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向來扮演我國經濟發展的關鍵角色，根據最新2010中小企業白皮書統計資料顯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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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善國內經營環境，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積極協助中小企業拓展商機、導入
智慧財產權多元化運用，提升企業創新能量，並針對中小企業之問題與需求提供輔導服務，擬訂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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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管理顧問創新服務手法，輔導中小企業提升經營管理能量，增進中小企業整體競爭力。
99年度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在各執行單位的努力之下，總投入經費為6,832萬元，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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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拓展商機、改善經營困境、發展新產品與技術，更協助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達到強化中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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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案例：台灣超微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37
管理顧問服務科技發展計畫 .......................................................................39
輔導案例：實耐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計畫.............................................................46
協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服務中心工作計畫...........................................49
中小企業國際行銷推廣輔導計畫 ................................................................53
輔導案例：康定股份有限公司 ....................................................................56
整廠輸出輔導計畫 ......................................................................................58
輔導案例：俥陣企業有限公司 ....................................................................62

經營體質的目標。
希望透過彙編本專刊，協助中小企業瞭解經營管理輔導體系資源，並透過輔導成果，提供國內
中小企業互相觀摩學習的參考，為國內經濟成長再添動能。

經營管理輔導體系

經濟部為促進中小企業健全發展，自民國81年起依中小企業經營需求之各領
域設立財務融通、經營管理、生產技術、研究發展、資訊管理、工業安全、污染
防治、市場行銷、互助合作、品質提升、創業育成等11項輔導體系，提供中小企
業各項輔導。

（一）促進中小企業健全發展，提供經營管理輔導。
（二）指導及協助中小企業提高經營效率，有效運用人力。
（三）提升中小企業未來產業競爭力。

符合行政院核定之「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

計畫緣起
（一）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創新營運分項計畫
（二）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管理運用分項計畫
（三）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暨輔導體系協調推動計畫

受到開放式創新風潮的影響，國內亦漸興起
開放式創新與研發的風氣，近年來中小企業研發
經費成長率逐漸高於大型企業，展現出中小企業

（四）中小企業新技術新產品商機媒合推動計畫

主積極研發的企圖心，許多大型企業也開始盤點

（五）管理顧問服務科技發展計畫

企業內部的專利，並搜尋外部的智慧財產資訊，

（六）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計畫

透過入股、併購或授權等方式，連結與運用中小

（七）協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企業智慧財產；因此，具備創新研發能力的中小

（八）中小企業國際行銷推廣輔導計畫

企業若能更強化企業的智慧財產策略與多元化運

（九）整廠輸出輔導計畫

用能量，透過健全的智財流通市場，將可使產業

99/6/29 智慧財產權研討會實況

在研發流程上呈現相互支援的良性循環。
估，由計畫專家輔導企業內相關智財組織，強化

中小企業處，電話：（02）2368-0816•分機：226

計畫目標

中小企業重視智慧財產權，進而縮短研發時程及

本計畫將協助具技術創新之中小企業，進

節省相關的研發投入成本，以期在智慧財產的整

行智慧財產經濟價值及多元化智財運用之輔導評

體價值鏈上，包括智財管理保護、智財引進/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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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20家中小企業在智慧財產權運用面之短
期診斷及提出建議解決方案，以為中小企業未
來研擬智財策略之參考。
2.規劃及設計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創新營運模式
(1)建立專利加值評估機制，協助10家企業進
行客製化智財專利分析。
(2)訂定中小企業智財保密契約範本，作為中小
企業智財委外之參考。
(3)建構智慧財產創新營運機制，連結政府資
智慧財產權運用面之短期診斷：99/7/14 車慧中專家
至冠德紅訪廠

源，媒合10家中小企業完成多元化運用輔
導。
3.建置中小企業智慧財產服務平台
(1)成立「中小企業智財諮詢中心」，提供企業

轉、流通運用等各階段，進行整合性的連結與評
估輔導服務。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本計畫藉由檢視國內中小企業智慧財產環境
面之不足，輔導技術創新型中小企業，建置智慧
財產權核心能力，創造技術與專利多元化運用之

即時性諮詢服務。
(2)建立智慧財產服務平台宣導網站，提供企業
相關資源及進行知識效益的傳遞與擴散。
(3)配合辦理3場次推廣說明會與1場次成果發
表會，編撰年度輔導個案分析及成果手冊，
以擴散經驗與成果之分享。
4.計畫相關執行與協調工作

(1)配合國科會科技計畫相關作業，協助本處中
程綱要計畫提報及相關工作支援
(2)辦理本計畫分項計畫1與分項計畫2相關整
合作業。

最大價值，以大幅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優勢，並扶

預期成果

植產業邁向創新驅動經濟發展。

1.辦理計畫說明會、成果發表會、智慧財產系列
座談會或研討會共4場次以上，參與總人數至

計畫項目

少300人次以上，以擴散智慧財產行銷之經驗

1.規劃專利策略輔導機制，優化中小企業智財自

分享。

我評析能力

2.建置中小企業智財競爭力評量方法1式，協助

(1)舉辦2場次智慧財產權系列座談會或研討

企業自我檢視智財面之營運缺口。

會，以強化中小企業對智慧財產權相關之知

3.建立專利加值評估機制，協助10家企業進行客

能。

製化智財專利分析。

(2)建置中小企業智財競爭力評量方法，以協助

4.訂定中小企業智財保密契約範本1式，作為中

企業自我檢視於智慧財產流通運用面之缺
口。

2

99/4/8 計畫說明會實況

小企業智財委外之參考。
智慧財產權專利分析：99/8/10亞電人員與周正宜顧
問團隊互動實況

媒合10家中小企業完成多元化運用輔導。
6.建立智慧財產服務平台宣導網站，透過產業訊
息、計畫活動訊息等功能，瀏覽人次至少2000
人次。
7.編撰年度個案輔導成果手冊200冊，以帶動經
驗與成果之分享。
8.建構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商業化運用策略與環
境，強化整體智財價值鏈之優勢，並為企業節
省研發先期投入成本1,000萬元以上。
9.建構智財創新營運模式，藉由多元化運用媒合
輔導帶動廠商後續投資金額及流通運用衍生收
入金額達3,000萬元以上。

計畫聯絡窗口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郭珈延

03-591-9362

5.建構智慧財產創新營運機制，連結政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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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舉辦智慧財產權系列座談會或研討
會

建置中小企業智財競爭力評量方法

提供中小企業在智慧財產權運用面
之短期診斷及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建立專利加值評估機制，協助企業
進行客製化智財專利分析

訂定中小企業智財保密契約範本

契約洽談注意事項之Ｑ＆Ａ手冊

建構智慧財產創新營運機制，媒合
中小企業完成多元化運用輔導

成立「中小企業智財諮詢中心」，
提供企業即時性諮詢服務

4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2場次

於5/26舉辦智慧財產權系列研討會1場次，計
有89人次參與。
於6/29舉辦智慧財產權系列研討會1場次，計
有130人次參與。
透過舉辦智慧財產權系列研討會以提升中小企
業智財基礎知能，降低智權侵權機率。

1式

已完成中小企業智財競爭力評量方法，並於
10/29完成測試並正式上線。該系統為國內首
創，中小企業可透過線上問卷診斷公司智財競
爭力現況，其結果可供本計畫規劃輔導資源參
考，亦可作為企業改進依據。

27家

許多中小企業面臨專利檢索閱讀、專利申請、
專利侵權分析等智權實務問題，卻礙於專業面
無法順利解決，計畫人員及顧問實地走訪27
家企業，協助廠商釐清智權問題並提供建議，
幫助廠商擬定智權問題之相關解決方案。

10家

1式

1本

13家

104件

99年度輔導10家企業學習專利分析技巧，透
過顧問親自指導可快速提升中小企業專利檢索
與分析能力，而企業也可加速產品開發時程並
減少研發成本。
中小企業普遍欠缺法律常識，較少有專責法務
人員提供專業建議，致使在研發合作洽談時使
營業秘密外洩。鑑此，提供中小企業基礎智財
保密契約範本，以期保障中小企業研發機密。
本書針對中小企業常見的一百個智權迷思，從
實務角度出發，提供中小企業最務實的策略建
議，降低智慧財產權侵權風險。中小企業可以
沒有專業的智權部門，但絕對不可以搞不清楚
這些問題!
本年度共計協助13家廠商進行評估技術可專
利性、迴避設計可能性及廠商間技術合作等多
元化輔導，幫助至少兩家廠商成功申請政府
計畫經費，後續評估協助廠商節省研發成本
1,860萬元、帶動投資金額7,060萬元及增加智
財流通運用衍生收入40,400萬元，點石成金，
以少許的人力投入，協助廠商創造極大的經濟
效益。
「中小企業智財諮詢中心」本年度共計協助
104家廠商給予智財問題解答，避免廠商因智
財方面的疑惑或疏失，導致企業經營的損失，
廠商諮詢問題主要以專利相關為大宗。

行業別：半導體設備、零組件
負責人：邱銘乾
員工人數：90人
電 話：(02)2268-9141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光罩盒、機台設備、晶舟盒、光
罩清洗機、強光燈等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家登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Gudeng

勇於創新，提升競爭力

Precision Industrial Co., Ltd.) 於1998年從小型的

家登精密憑藉多年來的研發經驗，因應大廠

CNC加工廠起家，至今雖然不是大型知名企業，

不同的客製化需求，並勇於追求創新，不斷追求

但在半導體設備供應市場上頗負盛名，其主力產

更高效能的產品設計，至今已取得百件世界多國

品為光罩傳載解決方案及晶圓傳載解決方案。其

專利，其豐富的研發實力，受到國內多項大獎的

產品應用橫跨半導體、LCD、LED、太陽能光電
等等領域，包括台積電、聯電等知名半導體大廠
皆採用之。家登歷經2008年金融海嘯，業績仍然
穩固上升，究竟家登如何突破傳統加工模式創造
競爭力?

傳統代工廠起家，穩定中立求轉型
家登精密總部設於臺北縣，由家登總經理邱
銘乾於1998年創立，初期專精於製造及設計專業
射出模具和高精密零件。2000年因緣際會之下，
與台積電有了接觸，開始投入黃光微製程研究，
直至現在，仍與台積電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近
年來更切入美國英特爾(Intel)大廠的供應鏈，家
登精密研發實力備受市場肯定！

客製化智財專利分析輔導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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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肯定，例如榮獲2006年第十三屆台灣中小企業創

局規畫。家登精密參與本次輔導前，即以主軸產

新研究獎、2007年第16屆國家磐石獎、2009年

品作為專利分析輔導標的，由智財顧問針對該主

經濟部第17屆產業科技獎等等。此外，家登精密

題與家登精密進行多次溝通，決定不同國家的專

於2007年與國際大廠日本大福(DAIFUKU)合作開

利檢索條件以進行專利分析。家登精密透過本次

發光罩傳載設備；於2008年進行18吋FOUP研發

輔導，讓工程師群實際參與專利分析過程，培養

計畫，為國內唯一參與國際18吋半導體設備製程

專利檢索、專利篩選、專利解讀等能量，將專利

研發的廠商，該項研發計畫並且通過2009年經濟

知能深植於公司內部，強化日後專利研發佈局能

部「主導性產品開發計劃」申請。

量，以其能精確掌握市場動脈，再者，家登亦將

中小企業智財計畫輔導，加速專利研發布局

行業別 ：能源技術研發服務
負責人 ：楊源生
員工人數：6人
電話：(06)253-3131-1533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燃料電池
發電模組、金屬氫化物儲氫罐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產品專利佈局現況逐一釐清，爭取更多國內外大
廠訂單。

為提升智財創新能量，家登精密於2010年
積極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中小企業智
慧財產價值計畫」之客製化智財專利分析輔導，

亞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電）

其應用的技術領域，目前全球共獲得128項專利

透過本次機會由智財顧問指導，完成特定專利布

於2000年3月成立，由一群燃料電池相關的科學

（截至2010年10月止）分佈在各國，並有50個

家與工程師組成核心團隊，公司總部位於台灣新

專利案正進行當中。

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自成立以來，亞電始終致

質子交換膜(PEM)燃料電池的先驅

力於更先進的質子交換膜(PEM)燃料電池技術開
發，全力專注推動燃料電池電動機車、輕型車及

目前亞電發展成熟的燃料電池系統功率範圍

其他燃料電池應用產品的商業化與整合，透過這
個目標的達成，希望降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減
少空氣汙染，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做出貢獻，更
重要的是－創造永續發展的環境，人類必須學會
與大自然和諧共處，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積極進行智慧財產權佈局
亞電致力於為全球客戶提供「全方位的燃料
電池解決方案」，透過垂直整合以確保獲得最佳
的燃料電池重要元件，利用亞電系統設計開發能
力，提供最先進的產品給下游產品應用平台。智
慧財產權的佈局始終是亞電第一優先，亞電的專
廠商分組討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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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涵蓋與質子交換膜(PEM)燃料電池相關系統和

2010/8/10智財顧問與亞電工程師討論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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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善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100W至12KW不等，網站裡有亞電為世界知

營策略的參考，加速公司研發的腳步，將研發創

名廠商開發的燃料電池系統產品，目前正與世界

造的果實與全民分享。

各大車廠一同參與日本JHFC的燃料電池示範運
行計畫，亞電的產品包括：質子交換膜燃料電池
組、燃料電池系統相關零組件、燃料電池系統應

行業別：生物科技業
負責人 ：許澄清 員工人數：34人
電話：(03)396-3466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1.食、藥用菇菌類之發酵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2.以基因工程技術及微生物量產平臺為基
礎，生產食品、農業、醫藥用途之特用酵
素及蛋白質及其相關技術服務
3.中草藥有效成份之醫學研究與開發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用、低壓金屬儲氫罐、充氫設備及燃料電池測試
機台…等，產品線全面且完整。為了證明亞電燃
料電池系統的先進與穩定，亞電專注於燃料電池
電動機車及其他相關輕型交通工具的開發與最佳
化，專注推動燃料電池電動機車、輕型車的商業
化與整合。

堅持善念的企業精神

智權顧問協助 培訓智財種子
亞電由於參與中小企業處主辦的智權研討
會而開始接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中小企
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之客製化智財專利分析輔
導，在未參與專利分析輔導前，亞電同仁已具備
專利檢索能力，但缺乏專利分析經驗；經計畫顧
問輔導後，已培訓了兩位智財種子人員，熟悉專
利檢索、篩選、判讀的技巧，也具有運用商用軟

亞電產品（氫氣儲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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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代的許嘉欽承接以生技發酵技術為核心的善

「工研酢」集團前輩許澄清先生的帶領之下，成

笙生技，在固有豐富的發酵生產經驗下，結合生

立了一間以「善由心生、以生萬物」為經營信念

技領域相關技術與人才，進行菇菌類發酵產品的

的善笙生物科技公司，然而為什麼不是取名為

生產銷售，及利用基因工程技術與微生物量產

「善生」？而是「善笙」呢？其含意在於「笙」

平台，生產農業、食品、工業及醫藥用特殊蛋白

字具有「竹」部首，就如同竹子有「節」一般，

質，產品應用範圍廣泛，以提供對人們更優質產

即有所為，有所不為；因此善笙公司始終堅持

品為企業經營目標。

用現代的生物科技來生產“對人類健康、環境永

奠基公司智財人力的素質，另一方面可持續產出
不同技術標的專利分析報告，提供公司研發及經

1998年12月，在國內知名釀造食品業巨擘

「善念」為企業經營原則，公司宗旨就是希望利

體產出專利地圖分析報告的能力，往後一方面可
亞電產品（輕型電動車輛）

激烈競爭的環境中存活。有鑑於此，身為工研酢

續經營有幫助的產品”。

提供蛋白質量產代工服務

期許成為生

技業中的台機電
善笙發現一個澱粉吸附蛋白與澱粉具有強而

轉型＆創新 承先啟後 開創企業新契機

專一的吸附能力，利用此特性，於目標蛋白質接

隨著產業生命週期的變化，以及原物料成

上一段澱粉吸附蛋白片段，於發酵後在發酵液中

本的上漲，國內傳統製造業者面臨著巨大的挑

加入澱粉即能吸附回收純化目標蛋白質，亦即加

戰，即便是生產像工研酢那麼耳熟能詳產品的大

入澱粉就可以純化蛋白質的技術，此舉可大幅簡

安工研，也同樣面臨嚴峻的變革壓力。過去台灣

化蛋白質純化流程、降低蛋白質回收成本，進而

傳統企業所採取的低成本策略已無法應付現在的

提高產品競爭力（備註：蛋白質純化總成本包括

環境，唯有透過創新、提升產品附加價值才能在

發酵成本＋純化成本，其中純化成本通常佔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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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約9成比例），此一快速而高純度回收系統為國
內首創，有助國內生技發酵產業發展。善笙目前
已經利用高效率重組蛋白質表現與純化技術平台
(High Efﬁciency Recombinant Protein Expression
and Puriﬁcation System, HERPEPSTM) 成功量產
植酸酶 (Phytase) 等工業用酵素，更可提供廠商
「蛋白質量產代工服務」，善笙並以成為生技產
業中的台積電為期許。

厚實研發實力＋自主專利分析能力提升 =
如虎添翼
善笙擁有豐富的研發能量，為國內生技類創
新獎項的常客，例如2005年同時得到「國家新創

善笙生物科技公司外觀

獎」、台北生技獎中「研發創新」優等獎、2006
年同時獲得台北生技獎中「技術商品化」及「產
學合作」銀獎及SNQ 國家品質標章獎等。但是

高，因此希望能透過教育訓練培養內部人員學習

公司內部並無專利分析相關人員，加上公司在多

專利與前案分析，以應付未來研發需求。99年藉

項產品研發上仰賴專利分析與檢索比重愈來愈

由葛介正顧問的介紹，得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正

透過計畫說明會、成果發表會、及臨廠短期

知識密集等方向，競爭行為亦由有形轉換為無形

診斷提升國內中小企業對智慧財產權的認知及重

推動「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創新營

資產競爭，並發展出以研發創新與行銷為導向之

視。

運分項計畫」，計畫內容有提供專利分析人員的

企業經營模式。因此，中小企業當務之急應以創

訓練服務，因此便接受了該計畫專利分析訓練活

造知識與智慧資本作為核心之競爭目標，故「創

動。藉由課堂講授以及顧問一對一的指導，善笙

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管理運用分項」

已經完全掌握了專利檢索與專利分析的精髓，過

因應而生，本計畫案即協助中小企業將智慧財產

程中除了培育專利分析種籽人員之外，更有效提

權管理模式內化成制度、作業程序，以建構築成

力，再加上專利分析的技巧，必可大大增強公司

10

以提升智慧財產管理能力及企業形象。

台灣經濟發展已走向創意密集、技術密集、

升自主分析能量。相信以善笙如此優異的研發能

善笙人員接受專利分析訓練情況

計畫緣起

不易被抄襲的能力。

計畫目標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透過專利權的取得、保護、維護、運用及智
慧財產管理制度的建立改變中小企業經營體質，
以縮短研發時間降低研發成本，達到提升中小企
業技術能力之經營目標。

計畫項目

自主研發與智財管理能力，也相信在善笙優良的

協助中小企業建立符合其企業文化、產品特

1.建立中小企業產學專利授權合作機制，協助大

經營理念之下，必可創造出更多有益社會大眾的

性的「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幫助其通過經濟部

學研發成果移轉至產業界運用，以擴散研發

產品。

工業局「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驗證，

成果及資源，與大專院校建立專利授權平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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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2.媒合中小企業取得大專院校之專利授權，並進
行專利加值、侵權分析、迴避設計等輔導。
3.提供中小企業在智慧財產管理方面之短期診斷
及提出建議解決方案。

計畫成果

份有限公司、諾邦科技（股）公司、生寶
生物科技（股）公司、影響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二)、辦理「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說
明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辦）3場次。

4.依據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輔導中小企

(三)、臨廠短期診斷：99年完成50家廠商臨廠短

業導入智慧財產管理制度，並按其意願協助通

期診斷服務，提供智慧財產權問題諮詢及

過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驗證。

初步解決方案，並撰寫臨廠短期診斷報告

5.受輔導廠商之後續追蹤輔導及需求轉介。
6.配合辦理廣宣、說明會及成果發表會。
7.編撰智慧財產實務運用手冊。

中部：億康生物科技（股）公司、先樂音響有限
公司。

一份。
(四)、依據「台灣智慧財產管理規範(TIPS)」之
要求，協助企業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
99年輔導10家廠商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

預期成果

高雄場計畫說明會

度，包括：

南部：殷聖工程有限公司、上緯企業（股）公
司、貫閎開發生技（股）公司。

計畫聯絡窗口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薛寅莊 課長

03-328-0026 分機193

徐正宇

03-328-0026 分機616

(五)、後續追蹤輔導及需求轉介：99年完成3家
曾受輔導廠商後續追蹤輔導及需求轉介服

(一)、與1所大專院校完成產學專利授權合作備

北部：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公司、鴻基生醫

務，包括：詠麗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忘錄簽訂，媒合5家中小企業參與技轉說

科技有限公司、領航數位國際（股）公

斌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清展科技股份有

明會，並協商取得大專院校之專利權，包

司、生寶生物科技（股）公司、諾邦科技

限公司。

括：鴻基生醫科技有限公司、映興電子股

（股）公司。

(六)、編撰99年度「智慧財產管理權實務運用
Q&A手冊」計1000冊，內容包括計畫緣
起、近年法院智慧財產判決案例、協助中
小企業建立「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輔導
服務成果等，提供給中小企業免費索取作
為參考。
(七)、舉辦「99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
聯合成果發表會」（與中國青年創業協會
總會、中國生產力中心、中華民國管理科
學學會、中華整廠發展協會、工業技術研
究院合辦、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中華
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合辦）：完成1場

台中場計畫說明會

12

台北場計畫說明會

次。

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設置中小企業輔導體系成果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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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1.與大專院校建立合作平
台機制

執行數

單位

1家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加強中小企業與學術單位的產學合作機會，與大專院校合作建置
「中小企業IP產學合作平台機制」，進行商業化評估後，透過技轉
或授權說明會授權給需要之中小企業運用在產品上，協助中小企業
解決研發時程過長、研發經費不足等問題。

2.媒合中小企業取得大專
院校之專利權

5家

透過與大專院校合作機制，媒合中小企業取得專利授權，再透過技
轉或授權說明會給需要之企業主，其授權金全免，但當事者雙方之
權利義務另簽訂合約約定，以保障雙方權益，避免日後糾紛。

3.辦理「創新中小企業智
慧財產價值計畫說明
會」

3場次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執行單位於4月份以合辦方
式舉辦3場次「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說明會」。藉此說
明電檢中心推動「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專案的方式。

4.臨廠短期診斷

50家

經由說明會舉辦後，廠商即可向執行單位提出免費的短期診斷服
務，並提供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之廠商智權諮詢服務，執行
單位選派智財權顧問師臨廠瞭解企業目前所遭遇的問題，對其問題
及建議均撰寫在短期診斷報告，影本提供給業者改善。

行業別 ：服務業
負責人：彭文正
員工人數：30人
電話：(02)6600-5558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天氣資訊提供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天機等於商機
您是否也曾有這樣的經驗，計畫以久的旅遊
假期、終身大事與蜜月旅行，或企業出貨的排程
規劃，因天候不佳或天災，而興致大減、敗興而
歸或造成不可預期的損失。

5.協助中小企業導入智慧
財產權管理系統(TIPS)

10家

經由說明會的舉辦、短期診斷後遴選中小企業進行為期約6個月的
長期輔導，協助中小企業訂制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及提升研發創新能
力、建立應用「專利」、「商標」、「著作」、「營業秘密」創造
經濟價值。

2008年因反聖嬰加上大氣環流異常，造成
中國超過二十天以上的雪災，直接損失超過千億
人民幣。在這場預料但遠超乎預期的雪災中，不

6.後續追蹤輔導及需求轉
介

7.編印「智慧財產管理權
實務運用Q&A手冊」

8.舉 辦 「 9 9 年 度 經 濟 部
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聯
合成果發表會」

14

3家

1000冊

1場次

歷年來輔導廠商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度」已有六十餘家，為使其
效果擴散、深耕，後續必須做追蹤廠商、瞭解廠商缺失需求後，再
進行深度輔導。

手冊主要內容大致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簡介本計畫內容及
工作項目；第二部分為彙整近年著名的智權新聞事件及法院對智慧
財產相關判決；第三部分則為協助中小企業建立「智慧財產管理制
度」輔導服務的成果。本手冊彙整編撰分享給其他未參與輔導之中
小企業做為參考，以利智慧財產權資源共享共用，將專案效益發揮
至極大化。

執行單位輔導10家示範性輔導廠商中擇優1家廠商舉辦智慧財產權
輔導後成果發表會，由受輔導廠商親自說明，經過6個月的長期輔
導後，智慧財產管理制度於公司內部運作情形、輔導前後的差異及
智權對公司之幫助，期藉由舉辦智慧財產權後成果發表會，做為其
它業者效法借鏡的對象。

不斷要求創新研發且更重視產品資訊品質，讓客
戶能掌握天機，創造商機。

僅靠天吃飯的農業，對於鐵公路及航空運輸都造
成相當大的影響，就連不是靠天吃飯的電子業、
製造業等也相繼造成影響，由於雪災延遲出貨，

風起雲湧
因為是首家民間氣象公司，所以無法預期市

造成營收受到波及下跌一成。近年來天氣加劇異

場的接受度以及產品不夠多元化，前述種種因素

常，天氣變化不僅是日常生活的資訊，更應該是

造成業務推展上受到阻礙，為創造產品的附加價

企業經營的風險控管因素之一。

值，提升消費者的辨識度，天氣風險管理開發股

彭文正博士看到了天氣資訊的無限商機，於

份有限公司參加由電子檢驗中心與經濟部中小企

92年成立首家民間氣象公司－天氣風險管理開發

業處合辦的「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

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以天氣資訊提供為主，歷經

說明會，經由電子檢驗中心臨廠短診評估後，成

七年來公司在彭總經理及各部門主管之領導下，

為示範性輔導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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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行業別 ：生醫產業
負責人：章修綱
員工人數：120人
電話：(02)2741-5468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臍帶血、臍帶幹細胞儲存服務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雨過天晴
經過電子檢驗中心六個月密集且完整的輔
導，協助天氣風險管理開發完成專利知識庫建
置，使研發單位有效運用專利檢索資料與分析，
在99年度已向智慧財產局提出申請發明專利2
件、商標1件，在智權教育訓練課程方面已經培
訓超過160小時，亦培訓5位內部智權稽核人員。
其中兩項發明專利預估未來可創造出經濟效益約
1600萬元。此外，協助與98年度輔導廠商斌視
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異業結盟，預估未來可創造出

（大愛新聞 氣象主播）彭啟明總經理介紹斌
視企業 太陽眼鏡製造過程－使用太空科技複
合材質(CO-Polycarbonate)製造。

經濟效益有1500萬元以上。
有此卓著成績，彭總經理感謝經濟部中小

許個重生的機會

企業處提供「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

生寶生物科技成立於民國90年，主要的工作

生寶除臍帶血貯存與幹細胞研發，並積極研

此一平台，及電子檢驗中心如此密集且完整的輔

是為新生兒收集與保存臍帶血，經營團隊背景為

發蛋白疫苗產品，以作為治療子宮頸癌之藥物，

台灣G.M.P第五大藥廠-瑞安大藥廠。生寶生物科

目前尚處於前期開發階段，藥物開發過程漫長艱

技公司資本額為一億八千萬元，在榮總生技園區

辛，尚難評估其市場效益，但以全球每年高達40

設置自有專業實驗室，擁有全國最專業保存冷凍

萬以上之病患，只要開發成功不但享有極大的市

技術與安全完備的設施。

場，更能造福廣大病患。後續規劃標的亦是瞄準

導，使其有效掌握智慧財產之運用，提升企業競
爭優勢及產品在市場上之競爭力。

生寶秉持縝密、專業的處理流程，公司行政
作業通過ISO9001認證；在實驗室方面，則通過
ISO17025及ISO15189的雙重認證，並於2002
年年初，獲得「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入圍；更
於2003年榮獲「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這些肯
定，在在證明生寶重視品質及嚴謹專業的態度。

（大愛新聞 氣象主播）彭啟明總經理介紹國內目前太陽眼鏡趨勢及親自
拜訪－斌視企業王錦和董事長。

16

新的方向

目前缺乏有效藥物治療且市場廣大的疾病。生寶
於99年度參加由電子檢驗中心與工研院合辦的
「創新中小企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說明會，經
由電子檢驗中心臨廠短診評估後，成為示範性輔
導廠商。

開創新局

生寶建立符合臍帶血處理標準之技術平台，

經電子檢驗中心六個月密集完整的輔

採用與紐約捐血中心技術同步的臍血儲存設備。

導，在該公司各部門主管帶領下只要落實執行

生寶的每一項作業流程均符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

「智慧財產管理制度」，藉由已完成建立之專利

之「臍帶血收集及處理作業規範」。

知識庫，以及研發單位有效運用，其效益會逐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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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航數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顯示出來，99年已經完成1件創新構想提案，並

訓練課程已經超過120小時。

預計於99年底提出1件發明專利申請，且已完成

章董事長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新中小企

「子宮頸癌治療疫苗」專利地圖分析1件，及其

業智慧財產價值計畫」所達成之效益給予高度肯

製程技術之標準作業程序(SOP) 1件。此外，本

定，並指示集團內的子公司於今年度與明年度接

計畫之系統導入期間，智慧財產權管理相關教育

要參與計畫導入「智慧財產管理規範」。

行業別：製造業
負責人 ：賴銀樑
員工人數：57人
電話：(02)22676317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運動模擬器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你玩了嗎？
領航數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2年
4月，宗旨為致力3D VR與運動模擬技術的開發
與整合，以應用於科技休閒與遊戲產業為首要目
標。

所首見，將為本國遊戲產業開拓新的一頁。

大廠夾擊
該公司係國內極少數致力於運動模擬技術、
3D VR技術與系統整合技術、並建立具體成果之
專業廠商。目前市場上有關結合運動模擬之虛擬

公司主要核心人員皆具有深厚的相關產業或
學術背景，分別兼納電機、資訊、機械、控制、
工設與美術專才，為國內極為難得的專業團隊組
合；相關人員具體投入此一應用領域已超過三年
之久，故能建立高度的技術自主性與專業核心，
為商業化發展奠定極佳的基礎與國際競爭優勢。
同時，本公司亦於近年順利切入軍事訓練模擬市
場，其成果頗獲客戶好評，相關應用發展空間不
可限量。

實境系統技術仍多侷限於國防、航太之應用，部
分較淺顯的民生娛樂應用技術則為美、日大廠壟
斷（例如微軟、任天堂、索尼等）。面對國際高
度競爭，該公司產品與技術有如下之優勢：完整
的運動平台機構開發技術、即時運動控制與互動
模擬技術、3D VR圖控技術、以迄系統整合，不
僅是國內產業首見，在國際間更具有堅強的競爭
實力，足以為我國中小企業產業升級之具體象
徵。尤其係因國人團隊在國內紮根發展的成果，

此外，著眼於未來遊戲內容產業發展之熱
故更能因應市場需求，具備發展彈性大、可做多
潮，2002年10月，公司進一步與國內遊戲內容
元產業應用與高度客製化等優勢。
專業單位建立策略合作關係，確立了3D引擎與場
產品:臍帶血貯存

18

景企劃、製作之一貫作業能力，此一組合為國內

突破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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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在系統建置階段，前後相繼投入25名
研發工程人員參與。計畫全程在專業顧問輔導之
下，將公司的產品與技術開發體系重新檢視，把
過去零碎紛亂的開發作業程序(SOP)、行政作業
程序(SOP)等系統文件經過輔導過程中運用P-DC-A管理與改善，要求各部門主管負責所屬落實
實施，逐一歸納與修正，建立完整規範與作業流
程，適用的單位擴及研發部、生產部、業務部與
財管部等。
此外，亦培養研發部工程師進行專利說明
書閱讀與撰寫訓練、及初階專利知識庫之建立，
以加強公司專利技術建構之自主性。在權責部門
主管與同仁推動之下，相關效益已逐漸顯現。首
先，今年已經完成發明專利2件、商標1件已向智
慧財產局提出申請；智慧財產權管理相關教育訓

計畫緣起

練課程已經超過168小時；研發日誌紀錄簿規範
已正式頒佈施行；產品或專案計畫之推動將悉依

近年來，國內外環境變遷，在經濟自由化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於提供中小企業全面性的

趨勢與產業國際化潮流下，隨著全球化而走入競

經營管理諮詢服務，並針對個別企業之問題與需

產品 ：3D模擬器（一）

產品技術開發流程落實執行。

計畫目標

爭激烈的微利時代，我國經濟主力-中小企業在

具體經濟效益方面，兩項發明專利則將逐年

此劇變的經營環境中，為獲致永續經營之長遠目

創造新台幣9,000萬元以上之產值。

標，除積極拓展市場需求以及努力塑造成高附加
價值產出之企業外，更需建立符合企業本身的經
營管理制度並加以改善及落實。
然而，長期以來中小企業受到廠商規模偏
小、先天條件較為不足等不利因素限制，在成長
發展過程中，通常必須透過外部成長模式，藉以
解決其不易利用內部成長模式所存在之問題。是
故，如何結合相關單位輔導資源，以做為協助中
產品：3D模擬器（二）

20

小企業經營之政策工具，則顯得格外重要。

99/07/26 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聯合成果發表會
暨績優中小企業輔導及服務人員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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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提供短期診斷輔導以及個廠輔導，擬訂適切經

協調及聯繫工作，並針對各輔導單位輔導成效

7.寄發至少200份問卷，經由問卷調查瞭解受輔

營策略與管理制度，以強化經營績效，健全企業

及廠商意見調查，建立績效評估機制，以期提

導廠商之滿意度情形，同時實地訪視專案計畫

供更便利、普及與專業之輔導服務。

執行單位及受輔導廠商

體質，提升中小企業競爭力；並整合經營管理輔
導體系資源及功能，以辦理經管體系之工作推廣

輔導成效優缺點，以提供中小企業處於未來研

與協調業務，配合辦理相關廣宣以及成果展示活

計畫項目

動，期能重塑中小企業競爭優勢。

1.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短期診斷120案

本計畫之主要部份
1.協助中小企業健全體質與提升競爭能力，並針

99/07/26成果發表會現場

2.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行銷個廠輔導15案
3.設置專線電話提供協調聯繫服務及中小企業輔
導諮詢

9.彙整輔導工作月報
10.辦理經管工作檢討會議

4.彙編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簡介1000份

11.輔導成效廠商問卷調查

生產、銷售、研發、資訊應用、人力資源等各

5.彙編上（98）年度輔導成果專刊500冊

12.經管體系輔導計畫受輔導廠商期末訪視

項管理，給予適切的協助與輔導。

6.辦理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聯合成果發表會1場次

藉由推廣宣導、提供諮詢服務、協調聯繫各計
畫執行單位、控管追蹤各輔導計畫，以有效掌
握各項計畫之執行情形及進度，以利進行體系

7.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入口網站更新維護及提供線
上輔導申請
8.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網站更新維護及輔
導申請

擬經營管理輔導體系之工作方向與目標時之參
考。

對企業策略規劃、組織設計、流程改造，以及

2.在經營管理輔導體系中扮演協調溝通的角色，

活動至少3次，瞭解

計畫聯絡窗口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朱振揚 經理

02-33431191

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莊仁閔 主任

02-23328558#323

預期成果
1.短期診斷至少120家，針對企業所面臨之問
題，提供解決方案，並撰寫短期診斷報告，供
廠商進行改善，視需要有效轉介相關輔導體
系，發揮各輔導體系整合功能。
2.個廠輔導至少15案，協助企業審視內外在環境
變化，擬訂適切的經營策略，並協助推動或加
強企業對市場定位的觀念及經營管理知識與技
巧，以提昇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
3.更新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入口網站及中小企業經
營管理輔導體系網站，並持續廣宣政府最新輔
導措施及活動訊息。

99/10/29趙義隆委員及洪鉛財委員訪視台
灣真空鍍膜股份有限公司

4.編印經營管理輔導成果專刊500本，中小企業
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簡介1,000份。
5.設立專線電話，提供中小企業諮詢經營管理及
中小企業輔導體系相關問題，或轉介至政府相
關單位接受輔導，並持續更新中小企業經營管
理輔導體系網站功能，提供中小企業輔導申請
等更便利之服務。
6.辦理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聯合成果發表會，擴散
99/07/26成果展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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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效益。

99/11/3余尚武委員及洪鉛財委員訪視天氣風險
管理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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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短期診斷
輔導

134家

針對企業問題提供即時行性診斷輔導，主要協助公司及產品擬訂
經營策略、輔導人力資源問題以及行銷問題提供改進方向，並針
對有長期輔導需求之廠商，遴選15家執行一般性個廠輔導。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行銷個
廠輔導

15家

99年度輔導15家企業改善企業體質，提升競爭力，營業額共增
加3 億元，製程不良率平均降低20%、作業效率平均提昇25%、
管理流程與表單簡化10%、客訴事件平均每月減少35%。

設置專線電話提供協調聯繫
服務及中小企業輔導諮詢

1個

設置專線0800-082-822，提供中小企業包含諮詢、後續追蹤
（電話關懷）等共492次，輔導案件轉介共66案。

彙編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簡介

1,000份

編印99年度經營管理輔導體系簡介，並寄送相關單位及各縣市中
小企業服務中心，以利中小企業提出輔導申請。

彙編上(98)年度輔導成果專
刊

500本

編印經營管理輔導體系輔導成果專刊，並寄送相關單位及各縣市
中小企業服務中心，以供中小企業參考。

辦理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聯合
成果發表會

中小企業輔導體系入口網站
更新維護及提供線上輔導申
請

1場次

於7/26假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辦理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聯合成果發表
會，分別由11項輔導體系及受輔導廠商發表輔導成果以及38個攤
位進行成果展示，並提供中小企業現場諮詢服務此次聯合成果發
表會包含中小企業及各單位代表共計600餘人參與。

1式

網站定期維護，提供11項中小企業輔導體系輔導申請及計畫內容
介紹並隨時更新輔導體系主協辦單位各項活動或輔導申請訊息。

1式

網站定期維護，並提供經管體系各項輔導申請及計畫內容介紹，
隨時更新經管體系各項資訊與活動訊息。

彙整輔導工作月報

10次

每月定期彙整經營管理輔導工作月報，以利中小企業處
管考作業。

辦理經管工作檢討會議

2次

於7/29及12/10分別辦理計畫期中及期末工作協調會，確實掌握
經管體系各計畫之執行進度及計畫執行檢討。

200份

自10月份起，陸續寄發問卷予受輔導廠商，調查本年度受輔導滿
意情形，提供輔導單位之考核依據及未來改進方向建議。

3次

於10/27~11/3間分別安排受輔導廠商訪視，除提供受輔導廠商各
項建議外，並依據訪視結果，作為輔導單位未來輔導計畫執行建
議。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
網站更新維護及輔導申請

行業別：食品業
負責人：楊家珍
員工人數：75人
電話：(02)2680-0104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米漢堡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米漢堡讓米飯更平易近人

熱兩分鐘即食的速食方便性，讓忙碌的現代人可

喜生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楊家珍董事長

以輕鬆享受美食，是以，美味更勝現做的喜生米

有感西方速食漢堡文化盛行於世界各地，而漢堡

漢堡在超市、大賣場及百貨公司的冷凍食品類皆

給予一般大眾印象為麵包，他希望能以米飯改變

創下銷售佳績！楊董事長認為不被看見的地方更

一般大眾對漢堡的印象，提供如速食漢堡一樣的

要堅持，從堅持選用台灣道地好米、手工挑掉九

快速、方便、安全，且能合乎健康衛生，配合速

層塔梗，到餡料絕不過夜，喜生始終認為不被看

食漢堡的潮流，把米食文化速食化。故號召一群
希望對米食文化之推廣作出些許貢獻的人，於千
禧年時設立喜生公司，專心致力於經營米漢堡產

輔導成效廠商問卷調查

品，至今已研發出十數種口味的米漢堡，不僅大
賣場、百貨公司及超市等實體通路均有販售，在
奇摩拍賣、PCHOME及愛合購等虛擬通路亦創
下團購美食排行榜數一數二的好成績！

堅持高品質要造就做最好的
經管體系輔導計畫受輔導廠
商期末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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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廣米食文化的理念下，喜生默默耕耘米
漢堡市場，以東方人最熟悉的米飯為底，微波加

喜生米漢堡之團購美食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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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竿見影業績突飛猛進

見的地方更要堅持，消費者的需求與期待是喜生
不斷創新與進步的原動力！除選用CAS優良冷凍

楊董指定企劃部陳怡萱經理協助顧問執行各

肉品外，全程製作均不添加化學添加物(如多麟

項輔導工作，在全體員工的通力合作下，顧問僅

酸鈉-品質改良劑)及防腐劑，目前已有產品獲得

花四個月的時間就順利完成確定品牌建立的目標

CAS優良食品認證，且各大賣場均定期派員來工

現場拍攝過程

廠檢查，喜生有信心能提供消費者100%健康、

品牌與虛擬通路打造建立與檢討、訂定行銷計畫

安全的美味米漢堡！

接受輔導強化行銷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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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建立網路品牌知名與曝光度、網路品牌行銷
求目標分散，無法統一行銷計畫。

公司推廣米漢堡雖然不遺餘力，但銷售業績

最後決定本次的輔導案將透由建構喜生食

往往差強人意。楊董事長便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品的品牌藍圖，展開品牌行銷策略，傳遞並深植

尋找協助，經由執行輔導的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

「最具台灣味的安心便利米漢堡」的品牌價值給

理科學學會顧問師與楊董討論及交換意見後，確

目標族群，並由佈建虛擬通路網絡為策略，有效

認目前本公司的主要問題在雖已有建立網站，但

提升喜生米漢堡之品牌知名度，以及月平均營收

無有效計畫的執行，無法對目標市場做整合，片

成長。輔導工作以建構喜生米漢堡品牌藍圖與目

段性的投入行銷，無法有效的建立品牌。以及管

標及虛擬通路行銷策略，以及執行品牌虛擬通路

理部門對品牌建立過程不熟悉，外包各式廣告訴

行銷計畫來作為重點。

消費者見證喜生產品拍攝過程

族群及市場區隔，再進行組織與人員分配、傳統

消費者見證喜生產品拍攝過程

cf拍攝一式以及建立會員管理網路社群一式等多
項輔導工作。
在輔導工作完成後，喜生米漢堡網路品牌

現場拍攝過程

曝光量約有110,000項（成長30%）；虛擬通
路絕對品牌族群月增加1,476人次瀏覽率（增加
50%），以及月營業額提高50萬。

老闆訴說經營理念的拍攝過程

老闆訴說經營理念的拍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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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真空鍍膜股份有限公司
行業別： 化工業
負責人： 陳坤練
員工人數： 40人
電話：( 04)23597699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電鍍膜、轉印膜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題，進行即時性的改善。
陳董事長對輔導專案十分的重視，除了要求
全體員工必須配合顧問的輔導作業外，並指陳彥
燙金膜：PVC桌巾專用、紙品上光
專用。

伯與林志峰兩位副總經理負責協調。輔導顧問將
輔導工作分成「建立共識」、「作業標準化及書
面化」、「環境管理」、「檢討與改善」、「持
續改進」五個構面來展開輔導，經過顧問與全體

與花紋、在家具飾條、相框、各類塑膠製品包裝

員工的共同努力，公司的各項績效均有所提高，

盒之外表的包膜…」

並且在99年10月18日順利通過ISO 9001；2008

力求上進，企業營運日勝一日
台灣真空在董事長陳坤練先生的領導下積極

年版驗證。

努力不懈，持續改善精益求精

因應世界潮流之脈動，不斷提升經營管理及增強

顧問建議陳董事長不要滿足於目前的輔導成

研發陣容，結合專業研究機構與學術界專家，著

果，在公司經營與管理上仍有許多的改善空間，

印刷業等等，大幅提昇應用產品之實用性與高質

力先進技術之研發，改善服務品質及提昇產品之

未來應朝「領導幹部管理訓練」、「組織再造」

台灣真空創立於1988年，為台灣真空鍍膜

感。每當有朋友對公司名稱中的「真空鍍膜」感

功能性與穩定性，秉持「誠懇、團結、創新、發

與「流程管理」三方面繼續努力。

業之先驅者。全廠採用日本ULVAC等馳名世界

到疑惑，陳坤練董事長都會很細心的為大家作說

展」之經營理念來開拓市場及為顧客服務。

之真空蒸鍍機、著色機與分裁機等全套生產設

明：「真空鍍膜沒有您想的那麼高深莫測，在日

在金融風暴發生時，台灣真空也受到一定

備，並網羅產業界專業人才，致力於各類塑膠薄

常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看到，例如Ｔ恤上轉印的圖

的衝擊，業績也有衰退一些，但陳董事長認為危

膜之加工，生產高品質及高附加價值之蒸著薄

案、印刷品上的燙金薄膜、印在合成皮﹝PU，

險就是轉機，應不景氣時徹底整頓公司，以強化

膜。應用範圍涵蓋包裝業、合成皮業、紡織業、

PVC，TPU﹞及真皮所製的皮包與皮鞋上之圖案

經營的體質，在景氣時便可以好整以暇的大步前

真空鍍膜－高科技創一番事業

改善前

改善後

進，於是便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申請輔導。

高人指點，全員配合改造成功
在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的顧
問討論後，以建立生產管理相關制度與落實執行
為輔導的標的，並以通過ISO 9000：2008年版
的驗證為目標。台灣真空雖成立二十多年，並已
建立一些管理制度，但屬於片斷性的執行，無法
對客戶的服務與內部的管理，作有效的整合，常
在決策過程中欠缺有效的資訊，使得決策品質不
佳，無法有效的改善問題。另一方面在品質與技
一般轉印模：適合一般紡
織品與合成品之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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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水洗轉印模：適用一般紡織品
之部份燙印

全面轉寫膜：適用於合成皮(PU、
PVC、TPU)，真皮之全面性轉印。

術管理的部份並無建立管理制度，無法掌握問

現場改善(部份區域改善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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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行業別： 金屬加工
負責人： 卓奕熲
員工人數： 40人
電話：( 03)369-9717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端子、連接器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射出成型設備

業的敏銳度深刻的體驗到21世紀的多元化、世界
化與強大的競爭力，企業唯有求新求變順應世界
的潮流發展，不斷的要求企業精密、數位、求進

以持續改善為經營理念

2001年成立大陸東莞佳男五金電鍍有限公司。

國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7

2005年收購春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福廠），

年，迄今已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創業時設址臺北

增加射出成型產品。2007年成立南京闊長電子

縣新莊市，從事聖誕燈銅片電子開關零件生產。

科技有限公司，三家關係企業均先後通過ISO

1983年遷至桃園縣八德市（現址）。1985年轉

9000:2008年版及ISO 14000:2004年版的認證。

型做AC端子、插座彈片、電子電機零件生產。

步，讓企業能永續的經營，創造源源不絕的商機
與利潤，期望達到企業與顧客的雙贏局面。

強化流程管理提昇品質意識
雖然公司僅生產小小的端子、連接器，但在

每當有人向國致精密說：「你們的公司真不

99年僅台北總公司的營業額已達到5億6千萬，集

簡單，做端子這麼小的東西，就可以做到年營業

團的總營業額接近10億元，但卓董事長並不以此

額近10億元。」敦厚的卓奕熲董事長總是會說：

為滿足，反而不斷的尋找可以改善的機會，故向

「都要感謝客戶的照顧啦，我們還有很多地方要
改善。」持續改善即是卓董的經營理念而不是客
氣話。

車床設備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申請本次的輔導。在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輔導人員與卓董事長交換
意見及討論後，認為公司由於業務量增加與人員

公司目前由卓奕熲董事長負責經營管理，他
認為在現時競爭而多元化的時代，公司應持續開
發新產品，及配合客戶需要來設計、開發製造，
以務實的精神、穩定的品質、迅速準確的交期及

全體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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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使得工作的分配與工作的品質出現死角，
決定輔導重點以流程管理為主，打破過去以部門
為主的管理方式，提升人員執行的效率，提升整

熱誠的服務，盡可能的滿足客戶需求，提升產能

體人員的品質意識，並訂定協助調整生產流程相

整體競爭力，以【全員參與、持續改進、品質穩

關表單與流程，以及各流程的負責人，符合實際

定、顧客滿意】為的品質政策。憑著經營多年企

管理的需要；以及透過組織功能調整與授權，提

連續電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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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整個管理流程的績效，來作為輔導的主要方

析，再根據所分析的資料，建立以部門及流程為

向。

主的工作職掌，依照各部門的職掌分工建立核決

全員配合輔導成效斐然
為確保輔導工作能落實到基層，卓董事長
要求相關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由高級幹部擔任
組長，全力配合顧問執行各項輔導工作。首先確
定生產流程包含表單、辦法、標準書與目前的現
況是否一致，再進行組織與人員的合理化與標準
化。然後針對執行過程所產生的問題與解決方案
進行討論與教育訓練。教育訓練的方式，以產銷
會議，專題討論與個別指導的方式進行。接著針

權限。
經過各專案小組與顧問半年多的努力後，國
致公司重新訂定25個生產管理的標準流程與流程
的負責人。並利用會議的方式與個別指導的方式
成功協助管理幹部與技術人員解決問題的模式，
並協助建立知識管理平台。管理階層透過授權的
方式釐清問題產生之後的責任歸屬，所以組織運
作的效率大幅提升，當年度的失敗品成本立即就
降低了50%。

對公司內部人員的工作進行調查，並進行工作分

計畫緣起
滾鍍設備

台灣中小企業過去仰賴的低成本優勢已不

涵是以提供發表曝光的平台與活動，來協助釋放

在，中小企業相對於大企業來說，主要面對的問

高附加價值之技術與產品資訊，讓優質技術成果

題包括「缺乏科技應用整合發展能力與創新營
運模式」、「缺乏資金、技術、產銷合作管道
等」，亟需要的是專業團隊提供輔導與服務讓具
有潛力的新技術新產品獲得商機媒合機會，取得
研發支援、建立行銷通路及尋得策略合作夥伴；
另一方面，整合政府資源，發揮商機媒合綜效。
銑銅設備

因此本計畫將建構起商情資訊傳遞與商機交流平
台，配合輔導資源整合及追蹤，促成商機媒合及
升級轉型成功案例產生。

計畫目標
本計畫定位以建構商機媒合平台與專業促成
服務來協助國內中小企業發揚既有優勢，掌握市
場與商機，加速策略合作成功案的產生。輔導內

32

2010.4.7中小企業商機媒合列車啟動儀式（右起工研
院董事長蔡清彥、經濟部長施顏祥、中小企業處處
長賴杉桂及創投公會秘書長蘇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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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流動與應用，同時亦協助新產品獲得曝光及

2.更新「中小企業升級轉型資訊網」產業動態

行銷媒合的機會。透過整合性服務平台，發揮資

120則與發行12期電子報，持續傳遞產業商機

源整合綜效，並提供促成商機與技術媒合之專業

與升級轉型資訊，達到24萬次以上的瀏覽量；

服務，協助中小企業尋求策略合作夥伴，鼓勵企

整合提供多元的商機媒合管道與活動，形成具

業間有效鏈結整合，提高商機合作及技術交流媒

規模的商機匯集與合作平台，活絡國內技術與

合成功機率。

商機合作的風氣。
3.辦理1場商機拓展座談會，以及提供技術交流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以協助中小企業提升產品/技術應用能力

2010/4/7來賓聆聽廠商發表情形

府輔導資源的導入，協助創新型中小企業更健

（科技應用）加上發展事業（商機促成）的角度

全的發展。

切入，運用平台結合服務的完整輔導手法，發揮
實質的輔導成效。

3.提供商機媒合輔導服務
4.整合商機媒合活動與支援輔導體系工作

計畫項目
1.提供商機媒合資源共享平台
2.塑造新技術新產品發表展示機會

與商機媒合促成的專業服務50次以上，配合政

預期成果

4.促成策略合作案5案，衍生潛在商機1.5億。

計畫聯絡窗口
工業技術研究院
張滋煒 經理

1.辦理5場商機媒合活動及1場中小企業技術發表

2010/6/22商機座談會貴賓合影(左起：生活工
場莊景傳總監、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陳明璋院
長、工研院王弓顧問、台灣資訊智財協會王百
祿秘書長

03-5916162

會，預計吸引1,000人次以上與會，促成1,200
次商務洽談，讓90項以上國內優質創新技術與
產品能被發掘及曝光，並獲得更多商機洽談與
取得外部資源的機會。

廠商發表簡報情形

34

廠商發表簡報情形

35

99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

成果專刊

計畫成果

台灣超微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一、提供商機媒合資源共享平台

1.增修維運專屬網站(更新產業動態)

2.傳遞商機媒合相關資訊(發行電子報)

204則

彙整提供最新產業發展訊息，使會員能掌握市場最
新動態。

26期

本年度總計共518,385人次蒞臨本資訊網，平均每
月47,125人次參觀，顯示本資訊網多年來的用心經
營與維護，配合平均每月2次以上的電子報發送，
讓資訊網瀏覽人次維持穩定的數量。

行業別：光學儀器製造業
負責人：吳永川
員工人數：11人
電話： (03)567-9955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微機電(MEMS)微型光譜儀(Micro
Spectrometer)
輔導屬性：商機媒合

二、塑造新技術新產品發表展示機會
1.協助創新個案商機發表

91案

協助優質廠商創新技術/產品的發表與展示。

2.辦理商機發表與媒合商談會

5場

累計1,428人參與，共促成媒合1,764次。

3.支援交易展及辦理中小企業技術發表會

1場

共計15家廠商發表/142人參與。

三、提供商機媒合輔導服務
1.安排商機媒合與技術諮詢服務

51次

促成11件成功案例/預估媒合金額達2.58億元。

2.辦理商機拓展座談會

1場

共計186人參與。

台灣超微光學（原晶兆科技，99年5月更

實現最小路徑內的分光與聚焦功能，有效提高解

名），成立於95年10月，擁有優秀的光學設計、

析率。公司於2008年首先開發出手機一般大小的

微機電技術、機械工程、電子電機及軟體設計之

微型光譜儀原型機，就榮獲2008年全國傑出光電

人才，主要從事微型光譜儀的開發，以及光譜技

產品獎的肯定，其後並成功進行量產。

術之應用。隨著科技的發展，光機電整合的產品

繼推出首款以微機電(MEMS)光柵晶片為核

將成為接下來大眾所期待的焦點，台灣超微光學

心的微型光譜儀之後，公司不斷自我突破，日前

具備完整的基礎知識，不斷致力於產品技術開發

更以精湛的光學技術完成全球最小的「超微型」

之精進，更利用累積之技術能力與應用經驗，協
助客戶開發不同領域產品之應用，使「技術創
新」與「創新應用」的核心價值與競爭優勢得以

四、整合商機媒合活動與支援輔導體系工作

1.辦理商機媒合活動整體廣宣

落實，並進而創造新的市場及價值。
7次

建立列車活動統一的形象，展現中小企業商機媒合
列車活動整合技術、資金及通路的理念。

台灣之光 全球最小的「超微型」光譜模組
光譜儀可應用於許多產業，包括：光電檢

2.追蹤商機媒合活動整體成效

8次

共15場列車活動，累計協助621家中小企業廠商進
行參展，總出席人數達105,096人次，包括活動當
天及會後追蹤之媒合次數已達4,472次，促成資金與
技術合作65案，預估達成效益約4億1,327.6萬元。

測、環境監測、色彩偵測、生醫量測等，傳統光
譜儀以平面光柵分光，過程中需要搭配兩個凹面
反射鏡來矯正光路，最後投射在線性偵測器上，

3.配合輔導體系活動執行與分攤

1案

配合活動辦理並支援「99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輔導
體系聯合成果發表會」，同時邀請受本單位輔導之
標竿廠商代表-創揚科技，分享輔導效益及心得。

才能達到準確成像的效果，因此在迷你化的過程
有相當高的技術難度。台灣超微光學採用深蝕刻
技術，產出的微型凹面光柵僅有IC晶片的大小，

36

台灣超微光學創辦人柯正浩博士於攤位前準備接待
潛在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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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譜模組，一舉將光譜模組的上視面積縮小到約
只有一張SD卡大小，並於今年台北國際光電大
展中首度曝光。

台灣超微光學進行營運規劃簡報尋求策略合作商機

引爆光譜量測多元應用商機
對於實驗室裡昂貴的傳統光譜儀而言，台灣
台灣超微光學在成立初期，進駐工研院育成

超微光學的產品擁有體積輕巧、價格親切的競爭
優勢，價格不到市售大型機台十分之一，且操作
簡單兼具可攜特質，勢將引發市場新的想像。光
譜儀將可以走出實驗室，成為精巧可攜的泛用檢
驗儀器，不論居家、外出、田野調查、工廠生產

中心並積極投入光譜儀微小化創新技術發展，由
於草創期規模較小，研發資金有限，本商機媒合
列車輔導團隊適時導入政府研發資源輔導服務，
協助公司順利取得SBIR計畫的研發補助，完成
技術商品化雛型。在公司邁向成長期階段，本團

線等場合裡，用於檢驗血液、尿液、農藥殘留、

隊整合學界輔導能量，協助公司完成募資用事業

水質、紫外線強度、水果甜度、假酒、偽鈔、偽

營運規劃書(BP)，並安排於「2010創新技術與投

藥、珠寶、空氣品質、料件色差、光電產品品質

資商談會」台北首場活動進行產品展示與事業發

等等，幾乎涵蓋各個生活環節，平實的價格甚至

表，促成與其它業者深度合作洽談19次以上。經

可以讓相關操作人員都可人手一台。目前公司已

由本團隊的積極輔導促成，公司順利於2010年5

經與許多應用產品開發廠商展開合作計畫，開

月獲得2家上市櫃公司策略性投資合作，資本額

發一系列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產品，例如血液分析
儀、水質檢測儀、水果甜度檢測計、LED照明量測
儀、鏡片光譜檢測儀、手持式多功能光譜儀等，
多項產品將於今年下半年陸續進入量產階段。

商機媒合列車 創造合作新契機

計畫緣起
依據2007年5月14日行政院經建會召開「產

對我國管理顧問業政策規劃謀求共識，並配合
政府重大施政方針調整輔導措施。

業發展套案」之「工程及管理顧問服務業」及

2.基礎環境整備與建置：藉由優質的產業發展環

金投資外，並進行量產合作，將微型光譜儀之產

「環保服務業」細部審查會決議，由經濟部研擬

境為後盾，來吸引優秀的人才進入管理顧問

品量產銷售至國內外市場，讓台灣超微光學順利

推動「管理顧問服務業」細部執行計畫。

從原先1,456萬元增資到5,630萬元。且雙方除資

從單打獨鬥進入全球化佈局時代。「中小企業商
機媒合列車」再次發揮科技紅娘的使命，協助中

計畫目標
以積極全面強化我國管理顧問服務業之營運

小企業創造無限商機。

能量及品質並營造國際競爭力為目的，期望針對
管理顧問產業進行現況調查與分析，並透過國內
管理顧問運用創新或服務手法，激發產業經營模
式創新化，輔導中小企業提升經營管理能量，掌
握經營環境脈動，強化產業鏈整體競爭優勢。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1.政策形成與措施規劃：召開管理顧問業策略指
台灣超微光學產品
（微型光譜模組）

38

台灣超微光學產品
（微型光譜儀 SD Series）

台灣超微光學產品
（手持式光譜儀）

導與諮詢會議，形成產官學研顧交流平台，針

2010/8/26-8/27高階顧問國內研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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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進一步提升企業主對管理顧問業者之信

2.管理顧問服務業資訊交流與供需服務媒合網站

1.健全管理顧問服務業之發展環境，完成產業現

心，願意聘請管顧業者協助企業解決營運之問

知與輔導手法，以及展現顧問知識能量平台，

況調查、資訊網站建置、國內認證機制研析等

題，提升其競爭力。

提升顧問師之聲望，以增加媒合業務之機會。

機制各1式。

3.顧問人才養成與培育：舉辦高階顧問師培訓

透過實體社群，促進從業人員交流與互動。

（含國外見習研修），協助管顧業者深度吸收

二、人才面

國際新知。邀請國際管顧名師蒞臨演講，促進

1.舉辦高階顧問師國內外研習課程：深化國內執

顧問師與國外從業人員互動。
4.國際拓銷與技術發展：鼓勵創新營運模式，推
動管理顧問業策略聯盟，進行中小企業聯合輔
導。

業中經營管理顧問師之知識內涵與輔導能量，
提供高階顧問經營管理診斷與輔導技巧及提升

1場次顧問新知論壇暨技術交流會，傳授國際
顧問輔導知能或技能，培育具現代化管理智
能及國際視野之管理顧問人才達250人次，降
低管理顧問業者人才培育成本，並提升經營績

營運績效關鍵手法。
2.顧問新知論壇暨技術交流會：依照不同群體的
需求規劃不同的論述議題與分享內涵，邀請國

計畫項目

2.邀請國際性經營管理顧問大師擔任講師，辦理

際顧問及國內顧問共同針對總體趨勢研析，促

效。
3.針對執業中之經營管理顧問師，舉辦1梯次舉
辦高階顧問師國內外研習課程，規劃經營管理

一、環境面

使台灣管理顧問服務業者在新知、新訊、新技

顧問師企劃、輔導手法等進階研修課程，培訓

1.管理顧問服務業之產業供需調查：掌握並發佈

法及新工具的立即掌握與瞭解度。

人數達45人次。

即時動態產業情報，完備與精進管理顧問業有

3.進行國內認證機制之可行性分析與研究。

價資訊。

三、業務面

明會，鼓勵5個管理顧問服務業策略聯盟創新

1.推動管理顧問業策略聯盟：籌組5個國內管理

營運模式，有效提升服務品質，建立品牌效

顧問業策略聯盟，帶動國內管理顧問業界輔導

益，輔導中小企業44家次，增加管理顧問服務

的新氣象，擴展國內管理顧問業界的加值能

業及受輔導廠商之產值6.5億元，並降低受輔導

量。
2.辦理管理顧問業與廠商企業商機媒合會：提升
中小企業與台商企業對政府資源與台灣管理

2010/9/14-9/15在大陸舉辦台資企業與台灣管顧
業媒合會

4.辦理2場次管理顧問服務業者策略聯盟廣宣說

廠商營運成本約1.9億元。
5.辦理國內3場次、大陸地區3場次管理顧問與企
業商機媒合會，促進產業界取得顧問服務資源

顧問業之了解，透過媒合會交流，促發輔導商
機。
3.辦理計畫整體廣宣暨策略聯盟廣宣說明會：使

之相關資訊，並為管理顧問業創造潛在商機。

計畫聯絡窗口

管理顧問業者與中小企業進一步了解策略聯盟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之目的、目標、效益與細部申請方式、實際執

徐千祐

02-2698-2989#2571

行步驟、與成果呈現方法。
2010/10/20於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辦「2010管理顧問群師
高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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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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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實耐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策略聯盟遴選與專案執行

產出管理顧問業暨大陸台商企業
顧問需求調查報告

舉辦高階顧問師國內外研修課程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5個聯盟

輔導44家企業，提高產值6.5億、降低成本1.9
億

1式

掌握管理顧問業發展現況，發掘與分析潛在商
機

1梯次/45人次

培育執業中經營管理顧問師新經營輔導知識及
手法

行業別：製造業
負責人：柏凱聞
員工人數：120人
電話：(037)368-128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工業用高精密紙器（紗管、膠帶
管、紙芯管、紙棧板、塑膠管、
無縫管）
輔導屬性：個廠輔導

實耐格(SONOCO)是提供全方位包裝產品及

拉式系統講解

服務的全球性跨國公司。實耐格提供給客戶的產
品包含工業用紙管及包材、消費性產品包材以及

舉辦2010管理顧問群師高峰會

1場次/206人次

2010/10/20於台北國家圖書館舉辦「2010管理
顧問群師高峰會」，邀請3位國際性管理顧問
專家演說，共206位產官學研與會嘉賓與會。
培育具前瞻眼光與國際視野之經營管理顧問人
才

包裝相關的服務內容，實耐格定位為全方位包裝
材料及服務的提供者。
實耐格台灣分公司創立於1989年，現址位
於苗栗市，是台灣第一大工業紙管專業製造廠，
客戶橫跨塑化光學、銅箔、化纖、造紙等產業，

辦理海內外台灣企業、台商與台
灣管顧業媒合會

6場次/175人次

增進管理顧問服務之市場商機拓展，促進企業
充分了解並運用政府經管輔導資源

自從台灣成為TFT產業重鎮之後，本公司更提供
看板運作方式演練

客戶高階紙管及精密塑膠管，以符合光學模對捲
管製程的高品質要求。『追求卓越，滿足客戶』
是企業共同的標竿，實耐格透過安全，品質、生
產力、公司利益、業務成長的理念開拓業務。

台灣紙管業的創新驕傲 潔淨室與無塵紙管
近年來隨著台灣面板產業的日漸壯大，也
帶動了上游光學膜產業的蓬勃發展，為了滿足這
些客戶對紙蕊管高潔淨度與高表面品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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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建－精實生產拉式系統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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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2007年3月在美國原廠技術支援與台灣具無塵產
業背景的技術團隊努力下，我們建造了台灣紙管
業界的第一個自動化潔淨室，並於2007年底完
工，試產無塵紙管，並於2008年5月量產運轉，
至今已獲得眾多無塵產業客戶之廣泛好評與使用
看板實際演練

驗證。
實耐格公司將是因品質出眾及高水準服務客
戶，而被認定為位居全球包裝業的領導者，絕不

改善，增加產值提升的6%，相信在實耐格科技

改變追求卓越的承諾，也將是實耐格在公司文化

經營團隊承諾『追求卓越』的堅持下，透過科建

上的保證。

顧問輔導所建構的精實流程管理體制，一方面可
提升公司人力資源的素質，另一方面強化生產作

客戶持續穩定的生產，安全無虞的包裝
運儲是台灣實耐格科技對客戶的承諾
在競爭的年代，企業勝出之道已絕非一二強
項所能及，台灣實耐格科技之所以居於工業用紙

業流程精實管理的持續運轉和追求卓越的企業文
化。
莊周－精實人力資源教育訓練/
冠羽-建置電子化看板

＊即時全面外徑監控，以達 6 Sigma
產品品質。
＊不合格品警示燈號，100%避免瑕
疵品外流。
實耐格（外徑雷射檢測儀）

管市場領導地位，導因於我們對客戶利益的關心
所致。今日—實耐格科技所生產的工業用紙管，
其行銷產業已橫跨化纖、造紙、精密膠帶、銅

作』為磐石，挑戰永無止境的客戶服務需求，創

箔、玻纖以及光學膜、太陽能電池領域，銷售領

造客戶與台灣實耐格科技永續經營的雙贏之道。

域則廣及亞洲數國，能有今日的成就，均源自於

科建顧問協助 輔導精實流程管理

我們的經營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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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耐格由於參與中小企業處的管理顧問

組織上—設有技術服務部以提供客戶最佳解

服務科技發展計畫而開始接受「管理顧問業策

決方案，品質上—以客戶零風險自許，生產上—

略聯盟輔導分項計畫」的進階精實生產(Lean

提供充足穩定的產能且全年無休服務，業務上—

Production)之生產力提升輔導計畫，在精實生產

強調即時售後服務與客戶滿意度的提昇。凡此總

輔導過程中科建顧問協同莊周企業和冠羽電腦進

總，均與客戶需求緊密相連，戰戰兢兢，自我惕

行以精實生產拉式系統和看板管理的運作模式為

勵。正值台灣實耐格科技邁入在台經營第三個十

主的精實人力資源管理和電子化看板。經過約一

年之際，我們仍將以公司文化『紀律、挑戰、合

季的實戰輔導過程，在降低成本部分達到13%的

＊提供客製化抗壓設計。
＊透過荷重模擬設計及成品抗壓檢測，以確保本
公司紙管符合各種荷重需求。
實耐格（抗壓檢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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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諮詢輔導服務，發揮最大之綜效。

計畫項目
一、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於台北、台中各開辦一個班次（共計600小
時），規劃台北班及台中班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

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開學典禮－劍潭海外青年
活動中心

問師培訓各六個模組，並辦理期末檢討會議，檢
討培訓課程內容，規劃更符合學員需要的課程。
二、管理顧問師輔導知能進修班
規劃北部地區、中部地區、南部地區等共5
場進修課程及研訓活動，整體提升顧問從業人員
之服務品質與輔導技能。

二、管理顧問師輔導知能進修班
培育150人次之現職輔導顧問，並提供特定
進修管道，提升輔導、服務技巧與知能，增加對
政策、趨勢、企業實務之認知，塑造更專業而熱

預期成果
計畫緣起
為協助中小企業因應變革，培育具現代化管
理技術及國際宏觀視野之經營管理顧問人才，並
加強本處各項諮詢顧問及專職輔導顧問對產業知
識、企業現況及政府資源的掌握，俾其隨時掌握

階化之專業輔導領域，協助國內企業改善體
質、健全經營管理系統。
4.提供管理顧問師之專業研習管道，具體散播政
府相關輔導服務政策、措施，並增進各產業與
政府間之互動、融合，順暢輔導體系之運作，

忱的輔導成效。

一、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培育60位具「整合性診斷輔導專業技術」之

計畫聯絡窗口

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促使其服務國內中小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企業，提昇中小企業之經營管理能力，強化國際

許中玲 專員

02-23678389分機52

競爭力。

以加速協助中小企業產業升級轉型。

時勢脈動，建立中小企業從業顧問正確的實務輔
導技能，以成為本處輔導服務工作強而有力的後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盾。

一、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培育具現代化管理技術及國際宏觀視野之

計畫目標
1.引進國外先進國家企業經營管理之資訊、專業
管理技術及輔導技巧，培育具國際宏觀視野的
經營管理顧問人才。
2.透過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認證制度，將國
內之中小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師導入正常管理體

效，同時協助提升國內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能力，
促進產業發展。
二、管理顧問師輔導知能進修班
強化管理顧問業專業技術，提升顧問輔導能

系，並持續推動國際管理顧問師認證制度，開

量，以加強各輔導顧問對產業知識、企業現況及

創國際通用標準化之專業技術領域。

政府資源的了解，俾使隨時掌握時勢脈動，開闊

3.提供管理顧問師在職進修機會，引導其進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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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顧問人才，以輔導中小企業提高經營績

國際視野並整合其資源，以提供中小企業正確之

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英籍Brian Ing老師與學
員合影－全國商業總會

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供應鏈管理實習診斷企業
觀摩－台灣保來得（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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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供應鏈管理實習診斷企業觀摩－台灣保
來得（股）公司

管理顧問師輔導知能進修班高雄場
學員上課情形－南區服務中心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台北班）

執行數

單位

1班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共計培育30人次，協助提升國內中小企業經營管理
能力，促進產業發展。

計畫緣起
「政府採購法」是一項深具重要性的法律，
自民國88年5月27日正式施行適用後，對於全國

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
（台中班）

經營管理顧問師培訓班之
企業實務觀摩診斷（兩天一夜）

1班

4次

共計培育30人次，協助提升國內中小企業經營管理
能力，促進產業發展。

透過企業實地觀摩、分組研討、擬定診斷建議、改
善建議結果發表後，再由講師總結講評等實戰演練
方式，以最實務的教學方式，發揮全方位學習綜
效。

各機關之工程、財務及勞務採購案，不但建立了

管理顧問師輔導知能進修班
（北、中、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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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場次

面。

計畫目標
1.建立政府與企業溝通管道。

公開化、透明化、合理化、國際化及公平化的採

2.政府採購實務經驗分享。

購制度，也落實了採購效率及採購品質之提升。

3.強化政府採購法律知識與觀念。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依據「中小企業發展條
例」第37條規定，為建立中小企業公平合理的法
規環境、確保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機會，透過
成立「政府採購服務中心」提供中小企業參與政

實際參與共計165人次。
企業診斷核心與輔導成功關鍵：
◇資深顧問師如何診斷企業，Know How分享、實
務經驗與案例傳承。

力，促進永續經營，帶動產業發展，以達雙贏局

府商機資訊與法律諮詢，建置不受時間限制的資

4.提昇中小企業e化採購作業能力。
5.提高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比例。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安排專職人員進駐政府採購服務中心，負責
受理中小企業採購法諮詢；另安排採購實務講習

訊及諮詢系統，並辦理政府採購實務課程，以協

課程，強化中小企業對於採購法規之認知，並輔

助中小企業排除參與政府採購障礙，使期能在公

以網站「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資訊補給站」及

平合理條件下，取得政府採購機會，並提升競爭

「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作業手冊」，以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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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益。

計畫項目

計畫成果

預期成果
一、引導企業重視採購相關人員之教育訓練，以
保障自身權益

一、法令宣導

政府採購相關作業規定繁複，以多數中小

1.辦理政府採購實務作業講習會
2.管理並維護「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資訊補給
站」

企業之規模，根本無能力培養專門之法務人才，
而企業內負責政府採購之人員，部分亦須分擔企

3.發行政府採購電子報

業其他業務，實務上常見因誤解法條以致違反政

4.編印「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作業手冊」

府採購法之規定，故採購服務中心規劃辦理免付

二、諮詢協處

費之採購實務講習會，提供企業採購人員充實採

1.設置服務窗口提供採購法相關諮詢服務

購法令知識之機會，以減少企業蒙受不必要之損

2.辦理企業團體輔導

失。

三、議題研析

二、協助瞭解政府採購流程，提昇中小企業參與

1.辦理分區座談會

政府採購比例

2.辦理專家座談會

中小企業往往因不瞭解政府採購作業規定，

3.提出「政府採購現況報告」

而不願意投入政府採購市場，透過政府採購服務

99.6.10政府採購實務講習會【主題：履行政府採購契約應行注意事項】

中心所提供之採購作業手冊，可瞭解參與政府採
購之相關流程及步驟，尚可透過諮詢專線，詢問
參與政府採購相關問題，藉以引領中小企業進
入政府採購市場，提昇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比
例。
三、建構公平合理之採購環境
透過實務諮詢案例及企業參與政府採購所遭
受之障礙原因加以研析，探討是否屬於政府採購
法規制定之問題，並提供於業務主管機關作為修
法之參考，以期建構公平合理之採購環境。
99.9.7政府採購北區座談會

計畫聯絡窗口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朱綵華 高專

99.10.14政府採購實務講習會【主題：常見政府採
購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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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366-2220

99.8.5政府採購實務講習會【主
題：機關審標實務作業解析】

51

99年度經濟部中小企業經營管理輔導體系

成果專刊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辦理政府採購實務講習課程

8場

提供企業採購人員充電進修之管道，針對參與政
府採購各階段須注意之部分，透過實務案例及相
關作業規定之解說，以強化企業採購人員之實戰
能力，提昇企業對於政府採購制度之瞭解與應
用，以達協助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之目的。本
年度與會學員共計328人，整體滿意度達86.3％。

維運「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資訊補
給站」及發行政府採購電子報

1式

及時更新政府採購法令相關規定，並設置政府採
購問答專區，以利中小企業參考運用。

1,000本

透過step by step之方式，循序漸進帶領中小企業
瞭解政府採購法令規定，並列出常見之政府採購
錯誤態樣，避免中小企業因不瞭解法令規定而錯
失得標機會。

450家次/6案

接受中小企業提出政府採購問題諮詢，並提供中
小企業建議方案，以協助中小企業保 障自身權
益。本年度提供之法令諮詢計87家次，個案協處
計112家次。

編印「中小企業參與政府採購作業手
冊」

設置服務專線提供諮詢服務/辦理企
業團體輔導

舉辦政府採購座談會

5場

邀請產、官、學代表，瞭解並傾聽中小企業對於
政府採購之看法，提供具體可行之作法供中小企
業參考運用，並反應共同供應契約制度問題予主
辦機關，以維中小企業之權利。

計畫緣起
國內許多有意願拓展海外市場的中小企業，

2.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
3.商機媒合會

受限於高拓展成本、缺少國際行銷人才與經驗、

4.研討會

不了解國際市場，沒有接觸國際買主之管道，在

5.台北國際專業展展示專區

面對國際市場競爭，單打獨鬥也難以有效拓展。

6.網路行銷

因此，如何拓銷市場，強化海外市場行銷能力，
成為我國中小企業重要的議題。

提出政府採購現況報告

1式

依據政府電子採購網之決標公告，統計政府採購
案件由中小企業承接之比率，以瞭解中小企業參
與政府採購之現況。

計畫目標
本計畫針對我國中小企業的產業特性，提出
相關的市場拓銷輔導計畫，以精簡的人力、最經
濟成本、運用多元及良好的管道，來積極協助中
小企業業者拓展海外市場，希望能更有效協助業
者開發商機，爭取海外訂單。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1.海外行銷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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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活動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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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SME)」，並協助我國中小企業加入台灣經貿
網，與國際電子商務接軌，運用網路行銷資源向
全球買主行銷，並協助將行銷光碟攜赴各項國內
外展覽現場展示推廣，增加行銷管道以促進交易
機會。

預期成果
本計畫共將服務中小企業1,741家次，預計
可促成商機超過新台幣10億4,000萬元、台日商
機及技術交流10案、專屬網站瀏覽人次至少6萬
南京台灣名品交易會「中小企業展示專區」實景

人次。

計畫聯絡窗口
計畫項目
1.海外行銷團：
籌組「2011年天津台灣名品交易會中小企業
海外參展行銷團」海外參展行銷團，以設立「台
灣優質中小企業展示專區」方式展出，協助我國
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
2.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

籌組「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台北
國際電子產業科技展」2項台北國際專業展，設

上：台北國際醫療展中小企業展示專區實
景
下：馬總統蒞臨參觀2010年台北國際醫療
展「中小企業展示專區」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楊嘉平 專員

02-2725-5200分機1741

置「中小企業展示專區」，以主題式加強攤位裝
潢，以塑造我國中小企業優質形象。
6.網路行銷：

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維運「中小企業國際行銷專屬網站(Taiwan
執行工作項目

將於台灣及日本各辦理1場台日商機及技術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交流商談會，藉由台日雙向技術及商機交流，促
成台日業者了解彼此，營造雙贏的結果。

海外行銷團

1團

服務中小企業50家，促成商機9,000萬元。

台日商機及技術交流商談會

2場

台日雙方共100家業者參與，促成商機3,000萬元及技術交流
10案。

商機媒合會

1場

洽邀20家大陸、雙印及越南買主來台與我160家中小企業進
行採購洽談，促成後續商機9億元。

研討會

1場

服務200位國內業者。

台北國際專業展展示專區

2展

服務中小企業50家，蒐集買主詢問商機100件，促成商機
2,000萬元。

1專屬網站

維運Taiwan SME網站總廠商數1,181家、6萬瀏覽人次、製
作發行6,000片行銷光碟。

3.商機媒合會：
辦理「後ECFA時代協助我優勢產業切入大
陸、印度、印尼、越南市場」商機媒合會，協助
媒合我中小企業與大陸及東協重點國家買主，以
拓展海外市場，掌握ECFA之龐大衍生商機。
4.研討會：
辦理「後ECFA時代中小企業前進大陸之
機會與挑戰」研討會，於台北舉辦1場研討會，
以協助我中小企業因應後ECFA時代的新外貿局
勢，善用零關稅優勢打入大陸市場。
5.台北國際專業展展示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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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行銷
台北國際汽車零配件展「中小企業展示專區」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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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康定股份有限公司
行業別： 醫療產品
負責人： 郭義松
員工人數： 35人
電話： (02)2655-7810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MD-660P 潮氣末二氧化碳監測
儀、MD-800多功能生理監視
器、MD-810 plus血壓血氧生理
監視器
輔導屬性：國際行銷推廣輔導

馬總統於展覽首日蒞臨參觀本專區，康定公司總經理進行介紹

台灣高科技業因全球整體產業環境改變而步

以IT產業為發展基礎，為因應整體經營環境之改

入高度競爭與微利之時代 ，為求企業永續經營，

變，遂於1992年起進行組織再造，並毅然投入光

如何利用台灣現有優勢進行產業再次升級以因應

電醫療領域之研究。繼1994年成功推出第一台由

現實之嚴峻挑戰，成為康定股份有限公司由過去

國人自行研發生產之血氧濃度計後，歷經十餘年

IT產業跨領域至光電醫療範疇積極從事研發製造

辛苦耕耘，現已成為全球生技產業中不可或缺之

之原動力。康定公司成立於1985年，成立初期係

專業供應商。

產品獲多項大獎肯定
康定股份有限公司為擁有台灣GMP，國際
ISO 9001、ISO 13485認證，與獲頒台灣精品
獎、研發創新獎、藥物發展獎等多項大獎之研發
製造商。 康定成立初期係以IT產業做為公司發
展基礎，惟面對全球IT產業於90年代因面臨高度
競爭而進入微利時代，公司毅然決定調整營運方
針，至此以朝向發展高附加價值之精緻型產業為

「2010年台北國際醫療展中小企業展示專區」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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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製造之 血氧濃度計，至今仍為國內外知名

的採購洽談活動，與尼加拉瓜Buhler集團進行洽

之長銷型機種。1997年康定更率先德國百靈、

談，該商對康定的血壓血氧生理監視器表示高度

日本OMRON等世界知名大廠，成為全球第一家

關注，可望後續進一步合作，爭取採購訂單。

利用Thermopile原理發展新一代耳溫槍技術之
製造商 。

血氧濃度計的研發製造先驅
康定股份有限公司為目前台灣唯一之血氧濃
度計研發製造商，產品別除涵蓋針對專業醫療體
系需求之各型血氧濃度計、生理監視器、拋棄式
與非拋棄式感應器外，近年更進一步發揮多年累
積之研發能量，開發出一系列適合居家護理的掌
上型血氧濃度計、攜帶式生理監視器 、 腕式血
壓計 、 耳溫槍等多項產品。

擴大國際市場的拓銷

企業永續經營之目標，故自1992年開始逐步於醫

康定股份有限公司參加2010台北國際醫療

學產業進行跨領域研究。歷經兩年探索，康定遂

展中小企業展示專區，藉由展覽平台，蒐集國外

於1994年正式成立光電醫療產品之研發團隊，並

買主與市場資訊，以獲得更多公司曝光與宣傳機

於1996年公開研發成果，推出第一台由國人自行

會，增加不少商機，此外，透過展覽期間舉辦

康定郭總經理於展覽期間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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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中南美洲市場商機暨融資論壇

3.掌握國際展覽媒體資源提高品牌知名度

網路行銷。

5.泰國亞洲食品博覽會、中國廣西東盟博覽會參

計畫聯絡窗口

6.籌組巴拿馬、大陸地區貿拓團
本計畫源自民國72年行政院頒佈「產業技術
提升條例」之「整廠輸出要點」，責成經濟部成
立整廠輸出策進小組開始推動整廠輸出業務，經
由五年完成政策擬定和策略性推廣工作。自民國
77∼84年改由整廠聯合輔導推動中心承接並整合
國內工程、貿易、機械製造和金融融資相關產業
共同推動整廠輸出業務，積極輔導民間企業拓展
國際市場。至民國84年迄今成立社團法人中華整
廠發展協會繼續輔導我國整廠輸出廠商加強整合

整廠業者逐步完成全球布局，以此促進中小型整
廠產業持續成長和健全發展。
本計畫之中長期目標：
1.經營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優勢。
2.發展台灣整廠品牌，增加整廠附加價值。
3.深化整合行銷服務，有效開拓新興市場。
4.虛擬整廠顧問群體的構建。
5.協助研發創新，追求不斷成長。

本計畫之主要部分
提升台灣整廠國際競爭優勢，促進整廠產業

社團法人中華整廠發展協會
黃一賢 專案經理

02-2383-1832

8.舉辦駐華大使及商務代表參訪團
9.建立微型創業供應鏈
10.辦理亞洲、中南美國際中小企業整廠生產輔導

泰國亞洲世界食品博覽會參展團

11.強化整廠專業網站服務平台
12.及時及定期發佈整廠相關與商機
13.舉辦市場商機及融資研討會
14.輔導專案說明及成果發表會
15.長期提供電話/網路諮詢服務

預期成果

持續成長發展：

易在國際市場的優勢。

一、建立台灣整廠輸出的品牌形象

1.深耕中南美洲市場，開拓潛在商機。

二、協助廠商推動整廠國際行銷業務

2.由點至面繼續鞏固亞洲及中國大陸市場。

三、強化整廠業者知識與資訊能量

3.整合微型設備進軍開發中國家市場。
4.爭取國際技術合作案，帶動整廠輸出商機。

在面臨國際整廠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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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國外買主來台採購媒合會

供應鏈，提升整廠品質，確保我國中小型整廠交

計畫目標

8.充實整廠專業入口網站建置供需資料庫，強化

4.建立整廠形象Logo

展團

計畫緣起

大陸地區整廠設備貿拓團--龍岩企業商機
貿易洽談會

下，本計畫採取集中火力加強市場行銷輔導，並

計畫項目

5.配合環保節能減碳方向發展整廠輸出項目。

與廠商同樣站在市場最前線共同努力確保既有市

1.策略聯盟推動共同品牌

6.結合台商會和海外工商團體促銷台灣整廠設備。

場的優勢，並拓展有潛力的新興市場，引導我國

2.國際研討會置入行銷台灣整廠輸出品牌

7.推動整廠設備e化革新及綠能整廠產業。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經貿參訪團貿易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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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項目及成效說明
執行工作項目

新增台灣整廠設備企劃
概要書

建立整廠形象LOGO

品牌形象塑造，新產品
發表

行銷台灣整廠設備參展
團

台灣整廠設備海外貿拓
團

國外買主來台採購整廠
設備貿易洽談媒合會

組成中小企業供應鏈推
動微型整廠輸出

開發國際合作輔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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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5項

將環保節能減碳和綠能產業的發展趨勢融入於整廠輸出之輔導，因
應全球產業變革，輔導傳統產業整廠項目如風力、太陽能、廢熱發
電、農產廢棄物利用等結合企業廠商從事撰寫整廠企劃概要書促進
國際行銷，建立我國整廠環保形象。

1式

註冊整廠LOGO商標，提供給優良整廠業者使用，統一整廠優良形
象，並推動傳統整廠E化革新，改善服務品質並不定期提供台灣整
廠資訊給重要國外客戶以灌輸知名度;並配合諮詢輔導體系提升售後
服務。

2項

2團

利用國際研討會置入行銷台灣整廠輸出品牌，以及掌握國際展覽媒
體資源發表新產品項目，提高品牌知名度。

展覽事前協助找尋當地潛在顧客名單，會展中舉辦商機媒合會就近
與買主洽談，配合整廠輸出台灣形象館整合整體形象深化行銷服
務，協助搜集產業趨勢動態資訊，並於展後協助廠商作商機追蹤，
促進達成整廠輸出實績。共帶動600人次的媒合機會與2222萬元採
購商機，開拓亞洲市場知名度。發現市場新綠能環保需求商機。

2團

進行新興市場評估，組成貿拓團直接深入當地，推薦台灣整廠設
備，並協助廠商尋找行銷通路達成目標市場拓展。共促成79次的媒
合機會與2560萬元採購商機，整合台灣廠商力量與政府資源，協助
台灣廠商有效拓展新興市場商機。

6場

主動邀請或配合我駐外經貿單位經貿活動安排相關國家採購團來
台，進行產業觀摩、參觀工廠並辦理整廠設備採購媒合，讓國內整
廠業者有機會與買主一對一的洽商，促進商機媒合。共有154家廠
商參與媒合，媒合次數達265次，後續採購商機約有4920萬元。

1案

目前開發中國家正發展微型創業趨勢，以期能解決諸多就業和社會
安定問題，台灣微型企業的成功發展經驗可提供開發中國家參考，
將配合政府單位的國際經貿合作機會，提供微型整廠諮詢，以整廠
輸出方式推動微型設備的出口實績。

2案

透過與政府單位及民間企業接觸了解當地產業發展，由國內專家組
團進行產業評估。協助開發中國家中小企業提升其技術、市場等發
展建議，建立我業者與當地市場初步合作關係。開發潛在採購台灣
整廠設備之商機，增加我業者之訂單，開創帶動台灣整廠產業新的
商機。

執行工作項目

執行數

單位

執行成效

活動效益

強化整廠專案網站行銷
服務平台

268則

更新國內整廠輸出供應商行銷資訊及可供應的整廠設備項目，並透
過網站連結世界各國相關網站增加商機促成機會。另提供相關活動
及商機資訊提供業者，以發行TTA News透過e化即時傳達業者運
用。

發行中小企業整廠商機
與商情資訊電子報

20期

蒐集國際整廠相關第一手資訊分析整理，以電子報形式定期發佈，
協助中小企業業者市場拓銷與經營策略訊息。

國內外買主整廠詢價與
供應商諮詢服務

434則

長期成立國內外整廠諮詢服務窗口，即時為國內外業者提供整廠詢
價與供應商諮詢服務。

收集國際整廠資訊，建
立商情及潛在國外買主
資料庫

1式

配合國內外整廠詢價或諮詢案件分析國際市場需求建立商情資料
庫，並提供國外市場資訊彙整分析及商機資訊作為業者市場行銷參
考。

舉辦市場商機暨融資論
壇

2場

為提升業者之市場、金融、經營等領域之趨勢發展新知，分別就不
同國際新市場商機、經營管理新觀念，透過研討會方式傳達給中小
企業代表。共有150位廠商參加。

4場

舉辦年度計畫說明會宣傳整廠計畫，共有603人參加，同時邀請業
者分享成功案例，並配合中小企業處舉辦聯合成果發表會，協助廠
商了解輔導體系之資訊並多加利用服務，傾聽業界的建議與意見，
提供更加完善之服務，增進輔導體系之知名度與實用性。

舉辦整廠輸出輔導計畫
說明暨實績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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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

俥陣企業有限公司
行業別： 養殖技術飼料設備
負責人： 呂伯瑜
員工人數： 15人
電話： (08)723-7889
主要產品（服務）項目：
魚、蝦養殖技術設備、水產飼
料設備、食品加工設備等
輔導屬性：開發國際合作案

菲國芒果乾產品已在國際市場遠近馳名，乃

包裝等等，走出自我風格的專賣路線，往咖啡專

拜芒果原料之賜，其特色在於纖維細、具果香和

賣連鎖店的方向推進，將有利於現有合作社規模

酸甜適中，因此加工成品─芒果乾也具有與鮮果

的經營。

一樣獨特風味，所以在國際市場很受歡迎。然而
在加工技術、設備和生產規模則落後於泰國，縱

五、箱網養殖計畫
菲國擁有諸多群島，其海域很適合箱網養

使同樣菲國加工技術與10年前相較，其進步仍然
有限，如今既然菲國芒果乾已享有國際聲譽，理
應在加工技術方面精益求精，以因應未來市場的
競爭力提升，藉此確保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若
菲國政府能協助廠商設立研發中心或提供經費給
研究機構長期研究，將有助於該項產業全面性品

台灣、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市場需求甚殷，而菲國
具備天然的養殖環境，如台菲能夠攜手合作，由
台灣供應魚苗，菲方負責箱網養殖，並由台灣提
供養殖技術，再共同行銷至國際市場，如此台菲
雙方相互交流且達到截長補短的功效，有利雙方

去(98)年度七月份由我國經濟部與菲律賓貿

已發展這項產業，尤其是越南特別成功，每年出

工部次長所簽定的雙邊中小企業合作案，中華整

口菠蘿蜜、地瓜條及芋頭條產品達數千萬美元而

如果能將真空加工技術應用於芒果乾製造過

廠發展協會受託承辦首次赴菲律賓中小企業個案

這些技術及設備多來自台灣，可謂台灣經驗複製

程，例如真空殺青、真空浸漬、真空真乾燥等，

診斷及評估團進行農產加工暨水產養殖之技術輔

於東南亞的成功案例。

對於芒果乾的色澤和透明度將會明顯的改善，可

樹薯產業的發展由種植到加工是一系列的

以製造更高品質的產品，可以提高銷售價格，這

推進，愈是深加工，其所獲得利潤愈好。初期種

對於菲國芒果乾出口將是一個非常好的佳音。

植樹薯，接著是樹薯片初級加工，其產品用於飼

導案。該次輔導案在雙方經貿單位安排下順利完

菲律賓各地盛產菠蘿蜜水果，尤其是民答那

成，同時更印證台菲兩國在產業上有強烈的互補

峨和比沙亞地區。這次前往民答那峨地區實地瞭

性，如能有效加強技術輔導之執行，必能為雙方
經貿交流找到合作的利基點，共創經貿發展之成

加上另一優勢條件即不符出口規格之香蕉在民島

蕉脆片，因此在民島開創蔬果脆片產業具有相當

菲國產業發展建議
根據本年度兩梯次的技術參訪團，徹底了解

好遠景，可能繼越、泰成為東南亞第三個成功案

以目前民答達峨現況初估，若能投資300

之需求暨業者之技術優勢，規劃出下列可協助菲

萬美金發展蔬果脆片加工產業，每年可出口300

國提升其加工技術，並同時可為我產業形成互補

個20呎貨櫃，創造600萬美金之外匯收入，可增

的具發展潛力之項目：

加500個以上就業機會，將對民島經濟有直接助

目前在東南亞地區如泰國、印尼、越南等均

三、水果酒及果醋發展計畫
若能利用過熟水果或加工後之果皮和殘渣作
為製造水果酒和果醋的原料，由於其設備簡易，

益，亦為本次評估對民島最佳的的建言。

二、芒果乾生產改進計畫

創造長期的利益。

六、樹薯片生產計畫

料；其次為澱粉、糊精、麥芽糖、葡萄糖、果
糖、酒精、檸檬酸等產品。其投資金額亦是愈來
愈大，如果一切經營順利，將獲相當可觀的利
潤。

並將釀造技術傳授給農民，鼓勵設立合作社經營
酒莊，可為農村帶來若干經濟收入。

例。

菲國產業現況暨資源運用情形後，再根據我產業

一、蔬果脆片發展計畫

質提升。

解，預估產量和原料價格均符合生產加工條件，

亦有龐大數量而可用相同技術來製造高品質之香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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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石斑魚的養殖是一項很有潛力的產業，由於

四、咖啡生產合作社輔導計畫
咖啡是一種產品，賣咖啡是一種服務，如何
讓客戶能喝到甜美的咖啡而感到心曠神怡，那也
是賣咖啡者的責任。若能將菲國的咖啡與當地觀

七、農產廢棄物再利用計畫
上述諸計劃中多以植物為其原料，包括菠蘿
蜜、地瓜條、芋頭、芒果，咖啡及樹薯片等；如
能在當地有效回收其加工後的外皮等廢棄物，將
其在加工後成為燃燒棒已替代木材，煤等其他能
源做為鍋爐的供給源，可大幅降低因幅員廣大所

光事業結合，自創品牌形象，或有獨特的配方，

需架構電力系統的高額成本外，亦可減少該地的

或有獨特的炒焙，或有獨特的煮法，或有講究的

環境汙染，無形中將創造可觀之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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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國產業發展狀況和我國相似，現正同於我

發展的空洞化，所以大馬尼拉地區經濟成長一向

80年代經濟起飛前的耕耘期，要邁入下一階段的

遠較其他地區來得快速，將會造成城鄉差距的擴

經濟成長期，需要設備，技術以及經驗豐富的管

大。在整個全球經濟的重新佈局情勢下，菲律

理暨技術人員做為其產業發展之後盾；同時，亦

賓、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的互補現象是相

需有具有國際觀的專業人士為其產業發展從事整

當明顯，菲律賓位處熱帶 地區，其農漁牧等天然

體規劃設計。台灣的加工設備舉世聞名，生產技

資源產業的發展將會與大中華經濟接軌，

術更是在近年來發展至歐美等先進國家之水平，

本次台菲國際合作輔導案位菲國所設計之

更重要的是我五、六十歲資深人士對台灣經歷各

7項計劃，均是經過深度考慮該國天然資源有效

階段的經濟轉型均有所瞭解，且均在東南亞國家

利用，產業發展暨環境保護所提出。目前已和菲

如越南、泰國等國家創造出傲人的產業發展成

國廠商積極連繫中，後續可望在明(100)年度為

績，其豐富的經驗正符合菲國之需求。

我創造約2800萬新台幣之採購商機（請參考下

菲律賓近年來經濟不斷成長，在於國內消

表），除魚苗採購是每年持續外，預計在2年後

費力之提高，最主要乃是菲國外勞工輸出所賺取

生產線將滿載，是時預計還會再有另一波採購商

之外匯，讓國內經濟非常活絡所致。如此的經濟

機。

發展很容易加速農村人口向都市遷徙而造成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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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預計(100)年為我創造效益

蔬果脆片發展計畫

設備採購600萬新台幣

芒果乾生產改進計畫

設備採購400萬新台幣

水果酒及果醋發展計畫

設備採購500萬新台幣

咖啡生產合作社輔導計畫

設備採購300萬新台幣

箱網養殖計畫

設備採購300萬新台幣
魚苗採購200萬新台幣

樹薯片生產計畫

設備採購300萬新台幣

農產廢棄物再利用計畫

技術合作200萬新台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