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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摘要

天時

醫療健康保健產業在今日已是全球成長最快的產
業之一，五年內至少可為台灣創造數十億美元收
益。

配合政府「觀光客倍增計畫」是行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十大重點投資計畫
之一。

地利
集結醫療、旅遊、法律及財務菁英，創立醫療旅
遊的旅行社，帶給顧客最舒適的旅行、最專業的
醫療，並使投資者有最可靠的獲利。

人和
國內醫療費用相較於鄰近各國低，醫療水準亦不
遜色，成為推廣醫療旅遊之優勢。



執行摘要

‧前景看好，五年內至少可為台灣創造數十
億美元收益。

‧客製化行程，定點旅遊不奔波。

‧中等的價位，享受高級的服務。

‧加強海外同業結盟，確保旅客人數。

‧獲利穩定，五年上櫃，股東獲利了結。



營運企劃－背景資料

‧組織圖

公司 日日春健康旅行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徐慶霖

資本額 40,000,000元

經營理念 輕鬆旅行、健康生活

經營訴求 生活因旅行更美好、美麗因珍惜而永恆

總經理

法律、會計
及醫療顧問

資訊部門行銷部門 財務部門
顧客管
理部門

經理 X 1

員工 X 3

客服 X 2

導遊 X10

經理 X 1

企劃 X 3

業務 X 8

經理 X 1

員工 X 5

經理 X 1

員工 X 3

經理 X 1

助理 X 1

常在法律事務所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台大醫院、萬芳醫

院、佳美診所



營運企劃－營運項目

‧服務項目：健康檢查、美容醫療、旅遊規
劃。

‧健康檢查以高級檢查項目為主。

‧美容醫療以微型治療項目為主。

‧產品介紹：以五天左右的行程為主，視顧
客需求安排兩天健康檢查或是美容醫療，
三天遊玩景點。



營運企劃－市場分析SWOT

Strength Weakness

1.醫療技術進步
2.服務價格優勢
3.華語語言優勢
4.專業團隊

1.法規限制，醫療服務無法進
行廣告行銷

2.資本需求龐大，募資不易

3.醫療服務人員多元語言服務
訓練尚不足

Opportunity Threat 

1.全球及台灣高齡人口持續增
加，增加了醫療機會
2.東南亞國家的公共衛生及環
境劣勢，將成台灣的機會

1.東南亞各國以優質服務提昇
醫療服務的附加價值

2.國際語言及文化差異，跨國
醫療容易產生醫療糾紛



營運企劃－市場分析STP

1.市場區隔：以旅遊、醫
療及價位為區隔變數，
劃分出對健康及美容重
視的歐美與國內人口。

2.目標市場：針對40歲以
上的族群提供健檢項
目，美容醫療項目則鎖
定女性市場。

3.市場定位：提供高級健
檢和美容，配合定點旅
遊，提供客製化套裝旅
行。

高價

低價

旅
遊

醫
療

台安醫院

秀傳健
康園區

金龍旅行社

目標市場
定位



營運企劃－市場分析4P

‧產品：主打五天四夜的行程

a.客製化行程：，視顧客需求安排兩天健康
檢查或是美容醫療，三天定點遊玩景點。

b.專業醫療諮詢：尋求國內醫療及健檢權威
台大醫院、萬芳醫院與佳美診所合作。

‧價格：健檢團費最高十萬，含機票住宿及
醫療檢查。美容醫療需視項目而定，含機
票住宿約四萬五至十五萬。



營運企劃－市場分析4P

‧通路：

a.實體：辦公室設立於新義計畫區捷運永春
站附近。計畫與香港、日本及新加坡等地
旅遊同業簽訂策略聯盟，拓展海外旅客。

b.網路：架設網站作通路銷售。

‧推廣：期望與交通部觀光局及中華民國旅
遊醫學醫學會合作推廣，並配合網路關鍵
字查詢提昇知名度。



營運企劃－財務規劃
日日春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簡明損益表

第一年度 第二年度 第三年度

營業收入淨額 $63,000,000 $66,150,000 $69,457,500

(44,948,925)

$24,508,575

(18,259,710)

$6,248,865

205,000

開辦費 (30,200)

利息費用 (400,000) (400,000) (400,000)

(2,000,000)

$4,053,865

(1,013,466.25)

$3,040,399

$1.013

營業成本 (40,770,000) (42,808,500)

營業毛利 $22,230,000 $23,341,500

營業費用 (16,773,880) (17,516,480)

營業淨利 $5,456,120 $5,825,020

營業外收入

利息收入 188,000 198,000

營業外費用

簽約權利金 (2,000,000) (2,000,000)

稅前淨利 $3,213,920 $3,623,020

所得稅費用 (803,480) (905,755)

本期純益 $2,410,440 $2,717,265

每股盈餘 $0.803 $0.906



第一年度 第二年度 第三年度

營業收入($70,000) $63,000,000 $66,150,000 $69,457,500

營業成本

機票($15,000) $13,500,000 $14,175,000 $14,883,750

住宿($10,000) 9,000,000 9,450,000 9,922,500

醫療費用($20,000) 18,000,000 18,900,000 19,845,000

交通($6,000*(900/20)) 270,000 283,500 297,675

合計 $40,770,000 $42,808,500 $44,948,925

營業費用

薪工津貼($30,000*40*12) $14,400,000 $14,880,000 $15,360,000

租金支出($83,000*12) 996,000 996,000 996,000

水電管理費($10,490*12) 125,880 125,880 125,880

交際費 252,000 264,600 277,830

雜項費用 1,000,000 1,250,000 1,500,000

合計 $16,773,880 $17,516,480 $18,259,710

營運企劃－財務明細



營運企劃－財務明細
‧銷售量以去年來台旅客成長率5%計算市場成長率
‧銷貨成本因與航空業者為同性質競爭者，預期機票不會有

所折扣，所以機票成本以歐美平均票價計算。而飯店業折
購取得不易，因此成本偏高，以住宿四到五晚計價。而醫
療美容費用約六千至三萬伍，故以平均二萬折算。

‧辦公室租金以信義區60坪左右的房屋租金計價。
‧交際費以目前法規營業收入的千分之四提列。
‧資本募集１以面額發行三百萬股

２政府與銀行融資一千萬元
‧提撥準備金一千萬元定存

第一年度 第二年度 第三年度

銷售報酬率(純益率) 3.83% 4.11% 4.38%

7.60%

$1.013

資產報酬率 6.03% 6.79%

每股盈餘 $0.803 $0.906



營運企劃－營運時程

籌備期 創立期 一期營運 二期營運

二個月

‧募資三千萬

‧接洽醫療服務群

‧招募管理階層

三個月

‧成立公司

‧招募及訓練員工

‧銀行融資ㄧ千萬

五年

‧增資ㄧ千萬

‧銀行借款清償

‧海外同業結盟

第五年以後

‧股票上櫃

‧股利開始發放

‧同業結盟

短期 中期 長期



風險管理
Ａ專業法律諮詢：與國內三大律師事務所之ㄧ的常
在律師事務所合作，保障公司與客戶權益。

Ｂ健全財務結構：聘請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健
全財務管理。

Ｃ穩定醫療服務：與台大醫院、萬芳醫院及佳美診
所合作，提供完善醫療諮詢暨服務。

Ｄ強化事業夥伴：尋求海外同業結盟，共同招募客
源，避免價格競爭。

Ｅ加速政策推動：建立立院關係，與交通部觀光局
及中華民國旅遊醫學醫學會聯合推動兩岸開放政
策，促使整體觀光市場成長。



結論

本公司期初資本額四千萬，每年均可獲
利兩百萬以上，連五年盈餘轉增資後，資本
可達上櫃條件五千萬。若市場成長率以保守
的入境旅客成長率來估算，則無論純益率或
資產(股東)報酬率亦超過4%門檻，可望在第
五年上櫃，使股東獲利了結，因此是絕佳的
投資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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