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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創業需要的準備

案例分享



創業需要的準備

技術-完整的商業競爭能力

金錢-能支應產品到產出的金錢

團隊-能對應公司整體運作的人員

市場-客戶在哪裡?

生產能力-能支應客戶需求的產能

建立進入障礙-專利與商標申請

面對外部競爭能力



技術

完整的商業競爭能力

思考的問題:

 何謂商業產品

客戶能基受基本功能

客戶能接受的外觀

 何謂完整的產品

想一想Apple手機



Apple iPhone 1

 3.5吋螢幕、8GB容量

 2007年1月9日正式發布

 第一代iPhone最亮眼之處，就是完全廢棄了
實體按鍵



Apple I Phone 8

2017年9月9日正式發布

(1).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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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 供不應求

台灣材料及代工廠商



 Apple 6 Retail Price $ 749 (單機終端售價)
 Total BOM Cost $ 211.10 (材料成本)
 Manufacturing Cost $ 4.5 (製造成本)
 Cost of Sales $266.7 (經銷商利潤)
 Profit $266.7  (蘋果獲利)

Apple 獲利分析



Apple 公司憑什麼?

有競爭力的創新技術



金 錢

能支應產品到產出的金錢?

能支應公司產品賣出後，達到收支兩
平的金錢?



南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網址:http://www.nanmat.com/



公司簡介

南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係南帝化工(台南
紡織集團)技術合作的轉投資企業。

 1997年成立，生產和銷售化學氣相沉積
（CVD）材料與奈米有機陶瓷塗料等先進的
奈米等級化學產品、製程及服務。

化學氣相沉積（CVD）材料主要提供半導體
製程高純度之材料，可應用在薄膜沉積製
程上。

為台灣本土少數可提供半導體先進製程材
料的公司。





 總經理: 邱正杰博士 (已經退休)

 為南帝化工(台南紡織集團)轉投資公司

 資本額: 新台幣兩億

 1997年就開始生產半導體元件製程

 薄膜氣相化學沉積先驅物質（CVD precursor、及
溶膠 -凝膠（Sol-Gel）相關高性能特用化學材料
等，其CVD產品純度高達99.999999％（8N），是
目前IC廠如台積電、力晶、茂矽等公司所認可的
供應商。

 開業4年後獲得第一筆訂單



第一筆訂單從何而來!

老天爺給的機會!

有足夠深的口袋
還要有點運氣!!



市 場

有好的商品就一定有市場?

從研發者的角度?

從市場角度?

從問題改善角度?

從創造消費者價值的角度?





世界第一的Google

 Google因為其備受注目的功能，例如
地圖以及搜尋引擎，及品牌發展的多
樣性跨足各領域，許多其他品牌的發
展也依賴著Google的穩定而成長，例
如Android以及Chrome。綜合上述評價，
讓Google在這次的評比中躍升為第1。



Google

Google的營運模式

Google的獲利模式

Google所創造的消費者價值市場在於是否
能創造消費者的

價值

(2)影片



團 隊

同質性太高，是優點?是缺點?

ㄧ家公司需要的是:
 生產、銷售、人力資源、研發、財務、
管理、法務。

看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執行團隊



阿里巴巴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蔡崇信

董事局執行副主席蔡崇



蔡崇信

美國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加
入北歐最大的工業控股公司 Invester 
AB 工作，主管亞洲私募投資業務。

現任阿里巴巴董事局執行副主席，主管
阿里巴巴集團的投資和法律事務，給馬
雲帶來了第一筆巨額投資。



 1999 年阿里巴巴的初期創業團隊剛剛成
立，這時的阿里巴巴沒有資金、沒有技
術，只有一個看似光明卻非常遙遠的願
景。

蔡崇信決定加入阿里巴巴，當時蔡崇信
在投行身居高位，年薪 300 萬港幣，而
馬雲只能給蔡崇信每個月 500 元人民幣。

(3).影片



據阿里巴巴集團股權結構顯示，蔡崇信
持股占比 3.6%，這還不包括支付寶、小
微金服、菜鳥物流等其他一眾阿里公司
旗下子公司的股份。

保守估計蔡崇信持股價值至少在 100 億
美元以上，他也是阿里巴巴合夥人中除
馬雲外，唯一的一位永久合夥人。

團隊成員互補性
越強，越能開創

新局



生產能力

實驗室研發成功，不等於能量產!

小量產成功，不等於能接大量訂單!

要自設工廠?

還是委外代工(Apple 與 Foxconn 模式)

最後決戰點是「價格」

台灣經營之神的遺憾!

(4).影片





於1996年10月20日創立，當初除生產汽油
與天然氣乘用車外，更計畫以累積汽油車
的製造及管理經驗。1999年11月11日，與
韓國大宇汽車合作技術生產首款車「台朔
一號」。

汽車本業也連年虧損，平均一年賣不出
6000台，僅為台灣同業龍頭1/8甚至1/10銷
量 。

 2004年10月，台塑集團不堪台朔汽車持續
虧損，計畫將收掉此公司 。

產品生產如果沒有市場可以
接受的價格，根本沒機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BD%E6%B2%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4%B6%E6%B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AE%87%E6%B1%BD%E8%BB%8A


專 利

齊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2004年4月，
為高功率LED研發生產商，致力於高功率LED
封裝，主攻照明市場。

 2010年發表全球首創可變色溫的單一LED封
裝體，其單顆封裝體色溫可在冷白光
(6000K)及暖白光(2700K)之間隨意調控，最
大光通量可達650流明，演色性達75。

於2000年在大陸中山設立泰騰廠以COB工法
生產LED燈具。

(5).影片



 COB封裝的球泡燈一度占據了LED燈泡40
％左右的市場。

於2013年10月台灣LED封裝廠研晶光電
指控台灣LED封裝廠齊瀚光電違反營業
秘密法。

 2014年12月，深圳市立洋光電子有限公
司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起專利侵權處理
請求，訴台灣齊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侵犯立洋光電專利權。



2017年8月3日新聞

 2017年8月位於汐止的高功率LED封裝廠
齊瀚光電驚傳倒閉！成立於2004年的齊
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因經營不善、決定
停止營業，並委由律師事務所進行後續保
管程序。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是台灣的積體電路設計公司，
主要生產主機板的晶片組、中央處理器（CPU）以及
繪圖晶片。

 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獨立主機板晶片組設計公司。

 VIA主要在研究與發展他的晶片組，然後將晶圓製造
外包給晶圓廠進行（例如台積電）。

 2000年，威盛的南北橋晶片組挑戰Intel，結果成功
拿下全球市佔率一半。

 在台灣股市創下629元的天價，市值高達1兆8千多億，
還有「台灣Intel」的稱號。



 2001年9月7日，英特爾向美國德拉瓦州法院提
出訴狀，指控威盛支援P4新晶片組侵犯英特爾5
項專利權，並要求法院下達禁制令，禁止威盛
生產製造P4晶片組。

 從此，威盛股票大跌，2014年11月19日，公司
每股淨值低於5元，威盛電子改列為全額交割股。

 2016年4月7日起，自全額交割股剔除，回復正
常交易，2017年9月22日收盤價13.45元。

(6).影片



專利官司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打官司還有另一個效果，公司被告之後，
股價跟著重挫，影響公司在股市籌措資
金的能力和客戶下單的意願，營運前景
自然也蒙上一層陰影。

「當你扯上官司，市場投資人或顧客對
你還有信心嗎？答案是否定的，」

業者競相控告對手侵犯專利權，已經不
只是專利權的問題，而是用整個企業戰
的策略在打仗。

專利是保護自己的方法，

但是專利訴訟是策略



外部競爭

 HTC與Apple在2007年的智慧手機市場，
HCT是大哥。

 HTC成為2007創立的開放手機聯盟創始
成員之一，轉而採用安卓系統平台。

是市面上首支以安卓系統運作的手機。

(7).影片



 HTC稍後便開始行銷HTC One系列等自
有手機產品。2011年，HTC在Interbrand
的「最佳全球品牌報告」中排名第98位
元。

 2011年4月底高點1,300元。

 2015年6月 9日股價跌停至75.3元。

 2017年9月21日，宣布將出售參與製造手
機的部門及授權專利給Google。

(8).影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HTC_One%E7%B3%BB%E5%88%97






HTC

Apple

當競爭者比你有競爭
優勢，你將會瞬間下墜





小結

 技術-完整的商業競爭能力

 金錢-能支應產品到產出的金錢

 團隊-能對應公司整體運作的人員

 市場-客戶在哪裡?

 生產能力-能支應客戶需求的產能

 建立進入障礙-專利與商標申請

 面對外部競爭能力



技術

要有競爭力的創
新技術



金錢

要有足夠深的口袋
還要有點運氣!!



市場

市場在於公司是否
能創造出具備消費
者的價值商品或

服務



團隊

團隊成員互補性
越強，越能開
創新局



生產能力

產品生產如果沒有
市場可以接受的
價格，根本沒機
會



建立進入障礙

專利是保護自己
的方法，但是
專利訴訟是策
略



面對外部競爭能力

當競爭者比你有
競爭優勢，你
將會瞬間下墜，
唯有不斷創新



創業之路、步步為艱

學習創業、減少風險

祝大家創業成功



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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