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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bstract

　　以往機車潤滑油均以人工方式進行汰換，經汰換下來後，將產生大量的空潤滑油瓶與廢潤滑油，對

環境而言，若無嚴格的管理，將造成嚴重的汙染。若可以提供一個自動化更換機車潤滑油的服務，勢必

將可以減少大量的空潤滑油瓶罐，以及工廠填裝潤滑油所產生的廢氣危害等都可以降到最低，對於整體

環境而言，將有莫大的幫助。

　　基於上述理由，公司團隊與歐科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歐科公司)合作研發出專利環保換油機，除

了在台灣深根發展外，未來也將著手布局東南亞其它以摩托車當作交通工具的國家，減少潤滑油填裝作

業與塑瓶的產生對環境造成的汙染。

摘  要

Abstract

The Market Development of Smart and Automate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Replacement of Motor Engine Oil System

Now, the motor engine oil is almost replaced by hand. After the replacment, it will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empty 

oil bottles and abandoned engine oil. If without strict management, the environment will cause serious pollution. 

The ability to provide a automated service of motor engine oil replacement will reduce a large number of empty 

oil bottles, and minimize the exhaust gas pollution of filling engine oil. For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will be of great 

help.

Based on the above reasons, we and Euroiltec Industry Co., Ltd.(short for Euroiltec) developed a patente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oil changer. In addition to deep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e future will also sent out to 

deploy other Southest Asian countries that use motorcycles as a means of transport to reduce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filling of lubricants and plastic bottles on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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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專利環保換油機對於整體摩托車更換

潤滑油的市場而言，其實是陌生的，是新創服

務的一種。一般而言，目前摩托車更換潤滑油

的模式，不外乎是騎摩托車到傳統機車行請老

闆更換潤滑油，通常機車行會準備大型回收廢

油桶，儲存洩漏下來的廢潤滑油，再將新的潤

滑油倒入引擎中；不然就是自行到賣場購買指

定品牌與規格之潤滑油，回家自行更換，在家

自行更換者同樣會先將廢潤滑油洩漏下來，再

將新的潤滑油倒入引擎中，但差別在一般民眾

不會有儲存廢潤滑油的大型回收廢油桶，往往

有些人為了方便，就將廢潤滑油傾倒在附近水

溝，反而造成環境嚴重汙染。如圖1所示，說明

了一般摩托車更換潤滑的作業流程。

貳、系統功能需求

基於前言所述，我們該如何讓消費者從原

本習慣於傳統機車行或自行更換的情況下，改

變習慣並且接受親自DIY更換潤滑油的模式成為

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經過多次的市場分析與討

論過後，綜合以下幾個方面來探討整體系統功

能需求，說明如下：

一、市場面

(一) 潤滑油等級

 據了解，市面上大多數(推估約佔6～7

成)騎摩托車到機車行更換潤滑油，都是請

機車行更換原廠潤滑油，而多數的原廠潤

表1 潤滑油等級區分說明

潤滑油等級 說明

礦物潤滑油
從原油提煉而得，通常礦物潤滑油成本很低，但因礦物油基較容易氧化，使用壽命短，
可以說是最低級的潤滑油，僅能滿足最基本的使用或磨合。

半合成潤滑油
提煉成本高所以價格略貴，但抗氧化性良好，是比較好的長效型潤滑油，基本可以滿足
大家的需求了。

全合成潤滑油
是真正的化學合成潤滑油，其能在其它基礎油失效的條件下仍能保持優越的潤滑作用，
價格也是三種類型的潤滑油中最貴的。但性能也是最出眾的。

圖1 摩托車更換潤滑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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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潤滑油，也就是「礦物潤滑油」，也因

為礦物潤滑油成本很低，所以相對售價也

是各種等級潤滑油裡最便宜的。市面上調

查，更換原廠潤滑油價位大致上落在150元

至250元之間，受南部、北部物價與週邊機

車行價格競爭等因素會有差異。再深入了

解，機車行進貨原廠潤滑油成本大約落在

80元至100元之間不等。由圖2所示，可得

知目前產業鏈的現況，其中有不少金額是

由中間層層的廠商所賺取走的。

 基於上述的市場現況分析，大多數民

眾對於潤滑油等級差異其實是不了解的，

總覺得反正摩托車可以發得動，可以騎得

順就好，對於更換什麼等級的潤滑油一點

也不會在意。也就是說，我們的訂價必須

非常具有吸引力，才能對消費者產生誘

因，才能驅使消費者願意自己動手DIY。由

於歐科公司對於潤滑油生產製造成本非常

了解，所以經與歐科公司深入討論過後，

最後將價格定位在90元與100元兩種價位，

預估利潤有30%至40%。

滑油都是採用「礦物潤滑油」，而礦物潤

滑油是從原油提煉而得，通常礦物潤滑油

成本較低廉，但因礦物油較容易氧化，使

用壽命短，可以說是最低級的潤滑油，僅

能滿足最基本的使用或磨合。潤滑油等級

大致上可以區分如表1所示。

 另外，考慮到價格和質量間的平衡，

有採用半合成潤滑油與全合成潤滑油。半

合成潤滑油的適用範圍最廣，而全合成潤

滑油的質量最高，但價格也是最貴的。不

過在這個流行渦輪增壓發動機的時代，車

主需要特別注意，自然吸氣發動機可以採

用半合成潤滑油，但渦輪增壓發動機最好

採用全合成潤滑油。在以全台灣整體摩托

車市場的角度考量之下，最後我們多會選

擇使用半合成潤滑油，以達到可以相容市

面上大多數的摩托車機型。

(二) 價格定位

 經實地訪查多家摩托車車行得知，市

面上大多數騎摩托車到機車行都是更換原

圖2 摩托車更換潤滑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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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銷宣導

 要破壞消費者原本習以為常的習慣

是不容易的，必須藉由許多不同層面的行

銷手段來增加市場上的曝光度與能見度，

如圖3所示。當消費者知道有這樣子的產

品後，才會主動來消費，若消費者不知道

有這樣的產品，再好的產品都不會有人來

使用，所以我們必須藉由平面廣告、媒體

採訪、異業合作(ex.發行刮刮卡)、參加展

覽、老客戶累積回饋等行銷活動，不斷地

增加專利環保換油機在市場上的曝光度與

能見度，讓消費者養成使用專利環保換油

機DIY更換潤滑油的習慣，來達成為我們行

銷的最終目標。

二、操作面

(一) 支付便利

 為了不讓支付方式成為消費者排斥使

用專利環保換油機的原因，我們提供了現

金支付方式。現金支付可以確保每個人都

可使用的工具，所以在專利環保換油機上

提供了5元及10元硬幣與百元紙鈔收取服

務，另基於支付工具多樣性考量，並預留

擴充使用悠遊卡或一卡通等電子票證，以

及跨接第三方支付工具等介面。

(二) 簡易操作

 全程消費者DIY操作，若操作流程設計

的太複雜，恐怕會影響消費者DIY更換的意

願，為了讓消費者不會因系統操作困難而

畏懼不前，在整機操作上，主要分為三大

步驟，詳圖4所示。

1.  步驟1：選擇潤滑油　再投幣：選擇700cc

或900cc的潤滑油容量後，就可以依照所

選取的容量投入硬幣或紙鈔來付款。

2.  步驟2：打開油管　插至底：打開引擎的

潤滑油尺，將油槍插至最底部。

3.  步驟3：點選換油　不拔起：按下油槍起

動按鈕後，就開始自動進行抽換潤滑油

作業。

圖3 報紙行銷宣導圖

圖4 簡易操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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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整體作業流程畫面

以消費者操作角度來說明，專利環保換油

機整體作業流程畫面，詳圖5～圖10所示。

圖5 選擇潤滑油容量畫面 圖8、按壓油槍啟動畫面(一)

圖9 按壓油槍啟動畫面(二)

圖10 按異常狀況畫面

圖6 繳費模式畫面

圖7 前置三步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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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潤滑油容量

消費者可依據自身摩托車車款，透過摩托車

品牌與型號查詢出所對應需更換的潤滑油容量。

二、繳費模式

選取潤滑油容量後，即可得知所應支付的

金額，依要求投入硬幣或紙鈔，當投入的硬幣

或紙鈔加總金額大於等於應收金額，就會立即

視為繳費成功，並同時進入下一步驟。

三、前置三步驟

為了讓消費者充份了解更換潤滑油的細部

流程，故在開始更換潤滑油前提示消費者必須

先完成的前置三個步驟。

四、按壓油槍啟動按鈕

當前置三個步驟都完成後，只需按下油槍

啟動按鈕，就可以進入抽廢油與補新油的程序。

五、異常狀況偵測與回報

當抽取廢油未滿600cc時，控油模組會傳遞

訊號至系統，此時系統會提示消費者確認油槍

已插到最底部，於一開始有30秒等待期，確保

消費者未因衝動而按壓，之後會有45秒的確認

期，等待消費者確認抽滿廢油後，直接按壓可

回到補充新油的畫面。

肆、計畫成果與效益

預期的計畫成果與效益主要區分為以下幾

點說明：

一、跨領域之自動化整合應用

透過本計畫研發成果，成功地跨出悠遊

卡停車收費系統範疇，而跨入新的自動化整合

與應用領域，除了可以學習到新接觸的領域知

識外，也有助於將專利環保換油機推展至其它

具有大量摩托車運輸工具之國家，不受地域

限制。

二、消費者不必當冤大頭

從既有的潤滑油更換作業流程來看，除了

中間大量的利潤由各個廠商賺走之外，相對在

更換潤滑油的價格上也必然會反應到消費者身

上，對消費者而言，只有利無弊。未來只要習

慣於專利環保換油機上更換潤滑油，消費者除

了能以更為實惠的價格來更換外，更能享受隨

時都能更換潤滑油服務，不必看老闆臉色，無

疑是一大福音。

三、大量減少環境汙染

透過專利環保換油機更換潤滑油，除了

可以大量減少塑瓶量的產生與製造外，還有潤

滑油在瓶裝與運輸的過程中，其實對環境也是

形成無形的傷害。自動化瓶裝與運輸作業都會

產生不少碳排放，若這些程序都省略掉，勢必

可以減少更多的環境汙染。經104年1月上線

至今，所有專利環保換油機已經減少碳排放量

17,471公斤，其所減少的潤滑油瓶累計起來相

當於54座台北101大樓的高度，相當驚人。

伍、未來市場評估與發展

依據ARTC知識庫“全球機車市場分析

與展望＂文章中提及(資料來源: https://www.

artc.org.tw/chinese/03_service/03_02detail.

aspx?pid=2071)，全球前10大機車市場分別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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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印度、印尼、越南、巴西、泰國、菲

律賓、美國、巴基斯坦及台灣，其中即有8個國

家位於亞洲地區，可見專利環保換油機在亞洲

巿場之龐大商機。

針對未來巿場的發展，第一個可著眼的對

象，即是越南。因應台灣世曦在越南設有代表

處，因此，建議可先向越南伸出海外巿場的觸

角。台灣機車密度是世界第一，平均每 1.9 人

擁有一台機車，而越南機車密度則是世界第

二，越南有 9,300 萬人口，平均每 2.3 人有

一台機車，且越南為世界第四大機車市場，因

其交通建設趕不上汽機車數量的成長速度，受

道路擁擠因素影響，機車在越南成為主要的代

步工具，所以越南註冊機車數量高居東南亞之

冠。越南人視機車為身分表徵，因此，機車除

了是交通工具外，更是流行與身分地位的代

表，越南消費者的機車汰換率也因此較高，連

帶拉抬了對機車的市場需求。

另外，機車對越南人而言，不只是交通工

具，還是一種生財工具，計程摩托車 (motorbike 

taxi)--「Xe Om」就是相當流行又方便的一種付

費交通工具。「Xe Om」在越南語中是「擁抱

司機」的意思，這並不是真的要去擁抱司機，

乘客只需要帶上安全帽，俐落地跳上後座，計

程摩托車司機就會邀請你加入越南亂中有序的

交通之中，出發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根據越南

機車製造廠商協會(VAMM)統計資料顯示，越

南於2016年銷售320萬輛機車，較2015年成長

9.5%。

雖然電動機車近年成為越南年輕族群最喜

愛的工具之一，因不需具備駕駛執照，也不需

使用汽油，但每年仍有1,500餘萬台既有機車需

要保固和維修，此代表更換潤滑油的巿場商機

仍非常龐大。

陸、結語

我們相信只要是對的事，就應該往對的方

向前進，就一定會有成果與收獲。研發出專利

環保換油機就是這樣著眼，我們希望改變這個

市場不健康的生態，希望提供每一個人有更好

品質的潤滑油，更希望好的東西能讓更多的人

可以享受到；我們相信所做的這些努力與得到

的成果，都將提升我們週遭的每一個人的生活

環境，逐漸減少整體環境的汙染，我們知道這

是對的方向，所做是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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