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萊車輛修理廠 營業計畫書

摘要
卡萊車輛修理廠維修專注於為個人、企業客戶提供優質保修、一流客戶體驗。我們是企業市中唯一一家由女性業者經營的汽車保修公司，服務價位經濟實惠，但品質維持高水準，力求客戶滿意，每次來店，都感倍受尊重。

卡萊車輛修理廠是由羅卡萊女士創辦。她是取得汽車修護技工專業執照，畢業於大學機械工程碩士班的汽車專家，曾在交通運輸公司服務超過十年，後來轉換職場，回歸最愛：幫助別人、修理汽車。她對汽車修理的熱情，源自童年曾協助父親修復老爺車。

重點
卡萊車輛修理廠：

	提供量身訂做的客戶體驗，客戶網路評等獲5星佳評
	提供最安心、迅速的服務
	為國內外多元車種提供可靠保修
	與供應商關係好，料件售價具競爭力 
	經營者擁有大學機械工程學位、10 年主管及工程師經驗、豐富汽車相關工作經歷
	聘有工作嫻熟的學徒 
	服務企業市及週邊地區市民
	當地唯一一家女性經營汽車修理廠
	2020年開業後，收入持續增加


2020至2023年的歷史及預期收入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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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和戰略
卡萊車輛修理廠於 2020 年 1 月開業，收入穩步增長，將持續藉由優質服務、與供應商維繫良好關係確保零件價格實惠，來增加收入。近期業務增長來源是服務更多企業客戶，相關收入從 2020 年 6月的每月 10萬元提高到 2021 年 6 月的 15萬元。

主要業務目標包括：

	繼續增加收入、擴大客戶群
	繼續提供領先競爭廠商的客戶服務
	到 2022 年，企業客戶數量將從 2 家增為4 家
	2021年底新增廣告預算，爭取更多企業客戶保修長約
	2022年將打工學徒升為全職員工
	長期目標：10年內擁有自己買下的店面


願景宣言
卡萊車輛修理廠持續以最高等級的保修專業能力，提供客人快速修理、價格實惠零件及在地最貼心友善的客服體驗。

 
使命宣言
在卡萊車輛修理廠，我們花時間傾聽每位客戶的問題，說明必要的維修流程。我們為個人愛車和當地知名企業車隊提供安全安心、優質實惠的服務。我們積極拓展業務，服務更廣大客群，也突顯這家女性創業家擁有、經營汽車維修廠的獨特。

公司價值觀
卡萊車輛修理廠致力服務在地社區，以下是我們的工作信念：

	誠實：明確說明保修所需費用、時間和所有修理選項。
	尊重：讓每位客戶都有深受尊重的感覺，與其他保修廠不同。
	經驗：業務建立在多年產業經驗，以及經營者對機械工程、汽修專業的執著投入。
	承諾：確保客戶對每次保修百分百滿意。
	安全：客戶天天開車上班或送貨，也送孩子上學，必須完全信賴保修品質，這些品質出自最強技師、最優零件。
	可靠：客戶每次接受服務，都能期待同樣高水準的材料、服務和溝通。


商業機會
在企業市，客人有很多汽車修理廠可供選擇，但我們是唯一女性創業家擁有並經營的修理廠，卻獲得網路客戶評比最高分。近期問卷調查也顯示客戶滿意度為99%。很多人在與修車技師討論車輛問題時，難以完全放心，但我們對每一位客人都極度尊重，讓溝通順利，無論保修前、中、後，都有讓客戶放心的最佳體驗。
個人客戶是公司業務重要部分。但本地企業為公司提供拓展業務契機。我們跟，嘉詩庭烘焙坊、C&L建設公司簽訂長期合約，提供卡貨車保修服務。隨著在地的金融經濟、人口都見成長，越來越多在地公司需要可堪信賴的汽修服務，是我們拓展業務關鍵機會。

我們的主要客戶是：

	需要汽車保修服務的中等收入個人及家庭
	以商務車輛載送員工、貨品的中小企業

由於在地有許多汽車保修廠，對汽車用品料件的需求很高，供應商也常開出高價。不過，我們與附近兩家重要供應商長期合作無間，能以優惠價格取得商品，我們也把省下的錢當作給客戶的福利。
業務內容
卡萊汽車修理有限公司，由羅卡萊於2020年創立。身兼公司所有權人與經理人，她掌管保修流程、訂單、客戶服務、帳務、供應商關係及會計等各項工作。目前公司還有兼職學徒和兼職辦公室助理。生意繁忙時，有經驗豐富的簽約技師會來分擔保修工作。
我們租了維護良好的車庫，附有辦公室和客戶休息等候區。廠內保修機具設備，總值200萬元。

證照、資格包括：
汽車技工執照
營業執照
其他汽車保修相關技術證照
汽車修理同業公會會員

營業時間
星期一  休息
星期二  8：30 - 17：30 
星期三  8：30 - 17：30
星期四  8：30 - 17：30  
星期五  8：30 - 17：30
星期六  9：00 - 16：00 
星期日  休息	

營業地點
我們位於企業市熱鬧區域，鄰近的步行區內有許多商家、咖啡館、餐廳和住宅。我們離高速公路、大眾運輸站點不遠，方便個人、企業客戶前來。

空間內裝
卡萊車輛修理廠設置 40坪車庫，以及辦公室和含洗手間的客戶等候區，包含電視、WIFI連網、手機充電座、沙發，也提供顧客茶水點心（飲水機/咖啡機）。

各項設備都正常運作、維持清潔。等候區寬敞舒適，辦公空間功能完整，未來預計持續改進。我們已取得業主同意，有權依據需要對室內空間進行調整。
 
產品和/或服務
從汽車故障電腦診斷到電池更換等一系列服務，我們盡力滿足客人需求，包括：  

	一般汽車維修
	煞車維修
	電氣系統
	引擎診斷
	電池測試和更換
	傳動系統維修

我們使用企業市最優質汽車零件供應商的產品。我們已與供應商建立了關係，取得優惠價的好零件，加上有經驗豐富的技師提供一流服務，客戶能享有最有效、安全及價格最合理的保修。

客戶服務
與客戶建立關係，首先要培養信任。我們透過明確溝通，建議維修項目，贏得客戶信任。保修結束時，我們詢問客戶經驗，以持續改進。許多客戶喜歡這個在地唯一由女性創業家擁有、經營的汽車保修廠。

我們的空間乾淨舒適。等候區備有雜誌、免費咖啡/飲水、洗手間和點心。許多客人在我們進行例行保養、基本修理時，選擇在等候區休息。
每一位客戶都能見證，我們以誠實、尊重、安全可靠等理念進行所有保修工作。最近對客戶的調查也顯示，我們擁有99% 客戶滿意度，是在地客人評價最高保修廠之一。

供應商
卡萊車輛修理廠
我們選用環境永續零件，也與經營方式友善環境的供應商長期合作，他們是：

	東方汽車零件公司
	歐美車輛材料行
	北星汽車用品百貨


經營團隊
羅卡萊擁有35 年汽車相關經驗、10 年工程和管理歷練，以及豐富店面管理和客戶服務經驗。她對汽車修理的熱情，始於7歲時幫助父親修復古董老爺車。她是：

	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碩士畢業
	任職在地交通運輸公司超過十年
	技師能力高超，獲得多項認證、榮譽
	經營自己擁有、獲得好評的保修廠
	與當地供應商、企業和個人客戶關係良好
	從新創階段帶領公司業務，持續促進收入、客群增長 
	掌理維修、銷售、招聘和交易等大小事項


財務管理
我們認為，必須清楚掌握資金進出公司的情況，以保持公司財務健康、長期成長。我們維護以下財務報表和記錄，持續更新，所有資訊放在計畫附錄，以資參照。

預算
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
現金流量表
收支平衡分析
現金流預測
銷售預測

總體而言，最近時期的財務報告顯示，公司資產約300萬元，息稅前盈餘為50萬元。過去現金流的情況，讓我們預測每月收入、手頭現金應會維持增加趨勢。未來 12 個月，所有服務項目的銷售額，將持續成長，預計到 2022年12月，總銷售額可達到80萬元。

企業貸款
2020年正式開張之前，我們申辦了150萬元的貸款，並用額外的20萬元個人儲蓄，支付設備、保險、租金費用。我們目前正在還貸款，貸款期限為5年。

庫存和接受的支付方式
卡萊車輛修理廠接受現金和所有主要信用卡。

我們使用免費的庫存管理軟體，管理零件、用品 進出。
行銷
卡萊車輛修理廠擁有忠實客戶群，他們也幫我們做了許多口碑宣傳。在修車行業，這是拓展業務重要層面。客戶遭遇修車問題時，需要確信其他人曾來找我們幫忙，解決過類似的問題。網路上普遍正面的客戶評論，也是我們重要的客戶來源。

2020年夏天，我們在促銷方面投資了10萬元，主要是在當地報刊登廣告。我們計劃在 2021 年 12月增加廣告預算，拓展行銷管道。

我們雖希望繼續滿足個人客戶的汽車保修需求，但近期行銷工作重點，將針對那些尋求車輛維修保養支援的本地企業。行銷管道包括：

- 新官方網站 
- 網路廣告（橫幅） 
- 紙本傳單 
- 針對企業專屬促銷和折扣方案 
- 在當地報刊登廣告

市場分析
對高品質修車服務的需求持續增加。我們雖有眾多競爭對手，但我們的服務品質特別突出，廣告投放少也不影響業務增長。保修廠數量持續增加，但進駐附近地區的企業同樣在增加。許多企業需要定期保修服務，因此修車生意成長前景看好。

企業市人口和新創企業，在過去幾年明顯增加，代表有許多商機。file_1.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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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區隔
我們目前的目標客戶，分為兩類：
	需要汽車保修的個人-許多是忙碌專業人士，屬於中高收入-多數人每天開車上班或送孩子上學-迫於交通和工作/家庭的壓力，常感時間不夠用-許多人為修車繁瑣事項及費用感到困擾-地區房價不斷上漲-回頭客知道我們提供好價格、快速服務 - 新客戶需要時間熟悉我們，許多人曾在其他修理廠碰到糟糕對待、不實報價等問題

	使用貨車卡車的本地企業- 如麵包店、食品配送、電信公司、花店、建設公司、維修公司、雜貨配送等中小型企業 - 可能擁有一至數百輛車的車隊 - 我們目前能力有限，希望鎖定擁有 2 到 20 輛車的企業做保修 – 這些企業可能與其他保修廠簽過合約， 但對服務不滿意 – 在地的新企業可能正在找可簽長約的保修廠


競爭
企業市大約有200家汽車修理廠。大多數是中小型，部份專門做進口車輛保修。雖然有些競爭廠商以優質保修服務或良好客戶體驗聞名，但兩者兼具者很少，由女性老闆經營的更少。鄰近區域最接近的競爭廠商是：

強大汽修專家
	開業20 年的單人修理廠
	服務品質不穩定，錯失商機，造成負評
	位於街角，能見度、客流量良好
	未設置客戶等候區


必成車輛修理廠
生意好，常客滿
	在當地報刊做促銷
	有官網做網路門面
	網路客戶好評不斷 
	目前不重視企業客戶長約

卡萊車輛修理廠有特殊優勢，因為創業者是土生土長的在地居民，人脈深厚，態度也腳踏實地。雖然競爭者可能擁有網站優勢，有錢做廣告，但並不專注於企業客戶，或是沒有客戶等候區。門前雖有許多潛在客戶經過，不太可能提供優質個人化客服體驗。


定價
我們使用成本加成定價，以批發成本為基礎設定價格。這有助提高銷售和獲利能力。我們相信必須公平收費，因此同一種服務，同一種價格，不會因客戶不同而改變。

企業客戶跟我們簽約，在例行維修上可以節省成本。對我們來說，重複、可預測的生意，比提供客戶折扣更具價值。
遇到淡季，我們提供折扣，以消化庫存，增加銷售。我們也會用套裝服務（例如換油加上輪胎換位）來吸引客人。

廣告和促銷
我們計劃近期增加廣告預算，吸引至少兩家當地企業來簽訂長期合約。

我們要在網路上建立公司門面，使用線上免費工具來建立官方網站，只須負擔網站代管費用。網路行銷應呈現公司使命、願景和價值觀，也可以運用網路廣告吸引訪客到我們的網站。廣告預算增加後，促銷相關活動將包括：

- 網路廣告（橫幅），吸引訪客到新網站 
- 在汽車拍賣相關場地發送紙本傳單 
- 店面大型橫幅廣告，進行促銷

我們將用銷售數字、網路廣告相關指標來追蹤促銷的效果，讓行銷活動持續進步。
策略和後續步驟
卡萊車輛修理廠收入穩步增長，客戶也變多。在未來幾年，我們將朝著業務目標努力，償還商業貸款，增加獲利。

	繼續提供領先業界的客戶服務
	到 2022年，服務的企業客戶將從 2 家增為 4 家
	增加 2021 年年底的廣告預算，吸引企業客戶 
	2022年6月將熟練學徒升為全職員工
	長期目標是10年內購入自有店面



實現目標的策略

持續提供客戶最佳服務
- 完成保修作業後，向客戶做調查，找出待改進之處 
- 追蹤並快速回應網路客戶正、負面評論 
- 留意競爭廠商的客服，看我們哪裡做得更好及待改進之處 
- 培訓新進員工，讓他們掌握高效客服策略

2022 年，服務企業客戶數從 2 家增為 4 家
- 投放符合企業客戶需求的廣告、促銷方案 
- 針對新的在地企業，進行有策略的網路、紙本廣告宣傳
- 向目前公司合夥人徵求相關評價及推薦

增加2021年12月的廣告預算，爭取企業客戶 
- 增加的收入用於額外的預算
- 利用新預算，推出DIY網站，付費購買紙本/網路廣告

2022 年 6月將熟練學徒升為全職員工
- 繼續增加收入，安排預算支付薪資
- 開會溝通，確保他對工作及相關支援滿意 
- 明確傳達此計劃、說明讓他轉任全職的時程

努力實現 10年內購買自有店面的長期目標
- 持續增加收入、客戶群 
- 開始為廠內空間新規劃製作 「願望清單」 
- 定期回顧確認這個主要長期目標 




附錄
以下財務文件，有助說明上述公司業務目標及預測。

業務預算
查看目前公司編列的預算。•預算表|

現金流預測
查看對下段期間內公司現金流的預測。現金流量預測試算表|

損益表（及預測）
查看過去三個月內的公司業績和成長情況。•損益表試算表|

資產負債表
打開文件，查看公司財務概況。•資產負債表試算表|

里程碑
增加廣告預算 2021年12月
啟動官方網站2021年12月	
將學徒升為全職員工 2022年 6月 
企業客戶倍增 2022 年 6月
還清商業貸款 2025年1月

收支平衡分析
請參考此分析，瞭解公司何時能開始從特定的產品或服務獲利。收支平衡分析試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