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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林國際

你的 AI頭皮客製化養護師
「頂」級服務再升級
「你有膚質困擾嗎？我們可以幫你做個檢測！」這一幕是在百貨專櫃常見到的

情境。而頭髮號稱是我們的第二生命，但檢測頭皮的服務卻不常見，或者缺乏

明確的判斷標準與科學化比對的說服力，讓顧客心中疑問難解。髮林國際利用

AI結合大數據及雲端與客製平台，讓「AI智能頭皮檢測服務」助您頂上無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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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
後，2名貴婦悠閒地走進髮林位於新竹高鐵站附近的旗艦店，準

備進行頭皮護理。髮林國際總經理李雯娟親自迎接這兩位宛如好

友的 VIP，妥善安排店裡的頭皮養護師進行服務。「其實除了貴婦之外，

我們這裡還有非常多竹科高階經理人，趁著休假時來解決白髮與頭皮問

題，順便放鬆一下。」創立多年的髮林國際健髮集團雖然沒有像其他品

牌砸大錢打廣告，但早已透過口耳相傳，在許多客戶間獲得好口碑並產

生以客帶客效益。

心疼差點要洗腎的媽媽 從此走上頭皮養護之路

髮林國際創辦人李雯娟感慨地說，「媽媽的健康是我創立髮林的初

衷。」15年前媽媽為了解決白髮問題，試過市面上多種染髮劑，後來

因為累積許多化學藥劑帶來的傷害，甚至到了差點需要洗腎的地步。李

雯娟在不捨之餘，也開始留意起市面上的許多髮用產品，她發現許多產

品不僅無法幫助消費者，還會帶來傷害，要是使用者本來就有毛囊炎、

落髮、頭皮屑、過油等頭皮困擾，不只無法達成原本想要改善白髮與美

髮的目的，還只會造成反效果影響健康。

面對這樣的市場現況，李雯娟的想法是要解決問題的根源，才能改

善白髮及頭皮問題。除了針對產品面，與中醫師合作研發以天然成分製

作的養護產品以外，李雯娟認為也要同時搭配頭皮檢測，雙管齊下以目

髮林善用創立以來累積的 10餘萬張頭皮影像，打造「AI智能頭皮檢測服務」，讓新手頭皮養護師

更快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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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化、科學化幫客戶的頭皮髮肌健康把關。

擁有加拿大 EMBA學位與取得英國國際頭部美療專業講師證照的

她，選擇主動出擊。「十幾年前國人對頭皮檢測尚不清楚的年代，就拿

著一台頭皮檢測儀器，全台跑透透。」李雯娟回憶起當時的狀況，「初

期我是到連鎖有機店駐點，接觸比較在意身體健康的顧客，先用儀器替

他們進行頭皮檢測，再搭配居家健康保養頭皮與洗髮護髮概念推廣自

然養護，後來和中醫師研發的頭皮髮肌漢方養護產品改善頭皮問題，就

這樣慢慢做出口碑，也開了店，一路以來在頭皮養護產業深耕就是 13

年。」

要 SOP、技術、解說力 養成專業人才有難關

在事業逐漸步上正軌以後，隨之而來的是新的問題，「當時好不容

易訓練好一位頭皮養護師，對方卻因為生涯規劃而離職，這對我們來說

真的很傷，不僅損失培訓成本，更失去人才。」李雯娟解釋，這是因為

頭皮養護師非常強調專業度，不僅在操作儀器、檢測顧客頭皮時要確實

遵循 SOP進行，頭皮養護師們都還需要擁有一致的頭皮分類數據判讀

標準、更要懂得怎樣跟客人解說現狀與服務流程讓客戶明白自然護理的

重要。因此每位能獨立作業的頭皮健康養護師都必須花上一段時間來養

成，才能確保提供給客人的服務能維持穩定的水準並管理客人的頭皮健

康。

正因為訓練人員如此不易，也大大影響髮林這些年來拓展事業的

腳步。「我們的技術與產品都已到位，只剩下人員的訓練留任是無法克

服的關卡，更因此不能順利拓展分店。」苦思如何解決這個難處的李雯

娟，萬萬沒想到能夠幫助自己的，正是當今最夯的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當時也是真的沒有辦法，只好上網搜尋該怎麼突破瓶頸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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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案。」李雯娟分享她與南臺科技大學的結緣契機，她在網路上發現，南

臺科技大學的 AIoT智慧聯網應用技術研發中心聚焦在發展人工智慧影

像識別、物聯網 (IoT)應用、及雲端服務平台之整合性智慧聯網應用技

術，多年來已累積豐富的產學合作經驗，於是進一步接觸南臺 AIoT團

隊，並讓該團隊了解自己的需求。

10萬張影像當基礎 AI+雲端開發即時客製服務

「專業於頭皮檢測累積之十餘萬張頭皮檢測影像，且獨有漢方系列

產品能客製化改善客人的白髮與頭皮狀況是髮林的最大優勢。」南臺科

大初步評估髮林多年從業過程，直接點出關鍵點，而且這也是能夠啟動

AI的關鍵影像資料庫，並能針對不同頭皮問題顧客提出合適的改善配

套。除此之外，髮林原有的頭皮檢測技術更是一項利器，南臺科大建議

將其與頭皮影像、AI結合，建立「AI智能頭皮檢測服務」。同時，還

可以利用雲端來記錄、分析消費者頭皮理療歷程，以智慧聯網科技協助

顧客與髮林共同掌握養護狀況，帶給消費者不一樣的頭皮養護客製化體

驗。

除了初步評估與建議，南臺科大更提出方案，建議髮林參與服務業

創新研發計畫 (SIIR)，藉由 SIIR的資金補助、顧問委員的專業輔導提點

等各項政府資源，把這套規劃中的 AI智能檢測技術落實於業務上，產

生更多質化與量化的效益。

「在整個 SIIR期程中，我們定義頭皮問題圖檔，委託南臺科大進

行系統開發，共同讓 AI辨識引擎習得判讀經驗與標準；同時我也將過

去從台北醫學院上課與累積頭皮檢測多年的專業知識融入，經過不斷的

給 AI進行辨識學習，發現它讀取的圖檔越多、辨識度準確度便越高。」

李雯娟分享，藉由輸入大量頭皮影像到雲端，提供 AI進行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AI便能針對消費者頭皮健康狀況及問題，例如：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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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發炎、頭皮屑過多、頭皮過敏、油脂過剩等，進行判讀與辨識。

李雯娟說，「公司有很多人員一起投入這個專案，像台中總公司 IT

工程師，每天要處理許多圖檔分析的工作，放上辨識引擎讓AI進行學習。

而目前這套系統已經完成 8、9成，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做到即時判讀，

當店面有顧客進行檢測時，圖像就能同步上傳到雲端，讓 AI自動進行辨

識。顧客不用再像以前一樣，檢測之後要花很多時間進行人工進行判讀

與說明。現在髮林已經可以提供顧客最即時的 AI智能客製化服務！」

解決人才培訓難點 SIIR力促異業結盟

談到 SIIR，李雯娟認為輔導委員功不可沒。「初期，委員問了我們

許多細節問題，刺激我們想得更深；期中審查看了我們的影像資料庫，

以及經過 AI判讀的辨識結果後，具備生物細胞研究背景的委員建議我

們不要只是針對單項頭皮症狀判讀，更要為顧客進行複合、多症狀的盲

測辨識判讀，例如：同時有頭皮屑過多、頭皮過敏、油脂過剩等頭皮問

題，都可一併檢測出來。這一點便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專業頭皮養護師養成不易，在導入「AI智能頭皮檢測服務」後，讓髮林不再為人才培育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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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I智能頭皮檢測服務

自動辨識頭皮健康狀況及問題，例如：毛囊發炎、頭皮屑過

多、頭皮過敏、油脂過剩等。

2.AI智能自動判讀

減輕培訓負擔，新手頭皮養護師也能快速上手。

3.雲端即時記錄

檢測圖像同步上傳雲端，提供顧客即時的客製化服務。

髮 林 國 際 成 功 之 道

除了運用 AI技術於頭皮檢測這項收穫以外，李雯娟更覺得，自從參

與 SIIR，也讓整個團隊在開發這套系統的過程中，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許

多顧客、同業及異業人士加深廣度。在系統上線後，也減輕培訓新服務

人員的負擔，利用這套AI頭皮檢測，即使新手頭皮養護師也能快速上手。

如此一來，不僅大大解決髮林的人才培育問題，更讓公司有更多對外拓

展的底氣。「我想我們馬步蹲夠久了，今年有了全新的進展就要立即行

動。」

「多元的異業結盟也是委員的建議。」李雯娟進一步舉例，無論是

檢測圖像會同步上傳雲端，提供顧客即時的客製化服務。未來還可開發異業合作，實現「健康從頭

到腳」的健康看得見終極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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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是髮林第一次參與政府計畫，但卻可充分感受到 SIIR對

於有心在專業領域做出成績的業者幫助很大，不僅政府的補助

經費能幫助業者減輕負擔，還能借助於專業的導師，實現我們

用更聰明、更智能的科學化方式為頭皮養護帶來健康的願望。

非常感謝計畫辦公室及中國生產力中心的幫忙，讓本案順利推

動。然而結案才是一切的開始！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們既已獲得夢想中的利器，必將勇往直前，奔向卓越！

業者的真情告白

本業的美容美髮產業，或是異業的 SPA芳療、月子中心、皮膚科等，

都可以整合進這套 AI頭皮辨識引擎的服務資訊系統裡。這項建議意外

與髮林創業以來的精神：「健康，從頭開始」，透過 AI智能檢測客製

化服務 ,讓「頭皮健康改善看得見」不謀而合！李雯娟興奮地表示，未

來甚至可以與身體經絡療法、足療店家等，及與 AI新科技健康相關產

業合作，屆時便能實現台灣是頭皮健康之島的「健康，從頭到腳」終極

理想！

經過 1年 SIIR的洗禮，髮林已開始透過這套全新打造的 AI智能系

統及平台，讓頭皮養護師為顧客進行頭皮科學驗證與分析，接著再依照

不同頭皮問題，給予適當的頭皮髮肌營養護理產品，並教顧客如何居家

自然護理的照護方式。李雯娟期待未來有越來越多店家、健康養護師，

能同時在線上為顧客進行頭皮檢測與判讀；店家也不用擔心頭皮養護須

靠人力自行判讀，而出現良莠不齊的狀況。不僅大大降低未來加盟店家

人員培訓的時間與金錢成本，也同時帶給消費者創新與保障，可說一舉

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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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林國際的創新服務

丁詩同 

國立台灣大學教務長

動物科學技術系教授

髮林國際健康時尚有限公司原來的服務項目是美髮與頭皮健

康養護，靠著專業人員訓練來執行服務工作和行銷頭皮健康養護產

品。這次在經濟部的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中提出這個「運用

人工智慧技術於頭皮檢測暨養護創新服務與加盟拓計畫」，其中幾

個服務創新的項目如：各種頭皮症狀（頭皮屑、落髮、油脂過多、

細菌毛囊炎）的影像資料建立、頭皮健康影像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學習訓練與應用、頭皮檢測行動 APP系統的設計

與建置和開拓新加盟店的計畫。

受到掉髮與各項頭皮健康困擾的民眾超過 50％，藉由傳統理

容美髮業者的護髮服務改善症狀者為主要的途徑。髮林公司所提出

的研發著重在整合跨領域的人工智慧工具（由南台科技大學團隊開

發的 AI影像物件辨識學習技術），學習分析各種頭皮症狀，將理

專
家
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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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護髮機構中收集到的影像，藉由專業美髮師與醫師的協助判斷中 AI學

習，建立出各種人工智慧協助判別的頭髮和頭皮症狀，以作為後續處置的

參考。這類工具可以減少對於專業人員訓練所需的時程與專業人員缺乏的

問題，甚至可以增加判斷症狀的正確性，減少客戶的困擾。所以此次計畫

中開發出來的工具和 APP可以有效地促進頭皮健康服務的精準性，同時增

加銷售保養產品的說服力。

此計畫也將技術分享給加盟店，預計增加 5家加盟店，讓此種創新服

務可以影響到更多的民眾。這種技術分享除了減少平均研發成本外，也可

以發揮更大的服務能量，增加髮林在維護民眾頭皮健康的影響力和收益。

所以此計畫的成果深具跨領域工具應用的創新，並且已經可以產生實質的

產業貢獻，值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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