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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與對象 

 
一、本系專題製作實施要點，目的在於結合理論與實際，加強學生

實務經驗與能力。 

二、專題製作為一年課程，實施期間為：二技部一年級下學期及二

年級上學期、四技部三年級下學期及四年級上學期、五專部四

年級下學期及五年級上學期，是本系學生專業必修課程，凡本

系日間部同學皆須修畢及格，方准予畢業。 

三、專題製作有關企劃書的撰寫可參考「TBSA 社團法人台灣商務

策劃協會」相關內容(http：//www.tbsa.tw/front/bin/home.phtml) 



 4 

貳、專題製作流程 

一、 流程  

時間                 流程            對象/說明 

 

1. 每年 11～12 月 

 

 

 

 

 

 

 

2. 次年 3～4 月 

 

 

 

3. 5～6 月 

 

 

 

 

4. 6 月中旬 

 

 

 

5. 7～11 月 

 

 

 

 

6. 12 月中旬 

 

 

 

7. 12 月下旬 

 尋找組員 

 規劃題目與方向 

 五專、二、四技日間部 

為必修 

 

指導老師同意 

 初步文獻蒐集 

 相關專題作品參考 

 正式研究 

 研究動機、目的撰寫 

初試通過 

 初稿完成 

複試發表會通過 
 五專由指導老師口試 

 二、四技由指導老師 

及口試老師口試 

 繳交專題 

 正式裝訂 

 二、四技參加畢業專題 

發表會 

No 

No 

No 

Yes 

Yes 

Yes 

 五專由指導老師口試 

 二、四技由指導老師 

及口試老師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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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明： 

1. 確定指導老師 

於畢業前一學年度之上學期約第 10 週（期中考後第 1 週），開

始進行，並於學期結束前一週完成。 

2. 專題題目申請 

於畢業前一學年度之下學期第 4 週前確定專題題目並填寫『專

題製作申請表』。 

專題製作過程中，組員定期與指導老師諮詢並填寫『畢業專題

諮詢表』，每月至少製作一份，並附於專題報告內。 

3. 更改專題 

(1) 因『指導老師建議』或『更換指導老師』者，可申請更改專

題題目。 

(2) 欲申請更改專題者，填妥『專題更改申請表』經系主任核定，

並送交專題委員會備查即可。 

4.口試(初試) 

(A)專科部由指導老師口試 

(B)學院部專題口試(初試) 

(1) 訂於畢業前一學年度之下學期第 14、15 週舉行，口試委

員由指導老師諮商聘請系內外同仁擔任，場次由專題委員

會排定公佈。 

(2)專題初試報告書須於專題初試前一週，連同『專題口試評

分表』送予口試委員。 

(3)專題初試時，口試委員應填寫『口試結果查核表』，以利成

績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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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口試(複試) 

(A)專科部由指導老師指導，並由專題指導老師口試 

  (B)學院部專題口試(複試) 

(1) 於畢業學年度之上學期第 13、14 週舉行。 

(2) 場次由委員會排定公佈，口試委員與初試時之口試委員相

同為原則。 

(3) 專題複試報告須於專題複試前一週，連同『專題口試評分

表』，送予口試委員。 

(4) 專題複試時，口試委員會應填寫『口試結果查核表』，以

利成績之評定。 

6.繳交總報告  

(1) 總報告依口試委員指示修正後，供口試委員參閱，並填妥專

題口試委員簽名表 

(2) 總報告一律打字列印，並依『專題製作說明』之規定製作總

報告格式。 

(3) 完成之專題報告一律加上封面（該學年度封面之顏色須統

一，其顏色請至系助理查詢），裝訂成冊，專題報告共壹份，

繳交系辦列檔收存。（其他壹本份數，由指導老師與專題同學

商定，不另外規定）  

(4) 完成之專題報告全文一律以 Microsoft Word 存檔於光碟片，繳

交系上備查(學院部與專科部各交一份)。 

 

 

 

 



 7 

參、成績計算 

(1)學院部專題製作成績考核以各分組為單位，分成畢業前一學

年度之下學期、畢業學年度之上學期進行考核，各小組成績，

由口試委員及指導老師評分成績平均計算得之。 

(2)專科部之專題成績則由指導老師依據學生之表現及製作成果

加以評定學期成績，不另外安排口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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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專題注意事項 

1. 請畢業班各班班代負責收齊畢業專題一覽表中(如下表所示)所需

資料後，統一交給系助理。 

商務與觀光企劃系畢業專題繳交資料一覽表 

學院部(二技、四技) 五專 

 專題報告書面一份(須裝訂成

冊，封面顏色請至系助理查

詢)(註 1) 

 含專題全文之光碟片，以 Word

存檔，光碟片上須寫上班級、

專題名稱、姓名、學號、指導

老師名字，交至班代。(註 2)  

 專題報告書面一份(須裝訂成

冊，封面顏色請至系助理查

詢) (註 1) 

 含專題全文之光碟片，以Word

存檔，光碟片上須寫上班級、

專題名稱、姓名、學號、指導

老師名字，交至班代。(註 2)  

註： 1.專題報告一份交給系辦 

2.由各班班代整理各組專題，彙總全班專題在同一張光碟片裡頭，複

製成一份繳交至系助理，並將全班各組的專題名稱、姓名、學號、

指導老師名字做成清單，如次頁所示。 

2. 畢業專題資料繳交日期：請在畢業學年度之上學期第十七週

前，由各班畢業專題負責人負責全部收齊後，統一繳交至系辦公室。  

3. 畢業專題請統一依照專題論文各項說明撰寫。 

4. 若所繳交專題之格式或內容有問題者，系主任將不簽名並

退回修改，請同學注意以免影響自身畢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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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請畢業班每班班代製作一份專題名稱清單如下： 

班級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學號 姓名 

商企四 A 

 

新竹內灣一線九驛觀光行銷企

劃案 

 

 

黃明堆 

 

898002 林怡君 

898024 廖秀娟 

898026 李承峰 

898074 劉思奇 

898076 田智琦 

數位相機需求之分析研究(以新

竹縣市為例) 
郭莎玲 

898074 呂舒晴 

898044 張芷綺 

898058 黃筱純 

898064 陳筱雯 

898070 劉玲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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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專題製作說明 

 
一、基本結構 

專題的基本結構，至少應該包括下列三個部份： 

(一)篇前部份－封面、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謝辭、摘要、 

              目錄、表目錄、圖目錄。 

(二)正文部份－論文的主體，依性質區分為合適的章節， 

              從第一章起～第 n 章末。 

(三)篇後部份－參考文獻、附錄。 

二、格式 

     本系專題論文是由十一大元素所構成，依次排列如下： 

(1)封面                     <請參考附件 1> 

(2)書背                     <請參考附件 2> 

(3)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請參考附件 3> 

(4)謝辭                     <請參考附件 4> 

(5)摘要                     <請參考附件 5> 

(6)目錄                     <請參考附件 6> 

(7)表目錄                   <請參考附件 7> 

(8)圖目錄                   <請參考附件 8> 

(9)正文                     <請參考附件 9~15> 

(10)參考文獻                <請參考附件 16> 

(11)附錄              <請參考附件 17> 

(12)畢業專題諮詢表       <請參考附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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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式排版之規定如下 

 
1. 專題論文必須以中文書寫。 

2. 專題論文採用橫式由左而右的書寫方式。 

3. 專題論文寫作的中文字型為標楷體，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字體大小為十四。 

4. 專題論文採用單面打字為原則。 

5. 專題論文全文請選用 A4 標準紙格式（210mm*297mm）。 

6. 每一頁內文之版面設定為：左邊界 3 公分、右邊界 2.5 公分、上邊

界 2.5 公分、下邊界 2.5 公分；頁首 3 公分、頁尾 1.5 公分。 

步驟：檔案→版面設定→邊界→版面配置→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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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論文頁碼的編定，分為兩部份： 

(1)篇前部份－篇前部份包含封面、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謝辭、

摘要、目錄、表目錄、圖目錄。以羅馬數字大寫編

排之(Ⅰ、Ⅱ、Ⅲ、Ⅳ、Ⅴ、Ⅵ…) 

步驟：插入→頁碼→格式→確定 

 
 

 
 

 

(2)正文部份－從第一章開始以阿拉伯數字編排之(1、2、3、4、5、

6…)，其頁碼之位置於每一頁的正下方，如第五頁以

-5-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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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插入→頁碼→格式 

 
 

 
 

8. 除了第一章並不強制要求之外，各章與各節之開始需另啟新頁，第

二章之後，各章與各節之開始就「一定」需要另啟新頁。 

9. 圖表之標號，無論以中文或英文撰寫，一律以半形阿拉伯數字表

示。圖表之前後各與本文間隔一行(空一行)。(請參考附件 9) 

10.圖表之標題 

(1)圖標題寫於圖形下方置中，表標題寫於表格上方置中，圖表內之

字體大小可依實際需要設定，但整體應以清晰可讀為基本原則。(請

參考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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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附圖表請務必清晰並註明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置於圖表的下

方。圖表索引請按章節編號，如第一章第一個圖則以圖 1-1 為編號

並置於圖下方，第二章第三表則以表 2-3 為編號並置於表上方。(請

參考附件 10) 

11.段落間距：固定行高為 25pt，與前後段距離為 1 列。 

12.引述：文中如有參考文獻部分，請以( )表之，( )中寫明文獻之作者

與年代，如：(蔡鼎元，1999)、(Simpson，1986)。若作者超過 3

個（含），則寫法為：(王尚任等人，2001)、(Kumar et al, 2002)。

為求一致，所有中英文文獻之出版年度均以西元年度表示。(請參

考附件 11) 

13.註解：文中如有註解請以[ ]表示並上標，[ ]中寫 ”註” 及 “編

號” 。(請參考附件 12 

14.註解之補充說明(請參考附件 13) 

四、專題論文各項說明 

(一)篇前部份： 

1. 封面與標題 

2. 論文封面由本科系統一規定，標題頁必須附上題目、學生姓名、

學號、指導老師姓名、學校與科名稱、日期等資料。書背頁必須

附上大華科技大學、商務與觀光企劃系、題目、畢業學年度(請參

考附件 2) 

3. 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論文經口試委員會審定合格以後，全體

口試審核委員簽字，以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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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部份： 

1. 正文中各階層章節與細節之代號依次為七個階層如下：(請參考附

件 14) 

章   節  各小節  各小段  各小點   

 

章節標示： 壹、一、  (一)      1.      (1)             

假如您的專題論文，各小點之後，還有第階層分類的話，請以 

a.表示，a.之後還有下一階層的話，請以羅馬字 i.表示。 

2. 各章與各節空一列，各小節與各小段及各小段與各小點之間距離

為零。(請參考附件 15) 

3. 專有名詞或特殊符號，讀者不易瞭解時，均須在文章「第一次」

出現時，詳細的加以說明，不容許有意義不清或含糊的語句出現。 

Ex： 

正確－ 

    近幾年來，液晶顯示器(LCD)已經廣泛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上，

如：數位相機、手機、電腦螢幕等，液晶顯示器未來勢必將逐漸取代

陰極射線管(CRT)，預估西元 2002 年，液晶顯示器市場佔有率將首度

超越陰極射線管。 

錯誤－ 

    近幾年來，液晶顯示器已經廣泛的運用在日常生活上，如：數位

相機、手機、電腦螢幕等，液晶顯示器(LCD)未來勢必將逐漸取代陰

極射線管，預估西元 2002 年，液晶顯示器市場佔有率將首度超越陰

極射線管(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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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 

「液晶顯示器」，在文章中第一行就已經出現過，所以(LCD)就必須

加在”第一次”出現的地方，而不是加在第二行的液晶顯示器。 

「陰極射線管」，在文章的第二行就已經出現過，所以(CRT)就必須加

在”第一次出現的地方”，而不是加在第三行的陰極射線管。 

(三)參考文獻： 

1. 中文分類先後順序如下：(各分類之參考資料兩篇以上，則按作者

姓氏筆劃排序，筆劃少者在前，多者在後，每一參考書目以凸排 2

個全形字元開始)。(請參考附件 16) 

 期刊： 

 會議： 

 書籍： 

 報告： 

 論文： 

 網路資料： 

2. 英文分類先後順序如下：(各分類之參考資料兩篇以上，則按作者

英文姓氏的字首排序，依 A、B、C…順序排列) 

            Journal： 

            Conference： 

 Book： 

 Report： 

 Doctoral thesis： 

 Interne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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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錄： 

    附錄雖非論文的必備部份，卻可以用來供讀者一些與內容有關而

不便載於正文裏的資料。可以收在附錄裏的材料包括：放在正文裏顯

得太瑣碎繁雜的圖表、珍貴檔的影印本、過長的個案研究、技術性的

附註。(請參考附件 18) 

五、專題封面顏色 

1. 以五個學年度為一輪，每個學年度顏色之順序如下表所示： 

    畢業學年度之尾數    顏色雲       彩紙號碼 

         1 或 6           淺紅         161918 

         2 或 7           淺黃         161504 

         3 或 8           淺藍         161908 

         4 或 9           淺綠         161507 

         5 或 0           淺紫         161519 

舉例： 

93 畢業學年度其專題封面顏色為淺藍， 97 畢業學年度其專題封面顏

色為淺黃； 

96 畢業學年度其專題封面顏色為淺紅，100 畢業學年度其專題封面顏

色為淺紫； 

94 畢業學年度其專題封面顏色為淺綠，102 畢業學年度其專題封面顏

色為淺黃； 

2. 專題封面顏色須上光 

3. 封面顏色若有疑問，請至商企系辦公室詢問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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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內灣一線九驛觀光行銷企劃案 

 

指導老師：黃明堆 

 

 

專  題  製  作 
 

 

 

學生：商企四忠 范詩瑤 4988030 

      商企四忠 林欣妮 4988031 

   商企四忠 陳怡竹 4988033 

   商企四忠 王平姿 4988038 

    

 

 

 

大華科技大學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nd Tourism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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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觀光行銷乃是有系統且一致地運用地方文化特色及配合區域經濟發

展，將觀光資源及企業的經營政策及國家的觀光政策，在當地、區域、

國家及國際等區域階層中，促使觀光消費市場上的顧客群獲致最大的滿

足。應國內休閒需求增加，轉為提供以國民休閒為主的國內旅遊市場。

目前政府推廣文化創意之下，新竹內灣支線更是值得去發展的一區，如

何包裝行銷一線九驛使火車更蓬勃發展，結合地方特有的人文資源與文

化資產，強化當地的觀光形象，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甚至利用國際行銷

吸引國外遊客到來觀光，是區域商務與觀光行銷重要的一項工作。本專

題企劃案利用每一站的地方文化、歷史、生態、文創產業，與站內的設

計做結合，讓每一個站都有一個主題，吸引遊客的目光與駐留，並讓到

此處觀光的遊客更認識此地方的特有文化，並以文化創意行銷帶動內灣

支線的觀光發展。 

 

關鍵詞：一線九驛、台鐵內灣支線、觀光行銷企劃案。 

附件 5 摘要格式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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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標題寫於圖形下方置中，表標題寫於表格上方置中，圖表內之字體大小

可依實際需要設定，但整體應以清晰可讀為基本原則。樣本及說明如下： 

 

 

日本廠商/經營策略 經營策略 生產體制 

Sharp(夏普) 拓展結合 LTPS
[註 7]之系統液晶事業 

1 生產 PAD、PC 遊戲機用中小尺

寸面板 

2.生產 TFT-LCD 面板 

Toshiba(東芝) 致力發展 LTPS TFT-LCD 

1.A-Si TFT-LCD 與彩晶策略聯盟 

2.LTPS TFT-LCD 與松下合資成立
AFPD 

Hitachi(日立) 
發展出不同用途之 LCD 顯示器，自

行生產關鍵零組件 

1.主要生產中小尺產品 

2.投產 06/0.7mm 玻璃基板 

NEC 

以現有產能基礎的條件下生產高附

加價值領域與特殊專業用途之顯示

器面板 

1.生產 PDP、手機用 LCD 面板 

2.中小型 TFT-LCD 面板 

 

 

 

 

 

表 3-13 : 日本主要廠商介紹 

附件 9 

半形阿拉伯數字表示 

資料來源：由本組整理 

圖表之標題格式樣本(1) 



 29  

 

 

 

所附圖表請務必清晰並註明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置於圖表的下方。圖表

索引請按章節編號，如第一章第一個圖則以圖 1-1 為編號並置於圖下方，

第二章第三表則以表 2-3 為編號並置於表上方。樣本及說明如下： 

 

 

 

 

 

 

 

 

 

 

 

 

 

圖 2-3：30 吋 LCD 面板成本比重  

資料來源：由本組整理 

 

 

表 3-5：民國 89～92 年，彩晶財務報表 

項目/年份 (單位：百萬元) 89 年 90 年 91 年 92 年 

銷貨收入 7，212 15，579 31，125 33，279 

本期淨利 56 -6，406 885 852 

普通股每股盈餘 0.03 -3.08 0.34 0.24 

毛利率(%) -7.99 -28.74 11.87 13.8 

資料來源： 

1. 由本組整理 

2. 公開資訊觀測站，網址：http://newmops.tse.com.tw/ 

 

上游材料

（說明：％為占３０吋LCD面板成本比重）

7%

27%

8%

29%

8% 6%

15%

玻璃基板

彩色濾光片

偏光板

冷陰極燈管

背光模組

驅動IC

其他

附件 10 圖表之標題格式樣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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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文中如有參考文獻部分，請以( )表之，( )中寫明文獻之作者與年代，

如：(蔡鼎元，1999)、(Simpson，1986)。若作者超過 3 個（含），則寫法

為：(王尚任等人，2001)、(Kumar et al.，2002)。為求一致，所有中英文

文獻之出版年度均以西元年度表示。樣本及說明如下： 

一、新加坡觀光行銷策略： 

新加坡自 1965 年獨立後觀光產業於焉興起，目的在於將新加坡打造

成「現代化」旅遊勝地，並逐步以「花園景觀與摩登旅館」為主軸，將

新加坡打造成融合亞洲各種文化之門戶－即時亞洲（Instant Asia）。1985

年全球蕭條、旅館過剩、製造業衰退等內外因素影響，使得新加坡之觀

光策略轉為以發展成國際商業與服務中心為目標。而過去致力現代化的

觀光政策引發不少缺失，快速都市化與工業化的結果犧牲了當地歷史與

文化保存，無法再讓西方遊客感受東方的神秘與魅力，因此 1986 年新加

坡貿易與工業部頒布「觀光產品發展計畫」，目的在於重新發展文化資

產，促進當地文化覺醒（MTI，1986，Ser，Yeoh，& Wang， 2002）。 

奇美進入光電產業創下了不少第一的紀錄。與國內其他 TFT-LCD 廠

商相比較，有四點差異點如下：其一，是國內唯一無須支付技術移轉費

用的 TFT－LCD 廠商；其二，在新投入 TFT-LCD 的廠商尚在裝機、未進

入量產時候，就與日本富士通簽約，富士通吃下奇美三分之二的產能，

尚未量產就有訂單；其三，購併日本 IBM 的 TFT 工廠，成為國內首宗跨

國購併日本 TFT 廠成功的公司；其四，也是國內唯一自備彩色濾光片廠

的 TFT-LCD 公司，使得在 TFT-LCD 中、下游垂直系統整合完整。(陳泳

丞，2004) 

(名字先寫，再寫年份) 

附件 11 引述之格式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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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文中如有註解請以[ ]表示並上標，[ ]中寫 ”註” 及 “編號” 。樣本

及說明如下： 

(一)上游—材料設備 

材料與設備在整體產業中是非常重要的，對廠商而言，是與競爭者決

勝負的重要因素。以全世界 TFT-LCD 的材料與設備來源來看，幾乎都是

由日本廠商所供應的。 

上游材料包括了 ITO 導電玻璃、半導體製造所需的光罩[註 1]、光源模

組[註 2]、印刷電路板(PCB)
[註 3]、偏光板[註 4]、液晶、彩色濾光片[註 5]、驅動

IC
[註 6]、玻璃基板[註 7]、透明電極[註 8]、彩色板[註 9]、背光源[註 10]等等。在所

有材料中，以彩色濾光片所佔的成本比例最大，佔所有成本的比重 26%，

而且與產品的顯示品質密切相關，也因此成為台灣許多廠商積極想投資

的零件產業。國內的廠商有茂展、劍度、奇美電子、鑫光電、東賢科技

等。其次為驅動 IC，佔成本比重 19%，最近新進入的廠商有華邦、盛群、

聯詠、聯電、漢陽、台積電、新茂、等等。而其他材料由於用量較少，

所佔的成本結構比例也較小，在產業中的重要性也就沒有比彩色濾光片

與驅動 IC 來的重要。 

表 2-4：LCD 上游廠商分佈表 

上游關鍵材料 主要廠商名稱 

驅動 IC 聯電、華邦、茂矽、淩陽、盛群、漢陽、台積電、立生、晶磊 

玻璃基板 台灣康寧、碧悠 

偏光板 力特光電、協臻光電、激態科技、日東電工 

液晶 台灣默克 

ITO 導電玻璃 正太科技、劍度、勝華科技、默克光電 

背光模組 中強光電、大億電子、元津科技、先益電子 

冷陰極燈管 威力盟 

資料來源：由本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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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上標呢？ 

步驟 1：先將您欲要上標的文字，反白。 

 
 

步驟 2：格式→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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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在上標的□，打勾 

 

 

步驟 4：即可達成上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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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解要放置於各「章」最「後」一節結束的次一頁(詳見 28～31 頁) 

2. 各「章」註解之編號，請從 1．2．3…n 遞增下去(詳見 3＆5 頁)。 

3. 註解，字體大小為 12，字型為標楷體。 

 

※常犯的錯誤 

 

假設： 

 

Q：第一章有五個註解，分別為註解 1、註解 2、註解 3、註解 4、註解 5；

第二章有三個註解，那第二章的第一個註解應標示為註解幾呢？ 

 

A：註解 1。 

 

    很多同學會看第壹章最後一個註解為註解 5，下意識就認為第貳章第

一個要從註解 6 開始排下去，這是不對的，還是要從註解 1 開始排下去。 

 

 

 

 

 

 

 

 

 

 

 

 

附件 13 註解之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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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TFT-LCD 產業發展介紹 

 

 

 

第一節 TFT-LCD 其他國家介紹 
 

（一）韓國 

韓國廠商在民國 84 年正式跨入 TFT-LCD 產業後，在短短 3 年內便

直接威脅日本 LCD 顯示器廠商，憑藉著韓國政府的政策支持（所得稅抵

減）以及企業集團購買先進設備、延攬人才，全力投入 LCD 產業。經過

多年的努力之下，目前已經超越了日本，讓原本就已經獨占全球 LCD 市

場多年的日本，多了一個實力堅強的競爭國家，不再由日本一國所獨占。 

韓國液晶顯示器產業主要有規模經濟、健全產業結構、低價競爭三

大策略，以下將逐一介紹 

1.規模經濟： 

韓國的廠商從進入此產業之後，積極的創造及研發出更高世代的工

廠，這樣才能提高生產效益，這也是所以會領先日本液晶顯示器產業的

規劃之一。 

2.低價競爭： 

韓國將來的願望是在未來能夠成為全球最大平面顯示器的生產國，

並且定下了三大目標，這三大目標分別是： 

(1)面板出口： 

未來以民國 99 年產值為 315 億美元的目標，將 TFT-LCD、電漿顯示

器（PDP）[註 9]、OLED 的產值都一一提高，成為全球最大的出產國[註 10]
(目

前排名全球第二名)。 

附件 14 

這叫做章 

這叫做”節” 

這叫做小節 

這叫做小小點 

這叫做小小小點 

必須置中，其餘節、小節、小段、

小點，一律靠左對齊。 

正文部份格式說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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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 

第四章 以 SWOT與五力分析，分析我國 LCD 產業 

 

在上一章裡，我們介紹了台灣與其他各國（日本、韓國與中國大陸)

的產業發展歷程，以及我國主要 TFT-LCD 廠商之營運分析與在大陸投資

設廠的情形，本組將在第四章以 SWOT 分析，來說明我國相對的競爭優

勢與弱勢，外在與內在帶來的機會與威脅；以五力分析，來說明競爭者

與替代產品所帶來的威脅，產品供給者與需求者的議價能力。 

 

第一節  SWOT 分析 

以下為本組針對表 4-1，蒐集並整理影響台灣 TFT-LCD 產業最為重要的

優勢，弱勢，機會及威脅之項目所在。 

 

一、優勢 (Strengths) 

(一)我國 TFT-LCD 產業具有量產的優勢： 

根據本組調查在民國 92 年第一季，TFT-LCD 面板的市場佔有率已達

到 13.7%，隨著我國國內廠商陸續一一搶攻 TFT-LCD 這塊市場大餅，且

出貨量年年增加，TFT-LCD 最終的總產量大約佔據全球市場需求量的

36.6%。相對於原本只有日本，和南韓廠商所佔有的市場，投入這塊市場

的台灣廠商所增加的全新產量，自然形成價格競爭最主要的力量，且我

國筆記型電腦市場的產量在民國 92 年第四季，已佔全球產量大約超過

50%左右。對於此具有客源的優勢，理所當然會帶動我國廠商的產能提

升，故預估我國 TFT-LCD 產量將會提升至 40%左右。 

(二) 我國具有彈性及效率的生產優勢： 

目前 TFT-LCD 發展為大尺寸發展，而我國國內許多大廠紛紛積極擴

充新的生產線來增加產能，且朝上游材料方面垂直整合。  

 

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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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 

 

第二節 TFT-LCD 其他國家介紹 
 

（一）韓國 

韓國起初的基本技術來源是由日本所引進的，但在站穩腳步以及量

產穩定之後，就快速的進行自我技術的研發，就 TFT-LCD 產業來說，最

早是由日本廠商整合各種加工製程與進行量產，但所生產的尺寸是屬於

小尺寸，且成本較高。韓國液晶顯示器產業主要有規模經濟、健全產業

結構、低價競爭三大策略，以下將逐一介紹 

1.規模經濟： 

韓國的廠商從進入此產業之後，積極的創造及研發出更高世代的工

廠，這樣才能提高生產效益，這也是所以會領先日本液晶顯示器產業的

規劃之一。 

2.低價競爭： 

由於韓國液晶顯示器產業擁有完整的產業結構，所以便具有較優勢

的成本競爭力，因此韓國使用低價格的策略，來成為全球液晶顯示器產

業市場的龍頭老大。 

韓國將來的願望是在未來能夠成為全球最大平面顯示器的生產國，

並且定下了三大目標，這三大目標分別是： 

(1)面板出口： 

未來以民國 99 年產值為 315 億美元的目標，將 TFT-LCD、電漿顯示

器（PDP）[註 9]、OLED 的產值都一一提高，成為全球最大的出產國[註 10]
(目

前排名全球第二名)。 

(2)設備自製率大幅提昇： 

在 LCD 產業的世界是變化萬千的，想要維持一定的市場佔有率，除

了要產出良率要提高外，更重要的是擁有新製程的生產線。 

 

各
小
小
點
與
各
小
小
小
點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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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產業升級條例之法規 

 

名  稱：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民國 92 年 02 月 06 日 修正)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促進產業升級，健全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條例。 

本條例所稱產業，指農業、工業及服務業等各行業。 

第   2 條 促進產業升級，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 

規定。但其他法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用最有利之法律。 

第   3 條 本條例所稱公司，指依公司法設立之公司。 

第   4 條 本條例所稱工業主管機關︰在中央為經濟部工業局；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建設局；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本條例所定事項，涉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會同相關主管機關辦理。 

   第 二 章 租稅減免 

第   5 條 公司購置專供研究與發展、實驗或品質檢驗用之儀器設備及節約能源或利 

用新及淨潔能源之機器設備，得按二年加速折舊。但在縮短後之耐用年數 

內，如未折舊足額，得於所得稅法規定之耐用年數內一年或分年繼續折舊 

，至折足為止。 

前項加速折舊之核定機關、申請期限、申請程式及其他相關事項，由行政 

院定之。 

第   6 條 為促進產業升級需要，公司得在下列用途項下支出金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 

二十限度內，自當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一、投資於自動化設備或技術。 

二、投資於資源回收、防治污染設備或技術。 

三、投資於利用新及淨潔能源、節約能源及工業用水再利用之設備或技術。 

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與發展及人才培訓支出金額百分之三十五限度內，自 

當年度起五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公司當年度研究發展 

支出超過前二年度研發經費平均數，或當年度人才培訓支出超過前二年度 

人才培訓經費平均數者，超過部分得按百分之五十抵減之。 

 

  

 

 

附件 17 附錄格式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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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科技大學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畢業專題諮詢表 

 

____學年度第____學期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專題名稱： 

指導老師： 

諮詢內容： 

 

 

 

 

 

 

工作成果報告： 

 

 

 

 

 

下次工作分配： 

組

員 

班級 姓名 學號 出席簽名 

    

    

    

    

指導老師簽名： 

備註： 1. 本畢業專題諮詢表，由組員填寫紀錄後交指導老師評閱 

       2. 本表每月至少製作一份，附於專題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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