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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計畫摘要 

1.1 關於納智捷 

       納智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LUXGEN Electronics Corp. )，成立於 2009 年 9 

       月，為專業 固態照明設備設計製造公司，核心事業主要 LED 照明設計研發， 

       應用與行銷。公司創業資本為新台幣 4000000 萬元，其中研發團隊占 60%， 

       創投募資 40%。本公司設計之產品包括自行車用 LED 照明燈具、LED 手持 

     式看板、車用固態照明設備等等；主要應用於以消費性應用領域產業為主。 

 

 

1.2 創業的背景 

 

納智捷由一群極富創意與活力的年輕人，為了實現夢想而成立的公司；有感 

於全球環保節能的意識抬頭，在全球暖化的趨勢之下，節能減碳已經成為 

全球共同的行動，期使能為我們的地球真正盡一份心力，所以本公司主要 

的產品為固態照明相關產品，利用LED節能省電的特性，為環保節能而努 

力。 

 

再者，近年自行車已成全民運動，常可見一群群自行車愛好者利用晚上下班 

      時間，邀集同好組成夜騎隊，奔馳於鄉野山間享受著那份悠閒舒適的輕鬆感 

      覺；隨著高單價自行車的熱銷，其周邊商品的需求亦以日益增，而綜觀自行 

      車周邊商品當中，尤屬自行車夜間照明設備為需求明確的商品之一，應此也 

      促成了本團隊初期朝向自行車固態照明設備發展的方向。 

 

 

1.3 創新思想的形成 

 

跟據數為雜誌出版社經理人月刊於2009年所做的調查發現顯示，台灣中小企 

      業認為最重要的前三大競爭優勢分別是：供應鏈管理、創新思維和高素質 

      勞工。「世上唯一不變的事，就是改變本身。」面對商業環境不停歇的競 

      爭消長，企業經營者抱持的視野觀點、經商態度與習慣，都攸關著他們能 

      否順應時勢的變動，開創常青的基業。 

 

      此外李家同教授的文章亦對本團隊的創新思考給于激勵，李教授曾說:  

      Yamaha並沒有發明電子琴，但他們努力地將一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加以改良，在改良過程中所累積起來的經驗，成了公司的珍貴資產，使得 

      別的公司很難和它競爭。現在，要造出比Yamaha更好的電風琴，幾乎是 

      不可能。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在很多的科技大廠和研究機構，很多人一直在做改良 

      的工作，他們沒有見異思遷，每天都想做新的工作，這叫做「精益求精」；  

      反觀我國，我們 實在沒有這種「精益求精」的文化。我們的國家喜歡強 

      調新的科技，政府也會鼓勵大家去做那種時髦的研究，而毫不猶豫地放棄 

      了原來的研究。這叫做「新益求新」。因此本著精益求精的精神，本團隊  

      以創意加上精湛的技術基礎，期待能開創出一番嶄新事業。 

 

 

1.4 創業團隊成員背景 

 

      本團隊成員由一群懷抱著理想與抱負的青年，秉持著創新的精神與挑戰別 

      人超越自己的信念之下，創立了本公司，團隊成員皆在業界學習多年， 

      擁有消費性電子產品製造與研發，以及專案管理的相關專業知識，團隊成 

      員當中，並有實際固態照明研發經驗者，對相關專業技術與知識，知之甚 

      悉；且團隊成員彼此熟悉，默契甚佳，且對經營理念皆有一定的共識，對 

      於接下來的挑戰都能有榮辱與共，誓死達成任務的決心與信念。 

 

1.5 經營理念 

誠信與正直－公司的營運和員工的工作應以誠信為本。 

創新與改善－創新與改善是公司持續不懈，永保競爭力的信條。 

品質與服務－品質的提升、對於客戶的服務，是營運的準則。 

員工與股東－兼顧股東的權益和員工的福利。 

 

1.6 發展策略 

 

納智捷公司為專業的固態照明設備製造研發公司，主要產品研發方向有驅動    

       電路設計、外型機構設計。產品行銷策略為透過代理商機制，建立完善的銷 

       售通路，並且積極結合兩岸三地的技術人力，提供廣大客戶最好的產品應用 

       支援。 

 

 1.7 企業願景 

 

持續追求技術突破與創新，使用更進步的 LED 技術，提供高品質和最佳 

     成本的固態照明元件。機極進軍國際超越自己，以成為全球第一的 LED 

     固態照明設備大廠為目標。 

 

 



1.8 企業發展時程 

2009    

2009 年 09 月  納智捷科技公司於國立中央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成立  

2009 年 10 月  和國立中央大學資工系簽訂產學合作計畫  

2009 年 12 月  完成第一階段 LED 投射燈的原型電路設計  

2009 年 12 月  預期向創投募資新台幣 160 萬元  

2010   

2010 年 03 月  完成第二階段的電路設計與驗證 

2010 年 03 月  招募新進人員擴充研發團隊 

2010 年 07 月  完成第三階段的電路設計最佳化與生產計劃 

2010 年 08 月  尋找代工合作廠商 

2010 年 11 月  LED 雷射燈詴量產 

2010 年 12 月  LED 雷射燈正詴量產 

2011  

2011 年 02 月  公司搬至於新竹科學園區 

2011 年 02 月  辦理增資，預期實收資本額為新台幣一千二百萬元 

2011 年 03 月  研發車用固態照明設備模組 

2011 年 07 月  車用固態照明設備模組正詴量產 

  

 

 

 

 

 



2〃技術與產品介紹 

     

  2.1 產品介紹 

 

    有趣的自行車配件 -透過 LED 雷射燈在地上投射出一條自行車專用  

    道以及警告號誌，且能隨著行車狀態做不同的變化。  

    如下圖所示 : 

 

 

            

 

 

    近幾年台灣刮起了自行車風潮，不只週未大家會騎著腳踏車到處兜 

    風，就連平時的夜間也都會有許多人騎車出去夜遊。 

    有了這個裝置不僅可以讓後方行進間的車輛清楚的分辨出汽車與 

    騎乘自行車騎士之間的距離，確保騎車人的安全。 

    

 

 

 

 

 

 

 

 

 



2.2 相關技術介紹 

發光二極體 (Light-emitting diode, LED)是一種半導體元件。初時多用作為指示

燈、顯示板等；隨著白光發光二極管的出現，也被用作照明。它是 21 世紀的新

型光源，具有效率高、壽命長、不易破損等傳統光源無法與之比較的優點。加正

向電壓時，發光二極體能發出單色、不連續的光，這是電致發光效應的一種。改

變所採用的半導體材料的化學組成成分，可使發光二極體發出在近紫外線、可見

光或紅外線的光。三顆不同顏色的 LED 

 

              

 

發光二極體是一種特殊的二極體。和普通的二極體一樣，發光二極體由半導體晶

片組成，這些半導體材料會預先透過注入或攙雜等工藝以產生 p、n 架構。與其

它二極體一樣，發光二極體中電流可以輕易地從 p 極（陽極）流向 n 極（負極），

而相反方向則不能。兩種不同的載流子：空穴和電子在不同的電極電壓作用下從

電極流向 p、n 架構。當空穴和電子相遇而產生複合，電子會跌落到較低的能階，

同時以光子的模式釋放出能量。 

它所發出的光的波長（決定顏色），是由組成 p、n 架構的半導體物料的禁帶能

量決定。由於矽和鍺是間接带隙材料，在這些材料在常溫下電子與空穴的複合是

非輻射躍遷，此類躍遷沒有釋出光子，所以矽和鍺二極體不能發光。但在極低溫

的特定溫度下則會發光，必頇在特殊角度下才可發現，而該發光的亮度不明顯。

發光二極體所用的材料都是直接帶隙型的，這些禁帶能量對應著近紅外線、可見

光、或近紫外線波段的光能量。 

發展初期，採用砷化鎵(GaAs)的發光二極體只能發出紅外線或紅光。隨著材料

科學的進步，各種顏色的發光二極體，現今皆可製造。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5%B0%8E%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E4%B8%96%E7%B4%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8%87%B4%E7%99%BC%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6%8B%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6%8B%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6%8B%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5%B5%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7%A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5%AD%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9%9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5%B8%B6%E7%90%86%E8%AB%9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6%93%E6%8E%A5%E5%B8%A6%E9%9A%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B%B4%E6%8E%A5%E5%B8%B6%E9%9A%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6%8B%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6%8B%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8%A6%8B%E5%85%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4%AB%E5%A4%96%E7%B7%9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B7%E5%8C%96%E9%8E%B5


                     

  上圖為結合藍色、綠色，以及紅色 LED 等三者的頻譜特性曲線，三原色在 

  FWHM 頻譜中的頻寬約 24 奈米─27 奈米。 

 

其優點如下: 

 發光(能量轉換)效率高 - 也即較省電。比燈泡高，但與螢光燈相約。而且

隨著時間的推移, LED 的光效會越來越高。[2]  

 反應(開關)時間快 - 可以達到很高的閃爍頻率。  

 使用壽命長 - 在適當的散熱和應用環境下可達 35,000 ~ 50,000 小時，相

對螢光燈為 10,000 ~ 15,000 小時，白熾燈為 1,000 ~ 2,000 小時。  

 耐震盪等機械衝擊 - 由於是固態元件，沒有燈絲, 相對螢光燈、白熾燈

等能承受更大震盪。  

 體積小 - 其本身體積可以造得非常細小(小於 2mm)。  

 便於聚焦 - 因發光體積細小，易於而以透鏡等方式達致所需集散程度，

藉改變其封裝外形，方向性從大角度的散射以至集中於細角度都可以達

到。  

 多種顏色 - 能在不加濾光器下提供多種不同顏色，而且單色性強。  

 色域豐富 - 白色 LED 覆蓋色域較其他白色光源廣。 

 冷光束 - LED 光束本身不包含紅外或者紫外, 對注重保護被照對象的場

合, 如博物館展品的照明應用最適合。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C%E5%85%89%E4%BA%8C%E6%A5%B5%E7%AE%A1#_note-1


其缺點為: 

 散熱問題，如果散熱不佳會大幅縮短壽命。  

 除非購買高級產品、否則省電性還是低於螢光燈（冷陰極管，CCFL），

有些 LED 的省電性也低於省電燈泡。  

 初期成本較高。  

 因光源屬於方向性，燈具設計需考量光學特性。  

 即使是同一批次的單顆 LED 與 LED 之間也存在著光通量, 顏色和前向電

壓的差別, 一致性差。 

LED 作為白熾燈和螢光燈的替代品，被稱為固態照明(SSL)──多個白光 LED 組

合成一簇構成一個光源。近年 LED 的效率提升得很快：目前大功率白光平均光

輸出為 60~80 流明每瓦(lm/W)，2008 年底有望達到 120 lm/W。LED 的長壽命

讓固態照明非常有吸引力。機械上 SSL 也比白熾燈和螢光燈更堅固。目前固態

照明還未能實現家用，因為 LED 的效率仍然比新型的萤光灯(T5 管)略低，而且

比較昂貴很多(儘管成本正在下降)。閃光 LED 目前已經被廣泛應用了。 

白熾燈泡非常便宜，但效率也很低，家用鎢絲燈為 16 lm/W，鹵素燈大約為 22 

lm/W。螢光燈效率很高，50 到 100 lm/W (平均 60 lm/W)，但是燈管易碎，旧

式的萤光灯需要起輝器和鎮流器，因而有時會產生聽覺噪音，光度也有闪烁问

题。新式萤光管及節能燈(適用於標準燈座)裡面集成了电子鎮流器，比較堅固和

高效，目前是家用照明的最佳選擇。 

隨著技術的發展，SSL 的成本會不斷降低，並有望在 2020 年以前進入千家萬戶。

現下 LED 主要用於信號指示，而在 LED 這一領域具有明顯的優勢。在世界各地，

採用發光二極管發光的交通信號燈、汽車指示燈及道路狀況告示等已慢慢的變得

普遍。 

由於具有極好的單色性，在一些需要某種顏色的場合，發光二極管也比其他白色

的光源更有優勢。最近剛推出的一種“碧綠”色(藍綠色，約 500nm)，符合交通指

示燈和導航燈的規範要求。 

有些應用場合要求光源不能帶藍色成份，比如暗室的安全照明，存放一些感光化

學材料的實驗室的指示燈，以及一些必頇保持暗夜適應性（夜景模式）的場合，

諸如飛機尾部和橋樑的顯示和觀察。黃光發光二極管是滿足這種需求的最佳選

擇，因為人眼對黃光比其他顏色光敏感得多。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E%A2%E5%85%89%E7%87%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81%E9%9B%BB%E7%87%88%E6%B3%A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7%88%E5%85%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9%BD%E7%86%BE%E7%87%8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E%A2%E5%85%89%E7%87%8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BA%E6%85%8B%E7%85%A7%E6%98%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98%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3%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F%80%E8%83%BD%E7%87%88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9C%E6%99%AF%E6%A8%A1%E5%BC%8F&action=edit&redlink=1


2.3核心技術介紹 

高亮度驅動電路: 

 

驅動 LED 的主要目標是產生順向電流通過元件，這可藉由恆電壓源或恆電 

流源來達成。下圖是本公司的解決方案: 

 

 

 

直流照明系統中驅動 LED 的新方法: 

 

本公司設計了一種在直流照明系統中驅動 LED 的新方法，這種方法能提供 95%

的效率、更長的使用壽命以及更高的抗電氣和機械衝擊力，同時對採用 DC-DC

控制器的實際電路設計進行了計算和分析。 

 



電荷泵解決方案: 

電荷泵解決方案或稱為開關電容器解決方案，利用分離電容器將電源從輸入端傳

送至輸出端，整個過程不需使用任何電感，所以是受歡迎的解決方案。電荷泵電

源的體積很小，設計也很簡單，選擇元件時通常只需根據元件規格從中挑選適當

的電容器。電荷泵解決方案的主要缺點是它只能提供有限的輸出電壓範圍，絕大

多數電荷泵 IC 的轉換比率最多只能達到輸入電壓的兩倍，其電路板 layout 如下

所示: 

 

 

 

 
 

 

 

 

 



3〃團隊成員介紹 

本公司的團隊成員是由一群關心社會服務人群的熱血青年所組成，除此之外，團

隊成員們更是在各領域擁有豐富的經驗，例如製造與管理長才以及專精固態照明

技術等等。其中 Christian 以及 Michael 兩位長期於業界中從事相關的研發工

作，有這兩位固態照明專家的加入，必能為本公司的研發技術奠定深厚的基礎。 

詳細說明如下： 

 

Steven: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正崴科技集團 MFP ASIC dep. 

          天瀚科技公司製造部 

          中華民國粉彩協會創始會員 

          喜憨兒基金會義工 

           

Chery: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南亞科技公司 MIS dep. 

          南亞科技公司專案管理師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永久志工 

 

Christian: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台達電子公司汽車零組件事業群-固態照明團隊  

 

Michael: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  

          台達電子公司汽車零組件事業群-固態照明團隊  

 

 

 

 

 

 

 

 

 

 



4. 企業組織 

   本公司設有董事長室、前瞻技術室、業務部、財務部、人資部、研發部、品 

   保部、生管部、製造部。 

 

  4.1相關職責:  

   董事長室：設有董事長一人，董事長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重大經營事項的  

             主要決策人，決定公司的發展規劃、經營方針、年度計劃以及日 

             常經營工作中的重大事項。 

  

 前瞻技術室: 負責先進技術的研究分析，以及提供產業的相關技術訊息與市場 

             趨勢給董事長，以做為相關重大決策的參考情資。 

 

     研發部: 設有經理一人，成員若干，負責產品技術的開發與分析，以及相 

             關專利的提出與申請。 

 

     品保部: 負責管制產品品質，發現製程中不良率偏高，立刻通報停產，召 

             開會商討論並提出適當的解決方案。 

 

     生管部: 負責制定產品生產流程，以及生產管理，物料管控，成本管控等 

             等。 

 

     製造部: 負責本公司相關產品的量產製造、包裝與運送。 

 

     人資部: 負責人力資源規劃、人員招聘、員工培訓、績效管理、薪酬福利 

             管理、人事事務管理等相關工作。 

 

     財務部: 負責機關財務會計核算和日常支出的報銷工作，以及編報機關基 

             本支出、項目支出等財務收支預算、決算及各類財務會計報表。 

 

     業務部: 負責公司產品的行銷工作，以及市場分析與調查等相關工作。 

 

 

 

 

 

 

 



4.2企業組織架構圖: 

    

 

 

 

 

 

 

 

 

 

 

 

 

 

 

 

 

 

 

 

董事長室

製造部 生管部 品保部 人資部 財務部 業務部研發部

前瞻技術室



5〃市場預測 

5.1  市場概述 

 本產品主要定位為有趣的自行車周邊個性化配備，在休閒健身及環保

概念普的情況下，歐洲地區自行車的需求向來穩定，全歐洲的自行車保有量

約有 2 億台。歐盟自行車生產以德國、義大利、法國、荷蘭為主，生產的

自行車以供應內需為主，僅有義大利的自行車產業，是以出口為導向，年出

口量超過 150萬台，英國則是進口需求最大的國家，年進口量超過 300 萬

台。市場規模方面，前三名分別是德國、法國、英國，總計年銷售量約在

1500 萬量左右。2008 年自行車輸歐平均單價為 201.58美元，同創新高，但

北美市場無論是整車外銷數量與平均單價的增幅，均遠勝於歐洲，銷美占比

較高的巨大，整體業績受惠幅度最高。 

 

 縱觀上述之內容可知，北美與歐洲等地對於高單價自行車具有較高的

接受度，而高單價之自行車其主要係作為休閒用途，故對於新穎性及高附加

價值之產品相對接受度較高。現今高階自行車所搭載之車燈多半仍以傳統投

射之燈具，而此產品即為巔覆傳統產品，對於高階自行車族群具有相對較高

的吸引力，如在北美及歐洲等地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燈具應具有一定之市場。 

 

        本團隊即是因應上述之趨勢發展一使用綠色能源的自行車安全照明設 

    備，其照明結合方向指示、煞車燈，同時在行進時可向自行車兩側投射雷射 

    光，形成專屬的車道線，大幅提升自行車行駛安全。該產品除符合現行產業 

    趨勢外，更與現行市場車用照明產品做一明顯之區隔，提升產品之附加價 

    值。 

 

5.2  目標市場與計劃 

目前市場上尚無法本團隊相同性質之產品，類似之概念產品仍屬於雛型

概念，故本團隊預計以 1年為研發期，並於 2 年內完成成熟的應用。同時與

國內主要自行車廠商如巨大、美利達…等密切接洽，初期以搭載於高階自行

車產品為主要客群。此外，我們亦與歐美大廠保持聯繫，期望切入高階自行

車搭載應用市場。 

   

  5.3  機會與優勢  

 

       由於全球環保節能的意識抬頭，帶動 LED 產業崛起，跟據相關研究機構 

    的調查發現，台灣目前已經是全球第二大 LED生產國，各大廠商無不競相擴 

    廠大量生產，造成 LED的價格的下降，更趨於一般消費大眾能接受的低廉價 

    格，因此在未來，LED固態照明相關產品必能取代傳統的燈泡，成為未來的 



   主流，再上游原物料相對低廉的條件之下，LED相關產品的生產與開發就有 

   著相對的優勢，當然適時地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以及實用性、功能性的提升， 

   也成為市場上最重要的致勝關鍵條件。 

 

       再者台灣台灣的自行車產業發展 50 多年，從 1950年底開始，歷經裝配 

   生產、擴大輸出、產業轉型及升級、國際化四個階段，擁有完整的上、中、 

   下游體系。對於相關產品的上下游垂直整合有著相較於其他國家相對優勢的 

   有利條件，因此在此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之下，本團隊適時提出創新構 

   想，必能成功擴展商機，為投資者創造豐厚的利潤。 

 

 

 

 

 

6〃行銷策略 

  6.1  SWOT 分析 

未來本團隊的產品將以中國大陸市場為我們重要的市場，以下是 SWOT 分析。 

     

(1) 機會 

 人口眾多，市場廣大 

 收入增加，消費能力提高 

 中國大陸積極調整不利於外商投資的有關政策規定 

 

(2)威脅 

 匯率的風險 

 資本進出風險 

 經營成本不易控制的風險 

 大陸政策多變 

 財務管理風險 

 稅率優惠風險 

 市場環境改變的風險 

 行政管理的風險 

 過多的政府干預導致市場機制失靈 

 共產主義民主主義的差距 

 仿冒問題嚴重 

 大陸貪污嚴重 

 競爭者眾多 



(3)優勢 

 穩紮穩打，以鄉村包圍城市 

 靈活調整、落實無滯銷車政策 

 堅守品質、一縣一代理、免費送貨維修 

 台灣接單、兩岸生產的多元分工發展 

 結合傳統與高科技多元發展 

 內銷市場全面提供詴用 

 

(4)劣勢 

 為打下市場，一次設下太多據點，造成人員經費不足 

 資源不足 

 成本較高 

 

6.2 行銷管道 

產品主要行銷管道可分為三大主軸： 

第一種行銷管道：透過各大網路交易平台，設置網路拍賣網。 

第二種行銷管道：透過台灣各縣直轄市販賣自行車經銷商。 

第三種行銷管道：直接交貨給自行車製造大廠成為零組件供應商。 

本團隊初期階段以拓展台灣市場為優先，本團隊行銷方針一大原則就是堅

守品質，不生產次級產品，保障銷售商利潤，次階段則主推中國大陸市場， 

我們堅持三大保證即堅持一縣一代理，免費送貨上門，產品可退可調不需

理由。 

 

 

通路佈局 

模式 通路成員 地點 

零階通路模式 
分公司 省城 

直營店 省城 

一階通路模式 
百貨公司專櫃 大城市 

銷售店 縣城 

 

 

 

 

 

 

 

 



7〃製造計畫 

製造程序的規劃需與企業中各部門進行多方面的溝通，而需要根據不同企業的流

程、製造程序、管理制度及資訊系統等各方面的整合。 

 

7.1 產品製造程序 

零工生產：初期因應產量低且製造批量小，因此採用零工生產來做初期的生 

產製造，且製造地點設定在東部與南部，較為便宜的工廠，可以 

減少租金費用的支出。而營運地點設立為貼近上下游客戶之產業 

聚集，預定設在台北，以利業務方便的往來。而為了產學聯盟之 

研究發展，並於新竹科學園區設立辦事聯絡處以利專案之推廣與 

協調機制運作。 

 

批次生產：中期的時候採規律之週期性生產，以滿足顧客持續性的要求，可 

以把工廠轉移至大陸，減少人力的支出，降低成本。並派台幹來 

確保製造程序。 

 

另外物料搬運的設計在製造規劃中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其主要的目的在於 

將原物料帶入加工站，將外來的(外購的或外包的)帶入裝配站，及將半成品 

在裝配站眼進行傳遞。原物料可以從台灣來獲得，一方面，因為物料搬運即 

不具有加值的功能，因此必頇盡可能地消除不必要的物料搬運，以減少成本 

與人力的浪費。另一方面，也可以維持原物料的品質要求。為了決定產品的 

製造作業與流程的相關規劃，可將製造程序規劃的流程，以電腦強大的計算 

能力與龐大的記憶體，予以自動化。自動化可以帶來以下的優點 

 

a.規劃流程的合理化和標準化 

b.可與其他資訊系統整合 

c.減少產品開發的時程 

 

7.2 設備 

實驗室設備與規模將採自有資源投入，但相關檢測部分將與學校或工研院等

相關產學單位合作。製程部分，除自有投入的產能之外，其餘需求缺口將與

現有上下游廠商合作來補足。 

 

生產製造所需的廠房和設備的建置。設備的引進和安裝流程。生產線的設計

與產品組裝如何進行 

 

 



7.3 品質控制 

檢驗與測詴是可以確保產品品質的控管。檢驗的目的可以保證製造產品符合

制定的規格和設計。 

檢驗與測詴，雖是不具加值功能的作業，但是在製造計畫中安排檢驗與測詴，

卻有確保具加值功能的作業，不再浪費在不需要發生時機的功能，例如產品

的不良率等等。所以其目前是避免因為延遲品質問題發現所造成的成本浪費。 

 

在生產方面，想要生產力與效率提升，需要利用自動化的生產；而利用外包

作業可以降低生產成本，但要確保品質。 

結構成本分析如下: 

 

相關零組件 規格 售價(美元) 總體比例 

控制器 控制器 70 25.4% 

車架 一般常規 125 45.4% 

LED 車道式 LED 30 10.9% 

微型發電機 一般常規 50 18.3% 

總價格 / 275 100% 

 

 

7.4 製造流程 

    

Step1. 

 

 

 

 



Step2. 

 

 

Step3. 

 

 

 

 

 

 

 

 

 

 

 

 

 

 

 



8〃財務規劃 

 8.1財務規劃策略 

本團隊創業資金來源將從創業團隊自籌 60%，每人各自皆有不動產，每棟不

動產可向銀行貸款新台幣 500,000元，共可向銀行借貸新台幣 2,400,000 資金，

另外不足部份則向政府青年創業貸款 1,600,000，公司總共創業資本為新台幣

4,000,000作為本團隊創業資金來源，由於本團隊出資佔總創業資金的 60%，故

可減少投資大眾的疑慮。 

 

初期階段也就是現階段產品銷售價為新台幣 899元，在台販售 5000組電

燈，年營收約 4,495,000 新台幣。本團隊共四人每人薪資為新台幣 30,000元，

每月共 120,000元的人事費用(包含勞健保)。 

 

本團隊創業分為四大部門，分別為研發、製造、行銷，採購，部分生產可

發外包，減少機器設備成本的支出，未來每年則依據營收利潤來擴增人員與生產

機器。 

 

 

8.2財務損益預測表 

 

年份 營運前成本 2010 2011 2012 

營業收入總額  449.5 539.4 700 

人事費用 

營業費用 

研發費用 

利息支出 

 

營運成本合計 

 

 

 

 

 

400 

144 

200 

40 

8.8 

 

392.8 

148.32 

250 

55 

8.8 

 

462.12 

150 

280 

60 

8.8 

 

498.8 

淨利 400 56.7 77.28 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