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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訓 
     國際健康SPA頭皮管理講授師 

 
 
 



 
關於頭皮 

• 頭髮為一個人的重要門面 

 
• 現代人由於飲食西化、生活壓力及加班熬夜，加上氣

候潮濕悶熱、空氣汙染、酸雨等因素影響，將導致 
                                                禿頭掉髮比例上升的原因 



不容忽視的數據 
 

• 全球社經環境 
 
• 根據美國掉髮研究學會(American Hair Loss Association) 
• 2012年統計，全球具掉髮症狀的人數已超過10億人口 
• 美國掉髮人數共約6,100萬人，其中男性4,000萬人， 
• 女性則2,100萬人 

 



不容忽視的數據 

• 國內社經環境 
 
• 根據衛福部統計(2012) 
• 台灣25至65歲之間中有禿頭掉髮困擾者約360萬人， 
• 近年來更有年輕化的趨勢，未來10年台灣禿髮人數可能突破

500萬人 
• 根據國內網路業者指出，男女性抗落髮市場比例約3：1 



市場規模及潛力分析 
全球市場規模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2016)推估預測 
 2015年全球健髮外用產品市場約23億美元 
 2015~2020年將以4.8%的年複合成長率(CAGR)成長 
預估在2020年達到29億美元 

 
 
 
 
 

• 資料來源：IBISWORLD Industry Report (2015)； 
•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推估預測。 

 
 
 



       市場規模及潛力分析 
       國內市場規模 

          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 
                                  (2016)推估預測 
 2015年國內健髮外用產品市場規模為新台幣17億元 
 2015~2020年將以3.3%的年複合成長率成長， 
預估在2020年達到20億元 

 
 
 

         
   資料來源：衛福部(2012)、HistoGen(2009)、Relevant Research(2014)；   
                            台灣經濟研究院生物科技產業研究中心推估預測。 



產業發展優勢與機會 
 

   舒壓、育髮、抗衰老 



美容(髮)業概況及市場發展契機 

• 經營面臨困境── 
• 市場巨變與競爭、醫美衝擊、專業人力短缺、人事問題(

一例一休) 、教育不易、管理不彰、單打獨鬥、低收費高
服務消費市場、消費型態改變、、等衝擊 

 

• 綜觀以上問題唯有整合、改變與創新 



                   借力 
   
 才能讓美容(髮)沙龍迅速成長！ 

 
 



 日本蘿美荌LSS獨家創新頭皮教育系統 

專業培訓 + 國際雙認證 

招訓   日本國際LSS健康SPA頭皮管理講授師 

 

       創新養護新奇蹟 
                 打造頭皮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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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ian Pro  
蘿美荌 

GEO Link 
秉炫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 

雙軌訓練教育
發展協會 

 

代理店&特約講師 

美容
SPA 

美髮沙
龍 

販售 

講習 

講習連繫 

行動美
療師 

LOVIANPro 蘿美荌育毛系統 



   日本LSS健康SPA頭皮管理講授師 
                      發展計畫 
 

 
 

 
       專業培訓               師資養成              國際雙認證                                                     
 

      共創 健康頭皮SPA市場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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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大中華
區 日本 



14 

毛包 

毛乳頭 

毛母細胞 

LOVIANPro 蘿美荌育毛系統 
                    LOVIANPro 經多年研究發展，推出蘿美荌LSS育毛系統 
 
 
專業諮詢+檢測分析辯證        頭皮清潔       健康碳酸SPA        LSS養髮+獨創
技法          遠紅熱療法         香氛肩頸背釋壓按摩        檢測整髮 
  
                                                                                                                       

LOVIANPro 
是完美的生髮解決方案 



Confidenti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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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S健康頭皮系統發展效益 

■提供現有客戶的加值服務 
■開發新客戶 
■商品販售 
■成為國際雙認證講師並授課 

同業競爭 

通常 
美髮只有洗剪染燙髮、
造型服務 
美容SPA只做臉、瘦身、
舒壓與按摩、美甲(睫)
等服務 

蘿美荌育毛系統 

頭皮護理 
頭皮按摩 

   LOVIANPro 
  洗髮水、養髮液、 
   頭皮肌因精華  

(家用 日常護理) 
依客戶情況每月2~4次 

專業培訓 
+ 

日本LSS講師
認證 

           + 
IAE國際學士
院講授師認證 

    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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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供育毛系統的服務 

一般講座 到店教學 講師班 業者登錄 

定期與協會配合舉
辦商品介紹講座&
展演 

有興趣加入的業者 
透過協會連繫  
深入了解系統服務 

LSS講師到店示範
教學解說產品 +技
術指導 

透過研習(3天)了解頭皮
整套系統學理知識與獨
特技術+個案實作 
獲得日本LSS講師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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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收費標準建議 
■體驗課程----$990/每人限一次 
■單堂課程----$2,000~2,600/次(75分鐘) 
■包套課程(10+1回)----$18,000$1636/次 
■包套課程(20+3回)----$35,000$1528/次 
 
 

■宣傳海報 

■POP立架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IAE國際學士院 

簡介                  

簡報人: 陳 甘 



關於協會: 
產業人才養成&商家就業媒合接軌平台 

 

專辦: 
國際認證、時尚美業、健康產業、技職訓練、種子師資培訓課
程及就(創)業輔導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亞洲唯一健康時尚美容學術審議評鑑發展單位 



願景 
     成為健康時尚美業職能技藝訓練的標竿 

     打造專業講師的夢想舞台! ! 
 

使命 
    推廣國內外及兩岸專業人士國際性研習、交流與合作 

    整合產、官、學、研、教各界資源，推動雙軌訓練技職教 

    育，落實【學、訓、用】 合一的目標 
 

核心價值 
      卓越  創新  誠信  專業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亞洲唯一健康時尚美容學術審議評鑑發展單位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IAE國際學士院 

簡介 



國際學士院I.A.E. 



國際學士院I.A.E. 



• 國際學士院為跨國性的學術審議聯盟單位，由世界各國的學士院共
同組成 

 

• 為聯合國（U.N.）所承認之國際教育學院組織（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 

 

• 獲得「聯合國世界大學總長會議」（W.U.U, World University 

Union) 認定為【國際最高的審議評鑒機構】 

 

國際學士院I.A.E. 



• 起源於西元1660年的英國學士院，由「英國劍橋大學」學院
派的學者發起，結合全球十三個皇家貴族組成『國際學士院』
（以下簡稱學士院） 

 

• 為國際間的自然法人，屬性與「聯合國」(U.N.) 的組織相同。
是國際「非政府」的學術組織。然通過國際間的學歷互相認
證制度，國際學士院I.A.E.所核定的文憑亦可獲得具有各國政
府承認之合法學術資格。 

國際學士院I.A.E. 



• 國際學士院I.A.E. 以「和平、公益、學術」為宗旨，成員須通
過嚴格的推薦制度與縝密的資格審查。 

 

• 經由I.A.E認證的學位、專業資格與身分等識別章、推薦函與
委任狀，均受國際公法的保障，具有相當崇高的社會榮譽與
身分表徵。 

國際學士院I.A.E. 



【亞洲發展歷程】 

 
• 國際學士院I.A.E. 成立初期以歐洲為主要的發展地區， 

     繼而發展至美國、亞洲等地區與國家。在1998年舉辦的世界 

    大會中，與會的成員已經遍及全球107個國家 

 

• 亞洲最早加入學士院體系的國家是日本，日本學士院（The 
Japan Academy）創立於明治維新時代（西元1879年） 

• 對於日本的學者來說，能夠成為學士院的會員是僅次於獲得
「文化勳章」的極高榮譽 

國際學士院I.A.E. 



國際學士院I.A.E. 



• 三百多年來，接受國際學士院I.A.E. 頒發獎項之國際知名人
士不勝枚舉,臺灣則有 

• 前省長宋楚瑜 

• 亞東關係協會理事長林金莖 

• 前外交部長陳唐山 

• 前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委黃石城 

• 前考試院秘書長與大葉大學副校長張俊彥 

• 台南市長許添財 

• 前臺北市政府民政局長黃月鏡 

• 前南投縣長彭百顯 

熱心為民服務的政壇精英,皆曾接受學士院所頒發院士及國際傑
出貢獻之獎項。 

國際學士院I.A.E. 



• I.A.E.國際學士院為國際最高的審議評鑒機構 

 

• 以學術背景為基礎的國際學士院，其分佈於全球的組織
成員均具有胸懷天下、扶困濟貧、四海一家的廣大胸襟 

 

• 因此陸續于世界各地成立「慈善公益」、「急難救助」、
「倡議和平」等聯盟組織 

國際學士院I.A.E. 



• 國際學士院I.A.E. 於2012 年承辦了聯合國成立六十周年敲響一
個 「世界和諧鐘」(World   Harmony Bell) 的活動，為世人祈
福首航臺灣之慈善公益活動。 
 

聯合國世界和諧鐘 

國際學士院I.A.E. 



I.A.E國際學士院成員介紹                  

簡報人: 陳 甘 



國際學士院I.A.E. 

元皇族總裁:伏見博明  亞細亞總裁:蘇炳郎 



國際學士院I.A.E. 

亞細亞 校務長：陳俊吉 院士 



國際學士院I.A.E. 

 國際警政傑出貢獻表彰 



國際學士院I.A.E. 

 美國國際學士院大學/國際藝術管理學碩士 經營管理學博士 



 國際高級美容經營管理講授師 

國際學士院I.A.E. 

    國際法定中醫師 



• 美容、芳療照護、健康管理業 

• 美髮、健康SPA頭皮毛髮管理業 

• 時尚整體造型(設計)、新娘秘書業 

• 紋(染)繡眉業、美甲、美睫業 

• 專業催乳師、孕產婦嬰照護業 
 

 特  別  推  薦 

以上專業人士為時尚健康美業相關教(講)師、事業經營者、
企業老闆… 等聲譽卓著的社會賢達菁英人士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亞洲唯一健康時尚美容學術審議評鑑發展單位 



• 國際接軌，世界通行，本位升等，成為國際專業講授師！ 

 

• 確立專業地位，被國際認定，讓你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 移民加分,考全球各地碩博士班優先錄取! 

 

• 肯定自己，成就自我，再創個人事業高峰！ 
 

特   色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亞洲唯一健康時尚美容學術審議評鑑發展單位 

打造專業講師的夢想舞台! 
 



• (02)2302-9696 ,0933141907  

 台北市萬華區康定路232號4樓之一 

 https://www.facebook.com/tdte1319  

 

• 國際學士院IAE(日本文化振興會)全球產官學研教中心 

 http://www.ubusiness.com.tw 

 http://www.nihonbunka.jp 
 

意者請來電洽詢安排面試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亞洲唯一健康時尚美容學術審議評鑑發展單位 



I.A.E.國際學士院 

亞洲時尚健康美業學術之友聯誼 

 歡迎您的加入！ 

台北市雙軌訓練教育發展協會 
亞洲唯一健康時尚美容學術審議評鑑發展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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