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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站事」－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之研究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常常在新聞上看到發生車禍及機車騎到一半發生問題，也在知名影音網站上看
見，有位熱心的機車騎士在路上遇見沒有油，步行推著機車找尋加油站的民眾，使
用自備的攜帶式油瓶，幫助他解決問題。這個新聞觸動了有類似經驗的我們，也成
為我們想研究機車維修站動服務的主因，希望能幫助機車族解決在馬路上發生的臨
時事故。
二、本次研究特別挑選新竹市香山區做為研究機車維修行動服務之背景區域，主要原因
有下列三點：
(一) 香山區為新竹市三個行政區中，幅員最為廣大之區域，面積占新竹市 52%但人
口密度卻為三個行政區中最小；且行政區中丘陵面積較為遼闊，交通較不便利，
生活機能較差。
(二) 區域內大學林立，共計有三所私立大學：元培科技大學、中華大學及玄奘大學，
三所學校共計學生數約為 15000 人（數字來自於 2016 年統計），學生多以機車
為主要交通工具。
(三) 香山區區域內有兩個主要的火車站：香山火車站及三姓橋火車站，區域內有臺
一線縱貫公路及西濱快速道路通過，但區域內公車運輸系統並不發達，所以居
民交通方式多以汽車或機車代步為主。基於上述三點原因，過往區域內機車族
較容易發生交通工具事故意外，如：機車拋錨、燃油不足無法及時找到加油站
及維修站、機車擦撞……等意外。隨著網路工具發展快速，行動服務維修 App
可協助本區域廣大機車族群解決交通工具事故意外的援助問題。
三、研究目的
在本組進行本研究的過程中，有一組員在上學途中發生車禍擦撞意外。事故後，
在專題會議中，組員回饋在車禍當下其因不知如何處理車禍意外，而感覺到非常的
無助，組員表示如果當下能有人與他討論如何處理車禍意外，會覺得比較安心。因
此我們希望透過我們本次的專題研究，為廣大的機車族群解決意外發生時的無助
感，增加騎乘機車時的安全感。故本次專題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分析現今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
(二)研究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
(三)運用 Google 表單製作線上問卷，進而了解機車族群行動服務需求。
(四)建置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 App。
(五)建置機車族群道路救援諮詢服務。
(六)探討行動服務 App 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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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法：利用網路上、書籍、雜誌蒐集 App 建立之資料，參考及建置本專
題之 App 應用程式，搜尋相關程式之應用知識。
(二) 訪談訪查法：尋找願意接受我們行動服務發展雛形的機車維修站，訪談機車維
修站洪老闆在維修時遇到的問題及解決方式，並有專人拍照作為我們訪談的紀
錄。
(三) 問卷調查法：透過紙本問卷 40 份及網路問卷 60 份共 100 份有效問卷，了解機
車民眾挑選機車維修站的主要原因以及是否使用過道路維修服務。
(四) 實際建置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系統：利用 App Inventor2 建置「機車維修站行動
服務」
，利用網路快速預約保養，道路救援，並配合交通部機車學測即測即評以
利民眾使用。
五、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 永達機車維修站簡介
店長洪先生是承接父親的機車維修站事業，在香山地區經營機車維修站長達三
十多年，服務對象遍佈香山、牛埔及大庄地區，服務民眾對洪先生所經營的機車維
修站有著不錯的口碑，特別是針對洪先生的專業技術以及職業道德操守。再者，店
長洪先生不但有機車的專業知識，也融合他在大學化工系所學，可針對顧客機車所
使用之化學藥劑做詳細的解說與分析，例如：機車為什麼要使用噴射引擎汽油精？
那汽油精不同品牌又有什麼差別？這些添加劑的問題都可以使用洪先生的專業知識
去解決顧客的疑慮。在這次訪談中，本小組也詢問店長洪先生相關機車保養知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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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路上拋錨的問題。本小組也針對永達機車維修站長期合作對象－K 牌機車品牌
做行銷相關分析，分析結果如後所列。
二、 K 牌機車行銷 4P
(一) 產品策略：著重其品牌價值，擁有多項創新機車設計，讓其使用者對其品牌忠
誠度提高，因此成為臺灣機車市場龍頭。
(二) 價格策略：採取高價位之市場價格定位，但針對學生族群設計有「學生開學專
案」，另設計有分期零利率措施，增加其品牌機車銷售率。
(三) 通路策略：全台共計設有 16 處經銷服務總站，以輻射蜘蛛網式服務各區域內維
修服務及銷售據點，截至目前全台共計約有 1300 個據點。
(四) 促銷策略：90 年代以四大天王郭富城為其品牌代言人，吸引眾多年輕族群青睞，
10 年前更以彎道情人廣告提升其品牌銷售，近期更推出 K 牌愛車研究所主題系列
之廣告，以品牌機車維修技術為其廣告主軸，獲得更多消費者信任。
三、 同行比較表
以下為我們對市場上常見機車三大品牌做品牌喜好的比較，發現年輕人較為喜
歡 K 牌機車；而 S 牌機車為年齡較大者喜愛。
表 1 同行比較表
項目名稱

S牌

K牌

Y牌

品牌喜好

國產代表，價格低，競 技術創新的代表，家喻 日 本 代表 ，象 徵「耐
爭力高，是老一輩的愛 戶曉的知名度，也是年 用」，又加上設計感優
好
輕人愛好品牌
異， 也博得佳績

價格水準

七 萬 至八 萬因 有分期
六萬至七萬因政府補
七 萬 至八 萬提 供學生
專案零利率，所以市占
助，所以競爭力高
專案，且有促銷活動
率居高不下

售後服務

 一年左右的保固、售  一年保固、售後服務  一年左右的保固、售
後服務
 全台 14 個經銷總代 後服務
 全台共 23 個經銷總 理
代理
 24hr 專線諮詢

 全台共 18 個經銷總
代理

四、 機車維修站 SWOT 分析
表 1 為本小組對香山地區永達機車維修站所做的 SWOT 分析：永達機車維修站
合作對象－K 牌為台灣三大機車品牌龍頭之一。技師除了專業機車知識，也具備化
工背景，對添加劑的成分十分了解，可讓顧客更明白使用的添加劑有何用處。而業
主本身也具備高職業道德及操守，顧客群十分穩定。
因機車維修站應空間較侷促，本小組以經濟學所學的－生產要素分配理論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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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為機車維修站最適勞動雇用量。機車維修站位於郊區，人口密度較低，只能憑
著自身與他牌維修站服務差異性，以達到非價格競爭的方式爭取顧客群。
永達機車維修站鄰近大學學區，學生多以機車代步為主，因此推出學生買車及
維修售後服務方案，鎖定學生族群。但綠能交通工具及共享經濟興起，以機車為個
人載具的民眾日益減少，而政府又推出了一連串的綠能政策，使得願意購買機車的
民眾意願降低。
表 2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劣勢 (Weakness)

1. 代理品牌為強勢品牌
2. 除機車專業知識外，另具備有化工知識
3. 業主本身具備高職業道德及操守因此擁有

1. 機車維修站空間較為侷促
2. 機車維修站位於郊區，人口密度較低
3. 專業技師年齡偏高

穩定顧客群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方圓五公里有三所大學，機車族群多
1. 同質性機車維修站數量多
2. 地理位置鄰近火車站
2. 電動機車數量日益增加
3. 香山地區鄰近濱海公路，過往香山夕照為台 3. 香山地區交通幹道多(如：臺一線、濱海公
灣(全淡)八景之一，為南新竹觀光勝地
路及景觀大道等)，機車車禍發生頻率高
根據本小組進行的 SWOT 分析，初步擬定永達機車維修站可進行之行銷策略如下：
(一) 策略一：根據劣勢及威脅分析，建議永達機車維修站可發展行動服務 App 系統，
擴大其服務範圍及增加顧客便利性，提高收益。
(二) 策略二：根據優勢及威脅分析，建議永達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 App 系統中可建
置道路救援服務及車禍諮詢功能。
(三) 策略三：根據優勢及機會分析，建議永達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 App 系統中可建
置尋找鄰近的加油站及維修站的功能。
(四) 策略四：根據劣勢及機會分析，建議永達機車維修站行動服務 App 系統中可建
置保養預約系統。
(五) 策略五：根據優勢及威脅分析，建議永達機車維修站可在行動服務 App 系統中
建置保養小常識及簡易故障排除諮詢。
五、 探討現今常用交通工具維修行動服務系統
為了解市面上常見的行動服務 App 建置模式，本小組特別在 Google Play 商店中
搜尋下載次數最高、使用者滿意度較佳的行動服務 App 進行分析：
(一) 驅動城市(Toyota)(滿意度 4.5 顆星、下載次數破百萬)
介面主要以簡潔流暢及九大功能為操作優勢，其中兩項主要功能：愛車秘
書與即時路況為使用族群常用之功能。尤其愛車秘書的保養日期提醒，以及 Ap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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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回廠預約保養，不只讓該品牌汽車使用者的行車更為安全，也增加了該品
牌汽車使用壽命。
(二) 特斯拉(Tesla)(滿意度 4.5 顆星、下載次數破十萬)
行動服務 App 能即時顯示車輛電池之電量與鄰近免費充電站，另一項特殊
設計為車輛位置即時定位功能，本項功能在使用者取車時，如忘記車輛所在位
置，可利用行動服務 App 呼叫車輛，以閃燈或鳴響喇叭方式協助使用者尋找車
輛。
(三) 福特(Ford)(滿意度 4.0 顆星、下載次數破萬)
主要功能有：指定技師保養、線上服務維修報價、維修完工通知、預約回
廠維修服務及嚴選配備，以非價格競爭方式推出集點活動，以吸引福特汽車使
用者利用其行動服務 App 累積點數，換取汽車有關之商品及優惠。
本組成員發現大多數行動服務 App 主要以服務汽車族群為主，卻鮮少專為
機車族群設計之行動服務 App。
六、 MIT App Inventor 應用開發者
本專題以「App Inventor 2」作為撰寫行動 App 的環境。撰寫應用程式以資料庫
為基礎，利用「App Inventor 2」開發客戶端程式，由於數據顯示 Android 手機作業系
統為市場主流，所以本組以 Android 系統手機應用程式為主要開發對象。
由於撰寫應用程式是以資料庫為基礎，而 Google 雲端硬碟具備儲存功能，並結
合「App Invertor 2」及「Python」兩種程式語言，完成我們的 App 資料庫及應用程式
編修，以利我們問卷調查提取及分析資料結果。
七、 未來展望
希望本小組可利用專題研究，製作一個專屬於永達機車維修站的行動服務 App
系統，作為與其他品牌機車維修站的售後服務差異，增加其競爭力與服務品質，提
高永達機車維修站的整體收益與顧客忠誠度。
八、 手機 App 程式架構圖

圖 2 App 主畫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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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須先點擊基本資料，填寫姓名及電話，將資料傳至資料庫，以利後續預約
時間及日期，基本上是以一組會員資料鎖定一個客戶。
輸入完基本資料後，即可預約日期及時間維修保養機車，但國定假日不可預約；
預約時間不可超過晚上八點。
道路救援，若是在路上突然發生緊急事故，則可以使用此功能，可快速到場救
援，提供最即時的服務。
加油站維修站的功能，可以尋找附近的加油站(限新竹市)，維修站則是僅限新竹
市香山區民眾使用。
即測即評，連結至交通部即測即評學科練習平台，可直接在行動裝置上進行模
擬機車駕照學科測驗。

圖 3 App QRcode
參、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透過使用者使用後的回饋，本小組發現試用過行動服務 App 的機車族群，普遍
認為刑部服務 App 功能不錯；本小組另建置有資料庫，可以讓店家直接看到消
費者預約機車保養的時間（資訊包括姓名、電話及預約時間）
，讓店家可以更精
準掌控消費者預約維修的時間；使用者也普遍認為本小組所建置的中油加油站
及 K 牌維修直營店與加盟站點資訊非常方便。
(二) 在後續研究中，本小組將在行動服務 App 中增加顧客滿意回饋資料庫，蒐集機
車族群對本行動服務 App 的建議與改進方向，讓本小組能蒐集使用者寶貴的意
見，明白使用者實際上所需的需求。
(三) 本小組希望在未來持續增加行動服務 App 功能，例如：預約時間查詢功能、預
約時間整合及增加常見問題至 LINE 機器人關鍵字中。讓使用者可透過這個功能
查詢預約時間，並有利機車維修站能與顧客重複確認預約時間。將預約時間以
降冪排列方式呈現，有利於業主查看預約時間排程。在本小組所設置的 LINE
機器人中，增加更多的關鍵字，服務更多有需要的使用者。
(四) 本小組希望未來能將本行動服務 App 的服務範圍，從香山區域擴大至全新竹市
，讓使用者能有更多新竹市維修站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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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使用行動服務 App 的結果為了測試本行動服務 App 之實用性，特別在香山區域
隨機尋找二十位民眾進行行動服務 App 測試，測試結果分析如下：
表 3 使用者測試行動服務 App 回饋單

圖 4 使用者年齡

圖 5 使用者性別

圖 6 使用者是否使用過行
動服務 App

圖 7 是否覺得 App 介面美
觀

圖 8 使用者覺得行動服務
App 哪些最實用

圖 9 使用者是否覺得 App 介
面簡單易用

圖 10 使用者的職業

圖 11 使用者是否會繼續使

圖 12 使用本行動服務 App

用本行動服務 App

是否會提高對店家信任度

針對以上 20 位使用者回饋意見中，顯示 45%使用者對本小組設計的介面美觀度
感到滿意；50%使用者認為本小組行動服務 App 介面簡單易用；測試者認為最實用
的功能為尋找加油站及維修站，其次則是保養預約及 LINE 機器人自動回覆系統；45%
使用者會繼續使用本行動服務 App；75%使用者覺得使用本行動服務 App 會提高對
店家的信任度。
藉由實驗測試結果得知，使用行動服務 App 確實能提高使用者對店家的信
任度及忠誠度、穩定客群，客群也會因店家高服務品質及職業道德操守的原因，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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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旁的朋友推廣此家機車維修站，進而增加新客群、提高店家收益。

二、建議
透過本研究，本小組希望能回饋永達機車維修站，關於大香山地區機車族群服
務需求，其中包含以下幾點：
(一) 為能服務更多顧客，建議永達機車維修站能擴大其服務站面積，並與附近店家
合作，成立顧客休息區，提供顧客維修機車時休憩區域。
(二) 建議業主能審視技師維修工作區域設置及動線，提升技師工作效率。
(三) 建議業主能增加技師人數，或與學校單位進行建教合作，擴大服務動能。
(四) 建議業主能配合本小組，於行動服務 App 上設立機車保養線上報價，使服務價
格更加透明化，增加消費者信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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