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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許經營市場的商機



台灣特許經營產業現況台灣特許經營產業現況
‧‧20092009年年台灣服務業台灣服務業整體產值約新台幣整體產值約新台幣8.758.75兆元兆元，占台灣生，占台灣生

 產總值（產總值（GDPGDP）約）約68.668.6％，％，服務業就業人口數約服務業就業人口數約600600萬人，萬人，
 占台灣總就業人口數的占台灣總就業人口數的5858％。％。

‧‧其中其中零售餐飲業零售餐飲業營業額約新台幣營業額約新台幣3.63.6兆元兆元，其中，其中特許經營特許經營((
 連鎖加盟連鎖加盟))體系為體系為1.751.75兆元兆元，約占零售業及餐飲業總營業，約占零售業及餐飲業總營業

 額額48%48%，顯見連鎖加盟業在台灣經濟活動中扮演相當重要，顯見連鎖加盟業在台灣經濟活動中扮演相當重要
 的角色，勢將成為帶動台灣經濟成長之主流產業。的角色，勢將成為帶動台灣經濟成長之主流產業。

‧‧據統計據統計20092009年特許經營服務事業計有年特許經營服務事業計有1,7151,715家家，橫跨了，橫跨了187187
 項業態業種，總店數達項業態業種，總店數達106,724106,724店店，推估超過，推估超過100100萬從業人萬從業人
 員，員，20092009年台灣新增之加盟店數總投資額超過新台幣年台灣新增之加盟店數總投資額超過新台幣4040億億
 元，創造數千個創業小老闆，並以加乘效果帶動出上萬個元，創造數千個創業小老闆，並以加乘效果帶動出上萬個
 就業機會。就業機會。



20092009年台灣連鎖加盟產業普查各業態前十大行業別分析年台灣連鎖加盟產業普查各業態前十大行業別分析

零售服務 餐飲服務 生活服務 總體

1 服飾專賣 19.75% 中式速食 18.33% 補教 18.76% 服飾專賣 7.46%

2 食品專賣 9.57% 休閒飲料 13.15% 美髮彩妝 8.70% 中式速食 5.36%

3 傢俱傢飾 9.57% 中式餐廳 12.15% 美容SPA 8.24% 補教 4.78%

4 西點烘焙 8.64% 日式餐廳 12.15% 汽車修護 6.86% 休閒飲料 3.85%

5 醫療藥妝 6.64% 咖啡簡餐 10.96% 房屋仲介 5.95% 食品專賣 3.62%

6 生活百貨 6.02% 西式餐廳 9.96% 飯店 4.81% 傢俱傢飾 3.62%

7 運動休閒 5.86% 火鍋 7.97% 寵物服務 4.35% 中式餐廳 3.56%

8 圖書文具 5.86% 早餐 4.98% 加油站 4.12% 日式餐廳 3.56%

9 珠寶飾品 5.40% 西式速食 3.39% 網際網路 3.43% 西點烘焙 3.27%

10 超級市場 4.78% 甜點冰品 3.19% 洗衣清潔 3.20% 咖啡簡餐 3.21%

資料來源：台灣連鎖加盟促進協會2010年台灣連鎖加盟產業特輯/2010年3月



台灣特許經營市場商機



壹、台灣特許經營產業發展壹、台灣特許經營產業發展--服務創新服務創新

一、台灣連鎖已從「銷售導向」一、台灣連鎖已從「銷售導向」
 

「服務「服務
 導向」。導向」。

二、台灣連鎖市場已進入成熟競爭時代。二、台灣連鎖市場已進入成熟競爭時代。

三、以往服務業成敗關鍵為三、以往服務業成敗關鍵為““地點地點＂＂，今，今
 後則將會是後則將會是““創新創新＂＂。。



貳、貳、台灣特許經營市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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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許經營發展
技術經驗分享

連鎖創新服務技術連鎖創新服務技術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講究以新鮮、天然素材，創造時尚、奢華之

 平價烘焙伴手禮

與顧客接觸介面 將西點塑造為時尚平價級伴手禮

服務傳遞系統 增設網路團購通路

技術創新 國外引進半自動機器、中央廚房完成半成品

一、烘焙業：幾分甜一、烘焙業：幾分甜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二、早餐業：二、早餐業：
 

弘爺漢堡弘爺漢堡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塑造高品質早餐店、和洗衣業者異業結盟

與顧客接觸介面 店鋪佈置較明亮、乾淨、舒適

服務傳遞系統 設立輔導員機制、門市快訊

技術創新 建立電子化學習平台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提供高格調的古早味小吃

與顧客接觸介面 將芋圓與豆花、仙草等小吃結合

服務傳遞系統 首創B.B.CALL取餐模式

技術創新 研發獨家B.B.CALL系統

三、飲料甜品業：嗆司果茶三、飲料甜品業：嗆司果茶
 

鮮芋仙鮮芋仙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四、米食業：愛痴飯四、米食業：愛痴飯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改造傳統米食，創新米食消費感動

與顧客接觸介面 店鋪不須有實體商品、使用條碼冊銷售

服務傳遞系統 透過店長進行教育訓練

技術創新
獨家研發不同米食熟成品，中央廚房完成等

 凍熟飯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將休閒滷味提昇為正餐主食，改變飲食習性

與顧客接觸介面
店面經營，結合名師手工陶碗餐具，結合飯麵飲料，提

 供古樸溫馨用餐環境

服務傳遞系統 平價複合式店面，現場加熱

技術創新 全台首創專利氣冷攤車，專利環保無毒微波封口盒包裝

五、中式小吃：丐幫滷味五、中式小吃：丐幫滷味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推出平價奢華風之咖啡、麵包與蛋糕

與顧客接觸介面 店鋪設立於三角窗、空間設計明亮乾淨

服務傳遞系統 半成品現場裝飾、惡劣環境測試

技術創新 急速冷凍技術、研發咖啡填壓器

六、咖啡糕點業：六、咖啡糕點業：8585度度CC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http://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2.bp.blogspot.com/__K-5Gbob-2o/TCQCDEAjUmI/AAAAAAAABJg/k1mdMfisGgI/s1600/Logo_22365678.jpg&imgrefurl=http://imcase33983022.blogspot.com/2010/06/blog-post_17.html&usg=__6uodkkNvgS-9_KoIa4GYtWH9Zxg=&h=271&w=400&sz=20&hl=zh-TW&start=8&sig2=Ej24bPrVSkbP0rb_HctoSA&zoom=1&itbs=1&tbnid=rjr_1YIoxhUU0M:&tbnh=84&tbnw=124&prev=/images%3Fq%3D85%25E5%25BA%25A6c%26hl%3Dzh-TW%26sa%3DG%26gbv%3D2%26tbs%3Disch:1&ei=9AWBTIK3GcP4cefS3ewK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對社會.環境.加盟商負責的經營理念

與顧客接觸介面 廣佈大陸各省市自治區的連鎖門市

服務傳遞系統 從洗滌設備.原材料到培訓.連鎖一條龍服務

技術創新 持續研發洗衣原材料及新技術

七、生活服務業：象王洗衣七、生活服務業：象王洗衣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三心(盡心.放心.開心)三意(誠意.滿意.受益) 
的服務理念

與顧客接觸介面 兩岸約300家連鎖加盟教育機構

服務傳遞系統 全方位開發幼兒潛能及成熟管理和教學機制

技術創新 0-6歲一體化.雙語+多元智慧開發教學方法

八、補教業：三之三八、補教業：三之三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整合鞋業研發.生產.及銷售的多元化經營

與顧客接觸介面 遍佈台灣及大陸各省市約4000家零售據點

服務傳遞系統 敏銳觀察流行趨勢及設計時尚款式

技術創新 自創新品牌「「鞋櫃」」的量販式業態的量販式業態

九、時尚精品業：達芙妮九、時尚精品業：達芙妮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十、休閒旅遊業：東南旅行社十、休閒旅遊業：東南旅行社

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台灣連鎖服務創新技術經驗分享

創新構面 內容

新服務概念 用心經營、用情導遊

與顧客接觸介面 門市人員及線上服務

服務傳遞系統 專業.熱誠及效率的服務

技術創新 提供顧客深度旅遊及學習的行程規劃



台灣連鎖加盟促進協會

Association of Chain and Franchise Promotion, Taiwan

TEL:886-2-25235118  FAX:886-2-25230229

Website: www.franchise.org.tw

感謝聆聽感謝聆聽  敬請指教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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