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連鎖加盟鏈結國際發展計畫
111年度計畫資源說明

懶人包



CPC連鎖加盟諮詢站

歡迎加入LINE ID：@fqw4448u

提供計畫諮詢，定期分享連鎖產業趨勢、經營概況，或海外

目標市場經貿暨投資環境發展動態(以新南向國家、中國大陸

商情為主)，讓您有效掌握連鎖通路市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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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化連鎖企業營運能力，整合資源拓展國際」為目標，

協助連鎖品牌強化經營管理、推動數位轉型、連鎖品牌服務

輸出與國際布局發展，使企業擴大經營規模並具國際競爭力，

以達「永續經營」之目標。

壹、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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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為何您要來申請

品牌經營很用心，消費者卻不買單？

已導入會員服務，但效果不如預期？

已建立標準流程，卻仍然客訴不斷？

行銷投入高預算，卻無法提升業績？

找出
關鍵問題

排解
疑難雜症

同業海外很成功，我也想挑戰國際！

從來沒有海外經驗，我該怎麼開始？

獲取
政府資源

財務、稅務、法務，苦無專業諮詢！

進軍全新市場，無法管理合作夥伴!

✓

✓

✓

4



參、計畫項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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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資源

一般輔導

示範輔導

協助總部提升數位科技應用、
優化營運能力、海外策略評
估規劃、深化目標市場發展：

品牌國際布局

參與國際連鎖展會(找舞台)

國際商機媒合活動(接人脈)

國際組織拜會活動(尋市場)

$

配合新南向政策之一條龍整合
服務，組織團隊促進企業合作，
產業共好並開創海外商機：

串接產官協資源，提供合適之資源申請；推動品牌國際化發展，尋找

國內外市場發展機會，協助連鎖企業強化經管體質與厚實輸出能量。 5



肆、輔導資源-一般輔導

分類 條件 輔導主題

總部
能力提升

(25家)
1.於國內設有連鎖總部；
3年以上；且

2.擁有7家(含)以上相同
品牌門市之企業

總部功能強化：

市場
國際化
(5家)

拓展模式建立：

提案與輔導模式

• 由企業提案，說明輔導需求，執行單位依需求指派顧問到場輔導(3次)。

• 輔導費用由經濟部商業司負擔。

*申請企業需自提一項以上之預期效益指標(請參閱輔導申請須知)，作為期末結案參考。

• 新商品開發
• 教育訓練
• 招商推廣

• 物流配送
• 行銷宣傳
• 後勤支援

• 服務輸出方法評估
• 布局市場規劃

• 關務稅制
• 物流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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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輔導–總部_年度營運計畫

 建立年度計畫制定方式，並透過
「策略共識營」取得全體人員共識
提升達成率。

 輔導商圈調查、立地評估、商圈顧
客管理等，制定展店標準評估流程。

 導入專案分工概念進行商品開發等
各項任務。

 完成111年之年度營運計畫與各部門目標

 新增國內3處營業據點

 疫期間營業額衰退10%-20%，透過積極
展店力保全年營業額與前年度持平

企業簡介

所在縣市：臺北市
產業別：一般零售
門店數：12家
主要產品：歐式麵包、甜點、伴手禮

吳師豪顧問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授

零售管理、通路策略

擁優質產品且品牌聲量高，因缺乏展
店之策略規劃，雖經營多年，分店數
成長仍不如預期；雖組織架構明確，
但缺乏合工概念，以致年度目標設定
與年度計畫達成不易。

需求瓶頸

肆、輔導資源-一般輔導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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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資源-示範輔導

提案與輔導模式

• 由企業提案，說明輔導需求與預期做法，並自行選定輔導顧問單位。

• 總經費250萬元，每案輔導經費最高20萬元(含稅)。

分類 條件 輔導主題

總部
能力提升

(10家)

1.於國內設有連鎖總部；
3年以上；且
2.擁有10家(含)以上相同
品牌門市之企業

提升會員服務：

市場
國際化
(5家)

1.於國內設有連鎖總部；
3年以上；且
2.國內及海外均設有營
運據點之企業

拓展模式優化：

• 會員資料管理(如CRM系統)

• 整合性商務應用(如會員APP、集點系統)

• 售後及供應鏈整合(如顧客分析)

*申請企業需提出一項以上之預期效益指標(請參閱輔導申請須知)並達成，作為期末驗收依據

• 國際布局策略
• 目標市場管理改善

• 國際授權合約
• 目標市場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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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範輔導–總部_數位化工具應用

 導入智慧巡檢系統，以門市自檢、

督導巡檢等實況回報進行分析，作

為管理策略調整依據。

 加入門市應用功能，即時回傳營運

數據進行各店或區域數據分析。

 增加天氣模組，評估天氣與巡檢分

數關聯性。

 擬定三年期數位應用規劃，並逐步導入
海外服務據點

 督導巡檢時間減少50%

 推動淨零碳排，一年節省紙張成本約19

萬元

企業簡介

所在縣市：臺中市

產業別：餐飲服務

門店數：200家以上

主要產品：現場調製手搖飲品

傳統巡檢作業流程溝通及行政流程較長，

紙本作業無法系統性分析門市共通問題，

也無法得知總部制定之相關管理KPI是否

合理。

瓶頸概述

肆、輔導資源-示範輔導案例說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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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華智誠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城市、巡檢系統、
系統建置、數據分析



示範輔導–國際化_越南市場在地化經營

 邀請KOL進行商品開箱貼文在越南
熱門社群平台上曝光，吸引粉絲關
注。

 市調當地競品及市場，研發當地人
喜好產品。

 尋找適合原物料供應商，替代從臺
灣進口之原物料，建立在地供應鏈。

 完成5位在地網紅商品開箱，曝光10萬次
以上，提升品牌聲量

 開發當地原物料商9家，節省進口關稅

 研發6支新產品，增加市場接受度

企業簡介

所在縣市：臺中市

產業別：餐飲服務

門店數：70家以上

主要產品：咖啡飲品與周邊商品販
售、課程教學、原物料零售批發

去年於越南開設首間海外門市，因當地消

費者品牌意識強烈，缺乏品牌認同與知名

度；另因國際運輸不穩定，造成原物料供

貨困難，同時須負擔高額關稅。

瓶頸概述

肆、輔導資源-示範輔導案例說明(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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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指標數位行銷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網紅行銷規劃、市場資訊分析



肆、輔導資源-申請資格

一. 有意發展連鎖加盟體系之本國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之企業。
二. 每1企業或負責人僅能申請1類且以1案為限，同一輔導內容於同(111)

年度不得重複申請政府各部會相同輔導計畫。
三. 申請企業不得有下列任一之情事：

(一)前一年度執行政府相關計畫有異常結案。
(二)近一年有重大糾紛與不良債票紀錄。
(三)近三年曾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四)近三年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
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之情事。
(五)近五年有因執行政府相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
事。

四. 若有違反上列各項申請資格與條件規範之情事，執行單位得駁回申請、
取消入選資格、撤銷或解除契約，並停止或追回已撥付之輔導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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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輔導資源-評分標準

評分
項目

示範輔導 一般輔導 權重

(%)總部能力提升 市場國際化 總部能力提升 市場國際化

完整
性

• 企業需求內容對應程度：

品牌經營理念與願景、產品定位與特色、銷售對象及競業分析等。

30具體呈現企業現階
段數位發展概況，
並說明企業數位轉
型發展策略。

具體呈現企業海外
拓展目標國家、企
業現階段國際化發
展準備與策略。

具體呈現企業現階
段發展概況，並說
明總部發展策略。

具體呈現預計拓展
之目標國家與目前
國際化發展準備與
策略。

延續
性

• 輔導成果可持續推動程度：

評估申請企業財務能力、營運管理能力、品牌經營能力及技術能力。

• 輔導成果可帶動之未來效益：

可為企業帶來之相關效益，如：展店數、營業額提升、開拓新市場等。

30

可行
性

• 申請企業之計畫配合投入程度：

1. 設立明確輔導目標與預期具體成果，並有主管級人力參與。

2. 針對欲輔導項目，提出對應組織編制及人力安排。

40

總計 100

加分
項目

1. 計畫執行中企業自行投入相關資源。

2. 過往曾參與商業司連鎖計畫經管輔導。
- 10



肆、輔導資源-輔導流程

企業依發展需求選擇輔導項目類別至專管系統提出
申請，專管系統操作如附件

 示範輔導：依簽約內容執行，執行單位不定期查訪
 一般輔導：依需求到場輔導3次，執行單位全程關懷

 示範輔導：辦理期末審查會議，驗收通過後結案
 一般輔導：提供顧問輔導紀錄與結案報告

須知公告
4
月

5
月

6
月

11
月

審查及
評選會議

公布及
準備作業

輔導執行

結案

111/4/22止

111/10/31止

 執行單位審核符合資格條件及所需文件完整
 申請企業親自出席評選會議簡報

 示範輔導：修正輔導計畫書並進行簽約
 一般輔導：依需求安排專業顧問

 SISA+服務業智慧化評量
 DX Bench數位轉型評量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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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輔導資源、輔導經費挹注，提升會員服
務、優化拓展模式，增加營運績效。

針對內部營運狀況提供解決方案，作為經營
建議參考並持續精進。

國際策略佈局，協助品牌站上國際舞台放眼世界。

肆、輔導資源-參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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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品牌國際佈局-參與國際展會

菲律賓亞洲特許經營展 2022/9(待主辦單位公告) 

1)市場潛力：當地人民所得及消費能力上升，具龐大內需商機

2)需求崛起：110年經濟成長率為5.3%，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4.2%

3)品牌機會：預期今年將成為東協5國中經濟成長最快速國家

場
次
一

場
次
二

攤位免費 國家品牌館

外商交流會企業考察
國際
落地

品牌
推廣

現場
交流

媒體
曝光

資源
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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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國際加盟零售展 2022/11/3~5 

1)市場潛力：實體消費比重高，成熟的連鎖零售體系

2)需求崛起：110年經濟成長率為2%，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1.84%

3)品牌機會：消費型態服務業蓬勃發展，市場規模持續成長



中國特許加盟展-武漢站
展期：108. 3.22-24

地點：武漢國際會展中心

促成2家業者
於中國天津、印尼成功落地

TFBO泰國國際連鎖加盟展
展期：108. 7.11-14

地點：泰國曼谷國際貿易暨展覽中心

促成2家業者
成功與泰國企業共同合作

8家優質業者、263位海外買主、80萬美元
合作商機、90.6%滿意參展成效

8家優質業者、491位海外買主、289萬美
元合作商機、93.75%滿意參展成效

伍、品牌國際佈局-過往參展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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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臺灣品牌館

進軍國際市場

現場

實績

現場

實績



伍、拓展國際-國際商機媒合交流

配合展會聲量

提高活動品質

事前調查

買賣媒合需求

一對一

商機媒合交流

促進連鎖品牌

海外展店

菲律賓亞洲特許經營展

• 4場線上交流媒合活動、58家臺灣品牌、58家
海外買主、創造1,316萬美元商機。

110年度

109年度

• 2場線上交流媒合活動，簽訂5件合作意向書。
• 1家業者成功落地新市場開設據點。

越南國際加盟零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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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輔導受理期間

受理期間：即日起至111年4月22日(五) 下午5時止

 諮詢窗口：02-2698-2989 #03197 張先生

#80176 李先生

 聯絡信箱：03197@cpc.tw、80176@cp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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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專管系統操作說明(1/5)

專管系統https://franchise.cpc.org.tw/

Step1:帳號申請&登入
帳號為公司統一編號，僅能申請一
次；
曾申請本計畫者，免再申請直接登
入。

※忘記密碼者，可使用忘記密碼功
能，密碼將傳送到當初申請的E-

mail信箱，若仍未收到者，可來電
計畫專案辦公室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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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系統https://franchise.cpc.org.tw/

Step2:工商憑證
確認讀卡機、工商憑證及需要的元
件是否正常執行。

點選工商憑證驗證，驗證成功後，
點選「開始申請」。

附件一、專管系統操作說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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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系統https://franchise.cpc.org.tw/

Step3:選擇申請項目、類別

附件一、專管系統操作說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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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系統https://franchise.cpc.org.tw/

Step4:點選「計畫申請表」-公司
名稱

Step5:選擇左側申請列表共5項

附件一、專管系統操作說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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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管系統https://franchise.cpc.org.tw/

Step6:下載參考資料

Step7:注意資料上傳格式

Step8:按下「送出申請」完成報名
手續

附件一、專管系統操作說明(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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