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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quip managers with knowledge, mindset, methodology and 
real-world discussion.  

2.  Emphasize on practical learning. 

3.  Help managers correctly and professionally position  their 
marketing role. 

4.  Managers will be able to make effective marketing plan using 
structured approach. 

5.  Managers will be able to better lead both customers and 
themselves. 

Course Objectives 課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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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ule	   Exercise

Course Framework

Exercise

Exercise Exercise

1.  Key Concepts

2.  Rethink The 
Core

3.  A Combat Plan

4.  Leading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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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8	 hours	 Duration

Sales  Team,  Marketing  Team  &  Managers	 Audience  Level

Max  25    People  /  Class  	 Size  of  Class

Facility
Projector,    DVD  Player,    Audio  
Equipment,    Microphones,    Flip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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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Basics 課程資訊	 



l  Lecture	  	  老師講解	 

l  Group Discussion / Exercise  學員分組討論	 

l  Real World Case Presentation  真實工作個案簡報	 

l  Video Watching  影片觀賞	 

l  Interactive Q&A  課堂提問	 

Teaching Method 授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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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說明 課程目標 &	  內容摘要
 

Impeccable 
Marketing 

無懈可擊的 
行銷行動



      公司的客戶群中，並

不是每個客戶都一樣重要。

其中有些營收貢獻度較大，

有些利潤度較高，也有些

要求條件較多。

      優秀的業務團隊不僅

要有好的銷售技巧，更必
須具備高商業敏感度

(business sense) 以及擔任顧

問的能力。唯有從客戶端

去瞭解客戶，才有機會提

供真正的解決方案 solution，

而不是自說自話的把產品

稱為 solution。

      本課程教導學員如何

思考客戶的需求，提供有

用的方案，贏得合約，並

長期擁有客戶的忠誠。

   

目標：	  
ü  找出對公司有積極貢獻的優質客戶	  
ü  學會站在客戶的立場，作客戶的顧問

ü  了解複雜或大型銷售案的採購結構	  
ü  建立能夠掌握長期業務關係的作法	  
 

內容摘要： 
n  誰是關鍵客戶	  
n  瞭解客戶的事業：產業、產品、市場	  
n  瞭解客戶的經營狀況及面對的挑戰	  
n  幫你的關鍵客戶作一次	  SWOT	  
n  找出關鍵客戶的需求	  
n  設計有意義的解決方案	  
n  採購決策的四種內部角色	  
n  有感覺的傳遞信息：benefit	  statement	  
n  異議處理與問題處理	  
n  完成重要銷售	  
n  維繫良好的長期客戶關係	  
 

課程天數： 
²  一天	  (8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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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lobal Connection Partners Limited 康搏顧問公司董事長	 
n  國立清華大學副教授	 

n  企業獨立董事；Marshall Goldsmith SCC Executive Coach 
n  重要經歷	 

n  英商渣打銀行台灣環球企業金融董事總經理，參與渣打銀行在台灣的成長佈局。	 

n  匯豐銀行環球投資銀行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曾參與多宗企業海外上市和購併案。	 

n  兩度擔任著名企業首席執行官	 CEO，成功改造企業獲利能力，任內曾經完成全球
最大單一智能卡製作、發行專案。	 

n  中國投資「巨龍基金」董事，為最早在中國進行私募基金投資的風險投資專家。	 

n  美國大通銀行亞洲投資銀行部副總裁，對中外合資企業談判有豐富經驗，參與設

立大通銀行在中國的第一個分行。	 

n  紐約摩根史坦利公司投資銀行，是最早在美國華爾街一級投資銀行任職的華人。	 

n  IBM公司業務經理，負責大型主機系統在醫療及國防產業業務，並曾負責培訓新進
業務代表及系統工程師。	 

n  學歷	 

n  擁有美國賓大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華頓商學院	 (Wharton Business School)	 
企管碩士MBA學位，及賓大國際關係研究碩士	 MA	 學位。	 

Wellington W. Chow 周文德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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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iration  
啟發觀念	 

Transformation  
轉變行為	 

Power of 
Thinking    
思考力	 

Power of 
Influence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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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focused	  
behaviors	  	  
in	  the	  class

Two	  criBcal	  
capabiliBes

G.C.F.	  康搏顧問的思維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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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lare.hsia@gmail.com	

Mobile:    0970-‐‑264166	

Email:  lisalisa1113@gmail.com	

Mobile:    0987-‐‑261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