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師(顧問)技巧經驗分享 

 
講師：何毅夫 

 
106.09.07 



現任 
   1. 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常務監事(第六屆理事長) 
       華人競爭力 價值創新研究院  院長 
   2. 臺灣區複合材料工業同業公會  顧問 
   3. 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 產業聯盟主任委員 
   4. 台灣企業產經協進會 副理事長  
   5. 中華價值管理學會  推廣委員會主任委員 
   6. 台灣企業領袖交流會  企業培訓平台主席 

   7. 中華多元智慧發展學會  業界顧問 
   8. 國際管理顧問公司  執行長 

 

主要經歷  
   1. 中國生產力中心  經理、輔導顧問、高級講師 (近20年 / 輔導企業上百家)  
   2. 行政院千囍年(Y2K)  稽核服務團 執行長 
   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國際貿易產業電子化計畫」專案負責人、  
     「公協會產業資料庫建置計畫」專案負責人 
   4. 經濟部技術處  傳產推動辦公室  產業推動顧問    

                 何毅夫  顧問 



顧問養成重要經歷 
1.IQA - ISO 9000主任評審員  

2.IRCA - ISO 9000:2000 稽核員 

3.QuEST Forum - TL 9000 Auditor  

4.TL 9000(電信) 輔導顧問師  

5.EARA - SGS(ISO 14001-BASIC/ADVANCE 稽核員 

6.經濟部工業局 - 產業環境管理專業人員  

7.Plexus(汽車) Year 2000 評審員講師 / 教練 

8.SGS Taiwan QM 9004 Chief Assessor  

9.中國生產力中心 - 「全面品質保證」、 「流通管理」顧問師班 

10.中國生產力中心 、SGS -「 PMP 專案管理」 

       11.中華民國品質管理學會「可靠度工程師」 

       12.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法制長  副理事長 認證講師 

       13.中華民國全國 商業總會 商業管理職能認證體系 助管師 

       14 居家保健技術士  無痛刮痧   講師 

       15. TTQS研習輔導  / 職能應用(ICAP) 研習 



 輔導領域 
   企業輔導：國家磐石獎、品質認證、品質管理、企業卓越評量、 
                         群聚整合、價值工程、RFID建置、ERP建置等。 

   價值提升：成立「台灣碳纖複材產業聯盟」、推動完成「碳纖 
                         複材橋樑補強業界科專計畫」、推動完成「碳纖複 
                         材汽車減重業界科專計畫」、推動「馬達協會」成 
                         立。 

  

  輔導單位(數百家) 

臺灣製鹽通霄精鹽廠、凱記機械、瑪利美琪化工、隴豪科技、
三豪公司、華經企業資訊、三儀精密工業、普鈦科技、三商電
腦、豐邦公司、嘉陞科技、世堡紡織(KM)、台中國美館(RFID)、
千楓貿易、三綱企業、合紀實業、文顥電子、大陸工程、何氏
模具企業、環保廢棄物產業群聚輔導(RFID)、公協會產業資料
庫建置管理、國際貿易產業電子化服務分團各廠商E化診斷及
ERP建置、漢翔航空工業(BEPASS)、經濟部技術處傳統產業
技術整合推動計畫輔導 等上百家企業。 

 
 



 演講 / 課程主題 
  1.  策略思考 邁向卓越     2.價值工程 創新決策 
   3. 品質定位 永續經營     4. 複合式情境測評與職能分析 

 

演講 / 授課單位 
   1. 大學：空軍官校、國防大學、中華大學、和春技術學院、 
                   崇佑技術學院、慈惠醫專、育英護專、南台科大、 
                   慈濟大學、歐洲大學等。 
   2. 協會：內湖紳士協會、中華華人講師聯盟、台灣企業領 
                   袖交流會、中華價值管理學會、台灣無人機應用發 
                   展協會、中華商品經營發展協會、中小企業總會等。 
   3. 其他：公民營機構、企業、醫療院所、扶輪社、基金會、 
                   幼兒園、文理補習班、相關技術研討會、論壇等。  

著作 
        1.價值工程(生產力中心) 

         2.成功有理 - 軟實力、硬功夫 (華盟合著) 

  3.價值擴展創新利基 (華盟經典文創學院) - 書、CD、DVD 

 



2015-2016授課項目(1/2) 

• 從價值創新談企業核心管理決策 

• 贏得好人緣 

• 人生逆轉勝 

• DC2 群我倫理與績效表現方法 

• DC3專業精神與自我管理 

• BC1 職場與職務認知與溝通協調
技能 

• K3問題反映與分析解決能力 

• K1 環境知識的學習與創新 

• D1 工作願景與工作倫理 

• 故事行銷 

• 主動行銷 

• 積極任事能力創新 

• 投人生一場好球 

• 職場創業圓夢大進擊 
 

 

 

• 行銷人員進修訓練班(4天) 

• 企業內部講師(4天) 

• 顧問式銷售技巧 

• 價值工程創新應用 

• 企劃案的發想與撰寫實作 

• 民俗調理之行銷管理 

• 民俗調理商業4.0-新時代高效
能管理術 

• 民俗調理創新品牌-團隊管理術 

• 顧客關係管理-產出客戶滿意度
調查表 

• 國內外面試職場之準備 

• 如何提升自我職場價值 

• 電話客服研習課程 



2016-2017 授課項目(2/2) 
• 當責與負責(談執行力) 

• 顧客抱怨處理 

• 顧客關係管理 

• 從管理效能談執行力 

• 品質服務與顧客管理規劃 

• 工廠如何做好服務品質管理 

• 行銷實務及塑造優質的現場人員 

• 故事行銷力 - 談行銷策略 

• 業務櫃台行銷技巧 

• 目標管理與績效考核 

• 領導統御面面觀 

• 溝通達成團隊目標 

• 產業新趨勢 

 

• 溝通達成團隊目標 

• 行銷顧客管理 

• 新時代職場成功學 

• 打造高績效員工 提升團隊績效 

• 創新思維與突破 

• 親師溝通 

• 嬰幼兒照顧之感動行銷 

• 用心接待感動服務 

• 提升職場EQ與時間管理 

• 商務談判與議價實務 

• 翻轉學習力與價值創新判斷力整
合應用 

• 職場夥伴關係與衝突化解能力 

• 價值管理與企業競爭優勢 



課程大綱 

一、講師與顧問 

二、講師(顧問)的心態與認知 

三、瞭解授課對象的背景與環境 

四、講師想要傳遞或表達的甚麼 

五、專業的表達能力 



一、講師與顧問 

以企業需求 

規劃課程 

以個人專業 

規劃課程 

專業 

講師 

公開講課為主 

企業邀請 

企業內訓為主 

配合公開課程分享 

1.專業講師與課程關係 



2. 專業顧問與課程關係 

專業 

顧問 輔導過程中，計畫主持人會 

配合企業需求，進行專案企劃 

各顧問依規劃  投入各人專業帶領 

+ 各人專業課程 

 

以個人專業 

規劃 輔導+課程 

以整合專業 

規劃 輔導+課程 

輔導過程中，顧問會 

依據企業需求，進行專案企劃 

投入專業帶領 + 相關專業課程 

(講師) 



二、講師(顧問)的心態與認知 

(一)接受(爭取)授課的心態 

 

  1.這個授課對我(公司)的意義甚麼？(目的) 

 

    2.我有多渴望這個授課案能成功？(能量) 

一個認知 

我為什麼要這個授課案？ 



兩個思考 

1.顧客是誰？ 
    2.顧客要甚麼？ 
                 
   
  顧客追求的是純顧客價值 

 - 美國市場行銷學權威  Philip Kotler   

三、瞭解授課對象的背景與環境 



兩個思考 

1.顧客是誰？(誰有決策權？) 

 

2.顧客要甚麼？    

 (顧客真正的目的與潛在的問題是甚麼？) 

 

                 

   

純顧客價值是「顧客總體價值－顧客總體成本」 



兩個思考 

  以朝向讓顧客感到 

     有「價值與幸福」的感受去思考。 

目的是： 



• 顧客為什麼要讓我授課？ 

• 顧客聽我的授課，有甚麼好處？ 

• 如何證明我的授課內容是有價值的？ 

• 顧客對我的授課會有甚麼意見？ 

• 為什麼顧客要配合我的課程內容去做？ 

自我檢討 



衍生思維 

從授課中： 
 

 1.希望透過講師，傳遞某種訊息給聽眾。 

 2.希望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與資源。 

 3.希望獲得更專業的之資訊。 

 



• IF AN EGG IS BROKEN BY AN OUTSIDE FORCE..A LIFE 

ENDS.  

IF AN EGG BREAKS FROM WITHIN...... .LIFE BEGINS.  

GREAT THINGS ALWAYS BEGIN FROM WITHIN .  

- 本圖文摘自網路 

演說常常可用一張圖代表很多意義 



如何證明我的授課內容是真的？ 

• 演說想讓觀眾能夠心動、感動、行動，就
是講出自己做出、而其他人做不到或現在
還沒有做到的事。 

說服力＋行銷力 

四、講師想要傳遞或表達的甚麼 

(一)釋放解惑的專業知識 



譬如當我們說： 

 

我瞭解這個產業，並與產業某些相關 

企業的關係還可以。 

必須秀出參與之活動照片、或是相關合作證據。 

(二)激起授課對象心中潛藏的意識 



三個準備 

提出一個「有完善準備的企畫案」 
    
  1.如何找資料？ 
 
   2.如何整理資料？ 
 
    3.可以找到亮點嗎？  

如何做？ 



三個準備 

 提出一個「有完善準備的企畫案」 
 
 1.如何找資料？(訪談、圖書館、網站、搜尋引擎、   
     已往資料、Facebook、部落格…) 
    
    2.如何整理資料？(注意包裝、呈現) 
 
       3.可以找到亮點嗎？ (替顧客發想的創意) 

 



三個準備 

架構清楚、資料明確、主題凸顯， 
做好引導顧客思維的準備。 

「準備」是做到： 



四個表現 

  給顧客一個「清晰感動的視覺傳達」 

 

完美的開場 (吸引目光、引爆主題) 

 流暢的節奏 (影像清晰、按鍵適時) 

     簡練的重點 (提綱挈領、環環相扣) 

       誠意的表達 (態度真誠、收尾有力) 

 

五、專業的表達能力 



四個表現 

目的是 -  

   讓顧客為你專業的用心而感動， 

   建立認同與信任感。 



具備五個【習】 
讓你逐步成為專業的講師高手 

練習 學習 複習 習性 習慣 

自信 



 
重點回顧(一) 

 
一、授課(演講)前的認知 

二、以顧客角度思考  

三、授課(演講)前的準備  

四、成功的表達  

 



 
重點回顧(二) 

 
一個認知 

    兩個思考 

  

 

五個【習】  

 

三個準備 

四個表現 



知彼知己，營造細微的感動 

謝謝聆聽   敬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