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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1.新經營模式 2.新服務商品 3.新行銷模式 4.新商業應用技術

美麗產業雙品牌經營策略暨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美麗產業雙品牌經營策略暨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美麗產業雙品牌經營策略暨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美麗產業雙品牌經營策略暨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

成果分享及交流回饋成果分享及交流回饋成果分享及交流回饋成果分享及交流回饋



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簡報大綱

壹壹壹壹、、、、美髮美髮美髮美髮產業環境介紹產業環境介紹產業環境介紹產業環境介紹

貳貳貳貳、、、、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計畫案執行動機計畫案執行動機計畫案執行動機計畫案執行動機

參參參參、、、、創新計畫執行內容創新計畫執行內容創新計畫執行內容創新計畫執行內容

肆肆肆肆、、、、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歷程及困難執行歷程及困難執行歷程及困難執行歷程及困難

伍伍伍伍、、、、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效益執行效益執行效益執行效益

陸陸陸陸、、、、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計畫計畫計畫計畫執行心得執行心得執行心得執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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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瓶裝老酒~
時尚麗的企業 前身為麗的髮型美容。

麗的髮型美容原屬於家族企業，南部第一家店西門店是在1984年由家族
的老六方中至帶著新婚太太劉鑾珠一起由北部來南部創業。

在2006年12月因為兄弟妯娌各自發展考量，遂由方中至先生成立時尚麗
的企業有限公司，

南部麗的全體更名為麗髮型美容 戮力在事業的新發展。

時尚麗的企業緣起時尚麗的企業緣起時尚麗的企業緣起時尚麗的企業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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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麗的企業基本背景時尚麗的企業基本背景時尚麗的企業基本背景時尚麗的企業基本背景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現現現現
況況況況

公公公公
司司司司
現現現現
況況況況

2010/112010/112010/112010/11月為止店數月為止店數月為止店數月為止店數：：：：17171717家家家家 台南台南台南台南9999家家家家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7777家家家家 嘉義嘉義嘉義嘉義1111家家家家

5000500050005000名會員名會員名會員名會員／／／／每年服務近每年服務近每年服務近每年服務近10101010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

員工數員工數員工數員工數：：：：152152152152人人人人

2010/112010/112010/112010/11月為止店數月為止店數月為止店數月為止店數：：：：17171717家家家家 台南台南台南台南9999家家家家 高雄高雄高雄高雄7777家家家家 嘉義嘉義嘉義嘉義1111家家家家

5000500050005000名會員名會員名會員名會員／／／／每年服務近每年服務近每年服務近每年服務近10101010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萬人次

員工數員工數員工數員工數：：：：152152152152人人人人

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
產產產產
品品品品

主主主主
要要要要
產產產產
品品品品

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洗洗洗洗、、、、剪剪剪剪、、、、燙燙燙燙、、、、染髮染髮染髮染髮、、、、頭皮頭皮頭皮頭皮SpaSpaSpaSpa。。。。

諮詢服務諮詢服務諮詢服務諮詢服務：：：：造形設計造形設計造形設計造形設計、、、、髮型諮詢髮型諮詢髮型諮詢髮型諮詢、、、、頭皮健診頭皮健診頭皮健診頭皮健診。。。。

美髮相關產品販售美髮相關產品販售美髮相關產品販售美髮相關產品販售：：：：exexexex洗髮精洗髮精洗髮精洗髮精、、、、造型品造型品造型品造型品…………

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技術服務：：：：洗洗洗洗、、、、剪剪剪剪、、、、燙燙燙燙、、、、染髮染髮染髮染髮、、、、頭皮頭皮頭皮頭皮SpaSpaSpaSpa。。。。

諮詢服務諮詢服務諮詢服務諮詢服務：：：：造形設計造形設計造形設計造形設計、、、、髮型諮詢髮型諮詢髮型諮詢髮型諮詢、、、、頭皮健診頭皮健診頭皮健診頭皮健診。。。。

美髮相關產品販售美髮相關產品販售美髮相關產品販售美髮相關產品販售：：：：exexexex洗髮精洗髮精洗髮精洗髮精、、、、造型品造型品造型品造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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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尚麗的時尚麗的時尚麗的時尚麗的

企企企企
業業業業
理理理理
念念念念

企企企企
業業業業
理理理理
念念念念

企業使命企業使命企業使命企業使命::::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

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真真真真、、、、愛愛愛愛、、、、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

企業願景企業願景企業願景企業願景::::小作為小作為小作為小作為、、、、大胸襟大胸襟大胸襟大胸襟;;;;每每每每————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

企業使命企業使命企業使命企業使命::::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成為顧客髮質健康的顧問團隊。。。。

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真真真真、、、、愛愛愛愛、、、、分享分享分享分享

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顧客創造健康與美麗；；；；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為員工創造夢想成功的機會。。。。

企業願景企業願景企業願景企業願景::::小作為小作為小作為小作為、、、、大胸襟大胸襟大胸襟大胸襟;;;;每每每每————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家時尚麗的都是區域性第一品牌

時尚麗的時尚麗的時尚麗的時尚麗的

真誠友愛真誠友愛真誠友愛真誠友愛 喜樂分享喜樂分享喜樂分享喜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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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髮型大事紀麗髮型大事紀麗髮型大事紀麗髮型大事紀…
75/10 75/10 75/10 75/10 第一家分店第一家分店第一家分店第一家分店--------台南台南店設立台南台南店設立台南台南店設立台南台南店設立
77-94年 台南陸續成立分店數至14家
93/09 訂定員工在職進修 辦法 總經理帶頭重返校園再學習
94/01 與和春技術學院簽訂產學合作
94/09 技術總監獲聘為樹科大流設系專技助理教授
94/09 與樹德科技大學建立二專511產學合作
95/09 台南西門店遷點，改名為時尚麗的西門店
95/12 95/12 95/12 95/12 14141414家分店正式更名為家分店正式更名為家分店正式更名為家分店正式更名為 麗髮型麗髮型麗髮型麗髮型
96/05 與樹德科技大學建立四技511產學攜手計畫
96/05 與台南科技大學建立二專四技511產學攜手計畫
96/08 第15家分店 嘉義店成立
97/05 與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建立四技511產學攜手計畫
97/07 獲職訓局「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訓練計畫補助(第一次)
98/0298/0298/0298/02 獲商業司創新研究發展輔導補助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獲商業司創新研究發展輔導補助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獲商業司創新研究發展輔導補助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獲商業司創新研究發展輔導補助專業團隊快速複製計畫
98/03 獲職訓局「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訓練計畫補助(第二次)
98/04 技術總監劉鑾珠獲教育部評選為第二屆技藝達人
98/12 16家分店美術館店成立(創新案後第一家店)
99/04 第17家分店健康店成立
99/04 獲職訓局「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訓練計畫補助(第三次)
99/06 99年第一次TTQS評核獲得 銅牌
99/11 時尚麗的企業總部成立 –麗髮型管理處 /教育訓練中心



高雄區: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路5號 07-3987759
高雄市三民區興昌街83巷15號 07-3851184
高雄市三民區明哲路42號 07-3502567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三路218號 07-3387830
高雄市鼓山區文忠路62號 07-5504890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291號 07-5544880

台南區:
台南市西門路一段480號 06-2155086
台南市西門路2段160號 06-2265861
台南市西門路4段72號 06-2833933
台南市金華路2段286號 06-2295090
台南市健康三街160號 06-2998668
台南市崇學路39-4號 06-2907719
台南市東門路2段243號 06-2341758
台南市東寧路132-1號 06-2382836
台南縣永康市大灣路803號 06-2735556

嘉義區:
嘉義市興業西路119號 05-2843538

麗髮型分店



8

麗髮型店家配置麗髮型店家配置麗髮型店家配置麗髮型店家配置



9

貳貳貳貳、、、、創新案計畫目的創新案計畫目的創新案計畫目的創新案計畫目的&&&&提出對應分析與對策提出對應分析與對策提出對應分析與對策提出對應分析與對策

經濟規模與服務網
絡不足，分店太少

市場競爭激烈，潛
在競爭者多，削價
競爭

無法快速反應市場
及顧客新需求

員工缺乏創造力

缺乏系統作有效管
理及快速決策

分店服務管理能力強化

整合性訓練資訊系統
建置

專業知識聰明複製的
推動，加強服務網絡

導入平衡計分卡與TQM

架構，落實績效管理

成立服務專家團隊與
建立傳授機制

雙品牌創新服務建置

加值型體驗行銷

建立標準化服務系統

客戶忠誠度需提升

降低成本提高利潤

策略與績效連結

有效儲存、擷取、運用
及創造內部專業知識

強化服務網絡建立

提供附加價值的服務

問題點 對策方向 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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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品牌經營策略暨
專業團隊快速複製

計畫

雙品牌經營策略
分項計畫

專業團隊快速 複
製分項計畫

權重：100%

權重：25%

權重：75%

A  服務績效管理制度建置

B1快速複製運作

B2專業服務手冊

C  專業服務能力管理

D  加值型體驗行銷

E1  第二品牌新服務模式

E2 設計新分店

參參參參、、、、時尚麗的創新計畫執行內容時尚麗的創新計畫執行內容時尚麗的創新計畫執行內容時尚麗的創新計畫執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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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技術應用內容計畫技術應用內容計畫技術應用內容計畫技術應用內容

時尚麗的企業願景藍圖時尚麗的企業願景藍圖

雙品牌策略地圖展開雙品牌策略地圖展開

服務績效
管理

專業服務
能力管理

快速複製
知識管理

資訊平台建置

BSC數位
監控系統

專業服務
線上手冊

e-Training
平台

e-Training
平台

雙品牌經營暨專業團隊快速複製組織雙品牌經營暨專業團隊快速複製組織

管理系統規劃與導入管理系統規劃與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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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與執行計畫推動與執行計畫推動與執行計畫推動與執行----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 服務績效管理服務績效管理服務績效管理服務績效管理
� 企業願景企業願景企業願景企業願景////品牌服務策略確立品牌服務策略確立品牌服務策略確立品牌服務策略確立
� 策略地圖的展開策略地圖的展開策略地圖的展開策略地圖的展開
� 關鍵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訂定
� 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訂定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訂定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訂定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訂定
� 目標管理的實施及控管目標管理的實施及控管目標管理的實施及控管目標管理的實施及控管
� 分店績效指標共識的建立分店績效指標共識的建立分店績效指標共識的建立分店績效指標共識的建立
� 服務績效考核辦法修改服務績效考核辦法修改服務績效考核辦法修改服務績效考核辦法修改
� 分店服務績效管理實施及控管分店服務績效管理實施及控管分店服務績效管理實施及控管分店服務績效管理實施及控管
� 開店暨加盟標準化手冊開店暨加盟標準化手冊開店暨加盟標準化手冊開店暨加盟標準化手冊
� 第二品牌創新模式建置第二品牌創新模式建置第二品牌創新模式建置第二品牌創新模式建置

� 快速複製知識管理快速複製知識管理快速複製知識管理快速複製知識管理
� 專業服務標準的建立專業服務標準的建立專業服務標準的建立專業服務標準的建立
� 專業服務線上手冊專業服務線上手冊專業服務線上手冊專業服務線上手冊
� 快速複製運作模型建置快速複製運作模型建置快速複製運作模型建置快速複製運作模型建置

� 專業服務能力管理專業服務能力管理專業服務能力管理專業服務能力管理
� 建立組織建立組織建立組織建立組織、、、、部門及職位的部門及職位的部門及職位的部門及職位的

學習地圖學習地圖學習地圖學習地圖
� 訓練體系的建置及規劃訓練體系的建置及規劃訓練體系的建置及規劃訓練體系的建置及規劃
� 建立個人的學習履歷建立個人的學習履歷建立個人的學習履歷建立個人的學習履歷
� 施行結構化在職訓練施行結構化在職訓練施行結構化在職訓練施行結構化在職訓練
� 訓練評核模組的建立訓練評核模組的建立訓練評核模組的建立訓練評核模組的建立
� 體驗式服務之師徒傳承辦體驗式服務之師徒傳承辦體驗式服務之師徒傳承辦體驗式服務之師徒傳承辦

法制定法制定法制定法制定



計畫推動的概念架構計畫推動的概念架構計畫推動的概念架構計畫推動的概念架構

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績效管理
建置平衡計分卡系統

與績效管理架構

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
快速複製展店與
管理模式建置

能力管理能力管理能力管理能力管理
成立服務專家團隊
建立傳授機制與導
入e-Training系統(能
力管理)

雙雙雙雙
品品品品
牌牌牌牌
經經經經
營營營營
暨暨暨暨
團團團團
隊隊隊隊
快快快快
速速速速
複複複複
製製製製

雙雙雙雙雙雙雙雙
品品品品品品品品
牌牌牌牌牌牌牌牌

經經經經經經經經
營營營營營營營營

暨暨暨暨暨暨暨暨
團團團團團團團團

隊隊隊隊隊隊隊隊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速速速速速速速速

複複複複複複複複
製製製製製製製製

新經營模式轉換新經營模式轉換新經營模式轉換新經營模式轉換

新服務商品提供新服務商品提供新服務商品提供新服務商品提供

新商業技術輔助新商業技術輔助新商業技術輔助新商業技術輔助

新行銷模式運用新行銷模式運用新行銷模式運用新行銷模式運用

雙品牌創新服務雙品牌創新服務雙品牌創新服務雙品牌創新服務

建立忠誠建立忠誠建立忠誠建立忠誠 緊密緊密緊密緊密
顧客關係顧客關係顧客關係顧客關係

培育員工專業培育員工專業培育員工專業培育員工專業
服務能力服務能力服務能力服務能力

B2CB2CB2CB2C
((((線上預約及服務線上預約及服務線上預約及服務線上預約及服務))))

加值型體驗行銷加值型體驗行銷加值型體驗行銷加值型體驗行銷

拓展更多分店拓展更多分店拓展更多分店拓展更多分店



14

策略管理體系架構藍圖策略管理體系架構藍圖策略管理體系架構藍圖策略管理體系架構藍圖

SWOT分析

平衡計分卡

策略地圖及平
衡計分卡展開

策略行動方案

日常營運流程

高階策略
管理會議

•訂出行動方
案優先順序

•分配預算以
執行

•績效評估
•激勵獎酬

••..
實
施
成
效
檢
討

•差
異
分
析

•前提假設測
試分析結果

•重新思考策略形成

•修正平衡
計分卡

策略形成系統

策略具體行動化系統

策略執行系統

策略學習與回饋系統

行動方案指標策略目標構面



肆肆肆肆、、、、計畫執行上之困難及解決對策計畫執行上之困難及解決對策計畫執行上之困難及解決對策計畫執行上之困難及解決對策

� 另由於參與研發討論的夥伴來自另由於參與研發討論的夥伴來自另由於參與研發討論的夥伴來自另由於參與研發討論的夥伴來自
嘉義嘉義嘉義嘉義、、、、台南台南台南台南、、、、高雄高雄高雄高雄，，，，平常在各自平常在各自平常在各自平常在各自
的店家工作的店家工作的店家工作的店家工作，，，，當有需要課後討論當有需要課後討論當有需要課後討論當有需要課後討論
的情況就較困難的情況就較困難的情況就較困難的情況就較困難，，，，往往都需要是往往都需要是往往都需要是往往都需要是
下班後再互相電話連絡下班後再互相電話連絡下班後再互相電話連絡下班後再互相電話連絡，，，，互相討互相討互相討互相討
論論論論。。。。當然也就相當的辛苦當然也就相當的辛苦當然也就相當的辛苦當然也就相當的辛苦！！！！但當但當但當但當
工作成果產出時工作成果產出時工作成果產出時工作成果產出時，，，，這些辛苦就是這些辛苦就是這些辛苦就是這些辛苦就是
絕對值得的絕對值得的絕對值得的絕對值得的…………

由於此次內部參與專案之人員幾乎都是由高職美容科畢業後由於此次內部參與專案之人員幾乎都是由高職美容科畢業後由於此次內部參與專案之人員幾乎都是由高職美容科畢業後由於此次內部參與專案之人員幾乎都是由高職美容科畢業後
即進入公司擔任助理即進入公司擔任助理即進入公司擔任助理即進入公司擔任助理，，，，設計師後晉升為管理人員設計師後晉升為管理人員設計師後晉升為管理人員設計師後晉升為管理人員，，，，美髮沙龍美髮沙龍美髮沙龍美髮沙龍
店務處理及技術研發上都有一定專精程度店務處理及技術研發上都有一定專精程度店務處理及技術研發上都有一定專精程度店務處理及技術研發上都有一定專精程度；；；；但在管理職的專但在管理職的專但在管理職的專但在管理職的專
業技能部分則和專業訓練之管理人員有些許落差業技能部分則和專業訓練之管理人員有些許落差業技能部分則和專業訓練之管理人員有些許落差業技能部分則和專業訓練之管理人員有些許落差，，，，所以對於所以對於所以對於所以對於
策略擬定策略擬定策略擬定策略擬定、、、、目標規劃目標規劃目標規劃目標規劃、、、、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績效管理、、、、知識管理等專業管理學習知識管理等專業管理學習知識管理等專業管理學習知識管理等專業管理學習
與共識擬定花費許多時間建立與共識擬定花費許多時間建立與共識擬定花費許多時間建立與共識擬定花費許多時間建立，，，，所幸發現此狀況後所幸發現此狀況後所幸發現此狀況後所幸發現此狀況後，，，，輔導顧輔導顧輔導顧輔導顧
問迅速轉換課程進行方式問迅速轉換課程進行方式問迅速轉換課程進行方式問迅速轉換課程進行方式，，，，並增加訓練課程時間來達成預期並增加訓練課程時間來達成預期並增加訓練課程時間來達成預期並增加訓練課程時間來達成預期
進度進度進度進度。。。。



伍伍伍伍、、、、創新計劃執行效益創新計劃執行效益創新計劃執行效益創新計劃執行效益

�訓練資訊系統化訓練資訊系統化訓練資訊系統化訓練資訊系統化，，，，加速資訊傳遞及決策加速資訊傳遞及決策加速資訊傳遞及決策加速資訊傳遞及決策。。。。
�導入平衡計分卡導入平衡計分卡導入平衡計分卡導入平衡計分卡、、、、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知識管理、、、、能力管理等管理觀念能力管理等管理觀念能力管理等管理觀念能力管理等管理觀念
及工具及工具及工具及工具，，，，創造與同業間的管理差異化創造與同業間的管理差異化創造與同業間的管理差異化創造與同業間的管理差異化，，，，使麗髮型成為使麗髮型成為使麗髮型成為使麗髮型成為
在經營知識快速移轉的服務團隊在經營知識快速移轉的服務團隊在經營知識快速移轉的服務團隊在經營知識快速移轉的服務團隊。。。。
�更加重視顧客需求與價值的行銷模式更加重視顧客需求與價值的行銷模式更加重視顧客需求與價值的行銷模式更加重視顧客需求與價值的行銷模式，，，，提供顧客頭提供顧客頭提供顧客頭提供顧客頭
部健康及髮型美麗的專業顧問諮詢及更多的高附加價部健康及髮型美麗的專業顧問諮詢及更多的高附加價部健康及髮型美麗的專業顧問諮詢及更多的高附加價部健康及髮型美麗的專業顧問諮詢及更多的高附加價
值服務值服務值服務值服務。。。。
�透過與上游原物料業者進行協同研發創新商品及服透過與上游原物料業者進行協同研發創新商品及服透過與上游原物料業者進行協同研發創新商品及服透過與上游原物料業者進行協同研發創新商品及服
務模式務模式務模式務模式，，，，讓公司更有效的掌握商機讓公司更有效的掌握商機讓公司更有效的掌握商機讓公司更有效的掌握商機。。。。進而強化時尚麗進而強化時尚麗進而強化時尚麗進而強化時尚麗
的之競爭優勢的之競爭優勢的之競爭優勢的之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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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髮界的榮耀美髮界的榮耀美髮界的榮耀美髮界的榮耀
技術總監劉鑾珠老師任教樹科大技術總監劉鑾珠老師任教樹科大技術總監劉鑾珠老師任教樹科大技術總監劉鑾珠老師任教樹科大並獲教育部遴選為技藝達人並獲教育部遴選為技藝達人並獲教育部遴選為技藝達人並獲教育部遴選為技藝達人 360行中的行中的行中的行中的1/7



服務績效管理制度建置服務績效管理制度建置服務績效管理制度建置服務績效管理制度建置：：：：

A1:完成服務績效管理訓練課程完成服務績效管理訓練課程完成服務績效管理訓練課程完成服務績效管理訓練課程

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



績效管理課程結訓分享績效管理課程結訓分享績效管理課程結訓分享績效管理課程結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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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
技術研發推出新營業項目

行銷數字管理委員會行銷數字管理委員會行銷數字管理委員會行銷數字管理委員會
活動規劃能力增強活動規劃能力增強活動規劃能力增強活動規劃能力增強



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計畫內容展示

新營運型態-
12/2開幕 美術館店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
四路291號



期中期中期中期中&&&&結案審查結案審查結案審查結案審查



結案結案結案結案 不是結束不是結束不是結束不是結束

而是出發的開始而是出發的開始而是出發的開始而是出發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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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畫展開行動計畫展開行動計畫展開行動計畫展開99999999年年年年KPIKPIKPIKPI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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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強化課程持續進行訓練強化課程持續進行訓練強化課程持續進行訓練強化課程持續進行

店長級以上店長級以上店長級以上店長級以上 副理級以上副理級以上副理級以上副理級以上

核心
職能

從顧客服務談門市店長的職責角色 經營績效與角色思維

店家經營管理能力 店鋪人才培育模式

專業
職能

商圈經營策略分析 商品管理與賣場操作管理輔導

營業計畫擬定與商品行銷策略 區域行銷與稽核能力

商品與銷售管理 店務問題分析解決與危機管理

管理
職能

服務團隊建立與內部顧客服務 績效主管團隊領導與影響力

優質的服務管理與衝突管理 優質的顧客服務與銷售應對技術

(課程規劃參考來源:商業司 商業人才培育課程)

延續延續延續延續98989898年推動年推動年推動年推動 專業管理團隊快速複製計畫專業管理團隊快速複製計畫專業管理團隊快速複製計畫專業管理團隊快速複製計畫
主管利用每月第一個星期三主管利用每月第一個星期三主管利用每月第一個星期三主管利用每月第一個星期三 有半天的小組會議研討有半天的小組會議研討有半天的小組會議研討有半天的小組會議研討
藉由參與小組研討多層面學習藉由參與小組研討多層面學習藉由參與小組研討多層面學習藉由參與小組研討多層面學習 小組成員小組成員小組成員小組成員5555----6666位位位位,,,, 運用資深主管引領資運用資深主管引領資運用資深主管引領資運用資深主管引領資
淺主管淺主管淺主管淺主管 ((((另一種師徒制的延伸另一種師徒制的延伸另一種師徒制的延伸另一種師徒制的延伸~)~)~)~)
讓每月主管藉此延伸與強化自己的管理能力讓每月主管藉此延伸與強化自己的管理能力讓每月主管藉此延伸與強化自己的管理能力讓每月主管藉此延伸與強化自己的管理能力



主管能量持續強化主管能量持續強化主管能量持續強化主管能量持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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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享擴散知識分享擴散知識分享擴散知識分享擴散

資優設計師發表會資優設計師發表會資優設計師發表會資優設計師發表會



技術研發延伸到設計師技術研發延伸到設計師技術研發延伸到設計師技術研發延伸到設計師~



成功新示範點第二家成功新示範點第二家成功新示範點第二家成功新示範點第二家

99/4月 台南新分店
健康店:
台南市健康三街160號



公司後盾更堅強公司後盾更堅強公司後盾更堅強公司後盾更堅強



陸陸陸陸、、、、創新計劃執行心得創新計劃執行心得創新計劃執行心得創新計劃執行心得

整個案子的進行雖然只有短短的整個案子的進行雖然只有短短的整個案子的進行雖然只有短短的整個案子的進行雖然只有短短的9999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但對我們整個團隊來說但對我們整個團隊來說但對我們整個團隊來說但對我們整個團隊來說 功力是倍增的功力是倍增的功力是倍增的功力是倍增的
誰能想像一群連流程圖怎麼畫才對都不懂的人誰能想像一群連流程圖怎麼畫才對都不懂的人誰能想像一群連流程圖怎麼畫才對都不懂的人誰能想像一群連流程圖怎麼畫才對都不懂的人
竟然能在顧問的輔導下竟然能在顧問的輔導下竟然能在顧問的輔導下竟然能在顧問的輔導下,,,,老闆的肯定下老闆的肯定下老闆的肯定下老闆的肯定下,,,,團隊相互激團隊相互激團隊相互激團隊相互激
力的堅持下力的堅持下力的堅持下力的堅持下;;;;不但能明確地一起為公司的未來繪製不但能明確地一起為公司的未來繪製不但能明確地一起為公司的未來繪製不但能明確地一起為公司的未來繪製
藍圖藍圖藍圖藍圖,,,,也能一步步落實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也能一步步落實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也能一步步落實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也能一步步落實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將自認將自認將自認將自認
是一個願意分享回饋的團隊發揮到淋漓盡致是一個願意分享回饋的團隊發揮到淋漓盡致是一個願意分享回饋的團隊發揮到淋漓盡致是一個願意分享回饋的團隊發揮到淋漓盡致

真心感謝商業司的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真心感謝商業司的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真心感謝商業司的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真心感謝商業司的協助服務業研究發展輔導計畫~~~~



報告結束報告結束報告結束報告結束報告結束報告結束報告結束報告結束 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時尚麗的時尚麗的時尚麗的時尚麗的
真誠友愛真誠友愛真誠友愛真誠友愛 喜樂分享喜樂分享喜樂分享喜樂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