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㶂㦄⌳㜐❅脂㥅䦑
小老闆變身記

⋋丐⋉愋䕃惵㣞

㙓㹵㏬芾
䥈㔕 歘伤⍂㶂

㧆⎥





數位升級能為中小企業帶來什麼？ 
企業老闆在意的關鍵字─P.03

如何找到適合自身體質的數位工具 
中小企業升級架構及案例─P.04

中小企業數位升級前的提醒 
沒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最適合的─P.20

從今天開始轉型！ 
各種資源聯繫洽詢方式─P.22

1

2
3

4

Content
前言　中小企業也能利用數位工具邁向無痛升級─P.02

1



脑幓    昬䈒䬚㸯茸⥸䥑芓䊫
∓「⋧㶂≅唺☒䥑㦄⌳㇢脄擜⠃䕃䨇✵舓

中小企業是臺灣經濟發展的命脈，近年來全球掀起數位浪潮，希望透過新科技與新概念的導入，協助企業優化體質、

轉換視野，長期以不同思維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商業模式，找到市場新藍海。

然而，對多數中小企業而言，「數位」的概念顯得遙遠而模糊。多數企業家心裡不免會有疑問，到底什麼才叫做數

位化？什麼才叫做數位轉型？數位化可以幫我們賺到錢嗎？轉型到底要怎麼轉？沒有錢要怎麼轉型？

對於這些問題，不只中小企業有疑慮，現在轉型成功的企業，當初也是一樣徬徨不已、滿頭問號。而「經驗」始終

是人類進步的最佳助力，過去幾年各類型企業轉型升級時所遇到的難題，如今都已有完整解答。這些可解決轉型升級困

境的策略與因應做法，將與科技結合，並藉由政府的各種補助，協助中小企業以有限資源啟動轉型升級。

隨著全球產業升級趨勢的加快，數位轉型已然成為企業永續生存的必要作為。轉型永遠不遲，但是不轉型將被逐漸

邊緣化。徬徨與遲疑都是面對挑戰的自然反應，透過此書，中小企業將可依照順序釐清自身問題、設定階段目標、盤點

內外可用資源，篤定的踏上轉型升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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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經營上常面臨許多煩惱，疫情來了員工不能出門怎麼辦？從四面八方湧入的訂單如何妥善排程及規劃交期？怎麼減少庫存？怎麼開發新客

戶？對於目前公司的經營狀況，雖然感到有許多課題待解決，但因周遭沒有任何具備 IT技術與知識的人才，即便有心解決也不知該從何下手。
其實這些問題都已有許多發展成熟、且能簡易上手的數位工具能幫忙，價格也遠比想像中更親民。以下將分別依據關鍵字對應出適合的解決方案，無

論是要解決痛點或強化優勢，都能依功能及規模來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雲服務。

ኵ՝Ѐϛωӌཾளپϧቄȉ

⑤ 如何上架 
電商平臺？

④ 如何即時看到銷售
及金流狀況？

⑧ 如何留存與傳承
獨門手藝或
商業機密？

⑧ 如何降低異常次數？

⑥ 怎麼推廣宣傳
才有效？

⑥ 員工怎麼排班表、
計算績效？

⑦ 如何預測來客數 
以利備料？ ③ 客戶售後服務

怎麼做？

⋧㶂吾権⬟㔕䪱樿柕⽒

㬞⛄㶂吾権 嵌摶㶂吾権

③ 如何讓客戶的 
體驗更好？

② 如何匯集各方管
道的訂單，並

妥善排程與
規劃交期？

① 如何抓住舊客戶 

並開拓新客戶？

① 疫情期間，遠距辦公如何
維持工作效率？

② 如何讓產品
更上相？

⑦ 如何快速找到
過往訂單或
查看班表？

④ 如何讓周遭店家卸下心
防，一起合作行銷？

⑤ 如何有效率的進貨揀
料及管理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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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數位 
工具

•客戶關係管理
（CRM）/會員集
點系統【案例01】
•雲端收銀 /行
動支付 /電子發
票【案例 02】
•線上客服 /線
上預約 /簡訊系
統【案例 03】

開店平臺
【案例 04】

數位行銷 
【案例 05】

•遠距辦公 
【案例 07】

•雲端辦公協作
【案例 07】
•人力資源管理
（HR）【案例 08】

影片、線上說明
書工具【案例 09】

進銷存管理 /
企業資源規劃
（ERP）/財會
管理 /生產管理
【案例 10】

流程機器人
（RPA） 
【案例 11】

市場及客戶分析【案例 06】

未來你將 
可以⋯⋯

營業活動效率提高
(客戶體驗優化 ) 獲得新客源 公司內部資源

(人力、物力 )的改善
進貨、叫貨業務的

效率化

獲得新客源或新商機
( 掌握客戶多賺錢 )

營業活動效率提升
( 內部省時又省錢 )

如果你在意
的關鍵字是
⋯⋯

①如何抓住舊客
戶？
②如何讓客戶的
體驗更好 (等待
時間縮短、更好
預約等 )？

①如何開拓新客戶？
②客戶售後服務怎麼做？
③如何上架電商平臺？
④怎麼推廣宣傳才有效？
⑤如何讓產品更上相 (櫥窗擺設、擺
盤等 )？
⑥如何讓周遭店家卸下心防，一起合
作行銷？

①疫情期間遠距
辦公如何維持效
率？

②員工該怎麼排
班表、計算績
效？

①如何留存與傳
承獨門手藝與商
業機密？

①如何預測來客
數以利備料？
②如何匯集各方
管道的訂單，並
妥善排程與規劃
交期 ？
③如何有效率的
進貨檢料及管理
庫存？
④如何即時看到
銷售與金流狀
況？

①如何快速找到
先前處理過的類
似訂單或查看班
表？

②如何降低異常
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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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原先主要是透過打電話或傳送簡訊來預約，導致員工除了處理預約事宜還必須兼顧

上課，一天頂多接 5到 10通就忙不過來，無法即時處理。由於員工一開始都是採用紙
本作業，十分耗時，老闆便決定藉機導入自有品牌 App，設定好開課資訊，不管有多少
人想報名，都可直接透過 App約課，即便滿班也有候補機制，提升營運品質。

䅕䥑決儻儲冧茺苶⌴⍂㶂㇢㩒茺 
㟘潇㶂剴噈茏⾝䌛㔕㊦

省去人工計算報表、回報績效的工序，老闆透過 App即可掌握營業狀況，了解課程預
約情況、顧客問題，不僅能即時調整銷售策略，也改善了員工回覆速度。 

藉由品牌預約銷售網站，顧客可在網頁約課、查會籍、剩餘票券，既不占用櫃檯時間，

還能維持顧客滿意度；上課、進場皆透過 QR Code簽到，交由系統把關進出，後臺即
時顯示進出場流量；另外還能藉由系統自動推播課程取消提醒、上課提醒、課程剩餘空

位訊息，節省作業流程。
● 活用預約系統，可有效改善作業流程
● 毋須耗費過多無謂的時間成本，即可維持顧客滿意度

提升滿意度 ┒✃䘁苈䅕⛀茺㥃⥸⍂㶂䅛舃㩒槶 㘈ቴ㔛᳞ㅙẋ⼠ᓧᄙ᮪ൻ⊛ઍ␠ᦩ㧖⮠↱ᡷༀᬺോޟ
ⴕᵹ⒟⊛ᢁ₸㧖એ⏕㘈ቴോຠ⾰ޠޕ

規劃營運方針，運用最簡單的方法管理顧客

活用服務，強化橫向溝通，改善作業流程

整合公司營運模式，提高工作品質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01
IT活用案例

痤⤢㎌㬞⛄���痤⾝㘽樿⎨俖䠭���痤決儻儲冧

業種：運動 /員工數：15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客戶關係管理（CRM）/會員集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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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數位及疫情的來臨，行動支付消費的風潮漸起。某蛋糕店因為疫情的到來，店家非

常重視店內的消毒，開始考慮使用避免直接接觸的行動支付方式，打造無接觸防疫環境，

開創無現金生態圈。

㥿⟹ⴔ┫㤹⊾茺歘伤㎌嘺㯵㈲茺 
❂⚓㊗⾲捩潶媝䠭昭䅛㈲⛄

初次使用就上手，交易簡單又迅速，中小微型企業不需要採購昂貴的 POS設備，只需
透過整合服務平臺及移動式端末設備便能完成交易，並提供雲端整合後臺供店家快速查

帳及營運數據分析。

多元支付可提高店家 7到 13%之營收，且透過各支付公司回饋消費者的優惠方案，更為
店家帶進新用戶至店內消費，創造新營收。除了可不受消費者現金帶不足的影響，還能

在各支付回饋活動的推波助瀾之下，有效拉高客單價。

● 指尖上的經濟，方便又省時
● 提供多元支付，不受現金不足影響，拉高營業額

增加營業額 㟘⎁ⴔ┫㤹⊾㧆㌏茺㛒潇茏⾝臊意⚅  㓣⪺ઍ⊛ヱ⼠㧖༼⛫Ủ⊛ૼ⥃㧖ޟ
ᡷ⼠ᄢ⌔ᶖ⾌ᮨᑼޠޕ

提供無現金結帳，一機整合多元支付輕鬆管理 

眾多卡機整合成一臺，提供營運數據分析，快速查帳

藉由各種回饋活動，增加來客率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痤䕃䠥昭���痤歡⽋㤹⊾���痤岘⛀㤹⊾

業種：餐飲 /員工數：9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雲端收銀 /行動支付 /電子發票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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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臺灣本土自創流行精品內衣品牌積極轉戰網路市場，雖然帶動品牌知名度及產品銷

量迅速擴張，但也遭遇許多痛點，包括：人力成本墊高，大量重複性問題造成客服人力

吃緊，另外由於不同網站、社群線上線下會員資料分散，資訊不同步，造成管理混亂，

因此負責人決定導入 AI智慧客服，解決消費者的諮詢問題。

企業可快速導入智能機器人，無論客戶從電話、網路、LINE、Facebook等社群互動，
皆能獲得更快速精準的回覆。因具備 24小時服務及自然對話的能力，企業導入智能機
器人，協助回答客戶、訪客經常諮詢的問題（如企業資訊、交通資訊、產品介紹等）。

在智能服務導入之後，潛在的商機詢問度有 1.5到 2倍不等的成長，可以在第一時間捕
捉客戶的想法，有效降低了員工回應顧客線上諮詢的工作量，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提高

後端服務效能。 ● 提供顧客即時的諮詢服務，提高顧客好感度
● 大幅降低人力成本，提高後端服務效能

提高服務品質 円⟹㪋唺㹵畣⊠茺即㩒芉庴㬞⛄  ࿃ᙥਇหㅢ⸙ᐔ⥑㧖ዉᥓ⢻ᯏེੱ㧖ޟ
ឭଏහᤨേޠޕ

一個平臺，多通路商機不遺漏

導入智能機器人，提供全天候服務，擴增服務品質

藉由雲端客服，即時回覆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業種：零售 /員工數：15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線上客服 /線上預約 /簡訊系統

03 ∘咫⥃沵茺 
㟘⎁歀⠃即㩒≸⛀俖苌

痤刑⇯⾝㬞���痤㪋唺㹵畣⊠���痤即㩒⫔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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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接單 槮㛜㦼⾝㘽茺㟘✵䘁㥀㘗槚  ொ⛔ડᬺヱဳᱜᄪ㧖ㆇ↪ᛛⴚ⛫㛲⊛㐿ᐫᐔ⥑㧖ޟ
デ㝃ዞ⢻ᚻޠޕ

某食品零售業者因為想拓展商機，卻肇因於缺乏網路知識與預算，不知該如何是好。店

家於是選擇活用可合乎其預算成本的開店平臺開設服務，並藉由該平臺專屬的後臺與操

作教育訓練，進而拓展客戶，增加營收。

芸苊槮㊗腚嘺茺即㩒㞭⦤

提供店家專屬後臺與操作教育訓練，店家登入後只要設定好商品上架、金額與運費等選

項，即可開通自營商店頁面，開始電子商務業務。消費者可以利用線上支付方式付款，

而店家可即時於後臺查詢訂單，安排出貨。

該食品零售業者由傳統市場實體銷售 +電話接單，進而轉往數位接單，並享有平臺完整
的會員註冊、多元金流等服務。透過平臺上架超過 20樣食品組合，增加接觸網路團購
客群，並可於端午、中秋等熱門節日即時線上接單，款項獲得平臺保障，網路銷售業績

成長較導入前獲得 20%成長率。 ● 拓展客群，業績飛快成長
● 即時線上接單，網路與實體雙向進行

拓展客群，跨過地域限制

運用開店平臺系統，搭配線上支付功能，輕鬆上手

善用電商平臺，增加銷售業績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痤歡⤺腚嘺���痤槮㊗腚嘺���痤凪扅⤺㊗

業種：零售 /員工數：7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開店平臺 (電商上架、網購平臺上架、線上支付等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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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客戶來源 䬠希㣗⍂茺⇥⊠即⟠⾇㘗㦄⌳岘朕 ∉ᖱⴣᠯਯਅ㧖ᵴ↪ᣂဳᘒⴕ㌟㧖දഥኪ㜚㐷Ꮢᐲㆊޟ
ᓟ∉ᖱᤨઍޠ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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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nts

某餐飲業者因疫情遭逢巨大考驗，不僅營業額下滑，LINE官方帳號的收費新機制也讓
官方訊息收費價格大漲，為原本就已緊縮的行銷預算增加不少壓力。震盪的 2021，除
了實體銷售，亦須透過雲端行銷，提升品牌的靈活度與應變力。

々䄂岘朕腌⾝茺捩潶幋脙䪫塱 
䥑㘽茺♞摶㶂剴㘗槚

相較傳統行銷方式，數位行銷能以不到十分之一的預算，實現虛實融合（OMO）、線
上到線下（O2O）行銷模式，除了降低品牌數位轉型的門檻，成效也更好。此外，利用
簡明易懂的操作介面，即使一人也可迅速完成操作。

該餐飲業者在平臺推出熱銷商品兌換活動及用戶專屬優惠，並透過推播訊息讓活動快速

傳達給平臺百萬用戶；另一方面，搭配平臺的發文功能，讓消費者可快速掌握活動參與

方式與優惠訊息，帶動到店人潮與營收成長。該店家使用數位平臺合作第一年，創造營

收即為投入費用的 20倍以上，至合作第二年，創造營收為投入費用的 40倍以上，且
年營收成長率超過 100%。 ● 透過雲端推播，快速傳達給平臺百萬用戶

● 提升品牌抵抗力，輕鬆操作，創造業績成長

動動手指進行雲端行銷，提升競爭力

透過簡易操作，降低轉型門檻，協助品牌推廣

發文輕鬆觸及百萬消費者，輕鬆導客到店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痤㦄⌳岘朕���痤㞰㢷⚉唺���痤偗㨣㣗⍂

業種：餐飲 /員工數：15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數位行銷  (數位廣告、SEO、社群行銷、KOL、電子報、EDM)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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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海鮮零售網站雖然有意開發新客戶，但因為無法了解消費者喜好，導致對於市場需求

一無所知。公司領導人因此決定導入市場行銷分析工具，期望透過 AI系統，能成功打
開市場以獲取新客源，並藉此區分不同的消費者行為，進而改善行銷規劃及執行等步驟，

提高顧客黏著度。

芸苊㪋腰儲冧茺脍㮠幼⾝岘䙕茺 
ⲕ⚊㥀畄噈㶂剴�

面臨大量訪客數量時，利用數據管理與 AI智慧分析來記錄訪客數據，不僅能省去人工
整理時間，還可以藉由各種條件準確找出適合的行銷名單。

藉由 AI深度學習後分析數據，除了可以提供訪客及會員專屬個人的智慧商品推薦，也
能透過不同管道推播訊息給精準名單群，蒐集更有效的數據資料。隨著訪客量日益壯大，

AI智慧推薦機制預測準度也達到 85%以上，客戶合作期間月營收成長超過 20倍。

● 透過 AI深度學習，導入市場行銷分析工具
● 即時分析活動成效，新增顧客，並留住舊顧客

精準行銷 㟘✵脃⟩㥀畄茺弒㥿岘朕㸷㌏ ᣂ㔖໐ᤨઍૼ⥃㧖ㅘㆊޟ AIᥓᘢ♽⛔ᛂㅧ♖Ḱⴕ㌟㧖 
ᅢⴕ㌟╷⇛Ꮣዪޠޕ

分群經營，進一步掌握客戶喜好

記錄訪客數據，透過 AI深度學習，精準行銷

導入 AI智慧系統，增加公司營收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痤㦄⌳岘朕���痤幼⾝脍叜���痤凪扅⤺㊗

業種：零售 /員工數：40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市場及客戶分析 (數據分析、輿情管理、市場調查、問卷分析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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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新冠肺炎的影響之下開始執行遠端工作，無法當面溝通導致員工之間開會較為不

便，於是公司管理層決定藉機導入遠端辦公協作系統，讓員工得以不受地域、裝置限制

進行線上會議，使遠端工作機制順利在公司內部推行。

整合會議需要的軟硬體設備，支援各種遠端溝通模式需求（直播會議／遠端協作／互動教學），

可以根據需求一鍵開啟不同的會議模式、縮短會議設置時間，讓會議效果最佳化。

利用可以看到與會者臉孔的線上會議軟體工具，定期進行固定會議，讓員工之間可順暢

共享情報資訊，提升對組織的向心力。此外，一併導入電子契約系統可減少員工非必要

的交通出勤負擔，維持住員工對工作的滿意度與動力，協助提升公文辦理效率。

● 在硬體最少的環境下，達到最佳的會議效果
● 提升組織溝通效率，準時掌握各項工作

提供互動式直播會議 㥃⥸揺脃㥒臥茺凥㜊⠃㏄⚅  ࿃ᙥ∉ᖱ⿲㧖ㅘㆊఝൻ㆙┵ㄐද♽⛔㧖⛽ᜬຬᎿޟ
ਯ㑆⊛㓌♖ޠޕ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實施遠端辦公

運用居家行動辦公，強化溝通，效率翻倍

藉由雲端線上系統，使工作持續運作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業種：研發服務 /員工數：45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遠距辦公 (文書處理、遠端協作、線上會議 ) /雲端辦公協作

07 即⍥⣕㇢脍媝⟵⬧⊳唺 
臐芻䕃䵈茺⏃㜊㇢⍂⛀⚅

痤苏芛揺脃���痤刑⇯儲冧���痤凪扅㬔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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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
Punch in

HR

中小企業通常沒有專屬的人資人員掌管員工管理制度，也對勞動法令不熟悉，因此如

何協助企業因應法令變更、管理出缺勤與薪水及保存資料，以提高行政作業效率為主

要課題。

苈䥑歘伤⊠芓俖䠭儲冧茺境 
㍈㐩䪱⊠⣕俖䠭☟㊦

完整支援行動化的雲端人資系統，共有人事組織管理、行動出勤管理、智慧薪資結算、

多元員工中心、招募聘雇管理五大模組，將請假、出缺勤結算、排班、表單簽核、薪資、

組織公告等功能相互整合，並即時符合勞基法更新。

訂定人資管理規章，捨去紙本作業提高行政效率，不用擔心勞健保／法令／基本工資調

整，員工還能透過福利整合平臺隨時隨地滿足需求，有效降低管理成本，落實彈性的人

員管理。

● 輕鬆因應勞檢、出缺勤、薪資等問題，人資雲端管理超省力
● 減少行政作業時間，讓企業能專注核心事業

知「雲」善任 ❂⚓ )3 䬭㩒䬭⚅茺㟘潇岘㥉⍂㶂㥒臥 ࿃ᙥᦨᣂᴺ⺞ᢛᦝᣂ㧖ㅘㆊ㔕┵ੱ⾗▤ℂޟ
♽⛔㧖ᥓᘢ▤ℂຬᎿޠޕ

人事管理，進行數位轉型

支援行動化系統，透過智慧管理，減少人事成本

藉由雲端人資系統，促進行政效率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痤⊠芓儲冧���痤⊠⚅芓䊫俖䠭���痤歘伤俖䠭

業種：餐飲 /員工數：9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人力資源管理（HR）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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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9:37

以往對於新人教育訓練、職能培訓，大多採線下實體課程，專業人才培育不易，基礎知

識傳遞困難重重，多牽涉到老師傅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累積，如何利用新的雲端工具進行

教育訓練，並協助員工快速上手工作內容，為企業主要課題。

藉由數位學習的導入，協助擁有研發、專業知識的老師傅將技術轉化成數位教材，如此

不僅能結合公司的知識管理機制，提升知識的累積保存與擴散效益之外，員工還能利用

數位學習平臺隨時學習和評測，有效掌握自己的學習成效，有效縮短員工學習曲線，更

有助於研發人才之養成。

透過影片教學、線上課程，即時同步專業知識，加快員工融入工作以提升業務績效，並

透過混成學習的應用，加速將原本六個月的業務新人訓練提早於三個月內執行完成；共

通性新人訓練也從三個月縮短至一個月內，即時提供新進員工的基礎培訓。
● 知識邁入數位化，節省培訓時間、成本，訓練更省力
● 迅速培養人員的專業知能，提升職場競爭力

降低知識與學習門檻 芸苊䰓徬⡿凊滃䪱歘伤✃茺疁䬭⽳同㩒槶 ὑੌ⛽ᜬੱᚽ⊛⢒ᚑ㧖ㅘㆊ㔕┵ቑ⠌㧖ޟ
ຬᎿᔟㅦᚑὑᚩജޠޕ

因應經驗傳承，利用雲端培訓

應用數位學習，傳承知識，縮短學習時間

藉由工具活用，讓新進人員的快速即戰力化得以實現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IT活用案例

業種：製造 /員工數：60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影片、線上說明書工具

09 䅕䥑歘伤⯯幦腚嘺茺ⴢ㉄㊦苶⌴ 
⽳同䪱武䁙㇢㩒噈疓㨣㊦

痤歘伤⽳同���痤 F ✃弅舃���痤 LOPX�I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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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多變且多通路的社會，許多消費者都希望能隨時隨地購買、履單和退貨。為了能

夠滿足此需求，某服飾品牌使用管理系統控管後勤大小事，即時更新庫存狀況，妥善

處理訂單。

芸苊苁朕⽓∘咫茺 
捩潶㈵⛀㶂剴㘗槚

提供第三方倉儲空間、訂單管理、包裝代工、智慧倉儲、電子發票等服務，具備「即時

更新」、「安全庫存水位」提醒等功能。從商品品號誕生那一刻起，到進貨、銷貨、倉儲、

撿貨、理貨、出貨，甚至電子發票，全部可以在同一個系統內完成。

該服飾品牌使用後勤管理系統後，平均揀貨工時減少 14%、平均理貨工時減少 79%、
每人平均理貨件數增加 197%，另出貨商品錯誤率從 3% 減少至小於 0.1%，減少 12,180 
元以上的損失，平均理貨件數倍數成長，有效舒緩出貨壓力！

● 即時掌握庫存資料，針對貨物進行控管
● 精準掌握進銷存商機，降低出錯率

提升出貨正確性 ⲕ⚊㶂剴㘗槚茺苶⌴◤枏臥  ὑ㆐ᚑડᬺᢁ₸⊛ᓟൕᡰេᵹ⒟⯪ℂ㧖↪ㅴ㌟ሽޟ
♽⛔㧖ᄢᷫዋୖఢੱᎿᬺ㍲ᯏ₸ޠޕ

因應訂單需求，精準掌握倉儲資料

提升系統整合效率，透過進銷存管理，改善出錯率

使用智慧管理系統，增加出貨正確性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10
IT活用案例

痤㊫⽓䛤䃛���痤幕⦤俖䠭���痤凪扅⤺㊗

業種：零售 /員工數：40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進銷存管理 /企業資源規劃（ERP）/財會管理 /生產管理

14



近幾年製造業競爭激烈，為了提升競爭力，企業轉型需求日益迫切，因此該公司導入專

為傳統中小型製造業設計的智慧化系統，將工廠設備數據化、可視化，讓主管可以即時

掌握工廠狀況，快速下達重大決策。

導入的監控系統採用工業物聯網架構，在生產設備中加入感測器，監控產線設備的啟動、

停機與出料時間，並且將所有數據上傳至系統，此套戰情系統除了會顯示在辦公室的大

型螢幕之外，亦可使用手機 App隨時掌握生產狀況。

透過智慧工廠系統的手機 App，即便身在外地，管理人員也可以隨時掌握廠內的生產狀
態。隨著生產管理系統的改善，作業流程更有效率。導入至今，該公司的設備無預警停

機次數大幅下降，產線稼動率也不斷提升。

● 記錄所有生產情形，並將其轉化為容易把握的數據 
● 管理效應延伸到作業現場，達到零時差的管理

提高產能與生產效率 㥿⟹㦄㣤茺㥃⥸䥋刑◤枏臥 ᥓᘢᎿᑚ▤ℂ㧖ༀ↪ᯏེ⸳ឭඥ⒟ᢁ₸⥜產ຠ⦟₸㧖ޟ
㒠ૐੱജᚑᧄ⥜㍲⺋₸ޠޕ

促進競爭力，提升產能與優化營運管理

使用智慧系統整合數據，即時掌握

智能自動化，增加作業流程效率化

經營課題

方法

結果

11
IT活用案例

業種：製造 /員工數：30人

Point
可用數位工具：流程機器人（RPA）

㥿⟹䥈䥌俖䠭儲冧噈⍂㶂㇢舃 
儲冧茺ⴢ㉄㟘潇䥌唺

痤䬏㞯儲冧���痤䥈䥋俖䠭���痤㪋腰䥋刑

15



݈ཾ
各式多樣的服務已離不開人們每天的生活，要怎麼做才能更加貼

人員管理數位化：使用線上打卡排班系統，勞健保與相關法令調整、薪

資管理及績效考核都能交給電腦代勞，進而提升現場及遠距上班人員的

工作效率，人資結算更方便迅速，也能有效避免違法疑慮。

整合訂單管理流程：除了現場來客，電話與線上系統的訂單都能按序排好，不僅可

以避免漏單問題，還能直接連結進銷存與支付系統，方便手機即時查閱，省時又便利。

預約訂餐及購物服務：導入

預約系統，讓顧客提前選購餐

點或商品，一開店便能馬上處

理訂單，提高經營效率。

必備數位工具〡客戶服務系統、開店平臺

必備數位工具〡人力資源管理、雲端辦公協作

必備數位工具〡進銷存管理、企業資源規劃（ERP）、財會管理

優化客戶來店體驗：從預約、入店選購至

付費環節全面數位化，透過預約系統省下

客戶等候時間，店員可以查閱過往消費紀

錄提供贈品或集點服務，並更精準的推薦

產品，行動支付也讓付款更加簡單方便。

必備數位工具〡客戶關係管理、會員集點系統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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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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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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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1

2
3
$560

1

Lucy 362

Sat. 10:00AM

VISA$

P

營運狀況？在網路世代人手一機的情景下，跟上數位轉型的腳3
2
3

1

2
3

$780

$780

1࿂᎐ 
㯋ᩦዌ

⚦㤄 
㯋ᩦᾌ

8
Z Z

各方支付一次搞定：一臺刷卡機即能支援多種支付與電子票證，支付後

臺也能統一整合至雲端，方便店家管理並分析營運狀況，不僅能夠在刷卡

時及時了解客戶狀況，還能輕鬆管理多店每天的營業額與庫存狀況，此外

也能支援便於永久儲存的電子發票，可隨時查詢其使用狀況。

必備數位工具〡電子發票、行動支付、雲端收銀

數位行銷多樣又高效：店家可自訂商品菜單、分類、圖片、商

品介紹等內容，製成電子型錄供客戶線上瀏覽；建置 LINE官方
帳號，提供即時性的一對一專屬服務，提升舊客回購率；透過

Web VR 環景導覽功能，吸引客戶至虛擬商城遊覽與消費，提升
品牌知名度、線上營收並推廣創新應用。

必備數位工具〡數位行銷

全天守護企業機密：使用資訊安全／防毒軟體抵禦駭客攻

擊，包含進階持續性威脅（APT）、釣魚網站、勒索軟體、
挖礦攻擊與物聯網入侵等等，可以有效降低受駭機率並將惡

意程式阻擋在外，另外端點檢驗程式也能幫助企業清查終端

電腦受駭狀況。

必備數位工具〡資訊安全／防毒軟體

線上開店超方便：透過各式網路開店系統商，版面設計

與金物流架設都不再是難題，只要準備好文案跟圖片即

可將產品上架，不會寫程式的新手也能簡單開店。

必備數位工具〡開店平臺

5

6
7

8
VISA

$

$

ΙЈޟ
近並即時滿足客戶需求？如何更快速高效的管理各種行政雜務與

步，才能在紅海中開展新局。

࿃⟖ᬣ
⨦㕚ᾌ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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ᇧഅཾ
身為臺灣外匯主力，面臨全球製造業板塊大遷移之際，如何提升

人員管理數位化：使用線上打卡排班系統，勞健保與相關法令調整、薪

資管理及績效考核都能交給電腦代勞，進而提升現場及遠距上班人員的工

作效率，人資結算更方便迅速，也能有效避免超時加班的違法疑慮。

即時掌握營運數據：透過在舊機臺安裝智慧

製造機上盒來蒐集產線數據資料，同步上傳

至電腦及手機上後，即便身在外地，管理人

員也可以透過手機掌握廠內的生產狀態；透

過在生產設備中加入感測器，便能監控產線

設備的啟動、停機與出料時間，也能將所有

數據上傳至戰情系統，設備的無預警停機次

數大幅下降，產線稼動率也不斷提升，可檢

視機臺狀況預測並即時維修。

優化進銷存管理流程：匯集各方訂單不漏接，從訂單、庫存、排班、

排程到進貨撿料都能即時安排，也可以直接從手機看到銷售狀況及確認

入帳，隨時回應客戶需求與回覆交期，也有助於將產銷研整合管理。

必備數位工具〡進銷存管理、企業資源規劃（ERP）、財會管理、客戶關係管理

必備數位工具〡人力資源管理、雲端辦公協作

必備數位工具〡生產管理

數位資料更便利：紙

本管理費時耗力，將

資料數位化後更方便

查找歷史資料，也能

透 過 掃 描 QR Code
快速找到貨品。

必備數位工具〡客戶關係管理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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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利用數位轉型讓各環節加速自動化，才能精準應變瞬息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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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傳承數位化：利用數位方式將老師傅的經驗保留下來，解決手藝傳承斷層問題。

必備數位工具〡影片剪輯、線上說明書

大眾趨勢一手掌握：透過數據分析和輿情分析了解市場及客戶

情況，或利用數位客服即時解決客戶疑難雜症，進而得以完善產

品開發及客戶服務。

必備數位工具〡市場分析、客戶服務系統

全天守護企業機密：使用資訊安全／防毒

軟體抵禦駭客攻擊，包含進階持續性威脅

（APT）、釣魚網站、勒索軟體、挖礦攻擊
與物聯網入侵等等，可以有效降低受駭機率

並將惡意程式阻擋在外，另外端點檢驗程式

也能幫助企業清查終端電腦受駭狀況。

必備數位工具〡資訊安全／防毒軟體

開發新型態客戶通路：透過線上開店平臺，能夠在既有的 B2B行銷模式上擴展 B2C模式，
提高產品銷售量，客戶也能利用線上電子型錄搜尋並下單，輕鬆完成採購流程；此外也能串

接 ERP系統即時顯示產品庫存，方便客戶自行掌握數量，大幅減輕業務人力負擔。

必備數位工具〡開店平臺、數位行銷、行動支付、電子發票

5

6
7

8

ΙЈޟ
競爭力？怎麼有效提高生產效率並降低成本，更能維持高品質與

變的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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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升級、轉型必須漸進，不可能一步到位。升級就是

轉骨，一定會有陣痛期，主事者不要追求立竿見影，必

須長期規劃、制定階段性目標，並給員工調適期可使用

的適應工具，循序漸進的完成升級。

對企業來說，數位化工具沒有最好只有最適合，其他

公司好用的工具不一定適合你，企業必須先審視自身

需求再找出合適的平臺與功能，而非削足適履的去遷

就工具。

員工要敞開心胸、主事者要貫徹決心。數位升級、轉型必然會帶

來改變，身處其中的員工必須持開放心態，勇於接受改變；主事

者不僅要貫徹理念，也須全力支持員工，建立數位文化（Digital 
Culture），並挑選適合企業體質的好用工具，縮短磨合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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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轉型

數位升級、數位轉型成為近幾年企業營運的重要策略，在轉型前應要了解自身迷思、優勢與痛點，再決定要導入什麼工具；而無論是尋求服務團的

幫忙，或上網進行問卷自評，都是開始數位轉型的好方法。

增加企業數位化成熟
度並導入新技術

打專線：

0809-092-091
專線連接至服務中

心解決數位大小事

轉介合適資源

或專家 執行數位化

解決方案

參考指南並預備

邁向下一階段

逛網站
至臺灣雲市集網站進行自我評估： 
https://www.tcloud.gov.tw/

參考自評表選

購適合方案
取得解決方案

●A超商透過分析，掌握自己公司痛點在「結帳時間長」及
「非現金支付比例高」，故優先導入行動支付，並強化電
商服務。

● 導入後降低平均結帳時間超過 50%。

透過痛點分析找到轉型方向 站在自身優勢找到轉型方向

● A超商掌握自身優勢在於冷鏈健全，故延伸自身優勢，轉
型上聚焦自動化倉儲系統導入，透過程式運算，串聯收貨、
儲存、揀貨及出貨等環節，增加五倍用地坪效且提升十倍
人力運用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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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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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診斷專家陪伴    提供中小企業數位轉型大小事的快速回應
● 主動出擊釐清企業問題、提供對症下藥的方案並持續陪伴
● 提供快速諮詢服務

詳情請洽網址：https://www.tcloud.gov.tw/consultant.htm或掃描右邊 QR Code

補貼上雲即選即用    類電商概念 · 全新補助機制
● 建置「臺灣雲市集」 ，以類電商的方式鼓勵中小企業上平臺購買軟體雲端服務，養成習慣邁向轉型
● 同步鼓勵國內資服業者轉型，活絡軟體市場
● 設置客服專線 0809-092-091，有問必答
詳情請洽網址：https://www.tcloud.gov.tw或掃描右邊 QR Code

數位賦能人才養成    培育數位青年 · 補企業人才缺口
● 每年招募青年進行培訓，鏈結企業提供實習場域，供青年實際操作
● 結合業師、企業及場域，公私協力超前部署數位人才

詳情請洽網址：https://3t.org.tw/或掃描右邊 QR Code

場域共創商機共享    商圈共學習 · 共數位 · 共轉型
● 針對商圈場域需求推動共同學習（如辦理課程讓在地共同學習提升數位知能）、共用數位工具（如開店平臺、

外送平臺）、共同行銷（形塑場域主題，整合行銷共同推廣）

詳情請洽網址：https://microcloud.sme.gov.tw/或掃描右邊 QR Code

更多資源主動告知    smepass主動媒合適合資源
● 中小企業轉型的同時，推動政府服務同時轉型，平臺提供法遵提醒、各項申辦指引、創新服務及資源媒合，

透過平臺主動媒合適合企業申請的資源

詳情請洽網址：https://smepass.gov.tw/SMEAExtranet/index或掃描右邊 QR Code

ϬЈۖᙽ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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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產銷與農機

● 隨著智慧農業發展逐漸成熟，農業將朝數位轉型世代邁進，供應鏈也由產量追求轉換成品質安全。為鼓勵產

業應用數位轉型技術、產品或服務，以利產業價值鏈數位升級，「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 -農漁產銷與農機創新
營運計畫」協助「養殖漁業」及「外銷潛力作物」，達到數位普及、外銷產值提升、農業經營者獲利增加等目標。

詳情請洽網址：https://agdigi.atri.org.tw/或掃描右邊 QR Code

中小型製造業 

● 以轉型為主、數位為輔，依製造業的數位化程度及問題，提供「生產轉型」、「營運轉型」、「服務轉型」

不同做法，並透過「數位轉型快易通」（服務團），提供不了解該怎麼做的企業諮詢診斷、資源轉介等服務。

詳情請洽網址：http://www.citd.moeaidb.gov.tw/CITDweb/Web/ATotal.aspx或掃描右邊 QR Code

中小型服務業

● 為協助零售業、餐飲業、休憩服務業及生活服務業者，透過導入雲端服務所產生之數據回饋，驅動業者進行

數位轉型及商業模式創新，優化營運體質及產業競爭力，進一步協助優質企業拓展國際市場。

詳情請洽網址：https://www.smebiz.org.tw/或掃描右邊 QR Code

11

22

33

其他雲世代產業數位轉型資源

這裡有更多針對特定產業量身訂做的資源，讓你找到適合自身體

質的數位方案；還有更多可以學習參考的典範案例，讓你看看數

位能為企業帶來哪些好處。

23



小老闆變身記：中小企業數位指南全攻略

發行單位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出版單位 ─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地       址 ─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二段 95號 3樓
電       話 ─（02）2368-6858
網       址 ─ https://www.moeasmea.gov.tw

執行單位 ─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
地       址 ─ 新竹縣竹東鎮中興路四段 195號／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11樓
電       話 ─ 0800-45-8899／（02）6631-8168
網       址 ─ https://www.itri.org.tw／ https://www.iii.org.tw
企劃製作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 2021年 11月
版（刷）次 ─ 初版一刷
ISBN ─ 978-986-533-205-1
GPN ─ 1011001892

本書同時刊登於臺灣雲市集網站：https://www.tcloud.gov.tw以及本處網站：https://book.moeasmea.gov.tw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同意。

24





廣告

∓「⋧㶂㦄⌳
㜐❅脂㥅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