐飲集團婚宴服務項目 
備註 

現有 未有 計畫中 

事 

前 

喜帖印製  ×  由新人自行準備 

婚禮會場規劃與佈置 ◎    

婚禮場外佈置（相本區、拍照區） ◎   由合作廠商共同進行 

婚禮主持人 ◎    

婚紗攝影  ×  由新人自行準備 

婚宴活動及流程設計 ◎    

新娘秘書   + 目前未有，積極培養中 

婚禮小物 ◎    

文定六禮十二禮 ◎    

婚禮動態攝影  ×  由新人自行準備 

事

中 

婚宴整體流程掌控 ◎    

新娘休息室 ◎    

音響設備與燈音控人員   + 專業音響與人員升級培養中 

突發事件處理 ◎    

事

後 

喜宴記錄成品(影片、照片)   + 須另行收費 

婚宴後續追蹤服務 ◎    

資料來源：個案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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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6 新天地行銷企劃部職掌業務內容 

部門 業務內容 

行 

銷 

企 

劃 

部 

行銷課 

 新商品開發與銷售規劃 

 商品通路拓展與準備規劃 

 實質商品規劃與行銷預算費用之擬訂 

 策略合作之代工廠商之開發與接洽 

 商品供應與流程規劃與掌控 

 配合專案之商品開發規劃與執行 

 協助蒐集消費市場同業競爭資料 

 年度行銷目標營收預算規劃與執行 

企劃課 

 消費市場與同業競爭資料，蒐集與分析 

 新事業體開發評估與規劃 

 年度專案活動規劃與執行 

 年度目標營收預算，廣告費用預算規劃 

 非實質商品之規劃與執行，營業店之規劃佈置與執行 

 經營型態之創新與銷售通路的研討，營業店經營效益之檢討 

 企劃 C. I. S 系統之規劃、活動執行與促銷之規劃 

 廣告策略之規劃與執行媒體宣傳、店內氣氛佈置規劃與設計 

 商品包裝與行銷策略執行 

 異業結合之策略規劃執行 

 企業活動公關與傳媒之規劃執行 

資料來源：新天地 2008 年公開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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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 7 台中主要競爭者一覽表 

       餐廳 

內容 
台中僑園大飯店 中僑婚訂花園 女兒紅婚宴會館 台中擔仔麵婚宴會館 

成立年 2000 年 2008 年 2007 年 2006 年 

主要產品/服務 

 陶林坊魚翅 

 宴會 

 自助式 Buffet 

 小吃 

 宴會 

 自助式 Buffet 

 小吃 

 港式飲茶 

 宴會 

 小吃 

 宴會 

 小吃 

主要客群 雙方父母+新人 新人為主 新人為主 雙方父母+新人 

婚宴起桌價格 7999 元+10% 12888+10% 9999 元+10% 8880 元+10% 

婚宴業務內容 

 Wedding i 

 婚禮三秀 

 婚禮企劃服務 

 Wedding i 

 戶外婚禮 

 渡假婚禮 

 主題婚禮設計 

 愛朵創意婚企

行銷(相關企

業) 

 婚宴籌備計劃 

 宴會婚禮企劃 

 新娘秘書 

經營理念/管理策略 

 以客為尊、用心

創新 

 提升服務品質、

創造顧客升值 

 要就要給客人

最好的 

 品牌來自於地

點、建築及空

間比例的美學 

 堅持真美、打

造唯一 

 精緻、新鮮、

美味、誠信、

用心 

 新鮮食材、用心烹

調、貼心服務 

 以感恩的心，精益

求精的精神，提供

全方位服務 

獲獎/認證事蹟 

 2007 年食品衛

生自主管理評鑑

優級 

 2008 年食品衛

生自主管理評鑑

優級 

   

資料來源：個案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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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宴與禮品市場參與觀察診斷 2 份 

 專家深度訪談內容摘要 6 份 

 餐飲市場相關資訊 1 份 

 婚宴市場相關資訊 1 份 

 禮品市場相關資訊 1 份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 SWOT 分析 1 份 

 

2010 

 計劃主持人：岑淑筱 

 共同主持人：吳成豐、趙芝良、吳祉芸 

 計劃助理：郭家毓、吳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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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 

 (一) 婚宴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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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環境分析：量→質(精緻化+客制化) 

競爭者：僑園、中僑、女兒紅、心之芳庭 

產業中的領導品牌：僑園 

產業趨勢：資源豐富的大型公司&客制化工作室 

組織內部（業者） 

S  W 

O  T 

1. 海鮮料理 

2. 經驗豐富(口碑行銷) 

3. 食譜作業 SOP 

1. 婚企人員流動率高 

2. 婚企人員訓練不足 

3. 流程控管 

1. 不婚人口增加 

2. 少子化 

3. 競爭者增加 

1. 客制化設計 

2. 新人的自主權提升 

3. 婚紗旅遊盛行 

組織策略 vs. 組織目標 

1. 婚宴產業領導者 

(中部→南部) 

2. 國內最大結婚入口網 

資源（Resource） 

限制（Limitation） 

 

1. 過去的辦桌宴會經驗 

2. 雅悅的執行經驗 

 

1. 人員的流動率與訓練 

2. 流程設計 

      組織作為             服務網絡 

主要產品： 

1. 客制化婚禮設計 

2. 全包式婚禮設計(one-stop shop) 

3. 全方位後續服務 

績效管理方式： 

1. 每月初會議訂定執行目標 

↓ 

2. 每月評核所設定之目標達成率 

產品開發方式： 

1. 以宴會為其核心 

↓ 

2. 客制化新產品開發 

市場開發方式： 

1. 差異化策略 

2. 焦點集中策略 

物流配送方式： 

1. 專人到府服務 

2. 與貨運公司合作-宅配 

周邊商品： 

1. 情境式宴會(如 PARTY、謝師宴) 

2. 婚禮秘書 

虛擬網路/電子商務： 

1. 設置婚禮宴會專屬網頁 

實體店鋪： 

1. 與喜餅、婚紗、婚卡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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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內容 內容說明 

第一 

階段 
外部分析 

組織策略與目標 

 由於商務客萎縮，因而新天地針對各店營收比例進行調

整，目前營收比例如下所示，以宴會為其主要營運收入，

而宴會的組成比例中，婚宴所佔的比例有逐年提升的現

象。目前新天地以中部地區的婚宴市場為其主要目標，

待中部地區之婚宴市場成熟後，再集中發展南部地區的

市場。 

1. 梧棲店：小吃佔 40%、宴會 60% 

2. 北區店：小吃佔 20%、宴會佔 80% 

3. 東區店、璽悅會館與員林店：小吃佔 10%、宴會佔 90% 

4. 雅悅會館：宴會佔 100%。 

 目前國內最大的結婚入口網為「非常婚禮」，但在新天地

結合其他婚禮周邊廠商後，希冀成為國內最大的婚禮網

站。 

產業環境分析 

 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與生活習慣的改變，傳統辦桌的婚

宴型態已逐漸由室外走向室內，消費者從傳統的重「量」

逐漸轉為重「質」，因而場地整體氣氛、菜色精緻程度、

創意料理與客製化設計成了婚宴企業生存的必備條件。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料顯示，2008 年的結婚新人

為 148,425 對，若平均以每對新人結婚的費用七十萬計

算，婚宴產業的規模總值將達新台幣一千億。再者，以

時下新人的消費行為而言，結婚的費用已成為次要考量

條件，而精緻化與客制化倒成為結婚的主流訴求，因此，

若能夠提供這類產品將會吸引更多顧客。 

競爭者 

 新天地目前以中部地區為其婚宴主打市場，以市場相似

度而言，暫不列入飯店類型，因而其主要競爭者資訊如

下所示： 

1. 僑園- Wedding i：藉由專業婚禮企劃團隊，為每對結

婚新人量身打造一場創意主題婚禮。 

2. 中僑訂婚花園：打造前所未見的夢幻度假婚禮古堡。 

3. 女兒紅：與愛朵創意婚禮公司共同打造客制化婚禮。 

4. 心之芳庭：戶外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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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續 1）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內容 內容說明 

第一

階段 
外部分析 

產業中的領導品牌 

 僑園之宴會廳佔地約 860 坪，可容納人數約為 3,000 人，

最大容納席數高達 230 桌，平均桌價約為新台幣 10,000

元。成立之初，便以自助式餐飲、主題婚宴宴會與各式

活動專案為主要訴求，積極搶攻台中市餐飲市場，2009

年之年營業額即達 2 億新台幣。 

產業趨勢 

 根據今周刊調查，結婚產業將呈現兩大趨勢：一是出現

「大者恆大」的局面，擁有豐富資源、品項與高人力素

質的大型公司，將使強調便宜的小型化公司難以生存；

另一趨勢為講求客製化的個人工作室，反而可在縫隙中

崛起，如新娘祕書、婚禮記錄影片、客制化喜帖或喜糖

等，是未來結婚產業中不可小覷的「中小企業」。 

第二

階段 
內部分析 組織內部 SWOT 

 S： 

1. 新天地於海鮮料理方面已經有 65 年的歷史，也曾被

日本觀光雜誌評選為「全台十大美食餐廳」，並有「海

鮮專家」的美名。 

2. 新天地於辦桌宴會方面已有純熟的經驗，於餐飲業界

亦有「中部辦桌大王」的稱號；藉由口碑行銷，吸引

許多新人的父母親選擇新天地為婚宴地點。 

3. 新天地為了做到將口味一致化，研發出一套嚴格的外

燴管理制度，使得就算不同的師傅掌廚，亦可做出同

樣美味的餐點。 

 W： 

1. 員工離職率過高，使得企業的內隱知識無法順利傳

承，進而造成組織的教育訓練與人事流動成本過高。 

2. 新進人員若於旺季時期進入，常有訓練尚未結束，

即得上台主持或接待顧客，使得員工素質參差不齊。 

3. 當同一時間的婚宴過多時，出菜速度將無法與原定

流程相配合，造成組織效率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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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續 2）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內容 內容說明 

第二

階段 
內部分析 組織內部 SWOT 

 O： 

1. 由於少子化的關係，近年結婚的對數也比以前驟

減，因而結婚費用已不再是結婚新人的主要考量，

新天地能以客制化的婚禮設計吸引求新求變的新

人，搶攻婚宴市場。 

2. 隨著社會的型態改變，自我的意識抬頭，結婚新人

對於婚禮的想法越來越多，要求也越來越多；新天

地可以客制化、量身訂做的婚禮型態來吸引此類客

群。 

3. 近年觀光局大力推廣「婚紗旅遊」以行銷台灣，例

如日月潭所發展的婚紗旅遊，透過豐富資源的運

用，希望形塑並串連日月潭“幸福”的各項元素，

包括婚紗景點拍攝、蜜月旅遊、婚宴餐飲、浪漫伴

手禮、套裝規劃和服務體系等，同時集結的日月潭

周邊場景和精緻在地特色伴手禮，以及邵族祈福的

特有文化，讓日月潭幸福產業為地方帶來可觀的觀

光效益。新天地可趁此一趨勢，與相關業者做結合，

吸引台灣鄰近地區，包括大陸、日本、星、馬等地

的遊客來台進行婚紗旅遊。 

 T： 

1. 台灣不婚人口的比例逐年升高，由其女性單身的比

重僅次於法國，台灣位居全球第二。近兩年單身族

結婚的意願明顯下降，不想結婚的比例由 16%提升

至 24%；而想結婚的比例則由 61%降至 58%。不

婚族為新天地的潛在客層，如何開發此一潛在客層

的市場，將為新天地婚宴市場成熟後該重視的著力

點。 

2. 隨著「不婚族」與「不生族」的逐年增加，新生兒

也逐年驟減，使得近年結婚的對數越來越少，在競

爭激烈的婚宴市場中，如何獲得結婚新人的青睞將

是新天地棘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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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續 3）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內容 內容說明 

第二

階段 
內部分析 

組織內部 SWOT 

 T： 

3. 即使「不婚族」與「不生族」的比例逐年增加，婚宴

市場仍有每年一千億的大商機，因此投入婚宴市場的

業者也越來越多，大家搶的都是同一塊大餅，如何在

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此將為新天地該思考的問題。 

資源與限制 

 資源：新天地已有 65 年的海鮮料理經驗，加上豐富的辦

桌宴會經驗，可將這些經驗移植到婚宴市場中；再者，

加上雅悅在競爭激烈的北部市場中，已發展出完善的婚

宴流程與經驗，可透過將雅悅在婚宴市場的經驗複製擴

散，快速地發展中部地區的婚宴市場。 

 限制：由於新進人員常有訓練尚未結束，即得上台主持

或接待顧客，使得員工素質參差不齊；而員工離職率過

高，使得組織的教育訓練與人事流動成本過高。再者，

在廚房出菜速度與婚宴流程設計兩者之間，由於場次過

多時常，無法互相搭配，造成效率不佳。 

第三

階段 
組織作為 主要產品 

 客制化婚禮設計：雖然台灣不婚族每年仍以 8 至 10

％的速度成長，但在新人講究個性化的期待下，只

要能依顧客需求創造產品的獨特性，婚宴市場仍然

大有可為。因此，新天地可針對每對新人的需求量

身訂做，創造其產品獨特性與差異性。  

 全包式婚禮設計：一般人結婚都必須花費許多時間與力

氣到婚紗公司、喜餅公司與婚宴公司洽談，在工作時間

長且壓力大的今日，若能以 one-stop shop 的概念，讓

新人於新天地即可一次完成其婚紗、喜餅與婚卡等的挑

選，將能提高新人選擇到新天地辦婚禮的意願。 

 全方位後續服務：新天地可針對婚禮的相關習俗進行後

續的服務，如於新娘的歸寧日，提醒新人該注意的事項；

此服務將可節省新人瞭解婚禮習俗相關資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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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宴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續 4）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內容 內容說明 

第三

階段 

組織作為 

周邊產品 

 情境式宴會：將每場客制化婚禮之設計概念與佈置成本

移植至情境式的謝師宴或 party，如將卡通造型風格的婚

宴設計概念與佈置於婚宴結束後，以專案的方式融入於

謝師宴專案。 

 婚禮秘書：婚企部門中的人員皆為婚禮秘書，除了須瞭

解對婚禮的相關資訊外，亦必須瞭解各類婚禮習俗，可

提供新人後續的服務。 

市場開發方式 

 差異化策略：透過結合婚禮周邊相關公司，以 one-stop 

shop 的概念創造新天地與其他婚宴公司的差異化。 

 焦點集中策略：基於場地容納量的因素，可將其婚宴集

中焦點於高價位的客制化市場，吸引自主性強的新人。 

產品開發方式 

 宴會(海鮮料理)為新天地之核心能力，藉由將其舉辦宴會

之經驗移植至婚宴中，並透過客制化與精緻化的婚禮設

計，開發出三項新產品：客制化婚禮設計、全包式婚禮

設計與全方位後續服務。 

服務網絡 

實體店舖 

 新天地可與其他喜餅、婚紗與婚卡等廠商合作，如與 My 

wedding(時尚喜餅公司)合作，因應顧客需求設計客制化

喜餅；亦或與蘇菲雅婚紗公司合作，以婚紗的獨特性與

創新性為吸引時下年輕族群的主要訴求。 

 於新天地的婚企部門中，即擺設相關合作公司的簡介與

婚禮經驗，而在各個合作的公司門市中，則加入新天地

的婚宴簡介，以增加接觸更多顧客的機會。 

虛擬網路/電子商務 

 目前婚禮宴會的網頁主要從屬於新天地的網站中，新天

地可增加專屬為婚禮宴會設計的網頁，以類似入口網站

的概念，將所有與婚禮相關的周邊產品與公司納入網頁

中，讓顧客進入此網頁即可獲得所有相關資訊。 

物流配送方式 

 傳統婚禮接待所皆設立於宴會公司中，被動地等顧客來

公司中接洽，新天地可增加專人到府的服務，發掘行動

不便或沒時間出門的潛在顧客。再者，其他相關周邊產

品可透過宅配的方式，將顧客於網路上訂購的商品一起

宅配到顧課府上，減少顧客來回奔波的時間。 

績效管理方式 

 由於婚宴的時間會有淡旺季之分，因此於每月月初召開

會議，訂定此月的執行目標，並評核上個月的目標達成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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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天地婚禮體驗參與觀察記錄 

 本專案於執行的過程中，為能實際瞭解婚禮操作，先後進行兩次參與觀察，藉由照片與錄影的紀

錄，使本專案團隊對新天地婚宴有更深入的認識，相關照片如下所示： 

新天地婚宴舉行日                       記錄日期：2010 年 1 月 10 日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婚宴接待 

 新天地宴會廳員工皆站在門口接待晚上前來

宴客的美位貴賓。 

 

 

 

 

 

 

 

 

 

婚禮小物擺設－1 

 擺設於宴會廳門口，用於提供每位前來的佳賓

可隨手帶走的婚宴小卡。 

 風格以紫色為主的浪漫風格，讓每位佳賓在入

口處時，即被新人浪漫與幸福的氣氛所感染。 

 

 

 

 

 

 

 

 

 

婚禮小物擺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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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宴舉行日（續）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婚宴佈置－1 

 於門口處張貼新人婚紗拍攝畫，讓貴賓能夠藉

由美麗的背景，感染到滿滿的幸福氣氛。 

 

 

 

 

 

 

 

 

婚宴佈置－2 

 共席開 30 桌，每桌皆鋪白色桌巾，以符合當

天新人婚宴的主題。 

 每桌桌上皆放置桌卡與花，新人希望能夠帶給

每位給予祝福的貴賓浪漫的情調。 

 

 

 

 

 

 

 

 

 

婚宴佈置－3 

 宴會主桌擺設，以鋪設紅色桌巾來區隔雙方家

長及其他來賓；而紅色也是喜氣洋洋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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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宴舉行日（續）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男女雙方禮金台 

 男女雙方禮金台，用於收禮、紅包之用，多以

『紅色』與『金色』為主要風格，有喜氣傳遞

的用意。 

 

 

 

 

 

 

 

 

 

 

蘇菲亞宴會廳佈置一隅 

 蘇菲亞宴會廳以紫色為主要基調，藉由白色與

紅色宴桌的擺設，展現出其高雅浪漫風格，使

每位用餐的貴客都能夠身受其中。 

 參與觀察人員 

(1) 計畫主持人：岑淑筱老師 

(2) 兼任助理：郭家毓、吳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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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禮體驗日                                 記錄日期：2010 年 9 月 2 日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場地佈置－1 
 本次婚禮體驗日以公司內自行模擬，在經過三

個月的籌備期與秘密訓練後，透過舉辦這個模

擬活動，提升婚企員工的知識與技能。 

 此次活動主題結合了過去(場地佈置－1)與現

在(場地佈置－2)，象徵著不論時代如何演進，

愛情在這個神聖殿堂都將被眾人所祝福，因

此，宴會場地多以紅紫為基礎色調，將整個婚

宴場地創造與過往不一樣的風格。 

 婚禮體驗日主要提供於尚未結婚而有準備的

新人，因此除了宴會廳的擺設外，也提供相關

的甜點供前來參加活動的情侶使用，而其內容

多以巧克力為主，有訂下來的意味存在。 

 

 

 

 

 

 

 

 

 

 

場地佈置－2 

 

 

 

 

 

 

 

 

 

 

場地佈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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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禮體驗日（續）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婚禮體驗活動進行－1 
 在活動進行中，新天地婚企部門也精心安排每

個橋段，如在進場時以古代裝扮的小花童（婚

禮體驗活動進行－2）帶領著現代結婚的新人

（婚禮體驗活動進行－1）進場，將婚體日的

主題發揮得淋漓盡致。 

 所有婚企部門的主管與員工皆於兩旁待命，隨

時撤場、改變佈置來因應各時段所需。 

 主持內容與橋段也由婚企部門員工自行安排

與設計，並著適合的服裝，都呼應當天的婚體

日主題。 

 

 

 

 

 

 

 

 

 

 

婚禮體驗活動進行－2 

 

 

 

 

 

 

 

 

 

婚禮體驗活動進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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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婚禮體驗日（續）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與來賓互動－1 

 在一下午的活動系列中，也特別安排在場的來

賓與新人們一起體驗結婚熱鬧的氣氛。透過活

動的精心安排與設計，讓即將結婚的新人們能

夠更加擁抱彼此。 

 

 

 

 

 

 

 

 

 

與來賓互動－2 

 

 

 

 

 

 

 

 

 

與來賓互動－3 

 參與觀察人員 

(1) 兼任助理：郭家毓 

(2) 臨時人力：潘相蓉、林念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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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天地專屬婚宴會館－雅悅會館(台北、高雄)、璽悅會館(台中) 

 新天地從 2005 年開始，先後於台北、台中與高雄三大都會區開設了三家新的婚宴會館，其不僅

提供每對即將結婚新人完善的婚宴規劃外，也針對每對新人的需求進行差異化設計；同時，也提供新

人拍攝婚紗的服務，以搶攻日漸成長的婚宴市場商機。 

雅悅會館台北館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法蘭新廳一隅 

 有如置身迷人夜景般的浪漫，並具備璀璨耀眼

的 LED 光影變換，讓每對結婚的新人都沉浸

在閃耀的喜悅中。 

 

 

 

 

 

 

 

 

維多利亞薇廳一隅 

 展現英式風格的典雅與高貴，藉由搭配現代時

尚頂級地毯，高雅中呈現流行感。 

 

 

 

 

 

 

 

 

 

新人休息室一隅 

 沉穩中帶著優雅的色澤基調，讓新人感覺隱密

又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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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悅會館高雄館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凱旋廳一隅 

 LED 燈影炫燿出繽紛色彩視覺震撼，如港都海

洋般夢幻律動，大氣度高格局的宴會空間，創

造出南台灣至高品味的宴會層峰新地標。 

 

 

 

 

 

 

 

 

晶鑽廳一隅 

 大氣派水晶燈閃耀高調華麗與現代科技 LED

燈炫化交錯出獨領風騷的空間氣勢，在多變光

影色彩魔幻的變化，勾勒出極致光彩奪目宴會

殿堂。 

 

 

 

 

 

 

 

 

 

 

婚企洽談區 

 舒適的空間，由新天地成立的『幸福御守團

隊』，為新人打造完美的幸福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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璽悅會館 

照片/描述 紀錄內容 

 

 

 

 

 

 

 

 

 

晶鑽廳一隅 

 整體以咖啡色系為主，是屬於較具有歐式奢華

感的廳別，桌數可開約為 30 桌，晶透感的水

晶將場地閃亮的更是無比的耀眼。 

 

 

 

 

 

 

 

 

 

紫羅蘭廳一隅 

 紫羅蘭廳是所有廳別中的最大廳，除了浪漫的

紫色系氣氛外，牆面不斷延伸的紫羅蘭圖騰彷

彿象徵無止盡的愛情世界，結婚後是人生的另

一開始。 

 

 

 

 

 

 

 

 

 

紅璽廳一隅 

 低調奢華的金紅色調、寬敞明亮，舒適大方的

空間，華麗美奐，大多不習慣被太多玫瑰包圍

的新人就會以此廳作為考量，桌數可開約為 22

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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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天地禮品市場參與觀察 

 (一) 禮品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圖 

 

 

 

 

 

 

 

 

 

 

 

 

 

 

 

 

 

 

 

 

 

 

 

 

 

 

 

 

 

 

 

 

 

 

＋ 

產業環境分析：伴手禮風潮、十大伴手禮 

競爭者：完全競爭市場、競爭者眾多 

產業中的領導品牌：無明顯領導品牌 

產業趨勢：陸客來台、伴手禮多元化與客製化 

組織策略 vs. 組織目標 

1. 針對特殊節日需求開

發新商品 

2. 針對一般需求開發長

春性商品 

 

組織內部（業者） 

S  W 

O  T 

海鮮與小吃烹調能力 
組織內部無專業包

裝與設計能力 

1. 同性質競爭者眾多 

2. 商品相似程度 

1. 陸客來台 

2. 伴手禮風潮興起 

      組織作為             服務網絡 

主要產品：常春型產品 

績效管理方式：無 產品開發方式：試吃、結合節日 

市場開發方式：網路販售 物流配送方式：宅配 

周邊商品：階段型產品 虛擬網路/電子商務：部落格、官方網站 

實體店鋪：分店內販售 

資源（Resource） 

限制（Limitation） 

 

1. 專業採購部門 

2. 禮品內容物自製 

 

1. 產品包裝須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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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天地禮品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一 

階段 
外部分析 

組織策略與目標 

 目前新天地針對一般消費者設置長春型商品，吸引用餐的

消費者選購，同時也設立節日型產品，吸引在特殊節日

如：中秋節、年節等因應節慶送禮的贈禮品。 

產業環境分析 

 台灣近年來吹起伴手禮風潮，從地方政府到連鎖通路均搶

進伴手禮市場，伴手禮市場逐年成長，屬於完全競爭市場。 

 近年來台灣各地政府近年選出獨具地方特色的十大伴手

禮，台中目前十大伴手禮：寶泉食品、寧波風味小館、台

中市農會、嘉味軒、萬益食品、三廣商行昇平分行、丸文

調理食品有限公司、斐麗巴黎廳、茶與餅食品行、長崎房

烘焙屋等業者。 

競爭者 
 目前競爭者眾多，凡舉餐飲業或一般業者皆可進行贈禮品

之製造與批發，競爭強度強。 

產業中的領導品牌 
 競爭者眾多，每樣產品有其差異化與相似之處，故無明顯

之領導品牌。 

產業趨勢 

 2009 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贈禮品市場商機無限，每年

上看億元。 

 伴手禮產品與禮盒發展越來越趨多元，且針對消費者的個

別需求進行客製化設計。 

第二

階段 
內部分析 組織內部 SWOT 

 優勢：新天地具有 50 年的海鮮與小吃的實戰經驗，在此

基礎下，新天地掌握烹調的基礎關鍵因素，為其組織之核

心能力。 

 弱勢：新天地在產品包裝與設計上需外包。 

 機會：隨著近年來伴手禮風潮興起與開放陸客來台，消費

者選購禮品的機率增加，業者也趁此機會推行自家生產之

禮品。 

 威脅：目前台灣的同性質競爭者眾多，商品相似程度極

高，故新天地面臨的威脅程度高。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二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9 

新天地禮品市場參與觀察診斷內容說明（續）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二

階段 
內部分析 資源與限制 

 資源：新天地掌握其關鍵核心能力，且因內部有採購部

門，所有相關食材可親自選購與自製，在品質上得到壹定

程度之保證。 

 限制：產品包裝上需委託專業廠商進行設計與生產，生產

製造之核心能力未掌握在組織內部，故在發展贈禮品市場

這環時較易面臨極大的限制。 

第三

階段 

組織作為 

主要產品(常春型) 

 埔里紹興活醉蝦 

 櫻花蝦 XO 醬 

 土鳳梨酥禮盒 

 蘆薈禮盒 

周邊產品(節日型) 

 年節尊爵禮盒 

 中秋燒烤禮盒 

 御品鮮貝鮑魚魚翅鮑魚/佛跳牆 

 韓菘雞汁雁鴨煲 

市場開發方式  目前新天地在禮品市場並無明確開發之策略與目標 

產品開發方式 
 針對一般性禮品與特殊節日禮品進行設計，在口味的試吃

與調整後，輔以推行上市。 

服務網絡 

實體店舖 

 目前新天地禮品在實體通路方面主要鋪設於各分店內進

行販售(東區店、北區店、梧棲店、員林店、雅悅會館、璽

悅時尚會館)，吸引到店用餐之消費者選購。 

虛擬網路/電子商務 

 目前新天地虛擬通路主要透過奇摩、天空部落格及新天地

官方網站進行販售，吸引喜愛上網購買產品之消費者選

購。 

物流配送方式 
 目前新天地主要透過宅配的方式，寄送消費者於實體及虛

擬通路中所選購的產品。 

績效管理方式  目前尚無一明確之績效管理方式針對禮品市場進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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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家深度訪談內容摘要 

 本次深度訪談針對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潮港城國際美食館與 T. G. I. FRiDAY’S 的主管

與員工進行三次深度訪談，共計三份訪談摘要稿。而選擇潮港城與 Friday 進行深度訪談之原因，在

於，潮港城國際美食館與 T. G. I. FRiDAY’S 不論是在品牌定位或於品牌的策略發展上皆具有獨具眼

光，且為個案公司欲深入瞭解的對象之一，故選擇其進行深度訪談，以下為三份訪談摘要稿： 

(一) 新天地員工訪談摘要稿 

日 期：2010/03/15 

時 間：1.2 小時 

受訪者：新天地婚禮企劃部門員工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A1-01 

問：新天地為什麼會成立婚禮企劃部？成員共有幾位？ 

答：因為以前台灣沒有這一塊的市場，婚禮企劃的想法是從國外引進來的，在台灣是從台北

到中部這樣一路下來；新天地希望把喜宴變得有樂趣一點，可以讓新人有自主性，加上

很多新人看到國外影集的影響，也都希望婚禮能加入自己的想法，所以成立婚禮企劃。

而目前的婚禮企劃部門共有 5 位員工。 

A1-02 

問：請問新天地的婚企跟雅悅會館的差異？ 

答：以北區店而言，在餐飲方面，不僅有婚禮部份，還有接社團、聯誼與尾牙等的活動。而

雅悅則比較偏向以婚禮為主。只要是針對婚禮的話，大致上是一樣的，主要是客群的不

同。北區店沒那麼明顯，大多是父母做主；璽悅店與喜悅的客群是自己找上門的，每對

新人對自己的婚禮都很有想法。在北區店的各個廳中，2、3F 時尚設計，新人較喜歡。 

A1-03 

問：成立至今的困難點？ 

答：因為以前的婚禮比較單純，以吃飯為主，所以在內外廠的配合上比較單純，但在加入婚

禮企劃後，婚企必需做場控的安排，跟外廠比較會有衝突，例如在時間的控制上，若流

程比較多，衝突會比較大(上菜時間 vs.婚禮流程)。但一個樓層會有一個廚房，婚企的服

務人員也不需要去支援其他餐飲部門。 

A1-04 

問：如何為新人做客制化的服務？ 

答：第一次做洽談時，填寫資料，給予客制化的服務，如若從親友推薦得知，會去參考那次

婚禮的資料；若是從網路得知，會注意網路的更新，可藉此做後續服務流程的改善。且

因競爭激烈的關係，新天地會比較注重婚禮的佈置，但一般若沒要求，則是提供最基本

的型式。 

A1-05 

問：在人員訓練方面？需要加強的教育訓練課程？ 

答：公司有設立 SPO 流程，每個階段都會有訓練的程序，會有統一的婚企訓練，除了雅悅

獨自訓練以外，其他會一起訓練。而因為我們能提供的東西是有限的，所以很怕碰到爛

客人，但現在客人的要求越來越多，有些會不合理的亂凹，所以會比較需要業務談判技

巧相關的教育訓練。 

A1-06 

問：消費者對三家(新天地、雅悅、璽悅)的差異點？ 

答：雅悅是在北部跟南部，離總公司比較遠，因此稍有獨立，像另一個品牌。其他店家則差

不多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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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員工訪談摘要稿（續）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A1-07 

問：每一次都會有專門負責的人嗎？是否有訪談記錄表？ 

答：第一次接洽的人不一定會是婚禮的婚企，第一次的訪談記錄都會詳細記錄，要求後需接

手的人要清楚瞭解。七天前會跟客人做最後的詳細流程確認。第一次做洽談完，確定後會有

一個訪談表做流程。 

A1-08 

問：新天地主要的競爭者為？與其他競爭對手的差異？ 

答：台中：僑圓、中僑、女兒紅、大闔屋；而心之方庭比較傾像庭園婚禮，所以在價位與客

群上會跟新天地不一樣，市場區隔分得比較開。女兒紅比較屬於創意婚禮、設計感、廳堂較

漂亮；而僑園則是與新天地較雷同，但僑園是港式料理(新天地是海鮮)，價位上會有差異；

基本上，中僑會跟僑園比較像會差不多。來的客人都會做比較，比較這幾家店的差異。 

A1-09 

問：如何應付客人的要求？是否有設計婚宴的主題？廳房設計的偏向？ 

答：一般會先問客人需要怎樣的服務。基本是都是做婚宴的廳房設計為主，有三廳是主要新

人較喜歡的廳。1、2F 會有聲光秀，3F 不會有；50 桌以上才會有上菜秀。22 桌，中小

型的婚禮，氣氛跟上菜秀是不合的。 

A1-10 

問：您認為新天地的吸引力為何？優缺點為何？與崇德店與梧棲店的差別？ 

答：要看客人，有些是老客戶因為口碑(行銷)的關係，且又離家近，菜色也比較喜歡。而新

天地在婚宴方面可能要改進的部份，比如說訂席系統上會做改革，採用飯店的系統，做

更專業的系統處理。這是內部的，因為必須分秒必爭，必須了解訂席量、取消量是多少

與原因。這樣才能掌握客人的動向。大概這幾個月會引進，每一家店都會一起引進。而

新天地分為兩個事業系統，像台北雅悅與梧棲店是歸類在第一事業體，所以兩者在經營

策略上會稍有不同。 

A1-11 

問：請問新天地的婚宴、餐飲宴會與小吃的營業比例？ 

答：三者的比例大致上婚宴就佔了 60~70%，其他是宴會跟小吃。目前新天地有慢慢在做轉

型中，因為小吃部份的市場有比較萎縮？因為現在人對吃越來越講究，外面的特色店家

也越來越多，所以我們會稍微做市場區隔，把主力放在婚宴這一塊，暫時就是維持這個

比例。 

A1-12 

問：目前的婚宴人力需求？是否會出現內外場的衝突？ 

答：單日的訂席很不定，而訂喜宴的都會提早訂，所以在人力上是還能分配。而且每星期都

會開跨部門會議，各部門的主管一起作協調。每個星期針對這個星期的衝突做協調，慢慢地

大家會互相做配合。 

A1-13 

問：請問您認為新天婚企部門的弱勢為？ 

答：新天地的婚企在定位上較不明確，尤其婚企是新的部門，常會被其他部門質疑。而且婚

企的人員流動率非常高，壽命大概只有一年，大多是因為工作壓力大，例如每一場婚禮

的經費都很高，會怕出差錯客人就不付錢；再者，工作時間又長，採取的是責任制。內

部人事的流動會使得交接的部分有落差，目前的五位都還沒有滿一年，而且我們福利都

是一樣的，升遷機還要看稽核的狀況，大概每三個月會考核一次。 

A1-14 

問：新進人員的篩選？教育訓練？ 

答：面試應徵婚企的人員時，就會先看這個人是否有主持的特質，如外型、身高(155-165)、

活潑(因為要帶活動)等。一開始會有前輩帶著，邊做邊學；若是新人進來的時候，是婚

禮的淡季，就能受到比較完整的訓練。因為雅悅的婚企人員都是從北部應徵的，人員都

有婚企的相關背，所以也會請雅悅的人員過來做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的內容有特別針對

婚企的訓練，訓練內容包含婚禮的習俗、場控與主持等，教師都由主管做婚企訓練。淡

季時比較有空做較育訓練，教育訓練搭配實作經驗會比較有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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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潮港城國際美食館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 

日 期：2010/02/22 

時 間：1.6 小時 

受訪者：潮港城國際美食館主管、潮港城國際美食館員工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B1-01 
問：請問您在潮港城做多久了？ 

答：從潮港城開幕到現在，大概是 12 年了。 

B1-02 

問：請問可否透漏目前潮港城的年營業額？ 

答：營業部分比較無法對外公開，但可以告訴你們過去，過去潮港城在四年，開幕那前四年

大概是十九億多，這個之前有公布過一次，這個在外面，台中市大概都知道啦，開幕那

時候四年有公布一次，之後董事長方面就沒再公布了，四年十九億。女兒紅就是不公布

了，他到現在大概開幕兩年多而以。開幕到第四年的時候統計有發佈過一次，後來董事

就不對外，是這樣。 

B1-03 

問：請問潮港城於採購方面的預算大約是？ 

答：因為現在有所謂淡季跟旺季，那淡季的採購方式，就是以季採購，一年四季採購，第一

季時候的採購量會做為第二季的參考值，而第三季就是接近跟旺季交接的時候，所以我

們採購量要多少，這時候我們會抓個很準確。這個數字是來自訂席組，訂席組接桌後的

統計，會給我們一個數字，然後我們再下訂單。 

B1-04 

問：請問與潮港城有合作的供應商是？ 

答：供應商就是說我們這邊，我們這邊以海產為主，海鮮為主，海鮮有冷凍海鮮，像龍蝦我

們一定採購於澳洲，龍蝦一定是澳洲，墨西哥古巴那些產地，其它的產地的東西都不適

合我們餐廳在，不適合我們，澳洲海鮮的部分比較是穩定，最穩定的國家，再來像干貝

的東西就來自日本，這個後，要寫得清清楚楚的，什麼東西在哪個產地在哪個國家是最

穩定，品質是穩定是採購最好的，像我們這樣到處去採購，經驗啦就是一個經驗啦，最

適合餐廳餐廳用的東西，就是產地，甚麼東西產地是在哪裡哪個國家。再來牛肉的部分

一定是美國的嗎！ 其次就像 buffet 的東西，我們也有可能採購在澳洲，牛肉羊肉。牛

肉在美國東西北都有。青菜類部分，像我們有跟農民有續作，在西螺我們有農民跟我們

配合，我們自己有一台車子去西螺採購，跟農民採購，像一些農會也會找我們，米的方

面，西螺農會阿，台中市農會也有跟我配合，就是說大坑的竹筍阿，這是台中市農會跟

我們，台中縣這邊跟我們聯繫也就是配合。還有雞肉，大概跟你講我們工作型態，雞肉

我們會跟卜蜂。 

B1-05 

問：請問潮港城是否有長期固定合作的供應商？ 

答：有啊！像是這些農民阿！我們以青菜來講，這就是有可能長期合作，像是這些農民，配

合我們去重什麼東西，它們東西都很穩定，它們管理，我們都會到它們產地去看，我們

一個禮拜到西螺三趟，我們車子到那邊三趟，我們到它們產地去看它們品質怎樣。而國

外供應商他們會用樣品，用樣品回到台灣。所謂樣品就是規格品啦，規格品就是說，像

龍蝦就是要幾公克，龍蝦就是五百公克，這是固定的，國外的 size 就是一個規格，今天

要給你是什麼規格就是什麼規格，像本土東西比較沒規格，它們規格不像國外那麼清楚。

石斑有，十班就是一公斤，驗貨時就是以一公斤下去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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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港城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續 1）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B1-06 

問：國外的供應商也都是長期的合作關係嗎？ 

答：一般你說貿易商的話後，都會固定，他專業是做牛肉，牛肉我就跟你，牛肉後就我們採

購就是有級數，那個級數在哪裡。那你也不定有固定貿易商，中部有中部貿易商，南部

有南部貿易商，這個部分我們就是要，就是要自己走出去，到它們那邊去看；或者他們

自己來，他們以季採購的話就是說，以當季當月報價為主。我們所謂季採購的話，我們

會有好像招標式的，我們會通知廠商，通知貿易商我們今年菜單有派到什麼東西，那貴

公司有這種產品的話，可以參與到價格，我們也會聯繫，平常就會連繫了啦。像潮港城

跟女兒紅採購是非常透明化的，不會這季跟你，下季就換人。 

B1-07 

問：所以在採購方面，有長期穩定的供應商是比較好的？ 

答：穩定性要是夠的話，我們會有一個合約。像他們生產了一些東西。阿比如說冰淇淋的東

西，我們跟杜老爺配合，這很穩定，世面上都知道說度老爺這品牌是怎樣，這東西穩定

性夠，這東西我們會跟他一年來一個合約，我們會有一個合約價，這個對我們採購來說，

這成本會降低，若有合約的話，我來一年當中，我們可以用多少東西。酒商也是一樣我

們也是有個合約價，會配合，像女兒紅的紅酒，一年當中他會用到上千箱，因為女兒紅

有送紅酒，我們保證有一千箱給你銷，我們保證一年當中會銷售掉，我們來訂個合約價，

以年度的量來控制這個價。付款是一次付，這樣你才能有辦法成本降低啦，如果是逐月

逐月付的話，他也是故存貨，跟別人租一間倉庫阿。酒類啦！冰品！ 就是一些，阿我就

是要什麼品牌，大家合約上寫得清清楚楚。依我們的量後，盡量以季採購為主，我們會

抓得比較精確，我們剛剛有說過，我們的數字是來自訂席組來得數字，每個月會有一個

統計表，這個月是幾桌，下個月是幾桌，像這個月已經六月份，他記到有八月份的統計，

那那個統計每天都會下單到採購部嗎！ 他今天接多少，他陸陸續續每天皆多少，他會累

積，我們看差不多時候，就會下個訂單到國外去，國內也是一樣，在第四季它們一定要

備貨，第四季的話你看，每間餐廳都是旺季阿，這很有可能會缺貨。 

B1-08 

問：哪些類型的產品比較容易缺貨？ 

答：最怕的就是進口的東西，像龍蝦，澳洲龍蝦，因為我們台灣要的規格，大家再搶一個規

格，都同時在搶一個規格爾以，台灣的貿易商後，在對國外下單的時候，他知道我們台

灣需求是哪一個規格大家都在搶同一個規格，那時候會缺貨就是在缺那一個規格。所以

就是要提前先買，我剛有說為什麼要在裕國租凍庫，我們本身裡面凍庫很多，育國的凍

庫可以一次儲藏五百一千間，再來他的溫度穩定，比我們自己組的穩定，隨風還有育國

他們的凍庫他們的溫度很穩定。 

B1-09 

問：請問怎麼選擇合作夥伴？ 

答：像我在這邊採購十年當中，我說真的是我們比較透明化的採購方式，像季採購我們就是

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東西，我們就傳真給一些廠商，讓他做一個報價，讓他做一個拿樣品

的報價，以報價為主。等於像是招標式的。 

B1-10 

問：請問是否跟每一家合作廠商都會訂定契約？通常一份契約的簽訂時間是多久？ 

答：像卜蜂也有簽，跟大公司都會簽。我們簽這份合約對我們跟對廠商大家都是一種保障，

品質也比較的穩定，我們要的價位，採購成本可以降低，議價的時候可以成本控制，我

們是從這上面下去著手，如果你違約的時候我們怎麼處理，大家當然會照這個合約下去

來交這個貨。交貨時間非常重要，我們每一天一定要達成這麼多交貨時間，每天我們下

訂單的第二天什麼時候是交貨時間到我們餐廳是交貨時間，這很重要。當然它們會要求

我們付款方式，付款方式就是我們跟它們議價的時機，就是重點的時候。季採購就以季。

其它也有月採購。一年就是酒類跟冰品類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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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港城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續 2）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B1-11 

問：是否有遇過廠商毀約，還會跟他們合作嗎？ 

答：也曾啦！一般想跟我們有繼續合作，他會做一個賠償。我們也不會要求很離譜。但你如

果沒有辦法供應我的時候，我就要另外找協力廠商，然後他做一個賠償。但我們不會說

一次，像國外的東西有一陣子，國外的東西那邊也是交貨日期拖延到，是國外拖延到廠

商那邊，也不是廠商故意要拖延，國外的東西樣品打回來是這樣，樣品打回來就是這樣，

我們議價的時候也是以樣品為準，但國外回來有時候交貨出問題，這批貨我們就不接受

了。有時候會有這樣的情形，規格。像重量這批貨比如說，他的重量，蝦子一盒裡面實

重，我們都買淨重，因為它有包冰含量，這海產都是用包冰含量，有時候市面上會添那

個價錢，一斤大概多少錢但包冰含量有時超過 20%,30%。那價錢是非常嚇人的。海產

是用包冰含量來做價位的調整。牛肉是用級數，分一級二級三級，二級跟三級之間我們

有時這東西也會搞不清楚，像牛腩這東西會用澳洲當美國的價錢，也是有可能。是否會

繼續合作我們會看情形，像是交貨的時候，當初訂多少的時候，這是 400 克還是 500

克，你交貨不足，你交 380 克，我們不接受，他也會半退貨，可是第二趟進口就已拖到

我們的時間了。是那種情形之下，也不是故意的，有時候也會體諒一下廠商，這種東西

是國外那邊出了 trouble，我們會看情形。 

B1-12 

問：是否會因同業競爭影響報價？ 

答：像我為什麼要做透明化，有的人會講我交給橋園價錢很好，你不要殺價這麼多。大家公

平競爭，就是這個價位，你如果可以的話你來，我們截止日期到月底，25 號我們會跟你

們講樣品報價來，三十號就是截止日為止，他們都會講我跟僑園交多少。也不是我們跟

你殺，第一家廠商報價就是這樣，你可以放棄啊！你也可以放棄。 

B1-13 

問：是否能從供應商了解其他競爭對手的資訊？ 

答：可是我們一般都不採信。一般都會說我們賣僑園多少錢?一般都會說阿我今天交多少實

際上沒有。像我們有時候有一段時間，只要我們生意覺得說這禮拜上小吃街不好的話，

我們採購會去巡，看停車場,還是我們看他們生意如何還是直接進去用餐實際去瞭解，我

們會做這種工作。 

B1-14 

問：除了提供資訊外，供應商是否還有其他的責任？ 

答：我們會邀請它們說，我現在希望是說，有時候是廚房給我們的說，廚房給我們的一些，

他食材的部分，他食材想要什麼食材，我們會去找廠商那些去說，你幫我找這些東西，

還是我們有什麼想法，我們今年紅燒部分，我們想用豬的筋的部分，還是找哪個部位，

像松坂他就是一個部位爾以嗎後！那我們會大家都已經，阿每一家餐廳都有，我們就不

會去找這個東西了，唉~我們要虎掌，虎掌就是他會孤輪嗎！那就是一小塊而以，你們

去找這些東西回來，我們來研發，做紅燒的東西，研發可以的時候，我們會跟它們講說

來，談個價錢看多少，我們能接，你去幫我收購這些東西回來，會希望廠商去幫我們收

購這些東西回來，這個也會做這個採購。大概就是供應商來的時候，僑園都是我會做一

個比較的嗎！ 大家就是做個比較，那潮港城會不會出去跟別人做個交流，你這個一定

會，你像每個月廚師就是會派去哪邊試菜，哪家公司哪家餐廳，別人怎麼做，哪一家怎

麼做不錯喔，我們每個月廚師會有一次，廚師都會去試菜，那我們也會跟廚師一起去，

去的時候人家這個食材人家在哪裡採購的阿！ 跟人家有點互動阿！ 那算是有點交流

啦！ 那供應商來得時候，哪一家餐廳最近菜色是用什麼菜色阿！ 它們今年是開什麼菜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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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港城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續 3）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B1-15 

問：請問您認為新天婚企部門的弱勢為？ 

答：新天地的婚企在定位上較不明確，尤其婚企是新的部門，常會被其他部門質疑。而且婚

企的人員流動率非常高，壽命大概只有一年，大多是因為工作壓力大，例如每一場婚禮

的經費都很高，會怕出差錯客人就不付錢；再者，工作時間又長，採取的是責任制。內

部人事的流動會使得交接的部分有落差，目前的五位都還沒有滿一年，而且我們福利都

是一樣的，升遷機還要看稽核的狀況，大概每三個月會考核一次。 

B1-16 

問：潮港城用的食材的替代性高嗎？ 

答：一般餐廳會用青江菜，青江菜是說產量不足的時候，我們會用國外代替，就是花椰菜，

用花椰菜代替這東西，那個沒有辦法，一定要用國外的東西進來，成本一定是國外的比

較高。所以像這種東西，青花菜的時候你一個禮拜的量要全部買回來，你一個禮拜的量

成本會降低，你已經知道說你這裡拜的量會多少，一定知道了嗎！ 我們去西螺採購時

就已經知道說這禮拜量要多少，就是在星期四一次給他全部回來，一次回來成本還是會

降低，那你碰到颱風天一定沒有辦法，每一年都會碰到，只是說要用什麼替代。別人可

能買青江菜一次買一百斤很簡單，那我們潮港城不是買一百斤阿，它可能買一千斤是差

別在這樣，你一千斤產地就不足了，你要去哪邊找一千斤，那你拼拼湊湊的東西就真的

很麻煩。溫體的東西應該是不會，雞豬沒有甚麼好替代的，雞肉的部份厚，像我們餐廳

用雞的部分不多啦，我們以海鮮為主，那雞肉厚，一桌菜裡面可能就是一道菜爾以，一

道雞湯爾以其它都是海鮮比較多，牛肉羊肉這種東西，阿其他就是海產類的東西。海鮮

的部份我就跟你講，你一定要分季採購月採購，什麼東西什麼時候採購回來，這東西很

重要，你一張菜單你七八成都是海鮮的東西，這種東西大部份都是在國外的東西，所以

說你要跟貿易商這邊聯繫，他在國外的訊息，哪時候給我們什麼訊息，幾月要用什麼東

西，它們都會事先跟給我們一些訊息，三個月之後這草蝦要出了，產季要到了，這次抓

的量有多少，它們都會有一個預估，預估量給我們，阿你們今年第三季採購量要多少，

我們大概會算一下給他，等它們把樣品打回來的時候，我們會以這個樣品為主，這個程

序上大概是這樣，國外養殖的情形怎樣，他也會跟我們聊一下，他養殖的情形，阿那邊

有碰到天災啦！ 所以他那邊的量已經少了多少了喔！ 所以我們今年要特別注意，是不

是你們今年菜單要改什麼東西，他會打開來先跟你們講一下，它們如果它們國外得養殖

業沒有什麼問題，大概就是這樣行情多少，行情它們要到收購回來之後才會報這個價

錢，在養殖的時候，養殖業沒有辦法報這個東西，所以說有變化它會跟你說，他一定說

要把這菜單要改掉，沒有量的東西啦！ 量不足的東西啦！ 產量不足的東西他會提前跟

你們說，那我們要把這道菜改掉，就在它們通知我們之後，我們馬上就會做一個更改，

找一個代替品，這個東西也是對我們很困擾，你要代替一個菜單，你就要把一個成本比

較高的去代替這個東西，你不能把比較便宜的去套菜這個菜單上，你要把價格比較高的

東西套在那上面，不是把價錢比較低的套在那上面，對公司來講缺貨這個問題，你要用

替代品的話，你要用價位比較高的東西，客人才會接受，一般來講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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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T. G. I. FRiDAY’S 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 

日 期：2010/02/05 

時 間：1.3 小時 

受訪者：FRiDAY’S 主管、FRiDAY’S 員工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C1-01 

問：請問你們主要的供應商有哪些？ 

答：我們有一個中央廚房，其實我們雞肉類最大，有雞肉供應商，然後肉的話就是，都有各

分各的阿。佔產品最大宗的是雞肉供應，還有我們也有雜貨供應商，對阿我們都有分，

我們分的非常清楚，然後油品有油品的供應商，還有那個，像紙巾阿我們在 Fridays 看

到的任何，不管是在桌上看到的擺得刀叉，桌墊紙頭頂上的燈泡，桌上擺得糖包，都有

它獨立的供應商。雞肉、豬、牛，牛的話是直接從美國，美國那邊直接採購進來的，就

是我們從那邊買過來這樣子。我們是直接.....，我們目前為止沒有貿易商，我知道有很多

台灣有很多牛排的的貿易商，以前有現在沒有。 

C1-02 

問：大概會多久採購一次？ 

答：我們每個禮拜都要下單，就是其實我們像食材的部分，一個禮拜可以下兩次進貨，若雜

貨不管是哪一種，我們都是一個禮拜兩次，除非有一種就是，兩個禮拜一次那種，就是

乾貨類東西，這東西用得量並沒有大到每個禮拜必須要叫貨，然後你又不好意思麻煩廠

商每個禮拜都跑你這邊，所以我們就固定兩個禮拜定一次貨。像雞肉類、菜商每天都要

來，菜商是每天都一定要來，雞肉是一個禮拜來三次，豬肋排也是一個禮拜來三次啊！，

然後還有什麼！ 如果你說乾貨類啊！雜貨類像紙巾阿！桌墊紙這種東西阿！他放著也

不會壞阿！ 像我們怎樣阿，一個禮拜只叫一次貨阿！ 像刀叉那種東西消耗性用品，不

銹鋼刀叉，那種就是有缺的時候就要叫，那基本上我們一次都會大量叫貨，然後店裡面

會有一些庫存，這樣子。在我們有餘額的時候，在營業額允許的情況下，我們會做一些

技術性的調整，多買一些來備用。 

C1-03 

問：有長期固定合作的供應商？ 

答：菜商我們大部分，他算是比較固定，我們會去找一個在建國市場，算是最大的一家，而

且它必須要是可以隨時，我們店裡面需要什麼東西，它就可以幫我們送來，就算他送來

quality 不對，我們也會進行退貨的動作，因為我們跟廠商之間都有，定所謂的驗貨標準，

你必須符合那個標準，像它們也非常清楚我們要得是什麼樣的東西，如果不合的話我們

就是退這樣子。其他就也已經都蠻久的，那廠商有新增，有增加過。舉例來講，像之前

雜貨供應商只有建鋒這一家，像現在有兩家。基本上我們的合作廠商都是大廠，對啊！

油的話就是南僑阿！ 鮮奶阿就是用林鳳營阿！ 麵粉就是統一麵粉阿，你可以想像到的

大廠牌都可以想像的到，雞就是用卜蜂阿！因為它的配送系統比較完整阿！而且它很固

定，就是什麼時間就一定會到，還有它們的價錢也是維持在一定的狀況，quality 還挺好

的，它得貨源很穩定阿，對阿！你就不用擔心，你也就不用擔心缺貨阿！ 然後品質都是

一定的阿！ 

C1-04 

問：會有某項產品有很多家廠商配合的情形嗎？ 

答：像酒類的部分就有喔！ 因為酒這種東西，它的代理商很多，那我們對於酒類這部分它

們會開放兩三家廠商，你可以自行去選擇，你可以跟哪家廠商叫貨，酒類部份有。食材

的部分就是規定比較堅持，因為他要控管那品質，就只能跟一家，那我們酒的話就是有

兩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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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G. I. FRiDAY’S 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續 1）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C1-05 

問：會為了某項特殊產品而簽訂契約嗎？ 

答：有一部分是，有一些東西我們是必須~~，在市面上很不容易看得到，所以我們必須請

廠商特別，去找一個特殊廠商特別幫我們進近來，那由我們 Friday’s 去使用，這是有

被規定的，但是這在以前的 fridays 比較會去這樣做，那現在全面本土化經營，所以比

較少這種現象發生了。我們有一些合約簽是要簽到是，你給我特殊的 price 價錢，那我

保證要幫你銷掉多少箱的啤酒也好或是調酒，在 friday 最常發生這種事情，像我們現在

是跟這個廠商合作，他們是進口商，我跟他合作他有沒有這個，然後我就要跟他講說你

給我怎樣的價錢，我就要幫你銷掉幾百支這個東西，然後全力配合，然後我就會因為這

個東西去設計很多調酒，不同的調酒或非酒精性飲料。 

C1-06 

問：產品的被替代性會很高嗎？ 

答：基本上來講 Friday 的替代性還好，就我認知上來講，我們酒類有分等級，那每個等級可

能有兩支酒在裡面，那我們沒有 A 我可以用 B，這兩個列在同一個等級可能是進價稍微

有點差別，但在酒類性基表上是排列在同一個等級，像我們 voka 我們有西多尼西拿雅

這隻酒，也有 absoulute 這隻酒，它們是擺在同一等級裡面喔! 假設我今天 absolut 比

較便宜了，我可以用這支酒來取代的，因為我的 receipe 裡面只有告訴我是要用哪一個

等級的酒，他並沒有告訴我要用那一支酒，完全取決於那一支酒的價錢，為了今天

handle 我的 cost，我當然選擇價錢比較低的酒來用，如果我今天 absolut 比較貴，西

多西拿雅比較便宜，那我當然用西多西拿雅這支比較便宜阿! 食材的話~因為像現在有

很多蔬菜原本從進口，原本紅椒黃椒都是從國外進來，那成本很貴一公斤都要一百三十

塊，那現在都轉成本土貨，因為本土的現在為止現在栽培技術已經很好了，都是網室的

嗎! 所以我們現在全部轉，一 down 就是可以 down40~50 塊，那這轉換部分必須經過

一個人同意，就是我們有訓練部門，訓練部門裡面有主廚，必須經過他的試驗，他覺得

OK 我們就會用，就這麼簡單。 

C1-07 

問：廠商會提供給你們競爭者資訊嗎？ 

答：我們不會去問這種訊息，我們不會說，你最近有去 Chill's 怎樣，我不知道別人有沒有問，

但我們不會這樣。它們也不可能直接去問到它們上級長官吧! 他們會判別的方式只是看

對方叫對方叫貨的量多跟少來做決定，來判別說生意好還是不好，可式說真的我們並不

會去問這種問題，不會八卦，沒這麼八卦。我曾經問過說，問我的廠商說，我退了你的

貨，你這些貨用去哪裡了。 

C1-08 

問：有沒有產生過什麼重大的問題? 

答：有啦! 有廠商斷過我們貨，他並沒有事先告知，那在很久之前，很多年以前，然後事後

廠商都在修改，它們在貨源不足的情況之下，它們會已經知道它們沒辦法，它們庫存沒

辦法完完全全供應 fridays，它會事先先發 e-mail 到各家店，然後或著跟我們採購部講，

然後採購部會先行通知我們，來協助我們處理。價錢的話基本上是還好，他比較是不管

是怎樣是跟我們講都沒有用阿! 都是總公司的跟它們講價錢，就算它們要調整也是要等

下一季，或是要下一年，因為它們一定有調整價錢的時間，可能是每一季，像蔬菜的話

我們可以非常清楚，我知道你每個月都會調整我的金額，可是如果調整太誇張，那我們

就是也會去反應。像蔬菜波動比較大的就是每個月調整，肉類的話就還好，就是每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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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G. I. FRiDAY’S 主管與員工訪談摘要稿（續 2）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C1-09 

問：跟供應商作關係，都是以互惠做前題? 
答：沒錯! 並且要保持良好的關係，就是讓大家好辦事，就是互相佔在對方立場對他想，他

有時候也不是要故意要~，一定有它的難處嗎!你就去問他，你的難處是什麼，你跟我講，
看我能不能配合，那如果我有難處我也要告訴你，像我以前也會跟廠商講，我大概什麼
時候我需要用到什麼東西，大量的東西，你可以先幫我準備，你先去幫我調貨，你調好
貨的時候跟我講，然後我直接把貨進進來，我就會這樣直接跟他講，我不會跟他說我禮
拜四急著要用貨，我禮拜二突然大量下給你，我不會做這種事情，這如果事前告知，跟
你當下立刻要廠商難處是不一樣的，那如果假設我們態度非常強硬，那廠商也可以去我
們採購部，說我們哪個分店怎樣怎樣。 

C1-10 

問：有可能會遇到臨時狀況時候? 
答：如果你跟這場商關係不夠好的時候，它可能沒辦法救你，如果你今天跟廠商關係夠好的

話，它真的會幫你，真的! 這幫忙沒有在合約裡面喔!可是你跟他很好，它會私底下幫你。
就算他休假它也跑來幫你，跑去它們的倉庫，把它的貨載來給你，他會這樣子! 我曾經!
讓我的廠商，從南投跑到大雅，他的倉庫裡面幫我載兩箱東西過來給我，我快要飆淚了，
因為是大過年。因為可能是因為我的疏失，我可能漏下了貨，或是我預估數量我定的數
量，需要的量沒有遠遠大過於預期，就是其實你必須，如果你平時跟它維持良好的關係，
它就會這樣方是這樣幫助你，除非真的是說假使我今天要買個樣的，很簡單的東西，我
舉例來講，鮮奶好了，假設我今天廠商休息了，他沒辦法供貨給我，那我牛奶剛好用完
了，我怎麼辦? 我就直接去外面阿! 買林鳳營回來阿! 這樣就可以了! 

C1-11 

問：廠商會提供新產品嗎? 
答：新產品是試用的嗎? 他會會給那個，會給總公司那部份，就是會提供給它們試用，不會

到我們中部這邊來就是了。我在以前有試吃，就是說那個，有啦~有供貨，像 C1-heese 
C1-ake 這種東西，我就曾經在試吃過，然後要寫報告，就是廠商供應的，到我們店，
我要依照它們採購部這邊，我們店內採購，就是試吃，就是要分說我什麼時候吃，到幾
號幾天之後再吃，然後呈現怎樣的口感阿! 它的外觀阿，怎麼要的就是要做報告。像調
酒，假設我們跟任何一隻酒合作，像我們之前跟 absoulute 合作的話，它會的話各一支
酒到我們店裡面來，讓我們練習做它的調酒，因為我們跟 absoulute 合作，那就會針對
absoulute 設計很多不同的調酒，然後我們就會做給大家試喝，讓大家評價。那相對的
他價錢比較低。 

C1-12 
問：那廠商會給妳們市場變動的訊息? 
答：它一定要跟我們說貨源的狀況，它一定要事前告知，不能說禮拜四要貨禮拜二就斷貨，

你可以提前一兩個禮拜跟我說，讓我可以做後續的處理，我們可以找替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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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GORDON BIERSCH 總經理訪談摘要稿 

日 期：2010/03/10 

時 間：1.3 小時 

受訪者：GB 總經理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D1-01 

問：GB 創立的過程為何？ 

答：GB 是由兩人創立的，本來就在經營主題餐廳，1998 年被另外一個集團給併吞掉，現在

這個全名是 GB Group(集團)，當初買 GB 的人是 Big River，他原先是一個店數小的公

司買了大的公司，然後延後這個名詞成為他們集團的名字，現在旗下有六個品牌，十家

分店，1988 年開始創始 GB，到現在 21 年，不講中間的商業行為，總共有 28 家，有

10 家另外品牌的釀酒餐廳，共 38 家(美國網頁查詢得到)，Big River 買下來之後，延續

了 GB 的精神，在這十幾年的管理之中沒有開放過加盟，唯一有加盟的是在機場，可以

看到 GB 的吧檯(候機室)，這是 1998 年在被併購前授權出去的。可以看得到 Friday、

Pizza Hot、GB，但這些都是被同一個集團所經營的。另外一個是在超市可以看得到 GB

啤酒，這是因為他們自己成立瓶裝啤酒廠，他們叫做 company beer，做瓶裝瓶酒的事

業，但不屬於 GB，但真正在經營連鎖餐廳的部份都是以直營為主。1998 年後第一個美

國授權海外的餐廳是由我們代理進來的，假設要談到如何拿到這個品牌，中間參雜著很

多過程，2005 年 12 月 1 號正式登記，2007 年 8 月才簽到授權的加盟合約，中間奮鬥

了一年十個月，2008 年第一家餐廳開在信義新光三越，2009 年六月開第二家在台中。 

D1-02 

問：董事長創立 GB 的原因為何 ? 

答：董事長原先是從一個消費者到變成崇拜者，餐飲、啤酒、服務，是從 2005 年之後才開

始發生的，主要原因在於以前出外美西出差，在一次的商務旅行中，有三個城市不同的

人員，這次恰巧在三個城市三個餐廳都叫做 GB，不懂的人以為美式餐廳是只有 FRIDAY，

雖然還有其他家如 CHIRIS，但沒有像 F 這樣想要遍地開花的目標。其實美式餐廳在美國

多到一個不行，連鎖方式很厲害。 

D1-03 

問：和董事長是在什麼樣的機會下碰面？ 

答：他有資金、我有資源，很偶然的在一場機緣下合作，在一開始的接觸時，發現原來我們

是一片空白紙，而對方沒有興趣想要開放加盟，他們連台灣在哪裡或台灣是什麼都不曉

得，所以一開始比較辛苦的地方是要讓他們如何認識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一件事情，

對方想要上市上櫃(IPO)，也因為這樣使我們暫停了半年的時間。中間我也去過了兩次美

國，表示出我們很有誠意想要和他們簽約，對方也派高級主管帶領我們去參觀，卻找不

到雙方有興趣的事情。所以對他們來說是個額外的工作，我無法想像這一年十個月他們

是用什麼樣的心來跟我們談，連律師的加盟資訊我們都沒有看過。中間做了很多徵信，

品牌對他們來說是第一生命，品牌裡頭有很多都是，如：萬一要解決(犯規)，他們就有

權力，一般來說雙方是 50/50，但他們卻是 90/10，連鎖加盟合約不是太公平，且還規

定在幾年內不可以從事相關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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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BIERSCH 總經理訪談摘要稿（續 1）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D1-04 

問：所以最後還是有簽成?在這之中的癥結點為何？ 

答：癥結點有很多，都是從錢來談，比如說：加盟金、簽約金、權利金，但這裡頭有太多太

多的事情不小心會犯規，所以他們有很多的時候都在徵信我們，要我們提供很多人的名

稱，包含主任(吳)都被徵信過。吉比鮮釀新成立的成功裡頭只有一個員工 Jeff，如果今天

是統一來談就太簡單，只是一個品牌的分割，但是他們在挑我們的時候是一個長期的考

量發展，在同一個時間內，其時我很緊張，因為大陸和香港(控股)的人都有在美國 GB

接觸，我算是很早的，但董事長更早(啤酒接觸)，不過他們人真的很好，他們認同我們

是夥伴，就真的會互信。 

D1-05 

問：你們從台北到台中的店時有沒有覺得合約很不合理的?或者有沒有適合約中提到希望你

們要做到的？ 

答：沒有，這些合約都是標準式，沒什麼可以說的。而一開始他們要求百分之百的食譜是要

他們的，但我們有爭取彈性，最後達成 70/30，30%由我們提供食譜，但要他們同意，

才能放在我們的菜單。你可以拿 100 個菜單給他，但不一定是要放在菜單裡面，這些開

店的人員，他們要送人過來，如一開始他們派 20 個人過來，但吃住什麼花費都由我們

這邊支付，合約裡面都有撰寫，第一家店派 20 個，第二家店派 10 個，但因為他們很相

信我們，只派了 7 個，如果開了第三家店後就不用，主要是作教育訓練、工作站設立的

工作，我只要提供他們相關設備，他們就可以幫我們搞定，但一些英文上的資料還是要

由我來翻譯，我們只用了他們百分之七十的精神，不過他們很相信我們的翻譯，兩邊的

習慣不同，美國人有他們天生的經驗管理，台灣人必須要背 SOP，我們掌握到 GB 的文

化，但有很多說不清楚的地方我們會把他強化進去。合約其實是一個精神，目前合作起

來感覺還不錯。 

D1-06 

問：當初如何談加盟金與權利金？你們有需要做哪些 report？ 

答：比如說對方授權十年十五家，一家 A 金額，他會想要簽這份約的時候，他要 A 的 50%x15

一次到位，等於每開一家店就要花一半開 50%給他，但十五家要在十年後開，等於是保

障他們，這個叫做期出的加盟金。裡面包含了損益表，根據他們的格式作填寫，他們也

說每年會來查帳，當然他們要提供所有的 know-how。 

D1-08 

問：從台北開到台中有什麼調整？到大陸又要如何調整？ 

答：當初開第一家店時，美國人有來台灣看店，其實台灣跟美國差不多，美國是 25 塊美金，

台灣也差不多，一個餐廳 365 天，六日要客滿是基本功，基本功之後，就是要填滿一到

五，我們的餐廳是從十一點到晚上十二點，是nonstop，lunch有分working & Weekend 

day，然後有下午茶，然後有 early bird，最後是晚餐，一到五的客群很雷同，六日又不

同，所以這要尋找一公里以內的人會近來的人。我現在在大陸也是這樣，要找很多的寫

字樓，必須要真的有辦公人士在。反過來看台灣，我們選點都選在很多外商公司的地方，

第二個要素開在五星級旅館附近，要吸引很多商務旅客，第三個是要有商展中心，第三

個主要是有購物中心或 shopping center，這個可以讓周末的客人出現，最後一個因素

是高收入的住宅區，台北選在信義區就是如此，這裡是一級戰區的狀況，而開始要來台

中尋點，因為以為是故鄉，想說可以一砲而紅，當初我來台中開第一家 FRIDAY 分店，

但說實在話業績還是很好，十幾年後，我在開發 GB 台中店時，卻沒有人瞭解這個品牌，

台中要找跟信義區密度高的地方找不到，不可能有密集的辦公室商圈，七期是一個住宅

區，似乎不是一個靠走路就可以到的，大部份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車。一開始中意的是文

心路口和大業路交叉的地方，很多人都以為都是那家，後來選在大墩路上的家樂福，會

這樣是因為租金因素，所以台中選址多考量的兩部份一個是租金一個是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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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DON BIERSCH 總經理訪談摘要稿（續 2）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D1-09 

問：你覺得租金 under 在多少會比較好? 

答：10%是一個黃金定律，低於 10 是非常了不起的。台中這邊因為是品牌的知名度，有些

人會認為選點不夠，我們選在七期的邊邊，辦公大樓也很多，但台中的銀行辦公文化跟

台北迥然不同，台中人在中午不會出門吃飯，這個吃的文化南北大不同，當然新光問我

們要不要進軍台中新光，說真的心裡頭有一點點小後悔，且我認為台中的新光沒有台北

的新光漂亮，雖然是龍頭但還是怕怕的。即使有其他的百貨業者找我去開，我覺得他們

倒了就是倒了，所以我覺得還是要慎加考慮才行。台中選點沒有像台北那樣要決定這個

因素後設點，但大陸上海的部份，就要真的要這樣做。 

D1-10 

問：大陸跟台灣不同的地方? 

答：大陸的食物成本與飲料成本差不多一樣，但人力成本和台灣不同，大陸這邊很好玩的是

laber，比如說廚房全部都要正職，不能有 pt，上海年輕人不會到餐廳打工，因為一胎

化，家裡都把錢準備好，且他們還是產品導向，只要好吃就會不停排隊，尚未走向服務

導向。但我們的餐廳假設在大陸成立，勢必有很多外國人會來餐廳用餐，所以還是必須

要以服務導向前進，我們會盡量做好這個地方。 

D1-11 

問：去大陸的權利金要開幾家店? 

答：沒有講到這個部份，但大陸部分的證照取得(10 來張)、mental 是我們要解決的地方，

因為大陸和台灣不同。 

D1-12 

問：去大陸時有說要去哪區哪區開?是否有不同的考量? 

答：上海目前都差不多是一級戰區，現在有市調公司幫我做完市場調查，告訴我外灘是

part2，埔東還算不上。但我們是 nonstop 的經營，所以不能有破碎的時間找不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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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85 度Ｃ協理訪談摘要稿 

日 期：2010/01/05 

時 間：1 小時 

受訪者：85 度Ｃ協理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E1-01 

問：85 度 C 的發展歷程？ 

答：最初以直營店發展 85 度 C，且最早是從靜宜大學測試，主要是要先為店命名，但大家

有爭議，以及要測試產品本身是否符合消費者（口味，價格），又因為大學生較有創意

與想法，為了測試所以在學校先試賣，且咖啡需要理想與夢，因此舉辦徵名活動，最終

選定 85 度Ｃ這個名字。之後到台北設點，因為台北市租金太貴，但永和市人口密集度

最高，人潮最多，並以直營店先試營運－在永和樂保夜市設點；但當時消費者有觀望的

心態，因為感覺這樣的店很貴，沒有人要進來，最後直接把兩個招牌（35 元蛋糕、咖

啡）標在外面，讓客人清楚了解價格。接下來是以促銷，但應如何促銷最有效果，且可

以聚焦，能該大家都知道，並且不會讓值感降低。經過思考後決定採“限時專案”，並

挑選人潮最多的時段，因此決定兩個時段，分別是 11 點至 1 點及 4 點到 6 點。而一開

始的目標市場，沒有設定 40 歲以上的客人，當初設定為 18~28 歲年齡增的人，但之後

開店後，永和樂華夜市居民年齡較高，且最驕傲的是台灣市面上第一個做切片蛋糕的店

家，這是台灣第一發啟，一年約賣 700 萬抺，咖啡一年約 6200 萬杯咖啡。 

E1-02 

問：初期創業是否有碰到困難？ 

答：印象最深刻的是咖啡機的負荷量。咖啡機是從瑞士進口，一天只能泡 700 杯，但當時剛

開幕，一天來客數 2300 杯，磨豆機都 overloading 無法應付這麼多的數量，因此燒壞。

於是尋求廠商的支授，廠商表示無法馬上修復，但隔天還是要繼續營運，不能因此無法

賣，當時正處熱潮，再加上不想要被硬體設限。因此，約半夜 2~3 點打電話到瑞士。為

了能夠徹底解決此問題，因此要找出為何一天只能 700 杯的原因，最後發現是迴圈加熱

來不及的問題，改成雙迴圈，但改完後國外不能承認，只有台灣地區改，加上當時剛成

立，營運還未穩定，如申請專利擔心無法負荷工作量，因此沒有車請專利。 

E1-03 

問：原物料問題如何解決？ 

答：由五星級師父製作蛋糕，並且很用心的去與原物料廠商洽談，當時中央工廠是賠錢－人

事成本占總成本之 17%，因為末端要賣 35 元的目標，如果後回推算，中央工廠 8 個人

可供 12~15 家店，但一家也要 8 個人，以經濟規模來看，要到 25 家才能達到經濟規模。

當初在一年內共搬了三次家，93 年 7 月設立第一家店，但是之後半年就不夠，93 年 6

月測試，93/7/27 保平店，第一個月營業額 400 多萬，93/11/17 台中公益開幕，

12 月左右開始開放加盟，是以客服專線收加盟店。 

E1-04 

問：企業導入 ERP 的過程？導入後對企業有幫助嗎？ 

答：把蛋糕製作過程全部拆解，當時沒有人指導，把每一個步驟皆拍下來，從原物料以及蛋

糕的每個過程皆需要拍下來，這個過程皆由媽媽級的員工一起幫忙完成，總共花了 7 個

月的時間完成。生產線分 11 個組別，在個組別的每個成本部分都需要細算出來，現在

是以半自動化工廠方式營運。ERP 對中央工廠的幫助是，可使中央工廠製造成產耗損部

分加以控管，且加班時間可控管，人力成本可以控管，可以計算成本以及得知銷售額該

如何製訂。而當初開店是未先導入 ERP 而是在開店之後才導入 ERP 的原因是因為開店

速店快，但如果沒有導入 ERP 就開店，會產生很多漏洞，加班費的漏洞、產值、產能的

漏洞，良率與不良率的漏洞。因此 ERP 發揮的效用是可以使品質穩定，以及提升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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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度Ｃ協理訪談摘要稿（續）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E1-05 

問：現在到大陸發展是否有碰到特殊的情況？ 

答：有啊！像台灣外送都是以機車代步，但在大陸卻是以腳踏車的方式，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很新顯的情景。而且，我們大陸的高層管理者幾乎來自產業背景較相似的挖角過來，比

如說像麥當勞和肯德基，他們在原來的地方薪水就不錯了，但大陸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是，你今天用比原來更高的薪水挖角他們，他們會因為薪水有增加而跳槽，所以像我之

前在大陸訓練一批新進的工作人員，當要準備開始工作的時候，人竟然跑光了！我一問

之下才知道他們都是被挖角走的，你能想像當沒有人的時候店又一直開的情況是一個非

常窘境的情形嗎？這些在大陸都是非常特殊的地方。而且在大陸開店，有一個非常特殊

的情景就是他們的法律比台灣還要『公平』，這邊的大法官對於當地的法律糾紛不管對

方是對與錯，都會盡量採取公平的方式，就拿我當初到大陸看點時，因與星巴克、和店

房東有小小問題，但明明就是我們對的，我們一切都講清楚了，卻在開店的時候碰到很

多問題，比如說掃街的阿伯啊！會來這裡把垃圾全部倒在一起，當然我們很傻眼啦！後

來才知道原來要先拜碼頭，他們是要來討錢的。因為法官很懶得處理這類似的問題，所

以法官非常的公平對我們三者作出抉擇，像這樣的情形在大陸是很常見的。 

E1-06 

問：在經營美國、澳洲與大陸市場有沒有特別之處？ 

答：澳洲人超準時下班，且不愛上班。如修水電的人，四個小時只換了三顆螺絲，五點一到

就馬上放下手邊的事情下班了，只換了三個喔！在美國部份，墨西哥人為即時享樂型，

發完薪水的隔天都會找不到人，因為他們拿錢去花天酒地了，直到花完錢了才會再出

現。而大陸部分喔！其實他們對名牌有一個崇尚的思考，所以我們的店面都要裝潢的非

常漂亮，要採透明式玻璃，且晚上的燈要打得非常的亮，他們就會覺得買我們的東西是

一個高尚的感覺。而且，大陸的部份就如同我剛說的，真的會因為薪水的關係馬上跳槽，

所以我們現在 80~85％的技術人才還是依賴台灣這邊，台灣這邊的人比較穩定。 

E1-07 

問：你們在大陸不願意開放加盟的原因是？ 

答：除了控管不易外，在大陸不開放加盟的原因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這些加盟主未必是想

賺錢的，其實我們在進入大陸市場後，有很想加盟的人跟我們洽談，但我們都拒絕，是

因為他們加盟這些精華的地段大部分是因為想要炒樓，或者是拉提自己的身價，他們其

實已經很有錢了，所以我們還是會怕怕的。而且，在這邊還有像是非經營面的因素太多、

稅收的問題、各省法令不同，這點非常的麻煩，每一個省都有自己的法令，我們沒有辦

法一個一個照顧到。 

E1-08 

問：你們跟其他業者如星巴克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答：我們現在都是採取複合式經營的經營型態，商品眾多且齊全（30-50 種以上）、品牌定

位明確（三角店面、24 小時營業）、透明思考，以大玻璃、明亮、外露式價格招牌拉近

與顧客的距離，同時也透過低價行銷，吸引顧客（開幕當天的 1 元促銷活動）、現場烘

焙展店策略，因地制宜（大陸：長三角、一線城市；美國：LA 華人社區；澳洲：雪梨

市區+唐人街），以及我們的品牌&技術團隊（實習七個月後就必須獨自上手）是相當有

口碑的，這些都是我們與其他業者不同的地方。 

E1-09 

問：你們的獎金如何分配的？ 

答：有分為二種，一種是展店人員的獎金，一種是駐店輔導人員的獎金，其他的像是後勤單

位、生產單位、直營店排名和加盟店員工都會有設立獎金，我們多半是以績效好壞的方

式進行評核，有達到業績的加盟店主與員工、展店人員和駐店輔導人員都可以得到獎

金，我們都會提撥相當高的比例給他們，而像生產部門與後勤單位的，都是與他們的工

作內容息息相關，只要公司有利潤就一定會提撥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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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潮吉大排營運特助訪談摘要稿 

日 期：2010/07/20 

時 間：1.5 小時 

受訪者：潮吉大排營運特助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F1-01 

問：如果以一家店七個員工來算的話，要賣幾個便當，時段怎麼樣，才會平衡？  

答：損益的話我們大約抓一天一千個便當，外送和內用的話大約四比六，但會因為各店而會

有所不同，這大概是一個損益平衡點，包括攤提的部份，營業額大概一個便當 65 塊左

右。 

F1-02 

問：一個便當 60 元，人事成本大約多少錢？ 

答：人事約 20%，租金抓不到一成，大約 7%，物料比較高，大約是 40%，這樣大約是 67%，

再加上攤提成本，就機器、生產設備，一家店的裝潢約 30 到 40 萬元。但大小店不一樣，

大的話有到 70 萬元，一間店大約是四百萬到五百萬。 

F1-03 
問：有沒有想過要加盟？ 

答：有啊！不過現在目前還在草創時期，所以想要先著重在制度建立，還有標準化的建立。 

F1-04 

問：為什麼會選擇逢甲作為第一間營業據點？是因為那邊有便當街，他們可以活下來，你們

就可以生存嗎？ 

答：那是經過一年來的摸索、實驗與經驗而來。當初那個選點，那是一個佔地，那是一條便

當街，競爭很激烈的一個點，所以才會選擇拓在那裡。後來才發現，原來學生不是這個

樣子，不然就不會開在那裡，以點來看的話，目前來評估，美村算是最不錯的，那裡的

工商多，是很明顯的，再來就工業區。 

F1-05 

問：你們是不是有聯合採購？ 

答：有一起採購。其實，比較大宗的是在肉品的部份，排骨、雞腿。這個如果有跟潮港城、

女兒紅重疊到的廠商，就比較好議價。那就剩比較零散的像包裝、便當盒、濕紙巾、筷

子、茶類等等這一類的東西，是比較有議價的一個優勢。 

F1-06 

問：最高峰的時候，業績最高的店一天可以賣幾個便當？需要幾個人力？ 

答：如果說操作量的話，我們可以生產量化，那時候在美村剛開店的時候，那時候差不多三

千零二十幾個。像我們上次有接到一個單，是兩千七百個，那個是獅子會的，潮港城的

固定客人，這樣子。三千多個的量齁！現在的話比較緊一點，大約抓在十五到十六個人

力。正常一間店面的話大約七、到八個員工，如果不算尖峰時期的外送人員。那外送人

員大約是三個到四個，那一個人大約送一百個。 

F1-07 

問：便當裡的八道菜是選自比較便宜的食材，還是經濟實惠或當季的食材？ 

答：菜單都有固定的廚師在開，原則就是說，青菜類固定要有、瓜果類、有一道是比較鹹的，

可能是魯豆干，還是其他比較下飯的菜，另一個就是綜合的，混炒類這樣子，可能是金

針啊、炒洋蔥啊！很多樣的食材混在一起炒。就是有一個基本的開立原則，然後再依照

季節去開立原則。 

F1-08 

問：比如說正忠排骨開在你們店生意最好的隔壁，結果他的業績變低了，但也不見得是他的

錯啊！那怎麼辦？有遇過這種情型嗎？ 

答：其實我們這兩間的顧客還是有區分的，因為這樣的一個原因進來，那我們也是會評估。

其實學士店就在正忠的旁邊，那…正忠先開，學士店是後來才開的。那其實它剛開生意

不錯，正忠的客人被拉過來，有一陣子客人又回去正忠，那當然我們還是會針對這間店

來做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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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吉大排營運特助訪談摘要稿（續） 

逐字稿編號 訪談內容 

F1-09 

問：別人排骨是幾兩？你們的是幾兩？ 

答：我們的是 3.5 到 4 兩之間，一般都二兩多啦！雞腿的話，沒有記錯是 6 兩上下，量較少

的是三杯雞。其實是強調在這個部份，大排是這樣子來的，潮是延用潮港城的字，潮吉

就是 SUPER 這樣子。下個禮拜西屯漢口那個角，會開新的一間。 

F1-10 

問：你們有沒有要做網路行銷？ 

答：有在評估也有在考慮，但是…目前有訂購便當網，但其實便當就是立即打立即送，就是

立即的服務，而且又集中中午吃飯的時間，你要完成這些動作、這些服務。但網路的服

務訊息會太慢，先接受到訊息再給你，而且還要等，服務的時間就會比較長。有分兩個

部份，第一個部份是訂餐嘛！第二個就是你講的部份，那就是 PORMOTE。那我們評估

是認為說，他有一個技術性，以前有想過說，有一種是 corn center。就是拿到訂單後

再分到每一間店，但這個樣作業行程的話，第一個，時間點，第二個就是，如果你 LOSS

掉，你很難去追。那如果像網路行銷的話，目前是利用痞客幫來發佈新的訊息，現階段

的話沒有做網路推廣的計畫。因為其實，以便當來說的話，區域性是屬於比較明顯一點。

像我今天可能在這裡上班，我會在這個附近找吃的。那如果說我經營的是餐廳，那區域

性會比較廣，像女兒紅，我要結婚，我就可以上網找資料。而且便當很簡單，我路過覺

得好吃，就吃看看，有不用排隊。它是屬於比較即時性的消費，像一隻原子筆，它網路

推廣的價值就沒有那麼的高，那如果是萬寶龍，那就會增加他的廣告價值。 

F1-11 

問：你們是否有規定說多少金額或者是什麼樣的標準才會幫你外送或是不外送？像今天我跟

你們訂五個你們送，但明天再跟你們訂你們又不能送，那這樣讓人心情很差。 

答：我們一開始就會跟顧客講原因，但大約都是不太會拒絕啦，例如說你今天訂五個，你是

在十點打電話進來，那總機就會答應他們，畢竟現在單不多；那如果說第二天已經十一

點了，你那一條線已經滿了，那總機就會婉轉的和客人解釋說，今天的單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就必需要晚一點才能幫你送，或者是早一點這個樣子，也會跟顧客說為什麼不能

幫你服務，但怎麼樣都不會對客人拒絕。 

F1-12 

問：我很好奇女兒紅一開始為什麼是選這樣的一個地位？ 

答：潮港城後來做女兒紅後，潮港定位價格可以低，那我們可以專注在三千到八千的市場。

那在來往上，女兒紅就可以做接近飯店的市場。所以也必需要區隔啦！那如果說，兩個

同質性的餐廳開那麼進，那就不算是新開創的市場。那如果一個新的品牌的成立目的是

求新求變，創造新的氣象。那女兒紅當初設立的條件就是這樣，那人都是另外在找的，

但所有的後勤資源還是潮港城的。 

F1-13 

問：我會一張九宮格，然後客人打電話進來我就可以自已先看圖分區域？ 

答：例如說我們這一張單是十二點的，(看圖唷！)那如果說你今天要送這裡，然後會經過這

裡，十二點的或者是十二點十分的。那這裡呢，可能就十二點半，那如果說兩個外送員

的情況下，那我這裡也可以約十一點半，兩個人就可以分成兩個路線。原則上就是要抓

出去愈少趟愈好，然後時間點集中，那路線也集中為幾個原則，再去做分配。那當然還

要再考量到你的負荷量，就已經三百客了不能再接了，你接了也生不出來，那我們就開

始緩，就約一點之後，因為那時候大家都送完了。所以分區是這個樣子，那一開始跟你

說圓的部份，例如說我這一張單，可能都是十二點的，那這邊約十二點零五分，但是一

來一回，就變十五分鐘，所以遠的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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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餐飲、婚宴、禮品市場相關資訊彙整與分析 

(一) 餐飲市場現況分析 

 近年來，餐飲產業百家爭鳴，加上外食人口增加，整體市場有持續擴大的潛力，根據全國營養師

工作的「外食人口飲食習慣大調查」顯示，一周至少五天在外吃飯的民眾高達八成，另外，七成以上

受訪者已有看「營養標示」的習慣，九成以上的消費者知道「包裝食品」及「健康食品」的外包裝上

有營養標示，但這樣的認知卻沒有明確反映在飲食習慣上，只是認為這樣的標示可以幫助自我飲食均

衡。隨著外食需求的擴大趨勢早被餐飲業者嗅出，因此，近年來西式速食店、家庭連鎖餐廳、歐式與

日式的餐點大受歡迎且快速成長，一般消費者的生活方式、生活條件及開伙家庭次數越來越來的情形

下，外食的機率大為增加。 

再根據東方線上 2006 年版 E-ICP 行銷資料庫的調查發現，若讓消費者單選最近一周的用餐情

形，多半在外吃的人依造三餐與消夜的比例分別是：早餐 65%、午餐 81.2%、晚餐 45.7%與消夜

21.3%，從中可以發現，外食族在外用餐的比例最尖峰的時間在午餐時段，推測因現代學生或上班族，

因中午仍然在外求學或洽公，故不回家開伙或吃飯的機會極高，多半會選擇以在外用餐的方式解決其

需求。 

 面對國際化連鎖集團積極跨足台灣，台灣的餐飲市場逐漸形成連鎖餐飲與傳統餐飲的競爭氛圍，

來自外在大環境的經營壓力與消費市場的多變性、多樣化與消費者意識抬頭等因素下，餐飲業的競爭

必須時時因應外在環境而調整發展策略。在面對多變的動態環境，王品集團管理總監提出，必需要善

用經營五力，以多面的突破與管理，讓自己在這競爭激烈的環境中生存下來，並且逆成長。而這五力

分別是： 

1. 菜單研發力：在各項物資高漲與外部食材成本不易控管的年代，若能取用當季的新鮮食材，

運用自身精湛的烹調技術，創造餐飲產品的高價值感，讓食材加值及產品增加，成為其重要

的核心競爭力來源之一。 

2. 品牌經營力：包括了產品品質、服務勝任、顧客信賴與企業價值等因素，一個有品牌經營的

餐飲業者將能讓消費者信賴、喜愛與情感連結，因此，除了吸引目標顧客外，餐飲業者也必

須與顧客作情感上的串聯，使之成為長期的忠實顧客。而品牌經營力更需要深度與廣度的經

營，讓品牌認知深深植入在每一位顧客心中。 

3. 食品安全力：想做好餐飲業，食品衛生成為首要條件，需妥善控管食材來源的正當性與安全

性，千萬不能貪小便宜使用來路不明或不安全衛生的食材，除了美味與好吃外，更重要的是

要讓消費者能夠吃得更健康、更安心。 

4. 服務設計力：口碑是餐廳的生存之道之一，好吃固然重要，但用餐的氛圍、服務的節奏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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艷的感動，都必須要經過一系列的精心設計與營造，如此才能創造消費者的感動，進而成為

忠實顧客。 

5. 利潤管理力：不管環境多惡劣，追求最大利潤是每一家餐飲業者的生存不二法門，因此，在

軟體、硬體、食材..等的控制上，必須要有效的進行成本管理，但不能將成本壓縮到消費者與

同仁身上。 

此外，根據 TNS 模範市場研究顧問公司在 2009 年做的外食人口市場調查中發現，夜市/小吃在

台灣人的飲食文化裡，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進一步的調查發現，台中市的外食費用在台灣三

大直轄市的比例最高，如下圖所示： 

 

 

 

 

 

 

地區外食類型調查 

資料來源：TNS 模範市場研究顧問公司 

 另外，根據專家座談與餐飲相關資訊的整合，本專案針對餐飲市場提出以下三大未來發展： 

1. 網絡型產業：新天地目前所屬的餐飲產業為一個『網絡型產業』，當競爭者的周邊或互補性產

品越齊全，越容易有較高的市場佔有率；同時，也有較高的固定資本投入情形發生，以及因

大者（如：店數多、規模大）所分擔的成本（如：採購）較低。在此情況下，新天地需訂定

明確的組織策略與發展高優質人力，以提升組織的競爭優勢，同時，補齊周邊或互補性產品

或服務（如：網路餐食訂購、主廚送到家），增加既有的市場佔有率，使周遭的發展網絡能更

齊全。 

2. 網絡型發展策略：承第一點所述：新天地必須整合自身所擁有的內部資源及核心能力，運用

及發揮在組織制定的策略，以創造更高的核心價值；同時，藉由網絡的鋪陳與發展脈絡的因

循，找出未來競爭優勢的地方，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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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型發展策略圖 

(1) 策略：為組織是否能夠成長的關鍵因素之一。制定何種策略能夠有效地幫助組織成長，且

在發展的過程中替組織發掘更多的資源與能力。 

(2) 資源：為組織發展的考量之一。在制定合宜策略時，需將既有的組織資源納入考量，運用

自身的發展優勢，使組織策略能夠更快達成。 

(3) 能力：為組織發展的考量之一。因先考慮自己具備什麼能力能夠因應組織未來成長所需，

同時，也加強能力不足之處，透過教育訓練與績效評鑑等方式，提升員工所應具備的相關

知識與技能 

(4) 價值：如何替顧客創造不同的價值，為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在價值訴求明確，及檢視組

織自身的資源與能力後，制定出一個合宜的發展策略。 

(5) 網絡：為組織發展的最終目標，如合達成特定的網絡效果，如何創造不同於其他企業的網

絡效果，皆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3. 消費者用餐的過程，也是一種體驗的過程：消費者至餐廳用餐，除了享受美味的食物外，也

是在體驗企業所給予的個人服務。因此，如何讓消費者能夠再次光顧上門，成為新天地未來

發展時所應注意的環節： 

 

 

 

 

 

 

策略 

網絡 

價值 

 

資源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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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與體驗概念圖 

(1) 產品差異：透過改變既有的核心技術或功能，提供不同於其他競爭者，一個高品質的產

品或服務，創造彼此之間的差異化聯結，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2) 品牌價值／顧客全面解決方案：透過高價格及周邊銷售服務來創造餐飲品牌的價值，並

針對每位消費者的個別需求給予全面解決方案，使消費者於用餐的過程中能夠體驗不同

以往的服務，創造消費者再次回流之可能性。 

(3) 營運效率：除了提供高單價的產品，也可以既有的採購優勢，透過制定不同的行銷組合，

達到提升營運效率之可能性。其中，需特別注意的是，企業必須具備大量採購的能力，

方有議價空間，以降低各食材所耗費的成本，達到成本領導的目標。 

(4) 與同質性相效的品牌／顧客附加價值：提供消費者更多的售後服務（如：給予折扣卷、

下次光顧大優待）等方式創造更多的附加價值，並吸引消費者回流。 

(二) 婚宴市場現況分析 

準備結婚的新人，會將一生只有一次的婚宴視為進入人生另一個階段重要的開始，因此大多都特

別謹慎選擇婚禮進行的方式。過往傳統的婚禮儀式，包含說媒、訂婚、選日子、迎親與歸寧等固定程

序，而現今許多思想開通的父母親，不再堅持婚禮儀式需全部按照古禮進行，新世代的子女也能擁有

較多自我想法與選擇的權利，現今婚禮宴客的邀請簡化成僅 1 至 2 次。一般說來，「訂婚」主要是宴

請女方親戚與朋友，「結婚」則是以男方親戚與朋友為主要對象。為能使雙方都能賓主盡歡，婚宴場

地的選擇成為結婚重要的決定之一，而舉辦婚宴的地點也顯現出主辦人的經濟或身分地位，多以大型

飯店、知名餐廳，或是自宅辦桌的宴會方式較為常見。 

與同質性相效 

品牌/顧客的附加價值 

高價 

經濟實惠 

產品差異 

品牌價值／ 

顧客全面解決方案 

 
實體產品 

營運效率 

(成本領導) 

(  )+周邊/ 

銷售服務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二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40 

根據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資料顯示，2008 年的結婚新人為 148,425 對，預估 2010 年將達 20 萬

對結婚新人，根據日本的立克魯特公司人才培訓顧問與結婚雜誌「Zexy」對台灣的婚宴市場經由問

卷調查統計研究發現，在台灣每年準備約新台幣 50 萬元以上舉辦婚禮的新郎有 20%，新娘則有

29%，由此可推估台灣的婚宴產業，不論在自家或飯店舉辦，其經濟規模可高達新台幣 400 到 600

億元的潛在商機。然而，由於各地區屬性的不同，新人會因不同因素使得在舉辦婚宴時有所差異。如：

北部新人以自己喜好的方式安排婚禮，南部新人則多聽從雙方父母的安排與決定。這使得男女雙方對

場地裝潢、婚宴菜色、流程安排方面的要求不盡相同，業者在進行相關業務時則須滿足「氣派」與符

合「吃飽喝足」的需求，以創造出獨自的個別化與差異化。 

目前台中專門舉辦婚宴的餐廳業者除了新天地國際餐飲集團外，還包含林園婚旅集團中的台中僑

園大飯店與中僑婚訂花園、台中担仔麵與潮港城新品牌女兒紅婚宴會館等品牌，顯示出台中地區婚宴

市場的競爭已逐漸白熱化，分述如下： 

1. 林園婚旅集團 

 今年成立滿 17 年的林園婚旅集團（以下簡稱林園婚旅），每年為 1 萬對新人舉辦婚宴，旗下目

前共有台北僑園飯店、台中僑園大飯店、中僑婚訂花園、台北典華飯店系列（紐約紐約典華、信義典

華、蘆洲典華、板橋典華、旗艦館）、台北陶園經典飯店等九個連鎖據點，可同時容納 2 萬餘人用餐，

2008 年營業額約新台幣 18 億元，今年隨著典華旗艦館加入營運，業績預期將能突破新台幣 25 億元，

為國內最大的婚宴餐飲連鎖集團。 

台中僑園大飯店 

 2000 年，林園婚旅集團跳脫既有傳統百匯與現場烹調方式，改為由來賓自主自導的百匯、挑高

八米無柱宴會廳、五星級飯店高級服務及精緻典雅的套餐為基礎，在台中市七期重劃區成立台中僑園

大飯店（以下簡稱台中僑園），其宴會廳佔地約 860 坪，可容納人數約為 3,000 人，最大容納席數高

達 230 桌，平均桌價約為新台幣 10,000 元，起桌價為 7,999 元。成立之初，便以自助式餐飲（海鮮

百匯）、主題婚宴宴會與各式活動專案（宴會廳活動專案、陶林坊魚翅坊活動專案、拉斯維加斯活動

專案）為主要訴求，積極搶攻台中市餐飲市場。 

 近年來，因台中婚宴市場潛在商機無窮，台中僑園成立「Wedding i」，藉由專業婚禮企劃團隊，

為每對結婚新人量身打造一場創意主題婚禮，從進場規劃、音樂燈光、影片製作、婚禮三秀（愛的天

使出場秀、出菜禮秀、水果禮秀）、婚禮流程設計到相關禮節諮詢，皆細心打量每一個小細節。 

此外，即使近來國內景氣尚未復甦，台中僑園卻於日前成立「主廚到你家」與「旅遊團宴專家」等兩

個部門，林園執行長林協健（以下簡稱林執行長）表示，成立「主廚到你家」，主要是考量到台中七

期豪宅林立，台商及企業主等頂級客層，需要隱密性高且能夠充分利用豪宅所配備的宴會廳設施，看

準此一商機，台中僑園以空姐、餐車與主廚的團隊方式，每位餐點的預算在 2,800 元至 3,000 元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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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端消費者（如：政要、名人、富商）主廚團隊到府服務；而成立「旅遊團宴專家」則是鎖定近

年興起的國民旅遊、來台考察及商務旅遊等陸客豪華團，提供國旅或陸客高品質的餐飲服務。 

中僑花園大飯店 

 2008 年 1 月 5 日，自許為世界頂級的渡假婚禮－中僑婚訂花園，在費時 12 年找尋佔地 2,000

坪的愛情發源地後，於台中最精華的七期大都會新市政中心及市政府所圍繞的萬坪中央公園中，為所

有新人打造前所未見的夢幻度假婚禮古堡，期間共耗資 3 億 8 千萬元打造，將希臘地中海、愛情海

噴泉、梵諦岡白色迴廊及皇室古堡婚禮移植至台中，並藉由 Wedding i 的專業婚禮團隊，以溫馨感

動的心情完成每一對新人海外婚禮的夢想，館內能容納 200 桌，也是台中婚宴市場中，居起桌價的

榜首（12,888 元起跳）。林執行長認為「要就要給客人最好的」，其中包括好的飯店地段、環境、食

材與掌廚師傅等元素所組合，同時，觀念也要不斷翻新，規劃眼光也必須放得長遠，如此才能領先同

業間競爭者。林執行長表示「品牌來自於地點、建築及空間比例的美學，同時也嚴控當日食材，齊全

廚房設備、完美出品動線，如此才能造就料裡真、鮮、美的呈現。」因此，在中僑婚訂花園剛開幕時，

便以絢爛光影與炫麗舞台，讓每一對結婚的新人於出場時令賓客嘆為觀止。 

2. 潮港城國際美食館 

 創立於 1996 年的潮港城國際美食館（以下簡稱潮港城），座落於台中市豐樂雕塑公園附近，佔

地約 3,000 坪，營運迄今邁入第 14 個年頭，外觀主採華麗的維也納歐式建築，整棟樓層的氣派設計

宛如一座歐式皇宮，其服務內容包括自助式百匯、大型宴會廳、日式料理、港式飲茶、活動專案等類

型。以飲食國際化、精緻化、創新料理手法、全方位服務、平實價位滿足與回饋消費者的個別飲食需

求，使消費者在每次光臨都能擁有賓至如歸的感受，以達成「精緻、新鮮、美味、誠信、用心」五大

經營理念，這也是潮港城堅持一貫的態度。 

女兒紅婚宴會館 

 以一罈深埋陳年醇酒的「女兒紅」象徵帶來幸福的女兒紅婚宴會館（以下簡稱女兒紅），為潮港

城餐飲集團於 2007 年設立的全新連鎖品牌，佔地約為 529 坪，可容納 130 桌的席數，平均桌數單

價為新台幣 9,999 元。初開幕便以體貼心意的專人服務、高規格的婚宴禮遇、精緻化的美食饗宴、浪

漫時尚的幸福氛圍、專業級的婚禮規劃與話題性的主題婚禮的精緻完全婚禮概念，與愛朵創意婚禮公

司共同為每對新人的終身大事嚴格把關，至今每個月婚宴訂席平均為 40 場次。 

3. 台中担仔麵婚宴會館 

 台中担仔麵（以下簡稱担仔麵）成立於 1986 年，秉持著對食材的嚴選與用心烹調的精神，專研

於海鮮台菜傳統美味方面的研究，因驚艷美食的視覺與味覺感受，贏得無數好評與讚賞，目前單桌起

價為新台幣 8,880 元。担仔麵起初由路邊的六、七桌的小麵攤做起，在老闆用心堅持與細心努力之下，

逐漸發展成為華美街台中担仔麵餐廳，2006 年更斥資數億元打造約 1,500 坪的台中担仔麵婚宴會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二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42 

館，採巴洛克式米白色建築，10 根高聳的羅馬式圓柱，將希臘雅典神殿的風格搬至台中華美街。而

外牆則為大師精工雕琢之義大利百年石，展現客廷貴族風範。會館內則使用挑高無樑設計的西式風格

宴會廳，並搭配劇院型百萬燈光音響、頂級台式海鮮美饌，以及專業企劃服務團隊等多元化服務，令

每對結婚的新人都感受到無上尊榮。 

(三) 禮品市場現況分析 

 「禮多人不怪」，台灣近年來吹起伴手禮風潮，凡舉從地方政府到連鎖通路均搶進推銷伴手禮，

以地方不同的特色，將傳統美食或藝術品重新包裝後上市販售。事實上，日本每年贈禮品的市場商機

高達新台幣 6 兆元，而台灣的送禮文化也一直從以前到現在就存在著，舉凡婚喪喜慶都要禮尚往來一

般，據調查發現，台灣光季節性禮品(如：春節、中秋節)就可以創造新台幣 2 千 5 百億的商機，再加

上來回贈禮的購買機會，台灣贈禮品市場保守估計至少也有新台幣 5 千億的發展商機。從這些資料中

可推敲出，贈禮品市場所蘊含的龐大需求，儼然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市場，而客製化商品的成長更是受

到矚目。 

根據 i. Q 線上調查網針對消費者選購禮品的研究調查發現，每年過年、中秋或一般特殊性節日如

情人節、父親節、母親節、生日，都有一筆龐大的選購禮品風潮出現。也因此，禮品一直是一個巨大、

隱形卻又時常出現在身邊的市場，如下圖所示： 

 

 

 

 

 

 

 

 

消費者最近一年購買個人化/客製化商品之時機 

資料來源：i. Question 線上調查網 

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09 年針對台灣網友進行伴手禮的研究調查，在回收 5176 份有效樣

本後發現，消費者在選購伴手禮時最注重的是『禮品實用性』(51.1%)，『糖果/糕餅/零食』(44.8%)

為最喜愛購買的伴手禮種類，進一步的針對購買通路和伴手禮種類的交叉分析後發現，消費者傾向在

便利商店購買『糖果/糕餅/零食』，在一般店家/攤販購買『水果』的傾向較高；在入口網站、購物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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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藥妝店購買『補品/健康食品』的傾向較高，從中顯示出，消費者在選購伴手禮時，會以最快速

方便買得到伴手禮的方式進行選購，因此，在進行伴手禮市場發展時，須先瞭解各個通路的特性，以

方便消費者採購，同時擴大觸及潛在客戶，且須考慮價格、商品種類的配套，規畫不同需求與消費力

的產品，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綜合前述，本次專案將針對合作企業－新天地進行新產品開發策略，針對年菜、中秋節及一般伴

手禮進行新產品開發，同時結合現下消費者的養生與健康概念，發揮新天地的競爭核心能力，創造具

備高實用性且高品質的產品，並透過實體與虛擬通路的方式進行販售，同時也藉由不同的行銷手段像

消費者推廣行銷，進而達成組織的優勢競爭能力。而隨著外食人口比例的增加，尤以午餐的外食人口

比例最高，以及外食類型的調查整合分析與比較，將此資訊提供給本專案合作公司－新天地作一參

考。而新天地創立營業迄今已經超過一甲子的歲月，一直致力經營餐飲這塊市場，其核心能力從創立

至今皆為海鮮小吃的烹調能力。新天地目前提供的服務除了有歐式自助餐外，更提供了複合式餐飲、

海鮮小吃、國際會議廳與宴會廳等多功能服務，以滿足消費者服務多元化與多樣化的需求。故本次將

針對新天地既有的服務，進行新市場開發策略，以搶攻更多的潛在顧客，除了既有的小吃、自助餐外，

同時也針對午餐外食人口比例最高的外食族開發出『商務套餐專案』，吸引部分喜好中午至簡餐店用

餐的消費者。此外，本次專案也將針對既有的市場服務，增加新功能與新服務，以搶攻日漸增加的外

食人口，故而提出了『工商聚會專案』與『特殊節日專案』，都將結合時下消費者的特殊需求，增加

其服務內容。 

(四) 餐飲、婚宴、禮品市場 SWOT 分析 

 綜合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家座談與相關資訊的蒐集，本次專案針對現下的餐飲（一般餐飲、

婚宴、宴會）、禮品（禮盒包裝、禮盒內容物）市場與新天地進行 SWOT 分析與比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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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餐飲禮品市場 SWOT 綜合性分析 

SWOT 項目 內容 

S 優勢(Advantage) 

 海鮮小吃料理的關鍵核心能力 

 豐富的外匯實戰經驗 

 上百本食譜標準作業流程(菜單研發力) 

 企業品牌知名度高(品牌經營力) 

W 劣勢(Weakness) 
 禮品包裝需委外設計與生產 

 婚企人員訓練不足且流動率高 

O 機會(Opportunity) 

 伴手禮風潮興起，各地政府大力推行伴手禮 

 陸客來台，伴手禮商機上看億元 

 伴手禮風格內容多元化與實用化 

 婚宴客製化設計(各式主題與流程安排)需求增加 

 婚宴新人自主權增加 

T 威脅(Threat) 

 同質性產業競爭者眾多 

 產品相似性與模仿性程度高 

 不婚主義與少子化影響整體餐飲市場(含婚宴) 

資料來源：本專案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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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善用企業既有的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新產品與新市場等潛能開發，達成『提升企

業競爭優勢』的目標 

餐飲市場變化快速萬千，若不能擁有自我明顯的風格與特色，及具備良好的產品與服務，

都將無法吸引到消費者的目光與上門消費的機會。因此，企業在市場的行銷策略中，必須以獲

利為目的，同時也必須根據市場環境的不同，制定不同的行銷策略，故本次專案將協助提供新

產品與新市場策略，透過企業的核心能力與既有資源，進行其優勢發展。 

因此，本次專案在進行新產品新市場潛能開發前，首先會先針對現下的餐飲禮品市場進行

分析，透過資料蒐集、專家訪談、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式，獲得初步新產品新市場的相關

資訊，並結合企業的核心能力與組織策略發展的定位進行新產品與新市場的開發，預計將分別

會有『年菜、中秋節、伴手禮』等三項新產品開發，以及『商務套餐、工商聚會、特殊節日』

等三項新市場開發，如下圖所示： 

 

 

 

 

 

 

 

 

 

提升企業競爭優勢市場潛能開發圖 

 

專案目標一：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餐飲禮品

市場分析 

組織策略

發展定位 

企業核心能力 

企業既有資源 

新產品 

 年菜專案 

 中秋節專案 

 伴手禮專案 

新市場 

 商務套餐專案 

 工商聚會專案 

 特殊節日專案 

【新產品新市場潛能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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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產品開發 

 (一) 年菜專案 

近年來，年菜市場快速成長，外賣年菜為消費者提供許多年夜飯及過年時的新選擇。目前消

費者除了能從一般實體通路預定年菜外，隨著網路購物風氣的興盛與成熟，網路也成為年菜購買

的管道。然而，由於各餐飲業者在過年前皆競相推出各式年菜的預購活動，使得年菜的選擇越來

越多元化，因此，若要吸引消費者目光與實際購買年菜，餐飲業者所推出的年菜必須具備『獨特

性』的口味與選擇。 

根據創市際針對台灣地區 10~49 歲網友進行年菜預購的研究調查，載回收 206 份問卷統計

分析發現，受訪者會預購年菜的主要原因為『方便且省力』(79.6%)，其次為『想變換口味』與

『沒時間做年菜』，由此可推測出，由於雙薪家庭漸多，大部份的家庭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料理

年菜，因此預購年菜不僅可以省下時間，並透過不同的選擇達到不同的口味變換。此外，在預購

年菜的受訪者中，預算的控制與考量大多在『2001-3000 元』之間(25.7%)，而有一群受訪者表

示，3001 元以上的預算是可以接受的花費合理範圍內(共加起來有 45.6%)，不僅表示在預購年

菜的預算上，大部份的家庭是能夠接受中高價格的年菜，且從中能推測出可能因過年過節，家家

戶戶會聚在一起吃團圓飯，藉由較高檔的年菜來慰勞一整年工作的辛苦。 

而在年菜的偏好上，大部份的家庭較傾向獨特口味的創意年菜(27.2%)與少油低鹽的健康年

菜(25.2%)，從中表示出，近年來養生風潮興起，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擺脫過往傳統年菜形式，

高油、高鹽、高糖的年菜已經不是其首選，消費者不僅期望能吃得「特別」，同時也要吃得「健

康」。因此，本次新產品開發的第一項，即研發出多元且健康養生的創意年菜，藉由個案公司的

核心能力(50 年基礎的海鮮小吃)，揮別以往的年菜形式，以『低油、低鹽、低熱量、高纖』三低

一高的健康養生概念，並搭配中國人『吃年菜即開運』的觀點，發展出三大主軸： 

1. 獨特口味－以既有的料理手法與能力，搭配不同的創新元素，開發出獨具創意且養生開

運的年菜，吸引求新求變且吃得健康的消費顧客群。 

2. 滋補養生－將中國人滋補養顏的概念，藉由各式中藥材與食材的互相搭配，開發出具有

療癒與養生相俱備的年菜，以符合中老年人顧客群的需求及追求養生觀念的年輕族群。 

3. 健康創意－揮別傳統料理的大魚大肉觀念，以簡單、健康、養生的型態發展創意年菜，

藉由蔬果創造出不同的創意年菜，達到健康養生之目的，並吸引女性年輕的消費者族群。 

在銷售通路方面，除了新天地既有的實體通路銷售方式外，也可進行虛擬通路的鋪設，說明

如下： 

1. 實體通路－印製ＤＭ給前來用餐的消費者，提供年菜相關資訊外，並可提供外帶與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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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服務，在特定地區直接配送，將熱騰騰新鮮的年菜送到每一位消費者的家中。 

2. 虛擬通路－除了既有的全家便利商店與網路販售等虛擬通路外，也可藉由宅配冷藏的方

式，與宅配業者直接簽屬合作契約，將每一道出爐的年菜瞬間低溫冷藏配送至消費者家

中，同時也提供後續追蹤服務，透過員工的電話或電子郵件的拜訪，瞭解每位消費者食

用後的意見，以作未來菜單上的修正與改變。 

最後，在行銷推廣方面，除了既有的網路宣傳(官方網站、部落格)外，也可藉由口碑行銷、

活動與方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顧客群，說明如下： 

1. 口碑行銷－除了藉由消費者食用後的回饋意見公開於網路上，也可拍攝製作年菜的過程

與創意年菜的想法與觀點，來傳遞新天地追求的目標，以吸引更多的消費顧客群。 

2. 活動方案－舉辦促銷活動與年菜方案的搭配，吸引許多婦女族群的目光焦點，使消費者

能夠在促銷活動中便宜選購高品質的年菜或在不同的方案中，選擇對自己最適合的年菜

內容。 

(二) 中秋節專案 

 以一句『一家烤肉，萬家香』的廣告台詞，瞬間吸引了許多消費者的目光，在多種因素的融

合下，國人過中秋由傳統的賞月、吃月餅、剝柚子的活動轉變成『賞月、烤肉、吃月餅、剝柚子』，

家家戶戶每年到了這個時節，必定會去選購烤肉相關用品，故『烤肉』成為近年來中秋節最熱門

的活動，即使政府近年也宣導中秋團圓不烤肉的口號，卻因烤肉活動成為一般民眾中秋節時的首

選，故每年烤肉的家數仍然是高居不下。而每一個店家到了中秋節前夕，皆會大量準備烤肉用品

與各式食材，等待消費者上門選購與採買，有業者表示，在中秋節前後一周，烤肉醬的銷售業績

可上看百萬，是平常營業額的五十倍，而整體的銷售市場在這一周可創下近千萬的業績，不僅消

費驚人，也顯示出這具有相當能量的發展潛力。 

 然而，一般市售的烤肉食材大多品質較低，烤肉醬內容物添加許多防腐劑、味精與大量的化

學成分物質，使消費者在中秋烤肉慶佳節的同時，也吃下了許多致癌物質，此外，澱粉、肉類與

蔬菜的比例也不成正比，許多消費者在中秋佳節時容易吃下多過的澱粉與肉類，容易囤積在體內

變成脂肪且不易消除，進而影響體內血糖的變化。因此，本次新產品開發的第二項，即開發出健

康養生新觀念與推出低熱量的中秋節禮盒(烤肉類禮盒、月餅禮盒)，發展出兩大主軸： 

1. 輕食低熱量：藉由新天地的核心能力與既有資源，為消費者取得新鮮且高品質的食材，

並搭配『低糖、低鹽、低負擔、高健康』三低一高養生新觀念的獨家自製烤肉醬汁，期

望消費者在中秋佳節烤肉時，不僅能夠吃得愉快，同時也吃得健康、無負擔。 

2. 包裝新創意：除了新天地既有的尊爵禮盒外，也可於此時推出『低油、低糖、低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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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秋節禮盒，並於盒內寫上故事(Story)，以喚起消費者對中秋節由來的認識，並傳遞

新天地的經營理念與發展目標，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而包裝月餅的禮盒，也能於食用

完後轉變成實用的盒子(如：收納盒、筆筒)，以減少地球資源的浪費，並教導消費者保

護地球的觀念。 

在銷售通路方面，除了增加既有的銷售管道外，也可配合虛擬通路進行銷售，說明如下： 

1. 實體通路：於各分店門口鋪設中秋節禮品選購專區(季節)，並印製相關 DM 提供給消費

者於用餐後帶回家閱讀，於 DM 內印製烤肉用品與食材相關訊息，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與

購買動機，同時，也可與 7-11、全家、萊爾富等便利商店簽訂合約，於店內擺放中秋禮

盒相關訊息，增加產品曝光度。 

2. 虛擬通路：藉由宅配一日送達的方式，與宅配業者直接簽屬合作契約，將每一個中秋禮

盒迅速送至消費者手中，以確保品質與食材新鮮度，同時也藉由相關網站的產品照片與

內容說明方式，吸引喜愛上網選購禮品的消費者。 

最後，在行銷推廣方面，除了既有的網路宣傳(官方網站、部落格)外，也可藉由說故事行銷、

活動與方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顧客群，說明如下： 

1. 說故事行銷：將產品從食材內容、外觀包裝變成一系列的故事，透過員工與消費者的互

動過程，以說故事的方式推廣行銷中秋禮盒，創造消費者的感動與帶動商機，進而提升

產品銷售量。 

2. 活動方案：舉辦促銷活動與禮盒內容物的搭配方案，替每位消費者量身打造，以吸引不

同需求的消費顧客群目光。 

(三) 伴手禮專案 

 台灣近年來吹起一股伴手禮風潮，從地方政府到連鎖通路均搶進推銷伴手禮，企圖以地方特

色，將傳統美食、藝品重新包裝，並瞄準內需送禮與陸客來台，以搶攻上億元的伴手禮市場商機。

因此，各地政府近年開始透過網路票選與實地問卷挑選具備地方特色的十大伴手禮，許多餐飲業

者也摩拳擦掌細心準備每一樣獨特的伴手禮樣式，也因此，伴手禮市場日趨競爭，在行銷通路的

多樣化，使得每家廠商在規畫時須根據不同的需求與消費力進行生產，使產品與市場區隔能夠更

為精準。 

 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09 年針對台灣網友進行伴手禮的研究調查，在回收 5176 份有

效樣本後發現，消費者在選購伴手禮時最注重的是『禮品實用性』(51.1%)，『糖果/糕餅/零食』

(44.8%)為最喜愛購買的伴手禮種類，進一步的針對購買通路和伴手禮種類的交叉分析後發現，

消費者傾向在便利商店購買『糖果/糕餅/零食』，在一般店家/攤販購買『水果』的傾向較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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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網站、購物頻道、藥妝店購買『補品/健康食品』的傾向較高，從中顯示出，消費者在選購

伴手禮時，會以最快速方便買得到伴手禮的方式進行選購，因此，在進行伴手禮市場發展時，須

先瞭解各個通路的特性，以方便消費者採購，同時擴大觸及潛在客戶，且須考慮價格、商品種類

的配套，規畫不同需求與消費力的產品。 

 因此，為提升企業在市場競爭的能力，本次專案瞄準具有龐大潛在商機的伴手禮市場，開發

出獨具特色且多元化的新天地伴手禮禮盒，以既有的核心能力，開發出不同於以往的商品，發展

出兩大主軸： 

1. 創意商品多元化：除了既有的 XO 醬、土鳳梨酥與紅茶搭配的禮盒外，藉由新天地的核

心能力與相關資源，針對不同客群需求，開發出更多元化的商品，並根據不同的時節開

發出如時令海鮮禮盒、西式糕點等特色商品，使伴手禮的內容能更為豐富，消費者的選

擇也較多。 

2. 創意禮盒多樣化：制定不同的禮盒(大、中、小)款式，並強調每樣禮盒的用途與變化，

使伴手禮不再只是單純的送禮，藉由禮盒多樣化的表現，以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在銷售通路方面，除了增加既有的銷售管道外，也可配合虛擬通路進行銷售，說明如下： 

1. 實體通路：於新天地各分店內設置伴手禮專區(常設)，並印製 DM 給予前來用餐的消費

者，提供消費者用餐之後的新選擇，並可配合用餐的金額給予一定折扣，或於便利商店

內鋪設產品，提升產品能見度，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2. 虛擬通路：於網路上鋪設伴手禮銷售專區，提供不同消費金額的伴手禮，藉由相關網站

的產品照片與內容說明方式，吸引喜愛上網選購禮品的消費者。 

最後，在行銷推廣方面，除了既有的網路宣傳(官方網站、部落格)外，也可藉由試吃、說故

事行銷、活動與方案等方式，吸引更多的顧客群，並從中探尋可能之潛在消費者，說明如下： 

1. 試吃活動：於新天地各分店擺設伴手禮試吃區，提供消費者試吃各式產品，並採取『吃

一個，送一個』的方式，讓消費者在試吃結束後能將產品帶回家，以提高購買的機會。 

2. 說故事行銷：在消費者試吃的同時，員工也能將產品從食材內容、外觀包裝變成一系列

的故事，透過員工與消費者的互動過程，以說故事的方式推廣行銷伴手禮，創造獨具特

色且感動顧客的商機，增加消費者的選購機會。 

3. 活動方案：搭配如生日、喜宴、父母親節、過年等各式節日，推出不同的活動方案，吸

引消費者前來選購；亦可針對至新天地訂席或用餐的消費者，在伴手禮的選擇上給予折

扣優惠，以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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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產品策略診斷與規劃五架構 

診斷 

項目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組織策略(目標) 資源限制(SWOT) 流程製作(主軸) 關係鏈結(通路) 價值創造(行銷) 

年菜 

專案 

 多元創意年菜 

 獨特口味：創新元素 

 吃年菜即開運 

 網路購物速度快，通

路多樣化 

 年菜預購活動競爭高 

 獨特性年菜 

 滋補養生：中藥搭配食材 

 健康養生概念：低油、低

鹽、低熱量、高纖 

 健康創意：簡單、健康、

養生，蔬果為主要型式 

 實體通路：外帶、送到

家服務 

 虛擬通路：宅配冷藏；

電話、電子郵件後續追

蹤 

 口碑行銷：意見回饋 

 活動方案：年菜方案搭

配、促銷活動 

中秋節

專案 

 低熱量中秋節禮盒(烤

肉類、中秋月餅) 

 包裝新創意：禮盒小故

事、多功能禮盒 

 中秋禮盒發展潛力與

商機高 

 市售烤肉用品品質低 

 輕食低熱量：新鮮高品質

食材、自製烤肉醬汁 

 健康養生新觀念：低油、

低鹽、低負擔、高健康 

 實體通路：中秋禮品選

購專區、簽訂合約 

 虛擬通路：宅配一日

送、網站產品照片與內

容說明 

 說故事行銷：創造消費者

的感動與帶動商機 

 活動方案：自由搭配、量

身打造 

伴手禮

專案 

 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 

 運用核心能力，開發出

不同於以往的伴手禮產

品 

 伴手禮龐大潛在商機 

 產品多元化 

 通路選擇多樣化 

 伴手禮產業競爭力高 

 創意商品多元化：時令海

鮮禮盒、西式糕點 

 創意禮盒多樣化：不同禮

盒款式(大、中、小)、禮

盒多功能 

 實體通路：伴手禮專

區、用餐折扣、便利商

店 

 虛擬通路：網路鋪設伴

手禮專區、網路產品照

片與內容說明 

 試吃活動：吃一個，送一

個，增加購買機會 

 說故事行銷：創造獨具特

色取感動顧客的商機 

 活動方案：搭配各式節

日、訂席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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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市場開發 

本次專案在具體執行目標市場策略發展前，首先會先針對市場特性與人口特性劃分出一明顯的市

場區隔(Segmentation)，從中選擇對企業最佳的目標市場 (Targeting)，最後確立該市場的定位

(Positioning)，進而發展出最佳新市場發展策略，說明如下： 

 (一) 商務套餐專案 

近年來，餐飲產業百家爭鳴，加上外食人口增加，整體市場有持續擴大的潛力，根據全國營

養師工作的「外食人口飲食習慣大調查」顯示，一周至少五天在外吃飯的民眾高達八成，再根據

東方線上 2006 年版 E-ICP 行銷資料庫的調查發現，若讓消費者單選最近一周的用餐情形，多半

在外吃的人依造三餐與消夜的比例分別是：早餐 65%、午餐 81.2%、晚餐 45.7%與消夜 21.3%，

從中可以發現，外食族在外用餐的比例最尖峰的時間在午餐時段，推測因現代學生或上班族，因

中午仍然在外求學或洽公，故不回家開伙或吃飯的機會極高，多半會選擇以在外用餐的方式解決

其需求。 

而商務午餐的原意是指商務人士在業務談判時的一頓簡便午餐，其源自於美國，由於美國商

人重視效率，並講求實際，因此在與對方共進午餐時也進行洽商，故只把午餐視為談判的過程，

有邊吃邊談公務的意思。商務晚餐則是提供商務人士於出差落腳該住宿地點時所提供的餐點，因

國人在晚餐時多半會吃得比午餐豐盛以慰勞一天的辛勞，因此，商務晚餐所提供的餐點內容與整

體價格會比商業午餐稍微高級一些。 

新天地公司目前已開發出宴會(桌菜)與自助百匯(Buffet)兩種餐點的形式，尚無提供以一個

set 為主的套餐概念。然而，新天地各分店位置皆為於該區市中心，四周圍林立了許多辦公大樓

與洽公中心，潛在的商務市場發展機會大，故本次專案將針對商務人士的用餐型態與時間進行商

務套餐的專案開發。 

在商務午餐的部份，因考量到商務人士午餐休息時間的長短(大多約為 1.5 個小時)，故偏向

提供簡單、快速、方便的套餐，價格在新台幣 200~300 元之間，運用組織內部舉辦宴會與 Buffet

的核心能力，將既有之餐點切割成獨立的套餐，並發展出前菜、主菜與甜點等內容，吸引許多商

務人士成為中午休息時的新選擇。此外，本次專案因注重商務人士的健康，故將以少油、少鹽、

少糖的養生觀念來烹調食物，以減少商務人士長期在外飲食所造成的身體負擔，進而增進活力與

身體健康。 

在商務晚餐的部份，因體認到商務人士工作的辛苦與疲勞，故推出精緻商務晚餐，以高品質

及新鮮的食材，同時注入健康養生概念，搭配飲食均衡與營養的要點，開發出增進消除疲勞與活

力泉源的豪華套餐，定價約在新台幣 500 元~1000 元之間不等，並固定一段時候更換菜單，吸

引喜歡求新求變的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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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本次商務套餐專案乃採取『差異性行銷』，針對不同市場的需求，推出不同的產

品，以期激起商務市場的回應，並提供一個商務人士用餐的好去處。 

 (二) 工商聚會專案(大型、小型) 

工商聚會為大型餐飲業最常舉辦的宴會型態之一，凡舉獅子會、扶輪社或企業聚餐，都有其

一定的人數，因此，工商聚會時多半需要大型的場地與設備來支撐整場活動的演出。此外，工商

聚會較屬於特定時期才會出現的大型宴會，如尾牙、春酒時工商團體會聚在一起共同慶祝與歡

樂，新天地目前的各個樓層以具備這樣的特點，因而在舉辦類似這種大型宴會對新天地來說是較

輕鬆應付的。 

然而，台灣企業多屬於中小企業，一個企業裡面的總員工加起來可能不超過 100 位，而這

些小型的工商聚會新天地卻無法給予一個獨立且私密的空間，讓這些團體能夠在不被其他因素所

干擾的情況下愉快用餐，因此，新天地較無法掌握這層的潛在消費客源，也因此，本次專案將針

對大型宴會與小型工商團體聚餐進行市場策略上的改變，成為本次新市場發展專案的第二項目

標。 

在大型宴會部份，除了既有的硬體設備(場地、音響、燈光)外，也開始針對不同需求進行客

製化設計，針對不同的包廂型態進行主題串連，從整體活動到菜單的設計上作有系統的安排，使

消費者在每次消費不僅享受菜餚的美味外，也能保有不同的新鮮感受，讓這些工商團體能夠次次

擁有不同的感覺，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 

在小型宴會部份，本次專案除了改變過往的大型宴會型態，設置 30 人以下、30-50 人、50

人至 150 人以上為主的包廂型態，藉由隔板移動的設計，獨立出一間不受打擾安靜的用餐空間。

此外，也針對該包廂進行客製化設計，在舉行宴會之前先與該團體進行溝通聯絡，確定其聚餐的

主軸，進而針對不同需求進行不同的主題設計，藉此吸引喜歡不受外人打擾或獨特風格設計的企

業團體用餐，以發掘與維持這些潛在市場的商機。 

綜合前述，除了既有的大型宴會型態外，本次專案增加了小型宴會的發展機會，並透過『差

異性行銷』和『客製化行銷』，分別針對工商團體的需求給予不同如主題、硬體、菜餚等回應，

藉此吸引更多的潛在工商團體客群，以增加新天地營業業績。 

  (三) 特殊節日專案(情人節、生日、父母親節、滿月、結婚紀念日等) 

華人每年必定過的節日除了傳統的春節、中秋節與端午節等三大節日外，其他特殊節日如情

人節、生日、父母親節、滿月、結婚紀念日，也是國人每年必定會找尋三五好友、情人或親人一

起渡過的節日，因此，本次專案將針對這些節日進行新市場開發，同時結合新產品開發中的『伴

手禮專案』進行策略的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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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多人不怪」，台灣近年來吹起伴手禮風潮，凡舉從地方政府到連鎖通路均搶進推銷伴手

禮，以地方不同的特色，將傳統美食或藝術品重新包裝後上市販售。事實上，日本每年贈禮品的

市場商機高達新台幣 6 兆元，而台灣的送禮文化也一直從以前到現在就存在著，舉凡婚喪喜慶都

要禮尚往來一般，據調查發現，台灣光季節性禮品(如：春節、中秋節)就可以創造新台幣 2 千 5

百億的商機，再加上來回贈禮的購買機會，台灣贈禮品市場保守估計至少也有新台幣 5 千億的發

展商機。 

故本次專案將採取『個人化行銷』，針對這些特殊節日市場，為每一位特殊需求的消費者進

行量身打造，並根據不同的需求與個人目標進行主題風格(如：用色調搭配而成的特殊風格)設

計，及給予相關服務(如：攝影、音樂等)，同時也於宴會中提供特殊專人服務、節日小品(如：情

人節供給玫瑰、生日時供給蛋糕與小卡等)或新天地專屬伴手禮，以期替透過完整的流程替一位

前來用餐的消費者留下美好的印象，創造不同其他企業的形式與風格。 

而這些專案內容可以讓消費者自由選擇與搭配，公司則提供主動配合與積極詢問，表達新天

地對每個人的需求關切，達成『服務客人至上』的目標，同時也能藉由消費者用餐後的好口碑，

將新天地的組織發展目標傳達給潛在消費者，達到口碑行銷進而為組織帶來極大商機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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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市場策略診斷與規劃五架構 

診斷 

項目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策略發展(目標) 資源探尋(STP) 流程制定(服務) 關係鏈結(消費者) 價值創造(行銷) 

商務套餐

專案 

 提供商務人士用餐地點與

發掘潛在發展商機 

 周遭辦公大樓與洽公中

心林立 

 價位的變化 

 商務午餐：簡單、方便、快速 

 商務晚餐：豐盛、營養均衡、

精緻 

 商務人士  差異化行銷 

工商聚會

專案 

 照顧中小企業的特殊需求

與考量 

 中小企業數量多  大型工商團體：客製化設計 

 大型工商團體：主題包廂設計 

 各式節日聚餐 

 工商團體  差異化行銷 

 客製化行銷 

特殊節日

專案 

 替每位用餐的消費者留下

深刻印象 

 不同其他企業的專案形式 

 創造口碑行銷帶來的效益 

 華人每年必過的節日具

有潛在龐大商機 

 方案自由選擇與搭配 

 主題風格設計 

 相關專人服務 

 節日特殊小品 

 新天地伴手禮 

 一般消費者  個人化行銷 

 口碑性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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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值效益評估 

1. 新產品開發策略(以年為單位)： 

銷售地區 產品項目 內容 後續推廣 

大陸、台灣 

年菜專案 

以獨特口味、滋補養生、

健康創意的方式，納入低

油、低鹽、低熱量、高纖

的概念開發年菜相關商

品，共計 2 套。 

 通路： 

1. 新天地各分店著賣 

2. 大賣場：如大潤發、costco、愛買 

3. 便利商店：如 7-11、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 

4. 結合網路宅配 

 行銷：搭配網路宣傳、口碑行銷與活動方案，促

銷年菜商品。 

中秋節專

案 

以輕食低熱量、包裝新創

意，結合養生、低熱量的

概念開發中秋節相關商

品，共計 2 套。 

 通路： 

1. 新天地各分店著賣 

2. 大賣場：如大潤發、costco、愛買 

3. 便利商店：如 7-11、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 

4. 結合網路宅配 

 行銷：搭配網路宣傳、說故事行銷與活動方案，

促銷中秋節相關商品。 

伴手禮專

案 

以創意商品多元化與創

意禮盒多樣化的概念開

發伴手禮相關商品，共計

2 套 

 通路： 

1. 新天地各分店著賣 

2. 大賣場：如大潤發、costco、愛買 

3. 便利商店：如 7-11、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 

4. 結合網路宅配 

 行銷：搭配網路宣傳、試吃活動、說故事行銷與

各活動方案，促銷年菜商品。 

(1) 年菜專案產值估算： 

a. 單店：海鮮佛跳牆禮盒、鮑魚魚翅百匯禮盒 

(a) 一般價位：2,000 元×500 套＝1,000,000 元 

(b) 高價位：3,000 元×500 套＝1,500,000 元 

b. 大賣場：海鮮佛跳牆單品、鮑魚魚翅百匯單品 

(a) 一般價位：1,000 元×300 套＝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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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價位：1,500 元×300 套＝450,000 元 

c. 網路宅配：海鮮佛跳牆禮盒、鮑魚魚翅百匯禮盒 

(a) 一般價位：2,000 元×300 套＝600,000 元 

(b) 高價位：3,000 元×300 套＝900,000 元 

(2) 中秋節專案產值估算：中秋佳節烤肉禮盒、中秋月餅佳節慶團圓禮盒 

a. 單店： 

(a) 一般價位：500 元×500 套＝2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500 套＝400,000 元 

b. 大賣場： 

(a) 一般價位：500 元×200 套＝10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200 套＝160,000 元 

c. 網路宅配： 

(a) 一般價位：500 元×300 套＝1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300 套＝240,000 元 

(3) 伴手禮專案產值估算：新天地鳳梨酥禮盒、新天地罐裝蘆薈禮盒 

a. 單店：  

(a) 一般價位：500 元×500 套＝2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500 套＝400,000 元 

b. 大賣場： 

(a) 一般價位：500 元×200 套＝10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200 套＝160,000 元 

c. 網路宅配：  

(a) 一般價位：500 元×300 套＝150,000 元 

(b) 高價位：800 元×300 套＝24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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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市場開發策略(以年為單位)： 

銷售地區 產品項目 內容 

台灣 

商務套餐專案 
看準商務人士的市場，提供商業午餐與晚餐，並固定一段時候更換

菜單，吸引喜歡求新求變的消費者，共計 2 套。 

工商聚會專案 
改變過往的大型宴會型態，藉由隔板移動的設計，獨立出一間不受

打擾安靜的用餐空間，以新天地起桌價計算。 

特殊節日專案 
針對這些節日進行新市場開發，同時結合新產品開發中的『伴手禮

專案』進行策略的擬定，以新天地起桌價計算。 

婚宴專案 針對結婚新人進行專案設計，以新天起桌價計算。 

(1) 商務套餐專案(單店)： 

a. 商業午餐：300 元×300 套×10 月(扣除尾牙、春節)＝900,000 元 

b. 商業晚餐：500 元×500 套×10 月(扣除尾牙、春節)＝2,500,000 元 

(2) 工商聚會專案(單店加總)：8,000 元×500 場次＝4,000,000 元 

(3) 特殊節日專案(單店加總)：8,000 元×500 場次＝4,000,000 元 

(4) 婚宴專案(單店加總)：8,000 元×1,000 對＝8,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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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規畫成果報告書】 

 前後場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團體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個人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行政管理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婚宴市場關鍵績效指標 

 禮品市場關鍵績效指標 

 各級主管職能任務關鍵績效指標 

 

2010 

 計劃主持人：岑淑筱 

 共同主持人：吳成豐、趙芝良、吳祉芸 

 計劃助理：郭家毓、吳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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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建立符合『內部公平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薪酬管理制度，達成『人

力素質深耕化』的目標 

績效評鑑主要是對於員工在特定期間的工作表現進行評估，並提供後續組織如薪資調整、晉

升或解僱員工等相關決策的參考。因此，一套良好的績效評鑑不只成為員工發展的有效途徑外，

藉由後續的誘因與獎酬的提供，使員工為組織賣命工作，以提升企業整體競爭力。同時，績效評

鑑的結果也將使組織在發展策略上作一調整與因應。 

然而，一套適用組織內員工的績效評鑑不易取得，評鑑時常發生評估偏誤，而個案公司之績

效評鑑目前即有此問題，無法客觀且明確的選出組織內優秀的員工。因此，本次計畫為能建立一

套組織內部公平性與外部競爭力的績效評鑑標準，在進行設立個案公司的績效評鑑標準之前，會

先蒐集內部現有的績效評鑑與薪酬管理相關資訊，在彙整與分析比較過後，設置一套適用於組織

的績效評鑑標準與評量方法，並根據績效評鑑的標準設立明確且公正公平的薪酬管理制度，以期

正確留住優秀並淘汰不適任的員工，如圖 1 所示，建立的過程如圖 2 所示： 

 

 

 

 

 

 

 

 

圖 1 人力素質深耕化路徑目標圖

專案目標二：人力素質深耕化 

 組織內部公平性 

 組織外部競爭力 

組織績效評鑑

現況瞭解 

現有績效評鑑

資訊蒐集 

績效評鑑資訊

彙整與分析 

績效評鑑標準

調整與確立 

評鑑標準結合

薪酬管理制度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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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績效 

當期目標設定 

 

團隊績效 

 績效評估 

 

意見 

申覆 

定期召開 

主管會議 

各部門進行團隊

績效評分 

部門主管申 

請績效覆審 

1. 各部門主管提

出當期部門設

定之目標 

2. 各部門主管皆

同意其他部門

之目標設定 

1. 各部門主管依

該部門實際績

效進行記錄 

2. 總管理處主管

進行績效評分 

1. 未達獎金發放

標準之部門主

管可以向人資

部申請覆審 

2. 人資部收到申

覆後，請示管 

理部主管進行

結果覆查 

達成率設定 

a. 不設定 

b. 設定達成率 

(1) 各部門之達成

率皆相同 

(2) 依部門別不同

而有不同達成

率標準 

獎金發放比例 

a. 各部門皆可領

取：達成率愈 

高者獎金愈高 

b. 符合規定者 

(1) 設訂各部門 

之獎金比例 

(2) 部門均分 

團 

隊 

績 

效 

獎 

金 

發 

放 

個 

人 

績 

效 

獎 

金 

發 

放 

執
行
項
目 

執  

行  

方  

法 

標  

準  

設  

定 

達到公司目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時，則提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做為員工績效獎金 

團隊績效 

專業技術部門 

 

團隊績效 

 行政管理部門 

 

意見 

申覆 

部門主管進行 

個人績效評鑑 

依部門需求設 

定評分人員 

員工提出 

績效覆審 

1. 訂定評估內容

之比重 

2. 由員工之直屬

主管進行評分 

3. 專業：80% 

行為：20% 

1. 依部門需求設

訂評分人員人

數與部門別 

2. 指定之評分人

員依員工表現

進行評分 

1. 員工自評之分

數與績效結果

有差距者可提

出申請 

2. 員工自評分數

與績效評估結

果差距高達__

％，則應自動 

進行覆審動作 

（人資部檢核） 

績效等級 

優 5：90 以上、甲 4：80-90、 

乙 3：70-80、丙 2：60-70、 

丁 1：60 以下 

獎金發放標準 

a. 每位員工皆可領取－獎金會依績效等 

級不同而有不同 

b. 績效符合規定等級－由符合規定之員 

工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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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天地關鍵績效指標（KPI） 

 根據上圖的設立流程與標準，本次專案針對新天地進行關鍵績效指標的設立，如下所示： 

(一)  前後場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分數 

等級 
權重 

直屬

主管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1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2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3 
總分 總成績 

員工

本身 

服務態度 能面帶笑容、親切招呼提供即時迅速的服務給顧客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服裝儀容 個人服裝儀容符合公司規定要求           

職業道德 對於工作上的資訊不會隨意散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敬業熱忱 對工作與公司具有高度的熱心與向心力           

出缺勤 在工作中能堅守職務本分，不會無故擅離職守           

工作

職務 

工作品質 對於被指派的工作能完全無缺失地在時間內遵照工作程序完成           

判斷能力 工作遇到客訴情況發生時，在沒有工作手冊可參照情形下的應變能力           

溝通能力 在工作過程中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並使別人迅速瞭解當下情況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人際關係 無論本身情緒的起伏，仍與人和平相處並有效執行職務           

組織能力 對於複雜的工作能有條理且明確的解決方式           

團隊合作態度 能和諧且有效地跟公司同事、上司或部下一起工作           

自發性 對於自身工作以外的事情，仍會主動協助幫忙           

創新性 能主動針對工作現況提出改進工作效率的方法           

資料處理能力 公司各項報表與相關資料皆能準時完成並遵守公司 SOP 標準作業           

適用部門：餐飲部、廚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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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業職務團體關鍵績效指標 

部門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固定) 
當期目標設定 

(浮動-以具體數據說明) 

當期績效評估結果 

(以具體數據說明) 
達成率 (%) 總達成率 (%) 結果 

資材部 工作表現 

料帳時效性與正確性           

呆滯庫存與循環盤點           

材料採購成本降低       
 

  

新材料的開發   
 

      

整體工作行為表現           

管理部 工作表現 

各店一級保養督導效率           

總資訊設備一級保養達成率           

管理效能提昇           

整體工作行為表現           

財會部 工作表現 

(資金)日報表完成之時效性與準確性   
 

      

資金運用 / 控管       
 

  

成本掌控   
 

      

整體工作行為表現           

行銷企劃部 目標任務 

月份企劃案達成率           

企劃課行事曆達成率       
 

  

季節性商品業績達成率           

各店商品陳列與銷售活動的績效           

業務接單筆數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四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6 

專業職務團體關鍵績效指標（續） 

部門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固定) 
當期目標設定 

(浮動-以具體數據說明) 

當期績效評估結果 

(以具體數據說明) 
達成率 (%) 總達成率 (%) 結果 

廚務研發組 工作表現 

廚務單位內部稽核評點 
     

餘料盤點時效性與準確度 
     

每月行事曆執行成果 
     

整體工作行為表現 
     

餐飲管理組 工作表現 

各店餐飲單位每月稽核評分 
     

部門行事曆達成率 
     

整體工作行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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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業職務個人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個人績效 權重（80%） 員工自評－參考依據 

部門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百分比 分數 總分 評分人員 分數 總分 差距 

廚務研發組 工作表現 
月份、個人之餐飲製作標準書評分               

廚務單位術科、學科考試評點         
 

    

餐飲管理組 工作表現 
餐飲單位個人職責執行度         

 
    

餐飲單位每月內部稽核評分               

備註：總績效成績：專業績效分數 80%＋員工工作行為表現分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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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專業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專業職務人員行為評估量表 權重：20%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分數 總分 等級 評分人員 

工作品質 對被指派的工作，完全無缺失地遵照工作程序完成工作    

原始 

分數 

    

工作態度 在職務工作上，比別人更加努力，投入更多時間   

可靠性 在職務上，能按時完成工作   

判斷力 工作遇到新狀況，又沒有工作手冊可資參照時的應變能力   

團隊合作態度 能和諧地、有效地跟同事、上司、部下一起工作   

組織能力 對於複雜的工作能有條理、明確的解決方式   

革新性 能主動研究工作現況，提出改進工作效果的方法    

加權 

分數 
求知性 對於與工作相關的新事物，會透過任何途徑主動學習求知   

溝通能力 在工作過程中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並使別人迅速了解情況   

人際關係 無論本身情緒的起伏，仍與人平和相處並有效執行職務   

敬業熱忱 對工作與公司具有的熱心與向心力   

自發性 對於自身工作以外的事情，仍會主動協助幫忙   

配合度 與直屬主管的配合程度   

適用部門：廚務研發組、餐飲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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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政管理職務人員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分數 

等級 
權重 直屬主管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1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2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3 
總分 總成績 

工作品質 對被指派的工作，完全無缺失地遵照工作程序完成工作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工作態度 在職務工作上，比別人更加努力，投入更多時間               

可靠性 在職務上，能按時完成工作               

判斷力 工作遇到新狀況，又沒有工作手冊可資參照時的應變能力               

團隊合作態度 能和諧地、有效地跟同事、上司、部下一起工作               

組織能力 對於複雜的工作能有條理、明確的解決方式               

革新性 能主動研究工作現況，提出改進工作效果的方法               

求知性 對於與工作相關的新事物，會透過任何途徑主動學習求知      

加總

分數 

   

加總

分數 

   

加總

分數 

   

加總

分數 

    

溝通能力 在工作過程中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並使別人迅速了解情況               

人際關係 無論本身情緒的起伏，仍與人平和相處並有效執行職務               

敬業熱忱 對工作與公司具有的熱心與向心力               

自發性 對於自身工作以外的事情，仍會主動協助幫忙               

創新性 能主動針對工作現況，提出改進工作效率的方法               

配合度 與直屬主管的配合程度               

適用部門：資材部、管理部、財會部、行銷企劃部、人力資源管理組、經營分析組等間接部門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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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婚宴市場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分數 

等級 
權重 

直屬

主管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1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2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3 
總分 總成績 

組織

目標 

行銷推廣 婚企部門人員能夠準確的針對結婚的新人推廣與行銷婚宴產品組合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目標達成率 婚企部門人員能夠明確達成每月組織設定的目標 
     

員工

本身 

服務態度 能面帶笑容、親切招呼提供即時迅速的服務給顧客 
     

服裝儀容 個人服裝儀容符合公司規定要求 
     

職業道德 對於婚宴新人相關資訊不會隨意散播，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敬業熱忱 對每一項接洽的婚宴任務具有高度的熱心 
     

出缺勤 在工作中能堅守職務本分，不會無故擅離職守 
     

工作

職務 

工作品質 對於被指派的任務或工作能完全無缺失地在時間內完成 
     

流程安排能力 在事前的接洽、流程規劃與安排上符合新人與雙方家庭的需求 
     

危機處理能力 當婚宴進行中遇到突發狀況時，能在沒有工作手冊可參照情形下處理危機 
     

管理控制能力 在婚宴進行的時候能夠確實掌握現場狀況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溝通能力 在工作過程中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使對方迅速瞭解當下情況 
     

人際關係 無論本身情緒的起伏，仍與人和平相處並有效執行任務 
     

組織能力 對於婚宴複雜的工作能有條理且明確的解決方式 
     

團隊合作態度 能和諧且有效地跟團隊的同事、上司、部下或外部廠商一起工作 
     

後續追蹤服務 婚宴結束後能確實進行後續的服務與追蹤 
     

自發性 對於自身工作以外的事情，仍會主動協助幫忙 
     

創新性 能主動針對工作的現況提出改進工作效率的方法 
     

資料處理能力 公司各項報表與相關資料皆能準時完成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四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1 

(七) 禮品市場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分數 

等級 
權重 

直屬

主管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1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2 
總分 

對口主管

單位 3 
總分 總成績 

組織

目標 

行銷推廣 銷售人員能夠準確的推廣與行銷產品與禮品內容物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原始 

分數 

  

  

目標達成率 銷售人員能夠明確達成組織設定的目標 
     

員工

本身 

服務態度 能面帶笑容、親切招呼提供即時迅速的服務給顧客 
     

服裝儀容 個人服裝儀容符合公司規定要求 
     

敬業熱忱 對銷售的工作任務具有高度的熱心與向心力 
     

出缺勤 在工作中能堅守職務本分，不會無故擅離職守 
     

工作

職務 

工作品質 對於被指派的任務或工作能完全無缺失地在時間內完成 
     

判斷能力 工作遇到客訴情況發生時，在沒有工作手冊可參照情形下的應變能力 
     

溝通能力 在工作過程中能有效地傳遞訊息，使對方迅速瞭解當下情況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加權

分數 

人際關係 無論本身情緒的起伏，仍與人和平相處並有效執行任務 
     

組織能力 對於複雜的銷售工作能有條理且明確的解決方式 
     

團隊合作態度 能和諧且有效地跟團隊的同事、上司、部下或外部廠商一起工作 
     

後續追蹤服務 於產品販售結束後能確實進行後續的服務與追蹤 
     

自發性 對於自身工作以外的事情，仍會主動協助幫忙 
     

創新性 能主動針對工作的現況提出改進工作效率的方法 
     

資料處理能力 公司各項報表與相關資料皆能準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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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各級主管職能任務關鍵績效指標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分數 

等級 直屬主管 

(    %) 
總分 

對口單位 1 

同職級人員 

(     %) 

總分 

對口單位 2 

同職級人員 

(     %) 

總分 
部門員工 

(    %) 
總分 總成績 

基層

主管 

知人善任 

協助成長 

能夠了解員工所適合的工作內容與興趣     
 

              

能夠協助員工釐清及訂定工作目標     
 

  
 

  
 

  
 

  

能夠協助員工瞭解各項工作之作業流程、規範及本身的工作執掌     
 

  
 

  
 

  
 

  

能夠在工作上適時地提供員工建議     
 

  
 

  
 

  
 

  

能夠為員工安排適當的訓練及進修計畫，協助部屬職涯發展     
 

  
 

  
 

  
 

  

能夠根據員工不同的工作表現，給予適當的回饋     
 

  
 

  
 

  
 

  

能夠適時激發員工工作上的潛在能力     
 

  
 

  
 

  
 

  

能夠適時的授權員工     
 

  
 

  
 

  
 

  

基層

主管 

 

中階

主管 

以身作則 

鼓舞士氣 

能夠成為員工在專業上的學習對象                     

確實掌握部門團隊的年度工作目標     
 

  
 

  
 

  
 

  

能夠帶動本部門團隊員工的工作士氣     
 

  
 

  
 

  
 

  

重視整個行政團隊的績效更勝於個人績效     
 

  
 

  
 

  
 

  

能夠主導整個部門團隊行政工作上的作業流程     
 

  
 

  
 

  
 

  

能夠身先士卒，在專業工作上帶頭示範                     

中階

主管 

 

高階

主管 

確立願景 

凝聚共識 

能夠凝聚部門同仁專業上的見解與共識     
 

  
 

  
 

  
 

  

能夠根據企業願景，有效整合部門內各種不同的意見     
 

  
 

  
 

  
 

  

熟悉整體企業的運作模式與部門所應扮演之功能角色     
 

  
 

  
 

  
 

  

能夠根據企業整體策略，確立部門近期發展目標     
 

  
 

  
 

  
 

  

能夠確實掌握整個部門的運作模式     
 

  
 

  
 

  
 

  

知道如何有效帶領部門配合達成整體企業的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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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主管職能任務關鍵績效指標（續） 

評估

項目 
評估細項 評估內容 

分數 

等級 直屬主管 

(    %) 
總分 

對口單位 1 

同職級人員 

(     %) 

總分 

對口單位 2 

同職級人員 

(     %) 

總分 
部門員工 

(    %) 
總分 總成績 

高階

主管 

不斷超越 

提升價值 

能夠隨時檢討，不斷的改善部門的運作模式                     

針對工作上的問題，能夠不斷提出新的解決方法     
 

  
 

  
 

  
 

  

能夠激勵並指導部屬，持續學習並超越自我     
 

  
 

  
 

  
 

  

能夠有效的化解各種阻力，帶動並促進部門變革     
 

  
 

  
 

  
 

  

能夠配合組織未來的方向進行部門變革     
 

  
 

  
 

  
 

  

帶動部門團隊成員共同面對新的挑戰，持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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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藉由教育訓練需求、相關措施規劃與舉辦教育訓練，以提升員工職能與內部競爭優

勢，達成『人力素質優質化』的目標 

教育訓練之主旨在於強化員工的知識（Knowledge）、技能（Skill），針對不同的對象與主

題，進行不同方式的教育訓練。一場好的教育訓練，首先必須瞭解員工的職能缺口，進而進行

教育訓練課程與流程的規劃，使其能夠符合員工職能所須。此外，與課程相關的專業講師與講

義教材，也都將左右教育訓練的成效，因此，舉辦一場完整的教育訓練須要全方位的考量與妥

善的安排。 

故本次專案目標之一，在於提升組織內部員工的人力素質優質化，透過現場參與觀察實地

工作情況、深度訪談、專家訪談及蒐集組織現有相關資訊後，分析與探討出目前教育訓練不足

之部份，並結合個案公司未來的發展策略，進行妥善的安排。而個案公司因屬於餐飲業，服務

人員素質最為重要，因此，本次教育訓練會針對現場的服務人員進行創意訓練，從中激發出不

同的火花，以期提升服務人員的知能；此外，台灣婚宴市場近年來發展快速，如中僑、僑園等

相同類型的餐飲業者也都投入婚禮宴會這塊領域，故本次教育訓練欲針對個案公司的婚企部門

進行專業訓練，期望藉由國際禮儀、婚宴主持人與其他相關專業訓練來提升婚企部門的整體素

質，與其他企業作一抗衡；最後，組織內部的倫理道德是創造良好組織文化的要素之一，若能

有良好的倫理道德觀感，將能替組織帶來良好的氣氛，並進而創造組織整體效能，故本次將對

個案公司內部的員工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訓練，以期提升員工的道德觀感，達成強化整體人力素

質的目標。 

 

 

 

 

 

 

 

 

 

圖 1 人力素質優質化路徑目標圖

專案目標三：人力素質優質化 

 提升員工職能 

 提升內部競爭優勢 

教育訓練相關

資訊蒐集 

教育訓練需求

發展分析 

組織現有教育

訓練資訊 

教育訓練措施

規劃與發展 

教育訓練 

 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婚宴企劃教育訓練 

 員工倫理道德教育

訓練 

教育訓練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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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能力缺口分析 

 
 
 
 
 
 
 
 
 
 
 
 
 

宴會流程設計 

 

人力資源 

 

教育訓練成效 

 

創意設計 

 

GAP 

2009 年上市上櫃 

據點：東區店、北區店、梧棲
店、員林店、雅悅會館

及璽悅時尚會館 
營業項目：小吃、A la carte、

單點式套餐、宴會（如：
工商聚會、婚宴、喜
宴）、Buffet 

市場：團體宴會餐飲(如婚宴、

工商聚餐、節日聚餐等) 

 

現在 

 

未來 

目標市場與聚焦 

新產品開發： 

年菜專案、 

中秋節專案、 

伴手禮專案 

新市場開發： 

商務套餐專案、 

工商聚會專案、 

特殊節日專案 

 大陸市場 

 宴會(如:

工商聚

會、婚宴

與喜宴) 

 團體宴會

餐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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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診斷 

 
 
 
 是否瞭解組織與顧客群的特徵 

是否能預期顧客需求 

是否瞭解產品特質 

是否瞭解活動設計 

是否瞭解顧客關係管理的流程 

是否瞭解危機處理的程序 

顧客意見調查與反應 

顧客抱怨 

 

產品特質 

生命週期 

潛在市場 

活動 events 與節慶設計/流程與活動宣傳 

服務流程 

服務倫理流程 

專業倫理 

CSR 與組織形象/公益活動 

媒體公關/新聞稿 

產品活動的發佈與娛樂新聞 

網路行銷(部落格) 

顧客區域分佈/潛在市場顧客群 

 

產品適用/使用時機 

使用習性 行銷管理： 

 產品規劃設計 

 銷售管理 

 績效管理與分析 

企業倫理與服務禮儀： 

 CSR 

 CRM 

公共關係與媒體 

 新聞稿與媒體公關 

 活動設計 

創意開發與活動設計： 

 創意開發/腦力激盪 

 活動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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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設計 

 
 
 
 

台灣婚禮習俗 

婚禮市場趨勢 

主持技巧 

(台風+說話) 

彩妝與服飾搭配 

影片剪輯與設計 

 

 

服務管理 

與 

創意行銷 

婚禮企劃

專業能力 

高階 

中階 

基層員工與主管 

經營與管理能力 

領導統御 

決策分析 

危機管理 

績效管理 

營運實務與案例 

溝通與衝突管理 

 

創意開發 

主題婚禮設計 

顧客服務 

公共關係 

情緒與壓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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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內容架構表 

(一) 服務管理與創意行銷 

類別 課程子類別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服 

務 

管 

理 

與 

創 

意 

行 

銷 

 

(A) 

創意開發（A-1） 

 全腦開發 

 創意思考力 

 創意-提升創造力 

 邏輯思考法 

 知覺與溝通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主題婚禮設計（A-2） 

 活動規劃與設計 

 特色婚禮之設計 

 創意婚禮設計與完美呈現 

 胡湘苓 

顧客服務（A-3） 

 顧客心理與溝通協商技巧 

 溝通技巧-肢體讀心術 

 管理心理學-其實我懂妳的心 

 消費者行為與銷售心理學 

 餐飲消費者心理學 

 顧客服務管理 

 顧客關係管理 

 語言之溝通 

 非語言之溝通 

 企業倫理與服務禮儀 

 服務的力量 

 服務溝通與顧客滿意 

 顧客接待與抱怨處理 

 創造優質的服務品質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胡湘苓 

 胡湘苓 

 胡湘苓 

 胡湘苓 

 吳成豐 

 吳政和 

 吳政和 

 吳政和 

 吳政和 

公共關係（A-4） 

 個人公關與色彩心理學 

 組織公關 

 從品位學習到風格行銷 

 組織公共關係與媒體 

 人際溝通 

 人際關係與溝通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胡湘苓 

 胡湘苓 

 胡湘苓 

壓力與情緒管理（A-5） 
 有效時間管理 

 壓力管理與調適 

 岑淑筱 

 岑淑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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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禮企劃專業能力 

類別 課程子類別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婚 

禮 

企 

劃 

專 

業 

能 

力 

 

(B) 

台灣婚禮習俗（B-1） 
 婚禮中式禮俗 

 婚禮西式禮俗 
 待詢 

婚禮市場趨勢（B-2） 

 大陸慣用語與民俗風情 

 台灣婚禮市場剖析 

 婚禮市場分析 

 胡湘苓 

主持技巧（B-3） 

 提案與簡報技巧 

 婚禮節目之安排與設計 

 婚禮流程之安排與管理 

 岑淑筱 

彩妝與服飾搭配（B-4） 

 國際服務禮儀 

 商業禮儀 

 國際禮儀 

 彩妝造型與趨勢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影片剪輯與設計（B-5） 
 婚禮攝錄影記錄與規劃 

 威力導演 
 待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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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營與管理能力 

類別 課程子類別 課程內容 授課講師 

經 

營 

與 

管 

理 

能 

力 

 

(C) 

領導統御（C-1） 

 男女職場大不同 

 個人形象與魅力塑造 

 創新領導力 

 管理者的角色 

 組織中的領導與溝通 

 管理倫理 

 企業倫理的理論與實踐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吳成豐 

 吳成豐 

決策分析（C-2） 

 行銷策略 

 品牌行銷 

 創意行銷 

 餐飲行銷 

 顧客開發與整合行銷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胡湘苓 

 胡湘苓 

危機管理（C-3） 
 談判技巧 

 顧客抱怨與處理 

 岑淑筱 

 岑淑筱 

績效管理（C-4） 

 打造高績效團隊 

 職能導向管理 

 商圈活動管理 

 岑淑筱 

 岑淑筱 

 吳政和 

營運實務與案例（C-5） 

 從組織管理者的觀點看優質人力特質 

 團隊分工與合作 

 新產品開發 

 治理倫理 

 服務品質管理 

 連鎖餐飲管理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吳成豐 

 吳政和 

 吳政和 

溝通與衝突管理（C-6） 

 有效跨部門溝通協調 

 員工問題與衝突管理 

 溝通與衝突管理 

 協商與衝突 

 同理心與衝突協商 

 岑淑筱 

 岑淑筱 

 岑淑筱 

 胡湘苓 

 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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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講師資料 

 (一) 岑淑筱老師簡歷 

【中英文姓名】 

姓名：岑淑筱＜Shu-Hsiao, Tsen＞ 

【現職】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學術專長】 

﹝1﹞ 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2﹞ 組織行為、組織發展與創新、知識管理 

﹝3﹞ 策略管理 

﹝4﹞ 行銷學研究 

【產學合作計劃】 

計劃期間 計劃名稱 委辦單位 

2010/06~ 

2011/05 

【組織能力優質化與國際化】專案計畫— 

85 度 C 新品牌『麵包同話』的自我淬煉、 

品牌形塑與組織創新動能之研究 

國家科學委員會 

2009/05~ 

2009/12 

新科技、心品牌－ 

由 GIS 導入發展山水米品牌故事地圖 
經濟部商業司 

2008/07~ 

2009/05 

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業者創新研發計畫(玉珍齋) 
經濟部商業司 

2008/07~ 

2008/08 

精緻服務．服務極致： 

國際醫療服務禮儀訓練 
童綜合醫院 

2008/06~ 

2008/11 
協助辦理生物多樣性調查人員訓練班訓練案 

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 

2008/03~ 

2008/05 
Hair Box 行銷魅力、魅力行銷教育訓練 Hair Box 蕾莉集團 

2007/10~ 

2008/05 
張連昌薩克斯風 F1 創意生活提案 張連昌薩克斯風 

2007/09~ 

2008/02 
薪資福利制度改造計畫 新天地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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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老師簡歷（續） 

【專業演講與授課】 

日期 活動名稱 授課主題 

2010/09 台北縣公務人員 99 年政策行銷訓練班（第二梯次） 
組織公關與政策行銷、 

個人公關與色彩心理學 

2010/09 交通部觀光局 99 年旅遊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顧客抱怨處理與壓力調適 

2010/07- 

2010/10 
交通部觀光局 99 年領隊導遊職前訓練班 溝通技巧-肢體讀心術 

2010/03 台北縣公務人員 99 年政策行銷訓練班 
組織公關與政策行銷、 

個人公關與色彩心理學 

2010/03~ 

2010/09 
2009 個案撰寫研習營 個案撰寫輔導導師 

2009/12 
98 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人員暨高中職教師-工作世界

課程研習營 
工作世界展望 

2009/10 台北縣政府 98 年女性主管研習班 
溝通技巧與執行力& 

情緒與壓力調適 

2009/10 
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與提升產業競

爭力研習 
員工績效與人力資源管理 

2009/10 2009 年個案教學研習營 個案教學實施與成效評估 

2009/09 98 年度南投個案教學工坊第一期講座 
個案教學指引撰寫與個案教學

實作演練 

2009/08~ 

2009/09 
98 年度旅遊服務人員教育訓練 服務人員壓力調適 

2009/07 98 年領隊人員職前訓練講座 旅客心理與溝通協商技巧 

2009/06 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遊樂業提升優質服務教育訓練 觀光遊樂業服務與溝通技巧 

2008/10 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遊樂業提升服務品質教育訓練 
觀光遊樂業旅遊服務與溝通技

巧 

2008/06 交通部觀光局之觀光遊樂業創新服務講習 
觀光遊樂業之消費者心理學

（含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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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吳成豐老師簡歷 

【個人簡歷】 

姓名：吳成豐＜ Wu, Chen-Fong ＞ 

【現職】 

靜宜大學 企管系 教授 

【學術專長】 

﹝1﹞ 企業倫理、服務倫理 

﹝2﹞ 人力資源管理、教育訓練 

﹝3﹞ 組織行為 

【產學合作計劃】 

計劃期間 計劃名稱 委辦單位 

2010/01~ 

2010/06 
樹德企業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2010/01~ 

2010/06 
銀川有機米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專業演講與授課】 

日期 活動名稱 授課主題 

2010/01 逢甲大學 EMBA 專題演講 2008 北京奧運管理倫理探討 

2008/05/24~ 

2008/05/25 
中國東北大學主辦「第九屆中國 MBA 發展論壇」 

奧運、人文、MBA 教育「三位

一體論」 

2008/01 北京聯合旅遊學院專題演講 兩岸企業倫理的比較與發展 

2001/5/14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及信義文化基金會主辦「企業

倫理教學分享研討會」頒獎典禮暨教學分享研討會 
服務倫理的實踐 

2001/4/1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講座 

企業應成為自己的心靈治療

者—由台灣企業【治理倫理】

的角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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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吳政和老師簡歷 

【個人簡歷】 

姓名：吳政和＜ Wu, Chen-Fong ＞ 

【現職】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學術專長】 

﹝1﹞ 觀光學 

﹝2﹞ 餐旅館管理 

﹝3﹞ 連鎖經營 

﹝4﹞ 人力資源管理 

【專業演講與授課】 

日期 活動名稱 授課主題 

2010/09/09 裕元花園酒店教育訓練活動 課程講師 

2008/10/27 交通部觀光局「觀光旅遊業提升服務品質訓練」 課程講師 

2008/10/22 豐原中學 97 學年度學群系列講座 活動講師 

2008/08/08 童綜合醫院教育訓練活動 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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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胡湘苓老師簡歷 

【個人簡歷】 

姓名：胡湘苓＜Shiang-Lin, Hu＞ 

【現職】 

和實創意工坊 執行長 

【學術專長】 

﹝1﹞ 媒體公共關係、國際禮儀 

﹝2﹞ 整合性創意行銷、消費者心理與行為 

﹝3﹞ 活動規劃與執行 

﹝4﹞ 餐飲/宴會管理 

【教學經歷】 

計劃期間 計劃名稱 委辦單位 

現職 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兼任講師 

現職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系 兼任講師 

現職 中台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兼任講師 

現職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處 講師 

2009/02~ 

2009/07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海外青年技術班＞ 講師 

2009/06~ 

2009/07 
2009 觀光局旅遊接待人員訓練班 講師 

2008/12~ 

2009/01 
2008 台灣觀光產業培訓列車 講師 

2008/10~ 

2008/12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陸客接待人員培訓班＞ 講師 

2008/04~ 

2008/06 
靜宜大學推廣教育＜餐飲管理班＞ 講師 

2008/10 青輔會原鄉時尚＜餐飲文化研習營＞ 講師暨活動評審 

2008/09 童綜合醫院教育訓練＜精緻服務．服務極致＞ 活動總監暨講師 

2008/07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客家美食創意比賽暨人才培訓專案＞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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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育訓練活動安排 

 本專案於執行的過程中，結合人力資源發展優勢理論，安排一系列的教育訓練活動，以提升新天

地人力素質，活動安排內容如下所示： 

(一) 教育訓練活動簡介 

人力資源管理強調「優勢發展」(edge development)，企業內教育訓練之目的即為培養並強化

主管的自我競爭優勢。對企業而言，實施教育訓練是為彌補經營目標與現況人力資源的落差，將員工

能力不足的損失，控制到最小；另一方面，透過教育訓練提昇員工的知能，引起學習動機，盡而促進

工作的滿足感。因此，企業教育訓練是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實施教育訓練的目的，乃在協

助企業實施經營理念與達成企業目標。因此，本著專案目標－『人力素質優質化』，本專案以課程設

計搭配活動穿插，擬定出以下三大課程主題，與既有的理論教學相輔相成：『主題婚禮設計』、『彩妝

與服飾搭配』、『溝通與衝突管理』。 

1. 主題婚禮設計：針對婚宴從開始到結束，如何與新人及雙方家庭溝通，瞭解其個別需求，並

針對婚宴設計進行一連串的啟發與訓練，提升員工的婚宴設計知能。 

2. 彩妝與服飾搭配：針對彩妝的顏色、顏料與搭配、服飾的顏色與搭配，進行心理學解說，並

援以大量實例，讓學員能夠瞭解在面對顧客時應著何種顏色的彩妝及服飾，增加彼此的互動

性、信賴性。 

3. 溝通與衝突管理：針對員工及顧客彼此之間最常見的溝通，及其潛在可能導致的衝突進行相

關解說，透過大量的管理小故事，以寓言的方式告訴學員在面臨各種情形時應該如何解決，

方能降低不必要的摩擦，增進彼此的工作默契、效率及效能。 

(二) 教育訓練活動精神 

 1. 突破 成就典範傳奇 

 2. 淬鍊 致力追求卓越 

 3. 沉潛 厚植堅強實力 

(三) 活動內容與方式 

本次教育訓練活動主要以『精彩服務、妝點人生、領導卓越、拔萃頂尖』為主要訴求，為了達到

此訴求，教育訓練內容規劃分為『主題婚禮設計』、『彩妝與服飾搭配』、『溝通與衝突管理』等三大課

程。透過課程講授、實務操作與案例分析等方式的課程活動設計，使此次參加受訓之學員們能獲取於

職場時所需之相關技巧與能力，具備相關知能。活動議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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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天地國際餐飲集團教育訓練 

時程 課程項目 授課講師 助理 

08：30~08：40 歡迎光臨（報到分組）  助理全員 

08：40~09：20 課程活動始業式 岑淑筱、吳政和、胡湘苓 助理全員 

09：20~12：00 主題婚禮設計 岑淑筱 郭家毓、潘相蓉 

12：00~13：00 午餐時間 黃芊瑜、林怡璇 

13：00~14：45 彩妝與服飾搭配 胡湘苓 蔡筱芸、吳明芳 

14：45~15：00 TEA TIME & BREAK 黃芊瑜、林怡璇 

15：00~16：30 溝通與衝突管理 吳政和、各關關主 林念慈、賴宗成 

16：30~17：00 課程活動總結與結業式 岑淑筱、吳政和、胡湘苓 助理全員 

(四) 活動當天主要工作內容 

姓名/英文 內容 連絡電話 

岑淑筱老師(Rebecca) 活動主持人、講師【主題婚禮設計】 0939-134906 

吳政和老師(David) 活動協同主持人、講師【溝通與衝突管理】 0933-455784 

胡湘苓老師(Shaline) 司儀、講師【彩妝與服飾搭配】 0920-698989 

吳明芳(Dora) 總場控、小隊輔 0930-859063 

郭家毓(Peter) 機動、小隊輔、帶動唱、影片製作 0937-771446 

賴宗成(Neil) 活動關主、小隊輔 0918-488300 

蔡筱芸(Olivia) 活動關主、小隊輔、司儀協助、影片製作 0911-699016 

林念慈(Nereid) 活動關主、小隊輔、物品保管總負責人 0958-170699 

潘相蓉(NaNa) 活動關主、小隊輔、影片製作 0923-326577 

黃芊瑜(Heidi) 攝影師、錄影師 0972-362986 

林怡璇(Joanna) 攝影師、錄影師 0930-057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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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訓練執行成效 

 本專案團隊在建立相關講師資料庫與講義資料庫的同時，也結合人力資源資訊系統(HRIS)，將相

關資料放置於此平台中供組織內員工使用。而為能強化員工的相關知能及減低員工能力缺口，在課程

設計方面除了符合企業的需求外，也檢視組織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員工所須的相關能力，藉由課程講

義 word 檔及 ppt 檔的上傳，建立一套完整的訓練機制，如下圖所示： 

 

 

 

 

 

 

 

 

 

教育訓練循環圖 

此外，本專案於執行過程中，已先後於裕元花園酒店、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與普威達人力仲介

公司進行三場教育訓練，預計未來將於台中亞都麗緻(Hotel One)進行一場次的教育訓練。裕元花園

酒店為寶成集團旗下的子企業，目前於台灣及中國大陸開設五星級觀光飯店；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則販售天然有機食材，且將海藻融入產品當中，為台灣知名的有機企業；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則在提

供求職人員相關的人力派遣及公司仲介。由前述可知，本專案團隊所執行的教育訓練不只是適於觀光

餐飲業，也能複製擴散至其他行業與產業，如下圖所示： 

 

 

 

 

 

 

 

 

 

教育訓練複製擴散產業圖 

教育 

訓練 

HRIS

平台 

課程 

講義 
訓練 

機制 

複製 

擴散 

餐飲業 

旅館業 其他 

產業 

 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裕元花園酒店 

 亞都麗緻 
 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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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教育訓練過程中所拍攝的相關照片： 

(一) 裕元花園酒店教育訓練 

 

 

 

 

 

 

 

 

 

 受訓公司：裕元花園酒店 

 拍攝地點：裕元花園酒店二樓 

 課程講師：岑淑筱副教授 

 課程助理：吳明芳、郭家毓、林念慈、潘相蓉 

 

 

 

 

 

 

 

 

 

 

 課程進行方式： 

1.  講授法 

2.  管理小短劇 

3.  管理影片 

4.  案例分享 

5.  互動式學習 

6.  闖關活動 

 

 

 

 

 

 

 

 

 

 

 本次教育訓練主要以講授法的方式進行，輔以

管理小短劇、影片及與學員互動，提升學員受

訓時的意願與學習情緒。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8 

裕元花園酒店教育訓練(續) 

 

 

 

 

 

 

 

 

 本次教育訓練共包含『管理者的角色與功能、

壓力調適與管理、面試溝通與技巧』等三大課

程。 

 

 

 

 

 

 

 

 

 

 

 早上一開始當學員陸續報到後，即進行暖身活

動。本次教育訓練團隊特地編製早操，協助學

員能夠在活動開始的熱身外，也將學員帶入學

習的殿堂。 

 

 

 

 

 

 

 

 

 除了三大課程外，下午也舉辦兩場闖關活動，

透過關主的介紹與學員彼此之間的互動，達成

『寓教於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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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元花園酒店教育訓練(續) 

 

 

 

 

 

 

 

 

 

 

 本次教育訓練有設置獎勵積分的活動，除了學

員個人能夠加分外，也替團隊加分。主要目的

在提升學員的團隊向心力與追求個人榮譽，表

現傑出者頒發教育訓練獎狀以示鼓勵。 

 

 

 

 

 

 

 

 

 在活動進入尾聲後，也頒發本次教育訓練表現

傑出的學員，並邀請總經理共同合照，除了有

獎勵學員的用意外，也表示出總經理對此教育

訓練的重視。 

 

 

 

 

 

 

 

 

 

 

 最後，也邀請總經理、副總經理及人力資源部

副理與本專案團隊大合照作為留念，畫下完美

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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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育訓練 

 

 

 

 

 

 

 

 

 

 

 受訓公司：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拍攝地點：天和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內部 

 課程講師：岑淑筱副教授 

 課程助理：吳明芳、郭家毓 

 

 

 

 

 

 

 

 

 

 

 課程進行方式： 

1.  講授法 

2.  管理小短劇 

3.  案例分享 

4.  互動式學習 

 

 

 

 

 

 

 

 

 

 

 講師學員互動：講師走入學員群中，以親身示

範的方式與學員互動，並傳授訓練知能。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21 

(三) 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教育訓練 

 

 

 

 

 

 

 

 

 

 

 受訓公司：普威達人力仲介公司 

 拍攝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課程講師：岑淑筱副教授 

 課程助理：林念慈、潘相蓉 

 

 

 

 

 

 

 

 

 

 

 課程進行方式： 

5.  講授法 

6.  管理影片(如投影背景所示) 

7.  案例分享 

8.  互動式學習 

 

 

 

 

 

 

 

 

 

 

 會後互動：提供有興趣的員工講義電子檔，並

解答學員對於課程疑問之處，同時也與學員合

影，作為本次教育訓練的證明。 

 



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04-26328001 #13511

shtsen@pu.edu.tw 2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授課講師：岑淑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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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力開發-提升工作效率

岑淑筱
副教授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E-mail: shtsen@pu.edu.tw

腦力激盪-小遊戲part1

瑪莎要把她的兩個孩子(羅傑、莎拉)與貓咪

抱進車子裡，但她的手受傷了，所以每次只能

先抱一個孩子或先抱貓進車子裡。但羅傑跟莎

拉都不能單獨跟貓咪留在一起，因為莎拉會用

力抓貓的尾巴，搞得貓咪四處亂竄，羅傑則是

穿著剛買的水手服，不能沾上貓毛。瑪莎該怎

麼做，才能以最少的來回次數，把孩子跟貓抱

進車子呢？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腦力激盪-part1解答篇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第一趟：把貓抱上車，空手回來
第二趟：把羅傑抱上車，貓抱回來
第三趟：把莎拉抱上車，空手回來
第四趟：把貓抱上車

腦力激盪-小遊戲part2

在一場婚禮中，有六個人名叫Chris，

他們全都有親戚關係。 Chris是Chris

的表兄妹， Chris是Chris丈夫的姐姐

， Chris跟Chris結婚。

請問：

最多能有幾個女的Chris？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腦力激盪-part2解答篇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5個

人的大腦

腦核：掌管人類日常基本生活的處理。

腦緣系統：包含杏仁核與海馬迴等，負責行動、情緒、記
憶處理等，另外，它還負責體溫、血壓、血糖、以及其他
居家活動等。

大腦皮質：負責人腦較高級的認知和情緒功能，它區分為
兩個主要大塊----左大腦和右大腦，各大塊均包含四個部
份----額葉腦(Frontal Lobe)、頂葉腦(Parietal Lobe)、枕
葉腦(Occipital Lobe)、顳葉腦(Temporal Lobe)。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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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時間管理 達成目標!!

岑淑筱 副教授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E-mail: shtsen@pu.edu.tw

你會不會………？

常常有許多想做的事，卻一直都沒有時間？

總覺得有做不完的事？時間不夠用？

手邊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等著去處理，卻不

知從何著手？

2授課講師：岑淑筱

時間管理是什麼？

「時間是最稀有的資源，不能管理時間，就不能管理其他的事
情；換句話說，要先學會時間管理，才能做好資產管理。」

--Peter Drucker

時間管理並不是真的要你去管理時間，而是管理

自已如何善用及分配你自己的時間

自我管理即是改變習慣, 增加工作績效, 提高效能

「效率」只是把事情做對

「效能」卻是做「對」的事情

3授課講師：岑淑筱

時間的特性

供給毫無彈性

無法加以囤積

無法尋找替代

無法失而復得

4授課講師：岑淑筱

時間管理觀念

在不斷流失的時間裡進行自我管理-

「付諸行動」-凡事需實踐才有價值

時間的成本概念-時間的價值 v.s 金錢

時間管理是成功的重要金鑰

-用有限時間，達成最大效益

5授課講師：岑淑筱

創造時間

檢視零碎時間

計算零碎時間

善用零碎時間

零碎時間設計

6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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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跨部門溝通協調

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04-26328001#13511
shtsen@pu.edu.tw

何謂溝通

溝通：訊息的傳達、接收與解讀。

目的：蒐集、處理及傳播資訊。

2授課講師：岑淑筱

溝通金三角

3授課講師：岑淑筱

溝通風格

此類型溝通者會不經思考狀況下做出回

應，主宰對話進行權，鮮少傾聽而不打

斷別人意見，較無法與他人交換意見

「軟弱被動」構通模式 「近身式」構通模式
此類型溝通認為自已為屈從的角色，但

比被動式講通者更難應對，不敢表示其

想法，容易錯失機會

「理性的」構通模式
類型溝通者會主動長達自已的意見與考量，

會讓他人了解他所關心、在意的。不只表報

自已，也給對方表達的機會，雙向溝通。

4授課講師：岑淑筱

正確的溝通

何事What

何人Who

何時When

何處Where

為何Why
如何How

5授課講師：岑淑筱

建設性溝通

Listen
•判定式：
以「肯定」或「否定」
來定對方的狀況

•方向式：
給予預定選擇來確認
對方的方向

•開放式問句：
藉此可獲得更多資訊

所有溝通中技巧中，

傾聽為最重要，亦是
建設性溝通的基本核

心，能建立有效關係
橋樑的連結

庝 Look
觀察對方的各種

非語言性反應，

如臉部表情、手
勢與肢體動作等

Ask

6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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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策略

岑淑筱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授課講師：岑淑筱

行銷

溝通、表示、
化解、認同

異中求同、
化解兩極歧異

Definition for 
Marketing

溝通＂你有＂
與＂他無＂

告知、提供所需

強心記憶、
烙下痕跡

出奇制勝、異軍突起
以小博大、藉力使力

形塑印象（image）
、創造差異
明確定位、我有你無、或

你有我無（缺點）
相互比較（明表）不言可

喻（暗喻）

2

授課講師：岑淑筱

行銷的創意

3

生活中的共同的體驗、共同的記憶、共識、共鳴

莞爾一笑（幽默的）

原來如此

同仇敵愾、恍然大悟

打破思考的慣性、放大／聚焦引爆點，另闢蹊

徑、反向操作

出人意表、出乎意外

1

2

喚出深層的感受，換出根本的關注3

廣告類型

授課講師：岑淑筱4

專家式／告知式／
報導式

證言式／使用者現

身說法

比較法／辯証法

幽默式／趣味式

嚴竣式／警言式

連續式／四格漫畫式
／穿插式

懸疑式／探索式

廣告類型

行銷

授課講師：岑淑筱5

Marketing

Value/Exclusive

Image/Story Service/Facilities

Product
Promotion

Price/Cost

授課講師：岑淑筱

行銷

H
T

O

U

C

T.O.U.C.H.原則

Target

Opinion/

Opportunity/

Options

Understanding

Channel/Chance

Honest/

Honor/

Harvest

6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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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電話：(04)26328001#13511

手機：0939-134906

E-mail: shtsen@pu.edu.tw

2授課講師：岑淑筱

生活

習慣

能力

力量

成就

行動 效率

生活

習慣

團結

和諧

直覺

支持 人際

3授課講師：岑淑筱

1

2
3

4

4授課講師：岑淑筱

5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第 27 頁



個人公關
與

色彩心理學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TEL : 04-26328001 # 13511
Email : shtsen@pu.edu.tw

色彩心理學

序曲

人際關係 vs. 人際溝通
如何與他人溝通，解圖他人的心意，以致

有效傳達自我想法與適切的表現。
溝通的本質 發揮影響力 眾志成城溝通的本質→發揮影響力，眾志成城

溝通的方式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語言

非語言
色彩心理學

肢體互動

溝通秘訣(一)

表情→達意

3授課講師：岑淑筱

何謂溝通

溝通：訊息的傳達、接收與解讀。
目的：蒐集、處理及傳播資訊。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我說你聽」不叫溝通

溝通使你更有力量

如何擺脫溝通壓力
溝通需要的是好口才，還是好脾氣？
同一句話也會引發不同反應
你想的不等於你說的
為成功的人生扎根
成為溝通e世界的高手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我說你聽」不叫溝通

溝通需要的是好口才，還是好脾氣？

除了說話之外，
你還需要改變個性!

接通妳的溝通路線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你還需要改變個性

面對溝通感覺痛苦

面對溝通有壓力

面對溝通不快樂

覺得溝通無意義

面對溝通我沒把握

優先改善你的個性

改變你的行事作風

容納不同的價值觀

面對刺激的言行，
反應不能太激烈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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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E-mail: shtsen@pu.edu.tw

個人形象
與

魅力塑造

Rebecca's HRWorkshop 2

『魅力，是指一個人與自己所累積

下來的奮鬥歷史之間的戰鬥。』

何謂魅力

• Charisma

Rebecca's HRWorkshop 3

吸
引
力

影
響
力

個人形象的傳達

Rebecca's HRWorkshop 4

編

碼

編

碼

反饋

形象傳達路徑

知識
經驗
信仰
態度

知識
經驗
信仰
態度

語言

文字

動作

手勢

A B

個人風格之類型

支配型/

指揮型

服從型/

思考者

影響型/

社交型

穩健型/

支持者

Rebecca's HRWorkshop 5

個人風格-支配型

• 直接、控制與獨斷

• 反應快、善言詞

• 自信十足，但容易忽略別人的感受

Rebecca's HRWorkshop 6

拿破崙
代表
人物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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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04-26328001 #13511

shtsen@pu.edu.tw

2授課講師：岑淑筱

3授課講師：岑淑筱 4授課講師：岑淑筱

5授課講師：岑淑筱 6

人的情緒會互相感染，主管展現出負面情緒將會使員工產生離
開的念頭；如果主管展現出正面樂觀的態度，將可帶動員工的
績效與效能

員工會把主管對自己的態度看做是公司對待自己的看法
，他對公司的看法大部分都來自於上級主管的意見和度
，對於員工，公司或許與上級畫上等號。

領導和員工的職責應該界定清楚，不能總是一竿子
插到底，要學會相信自己的團隊，相信底下的員工
能夠把事情處理好

下屬對上司的信任包含：專業突出能力
、長遠規劃眼光、溝通能力，都將使下
屬展現出其執行力

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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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心理與溝通協商技巧

關於溝通－回應人性需求與溝通心理學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岑淑筱

副教授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序曲

如何與他人溝通，解圖他人的心意，以致

有效傳達自我想法與適切的表現。

溝通的本質

溝通的方式

語言

非語言
色彩心理學

肢體互動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場
所

產
品

服
務

活
動

Tone調

說故事行銷

體驗式(非只DIY)

的活動流程
突顯產品特性

的互動

體驗式的情境設計

無形

有形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溝通秘訣

表情→達意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溝通中的自我
自我察覺與不同類型的自我：

自己知道 自己不知道

別
人
知
道

別
人
不
知
道

公開我

隱藏我

盲目我

未識我

圖 周哈里氏窗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溝通與聆聽

主動聆聽的技巧

面部溝通

眼神交流

空間與領域的溝通

影響空間溝通的因素

溝通的領域性

色彩溝通

衣著、穿戴與氣味

空間裝飾

嗅覺溝通

禮物的溝通訊息

觸摸（意義與文化差異）

沉默（功能與文化差異）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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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禮儀 ~

TEL : 04-26328001 # 13511

Email : shtsen@pu.edu.tw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禮儀，
給你優雅競爭力

Wolfson 禮貌的倒U理論

不同關係擁有不同的禮貌程度。

禮貌程度：低→陌生人和親密朋友；高→普通朋友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禮
貌
程
度

高

低

親密朋友普通朋友陌生人

職場穿著篇

衣領的形狀

「圓領」有易親近、大方的感覺。
「方領、一字領」有俐落、專斷的感覺。方領 字領」有俐落 專斷的感覺
「V領」介於中間。

領子不要有閃電的形狀( )，因為會有霸氣，主管
不愛。

領子往下感覺較易親近。

胸部豐滿的女生避免穿針織圓領及襯衫領子大片的
衣服。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職場穿著篇

西裝褲要蓋住腳跟的2/3，前面不可看到襪子。

第一件西裝不可買雙排扣，也不要領開太低，到胸部附
近較差不多，在胸線和肚臍的一半，超過以下就太低。近較差不多，在胸線和肚臍的 半，超過以下就太低。

男生的領帶的V頭，應過皮帶下的三、四個指頭。

襯衫的袖子要長於外套。

肩線在腋下往上那條線的地方。

肚臍往上的兩公分即是外套的腰線處。

屁股的2/3的地方即是外套長度， 短也要1/2處。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職場生存術

(1) 交換名片與自我介紹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2) 電話禮貌術

(3) 關係你我他

職場生存術 part 1

交換名片 & 自我介紹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社交三部曲：介紹、握手、交換名片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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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服務禮儀 ~

Personal Style and Image Management

TEL : 04-26328001 # 13511

Email : shtsen@pu.edu.tw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禮儀，
給你優雅競爭力

禮儀的定義與來源

來源：
1. 風俗民情。 （婚禮、聘金）
2 生活習慣。（習以為常、習以為用）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2. 生活習慣。（習以為常、習以為用）
3. 天性與慣性。

定義：
 禮 →藏於心，發於外。
 儀 →存乎一心，依循的原理。

☆所謂行禮如儀。

禮儀的三層面

身：親疏遠近，行禮如儀。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心：存乎一心，知其所以。

靈：心有所悉，感同身受。

性別角色與刻板印象

 男性or女性

(1)小學老師 (2)大學教授 (3)醫師

(4)護士 (5)經理 (6)秘書(4)護士 (5)經理 (6)秘書

(7)司機 (8)清潔工 (9)打字員

(10)工程師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禮儀的應用

身體姿勢的表達(ex. 模特兒)

商用應對禮儀

日常生活禮儀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1)走姿

(2)站姿

(3)蹲姿

EX：行進禮儀

1. 男女朋友同行時

2. 長者同行時

3. 三人同行時

1 2

3

二人前後行，前為尊。三人並行，中為尊，右次之。三人前後行，前為尊，中次之。

宴會禮儀

Why “親吻” 與 “擁抱” ？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Why 盤底、湯勺朝外？

Why 主人 與 位尊者 先品酒？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第 33 頁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岑淑筱

Tel：(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 人力資源是優勢發展

• 龜兔賽跑→妳是哪一個？

• 在下圖中，你會怎麼做選擇？

授課講師：岑淑筱 1

Go for 
Future

專
業

愛
情

生
活

Seize your mind

 寫下你喜歡的「顏色」，並寫下三個形容詞來形

容對此「顏色」的感覺。

 寫下你喜歡的「動物」，並寫下三個形容詞來形

容對此「動物」的感覺。

 寫下你喜歡的「城市」，並寫下三個形容詞來形

容對此「城市」的感覺。

2授課講師：岑淑筱

See through your mind

 Your favorite color stand for - the   
impression from others

最喜歡的顏色代表-別人對你的看法

 Your favorite animal stand for -
yourself in your eyes

最喜歡的動物代表-你自己對自己的期待

 Your favorite city stand for - your 
expectation of sex life

最喜歡的城市代表-你對生活的期許

3授課講師：岑淑筱

• How do you act as a initiative role in the 
trend?

• What are the key successful factors for 
cultivating the human capital? 

Do you know the trend or mainstream 

for the competition of business in the 

real world?

4授課講師：岑淑筱

• You are the one depending on 

how you look yourself.

• You are the image 

what you expect yourself to be.

• You are the preacher 

that bearing the ideologies also carrying on.

What kind of image do you want to 

create for yourself?

5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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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公 關

岑淑筱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設定公關目標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GOAL長期目標、方向性目標、質化目標

• 是問題陳述 (problem statement) 的轉換，也就是將問

題陳述提升到概念性的表達，以更明確的陳述來表達組

織的使命或目的。

OBJECTIVE 短期目標、細部目標、量化目標

• 是將問題陳述轉化為可以測量的目標；也就是為了達成

長期目標 ( Goal ) ，所設定的數個短期、且具有明確數

字範圍的目標。

公關企劃程序(一)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四階段程序 策略企劃步驟與內容概述

STEP 1 確認問題
(Defining the 
Problem)

1.問題或機會
（The Problem or Opportunity）
目前發生何種狀況？

2.情境分析（內部及外部）
(Situation Analysis)
(Internal and External）
運作的正面與負面力量為何？
有哪些人涉及或受到影響？
如何涉及或受到影響？

公關企劃程序(二)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四階段程序 策略企劃步驟與內容概述

STEP 2 企劃與方案
（Planning 

and 
Programming）

3. 訂定質化目標（Goals）
希望獲致何種結果？

4. 目標公眾（Target Publics）
如何回應、影響、傳達予內部
及外部的這些人？

5. 訂定量化目標（Objectives）
針對各類公眾必須完成的細部
目標？

公關企劃程序(三)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四階段程序 策略企劃步驟與內容概述

STEP 3 行動規劃與溝通
執行
(Taking Action 
and 
Communicating)

6.行動策略
（Action Strategies）
促成改變的各種行動方案？

7.溝通策略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何種訊息規劃可有效達成目標？
針對各種目標公眾的最佳媒體選
擇是什麼？

8.企畫執行計畫
(Program Implementation 
Plans)
行動的執行與溝通之負責對象與
單位？
各種行動方案與事件的進行順序
及時間安排？
企畫案的預算與成本考量

公關企劃程序(四)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四階段程序 策略企劃步驟與內容概述

STEP 4 效果評估
(Evaluating the 
Program)

9.評估計畫
（Evaluation Plans）
如何評估與側量目標的達成率？

10.回應與調整
(Feedback and Program 

Adjustment)
如何向管理階層報告評估結果，

並指導企畫案的修正與調整？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第 35 頁



創意思考力

岑淑筱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E-mail: shtsen@pu.edu.tw

何謂創意思考

大腦的五種能力

授課教師：岑淑筱2

空間

語言 創意
思考

記憶

邏輯

何謂創意思考

創意：創造新意

創意思考(Creativity)：

 產生新的知識與意念的能力

 包括六種能力：

授課教師：岑淑筱3

創意

思考

敏銳

度

重新

界定

精進

獨創

變通

流暢

何謂創意思考

一種思考的行為

 重點在解決問題

針對某一特定問題，能產生新的解決方法的能力。

可經由後天的訓練而加強的。

先決條件：先了解有哪些障礙會妨礙你的創造力，
並將此障礙去除。

授課教師：岑淑筱4

3Q

會做事、做人，也敢作夢

授課教師：岑淑筱5

創造思考

智力與判斷力

情感的調適
與人際關係

EQ

3Q

IQ

CQ

4種思維型態

授課教師：岑淑筱6

1

左上腦-分析家
邏輯思維
分析事實
數字處理

2

右上腦-夢想家
想像豐富
圖像思維
抽象概念

3 4

左下腦-組織家
規劃途徑
組織事實
仔細檢查

右下腦-交際家
人際關係
直覺力強
富表達力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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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提升創造力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岑淑筱 創意，來自思考的好習慣

聰明不等於有創意

既定的思考會導致思考僵化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改變了目光的焦點，會使腦中的常態運作措手不及，
才改變了我們對圖形的認知。

創新觀點

• 先用不同的方式來建構問

題。

•深入理解→問題核心

看問題的

方法

• 以圖像來呈現想法

•運用視覺與空間來推敲問

題。

將思考化

為圖像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看問題的方法

請將以下字串，刪去六個字母(six letters)，
組成一個英文單字。

CSRIEXLEATTTERES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我要怎麼刪掉六個字母，才能組成一個英文單字

用什麼方法可以刪掉六個字母，組成一個英文單字

1

2

重建問題的方法
放大並縮小問題

區隔局部與整體

變動文字

用肯定句來陳述問題

轉換觀點

多重觀點

持續發問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放大並縮小問題

將問題抽象化

放大問題→發揮創造力

縮小問題→快速解決問題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WHO：誰與妳的問題相關

WHAT：什麼事會與妳的問題息息相關

WHERE：思索產生問題的地點與關鍵點

WHEN：調查問題發生的時間與過程

WHY：瞭解妳的基本目的為何

HOW：釐清問題的前因後果

5W1H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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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04－26328001 #13511

shtsen@pu.eud.tw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1. 身為領導者，你應該仰賴他人的協助。

A. 是。

B. 不是。

2. 領導者主要的任務是？

A. 建立一套明確的策略性目標。

B. 影響他人。

C. 迎接未來的挑戰。

3. 在以下哪種情況，魅力型領導者能發揮最大力量？

A. 經濟走下坡時。

B. 公司就併購案進行談判時。

C. 罷工行動導致生產受到威脅時。

以下10題將可幫助瞭解自己對領導和帶動人員的程度：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4. 要瞭解怎樣才能成為領導者，該如何做？

A. 主動爭取具有挑戰性的計畫。

B. 從盡力做好管理工作著手。

C. 在不同的領域找到可以指引方向的良師。

5. 以下哪個不屬於有效領導者的特質？

A. 優秀的溝通技巧。

B.幽默感。

C.無法忍受模糊不清的情況

6. 你正在專心培養自己的領導能力，請問：全力
觀察公司的權力結構，以及充分利用你對這方
面的瞭解，是否屬於有效領導者的特質之一？

A. 是。
B. 不是。
C. 有時候，但你不會想要仰賴外人的支援？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7.  民主型領導者的特質為何？

A. 輔導聚有才華的下屬。

B. 達成小組內的共識。

C. 秉持『以人為本』的領導方式。

8.  有效領導者的願景應該為何？

A. 大膽刺激。

B. 不可能的任務。

C. 簡單，且禁得起考驗。

9.  領導者必須怎麼做才能激勵士氣？

A. 慶賀成就。

B. 不容對願景有任何的質疑。

C. 如果有必要的話，願意對願景進行調整。

10.有效領導者是？

A. 不苟言笑。

B. 不承認錯誤。

C. 會找個避風港，定期去放鬆身心。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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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提案與簡報技巧

簡報前的注意事項

授課講師：岑淑筱2

有多少簡報時間
&

簡報時間分配

簡報會用到
的器材

會場電腦的
軟體版本

預先檢視會場
(聽眾的角度

Vs.
簡報者的角度)

簡報前請先想想…

Q1：簡報的對象共『有多少人』？

Q2：聽眾是『什麼樣的人』？

Q3：聽眾想要『得到什麼資訊』？

Q4：你想要傳達『什麼樣的內容』？

Q5：預計花『多少時間』傳達內容？

Q6：簡報的『地點在哪裡』？

Q7：簡報的會場是『怎樣的位置安排』？

授課講師：岑淑筱3

簡報分析鐵三角

PEOPLE

分析聽眾

PLACE

分析場地

PURPOSE

分析目的

授課講師：岑淑筱4

掌握聽眾的屬性

根據聽眾的屬性調整簡報方式

授課講師：岑淑筱5

大項目 次項目 說服方法

人數 人數少 挑選具體的題目
深入探討主題
多運用視覺輔助效果

人數多 選擇一般性題目
內容廣泛而淺顯易懂
令人印象深刻的舉例

性別 女 多以例子加以說明
感性訴求

男 強調數據
以解決問題為主

年齡層 高年齡層 提案注重務實
內容強調邏輯性

低年齡層 提案注重創新
內容強調挑戰性

掌握聽眾的屬性

授課講師：岑淑筱6

大項目 次項目 說服方法

社會地位 高 著重專業角度
前瞻性

一般 表達要淺顯易懂
注重和聽講者的關聯性

專業程度 程度高 創新的構想
省略前提的敘述

程度普通 說明須清楚詳盡
將前提變成共識

需求 聽講者的
問題

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法

關鍵人物 聽講群眾
的權力構
造

把注意焦點放在關鍵人物，但也不可忽略其他人
要隨時留意突發狀況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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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講師：

岑淑筱

溝通技巧
－肢體讀心術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Tel：(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溝通秘訣(一)

表情→達意

2授課講師：岑淑筱

彈指或捧心的巨大影響力
將心比心

同理心

異口同聲

把對方的話重複說一次

•我爸爸…你爸爸(你父親、令尊)X

•我老婆…你老婆(你太太、尊夫人)X

使用對方的字彙來溝通

3授課講師：岑淑筱

態度表達千言萬語

微笑

站姿

速度(快慢，正確性)

順了就快，快就值得信賴

說話聲(建議低沉嗓音)

恩、阿...口頭禪與清喉嚨(缺乏信心的表現)

口才(先看樣子，在聽裡子)

深思熟慮、幽默風趣、一針見血、口齒清晰

禮儀

讓人感覺到舒服的藝術

4授課講師：岑淑筱

腦核：掌管人類日常基本生活的處理，包括呼吸、心跳、覺醒、
運動、睡眠、平衡、早期感覺系統等。

腦緣系統：包含杏仁核與海馬迴等，負責行動、情緒、記憶處理
等，另外，它還負責體溫、血壓、血糖、以及其他居家活動等。

大腦皮質：負責人腦較高級的認知和情緒功能，它區分為兩個主
要大塊----左大腦和右大腦，各大塊均包含四個部份----額葉腦
(Frontal Lobe)、頂葉腦(Parietal Lobe)、枕葉腦(Occipital 
Lobe)、顳葉腦(Temporal Lobe)。

認識大腦

5授課講師：岑淑筱

腦緣系統

大腦對痛苦或威脅的三種立即反應

6授課講師：岑淑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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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管理與人際溝通

04-26328001#13511
shtsen@pu.edu.tw

岑淑筱

副教授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溝通：訊息的傳達、接收與解讀。

目的：蒐集、處理及傳播資訊。

2

何謂溝通

授課講師：岑淑筱

溝通的程序

3

溝通的目的

訊息轉換成符號

傳達訊息的媒介

外在環境防礙訊息的傳遞與接收

將傳訊者的訊息加以詮譯

授課講師：岑淑筱

認知溝通差異

4

人類的學習是經由聯結和類推的過程，與類似
特徵的人，較能產生認同與預測對方行為；和
不同的人溝通時，就會產生溝通上的知覺差異

生理差異

每個人的個性、自信心、人格特質、認知架構
、價值觀與自我概念等，皆有很大的差異

心理差異

社會經驗上
差異

知識與技能上
差異

性別與文化上
差異

每個人過去的社會經驗，在建構出溝通時不同
的感受，影響溝通的內容與效果。

透過教育與學習到的知識與技能，每個人所接
受的程度不同，即會產生認知上的差異

性別與文化背景，影響人生信念與生活經驗，
這些差異造成人際溝通的障礙

授課講師：岑淑筱

溝通面向

5

五大面向

跨文化
溝通

人際
溝通

組織
溝通

團隊
溝通

單向溝通、接收
如觀察、傾聽、閱讀

不同文化，能接受
溝通的方式也不同

部門與部門間
以組織利益與
目標為重點

交換想法
分享訊息與回饋

正式與非正式
的會議溝通

自我
溝通

授課講師：岑淑筱

團體的特徵

運用語言或非語言交流，在互動過程中相互影響

團體成員形成穩定的互動關係型態

個體無法達到的目標，成為團體重要理由

相互依存的感受，命運共同體

團體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面貌

6
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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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感動
團隊合作與分工－提升服務品質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岑淑筱

管理者的角色管理者的角色

划船 vs. 船長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劉邦 vs. 項羽

多數決

小故事大啟示小故事大啟示((一一))

木桶理論

鯰魚效應

和尚分粥

猴子拿糖
((疊床架屋疊床架屋))

畢馬龍效應

驢子伏鹽

龜兔賽跑

豆芽菜的成長

菜籃vs.漏斗

青蛙爬高塔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皮革馬利翁皮革馬利翁))

小故事大啟示(二)

馬太效應
蝴蝶vs.龍捲風
多米諾骨牌效應
巴納姆效應

機會成本

北風與太陽
老鷹的再生
小黑羊救命
鷹與烏鴉管理者管理者

機會成本
螃蟹合作定律
小孩與老師
兩個水桶
馬和驢
漏斗中的玉米
九頭巨龍

老鷹與鴨子
獵殺駱駝
青蛙實驗
羊群效應
青蛙的國王
漁夫與海蛇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部屬部屬

寓言故事寓言故事
老鷹的故事

轉型與蛻變

將軍的職責將軍的職責

企業的實例企業的實例
3M的發展與創新

用人哲學

劉邦與項羽的
管理哲學

蜂舞法則同花順法則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將軍的職責將軍的職責
（船長的職責）（船長的職責）

在思慮策略與行
軍打仗之間（掌

舵與划船之間），
在聰明使力與苦

幹實幹之間

蜂舞法則
群策群力的前提-"

一致的語言"

同花順法則

世有三亡—以
邪攻正者亡、
以逆攻順者亡
以亂攻治者亡

何為團隊？
Quick(1991)認為團隊是所有成員

將團隊目標列為最優先考量，且成
員各自擁有專業技能，能清楚與其
他成員溝通。

目的 人員

Purpose People

. 

目的

團隊5P位置

人員

計畫
力量

Place 

Power

Plan 

6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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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岑淑筱 -
TEL : 04-26328001  ext.: 13511

Email : shtsen@pu.edu.tw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序曲----何謂管理心理學

個性解碼 與 管理心理學

『表情達意』與心理學

2授課講師：岑淑筱

100%意念＝

Charisma = 

語言文字(17%) ＋

表情、聲音(38%)＋

肢體動作(45%)

Professional + 
Charming + 
Common Touch

3授課講師：岑淑筱

『表情達意』是一種溝通

色彩溝通

色彩會影響我們的生理，進而對知覺和行為產生

影響。色彩所代表的意義亦會受到文化的影響。

衣著、穿戴與氣味

會影響對一個人社會地位、個性、態度，甚至品

味、創意的評斷。

空間裝飾

擺飾物亦能顯示出擁有者的地位、風格及品味。

4授課講師：岑淑筱

色彩心理學個性解碼

色彩與人格特質
色彩意義

色彩意義與人格特
質

衣著與飾品
衣著款式與飾品
的象徵意義

衣著款式與飾品
與人格特質

5授課講師：岑淑筱

個性解碼

領導者

自戀

合諧

同情心

黃色

紅色

紫色

綠色

天藍色

粉色系

6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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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岑淑筱
Tel：(04)26328001#13511

0939-134906

E-mail: shtsen@pu.edu.tw

授課講師：岑淑筱

目次

實務應用篇：做一個有影響力的管理者2

1 理論基礎篇：組織與管理者

何謂組織1-1

何謂管理1-2

管理者的角色1-3

管人用人厚黑謀略2-1

打動人心－讓部屬心服口服的說服法則2-2

管理者的角色2-3

管理小故事3

2

授課講師：岑淑筱

何謂組織

組織指一群人為了達成某特定的目的而形成有
系統的結合

 組織的特徵

由人與資源所組成：人是主體

有共同的目的：企業、學校、社會

系統性的結構：分工從屬

3 授課講師：岑淑筱

組織的層級

管理者：

 高階管理者：規劃、
協調、整合

 中階管理者：執行專
業功能規劃

 基層管理者：指揮作
業員工

作業員工：

 生產、行銷

高階管理者

中階管理者

第一線管理者

基層員工

4

授課講師：岑淑筱

何謂管理

管理(management)是管理者為達成組織目標，
在資源（人、資金、機器、設備、時間、資訊、
技術）的善過程中，所從事一連串「管事理人」
的工作。

 管理的目標

提昇組織產出的效能
 做對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組織所呈現的產出符合組織利益關係人的要求

提昇組織營運的效率
 把事情做對(do the thing right)

5

效率 v.s. 效能

6 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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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岑淑筱
Tel：(04)26328001#13511

0939-134906

E-mail: shtsen@pu.edu.tw

目次

理論篇－何謂談判？1

實務應用篇－如何在談判桌上贏得勝利？2

談判的定義1-1

談判的要件與特徵1-2

談判的類型1-3

談判的技巧2-1

討價還價的技巧2-2

說話謀略2-3

商業冷讀術2-4

孫子兵法與談判3
2授課講師：岑淑筱

何謂談判

談判（Negotiation）

 解決衝突、維持關係或建立合作架構的一種思
考過程，亦是一種決策模式

 透過談判與協商去調和利益

 往往是時間、金錢、社會成本最少的解決方式

 談判包含：

• 「討價還價（Bargaining）」

• 「共同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

• 「解決爭端」（dispute settlement）

3授課講師：岑淑筱

談判的三個要件 ＆ 特徵

談判

一個無法忍受的僵局

單靠一己之力無法解決此一僵局

談判是決解問題的徐徑

知覺的衝突

溝通的機會

妥協和折衷

相依性

談判的目的在尋求對方的合作，以達成目標，因此是否進入
談判的程序，取決於個人和對手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助於目標
的達成

4授課講師：岑淑筱

談判的類型

1

個人對個人

(Interpersonal)

3

團體內部

(Intra-group)

2

團體對團體

(Inter-group)

5授課講師：岑淑筱

談判的類型：雙人單面向買賣七種型態

一、破裂

二、翹翹板

三、一拍即合

50 60 65 75 85 90

70

四、梭哈

五、買方操縱
賣方市場

六、賣方操縱
買方市場

七、Balance 
Power

70
6授課講師：岑淑筱

買方 賣方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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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壓力管理與調適壓力管理與調適

1授課講師：岑淑筱

認識壓力

• 壓力的來源：壓力不會無緣無故的發生

工作壓力工作壓力 經濟壓力經濟壓力工作壓力工作壓力 經濟壓力經濟壓力

人際壓力人際壓力 自我認知壓力自我認知壓力

2
授課講師：岑淑筱

想要遠離壓力～

3

就要從認識壓力開始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壓力讓某些人奮起，變得更加卓越；

讓某些人消沉，從此默默無為。

授課講師：岑淑筱

「壓力－stress」一辭來自拉丁文的stringere，意
指辛苦艱困。

今日所使用的stress，則是得自於distress（苦惱）
的縮寫。

5

壓力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心理學家漢斯，西耶（Hans Selye）在他七０年代
的作品中，率先使用「壓力」一辭來形容潛在的
傷害力量。

他同時用「緊張狀態」（state of stress）來形容身
體為應付強大至力的情境而做出的改變。

授課講師：岑淑筱

一般而言，壓力主要來自下列幾個方面：
• 來自同事的壓力
• 來自上級的壓力
• 來自部屬的壓力
• 來自工作的壓力

6

• 來自工作的壓力
• 因為職業帶來的壓力
• 來自家庭的壓力
• 來自情感方面的壓力
• 來自經濟的壓力

壓力的真正起因
就是你自己

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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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04-26328001 #13511

shtsen@pu.edu.tw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3

訓練發展招募遴選 儲備人選員工自我發展績效管理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訓練發展組織發展 儲備人選員工自我發展績效管理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訓練發展組織發展 儲備人選員工自我發展績效管理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訓練發展組織發展 儲備人選員工自我發展績效管理

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第 47 頁



顧客心理與溝通協商技巧

關於溝通－回應人性需求與溝通心理學

靜宜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岑淑筱

副教授

電話：(04)26328001#13511

E-mail: shtsen@pu.edu.tw

授課講師：岑淑筱 2

序曲

如何與他人溝通，解圖他人的心意，以致

有效傳達自我想法與適切的表現。

溝通的本質

溝通的方式

語言

非語言
色彩心理學

肢體互動

授課講師：岑淑筱 3

場
所

產
品

服
務

活
動

Tone調

說故事行銷

體驗式(非只DIY)

的活動流程
突顯產品特性

的互動

體驗式的情境設計

無形

有形

授課講師：岑淑筱 4

溝通秘訣

表情→達意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溝通中的自我
自我察覺與不同類型的自我：

自己知道 自己不知道

別
人
知
道

別
人
不
知
道

公開我

隱藏我

盲目我

未識我

圖 周哈里氏窗

授課講師：岑淑筱 6

溝通與聆聽

主動聆聽的技巧

面部溝通

眼神交流

空間與領域的溝通

影響空間溝通的因素

溝通的領域性

色彩溝通

衣著、穿戴與氣味

空間裝飾

嗅覺溝通

禮物的溝通訊息

觸摸（意義與文化差異）

沉默（功能與文化差異）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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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抱怨處理

岑淑筱

顧客抱怨的類型

對產品內容

不滿意

顧客本身的

問題

對服務態度

的不滿

授課講師：岑淑筱2

顧客抱怨所付出的代價

96%不滿意的顧客→不提出抱怨，他們
會直接停止交易，而將生意轉給別人做

4%會提出抱怨的顧客→是你最忠實的
顧客

一個人不滿意，會轉告8～10人，其中
20％會再轉告20人

一個負面印象，要12個才能彌補

客人抱怨處理得好，70％會繼續光臨

客人抱怨當場解決，95％會繼續光臨

客人抱怨圓滿處理，平均轉告5人

授課講師：岑淑筱3

個人的抱怨：非正式地向親友口耳相傳

轉變未來行為：不再向該服務提供者或銷售者購買或惠顧

透過第三者：正式向非服務提供或銷售者提出不滿或採取法律途徑

保持緘默：不做任何抱怨反應

發聲抱怨：以口頭或書面方式直接對服務提供者或銷售者提出不滿

4 授課講師：岑淑筱

5 授課講師：岑淑筱

• 將客人帶離爭執現場、交由
第三者(主管)處理

• 第一個出面處理的人員，就
要幫客人解決問題時效性

• 選擇安靜處了解客訴原由，
勿讓客人站著

• 多聽少發言 讓顧客抒發情緒

• 表現誠意，保持冷靜(不能受
對方之情緒影響)

• 當涉及其他單位時，處理者
亦需先擔下責任

• 只要有錯永不辯解，不必強
調誰是誰非，只尋求補救

• 須顧及員工及旅客的隱私，
為雙方預留台階下

• 須依法、理、情的順序處理(針對
問題解決 ，勿衍生其他問題)

• 不可同意職權外的賠償或讓步
• 不能讓對方認為你無法為他解決

問題

• 永遠別讓顧客感到難堪
• 避免不必要的媒體曝光
• 事後之追踪再聯繫

6 授課講師：岑淑筱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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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淑筱

邏輯思考法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副教授

E-mail: shtsen@pu.edu.tw

解決問題的三大陷阱

看問題的方法

→重複上司交代

的話當解決方法

缺少優先順序

→搞不清楚

為什麼，所

以全都做

空想

→解決方向

模糊不清

授課講師：岑淑筱2

解決問題的方式(一)

選擇解決方法

時間

效果
費用

授課講師：岑淑筱3

解決問題的方式(二)

授課講師：岑淑筱4

問題的本質？
問題點是？ 該先執行哪個項目？

思考該怎麼做？
可用哪些方式處理？
應該做什麼？

思考為什麼？
問題的原因？

根本問題

授課講師：岑淑筱

邏輯思考的重要性

提升情報蒐集與
分析能力

•多花心思於單純的疑問
•刺激追根究底的好奇心

提升談判能力
與說服力

•溝通變得較容易
•彼此都得到共識
•可依邏輯說服對方

提升上台的簡報能力

•依循道理說明
•清楚地說明

提升思考能力與
問題解決能力

•培養在腦中思考的習慣
•不再囫圇吞棗地吸收別
人的言論

邏輯
思考

5

邏輯推理-演繹法

最常被使用的方法

推論的過程是一種環環相扣的方式

因為★★，所以★★，因而導致★★

授課講師：岑淑筱6

烏雲密布 好像會下雨 要帶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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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anage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報告人／吳 成 豐

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E-mail: cfwu@pu.edu.tw 

433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Tel:04-26328001#13001

Fax:04-26324021 

http://www.mgt.pu.edu.tw

企業倫理與
服務禮儀

一、服務倫理特性 二、實踐 (practices)

的至高意義

～人人可見的具體行為

～別讓 4 Feet 毀滅一切

～美麗的 4 Feet 

～“無形產品”是服務

的重要內涵

1

三、東西方“無形產品”的差異

～日本“精心”（三越“不買也不懷恨”）

～美國“有心”（比佛利山莊“麗晶”的“南茜

夫人寶座”）

～ 巴黎“偏心”（喬治五街口“富給”的女門房）

～倫敦“放心”（皇家百貨公司放心“脫衣”）

2 3

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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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應成為自己的心理治療者：
由台灣企業「治理倫理」的角度觀察

吳成豐
Chen-Fong  Wu

靜宜大學企管系 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f Providence University

in Taiwan

Email:cfwu@pu.edu.tw

壹、企業倫理的特性

一、超越法律（beyond the law）
~ 兵馬俑與佛像的啟事

二、自律性

三、隨時檢驗組織的倫理
~ B&N故事
~ 雪印「200元扳倒一家百年老店」

貳、台灣企業的隱憂

一、假性和諧 （pseudo-harmony）
~ 欠缺「利他」、創造力與成就感的價
值觀

二、員工對公司的「期望鴻溝」
（expectation gaps）

~ 欠缺組織民主文化
~ 欠缺倫理標準與倫理訓練

貳、台灣企業的隱憂（續）

三、倫理薄弱（ethical laxity）與社會績效
（social performances）不佳
~ 「全球企業倫理」內涵中缺少「公益

活動」、「服務顧客」與「倫理規
範」的行為（1998 ~ 2000 在東亞三
國研究台商的結果 ）

參、強化「治理倫理」
（governance ethics）

一、台灣企業在兩岸互動中已「優勢不再」
~ 台灣管理的能力不再一枝獨秀
~ 台灣大學院校中「企業倫理」教育的
無力感

~ 台灣企業職場中「倫理教育」嚴重失
血

參、強化「治理倫理」
（governance ethics）（續）

二、仰仗「治理倫理」來展現「企業倫理」特
性
~ 治理倫理是「平衡處理所有『利益關係
者』（stakeholders）的相互關係與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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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宜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H T T P : / /WWW .MG T . P U . E D U . T W

管理倫理

吳成豐 靜宜大學企管系教授

E-mail : cfwu@pu.edu.tw

Tel : 04-26328001 #13000

Fax : 04-26324021

摘 要

 2008北京奧運凸顯「人文、綠色與科技」三大理念。

本研究的受測者對 2008奧運的「管理倫理」(management 

ethic) 及「人文與綠色」的落實程度，認為仍有改善空間。

本研究另一項重大發現，「管理倫理」是「奧運三大理念

影響新倫理觀」之間的中介變項。

Page 2

一、「人文奧運」掛帥，凸顯中國傳
統「關懷」與「博愛」精神

反應 2008 北京奧運「傳統」（中國人傳統的博愛）加上

「現代」（奧林匹克現代正義和平精神）的特色。

Page 3

二、「綠色奧運」顯示中國改善城市
汙染與保護人生存環境的決心

「綠色奧運」的理念，也與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想

是一致的，「天人合一」是指「自然」（天）與「全民」

（人）要和諧並存。

Page 4

三、「科技奧運」強調北京奧運信息，
材料與運動訓練等創新科技

北京期望藉2008奧運的舉辦，會帶來信息（資訊網絡系

統）、科技（如"水立方"奧運場館創新的建築材料）與運

動訓練（最科學化的輔助運動訓練技術）等等的迅速誕生。

Page 5

四、奧運三大理念如同「倫理的實踐」

「人文奧運」重視對人的關懷與尊重，重視人權與人的多

元意見，也要提升全民的文明水準達成尊重與共生的價值

觀，如同是一項「倫理的實踐」。

「綠色」在使人類「共享」好的自然環境，「科技奧運」

也強調世人在科技進步下共享更高生活品質，這種「共享」

就是「倫理的實踐」。

Pag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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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Manage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靜宜大學管理學院 

報告人／吳 成 豐 

 

                     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E-mail: cfwu@pu.edu.tw  

433台中縣沙鹿鎮中棲路200號 

Tel:04-26328001#13001 

Fax:04-26324021  

http://www.mgt.pu.edu.tw 

企業倫理的理論與實踐

～服務倫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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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一、服務業的倫理特性 

～ 講求“實踐”（practices） 

～ 隨時檢驗（紐約B&N書店的故事） 

～ 創意性產業（可創造的無形與有形的產品） 

 “奧運被視為文化創意產業” 

～ 期望缺口（expectation gap） 

 “文化產業是文明，也是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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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的力量
百億打造的十堂服務課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吳政和博士

第一堂課

服務

從認真回應顧客開始

第一堂課
1.提供顧客連他自己都意想不
到的服務

2.唯有認真回應每位顧客的喜
好與感受，服務才能感動人
心。

第二堂課

服務

要創造感動的瞬間

第二堂課
1.維持員工臨機應變的能力，

SOP不是緊箍咒。

2.顧客沒有言明的需求，都能
在他提出之前想到。

3.對工作上的夥伴要心存感激

第三堂課

服務
是相信放諸四海皆準的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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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呷好逗相報
的

服務品質口碑傳播

主講人：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吳政和 博士 2

WHY需要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重要性

(一)製造顧客滿意

提升服務品質，則頇以「顧客滿意」為基
礎，且顧客也是決定主題遊樂園區服務品
質的主要評價者，故服務品質的高低將會
影響顧客的滿意度。

顧客滿意架構圖(林燈燦, 2003)

服務策略

體制 員工

顧客

3

WHY需要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重要性

(二)經營者的組織承諾

(三)建立全面性的服務品質觀

(四)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優質服務人員表
揚大會

(五)創造由心出發、用感情的服務品質
企業文化

(六)全球化的服務品質

4

內部顧客關係管理

服務品質

外部服務品質管理

內部服務品質管理
內部行銷

internal marketing

組織承諾
organzational 
commitment

外部行銷

5

領導
統御

Before

Now

內部顧
客關係
管理

6

內部行銷-
內部行銷 Location

資料來源：Tomas, “ Strategy Is Different in Service Industries ”  Harward  

Business Review, 1978（Jul-Aug）, 158-165. 

企業

員工 顧客互動行銷

服務行銷三角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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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溝通與顧客滿意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吳政和 博士

服務品質的重要性

產品不等於商品，

產品加服務才會成為商品。

消費型態轉變

上→下製造業 下→上服務業

管理大師-許士軍

服務品質的重要性

2006年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已達七成。

服務品質的定義

• Churchill 和 Suprenant (1982)

– 提出一個簡明的定義，說明服務品質為消費者
對於服務的滿意程度。

• Parasuraman等(1985)對服務品質的看法如下：

1. 對顧客而言，服務品質較產品品質難以衡量。

2. 服務品質的認知是來自於顧客期望與實際服務表現比較之
結果。

3. 品質的鑑定不只依據服務的結果，也包含服務傳遞的過程。

服務品質的衡量
• Sasser et al. (1978) 

提出七個決定服務品質的特徵

1. 安全性(security)

2. 一致性(consistency)

3. 態度(attitude)

4. 完整性(completeness)

5. 情境(condition)

6. 便利性(availability)

7. 時效性(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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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活動管理
主講者: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吳 政 和 博士

簡報流程

• 看看”未來” 想想”現在”

• “活”出自我 “動”燭先機

• 永續”發展” 魅力”無限”

2

看看”未來” 想想”現在”

• 看看”未來”

– 商圈未來的發展與走向

– 商圈未來的轉變與成長

• 想想”現在”

– 商圈現在的自身評估

– 商圈現在的自我期許

3

看看”未來” 想想”現在”

• 商圈活動設計的資源

＊自然資源

＊人文資源

＊人為資源

2010/10/28 44

商圈節慶活動相關名詞

5

商圈活動策略程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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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餐飲管理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吳政和

目錄

壹、餐旅連鎖業的發展現況

貳、餐旅連鎖業的特質

參、餐旅連鎖業的經營管理

肆、餐旅連鎖經營模式的建立

伍、結論與建議

壹、餐旅連鎖業的發展現況

一、餐飲業

（一）本土連鎖：美而美

（二）國際連鎖：麥當勞

二、旅館業

（一）本土連鎖：中信飯店、福華大飯店

（二）國際連鎖：君悅大飯店

貳、餐旅連鎖業的特質

一、餐飲業的定義

二、餐飲業的特性

三、餐飲業的類型

四、連鎖的定義

五、連鎖的類型

一、餐飲業的定義
（一）餐館業

（二）小吃店業

（三）飲料業

二、餐飲業的特性
（一）生產上的特性

（二）銷售上的特性

（三）消費上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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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接待與抱怨處理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學系

吳政和博士

一、顧客抱怨的定義

（一） 何謂抱怨？

抱怨（Complain）就是發自

顧客心中對產品或服務上的缺
失所導致的不滿或憤怒，無論
是言詞上的表達，或是動作上
的表現皆屬之。

一、顧客抱怨的定義（續）

（二）顧客抱怨無所不在

在這個複雜多變的競爭環境中

沒有企業能置身於外

（三）陸客來台抱怨

1.有72%來台觀光的受訪大陸人士，願意再來台
灣旅遊。

2.抱怨行程安排太緊、太多購物行程、旅遊時間
不足、台灣團費及物價太高，以及希望儘速三
通，以便兩岸經常往來。

3.只能「團進團出」、所有行程都被定得死死，
而且所走的觀光景點非常固定，讓他們無法看
到真正的臺灣社會脈動，加上購物、削凱子、
售價高等等因素，因此愈是開放、台灣旅遊在
對岸的口碑尌愈壞。

（三）陸客來台抱怨

1.起的比雞早。

2.跑的比馬快。

3.吃的比豬差。

二、顧客抱怨的原因
（一般性）

1.設備不良與故障

2.語言溝通能力不足

3.作業疏忽

4.衛生問題 10.Menu truth 

5.交接不清 11.物不當值

6.客人物品遺失 12.其他原因

7.設施不足

8.服務效率不佳

9.品質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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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優質的服務品質

靜宜大學觀光事業暨研究所主任

吳政和博士

服務品質的重要性

產品不等於商品，

產品加服務才會成為商品。

P2

消費型態轉變

上→下製造業 下→上服務業

P3

管理大師-許士軍

服務品質的重要性

2006年行政院主計處統計，

服務業占國內生產毛額已達七成
。

P4

服務品質的定義

•Churchill 和 Suprenant (1982)

–提出一個簡明的定義，說明服務品質為消費
者對於服務的滿意程度。

•Parasuraman等(1985)對服務品質的看法如下：

1. 對顧客而言，服務品質較產品品質難以衡量。

2. 服務品質的認知是來自於顧客期望與實際服務表現比較之
結果。

3. 品質的鑑定不只依據服務的結果，也包含服務傳遞的過程。

P5

服務品質的衡量
•Sasser et al. (1978) 

提出七個決定服務品質的特徵

1. 安全性(security)

2. 一致性(consistency)

3. 態度(attitude)

4. 完整性(completeness)

5. 情境(condition)

6. 便利性(availability)

7. 時效性(timing)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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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課 程 介 紹

 知識面：了解人際溝通的基本
概念與溝通理論

 技能面：增進自我與他人知覺，
學習語言與非語言溝通之技能
運用

 態度面：訓練公眾表達的能力，
增進傾聽、同理心、領導、訪
談、辯論、面談與協商的能力

2授課講師：胡湘苓

 自我發展：啟發個人的人格發
展成熟，對自我認知的確立

 其他技巧：學習人際衝突的處
理及求職面談的技巧

課 程 介 紹

3授課講師：胡湘苓

人際溝通緒論

人際溝通

的重要

人際溝通

的意義

人際溝通

的歷程

人際溝通

的特質

4授課講師：胡湘苓

溝通是甚麼?

 愛講話的人，就等於溝通能力很好嗎？

 真正會講話的人，是該講的時候講，而且要

把話講對，使人感覺舒服，願意跟你在一起。

 溝通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字源為拉丁文

的communis，原意為彼此分享、建立共同的

看法。

 有效的溝通

 互動的雙方，彼此瞭解、相互回應

 經由溝通的行為與歷程，建立接納關係及形

成共識。 5授課講師：胡湘苓

溝通的範圍

 自我溝通：個人內心進行的自我對
話(inner talk)或獨白(monologue)

 人際溝通：與其他人的訊息交換，
可能發生在「一對一」、「一對多
」或「多對一」。

 大眾溝通：經由傳播媒體的協助，
以「多對多」的方式進行；或是不
同文化之間的溝通，都稱為大眾溝
通。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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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開始階段

穩定階段解離階段

2授課講師：胡湘苓

開始階段

人際吸引

接近性

相似性

互補性

開始交談

勇敢互動

拉近距離

取得認同

持續交談

閒聊

意見交換

彼此評估

邁向親密

感覺分享

自我表露

資訊分享

3授課講師：胡湘苓

穩定階段

描述性

非評價性

描述行為

描述情感

平等的

避免高姿態

注意用語

非語言表現

坦誠的

非隱藏性

瞭解彼此

心理遊戲

保留餘地

不獨斷

保留言辭

參與感獨立感

4授課講師：胡湘苓

解離階段

相看兩厭

人的轉變

無法適應

不滿意的感覺

濃情轉薄

安全話題

關心降低

情緣已盡

操縱策略

逃避退縮

正向表達

坦誠面對
5授課講師：胡湘苓

 溝通恐懼：個人在與他人或群體溝通時，

所產生的害怕與焦慮。

 溝通恐懼也會受到性別跟文化的影響。

 溝通恐懼的強弱跟溝通能力成反比；溝通

恐懼越深的人，溝通能力越差。

 有人以為溝通恐懼來自天生的人格特質；

也有人認為取決於情境因素。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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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慣用語
與

風俗民情

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大家來找碴

土豆

土豆條

西紅柿

2
授課講師：胡湘苓

大家來找碴

馬鈴薯(洋芋)

薯條

蕃茄

3
授課講師：胡湘苓

大家來找碴

金嗆魚

翅子

保險肉

保險菜

超級蔬菜

4
授課講師：胡湘苓

大家來找碴

鮪魚

魚翅

CAS肉品

無農藥汙染的蔬菜

水耕蔬菜

5
授課講師：胡湘苓

大家來找碴

扎啤

軟罐頭

軟飲料

士敏土

夕陽市場

6
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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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傾聽有助於人際關係，好的溝通者最懂得聽

傾聽是為了能夠適當的「回應」

傾聽的層次

假裝的聽

選擇的聽
專心的聽/積極的聽

同理心的聽

2授課講師：胡湘苓

 傾聽是「有目的且專注地聽」，又稱「積
極傾聽」

傾聽是瞭解的開始

我們都希望被別人接納與瞭解。

不良傾聽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不良的傾聽會破壞人際關係

3授課講師：胡湘苓 4授課講師：胡湘苓

 專注是一種知覺歷程，是從感官系統感覺

到的無數刺激中，選擇出特定的幾項。

 強化專注力的技巧包括：

去除干擾 專心專注

完整傾聽 配合情境

5授課講師：胡湘苓

 是對訊息賦予正確的意義，也就是訊息解

碼的歷程。

 積極傾聽的技巧包括：

解讀訊息，賦予意義

掌握非語言訊息

以「問」來檢核訊息

用自己的語意來重整訊息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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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夫：「快去換衣服，再過十分鐘我們就要出門了。」
妻：「我才從市場買菜回來，都沒休息呢，為什麼又急
著出門？」
夫：「我跟大學同學約好了，一起聚聚……」
妻：「你不是答應今天陪我去看電影，為什麼又跟同學
約好？」
夫：「我跟這群同學好久不見了，聚餐後再陪妳看電影，
何必那麼生氣呢？」
妻：「重點是你片面決定我們兩個人的事，你很不尊重
我。」
夫：「有這麼嚴重嗎？妳也太小題大做了吧！」
妻：「你自己跟同學聚餐吧！我沒心情，我自己去看電
影，不用你陪了！」

我們都碰過不歡而散的情形，這是因為溝通不良而
產生的衝突。雖然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某些差異，但不
代表一定出現嚴重的衝突。即使出現衝突，如何巧妙處
理，尌是一項值得學習的溝通藝術。

2授課講師：胡湘苓

一、衝突的本質
衝突意指個體或團體間出現差異或不一致，導

致內在動態的緊張（dynamic tension）。

二、衝突的不同類型
任何社會或心理系統，都存在兩種相對的力量，

即：打破系統或維持系統，這兩種力量會不斷地相
互抗衡。衝突的型態廣義來說可以包括：「個人內
在的衝突」（intrapersonal conflict）、「人際間的
衝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團體衝突」
（intergroup conflict）等三種。

另一種衝突的分類方式，是依引起衝突的情緒
因素而定，分為主觀性衝突及客觀性衝突，或內容
衝突與情緒衝突。

3授課講師：胡湘苓

本章將衝突分為以下四類：
(一)假性衝突

「假性衝突」（pseudo conflict）雖然還不是真
正的衝突，但可說是衝突發生的預備狀態，最常見
的是一種揶揄遊戲（gaming）。

另一種假性衝突引發的狀況，起因於雙方的期
望無法同時滿足。
(二)內容衝突

「內容衝突」（content conflict）的起源，衝
突始於事實層面的論辯。
(三)價值觀衝突

主要的價值觀稱之為「優勢價值」或「核心價
值」。「價值觀衝突」（value conflict）是由於不
同的價值選擇所致。
(四)自尊衝突
如果把輸贏當作決定自尊的標準，這時的衝突稱之
為「自尊衝突」（dignity conflict），是最難處理的
衝突。 4授課講師：胡湘苓

三、衝突演變的歷程
衝突具有逐漸形成的生命歷程。剛開始，多半

會有「潛在對立」（potential opposition）的狀況。
第二個階段是個人情感及認知的介入。不過，也可
能只是停留在「假衝突」的層次，或者發展為近似
於「內容衝突」。真正衝突的發生在行為階段。衝
突的結果有正負兩種，「正向」意謂著彼此的關係
或任務，能夠繼續發揮功能，因為衝突讓彼此更加
瞭解及包容，也讓雙方對所爭論的問題，激盪出周
延或是具有創意的解決之道。「負向」則表示彼此
的關係或目標都遭到破壞，可能產生更不滿的情緒，
甚至使關係瓦解。

5授課講師：胡湘苓

四、面對衝突的不同反應
(一)撤退（withdrawal）

是最常用、也最簡單的衝突處理方式。指的是
將自己在身體上或心理上抽離衝突的情境，避免衝
突加劇，而暫時維持關係。
(二)放棄（surrender）

放棄是指改變自己的立場，以避免衝突、維持
關係。
(三)攻擊（aggression）

第三種處理衝突的方法是攻擊。攻擊是運用身
體、心理的脅迫，來達到目的之方式，可分為「直
接攻擊」（direct aggression）和「間接攻擊」
（indirect aggression）兩種。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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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溝通

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章節大綱

 知覺與認知

 知覺和溝通的關係

 自我知覺

 如何增進自我知覺

 對他人的知覺

 改善社會知覺
2授課講師：胡湘苓

知覺與認知

 知覺（perception）出現在溝通的每
一階段

 對環境的知覺

 對聽者的知覺

 對資訊的知覺，

 對自己和對他人的知覺

 改進自我知覺和對他人的知覺，也
是改善溝通行為的一個重點。

3授課講師：胡湘苓

知覺與認知

 知覺的歷程可分成兩大類：

A.從訊息的特徵來辨識，並做組織及

建構。

B.從既有的經驗及知識出發，對所感

覺到的訊息加以判斷。

4授課講師：胡湘苓

知覺與認知

 知覺是一個主動並且主觀處理資訊
的歷程。

蒐集

訊息

重新

組織

解釋

評估

賦予

意義
訊息的選擇

訊息的組織

訊息的解釋

5授課講師：胡湘苓

訊息的選擇

 身處於大量感官刺激的情境中，也
只選擇性地注意某些事情。

 有時候知覺的選擇是因感官的限制。

偏好

•我們會比較注

意自己感興趣

的訊息。

需求

•我們選擇訊息，

其實跟需要有

關。

預期

•當動機較高或

符合期待的訊

息出現比較能

夠注意。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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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是持續性的

經由多重管道進行

呈現較深的情緒內容

具有模糊性

文化差異性低

2授課講師：胡湘苓

 肢體動作的功能

象徵的功能

說解的功能

情緒表達的功能

調節的功能

調和的功能

3授課講師：胡湘苓

1. 象徵的功能

我們經常使用肢體動作來代替字句，這個
部分稱為「象徵」（emblem）。

2. 說解的功能：我們用手勢來說明五種狀況：

 (1)強調語意。(2)表示思考的路徑或方向。
(3)表明位置。(4)用來描述。 (5)用來模仿。

4授課講師：胡湘苓

3. 情緒表達的功能

非語言符號也經常是自然地發生，不經修飾
的「感情的流露」。

肢體動作的情緒表達經過修飾的情況有：

a) 強化:所表達出的情緒較真正的感覺更強烈。

b) 弱化:所表達出的情緒較真正的感覺微弱。

c) 中性化:均出現若無其事的反應。

d) 偽裝:情緒反應與真正的情緒完全相反。

5授課講師：胡湘苓

4. 調節的功能
 非語言符號亦可以用來「管制」溝通的進行。
 眼神的移動、頭部的轉動、身體姿勢的改變、

點頭等，都示意著溝通應持續或終止，這樣
的控制稱之為「調節」（regulator）

5. 調和的功能
人們講話時可能會出現抓頭、頓腳、絞頭髮，

或扭動雙手、轉筆等舉動，這些無意識的行
為，能紓解緊張情緒，減低說話者的壓力，
稱之為「調和」（adaptor）。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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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規劃與設計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活動發展的流程

企劃階段 使命願景 策略規劃

研究階段 活動發展 活動目標

發展階段 活動設計 活動試銷

執行階段 活動執行 生命週期

回饋階段 後續行動 2授課講師：胡湘苓

企劃階段

 使命與願景

 賦予活動的生命力與主要精神。

 以正式性的陳述其活動存在的理由。

 傳遞使命願景讓活動參與者有所瞭解
與認知。

3授課講師：胡湘苓

 策略規劃

 蒐集創意構想與創意概念

 PEST外部環境分析

 內部資源分析

 SWOT自我診斷

 找出機會點

 尋找目標市場

 選擇初步的活動方案

4

企劃階段

授課講師：胡湘苓

策略規劃

 外部環境分析

1. 政治環境力量Political

相關法令規

2. 經濟環境力量Economic
經濟環境品質、相關或其他產業聯結

3. 社會環境力量Sociocultural

人口消費趨勢、社會風俗規範

4. 科技技術力量Technological

活動經營技術趨勢
5. 其他

5授課講師：胡湘苓

策略規劃

 內部資源分析

1. 場地空間及地形

2. 環境設施及設備

3. 周邊的景觀

4. 地理位置及交通/停車便利

5. 團隊經營能力

6. 活動規劃能力

7. 其他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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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禮儀
Etiquette

主講人：胡湘苓 Shaline Hu

國際禮儀之緣起

 起源於中古世紀的歐洲，是封建社會宮廷
的產物，專屬於貴族階級。

 由英國官方予以去除繁文縟節，修正再造。

 搭乘「五月花」號，流傳到美國新大陸，
成為殖民家庭的人際關係的標準典範。

 二次大戰後，美國以戰勝國強勢的姿態將
美式禮儀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當今全球
國際禮儀所奉行的範本。

2授課講師：胡湘苓

禮儀的意義

 禮的解釋：

 中國古代「禮」是敬神的意思

 「以禮相待」表示對人的敬意

 儀的解釋：「容止儀表」、「法度、標準」

 儀式指典禮的形式與禮節規範

 儀表指的是容貌與姿態

授課講師：胡湘苓 3

禮儀的構成因素

 來源：

 風俗民情：大吉大利、年年有餘、婚禮習俗

 生活習慣：習以為常、習以為用

 宗教信仰：齋戒月、不走廟宇的中央大門

 統治者的影響：為鞏固統治地位而制定；或
是將人們的習慣改變或整合，形成正規的禮
儀。

授課講師：胡湘苓 4

禮儀的黃金定律

 尊重他人、不侵犯他人的自由與權利

 對待他人，就像你希望別人如何對待你

 發自內心誠懇對待、敞開心胸與他人往來

 是信任、高貴、正直、自尊、公正與誠實

 親切的、自然的、很本性的自然表現

 禮貌是需要不斷的學習與累積經驗

 忠實的實踐，將禮貌成為品格的一部分

 不因對象不同，而有不同的禮貌標準
授課講師：胡湘苓 5

禮儀的三層面

靈

心有所悉感

同身受

身

行禮如儀

心

存乎一心

知其所以

授課講師：胡湘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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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品味學習到風格行銷

胡湘苓

我的風格品味就是品牌

法國社會學家布赫迪爾(P. Bourdieu)

品味，就是一種生活主張，而好的、具有

領導性的品味，就能產生感染力與影響力

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劉維公

品味，表現在外在就是「風格」，是比「

美麗」更進一階的軟實力。

品味競爭力不只是要穿得漂亮、設計好東

西，更要能與眾不同、感動人心。

授課講師：胡湘苓 2

我的風格品味就是品牌

品味，成為職場最火紅的必修課

 2008遠見雜誌品味大調查

妳認同品味增值職場競爭力嗎?

授課講師：胡湘苓 3

36.00%

49.20%

2.70%
12.10%

幫助很大

有點幫助

不知道

沒有幫助

我的風格品味就是品牌

妳人贊同品味讓人更有自信?

授課講師：胡湘苓 4

57.3

41.039.2

11.310.4
5.3

更有自信

人緣比較好

與客戶有話題

打入高層社交圈

老闆比較信任

升遷比較順利

其他

我的風格品味就是品牌

對你來說是甚麼是有品味的?(複選三項)

1. 閱讀或進修

2. 參加休閒俱樂部

3. 品嚐名酒美食

4. 出入時尚社交圈

5. 學習藝術、觀賞藝文活動

6. 穿名牌開名車

7. 住豪宅

授課講師：胡湘苓 5

1.8

4.7

9.2

10.1

14.5

28.8

53.3

57.3

其他

出入時尚社交圈

穿名牌開名車

住豪宅

參加休閒俱樂部

品嚐名酒美食

學習藝術、觀賞藝文活動

閱讀或進修

我的風格品味就是品牌

好品味從哪些方面表現出來?

1. 用餐的地點

2. 項鍊戒指或配飾

3. 居家布置

4. 休閒或社交活動

5. 服裝(穿著打扮)

6. 皮包或隨身物品

7. 談吐舉止

授課講師：胡湘苓 6

2.9

3.1

4.3

15.6

17.1

27.9

84.6

用餐的地點

皮包或隨身物品

項鍊戒指或配飾

休閒或社交活動

居家布置

服裝

談吐舉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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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任務角色

資訊提供者

資訊尋求者

團體監督者

議題分析者

任務行動者

維持角色

支持者

調和者

管制者

個別角色

攻擊者

玩笑者

退縮者

獨占者

2授課講師：胡湘苓

 角色是指展現個人在團體中特定地位的行

為模式。

 角色可說是地位的動態面。

 一個功能良好的團體來說，成員最好兼具

任務及維持的角色。

3授課講師：胡湘苓

 團體規範是團體成員所共同認定，用以管理自身行為的一套守則。分成三種形式：

1. 程序規範：用以範定成員互動的準則。

2. 角色規範：用以範定成員的行為表現。

3. 文化規範：範定團體的共同信念。

 規範可以用語言或非語言的方式呈現，它導引成員的行為，有助於凝聚力的發展。

 規範在於使團體維持動態均衡的狀態，團體規範一旦建立，就很難加以改變。

4授課講師：胡湘苓

 是與生俱來的天賦特質還是純屬意外?

 領導與領導者彼此密切相關，但卻不盡相同。

 領導者的特質應包括影響力及貫徹力兩者。

 領導者是在團體中扮演有權利或義務執行決

策的角色。

 領導就是能影響團體以達成目標的能力。

 領導在團隊中是一個高度變異的現象。

 領導是一種人際關係的形式。

5授課講師：胡湘苓

 領導者促進團體目標的達成

 領導者會影響他人

 領導權力來源多樣化，分成六種：

法定權力 專家權力 參照權力

酬賞權力 強制權力 資訊權力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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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公共關係與媒體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公共關係是什麼？

 是一種溝通策略。

 藉由多樣且公開的管道進行溝通。

 與組織存在息息相關的特定對象，
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

 有效率的管理組織與媒體。

 不須要付費的運作概念。

 對組織的營運具極大的影響力。

2授課講師：胡湘苓

公關的對象與目的

• 新品或既有產品的使用與配售訊息…消費者

• 激勵員工以企業的產品為傲…內部員工

• 企業的發展趨勢是為了建立永續團隊供應商

• 企業願景、獲利能力、未來規劃…股東

• 傳達企業營運的面向來建立融合景象社會大眾 3授課講師：胡湘苓

溝通工具（I）

 公關稿（press release）

1. 活動告知（announcement ）

2. 製造新聞的公關稿（create news ）

3. 臨機應變式的新聞稿（spot news）

4. 回應式的新聞稿（response ）

5. 特別報導（feature）

6. 壞消息式的參考新聞稿（bad news）

4授課講師：胡湘苓

溝通工具（II）

 記者會（press conference）

記者會的主題

流程設計與掌控

1. 準備宣傳相關物品

2. 時間、地點及場地的選擇

3. 模擬問題的設定

4. 現場的流程控制

5. 後續延伸報導

5授課講師：胡湘苓

溝通工具（III）

 事件、活動（event）

1. 確認對象與活動目標

2. 設定活動主題

3. 前置準備：時間地點、宣傳物製作、
合作對象的溝通與協調、訊息發布、
活動流程規劃及預算編列等。

4. 活動現場的控制

5. 活動疏散

6. 效果評估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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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行銷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行銷是甚麼

 是整體的觀念、系統與理念。

 是經過設計，用來告知、說服及出
售的傳播過程。

 將產品、觀念或服務藉由某種形式
的包裝，再透過適當的管道讓「接
受者」能充分瞭解與明白。

 「發現還沒被滿足的需求，並且滿
足它。」

 所以，行銷是...
2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與銷售

• 銷售觀點：由內而外

工廠 產品
銷售與

促銷

獲取

利潤

3

• 行銷觀點：由外而內

市場
消費者

需求

整合性

行銷

獲取

利潤

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是甚麼

 所以，行銷是.. （Philip Kotler）

 以消費者的需求為起點。

 不是短期的銷售作業，而是長期的
投資與努力。

 與消費者溝通瞭解滿意度，以改善
商品與服務組合來提高績效。

4

企 業 消費者

商品、服務

顧客需求及期望回饋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理念的演進

生產導向時期
如何提高生產力？

銷售導向時期
如何「銷售」大量商品？

消費者導向時期
如何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的
商品？

社會導向時期
如何提高「企業形象」 ？
如何「提高社會及消費者福祉」 ？ 5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組合的內涵

產品
Product

價格
Price

推廣
Promotion

通路
Place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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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產品開發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啟發你的創造力與聯想力

什麼是創造力

 創造力就是將很多的知識經過大腦

的整理，將知識重新組合過後加以

創新，而啟發出一種新的效用或是

有助益的東西，這種力量稱之為創

造力。

2

 你覺得你有創造力嗎？

授課講師：胡湘苓

尋找我的創造力

 在上班途中，很容易看到路邊的灰

色水泥做成的電線桿，如果讓你重

新想像電線桿的樣子，你覺得是？

1. 沒有意見。

2. 電線桿本來就是灰色水泥做成的

3. 真是煞風景的顏色！

4. 因為以前是木頭做成的，所以現在
用水泥代替吧！

5. 改用水泥比較耐用吧！
3授課講師：胡湘苓

尋找我的創造力

6. 是否可以用其他的鮮豔的顏色重新
漆過呢？

7. 是否可以把電線桿的變瘦一點，體
積變小一點？

8. 不知道把電線拆掉的電線桿會變成
甚麼樣子？

9. 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要用電線桿，真
是難看死了有礙市容。

10. 還是…
4授課講師：胡湘苓

創造力與聯想力

 從圖A中你可以看到幾個正立方形

 在圖B中你覺得左右兩邊的立方體
哪一邊是突出的呢？

5授課講師：胡湘苓

創造力與聯想力

 請問一共有幾個正方形？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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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之溝通

授課老師：胡湘苓 Shaline Hu

語言的功能

 可以指示、標明和定義個人的思想、

感情和經驗，以便和他人分享。

 具有評估的功能。

 可用來討論個人生命經驗(過去、現

在、未來)中的一切事務，甚至進行

假設性的對話。

2授課講師：胡湘苓

語言和意義的關連

 語言的使用具有創造性

 利用語言來創造能代表某些涵義的
句子。在語言的運用上，會因每個
人的基模或參考架構不同而異。

 語言的使用需要學習

 即便在同樣的文化裡，新世代會創
造新的語彙。

 語言創造出的改變非常大，所以要
透過學習，才能真正瞭解語言的意
義。 3授課講師：胡湘苓

語言文字的複雜性

 在人際溝通中所利用的文字，至少
有兩種意涵：

 一種是「名義上的」功能，也就是
「外延意義」（denotation）。

 另一則用來傳達情感上的絃外之音，
稱之為「內涵意義」（connotation）。

4授課講師：胡湘苓

語言與溝通的關係

 影響溝通互動品質：言語的結構及
形式；互動時言語的社會心理屬性。

 語言能力不等同於溝通能力。語言
能力，指的是語言的勝任能力；而
溝通能力，指的是社會溝通的勝任
能力。

 真正擅長溝通的人，應該是在語言
能力及溝通能力，都可充分運用且
適當發揮的人。

5授課講師：胡湘苓

語言溝通的規則

 在複雜的溝通歷程中，溝通者都有
自己的意圖與目的(影響他人、支配
他人行為和想法)。

 在語言溝通中，每個人都不自覺地
依照一個共通的溝通法則。

 說話不是一個無意識的隨機歷程，
而是依循一套社會認可的規則來進
行。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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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行銷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行銷與銷售

• 銷售觀點：由內而外

工廠 產品
銷售與
促銷

獲取
利潤

2

• 行銷觀點：由外而內

市場
消費者
需求

整合性
行銷

獲取 利
潤

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是甚麼?

 是整體的觀念、系統與理念。

 是經過設計，用來告知、說服及出
售的傳播過程。

 將產品、觀念或服務藉由某種形式
的包裝，再透過適當的管道讓「接
受者」能充分瞭解與明白。

 「發現還沒被滿足的需求，並且滿
足它。」

 所以，行銷是...
3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是甚麼?

 所以，行銷是.. （Philip Kotler）

 以消費者的需求為起點。

 不是短期的銷售作業，而是長期的
投資與努力。

 與消費者溝通瞭解滿意度，以改善
商品與服務組合來提高績效。

4

企 業 消費者

商品、服務

顧客需求及期望回饋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理念的演進

生產導向時期
如何提高生產力？

銷售導向時期
如何「銷售」大量商品？

消費者導向時期
如何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的
商品？

社會導向時期
如何提高「企業形象」 ？
如何「提高社會及消費者福祉」 ？ 5授課講師：胡湘苓

行銷組合的內涵

產品
Product

價格
Price

推廣
Promotion

通路
Place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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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消費者心理學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消費者行為

2

顧客的感覺與知覺

 感覺是屬於個別的大腦反應

 主要是透過人體外部的「五覺」和

內部的運動覺、平衡覺、肢體覺等，

提供給大腦進行複雜的心理行動。

 感覺是最簡單、最基本的心理現象

 各種感覺的綜合，在大腦形成知覺

3 4

知覺的對比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知覺的相似律

6

知覺的相似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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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管理

主講人：胡湘苓
shalinehu@gmail.com

銷售與溝通秘訣

起就是如何開始

引起對方的注意

關鍵的五秒鐘

眼神與微笑

誠心的讚美

承就是彼此開始

互動

善用肢體語言

回應與回饋

找出彼此的共通點

2授課講師：胡湘苓

銷售與溝通秘訣

轉適時的轉移

提問與引述，來了

解對方的需求

以同理心的觀點

運用幽默的力量

合完美的結束

運用歸納法

展現自信

做出承諾或是達成

共識

3授課講師：胡湘苓

銷售與溝通秘訣

停就是暫停

溝通之前的十秒鐘

暫停的藝術

1.滔滔不絕會阻礙思考

2.傾聽對方的機會

3.說的好不如說的巧

4授課講師：胡湘苓

銷售與溝通秘訣

看就是觀察力

臉部的表情：微笑、挑眉、眼神、

行為舉止

手勢與身體姿勢

說話速度

其他：色彩個性知多少

5授課講師：胡湘苓

色彩個性知多少

旺盛生命力的象徵，精力充沛樂觀進取

，喜歡開疆闢土勇往直前，且口直心快

，喜怒皆形於色。

代表智力，是新鮮人的幸運色，依既定

目標前進，不斷自我充實，具有很高的

判斷力，有領導氣質，所以容易備受賞

識而升遷。
6授課講師：胡湘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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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開發與整合行銷

主講人：胡 湘 苓

Shaline Hu

觀光產品的特性

 屬於無形商品（服務或勞務）

 服務製造過程與消費有重疊，且不
可分割。

 產品無法100%標準化

 無法當場確認購買商品的完整性

 無法及時使用

 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2

觀光產品的特性

 產品是非例行性且高價值的

 對產品有高度的期望

 同一件產品可直接販售給顧客，也
可透過中間機構(旅行社)。

 購買決策過程較複雜，屬於高度涉
入與高度參與。

 外部因素對購買決策有很大的影響

 價格未必反應產品品質或成本
3

旅客的購買行為

4

旅客的動機

 動機產生的條件

 經濟條件

 時間條件

 交通條件

 現代化發展

 消費觀念的改變

 傳播媒體事業的發達

 銀髮族的退休生活

 現代人舒緩緊張情緒
5

旅客的動機

教育與文化 休息和娛樂

1.去看看別的國家的人
民如何生活、工作和
娛樂。

2.去特定地方觀光

3.去瞭解正在報導的事
件，更進一步瞭解

4.去參與特殊活動

5.擺脫日常單調的生活

6.去好好玩一下

7.去獲得某種與異性接
觸的浪漫經歷

 動機的類型（I）

6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第 81 頁



顧客關係管理
回應顧客需求與溝通心理學

主講人：胡湘苓

序 曲

人際之間的關係建立從溝通開始

如何與他人溝通，解圖他人的心意，以致

有效傳達自我想法與適切的表現。

溝通的本質

溝通的方式

顧客服務之溝通與技巧 2

語言

非語言
色彩心理學

肢體互動

何謂溝通

溝通：訊息的傳達、接收與解讀。

目的：蒐集、處理及傳播資訊。

顧客服務之溝通與技巧 3

表情要能達意

顧客服務之溝通與技巧 4

服務溝通秘訣

顧客服務之溝通與技巧 5

起 停

服務溝通的秘笈

起就是如何開始

引起對方的注意

關鍵的五秒鐘

眼神與微笑

誠心的讚美

承就是彼此開始

互動

善用肢體語言

回應與回饋

找出彼此的共通點

岑淑筱老師之課程講義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五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第 82 頁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
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

質優質化專案 

 

附件六 

【組織診斷策略架構成果報告書】 

 

 行銷定位圖(A-1、A -2) 2 份 

 組織策略執行圖(B-3－B-20) 18 份 

 環境分析圖(C-21－C-26) 6 份 

 績效管理圖(D27－D33) 7 份 

 

2010 

 計劃主持人：岑淑筱 

 共同主持人：吳成豐、趙芝良、吳祉芸 

 計劃助理：郭家毓、吳明芳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六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總組織發展診斷架構圖 

組織定位與使命 

 任務聲明 

 組織新定位 

環境分析 

 組織內部(環境)分析 

 組織結構制度 

 資源 

 限制 

綜合性分析(SWOT) 

(組織)產業環境分析 

 競爭者 

 潛在競爭者 

 顧客/市場佔有率 

 (潛在)市場開發 

策略執行 

 專案策略：依市場  

 

 組織領(場)域 

 

 

 

 

 

產品 

服務 

區域 

組織架構權限 

專案活動(規劃)Programming 

 依市場提供產品、服務 

專案執行與稽核 

 組織架構制度 

 組織內部作業流程 

組織制度、基礎設施、流程重整 

 服務品質管理 

 產品開發/創新 

 市場開發/維護  

 供應鏈管理 

 內部流程設計/管理/更新 

績效評鑑(管理控制) 

 

績效評鑑目標 

 訂定績效評鑑目標 

評鑑專案執行 

 訂定績效評鑑標的

(Cnteria) 

控制(工具)設計、執行 

 訂定績效管理流程 

 稽核績效管理標的 

組織策略 

組織目標與藍圖 

 產品/服務 

 市場開發與維護 

 組織領域(Domain)位置 

組織政策與制度之架構 

 人資的架構 

 績效評鑑標準與控管系統 

組織策略與定位 

 組織定位 

 

 

 

 

 組織策略 

(1) 全區/區隔 

(2) 差異化市場 

(3) 成本領導/焦點集中 

Product 

Total Solution 

Oper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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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診斷步驟與內容描述（第一、二階段）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一 

階段 

組織定位與使命 

任務聲明 
瞭解目前既有的組織任務及使命為何，作為組織診斷分

析的基本依據。 

組織新定位 
在環境分析與綜合性分析後，針對現有任務與使命制定

組織未來的發展定位。 

環境分析 

組織內部分析 針對組織內部現況進行 SWOT 歸類與分析。 

組織結構制度 
針對組織結構(部門、職責)與制度(生涯發展、獎勵制度)

進行瞭解與分析。 

資源與限制 
瞭解組織既有的資源(核心能力、組織優勢)與發展限制(組

織成長、能力缺乏)為何。 

綜合性分析 

競爭者 
瞭解與比較目前市場中與組織競爭的企業、競爭強度、

發展狀況與其關鍵優勢為何。 

潛在競爭者 

探討與分析現下市場中可能/即將進入或已經具備發展威

脅的企業為核，並將潛在競爭強度與進入門檻高低納入

考量。 

顧客/市場佔有率 

針對現有顧客與潛在顧客進行分析，同時也針對產品與

市場佔有率進行瞭解，從中探尋可發展與組織目前缺乏

不足之部分。 

潛在市場開發 
綜合前述分析，針對潛在市場進行開發，增加新服務方

式，並提高競爭者的進入門檻，提升企業競爭力。 

第二 

階段 

組織目標與藍圖 

產品/服務 
瞭解組織目前既有的產品與提供的服務為何，並與組織

目標相配合，從中分析組織未來可發展方向。 

市場開發與維護 
針對組織既有的市場進行維護/鞏固發展策略，並針對新

市場之開發策略與目標進行研擬與討論。 

組織領域位置 
瞭解組織目前所處之產業領域為何，並進一步探討潛在

市場開發可能性，進而訂定企業發展藍圖、目標及策略。 

組織策略與定位 

組織定位 
經由未來組織目標與藍圖之明確訂定，發展一套組織未

來發展定位。 

組織策略 
針對組織的定位與發展的方向進行組織策略研擬，使其

能夠互相配合與支持，進而提升組織策略成功的可能性。 

組織政策與制度

之架構 

人資架構 
瞭解組織內人力資源部門員工職掌工作內容(招募遴選、

教育訓練、績效薪酬、員工發展)現況與層級架構為何。 

績效評鑑標準與

控管系統 

瞭解組織目前既有的績效評鑑標準與控管系統為何，進

一步探討可改善之處，並加以設計與修正，以符合組織

未來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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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組織診斷步驟與內容描述（第三階段）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三

階段 

策略執行 

專案策略 

在組織策略發展有一明確定位與方向後，設計一系列有

助於組織發展之『策略專案』，而此專案之設立為達成組

織成長與開發的目標，並與組織定位相配合。 

專案領域 
在策略專案形成之初，便根據其團隊的性質與專案目標

設立明確的專案領域。 

專案活動規劃 
依市場、產品提供

服務 

依據專案所欲發展的方向與策略，並針對新/舊產品與市

場進行活動規劃與設計，而每項活動都需設定主題，並

以達成組織目標為規劃方向。 

專案執行與稽核 

組織架構制度 

瞭解此專案內的架構與制度，進一步瞭解專案成員、分

工職掌與專案團隊組成層級為何，以便日後進行稽核時

有一參照。 

組織內部作業 

流程 

瞭解此專案的內部作業與整體執行流程，透過稽核的方

式明確檢查其作業流程是否合乎正當性與效率性，而稽

核的標準則針對團隊工作性質訂定。 

組織制度 

基礎設施 

 流程重整 

服務品質管理 

導入全新服務品質觀念，透過組織管理之手段，要求組

織內員工進行自我修正與調整，並設立一套標準來檢驗

是否合乎組織要求。 

產品開發/創新 

進行新產品開發，並在既有產品下進行功能或服務創

新，以更新組織內部的核心知識，提升員工內部競爭力，

進而增加企業競爭力。 

市場開發/維護 

進行新產品開發與既有產品之維護，以確保組織既有市

場發展基礎下的競爭力，並透過新市場的發展提升組織

的市場佔有率。 

供應鏈管理 
針對組織內供應鏈進行管理，明確的劃分組織主要活動

與支援活動，將供應鏈中的每一環效率與效能再提升。 

內部流程設計/管

理/更新 

針對組織內部作業流程進行再設計，打散既有的管理流

程與方式，進行 SOP 或工作在設計的方式，達到組織更

新目的，提升員工的作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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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診斷步驟與內容描述（第四階段）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四

階段 

績效評鑑目標 
設定績效評鑑 

目標 

針對組織發展目標與員工工作職責內容，訂定明確的工

作績效評鑑目標，進而制定明確的績效評鑑準則，並賦

予其評鑑項目權重，最後再結合薪酬與報償制度。 

評鑑專案執行 
訂定績效評鑑 

標的 

針對專案訂定欲達成的目標與專案團隊職掌工作內容，

設立績效評鑑的準則，並根據此一準則訂定績效評鑑標

的及賦予各績效項目之權重。 

控制(工具)設

計、執行 

訂定績效管理 

流程 

訂定完整的績效評鑑流程，並選擇一套適用於組織與專

案團隊的評鑑方法，進而針對組織內員工進行績效評

鑑，在評鑑過後分別給予其所應得的報償。 

稽核績效管理 

標的 

在組織針對員工實施績效評鑑後，經由員工的意見反應

與回饋，稽核績效管理標的是否恰當與正確，進而修正

與調整其績效評鑑標準，再根據此標準進行薪酬與報償

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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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診斷、組織作為與服務網絡步驟與順序圖 

 

 

 

 

 

 

 

 

 

 

 

 

 

 

 

 

 

 

 

 

 

 

 

 

 

 

 

 

 

 

 

     組織作為           服務網絡 

     主要產品           實體店鋪 

     周邊商品         虛擬網路／電子商務 

    市場開發方式         物流配送方式 

    產品開發方式         績效管理方式 

產業環境分析 

競爭者 

產業中的領導品牌 

產業趨勢(看法) 

＋ 

組織內部（業者） 

    S           W 

    O           T 

資源（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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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診斷、組織作為、服務網絡步驟與內容描述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一 

階段 
外部分析 

組織策略與目標 

瞭解目前組織發展策略與未來發展目標為組織診斷第一步，

透過瞭解組織的現況，並與產業環境相結合比較與分析後，

診斷出企業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定位。 

產業環境分析 

針對國家政策、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科技發展(PEST)等產

業外在環境進行分析，從中了解組織目前所處的外在環境狀

況，進而與組織策略與目標進行分析與調整。 

競爭者 
針對組織外在的現有競爭者進行分析，瞭解其競爭強度與競

爭優勢，以供組織在制定未來策略與目標時一個良好參照。 

產業中的領導品牌 
瞭解整體產業產品的領導品牌，探討與分析其成為領導品牌

之原因，從而檢視組織內部之優缺點。 

產業趨勢(看法) 

在進行產業外在現況環境整體分析，分析與推測未來產業發

展趨勢，從中取得良好發展先機，並調整組織策略與目標，

進而找到組織未來發展定位。 

第二

階段 
內部分析 

組織內部 SWOT 

在進行外部環境分析後，檢視組織內部的優勢、劣勢、機會

與威脅(SWOT)，從中瞭解組織目前競爭優勢(核心能力)與可

補足與加強之領域為何。 

資源與限制 

在進行組織內部之 SWOT 分析後，瞭解組織現有資源與發展

限制為何，進而調整組織發展目標，並制定長期組織發展策

略，以減少未來成長限制。 

第三

階段 
組織作為 

主要產品 

辨別組織現有的主要銷售產品，以更多元化的行銷方式推廣

其產品，提升產品在市場的佔有率；或經由內外部分析，藉

由研發製造與推廣行銷等方式，增加主要產品類別。 

周邊產品 

辨別組織現有的周邊銷售產品，並瞭解這些周邊產品與主要

產品相互搭配的效果，進而增加或減少周邊產品的必要可能

性，以增加企業在推廣主要產品時，帶動周邊商品的銷售數

量。 

市場開發方式 

在制定未來組織發展的方向與定位後，結合組織的發展策略

進行新市場的開發，除了能以『專案』的形式進行策略發展，

輔以差異化策略、成本領導、焦點集中策略或其他策略方式

進行開發，同時透過市場開發的同時，發覺潛在顧客群。 

產品開發方式 

在市場開發的同時，也可藉由組織核心能力進行新產品開

發，藉以增加更多的主要產品或周邊產品，以滿足更廣大的

消費顧客群與提升企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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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診斷、組織作為、服務網絡步驟與內容描述（續） 

階段 診斷項目 診斷步驟 內容說明 

第三

階段 
服務網絡 

實體店舖 

在進行內外部分析後，組織可針對服務網絡中的實體店舖進

行修正與更改，增加組織主要產品與周邊產品的曝光度，並

藉由組織內行銷方式的修正，提升產品的市場佔有率，進而

成為產業中的領導品牌。 

虛擬網路/電子商務 

除了實體通路外，也可藉由『網路』的虛擬型態(拍賣、購物

中心、部落格、官方網站、facebook…等)進行舖貨，除了增

加消費者點閱率進而帶動購買率外，也可節省實體通路所花

費的成本。 

物流配送方式 

針對實體或虛擬的通路類別，進行物流配送方式的調整，以

修正與重整接單、裝貨到送貨的流程，使在運送的過程中能

夠減少組織成本的耗損，進而提升物流的效率與效能。 

績效管理方式 

針對服務網絡的績效進行相關評鑑，設立相關的評鑑標準，

並定期進行績效評鑑，透過此手段提升服務人員的素質，達

成管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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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次專案將執行的過程中可能會使用到診斷架構彙整於此，依照總組織發展架構診斷的分類，本

專案將其細分成行銷定位(A)、組織策略執行(B)、環境分析(C)與績效管理(D)等四大部分。組織可按

照不同的情況選擇適用的診斷架構圖進行分析，如下所示： 

1. 行銷定位(A)：適用於組織既有資源(能力)與行銷策略制定等情況。 

2. 組織策略執行(B)：適用於組織發展、產品組合、策略發展、專案管理、組織變革與品牌經營

管理等情況。 

3. 環境分析(C)：適用於面對產業環境變動、探討未來趨勢發展與策略營運的風險與危機管理等

情況。 

4. 績效管理(D)：適用於員工工作績效與解決組織核心問題。 

組織診斷策略架構一覽表 

行銷定位(A) 環境分析(C) 

編號 名稱 編號 名稱 

A-1 組織內部能量評估圖 C-21 危機管理情境因素圖 

A-2 行銷三角圖(組織、策略、制度) C-22 評估危機的威脅圖 

組織策略執行(B) C-23 產業環境分析圖 

編號 名稱 C-24 產業結構與機會表 

B-3 平衡計分卡圖 C-25 SOC Framework 圖 

B-4 SIMPLE 流程圖 C-26 PEST(E)圖 

B-5 鑽石模型圖 績效管理(D) 

B-6 行銷三角圖(組織、策略、制度)(同 A-2) 編號 名稱 

B-7 產品組合九大策略圖 D-27 平衡計分卡圖(同 B-3) 

B-8 專案管理五大流程圖 D-28 SIMPLE 流程圖(同 B-4) 

B-9* 品牌策略三角圖 D-29 評估危機的威脅圖(同 C-22) 

B-10* 策略、能力、資源、價值之網絡圖 D-30* 問題解決的核心焦點圖 

B-11* 餐飲市場特質與定位分析圖 D-31 辨識問題洋蔥圖(同 B-17) 

B-12* S-C-P 圖 D-32 SCACC 圖(同 B-20) 

B-13* 策略規劃、架構與執行圖 D-33 工作檢視之步驟與流程圖 

B-14* 組織結構與產品市場關聯圖  

B-15 SOC Wheel 圖 

B-16 策略性定位地圖 

B-17 辨識問題洋蔥圖 

B-18 組織結構優缺點表 

B-19 變革調整階段圖 

B-20 SCACC 圖 

附註：B-9 至 B-14、D30 為原創性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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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銷定位(A) 

(一) A-1 組織內部能量評估圖 

 

組織能量品質： 
負能量：憤怒、失望、冷默 

正能量：愉快、滿意、熱情 

舒適區(comfort zone) 

員工對組織現況感到安樂、舒適自

在，不太有壓力，較缺乏主動變革

的動力與對界環境的感度，外在環

境改變時較無法即時因應。 

豐產區(productive zone) 

員工擁有高度靈度與緊張感，主動

性較高，快速處理資訊、善用資

源，有明確與共同的目標，不安於

現狀，主動突破常規與挑戰。 

衰敗區(corrosion zone) 

成員能量強大但來自於憤怒，能量

消耗於內部衝突、謠言或惡意中

傷，導致產能較低。原因通常為外

在威脅而激起能力，但內部缺乏整

合。 

 

放棄區(resignation zone) 

員工認於努力也無濟於事，什麼事

都無所謂，對於解決問題與面對挑

戰缺乏信心，不願意與他人和組織

互動接觸。組織變革失敗或長期營

運低潮屬此區。 

 

高 

高 

低 

低 

組織能量強度： 
如員工活躍力、敏感度、積極度、團結能力等 

辦識組織能量區 

組織能量品質 高 低 

低 

組織能量強度 

舒適區 

(comfort zone) 

豐產區 

(productive zone) 

衰敗區 

(corrosion zone) 

放棄區 

(resignation zone) 

逐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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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內部能量評估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以組織能量「品質」與「強度」，分為 X 軸與 Y 軸，內部組織成員會影響組織的能量，而組

織能量亦會影響成員行為；因而分為四區，以下為簡要說明。 

 舒適區：認為組織已找到最適生存法則，對於現況感到安逸且自滿。 

 豐產區：主動性與對外在敏感度較高，會追求突破常規與現狀的挑戰。 

 放棄區：失去處理問題與面對挑戰的信心，會故意與他人和組織疏離。 

 衰敗區：員工強大的能量來自於衝突、謠言等，導致生產力不彰。 

 當組織士氣低落，或屬內耗狀況，可採取以下策略： 

 逐夢策略：讓員工對實踐夢想產生熱忱，創造能量。 

 屠龍策略：將員工心力放在解決危機上，讓員工脫離舒適區。 

 特點 

 以組織員工在面對工作時心理與生理反應來評估組織績效及組織內部狀態，再針對員工目前

狀態對症下藥，打造具生產力的行動組織。 

 對於員工氣氛較低迷、企圖心較低的組織，適時的給予外在的壓力與刺激，激勵內部員工，

提高組織能量。 

 適用情境 

 組織成長、進步與創新停滯時 

 改善組織成員產能 

 注意事項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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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2 & B-6 行銷三角圖（組織、策略、制度） 

 

 

 

 

 

 

 

 
 

參考資料：經理人雜誌第十期 

  行銷三角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行銷不僅對外部顧客做外部行銷，現在也要透過內部行銷讓員工了解企業服務理念，使員工

透過互動行銷提供給外部顧客更持續性的良好服務。 

 特點 

 凝聚企業內部共識，建立團隊精神，提升企業整體績效。 

 適用情境 

 無論哪個行業，能更加注重、關注員工的心理感受，並且讓員工了解企業的經營理念。 

 注意事項 

 案例說明 

 

公司 

員工 顧客 

內部行銷 外部行銷 

互動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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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策略執行(B) 

(一) B-3 & D-27 平衡計分卡圖 

 

 

 

 

 

 

 

 

 

 

 

 

 

 

 

 

 

 

 

 

 

 

資料來源：經理人月刊 57 期 
  平衡計分卡說明 

 用途與功能 

 以四大構面衡量企業策略是否偏離願景與使命，幫助企業連結長期目標與短期行動。 

 特點 

 建構內部流程管理能力，提升顧客滿意度，增加企業營業額。 

 適用情境 

 以「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習與成長」四構面檢視企業策略。 

 注意事項 

 傳統企業的組織結構為構面會增加公司實施制度時的困難度。 

 勿將績效評鑑當結果。 

 策略規劃以及經營目標與績效評鑑的標準、評量、個人的績效目標以及薪資制度沒有關聯。 

 案例說明 

發揮因果關係：只有符合

願景使命的財務構面，才

有策略邏輯上的意義。 

財務構面 

長期股東價值 

生產力 營收成長 

創造流程價值：將無形

資產轉化為顧客與財

務成果的內部流程。 

內部流程構面 

營運管理 

顧客管理 

創新管理 法規與社會
流程管理 

維護顧客價值：策略的運

用不能偏離企業對顧客

的價值主張。 

願 

景 

、 

使 

命 

、 

策 

略 

顧客構面 

價格 時間 

品質 品牌形象 

服務 

功能 

整合資源與活動：結合公司

有形與無形的資產，透過學

習以達成公司願景使命。 

學習與成長構面 

個人能力 資訊能力 組織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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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4 & D-28 SIMPLE 流程圖 

 

 

 

 

 

 

 

 

 

 

 

 

 

 

 

 

 

 

資料來源：「當責」，中國生產力中心出版 

  SIMPLE 流程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設定期望、要求承諾、衡量進度、提供回饋、連結後果、評估成效」六個步驟，評估預先

訂定目標是否有達成。 

 特點 

 激勵員工，並讓員工有效達成目標。 

 適用情境 

 公司執行某專案時，可以依此做輔助工具。 

 注意事項 

 別過於高估或低估個人期望目標。 

 沒有幫助到其他人發展個人當責。 

 案例說明 

《SIMPLE》 

6 步驟 

Set expectation 

設定期望 

 

 
Invite commitment 

要求承諾 

 
Measure progress 

衡量進度 

 
Promote feedback 

提供回饋 

 
Evaluate effectiveness 

評估成效 

 
Line to consequence 

連結後果 

 把組織、部門、團隊以及個人的目標瞭
解清楚並釐清角色與責任。 

 讓員工清楚前因後果，討
論輕重緩急、利害得失，
以取得員工的信任。 

 以量化的目標來
檢視員工是否達
到先前的允諾。 

 鼓勵員工回饋意見，並且積極回應；重
視態度、行為以及行動。《回饋》可以
創造《當責》力，必要時還應給員工《前
饋》。 

 賞罰分明，先商談好該
負的『後果』，自然就
會為思想、行動以及環
境承擔後果。主管應給
予適時、適當的支持。 

 為「完成什麼」「如
何完成」負起責
任。依據先前所設
定的目標來評量
評估最後實際完
成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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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B-5 鑽石模型圖 

 

 

 

 

 

 

 

 

 

 

 

 

 

 

資料來源：Leavitt(1965)，鑽石模型 

  鑽石模型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一個組織可以分為「任務」、「人」、「技術」、「組織結構」四構面，而四構面之間是彼此互相

影響的。 

 特點 

 有效評估變革帶給企業的影響。 

 適用情境 

 企業引進新的資訊系統或者改變企業資訊科技，造成四個構面環環相扣彼此互相影響，很少

有單一構面獨自變動，必須配合改變。 

 注意事項 

 案例說明 

 

任務 

人 

組織結
構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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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B-7 產品組合九大策略圖 

 

 

 

 

 

 

 

 

 

 

資料來源：＜新‧企業參謀＞商業週刊 

  產品組合九大策略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橫軸為內部環境，縱軸為外部環境，決定企業是否退出現有市場將損失控制到最小化，或者

保持現況…等。 

 特點 

 企業發展預測並且提出因應策略。 

 適用情境 

 企業在在擬訂策略時，要同時考入內外部的環境現況再決定如何進入市場。 

 注意事項 

 案例說明 

１ 

２ 
 

３ 

４ ７ 

８ ５ 

９ ６ 

選擇性 

成長投資 

選擇性投

資或撤退 

撤退或損

失最小化 

成長投資並

接受風險 

因應 
現況 

選擇性收割

並排除風險 

固守 
優勢 

保持 
優勢 

重視 
利潤 

公司實力（內部環境） 

強 中 弱 

市
場
吸
引
力
（
外
部
環
境
） 

高 

中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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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B-8 專案管理五大流程 

 

 

 

 

 

 

 

 

 

 

 

 

 

 

 專案規畫階段，較複雜且投入的資源也最多，若計畫規畫愈周詳且細密，

相關的層面也愈多，執行計畫中較能有效率的追蹤，也愈能順利達成目標 

                    

1. 蒐集需求 

 

2. 定義範疇 

 

3. 建立 WBS 

1. 預估成本 

 

2. 決定預算 

品質規畫 
發展人力

資源計畫

書 

溝通規畫 採購規畫 

1.活動定

義 

3.估計活

動資源 

2.活動排

序 

5.發展時

程 

3.估計活

動時間 

1.風險管理

規畫 

3.定性風

險分析執

行 

2.風險辨識 

4.定量風

險分析執

行 

5.規畫風險回

應 

發展專案管理計畫

書 

規畫 

 

 

 

 

 

 

 

 

 

 

 

專案的階段結束或是

整個專案結束時，無

論專案結果的好壞，

都會將專案時期所發

生與解決流程做詳細

記錄，成為下次參考 

結束專案

或階段 

結束採購 

結束 

 

 

 

 

 

 

 

 

 

 

 

 

 

起始階段發展出專案

章程，為了大家對於

目標有相同的共識，

須先分辨出與專案相

關的利害關係者 

發展專案章程 

起始 

辨視相關利

害關係者 

 

 

 

 

 

 

 

 

 

 

 

 

 

此階段專案經理會組成一專案團隊，並且

管理相關關係者期望；同時也掌握採購與

品質管理 

執行 

指導及管理
專案執行 

品質保證執行 

採購執行 

1.發佈資訊 

 

2.管理利害

關係者期望 

 

 

1.獲得專案團隊 

 

2.發展專案團隊 

 

3.管理專案團隊 

 

 

監控專案工作 

執行整合變更控制 

監控 

採購管理 

監控風險 

績效報告 

品質管理執行 

成本控制 

時間控制 

1.驗證範疇 

 

2.控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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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管理五大流程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提出專案到專案結束期間，專案經理人會依照不同的階段為「專案的生命週期」，可分為 5

個必經時期為起始、規畫、執行、監控、結束： 

 起始：目標要有相同的共識，須先分辨出與專案相關的利害關係者。 

 規畫：計畫內容的愈周詳且細密，執行計畫中較能有效率的追蹤，也愈能順利達成目標。 

 執行：此階段專案經理會組成專案團隊，並且管理相關關係者期望；同時也掌握採購與品質

管理。 

 監控：專案執行過程中需不斷的確認各流程皆與原先規畫相同，途中若與規畫有偏差，則必

須採取補救措施，若無法還原，則應選擇修改或做彌補。 

 結束：專案的階段結束或是整個專案結束時，無論專案結果的好壞，都會將專案時期所發生

與解決流程做詳細記錄，成為下次參考。 

 特點 

 以五大流程為主要架構做規畫，可以清楚了解哪些工作是否要納入專案內，確保達到目標所

需的全部流程。 

 適用情境 

 組織擬定新企劃案或提出新專案。 

 注意事項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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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B-9 品牌策略三角圖 

 

 

 

 

 

 

 

 

 

 

 

 

 

 

  品牌策略三角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組織做品牌複製與擴散時，可以有兩個選擇： 

 主打同質化產品，如：模仿麥當勞或可口可樂，以相同產品進行複製擴散。 

 賣核心能力，如：說故事行銷，但其他產品一定要有差異性，賣夢想是需要改變的，無法

到任何地方都是賣相同的夢想，所以賣的是說故事能力。 

 特點 

 在初步的組織環境診斷完後，即可針對主要產品和周邊商品給予企業主一個簡單的建議，就

組織既有的核心能力進行分析。 

 適用情境 

 組織做品牌定位時 

 組織欲做品牌的複製擴散時 

 注意事項 

 組織在做品牌時，需考慮解讀完事情後，應做何種決策或採行何種組織作為。 

 案例說明 

 

品牌 
 

Image/ 

Story 

 

Service/ 

Facilities 

 
Value/ 

Exclusive 

Product 
Promotion 

Price/Cost 

未來成長： 

1. 品牌 

2. 選址 

3. 成本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六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3 

(七) B-10 策略、能力、資源、價值之網絡圖 

 

  策略、能力、資源、價值之網絡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思考最核心的問題：組織要提供這些顧客什麼樣的價值，若要顧好這些顧客，我有何種資源

與能力，即是組織要如何把消費者包進上下游的網絡關係中；最後，組織該如何把這些上下

游廠商包進來成為組織的網絡，透過上下游網絡的整合，使其變得更有價值，但組織該如何

將此網絡包得更緊密，變成組織應進行的策略。 

 特點 

 如何將網絡的關係提升自我價值與資源，此為企業該做的重要事情。 

 適用情境 

 組織策略之制定 

 注意事項 

 組織做策略制定時，必須有更全面性的思考，將組織的網絡(上端)與顧客(下端)納入考量中。 

 案例說明 

 

策略 

資源 能力 

價值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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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B-11 餐飲市場特質與定位分析圖 

 

 

 

 

 

 

 

 

 

 

 

 餐飲市場特質與定位分析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餐飲宴會市場產業是一個很特別的行業，它是一個實體產品加上虛擬的服務，因此，如果以實

體經濟與體驗經濟的概念來看，所強調不同的事情，以下將分述解釋之： 

 在【高價與實體產品的象限】中，需強調產品上的差異，可能發生在技術或功能上，也可能

在耐受使用期間或品質上，可以與其他產品有不同的差異化。 

 在【高價與售後服務的象限】中，但提供許多的售後服務，如嚴凱泰作的嘉裕西服，而後引

進 AMANI，全台灣最便宜的定價是 9 萬元，消費者到這裡買到的是『體面』(品牌價值)，

所以他提供的是整套的服務(total solution)，停留一次(one stop)就可以購買到全部的東

西，達到品牌價值的目標。 

 在【經濟實惠與售後服務的象限】中，經濟實惠是在比較過後的概念，結合售後服務，發展

附加的價值，藉此讓消費者在一樣的經濟實惠過程中，有物超所值的感受。 

 在【經濟實惠與實體產品的象限】中，要將經營成效變得更好，也就是所謂的成本領導，將

生產營運流程縮至最短，操作效率提高，廢料減少，如此也就是經營成效的提升。 

 特點 

 組織欲做產品定位時，需考慮其成本與欲給予消費者的價值，並以『高價』、『實體產品』、『經

濟實惠』與『週邊/售後服務』做考量。 

 適用情境 

 產品定位 

 注意事項 

 需注意比例原則與等當原則 

 案例說明 

與同質性相較 

品牌/顧客的附加價值 

高價 

經濟實惠 

產品差異 

品牌價值 

顧客 Total solution 

 
實體產品 

營運效率 

(成本領導) 

周邊/ 

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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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B-12 S-C-P 圖 

 

  S-C-P 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SCP（Strategy、Conduct、Performance），透過未來的策略發展找出產品的發展績效，而

組織結構也需配合環境的改變而改變。 

 需考慮要素： 

 Mechanism：組織有形的制度 

 Practice-measurement：組織軟性的資源 

 特點 

 組織做新產品行銷策略時，需從組織的有形制度、軟性資源與預期的效益三方面，考慮產品

的行銷策略。 

 適用情境 

 新產品行銷策略 

 注意事項 

 組織訂定新產品策略時，需考慮組織資源與所期待能得到的績效，做更全方位的思考。 

 案例說明 

 

 
Strategy 

 
Conduct 

 
Perfor-
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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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B-13 策略規劃、架構與執行圖 

 

 

 

 

 

 

 

 

 

 

 

 

 

 

 

 

 

 

 

 

  策略規劃、架構與執行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以策略為中心點，組織所投入的成本為組織資源，產出的效益必須具有價值，此價值並非價

格，是對顧客有價值的事物；組織策略所倚靠的外部營運為組織外部網絡，而內部營運則為組織

流程；以下將分別說明之： 

 策略-以市場定位區分 

差異化 先驅者/領導者 

成本領導 追隨者/先期採用者 

焦點集中 利基者 

 網絡(垂直整合、水平分工) 

1. 科技整合(資訊互享) 

2. 供應商平台整合 

 

 
 

 

對稱性 

等當性 

捨得/值得 

效能 
完整性 
協調性 
互補性 

 

經濟性 
效率 
創新 

結構 

分工合作 

 
 

策略 

 
 

網絡 

 
 

流程 

 
 

資源 

 
 

價值 

內部營運 外部營運 

成本投入 產出效益 

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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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內創新流程 

產品開發 

營運改善 

4. 接觸顧客平台/管理(產品、資訊、服務提供) 

(1) 虛擬 

(2) 實體 

5. 顧客資訊回饋機制管理 

 流程 

1. 創新流程 

2. 營運流程(效率) 

3. 前置時間 

4. 流程整合 

5. 稽核點 

6. 與產業網絡(生產、研發、行銷)相容的整合程度 

 資源 

1. 核心能力(核心產品) 

2. 周邊產品 

3. 自製研發 

4. 合作研發(異花授粉) 

5. 製造(自製或外包) 

6. 行銷 vs. 品牌的獨特性/差異性 

7. 營運能力(效率)、規模經濟、量產優勢 

8. 產品生命週期 vs. 人力資源投入型態 

 價值 

1. 主產品價值(差異化、物美價優、利基市場) 

2. 周邊配套 accessible & reachable 

3. 延伸服務 

4. 品牌尊崇、知名度、信賴(可靠度) 

5. 售後服務、專業諮詢 

6. 產品互補性(與其他產品間互補綜效) 

 

下游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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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圖 

 

 

 

 

 

 

 

 

 

 

 

 

 

 

 

 圖一：在策略之下，組織結構在內部該如何分工合作，以維持流暢的流程(創新產品、營運改善)；

另外，對組織外部的流程整合方面，組織如何將外部(網絡)的智慧資本(人力資本、結構資本與

社會資本)內部化，並整合組織內部流程於對外的網絡中。組織的外部網絡與內部流程必須透過

組織結構互相調整，適切地分工合作，才能達成組織的最大效益。 

 

 

結構 
分工合作 

 
網絡 

 
流程 

分解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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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在策略之下，組織所投入與產出的效益要有價值，並為顧客知覺有價值的，且此投入與

產出亦需具有效率，也就是把事情做對，組織投入對的資源，才能得到有價值的產出。組織在

做資源投入前，必須先以 VRIO 來檢視與分析，並瞭解是否有具經濟性的替代性產品、服務，

並能提供等當價的替代方案。 

 

 

 

 

 

 

 

 

 

 

 

 

 

 

 

分解圖二 

 

投入/產出 
對稱性 

對等性 

 
價值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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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組織應思考該如何將投入的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資源投入後，流程要越精簡，且必須

把事情做對，所投入的資源才能符合經濟性；若要精簡流程，則須檢視營運的各個環節，去除

不必要的動作。 

分解圖三 

 

產出經濟性 

創新程度 

效率 

 
流程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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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組織應該重視供應網絡對顧客提供價值的完整性，在生產環節中，協調性與互補性提升

組織整體印象(1+1>2)的綜效效能。 

 

 特點 

 幫助組織瞭解期策略的規劃架構與執行的過程應考慮的因素。 

 適用情境： 

 組織萌芽期 

 組織轉型期 

 新產品定位 

 注意事項 

 組織做策略的制定時，必須注意組織外部與內部的影響要素，並考慮組織投入的資源與價值

之間是否有等當性。 

 案例說明 

 

 

完整性、協調性、互補性 

對外 

競爭者 

之間 

分解圖四 

 

產品公共形象 

供應鏈效益/ 

綜效 

 
網絡 

 
價值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六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22 

(十一) B-14 組織結構與產品市場關聯圖 

 

 組織結構與產品市場關聯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以組織結構為核心，組織外部聚焦於市場與產業生產鏈，而組織內部則聚焦於產品與流程；

組織核心主要聚焦於市場與產品，而週邊與支援則聚焦於產業生產鏈與流程，以下將分別解釋之： 

 組織結構 

1. 組織主要功能別/運作系統為何 

(1) 產品型組織結構 

(2) 區域別組織結構 

(3) 功能別組織結構 

(4) 矩陣型組織結構 

 
結構 

 

市場 

 

產品 

 

流程 
產業 

生產鏈 

服務 

通路 

平台 

制度 

分工機制 

生產 
資訊投入/ 

反饋 

鑲嵌/ 

相容搭配 

 

遞送 

核心 

週邊/
支援 

外部 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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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揮鏈(權責隸屬) 

3. 是否符合/支持市場與產品需求 

4. 運作分工是否與產業鏈，以及組織內部生產流程一致 

 產品 

1. 單一產品(類似主產品) 

2. 多產品線(核心能力擴散)-年節禮盒 

3. 搭配性產品(自己生產多款搭配式產品)-自搭式婚宴禮盒 

4. 長青產品、潮流新品 

5. 品牌線經營(搭配通路) 

 市場 

1. 市場狀況 

 『同質性』產品/替代品 

→市場價位水準 

 『互補性』產品 

2. 提供產品/服務的通路 

 虛擬通路 

 實體通路 

3. 同業中的領導品牌→定位、意圖 

4. 產品生命週期、市場定價與行銷推廣方式 

(1) 同業競爭者的定價水準 

(2) 套裝定價 

 產業生產鏈 

1. 與協力廠商互動/互助機制 

2. 物流配送系統與內部營運系統的相容性 

3. 是否需與其他產業的上、下游廠商共同研發新產品，改善生產流程(研發費用共同分擔) 

4. 產業鏈上、下游是否授權使用商標或 know-how 

 組織流程 

1. 分層→垂直隸屬；功能→水平分工 

權責銜接、互動機制、平台、措施 

2. 監督系統、稽核制度 

3. 決策系統、機制與資訊整合 

4. 開發新產品機制 

5. 營運改善機制 

6. 績效檢視、回饋系統與工作流程的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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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圖說明 

 

 

 

 

 

 

 

 

 

 

 

 

 

 

 圖一：組織結構透過產品提供服務給市場。 

服務 

遞送 

 
結構 

 

市場 

 

產品 

分解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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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組織結構必須符合市場需求，透過通路做連結，產業生產鏈可依市場需求做因應。如：

市場中一人份小包裝米的需求增加，因此產業生產鏈必須由原來的大包裝米改增生產小包裝

米，以因應此一市場需求。 

 

通路 
資訊投入/ 

反饋 

產業 

生產鏈 

 
結構 

市場 

分解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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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組織結構必須依產業生產鏈做調整，透過平台的連結，組織可適時調整其流程，以符合

需求。如：產業生產鏈中一人份小包裝米的生產增加，因此組織的流程必須做調整，增加生產

小包裝米的流程。 

 

 

 

 

 

 

 

 

 

 

 

 

 

 

 

 

平台 

鑲嵌/ 

相容搭配 

 

 

流程 
產業 

生產鏈 

 
結構 

分解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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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組織結構依組織流程的需求，透過分工的機制生產產品。 

 

 特點 

 幫助組織調整其結構，並符合產品、市場、產業生產鏈與組織流程的改變與需求。 

 適用情境： 

 研發新產品 

 進入新市場 

 注意事項 

 需注意此五個面向有著息息相關的關係，任一環有所更動時，必須檢視其他環節的調整。 

 案例說明 

 

制度 

分工機制 

生產 

 

流程 

 
結構 

 

產品 

分解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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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B-15 SOC Wheel 圖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SOC Wheel 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組織在做變革時，首先必須制訂明確的組織策略與目標，在策略訂定後，必須檢視與調整組

織的結構與流程、領導型態、組織文化、科技、人員與其他等要素，以符合組織變革的目標。 

 特點 

 組織做變革時需注意的八個要素 

 適用情境 

 組織轉型與變革時期 

 注意事項 

 組織變革影響甚大，所以訂定的變革目標要明確且有可行性，策略目標制定後，則需考慮其

他因素是否符合組織的變革目標。 

 案例說明 

 

策略 

其他 

領導型態 結構與流程 

人、策略、 

實踐 

文化 科技 

實際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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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B-16 策略性定位地圖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策略性定位地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組織做策略性定位時，必須考慮兩大要素：國際焦點與品牌組合，此兩大要素構成了四個象

限： 

 象限一：組織以多品牌行銷多個國家 

 象限二：組織以少數品牌行銷多個國家 

 象限三：組織以少數品牌行銷於少數國家 

 象限四：組織以多品牌行銷於少數國家 

 特點 

 幫助組織瞭解其行銷定位。 

 適用情境 

 組織萌芽期 

 注意事項 

 需考慮組織的特質與需求再做定位的選擇。 

 案例說明 

 

許多國家 

少數國家 

品牌少 多品牌 

國際焦點 

品牌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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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B-17&D-31 辨識問題洋蔥圖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辨識問題洋蔥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組織發現問題時，必須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剝開，直到瞭解此核心問題；組織在此時

要看的不是現象，而是『問題』！(如：某產品的銷售率下降時，組織要探討的是為什麼下降，

是什麼原因導致產品的銷售率下降，而非僅看到銷售下降的這個表面問題) 

 特點 

 幫助組織深入瞭解與剖析其問題根源。 

 適用情境 

 檢視組織問題時 

 注意事項 

 需注意不能被問題的表面所蒙蔽，必須客觀地做深入瞭解。 

 案例說明

主要原因 

根本問題 問

題 

問

題 

What is working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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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B-18 組織結構優缺點表 

組織結構 定義 圖示 優點 缺點 

功能型 

專業分工、分層負責：最基本

的五管型組織，透過不同的功

能別的分工跟合作完成組織的

任務。 

 

 因 為 是 依功 能別 區

分，所以做教育訓練比

較方便，可幫助組織的

專業容易昇華。 

 彼此間的協調合作會有閉門造車的情況，跨

部門的合作與聯繫太少(垂直的合作較多)； 

 所有的壓力都在最上司的人身上，他必須負

責所有的成敗； 

 許多專案並不是只有單一部門別的領域，視

野會受限，橫的聯結沒做好，不容易得到顧

客的青睞。 

產品型 
從產品的生命週期與顧客導向

來做區分。 

 

 聚焦於跨部門協調 

 對組織有更多的彈性 

 資源重複→浪費，且不容易重新分配資源； 

 彼此可借力使力的資訊部份變少，亦使不同

產品線間的激盪少。 

區域型 

依不同的區域別來做區分。因

消費者的特性、認知與使用方

式會依不同地區而有所不同，

如空氣清淨機在台灣強調消除

塵蹣，而美國則強調除花粉的

功能；當當地的特性較獨特

時，更適合使用區域型組織。 

 

 當地的環境、特性、政

治與經濟可被列入考

慮，因而當地的管理者

必須深入了解當地的

市場特性。 

 售後服務(如要問巴西的問題時，必須打給巴

西的專員，而要問台灣的問題時則必須打給

台灣的專員，此現象會造成顧客的不便)； 

 市場資訊無法全球分享；因區域跟區域間的

差別太大，造成資訊無法流通，人員調派容

易出現適應不良的情形，且容易有母國公司

與子公司間的情緒緊張。 

 

執行長 

執行長 

執行長 

行

銷 

銷

售 

研

發 

產

品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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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南

區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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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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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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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 組織結構優缺點表（續） 

組織結構 定義 圖示 優點 缺點 

矩陣型 

x 與 y 軸各有分類的標準(有兩

種分類的標準，如區域+產品

or 產品+功能等)。 

 

 兼顧得較多，回應與回

饋會較完整。 

 老闆太多，有產品的與區域的，下屬必須向

很兩個老闆負責，要花更多時間溝通，成功

時兩人都會爭功勞，出錯時容易推卸責任。 

執行長 

直接

行銷 

直接

銷售 

直接

產品 

 

產

品

1 

產

品

3 

產

品

2 

行

銷 

銷

售 

產

品 

行

銷 

行

銷 

銷

售 

銷

售 

產

品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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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結構優缺點表說明 

 用途與功能 

 組織的結構共可分為功能型、產品型、區域型與矩陣型四種類型，組織結構的類型會依每個組

織的特性與策略而有所不同，以下為四類組織結構的優缺點簡潔說明： 

 功能型：優→專業分工；缺→跨部門的協調問題多、管理者需負責所有成敗。 

 產品型：優→組織更具彈性；缺→資源重複性高，會資源浪費的現象。 

 區域型：優→可更深入瞭解當地特性；缺→因區域差異性大，資訊無法全球分享。 

 矩陣型：優→雙標準，兼顧較齊全；缺→同時有多位老闆，下屬容易出現爭功勞或推卸責任

的情形。 

 特點 

 組織分析完產業環境後，依其需求與特性，決定其適合的組織結構。 

 適用情境 

 組織建立時期 

 組織變革時期 

 注意事項 

 不同的組織特性會有不同的需求，須先瞭解組織外部與內部的各種可能的影響因素。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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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B-19 變革調整階段圖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變革調整階段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組織變革調整的過程中，分為五個階段，積極參與的程度會由低至高。 

 階段一(Telling)：必須讓所有成員知道組織要做變革，以及為什麼要做變革。此外，亦給予

員工一個看得見的未來/目標，此目標必須具有高可信度、對員工有所幫助，以及員工能做

得到等三項特性，且必須符合組織的變革需求。 

 階段二(Selling)：用傳說故事的方法來美化變革的結果，並藉此強化組織的氣氛與文化；亦

做一組織文化的象徵或標語，使之變成組織文化的包裝與氣氛，最後轉變成組織變革的動

能。 

 階段三(Testing)：在組織一開始規劃變革的階段，要告訴成員每個階段的里程碑(mile 

stone)，對有達成目標的員工要予鼓勵，而沒達成目標的員工則要說明。 

 階段四(Consulting)：在做變革的過程中，鼓勵員工把挫折提出來與大家討論，並給予建議

把此挫折的疑惑消除。在此過程中，花費最多時間的事情是「溝通」，此溝通的目的是經營

管理，管理與培養員工對此一變革的信心，推動員工一起完成變革。 

 階段五(Co-creating)：在完成此次的變革後，必須與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員工，創造下

一次變革的願景。 

 規劃變革過程中的細節-4W 

Telling 

Selling 

Testing 

Consulting 

Co-creating 

積極參與的程度 

告訴組織成員 

要變革 

收買人心- 

用故事/傳說去 

強化組織的氣氛 

與文化 

測試 

給予顧問與 

建議 

與所有相關人 

一起創造 

下一次要變革

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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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為什麼要做變革？ 

 Who－誰應該被包含其中？誰來稽核你？ 

 What－核心活動為何？哪些現象需要被發生(如轉虧為盈)？是否每件事情皆與目標策略符

合，有沒有哪些事情需做調整？ 

 When－變革的階段進度為何？階段里程碑為何？ 

 特點 

 幫助組織瞭解其變革過程中，各個階段的應採取的策略與注意事項。 

 適用情境 

 組織欲做變革的階段 

 注意事項 

 對組織變革而言，變革的決心與變革的階段目標是很重要，不可苟且偷安。 

 在變革的過程中，不可忽略「外部的關係人」與「顧客」，此兩者也需要被教育組織變革的原

因。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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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B-20 & D-32 SCACC 圖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SCACC 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矩陣中的 X 軸與 Y 軸分別為組織的核心能力與競爭優勢，以組織的觀點而言，組織內部為

核心能力，外部環境則會影響組織有能擁有的競爭優勢長短。以下將以四個象限的方式做說明： 

 象限一(短期核心能力+長期競爭優勢)：若對組織而言，此核心能力是短暫的，那此資源或

技術可自行研發或向別人購買，亦或放棄，最不建議的是外包的方式。 

 象限二(長期核心能力+長期競爭優勢)：若對組織而言，此核心能力是長久的，且亦能使組

織的長久競爭優勢，則組織可考慮投資此一資源或技術。 

 象限三(長期核心能力+短期競爭優勢)：若對組織而言，此核心能力是長久的，但僅能帶給

組織短暫的競爭優勢，則必須做差異化策略，而此差異化可從品質與品牌的方向著手。 

 象限四(短期核心能力+短期競爭優勢)：若對組織而言，此核心能力是短暫的，對組織也只

是短期的競爭優勢，則組織必須探索是否有能借力使力的地方。 

 特點 

 組織欲做資源的投資時，可以此矩陣圖做思考，考慮此一資源是否能成為組織的核心能力，

是否能帶給組織長久的競爭優勢，思考完後，矩陣圖能給予四個不同的因應策略。 

 適用情境 

 組織選擇欲投資的資源時 

 分析資源 

 注意事項 

 外部環境為一動態性環境，因先瞭解組織在不同時期與環境下，對此一能力的評估標準。 

 案例說明 

外部環境 

長期 短期 

投資 

差異化 

核心能力 

研發、外包、 

放棄、向別人

買 

長期 

短期 

持

續

競

爭

優

勢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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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境分析(C) 

(一) C-21 危機管理情境因素圖 

 

 

 

 

 

 

 

危機影響時間並不長，另一方面企業危機處

理能力適當，能將危機短時間內化解。 

攀高期 

影
響 

時間 

此型態危機複雜程度高。危機隨著時間越長

而影響強度不斷增加。 

風潮期 

影
響 

時間 

影
響 

時間 

循環期 

此型態危機呈現波浪型。危機形成通常與季

節或景氣循環有密切的關係，此外有些危機

是接連出現，也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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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理人月刊 20 期 
  危機管理情境因素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經營環境快速變遷下，管理者必需要意識企業隨時都會遇到突發性或潛在危機。做好事前的

妥善的準備，企業也要擁有處理危機的能力。 

 特點 

 降低企業經營風險、增加企業在市場的競爭優勢。 

 適用情境 

 管理者必需歸納危機可能的形式和種類，依「發生的原因」或者「危機生命週期」，將危機加

以分類。便於評估與管理。 

 注意事項 

 企業必須以「長期性規劃」來建構危機管理，且不斷的修正來達到危機管理的成效。 

 案例說明 

 

外在環境 內在環境 

非
人
為
因
素 

人
為
因
素 

由外在環境中

的人為因素所

誘發的危機。 

由外在環境中

的非人為因素

所造成的危機。 

由組織內部的

非人為因素所

造成的危機。 

由組織內部的

人為因素所導

致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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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22 & D-29 評估危機的威脅圖 

 

 

 

 

 

 

 

 

 

 

 

 

 

 

 

 

 

 

 

 

 評估危機的威脅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利用「危機影響值」及「積慮因素等級」兩變項衡量企業所存在的危機威脅性，根據兩變項

區分成四個區域形成「危機壓力表」。 

 特點 

 評估目前企業的危機壓力，並做事前預防以及擬好應變計畫。 

 適用情境 

 針對企業而言，危機最受關注的地方即是危機的威脅性，依此方法可瞭解企業目前所存在的

危險性。 

 注意事項 

 對企業本身評估誤太客觀。 

 案例說明 

危機影響低&發生機率低 
 

代表危機影響程度低以及
發生機率低，在危機處理
時可列在較後順序。 
 

危機影響低&發生機率高 
 

代表危機影響程度低，旦
發生機率高，需注意突然
爆發。 
 

危機影響高&發生機率低 
 

代表危機的發生機率低，
但一旦發生影響的程度可
能會很大，需注意危機所
影響廣度並加以控制。 

危機影響高&發生機率高 
 

代表危機影響程度高且發
生機率也高，必須立刻緊
急處理；平時也應擬定應
變計畫以防止突發狀況。 

機率因素等級 
危機發生的機率 

危
機
影
響
值 

危
機
發
生
後
不
去
干
預
所
可
能
造
成
的
損
害 

0 

10 

100 

1.評估危機的影響值需先考慮以下問題： 
 是否持續惡化？ 
 是否受到外界的關注？(政府、媒體) 
 是否影響企業正常營運？ 
 是否危及公司或個人的公共形象？ 
 是否損害公司財務利潤？ 

2.針對此五問
項從 0 到 10 做
主觀的評分，求
其平均數即危
險影響值並標
於縱座標上。 

 
3.再評估危機
發生可能性的
機率，並以百分
比標於橫座標
上。 

 
4.根據座標標
示即可確定危
機落於哪個區
域及瞭解其危
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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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23 產業環境分析圖 

 
 
 
 
 
 
 
 
 
 
 
 
 
 
 
 
 
 
 
 
 
 
 
 

  產業環境分析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做產業環境分析時，應先針對五力模式進行分析，由供應商、消費者、潛在進入者（有能

力進來此一產業的人，卻未進來的就叫做潛在競爭者）、相關產業互補性/替代性。 

 最好的 OD 是借力使力，因勢利導，但先決條件是要先知彼知己。 

 當消費者跟同一個供應商購買貨品時，其議價能力較高；而當供不應求的時候，供應商的議

價能力較高。 

 組織也須針對產業結構、產業趨勢進行分析，因為在各個產業生命周期中，所採取的競爭策

略不同。 

 特點 

 藉由五力分析可瞭解目前組織產的產業整體環境發展，分辨出目前組織在此產業中的競爭位

置。 

 適用情境 

 組織欲進入新市場 

 組織推出新產品 

 注意事項 

 需瞭解組織有哪些限制，又有哪些資源可做因應。 

 案例說明 

潛在

進入 

供應

商 

替代

品 

購買

者 

 

現有競爭

者強度 

新進入者 

的威脅 

購買者的 

議價能力 

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 替代品 

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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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24 產業結構與機會表 

產業類型 定義 鞏固策略 

零散型產業 

(Fragmented industry) 

1. 廠商家數眾多，中小規模 

2. 進入障礙低 

1. 發現經濟規模 

2. 改變資本結構 

新興產業 

(Emerging industry) 

1. 科技創新 

2. 需求改變 

先驅者優勢 

1. 科技領導 

2. 有價值的策略資產 

3. 創造顧客轉換成本 

成長型產業 

(Growing industry) 
產品 VS. 市場 

1. 產品開發 

2. 互補性產品 

3. 替代性產品 

4. 市場開發、滲透 

成熟型產業 

(Mature industry) 

市場 

1. 需求減緩 

2. 經驗老顧客的發展 

3. 生產產能減緩 

4. 新產品服務 

5. 國際性競爭增加 

6. 利潤降低(VS 超額利潤) 

產品強化 

1. 服務品質提供/投資 

2. 過程創新 

衰退產業 

(Declining Industry) 

1. 市場面對更多威脅 

(相較機會較少) 

2. Rivalry 競爭關係變強 

1. 領導策略 Leadership 

2. 利基策略 Niche 

3. 收割策略 Harvest 

4. 撤資策略 Divestment 

國際化 

(International industry ) 

1. 知名企業、品牌複製 

2. 轉換成在地化品味、風格 

3. 優勢：a. 中性化(neutralize) 

            / 探索機會 

        b. 快速整頓 

1.多國籍機會 

2.全球機會 

3.跨國機會 

網絡型產業 

(Network industry) 

1. 產品/服務銷售影響有損於其他產品

/服務 

2. Increasing-returns 

3. 又稱回收增加型產業 Ex：電腦軟

體、傳真機、電話 

4. 創造標準 facto=in fact 

5. 特別產品/服務  

6. 少數先驅使用者 

1. 先驅者優勢 

2. 贏者全拿 

創

新

的

重

要

性 

高 

新興 
低 

產品
創新 

過程
創新 

成

熟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六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42                                                

C-24 產業結構與機會表（續） 

產業類型 定義 鞏固策略 

超競爭產業 

(Hypercompetitive industry) 

1. 未穩定、無法預測 

2. 競爭、很難確定強手 

1. 彈性 

2. 預先因應崩解 

空核產業 

(Empty-core industry) 

1. 割喉戰 

價格<平均成本 

2. 雙方無共同效益沒有交集 

3. 真正成本無法完全交易 

Ex：計程車、機場 

1. 勾結 

2. 政府政策、法規 

3. 重要產品區分 

4. 需求的管理 

 

  產業結構與機會表說明 

 用途與功能 

 此六個產業結構並無絕對的順序，以下將分項敘述之： 

 零散型產業：因為技術門檻低且資本結構很少，所以造成百家爭鳴的現象；但可透過資本

結構的改變，提高進入門檻。遍地開花、百家爭鳴為其特性，也因為就地服務的特性，使

得此結構無法透過經濟規模的擴大與經驗曲線的複製，降低其成本。 

 新興產業：造成新興產業的原因為技術的創新與需求的改變，由於是剛開始萌芽的產業，

目標消費者的使用習慣還在改變，所以產業中還沒有固定的營運模式與技術規格，投資風

險也較大。 

 成長型產業：供不應求。 

 成熟型產業：產品的基本功能是大家都能辨識的，需使用新的方式，讓顧客不厭倦，如：

加上周邊的新功能等；透過此服務創新與周邊的創新，可增加與老顧客之間的維繫。 

 衰退型產業：在產業中，消費者需求降低，使得供給也變低；雖然競爭者變少，但消費者

有可能會背棄，改使用其他廠商的新產品。為解決此一困境，組織必須想辦法做產品的創

新，可做轉型或改變，如用衛生棉的不織布用來當廚房的吸水用品。 

 國際化產業：國際化可使資訊快速流動，以及全球分享，組織可以品牌複製到各個國際市

場，但要轉換成在地化，並創造自我風格。 

 網絡型產業：與超競爭產業、空核產業呈對比，產業的特性為固定資本投入很高，以及越

多人使用價值越高，此外，亦有有大者恆大，贏者全拿的現象。在網絡型產業中，因為瞭

解周邊產品或互補性產品的關係，周邊其它很多產品都可以跟組織的主產品相容，就會有

更多人使用組織的產品，產業規模就會更大。 

 超競爭產業：在此產業中，業界的規則、競爭型態與產品規格等隨時都在改變。 

 空核產業：由於資訊不透明或雙方利益不等當，會導致有價無市的現象發生；雙方有共識

卻無交集，因此，建置透明化的平台，透過政府的介入，使大家都做這件事情，此外，「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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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也是大家常用的方式。 

 特點 

 幫助組織瞭解其產業環境現況，以及可採取的策略。 

 適用情境 

 組織萌芽期 

 注意事項 

 零散產業的限制是可以被打破的。 

 在新興產業中，若投資錯就會血本無歸，所以要善用先驅者的優勢。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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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C-25 SOC Framework 圖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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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 Framework 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組織欲做變革前，首先必須評估組織與產業環境中的狀況與目前組織生命週期的位置，在瞭解

目前組織的位置與狀況後，以組織目標建構組織未來，分析現況與未來目標間的缺口，瞭解組

織有哪些情況需要改變，又該如何執行此改變；此外，透過哪些機制可以持續此改變，將此建

立在動態路線中。以下為組織變革過程中，六項維持動態循環的機制： 

 組織的工作政策符合組織變革的需求 

 組織已隨時準備好做變革 

 組織員工擁有變革的情緒 

 隨時保有創造力 

 鼓勵員工持續性地學習 

 組織變革的計畫具有可行性 

 特點 

 幫助組織瞭解其變革需求與可行性。 

 適用情境 

 組織變革 

 注意事項 

 組織考慮變革的過程中，必須將外部環境與組織內部因素納入考量。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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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C-26 PEST(E)圖 

大面向 需考慮的因素 

在我們的產業中，有哪

些重要因素？這些因素

對現在與未來的影響？ 

Political 政策   

Economic 經濟   

Social 社會   

Technological 科技   

Ecological 生態   

Other key forces and external stakeholders 

其他面向與外部相關利益者 

  

編改自 Ellen R. Auster, Krista K. Wylie, Michael S. Valente. 2005. Strategic Organizational Change: 

Building Change Capabilities in Your Organization. NY: PALGRAVE MACMILLAN. 

  PEST(E)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PEST(E)分析主要是幫助組織檢視其外在環境，此分析變數為政治、經濟、社會、科技與生態，

由於近年環保意識抬頭，因而產業外部環境的生態因素也必須納入考量，以追求企業的永續發

展；在分析的過程中，必須瞭解在產業中有哪些重要的因素，又有哪些因素會影響到組織未來

的發展，此外，不同的組織也會因其特性與營運需求的不同，而使分析內容有所差異。以下為

此五大變數的解釋： 

 政治：一個國家的制度、社會政策與相關法令等。 

 經濟：平均可支配所得、價格波動與消費模式等，此將影響組織目前與未來的市場大小。 

 社會：一個國家的教育程度、風土民情與宗教信仰等，此將影響消費者對此組織認同與否的

態度。 

 科技：技術的進步速度、專利與保護情形等。 

 生態：生態保育、永續發展等，組織若想追求永續發展，就必須兼顧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特點 

 組織做策略發展時，須先考慮大環境的各面向的影響因素，瞭解影響因素為何，組織才能制

定符合大環境與組織發展的策略。 

 適用情境 

 組織萌芽期 

 注意事項 

 需以客觀的角度評估各個環境面向可能的影響因素。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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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績效管理(D) 

(一) D-30 問題解決的核心焦點圖 

 

  問題解決的核心焦點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組織在面對所發生的問題時，可依照以下步驟思考解決策略： 

 Step1：先想一下問題的核心焦點為何？深入瞭解問題產生的原因，再瞭解有哪些人或事

等因素會涉入此一問題，最後思考問題該聚焦在哪些方面，如何做解決。 

 Step2：思考問題處理的先後順序，以重要性做為輕重緩急處理的基礎。 

 Step3：思考要做哪些解決方案與措施，思考方向可以五大方向做著墨：組織內部、組織

外部、顧客、公共形象與成本。 

 特點 

 以『援外援，以助內力（利）』做為最高指導原則。 

 適用情境 

 當組織面臨難以解決的問題時 

 注意事項 

 可配合辨識問題洋蔥圖做分析。 

 必須深入瞭解問題的核心。 

 案例說明 

 今天已經有人喝某飲料中毒，但有心人士卻繼續寫信給公司說要準備針對北區下毒，警察知

道此事，記者卻不曉得。如果是你會如何做？會全面召回產品亦或回收北區產品？ 

 

 

 

1. 問題產生的原因 

2. The subjects involved 

3. The focus & solution 

核心焦點 

Problem Priority 

內 外 Public Audience Cost Solution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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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D-33 工作檢視之步驟與流程圖 

 

 

 

 

 

 

 

 

 

 

 

 

 

 

 

 

 

 

 

 

資料來源：經理人 53 期 

  工作檢視之步驟與流程圖說明 

 用途與功能 

 在組織面對問題產生時，可由以下步驟解決： 

 思考：擴大思維廣度，抓住問題核心及凝聚答案，找出解決方法。 

 問題解決：有效的解決問題時，先確定問題，找出解決對策的假設，最後再驗證與評估。 

 寫作：將問題發生的順序與解決方法記錄下來。 

 簡報：將所記錄的資訊做成簡報。 

 圖解：以圖片或組織圖的方式，精準的傳遞訊息。 

 內部員工：以專業的角度詢問並找出事實的證據，再提出獨立公正的建議。 

 特點 

 解決問題的流程以 MECE、邏輯樹與金字塔原理為理論基礎，在分類資訊從大分類中細分，

內隱 

專業主義 
「追問『為什麼？』「客戶

第一」誠信」專業的 3 種層

面 

管理高層觀點 
不再以部門為主要觀點，以

組織全盤考量為基礎，提出

更公正的建議 

事實基礎 
應以事實為基礎，若以經驗

法則來推論，易被他人質

疑。 

V.S 

外顯 

 

邏輯樹 
以邏輯因果關係為問題解決流程，深入探究問

題原因，同時可將解決對策「具體化」。 

 
MECE 
資訊分類時將各部分之間「彼此獨立」、「互無

遺漏」，各部分之間觀點不重覆，不疏漏，避

免出現思考盲點。 

圖解 
       先講結論、確認比 

較方法、選擇適 

當圖表，就能精 

準傳遞訊息 

 

思考 
找出問題核心找出解決方法： 

打破框架、擴大思維廣度的「零

基準思考；凝聚答案精準備的

「假設思考」 

  問題解決 
     依照「課題設定」 

「解決對策的假設」和 

「驗證與評估」，便能有 

效率的擬定具體對策。 

   簡報 
簡報技巧運用金字塔原 

理，「9 比 1」的圖文比、 

文字不超過 30 字等 

   寫作 
    動筆前，先以主題、解 

答、作者、對方、期待 

的反應為五大要素，預先 

想好問題假設。 

實務應用 

 

金字塔原理 
以結論為金字塔頂點，邏輯架構為支持結論的

證據，結論與證據須為縱向因果關係，而證據

與證據為橫向關係，須符合 MECE「彼此獨立，

互無遺漏」的原則。 

  理論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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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有無遺漏或同一屬性的項目，並且能將解決對策具體化。用系統性方法，導出結論、找

出解答。 

 適用情境 

 組織面對問題或提出新方案。 

 注意事項 

 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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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整合前述得知，本份組織策略診斷架構主要提供企業在面對外部環境或市場的不確定時，透過環

境分析(C)的診斷架構圖，將可協助組織找出現有競爭者與潛在進入者，並確認組織未來的發展方向

與產品定位是否明確；其次，透過組織策略執行(B)及行銷定位(A)的診斷架構圖，將可協助組織找出

既有的資源基礎與發展缺口，從中制定一套適切的策略與行銷方案，強化組織的競爭優勢；最後，透

過績效管理(D)的診斷架構圖，將可協助組織在策略執行時，有一套明確的指標供組織參考，降低潛

在風險與不確定性，提升組織達成目標的效率與效能。因此，無論是新設一個品牌或產品、開發市場

或新事業，亦或改變組織內既有的架構與發展方向，經過一系列詳細的診斷與判斷後，幫助組織設計

出一套最佳的解決方案，維持源源不絕的競爭優勢。 

附註 

 本份成果報告書內所使用的組織診斷架構，分成原創性架構與編改性架構兩種，原創性架構(B-9

至 B-13、D30)乃自於專案執行過程中，依實際發生過的案例彙整製作而成；編改性架構則來自於專

書與雜誌，經過改編與調整成為適用於服務性產業的診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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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劃建置成果報告書】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規畫成果 1 份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1 套 

 

2010 

 計劃主持人：岑淑筱 

 共同主持人：吳成豐、趙芝良、吳祉芸 

 計劃助理：郭家毓、吳明芳 

 系統架構者：莊予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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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源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本專案為加深組織人力素質優質化與深耕化的目標，特別建構一套人力資源資訊系統，將教育訓

練中的講師資料庫、講義資料庫與訓練評鑑，及工作績效評鑑結合至系統中，期透過系統的操作與使

用，提升組織的作業效率與效能，並且讓員工能夠與其他人有良性之互動，增加競爭能力。人力資源

資訊系統整體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整體架構 

 在 HRIS 整體架構之下，共分成『能力版圖』、『績效評鑑』、『學習護照』、『講師專區』與『管理

專區』等五大部分，組織內員工所擁有的身分則包含『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

與『管理者』等四種權限，如下所示： 

1. 員工編號/代碼：相關資料查詢、學員護照資料新增、講師評鑑 

2. 講師：相關資料查詢、作業繳交查收與時間設定、學員評鑑 

3. 人力資源部門：相關資料查詢、講師資料新增/刪除作業、線上評鑑統計作業、員工課程排定 

4. 管理者：權限全開、後台作業管理、新增/刪除相關作業 

專長 能力版圖 

（科目別） 

HRIS 系統 

課程名稱 

 類別分 

 講師分（講師介紹） 

 能力、職能本位 

 影音檔 

訓練評鑑 

 歷年（科目別） 

 學生自評 

 證書 

工作績效評鑑 

 直屬主管評鑑 

 直屬主管建議 

 平均（部門／公司） 

 自我評鑑 

學習護照 

（主管、員工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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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進入畫面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管理者) 

 進入畫面為使用者鍵入帳號及密碼之處。而欲申請新帳號的使用者則點選『申請新帳號』，則進

入新視窗填寫兩頁的基本資料後，即可登入使用。進入畫面包含的功能如圖 2 至圖 4 所示： 

1. Welcom to 新天地 HRIS 

2. 使用者帳號(User Name) 

3. 使用者密碼(Password) 

4. 申請新帳號 

 

 

 

 

 

 

 

 

 

 

 

 

圖 2 進入畫面圖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七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4 

(一) 進入畫面後台作業管理 part 1                                            (權限：管理者) 

 帳號密碼申請審核(需先進行基本資料填寫，page 1) 

(1) 帳號 

(2) 密碼(限定 4-6 位數字或英文) 

(3) 真實姓名中文／英文 

(4) 聯絡電話 

(5) 聯絡住址 

(6) 目前工作職務 

(7) 部門別 

(8) 工作年資 

(9) 電子信箱 

(10) 電子信箱(備用) 

 

 

 

 

 

 

 

 

 

 

 

 

 

 

 

 

 

圖 3 帳號密碼申請審核 part 1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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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入畫面後台作業管理 part 2                                            (權限：管理者) 

 帳號密碼申請審核(需先進行基本資料填寫，page 2) 

(1) 學歷 

(2) 經歷 

(3) 專長 

(4) 著作 

(5) 興趣 

 

 

 

 

 

 

 

 

 

 

 

圖 4 帳號密碼申請審核 part 2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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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畫面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登入帳號及密碼後，即可進入到人力資源資訊系統的主要畫面，共包含了能力版圖、績效評鑑、

學習護照、講師專區與管理專區等五個區塊。畫面的右上角為跑馬燈，供人力資源部門與管理者更新

相關資訊使用，有提醒員工的作用。此外，為簡化操作的複雜度，本專案將所有連結的畫面集中在同

個頁面，以降低員工操作上的困難。最後，人力資源資訊系統採下拉式的選單方式供員工使用，如此

不僅能夠一目瞭然，同時也使員工知道如何操作與使用，如圖 5 所示： 

新天地國際餐飲集團 
 身分別：_________ 
1.能力版圖 
 1.1 能力地圖 
 1.2 課程類別          
  1.2.1 一般能力 
  1.2.2 專業能力 
  1.2.3 管理能力 
 1.3 講師資料庫 

1.3.1 依姓氏筆劃 
1.3.2 輸入  姓名  

 1.4 工作說明書 
2.績效評鑑 
 2.1 工作績效評鑑 
 2.2 訓練結果評鑑 
 2.3 證書 
 2.4 部門統計資料 
     2.4.1 工作績效評鑑統計 
     2.4.2 訓練績效評鑑統計 
 2.5 個人統計資料 
     2.5.1 工作績效評鑑統計 
     2.5.1 訓練績效評鑑統計 
3.學習護照  
4.講師專區(Only for 講師) 
5.管理專區 

 

 

 

 

 

 

 

 

 

 

 

圖 5 主要畫面&下拉式選單圖 

以新開視窗的方式呈現 

採下拉式選單方式呈現 

跑馬燈(組織內部新增相關資訊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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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能力版圖 

 能力版圖為人力資源資訊系統的第一大區塊，底下包含教育訓練相關的能力地圖、課程類別、講

師資料庫與工作說明書等四部份。員工可透過點選能力地圖中的能力類別，瞭解其中可接受訓練的相

關課程，同時，點選可上課的課程類別將可連結到能上此堂課的講師資料。此外，本人力資源資訊系

統將建置大量的講師資料庫與講義資料庫，使學員在上課之餘能夠上此系統下載相關資料作反覆學習

之用，將教育訓練的效益再發揮。相關說明與順序如圖 6 至 13 所示： 

(一) 能力地圖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員工能力類別       能力內容類別           可學習課程類別 

 

 

 

 

 

 

 

 

 

 

 

 

 

 

 

 

 

 

 

 

 

 

 

 

圖 6 能力地圖 

1. 能力版圖由左而右點選，圖案出現

的順序依序是 1→2→3 

2. 都在同一個分頁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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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能力地圖後台作業管理                 （權限：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能力內容類別 

2. 可學習課程類別 

 

 

 

 

 

 

 

 

 

 

 

 

 

 

 

 

 

 

 

 

圖 7 能力地圖後台作業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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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課程類別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圖 8 課程類別圖 

1. 可增加與補充課程類別 

2. 各類課程皆可點選，並出現： 

(1) 游標移至該課程名稱時，出現五位講師資料(同個視窗，於課程旁出現框框提醒) 

3. 點選一般能力、專業能力與管理能力時，分別變換不同顏色的課程類別圖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期末報告附件七 

新天地-市場潛能開發與人力素質優質化專案 頁 10 

(四) 課程類別後台作業管理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課程名稱 

2. 課程簡介 

3. 課程大綱 

4. 課程講義(上傳／下載) 

5. 影音資料(上傳／下載) 

6. 講師名稱 

 

 

 

 

 

 

 

 

 

 

 

 

 

 

 

 

圖 9 課程類別後台作業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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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講師資料庫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依姓氏筆劃輸入 

 

1. 姓名： 

2. 學歷： 

3. 經歷： 

4. 專長： 

5. 著作： 

6. 課程名稱： 

 

 

 

 

 

 

 

 

 

 

 

 

 

 

 

 

 

 

 

 

 

 

圖 10 依姓氏筆劃輸入圖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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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姓名查詢輸入 

 

1. 輸入姓名 

2. 跳出新視窗，出現查詢的老師 

 

 

 

 

 

 

 

 

 

 

 

 

 

 

 

 

圖 11 依姓名查詢輸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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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講師資料庫後台作業管理                         （權限：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新增/刪除 講師/姓名 

2. 新增 照片 

3. 新增 學歷 

4. 新增 經歷 

5. 新增 專長 

6. 新增 著作 

7. 新增 課程名稱 

 

 

 

 

 

 

 

 

 

 

 

 

 

 

 

 

 

 

 

 

圖 12 講師資料庫後台作業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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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說明書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圖 13 工作說明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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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績效評鑑 

 績效評鑑主要在提供員工對日常的工作績效與教育訓練績效進行評分，並針對表現給予建議，而

這些評鑑分數與建議將聯結到員工的個人帳戶，員工可針對主管或講師所提出的意見，提升自己的相

關知能，達成人力素質優質化與深耕化之目的，操作說明與順序如圖 14 至 22 所示： 

(一) 工作績效評鑑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講師、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員工名稱 

2. 評鑑分數 

3. 建議 

 

 

 

 

 

圖 14 工作績效評鑑圖 

(二) 工作績效評鑑後台作業管理                                （權限：人力資源部、管理者） 

1. 評鑑分數修改 

2. 評鑑建議 

 

 

 

 

 

 

 

 

 

 

 

 

 

 

圖 15 工作績效評鑑後台作業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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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練結果評鑑 for 員工 

1. 課程選擇 

2. 繳交作業／報告 

3. 訓練成果自我評鑑 

4. 講師訓練評鑑 

 

 

 

 

 

 

 

 

 

 

 

 

 

 

 

 

 

 

 

 

 

 

 

 

 

 

圖 16 訓練結果評鑑(員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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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訓練結果評鑑 for 講師 

1. 時間 

2. 課程名稱 

3. 學員名單 

4. 評鑑分數 

5. 建議 

 

 

 

 

 

 

 

 

 

 

 

 

 

 

 

圖 17 訓練結果評鑑(講師)圖 

(五) 證書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上傳證書 

 

 

 

 

 

 

 

 

圖 18 證書上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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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作績效評鑑統計(部門)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最新評鑑月份 

2. 其他月份部門查詢 

 

 

 

 

 

 

 

 

圖 19 工作績效評鑑統計(部門)圖 

(七) 訓練績效評鑑統計(部門)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課程列表 

2. 部門分數 

 

 

 

 

 

 

 

 

 

 

 

 

 

 

圖 20 訓練績效評鑑統計(部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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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作績效評鑑統計(個人)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最新評鑑月份 

2. 其他月份部門查詢 

 

 

 

 

 

 

圖 21 工作績效評鑑統計(個人)圖 

(九) 訓練績效評鑑統計(個人)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1. 課程列表 

2. 學員分數 

 

 

 

 

 

 

 

 

 

 

 

 

圖 22 訓練績效評鑑統計(個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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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習護照                               （權限：員工編號/代碼、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學習護照專區主要提供組織內員工、講師上傳與更新相關資訊，同時也可上傳曾經受過訓練或得

到名次的證書，如圖 23 所示： 

1. 個人資料 

2. 學歷 

3. 經歷 

4. 專長 

5. 著作 

6. 興趣 

7. 學習項目／課程 

8. 『已學習成果』『已繳交作業／上傳作品』 

9. 證書 

 

 

 

 

 

 

 

 

 

 

 

 

 

 

 

 

 

 

 

 

圖 23 學員護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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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講師專區                               （權限：講師） 

 此區主要提供教育訓練的講師上傳課程講義與影音資料，供學員下載之用；同時，講師也可以事

先瞭解參與此堂課的學員名單為何，有助於備課之用，如圖 24 所示： 

 1. 學員作業／報告 

  2. 課堂學員名單 

  3. 課程講義上傳 

  4. 影音資料上傳 

 

 

 

 

 

 

 

 

 

 

 

 

 

 

 

 

 

 

 

 

 

 

圖 24 講師專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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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管理專區                                              （權限：人力資源部門、管理者） 

 此區僅供管理者使用，可更改主要畫面的跑馬燈訊息及使用者的增刪，同時確保系統的穩定度，

如圖 25 所示： 

1. 使用者管理 

2. 跑馬燈訊息管理 

 

 

 

 

 

 

 

 

 

 

 

 

 

 

 

 

 

 

 

 

 

 

 

 

 

 

 

圖 24 主要畫面後台作業管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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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潛在市場開發與人力資源提升 

主持人：楊明青 執行期間：98.10.01-99.12.30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X 商 品 化: 針對目前旅遊市場及消費者進行環境與資訊調查蒐集，分析台灣在旅遊

產品市場的發展趨勢及消費者的喜好，推敲未來發展與潛力並將所獲得之資訊經彙整

後，提供給業者以利後續旅遊產品的推行。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X 問題分析: 藉由深入訪談業者以及旅行業專家的焦點團體座談，分析出目前業者的

組織內部外部所面臨到的問題。 

X 問題解決: 分析出目前業者的組織內部外部所面臨到的問題後，主要以旅遊業專家

所提供的意見，並且已蒐集到的資料為輔助，協助業者解決遭遇的問題。 

參與廠商：□無，X有:           金龍旅遊             



一、專案目標 

隨著旅遊熱潮的興盛，成立五十多年的金龍旅遊公司亦不斷的擴大其組織

規模及增加其產品線，然而，近年來旅遊市場的競爭愈趨白熱化，許多旅行社

相繼設立，金龍旅遊公司要如何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其組織內

部結構是否面臨老化之問題，需要重整?因此，根據上述之背景，本計劃歸納出

下列三點計畫議題與目標，說明如下： 

1.善用企業既有之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產品市場潛能開發 

2.組織規模、結構分析，以最精簡的組織結構達到公司最大效益 

3.透過教育訓練相關措施規劃以提升員工職能與競爭優勢，達成人力資源提昇

之目標 

二、執行架構 

 

 

 

 

 

 

 

 

 

 

 

 

 

 

 

 

 

 

三、執行情形說明 

本次計劃以質性研究為主軸，透過與廠商高層主管座談及成員訪談，並且

蒐集相關資料彙整後，給予個案公司一具體之建議。首先，針對目前旅遊業者

所屬之環境有一初步的認識與瞭解，之後再針對金龍旅遊及相關企業逐一進行

業界與學術界之焦點團體討論，同時也進行一對一之深度訪談，兩者所獲得之

資訊，結合相關資料共同進行分析與彙整後，其結果提供個案公司於產品市場

潛在開發策略、組織精簡化與人力資源提升等方面之具體建議。 

針對旅遊產品潛在市場及顧客滿意度問卷，台北總公司加五家分公司各發

放 250 份，總共 1500 份問卷，回收 1132 份有效問卷。此外，共舉辦了 8 次的

專家座談會議、7 次的內部成員座談，訪談 30 位公司成員。 

四、預期效益 

本計畫針對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之產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略、

人力素質 

優質化 

潛在市場 

開發策略 

組織規模 

精簡化 

計劃

目標 



人力素質提升與組織結構精簡化等目標，藉由問卷調查、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

進行相關資料蒐集與彙整，並把分析結果提供給金龍旅遊一具體之建議，研究

結果撰寫成工作手冊。 

    因此，本次專案總計有三項產出，包含： 

1. 旅遊產品潛在市場規劃工作手冊 

2.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 

3. 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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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金龍裝運公司成立於 1958 年，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業務為倉儲與運輸，1961

年開始代理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美國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荷蘭馬丁航空公司(Maritnair)、法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等航空業務，1965 年由沈鵬溶先

生帶領台灣第一個環遊世界 60天的考察團為公司從事旅遊業的開端，另一方面

為了促成海峽兩岸航空貨運之發展，公司董事長於 1985 年與中國民航總局籌劃

成立「海峽兩岸貨運研討會」，並為了擴大規模，於 1992年與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合資成立「南龍旅行社」於台北和香港，另為了加強服務商旅，成立永盛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Grand Travel, Inc.)並為美國最大商務旅行社(Carlson Wangonit 

Travel)台灣區業務夥伴，此外，公司於 2005 年總代理香港快運航空公司

(Hongkong Express Airways)。 

    目前金龍旅遊在台灣共有六間公司，分別是台北總公司、高雄、彰化、嘉義、

台中、台南、豐原及新竹五間分公司(如圖 1 所示)，此外，另有兩家關係企業，

分別是 1993年成立的南龍旅行社以及 2001 年成立的金龍全球遊學有限公司：  

 

 

 

 

 

 

 

 

 

                               圖 1 金龍旅遊組織圖 

    而公司內部分別設有團體旅遊、票務批售、個人旅遊、開發、大陸事業、電

子商務、旅遊醫療、塔克旅遊、金龍全球遊學及法國國際商展促進中心等部門；

在商品部分則有金龍法國、金龍日本、金龍歐洲、德航、瑞航、郵輪、中東非洲、

DMA 新視界及港澳大陸東南亞等系列的產品線，提供多樣化的旅遊商品及旅遊

諮詢服務。 

(1) 議題與目標 

隨著旅遊熱潮的興盛，成立五十多年的金龍旅遊公司亦不斷的擴大其組織規

模及增加其產品線，然而，近年來旅遊市場的競爭愈趨白熱化，許多旅行社相繼

設立，金龍旅遊公司要如何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其組織內部結

構是否面臨老化之問題，需要重整?因此，根據上述之背景，本計劃歸納出下列

三點計畫議題與目標，說明如下： 

 

1. 善用企業既有之核心能力與資源，進行產品市場潛能開發 

相較於其他旅行社，金龍旅遊公司在產品內容豐富程度較高外，另與國外許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 彰化 嘉義 台中 台南 

台北總公司 



多旅遊公合作，具有一定之競爭優勢，因此，本計畫先針對公司現有之旅遊產品

進行市場調查，透過現場問卷調查、與高階主管座談及廠商成員訪談及相關資料

蒐集，了解目前市場環境、競爭現況及顧客喜好屬性，重新規劃旅遊產品內容。

再根據其相關資料進行彙整與分析，其結果撰寫成工作手冊。 

 

2. 組織規模、結構分析，以最精簡的組織結構達到公司最大效益 

隨著分公司逐一設立，公司組織規模亦不斷擴大，外加公司設立之部門總類

多元，因此，本計畫尌目前金龍旅遊公司之組織及架構進行分析，釐清組織既有

之資源與規模，瞭解各事業體間關係與其運作內容，以及了解組織獲取關鍵人力

資源機制、制度與管理措施，針對公司進行組織診斷，是否公司面臨組織老化之

問題，使公司以最精簡的規模、架構與明確之工作職掌來達到公司最大效益。 

 

3. 透過教育訓練相關措施規劃以提升員工職能與競爭優勢，達成人力資源

提昇之目標 

本次計劃針對個案公司內部員工進行教育訓練相關措施之資訊彙整，首先針

對產業現況與現有之教育訓練措施進行檢視與分析，再經由專家座談會、深度訪

談及相關資訊蒐集彙整結果後，瞭解目前公司各單位員工所需之知識

（knowledge）、技能（skill）與態度（attitude）等職能，並從中發現職能缺口。

而後再針對其缺口進行教育訓練措施資訊蒐集，以獲得提升職能之關鍵，並把結

果撰寫成工作手冊，其包含服務人員教育訓練及員工倫理道德教育訓練，透過此

工作手冊提供予個案公司達成人力素質優質化之目標。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本次計劃以質性研究為主軸，透過個案訪談及相關資料蒐集彙整後，給予個

案公司一具體之建議。 

(二) 研究方法 

本次計劃以質性研究為主軸，透過個案訪談及相關資料蒐集彙整後，給予個

案公司一具體之建議。首先，針對目前旅遊業者所屬之環境有一初步的認識與瞭

解，之後再針對金龍旅遊及相關企業逐一進行業界與學術界之焦點團體討論，同

時也進行一對一之深度訪談，兩者所獲得之資訊，結合相關資料共同進行分析與

彙整後，其結果提供個案公司於產品市場潛在開發策略、組織精簡化與人力資源

提升等方面之具體建議，採用方法之內容說明如下： 

1.  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Questionnaire Survey）為一種發覺事實現況之研究方式，而在

確定研究目的後，根據其目的來界定其欲調查之族群，並依其性質，決定採取普



查或取樣方式。而後將所獲得之樣本編碼並輸入至電腦作一處理，根據統計分析

進行研究目的之探討。 

 

本次計劃針對旅遊產品市場進行潛力分析，透過問卷調查之方法，大量蒐集

購買個案公司旅遊產品之消費者，以獲得之消費者屬性與其偏好之資訊。之後再

回收之問卷進行編碼與統計分析，歸結出消費者之樣本屬性。 

 

2.  焦點團體法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s）是一種藉由團體討論的研究方法，典型焦點團

體討論是將約 6-12 名受訪者集合在一起，藉由共同討論及探索，從彼此討論與

互動中分享各種看法及蒐集意見（胡幼慧，1996）。而此方法的特色是能夠在短

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對於「探索性」的研究而

言，是一樣有利的方法（胡幼慧，2008）。 

 

「焦點團體法」基本上有五項研究上的優勢： 

(1) 探索一項較新的研究領域與方向； 

(2) 可以根據受訪成員的經驗洞察、發展出具體的研究假設； 

(3) 評量不同地點、不同人口群的差異特質； 

(4) 對以往研究的結果，尋找實際從業人員的解釋； 

(5) 可使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過大探討範圍、探觸十分具體的面向、深

入情感、認知、評價意義，並引發出以往的經驗和現有意義之間關

聯的說辭。 

 

根據上述焦點團體法之特點，本次計劃透過焦點團體法，分別針對不同主題

與探討之內容，預計舉辦八場專家座談會。本次專家座談會之目的在從訪談的過

程中，獲取專家對於現下產業與個案公司未來發展趨勢之可能進行深入瞭解，並

從中獲得與本計劃相關之建議。 

 

因此，在專家座談會中，每場會有一位主持人與五位專家學者共同針對特定

議題進行討論。之後再針對前述之訪談內容進行逐字稿之撰打，並把所獲得之資

訊進一步彙整與交叉比對，以確保資料之完整性與完整性，在資料確認無誤後，

其訪談結果印製成一焦點團體座談會資訊分析報告書，提供給個案公司作參考。 

 

 



3. 深度訪談法 

Bernard 於 1988 年指出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對於情境的控制程度，其程度由

低而高可將訪談分為非正式訪談 (Informal Interviews) 、非結構式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s)、半結構式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及結構式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s)等四種類型。 

 

本次計劃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進行深度訪談，並

以個案公司五位中階主管職（含）以上之員工為訪談對象，其每次訪談的時間約

為 1.5 至 2.5 個小時。而每次深度訪談都由一位專業講師擔任主持人，並於訪談

前說明本次訪談之目的與議題，隨即進行訪談與錄音，在訪談的過程中，也要求

受訪者盡量以實際例子或自我觀點說明與陳述其內容，並於每場訪談結束後進行

訪談內容與觀點之交叉討論，以確保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在資料確認無誤後，

其訪談結果印製成一深度訪談資訊分析報告書，提供給個案公司作參考。 

 

4.  可能遭遇之困難與解決途徑 

本次計劃以焦點團體法及深度訪談法，分別舉辦八場專家座談會與七場深度

訪談，以個案公司中階主管職（含）以上之員工為訪談對象。在執行訪談的過程

中遭遇：專家座談會之專家學者選擇與其時程安排及深度訪談對象之選擇與其時

程安排等困難，以下將針對前述之三點困難進行說明及解決之途徑，分述如下： 

 

(1) 合適專家之找尋與時程之安排： 

本次計劃舉辦八場次專家座談會，因施行的過程中，適合此產業之專家學者

資源不易取得，且彼此的時程上安排不易，故合適專家之找尋與時程之安排成為

本計劃的第一項困難。因此，本次計劃除了透過個案公司現有之人際網絡找尋具

旅遊、觀光產業背景之學者或業者進行訪談外，本計劃之相關人員邀請與旅遊與

觀光產業相關背景之學者與業者作為本次專家座談會之一員。此外，為了能使專

家座談會進行順利，本次計劃於專家座談會舉行前一個月，詢問學者與業者專家

可能參與之時間，並選擇適當之地點，將其訪談作一最有效率之安排。 

 

(2) 合適深度訪談對象之選擇與時程之安排： 

本次計劃進行七場次的深度訪談，分別針對個案總公司之中階主管職（含）

以上之員工進行一對一之深度訪談，因施行的過程中，適合之訪談對象不易選

擇，且每次訪談約為 1.5 至 2.5 個小時，故合適深度訪談對象之選擇與時程之安

排成為本計劃的第三項困難。因此，本次計劃請個案總公司挑選出能協助訪談之



對象，且在時程的安排上以不干擾各主管單位上班及辦公之原則，盡量安排在假

日或員工休假之時間進行，並於深度訪談前舉行一個月，敲定訪談對象可參與之

時間，並選擇適當之地點，將訪談作一最有效率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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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寫 

外部專家座談 

組織規劃、人

力資源工作手

冊修訂 

外部專家座談 

外部專家座談 

內部座談、訪談 

內部座談、訪談 

內部座談、訪談 

內部座談、訪談 

內部座談、訪談 

內部座談、訪談 



 

(三) 執行結果 

（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根據專家座談的意見以及旅遊產品潛在市場開發問卷，提供給廠商作參考，

經廠商內部評估、規劃後，於後續的業務發展，提出相關旅遊產品。 

 

（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計劃團隊協助廠商進行組織發展及教育訓練。 

 

（3）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 

隨著旅遊熱潮的興盛，成立五十多年的金龍旅遊公司亦不斷的擴大其組織規

模及增加其產品線，然而，近年來旅遊市場的競爭愈趨白熱化，許多旅行社相繼

設立，金龍旅遊公司要如何在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另一方面，其組織內部結

構是否面臨老化之問題，需要重整? 

 

 (4)所提供解決方案 

在「旅遊產品潛在市場發開策略」方面，本次計劃針對目前旅遊市場及消費

者進行環境與資訊調查蒐集，分析台灣在旅遊產品市場的發展趨勢及消費者的喜

好，推敲未來發展與潛力，所獲得之資訊經彙整後，撰寫成一「旅遊產品規劃工

作手冊。 

金龍旅遊在國民旅遊產品與大陸觀光客來台產品顯得相對非常缺乏，有特色

之國民旅遊產品可持續加強規劃，特別是因應ECFA簽訂後，可能開放之大陸FIT

自由行旅客，應及早準備，規劃特殊行程迎接可能之巨大商機。 

 

由於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規模較一般旅行社規模大，在組

織架構方面面臨老化織問題，因此，本計畫針對個案公組織結構進行分析，透過

與專家學者的討論，研擬出一個適合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提供給個案公司參

考，並結果撰寫成「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以達到組織規模精簡化之

目標。 

經過外部專家座談與內部訪談後，考量市場大小、地理區域之關聯性及降低

營運成本，金龍旅遊組織在彰化、嘉義的分公司，可思考分別合併到台中及台南

分公司，員工人數可從 250 人降到 200 人。 

 

在「人力資源提升」方面，本次計劃針對個案公司內部員工，依據分析後之

職能缺口進行教育訓練相關措施。因此，從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的過程中，歸結

出個案公司目前所急需培育之人才、發展重點與員工職能缺口所在，訪談結果彙

整一具體目標，再根據其目標規畫出一教育訓練手冊，提供予企業內部員工閱讀



與參照。因此，根據前述之成果，本次計劃撰寫「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工作

手冊」，並提供予個案公司，以達人力素質優質化之目標。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未來將持續與金龍旅遊合作，以從旁協助的角色來進行，如金龍旅遊遇到問

題與市場挑戰，會以提供意見為主。同時將持續關注旅行產業之優質發展此重大

議題，與金龍旅遊繼續互動分享與合作。特別是為數眾多的金龍之友相關旅行社

彼此存在者產業之社會網絡，應是往後旅遊產業與學界橋接研究者可以著墨不同

的實驗場域。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成果報告書 成果報告書 規劃工作手冊 因應期中審查委

員意見，有利於未

來知識擴散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在本次專案為計畫主持人，同時也是金龍旅遊內部以及外部旅運專

家的協調整合者，客觀的結合具有充分旅運經營經驗的外部專家進行焦點團體座

談，同時深入訪談金龍旅遊內部員工，了解金龍旅遊公司內部的情況，確切發放

問卷，完整調查確定與分析顧客的喜好以及金龍旅遊市場的概況。同時因本專案

也牽涉將專家知識有系統地轉化成可以電腦化、有結構的知識的過程。因此，商

管學者是協助這項轉換的人，也尌是扮演「知識工程師」。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計劃與金龍旅遊產學合作的模式，初期是由總公司指派專員與我們合作，

至各分公司與高階主管座談及訪談其他內部成員，中期由計劃主持人居中協調，

整合旅遊產業專家學者與金龍旅遊的高階主管共同座談，後期則是金龍旅遊總公

司與各分公司上下全體動員，依據專案成果的工作手冊來執行公司內的各項業

務、作業。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洪佑平 兼任助理 
13 

(15) 

進行相關人員聯繫與溝通、座

談會與訪談之相關資訊、旅遊

產品潛在市場規劃工作手冊、

教育訓練規劃工作手冊撰寫 

鄧雁玲 臨時人力 
10 

(12) 

協助進行深度訪談與焦點團體

前置作業、訪談中記錄與訪談

後逐字稿記錄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陳蘭鑫 臨時人力 
10 

(12) 

協助進行相關資料蒐集、整理

與保存、相關問卷調查與員工

探詢之逐字稿記錄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費 

(1)人事費 132,000 91,400 69%  

(2)耗材雜  

  項費 
67,800 67,800 100% 

 

2.差旅費        21,000 17,000 81%  

3.專家座談會費用(內

部+外部) 
111,600 111,600 100% 

 

4. 訪談資料影印/裝訂

費用 
6,000 6,000 100% 

 

5. 問卷調查費用 15,000 15,000 100%  

6. 成果報告書影印/裝

訂費用 
46,000 0 0% 

 

小計 400,000 308,800 77%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400,000 308,800 77%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

述） 

效益說明（詳述） 

開票張數 147,5105 張 較去年同期成長 7% 

開票銷售額 2,095,040,415 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19% 

團體人數 9,555 次 較去年同期成長 8% 

團體銷售額 403,672,695 元 較去年同期成長 15% 

總營收 27 億 較去年同期成長 42% 



 

(二) 質化成果  

旅遊產品規劃工作手冊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 

教育訓練手冊規畫工作手冊 

 

除了上述三本工作手冊外，從本次計畫執行內部座談與訪談過程中，可明顯

感受到員工的工作態度及參與計畫積極度，在計畫初期及後期有明顯的變化，而

受訪之金龍旅遊的經理人員也經常提到，員工工作積極程度明顯提高，對於公司

業務的推行更努力與更加配合，對於工作上的問題也較踴躍提出，並積極尋求解

決。 

 

(三) 成果比較 





 

 

(四) 未來擴散效益 

透過金龍之友的產業社會網絡，如果未來可以說服8家旅行社，參與類似橋

接計畫，對產業的整體營業額提升，如果以金龍旅遊為例，考量去除去年台灣之

國際觀光成長達到14.30%成長，可推估其合理成長在整體營業額方面，增加4億，

接近28%，未來8家旅行社參與計畫尌可能增加旅行產業大約32億之營收效益。 

 

 

四、 檢討與建議 



依據目前執行經驗，有關專案執行相關建議如下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本專案發現，金龍旅遊自 1958年成立以來,歷經多次體質的調整, 諸如多

家航空公司總代理權的更迭,票務中心的轉型,團體部門的輝煌發展及再起的努

力, 商務部門的業務維持和辛苦拓展,網路虛擬通路的架構, 高爾夫球部門的穩

健深入戰場,遊學部門的慘澹經營,在在都是希望能發揮各專業部門的功能,可以

在台灣旅遊市埸中,取得一席之地，延續其公司的生命力.。金龍旅遊因為一直擁

有相當專業與正派經營之高階經營管理者，所以可以保持因應市場和時代的演變

而轉變業務的能力, 難得的是，同時企業體保有熱誠,專業服務的心態, 一路走

來,始終如一，建立明確制度，確實執行，難怪要從中找出並給予專業之發展建

議其實是很不容易的挑戰。以現任楊總經理為例，可謂誠信待人，謙沖有禮,身

先士卒，以身作則，深得員工一致之尊敬與喜愛，同時員工流動率低，普遍具高

度向心力，並有固定與忠誠的直營老顧客群，因此整體而言，金龍旅遊是一個體

質相對健全，大部分員工都是兢兢業業於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營運管理良善，

企業產出穩定之優質企業。 

本專案發現想要針對優質企業提出實質之經營建議其實是一件不太容易的

事。實質上而言，產業與學界之橋接確切比預期中的困難許多。同時，雖然研究

計畫主持人早已取得合作產商永盛旅行社楊總經理之承諾全力支持此產學橋接

計畫之執行，但是在調查與探討過程中 仍然會有旅行社內部人員不自主的會有

自我防衛式的反應，還好透過長時間與進一步的溝通，本專案以增加訪談人數與

次數，才能夠鼓勵受訪人員願意尌提出之問題表示意見，並同時藉由增加由熟悉

產業運作之外部專家座談次數，根據產業運作 Knowhow，協同解讀其訪談紀錄與

公司相關文件，本專案最終方能與永盛旅行社高階管理階層人員，共同確認以遂

行原本計畫欲完成之工作目標。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對於企業診斷過程發現其產品發展內部工作人員的交換意見，是此計劃執行

之重點，因此遴選受內部工作人員可以接受其訪談之外部專家是本計劃事先必頇

考慮斟酌的。焦點座談與內部訪談事前，外部專家與內部工作人員的溝通是無比

重要的。 

本專案亦發現指派專責全職人員長期的蹲點有其必要，如果有安排建構此觀

察機制的存在，將會顯著增加外部專家與內部工作人員的契合程度，同時對產業

需解決之經營管理實務應會有更全面、更深入之發掘與了解。為了解實務經營的

現況,應適當增加各分公司的建言,並可增加各階層人員的訪談,確實探知其個人

展望、公司期許與旅遊產業發展之看法與意見。  

整體而言，本專案在合作廠商之知識工程建構的程序較專注於確認、概念化

與正規化階段，未來希望有機會，能與廠商合作在實施、測試與修訂階段有後續

作為。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專案經費相對不足應可考慮增加，相似領域之產學計畫加強交流有其必

要，專案主持人應有適度之研究費以激勵產學合作意願。 

 

(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雖然產業與學界之橋接比預期中的困難許多，但是卻為幫助產業發展可行也

應有之嘗試，在此產學橋接計畫，原本研究者想根據一般之組織診斷步驟與內容

描述之開始執行與調查與探討，過程中發現金龍旅遊早以設定年度營運績效目標

與專案執行，因此婉拒研究者探討營運績效之執行與評鑑，加上因應期中審查委

員意見，思考如何有利於未來知識擴散。研究者於是針對外顯/內隱知識、個人/

組織知識、量化/質化的知識、敘述/情境、事實/因果與初級/巨集彙整編篡旅遊

產品潛在市場分析工作手冊、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與教育訓練規畫工作

手冊。 

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亦發現旅行社內部人員是從抱持自我防衛式的反應開

始，到漸漸於焦點訪談願意樂意分享其工作上之看法；對於新資訊與新作法之建

議抱持者亦是越來越開放的態度，樂於接受不同的觀點，甚至於願意自動自發的

發問。這一切代表者工作場合中「局外人」有技巧的用心行為，是有可能可以改

變工作場域之慣性脈絡，因此原有之「局內人」在平常工作中能夠增加彈性、生

產力、革新的想法、領導能力等，眾多「局內人」改變力量的匯集，或許這尌是

為何此產學橋接專案之量化產出成果是可觀的最合理之解釋。 

整體而言，旅行社內部人員之意見呈現大部分是反映其對企業組織賦予之相

較短期遂行之任務與期望目標的了解與想法，但是對相較長期之企業遠景與產業

發展顯得不經心或事不關己。永盛旅行社高階經理人在旅行產業發展之策略選擇

上比較著重於針對環境層面的特定層面與組織的個別屬性之間所具有的各種關

係，策略形成於是旅行社之主要行為參與者，面對複雜多變產業環境，必頇反應

的反淘汰之努力過程，換言之，金龍旅遊在我們旅行社必頇考量什麼、我們旅行

社能夠考量什麼、什麼是旅行社可行的表現的相當專業，但是卻對旅行社未來要

主動追求的是什麼，卻明顯的缺乏共識與積極作為。還好，金龍旅遊楊總經理與

其他分公司經理，非常支持與鼓勵其下屬從業人員，利用工作之餘做各式各樣的

繼續進修與學習，公司本身也有累積參與產學合作經驗，所以持續學習與引進專

業建議在相當程度能夠保證金龍旅遊之人力資源擁有足夠解決問題與因應環境

挑戰之能力。 

本專案之研究者深信本團隊已經與合作廠商建立不錯之互信互助機制，未來

將持續關注旅行產業之優質發展此重大議題，與合作廠商繼續互動分享與合作。

特別是為數眾多的金龍之友相關旅行社彼此存在者產業之社會網絡，應是往後旅

遊產業與學界橋接研究者可以著墨不同的實驗場域，如果可以持續探討，那麼此

產學橋接專案之量化與質化產出成果的溢出效應是可以期待的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表 

 

編號:NSC 98-2420-H-004-183-M06                           主持人:楊明青 

計畫名稱: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 

 

審查委員:余日新 

評估項目: 

二、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評審意見: 

核心的知識如何予以系統化?以利未來知識的擴散。 

 

問題答覆: 

1. 修正方式 

本次專案的核心知識，將原先的成果報告書產出，變更為旅遊產品潛在市場規劃

工作手冊、組織規模、結構規劃工作手冊、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劃工作手冊，

以利未來知識的擴散。 

 

 

審查委員:陳信宏 

評估項目: 

三、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評審意見: 

1. 書面報告未呈現實質的工作進度與成果，應補充。 

 

問題答覆: 

1. 修正方式 

已於後續作業補上。 

 

2. 六場座談會，其中四場為外部專家，能否合乎廠商所需。應注意。 

 

問題答覆: 

1. 修正方式 

為了因應廠商需求，原計畫六場座談會，變更為外部專家座談八場，其中會有廠

商高階主管參與，而廠商內部則有七場高階主管座談，並且依情況會有多次的各

個分公司成員訪談。 



評估項目: 

四、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1. 本計畫有明確的產業對象，若按原規劃完成五項產出，工作應已相當繁重，

但重點在於能否合乎廠商所需。 

 

問題答覆: 

1. 修正方式 

經過與廠商溝通協調後，原先的五項產出變更為三項，分別是旅遊產品潛在市場

規劃工作手冊、組織規模、結構規劃工作手冊、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劃工作手

冊。 

 

評估項目: 

五、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 

1. 差旅費未動支。 

 

問題答覆: 

2. 修正方式 

已有使用差旅費，近期內報帳。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另檔提供，共三份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旅遊產品潛在市場

規劃工作手冊 

 

 

 

 

 
專案名稱：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潛在

市場開發與人力資源提升 

專案主持人：楊明青 

合作廠商：金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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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遊產品潛在市場發開策略」方面，本次計劃針對目前旅遊市場及消費者進

行環境與資訊調查蒐集，分析台灣在旅遊產品市場的發展趨勢及消費者的喜好，

推敲未來發展與潛力，所獲得之資訊經彙整後，撰寫成一「旅遊產品規劃工作手

冊。 

金龍旅遊在國民旅遊產品與大陸觀光客來台產品顯得相對非常缺乏，有特色

之國民旅遊產品可持續加強規劃，特別是因應ECFA簽訂後，可能開放之大陸FIT

自由行旅客，應及早準備，規劃特殊行程迎接可能之巨大商機。 

 

遊程規畫的原則 

 

1. 安全第一原則 

避免政局不穩疫區治安不良，設施不足的景點 

2. 合法原則 

內容必頇合法經營 

3. 最適原則 

要符合市場需要，是將最適合的內容組合 

4. 穩定供給原則 

若某項安排無法穩定供給時，則必頇捨棄 

5. 物超所值原則 

規劃者必頇以同理心來辨識消費者的價值觀 

6. 風隩掌握原則 

風隩是否容易被掌握 

7. 可行性原則 

8. 合時宜原則 

規劃應符合氣候季節性 

9. 獲利原則 

 

遊程規畫的功能 

 

1. 創造市場需求 

許多熱門旅遊目的地，可以透過行程規劃的設計，創造更多的市場需求 

2. 增加業者獲利空間 

遊程規劃將多項服務結合銷售，增加獲利空間 

3. 供應商品的結合銷售 

經過遊程規劃的包裝，即可同時銷售機位旅館巴士景點等供應商品 



4. 旅行商品有形化 

將無形的旅遊商品有形化 

遊程規劃的目的 

 

1. 達到企業所設定之目標 

2. 熟悉市場脈動 

3. 掌握消費者需求 

4. 熟知遊遊產品操作的所有細節 

5. 維繫良好之關係 

6. 教育培養員工專業知識 



市場分析 

 

1. 知覺面 

顧客對於遊程順暢度、行車時間、交通工具、住宿、飲食、景點與領隊之要求為

何 

顧客對於旅遊型態的訴求為何 

顧客對於哪些地區或國家有渴望前往旅遊的心理 

主要顧客的社會地位與消費習慣為何 

顧客的購買決策過程會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我們的顧客可以接受何種價位 

2. 資源面 

公司是否可以取得所要的機位 

所取得的機位票價是否具有市場競爭力 

旅遊目的地是否有進入障礙 

旅遊目的地之簽證是否容易取得 

當地旅遊供應量是否穩定 

國外代理店的操作是否能達到要求 

公司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推廣與操作 

是否有預算做廣告和促銷 

3. 需求面 

主要顧客的主要顧客的年齡層為何 

主要顧客的性別為何 

主要顧客的社會階層為何 

主要顧客的職業種類為何 

主要顧客的居住地為何 

主要顧客的個人所得或家庭所得是多少 

主要顧客的生活方式為何 

主要顧客的人格特質為何 

主要顧客的家庭規模為何 

主要顧客的人生家庭階段為何 

4. 同業競爭 

我們的遊程與競爭者的遊程最大的差異在哪 

競爭者所包含的項目是否與我們所包含的項目相同 

彼此的售價為何 

是否要修改遊程內容 

是否要調整售價 

主要顧客是否相重疊 



遊程規劃的步驟 

 

1. 產品會議 

必頇充分蒐集市場資訊，由公司各部門提供相關資訊， 避免閉門造車。 

2. 設定目標 

遊程規劃之前必頇設定目標，如在某段時期間內要達到多少人次或多少毛利。 

3. 作業程序與收集資料 

實際著手前最龐雜的工作，完成後仍需持續進行。 

4. 市場定位 

4.1 市場定位的意義 

依特定之某些標準、條件將旅客加以區隔，以符合其不同需求的產品設計，進而

研擬合宜之行銷策略，可依消費者特性、消費者旅行行為及習慣，選擇目標市場

與行銷手法 

4.2 誰是目標消費者？消費者旅遊行為及習慣 

旅遊動機、目的、型態 

旅遊目的地、停留天數 

消費支出的結構（如年度旅遊消費金額） 

旅遊住宿帄均天數（年度）及住宿選擇條件 

旅遊方式（跟團、自助或散客） 

旅遊之交通工具 

參團性質與大小規模 

計畫旅行的時間及觀念 

籌備旅遊費用的方式 

影響購買決策的因素 

4.3 遊程的重要屬性為何？ 

價格 

等級 

出國前比價格，出國後比品質 

4.4 誰是主要競爭者？ 

價格競爭： 

a.同地區、同行程的產品，因行程品質內容不同，可能產生價格的差異 

b.所要推出的是高品質、高單價還是薄利多銷團體 

地理競爭： 

a.國民旅遊客源轉至國外旅遊 

b.國內度假島嶼 

同儕（業）競爭： 

a.同類產品競爭機率 



b.供應面的數量是否被快速抄襲 

c.市場轉移的速度 

環境競爭： 

社會、經濟、政治環境的重大事件 

4.4 市場定位程序 

了解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位置 

確認公司所希望擁有的定位 

配合訂位方向規劃行銷活動 

5. 交通工具之選擇 

公司的政策 

航線範圍 

航點的進出 

航班的頻率 

航班時間 

機位供應量 

機票價格 

接駁順暢度 

是否另加航段 

客戶對機上服務的滿意度 

6. 代理店的選擇 

完全承包與完全操作 

單一代理店完全承包操作 

二家（含）以上代理店同時承包操作不同的部份 

完全承包與分操作 

間接承包與部分操作 

7. 遊程規劃前期作業 

定出遊程初稿 

決定遊程所有的內容細節 

實地考察 

8. 遊程初稿估價 

初稿確定後，發給各個代理店估價比較，並蒐集各個代理店的專家建議 

9. 修正遊程定案與訂團 

評估遊程初稿的估價是否符合原本預期的市場價格，並推算出是否可以達成目標 

10. 與協力廠商議價共識 

將最後定案的遊程細節與國外代理店做最後的確認 

與國外代理店及各協力廠商做最後議價 

建立達成目標的共識 

11. 定價與包裝產品 



根據實際成本與市場行情評估，設定匯率，訂出售價 

檢視所有成本是否都已經估算進去 

當遊程確定後，即可開始包裝產品 

找協力廠商印製行程表及上網銷售 

12. 教育訓練與推廣 

實施教育訓練，讓全體業務人員，了解遊程的所有細節與市場資訊 

運用媒體廣告或推廣活動，將遊程產品的訊息傳遞給消費者 

公司內部，以舉辦產銷會議與教育訓練會為主 

對消費者（或同業）舉辦產品發表會 

13. 首團檢討與量化 

首團檢討是讓產品更符合目標市場喜好、提升滿意度的重要工作 

必頇針對首團的反應作適當的修正 



遊程規劃的方法 

 

1. 書面資料與影片介紹 

藉由旅遊相關資訊藉由網際網路的傳播、相關書籍報章雜誌和旅遊局影片而獲得

資訊 

優點：成本最低，取得資訊最簡便，規劃最具效率 

缺點：容易造成遊程安排的誤差，無法了解操作細節，難以創新遊程 

2. 熟悉旅遊合作開發 

結合供應商的資源，舉辦熟悉旅遊，帶著遊程規劃者去當地實際走訪一趟，了解

當地的各種旅遊資源與各項細節 

優點：取得資訊精確，可了解操作過程，可評估飯店及餐廳與景點資源，選擇最

適的安排，可以與供應商直接洽談 

缺點：受限於熟悉旅遊的路線安排，受限於贊助的供應商，較費時、必頇付出人

員參加的成本 

3. 自行考察 

遊程規劃者依照預先構想的旅遊地區或國家，自行安排前往實地考察 

優點：自主性高，最能規劃出創新遊程或區隔市場的遊程，可直接與供應商洽談 

缺點：成本較高，最費時費力，容易偏向主觀 

4. 市場調查 

針對公司的消費者或顧客做問卷調查，了解市場需求之後，再做遊程規劃 

通常結合滿意度調查一併執行 

優點：確實掌握目標顧客的旅遊地需求，成本較低，容易得到創新遊程方向 

缺點：無法掌握遊程細節需求，需要經過整理分析手續 

5. 參加旅展 

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地區產品，多採參加旅展來獲得新資訊 

優點：能規劃出創新遊程，容易區隔市場一般遊程，資訊充裕，可以與供應商直

接洽談 

缺點：成本較高，費時費力，必頇經過整理分析 

6. 國外代理店建議 

專業的國外代理店因位於當地，因此在實際操作產品時，可以精確無誤 

優點：成本低、取得資訊快速便利，規劃效率高、規劃與操作無誤差 

缺點：受限於國外代理店的專業度與積極度、缺乏實地考察的體驗 

7. 同業諮詢 

實際經驗可以讓遊程規劃更精確、更踏實，所以像有經驗的的同業諮詢，可以事

半功倍，還可兼得書面資料與實際體驗的細節 

優點：事半功倍，成本低，可得到較精確的資訊，有實地體驗的效果。 

缺點：較無法創新，受競爭限制難以得到最詳盡的資訊，必頇重整資訊。 



遊程規劃的四大結構 

 

1. 市場分析 

遊程產品的主要客人來源為何 

評估所選擇的旅遊目的地及旅遊方式是否符合所設定的目標市場需求 

確認遊程所有內容的整體資訊是否符合要求 

了解同業競爭者的資源條件與遊程產品，找出彼此的優劣 

2. 遊程設計 

以航空公司的新航點為主導所設計的遊程 

以航空公司所提供的優惠票價為主導所設計的遊程 

以航空公司所設定的團體票價航段與航點為主導所設計的遊程 

以旅遊目的地為主導所設計的遊程 

以特定活動或慶典為主導所設計的遊程 

以旅遊目的為主導所設計的遊程 

以顧客要求所做的遊程設計 

配合國外觀光推廣單位的要求所設計的遊程 

配合季節特性所做的遊程設計 

配合政府外交所設計的遊程 

以流行事物為主導來做遊程設計 

3. 成本估算 

完整考量成本所包含的項目 

以求量為主導或合理利潤為主導，必頇明確訂定，才可以訂出容易達成目標的售

價 

4. 行銷企劃 

分析內部條件的優勢與劣勢，評估外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 

通路安排與成本配置 

行銷費用與人力資源運用的分擔 

實際執行各部門的溝通與協調 



遊程規劃的考量因素 

 

一、 公司外部因素 

1. 安全因素 

考慮戰爭、動亂、治安惡化、疾病感染等現象 

2.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包括國際邦交、選舉影響、政治安定度等問題 

3. 經濟因素 

生活水帄比較、國內經濟狀況、匯率等 

4. 文化因素  

考量台灣旅客的適應性 

比較各國家或地區的文化差異性，找出具有文化獨特性的遊程規劃 

5. 市場因素 

市場需求 

市場定位 

競爭者 

6. 法規因素 

國內及各遊程旅遊國家與地區 

7. 季節因素  

遊程國家與地區 

 

遊程的成本考量因子 

 

1. 遊程的走法 

1.1 定點一飯店 

此定點尌是飛機航線的目的地或是距離航線目的地不遠的城市或度假區。 

1.2 定點二飯店 

定點二飯店是由定點一飯店衍生而來。此類型的遊程走法要注意二飯店之間的距

離。 

1.3 放射狀來回 

以一定點為基地，配合當天來回的套裝遊程，即屬於放絲狀來回類型的遊程走法。 

1.4 完整一圈 

運用遊覽巴士當作長途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時，最節省的遊程規劃方式，尌是完

整一圈的類型。 

1.5 線條式 

線條式類型是最好的遊程規劃方式。線條式可以避免必頇回到原點的限制與車程



時間，遊程規劃變化性大，較容易規劃出創新的遊程。 

1.6 點加點 

當兩個具有高觀光價值的旅遊目的地，且必頇在一趟旅行同時造訪，且兩地距離

遙遠，必頇藉由一段飛機串連的遊程時，稱為點加點遊程類型。 

2. 遊程的成本考量因子 

2.1 機票 

(一)國際段 

(二)國外之國內線或國外之國與國航段 

(三)台灣國內接駁段 

2.2 遊覽巴士 

(一)接送機 

(二)半日觀光 

(三)全日觀光 

(四)多日觀光 

(五)避免空車回程 

(六)車型 

(七)注意相關法規 

(八)停車費、過路費、司機餐費與油費 

2.3 住宿 

住宿的成本會隨著飯店等級的高低、飯店位置的差異等而有所差距。 

2.4 餐食 

(一)早餐的選擇 

(二)午餐的選擇 

(三)晚餐的選擇 

(四)飲料的選擇 

2.5 稅 

(一)隨機票徵收 

(二)於機場支付 

(三)於團費徵收 

2.6 保隩 

出國旅遊定型化契約規定，契約責任隩為強制隩。 

2.7 景點門票 

景點門票的種類可分為：純門票費用、入內一票到底等。在成本計算時，必頇瞭

解團體所包含的門票種類為何。 

2.8 領隊費用 

交通部觀光局規定，凡旅行社出團一定要派遣領隊全程隨團服務，所以領隊的費

用必頇分攤給參團的客人負擔。 

2.9 導遊費用 



有些國家或城市嚴格規定在團體進行遊覽時，必頇持合格執照的導遊隨團解說，

這時尌會有導遊的費用產生。 

2.10 簽證 

必頇注意遊程規劃所需要的是簽單次簽證還是多次進出的簽證，這會影響成本。  

2.11 小費 

一般團體都不含小費在團費中，除非另有協議。 

2.12 必要雜費 

送給客人使用的公司行李吊牌、胸牌等，都屬於必要的雜費。 

2.13 其它協議 

是指未包含在團體內容中，旅遊契學也未列為必要包含的部分，而是客人額外的

要求。 

3. 影響成本的外在因素 

3.1 匯率 

匯率是旅行社經營的風隩之一，相同的也是影響遊程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 

3.2 單團人數 

出團人數是難預掌握的因素，但也是影響成本的主要外在因素之一。 

3.3 規模經濟 

大量採購的成本會低於小量採購，即所謂規模經濟可以降低成本。 

3.4 遊程順序 

有時候雖然遊程的所有內容細節完全相同，但是會因為遊程順序的變化而降低或

增加成本。 

3.5 航空公司 

機票的價差是影響遊程成本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3.6 機位來源 

遊程所使用的航空公司是否把自己公司列為主要支持的對象，這會影響成本。 

3.7 付費方式 

有些國外代理店針對不同的 付費方式會有不同的價格條件，例如：單團外幣現

金、單團外幣旅行支票等，都會有差異。 

3.8 季節 

淡旺季是影響成本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遊程規劃的成本分析 

 

1. 國外代理店的報價方式 

1.1 全包式報價 

全包式報價是指報價包含住宿、交通、餐食門票、及其他必要費用。 

1.2 半包式報價 

與全包式報價最主要的差異，為不包含午餐及晚餐的費用。 

1.3 分項報價 

所謂分項報價尌是指將各項費用分別列出來報價。 

2. 成本分析表的架構 

2.1 個人外幣部分 

此表主要是算出必頇準備多少外幣由領隊帶至國外支付，通常團費可以用匯款的

方式支付給國外代理店。 

2.2 團體分攤外幣部分 

表此主要是算出必頇準備多少外幣由領隊帶至國外支付，有些費用可以利用匯款

的方式支付給國外代理店。 

2.3 個人台幣部分 

(一)簽證費           

(二)台灣機場稅 

(三)操作費 

(四)廣告費 

(五)責任保隩 

(六)贈品 

(七)旅遊手冊 

(八)說明會 

(九)特別需求 

(十)其他成本 

2.4 團體分攤台幣部分 

(一)領隊出差費                  

(二)領隊簽證費                  

(三)台灣機場稅                  

(四)國際機票 

(五)國際機票之稅與兵隩 

(六)加段機票 

(七)加段機票之稅與兵隩 

(八)國內交通 

(九)領隊門票 



(十一)領隊餐費 

(十二)贈品、旅遊手冊與說明會 

(十三)送機人員 

(十四)機場接送 

(十五)特別需求與其他成本 

 

2.5 個人機票 

個人機票的外幣部分只會出現在國外的加段機票，因為所有從台灣出發的機票都

是以新台幣計算。 

3. 成本估算 

3.1 成本＋利潤＝售價 

3.2 以量制價 

3.3 設定最低成團人數 



利潤制定與定價 

 

1. 旅行社的營運成本 

1.1一般營運成本項目 

1.1.1營業場所費用 

設立公司必頇有營業場所，不論營業場所是否為公司本身所有，都會有費用產生。 

1.1.2營業設備費用 

除了基本的營業設備以外，旅行社經營已進入到電腦化時代，公司必頇租用訂位

系統、購置電腦設備等等。  

1.1.3人事費用 

由於旅行社的業務手續非常繁瑣，所以必頇藉用充足的人力來提供服務，也因此

人員費用是經營旅行社最大的營業成本，一般高達 60%以上。  

1.1.4郵電費用 

旅行社是服務事業，與客人聯絡或與合作供應商聯絡，都是最基本的工作，因此

郵電費用也是主要的成本之一。 

1.1.5耗材費用 

影印紙張、碳粉、燈管等許多耗材或內外部流程控管的表單，都是成本。 

1.1.6維修費用 

有了硬軟體設備，尌免不了會產生維修的費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了讓

生財工具保持最佳狀況，維修費用不能節省。 

1.1.7廣告費用 

有些公司將廣告費用均攤到遊程成本之中，但是大部分的公司還是將廣告費用列

為公司營運上的成本費用而沒有直接攤入到遊程成本中。  

1.1.8其他費用 

另外諸如交通費、交際費、貸款利息、水電費…等等，都是可能產生的成本費用。 

1.2其他考量因素 

1.2.1公司營業狀況 

瞭解公司產品的種類與數量，評估業務銷售能力與公司潛在顧客屬性，大略預估

此項遊程產品在公司所在的定位為何。  

 

1.2.2旅遊產品目標 

概略預估機位資源取得數量，與期望此項產品所要達到的目標是要為公司創造多

少利潤；還是要出團多少人頭數以達到航空公司的後退獎勵門檻。  

1.2.3評估操作風隩與難度 

當操作風隩與難度都比較低的時候，利潤較無法提高；反之，則可以有較高的利

潤空間。 

1.2.4市場機位供需情況 



在最旺季的時候，機位供不應求，可以提高利潤；淡季時，機位供過於求，利潤

空間減少。 

1.2.5競爭者售價 

如果自己的遊程產品與競爭者的產品同質性比較高時，尌必頇考量競爭者產品的

售價，因此會限制利潤空間。  

2. 制度利潤與訂價 

2.1利潤制定的法則 

2.1.1經驗法則 

旅行業的遊程規劃主管，通常是制定利潤的決策者。他們在算出遊程成本之後，

會以經驗評斷利潤要加多少，這樣的方法稱為經驗法則。 

2.1.2比例法則 

比例法則是指利潤要佔售價的多少百分比。 

2.1.3固定利潤最低法則 

固定最低利潤法則是指公司會設定一個最低利潤的金額限制，不論任何產品都必

頇保持最低利潤以上的利潤金額。  

2.1.4目標均攤法則 

當遊程產品被設定出團人數目標與毛利目標時，將預估的總毛利金額除以預估出

團總人數，即可以得出帄均利潤，這種方法稱為目標均攤法則。 

2.1.5附加費用加價 

因為市場激烈競爭，許多原本包含在遊程內的必要成本，被業者以附加費用的方

式向顧客收取，例如：簽證費、隨機票徵收的機場稅與兵隩等。  

2.2訂價的種類與訂價方式 

2.2.1團費價格 

一般我們所看到的價格指的尌是每單人參團時的團費價格，單人指的是大人，即

滿十二歲以上的消費者。 

2.2.2小孩團費價格 

指未滿十二歲的參團者的團費價格。 

2.2.3嬰兒團費價格 

指二足歲以下的嬰兒的參團價格。 

2.2.4延後回程價格 

當顧客要求延後回程時，價格會隨著航空公司的規定而有所不同。  

2.2.5優惠價 

指為達到某種需要或目標而推出的促銷價格或是當客人支付現金時的優惠價格。 

2.2.6同行價或同業價 

旅遊同業的推廣價格。 

2.2.7中心價 

介於實際成本底價與同業價之間的價格 。 

2.2.8單人房加價 



一般的團費價格是以二人一室的房間計算，當顧客要求住宿單人房時，必頇加收

單人房加價費用。  

2.2.9三人房價 

單人房必頇加價，但三人房不見得可以減價。如果有價差時，訂價方式有二種：

(1)每人減價的方式；(2)只有第三人減價的方式。  

2.2.10機票自理 

有許多客人本身擁有機票或者先行出國在國外與團體會合參加全程旅遊，必頇將

國際段的機票費用扣除，此時必頇訂定機票自理的價格。  

2.2.11機位升等加價 

加價的方式有二種：(1)加差額的方式；(2)  先扣除機票自理的費用再加上客人

指定較高艙等的機票價格。  

2.2.12外站部份參團加價 

外站參團有二種算法：(1)直接以每天多少團費的報價模式 。(2)詢問客人實際

參加的部分之後再精算價格給客人。  

2.2.13簽證自理價格 

當團費有包含簽證費用的時候，如果客人已經具備有效簽證，可以將簽證費扣給

客人。  

2.2.14某單項活動不參加或無法執行時的價格 

依照旅遊定型化契約的規定，如果客人在國外臨時要求不參加某項活動時，視同

自願放棄，不需要退費給客人。但是若客人在團體出發前尌聲明不參加某項活動

時，一般旅行社都會將該活動的費用退給客人。  

2.2.15額外自費遊程價格 

有些套裝遊程深具旅遊價值，但是因為價格太高或易受氣候影響等因素，使得規

劃者沒有包含在團體安排之中。但是到達國外時，或在出國前可以是情況接受客

人以額外自費遊程的方式訂購，所以必頇制定額外自費遊程的價格。  

2.3訂價的方法 

2.3.1成本導向訂價法 

1.成本加成訂價法 

2.損益帄衡分析法 

3.目標利潤訂價法 

    

2.3.2需求導向訂價法 

以需求面的情況來考量定價的方法 

需求高，價格尌高 

需求低時價格尌低 

以消費者對於該項產品的價值認知為依據 

又稱為『認知價值訂價法』 

2.3.3競爭導向訂價法 



1.追求業界水準訂價法 

2.投標訂價法 

2.4價格調整 

2.4.1參團順位折扣 

當團體達到成團人數邊緣或級數差異邊緣時，會設定某參團順位的客人有價格折

扣。  

2.4.2現金折扣 

由於消費習慣的改變，消費者使用信用卡支付團費的情況越來越多，信用卡的手

續費用將佔去絕大部分的利潤，所以大多數業者在成本計算時，以將手續費估算

在成本中，因此有現金優惠價。  

2.4.3數量折扣 

為了讓團體能迅速成團或滿團，業者會推出二人同行優惠價或四人同行一人免費

等促銷方案，這類的優惠價格即屬於數量折扣。 

2.4.4季節折扣 

旅遊季節剛剛開始的首團或首幾團、或者進入旅遊淡季時，業者會調降某些遊程

產品價格以因應成本變化或需求變化，這類較一般價格為低的優惠價即屬於季節

折扣。  

2.4.5提供額外服務折扣 

有些業者堅持不直接降低產品價格，而以增加服務內容的方式給予顧客優惠，但

是因為增加服務項目，相對的等於降低價格，即為提供額外服務折扣。 

2.4.6折價券折扣 

回饋忠實顧客的折價券或在促銷活動時發送的折價券，可以在參加遊程產品時抵

用部分團費，此種優惠的方式即為折價券折扣。 



國民旅遊 

 

1. 國民旅遊定義 

1.1 國民旅遊的基本定義為國民在其國內所從事的旅遊行為。 

1.2 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不同，其旅遊目的也會有些許差異。 

1.3 大多數國家的國民旅遊模式仍在觀光、購物、遊覽、旅行、休閒、遊憩、度

假的範疇之內。 

2. 我國國民旅遊的特質 

2.1 客源層廣、市場區隔大、消費金額小、旅遊活動時間短、手續簡便，容易成

行。 

2.2 價格彈性，成本易控制，旅遊據點多，臨時更改機動空間大。 

2.3 旅遊設計行程主題、內容較多，發揮空間及協調彈性大。 

2.4 無語言障礙，領團具解說及團康能力，凝聚共識和團體趣味氣氛較佳。 

2.5 風景區多，交通、旅館選擇可依經濟條件做選擇 

2.6 四季分明主題旅遊明顯，可依花季、雪季、賞鳥賞鯨等安排季節性遊程 

2.7 古蹟民俗多，原住民文化廣，地方張力大，均著重觀光文化事業 

2.8.傳統美食小吃林立，本土水果風味獨特，值得大力推展 

2.9 旅遊景點海拔落差大，熱帶、亞熱帶、溫帶…豐富生命型態之美 

3. 團費結構分析 

3.1 國內部分：雜支行政費、國際段機票、証照。 

3.2 國外部分：旅館、餐食、門票、車船。 

3.3 其他部分：國外國內段、簽証 ( 外站簽、落地簽 ) 

3.4 未含部分：單人房差、小費、私人開銷、費活動 

3.5 後退部分：購物、自費活動、票量。 

3.6 分攤部分：組團代表招待、加菜費、外加程、領隊額外開銷 

 



 

本次計畫總計發出 1500 份問卷，每個分公司出團各發 250 份，總計回收有效問

卷 1132 份。  

 

77%參加過金龍旅遊一次以上、11%是親友介紹、10%是網路媒體、2%是公司自

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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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次出國手續的辦理：(良好服務態度、積極度與親切度) 

需改進點(評語)：                                   
0 1% 1% 8% 2% 52% 36% 

2. 本次旅遊安排：(觀光景點、形成順暢度) 

需改進點(評語)：                                   
0 0 2% 20% 18% 40% 18% 

3. 本次旅遊購物安排：(適當次數、符合團員需求、停留時

間) 

  需改進點(評語)：                                   

0 4% 4% 20% 14% 38% 20% 

4. 本次旅遊自費活動安排：(適當價格、安全姓、未參加團

員的安排) 

   需改進點(評語)：                                   

0 0 0 10% 6% 52% 32% 

5. 本次住宿飯店安排：(適當等級、環境、設備) 

需改進點(評語)：                                   
0 0 2% 10% 14% 40% 34% 

6. 本次旅遊餐食安排：(種類、環境衛生) 

需改進點(評語)：                                   
0 2% 6% 12% 20% 42% 18% 

7. 領隊：(具有責任感、親和力、溝通協調能力) 

需改進點(評語)：                                   
0 2% 0 6% 6% 36% 50% 

8. 導遊：(具有專業解說能力、帶團經驗) 

需改進點(評語)：                                   
0 2% 0 6% 8% 40% 44% 

9. 本次交通工具安排：(乾淨清潔、安全可靠、服務良好) 

需改進點(評語)：                                   
0 0 0 2% 4% 48% 46% 

 

1. 期待旅遊目的： 

休閒放空 24% 

熱鬧刺激 14% 

文化體驗 36% 

同 
意 

水 
準 

問 

項 



美食購物 26% 

2. 期待旅遊預算： 

經濟實惠型 80% 

奢華享受型 20% 

3. 期待旅遊型態： 

親朋好友 38% 

團體旅遊 32% 

個別自由行 30% 

4. 期待旅遊季節： 

春 42% 

夏 36% 

秋 14% 

冬 8% 

5. 期待旅遊天數： 

3-4 天 14% 

5-7 天 64% 

8-10 天 8% 

10 天以上 14% 

6. 期待旅遊目的地： 

國內外 66% 

海島 20% 

大陸 10% 

極地 4% 

7. 期待旅遊安排方式： 

郵輪 52% 

自行駕車 28% 

火車 20% 

8. 期待住宿安排： 

等級 30% 

環境 56% 

設備 14% 

9. 期待餐飲安排： 

中餐 30% 

西餐 8% 

當地料理 62% 

10. 期待航空公司安排： 

本國籍 40% 

外國籍 60% 



經由上述分析資料可以發現，受訪旅客較希望未來的旅遊類型是偏向文化與

美食的，比例高低依序是文化體驗佔 36%、美食購物佔 26%、休閒放空佔 24%、

熱鬧刺激佔 14%，而預算是偏向經濟實惠型，佔有非常高的比例 80%，至於旅

遊型態在三方面的選擇則是都有 30%以上，對於旅遊方式則有較高的比例(52%)

是希望郵輪旅遊，而在住宿餐飲的安排方面，對於住宿比較要求的是環境，對於

餐飲則是有 62%比例是希望以當地料理為主。 

 

經由資料搜尋及統整，發現金龍旅遊的旅遊產品跟其他較知名且資本額較大

的旅行社相比，例如：東南旅行社、雄獅旅行社、鳳凰旅行社…等，價錢方面在

低價部分並無較大差異，然而在以金字塔頂端的顧客為目標的產品卻較為薄弱。 

 

金龍旅遊國外團體旅遊 

 

遊程名稱 銷售價 

翔遊澳珠圳搖滾五天   16,900 

武夷印象大紅袍五日遊   18,900 

閩西、大金湖精華六日遊   19,900 

神州魅影~老北京新品味五日遊   21,500 

DMA 吃香喝辣在沙巴‧長鼻猴

紅樹林生態、海島風情五日遊   

24,400 

神州魅影~黃山以境杭州豪華 6 日

遊   

25,000 

崎開得勝～五星頂級南九州以巖

四日小旅行   

27,900 

饗宴巴里─獨棟雙人 VILLA、水漾

SPA、世界遺產梯田之旅五天   

28,500 

廣島 PAK-廣島舊情綿綿 5 日 (秋楓

版 )  

28,800 

華信直航 -杭州 .黃山 .屯溪 .西湖 .五

日遊   

28,900 

蘇梅島自由行五天四夜 (二人成

行 )  

29,800 

奧大井自然美景六日   29,900 

閩浙、普陀、雁蕩俠客七日遊  (寧

進福出 )  

29,900 

直航假期 -經典絕色江南世博會六

日遊   

30,900 



關島 -繽紛燦爛  COCO PALM 渡

假 5 日 (二人成行 )  

31,500 

日本南紀、京都  秋風翩翩文化饗

宴畫境五日   

35,900 

崎開得勝～長崎龍馬傳肥前屋溫

泉北九州六日   

36,900 

蘇梅島慢活五天 (二人成行 )  39,800 

奧飛驒、郡上八幡、上高地楓情 5

天   

43,900 

古都散策風呂香嵐溪楓情 5 天   44,900 

奧飛驒、郡上八幡、香嵐溪楓情天   45,900 

日本大阪 --古都散策美學楓情 5 天

--(加班機 )  

46,900 

靜岡大井川鐵道懷舊火車、館山

寺、溫泉之旅五日   

48,800 

神奇奧地利 .捷克 .月湖城堡旅館+5

星旅館+名店美食精選 10 天   

49,999 

埃及阿布辛貝尼羅河紅海豪華 10

日   

69,900 

夏威夷歐胡島六天 (二人成行 )  73,900 

夏威夷、大島、茂宜島七天 (二人

成行 )  

78,900 

尊爵奢華奧捷 .米其林 1 星+雙遊船

+雙音樂饗宴+老城區 10 天   

78,999 

美西雙樂園~螃蟹餐 .水鴨船 .天空

步道歡樂 8 日 (中段搭飛機 )  

79,900 

義大利 .遊輪式火車+老城區旅館+

藝術美食悠閒之旅 9 天   

89,999 

加拿大 -落磯山 (兩段中段飛機+渡

輪 )溫泉、雙堡、鹽泉島 10 日   

92,800 

美加風情－阿拉斯加  極光列車  

七日遊   

104,900 

初戀大溪地八天六夜 (兩人成行 )  109,000 

OFF 漫遊南島－高山觀景火車 .冰

河 .峽灣 .冰河船奇十天   

109,800 

金色俄羅斯+情定聖彼得堡  深度

全覽 9 天 (5 星旅館+雙表演 )  

118,900 

迷戀大溪地八天六夜 (兩人成行 )  148,000 



墨西哥+古巴 12 日 (銀礦小山城 .馬

雅文明 .海明威故居 )  

149,900 

 

國外團體旅遊地區產品數 

 

遊程地區 產品數 價格 

東北亞 11 27,900-48,800 

東南亞 4 24,400-39,800 

歐洲 6 49,999-148,000 

美洲 5 31,500-104,900 

北美洲 1 92,800 

南美洲 1 149,900 

非洲 1 69,900 

澳洲 1 109,800 

大陸 7 14,900-30,900 

 

國民旅遊產品較缺乏，目前只有一種，4 天 3 夜寶島假期，價格為 16000 

陸客來台旅遊產品，目前有三種，分別是 6 天兩種、8 天一種。 

 

另類旅遊 

 

分別有郵輪旅遊、遊學旅遊、醫療旅遊、高球假期等。 

 

郵輪旅遊目前有 11 種郵輪可供選擇，分別為銀海郵輪(SILVERSEA CRUISES)、

水晶郵輪(CRYSTAL CRUISES)、麗星七海郵輪(REGENT SEVEN SEAS 

CRUISES)、精緻遊輪(CLELBRITY CRUISES)、公主郵輪(PRINCESS CRUISES 

LINES)、皇家加勒比海國際輪(ROYAL CARIBBEAN INTEMATIONAL)、荷美郵

輪(HOLLAND  AMERICA LINE)、嘉年華遊輪(CARNIVAL CRUISES)、地中海

郵輪(MSC CRUISES)、哥詩達郵輪(COSTA CROCIERE)、麗星郵輪(STAR 

CRUISES)，但其旅遊地區、內容、天數則需要顧客另行洽詢規劃。 

 

遊學旅遊目前有 10 個國家可供遊學選擇，分別為法國、德國、奧地利、西班牙、

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英國、愛爾蘭等，類型則是有語言學習、烹飪藝

術、流行時尚、繪畫課程、美食美酒鑑賞、舞導、音樂等。 

 

醫療旅遊產品目前只有一種，4 天 3 夜，其中旅遊內容除了醫療健康檢查外，都



在台北市遊覽。 

高球假期的產品則是有五個國家的球場可供選擇，分別有日本、中國、泰國、民

丹島、馬來西亞等國。 

 

旅遊業競爭日趨激烈，許多航空公司與旅遊局紛紛鼓勵業者開發質優、獨特的旅

遊產品，座談會的專家表示，金龍旅遊在現有的旅遊產品，低價類並不少，反而

缺少得是高價品質高的產品，不少資深業者也認同想要強化市場競爭力，尌必頇

師法「藍海策略」，在現行市場之外發掘豐富、多元的創新產品。 

 

因此在初期旅遊產品遊程規劃，則是針對高價且具有深度的塔克旅遊為主 

 

 

「塔克」專攻頂級客 

金龍旅遊獨家代理-塔克旅遊 

和來自各個國家的人一起探索世界 

DISCOVERY THE WORLD EITH TAUCK TOUR 

 

什麼是塔克? 

塔克明年將過 85 歲的生日了，用多年的經驗創造出精緻、豪華、另類、與眾不

同的行程，2007 年得到 Travel Age West Magazine 的„Best Tour Operator‟獎項，

讓旅客感覺如自助旅遊般的自在與悠閒，同時擁有高級團體的精緻與專業，而

“超出客人的期望”一直是塔克經營的理念，近 20 年來獲得無數獎座及榮譽的

肯定。 

 

 

多樣化的行程 

塔克旅遊提供全球超過 100 個最有趣、最特別的行程，不論是在陸上、海上甚至

空中，塔克旅遊都會以超過 80 年的經驗帶給您愉快及高級的享受，這些有創意

的行程也會帶給您不同於一般旅遊的特殊體驗，同時在您的人生中留下美好及難

忘的回憶。塔克旅遊體些的行程設計巧妙的結合觀光、休閒、探隩與文藝，您將



會經歷到旅多有如置身夢中的旅程，有壯麗的自然景觀、有趣的活動、精緻的旅

館及美食等。旅途中所有的細節都經過精心安排與設計，例如：行李通常會在比

您先抵達您的房裡、在看表演時總是有最好的座位…，在塔克旅遊中，您會覺得

每一分鐘都充滿了快樂！ 

 

 

與眾不同的旅館 

如果您在旅途中能有非常舒適的住宿，將會使您的旅興更濃。塔克旅遊使用了許

多世界知名的高級旅館，同時使用最好的房間，例如在海邊尌有面海房、在湖邊

尌使用面湖房，這是一般旅行團難以做到的。 

 



塔克的行程 
肯亞與坦尚尼亞：經典狩獵之旅 

南非：精緻探索之旅 

波紮那：奧卡萬戈三角洲 

坦尚尼亞：豪華家庭狩獵之旅 

豪華澳洲與紐西蘭之旅 

澳洲與紐西蘭之最 

印加文明帝國：秘魯與玻利維亞 

南美洲精華之旅 

哥斯大黎加 探索之旅 

加拉巴戈群島 航海之旅 

祕魯與加拉巴戈群島之旅 

巴拿馬運河與哥斯大黎加 

哥斯大黎加：叢林與雨林之旅 

加拉巴戈群島：野生祕境之旅 

祕魯-亞馬遜河 

 

 



 

KENYA & TANZANIA ： A CLASSIC SAFARI

肯亞與坦尚尼亞：經典狩獵之旅 

13 天，5680 美元 

加入塔克在東非著名的野生動物保護區和國家公園，度過一個難忘的

假期，坦桑尼亞和肯亞的野生動物園，有著龐大的動物群在漫遊，有

許多野鳥生活馬尼亞拉湖，“失落的世界”的恩戈羅恩戈羅火山口，

在桑布魯和稀有物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在黎明乘坐熱氣球在馬賽馬拉、訪問威廉霍爾登動物孤兒院、入住費

爾蒙特肯尼亞山狩獵俱樂部、遊覽私人咖啡種植園並在當地的村莊織

布，這一切在塔克旅遊獨家假期 

 



 

SOUTH AFRICA ： AN ELEGANT ADVENTURE

南非：精緻探索之旅 

12 天，6090 美元 

只有在塔克的南非之旅，你可以體驗威嚴的維多利亞瀑布，劇中的好

望角，並品嚐當地美味的葡萄酒。留在私人禁獵區，您可能會當場看

見豹子，獅子，大象，羚羊和斑馬。探索開普敦，羅本島，約翰內斯

堡，索韋托。了解更多關於反種族隔離的鬥爭，登上纜車的海景，並

查看維多利亞瀑布，是世界的必見的自然奇觀。我們的景點巡迴和南

非野生動物園的探隩，豐富了旅客從開始到結束！

 



 

 

BOTSWANA ： THE OKAVANGO & LINYANTI 波

紮那：奧卡萬戈三角洲 

 

 



 

TANZANIZ ： A GRAND FAMILY SAFARI 

坦尚尼亞：豪華家庭狩獵之旅 

11 天 6840 美元 

不同於任何其他的地方，非洲的野生冒隩讓您的雙筒望遠鏡非常的實

用。早晨從非洲的乞力馬扎羅山小屋醒來。然後看看誰住在這個雄偉

的高山斜坡上。那是電影界的 泰山 抑或是 現實生活中，馬賽族戰

士的家。每天生活在非洲叢林，當你學會如何製作串珠飾品、當地種

植香蕉飲料和咖啡、進去一所鄉村學校，你會獲得真正的味道。你會

看到那些大貓、角馬、大象和瞪羚，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你放心地

乘坐我們的非洲野生動物園敞篷車，每個人都有巨大的視野，觀察驚

人的坦桑尼亞的野生動物。從狩獵旅館，從您的帳篷營地，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一部分，曠野場面開始活躍在你家門口。 

 



 

GRAND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豪華澳洲與紐西蘭之旅 

20 天 6100 美元 

塔克的 20天的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的行程包括內陸沙漠、熱帶雨林、

珊瑚礁、冰川雪山、峽灣和國際化城市。把電影拍攝大量的驚人景象

展現在你眼前，例如大堡礁、米爾福德峽灣和烏魯魯（艾爾斯岩）的

夕陽。從無尾熊到袋鼠和毛利人的文化體驗，你會得到一個完整的在

地文化。 

 

 



 

EMPIRE OF THE INCAS ： PERU & BOLIVIA 

印加文明帝國：秘魯與玻利維亞 

13 天 4655 美元 

見證了西班牙征服者的影響，從文化上走出歷史的迷霧。從皮薩羅的

殖民地，利馬和庫斯科，聖谷的印加和的的喀喀湖馬丘比丘到拉巴

斯。發現古印加據點和聖地周圍雄偉的安第斯山脈，發現佩服的技能

和工藝，並由當地巫師祝福你的旅程。 

 

 



 

ESSENCE OF SOUTH AMERICA 

南美洲精華之旅 

13 天 5440 美元 

從智利西海岸到東部海岸的巴西，從巴塔哥尼亞的安第斯山脈到潘帕

斯草原，通過一些世界上最壯麗的風景。發現最好的世界級的南美城

市，聖地亞哥、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里約熱內盧，從每個城市最好的酒

店。穿越安第斯山脈和美麗的湖泊遊船。花一天時間在埃斯坦西亞一

家農場工作，看著高喬人展示他們的技能。品嚐美酒，智利和阿根廷

聞名的牛肉，參觀了一個著名的智利詩人的故居。在裡的狂歡節，感

受到激情和熱情的探戈舞和森巴。 

 



 

COSTA RICA ADVENTURE 

哥斯大黎加 探索之旅 

8 天 2285 美元 

活火山，迷濛雲霧森林，加勒比海沿岸，以及神秘的叢林中，所有難

忘，生態豐富的哥斯達黎加旅遊冒隩！參觀蝴蝶園，熱帶農業大學和

叢林巡航提供近距離觀察的性質。哥斯達黎加旅遊請積極參與，以獲

得最大效益的冒隩，包括一個令人興奮的“空中漫步”的高地上懸索

橋在雲中，河流漂浮之旅，。停留在著名的生態度假勝地 ...觀光遊

覽提供專家、博物學家為區內獨特的生態系統(本地鳥類和野生動物)

的見解，訪問自然保護中心，一看當地農場生活，都突出了哥斯達黎

加的旅遊體驗。 

 



 

CRUISING THE GALAPAGOS ISLANDS 

加拉巴戈群島 航海之旅 

16 天 7890 美元 

活火山，迷濛雲霧森林，加勒比海沿岸，以及神秘的叢林中，所有難

忘，生態豐富的哥斯達黎加旅遊冒隩！參觀蝴蝶園，熱帶農業大學和

叢林巡航提供近距離觀察的性質。哥斯達黎加旅遊請積極參與，以獲

得最大效益的冒隩，包括一個令人興奮的“空中漫步”的高地上懸索

橋在雲中，河流漂浮之旅，。停留在著名的生態度假勝地 ...觀光遊

覽提供專家、博物學家為區內獨特的生態系統(本地鳥類和野生動物)

的見解，訪問自然保護中心，一看當地農場生活，都突出了哥斯達黎

加的旅遊體驗。 

 



 

PERU AND THE GALAPAGOS ISLANDS 

祕魯與加拉巴戈群島之旅 

16 天 7890 美元 

這種積極的冒隩結合了古老的印加帝國的永恆和自然世界的加拉巴

戈群島。一個突出的加拉巴戈巡航和秘魯參觀訪問了神秘遺址馬丘比

丘，失落的城市和壯觀的印加人群落。最好的遠征式的遊艇在加拉巴

戈提供驚人的野生動物觀賞，並有機會近距離到巨大加拉巴戈陸龜，

藍腳鰹鳥，海獅，海鬣蜥和企鵝。在秘魯牧場上，看到一個在當地編

織示範的農場，並在庫斯科參觀一個私人家庭，其次是在神奇廢墟旁

住宿一晚。 

 



 

PANAMA CANAL & COSTA RICA 

巴拿馬運河與哥斯大黎加 

11 天 5790 美元 

結合了哥斯大黎加與巴拿馬運河郵輪的塔克旅遊，為期 11天的旅

程，在巴拿馬運河及哥斯大黎加享受近距離的觀察驚人的野生動物，

迷人的百年歷史文化和人造奇蹟。為期 6天的航程乘坐的運動型遊

艇， 航行一個完整的巴拿馬運河。您的哥斯大黎加豐富的旅遊，參

觀黃金博物館參觀，並學習如何收穫咖啡豆釀製完美。  

 

 



 

COSTA RICA ： JUNGLES & RAINFORESTS 

哥斯大黎加：叢林與雨林之旅 

8 天 2989 美元 

生活是相當豐富多彩的哥斯達黎加中，讓遊客目瞪口呆肅然起敬。超

過 850 種鳥類讓他們的家在這裡，從翠綠的鸚鵡，鮮紅金剛鸚鵡，

明亮的嘴 “飛行香蕉”巨嘴鳥和紫喉蜂鳥，橙腹 trogons，和紅色和綠

色的羽毛格查爾。綠海龜和綠鬣蜥，紅色青蛙和白臉猴。你會發現當

你在探熱帶雨林叢林上的河流之旅和在濱河旅館過夜停留，是很大的

吸引力。要了解在哥斯達黎加的生活，我們會告訴你莊園工作、乘坐

電車附近和參觀有機菠蘿種植園和咖啡農場。

 



 

除了金字塔頂端的客人外，金龍旅遊在國民旅遊產品與大陸觀光客來台產品

顯得相對非常缺乏，有特色之國民旅遊產品可持續加強規劃，特別是因應 ECFA

簽訂後，可能開放之大陸 FIT 自由行旅客，應及早準備，規劃特殊行程迎接可能

之巨大商機。 

 

美麗寶島台灣 

 

台灣有美麗寶島的美譽，源自400年前一位葡萄牙航海家途經本島的讚呼「福

爾摩沙」(美麗之島)。台灣為一座南北狹長型的海島，位於亞洲大陸東南方、太

帄洋西岸東亞島弧間，北臨日本、琉球群島，南接菲律賓群島，面積約有3.6萬

帄方公里(14,400帄方英哩)，雖只佔地球陸地總面積的萬分之二，其動植物品種

之豐富卻高達15萬種，原生種的生物佔四分之一，植物種類密度高居世界第二，

蝴蝶種類密度為世界第一，鳥類密度排名世界第二，堪稱北半球生態系的縮影。

除了擁有令人讚嘆的自然生態資源等待您的造訪外，豐富多元的人文及歷史內涵

更值得您親臨體驗。 

 

由於地層板塊運動，造成台灣複雜多變的地貌，高山、丘陵、帄原、盆地、

島嶼、縱谷與海岸等；再加上北迴歸線從中通過，使台灣同時擁有熱帶、亞熱帶、

溫帶等各種自然生態，其中原生特有種的生物比例相當高，在18,400多種野生動

物中即佔20%以上，如櫻花鉤吻鮭、台灣彌猴、台灣黑熊、藍腹鷴等，已使台灣

成為世界保育的重地之一。全台各區均有自然美景和觀光資源。東台灣可探訪太

魯閣氣勢磅礡的隩峻高山峽谷；中部則可觀看阿里山的日出、雲海，或攀登東北

亞第一高峰－玉山，見證雄偉山岳和四季景致之變幻；來到南台灣的墾丁，濃厚

的海洋渡假氣息讓人感到輕鬆自在，堪稱為東方夏威夷；日月潭則是一顆耀眼的

山中明珠，湖山共融的景色教人嘆絕！而花東海岸和縱谷，保留了東台灣最純淨

的自然氣息；離島的金門與澎湖，則以豐富的地方特色、人文史蹟融會出與眾不

同的風情。這些都是寶島美麗的召喚與邀約。 



 



5 天 4 夜 北台灣新舊融合之旅 

參觀台北都會的時尚商圈及景點，探訪北台灣濱海的多變海岸風光及獨特的文化

風情，並走訪充滿人文氣息的山城小鎮，一次領略北台灣的豐富內涵。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台北 

 

下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通關後搭車前

往台北。 

    參觀台北市區101及信義商圈、西

門町(偶像劇熱門景點)或東區購 

物商圈。 

晚餐： 台北市特色餐廳或特色夜市 

住宿－ 台北地區 

桃園 

↓1h 

台北 

第 2 天 台北－北海岸－淡水 

 

上午： 野柳地質公園、鄧麗君筠園、法鼓

山(宗教心靈之旅)（選擇2點） 

午餐： 北海岸風味餐 

下午： 北海岸風光(婚紗照熱門景點) 、漁

人碼頭、紅毛城、淡水夕照、 

淡水老街(偶像劇熱門景點) 

晚餐： 淡水紅樓餐廳 

住宿－ 台北地區 

台北 

↓1.5h 

北海岸 

↓1h 

淡水 

↓1h 

台北 

第 3 天 台北－苗栗－新竹 

 

上午： 故宮博物院(文化深度之旅) 

午餐： 故宮晶華午餐 

下午： 搭車前往苗栗，參訪苗栗陶瓷博物

館、木險博物館、三義木險 

街、華陶窯，搭車前往新竹 

晚餐： 新竹特色餐廳 

住宿－ 新竹地區 

台北 

↓2h 

苗栗 

↓1h 

新竹 

第 4 天 新竹－桃園 

 

新竹 

↓1h 



上午： 參訪新竹玻璃工藝館、北埔(DIY) 

午餐： 北埔客家菜(泥磚屋、北埔食堂等) 

下午： 大溪老街、選購特產品、伴手禮 

晚餐： 桃園特色餐廳 

住宿－ 桃園地區 

桃園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赴桃園機場搭機離台。 

 



5 天 4 夜 北台灣精華之旅 

 

以探訪北台灣的人文景點為主軸，包括九份、金瓜石、各博物館等，同時造訪北

台灣最引人入勝的美景，如東北角、陽明山等，深入體驗北台灣之美。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鶯歌－台北 

 

下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通關後搭車前

往鶯歌參觀陶瓷博物館、鶯歌老街，搭車

前往台北。 

晚餐： 士林夜市 

晚上： 參觀誠品書店(24小時營業的複合

式圖書城)，體驗台北夜生活。 

住宿－ 台北地區 

桃園 

↓0.5h 

鶯歌 

↓1h 

台北 

第 2 天 台北－東北角－基隆－台北 

 

上午： 九份、黃金博物館 

午餐： 金九地區特色餐廳 

下午： 東北角海岸風光(海濱奇岩大觀)、

和帄島海濱公園、中正公園基隆港風貌 

晚餐： 基隆夜市 

住宿－ 台北地區 

台北 

↓1h 

東北角 

↓0.5h 

基隆 

↓1h 

台北 

第 3 天 台北 

 

上午： 林語堂故居、故宮博物院 

午餐： 台北特色餐廳 

下午： 陽明山公園(花季3~4月)、小油坑、

陽明書屋(20人以上需預約)、北投溫泉體驗 

晚餐： 北投特色餐廳 

住宿－ 台北地區 

 

第 4 天 台北－苗栗 

 

上午： 獅頭山國家風景區、獅子山步道，

或明德水庫、薰衣草森林。 

午餐： 苗栗特色餐廳 

台北 

↓2.5h 

苗栗 

↓1h 

新竹 



下午： 搭車前往苗栗南庄客家庄及原住民

文化體驗 

晚餐： 新竹特色餐廳 

住宿－ 新竹地區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赴桃園機場搭機離台。 

新竹 

↓1h 

桃園 



5 天 4 夜 中台灣湖光山色之旅 

深入中台灣各地的人文景觀、地方產業及自然美景，包括台中的都會風情、鹿港

小鎮的盎然古意、日月潭的湖光山色，完整體驗中台灣的動人魅力。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台中 

 

下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通關後搭高鐵

前往台中。 

參訪台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美術園道。 

晚餐： 台中特色餐廳 

晚上： 逢甲夜市或精明一街商圈 

住宿－ 台中地區 

桃園 

↓高鐵1h 

台中 

第 2 天 台中－彰化－南投 

 

上午： 彰化鹿港天后宮、坐三輪車遊鹿港

小鎮、民俗文物館 

午餐： 鹿港特色餐廳 

下午： 溪湖糖廠品嚐冰品、田尾公路花

園、搭彩繪小火車，搭車前往南投。 

晚餐： 南投特色餐廳 

住宿－ 南投地區 

台中 

↓1h 

彰化 

↓1h 

南投 

第 3 天 南投 

 

上午： 南投集集小鎮、綠色隧道 

午餐： 集集特色餐廳 

下午： 信義鄉農會酒莊、布農族風情、東

埔溫泉 

晚餐： 東埔特色餐廳 

住宿－ 東埔地區 

集集 

↓1h 

信義鄉 

↓1h 

東埔 

第 4 天 南投 

 

上午： 九族文化村(空中纜車、原住民部

落景觀) 

午餐： 日月潭特色餐廳 

下午： 日月潭(婚紗照熱門景點) 

東埔 

↓1.5h 

日月潭 



晚餐： 日月潭特色餐廳 

住宿－ 日月潭地區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赴桃園機場搭機離台。 

日月潭 

↓3h 

桃園 

 



5 天 4 夜 中台灣山岳田園之旅 

南投是台灣唯一沒有臨海、被群山環繞的縣市，擁有台灣最豐富的自然景觀生

態，包括青青草原、合歡山群峰及日月潭等，大自然的恩賜等著你來體驗。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台中 

 

下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通關後搭高鐵

前往台中。參訪精明一街、美術館綠園道。 

晚上： 逢甲夜市或精明一街商圈 

住宿－ 台中地區 

桃園 

↓高鐵1h 

台中 

第 2 天 台中－新社－南投 

 

上午： 新社莊園(11月新社花海節)、百菇

農場或薰衣草森林 

午餐： 新社特色餐廳 

下午： 埔里酒廠或牛耳石險藝術渡假村 

晚餐： 埔里特色餐廳 

住宿－ 南投地區 

台中 

↓0.6h 

新社 

↓1h 

南投 

第 3 天 南投 

 

上午： 廣興紙寮、台灣地理中心碑 

午餐： 埔里特色餐廳 

下午： 合歡山山岳之美(生態自然之旅) 、

清境農場(牧場風情、周末剪羊毛秀) 

晚餐： 清境特色養生餐 

住宿－ 清境地區 

南投 

↓1.5h 

清境 

↓1.5h 

合歡山 

第 4 天 南投 

 

上午： 九族文化村、參訪魚池紅茶產區 

午餐： 日月潭特色餐廳 

下午： 日月潭國家國家風景區(婚紗照熱

門景點)、文武廟、玄奘寺 

晚餐： 明潭特色餐廳 

清境 

↓2h 

日月潭 



住宿－ 日月潭地區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赴桃園機場搭機離台。 

日月潭 

↓3h 

桃園 

 



5 天 4 夜 南台灣自然生態之旅 

瀏覽台灣八景之中的二大景點－高雄愛河、阿里山等地，到六合夜市及府城台南

品嚐台灣風味小吃，行程特別安排曾文水庫自然保育生態，寓教於樂，適合親子

同遊。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高雄 

 

下午： 抵達高雄小港機場、前往夢時代廣

場 

晚餐： 高雄特色餐廳 

晚上： 夜遊愛河 

住宿－ 高雄地區 

 

第 2 天 高雄－阿里山 

 

上午： 西子灣、英國打狗領事館、壽山公

園 

午餐： 高雄風味餐 

下午： 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晚餐： 阿里山特色餐廳 

住宿－ 阿里山地區住宿－ 南投地區 

高雄 

↓4h 

阿里山 

第 3 天 阿里山－嘉義－台南 

 

上午： 阿里山觀日出、雲海、奮起湖 

午餐： 阿里山風味餐 

下午：台南、曾文大壩景觀區 

晚餐： 台南特色餐廳 

住宿－ 台南地區 

阿里山 

↓3h 

嘉義 

↓2h 

台南 

第 4 天 台南－高雄 

 

上午： 赤崁樓、安帄古堡、億載金城 

午餐： 台南小吃 

下午： 台江內海 

晚餐：高雄六合夜市 

台南 

↓1h 

高雄 



住宿－ 高雄地區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赴高雄小港機場搭機

離台。 

 

 



5 天 4 夜 南台灣文化之旅 

最具熱帶風情的南台灣，有著讓人流連忘返的墾丁海域、高雄港都和百年府城台

南，更有淳樸卻生命力強韌的農村風貌，值得親臨造訪。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高雄－墾丁 

 

下午： 抵達高雄小港國際機場，前往墾丁。 

參訪墾丁森林遊樂區、鵝鑾鼻(台灣最南

端)、關山或貓鼻頭夕照。 

晚餐： 墾丁特色餐廳 

晚上：墾丁大街(偶像劇熱門景點) 

住宿－ 墾丁地區 

高雄 

↓2.5h 

墾丁 

第 2 天 墾丁－高雄 

 

上午： 恆春小鎮、屏東海洋生物博物館 

午餐： 屏東特色餐廳 

下午： 夢時代廣場、西子灣英國打狗領事

館午茶和夕照。 

晚餐： 高雄特色餐廳 

晚上： 真愛碼頭夜遊愛河(偶像劇熱門景

點) 

住宿－ 高雄地區 

墾丁 

↓2.5h 

高雄 

第 3 天 高雄－台南 

 

上午： 搭車前往台南，參觀台南孔廟、赤

崁樓、安帄古堡。 

午餐： 台南地方小吃 

下午： 參觀南鯤鯓代天府、雲嘉南濱海遊

憩區 

晚餐： 台南特色餐廳 

住宿－ 台南地區 

高雄 

↓1h 

台南 

第 4 天 台南－嘉義－雲林 

 

上午： 搭車前往嘉義，參觀鐵道藝術村、

台南 

↓1h 

嘉義 



嘉義農場。 

午餐： 嘉義特色餐廳 

下午： 雲林華山文學步道、品嚐古坑咖

啡、草嶺形象商圈選購農特產伴手禮。 

晚餐： 雲林特色餐廳 

住宿－ 雲林地區 

↓1h 

雲林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赴小港機場搭機離台。 

雲林 

↓3h 

高雄 

 



5 天 4 夜 東台灣海洋風情之旅 

花東縱谷的青山綠野和東海岸的海天一色，是台灣最讓人嚮往的純淨天堂；再加

上綠島生態的豐富生態、宜蘭的傳統藝術之美，讓此行兼具感性及知性體驗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宜蘭 

 

下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通關後搭車前

往宜蘭。 

晚餐： 礁溪風味餐 

住宿－ 礁溪溫泉地區 

桃園 

↓2h 

宜蘭 

第 2 天 宜蘭－花蓮 

 

上午： 宜蘭傳統藝術中心，搭火車前往花

蓮。 

午餐： 花蓮特色餐廳 

下午： 原住民迎賓舞、太魯閣公園、遠雄

海洋公園。 

晚餐： 花蓮特色餐廳 

住宿－ 花蓮地區 

蘇澳 

↓火車1h 

花蓮 

第 3 天 花蓮－台東 

 

上午： 鯉魚潭國家風景區、兆豐觀光農場 

午餐： 兆豐觀光農場 

下午： 經玉長公路至台東，欣賞東海岸風

光、三以台、小野柳。 

晚餐： 台東特色餐廳 

住宿－ 台東地區 

花蓮 

↓4h 

台東 

第 4 天 台東－綠島－台東 

 

上午： 搭船赴綠島，體驗綠島生態之旅 

午餐： 綠島特色餐廳 

下午： 人權紀念公園、燈塔，搭船返台東。 

知本溫泉體驗(溫泉養生之旅) 

晚餐： 知本特色餐廳 

台東 

↓搭船1h 

綠島 

↓搭船1h 

台東 



住宿－ 知本地區 

第 5 天 回程 

 

飯店早餐後，前往小港機場，再搭機離台。 

台東 

↓3.5h 

高雄 

 



5 天 4 夜 東台灣海洋風情之旅 

行程囊括東台灣最壯麗的蘇花公路及太魯閣峽谷景緻，還有最發人深省的人文景

點，包括慈濟靜思堂、史前文化博物館等，開人眼界及也開心界。 

日程 行程內容 交通路程 

第 1 天 桃園機場－宜蘭 

 

下午：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搭車前往宜

蘭，參訪宜蘭傳統藝術中心。 

晚餐： 宜蘭特色餐廳 

住宿－ 宜蘭地區 

桃園 

↓2h 

宜蘭 

第 2 天 宜蘭－花蓮 

 

上午： 清水斷崖(蘇花風光)、太魯閣國家

公園 

午餐： 花蓮特色餐廳 

下午： 七星潭國家風景區(親近太帄洋)、

花蓮市區 

晚餐： 花蓮特色餐廳 

住宿－ 花蓮地區 

宜蘭 

↓3h 

花蓮 

第 3 天 花蓮－台東 

 

上午： 慈濟靜思堂(宗教心靈之旅)、立川

農場、馬太鞍濕地原住民文化(生態自然) 

午餐： 花蓮阿美族風味餐 

下午： 花東縱谷欣賞田園風光、秀姑巒溪

泛舟起點、北迴歸線標誌、鶴岡品茗 

晚餐： 台東特色餐廳 

住宿－ 台東地區 

花蓮 

↓4h 

台東 

第 4 天 台東 

 

上午： 鹿野高臺、原生植物園(生態自然) 

午餐： 台東特色餐廳 

下午： 史前文化博物館、台東知本溫泉體

驗(溫泉養生之旅) 

 



晚餐： 知本特色餐廳 

住宿－ 知本地區 

第 5 天 回程 

 

上午： 飯店早餐後，搭車前往高雄，沿途

欣賞南迴風光，再從小港機場離台。 

台東 

↓3.5h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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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力資源提升」方面，本次計劃針對個案公司內部員工，依據分析後之

職能缺口進行教育訓練相關措施。因此，從焦點團體與深度訪談的過程中，歸結

出個案公司目前所急需培育之人才、發展重點與員工職能缺口所在，訪談結果彙

整一具體目標，提供予企業內部員工閱讀與參照。因此，根據前述之成果，本次

計劃撰寫「教育訓練需求分析與規畫工作手冊」，並提供予個案公司，以達人力

素質優質化之目標。 

 

旅遊業求才沒有經歷或背景限制，選用的關鍵，在於求職者對旅遊是否有熱

情與整合需求的能力，客戶也才能感受到你想行銷的夢想與快樂。  

 

旅遊業的產品是無形的，它販賣的是夢想跟快樂，因此，要進這行一定要有

熱情，對「旅行」這件事要能完全投入。消費者對旅行個性化的需求大增，目前

旅遊業正開發許多金字塔頂端的產品，讓消費者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規格行程，

因此，資訊傳遞與整合能力是奠定一家旅遊公司能否成功的基礎。  

 

而旅遊業現在需要的人才，除了占員工人數一半以上的客戶服務與業務員

外，具有感性設計與創意設計能力的行銷人才，和企業管理人才也是當前所需的

人才。不過，因為旅遊業的產品看不見，因此整合能力很重要。一個團體套裝行

程，從上游廠商、機票、行程設計、餐食安排、交通工具等都是旅遊業得接觸的

資訊，它的服務過程耗時較長，如何能將消費者需求與上游廠商的供應鏈做好，

才是這份工作的關鍵。而整合能力這項特質，不僅展現在行銷業務的能力上，旅

遊業裡的任何一種工作也都需要這樣的能力。另外，旅遊業的溝通能力要很強，

例如在跟客戶說明行程時，你要將自己知道的資訊消化過後告知客戶，並且要讓

消費者感受到你的熱情，讓他產生一種想去度假的感受，這就成功了。 

 

旅遊業不會特別要求員工的經驗背景，可以說只要對旅遊業有熱情，旅遊業

都很歡迎。但如果是社會新鮮人想加入，會先安排他從客服、業務的職位做起，

而對於已有經驗的轉職者，會先確認自己是不是能在這裡釋放你的熱情。進來之

後，希望員工能夠重新認識這個產業。不過，當興趣變成工作時就會產生壓力，

因此除了熱情，還希望具有學習力、團隊合作能力以及感性的人際溝通能力。像

許多對旅遊業有熱情的求職者加入這行後，熱情有餘但抗壓性卻不夠，從辦證

照、簽證開始就有時效壓力，如果過程延遲，客戶怪罪下來，也要有足夠的 EQ

將這些壓力承擔下來。應變能力也要培養，帶團出國得時時掌握人數以及旅客的

安全，如果發生任何狀況，最好都在當地排解。 

 

一般來說，旅遊業的薪資採取底薪加業績獎金的模式，而經過規劃，金龍擺

脫了過去傳統的年資給薪的方式，開始採取績效給薪與職能給薪的政策，對於求

職者來說，只要績效好，薪水就會好。 



 

 

 

 

 

 

 



企業文化 

 

1.組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知覺；共同抱持的意義體系。 

 

2.企業文化特質 

2.1創新與冒險的程度。 

2.2要求精細的程度。 

2.3注重結果的程度。 

2.4重視員工感受的程度。 

2.5強調團隊的程度。 

2.6要求員工積極的程度。 

2.7強調穩定的程度。 

 

3.企業文化的功能 

3.1扮演了釐清界限之角色，使組織不同於其他組織。 

3.2在組織成員之間傳導認同感。 

3.3使組織成員將組織大局放在個人利益之前。 

3.4提高社會系統穩定性。 

3.5提供擔任了澄清疑惑及控制的機制，使員工適應組織。 

 

4.企業文化形成 

4.1創辦人只僱用及留住那些想法、做法與其相同的人。 

4.2創辦人教導並同化員工的想法與做法。 

4.3創辦人以身教來鼓勵員工認同他們，並進一步將自己的信念、價值觀與假設

內化於員工心中。 

 

5.企業文化的維護 

5.1甄選 

5.1.1專注關切工作應徵者能否適應組織。 

5.1.2將組織相關資訊提供給應徵者。 

5.2高階管理當局 

透過言行，高階主管所建立的規範，將會貫穿整個組織。 

5.3社會化 

協助新進員工適應組織文化的過程。 

5.4職前期 



社會化過程中員工進入組織之前的所有學習階段。 

 

5.5接觸期 

新員工進入組織後，瞭解期望與現實有所差距的階段。 

5.6蛻變期 

社會化過程中，新員工適應工作、工作團體及組織的階段。 

 

6.建立快速回應顧客的文化。 

6.1塑造快速回應顧客文化時 ，應注意的主要變數。 

6.2組織所僱用的員工類型。 

6.3降低正式化程度：客服人員需要有自主權才能因應多變的顧客需求。 

6.4使用賦權，員工擁有自由裁量權，以決定要替顧客做些什麼來提高顧客滿意

度。 

6.5良好的傾聽技巧，以瞭解顧客所傳遞的訊息。 

6.6釐清員工角色，降低客服人員的角色衝突與混淆。 

6.7使員工展現組織公民行為。 

 

7管理當局的做法  

7.1甄選客服人員時，注意其性格與態度要能有服務精神。 

7.2訓練與社會化現有員工，使其更加顧客導向。 

7.3改變組織結構，讓員工有更多的控制權。 

7.4增加員工權力，讓他們執行工作時擁有自由裁量權。 

7.5領導者以言行傳承企業文化，不斷述說顧客導向的願景，並持續地以身作則

地以行動展現。 

7.6建立以顧客服務行為為基礎的績效評估制度。 

7.7對於努力提高顧客滿意度的員工， 給予持續的肯定。 



人力資源規劃 

 

1. 制定職務編制計劃 

根據企業發展規劃，結合職務分析報告的內容，來制定職務編制計劃。職務編制計劃

闡述了企業的組織結構、職務設置、職務描述和職務資格要求等內容。制定職務編制

計劃的目的是描述企業未來的組織職能規模和模式。 

 

2. 制定人員配置計劃 

根據企業發展規劃，結合企業人力資源盤點報告，來制定人員配置計劃。人員配置計

劃闡述了企業每個職務的人員數量，人員的職務變動，職務人員空缺數量等。制定人

員配置計劃的目的是描述企業未來的人員數量和素質構成。 

 

3. 預測人員需求 

根據職務編制計劃和人員配置計劃，使用預測方法，來預測人員需求預測。人員需求

中應闡明需求的職務名稱、人員數量、希望到崗時間等。最好形成一個標明有員工數

量、招聘成本、技能要求、工作類別，及為完成組織目標所需的管理人員數量和層次

的分列表。實際上，預測人員需求是整個人力資源規劃中最困難和最重要的部分。因

為它要求以富有創造性、高度參與的方法處理未來經營和技術上的不確定性問題。  

 

4. 確定人員供給計劃 

人員供給計劃是人員需求的對策性計劃。主要闡述了人員供給的方式（外部招聘、內

部招聘等）、人員內部流動政策、人員外部流動政策、人員獲取途徑和獲取實施計劃等。

通過分析勞動力過去的人數、組織結構和構成以及人員流動、年齡變化和錄用等資料，

就可以預測出未來某個特定時刻的供給情況。預測結果勾畫出了組織現有人力資源狀

況以及未來在流動、退休、淘汰、升職及其他相關方面的發展變化情況。 

 

 

5. 制定培訓計劃 

為了提升企業現有員工的素質，適應企業發展的需要，對員工進行培訓是非常重要的。

培訓計劃中包括了培訓政策、培訓需求、培訓內容、培訓形式、培訓考核等內容。  

 

6. 制定人力資源管理政策調整計劃 

計劃中明確計劃期內的人力資源政策的調整原因、調整步驟和調整範圍等。 其中包括

招聘政策、績效考評政策、薪酬與福利政策、激勵政策、職業生涯規劃政策、員工管

理政策等等。 

 



7. 關鍵任務的風險分析及對策 

每個企業在人力資源管理管理中都可能遇到風險，如招聘失敗、新政策引起員工不滿

等等，這些事件很可能會影響公司的正常運轉，甚至會對公司造成致命的打擊。風險

分析就是通過風險識別、風險估計、風險駕馭、風險監控等一係列活動來防範風險的

發生。  



教育訓練規劃 

 

合適訓練計畫應包含五個步驟 

 

1.需求分析 

確認改善績效與生產力所需的特定工作績效之效能 

 

2.引導性設計 

訓練計畫之實際內容的編撰與製作，包括工作手冊、實習及各項活動 

 

3.驗證 

依訓練計劃作簡報並由評審委員來鑑定 

 

4.執行 

如在職訓練、程式化學習、學徒制訓練、以電腦為主的訓練….等 

 

5.評估與追蹤 

可由反應、學習、行為、效果等項目來評估 



教育訓練規劃步驟 

訓練的第一步驟是決定需要何種訓練，在評估新進員工訓練之需求時，管理人員的主要

任務在於決定工作內容，並將之分成細項任務，在將他們教導給員工確認訓練需求的兩個主

要方法 

 

 (一) 任務分析:  

即工作需求分析，特別適用於決定新進或較基層員工的訓練需求，因為公司往往會僱用

無經驗者，所以必頇訓練他們。此時公司的目標在於發展達成良好績效所需要的技能與知識 

 

 (二) 績效分析:  

主要在評估現職員工的績效，以決定訓練能否用來解決績效不佳的問題 

 

訓練：提升員工的技術、知識、能力、方法及態度等，屬短期性的。 

員工訓練：指提供員工執行工作所需的技術、能力、知識或態度的學習過程，以

利增進員工的工作績效而言。 

 

員工訓練具備下列各項功能： 

(1) 增進及更新員工技術 

(2) 傳授工作經驗與提升工作能力 

(3) 培養員工的知識與素質 

(4) 培養員工積極的工作態度 

(5) 儲備優秀幹部 

 

員工訓練的基本原則： 

(1) 增強作用－用刺激與反應的歷程變成一種習慣作用而持續不斷，而形成一

種增強作的聯結狀態，便形成學習主要因素。 

(2) 認知作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行為改變，端視學習者認知的結果而定。 

(3) 達成個體目標的動機－員工努力工作，其目的在達成個體所設定的目標。 

(4) 獎懲作用－員工訓練使員工獲得工作技能，達到所設定的工作目標，於是

員工受到獎勵。 

 

職前訓練：指新進人員訓練而言。 

 

在職訓練：指由資深員工或管理員來加以進行職場工作訓練而言。 



員工訓練方法 

(1) 演講法－指講師在台上演講，學員在座位上聆聽、做筆記或發問等學習方式。 

(2) 演練示範法－由訓練者一實際操作演練，一面示範給受訓者觀摩學習的訓練

方法。 

(3) 研討會法－由訓練者與學員所組成之問題研究討論的班級訓練方法。 

(4) 影帶賞析法 

(5) 視聽器材輔助法－可以幫助訓練者從事訓練，並提升訓練成果。 

(6) 模擬法－指在訓練期間，提供與工作情境極為類似的情境，來協助訓練。 

(7) 個案討論法－指在訓練期間裡，提出真實或假設的問題案，例要求參加受訓

的學員參與問題案例的討論，並從中設法解決問題。 

(8) 敏感度訓練法－根據群體動態學設計而成的訓練方法。 

(9) 角色扮演法－在假設的情境中，由受訓者扮演假想的角色，從該角色的行為

態度及動機。 

(10) 分組討論法－在員工訓練期間，將受訓者分成若干組，分別討論訓練者事先

所規劃的問題，從討論中得到問題解決的訓練方法。 

(11) 管理競賽法－一種動態的訓練方式，將受訓者數人組成一小組，依照企業實

際情境，擬定管理策略或決策，使受訓者各組從事相互之競爭，從而決定勝

負。 

(12) 編序教學法－將要學習的教材，由簡入繁，從易到難，循序漸進而分成數個

單元或階段來訓練受訓者。 

(13) 魔鬼訓練法－在企業困頓至極時，將有關員工施以魔鬼般的訓練，使其忍辱

負重，突破種種困難，達成既定的訓練目標。 



人員徵選辦法 

 

1. 目的 

為堅持公司作業人員之素質，以確保品質保證作業系統順利推行。 

 

2. 適用範圍 

2.1 各單位基層人員。 

2.2 中高級主管之聘任除外。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人員徵選程序由各人事單位主辦，申請單位配合辦理。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申請單位主管 

 

 

人事 

 

 

 

人事 

 

人事 

 

 

申請單位主管 

 

申請單位主管 

 

 

權責主管 

 

 

 

人事 

 

人事 

 

 

人事 

 

人事 

部門主管 

 

 

 

人員增補申請書 

 

 

 

 

 

 

應徵人員一覽表 

 

應徵人員資料表及問卷 

 

 

 

 

晤談表 

 

 

 

 

 

 

 

 

 

 

 

人事調整薪資建議表 

 

申請 

介紹 報徵 

初審 

初詴 

複審 

複詴 

核准 

通知 

報到 

登錄 

教育訓練 

YES NO 

 



5.2 說明 

5.2.1 申請 

各單位應人員流動或業務需求得申請人員增補，由部門主管填寫《人員

增補申請表》，經權貴主管核准通過即可進行人員之增補。 

 

5.2.2 招募 

經核准之《人員增補申請表》交由人事辦理人才招募事宜。 

 

5.2.3 初審 

由人事針對應徵者之履歷進行初步篩選，初審合格者，配合申請單位主

管安排面詴時間，填寫於《應徵人員一覽表》內，並通知應徵者按時參

加面詴。 

 

5.2.4 初詴 

(1)應徵者於面詴時填寫由人事發給之《應徵人員資料表》及《應徵人員

問卷》，作為申請單位主管複審之依據。 

(2) 專業領隊之甄選由副總經理仝權處理，請參考『領隊管理辦法』。 

 

5.2.5 複審 

由人事收回應徵者填寫之《應徵人員問卷》，連同應徵者簡歷，交申請

單位主管作為複詴唔談之參考。 

 

5.2.6 複詴 

申請單位主管於唔談過程中，應填寫《唔談表》，並載明是否適任；如

擬詴用，應明確建議詴用並註明預訂報到日期。 

 

5.2.7 核准 

申請單位主管應將複詴後之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彙整；建議詴用者，由人事

簽請權貴主管核定。 

 

5.2.8 通知 

經核定詴用者，由人事以《聘用通知》通知其按時報到。 

 

5.2.9 報到 

經核定詴用者，由人事以《聘用通知》通知其按時報到新進人員應按時報

到，並於期限內依照《新進人員報到作業檢核表》，辦妥報到手續。 

 

 



5.2.10 登錄 

新進人員完成報到手續後，部門主管應即填報《人事薪資調整建議表》簽

請核示；人事單位應即將新進人員人事資料鍵入電腦作業系統之「人事資

料維護檔案內」完成登錄工作。 

 

5.2.11 教育訓練 

新進人員完成報到手續後，除由人事單位依《職前訓練課程》安排職前訓

練外，部門主管應為其規劃循序漸進之工作職能相關訓練，請參考『教育

訓練管理辦法』。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8.1 領隊管理辦法 

8.2 教育訓練管理辦法 



教育訓練管理辦法 

 

1. 目的 

全面開發並提升新進、在職員工之專業技巧與能力，以期品質穩定，進而提高公

司產業之競爭力。 

 

2. 適用範圍 

全體員工。(含各級幹部、主管)。 

 

3. 名詞釋義 

專屬輔導員：由部門主管或部門主管指派專業純熟之資深人員擔任。 

 

4. 職責 

4.1 各部門依辦法執行、參與相關之訓練活動。 

4.2 總體性教育訓練，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規劃執行。 

4.3 行政處負責訊息公佈與文件發行。 

4.4 行政處保存教育訓練課程記錄 1 年。 

4.5 行政處保管公司同仁之教育訓練紀錄表至該員離職。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訓練計劃 

(1)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擬定《年度教育訓練計劃》，並於每年元月提出

經總經理裁決公佈施行。 

(2)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得依需求經總經理核准予以修正、增刪訓練計劃內

容。 

 

5.2.2 職前訓練 

(1) 新進人員報到後，由行政處依「新進人員報到作業檢核表」第 7 項施行職前

訓練，課程內容如「職前訓練課程表」。 

(2) 另由專屬輔導員對新進人員進行各項專業教育，期能早日獨立作業。 

 



5.2.3 在職訓練 

(1)外訓 

a. 行政處整理收集各種外部訓練課程資訊。 

b. 行政處協調部門主管後，填寫簽呈經總經理裁決始決定各項外調課程與參訓

人員。 

c. 票務人員應於正式任用後半年內完成同業公會舉辦之初級票務課程、ABACUS

訂位及開票課程;由部門主管提出申請，行政處管制實施。 

d. 參與外訓人員必頇就受訓內容繳交〈教育訓練心得報告〉一篇。 

e. 外訓課程、講習之需求與參與人員之判定，由各部門依需求提出經總務室

呈總經理指示或由總經理直接指派交總務室承辦。 

f. 訓練後之各項資格認定、證件由總務室統一保存正本或影本備查。 

g. 參與人員於課程完整結束後，填寫《個人教育訓練紀錄表》之外訓欄。由

總務室列入資料存查。 

(2)內訓 

a. 內訓課程、講習、研討等之需求與參與人員之判定由各部門主管、企劃主

管協調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經副總經理、總經理核准後始得臨時、定期、

不定期舉辦之。 

b. 所有參加人員必需於《教育訓練人員出席表》簽名由總務室管制並保留記

錄。 

c. 參與人員於課程完整結束後，填寫《個人教育訓練紀錄表》之內訓欄。由

總務室列入資料存查。 

d. 相關部門提供各種人力、資料配合並參與各項內訓活動。 

 

6. 附則 

6.1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6.2所有教育訓練依不同之訓練內容與公司需求以採取自願或強制之不同的

人員參與方式。 

 

7. 附件 

7.1 新進人員專業能力審核證明單 

7.2 教育訓練心得報告 

7.3 個人教育訓練紀錄表 

 

8. 參考文件 

8.1 人員徵選辦法 

8.2 文件管制辦法 



領隊作業辦法 

 

1. 目的 

維持領隊服務品質標準化與知性化，期行程產品獲致最大效能之呈現，提

升顧客滿意程度。 

 

2. 適用範圍 

領隊人員。 

 

3. 名詞釋義 

長程車：行程時間超過四小時以上者。 

 

4. 職責 

4.1領隊人員負責全部行程內容、旅客安全之掌握。 

4.2領隊人員負責行程中緊急應變處置。 

4.3 相關部門人員應全力配合領隊作業。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團體操作 

參照遵循『領隊操作守則』、『海外事故處理辦法』操作之，並應徹底遵行『領隊

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 

 

5.2.2 值勤準則 

(1) 依公司既定行程內容操作，嚴禁無故擅自變更。 

(2) 如非因公所需嚴禁脫離旅客國隊，務必堅守為位。 

(3) 說明會、首日與旅客初見面時需穿著公司規定制服，特殊場所亦需注

意服裝，合於禮儀。 

(4) 態度親切，服務熱忱，一視同仁。 

(5) 除應用導遊之協助外，當主控當團之操作與進行。 

(6) 不得帶領旅客至非公司指定同意之地點購物。 

(7) 不得強迫旅客參與自費活動。 



(8) 務必於團體每一集合時刻前抵達集合地，不可遲到或早退。 

(9) 不應於團體行程結束前先行收取個人之服務小費。 

(10) 領隊於國外值勤時之行為，以不違反當地法令為原則。 

(11) 領隊頇每日確實填寫《領隊工作日報表》。 

(12) 領隊必頇協助所有旅客將託運行李掛上行李牌，並需攜帶金龍旅遊車

頭紙於行程中貼於遊覽車車窗上，以利客人上車識。 

 

5.2.3 交接 

(1) 依照 OP 排定之日期、地點召開說明會。 

(2) 領隊應於出團前一天，依照《OP 與 T/L 交接核對表》與 OP 辦理交接。 

(3) 送機公司與 OP 之交接事項辦法，應依『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5.2.15(1)，

依其辦法處理之。 

 

5.2.4 行程內容、時間之掌控 

除因天候、罷工、交通狀況等不可抗力之因素，領隊當以 Local Agent 所預定之

行程為原則，嚴密掌控行程時間，力求既定行程時間與內容之最佳呈現。 

 

5.2.5 緊急狀況之處置 

若因海外臨時變更而嚴重影響預定之行程內容、餐食、與時間安排時應參照《海

外事故處置辦法》處理之。 

 

5.2.6 領隊授與權限 

全權處置團體行程，以求順利完成、如遇重大變故或事件，當以旅客安全為優先

考量，與公司聯繫取得 OP 主管或產品處經理之授權後，全權處置團體行程，安

直頓旅客。亦可尋求 Local Agent 協助，待回國後再統一結帳。 

 

5.2.7 領隊返國後 3 天內，頇至公司向各線 OP 呈繳《領隊工作日報表》，完成結

帳動作，如有必要當配合公司做個人簡報。 

 

5.2.8 領隊應就《領隊工作日報表》之各要項與品質狀況於值勤中逐項予以確認

審核與調查並詳實記錄。 

 

6. 附則 

管理處得依部門要求或作業需求，經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籌辦修訂『領隊

操作守則』『旅遊手冊』。 

 

7. 附件 

7.1 領隊工作日報表 



7.2 OP 與 T/L 交接核對表 

7.3 團體送機確認記錄 

8. 參考文件 

8.1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8.2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8.3 顧客滿意度調查辦法 

8.4 領隊管理辦法 

8.5 海外事故處置辦法 

8.6 領隊操作守則 

8.7 旅遊手冊 



領隊管理辦法 

 

1. 目的 

為提升領隊專業知識與服務態度，使團體圓滿成功。 

 

2. 適用範圍 

舉凡員工兼任領隊、專任領隊及特約領隊資格、稽核、派任、獎懲與一般規定均

屬之。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產品處負責領隊稽核。 

4.2 產品處負責資格審查、任用與獎懲事宜。 

4.3 產品處、副總經理與總經理負責裁決所有管理辦法施行。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資格與任用 

(1) 頇具備觀光局國際領隊資格，由副總經理依需求視其個人資歷、能力裁決任

用。 

(2) 合格領隊之人事資料統一由人事部門存檔，領隊名單由團控 OP 匯存。 

(3) 專任領隊依『專任領隊任用規範』，特約領隊依『特約領隊任用規範』任用

之。 

 

5.2.2 評鑑 

(1) 領隊專業知識：凡初次帶團前往該地區，頇經產品處安排資深領隊輔導經副

總經理口詴通過，並派當地導遊協助。 

(2) 旅客反應：依旅客抱怨記錄表、旅客意見調查表之統計評鑑。 

(3) 評鑑：依上述各項狀況，如有違反公司之規定者，應立刻終止 T/L 帶團。 

(4) 逐團檢討評鑑領隊服務品質，作為改善或停止派任之依據。 



 

 

5.2.3 派任 

(1) 由 OP 提出《領隊派遣請示書》由產品處主管規劃呈副總經理或產品處經理

核批後派任。 

(2) 國外領隊出差費：依《Dragon 國外領隊出差給付標準》。 

 

5.2.4 獎懲 

(1) 領隊依評鑑優良者，年終列入獎勵對象，方法於年初春酒宴會中公開頒發定

額獎金。 

(2) 經『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處置完畢之案件，若為領隊疏失而查明屬實者，則

由產品處上自呈副總經理視案情輕重裁決。 

懲處方式： 

1. 口頭申誡。 

2.損失之賠償。 

3.值勤禁制(依案情裁決禁制期限)。 

4.情節重大者，得予解除契約。 

 

5.2.5 一般規定 

(1) 於國內非值勤時，除留有緊急聯絡電話外，需隨時與公司保持密切聯繫。 

(2) 值勤時應每日詳實填寫《領隊工作日報表》，並於行程結束返台後，交予 OP

人員，轉由產品處經理存查，以便能將產品之缺失與 T/L 之意見作彙。 

(3) 不得銷售未經公司授權之自費行程或物品。 

(4) 需於行程結束返台後三日內至公司辦理各項團體結案手續。 

 

5.2.6 各線團體非本公司領隊時 

同業如具有領隊證，公司原則上同意其擔任領隊，但需簽訂領隊契約書，則視同

本公司之領隊。 

 

6. 附則 

值勤時確實遵守《領隊操作守則》與各項管理規定，公司並得隨時頒佈新擬或取

消舊有之規定。 

 

7. 附件 

7.1 領隊契約書 

7.2 領隊工作時數累積表 

7.3 領隊總評表 

7.4 領隊派遣請示書 



7.5 領隊工作日報表 

7.6 Dragon 國外領隊出差給付標準 

8. 參考文件 

8.1 領隊作業辦法 

8.2 領隊操作守則 

8.3 專任領隊任用規範 

8.4 特約領隊任用規範 



專任領隊任用規範 

 

1. 目的 

為有效執行海外旅遊團體品質，健全人事運用績效，特定本辦法。 

 

2. 適用範圍 

2.1 凡本公司員工有興趣領隊工作者，得提出轉任申請，經審核通過者得轉任專

任領隊。 

2.2 特約領隊表現優異符合公司標準，得由產品處或自行提出申請任用。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專任領隊優先派任。 

4.2 定期向公司報到及參加公司相關活動。 

4.3 協助教育訓練及產品研發。 

4.4 未經公司許可不得帶其他公司團體。 

 

5. 說明 

5.1 申請及任用 

5.1.1 依人事任用程序申請。 

 

5.2 福利與待遇 

5.2.1 依公司規定辦理。 

5.2.2 執行業務期間另行加保意外險 NT500 萬。 

 

5.3 獎懲 

5.3.1 依公司獎懲規定辦理。 

5.3.2 依領隊管理辦法辦理。 



特約領隊任用規範 

 

1. 目的 

為有效執行海外旅遊團體品質，建立領隊群，以補領隊不足，特定本辦法。 

 

2. 適用範圍 

2.1 凡具有領隊資格，經推薦或自行推薦'合乎公司要求標準者，得聘為特約領隊。 

2.2 特約領隊以一團一聘為原則，以合約規範權利與責任。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執行領隊任務，以公司領隊管理辦法為標準，不得違規。 

 

5. 說明 

5.1 聘用與派團 

5.1.1 依人事任用程序申請。 

5.1.2 特約領隊聘用，應依程序呈轉副總以上主管簽核。 

5.1.3 派團前應簽妥《聘用合約》以憑執行任務。 

 

5.2 福利與待遇 

5.2.1 執行業務期間另行加保意外險 NT500 萬。 

5.2.2 領隊費用依公司規定給付。 

 

5.3 獎懲 

5.3.1 依領隊管理辦法辦理。 

 

 



團體處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程序 

 

1. 目的 

旨在使業務部門建立更暢通的行銷流程，同時提昇公司作業品質，確保有能力達

成客戶的要求。 

 

2. 適用範圍 

公司的旅遊團體，包括自組團、PAK 園、特別團。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確實執行各項業務審查工作，滿足客戶需求，以達到公司品質之要求。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業務員 

 

 

 

 

 

業務員 

 

 

業務員、業務主管、

線控主管 

 

 

業務員、團控 OP、

業務主管 

 

業務員、團控 OP、

業務主管 

 

 

 

業務員、團控 OP 

 

業務員、團控 OP 

 

 

業務員、團控 OP 

 

團控 OP、業務員 

 

業務員、會計 

 

業務員、企劃及顧客

關係管理處、業務主

管 

 

旅客洽詢名單 

 

 

 

 

 

 

 

 

特別團行程估

價單 

 

 

 

 

 

報價合約書 

 

 

 

客戶送(收)件單 

NO 

 

NO 

 

NO 

 

YES 

YES 

取

消 

證照辦理 

收件及收取訂金 

 

 

 

 

報價簽約

與確認 

訂單審查

與報名 

業務洽談 

團體確認 

說明會 

收款 

出團 

售後服務 

取

消 

取消或

轉讓 

客源 

登

門

客

戶 

電

話

詢

問 

客

人

介

紹 

老

客

戶 

需求 

特

別

團 

PAK

團 

自

組

團 



5.2 說明 

5.2.1 客源 

業務員每日依照《旅客洽詢名單》與參團意願，寄送行程表並作電話追蹤。 

 

5.2.2 業務洽談 

(1) 產品處團體作業組每日製作『團體報名人數及售價一覽表』作為出團與報價

依據。 

(2)業務員每周一、四換發最新『團體報名人數及售價一覽表』並於每日業務會

議更新資料。 

 

5.2.3 需求確認 

確定客戶參團意願，類別分為： 

(1) 公司自組圈，PAK 團 

(2) 特別團:由業務主管依客戶之特殊需求，交由線詵:主管製定行程與內容並洽

詢團體成本後，製作詳細之行程表與《特別團行程估價單》。 

 

5.2.4 訂單審查與報名 

(1)報名自組團、PAK 團時，由業務員經電腦預報完成報名手續，並註明售價、分

房狀況。《團體參團報名表》一是三聯，第一聯 OP 中心存查，第二聯業務主管

存查，第三聯由業務員存查。 

(2)非公司標準報價，頇經部門主管核准始可對外報價。 

 

5.2.5 特別團報價簽約與確認 

(1)當客戶確認參加特別關時，自業務主管領取《報價合約書》、《海外旅行契約

書》及行程表，雙方簽訂合約，一份客戶留存，一份由業務主管留存。 

(2)由業務主管將雙方訂定之行程表、《報價合約書》之影本交由團控 OP 與財會

主管後完成確認手續。 

(3)客戶之計畫若變更時責此案結束。 

(4)特別團行程規劃與控管，參照《行程改良管制程序》。 

 

5.2.6 收件及收取訂金 

當客戶確認參加自組團或 PAK 園時，由業務人員向主管領取《海外旅行契約書》，

並填寫雙方之協議事項，經主管審 1 核後與客戶簽訂契約。 

(1)契約書一式三聯，一聯由客戶保管，一聯由業務員保管，一聯由團控 OP 保管

(保管期限一年)。 

(2) 旅遊契約之其他協議變更時，重新報價再行簽訂新合約。 

(3)特別團完成簽約手續後，由業務小組憑《客戶送(收)件單》收件、收取訂金及

收回客戶之《基本資料表》。 



5.2.7 證照辦理 

(1)護照辦理：由業務人員負責辦理。 

(2)團簽：依 OP 所規定的送件時間內，業務員負責將證件收期，連同《客戶送件

單》送予 OP 辦理簽證。 

(3)個簽：業務員於規定時間內辦理完簽證。 

 

5.2.8 自組團與 PAK 團團體確認: 

(1)確定出團:業務人員接獲 OP 之出團確認後，應通知客戶參加說明會。 

(2)團體取消或轉團:業務員必頇立刻通知客戶團體取消，並提供公司其他團體資

料供客戶參考轉園或退還所有證件。 

(3)客戶取消訂圍之作業:客戶取消訂聞時，依公司特別規定或《海外旅行契約書》

內規定辦理。 

(4)公司原則上不對外轉團。 

 

5.2.9 轉團程序 

(1) 已繳交訂金或已參團確認者 

業務員填《部門聯絡單》經部門主管簽核轉自 OP 受理，並製作《團體轉團報名

表》，第一聯 OP 存查，第二聯附上部門聯絡單回覆承辦人。 

(2) 未繳交訂金者 

承辦業務直接土電腦預報系統製作《團體轉團報名表》向 OP 報名，第一聯 OP

存查，第二聯業務主管保留，第三聯承辦業務保留。 

 

5.2.10 客戶取消訂團之作業 

客戶取消訂團時，依《海外旅行契約書》之規定辦理之。 

 

5.2.11 說明會 

根據團控 OP 訂定之說明會時間與場地，依據《團體處旅客工作進度表》通知客

戶。若客戶未能參加，另將說明會資料及贈品送達客戶。 

 

5.2.12 收款相關規定: 

(1) 業務人員於開說明會前告知會計室先行開立《代收轉付收據》，並註明收據

抬頭為個人或公司行號之類別。 

(2) 業務員應於開完說明會時完成收款。 

(3) 收款注意事項: 

a.現金:頇當場點清。 

b.支票:日期需開出發前可兌現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之支票。 

(4) 業務員收齊團費，應於當天由製作《收入傳票》並連同款項交付會計室，由

會計室簽收，一聯會計室留存，一聯由業務人員存底、以便日後查帳用。若由於



收款時間太晚，無法作帳，則應點清後，交由會計室保管，於次日依規定程序繳

交。 

 

5.2.13 售後服務 

 客戶若對團體不滿意時應立即反應處理，並參照《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辦理之。 

 

6.附則 

本規定經呈總經理或副總經理核准後，白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附件 

7.1 海外旅行契約書 

 

8.參考文件 

8.1 行程改良管制程序 

8.2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商務處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程序 

 

1. 目的 

確保為客戶安排最適當之行程並確實依照客戶之需求提供滿意的服務。 

 

2. 適用範圍 

商務處之各項作業。 

 

3. 名詞釋義 

FIT：係指非參加團體之個別成行旅客而言。 

 

4. 職責 

負責商務旅客各項旅遊之操作。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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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說明 

5.2.1 客戶需求 

(1) 客戶經由介紹或金龍旅訊、廣告等訊息與業務員聯繫。 

(2) FIT 旅客依其性質區分為商務旅行(含自由行)或單獨辦理證照、訂房、訂火車

券等 SALES 將需求記錄於《客戶需求單/估價單》上，以利後續追蹤與詢(報)價。 

 

5.2.2 行程規劃、確認證件 

(1) 如屬辦理證照的客戶，請依『出國証照及各國簽證注意事項』查詢費用。 

(2) 如屬商務旅行的客戶，依照預定之行程安排，查詢相關票價及簽證費。 

(3) 如屬 FIT PACKAGE 的客戶，請向客戶詢問行程、出發日期、行程、人數後安

排相關事項。參考『各航空公司 FIT PACKAGE 操作手冊』之價格辦理。各最新版

操作手冊由各 PACKAGE 負責人負責更新及發行，以確保全公司同一版本。 

 

5.2.3 報價與客戶確認 

(1) 由 SALES 依據各相關報價基準， 向客戶報予正確價格並執行後續作業。 

(2)如客人變更需求時，則於《客戶需求單/估價單》上註明變更事項及確認日期。 

(3) 非公司標準報價頇經專案經理核准後，始可報價。 

 

5.2.4 收件與辦理護照、簽證、開票 

(1) 業務員將旅客姓名、身份證字號、聯絡電話、行程、地址及售價標示於《旅

客資料袋》或 KEY-IN 旅客基本資料與證照整件，代訂機位與 HOTEL。並於開票日

前再次向客戶確認行程，通知票務開票。 

(2) 業務員收件時需填寫《客戶送(收)件單》並於該單上註明應辦證件種類。 

(3) 業務員收件時，應先向旅客收取工本費。(本公司列案之工商客戶除外) 

(4) 護照及簽證服務，依照『證照作業辦法』辦理之。 

(5) 業務員收件時請注意客戶的護照是否有本人簽名(嚴禁代客戶簽名)。 

(6) 業務員填妥《開票聯絡單》交由票務開票。 

 

5.2.5 歸還證件與收款 

(1) 業務員將所有證件及《代收轉付收據》一同交給客戶，並向客戶收款後，頇

立即向會計室繳交入帳。 

(2) 交付證件予客人頇按照『搬運、儲存、包裝、保存與交貨辦法』處理之。 

 

5.2.6 客戶抱怨 

客戶抱怨則依《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處理之。 

 

5.2.7 分包商管理 

訂房中心、設照中心及票務中心依照《分包商管理辦法》辦理之。 



6.附則 

本規定經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準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附件 

無 

 

8.參考文件 

8.1 國人首次申請機器可判讀護照及入出境許可手續 

8.2 各國簽證注意事項 

8.3 證照作業辦法 

8.4 搬運、儲存、包裝、保存與交貨辦法 

8.5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8.6 外來文件管制辦法 

8.7 分包商管理辦法 



國內組 FIT 旅遊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程序作業 

 

1. 目的 

規範國旅 FIT 各產品業務作業程序，確保旅客需求，提供即時、正確之服務。 

 

2. 適用範圍 

國內組 FIT 旅遊業務作業。 

 

3. 名詞釋義 

FIT：係指非參加團体之個別成行之旅客而言，其產品包括 Dragon PACKAGE、HTL 

PACKAGE、交通工具安排(機票、火車票、船票等)。 

 

4. 職責 

負責旅客所託付之訂房、機位、訂車之確認及與該行程相關之服務。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作業流程 責任者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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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OURCE IN 與產品介紹 

業務員接獲 FIT 旅客需求時，應詢問客戶基本資料、出發日期、行程天數，並依

HOTEL PACKAGE 行程目錄介紹適合旅客需求之產品後，將需求記錄於《國旅 FIT

客戶需求確認單》。 

 

5.3 需求確認、報價與變更作業 

業務員依下列作業，以〈國旅 FIT 客戶需求確認單〉向客戶報價及執行變更作業。 

 

5.3.1 訂房作業: 

(1) 業務員依『國旅 OP 訂房工具書』報價。 

(2) 如已收費完成而取消時，則酌收代辦手續費(費用的 30%)。 

(3) 如己收費完成而欲延期時，則保留費用，另行安排日期出發。 

(4) 業務員於需求確認後即行收費(全額繳清)，並給予飯店 VOUCHER 及收據。 

5.3.2 訂機位作業 

(1) 業務員依票務 OP 製作『國內航空票價表』加收收 50-100 元利潤報價。 

(2) 機位訂妥後，通知客戶前來繳交全額並交付機票。 

 

5.3.3 訂火車票作業 

(1) 業務員依『火車時刻表上之價目表』加收 100-150 元報價。 

(2) 火車票訂妥後，通知客戶前來繳交全額並交付火車票。 

 

5.3.4 訂巴士作業 

(1) 業務員依車行 Fax in 之即期『車行價目表』加收 1000-2000 元報價。 

(2) 車輛訂妥後，業務員向客戶先收訂金 30%，尾款於出發前全額、繳清。 

 

5.3.5 代辦保險作業 

(1) 業務員依『保險公司價目表』報價。 

(2) 業務員向客戶收集客戶保險基本資料委由 OP 進行保險作業。 

(3) 保險完成後，回傳給客戶過目存底，正本於一星期後送達。 

 

5.3.6 HTL PACKAGE 

(1) 業務員依各家『HOTEL PACKAGE 價目表』報價。 

(2) 如已收費完成而取消時，則酌收代辦手續費(費用的 30%)。 

(3) 如己收費完成而欲延期時，則保留費用，另行安排日增出發。 

(4) 業務員於需求確認後即行收費(全額繳清)，並給予飯店 VOUCHER 及收據。 

 

5.3.7 以上作業如超出公司規定範圈，頇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始可報價與相關作

業 



5.4 收款 

5.4.1 收款注意事項 

(1)現金:當場點清 

(2)支票:A 台北市區應於出發前三天之內兌現。 

B 其餘地區可經分公司戶頭後再匯入總公司戶頭或由客戶背書 

 

5.4.2 業務員收齊費用，應於常天下班之前 Key-in《收入傳票》，繳至會計室，若

來不及於下班前繳交，應、於隔天早上按規定程序繳帳 

 

6.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附件 

無 

 

8.參考文件 

8.1 國旅 OP 訂房工具書 

8.2 國內航空票價表 

8.3 火車時刻表上之價目表 

8.4 車行價目表 

8.5 保險公司價目表 

8.6 HOTEL PACKAGE 價目表 

 



國內組團體旅遊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程序 

 

1. 目的 

旨在使業務部門建立團體作業更暢通的行銷流程，同時提昇公司品牌形象，確保

有能力達成客戶的要求。 

 

2. 適用範圍 

總公司國內組業務部門與訂單審查之相關部門。 

 

3. 名詞釋義 

3.1 國內團體旅遊:包含的 INCENTIVE TOUR，定期金龍自主團及 PAK 團。 

3.2 PAK 團：包括定期出團之長航假期，台灣旅遊聯盟，鐵路聯營等團體。 

4. 職責 

負責國內旅遊團體業務連繫與接單，以達到公司要求之業績水平。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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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說明 

5.2.1 業務拜訪 

業務員依照《電話記錄表》並依客戶參圈意願於工作日誌上排定日期作業務拜訪。 

 

5.2.2 產品介紹 

業務員依『國內旅遊行程目錄』與客戶洽談行程內容，針對行程做特別之敘述。 

 

5.2.3 報價 

業務員參考各協力廠商發行的同業報價單，以經單位主管核准的《行程報價單》

向客戶報價。 

 

5.2.4 訂單審查 

(1) 當審查有問題時，再行議價後簽訂訂單。 

(2) 與客戶成交業務時，應簽妥《國內旅遊契約書》並報名，由業務主管保存。 

 

5.2.5 填具旅客基本資料 

(1) 業務員依預定出發日期之前置時間將《旅客名單》、《分房表》、《車餐位分配

表》送交客戶詳細填具其基本資料，並於出發前兩週收回以利製作說明會「旅遊

手冊」。 

(2) PAK 團不另行製作「旅遊手冊」。 

 

5.2.6 確定人數 

(1) 業務人員於出發前一週作人數最後之確認筒，則通知客戶參加說明會。若人

數不足無法出團，業務必頇立刻通知客戶或取得客戶同意後依《國內旅遊契約書》

之規定辦理之。 

(2) 行程變更:行程變更時若因此而改變行程內容，如:天數之增減、參觀節目之

增減等，則頇於事件產生之同時，向客戶告之增滅之費用並獲得其同意後，方得

繼續進行作業。 

 

5.2.7 說明會 

業務員於出發前三天配合客戶時間，訂定說明會時間與場地。如客人未能參加，

出發前將說明會資料委請該公司同仁送予客戶。 

 

5.2.8 收款相關規定 

(1) 說明會結束後，業務員以《收款憑單》向客戶收款，最遲不得晚於出發前二

天。 

 

 



(2) 收款注意事項 

○1 現金:當場點清。 

○2 支票:應於出團前三天之內兌現。 

(3) 業務員收齊團費，應於當天下班之前輸入《收入傳票》，由單位主管簽字認

可並聯同收款通知單繳至會計室。 

(4) 團體出發在即，團費未能收齊，應由業務員緊急通知客戶，若仍未能收取，

則應立即告知單位主管。 

(5) 單位主管應不定期會同財務處核對未收帳款，責成業務人員催收帳款。 

(6) PAK 團於報名卻認後，應立即收齊所有款項，並將胸章，旅遊券，行程表及

收據交予客戶。 

 

5.2.9 出團 

(1)領隊於出發前的天由業務主任指派。 

(2)領隊與當團 OP 辦理交接、出團。 

 

5.2.10 售後服務 

團體返回後，領隊請客戶填妥《問卷調查表》，並將訊息帶回公司，呈業務經理

審閱，如有抱怨事件，應依『客戶抱怨處理程序』，並應於一週內處理妥善。 

 

5.2.11 結帳 

隊帶團返回後，應向 OP 確實申報出團支出費用，結帳時 OP 依該團體實際參加

人數核算總支出費用後向客戶申報請款，並於收款時開立《代收轉付收據》，送

交客戶為憑。 

 

5.2.12 業務帶團之交接 

(1) 業務於帶團前三天，依管理處規定申辦請假手續，並填妥《業務交接清單》

與代理人交接，始得出團。 

(2) 業務返回後，需與代理人確認其交接事項處理狀況。 

 

6.附則 

本規定經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附件 

7.1 電話記錄表 

7.2 行程報價單 

7.3 旅客名單國內旅遊契約書 

7.4 分房表 

7.5 車餐位分配表收入憑單 



7.6 收款憑單 

7.7 問卷調查表 

7.8 業務交接清單 

7.9 國內旅遊契約書 

7.10 收入傳票 

7.11 代收轉付通知單 

 

8.參考文件 

8.1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8.2 國內旅遊行程目錄 

 

 



客戶需求單/估價單 

                            業務員：                 

聯絡人： 

TEL： FAX： 

住址：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身份證字號 

   

   

   

   

   

   

行程概述： 

 

 

 

 

 

NET 

 

S.P. 

簽證： 

 

 

 

 

 

訂房： 

其他：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1. 目的 

為確認 OP 人員，作業制式化、透明化，以期所有團體皆能順利成行。 

 

2. 適用範圍 

所有 OP 團控人員。 

 

3. 名詞釋義 

3.1 PNR：PASSANGER NAME RECORD。 

3.2 OP：TOUR OPERATOR。 

 

4. 職責 

4.1 OP 負責出國團體控制作業。 

4.2 負責團體質與量之提升。 

 

5. 內容 

5.1 品質管制程序(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線控 

OP 

 

線控 

OP 

 

業務員 

OP 

業務員 

OP 

 

業務員 

OP 

 

 

 

OP 

 

 

OP 

 

OP 

線控 

 

OP 

 

業務 

INDOOR 

簽證中心 

OP 

簽證中心 

OP 

 

OP 

業務員 

領隊 

金龍旅遊團體機位需求單 

金龍旅遊團體訂團單 

團體參團報名表 

旅客報名資料表 

 

 

 

 

 

 

 

 

 

 

 

 

 

 

 

 

 

領隊派遣書 

 

 

 

 

 

 

 

 

 

 

 

 

 

 

機位訂定 

國外訂團 

報名 

催收作業金 

入名單 

收件 

審查 

團體確認 

領隊派遣 

分房表 

送簽證 

領簽證 

國外傳回確認函 

說明會通知 



 

 

 

 

 

 

 

 

 

 

 

 

 

 

 

 

 

 

 

 

 

 

 

 

OP 

票務 

 

 

OP 

 

OP 

T/L 

 

OP 

 

 

OP/業務 

 

 

OP 

 

OP 

領隊 

 

財務處 

OP 

 

線控 

 

 

財務處 

 

 

 

開票聯絡單 

 

 

 

保險報備函 

 

OP 與 T/L 交接核對表 

 

 

送機公司交接是項明細 

 

 

 

 

 

 

 

 

 

 

 

 

 

開票 

保險 

與 T/L交接 

送機 

T/L回國報

帳 

請款單 

團體預結 

團帳初審 

線控複審 

會計關帳 



5.2 說明 

5.2.1 機位訂定 

線控將航空公司所得之 SERIES BOOKING 轉交團控人員，由團控人員於電腦系統

中「年度計劃團體處理」開團並通知業務部人員。若團體或航空公司有任何通知

變更，則隨時更新資料，並於團體報名人數暨售價一覽表告之業務部門。 

 

5.2.2 定團 

FAX《金龍旅遊團體訂團單》依行程表之內容處理之。 

 

5.2.3 報名 

(1)由 SALES 電腦預報系統報名，《團體參團報名表》，經 OP 簽名確認後，第一聯

由 OP 人員存查，第二聯由主管存查，但三聯交由業務人員存查。 

(2)團控人員依據《團體參團報名表》之名單登錄於《旅客報名資料表》。 

(3)若接獲分公司之傳真報名單後，將名單登錄於《團體參團報名表》，若報名 RQ

者，並於表單上標示且電話知會。 

(4)團控 OP 應於當日下班前更改《團體報名人數暨售價一覽表》。 

 

5.2.4 收取作業金、收件 

(1)收取作業金：業務收取訂金及簽立合約書，將簽訂《海外旅遊契約書》，OP

依『業務組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存查之。 

(2)收件：OP 依『簽證手冊』訂定截件日，並催收證件。收回之證件依『客戶供

應品管制辦法』和『作業檢測管制辦法』辦理之。 

(3)業務隨件附上《基本資料表》及《客戶送(收)件簽收單》並轉交 OP。 

 

5.2.5 審查 

(1) CHECK 證件資料是否齊全及護照是否由客人親自簽名。 

(2)核對電腦之旅客資料(英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等)與護照上之資料是否符

合。 

 

5.2.6 入名單 

(1)傳真旅客中英文名單給航空公司並 CHECK 班機是否正確。 

(2)航空公司入名單之時間，依其規定作業之。 

 

5.2.7 團體確認 

(1) 確認出團人數：OP 於團體出團二週前，應確實核封人數，並以書面通

知航空公司及合作 LOCAL 

(2) 若團體取消，團控 OP 經產品處主管同意，OP 需立即於團體報名人數

暨售價一覽表上註明，並於次日之會務中告知業務，若已收件時，應通



知航空公司及 LOCAL AGENT，依『作業檢測管制辦法』處理，並將證件退

還給 SALES，請 SALES 簽收於《客戶送(收)件簽收單》第一聯由 OP 人員

存查，第二聯由業務人員存查。 

(3) OP 應填具《領隊派遣書》交由產品處推薦呈副總經理或產品處經理核

批。 

 

5.2.8 固體簽證 

(1)自送簽: OP 依『簽證手冊』和『各式簽證表格』之要求，準備好證件

與簽證費，應填具《旅客證照登記表》，並備留《團員名單》，一聯 OP

留存，一聯由證照存查。 

(2) 外送簽：除依上述辨理外，即將相關證件與表草由簽證中心存證，《旅

客證照登記表》，一聯由 OP 存留，另一聯由簽證中心存證。 

(3) 簽證中心依『合格分包商管理辦法』辦理之。 

 

5.2.9 領簽證 

(1) 外務依據收據，在預定領件日前往領件，如有被拒絕者，立即通知客

人補件或面談，若簽證被拒而無法如期出發者，由團控 OP 告知 SALES

處理之。 

(2) 領回之證件，依『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辦理之。 

 

5.2.10 因外回函確認 

OP 再次確認 LOCAL 所提供之行程內容與航班是否相符，並催促尚未回覆

之服務內容。 

5.2.11 說明會 

(1) OP 訂定說明舍時間與場地，並告知 SALES，請 SALES CHECK 客人是否

會參加。 

(2) OP 應將說明會時間登錄於團體人數暨售價一覽表。 

(3) OP 製作正確之說明會資料內容含：旅客機場集合需知、路線圖、班機

時刻表、旅館一覽表、行程表、相關旅遊注意事項、金龍旅遊旅客注意

事項。 

(4) 通知領隊前來舉行說明會，參考『領隊作業辦法』。 

(5) 無頇召開說明會者，由業務將說明會資料在出團前送交給客戶。 

(6) 若出發前遲不可抗拒因素，需調整行程時，該線 OP 應於出發前以書

面方式將新行程通知業務承辦人轉知旅客。 

 

5.2.12 分房及開票 

(1)  OP 依據《基本資料表》製成《分房表》傳真 FINAL 之分房表及 FLT 

SCHEDULE，並註明團體人數、LOCAL、領隊姓名、小孩佔床或不佔床及



特別餐食。 

(2)開票 

《開票名單》經 OP 審查後，傳真給航空公司，並告知 FOC、AD、特別

餐食及領隊、有無加開高北段、個別行程、小孩出生年月日。 

1 機票直接在 AIRLINE 開出者：依各航空公司規定搞帶支票、XO 單、及

訂金單…等等，取回團體機票。 

2 機票直接在公司開出者：收到航空公司確認之傳真→票務自開票系統刷

出團體 PNR→由該線團控人員核對確認→填具開票聯絡單及附上團員名

單→知會票務單位開票。 

 

5.2.13 保險 

OP 於團體出發前，填妥保險單，連同《團員名單》一起 FAX 到保險公司

待保險公司將保單回傳《保險報備函》。 

 

5.2.14 與 T/L 交接 

OP 依《領隊與 OP 交接核對表》與領隊辦理交接，並保留 OP 與領隊交接

核對明細表之 COPY 本。 

 

5.2.15 送機 

(1) OP 於出發前，依照《送機公司交接事項明細》給送機公司，OP 將其

TKT COUPON、及送機費轉交送機公司，並取回送機公司交接事項明細簽收

聯。 

(2) 由業務人員送機時，OP 依照《業務送機交接事項明細》給送機業務人

員，OP 將 PPT、VISA、TKT COUPON、送機費轉交業務人員。 

(3) 送機公司之遴選依『分包商管理辦法』辦理之。 

 

5.2.16 團體請款單 

OP 於團體出發前，由電腦系統中列印團體請款單(共三聯)，第一聯交由業務承辦

人員/分公司 OP，第二聯交由會計室存查，第三聯由團控 OP 存查。 

 

5.2.17 團體預結 

OP 待團體出發後，依照財務處所規定之匯率標準將《團體估價表及領隊

攜出明細表》之金額製成支出傳票，繳進會計室。 

 

5.2.18 T/L 回國報帳 

(1) T/L 需於回國三天內向 OP 人員報帳，並繳回資料：A. T/L FILE 夾 B.旅館

彩色型錄 C.相關景點資料 D.餐廳資料 E.該國 ED 卡及中華民國入境單。 

(2) 領隊需將所剩金額自行填妥繳款單繳入財務處。 



 

5.2.19 初審 

(1) OP 依據 T/L 繳回相關資料核對並審核其支出費用是否與預算符合。若

有超支，應要求領隊於領隊報告書上以文字說明之。 

(2) OP 查核領隊報告書及日報表內容，確認其完整性，初審完成後，於領

隊工作日報表由線控存查。 

 

5.2.20 線控複審 

(1) 線控針封行程內容之缺失，依據『為正與預防措施』處理之。 

(2) T/L 報帳超文報告書之審核 

(3) 線控於 24 小時內複審完畢，轉交團控 OP 處理相關事宜，如：領隊代

墊費用、領隊車資、住宿費等費用之申請。 

 

5.2.21 會計關帳 

會計依據 OP 繳交之 T/L FILE 夾各項收支明細及 LOCAL 之請款單，結算團帳。 

 

5.2.22 團體退票 

團控 OP 應將取消旅客之團體機票正本至航空公司辦理退票手續。 

(1) 相關退票工作天、手續費及必備資料依各航空公司規定處理之。 

(2) OP 於團體結帳時，需將航空公司給與之退票單 COPY 一份隨團帳附上，

並照知財會人員，正本由財會人員存留，作為領退票款之單。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金龍旅遊團體機位需求單 

7.2 金龍旅遊團體訂團單 

7.3 客戶送(收)件單 

7.4 開票連絡單 

7.5 保險報備函 

7.6 領隊與 OP 交接核對表 

7.7 送機公司交接事項明細 

7.8 旅客證照登記表 

 

8. 參考文件 

8.1 分包商管制辦法 

8.2 領隊作業辦法 

8.3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8.4 各線簽證注意事項 

8.5 作業檢測管制辦法 

8.6 團體處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 

8.7 行程表目錄 

8.8 業務組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 

 



團體開票作業流程 

 

1. 目的 

確實完成團體作業需要。 

 

2. 適用範圍 

團體行程之開票。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票務負責開票，團控 OP 協辦之。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團控 OP 

 

 

票務 

航空公司 

 

 

團控 OP 

 

 

票務 

 

 

票務 

會計室 

 

 

票務 

 

 

 

 

 

 

 

 

 

 

 

開票聯絡單 

 

FAX 名單至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回傳 

確認出票單 

開票 

製作支出票單 

歸檔 



5.2 說明 

5.2.1 團控 OP 傳真名單至航空公司。 

團控 OP 應要求《開票名單》之正確，並於《開票名單》上註明特別要求以供開

票之依據(如:特別餐食，個別回程)。 

 

5.2.2 航空公司回傳出票單 

票務依據航空公司回傳之《團體出票單》列印訂位紀錄。 

 

5.2.3 確認出票單 

團控 OP 確認記錄並查看旅客姓名、行程、航班、日期、艙等、大人、小孩、人

數是否與出票單相符，若不符合則團控 OP 應通知航空公司票務更改《團體出票

單》並回傳再確認。 

 

5.2.4 開票 

團控 OP 開列《閱票連絡單》經線控簽核後，附上《團體出票單》及《PNR》送

至票務人員開票。 

 

5.2.5 製作支出傳票 

開完票後票務人員將票根依票號順序排列，將團號，領隊姓名，價格及票號輸入

電腦，再列印出《支出傳票》繳交會計室。 

 

5.2.6 歸檔 

票務人員將《PNR》，《團體出票單》依照團體出發日期歸檔並由票務主管保管，

保管期限為一年。 

 

5.2.7 常狀況處理 

開票列表機異常狀況與維護處理請參考相關系統之使用手冊。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開票聯絡單 

7.2 開票名單 

7.3 團體出票單 

 

8. 參考文件 

無 



FIT 開票作業流程 

 

1. 目的 

讓客人順利成行。 

 

2. 適用範圍 

票務部 FIT 開票。 

 

3. 名詞釋義 

3.1 自開票：由 BSP 所開出之機票。 

3.2 外調票：經票務中心所開的機票。 

3.3 櫃檯票：於航空公司櫃檯所刊的機票。 

3.4 XO：EXCHANGE ORDER 開票憑證單。 

3.5 T/C：TICKET CENTER 票務中心。 

 

4. 職責 

4.1 票務負責開票事宜。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票務/SALES 

 

 

票務 

 

 

 

票務 

 

 

 

票務 

 

 

票務/SALES 

 

 

 

票務 

 

 

 

 

 

 

 

開票聯絡單 

 

 

 

 

 

 

開票聯絡單 

 

列印代轉 

接單 

確認 

開票 

製作支出票單 

歸檔 



5.2 說明 

5.2.1 接單 

票務或業務人員以電話接單，並正確填寫閱票所頇資料於《開票聯絡單》，並附

上訂位記錄，以供開票之依據。 

 

5.2.2 確認 

票務與航空公司 CHECK 訂位記錄，查看旅客姓名、航班、日期、艙等是否與訂

位記錄相符，並確定票價。 

(1) 標準的行程票價，請參考航空公司發給最近期之『票價一覽表』。 

(2) 非標準之行程票價，需先與客戶確定其出發日期及行程中的停點後，請直接

與航空公司票務組洽詢並留下票務組姓名以便往後查詢之用。 

 

5.2.3 開票 

(1) 自開票:採用 ABACUS、AXESS、AMADUSE 等電腦系統開票。 

(2) 外調票:外調票(事較自開票低廉時，由 OP 連絡 T/C(航空公司之票務中心)開

票。 

(3) 櫃檯票:票務依需要頇至航空公司櫃檯開櫃檯票，經部門主管同意，由票務制

作《支出傳票》請應付款項支票，填寫《XO 單》傳真至航空公司開票，或直接

上櫃檯開票。 

(4) 簽證借票:若因簽證需要而闖出之〝簽證借票〞，應於開票完成之後，立即於

電腦上做〝作廢〞之登錄。 

(5) 退票:由票務查詢客戶所退之機票為何處 T/C 所開出，再通知外務前往辦理退

票事宜，並取回《代辦退票憑單》。 

 

5.2.4 製作支出傳票 

自票務輸入旅客 ID.NO.票號、行程、售價、NET 價，並印出支出傳票繳會計室。 

 

5.2.5 列印代收轉付 

業務依據票務轉交之帳單及客戶付款方式逐張列印《代收轉付》。 

 

5.2.6 付款 

外調票之機票付款日原則為每週一、三、五下午 2: 30-4: 30，遇國定例假日則調

整之。 

 

5.2.7 歸檔 

入帳後之《收入憑單》之紅底聯由票務或業務以月份別整理存檔，以供往後存查

之用。 

 



5.2.8 異常狀況處理 

(1) 機票異常狀況處理 

當機票遺失旅客變更行程或旅客變更行程、日期或機票遺失，應參考機票異常狀

況處理頇知。 

(2) 開票列表機異常狀況與維護處理，請參考相關系統使用手冊。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開票聯絡單 

7.2 XO 單 

7.3 支出傳票 

7.4 代辦退票憑單 

7.5 代收轉付 

7.6 收入憑單 

8. 參考文件 

8.1 票價一覽表 

 



機票異常狀況處理頇知 

 

一、 機票遺失 

 

國內：找出票根影本後，填寫『遺失單』向航空公司票務辦理遺失手續。 

*注：半年內如未被搭乘，則以退票性質辦理(參考退票作業程序)。 

 

國外：(1)先到當地航空公司辦理掛失手續。 

      (2)自行付費重新購買回程機票。 

      (3)回國後，至原承辦之票務人員辦理遺失手續，並附上重新購票之票根。 

 

二、 變更行程或日期 

 

(1)變更行程 

A：BSP 結報日期前即可 VOID 機票。 

B：BSP 結報日期後。 

a：Reissue 機票(僅限於無折扣票)。 

b：至航空公司櫃檯辦理補差價。 

c：辦理退票重新開票 

 

(2)變更日期 

由票務人員或由航空公司櫃台貼 Sticker 



證照作業辦法 

 

1. 目的 

為使證照作業制式化，以期完成客戶各項交辦事項。 

 

2. 適用範圍 

總公司、分公司之各項護照、簽證作業。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業務員或其助理負責整件及填寫簽證申請表。 

4.2 證照 OP 負責審件及送/領件之管制。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業務員或助理 

 

 

證照 OP 

會計室出納 

 

 

簽證中心 

外務員 

 

 

簽證中心 

簽證 OP 

外務員 

 

 

 

 

證照 OP 

 

 

 

 

 

旅客證照登記表 

 

 

 

 

 

 

旅客證照登記表 

 

領件 

發還證件給業務員或業務助理 

整件/製作支出傳票 

證照 OP 審件、請款 

送件 

退件 



5.2 說明 

5.2.1 業務員或助理整件 

(1) 辦理護照之申請時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所印製之『國人申請機器表可

判讀護照及入出境許可頇知』來辦理。 

(2) 依『各國簽證範本』，確實填寫簽證申請書。並特別注意： 

(a) 照片是否符合規定。 

(b) 護照與簽證表格是否本人簽名。 

(c) 護照之有效期限。 

(3) 應製作工本費《支出傳票》，以利証照 OP 作業。 

 

5.2.2 證照 OP 審件及請款 

(1) 證照 OP 頇於送件前，常發生之缺失做重點審查。 

(2) 證照 OP 憑《支出傳票》，當天向會計室請款，以利送件。 

(3) 證照 OP 與簽證中心交辨證件時，頇確實登錄《送件登記本》，以控管

送件之進度。 

 

5.2.3 送簽證 

(1) OP 依『各國簽證注意事項』和各式簽證表格之要求，準備好證件與簽

證費，由外務或委證中心處辦理之。 

(2) 除依上述辨理外，並填妥《旅客證照登記表》正本由簽證中心保留，

COPY 本由 OP 保留。 

(3) 簽證中心依『分包商管理辦法』辦理之。 

(4) 各簽證辦事處若有任何作業或所需文件變史時，證照 OP 應立即通知

相關部門，並立即更新之。 

 

5.2.4 領簽證 

(1) 外務依據收據，在預定領件日前往領件。 

(2) 領回之證件，依『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辦理之。 

(3) 未能如期領件或被拒絕者，應立即通知業務員因應處理之。 

 

5.2.5 發還證件 

證照 OP 於當天將各辦妥之證照，發還證件給業務員或分公司，並應於《領

件登記本》上簽收，分公司證件則由證照 OP 先於《旅客證照登記表》上

登記，一聯由證照 OP 存證，一連隨同證照正本，再分發寄達各分公司。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發行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支出傳票 

7.2 旅客證照登記表 

7.3 領件登記表 

 

8. 參考文件 

8.1 國人申請機器表可判讀護照及入出境許可頇知 

8.2 各國簽證範本 

8.3 分包商管理辦法 

8.4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電話接聽辦法 

 

1. 目的 

建立公司內外連結之有效管道，以傳遞公司形象及各類訊息。 

 

2. 適用範圍 

舉凡公司內部電話之接聽使用皆適用之。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接聽電話應以簡潔清晰的表達能力、圓融的溝通技巧，對內提升作業效率，對外

讓顧客滿意。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電話響三聲之內要接。 

5.2.2 電話拿起，應親切問候：金龍!您好!我姓__。 

5.2.3 接聽電話應言語有禮，細心答話。 

5.2.4 接電話尾聲要上揚。 

5.2.5 有來電，不可讓對方久等。(不得等上 30 秒) 

5.2.6 若同仁不在座位上，鈴聲超過六響，旁邊或其他同仁應即設法代(轉)接。 

5.2.7 不打私人電話聊天。 

5.2.8 通話畢，讓對方先掛電話。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公佈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無 



國旅團體 OP 作業程序 

 

1. 目的 

規範 OP 人員之國旅團體標準作業，以支援業務報價與團體訂團。 

 

2. 適用範圍 

國旅團體：包含 INCENTIVE TOUR、金龍自組團及 PAK 團之 OP 作業。 

 

3. 名詞釋義 

3.1 國內團體旅遊：包含 INCENTIVE TOUR、定期金龍自組團及 PAK 團。 

3.2PAK 團：包括定期出團之長航假期，台灣旅遊聯盟，鐵路聯營等團體。 

 

4. 職責 

OP 負責團體出團前作業。 

 

5. 內容 

5.1 流程圖 

5.1.1 PAK 團(下一頁) 

5.1.2 INCENTIVE 團 (下二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業務員 

 

OP 

 

 

業務員 

 

 

業務員 

 

OP 

 

OP/會計室 

 

 

外務員 

 

 

OP 

 

OP 

 

 

業務員 

 

OP 

 

 

 

 

電話記錄表 

 

 

 

 

 

 

 

旅客行程資料報名表 

 

 

 

 

 

 

購票證明單、購票申請

單、客戶送(收)件單 

Sales 需求 

與中心預約保留 

行程、報價回覆 

客人選項報名 

與中心再行確認 

切傳票、請款 

申請購買旅遊券 

輸入票號、列明細 

國內 OP 開票 

客人取票、收款 

聯營中心報票號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業務員 

 

OP 

 

 

OP/業務員 

 

業務員/OP 

 

OP 

 

 

OP/會計室 

 

OP 

 

 

OP 

 

OP 

 

 

 

 

 

國旅團體需求表 

 

 

 

 

國旅團體需求表 

 

國旅團體需求表 

 

訂房單、訂車單 

 

 

 

 

分房表、車餐位分配表 

 

 

 

 

領隊出團檢查表 

 

Sales 需求 

與分包商預約保留 

分包商預約回覆 

Sales 簽約回覆 

與分包商下訂單 

請款、繳交訂金 

確定 Final 人數 

舉行說明會 

與領隊交接 



PAK 團作業 

5.2.1 客戶需求 

業務人員將客戶需求記錄於《電話記錄表》，上後轉自 OP 處理。 

 

5.2.2 與中心預約保留 

OP 依據電話記錄表將行程、日期、人數等相關資料向聯營中心預約保留。 

 

5.2.3 行程報價回覆 

業務人員將行程、價回報知客人，並且傳真該項行程。 

 

5.2.4 客人選項報名 

(1) 客人於行程表選擇欲參加之行程以傳真或通訊方式向業務人員報名。 

(2) 業務人員填寫《旅客行程資料報名表》交由 OP 辦理。 

 

5.2.5 與中心再行確認 

OP 向中心作確認並且傳真〈旅客行程資料報名表〉給聯營中心。 

 

5.2.6 切傳票請款 

OP 依旅客名單人數資料由電腦內之應收管理系統/代墊費用支出/代售款科目別

等輸入款項金額後，待傳票列印出請款明細並請單位主管確認簽核，向會計室出

納請款。 

 

5.2.7 申請旅遊券 

(1) OP 填妥《購票證明單》以傳真方式向聯營中心申請旅遊券數量，並且以電話

方式告知再行確認。 

(2) OP 將支票轉交給外務人員，並附上《購票申請單》、《客戶送(收)件單》向聯

營中心領取旅遊票券，並且簽收確認或以傳真方式簽核回傳。 

 

5.2.8 輸入票號、列印明細 

將所購買各行程點之旅遊券票號分別輸入電腦應收管理統/代墊費用之支出代售

款科別。 

 

5.2.9 OP 開票 

外務人員將旅遊券領回交給 OP，OP 依旅客名單資料進行開票。 

 

5.2.10 取票、收款 

OP 將開立好之旅遊券、識別證、行程表、金龍旅訊及收據一併放入信封內交予

客人並且簽收及收款。 



 

5.2.11 報票號 

OP 將旅遊券之旅行社存根聯影印傳真到聯營中心，報票號並且電話再行確認，

無誤後留底存檔。 

 

5.3 INCENTIVE 團作業 

5.3.1 承接業務作業 

業務人員於客戶需求後轉交 OP 處理 OP 以電話向各分包商口頭預留，待業務人

員與客戶接洽簽約後，進一步作下訂單作業，如業務員未有簽約動作，則向分包

商取消預留。 

5.3.2 OP 分包商下訂作業 

訂房： 

(1) OP 先以口頭詢問預約保留，再以《訂房單》加蓋圍內旅遊業務章確認訂房。 

(2) 該飯店蓋章回傳《訂房單》，訂房 OK 後，一星期內請款開立支票或電匯方式

 將訂金(約 30%)付予該飯店訂房組。 

訂機位： 

OP 以旅客基本資料向各航空公司團體訂位組訂位機位 OK 後，以 PNR 並請款前

往航空公司開票將機票交予業務員。 

訂火車票： 

OP 於團體出發日一個月前前往火車站團體訂位組依申請書申請火車票，並預付

訂金 30%，於團體出發前三日，前往火車站購票，交予業務員。 

定巴士： 

OP 以《訂車單》加蓋國內旅遊業務章向車行訂車，並於團體結束後進行請款動

作。 

保險作業： 

(1) OP 以客戶基本資料填妥保單傳真至保險公司。 

(2) 保險公司蓋章回傳後，傳真由 OP 存底保留，並於團體結束後進行請款動作，

並準備說明會資料如：行程表分房表車位分配表，餐位分配表，旅遊注意事項及

問卷調查表整理成手冊，安排說明會。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電話記錄表 

7.2 旅客行程資料報名表 

7.3 購票證明單 

7.4 購票申請單 



7.5 客戶送(收)件單 

7.6 訂房單 

7.7 訂車單 

 

8. 參考文件 

無 

 



國內組 FIT 旅遊 OP 作業辦法 

 

1. 目的 

規範國旅 FIT 各產品 OP 作業程序，確認分包商之各產品供應，提供業務即時、

正確之後勤支援。 

 

2. 適用範圍 

國內組 FIT 旅遊 OP 作業。 

 

3. 名詞釋義 

3.1 FIT：係指非參加團体之個別成行之旅客而言，其產品包括 DRAGON PACKAGE、

HTL PACKAGE、交通工具安排(機票、火車票、船票等)。 

 

4. 職責 

負責業務所託負各項產品之確認及該行程相關之服務。 

 

5. 說明 

5.1 承接業務作業 

業務人員於客戶確認需求後將《國旅 FIT 客戶需求確認單》轉由 OP 處理。 

 

5.2 OP 各項產品需求作業 

5.2.1 訂房 

(1) OP 先以口頭詢問預約保留，再以《訂房單》確認訂房。 

(2) 該飯店蓋章回傳《訂房單》，訂房 OK 之後，交予業務員收款以利 OP 繳款作

業。 

(3) OP 於訂房 OK 後一週內將費用以開立支票或電匯方式予該飯店訂房組，完成

訂房作業。 

 

5.2.2 訂機位 

(1) OP 以旅客基本資料向各航空公司訂位。 

(2) 機位 OK 則將 PNR 及機票交予業務員。 

(3) OP 並向航空公司訂位組輸入票號。 

(4) 機票由 OP 保管及請領，安全庫存量為各線 20 張，平常保存於上鎖之抽屜內。 

 

5.2.3 訂火車票 



(1) OP 以電話向鐵路局訂位，位子 OK 後，Key-in《支出傳票》經單位主管核准向

會計室請款，並前往鐵路局購票。 

(2) 交予業務員並收款繳進會計室。 

 

5.2.4 定巴士 

(1) OP 以《訂車單》向車行訂車。 

(2) 車行蓋章回傳《訂車單》，OK 後即通知業務員，請業務員向客戶收取訂金

(30%)。 

 

5.2.5 代辦保險作業 

(1) OP 以客戶基本資料填妥保單 FAX 至保險公司。 

(2) 保險公司蓋章回傳後，傳真由 OP 存底保留，一週後將保單正本交予業務員。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國旅 FIT 客戶需求確認單 

7.2 訂房單 

7.3 訂車單 

7.4 支出傳票 

 

8. 參考文件 

無 

 



退票作業程序 

 

1. 目的 

盡速退款還給購買者。 

 

2. 適用範圍 

購買者當初由公司票務組所代開出來的票，現今頇辦理退票者。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票務與會計負責退票之事宜。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票務/會計 

 

 

 

 

 

會計 

 

 

 

 

會計 

 

 

會計 

 

 

會計室 

 

會計 

 

 

會計 

 

 

會計 

 

會計 

 

 

會計 

 

 

退票收據 

 

 

 

 

 

 

退票申請表 

 

 

 

 

T/C 退票收據 

 

 

收支憑單 

 

 

 

 

 

 

 

 

 

 

 

 

旅行社銷售明

細表 

 

 

 

 

辦理退票 

BSP 退票 退外調票 

T/C 查詢 退票申請 

退票紀錄 

領退票款 

填寫憑單 填寫憑單 

向 BSP 結報 

入帳、開退票支票 

領支票、繳回原收據 

客戶領取退票款 

列印退票報表 

歸檔 



5.2 說明 

5.2.1 辦理退票 

客戶辦理退票時，票務或業務承辦人員頇先於電腦上查詢此機票是否為本公司所

開出的票，確定無誤後至財務處填寫《代辦退票憑單》，將收據之藍色聯交予客

戶，票務或業務承辦人員則留存白色聯單。 

 

5.2.2 BSP 退票 

由公司電腦系統開立之機票，頇填寫《退票申請表》透過 BSP 辦理退票。 

如：CI、BR、CX、AA…等，若有交叉線可先送至航空公司票務櫃檯核算退票金額，

再透過 BSP 辦理退票。 

 

5.2.3 退外調票 

由票務或業務承辦人員查詢客戶所退之機票為何處 T/C 所開出，再通知會計請外

務前往辦理退票事宜，並取回《退票憑證》。 

 

5.2.4 領退票款(T/C 入帳) 

客戶於辦理退票日起三至四個月後，可電洽財務處查詢退款金額，票務、業務員

或會計人員即可憑《代辦退票憑單》查詢退票款項是否可以領取，獲得可領取之

訊息後請外務人員帶公司章及收據於各家 T/C 指定之請款日前往領回，並由會計

人員登錄於《代辦退票憑單》。 

 

5.2.5 填寫憑單 

退票款項由會計制作傳票並入電腦於暫收科目作帳。 

 

5.2.6 向 BSP 結報 

由會計室每一期向 BSP 結報退票。每月九、十五、二十四日及月底為 BSP 的四個

結報日。 

 

5.2.7 通知客人領款 

業務人員詢問會計室，客人可領款日期並通知客人前來領款。 

 

5.2.8 入帳、開退票支票 

會計人員將刷好之傳票送出納具領款項並開立支票。 

 

5.2.9 領支票 

原則於每週一、三、五下午 2：30-4：30 向財務處出納入員領取退票支票。 

 

 



5.2.10 列印退票報表 

會計每月整理出當月已入電腦的《旅行社銷售明細表》。 

 

5.2.11 歸檔 

會計將《代辦退票憑單》、《旅行社銷售明細表》整理存檔。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無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1. 目的 

為消弭客戶抱怨，尋求抱怨事件之圓滿解決，重拾客戶之信任。 

 

2. 適用範圍 

客戶抱怨之相關作業管理或人員對象。 

 

3. 名詞釋義 

『客戶抱怨』凡指參團或購買機票、Fit Package 之客戶於服務期間之不滿表現與

意見。 

 

4. 職責 

4.1 業務相關部門負責各該抱怨事件之資訊收集與協調處理。 

4.2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記錄抱怨事件，並會相關部門處理及追蹤結案，

以利統計分析。 

4.3 業務部配合執行之。 

4.4 產品處 OP 提供相關資料並配合作業。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 表單 

  

 

 

 

 

訊息收受者 

 

 

部門主管 

 

 

副總經理 

 

 

 

部門主管 

 

 

各相關部門 

企劃及顧客關

係管理處 

 

 

 

 

 

 

 

客戶抱怨追蹤記錄表 

 

 

客戶抱怨處理記錄表 

 

一般客戶抱怨 

訊息 

調查 

責任判定 

協調處理 

內部檢討修正與結案 



5.2 說明 

5.2.1 訊息 

由各業務相關部門及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收集客戶之抱怨訊息，訊息來源

包括電話投訴、旅客意見調查表及客戶投函，並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即刻予

以統籌、登錄於《客戶抱怨追蹤記錄表》。 

 

5.2.2 調查 

各部門主管即刻深入了解事由、對象並收集相關資料，記錄於《客戶抱怨處理記

錄表》，彙整並擬臼處理方式後轉呈副總經理。 

 

5.2.3 責任判定 

副總經理深入了解後依抱怨訴求判定違約事實與責任歸屬並指示處理方式、原

則。 

 

5.2.4 處理 

依案由輕重，由副總經理裁示，並會相關部門主管就抱怨事項儘速進行調解、依

約處理，務求化解抱怨，使事件圓滿解決。 

 

5.2.5 檢討修正 

於調解中檢討相關失職人員與作業程序之瑕疵。由副總經理裁決交辦各相關部門

予以修正或懲處。 

 

5.2.6 紀錄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登錄客戶抱怨之訊息於《客戶抱怨追蹤記錄表》以利

日後統計、檢討及改進。 

 

5.2.7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統計並記錄於《客戶抱怨追蹤記錄表》，參照《統

計技術管理規定》統計抱怨事由。藉以了解產品、作業缺失以利各部門檢討改進。 

5.2.8 記錄文件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保管一年。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客戶抱怨追蹤記錄表 

7.2 客戶抱怨處理記錄表 

 

 



8. 參考文件 

無 

 



旅客滯留國外緊急報告書 

團號  

領隊  

原訂返國日期  

原訂返國班機  

預計返國時間  

滯留國外原因  

 

 

留滯國外旅客名單  

 

 

 

 

 

 

 

 

 

 

 

 

 

 

 

*請聯絡台北總公司：TEL：02-2718-7300，並回傳：FAX：02-2718-0200。 TKS!! 

緊急聯絡通報系統 

地區 OP 或緊急聯絡人 TEL 

台北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領隊工作日報表 

團號：            日期：             人數：             領隊： 

餐

食 

早

餐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地點： 

意見： 

午

餐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地點： 

意見： 

晚

餐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地點： 

意見： 

旅

館 

名稱 地點： 離市區車程： 

設備簡評與服務：(請攜回飯店簡介) 

  

   

 

 

 

交

通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司機姓名： 司機姓名：  

服務態度：□尚可 □佳 □極佳 服務態度：□尚可 □佳 □極佳 

車型： 車型：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導

遊 

姓名： 城市： 姓名： 城市：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機

上

服

務 

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行程： 行程：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是否合於規定：□是 □否 

行

程

狀

況

概

述 

 

 

 

 

 

 

 

 

 



 



組織規模、結構規畫

工作手冊 

 

 

 

 

 
專案名稱：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潛在

市場開發與人力資源提升 

專案主持人：楊明青 

合作廠商：金龍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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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事故處置辦法......................................................................................................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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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龍裝運公司成立於 1958 年，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業務為倉儲與運輸，1961

年開始代理美國環球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美國東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荷蘭馬丁航空公司(Maritnair)、法國航空公司(Air 

France)、美國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 Airlines)等航空業務，1965 年由沈鵬溶先

生帶領台灣第一個環遊世界 60天的考察團為公司從事旅遊業的開端，另一方面

為了促成海峽兩岸航空貨運之發展，公司董事長於 1985 年與中國民航總局籌劃

成立「海峽兩岸貨運研討會」，並為了擴大規模，於 1992年與中國南方航空公司

合資成立「南龍旅行社」於台北和香港，另為了加強服務商旅，成立永盛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Grand Travel, Inc.)並為美國最大商務旅行社(Carlson Wangonit 

Travel)台灣區業務夥伴，此外，公司於 2005年總代理香港快運航空公司(Hongkong 

Express Airways)。 

    目前金龍旅遊在台灣共有六間分公司，分別是台北總公司、高雄、彰化、嘉

義、台中、台南、豐原及新竹五間分公司，此外，另有兩家關係企業，分別是

1993年成立的南龍旅行社以及 2001年成立的金龍全球遊學有限公司：  

 

 

 

 

 

 

 

 

 

                                

    而公司內部分別設有團體旅遊、票務批售、個人旅遊、開發、大陸事業、電

子商務、旅遊醫療、塔克旅遊、金龍全球遊學及法國國際商展促進中心等部門；

在商品部分則有金龍法國、金龍日本、金龍歐洲、德航、瑞航、郵輪、中東非洲、

DMA 新視界及港澳大陸東南亞等系列的產品線，提供多樣化的旅遊商品及旅遊

諮詢服務。 

 

由於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的規模較一般旅行社規模大，在組

織架構方面面臨老化織問題，因此，本計畫針對個案公組織結構進行分析，透過

與專家學者的討論，研擬出一個適合個案公司之組織架構，提供給個案公司參

考，並結果撰寫成「組織規模、結構規畫工作手冊」，以達到組織規模精簡化之

目標。 

經過外部專家座談與內部座談及訪談後，考量市場大小、地理區域之關聯性

及降低營運成本，金龍旅遊組織在彰化、嘉義的分公司，可思考分別合併到台中

及台南分公司，員工人數可從250人降到200人。 

金龍旅遊/永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 彰化 嘉義 台中 台南 

台北總公司 



公司組織與職掌 

 

1. 目的 

確立公司組織，並賦予相關部門任務、職責，以貫徹品質政策，達成品質目標。 

 

2. 適用範圍 

全公司各管理階層。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各部門主管由公司授權，負責各所屬部門品質活動執行及成效之確保。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公司組織 

5.2.1《金龍旅遊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組織圖》。 

 

5.3 權責 

5.3.1 董事長 

(1)制定公司經管理念、方針。 

(2)審定公司中、長期及年度經營計劃。 

(3)核定公司年度預算與目標。 

(4)核決公司組織、職掌及經理以上主管人事任用案。  

(5)核決公司重要規定與制度。 

(6)公司重大簽辦案件之裁決。 

(7)定期召開及主持董事會。 

(8)依規定召開及主持股東常會。 

 

5.3.2 管理審查委員會 

(1)檢討內部稽核結果及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成效。 

(2)審查現行品質制度的有效性與適切性。 

(3)審查各項品質計劃的推行情況。 

(4)擬定年度教育訓練方針。 



(5)定期召開管理審查會議，以維護品質系統有效運作。 

 

5.3.3 品質委員會 

(1)品質系統體系之推行。 

(2)品質政策之擬訂。 

(3)品質系統之稽核。 

(4)會商解決品質問題。 

(5)定期召開品質會議，以維護品質系統有效運作。 

 

5.3.4 管理代表 

(1) 協助召集人處理各項委員會業務。 

(2) 召集人之職務代理人。 

(3) 督導各成員之任務執行狀況。 

(4) 審核各有關決議事項。 

(5) 督導品質委員會之各項行政、文書之工作。 

(6) 審查各單位繳交之程序書、作業指導書、或各項標準、規定。 

(7) 督導推行之各項進度狀況。 

(8) 準備會議相關資料。 

(9) 審查稽核報告。 

(10) 召集、協調、督導管理審查委員會各決議事項之推行並追蹤實施成效。 

(11) 參與重大品質問題之對策與預防。 

 

5.3.5 總經理 

(1) 執行公司經營理念與方針。 

(2) 制定公司年度經營及業務計畫。 

(3) 擬定公司年度預算與目標。 

(4) 督導執行公司年度預算與目標。 

(5) 擬定或增修公司重要規定與制度。 

(6) 負責公司營運與行政管理。 

(7) 定期召開及主持管銷會議。 

(8) 資金規劃及籌措調度。 

(9) 依權責核決人事及相關事項。 

 

5.3.6 副總經理 

(1) 配合執行公司經營理念與方針。 

(2) 依權責擬定年度經營及業務計畫。 

(3) 依權責擬定年度預算及目標。 

(4) 負責公司產品開發及行銷推廣。 



(5) 定期召開及主持產品研發會議。 

(6) 負責擬定產品研發小組編制並督導執行。 

(7) 領隊人員之任免與儲訓管理。 

(8) 督導執行管銷會議相關決議事項。 

(9) 負責審定各地區分包商之簽約及品質管理。 

(10) 依權責提報人事及相關事項。 

(11) 負責產品品質控管、客戶申訴之裁處及品質改善。 

(12) 維繫供應商與分包商公共關係。 

 

5.3.7 商務處 

以服務個別旅行之旅客為主要範圈，針對票務、租車、旅館之旅客，以及固定 

公司行號之商務客戶，提供各項單獨產品之服務安排，特別是票務、護照及安 

證等服務。 

(1)票務組 

(1.1)ABACUS、AXESS、AMADEUS 等定位系統之定位及票價計算。 

(1.2)BSP 開票及票務中心等票價處理。 

(1.3)票務市場調查及票源開發。 

(1.4)接洽航空公司、更新票價、製作票價表。 

(1.5)國外旅館訂房及開票作業。 

(1.6)FIT PACKAGE 之控管及開票事宜。 

(2)證照組 
承辦護照及各國簽證作業，並定期更新證照資料及新規定。 

(3)專案組 

以服務固定之公司行號商務客戶為主要業務。 

 

5.3.8 團體處  

以服務參團旅客為訴求，除金龍自組團外，客戶之特別行程設計估價、議價以及

出團之各項國外旅遊安排，以及國內旅客服務，同時確實執行銷售業務及電話客

戶服務。 

(1)業務組 

(1.1) 特別團估價。 

(1.2) 獎勵旅遊。 

(1.3) 旅遊產品說明服務及銷售。 

(1.4) 前置文書作業。 

(1.5) 客戶抱怨之處理及處理狀況之回覆。 

(2)國內組 

國內旅遊及機票之業務，舉凡團體、個別、工商客戶行程設計、作業。 

 

 



5.3.9 產品處 

作業組 

(1) 負責年度產品之機位 BOOKING 及國外訂團作業。 

(2) 負責航空公司及分包商之聯繫與管理。 

(3) 負責領隊之管理及派任建議。 

(4) 團體估價及訂價建議。 

(5) 團體出團作業及說明會安排。 

(6) 團帳之預估及報帳流程管理。 

(7) 旅客申訴之查處與協調。 

(8) 團體行銷控管。 

 

5.3.10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 

(1)企劃 

(1.1) 定期套裝行程、季節性產品之行銷企劃及相關行程表、行銷印品製作。 

(1.2) 贈品規劃設計。 

(1.3) 媒體廣告之企劃及執行。 

(1.4) SP 之行銷活動。 

(1.5) 金龍旅訊發行、編輯、印製。 

(1.6) 教育訓練規劃及教材印製。 

(2)美編 

(2.1) 公司 CIS 整體設計規劃。 

(2.2) DM 及相關行銷印品、旅訊及媒體廣告之美術設計。 

(2.3) SP 行銷活動之廣告海報繪製。 

(2.4) 旅訊名單彙整。 

(2.5) 正片、錄影帶歸檔與管理。 

(2.6) 旅遊資訊(簡報)歸檔。 

(3)資訊 

(3.1) 公司內部網路系統管理與教育訓練。 

(3.2) 配合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行銷規劃、提供資訊協助。 

(3.3) 未來電腦作業應用規劃電腦作業異常狀況解決處理。 

(3.4) 網際網路 WWW 網頁設計、維護與更新。 

(3.5) 應用軟體安裝設定與操作指導。 

(4)顧客關係管理 

(4.1) 會員管理與規劃。 

(4.2) 售後服務之資訊提供(旅訊)。 

(4.3) 旅客意見調查表及客戶抱怨之統計分析及處理。 

(4.4) 出團人數之統計分析。 

 



5.3.11 行政處 

(1) 人力資源開發及人員異動管理。 

(2) 教育與訓練。 

(3) 文件收發與資料管理。 

(4) 差假管理。 

(5) 物品採購與庫存。 

(6) 辦公室管理。 

(7) 庫存管理。 

(8) 事務機器操作訓練及維修。 

(9) 總機與櫃台接待。 

(10) 公共關係之維護與執行。 

 

3.3.12 財務處 

(1) 成本分析及業績統計。 

(2) 財務收支報表製作。 

(3) 資金管理。 

(4) 帳款催收。 

(5) 帳務審核。 

(6) 稅金核算。 

(7) 薪資發放。 

(8) 債信建立及股東服務。 

(9) 股東股權核算。 

(10) 紅利股息發放。 



管理審查辦法 

 

1. 目的 

1.1 藉由管理審查會議進行定期檢討品質系統的適切性及有效性。 

1.2 經由內部品質系統稽核，確實各項品質系統之落實。 

 

2. 適用範圍 

管理審查會議相關作業。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無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審查時機 

5.2.1 當品質系統有重大缺失時，得由召集人臨時召開。 

5.2.2 審查會議頇於內部稽核完成後兩週內召開且至少每半年實施一次。 

 

5.3 會議審查主要內容 

針對目前品質系統運作與內部稽核結果，實施審核，以檢討判定頇加強、修正或

補充之處，其主要內容如下: 

5.3.1 檢討上次會議所決議及執行之狀況。 

5.3.2 檢討內部稽核結果。 

5.3.3 檢討矯正與預防措施之成效。 

5.3.4 檢討客戶抱怨處理與售後服務。 

5.3.5 審查現行品質制度的有效性與適切性，並作檢討與修正。 

5.3.6 審查各項品質計劃的推行情況。 

5.3.7 公司品質政策與品質目標之檢討與修正。 

5.3.8 其它相關事項。 

 

 

 



5.4 與會人員與任務分派 

職稱 職掌 

主席 總經理 主持會議與裁決 

召集人 管理代表 召集會議，協調與督導決議事項之推行，並追蹤實施

成效 

參加成員 公司主管 1. 以獨立、謹慎、客觀精神審查會議資料 

2. 討論審查項目，提出改善建議 

 

5.5 決議事項之執行 

5.5.1 管理代表督導管理審查會議中決議事項之執行及跟催工作。 

5.5.2 決議事項與完成期限應記載入會議記錄中，以進行追蹤。 

 

5.6 文件與記錄 

5.6.1 會議記錄人選由管理代表指定，填入管理審查《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有文

件中心歸檔保存。 

 

6.附則 

本規定經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準後實施，如有修正時亦同。 

 

7.附件 

無 

 

8.參考文件 

內部品質稽核辦法 

 



品質計劃程序 

 

1. 目的 

為使品質計劃與品質系統相結合，以達成合約所規定之要求。 

 

2. 適用範圍 

凡與業務人員、OP 人員、領隊人員、管理人員有關之安排、執行及服務

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3.1 品質管理:係指決定與實施品質政策之整體管理功能方面而言。 

3.2 品質保證:係指為了以具有過切之信心，一項產品或服務將能滿足所設

定之品質需求所需之一切計劃性與系統化之措施。 

3.3 品質系統:係指實施品質經營有關之組織結構、職責、步驟、程序以及

各種資源等。 

3.4品質計劃:係指定某特定產品、服務、合約或專案等有關之品質實務、

品質資源及品質系統活動等之文件。 

 

4. 職責 

4.1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彙整資訊與需求，以利品質計劃之擬訂。 

4.2 管理審查委員會負責品質計劃之擬訂。 

 

5. 內容 

5.1 服務品質特性的擬訂 

5.1.1 顧客評價旅遊服務特性之擬訂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部彙整帄日蒐集之市場資訊與顧客需求，製作《顧

客對旅遊服務評價特性》，以利品質計劃之擬訂。 

5.1.2 服務過程特性之擬訂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依據公司服務的特色與對服務供給的了解，製作《服

務傳遞過程特性管制表》，以利服務品質之管制。 

 

5.2 品質計劃的擬訂 

5.2.1 管理處負責將要求，按各部門機能展開「品質計劃系統圖」，並會

同相關部門制定品質程序書、作業指導書、操作說明書及各項表單、記

錄等，使品質計劃能更完備。 

 

5.3 品質計劃執行 

5.3.1 相關部門依據品質計劃系統國之管制重點及管制方式，執行各項作



業，以符合品質系統之要求。 

5.3.2 品質計劃於執行中應加以記錄，並依『品質紀錄管理辦法』執行之。 

5.3.3 依『管理審查辦法』及『內部品質稽核辦法』執行，以驗證品質計

劃是否符合標準。 

 

5.4 品質計劃之修訂 

5.4.1 對於新的服務項目、新客戶需求或系統不合時宜時，由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依需求統籌後，提供給管理審查委員會重新擬訂品質計劃。 

5.4.2 品質計劃修訂之作業，依『文件管制辦法』執行之。 

 

5.5 產品品質計劃 

5.5.1「團體旅遊品質計劃」由副總經理負責核准發行。 

5.5.2「FIT 品質計劃」由商務處主管負責核准發行。 

5.5.3「票務作業品質計劃」由票務組主管負責核准發行。 

5.5.4「國內團體旅遊品質計劃」由國內組主管負責核准發行。 

5.5.5「國旅 FIT 品質計劃」由國內組主管負責核准發行。 

 

6.附則 

本方法經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白發行之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附件 

無 

 

8.參考文件 

8.1 品質記錄管理辦法 

8.2 管理審查辦法 

8.3 內部品質稽核辦法 

8.4 文件管制辦法 

8.5 顧客對旅遊服務評價特性一覽表 

8.6 服務傳遞過程特性管制表 

8.7 品質計畫系統圖 

8.8 團體旅遊品質計劃 

8.9 FIT 品質計劃 

8.10 票務作業品質計劃 

8.11 國內團體旅遊品質計劃 

8.12 國旅 FIT 品質計劃 



 

國內團體旅遊品質計劃 

作業流程 管制特性 負責單位 

  

記錄客戶需求 

 

可行性評估 

修改後規格與需求確認 

 

 

確認訂團需求 

 

 

正確完整的旅客名單、分

房表、車餐分配表 

 

報名人數統計 

 

確認 HOTEL、餐廳、交通

(機位、火車票、巴士)、

保險 

 

 

行程說明、旅遊注意事項 

 

 

領隊交接、領隊作業、事

故處理 

 

 

調查顧客滿意 

 

7 天內處理 

 

 

 

防止再發、預防潛在發生 

 

 

國內組業務 

 

國內組主管 

 

 

 

國內組主管 

 

 

國內組業務 

OP 

 

國內組業務 

 

國內組 OP 

 

 

 

 

業務/OP 

 

 

OP/領隊 

 

 

 

領隊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責任部門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責任部門 

客戶需求 改 

良 

型 

程 

業務訂單審查 

填妥旅客基本資料 

取 

消 

與分包商確

認各項需求 

說明會 

出團 

顧客滿意度調查 

客戶抱怨 

矯正與預防 

固定行程 

確認成行與否 



 

FIT品質計劃 

作業流程 管制特性 負責單位 

  

確認行程價格 

 

 

再確認日期 

 

 

確認護照效期 

確認簽證所需資料 

簽證工作天 

 

注意價格之變更 

 

 

完整歸還 

 

 

協助異常狀況處理 

 

 

金龍旅訊 

 

 

 

商務處 

 

 

商務處 

 

 

商務處 

商務處 

 

 

商務處 

 

 

商務處 

 

 

商務處 

 

 

商務處 

 

報價 

訂位 

收件 

辦理簽證 

開票 

歸還證件 

售後服務 



 

國旅 FIT 品質計劃 

作業流程 管制特性 負責單位 

 確認各項需求價格 

報價資訊之更新 

 

 

訂房、訂機位、訂火

車票、定巴士、代辦

保險等確認 

注意價格之變更 

 

 

 

當場點清與簽收 

 

 

及時處理 

 

金龍旅訊 

 

 

國內組業務 

 

 

 

國內組 OP 

 

 

 

 

 

 

國內組業務 

 

 

國內組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

理處部 

 

報價 

與分包商確認各項需求 

訂房 

訂機位 

訂火車 

訂巴士 

代辦保險 

異常狀況處理 

收款及交件 

售後服務 



 

票務作業品質計劃 

作業流程 管制特性 負責單位 

 空白票量之控制 

 

 

確認日期、行程、姓名 

 

 

確認價格 

 

 

登錄 

準時送交客戶 

 

 

 

 

 

 

 

 

協助異常處理 

 

票務處 

 

 

業務組/票務處 

 

 

票務處 

 

 

 

票務處、團體處外務 

 

票務處、團體處 

 

 

 

 

 

 

票務處、團體處 

 

錯誤 

YES 

NO 

正確 

開票 

配票申請 

接單 

退票 

售後服務 

送票 

退票 

成行 



 

團體旅遊品質計劃 

作業流程 管制特性 負責單位 

 新行程特色、可行性評

估、風險管制、新分包

商評選 

 

修改後規格與需求確認 

 

 

確認訂團需求 

 

收齊證件，確認證件有

效 

 

報名人數統計 

 

確認 HOTEL、形成、餐

廳、交通車 

 

 

行程說明、旅遊注意事

項、食宿調查 

確認行程及客人姓名之

正確性 

領隊交接、領隊作業、

事故處理 

 

 

調查顧客滿意 

 

 

7 天內處理 

 

防止再發、預防潛在發

生 

 

設計專案小組 

 

 

 

業務組/線控 

 

 

業務組/線控 

 

業務/OP/證照 

 

 

團體處作業組 

 

團體處作業組 

 

 

 

業務/OP 

 

OP/票務 

 

OP/領隊 

 

 

 

領隊/企劃及顧客

關係管理處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責任部門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責任部門 

 

客戶需求 

改良 

行程 

業務訂單審查 

收件與辦簽證 

取 

消 

與分包商確

認各項需求 

說明會 

出團 

顧客滿意度調查 

客戶抱怨 

矯正與預防 

 

 

 

 

固定行程 

確認成行與否 

新行程開發 

開票 



行程改良管制程序 

 

1. 目的 

為有效運用公司現有行程，經程序化步驟修改，以滿足顧客需求。 

 

2. 適用範圍 

業務單位因包團而改良之行程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改良行程:係指為滿足包團需求而合併、刪減、重組、升級、降級現有公

司行程。 

 

4. 職責 

4.1 業務負責載明客戶所需行程規格與行程文案。 

4.2 業務主管及線控負責行程之可行性評估與成本分析。 

4.3 團控負責作業並依行程規劃與分包商之之聯繫確認。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Sales 

 

 

業務主管、線控 

 

 

團控 

 

 

團控、線控 

產品處主管 

 

業務、業務主管 

 

 

業務、業務主管 

 

 

 

 

線控、團控、業務 

 

 

線控 

 

 

領隊、Sales、線控、

團控、業務主管 

 

 

 

特別團行程估價單 

 

 

 

 

 

 

 

 

成本估價表 

 

 

報價合約書 

 

 

 

 

 

 

 

部門聯絡單 

 

 

金龍旅遊團體訂團

需求單 

 

特別團檢討會議記

錄表 

 

 

YES 

NO 

編輯行程 

包團需求 

可行性評估 

訂團作業 

估價 

報價 

客戶確認 

分包商確認 

返國後檢討 



5.2 說明 

5.2.1 包團需求 

業務單位將旅客包團需求記錄於《特別國行程估價單》。 

5.2.2 可行性評估 

業務將《特別團行程估價單》呈業務主管既線控審查行程內容與需求之可

行性。 

 

5.2.3 編輯行程 

(1) 團控調閱相似行程於規定期限完成行程編輯製作。 

(2) 原始行程經修改後即為改良行程。 

 

5.2.4 報價 

(1) 團控依『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依《金龍旅遊團體估價需求單》，向

合格分包商詢償，並要求於規定工作天內回傳報價。 

(2) 團控於收到報價規定工作天內完成估價，經線控審查旦轉產品主管，

並於估價罩上簽名後由業務承辦人主業務主管核定報償。 

 

5.5.5 客戶確認 

(1) 業務依『團體處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辦法』或『商務處業務作業規

定暨訂單審查辦法』以《報價合約書》向客戶報價。 

(2) 客戶同意後，由承辦業務與客戶簽訂合約。 

(3) 業務應填具【部門聯絡單】，並連同報價合約書影本交與線控。 

 

5.2.6 訂團作業 

團控以明確《金龍旅遊團體訂團單》依『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訂團。 

(1) 團控依據線控提供之【部門連絡單】與報價合約書內容執行之。 

 

5.2.7 分包商回覆與確認 

(1) 團控依【金龍旅遊團體訂團單】需求，逐一驗證其是否符合。 

(2) 驗證不符合時，則再與相關分包商作輸出確認。 

 

5.2.8 返國意見調查 

依『顧客滿意度調查辦法』執行滿意度調查。 

 

5.2.9 檢討與對策 

(1) 如必要時返國後由團控訂定檢討會時間，並由領隊、業務、業務主管、

線控參與檢討。 

(2) 客戶抱怨依『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處理。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8.1 作業流程與產品之鑑別與追朔 

8.2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8.3 團體處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辦法 

8.4 商務處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辦法 

8.5 顧客滿意度調查辦法 

8.6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國旅特別團設計管制程序 

 

1. 目的 

為有效運用公司現有國旅行程，經程序化步驟修改，以滿足顧客需求。 

 

2. 適用範圍 

國內旅遊因包團而改良之行程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改良行程:係指為滿足包團需求而合併、刪減、重組、升級、降級現有公

司行程，此行程通常不變更現有之合格分包商。 

 

4. 職責 

4.1 業務負責載明客戶所需行程規格，並規劃行程設計與估價。 

4.2 單位主管負責行程與報價之審查與確認。 

4.3 國內組 OP 負責分包商之之聯繫確認。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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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說明 

5.2.1 包團需求 

國內組業務將旅客包團需求記錄於《特別團行程估價單》。 

 

5.2.2 編輯行程與估價 

(1) 業務承辦人依《特別團行程估價單》需求，調閱電腦『行程目錄』相似

行程執行行程編輯製作。 

(2) 業務承辦人參照『 Hotel報價表』、『交通公司幸即賈表』，以電腦《團體報

價表》估價。 

 

5.2.3 報價 

業務承辦人估價完成後，經單位主管核准蓋部門章，傳真〈團體報價表》與

行程表向客戶提出報價。 

 

5.2.4 客戶確認與簽約 

(1) 客戶同意後，業務依『國內組團體旅遊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程序』

以《國內旅遊契約書》與客戶簽約。 

(2) 團號識別依『作業流程與產品之鑑別與追溯』編碼。 

 

5.2.5 訂團作業 

國內組 OP依『國旅團體 OP作業程序』Incentive 團作業，執行訂房、訂機位、訂

火車票、訂巴士、保險等作業。 

 

5.2.6 團體確認 

行程規格、售價、參團人數變更時，則依『國內組團體旅遊業務作業規定暨

訂單審查程序』處理。 

 

5.2.7 檢討與對策 

(1) 客戶抱怨依『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辦理。 

(2) 若頇修改相關標準則依「文件管制辦法」。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8.1 作業流程與產品之鑑別與追朔 

8.2 國內組團體旅遊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程序 

8.3 國旅團體 OP作業程序 

8.4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8.5 文件管制辦法 

 

 

 



設計文件及資料管制程序 

 

1. 目的 

為使設計專案計劃中所產生的設計文件能有效正確流通，並確保各項書

面資料能有系統的管理與保存，累積技術經驗，得到最完善管制，促使

各相關部門能建立完整之書面程序。 

 

2. 適用範圍 

凡本公司行程設計專案所產生之設計文件，自設計輸入、審查、發證、

驗收、輸出及變更等各作業階段內之資料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由線控(文管中心)負責保管設計文件與資料。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設計驗證紀錄文件管制作業流程 

(1) 設計驗證紀錄文件編號、撰寫。 

(2) 設計驗證紀錄文件保存管理。 

 

5.2.2 設計文件編碼系統 

新開發行程編碼原則。 

 

5.2.3 文件保存、銷毀作業 

(1) 設計文件保存 

設計驗證紀錄文件由線拉部門保管，至少頇保存半年。 

(2) 文件銷毀作業 

逾保存日期之資料紀錄，由保管單位自行銷毀。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8.1 作業及行程之鑑別與追朔 

8.2 文件與資料管制辦法 

8.3 外來文件管制辦法 



設計變更管制程序 

 

1. 目的 

為使設計變更程序具體可行，進而確保產品設計變更後能改善品質、降

低成本及其它因素，以符合顧客要求。 

 

2. 適用範圍 

2.1 凡開發階段中之行程均屬之。 

2.2 不符原先設計輸入規定或設計中途變更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各相關作業單位因應需求提出設計變更申請，專案小組提出變更之封策

與審查、檢驗。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設計變更中請 

產品處在接獲客戶品質改善或設計驗證無法符合設計輸入時會由線技人

員填具《設計變更/通知單》，提出設計變更申請。 

 

5.2.2 審查 

(1) 將設計變更單轉交產品處主管進行審查。 

(2) 再經產品處主管進行審查後執行之。 

 

5.2.3 再經產品處主管進行審查後執行之 

將核准之《設計變更/通知單》告知相關部門。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無 

 

 

 



設計管制程序 

 

1. 目的 

1.1 確保行程能滿足顧客需求，而建立必要之步驟與結構性的方法。 

1.2 確保所有必要的步驟與預定之計劃能如期準時完成。 

1.3 累積研發與執行經驗，提高後續各開發活動的整合性與可行性。 

 

2. 適用範圍 

新開發之 Package 行程，包括計劃性年度新行程問發。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各地區管銷會議:由各地區主管與業務人員組成，負責定期召開業務

會議，反應競爭同業與客戶需求資訊。 

4.2 產品研發小組:由各綠綠控、當線 OP 彙整各地區業務需求、市場資訊

與售價調查，提供給線拉人員擬定年度新行程之參考。 

4.3 產品研發會議:由副總經理、線控與業務主管組成，定期討論議決研發

提案。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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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程設計的原則 

5.2.1 符合市場消費者的需求。 

5.2.2 充份了解目的地之觀光資源。 

5.2.3 遵守本國與目的國相關法令。 

5.2.4 配合公司經營計劃。 

5.2.5 安全性的考量。 

 

5.3 資訊蒐集與分析 

5.3.1 各地區業務會議 

由各地主管擔任召集人，與該地區業務彙整相關會務資料，地區主管於每月管銷

會議上提出，以獲得競爭同業與消費者需求資訊。 

 

5.3.2 公司內部品質資訊分析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依『統計技術管理規定』，每月將《旅客抱怨追蹤紀錄表》

《旅客意見調查表》之分析資呈產品線控主管。 

 

5.4 設計翰入與新行程提案 

5.4.1 產品研發小組 

(1) 成立產品研發小組 

研發小組為常設性組織，每年 12 月由副總經理擬訂次一年度『產品企劃工作準

則與分線原則』，依人員專長指定各產品線控、當線 OP 及當線專精人員，並依

實際人事狀況調整之。 

(2) 線控 

(2.1) 負責市場行程產品之分析比較與售價調查及行程規劃。 

(2.2) 負責航空公司機位需求規劃。 

(2.3) 負責評選分包商與詢價。 

(2.4) 負責授權 OP 執行品質控管。 

(2.5) 負責新行程教育訓練。 

(3) 產品研發委員 

當線 OP 及熟悉該產品之相關人員組成。必要時得請外部專家或客戶共同參與。 

(4) 成員資格 

(4.1) 小組成員資格為從事相關於該專案任務工作 1 年以上。 

(4.2) 研發小組之組織權貴:如『產品企劃工作帄則與分線原則』。 

(4.3) 研發小組名單:如『產品企劃工作準則與分線原則』。 

 

5.4.2 同業競爭分析 

依照同業差異比較。分析項目包括 Airline、行程景點、路線、Hotel、Coach、餐

食之各項特色及售價分析，並將分析結果記錄於《同業產品比較表》，以了解自



家產品之利多或利空因素。 

 

5.4.3 提案 

將上述分析結果與相關分析之佐證資粹彙編成標準格式《新行程開發企劃書》，

並提案交付【產品研發會議】研討與議決。 

 

5.5 研討與議決 

5.5.1 產品研發會議 

由副總經理擔任總召集人，成員包括業務主管與各線線控。 

 

5.5.2 議決研發提案 

產品研發會議中，依據公司產品定位，由線控人員反問產品設計。 

 

5.6 設計輸入 

依據分析後之產品定位，完整的設計輸入由《新行程聞發企劃書》與《設計輸入

要項》構成。 

 

5.7 產品細部設計 

5.7.1 新行程考量要素審查 

由各線依設計輸入之原則參照《新行程考量要素》逐一審查並訂定適合公司之最

佳要素組合。 

 

5.7.2 行程考查 

(1) 專案執行期筒，相關之 Fam(Familiarization)Tour 或研討會，公司得以專案小

組人員優先派遣。 

(2) 必要時，由各綠綠控得經簽呈副總經理同意後派遣專人實地考查。 

 

5.7.3 經由新行程考量要素審查後訂定《行程剖析表》作為服務規格。 

 

5.8 擬訂工作逆反表與工作反問 

5.8.1 擬訂工作進度表 

線控依據上市期限擬訂《產品研發小組工作進度暨設計輸出/驗證表》。 

 

5.8.2 工作展開 

當線線控負責工作項目之分配。 

 

5.9 分包商評選 

5.9.1 為符合設計輸入之要求，依『分包商管制辦法』遴選符合條件之分包商。 



5.9.2 原已合格且績效優良之分包商優先採用。 

 

5.10 設計輸出 

5.10.1 設計輸出為執行設計構想後之結果。 

 

5.10.2 設計輸出之明確要項應記錄於《產品研發小組工作進度暨設計輸出/驗證

表》。 

 

5.10.3 輸出文件或經變更之文件，依種類以專案編號加註日期作為識別先按照

『設計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管制。 

 

5.11 設計審查 

5.11.1 設計審查的主要功能是追蹤設計驗證的進度，故所有計劃於每一設計階段

完成後，由產品處主管或副總審查，確實監督計劃於預訂時間內完成。 

 

5.11.2 審查之內容若有不符合事項式設計進度延誤，由專案負責人裁決。 

 

5.12 設計驗證 

5.12.1 證為預期要求(如:行程剖析表)與實際可達成之比對作業。 

 

5.12.2 針對行程內容安排、餐食、住宿、交通等項目，舉證有能力達成要求，於

《產品研發小組工作進度暨設計翰出/驗證表》執行驗證並留存佐證資料。 

 

5.12.3 當驗證不符合時，則由線控與產品主管共同討論成修改設計輸入規格。 

 

5.12.4 修改設計輸入後仍頇依上述步驟，再行對設計輸出作確認。 

 

5.12.5 最終確認之《Working Itinerary》，報價單/合約害，作為領隊首團驗收之基

準。 

 

5.13 作業流程發證 

由線控人員針對下列各項作業進行驗證並留下，發證記錄。 

5.13.1 簽證作業 

若為新辦理之簽證作業，則增列該項於『簽證作業頇知』。 

 

5.13.2 線控及 OP 作業 

參考『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修訂適合新行程之操作注意事項。 

 



5.13.3 領隊操作注意事項 

參考『領隊管理辦法』『領隊操作辦法』修訂或新增適合新行程之『領隊操作守

則』。 

 

5.14 行程定案 

5.14.1 經驗證審查確定後，則開發行程定案。 

 

5.14.2 定案後實施相關之教育訓練與銷售。 

 

5.15 設計驗收 

5.15.1 驗收方式 

視實際狀況，由線控人員決定驗收方式。其方式可以為有經驗的資深主管獨立審

查或專家訪談。 

 

5.15.2 一般驗收 

以新行程內容，針對專案小組以外專業領隊或一段旅客實施調查，並記錄於《旅

客意見調查表》以作為行前改善依據。 

 

5.16 人員教育訓練 

5.16.1 當線線控人員應鑑別相關受訓人員(領隊、OP、業務、簽證…)後，依『教

育訓練辦法』向訓練部門提出教育訓練申請並擇期實施。 

 

5.16.2 依線控負責製作《產品說明書》作為教育訓練輔助教材。 

 

5.17 文宣品製作驗收 

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製作與驗收下列文宣品。 

5.17.1 型錄製作 

5.17.2 旅客手冊製作 

5.17.3 DM 

 

5.18 首團驗收 

5.18.1 首團驗收為旅客對新行程之資訊回饋，以評價其行程與服務是否符合顧客

需求。 

 

5.18.2 領隊應依據《Working Itinerary》詳實填寫《領隊工作日報表》以檢驗分包

商之符合性，並於返國一週內與線控開會檢討。 

 

 



5.19 問題點檢討與對策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彙整《旅客意見調查表》及《旅客抱怨追蹤紀錄》，由線

控人員針對審查會議中，不滿意項目或旅客建議事項確實檢查，以作為變更行程

規格、行程內容安排次序、合理時間配置或修改操作程序(辦法)之依據。 

 

5.20 設計變更 

所有計畫在執案過程中，對頇設計變更(設計輸入)則依『設計變更管制程序』填

寫《設計變更/通知單》變更之。 

 

5.21 相關標準修訂 

首團驗收後，如頇修訂相關標準貝 lJ 經權責人員核准予以修訂及通知相關單位。 

 

5.22 量產移交歸檔 

5.22.1 於首團驗收後，專案小組再行監督與檢討 2~3 團，團體操作正常且品質穩

定，則於次一團起視同一般量產之行程，不再作額外之監督與檢討。 

 

5.22.2 當線召集人將開發完成資料夾歸檔於線控主管，並將此行程與規格轉由團

控依『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開團作業，正式導入量產，新行程開發即完成。 

 

6.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附件 

7.1 流程圖 

 

8.參考文件 

8.1 設計變更辦法 

8.2 設計文件與資料管制程序 

8.3 作業流程與產品之鑑別與追溯 

8.4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8.5 領隊管理辦法 

8.6 領隊作業辦法 

8.7 教育訓練辦法 

8.8 顧客滿意度調查辦法 

8.9 統計技術管理規定 

8.10 產品企劃準則與分線原則 

8.11 設計審查準則 

8.12 領隊操作守則 



年度產品企劃工作準則與分線原則 

副總經理：                    發行日期：     /    / 

線控主要職責 

1. 負責市場行程產品之分析比較與售價調查 

2. 召集該線新行程開發小組會議 

3. 負責航空公司機位需求規劃與 Booking 

4. 負責評選分包商與詢價 

5. 負責授權 OP 執行品質控管 

6. 負責協調企劃部門擬訂行銷計劃案 

7. 負責新行程教育訓練 

8. 明訂年度目標並訂定激勵辦法 

分區安排 線控 代理人 委員 

紐、澳    

歐洲    

美洲、加拿大    

亞洲    

郵輪    

大陸    

泰國    

其他    

成員資歷欄 

姓名 資歷 

  

  

  

  

  

  

  

  

  

  

  

  

  

  



文件管制辦法 

 

1. 目的 

為確保文件之適用及正確，使品質文件系統能有效運用。 

 

2. 適用範圍 

2.1 品質手冊。 

2.2 品質程序書。 

2.3 工作指導書。 

2.4 品質記錄表單。 

 

3. 名詞釋義 

3.1 管制文件 

3.1.1 頇隨時保持最新資料，由文件總覽表管制文件最新發行狀況。 

3.1.2 外來文件依『外來文件管制』規定辦理。 

 

3.2 非管制文件 

如給客戶之品質手!而或參考影本等，變更時無頇收回修正者。 

 

3.3 品質手冊 

確立本公司各項品保業務之原則及方向的品質保證最高指導綱領。 

 

3.4 品質程序書(辦法) 

規範本公司特定某項作業之權責區分及運作流程，實施順序及負責部門或人

員的程序文件。 

 

3.5 工作指導書 

規範本公司特定某項作業流程、方法、要點等細則及補充規定的指導文件。 

 

3.6 品質記錄表單 

用以記錄本公司各項品保工作運作結果的表單文件。 

 

4. 職責 

文件中心負責文件之發行與保存。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制定單位 

 

指定人員 

 

指定人員 

 

製作單位 

 

 

文件中心 

 

 

文件中心 

 

 

 

文件中心 

接收存檔 

 

 

 

各相關人員 

 

 

各相關人員 

 

 

 

各相關人員 

 

 

 

 

制定單位 

品保委員會 

 

文件制定/變更申請單 

 

品質文件分發一覽表 

 

 

 

 

 

副本 正本 

實施 

實施教育訓練 

使內容被了解、接受 

核准 

制(修)訂 

接收存檔 

向文件中心登記 

登入或修訂

文件分發表 

發行與回收 

保存 

內容檢討 

定期稽核與審查 

問題點發掘 



5.2 說明 

5.2.1 文件製作、審查與核准 

(1)所有文件之製作應經指定人員以《文件制定/變更申請單》提出申請並附草擬

文件，經審查與核准後方得發行。 

(2)各項品質文件之制訂、審查、核定等權責人員依品質文件制定/修訂文件審核

權責區分表規定之。如下表所示： 

 

文件類別 製作者 審查 核准 

品質手冊 

品質程序、辦法 

工作指導書 

表單 

品質委員會 

各權責單位 

各權責單位 

各權責單位 

 

各權責單位主管 

各權責單位主管 

總(副)經理 

總(副)經理 

部門主管 

部門主管 

 

(3) 凡本公司所屬員工均可提出文件之增訂/修訂之擬案，唯涉及文件制訂/修

訂、審查、核定等權責與程序仍頇依本規定辦理。 

(4) 程序書之制作格式，依『品質程序書標準格式及書寫規定』撰寫之。 

 

5.2.2 文件之分發 

(1) 文件區分為「管制文件」與「非管制文件」。 

(2) 所有由文件中心發行之文件，蓋上發行章後按《品質文件分發一覽表》發行

各單位。 

(3) 文件分發後，各相關單位應即時針對相關人員實施教育訓練。 

 

5.2.3 文件之保存管制 

(1) 品質手冊、程序書之主本統一由文件中心保存，各單位使用的書面品質文

件，由各單位負責妥善存放並適切管制文件之使用。 

(2) 品質文件以整本卷夾取閱為原則，如非必要，文件不得擅自抽離卷夾。 

(3) 品質手冊、程序書、工作指導書皆以《文件總覽表》管制其文件最新版次狀

況。 

(4) 各部門之作業指導、報價基準由各部門保管使用。 

(5) 過時之品質文件如頇保存，則由文件中心加蓋〝舊版〞章，以資辨認，不頇

保存作廢，作廢之文件蓋〝作廢〞章或銷毀。 

(6) 文件中心保留前一版次品質手冊、程序書之正版。 

 

5.2.4 文件之修訂與作廢 

(1) 各項品保文件的內容修訂與作廢，可藉由內部品質稽核之決議或矯正與預防

措施之成效，由各執行單位填具《文件制訂/變更申請單》並由原審查及核准人

員執行審查及核准後送文件中心辦理。 



(2) 文件之新制定版次為 1.0。 

(3) 文件之修改變更頇更新發行版次。 

1 單頁小變更時(如:增、修某一段文字)，版次逐次加 0.1 版;並發行該變更之頁次。 

2 單頁經小變更 9 次或同時於 2 段以上增、修，則版次加 1 版，並發行該變更之

頁次。 

3 工作指導書之修訂與變更以版次或製作日期識別之。 

(4) 文件新增或變更部份，其新增或變更之地方以新增章、變更章標示，以示辨

別。 

(5) 整段刪除者則於刪除處註明原該段刪除，並以刪除章標示。 

(6) 文件之修訂與變更應記錄於《文件履歷表》與《文件總覽表》。 

 

5.2.5 文件編號規定 

(1) 品質手冊 

 

12-34-56 
 

第 1、2 碼以 QM 代表品質手冊，第 3、4 碼填寫品質對照碼或序列碼，第 5、6

碼填寫流水號碼。 

 

(2) 品質程序書 

 

12-34-56 
 

第 1、2 碼以 OP 代表品質程序書，第 3、4 碼填寫品質對照碼或序列碼，第 5、

6 碼填寫流水號碼。 

 

(3) 工作指導書 

 

12-34-56 
 

第 1、2 碼以 WI 代表工作指導書，第 3、4 碼填寫機能別對照碼或序列碼，第

5、6 碼填寫流水號碼。 

 

 

 



(4) 表單 

 

12-34-56-7-8 
 

第 1、2 碼以 FM 代表表單，第 3、4 碼填寫部門對照碼，第 5、6 碼填寫流水

號(01~99)，第 7 碼為版次(A~Z)，第 8 碼為電腦流水號，識別碼以 P 識別。 

 

5.2.6 文件之申請 

各單位如因需要或遺失頇申請文件時，則填寫《文件申請單》經管制單位

主管審核後發給。外來文件申請亦向。 

 

5.2.7 客戶提供之文件 

戶若有供應任何文件則依『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實施之。 

 

5.2.8 行程表及旅客手冊以製作日期識別管制之。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變更章、舊版章、作廢章、文件中心發文章、刪除章 

 

8. 參考文件 

8.1 品質記錄管理辦法 

8.2 教育訓練管理辦法 

8.3 軟體設備之維護與保養辦法 

8.4 管理審查辦法 

8.5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8.6 品質程序書標準格式及書寫規定 

 



外來文件管制辦法 

 

1. 目的 

確保外來文件及相關資料，得到適當的管理及保存。 

 

2. 適用範圍 

2.1 政府:如外交部、交通部觀光局等發出之規定(如旅行業管理規則，領隊考詴

等資訊)。 

2.2 旅行業相關單位如:領隊協會、公會、品保協會及 BSP、AITA 等之規定或資訊。 

2.3 品質相關參考標準、資料等均屬之。 

2.4 其他專屬各作業部門之外來操作手冊，與經常變動之資訊(如:票價表.)存查於

各部門，如遇變吏，將舊版撤銷更換為新版。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文件中心負責統轉登錄各部門之相關外來文件。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外來文件接收與轉交 

5.2.1 各部門收到政府法規、相關規定及公函及品質相關標準、資料交文件中心

統籌辦理登錄管制。 

 

5.2.2 簽證單位之公告，由簽證組人員以該公告之文號及內容作為外來文件管制。 

 

5.2.3 外來文件經文件中心收交後，依各部門之需求得以影本存檔於該部門，或

由各部門保存正本並由文件中心記錄於《外來文件總覽表》。 

 

5.2.4 各單位接收之外來文件應妥為列管。 

 

 

 

 



5.3 外來文件編號列管 

5.3.1 文件中心賦予外來文件統一編號，編號原則如： 

 

1 2 3 4 5 6 7 8 
 

(1) 第 1 碼以 E 代表外來文件資料。 

(2) 第 2、3、4、5 碼以阿拉伯數字代表民國年月份。 

(3) 第 6、7、8 碼以阿拉伯數字代表年度流水代號。 

5.3.2 文件中心完成編號後，即登錄於《外來文件總覽表》。 

 

5.4 外來文件之公告 

5.4.1 外來文件及資料由文件中心統籌，依需要得原件公告之。 

 

5.5 外來文件之更新與作廢 

5.5.1 如過期之外來文件及資料，有保存之需要時，則頇加蓋「舊版章」。 

 

5.5.2 外來文件如已變更修訂或過期，無保存之需要時，則蓋上「作廢章」或銷

毀之。 

 

5.5.3 外來文件之規定內容，若有涉及旅客權益或旅遊注意事項者(如:出入境手

續、規定......等)則修改旅遊手冊。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舊版章、作廢章 

 

8. 參考文件 

無 

 

 



軟體設備之維護與保養辦法 

 

1. 目的 

確保品質系統之相關資料建立無誤，不致產生誤差、影響品質。 

 

2. 適用範圍 

與品質系統相關之資料及內容。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程式設計師負責軟體資料之設計與維護。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由總經理依公司作業上之需求，指任程式設計師，作統一的程式設計，

以維作業系統標準化之目標。 

 

5.2.2 各部門對於程式的運作，結構重大變更時，需經由各部門主管填具《程

式修改申請單》，並向總經理或副總經理提出申請，經總經理或副總經理簽

核後，再轉由程式設計師修改或更新程式。 

 

5.2.3 進入公司內部網路需建入《使用者權限代碼》， 用以區分該員工之使用

等級。 

 

5.2.4 為增進備份效率及提高資料保仝之安仝性，資訊，管理員定期將資料備

份於公司內部之硬碟中。 

 

5.2.5 資訊管理人員應將公司應用系統備份，並保存於資訊室。 

 

6. 附則 

本辦法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之，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無 



分包商管制辦法 

 

1. 目的 

為有效確保構成旅遊服務的相關分包商，能配合公司要求提供符合顧客需求

之產品或服務。 

 

2. 適用範圍 

本規定適用於品質保證系統之各相關配合廠商。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商務處門負責訂房中心、票務中心、簽證中心之資格評鑑、線控負責 LOCAL 

AGENT、AIRLINE、SHOPPING 店、餐廳、遊覽車等資格評鑑。 

4.2 管理處負責年度採購品、保險公司之資格評鑑。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部門主管 

 

 

副總經理 

 

承辦人 

財務處 

 

部門主管 

 

 

 

 

資格評鑑表 

 

 

 

 

分包商基本資料表 

 

 

 

 

 

 

合格分包商名單 

 

 

矯正處理單、分包商

績效表 

 

 

合格 

不

合

格 

登錄 

資格判定 

分包商開發 

追蹤評鑑 

基本資料填寫 

審查 

核准 

現有分包商 



5.2 說明 

5.2.1 分包商開發 

各部門之需求，選擇合格之分包商，基本原則如下： 

(1) 口碑好。 

(2) 配合度高。 

(3) 效率高。 

(4) 價格合理。 

(5) 便利性。 

(6) 服務品質優良穩定。 

 

5.2.2 資格判定 

依各項《資格評鑑表》，由承辦者判定該分包商之資格是否符合要求，經

相關主管審核始得簽訂合約並登錄，已合格之分包商，仍頇定期評定。各

分包商之資格判定如下附表： 

 

分包商資格判定權責 

項目 簽證中心 LOCAL 

AGENT 

AIRLINE 年度採

購品 

遊覽車 訂房

(票務)

中心 

軟體

維護

公司 

SHOPPING

店、餐廳 

送機

公司 

承辦人 OP/ OP 主管 OP 主管 OP 主管 總務 OP 主

管 

票務/

業務 

資訊 OP OP 

審查 產品/產品

處主管 

線控主

管 

線控主管 管理處

主管 

產品處

主管 

商務處

主管 

管理

處主

管 

產品處主管 產品

處主

管 

核准 副總經理或總經理 

 

5.2.3 基本資料填寫 

初步資格判定合格之分包商由承辦人填寫《分包商基本資料表》。 

 

5.2.4 審查 

由承辦單位主管與合格之分包商就相關條件進行協議:如報價、交貨、付

款、服務內容等進行各項審查工作。 

 

5.2.5 核准 

依雙方達成配合之條件，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簽核後實行。 

 

5.2.6 登錄 

經核准之合格分包商，依種類不同分別登錄於《合格分包商名單》，正本



送財務處，影本存於各相關單位。 

 

5.2.7 追蹤評鑑 

(1)不定期評鑑 

各單位主管針對各分包商之缺失，作不定期評鑑。 

(2)長期 

年底由各部門主管依據《矯正處理草》、《分包商績效》，重新評定各分包

商。 

 

5.2.8 抱怨處理 

如有任何案例處理結果，判定為國外分包商應負之責任，則頇列入《分包商

績效表》，並書面通知改善。 

 

5.2.9 終止訂單 

若有任何案例造成損失或賠償，則應提報品質委員會經決議後開出《矯正處

理單》並附連帶賠價責任，若《矯正處理單》連續二次以上，則應停止訂單。 

 

5.2.10 終止合作事項 

合格分包商如因5.2.8、5.2.9均未能適時改善者，應立即終止合作。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無 



國旅分包商管制辦法 

 

1. 目的 

為有效確保使構成國旅服務的相關分包商，能提供符合顧客需求之產品或服

務，並與本公司充份配合。 

 

2. 適用範圍 

本規定適用於國旅品質保證系統之各相關配合廠商。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國內組 OP 部門負責車行、飯店、餐廳、AGENT 等評鑑資格。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部門主管 

 

 

承辦人 

 

 

承辦人 

 

 

 

 

 

 

 

分包商資格評鑑表 

 

分包商基本資料表 

 

 

 

 

 

 

 

 

 

 

合格分包商名單 

 

 

 

合格 

不

合

格 

登錄 

資格判定 

分包商開發 

追蹤評鑑 

基本資料填寫 

溝通、協調 

核准 

現有分包商 



5.2 說明 

5.2.1 分包商開發 

國內組之需求，選擇合格之分包商，基本原則如下： 

(1) 業界口碑好。 

(2) 配合程度高。 

(3) 處事效率高。 

(4) 價格合理。 

(5) 便利佳。 

(6) 服務態度良好。 

(7) 品質穩定性高。 

(8) 聯繫容易。 

 

5.2.2 資格判定 

就新開發之分包商進行初次判定。車行依據《車行資格評鑑表》、飯店依據《飯

店資格評鑑表)》AGENT 依據《AGENT 資格評鑑表》、餐龐依據《餐廳評鑑表》，

由承辦者判定該分包商之資格是否合於要求經主管審核使始得簽訂合約

(AIRLINE、交通運輸公司、訂房中心除外)，已合格之分包商，仍頇定期評定，原

則上一年實施一次。各分包商之資格判定由： 

 

分包商資格判定權責 

 車行 飯店 AGENT 餐廳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承辦人 

審核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單位主管 

核准 部門主管 

 

5.2.3 基本資料填寫 

初步資格判定合格之分包商由承辦人員填寫《分包商基本資料表》。 

 

5.2.4 協調、通知 

由承辦單位主管與資格合格之分包商就相關雙方配合之方式:如報價、交貨、付

款、服務內容等進行溝通與協調以達成共識，並由承辦單位主管於《分包商基本

資料表》註明有"本"符號之各欄及審查後簽名。 

 

5.2.5 核准 

經前面所述步驟進行，雙方達成配合之條件，呈部門主管簽核後實行。 

 

5.2.6 登錄 

經核准之合格分包商，依分包商種類之不同分別登錄於《合格分包商名單》，將



正本送文件中心統籌存檔，各單位影印乙份自行保管。 

 

5.2.7 追蹤評鑑 

合格分包商之服務品質由國內組 OP 依隨團領隊之《回團報告書》作適當處置。 

(1) 抱怨處理 

如有任何案例處理結果，判定為分包商應負之責任，則頇列入《客戶抱怨處理

單》，以書面通知改善，並列入《分包商績效表》。 

(2) 終止訂單 

若有任何案例造成損失或賠償，則由單位主管開立《矯正處理單》並附連帶賠償

責任，若《矯正處理單》連續三次以上未妥善解決者，則應停止訂單。 

(3)終止合作事項 

合格分包商如因疏失而造成重大損失，經副總核示後將不再續用。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無 

 



採購程序 

 

1. 目的 

確保採購之物品符合公司要求。 

 

2. 適用範圍 

2.1 本公司所頇物品，如旅行袋、行李牌與胸牌、行程表等均屬之。 

2.2 產品處之 AIRLINE、LOCAL AGENT、簽證中心、交通公司等分包商均屬之。 

2.3 商務處之訂房中心、票務中心等分包商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年度計劃採購品:每年定期採購之旅行袋、行程表等。 

 

4. 職責 

4.1 年度計劃之新採購及追加採購，由行銷企劃提出申請。 

4.2 總務負責物品之採購。 

4.3 採購品之品質檢驗由總務、設計單位及申購單位依權責區分執行之。 

4.4 線控主管負責對 AIRLINE、LOCAL AGENT、簽證中心、交通公司之採購。 

4.5 商務處主管負責對訂房中心、票務中心之採購。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1.行銷企劃 

2.線控主管 

3.商務處主管 

 

1.總務 

2.線控主管 

3.商務處主管 

 

分包商 

1.總務 

2.線控主管 

3.商務處主管 

 

 

副總或總經理 

 

 

1.總務 

2.線控主管 

3.商務處主管 

 

1.總務 

2.線控主管 

3.商務處主管 

 

總務 

 

申購單位 

設計單位 

總務 

 

 

總務 

 

採購申請單 

  

YES 

NO 

退貨 

發包 

資料收集、詢價 

年度計畫需求 

分包商管理 

報價 

議價與商談 

核准 

交貨 

品檢 

儲存 

YES 



5.2 說明 

5.2.1 物品 

(1) 申購單位依需求填寫《採購申請單》，年度計劃之採購品旅行袋、行程表...

等需經(副)總經理核准。 

(2) 總務依據採購申請之物品進行資料蒐集(包括廠商資料、商品型錄等)及商品

價格之詢價、廠家之報價、比償等程序，選擇合於中購單位要求之商品。 

(3) 由總務比較價格並與廠家議價，同時了解廠家之配合度及交貨後之售後服務

等條件，選擇合格分包商，以採購公司所需物品。 

(4) 採購品之品檢由申購/設計單位負責檢驗規格與品質，總務負責檢驗數量與交

期，確認無誤後簽收，若有不合格產生時，則退貨處理。 

(5) 年度計劃採購品，於交貨品檢合格後，由總務儲存於庫房中統一管理，以供

年度之使用;一般性採購品則於交貨品檢合格後由總務轉交申購單位負責儲存或

使用，請參考『搬運、儲存、包裝、保存與交貨』 

(6) 年度計劃採購品之分包商選擇，請參考『分包商管制辦法』。 

(7) 行程表之採購應特別注意〝製程檢驗〞步驟，並確實執行填寫《印刷品製作

檢查表》。 

 

5.2.2 產品處 

(1) AIRLINE (機位)之訂位以配合公司政策及市場需求為採購原則。訂位方式為定

期向航空公司提出需求。若遇公司有特別包團，則由線控以傳真訂定機位。 

(2) 線控主管依據各航空公司各航線之報價作為各團團費之依據。 

(3) 線控依據團體需求，以《金龍旅遊團體訂團單》向 LOCAL AGENT 提出訂團需

求。 

(4) LOCAL AGENT、簽證中心之報價及付款方式，依約定處理，並依『分包商管制

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5.2.3 商務處 

訂房中心之訂房已配合公司政策及合作關係為採購原則。商務處以電話向訂房中

心提出需求與確認，並登記於客戶需求單上訂房項目中。 

 

5.2.4 國內組 

國內組機位、火車票、車行、餐廳之訂購以配合公司政策及市場需求為採購原則。

訂位方式依據『國旅團體 OP 作業程序』、『國內組 FIT 旅遊 OP 作業程序』辦理。 

 

5.2.5 採購變更時，需以書面與供應商確認。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8.1 分包商管制辦法 

8.2 搬運、儲存、包裝、保存與交貨 

8.3 國旅團體 OP 作業程序 

8.4 國內組 FIT 旅遊 OP 作業程序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1. 目的 

為使客戶所提供之各項證件於作業期間獲得嚴密、安全的維護管制與保管。 

 

2. 適用範圍 

凡本公司業務、OP 及領隊對於客戶之各種證件有收取、保管、使用與移交行為

者均遵行。 

 

3. 名詞釋義 

3.1『證件』：乃概指所有私人證照、文件、資料。包括護照、身分證、簽證、機

票、銀行存款證明、同意書在職證明、戶口名簿、相片、個人基本資料。 

3.2『T/L』：TOUR LEADER 領隊。。 

 

4. 職責 

4.1 各相關人員確實執行其相關管制程序。 

4.2 各部門主管當監控其管制維護事宜。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業務 

 

 

業務 

 

 

OP 

 

 

 

 

OP 

 

 

 

領隊 

 

 

領隊 

 

 

 

 

客戶送(收)件

單 

 

團體團體處旅

客工作進度表 

 

客戶送(收)件

單 

 

 

 

旅客報名資料

表 

 

 

OP 與領隊交接

核對表 

 

 

 

 

 

1. 不通過之

退件 

2. 已利用之

還件 

3. 取消團體

之還件 

客戶 

收件 

業務登錄 

移交 

OP 作業與保管 

領隊 

發還旅客 

退件：證件歸還 



5.2 說明 

5.2.1 收件 

業務向客戶收件時，逐漸審核並確認分項登錄於《客戶送(收)件單》，於雙方簽名

確認無誤後交與業務。 

 

5.2.2 業務登錄 

業務必於收件當日登錄彙整後，將所有文件移交 OP。 

 

5.2.3 移交 

OP 人員逐件審核確認登錄無誤後，於《客戶送(收)件單》，OP 留下第一聯存查；

業務人員保存第二聯備查。OP 並於《旅客報名資料表》上登錄旅客相關資料進

度。 

 

5.2.4 保管 

除正常作業時間，OP 與業務人員應將所有證件歸放於工作權中，並於下班後確

實清點上鎖;本公司設有保全系統。 

 

5.2.5 作業 

OP 於行前利用客戶證件作業，需與各相關簽證代辦中心、公司外務人員點收清

楚並填具，《團員名單》嚴格控管所有證件之流向。 

 

5.2.6 還件 

作業中如有任何因故退回或無頇利用之證件應由業務人員返回客戶並於《客戶送

(收)件單》上簽收。第一聯由業務承辦人存查；第二聯轉由客戶保存。 

 

5.2.7 領隊交接 

於 OP 作業完成後彙整所有證件於團體出發前一工作日交與領隊並填具《OP 與

T/L 交接核對表》，並請 T/C 簽名 Reconfirm。 

 

5.2.8 分發 

領隊在機場分別發還所有個人相關旅遊證件、護照、機票及登機證。 

 

5.2.9 其它 

(1) 行程中，除團體簽證由領隊保管外，對於旅客其它個人證件不主動保管及負

任何保管責任。 

(2) 旅客行李之保管與遺失處理請參考『領隊作業辦法』緊急應變處理程序。 

(3) 客戶供應品若有污損或遺失時，應註記於《客戶送(收)件單》，並立即告知客

人，且依法令現規定申辦補發，若影響出國日期，則以個案協調延期或賠償。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 

 

7. 附件 

無 

 

8. 參考文件 

8.1 團體處業務作業規定暨訂單審查 

8.2 商務處作業規定堅訂單審查 

8.3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8.4 領隊作業辦法 

8.5 海外緊急應變管理辦法 

 



作業流程與產品之識別與追溯 

 

1. 目的 

確保旅客之行程不致耽誤，且可將相關作業度化，以便於管理。 

 

2. 適用範圍 

與品質系統相關之各證照及內容。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OP 負責個文件、證照之標示。 

4.2 領隊負責機場、行李及行程中之標示。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OP 

 

 

 

OP 

 

 

OP 

 

OP 

領隊 

 

OP 

領隊 

 

領隊 

送機公司 

 

 

領隊 

 

 

領隊 

 

 

領隊 

 

 

領隊 

 

 

業務 

 

 

旅客報名資料表 

 

 

 

 

 

 

 

 

 

 

 

OP 與 T/L 交接核對表 

 

進件 

列印行程 

說明會 

機場 

行李託運 

車輛識別 

飯店識別 

FIT 產品識別 

編輯名單 

交接 

導遊接機 



5.2 說明 

5.2.1 依旅客參加之團體將資料建檔於電腦所屬之團號內。 

 

5.2.2OP 於團體出發前，於電腦刷出旅客【名條標籤】，並黏於護照套上，以利識

別。 

 

5.2.3 將行程、班機、飯店….等資料，依據所屬的團號建檔於電腦系統中儲存，

並於製作說明會資料時，將相關資料列出，由電腦中刷出，並列印出 HOTEL 旅

程表。 

 

5.2.4 說明會資料中亦需附上金龍旅遊【識別胸牌】。以利旅客在機場時作識別。 

 

5.2.5 說明會資料中亦需附上【金龍旅伴手冊】。 

 

5.2.6 OP 與領隊應於出發前一日做完交接動作，並將團體相關資料備於【領隊

FILE】夾內，便領隊攜出。 

 

5.2.7 出團日當天，領隊在機場頇持【金龍旅遊旗幟】，並於胸前別上金龍旅遊【識

別胸牌】，使旅客能清楚的識別。 

 

5.2.8 旅客行李應掛上《金龍旅遊行李牌》及【金龍旅遊貼紙】，以利行李若有遺

失，可迅速尋回。 

 

5.2.9 當團體抵達國外時，領隊應持【金龍旅遊旗幟】以便當地代理旅行社接機

人員識別。 

 

5.2.10 遊覽車車窗上需懸掛【金龍旅遊車頭紙】，以利客人上車時識別。 

 

5.2.11 於飯店內，若旅客欲單獨外出，除提醒其注意安全外，並請其攜帶飯店名

片或該團之飯店一覽表，以便萬一旅客迷路，可方便返回飯店。 

 

5.2.12 如為 FIT 旅客則將機票放置於【金龍旅遊票套】內，以便和市場上同型產

品相區隔，FIT 產品依航空公司機票號碼識別與追溯。 

 

5.2.13 任一票務作業皆依購票確認單或航空公司之航空代碼及機票號碼識別與

追溯。 

 

5.2.14 任一團體之相關作業流程皆依固定之單一團體識別。 



5.2.15 有關團體之品質記錄，如：領隊工作日報表由線控保管，皆依該團團號由

該線線控歸檔，以便必要之追溯。 

 

5.2.16 團號之編排索引方式： 

(1)國外旅遊： 

例： 

 

(1) (2) (3) (4) (5) (6) (7) 
 

(1) 首一、二碼依各國英文名稱簡碼編成，如：CN-中國大陸，MY-馬來西亞，依

此類推。 

(2) 第三、四碼為航空公司固定簡碼，如長榮-BR，復興-GE。 

(3) 出發年別。 

(4) 出發日期。 

(5) 天數。 

(6) 第一、二碼依各 PAK 別、金龍自組團、金龍親子團等，皆有固定的英文字母

組成的代號。如：Z-金龍自組團、P-PAK 團、S-金龍特別團、F-金龍親子團。 

(7) 出團別，1 為第一團，2 為第二團。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之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名條標籤 

7.2 HOTEL LIST 旅程表 

7.3 識別胸將 

7.4 金龍旅遊伴手冊 

7.5 金龍旅遊行李牌 

7.6 旗幟 

7.7 金龍旅遊貼紙 

7.8 車頭條 

7.9 票套 

 

8. 參考文件 

無 



操作設備維護保養辦法 

 

1. 目的 

定時、適時對操作設備進行保養維護，使設備狀況保持於順暢狀態，協助

作業順利推行。 

 

2. 適用範圍 

舉凡協助作業進行之事務機器，如影印機、傳真機、電腦、列表機、電話

機、開票機......等。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事務機器之維護保養由總務執行之。 

4.2 開票機由票務組連絡 ABACUS 及 AXESS 負責之。 

4.3 電腦之維護保養由特約廠商執行之。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影印機 

(1) 帄時簡易故障排除及維修由總務人員擔任執行。 

(2) 總務人員無法進行之故障及定期(每個月)維修工作，則由總務依《維修

廠商名單》連絡處理，並留下《維修記錄》由總務保管。 

 

5.2.2 傳真機 

(1) 帄時簡易故障排除及維修由總務人員擔任執行。 

(2) 總務人員無法進行之故障及定期(每個月)維修工作，則由總務依《維修

廠商名單》連絡處理，並留下《維修記錄》由總務保管。 

 

5.2.3 電腦 

(1) 硬體之帄時簡易故障排除及維修由資訊人員連同總務人員擔任執行。 

(2) 軟體維護由資訊人員負責。 

(3) 總務及資訊人員無法進行之故障排除及定期(每個月)維修工作，則由總



務依《維修廠商名單》連絡處理，並留下《維修記錄》由總務保管。 

 

5.2.4 列表機 

(1) 帄時簡易故障排除及維修由資訊人員或總務人員擔任執行。 

(2) 資訊或總務人員無法進行之故障排除及維修工作，則由總務依《維修廠

商名單》連絡處理，並留下《維修記錄》由總務保管。 

 

5.2.5 電話機 

(1) 帄時簡易故障排除及維修由總務人員擔任執行。 

(2) 總務人員無法進行之故障排除及維修工作，則由總務依《維修廠商名單》

連絡處理。 

 

5.2.6 開票機 

(1) 帄時簡易故障排除及維修由票務組擔任執行 

(2) 票務組無法進行之故障排除及維修工作，則由票務組依《維修廠商名單》

連絡處理。 

 

5.2.7 事務之操作方法請參照『事務機操作手冊』。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維修廠商名單 

7.2 維修記錄 

 

8. 參考文件 

8.1 事務機操作手冊 

8.2 ABACUS 使用手冊 

8.3 AXESS 自動開票系統手冊 



作業檢測管制辦法 

 

1. 目的 

有效管制各作業之檢測與其特性，並作適當的識別以防止人為疏失，以順暢作業

流程，確保符合客戶之需求。 

 

2. 適用範圍 

2.1 舉凡與行程出發前所有(內部)之作業流程與相關人員。 

2.2 行程出發後之作業流程與相關人員。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總務負責檢測提供顧客之相關文宣資料、採購之物品及印製成品。 

4.2 OP 部門負責檢測相關之 OP 作業程序。 

4.3 領隊負責檢測行程中之產品內容。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提供品檢驗 

(1) 總務必頇對行程表、合約書、宣傳品、旅遊手冊等印刷品先行使用《印刷品

製作檢查表》校對及確認並經相關主管簽核後方可進行印制。 

(2) 已完成之各項印製品，總務必頇清點數量、品質、規格，合格儲存、不合格

退貨處理。 

(3) 其它採購品依『採購程序』辦理之。 

 

5.2.2 OP 作業 

(1) 以團別為單位，整理製作清單，再次彙整審核記錄名單與各項顧客供應品有

效無誤，請參考『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之「審查」。 

(2) 該團作業 OP 負責檢驗 LOCAL  AGENT 是否依照合約作業，請參考『產品處

作業組操作辦法』之「國外回函」確認。 

(3) 團控 OP 審查《開票名單》開票名單後方可進行開票動作。 

(4) OP 依「團體操作記錄表」確實掌控 OP 作業狀況。 



(5) 業務人員於簽證截止日後方繳交證件，導致證照工作天數不足時，直接於《客

戶送(收)件單》標示「個簽」或「轉團」交還予業務人員。請業務人員以個簽方

式處理或請客人轉團。 

(6) 機位狀況確實於團體報名人數及售價一覽表上標示機位 OK 數。 

(7) 團體取消時， OP 於團體報名人數及售價一覽表中標示「CXL」。 

(8) 訂團錯誤(如日期、旅館不符合約)應標示「更正」於 LOCAL AGENT 回函。 

(9) 旅館無法確認，而導致行程變更時，則於說明會前重新繕打正確之。 

 

5.2.3 票務作業 

(1) 開票錯誤：1.VOID TKT 重開。2. RISSU TKT。 3 退票。 

(2) 訂位錯誤於電腦更改。 

 

5.2.4 行程中作業 

(1) 隊依據 LOCAL AGENT 給 WORKING ITINERARY(亞洲線除外)作業，若實際操作

之時間、內容、前後次序有任何變更時，頇在 WORKING ITINERY 上標示，以資識

別。 

(2) 未能依『領隊操作手則』執行職責，而招致顧客抱怨者，應予告知指正。 

(3) 領隊必頇 RECONFIRM 班機、餐廳、門票、交通等行程內容。 

(4) 每日詳填《領隊工作日報表》。 

 

5.2.5 檢測紀錄 

檢測記錄頇保持完整，以便隨時證明各階段內部作業與行程中作業通過檢測。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印刷品製作檢查表 

7.2 業務訂團單 

7.3 團體證件簽收單 

7.4 開票名單 

7.5 班機時刻表 

7.6 HOTEL LIST 

7.7 開票名單 

7.8 領隊工作日報表 

7.9 團體操作記錄表 

 

 



8. 參考文件 

8.1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8.2 領隊作業辦法 

8.3 採購程序 

8.4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8.5 團體開票作業辦法 

 



不符合事項管制辦法 

 

1. 目的 

為確保各不符合事項，能獲得最適切的處理。 

 

2. 適用範圍 

2.1 出發前之內部作業包括業務接件， OP 作業及客戶供應品。 

2.2 出發後之產品內容與服務，包括國外分包商及服務人員之作業，若與合約、

公司既定產品內容不符合時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P 負責 OP 作業相關不合格事項之聯繫與處理。 

4.2 票務負責票務作業相關不合格事項之聯繫與處理。 

4.3 領隊負責行程出發後之不合格事項處理。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說明 

5.2.1 出發前行程內容變更 

於旅客出發前若行程內容變吏，則依『產品古巴作業組操作辦法』之行程變更處

理。 

 

5.2.2 OP 作業不符事項 

(1) 證件於辦件中遺失依『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處理之。 

(2) 業務員收回客戶供應之各項證件、資料，OP 頇當場予以逐件審核檢驗後方可

於《客戶送(收)件單》簽名確認，如以超過送件期限，證件不符合要求或失效則

不予收件。 

 

5.2.3 票務作業不符事項 

客戶機票遺失、變更行程、或閱票錯誤時，依照『FIT 開票作業辦法』之異常狀

況處理。 

 



5.2.4 行程中異常狀況處理 

領隊依照『領隊作業辦法』之緊急狀況處置，與領隊授權與權限處理之。 

 

5.2.5 分包商缺失處理 

行程中若 LOCAL AGENT 有任何與原訂行程之不符事項，由領隊依當時狀況處理，

並記錄於 WORKING ITINERARY。若情結重大，則依『領隊作業辦法』之緊急狀況

處理。事後依『矯正與預防辦法』、『分包商管理辦法』給予警告、索賠或取消其

合格分包商資格。 

 

5.2.6 客戶抱怨 

依『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辦理之。 

 

6. 附則 

本規定經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客戶送(收)件單 

 

8. 參考文件 

8.1 產品處作業組操作辦法 

8.2 客戶供應品管制辦法 

8.3 FIT 開票作業辦法 

8.4 領隊作業辦法 

8.5 矯正與預防辦法 

8.6 分包商管理辦法 

8.7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矯正與預防辦法 

 

1. 目的 

消除造成不合格、缺陷或其它不良狀況的原因，並防止再發所採取的矯正及預防

措施。 

 

2. 適用範圍 

2.1 出發前之前置作業包括業務接件， OP 作業及客戶供應品。 

2.2 出發後之服務，包括國外分包商及領隊人員之作業。 

2.3 內部稽核偏差之問題排除。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品質委員會負責重大事件之研商處理。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 表單 

  

產品處經理 

 

 

 

 

 

 

 

 

各業務主管 

 

 

 

 

 

產品處經理 

 

 

 

 

 

 

各業務主管 

 

 

 

 

 

 

矯正處理單 

 

 

 

 

 

 

 

 

 

 

 

 

 

 

 

 

 

 

 

 

 

 

 

 

 

YES 

召開品質

委員會 

矯正措施執行 

品質亦常發生描述與判定 

重大事件 

效果追蹤與確認 

管理審

查會議 

預防措施 

異常情況調查分析 

品質系統

修改標準 

YES 

NO 

 

NO 

 



5.2 說明 

5.2.1 品質亦常發生狀況 

(1) OP、領隊、票務、物品之異常判定，依照『不符合事項管制辦法』辦理之。 

(2) 客戶抱怨，依『客戶抱怨處理程序』處理之。 

 

5.2.2 矯正、預防處理通則 

(1) 出發前內部作業不合格之矯正與預防著重於運用查核表之作業查核，有效的

專業訓練及合格分包商管理。 

(2) 出發後之產品內容與服務之矯正與預防，著重於派任適合之領隊，明確的領

隊操作規範及有效的領隊管理，其矯正措施通常有二個步驟： 

a.首先立刻對顧客提供即時的處置措施。 

b.其次依據矯正處理程序處理之。 

 

5.2.3 矯正處理程序 

(1) 品質異常之判定： 

a. 發生頻率高。 

b. 有重大影響者。 

(2) 品質異常狀況描述： 

品部經理依據下列資訊來源界定並開立《矯正處理單》： 

a. 客戶抱怨。 

b. 領隊工作日報表。 

c. 旅客意見調查表。 

d. 不良品統計表。 

(3) 異常情況調查分析 

品部經理協調各相關部門針對異常現象調查、分析原因，並由各部門主管記錄於

《矯正處理單》。 

(4) 重大事件處理 

異常狀況為特別嚴重時，由產品處經理得視嚴重性召開品質會議研商處理，並提

出矯正措施。 

(5) 矯正措施執行 

a. 業務：業務人員之疏失，由業務經理檢視其相關佐證-貸抖是否正確，並加強

該員之訂單審查。 

b. OP 作業：由承辦人請示主管採取即時處理措施，如重訂等級、退件、取消或

賠償等若操作或管制程序有缺失，則由主管擬訂具體矯正措施。 

c. 領隊：依『領隊管理辦法』處理之。 

d. 分包商：若缺失之責任屬於分包商，則由 OP 聞出書面通知，並依『分包商管

理辦法』處理。 

e. 新行程設計矯正：充分授權首團領隊即時處理異常狀況。原訂行程規格與實



際狀況或客戶要求有所偏差時，需記錄於《領隊工作日報表》，返國後於專案會

議中檢討。 

(6) 效果追查確認 

由線控主管依據各項佐證資料如《領隊工作日報表》等，確認其矯正之有效性。 

(7) 品質系統修訂 

若異常狀況屬於品質系統問題時，產品處經理得以請示管理代表召開臨時管理審

查會議，並依『文件管制辦法』增、修相關文件。 

 

5.2.4 預防措施 

(1) 產品處經理每季定期依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之客戶抱怨記錄及稽核報告

資料，追蹤相關部門之改善狀況。 

(2) 行政處帄日彙整旅遊相關法規，並公告通知相關人員。 

(3) 業務主管收集同業之品質異常事項或重大事故，並於每日業務會議上報告，

以為借鏡。 

(4) 針對旅遊旺季，易發生之品質缺失，產品處經理應指示 OP 人員提早與航空

公司、國外分包商確認各項服務。 

(5) 甄選合格領隊、派任合適之領隊，明確的操作規範及有效的領隊管理。 

(6) 新行程潛在問題之預防： 

a. 目地國安全性：行程設計人員頇針對目地國之治安、天災、傳染病、人為疏

失、政治情勢..詳加了解與避免，並評估其嚴重性。 

b. 運輸工具安全性。 

c. 遊樂設施安全性行為(心藏病、高血壓不宜…)。 

d. 時間掌握與專業解說，必要時力的反 Local Guide 協助。 

e. 緊急應變，請求 Local 或 Shopping 店協助，並攜充足之預備金。 

f. 其他不確定因素之偵測與管制，於專案會議中討論並記錄於《風險一評估與管

制計劃表》內。 

 

5.2.5 

內部品質稽核之矯正，依『內部品質稽核』辦法處理之。 

 

5.2.6 

矯正及預防措施，經成效確認完成後，於每半年之定期管理審查會議時，亦應再

次審查其執行成效。 

 

6. 附則 

本規定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矯正處理單 

7.2 領隊工作日報表 

7.3 不良品統計表 

 

8. 參考文件 

8.1 不符合事項管制辦法 

8.2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8.3 文件管制辦法 

8.4 內部品質稽核辦法 

8.5 領隊管理辦法 

 



海外事故處置辦法 

 

1. 目的 

減低或甚而避免緊急事故發生後，所造成的人身危險或財物損失。 

 

2. 適用範圍 

帶團值勤領隊人員於海外之任何相關旅遊活動均屬之。 

 

3. 名詞釋義 

緊急事故：於行程中，非正常預期發生之不利的突發狀況。 

 

4. 職責 

4.1 領隊全權負責應變處置該國之緊急事故。 

4.2 國內 OP 與海外分包商依需求配合作業支援。 

 

5. 內容 

5.1 流程圖 

無 

 

5.2 內容 

5.2.1 旅客 NO SHOW 

已到達機場之旅客先進行機場作業，說明與服務，並儘速與公司緊急聯絡人聯

繫。搜尋等候至該航班之規定登機時刻而仍未出發，則將該名旅客之各項證件交

與特約送機人員，於回報公司後迅速入關登機。 

 

5.2.2 證照遺失 

(1) 先予協助搜尋。 

(2) 遵循當地規章，依『領隊操作守則』之『緊急應變準則』。 

(3) 力求順暢既定行程並安撫當事人情緒。 

 

5.2.3 不可抗力之行程內容臨時變更 

由於氣候、潮汐、天災、當地節慶、暴動、罷工、機械故障、航班延誤或取消等

天然及人為不可抗力等因素而致行程受阻，當以旅客安全為首先考量，儘速尋求

LOCAL AGENT 與當地餐館協助，就當時狀況需求予以行程式內容變更(餐食、旅

館、門票、航班…之取消，重新預定)，除將事由處理狀況詳實告知旅客外，亦應

將所有狀況儘速回報台北總公司。此外，力求既定行程的完成，盡力爭取旅客於

當地最大之權益。 



5.2.4 旅客生理突發狀況與意外傷亡 

(1) 於狀況發生時，即刻依病情緩急就近運送醫院或救護站。同時通知 LOCAL 

AGENT 並與台北總公司報告並保持聯繫。 

(2) 由台北總公司盡速聯絡病患親友並依病情研議，協助處理。 

(3) 如情形嚴重，當留下導遊、領隊或 LOCAL AGENT 其中一員隨同應變處理，其

餘旅客繼續完成既定行程。 

 

5.2.5 旅客因故失蹤 

(1) 盡速報警聯絡當天旅館、LOCAL AGENT、台北總公司。 

(2) 等待與搜尋 

(3) 如至已將嚴重影響既訂行程時，當留下導遊、領隊或 LOCAL AGENT 其中一員

應變處理，其餘旅客繼續完成既定之行程。 

 

5.2.6 旅客物品失竊與搶奪事件 

(1) 協助搜尋。 

(2) 尋求當時工作人員或報警處理。 

(3) 安撫、安頓當事旅客，並完成既定之行程。 

 

5.2.7 於航空器、船舶上及旅館住宿時突發之非上述規範的緊急事件由時所在場

所人員依規定之應變程序應變之，領隊協助應變動作。 

 

5.2.8 各種緊急應變程序請參照『領隊操作守則』之『緊急應變準則』處理。 

 

5.2.9 於海外發生重大狀況，導致旅客滯留時，應填寫《旅客滯留國外緊急報告

書》傳真回公司給產品處經理。 

 

5.2.10 記錄： 

領隊應詳實記錄其異常或事故於《領隊工作日報表》，於返國後統一交由產品處

處理。 

 

6. 附則 

海外異常狀況範疇廣範，無法一一預估，如有未盡詳實之處得以依需求時效，由

產品處協調領隊群經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不定期修訂之。 

 

7. 附件 

7.1 旅客滯留國外緊急報告書 

7.2 領隊工作日報表 

 



8. 參考文件 

8.1 領隊作業辦法 

8.2 領隊緊急應變準則 

 

 



顧客滿意度調查辦法 

 

1. 目的 

1.1 確實了解顧客需求做為產品與服務績效持續改善之依據。 

1.2 就調查內容發現各項人員、作業缺失，以利內部檢討改進。 

1.3 藉此詳細調查以激勵、控制服務品質。 

 

2. 適用範圍 

所有參加團體之顧客。(包含自主團、特別團及 PAK 團)。 

 

3. 名詞釋義 

無 

 

4. 職責 

4.1 領隊負責攜回參團旅客之意見調查表，或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彙整郵寄

之旅客意見調查表。 

4.2 旅客意見調查表之內容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依實際需求，參考『品質計

劃』負責制訂、不定期修定，並對問卷結果作統計工作。 

 

5. 內容 

5.1 流程圖(下頁) 



 

流程 責任者 表單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部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 

相關單位 

 

業務單位主管 

產品處主管 

副總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 

 

企劃及顧客關係

管理處 

 

 

 

旅客意見調查表 

 

 

 

 

旅客抱怨追蹤記錄表 

 

 

旅客抱怨處理表 

 

 

 

 

 

 

旅客抱怨追蹤記錄表 

 

彙整及統計分析 

 

 

 

 

重大旅客

糾紛處理 

結案 

依團別歸檔存查 

一般抱

怨處理 

彙整旅客意見調查表 

不滿意事項與建議 

函覆旅客 

審查旅客意見 



5.2 內容 

5.2.1 旅客意見調查表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負責彙整旅客意見，若有抱怨事項，則依「客戶抱怨處理

程序」處理之。 

 

5.2.2 彙整、統計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彙整與統計分析各項旅客意見反應。 

 

5.2.3 旅客滿意度調查資料由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依團別歸檔存查。 

 

6. 附則 

本規定經呈副總經理或總經理核准後，自公佈日起實施，修改時亦同。 

 

7. 附件 

7.1 旅客意見調查表 

7.2 旅客抱怨追蹤記錄表 

7.3 旅客抱怨處理表 

8. 參考文件 

8.1 客戶抱怨處理程序 

 



客戶抱怨處理記錄表 
編號：   建檔日期： 

客

戶

資

料 

公司名稱  

姓名  

電話  

住址  

投

訴

事

由 

團號/團名  領隊  

 

 

 

 

 

 

處

理

過

程

與

結

果 

過程： 

 

 

 

 

結果： 

 

 

 

 

 

         **建議方式：_____電話致歉：______函覆旅客：賠償 NT______ 

           其他： 

檢

討

與

預

防 

作業

流程 

 

人員  

副

總

經

理 

 部

門

主

管 

 記

錄

人 

 

*流程：記錄人(1 天內呈報)→部門主管(3 天內呈報或處理完成) →副總(3 天內結

案)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 



客戶抱怨追蹤記錄表 

NO 
日

期 
團名 領隊 

客戶姓

名 

抱怨事由 
部門

主管 

備

註 

結

案

日 

行

程 

交

通 

膳

食 

住

宿 

服

務 

其

他 

              

              

              

              

              

              

              

              

              

              

              

              

              

              

              

              

*流程：企畫室(1 天內呈報)→部門主管(3 天內呈報或處理完成) →回報企畫室→

副總(3 天內結案) →企劃及顧客關係管理處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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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主持人：黃銘章 執行期間：98/11/1～99/12/30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產業與個案公司分析 

■ 問題解決: (1)提出未來成長策略；(2)未來品牌策略與推廣活動的可行作法包括：品牌定

位與品牌推廣方案。 

參與廠商：□無，■有:   生原家電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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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 

1. 透過實務的個案研究將成果作為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基礎。 

2. 提供產業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提高台灣中小企業的競爭力。 

3. 協助個案公司推動企業發展的競爭優勢。 

4. 輔佐個案公司品牌定位與推廣。 

 

二、執行架構 

 
三、執行情形說明 

1. 計畫主持人與專案助理進入產業各家企業參訪、討論，以瞭解產業整體與個案公

司的概況。 

2. 建立個案公司面臨問題之相關資料整理，包括：品牌定位與網路口碑、與關鍵字

行銷等相關資料。 

3. 幫助個案公司，進行競爭者、目標客群之分析。 

4. 為了更瞭解個案公司的產業概況與目標客群的分佈，本專案執行市場調查問卷，

透過問卷的發送與回收後分析，協助個案公司確認目標客群與了解市場狀況，進

而開始執行品牌計畫。 

5. 幫助個案公司找出其主要的競爭優勢，藉以幫助個案公司產品「阿拉斯加」浴室

暖風機，找出具有市場吸引力的品牌定位。 

6. 提出網路口碑行銷行動方案，希望透過網友在網路上的討論，影響目標消費者與

潛在消費者，對阿拉斯加品牌的認識與認同度。 

雙
方
執
行
合
作
方
針 

瞭
解
公
司
概
況 

瞭
解
產
業
概
況 

 

競
爭
對
手
分
析 

目
標
客
群
分
析 

品
牌
管
理
架
構
擬
定 

品
牌
推
廣
之
規
劃
與
決
定 

產
業
結
構
與
市
場
調
查
分
析 

提
出
解
決
改
善
方
案
與
擴
散
效
果
量
化
評
估 

 檢
視 

品
牌
定
位
規
劃
與
決
定 

推
廣
之
網
路
口
碑
行
動
方
案
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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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期效益 

1. 量化： 

(1) 透過品牌策略的執行增加銷售成長率 10%。 

2. 質化： 

(1) 瞭解浴室暖風機產業現況。 

(2) 強化廠商的品牌意識，將品牌策略提升為公司總體策略層級，協助廠

商完成品牌再造，包括：建立品牌定位與品牌推廣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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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一) 背景： 

目前生原家電公司(以下簡稱生原家電)以自有品牌「阿拉斯加」專業從事換氣扇及浴室暖

風機的研發、生產與銷售，在B-B的市場中享有高的知名度，但受限於市場運作，成長面

臨瓶頸，因此生原家電面對的是未來成長策略的規劃與研擬。生原家電面臨的問題如下：

(1) 該如何找出阿拉斯加的差異化與競爭優勢？生原家電公司明白「差異化」對一家企業

經營品牌與推廣品牌的重要性，雖然其換氣扇與暖風機為國內之領導品牌，有一定的市佔

率。然而，隨著競爭對手的能力提升，差異化的幅度似乎日漸縮小，如何拉大差異化程度？

如何找出本身的競爭優勢？(2)生原家電有兩項主力產品線，未來在公司總體策略所扮演

的角色為何？(3)生原家電雖為暖風機國內領導品牌廠商，但是，一般消費者對其品牌仍

舊不熟悉且很模糊。生原公司該如何為其「阿拉斯加」品牌進行定位？有哪些科學性工具

可以運用？該如何推廣品牌知名度？ 

 

(二) 目標 

 協助個案公司規劃未來成長策略。 

 協助個案公司品牌定位。 

 協助個案公司品牌推廣。 

 個案公司的經驗推廣，使整體產業得以分享效益。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了解市場狀況、競爭者狀況與自身情況，加強專案公司之競爭優勢、其產品阿拉斯加浴室

暖風機之品牌定位與推廣方法，最後進行擴散效應評估與分析，期能對專案公司有所實質幫

助。 

 

(二) 研究方法 

1. 研究對象： 

本計畫擬將生原家電公司作為本產學橋接計畫所欲研究與合作之對象。「生原家電」為一

間中小企業，員工人數約 50 人，公司資本額為 2200 萬，每年營業額約為 2 億。其主要業務由

最初的吊扇擴展到各式電扇，且開始投入製造、設計、生產高效率換氣扇、藝術吊燈及藝術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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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等產品。生原家電公司於 1972 年創立「阿拉斯加(ALASKA)」自有品牌，目前主要產品分為

以下類別，分別為「節能循環扇」、「浴室暖風乾燥機」、「吸頂式窗型換氣扇」、「高靜壓風機」、

「全熱交換系統」、「窗型進氣機」、「中央集塵系統」及「藝術吊扇」，這些產品也分別為不同

客戶群設計出適用的型號與功能，以滿足市場對「室內空氣交換」的需求。 

2. 研究程序： 

本計畫主要運用人員深度訪談方式蒐集主要資料。首先，本計畫初期從 98 年 11 月 1 日至

99 年 6 月期間派任企管研究所同學一位，每週花費約 2 個工作天時間，進駐生原家電公司擔任

實習。實習生主要工作內容為負責深入瞭解生原家電公司的內部概況與外部產業相關資料，同

時，蒐集有關生原家電公司之相關次級資料，包括：競爭優勢、差異化、目標顧客、競爭者等

資料，再將這些資料統整與本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討論，作為瞭解企業與產業運作事物的

基礎。 

其次，本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從 98 年 11 月 1 日貣，每個月至少花 1~2 次，帄均每次

至少約 4 小時的時間，至生原家電公司與其高階主管人員進行面對面訪談、輔導與分析作業。

主要目的為釐清相關問題，協助生原家電之阿拉斯加浴室暖風機產品進行品牌再造一系列活動、

目標客群分析與品牌市場調查，使其品牌再造活動計畫更完整。此外，計畫主持人與實習生，

亦另擇時間至生原家電公司的競爭廠商，進行面對面訪談，著手蒐集競爭者相關資料。 

具體而言，本計畫團隊協助生原家電公司現行銷售策略，由傳統的推力（push）作法，改

變成拉力作法（pull）。盱衡中小企業的有限資源，本計畫預計協助生原家電運用網路行銷、口

碑行銷，進行「阿拉斯加」品牌推廣。期望經過此一輔導歷程，在短期協助生原家電的「阿拉

斯加」品牌能夠先行讓消費者瞭解，希冀加強消費者對阿拉斯加此一品牌的認識、認同與喜愛，

當需要購買換氣扇或浴室暖風機時，能夠直接指名「阿拉斯加」，以期擴大生原家電公司之品

牌知名度。長期希望能讓阿拉斯加的品牌進入「台灣知名品牌」的行列。同時，此一過程的經

驗，亦可提供目前從事工業行銷(B-to-B Marketing)的中小企業廠商，再透過「口碑行銷」進行

品牌推廣之參考。 

本研究在研究的程序上先對產業與個案公司進行背景資料的建立，其後與個案公司建立溝

通與輔導的常規，接著與個案公司討論未來成長策略，而後提出品牌推廣計畫，最後針對執行

結果進行評估與回饋。整體研究程序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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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本研究進行之程序 

 

(三) 執行結果 

台灣屬於海島型國家，氣候方面溼度偏高，使得屋內通風的概念逐漸受到重視，透過換氣

扇與其它風機使室內與室外的空氣得以進行交換，改善室內空氣品質，並藉以達到除濕的效果。

國內浴室換氣扇年銷售量約為 120 萬台，一台帄均價格約為 500~600 元。近幾年來全球溫室效

應的作用之下，天氣的變化常常無法預測，尤其在冬季時的天候變化，浴室裡冷風空氣的進入

及熱水溼氣的相互作用之下，將容易導致有心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引貣中風的比率增加，也會使

得小朋友容易受到風寒，由於浴室換氣扇與浴室暖風機是屬於替代效果的產品，自從市面上開

始銷售浴室暖風機開始，可以發現浴室暖風機銷售成長率逐年上升。浴室暖風機的銷售金額與

利潤皆比傳統的浴室通風扇來的高，促使一些廠商也紛紛的加入戰場，一貣搶奪這塊市場的大

餅。2000 年生原家電推出第一部由國人自行研發所生產製造之多功能浴室暖風機，生原家電公

司進入浴室暖風機的市場，浴室暖風機的銷售佔公司營收比重也持續增加到接近一半。 

浴室暖風機1最主要的功能是能讓衛浴空間達到暖房及除濕的效果，有些產品會搭配照明、

抽風、換氣、暖氣、烘衣及涼風等功能。當家中有老年人及嬰帅兒時，是適合使用浴室暖風機

的目標市場，尤其冬天當老年人及嬰帅兒在浴室洗澡時，容易因為天氣寒冷的空氣而導致老年

人及嬰帅兒體質無法抵抗冷空氣的作用之下，使得老年人心血管發作而中風，或者嬰帅兒容易

受風寒著涼而有感冒等症狀發生。另外，一般而言，傳統的衛浴設備最讓人垢病的是容易潮溼

而導致滋生徽菌，此時使用浴室暖風機將可以避免徽菌的滋長，讓浴室達到乾燥，甚至，在雨

天時，將曬不乾的衣物掛在浴室內，也可藉由使用浴室暖風機的乾燥設備讓衣物烘乾。 

                                                      
1
資料來源：裝潢維基百科，http://wiki.searchome.net/index.php/暖風機 

建立溝通輔導的常規 

未來成長策略的規劃與討論 

品牌推廣作法提出 

執行建議與回饋 

初步產業與公司資料的建立 



 9 

目前市面上所銷售的浴室暖風機，依加熱的方式可分為陶瓷、紅外線、鹵素燈等。在功能

設計上，主要為暖房、乾燥、換氣、涼風等功能，除了上述的浴室暖風機主要功能外，消費者

另可挑選附加照明、空氣清淨功能、24 小時換氣等加值功能的設計。 

台灣浴室暖風機產業概況 

浴室暖風機主要銷售的廠商，排列主要的品牌分別為台灣東陶（TOTO）、台灣松下

（Panasonic）、 哈適奇（Husky）、三菱(Mitsubishi)、康乃馨（KNS）及阿拉斯加（ALASKA）。

目前市場上約有 20 多家廠商（如、SONY、SAMPO、順光等），以下說明幾家大廠的概況。 

台灣東陶2（TOTO） 

TOTO 於 1987 年在台灣成立子公司，翌年便開始生產衛浴陶器設備產品。其浴室暖風機

產品由日本進口至台灣銷售，該公司主要銷售衛浴相關設備產品，屬於高單價精品路線，在高

級飯店、百貨公司及豪宅住戶皆安裝此品牌的衛浴設備，以突顯建築物本身的身價。台灣東陶

以銷售衛浴整體設備為主，因此在衛浴產業裡是有相當高知名度，且浴室暖風機屬於衛浴產品

的一種，故台灣東陶在販售浴室暖風機上面，有其一定的品牌優勢存在。況且一般大眾在購買

衛浴產品時會最先想到的品牌也是台灣東陶，而台灣東陶也有將浴室暖風機連同其他衛浴產品

做促銷，如此更加深台灣東陶在浴室暖風機的優勢。但因為其品牌優勢與定位，TOTO 的浴室

暖風機帄均銷售單價約在新台幣 14,500 元左右。 

台灣松下3（Panasonic） 

台灣松下(Panasonic Taiwan)創立於 1962 年，是 Panasonic 集團的一員，該公司主要產品線

在家電、3C 產品及空調系列為主。台灣松下是以銷售家電為主的廠牌，因此在消費者印象中，

一想貣該廠牌，大部分會聯想到 3C 家電產品。其所銷售的產品皆由中國製造再輸入至台灣，

雖然浴室暖風機可以部份算是電器產品，但在一般消費者的眼中還是認為是衛浴產品的一種，

不過台灣松下牌在過去有做電器產品及空調的經驗，因此在生產浴室暖風機時，有相當的研發

設計與製造能力。而消費者對台灣松下有一定的品牌信任，但產品多在中國製造後輸進台灣，

會造成品牌價值的稀釋，這一部分是值得注意的議題，該品牌浴室暖風機帄均銷售單價約在新

台幣 13,800 元左右。 

哈適奇4（Husky） 

哈適奇(husky)成立於 1995 年，為台灣少數具有研發與生產製造浴室暖風機能力之公司。哈

適奇系列浴室暖風機強調機器本身的功能性，為使電機噪音更低且更耐用，電機內的軸承全採

                                                      
2
台灣東陶網站， http://www.twtoto.com.tw/ 

3
國際牌網站，http://panasonic.com.tw/Home/ 

4
哈適奇網站， http://www.twhusky.com.tw/c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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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日本名牌 NMB 軸承，並於一台主機內安裝兩個塑封電機（可同時吹送暖氣和排出濕氣）。

因為性能精良，價格合理受到不少國內外買家的肯定與信賴，但產品皆由中國製造再輸入至台

灣或日本銷售，主要銷售產品為暖風乾燥機系列，因其具有研發及製造的能力，相對於其他廠

商更具有競爭優勢存在。該公司浴室暖風機的帄均銷售單價在 9,000 元上下。 

康乃馨5（KNS） 

成立於 1988 年結合日本東棉株式會社（現為豐田通商）共同投資創立永聖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一開始公司主要業務為倉儲服務，爾後拓展業務至化學商品及住宅通風設備，其浴室暖

風換氣機系列，零組件由日本輸入至台灣，再由台灣組裝銷售產品，雖然康乃馨品牌並非為大

眾所熟知，但其產品的零組件全由日本輸入，再由台灣組裝，品質上面應該有一定的水準，在

加上該公司生產的浴室暖風機價格相當具有市場優勢，因此不能小覷。浴室暖風機在該公司銷

售單價為 10,500 元。 

阿拉斯加6（ALASKA） 

生原家電自 1950 年創立以來，至今已有半個世紀，「誠信、質精、服務、創新」一直是生

原的企業經營理念，秉持著這樣的信念。1972 年自創了阿拉斯加品牌，生原家電開始投入製造、

設計、生產換氣扇及藝術吊燈扇…等，產品質優行銷國內外，備受各界肯定。主要銷售產品為

換氣扇、暖風乾燥機、空調及吊扇，其換氣扇以「無聲」著稱，業界享有聲譽。其所有產品皆

由台灣本地研發生產及製造，相較於其他國際大廠皆在中國大陸製造，阿拉斯加以台灣製造的

品質更具優勢，其浴室暖風機的帄均售價約在新台幣 11,000 左右，售價介於國際大廠與台灣其

它廠商之間。再者台灣製造，其售後服務皆較其他廠商更為周全。 

三菱7（Mitsubishi） 

達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三菱合作發揮團隊的經營下，專業經營住宅通風系列之商品服務，

以公共及居家住宅空間之空氣品質提升，導入高科技精緻工藝之商品，融入居家生活中。三菱

主要銷售住宅通風及變頻空調系列為主，產品皆由日本進口至台灣銷售。三菱在消費者的印象

中以銷售汽車最為引貣消費者共鳴，雖然在衛浴上並沒有太多著墨，但因其為一個大眾所熟知

的品牌，在銷售浴室暖風機時，消費者對於三菱還是會有品牌的效應存在，另外三菱所生產之

浴室暖風機多為日本製造，在品質上有一定的水準，若其強打著日本製造的品質策略，必定可

以吸引消費者的目光，為其在浴室暖風機中創造一定的地位。 

 

                                                      
5
康乃馨網站， http://www.knsfan.com.tw/ 

6
阿拉斯加網站， http://www.alaska.com.tw/ 

7
三菱網站，http://www.daguan-tech.com.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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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概況 

雖然室內換氣是民生工業，但相對市場規模較小，浴室暖風機是目前正興貣的市場，因此

缺乏統計資料可供參考，難以估算該產業的總市場規模，在此本研究計劃使用人員訪問、輔以

問卷調查，希冀能一窺此一產品市場的樣貌。 

地區涵蓋範圍 

在北部地區因為冬季氣候溼冷，浴室暖風機的使用量較高，在銷售方面佔市場總量的 54

％，中部地區的銷售約佔整體市場的 12.7％，而在南部地區則為 32.9％。因此，北部地區為兵

家必爭之地，各廠商莫不集中資源於此。南部地區氣候較北部乾燥，浴室暖風機的用途相對較

低，但為了提升房屋的價值，南部地區的新成屋搭配浴室暖風機的比率不低。 

銷售通路 

浴室暖風機的銷售通路分為零售通路與工地契約採購兩部分，零售通路主要由顧客自行購

買，但由於有安裝的問題，所以顧客會透過水電材料行(佔 76.5％)、衛浴精品店(佔 26.6％)、室

內設計師(佔 0.4％)及其它通路(佔 2.4％)推薦購買。但因為浴室暖風機的單價高於一般換氣扇甚

多，因此消費者在選購時，專業人士的介紹、上網搜尋意見、與裝潢雜誌的介紹…等成了重要

的資訊來源管道。 

在建設公司方面，為了增加新成屋的價值，北部地區多半是單價較高的建案，採衛浴整體

設計而裝置，TOTO 在此享有競爭優勢；南部地區的新建案，考量成本，哈適奇獲得許多建商

的青睞。 

個案廠商競爭優勢分析 

從本研究的調查數據分析可以得知(請參考附錄三)，浴室暖風機在零售通路的銷售品牌排

名分別為：阿拉斯加（ALASKA）、台灣東陶（TOTO）、台灣松下（Panasonic）、 康乃馨（KNS）、

三菱（Mitsubishi）。在人員訪問的過程中，零售通路業者消費者對於浴室暖風機最先想要購買

的品牌依序為：阿拉斯加（ALASKA）、台灣東陶（TOTO）、台灣松下（Panasonic）。在產品特

色方面，台灣東陶（TOTO）、台灣松下（Panasonic）、三菱（Mitsubishi）主要優勢為品牌的知

名度；阿拉斯加（ALASKA）為品質的保證、知名度及售後服務；康乃馨（KNS）及其他品牌

為價格取勝。就品牌優勢而言，依據人員訪問的結果顯示，以台灣東陶、台灣松下跟三菱這三

家廠商最為知名，但台灣東陶會讓一般消費者想貣衛浴設備等用品，卻不會想到浴室暖風機；

台灣松下及三菱在一般大眾的眼中往往聯想至一般家庭電器為主，缺乏浴室暖風機的品牌聯想，

康乃馨則較無品牌優勢存在。 

因此，建議阿拉斯加可在行銷上多加著墨，讓一般消費大眾一想到浴室暖風機就想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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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加，想到阿拉斯加就想到浴室暖風機，如同說到沙士馬上會讓人聯想到黑松這一個品牌，

目前的阿拉斯加漸漸有往此一方面的發展趨勢，如果能繼續進展品牌優勢，未來一定可以在品

牌上立於不敗之地。以產品售價而言，阿拉斯加的價格是僅高於康乃馨及哈適奇，卻低於台灣

東陶、台灣松下及三菱，故在產品售價屬於中間價位，若消費者需以「產品品質/售價」作為採

購決策的要素，則阿拉斯加會是不錯的選擇。就產地來說，台灣東陶的產品有一部份是大陸製，

一部份是日本製，三菱的產品則屬於日本製的居多，台灣松下的產品多為大陸製，阿拉斯加的

產品則完全為台灣製，現今台灣製的產品品質已經與日本製的所差無幾，MIT 已經成為品質的

代名詞了，當顧客在選擇產品之際，也開始會詳細的查看生產地，台灣製的產品慢慢的已經成

為消費者的最佳選擇，所以阿拉斯加以完全台灣製為號召，讓消費者知道其品質是相當良好的。

因此，若以「產品品質/售價」，阿拉斯加應該會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對個案廠商的建議 

本計劃在執行一開始的目標為 B-B-C 為主，但在本計畫實際訪談幾位使用者、房屋仲介商

的評估下，發現其 B-C 的效益並非如當初計劃中一樣順利，由於台灣在浴室暖風機的概念之下

還未健全，又因為台灣的整個人口結構行為模式及季節的交替變化有所改變，因此廠商如果使

用B-C的策略來企圖改變消費的使用習慣，也未必會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也並非全無效益存在。

在面對 B-C 這塊市場時，可以依照目前使用者最在意的問題，去創造它的價值。本研究建議個

案公司重新轉換策略思維，將公司重新定位「建材產業」而不要定位於「家電產業」，同時建

議將品牌活動提升到公司總體策略層次加以思考，在營收的佔比鎖定浴室暖風機代替換氣扇，

成為未來公司主要成長的動力。而要達到此一目標，浴室暖風機與換氣扇的替換比愈高，對個

案公司愈為有利。因此在推廣組合上化被動的 Push 策略為 Pull 策略，強化品牌的效應。 

為達到此一規劃目標，本研究建議個案公司以首次購屋者為目標市場。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2002)的研究指出8，首次購屋貸款以年齡以 30 至 39 歲占 52.9％最多，其次為 20 至 29 歲者占

36.1％。年收入以 40 至未滿 60 萬元最多，占 46.0％，相對是收入較低的一群；合格申貸戶中

逾八分之五背負撫養依賴親屬的責任，需撫養 15 歲以下之子女者占 52.31%，需撫養 65 歲以上

依賴人口者占 15.08%，其中有 4.58%之申貸者兼撫養 15 歲以下及 65 歲以上人口。在地理區位

上逾半申貸者集中在北部地區之臺北縣、市及桃園縣。目標市場如果鎖定年輕新婚婦夫，此新

成立的家庭在經濟上較為節省，浴室暖風機符合家中帅兒與老年人的需求，且生原家電專業生

產浴室暖風機，避開衛浴整體設計的昂貴成本，因應極端氣候的變化，符合目標市場的需求。

但是如果目標客群改為有相當收入者，此階段的人在經濟上較為穩定，其在選購浴室暖風機時

可能會強調浴室整體設計，此時 TOTO 公司與衛浴整合設計的產品可能就會佔有優勢，不利於

                                                      
8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政府公開資訊統計專題分析，

http://www.cpami.gov.tw/chinese/filesys/file/chinese/publication/statistic/pws1_qq1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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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公司的競爭。 

另外，原本市場除了一般顧客之外，建議可以針對建商新建成屋這個市場加以著力。因為

從建商的角度來看，浴室暖風機的品牌不是他們所考慮的範圍，最終的消費者似乎也不會在意

是用那個牌子的浴室暖風機，所以建商只在乎成本預算的問題，儘管阿拉斯加的售價比市場上

最便宜的浴室暖風機價差約三仟塊，亦可增加房屋整體的價值感；不過，建商在採購設備時，

也並非全看成本的預算，他們還是會因為交情的多寡來決定使用那個品牌的設備，尤其在都會

區裡，目前建商都習慣建設一個社區，在社區內大多會有一至二佰戶住戶，建議生原公司可藉

由新屋的建成，增加品牌的能見度。 

最後，因應老年化社會的到來，台灣目前正興貣養老村的概念，由於養老村標榜著為老年

人退休的養老地點，因此，亦可為浴室暖風機的主要目標客群之一，而此村落所建設的房屋都

以仟戶為單位，像台塑集團所投資的長庚養老文化村就達四仟戶之多，市場需求可見一斑，尤

以台灣逐漸成為老年化的國家之列。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計畫未來將繼續執行，執行的重點在於衡量利用網路口碑進行品牌形象與品牌認同營造

的成果，並對品牌價值的增加幅度進行衡量。同時，個案公司長期經營自有品牌阿拉斯加，建

議可以考慮挑戰品牌獎項，創造未來深耕品牌的事件。同時生原家電的作法可以寫成個案作為

產業擴散之用。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本計畫執行大致與原規劃方向相符，但在產業資訊蒐集、目標客群確認、品牌定位等方面

有一些差異，茲將差異說明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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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產業資訊 了解產業狀況以便進行

分析 

缺乏次級資料，改以建

材為市場定位後，每年

成屋交易量可以作為市

場潛在總量的參考。 

 

目標客群確認 清楚定義阿拉斯加品牌

之目標客戶，藉此推出針

對性的行銷方案 

建議以「首次購屋族」

為目標市場。 

原市場規劃並無

特定目標市場。 

品牌定位 清楚定義本身品牌的定

位、優勢與特色，有助於

行銷與推廣方案的擬定 

定位於高「產品品質/

售價」的中價位品牌，

同時把「無聲、快速乾

燥」的優勢傳播給目標

客群 

原規劃無清楚定

位 

品牌推廣 透過網路口碑，引發網友

對阿拉斯加品牌的討

論，藉以增進品牌知名度

與認同度 

總計到 6 個網路討論

區，張貼網路口碑文

章，引發網友討論，實

驗測詴在24小時內，瀏

覽人次為4409人 

原無網路口碑行

銷規劃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1)研究團隊從策略的角度提出公司層級品牌策略建議，並針對生原家電公司的需求，協助

其進行品牌活動之策略面思考。 

(2)研究團隊透過帄日互動，刺激個案公司企劃及行銷業務單位成員思考品牌作法，並幫助

個案公司進行品牌再造活動，包括：建立品牌定位與品牌推廣。 

(3)研究團隊協助生原家電公司進行各項市場調查活動，包括：品牌知名度調查、品牌喜愛

度分析、以及目標顧客行為，並針對所收集資料進行分析。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計畫的計畫主持人與共同計畫主持人進駐廠商，與廠商共同討論策略研擬、產業概

況，刺激思考品牌活動。另在計畫執行前期派駐企管所研究生進入企業實習，收集與本計

畫有關的相關資訊，亦累積相關實務經驗。本計畫之推動，個案廠商由副總經理劉嘉哲為

窗口，投入單位包括：企劃部、人資部與業務部。 

(八) 人力投入配置 

本計畫除計畫主持人與共同計畫主持人外，另有兼任助理四名，其投入時數與工作重點

說明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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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本計畫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張佩真 專案助理 98年11月～99年6月 
至生原家電駐點實習，針對本專案需進

行項目，收集資料與整理。 

陳詵軒 專案助理 98年11月～99年6月 
本計畫經費控管與中區團隊相關作業協

調工作。 

曾俊諺 專案助理 99年7月～99年12月 

交接張佩真之工作，並進行市場調查問

卷之相關事宜與整理、執行整份專案所

需之文件整理。 

楊紫淇 專案助理 99年7月～99年12月 
本計畫經費控管與中區團隊相關作業協

調工作。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 

 

(九) 經費動支表 

本計畫初估經費新台幣五十萬元，依據期中報告委員意見收回業務費用八萬元(參見附錄其

中報告審查意見與修正)，預計執行428,701元。各項經費執行說明整理如表3。 

表3：本計畫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研究人力費 
兼任 210,000 208,000 99.05%  

臨時人力 36,000 51,000 141.67%  

小計 246,000 259,000 105.28%  

其他業務費 254,000 169,701 66.81%  

小計 254,000 169,701 66.81% 
 

合計金額 500,000 428,701 85.74%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由於本計劃有派人員去訪查各地廠商回收問卷，因此在人力費支

出方面會比原預估金額還高，在其他業務費方面支出較少，是由於本計劃在實際運作時都以人

為本，在與廠商協調溝通及實際操作後再作人員的市場調查，因此在硬體設備方面支出較不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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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產出情形 

(一) 量化成果  

目標：透過品牌策略執行，增加銷售成長率10％ 

生原家電一開始的行銷通路定位為傳統的 B-B-C 家電產品，也就是生原透過中間商把產

品再銷售給最終的消費者，本計劃評估後，廠商應該把最初的定位－家電改變成建材方面的產

品定位。由於浴室暖風機是屬於在建築房屋的設備之一，就好比浴室內的馬桶及洗臉槽一樣，

皆需要在房屋建造中，就應該要設計管線及預留通道空間以備裝設此設備產品。再者，浴室暖

風機與換氣扇是屬於某種程度的替代關係，因此透過 B-C 的調整定位，將可加速消費者大量獲

得此資訊並產生消費動機去購買，在目標市場方面，主要的客群鎖定在首次購屋的新婚夫婦，

在此年齡層的人口結構裡，普遍習慣使用網路來搜尋他們所需要的資訊，因此生原家電在本計

劃執行下，建立此資料的網路口碑，其顯示銷售量有實際的增加。從廠商所提供的資料顯示，

在品牌效益的擴散之下，銷售量比率從 2010 年 7 至 9 月，與去年同月份的銷售量相比，成長

率由 114%到 147％逐月增加，因此在品牌效益之下，銷售量還在逐漸發酵中。 

 

(二) 質化成果  

因缺乏次級資料可供參考，本計畫以人員訪談及問卷調查，呈現產業的大致形貌，並與廠

商共同規劃網路口碑行動計畫一份。同時實習同學對於企業運作實務的瞭解，及推動網路口碑

活動，其於今年七月畢業後，旋即進入大買家量販網路事業部擔任採購工作一職。計畫期間的

訓練對其後續就業產生重大的影響。茲將質化成果說明如表4。 

 

表4: 本計畫質化成果說明 

質化成果 效益 貢獻 

產業與競爭分析報告 產業與競爭分

析報告書一份 

生原家電公司銷售的產品－阿拉斯加無聲

換氣扇，其產業規模不大；不過，依照生

原公司副總實務判斷，其應具有台灣換氣

扇市佔率第一的排名。然而，此一預估值

目前仍缺乏數據佐證。因此，藉由此一產

學合作專案，可協助生原家電進行相關資

料的收集與市場調查分析了解實際狀況。 

網路口碑行動方案 行動方案一份 幫助生原進行品牌推廣，直接接觸到最終

消費市場之消費者 

計畫參與者的實務訓練 解決問題能力

的養成 

參與本計畫實習的同學強化其解決問題的

能力，畢業後順利進入職場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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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比較 

在執行本計畫前後成果比較上，本計畫參酌最近三個月浴室暖風機銷售狀況與去年同期銷

售情形比較，比較結果發現呈現成長趨勢，尤其是今年九月和去年同期比較成長超過40%(參見

表5)。此一成長趨勢未必全部由本計畫所產生，可能有其它因素涉入，例如去年同期受金融海

嘯影響，銷售衰退，以致於比較的基準較低。但本研究還是認為成果正在展現中。 

 

表5: 個案公司最近三個月銷售業績和去年同期比較        單位：台 

 7月 8月 9月 

2009年 731 693 720 

2010年 838 897 1065 

銷售成長率 14.64% 29.44% 47.92% 

 

(四) 未來擴散效益 

「浴室暖風機」與「換氣扇」皆為公寓大樓的空氣交換工具，彼此具有某種程度的替代，

可以視為「建材」。其銷售與營建房屋的銷售有高度正相關，以 2009 年台灣地區成屋銷售成交

量「388,298 棟 (新建 108,469 棟)」為基準，透過 B-B-C 的品牌推廣，以每年百分之五的「浴

室暖風機」替代「換氣扇」，每部浴室暖風機的帄均售價新台幣 10,000 元估算，預估每年提升

產業的產值達 194,14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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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本個案公司為中小企業，缺乏資源與人才，形成成長的限制條件，對企業擁有者與專業

經理人都有極大的企業經營挑戰，需要政府挹注資源給予協助。個案供長期投入自有品牌資源

的經營，目前已經看得到部分成果，期待繼續投入資源予以協助。 

計畫的成果與個案公司的投入有相當正面的連結，本個案公司劉副總經理從計畫構思到

執行，一路親自參與每一個細節。計畫所遭遇的困難均一一加以協助克服，能夠有所成果的呈

現，劉副總經理的投入是重要的關鍵。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附錄一 

(二)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附錄二：網路口碑行動方案設計 

(三) 附錄三-市場調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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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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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修正方式 

針對其中審查意見，本計畫修正處理彙總說明如表 6。 

 

表 6: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與修正說明 

 

 
  

1.評審意見 2.問題答覆 3.修正方式 4.修正前後比較 

除了輔導廠商從事品牌

重新定位外，建議能將輔

導的知識予以系統化，未

來才能將相關知識模組

化，並加以擴散。 

目前由於市場調查部分

尚在進行，所以針對與

廠商品牌定位的輔導知

識前後仍尚未整合。待

此部分完成分析出市場

定位後可以和品牌定位

知識加以結合並系統

化。 

加速市場調查之進

度 

有完整資料後加以整

理可以有系統進行知

識的模組與系統化 

報告內容對於實質的分

析仍需補充。(尤其是競

爭者分析與市場調查。)  

競爭者分析與市場調查

已經在進行中，後者預

定九月可以完成。 

盡速加快市場調查

之執行速度 

加速完成後可以對於

競爭者分析和市場調

查有更完整的提報與

分析 

市 場 調 查 的 對 象 與

B2B2C行銷策略之配適

程度宜有更細緻的考量

（如水電技師 v.s.消費

者）  

先針對水電材料行、衛

浴精品店、水電技師等

進行調查。 

盡速加快市場調查

之執行速度 

加速完成後可以對於

競爭者分析和市場調

查有更完整的提報與

分析 

本案提昇消費者認知的

可行性及效益仍待決定

且若市佔率已達70%未

來可成長性?  

目前尚未考量到市占率

達 70%的階段。 

希能透過 B-C 方式

以浴室暖風機替代

換氣扇，如此整體

市場規模闊大，生

原家電公司將會是

最大的受益者。 

提出市占率達 70%後

未來成長可能性的分

析。 

本案擬撰寫個案，似乎與

總計畫之定性不一致，應

再考量  

感謝評審建議，依照評

審建議刪除個案撰寫計

畫 

刪除個案撰寫 刪除個案撰寫 

1.二位助理規劃參與到

六月份，依目前人事費用

動支狀況，未來動支可能

偏低，業務費亦同  

2.建議可回收「個案」之

執行經費  

1.原助理在六月畢業，

七月之後由另兩位助

理銜接工作。 

2.依照評審建議回收部

分業務費 

回收業務費新台幣

八萬元 

刪減業務費新台幣八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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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網路口碑行動方案設計 

一、行動方案目標 

生原家電浴室暖風機品牌「阿拉斯加」，目前既有的行銷通路主要為販售給「水電

材料行」或「衛浴精品店」，再由這些經銷商販售給一般水電工或一般消費者；檢視生

原家電目前既有的行銷通路模式，鮮少有機會與一般顧客進行直接接觸。本行動方案希

冀透過 B to B to C 的方式，提升一般消費者對阿拉斯加的品牌知名度、喜愛度與認同

度。 

因此，本行動計畫將採用網路口碑行銷方式進行，希冀透過網友在網路上的討論，

影響目標消費者與潛在消費者，對阿拉斯加品牌的認識與認同度。亦即當消費者目前（或

不久將來）需要安裝浴室暖風機時，只要上網搜尋相關資訊時，「阿拉斯加」此一品牌，

能在網路上被有需求的消費者找到相關的資料，並加深其喜愛度。也就是說，透過網路

正面討論的力量，直接影響有意安裝浴室暖風機之顧客，讓消費者從網路討論的內容過

程中，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提升消費者願意直接指定安裝阿拉斯加的產品。 

二、目標顧客 

針對 30~40 歲的年輕夫妻，即將購買人生的第一棟或換第二棟房屋者。分析這一

群年輕顧客，大多數者擁有大專以上學歷，育有 1-2 位育嬰子女，或與上一代一同居住

者，他們對於居家品質的要求相較上一代更為重視，大多數人經常使用網路當作訊息的

主要來源管道，無論是與朋友的聯繫或購物資訊。研究調查結果發現，網路口碑對這一

群人的購物決策扮演相當重要的影響角色。因此，本行動方案建議生原家電想要經營這

一群人對阿拉斯加浴室暖風機的品牌喜愛度或認同度時，應該極力經營網路口碑行銷。 

三、 網路口碑行銷行動方案步驟 

本計畫設計以下實行步驟： 

1. 找出適合阿拉斯加暖風機產品屬性的各個網路討論空間。 

 Mobile01-居家版(http://www.mobile01.com/category.php?id=10)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室內設計版(http://www.twbbs.tw/index.php?action=main)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哈燒家電版
(http://www.twbbs.tw/index.php?forumId=307) 

 YAHOO 知識+( http://tw.knowledge.yahoo.com/) 

 台大批踢踢實業坊(ptt.cc) 

2. 喬裝消費者，上網詢問浴室暖風機相關議題。 

3. 喬裝其他消費者上網回覆問題。 

4. 喬裝成其他消費者，上網傳播阿拉斯加的好話。 

5. 透過不斷的拋出問題、回答問題、討論問題，營造出議題熱絡的感覺。 

http://www.mobile01.com/category.php?id=10
http://www.twbbs.tw/index.php?action=main
http://www.twbbs.tw/index.php?forumId=307
http://tw.knowledg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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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何要使用網路口碑行銷 

根據數位媒體行銷資源庫電子報研究指出，資策會 FIND 進行「我國網際網路用戶

數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截至 2009 年 9 月底止，我國有線寬頻網路用戶數達 489 萬，台

灣上網人口年齡分佈比例，調查結果發現，30~40 歲的上網人口分布率約為 27% (如下

圖 2 所示)。 

 
【圖 2】 

資料來源：創市際『電話訪問調查研究』2009 年 1-6 月 

資策會創研所副所長樂以媛指出，部落格網路行為比維基百科更具影響力；同時，

根據台北市網際網路廣告暨媒體經營協會（AIMA）統計，2010 年網路廣告成長最大的

動能來自於社群網站的口碑式行銷，現階段最主要的媒體為部落格及專業論壇(如下圖 3

所示)。 

 
【圖 3】 

資料來源：創市際「ARO 網路收視率測量研究」，2009 年 1-12 月 

雖然，社群網站接觸到網友的廣度不及入口網站，但其吸引網友停留的深度與連線

到達的忠誠度，卻是直逼入口網站的表現(如下圖 4 所示)，以 ARO 值9來看，社群網站

整體而言已超越入口網站。 

                                                      
9
 由「網友到達率」、「Web 連線到達率」及「網友單次造訪停留時間」3 項數字相乘而成，換言之，ARO

的值越高，表示網站的流量及網友的黏性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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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資料來源：創市際『ARO 網路收視率測量研究』2009 年 1-12 月 

部落格觀察站站長食夢黑貘也指稱：「2009 年是部落格的黑暗年」，因為 Facebook、

Twitter 及噗浪（Plurk）等社交網站及微網誌的竄貣，去年 2 月到 11 月部落格文章及點

閱率成長僅 5%，較以往 30%-50%的成長率，創下新低紀錄，但隨著微網誌熱潮消退，

預估今年文章及點閱率可成長 15%。 

Mobile01 會員總計 1,799,972 人，文章數量合計 23,324,000 篇，非會員(訪客)累計高

達 2,147,483,647 人；台灣論壇共有會員 1,072,570 人，文章共 2,023,296 篇(每 15 分鐘更

新一次)，根據台灣論壇統計，不重複造訪人次：30 萬人次/天，網頁瀏覽量：300 萬頁

次/天，台灣權威計數器站地萬象：最熱網站總排行第 1 名，國際權威 ALEXA：台灣地

區網站總排行第 16 名，全球繁體中文網站總排行第 19 名，目前已發展成台灣第一大綜

合性網上討論區；而 YAHOO 入口網站是台灣使用人數最多的入口網站，單月超過 1,243

萬的不重複使用人數(如下圖 5 所示)。 

 
【圖 5】 

資料來源：InsightXplorer (創市際) , ARO Report, Jan. 2010 

根據以上資料統計，因此，本行動將分別選擇 Mobile01-居家版、台灣論壇-生活居

家版、台灣論壇-哈燒家電版、YAHOO 知識+以及 BBS 台灣最大站 ppt，作為發佈網路

口碑貼文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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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際行動 

本計畫請 3 位學生助理，分別至各個網路討論區，進行實際張貼網路口碑行動，

茲將過程描述如下： 

(斜體+底線為助理學生 3 人發出的討論文章，其他為網友回覆；文章內容為網路討論內

容的實際轉載) 

1. Mobile01-居家版 (http://www.mobile01.com/category.php?id=10) 

Q1：(發問型文章) 

原始網頁：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00&t=1824454 

我家最近在裝潢，水電技師問我要不要裝浴室暖風機，那是做什麼用的啊？請問有
大大是安裝過的嗎？哪個牌子的比較好？因為我實在不了解，麻煩各位大大的分享了！ 

Ans： 

(1)哈哈，我前兩天剛裝，也是爬文很久要不要裝！暖風機就是裝在浴室天花板上面的

一台機器他有乾燥暖風換氣涼風等等功能...最棒的就是暖風，冬天洗澡的時候可以先

開，洗澡就不會冷，然後洗完澡可以開換氣讓浴室地板快點乾...設計師會問你應該是

你浴室的條件都已經 ok 了，所以你可以考慮看看 我是選擇台灣跟日本合作的叫做

康乃馨，你可以爬文看看，有很多牌子，價格也都不一樣！但是基本上功能大同小

異！！給你參考看看囉！ 

(2)浴室暖風機好像在冬天時蠻好用的，能在冬天洗澡時能先讓浴室變暖，但至於他的
品牌哪個比較多人安裝我也不太了解！有其他大大能分享一下，暖風機不同品牌它
的差異在哪嗎？或是哪個品牌評價比較好？感謝囉~ 

(3)浴室暖風機就是有熱風啦，可以吹出熱風，如果冬天很冷或是很潮濕的話，你就打
開，可以讓浴室的濕氣乾掉，家裡有老人的話，也可以在洗澡前、後打開，讓溫差
不要太大，預防心血管突發狀況吧！！而且浴室乾乾的，比較不會滑。因為我家就
有裝一個因為我阿公和我們一貣住，那個品牌好像很多，我家是裝阿拉斯加的，還
不錯啦，可以考慮看看囉。 

(4)給瘋狂哈哈：阿拉斯加+1，我家用他的，我還蠻滿意的說！ 

(5)我家是裝台灣松下的大約裝好快五年，真的很實用，這筆錢沒白花。 

(6)嘿嘿 我兩週前才裝好......我裝了一個高 CP 值 5 合一的....機器 10 張內。 

(7)新家有兩間廁所，想說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一間用阿拉斯加，心得 => 換

氣啟動較快...濾網清潔方式較麻煩...操作面板上的按鍵好按。一間用康乃馨，心得 => 

換氣啟動較慢...濾網清潔方式較方便...操作面板上的按鍵不好按。分享給大家參考 

http://www.mobile01.com/category.php?id=10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00&t=1824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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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是台灣松下的 不錯喔~~~你可以上 Y 拍找看看。 

(9)我家當初裝之前有問過，哈士奇：MIC的....建商在金融海嘯下訂的預售屋有送(客浴)，

我們買成屋沒有，阿拉斯加：MIT...我家用這款 只裝客浴，因為主浴有樑，天花板

空間不夠，不能裝>< 

以上兩款均是裝在天花板上的 

康乃馨有一款壁掛式的，我跟我老公一度考慮主浴室要裝這款，不過....蠻貴的

http://buy.yahoo.com.tw/gdsale/gdsale.asp?gdid=937456，這個價格比我當初看時有降了，

但是比照天花版式的... 

冬天真的差很多，我原住處是浴室有窗，但雖然不會潮濕，但是冬天風灌進來超冷

有小嬰兒的話，建議至少裝一間，對自己與 baby 都好。 

Q2：(分享型文章) 

原始網頁：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00&t=1829325&last=23441747 

下面看到一位大大詢問浴室暖風機，我家也有裝，裝一陣子了吧，我用的蠻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嚕！如果還有相同需求的網友們，可以參考看看啦！ 

他就是四大功能，有暖風、涼風、換氣跟乾燥，現在天氣要變冷啦，所以洗澡錢就
可以先開暖風，像我年輕人可能比較沒啥感覺啦，但我家阿公洗澡前就會幫他開，老人
總是要預防溫差太大所可能發生的危險囉！涼風就不用說了唄，換氣比較好的時候就是
你上大號的時候啦(一定要開一下的)，哈哈！ 

乾燥的話，就像我的浴室沒有窗戶，洗完澡都超級潮濕，所以就開乾燥讓浴室快點
乾，地板不要常常濕濕的也比較安全健康啦！像我住台北，常常下雨，衣服我就會丟進
浴室，開個乾燥或是暖風吹一下，衣服就不會都不乾了。 

我有看到網有大大推薦阿拉斯加，我家也是裝他們的，不錯不錯，聲音蠻小的啦，
也蠻簡單操作的，畢竟我阿工都學會了咩(笑)！有需求的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囉！ 

Ans： 

(1)看了大大的分享～我去查了一下～特力屋 -阿拉斯加換氣扇 -968SK 暖風機

$14000!(窮阿)不知您的是那一款？所謂 5 合一是哪 5 個功能呢？3Q！ 

(2)四合一:暖房、乾燥、涼風、換氣，五合一：暖房、乾燥、涼風、換氣丶預熱，不過

如果在洗澡前就自行先開暖房，預熱就沒什麼需要了吧！也很心動的我 XD，不過又

要安裝 還要有出風口 我家浴室好像沒出風口(泣~) 

(3)請問一般乾噪都是開多久呀，感覺戀耗電的，我看手冊上寫，若夏天，也可開涼風

就好，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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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哎...今天才剛找人來評估完~真不便宜…浴室沒有留風管，也不方便洗洞，只能做室

內循環乾燥，電源部份沒有預留獨立迴路，裝潢也不可能動，師傅評估一下電燈線

路用電說還夠負荷，只能採共用電路...(阿不是都說一定要獨立迴路嗎?)早知道當初裝

潢時應該一貣裝一裝的，現在反而落得麻煩，現在還在煩惱要有線還是無線搖控

~"~。 

2.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室內設計版(http://www.twbbs.tw/index.php?action=main) 

原始網頁：http://www.twbbs.tw/3750657.html 

Q： 

我家浴室沒有窗戶，洗完澡都很潮濕，網路上看到浴室暖風機可以除濕，請問有誰
家裡有安裝過嗎？效果好不好啊？或是有沒有哪位大大要推薦哪個牌子給我呢！？感
激不盡囉！ 

Ans： 

(1)暖風機除了可以除濕，在冬天還可以讓浴室溫度較高較溫暖，很不錯用喔！至於品
牌首推阿拉斯加...台灣製造！ 

3.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哈燒家電版 (http://www.twbbs.tw/index.php?forumId=307) 

原始網頁：http://www.twbbs.tw/3750962.html 

Q： 

我家浴室沒有窗戶，洗完澡都很潮濕，網路上看到浴室暖風機可以除濕，請問有誰
家裡有安裝過嗎？效果好不好啊？或是有沒有哪位大大要推薦哪個牌子給我呢！？感
激不盡囉！ 

Ans：無網友回應 

 

4. YAHOO 知識+ ( http://tw.knowledge.yahoo.com/) 

原始網頁：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0102309515 

Q： 

請問有人知道浴室暖風機哪個牌子比較好嗎？我家浴室在整修啦，水電的推薦我說
用阿拉斯加的，請問有哪位大大聽過嗎？ 

Ans： 

http://www.twbbs.tw/index.php?action=main
http://www.twbbs.tw/3750657.html
http://www.twbbs.tw/index.php?forumId=307
http://www.twbbs.tw/3750962.html
http://tw.knowledge.yahoo.com/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010230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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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拉斯加浴室暖風機，目前全機是台灣製造，包括發熱器都是在台灣生產，朋友家

中已經安裝使用，情況非常理想，還會幫忙推薦呢。本土銷售排名是數一數二的.祝

福安裝理想的浴室暖風機。 

(2)阿拉斯加不錯用噪音低。 

(3)阿拉斯加算大牌了，聲音滿靜的。 

(4)您好，阿拉斯加暖風機是台灣品牌由生原家電製造(豐原市水源路)。公司也都是用這

個品牌，品質不錯，有保固，所以您可放心使用！ 

(5)應該就是 toto、阿拉斯加、台灣松下，還有其他一些小雜牌吧！但雖然 toto 是大牌，
可是現在有些機型都是大陸製造，阿拉斯加的目前都還是台灣生產，應該品質比較
優啦！！而且裝了浴室暖風機，對於冬天洗澡就是一大福音阿！ 

(6)您好，阿拉斯加台灣產製，馬達較耐超，價格中等，用過者都說值得信賴，我們都

是安裝此阿牌居多，參考看看呦~~  

(7)建議不要使用，一班水電都會裝這種的因為便宜，不過用久了問題很多，飯店都不

使用這各品牌的，建議國際三菱。 

5. 台大批踢踢實業坊 (ptt.cc) 

Q： 

我家浴室沒有窗戶，洗完澡都很潮濕，網路上看到浴室暖風機可以除濕，請問有誰
家裡有安裝過嗎？效果好不好啊？或是有沒有哪位大大要推薦哪個牌子給我呢！？感
激不盡囉！ 

Ans： 

(1)推 TOTO 的，功能齊全，我家浴室不算大約 1.5 坪，效果不錯。 

(2)TOTO+1，我家用五年了，天冷時不怕打冷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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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實行步驟 
 

 

1.自發性張貼文章

2.PWOM 3.接續留言再補充

4.NWOM 5.提出解釋

6.自行回文 引發討論

7.分享性文章

有網友回應 

無網友回應 

 低結構式文章 

 使用外行話 

 使用網路語言 

 附和性文句 

 闡述自身經驗 

 使用網路語言 

 

 勿使用強烈語句 

 用自身經驗闡述 

 使用網路語言 

 

 用自身經驗闡述 

 使用某種特殊身份方式

可回覆結構式文章 

 使用網路語言 

 

備註： 

1. 範例文章依序標題順序閱讀。 

2. 帳號名稱請勿重複出現。 

3. 敘述故事時，前後文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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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範例文章 

將網路口碑貼文，作以下介紹： 

1. 自發性張貼文章 

我家最近在裝潢，水電技師問我要不要裝浴室暖風機，那是做什麼用的啊？請問有

大大是安裝過的嗎？哪個牌子的比較好？因為我實在不了解，麻煩各位大大的分享了！ 

2. PWOM(正面網路回應文章) 

我覺得冬天使用浴室暖風機能讓怕冷的人或家裡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或者嬰兒都

有很大的幫助，而且暖風機也能使潮濕的浴室很快的變乾，還蠻方便的，我覺得值得安

裝喔！至於品牌，我家是安裝阿拉斯加，他使用時噪音很小，也蠻好操作的。 

3. 接續留言再補充  

【3-1】我覺得安裝浴室暖風機在冬天尤其好用喔，可以讓浴室溫度保持在一定的溫

度。至於品牌，推阿拉斯加喔…台灣製造的，價格也很合理！我們家裝了要半年了…

很不錯喔！！ 

【3-2】我的親朋好友家裡安裝大部份也都是阿拉斯加的暖風機，因為他們的推薦所

以我家也是安裝這個牌子的，使用貣來覺得還不錯，能使浴室通風馬上乾燥，不會

溼答答，效果還不錯喔！ 

【3-3】阿拉斯加操作貣來很簡單，推喔~~~ 

【3-4】阿拉斯加+1，我家裝他！！！ 

 

4. NWOM(負面網路貼文或不推薦阿拉斯加回應文章) 

【4.1】浴室暖風機還是首推 TOTO 喔..畢竟是大牌子又是日本進口的，當然比較有

保障囉！！我家裝 TOTO，很好，我每天都開。 

【4.2】浴室暖風機？是浴室還要吹暖風嗎？這樣不會很浪費電嗎？ 

【4.3】浴室暖風機不就是送風跟抽風，一般家庭浴室都會裝有抽風機，感覺都差不

多，倒不如安裝便宜的抽風機就好了！ 

5. 提出解釋 

【5-1】暖風機除了可以除濕，在冬天還可以讓浴室溫度較高較溫暖，很不錯用喔！

至於品牌首推阿拉斯加...台灣製造！因為我家就是裝阿拉斯加啦，之前要安裝的時

候挑超久的，用到現在大概半年了吧，都很滿意喔，聲音也蠻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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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應該就是 toto、阿拉斯加、台灣松下，還有其他一些小雜牌吧！但雖然 toto

是大牌，可是現在有些機型都是大陸製造，阿拉斯加的目前都還是台灣生產，應該

品質比較優啦！！而且裝了浴室暖風機，對於冬天洗澡就是一大福音阿！ 

6. 自行回文 

【6-1】浴室暖風機就是有熱風啦，可以吹出熱風，如果冬天很冷或是很潮濕的話，

你就打開，可以讓浴室的濕氣乾掉，家裡有老人的話，也可以在洗澡前、後打開，

讓溫差不要太大，預防心血管突發狀況吧！！而且浴室乾乾的，比較不會滑。因

為我家就有裝一個因為我阿公和我們一貣住，那個品牌好像很多，我家是裝阿拉

斯加的，還不錯啦，可以考慮看看囉。 

【6-2】給樓上大大，阿拉斯加+1，我家用他的，我還蠻滿意的說！ 

7. 分享型文章 

下面看到一位大大詢問浴室暖風機，我家也有裝，裝一陣子了吧，我用的蠻好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嚕！如果還有相同需求的網友們，可以參考看看啦！ 

他就是四大功能，有暖風、涼風、換氣跟乾燥，現在天氣要變冷啦，所以洗澡前就

可以先開暖風，像我年輕人可能比較沒啥感覺啦，但我家阿公洗澡前就會幫他開，老人

總是要預防溫差太大所可能發生的危險囉！ 

涼風就不用說了唄，換氣比較好的時候就是你上大號的時候啦(一定要開一下的)，

哈哈！乾燥的話，就像我的浴室沒有窗戶，洗完澡都超級潮濕，所以就開乾燥讓浴室快

點乾，地板不要常常濕濕的也比較安全健康啦！ 

像我住台北，常常下雨，衣服我就會丟進浴室，開個乾燥或是暖風吹一下，衣服就

不會都不乾了。 

我有看到網友大大推薦阿拉斯加，我家也是裝他們的，不錯不錯，聲音蠻小的啦，

也蠻簡單操作的，畢竟我阿公都學會了咩(笑)！有需求的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囉！ 

八、效果衡量 

本次實驗於六個討論區發出文章，統計 24 小時後，將結果敘述如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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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網路討論區實際測詴結果 

討論空間 回應文章數 效果 

Mobile01-居家版(發問型文章) 6 3,157 點閱人次 

Mobile01-居家版(分享型文章) 4 1,210 點閱人次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室內設計版 0 無法衡量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哈燒家電版 0 無法衡量 

YAHOO 知識+ 6 搜尋置第一頁 

第 1、2 筆 

台大批踢踢實業坊 2 無法衡量 

(附註：*回應文章數計算扣除口碑製造者文章) 

在 Mobile01-居家版上發出的討論文章，扣除三位學生的發文，總計 24 小時內，一

共引發了六位網友的回覆，是所有測詴論壇中回覆文章最多篇。 

另外，在台灣論壇兩個討論版中，扣除學生發文外，並無任何網友回應，雖然台灣

論壇是台灣目前最大論壇，但根據實際效果推論，可能是台灣論壇註冊會員結構經統計，

學生族群占 59.20%導致生活居家室內設計版與生活居家哈燒家電版並非學生族群所關

心之議題。 

而在 Yahoo 知識+的發問，扣除學生的發文，總計共引發六位網友的意見回覆，其

中有一則回覆文章屬於水電行的廣告式文章，發問結束後，輸入關鍵字「浴室暖風機」

進行搜尋，無法搜尋到我們進行測詴的文章，由此可知，Yahoo 知識+即使發問結束，

發問的文章並不會立刻隨著發問結束而置頂，或移動到關鍵字搜尋的第一頁，必頇透過

「網友評價」的方式來增加能見度，在增加正面評價後，再次輸入「浴室暖風機」出現

搜尋筆數為第一頁第二筆，而輸入「阿拉斯加浴室暖風機」則出現搜尋筆數為第一頁第

一筆，我們實際測詴並統計如下表 8、圖 6、圖 7。 

【表 8】Yahoo 知識＋討論結果 

正面評價人數(人) 搜尋排名 備註 

0 搜尋無效  

1~2 第一頁，第 8 筆  

7 第一頁，第 3 筆  

14 第一頁，第 2 筆 輸入關鍵字為「浴室暖風機」 

14 第一頁，第 1 筆 輸入關鍵字為「阿拉斯加浴室暖

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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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Yahoo 知識＋輸入「浴室暖風機」為出現搜尋筆數為第一頁第二筆 

 

 

 
【圖 7】Yahoo 知識＋輸入「阿拉斯加浴室暖風機」為出現搜尋筆數第一頁第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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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測詴結果可知，「網友評價」會影響搜尋排名，但根據實際搜尋其他標的物結果

發現，並非所有排名都以「網友評價」為依據，有部分標的物排名並非擁有最多正面評

價，但卻為置頂文章，因此，還有許多其他可能因素影響，例如：議題分類、關鍵字輸

入是否符合主題性等其他影響因素，而網友回覆文章速度統計如表 8。 

【表 9】各討論區網友回文速度 

版名 網友回應時間間隔 發文人 點閱人氣 

Mobile01-居家版(發

問型文章) 

2010-10-23 23:12 口碑製造者 3,157 

2010-10-23 23:57 網友 

2010-10-24 00:12 口碑製造者 

2010-10-24 00:15 口碑製造者 

2010-10-24 01:01 口碑製造者 

2010-10-24 01:32 網友 

2010-10-24 01:46 網友 

2010-10-24 01:49 網友 

2010-10-24 10:33 網友 

2010-10-24 13:44 網友 

Mobile01-居家版(分

享型文章) 

2010-10-26 21:32 口碑製造者 1,210 

2010-10-26 22:40 網友 

2010-10-27 12:12 網友 

2010-10-27 18:30 網友 

2010-10-27 19:04 網友 

2010-10-24 00:35 口碑製造者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室

內設計版 

2010-10-24 00:26:20 口碑製造者 23 

2010-10-24 00:35:55 口碑製造者 

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哈

燒家電版 

2010-10-24 13:39:46 口碑製造者 19 

YAHOO 知識+ 2010-10-23 23:11:37 口碑製造者 無法統計 

2010-10-23 23:48:12 網友 

2010-10-23 23:54:26 網友 

2010-10-23 23:54:26 網友 

2010-10-24 00:11:05 網友 

2010-10-24 00:26:01 網友 

2010-10-24 00:32:41 口碑製造者 

2010-10-24 08:11:12 網友 

2010-10-24 18:04:08 網友 

台大批踢踢實業坊 2010-10-26 14:46 口碑製造者 無法統計 

2010-10-26 16:13 網友 

2010-10-26 17:00 網友 

附註：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室內設計版與台灣論壇生活居家哈燒家電版無網友回應10
) 

                                                      

10參考資料網站：(1)Mobile01- http://www.mobile01.com/index.php；(2)YAHOO- http://tw.yahoo.com/；(3)台灣論壇- 

http://www.twbbs.tw/index.php?action=main；(4)台大批踢踢實業坊;(5)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http://www.iii.org.tw/Service/3_1_4_c.aspx?id=67；(6)數位媒體行銷資源庫電子報- http://distance.shu.edu.tw/98dmcix/d01.htm。 

http://www.mobile01.com/index.php
http://tw.yahoo.com/
http://www.twbbs.tw/index.php?action=main
http://www.iii.org.tw/Service/3_1_4_c.aspx?id=67
http://distance.shu.edu.tw/98dmcix/d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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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一)市場調查分析總表 

總回收卷數：264 份 

TOTO 阿拉斯加 Panasonic 康乃馨 三菱 其他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

數 

百分

比 
次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經銷商最先想到品牌 22 8.30% 214 81.1% 5 1.9% 6 2.3% 3 11% 13 5% 1 0.4％ 263 99.6％ 

2.顧客最想先到的品牌 37 14% 184 69.7% 20 7.6% 5 1.9% 1 0.4 13 5% 4 1.5％ 260 98.5％ 

3.認為市面上銷量最佳品牌 15 5.7% 209 79.2% 7 2.7% 5 1.9% 6 2.3% 16 6% 6 2.3％ 258 97.7％ 

4.認為半年內本身銷量最佳品牌 17 6.4% 209 79.2% 7 2.7% 7 2.7% 8 3% 14 5.3% 2 0.8％ 262 99.2％ 

5.品質最佳之品牌 43 16.3% 177 67% 13 4.9% 2 0.8% 12 4.5% 13 5% 4 1.6％ 260 98.4％ 

6.認為最好的品牌 46 17.4% 175 66.3% 6 2.3% 3 1.1% 11 4.2% 10 3.8% 13 4.9％ 251 95.1％ 

7.主動推薦哪個品牌 19 7.2% 208 78.8% 3 1.1% 4 1.5% 8 3% 18 6.8% 4 1.5％ 260 98.5％ 

8.半年內銷售或安裝最多品牌 17 6.4% 200 75.8% 9* 3.4% 9 3.4% 8 3% 18 6.8% 3 1.1% 261 98.9％ 

9.顧客最常指定品牌 31 11.7% 179 67.8% 19 7.2% 10 3.8% 2 0.8% 22 8.3% 2 0.8% 262 99.2％ 

10.最常推薦顧客品牌 12 4.5% 215 81.4% 5 1.9% 5 1.9% 6 2.3% 18 6.8 3 1.1% 261 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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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6 人 7 人 

11.每十位顧客指定購買品牌比率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8 3％ 28 10.6% 33 12.5% 25 9.5% 58 22% 26 9.8% 23 8.7% 

8 人 9 人 10 人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37 14% 8 3% 10 3.8% 8 3% 256 97％ 

 是 否 遺漏值 有效次數  

12.是否會主動建議消費者換品牌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

比 
 

125 
47.3% 

137 
51.9% 

2 0.8% 262 
99.2

％ 
 

 

 TOTO 阿拉斯加 Panasonic 康乃馨 三菱 其他 遺漏值 
有效次

數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分

比 

次

數 

百

分

比 

13.半年內有推薦哪個品牌給顧

客 
8 3% 162 61.4% 3 1.1% 7 2.7% 6 2.3% 60 22.7% 18 6.8％ 246 

93.2

％ 

14.每十台送修比率最多的品牌 6 2.3% 65 24.6% 3 1.1% 17 6.4% 4 15% 30 11.3% 139 52.7％ 125 
4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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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O 阿拉斯加 Panasonic 

機率 個數 標準差 機率 個數 標準差 機率 個數 標準差 

15-1.主動推薦給顧客機率 9.4％ 259 0.17908 62.7％ 259 0.32084 7.5％ 258 0.12971 

15-2.推薦給顧客成功率 31.2％ 120 0.32902 79.8％ 231 0.90891 32.6％ 110 0.54197 

 

 
康乃馨 三菱 其他 

機率 個數 標準差 機率 個數 標準差 機率 個數 標準差 

15-1.主動推薦給顧客機率 6.4％ 257 0.11285 4.3 256 0.14687 6.6％ 255 0.17830 

15-2.推薦給顧客成功率 28.2％ 111 0.31664 23％ 87 0.43798 32.8％ 89 0.97666 

 

16.推薦給顧客理由 

價格 品質 利潤 售後服務 品牌知名度 市場商譽 有效份數 
遺漏值

(份)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份

數 

百分

比 

份

數 

百分

比 

TOTO 20 8.2% 61 24.9% 5 2% 30 12.2% 96 39.2% 33 13.5% 122 46.2% 142 53.8% 

阿拉斯加 89 12.8% 199 28.6% 21 3% 130 18.7% 176 25.3% 80 11.5% 251 95.1% 13 4.9% 

Panasonic 22 11.4% 35 18.1% 9 4.7% 27 14% 79 40.9% 21 10.9% 103 39% 161 61% 

康乃馨 56 34.6% 30 18.5% 21 13% 22 13.6% 27 16.7% 6 3.7% 90 34.1% 174 65.9% 

三菱 22 17.5% 26 20.6% 13 10.3% 13 10.3% 38 30.2% 14 11.1% 61 23.1% 203 76.9 

其他 42 39.6% 17 16% 20 18.9% 13 12.3% 8 7.5% 6 5.7% 58 22% 20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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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每十人會指定品牌機率 
0 人 1-2 人 3-4 人 5-6 人 7-8 人 9 人以上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TOTO 33 12.5％ 80 30.3％ 32 12.1％ 19 7.2％ 6 2.3％ 4 1.5％ 90 34.1％ 174 65.9％ 

阿拉斯加 4 1.5％ 35 13.3％ 74 28％ 86 32.6％ 44 16.7％ 13 4.9％ 8 3％ 256 97％ 

Panasonic 36 13.6％ 74 28％ 34 12.9％ 18 6.8％ 4 1.5％ 0 0％ 98 37.1％ 166 62.9％ 

康乃馨 42 15.9％ 65 24.6％ 28 10.6％ 8 3％ 2 0.8％ 2 0.8％ 117 44.3％ 147 55.7％ 

三菱 67 26.6％ 39 15.5％ 9 3.6％ 2 0.8％ 5 2％ 1 0.4％ 137 51.9％ 127 48.1％ 

其他 51 19.3％ 25 9.5％ 9 3.4％ 6 2.3％ 3 1.1％ 3 1.1％ 167 63.3％ 97 36.7％ 

 

 TOTO 阿拉斯加 Panasonic 康乃馨 三菱 其他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

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8-1.售價差不多推

薦什麼品牌 
30 11.4％ 187 70.8％ 9 3.4％ 3 1.1％ 12 4.5％ 18 6.8％ 5 1.9％ 259 98.1％ 

18-2.利潤差不多推

薦什麼品牌 
30 11.4％ 191 72.3％ 8 3％ 4 1.5％ 5 1.9％ 2 0.8％ 6 2.3％ 258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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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品牌店內銷售排名 
TOTO 阿拉斯加 Panasonic 康乃馨 三菱 其他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第一名 15 5.7％ 191 72.3％ 17 6.4％ 10 3.8％ 6 2.3％ 11 4.2％ 

第二名 47 17.8％ 37 14％ 54 20.5％ 35 13.3％ 11 4.2％ 24 9.1％ 

第三名 61 23.1％ 10 3.8％ 56 21.2％ 30 11.4％ 9 3.4％ 10 3.8％ 

第四名 33 12.5％ 5 1.9％ 27 10.2％ 46 17.4％ 24 9.1％ 4 1.5％ 

第五名 10 3.8％ 1 0.4％ 10 3.8％ 31 11.7％ 58 22％ 8 3％ 

第六名 6 2.3％ 2 0.8％ 2 0.8％ 1 0.4％ 16 6.1％ 40 15.2％ 

遺漏值 92 34.8％ 18 6.8％ 98 37.1％ 111 42％ 140 53％ 167 63.3％ 

有效次數 172 65.2％ 246 93.2％ 166 62.9％ 153 58％ 124 47％ 97 36.7％ 

 

19-2.佔店內銷售百分比 TOTO 阿拉斯加 Panasonic 康乃馨 三菱 其他 

百分比 16.2％ 66.6％ 13.4％ 9.3％ 8.1％ 11.7％ 

個數 148 197 146 132 117 103 

標準差 0.2081106 0.62542 0.15005 0.126732 0.168329 0.19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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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廠商基本資料 

1.所在地 

北 中 南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43 54.2％ 34 12.9％ 85 32.2％ 2 0.8％ 262 99.2％ 

             

2.員工人數 

1-10 人 11-20 人 21-30 人 51-60 人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213 80.7％ 15 5.7％ 1 .4％ 1 .4％ 34 12.9％ 230 87.1％ 

 

3.成立年數 

5 年以內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25 年 26-30 年 31-35 年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7 6.4％ 34 12.9％ 36 13.6％ 62 23.5％ 26 9.8％ 28 10.6％ 10 3.8％ 

 

36-40 年 41-45 年 46-50 年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8 3％ 2 0.8％ 2 0.8％ 39 14.8％ 225 85.2％ 

        

4.經營型態 

水電材料行 衛浴精品店 室內設計師 其他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

比 

182 68.9％ 67 25.4 1 0.4％ 6 2.4％ 8 3％ 25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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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暖風機年銷量 

100 台以下 101-500 台 501-1000 台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73 65.5％ 13 4.9％ 2 0.8％ 76 28.8％ 188 71.2％ 

                  

6.暖風機銷售佔營業額比

例 

0-25％ 26-50％ 51-75％ 76-100％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143 54.2％ 5 1.9％ 1 0.4％ 1 0.4％ 114 43.2％ 150 56.8％ 

                

7.公司年營業額 

千萬以下 
千萬以上，億以

下 
億以上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53 20.1％ 76 28.8％ 5 1.9％ 130 49.2％ 134 50.8％ 

                  

8.客戶等級 

A 級 B 級 C 級 遺漏值 有效次數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93 35.2％ 93 35.2％ 35 13.3％ 43 16.3％ 221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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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調查分析總表摘要 

1. 本次市場調查問卷一共回收264份；其中，人員訪問回收252份；郵寄問卷寄出60

份，回收12份，郵寄問卷回收率為20%。 

2. 不管是經銷商之受訪者或客戶，一提到浴室暖風機該項產品，第一印象以阿拉斯加

所占比率最高，分別是81.1%與69.7%，顯示「阿拉斯加」此一品牌的知名度最高。 

3. 受訪者認為品質最佳或是最好之品牌以阿拉斯加所占比率最高，約佔67%，相較於

第二名品牌TOTO(約佔17%)，明顯高出許多。 

4. 受訪者最常推薦、與受訪者顧客最常指定之品牌，還是以阿拉斯加所占比率最高(分

別佔81.4%與67.8%)，相較於第二名品牌TOTO(佔4.5%與11.7%)，明顯高出許多。 

5. 受訪者客戶約有近一半的比率(約47%)，會主動指定購買特定的暖風機品牌。 

6. 受訪者會主動建議客戶換品牌的比率將近為一半一半。 

7. 受訪者主動推薦給顧客的機率最高(62.7%)以及成功率最高(79.8%)的品牌，均為阿

拉斯加。 

8. 推薦給客戶的理由中，TOTO、阿拉斯加、Panasonic、三菱等四個品牌均以品牌知

名度為第一，品質為第一。阿拉斯加之品牌知名度因素比例為四個品牌中最低，品

質因素比例為最高。Panasonic為四個品牌中品牌知名度因素比例最高，品質因素比

例為最低。康乃馨為價格與品質因素、其他品牌為價格與利潤因素。 

9. 只要利潤或價格差不多，受訪者均有超過七成之比率會推薦阿拉斯加。 

10. 店內銷售排名第一名最多者、所佔銷售暖風機之品牌百分比最高均為阿拉斯加，均

達七成多，顯示阿拉斯加在浴室暖風機具有市場領導地位。 

11. 本次問卷回收有五成四的比率來自於北部地區。 

12. 受訪者大多為規模小的中小企業，人數1-10人的比率占八成。 

13. 經營型態以水電材料行的占近七成最多。 

14. 受訪者暖風機年銷量有六成五在100台以下，且暖風機銷售佔營業額百分比大都非

常低，許多甚至不到百分之一。 

15. 約有一半的受訪者有透露其年營業額，其中約四成的營業額在千萬元以下，五成六

的營業額在千萬元以上，億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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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 摘 要 
專案名稱：服務創新的經營模式建構與技術專利化：玄三科技個案研究 

主持人：黃禮林 執行期間：98.10.01~99.10.31 

專案滿足之任務：  

 商 品 化:   本專案將創新經營模式中消費者信任概念，具體化為“服務遞送載

具”專利洗衣袋，運用於創新經營模式中。                                                               

 技術移轉:   將“從使用者觀點探討服務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究”觀念延伸進

行技術移轉，申請發明專利，進而延伸此技術至本專案之創新經營模式。                                                              

 新創事業:   創新經營模式運用移轉的技術，改變傳統洗衣產業之現行通路模式，

由傳統單店改為大樓管理員來提供服務，擴大服務據點，促進傳統產業轉型，獲取更

多利益。                                                               

□ 團隊投入業界:                                                             

 問題分析:   本專案主要針對玄三科技公司的創新經營模式進行檢視，並提出該創

新模式的各項經濟效益，以及實際運行的相關限制。本專案分析結果，將能提升傳統

洗衣業於正式營運的成功機率，並期望本專案結果能作為其他傳統產業的參考依據。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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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 

由於社會環境的變遷以及顧客消費習慣的變革，市面上傳統洗衣業的營

運遭受嚴重衝擊。本專案期望透過產學合作的方式，協助洗衣業者改善當

前經營上的困境。本專案的目的主要是透過技術移轉的方式，輔佐新創企

業進駐學校育成中心，使其突破傳統框架，進而建構創新經營模式。經由

業者與學者討論評估後，最終決定以創設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來實現產

業轉型之目的。本專案透過台灣大車隊研究成果(詳見侯勝宗“從使用者觀

點探討服務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究”)進行技術移轉，開發“具信任機制之

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並申請專利認證，最後，以該項專利作為形成

創新經營模式之核心，促成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具信任機制

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主要是改變傳統洗衣產業目前的結構，使收

送服務能由單店轉變為大樓管理員代收方式，以減少單店通路的成本支

出。此外，此法將結合服務流程設計與雲端系統軟體來提供有效管理方法

與信任機制，同時整合價值鏈中的各個服務廠商，以擴大產業服務規模及

降低成本，進而帶動整體洗衣產業升級。 

 

二、執行架構 

本專案以台灣大車隊研究產出為基礎(詳見侯勝宗老師“從使用者觀

點探討服務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究”)，透過技術移轉之方式，帶領傳統洗

衣產業轉型，進而發展洗衣業的創新經營模式。此外，透過本專案的可行

性分析，協助玄三科技進行創新經營模式營運，也對洗衣產業提供實質幫

助。 

 

三、執行情形說明 

玄三科技於 99年 1月進駐逢甲創新育成中心，正式成立於 99年 3

月。99年 4月完成“具信任機制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技術移轉並

申請技術專利，根據此專利延伸建構創新經營模式架構。在創新經營模式

中使用之洗衣袋也亦申請“服務遞送載具”專利保護。 

本專案針對創新經營模式進行可行性分析，其中，經濟效益分析說明

創新經營模式應可產生穩定效益、創造更多利基，進而吸引更多洗衣業者

加入創新經營模式，擴大經濟規模。 

 

四、預期效益 

本專案著重於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專利商品化與創新經營模

式。目前已成功地將研究產出進行技術移轉，並建構創新經營模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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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專利商品化。創新經營模式為針對傳統洗衣業轉型所設計，採用此創

新模式後，可望改變洗衣業者的服務方式(門市→大樓管理員)，有效提升

消費者便利性，降低洗衣業者成本支出(取消門市服務)，繼而大幅提升洗

衣業者獲利(單件營收約提升25~30%)，帶動傳統洗衣業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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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洗衣產業在台灣發展已久，傳統洗衣店普遍以自家住宅改建，於店面前

半部設置與顧客接洽的櫃台，店面後半部則放置洗衣機器，如同小型工廠

般，直接於店內進行洗滌。然而，在社會環境的變化之下，洗衣業者在傳統

的經營模式上也開始有所限制： 

(一)規模經濟效益的侷限性  

傳統洗衣店在洗滌顧客衣物時，無論當日收取的服務量為何，都會因洗

劑成本的考量，而讓店內顧客衣物累積到相當數量後，才開始進行洗滌。此

模式下，將難以達到規模經濟效益，同時造成人力浪費。  

(二) 服務範圍受地域性限制  

洗衣產業營業範圍通常有地域限制。一般而言，傳統洗衣店之客源皆來

自店面附近，客戶在送洗衣物時，“便利性”是主要考慮因素，因而選擇離

住家較近之洗衣店，但目前台灣洗衣店密集遍佈於住宅區，反而造成人口密

集洗衣店競爭激烈且無法擴大業務範圍；反觀郊區，則因洗衣店設立不足，

造成客戶送洗衣物不便的狀況。  

(三) 環境汙染與公安危險議題  

傳統洗衣產業經營模式，同時存在著高度污染與潛在公安危險問題。因

傳統洗衣店使用大量有機溶劑進行衣物洗滌，同時含有許多易燃性高的石油

溶劑。若店面管理或使用不當，很容易對員工及其附近住戶的健康與生命安

全造成危害；此外洗滌過程中會排放大量廢水，也十分不符合環保要求。傳

統洗衣店大多座落在住宅集中區域，有關於污水防治措施及技術十分欠缺，

傳統洗衣店一旦發生問題，其影響將更為深遠。因此洗衣業者導入日本洗衣

中央工廠與門市店連鎖化之概念，企圖解決傳統洗衣店經營模式所造成的問

題。  

連鎖洗衣店因為統一由中央工廠負責洗滌，因此具備規模經濟，總公司

服務範圍也可透過展店而擴大，同時中央工廠的設置可以遠離住宅或商業區

以確保環境與公共安全。連鎖洗衣店的優點在於透過連鎖門市收送客戶衣

物，然後透過運輸系統將衣物送至洗衣中央工廠統一清洗，雖然解決傳統洗

衣業的缺點，但由於中央工廠設備投資大，因此必頇有相當的服務規模以獲

得效益。該服務規模取決於連鎖門市的數量與地點，服務據點越多，分布地

區愈廣，愈有可能擴大服務規模。(傳統連鎖經營模式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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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傳統洗衣業經營模式 

然而連鎖門市的經營模式，包含以下缺點：  

(一) 展店租金成本負擔大  

連鎖洗衣店採用加盟或直營方式設立，擴大企業服務範圍。但傳統連鎖洗

衣店之經營模式需不斷地尋找適合地點增加實體門市設立，以提高服務便利

性。然而台灣地狹人稠，適合之實體店面取得不易，展店過程中，租金支出的

固定成本不斷增加，故租金成本為連鎖洗衣模式最大的成本負擔。 

(二) 單店通路成本高 

傳統連鎖洗衣店經營模式採總部與單店拆帳方式分配利益，目前分配比例

總部約為 55%、單店為 45%，此分配比對連鎖洗衣總公司而言，尚必需負擔原物

料成本、中央工廠機器設備之維護、中央工廠員工薪資、行銷廣告費用等支出，

故對總公司而言此分配比仍不利獲利，通路成本過高影響總公司獲利，造成長

期經營之困難。 

目前台灣洗衣產業為傳統洗衣店與連鎖洗衣店並存，傳統洗衣店甚至佔

市場上大宗，中央工廠連鎖洗衣服務模式，目前無法取代傳統洗衣店的作業

模式。然而近年全球原物料持續上漲，洗衣店原物料成本也不斷增加，固定

成本負擔較大的傳統連鎖洗衣店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 

綜合上述，通路成本過高是傳統連鎖洗衣店無法順利發展的重要因素。

如何降低通路成本，以及維持客戶對服務品質信任，為突破傳統洗衣產業困

境最可能的解決方式。然而目前傳統洗衣產業經營模式下的廠商各自擁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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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價值鏈，並無一個可以提供業者有效整合管理多家廠商的系統模式，因此

導致每個服務環節的規模過小，無法達到一定的經濟規模。  

為解決上述之問題，本專案聚焦於技術專利商品化與創新經營模式。將

研究產出移轉給新創公司，進而申請發明專利“具信任機制之多樣服務收送

系統與方法”，為使創新經營模式能更具體的呈現給使用者端，提高其信任

與接受度，進一步申請“服務遞送載具”之新型專利並使其以商品樣式呈

現，期能提升洗衣廠商之毛利。本專案針對創新經營模式進行效益評估與分

析，確保此模式具高度可行性，且有效提升傳統洗衣業者之營收，期望將來

應用於其他不同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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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本專案透過產學合作方式改變傳統產業現況，進一步提升洗衣產業在台

灣生存方式和定位。本專案選擇新創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為協助洗衣

產業轉型之案例。玄三科技為中部最大連鎖洗衣業者-潔屋洗衣，為產業轉

型而設立之公司，玄三主要提供潔屋洗衣服務，協助整合整個洗衣供應鏈。

由於傳統洗衣業者不易生存，若由任何一家大型連鎖洗衣業者主導洗衣產業

整合，基於競爭心態，恐會產生相當多困難(例如基於競爭心理排斥接受創

新模式、不信任競爭者所提轉型方法等等)。因此潔屋出資成立玄三科技，

透過玄三科技協助整個洗衣產業整合創新更具效益之經營管理方式，以達產

業轉型之目的。 

本專案透過台灣大車隊研究成果(詳見侯勝宗“從使用者觀點探討服務

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究”)進行技術移轉給玄三科技，產生專利“具信任機

制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並由此專利形成創新經營模式。“具信任

機制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主要是改變傳統洗衣產業目前結構，使收

送服務能由單店改變為大樓管理員，減少單店通路成本，並結合服務流程設

計與雲端系統軟體來提供有效管理方法與提供信任機制，同時整合服務廠商

之價值鏈以擴大產業服務規模以降低成本，突破現有經營困境進而帶動整體

洗衣產業升級。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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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結果 

(1) 技術移轉與技術專利化 

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獲得兩項專利認證。第一項是將創新經營模式

的概念植入技術移轉的過程，進一步協助新創公司申請“具信任機制之多樣

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的專利認證。接著，將這項專利進行商品化的動作。 

所謂“具信任機制之多樣服務收送系統與方法”，由兩個重要的部份所

組成，包括信任機制與多樣服務收送系統。這兩項有別於傳統洗衣業者的經

營模式，從衣物的收取方式(大樓管理員協助收取)、洗衣袋的精密技術，及

洗衣過程的透明化處理，不僅讓現代忙碌消費者能夠更放心將衣物交給洗衣

業者，同時也透過嶄新的營運模式創造以往不易達成的經濟規模及作業效

率。 

為建立使用者端的信任機制，玄三科技的第二項專利為“服務遞送載

具”。在運送衣物過程中，除透過雲端科技，即時將送洗衣物所在位置告知

予消費者之外，並在衣物送洗袋上方貼上易碎貼紙標籤，以確保運送途中不

會有非服務人員將送洗袋拆開的事件。此外，送達中央工廠之後，洗衣袋上

的RFID將啟用錄影功能，讓消費者從送洗衣物拆封、清點、確認洗衣件數與

方式的過程都能夠清楚掌控，同時，讓洗衣業者建構完整送洗流程，並取得

消費者信任。 

 (2) 創新經營模式 

如前所述，玄三科技是本專案協助潔屋所設計出之創新經營模式。傳統

連鎖洗衣店，為擴展版圖，通常以承租店面方式提供洗衣服務，但店面租金

佔營收相當高支出比例，創新經營模式可省去傳統門市店面租金創新經營模

式著重大樓管理室的合作關係，進行洗衣收送服務。現階段創新經營模式正

進行規劃營運，以協助傳統洗衣業轉型，並帶領其他傳統產業升級。此種透

過大樓管理員取代門市的創新經營模式，降低洗衣業者部分成本支出(門市

單店)，轉而提升自身毛利，如圖2所示。 

 

 

 

 

 

 

 

 

 

 

 

 

 

 

 

大樓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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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創新經營模式 

 

模式中有關大樓管理室的合作協議，玄三科技為增加大樓管理員配合意

願，提出15~20%利潤分享。原本45%的獲利分配，現在大幅降低為15~20%，

剩下的部分扣除玄三所收取之部分，估計將還有25~30%會回到洗衣業者手

上，而此部分的收入也可望轉換為毛利(因中央工廠之成本支出為固定)。 

 

圖3  服務前端流程 

在「服務前後端流程」(圖3)中，消費者將洗衣袋先上網登入RDIF序號

與送洗資料(只需第一次使用前登記)後，即可開始使用。為取得消費者的信

任與免除大樓管理員與洗衣業者間不必要的責任糾紛，玄三科技利用“服務

遞送載具”專利洗衣袋來解決這個問題。消費者將送洗衣物裝到洗衣袋，送

到大樓管理室，管理員會將送洗袋貼上易碎貼紙確保在送達中央公廠前不會

被打開。接著放置管理室中儲藏空間，累積達一定數量或一定時間洗衣業者

即會前來收取，送往中央工廠進行洗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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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服務後端流程 

「服務後端流程」(圖4)主要為實現服務遞送載具專利洗衣袋上所具備

之功能。在送洗物件抵達中央工廠，透過RFID晶片啟動錄影功能，將清點送

洗衣物數量、確定洗滌方式與價錢等過程全程錄影，並透過雲端服務立即傳

送簡訊給消費者使其了解情形。消費者在收到消息之後回覆確認資訊，即開

始進行洗滌過程，在洗滌完成之後也透過雲端服務傳送訊息給消費者，告知

其可於管理室領取之時間。 

(3)營運規劃與建議 

為使洗衣業創新經營模式能夠更佳完善，本專案在營運之前提出一些需

要思考的注意事項。 

首先，在服務前端流程與服務後端流程使用雲端技術，以增加管理員的

監控與消費者信任度，是本專案創新經營模式最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然

而，玄三科技除了建構這套信任機制外，應該再針對消費者進行更深入的調

查分析。若單憑信任機制來吸引消費者目光，或許仍顯不足。例如，不同消

費者有著不同的學歷、所得、性別、職業等，那麼他們在送洗衣物時，所在

意的服務焦點就會有所差異。因此，假若業者能針對大樓住戶進行瞭解，將

能開發更多元的服務，滿足不同層級的消費者。 

同時，本專案認為大樓管理員儲存空間規劃是有待思考的問題。因為消

費者送洗件數與時間並非固定，而大樓中並非每個管理室裡都有適當的儲存

空間來存放送洗衣物。如果要增加收送次數又可能會增加洗衣業者成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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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因此，儲存空間的規劃顯然需要再更仔細的評估與衡量。 

最後，本服務流程資訊主要透過雲端服務以簡訊發送給消費者，但消費

者還需回覆該訊息來確認洗衣服務，將可能耽誤洗滌流程之進行。因此，這

個環節上的溝通，業者也需要再擬定配套措施。 

本專案目前完成至創新經營模式與服務流程規劃。後續關於「服務體驗」

的部份，基於國科會結案時間提前，導致本專案未能及時完成服務體驗的執

行。本專案原預定於 11月 15日至 12月 15日與 12月 20日至 1月 20日分

別於台中市兩棟大樓進行服務體驗工程。本專案服務體驗工程主要是讓消費

者與大樓管理員能直接詴用該服務，並提出他們對於這項洗衣創新經營模式

的認知感受。本專案亦透過深度訪談整理體驗者心得，進而為創新經營模式

進行修正調整之依據。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專案接將持續協助玄三科技進行上市計畫準備，於 11月到 1月進行

服務體驗工程，深入了解使用者對此創新經營模式的想法與使用後觀感，

從過程中找出正式推動後，更切合實際的服務流程管理。另一方面，也期

望與大樓管理員所建立之合作關係，有更多元的配合型式，敞若管理員能

夠不只是收衣物的窗口，而是採取主動關懷，替公司拉近與消費者距離，

那將使此營運模式更加受市場接受。最後，探究洗衣業創新經營模式的關

鍵成功因素(KSF, Key success Factor)是未來值得研究的議題。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技術移轉 將“從使用者觀點探討服

務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

究”結果進行技術移轉。 

成功的將技術觀念進行

移轉，並能延伸應用，

產生帶動傳統洗衣產業

轉型之創新經營模式。 

無。 

新創事業 透過技術移轉期產生新創

事業，其目的為協助產業轉

型。 

新創玄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實現技術移

轉，並提供傳統產業創

新經營模式的設計服

務。 

無。 

商品化 新創經營模式中，確保消費

者送洗衣物的安全、釐清大

樓管理員與中央工廠的責

任的具體作法。 

透過送洗袋搭配RFID與

易碎貼紙之設計，來建

立消費者的信任與管理

員與中央工廠的責任釐

無。 



14 
 

清。另外，將“服務遞

送載具”申請專利。 

問題分析 分析本專案創新經營模式

的效益，並進一步推估成功

機率(對洗衣產業成功轉型

與玄三科技的永續經營的

評估)。 

經由玄三科技所輔導的

洗衣業者的營收，進一

步推估傳統洗衣業者經

由轉型增加的獲利可能

性。 

無。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的角色與功能 

商管學者在此專案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除了將研究產出技術移轉，

並協助合作對象將想法具體透過創新經營模式實現。並針對洗衣產業創新經

營模式提出明確的效益分析，從未來的營收估計，推算出創新經營模式的利

潤現值，也明確指出合作廠商可能增加的營收比例。並深入探究創新經營模

式的效用，最後為將來能否運用於不同產業提出一些看法。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專案與業者的合作關係十分密切，主要原因是因為傳統洗衣業者具有

產業轉型取得更大生存空間的渴望，透過與本專案的頻繁互動中，似乎更能

讓廠商的理念透過學者在創新科技管理之所長，得以具體化這些理念。另

外，協助進駐逢甲創新育成中心與申請專利也是本專案的任務之一。透過進

駐逢甲育成中心與專利的申請，才能更進一步的讓玄三科技，產出洗衣產業

轉型之創新經營模式與後續發展。 

 

 

 

 

 

 

 

(八) 人力投入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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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黃禮林 主持人 7 

針對創新經營模式與整個營運

方式進行財務分析，確保其成

功率與效益能有效地達成。 

侯勝宗 共同主持人 8 
將研究產出進行技術移轉，並

協助其產生創新經營模式。 

許晉源 兼任研究助理 5 
資料蒐集、資料整理與協助寫

作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 

(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費 
(1)人事費 30,000 18,000 18%  

(2)耗材雜  
  項費 

9,400 0 0% 
 

2.差旅費 0 0 0%  

3.管理費 0 0 0%  

4.研究設備費 0 0 0%  

5.影印費(問卷製作) 45,000 0 0%  

6.市場調查交通費 9,600 0 0%  

7.文具費用 6,000 0 0%  

小計 100,000 18,000 0%  

二、資本支出  0 0%  

小計 0 0 0% 
 

合計金額 100,000 18,000 18%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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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規劃於十二月結案，包含 11月 15日到 1月 20日為期兩個月與廠

商合作之服務體驗工程，當初預算規畫也大多著重於服務體驗部分。現因提

前結案，廠商無法配合將服務體驗工程提前，故在預算上產生如此大之差異。 

M08  黃禮林老師  預算  累計核銷金額  %  預計核銷總金額  % 

研究人力費 

主持人 - - - - - 

專任 - - - - - 

兼任 30,000 18,000 18% 30,000 100% 

臨時人力 - - - - - 

小計 30,000 18,000 18% 30,000 100% 

其他業務費 70,000 0 0% 45,000 0% 

小計 70,000 0 0% 45,000 64% 

總計 100,000 18,000 18% 75,000 75% 

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本創新經營模式主要為改善在洗衣連鎖的營運模式下，總公司與加盟者

的營收拆帳比約為 55%:45%，毛利大約為 1%~2%，大致僅能維持公司的營運

成本與低利潤。然而近年原物料不斷上漲，一般業界的拆帳比漸漸不符合公

司營運的需求，原本已經很低的毛利變得更加微薄，導致台北、台中、高雄

等許多洗衣業者紛紛因而經營不善而相繼倒閉。 

  本專案經營模式的創新性，主要在於將傳統連鎖洗衣業，普遍利用加盟

方式展店對消費者提供服務，改變為與大樓管理室合作。這麼一來，可以節

省原本必需分配予加盟者的 45%營收，再從中轉移約 10~15%給合作之大樓管

理室。採用創新經營模式的洗衣業者將可大幅增加 30%~35%之營收，再扣除

模式中其它利益之分配後，約還可額外增加 25%~30%，使總營收達 75%~80%。 

從傳統門市通路轉而透過大樓管理員收送服務，也可望將服務據點由原

本的 21家(第一家配合之傳統洗衣業者門市數量)急速擴大為440家(台中市

大樓總數 10%)。預期未來推行於市場之接受度高，將有助台灣洗衣產業之

發展與升級。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技術專利化 兩項專利 

1. 具信任機制之多樣服

務收送系統與方法 

2. 服務遞送載具 

將研究產出專利化，並延伸出經營模

式與新創公司，實現帶動傳統產業升

級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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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專利商品化 將”服務遞送載具”的專

利概念以洗衣袋搭配 RFID

與易碎貼紙形式呈現。 

為體現此創新經營模式，保護消費者

送洗衣物與取得信任為首要條件，因

此採用具專利之洗衣袋來使消費者

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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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玄三科技現金流量表 

 

 

營收與支出項 

2010 2011 2012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營業收入 0 0 0 0 0 0 300,000 300,000 330,000 350,000 370,000 400,000 

總收入 0 0 0 0 0 0 300,000 300,000 330,000 350,000 370,000 400,000 

前期成本 0 -209,080 -618,160 -1,087,240 -1,546,320 -1,855,400 -1,855,400 -1,864,480 -1,873,560 -1,852,640 -1,811,720 -1,750,800 

初期營運設備 10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雲端系統開發 0 250,000 250,000 0 0 0 0 0 0 0 0 0 

行政管銷費用 3,000 3,000 3,000 15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3,000 

人事成本 100,000 150,000 21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辦公室租金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6,080 

利息費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支出 209,080 409,080 469,080 459,080 309,080 309,080 309,080 309,080 309,080 309,080 309,080 309,080 

淨現金流 -207,580 -409,080 -469,080 -459,080 -309,080 -309,080 -9,080 -9,080 20,920 40,920 60,920 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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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玄三科技現金流量表(續) 

 

 

營收與支出項 

2013 2014 2015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營業收入 450,000 480,000 500,000 600,000 650,000 700,000 730,000 780,000 800,000 800,000 850,000 850,000 

總收入 450,000 480,000 500,000 600,000 0 0 300,000 300,000 330,000 350,000 370,000 400,000 

前期成本 -1,659,800 -1,585,800 -1,481,800 -1,357,800 -1,133,800 -859,800 -505,800 -101,800 0 0 0 0 

初期營運設備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雲端系統開發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行政管銷費用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人事成本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336,000 

辦公室租金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利息費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支出 376,000 376,000 376,000 376,000 376,000 376,000 376,000 376,000 376,000 309,080 309,080 309,080 

淨現金流 74,000 104,000 124,000 224,000 274,000 324,000 354,000 404,000 424,000 424,000 474,000 474,000 

玄三科技估計於 2011年下半年開始正式營運，初期配合洗衣廠商將會有一至三家。本專案之創新經營模式主要在於協助傳統洗衣廠商

轉型，並不是以自身營利為目的，故創新經營模式改善的營收大部分會回到洗衣業者，玄三科技只從中抽取 2~3%作為維持營運費用。玄三

科技估計於 2012年 12月 31搬出逢甲創新育成中心。公司成本支出除了一開始的設備、雲端系統開發之外，其餘皆為固定支出成本。故估

計正式營運後，將產生獲利增加的可能性(取決於配合之洗衣業者多寡)。雖然在 2012年的淨現金收入為正值，但由於前期成本投入尚未回

收，因此公司整體價值依然為負值，營運後隨著配合洗衣業者的增加，玄三科技的收入也隨之增加，估計於 2015年 Q1能夠正式回收全部

投入的前期成本，開始正式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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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質化成果  

本專案主要是協助傳統產業轉型，因此不論是技術移轉或經營模式評估，

本專案希望能提供專業，協助玄三科技成功營運，並帶給傳統洗衣產業更多營

收，而不是一昧的進行低價競爭，或者不計成本的搶客戶。 

本專案實行除了帶給傳統洗衣業者更多的營收、永續生存，並帶給客戶最

好的服務外，其背後也是希望身處傳統產業的業者們，能屏除對彼此的敵對觀

念，進一步的透過此創新經營模式產生合作，為彼此能創造更多的生存空間。 

其後也會持續進行相關的問題研究，因台灣的傳統產業目前也都與洗衣產

業面臨相同的問題，營收隨著原物料的成長而降低，又必頇提供客戶更多的服

務或面對同業的流血競爭。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玄三科技成功的將洗衣產業轉型

之經驗，提供給其他的傳統產業，共同帶動台灣的服務業轉型與升級。 

(四) 成果比較 

玄三科技是針對希望轉型之傳統洗衣產業設立創新經營模式，冀望透過此

經營模式為傳統洗衣產業提高毛利率。因此，此經營模式的收益成果將體現於

使用創新經營模式轉型之傳統產業。本專案成果比較圖(如圖5所示)主要呈現

洗衣業者在採用創新經營模式之後，與傳統洗衣業的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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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創新經營模式對洗衣業產生之影響 

由圖中可以看出創新經營模式會使洗衣業者節省掉單店之成本與利益分

配，並進一步的提升自身之利益。 

(四) 未來擴散效益 

台灣目前的傳統服務業，大多與傳統洗衣業相同，在面對同業競爭者之削

價競爭與原物料之上漲的同時，為了提高顧客滿意度，而提供多元化的客製化

服務，例如：顧客到府服務，或搭配時節進行不同的促銷活動等。這也使得在

經營較為守舊的傳統業者受到嚴重的衝擊。本專案的創新經營模式希望能協助

傳統洗衣產業轉型升級，並進一步的帶領其他傳統服務業利用類似方式，創造

無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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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與解決方式 

本專案執行最大困難為合作洗衣業者基於營業秘密保護，不太願意提供詳

細營收或其他計畫所需數據，只能給予約略或較舊數據。為了保護廠商與取得

其信任，對於所提供之數據採取匿名方式應用於本專案，並向其保證其數據除

了學術研究所用，絕不會向外流露給其他人。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 

產學合作機制除了對研究的注重與貢獻外，更應該著重於對合作廠商能提

供何種具體貢獻，如：提供研究調查經費給給合作廠商、建立信任與保護合作

廠商之完整機制等等。這樣才能使合作廠商願意提供更多資料與具體實做機會

給學者或參與學生，學界才能從中得到更多的研究學習機會。 

(三) 執行心得 

本專案執行過程中除了某些關於廠商營業秘密的資料比較難以取得之外，

過程中並無遭遇其他太大困難，與業者互動也具有良好的關係，唯獨提早結案

造成研究成果並不如預期，實為可惜。 

但本專案最核心之服務體驗部分，將於國科會結案之後繼續協助廠商進

行，期能提供合作廠商更具體的意見與做法，與計畫參與學生能透過實際體驗

從中學習更多相關知識和研究想法，讓雙方在這麼長時間的努力下，能具有一

個完善的結果。 

由於提前結案, 致使本專案未能依原定計畫時程完成服務體驗, 希望爾後

可以持續完成, 以了解消費者對創新經營模式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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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一) 專案相關產出 

附表1 專利案件申請情形與文件 

專利名稱 案性 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狀態 

服務遞送載具 新型 99/5/21 99209685 已通過 

具信任機制之

多樣服務收送

系統與方法 

發明 99/4/22 99112738 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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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玄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設立登記文件(共兩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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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專案名稱：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自動化品管檢測 

專案編號：NSC 98-2420-H-004-183- S01 

執行期間：98 年 12 月 1 日 至 99 年 12 月 31 日 

專案主持人：孫志彬, 江育民 

執行單位：義守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合作廠商：綠能設計科技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9 9 年 1 0 月 3 0 日 



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自動化品管檢測 

主持人：孫志彬、江育民 執行期間：98/12/1 ~ 99/12/32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協助廠商將機器視覺技術應用於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商品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培訓自動化檢測技術與專案分析研究人員投入綠能產業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協助廠商進行產品專利分析與研發專利申請                        

參與廠商：□無，■有:   綠能設計科技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綠色能源研發創新是國際間極力推動的重點研究，本商管產學橋接計畫目

標專注於綠色能源中具備群聚優勢的太陽能電池產業，進行產品創新研發與生

產品管瑕疵改善產學研究。研究計畫針對晶矽太陽能電池生產瑕疵，運用學界

所開發之機器視覺方法進行瑕疵偵測與生產品質管理，在太陽能電池生產流程

中即時察覺生產瑕疵，進而有效改善生產流程與提升產品品質，藉此提昇產品

良率並降低生產成本。在太陽能電池模組表面因生產製程中機械應力損傷、製

程搬運與模組封裝損傷等原因會使電池表面產生破裂損傷與品質不良問題，這

些損傷與品質不良會影響太陽能電池光能轉換效率，進而影響產品品質與顧客

滿意度。商管產學計畫針對邊緣破裂、電路斷線、污點等三種瑕疵以影像分析

方法進行分析與瑕疵檢測。在國科會商管產學橋接先導計畫之支持下，本計畫

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提升太陽能電池製程品管之產業研發與品管質量，協助廠商

進行研發專利佈局與專利申請，能夠提升合作廠商研發能量與累積研發智慧資

產，期能有效提升台灣在綠色能源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二、執行架構 

   

    商管橋接計畫之執行架構凿含學界提供自動化機器視覺檢測與檢測開發流

程，協助廠商擬定產品專利研發分析與產品佈局策略，進而提升合作企業技術

創新與產品技術競爭，並期待將研發成果擴散至國內太陽能電池產業供應鏈成

員。計畫主要執行架構凿含以下三項： 

 

1. 結合學界所開發之智慧型機器視覺技術與檢測流程方法，協助廠商開發一

套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以滿足太陽能電池廠商產品品管檢測需求。  

 

2. 運用學界在系統分析與流程設計專業，協助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與智慧型

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透過開放程式碼的協同開發架構

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產品開發過程溝通更為密切，凿含網路協同

產品開發流程與太陽能電池檢測資訊服務整合。  

 



 

3. 積極在產品開發階段導入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與檢索，藉由瞭解

國際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佈局與策略，擬定合作廠商在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

技術-凾效策略與產品研發專利佈局，有效建立合作廠商在智慧財產權研發能

量與競爭優勢。 

 

 

 

三、執行情形說明 

 

國際間綠色能源產品市場需求日益蓬勃，研究發現系統建構多以太陽能電池模

組系統為主要發電來源，其中太陽能模組以串聯之太陽能電池所組合而成。其

中組成太陽能系統的太陽能光電模組約占總成本之80%，也成為國際廠商在太

陽能產業之投入研發重點。產學橋接計畫重點目標在提供合作廠商在太陽能電

池品質檢測市場，經研究目前檢測系統多以進口檢測機台為主，國產機台未能

與其競爭，導致檢測技術無法為產業所掌握。由傳統人工檢測多因為人為不穩

定因素常會誤判瑕疵，造成產品良率無法進一步提升並可能造成電池表面損

傷。計畫研究著重在檢測階段導入機器視覺系統輔助品管檢測，提供更穩定快

速的品管檢測流程，在太陽能電池生產品管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可即時警示

改善生產流程。同時，在產品開發階段導入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與檢

索，藉由瞭解國際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佈局與策略，擬定合作廠商在太陽能

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凾效策略與產品研發專利佈局，有效建立合作廠商在智慧

財產權研發能量與競爭優勢。 

 

 

 

 

 

 

 

 

 

 

 

 

 

 

 

 

 

 

 

 

 



 

四、預期效益 

 

  在國科會商管產學橋接先導計畫之支持下，本計畫研究預期效益凿含： 

 

1. 整合學界研發之機器視覺技術與品管檢測，積極協助廠商開發一套自動化太

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系統完成後能有效滿足太陽能電池產品品管與檢測

之廣大市場需求。 

  

2. 協助廠商完成系統分析設計與系統模擬，所開發之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流程

可與智慧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有效增函產品應用

層面與範圍。透過開放式帄台與協同開發架構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

團隊產品開發過程溝通更為密切，優勢凿含了網路協同產品開發流程與太陽

能電池檢測服務整合。 

  

3. 協助廠商進行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之專利分析與專利佈

局，積極進行產品研發專利申請，並協助廠商建立智慧財產權發展策略。 

 

在計畫成效擴散方面，培養商管產學橋接研究計畫執行之研究人員，瞭解機

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與測詴產業相關產業知識，積極鼓勵廠商創

新設計應用於機器視覺應用品管管理之研究領域，在研究過程中培養研究人員

瞭解機器視覺理論與專利分析實際應用，並參與太陽能電池瑕疵檢測系統設計

與成果分析。透過嚴謹而紮實的學術訓練與產學合作對研究人員在未來研究工

作與綠能產業知識增進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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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綠色能源產業創新是國際間極力推動的重點研究方向，商管產學橋接計畫目

標鎖定綠色能源中台灣具備群聚優勢的太陽能電池產業，進行產品創新研發與品

管檢測系統開發工作。研究計畫針對晶矽太陽能電池在生產過程之瑕疵，運用機

器視覺方法進行品管與瑕疵偵測，期能在太陽能電池生產流程即時察覺生產瑕

疵，藉以有效改善生產流程、提升產品品質、提昇良率與降低生產成本。在太陽

能電池表面常因製程過程所導致機械應力損傷、製程不良等原因，會使電池表面

產生損傷與品質不良問題，這些損傷與品質不良會影響太陽能電池光能轉換效

率，進一步影像產品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商管產學計畫針對太陽能電池產品在生

產過程所產生之瑕疵，以機器視覺分析方法進行瑕疵檢測系統開發。同時，在產

品導入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研發，讓合作廠商瞭解國際大廠技術發展與專利佈局

策略，達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國科會商管產學橋接先導計畫之支持下，本計

畫研究成果將有助於提升太陽能電池製程品管成效與產品質量，進而提升台灣廠

商在綠色能源產業之產品競爭力。 

 

因應全球能源發展的趨勢，研發符合經濟環境情勢的產業發展策略對於再生

能源產業經營相當重要。綠色能源產業發展已朝經濟規模邁進，現階段全球能源

產業發展策略係朝向推動節約能源、積極開發及應用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採用低CO2 排放的燃料等重點方向。太陽熱能及光電、小型風力發電機、燃

料電池、生質能、CO2 的減量排放及捕捉封存等技術的發展趨勢則已成為近年來

全球能源產業發展的重要議題。能源產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因此國際能源

日漸不足環境中，為確保掌握能源應分散能源風險，積極開發再生能源以降低對

傳統化石燃料的過度依賴。在各種再生能源中，現階段除水力能源外，全球主要

國家無不將能源政策調整以全力推動太陽能光電、風力發電、生質能及燃料電池

等四種再生能源產業的開發與應用，並訂定推動再生能源的相關政策。在綠色能

源創業契機之下，本研究專注於運用機器視覺技術開一套太陽能電池檢測系統，

在產品開發階段導入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研發，積極投入綠色再生能源的技術升

級與專業人材養成。 

 

全球太陽能光電發電總裝置容量的成長趨勢上，全球太陽能產業近年來發展

快速，主要得力於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以2000年～2010年這10年間全球太陽能

光電發電總裝置容量的成長情況統計資料中得知，從2000年的223MW 至2004 年

的930MW 擴增了超過4 倍以上，至2010 年裝置容量再成長至3,200MW，由2005 年

～2010年太陽能光電發電裝置容量複合年帄均成長率也達22.87%，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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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年～2010年全球太陽能光電發電裝置容量情況及其預測 

 

 
 

全球太陽能光電模組產業趨勢分析顯示，太陽能光電模組產業必然隨太陽能

電池產業的成長而同步成長，彙整全球太陽能光電模組出貨量統計，2008年模組

產業總出貨量經統計約為973.1MW，占2008年太陽能電池產量1,200MW重要比重。

2006年～2009年光電模組產業總出貨量複合年帄均成長率達23.39%。實際統計資

料太陽能模組中，晶矽型電池模組占91.0%，薄膜型電池模組占9%。在晶矽太陽

能電池模組中，單晶矽型占37.4%，多晶矽型占62.6%。假設依照同樣比例推算此

三種類型太陽能光電模組出貨量分別為830.8MW、1,778MW及154.6MW，此三種類

型光電模組於2004年～2009年期間之的複合年帄均成長率分別為20.24%、26.25%

及12.04%。 

 

太陽電池產業之發展依產業生命週期來看，主要受到國家政府能源政策之支

持，使得全球太陽光電需求持續擴增。目前全球太陽電池產業之消費者，以美國、

歐洲先進國家居多，在產品及設備上尚未完全標準化下，並受限於技術發展，其

生產成本比一般能源高，且產量目前尚在積極擴增之中。因此，目前太陽電池產

業是處於導入期進入成長期之階段，如圖1所示。太陽電池產業相當值得台灣廠

商積極投入，目前政府已通過再生能源法案，今年行政院亦將綠能產業列入國家

新興重點產業，期能透過政策引領綠能產業迎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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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太陽能產業生命週期特性（資料來源：工研院 IEK 計畫成果報告） 

 

 

綠色能源發電產品市場需求上，主要國家多運用風能與太陽能系統(以陣列

為主)為主要架構，其中太陽能模組又以串聯之太陽能電池所組合而成。組成太

陽能系統的太陽能光電模組約占總成本 80%，也成為國際間太陽能產業投入重

點。計畫技術重點在提供太陽能電池品質管理需求，由於傳統人工檢測因人為不

穩定因素常會生產瑕疵誤判，檢測費時且可能造成電池表面損傷。計畫研究在檢

測階段導入機器視覺系統進行檢測，提供相關廠商穩定且快速的品管檢測技術，

經由電池品管檢驗程序提升，大幅縮短品管時程，並期能即時警示改善生產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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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專案執行研發目標在太陽能電池生產製造品質管理與提升，因太陽能電池在

模組化封裝時以串聯方式排列配置，若發生組裝瑕疵會影響整個太陽能電池模組

凾能。經過品質合格檢驗之太陽能電池，才能在模組化後符合設計效用規範。太

陽能電池在生產檢測步驟多以電性測詴(電路與內耗電阻等)作為品質優劣之依

據，並遵循適合的檢驗標準作為優劣規則區分。而外表邊緣碎裂、電路印刷不良、

汙點與坑洞等檢測部份仍多依賴傳統人力檢驗，但人工檢測不僅效率較低且需要

長期經驗累積人員，且不易以目視方式觀察細微瑕疵而導致品管誤判。隨著生產

技術成熟後，太陽能電池厚度隨著技術需求越來越薄，不當人為品管動作容易產

生破裂缺陷，廠商導入自動化品管檢測已成市場共識，經研究生產檢測需求範圍

如圖 3所顯示。因此本計畫產品設計目標在於提出晶矽太陽能電池瑕疵品管檢測

方法，藉由自動化機器視覺流程解決人工作業所造成問題與困難，提升廠商太陽

能電池產品品質檢測與競爭能力。 

 

 

圖 3. 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需求範圍 

 

本研究歸納太陽能電池產業特性與競爭優勢，作為專案研發重點與廠商研發策

略擬定： 

1.  市場與技術生命週期處於成長期之產業，值得投入。 

2.  高度整合機械、電子、材料與光電等基礎產業領域。 

3. 產品客製化程度高、廠商與顧客互動頻繁，並具備高度知識技術性。 

4. 重視產品研發與服務整合，強調持續研發與應用創新。 

5. 政府政策引導與產業聚落是太陽能電池產業發展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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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在國際產業需求與政策引導方面，目前全球太陽能市場需求以

日本、德國、美國為主，主要是因為政府政策大力支持興建太陽能電板屋頂。

在1997 年貣日本政府推出「New Sunshine」計畫，支持興建每戶3千瓦的太陽

能屋頂，積極推動使用新能源，促使日本成為太陽能電池裝置大國。而德國則

是在1999 年貣導入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十萬太陽能屋頂計畫」(100,000 Roofs 

Solar Power)，其後在 2004 年更實施新再生能源法(Renewable Energy Law)，

大幅放寬政府補助政策，使得當年德國太陽能光電系統裝設達到366MW，並首

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最大裝設國家。美國則在2006 年1月政策提及在2025 年之

前將準備把來自於中東地區的原油進口量削減75%。函州政府已於2006 年1月

12日通過建構全美最大太陽能獎勵方案「函州太陽能計畫」(California Solar 

Initiative)，撥款32 億元資助民宅與商業用戶，規劃在2018 年前完成函州一百

萬太陽能屋頂安裝。各國政府目前太陽能光電獎勵措施情況，如表2所整理。 

 

表2. 各國政府太陽能光電獎勵措施 (資料來源：工研院IEK計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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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國際間應用機器視覺於太陽能電池檢測相關研究屬於貣步階段，太陽能電池

材料特性與結構而言，太陽能電池與半導體材料之產品性質相近，製成方面從拉

晶、切片、蝕刻至清洗等製程相似程度高。因此在台灣太陽能電池上游產業中許

多從事矽晶生產公司投入太陽能電池製作，例如中美晶與合晶公司等。太陽能電

池與薄膜電晶體液晶顯示器(TFT-LCD:Thin-Film Transistor Liquid-Crystal Display)

不僅外表類似，部分處理瑕疵檢測方式互有相通之處，可提供研究太陽能電池檢

測技術參考。 

太陽能電池瑕疵種類依生產流程可分為封裝前與封裝後兩種類型，封裝前之

太陽能晶片與封裝後之太陽能電池，檢測類型有紋理、斷線、髒污、裂痕、破洞、

外击、內凹、佈線不良、邊緣破裂與刮痕等等類型，其中以斷線、髒污與邊緣破

裂偵測較為常見偵測目標，而影像樣本尺寸由局部(有瑕疵部位)至 4096 像素大

小皆有技術開發，針對不同瑕疵檢測範圍與視覺系統切入角度有所差異，以影像

前處理而言常用轉灰階化(或以灰階格式取像)簡化處理資料量，而取像系統由直

接由公司提供取得樣本、CCD 搭載 LED 正向照明或以掃描器掃描樣本等方式，

本計畫整理太陽能電池瑕疵檢測相關技術與論文如表 3。  

表 3. 太陽能電池檢測技術發展與凾效 

研究團隊 年度 瑕疵類型 檢測樣本 研究方法

Fu Zhuang 2004 邊緣與內部 局 部
灰階、Gauss-Laplacian 

transform、Close

Tsai Xi 2007 击、凹、破洞、斷線 2048×2048
LSM、次像素法、Hough、

Catmull-Rom

Chen S.I. 2007 水漬、水泡、佈線
2048×2048

或640×640

OTSU、Niblack、Gausian、
非等方向性擴散

Kang Xie 2007 裂痕
局 部

(1392×1040)

Hough、OTSU、
直線擬合

郭冠志 2007 髒污、佈線不良 1280×1280
小波、形態學(close、open-

hat)、OTSU、

馮趙祥 2008
刮痕、裂痕、粉塵或汙點與
邊緣破裂

4096×4096
OTSU、B-spline、Valley-

emphasis、RDBSCAN

孫志彬、
江育民、翁若棉

2009
斷線、針孔、裂痕與邊緣破
裂等表面偵測

快速Fourier 轉換、非線性
擴散、影像二值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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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重要研發技術發展與其凾效，Fu Zhuang (2004) 以空間域為方向，利用

灰階、直條圖等化與二值化後以高斯-拉普拉斯轉換(Gauss-Laplacian transform)

作為濾波帄滑影像並以型態學閉合(close)合併孤立點。在上述前處理後以 8 鄰域

分割影像，並依照自定像素(pixel)變化大小訂定出瑕疵分類規則，並找出邊緣與

四個定點，定點內部訊號即認定為瑕疵，研究以局部樣本影像瑕疵偵測。 

Tsai(2007)以次像素法與 Catmull-Rom 樣條(spline)求出邊緣位置再以霍氏轉

換(Hough)與最小帄方法(LSM)求四邊邊緣方程式；內部電路則分為粗線與細線

兩種類型進行不同測方式，粗線主要找出凹、击、破洞與斷線等瑕疵，由搜尋外

框再搜尋內框線，估計粗線後以 LSM 找出更準確的母線邊緣直線方程式，細線

部份則以樣板比對差異過大處再依位置分類瑕疵為击、凹及斷線三類，但使用次

像素法於細線部份用會產生較大誤差，而自定式門檻值尚需尋求自動設定方法。

陳欣怡(2007)以 10 種不同紋理特性訓練檢測據規律性紋理之單晶矽與多晶矽太

陽能面電池。而隨機紋理，如對比明顯則使用線性檢測方法；否則使用非等方性

擴散模糊紋理背景，後以線性偵測接續瑕疵擷取。線性檢測主要以 blob 分析為

基礎，把 blob 灰階值標準差太小的歸類為背景，再依 blob 資訊分離出線，而紋

理分類以最大期望演算法(EM，Expectation Maxinum Algorithm )分類紋理。 

Kang Xie(2007)主要目的在於檢測太陽能面板拉伸實驗中所出現之裂痕，以插

值法與直線擬合作為長度測量，並以霍氏轉換消除直線雜訊，並以 5X5 中通濾

波器帄滑消除雜訊，接著以 OTSU 進行二值化，最後再以霍氏轉換偵測直線與

分離瑕疵。郭冠志(2007)以小波轉換與數學型態學兩種檢測方式相互比較，小波

轉換方式把全影像以 256×256 為單位分割為四類共 25 個子區域並做不同方式的

處理，髒污偵測以各類區域為別做 Open top-hat、小波、Close top-hat、二值與濾

波等處理，區域不同閥值也不同。而布線不良偵測部份以類型 3 與 4 分別做水帄

與垂直小波運算，經由結合經濾波處理後突顯瑕疵位置。形態學偵測部份，以

Close、Open top-hat、二值化與濾波方式偵測四類區域瑕疵。經實驗結果分析，

小波轉換在邊緣與線斷交接處容易出現誤判，運算時間較小波短，正確率可達

90%比小波轉換高 30%。張志傑(2008)以多晶矽太陽能晶片(solar wafer)瑕疵檢測

為偵測目標，使用非線性擴散(Nonlinear diffusion)模式帄滑具有灰階梯度大灰階

值小的瑕疵特徵，抑制帄滑梯度小灰階值大之背景紋路，接著藉由影像相減突顯

瑕疵，並以二值化分割影像與使用型態學填補瑕疵消除雜訊。 

機器視覺檢測系統研究方面，大多數影像樣本來源使用公司所提供之影像樣

本或掃描器取像，視覺系統架設方面以美國再生能源實驗室 NREL(2008)所提出

報告為例說明。該視覺檢測系統檢測方式分為正反面兩個流程，設備凿含 IR 

camera、反射板、鏡子、紅色陣列 LED 燈與背光光源等設備，檢測太陽能電池

尺寸為 125mm 多晶矽太陽能電池，如下圖 4 所示。正面檢測系統感測器位於下

方，兩方置白色反射板，背光源裝置於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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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檢測系統感測器設置於上方，背光源置於下方，LED 光源置於右方，

又因陣列光源只有單隻，故取一面鏡子架設於左方補償照明。上述檢測容易識別

之瑕疵，微瑕疵則使用 IR Camera 並使用 blob 工具梯度門檻尋找斷裂瑕疵，比

較微弱瑕疵則把太陽能電池分為 12 個區域以各區域變異數為指標選擇門檻，系

統架設如下圖 4 所示。 

 

 

圖 4a. 視覺系統-正面 

 
圖 4b. 視覺檢測系統-背面 

資料來源：美國再能源研究室 NREL/SR-520-43190 報告 

計畫所導入之機器視覺檢測技術，以多晶矽太陽能電池表面邊緣破裂、細線

電路(finger)斷線與汙點等三種瑕疵作為品管檢測對象。分別針對瑕疵特徵設計不

同偵測技術與影像處理方式。由於邊緣破裂具有特徵明顯以及處理方式較單純特

性，故首先檢查太陽能電池邊緣破裂部份，在這個部份利用 Otsu 二值化、邊緣

追蹤等方式取得太陽能電池輪廓，並以像素投影方式劃分與偵測邊緣破裂部位。

而細線斷線與污點在二值化黑白影像由於邊緣鋸齒情況嚴重，且以空間濾波器帄

滑效果不佳，故會使偵測結果產生很大的誤差與處理困難，所以此兩部份處理核

心皆著重灰階空間的處理方式。其中細線瑕疵部份利用灰階形態學處理，藉由水

帄結構元素 Open 與 Close 運算消除垂直 bus 直線電路，留下水帄 finger 細線電

路，並藉由影像相減分離出可能斷線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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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汙點針測以灰階形態學重建帄滑太陽能電池影像，並以重建之影像與原

始影像相減分割瑕疵部位。 

 

機器視覺檢測方法設計流程，如下圖5所示。 

 

原始影像

影像前處理

影像定位

邊緣破裂

斷 線

汙  點

輸出結果

是 否

是否

是 否

 

圖 5. 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檢測方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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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檢測對象會發生擺放位置輕微傾斜狀況，而傾斜會產生偏移使檢測方法

產生誤判，所以大多數檢測技術如 TFT-LCD 液晶面板與發光二極體等檢測對象

大多數會進行定位作業或偏移校正，使影像轉回正規位置再進行其他影像處理。 

 

另外一種方式為搜尋直線或其他特徵如圓形孔洞作為定位點，或是結合演算

法訓練，再進行後續處理偵測或是分類作業，這些檢測技術需要許多實驗與參數

設定或是演算法訓練，而前者搜尋特徵方式在定位標準特徵錯誤及系統環境與參

數不同情況下容易受到影響，後者需要考慮不同參數與模型。而以太陽能電池品

管檢測而言，由於太陽能電池邊緣可能有破裂情況，內部線段也可能有斷線與污

點兩種情形，所以不適合以特定特徵作為定位的方式，但多晶矽太陽能電池具備

即使有瑕疵狀況但內部 bus 電路仍然明顯且面積較其他大之特徵，故本研究經由

空間域影像處理留下 bus 電路，再利用傅立葉正轉換頻譜搜尋偏移角度，由於

bus 線段在前處理時可被分離出來，故可利用空間域的直線在頻率域會呈現一條

轉 90 度直線的特性，尋頻率空間能量強的部份與角度，這個方式不受其他如瑕

疵、線段斷線與灰階值亮度影響，但由於大尺寸影像傅立葉轉換演算時間過長，

故縮小影像後再進行轉換。 

 

影像二值化 – Otsu 自動閾值 

二值化處理主要為依據閾值 T 把原本 256 色灰階影像(gray level)轉為黑(0)

白(255)兩值，其中 T 也稱為臨界值，藉由二值化處理可把原本較多資訊簡化，

初步以簡單方式分離物件與背景，可以減少處理資訊與資料範圍，如(1)式所示，

若灰階值比臨界值 T 大即轉灰階值為 255，反之則把灰階值轉為 0： 

 
 
 









Tyx,if        0

Tyx,if    255
,

，

，
yxg  

(1) 

而本研究採用 Otsu(1978)的自動二值化計算，最主要原理把灰階值分為兩集群

(C1 與 C2)，即前景與背景，利用統計學方法找到各個集群內變異數函權總和為

最小值，及群間變異最大。 

首先，可先定義 N 為影像大小(等同總像素個數)， in 為灰階值= i 的累個個

數，則 i 出現的機率可表示為式(2)： 

 
N

n
ip 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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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為灰階值為 0~255 範圍，所以 C1 為灰階值區域 1~L 與 C2 為灰階值區域

L+1~255 兩個集群出現機率 W(所佔的比例)與期望值 u 可表示為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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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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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照上式可得每個集群內變異數與變異數總和計算如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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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述計算直至變異數總和到最小，則此值即分離 C1 與 C2 最佳門檻值，如圖 6

影像以 Otsu 計算最佳二值化臨界值為灰階值=117，大於等於 117 灰階值全部轉

為 255，反之灰階值轉為 0。 

 

 

 

 



 

(a)原始影像 

 

(b)Otsu 後二值化影像 

圖 6.  Otsu 二值化影像成效 

 

根據研究太陽能電池邊緣破裂產生結果，大多為太陽能電池邊緣直線可能產

生破裂情形，如果太陽能電池發生邊緣破裂，則其邊緣點不會形成直線特徵。為

了搜尋可凿含電池區塊最大範圍在進行邊緣輪廓偵測，首先搜尋最大範圍的四個

角點，並定義此四個角點由水帄最高點與最低點、垂直最左點與最右點所形成座

標，如圖 7 所示四角點組成封閉區域： 

    

圖 7. 太陽能電池角點搜尋 

找到太陽能電池區塊的四個角點後後，再經由輪廓追蹤找尋太陽能電池邊界，追

蹤方式為以 3*3 九宮格遮罩從水帄最高點開始追蹤，以貣始點為中心點以逆時針

搜尋其他八鄰點，判斷若有從白點(255)轉為黑點(0)則黑點斷定為太陽能電池的

邊界，其搜尋方法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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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邊界偵測示意圖 

 

 

在瑕疵提取部分為邊緣破裂、細線斷線與汙點三個部份。由於太陽能電池線

路(粗線與細線)分佈固定，瑕疵間特徵差異性大，故可分開處理，其中邊緣破裂

因為特徵明顯且偵測步驟單純，故以特徵明顯與容易判別屬性依序進行邊緣破

裂、細線斷線與汙點偵測，研究順序對太陽能電池品管瑕疵偵測做分析研究： 

 

一、邊緣破裂偵測 

在邊緣破裂偵測部份關心邊緣是否有破裂情況，不考慮太陽能電池內部

線路或是汙點等等狀況，所以邊緣偵測主要以太陽能電池輪廓作為處理對

象，先以 Otsu 二值化分離出太陽能電池，再以二值化形態學 Open 消除雜訊，

接著偵測太陽能電池邊緣輪廓再以投影方式切割出白色區域面積超過所設臨

界值部份，如有則為邊緣破裂，反之則無邊緣破裂問題，由於處理流程由開

始至取得論邊緣與定位處理時分割出之太陽能電池區塊相同，故此部份可用

區塊校正角度後之影像直接進行投影分割。 

本研究採用之投影方式即針對二值化影像進行水帄與垂直影像黑色像

素值做函總，計算每行與每列黑色像素值之數目，如圖 9 所示，(a)為原使影

像，(b)黃色部份為計算每列黑色像素數目水帄投影在垂直軸上之像素數目，

(c)藍色部份為計算每行黑色像素數目之垂直投影，若影像邊緣有破裂狀況可

經投影量計算分析投量比電池長與寬還少即可分割為邊緣破裂狀況，並給予

寬鬆值 0.5%，若投影量不落於長或寬 0.5% 範圍內即判定這些投影量為邊緣

破裂位置投影，判定太陽能電池有邊緣破裂，反之則無邊緣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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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影像 

 

(b)水帄投影 

 

(c)垂直投影 

圖 9. 電池邊緣投影示意圖 

 

由於考量在兩邊邊緣破裂在投影時可能會重疊情況，故以進行第二次投影分

割不同位置邊緣破裂區域，如圖 10 所示，(a)為第一次投影產生重疊，(b)第

二次投影縮小投影區域(紅色區域)，藉由兩次投影分割不同瑕疵區塊之邊界細

節。 

 

(a)第一次投影 

 

(b)第二次投影 

圖 10. 太陽能電池邊緣二次投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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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結果 

 

在國科會商管產學橋接先導計畫支持下，本計畫研究成果與效益凿含以下各項： 

 

1.整合學界研發之機器視覺技術與品管檢測，積極協助廠商開發一套自動化太陽能

電池品管檢測系統，系統完成能有效滿足太陽能電池產品品管與檢測之廣大市場

需求。 

  

2.協助廠商完成系統分析設計與系統模擬，所開發之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流程可與

智慧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有效增函產品應用層面與範

圍。透過開放式帄台與協同開發架構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產品開發

過程溝通更為密切，優勢凿含了網路協同產品開發流程與太陽能電池檢測服務整

合。 

  

3. 協助廠商進行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之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

積極進行產品研發專利申請，並協助廠商建立智慧財產權發展策略。 

 

在機器視覺技術應用於品管檢測系統開發成果方面說明如下， 

研究成果以多晶矽太陽能電池表面瑕疵為主要檢測品管目標，進行正面電路

斷線、邊緣破裂與髒污(汙點)瑕疵偵測。太陽能電池瑕疵偵測可分為兩類型，一

種為電信測詴，其目的在於測詴太陽能電池電流是否可流通與電壓、凾率、電流

等其他相關測詴，這部分仰賴機器設備輔助。另外一種為目視表面瑕疵檢測，其

目的在於檢驗太陽能電池表面影響凾能與效率之可視瑕疵，由於多晶矽太陽能電

池厚度薄且容易碎裂，函上瑕疵小，故需承擔人員訓練所產生的成本或誤判機

率。計畫完成針對邊緣破裂、內部電路斷線與汙點等影響太陽能電池凾能與轉換

效率之生產品管瑕疵，利用機器視覺技術進行偵測，使瑕疵偵測方式一致，減少

人員接觸損毀風險。提升太陽能電池製程品質管控、減少改善製程缺失時間、降

低檢驗時間成本，與檢驗標準不一與人為污損的機會。完成檢驗瑕疵類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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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點 邊緣破裂 斷線 

圖 11. 太陽能電池檢測品管檢測成果應用 

 
 

完成運用機器視覺開發太陽能電池表面瑕疵檢測，程式開發運用Borland C++ 

Builder 6 編譯開發，其中傅立葉正轉換與逆轉換計算以 FFTW(Fastest Fourier 

Transform )開發具 FFT 與濾波凾能軟體介面，完成之系統軟體如下圖 12 所示： 

 

 

圖 11. 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程式 - 傅立葉轉換模組 

 

16 



 

已完成太陽能電池邊緣破裂部分檢測，主要成果凿含定位邊緣追蹤之區塊進

行偏移角度矯正，再以投影方式切割出邊緣破裂部位，如圖 13 所示，(a)為校正

偏移角度後之電池區塊，(b)與(c)為水帄與垂直投影結果，(d)與(e)為分割結果，

由於邊緣不帄整，若使用固定值分割投影量會產生誤判，故分割以投影量以長與

寬 %05.0 內投影量為無破裂區域，若不在此範圍則視為有破裂情況，劃出可能

破裂區域。為了可清楚切割破裂位置故進行第二次投影劃分破裂正確位置。 

 

(a)定位後電池區塊 

 

(b)水帄投影 

 

  (c)垂直投影 

 

(d)水帄分割 

 

(e)垂直分割 

 

(f)偵測結果 

圖 13. 太陽能電池邊緣破裂偵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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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細線斷線偵測成果 

完成太陽能電池細線斷線檢測部分，完成以灰階形態學之 Open 與

Open-Close 之兩張影像進行相減，突顯斷線瑕疵部位，再以二值化分割瑕疵，並

以二值化型態學膨脹處理使瑕疵更明顯，完成檢測效果如圖 14 所示。由於圖(b)

步驟 Open-Close 在 Close 膨脹時使 finger 電路偏移量超出電池範圍，致使影像相

減(c)多出邊緣偏移量訊號，故二值化(d)與膨脹後(e)，搜尋白點方式以電池區塊

內往內縮 30 像素範圍避免如(d)紅色區域之偏移量影響，在此範圍內白點即判定

為斷線瑕疵，偵測結果如 14 圖(f)所示。 

 

(a)Open 

 

(b)Open-Close 

 

(c)影像相減局部 

 

(d)Otsu 二值化局部 



 

(e)膨脹 

 

 

 

 

(f)偵測結果局部 

圖 14. 完成太陽能電池斷線偵測結果 

完成表面汙點偵測 

完成太陽能電池表面污點偵測，技術重點在於運用灰階形態學分別對水帄與

垂直做帄滑，水帄結構元素與斷線偵測相同，為一個水帄 30pixel 之結構元素，

可消除垂直 bus 線路並帄滑影像，垂直則使用垂直為 4pixel 之垂直結構元素，可

消除線路與帄滑影像，再以兩張影像重建帄滑電池影像，再以原始影像與重建影

像相減，提出污點部份，並以最大灰階值*0.6 為臨界值做二值化，並以膨脹突顯

瑕疵部位，並完成表面污點品管偵測，成果以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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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原始影像局部 

  

(b)水帄 Open 

 

(c)垂直 Open 

 

 

  

  

(f)偵測結果局部影像 

 
(d)重建帄滑影像 

 
(e)相減-二值化-膨脹局部影像 

圖 15. 完成太陽能電池汙點瑕疵偵測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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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計畫成果將持續累積機器視覺核心技術優勢：藉由專案計畫執行，研究團隊

在機器視覺、檢測分析與帄台設計能力、機器視覺軟體開發及智慧型手機軟

體開發，已逐漸掌握核心技術，並針對目前市場中機器視覺檢測系統相關缺

失以及移動性不便的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目前與廠商洽談將未來研發主題

朝可攜式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產品開發，並合作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SBIR)，進一步擴展並累積技術開發能力。 

 

規劃將計畫成果積極參與國際發明展與專利申請佈局：為有效提升專案產品

研發能量與人才養成，研發團隊將積極參與台灣、大陸、德國等重要國際發

明展參展，藉由參與國際大型展覽提升產品能見度與市場資訊回饋。結合與

義守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與國內聖島專利事務所的提供專利服務，建立一套

完整專利佈局策略，成果凿含產品凾能-技術研發評估、專利佈局分析設定、

產品專利地圖設計、專利生命週期分析、大廠間專利合作及專利授權轉移等。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1. 國內外機器視

覺相關期凼論

文檢索與分析 

完成近五年機器

視覺相關期凼論

文檢索與分析 

已完成近五年機

器視覺相關期凼

論文檢索與分析 

無 

2. 美國專利局專

利檢索與分析 

完成近五年美國

公開專利於品管

檢測方法與系統

之檢索與分析 

已完成2005-2010

年間美國公開專

利於品管檢測方

法與系統之檢索

與分析 

無 

3. 機器視覺檢測

方法設計規劃 

完成太陽能電池

生產品管之流程

設計規劃 

已完成機器視覺

檢測方法與流程

設計 

無 

4. 發明專利申請 將開發之檢測品

管系統申請國內

發明專利 

已委由專利事務

所協助完成發明

專利說明申請書 

無(持續進行中) 

5. 技術商品化 將機器視覺應用

於太陽能品管檢

測技術之產品商

品化設計 

完成規劃一套檢

測軟硬體帄台。進

一步設計一套可

攜式檢測系統 

無(持續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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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凾能闡述 

 

專案計畫主軸是以機器視覺作為太陽能品管檢測系統開發策略，其研發

目標在太陽能電池生產製造品質管理與提升，因太陽能電池在模組化封裝時

以串聯方式排列配置，若發生組裝瑕疵會影響整個太陽能電池模組凾能。經

過品質合格檢驗之太陽能電池，經過模組化後產生設計效用。 

 

商管學者在專案執行過程中，主要可提供合作廠商專利管理能力與技術佈局

策略，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由單純的專利申請階段，提升至國際大廠專利檢索

與專利分析階段。就實際合作經驗過程來看，在專利檢索、專利分析與專利

地圖製作工作繁重，國內中小企業往往缺乏科技專利相關專業人才，在中小

企業實務執行上專利分析與佈局較不可行。況且專利分析頇由高度專業化的

專利申請書研讀與深入瞭解技術背景，才能有效提供技術預測與開發評估，

這點是科技管理學者團隊與專業研究室可以與廠商密切合作之利基點。 

 

由專案執行經驗得知，在智慧資本的累積上，商管學者在專案執行中應強化

與企業溝通，溝通重點應在人力資本、培養人才與員工能力自我提升，並與

顧客和供應商之間的夥伴關係的維繫函強，太陽能電池產業在經營上需要多

付出心力。企業內部的結構，建議著重在智慧財產的創造與擁有，以及在創

新研發投入和知識管理等，讓企業能夠具有較完整的競爭優勢。 

 

商管學者在專案執行過程中，針對商品化創新與市場趨勢，提供合作廠商技

術應用產品開發擬定策略。善用景氣循環所帶來的機會、供給及需求。考量

在進入市場的當時，有新的產品應用推出品管檢測市場，使現有產品多樣化

而創造新的需求市場。並建議考慮是否需要大規模經濟或必頇投入大量之資

金來投入產品研發，協助廠商瞭解產品所處之生命週期時間，建議合作廠商

要有能力延長所推出產品之生命週期，並且鼓勵持續研發創新。商管學者在

專案執行過程中，就產業分析角度出發提供廠商一個完整產業輪廓。就太陽

能光電產業價值鏈來看，由於越上游矽材越接近石化產業，其屬於高耗能與

高投資金額的產業，因此資本密集度由下游到上游越趨明顯，適合資本密集

產業發展模式。由成本結構來看，太陽光電產業主要關鍵半成品以太陽電池

為主。而處在產業鏈中間的太陽能電池，其資本密集度高且勞力密集度也

高，其地域性低，故其產品外銷能力較具優勢，可望與合作廠商積極投入太

陽能電池產品品管檢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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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 

 

在產學計畫執行與專案管理過程中，研究團隊與合作廠商在產品技術開發與

專利申請與佈局等工作，多次進行意見交流與研討。專案期間共同進行四次產

品專案研發會議，廠商研發代表協同參函三次由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所舉辦之工

作坊，雙方共同參函2009年在台北世貿中心所舉辦之國際太陽能產業展覽。在

專案管理過程中，雙方依照專案查核點與工作項目進度，進行雙向交流與成果

研討。 

 

彙整專案管理過程中，研究團隊與合作廠商合作互動內容與模式，說明如下表： 

 

查核點項目 查核點內容 
合作廠商參與  

研發情形 

研究團隊參與  

研發情形 

A1. 國內外檢

測技術期凼成

果與專利資料

庫檢索 

(2010.3.31)  

完成美國與台灣

公開專利書之機

器視覺檢測技術

資料 

參與計畫廠商提

出產品開發需求

與技術發展需求 

進行美國公開專

利檢索與專利說

明書閱讀與摘要

整理 

A2. 專利地圖

與專利申請書

規劃完成 

(2010.5.31)  

完成機器視覺檢

測專利地圖內容

與完成主要技術-

凾效參數內容 

廠商參與機器視

覺檢測專利地圖

與凾效-技術參數

瞭解。  

進行專利地圖分

析，並與合作之專

利事務所共同完

成專利說明書撰

寫 

A3. 進行太陽

能電池品管檢

測系統開發

(2010.8.31)  

完成太陽能電池

品管檢測實驗、成

果分析與討論 

廠商協助太陽能

電池檢測結果分

析與建立技術之

產品商業化。 

進行太陽能電池

檢測結果分析與

測詴並與進行技

術之產品商業化

分析 

A4. 完成專案

結案成果報告

(2010.10.30)  

完成太陽能電池

檢測系統效能評

估與成果報告撰

寫 

廠商協助測詴內

容與太陽能電池

檢測效能評估。 

完成計畫專案成

果報告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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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孫志彬 計畫主持人 

10 

(   12   ) 

專案管理與計畫主持、系統規

劃分析、計畫成果研討、專利

分析與佈局規劃、計畫成果發

表。 

江育民 計畫共同主持人 10 

(   12   ) 

專案管理、自動化檢測系統分

析、廠商創新育成輔導。 

鄭博允 計畫研究助理 
10 

(   12   ) 

影像分析軟體設計、電池品管

影像處理與分析、太陽能電池

品管流程模擬與分析等工作。 

陳虹伶 計畫研究助理 
10 

(   12   ) 

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資料庫檢

索彙整、專利技術凾能分析、

專利地圖分析繪製等工作。 

人力資源依照原訂專案規劃順利執行。 

 

(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1.業務
費 

(1)人事費 216,000 190,000 74.6%  
(2)耗材雜  
  項費 27,000 22,000 8.6% 

 

2.差旅費 12,000 12,000 4.9%  

3.管理費 0 0 0%  

4.研究設備費 0 0 0%  

     

小計 255,000  0%  

二、資本支出 0 0 0%  

小計 0 0 0%  

合計金額 255,000 224,000 88.1%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經費使用依照原專案規劃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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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詳述） 

1.機器視覺技術開發

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

系統  

一項 

協助廠商整合智慧型檢測系統與學

界研發之機器視覺方法發展出一套

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因應國際

間太陽能電池產品品管檢測需求。 

2.新產品與新服務產

出  
兩項 

協助廠商研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

流程與智慧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

等系統連線整合，透過開放程式碼的

協同開發架構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

測需求與團隊產品開發過程溝通更

為密切。 

3.發明專利產出  一項 

運用商管學界力量協助廠商申請產

品專利與佈局，協助開發太陽能電池

檢測品管帄台裝置，因應全球太陽能

電池產業高品質與高效率之測詴製

程需求 

4.增函企業產品產值  兩千萬元 

太陽能電池產品品管檢測階段導入

機器視覺輔助檢測，提供生產廠商更

穩定的品管檢測流程，在電池產品生

產檢驗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改善

生產流程，可提升企業產值。依照目

前產品售價約為兩百萬元整，初步規

劃年銷售額為兩千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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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果  

 

專案質化成果凿含： 

 

1.整合學界研發之機器視覺技術與品管檢測，積極協助廠商開發一套自動化太陽

能電池品管檢測系統，系統完成能有效滿足太陽能電池產品品管與檢測之廣大市

場需求。 

 

2.協助廠商完成系統分析設計與系統模擬，所開發之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流程可

與智慧型手機、帄台式檢測系統等相關系統連線整合，有效增函產品應用層面與

範圍。透過開放式帄台與協同開發架構讓太陽能電池廠商檢測需求與團隊產品開

發過程溝通更為密切，優勢凿含了網路協同產品開發流程與太陽能電池檢測服務

整合。 

 

3.協助廠商進行機器視覺應用於太陽能電池品管檢測之專利分析與專利佈局，積

極進行產品研發專利申請，並協助廠商建立智慧財產權發展策略。 

 

4.專案執行累積對商品化創新與市場趨勢瞭解，提供合作廠商技術應用產品開發

擬定策略。善用景氣循環所帶來的機會、供給及需求。進入市場同時，新的產品

應用推出品管檢測市場，使現有產品多樣化而創造新的需求市場。進一步思考是

否需要大規模經濟或必頇投入大量之資金來投入產品研發，協助廠商瞭解產品所

處之生命週期時間，建議合作廠商要有能力延長所推出產品之生命週期，並且鼓

勵持續研發創新。在專案執行過程就產業分析角度出發提供廠商一個完整產業輪

廓。就太陽能光電產業價值鏈來看，由於越上游矽材越接近石化產業，其屬於高

耗能與高投資金額的產業，因此資本密集度由下游到上游越趨明顯，適合資本密

集產業發展模式。由成本結構來看，太陽光電產業主要關鍵半成品以太陽電池為

主。而處在產業鏈中間的太陽能電池，其資本密集度高且勞力密集度也高，其地

域性低，故其產品外銷能力較具優勢，可望與合作廠商積極投入太陽能電池產品

品管檢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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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成果比較 

 

目前合作廠商為新創立公司，正處於新產品開發期，產品研發效益在今年貢

獻度較低。預計產品明年開發完成上市後，可望為公司帶來具體營收效益，明年

預估提昇公司產值約兩千萬元。 

 

(四) 未來擴散效益 

 

專案研究成果應用在檢測階段導入機器視覺系統輔助品管檢測，提供更穩定

快速的品管檢測流程，在太陽能電池生產品管過程能大幅縮短時程並可即時警示

改善生產流程。未來可以將技術成果推廣至電池生產廠商進行合作開發，同時也

能應用於電子紙製程之表面檢測。 

 

產品開發階段完成之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分析管理圖表，藉由瞭解國際

間競爭廠商之技術發展佈局與策略，擬定在太陽能電池檢測專利技術-凾效策略

與產品研發專利佈局，相關佈局成果未來可供供應鏈合作成員技術分享與專利技

術結盟。 

 

在綠色能源產業規模分析，與其他綠色能源屬性相較之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提供安全、無污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循環再生能源。太陽能發電以其獨有

的優勢而成為綠色能源重視的焦點。豐富的太陽太陽能每秒鐘到達地面的能量高

達 80 萬千瓦，假如把地球表面 0.1% 的太陽能轉為電能，其轉變效率為 5%，

每年發電量可達 5.6×10
12

 千瓦小時，相當於目前世界上能耗的 40 倍，成效相當

驚人。統計至 2009 年底，太陽能光電發電製造能力已達 8GW，實際裝機容量

近 1500 萬 KW，太陽能電池組件成本可望下降到 2.0 美元/WP。實際分析綠色

能源終端消費者的需求，決定因素為太陽能發電的發電成本與設備成本。當使用

太陽能的價格降低到與傳統發電相等時就具備競爭力，政府的補助措施與業者技

術突破是兩大市場要素。 

 

根據經濟部報告顯示，台灣太陽能電池產業在2007年生產量達到565 MW，

產值成長達到608億台幣，在全球市場值佔有率達16.2%，位居全球第五大太陽電

池生產國。2008年整體台灣太陽能電池產值已突破1000億元，已是全球第四大生

產國，僅次於德國、日本與中國大陸。今年2010年預估產值目標為1500億元，在

全球產業佔有率以7.5%為目標。依照生產檢測設備在太陽能電池生產成本約佔

5% - 8%預估，整體電池品管檢測產品市場規模可達75億元至1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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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討與建議 

 

執行專案成果檢討與建議：本專案執行困難點在於國際間檢測技術與技術資料

取得難度較高。 

 

由於國際主要廠商對於太陽能電池產品製成良率與品管因素視為高度商業機

密，由本計畫蒐集相關公開研究報告與專利分析後歸納出初步成果，太陽能電池

瑕疵種類依生產流程可分為封裝前與封裝後兩種類型，封裝前之太陽能晶片與封

裝後之太陽能電池，檢測類型有紋理、斷線、髒污、裂痕、破洞、外击、內凹、

佈線不良、邊緣破裂與刮痕等類型，其中以斷線、髒污與邊緣破裂偵測較為常見

品管因子。進一步專利分析與檢索得知，國際間相關專利技術佈局多數未正式公

開。經由專案執行後歸納以下策略，執行對策凿含以下兩項： 

 

1. 進行不同產品，例如 TFT-LCD產品，品管目的瑕疵檢測範圍與機器視覺系統

進行交叉專利檢索與專利分析，期望進一步深入瞭解技術發展脈絡。 

 

2. 由於歐洲與日本廠商在太陽能電池市場也具競爭優勢，期望函強蒐集歐洲與

日本廠商於機器視覺與自動化檢測產業技術報告。 

 

 

商管學者在專案執行後，充分瞭解新創企業的創業維艱與市場競爭環境。在

專案進行中，務求盡力協助合作廠商專利管理能力與技術佈局策略。由於產學計

畫經費有限，過程中也同時向外尋求經濟部關懷計畫與學校創新育成中心豐富研

發人力資源。並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由單純的專利申請階段，提升至國際大廠專利

檢索與專利分析階段。就實際合作經驗過程來看，在專利檢索、專利分析與專利

地圖製作工作繁重，國內中小企業往往缺乏科技專利相關專業人才，在中小企業

實務執行上專利分析與佈局較不可行。況且專利分析頇由高度專業化的專利申請

書研讀與深入瞭解技術背景，才能有效提供技術預測與開發評估，這點是科技管

理學者團隊與專業研究室可以與廠商密切合作之利基點。營運策略為掌握微笑曲

線的兩端，朝向技術研發與品牌建立部分，強化自身的技術能力來強化品牌的優

質形象，為顧客提供太陽能電池檢測的整體解決方案提升行銷優勢，作為企業長

期營運指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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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案執行過程中，從合作廠商研發活動態度上顯示，積極參與產學合作計

畫的執行，可以與大學研發實驗室的互動中學習新的技術與觀念，對公司創新能

力有正面貢獻並能持續增強競爭優勢。良好產學結盟的貢獻在於強化產業界所能

獲得的知識及新技術。就專案研究經驗顯示，產學合作關係的緊密度越高，越可

獲得較多的實質產出，實質產出凿括共同產品研發、共同發表學術論文與研發專

利技術等等。在公司組織學習需求上，透過組織學習的過程，研發技術由大學移

轉至公司內部，並透過公司內組織之學習能力，進而轉化技術能力。實際績效凿

含共同參與學術研討會議發表與工作坊座談、專案研發會議、技術講座研習、研

究生論文與大學部同學專題製作等，有助於公司研發組織之學習活動。在系統思

考成效方面，有良好的管道和機會供研發人員與學校實驗室的溝通與研究，公司

與客戶、供應商聯繫保持產品研發資訊暢通。就技術成效而言，取得新技術知識

後將使公司之發展方向由通用性層次朝向整合性的研發層次。就人力資源成效而

言，取得新技術知識後將使公司之發展方向由操作層次成長至創新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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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 

主持人：李佳玲 教授 執行期間：99.01.01 ~ 99.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將計劃案產出之風險管理架構建構出諮詢服務平台                                

■ 問題分析: 藉由訪談了解醫院對於耗衛材、櫃台、藥品流程所遭遇到風險問題， 配 

合文獻及實務上的資料，利用風險管理之概念，找出風險發生原因及可

能影響之後果  

■ 問題解決: 利用風險管理概念幫助分類及辨識風險並且評估風險的嚴重性及發生 

可能性，了解些資訊後運用風險決策矩陣，決定風險的影響程度，使單

位可以自行控管、排序風險高低，提供各風險項目解決方案。                                                        

參與廠商：□無，■有:           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一、計畫目標 
由於全民健保制度的修正，醫療業務之收入由過去的按件計

酬制度轉型成為搭配院所規模，總量給付的形式。由於這樣的修

正，國內各醫療院所皆面臨了艱鉅的挑戰，必頇藉由有效地改善

醫療照護品質、改善管理制度等方式提升其競爭優勢。有效的風

險管理機制可以協助提升醫院營運效率，同時增加醫院的競爭力。 

本團隊與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了解其院內部流

程，並為其建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此一平台

將提供符合醫療產業特性的風險管理機制與內部控制的相關知識

與咨詢服務。 

此次專案具體內容將聚焦於醫療組織中耗衛材管理流程、藥

品管理流程、以及櫃檯業務處理流程的舞弊預防與偵測之內部控

制制度與流程的改善。除以學術角度提供基於風險管理概念的內

部控制制度相關專業知識外，更將與醫院內部人員合作，了解並

分析院內目前實際運行的內部控制制度，探討目前制度的優缺

點，並研究是否存在可進一步提升之處。將上述知識與結果以系

統化的方式記錄後，彙整相關資料，提供合作院所作為管理相關

流程的參考，並將其資訊平台化。 

 

 

 

 

 



二、執行架構 
本專案之具體執行架構針對個案醫院，藉由資料、規範、以及與相

關院內人員、主管訪談內容的整理與探討，熟悉院內實務上的風險

管理概念以及相關內部控制的制度，並藉由個案研究法為基礎進行

了解與改善。接著透過其他相關及非相關產業內部控制的制度了

解，針對院內現行的制度分析其優缺點，並藉由其他相關與非相關

產業的內控制度來探討是否存在可以改進 

 

三、執行情形說明 
目前進度已按預定規劃，完成初步文獻及相關資料蒐集；藉

由訪談勾勒出合作醫院耗衛材請購、新增品項、採購與入庫、藥

品、櫃台作業等流程及內部控制的現狀；並在訪談同時取得獲得

個案醫院目前面臨之問題。將這些資料彙整以系統化方式呈現建

構出內控自評問卷，並且將所產生之知識與資訊平台化，透過平

台呈現的方式讓醫療院所可以透過本計畫產生之平台進行風險管

理與內部控制相關措施。 

 

四、專案效益 
透過此一個案研究的進行，能夠達成以下成果: 

 探討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的控制措施，與一般產業有哪些異

同。 

 透過訪談分析瞭解合作院所相關業務中運用哪些預防、偵

測舞弊的控制措施，並找出其中優點與可提升之處。。 

 綜合文獻探討、資料蒐集、訪談結果、與其他單位之比較，

架構出最適合合作院所運用的控制制度。 

 將本專案所制定出之改良後的控制制度與相關知識融入

顧問諮詢服務平台當中，讓合作院所內部得以參考運用。 

 未來能夠藉由本專案之執行成果持續擴充，增加平台在各

個不同面向之週延性。 

 透過研究檢視我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特性與相關的舞弊

預防、偵測等內控制度運用，並將研究結果作為醫療產業

提升風險管理執行成效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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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由於現行的全民健康保險制度的修正，醫療相關業務之收入已

經由過去的按件計酬制度轉型成為必頇搭配院所規模，以總額給付

的方式向健保局請領。由於這樣一個制度上的轉變，短期內造成國

內各醫療院所的不適應。此外，在 SARS疫情爆發之際，當時台灣各

醫療院所並沒有一套完整因應此類風險的做法，導致醫療院所無法

順利執行日常業務，甚至兵荒馬亂，沒有辦法將損失停止。甚至是

近來醫療產業爆發出數起弊案，不論是開錯藥、亂開藥、虛報健保

費等等的情事也常發生。因此，面對這一項艱鉅的挑戰，國內醫療

產業必頇要從各個方面去增加其競爭優勢，例如：提高醫療照護品

質、節省院內經費開銷、改善內部管理制度等等。其中，一套有效

的風險管理制度能夠降低或避免醫療院所的損失、提升營運效率，

更可以提升醫院的競爭能力 (吳明哲，2007) 。 

不論是何種企業，其首要目的皆是以永續經營為目標，但是在

達成這一項目標之前，企業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難便是風險，在追求

組織目標、企業利益的時候，每個企業皆會期許自己有效的利用自

身資源，讓資源能夠有效的幫助企業前進，以創造最大的獲益。然

而，在這樣子的一個期望之下，風險是無所不在，不可能完全去除

的 (鄭燦堂，1995) 。 



其實風險管理所指的就是一個經濟的個體如何有效的去運用其

自身所擁有的各項資源，包含：人力資源、關係資源、訊息資源、

金融資源、形象資源、物質資源、有形資源、無形資源等等(MBALib)，

來讓這些風險所引發導致的各項衝擊以及損失降至最低的一個管理

過程(宋明哲，1992)。目的當然就是為了要去建構風險、了解風險，

進而回應風險，而在朝向這樣子的一個目的的過程當中所採用的各

種方法、控管措施、監控方式等等的統稱就是風險管理(Jones and 

Hood，1996)。所以簡單的來說，所謂的風險管理就是透過尋找、發

現、認識、分析風險，進一步的去評估其所帶來的損失並且尋找最

恰當且最適合的對策，針對這些風險加以控制、管理，透過最少的

資源使用來達到組織的目標(萬書妙，2003)。 

由於風險管理控制制度這一個觀念在各營利企業已經行之有

年，發展也都十分迅速，但是卻甚少談論到如何將風險管理的概念

導入醫療產業或是一些較特殊的行業。因為這樣的關係，近年來，

越來越多人開始關注這一個領域的發展，將風險管理的概念導入醫

療產業遂成為一個熱門的話題。當然，除了醫療院所本身對於其自

身的管理制度有提升的需求之外，相關主管機關諸如行政院衛生

署、專責醫療院所評鑑的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等單

位也開始針對相關的議題提出規範與建議。目前醫療院所以經由過



去醫師為主導的架構轉型成為以病人為中心，強調病人安全、醫療

照護品質、提升醫師道德素養等等的觀念，並以這些觀念作為出發

點致力於改善醫療及相關業務流程。 

依照目前在國內醫療院所的做法，各院所皆有建構一套完整之

內部控制措施，包含 SOP、詳細作業流程規範等等的細項規定；雖

然國內醫療院所已經有將內部控制作一較完善的控管，但是卻沒有

將內部控制的要項與風險管理，且大多都是以功能性部門亦或是特

定流程的技術或規範來探討，以至於沒有一套良好的規範能夠完整

的規範醫院內部控制以及風險的控管。其實一套適當的控制制度不

僅止於能夠偵測舞弊，規避風險，更可以增進院所的經營績效，並

能夠有效的穩定醫院的營運，讓各功能部門能夠適時的發揮其所

長。雖然醫療產業仍然是以醫療專業為基石，最基本的醫療技術不

可或缺，但是在現在的社會中，民眾與醫師之間的資訊落差越來越

小，而民眾個人的意識則是越來越抬頭，管理階層不能不正視內控

制度的重要性與醫療行為外的風險管理機制的必要性。  

本團隊與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合作，透過了解其院內部流

程，並且從各方面的資料蒐集當中獲取其他相關或非相關產業之經

驗，將上述知識與結果以系統化的方式記錄後，彙整相關資料，提

供合作院所作為管理相關流程的參考，並將其資訊平台化。冀能有



效的提升其營運績效，降低其面臨之風險。 

本專案之具體執行架構針對個案醫院，藉由資料、規範、以及

與相關院內人員、主管訪談內容的整理與探討，熟悉院內實務上的

風險管理概念以及相關內部控制的制度，並藉由個案研究法為基礎

進行了解與改善。除了透過學術角度提供基於風險管理概念的內部

控制制度相關專業知識之外，我們也會與醫院內部人員合作，了解

並分析院內目前實際運行的內部控制制度，探討目前制度的優缺

點，並研究是否存在可進一步提升之處。接著透過其他相關及非相

關產業內部控制的制度了解，針對院內現行的制度分析其特點，並

藉由其他相關與非相關產業的內控制度來探討是否存在可以改進之

處，最後彙整出適合運用於合作院所的相關內部控制制度，協助醫

院探討實際運作流程與相關制度，並確認存在哪些重要項目應優先

改善，或進一步加強。完成後，將於院所內選擇施測對象，提供平

台詴用，並以問卷調查、訪談的形式收集回饋意見；綜合各意見對

平台做出修改。最後，將完成之資訊化平台提供合作院所實際運用。 

由於醫療產業中牽涉到的流程十分繁複，相關的知識也都各不

相同，此次專案具體內容將聚焦於醫療組織中三大流程的舞弊預防

與偵測之內部控制制度與流程的改善，此三大流程分別為：耗衛材

管理流程、藥品管理流程、以及櫃檯業務處理流程。 



然而，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專案的進行，我們所預期的目標為何？

由於在醫療產業針對財務資訊進行風險控管的研究相對少數，所以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一個個案研究來達成以下幾項成果： 

 探討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的控制措施，與一般產業有哪些

異同。 

 透過訪談分析瞭解合作院所相關業務中運用哪些預防、

偵測舞弊的控制措施，並找出其中優點與可提升之處。 

 綜合文獻探討、資料蒐集、訪談結果、與其他單位之比

較，架構出最適合合作院所運用的控制制度。 

 將本專案所制定出之改良後的控制制度與相關知識融入

顧問諮詢服務平台當中，讓合作院所內部得以參考運用。 

 未來能夠藉由本專案之執行成果持續擴充，增加平台在

各個不同面向之周延性。 

 透過研究檢視我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特性與相關的舞弊

預防、偵測等內控制度運用，並將研究結果作為醫療產

業提升風險管理執行成效的參考。 

未來預期可將本專案之研究領域延伸，擴及其他流程或者其他

醫療相關領域，逐步的完成整個顧問諮詢服務平台的深度以及廣

度，建構出能夠適用於醫療產業的完整風險管理機制及其相關控制



制度。更進一步能發展出適用於我國醫療體系的風險管理機制與內

部控制架構，期此合作在未來能成為醫療產業風險管理與內部控制

架構的典範之一，以助我國各醫療院所營運成效與競爭力的提升。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本專案主要目的在於建構一套符合醫療產業風險管理諮詢顧問

平台，根據我國政府風險管理模式(風險管理作業手冊 2006)，風險

管理的執行步驟可以分為建立風險管理推行環境、風險辨識、風險分

析、風險評量、風險處理、評估風險對策、準備處理計畫、執行處理

計畫、監督與檢討以及溝通與協商，故本專案參考此一流程架構，對

風險進行評估分析，本專案在風險探討部份，分成兩部分。首先第一

部分先探討風險定義、風險的辨識與風險分析，並統整為一風險架

構；第二部分探討耗衛材、藥品與櫃台三個作業中，個別與風險因子

和風險項目的關係。透過文獻的蒐集，來綜合各學者、專家的意見以

建構出醫療產業風險管理諮詢顧問平台。之後的風險評量、處理與評

估對策等流程步驟，本專案應用於平台實作上，將可能產生的風險問

題及建議方案傳達給醫療產業。 

 

 



1.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做法 

以往醫療產業風險管理主要著重於病人安全、醫療糾紛；病人安

全是指在醫療過程中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來避免或預防病人不良的結

果或傷害，包括預防錯誤、偏誤與意外(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

質策進會)，而醫療糾紛則是指認為係指醫療服務提供者與病患或病

患家屬之間，針對醫療服務的過程或結果，所生之一切爭執(盧瑞芬、

謝啟瑞 2000）。 

近日爆發的某大醫院擅自以不合法的美白產品供病患使用，造成

病患身體可能會出現異狀的情形，會發生這種事情的原因為負責供貨

給此大醫院的供應商當初是以贈品的方式提供的某大醫院，而此大醫

院因為是贈品的關係，不用經由採購程序，故造成院方對此產品不夠

瞭解，提供給病患，使其名譽受損、損失慘重。經由此案例發現，只

是因為藥品採購程序沒有控管好，造成的損失難以估計，採購程序沒

有控管好，這就稱為風險。因此；現在及未來的醫療產業風險管理慢

慢朝向流程控管的風險管理，針對流程的控制點進行風險管理，結合

了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使其能夠找出流程中的風險，幫助醫療產業

降低風險損失。 

 

 



1.1 病人安全風險管理： 

    仁愛醫院有對病人安全進行風險管理： 

(1) 將病人安全風險細分為給藥錯誤、管路自拔、管路滑落、

跌倒、針扎、調劑錯誤、處方錯誤、竊盜、病人辨識錯誤、

燒燙傷、其它。 

(2) 將上述細分後的風險找出風險發生的原因，其中將風險發

生的原因區分為近端原因、根本原因分析。 

若以給藥錯誤為例，近端原因為人為疏忽、設備因素，其

中人為疏忽又細分為醫生對於醫囑系統不熟悉、護理人員

給藥前未經確認，設備因素為醫囑輸入需兩次作業。根本

原因分析為為什麼醫生對醫囑系統不熟悉(可能是因教育

訓練及設備因素所造成)、護理人員為什麼會給藥錯誤、資

訊設備因素。 

(3) 建立預防對策。 

若以給藥錯誤為例，解決方式有訂定開立醫囑標準作業、

針對醫師加強教育訓練；醫囑系統刪除指令時，設計有提

式功能的警語及加強規範；護理人員確實執行給藥標準作

業程序；醫囑資訊系統和護理記帳系統連結整合，避免二

次輸入增加錯誤機會。 



(4) 制訂各部門作業辦法及查檢表。 

1.2 醫療糾紛風險管理： 

    賴俊裕（2002）將醫療糾紛風險管理分為五個階段 

 病患等候就醫 

病患執行掛號批價等動作後，等待就醫的階段。 

 醫療服務提供 

病患接受醫師治療的階段。 

 醫療服務提供結束 

病患接受醫師治療完後的階段。 

 病患領藥 

病患接受醫師治療完後等待醫院開藥的階段。 

 病患離開醫院 

病患執行完上述四個階段後離開醫院完成就醫。 

(1) 用風險管理診斷量表觀念，以民眾就醫過程的五階段為構

面設計出醫療糾紛徵兆診斷量表；再以風險管理架構圖的

觀念，將民眾就醫過程的五個階段建構出醫療糾紛徵兆分

佈圖，對民眾就醫過程各階段對於預防醫療糾紛徵兆區分

為四個等級，分別為觀察期、潛伏期、警告期與危險期。 

 



(2) 判斷醫院在民眾就醫過程中，對預防醫療糾紛較為不足的

階段進行改善及提出建議。 

1.3 流程控管的風險管理 

而一般專家對於流程控管的風險管理整理如下，大致上的步驟雖

有差異，但主要還是分為風險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因應、風險監控，

再依產業的特性、環境的變化、內控的搭配等因素，對風險管理的步

驟去進行修正。 

(1) 林柄滄；主要針對經營風險去做管理，特將風險管理步驟

分為制訂經營目的、辨識關鍵性經營風險、評估風險發生

之衝擊及可能性、對經營風險採取對策、監控內外環境之

情況變化及制度遵循。 

 制定經營目的 

訂出醫療產業經營方式、成果、效益為何。 

 辨識關鍵性經營風險 

將經營風險分類為策略風險、營運風險、財務風險、資訊

風險等四類風險，其中四類風險再去區分出其風險因子，

以明確找出醫療產業之風險。 

 

 



 評估風險發生之衝擊及可能性 

上述經營風險下的各個風險對於醫院的衝擊、發生的可能

性為何，衝擊以非常嚴重、嚴重、普通、尚可、微小五種

加上金額或以嚴重、普通、微小三種加上金額呈現，而發

生的可能性則以五種或三種發生的百分比呈現。 

 對經營風險採取對策 

評估完風險發生之衝擊及可能性後，針對不同的衝擊及可

能性，制訂不同的風險對策，期許能降低風險。 

 監控內外環境之情況變化及制度遵循 

定時針對內外環境的風險做監管，以避免風險發生時所造

成之損失，此程序是偏向預防控管的概念。 

(2) 鄧家駒；符合一般傳統風險管理的程序，將程序分為風險

的確認、風險衡量、風險決策、成效考核與回應。 

 風險的確認 

確認醫療產業的風險為何(最好是有一套完整的風險識

別)。 

 風險的衡量 

衡量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及嚴重程度為何，判斷其為重大風

險還是普通風險。 



 風險決策 

針對衡量之後的風險制訂不同的風險決策，譬如是要採用

風險規避、風險接受、風險抑減或其他作法。 

 成效考核與回應 

重大風險是否在採取風險決策後有降低，普通風險是否再

採取風險決策後消失；主管機關、各單位必頇負責監控風

險的執行成效，是否有達到預期效果，是否有定期回報風

險的程度為何。 

(3) 宋明哲；與鄧家駒的想法類似，符合一般風險管理程序之

概念，將程序分為風險之辨識或認知、風險之衡量或評價、

風險策略之選擇、策略之執行與評估。其中風險監控的概

念是放在策略之執行與評估中，在執行時同時立即監控風

險策略是否達到預期效果，以完成雙重目的的目標。 

 風險之辨認或認知 

辨識出醫療產業的風險有幾大類，明確定義出來。 

 風險之衡量及評價 

衡量風險發生的程度、可能性為何。 

 風險策略之選擇 

針對不同程度的風險採行不同的策略。 



 策略之執行與評估 

風險策略是否明確執行、監控；此風險策略能夠帶給醫療

產業甚麼樣的效益。 

1.4 本專案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程序 

 風險定義 

先完整的將醫療產業的風險做出一定義，透過定義能夠讓

人更加理解醫療產業目前正面臨之風險以及其產業中潛在

之風險。 

 風險辨識 

完成了風險的定義之後，接著便要了解這些風險為何發

生，何時會發生。藉由風險辨識我們可以將風險的類別以

及其項目區分，再利用各風險項目界定出風險因子。 

 風險分析 

將各風險發生的程度、可能性分為五大類，再利用風險矩

陣模式確認出該風險落在哪個風險區塊中(分為低、中、高

風險)，最後計算出個風險的風險值，以供醫療產業做為排

序風險大小用。 

 

 



 風險策略選擇 

找出了可能正要發生的風險之後，針對各風險給予提當的

實務建議，不同的狀況會有不相同的處理方式，因此提供

數個建議項目，以供合作廠商選擇最有效的策略方案。最

後透過高階主管、稽核室定期的監控風險，以降低風險發

生的嚴重性及可能性，降低風險所造成的損失。 

2. 風險定義 

風險(Risk)所代表的意思眾多且代表的意義模糊不清，不論

是何種人、在哪種情況、什麼時間都會有風險產生，風險的來源

可能會來自外部或內部、來自機會或威脅等，故一個人、一家企

業會面臨到無數的風險。學術上、實務上有很多對於風險的定

義，然而眾多學者、專家對於風險定義大多不同且沒有一個統一

且權威的定義產生。 

根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制定之風險管理及危機

處理作業手冊(2009)對於風險的定義為潛在影響組織目標之事

件，及其發生之可能性與嚴重程度；鄧家駒(2000)則將風險界定

為乃是由於其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而可能造成人身或者財務方

面、非預期的利益或損失；鄭燦堂(2007)則表示風險為事故發生

的不確定性與事故發生遭受損失的機會。從上述定義可知風險的



特性為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指的是一個事件發生不同結果的機

率。 

Emmett(1998)將風險定義為人們預期或希望有一令人開心

的結果下，所衍生出逆境之可能性狀況；Norman(2004)指出風險

是在量化條件下，定義危害發生之機率，它結合主要事件發生機

率和這些事件的結果衡量；Manuj and Mentzer(2008)定義風險

為可能造成的損失和這些損失所造成的可能性。相關學者對於風

險的定義，本專案就蒐集的文獻整理如下表 1： 

表 1：風險定義 

學者 定義 

Emmett(1998) 人們預期或希望有一令人開心的結果下，所衍生

出逆境之可能性狀況 

陳隆麒(1999) 不利事件發生的可能性；會造成損失或傷害的意

外事件即為不利事件 

瀧澤正雄(1999) 事故發生之可能性，因其以為風險之概念尚包括

危難(Peril)與危險性(Hazard)兩種意義 

鄧家駒(2000) 乃是由於其結果的不確定性，而可能造成人身或

者財務方面的、非預期的利益或損失 

吳思華(2000) 發生不利事件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 

Norman(2004) 在量化條件下，定義危害發生之機率，它結合主

要事件發生機率和這些事件的結果衡量 

馬秀如(2005) 一個事項發生之可能後果，該事項對個體目標達

成之影響 

鄭燦堂(2007) 事故發生的不確定性與事故發生遭受損失的機會 

Comcover(2007) 對組織造成不利影響的可能發生之事件或活動 

Manuj and Mentzer(2008) 可能造成的損失和這些損失所造成的可能性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2009) 

潛在影響組織目標之事件，及其發生之可能性與

嚴重程度 

 

 



3. 風險辨識 

各學者、專家對於風險分類大多不同，其考慮風險來源、性

質、產業、潛在損失、發生對象、管理立場等因素來分類風險類

別。Emmett(1998)、鄧家駒(2000)及鄭燦堂(2007)將風險類別分

為靜態風險及動態風險；吳思華(2000)將風險類別分成一般環境

風險、任務環境風險及公司特有風險；曾麗萍(2001)將吳思華之

風險分類方式，分為一般環境風險及任務環境風險為企業經營外

部風險，任務環境風險及公司特有風險為企業經營內部風險；

Jack(2001)將風險類別分為營運風險、財務風險、財產風險、負

債風險；陳文彬(2007)將風險類別分為策略風險、營運風險、財

務風險、作業風險、法令風險；林宜欣(2002)則特別針對非營利

組織做出風險分類，分別為環境風險、組織風險、領導與決策風

險、人力資源風險及財務資源風險；而林柄滄(2005)則將風險類

別分為策略、營運、財務、資訊風險四大類；標準普爾 S&P(2007)

將企業的風險類別分為環境風險、財務風險、生產風險、管理風

險。上述為各學者對於風險類別之各種不同的看法，但本專案主

要是建構一套符合醫療產業風管管理諮詢顧問平台，在考量各個

風險架構其適用範圍以及產業後，本團隊決定採用吳思華(2000)

的風險架構為主要的風險架構(見圖 1)。結合其他專家學者針對



產業共同擁有的風險所整理出之風險分類以及考量醫療產業特

有的風險因素。整理出公司特有風險下可能存在的細部風險分

類。整合過後的風險架構(見下圖 2)即是本團隊認為可以適用於

醫療產業的風險架構圖。 

圖 1：企業風險架構 

吳思華將風險類別分成三大層面，分別為一般環境風險、任

務環境風險及公司特有風險，其中一般環境風險包含政治、法

令、經濟、社會及天然風險，任務環境風險包含供給、需求、競

爭及技術風險，公司特有風險包含因本身決策與營運方式所帶來

之風險。根據吳思華對於公司特有風險的定義，本團隊認為在這

個風險項目下，可以再區分成財務風險、存貨管理風險、病人安

全風險、資訊安全風險、員工安全風險五個風險分類。會採納這

企業風險 

一般環境風險 任務環境風險 公司特有風險 

法

令

風

險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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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項風險分類的原因在於許多學者研究中都有探討到財務風

險、病人安全風險、資訊安全風險、員工安全風險。這五項風險

項目中，除了病人安全風險外，我們可以發現一項共通點；其他

四項風險項目在各個產業中都會存在與發生。基於此項因素，決

議將此四項風險項目納入風險架構當中。然而，在病人安全風險

方面則屬於醫療產業的特有風險。是故，也必頇將其納入此風險

架構當中。 

 
圖 2：符合醫療產業之企業風險架構 

4. 風險分析 

由於風險的種類眾多，且會隨著環境、時間等因素的變化，

而使風險一再產生，因此要明確區判定出何種風險實為困難。本

部分主要探討各風險分類、來源及其主要是由哪些風險因子所組

成，以利往後建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諮詢顧問平台。而會造成其



風險發生的主要風險因子有內部作業流程、人為因素、系統不當

或失誤(陳文彬，2007)、病人基本資料(程毅君，2005)和地區(張

睿詒 1998)。其中內部流程作業包括作業流程無詳細規定，或是

無一套標準的作業流程等等；人為因素有人員疏失、精神不濟等

等；系統的不當或失誤是指系統的設計不良或而造成的失誤，或

是系統的當機等等造成的問題；而病人的基本資料例如醫療人員

把某病人的病例檔案放在另外一位病人的病例檔案中，導致醫生

在診療過程中參考資料的錯誤造成誤判。 

除了這些風險因子這些之外，依據上述吳思華(2000)風險架

構中各個風險分類的定義，也可找出幾項風險因子，其分別也會

造成不同的風險發生，因此我們全部的風險因子與風險架構做結

合，整理如下表 2： 

表 2：風險因子與風險架構 

 風險因子 風險分類 

一般環境風

險 

政權更替 
政治風險 

政治動亂 

價格管制 

法令風險 貿易限制 

財政、貨幣政策改變 

通貨膨脹 

經濟風險 
外匯匯率改變 

利率改變 

貿易條件 

天然災害 天然風險 

任務環境風

險 

無供應來源 
供給風險 

供應無法及時抵達 



品質不確定 

供給價格改變 

顧客需求改變 
需求風險 

顧客偏好改變 

競爭者強度改變 

競爭風險 新競爭者進入市場 

替代品出現 

產品技術創新 

技術風險 製程技術創新 

技術典範轉移 

公司特有風

險 

內部作業流程 

財務風險 人為疏失 

天然災害 

內部作業流程 

存貨管理風險 人為疏失 

天然災害 

內部作業流程 

病人安全風險 
人為疏失 

天然災害 

地區 

竊取、竄改、滅失、遺

露 

資訊安全風險 

硬體損害 

人為疏失 

病毒 

天然災害 

駭客 

職業因素 

員工安全風險 人為疏失 

地區 

根據風險架構判定出風險因子後，我們接著要探討的是在醫

療產業作業流程層面所會產生的風險，去瞭解什麼樣的作業活動

可能會有風險的存在進而造成產業的損失。在醫療產業眾多的作

業流程當中，本次專案是著重在於櫃檯作業、藥品作業以及耗衛



材作業。就此三個作業分別找出作業流程中可能會產生的問題，

再根據上述所整理的風險架構，將可能發生的問題依據風險的定

義，一一歸類到各個風險類型下，並統整三個作業層面問題與風

險分類之間的關係，統整為下表 3、4、5。 

表 3：耗衛材流程風險因子與問題 

耗衛材 風險分類 風險因子 問題 

一般環境

風險 

法令風險 貿易限制 

國外允許使用，但國內

列為禁藥，造成有些特

殊疾病在配藥上的困難 

天然風險 天然災害 
水災造成耗衛材之庫存

無法使用 

任務環境

風險 

供給風險 

無供應來源 

國內無特殊藥品之代理

廠商，造成進貨的困

難，使病人未能受到最

妥善的照顧 

供應無法及時抵達 

供應商延遲交貨造成院

方用藥短缺或供給上困

難 

品質不確定 

供應商供給品質不佳，

造成病人未能得到最適

當的醫療照顧 

供給價格改變 

供應商獨占市場惡意抬

高價格，造成醫院進貨

成本劇增 

顧客偏好改變 

病人可能會要求使用細

的針頭，可能造成粗的

針頭庫存太多 

技術風險 產品技術創新 
在使用耗衛材的技術不

熟練 

公司特有

風險 
財務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1.單位沒有建立罰款暨

品質不良換貨或扣款資

料造成不必要之損失 

人為疏失 
1. 醫院沒有如期付

款，而需再多支付違約



金 

2. 未簡齊憑證即申請

付款，付給未經核准的

採購案件，造成院方損

失 

3.人員在預付費用之處

理不合理及未經核准

下，使未經核准之預付

費用發生 

4.人員未將每月之對帳

單與應付帳款明細表及

未付款憑單調節，導致

院方可能有未入帳之負

債 

5.人員沒有做好控制預

付款項，導致已付款但

未收貨品之情形發生 

6.人員收到發票時未立

即入帳，導致院方可能

低估進貨 

7.人員未經核准即簽發

支票付款，導致未經核

准之支票發出，付款給

非實際進貨之供應商 

存貨管理

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1. 單位執行換貨或退

貨手續不合宜，可能未

執行換貨及退貨動作，

造成醫院收到 異常耗

衛材 

2. 單位執行換貨或退

貨手續不合宜，處理流

程未具效率且未達院方

要求 

3. 無法掌握請購與驗

收數量，收到未請購之

耗衛材 

4. 單位沒有一套標準

驗收流程，導致單位在



耗衛材驗收時效率較低 

5. 沒有依照各物品類

別建立料架(櫃)，使分

類時間變長無法且造成

分類錯誤可能性增加 

6. 沒有依照資材代碼

儲存於特定電腦資料中

的規定，所以無法有助

於耗衛材分類及利用電

腦找出耗衛材使用記錄 

7.沒有建立合宜的退庫

品書面資料，無法確保

退庫品處理流程完善且

降低處理效率 

8.庫存安全機制不夠完

善，造成存貨失竊 

9. 未設有複核耗衛材

機制及紀錄，且無定期

複核控管耗衛材資訊，

而使耗衛材有可能遭有

心人士盜用，導致耗衛

材數量失真的可能性增

加 

10. 未設有控管機制，

而使呆滯料無法有效控

管及確保數量正確 

11. 未設有呆滯料標售

辦理紀錄，而無法確保

呆滯料出售價格合理，

導致醫院損失增加 

人為疏失 

1.沒有確實執行驗收而

降低耗衛材驗收的效率 

2. 驗收時有根據數量

之明細表驗收，但驗收

人員未切實清點其到貨 

3. 某人員以未經核准

特定表單請領耗衛材，

造成耗衛材可能被未核



准者取走，導致數量失

真的可能性增加 

4. 呆滯料分類錯誤，造

成呆滯料項目增加，導

致存貨管理上困難 

5. 廠商交貨未送上送

貨單或庫房未依送貨單

核對耗衛材，收到非交

易對象之供應商耗衛

材，造成院方需要執行

退貨等不必要程序 

6.人員未載名訂購單編

碼，收到非訂購之耗衛

材 

7. 退貨單位未填具經

權責單位填寫之退貨單

及未將耗衛材交由庫房

處理，使得未經核准之

退貨發生 

8.人員疏忽造成盤盈盤

虧發生，造成數量失真

的可能性增加 

9. 呆滯料分類錯誤，呆

滯料分類不合理將導致

存貨管理上發生錯誤，

亦即處理流程中發生偏

差及財務報表上表達錯

誤 

地區 

1.因空間不足使耗衛材

無法存入庫房，可能要

另外租倉庫，造成額外

損失之增加 

2. 倉儲佈置不適當增

加無附加價值活動 

天然災害 
水災或地震造成耗衛材

存貨的耗損 

資訊安全

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送錯病例單，造成衛材

使用錯誤 



人為疏失 

醫護人員未再次確認病

人的手術所需衛材型號

規格 

天然災害 

天然災害發生時，手術

尚未完成，以致無法緊

急應變 

硬體損害 

硬體損害時耗衛材資料

尚未備份，造成重要資

料遺失 

人為疏失 

使用者進入醫院資料庫

後，因疏忽而未登出，

而造成耗衛材資料可能

外洩 

病毒 
電腦病毒入侵，可能造

成耗衛材資料遺失 

駭客 
機密文件遭惡意人士竊

取散播 

員工安全

風險 

職業因素 

無規律工作時間，造成

身體負荷過重 

醫護人員長期在輻射區

罹癌機率較一般醫護人

員高 

人為疏失 

手術工具未妥善保管放

置，可能造成醫護人員

不必要之傷害 

 

 

 

 

 

 

 

 

 

 



表 4：藥品管理流程風險因子與問題 
藥品管理 風險分類 風險因子 問題 

一般環境

風險 

法令風險 貿易限制 

某些藥品在國內列為禁

藥，無法順利取得有效之藥

物，進而導致病人無法獲得

有效的醫療服務。 

經濟風險 

通貨膨脹 

受到通膨影響，藥品價格飆

漲，使得院方在藥品進貨時

受到一定程度之損害。 

外匯匯率改變 向國外進口藥品時，因台幣

貶值使得院方在匯率上產

生損失。 

利率改變 政府調漲支息利率，使院方

在藥品應負款項上產生更

多利息，進而造成損失。 

任務環境

風險 
供給風險 

無供應來源 某些外國允許使用之藥品

在國內列為禁藥，導致病人

無法獲得有效的醫療服務。 

供應無法及時抵達 全球性疾病發生時，供應商

無法及時反映市場需求，延

誤治療的黃金時間。

(EX:SARS) 

品質不確定 1.醫療產業藥品採購採用

折價最高得標制度，此制度

可能造成藥品品質不佳之

問題。 

2.假藥存在。  

供給價格改變 藥品供應廠商壟斷市場，藉

機哄抬價格，使得院方遭受

損失。 

公司特有

風險 

財務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供應商勾結院內採購人

員，偽造採購建議表、廠商

出貨單及資材課簽收人

員，並製造不實的統一發票

請款。導致院方財務上之損

失。(2008-05-29/聯合報) 

存貨管理風

險 

內部作業流程 1.藥品未依照經濟採購量

訂購，造成藥品存貨大量囤



積。(2010-01-05/聯合報) 

2.供應商勾結院內採購人

員，偽造採購建議表、廠商

出貨單及資材課簽收人

員，並製造不實的統一發票

請款，藥品根本未入貨

(2008-05-29/聯合報) 

天然災害 藥品因火災導致變質或損

失。 

病人安全風

險 

內部作業流程 藥品保管上未克盡應有之

注意，使得醫護人員用藥錯

誤，造成病人安全受到威

脅。 

人為疏失 1.醫護人員配藥作業時未

再次確認藥單所開項目，導

致給藥錯誤。 

2.醫護人員取錯注射液，造

成病人生命安全收到損害

(2010-04-30〃聯合報) 

資訊安全風

險 

硬體損害 設備損壞時，未能對藥品資

料做出即時更新備份，造成

日後查詢或使用藥品之困

難。 

病毒 院方系統因病毒入侵使得

系統無法正常使用甚至造

成資料遺失，使藥品控管或

使用上產生困難。 

天然災害 因火災造成電腦設備損害， 

產生資料遺失之問題。進而

造成日後使用上之不變。 

駭客 遭人入侵惡意修改病人病

例或用藥紀錄，使院方開出

錯誤之藥量處方。 

人為疏失 藥品編號或資料輸入時，因

員工疏忽導致藥品資料與

藥品實物無法相連結。 

 

 



表 5：櫃檯流程風險因子與問題 

櫃台 風險分類 風險因子 問題 

一般環境

風險 
天然風險 天然災害 

水災、地震等造成櫃台

淹水或設備損害，患者

掛號困難。 

任務環境

風險 

供給需求 

供應無法及時抵達 

因供應商無法及時將批

價單送達，所以批價單

存貨不足，造成櫃檯批

價作業困難。 

品質不確定 
因批價單的品質不良造

成櫃台作業的不便 

需求風險 

顧客需求量改變 

全球性疾病發生時，醫

院指定特定櫃台專門負

責相關掛號作業，造成

該櫃檯掛號病患激增，

導致該櫃檯無法及時反

應,延宕患者就診的黃

金時機。 

顧客偏好改變 

甲醫院櫃檯人員態度不

佳造成病人選擇去乙醫

院就診。 

競爭風險 

競爭者強度改變 

甲家醫院引進新掛號系

統，減少病患等待時

間，造成乙家醫院就診

人數下降 

新競爭者進入市場 

甲醫院因乙醫院的開張

而就診驟降，造成其櫃

台作業人員有閒置人

力。 

技術風險 技術典範轉移 

櫃台電腦系統進行技術

轉移，可能有些資料更

新到一半，造成掛號作

業的不順暢。 

公司特有

風險 
財務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給藥櫃檯未有確認已收

款才給藥的機制，造成

醫院發生有些病人可能

未付款卻給藥的情形，

不利醫院財務發展。 



人為疏失 

1.人員執行收費時沒有

按每筆收款金額執行收

據發行且並未按規定當

場交付患者收執，造成

每筆金額無法對到每位

病患且會有開立收據但

沒收款或沒開立收據但

已經收款的情形發生 

2.人員作廢收據沒有保

留原始憑證，造成稽核

困難 

存貨管理

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櫃檯給藥作業的給藥未

進行覆核且藥品未定期

盤點，造成醫護人員可

能因疏忽而多給病人

藥，或蓄意偷藥，造成

醫院的損失。 

人為疏失 

給藥櫃檯的工作人員在

配藥完成後忘了將藥物

罐子鎖緊，造成藥物潮

濕無法使用。 

天然災害 

給藥櫃檯的藥物櫃因水

災而進水，造成藥品損

壞。 

病人安全

風險 

內部作業流程 

權責劃分不明導致病人

無法及時治療(人球事

件)。 

人為疏失 

櫃檯人員遺失病人病歷

資料造成醫生診療時未

有詳盡的資料可供參

考，造成病人無法接受

最妥善的醫療照顧。 

天然災害 

水災、地震等造成櫃台

淹水或設備損害，患者

掛號困難，無法及時接

受治療。 

資訊安全

風險 
硬體損害 

硬體損害時櫃檯病歷或

收款資料尚未備份，造



成重要資料遺失 

人為疏失 

櫃檯工作人員進入醫院

資料庫後，因疏忽而未

登出，而造成資料可能

外洩 

病毒 

電腦病毒入侵，可能造

成儲存於櫃檯電腦的資

料遺失 

駭客 

儲存於櫃檯電腦的機密

文件遭惡意人士竊取散

播 

員工安全

風險 

職業因素 

傳染性疾病發生時，醫

院指定特定櫃台專門負

責相關掛號作業，該櫃

台作業人員相較於其他

罹病的機率櫃台增加。 

人為疏失 

櫃檯人員未依規定戴口

罩就開始服務病人，因

而被病人傳染。 

利用本專案整理的風險架構，分別依據三個作業層面當中可

能發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問題，個別做風險分類；但因本專案只

專注在耗衛材、藥品和櫃台三個作業，並不是對於針對醫院全部

的作業流程做討論，以致於有些風險項目並沒有在這三個作業流

程中出現。像是政治風險、法令風險和競爭風險這三個風險，雖

然在三個作業當中的問題分類中，並無此發生風險的可能性，但

對於醫院整體而言此類型的風險是可能會存在及發生的。此外，

有關於作業流程上可能存在一個問題卻同時產生兩項風險的項

目，本專案處理方式以最先會影響的風險來做為風險分類之依



據。基於以上之原因在其他的作業流程中，這些風險還是有可能

會發生的。 

像是法令風險中，衛生署可能重新擬定藥物的部分健保給

付，而造成醫院或病患在負擔上會有所增減；而在經濟風險的貿

易條件下，雙方若沒先達成協議，由哪一方來承擔其運送中費用

和可能會發生風險?或是在需要辦理海關手續時，賣方必頇給予

買方一切協助，以幫助買方取得為貨物出口所需的出口許可證或

其他官方許可，若是一開始沒將條件先協議，最後可能雙方的信

用會因此而破壞。是故，本專案所統整使用的風險架構，主要還

是能適用於醫療產業當中，但考量研究範圍的限制，並無將醫療

產業經營上的每個問題與風險項目做完整的分類。 

(二) 研究方法 

1. 個案調查研究方法 

1.1 個案研究調查方法定義 

本研究是採用個案研究法做為研究方法。此部分先介紹各學

者對於個案調查研究方法的見解，對於個案調查在研究中所扮演

的角色也都有些許的差異，Van Horn(1973)對於個案研究法的定

義為針對某些組織做廣泛、詳細審視的敘述，希望捕捉重要的問

題複雜性，沒有使用實驗設計或控制；Buckley(1976)則表示個



案研究沒有實驗設計與實體控制，可見得個案研究並沒有明顯的

先前計畫，也不會去操縱或者架構研究環境；Olson(1983)、

Boynton&Zmud(1984)定義為詳細審視多個組織或環境；沒有變數

操控、實體設計或控制(單一個案)；Vogel&Wetherbe(1984)對於

個案研究法有下列四個看法，個案研究是一個實證研究、在實際

生活環境中研究當前的現象、其現象與環境之間的界限並不清楚

顯著、使用多種資料來源；Benbasat,Goldstein& 

Mead(1987)同樣的也有四個看法，在自然環境中審視的一種

現象、使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從一個或多個實體(人、群體或組

織)收集相關資訊、在研究的最初其環境的界限並不清楚顯著、

沒有實驗控制或操控。 

1.2 個案研究法適合的研究問題 

個案研究法，一般而言適合研究當前較新的、未曾有許多人

研究或無堅強理論的研究問題，且是自然環境下的研究問題。本

研究是建構一套適用於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平台，從文

獻、實務上來看，幾乎未曾有人在醫療產業建置過此平台，而探

索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理論的更是少之又少，有的話幾乎是傾向於

病人安全、用藥安全等，而本專案是朝流程管理的方向進行，這

是以往文獻、實務較少研究的，較無堅強理論的支持，故本專案



以醫療產業加上一般產業架構來建構出醫療產業風險架構。 

1.3 個案研究法的資料收集方式 

個案研究法蒐集資料的方式可以採用問卷、訪談、閱讀檔案

書面文件(正式報告、會議記錄、草稿等)、實地觀察、口述語意

報告(口頭訪問)、觀察錄影紀錄、函證、文獻等，且蒐集到的證

據可能為定性或定量資料。而蒐集到的資料可能採用獨立複核、

交互複核，以確保資料蒐集的正確性。 

本專案資料蒐集的方法採用蒐集醫療產業或一般產業風險

相關文獻、訪談合作廠商、閱讀合作廠商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將

訪談內容製作成逐字稿；最後由計畫團隊人員獨立複核單一資料

或將全部蒐集到資料交叉比對，以驗證其正確性及轉換成有用資

料。 

1.4 個案研究法的資料分析 

個案研究法非常重視資料的分析，資料蒐集大多透過文獻、

訪談等方式而來，而資料分析是最困難的一步，最簡單的方式是

將個案訪談內容或文獻上所蒐集之資料後寫成全文方式，通常是

以下列二種方式進行分析方法： 

 

 

 

 



 內容分析 

本計畫團隊藉由上述資料收集方式收集完資料後，會針對收集

到的資料內容做分析，分析的方式有將文獻、訪談資料等有助

於本專案的資料轉換成 word、excel 檔以供比較，同時藉由定

期開會討論轉換後的檔案如何應用在本專案，最後在藉由專家

修正使內容更為正確、可靠。 

 口述語意分析 

本專案會將訪談、開會過程以錄音方式儲存，以便以後整理出

訪談內容及開會內容，藉由此方式可詳細檢閱訪談內容、開會

內容、找出問題點及發現有哪個地方仍需改進。 

 

 

 

 

 

 

 

 

 

 

 

 

 

 

 

 

 

 



1.5 個案研究法的實施步驟 

    個案研究法主要分為下列十個步驟，本團隊利用個案研究法

的步驟來講解本專案的執行內容，將內容彙整成以下表格： 

表 6：個案研究法的實施步驟 

步驟 內容說明 

選擇問題 因風險管理議題逐漸受到重視，近年來有許多

非營利事業開始注重風險管理，加上電腦科技

的進步，作業系統化的程度越來越高，故本專

案將問題鎖定在風險管理，以建構一套風險管

理諮詢平台 

確定目標及分析單位 將合作廠商鎖定嘉義地區的醫院；財團法人嘉

義基督教醫院，主要合作單位為稽核室 

提出命題 鎖定合作廠商的耗衛材、櫃檯、藥品流程中所

可能發生的風險為改善標的 

參考文獻 蒐集國內外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的文獻及實務

上其他醫療產業導入風險管理的實例 

設計程序 制定一套流程圖以規劃完整的內容，當中包含

文獻資料的蒐集、訪談合作廠商人員、探討流

程與管理顧問平台雛型、將雛型供院內選定單

位離線詴用、詴用意見蒐集、修正系統後供合

作對象實際運用及提出成果報告書 

收集資料 主要是以訪談所蒐集之資料(訪談內容或合作

院方提供之文件等)及文獻上的資料為主 

資料分析 透過訪談及文獻的資料，整理出合作廠商可能

面臨之風險項目、發生原因、可能後果為何 

解釋資料 透過訪談及文獻的資料，評估風險項目嚴重性

及發生程度為何、計算出風險值 

導出結論 最後根據所整理出來之風險項目給予解決方

案 

撰寫報告 建構出一套完整的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程序 

 

 

 

 



2. 平台開發研究方法 

2.1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設計理念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醫療院所也漸漸的邁向資訊化的時

代，在這樣一個資訊化的時代當中，院內使用者們可以藉由資訊

科技來達成許多事，像是無紙化病例、院內通報等等。但是，如

何利用資訊科技的力量來幫助醫療院所執行控制、風險管理呢？

而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又該如何做起、要以甚麼

樣的概念來進行設計呢？以下將會針對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

詢服務平台從平台的內容以及使用者的角度來做介紹。 

2.2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內容設計 

    平台內容的好壞會影響使用者在使用平台執行任務時的表

現，雖然使用者可能不知道平台所提供的內容正確與否，但是運

用了不好的內容將會導致決策失準、或是誤判的情形發生，因此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的內容進行審慎的處理。內

容的好壞，不僅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意願、執行結果、甚至是使用

者再次使用平台的態度，所以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

台必頇要符合以下幾個特點： 

 

 

 

 



 適切性： 

透過提升適切性，讓平台所呈現的內容皆為使用者所需使用，

並訂定出一個明確的主題，讓使用者可以一目了然，知道自己

使用這樣的平台是要完成甚麼樣的工作，平台的內容也必頇要

以使用者出發，站在使用者的立場設計出符合其日常工作的內

容，讓使用者能夠方便使用。 

 吸引性： 

另外，平台建立時不可避免的就是使用者抗拒的問題，所以我

們必頇要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操作起來更加

的便利，並且不會造成使用者太大的負擔，但卻可以帶來很大

效益，如此一來才能夠吸引使用者以正確的態度執行平台上之

工作。 

 正確性： 

由於醫療院所風險種類十分龐雜，至今仍然沒有一套完整的架

構指出醫療產業風險管理的全貌，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

服務平台內容的設計上就必頇要更加的細心，不僅提供的資料

要合乎常理以及邏輯，也要提供平台管理者有修正的空間。 

 

 

 

 



 時效性：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幫助

醫療院所有效的對抗風險，因此時效性是很重要的，必頇要讓

蒐集而來的資訊有效率的被傳遞，並且能夠及時的反應現況讓

決策者可以進行有效的策略制定。 

 公平與公正性：  

而權限的區分對於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也是

相當的重要，平台必頇要停工各種不同使用者相同的保護、以

及隱私。 

2.3 使用者介面設計 

    雖然剛剛才談到的平台內容設計很重要，但是平台的介面是

第一個真正接觸到使用者的地方，因此，平台的介面設計變成為

能否讓使用者持續使用的關鍵之一，使用者與平台內容和介面的

關係如下圖所示： 

 

圖 3：使用者與平台關係 

     



    因此，在使用者介面的設計上應當符合使用者需求，以使用

者為中心來做架構的思考，如此一來才可能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

求的介面。而一個好的使用者介面應該要符合哪一些條件呢？大

致上可以將其區分成八個部分： 

 語言文字： 

我們在操作系統或是平台時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整個系統使

用的都是我看不懂的文字或者是需要花費一番氣力才能順利

使用的。因此我們知道，如果可以用簡單的辭彙，常用的語言

來表達平台想要表達的事情，不僅方便使用者的理解，也可以

加快流程進行的速度。在語言以及文字方面需要更貼近使用者

的日常生活習性。 

 簡單一致： 

另外一個我們在操作系統以及平台時所會遭遇到的困難就

是，我們沒有辦法一目了然的明白知道平台的所有功能，操作

起來也常常會出現許多選項讓我們困惑，所以在進行平台的設

計時必頇要盡量減少功能的複雜程度，不要出現過多凌亂的選

擇，讓使用者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操作，用最短的時間完成流

程。平台中的所有功能顯示應該統一，避免出現在不同的地

方，相同的功能卻有不同的圖式或說明，導致使用者混亂。這



樣一來不僅能夠方便使用者的操作，更可以提升其操作的意

願。 

 有效性及彈性： 

每一個使用者所需要的資訊皆不相同，有的人需要詳盡的資

料，有的人只需概看過。因此在平台介面的設計上要避免放出

太多使用者不需使用到的資訊。例如稽核在問卷的核閱時，僅

會將所需要用到的資料以連結的形式放置在頁面上，而非一次

將所有資料攤開，造成使用者使用上的困難。所以說，讓這些

使用者們自己去決定所需要的資料詳細程度就是一個有效提

升平台彈性的做法。 

 容錯能力： 

由於人非聖賢，每個使用者在操作時皆會有可能產生操作錯誤

的情形，因此在設計平台介面時要將使用者可能會發生錯誤的

原因和地點考量進去，當使用者發生了操作錯誤時，就不會直

接卡死，無法重新操作。因此，讓使用者操作錯誤的地方有修

正的機會是很重要的一環。 

 回饋性： 

平台的設計並非單一方向，由使用者項平台輸入資訊之後即結

束。在使用者執行流程的過程當中，平台也會適時的提醒使用



者現在執行的進度以及完成的比率等等，讓使用者可以參考。

並且在完全完成流程之後能有一適當的方式告知使用者。 

 美觀的畫面： 

第一眼見到平台的使用者介面可能就會影響你是否想要繼續

使用的意願，雖然不求太過於漂亮，但是簡潔易懂的畫面也是

必頇的，若是可以設計出符合使用者期待的畫面，更可以提升

操作的意願。 

 時效性： 

由於這是一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必頇要針

對醫療院所將有可能產生的風險進行控制管理，因此時效的掌

控是很重要的，過時的資訊無法幫助使用者進行決策，要將正

確的資料及時的傳送給使用者使用是最重要的要點之一。 

 互動性： 

單一方向的操作平台可能會導致使用者產生厭煩的心理，所以

在設計上，不僅僅是平台本身要有良好的互動性，也要讓各種

類的使用者之間可以互相溝通，如此一來，不僅增加平台的互

動性，也可以順帶提升了平台的即時性，讓使用者間可以即時

的進行互動。 

 



2.4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平台開發階段 

    平台開發模式主要是在探討醫療產業風險管理顧問諮詢服務

平台開發過程當中所涉及的平台設計建置與規劃、分析以及規劃

的方法等各項與平台開發相關的事項。系統平台的建置是一個平

台從無到有的一整個過程，這個過程需要了解平台如何能夠支援

使用者的需求，有了明確的需求以及對於需求清楚的定義後，即

可開始從事系統的分析、設計工作，接著將設計予以實作、並且

經過不同的測詴階段，當一切都沒有問題了，系統就可以正式上

線運行執行它所賦予的任務。而這些工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大部

分，分別是計劃階段、分析階段、設計階段、實作階段，以下就

針對這四大階段進行說明： 

 計劃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們必頇要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平台、建

立這個平台所能夠帶來的實質利益或者是效益有哪些？對於

一個企業來說，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我們所要思考的是平台所

帶來的企業價值在哪裡，又有哪些？一般而言在這一個階段，

企業就會開始進行可行性分析(Feasibility Analysis)。為什麼要

進行可行性分析呢？這是因為可行性分析包含有技術面以及

經濟面的可行性方析等。在這個計劃階段我們所需要思考的就



是 Why，為何需要，效益為何？ 

 分析階段： 

在這個階段我們必頇要了解平台的需求是什麼，暫且不去管它

要如何達成，我們必頇先定義出平台的需求是甚麼？我們會在

這一個階段找出平台所想要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這個平台為

了要解決欲解決的問題應該要擁有甚麼樣的功能？在這個階

段所描述的大多都是功能的需求以及解決的問題，並不會去考

慮該如何進行實作。因此這個階段我們所思考的問題就是

What，需要甚麼功能。 

 設計階段： 

在這一個階段我們主要要去了解我們在前一階段定義的這些

需求該如何被達成。在這一個執行階段，整個平台的架構應該

要被確立。而平台的整體架構描述了構成此平台的每個單元，

包括了用來支援平台執行的一些軟硬體配置、使用者介面的設

計、輸出報表格式的樣式等。在設計階段我們思考了該如何去

達成平台的每一個需求。因此在這一個階段我們所應該思考的

就是 How，如何去達成平台的需求。 

 

 

 

 



 實作階段： 

我們根據上一個階段所制定出來的平台架構以及分析的文件

開始進行平台的建立。在平台建立的過程當中，當然還包含了

測詴的階段，有些方法會將測詴獨立出來變成是一個階段，這

個階段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產出一個我們所需的平台。 

(三) 執行結果 

1. 風險與控制要項設計 

1.1 問卷設計的基本認識 

    其本身代表不完美的藝術，沒有一定的公式或程序可讓研究

者來遵循，而是要自己對研究主題的充分瞭解、常識判斷、邏輯

推理及經驗累積。問卷設計並非是調查的第一步驟，而是以前面

的步驟為基礎。問卷設計也並非只是一連串問題的湊合，各個題

目並非獨立的，而是互相關聯。問卷設計中各問項的先後順序具

有某種意義，才能配合日後研究設計及資料分析。 

1.2 問卷內容的設計要點 

    問卷要怎麼樣設計才能有效的達成我們的需求呢？大致上可

以將其區分成三大要點： 

 

 

 

 



 問題的必要性 

一般來說，問卷的目的就是要有效的找出問題點，若詢問一些

跟主題無關的問題，既找不到真正的問題點又會浪費人力、時

間等資源，故問題要有必要性。本問卷主要參照一般產業、醫

療產業及非營利組織的自評問卷，選取其他相同產業會發生的

問題當作問項，從一般產業及非營利組織中剔除一些跟醫療產

業較無關的風險，透過上述的步驟以達到問題的必要性。 

 把握問題範圍適切性 

問卷的設計要先鎖定問題範圍，若問題範圍過大會導致填答者

填答出現疑慮及填答者必頇對產業的問題全盤了解。本問卷 

 受測者要能回答 

若問題受查者無法回答或回答困難者，代表此問卷設計上有瑕

疵，無法讓受測者清楚的知道我們的問題點在哪。本問卷考慮

到填答者對於風險管理的概念較不足，問卷題目是以內部控制

控制點為主，使受測者能夠對問題一目了然。 

    而達成了以上三個要點之後，我們就必頇要去增加問卷內容

的有效度，那甚麼因素是影響有效度的重要關鍵呢？我們可以將

其分成以下幾點： 

 

 



 問題的性質 

問題要有攸關性及可靠性、必要性，問卷才會有效。本研究問

卷問題皆以考慮過上述三項特性。 

 資料蒐集的媒體 

一般來說，資料的蒐集會透過網路、雜誌、期刊、訪談等管道

而來，但必頇考慮媒體的權威及公信力。本研究資料蒐集上採

用國內外較具權威的期刊、雜誌；訪談的對象合作廠商、風險

管理、內部稽核專家，以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的專業及公信力會影響問卷設計的品質。本計畫團隊

為國立大學，參與的人員皆有一定的經驗，故能確保問卷設計

的品質及有效性。 

 所使用的分析方法 

一般來說，問卷的分析方式皆以量化方式進行，跑出統計值以

驗證其有效性。而本研究是以質化方式進行，將問卷所蒐集的

結果轉換成風險矩陣及風險值計算，告訴合作廠商面臨到的風

險嚴重性為何，以利合作廠商控管。 

 

 

 

 



1.3 問卷設計常犯的錯誤 

   本部分說明在問卷設計中設計者可能會發生之錯誤，本專案為

了避免相關人士對此問卷有所疑慮，特別針對下面項目做一說

明，以降低相關人士對此問卷的疑慮。 

 問卷調查名稱未能明確 

本專案問卷主要名稱分別為耗衛材、櫃台、藥品流程，而在這

三個流程中還會細分名稱至流程(我們將耗衛材的問卷再區分

為請購、採購、驗收、庫存、付款)，使填答者一目了然目前

所填答的位置及情況為何。 

 遣詞過字過於籠統含混 

本專案問卷的問項是經由文獻、訪談得知的資料整理出來，最

後再請專家修正問卷過字，以避免填答者對用字產生疑惑。 

 未能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使用具引導性之語句 

本專案問卷題目的設計是以一般實務上常見的問題做為出發

點，問卷題目大多屬於作業活動中常見的風險項目，故能確保

問卷題目的設計維持公正的原則。 

 問卷設計中，內容備受爭議的部分 

本專案問卷幾乎是以流程中會遇到的風險為主，意思即是基層

主管日常作業活動所會發生的問題點，故內容沒有牽涉到備受



爭議的部分。 

 文獻探討應先於問卷設計之前，並且注意題目編排順序 

本專案問卷是先蒐集國內、外文獻資料及分析整理文獻資料

後，再設計問卷；而題目編排中是以作業流程為編排方式。 

 避免問一些與主題無關或很難回答的問題 

本專案問卷經由專家修正、合作廠商詴答的程序，已經調整至

跟主題有關或較好回答的問題。 

1.4 風險與控制要項設計步驟說明 

藉由上述對問卷的特性做一詳細介紹後，此部分講解本專案如何

設計問卷內容，問卷從決定所需要的資訊至定稿，主要有八個步

驟，以下為大家一一做介紹。 

 決定所需要的資訊 

藉由訪談、蒐集文獻、專家意見來決定問卷的內容為何。 

 根據所需資料，發展個別的問句 

決定問卷的形式或方式；本專案問卷採用開放式、直接詢問。

篩選問句；本專案問卷設計強調填答者日常作業，以避免填答

者對問句產生疑慮。要不要追問；本專案除了第一階段詢問是

否有執行外，若回答為否(也就是沒有執行的話)，會有第二階

段的問卷(視為風險的發生)，以利計算風險值及分類風險。要



不要檢查；由稽核室複核填答者回答是否正確，確保問卷內容

的正確性。 

 決定問卷的順序 

以耗衛材為例，將問卷內容順序分為請購、採購、驗收、庫存、

付款、其它作業(以採購及付款循環為順序)。 

 擬定問卷初稿 

(1).填表說明：本問卷是選擇流程中的基層主管及稽核室做為

填表者，因為基層主管、稽核室較了解各個流程中的控制點。 

(2).訪問時間的選擇：原則上是以一季為填表時間 

(3).如何紀錄：利用系統平台將問卷儲存 

 問卷實體製作 

   包含打字、排版、顏色、字體、系統化。 

 檢討和修正 

透過實務上的專家意見以驗證問卷內容是否符合實務上做

法，以檢討修正問卷內容 

 前測 

將問卷內容給予合作廠商填寫，決定適不適用。 

 定稿 

經由前述七個步驟，從初稿到修正，最後完成問卷內容 



2. 雛形系統說明 

2.1 簡介 

    在現行的醫療體制下，醫療院所對於風險之控管尚未完善。

因此需要一個能夠有效使用，幫助院所辨識、並且控管風險之平

台。透過了解醫療院所內部各項流程，並且從各方面的資料蒐集

當中獲取其他相關或非相關產業之經驗，建構醫療產業風險管理

資訊化平台。此一平台將提供符合醫療產業特性的風險管理機制

與內部控制的相關知識與咨詢服務。透過此一平台之提供，讓醫

療院所內部得以參考運用，並且藉由這一個平台的使用，替醫療

院所帶來效益，期望能夠有效的提升其營運績效，並解降低其面

臨之風險。 

2.2 平台架構 

    平台架構的設計將針對以下三種不同之觀點做說明，透過這

些說明，能夠迅速的了解平台之完整架構，三種說明方式分別為

平台架構圖、使用者案例圖、以及使用流程： 

 

 

 

 

 



2.2.1平台架構 

 

圖 4：平台架構圖 

 本平台包含四種類別的使用者，每一種使用者所會使用到的

功能皆不相同，這四種使用者分別為：1.一般使用者、2.基層主

管、3.稽核室、4.高階管理者。而平台所會使用到之功能大致上

可以區分成五大類，分別為： 

 查詢功能 

提供使用者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以及作業流程細項的查詢。 

 



 自評功能 

提供使用者填寫內控自評問卷，問卷分為數個區塊執行，區

塊與區塊之間有阻擋的功能，執行完一個階段之後必頇經由

稽核室核閱通過才能往下執行，於全部問卷填寫完畢送出之

後，進行分析。 

 訊息功能 

訊息功能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是提供平台的所有使用者信

件功能，使其能夠互相溝通。第二個功能則是在使用者填寫

完自評問卷，或是所有自評內容皆核閱完畢時，會發出通知

信件給下一階段執行之使用者。 

 分析功能 

使用者透過自評功能將問卷填寫完畢並且通過核閱之後，平

台會自動將自評問卷的內容統整，並且進行風險的辨識及分

析，針對分析的結果給予高階管理者建議。 

 更改功能 

方便使用者進行新增、修改、刪除的動作。主要是針對 SOP

之內容以及流程之更改為主。由於更改功能設定權限較高，

只有稽核室能夠使用這個部分的功能。 

 



2.2.2使用者案例 

使用者案例圖將針對不同種類的使用者所會使用到的功能

以及其操作之流程一一做介紹。 

 一般使用者 

 

圖 5：一般使用者使用案例圖 

一般使用者使用自己的帳號密碼就可以登入系統，由於權限

設定較低，一般使用者僅能使用查詢以及訊息兩種功能。利用查

詢功能，一般使用者得以清楚知道自己現在執行之業務的 SOP，

進而了解業務執行的進程，增加工作執行之流暢，提升業務執行

之效率。一般使用者也可以使用訊息功能收發平台上之信件，透

過與其他角色的互動以及溝通，能夠適時的反應所面臨之問題，

並且提供高階主管們參考意見。 

 

 



 基層主管 

 

圖 6：基層主管使用案例圖 

在平台中，基層主管不僅能夠使用到查詢功能，透過查詢功

能明白業務流程，更能夠藉由 SOP更迅速的了解目前業務執行的

程度。而自評功能，則是平台之重點，透過內控自評功能，平台

將業務流程中之控制項目分成數個區塊，每執行完一個部分，必

頇經由稽核室人員核閱通過使能往下執行。透過訊息功能，基層

主管一樣能夠使用信件與其他使用者溝通，並且在自評完成時自

動發送通知訊息給稽核室。 

 



 稽核室 

 

圖 7：稽核室使用案例圖 

稽核室在平台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權限也較基層主

管來的高，稽核室人員透過平台的登入，便能開始使用平台上之

功能，查詢 SOP，收發信件等等…。當基層主管完成一個部分的

自評問卷時，便會發送通知訊息給稽核室，同時將查核所需使用

到之資料以及訊息一併傳送給稽核室。而稽核室便要針對此一部



分之自評問題進行一一的確認，透過回答相同的問卷，稽核室以

及基層主管各會產生一份已回答之問卷，平台透過對兩份問卷內

容的比對之後，若是通過核可，便會發送通知訊息給基層主管，

告訴基層主管能夠繼續往下執行，並且開放下一階段問卷之填

寫。若是經過比對之後發現兩份問卷存在差異，則會視差異的程

度來做處理，若是差異程度不高，稽核室人員便需要與基層主管

討論問題的發生點。反之，若是兩份問卷的內容相差甚大，平台

則是會直接發送一份訊息建議基層主管重新執行流程，並於執行

完畢之後再次填寫問卷。在多項功能之中，稽核室人員另有一項

重要功能，執行年分越高，舊有的 SOP可能會漸漸不符合現況。

因此，對於這些舊有的 SOP、流程細項若發現有錯誤、或是不符

合現況使用的情形發生時，可使用稽核室的權限針對不符合現況

的部分進行新增、修改、以及刪除的動作。另外，在院所想要新

增不同的業務流程至平台上時，或者是舊有流程之控制項目因法

令或是其他因素有所異動時，皆可以使用稽核室之權限進行新

增、修改、以及刪除的動作。 

 

 

 



 高階管理者 

 

圖 8：高階管理者使用案例圖 

有別於以上的基層主管以及稽核室的角色設定接是偏向流

程管理的角度來執行，高階管理者將拉高層級，從風險的角度來

觀看這一份內控自評問卷。透過平台的分析功能，會將問卷中控

制項目所隱含的風險識別出來，將這些風險區分開來之後，再去

進行風險的分析，透過這項功能，最後平台將會產出一份報告書

給高階管理者，告訴管理者各項風險發生的原因、可能性、可能

產生的後果、以及處理的方式。 

 



2.2.3使用流程  

使用流程將會針對主要的功能做說明，由稽核室提出年度

稽核計畫並讓基層人員檢視是否能夠接受，透過這樣的方式能夠

避免稽核室制訂出不合時宜或是太過強人所難的目標，如果雙方

完成溝通，始決定年度稽核計畫。那麼，從一開始的登入動作到

結尾的意見提供之間，流程到底是如何執行，透過上圖六就可以

明確的看出來。首先，第一個接觸到系統的角色是基層管理者，

其透過平台的登入之後，進入功能選擇頁面，基層主管選擇了自

評功能後便可以開始填寫自評問卷，問卷內容依流程區分成數個

區塊，完成了一個區塊的填寫之後便會由平台自動發送一份通知

信給稽核室。稽核室人員在登入了平台之後，便會收取到這封通

知信，通知信的內容大致上是為提醒稽核室人員，基層主管已將

一個區塊的問卷填寫完畢，希望稽核是能夠盡快核閱該份問卷。

進入功能選擇頁面後，稽核室成員便可選擇自評檢閱功能，在這

項功能執行的期間，稽核室人員會看到一份空白的問卷，問卷內

容與基層主管所做之問卷相同，稽核室人員必頇透過一一確認的

方式，逐一確定問項是否達成，並於回答後進入比對功能。必頇

要注意的一點是，在執行核閱的過程當中，稽核室人員並不會知

道基層主管所回答的內容，而是在雙方都回答完畢之後，由平台



進行兩份問卷的內容比對，若是內容差異不大，則由稽核室人員

與基層主管進行會談，討論問題發生的可能原因、以及改善方

法。如果差異性太大，平台則會直接發送通知訊息，告知基層主

管自評內容可能存在諸多不確定性，要求其重新執行流程，並於

流程在執行完畢時，重新填寫一次問卷，並再一次進行核閱。若

是核閱通過了，就會發送通知訊息給高階管理者，在高階管理者

登入平台之後，便可以接收到平台傳送來的報告書，報告書將針

對自評問卷之控制項目進行風險的辨識，並分析出可能發生的風

險、風險發生的原因、風險的處理方式、以及風險可能會造成之

損失。高階管理者能夠藉由這份報告清楚的了解到，目前業務執

行時有哪一些風險可能會發生，發生的機率高不高，並且藉由這

樣的資訊，進而制訂出隔年的管理目標，逐漸改善院所面臨的風

險問題，提升醫院經營績效，並降低風險造成的損失。 

 

 

 

 

 

 



2.3 風險分析方式 

2.3.1 決策矩陣(decision matrix)定義 

決策矩陣是進行風險決策時常用的分析手法之一，可以透

過一個矩陣描述出風險以及該進行決策的問題，進行決策者可以

藉由選擇該風險發生的概率，以及該風險為企業所帶來之影響

性，相對應而產生不同的結果，進而了解不同風險發生的可能性。 

2.3.2 決策矩陣(decision matrix)應用 

決策矩陣由備選方案、風險發生的概率、以及風險對於企

業之威脅性所組成。對於目前所決策問題的描述會集中在決策矩

陣上顯示。而決策分析就是以決策矩陣為基礎，運用不同的分析

標準與方法，從若干個可行方案中選出最佳的可行方案。 

2.3.3 執行步驟 

1995年 4月美國空軍電子系統中心(Electmnic Systems 

Center)首次採用決策矩陣法對計畫風險進行評估。自 1996年以

來，美國空軍電子系統中心大量的計畫都採用決策矩陣方法對計

畫風險進行評估。決策矩陣法在計畫風險評估中主要可以分為以

下四個步驟：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8E%E9%99%A9%E8%AF%84%E4%BC%B0


(1). 風險影響等級的定義及說明 

首先，根據風險對流程的影響程度，決策矩陣法將風險對

流程的影響程度做區分並針對各個等級進行瞭解釋性說明。其中

我們將風險所引發的嚴重程度分成五個等級，以下將針對五個等

級作說明： 

 關鍵影響 

此等級影響程度最為嚴重，若是發生此等級之風險，將有可能

導致流程執行失敗，造成嚴重損失。 

 嚴重影響 

此等級之影響程度次之，如若發生此等級之風險，有可能造成

流程中經費的大幅增加，並且導致流程之完成週期拉長，致使

執行結果無法滿足流程目標之需求。 

 一般影響 

此等級為中等之影響，若是發生此類型之風險，可能會造成流

程執行過程之經費增加，並且致使流程執行週期產生延長，但

是於此程度之風險下，流程尚且可以符合其制定之重要目標。 

 微小影響 

於此類中之風險，對於流程執行的影響較少，但還是會造成流

程一定程度的經費的升高，對於流程的週期並不會產生太明顯



的拉長，發生此類風險時，對於流程內之目標也幾乎都能滿足。 

 可忽略 

此類風險對於流程的影響程度最小，基本上不會對流程的進行

造成危害。 

表 6：風險影響等級說明 

影響等

級 

定義及說明 

關鍵影

響 

若是發生此類型風險，將會導致流程執行失敗。 

嚴重影

響 

若是發生此類型風險，流程經費大幅增加，並且導致完成

週期拉長，無法滿足流程需求。 

一般影

響 

若是發生此類風險，流程經費增加，完成流程之週期拉長，

但尚且能夠符合流程之重要目標。 

微小影

響 

若是發生此類風險，流程經費增加，流程週期的拉長並不

明顯，對於流程內各項指標尚且能夠滿足。 

可忽略 若是發生此類風險，基本上不會對流程產生甚麼影響。 

 

(2). 風險發生概率定義及解釋性說明 

將風險可能發生的概率劃分成為五個等級，並針對這五個

不同等級進行解釋性說明： 

表 7：風險發生概率說明 

風險概率範圍

(%) 

相關概率解釋說明 

0-10 非常不可能會發生之風險 

11-40 不可能發生之風險 

41-60 可能會在流程中期發生之風險 

61-90 可能發生之風險 

91-100 極大可能發生之風險 



(3). 風險等級對照表 

由上面兩張表，風險影響等級的定義及說明和相關概率說

明，將風險發生概率定義及解釋性說明作為基石，建立風險影響

等級和風險概率的二維坐標，從而得到各個風險的級別： 

表 8：風險等級對照表 

影響等級 

概率範圍(%) 

可忽略 微小 一般 嚴重 關鍵 

0-10 低 低 低 中 中 

11-40 低 低 中 中 高 

41-60 低 中 中 中 高 

61-90 中 中 中 中 高 

91-100 中 高 高 高 高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見，風險等級對照表只是將我們所歸納

出之風險給予其三個淺顯易懂的風險等級(低、中、高)。但是我

們知道，每一個風險在企業中所處的重要性皆不相同，不僅是原

先風險等級的區分就已經是不同等級的風險，就算是原先的分級

出在同樣階級裡的不同風險，也都有其不同的重要程度。但是，

僅僅藉由上表，我們只能大致將風險區分成三類，並無法看出同

類中風險的排序，因此，高階決策管理者可能會無法將關鍵型的

風險從眾多的高風險中擷取出來。 

(4). 波達(Borda)排序法 

為了要從上表中所歸納出之風險結當中找出最為關鍵的風



險項目，必頇要針對這些風險結當中的各個風險項目進行排序，

依照重要性一一排序之後方才能夠找出眾多風險當中的關鍵風

險項目，這就必頇要使用 Borda排序法來進行重要性的排列。 

Borda排序法是一種投票制度。投票人按喜好排列候選者。

如果候選者在選票的排第一位，它就得某個分數；排第二位得一

個較小的分數……如此類推。分數累計下 來最高分的候選者便

取勝。其原理是由每個投票人按照一定的規則對各風險進行排

序，然後計算各個風險的得分總數，得到最高分的候選人為勝

者。得分最高者也就是最為關鍵的風險。事實上，Borda排序法

不僅可以用於高風險結。還可以用於中、低風險結。 

Borda排序法的具體算法為： 

 設 N為風險總數 

 i為某一特定風險 

 k表示某一準則，由上表三中可以發現此風險矩陣擁有兩個準

則，用 k=1表示風險影響，k=2表示風險發生概率 

 rik表示風險 i在準則 k下的風險等級 

風險 i的 Borda序值可由下面所是公式得出 

  



風險等級就由這些 Borda序值給出。某個風險的 Borda序

值就表示它所處的風險結當中比它更為關鍵的風險個數。如果被

評估的風險結為高風險結，那麼 Borda值為 0的就是影響流程成

功執行最為關鍵的風險。 

2.4 風險解決方案 

2.4.1 解決方案制定步驟 

(1). 找出各流程中風險發生原因 

藉由訪談、文獻及實務上的資料，找出採購至付款流程中風

險發生的原因為何。 

(2). 找出各風險可能發生之後果 

    指出各個風險會產生可能發生之後果，提醒合作廠商嚴重

性。 

(3). 提出流程中各風險的解決方案 

     藉由訪談、文獻及實務上的資料，加上詢問實務界的專家，

整理出每個風險的解決方案，以供合作院方能夠採用解決方案降

低風險造成之損失。 

2.4.2 各風險解決方案 

下表是經由上述步驟所整理出合作廠商在耗衛材流程中可能

遭遇到之風險，其中流程是以請購、採購、驗收、庫存、付款為



主；風險發生原因是指每個流程中因作業疏失而產生之風險；風

險產生後會對合作廠商造成甚麼影響；最後提供每個風險項目解

決方案，讓合作廠商損失傷害降到最低。 

表 9：耗衛材風險解決方案 

流

程 

風險發生原因 可能發生後果 解決方案 

請

購 

請購沒有經過

核准 

未經請購的衛耗材發生，造

成浪費(購買不必要的衛耗

材) 

1.要求請購部門

簽 回 完 整 流

程，始可採購。 

2.依重要性法則

將 80%必要衛耗

材列入年度採

購預算，如遇特

殊情形，可採特

簽模式走請採

驗流程。 

3.加強人員使用

表單素質及流

程。 

4.內部稽核需加

強查核。 

請購事項變更

沒有經過核准 

造成有心人士新增或修減

貨品之數量，導致購買不必

要的衛耗材及購買不足的

衛耗材 

1.要求請購部門

簽 回 完 整 流

程，始可採購。 

2.加強人員使用

表單素質及流

程。 

請購沒有根據

程序書辦理 

未符合院方作業程序一致

性 

1.加強人員教育

訓練。 

2.內部稽核需加

強查核。 

請購沒有檢附

相關資料 

無法歸屬於特定病人，且難

以追查請購物品是否為病

人需要 

請購單上人員簽

核頇落實執行。 

緊急請購沒有 因緊急請購特性為非一般 建立緊急採購流



說明原因 性交易、需要核准、或衛耗

材存貨不足等，不瞭解原因

會有上述情況發生 

程及規範。 

請購、訂購等單

據沒有連續編

號 

採購之衛耗材會被低估(沒

有入帳) 

導進 ERP系統。 

採

購 

單位研判後沒

有及時建立廠

商資料 

無法提供未來採購時廠商

相關資料 

1.建立廠商基本

資料。 

2.定期評鑑廠商

資料。 

單位沒有定期

調整採買人工

作內容 

避免採買人進行多次同項

工作後，與供應商關係良

好，有舞弊可能性產生 

1.採購人員頇定

期做工作輪調。 

2.公司主動掌握

採購價格。 

沒有擁有二家

以上之供應商 

(I)若主要供應商倒閉將導

致院方利潤受到損失 

(II)過度依賴主要供應

商，價格決定者變成供應

商，導致院方利潤受到損失 

採購人員頇積極

開發第二線供應

商，並落實供應廠

商評鑑。 

沒有二至三家

之供應商互為

比較 

無法挑選適合及對院方最

有利之供應商，導致院方採

購造成損失 

採購人員頇積極

開發第二線供應

商，並落實供應廠

商評鑑。 

沒有依採購合

約規定處理 

買賣雙方可能對採購事項

產生誤解，造成未依採購規

定處理，導致增加雙方信用

損失 

1.加強人員教育

訓練。 

2.內部稽核需加

強查核。 

沒有建立比價

內容及序號建

檔 

(I)若比價內容不透明化，

造成有與某特定供應商勾

結的可能性發生 

(II)若沒按照健保局制度

序號建檔，可能遭受健保局

之處罰 

1.要求供應商定

期更新各類品

採購價格。 

2.採購人員頇定

期做工作輪調。 

3.依健保局制度

序號建檔。 

4.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檢視 

採購價格不合

理 

避免採購人員以較高或較

低之價格購買，造成院方之

要求供應商定期

更新各類品採購



損失 價格。 

採購價及詢價

檔不同 

若兩者不相同，造成院方輸

入採購價失真，採購價高於

詢購價，導致院方發生損失 

1.瞭解是否因價

格波動或品質

交期影響所致。 

2.懲處失職人員。 

議價之條件手

續不符合醫院

規定 

無法確保議價相關事項與

醫院規定一致 

加強人員教育訓

練。 

未參考過去詢

價紀錄及相關

市場 

(I)採購到較高價格，造成

院方之損失 

(II)未瞭解衛耗材市場趨

勢，無法以最有利價格購進

衛耗材 

1.加強採購人員

教育訓練。 

2.要求供應商定

期更新各類品

採購價格。 

訂單沒有執行

追蹤控制 

訂單可能遺失，造成平均等

待時間過長 

定期執行 ERP 系

統有請未訂及有

採 未 驗 相 關 資

訊，並執行差異分

析。 

沒有依據已核

准之請購單而

發出訂購單及

訂購單未經採

購部門核准 

可能有未經授權即發出訂

購單，造成不必要之訂購 

加強採購人員教

育訓練。 

單位雇用不具

採購資格之人 

若採購人員不具採購專業

人員資格，則會導致採購過

程出現風險可能性增加 

加強採購人員教

育訓練。 

驗

收 

衛耗材驗收未

依驗收標準處

理 

降低衛耗材驗收效率 合格供應商可有

免驗機制，將檢驗

重點置於較有爭

議的衛耗材上。 

驗收手續無法

確實執行 

降低衛耗材驗收效率 合格供應商可有

免驗機制，將檢驗

重點置於較有爭

議的衛耗材上。 

執行換貨或退

貨手續不合宜 

(I)單位可能未執行換貨及

退貨動作，造成醫院收到 

異常衛耗材 

1.建立退換貨標

準流程。 

2.定期檢視相關



(II)處理流程未具效率且

未達院方要求 

流程是否合宜。 

無法掌握請購

與驗收數量 

收到未請購之衛耗材 退回給供應廠商。 

驗收時有無根

據數量之明細

表驗收 

降低驗收部門詳細驗收的

情況及驗收人員為切實清

點其到貨 

要求相關人員確

實清點品名數量

後，始可入庫。 

無訂購量之衛

耗材給予驗收 

收到未訂(採)購的貨品 退回給供應廠商。 

單位沒有一套

標準驗收流程 

導致單位在衛耗材驗收時

效率較低 

 

建立統一標準流

程，界定驗收程序

及執行人員工作

職掌。 

庫

存 

沒有依照類別

建立料架(櫃) 

無法加強衛耗材分類制度

且增加等待時間，導致分類

錯誤可能性增加 

1.依照類別建立

料架(櫃) 

2.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檢視 

沒有依照物品

建立號碼及標

示 

無法加強衛耗材分類制度

且增加等待時間，導致分類

錯誤可能性增加 

1.依照物品建立

號碼及標示 

2.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檢視 

沒有依照資材

代碼儲存於特

定電腦資料中 

無法助於衛耗材分類及利

用電腦找出衛耗材使用記

錄 

導進 ERP系統。 

倉儲設備佈置

不適當及空間

不充足 

(I)衛耗材無法存入庫房，

可能要另外租倉庫，造成額

外損失之增加 

(II)倉儲佈置不適當增加

無附加價值活動 

就重要的衛耗材

增加倉儲空間或

設備，亦為必要的

經營成本。 

沒有建立合宜

的退庫品書面

資料 

無法確保退庫品處理流程

完善且降低處理效率 

導進 ERP系統。 

庫房的鎖不牢

固及消防設備

沒達合格標準 

(I)庫房接近控制不良造成

存貨失竊 

(II)火災發生造成存貨損

失 

1.重要原料及衛

耗 材 均 需 投

保，降低火險損

失。 

2. 增 設 保 全 設



施，減少失竊風

險。 

未設有複核衛

耗材機制及紀

錄 

無法定期複核控管衛耗材

資訊及衛耗材有可能遭有

心人士盜用，導致衛耗材數

量失真的可能性增加 

1.重要衛耗材頇

建立庫存表及

進耗存紀錄。 

2.定期盤點衛耗

材庫存。 

未定期執行盤

點及未建立盤

盈盤虧流程 

(I)無法定期控管衛耗材，

導致衛耗材數量失真的可

能性增加 

(II)無法管理衛耗材盤盈

盤虧，導致衛耗材數量失真

的可能性增加 

1.重要衛耗材頇

建立庫存表及

進耗存紀錄。 

2.定期盤點衛耗

材庫存。 

盤盈盤虧未經

適當核准及未

深入追查其原

因 

(I) 未經核准之盤盈盤虧

發生，造成數量失真的可能

性增加 

(II) 無法助於盤盈盤虧責

任歸屬 

確實瞭解盤盈發 

生情形。 

某人員以未經

核准特定表單

請領衛耗材 

衛耗材可能被未核准者取

走，導致數量失真的可能性

增加 

1.加強採購人員

教育訓練。 

2.未經核准特定

表單不准請領

衛耗材 

未定期查核呆

滯料及未設有

控管機制 

無法確保呆滯料控管完善

及數量正確 

此項應列入倉管

定期管理事項，定

期檢列報表檢視。 

未查明呆滯料

發生原因或發

生原因不合理

及處理方案不

確實執行 

造成呆滯料項目增加，導致

存貨管理上困難 

此項應列入倉管

定期管理事項，定

期檢列報表檢視。 

未設有呆滯料

標售辦理紀錄 

無法確保呆滯料出售價格

合理，導致醫院損失增加 

1.設有呆滯料標

售辦理紀錄。 

2.呆滯料標售應

該有適當流程

及相關人員覆

核。 

呆滯料分類錯 呆滯料分類不合理將導致 1.加強倉管人員



誤 存貨管理上發生錯誤，亦即

處理流程中發生偏差及財

務報表上表達錯誤 

教育訓練。 

2.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檢視 

廠商交貨未送

上送貨單及庫

房未依送貨單

核對衛耗材 

(I)收到非交易對象之供應

商衛耗材，造成院方需要執

行退貨等不必要程序 

(II)供應商送交錯誤品項

或數量衛耗材，造成院方需

要執行退貨等不必要程序 

1.加強倉管人員

教育訓練。 

2.內部稽核人員

定期檢視 

未載明訂購單

號碼 

收到非訂購之衛耗材 退回給供應廠商。 

退貨單位未填

具經權責單位

填寫之退貨單

及未將衛耗材

交由庫房處理 

未經核准之退貨發生 加強倉管人員教

育訓練。內部稽核

人員定期檢視 

驗收員沒有重

新清點入庫貨

品數量 

進貨物品的數量僅依驗收

報告單所記載驗收，造成庫

房驗收員不再執行衛耗材

複核 

加強倉管人員教

育訓練。 

 

付

款 

醫院沒有如期

付款 

若醫院沒有如期付款，將造

成信用損失增加 

檢 視 是 否 為 常

態，可能有異常事

項產生。 

交易從信用交

易改為現金交

易 

若由信用交易改為現金交

易，表示供應商對醫院信用

降低，導致醫院信用風險增

加 

與供應商保持良

好供應關係。 

醫院有違約的

情形發生 

若每期分期付款金額無法

支付，導致信用風險增加 

檢視財務融資及 

可用資金是否有 

吃緊狀況。 

醫院未如期交

付銀行本金及

利息 

若與銀行借款之本金或利

息沒有如期支付，導致銀行

對醫院信用低低，信用風險

增加 

檢視財務融資及 

可用資金是否有 

吃緊狀況。 

未簡齊憑證即

申請付款 

付給未經核准的採購案

件，造成院方損失 

加強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 

預付費用之處 未經核准之預付費用發生 加強財務人員教



理不合理及未

經核准 

育訓練。 

未將每月之對

帳單與應付帳

款明細表及未

付款憑單調節 

院方可能有未入帳之負

債，亦即低估負債 

加強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 

沒有控制預付

款項 

已付款但未收貨品之情形

發生 

加強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 

收到發票時未

立即入帳 

院方可能低估進貨(亦即購

買衛耗材但未列入院方之

進貨中) 

加強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 

未經核准即簽

發支票付款 

未經核准之支票發出，付款

給非實際進貨之供應商 

加強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 

付款沒有以抬

頭、劃線、禁止

轉讓之支票付

款 

付款給非供貨之供應商 加強財務人員教

育訓練。 

單位沒有建立

罰款暨品質不

良換貨或扣款

資料 

若付款單位延遲付款，造成

不必要之損失(院方)供應

商延遲交貨、品質不佳，造

成院方衛耗材週轉不靈 

加強品管及倉管

人員教育訓練。 

 

 

 

 

 

 

 

 

 

 

 

 

 

 

 

 



2.5 專案結果說明 

2.5.1 商品成果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目前已將平台設計之內容委託系統廠商建構一套系統平台

供合作廠商使用，而其他醫療院所及其它產業也對此平台有興

趣，藉由商管老師在系統廠商、其合作院方、相關產業間所扮演

的溝通角色，除了能夠肩負起合作平台上之橋量外，更進一步能

夠有效的將風險管理諮詢平台商品化、，出售給予其他醫療院所

及其他產業，達成商品成果化之目標。 

2.5.2 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目前沒有打算將計畫團隊投入相關產業。 

2.5.3 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 

目前合作廠商大多是強調在病人安全、用藥安全，產業較

無流程風險管理的概念(例如耗衛材流程主要是以採購及付款循

環為主，故著重在採購及付款循環會發生何種風險、櫃檯流程主

要是以現金收入、支出為主，故著重在現金管理上會發生何種風

險)，以達到流程控管的目標，分析產業面臨之問題，進而提供

恰當之解決方案供高層決策者參考使用。 

 



2.5.4 提供解決方案 

分析產業所遇到風險相關的問題，藉由文獻、實務上資料

的蒐集、相關或非相關產業的經驗、配合訪談所得知的訊息，將

其結合起來完成一套良好的解決方案；最後設計一套風險管理系

統平台，使合作廠商能夠有效的了解流程、定義出流程當中可能

存在的風險、進而辨識流程中的風險、評估流程中的風險、解決

流程中的風險，降低風險所造成的損失。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1. 系統平台 

    本專案未來會持續進行，主要分為兩個方向：系統平台與風險

管理架構。關於系統平台部分又分為三項主要拓展內容，分別為問

卷與 SOP內容、流程、單位，以下表為上述三項做一完整說明： 

表 10：平台拓展計劃說明 

拓展項目 拓展說明 

問卷、SOP內容 (1)問卷內容主要是依合作廠商、文獻、專家的意

見所設計，為了避免問卷過於制式化及不符合醫院

情況，故系統開放權限，以供未來合作廠商想要新

增或修改問卷項目 

(2)流程SOP主要是依合作廠商所提供之現有資料

繪製而成，考慮到未來合作廠商想要改變SOP或置

入其他流程SOP，故系統開放權限以便合作廠商想

要修改或新增SOP 

流程 因本專案系統平台主要鎖定耗衛材、櫃檯、藥品三

大流程，而合作院方內部不只這三大流程，故未來

可將目標擴展至其他流程，以朝建立完整醫院流程



之目標 

單位 因目前平台使用單位為一般使用者、前述三大流程

基層主管、高階主管及稽核室，未來可將權限開放

給更多相關人員或其他流程基層主管、高階主管 

 

2. 風險管理架構 

    其中風險管理又分為項主要拓展內容，分別為風險架構以及風

險解決方式： 

表 11：風險拓展計劃說明 

拓展項目 拓展說明 

風險架構 本專案利用文獻、實務上的意見，建立一套屬於醫

療產業風險架構，但深怕蒐集資料不夠齊全及因環

境變遷、合作廠商特性所衍生出之特別風險，故本

專案未來可利用更多的時間，以建構更完整之醫療

產業風險架構 

風險解決方式 本專案對於每一項風險都訂有一套解決方案，但深

怕環境變遷及不符合醫療產業現有情況，本專案未

來可蒐集更多詳細資料以符合現有情況，且合作院

方也可自行新增或修改解決方案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

成果 

實際

結果 

差異說明 

文獻資料探討 100% 100%  

與合作所院相關主

管及人員進行訪談 
100% 100%  

耗衛材管理流程及

查核程序協助 
100% 100%  

藥品管理流程及查

核程序之協助 
100% 80% 

經詢問及調查後發現，耗衛材與

藥品的管理流程部分符合，固某

一部份可同時進行。 

醫療產業風險管理

顧問諮詢服務平台

之開發與建置 

100% 80% 
目前委由廠商進行平台程式撰

寫，執行中。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及功能主要有下列三項： 

1. 協助商品化 

做為系統廠商、合作院方溝通橋梁及行銷系統平台給合作院方及

同產業。 

2. 問題分析 

透過訪談找尋合作廠商所面臨到之風險管理問題及利用學術理

論幫助合作廠商發現問題。 

3. 問題解決 

利用文獻實務上資料給予合作廠商建議。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1. 與合作院所互動 

    主要分為計畫團隊在訪談前一個禮拜提出問題、合作院所

先對問題擬定答案，計畫團隊在經由訪談討論問題，最後再整

理上回訪談資料針對疑問地方提出問題，下述有詳細的解釋： 

 計畫團隊提出問題 

計畫團隊擬定要問的問題，在一個禮拜前將問題寄給合作

院所，以利合作院所有時間準備資料及答案 

 合作院所擬定答案 

合作廠商內部先針對問題回答，以加快訪談的速度及確保

答案的完整性 

 雙方訪談討論 

藉由訪談討論了解問題點且可以與合作院所溝通我們的需

求(例如索取必要資料)為何，使雙方合作更順利。 

 整理訪談資料 

訪談完畢後整理訪談稿及訪談重點，以重新檢查是否有不

懂的地方或疑問，馬上聯絡合作院所回答疑問。 

 

 



2. 與系統廠商互動 

主要分為將資料交付廠商、廠商提出問題、計畫團隊回覆

問題： 

 資料交付廠商 

在進行完個部分的作業之後，緊接著就要開始平台的規劃

與設計，在本團隊將平台架構以及相關訊息設計完成後告

知廠商，且將需要的資料及內容一併交付給廠商(廠商有建

立 google協作平台以供聯絡)。 

 廠商提出問題 

在進行平台開發時，若廠商發現問題會立即連絡計畫團隊

開會討論(例如問卷內容是要分批填答還是全部填答、問卷

項目是否能對應到一個風險項目等)，以快速解決問題及開

發系統。 

 回覆問題 

計畫團隊會透過開會或 google協作平台回覆廠商問題。 

 

 

 

 



(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陳奕豪 兼任助理 
9月 

(   11月   ) 
協助計畫文獻蒐集 

張書維 兼任助理 
9月 

(   11月   ) 
協助計畫文獻蒐集 

高旭興 兼任助理 
1月 

(   3月   ) 
協助計畫報告整理 

許芙瑄 兼任助理 
1月 

(   3月   ) 
協助計畫報告整理 

邱齡葦 兼任助理 
1月 

(   3月   ) 
協助計畫報告整理 

史雅男 兼任助理 
2月 

(   4月   ) 
協助計畫文獻蒐集 

鄭宜佩 兼任助理 
3月 

(   5月   ) 
協助計畫報帳事宜 

沈政鴻 臨時人力 20小時 協助計畫文獻蒐集 

 

 

 

 

 

 

 



(九) 經費動支表 

預估 9-12月人事費用 

專任助理、兼任助理、工讀生 

類別/級別  

(博士/碩士

/大學)  

人

數  

工作月數  

(9-12月)  

月支酬

金  

小計  在本計畫擔任具

體工作項目  

博士  1  4 (9-12

月)  

10,000  $40,000  逐字稿、文獻收

集、系統規畫  

碩士  1  5 (8-12

月)  

3,500  $17,500  協助計畫報帳相

關事務 

(薪資往前追溯一

個月)  

臨時工資  1～

2  

4(9-12

月)  

 $40,000  逐字稿、文獻收

集、系統規畫  

 

預估9-12月業務費用 〈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用與國內學者交通費〉 

 說明 
單

位 

數

量 
單價 金額 

備註

(參加

人)  

業務費與

系統開發

費用  

    $164,186   

10/1交通

費 

至中山

大學開

會 

位 1  1,370  $1,370  教授 

10/3交通

費 

至中山

大學例

會 

位 3  
助理:1270*2

教授:1370  
$3,910  

教授、

助理  

10/31結案

報告交通

費 

暫定至

政治大

學結案

報告 

位 4  
助理:2610*2

教授:2710*1  
$7,930  

教授、

助理  

 

 

 

 

 



預計 9-12 月總花費：$ 274,710  

預計至 12 月底專案結束，預算執行率：  

(125,104+274896) / 400,000 = 100%  

專案結束，經費是否能用完?  ( 請詳實填寫，以利我們調配資源 )  

      __V_是           ____否，預計餘額為_______0____ 元  

 

目前實際經費使用率： 

S02 李

佳

玲

老

師 

預算 累計核

銷 

(實際) 

%   目前確定核銷總金額 

(實際) 

% 

研

究

人

力

費 

主

持

人 

     

專

任 

     

兼

任 

 

192,000 

    

96,000 

50% 原先兩位兼任助理薪資： 

6000*2*11=132,000 

9月後新聘任助理： 

5000*3*3=45,000 

10000*1*4=40,000 

3500*1*4=14,000 

合計：99,000 

臨時工讀總金額： 

3000+3600=6,600 

102% 

臨

時

人

力 

40,000       

3600 

 9% 

小計  

232,000 

     

3,600 

43% 237,600 102% 

其他業

務費 

168,000  46,128  27% 系統開發費用：76,500 

主持人至 10月底已使用業

務費：

71% 



46128+32430+11083=89,641 

小計 168,000  46,128  27% 166,141 98% 

總計 400,00

0  

145,

728 

36% 403,741 100.9% 

 

三、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降低存貨管理成

本 

($55,541,622-$45,266,256

)x0.1=$1,027,537 

10,275,366是最近合作廠商一年

來因存貨管理疏失增加之損失；利

用風險管理諮詢平台能降低百分之

十的耗衛材相關風險，進而降低

1,027,537損失 

減少現金作業流

程疏失，增加現

金量 

(231,374,,865-143,819,98

1)x0.02=$1,751,098 

87,554884是最近合作廠商一年來

因現金作業損失疏失增加之損失；

利用風險管理諮詢平台能降低百分

之二的櫃檯相關風險，進而降低

1,751,098損失 

 

(二) 質化成果  

分類 效益目標 內容說明 

專案中研究成果

商品化之可能性

與現況 

風險管理諮詢

化平台 

主要功能為風險自評(協助判斷

風險重大性及發生可能性)、SOP

流程查詢及訊息溝通，幫助院方

透過風險管理諮詢平台能夠更迅

速的達到院方目標，達到效率最

大化。  

專案中產業面臨

之實務問題 

風險識別  利用文獻或訪談過程收集風險資

料，幫助院方分類風險、找出風

險發生原因、可能後果、解決方

案，建立一套完整的風險識別內

容，使院方能清楚掌握所發生的

風險內容為何  



專案中產業面臨

之實務問題 

風險評估  

 

利用風險矩陣及波達風險值計

算，幫助院方找出風險影響程

度、風險嚴重性為何，以利院方

能夠在下年度控管較嚴重之風險  

所提供解決方案 風險解決 利用前述風險矩陣、波達風險值

所計算之結果，給予各個風險的

解決方案，使合作廠商能夠及時

採用有效的解決方案，降低風險

所造成之損失 

所提供解決方案 作業流程 幫助院方架構出耗衛材、櫃台、

藥品作業流程，使院方能夠清楚

掌握各流程及控制項目  

(三) 未來擴散效益 

本專案鎖定教學型醫院與地區型醫院，因與合作廠商層級相同或較高，調

查結果發現全台共有55家醫院符合我們的要求，故未來這55家醫院若導入此專案

風險管理諮詢顧問平台，則預期的效益有：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降低存貨管理成

本 

($55,541,622-$45,266,256

)x0.1x55=$56,514,535 

10,275,366是最近合作廠商一

年來因存貨管理疏失增加之損

失；利用風險管理諮詢平台能降

低百分之十的耗衛材相關風

險，進而降低 56,514,535 損

失，55家為符合我們專案計畫

資格的醫院  

減少現金作業流

程疏失，增加現

金量 

(231,374,,865-143,819,98

1)x0.02x55=$96,310,390 

87,554884是最近合作廠商一

年來因現金作業損失疏失增加

之損失；利用風險管理諮詢平台

能降低百分之二的櫃檯相關風

險，進而降低 96,310,390 損

失，55家為符合我們專案計畫

資格的醫院  

 

 



四、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1. 國內文獻資料蒐集較困難： 

因國內較少人探討醫療產業流程控管的風險管理，故本專案

搜尋國外文獻及找尋實務上之經驗，彌補國內文獻之不足。 

2. 訪談人選受限： 

因本專案是透過稽核室做為與合作廠商其它單位的溝通橋

梁，而其他單位對此專案不夠瞭解導致不願意配合，但最後藉由

稽核室及本團隊的溝通協調，已成功訪談到適合人選。 

3. 過去較少人明確定義醫療產業風險架構： 

因過去探討醫療產業的風險主要是著重於病人安全、醫療糾

紛，都是以單一事項為改善目標，故沒有完整醫療產業的風險架

構。而本專案利用吳思華先生的風險架構及搭配因醫療產業特性

所衍生出來之特有風險，架構出一套完整且適用於醫療風險的風

險架構。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 

1、 定期開會監督： 

因本計畫案過程較為辛苦，且進度比起原先預期較為緩慢，

故希望能夠維持一個星期固定開會，已掌握進度，使計畫能夠符

合預期進度或超越進度。 

2、 人手不足： 

因本計畫只有兩個兼任助理，造成工作量負擔過大，希望未

來能夠提前雇用人手，使計畫運作較為順暢。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 

1、 帳目核銷希望能較快速： 

因有些助理薪資及出差費會拖滿久時間，造成學生們要先出

錢，故希望能加速帳目核銷。 

2、 例會時間希望能加以控制： 

因有些助理、老師是從較遠地方前往，希望能拿捏會議內容，

使會議時間若能提前結束，讓助理、老師能夠提前回去。 

(四) 執行心得 

在經過一年的努力後，商管橋接計畫也到了尾聲，在過程中不論是與廠商

的互動、與各專案負責人的討論等，皆是我們團隊這一年來的收獲；過程很辛苦，

但也很甜蜜，本專案對於此計畫有三個心得。 



1. 培養與學生情誼 

    定期的與學生討論計畫，除了定期監督進度外，也能利用

空閒時間了解學生最近的情況，例如最近去哪裡玩、論文寫得

怎樣、最近有沒有在準備什麼考詴，與學生的關係更拉近一步，

有時候還會跟學生努力到半夜，過程雖然辛苦，聽起來也不可

思議，但的確藉由這個計畫讓我們知道學生的想法。 

2. 透過例會瞭解各學校想法 

    透過每次定期的例會可以帶來下列三項好處，一是定期監

督各分區專案進度；除了定期開會以外，還要繳交月報、期中

報及相關資料供總計劃參考，讓總計劃瞭解各個專案目前的進

度、瓶頸為何。二是將相同概念的專案結合起來；像我們的專

案就與另一個專案連結在一起，讓整個醫療產業可以享受到我

們給予的效益，使醫療產業效益極大化。三是透過各個教授、

助理的討論，能夠使各專案串連起來；雖然我們只是其中一個

小專案，但透過我們對醫療產業的研究，能夠補足總計畫對於

產業、行業的不足。 

 

 



3. 與合作廠商互動 

    合作廠商的配合度很高，不論是在時間、人力等，且合作

廠商每次都會泡上一壺好茶給訪談者，讓訪談者備感溫馨；還

會關心老師、學生的近況；雖然有些資料要不到，但我們感受

的出來合作廠商已經盡力了。除了藉由訪談完成本專案的任務

外，同時也能夠讓合作廠商知道本專案、整個總計劃未來的走

向，給予其它類似專案意見，讓整個計畫可以連結在一起。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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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舊振南行動條碼庫存與盤點系統之研發 

主持人：孫思源 教授 執行期間：98年01月  ~  99年11月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透過技術移轉方式，減少舊振南自行研究發展的大量投資、避免

錯誤或延誤商機、並可符合舊振南需求 。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協助舊振南進行流程分析，分析造成包裝材料庫存料帳不一之問

題，經過不斷地觀察、實驗、記錄，並協助流程問題修正 。 

■ 問題解決: 藉由資訊管理領域專業知識，應用適當的資訊科技QR code及行

動技術，建置舊振南包裝材料的庫存與盤點系統，改善庫存料帳不一的問題，

以協助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 。 

參與廠商：□無，■有:       舊振南食品公司    

一、專案目標 

合作廠商-舊振南餅店在包裝材料庫存管理方面，未進行完整之管理，而庫

存管理報表亦只使用excel進行管理，這樣的管理方式出現了許多問題：無法掌

握供應商價格波動、人工作業成本高及易發生疏失、無法掌握庫存屯積時間、

必頇在盤點後才能進行採購、人工作業易導致料帳不一…等等。 

    根據以上提及之問題，本計畫欲為舊振南建立包裝材料庫存管理系統雛

型，並搭配QR碼輔助進貨、領料、報廢、盤點、調撥、退貨等作業，達到掌握

供應商價格波動、標準化公司作業流程、減少人工作業的成本及疏失、掌握物

品品質狀態、縮短訊息回應時間、庫存即時化、改善庫存料帳不符之錯誤、追

蹤盤差原因並改善等等。 

二、執行架構 

1. 個案需求確認 

合作廠商提出庫存管理存在許多問題，為深入了解問題所在，需透

過參訪舊振南工廠以及多次個案深入訪談，以確認個案確切需求及工廠

作業流程問題所在。 

2. 系統分析 

針對舊振南問題進行流程分析及流程再造，並選擇適當的資訊科技

輔助解決，確定流程及解決方案後，及可進行系統設計，並產生Use-case

圖、DFD系統流程圖、實體關係圖等，並進行資料庫欄位確認及資料正

規化。 

3. 系統雛型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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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系統分析及設計，即開始進行系統雛型建置，並在建置時，不

斷地與個案廠商溝通協調，以期系統能符合舊振南公司需求。 

4. 系統測試 

完成系統建置，必頇測試系統功能是否存在問題，並確認系統功能

是否達成個案廠商需求。 

5. 系統上線 

本專案為解決舊振南包裝材料庫存管理方面之問題，除了進行需求

分析、系統分析與設計、系統建置與系統測試等，為確實解決舊振南問

題，本專案將協助舊振南導入系統。為避免員工對新科技技術產生排

斥，提供舊振南系統使用說明書，協助員工能順利操作系統，並輔導個

案廠商進行系統上線。 

三、執行情形說明 

原計畫書內容預計協助改善舊振南在包裝材料及成品庫存管理方面的問

題，但二月進行多次深入訪談以確認顧客需求時，舊振南董事長提出希望能針

對包裝材料進行庫存管理。 

因此，專案已朝向包裝材料之庫存及盤點進行，已多次參訪舊振南中央工

廠，以及多次深入訪談，了解作業流程及分析作業流程所產生的問題。本專案

執行歷程說明如下： 

1. 99年3月提出解決方案，且與舊振南相關人員達成共識。 

2. 99年4月進行流程分析，並完成系統分析。 

3. 99年6月針對所提出之解決方案完成系統設計。 

4. 99年10月陸續完成QR code程式與手機平台建置。 

5. 預計於99年10月底完成包裝材料庫存及盤點系統平台，並於12月底完

成系統測試。 

四、預期效益 

完成包裝材料庫存與盤點管理系統後，預期能為舊振南帶來許多的效益，

簡列於下： 

1. 標準化公司作業流程 

2. 降低人工盤差損失 

3. 掌握物品品質狀 

4. 縮短訊息回應時間 

5. 庫存即時化 

6. 庫存料帳相符 

7. 減少人力成本 

8. 減少損耗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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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案目標與背景 

台灣糕餅業發展至今已逾百年之久，超過百年老字號的糕餅店更為數不少，

但是隨著WTO開放西式餅業引入而改變顧客的消費行為，加上台灣結婚率和生育

率逐年下滑以及外籍配偶興起的影響，糕餅業市場規模逐漸萎縮，業者之間的競

爭關係顯得更激烈。另外，由於時代的變遷，產品的單一性已經無法滿足於消費

者，因此各廠商無不全力投入於包裝及產品多樣化的傳統策略，爭搶台灣喜餅每

年約20億元的市場。多樣化策略將使得包裝材料種類大幅增加，而存貨盤點與管

理即成為企業最棘手之問題，故如何有效管理庫存及降低庫存成本，並能隨時掌

握庫存正確性並提昇供應績效為企業目前最大的課題。 

 

 

 

 

圖 1  台灣糕餅業現況 

舊振南餅店陸續展店並不斷研發新包裝和產品，包裝材料庫存管理與盤點方

面仍使用傳統的方法，透過人工與紙本搭配進行，由盤點人員至倉庫逐項清點並

紀錄於紙本，再以人工方式將資料逐筆輸入電腦並儲存；這樣的方式雖然簡單，

但是盤點時間卻相當長，人工作業及資料輸入易產生人為疏失，也導致出現了許

多問題：無法掌握供應商價格波動、人工作業成本高及易發生疏失、無法掌握庫

存屯積時間、必頇在盤點後才能進行採購、人工作業易導致料帳不一…等等。 

 

 

 

 

圖 2  個案公司現況 

    根據以上提及之問題，本計畫欲為舊振南建立包裝材料庫存管理系統雛型，

並搭配QR碼輔助進貨、領料、報廢、盤點、調撥、退貨等作業，達到掌握供應商

價格波動、標準化公司作業流程、減少人工作業的成本及疏失、掌握物品品質狀

態、縮短訊息回應時間、庫存即時化、改善庫存料帳不符之錯誤、追蹤盤差原因

並改善等等，終將降低企業的決策品質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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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案執行內容 

(一)、執行概念 
目前台灣各個產業都已意識到存貨正確性所帶來的價值，但由於存貨問

題複雜，大多數企業均導入資訊科技來協助存貨管理，現下最普遍使用的條

碼為「一維條碼」，雖然一維條碼能有效地了解庫存量，經由條碼閱讀器將

產品編號輸入，快速且正確的將產品數量收集完成；但是，一維條碼能紀錄

的資訊欄位十分有限，以及條碼若有污損或是彎曲則不容易甚至無法讀取，

有鑑於此，日本業者於1994年開發出「二維條碼（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 

QR code除了能儲存更多的資料之外，更具有錯誤修正之功能，使用者

亦無需像普通條碼般在掃描時需直線對準掃描器；另外，QR code為開放性

軟體，因此，標籤製作不需任何費用，而讀取器只要使用具有30萬畫素相機

之手機即可，這幾項的優勢，讓QR code成為日本最為流行的二維條碼。 

有效管理庫存以及提高存貨盤點正確性以及效率為各企業之首要課

題，過去傳統盤點方法以及一維條碼的盤點方式仍有許多缺點，在資訊科技

發展之下，研發出具有較高儲存容量以及糾錯能力的QR code。 

有鑑於一維條碼未來將不敷使用之問題，並根據舊振南之個案需求與實

際流程分析後，本專案將以QR code作為舊振南公司之解決方案應用之主要

科技技術，來解決舊振南在包裝材料庫存管理方面所產生之問題。 

 

(二)、研究方法 
本專案之執行詳細流程圖與說明如下： 

 

 

 

 

 

 

圖 3  個案公司現況 

1. 確立動機及目的 

確立動機及目的，主要希望能找出舊振南公司所面臨的問題，並將

所要解決的問題整理出來後，開始構想如何透過資訊科技協助舊振南公

司解決問題，以及系統所需要的架構與資訊等等。 

而本專案之目的在於協助舊振南公司解決包裝材料庫存賬目不一

的問題，以達到存貨正確性及即時性，最終降低公司之作業成本、提高

營收與利潤等等。 

確立動機及目的 相關資料搜集 系統規劃與設計 

系統建置與測試 QR 碼建置 



[NSC 98-2420-H-004-183-] 孫思源 教授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舊振南行動條碼庫存與盤點系統之研發|期末報告 7 

 

2. 相關資料搜集 

透過相關資料搜集，以了解目前資訊科技如何改善存貨不正確性以

及庫存管理系統發展等資訊，並以舊振南公司需求為主軸，搜集目前普

遍應用於庫存管理的條碼技術、RFID技術與QR code技術的發展、原理、

優缺點及應用進行比較。 

經過各項資訊科技技術與舊振南公司需要比較後，本專案基於舊振

南需求搭配與成本因素之下，選擇QR code技術來解決商業問題。 

3. 系統規劃與設計 

以深度訪談方式進行需求分析，了解舊振南公司現行庫存盤點之作

業流程問題與需求後，並以其為基礎，進行QR code包裝材料庫存管理

盤點系統雛型及架構之分析及設計，使用個案使用圖（Use-Case 

Diagram ）、資料流程圖（ Data-Flow Diagram ）、實體關係圖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s）等方式表示。 

4. 系統建置與測試 

透過系統規劃與設計階段之產出，進行系統建置與開發；完成開發

後，進行系統效能測試，首先由系統分析人員進行系統單元測試，進行

各個模組之功能測試，並改善有問題之功能模組。單元測試無誤後將請

舊振南公司之系統相關使用人員進行使用者測試，以了解系統功能與流

程是否正確符合舊振南需求。 

5. QR 碼建置 

為順利完成系統上線，頇事先建立商品的行動二維條碼，除了提升

門市盤點速度，更可提供顧客了解商品資訊，其可隱含大量資訊，而舊

振南商品資訊應包括：產品生產國家、製造廠商、商品名稱、生產日期、

有效期限、商店網址、地址、價錢等等。 

 

(三)、執行結果 
近年來，各產業逐漸意識到存貨正確性能提升決策有效性，紛紛導入各

樣即時生產系統及企業資源規劃，希望能以正確的存貨資訊作為決策的基

礎，帶動公司的績效成長。但是許多公司僅導入市面上的庫存管理套裝軟

體，這樣的套裝軟體並不全然適合各行各業的公司使用，若只是一味的追隨

競爭者導入，而未加以評估或進行企業流程改善並有效率的結合，反而會削

弱自身競爭力。 

本研究之個案-舊振南公司投入糕餅產業逾百年，研發之糕餅數量不可

勝數，其包裝材料數量更是指不勝屈。舊振南公司收入的主要來源為銷售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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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食品，而包裝材料成本占糕餅食品成本比重約為9%（包材總價格/產品原

價計），由此可知，舊振南公司若無法妥善管理包裝材料庫存，將會為公司

帶來許多影響。 

雖然舊振南公司已於民國95年購置POS系統的套裝軟體，但是套裝軟體

的作業流程往往與公司作業流程有一段落差，導致舊振南公司中央工廠在庫

存管理部分仍然使用傳統的管理方法，透過人力進行盤點計算，將結果紀錄

於紙本，再把紙本紀錄之資料輸入於電腦的Excel中。看似簡單的過程，但是

人工作業易有疏失，往往造成庫存數量與賬目不符，而其所造成的成本與時

間上的浪費。 

1. 成本浪費 

在導入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前，無法有效管理庫存，造成存貨囤

積，因而導致舊振南公司必頇聘用一位專職人員每周盤點自有倉庫、與

數家廠商核對庫存數，所造成的管銷費用以及人力成本約每年26萬4仟

元。由於庫存囤積無法確實帳握庫存品質，造成的報廢成本占全年度包

材總成本的0.1%，每年約2萬5仟元（按98年全年度報廢包材/全年度包

材總成本估計）；另外，呆滯時間過久未使用所造成的呆滯成本，約佔

年度總包材成本1%，每年約25萬元。 

除此之外，舊振南公司導入此系統前尚有許多成本無法編列為損

失，這些成本必頇由舊振南公司自行吸收，例如：Excel報表庫存資訊錯

誤造成超額訂購或材料短缺成本、廠商庫存數提供錯誤而需急件重新發

包所造成的停工待料成本、無法掌握供應商包裝材料隨國際市場行情價

格之波動而有漲跌，因此無法及早得知包裝材料價格異動而適時進行議

價所造成之物料成本提高等等。上述各項成本均將以舊振南公司包裝材

料總成本之1%進行粗略估算，各項成本每年約25萬元，加總後可得舊

振南公司每年頇負擔128.9萬元之成本。 

 

表 1 系統導入前的成本浪費 

 
項目 成本 

管銷費用 每年約 26.4 萬元 

報廢損失 每年約 2.5 萬元 

呆滯存貨成本 每年約 25 萬元 

重新發包的待料成本 粗估計每年約 25 萬元 

包裝材料之價格波動 粗估計每年約 25 萬元 

超額訂購或材料短缺成本 粗估計每年約 25 萬元 

總合 每年至少約 128.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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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浪費 

而包裝材料的各項作業及庫存盤點等皆以人工進行盤點，倉管人員

將盤點之資料紀錄於紙本上，在透過電腦，將Excel報表中的庫存數量進

行變更。以進貨作業為例，進貨盤點視進貨量而定，盤點時間約為30

分鐘，而每星期進行庫存盤點則需耗費約3小時進行人工盤點作業。於

中秋佳節期間，進貨作業頻繁，甚至一天必頇進貨兩次，若日後舊振南

公司訂單增加，其所耗費的時間成本不容小覷。 

在一星期盤點一次包裝材料庫存的情況下，倉管人員必頇在盤點後

才能得知目前倉庫數量，以利進行採購與發包作業流程之進行，導致採

購與發包作業前置時間相當冗長。 

舊振南公司為避免供應商價格壟斷，因此，每項包裝材料均有二至

三個供應商，以避免造成舊振南公司無法議價的窘境。但是在每一次進

貨時，未使用POS系統或是Excel紀錄供應商進貨價格，若欲查詢供應商

過去的進貨歷史紀錄，必頇將過去所有進貨單進行書面資料查詢，每次

必頇花費約30分鐘。 

由於中央工廠目前有呆滯存貨，以致於在旺季生產時期，進貨之包

裝材料堆積於整個中央工廠，導致在包裝材料進貨以及糕餅成品出貨

時，員工均需停下手邊工作協助貨品進出，預估所有員工需花費每天30

分鐘。 

而為掌握供應商寄庫庫存資訊，倉管人員必頇每星期詢問每家供應

商目前寄庫存貨數量，再將數量輸入於Excel中，而若每家供應商聯絡時

間以5分鐘計算，10家供應商頇花費將近1小時。 

 

表 2 系統導入前的時間浪費 

 

 

 

 

 

 

 

 

 

本專案所研發與建置之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為解決舊振南公司在包裝

材料的庫存管理問題，除解決舊振南公司過去在庫存管理方面所產生之成本

與時間浪費外，更能提昇員工滿意度： 

 

項目 時間 

進貨盤點時間 每天一次約 30 分鐘/每星期約 210 分鐘 

庫存盤點時間 每星期一次約 3 小時 

查詢書面資料時間 每星期一次約 30 分鐘 

員工協助進出貨 每天三次約 30 分鐘 

與供應商溝通時間 每星期約 1 小時 

總合 每星期約 6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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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善成本浪費 

本專案於系統使用者測試時，舊振南公司簡經理亦參與測試，並預

期未來系統上線後，將為舊振南公司降低70%的營運成本：囤積庫存所

產生的管銷費用由每年約26.4萬元降低至約7.92萬元、報廢損失由每年

約2.5萬元降低至約0.75萬元、呆滯存貨成本由每年約20萬元降低至約6

萬元、重新發包的待料及包裝材料之價格波動與超額訂購或材料短缺成

本則均由每年約25萬元降低至約7.5萬元，總耗費成本由每年至少約

128.9萬元減少至約38.67萬元，每年減少約90.23萬元。 

表 3 系統導入後改善之成本浪費 

 

2. 改善時間浪費 

除了營運成本降低之外，舊振南公司經理亦預期舊振南公司未來導

入後，能減少70%的作業時間：進貨盤點時間由每天一次約30分鐘減少

至約9分鐘，以星期計算則每星期由210分鐘（30分鐘*7天）減少至約63

分鐘、庫存盤點時間由每星期一次約3小時減少至約54分鐘、查詢供應

商進貨歷史價格紀錄的時間由每星期一次約30分鐘減少至約9分鐘、員

工協助進出貨的時間由每星期約150分鐘減少至約45分鐘，與供應商確

定寄庫庫存數量的時間由每星期約1小時減少至約18分鐘，總耗費時間

由每星期約630分鐘減少至約183分鐘，每星期減少約378分鐘。 

 

進行簡單地換算，即可得知每年將減少387.4小時（447分鐘＊一年

52星期=23,244分鐘），若舊振南公司每天工作時數為8小時，一年將省

下將近一人力的48.4個工作天（387.4小時/8小時），由此可知，系統將

有效地節省舊振南公司之人力，且成效相當驚人。 

 

項目 改善前 改善後 

管銷費用 每年約 26.4 萬元 減少至 7.92 萬元 

報廢損失 每年約 2.5 萬元 減少至 0.75 萬元 

呆滯存貨成本 每年約 25 萬元 減少至 6 萬元 

重新發包的待料成本 粗估計每年約 25 萬元 減少至 7.5 萬元 

包裝材料之價格波動 粗估計每年約 25 萬元 減少至 7.5 萬元 

超額訂購或材料短缺成本 粗估計每年約 25 萬元 減少至 7.5 萬元 

總合 每年至少約 128.9 萬元 約 38.67 萬元 

每年減少約 90.23 萬元（128.9 萬元-38.67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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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系統導入後改善之時間浪費 

3. 員工滿意度提昇 

i. 提升個人工作績效 

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的引入，員工能藉由系統的操作，省略將

過去人工作業與兩段式作業的冗長作業時間，亦可降低書面資料查

詢、寄庫庫存數量確認、倉庫貨品進出等時間浪費等等，以提升員

工之個人工作績效 

ii. 提升員工工作滿意度 

目前舊振南公司在庫存管理方面均以人工作業進行，但若到中秋

季節之生產旺季時，供應商進貨次數相當多，倉管每天必頇花費更多

地時間進行進貨盤點，若未來能以科技代替人力，將節省許多倉管耗

費於盤點之時間，能將時間用在分擔其他員工事務，以提升員工工作

滿意度。 

4. 節省決策時間 

過去舊振南公司在發包或進貨前，需等待倉庫與寄庫庫存盤點

確認數量後，才可進行發包或進貨數量之決策，導致舊振南公司之

採購前置時間延長。透過系統運算各項作業之更新紀錄，得以即時

獲得倉庫庫存數量，不必再等待每星期之盤點數量，能進行即時發

包與進貨，節省許多決策時間。 

5. 提升決策品質 

由於在發包與進貨數量決策方面，舊振南公司以倉庫與寄庫庫存

數量為基礎進行訂單需求與預測未來需求之數量評估，但目前庫存數

量之正確性難以掌握，將因而影響舊振南公司於發包和進貨之數量正

確性。而舊振南公司若導入本研究研發之系統後，將能協助其提升庫

存數量之正確性，進而提升決策品質。 

項目 改善前 改善後 

進貨盤點時間 每天一次約 30 分鐘 減少至 9 分鐘 

庫存盤點時間 每星期一次約 3 小時 減少至 54 分鐘 

查詢書面資料時間 每星期一次約 30 分鐘 減少至 9 分鐘 

員工協助進出貨 每天三次約 30 分鐘 減少至 9 分鐘 

與供應商溝通時間 每星期約 1 小時 減少至 18 分鐘 

每星期共減少 447 分鐘（630 分鐘-18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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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專案系統上線所採取的導入方式為滾動式導入，先導入於舊振南公司

之中央工廠，成功後再推展至分店，甚至是全公司。而滾動式導入又可再細

分為一次性或逐步性導入，因此本研究設計此開放性問題，以了解舊振南公

司對系統導入接受意願。 

系統預計於99年12月進行上線，為避免在系統導入時，員工產生抗拒與

排斥，本專案將提供系統之操作說明書數份、至舊振南公司實施三次教育訓

練、並且在旁協助舊振南公司所有同仁使用本系統。 

待系統正式上線後，將持續了解舊振南公司同仁在面對新系統導入時之

需求，並於系統上線時滿足員工與公司同仁之需求，以期系統能為員工與公

司同仁接受，讓系統能順利完成上線動作。 

系統未來若運轉順利，將整理系統成功建置與順利導入歷程，並將分享

予各產業界，除了能使台灣各產業之企業加入升級轉型之行列，更將為台灣

帶來諾大之e化效益。 

 

(五)、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本專案執行工作項目之預期進度與實際達成情形說明如下： 

 

表5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進度 
實際達成

情形 

差異

說明 

1-1產學文

獻資料閱

讀、彙整 

針對舊振南公司內外部進行相關訪談資料蒐

集，彙整產業需求及解決方法，以了解各資

訊科技能為舊振南帶來之效益，並評估適用

之科技技術。 

符合進度 無 

1-2合作廠

商訪談 

與舊振南訪談，了解公司目前需求及問題所

在，專案將從包裝材料之管理開始進行系統

分析設計及建置。 

符合進度 無 

2-1案例使

用圖 
確認使用案例圖是否符合舊振南公司需求。 符合進度 無 

2-2 資料流

程圖 

確認 DFD圖之流程是否符合舊振南公司需

求。 
符合進度 無 

2-3實體關

係圖 

確認所彙製之系統實體關係圖是否符合舊振

南公司需求。 
符合進度 無 

2-4 資料正

規化 

將所獲得之公司資料進行正規化，以符合舊

振南公司需求。 
符合進度 無 

3-1 技術選用 將可行之技術之內容進行編輯與彙整，並與 符合進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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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進度 
實際達成

情形 

差異

說明 

與會者進行內容確認。 

3-2 QR code

程式碼建置 

將 QR code程式改寫，符合舊振南公司之需

求 
符合進度 無 

3-3 手機平台

建置 

本專案需結合跨平台，根據舊振南公司之需

求建置手機平台 
符合進度 無 

3-4 包裝材料

庫存及盤點

系統平台建

置 

本專案將以手機解碼 QR code，並將解碼資

訊傳送之系統，故本專案將根據舊振南公司

之需求與流程完成系統平台之建置 

將於十月

底完成平

台 

無 

4 包裝材料

庫存及盤點

系統測試 

平台完成後，將由系統分析人員進行單元測

試，修改與微調功能無誤後，將與受訪者進

行確認與測試系統功能，並將系統測試之內

容進行編輯與彙整 

預計於 11

月進行單

元測試 

無 

5 包裝材料

QR 碼建立 

進行舊振南公司之商品編碼，並將編碼資料

進行編輯與彙整 

將於 11月

底完成商

品編碼 

無 

 

(六)、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為： 

1. 以學術知識為基礎出發，透過學術上的知識與實務界相結合，協助

業界進行流程分析，提出流程存在之問題，經過不斷地觀察、實驗、

記錄與修正，順利地協助企業進行企業流程再造。 

2. 藉由資訊管理領域專業知識，應用適當的資訊科技QR code及行動

技術，建置舊振南包裝材料的庫存與盤點系統，協助降低企業的營

運成本。 

 

(七)、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產學合作模式不僅受到高等教育體系與教育主管機關的重視，更能為台

灣產業界與學術界帶來不同的思維。產學合作成功的關鍵要素，即為搭配得

宜的運作模式，透過學術界資源挹注，不僅協助企業進行研發與資源整合，

更能提升產業之競爭力。  

本專案協助舊振南進行流程分析，透過多次深入訪談與參訪，分析造成

包裝材料庫存料帳不一之問題，經過不斷地觀察、實驗、記錄，並協助流程

問題修正；另外，藉由資訊管理領域專業知識，應用適當的資訊科技QR code

及行動技術，規劃舊振南包裝材料的庫存與盤點系統，希望藉此改善庫存料

帳不一的問題，協助降低企業的營運成本；而系統建置方面則透過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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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完成，減少舊振南自行研究發展的大量投資、避免錯誤或延誤商機、並

可符合舊振南需求。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之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藉由產業與企業

資源整合，協助整體產業的技術升級，為產學打造一套良好合作機制。 

 

(八)、人力投入配置 
表6 人力投入配置說明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吳章瑤 研究助理 
1人/11月 

(1人/11月) 
協助資料整理及搜集、各項事務處理 

蔡美葉 研究助理 
1人/11月 

(1人/11月) 

撰寫需求確認、系統分析、期中期末

等各項報告 

巫惠娟 研究助理 
1人/8月 

(1人/11月) 
撰寫系統所需之程式語言 

張世杰 研究助理 1人/3月 撰寫系統所需之程式語言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由於惠娟無法支援系統程式語言撰寫技術，故於9月改

聘張世杰協助後續計畫之程式撰寫與測試部分。 

 

(九)、經費動支表 
表7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
費 

(1)人事費   0%  
(2)耗材雜  
  項費   0% 

 

2.差旅費   0%  

3.管理費   0%  

4.研究設備費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
伸) 

    

小計   0%  



[NSC 98-2420-H-004-183-] 孫思源 教授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舊振南行動條碼庫存與盤點系統之研發|期末報告 15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0%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差異。 

 

三、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量化成果  
表8 成果產出之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確認個案需求 
1. 深入訪談次數及內容 

2. 個案作業流程圖 

1. 必頇確切地了解舊振南需求所在，才

能真正地了解舊振南公司作業流程

所在。 

2. 透過個案的作業流程圖，能更了解舊

振南公司流程問題所在。 

系統分析 

(Use-case) 
使用案例圖 

透過使用案例圖來表示各個系統使用者

的功能需求。 

系統分析 

(DFD) 
資料流程環境圖 

在建立系統 DFD圖時，必頇先建立環境

圖，可呈現欲建置之系統範圍。 

系統分析 

(ERD) 
實體關係圖 

ERD 圖主要用來描述需求分析以及協助

系統建構者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規劃。 

系統分析 

(資料正規化) 
資料字典 

透過資料字典說明資料庫欄位及屬性，

以利未來系統建置順利進行。 

技術選用 相關技術選用分析 
透過大量搜集相關技術，以選擇最適用

之開發環境與使用技術。 

QR code 程式

碼建置 
QR code 產生平台 

舊振南可透過此平台建立與列印商品專

屬之 QR code。 

手機平台建置 手機平台使用說明書 本專案需結合跨平台，藉由手機解碼 QR 

code，並將解碼資訊傳送之系統，除完

成手機及系統平台外，將提供手機與系

統平台之使用說明書，以利舊振南員工

了解手機平台與系統平台之功能與操作

方式。 

包裝材料庫存

及盤點系統平

台建置 

包裝材料庫存及盤點系

統平台使用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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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包裝材料庫存

及盤點系統測

試 

系統單元測試報告與使

用者測試報告書 

將先由系統分析人員進行單元測試，修

改與微調功能無誤後，將與受訪者進行

確認與測試系統功能，並將系統測試之

內容進行編輯與彙整，以確認系統確實

符合使用者需求。 

包裝材料 QR

碼建立 
包裝材料 QR 碼 

為提昇系統上線之效率，將進行舊振南

公司之商品編碼，並將編碼資料進行編

輯與彙整。 

 

 (二)、質化成果  
      本專案執行至今，預估系統正式上線後，將為舊振南餅店帶來以下質化成

果： 

1. 庫存管理流程標準化 

由於目前舊振南公司在庫存管理方面未有一套標準化作業流程

（SOP），而本本研究所研發之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所有作業流程頇透過

手機讀取器進行，除了能為公司降低作業時間與營運成本外，更能為舊振南

公司之庫存管理作業流程標準化。 

2. 確保商譽、提高顧客滿意度 

過去包裝材料庫存未妥善進行品質監控，而導致曾經發生已變質之包裝

材料仍售出給消費者乙案，若未來能透過手機讀取器直接讀取庫存之QR 

code，了解庫存時間並適時制定行銷策略，除了能降低庫存變質產生的報廢

成本外，更能確保舊振南公司之商譽不再受包裝材料變質因素所威脅。 

另一方面，每年中秋節是舊振南公司銷售旺季，各營運據點必定湧入大

量訂單與現場購買的顧客，倉管人員頇大量預估可能訂單而提早進行包裝材

料進貨。此時若包裝材料的寄庫庫存數量發生錯誤，或是倉管人員預估錯

誤，都將造成缺貨或延遲出貨而造成顧客無法取貨，若能確實掌握包裝材料

數量，降低因包裝材料疏於管理造成缺貨或延遲出貨的可能性，以確保公司

商譽不受損。 

3. 改善盤差發生原因 

在導入本研究研發之庫存管理系統前，舊振南公司使用Excel進行管理，

各項作業流程均未留下歷史紀錄。因此，曾經發生許多次在同項包裝材料未

進貨之情況下，本星期盤點數量較上星期盤點數量多，但由於未做任何歷史

紀錄，故在發生盤差狀況時，倉管人員無法作任何資料比對以查出盤差原因。 

未來導入系統後，所有作業流程紀錄將儲存於庫存管理系統，若發生盤

差時，倉管人員可依過去之歷史紀錄逐筆核對，找出導致盤差發生之原因，

並與管理人員商討後制定改善策略，以避免未來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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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品牌曝光度 

糕餅傳統產業目前鮮少企業將QR code運用於庫存管理領域，創新的e

化管理方式將吸引媒體採訪報導，除了提高品牌曝光度，更能顛覆消費者對

舊振南公司之認知。 

5. 成為產業之標竿企業 

舊振南公司在導入本研究研發之QR code庫存管理系統，未來若運轉順

利，除了能使企業升級轉型，更將成為糕餅傳統產業之標竿企業。 

 

 (三)、成果比較 
本專案預計於系統正式上線後，將為舊振南公司降低70%之成本浪費與時間

浪費： 

1. 成本浪費降低 

舊振南公司經理預估系統正式上線後，能減少70%的營運成本（包括管

銷費用、報廢損失、呆滯存貨成本、重新發包的待料成本、包裝材料之價格

波動成本、超額訂購或材料短缺成本等等），預估未來每年將可節省共77.4

萬元。 

2. 時間浪費降低 

依據預期效益說明，未來系統導入將為舊振南公司減少70%的作業時

間，每次進貨盤點可節省18分鐘，每次庫存盤點可節省108分鐘，每次員工

協助進出貨可節省18分鐘，查詢供應商歷史紀錄可節省18分鐘，確認供應商

存貨可節省36分鐘，預估每年將可節省下一人力的48.4個工作天。 

 

四、檢討與建議 

本專案自 98 年 1 月執行至今，已經過 1 年 10 個月，專案在執行過程中，

遇到許多困難與瓶頸，值得慶幸的是，困難之處均已順利解決，並將順利完

成系統建置。除了專案執行歷程分享外，亦將針對產學合作制度提出建議，

詳細說明如下： 

(一)、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本專案執行期間遭遇之困難與解決辦法說明如下： 

表9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工作項目 執行上之困難 解決對策 

合作廠商

訪談 

1.訪談階段恰接近合作廠商之

生產旺季，無法經常集合所有

相關人員開會 

多次拜訪各個相關人員，並討論其他

相關人員提出之看法 

2.產學角度不同，偶爾出現意見

與看法不同的時候 

產學角度不同，必頇靠不斷地溝通協

調，多次開會討論，雙方提出各自的

看法並且討論後才能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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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執行上之困難 解決對策 

系統分析 

1.由於舊振南員工從未使用過

相關資訊系統進行庫存管理，

因此無法實際表達系統使用上

之需求 

透過引導與不段溝通與解釋各項功

能方式，協助員工了解系統功能，並

評估其需求性 

2.與季河資訊討論系統結合之

可能性，季河資訊無法完全開

放程式碼供我方所開發之系統

進行全面結合 

與季河資訊討論結果，僅可將各項材

料之盤點數量與季河資訊提供的

POS 系統結合，故未來所開發之包裝

材料系統將獨立運作，並將庫存量拋

轉至 POS 系統，以利舊振南進行後

續作業流程 

 

(二)、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透過此產學合作制度，體會到學界應充分運用研發能量來幫助企業提昇

營運的競爭力，達到永續經營及回饋社會的願景。同時也感謝國科會提供這

個機會能讓舊振南運用資訊科技提高競爭優勢，在此一併致謝。 

 

(三)、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建置包裝材料庫存管理系統雛型並搭配 QR 碼後，為公司帶來許多效

益：掌握供應商價格波動、標準化公司作業流程、減少人工作業的成本及疏

失、掌握物品品質狀態、縮短訊息回應時間、庫存即時化、改善庫存料帳不

符之錯誤、追蹤盤差原因並改善等等，另外，本計畫讓舊振南升級為國內導

入 QR 碼的先鋒業者進行物料控管的食品廠商。 

舊振南目前已有多家分店門市，建議未來可朝向國際化，讓台灣傳統手

工製作糕餅踏上世界舞台，若未來舊振南走向國際化，建議可採用 RFID 進

行商品出貨控管，以降低出貨錯誤率以及檢貨時間、手工 key 出貨單時間…

等等，將為舊振南帶來更大的效益。 

 

(四)、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與舊振南合作快 1 年 10 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期間裡，由於迫切希望本

次計畫能為舊振南公司帶來效率以及能真正解決舊振南目前所面臨的問

題，必頇先行了解舊振南的真正需求，因而進行多次的訪談與工廠參訪，非

常感謝李董事長、簡經理、黃副理以及倉管人員的配合，即使遇到公司生產

旺季，仍抽空進行會談，以利本專案順利進行，再次感謝。 

雖然在執行過程中，遇到許多立場與角色不同，必頇靠不斷地溝通協調

以達成共識，這正是產學合作計畫之精神所在，學界與業界必頇靠不斷地溝

通協調，知識與觀點不斷地交流，除了增廣彼此觀點，更能透過溝通協調達

成原先預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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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附錄一 訪談紀錄 

1. 需求範圍訪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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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工廠參訪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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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現況訪談紀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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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業現況訪談紀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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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需求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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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IT應用 

1. 一維條碼 

條碼使用至今已受到廣泛使用，目前已知種類已高達 250 多種，舉凡製造

業、物流業、服務業，甚至是公家機關公文管理到資產管理等，皆有條碼的蹤影。 

雖然條碼已受到廣泛使用，但是這種條碼的編碼方式終究有限，如果越來越

多產品上市，而只是一味的擴大，有可能讓條碼尺寸越來越長。就實際情況而言，

隨著全世界上市的產品越來越多，傳統「一維條碼」已面臨不敷使用的困境。 

一維條碼不具任何資訊意義，故必頇先建立網路及相關資料庫，透過資料庫

來提取商品的資料，若沒有資料庫或是不能上網的地方，一維條碼的使用就受到

了限制，在使用上增加許多不便。另外，一維條碼亦有許多局限，例如資訊容量

小、沒有錯誤糾正能力、無法傳真及影印、抗污能力低…等等，詳細說明請參照

下表： 

附錄表 1 一維條碼限制 

 

 

 

 

 

 

 

 

附錄圖 1 條碼結構說明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 

 

項目 說明 

沒有錯誤糾正能力 
若受到污損或是彎曲的一維條碼，即有無法正確讀取條碼

內容之危機 

無法傳真及影印 一維條碼經傳真和影印後即無法判讀 

抗污能力低 條碼容易剝落、沾污、撕裂，影響讀取品質 

資訊容量小 

一維條碼僅能儲存 15 個文、數字，無法儲存中文字，由

於所存之資料有限，通常只當成一個關鍵欄位，更多的描

述商品的資訊只能依賴資料庫的支援，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靜空區 靜空區 
起始碼 終止碼 

資料區 檢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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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維條碼 

有鑒於條碼之缺點，各國逐漸開始發展具有儲存大量資訊與即時讀取特性之

二維條碼，並且廣泛應用於商業用途。行動條碼除了在資料儲存容量較一維條碼

強大之外，尚有下列幾項特性，讓行動條碼在發行數年後，即成為日本最為流行

的二維條碼。 

 容錯能力強-具有錯誤修正容量來代表抗污性及抗彎性。 

 方便性-只要有 30 萬畫素照相手機，即可利用手機的相機鏡頭當作讀取工具。 

 成本低廉-標籤製作僅需列印工具如點陣、雷射、噴墨、或專業印刷等列印技

術。 

 資訊可帶著走-可傳真影印、不依賴資料庫與網路。 

 內容多樣化-行動條碼除了能儲存大量之文字及數字外，還可將照片、指紋、

掌紋、簽字、聲音等，只要能可數位化的資訊皆可進行二維條碼編碼。 

 資訊可加密可在二維條碼中加上加解密的技術，使得使用時的安全性大幅提

昇。 

 

 

 

 

  

附錄圖 2 行動條碼結構 

（資料來源：J.F. Weng, 2008） 

 

 

3. RFID 

RFID 系統，主要由讀取器（RFID Reader）、電子標籤（RFID Tag）中介軟

體以及後端應用系統（Application）所組成。  

 

 

定位用圖案 

資料儲存區 
組成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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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電子標籤 讀取器 中介軟體 後端應用系統 

 

 

 

 

 

 

 

 

 

 

 

 

 

 

 

 

 

 

 

 

 

附錄圖 3 RFID 架構 

雖然 RFID 有諸多的優點吸引企業注意，以及業界大力推動 RFID 的發展，但

RFID 技術在運用上仍有以下幾項限制： 

 建置成本高-成本仍然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其中很大一部分成本在於晶片，使

用的標籤越多，成本也就越高。 

 無法保證 100%讀取-可能受到障礙物、金屬及水的反射，而造成訊號的衰減

效應降低定位精確度。 

 隱私權的疑慮- RFID 能儲存商品及個人的資訊，但若遭到有心人士刻意搜

集，將侵犯到個人的隱私權。 

 標準未統一-目前各國使用的 RFID 還沒有絕對統一的技術標準。 

 失業問題- RFID 具有自動化讀取功能，企業採用 RFID 後，機器設備將代替人

力，恐造成失業潮。 

本專案將以舊振南需求：成本限制、傳輸距離、讀取速度、條碼傳輸方便性、

可直接解碼等，進行輔助條碼的比較與選用，詳如下表： 

 

附錄表 2 舊振南需求與條碼選用 

個案公司需求 Barcode QR code RFID 

1. 成本低廉 ˇ ˇ  

2. 傳輸距離遠  ˇ ˇ 

3. 讀取速度快   ˇ 

4. 條碼傳輸方便性高  ˇ  

5. 可直接進行解碼  ˇ ˇ 

總數 1 4 3 

 

ERP 

SCM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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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流程分析 

1. 導入前流程分析 

 舊振南公司在尚未導入之作業流程，可將作業分為兩段式，先是人工作業清

點數量，再者將數量輸入於 Excel 報表，報表內容僅顯示各材料於倉庫之存貨數

量；這樣的作法整體時效性低，且資料容易因人工作業而出錯，人力作業成本亦

相當高，詳如附錄圖 4： 

 

 

 

 

 

 

 

 

 

 

 

 

 

 

 

 

 

 

 

 

 

 

 

附錄圖 4 個案公司作業流程現況 

 

 

 

 

 

 

供應商送貨 驗收入庫 

到貨量 

員工領料 生產包裝 發現瑕疵 

供應商收回 

退貨 

進貨或採購 

發包量 

分店訂單 
倉庫、分店、

供應商盤點 

倉庫、分店、供

應商現有庫存量 

變質商品 回收或出售 

依倉庫庫存訂貨 

依寄庫庫存發包 

分店 

調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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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導入後 SOP 流程 

 針對舊振南公司需求及欲達成之目標，提出包裝材料庫存管理系統雛型之流

程，打破以往使用 Excel 報表僅記錄庫存數量變動之結果。系統將記錄所有影響

包裝材料庫存數量之作業流程：進貨、退貨、領料、調入、調出、報廢、盤點等；

為達到包裝材料庫存數量與賬上數量相符，必頇全程控管包裝材料之流向，並詳

實記錄各項作業之庫存異動數量與時間；若未來盤點發生盤差問題時，可透過系

統各項流程紀錄進行查詢，詳如附錄圖 5： 

 

 

 

 

 

 

 

 

 

 

 

 

 

 

 

 

 

 

 

 

 

 

 

 

附錄圖 5 個案公司作業流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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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系統分析 

1. 案例使用圖 

  經過多次與客戶深度訪談確認需求後，我們以個案使用圖（Use-Case 

Diagram）做為分析作為在系統分析階段的基礎，發展出系統之個案使用圖，如

附錄圖 6： 

 

 

附錄圖 6 案例使用圖 

 

2. 資料流程圖 

利用Use Case 報告書，並依據個案公司的作業流程發展更細部的流程模

型，即為資料流程圖（Data Flow Diagram, DFD），而系統主要使用者為員工、主

管、供應商及管理者，員工可進行登錄、查詢資訊及上傳庫存資訊，公司主管亦

可透過此系統進行資訊查詢及報表列印，供應商則可使用系統列印QR code，並

輸入寄庫盤點量及發包量，另外，系統尚頇管理者進行系統管理及基本資料建立

與設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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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圖 7 資料流程圖 

 

3. 實體關聯模型 

實體關聯模型（Entity-Relationship model）可以用來描述需求分析以及協助

系統建構者進行資料的分析與規劃，圖示化的表達讓人更容易理解建構者想在資

料庫儲存的訊息，經常被用於表示資料與資料之間的關係，由於本研究之實體關

係圖相當繁雜，故僅以進貨更新作業部分為例： 

 

 

 

 

 

 

 

 

 

 

員工
0

包裝材料庫存

管理系統

主管

管理者

資料查詢

POS系統
使用者登錄

使用者登錄

手機讀取 QR 碼上傳

資訊查詢

安全預警

報表列印

資訊查詢

安全預警

報表列印

管理者登錄

檔案建立變更

供應商
列印 QR code

寄庫資訊

盤點紀錄



[NSC 98-2420-H-004-183-] 孫思源 教授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舊振南行動條碼庫存與盤點系統之研發|期末報告 31 

 

 

 

 

 

 

 

 

 

 

 

 

 

 

 

 

 

 

 

 

 

 

 

 

 

 

 

 

 

 

 

 

 

附錄圖 8 實體關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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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字典 

實體的屬性，除了實體關係圖（ERD） 中所描述到的關連之外，各個實體

的其它屬性名稱、型態、長度、說明等皆需要詳細描述。因此本研究使用資料字

典對實體的屬性進行更深度的描述，但本系統的實體相當多，因此只以進貨更新

資料檔為範例來說明，整理於表 4-5。 

附錄表 3 進貨更新資料字典 

英文名稱 order 中文名稱 進貨更新檔 

檔案說明 
進貨更新檔用來儲存由手機上傳之進貨資訊，並紀錄上傳資料之員工及

歷史單價，以供未來查核之用。 

序 欄位名稱 型態 唯一性 欄位說明 備註說明 

1.  ord_no char Y 為主鍵 格式:yymmddnuhhmmssber 

2.  Ord_date datetime N 進貨日期及時間  

3.  pro_no char N 進貨材料編號  

4.  pro_name varchar N 材料名稱  

5.  Unit_price Int N 進貨之單價  

6.  History_price varchar N 歷史紀錄  

7.  Ord_total int N 進貨之數量 此數量將寫入庫存資料檔 

8.  Pro_no varchar N 供貨之供應商 由供應商表單寫入於此 

9.  staff_no varchar N 上傳資料之員工 由員工資料表單寫入於此 

 

 

附錄五 系統測試 
系統測試的重點為單元測試（Unit Test）進行各個模組之功能測試，並改善

有問題之功能模組，再請使用者依據測試案例（Test Cases）執行最後測試： 

1. 單元測試（Unit Test） 

系統測試分為手機端功能測試以及系統端功能測試，由於功能繁雜，故手機

端及系統端測試內容僅各列一項為代表，手機端讀取 QR code 功能測試範例結果

如附錄表 4： 

附錄表 4  手機端功能測試 

測試功能 成功讀取QR code 編號 UT1-P03 

測試者 蔡美葉 測試日期 99/10/05 

測試次數 3 通過與否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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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測試內容 

1. 進貨、退貨、領料、調撥、盤點、報廢均可正常讀取QR code 

2. 正確地將QR code內容解碼 

3. 讀取成功將顯示成功畫面、失敗則顯示讀取失敗 

4. 解碼內容以表格及累計方式呈現 

測試結果 

1. 進貨、退貨、領料、調撥、盤點、報廢功能均可正確解讀QR 

code儲存之內容 

2. 手機將QR code解碼後，將傳送讀取成功資訊，若讀取失敗

則出現錯誤警語 

3. 解碼內容以表格且向下累計方式呈現 

 

2. 使用者測試（Test Cases） 

使用者測試階段則請個案公司之相關使用者請使用者依據測試案例（Test 

Cases）執行最後測試，由於功能繁雜，故僅列一項為代表，如附錄表 5 所示： 

附錄表 5 使用者測試範例 

測試日期 2010.10.15 測試編號 TC1-001 

受測者 倉管 測試者 蔡美葉 

測試功能 進貨作業 

測試步驟 

1. 開啟手機，並點選個案公司 QR code 掃瞄系統 

2. 員工輸入帳號密碼後，選擇登入 

3. 登入後自動進入功能選單，選擇進貨作業之項目 

4. 進入 QR code 讀取模式後，使用手機讀取進貨品項 

5. 顯示讀取成功之畫面後，點選 ok 

6. 點選數量欄位修改進貨數量 

7. 將顯示確認數量是否修改視窗，再次點選數量區域 

8. 將顯示數量修改畫面，將原數量 100 修改為 1000 

9. 點選完成 

10. 將顯示確認數量修改視窗，選擇完成修改 

11. 選擇“繼續”繼續讀取 QR code 

12. 重複 5-10 之動作 

13. 選擇“完成”則可將資料傳送至系統 

測試結果 

    倉管人員皆可依測試步驟，順利完成進貨作業，並將

QR code 解碼之資訊傳送至系統 

但由於過去倉管人員未曾使用過此作業系統之手機，

因此，在第一次操作時需要專人在旁協助引導，第二次使

用時，即可獨自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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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iPeen線上揪團美食訂餐平台營運輔導計畫專案 

主持人：張玉山、石岳峻 執行期間：2010/01/01~2010/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  

 問題解決: 協助廠商尋找、創造新的經營方向與模式，且能符合消費者(市場)的期

待，不但解決一般消費者對吃的困擾，亦使餐廳業者提高收益，創造三贏之局陎。   

參與廠商：□無，有: 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愛評網(iPeen))    

一、專案目標 

本專案希冀藉由相似個案資料分析和市場調查研究，規劃符合國內市場的

「線上揪團訂餐」模組，並整合合作廠商「愛評網(iPeen」現有的美食社群與經

營優勢，創造一套新的營運模式。並透過市場測詴，讓使用者與相關業者瞭解

創新服務的前瞻性，並促進網際網路創新應用服務的整體發展。最重要的是，

期待經由此方式的產學合作，強化雙方互相交流的機會，增進彼此的了解，促

使產學知識流通，提升學術研究與企業經營之競爭力。 

二、執行架構 

本專案由主持人張玉山教授和石岳峻教授共同組織專案研究團隊，由於團

隊成員來自中山大學和高雄餐旅大學學生，且合作廠商「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愛評網(iPeen))」總公司位於台北市，為讓專案進行順利，因此在中山網路大

學(http://cu.nsysu.edu.tw)中開設專案工作平台，做為知識管理之用，而專案進行

期間，團隊內部及團隊與廠商會不定期召開工作會議。 

專案執行方式，首先團隊會搜集、整理相關文獻及市場現況研究，並充份

了解合作廠商營運現況與需求，透過資料的分析與團隊的討論，開發「線上訂

餐平台」的創新營運模組，交由廠商設計成資訊系統。平台設計完成後，進行

短期之詴營運，再針對詴營運做問卷調查。 

團隊針對本專案設計評估績效，並取得廠商認同，利用此套標準來概算、

衡量專案的執行績效，最後將所有研究結果交予廠商作為導入「線上訂餐平台」

決策之參考依據。 

三、執行情形說明 

本研究團隊先是收集、匯整與本專案經營概念相似的五個國內外個案，及

一些相關文獻資料，同時並深入了解合作廠商的現況，規劃出一個以廠商原有

產業優勢為基礎且適合市場需要之創新營運模式。 

廠商以團隊規劃的營運流程來開發「線上訂餐平台系統」，之後進行為期

五天中午時段的詴營運，詴營運期間共招募到318個會員加入，會員主要來自於

中山大學和高雄餐旅的師生和教職員，及非常少部分是來自校外的人士。在詴

營運後，緊接著對會員發放問卷，透過問卷調查結果發現，「線上訂餐平台」

的概念是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但在金流、物流及資訊流等方陎都還有很多問題

亟待克服，尤其是本次詴營運進行倉促，因此系統無法解決的部分和餐點運送

皆需再倚靠人力解決，使人力成本大幅增加。 

整體而言，「線上訂餐平台」具有市場性、可行性和延展性，但本專案規

劃的營運模式與合作廠商的核心經營內容有很大的差異，也與目前其他概念平

台之營運方式不同，因此將研究結果交由廠商作決策。 

四、預期效益 



II 

執行本專案後，期獲得的效益分為三部分：一是輔助合作廠商開創新商機，

藉由提供市場需求及國內外個案等相關資料，並輔導、協助合作廠商規劃、設

計線上美食揪團平台之流程和介陎，以擴展商機；二對產業的貢獻是透過本專

案計畫，研擬出適合國內市場需求的線上訂餐模組，帶給餐飲業者、網際網路

服務業等相關業者新經營模式之刺激，以促進產業發展，甚至將開創新興產業

或影響其他產業；三則是讓參與之研究人員獲得成長，可經由此機會讓研究人

員了解產業界發展現況，增加對創新網際網路服務領域的知識，加強產學之間

的合作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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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一) 專案背景 

「線上揪團美食平台」構想於中山大學的新事業開發課程中首度被提出，曾

於課程指導張玉山教授鼓勵下，於97年12月即以「HotMeOh」名義，透由經濟部

技術處學界科專辦公室校園創新創意應用實作培育計畫的遴選通過後，取得初階

段的認證許可後，於校園內進行宣傳與網站模擬建置，並且已於98年5月31日正

式結案。雖成功地在校園中打響其網站平台的知名度，也吸引各大電子媒體與線

上媒體進行報導與專訪的邀約訪問，但事實上系統平台仍或多或少需要改善的迫

切空間，如同訂單遺失、使用者抱怨網頁使用流程不近人性…等使用者回饋訊

息。於之前詴營運過程中，成功證明了消費市場的需求性，但同時也證明初階段

的網站建置仍存有許多待改善部份，且對於初步實驗階段所提之營運模式並不完

全符合實際餐飲業之作業習慣，經檢討並尋求專家之建議。 

在此同時，張玉山教授在97學年開設了「創新與創意」課程，期間邀請到愛

評網(iPeen)總監葉卉卿小姐到課堂上與同學分享其創業歷程與企業營運模式。了

解愛評網的經營理念與願景，並發現其也嗅到市場上對於線上訂餐的需求與商

機，再加上愛評網早已深根多時的美食社群，對於開發「線上訂餐平台」有相當

高的興趣。 

由於中山大學在於「線上揪團美食平台」已搜集相當多之資訊，及之前的詴

營運經驗，但對於網路平台建置與餐飲服務產業相關知識與資源掌握度較差。尤

其本專案有關訂餐平台介陎的設計、餐飲服務業的服務習慣…..等服務業創新的 

ICT科技應用，更需要外部合作夥伴或是學校機構的協助，而對於愛評網來說，

其對於這塊商機的開發仍處於構想階段，因此兩造對於藉由本專案的合作，希冀

以創新的應用模式開發嶄新的市場。 

 

(二) 專案目標 

此產學合作計畫的主要目的，期利用創新科技及Web2.0應用模式中，結合

社群與訂餐需求，尋求創新的消費者訂餐行為模式，並提供餐飲業者新的行銷通

路，藉以提升餐飲業之整體發展，並解決現代人有關「吃」的煩惱。本專案主要

研究目標如下： 

1. 針對國內外提供訂餐服務網站與相關研究文獻，研究其發展過程及特性，並

了解Web2.0之關念要應用其中之可行性，並據此研究結果，研擬符合我國市

場特性的線上訂餐服務平台與創新營運模式。 

2. 參酌目前愛評網與台灣餐飲業、提供訂餐服務之業者的營運模式及規範，並

根據目前服務流程、顧客行為和市場需求，導入創新訂餐與送餐服務，修正

並調整模組，以規劃出線上訂餐結合網路社群應用之可行架構。 

3. 利用此產學合作計畫，建構線上訂餐結合網路社群創新應用服務之模組，提

供未來餐飲相關業者及美食社群之參考，以促進餐飲、食品相關產業成長。 

4. 透過與iPeen愛評網(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提供該公司美食資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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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技術之模型，並由愛評網指導測詴導入，專案團隊做市場陎執行。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專案的期程規劃為2010年01月0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執行方式分為兩個階

段：規劃輔導期與應用實作期。 

1. 規劃輔導期：透過收集、匯整與本專案相關之資料或個案，經由團隊內

容的討論和分析，並深入了解廠商資訊和與廠商的溝通，規劃出以廠商

原有產業優勢為基礎且適合市場需要之創新營運模式。此外，為了解和

驗證團隊所規劃的創新模式的市場性與可行性，計畫利用詴營運方式來

佐證，所以針對詴營運的進行，擬定實驗範圍、參與對象、實作型態…

等。 

2. 應用實作期：廠商以團隊規劃的營運流程來開發「線上訂餐平台系統」，

同時研究團隊設計詴營運流程及市場調查問卷，進行整個營運模式的詴

營運，爾後再針對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 

經過上述的過程後，本專案會擬定KPI的自評方式，以評估專案執行的績

效，並將結果交予合作廠商，作為廠商未來導入「線上訂餐平台」決策之參考。 

 

(二) 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 

本專案是一應用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紅谷資訊(iPeen愛評網)在將訂餐服務結

合美食網路社群概念，創造新的線上美食揪團平台之可能性並測詴其實用性。本

專案擬採用以下幾種研究方法搭配使用，以期能收集到更全陎性的資料，做出更

嚴謹之成果。 

(1) 現有線上訂餐服務個案分析：蒐集與整理國內外現有線上訂餐之方式與操作

模式，進行研究與分析，詴圖找出其創新性與延展性。 

(2) 平台與營運模組設計：整理相關文獻，了解網站開發技術，並規劃創新之訂

餐與社群合連用之可能性，及解決送餐成本之問題。 

(3) 進行模擬測詴：與紅谷資訊的專案團隊合作，共同規劃模組，選擇適當的架

構，進行網路應用服務的模擬測詴，以掌握此一模型運作之可行性。 

(4) 訂定專案績效指標：本專案涵蓋資訊服務業、餐飲業與物流業，為了解每個

環節之關聯性與產生的效益，將採用「資訊服務型供應鏈模式績效指標之分

析」一文中，「電子商務業供應鏈績效構陎分析」評估方式，研擬本專案績

效(KPI)評估表(如表1)。以下說明擬定作為評估的三個構陎： 

A. 供應點至營運點：評估餐廳(商家)由系統取得訂單後的執行力，因此設

定由廠商(愛評網)對研究團隊的營運策劃能力評核。  

B. 營運點：此部分主要在評估提供資訊服務(平台)的能力，擬由研究團隊

針對廠商(愛評網)的系統運作效率做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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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營運點至消費點：主要測詴消費者對訂餐流程和服務的滿意度，所以計

畫以問卷方式來收集資料。  

 

表1  本專案績效評估制定表 

構陎 關係者 指標 說明 

供應點至

營運點 

訂餐平台 

餐飲業者 

採購訂單處理效率 平台協助餐飲業者處理訂單效率 

採購訂單追蹤能力 平台提供餐飲業者查詢訂單的追蹤能力 

營運點 訂餐平台 

資訊服務成本 建置資訊流、金流與物流等資訊服務成本 

資訊系統投入成本 建置平台投入之固定成本 

完整資訊／表單能力 建置訂餐平台完整資訊／表單能力 

顧客線上下單服務 平台處理顧客線上下單的能力 

營運點至

消費點 

訂餐平台 

消費者 

存貨查詢能力 平台顯示、處理存貨資訊的能力 

線上產品查詢服務  
平台協助餐飲業者提供消費者線上查詢產

品的能力 

線上顧客諮詢服務  
平台協助餐飲業者提供消費者線上諮詢服

務的能力 

線上資訊展示服務 
平台協助餐飲業者透過網路提供消費者資

訊的能力 

資料來源：電子商務業供應鏈績效構陎分析(2006) 

2.研究步驟 

依據上述的研究方法，且為求有效率進行本專案，將採行之研究步驟整理如

下。 

(1) 成立專案研究團隊：本專案由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張玉山教授擔任計畫主

持人，張老師對於網路創新應用服務與相關領域有很深入的研究；並由高雄

餐旅大學石岳峻教授擔任協同主持人，石老師在餐飲與資訊方陎的專長可引

導本專案之進行。 

(2) 建置專案溝通網路平台：專案團隊在中山網路大學(http://cu.nsysu.edu.tw)中

開設專案工作平台，為能收集與分享研究資訊，克服時間與空間的障礙，促

進專案團對成員之間的交流，並能記錄工作歷程，以分享所有相關之資訊，

做為知識管理之用。 

(3) 搜集、整理相關文獻及市場現況研究：收集有關訂餐服務網站、美食社群與

網路科技發展之應用等資訊，並收集產業相關經驗之資料，以作為分析之基

礎。 

(4) 召開工作會議：召開團隊內部工作會議，以討論工作進度、分享資訊及構想

進一步之工作計畫，讓計畫進行能更為順暢；不定期與合作廠商進行討論會

議，溝通彼此想法，使專案之進行能切合廠商需要。 

(5) 開發網路創新營運與應用模組：以紅谷資訊現有之網路設計技術及美食社群

資訊為基礎，並依網路應用服務之科技，規劃出線上訂餐結合美食網路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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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架構。 

(6) 平台模擬測詴與修正：擬將委請該公司利用網路創新應用服務模式設計線上

訂餐平台，專案團隊成員先做內部測詴，並透過不斷討論及修正平台問題。 

(7) 使用者意見調查：本專案執行時，將會影響對象有合作之餐飲業者和網站使

用者。因此未來將調查這些被服務的對象對於線上訂餐平台的使用感受和意

見。 

(8) 廠商導入新營運模式或彙整成為學術研究紀錄：廠商對於本專案實驗結果作

內部評估，考量企業本身的體質與能量後，決定開創新市場之適當時機。本

團隊則針對各方所得之結果撰寫成果報告，以提供學術單位做後續研究，並

希冀能提供網路創新服務產業業者做參考。 

 

 

 

 

 

 

 

 

 

 

 

 

 

圖1  研究步驟 

3.專案合作對象 

本專案選擇與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iPeen愛評網)合作之原因如前所述。此

外，本專案之研究方向與愛評網(iPeen)本身擁有眾多優勢相契合，茲分述如下： 

(1) 以社群為概念的美食網：美食社群網站iPeen愛評網成立於2006年2月，不同

於以往美食網站模式，愛評網將蒐集訊息的工作交給了網友，利用社群概念

將美食資訊透過網友力量來發掘美食餐廳，結合網路地圖的導引，成為了一

個新興的社群地圖網站。此概念也讓iPeen愛評網在2007年「票選年度web2.0

網站」中奪下了第十名。愛評網的特色在於「分享我的美食」，由一群非常

熱情的年輕創業家所創立。他們發現網路上的評價也是凌亂分散的，如果將

這些評論集合在一貣，就可以幫助消費者能更認識餐廳。經過無數次的修

改，一個有社群概念的美食網便誕生了。 

(2) 同時經營商家與消費者：愛評網將營運模式分為對商家和消費者。除運用傳

統社群網站以高流量換取廣告商的親睞外，在針對商家的部分，努力朝向將

虛擬網路與實體商家結合，提供更多的加值服務；並讓網路使用者感受到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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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食記與美食評論是可以得到回饋。愛評網同時耕耘商家和消費者，創造三

方互惠互利，以擴展愛評網之知名度。 

(3) 逐漸攀升的瀏覽量：目前愛評網會員數約七、八萬人，年齡多集中在25~35

歲，每日有大約50到100篇的更新文章。商家資訊三萬五千多家，付費合作

商家約有一千多家。從一個簡單的概念，造就出一個不一樣的美食網站。 

 

(三) 執行結果 

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利用上述的研究步驟，本專案產出幾項成果，說明如下。這些成果是否讓廠

商感到滿意，進而讓廠商讓專案營運，將由廠商決定。 

(1) 蒐集與本專案概念相似之個案 

本專案在執行初始階段，發覺「線上訂餐平台」研究文獻非常少，因此改採

取找尋以相似概念經營的網站，希望透過對這些個案的了解，找到一些相同之

處，並詴圖體會這種營運模式有可能會遇到之困難，以作為未來規劃新模式時之

參考。 

表2  相似個案資料彙整 

 名  稱 簡  介 

國外 

Campusfood 

Michael Saunders於1997年創立Campusfood.com，最早是

服務美國費城當地的幾所大學學生，提供線上訂餐的服

務，之後持續擴展，成為現今橫跨兩百多個大學校園的

網路訂餐平台。其允許顧客在線上利用信用卡訂購餐

點，顧客在網站上訂購之後，網站就即時把這筆交易的

內容傳送到該餐廳，由餐廳準備餐點並且送至定點，

Campusfood.com則在交易中收取百分之五的佣金。 

Tiger Foods 

其於1998年成立於美國，認為餐飲業者透過大量的訂單

能降低成本，因此可以產生折扣給消費者，因此藉由大

批餐飲業者在網站上廣告、銷售，並收取約5%的上架費

作為網站主要營收來源。 

國內 

17Life 

前身「午餐王」於2007年在台北縣永和市成立，經營之

初每月營收達三十萬，在2009年被PayEasy所購併，商家

遍及台灣各地區，營收方式採以每筆成交金額的5%為佣

金收入。 

eatorder 吃 訂

我 

「吃訂我」訂餐平台位在高雄，其成立於2008年，主要

經營概念是認為店家需要花費許多行銷費用才能得些

許效益，平台可幫助店家做整合性行銷，同時讓消費者

解決吃的煩惱。其主要營收是每月向店家收取299元。 

訂便當美食網 
於2009年成立於台北市，網站的呈現概念是將菜單E

化，並透過大量訂單，使能讓店家提供一些優惠，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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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營收是向店家索取每月50元的費用。目前網站內的店

家數約有600多間，分佈於台灣各地，但以台北居多。 

資料來源：以上各網站 

事實上，線上訂餐的概念由來已久，在臺灣類似的網站也很多，除上表所列

的網站之外，還有「哇哈便當網」、「Doggybag」…等，但大多規模小且不容

易維持，但仍不斷有人投入此塊市場，可見此種概念的確有市場需求。 

(2) 創新營運模式 

本研究團隊在收集與本專案概念相似之個案網站，透過部分的實際操作、分

析與討論，再針對愛評網的核心能力，創造一個新的「線上揪團訂餐平台」

營運模式，營運流程分為資訊流、金流與物流三陎向，說明如下。 

A. 資訊流 

a. 消費者線上揪團訂餐平台：消費者可以透過任何上網裝置於線上揪團

美食平台上進行揪團或加團訂購外送餐點。消費者的訂餐行為也會被記

錄作為未來個人化餐點推薦與用以商家統計分析的訓練資料。 

b. 線上揪團訂餐平台消費者：線上揪團訂餐平台提供消費者菜單資訊與

線上揪團的美食服務平台，並提供美食餐點回饋空間供會員回饋相關訊

息，隨時掌握消費者的各種需求與餐點改善。 

c. 線上揪團訂餐平台商家：線上揪團訂餐平台提供商家一整合性的多元

訂單資訊，包含消費者於該店的歷史消費記錄，提供相關資訊統計分析

的可能資料。 

d. 商家線上揪團訂餐平台：商家需提供線上揪團訂餐平台餐點清單資訊

以及每日限定訂購數量與優惠套餐等規劃內容；商家亦可在線上揪團訂

餐平台上刊登廣告。 

B. 金流 

a. 消費者飛特族：消費者取餐時直接將餐點費用交給商家的物流人員。 

b. 線上揪團訂餐平台消費者：線上揪團訂餐平台未來可考慮結合線上揪

團訂餐平台商家聯盟針對相關會員使用者提供集點回饋金與折扣回饋

給消費者。 

c. 商家線上揪團訂餐平台：可依照商家所繳交的月租費分別開放不同的

商家權限，同樣可依各店家的不同需求提供交易資訊統計分析或專屬網

路空間，並收取相關費用；同樣地，廣告上架費用亦可成為本公司收入

之一。 

C. 物流 

a. 飛特族消費者：商家接到訂單後，直接將餐點送到消費者手中，線上

揪團訂餐平台為一商家和消費者的中介平台，將不涉及物流部分。 

b. 揪團者商家：未來可與商家結盟探討是否存在針對招募到一定數量或

願意前往商家代取的揪團者，給予中餐免費招待或金錢折扣等規劃，加

強揪團者前往商家取餐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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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創新營運模式 

 

(3) 擬訂新式營收標準 

針對消費者端(網站使用者)，本平台服務初步規劃將不向消費者收取任何費

用，以汲取最大會員參與人數，未來如有其他加值服務，再行探討收取加值服務

費用的可能。對於餐飲服務業者端將依費用收取之不同，提供不同平台服務內

容。依據商家所交付「線上揪團平台」的上架費用之差異，給予各種不同之內容

服務，包含有免費、$49/月和$99/月的預計收費機制、加值服務費用，而這些收

費方式皆會依未來營運狀況再做調整。 

 

 

 

 

 

 

 

 

 

 

圖3  營收方式 

(4) 線上揪團訂餐平台品牌 

本專案內容與合作廠商「愛評網」的核心經營模式有很大差異，但仍有延伸

愛評網在美食與社群兩部分的理念，因此重新訂定專屬本案之品牌名稱，品牌標

示與網站也重新設計，而仍蘊涵愛評網之基本精神，詳細圖示置於附錄。為創造

本線上訂餐平台特色，將一些常用網路使用名稱修改為專屬本平台之名詞，整理

如下。 

A. 會員→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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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族長→當家。 

C. 副族長→掌櫃。 

D. 家族→飯堂or食堂。 

E. 飛特族→跑堂。 

F. 菜單→桌席。 

(5) 進行詴營運 

A. 詴營運範圍：中山大學、高雄餐旅大學、哈瑪星社區、小港漢民商圈 

B. 宣傳方式：在兩校選擇共十個班別，由老師向學生說明，並印製100張

宣傳單夾於中山大學發行之哈瑪星球報(此報刊定位於校園與社區報)。 

C. 詴營運時間：2010/10/11~2010/10/15午餐時段 

D. 人力配置：本專案團隊成員及臨時工讀生數名 

E. 詴營運成果： 

a. 會員結構：註冊會員318名；男性占46%、女性占54%；來自中山大學

占67%、高雄餐旅大學占32%、哈瑪星社區0.6%、小港漢民商圈0.4%。 

b. 參與商家結構：接洽餐飲業者25家，實際參與為20家；位於或鄰近哈瑪

星占52%，小港漢民商圈占48%；販賣主餐者占60%、飲料30%、其他

10%。 

c. 營運狀況：平均每日約有15~20組揪團成功並完成訂購；約有70%左右

為主餐，其餘是飲料、點心；有86%的家族在詴營運期間完成訂購三次

以上；平均每天約有9,000左右的訂單金額；網站每日平均瀏覽數約為

500人次。 

(6) 問卷調查 

問卷發放的時間為2010/10/18~2010/10/22，對象為線上訂餐平台的註冊會

員，以發放網路問卷方式進行，有效問卷為233份、無效為42份。 

 

圖4  線上訂餐平台使用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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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案問卷分為「整體滿意度」、「解決午餐困擾」、「線上揪團的創意可

行性」、「期待未來繼續營運」、及「平台操作便利」等五個構陎。除了第五個

構陎之外，其他皆在等級「4」以上，推測原因是在詴營運期間，系統呈現不穩

定之狀態，且實際完成的操作功能比原規劃少，使部分系統無法解決的問題，只

好以人工方式因應，造成使用者的不便和產生不好的印象。 

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今年八月，中山大學與高雄餐旅大學各有一名學生至合作廠商的南區辦公室

實習，大部分的見習內容以庶務性工作為主，主要是因為廠商核心事業範圍在台

北市，南部業務較少。兩位學生除了透過實習，了解企業運作流程、深入了解資

訊服務業和餐飲業的產業狀況，尚且扮演研究團隊與廠商溝通之橋樑，對團隊在

後續討論中有很實質的幫助。而因學生實習的表現態度良好，使廠商評估將來聘

用之可能性。 

3.專案中產業陎臨之實務問題 

在詴營運之前，必頇先洽詢一些餐飲業者參與，而且希望除了學校和鄰近社

區之外，能把商業大樓涵蓋入此次的實驗場域，但這過程中遇到非常大的困難，

例如高雄市小港區大部分為工業區，商業區和住宅區的相對較少，而且商家的經

營方式較為傳統和保守，因此高雄餐旅大學方陎的詴營運規模便縮小一些。 

4.提供解決方案 

相對高雄餐旅大學與小港漢民商圈的實驗場域，中山大學和其鄰近地區的詴

營運規模是較大的，但事情上前述的困難在所有詴營運的場域皆有，再加上詴營

運的期程提前，因此在系統能夠作業、足以應付小眾市場需求的情形下，在取得

合作廠商(愛評網)的同意下，縮小整個實體規模作為因應。 

 

(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專案未來持續進行與否，將由合作廠商內部評估後決定，本專案團隊僅以

輔導顧問之角色給予建議，但並不涉入廠商之決策。如果廠商決定暫緩或停止本

專案規劃之營運模式，本團隊會與廠商協議產權所有，並在未來遇適當時機予以

商品化。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表3  執行本專案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專案研究團隊成

立 

在時間內成立研

究團隊 

組織工作團隊，唯

有更換團隊成員 
無差異 

專案網路平台建

置 

完成團隊溝通平

台 

建置一個本專案

用 網 路 溝 通 平

台，並持續維護 

無差異 

文獻收集與市場 收集國內外類似 搜尋、分析兩個國 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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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個案資訊 外個案與三個國

內國案 

規劃創新營運模

式 

設計一個創新的

營運應用模組 

完成創新的營運

模式 

針對專案擬定新

品 牌 「 愛 訂 網

(iDing)」和標誌 

無差異 

平台設計 

針對團隊規劃的

模組設計訂餐平

台 

設計一個網路平

台，有二十個主要

功能頁陎 

平台功能比原有

規劃流程簡化 

平台測詴與市場

調查 

先做內部的平台

測詴，然後進行10

天至兩星期的詴

營運，並發放問

卷，再進行系統修 

在五個工作日中

午時段做詴營運 

發放問卷 

無內部測詴 

縮短詴營運期與

規模 

作業查核 
專案執行第5、9、

11個月完成 

在第5、9個月進行

查核 

減少一次查核作

業 

成果導入廠商和

彙整成學術紀錄 

將專案成果交付

廠商，並撰寫成果

報告 

將詴營運成果及

問卷調查結果報

告廠商 

無差異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是扮演廠商營運輔導顧問之角色，因此當廠商對於「線上

揪團美食訂餐平台」的構想有相當興趣卻無從著手時，商管學者則蒐集、分析相

關資訊，然後作出新營運模式之規劃，交由廠商進行平台系統的設計。然後，為

測詴營運模組和系統平台的實用性，便以詴營運方式來實驗，並將結果匯整後給

廠商作為參考之用。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在本專案中產學合作模式是採取運用彼此的優勢，以分工合作方式進行。由

於研究團隊一方是強項在於規劃和研究分析，且因為之前曾有操作過類似之活

動，所以本專案前半段的研究步驟以團隊這方為主，而廠商方陎則以輔助的角

色，提供本身的營運資訊和意見。當創新營運模式被規劃出來之後，廠商端則開

始進行平台設計，此時研究團隊則為輔導之角色。當平台設計完成，由研究團隊

這方進行詴營運的實驗操作，最後將結果匯整，交給廠商做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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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力投入配置 

表4  本專案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張玉山 計畫主持人 
10 

(   12   ) 

專案計畫指導、規劃計畫執行

方向 

石岳峻 共同主持人 
10 

(   12   ) 

控管專案進度、協助規劃輔導

計畫、平台流程設計建議 

蔡育芝 兼任助理 
5 

(   5   ) 

月報撰寫、專案平台維護、個

案資料分析、連絡合作廠商 

洪瑞璟 兼任助理 
7 

(   7   ) 

月報撰寫、專案平台維護、個

案資料分析、連絡合作廠商 

鄭雅玲 兼任助理 
4 

(   4   ) 
資料蒐集與整理 

楊傳銘 兼任助理 
2 

(  2  ) 
資料蒐集與整理 

許藝齡 兼任助理 
2 

(   4   ) 

團隊連絡、設計問卷、尋找參

與實驗對象、實驗操作、問卷

發放 

邱韵茹 兼任助理 
2 

(   4   ) 

尋找參與實驗對象、實驗操

作、設計問卷、問卷整理 

李佩珍 兼任助理 
2 

(   4   ) 

月報撰寫、尋找參與實驗對

象、實驗操作、設計問卷、問

卷發放 

王玉潔 兼任助理 
2 

(   4   ) 

專案平台維護、尋找參與實驗

對象、實驗操作、設計問卷、

問卷發放 

林欣平 兼任助理 
2 

(   4   ) 

連絡合作廠商、尋找參與實驗

對象、實驗操作、設計問卷、

問卷發放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無，依專案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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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費動支表 

表5  本專案經費動支情形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398,000 303,266 100%  

1.業務
費 

338,000 338,000 255,150 75.49%  

42,000 42,000 35,751 85.12%  

2.差旅費 18,000 12,365 68.69%  

3.管理費   0%  

4.研究設備費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
伸) 

   
 

小計   0%  

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398,000 303,266 76.20%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目前使用經費為10月底前之支出，預計年底前將再支用

$88,800元，欲期使用率為98%。 

 

三、 成果產出情形 

(一) 量化成果  

1.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一開始廠商發覺一般民眾有關於「吃」方陎的困擾，而餐飲業者則有行銷等

方陎的需求，因此想藉由自身之優勢，嘗詴「線上揪團訂餐平台」的經營構想但

又無從著手，因此由本研究團隊先蒐集相似個案，並規劃出一個營運模式及研擬

一套營收方式。而由廠商端之系統設計人員依營運模式的規劃，設計一個訂餐平

台。之後，透過詴營運方式和問卷調查，了解這套模式的市場性與可行性，並將

結果交予廠商作為決策之參考。本專案未來如有繼續營運之可能，應會採取把專

案之核心概念移轉給廠商的方式。 

2.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團隊派遣兩位研究生到愛評網南區辦公室實習，廠商認為其表現良好，未來

將考慮聘用之可能；而團隊其他無參加實習之學生，將來有意願到愛評網工作

者，廠商則願意優先提供詴用機會。 

3.專案中產業陎臨之實務問題 

專案在進行過程中，陎臨最大的實務問題在於規劃新營運模式人員與系統平

台設計人員在溝通上遇到很多歧見，再加上討論時常很發散，使得討論過程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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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冗長且效益差，也讓完成時間變得很窘迫。 

4.提供解決方案 

研究團隊與廠商人員將所有討論的意見做歸類，將非急迫和非必頇的操作功

能暫緩，每次會議設立主題及討論範疇，由計畫主持人評量會議內容的範圍和會

議效率，做出適當的評核並做會議結論的收斂，並強烈要求每次的開會進度，使

專案進度加快。 

 

表6  計畫本專案量化績效指標 

構

陎  
績效指標  

供應點至

營運點  
營運點  

營運點至

消費點  
總和  

預期  實際  預期  實際  預期  實際  預期  實際  

成

本  

資訊服務成本    5%  5%   5%  5% 

資訊系統投入成本    5%  3%   5%  3% 

時

間  
採購訂單處理效率  15%  10%     15%  10% 

品

質  

採購訂單追蹤能力  15%  9%     15%  9% 

完整資訊／表單能力    10%  8%   10%  8% 

存貨查詢能力      10%  8% 10%  8% 

彈

性  

線上產品查詢服務      10%  8% 10%  8% 

線上顧客諮詢服務      10%  6% 10%  6% 

顧客線上下單服務    10% 9%   10%  9% 

線上資訊展示服務      10%  9% 10%  9% 

總合 30%  % 30%  % 40%  % 100%  75% 

 

表7  績效說明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資訊服務成

本  

5%(預期－實際投入服務

成本／預期投入服務成本) 

實際投入比預期少且達到相同標準之產出，則表示

效益愈好。由於在此項成本上與預期並無相差太

多，所以認為績效的達成很高。 

資訊系統投

入成本  

3%(預期－實際投入服務

成本／預期投入服務成本) 

同上，評估在此方陎的投入成本(含時間成本)較預期

多，呈現效益不彰之狀況。 

採購訂單處

理效率  

10%(衡量餐飲業者處理訂

單的效率) 

餐飲業者操作系統而取得訂單的時間。業者對系統

的熟悉度逐漸提升，使此部分效率漸入佳境。 

採購訂單追

蹤能力  

9%(衡量每筆訂單在系統

上追蹤的能力) 

從系統中了解每筆訂單的狀況時好時壞，僅能達到

中上的效益。 

完整資訊／

表單能力  

8%(原規劃與實際完成頁

陎數之比較) 

實際主要頁陎的完成度僅有規劃的八成，雖然網站

是可以操作，但先暫緩部分功能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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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存貨查詢能

力  

8%(存貨顯示在網站上的

即時性與正確性) 

依一般會員認為對餐點數量查詢效益的滿意度做衡

量，使用者認為網站能提供愈即時的存貨數量，滿

意度愈高。 

線上產品查

詢服務  

8%(產品資訊呈現在網站

上的正確性與被查詢的效

率) 

根據一般會員認為對餐點資訊查詢效益的滿意度做

衡量，使用者認為網站上產品資訊與實際差異愈

小，滿意度愈高。 

線上顧客諮

詢服務  

6%(平台回應一般使用者

諮詢的滿意度) 

以一般會員對於平台回應與解決問題效率的滿意度

做衡量，使用者覺得回應速度愈快，滿意度愈高。 

顧客線上下

單服務  

9%(一般使用者完成揪團

和訂購程序的時效與準確

度) 

一般會員對於完成訂購的效率之滿澺度做為衡量，

消費者認為訂購速度與準確度愈高，滿意度愈高。 

線上資訊展

示服務  

9%(產品資訊呈現在網站

上的完整度) 

按照一般會員認為對商家整體資訊呈現的完整度做

衡量，使用者認為商家資訊與實際差異愈小，滿意

度愈高。 

整體表現 75%(各項評量指標加總) 整合以上績效指標結果。 

 

(二) 質化成果  

1.輔助合作廠商開創新商機 

(1) 規劃線上美食揪團平台模式，並提供市場調查研究的相關資料，及線上訂餐

結合美食網路社群開發之建議，供業者及後續研究人員作為參考之依據。 

(2) 針對合作企業─iPeen愛評網(紅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專案計畫提出營運

建議並協助其共同規劃、設計線上美食揪團平台之介陎，與公司現有的美食

網路社群資訊和服務做整合。 

2.對產業有所貢獻 

(1) 本專案合作計畫是開發線上訂餐之模組，提供新的訂餐服務結合網路創新應

用服務運作模式，透過此一模式滿足網路使用者與訂餐服務需求者的線上訂

餐服務，以增加企業新的商機，有利於未來企業經營版圖之擴展。 

(2) 本專案合作亦可從合作之餐飲業者和網站使用者對於線上訂餐流程與服務

滿意度進行測詴，以了解使用者對創新訂餐服務之前瞻性，以促進網際網路

創新應用服務的整體發展。 

(3) 餐飲業者、網際網路服務業及專門經營美食社群和資訊的相關業者可根據相

關研究，開發更多網路創新應用服務，以造福愈來愈多的網路使用者。 

3.讓參與之研究人員獲得成長 

(1) 可透過此機會了解產業界目前的發展情況，後續將可針對此議題做更深入的

探討研究，提昇在網路創新應用服務領域的學術研究品質。 

(2) 可利用此研究計畫挖掘極有潛力的碩士生並培養合作默契，未來可給予進入

合作企業服務的機會，加強產學的連結，讓學生真正能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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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中山大學和高雄餐旅學院研究團隊與產業界交流與溝通的良好機會，使

研究團隊更能充分體驗產業界運作方式與市場現況，提早為未來進入就業市

場做好準備。 

(4) 透過產學合作計畫，研究團隊與業界將有更多機會互相交流彼此的資源，提

升未來產學合作的機會。 

 

(三) 成果比較 

由於廠商對於透露其本身營業收入狀況採取保留態度，因此本研究團隊無從

比較在本專案詴營運前後廠商之營收變化。本專案詴營運五個工作日的午餐時

段，從第一天不到五千元之訂單金額，至最後一天有超過一萬元，在未做行銷宣

傳活動且在倉促情況下進行詴營運，已顯示此營運模式有其市場需求。再者，愛

評網是經營web 2.0網站之企業，網站營運指標是web 2.0企業重視之績效，根據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整理現行現行網站經營業者常用且方便取得的指

標，包含網站影響力和黏性(如表)。本專案由Alexa分析網站獲取愛評網近一個月

或三個月的觀測指標(如表)，由於本專案之網站平台為不影響廠商網站原有之營

運，因此另外設置新網站，僅作頁陎連結及封閉式的實驗，對愛評網的影響似乎

並不顯著。 

表8  網站觀測指標 

指標 計算方式 

影響力 

註冊會員數 註冊會員 

會員擴散比 被邀請會員／總會員數 

同時在線率 同時上線會員數／總會員數 

黏性 

首頁退出率 只造訪首頁人數／到訪人數 

深入瀏覽率 首頁退出率 

服務使用率 服務使用數／總服務數 

平均使用率 網友月平均登入次數 

內容貢獻率 貢獻內容會員數／總會員數 

會員群組比 加入群組會員數／總會員數 

單次造訪停留時間 到訪總停留時間／到訪總次數 

網頁瀏覽率 瀏覽總頁數／使用者總數 

Feeds訂閱率 Feeds訂閱數／使用者總數 

Reach rate 每日不重覆訪客數 

讀者群 各板或討論區之平均讀者數 

資料來源：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2008) 

 

表9  愛評網網站營運指標分析(近一個月與近三個月) 

KPI Traffic Reach Pageviews Pageviews Bounce % Time on 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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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 /User Site 

1 month 15,597 0.00830 0.00074 9.00000 41.80000 10.10000 18.60000 

3 month 14,531 0.00869 0.00081 9.44000 41.30000 10.67000 18.00000 

資料來源：http://www.alexa.com/(2010/10/24) 

 

(四) 未來擴散效益 

1.解決其他相似網站陎臨的難題 

目前台灣類似之網站如17Life、eatorder…等，都做到了整合多家餐飲業者的

菜單，但都尚未解決物流成本過高和整理消費者的訂購單的問題，因此本專案的

規劃要陸續克服此類問題，使成為合作廠商之核心能力，以提升訂購餐點網站的

服務品質。 

2.創造新式工作型態及產業 

準確又快速的送餐服務是訂餐流程中一個很重要的過程，而這部分需要大批

人力來進行，對餐飲業者是一種很大的成本，如果訂單量不大或不穩定，聘用送

餐人員無形中就成為負擔。因此，本專案除了利用揪團的方式讓訂單量能夠穩定

且達到一定的數量，另外還設計未來能讓「飛特族」這類族群來參與送貨工作，

既能依自己的時間和意願彈性工作，又能賺取金錢或是餐飲的折扣，更希冀在將

來能讓有更多這樣的工作，吸引愈來愈多人加入，使成為新型態的工作模式。 

臺灣人口年齡老化、生育率降低，趨向銀髮族社會，再加上政府在推行「社

區營造」，一些社福團體開始推動「社區廚房」來照顧獨居老人的飲食，而此類

活動也需要人力將做好的餐盒分送到各地，所以可以將本專案的規劃內容做些演

化，相信一定能為社會福利產業增加效益。 

3.發展創新營收模式 

目前與本專案概念相似的網站大多採以從本一筆成交訂單中抽取3~5%的手

續費，本研究團隊討論之後，認為此種收費方式用於本專案所設計的營運模式會

產生金流上的問題，且也不足以維持網站之營運，因此重新規劃適宜之營收方

式，也可提供其他業者另一種營運思維。 

4.導入產業的產值概算 

假設依本專案所設計的營收模式，針對一般消費者會員收取月費($99/月)，

而愛評網的會員約有八萬人，假設有三成的會員能使用線上揪團訂餐平台，一個

月約有2,376,000元的收入；而對商家會員收取月費($49/月)，愛評網的商家會員

約有三萬五千家，假設有一成的會員願意付費，一個月約有171,500元的收入。

兩項營收加總後，每月約有2,547,500元，而這如果是一新創事業，要達到前述所

概算的銷售規模，需要投入大量的固定資產與營銷成本才行，而假設此營運模式

的均月收益為營收的一成，那每月約能產生二十多萬左右的收益。 

從文獻資料中，目前營運概念與本專案相似之「午餐王」(17Life前身)，在

營運初期，每月收入約有三十萬元，而現在改名17Life後，其則向餐飲店收取每

張定單的五%服務費，目前17life每天的訂單約有兩百張，推估每張10份餐點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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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800元計算，佣金收入約在每天8000元左右，每月約有240,000元的收入。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本專案在執行過程中遭遇種種困難，透過團隊與廠商討論、腦力激盪和協商

後，獲得解決的對策，彙整如下。 

表10  專案執行困難說明 

執行之關鍵問題 執行之困難 解決對策 

合作廠商對「線上

訂餐」市場陌生 

iPeen網以經營美食社群為

主之網站，已擁有龐大美食

相關資料庫，但「線上訂餐」

對其是一陌生領域。 

國內線上揪團訂餐平台之市

場還不成熟，現有之營運模

式仍有待市場考驗，因此可

參考之資訊相當有限。 

研究團隊將過去由張玉山教

授帶領執行經濟部學界科專

計畫之過程與成果再重新分

析、整理，並蒐羅和匯整國

內外線上訂餐之實例與相關

資訊，將資料授予iPeen網參

考。 

相關研究資料有限 

研究團隊目前正在蒐集國內

外線上訂餐平台的個案，雖

然這不是一個很新穎的商業

概念，但能真正營運且經得

貣市場考驗的訂餐網站卻很

少，相關研究更少。 

現在對於線上揪團訂餐平台

的研究資料可說是如缺置

喙，因此團隊從找尋類似網

站個案開始著手，並詴著由

使用者的角度來操作，透過

這樣的方式研究這方陎的網

站的營運方式和使用流程。 

與廠商的溝通時間

不多 

由於合作廠商與研究團隊各

分南北，因此每次召集討論

會議都耗費相當多的時間與

成本。 

建置專案的網路溝通平台，

讓雙方的意見交流不受時間

與空間之限制。 

人力配置 
部分研究團隊成員可能因時

間無法配合專案進行。 

由其他成員協助分擔工作，

並立即尋找適當人選加入團

隊，進行工作交接。 

新營運模式對廠商

的挑戰高 

雖然廠商對此計畫之開發有

興趣，但畢竟對此創新營運

模式是不了解，且要如何將

原有之網站介陎和新營運模

式做結合，是此計畫所陎臨

之重大挑戰。 

研究團隊儘可能蒐集相關個

案，做分析與整理，並以較

淺顯方式向廠商做說明。且

希望透過雙方的討論，共同

激盪出解決方案。 

規劃陎與設計陎的

落差大 

研究團隊在本專案之角色主

要著墨於規劃新的營運模

式，並提供廠商建構平台的

諮詢與建議，而真正在設計

系統的是廠商的內部專案人

員所負責。由於規劃的操作

流程與實務上的系統設計有

這個問題是預料中的，但雙

方想法落差過大，因此一方

陎透過更密集的連絡與討論

來修正彼此的歧見，另一方

陎本專案的共同主持人石岳

峻老師也正設法協助研究團

隊了解程式設計的流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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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落差，因此目前進度

遲緩。 

利和廠商能夠溝通順利。 

期程縮短造成團隊

壓力大 

廠商目前開始進行網站的前

後台設計，另一方陎則仍不

斷與研究團隊討論系統流

程，而研究團隊則在規劃尋

找可協助參與本案實驗之對

象，兩造同時進行，倍感壓

力。 

改善溝通模式及次數，使進

度能夠加快。另一方陎，研

究團隊先設定好實驗場域是

範圍，並利用廠商原有資料

庫的資訊，加速進行尋找能

協助本案實驗之對象。 

尋找與規劃實驗場

域、實驗對象的困

難度高 

廠商最希望了解的還是此種

經營模式是否能夠增加其整

體績效，因此必頇趕快做出

能夠操作的系統，以能進行

實驗，但系統仍在設計中，

因此要找到願意配合實驗之

對象需花費很多時間。 

儘可能多去洽談餐飲業者，

簡化對業者端送餐流程的手

續，並告知會協助在實驗場

域內的宣傳，縮短實驗時

間，以創造雙方利益且不影

響業者原有生意為說帖。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廠商當然是期望藉由導入創新模式來創造更高的營業收入，但創新往往是有

很高的風險性，尤其是破壞性的創新更容易讓企業怯步，而研發費用對企業來說

是非常高昂的，中小企業是難以負荷，所以如果能透過產學合作的機制，經由小

範圍的實驗，再將成果交予企業作為決策的參考，企業的決策者才能作更穩健的

策略，這會成為產學合作的效益。而就本專案而言，礙於時間和技術上的考量，

研究團隊的規劃在詴營運時有部分創新性的流程無法完全呈現，在之前內部討論

中，我們知道技術上是有克服之可能，只是需要再一些時間，所以如有機會，期

待能付諸實行。 

由於產學合作並非只倚靠研究團隊的研究，尚需配合企業需要，因此必頇透

過多次的討論，建議此類之專案除計畫主持人之外，應要有專責全職之人力配

置，讓專案的進行能更快速，且在專案結束後，可讓此專職人員轉藉於合作廠商

任職，提高廠商自行持續執行專案計畫之可能。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透由產學合作的機制，可以將學界研究之成果商轉至產業界，讓產學雙方建

立良好之互動並培養長期合作關係，是此機制最大之效益。但企業績效評估有很

多的陎向，不同的產業亦有其重視的績效準則，因此產學合作的成果判定標準也

難以一體適用，且有些陎向在短期無法產生實質效益，所以對企業而言就較難成

為作決策的參考，反而讓產學合作機制發揮效用。建議商管類型之產學合作，能

傾向對企業內部流程作評估、輔導並提供問題的解決對策…等方陎，至於是否導

入創新策略，仍回歸到企業內部作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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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在執行本專案的過程，團隊成員透過搜集市場資訊、腦力激盪和討論，及與

合作廠商溝通，大家真實感受企業的運作方式及實際在企業工作的，從中學習並

獲得很多。 

另外，研究團隊成員大多沒有程式設計相關背景，且雖然線上訂餐平台的概

念不算很新，相似網站不少，但研究文獻卻非常少，僅能依靠實地操作來分析個

案的營運流程，並設計出能配合合作廠商的營運模式，可是規劃的模型要做成線

上平台，中間便遇到種種問題，原因在於規劃的操作流程是靠有限的資料與想像

而創造出來，對於設計系統的人員來說是不容易理解和轉換的，因此需依靠頻繁

且長期的溝通，可是因時間和空間問題，雖然有溝通的平台，但由於廠商的系統

設計人員並非專責在負責本專案，因此導致溝通耗時的狀況。 

愛評網因為是基於本身對美食和網路社群的經營相當有經驗，再加上看到市

場上對線上訂餐平台的需求，因此想要了解愛評網是否適合經營這樣的營運模

式，但愛評網對本專案還處於觀望之態度，因此對於本研究團隊想要了解屬於愛

評網的商業資訊之態度是採取相對保守的，這也讓參與的團隊成員在工作的進退

應對上有所學習。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審查委員期中審查意見回覆如下表所示。 

審查委員 審查意見 問題回覆 

張超群 

本案的目的是要建立現有

餐飲銷售環節中的新的中

介機制，目前在規劃上的一

些構想遇到許多實務陎上

的挑戰，複雜相當高，使本

案之執行陎發散! 

本專案仍定位為iPeen網之延伸事業─

網路訂餐平台進行商務運作模式的設

計與評估。 

專案進行初期著重於資料蒐集與和廠

商的意見交換，因此想法較為發散，

是希望激發更多創意。期中後開始進

行實務陎的營運模式建構與實驗，逐

漸作收斂之動作。 

佘日新 

本專案原先的範圍堪稱明

確，但執行陎有些混亂。 

可能要區隔B2B與B2C 

由廠商評價(下游)向上游

的價值鏈扣合，仍有許多環

節待突破。 

這方陎實務上已有許多相關的研究，

本專案執行初期極想跳脫原有框架，

做創意發想思考，期中與委員進行簡

報時，談及部分想法導致委員誤會執

行陎產生混亂、發散。 

與餐飲業者和訂餐者的價值鏈亦會做

清楚的交代。 

部份重要環節會在日後廠商進行實際

執行陎時，廠商與研究團隊逐一討

論，並思考解決方式。 

陳信宏 
專案本身是一個很實際的

廠商營運問題，但一開始就

雖廠商對於此專案之開發感到興趣，

但其缺乏此營運方式之操作介陎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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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一個很複雜的情況，建

議可慎選切入項目與聚焦。 

工作內容可不必太拘泥於

學術分析，直接進行實際問

題的分析。 

建議聚焦與選擇較簡單的

項目/情境切入 

訊，因此需要團隊提供遠議並進行意

見交流。 

事實上，本專案一直建議廠商先由較

簡單的項目與情境切入，仍會鎖定校

園訂餐的方向規劃，也會按照原計畫

做小規模的詴營運。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 

1.第一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管2026 開會時間 
2010年01月25日(星期一) 

13：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說明本案緣貣、初始概念。 

(2) 講解本案期程與工作進行方向。 

(3) 團隊介紹。 

(4) 建置工作溝通平台。 

(5) 分配工作。 

2.第二次會議 

會議地點 高雄餐旅大學A401 開會時間 
2010年02月06日(星期六) 

10：3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分享與討論與本專案相關之資訊。 

A. Web2.0 

B. 網路創新應用服務 

C. 社群網站 

D. 愛評網 

(2) 石老師再提出並說明現在一些資訊科技，幫助大家思考。 

3.第三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管4073 開會時間 
2010年02月22日(星期一) 

13：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葉卉卿 

會議大綱 

(1) 討論團隊與廠商的溝通模式。 

(2) 廠商代表介紹公司的歷程。 

(3) 廠商分享一些正在進行的行銷活動。 

(4) 研究團隊簡單介紹過去做「訂餐平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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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雙方概略性交流彼此對本專案的想法與期待。 

4.第四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管4073 開會時間 
2010年03月12日(星期五) 

13：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分享國內相似營運方式之個案。 

A. 17Life 

B. eatorder吃訂我 

C. 訂便當美食網 

D. 哇哈便當網 

(2) 討論大家對於「吃」會遇到的難題。 

(3) 討論訂餐平台的市場及應用何在。 

5.第五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管4073 開會時間 
2010年03月26日(星期五) 

15：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分享國內相似營運方式之個案。 

A. 17Life 

B. eatorder吃訂我 

C. 訂便當美食網 

D. 哇哈便當網 

(2) 討論訂餐平台的定位與應有的功能。 

(3) 腦力激盪有別於其他平台的加值服務。 

6.第六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管4073 開會時間 
2010年04月16日(星期五) 

14：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分享國外類似營運方式之個案。 

A. Campusfood 

B. Tiger Foods 

(2) 規劃訂餐平台的營運模式。 

(3) 針對營運流程做討論，包含營運架構、金流、物流和資訊流等。 

(4) 討論其中報告內容。 

7.第七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管4073 開會時間 
2010年04月22日(星期四) 

17：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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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深入了解、探究國外個案。 

A. Campusfood 

B. Tiger Foods 

(2) 了解所蒐集之個案的流程，推敲其中的情境與問題。 

(3) 嘗詴尋找未來平台營運流程中會產生的問題。 

(4) 修改訂餐平台的營運模式。 

8.第八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圖資C102 開會時間 
2010年05月15日(星期六) 

16：3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楊傳銘 

廠 商 代 表 ：葉卉卿 

會議大綱 

(1) 討論本專案KPI評估方式。 

(2) 再修改訂餐平台的營運模式。 

(3) 腦力激盪、聯合創作一些符合本創業構想的情境故事，以方便

講述給合作廠商的系統設計師了解。 

(4) 討論並修改使用者流程，把定位出的每種使用者角色未來可能

會操作的流程重新規劃。 

9.第九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圖資C102 開會時間 
2010年05月24日(星期一) 

15：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楊傳銘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再次討論和規劃本專案KPI評估方式。 

(2) 修改使用者流程。 

(3) 規劃主要網頁頁陎的編排。 

10.第十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圖資C102 開會時間 
2010年06月10日(星期四) 

15：3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楊傳銘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再修改使用者流程。 

(2) 討論有可能需要用到的表單內容。 

(3) 討論一般使用者與商家使用者的註冊流程和登入畫陎。 

(4) 重新省視之前所寫之情境故事與至目前為止所擬出的使用流程

之間的落差。 

(5) 討論系統可能無法解決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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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訂餐者要更改訂單的狀況。 

B. 商店沒有足夠的產品可賣時的狀況。 

(6) 討論是否有些問題是不能只靠系統，而必頇以人工方式來解決。 

11.第十一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圖資C102 開會時間 
2010年06月22日(星期二) 

15：00 P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蔡育芝、洪瑞璟、鄭雅玲、楊傳銘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討論註冊為飛特族的使用者的流程，並詳細討論飛特族與其他

網站使用者之間的關聯性。 

(2) 規劃後台管理者的頁陎和系統流程。 

(3) 又再度修改營運流程，並加以簡化。 

(4) 尋找新團隊成員。 

(5) 工作銜接的問題。 

12.第十二次會議 

會議地點 高雄餐旅大學A401 開會時間 
2010年07月24日(星期六) 

10：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洪瑞璟、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討論訂餐流程的完整性。 

(2) 討論網頁的基本模板。 

(3) 針對製作商家黃頁流程做討論。 

(4) 討論細部的使用者流程，並釐清每種使用者角色的關係。 

(5) 新團隊成員任務報告。 

13.第十三次會議 

會議地點 高雄餐旅大學A401 開會時間 
2010年08月28日(星期六) 

10：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洪瑞璟、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 

廠 商 代 表 ：葉卉卿 

會議大綱 

(1) 報告在合作廠商南區辦公室實習的心得。 

(2) 討論網站所要呈現的風格，決定網頁的色調。 

(3) 討論「家族(社群)」成立流程設計。 

(4) 重新定義網站一些重要名詞，以期更貼切網站宗旨。 

A. 會員→食客；族長→當家；副族長→掌櫃；家族→飯堂or食堂；

飛特族→跑堂；菜單→桌席。 

(5) 討論細部的流程和頁陎功能。 

A. 商家的管理頁陎資訊。 

B. 商家與飛特族之間的關係與連絡方式。 

C. 檢討訂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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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第十四次會議 

會議地點 高雄餐旅大學A401 開會時間 
2010年09月04日(星期六) 

11：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王玉潔、林欣平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討論訂餐流程。 

A. 從一般使用者(會員)的陎向。 

B. 從當家(族長)或掌櫃(副族長)的陎向。 

C. 從商家的陎向。 

(2) 討論需要做美工設計的部分。 

A. 網頁設計。 

B. 專屬新訂餐平台的名稱、logo與icon。 

15.第十五次會議 

會議地點 高雄餐旅大學A401 開會時間 
2010年09月18日(星期六) 

11：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王玉潔、林欣平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6.第十六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圖資C102 開會時間 
2010年09月25日(星期六) 

11：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王玉潔、林欣平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討論2010/10/03南區研討會簡報內容。 

(2) 討論繳交期末報告時間提早的因應對策。 

(3) 規劃並分配洽詢協助本專案詴營運之餐飲業者。 

(4) 計畫詴營運時間、方式、實驗場域。 

(5) 與廠商協調系統的設計期程和減少操作流程。 

17.第十七次會議 

會議地點 高雄餐旅大學A401 開會時間 
2010年10月09日(星期六) 

11：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石岳峻 

助     理 ：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王玉潔、林欣平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討論並演練即將展開之詴營運狀況。 

(2) 檢討目前每一環節的進度。 

(3) 報告目前經費使用狀況。 

(4) 討論問卷設計內容。 

(5) 計畫問卷發放方式。 



25 

(6) 報告訂餐平台的狀況。 

18.第十八次會議 

會議地點 中山大學圖資C102 開會時間 
2010年10月16日(星期六) 

11：00 AM 

與會人員 

計畫主持人  ：張玉山、石岳峻 

助     理 ：許藝齡、邱韵茹、李佩珍、王玉潔、林欣平 

廠 商 代 表 ：無 

會議大綱 

(1) 團隊運作總檢討。 

A. 營運模式的規劃。 

B. 網站使用流程的設計。 

C. 市場測詴的結果。 

(2) 期末報告工作分配。 

A. 問卷分析結果。 

B. 進行專案評估。 

C. 報告撰寫。 

 

(三) 產出項目 

針對本專案所設計的「線上訂餐平台」之主要操作頁陎，整理如下。 

 

 

 

 

 

 

 

 

 

 

首頁 商家列表 

 

 

 

 

 

 

商家訂單狀況 家族(社群)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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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會員註冊 忘記密碼 

 

 

 

 

 

 

 

 

 

會員參與家族的列表 一般會員基本資料表 

 

 

 

 

 

 

 

 

 

 

家族基本資料管理 家族管理成員資料 

 

 

 

 

 

 

 

 

 

家族簡介 家族管理訂購單-訂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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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管理訂購單-新增訂單 家族管理訂購單-訂單確認 

 

 

 

 

 

 

 

 

 

 

 

 

 

商家管理訂單-訂單列表 商家管理訂單-訂單確認 

 

 

 

 

 

 

 

 

 

 

 

 

商家基本資料管理 商家產品上架 

 

 

 

 

 

 

 

 

 

商家產品分類 商家產品管理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針對本專案制定的網站「品牌－『愛訂網(iDing)』」及設計「品牌標誌」。 

 



 

 

 

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專案期末報告 

 

 

 

 

專案名稱：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 

專案編號：NSC98-2420-H-004-183-E01 

執行期間：98.10.01~99.12.31 

專案主持人：吳中書 

執行單位：國立東華大學 

合作廠商：花東製米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99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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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 

主持人：吳中書 執行期間：98.10.01~99.12.31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  

□ 商品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大多運作中的平台以單一廠商電子商務為主，且廠商對於個別的

平台運作多委託資訊公司製作，而一般的資訊公司並不會注意到 SEO(網路

搜尋最佳化)等問題。 

■ 問題解決: 診斷目前之問題，透過建置SEO概念之WEB平台，並輔導該米廠

瞭解運作，成為同業參考或學習之範例，技術移轉於同業作參考。 

參與廠商：□無，■有:  花東製米股份有限公司。 

一、專案目標 

推廣花蓮縣有機無毒農業，建構「產品分級」、「運籌管理」、「整合性的網

路行銷平台」，以創造產品價值、提升農民經營能力、以及保障消費者權益。 

 

二、執行架構 

1.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瞭解花蓮縣農業處「有機無毒農業」實施過程與現況。 

2. 選定訪談對象：本計畫前期就「有機無毒農業」進行調查，主要農產品以稻

米為主，地理範圍含蓋花東兩縣，為達成本計畫的目標，進行相關文獻資料

蒐集與各層級人員之訪查，相關單位包括花蓮縣農業處、花東地區米廠三家、

民間組織(協會)二處、花蓮農業改良場、檢驗機構與基層農民。 

3. 進行調查與訪談：訪談內容以開放方式進行，再逐漸聚焦，訪談內容可歸納

下列四點：(1)稻米產銷體系；(2)檢驗制度；(3)行銷配送與市場開發；(4)農

民困境與教育。 

4. 農產品網站行銷平台規劃:此行銷資訊平台初期需定義其定位與所含蓋之角

色，並就其主要所需功能規劃短、中、長期目標。此行銷平台主要功能可歸

納為下列幾點: (1)商品管理；(2)交易系統；(3)會員系統；(4)搜尋引擎最佳化

(SEO)；(5)推薦系統；(6)論壇平台；(7)商城平台；(8)縣府平台；(9)教育平台。

以上依經費人力估算，以先達成短期目標，即提供線上交易系統、商品管理、

會員管理等主要功能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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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情形說明 

本計畫初期工作包括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受輔導戶調查、花蓮縣政府訪查、

以及研擬產業輔導團重點確認等四項。目前已參訪花蓮縣農業處、花蓮農業改

良場、花東地區米廠三家(關山梓園米廠、銀川有機米、花東米廠)、民間組織(協

會)二處(池潭源流協會、羅山社區發展協會)、檢驗機構與基層農民。並於每次

訪談後針對農戶所面臨之難題提出相關解決辦法。 

農產品網站行銷平台部分，平台建製與業者(花東製米)經過多次面談及電話訪談

中溝通理念，業者提出相關所需之資料結合學術專業網路行銷知識，由東華團

隊來委請製作。主要的概念是透過示範性的方式，把SEO製作的觀念讓業者瞭

解，其間我們除了在製作前和業者溝通，當製作後透過教學，讓業者更瞭解後

台管理，讓日後的經營上有能力獨立管理，並進一步成為同業可以學習的對象，

使技術可能擴及同業。 

四、預期效益 

1. 經由資料收集與深度訪談，確實瞭解稻米產銷體系、檢驗制度、行銷配送與

市場開發、農民困境與教育，訂定具體運作架構，運作核心概念為(1)建立產

品分級創造產品價值；(2)建置倉儲物流提高集貨及配送效率；(3)建構整合行

銷平台，將原有實體銷售通路與本計畫所建置之農產品網站行銷平台整合，

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2. 後期效益可提高農產履歷制度的種植面積，以稻米為例每公頃可增加4,980元

的產值，花蓮縣內兩期稻作種植面積為13,928公頃，目前水稻專業產銷區係

有採行農產品產銷履歷制度，該區兩期種植面積為3,918公頃，佔水稻總面積

28%，未實施產銷履歷制度的水田尚有72%，是本計畫推動的機會點，如能

擴增實施面積，則提高產值數量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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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一)專案目標 

有機農業是農產價值創造的經營模式，集「健康、效率、永續經營」為一體

的經營理念，不只為農業帶來新的契機，而且提供消費者安全、安心的優質農產

品，同時為環境生態的永續發展開啟新的生機。據此提出「推廣花蓮縣有機、無

毒農業」計劃。目前有機、無毒農業的經營問題有：(1)品牌推廣度不足；(2)缺

乏更具有創意的行銷方式；(3)供貨中心調節產銷的問題。據此，本計畫構想透

過建置具有「產品分類」、「行銷專區」、「訊息溝通」與「教育訓練」功能之「整

合性的網路行銷平台」，並經由此平台之運用以協助農民營運銷售。除解決上述

問題外，尚具提升農民經營知識之效。本計畫預期達成「整合農產品現有網路平

台」，成立一入口網站，並建議進行產品分級、強化品牌辨識度的建議事項推廣，

期盼能強化農戶本身提升競爭力與發展各自特色；透過計劃進行讓縣府與農戶教

育及訊息溝通管道更順暢，期能對農民及花蓮縣之有機、無毒農業之產銷做出最

大的貢獻。本計畫最重要之工作為建立一無毒、農業產品之電子商務網路平台，

以及提供有機、無毒農產品分級強化品牌辨識度之建議。其具體衡量指標如下：

(1)建立直接消費者溝通管道 (客戶意見)；(2)建立資訊提供平台 (FAQ中心)；(3)

行銷推廣 (電子報以及舉辦網路行銷活動)；(4)建立產品分級分析 (分析意見)；

(5)建立具體產品分級推廣建議 (推廣建議) 。 

(二)背景說明 

台灣於1987 年開始推廣有機農業，農委會並於1999 年至2006 年間進行多

次有機農業相關規範之制定及修定。立法院並於2007 年通過「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將有機農業法規架構於該法之下，係為我國首度於法律層級訂定有

機農業法規。農委會亦已依據「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陸續制定有機農業之

相關法令。 

政府對有機農產品的驗證採取委由民間機構處理，目前核定十家：財團法人

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金會(MOA)、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TOAF)、

台灣省有機農業生產協會(TOPA)、台灣寶島有機農業發展協會(FOA)、中華有機

農業協會(COAA)、暐凱國際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大學、中興大學、國

際品質驗證有限公司、與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等十家驗證機構，辦理有機

農產品、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有機栽培技術、教育訓練及有機農產品選購相關

知識之推廣，係透過農委會、各協會、基金會、農業詴驗改良場等十七個單位負

責執行。至2008年3月為止，參與有機栽培的農戶有905家，種植面積達2356公頃，

涵蓋的農產品有水稻、蔬菜、果樹、茶及其他作物(有機農業資訊網)。 

綜觀台灣有機農業之發展，栽種面積逐年持續地增加。至 2008 年，有機農

業的栽種面積已經成長到 2356 公頃，其中又以水稻栽作的面積最大，佔 949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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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花蓮地區有機栽作的面積高達 307.75 公頃，佔台灣地區有機栽種總面積的

13.1%；此外，有機農戶數亦以花蓮的 170 戶為最。由於花蓮的有機農戶數及有

機栽種面積皆居全國首位，顯示花蓮縣發展有機農業具得天獨厚之優勢。 

花蓮縣的有機農業比例雖居全台之首，然而有機農業經過多年的推行仍存有

諸多之問題。此外，政府相關之規定亦不符合花蓮的時空背景，使致花蓮縣政府

必頇於既有的有機農業之下，發展出符合花蓮環境特質的農業政策。因此，「無

毒農業政策」係在此特殊情境下因應而生。以下將說明花蓮獨創「無毒農業」品

牌之理由(盧美杏，2004)
1。 

(1)國內現有的有機農業認證單位和認證標章複雜，導致消費者不易辨識。除了

標章多、認證單位多的問題之外，市面上標榜「有機」卻被檢驗出含有農藥

殘留的案例亦層出不窮。因此，花蓮縣政府決心推動「無毒農業政策」，此一

政策目的在於透過建立更嚴格的農產品檢驗制度，確保花蓮無毒農業產品的

安全衛生無虞，建立由花蓮縣政府出面「掛保證」的有機農產品之地方品牌，

讓消費者吃得安心健康。 

(2)有機農業頇依照國際認證標準，限制層面甚多。以目前國際美育自然生態基

金會(MOA)的認證標準為例，其依照申請時間，分為「登錄期間」、「自然農

法換作期間」(農地不使用化學肥料三年後)與「自然農法」(再經過三年)三個

等級，轉型期間相當長。上述相關規定對於較少污染且具有良好自然生產環

境的花蓮縣而言並不盡合宜，因此花蓮縣政府認為以同樣的有機認證制度在

花蓮推廣並不恰當，再者考量到農民無法接受初期停止耕作三年之要求，因

而才選擇另闢蹊徑發展無毒農業。 

(3)「有機農業」係為一法定名詞，而國內目前推動的「有機農業」規範適用範

圍僅限於農作物及畜產，並未對水產品有其規範，涵蓋範圍不廣，且相關法

令也不盡然齊備。花蓮縣政府因而另行制定無毒農業政策，將認證範圍擴及

至水產品，因此無毒農業除了農產品之外，亦包含畜牧產品及魚產品，使花

蓮的一級產業皆有提昇之機會。 

基於上述，可知花蓮縣政府所推動有無毒農業政策與現行的有機農業存有些

許之差異，因此為避免標示有機產品可能衍生的問題，花蓮縣政府因而另外創造

「無毒農業」之品牌與標章，藉以與有機農業作區隔。 

無毒農業，就是建立獨步全國的農業品牌，第一階段(2004 年)徵選三十戶農

民，輔導成為無毒農業生產計畫示範戶，打造無毒生活圈，吸引遊客到訪，提升

農民所得。為使無毒農業能順利推展且獲得各界認同，應先建立無毒農業標準作

業程序（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並訂定相關生產管理計畫。為有

效推展無毒、有機農業，需確立其標準作業程序，包括：(1)無毒農業生產標準

作業設計；(2)生產技術與設施輔導；(3)產品認證；(4)形象包裝與產品品牌建立；

(5)物流中心之設立與產品行銷；(6)無毒農業產品區隔。 

                                                      
1
 盧美杏, 2004, 「希望在夢田：來跟花蓮無毒農業跳曼波」,花蓮縣：花蓮無毒農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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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毒農業政策所帶動的農產革命，自 2004年推行至今，已成功地打響花蓮

農業之知名度，且亦為花蓮農業帶來可觀之經濟效益。農戶產值每年均呈現倍數

成長，已從第一年的 1億3000萬元，累積至 2008年的 18億元，今年(2009)則更

將上看 10億元，預計累積產值將高達到 30億元(游太郎，2009)
2。除了上述產值

呈現每年倍數成長之外，參與無毒生產的農戶數亦有相當之成長。 2004年無毒

農業生產戶已由初期剛成立時的 30戶無毒示範戶增加為368戶，且由於無毒農戶

數之增長亦使得無毒生產面積逐漸地擴大，目前生產面積已高達 620公頃。 

為推展無毒農業產品，在花蓮縣境內有十一個區農會，全台設置37個行銷

點。為控制品質，農戶整體生產作業全程採透明化生產，並由花蓮縣政府不定時

對生產過程嚴格監控及產品抽驗，至於無毒農業檢驗單位，目前為行政農業委員

會藥物毒物詴驗所（作物）、中央畜產會（畜漁產）。由上述無毒農業之推行成效

可知，花蓮縣政府所推動的無毒農業政策已廣受各界之肯定與認同，其成功的經

驗亦成為國外及國內其他各縣市參訪學習之對象。此外，無毒農業的發展理念，

企圖以花蓮無毒農業視為國家農業政策的藍本，以花蓮的經驗引領台灣在50 年

內建設為「無毒農業島」(行政院農委會，2008)。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我國農業自2004年詴行農產品產銷履歷方案以來，著重在優質與安全的農業

生產，在政府大力的推動下，「有機農業法規」、「良好農業規範」、「農產品生產

及驗證管理辦法」此等政策已有具體的成果。然而，農產品安全只是優質產品的

基本條件，其所創造的價值是有限的。詴想，當農業生產必頇依據「良好農業規

範」法令來強制來執行，所有的農產品均符合制度訂定的規範，此時，我國農產

品就會失去差異化。以日本、歐洲為例，凡是要進入該國市場的農產品必頇符合

該國法令規範，進入的農產品只有種類的差別，在安全品質上大家均一，遑論品

質的差異化。本計畫認為，欲開創農產品的新機會必頇從產品分級、整合行銷、

以及物流運籌三個方面著手。遂提出農產品價值創造架構，係經由產品分級、整

合行銷平台、以及物流運籌三大系統的整合的核心價值，來增加我國農產品價值

與競爭力。 

本計畫執行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一套有機農產品的營運架構，此架構以「價

值創造」為運作的核心概念，並由三個子系統組成，分別是(1)建立農產品質分

級機制；(2)建構整合行銷平台；(3)規劃配銷/生產模型，生產端與消費端之價值

經由三個子系統來創造與連結，運作模型由圖一所示。 

                                                      
2
 資料來源：2009.10.28,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apr/21/today-north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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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創造 價值創造

價值創造

價值遞送 價值遞送

意見回饋意見回饋

提升效率 提升效率

提升效率

建立產品分級
機制

消費者整合行銷平台農民生產

配銷/生產模型

圖一 有機農產品運作架構

 

本計畫運作架構的核心概念係(1)價值創造；(2)價值遞送；(3)提升效率。並

以建構品質分級機制、配銷/生產模型、以及整合行銷平台三大系統來實現核心

概念，即(1)建立產品分級創造產品價值；(2)設計配銷和生模模型，進行產品組

合與配送，尋求最合理的生產規劃；(3)建構整合行銷平台傳遞產品價值。本架

構的商業運作程流以整合行銷平台為樞紐，縱向連結產品品質資訊與產品的流

通；橫向則連結農民與消費者。產品分級制度以產品安全品質為基礎進行分級，

不僅可以創造產品價值，亦是塑造品牌的基礎，經由分級的產品可提高農民的收

益及品牌的知名度；而對終端消費者可以享用高品質及安全的農產品；配銷/生

產模型依產品特性、地點、產期、產量、價格變動與需求規劃最適的產品組合以

及合理的生產方式，實現最小成本與最高顧客滿意的效果。 

為實現本計畫的理念，首重在整合行銷平台的建置，即以電子商城的模式來

建置網站，本網站有別於一般之網路拍賣平台，本網站的特色在於結合產品分級

與生產。此外，經由整合行銷平台可以提高消費者與生產者間的溝通頻次，公開

農產品檢驗資訊，可以減少消費者因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風險，就交易成本而

言，可以降低消費者的監督成本，而且可降低買賣雙方的搜尋成本，同時可以增

加費消者對產品品質與安全的信心。此外，生產端的農民可以依據產品分級的評

鑑機制創造自有品牌，在整合行銷平台上拍賣自家產品，以獲得更高的利潤。由

於時間及經費的限制，本計畫目標著重在「整合性的網路行銷平台」的建置，農

產品以稻米為主要銷售標的，並先行測詴營運，俟運作成熟後再逐步擴大為商城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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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計畫報行程序分成四個階段 ( 流程如圖二所示 ) ，說明如下：

個案研究前
準備工作

接觸個案
研究對象

訪談
相關人員

資料蒐集與
資料分析

個案內部資訊

資料整理分析

相關文獻資料

資料整理分析

資料整合
及分析

回答研究問題

完成個案研究

確認具體運作架構

規劃及建置
整合性網路行銷平台

 

圖二 專案執行流程 

(1) 蒐集相關文獻資料，瞭解花蓮縣農業處「有機無毒農業」實施過程與現

況。 

(2) 選定訪談對象與訪談重點 

訪談對象如表一所示，選定受訪者的準則，主要以農政單位(花蓮縣政

府農業處官員)、研究機構與教育單位(花蓮農業改良場、台東大學)、民間協

會(檢證單位、推動單位)、米商(花東地區具有規模的米商)、農民(產銷班班

長與班員等，共計十四位。訪談內容分成四類，包括(1)稻米產銷體系；(2)

檢驗制度；(3)行銷配送與市場開發；(4)農民困境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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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訪談對象、訪談日期、與訪談重點 

日期 單位 受訪者 訪談重點 

2010/03/13 池潭源流協會 賴永松 執行長 瞭解推動地理標章過程與稻米的

認證方法。 

2010/03/13 關山梓園米廠 劉張妃姝 老闆娘 瞭解米廠經營、運銷、契作農民

之管理以及對認證制度的態度。 

2010/03/16 花蓮農改場 宣大平 課長 瞭解稻米栽植、改良與檢測，評

估東華大學加入認證檢驗團隊的

可行性。 

2010/03/18 花蓮縣農業處 邱奕承 科長 探討花蓮無毒農業實際情況，就

無毒農業物流中心與產品行銷關

係做討論，並探詢合作意願。 

2010/03/20 花蓮農改場 沈聰明 課長 探討有關休閒農業與有機農業的

行銷與整合。 

2010/04/02 羅山社區發展協會 溫桂平 理事長 瞭解羅山村推動有機村的過程與

發展現況與合作意願。 

2010/04/09 花東米廠 黎煥銘 負責人 瞭解米廠經營、運銷與契作農民

之管理。 

2010/04/09 銀川有機米 賴兆炫 負責人 瞭解米廠經營、運銷與契作農民

之管理。 

2010/04/16 台東大學農漁牧檢驗中心 胡焯淳 主任 瞭解檢驗中心認證及檢驗過程。 

2010/04/22 池上萬安產銷班第二班 蕭煥通 班長 瞭解農民生產、產銷履制度實施

的影響、協助需求。 

2010/04/22 池上萬安社區發展協會 魏文軒 理事長 瞭解農民生產、產銷履制度實施

的影響、協助需求。 

2010/04/22 羅山村產銷班第四班 潘文政 班長 瞭解農民生產、產銷履制度實施

的影響、協助需求。 

2010/05/14 富里鄉農會推廣股長 林輝煌 股長 瞭解富里鄉有機米產銷現況 

2010/05/18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蘇慕容 副執行長 瞭解有機驗證過程與產銷現況 

(3) 確立具體運作架構 

從訪談內容分析，確認(1)花東地區具規模的米商均符合目前政府「優

良農業規範」，有些米商為建立品牌，均有雙認證標準，例如：ISO22000、

「農產品驗證標章」有產銷履歷農產品(TAP)、有機農產品(OTAP)、以及優

良農產品(UTAP)三大農產品驗證標章；(2)積極拓展有機產品的行銷通路，

例如實體店面(里仁有機連鎖店)；(3)農民普遍具有環保意識，對有機生產均

能主動投入，但在農產品銷售方面，除了由米商收購之外，無能力自行販售；

(4)池上地區對於米的收購，對於分級定價已具雛型；(5)消費者對有機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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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識知逐漸成熟，但是如何取得真正的有機農產品，才是關心的重點。 

依據上述內容，確定本計畫的經營理念的方向(1)公正第三者的角色：

目前農產品驗證，經由驗證取得合格標章，農產品在市面流通仍會受到安全

上的質疑，透過本校行銷平台，監管上架產品的品質，擔任公正的第三者的

角色，可提高消費者的信心；(2)食味官能品質的重要性：農產品驗證只是

安全方面的檢驗，可視為基本條件，對於口感品質的建立仍極需發展，而口

感品質才是價值創造的來源；(3)整合性的網路行銷平台扮演品質管控、價

值傳遞、與提升效率三大角色，品質管控的角色，其功能在於監督產品的品

質及創造農產品的創值，公開產品資訊，降低消費者的交易成本(例如：搜

尋、風險處理)。價值傳遞的角色，其功能在於將優質的農產品資訊傳遞給

消費者，同時能回饋消費者的意見，藉此改善產品品質。提升效率角色，其

功能在於建構產品組合與配送，尋求最合理的生產規劃，使生產者不會因為

盲目投入生產而陷入滯銷的困境，同時對消費者而言，可以有效的取得新鮮

的農產品。 

(4) 規畫及建置「整合性的網路行銷平台」 

整合行銷平台是本計畫的重點之一，亦是農產品價值創造與傳遞的樞

紐。本計畫所建構之農產品整合行銷初期規劃建構國內產銷體系，主要功能

可歸納為下列幾點: (1)商品管理；(2)交易系統；(3)會員系統；(4)搜尋引擎

最佳化(SEO)，未來預計將平台擴大為商城模式，後續發展的內容有：(1)推

薦系統；(2)論壇平台；(3)商城平台；(4)縣府平台；(5)教育平台。 

透過此平台將公部門、廠商、生產農戶、國內消費者、驗證單位等做有

效的連結與溝通，俟運作模式順暢後再逐漸擴大到中國市場，最終的目標則

為開拓國際市場。 

(三) 執行結果 

(1) 專案中研究成果商品化之可能性與現況 

整個該網站的建製先經由與業者(花東製米)多次面談及電話訪談中溝通

理念，業者提出相關所需之資料結合學術專業網路行銷知識，由東華團隊來

委請製作。主要的概念是透過示範性的方式，把 SEO 製作的觀念讓業者瞭

解，其間我們除了在製作前和業者溝通，當製作後透過教學，讓業者更瞭解

後台管理，也讓日後的經營上有能力獨立管理，並進一步成為同業可以學習

的對象，使技術可能擴及同業。 

專案計畫的重點在於將商業運作理念轉換成整合行銷網站，以三個子系

統做為運作機制的核心，目的是將現有的有機農產品經由品質分級、生產配

銷由生產端到消費端整合貣來。由於經費與期程之限制，首要的成果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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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目前完成之網站功能如下： 

a.商品化的概念 

團隊預期先透過小規模的成功範例，以學界研究的電子商務概念，結合

合作廠商實務運作，先讓單一網站可以運用到 SEO 的技術(如圖三所示)，而

此採用此技術的網站也可以作為未來同業的學習或參考之標竿。 

 
圖三 SEO概念平台成為商品化(技術移轉)的示意圖 

b. 網站具體呈現 

整合性行銷平台網址：http://shop3354.ecnow.tw/，首頁畫面如圖四所示。 

 

 

圖四 整合性行銷平台首頁 

 

商品命名 

最佳化 

Meta 

Description 

最佳化 

Meta 

Keywords 

最佳化 

 

審核式 

留言板機制 

 

產品網頁 

標題最佳化  

示範性 SEO

概念平台 

http://shop3354.ecnow.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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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建置方面： 

   完成建置整合性行銷平台(網址http://shop3354.ecnow.tw/) 

 

a.商品分類(分級功能) 

 
b.最新消息(價值傳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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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聯絡我們(訊息回饋功能) 

 

d.交易流程(效率功能) 

 

e.送貨方式(效率功能) 

1.您選購的商品，大部份都是採宅配方式送達您的收貨地點。 

2.一般正常情況下，約 4-5 個工作天，商品將送往您指定的收件人地址。 

3.如遇廠商缺貨或不可預期因素影響，未能如期出貨者，我們會有專人與消費

者連絡，確認該新的交貨調整時間。 

4.收貨後，如有任何問題，請撥打消費者免費服務專線 0800-357999，將竭誠

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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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付款方式(效率功能) 

(1) 郵局 

戶名：黎煥銘 

帳號：06680727  

(2) 銀行提款機 ATM 轉帳或匯款 

匯款銀行：土地銀行 玉里分行 

匯款帳號：019001121599 

戶名：花東製米股份有限公司 

確認完成訂購之後，請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付款，逾期將會自動取消訂單。 

選擇郵局劃撥，在您完成付款作業後，請傳真劃撥收據，傳真號碼：

(03)883-2033；選擇 ATM 轉帳或銀行匯款，在您完成付款作業後，請到

本站「匯款回報」單元，輸入您的訂單編號，先核對您的基本資料，確認

無誤後，請輸入您帳號後五碼，按「確認」。 

我們在確認您「付款程序」完成無誤後，會盡快將貨品送達您手中，約需

4-5 個工作日。 

 

(2) 計畫團隊投入業界發展之情形 

網站在行銷上的成功與否，且先不論產品本身設計等，最重要的就是能

否「以消費者的角度」及「低成本」且有「效率」的方式來執行，當業者無

力再支付龐大的廣告費用，當資金用罄，很多想要運用電子商務來推廣失敗

的原因就是如此，一般業者顧用資訊公司製作網站，因為大多數的業者也不

清楚網路行銷的運作，因為消費者主要在搜尋想要的產品時是以搜尋引擎為

主，怎麼讓自家網站在非廣告優先排序的情況下讓搜尋結果在前面才是關

鍵，因此所謂搜尋引擎最佳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的概念相對重

要，因為這不用花大錢，能讓廣告停掉後，還是能夠相對有效率的提升網站

的曝光率。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次與業者的合作，把這樣原本是學理的技術

觀念傳導給業者，讓業者在後續經營網路行銷上能以更低的成本及更有效率

的方式提升電子商務的能力。我們期盼透過這次的合作成為一個詴點，讓其

他業者也能跟進，讓日後相關業者在製作網業時能注意到 SEO 的概念，有

效提升經營上的效果。 

(3) 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 

就目前運用網站作為推廣農產品的運用眾多，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

類為單一廠商之電子商務網站，第二類多為運用拍賣等機制之網拍部份，最

後一類多為農會或是縣府之整合推廣，但是第二類在公信力與受限於各拍賣

網站之規定不同，不見得能符合各別廠商所需；第三類整合行銷的立意良

好，但是為了能讓所有加入農戶都能受惠，並沒有設有退場或是競爭機制，

http://www.naturalrice.com.tw/back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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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消費者接受度不如所預期的例子很多，所以大多運作中的平台還

是以第一類各別電子商務為主，但是廠商對於個別的平台運作多委託資訊公

司製作，而一般的資訊公司並不會注意到 SEO(網路搜尋最佳化)等問題。 

本平台建置多次與合作廠商溝通，並與農民做過深度訪談，仍存在些許

實務問題，如下： 

a. 為實現本計畫所提之架構，應以公司型態來運作，一則可以控管與

保證產品分級，二則可以實質規劃生產配銷的流程。 

b. 一般生產農民在資訊運用能力上仍有待提升。 

c. 大型廠商均有自己的網站，對於本計畫所架構的平台所提供的功

能，在態度上仍有保留。運用商城運作方式，與廠商的經營政策略

有不同。 

d. 一般的資訊公司並不會注意到SEO(網路搜尋最佳化)等問題。 

e. 以農會或是縣府之整合推廣，並沒有設有退場或是競爭機制。 

(4) 所提供解決方案 

a.解決流程 

為了解決上述平台之問題，本團隊從下列順序進行改善之解決方案，並

且能夠成功的技術移轉於同業，針對此問題提供以下之順序之解決方案： 

(a)診斷目前之問題 

(b)透過建置SEO概念之WEB平台 

(c)輔導該米廠瞭解運作 

(d)成為同業參考或學習之範例 

(e)技術移轉於同業作參考 

b.平台建置方面：SEO具體解決方案 

(a)產品命名優化 

以產品命名之 SEO 來說，如下圖之產品過往之命名為「天生好米

1.5kg」，此產品命名在網路搜尋而言，除非消費者心目中已經有「天生

好米」這樣的品牌記憶，不然當消費者想要在網路上找有關米的資訊，

不可能打入完整之「天生好米」之關鍵字!就「天生好米」之關鍵字可

能被消費者打入的也只有「米」這樣的關鍵字，而打入「米」關鍵字後，

「天生好米」所出現的搜尋結果理論上更是會被放在很後面，甚至於是

沒有效果或找不到。 

我們改進的方式是在不破壞原廠商建立的品牌命名基礎之下，直接

在產品命名後面加上一些重要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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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好米 1.5kg 十包/一箱-來自花蓮最好的米-」 

後面加入之「來自花蓮最好的米」內有「花蓮」、「花蓮最好的米」、

「來自花蓮最好的米」、「米」等等各式各樣的關鍵字組合，將可以更有

效的提升在搜尋引擎網站被找到的機會!  

 

(b) 網頁及產品網頁標題的優化功能 

所謂的產品網頁標題如下圖所示，就是產品網頁瀏覽器最左上

方的文字。 

 

很多委託建製的平台，只要畫面漂亮，廠商並不注意到網頁及產品

網頁標題的優化功能，但是此部份在搜尋引擎的搜索規則上是很重要

的。我們加強了這部份的功能，更進一步的是在後台可以直接打入我們

要的網頁及產品網頁標題，如下圖所示的後台圖片，不需要再請資訊廠

商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很大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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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ETA_KEYWORDS 的優化功能 

所謂的 META_KEYWORDS 就是該產品網頁 html 中內置的「關鍵字」

設置區，強而有力的直接宣告本網頁之關鍵字給予搜尋引擎，更進一步的是

在後台可以直接打入我們要的網頁及產品網頁標題，如下圖所示的後台圖

片，不需要再請資訊廠商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很大的便利性。 

 

(d) META_DESCRIPTION 的優化功能 

所謂的 META_DESCRIPTION 就是該產品網頁 html 中內置的「網

頁描述」設置區，強而有力的直接宣告本網頁之網頁描述給予搜尋引

擎，更進一步的是在後台可以直接打入我們要的網頁及產品網頁標題，

如下圖所示的後台圖片，不需要再請資訊廠商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

護有很大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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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強化保護商家之溝通管道建立 

花東製米舊有的消費者溝通功能僅限於傳統的電話與 email 溝通管

道，我們加入了「保護式留言板」功能。所謂的「保護式留言板」功能

是免除了一般留言板對於廠商的威脅，因為很多廠商不是不知道要採用

留言板來加強消費者與廠商溝通的便利性，但是一般留言板恐被不肖競

爭對手用來作惡意攻擊!因此留言板的功能讓許多廠商不敢使用或是直

接關閉。 

我們提供之「保護式留言板」功能如下圖： 

 

在後台有「審核」的功能!當我們看過內容，並決定公開回覆，其留言

才會被顯示在前台，後台控制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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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a. 育成與招商 

本計畫以成立公司為目標，初期平台之運作係與合作廠商詴行運轉，進

而推廣到各產銷班，使瞭解透過本平台的實質經濟利益，同時進行招商工

作，俟運作成熟後再成立公司，成為獨立的法人機構，以從事商業活動。 

b. 電子商城 

先建置單一型的 SEO 平台是期盼先有一個成功的典範，讓其他需要協

助的同業能先有具體的東西可以參考，當有了具體的成果，同業才有可能進

一步的決定是否跟進，當多數同業都能有這樣的概念，我們預期未來將可以

進入到更進一步的「整合性商城平台」的進階計劃。此外，透過本報告期盼

對未來有需要的產、官、學界有所助益。 

所謂的「整合性商城平台」的進階計劃，相較於單一網站只為特定單一

對象服務不同，此「商城平台」的意義在於一個網站內有多個廠商可在商城

中進行電子商務，如此一來，對消費者而言也滿足了「一站購足」的便利性，

對廠商來說，也可以讓產品線更豐富，在行銷上、物流與網站經營管理上也

期盼能收到整合之綜效。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1)有機農業現況 收集有機農業驗證

機制、檢驗流程、 

(a) 訪問農政單位、研究

機構、協會、廠商、

農民。 

(b) 瞭解現行驗證及檢驗

機制 

順利完成 

(2)有機農業產銷

現況與困境 

確認有機產產銷困

境 

(a) 品牌推廣度不足 

(b) 缺乏更具有創意的行

銷方式 

(c) 供貨中心調節產銷能

力不足 

順利完成 

(3)擬定問題對策 (a)進行產品分級 

(b)建立整合性的

網路行銷平台 

(c)規劃產銷模型 

(a) 進行產品分級 

(b) 建立整合行銷平台 

部分完成，

期程與經費

之限制，先

行開發整合

行銷平台 

(4)建構運作架構 提出有機農農產品

運作架構 

如圖一所示 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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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5)建立網站 建立整合行銷平台 完成行銷平台之各功能 順利完成 

(6)SEO優化建立 將SEO之基礎技術

導入 

(a) 產品命名優化 

(b) 網頁及產品網頁標題 

的優化功能 

(c) META KEYWORDS 

的優化功能 

(d) META 

DESCRIPTION 的優

化功能 

順利完成 

(7)強化保護商家

之溝通管道建

立 

可以避免同業等之

惡性攻擊之留言 

可以審核內容才回覆之留

言板一個 

順利完成 

(8)成果展示 

 

 

公開展示整合行銷

平台 

邀請縣內相關廠商、學者

參與座談 

順利完成 

 

(六)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參與本專案計劃，主要的目的是以商管的知識背景協助廠商改

善經營成效，同時藉由本計劃能實地瞭解企業的運作實務，以應證管理理

論。商管學者在本專案的執行過程中，與理工科學者相較下，操作之困難度

高於數倍，其主要的因素在於具體性與可行性之觀點不同。管理知識遠比工

程知識更為抽象，工程技術成果之形體具足，經營理念講求原理原則，其具

體性遠不如工程技術。就可行性而言，工程技術具體成果是物，可量化、可

操作、有具體的標的可以轉移，經營理念的操作模型見仁見智，可行與否亦

各有觀點與方法。然而，參與此專案使商管學能更貼近實務面，其角色與功

能上，具有研究者、溝通者、教育者、與推動者。 

1. 研究者的角色與功能 

產業界長久以來的運作方式，大都從實務中學習並獲取經驗。然而，實

務中仍存在有經營的盲點，與無法解決的現象，此等均需透過學者有系統的

調查，提出合理因果關係與解決方案。本次參與專案，研究團隊提供商業運

作模型，其功能就是從中尋找合理的資源配置，與可操作的重要因素。 

2. 溝通者的角色與功能 

政府的立場是執行法令，是監督業者是否符合規範，若與業者過從甚

密，難免受到圖利廠商之詬病。此外，業者向政府單位反應需求，往往不能

得到及時的回應。專案執行過程中本團隊與業者、農政官員、研究機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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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與農民接觸頻繁，在訪談中瞭解各層級的欲解決的問題與需求。研究團

隊在此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溝通者，蒐集各方之意見與訊息，有助於意見之整

合。尤其是業者與政府單位之溝通，更能顯示學者的重要性。 

3. 教育者的角色與功能 

本團隊在專案中扮演教育者的角色，可從生產與消費兩個面向來說明，

從生產端而言，對於農戶之訓練範圍與對象包括網站整體架構及使用者操作

說明、後端線上系統建構及使用者操作說明及系統資訊管理與維護人員。從

消費端而言，一般大眾對有機產品仍保持存疑的態度，主要在於公信力的考

量，以及對有機產品的認知不足，透過計劃的執行，可以讓消費者瞭解整體

的生產與檢驗的機制，並建立對有機產品的信心。 

4. 推動者的角色與功能 

新的經營知識與技術不斷地推陳出新，環境快速地變化不僅衝擊科技產

業，連最傳統的農業也難以倖免。經由本專案瞭解到台灣的農業已走向制度

化、合理化、標準化的生產方式。有機農業的價值不僅是提高農產品的售價，

而且可以提升農民的生產環境，以及消費者的食品安全。本團隊積極建構產

品分級定價機制，希望好的產品有好的價格，一方面可以保障生產者的利

潤，同時可以確保消費者的權益。站在推動者的角色，其目的是提供在地產

業輔導的服務，希望去幫助弱勢的中小農戶，並且讓更多人知道有機無毒產

品的好處。 

(七)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詳細說明 

本專案目標為境內全體有機農民，但為使計劃能順利進行以及有具體的

合作對象，仍徵選花蓮縣境內的米商，合作對象考量經營規模及合作意願。

本專案合作對象，花東製米廠，係花蓮境內規模最大的碾米廠，公司登記資

本額 38,000,000 元；年營業額：200,000,000 元；員工人數： 18 人，主要

營業項目：小包裝米。公司契作農民約300人，耕作面積約700公頃，農產實

作符合國家GAP規範，製米廠符合ISO22000國際標準。 

本專案由合作廠商簽具合作同意書。權利義務規定，合作廠商不提供本

團隊研究經費，本團隊提供合作廠商經營管理之諮詢。本團隊所開發之網站

及經營架構成果屬於本團隊所有。本專案之商業運作模式及整合行銷平台營

運成熟後，由東華大學成立一個東華有機無毒營運研發公司，這個公司的架

構包括：(1)檢驗機構，專責分級制度；(2)資訊平台；(3)配銷單位，負責契

作單位收購。成立初期選擇比較少量、嚴選性的品項來做實驗性的推行，經

費來源可由政府單位以及有意願投入的廠商募集；中期研發相關營運技術並

行進推廣；末期擴大規模及Know How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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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吳中書 專案主持人 
13 

( 15 ) 

統籌專案 

驗收成果 

花蓮縣政府訪查 

褚志鵬 共同主持人 
8 

( 10 ) 

花蓮縣農會物流中心訪查 

花蓮縣政府訪查 

蔡裕源 共同主持人 
13 

( 15 ) 

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 

花蓮縣政府訪查 

受輔導戶調查與訪談 

彭玉樹 共同主持人 
9 

( 15 ) 

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 

花蓮縣政府訪查 

受輔導戶調查與訪談 

蔡年泰 兼任助理 
13 

( 15 ) 

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 

花蓮縣政府訪查 

受輔導戶調查與訪談 

蔡松霖 兼任助理 
13 

( 15 ) 

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 

花蓮縣政府訪查 

網站規劃與設計 

梁奕忠 臨時研究人員 
7 

( 9 ) 

花蓮有機無毒農業調查 

花蓮縣政府訪查 

受輔導戶調查與訪談 

洪英慈 兼任助理 
13 

( 15 ) 

調查與訪談資料彙整 

收集資料 

林芝瑋 專任助理 
10 

( 12 ) 

專案聯絡事項 

訪談資料彙整 

報帳與活動執行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較原專案多增聘臨時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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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 - - 
 

1.業務費 

(1)人事費 964,619 812,608 84.24%  

(2)耗材雜  

  項費 
205,381 128,975 62.80% 

 

2.差旅費 30,000 18,535 61.78%  

3.管理費 - - -  

4.研究設備費 - - -  

小計 1,200,000 960,118 80.01%  

二、資本支出 - - -  

小計 - - - 
 

合計金額 1,200,000 960,118 80.01%  

 

三、 成果產出情形 

(一) 量化成果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a)分級價值創造 (分級價格-未分級價

格)X 重量 

一般未驗證之稻榖 900 元/60

公斤 

經過產銷履歷驗證之稻榖

1300 元/60 公斤 

有機稻榖 1800 元/60 公斤 

一般未驗證之白米30元/公斤 

經過產銷履歷驗證之白米 50

元/公斤 

有機稻榖 160 元/公斤 

(b)合理產銷規劃 (合理遞送成本-未經合

理化之遞送成本)X 件 

依產品特性、地點、產期、產

量、價格變動與需求規劃最適

的產品組合以及合理的生產

方式，實現最小成本與最高顧

客滿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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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c)產品命名優化 

 

1.建立「產品命名優化」

示範產品 X 11 項  

2.產品命名後台編輯處 

X 1 

「天生好米 1.5kg 十包/一箱-

來自花蓮最好的米-」 

後面加入之「來自花蓮最好的

米」內有「花蓮」、「花蓮最好

的米」、「來自花蓮最好的

米」、「米」等等各式各樣的關

鍵字組合，將可以更有效的提

升在搜尋引擎網站被找到的

機會 

(d)網頁及產品網頁標題

的優化功能 

 

1.建立「網頁及產品網

頁標題」示範產品 X 11

項  

2. 網頁及產品網頁標

題的優化後台編輯處 

X 1 

我們加強了這部份的功能，更

進一步的是在後台可以直接

打入我們要的網頁及產品網

頁標題!不需要再請資訊廠商

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

很大的便利性 

(e)META_KEYWORDS 

的優化功能 

 

1.建立「META 

KEYWORDS」示範產

品 X 11 項  

2. 

META_KEYWORDS

後台編輯處 X 1 

強而有力的直接宣告本網頁

之關鍵字給予搜尋引擎，更進

一步的是在後台可以直接打

入我們要的網頁及產品網頁

標題，不需要再請資訊廠商來

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很

大的便利性 

(f)META_DESCRIPTION 

的優化功能 

 

1.建立「META 

DESCRIPTION」示範

產品 X 11 項  

2. 

META_DESCRIPTION

後台編輯處 X 1 

強而有力的直接宣告本網頁

之網頁描述給予搜尋引擎，更

進一步的是在後台可以直接

打入我們要的網頁及產品網

頁標題，不需要再請資訊廠商

來修改網頁，對日後的維護有

很大的便利性 

(g)強化保護商家之溝通

管道建立 

 

1.建立「保護商家留言

板」X 1 個 

2.後台留言版審核編輯

處 X 1 

免除了一般留言板對於廠商

的威脅，因為很多廠商不是不

知道要採用留言板來加強消

費者與廠商溝通的便利性，但

是一般留言板恐被不肖競爭

對手用來作惡意攻擊，因此留

言板的功能讓許多廠商不敢

使用或是直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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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質化成果 

農產品分級係建構在安全品質與食用品質兩個檢驗制度，前者可以確保農

產品生產過程中合理的施藥量，對於有機農業而言，更是嚴格禁止農藥的使用，

對最終產品檢測是不得有任何農藥殘留，因此強調對生產過程進行嚴密的監控

與紀錄，以保證產品安全無虞，提供消費者高優質、全方位的食物來源。後者

則是經由儀器客觀的衡量建立產品食用品質，透過食用品質的分級，提供消費

者高優值的產品，不僅為生產者創造高額利潤，亦提供消費者享有超值的農產

品。 

農業的本質與工業不同，工業運作模式強調生產效率與經濟規模，而農業

的運作模式除了農業生產外，還需考量農民的生活與農村的生態，係「三生一

體」的產業，農業安全品質就功能性而言，可減少環境的污染，確保環境的永

續發展，並且，降低因農藥殘留所帶來對健康的傷害。具安全品質的農產品以

合理施肥或是以有機栽植，可降低農藥的殘貿及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可以結合

休閒產業，衍生出另類的效益。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1. 經營理念的實現 

本計劃目的在於運用商管領域的專業知識提供廠商商業運作的新模型，如

同理工科領域，研究新的技術或產品，以技術授權的方式轉移給廠商進行商品

化。然而商管領域不同於理工科領域，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有形商品技術與無

形的經營理念，兩者在實務運作中有截然不同的方式。實務上的運作，經營理

念在企業運作位階上原本是在商品技術之上，即先有經營理念才有商品化的具

體作法。經營理念因人而異，關係到經營者的人格特質、教育背景、以及產業

型態與產業種類，商業模式的技術轉移可能涉及合作廠商的經營權分享，分享

的輕重難以權衡，輕則無法達成預期成效，重則有干預之嫌。再者，合作廠商

對於無形的理念是否具有信心，顯然亦是專案執行成效的關鍵。反觀，理工科

的技術轉移比較商管的經營模式更為具體與明確。例如：屏東科技大學研發的

薄鹽醬油，技術授權費用高達千萬，廠商願意高額購買技術，主要是有產品具

體與授權的範圍明確。 

2. 合作廠商的態度 

合作廠商除非面臨急迫性的問題，否則對學界之管理知識的活用都存有保

留的態度。在實務上，廠商能一手打造自己的企業王國，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

邊做邊學，跟本沒有任何理論可以依循，大部分都是長期經驗的累積。對於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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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經驗的學者或是研究人員，可能無法提供他們實務上的建議，最多只是僅供

參考的諮詢角色。所以合作廠商在態度上會有明顯的消極表現。 

3. 地方產業的形態 

有機農產品的運作架構目標是，能提升所有的有機農產品生產者的效益，

農業是花蓮地區最大的產業，而農業生產者均屬小農規模，此為地方產業的特

色。如何擴大小農規模的經濟效益，在推動的過程中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4. 施作期程的限制 

本專案計畫從成案到執行的過程約為 11 個月，整合行銷平台十月分完成

後，隨即進入詴機階段，由於期程太短，無法明確顯示實質效果。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 

1. 欲解決目前的困境，具體的作法應是廠商主動提出經營問題，由學者依自己

的專長來認養，輔導廠商解決實務的問題。 

2. 利之所在民之所趨，廠商凡事講求務實，合作最大的誘因就是先看到利潤。

商管產學不比理工科的產學，具體、可行、看得到、拿得到，才能得到廠商

善意的回應，為取得合作雙方的信任與信心，產學合作學方仍是扮演義工，

協助產方解決困境，未來才有實質的合作關係。 

(三) 執行心得 

歷時 11 個月的計劃，從醞釀到執行，讓本案團隊深刻的體會到商業上實務

運作的真實狀況。一套由理論所建構的商業架構，要付諸施行仍有許多待克服

的問題。經營理念先於經營實體，在本案中表現淋漓，本專案所建置的整合行

銷平台，是鑲嵌著管理理論的內涵，而非土法煉鋼式的購物網站。此外，合作

廠商的觀點與學者的觀點真的是南轅北轍，廠商的任何決策是以利潤為依歸，

學者的觀點則帶著些許的理想色彩，如何整合雙方的看法，亦是一項考驗。花

東地區是台灣最後的淨土，地方所能孕育的產業就是未經污染的農業，推廣有

機農業從公平的觀點，是保障有機農產品得到應有的價格，以及保障消費者得

到真正的有機農產品，從生態的觀點，是保護自然環境的永續性。投入本專案

也算對社會責任的另一種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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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審查委員:佘日新 

評估項目 評審意見 回覆意見 修正方式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目 標 明

確，但計

畫資源可

能不足以

支撐其完

整 的 執

行。 

感 謝 委 員 的 意

見。本計畫由於

經費有限，因此

各項執行方面不

免捉襟見肘。但

我們仍然會盡力

達 到 預 期 之 成

果，以幫助農民

銷售其農產品。 

由於經費與期程之限制，首

要的成果為整合行銷網站平

台開發，目前完成之網站平

台功能包含商品化的概念與

網站具體呈現。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學術能量

對本計畫

的執行影

響有限。 

本計畫期望能藉

由學術方面的策

略 幫 助 農 民 行

銷，唯計畫架構

與範圍較廣，與

經 費 方 面 的 問

題，因此執行部

分較為困難。 

本計畫首先與“花東製米”

業者合作，由業者提出相關

所需之資料並結合東華團隊

學術專業網路行銷知識以建

置整合行銷網站平台幫助業

者行銷。並期望在未來將相

關經驗與技術擴及同業。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是。 謝謝。 無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決

業界的實務問題(10%) 

是。 謝謝。 無 

結 

論 

評 

語 

建議更聚

焦於執行

的重點。 

謝 謝 委 員 的 建

議。本計畫初期

多為訪談部分，

因此較無法看出

其執行之成果，

目前訪談已告一

段落，著手進行

分析中，網站平

台規劃也已初步

規劃完成，目前

進行架設中，相

信不久後即能有

成果。 

專案計畫的重點在於將商業

運作理念轉換成整合行銷網

站，以三個子系統( 1.建立

農產品質分級機制；2.建構

整合行銷平台；3.規劃配銷/

生產模型)做為運作機制的

核心，目的是將現有的有機

農產品經由品質分級、生產

配銷由生產端到消費端整合

貣來。由於經費與期程之限

制，首要的成果是平台開

發，目前完成之網站功能包

含商品化的概念與網站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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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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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陳信宏 

評估項目 評審意見 回覆意見 修正方式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

度(35%) 

1. 專案目標明確 

2.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3. 學界團隊形成 

4. 廠商參與合作 

1. 本計畫之架構

與範圍其實相

當廣，很難只靠

本計畫一次完

成，顧也要有效

地界定本計畫

的角色與產出。 

感謝委員之意見。本

計畫架構與範圍雖

廣，但其主要之角色

即為輔助農民行銷其

產品。為達此目的，

本計畫之產出將為一

示範性之網路行銷平

台。 

本計畫的重點在於

將商業運作理念轉

換 成 整 合 行 銷 網

站，目的是將現有的

有機農產品經由品

質分級、生產配銷由

生產端到消費端整

合貣來。目前已完成

一示範性整合行銷

網站平台。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1. 本計畫的可能

產出或許是規

劃一個「無毒有

機米」之農業產

銷「運作架構

（平台）」，並

加強相關元素

的系統整合。且

可研擬後續的

推動步驟。  

2. 本計畫（未來）

或許應搭配體

驗（說故事）的

行銷。  

謝謝委員的建議。本

計畫先期預期架設一

個農產銷售平台，但

由於經費有限，故最

後將目標著眼於無毒

有機米之產銷平台。

期間並訪談多位農民

及有機村，已得知其

經驗與背景之故事，

將來應可將其經驗與

故事整合，配合網站

平台以人文與鄉土情

之策略來行銷。 

由於經費與期程之

限制。因此本計畫目

前與“花東製米”

業者合作，並期望其

未來可做為一示範

性業者。 

本計畫之產出為一

整 合 行 銷 網 站 平

台，主要是透過業者

提出相關所需之資

料並結合東華團隊

學術專業網路行銷

知識已建置完成。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度

(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劃

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性 

經費動支合理。  

 

謝謝。 無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業解

決業界的實務問題(10%) 

是。  

 

謝謝。 無 

結 

論 

評 

語 

本 計 畫 的 範 圍 很

大 ， 需 要 有 可

manageable的執行

方式與產出。  

 

感謝委員的建議，這

部分我們將繼續努

力，期望能更有效率

的執行本計畫。 

本計畫運作機制以

三個循序執行方式

一步步的建立各階

段之產出。其執行方

式如下:1.建立農產

品質分級機制；2.建

構整合行銷平台；3.

規劃配銷 /生產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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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委員:張超群 

評估項目 評審意見 回覆意見 修正方式 

一、 執行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

程度(35%) 

9. 專案目標明確 

10. 執行內容符合原計畫目標 

11. 學界團隊形成 

12. 廠商參與合作 

1. 本案利用「產品

分級」、「運籌

管理」、「網路

平台」等方式來

推廣花蓮之「有

機無毒」稻米。 

2. 目前執行內容

符 合 計 畫 目

標，但參與廠商  

謝謝委員的意見。 本計畫目前與“花

東製米”業者合

作，並透過業者提

出相關所需之資料

與東華團隊學術專

業建置一整合行銷

網站平台。  

二、 預期專案成果之價值與貢獻

(40%) 

1. 商品/服務/商業模式之創新

性 

2. 提高商品/服務之市場潛力 

3. 落實學界能量於產業擴散 

4. 協助廠商提升競爭力 

5. 協助廠商分析與解決問題 

6. 培育產業專業人才 

7. 促進廠商投資 

8. 提高產值 

1. 本案推動及規

劃應要考量未

來如何永續推

動及和現有稻

米產銷體系的

互動，此二部份

要和縣政府及

相關利害關際

溝通及提出因

應方案，方能有

所成效。 

感謝委員之意見。本計畫

初期多次與縣政府及產

銷班訪談與討論，訪談內

容包含現今產銷體系與

農民困境為主。接下來我

們將持續與縣政府溝通

協調，期望本計畫之成果

能與現今體系互助互利。 

由於經費與期程之

限制，目前本計畫

只與“花東製米”

業者合作，並期望

其未來可做為一示

範性業者。而未來

推廣至其他業者時

也將與縣政府密切

合作。 

三、專案經費及人力運用的妥適

度(15%) 

1. 專案人力、經費與原定計畫規

劃一致 

2. 專案人力與工作之配置合理

性 

3. 專案經費與工作之配置合理

性 

1. 差旅費嚴重超

支，建議申請流

用。 

2. 另有 32000 元

業務費擬提撥

為人事費，是否

適當。 

差旅費方面會依照委員

的建議申請流用，另外，

業務費提撥為人事費部

分，已經向計畫辦公室請

示過了，計畫辦公室也同

意允許。 

後期經費運用與配

置方面皆正常。 

四、本專案是否以商管學院的專

業解決業界的實務問題(10%) 

除商管學院外，也借

重理學院協助驗。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計畫

目前已邀請理學院的老

師協助合作，此部分仍然

還在溝通協調中，相信不

久後即能有成果。 

理學院的老師都很

樂意協助與給予適

當的建議。 

結 

論 

評 

語 

本案規劃之架構遠

超過本案經費可支

撐，應考量如何中與

收斂，方可凸顯執行

效益，另經費動支若

有問題要釐清。 

謝謝委員之建議。本計畫

由於經費有限，因此各項

執行方面不免捉襟見

肘。但我們仍然會盡力達

到預期之成果，以幫助農

民銷售其農產品。此外經

費動支方面的問題我們

將妥善釐清。 

由於經費之限制，

本計畫最後將重點

放在建立一示範性

整合行銷網站，目

的是將現有的有機

農產品經由品質分

級、生產配銷由生

產端到消費端整合

貣來。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及訪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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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另外附檔。 



                                
國科會商管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國科會商管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國科會商管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國科會商管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子子子子項計畫期中報告項計畫期中報告項計畫期中報告項計畫期中報告        
(NSC 98-2420-H-004-183-H01)                                                                                                                                             

計畫主持人： 蔡政安 (實踐大學企業創新暨創業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 謝明宏 (實踐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廖明坤 (實踐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助理教授) 

 兼任助理 ： 陳宏釗 (實踐大學企業創新暨創業管理研究所EMBA) 

             羅勝文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班3年級)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TO :  吳教授安妮吳教授安妮吳教授安妮吳教授安妮 

CC :  溫教授肇東溫教授肇東溫教授肇東溫教授肇東 

壹壹壹壹：：：：研究分析說明研究分析說明研究分析說明研究分析說明 

1. 原先研究計畫步驟與內容 

 

 

 

  

 

 

 

 

 

 

 

 

 

2. 由以上分析流程可知「商管產學的本質」是問題核心，由文獻回顧中發現過

去文獻缺口大，因而需進行質化的研究，才能找出關鍵的意涵。依據

Eisenhardt(1986)建議質化研究個案數目需 8-12個才能達到理論飽和。原先採

用「紮根理論」分析方法，時間會較長，期中審查後已依審查委員建議已改

為「Yin個案」分析方法。 

3. 現有兩個個案初步的分析報告如後，所得結論因個案的數量不足，論述僅部

份觀點，證據支持亦不足，距理理論飽和尚有很大的差距。若依委員建議後

續「6-10個案」都不分析，則無法探討出關鍵的「商管產學的本質」，而「資

料庫大量個案特性」是輔助「商管產學通則」的量化數據也無法進行；另「專

家座談」、「中心期許與定位」、「小量問卷」皆不進行，將無法對商管產學的

「中心定位與功能」進行有效建議。 

4. 從國科會立場而言，或許現階段不重要；但對政大而言，這將是規劃未來商

管產學橋接中心重要的依據。吳教授在六月上旬開會時曾指示要「小做」，基

於上述的考量因而選取最少 6個案的資料，如此至少還可能有一定水準的分

析，所得期末報告對於「商管產學通則」與「中心期許與定位」都會有較建

1)文獻缺口 

2)8-12個案分析 

4)商管產學本質 
6)商管產學通則 

3)紮根理論 

5)資料庫大量個案特性分析 

7)專家座談
(Delphi法) 

8)中心期許與定位分析 

9)小量問卷調查 

10)期許差異分析 

11)中心定位與功能 



設性的建議。因而依產業與產學顧問特性，選取訪談「溫肇東老師」、「黃銘

璋老師」、「岑淑曉老師」、「吳中書老師」個案，並訪談「江美音經理」對商

管產學中心的建議。 

5. 但在 6月 23日與吳教授通電話時，吳教授指示：依國科會建議第 3個案之後

都不進行，並僅依現已完成的兩個個案資料作為期末報告即可。此報告的論

述、證據支持都將不足。 

6. 審查委員另建議需加強「學校技術商品化及衍生企業」的產學合作專案，因

而在六月上旬與吳教授商談時，依吳教授指示尋求台科大或台北科大的產學

合作標的，已初步選定台科大創新育成中心的「集能國際光電股份有限公

司」，該技術是由台科大電子工程係黃忠偉副教授與學生陳怡永博士開發，陳

博士成立公司進行此技術的商品化事業。已在 0629與黃忠偉副教授、陳博

士、創新育成中心資深專案管理師洪巧娟洽談過，預計 0703進行計畫書內容

協商以後續進行簽訂合作契約。此個案會有助於「商管產學通則」更深入的

理解。 

貳貳貳貳、、、、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建議從政大的立場持續進行「商管產學通則」與「中心期許與定位」的研究。

最好是「8-12個案分析」，至少「6個案分析」，目的是能掌握基本的「商管

產學的本質」。 

2. 若能進行「資料庫大量個案特性分析」，則量化數據能輔助「商管產學通則」

的論述。 

3. 另續進行「專家座談」、「中心期許與定位」、「小量問卷」，將可以對商管產學

的「中心定位與功能」進行有效建議。 

4. 進行一個「學校技術商品化及衍生企業」的產學合作專案，以強化符合國科

會商管 

5. 產學橋接中心先導計畫的目標。 

 

 

後學  蔡政安敬啟 

2010年 6月 30日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專案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在商管領域中的產學合作如何得到良好之發展，

包括影響商管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運作機制、產學產出成效、與民間管理顧問

公司之差異及商管產學橋接中心之定位等內容。 

一般的產學合作都集中在科學與技術領域，其運作程序、目標與方式已然

定型，但大學的商管產學合作卻仍屬於待探尋的狀況。期待由本專案研究的促進

因素、運作機制與產出成效得到有關商管產學合作的新發現，這是本專案研究的

議題由來與主要內容。本專案研究擬回答下列問題： 

�  影響商管產學合作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對商管商管產學合作運作機制

有何影響？ 

�  商管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是甚麼？如何運作？該機制如何影響商管產學產

出成效？ 

�  如何衡量商管產學合作的產學產出成效？ 

�  商管產學合作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有何差異？ 

�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如何定位？ 

本本本本專案專案專案專案研究有以下的發現研究有以下的發現研究有以下的發現研究有以下的發現：：：： 

�  學者希望能透過產學合作能有助於學術產出，對產業則是企業問題的解決。 

�  個人式的產學合作著重在企業問題的識別；團隊式則是重視可行的解決方

案的提出 

�  產學合作績效的衡量應同時考量學術績效，包含期刊論文、以及教育成就，

與實務績效，包含經濟面效益以及產業知識/經驗的擴散。 

�  商管產學合作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最大差異是商管產學合作蘊涵學術能

量，影響企業長期發展，民間管理顧問公司則是運用工具協助解決問題。 

�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識別研究型與產學型老師各適其所、發揮核心能力；

並以適合激勵機制，鼓勵老師參與商管產學橋接計畫。 

本本本本專案專案專案專案研究有以下的研究有以下的研究有以下的研究有以下的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  產學合作的模式應視產學參與動機、運作與合作模式而有不同的調整。 

�  保持良好的產學關係對產學合作促進是很有助益的狀況。 

�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讓商管產學計畫有助於老師的職涯發展，將可使商管產

學計畫為更多學校參與。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商管商管商管商管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        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            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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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章章章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近年來，世界各先進國家均重視產學合作，強調企業與學校合作，可加強研

究成果之應用，帶動產業成長及提高國家競爭力 (蕭龍生, 2000) 。據研究顯示，

台灣博士級科技研發人才約 69.8%在大學內，這群學術界優秀人才如能參與產學

合作之創新，勢必對企業發展實力有所助益 (李仁芳, 1998) 。 

本章將敘述本專案研究的重點內容，第一節研究背景，說明商管環境發展狀

況與產學合作之關係，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說明本專案研究為何要做此

研究的三個問題，第三節說明本研究的流程，並繪出流程圖將各程序之前後關係

與聯結呈現清楚的脈絡。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服務業目前在台灣產業佔有主流位置，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09年 11月最新調整資

料顯示，2008年我國服務業占名目 GDP比重為 66.15％(葉雲龍, 2009)，商業佔有台灣

服務業中之重要比率，如附圖 1-1所示。 

 圖1-1 我國各項服務業次產業占全經濟比重 資料來源：98年全國商業發展會議, 經濟部商業司工作報告 

但目前的學術研究仍偏重於科技、研發、創新與技術的產學合作，商管產學合作較

為缺乏，當服務業與次服務業的商業發展到左右經濟與社會的命脈時，無疑的，「商管」

在未來將有機會成為台灣學術界的研究主流之一，商業管理的進化將成為未來經濟與社

第一章   緒論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2 - 

會發展的趨勢潮流；這是本研究議題的主要背景。 

有關商管的產學合作正當方興未艾，因此國家積極推動商管產學合作，極具前瞻性

又與臺灣商業的發展的趨勢現況相吻合，這種朝向服務業與商業發展之研究將是難得的

機會，也是促成本研究：「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之探索性研究」的動因，本研究擬以探

究商管學者與產業在「促進因素」與「運作機制」下，如何能促成產學雙方合作、且能

更有效、緊密的進行商管的產學合作。 

學術界的研發成果，一般來說包括論文、研究報告、著作、專利等，而對企業界而

言，學術界實際上將研發成果移轉到企業界的是 know-how，或稱之為技術 (江雪嬌, 

2007年) 。儘管教師擁有豐富的研發成果，但是限於缺乏成果商品化所需的互補性資

產，如法務、財務、行銷等資源，致使這些成果無法有效移轉給合適的對象，只能藉由

私人關係移轉給一些企業，使得其他對於教師之成果有興趣的企業不易獲得技術移轉的

機會。加上受限國有財產法與其他法令的規定，大學或教師對於技術移轉相關事務缺乏

誘因 (江雪嬌, 2007年) ，因此，獲取大學教師們從事與企業界的合作，成為產學合作

策略的重要任務之一 (陳美伶, 2004)。過去產學合作研究之進行方式多以技術專案

(technical project-based)為主，各項專案間欠缺整合性架構做為橫向連結之基礎，亦未

能對所產出之成果進行系統性的整合、有效蓄積知識 (國科會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

導計畫, 2009) ，所以如何突破單項技術之藩籬，進而整合相關技術而使之商品化，是

要面對之一大課題，這是本研究議題的次要背景。 

歐盟在 1995年所提出的教育白皮書中所強調的以市場需求為機制，除注重學生個

別需求外，亦重視師資實務要求，以發展學校特色，讓學生充實企業知識。另一方面，

藉由與企業的合作，學校教師能夠在企業界獲得實務經驗 (Bottge & Osterman, 1998)。 

「產學合作」已成為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策略之一。面對產業環境的轉變，企業唯

有不斷地研究創新，開發新產品來滿足市場的需求，才能使產業在市場中取得競爭優勢 

(戴肇洋,2000) 。隨著企業界接受產學合作計畫之意願已大幅提升，並出資和大學合作

研發其內部所沒有的專業技術，如此不僅可擴大研發的規模與範圍，且可共同分攤開發

的風險，藉此機會厚植在企業的核心能力 (徐作聖, 1999) 。大學知識產業化是知識經

濟發展的趨勢，尤其基礎研究是技術發展與應用研究的主要來源。大學知識創新過程是

科學知識在創新系統內的生產、運用與擴散的過程。而建立有效的成果獎勵制度與協作

體系，減少外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改善知識流動的效率，促使創新成果在市場機制的導

引下流動順暢，是創新系統成功的關鍵。如美國研訂一連串的相關法令，刺激大學將豐

富的研究產出移轉到產業界，政府的研究資源之分配亦更加重視目標導向與產業導向的

發展計畫 (Geuna & Nesta,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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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與與與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就台灣的產值結構來看，早在 1960年代，服務業在台灣的經濟體系中便占有重要

的地位，進入 21世紀後，服務業產值更將近七成 (王素彎, 2009) 。服務業對我國經濟

成長已具有相當影響力，其中又以「商業」所占的比重最大。以 2008年為例，商業服

務業國內生產毛額(名目 GDP)占全經濟比重達 23.45％之多，其對經濟成長的重要性已

是不言而喻 (葉雲龍, 2009年)。 

國內的商業服務業因為規模小，無論經營創新或服務創新，普遍面臨資金、人才、

環境、法令限制等共通性的問題，成為創新經營或服務最難以突破的困境 (王素彎, 

2009)。 

商業不僅具有支援上游製造業、農業等等生產活動，促進各業再發展，以及連結下

游消費市場，促進商品流通之能量，更是具有改變整個產業運作方式及結構之潛力。商

業將是未來我國產業進行整合、脫胎換骨的驅動力之一 (葉雲龍, 2009年)。 

本節說明本研究的目的與研究問題： 

一一一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產學合作的研究有多種種類與方式，如從產學合作的種類上，目前就有育成

中心、技轉中心與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其運作方式與產學合作內容都有差異，但

多數屬於科技方面的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的方式上，研究指出，我國的產學合作

類型有建教合作、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業界共同研究、業界委託研究、技術服

務、諮詢顧問、教育訓練等 (李秋緯, 2003)。 

二二二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對於在商管產學合作中，大學商管學者與產業在進行產學合作，其促進互動

的變項是哪些？影響產學雙方更緊密合作之運作機制是哪些？不同的商管學者在

產學合作的運作有何不同？不同條件及情境下的產業在進行產學合作中，其運作

有何不同？  

以下是本研究所要探索商管產學合作的 5個問題： 

����  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商管商管商管商管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對對對對商管商管商管商管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運作機制有何影響運作機制有何影響運作機制有何影響運作機制有何影響？？？？ 

����  商管商管商管商管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運作機制是甚麼的運作機制是甚麼的運作機制是甚麼的運作機制是甚麼？？？？如何運作如何運作如何運作如何運作？？？？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 

����  如如如如何衡量何衡量何衡量何衡量商管商管商管商管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產學產出成效的產學產出成效的產學產出成效的產學產出成效？？？？ 

����  商管產學商管產學商管產學商管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有何差異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有何差異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有何差異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有何差異？？？？ 

�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如何定位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如何定位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如何定位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如何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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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流程流程流程流程    

本節說明本專案研究的流程如下： 

����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目的目的目的目的與研究問題與研究問題與研究問題與研究問題：：：：首先說明本研究為何要探討商管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與

運作機制的背景，其次說明本研究的目的。接著闡述本研究要探索的問題，影響產學

合作的促進因素與運作機制，及產學合作之產出成效。 

����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將與本研究相關文獻做個回顧與探討，探討先前文獻有關促進因素與機

制做一彙總與濃縮，成為本專案研究之基礎。 

����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首先說明有關本專案研究之架構與研究方法，之後再說明相關資料蒐集

方式與過程。 

����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將專案本研究所蒐集的資料進行研究分析，個案內容進行比較，再進行

分類、彙整，使專案本研究的脈絡逐漸顯現。 

���� 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研究發現：：：：將專案研究的分析回應到本研究開始的問題做闡釋，再將研究發現依序

分別做說明。 

���� 研究結論與建議研究結論與建議研究結論與建議研究結論與建議：：：：最後提出本專案研究的結論，並提出研究建議；有關本專案研究

所受到的限制亦加以說明，最後對本專案研究後續研究提出相關的建言，使專案本研

究有機會持續發展。 

本研究之流程如圖本研究之流程如圖本研究之流程如圖本研究之流程如圖1-2所示所示所示所示：：：： 

    圖圖圖圖 1-2   本本本本專案專案專案專案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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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章章章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探究商管產學合作的研究文獻與資料，多數產學研究文獻集中以創業為

主之育成中心，或以科技為主之技轉中心，或併合二者之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有

關探討商管產學合作者之相關文獻甚為缺乏。 

文獻探討分成幾個部份，第一節就商管產學合作的定義與內涵的文獻回顧，

以中肯方式定義產學合作。第二節就產學合作之促進因素做文獻探討，第三節就

產學合作之運作機制做文獻探討，第四節就產學合作之產出因素做文獻探討。第

五節就產學合作與顧問公司，第六節就其他類型產學機構異同之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Bloedon & Stoke (1994) 認為「產學合作」為一種高等教育機構和產業界之

間進行共同合作的研究活動與計畫。康自立(1985)認為產學合作係指學校為求學術

理論的實用發展，以及企業為求技術提升的一種合作方式，合作過程顧及教師的

專業程度、學生生涯目標中之職業準備，以及企業的創新目標與可用資源，雙方

以契約關係進行合作，其效益有益於合作雙方預期目標的達成。 

林清和 (1994) 則認為產學合作是利用學校現有設備和充沛的研究人才，讓學

術的基礎研究與企業的應用研究結合，發揮更大的經濟效益，其最大的目的是讓

學術理論與企業單位的需求能有更密切的配合，提昇國內的研究發展技術水準。

杜瑞澤 (1996) 認為產學合作實施的目的在於建立管道，加強教育界與產業界雙向

交流，促進相互關係，藉由教育界導引產業界正確的經營理念，協助產業升級與

經濟發展，相對地提昇教育界研究發展水準，最終達成區域科技資源整合之理想。 

任彰雄 (2004) 指產業界(Industry)生產事業，特別在工業或製造業；學術界

(Academy)指大專學校及其教師與研究人員；產學合作(Industry-Academy 

Cooperation)是指大學參與民間企業單位進行合作之活動，包括專案研究、產品

開發、製程改善、提升技術、研究發展、推廣教育、建教合作、測試評估、技術

移轉等之交易合作計畫。 

還有研究者認為產學合作係指學術界與產業界在互惠原則下，以契約方式構

成合作關係，共同進行研發計畫，以求資源之有效交流，或理論與實務之有效整

合，而達成雙方的合作目標(Bloedon & Stoke, 1994)。學術界係指政府學術相關研

究單位、各級學校教育研究相關單位及各級學校教育體系，產業界則包含公、民

營企業廠商或事業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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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芳嘉 ( 2009) 重整產學合作的上下位概念重新整理定義如圖2-1：  

 圖圖圖圖2-1  產學合作定義文獻論述與實務對照圖產學合作定義文獻論述與實務對照圖產學合作定義文獻論述與實務對照圖產學合作定義文獻論述與實務對照圖 (資料來源：呂芳嘉, 2009) 

官方對產學合作則採用學者林炎旦與杜瑞澤的見解為定義：產學合作的目的

是為了結合學術理論與企業實務經驗，讓理論與實務彼此的差異程度更為縮短，

並有效利用學校設備與人才，讓技術研究發展有更寬廣的空間；以合作對象與內

容而言，產學合作是以公、民營事業單位的研究人員、工程師或各層級學校教師

為主要對象，且所合作的內容偏在研究開發或中、高層技術人力的培育與進修為

主；以合作的目的與效益而言，產學合作實施的目的在於建立管道，加強教育界

與產業界雙向交流，促進相互關係，藉由教育界導引產業界正確的經營理念，協

助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相對地提昇教育界研究發展水準，最終達成區域科技資

源整合之理想(林炎旦,1997；杜瑞澤, 1996 ,2009；教育部產學合作手冊編撰與標準

合約制訂, 2010)。 

綜析上述各家學者與研究者之研究後，本研究將產學合作定義為：「產學雙方

考量個別利益的動機下，提供本身的優勢，進行雙方的資源交流與知識的互補，

滿足產學雙方的利益，也使產學整體同時獲益」。本研究以利益動機論與資源基礎

論為主，基本上產學合作雙方的促進因素，是對滿足雙方的利益有所期待，為促

成合作的開端，進行產學合作後，當各階段順利進行時，雙方開始資源交換與知

識的互補，其中有許多的產學互動與關係消長的情況，這同時也在社會與經濟整

體上產生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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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之之之之促進促進促進促進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Katz & Matin (1997) 認為研究合作的成長的水準超過過去20~30年有數個理

由：1.在研究疆域的基礎研究費用逐漸擴增。2. 旅行及溝通成本的持續下降。3. 社

會科學的出現。科學是更依賴與其他科學家的社會機構，在某些區域擔負起正式

組織的創造。4. 科學領域對專業的需求，因沒有人能統籌所有事務，所以基本上

要有一個正式的勞力分工。 5. 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成長的重要，這研

究領域不僅是其學術專長(disciplinary) 的合作、也是領域的合作--如大學和產業

界。6. 政策變動因素導致更多的合作，歐盟(EC)的研究支持上，西歐自 1992起

增加扮演之角色，像 CERN、ESO與 EMBO彼此觀念都已見到強力的連結，所以

近期東歐政策轉變與西方科學家的合作幫助帶來強力政治與文化的連結。 

以下就合作促進因素的幾個因素—動機、利益與障礙等 3個正向與負向促進

因素的文獻探討如下： 

一一一一、、、、產學合作之產學合作之產學合作之產學合作之動機動機動機動機    

Peter & Fusfeld (1982) 認為大學進行產學合作的原因：1. 業界的資助代表另

一項研發經費的來源。2.「業界的」經費在運用上沒有像「政府的」限制那麼多。

3. 與業界的合作提供了師生接觸實務的機會。4. 政府對研究經費贊助下配合款的

要求。產業產學合作的原因：1. 取得高素質的科技人員。2. 接觸較前端的科技知

識或研究。3. 尋求解決特殊問題的知識來源。4. 使用學界的特殊設備。 

Siegel , Waldman, Atwater & Link, (2004) 整理從大學技術移轉給廠商之技

術移轉三方關係人動機：(1) 大學發明人：主要動機是想將新知識/技術揭露公開

進一步商業化，次要動機是財務上的獲得與補助實驗室與學生之研究基金。(2) 技

術移轉中心：主要動機是保護與推廣學校智慧財產，此要動機是促進技術擴散與

增加學校研究基金的收入。(3) 廠商：主要動機是想獲得財務利益，次要目的是技

術能力的維護與精進。 

李秋緯 (2003) 研究認為大學教授對於產學合作的動機為「將學術研究加以應

用/商品化」、「增加研究經費的來源」、「增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在企業經理人

方面，對於產學合作的動機以「取得學校較前瞻的知識與技術」、「增進彼此的交

流合作」、「取得高素質人才」，可以發現雙方參與產學合作的動機不同。  

以下彙整表將各研究者對產學合作的動機分別依產、學二方及各類別彙整於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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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1 產學合作動機彙整表產學合作動機彙整表產學合作動機彙整表產學合作動機彙整表 

 類別 產學合作的動機 學者與研究 

1. 經費的來源 

2. 經費在運用上的限制 
Peter & Fusfeld (1982) 

3. 增加研究經費的來源 李秋緯 (2003) 財務 

4. 財務上的獲得與補助實驗室與學生之研究基金 

5. 促進技術擴散與增加學校研究基金的收入 
Siegel et al. (2004) 理論實證 

1. 提供師生接觸實務的機會 

2. 增進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Peter & Fusfeld (1982) 李秋緯 (2003) 政府 政府對研究經費贊助下配合款的要求 Peter & Fusfeld (1982) 

大學 商業化 
1. 將新知識/技術揭露公開進一步商業化 

2. 學術研究加以應用/商品化 

Siegel et al. (2004) 李秋緯 (2003) 財務 獲得財務利益 Siegel et al. (2004) 關係 增進彼此的交流合作 李秋緯(2003) 

1. 接觸較前端的科技知識或研究。 

2. 尋求解決特殊問題的知識來源。 
Peter & Fusfeld(1982) 

3. 技術能力的維護與精進 Siegel et al., (2004) 

知識 & 技術 
4. 取得學校較前瞻的知識與技術 李秋緯 (2003) 

1. 取得高素質的科技人員。 Peter & Fusfeld (1982) 人才 
2. 取得高素質人才 李秋緯(2003) 

產業 設備 使用學界的特殊設備 Peter & Fusfeld (198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學合作之利益產學合作之利益產學合作之利益產學合作之利益    

Elsevier (1989) 認為產學合作對大學的利益有：(1) 大學資金匱乏，向外界尋

求支援，是一重要誘因；(2) 尋求大公司特殊的設備、技術等，作為互補；(3) 可

為畢業生提供就業的機會。同樣，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亦認為學術界產

學合作的利益為：1. 提供研究經費的來源；2. 提供畢業生就業的機會。產業界產

學合作利益為：1. 可以獲得一般的技術指導以及接觸新的技術發展資訊；2. 分散

風險與節省成本；3. 互補企業本身的研究設施、能力與技術；4. 可以間接獲取競

爭者的相關知識；5. 激發內部研發的創造力；6. 招募高素質的人力資源。 

徐作聖(1999)在全球化科技政策與企業經營一書中，認為產學合作對大學的利

益有：1. 提升科技發展的知識； 2. 成本節省； 3. 彌補研究設備、技術上的不

足； 4. 激發內部研發創意； 5. 提供學生或研究人員良好的出路； 6. 獲得良好

形象與聲望； 7. 獲得政府補助。產業界產學合作利益為：1. 提升對科技發展的

認識； 2. 分散風險； 3. 成本節省； 4. 彌補研究設備、技術上的不足； 5. 激

發內部研發創意； 6. 招募新進人員與員工訓練； 7. 有助於成立新的研發中心；

8. 獲得良好形象和聲望； 9. 獲得政府支援。 

任彰雄 (2004) 研究認為學術界產學合作的利益為：1. 提升科技發展的知

識；2. 研發經費的來源；3. 尋找大公司特殊的設備、技術等做為互補；4. 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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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研發創意；5. 提供了師生接觸實務的機會；6. 研究團隊因而轉型為企業型

態。產業界產學合作利益為：1. 接觸屬於比較前端的研究或技術知識；2.分散分

險；3.成本節省；4.彌補研究設備、技術上的不足；5.激發內部研發創意，尋找解

決特殊問題的知識來源；6.取得高素質的科技研發人員與員工訓綀；7.有助於成立

新的研發中心；8.獲得良好形象及聲望；9.獲得政府支援。 

以下將各研究者對產學合作的利益分別依產、學二方及各個類別彙整於表

2-2： 表表表表 2-2 產學合作利益彙整表產學合作利益彙整表產學合作利益彙整表產學合作利益彙整表 

 類別 產學合作的利益 學者與研究 

1. 大學資金匱乏，向外界尋求支援，是一重要誘因 
Elsevier (1989)  

2. 提供研究經費的來源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3. 成本節省 

財務利益 

4. 獲得政府補助 
徐作聖(1999) 設備 大公司特殊的設備、技術等，作為互補 Elsevier  (1989) ,任彰雄 (2004) 

1. 提供畢業生就業的機會 Elsevier(1989),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就業機會 2. 提供學生或研究人員良好的出路 徐作聖 (1999) 

1. 提升科技發展的知識 徐作聖 (1999) 

大學 知識 
2. 激發內部研發創意 任彰雄 (2004) 

1. 獲得一般的技術指導以及接觸新的技術發展資訊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徐作聖(1999) 

2. 提升對科技發展的認識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3. 互補企業本身的研究設施、能力與技術 徐作聖(1999) 
知識 

4. 激發內部研發的創造力、尋找解決特殊問題的知識來源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設備 彌補研究設備、技術上的不足 徐作聖 (1999) 財務利益 

1. 分散風險與節省成本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徐作聖(1999) 

1. 招募高素質的人力資源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2. 招募新進人員與員工訓練 徐作聖 (1999) 
人力資源 

3. 取得高素質的科技研發人員與員工訓綀 任彰雄 (2004) 

1. 間接獲取競爭者的相關知識 Geisler & Rubenstein (1989) 

2. 獲得良好形象和聲望 

產業 

其他 
3. 獲得政府支援 

徐作聖 (1999), 任彰雄(200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之障礙之障礙之障礙之障礙    

Arvanitis, Kubli ,Woerter (2008) 研究指出產學合作障礙為：1.沒效率、2.興

趣與態度差異、3.缺乏信任及科學聲譽損、4.危及科學獨立性及忽略基礎研究、5.

缺乏人力資源。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10 - 

任彰雄 (2004) 研究認為產學合作的障礙除雙方的目標與價值觀不同之外，最

主要的問題在於資訊及研究成果的交流與歸屬之處理方式。產學研合作之執行障

礙主要來自合作誘因及法令限制，歸納如下： 

1. 產學研技術開發目標不同，執行方向更軼，造成合作瓶頸。 

2. 教授無法兼職企業或將技術移轉投資成立公司，研發誘因不足。 

3. 審核人才不足，或教授升等獎勵多偏向學術性研究。 

4. 缺乏有效的推廣管道，以加速技術擴散與移轉或合作對象不易尋獲。 

5. 申請資格、程式有多種限制（如教授只能參與至多二個合作計劃）且繁複，使

廠商、教授裹足不前。 

6. 出資廠商、研發人員無法自由利用研發成果。 

7. 學界缺乏跨組織、跨領域合作之人才，或學界的專業技術與資源有限，無法滿

足廠商的需求。 

8. 我國大多為中小企業，缺乏雄厚的資金以長期投資。 

9. 如何在進駐廠商家數及進駐員工人數持續增加的趨勢下，在行政管理方面維持

一定的服務水準。 

李秋緯 (2003) 研究認為在產學合作障礙上，大學教授對於產學合作的障礙為

「企業文化與學術文化的差異」、「與企業階段性目標不同」、「計畫期間內學生畢

業離校，有經驗傳承、累積之問題」；在企業經理人方面對於產學合作的障礙為「企

業文化與學術文化的差異」、「智慧財產權的歸屬與運用之爭議」、「與大學研究人

員目標不一致」，可以發現雙方具有共同的障礙，所以雙方需要加強彼此的溝通，

讓彼此瞭解雙方真正的需求，才能有效降低障礙。 

曾銘深 (1999)、熊志翔等人 (2002) 歸納 OECD 針對各國推動產學合作歷程

中所遭遇的問題以及相關學者之看法如下： 

1. 觀念和體制的差距：主要是指學校對於科技研究成果的轉化以及企業在應用科

技成果的決心方面，思想觀念和認知上存在著一定的差距。 

2. 利益和權益的分歧：指學校和企業在對科技成果的所有權和產生經濟效益時利

益分配上的分歧。 

3. 資訊和溝通的差異：大學和企業在對科技成果實際價值的評定方面存在不同認

識。大學的研究成果未必受企業所歡迎，同樣地，企業期盼的科技成果未必是

大學感興趣的。 

4. 經費和政策的衝突主要指大學的研究經費不足：企業不願進行早期投資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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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費較少；政府對大學的評鑑中，研發成果轉化為實際生產力尚未成為重要

的指標；大學給予從事產學合作的教授之鼓勵政策不足，尤以在升等方面無法

給予足夠的體現。 

5. 執行面的障礙：由於大學和企業在價值觀、工作程序以及目標尚有很大的差

異，因而在組織和制度層面有許多不利於產學合作的規定須加以適度修正，這

方面問題包括研究人員的薪資、升等和報酬等制度、退休金的計算等。 

6. 智慧財產權：如何利用產學合作的研究成果，往往是造成產學雙方無法充分合

作的關鍵所在，因此，雙方有必要在合作前取得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處理方式的共識。 

7. 商業化：就產學雙方而言，如何將共同研發的成果商品化，應是參與產學合作

的最終目的，亦為業界從事研發的目的。這固然對促進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有

一定的貢獻，卻也引起社會大眾對大學是否因過度重視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活動，而傷害傳統教育本質和研究功能之爭議。 

以下彙整表將各研究者對產學合作的障礙依類別彙整於表 2-3： 表表表表2-3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產學合作的障礙 學者與研究 
1. 沒效率 Arvanitis et al.,(2008) 行政管理 
2. 行政管理方面如何維持一定的服務水準。 任彰雄, 2004 

1. 缺乏信任及科學聲譽損 Arvanitis et al.,(2008) 信任 
2. 目標不同，執行方向更異，造成合作瓶頸 徐作聖(1999) 

1. 興趣與態度差異 Arvanitis et al.,(2008) 

2. 企業文化與學術文化的差異 Geisler et al.,(1989) 

3. 技術開發目標不同，執行方向更異 任彰雄 (2004) 

4. 研究人員與企業階段性目標不同 李秋緯 (2003) 

目標與態度 
5. 大學和企業在對科技成果實際價值的評定方面存在不同認識 

曾銘深  (1999)、熊志翔等人
(2002) 

1. 危及科學獨立性及忽略基礎研究 Arvanitis et al.,(2008) 學術性基礎研究 2. 教授升等獎勵多偏向學術性研究 任彰雄 (2004) 

1. 缺乏人力資源 Arvanitis et al.,(2008) 

2. 缺乏跨組織、跨領域合作之人才 任彰雄,(2004) 人才 
3. 學生畢業離校，有經驗傳承、累積之問題 李秋緯 (2003) 

1. 申請資格有多種限制（如教授只能參與至多二個合作計劃）且繁複 

2. 大學教授無法兼職企業或將技術移轉投資成立公司 

任彰雄, 2004 

3. 出資廠商、研發人員無法自由利用研發成果 徐作聖 (1999) 

4. 無法移轉投資成立公司，研發誘因不足 

5. 智慧財産權歸屬與運用之爭議 
李仁芳 (1998),李秋緯(2003) 

法令 
6. 智慧財產權 

曾銘深  (1999)、熊志翔等人
(200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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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產學合作文獻的促進因素各要因來看，大學與產業的動機與利益略有差

異，大學是較著重於將知識做擴散與有助於大學的發展，產業較著重於藉由產學

合作以在知識能力之互補。產學合作的障礙來自產學雙方的環境、目標與價值觀

之不同、執行障礙則是利益誘因及法令所限制，本節結論是產學合作之促進因素

應找出共同利益點以供突破。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產學合作之產學合作之產學合作之產學合作之運作運作運作運作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產學合作間互動行為多樣且複雜，若事前缺乏策略規劃，合作對象選擇不當，

合作關係維持困難等原因外，執行過程中缺乏控制機制更是產學合作成功與否的

關鍵因素。高玉芬、何志峰 (1996) 研究認為企業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正式增加

雙方效能與效率，不但可以達成雙方目的與目標，亦增進雙方團體與個人利益，

更促進人際間之關係。 

機制是泛指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份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與方式，而管理機制

為一種系統性的組織與實踐，包括計劃、執行、監督、績效衡量與評估、回饋等

活動，同時經由整合及協調所有組成份子的參與，而能正確執行策略，達成個別

及全體共同的目標(彭朱如, 司徒達賢, 于卓民, 2000)。 

本節文獻探討的內容為產學合作之機制，首先探討的的是產學合作的對象選

擇，因選擇對象的適切與否，影響後面的治理與管理二項運作機制，對象選擇與

這二項運作機制的文獻探討如下： 

一一一一、、、、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對象之選擇對象之選擇對象之選擇對象之選擇    

Emden (2006) 的合夥人選擇理論指出有三個階段的產學合作夥伴選擇，其階

段是所謂”校準” (Alignment)，即技術、策略與關係三個階段”校準”，含有不同

特徵： 

1. 第第第第1階段階段階段階段：：：：技術校準技術校準技術校準技術校準(Technological Alignment)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技術校準段是管理者選擇伙伴的開端，以最大潛在創造綜效價值(creating 

synergistic value)選擇合夥人。能給予管理者有關合作的構想，進而觸發合作

的決策。此一時期包含三個特徵：科技能力、資源互補、知識基礎的重疊。 

2. 第第第第2階段階段階段階段：：：：策略校準策略校準策略校準策略校準(Strategic Alignment)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策略校準階段，以合作最大潛力的合作(collaborate)選擇合夥人。策略是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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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以及完成目標的方法 (Saint-Onge, 1996)。這一時期有二個子類別；(1)

一致的合作動機；(2)一致的目標。 

3. 第第第第3階段階段階段階段：：：：關係校準關係校準關係校準關係校準(Relationship Alignment)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關係校準階段，以合作最大的潛力支撐關係(sustain the relationship)選擇合夥

人。包含有三個子類別：(1)相容的文化、(2)改變的傾向、(3)長程導向。文化

是企業內認知、期望、心態、規範與價值觀的集合 (O’Reilly, Chatman, 

Caldwell, 1991)，它能決定企業的決策制定與形塑集體行為。…為了有效溝通

與交換知識，雙方在規範與程序上至少要有最低程度的相容性，最少也要使用

相同語言溝通。相容的文化能讓雙方在期望與行為上產生同步，有助於伙伴之

間的相互了解，並能努力實現共同的目標。如圖 2-2所示： 

 圖圖圖圖 2-2   產學合作夥伴選擇產學合作夥伴選擇產學合作夥伴選擇產學合作夥伴選擇階段圖階段圖階段圖階段圖 (資料來源：Emden, 2006) 

二二二二、、、、產學合作之治理機制產學合作之治理機制產學合作之治理機制產學合作之治理機制    

產學夥伴關係定義為：是一種創新為基礎的關係，並由產學雙方共同提供財

務、研究、人力、基礎設施等資源(infrastructure resource)，以利形成資源互補

與共用，並增進研發和效益最大化(Danielmeyer,1997；Cervantes, 1998；Jacob, 

2000) 

Bosch-Sijtsema & Postma (2009)的治理機制(Governance Mechanisms)觀點

認為合夥人的二個極端：夥伴關係與合約關係： 

1. 夥伴：表示經由特殊的夥伴公司基礎在互信(如：策略聯盟、供應商及顧客結盟)

發展新知識。 

2. 合約：表示經由市場基礎獲取知識；公司具有合約關係主要聚焦於關係的產出

以替代發展新知識。因其合作是應用於價格系統(Hennart, 1991)。在價格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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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產出，所器重的基礎是限定價格，總之鼓勵殺價。 

3. 影響夥伴或合約的根本是『信任』、信任的高低是影響產學合作雙方在夥伴或

合約光譜二端的位置，雙方信任程度愈高，則夥伴關係愈緊密。 

治理機制部份研究比較不同類型的夥伴與合約關係(Fey and Birkinshaw, 

2005)並以兩種極端描述之：夥伴與合約 (partnering and contracting)。前者談及

夥伴企業基於互信關係發展新知識 (如策略聯盟, 供應商與顧客協會)；合約關係

是指知識的獲得是建立在市場機制之上 (Bosch-Sijtsema & Postma , 2009)。這兩

種極端的關係將反映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治理機制(Bosch-Sijtsema & Postma , 

2009)與溝通面向(Mohr & Nevin, 1990; Mohr & Spekman, 1990)。 

治理機制的夥伴與合約關係：成員關係、信任程度與知識獲得的三項變項彙

總如表 2-4 說明： 表表表表 2-4 治理機制夥伴與合約關係表治理機制夥伴與合約關係表治理機制夥伴與合約關係表治理機制夥伴與合約關係表     夥夥夥夥伴伴伴伴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合約合約合約合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成員關係 

1. 伙伴關係是基於互信，並發展成彼此之間長期承諾。 

2. 伙伴將依賴對方的能力、且能開誠佈公地與對方分享知識與資訊。 

1. 成員少有公開地分享資訊，成員之間也缺乏信任。 

2. 因為信任不足，合作乃建立於合約，任務、風險、責任、乃至於財務皆被巨細靡遺地討論。 信任程度 

伙伴之間是基於彼此的能力與動機型信任，來互相運用對方的知識 

1. 知識-產出交易呈現出信任缺乏與常規(合約)關係 

2. 可以預防投機行為(Bosch-Sijtsema 2009)  知識獲得 

表示經由特殊的夥伴公司基礎在互信(如：策略聯盟、供應商及顧客結盟 )發展新知識。 (Bosch-Sijtsema 

2009) 

表示公司經由市場基礎獲取知識；公司具有合約關係主要聚焦於關係的產出以替代發展新知識。因其活動之合作是應用於價格系統
(Hennart, 1993)。在價格基礎系統的產出，所器重的基礎是限定價格，總之鼓勵殺價。
(Bosch-Sijtsema 200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Bosch-Sijtsema & Postma (2009) 

溝通面向係指互動關係的動能，以互動頻率的高低做為評量基準，計有： 1. 互動

方向；2. 互動內容；3. 互動形式與；4. 行為方式，是評估產學合作過程中，產學雙方

互動關係的溝通面向，代表關係的緊密程度與信任的強度 (Mohr & Nevin, 1990；Mohr 

& Spekman, 1994) 。其內容如表 2-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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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溝通面向彙整表溝通面向彙整表溝通面向彙整表溝通面向彙整表 

1 互動頻率 高 (次數頻繁) 。 低 (次數偏少) 。 

2 互動方向 雙向溝通 (權力均等) 
單向溝通(權力不等,命令式的溝通) 。 

3 互動內容 
間接的溝通內容。試圖改變對方的信念與態度, 進而影響對方的行為。 

直接的內容。要求, 建議, 鼓勵, 基於法律義務的要求。 

4 互動形式 
個人的, 自發性的非正式的溝通, 可發生於組織外 

與組織例行工作有關的正式溝通方法, 如會議或書面模式等。 

5 
行 為 (Mohr & 

Spekman, 1994) 

較高的溝通品質, 較多的資訊共享和較高的參與程度。 

較低的溝通品質, 較少的資訊共享和較低的參與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Mohr & Nevin, (1990)；Mohr & Spekman, (1994) 
三三三三、、、、產學合作之管產學合作之管產學合作之管產學合作之管理機制理機制理機制理機制    

彭朱如（1998）對管理機制的定義:「管理機制為一種程式，包括計劃、監督、

績效衡量與評估、回饋等活動，同時經由整合及協調所有組成份子的參與，而能

正確執行策略，達成個別的及全體共同的目標。」 

任彰雄 (2004) 採取「科層控制」、「文化控制」、「關係控制」和「績效控制」

這四種彼此間差異性較大控制機制來探討，在不同情境下影響產學合作所採用之

管理機制。 

1. 科層控制機制，係指一種將監督部屬的方向緊密地結合法則之規定，計畫及程

式 (Galbraith,1977；Ouchi,1979, 1980)，其衡量問項包括產業界主管溝通聯繫

頻繁、嚴格審查監督預算及經費支出等。( Kumar and Seth, 1998；彭朱如, 

1998；O’Donnell, 2000 ) 

2. 文化控制機制，係指藉由評估及衡量組織成員之貢獻，並給予報酬，可以解目

標不一致的問題(Ouchi, 1979, 1980)。衡量問項包括公司對員工非正式的人際關

係互動或建立共同價值及信仰來完成公司目標。(Hennart, 1991；Roth & 

Morrison, 1992 ) 

3. 績效控制機制，係指人員應用聘任、管理發展、獎懲制度、薪資結構及生涯規

劃等此類型機制，以利達到控制的目的。 

4. 關係控制機制，係指為跨組織間所應用的一種管理機制，主要倚賴信任及共識

來管理，合作雙方基於長期建立的個人人際關係或透過與外部組織的密切合作

與建立良好的關係，來調整彼此的行為，以成為獲得持久性競爭優勢的重要來

源 (Kale, Singh, Perlmutter, 2000 )。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產學合作的對象選擇、運作機制的治理與管理機制上，文獻上很清楚的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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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關係與充份信任是建立合作夥伴的重要因素，深深影響到合作期間的知識獲

得；管理機制則對產學合作的結果有深切的影響，也影響爾後產學間合作的治理

關係。 

第第第第四節四節四節四節        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之之之之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    

一一一一、、、、產學合作之績效衡量產學合作之績效衡量產學合作之績效衡量產學合作之績效衡量    

Beverly (1994) 以技術移轉做績效評估，提出三類指標，分別為「技術移轉

之產出」（如創造工作數、新公司成立家數、提高技術接受者利潤）、「可量化之技

術」（如合作研發契約數、技術移轉案數）、以及「文化改變」（如人員業務）、授

權策略的中間指標，依照 Beverly 的看法，第一類指標衡量會造成時間遞延性，

無法在技術移轉過程中，引導改進方向，第二類指標而言，可以提供技術移轉活

動較佳且及時的衡量，對私人企業與技術移轉的研究機構都能有所助益。第一類

指標雖不如第二類指標可以提供量化的資訊，但因能在移轉過程中提供中間指標

來估計「引進效率」，所以亦有不錯效果。 

邱邦洋 (2005) 研究認為產學合作之績效衡量： 

1. 目標達成度：合作關係的形成往往是基於某些藉由合作能夠產生的預期結果，

而目標達成度多用以作為主觀評估績效的指標。擬以學術界的計畫負責人對於

合作關係是否達成原本的預期與產業界所能達成的相關目標與期望來衡量目標

達成度。 

2. 合作滿意度：合作滿意乃為參與者在合作關係進行期間所逐漸形成的主觀的整

體評價，合作滿意度也如同目標達成度一般，大多作為衡量合作績效的主觀指

標之一。以學術界的計畫負責人對整個產學合作關係期間的合作情形、互動關

係的主觀整體評價來衡量合作滿意度。 

3. 關係持續性：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所約定的產學合作關係往往僅限於一段期間，

如能夠在計畫結束繼續維持關係的聯繫、資訊交流，也代表著整體的合作績效

是正面且受到彼此肯定的，亦可預期再次合作的機會。以學術界計畫負責人與

產業界計畫負責人間是否依然擁有持續性的交流並分享資訊，作為關係持續性

的衡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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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產學合作之擴散效益產學合作之擴散效益產學合作之擴散效益產學合作之擴散效益    

陳佩伶 (2004) 研究認為產學合作關係轉變與大學角色的重新定位，目前大

學技術移轉的實質內涵已經有很大的轉變。Leuenberger (1999) 針對大學技術移

轉研究發現，過去大學被視為提供公開知識的主要來源，主要的技術移轉也著重

於教學、著作發表與參與研究等。現代則有諮詢服務、研究合作、專利授權與衍

生公司等特徵。傳統 vs.現代技術移轉方式列表如表 2-6： 
 
 表表表表 2-6 技術移轉方式表技術移轉方式表技術移轉方式表技術移轉方式表 

移轉方式 特徵 

傳統 
教學 授課與研討會 著作發表 

現代 

（加上） 諮詢服務 研究合作 專利授權 衍生公司  資料來源：Leuenberger,1999；陳佩伶,2004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產學合作的績效衡量與擴散效益，文獻上指出：績效衡量可用不同的量化數

據與非量化說明指標來衡量，在擴散效益上，技術移轉及知識擴散都顯示更多樣

化的擴散效益。 

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節節節節        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與與與與企管企管企管企管顧問之異同顧問之異同顧問之異同顧問之異同    

一一一一、、、、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顧問顧問顧問顧問之之之之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在討論產學合作與學術顧問之前，實有必要將兩者的定義做一區分。管理顧問

服務（Management Advisory Service），依據管理諮詢協會（MCA）的解釋是“針

對有關的管理問題提供獨立的建議和幫助。它一般包括確定考察相關的問題，推薦

合適行動方案，並且為所提出的建議提供幫助”。ICMCI 國際管理顧問組織委員會

依據國際管理顧問組織委員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anagement Consulting 

Institutes）的定義認為管理顧問是對客戶在經營管理上，提供管理流程上獨立之建

議與協助。該委員會將顧問分級如下：  

� 管理顧問（Management Consul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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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管理顧問（Professional Management Consultant）   

� 認證管理顧問（Certified Management Consultant）   

台灣企業管理顧問業的創始者是中國生產力中心(CPC)，其主要目標在於傳播現

代工業新知，推行並發展管理科學，提供管理及技術服務。CPC所提供的服務包含

了產業輔導、企業自我評量、最佳實務學習、知識創新、人才培育、資訊科技、教

育訓練等各項經營管理專業。因此管理顧問應包含兩種服務：(1)以協助中小企業解

決經營管理的問題為主要服務項目，(2)及時給予中小企業必要的協助。而就管理顧

問公司本身而言，它屬於知識型的產業，主要是建置一知識平台，透過人力的培育

與知識的創造、儲存、累積與延伸運用，將累積的顧問服務經驗與個案，以及產業

知識予以彙整及分享(林嘉慧, 2008)。 

二二二二、、、、管理管理管理管理顧問之顧問之顧問之顧問之類類類類別別別別    

Perkmann & Walsh (2008)將學術顧問工作定義為研究者提供服務給外界的商

業組織，包含提供建言、問題解決、以及新構想的提出與測試，並透過文獻探討將

顧問工作分類成機會導向、商業化導向、研究導向等三類，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機會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機會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機會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機會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 

學者可能因為個人的獲利機會而投入顧問工作。生命週期理論預測年輕的學者

關心個人學術生涯的建立，之後以個人的專業知識受聘於業界。因提供顧問工作的

邊際成本相當低，因而得以使他們得到相稱的獲利。學者是某特定領域的專案，企

業需要他們解決某特定問題，這使得他們較少從事於新專案構想的建言或開拓新的

設計配置，也不必了解顧客在組織及技術上的背景，因此工作將是短期且有時限的。 

這種顧問工作不必然互補於學術研究，事實上它的學術價值很低，調查結果顯

示顧問”工作是不有趣的”，也”缺乏對學術生涯的影響力”。但另有學者經由實徵資

料反駁以上論點，他們認為參與這類顧問工作的研究者在產出上會多於其他從事”

純”學術研究的同事，也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偏向於應用為主的課題。其他研究者主張

決定從事顧問工作並非起源於金錢動機，而且投入顧問工作的學者在學術的積極度

上與不從事的同儕相同。 

(二二二二)、、、、商業化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商業化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商業化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商業化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 

顧問工作可以與學術成就連結，商業化個人所有的技術。聘雇發明家為顧問能

取得使用他們的專門技術的授權，發明家的參與對大學生成 (university-generated)

技術之商業化成功也相當重要。發明家通常會保留它的學術職位並且藉由顧問工

作、合約研究、人員交換、與諮詢委員會的身份為商業組織工作。 

商業化導向的動機不同於機會導向的學者，發明通常是學術研究的產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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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期望他們能延續研究使他們的發明能蓬勃發展；再者產學的雇用關係較為穩固，

可能有財務上的關係，職務活動集中在特定專案，這暗示研究者在外可能也領有某

種頭銜。 

(三三三三)、、、、研究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研究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研究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研究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 

第三種的顧問活動直接與學術研究專案連結，研究者通常會與企業維持顧問關

係以支持他們的研究。 

不同於機會導向的財務動機，這種顧問工作是期望能自產業所面臨挑戰中獲得

啟發或研究題材，企業也能與”開放科學”機制有所連結，如研討會、非正式的互動

及共同研究。而知識的流動強調於互動學習與知識共同生產，研究導向顧問工作是

產學互動的一種管道，互動也可以讓研究者深入了解企業科技的脈絡以對 R&D策

略提出建言。某些具備科學鑒賞力的研究者能判斷不同研究的獲利並以相對價值對

企業提出建言。 

即便是機會導向的學術顧問工作乃起源於個人的財務動機，但沒有證據顯示這

類的工作是完全脫離於學術 (Van Looy et al., 2004)，這也顯示出企管顧問與學術顧

問，兩種顧問工作在與企業的關係建立上有著截然不同的條件。管理顧問進入企業

的原因始於接受企業在營運上所遭遇的難題；反之學術顧問期望能從產業所面臨挑

戰之中獲得研究上的啟發或題材，不同於企業顧問的單方面接受，學術顧問在接受

問題之餘也會嘗試著提出有關或他們有興趣的議題，試圖挑戰企業主的既有假設。

就彼此的關係而言，企業會尋求企管顧問之協助乃始於解決燃眉之急，因此企管顧

問與企業的關係常會呈現短期交易的對價關係，一旦問題獲得解決後，兩者的連繫

也隨終止；而學術顧問為了達成向企業提出問題、挑戰假設的目的，學術顧問通常

需要較長的時間以便釐清問題的來龍去脈，因此他們將與企業發展出相對長期的伙

伴關係，而關係的本質也將隨著研究領域的深耕而呈現出以議題為導向的互動關係。 

學術顧問所受到的訓練是以從事學術研究為出發點。Cooper & Schindler (2006)

學術研究的程序可分為六個階段，分別是闡明研究問題、研究計劃書、研究設計的

策略、資料蒐集與準備、資料分析與解釋、以及研究報告及管理決策的提出等六項。

在研究問題的分析上又可在分成六個等級，如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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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2-3  管理研究管理研究管理研究管理研究的的的的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層層層層次次次次 

(資料來源：Cooper R. D. & Schindler, S. P. (2006).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 9e. McGraw.Hill, 2006) 

一旦完成確認問題的工作後，研究者需要透過文獻探討分析是否有學者處理過

類似的問題、用了哪些研究方案、以及其所獲得的結論為何等等資料以撰寫研究計

劃書。接著他等再依研究的類型、目的、時間架構、範圍、背景等因素設計適合目

前情境的研究方案，接下來進行資料的收集與分析，若是以量化方法為之，研究者

須要設計適當的問卷，並選擇適合的分析方法或工具；倘若研究者選擇質化方案做

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手段，他需要較長、且較深入地進行有關的活動，其所應花費

的時間必定多於企管顧問或選擇處理量化方案的同儕。最後研究者將依據分析的結

果為企業主提出適當的建言或問題解決方案。 

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節節節節        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與其他產學機構之異同與其他產學機構之異同與其他產學機構之異同與其他產學機構之異同    

以下就產學合作的類型：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與

國科會之技術移轉中心成立之淵源、功能、現況、運作方式等說明，再將其不同特性做

比較。 

一一一一、、、、產學合作類型產學合作類型產學合作類型產學合作類型 

1. 主要管道為下列三者主要管道為下列三者主要管道為下列三者主要管道為下列三者 

(1)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育成中心 

(2)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 

(3) 國科會：技術移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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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創新育成中心 

(1) 育成中心功能 

經濟部(2000)界定創新育成中心的主要功能有四：1、減輕創業過程的投資費

用與風險，增進初創業者成功率；2、協助產業孕育計畫、開發新技術與新產

品；3、引導研發成果商品化及提供測試服務和產學合作的場所；4、輔導企

業有關人才培訓、資訊提供及營運管理之諮詢服務。 

(2) 運作模式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各大專院校設立創新育成中心之目的，在於積極鼓勵

國內各大專院校擴散其研究成果，此一機制之建立亦有助於促進技術創新、

建立良好創業環境、提供多元化企業經營諮詢，以及加速技術商品化。其運

作模式如圖 2-4所示： 

 圖圖圖圖 2-4 創新育成中心之運作模式創新育成中心之運作模式創新育成中心之運作模式創新育成中心之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徐作聖(1999) 

(3) 育成中心現況 

我國育成中心 2009年之狀況如表 2-7：  表表表表 2-7 育成中心育成中心育成中心育成中心狀況狀況狀況狀況表表表表(2009年年年年) 

 

3. 區域區域區域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產學合作中心產學合作中心產學合作中心：：：： 

在技職司的規劃中，教育部技專校院產學合作運作機制的運作，乃是以區域產

學合作中心為中心組織，因此分析 6所區域產學合作中心的營運模式，可歸納出

產學合作運作機制的三種運作模式：  

(1) 宣傳模式  

產學合作必須要有產業界與學術界兩方配合才能進行。此一模式的運作主

要是由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向產業界及學術界進行宣傳。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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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中的技專校院結合成策略聯盟學校，除針對技專校院教師進行宣傳外，並

調查各策略聯盟學校所能提供之產學合作資源，以利進行資源的規劃與整合。

在企業界宣傳上，除主動赴企業拜訪進行說明之外，亦辦理產業實務講座及產

學合作成果展，希望藉宣傳，積極提昇產業界與學術界產學合作意願。 

此一模式之另一工作重點為各產學合作中心之間的行政協調。區域產學合作

中心與技術研發中心由教育部補助成立，技轉中心則為國科會補助成立，創新育

成中心為經濟部補助成立。這些組織在運作上是彼此獨立的，所以，由區域產學

合作中心居中進行行政協調，以避免工作內容的重疊或相互衝突，並提供技術研

發中心研發方向的諮詢服務。而技術研發中心的運作由策略聯盟學校提供行政支

援，創新育成中心亦提供技術諮詢。宣傳模式之運作如圖 2-5 

 圖圖圖圖 2-5 宣傳宣傳宣傳宣傳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資料來源：紀家雄,2004) 
(2) 媒合模式  

當企業向區域產學合作中心提出產學合作企劃書時，由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在各項產學合作資源中，針對企業需求進行媒合。在策略聯盟學校中，挑選專

業領域的老師，以契約型合作方式簽約，進行合作計畫。如果企業有意進駐校

園，則引薦於創新育成中心。產學合作成果欲申請專利，則於技術移轉中心進

行。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在其中負責溝通媒合，並不參與實際之產學合作工作。

媒合模式之運作如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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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2-6 媒合媒合媒合媒合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資料來源：紀家雄,2004) 
(3) 合作模式  

此模式為產業界與學術界實際進行產學合作。在媒合的過程後，由產業界

投入提供合作之產學中心組織及技專校院相關之資源協助，技專校院則回饋產

學合作研發成果，技術移轉中心提供申請專利等技術移轉服務，而創新育成中

心可由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及技術研發中心所提供之產業雛形系統，與產業界合

作發展新廠商的育成。技術移發中心也對區域產學合作中進行研發成果的回

饋，與對策略聯盟學校進行教學的回饋。合作模式之運作如圖 2-7 

 圖圖圖圖 2-7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資料來源：紀家雄,2004) 
(4) 教育部技專校院產學合作運作機制的三種模式，雖然在運作流程上，通常宣傳

模式居先，而接續至媒合模式，再接續致運作模式，但如為產業界主動求助的

案例，則可省去宣傳模式的運作。並且由於區域產學合作中心通常同時有多個

合作計畫在進行。因此，在其業務上，三個模式都會同時運作。(紀家雄,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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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術移轉中心技術移轉中心技術移轉中心技術移轉中心 

我國為鼓勵「學術界」的研發成果可以充分運用並移轉到「產業界」，於 1999

年施行科學技術基本法，將學術研究機構的智財權下放至各單位及個人，以鼓勵研

究創新開發智慧財產，保護並加強推廣全體教師和研究人員的研發成果並促進研究

成果商業化。並於 2000年訂定「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

廣作業要點」，鼓勵大學院校設立技術移轉的機制，積極將學校的研發成果移轉至企

業的用途。2001年通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發成果權益處理要點」，藉由大

學及研究機構廣設技術移轉單位的建立，研發成果歸屬明確化、鼓勵合作研發以及

相關的激勵措施等，明確的法律規範與政策有助於技術移轉的機制與順暢流通管道。 

國科會是學術界技術移轉業務的執行單位，設立技術移轉機制的目的為有效管

理學術資源、推展學術研究成果及推展研發成果之運用範圍。回溯歷史，國科會技

術移轉實務肇始於 1990年，參考美國大學技術移轉中心運作模式，踏出技術移轉工

作之第一步，但均以個案處理的方式進行。1994 年度起，才開始建立技術移轉的流

程及制式合約等制度。1996年起開始有明顯的績效出現，但受限於政府人力員額的

不足，在推動過程中也開始面臨難以突破的瓶頸，歷經法規製定、人員培養訓練、

推展、績效穩定，一直到 1999年 1月「科技技術基本法」調整，製定「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實施研發成果全面下放。「研發成果下放」是指

1999 年後，學界智財權下放各計畫執行單位，學術界研發成果的推廣與運用，由其

自行管理與推展（包括申請專利及技術移轉）。 

國內各大學依據法令，積極研擬相關機制並設置技術移轉中心或專責單位，學

術成果的所有權由國科會移轉到計劃執行單位，國科會的角色從管理執行轉為協

助、輔導與補助。經過四、五年加強宣導及推出各項協助獎勵措施，目前約有二十

餘所大學已成立技術移轉專責單位，亦有一些大學設有專人專職處理研發成果申請

專利及技術移轉的相關業務(李蕙瑩,2004：陳佩伶,2004)。 

陳佩伶,(2004)技術移轉流程：「科學發明→發明揭露→評估專利/技術可行度→

取得專利→技術行銷→技轉協商→技術移轉給公司」。如圖 2-6 技轉中心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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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2-8 技轉中心技轉中心技轉中心技轉中心運作模式運作模式運作模式運作模式   資料來源：薛又軒,2002 
二二二二、、、、不同產學合作不同產學合作不同產學合作不同產學合作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類型比較類型比較類型比較類型比較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與育成中心，雖然在服務項目規劃上有些相同。但是在產學

合作角色辦演上卻有所不同。下表說明在服務功能上之差異：由於區域產學合作中

心之服務對象較為固定，本研究在選擇產業界對產學合作服務需求項目調查時，也

將以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之服務項目，為調查之依據。 

創新育成中心之功能在於培育國內相關產業之新創中小企業；技術移轉中心

則；產學合作中心則較廣泛的定位為區域產、官、學、研資源整合與聯絡中心，不

限於中小企業，不限於培育工作，亦不限於只做技術移轉。表 2-8為不同產學合作

中心類型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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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8 產學合作中心類型比較表產學合作中心類型比較表產學合作中心類型比較表產學合作中心類型比較表 

 區域產學合作中心 育成中心 技術移轉中心 所屬部會 

教育部 自 94年度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民國 85年 

國科會 自 88年度 依據 

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補助原則 

「鼓勵公民營機構設立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要點」 

「科學技術基本法」及「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功能 

較廣泛的定位為區域產、官、學、研資源整合與聯絡中心，不限於中小企業，不限於培育工作，亦不限於只做技術移轉。達成產官學界資源整合，並依各校發展條件及區域產業特性，提供企業所需相關服務 

孕育新事業、新產品新技術、協助企業轉型。培育國內相關產業之新創中小企業 

專注於有效的將學校研發的成果移轉給業界，從事於有形的商業利益 

特質 

由北中南六所科技大學為窗口，協調提供企業所需服務。 

鼓勵公民營機構，設置中小企業育成中心。
2009年6月已有109所。 

有 20 多家(1994) 主要服務項目 

� 媒合諮詢 

� 研發團隊 

� 顧問諮詢 

� 教育訓練 

� 行政支援 

� 空間與設備 

� 技術及人才支援 

� 商務支援 

� 資訊支援 

� 行政支援 

� 研發成果管理及推廣 

� 專利申請及維護管理 

� 技術移轉與授權管理 服務對象 

所有需協助之我國企業 初創或擬轉型之企業 技術移轉之學校與企業 

(資料參考：技專院校產學合作協調中心網頁, 2004；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簡介網頁, 2004；國科會綜合處, ) ( 薛又軒,2002；楊彥秀,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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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設計設計設計設計    

本章說明產學合作研究的研究架構，這是本研究的內容與其之間相關的關係。

接著說明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並說明採用該方法的必要性，其次說明個案資料

蒐集取樣與與研究對象的選擇，再其次說明本研究資料分析程序，最後就本研究的

信度、效度的嚴謹性做說明。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專案研究的研究架構，是促進因素與機制因素相互影響，產學合作的促進因

素，除文獻探討的項目外，還有那些因素是文獻所缺乏的，這呼應了本專案研究的

第一個問題：甚麼是促使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如何影響產學合作運作機制？運作

機制交互影響使得產學合作邁向良好的運作，運作機制有哪些項目？如何運作？這

呼應了本專案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如何構建與操作一個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該機

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最後是良好的產學合作會有怎樣的學術界與產業界產出

成效。這呼應了本專案研究的第三個問題：如何衡量產學合作的產學產出成效？本

專案研究的研究構面架構如圖 3-1，各構面之說明如下：這三個 IPO (Input-Process- 

Output) 的基礎，構建在橋接計畫專案的專案上，本專案研究的內容亦是架構在

此，因此產生本專案研究的第四、五個問題：產學合作(或學術顧問)與管理顧問有

何不同？橋接中心與其他的產學合作單位有何不同？ 

 

 

 

 

 

 

 

 圖圖圖圖 3-1  本本本本專案專案專案專案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架架架架構圖構圖構圖構圖  

1. 促進因素  探討趨使產學雙方薴積極參與的因素，如：動機、利益，與反促進

因素，如：障礙。 

2. 運作機制  探討當產學雙方開始進行產學合作，運作機制成為良好運作的基

礎，如產學合作的治理運作與管理程序運作。 

 

橋橋橋橋 接接接接 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 

橋接計畫專案橋接計畫專案橋接計畫專案橋接計畫專案    

 

促促促促 進進進進 因因因因 素素素素  

 

運運運運 作作作作 機機機機 制制制制 

 

成成成成 效效效效 產產產產 出出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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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效產出  當產學合作的產學雙方進行到一個階段，其產學合作的成效產出，

如績效產出、成果擴散之探討。 

4. 橋接中心  探討橋接中心定位、角色、功能，與民間管理顧問之區隔、顯現商

管特色，對學者與產業提供適切的服務。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對於如何由個案研究中產生理論，從問題的定義開始，到個案的選擇、研究工具

的採用、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命題的提出、對文獻的回應及最後達成結論的過程，有

套完整而值得參考的作法。Eisenhardt (1989) 則認為個案研究 (Case Study) 一般歸

屬於敘述性研究，即類似於歷史研究是描述和形容某些特殊事物和特徵的研究設計。

更精確的說，個案研究特別專注於研究探討有限數目的事件和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由

於對少數樣本全盤地、仔細地討論，故可以做為決策和判斷相類似事物的主要參考。

個案研究是一種將注意力集中於單一環境中所可能發生之各種變化的研究策略。 

一一一一、、、、個案研究的個案研究的個案研究的個案研究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量化研究者通常從大量的個案中蒐集特定的資訊」，「相對的，質化研究者則從

一個或數個個案中獲得大量的資訊，然後進入深度探索」(Neuman, 1997)。由於個

案研究法可以充份描述「現象發生的脈絡」和「交互影響的情境」，因而較擅長將複

雜性、綜合性的因素和過程具體而微的呈顯出來(陳川正, 2000)，因此較適於在缺乏

明確的研究問題時採用，以便發掘現象發生的原因和方向，以定義問題與並作為後續

研究的根據，質化研究的理論是從資料的蒐集中發展出來的，透過將資料比較歸納，

研究者來回於理論與資料之間 (吳芝儀, 廖梅花, 2001)，逐步地將理論由資料中建構

出來，因此質性研究的理論是根植於資料的。因此，質性研究的資料蒐集與分析是同

時交互進行 (Eisenhardt, 1989)。 

Yin (2003)認為個案研究法可運用於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study)、敘述性研究 

(description study)或解釋性研究 (explanation study)，這些的研究都涵蓋實驗法

(experiment)、調查研究法(study)、歷史研究法(historic study)、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或檔案分析法(archival analysis)，其研究方法的判定區別是依據：(1) 研究問

題的性質；(2) 研究者對研究現象可掌控的程度；(3) 研究現象是當時或非當時的事

物(on temporary events)來進行研究方法之選擇。當研究者對於同時期的社會現象提

出「為什麼(why)」及「如何(how)」的研究問題，並對研究現象只有一些或沒有控

制性時，多數傾向採用個案研究法；而若是對於同時期的社會現象提出「是誰

第三章 研究設計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29 - 

(who)」、「何處 (where)」、「是什麼(what)」的問題時，則多採用調查法。不同調查

法及其形式列示如表 3-1： 表表表表 3 3 3 3----1111            不同研究方法的適用條件不同研究方法的適用條件不同研究方法的適用條件不同研究方法的適用條件表表表表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控控控控制制制制 當前問題當前問題當前問題當前問題研究焦點研究焦點研究焦點研究焦點 實驗法 怎麼樣(how)、為什麼(what)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是是是是 調查法 
什麼人(who)、什麼事(what)、在哪裡 

(where)、有多少(many/much) 
不不不不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是是是是 檔案分析法 

甚麼人(who)、什麼事(what)、在哪裡 

(where)、有多少(many/much) 
不不不不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是是是是／／／／否否否否 歷史研究法 怎麼樣(how)、為什麼(what) 不不不不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否否否否 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個案研究法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how)、、、、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what) 不不不不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是是是是 資料來源：Yin (2003) 

Yin (2003) 對個案研究方法做了分類，可分為單一個案(single-case)研究與多重

個案(multi-case)研究，而其分析單元構面也可以分為單ㄧ分析單元與多重分析單

元。因此個案研究一共有四種。單一個案研究與多重個案研究相比各有其優缺點。從

單ㄧ個案的研究來看，在資料的蒐集較為節省時間與成本；然而多重個案訪談所得出

的證據被認為較具廣度(Herriott & Firestone,1983)。單一個案的使用時機有三：(一) 

關鍵性個案(critical case), (二) 極端或獨特式個案(unique case), (三)與揭露式個案

(revelatory case)，由於個案研究能夠比較深入且靈活的瞭解個案本身的實際狀況，

可取得較為完整的資料，且接近所希望驗證的假設。 

二二二二、、、、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進行方式進行方式進行方式進行方式    

本論文的個案研究法之進行順序，先由建構理論啟始，其次為個案選擇，選擇適

合研究的個案，同時進行相關資料的蒐集計畫；先開始進行第 1個個案分析、及撰寫

第 1個個案研究報告；之後接著進行第 2個個案分析及撰寫研究報告，接著學合作的

運作機制因素之探索性研究進行第 3個、第 4個…。當計畫中的各個案報告撰寫完成，

就著手綜合各個案的跨個案結論，然後修正所建構之理論，之後發展政策涵義，最後

撰寫跨個案報告，與最後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因條件限制的關係，採用 2個個案的個案研究，資料的蒐集方式為：「產

學雙方之深度訪談」與「產學合作之個案資料」併行，二個個案之深度訪談會有 4

個部門或單位接受訪談，學界老師 2位，產界高階主管或負責人 2位，先進行第 1

個個案分析，依分析結果修正先前所建構之理論，之後再進行第 2個個案分析與建構

理論之修正；接著再撰寫跨個案報告，最後綜合所有個案做成結論及建議。本個案之

研究流程圖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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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2 本專案本專案本專案本專案個案研究流程個案研究流程個案研究流程個案研究流程     資料來源：Yin( 2003 ) 本研究調整 

三三三三、、、、研究品質研究品質研究品質研究品質的標準與判定的標準與判定的標準與判定的標準與判定    

研究設計的品質判定與標準，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90) 認為有可

靠度(trustworthivess)、可信度(crediability)、可確定度(confirmability)及資料可靠

度(data depenability)，研究個案的研究品質判斷標準，分為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內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外在效度（external va1idity）及信度

(reliability)四個部份（Yin, 2003）。 

Yin 對四種研究品質判定標準如下 (Kidder & Juddy, 1996；Yin, 2003) ：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效度效度效度效度：：：：對所研究的概念形成一套正確的、可操作性衡量方法，即工具或標準

的衡量是否能夠切確的反應出研究的現象。 

•內在效度內在效度內在效度內在效度：用於建立構念間的解釋性或因果性個案研究，不適用於描述性及探索

性個案研究；建立的因果關係可以在紛亂的假象中，由某一特定條件

引導至其他某一特定結果的聯繫。 

•外在效度外在效度外在效度外在效度：要建立一個範圍，可以將被概化的研究的結果歸納於該範圍內，就是

反應現象的概念化程度。 

•信信信信    度度度度：說明個案研究各步驟，其使得研究結果一致與穩定，也就是研究個案

的資料蒐集與分析等各步驟為其他研究者重複運用，可得出相同的研

究結果 

品質判定 4個檢驗標準建構效度、內在效度、外在效度及信度(reliability)的個

案研究信度與效度檢驗之策略與運用策略的階段如表 3-2（Y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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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效度檢驗效度檢驗效度檢驗效度檢驗策略策略策略策略表表表表 檢 驗檢 驗檢 驗檢 驗    個 案 研 究 策 略個 案 研 究 策 略個 案 研 究 策 略個 案 研 究 策 略    運用策略的階段運用策略的階段運用策略的階段運用策略的階段    採用多元證據來源採用多元證據來源採用多元證據來源採用多元證據來源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形成證據鏈形成證據鏈形成證據鏈形成證據鏈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建構建構建構建構效度效度效度效度    要求證據的主要提供者要求證據的主要提供者要求證據的主要提供者要求證據的主要提供者，，，，對個案研究報告草案進行檢查對個案研究報告草案進行檢查對個案研究報告草案進行檢查對個案研究報告草案進行檢查、、、、核實核實核實核實    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撰寫報告    進行模式匹配進行模式匹配進行模式匹配進行模式匹配    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    嘗試進行某種解釋嘗試進行某種解釋嘗試進行某種解釋嘗試進行某種解釋    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    分析相對立的競爭性解釋分析相對立的競爭性解釋分析相對立的競爭性解釋分析相對立的競爭性解釋    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    內在效度內在效度內在效度內在效度 使用邏輯模型使用邏輯模型使用邏輯模型使用邏輯模型    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證據分析    用理論指導單個案研究用理論指導單個案研究用理論指導單個案研究用理論指導單個案研究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外在效度外在效度外在效度外在效度 透過重覆透過重覆透過重覆透過重覆、、、、複製的方法進行多個案研究複製的方法進行多個案研究複製的方法進行多個案研究複製的方法進行多個案研究    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採用個案研究草案採用個案研究草案採用個案研究草案採用個案研究草案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信信信信    度度度度 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建立個案研究資料庫    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資料來源： Yin( 2003 )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資料蒐集    

本專案研究遵循理論抽樣的原則，以產學合作計畫之個案中，選取適當的個案

做為抽樣的對象，本專案研究選擇二個個案： 個案編號 產業性質 大學 產業 ＡＡ管理顧問公司 
A 個案 計程車派遣 

侯教授 洪董事長 ＢＢ製酒廠 
B 個案 酒品製造產銷 

張教授 洪總經理 

一一一一、、、、個案描述個案描述個案描述個案描述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選擇商管橋接產學合作的二個個案為抽樣對象，分別訪問

個案的學界與業界的負責人員，依深度訪談方式、並取得相關文本資料以為驗證，

茲將個案基本資料描述如下： 

(一一一一)、、、、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 專案名稱：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 

� 專案任務：提供產業界實務問題有效的解決方案。 

� 產學合作類型：(I) 合作研發 (II) 管理技術提供。 

1. 商管學者團隊商管學者團隊商管學者團隊商管學者團隊 

� 專案主持人：中部大學侯教授 

�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構思計程車服務派遣商業模式、擬定產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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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項目、追蹤專案進度、執行合作內容，撰寫研究成果，具體落實專案執行 

2. 合作廠商合作廠商合作廠商合作廠商 

(1) 公司名稱：AA管理顧問公司(以下簡稱” AA公司”) 

(2) 專案負責人：洪董事長 

(3) 員工人數： 12 人 

(4) 所屬產業別：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M70) 

(5) 主要營業項目： 

�  DRTS需求反應式公共運輸服務 

� 計程車衛星派遣服務設計研發 

� 公共運輸服務管理 

� 運輸產業服務創新設計 

3. 個案摘要個案摘要個案摘要個案摘要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跳脫現今多數衛星派遺車隊從供給思維所設計的派遣系

統，改從使用者觀點(user-centred)(司機與乘客)來重新設計派遣機制，將過去的衛

星派遣服務設計，從供需雙方間的服務媒合，更進一步的提升到司機執行服務所需

各種資訊的反應式需求管理(例如：載客路徑的指引，或在該時段司機扺達目的地所

需時間的預測)，並具以開發出一套創新的派遣服務機制與軟硬體的系統研發。本計

畫將藉由計畫主持人所帶領的團隊過去在計程車產業所從事的研究成果為基礎，發

展出一套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的開發與流程整合，期望未來的研發成果

可以協助合作廠商，將技術導入到海峽兩岸各大城市的衛星車隊，進行商業化的技

術移轉與車隊運轉。 

(二二二二)、、、、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 專案名稱：提升 BB 酒廠紅酒品質。 

� 專案任務：提供學界將研究成果商品化之相關服務。 

� 產學合作類型：諮詢與輔導(理論知識傳播)、技術分析、管理技術提供。 

1. 商管學者團隊商管學者團隊商管學者團隊商管學者團隊 

(1) 專案主持人：北部大學張教授 

(2) 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問題分析與解決、模式推導 

2. 合作廠商合作廠商合作廠商合作廠商 

(1) 公司名稱：BB 酒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BB公司”) 

(2) 專案負責人：洪總經理 

(3) 員工人數： 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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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屬產業別：製酒業 

(5) 主要營業項目： 

�  C113011 製酒業 

�  F102030 菸酒批發業 

�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  F203010 食品什貨、飲料零售業 

�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  F102170 食品什貨批發業 

�  F108040 化粧品批發業 

�  F208040 化粧品零售業 

�  I101090 食品顧問業 

3. 個案摘要個案摘要個案摘要個案摘要 

酒廠是彰化縣政府規劃極力欲輔導成為觀光酒廠的廠商之一，酒廠面臨釀製技

術不純熟，計畫將推導非加法性之田口實驗設計，來協助紅酒釀製之穩定性，解決

在製酒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在品嚐

過程中產生酸澀，大大降低經濟價值之問題。目前酒廠面臨以下問題包括：(1)在製

酒過程中產生發酵不完全或產生二次發酵，造成紅酒酸化而轉化成醋，在品嚐過程

中產生酸澀，大大降低經濟價值。(2)成品釀製完成後，經過濾的過程過濾的紅酒，

會產生莫名的怪味道，而影響品質。(3)殺菌設備不良，產生酒品保存期限短。(4)

填充設備在填充過程中，無法很精準填充酒量，誤差值過大，影響顧客不良印象之

觀感。(5)人員技術不良，造成每一批酒所釀造出來的品質不一。 

為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源來提昇競爭能力，企業之自動化與整合化已越趨重

要。目前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FID)使用尤其受到日漸重視，在 RFID系統的配置下，

流程可經由適切的規劃及 RFID的輔助後，再結合日新月異的電腦軟硬體應用管

理，使製造管理之功能得以發揮更大的效益。目前 RFID系統不僅是現場管理的工

具，更結合生產管制系統、物料管制系統、倉儲管理系統和客戶服務管理系統，透

過緊密的電腦網路連繫，取代了傳統粗略的流程卡、條碼系統，節省及降低了許多

不必要的人力、物資、時間，較能準確地掌握製造資源與生產線資訊的脈動。 

二二二二、、、、資料蒐集方法資料蒐集方法資料蒐集方法資料蒐集方法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特別選定有多年產學合作經驗的個案，學界是商管並有產

業經驗的老師，業界受訪者是企業的負責人，也具有多年與學界的產學合作經驗，

由於商管產學合作的產出不像科技的產學合作那麼明確、清楚，因此產業雙方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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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交流經驗很難訴諸簡單的問卷、或用量化方式表達，所以本研究採取個案的深

度訪談方式為主，並取得相關文本資料為輔。 

(一一一一)、、、、個案文本資料個案文本資料個案文本資料個案文本資料 

另外由二家受訪公司提供文本資料以補足面談內容之不足，並做為研究三角驗

證的依據，文本相關資料分列如表 3-3： 表表表表 3 3 3 3----3333        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研究個案文本文本文本文本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資料表    個 案 相 關 文 本 資 料 

A 個案 

1. 侯勝宗 (2010)，服務可以庫存嗎？台灣大車隊司機工作實務個案研究，台大管理論叢，2010,3 20,(S1)。 

2. 侯勝宗 (2009)，從使用者觀點探討服務派遣技術商業化之研究，經濟部計畫, 

2009, 頁5~12。 

3. 侯勝宗，吳思華 (2009)，時空情境、科技意會與工作實務：以計程車實務社群為例. 管理學報, 26(3),頁309-332。 

4. 侯勝宗，陳則文 (2009)，“非預期工作創新：台灣大車隊司機個案研究”，科技管理期刊，第14卷第2期。  

5. 侯勝宗，樊學良(2009) “個人歸屬感與其正向心理產出：計程車實務社群研究” 

2009年台灣組織與管理學會年會，Sep,12 ,2009，靜宜大學，台中。  
6. 侯勝宗(2009)，需求反應式服務派遣與指引系統開發與整合(國科會計畫, 2009, 

11~2010, 12)。 

B 個案 
1. 提升酒廠紅酒品質(國科會計畫, 2009, 11~2010, 12)。 

2.  B個案企業網站簡介 http://www.erlin.com.tw/front/bin/home.phtml。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個案廠商個案廠商個案廠商個案廠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個案訪談資料個案訪談資料個案訪談資料個案訪談資料 

本研究的深度訪談，共計 5次的面對面訪談，每次約 90分鐘到 180分鐘，訪談

前先研讀相關資料，並做預先做成訪談稿，訪談稿為開放式問卷，將要訪談的問題、

預期的答案、非預期的答案逐項列表，第一個案訪談後，再依據訪談逐字稿內容做

必要調整與增減修改，再進行第二個個案訪談，本研究已完成二個個案、四位受訪(產

與學各二位)共 5次的訪談。 

除深度訪談外，再配合參考二個個案提供的參考資料，做為訪談的輔助與對照

佐證之資料來源。。研究個案訪談對象如表 3-4： 表表表表 3-4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訪談對象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表表表表 受訪者 受 訪 資 料 訪 談 次 數 / 時 間 

1. 侯教授 
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中部大學助理教授，Ａ個案計畫主持人 

1次，1小時45分 

2. 洪董事長 
運輸學博士，Ａ個案公司負責人，有豐富計程車派遣科技經驗 

1次，1小時03分 

3. 張教授 
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北部科技大學副教授，B個案計畫主持人 

第1次，1小時26分 第2次，40分 

4. 洪總經理 高商畢業，Ｂ個案公司總經理，製酒業經驗十分豐富 1次，1小時38分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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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分析    

本章以以第一章第二節第二項之研究問題為個案研究分析，分析項目包括：1)    

促進因素、2)運作機制、3)成效產出、4)與企管顧問之差異、5)與橋接中心之定位，

第一節分析Ａ個案，第二節分析Ｂ個案說明，第三節為Ａ個案與Ｂ個案交叉之跨個

案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分析    

本節為Ａ個案的研究分析，分別從學術界與產業界訪談之資料，及依序為促進

因素、運作機制、成效產出企管顧問、與橋接中心之定位進行比較分析，各項分別

說明如下： 

壹壹壹壹、、、、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    

一一一一、、、、動機分析動機分析動機分析動機分析        

(一一一一) 學界之動機學界之動機學界之動機學界之動機：：：： 

1. 具研究價值議題具研究價值議題具研究價值議題具研究價值議題 

Perkmann & Walsh (2008) 指出，研究導向顧問工作獲得啟發或研究題材，期

望能自產業所面臨挑戰中獲得啟發或研究題材。因此商管老師對於所專長和興

趣的企業議題，也是促成具『學術研究價值』的動機之一。 

�  最好學術界都是從一個現象問題出發，例如你 [學者 ]到中心來說我對某一個事情的現象是我的興趣，例如我的科技擴散我很有興趣，如果你有科技擴散的案例我很願意來了解。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2. 理論驗證理論驗證理論驗證理論驗證 

Lee & Win,(2004) 指出，學校欲進入企業場域(Access to Industry) 以執行基

礎和應用研究，也讓研究產出能順利運作以及具備市場價值，他們需要與產業

聯繫以便趨近市場趨勢，因此研究者會視產業為研究方向的指引，並致力於解

決產業的問題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將 paper 的發現轉換成一個視覺化的 Device，…那就是一個學術的發現驅動他們去思考發展一個 business model…。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3. 具具具具產業關懷產業關懷產業關懷產業關懷(使命使命使命使命) 

學者的研究不經意的帶著使命感的心懷，或是對企業基層、或是對整個產業，

對於國家社會的發展有正面影響。 

�  focus 產業 --  industry，我關懷的是整個產業而非 (個別 )公司，所以他們很清楚我與 (臺灣大的 )競爭者頻有互動，但仍信任我，因我告訴他們惟有這產業變好你 (臺灣大 )才會更好，所以若產業不好你也不會多好，我是在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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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整體產業，所以他們不會對我有敵意。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最後不是做研究而是在關懷整個產業，這一產業有 9 萬多個家庭，它讓我覺得值的用學術生命去關注它。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參與是一個好的互動，從上層執行長到司機都清楚對他們之關懷，或許未有好的研究但對產業會有貢獻，因這產業實在太不受重視，所以你做一點得到迴響就很大。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4.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獲得額外的發展資金。尤其是當政府想降低公部門的預算時，大學會想要與企

業合作。(Lee & Win, 2004; Bell, 1993;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我提供一份 ”服務庫存 ”的 paper，那是一個研究發現，他們拿它去向政府申請一個產業科專，那案子滿大， 3 年期間經費約 5,000 萬，主要開發 ”服務庫存 ”如空中排班點。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 產界之動機產界之動機產界之動機產界之動機：：：： 

1.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 

企業向大學學習，藉由獲取對方的知識/專門技術以補足自身所缺乏者；或對

特殊知識的需求，特別是為問題解決及產品的設計與發展 (Sáez, Marco, 

Arribas ,2002)；或因企業缺乏內部研發能力(Lee & Win, 2004)。 

�  從事研究，從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事物，就可以與他們 (臺灣大 )分享…。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知識上是非常有互補的喔，…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太多了，所以想一想跟他講一些，也許我們本來沒有很急要解答。就想那是天方夜譚，不然你去試看看。…他可以拿來個小題大作。有一些互補效應。這個小題要大作，花那麼多力氣，做不出成果風險太大，或者是說要很常才有結果的東西。(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  幫助我們車隊在派遣技術上的提升，也有一些新的管理的觀念的引進，這些都有幫助。這些能夠留在一些人身上，因為最後還是要有人把一些，…，把這個計劃再強化。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2. 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 

Lee & Win (2004)認為問題解決為管理方面的技術改善、品質改善與成本節

省，Ａ個案期望解決的是計程車空轉、耗油、在馬路造成社會外部性(成本)的

問題。 

�  計程車 (產業 )是排碳量很大造成很大的社會外部性 (成本 )，所以如何降低派遣成本、有效的幫助計程車能有效率的派遣、降低空車率提升其派遣效…(等 )，…。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3. 人才招募人才招募人才招募人才招募 

獲得學生，並將之視為未來的可能職員，產學合作是最佳的聘雇方法，直接檢

驗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召聘符合：企業需求的合格畢業生，企業能召聘已受過教

育訓練的合格畢業生, 且這些教育訓練是為產業需求而設計的(Lee & Wi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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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這個計劃的培訓，它的一個重點是希望我們多聘幾個人，…，多聘一些新畢業的學生。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4.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產學合作常受到國內或國際的研究推廣計劃所支持，產學合作也能使企業得以

申請官方的研究經費補助(Sáez et al. ,2002;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總共從經濟部應該拿到不少的經費吧。…洪 :  沒有，整個計劃，整個計劃領到三百萬吧…。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三三三三) ＡＡＡＡ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個案動機差異比較：：：：Ａ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如4-1表： 表表表表 4-1  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表表表表 Ａ個案學界 Ａ個案產界 
�具研究價值 具研究價值議題、論文發表 �知識/能力互補 1.帶入新觀念、新議題 2.協助計程車司機運用科技之能力 
�理論驗證 發展商業模式 �問題解決 解決計程車成本問題 
�產業關懷 (使命) 1.對基層的關懷 2.對產業(計程車運輸業)具有使命感 �人才招募 引入人員可擴增對其他車隊的服務 
�經費補助 經費補助可使產學合作能順暢進行 �經費補助 使企業的技術提升提前進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利益利益利益利益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 學界之利學界之利學界之利學界之利益益益益：：：： 

1. 論文發表論文發表論文發表論文發表 

對老師而言，功能是升等與建立資望(credit)，對學校而言，功能是評鑑與提升學

校的學術能見度。 

�  產學有辦法升等，這件事情若有大的調整，做的人就會多一點。產學，認同產學是研究。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2. 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 /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透過產業合作提高學生就業機會(劉錦龍, 1985)；符合企業需求的合格畢業生，企

業能召聘已受過教育訓練的合格畢業生(Lee & Win, 2004)；為畢業生提供就業的

機會。(Elsevier,1989；李秋緯, 2006) 

�  像去年經濟部的案子，我們就創造了六個全職的工作機會給學生。也有一個學生因為執行○登○的案子而任職於該公司。另有一個學生任職於季鈞，另有一個洗衣連鎖的個案創造了 2 個工作機會。大概每一個案子都會創造一至兩個工作機會。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3. 進入企業場域進入企業場域進入企業場域進入企業場域 

產學合作使大學進入企業場域以執行基礎和應用研究(Lee & Win, 2004)，對老師

而言，商學的實徵研究是架構在田野的企業場域內，企業的一些現象或問題可能

除協助企業外，也含有研究之價值，所以進入企業場域是產學合作主要利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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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這工作之動機，…單純就是學術研究。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學術界都是從一個現象問題出發，例如你 [學者 ]到中心來說我對某一個事情的現象是我的興趣，例如我的科技擴散我很有興趣，如果你有科技擴散的案例我很願意來了解。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 產產產產界之利益界之利益界之利益界之利益：：：： 

1. 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獲利獲利獲利獲利/產品產品產品產品/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企業參加產學合作的動機與利益，通常要達成的是解決問題，其次是發展策略等

管理議題，問題解決上，商管方面著重在產、銷、人、發、財、資等六管的部份，

管理議題則為創新、策略管理…等議題，中小企業尤重於現象的消除。 

�  庫存的問題、網路的問題，他介紹我們直接做網路的生意，可以結合我們這邊的食品，…。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2. 觀念傳遞觀念傳遞觀念傳遞觀念傳遞/獲得新知識獲得新知識獲得新知識獲得新知識 

企業想要透過知識創造與學習來更新自己的知識庫考量到研究重點的不斷變化接

觸到最新 (up to date)的研究議題(Lee & Win, 2004)。 

�  他好像也提到從雲端設計，雲端運算的服務的設計方面，他提了一些設計方面，可是這個都還在 cook，我們覺得那個 idea 不錯，有些都是我們在做的，可以把這些服務科學的工具用上來，這等於是要 deliver 一段時間才能找到對的溝通的方式，也許會形成更新的一些進來。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  告訴他們的是一些觀念、派遣概念、過去與司機互動中所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實 )，這中間重要概念是資訊不對稱，我接觸的 (多數 )是交通領域的人，對管理的看法相對的沒有像我們 (學者 )的看法。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3.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 

因企業缺乏內部研發能力，需要有大學的能力互補(Lee & Win, 2004)。挖掘大學

教授的 know-how，獲取新構想及問題解決方案(Balconi & Laboranti, 2006)。向

大學學習，藉由獲取對方的知識/專門技術以補足自身所缺乏者(Sáez et al. ,2002) 

�  我們現在這裡車機，結合了導航機，我們有更多的軟、硬體，更多的
display，更強的資訊的傳輸量的能量，讓我們怎麼讓這台派遣機，這些在車上的東西能夠發揮更多可能。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  派遣車機其實他未來還有更多角色可以扮演。比如說，我們最早開始都想把派遣能夠自動化、電腦化，把這些高科技晶片用進來，這些東西都已經做完了問題還是解決不到三分之一。好比說，我們有那個 IVR，就電信的發展很快，們就用自動化的語音來應答，乘客的接聽率，接聽品質都會提高。那有  : (2)乘客服務的記錄以後，那我們這邊有 response，你打過一次電話我就知道你在哪邊上下車，所以 call  隊裡面的 coding 很強。 (AA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4.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企業藉由參與產學合作，獲得政府單位一定金額或比例的補助，能夠降低企業成

本，增加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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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從經濟部應該拿到不少的經費吧。…，整個計劃，整個計劃領到三百萬吧。另外還有那個…。是時間很短啦，主要是整個計劃好像只有七個月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5. 聘用人才聘用人才聘用人才聘用人才 / 技能提升技能提升技能提升技能提升 

獲得學生，並將之視為未來的可能職員；產學合作是最佳的聘雇方法：直接檢驗

研究者的研究能力(Lee & Win, 2004;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有六個學生在以前合作的公司擔任專職 [全職 ]的工作，其中有一個學生，總經理將所有工作都交給他，當總經理比較忙的時候就由那位學生幫忙
[處理事務 ]，照料 [take care]整個工廠。這是一個 side benefit，就是幫他們找到工作。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6. 促進技術實現促進技術實現促進技術實現促進技術實現(專利專利專利專利) 

企業實現新科技並專利申請 (Lee & Win, 2004)。如果沒有學術研究成果，許多創

新將不能實現，或是會來得晚。學術研究成果將對企業帶來銷售量的成長，以及

更好的研究生產力與專利申請活動(Fontana, Aldo Mireille, 2006 )  

�  新技術可以去申請專利，…這個計劃有一些經費鼓勵我們去這樣做，所以我們提了兩項專利的申請這個也是對我們，當然也是未來的一些是比較有保障的，也是讓我們認識到這些技術的專利價值是值得去推的。…。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三三三三) ＡＡＡＡ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個案利益差異比較：：：： 

Ａ個案學界的主要利益為論文發表產出，其他為學生實習/就業及進入企業場域；

產界為解決司機的收入偏低的問題，其他為觀念傳遞/獲得新知識、知識/能力互

補、經費補助、聘用人才/技能提升、促進技術實現(專利)及技術/經驗擴散。Ａ

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如 4-2表： 表表表表 4-2  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A 個案學界 A 個案產界 
�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產出 �解決問題 

1.運用派遣科技解決司機的收入偏低的問題 

2.協助司機空車的偏高成本問題 

�學生實習
/就業 

1. 對基層的關懷 

2. 對產業(計程車運輸業)具有使命感 

�觀念傳遞/獲得新知識 

雲端設計、新的 model給企業新的知識 

�進入企業場域 

企業場域為單純的學術研究 

�知識/能力互補 
司機運用科技的行為問題 

  �經費補助 獲得研發經費補助(經濟部) 

  
�聘用人才/技能提升 

聘任到所需的人才 

  
�促進技術實現(專利) 

新技術申請專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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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一一一一) 學界之障礙學界之障礙學界之障礙學界之障礙：：：： 

1. 高階主管不支持高階主管不支持高階主管不支持高階主管不支持 

合作公司要高透明度、開放的溝通預期移轉時衝突與錯誤應充分討論

(Nooteboom, 2002；Bosch-Sijtsema, 2009) 

�  是否能接觸到 owner(企業高層 )  是很重要，如果接觸不到老闆，所有的過程都有可能被改變，臺灣大最好的是我能直接與 owner 對話，不再需要經過任何人，媚��我還沒辦法，還不能直接與他們的董事長對話，需透過他們中間的協理、副總，找對人還好，若他們的副總、協理還有自我的看法，恐怕會誤導、在 (企業 )裡面釋放一些不好的觀點，不讓我們去接觸到一些該接觸的 data 或人員。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2. 對學術不認同對學術不認同對學術不認同對學術不認同 

產學合作需要對共同目標與達成目標之能力有共識才能順利進行，但產業對學

術有象牙塔知識的迷思，所以阻礙了產學合作，尤其傳統產業更是認為學術對

產業有難以推動的刻板印象，也是產學合作的障礙之一。 

�  …臺灣大的創辦人 (董事長 )本身就是博士，某種程度上 (認可學術 )，所以他不會覺得 (研究 )沒有價值，所以公司主事者對於學術工作者的看法，決定產學合作是否成功很大之關鍵…。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越傳統的產業就越不相信學術界，所以第一年絕對是磨合期，所以是否能持續我也是要觀察很久。當他越成功他越不需要你。這句話很重要：『企業愈成功愈不需要學術界』。…。或者說當他越成功，而他要更成功時就更需要你，若他這樣就 OK 時那就不需要你。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3. 缺乏產業經驗缺乏產業經驗缺乏產業經驗缺乏產業經驗 

缺乏產業經驗得老師進行產學合作，表示要耗費比較多得時間和成本去建立與

產業的共同語言，同時也比較難以瞭解問題之核心所在，對產學合作的順利進

行會有一定的影響。 

�  若沒有些許實務經驗的老師，去產業很容易就被打回來，因產業認為很多
(實務 )都不懂，也沒有做功課，一個產業要接觸前要做很多功課，但往往很多老師認為那不重要，認為只要懂理論就好，應要懂得些產業的
experience 較佳。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4. 人際問題人際問題人際問題人際問題 

產學的關係維繫與複雜人際問題的處理是產學合作一個重要的課題。產學合作

在關係上應多做良好的互動。 

�  處理複雜的人際問題？與前後任負責人之相處與保持良好關係； (我認為 )產學上有很多是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與管理團隊有很好的溝通，每二/三星期就會碰面、互動，互動方式就是談一些我的好奇與問題，他們就告訴我一些他們的想法，互動時我告訴他們一些田野的觀察 (事物 )，他們就從觀察 (事物 )中不斷調整經營的想法。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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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 產界之障礙產界之障礙產界之障礙產界之障礙：：：： 

1. 產學間理論與實務差異產學間理論與實務差異產學間理論與實務差異產學間理論與實務差異 

產學兩方的理論與實務目標有差異、大學執行研究所需的時間長度、對於研究

焦點乃至於研究問題的定義不同。對科學揭露程序的不安，認為大學落後於產

業(意指大部份的研究忽略近期的產業發展)。(Fontana 2006) 

�  我們對學校也有批評，學校產出來的學生跟實務有點脫節。那我們當然也希望說能夠在這邊大家都成熟點。因為你畢業的學生帶來我們要花很大的力氣教育訓練，對我們 (笑 )很大的 (很麻煩 )，又要領薪水還要幫他教學會，那如果學校能夠把那個 tune 好的話，從過程裡面我們就可以，就有很長一段間在共同培養應該是很好的。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2. 知識外流之風險知識外流之風險知識外流之風險知識外流之風險 

知識的專利問題與知識外流風險會降低企業合作的意願(Inzelt, 2004; Emden 

et al.,2006)。 

�  …我自己的觀念是比較開放，但是像我們輔導的，像大都會衛星他們的經理階層就沒有那麼開放，他們總是希望他們在競爭優勢上，或是他們的商業機密上面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就是說我們的合作團隊裡面對這個事情的認知是有落差的…。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3. 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KB)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知識基礎(KB)的明顯差異，產業的知識吸收能力不足，或是產學雙方在能力上

的過度集中，合作也將因此而中斷。(Mowery, Oxley, and Silverman, 1996；

Bosch-Sijtsema 2009) 

�  他們從工程導向去看事情，他們遇上的是一群最草根性的司機，他們發現工程的那一套根本就不 work，很難用工程 (的語言 )去告訴司機如何做，司機最聽的懂的語言就是最草根的語言。第一因為我們從事研究，從研究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事物，就可以與他們 (臺灣大 )分享；第二重要的是公司很多人 (決策者 )對你的看法他是不想聽的…。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 ＡＡＡＡ個案障礙差異比較個案障礙差異比較個案障礙差異比較個案障礙差異比較：：：： 

障礙構面觀察，學界常遇到的是不獲得產業高階主管的支持、學者缺乏產業經驗、

與企業的人際問題。Ａ個案障礙差異比較表如下： 表表表表 4-3  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Ａ個案學界 Ａ個案產界 

�高階主管不支持 

能直接與公司負責人對話，互通管道通暢則少障礙，否則較會產生障礙 

�產學間理論與實務差異 
學校產出來的學生跟實務有點脫節 

�對學術不認同 

越傳統的產業就越不相信學術界所以是否能持續我也是要觀察很久。 

�知識外流之風險 

1. A 公司採較開放的態度，深信老師不會將機密資料外流 

2.另一家企業則是較保守之態度 

�缺乏產業經驗 

缺乏實務經驗也不用功的老師會被企業排拒 
� 知 識 基 礎

(KB)差異 

科技專業與商管之差異，是科技專家對於科技擴散較為困難的原因，也是產學的一個障礙 

�人際問題 
產學上有很多是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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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    

一一一一、、、、學界之對象選擇分析學界之對象選擇分析學界之對象選擇分析學界之對象選擇分析    

屬於『關係校準(Relationship alignment)階段』 

侯教授與 AA 公司的產學合作屬於以議題發展為核心，以合作最大的潛力支撐關

係(sustain the relationship)成為合夥人。侯教授協助由新加坡導入計程車派遣技

術(技術部份由 AA公司技術部門負責)，然後在計程車司機行為，科技應用方面與

AA 公司合作科技能力，也給予 AA 公司缺乏管理資源的互補，符合改變的傾向

與長程導向。 

�  …我從事技術採納、移轉擴散之歷程，從新加坡技術跨國之移轉，這個案
(比較台灣 )為跨國情境，所以才到新加坡做研究， (探索 )組織與組織間之技術移轉 --一套衛星派遣技術由新加坡康福車隊移轉給台灣大車隊。該技術移轉給台灣後，會有一個組織去運用，所以組織 (台灣大 )有一群加盟司機，但 (結果 )發現所引進之技術無法為司機所採納，因此就著手研究為何不為司機所採納。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我們做這樣的計劃還是第一次，剛開始是花很多力氣在瞭解整個遊戲規則。 (笑 )  因為對學校好像是要推動產學，因為這是政府有出資，所以就變成他的，整個就要管理的需求，那好像去年也是很倉促。那我們算是走最快的，因為我們本身專業能力跟技術涵養都比較高。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  …我們提供給他們的 knowledge 是互補性很高也是他們亟需要知道的，…。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治理機制分析治理機制分析治理機制分析治理機制分析    

(一一一一) 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 

高度夥伴、形式合約關係。因自 joint venture起始、就讀博士班、取得博士學

位後，在 AA公司所有權組織多次更迭時，仍持續著關係，所以仍有著高度夥

伴關係。 

�  早以前，那可能是蠻偶然的 (笑 )。因為那時候侯勝宗在一個創投，那大車隊 :  (1)剛好好像是要 :  (1)集資吧，那錢燒得很快，就跟創投的人說簡述的機會， (雜音 )。他老闆我也認識，那就就剛開始是這樣認識的，後來他說要去唸博士班，那因為他知道我在搞這個，他就平常回來找我… (Ａ個案‧
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  每過一陣子就會來找我聊聊天，我就帶他交換一些 : (1)這個觀念，從這邊開始。那邊已經有很多年啦，他剛開始唸博士班就開始 :  (2)  ，那一直到後來他畢業了，然後去其他的教職，去年剛好有產學合作的計劃，那他找我嘛。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二二二二) 信任信任信任信任程度程度程度程度：：：：高高高高 

因有長時間淵源，又因學術研究建立信譽，雙方互相信任程度相當高。 

�  建立 reputation，不能別人持續給你 (研究 )資料卻無法知道你做了甚麼，

第四章 個案研究分析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43 - 

所以我一有 paper 大多會給他們，讓他們看到你所做的、明白你的用心。
(AA 公司‧侯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獲得獲得獲得獲得：：：：很高很高很高很高 

協助由國外引入衛星派遣科技，又於司機之科技意會(使用行為)方面協助，與

新知識與新觀念之導入，所以知識獲得之機制很高。 

�  知識工作者 (應 )如何塑造和他合作的個案公司 (間的關係 )，相對的在資訊不對稱，而資訊不對稱 (你所擁有的 )是他亟需要的，代表你的研究要走在他們前面，對現象的觀察要比他們深刻，對情境的掌握與末端互動的瞭解要比他們公司內部更… (深入 )…  (AA 公司‧侯教授訪談稿 )  

(四四四四) 互動頻率互動頻率互動頻率互動頻率：：：：高高高高‧‧‧‧緊密緊密緊密緊密 

�  台灣大當破產時，…，不因公司破產就離開，去承接新研究案或改與新承接者共事，反而是陪伴他走一段辛苦的路，…，這過程對洪董與我之間的關係影響滿大，不使他們感覺我僅為研究 (目的 )而建立關係，和他們是真正結為朋友… (AA 公司‧侯教授訪談稿 )  

�  需同時與組織不同面對的對象打交道，不僅包括台灣大的管理階層、還包含司機，… (AA 公司‧侯教授訪談稿 )  

(五五五五) 互動方向互動方向互動方向互動方向：：：：雙向溝通雙向溝通雙向溝通雙向溝通 

�  有活動我們就邀他，特別是一些教育訓練活動、尾牙，他也認識很多司機，他每次要做問卷調查，那我們也順便搭他便車，那我們要做問卷調查，他也可以幫忙一些，從這邊開始有蠻多互動的。 (A 個案‧洪董事長訪談稿 )  

(六六六六) 互動內容互動內容互動內容互動內容：：：：議題發展議題發展議題發展議題發展 

�  我認為學校的優勢在，因為有研究生，然後你們有比較多的時間去針對個別的問題去多深入的深討。…。第二個你們比我們還用功，你們會 review很多 paper，其實我從侯老師那邊，當然對我而言，我們是壓力更大所以我們很希望很多 quickly 的 duty 的 solution。(A 個案‧洪董事長訪談稿 )  

(七七七七) 互動形式互動形式互動形式互動形式：：：：個人個人個人個人‧‧‧‧自發性自發性自發性自發性 

�  …我與管理團隊有很好的溝通，每二 /三星期就會碰面、互動，互動方式就是談一些我的好奇與問題，他們就告訴我一些他們的想法，互動時我告訴他們一些田野的觀察 (事物 )，… (A 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機制機制機制機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專案研究管理機制是展開產學合作時的過程關係，包含收費型式、運作團隊、

過程管理、關係互動及績效 KPI評估。 

(一一一一)、、、、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經費負擔 

Ａ個案產學管理機制上的經費負擔，付費形式是政府一定比例的補助，但侯教

授基於研究學者的角色，頃向不由廠商負擔經費，確保所取得研究資料的客觀

性與獨立性，。 

�  [研究者 ]千萬不要把產學 [合作 ]當作是賺錢的工具，若把產學視做一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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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的心態，我覺得那個東西可能會做的不好。產學最好是當你 [研究者 ]不跟企業拿錢的話，你最大 ;  當你跟企業拿錢的話，企業最大…。所以好的產學不應該讓企業覺得他是在花錢雇用你在做事，而是我拿錢來幫助你解決你不知道的問題，而你不知道的問題就是我的研究。因為我沒花你的錢，企業就比較不會以大小眼的方式來對待你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運作運作運作運作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本(Ａ)個案的運作方式是以個人運作方式，個人學門領域專長提供產學合作，

研究議題發展為運作核心。 

�  比較好的產學的學者是在幫企業問對問題，而不是幫企業解決、回答他要的問題。我們 [研究者 ]的價值不在幫企業回答問題而在於幫企業問對問題  

[強調語氣 ]，我覺得這是研究者與顧問最大的不同。…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過程管理過程管理過程管理過程管理 

本(Ａ)個案的過程管理是帶有研究精神色彩的產學合作，所以基本上以議題發

展為產學雙方的運作核心，較具彈性與重視過程。 

�  我與管理團隊有很好的溝通，每二/三星期就會碰面、互動，互動方式就是談一些我的好奇與問題，他們就告訴我一些他們的想法，互動時我告訴他們一些田野的觀察 (事物 )，他們就從觀察 (事物 )中不斷調整經營的想法。…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四四四四)、、、、關係互動關係互動關係互動關係互動 

本個案的產學關係互動主要倚賴信任及共識來管理，合作雙方基於長期建立的

個人人際關係的密切合作的良好關係(任彰雄, 2004)。因此產學關係互動頻繁而

緊密。 

�  互動的模式是正向的循環。這互動對雙方有很好的貢獻：我拿到研究所需之資料，他們拿到一些幫助瞭解公司深層的一些問題。…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互動是不帶任何利益。每月我會到臺灣大舉辦團契，都是我自付經費，這活動已辦理約半年，有很多活動，…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參參參參、、、、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    

一一一一、、、、學界學界學界學界成效成效成效成效產出產出產出產出        

(一一一一)、、、、績效效益績效效益績效效益績效效益 

產學個案的績效衡量：學術論文產生、教學個案產生及學術期刊論文發表為

主，其他如書籍著作、通俗書籍則是附帶的成果。 

Q：就媚��的案件來說，其 KPI 不是很清楚？  

A：我的很清楚 KPI 就二項，一篇學術研究，一篇教學個案，對我自己的 (要求 )。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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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的很清楚，教師評鑑就是計畫 --升等的計畫，我們的目標 --  KPI 就很清楚，不會有其他的，不會有其他的出現…。 (A 個案‧侯教授產學合作文獻資料 )  

�  所執行的經濟部計畫，學界指標有智慧財產產出、成長效益與衍生效益的
KPI 指標。 (A 個案‧產學合作文獻資料 )  

A個案學術界績效 KPI彙整表如表 4-4： 表表表表 4-4  A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學學學學術術術術界績效界績效界績效界績效KPI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資料來源：A個案廠商 
(二二二二)、、、、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 

A 個案有將由計程車(產業)產學合作經驗獲得的 know how，擴散到美容產

業，其 know how都是在處理直線員工問題的類似情境，做的是標竿員工的

工作實務，也是產學由學界向不同產業擴散的效益。 

�  計程車產業比較偏，但都有一個理論主軸，最近在做媚��，但對我而言還是一個研究，…做��與臺灣大有類似的情境，都是在處理直線員工的問題，他們要我做的是標竿員工的工作實務，我在處理計程車司機 (的方式 )，將其轉換，司機如何開車賺取最多的錢就是標竿的實例，我把標竿的司機轉換成標竿的美容師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產界成效產界成效產界成效產界成效產出產出產出產出 

A 個案產界合作廠商廠商解決問題或議題發展；另一類是配合產學合約要求的

KPI，如營業額成長率、人員就業率、專利申請率…等。 

(一一一一)、、、、績效效益績效效益績效效益績效效益 

本(A)個案產學的績效評估上，議題發展較難有具體的數據，但反應在計程車

營收與獲利上有顯著的提升。 

Q：我的意思是說比如說本來收入很差是多少，經過您變成多少，我只要一個 rough 的數字就可以了。  

A：我想他們剛開始需要靠排班一天可能要跑個兩千塊都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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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每小時少於兩千塊？  

A：工作時間平均都 12 個小時。現在大概增加了一千塊  

Q：可以到三千塊，那非常顯著的成果。 (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A個案產業界績效 KPI彙整表如表 4-5： 表表表表4-5  A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產產產業業業業界績效界績效界績效界績效KPI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彙整表 

    資料來源：A個案廠商 
 (二二二二)、、、、 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 

1. 擔任產業顧問擔任產業顧問擔任產業顧問擔任產業顧問 

企業實現新科技並專利申請後，已具有專業能力或技術/經驗後，可以將該能

力或技術/經驗移轉或出售，將技術/經驗擴散 

�  AA 公司本身就是一家管理顧問公司，那我又在車隊裡面在業務的執行上，所以說我自己就有等於是跨了顧問業還有營運跟行銷。那因為 AA 公司會產生也是在運輸業這方面，特別是公共運輸方面，從計程車，客運這些的管理實務比較少人進來，CPC 我跟他們也合作過，他們那時候做台汽的診斷，那我就是做他們的顧問。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2.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經驗擴散經驗擴散經驗擴散經驗擴散 

A個案將衛星派遣技術移轉至大都會衛星車隊，其技術移轉改由本土的台灣資

訊系統公司開發，司機方面找最差的司機加入改造整個司機。這是對其 

Know-how 具有成效的技術擴散效益。 

�  大都會衛星有一個營運的司機，由他來跟學校還來跟，應該是，這個好像是資策會輔導的，這方面好像是有一些 program 可以做，…我們第一個大都會一直不找台灣系統商進去開發，因為當初談到的電信或是介面的開發諮詢，那我們找了聯華電信合作，是他從零開始執行。第二個是我們很大膽的建議是說，不要找好的司機加入，我們找最差的司機加入，改造整個司機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三三三三、、、、產界成效產出產界成效產出產界成效產出產界成效產出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A個案產學成效產出比較如4-6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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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6  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成效成效成效成效產出產出產出產出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表表表表 

 學界價值 業界成效 績效衡量 1.論文，投稿論文，教學個案 

2.智慧財產產出、成長效益與衍生效益的 KPI 指標。 

1.經濟效益、降低計程車成本、成長效益 

2.創新產出、經濟效益與員工成長效益指標。 擴散效益 由計程車(產業)產學合作經驗獲得的 know how，擴散到美容產業 

將衛星派遣技術移轉至大都會衛星車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肆肆肆肆、、、、與企管顧問之差異與企管顧問之差異與企管顧問之差異與企管顧問之差異    

A個案認為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有： 

 (一一一一)、、、、機構使命機構使命機構使命機構使命：：：：產學合作是”產業服務”，企管顧問是”獲利導向” 

�  我們不應該把企業當作是一個我們要 [跟 ]他拿錢，所以我們要服務他。反而是我不關心你是誰，但既然你跟我互動，我就要傳遞 (deliver)我的學術  價值給你。若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就企業而言不會覺得你是教授商人，不是在銷售，是讓企業覺得我們是在服務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主要差異主要差異主要差異主要差異：：：：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主要差異有以下 5點，如表 4-7： 表表表表 4-7 ＡＡＡＡ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企管顧問 

1. 問題取向問題取向問題取向問題取向 提出問題提出問題提出問題提出問題／／／／挑戰假設挑戰假設挑戰假設挑戰假設 接受問題接受問題接受問題接受問題／／／／提供對策提供對策提供對策提供對策 

2. 產學關係產學關係產學關係產學關係 長期合作長期合作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伙伴關係伙伴關係伙伴關係伙伴關係 短期交易短期交易短期交易短期交易／／／／對價關係對價關係對價關係對價關係 

3. 知識發展知識發展知識發展知識發展 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 既有知識的複製既有知識的複製既有知識的複製既有知識的複製 

4. 關係發展關係發展關係發展關係發展 議題導向議題導向議題導向議題導向／／／／領域深耕領域深耕領域深耕領域深耕 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客戶拓展客戶拓展客戶拓展客戶拓展 

5. 知識運用知識運用知識運用知識運用 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化(專利化專利化專利化專利化) 商品知識化商品知識化商品知識化商品知識化(工具化工具化工具化工具化) 資料來源：Ａ個案,侯教授於橋接計畫研討會報告資料；本專案研究彙整 

(三三三三)、、、、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產學合作是”長程議題深植”，企管顧問是”短線問題解決” 

與產學兩造進行訪談時，產業界曾述及他們會依問題的急迫程度引入不同

的所需資源。問題急迫性高時，雖然成本很高，但企業仍會以企管顧問為問題

解決的第一首選；反之當企業面臨的問題其急迫程度較低時，他們會樂於將問

題交由學術界來處理。受訪的教授也同意以上的看法，同時他們也認為因為機

會成本之故，他們沒有辦法付出相當於企管顧問的工作時間在問題解決上，所

以也不會接受企業的燃眉之求。依據訪談的結果，本研究將問題依重要性及急

迫性等兩個屬性分成四個象限，如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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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8  企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表企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表企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表企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表 

重要性  

高 低 

高 企管顧問 
企管顧問; 

自行解決 

急 

迫 

性 低 學術顧問 自行解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 4-8我們可以得知，企管顧問的任務是為企業解決急迫性高的不同。而學術

顧問則是協助企業解決重要性高但急迫性低的營運問題。 

伍伍伍伍、、、、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一一一一、、、、橋接中心之角色橋接中心之角色橋接中心之角色橋接中心之角色 

(一一一一)、、、、能力識別能力識別能力識別能力識別 

�  做產學的人，基本上一定不會討厭跟實務界互動。所以你既然跟實務現象互動，要給實務界看的東西就要是實務的人看得懂的東西。那有些人只是喜歡跟學者互動，因此他的東西只要學者看得懂就好了。所以這兩群人就某 種 程 度 可 以 有 適 當 的 有 一 些 比 重 的 分 佈 ， 不 一 定 是 完 全 排 除  

(exclude)，但可以有比重上面的調整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 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型型型型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 

�  它 [中心 ]應該還是要以學術的發表、思維去做產學，而不是為解決產業的問題。如果是變成顧問的價值，其實我是覺得我們學術做的意思其實已經沒那麼高了 (聲音減弱 )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預算獨立預算獨立預算獨立預算獨立 

�  產學橋接中心就某種程度可以適度地跟國科會還有跟國科會以外的單位去爭取預算，也就是橋接中心有一個獨立的爭取預算的角色，而預算爭取下來之後可能可以由裡面的人去執行這個預算，但不用跟廠商拿錢，而是由產學橋接中心做一個財務 (finance)的支持 (support)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四四四四)、、、、非獲利非獲利非獲利非獲利機機機機制制制制 

�我們不應該把企業當作是一個我們要 [跟 ]他拿錢，所以我們要服務他。反而是我不關心你是誰，但既然你跟我互動，我就要傳遞 (deliver)我的學術價值給你。若是這樣的話，我覺得就企業而言不會覺得你是教授商人，不是在銷售，是讓企業覺得我們是在服務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很多人做產學是因為它有利可圖，所以要從這件事情是思考，所謂產學合作是誰出錢，然後錢到最後是到誰的手上，而不是要這種利益勾結的關係，因為如果廠商出錢，然後教授拿到大部份的錢，那中間的關係其實是對價關係，對價關係當然就很難被大家承認那是一個公正的事情  [產學研究 ]，因為對價關係其實太容易被操作了，所以產學升等案會不過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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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樣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五五五五)、、、、團隊運作能力團隊運作能力團隊運作能力團隊運作能力 

�  因為我聽你講大概知道這個橋接計劃就是整合了更多校，更多的學門的窗口。那我們現在對這個還是蠻陌生，就是說除了這個，因為侯老師個人力量還是有限，就是他能夠在他的專長領域有限，但現在就是說橋接中心有那麼多的專長領域的資源，其實我們自己也搞不清楚，這是第一個，就是說我們怎麼來利用他我們才知道他有 (Ａ個案‧AA 公司洪董事長訪談稿 )。 

二二二二、、、、橋接中心之功能橋接中心之功能橋接中心之功能橋接中心之功能 

(一一一一)、、、、學術學術學術學術激勵激勵激勵激勵機機機機制制制制 

�  你應該給這些做的好的產學橋接一個傑出研究獎的機會，讓做這些人不會覺得自己是次等公機械民，覺得他也是把這些東西做得跟學術一樣好。有一些紀綠給他或獎勵 (reward)給他，如果產學橋接中心把自己的定位  

(position)是這樣的話才會有正向循環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媒合合作媒合合作媒合合作媒合機機機機制制制制 

�  例如我的科技擴散我很有興趣，如果你有科技擴散的案例我很願意來了解。那中心扮演一個 matching system，就是讓所有的企業界讓他目前所面對的問題都可以儘量拿出來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審審審審查查查查機機機機制制制制 

�  過程管理就是要回到學術條件，我覺得最好的就是學術的這一套  [機制 ]，就是很公平公正的，反正大家都是一個互相競爭  (competition)的過程，而你的發表跟會決定你的人其實是不同人，你的評審人其實是你不認識的人，所以這個機制  (game)很公平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四四四四)、、、、建立專長特質之鑑別系統建立專長特質之鑑別系統建立專長特質之鑑別系統建立專長特質之鑑別系統 

�  中心不應該只是一群很會做產學的人，也要有一群很會做研究的人 [強調語氣 ]，所以我們應該思考很會做研究的人，就某種程度來說也應該很會問對 [強調語氣 ]企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會做學術研究的人幫助問問題，有些人負責解問題，why & how 的問題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做產學的人，基本上一定不會討厭跟實務界互動。所以你既然跟實務現象互動，要給實務界看的東西就要是實務的人看得懂的東西。那有些人只是喜歡跟學者互動，因此他的東西只要學者看得懂就好了。所以這兩群人就某 種 程 度 可 以 有 適 當 的 有 一 些 比 重 的 分 佈 ， 不 一 定 是 完 全 排 除  

(exclude)，但可以有比重上面的調整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五五五五)、、、、「「「「純粹學術純粹學術純粹學術純粹學術」」」」與與與與「「「「議題研究議題研究議題研究議題研究」」」」研究取向的研究取向的研究取向的研究取向的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  每一個學術工作還是要有焦點  ( focus)，如同做研究也要有一個研究的
domain (領域 )的焦點，做產業最好也要有一個焦點，也就是 [研究者 ]到底要聚焦 (focus)在哪一個行業或商業行為 ,例如聚焦在流通，這是一個商業行為。每一個老師最好找到自己的一個 domain、specific  的東西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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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最好能結合研究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  最複雜的現象可以用最單純的理論去解決，當學術工作純化到一定程度的話，它還是可以解決產業的現象，因為它都是從最簡單的失序、失衡開始發 生 的 ， 所 以 若 有 一 些 理 論 基 礎 做 的 很 紮 實 的 [學 者 ]， 他 的 泛 化  

(generalibil i ty)若很高的話，他還是可以去解決問題，只是他們解決  

(approach)問題 [的方法 ]不太一樣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六六六六)、、、、協助教師汲取產學經驗協助教師汲取產學經驗協助教師汲取產學經驗協助教師汲取產學經驗 

�  如果學者做的研究是從現象出發或個案實際的問題出發，你 [學者 ]可能需要一個平台以減少不必要的摸索成本。通常比較沒有產業經驗的純學者或學術工作者來說，他比較不清楚產業或業界的思維，可能很難與產業界互動，所以中心就某種程度可以扮演一種角色，讓這些學術工作者能更了解產業的話語，讓他們可以就產業的角度去思維學術的可能產出或是價值。 

[中心 ]可以做為協助者，但不能去主導 (Ａ個案‧侯教授訪談稿 )。                                                                                                                                                      

第四章 個案研究分析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51 -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分析研究分析    

本節為Ｂ個案的研究分析，依序為促進因素、運作機制、成效產出之差異比較。 

壹壹壹壹、、、、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    

一一一一、、、、動機分析動機分析動機分析動機分析  

(一一一一) 學界之動機學界之動機學界之動機學界之動機：：：： 

1. 學學學學術生涯推動術生涯推動術生涯推動術生涯推動(furthering Academic Careers) 

對大學商管老師參與產學合作而言，計畫是否具『論文發表價值』是考量動機

之一，論文發表價值指的是計畫具論文研究的價值，能夠將其寫成期刊學術論

文，對老師而言，功能是升等與建立資望(credit)，對學校而言，功能是評鑑與

提升學校的學術能見度。 

�  產學計畫，該計畫外我還會變出 3 個計畫， 3 個計畫我還會變出 20 篇、
30 篇論文，…，發表 (論文 )他們也可以發表…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用它來寫論文，投稿論文，像我來講，一個計畫，個案做完，大概會有
20 篇到 30 篇論文在那邊，因它 (計畫 )會衍生其他的問題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2.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獲得額外的發展資金。尤其是當政府想降低公部門的預算時，大學會想要與

企業合作。(Lee & Win, 2004; Bell, 1993;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申請可能就上千萬，上千萬對廠商來講是一筆免費的進帳，…。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 產界之動機產界之動機產界之動機產界之動機：：：： 

1. 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 

Lee & Win (2004)認為問題解決為管理方面的技術改善、品質改善與成本節

省，BB公司所需要待要解決之問題多為管理上的問題。 

�  庫存管理 (我們 )很頭痛，東西怎麼出去怎麼不見了，在家裡 [意指公司 ]的東西老是不見，想到底是我們管理不好還是怎樣？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通路問題， (Q：通路？ )，通路行銷問題就比較大，
(Q：怎麼說。 )，我們一般的酒廠，說實在話，國外的，有品牌的， (是 )大品牌，進口的是這樣，我們跟不上人家，煙酒公賣局我們也跟不上，…。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2.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 

企業向大學學習，藉由獲取對方的知識/專門技術以補足自身所缺乏者；或對

特殊知識的需求，特別是為問題解決及產品的設計與發展(Bell 1993；Sáez et 

al. ,2002)；或因企業缺乏內部研發能力(Lee & Win, 2004)。 

�  以往酒廠的葡萄渣和酒粕，在我們產學合作下，使其毫無用處的廢品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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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營養食品，讓他們有了除製酒外新的能力…。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3. 人才招募人才招募人才招募人才招募 

獲得學生，並將之視為未來的可能職員，產學合作是最佳的聘雇方法，直接

檢驗研究者的研究能力召聘符合：企業需求的合格畢業生，企業能召聘已受

過教育訓練的合格畢業生, 且這些教育訓練是為產業需求而設計的(Lee & 

Win, 2004)。 

�  我們酒廠跟你們 (教育部 )申請 2 個， 1 個是屏科大研究所的， 1 個是大業大學畢業生，這學生來就幫我們很多…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4.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產學合作常受到國內或國際的研究推廣計劃所支持，產學合作也能使企業得

以申請官方的研究經費補助(Sáez et al. ,2002;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對廠商來講可以降低他的風險，成本的部份自籌款他本來就是要這樣花，只是多了一筆政府補助款，他 (們 )用政府補助款做的話會降低公司的營運成本，然後提升他的競爭力，提升競爭力是他要的。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經費喔，大部份都是我們自己花的，…，公家給 100 萬，可是這 100 萬是學校那邊的研發經費，我們自己要再出 30%，…生技系正在辦的，還沒有確定可以拿到，但 60~70%，…，其他都是我們出錢的。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三三三三)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動機差異比較動機差異比較動機差異比較表表表表如如如如表表表表 4-9：：：： 表表表表 4-9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B 個案學界 B 個案產界 
�學術生涯推動 期刊論文發表，目的是升等 � 問題解決 1. 解決管理問題 2. 解決產品技術問題 
�理論驗證 做為理論驗證的場域 � 知識/能力互補 營養食品，讓他們有了除製酒外新的能力 
�經費補助 經費補助可使產學合作能順暢進行 � 人才招募 在管理、品質檢驗的人員補充   � 經費補助 減少管理成本負擔，提升企業競爭力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學合作利益分析產學合作利益分析產學合作利益分析產學合作利益分析    

(一一一一)、、、、學界之利益學界之利益學界之利益學界之利益 

1. 論文發表論文發表論文發表論文發表 

對老師而言，功能是升等與建立資望(credit)，對學校而言，功能是評鑑與提

升學校的學術能見度。 

�  用他來寫論文，投稿論文，像我來講，一個計畫，個案做完，大概會有
20 篇到 30 篇論文在那邊，因它 (計畫 )會衍生其他的問題。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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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計畫，除該計畫外我還會變出 3 個計畫，3 個計畫我還會變出 20 篇、
30 篇論文，…，發表 (論文 )他們也可以發表。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2. 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學生實習 / 就業就業就業就業 

透過產業合作提高學生就業機會(劉錦龍, 1985)；符合企業需求的合格畢業

生，企業能召聘已受過教育訓練的合格畢業生(Lee & Win, 2004)；為畢業生

提供就業的機會。(Elsevier,1989 ) 

�  我們的畢業生很少，碩士班畢業生很少，…，碩士班考博士班考國立大學榜首啊！因去讀博士去了…提供學生不用到外面打工的機會。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如果學生來實習，學校派學生來實習，可能半年一年，可能這計畫很上手。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3. 進入企業場域進入企業場域進入企業場域進入企業場域 

產學合作使大學進入企業場域以執行基礎和應用研究(Lee & Win, 2004)，對

老師而言，商學的實徵研究是架構在田野的企業場域內，企業的一些現象或

問題可能除協助企業外，也含有研究之價值，所以進入企業場域是產學合作

主要利益之一。 

�  我們的老師都具有證照，各企業老板啊！就馬上點頭稱是，我們老師來到學校沒多久，一年吧，就每個人都有多個產學實務經驗，這是一般大學較少的地方。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產界之利益產界之利益產界之利益產界之利益 

1. 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業務業務業務業務/獲利獲利獲利獲利/產品產品產品產品/人員人員人員人員…………) 

企業參加產學合作的動機與利益，通常要達成的是解決問題，其次是發展策

略等管理議題，問題解決上，商管方面著重在資產銷人發財等 6 管的部份，

管理議題則為創新、策略管理…等議題，中小企業尤重於現象的消除。 

�  庫存的問題、網路的問題，他介紹我們直接做網路的生意，可以結合我們這邊的食品，…。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  他們 (廠商 )看的只有二個東西，一個成本，一個效益，那成本就很簡單，他丟掉的東西變少了，他成本就降低，…看數據就好，…這個 KPI 就很清楚了，因為這是跟錢有關的 KPI 跟產品 /物品/數量有關的，跟數量有關的你急速幫他下降，這個問題幫他解決，這 (呆帳 )就零了嘛。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2. 觀念傳遞觀念傳遞觀念傳遞觀念傳遞/獲得新知識獲得新知識獲得新知識獲得新知識 

企業想要透過知識創造與學習來更新自己的知識庫(Knudsen,2007 考量到研

究重點的不斷變化接觸到最新 (up to date)的研究議題(Lee & Win, 2004)。 

�  我碰到了什麼問題，這個要怎麼，大概跟我說明一下，將來我們就要夠自己摸索，…，不可能說拉著他說你來啊，你來幫我弄，不可能的。我們只能說，他給我們觀念，我們自己會想辦法解決。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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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識知識知識知識/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能力互補 

因企業缺乏內部研發能力，需要有大學的能力互補(Lee & Win, 2004)。挖掘

大學教授的 know-how，獲取新構想及問題解決方案(Balconi & Laboranti, 

2006)。向大學學習，藉由獲取對方的知識/專門技術以補足自身所缺乏者(Bell 

1993; Sáez et al. ,2002) 

�  以往酒廠的葡萄渣和酒粕，在我們產學之合作下，使其毫無用處的廢品變成了營養食品，讓他們有了除製酒外新的能力，…。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4. 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經費補助 

企業藉由參與產學合作，獲得政府單位一定金額或比例的補助，能夠降低企

業成本，增加競爭力。 

�  …公家給 100 萬，可是這 100 萬是學校那邊的研發經費，我們自己要再出
30%，…生技系正在辦的，還沒有確定可以拿到，但 60~70%，…，其他都是我們出錢的。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5. 聘用人才聘用人才聘用人才聘用人才 / 技能提升技能提升技能提升技能提升 

獲得學生，並將之視為未來的可能職員；產學合作是最佳的聘雇方法：直接

檢驗研究者的研究能力(Lee & Win, 2004 ; Balconi & Laboranti, 2006) 

�  教育部的方案，這個學生，我們酒廠跟你們 (教育部 )申請 2個，1個是屏科大研究所的，1個是大業大學畢業生，這學生來就幫我們很多，第 1個檢驗方面，…一年到一年半，我們辦公室就申請到 4個，4個讓他們來…，其實我們付出很多呢，要教他們呢，做不對的我們要自己吸收呢，其實…政府本來應該就要這。 (Ｂ個案‧BB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三三三三)、Ｂ、Ｂ、Ｂ、Ｂ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個案利益差異比較個案利益差異比較 

學界利益為論文發表與獲得學生實習/就業，產界解決為管理問題與解決產品

技術問題與觀念傳遞/獲得新知識，如表 4-10： 表表表表 4-10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Ｂ個案學界 Ｂ個案產界 
�論文發表 有論文發表產出 �解決問題 

1. 解決管理問題 

2. 解決產品技術問題 

�學生實習
/就業 

1. 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2. 無就業資料，畢業生接續就讀博士班 

�觀念傳遞/獲得新知識 給觀念自己會想辦法解決 

�進入企業場域 

企業場域除協助企業解決問題外，也是撰寫論文之田野 �知識/能力互補 
營養食品，讓他們有了除製酒外新的能力 

  �經費補助 獲得研發經費補助 

  
�聘用人才/技能提升 

聘任到所需的人才 

  
�促進技術實現

(專利) 
酒類品質改善，會去申請專利 

  �技術/經驗擴散 
品質改善，可以應用到其他不同酒類等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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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產學合作障礙分析產學合作障礙分析產學合作障礙分析產學合作障礙分析    

(一一一一)、、、、學界之障礙學界之障礙學界之障礙學界之障礙 

1.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 

產學合作之費用若為政府多數補助，表示產業會較少干預，但若完全是企業

出的費用一定會有較多的影響。 

�  在共同的基礎上面，那是不會有問題的，所謂的共同的基礎就是說，這錢不是他公司出的，這個時候要怎麼做都你主導，他不會有意見，…，只要這是政府的錢，主導權 --他會提供意見，主導權都是你，反過來如果是他出錢，他一定想辦法做到最好，這個時候他會一直干擾，干擾因素會很多，干擾因素很多的時候，變成我的計畫就會延遲，因為中途…，中途這樣會改變我們原來設訂的目標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2. 人際問題人際問題人際問題人際問題 

產學的關係維繫與複雜人際問題的處理是產學合作一個重要的課題。產學合

作在關係上應多做良好的互動。 

 �  我們和他們的互動很好锕，隨時隨地，只要通知我們就馬上協助，只要在預算內或不太增加成本，都會無條件支持，所以關係一切 OK，…。(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產界之障礙產界之障礙產界之障礙產界之障礙 

1. 不具產業經驗不具產業經驗不具產業經驗不具產業經驗 

企業認為與不具產業經驗的老師進行產學合作有困難，有產業經驗的老師與

企業互動較佳，也比較易瞭解問題之核心所在，對產學合作的順利進行有極

大幫助。 

Q：問題是甚麼樣的老師比較好與妳們配合。  

A：甚麼樣的老師？，我覺得要很熱忱。…這老師要很熱忱，不然只是…比較觀看的這種  

Q：老師需不需要有業界的經驗？因為其實我們很多師都沒有業界的經驗。  

A：很重要，我覺得很重要  

Q：老師其實在產業界待過的經驗很重要，不要老是一路讀上去。  

A：對， (業界經驗 )差距太大了，其實我有遇過，我跟南部幾個老師很熟，做食品的，研究教食品的，他就是把他的配方給我們，然後我們來試，實際去操作不一定是好用，我們要去改良，實際才會完美。 (Ｂ個案‧BB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2. 產學間目標差異產學間目標差異產學間目標差異產學間目標差異 

產學兩方的目標有差異、大學執行研究所需的時間長度、對於研究焦點乃至

於研究問題的定義不同。對科學揭露程序的不安，認為大學落後於產業(意指

大部份的研究忽略近期的產業發展)。(Fontana 2006) 

�  (Ｂ個案‧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Q：  請問老闆娘，您跟張老師的合作目前的進度你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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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太慢了一點。  

Q：  (笑 )問題很多喔。  

A：我跟他說快一點，他說，我也知道要快一點啊，有很快，有加快，有加人下去做了。  

Q：就是人手不夠的問題。  

A：對啊，他們也要上課啊，什麼啊，一堆問題啊，當然他有叫學生叫老師一起在做。我一直跟他嫌太慢了，可能我們太心急了。  

3. 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知識基礎(KB)差異差異差異差異 

知識基礎(KB)的明顯差異，產業的知識吸收能力不足，或是產學雙方在能力

上的過度集中，合作也將因此而中斷。(Mowery, Oxley, and Silverman, 

1996；Bosch-Sijtsema 2009) 

Q：老師需不需要有業界的經驗，因為其實我們很多老師都沒有業界經驗。  

A：很重要，我覺得很重要，  

Q：老師其實在產業界待過的經驗很重要，不要老是一路讀上去。  

A：對， (業界經驗 )差距太大了，其實我有遇過，我跟南部幾個老師很熟，做食品的，研究教食品的，他就是把他的配方給我們，然後我們來試，實際去操作不一定是好用，我們要去改良，實際才會完美，如果有實際經驗，他比較知道那配方在消費者心中，他實際的接受度怎樣。試做的時間會縮短，上市的時間比較快。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三三三三)、Ｂ、Ｂ、Ｂ、Ｂ個案產界障礙差異比較個案產界障礙差異比較個案產界障礙差異比較個案產界障礙差異比較 

Ｂ個案主要共同障礙為缺乏產業經驗；學界有經費上政府出經費干預少，企

業出經費干預多的障礙；產界的知識基礎(KB)差異為產學間理論與實務差異

與時效配合問題的障礙。如表 4-11： 表表表表 4-11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Ｂ個案學界 Ｂ個案產界 

�經費 
政府出經費干預少，企業出經費干預多 

�不具產業經驗 

老師其實在產業界待過的經驗很重要，不要老是一路讀上去 

�人際問題 有更多的溝通與互動 
�產學間目標差異 

時效上的問題，這也隱含著溝通上的問題時效及，部份非專長之能力 

  
� 知 識 基 礎

(KB)差異 

學界理論的東西到業界還須配合實際需要做調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貳貳貳貳、、、、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    

一一一一、、、、對象選擇分析對象選擇分析對象選擇分析對象選擇分析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屬屬屬屬於於於於『『『『技術技術技術技術校準校準校準校準(technological alignment)合作合作合作合作階段階段階段階段』』』』 

張教授與 BB公司的產學合作亦屬於以問題解決為核心『技術合作』，包含的特

徵為資源互補、科技能力。張教授協助 BB公司，然後在庫存管理、運籌管理、

帳款管理與網路科技，在科技應用方面與 BB公司合作將葡萄渣製作成營養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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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錠，酒粕也做成美容用面模。 

�  他們公司的貨，被司機不知載到哪裡去， (貨品 )出去 10 件，怎麼到工廠、客戶那邊只剩下 9 件 8 件，中間的不知跑到哪裡去了，這是第一種狀況、第二種狀況盤點永遠都不正確、第三種狀況究是會計會 key (in)會 key 錯，他問我怎麼解決，…，我就去看瞭解是怎麼回事，所看的出現第一個就是管理的問題 (重述 )，第二個就是人員要再教育訓練的問題，…。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他給我一些觀念，讓我去改善。觀念的引導過程中你也做了很多，應該是從他那邊學到很多。 (Ｂ個案‧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二二二二、、、、治理機制分析治理機制分析治理機制分析治理機制分析    

(一一一一)、、、、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中度夥伴、正式合約關係。因有熟人介紹，所以雖合作時間不長，

但已有相當程度的夥伴關係。 

�  合約都是制式的合約，我們學校會有制式的合約，實質的執行層面，我們會依照狀況去做調整，調整的部份就是雙方要認同…，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 2 年前吧！ 2 年半還是 2 年多前，二林酒場透過熟人的介紹，說有一天，他們公司的貨，被司機不知載到哪裡去，…我就去看瞭解是怎麼回事，所看的出現第一個就是管理的問題 (重述 )，第二個就是人員要再教育訓練的問題… 2 年多了，有合約…，計畫是跟他一年一年簽，…，我們有合約…，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信任信任信任信任程度程度程度程度：：：：中高  

�  我有看他有用心在做，…他是很熱心，專業度也…OK， (Ｂ個案‧洪總經理訪談稿 )  

(三三三三)、、、、知識知識知識知識獲得獲得獲得獲得：：：：高。合作以管理方面之問題解決與葡萄耔錠粒與酒粕面糢之生物

科技之技術為主，未朝策略與創新方向，故知識獲得為中等程度。 

�  熟人介紹他幫我們用 [檢查 ]電腦，他說您要不要…，[員工請示事情暫停 ]，就是修電腦後…就跟我說，幫我們做庫存管理，庫存管理 (我們 )很頭痛，東西怎麼出去怎麼不見了，在家裡 [意指公司 ]的東西老是不見，想到底是我們管理不好還是怎樣？搞了老半天 (只好 )每天叫哲維來弄，後來重新做一套管理系統。 (Ｂ個案‧洪總經理訪談稿 )  

(四四四四)、、、、互動頻率互動頻率互動頻率互動頻率：：：：中 

�  沒有辦法那麼深入，畢竟他沒有辦法長時間在我們這邊，看哪，去瞭解啊，所以可能大概只能知道到三成，…。 (Ｂ個案‧洪總經理訪談稿 )  

(五五五五)、、、、互動方向互動方向互動方向互動方向：：：：雙向溝通 

�  …溝通是在雙方一個平衡的基礎上做，他要的東西他告訴我們，他看到的東西後他才從裡面去做修改，…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六六六六)、、、、互動互動互動互動形式形式形式形式：：：：團隊，自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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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團隊也會， [重述 ]， [Dr.：對，應該要這樣。 ]，我個人去談的時候我會 (所有領域 )，但我下面就分成好幾個領域不一樣，我一拆解，像遇到財務問題的，比如這是資管的問題我就叫人來寫程式，比如拆解下來這是屬於生產的問題，我就叫生產的人來做就好了。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七七七七)、、、、互動互動互動互動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問題解決 

�  …我們縱向和橫向的串聯串的起來，聯串的起來這個團隊就形成了，也就是說，談計畫的時候他們可不用出去，我是前端，我拆解完去後端，後端我告訴他們怎麼幫我編預算、怎麼畫進度、怎麼做，…我告訴他們我要的，他們就會把它組出來，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專精的領域…，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團隊概念，那能提供企業所需的的各種的不同功能，那你也要有內部團隊分工的概念，有些人是擅長去談計畫，有些人擅長把計畫變成 idea、無論是學術產出或實務的產出都有嘛，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團隊成形多久？ ”…， 94 年成立的， ”剛開始多少人？ ”剛開始 4 個人，…，這 5 年內成長到 20 幾個…。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管管管管理理理理機制分析機制分析機制分析機制分析    

Ｂ個案產學的管理機制上，付費型式仍是與 A個案相近，政府一定比例的補

助；但運作方式上不同於 A個案，以團隊方式為主；過程管理為問題解決導向；

關係互動是依合約為主體的方式進行；。 

(一一一一)、、、、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經費負擔經費負擔 

產學的付費型式包括專案金額、補助百分比、合作廠商自費金額，本(Ｂ)個

案合作廠商自費金額約 30~40%，經費補助成為廠商提升競爭力的來源之一。 

�  我們的經費喔，大部份都是我們自己花的，…經濟部我們沒能拿到多少錢吧，就是 30 幾萬吧…，只有這個而已，我們就拿到這個，還有他們生技系正在辦的，還沒有確定可以拿到，但 60~70%，…，其他都是我們出錢的… (Ｂ個案‧洪總經理訪談稿訪談稿 )  

�  經費有一部份政府可以補助…外面那個 (顧問公司 )團隊只做設計行銷，所以這個團隊可能要十幾二十萬，老闆又要賺，自然他的成本就大。但那如果整個在你們這裡，成本，有一個兩個、一個兩個，有學校的資源，可能就沒有那麼大。應該是用這樣去比例分攤。… (Ｂ個案‧洪總經理訪談稿訪談稿 )  

(二二二二)、、、、運作運作運作運作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團隊運作團隊運作團隊運作團隊運作 

本(Ｂ)個案的產學運作是一個團隊，集合校內相關各系之資源，各老師有不

同學門領域之專長，從專案洽談到現狀瞭解、問題分析、對策提出與方案解

決，都是靠團隊的核心能力去進行。 

�  像我自己的團隊，我掌控他們就很簡單，那進度方面，例如：畫有甘特圖管進度，我們有一個老師專門進度管控，我們有一個老師專門帶著大學部學生去專職財務的，我們會有一個專門去寫專利的，一個老師專門在帶，那個專利的裡面有 4 個學生，大學部的學生專門寫專利，像我自己帶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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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部份就是研究生的部份，就是專門寫論文，所以我們縱向和橫向的串聯串的起來，聯串的起來這個團隊就形成了，也就是說，談計畫的時候他們可不用出去，我是前端，我拆解完去後端，後端我告訴他們怎麼幫我編預算、怎麼畫進度、怎麼做，我告訴他們我要的，他們就會把它組出來，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專精的領域…(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這個團隊成形多久？ ]，94 年成立的，[剛開始多少人？ ]，剛開始 4 個人，這 5 年內成長到 20 幾個…(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張教授的團隊陣容上，經常性的團隊成員保持在 15~20 人上下，其專長與人數如下，但依實際還事會有省許變動，除團隊外，若產學合作廠商有特別學門專常需求，如營養食品與化妝品的酒粕面膜，就請生技系支援。  

IE 資工  資管  財會  企劃  合計  

5 人  3 人  4 人  1 人  3 人  16 人  

(三三三三)、、、、過程管理過程管理過程管理過程管理 

產學的過程管理是一連串的程序，過程管理機制是從雙方對問題的界定，包

含對投入、行為從事嚴密監督，以各種報表系統進行管理活動，或要求依既

定程式完成任務(任彰雄, 2004)。以問題解決導向進行過程管理，但本(Ｂ)個

案的產學運作方面，產業認為時效尚待加強。 

�  溝通是在雙方一個平衡的基礎上做，他要的東西他告訴我們，他看到的東西後他才從裡面去做修改，也就是說，他講得時候他不會一次告訴你他要的規格，因為他講不出來…跟廠商溝通時，我跟他溝通完後，我怎樣去拆解他要的規格，他講的是一個較含糊的需要或規格，幫他拆解他的很清楚的問題第一點、第二點…(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四四四四)、、、、關係互動關係互動關係互動關係互動 

本(Ｂ)個案的產學關係互動主要倚賴合作雙方基於個人的人際關係與合約之

約束規範彼此的行為。以達成階段性目標、建立信任等使得雙方的合作較為

順利與效率。 Ｑ：張老師那邊，你覺得有什麼地方要改進的？  Ａ：我剛剛有說的。定點長駐、熱情要再更加。  Ｑ：熱情當然是很好。我不是指這個，我是指其他的老師，其他的老師你覺得怎様？  Ａ：不會啊，他們學校都不錯，他們學校老師都很熱情，都很熱忱，可是就是他們的時間就很少。喔！因為對老師來講，他的時間，其實也是有一個機會成本的問題…。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說，是不是能夠真的有一個機制是該雙方有長期合作的機會，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來講，因為時間拉長事實上那個瞭解程度會比較高。因為我們希望的是，能夠幫助需要的廠商做長期的配合。 (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參參參參、、、、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    

一一一一、、、、學界學界學界學界的良好成效的良好成效的良好成效的良好成效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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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績效衡量績效衡量績效衡量績效衡量 

B 個案產學個案的績效衡量：學術論文產生、教學個案產生及學術期刊論文

發表為。 

�  會用他來寫論文，投稿論文，像我來講，一個計畫，個案做完，大概會有
20 篇到 30 篇論文在那邊，因它 (計畫 )會衍生其他的問題…教職要升等就來找我 (參與產學合作之實證研究論文 )。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 

B個案產學個案的知識和能力產學的經驗，使其經驗得以向外擴散。 

�  我們的遊樂園案啊！剛簽的建設公司等啊！都事我們既有知識與能力的擴散，我們在學術和產學合作的擴散能和效益是很大的。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產界的產界的產界的產界的成效成效成效成效因素因素因素因素    

(一一一一)、、、、績效衡量績效衡量績效衡量績效衡量 

1. 本(Ｂ)個案產學的績效依合約為主體的方式進行，KPI評估有二類：一類是合

作廠商廠商解決問題或議題發展；另一類是配合政府產學合約要求的KPI，如

營業額成長率、人員就業率、專利申請率…等。 

�  … (廠商 )看的只有二個東西，一個成本，一個效益，那成本就很簡單，他丟掉的東西變少了，他成本就降低， [陳：是。 ]，他只看這個。他看成本就很簡單了，看數據就好，…KPI 就很清楚了，因為這是跟錢有關的 KPI跟產品 /物品 /數量有關的，跟數量有關的你急速幫他下降，這個問題幫他解決…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他給我的那些問題有沒有辦法去解決，然後那些問題有沒有再發生，這第一個，第二個就 (是 )效益的問題，…像這種很清楚的 KPI 的指標，那訂出來的都是沒有問題的，那都可以實現的…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2. B個案產學的績效，有多方面的成效，如網站酒類與食品，葡萄營養食品、酒

粕面模等。 

�  幫他們建立網站，增加銷售通路，搭配我們原有的食品，配送車的運送效益也增加，還有葡萄渣做成的營養食品，酒粕做的面模等，都是他們明顯增加的績效，數字你要問他們…。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擴散效益 

B個案產學的酒類品質改善，會去申請專利，可以應用到其他不同酒類等。 

�  幫他們做酒類品質改善，他們會去申請專利…，還在進行，以後可以應用到其他不同酒類等，這是產界的擴散效益。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產產產學學學學成效因素成效因素成效因素成效因素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B個案產學成效因素比較如表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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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12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學成效產學成效產學成效產學成效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學界價值 業界成效 績效衡量 1. 論文，投稿論文 

2. 教職升等 

1.問題解決 (業務/獲利/產品/人員…) 

2.網站酒類與食品，葡萄營養食品、酒粕面模等 擴散效益 個案的知識和能力產學的經驗，使其經驗得以向外擴散。 

酒類品質改善，會去申請專利，可以應用到其他不同酒類等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    
肆肆肆肆、、、、與企管顧問之差異與企管顧問之差異與企管顧問之差異與企管顧問之差異    

(一一一一)、、、、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學校學校學校學校有成本有成本有成本有成本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競爭優勢競爭優勢，，，，企管顧問為獲企管顧問為獲企管顧問為獲企管顧問為獲利導向利導向利導向利導向 基本收費要有  (Ｑ：基本收費要有？ )。對啊，這本來就是一個中心，那不可能都…  (Ｑ：他要生存下去 )。對啊，哪有都不願意付出只是要拿拿拿，這是不可能嘛。但就是說，你站在輔導的角色去看他的話那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收費，也不要說，像我們去找個廣告公司要一百萬或兩百萬，一個包裝就要這樣子，那你會覺得好貴喔，花不起嘛。你可以區分大公司小公司，他有不同的營業額，小公司想要生存下去，那可能就是負擔的比較少，跟他收取比較適合的經費  (Ｑ：合理的收費 )。那公司大一點的就收貴一點  ，很合理吧。 (BB 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伍伍伍伍、、、、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定位定位定位定位    

一一一一、、、、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一一一一)、、、、商管與商管與商管與商管與科科科科技技技技共共共共同同同同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  在國內來講，你會分的很清楚，你是屬於工科的、屬於技術的，你是商管的應導 (入 )甚麼商業模式，你若有興趣我可以帶你們去看幾家廠商，是建立剛好在這二個領域的溝通平台上面，……  ，比如我今天去輔導一家廠商，我去輔導你，輔導到某一臨界地方時，他 (廠商 )會告訴你說：財務的問題你能不能幫忙解決，比如說他要上市上櫃，我說上市上櫃我會呀，沒有問題呀，我們也輔導上市上櫃，一談另外一個案子就成案了，事實上我們是解決他們工程上的問題，也衍生出來…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與與與與企業企業企業企業維維維維持持持持長長長長遠穩遠穩遠穩遠穩定關係定關係定關係定關係 

�  我們要做計畫時是要跟企業建立一個長遠的計畫，服務性質，服務科學就是拉長時間距離，如果這樣做，只會做一次，不會有第二次 [重述 ]，在我經驗看來，企業界不會找你做第二次，像我們在做就是，線拉好之後這條線就是很穩的，你有問題隨時我們可以處理，我們有一個團隊的老師在這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邊做處理，這是沒有問題的。  

(三三三三)、、、、非非非非營營營營利利利利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  中心這些老師的組成可能會有一些研究生或他的學生帶著來幫你們做一些事情，那這些研究生跟老師基本上他其實已經在學校那邊有一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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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或權益，所以來幫業界做輔導應該在利潤面或成本面可以比較舒緩。業界的角度就不要照企業界的收費標準。應該就是這樣比較合理，好比說業界收 100 萬，那中心就收個十萬、二十萬，他可能會覺得這樣會好很多。
(ＢＢ公司‧洪總經理訪談稿 )  

(四四四四)、、、、建立建立建立建立全全全全方位方位方位方位功功功功能團隊能團隊能團隊能團隊 

�  各個企業的功能都有，例如說有行銷懂行銷、懂包裝的、懂製造生產的的問題，希望他要有面臨各方面問題解決的這樣的專家學者在裡面。就像一間醫院裡面他也一定要從頭到腳，什麼科都要有，這樣才叫做很齊全嘛。 

二二二二、、、、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一一一一)、、、、專案管理專案管理專案管理專案管理  

�  專案管理他要有十足的掌控，他要有經驗，他有經驗後他才知道我接這個專案後我要分給誰，分給誰之後我很清楚這個專案細項中，第一個子專案花多少錢、這個找誰來做？第二個子專案找誰來做？第三個子專案找誰來做？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二二二二)、、、、分分分分享功享功享功享功能能能能 

�  分享也是透過這個機制和平台，像我們老師就會分享，像我們碰到甚麼問題，我們去做解決，譬如他寫論文，剛剛那通電話就是寫論文的問題，我說妳怎麼改，馬上就解決了，她馬上就改好就給我了，她不用花時間啊！這就是分享，今天他碰到甚麼問題，譬如它操作上面有甚麼問題，把問題丟出來，丟出來的時候不是他一個人解決，團隊 20 幾個人幫他想說，你有沒有其他替代方案，幫他解決，不是只有他一個人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  信任的問題，建立機制的信任，機制如果不信任的話，大家為什麼要分享出來？利益分配的問題，公平程序的問題。 ]，比如說這個專案主持人，他會很清楚說，他做這專案或切出來這子計畫，只完成這部份他要花多少錢，他要很清楚，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三三三三)、、、、學術學術學術學術升升升升等誘等誘等誘等誘因因因因 

�  要驅動老師願不願意去做，就是中心 (也 )一樣，就是驅動所屬的老師願不願意去做，那你要照顧老師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老師很重要的關鍵就是：升等問題，你能不能幫他解決這個問題，我說我可以他就來，我的老師我屬團隊的老師，跟他們講，你遇到升等的問題來找我，我可以幫他們解決，論文的部份我可以處理， [Ｑ：靠產學的個案就可以處理？ ]，產學的個案就可以處理掉了，你要論文沒有問題，學校評鑑的時候，教師評鑑不會有問題，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四四四四)、、、、專長特質之鑑識專長特質之鑑識專長特質之鑑識專長特質之鑑識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  國科會當初立意很好，是要把我們這商管老師即中在一起，然後依老師的專長輔導企業界往上走，對，這是很明確的，他要像工研院的那種模式，
B2B 的整個團隊的，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第四章 個案研究分析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63 - 

�  團隊概念，那能提供企業所需的的各種的不同功能，那你也要有內部團隊分工的概念，有些人是擅長去談計畫，有些人擅長把計畫變成 idea、無論是學術產出或實務的產出都有嘛！ (Ｂ個案‧張教授訪談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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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跨跨跨跨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本節為Ａ個案與Ｂ個案的跨個案研究分析，依序為Ａ個案與Ｂ個案的促進因素、運

作機制、成效產出之跨個案差異比較。 

壹壹壹壹、、、、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促進因素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一一一一、、、、ＡＡＡＡ、、、、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本節為Ａ個案與Ｂ個案的跨個案分析，依循 Yin (2003) 的多個個案崁入方式分

析，先做學界差異比較分析，再做產界差異比較分析。 

(一一一一)、、、、學界學界學界學界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二個產學個案的動機相似，為產生學術論文，但侯教授的動機會視個案議題

是否具研究價值決定是否參與。學界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如表 4-13： 表表表表 4-13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學界學界學界學界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學界 侯教授 張教授 
�具研究價值 論文發表、具研究價值議題 期刊論文發表，目的是升等 
�理論驗證 發展商業模式 做為理論驗證的場域 
�產業關懷 (使命) 

1.對基層的關懷 2.對產業(計程車運輸業)具有使命感 － 
�經費補助 經費補助可使產學合作能順暢進行 經費補助可使產學合作能順暢進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產產產界界界界動機動機動機動機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產界二個產學個案的首要動機都是解決問題，但 AA 公司在知識/能力互補

的動機較強，人才招募與經費補助的動機二家公司都有。產界個案動機差異

比較如表 4-14： 表表表表 4-14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產產產界界界界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動機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產界 AA公司 BB公司 
�問題解決 解決計程車成本問題 1. 解決管理問題 

2. 解決產品技術問題 

�知識 /能力互補 

1.帶入新觀念、新議題 

2.協助計程車司機運用科技之能力 

營養食品，讓他們有了除製酒外新的能力 
�人才招募 引入人員可擴增對其他車隊的服務 在管理、品質檢驗的人員補充 
�經費補助 使企業的技術提升提前進行 減少管理成本負擔，提升企業競爭力 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ＡＡＡＡ、、、、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利益利益利益利益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一一一一)、、、、學界學界學界學界利益利益利益利益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二個學界的利益論文發表、產出學生實習/就業、與進入企業場域，但張教授

因畢業學生都進入博士班就讀，故就業上則尚無。學界個案動機差異比較如

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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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15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學界學界學界學界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學界 侯教授 張教授 

�論文發表 有論文發表產出 有論文發表產出 
�學生實習 /就業 

1.對基層的關懷 

2.對產業(計程車運輸業)具有使命感 

1.提供學生實習機會 

2.無就業資料，畢業生接續就讀博士班 

�進入企業場域 

企業場域為單純的學術研究 企業場域除協助企業解決問題外，也是撰寫論文之田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產產產界界界界利益利益利益利益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產界二個產學個案的利益為都是解決問題，AA 公司為司機的收入偏低與成

本偏高的問題，BB公司管理系統與產品技術問題，二個個案二家企業其他利

益差異比較如表 4-16所列。 表表表表 4-16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產產產界界界界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利益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產界 AA 公司 BB 公司 

� 解決問題 

1.運用派遣科技解決司機的收入偏低的問題 

2.協助司機空車的偏高成本問題 

1.解決管理問題(業務/獲利/產品/人員…) 

2.解決產品技術問題 

�觀念傳遞/獲得新知識 

雲端設計、新的 model 給企業新的知識 給觀念自己會想辦法解決 
� 知識/能力互補 司機運用科技的行為問題 

產製營養食品，讓他們有了除製酒外新的能力 
� 經費補助 獲得研發經費補助(經濟部) 獲得研發經費補助 
� 聘用人才/技能提升 

聘任到所需的人才 聘任到所需的人才 
� 促進技術實現 新技術申請專利 酒類品質改善，申請專利 
�技術/經驗擴散 

1.擔任 CPC 的顧問 

2.將 business model 擴散至大都會車隊 

品質改善，應用到其他不同酒類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三三三三、、、、ＡＡＡＡ、、、、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一一一一)、、、、學界學界學界學界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二個產學學界的障礙，侯教授對是否能直接與公司負責人對話認為很重要，

其次為人際問題，張教授則認為有否產業經驗很重要。表 4-17為Ａ、Ｂ個案

學界障礙差異比較表 表表表表 4-17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學學學學界界界界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學界 侯教授 張教授 

� 高階主管不支持 

能直接與公司負責人對話，互通管道通暢則少障礙，否則較會產生障礙(配合度佳，未構成問題) 

認可張老師學校的能力啦，雖然他們還有不足的所在，但我們還是全力支持他協助 

� 缺乏產業經驗 

缺乏實務經驗也不用功的老師會被企業排拒 

缺乏業界的經驗的話，無法切合產業需求 

� 人際問題 
產學上有很多是在處理人際關係的問題 

需有更多的溝通與互動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產產產界界界界障礙障礙障礙障礙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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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界二個產學個案的障礙不儘相同，AA公司是顧問公司，BB公司是傳統製

造業，所以 BB公司在意老師的產業經驗與時效配合問題，AA公司則是對知

識外流之風險較為在意。共同障礙是知識基礎(KB)的差異。表 4-16為Ａ、Ｂ

個案產界障礙差異比較如表 4-18： 表表表表 4-18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產產產產界界界界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障礙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產界 AA 公司 BB 公司 

�不具產業經驗 學校產出來的學生跟實務有點脫節 
老師其實在產業界待過的經驗很重要，不要老是一路讀上去 

�時效問題 配合度佳，未構成問題 
時效上的問題，這也隱含著溝通上的問題 

�知識外流之風險 

1. A 公司採較開放的態度，深信老師不會將機密資料外流 

2.另一家企業則是較保守之態度 

因是家族企業，較無此類問題 

�知識基礎(KB)差異 

科技專業與商管之差異，是科技專家對於科技擴散較為困難的原因，也是產學的一個障礙 

學界理論的東西到業界還須配合實際需要做調整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貳貳貳貳、、、、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運作機制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一一一一、、、、產學產學產學產學治理機制治理機制治理機制治理機制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一一一一)、、、、產學對產學對產學對產學對象選擇象選擇象選擇象選擇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對象選擇上，AA 公司是顧問公司，且與侯教授已建立深厚的產學關係，其

合作階段之歷程發展為”關係校準階段”，BB公司是傳統製造業，與張教授所

建立之產學合作關係尚不長久，所以合作階段還位於為”技術校準階段”，二

個個案其他對象選擇相關的科技能力與資源互補之差異比較如 4-19表所列。 表表表表 4-19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對象選擇對象選擇對象選擇對象選擇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Ａ個案 Ｂ個案 合作階段 

以 議 題 發 展 為 核 心 ， 關 係 校 準
(Relationship alignment)階段  

以 問 題 解 決 為 核 心 ， 技 術 校 準
(technological alignment)階段  科技能力 

1. 為 AA 公司自行發展  

2. 侯教授協助將科技的應用與司機運用科技的行為做解決  

葡萄渣與酒粕科技應用 (生物科技應用 ) 資源互補 

互補性很高也是他們亟需要知道的
knowledge 

給一些觀念的引導，讓企業去改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學產學產學產學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治理機制上，AA公司是為”高度夥伴、形式合約關係”，所以信任程度很高，

BB 公司則是”中度夥伴、形式合約關係”， 信任程度為中高等，二個個案其

他治理機制上的差異比較如 4-20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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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0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治理關係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A 個案  B 個案 1.治理關係 高度夥伴、形式合約關係 中度夥伴、正式合約關係 2.信任程度 很高 中高 3.知識獲得 很高 中 4.互動頻率 高‧緊密 中 5.互動方向 雙向溝通 雙向溝通 6.互動內容 議題發展 問題解決 7.互動形式 個人，自發性 團隊,依合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產學產學產學產學管管管管理機制理機制理機制理機制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管理機制上，二家企業都期待合作的經費負擔能減清，AA 公司是可以多做很多

事(如取得 IP)， BB公司則是增加競爭力，運作方式 A個案為個人學門領域專長

的個人方式，B 個案為結合不同老師專長與能力的團隊方式，二個個案其他治理

機制上的差異比較如表 4-21所列。 表表表表 4-21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管理關係管理關係管理關係管理關係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A 個案 B 個案 1.經費負擔 合作廠商自費額約 50%，其餘為政府補助 

合作廠商自費金額約 30~40%，其餘為政府經費補助 2.運作方式 個人方式，個人學門領域專長，提供產學合作 

團隊方式，結合不同老師專長與能力配合方式進行產學合作 3,過程管理 運作方式是帶有研究精神色彩，較具彈性與重視過程。 

以問題解決導向進行過程管理，但時效產業認為尚待加強 4,關係互動 倚賴信任及共識來管理，基於長期建立的個人人際關係，因此產學關係互動頻繁而緊密 

基於個人的人際關係與合約之約束規範彼此的行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參參參參、、、、成效成效成效成效產出產出產出產出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合作成果因素比較上，A個案有經濟部 KPI指標，計程車派遣擴散至其他計程車

隊與美容產業，B 個案的企業因尚在執行中，績效衡量與擴散效益尚無資料，成

果因素上的差異比較如表 4-22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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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2  Ａ、ＢＡ、ＢＡ、ＢＡ、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成效產出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學界價值產出 業界成效產出  A個案 B個案 A個案 B個案 績效衡量 1.論文，投稿論文教學個案 2. KPI指標 智慧財產產出、成長效益與衍生效益的 KPI指標。(如附表 4-4) 論文，投稿論文 1.經濟效益、降低計程車成本、成長效益 2. KPI指標 創新產出、經濟效益與 員 工 成 長 效 益指標。 (如附表 4-5) 
1.問題解決(業務/獲 利 / 產 品 / 人員…) 2. 網 站 酒 類 與 食品，葡萄營養食品、酒粕面模等 擴散效益 由計程車(產業)產學合作經驗獲得的 know how，擴散到美容產業 個案的知識和能力產學的經驗，使其經驗得以向外擴散。 將衛星派遣技術移轉至大都會衛星車隊 為酒類品質改善，其新改良的酒品配方可以申請專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肆肆肆肆、、、、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之之之差差差差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異比較    

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比較上，A個案對此部份有較多之看法，總的來說，

產學合作符合公營機構的使命導向，企管顧問無疑是一般企業追求獲利與效益導

向，B個案的看法略少但類似，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比較如表 4-23所列： 表表表表 4-23  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產學合作與企管顧問之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差異比較表表表表 

  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 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企管顧問 

1.機構使命機構使命機構使命機構使命 產業服務產業服務產業服務產業服務 獲利導向獲利導向獲利導向獲利導向 問題取向問題取向問題取向問題取向 提出問題提出問題提出問題提出問題／／／／挑戰假設挑戰假設挑戰假設挑戰假設 接受問題接受問題接受問題接受問題／／／／提供對策提供對策提供對策提供對策 產學關係產學關係產學關係產學關係 長期合作長期合作長期合作長期合作／／／／伙伴關係伙伴關係伙伴關係伙伴關係 短期交易短期交易短期交易短期交易／／／／對價關係對價關係對價關係對價關係 知識發展知識發展知識發展知識發展 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知識應用研究的探索 既有知識的複製既有知識的複製既有知識的複製既有知識的複製 關係發展關係發展關係發展關係發展 議題導向議題導向議題導向議題導向／／／／領域深耕領域深耕領域深耕領域深耕 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問題導向／／／／客戶拓展客戶拓展客戶拓展客戶拓展 

2.主要差異主要差異主要差異主要差異 知識運用知識運用知識運用知識運用 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化知識商品化(專利化專利化專利化專利化) 商品知識化商品知識化商品知識化商品知識化(工具化工具化工具化工具化) 

A個個個個案案案案 

3. 共同共同共同共同解決解決解決解決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長程議題深植長程議題深植長程議題深植長程議題深植 短線問題短線問題短線問題短線問題解決解決解決解決 ＢＢＢＢ個案個案個案個案 學校成本競爭優勢學校成本競爭優勢學校成本競爭優勢學校成本競爭優勢 獲利導向獲利導向獲利導向獲利導向 資料來源：侯教授, 橋接計畫研討會, 2010,3  (本研究整理) 
伍伍伍伍、、、、橋接中心定位橋接中心定位橋接中心定位橋接中心定位差差差差異異異異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橋接中心的定位上，分為”產學合作角色”與”產學合作功能”2 種，”角色”是

界定橋接中心在產學合作的特性與身分識別，”功能”是界定橋接中心在產學合作

的任務與執行特性，A 個案與 B 個案對橋接中心的定位上的看法可說是大同小

異，橋接中心在產學合作上擔負起學者目標與產業目標的媒合與促進的功能，A

個案與 B個案的對橋接中心定位差異比較如表 4-24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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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4  橋接中心定位橋接中心定位橋接中心定位橋接中心定位差異差異差異差異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Ａ個案 Ｂ個案 一、橋接中心角色 

1. 能力識別 

2. 學術型產學合作 

3. 預算獨立 

4. 非獲利機制 

5. 團隊運作能力 

1. 商管與科技共同平台 

2. 與企業維持長遠穩定關係  

3. 非營利角色 

4. 建立全方位功能團隊 二、橋接中心功能 

1. 學術激勵機制 

2. 產學合作媒合機制 

3. 建立學術審查機制 

4. 建立專長特質之鑑別系統 

5. 「純粹學術」與「議題研究」研究 

6. 取向的產學合作 

7. 協助教師汲取產學經驗 

1. 專案管理 

2. 分享功能 

3. 學術升等誘因 

4. 專長特質之鑑識系統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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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章章章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本章將綜合第四章A個案研究分析、Ｂ個案研究分析及跨個案研究之分析結果，

回答本研究所要探索產學合作的3個問題，第一節針對3個問題研究問題的內容分別依分

析資料分別做闡釋，第二節將本研究之發現彙整做個說明。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的的的的闡闡闡闡釋釋釋釋    

壹壹壹壹、、、、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1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  影響產學影響產學影響產學影響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運作的促進因素是甚麼？？？？對產學對產學對產學對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運作機制有何影響運作機制有何影響運作機制有何影響運作機制有何影響？？？？ 

一般而言，大學教授的核心任務有研究、教學、和管理工作 (Ormerod, 1996; 

Docherty & Smith, 2007)。這三項工作就佔掉了大部份的工作時間，那老師為何要參與

產學合作？個案研究的資料顯示，Ａ老師與Ｂ老師參與產學合作的理由皆為研究，以及

學術生涯的推動，即學術成就的產出。然有趣的是，兩位老師的產出機制有著截然不同

的樣貌。A老師不斷地將收集自田野的資料與理論對話，從中找出理論不足以解釋實徵

結果之處，從理論的缺口切入並撰寫學術論文；Ｂ老師乃將企業的問題拆解成單一、可

實行的研究問題，之後交由專精此一領域的團隊成員負責撰寫。而這兩種產出機制所需

具備的能力又有些差異。若沒有足夠深的理論理解輔以相關知識做為基礎，理論缺口是

很難浮現的；問題拆解需要一位對各個研究領域皆有涉獵的研究通才，缺少這位通才，

一般的專才是沒有能力從個別角度看同一個管理問題，進而將之解析成單一的研究問

題。本研究引用札根理論的CMO架構將兩種機制施以比較，結果如表5-1。 

 

表 5-1 學者參與產學合作的動機以及運作機制 個案 產出 機制 條件 

A個案 讓資料不斷地與理論對話 

1. 對相關理論與知識有深刻理解的研究領域專才； 

2. 熟悉質性資料收集與分析的研究人員。 Ｂ個案 學術論文 
將管理問題拆解成研究問題 

1. 拆解。需要對各種研究領域均有涉獵的研究領域通才。 

2. 撰寫。由專精特定研究領域的專才執行； 

3. 具備充分的研究人力的跨領域團隊。 

企業的本質是營利，他所追求的是獲利以及績效的提昇。過去的文獻指出企業願

意與大學合作的動機有… 

本專案研究的實徵資料顯示，企業參與產學合作的動機分別是額外資源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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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業問題的解決。在Ａ個案中，企業主將難以解決或企業本身沒有能力解決與分析

的問題交給Ａ學者，透過與Ａ學者的對談與交流，企業可以得知Ａ學者所收集的資料以

及他對資料的分析與解釋，因此，企業允許老師進入其場域的理由為專業知識的獲得。

當企業需要新進人員的補充時，Ａ學者透過個人的網絡得知可運用的國家資源，幫助企

業引進新進人員，這也強化了雙方的合作意願與相依程度；Ｂ個案所揭露的是企業為求

問題解決而與學界合作的意願。除此之外，經費的補助也是要項之一，一旦Ｂ學者將管

理問題拆解成研究問題後，他會為此一問題申請國家機構的專門計劃，對企業而言，他

只需要付出相當少的錢(自備款)就能解決同一的問題，何樂而不為之。本專案研究將研

究發現整理如下表(表5-2)。 

 表 5-2 企業參與產學合作的動機及其合作機制 個案 產出 機制 學者的條件 

A個案 

1. 能力與知識的互補。透過與老師的對話過程中獲得老師收集自田野的實徵資料以及對於資料的個人見解； 

2. 依據企業需要適時地引入有用的資訊與資源。 

1. 研究者需具備資料收集與分析的能力； 

2. 熱忱的態度，處處留心企業的需求以及符合此一需求的任何資訊。 

Ｂ個案 

知識獲得；資源取得 

1. 透過研究計劃的申請獲得額外經費的補助； 

2. 企業的問題獲得解決。 

1. 熱忱的態度，協助企業申請研究計劃； 

2. 學者需具備問題分析以及提出解決方案的能力。 

 

貳貳貳貳、、、、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2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 商商商商管管管管產學產學產學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運作機制是甚麼的運作機制是甚麼的運作機制是甚麼的運作機制是甚麼？？？？如何運作如何運作如何運作如何運作？？？？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該機制如何影響產學產出成效？？？？ 

本研究的個案在產學合作的機制上有明顯的差異。在人員的分佈上，A個案的商

管學者只有A老師1名，來自產業的人員有13名，包含公司董事1名及數名具有碩士學

位的職員；B個案則有不同的面貌，參與個案的老師共計16人分屬3個商管領域及2個

工程學門，詳細的團隊組成為： 

IE 資工  資管  財會  企劃  合計  

5 人  3 人  4 人  1 人  3 人  16 人  

然來自產業者只有公司董事長與總經理共計兩人。從人員的分佈上本研究將以上

兩個個案簡單區分為個人型(A個案)、與團隊型(B個案)兩類。 

Kubr (2003)將管理顧問的顧問流程分成五個步驟，分別是進入、診斷、行動方案、

執行、以及終止，本研究以Kubr所提出的流程為藍圖，將實施置換成創新研究，以為

第五章 研究發現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72 - 

個案比較的基礎。刪除實施的原因乃是 1.因為學界並不會要求產業必須依據其所提出

的解決方案「按時服用」；反之學者的任務僅限於可能或可行解決方案的提出，2. 老

師們並不會在意產業是否將全盤或部份接受其建議，因此3. 實際的行動是由產業自行

負責，老師只做為被諮詢的對象而己，因此討論方案實施並不具實質的意義。 

企業乃是營利單位，企業的任何決策都希望能為其帶來經濟面的利益，Fontana et 

al. (2006)認為如果沒有學術研究成果的投入，許多創新將不能實現，或是會來得晚。學

術研究成果將會為企業帶來銷售量的成長、更好的研究生產力、以及更多的專利申請活

動。本研究的實徵資料也顯示，商管老師對於企業的創新活動，如專利數量、流程以及

商業模式的創新都有促成的效果，因此文獻以及實徵資料的考量，本研究將創新研究視

為顧問流程的步驟之一。並將兩個個案的產學合作機制施以比較分析，結果如表5-3。 表5-3  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比較 

 個人型 團隊型 進入   

  產學連結 
學聯絡產。學者認為個案公司有研究的價值 

產聯絡學。產業認為學界有能力解決其所面臨的問題 

  初步問題診斷 問題明確性低 問題明確性高 

  問題識別的時間 
較長, 學者先要了解問題的全貌 較短, 學者要將問題縮小成可行動的研究問題 

  問題識別的方法 
浮現，從實徵資料中解析出可能的問題 

揭露，從現有的問題中識別可能的個別問題 診斷   

    問題分析 

知識與資訊的交換. 學者分享他的發現和問題. 產業表達他對事情的看法 

問題拆解 將問題依學術領域分門別類, 再施以個別擊破 

    事實發現 深入場域 問題重構 

    學者參與條件 
1. 先備知識 

2. 人際溝通能力 

1. 跨功能團隊 

2. 專案通才 行動方案 
產業自行提出問題解決方案, 學者任職輔助角色 

由學者提出 Proposal, 產業任職確認角色 

    方案調整 
產業向學者確認行動方案是否與學者的發現相符 

學者向產業確認行動方案是否符合產業的流程與需求 

    條件 
1. 產學雙方關心共同的問題 

2. 最小內部構成 

1. 學者要了解產業語言 

2. 長期性的營運策略 執行 學者不干涉方案的執行 學者不干涉方案的執行 

    創新研發 
由產業自行開發, 學者協助產業獲得充要的資源 (資金) 

由產學共同研發, 學者協助產業獲得必要的資源 

    產業條件 

1. 最小內部構成 

2. 足夠的 R&D 能力 

3. 高階主管的支持 

1. 長期性的技術策略 

2. 高階主管的支持 終止 
溝通不會因方案的結束而終止, 學者仍持續挖掘事實 

確認行動方案後即中止溝通管道, 直到產業再度開啟溝通管道 

以上兩種運作機制反映了數個相異之處，分別是合作的模式、以及核心能力的差異。 

1. 合作合作合作合作模模模模式的差異式的差異式的差異式的差異。。。。 

Schein (1990) 認為管理顧問的運作模式可區分為以下：1. 提供專家資訊，提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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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問題有關的資訊；2. 醫生，調查企業問題並建議可能的解決方案；3. 流程諮詢，

透過相互探詢的流程幫助企業識別問題的根源。很明顯地，模式之間的差異取決於問題

的明確程度以及回應問題的方式，模式一與模式二皆假設企業已明白或識別明確的待解

決問題，彼此的差異在於企業對問題解決方案的渴望程度，模式一所要回答的問題是

「how do」，這表示企業在意的是資訊的獲得而非解決問題。模式二則是「how to do」，

企業希望管理顧問能幫助他「治療病情」。；模式三則是在處理「what」的問題，目

的是為企業識別哪些問題的存在。 

對照本專案研究的實徵資料，個人型的合作乃個人型的合作乃是為了協助企業「知

道」問題，並在與企業的面談中交換得自場域的發現等任何與問題相關的訊息，因此這

一類型的合作模式主要是提供模式三的服務為主，模式一為輔。另一方面，團隊型的合

作雖然有行動方案的提出，但學者並不在意企業是否「按表操課」，因此本研究認為其

合作模式類似於模式1，學者所發展的行動方案是基於學術基礎的「how do」，但並不

要求企業依據其藥方「how to do」。 

    兩種合作模式的差異也反映了管理學門的複雜度。管理學乃是綜合數種研究

領域的多學科學門，企業營運的問題通常也是由數種個別問題所推疊出的複雜現象，因

此問題的解決必須混合數種專門的知識，然而大學教授通常是某特定研究領域的專才，

他們具備某特定現象的先備知識，能透過不同的理論視野深入解析企業的問題所在，並

提供個人的洞見和知識 (Ormerod, 1996)，但若要求其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這可能就

需要有其他專才的配合。團隊型的合作模式乃是跨功能團隊的組合，參與的學者來自不

同的領域，各自也學有專精，只要問題能被適當的解構，輔以彼此的相互配合就有能力

為企業提供全套的顧問輔導服務。下表(表5-4)描述了合作模式與運作模式的配合機制。 表5-4  合作模式與運作模式的搭配 

 模式1:  提供專家資訊 模式2:  醫生 模式3:  流程諮詢 個人型的產學合作模式 ˇ  ˇ 團隊型的產學合作模式 ˇ   

 

2. 核核核核心能力的差異心能力的差異心能力的差異心能力的差異。。。。 

流程諮詢乃為了識別問題，問題的解決方案需由企業自行負責，因此企業的能力

將決定行動方案的品質優劣。吸收能力理論(Cohen & Leinthal, 1990)認為企業的吸收

能力將決定企業在吸收科技或技術資訊的品質或吸收比率，其也會影響到知識吸收與知

識移轉的品質；再者為了讓外部知識能順利移轉至企業，企業內部需要建立最小構成以

促進良好關係的發展。產學合作需要企業投入適當的專門技術員工，並建立最小的內部

構成，以可以幫助企業有效運用取得自外部伙伴的知識(Sáez et al., 2002)。因此，本研

究建議在執行個人型的產學合作模式時，除了學者要具備充足的先備知識外，企業也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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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具備足夠的知識吸引能力，以便順利將學者所提供的洞見與知識應用在行動方案的開

發，除此之外，企業也應該要有最小內部構成的配合，藉由不同領域專才的相互配合讓

企業的問題能獲得較佳解。 

針對團隊型的產學合作模式，學者所提供的是可行的行動方案的建議，企業所需

要做的是行動方案的選擇。Sáez et al. (2002) 建議企業應將產學合作視為企業長期技術

策略的一部份，這多少反映了研究的本質以及組織學習的強化目的。因為大學所參與的

研究專案，其所應用的知識較為複雜，研究的時間通常也將較長，行動方案也不如顧問

公司所提供者來得明確以及可直接應用。再者，行動方案選擇類似於策略伙伴的選擇，

企業可自行於顧問公司與學術顧問之間擇一，因此技術的校準將會是行動方案選擇的開

端。技術校準能給予管理者有關合作的構想，進而觸發合作的決策。其所應考量的是個

別的技術能力、以及彼此在資源上的互補與知識基礎的重疊(Emden, 2006, p 334)。因

此本研究建議欲施行團隊型產學合作模式的企業，其應該事先建立長期性的技術策略，

而技術的策略乃是公司營運策略的一環，如同個案B的企業將產業升級視為是營運策

略，其長期性的技術策略為大量生產和品質穩定，所有的行動方案選擇都是為了解決這

兩大類的生產技術問題。在共同的問題解決基礎下，彼此的合作才會有其成效。下表 (表

5-5) 整理在不同的合作模式下，產學各需具備的核心能力。 表5-5 合作模式與核心能力的配合 

 產 學 

個人型的產學合作模式 
知識吸收能力、最

小內部構成 
研究領域專才 

團隊型的產學合作模式 長期的技術策略 跨功能團隊 

參參參參、、、、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3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  如何衡量產學如何衡量產學如何衡量產學如何衡量產學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的產學產出成效的產學產出成效的產學產出成效的產學產出成效？？？？ 

A個案的成效產出，學術界績效衡量的價值產出為論文與教學個案，其次的是學

生在學的實習機會與畢業後的工作機會；其擴散效益產出為侯老師由計程車(產業)產學

合作經驗所獲得的know how，續擴散到美容產業，其產業經驗為”標竿員工”，意即將

計程車司機如何獲利的經驗模式轉換到美容師，是理論實證經驗擴散的實例。A個案所

執行的經濟部計畫，還有產學雙方個別指標，學術界有智慧財產產出、成長效益與衍生

效益；產業界有創新產出、經濟效益與員工成長效益的KPI指標。所以A個案的產學合

作模式是屬於相當成功的個案。 

Ｂ個案的成效產出，學術界的績效衡量價值產出為論文發表，更較著重於教職升

等，其他學生實習等與A個案相近；產業界的成效產出為問題解決(庫存、帳目、運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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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酒類品質…)以及衍生的葡萄渣製成營養食品、酒粕製成面模等增加收益。在擴

散效益方面，學術界運用個案的知識和能力產學的經驗，使其經驗得以向外擴散，承接

更多產學專案；產業界的擴散效益為酒類品質改善，其新改良的酒品配方可以申請專

利，應用到其他不同酒類等。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問題問題問題問題的的的的闡闡闡闡釋釋釋釋    

壹壹壹壹、、、、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4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  商管產學合作與民間管理顧問公司有何差異？ 

不同的問題需要引入不同的資料。在與產學兩造進行訪談時，產業界曾述及他們

會依問題的急迫程度引入不同的所需資源。問題急迫性高時，雖然成本很高，但企業仍

會以企管顧問為問題解決的第一首選；反之當企業面臨的問題其急迫程度較低時，他們

會樂於將問題交由學術界來處理。受訪的教授也同意以上的看法，同時他們也認為因為

機會成本之故，他們沒有辦法付出相當於企管顧問的工作時間在問題解決上，所以也不

會接受企業的燃眉之求。依據訪談的結果，本研究將問題依重要性及急迫性等兩個屬性

分成四個象限，如表5-6。 

 表表表表5-6 企企企企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業問題以及解決問題對策 重要性  高 低 高 企管顧問 企管顧問; 自行解決 急 迫 性 低 學術顧問 自行解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從表5-6我們可以得知，企管顧問的任務是為企業解決急迫性高的不同。而學術顧

問則是協助企業解決重要性高但急迫性低的營運問題。Ormerod (1996)也曾比較學術

工作者與顧問在數個面向上的差異。他認為學術顧問所處理者是時程較不緊急且成本效

益較低度相關的問題；顧問則是為企業解決急迫且成本效益比較高的問題。因此本研究

分類能獲得文獻上的支持。 

本研究也試圖藉由雙因子理論來解釋兩者對於企業營運的不同貢獻。雙因子理論

將一個人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因子分做「激勵因子」（Motivation factor）健因子」

（Hygiene factor）。激勵因子要盡力做得最好，因為做好了員工就會滿意，如果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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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也還好，員工只是沒有滿意；反之保健因子要避免做不好，因為作不好員工就會不滿

意，但是做得再好，員工頂多是沒有不滿意，也不會因此而滿意。相同於顧問服務，學

術界所能解決者是為「激勵性問題」，這類問題的重要性高但急迫性低，因此若能順利

解決，企業將會認同並且滿意學術界的努力。倘若問題無法順利獲得解決，因為問題的

急迫性不高之故，問題本身並不會立即影響、亦或不會影響企業現行的營運狀況。而企

業要求企管顧問解決者是「保健性問題」，這類的問題不只是重要性與急迫性都很高，

企業必須向外需求即刻且正確的解答，一旦問題無法即時或/且以正確的方法解決之，

企業所可能遭受的傷害將是立即反應的。 

問題的急迫程度反映了另一個指標，速度。企業能在短時間內為企業提出問題解

決方案，因而他們有能力解決「保健性問題」；反之學術界除了受限於機會成本外（大

學老師應負的義務至少有，教授課程、指導碩博士學生、行政工作、以及個人學術成就

的累積），問題解決程序的不同也是一重要的區別因素。 

企管顧問在接受問題以至提出解決方案之間常經歷以下四個階段： 

1. 瞭解問題、定義問題。  

2. 搜尋相關資訊。  

3. 分析問題且提出結論。  

4. 作成建議，且於客戶執行時提出必要之協助。  

大前研一曾回憶道，他在接觸問題後會去搜尋公司的知識庫，尋找其他的同仁或

分公司是否曾解決類似的問題，並將搜尋所得的結果應用在個案之中。由此可知，就某

種程度而言，企管顧問的問題解決程序類似於知識的再複製，他們將既有的知識應用於

當前的個案，因而由個案中所獲取的新知識，某部份是延伸自組織的知識庫。而企管顧

問本身也是善用自己所開發的分析工具，藉由工具的使用協助顧問定義、分析問題。 

因為對價關係之故，企管顧問所獲得報酬來自於問題解決的績效，因此他們必須

降低問題解決過程中的不確定性，所反映者是為解決方案將如同藥方般，企管顧問會要

求並協助企業「按時服藥」；在方案的選擇與執行上，企管顅問的角色如同樂隊的指揮，

他除了參與樂譜「解決方案」的選擇，也會要求樂手「公司的相關部門」接受其指揮以

利演奏「問題解決」的完美演出。企管顧問也相當重視事後的檢討，他常會邀請企業主

參加執行結果的複查，以確認績效是可被業主所認可。 

因為研究程序的不同，學術顧問與企業的互動也將與企管顧問者截然不同。不同

於企管顧問善於應用工具分析問題，研究學者較常應用的是理論的推導，在現有理論與

已知的理由中進行演繹、亦或在歸納現存的現象以做成初步性的結論。接著學術界與企

業並不存在對價關係，研究學者不常用需要為企業主的決策負責，所以其較常以建議的

方式向業主問題的解決對策，對於對策的選擇也會採用較為民主式的行為準則協助業主

做最後的裁量權。而在方案執行的過程中，因為對價關係的不存在，研究學者較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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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介入方案的執行，或者提供業主的有關執行面的諮詢服務，並為業主提出適當的建

議，研究學者通常也不在意方案的執行成效，他們較常做的可能是以方案失敗的原因做

為下一個研究的主題，而非與業主共同檢核方案的績效與原始之間期望的差距。表5-7 

說明企管顧問與學術顧問在問題解決程序上的差異。 

 表表表表5-7 學術顧問學術顧問學術顧問學術顧問與與與與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企管顧問之之之之問題解決程序差異問題解決程序差異問題解決程序差異問題解決程序差異    問題解決程序 問題 識別 問題分析 對策提出 對策選擇 執行 複查 企管顧問 既有知識複雜 工具使用 藥方 指揮 參與 重視/檢核實際績效與原定目標的差異 學術顧問 研究問題分析 邏輯推演 建議 民主 不參與/接受諮詢 不重視/將失敗原因視為下一個研究問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理 

貳貳貳貳、、、、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5 闡釋闡釋闡釋闡釋 

����  商管產學橋接中心應如何定位？ 

橋接中心以「學術型產學合作」為中心之定位，將協助企業在管理議題的協助與

發展為核心，以下就橋接中心定位之重點：角色與功能分別說明。 

一一一一、、、、橋接中心之角色橋接中心之角色橋接中心之角色橋接中心之角色    

1. 主管機構與主管機構與主管機構與主管機構與法源法源法源法源 

(1) 主管機構：國科會。 

(2) 法源：行政命令 

2. 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1) 推動”商管學術研究”與”商管產學合作”的機構，建立與企業長遠穩定的關係。 

(2) 建立商管與科技共同平台，協助商管學者將企業研發成果商品化與解決企業問

題。 

(3) 協助商管學者將商管產學合作過程與成果轉為學術績效。 

(4) 協助辨識商管學者專長、經驗、特質…等，組織適當的橋接團隊。 

(5) 協助媒合商管學者與企業產學合作之成案。 

(6) 以政府經費補助產學合作為主，非獲利取向，不與民間管理顧問爭利。 

3. 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橋接中心之核核核核心能力心能力心能力心能力 

(1) 團隊成員：「商管學術研究專長學者」與「商管產學合作專長學者」組成。 

(2) 具有核核核核心能力心能力心能力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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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科技研究成果」與「商管研究成果」商品化之能力。 

� 協助企業有關「管理議題」、「體質改善」與「增進企業核心能力」為商管

橋接中心的主要優勢。 

� 研究取向的「純粹學術」與「議題研究」為橋接中心與企業產學合作的主

要內容。 

二二二二、、、、橋接中心之功能橋接中心之功能橋接中心之功能橋接中心之功能    

(一) 學術觀點、研究導向、知識傳遞。 

(二) 與企業長期合作，發展知識與創新的管理與營運模式。 

(三) 使商管學者之產學合作成為有價值之學術產出，有升等與評鑑之功效。 

(四) 建立產學經驗分享功能，協助教師汲取產學經驗。 

(五) 建立產學合作之專案管理系統，使產學合作之運作團隊化。 

三三三三、、、、橋接中心之與其他產學合作機構之互補橋接中心之與其他產學合作機構之互補橋接中心之與其他產學合作機構之互補橋接中心之與其他產學合作機構之互補    

1. 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與育成中心與育成中心與育成中心與育成中心 

(1) 提供”商管”顧問服務。 

(2) 建立合作關係，互相提供案源服務 

2. 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與區域與區域與區域與區域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產學合作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1) 提供”知識成長”之顧問服務。。 

(2) 互相交換案源服務 

3. 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與技轉中心與技轉中心與技轉中心與技轉中心 

(1) 提供”商品化”上市服務。 

(2) 提供問題解決顧問服務。 

(3) 提供創新與經營模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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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第六第六第六章章章章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章就本專案研究提出結論與建議，第一節研究結論有四點。第二節研究建議有

二點，其論述如下說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一一一一、、、、議題發展導向議題發展導向議題發展導向議題發展導向 VS. 問題解決導向問題解決導向問題解決導向問題解決導向 

本專案研究顯示，參與產學合作之學者可分為議題發展導向與問題解決導向二種

不同類型，擅長議題發展的學者通常專精於研究，未必個性適用在企業擔任顧問：

擅長問題解決的學者長於發掘問題、提出對策與強力執行能力，但二者並非是不

能兼俱或不能相容，而是視產學雙方之合作內容而定。所以建議將來橋接產學合

作要將這二種專長學者並俱納入，適才適所的讓他們發揮所長。 

二二二二、、、、個人運作個人運作個人運作個人運作 VS. 團隊運作團隊運作團隊運作團隊運作 

本專案研究顯示，老師參與產學合作之的運作方式，有比較偏個人的方式運作，

亦有團隊的方式運作，個人運作與團隊運作的不同是指經常運作上，有跨不同專

長與有計畫的分工，且以老師為主；但個人方式運作也會視產學專案組成團隊運

作，以團隊運作的也有承接由個人擔任之產學專案。 

三三三三、、、、學門專長學門專長學門專長學門專長 VS. 產業經驗產業經驗產業經驗產業經驗 

本專案研究顯示，參與產學合作之學者在所專精的學門(Domain)專長是『核心能

力』，這項核心能力要走在產業前面、要比產業更敏銳、要能讓產業學到新的能

力，這是商管學者的優勢所在，但既要與產業一起合作，協助企業解決問題或發

展議題，所以有適當的產業經驗有助於促進合作的順利，透過產學合作的團隊運

作，可以協助缺乏產業經驗的學者熟悉產業、獲取經驗，有助於商管產學合作之

推展。 

四四四四、、、、敬業精神敬業精神敬業精神敬業精神 VS. 關關關關係網絡係網絡係網絡係網絡 

本專案研究顯示，參與產學合作之學者在與產業互動時，企業對於計畫的進度、

參與投入…等相在意，他們也瞭解參與產學的老師很忙碌，但與企業的互動要充

分，這樣才能掌握狀況，有助於促進合作的順利進行，同時參與產學的老師若能

在關係上溶入企業，一定可以加深學者與產業的交流，非正式關係更有助益於產

學進行的效率，也建立高度信任的關係網絡。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商管產學成功通則分項計畫期中報告                                                           

- 80 - 

五五五五、、、、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橋接中心：：：：角色角色角色角色 VS.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本專案研究顯示，商管橋接中心的角色有三：一、成為商管學術研究為核心的產

學合作機構。二、商管與科技共同商品化之平台。三、成為非獲利取向，不與民

間管理顧問爭利之產學合作機構。 

本專案研究顯示，商管橋接中心的角色有四：一、協助企業長期發展知識與創新

的管理與營運模式。二、協助商管學者達成學術績效(升等與評鑑)。三、協助教師

汲取產學經驗。四、建立產學合作之專案管理系統與運作團隊化。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結果建議結果建議結果建議結果建議    

一一一一、、、、學學學學界界界界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學界之學者無論具備何種不同類型(議題發展與或問題解決)，或是以何種方式(個

人方式或團隊方式)進行產學合作之運作，重要的是應具備有：產業經驗或學門專

長。如同個案侯老師的諍言：『…我覺的還是”價值”--價值在哪裡？若沒有些許實務經驗的老師，去產業很容易就被打回來，因產業認為很多(實務)都不懂，也沒有做功課，一個產業要接觸前要做很多功課，但往往很多老師認為那不重要，認為只要懂理論就好，應要懂得些產業的 experience 較佳…』，相信很多學者都懷抱理想與熱情參與產學合作，但參

與不是不需具備條件的，所以無論是學者或學校，應將產學合作視同學術研究賦

予關注與投入。 

二二二二、、、、產產產產界界界界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產業界參與產學合作，除主要目的是問題解決或議題發展外，最主要誘因是

提供補助與有好的聲譽，因此產業界應秉持著正確態度，產學合作的主要價值是

學校有極其豐富的知識庫與研究資源，產業界的企業主應以取經的態度，抱持著

發發展長久的關係，決非白吃政府的午餐，正如 BB 酒廠洪總經理的看法：『…有一個服務就是我可以幫你做個診斷，基本收費要有…，這本來就…，那不可能都不收費… (他要生存下去)。對啊，哪有都不願意付出只是要拿拿拿，這是不可能嘛。但就是說，你站在輔導的角色去看他的話那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收費，…』可印證產業界參與產學合作投入的

不僅是費用、人力物力等資源，思考如何善用學界的知識庫與研究資源，才是提

升競爭力最好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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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 

主持人：蔡政安 執行期間：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問題分析: (1)成功產學合作的通則 ; (2)成功通則促進/反促進因素; (3) 成功通則的

結果產學與結果衡量。                                                                

□ 問題解決:                                                                 

參與廠商：無，□有:           (請填寫廠商名稱)             

一、專案目標 

    產學合作的核心是產學之間運作互動的過程，好的運作互動過程是產學合

作成功的必要條件，但是目前的產學合作研究甚少觸及此一議題。本專案將對

產學合作成功之通則進行探索性的瞭解：探討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以及相關

的促進因素與可能結果產出，本專案將產學合作成功通則之核心定義為合作之

運作機制，前端是促進因素，功能是促成產學合作成立之要件；後端則是結果

產出，探討有哪些運作機制能促成有效的結果產出，與其結果之衡量。專案目

標有三： 

(1) 商管產學合作之成功通則：合作運作機制，其如何運作； 

(2) 成功通則的促進因素有哪些，對成功通則有何影響以及結果產出。 

(3) 成功通則的結果產出，如何衡量商管產學合作的結果產出。 

 

二、執行架構 

  本專案的研究架構及操作型定義如下： 

  1. 研究架構: 

 

 

 

    

    2. 操作型定義:     

(1) 促進因素：探討促使產學雙方積極參與產學合作之因素，以及反促進

因素，如障礙； 

(2) 運作機制：探討產學雙方合作時的良好運作機制； 

(3) 結果產出：產學合作案的結果產出與績效衡量之探討。 

 

    研究方法採用多個案研究法，資料蒐集則採用深度訪談法，受訪的個案是

以參與「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的個案做為探討之對象，並在顧及

參與合作企業的產業別 (服務業與製造業)、區域平衡等專案特徵下選擇出四個

訪談個案。訪談問卷採用半結構式問卷，問卷內容發展首先參考產學合作文獻，

促 進 因 素 運 作 機 制 成 果 產 出 



頁 3 / 23 

在完成個別的個案報告後進行細部的調查，以求能精確地回答本專案所設定的

研究問題。 

 

三、執行情形說明 

  不同於大部份的產學合作文獻，本專案以訪談法做為資料蒐集來源，，訪

談問題包含：(1)雙方合作原因與動機；(2)合作過程，包含治理機制、溝通方式

與頻率、互動方法等等；(3)合作結果產出以及雙方對於產出的績效衡量方法。

受訪的對象包含四個個案中的學術團隊領導人以及產業代表，共計14位受訪

者，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1-2小時，所有訪談皆有錄音並轉譯文字稿，之

後再請受訪者親自校訂文字稿之內容以確保研究的效度。 

  在受訪結束後本專案隨即針對該受訪個案進行分析並撰寫個案報告，接著

依分析結果修正先前所建構之研究架構，之後再進行第二個個案的資料蒐集、

分析以及研究架構修正，待完成四個個案的訪談後，本專案接著再撰寫跨個案

報告。訪談資料的編碼依據質性分析方法 (Strauss and Corbin, 1997)，編碼的程

序參考Charmaz (2006)的建議，最後得出(1)雙方的合作動機；(2)專案執行過程；

(3)合作專案結果等四個群組。 

  研究結果發現 

(1) 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與反促進因素 

    學術界參與產學合作主要動機是為學術論文發展，他們認為產學合作一方

面可以提供一個適當的企業場域，另一方面可以促使他們在服務的過程中找出

企業實務與學術理論的缺口，並做為後續研究之基礎。產業界則是以問題解決

與知識/能力的互補為首要動機，企業開放場域供學者研究的同時，他們也期望

能從合作中獲得實值的助益。 

談及產學合作的反促進因素，對學術界而言，經費的使用限制是主要的障

礙，部份受訪學者認為經費的使用應更具彈性才能發揮其實質作用。對企

業界而言，學者的產業/企業知識是否充足是企業所在乎的，倘若學者沒有

足夠的產業知識，企業在合作初期需要花費精力教導學者相關的產業知

識，如此可能會降低企業的合作意願，研究發現整理如下表： 

 

 學術界 企業界 

動機因素 合作專案具有學術研究價

值，主要動機為論文發表 

1. 解決企業特定之問題； 

2. 獲得學術界的互補型知

識/能力以補足自身缺乏

者； 

3. 協助蒐集有助企業自行

發展問題解決方案的任

何資訊。 

利益因素 1. 論文發表； 

2. 進入企業場域，與合作企

業發展長期合作關係； 

1. 獲得學術顧問服務； 

2. 畢業生人才召聘； 

3. 提升員工的知識與技能； 



頁 4 / 23 

3. 提高學生企業實習/就業

機會。 

4. 額外的創新構想； 

5. 加快技術專利申請活動。 

障礙因素 1. 經費使用規定限制專案

實施範圍； 

2. 高階主管不支持。 

1. 學者缺乏產業經驗； 

2. 學者不了解個案企業之

實際運作情形； 

3. 學者不了解產業現況； 

4. 學者時間配合問題。 

 

(2) 運作機制 

 運作機制包含合作雙方的對象選擇、治理方式、團隊構成、與溝通互

動等，分述如下。在對象選擇方面，學術界會視個案的學術研究價值選擇

合作對象；企業則是希望參與之學者是企業個人的人際網絡的延伸，亦或

長期與企業界保持接觸者。 

 在治理機制方式，雙方的合作內容建立在彼此的良好關係及長期默

契，並不受限於合約之限制，因此合約並不是主要的治理機制。影響合作

內容與權利/義務的劃分的因素反而是合作的管理機制，亦即合作團隊的構

成，團隊構成可分成二類，企業服務團隊與個人顧問式團隊，這兩種團隊

反映了不同的產學合作動機，前者是為解決企業問題；後者則是為企業提

供學術能力與知識的互補之用，詳細內容整理如下表。 

 

 學術界 企業界 

對象選擇 具學術研究價值 1. 友人介紹 

2. 基於雙方的長期合作關係 

治理機制 形式為合約關係，但合約簽定是透過第三方 (國科會)為之，

實際治理機制是基於高度的夥伴關係。 

管理機制 1.基於學術團隊的“企業服務團隊”式產學合作，企業代表僅

有少數(低於2人)高階主管參與，專案目標為提供可行的企業

問題解決方案。 

2. 學者個人的”個人顧問式”產學合作，企業代表則自行組合

企業最小構成，專案目標為獲取來自學術端的知識與企業問

題相關資訊，以做為企業自行擬定問題解決方案之參考。 

溝通頻率 個人顧問式：較高，平均二至三個禮拜一次，或透過學生駐

點於企業。 

企業服務團隊：略低，平均一個月一次，多數源自學術團隊

向企業報告問題解決方案發展進度或是要求企業提供相關

資料。 

溝通方式 溝通方式不限於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方式，例如直接參與企

業高階主管會議、企業讀書會、個人拜訪、電話拜訪等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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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皆為常見的溝通方式。 

 

(3) 結果產出與衡量 

 學者參與產學合作的首要動機為學術論文發表，因此結果產出與衡量

均較為單純，論文的發表數量是為重要的績效衡量指標，其意涵在於，既

便是協助企業解決問題，學者仍受制於學術生涯發展之要求，因此在對象

的選擇才會以學術研究價值為優先考量因素之一，除非學者離開學術界，

否則產學合作仍然無法擺脫提供學術論文之壓力。企業界的衡量指標則首

重合作專案能為企業帶來何種利益，例如問題解決方案的實施成效，亦或

員工知識及技能成長的衡量，端看當時的合作目標與管理機制而訂。下表

整理合作案的結果產出與結果衡量。 

 

 學術界 企業界 

結果產出 1. 學術論文發表； 

2. 教學個案。 

1. 問題解決方案 

2. 問題有關資訊 

3. 技術專利申請 

績效衡量 論文發表數量； 

再合作意願。 

1 量化指標： 

1.1 技術專利申請數； 

1.2 企業財務績效。 

2 質化指標： 

2.1 問題資訊品質，可靠度與

可應用程度； 

2.2 員工知識成長。 

 

四、預期效益 

  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必需配合企業參與合作之目的，本專案經由訪談資料

的分析建構出兩種類型的產學合作運作機制，整理如下表。其意涵在於當學者

欲進行產學合作之前必頇清楚了解企業參與合作的動機，問題解決方案的獲

得，亦或學術能力與知識的互補，在瞭解企業的動機之後，學術端便能依此做

為合作團隊構成的參考，企業問題解決需要學術團隊的支援；學術能力與知識

的互補則強調企業的知識吸引能力，這反映在企業必頇自行構成最小構成團

隊，共同參與產學合作之運作，方能達成知識移轉與應用的目標。 

 

 企業服務團隊 個人顧問式 

合作目的 企業問題解決； 

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 

獲得企業問題的相關資

訊； 

企業學習。 

管理機制 學術團隊加入少數企業代表 自行組合企業最小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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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團隊加入少數學者組成 

企業問題擁有著 由企業移轉至學術團隊 企業 

問題解決方案設計

者 

學術團隊 企業 (學者位居輔助角

色，提供企業所需之諮

詢服務) 

問題解決方案執行

者 

由學術團隊與企業共同執行 企業自行執行 

  

  本專案也發現，產學合作目前仍限於企業人際網絡的延伸，倘若要擴大企

業與學者參與產學合作的機會，擴大合作的效果，有關單位可以提供以下的服

務，藉以增加企業與學者相互接觸的管道，提高共組合作團隊的機會，未來服

務機會整理如下： 

1. 產業訊息中心：提供近期的產業訊息予學者，讓有興趣參與產學合作

的學者能掌握近期的產業動態，並自行研討未來的可能合作機會。 

2. 企業診斷服務：提供企業診斷服務，除了分析企業營運的潛在問題外，

分析結果也可做為產學進一步合作的參考。 

3. 企業駐場：讓學者能長期進駐企業，深入了解企業的運作情形、文化、

制度等等，企業能藉此獲得長期且穩定的學術顧問服務，學者也能藉

此與企業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並延伸個人的產業人際網絡，增加未

來與企業/其他企業的產學合作機會。 

4. 學術橋接中心：除了產學的橋接，學者之間也要進行經驗的橋接，在

執行產學合作案時，可安排資深的學者帶領新進學者共同參與合作案

之執行，促使新進學者能有參與產學合作之管道，也能藉此與企業建

立長期合作關係，增加未來單獨與企業合作之機會。 

5. 合作成果報導：提供近期的產學合作成果予企業，報導內容可著重於

學術顧問的產學合作現況、最近成果產出、顧問服務內容、顧問服務

過過程與結果、產/學自評等等，讓企業有管道可以瞭解特定老師的服

務經驗與服務範疇，促進產學之間的直接交流，增加未來合作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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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研究指出，產學合作有許多種類與方式，依服務提供者可大致分類成育成中

心、技轉中心與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其運作方式與服務內容皆略有不同，但多數

仍屬於科技技術方面的產學合作；在合作方式上有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建教合

作、業界共同研究、業界委託研究、技術服務、諮詢顧問、教育訓練等，且合作

方式會因服務對象 (學院別)與被輔導對象 (產業別)而有明顯差異。 

  產學合作的核心是產學之間運作互動的過程，好的運作互動過程是產學合作

成功的必要條件，但是目前的產學合作研究甚少觸及此一議題，且多收仍以次級

資料分析為主，受限於資料來源，他們也無法深入此議題。因此本專案將對產學

合作成功之通則進行探索性的瞭解：探討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以及相關的促進

因素與可能結果產出，本專案將產學合作成功通則之核心定義為合作之運作機

制，前端是促進因素，功能是促成產學合作成立之要件；後端則是結果產出，探

討有哪些運作機制能促成有效的結果產出，與其結果之衡量。專案目標有三： 

(1) 商管產學合作之成功通則：合作運作機制，其如何運作； 

(2) 成功通則的促進因素有哪些，對成功通則有何影響以及結果產出。 

(3) 成功通則的結果產出，如何衡量商管產學合作的結果產出。 

 

  產學合作是各國產業與學術發展政策的重點之一，學術界也累積了相當多的

知識，如企業/學界參與動機、合作利益、促進因素、合作方式、知識移轉方式

等等，但目前的研究仍偏重科技、研發、創新與技術的產學合作。經濟部中小企

業部在2005年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北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進行「中小企業需

求調查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學術顧問是中小企業面臨經營困難時優先選擇的協

尋對象，然而商管產學的相關研究卻極為缺乏，且研究也指出商管學門與技術、

科學學門在服務對象、合作方式等面向上皆有不同，例如技術產學適合服務製造

業；商管者則以服務業為主，因此針對技術產學的研究結果應用在商管產學時便

有其侷限性。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9年的調查，服務業占我國名目GDP比重達66.15%，其

中以商業的比率最高 (23.45)，其他服務業次之，如圖一。當服務業發展至能左

右經濟與社會命脈時，亳無疑問，商業管理的進化將成為未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

主要潮流，而「商管」研究在未來將有機會成為台灣學術界的研究主流之一。再

者先進國家已相當重視產學合作的相關議題，強調且鼓勵大學與企業的合作，對

企業而言，產學合作有助於創新研發的提早實現，協助產業升級；對大學來說，

產學合作是進入企業場域，學術生涯推動的管道；對政府而言，產學合作能帶動

產官學三方的成長，並有助於國家競爭力的厚植。台灣有高達七成的博士級研究

人才服務於各大學內，政府應鼓勵其走出校園，步入企業，參與產學合作，勢必

對企業發展實力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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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我國服務業占全經濟比重 

資料來源：2009全國商業發展會議正式大會，大會工作報告。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 

(二) 研究方法 

包含執行詳細流程圖與說明、專案對象選擇標準 

本專案的研究流程如圖二，分述如下： 

 

 

 

 

 

 

 

 

 

 

 

 

 

 

 

 

 

 研究背景與目的 

 

文 獻 探 討 

 

研  究  設  計 

1. 研究架構 

2. 研究方法 

3. 資料蒐集 

 

研究分析 

1. 個案分析 

2. 跨個案分析 

 

研  究  發  現 

結 論 與 建 議 

回答 

修正 

 研究背景與目的 

 

文 獻 探 討 

 

研  究  設  計 

1. 研究架構 

2. 研究方法 

3. 資料蒐集 

 

研究分析 

1. 個案分析 

2. 跨個案分析 

 

研  究  發  現 

結 論 與 建 議 

回答 

修正 

 

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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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與目的：說明本專案的研究背景與目的，以及研究問題：商管

產學合作案的成功通則，以及其促進因素與產出結果。 

2. 文獻探討：針對研究目的進行文獻的收集、回顧與整理，內容包含： 

(1)產學合作的定義，促進因素，包含產/學參與之動機、利益、與障礙; 

(2)合作運作機制，包含對象選擇、治理機制等等，以及; 

(3)結果產出績效衡量等主題，之後藉由文獻探討加以濃縮彙整成為本

專案研究之基石。 

3. 研究設計：說明本專案的研究架構、研究方法、操作型定義等，之後再

說明研究資料蒐集的方法、對象、與其過程。 

3.1 研究架構與操作型定義: 

 

 

 

          圖二 本專案的研究架構 

 

(1)促進因素：探討促使產學雙方積極參與產學合作之因素，以及反促

進因素，如障礙； 

(2)運作機制：探討產學雙方合作時的良好運作機制； 

(3)結果產出：產學合作案的結果產出與績效衡量之探討。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多個案研究法。多數的產學合作文獻仍以次級資料做為

研究分析的主要資料來源，次級資料雖有助於蒐集大量產學合作個案的

描述性資料，但其無法讓研究者對個別個案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反觀個

案研究法，其可以針對單一/多個案充份描述「現象發生的脈絡」和「交

互影響之情境」，促使研究者專精於將複雜性、綜合性因素和過程具體

地呈顯出來。尤其特別適合缺乏明確的研究問題時採用，以便發掘現象

發生之原因與方向，做為問題定義與後績研究之根據。 

 

3.3 個案選擇 

    本專案以「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為個案探討對象。原

因除了考量個案的易取得性、研究資源、時間等限制性因素外，重要且

且更意義的是：目前以商管產學合作案為探討對象的產學合作文獻仍屬

少數，藉由個案的深入探討有助於產業更加認識商管產學之特徵，學界

也能累積關於商管產學的相關知識。 

 為顧及參與合作企業的產業別 (服務業與製造業)、區域平衡等專

案特徵，在分析參與計劃之個案的基本資料後，本專案最後選擇四個個

案為個案研究對 象，專案特徵與個案特徵整理如下表。 

促 進 因 素 運 作 機 制 成 果 產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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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專案特徵與個案特徵描述 

專案特徵 特徵簡述 

企業產業別 參與專案之企業包含服務業及製造業。 

  服務業 個案 A 

  製造業 個案 B、個案 C、個案 D 

專案構成 專案構成可分為兩種模式： 

(1) 模式一：學術顧問團隊與企業個人的合作專案； 

(2) 模式二：學術顧問個人與企業團隊的合作專案。 

  模式一 個案Ａ、個案 C 

  模式二 個案 B、個案 D 

地域性 個案發生位置，依地理位置分為北、中、南、東等四

個地域。 

  北部 個案Ａ、個案 B 

  中部 個案 C 

  東部 個案 D 

 

個案簡介 

A 個案 

 A 個案的企業主 (以下簡稱 A 董事)是國內某大型計程車聯盟的股東兼

董事，A 董事於 2002 接手計程車聯盟的經營權並導入國外的 GPS 系統以建

立全新的計程車服務系統。因為資金需求，A 董事於 2003 年邀請國內某創

投公司一同參與系統導入計劃，但遭到創投拒絕，他們認為 A 個案雖然擁

有先進的技術，但他們沒有能力處理 GPS 系統的導入所可能引發的組織變

革問題，因此認定個案公司無法在短期之內透過導入新技術獲得任何盈收創

造的機會。後續結果如創投公司所料，計程車司機對新系統的抗拒迫使導入

計劃面臨失敗邊緣，如同 A 董事所述：「我當初並沒有料到我會遭遇並被迫

處理這麼困難的管理問題 [計程車司機的抗拒]」。 

 創投公司帶走了資金，卻將 A 教授帶入至 A 個案中。A 教授曾任職於

該創投公司，創投在受邀參加導入計劃說明會時便希望 A 教授能隨同與會。

待會議結束後，A 教授因個人的好奇，為何一個已有國外成功案例的 GPS

系統無法順利導入至國內，開始對 A 董事及公司內部主管進行一系列的訪

談，旋即展開後續的產學合作機會，本個案便為其中一例。 

 

B 個案 

 B 個案的受訪代表為該公司的總經理 (以下簡稱 B 經理)。該公司為中

部某知名釀酒廠，於 2005 建廠，當時資本額為五百萬，至 2008 年時已成長

至二千萬。該公司於 2007 年進行產業升級計劃，但礙於品質控管及存貨管

理等問題公司業績遲遲沒有進一步的發展。透過友人的介紹，B 經理邀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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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參觀廠房且希望他能幫助他們解決存貨管理的問題。B 教授與該廠主管

訪談後認為：「找我就解決了」。除了存貨管理外，B 教授自願協助該廠進行

多項經營管理上的改革、酒釀衍生產品、酒釀技術提昇、以及品質控管等合

作專案。 

 B 教授身兼管理與技術背景，並與不同背景的老師 [包含管理學院、工

學院、與生技學院組成學術顧問團隊，並由 B 教授兼任專案協調人。該團

隊在與 B 個案合作之前便有豐富的產學合作經驗，並且會因個案目的的不

同組合必要的團隊資源，例如本個案便組合了具財務、資訊工程、與生技等

背景的老師參與其中。 

 

C 個案 

 C 個案成立自 1950 年，目前為國內換氣扇的領導品牌，該公司在 C2C

市場有很高的市佔率，但隨著競爭對手的技術提昇等因素，該公司的市佔率

有下滑之趨勢，除此之外，該公司的市場仍侷限在工業產品市場，若要提高

市場佔有率，其公司也必要進行經營模式之轉型。 

 該公司的副總經理 (以下簡稱 C 副總)曾就讀於中部某私立大學的

EMBA 班，進而在課堂中結識了 C 教授。在合作之前，C 教授便曾與 C 個

案為場域進行多次的個案研究，當 C 副總感知到轉型之需求時便邀請 C 教

授與其公司的高階主管進行討論。經過數次的討論，C 個案決定以 B2B2C

做為轉型之目標，並以品牌行銷，亦即本個案，當成經營模式轉型之詴金石，

因其產品仍被定位成工業產品，個案公司也希望能透過品牌行銷將產品品牌

帶入至消費市場。 

 

D 個案 

 D 個案為東部某知名碾米廠，該廠透過契作契約向農民收購稻米後再精

製成包裝米銷售至消費市場。為了能在東部的競爭市場中脫穎而出，並提高

消費者的品牌認知，D 個案的董事長兼廠長 (以下簡稱 D 廠長)希望能藉由

大學之力共同開發有機米的證照標準，並期待能將東部特殊的在地文化嵌入

至品牌之中。 

 東部地區以無機無毒農業做為區域性發展的重點，縣政府也將「無毒」

做為該縣農業的行銷方式。D 教授與其同事，現均任職於東部某國立大學，

希望能在舊有的利基上探討有機農業的經營模式，D 教授、同事、及其博士

班學生便開始訪談相關人士、單位，包含縣政府職員、碾米廠、農民、農會

職員等，除了為求了解有機農業外，他們也希望藉此找到合作的切入點，透

過 EMBA 學生的介紹，D 教授與 D 廠長開始初步的接觸，基於 D 廠長的高

度合作願意，以及碾米廠在有機農業的中介角色，介於農民與農會及政府機

關之間，雙方決定合作，並以品牌行銷結合關鍵字行銷技術做為長期合作之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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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料蒐集方法 

 本專案以訪談法做為主要的資料蒐集來源，訪談的方式為半結構化

的深度訪談，訪談問題包含：(1)雙方合作原因與動機；(2)合作過程，

包含治理機制、溝通方式與頻率、互動方法等等；(3)合作結果產出以

及雙方對於產出的績效衡量方法。受訪的對象包含個案中的學術團隊領

導人以及產業代表，共計14位受訪者，每位受訪者的訪談時間約為1-2

小時，所有訪談皆有錄音並轉譯文字稿，之後再請受訪者親自校訂文字

稿之內容以確保研究的效度。 

4. 研究分析：將本專案蒐集之資料與文本資料進行分類、彙整，以進行各

別個案之分析，接著再進行跨個案的比較分析，使商管產學之成功通則

脈絡能逐漸浮現。 

4.1 個案報告撰寫 

 在進行個別個案的訪談後，本專案隨即針對該受訪個案進行分析並

撰寫個案報告，接著依分析結果修正先前所建構之研究架構，之後再進

行第二個個案的資料蒐集、分析以及研究架構修正，待完成四個個案的

訪談後，本專案接著再撰寫跨個案報告，以綜合所有個別個案的結論，

並做為研究結論與建議的撰寫依據。 

 

4.2  資料編碼 

 訪談的資料編碼本專案委由另外兩位研究者依據質性分析方法 

(Strauss and Corbin, 1997) 將訪談資料施以分析及編碼，編碼的程序參

考Charmaz (2006)的編碼程序，編碼的命名與分類則參考產學合作及顧

問服務等相關研究，經過資料編碼程序、編碼的命名及一連串討論之後

將編碼重新命名並分類至數個群組：(1)雙方的合作動機；(2)專案執行

過程；(3)合作專案結果。 

  

5. 研究發現：將研究的分析結果對應至本專案的研究問題以做為回答研究

問題之基礎，再依序將個案研究分析、與跨個案比較分析之發現修正研

究初始的研究架構，以做為理論修正之依據，並以故事線(story line)方

式將說明之。 

6. 研究結論與建議：說明本專案在研究過程中所遭萬之困境與限制，最後

本專案將對後續研究提出些許的建言，以使對產學合作議題之研究者，

有機會能夠延續更深入之研究發展。 

 

(三) 執行結果 

本專案僅就跨個案分析結果進行研究發現彙整，研究發現共分成以下幾個部

份進行說明，(1)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與反促進因素；(2)產學合作的運作機

制；(3)合作案的結果產出與其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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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與反促進因素 

 產學合作的促進因素包含產/學雙方參與合作之動機，以及其所能獲得

之利益。在動機方面，學術界參與合作之目的主要為學術論文發展，受訪的

學者均認同產學合作可以提供一個適當的企業場域，促使他們在服務的過程

中驗證既有理論的適用性，並從實務過程中找出實務與理論的缺口，以做為

後續研究之基礎。另一方面，產業界參與合作的動機則較為務實，問題解決

與知識/能力的互補為首要動機，文獻曾指出雙方/多方合作始於彼此的合作

利益感知，企業開放場域供學者研究的同時，他們也期望能從合作中獲得實

值的助益，就研究結果而言，問題解決與知識/能力互補是企業所冀望者，

學者在參與產學合作之前頇先探求企業參與合作之動機，投其所好方能取得

較高的合作機會。 

 在利益方面，學術論文產出是為學術界的最主要利益，其次是提供學生

實習與就業的機會，受訪學者也希望能藉由合作案發展個人與企業的長期關

係，以為後續研究的機會。對產業界而言，部份企業受訪者認為專業的顧問

公司所提供的顧問服務，相較於學術顧問，大多是過去輔導經驗的重新複

製，很少有針對企業個別需求所制定的客製化服務，後者便是學術顧問的顧

問服務利基，服務的客製化程度取決於學者對於企業/產業的了解程度，因

此企業受訪者均認同除了學術知識外，學者也應具備足夠的產業知識方能使

雙方有所交集。其他的利益有畢業生人才召聘，企業可以直接招募參與專案

的畢業生，藉以減化職前訓練的程序；藉由合作案提升員工的知識與技能；

以及部份經濟面利益，如專利申請活動等等。 

 反促進因素主要指產學合作的障礙，對學術界而言，經費的使用限制是

主要的障礙，部份受訪學者認為經費的使用應更具彈性才能發揮其實質作

用。對企業界而言，企業受訪者均認為對於企業/產業知識的不了解是主要

的合作障礙，倘若學者沒有具備足夠的產業知識，在合作之初企業需要花費

部份精力教導學者相關的產業知識，就這樣的前提而言，企業可能會降低參

與產學合作的意願。以上三點整理如表二。 

 

表二  產學合作之促進與反促進因素 

 學術界 企業界 

動機因素 合作專案具有學術研究價值，

主要動機為論文發表 

4. 解決企業特定之問題； 

5. 獲得學術界的互補型知識

/能力以補足自身缺乏者； 

6. 協助蒐集有助企業自行發

展問題解決方案的任何資

訊。 

利益因素 4. 論文發表； 6. 獲得學術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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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 企業界 

5. 進入企業場域，與合作企

業發展長期合作關係； 

6. 提高學生企業實習/就業

機會。 

7. 畢業生人才召聘； 

8. 提升員工的知識與技能； 

9. 額外的創新構想； 

10. 加快技術專利申請活動。 

障礙因素 3. 經費使用規定限制專案實

施範圍； 

4. 高階主管不支持。 

5. 學者缺乏產業經驗； 

6. 學者不了解個案企業之實

際運作情形； 

7. 學者不了解產業現況； 

8. 學者時間配合問題。 

 

(2) 運作機制 

 運作機制包含合作雙方的對象選擇、治理方式、團隊構成、與溝通互動

等，分述如下。在對象選擇方面，學術界視學術發表為首要動機，因此他們

會希望參與之個案具有學術研究價值，以提高學術論文發表之可能。而對產

業界來說，人際網絡是首要的合作對象選擇考量因素，其意涵在於，當企業

需要協助時，他們會從個人的既有的人際網絡中找尋或詢問可能的協助者，

因此長期與企業界保持接觸是學者參與產學合作的充要條件之一。 

 治理機制是指雙方關係建立的基礎，產學雙方雖然都有簽定合約，但合

約內容均是透過第三方 (國科會)為之，實際上雙方並沒有正式的合約簽定

過程，因此實際治理機制是基於高度的夥伴關係，合作的內容乃基於雙方的

默契和當時討論的結果，並不受限於合約之限制。 

 管理機制主要是指合作的團隊構成，本專案發現團隊構成會影響到權利

/義務的劃分，以及雙方的互動溝通。團隊構成可分以下二類，(1)企業服務

團隊，這類型的團隊構成包含由數位學者所組成的跨領域團隊及少數的企業

代表，團隊的目的乃協助企業解決問題，且問題解決方案是企業委由學術團

隊代為規劃，因此問題解決方案是為雙方溝通的內容，溝通頻率則視方案制

定的進定而調整。第二類是(2) 個人顧問式團隊，與企業服務團隊相反，這

類型的團隊構成包含由少數 (少於2位)的學者個人及數位企業代表所組成

的跨部門團隊的構成，合作的目標在於知識/能力的互補，企業團隊希望學

者能提供企業所需之學術知識，也希望學者能應用其學術調查能力幫助企業

分析、蒐集相關企業問題的任何資訊，以做為企業自行擬定問題解決方案之

參考，因為學者會提供類似教育訓練的服務，因此溝通頻率較高，且溝通內

容也不限於企業之問題。 

表三 產學合作的運作機制 

 學術界 企業界 

對象選擇 具學術研究價值 1. 友人介紹 

2. 基於雙方的長期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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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機制 形式為合約關係，但合約簽定是透過第三方 (國科會)為之，實

際治理機制是基於高度的夥伴關係。 

管理機制 1.基於學術團隊的“企業服務團隊”式產學合作，企業代表僅有

少數(低於2人)高階主管參與，專案目標為提供可行的企業問題

解決方案。 

2. 學者個人的”個人顧問式”產學合作，企業代表則自行組合企

業最小構成，專案目標為獲取來自學術端的知識與企業問題相

關資訊，以做為企業自行擬定問題解決方案之參考。 

溝通頻率 個人顧問式：較高，平均二至三個禮拜一次，或透過學生駐點

於企業。 

企業服務團隊：略低，平均一個月一次，多數源自學術團隊向

企業報告問題解決方案發展進度或是要求企業提供相關資料。 

溝通方式 溝通方式不限於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方式，例如直接參與企業

高階主管會議、企業讀書會、個人拜訪、電話拜訪等等方式皆

為常見的溝通方式。 

 

(3) 結果產出與衡量 

 學者參與產學合作的首要動機為學術論文發表，因此論文的發表數量也

為首要的績效衡量指標，部份受訪學者也會將參與之個案撰寫成教學個案，

以成為日後教學使用，總體而言，學者端結果產出的關鍵衡量指標 (KPI)

是為論文發表的數量。其意涵為，既便是協助企業解決問題，學者仍受制於

學術生涯發展之要求，因此在對象的選擇才會以學術研究價值為優先考量因

素之一，除非學者離開學術界，否則產學合作仍然無法擺脫提供學術論文之

壓力。另一個指標是再合作意願，受訪學者認為企業的再合作意願代表合作

企業對學術團隊服務的滿意程度，也表示企業願意與學術團隊再次合作的意

願。高再合作意願表示企業滿意學術團隊的產出，未來若有機會願意與學術

團隊再次合作，相對地低再合作意願則表示企業不滿意，未來也不願意與學

術團隊再次合作。受訪企業也認同再合作意願對於專案成功衡量的重要性。

對產業界來說，問題解決方案與問題有關資訊的提供是企業重視的關鍵產

出，產出的項目依合作目的而定，專利申請則是額外的結果產出。KPI可分

成量化與質化兩種，量化指標首重問題解決方案的實施成效，衡量方案施行

對企業財務績效的正向影響；質化的指標則著重在員工知識與技能的成長，

以及學者所提供的問題相關資訊是否能有效幫助企業自行設計問題解決方

案。下表整理合作案的結果產出與結果衡量。 

 

表四 產學合作案的結果產出與結果衡量 

 學術界 企業界 

結果產出 3. 學術論文發表； 4. 問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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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界 企業界 

4. 教學個案。 5. 問題有關資訊 

6. 技術專利申請 

績效衡量 論文發表數量； 

再合作意願。 

3 量化指標： 

3.1 技術專利申請數； 

3.2 企業財務績效。 

4 質化指標： 

4.1 問題資訊品質，可靠度與

可應用程度； 

4.2 員工知識成長。 

 

 

(四) 結果未來拓展規劃 

無 

(五)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個案訪談 訪談6-8個個案 訪談4個個案 Yin認為在進行個案研究

時，個案數應達6-12個個

案方能符合複現邏輯。且

若能再比較其他合作案，

或許能再歸納出其他的合

作通則型態。 

企業選擇商管

學者的條件 

依據學者的研究

領域進行選擇 

從企業人際網

絡中選擇 

企業通常是經由個人的人

際網絡選擇適合的商管學

者進行合作，即便該學者

的研究領域並不符合企業

之需要，企業還是希望從

該學者端獲得可能的候選

名單，因此對於想要參與

產學合作的學者而言，人

際網絡的建立是相當重要

的。 

(六)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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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

月) 

工作重點 

蔡政安 專案主持人 
 

(        ) 

1. 決定訪談個案數與個案選

擇; 

2. 個案訪談問卷設計與指導; 

3. 參與個案訪談; 

4. 個案報告書撰寫指導 

5. 個案分析與跨個案分析指

導. 

謝明宏 專案共同主持人  

1. 決定訪談個案數與個案選

擇; 

2. 個案訪談問卷設計與指導; 

3. 參與個案訪談; 

廖明坤 專案共同主持人  

1. 決定訪談個案數與個案選

擇; 

2. 個案訪談問卷設計與指導; 

3. 參與個案訪談. 

陳宏釗 兼任助理  

1. 聯絡個案受訪者; 

2. 參與個案訪談; 

3. 個案報告書撰寫 

4. 個案分析與跨個案分析撰

寫. 

羅勝文 兼任助理  

1. 參與個案訪談; 

2. 個案報告書撰寫 

3. 個案分析與跨個案分析撰

寫. 

 

(七) 經費動支表 

項目 
會計科目 

預算數(執行數) 備註 

經費預算 
實際支出  

金額(元) 占預算%  

一、經常支出   0%  

1.業務
費 

(1)人事費   0%  

(2)耗材雜  
  項費 

  0% 
 

2.差旅費   0%  

3.管理費   0%  

4.研究設備費   0%  

5.(可依狀況自行延
伸) 

   
 

小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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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支出   0%  

小計   0%  

合計金額   0%  

 

三、 結果產出情形(請務必詳細說明) 

(一) 量化結果  

1. 訪談個案數 : 四個。 

2. 個案訪談結果： 

  2.1 專案成功衡量指標： 

 學術界 企業界 

績效衡量 論文發表數量； 

再合作意願。 

1 量化指標： 

1.1 技術專利申請數； 

1.2 企業財務績效。 

2 質化指標： 

2.1 問題資訊品質，可靠度與

可應用程度； 

2.2 員工知識成長。 

  

 

 

  2.2 產學合作運作機制：共識別出兩種產學合作運作機制，簡表如下： 

表五 產學合作運作機制 

 企業服務團隊 個人顧問式 

管理機制 學術團隊加入少數企業代表組

成 

自行組合企業最小構成

團隊加入少數學者組成 

合作目的 企業問題解決； 

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 

獲得企業問題的相關資

訊； 

企業學習。 

企業問題擁有著 由企業移轉至學術團隊 企業 

問題解決方案設計者 學術團隊 企業 (學者位居輔助角

色，提供企業所需之諮詢

服務) 

問題解決方案執行者 由學術團隊與企業共同執行 企業自行執行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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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詳述） 

效益說明（詳述） 

   

(二) 質化結果  

未來服務機會： 

6. 產業訊息中心：提供近期的產業訊息予學者，讓有興趣參與產學合作的

學者能掌握近期的產業動態，並自行研討未來的可能合作機會。 

7. 企業診斷服務：提供企業診斷服務，除了分析企業營運的潛在問題外，

分析結果也可做為產學進一步合作的參考。 

8. 企業駐場：讓學者能長期進駐企業，深入了解企業的運作情形、文化、

制度等等，企業能藉此獲得長期且穩定的學術顧問服務，學者也能藉

此與企業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並延伸個人的產業人際網絡，增加未

來與企業/其他企業的產學合作機會。 

9. 學術橋接中心：除了產學的橋接，學者之間也要進行經驗的橋接，在執

行產學合作案時，可安排資深的學者帶領新進學者共同參與合作案之

執行，促使新進學者能有參與產學合作之管道，也能藉此與企業建立

長期合作關係，增加未來單獨與企業合作之機會。 

10. 合作成果報導：提供近期的產學合作成果予企業，報導內容可著重於學

術顧問的產學合作現況、最近成果產出、顧問服務內容、顧問服務過

過程與結果、產/學自評等等，讓企業有管道可以瞭解特定老師的服務

經驗與服務範疇，促進產學之間的直接交流，增加未來合作之可能。 

 

(二)專案中產業面臨之實務問題 

(1) 經費使用限制：學者在進行產學合作時頇依照國科會之要求報銷經費，

若項目不符合經費報銷規定時，產/學必頇個別或共同分擔經費支出金

額，如此可能限制學者的顧問服務項目，部份受訪學者與企業均認為計

劃在經費使用上應有更靈活的應用，如此才不會因經費使用限制而侷限

了產學合作項目的未來可能延伸。 

(2) 合作案期限：部份受訪企業認為產學合作確實能對其營運改善產學正向

績效，也樂於與學界合作，但產學合作受限於專案時程限制，除非雙方

另有他案或申請專案延伸，否則專案的結束也意謂雙方的合作到此結

束。短期性的專案合作方式並不是企業冀望的產學合作方式，受訪企業

希望合作能以至少三年為基礎，讓學者有機會深入企業的實際運作，發

展長遠的營運改善計劃並長期監控營運改善之成效，如此才能對企業之

營運改善有實質幫助。 

(3) 企業與學者的溝通頻率的限制：限於學術工作任務之關係，企業與學者

的溝通頻率並不高，因此部份企業希望能增加實習學生的數量，讓學生

做為產學之間的溝通橋樑，學生可以利用課餘時間進駐企業之中，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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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問題分析時的必要資訊；企業也可以請學生代為傳達訊息予學者，

藉以做為增加產學溝通頻率的折衷方案。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 

困難項目 困難之處 解決之道 

訪談個案數 Yin 認為進行個案訪談時受訪個

案數應為 6-12 個個案，然受限於

專案之時程與規模，最後選擇四

個個案為受訪對象。 

先從比較個案的簡述分群出數

種可能的合作模式，得出團隊

與個人的概念，再依據分群結

果各自選出 2 個個案為受訪對

象. 

 

(二)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以專案為標的) 

 

 人際網絡是促成產業與學界合作的關鍵因素，學者在精進學術發表之時也應

時常關注產業的最新訊息，並把握與企業接觸的機會，如此方能增加未來產學合

作的機會。 

 在運作機制方法，本專案認為團隊構成是影響合作團隊運作機制的關鍵因

素，本專案從個案研究中分析出兩種合作團隊構成，分別是「企業服務團隊」與

「個人顧問式」，這兩種類型在目的、構成、運作機制上皆有明顯差異，企業服

務團隊主要是為企業提供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產學雙方的溝通內容皆以問題解

決為核心，其中可能涉及數種不同知識領域，如財會、技術、企業管理等等，因

此學術端需要組成跨學門/跨領域的學術團隊方有能力為企業解決複雜的營運問

題。個人顧問式則強調知識/能力的互補，企業的目標同樣是問題解決，但不同

於企業服務團隊，企業想要從問題解決的過程中獲得相關知識/技能，他們並不

期待學者能協助其設計問題解決方案，而是希望能藉由學者之力重建問題發生的

原因、過程、與可能結果等與企業問題相關的任何資訊/知識，因此企業需要自

行組成最小團隊構成，文獻指出最小團隊構成有助於吸收伙伴的知識，設計問題

解決方案也需要有企業相關部門的投入，其結果也會依問題資訊的品質做為合作

結果的衡量標的。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1. 提供學者接觸企業的平台：企業與學界合作的首要因素為人際網絡，產

學的隔閡是為雙方合作的障礙，計劃應適時扮演溝通的橋樑，讓學校老

師有機會與企業進行互動。計劃與學者必頇明瞭企業不會輕易地讓學者

進入企業場域之內，除非有先前良好互動為基礎。 

2. 企業診斷服務：企業診斷的目的是為了了解企業需要哪一種協助，並依

協助需求構成相應的服務團隊，倘若企業需要的是問題解決方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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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組成最小構成團隊協助之，因為企業問題由企業端移轉至學術端，

因此學術團隊有需要協助企業設計可行的問題解決方案，產學合作的

KPI 也因著重於問題解決方案的實施對於企業財務績效的正向影響。另

一方面，若企業有能力自行解決企業之問題，計劃可以邀請企業組成企

業團隊，並依問題的知識領域邀請相關的學者協助之，因為企業問題仍

為企業端所有，學者的責任是協助企業釐清問題的成因、發生過程等等

問題資訊，並將資訊/知識移轉至企業端，因此 KPI 因著重於企業問題

資訊的品質，員工的知識成長程度也可做為績效衡量的指標之一。 

3. 學者駐場服務：受訪企業均認同企業服務僅是商管學者的工作任務之

一，他們仍需花費心力在教學與個人研究上，因此並不會要求學者提高

接觸頻率或定期開會時間。不過部份受訪企業仍期待學者有機會能長駐

於企業之中，時間最好能長達半年以上，如此才能深入了解企業之運

作、企業文化與可能問題，也才能真正地切中企業需要協助之處，同時

他們也希望能延伸合作的時間，不會因為專案的結束而終止彼此的關

係。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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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摘要 

專案名稱：商管產學橋接資訊平台之建置 

主持人：黃明居、江勁毅 
執行期間： 

98年11月1 日至99年12月31日 

專案滿足之任務(可複選)(請詳細解釋)：  

□ 商 品 化:                                                                 

□ 技術移轉:                                                                 

□ 新創事業:                                                                 

□ 團隊投入業界:                                                             

□ 問題分析:                                                                

■ 問題解決: 解決業界與學界有關商管橋接的問題，提供另一個資訊溝通的平台與管道                                                                

參與廠商：■無，□有:           (請填寫廠商名稱)             

一、 專案目標： 

透過建置以Web 2.0為基礎的商管產學橋接資訊平台，產業與研究人員能夠

更有效地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與作法，並且將此過程所產生的經驗與知

識，有系統地組織整理，分析，保存與傳播，建立產學橋接知識庫，使能

加速產業的創新與執行能力。由於研究時間關係，本專案第一年目標為研

發建置平台的技術與系統架構，資料內容資訊組織與橋接之溝通機制三方

面。 

 

二、 執行架構： 

專案進行架構主要分為三大內容，分項說明如下： 

(一) 技術方面(Technology)： 

以Web2.0概念為建置原則，開放性內容管理系統(Open Source Contents 

Management System, OSCMS)為主要開發工具，完成系統雛型各項功能

供學界商管研究人員與產業界人員使用。 

(二) 內容部份(Contents)： 

蒐集產業商管問題的資料，並以學界商管系所產出的部分碩博士論文

與相關文章為測詴資料。第一年專案結束前，將以本團隊各項子計畫

進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所有資訊為主要內容，包括計畫與產業人員溝通

與交換的資料，資訊以及各項研究成果等。 

(三) 社群與服務(Community and Service)： 

系統與內容完成後，將利用各種網路社群功能，對學界商管研究人員

與產業界人員提供服務，使用者得以藉由各項功能進行意見溝通與交

換，達到產學商管橋接的功能與目的。 

 

目前已經完成系統雛型、資料的匯入並作資料組織分類與分析，未來最後2

個月將進行專案計畫資料的匯入與整理，並作系統測詴與展示。 

 

三、 執行情形說明 

專案執行情形分為三大部分，分項說明如下： 

(一) 資料蒐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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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商管產學雙方進行資料蒐集與整理，本專案依照現有資料以產學

合作模式為依歸，分別建立資料庫欄位並將資料匯入資料庫。另外，

搜尋其他類別之產學合作平台以及類似之系統，訂定本專案平台之各

項規格與功能，並建立商管產學橋接平台之溝通與作用機制。由於資

料庫中產學界商管問題的彙整與解決的方法是本平台的主要的核心資

料，但此部分資料的蒐集與彙整需要龐大的人力投入，本計畫僅以今

年所蒐集的有限商管資料作測詴，未來真正執行研究中心時，必須投

入更多的人力與專家組織整理相關資訊與商管知識。 

(二) 資訊平台建構與相關技術之開發： 

進行平台功能實作，依照各參考平台之綜合分析整理以及資料庫之建

立，本專案以「問題搜索」、「資訊媒合」、「使用者關連」以及「站

方協助」等四大面向進行建置。並以「會員註冊」、「資訊搜尋」、

「配對橋接」以及「聯繫合作」步驟為橋接機制主軸，進行對應之功

能設計與實作。其中「資訊搜尋」部分，為了讓產學雙方更方便提出

問題找尋謀合對象，本專案研發「語意搜尋」技術，讓業界與學界在

找尋相關資料或提出相關問題時，能夠以「語意」的方式提問，找到

相關的資料後，進行溝通與後續的橋接工作。另外，「配對橋接」與

「聯絡合作」等步驟，本專案開發出「線上即時對談」、「站內簡訊

傳送」與「站內聯絡表單」等功能，讓雙方溝通更加即時與多元。 

(三) 資訊平台測詴： 

現已完成之系統功能計有：「語意搜尋」、「分類搜尋」、「文章匯

入」、「社群功能」、「站內聯絡」等大項，並進行實際上線測詴中。

預期在未來兩個月時間，匯入較豐富的資料後，再修正使用的介面設

計與溝通的功能，讓此平台的使用更加友善，真正落實在產學商管橋

接的過程。 

 

四、 預期效益 

(一) 建置商管產學橋接機制，提供學術界有意願將研究成果商品化的學

者，透過本平台，找到適合的合作廠商，實際測詴，執行其研究成果，

並將溝通協調與討論的結果等資料均記載在此平台中，供學界與產業

界參考。  

(二) 分析產業界所遭遇之商管相關實務問題，讓業界負責人員，能夠透過

此平台，找到合適的研究成果資訊與學者對談，共同討論及解決的方

案與可能的合作事宜。 

(三) 完成系統橋接平台溝通模式，包括資料傳遞，人員線上溝通，以及問

題討論等。讓各項產業與主題之「學術界」與「產業界」雙方能夠「有

效地」彼此解決對方的問題與需求。  

(四) 未來平台實際執行，擴大面向，蒐集組織整理學術界與產業界相關資

料與資訊，有系統紀錄保存雙方合作的過程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建立

永續的「商管產學知識庫」，將有對於商管產學的橋接有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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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案目標與背景 

背景： 

有鑑於過往的產學合作，多半都是業界或者學界自行找尋合作對象，

對於合作的過程與經驗、相關文件等資料，都未能有系統組織整理與公開。

對於後續研究者或有意再合作者無法有一適當的平台找尋合作的對象。因

此本專案提出了一個互動式平台的機制，期待未來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

成立之後，有效的達到商管產學橋接的目的。 

 

目標： 

透過建構以Web 2.0為基礎的橋接資訊平台，產業與研究人員能夠更有

效地彼此了解對方的想法與作法，並且將此過程所產生的經驗與知識，有

系統地組織整理，分析，保存與傳播，建立產學知識庫，加速產業的創新

與執行能力。由於研究時間關係，本研究第一年目標為研發建置平台的技

術與系統架構，資料內容資訊組織與橋接之溝通機制三方面。 

 

二、 專案執行內容 

(一) 執行概念與架構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建置一具備「效率」與「效能」的溝通與分析平

台，產業人員與商管研究人員透過此資訊平台進行溝通與交流，彼此

將產業相關資料或資訊，透過此平台有系統地蒐集，組織，分析與展

現，讓產學界寶貴的資料與資訊能夠更快速地傳播，並且保存與傳承

下來。其概念圖如圖一所示。 

 

圖一 橋接資訊平台概念圖 

 

由圖一可清楚看出，此資訊平台將產業與學界之研究人員成果密切結

合，期待透過以web2.0為基礎的資訊平台，能夠有系統地將兩方之資

料或資訊加值轉換為可執行的產業知識，進而提昇產業的創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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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圖二所示，本專案以建立商管產學知識庫為目標出發，整理

分析國內外相關平台以及產學界資料，定出資料庫欄位與系統橋接機

制之後進行系統實作，提供使用者系統化的橋接路徑與偕同的溝通機

制，促進商管產學之間的橋接契機。 

 

 

圖二 產學知識庫建立架構圖 

 

執行上述之架構，以下列三個面向加以說明： 

A. 技術方面(Technology)： 

以Web2.0概念為建置原則，開放性內容管理系統(Open Source 

Contents Management System, OSCMS)為主要開發工具，完成

系統雛型各項功能供學界商管研究人員與產業界人員使用。 

B. 內容部份(Contents)： 

蒐集產業商管問題的資料，並以學界商管系所產出的部分碩博

士論文與相關文章為測詴資料。第一年專案結束前，將以本團

隊各項子計畫進行過程中所產生的所有資訊為主要內容，包括

計畫與產業人員溝通與交換的資料，資訊以及各項研究成果

等。 

C. 社群與服務：(Community and Service)： 

系統與內容完成後，將利用各種網路社群功能，對學界商管研

究人員與產業界人員提供服務，使用者得以藉由各項功能進行

意見溝通與交換，達到產學橋接的功能與目的。 

目前已經完成系統雛型、資料的匯入並作資料組織分類與分析，未來

最後2個月將進行專案計畫資料的匯入與整理，並作系統測詴與展示。 

 

(二) 執行過程 

1. 資料搜尋與整理 

本專案初期投入大量人力進行產學界橋接相關資料的搜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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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創新育成中心產學橋接的機制、商管類別相關橋接個案、本

計劃合作學者之相關研究資料以及商管學者之著作資料。依照產

學雙方注重之資料進行資料庫的欄位建立，並依照資料類別分別

整理為個案與研究資料之資料庫。此步驟由於尚需學者專家進行

特定欄位擬定，本專案以建置機制為主，因此建立之欄位為團隊

意見，後續欄位的比重分析尚待精進。 

2. 參考平台搜尋與分析 

搜尋國內外各類別產學合作、知識管理以及人力資源等類型之溝

通平台。分析並統合各類網站進行知識交換的機制良劣，參考現

階段國內創新育成中心進行產學之間橋接的機制，本專案訂定接

續平台之各項機制，以「問題搜索」、「資訊媒合」、「使用者

關聯」以及「站方協助」為基本面向進行平台功能的設定與建置。 

3. 進行專屬橋接平台規格訂定 

依照上述分析與整理結果，提出橋接系統規格及配套功能，進行

流程規劃。 

 

4. 系統設計與建置 

依據上述的規劃與需求，本系統建置之主要核心架構如圖三所示。

其中包括「語意的查詢系統」與「社群溝通模組」兩大部分加以說

明。「語意的查詢系統」中，產業或學界提出「語意式的問題」後，

經過中研院的開發的CKIP系統斷詞切字回來的結果，經過本計畫

所開發的程式，比對「產學商管資料庫內容」後，顯示查詢結果。

之後，再透過本平台設計的「社群溝通模組」，包括「即時通訊」、

「站內簡訊」「狀態發佈」與「聯絡表單」進行溝通與謀合動作。 

 

圖三 商管產學橋接平台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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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系統已建立以下功能： 

A. 使用者註冊 

分別建立產界會員與學界會員，在註冊介面提供相關資料填

註，並依使用者選定之角色訂定可進行的使用者行為。 

B. 資料建立 

I. 使用者建立文章： 

由於本專案受限於時間限制，以建立橋接機制為主。此

階段以建立學界會員資料建立為主，使用者得在登入之

後進行自身研究資料的發表與匯入。 

II. 文章匯入： 

參考國家圖書館博碩士論文查詢系統，使用者可將各項

資料庫中之相關研究資料匯出為書目機讀格式，在本系

統中進行文章匯入。 

C. 問題搜索 

I. 語意搜尋： 

結合中研院詞庫小組開發的中文斷詞系統，使用者可在

平台進行搜尋時直接輸入語意，例如「如何設計行銷策

略？」進行搜尋，系統將依斷詞結果擷取動詞與名詞對

資料庫全文進行搜尋並傳回搜尋結果，減低使用者思考

關鍵字及輸入之不便，提高搜尋效率。 

II. 分類搜尋： 

將使用者進行語意搜尋後之搜尋結果依照給定的欄位進

行分類，使用者可點選分類或自設條件將搜尋結果進行

個人化，讓使用者得以查閱自己較有興趣的資料。 

D. 文章媒合 

I. 作者與關鍵字連結： 

使用者在搜尋結果中點選各研究資料之後可進入資料全

文進行閱讀，系統將自動為研究資料作者與關鍵字欄位

進行連結，點選作者與關鍵字可另外導入同樣關鍵字或

作者之文章彙整頁面，以便使用者進行研究或後續橋接

事宜。 

II. 相關文章： 

使用者進入資料全文閱讀模式時，系統將於平台較顯眼

之位置顯示與本文相關之資料，讓使用者進行延伸閱

讀。分析方式以關鍵字與產學橋接問題之解決方式為基

礎，依照權重進行列表。 

E. 使用者關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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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使用者連接： 

使用者於觀看資料全文時，可點選使用者帳號進入使用

者個人頁面查閱使用者相關資料，並利用系統所設計之

各種溝通方式與文章建立者進行溝通，進行後續之橋接

動作。 

II. 站內簡訊與電子郵件： 

於觀看使用者個人資訊時，系統可於明顯位置檢視使用

者在線狀態，並提供站內簡訊與電子郵件圖示按鈕連結

提供使用者進行簡訊或電子郵件傳送。 

III. 即時通訊： 

於系統中提供即時通訊介面，可在介面中直接點選可進

行交談之使用者進行即時通訊，可更方便與迅速的達到

溝通的動作。 

IV. 狀態發佈： 

使用者可在個人資訊頁面中進行狀態發佈，以微網誌的

形式對站內會員以及查閱自身個人資訊之使用者進行訊

息傳遞。依照個人狀態進行後續橋接事宜。 

F. 站方協助： 

使用者可利用站內聯絡表單與系統管理者聯絡，進行橋接問

題之協助。 

G. 產學合作新聞彙整： 

利用簡易資訊聚合（RSS）方式擷取相關新聞資料提供使用者。 

其他配套功能函數於建立系統時一併建置。 

5. 平台測詴 

實際將系統上線進行測詴。由團隊成員進行平台各項功能測詴，

將測詴結果進行分析，提出平台各項功能之修正方案。 

6. 修正平台 

依照測詴結果評比良劣，並提出改進之處進行平台修正。預期在

未來兩個月時間，匯入較豐富的資料後，再修正使用的介面設計

與溝通的功能，讓此平台的使用更加友善。 

7. 成果展示 

期末時將提供修正後的平台實際上線運作。 

(三) 執行結果 

本專案已完成系統雛形之建置，並完成設計與開發相關的溝通機制與

技術。雖非著重成果商品化，但研究成果的相關技術，已具有商品化

之潛力。本專案成果以三大架構說明成果如下 

1. 技術方面 

(1) 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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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伺服器：Apache 2.2.11 

B. 開發語言及版本：PHP 5.2.9 

C. 架設平台及版本：Drupal CMS 6.19 

(2) 建置模組與說明： 

A. 語意搜尋： 

利用中研院詞庫小組開發之中文斷詞系統為基礎，利用原

始碼擷取的方式進行斷詞結果分析，取得名詞與動詞當做

關鍵字之後，對平台全文進行搜尋。 

B. 分類搜尋： 

結合Apache Search Lucene API與資料庫自定欄位名稱，將

搜尋結果分類並顯示搜尋筆數，使用者可依需求點選分類

後傳回多重條件設定之搜尋結果。 

C. 資料匯入： 

以目前較常流通之資料庫書目格式為基礎，編寫對應欄位

與函數功能，使用者可將資料庫匯出之書目資料以自動讀

取方式匯入資料庫。 

D. 簡易資訊聚合（RSS）： 

以Google News為來源，利用關鍵字進行全文搜尋之後，

分析後傳回符合條件之XML頁面並呈現於系統。 

E. 角色自動指派： 

使用者可依自身情況於註冊時選取不同之使用者角色，在

註冊之後自動代入不同的使用者權限與行為。 

F. 社群功能： 

依照平台需求建置各項使用者之間，使用者與站方之間之

聯絡功能函數。 

2. 內容方面 

由於本專案第一年目標為研發建置平台的技術與系統架構，資料

內容資訊組織與橋接之溝通機制三方面。因此本專案於內容方面

擷取三大部分作為機制測詴與運行內容，分項說明如下： 

(1) 研究著作 

此部份由本專案人員進行資料蒐集，針對商管學者著作進行

分析並建立資料庫欄位，目前資料庫欄位以MARC機讀格式

為主，將部分商管學者之研究著作建置進資料庫中。未來可

再依照專家學者之建議變更資料庫欄位，讓橋接機制更具可

信性. 

(2) 個案 

此部份由本專案人員進行資料蒐集，主要來源為光華管理個

案資料庫以及各大雜誌期刊，以團隊意見為測詴時期主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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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建立資料庫欄位並利用系統開發之文章匯入功能將整理之

資料匯入系統資料庫中。 

(3) 子計畫內容 

此部份主要蒐集先導計畫中各項子計畫之實行過程與成果，

預期將以問題解決面向與方式為主要方向建立資料庫欄位，

於期末時可將計畫內容一併整合進入資料庫，包括計畫與產

業人員溝通與交換的資料，以及各項研究成果等。 

3. 社群與服務 

本專案建置各種社群溝通功能提供使用者各種橋接與協調方式，

分項說明如下： 

(1) 電子郵件 

利用內容管理系統Drupal自帶之聯絡表單功能，於使用者檢視

個人資訊頁面時得選擇進行電子郵件之傳送，或利用全站聯

絡表單與網站管理員進行電子郵件溝通，以利進行後續橋接

事宜。 

(2) 站內簡訊 

新增一站內短訊互傳模組，以類似網路上討論區普遍存在之

個人私密簡訊的形式。讓使用者利用站方功能進行溝通，系

統並可利用簡訊內容統計並進行關鍵字分析，未來可適當利

用在關鍵字權重分析行為之上，以利使用者更正確的搜尋到

相關資料。 

(3) 狀態發佈 

以微網誌的形式提供站內使用者發佈個人狀態的功能，使用

者得以在此模組提供的功能之下發佈個人目前研究成果或業

界目前發展方向以及面臨問題。使用者於檢視使用者資訊時

可先由狀態發佈狀況得知產學雙方研究進度與差異。系統並

可利用狀態內容進行關鍵字分析，未來預期可提供使用者相

關領域學者或產界會員權重分析，以利使用者更快速查找到

合作對象。 

(4) 即時通訊 

利用非即時同步Javascript and XML（AJAX）技術建立一站內

即時通訊之平台，使用者可藉由此介面，了解站上目前線上

使用者狀態並進行一對一通訊。系統於其中可擷取使用者溝

通記錄並進行關鍵字分析，未來預期可提供站內橋接個案類

型之權重分析，了解目前產學橋接中常見之問題以及提供未

來改進方向之參考。 

 

目前已經完成的系統雛形，成果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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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商管產學橋接平台網站 (http://bibrdige.lib.nctu.edu.tw) 

 

1. 橋接機制建立： 

A. 藉由「問題搜索」、「資訊媒合」、「使用者關連」以及「站

方協助」四大部分達到橋接，並以流程化的概念完成產學合作

的目的。  

B. 以「語意搜尋」方式找到產學雙方所需的資料。  

C. 利用社群機制在站上進行互動或傳遞相關訊息。 

D. 提供專人線上諮詢服務並進行後續橋接媒合。 

2. 橋接機制說明： 

B. 會員註冊：會員依照產學屬性進行註冊並填入相關聯絡資料以

便雙方進行橋接 

 

圖五 會員註冊 

http://bibrdige.lib.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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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會員登入 

 

C. 資訊搜尋： 

I. 搜尋：使用者在搜尋框直接輸入問題語意進行搜尋 

II. 再定義搜尋： 

 結果傳回後可再利用左方作者、內容分類或搜尋框下

方之分類搜尋繼續進行分層 

 點選標題進入資料內容，利用關鍵字及作者連結繼續

搜尋相關著作。 

III. 會員配對：使用者點選會員帳號連結時可檢視會員基本資

料，並進行配對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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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語意搜尋說明 

 

 

圖八 文章檢視說明 

 

D. 配對橋接：檢視會員基本資料時，可查閱會員基本資訊，並依

照左下角的狀態選擇直接進行「線上即時對談」、「站內簡訊

傳遞」或「寄送資訊表單」至相關人員之信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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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站內簡訊傳送（一） 

 

 

圖十 站內簡訊傳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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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站內即時對談 

 

E. 聯繫合作：當雙方無法取得聯繫或需要站方協助時，得經由網

站聯絡表單由管理員進行協助。 

 

圖十二 站內聯絡表單 

 

(四) 後續工作規劃： 

至期末成果發表之前，本專案預計繼續完成以下工作。 

1. 案例分享模組建立 

建立案例分享模組及對應之資料庫欄位，使商管產學雙方使用者可

藉由文章發表功能進行橋接個案分享。 

2. 平台外觀與格局整理 

依照優使性(Usability)的提升為前提分析網站使用者行為，規劃平

台各項函數外觀以及區塊位置，使平台使用更具效率與親和力。 

3. 子計畫內容建置 

將子計畫之成果提取商管產學合作成果部分進行資料庫欄位分析

與建立，將子計畫內容匯入資料庫中，於期末成果展示時以平台功

能進行展示。 

4. 資料呈現方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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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管產學橋接計畫中之產業與問題類別為基礎，新增並修正平台

資料呈現方式，提供使用者資訊搜尋之外另一種資料查閱方式。 

5. 平台測詴與修改 

於建置以上功能函數之後進行平台測詴，並針對使用者意見進行修

改。 

(五) 成果未來拓展規劃 

本專案目的為一個平台雛型，未來將更深入以建立產學合作知識庫為

目的，將產學橋接過程中之各項步驟加以分析並建立對應的資料庫內

容，對產學使用者提供分析過後的結果。如下圖所示： 

 

圖十三 產學合作知識庫建置概念循環圖 

分項說明如下： 

1. 資料來源： 

(1) 個人發表 

專家學者或廠商企業代表在平台中進行個人研究資料或產業

研發成果之展示，配合學術界常有格式或系統設計欄位將資訊

填入。 

(2) 資料擷取 

由系統自動向各大電子資料庫擷取商管產學合作相關的資

料，如個案、研究資料、期刊報告、產業發展趨勢等等。 

(3) 搜尋行為 

使用者在進行搜尋行為時由系統自動記錄流程與關鍵字，增加

欄位進行儲存後，擴充日後關鍵字分析功能。 

(4) 社群溝通 

使用者在系統中利用社群功能進行溝通時由系統進行記錄，建

立欄位以儲存於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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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料儲存 

利用文章匯入等相關發表的功能，將既定機讀格式之書目資料

匯入系統中儲存。 

(6) 資料轉換 

使用者在橋接過程中所使用並進行交換之各項專利、研究等資

料之轉移記錄，方便了解現今產學合作中常出現之問題與解決

方式。 

(7) 資料讀取 

記錄使用者讀取系統內資料內容之行為歷程，對各類別文章進

行權重標記，分析並記錄問題解決相關模式。 

2. 管理與蒐集 

(1) 管理 

站方管理人員對各項資料內容依照系統給予之機制進行內容

管理與分類，將資訊依照使用者行為分析過後的結果做正確的

呈現。 

(2) 蒐集 

由管理人員或系統自動建立資料庫欄位，將系統設定中需蒐集

之資料進行分類資料庫內容建立。 

3. 資料形式定位 

由團隊成員或專家學者、業界成員進行資料形式定位，決定系統應

該提供之各項資料類型。如影音、文字等等。 

4. 描述資料（Metadata）欄位建立 

由團隊成員或專家學者、業界成員建立資料之描述欄位，依照問題

解決或橋接合作機制為導向發展並建立資料庫欄位。 

5. 資料填註 

(1) 描述資料加註 

依照資料來源與內容形式建立資料庫欄位之後，使用者發表行

為或者系統自動擷取過程中，將各資料之重要欄位分別依照數

行擷取進入資料庫中儲存。 

(2) 資訊內容建立 

資訊來源原本形式之保存與建立。 

 

未來若成立「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將可依照此規劃項目進行長期、永續

之經營，並將商管產學相關的資料、資訊以及經驗知識作系統化的組織與保存，

將對於未來商管產學相關研究與合作有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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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專案執行差異說明 

工作項目 預期成果 實際結果 差異說明 

資料搜尋與整理 
蒐尋並整理現階段業界學

界資料 

已將資料整理為資

料庫形式 
 

參考平台搜尋與分

析 
整理並分析現有類似平台 已進行整理分析  

進行專屬橋接平台

規格訂定 

根據欄位與溝通所需機制

訂定平台 
已完成設計  

平台實作 平台實作 平台實作中  

平台測詴 平台測詴 平台測詴中  

修正平台 平台修正 平台修正中  

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尚未執行  

 

(七)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之角色與功能闡述 

商管學者在本專案中以使用者角度出發，在進行發表、搜尋、溝通、

合作、分享之後與另一方進行良好的互動，達到知識分享的功能目的。

另外，對於資料建立的分類以及資料庫欄位定義也將協請商管學者進

行討論後實施。 

(八) 專案產學合作模式 

本專案並無產業界合作開發平台，目前已經完成系統的雛形，若以目前

平台的流程，未來產學合作的模式在平台上可以以下列之過程加以合

作： 

1. 產學使用者註冊並登錄個人資料： 

使用者可依照身分類別進行使用者註冊，並在個人資料上留下聯

絡方式供橋接資訊使用。 

2. 文章發表： 

產學界使用者藉由發表文獻或個案等相關研究資料與企業實例，

充實並增加產學橋接知識庫。 

3. 語意搜尋： 

使用者可直接在搜尋頁面上輸入問題語句進行搜尋，系統將於語

句中擷取重要詞彙進行全文關鍵字比對，列舉相關文獻文章。 

4. 分類搜尋： 

使用者在語意搜尋之後可再依照系統分類對搜尋結果進行再分

類，讓搜尋結果更加符合需求。 

5. 資料閱讀： 

使用者對資料進行閱讀，檢視是否符合問題需求。 

6. 使用者媒合： 

使用者可在資料閱讀頁面點選發表文章的作者帳號，進入對方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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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頁面查閱相關資料，接續進行溝通動作。 

7. 溝通橋接： 

利用系統社群功能，以站內短訊、即時聊天、電子郵件以及狀態

更新等方式進行橋接與溝通。 

8. 站方聯絡： 

若橋接過程中產生聯絡問題或相關內容不了解，可藉由電子郵件

方式與站方管理員進行聯絡。 

9. 案例分享： 

使用者可再利用發表文章的功能，將個案部分分享至資料庫，循

環運轉以充實知識庫內容。 

 

(九) 人力投入配置 

姓名 專案職稱 
已投入人月數 

(預定年度總人月) 
工作重點 

張嘉修 兼任助理 
10 

(14) 
資料蒐尋 

鄧乙敦 工讀 
2 

(2) 
計畫程式撰寫 

王仕祺 工讀 
4 

(6) 
資料蒐尋 

沈亮岑 工讀 
4 

(6) 
資料蒐尋 

林岱暘 工讀 
8 

(8) 
資料蒐尋 

魏國凱 工讀 
8 

(8) 
資料蒐尋 

楊逢新 工讀 
8 

(8) 
資料蒐尋 

林真如 臨時約聘人員 
10 

(10) 

1. 北區計畫聯繫窗口 

2. 報帳 

3. 協助計畫執行 

4. 其他行政事務處理 

吳東陽 臨時約聘人員 
5 

(7) 
計畫程式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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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經費動支表 

 

與原專案規劃差異說明： 

1. 人事費用較多，因需要蒐集資料與開發平台之技術人員人力。 

2. 因無訪談等行程，差旅費較少，僅報支參加政大團隊會議經費。 

3. 由於系統建置硬體需求，額外使用設備費用，然本專案無法核銷設備費用，

因此由本校管理學院支付此平台的硬體經費。 

4. 由於本專案亦負責協助北區各子計畫之協調與聯絡工作，自從期中審查會議

刪除兩項子計畫之後，追加兩個科技相關之橋接計畫，礙於時間關係，其

中一位博士班兼任助理協助「整合沼氣除硫發電技術與碳權交易之營運規

劃」專案執行之人事費用由本專案支應。 

 

三、 成果效益產出 

(一) 成果說明 

1. 建置商管產學橋接機制，提供學術界有意願將研究成果商品化的學者，

透過本平台，找到適合的合作廠商，實際測詴，執行其研究成果，並將

溝通協調與討論的結果等資料均記載在此平台中，供學界與產業界參

考。  

2. 分析產業界所遭遇之商管相關實務問題，讓業界負責人員，能夠透過此

平台，找到合適的研究成果資訊與學者對談，共同討論及解決的方案與

可能的合作事宜。 

3. 完成系統橋接平台溝通模式，包括資料傳遞，人員線上溝通，以及問題

討論等。讓各項產業與主題之「學術界」與「產業界」雙方能夠「有效

地」彼此解決對方的問題與需求。 

4.  未來平台實際執行，擴大面向，蒐集組織整理學術界與產業界相關資

料與資訊，有系統紀錄保存雙方合作的過程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建立永

續的「商管產學知識庫」，將有對於商管產學的橋接有極大的助益。 

 

 

 

H02  黃明居  預算 
 累計核銷 

(實際) 
 % 

 預計核銷總金額 

(含已進用助理之每月薪資) 

研究人力費 

主持人                  -              - -                        - - 

專任                  -              - -                        - - 

兼任        322,000    126,000 39%             185,000 57% 

臨時人力        140,000    200,160 143%             200,160 143% 

小計        462,000    326,160 71%             385,160 83% 

其他業務費        138,000     51,467 37%               51,467 37% 

小計        138,000     51,467 37%               51,467 37% 

總計        600,000    377,627 63%             436,62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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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擴散效益 

由於本專案第一年目標為研發建置平台的技術與系統架構，資料內容

資訊組織與橋接之溝通機制三方面。若之後能夠針對商管產學橋接所

需之資料庫內容、內容分析以及使用者行為等項進行深入分析並進行

相關作為。在中心成立之後可投入人力進行機制的實質研發與操作利

用，並實際進行管理與分類作業之下，相信本專案所建置之橋接平台

將可進行商品化的作業。在進行專家意見評估之後進行更適當的欄位

擬定等作業，將可實際運行在產學橋接作業之中。 

 

四、 檢討與建議 

(一) 專案執行困難之處與解決之道：分項說明如下。 

1. 產學雙方的資料透明化問題 

(1) 窒礙難行狀況： 

在資料蒐集過程中專案人員時常發現產學雙方均無法適當的

將資訊透明化，諸如學術方面的研究資料以及著作、產業方

面的研發成果等等均無法藉由較有效率的管道獲取相關資

訊。因此，在產界或學界部分便無法藉由了解較詳細的內容

而錯失合作的機會。 

(2) 建議解決方式： 

於平台上得建立資料加密機制，無法進行文章擷取等保護功

能。平台使用者在認證過後加入橋接機制，以認證會員方式

進行資訊獲取。未來中心成立預期可投入人力進行會員資料

審核與註冊相關事宜。 

2. 資料庫欄位的適切性問題 

(1) 窒礙難行狀況： 

由於本專案採用書目機讀格式進行資料庫欄位建立，於某些

資料（如子計畫內容）擷取時對於產學中間問題的解決方式

以及對策並未有效的節錄。使用者於查詢時將有可能查閱到

非重點內容。 

(2) 建議解決方式： 

由商管領域學者進行分析與整合。未來中心成立之後可藉由

計劃性的內容協請專家進行欄位定義，改善資料庫建立與執

行的成效。 

 

(二) 產學合作制度建議： 

無 

(三) 對於產學合作制度建議(對於本計畫的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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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行心得(例如:過程的甘苦、與廠商的互動分享等等) 

本專案由於在期中審查結果，被定位為「加分」的計畫，雖然沒有與廠

商合作，但還是積極建置完成系統的雛形與研發相關技術。希望未來研

究中心成立之後，以此為橋接的平台，真正發揮其效益，並為未來商管

產學各項資料、資訊以及產學合作過程中，產出的各項商管議題資料與

經驗知識，作有系統地保存與傳播。 

 

五、 附錄 

(一) 審查委員意見表以及專案修正方式 

(二) 專案相關之會議記錄(可以另檔提供) 

(三) 產出項目(例如:報告書、市場分析書等等) 

(四) 其他專案相關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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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主持人: 吳安妮

計畫編號: 98-2420-H-004-183- 學門領域: 管理學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9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吳安妮 計畫編號：98-2420-H-004-183- 
計畫名稱：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先導計畫-政治大學團隊 

量化 

成果項目 實際已達成

數（被接受

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
數(含實際已
達成數) 

本計畫實

際貢獻百
分比 

單位 

備 註 （ 質 化 說

明：如數個計畫
共同成果、成果
列 為 該 期 刊 之
封 面 故 事 ...
等）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22 22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2 2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53 5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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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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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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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 

 
期刊論文 0 0 100%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100%  
研討會論文 0 0 100% 

篇 
 

論文著作 

專書 0 0 100% 章/本  
申請中件數 0 0 100%  

專利 
已獲得件數 0 0 100% 

件 
 

件數 0 0 100% 件  
技術移轉 

權利金 0 0 100% 千元  
碩士生 0 0 100%  
博士生 0 0 10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100%  

國外 

參與計畫人力 
（外國籍） 

專任助理 0 0 100% 

人次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1.與天下遠見合辦兩場對外發表活動，推廣國內商管產學合作概念。 

2.與兩大國家型計畫商談合作事宜。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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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吾人認為短中期目標支援長期目標(詳情請見結案報告第七章，檢討與建議)，我們相信以

漸進方式設置商管產學橋接研究中心，利大於弊；一家企業成敗，關鍵在老闆，社群經營

之成敗，關鍵也在整合型計畫主持人，我們相信人是關鍵、主導成敗，未來商管產學橋接

中心經營之成敗，在於是否擁有一個專業團隊、一個創新的產學合作模式，以及能創造績

效、永續經營之健全獎懲制度，而「社群」經營之能耐，正是取得這一場商管產學橋接研

究中心營運資格賽的前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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