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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創業營運計劃書撰寫 

講師：邱黎燦 
電話：0932054036 

E-mail：leo.chiu8@msa.hinet.net 

個人部落格：http://c12927912.pixnet.net/blog  

            文化創意產業輔導陪伴計畫 

圓夢計畫書撰寫工作坊 

mailto:leo.chiu8@msa.hinet.net
http://c12927912.pixnet.net/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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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任 
日本經營士協會                             授證顧問師 
中華中小企業財務顧問協會                   理事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財務相關診斷輔導計劃       輔導顧問 
文化部文創相關輔導計劃                     審查委員暨輔導顧問 
農委會農企業/組織相關輔導計劃              輔導顧問 
經濟部、勞動力發展署、台北及台中市創業計畫 輔導顧問  
聯輔中心、中衛中心、青創總會、中小企總     外聘顧問暨講師 
勞動力發展署共通核心職能課程               講師 
勞動力發展署人力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       輔導顧問 
靜宜大學暨桃園、彰化、嘉義、屏東工業會     講師 

邱 黎 燦 個人經歷簡介 

★ 經  歷  

冠羿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監察人 

緯商國際公司財務部、製造部、採購部         經理  
東豐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室IE專員 
南開科大、彰師大、醒吾科大 、東海大學      講師暨業界師資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第十一、十二屆理事 

★ 證  照  

 日本認證合格顧問師   
 SGS Qualicert服務驗證(神秘客)主導稽核員認證合格 
 BSI ISO 9001：2015主導稽核員認證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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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什麼是營運模式與營運計劃書？ 

貳、計劃書撰寫技巧 

參、計畫書必備格式 

肆、計劃書常犯之錯誤 

伍、Q&A 

課程綱要 



壹、什麼是營運模式與營運計劃書? 

對創業者而言… 
提供的服務、使用的方法、目標的市場、投入的成本
、執行的步驟、預估的營收…等，均需慎密的規劃 

將上述的內容整理成冊，即是營運歷程中最重要的— 

營運計畫書 

Business Plan 

營運計畫書一般用來申請補助經費、尋求資金
挹注、整合協力廠商、協調內部工作等重要功
能 



一、經營特色與營運模式 

 所謂營運模式即是組織的商業模式，就是如何創造、
傳遞及獲取價值的手段與方法。 

 透過營運模式的邏輯，可以說明組織所能提供給客戶
的價值，以及公司內部的結構及夥伴關係，等藉以實
現價值持續營利的要素。 

經營要有特色，營運模式要有特色，企業獲利才能創
新高 
您對特色的定義 
 
 



好的商業模式 



商業模式 

價值主張：提供目標客群什麼價值 

價值傳遞：透過什麼載具/平台 

價值獲取：收錢的模式—會員制、羊毛出
在羊身上、羊毛出在牛身上豬付錢 

價值挪用：策略伙伴如何分帳/拆帳 

 



對  創業者 而言 

檢視創意可行性 

釐清事業藍圖 

認清經營模式 

協助募集資金 

 

好的  BP 有3防功能 

防忘性 

防躁性 

防浪費 

對  投資人 而言 

縮短投資決策的時間 

評定經營者能力 

了解事業發展與經營的過程
與結果 

檢視投資報酬率 

好的  BP 表達了3種能力 

表達能力 

經營能力 

業務能力 

二、營運計畫書之功能   



三、營運計畫的重要性 

營運藍圖的模擬，可行性的評估 

須考量人、事、時、地、物的合理性 

預算的確定，如自有資金及資金用途 

目標設定、執行計劃及步驟擬定 

要有彈性 

檢討依據 

效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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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一 

擬定 
計畫書架構 

步驟 
二 

收集資料、 
訪談請益、 
消化整理 

步驟 
三 

著手撰寫 
重點內容 

步驟 
四 

修改 
補強內容 

步驟 
五 

美化 
文字圖表 

步驟 
六 

添加 
必要附件 

好的計劃書需符合 

1.合邏輯 

2.合理的 

3.可行性 

貳、計劃書撰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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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劃書撰寫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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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撰寫一份「會成功」的計畫書 

確認用途及目的–做何目的、給誰看的、誰會看到 

搞清楚遊戲規則–作業規範、注意事項、排除條款 

研讀計劃書架構–申請文件、計劃主體 

切割撰寫排程–擬出期限、分段解體、設定排程  

設訂產出標竿–完稿、修改、諮詢、推薦 

懂得求救–不會就要問！ 

開始著手–沒有開始，一切枉然 



108年度決審-評審重點與比重分配 

編號 個人及團隊審查重點 比重 
1 整體營運模式可行性、發展性 30% 
2 商品特色、市場定位、定價策略 30% 
3 創業資金來源與運用規劃 20% 
4 業師專長及合作模式 20% 

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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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公司或行號審查重點 比重 

1 商業模式、組織管理能力、通路佈局能力 30% 

2 商品特色、市場定位、定價策略 30% 

3 創業資金來源與運用規劃 20% 

4 業師專長及合作模式 20% 

總計 100% 



參、圓夢計劃書格式 

計劃摘要表(以108年度計劃為例) 

計劃書 

壹、計畫緣起 

貳、計劃目標 

參、計劃內容 

肆、經費預算 

伍、預計執行進度及查核指標 

陸、預估執行成效 

柒、財務規劃 

捌、其他 

玖、附錄 

13 



一、計劃摘要表撰寫說明 

申請類別：□個人□公司或商號(行號) 

計劃名稱：(請依照初審) 

實施期程：自民國108年06月01日至109年02月28日 

計劃相關性：□客家族群 □新住民 □原住民□其他 

申請者資料：公司名稱、統編、設立日期、資本額、申請者
及相關資料、聯絡人及聯絡方式、公司網址 

主要產品/服務：以30字說明本次的產品、服務、戲劇或音
樂…等等。 

計劃經費：自籌款、獎勵經費、總經費 

產業別：文化部管轄的文創8大產業 

計劃自評說明：詳如下表 

申請單位成立二年內接受補助情形 

團隊成員基本資料暨授權同意書 
14 



一、計劃摘要表--計畫自評說明 

請以右表
分析申請
圓夢計畫
獎助之需
求與準備
階段(請儘
量將計畫
重點摘入
表格中，
據以評估
計畫重點
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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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壹、計畫緣起 

請以500字至多1000字，敘述說明創設公司
之緣由及簡介 

企業概述 

產業環境概述 

市場現象-->機會 

創業動機 

16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說明： 

請條列敘明本計畫預期達成之具體目標。如：
新技術之研發、產業之貢獻、企業未來之發展
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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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執行項目 說明 

範例: 
1.建置
行銷平
台 

簡易操作的線上
介面 
著重課程豐富度
及多元性 

舉例:以「  」為出發點，
吸引20-30歲客群購買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貳、計畫目標 

二、限制條件： 

請提出公司未來營運中可能面臨之問題、變數
及因應之辦法、計畫執行可能遭遇之問題；並
說明因應及解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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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條件： 可能面臨之問題 解決方法 

範例: 

商品研發 

新產品研發無明

確方向或無法下

決定。 

透過尋求業師專業

諮詢，針對產品討

論與定案。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參、計畫內容 

一、成立宗旨：經營理念、公司特色描述及短、中、長期
之規劃。 

二、產品項目：產品定位、產品特色、產品之文創內函。 

三、市場定位：市場區隔、潛在客戶。 

四、SWOT分析：企業內部優劣勢、企業外部機會威脅 

五、競爭者分析：對於目前台灣○○業界直接競爭者進行
分析，列舉三家較有生產規模之廠商 

六、商業模式：營運規劃、經營團隊、合作伙伴。 

七、行銷規劃：產品定價、通路、如何銷售、行銷推廣。 

八、業師專長及輔導內容：業師基本資料及輔導內容說
明(不限定1位) 19 



一、公司短、中、長期之規劃參考格式 

  目標 效益 商業模式 

短程 

(半年至
一年) 

網站設計 

商品開發 

通路點(創
業圓夢的主
要執行工作
項目) 

（呈現量化數
據） 

（對照前面執
行工作項目之
可具體查核的
量化計畫成果） 

（如何達成收
支平衡或獲利
的方法）  

中程 

(一年至
三年) 

      

長程 

(三年至
五年) 

      
20 



四、SWOT分析撰寫參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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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內部因素 內部強勢(S) 內部弱勢(W) 

外部機會(O) SO:策略攻擊 (WO)策略轉型、因
應、補強 

外部威脅(T) ST:策略預防、轉移 WT:策略迴避、退
出  



五、競爭者分析撰寫參考格式 

競爭對象  ____公司 ____公司  ____公司  

商標       

產品價格       

通路       

優點       

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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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營運規劃撰寫參考格式 

  營運規劃 公司發展方向 

1 公司成立時間 中華民國___年___月___日 

2 資本額                 萬 

3 設立(預計)地址   

4 營業(預計)地址   

23 



六、經營團隊撰寫參考格式 

  經營團隊   

1 主要成員                 人 

2 協力團隊                 人 

3 負責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職掌: 

榮譽事蹟: 

4 團隊成員 姓名: 

學歷: 

經歷: 

職掌: 

榮譽事蹟: 24 



八、業師專長及輔導內容撰寫參考格式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方式 手機   

電話   

傳真   

E-mail   

地址   

專長領域   

專家資歷及專長
與創業團隊需求
之關聯性 

  

25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肆、經費預算 
一、經費需求：含數量及單價估算。 

二、經費來源：包括自籌款及其它經費來源。 

三、經費編列參考格式如下： 

26 
1.請記得編列稅金5或8萬元，文化部撥款前會代扣 

2.計畫經費項目／細目獲本部核定後要更改，須提前報請本部核准 

經費項目 細目 
單價 
(元) 

數量 小計(元) 
分攤金額 

經費運
用比例 

自籌款 獎勵金 % 

              % 

              % 

              % 

總計     %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伍、預計執行進度及查核指標：請以甘特圖呈現 

一、預定執行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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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各查核點內容並應具體明確。 

        2.進度百分比請參照經費預算執行比例填寫。 

        3.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格式調整使用。 

月份 

                進度 

工作項目 

計畫 

權重
％ 

108年 109年 

6 7 8 9 10 11 12 1 2 

1. XXXX                     

2. XXXX                     

3. XXXX                     

4. XXXX                     

累計工作進度百分比％(

請依各月工作進度進行
分配，不可空白) 

10         

        

經費進度百分比％ 

(依各月經費進度填寫，
不可空白) 

10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二、預定查核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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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查核點應按時間先後與計畫順序依序填註，查核內容應係具體完成事項且可 

            評估分析者，產出應有具體指標及規格並須量化。 

    2.請配合預定進度表及委員審查意見填寫。 

    3.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依格式調整使用。 

         4.從108年6月開始至109年2月止，108年8月份前須至少ㄧ項查核點，109年2月 

            份前至少四項查核點為標準。（查核點會作為後續計畫考核暨撥款之標準， 

            務必評估合理且實施計畫內與結案前能達成之內容）。 

月份 查核項目 預定完成日期 
查核內容 

（以明確量化值表達為佳） 

7 1.建置行銷平台 108年6月2日 電子商務平台完成 

10 2.實體販售點營運 108年10月6日 於○○百貨設立營運據點 

11 3.參與展覽會/比賽 108年11月15日 參與展覽/比賽紀錄1份 

1 4.完成異業合作 109年1月22日 聯名產品發行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陸、預期效益 

計畫預期成果、質化及量化效益、公司對
文創產業或社會貢獻 

(一)量化效益 (請以具體明確之量化數據撰寫) 

1.產品研發 

 2.品牌行銷 

 3.市場拓展 

 4.資金進駐 

(二)質化效益 

本計畫研發產製之產品，經由通路販售，搭配展覽
活動及網路銷售，提升產品之曝光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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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柒、財務規劃 

一、財務規劃 

二、未來一年半收支規劃(以季為為單) 

期間:民國108年 6月起至民國109年2月 

30 

摘要 
108年度 109年度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收入               

支出               

                

                

                

                

本期損益               

*本表僅供參考，請自行調整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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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表參考格式 

營收預估表(範例版).xls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捌、其他 

個人或企業以往之得獎事蹟 

個人或企業以往之實際作品或實績 

經營團隊之背景資料 

希望文化部協助之處 

32 



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玖、附錄--個人/團隊應備資料 

附件一 申請人(負責人) 團隊成員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 

附件二 負責人切結書切結書1份。 

附件三 團隊成員授權同意書(如有團隊成員須檢附) 

附件四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附件五 業師輔導同意書。 

附件六 授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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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劃書撰寫說明 

玖、附錄--公司組織/商業組織應備資料 

附件一  申請人(負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附件二 負責人切結書切結書1份。 

附件三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附件四 業師輔導同意書。 

附件五  授權書。 

附件六 公司或商號(行號)登記證明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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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書常犯之錯誤 

計劃目標不明確/目標太過遠大 

針對限制條件，未能提出具體解決對策 

產品未具創新性及市場差異化 

未能了解市場及競爭對手、太多夢想 

缺乏具體可行的營運模式 

太專注產品創作，忽略產品的行銷規劃 

經費預算項目與計劃目標未能匹配 

預計執行進度及查核指標，未能完整執行 

計劃執行效益不明確 

營運收支預測及財務規劃，未能妥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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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Q＆A 

授後服務聯絡方式： 
行動電話：0932054036 

E-mail：leo.chiu8@msa.hinet.net 
個人部落格： http://c12927912.pixnet.net/blog  

mailto:leo.chiu8@msa.hinet.net
http://c12927912.pixnet.net/blog
http://c12927912.pixnet.net/blo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