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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職學生 103 年度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
「創意組」複賽說明書
【作品名稱：一線鼠光】
一、 發明、創新動機及目的
(一) 發明、創新動機
喜愛電腦又健忘的我，常因為忘了關電風扇、檯燈、喇叭、螢幕等等的電腦周邊電
器以及無線網路基地台跟網路的數據機的電源，被父母叨唸。另一方面自己也覺得地球
只有一個，能用的資源有限，如果因為自己的疏忽浪費了珍貴的能源，也覺得不安。基
於上述兩個理由，我覺得隨手關電源的習慣是好的。然而電腦周邊設備包括螢幕、喇叭、
列表機、桌燈、電扇(中)、 數據機，都有個別的插座，如果離開座位又得要一一去關閉，
覺得工程很浩大，因此我們進一步思考著如何「簡單的」解決這個問題，以達省電之效。
(二) 發明、創新目的
地球能源有限，消耗量卻急速增加、工業污染越來越嚴重、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從沒
減少過，節約能源這件事應該要更認真看待。也許核電的興建與否，我們無法決定，但
節能省電是市井小民的我們可以參與的活動。全球暖化是這幾年很熱門的探討議題，討
論之餘，實際付諸行動拯救才是當務之急吧！根據 2011 年工研院測試統計，待機電力約
占家庭用電的 7.4%，因此如果能隨手關閉電腦與其周邊附屬電器的電源，必能節省不必
要的資源浪費。但事實上根據我們觀察發現，大部分的人在離開位子，很少人會一一關
閉這些電器，於是讓我們對這個作品更重視且認為更有發展的必要性。希望透過此發明
達到下列四項目的：
1、減少電腦未使用時，周邊設備的電力浪費。
2、減少電腦未開機時，周邊設備的待機電力。
3、自動智慧控制，避免延長線老舊電線走火的危機，讓生活更安全。
4、一「鼠」搞定，方便又節能。

二、 作品特色與創意特質
(一) 作品的特色：
我們將作品與市面一般產品進行比較(如表 1 所示)，發現我們的作品有以下的特色：
1、製作成本雖比一般延長線高，但比紅外線感應電源開關來的低廉。
2、使用的方便性高。
3、省電功效佳。
4、避免誤判的精準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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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作品比較表
「一線鼠光」

照

片

價

格

預定$599 元

開關模式
感應原理

一般延長線

自

約$379 元

動

手

動

紅外線感應電源開關

約$990 元
自

動

滑鼠按鍵無線遙控

無

紅外線人體感測

不會誤判

不會誤判

次數多

安裝位置

無限制

方便開關處

電腦桌附近，且無遮蔽

插座孔數

1(主機專用部斷電插座)
+3(周邊設備一般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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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利性

高

低

高

省電效益

高

低

中

誤

判

(資料來源：本小組整理)
(二) 作品創意特點，茲說明如下：
1、省下電腦周邊設備的待機電費
根據 2011 年工研院測試統計結果，待機電力約占家庭用電的 7.4%，就是說即使電器
擺著不去使用，也會不斷地消耗電力。有了「一線鼠光」
，就能免除這種無形的浪費，
輕鬆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
2、省下逐一檢查電源關閉的時間
有時候會不會覺得使用完電腦時，還要記得逐一檢查將周邊設備電源關閉這件事情很
麻煩呢？只要使用了「一線鼠光」，從此以後你就不需要再做這件事了，「一線鼠光」
就能幫你在不使用時，自動將周邊設備全部關閉，免去逐一關閉、檢查的麻煩，讓使
用電腦時更加便利。
3、預防火災的發生
你是否擔心因延長線老舊，突然發生大火、一發不可收拾呢？買到的延長線品質是否
安全呢？水火無情，使用「一線鼠光」可以解決你的擔心。我們直接在電源端做控管，
當使用者沒有在使用電腦時，控制器將會把周邊設備電源完全斷開，排除人不在卻發
生電線走火的可能。
4、防止挨罵，促進家庭和樂
是否有電腦周邊設備忘記關，而被罵到臭頭的經驗？經常忘記關電源，不僅會造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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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能源浪費，還會讓自己的荷包慢性失血。有了「一線鼠光」，你再也不會因為忘記
關閉周邊設備電源，而造成親子氣氛緊張，同時顧荷包也愛地球。
5、保留延長線原有功能且增添新的附加功能
延長線該有的功能我們都一一保留。再則，像是防突波電擊、過載保護自動斷電，以
及使用扁平插座、防火耐熱材質等附加功能，也都能列入製作時的安全考量。

三、研究方法(過程)
從發現問題到研究、研擬解決之道，到最終定案，這整個過程大致分成下列幾個步驟：
(一) 發現共同問題，進一步思考各種可行方案。像是發出提示的聲響...等。
(二) 於本校電機科實習工場做一連串產品的開發與測試，並預計在本校導師公用電腦室
(缺乏管理人員)進行安裝試用。
(三) 進行市場觀察與調查，以了解相關產品的市場接受度，同時分析製造成本。撰寫新
產品開發企劃書，將有關產品特色、市場分析、訂定目標消費群、產品設計定位、
甚至產品包裝設計格調等細節，做一通盤性的思考與設計 (如表 2 所示)。
表 2、新產品開發企劃書
一、產品名稱：「一線鼠光」
品名基本含義：一條智慧延長線與無線滑鼠結合，兩者的搭配使用可以省下可觀的電力
資源。地球資源有限，人類慾望無窮，在不影響生活便利的情況下，希望我們的「一線
鼠光」能為地球帶來｢一線曙光」。
二、使用商標：「一線鼠光」
產品名稱與使用商標統一，在應用上不再出現特別的標誌。
三、市場 SWOT 分析
S 優勢【內部】

W 缺點【內部】

S1.本作品具創意、便利並兼顧環保，有市 W1.草創業資本不足。
面其他產品所沒有的功能。
W2.商品生產技術未達成熟，尚須發展模組
S2.本產品在多台電腦同時使用無線滑鼠
化之技術，方能量產降低生產成本。
時，不會造成誤判的情形。
S3.相較於紅外線感應電源開關，價位較低
且不易造成誤判。
S4.相較於一般延長線，使用便利性較高。
O 機會【外部】

T 威脅【外部】

O1.環保意識逐漸高漲，節能減碳愛護地球
之觀念普及。
O2.電費高漲，民生物價也一直漲，省荷包
的時代來臨。

T1.一般人對新產品，大多不敢輕易嘗試。
T2.市面上相仿的產品替代品頗多。
T3.省電的功效無法立即顯現。
T4.台灣的創意正蓬勃發展，很快就有功能
相仿的產品出現，將有更多同業競爭。

O3.電腦普及，家家戶戶幾乎都有電腦。

(接下頁)
3

表 2、新產品開發企劃書 (續上頁)
四、目標消費群的基本特徵
(一) 記憶力較差、怕麻煩，且願意環保盡一份心力者。
(二) 勇於接受新知，對新產品願意勇敢嘗試者，且對於新產品感興趣者。
(三) 擁有公用電腦室又缺乏足夠的人力管理之機關團體。
五、產品設計定位
(一)基本定位：方便節能的電腦周邊產品。
1．「一線鼠光」具有便利與環保節能兩種的作用，它的產品定位是：輕鬆做環保。
2．開發時應與市場相關產品在價位、包裝及訴求上進行區隔。
3．在市場宣傳和推廣的時候，要兼顧產品開創之本意，亦應避免能源的浪費。
4．消費族群基本上是家庭、公家機關或公司行號。
(二)產品要求：
目前我們的成品是採用模組化的組件加上部分人工焊接的製程方法，製作時程
長，且模組化組件價格高，量化生產時，只要進行電路的設計、洗版，就能一氣呵
成，直接購買電子零件，利用電腦自動插件，無論是人事成本或零件成本都能大幅
降低。另一方面可依據市場反應、顧客實際需求，逐步提升產品的功能。
六、包裝設計格調
(一)基本分析
包裝的風格與目標消費群體的目光應是吻合一致的。我們產品是根據目標消費
者水平定位包裝風格以及產品外觀的設計，就應該按照誰的欣賞絕對不是按照我們
生產者自己的喜好而設計。根據我們所訂定的目標消費者，產品的包裝設計應該兼
顧新穎與環保兩大層面。
(二)創意思考
1．走“裸妝”風，除商品本身的基本包裝及商標之辨識外，盡可能不過度包裝，呼
應本產品節能環保之訴求。
2．走“自然”風：產品因為因應保護地球而產生的，設計理念要自然、清新、平靜
的。色調以綠色、藍色、白色為主，同時要具有越看越美、越看越有品位的感覺。
在則我們亦可推出客製化服務，來量身訂造專屬顧客們的專屬色彩。
3．文字設計上要儘可能的簡潔明瞭，一看就明白產品的內涵。
七-1、行銷 4P 分析 -- 產品（Product）、價格（Price）
產品

價格

「一線鼠光」的產品定位是方便節能、輕鬆省錢，屬於電腦周邊配件。
為環保的長遠目標，在價格方面原則上我們採取中低價格的策略。依據成本
加價訂價法，預計製作成本$500，在不考慮人事成本下，加計二成利潤，約$600。
同時考慮心理定價之畸零定定價法，決定將售價訂定為$599。若量化生產，便能
降低生產成本，預估仍有降價空間。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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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新產品開發企劃書 (續上頁)
七-2、行銷 4P 分析(續) -- 通路（Place）、行銷（Promotion）

通路

1. 預計前半年只與電力公司、電信業者、電腦公司或環保團體合作，一方面做產
品功能測試，另一方面也能了解市場對產品的反應。
2. 3C 產品專賣店，讓購買電腦及電腦周邊商品的消費者有一次購足的便利。
3. 網路虛擬通路及各個實體零售通路，像是超商、連鎖便利商店、百貨公司...等
定點販售，以提高購買產品的能見度與顧客選購的便利性。
4. 參加各資訊展，藉由展覽爭取產品表現的舞台，也能增加相關廠商合作的機會。
1. 與電力公司、電信業者、電腦公司與環保團體合作，搭配其促銷活動。例如、

行銷

搭配台灣電力公司之夏季省電推廣活動，將產品作為獎品，凡符合省電效益
之家庭單位，即可獲得獎品。
2. 網路無遠弗屆，善用連結與關鍵字廣告，增加產品知名度，並在產品上市初期，
適時地推出促銷活動，藉此增加買氣。
3. 與百貨公司合作，將此創意產品作為”滿額加價購”商品，或 VIP 客戶專屬贈品
4. 以產品贊助當紅影劇，增加產品曝光率。
5. 與公司行號洽談，將產品做為年終尾牙及年初春酒的摸彩獎品。
6. 爭取獲得政府及相關環保團體的認同與肯定，增加民眾對產品的信心，亦可將
產品贊助給政府單位，作為交際贈品或跨年摸彩獎品等。

八、行銷 4C 分析--消費者的需求與欲望(Consumer needs wants)、消費者願意付出的成本
(Cost)、購買商品的便利(Convenience)、溝通(Communication)
消費者的
需求與欲望

進行客戶需求分析，包括對產品、服務及價格的個別化需求進行分析。
並擬定滿足客戶需求的方案。歸納出我們的消費群預計會有以下需求：
1. 使用方便不囉嗦； 2. 省電省荷包； 3.環保愛地球。

環保愛地球是我們的初衷，也是我們的長遠目標，短期目標是全面推廣。
消 費 者 願 意 同時考慮到消費者願意付初體驗的代價，我們認為價格方面應訂在中低
付出的成本

購買商品的
便利

溝通

價位為宜，可提高顧客使用的意願，也讓消費者有物超所值的感覺。另
外，對於頻繁購買的客戶或是採購數量大的大客戶，將給予數量折扣。
除了草創前半年外，我們將從客戶購買的方便性出發，建立方便客戶購
買的多管道行銷。像是電力公司、電信業者、電腦公司或環保團體的門
市；3C 產品專賣店、超商、連鎖便利商店、百貨公司等實體通路，以及
網路虛擬通路等。讓消費者除了產品使用的便利外也能享購物的便利。
我們將與顧客做積極有效的雙向溝通，透過各種管道傾聽消費者的意
見，藉以掌握消費者資訊。如可透過顧客使用後回饋單、電話訪問、市
場問卷調查...等。加強與客戶資訊和情感上的交流，避免企業單向的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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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理論與原理
(一) 製作的理論依據
我們利用 IC74123 計算延遲時間，藉由改變電阻值，來控制延遲時間的長短，延遲
時間 t=0.33RC。並使用 HT-12E 編碼 IC 編碼，每組對應密碼均不一樣，即便有多組電
腦同時使用也不會相互干擾。若使用人體感應，凡有人員經過感應區，電源便會自動開
啟，容易造成錯誤判斷，且本項作品運用結合滑鼠按鍵搭配無線收發技術以改進了使用
人體感應所存在成本高、誤判率高的缺點。利用 HT-12E 編碼 IC 編碼，每組對應密碼
都不一樣，就不會互相干擾。
(二) 商業營運的理論依據
我們從產品的市場調查、市場分析、產品定位、訂定目標消費群、產品的包裝設計、
價格訂定到產品的通路結構與整合行銷，無一不對應到我們在商業概論、經濟學、管理
學概論、專題製作等課程裡所學到的。像是商業概論裡學到的產品定價策略之成本加價
法及畸零定價法、市場通路、分工專業化、經營多角化、生產標準化、商品客製化、經
營領域國際化等相關理論；經濟學提到的需求彈性、市場型態分析；專題製作課程教我
們企畫書的書寫、心智圖的運用；管理學概論學到的行銷 4P、4C，以及在行銷學學的
行銷目標與行銷組合及顧客與市場分析...等。這些看似理論的章節，都能在我們這項作
品中，與實務應用做一個巧妙的結合。
綜合上述各點，我們期待賺取利潤之餘，也能積極地回饋社會、服務大眾，使民眾
認同企業，彼此共存共榮。同時我們將和顧客保持良性互動，主動傾聽消費者的意見，
充分掌握消費者資訊，改善我們的產品，提升服務品質，進而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目的，
同時能與地球環境、消費者共創三贏。

五、作品功用與操作方式
(一) 產品結構
此作品分為兩大部分，一大部分是「智慧滑鼠」
；另一部分就是「智慧延長線」
。我
們利用滑鼠擔任感測元件(如圖 1 所示)；而智慧延長線則是負責接收、控制(如圖 2 所示)
的重要工作。當使用者未使用電腦時，智慧延長線會偵測到滑鼠已經停止動作，自動切
斷周邊附屬電器的電源供給。

圖 1：發射端電路實體圖

圖 2：接收端電路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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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品操作方法
在電腦開機使用中，如果繼續使用則繼續供電，但如果未使用滑鼠 5 分鐘時，則智
慧延長線會偵測到滑鼠已經停止動作，自動切斷周邊附屬電器的電源(如表 4 所示)。其
原理類似電腦螢幕自動轉換到省電模式，只是省電模式之功效只侷限於電腦螢幕的省
電。但我們的產品除電腦螢幕外，還將其周邊設備之電源一併關閉，可以免除電器電源
忘記關閉的煩惱，而且當使用者再次回到電腦前使用時，只需點滑鼠一下，智慧延長線
就會自動地回復供電(動作流程如圖 3 所示)，可達事半功倍的效果。
然而設備的啟動是設備最耗能的時候，所以在開與關之間必須取到一個平衡點，我
們的設計是未使用 5 分鐘就會進行關閉的動作，也可依照每個人的使用習慣去旋轉旋
鈕，來改變此延遲時間，達到省電的最佳功效。此外我們還預計加個貼心設計，如果是
觀看影片時，或其他需要較長時間不需使用滑鼠時，我們將在滑鼠上多設計一個多媒體
的播放暫停鍵，當使用者按下暫停鍵，產品將停止自動關閉的功能，下次再按滑鼠時則
恢復正常功能。為了避免使用者忘記關回，正常使用滑鼠時就會自動恢復斷電的功能，
或者閒置超過 30 分鐘即關閉周邊設備，恢復其自動斷電功能。
表 4、產品使用示意表

照
片

情
況

使用中情境圖(繼續供電)

停用中情境圖(斷電中)

有人在使用電腦時，自動將周邊設備開 使用者離開無人使用時，滑鼠開關就不會
啟，其利用的原理就是滑鼠內部加裝一個
發射器，每當我們按一下滑鼠時，他就會
說 透過這個無線收發技術將開關閉合的訊
明 號，送給延長線的控制電路，當接收器接
收到這個閉合的訊號時就會輸出電壓，使
得繼電器動作，接點導通，電腦的周邊設
備就會被通上電，即可正常動作。

有閉合的情形，這時候沒有訊號送出，接
收端也不會收到訊號，當訊號停止發送
時，內部延遲電路開始動作，計算設定時
間到就會將輸出變為低電位，迫使接點開
啟，除主機外的設備就會斷電，這時連待
機電力都不會浪費。

(資料來源：本小組整理)

7

圖 3：動作流程圖
(三) 預期效益(對生活或產業之益處、貢獻與價值等)
資策會 FIND 發佈的報告指出，2008 年國內家庭電腦普及率，約 8 成 3 家庭擁有
電腦，也就是擁有電腦的家庭數量達 629 萬，平均每戶擁有 2 台電腦。 所以光在台灣
就擁有不少的銷售對象。
節能效益來說，假設本產品有 3 成的市佔率(每戶家中 2 台電腦)，每戶人家每天未
使用電腦的時間若為一小時，每台電腦一小時可以節省 123.8W(如表 5 所示)，這樣台
灣一天就節省了約 47 萬度電，也就減少了約 29.14 萬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表 5、正常模式耗電量

正常
啟動

螢幕

喇叭

列表機

桌燈

電扇
(中)

數據機

總共

35W

5W

1.8W

27W

42W

13W

123.8W

六、製作歷程說明(請附圖或照片說明)
(一) 各項實驗數據
1.我們的作品在導通耗電量 2 瓦特(圖 3)；未導通時耗電量 1 瓦特(圖 4)，透過測量工作測
試出來，接收端在未接負載時動作與不動作的耗電量分別為導通 2 瓦特，未導通 1 瓦特(導
通與否可看開關指示燈)，一個月最多多消耗 1.44 度電(2W*24hr*30day≒1.44 度)。假設
一部電腦從起床開機到睡覺關機，有 5 小時的時間並未真正的在電腦桌前使用，則原本
浪費 0.43 度電(0.086 度)*5=0.43，用了此商品則消耗只剩下 0.21 度電，如果再搭配電腦
待機模式設定，就可以省下 0.41 度只剩下耗用 0.02 度電(詳如表 6)。產品本身所消耗的
電量與節省下來的電費比較相差甚大，可見其成效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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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著，

未亮著，

代表滑鼠有動作

代表滑鼠沒有動作

(圖 3)

(圖 4)

2.使用一個月約能節省多少電、節省多少電費，因人與設備不同而有所差異，當你的周邊
設備使用的越多時，或者你離開座位的時間越長時，當然就能省下更多不必要的浪費。
以下是我們利用耗電量測量儀器：瓦特表測量有關數據，並且記錄。我們使用小型桌上
電風及螢幕作為例子。(詳見表 6)。
表 6、操作情形與節電狀況表

(圖 5) 離位未關閉之耗電量
電腦啟動完畢，所有周邊皆打
開，但使用者因故離位，此時
每小時耗電量為 86W，這是我
們在家中、在學校中或是公司
裡常看到的狀況，也是最浪費
能源的時候。
（圖中為一般延長
線）

正常開機

(圖 5)
(圖 6) 使用｢一線鼠光」自動關
閉之耗電量
如果將一般延長線更換為智慧
延長線我們的｢一線鼠光」，在
離開位子時，除主機插孔外，
皆自動關閉。此時只剩下主機
在耗電， 每 小時耗電 僅剩 下
50%為 43W。

on

off off off
正常
開機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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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使用｢一線鼠光」自動關
閉，並搭配主機待機耗
電量之耗電量
再進一步搭配上電腦主機的
待機模式，一段時間後，延長
線自動關閉周邊設備，電腦主
機自動待機，這樣就能節省更
多的耗能，從圖可看出每小時
耗電量只剩 4 瓦特，節省下

進入
待機模式

95%的待機電力。
(圖 7)

(二)製作過程

1.製作無線傳輸系統

2.無線收發模組組裝

3.電路焊接

4.改裝市售延長線

5.測試待機耗電量

6.產品成品

~~本篇專題內容到此，感謝各位評審的耐心指導~~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