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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台灣連鎖加盟產業一開始從日本、美國等國家引進，經過幾十年的蓬勃發展，除已發展

出許多有獨創性且具臺灣本土特色品牌外，更進一步的朝國際化發展，一再提高我國連鎖品

牌的國際能見度。連鎖加盟產業具備快速複製創造規模經濟與專利授權推動知識經濟兩項優

點，成為我國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品牌及服務輸出可採行的模式，相信不久的未來，臺灣連鎖

品牌將在世界上發光發熱。

      品牌是連鎖加盟體系的生命之源，建立優良的連鎖品牌，是發展連鎖的第一步也是創業

投資者選擇連鎖加盟系統時重要的考量因素，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每年所舉辦的連鎖加盟

大展，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連鎖加盟行業的展覽，參展廠商不但可在此一平臺與眾多潛在創業

族群搶先建立關係，同時也是連鎖企業宣傳樹立品牌形象、擴大品牌影響力、招募加盟商的

最有效平臺，更是廣大創業投資者尋找加盟廠商、決定投資方向的重要管道。

      本次「2018 第 17 屆台灣創業加盟大展 - 台中展」看準大台中連鎖加盟的市場，也期望

能延續台北春季展創業熱潮，再為創業民眾與業主至展場尋找創業機會與合作夥伴，創造商

機無限！

社團法人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 李日東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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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在台灣有 1800 萬個使用者，90% 的使
用率，LINE@ 生活圈是 LINE 的企業版帳號，
突破 100 萬用戶，掃 QR Code 加好友是全民
運動，LINE@ 非常適合連鎖加盟業用來經營
消費者，拉近品牌與市場之間的距離。
Google 每 天 有 數 十 億 次 搜 尋、Youtube、
Google Map、Gmail 皆 突 破 10 億 用 戶，
Google 是雲端界的霸主。

大師專欄

發達雲執行長 李澄益

當 LINE@ 遇上 Google 會有什麼創新應用？如何為連鎖加盟業者創造業績與降低營運成本
呢？本次演講透過看影片說故事，輕鬆有趣幫您掌握雲端新趨勢！

發達雲出版 2 本雲端暢銷書：《一起淘寶賺大錢》、《雲端創業術》，將工作經驗與大眾分享。
我們與青創總會、自強基金會、中小企業總會、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工研院、資策會、清
華大學、文化大學 ... 等 30 個培訓機構長期合作，公開演講數百場，培訓學員數千位！

發達雲協助 1,000 家 中小企業使用雲端工具，獲得廣大客戶的支持，茶湯會、清玉、歐都納、
振宇五金、歐姆龍工業自動化、三久太陽能、總太建設 ... 等都是我們的客戶！讓我們一起升
級為雲端企業吧！

LINE @ 生活圈－遇上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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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加盟的品牌行銷拓展方略，依舊是 21

世紀企業推展品牌規模的關鍵策略。對不具

備充分創業技術與能力的準創業者來說，透

過加盟方式為自己找到一個事業創設的切入

點，理論上來說就是一個極佳的策略選擇。

然而，成功的連鎖加盟關係鏈結，取決於加

盟者能在總部的營輔庇蔭之下達成營收獲

利的終極目標，總部在對應關係中扮演的角

色就格外重要。而加盟者在決定投資連鎖品

牌事業之前，也必須就總部角色功能的狀態

能做到較精確的掌握，偏偏這是許多創業者

的弱項。因為，要挑選出合適的連鎖加盟品

牌總部，至少必須從以下八大構面做評析：

1. 從產業發展趨勢來辨識品牌適性

2. 從產品核心優勢與差異價值判讀續航力

3. 從門市服務流程體驗來判讀訓練效能

4. 從單店營收狀態來評析投資報酬率

5. 從門市規模拓展速度來掌握總部理念

德禮餐飲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林東傳 總經理

慎選加盟總部的八大策略

6. 從總部的組織系統機能狀態來評析實力

7. 從加盟者口中探詢總部的營輔功能

8. 從契約書的條文內涵判斷總部的企圖

這八項品牌運作的基礎內涵，都涉及一定的專

業成份，對於一般初入行的創業者來說，想要

精準的釐清品牌總部的操盤狀態，有實質上的

困難。透過專業的創業顧問協助評析，幫忙診

斷或研判品牌的實際運作情況，再提出是否合

適加盟的建議，是創業者最容易操作的模式。

隔行如隔山，準創業者在選定品牌業態時，還

是建議從自己熟悉的產業做挑選，要將事業發

展的重責大任全都交到品牌總部的手上，本質

上就是一種冒險，如果能嘗試著從八大構面來

試著探索品牌的運營實態，到您真正投入加盟

經營時，或許會有更清楚的操盤策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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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執行長帶團隊來找
我，提到他們成立約莫一年的社會企業。會談
中，執行長相當熱情地分享企業的成立動機、
目的、使命，以及他們現在所做的事。聊著聊
著，執行長跟我提到，這一年來，他們做了許
多事，但最大的困難是不知道該怎麼行銷。他
們嘗試過許多方式，但就是不見起色，不知道哪
裡有問題。

對他而言似乎是很困擾的事，但在我來看，問
題卻是明顯不過，這從他們的簡報內容就可以
看得一清二楚。原因就出在他們對自己的「價
值定位不明確」，而他們卻覺得自己的服務內
容「豐富完整」。

很多人都以為，行銷談的是產品，其實是不精
確的說法，更精確的說法是「談價值」，而不
是談產品本身。

那麼，什麼是價值？

說手機有 64G 儲存空間只是資訊，說 64G 儲
存空間可以讓你儲存 5 萬首歌才是價值；形容
洋裝外型性感、可愛是資訊，告訴女性消費者
「穿上它可以成為宴會中最美的焦點」才是價
值；說牛奶裡加入鎂鋅銅錳是資訊，告訴練健
身的消費者可以長肌肉才是價值。

許多老闆忽略了一件簡單卻相當重要的事：資
訊不會觸發購買動機，價值才會。也因此，行
銷學大師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直言：
「行銷並不是用聰明方式把產品賣掉的藝術，
而是為顧客創造價值的藝術」。

已逝的蘋果前執行長賈伯斯，在蘋果最低迷時

光明頂創育股份有限公司

洪聖倫 董事長

回任公司也曾說過：「行銷的世界充滿雜音，我們
很難被消費者記住，因此我們必須更精確地表達我
們想被記住的方式。」

是的，沒有價值論述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其實是
混亂的價值論述，因為後者比前者多了很多成本，
卻無法吸引你想要的消費者，也無法被他們記住。

我們身處在一個廣告爆炸的世代，每天每人無時無
刻都會看到不同廣告，不同的行銷手法，每一種手
法都隱含著不同的價值論述。換言之，若你沒有足
夠精確且具高度差異的論述方式，你的行銷訊息就
會被淹沒，而無法讓你想要的對象接收到，自然就
不會產生好的行銷效果。

總的來說，當你被某個品牌說服某種價值感受，你
就會連同該品牌一起認同。這些頂尖的品牌公司深
知一件簡單的道理，價值的提倡有時候未必與產品
有直接的關聯性，只要能說服你接受，你就會充滿
熱情的擁護他們的產品。

所以，當你碰到行銷問題時，請你回頭想想自己：

1. 我是不是太重視產品功能而忽略提倡某種價值？
2. 我是不是只關注在描述產品而忘了傳達產品的精

神與價值？
3. 我是否提供了太紛雜的價值主張而沒有聚焦在某

個範圍？

或許就能幫助你找到行銷困難的癥結點。

品牌行銷的第一課：

從創造價值談起

大師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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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富記帳士事務所 陳世喜 所長

隨著創業規劃逐步完成，創業家準備要申請
組織登記，開業成為合法的企業前，建議要
先瞭解各組織型態的差異，才能保障企業與
投資人的權益、善用政府的資源，並盡納稅
的義務。

創業組織登記的種類，可分類為四種型態，
分別為公司登記、商業登記、營業登記，及
有限合夥等組織，創業者可以透過網路向
「經濟部公司智慧型表單系統」，或「公司
及商業設立一站式線上申請作業」網站提出
申請。

公司組織與商業組織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營
業場所需遵守都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

食品衛生法等相關規範，創業家於申請登記
時都須詳加了解、遵守；若違法使用，需負
相關罰責。

公司與商號二者除了名稱不同之外，所依據
之法源、出資人的責任負擔亦不相同。部分
消費者認為股份有限公司較大、有限公司次
之，商號一定很小的刻板印象。

與志同道合的股東一起創業，對於企業有相
當大的幫助。公司組織設立時，公司法規定
必須訂立公司章程（明定股權、經營者、盈
餘分配等）對於股東較有保障。合夥經營的
商業組織，亦應訂定合夥契約書，如此發生
爭議時，對於合夥出資人才有保障。

營業登記的選擇與節稅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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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專欄

你最想知道的2018品牌成長策略

● 2008台北國際牛肉麵節・執行長
● 其樂創意整合行銷・共同創辦人/行銷總監
● 集合創意品牌策略・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 品牌行銷案例包含屈臣氏、資生堂、海昌生技、中華電信等各產業龍頭
● 中華流通顧問協會・經濟部認證新零售顧問
● 寬闊之地企業顧問團・創辦人暨執行長

這兩年，你是否被互聯網時代突然興盛的像是：新零

售、微商、粉絲經濟弄昏了頭，還要再加上不斷有人

勸進每個品牌都要經營自媒體的一種流行……

沒錯，以上還真的都是2018品牌成長的重點思維，

而看似不同的概念卻還隱藏著「消費者越來越大」

、「社群只能越分越小」兩大超級心法！

「王后」行銷術系列課程，包含了最恐怖精準好

用的個人/企業品牌行銷各種實戰攻略，歡迎透過

臉書瘋狂追蹤~ 王后顧問

王 后
寬闊之地企業顧問團執行長
品牌策略顧問王后級品牌行銷顧問 陳怡婷 Iris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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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博泰電子商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丁子柏 副總經理

台灣早已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並擁有全時吃到
飽的聯網電信費率支持，台灣擁有「行動支付」
與「電子支付」大量普及化的優質環境！政府為
推動行動支付更設定行動支付普及率 2020 年要達
成 60％，2025 年要達到 90% 的目標！希望讓民
眾出門只要帶一支手機，不用帶一堆現金、信用
卡，同時免去找零困難與錯誤，逐步邁向「少現
金」的便利時代！ 

如果商家一直沒有跟上數位時代接受消費者行動
支付，會損失多少商機？其實截至 2017 年底，
Apple Pay、Android Pay 及 Samsung Pay 三大
行動支付來台七個月，綁定信用卡數就高達 223
萬張！ Line Pay 台灣註冊人數也已超過 220 萬！
再加上大陸旅客常用的支付寶、微支付、銀聯閃
付，以及歐美旅客常用的 PayPel、台灣本土的台
灣 Pay、歐付寶、街口支付、Pi 支付…等等，估計
每天在台灣的國內外消費者至少有五百萬人以上
使用行動支付！顯示出消費者愛用行動支付的盛
況。依據統計，商家每增加一種收款方式，業績
就可增加 5% ～ 10％！「收款多元化」已是商家
強化競爭力，吸引顧客上門消費的基本功了。許
多觀光客來台，一聽到商家只收現金，二話不說
掉頭就走，已是幾乎每天上演！如果商家再不接
受行動支付或電子支付，損失之鉅不難想像。

但面對以上林林總總許多不同的支付工具，商家
可能不是不願意採用，而是收款方式一下子變出
這麼多，商家一時間無法評估，也不知道該如何
著手進行。

本堂課程就是要讓商家瞭解以下問題：
1) 商家如何評估需要哪些行動收款工具？

國內外各種行動與電子支付工具合計至少二十
餘種，商家如何自我評估選擇最適合自身的？

2) 向誰申請？如何申請？如何收款？
各種行動與電子收款服務的單位，銀行加第三

方支付業者高達三十餘家！該向誰申請？申請
程序如何？如何收到款項？

3) 要增加多少成本？增添哪些設備？…
手續費成本？設備硬體成本？稅務成本？這些
商家當然必須知道

4) 最重要的：如何用最低成本、最快同時獲得多
項付款工具？

本堂特邀請「華人電子商務首席顧問專家」丁子
柏顧問擔任講師。他早自 1999 年即投入台灣電
商網站經營，第一年就成為當時前十大電商之
一！參與包括 momo 購物網、特力屋網路店、
日本 RICO/PENTAX、韓國正官庄…等知名品牌
電商。其創建之多項電商與行銷模式更在兩岸獲
得無數新創大獎與發明專利肯定！自 2004 年起
獲聘為經濟部創業顧問，為華人第一位正式電商
顧問講師，2007 受邀至大陸各地講授電商，累
積發表電商專文數百篇，兩岸大學、企業與協會
授課人數超過兩萬人次以上！堪稱是華人電商界
最資深、最多證照、最多獲獎肯定的專家顧問！
2017 年 又 帶 領 Fintech Startup 獲 選 為 金 管 會
「FinTechBase 金融科技新創團隊」，電子金流
商用實務經驗非常豐富。

他特別強調：目前台灣已不缺行動支付工具與服
務，台灣消費者的使用普及率將會快速增加，但
接受行動付款的商家，卻集中在大型連鎖超商、
百貨、餐飲集團，中小型商家無力負擔高昂 POS
設備而落後，相當可惜。再加上提供各種行動與
電子收款服務的單位 ( 銀行＋第三方支付業者 ) 高
達三十餘家，難怪商家無所適從，亟需整合。

故 本 堂 他 將 會 告 訴 商 家 們， 如 何 用 最 低 成 本、
最 快 同 時 獲 得 多 項 付 款 工 具？ 甚 至 只 要 一 張
QRcode 貼紙，就可以同時完成「行動 / 電子收
款」，收取國內外顧客付款，跟上「無現金」的
數位商業時代！

開店必學：「行動 / 電子收款」幫您賺更多！

你最想知道的2018品牌成長策略

● 2008台北國際牛肉麵節・執行長
● 其樂創意整合行銷・共同創辦人/行銷總監
● 集合創意品牌策略・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 品牌行銷案例包含屈臣氏、資生堂、海昌生技、中華電信等各產業龍頭
● 中華流通顧問協會・經濟部認證新零售顧問
● 寬闊之地企業顧問團・創辦人暨執行長

這兩年，你是否被互聯網時代突然興盛的像是：新零

售、微商、粉絲經濟弄昏了頭，還要再加上不斷有人

勸進每個品牌都要經營自媒體的一種流行……

沒錯，以上還真的都是2018品牌成長的重點思維，

而看似不同的概念卻還隱藏著「消費者越來越大」

、「社群只能越分越小」兩大超級心法！

「王后」行銷術系列課程，包含了最恐怖精準好

用的個人/企業品牌行銷各種實戰攻略，歡迎透過

臉書瘋狂追蹤~ 王后顧問

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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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訂定加盟契約之一般注意事項：

一、加盟契約宜以書面為之。

二、確認簽約的主體。

三、當事人、代理人、見證人等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四、契約標的應詳細載明。

五、權利義務條文應力求明確。

六、契約履行期限。

七、管轄法院。

八、契約有效期間及立約時間。

九、增、刪之處應由雙方註記增、刪之字數並簽名或蓋章。跨頁宜加蓋騎縫章。

貳、資訊揭露（參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十日前或個案

認定合理期間，以書面提供下列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審閱，構成顯失公平行為，但

有正當理由而未提供資訊者，不在此限：

一、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如加盟金、教育訓練費、購買商品、原物料、資本設備、裝

潢工程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相關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二、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如權利金之計收方式，及經營指導、行銷推廣、購買商品

或原物料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其金額或預估金額。

三、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

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四、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

五、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

六、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

資料。

七、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

八、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九、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

參、雙贏策略。

博宇法律事務所 蔡慶文 律師

如何訂定雙贏的加盟管理制度與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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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時間表

大會活動

■ 萬元紅包看展送
凡入場民眾即可憑票根至大會贈品處兌換獲得萬
元創業金紅包，限量 2000 個。( 一人乙票限領乙個，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 看展早鳥送好禮
每 日 入 場 前 100 名， 憑 早 鳥 禮 兌 換 券， 每 日
11:00 可至大會贈品處，兌換限量好禮乙份。( 每

人限兌換一次，隨機贈送，殊不挑選，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 看展抽好禮
憑全票 / 優待票入場券，可獲得摸彩券一張，
將摸彩券投入贈品處摸彩箱內即可，4/30( 一 ) 
17:00 於舞台區抽出得獎者。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4/27( 五 )

12:00-12:30 大井震波烘焙小分子咖啡 大井咖啡

12:30-13:00 馬來西亞吉隆坡 商業地產說明會 瑞麥地產

13:00-14:00 由少變多Ｘ連鎖品牌創造價值 吳宏淼 顧問

14:00-16:00 如何訂定雙贏的加盟管理制度與合約 蔡慶文 律師

16:00-16:30 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專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6:30-17:00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勞動力發展署

4/28( 六 )

11:00-12:00 2018 連鎖加盟疊疊杯示範表演賽

12:00-12:30 送東送西，不如開家會賺錢的店 弘爺漢堡

12:30-13:00 從「眼睛」來看世界與未來市場新趨勢 台灣視立明

13:00-14:00 慎選加盟總部的八大策略 林東傳 總經理

14:00-15:00 品牌一部曲  實務上知識產權法律的新觀點 麥世宏 總經理

15:00-16:00 品牌二部曲  海外加盟公司法及公司架構 戚娜 Joanna 副總經理

16:00-17:00 品牌三部曲  
合同法注意要點：合同法精神與契約自由的差異 麥世宏 總經理

4/29( 日 )

12:00-12:30 加盟遠傳，獲利方程式 !! 遠傳電信

12:30-13:00 小額創業－加盟優勢 昱盛食品有限公司

13:00-14:00 LINE @ 生活圈－遇上 Google 李澄益 執行長

14:00-15:00 營業登記的選擇與節稅技巧 陳世喜 所長

15:00-16:00 開店必學：「行動 / 電子收款」幫您賺更多！ 丁子柏 顧問

16:00-17:00 品牌行銷的第一課：從創造價值談起 洪大倫 董事長

4/30( 一 )

12:00-12:30 門庭若飾小學堂 Sayu Accessory

12:30-13:00 2018 春夏時尚講座 奇威名品

13:00-16:00 2018 如何打造好品牌？建立互聯網時代的能見度？ 陳怡婷 顧問

16:00-17:00 餐飲業創新商業模式解析 黃景裕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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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台灣台灣

以物理治療恢複視力的中心

以物理治療恢復視力的中心

全球專利技術
60分鐘見效！

動手術

打針

吃藥

斜視

弱視

視立明開創西醫治不好近視的奇蹟，
吳安平博士使用中醫經絡方式，理療
近視，再運用西醫保健視力理論作為
基礎；成功的利用磁場振盪眼睛周圍
經絡，刺激神經點，活化眼球細胞讓
自律神經機能發生變化，血液循環改
善連到調節睫狀肌，括約肌的彈性恢
復，活化視神經及視網膜，使眼睛能
自動調整視物焦距的自癒能力，提高
改善視力，進而視力自然恢復。

海外連鎖品牌
台灣首度開放加盟

台 灣 視 立 明台 灣 視 立 明台 灣 視 立 明

加盟專線 : (02)2971-6818
台灣總公司 :視立明視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新北市三重區中正北路174號 粉絲團視立明眼球訓練中心

詳情請搜尋臉書

摘掉眼鏡不是夢0元創業加盟0元創業加盟元創業加盟

視立明眼球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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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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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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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區-餐飲類

品牌故事

展場限定優惠

加盟專線：0800-006-168  
     www.mwd.com.tw

My Warm Day麥味登於1987年在臺北大稻埕發跡，麥味登以閩南語發音「賣
袂斷」作為生意絡繹不絕的意兆初衷。英文品牌名「My Warm Day」為溫暖每
一天的涵義。麥味登31年來以嚴謹的品質要求，2007到2016年，皆通過臺灣經
濟部商業司連鎖加盟總部的優良總部評鑑；並獲得臺灣品牌玉山獎最佳人氣品
牌。2009年到2018年更是連續十年，榮獲總統府元旦升旗指定早餐的殊榮。累
積31年餐飲經驗的麥味登，順應現代社會健康美味兼顧的餐飲風潮，以
「Cafe& Brunch」的中西方特色餐飲風靡全臺灣，並在全臺大街小巷，以獨特
的人文咖啡、頂級錫蘭茶和可口餐點，獻給所有愛好美食的朋友。

優惠1.POS機一組

優惠2.POS雲端系統

含高速微星MSI Celerom1037 1.8G雙核/4G/320G HHD
15.6吋觸控POS機，免費到場安裝及教育訓練

>一.進銷存管理 >二.人力產值管理 >三.收支管理 >四.損益管理

優勢1
優勢2
優勢3

智慧總部數位化管理

品牌營運三十一年，成功案例遍佈全台

我們的品牌優勢

五大時段彈性經營(早餐、早午餐、

午餐、午茶、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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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餐飲類



17

2018 台灣創業加盟大展 台中展

「TEA TOP台灣第一味」，貫徹食品定期自我檢驗，
所有產品均由全國公證單位 SGS檢驗合格。
委託由農委會認可的「綠盾檢驗室」，檢驗每一期出產的茶葉及茶菁，
保證絕無農藥殘餘超標。 為了貫徹服務品質，
「TEA TOP台灣第一味」，已連續七年取得「GSP金牌服務國家認證」。
我們相信，一杯好茶，來自樸實的農民、卓越的製茶師、
最後由訓練有素的調茶手完成調茶的工作。

展場優惠價168萬

創業大三元
第一大：租金補助(補助租金1/5 連續6個月)

第二大：開店廣告(首月實體+網路)

第三大：免加盟金

原加盟條件
1.加盟金 20萬

2.設備+開店五金+pos機+裝潢

3.教育訓練保證金20萬(2年一簽)

「TEA TOP台灣第一味」，於台灣市面上已有近百家店面，
近年來積極拓展海外市場，並於美國、越南、中國發展。
當年為了顛覆傳統茶飲予人使用「劣等下腳茶」印象，
董事長楊國珍毅然投入冷飲茶市場，不吝惜把一斤動輒近千元的「高山青茶」
分享給客人，開創台灣冷飲茶界使用極品好茶沖泡的經營新觀念。
「TEA TOP台灣第一味」也以親民的價格，專業的技術，
並且嚴格把關每項產品，每一杯茶都有我們的用心，
每一滴茶湯都有無限的堅持。

加盟專線：0800-26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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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品牌推薦 電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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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森邦股份有限公司 拉亞漢堡 西式餐飲、美式早午餐 03-360-3000

弘爺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弘爺漢堡 早午餐連鎖品牌 04-2335-5555

珍鼎記茶飲股份有限公司 Tea Top 台灣第一味 外帶式茶飲 04-2295-2000

揚秦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麥味登 麥味登連鎖加盟 (Café & Brunch) 03-341-2298

蕃茄村企業有限公司 蕃茄村 Brunch & 
café 早午餐加盟、全日餐廳加盟 04-2535-5091

幸福水屋國際有限公司 幸福水屋 24 小時自助加水站 04-2565-8123

黑沃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黑沃咖啡 黑沃精品咖啡豆及專業咖啡加盟資訊 04-2262-4040

馬蔥餅企業社 馬蔥餅 馬蔥餅、雙胞胎、甜甜圈、馬味包 04-2421-4388

鮮自然冷飲有限公司 鮮自然 在地高山茶 06-331-7711

志晟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BubbleZ 飲品連鎖加盟 04-2215-3753

新銳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新銳咖啡 品牌加盟、咖啡、甜點 04-2202-3190

英屬蓋曼群島商花蓮香
股份有限公司 花蓮一品香 扁食、蒸餃、米糕 02-8914-6029

景大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大井咖啡 大井咖啡、連鎖加盟 04-852-7998

晨間廚房餐飲有限公司 晨間廚房西式早午餐 西式早午餐 08-752-2288

紅茗國際有限公司 手作功夫茶 連鎖外帶冷飲 04-2350-1166

昱盛食品有限公司 風城脆皮雞蛋糕 加盟招商、脆皮雞蛋糕 03-5538611

鬼匠有限公司 鬼匠拉麵、七嘴八舌 拉麵、滷味 0922-280-170

巨無霸冰品有限公司 巨無霸霜淇淋 巨無霸霜淇淋 02-86317588

紅廚國際有限公司 三顧茅廬 黃金麻辣湯、私房老火湯 02-2995-0651

廠商名錄 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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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微風源股份有限公司 自己來紅茶鮮乳 牛奶、牛羊奶、羊奶、古早味 / 金典紅茶、茉香
綠茶、冬瓜茶、膠原凍 + 露飲、豆漿 02-21226533

耀武羊威羊肉爐 耀武羊威羊肉爐 羊肉爐 03-5514583

四海遊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四海遊龍 鍋貼、水餃專賣店 02-22258325

加依軒小籠湯包 加依軒小籠湯包 小籠湯包、蒸餃、燒賣 06-2369666

高三孝企業有限公司 高三孝碳烤吐司 早午餐 02-23225918

冰饌紅茶粉圓 冰饌紅茶粉圓 飲料 04-22603712

御品香實業有限公司 石一籠湯包 湯包、餃子類、排骨酥、米糕 03-3788238

飯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樸樂咖啡早午餐 早午餐 04-23585555

京秉企業有限公司 豚將日本拉麵 豚將日本拉麵 07-3380405

好手沏有限公司 好手沏紅茶冰 飲料店 05-5375398

富穎逢行銷企業社 夫唱妻隨冷熱泡
自動販售機 販賣機、咖啡包 04-23387138

霖茂餐飲顧問有限公司 I'Mwaffle 
現烤手工鬆餅 鬆餅、冷泡茶、熱飲、花茶 0800-889-473

茶執人興業有限公司 紅窯手作紅茶冰
古早味紅茶冰，鮮奶茶

台灣阿里山四季青茶、高山冷泡綠茶，古早味濃
郁冬瓜

07-7876879

可米清茶冰 可米清茶冰 阿里山高冷清茶、台灣紅茶、
甘蔗清茶、古早味綠豆湯 07-652-8210

好凱食堂 泰餃情泰式料理餃子
專賣店 泰式煎餃 07-349-0022

和進開發有限公司 阿木師現做赤肉羹 阿木師現做赤肉羹加盟 04-2206-0310

港動國際有限公司 越南王 -VKfood 越南料理 0909-665-656

丸松物產有限公司 幸花雞白湯拉麵 幸花雞白湯拉麵及副產品 04-22517179

鼐食鼐有限公司 雙醬咖哩、五國真湯 雙醬咖哩、五國真湯 0976-255-989

花林實業 米鹿創意手調飲品、
卓越越南美食 卓越越南美食、米鹿手調飲品 0905-12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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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展出品牌 內容及產品 電話

福爾摩沙不動產有限公司 RE/MAX 瑞麥地產 房仲加盟，海房代銷，置產顧問 04-2217-8689

瑞興資訊 花現幸福棉花糖 食品加工機銷售、微行電車銷售 04-2527-9575

藝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藝康 餐飲清潔消毒方案、洗碗機 02-8978-7085

咪噠積股份有限公司 咪噠電話亭
迷你 k 歌機 咪噠電話亭迷你 k 歌機 02-86658383

優秀數位展顯科技有限公司 優秀廣告機 多媒體數位展示 / 廣告機 / 拼裝電視 02-8667-3300

智丞桌椅廠 智丞桌椅廠 餐廳用桌椅 05-2685995

富屋實業有限公司 富屋房屋 / 法拍屋 法拍屋加盟 04-2471-7673

台灣視立明視力
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視立明 視力物理訓練加盟 02-2971-6818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 遠傳電信加盟招商 02-77237627

時尚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時尚美人
網路購物商城 網路開店 02-55535858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 富士康廣告 LED 設備加盟 04-22310096

小百合天然翡翠有限公司 小百合精品家 流行飾品 04-23175222

赫綵電腦有限公司 赫綵設計學院 電腦設計課程 02-23886688

萇元有限公司 田島牌電腦刺繡機 田島牌電腦刺繡機 02-22320739

未來富平台服務有限公司 G2 貓點餐 APP 餐飲業者手機點餐 APP 05-2247567

一零一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101 文具天堂 文具事務用品、加盟諮詢 07-7319101

時間到府
汽車美容有限公司 時間到府汽車美容 到府汽車美容 0981-734-332

御鼎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鍋教授 節能鍋具及節能設備規劃 04-35079900

創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6 電子發票收銀機 V6 電子發票收銀機 02-85111288

恆欣東風有限公司 百變娛樂 百元販賣機 07-3322023

泰浦樂國際有限公司 泰浦樂 加水廣告機、淨水機、飲用水設備 04-25662645

萬通國際人力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萬通人力集團 女傭、監護工 06-2552121

富賈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小資收租團 不動產租賃、包租包管、代租代管 0968-919-139

奇威行有限公司 Keywear 連鎖女裝、襪、鞋、帽、傘、飾品 02-2555-1047

健知樂科技有限公司 Happy Bar mini KTV 迷你 KTV 04-22525999

廠商名錄 非餐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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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台灣創業加盟大展 台中展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加盟業主經營行為案件之處理原則
88.6.2. 第 395 次委員會議通過 
92.11.20. 第 628 次委員會議修正 
92.11.25. 公壹字第 0920010929 號令發布 
94.1.13. 第 688 次委員會議修正名稱及第 1 點 
97.12.24. 第 894 次委員會議修正 
98.1.8. 公壹字第 0980000046 號令發布 
100.5.18. 第 1019 次委員會議修正 
100.6.7. 公壹字第 1001260594 號令發布 
101.2.8. 第 1057 次委員會議修正名稱及第 7 點、第 8 點 
101.3.12. 公服字第 1011260185 號令發布 
103.12.24 第 1207 次委員會議修正 
104.1.5. 公服字第 10312615211 號令發布 
104.3.25 第 1220 次委員會議修正第 6 點、第 7 點 
104.4.13. 公服字第 10412603441 號令發布

一、( 目的 )
為維護連鎖加盟交易秩序，確保加盟事業自由與公平競爭，有效處理加盟業主經營加盟業務行為涉及違反公平交易法規定案件，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二、( 名詞定義 )
本規範說明之名詞定義如下：
( 一 ) 加盟業主，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提供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協助或指導加盟店經營，並收取加盟店支付對價之事業。
( 二 ) 加盟店，指在加盟經營關係中，使用加盟業主提供之商標或經營技術等，並接受加盟業主協助或指導，對加盟業主支付一定對價之他事業。
( 三 ) 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透過契約之方式，將商標或經營技術等授權加盟店使用，並協助或指導加盟店之經營，而加盟店對此支付一定對價

之繼續性關係。但不包括單純以相當或低於批發價購買商品或服務（以下簡稱商品）再為轉售或出租等情形。
( 四 ) 預備加盟經營關係，指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前，由交易相對人支付一定費用，並簽訂草約、預約單、意向書等加盟相關

文件，且約定如退出將沒收已繳費用或負賠償責任之關係。
( 五 ) 支付一定對價，指加盟店為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所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加盟金、權利金、教育訓練費、購買商品、原物料、資本設備、

裝潢工程等相關費用。
三、( 資訊揭露規範 )

加盟業主於招募加盟過程中，未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或預備加盟經營關係之十日前或個案認定合理期間，以書面提供下列加盟重要資訊予交易相對人
審閱，構成顯失公平行為，但有正當理由而未提供資訊者，不在此限：
( 一 ) 開始營運前之各項費用：如加盟金、教育訓練費、購買商品、原物料、資本設備、裝潢工程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相關費用，其

金額或預估金額。
( 二 ) 加盟營運期間之各項費用：如權利金之計收方式，及經營指導、行銷推廣、購買商品或原物料等，應支付予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之費用，其

金額或預估金額。
( 三 ) 授權加盟店使用商標權、專利權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權利內容、有效期限，及其使用範圍與各項限制條件。
( 四 ) 經營協助及訓練指導之內容與方式。
( 五 ) 加盟店所在營業區域設置同一加盟體系之經營方案或預定計畫。
( 六 ) 所有縣（市）同一加盟體系之數目、營業地址及上一年度解除、終止契約比率之統計資料。
( 七 ) 加盟契約存續期間，對於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例如：

商品或原物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品牌及規格。
商品或原物料每次應訂購之項目及最低數量。
資本設備須向加盟業主或其指定之人購買、須購買指定之規格。
裝潢工程須由加盟業主指定之承攬施工者定作、須定作指定之規格。
其他加盟經營關係之限制事項。

( 八 ) 加盟契約變更、終止及解除之條件及處理方式。
( 九 ) 如有預估營業額或預估收益等財務預測資訊，其計算方式或現存加盟店經營實績之佐證。

前項各款資訊，經交易相對人書面同意者，得以儲存於光碟或其他電子媒體之形式提供之。
四、( 契約審閱與交付 )

加盟業主與交易相對人簽訂加盟經營關係相關契約，不得為下列顯失公平行為：
( 一 ) 簽約前未給予交易相對人至少五日或個案認定之合理契約審閱期間。
( 二 ) 簽約日起三十日內，未交付契約予交易相對人。但因不可歸責加盟業主之事由，致交付契約遲延者，不在此限 ( 如：加盟店位處離島或偏遠地區、

辦理不動產抵押權作業流程非因可歸責加盟業主之事由、或可歸責加盟店之事由等情形，而致不及交付契約 )。
五、( 締約後限制競爭或妨礙公平競爭行為 )

加盟業主於締結加盟經營關係後，不得濫用加盟店對其依賴關係所形成之相對優勢地位為下列行為：  
( 一 ) 無正當理由對於不同加盟店之間或同一競爭階層之他事業，就價格、交易條件或交易與否給予差別待遇。
( 二 ) 無正當理由要求加盟店於購買商品時，須同時購買其他商品。
( 三 ) 無正當理由強制加盟店採購一定數量之商品、原物料並禁止退貨，而該數量超過加盟店合理營業天數可銷售之數量或必要之存貨數量。

六、( 法律效果 )
事業違反第三點、第四點規定，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五點第一款規定，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二款之違反。
事業違反第五點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而有限制競爭之虞者，構成公平交易法第二十條第五款之違反。

七、( 其他不公平競爭行為之規範 )
加盟業主經營行為除受本處理原則規範外，仍應適用「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比較廣
告案件之處理原則」、「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五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等規定。



2018年度國際連鎖加盟展覽資訊

►台北國際連鎖加盟暨創業大展-夏季展
     6/15-6/18 台北世貿一館 10:00-18:00

►台北國際連鎖加盟大展-秋季展
    10/4-10/7 台北世貿一館 10: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