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聖修 Ben Lin Strategic Thinker & Behavior Observer.

學歷 專長領域 角色 服務理念

• 逢甲大學 工業工程系 • 未來趨勢分析、策略走向＆佈局規劃

• 企業診斷，組織策略分析、規劃執行

• 組織發展設計＆人才建模評估、規劃

• 調適領導力形塑＆學習型組織設計

• 市場營銷、用戶研究＆關鍵人訪談

• 顧客旅程、服務設計＆動態化銷售

青創總會 顧問

經理人雜誌 講師

未來商務展 策展人

未來商務產業焦點 專欄作家

Adecco藝珂 外部顧問

104人力銀行 BeAGiver

104人力銀行 共享顧問

台灣智慧主管交流協會 顧問

Ben是企業顧問, 引導師, 講師, 教練等多重身份。也是
Strategic Thinker & Behavior Observer. 
長年從事諮詢、企業診斷、組織策略分析、人才養成與轉
型、用戶研究與服務設計, 以企業案例為核心, 運用「行為
觀察、深度引導、系統思考、未來思考」四項維度, 導入系
統化模型、視覺與量化工具、經驗萃取手法, 推動企業績效
與商業產出。

企業發展歷程中, 常會遭遇多元的組織困境、挑戰, 在與企
業、領導者對話中, 如何共同找出其關鍵癥結＆盲點, 並經
由系統性解法, 共同設計具對應、延續性方案, 是Ben的使
命與價值推動。

在長年的諮詢、輔導歷程中, 發現產業、企業期許將組織經
驗做有效轉型、傳承, 並渴望洞見出未來趨勢、脈動, 使得
企業能做出具推動性的多重決策, 來貼近世界的變化與轉動。

在世界變動中，如何與各產業共同看見內外部挑戰的切點
與解法，外部視角來剖析顧客需求、痛點期望，內部視角
中找到企業成長動力、組織挑戰＆轉型契機，使得企業更
能朝向「永續、創新、傳承」的願景前進。

專業認證

- NLPU® Master Practitioner美國神經語言程序學-高階執行師

- ATD Master Trainer™ Certificate Program

- ATD Evaluating Learning Impact Certificate Program

- ATD Improving Human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Program

- Certified StrengthscopeTeam™ Practitioner 英國SP優勢團隊諮詢認證

- Strengthscope® Practitioner英國SP優勢分析師認證

- Accelerated Learning加速式學習 引導師認證

- ICF國際教練聯盟ACC教練認證資格
丞鑫企業管理顧問 創辦人
LGB Limited Company

https://www.linkedin.com/in/beardben/

https://www.linkedin.com/in/beard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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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現況觀察＆關鍵解決要點

企業面臨的挑戰點 背後癥結點 縮短資訊與認知落差的六步驟 / 顧問的專長領域與優勢要點 服務範疇與主軸項目

抓市場趨勢走向

難掌握用戶需求

顧客的銷售成效

建立BD Model

組織文化、制度固化

組織人才的因應僵化

制度缺乏彈性.靈活性

組織策略擬定.推動難

癥結1：

內外部

資訊

不透明＆

認知落差企業

企業常面臨
的挑戰點

[現況觀察]

陪伴式輔導案

1.客製化ＢＤ模型設計案

2.消費者旅程＆服務設計

3.高階管理者領導力計畫

4.潛力人才之招募＆面談

5.組織人才的模組化設計

6.未來趨勢＆組織策略規劃

客製化-企業工作坊

1.顧客風格分析＆動態銷售設計

[B2B/B2C]

2.顧客旅程盤點＆服務優化設計

3.銷售團隊之高效管理與協作力

4.領導力鍛鍊＆全觀問題思考

5.行為科學之招募面談技巧

6.藍海策略之產品策略推動

7.組織共識營＆策略佈局規劃

癥結2：

無具體的

A.方案

B.架構

C.流程

D.工具

做有效

改善

大量搜集
多元資訊

過濾資訊
查真實度

分析關鍵
突破切點

依任務別
做問題解

跟工作做
連動設計

行為科學＆觀察

教練：引導＆傾聽

未來思考＆策略

系統思考＆分析

量化＆工具設計

經驗＆知識萃取 Expertise

運用客觀化的觀察技術、手法、工具做

有效的情報搜集、資訊挖掘與分析。

à對 [ 市場脈動/顧客需求/組織團隊 ] 做

有效地剖析掌握，並做對應的解法設計。

將繁雜的資訊、經驗，以架構、步驟化

的做有效濃縮、彙整聚焦、做量化產出。

à從情境、任務，將企業的 [成功/失敗]

經驗，藉由結構.流程，轉化成價值資訊

、產出，並建立推動性強的SOP機制。

用國際的系統思考理論、工具，加上多

區域、跨國的案件分析經驗、強化落地。

à強化組織高階管理者的複雜思考力、

問題分析與解決、洞察問題癥結、解法，

並提高對事件的趨勢感知力、多元視角。

系統觀找
因果關聯

如何
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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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觀點】從小數據建構自己對未來世界的警鐘！ https://fc.bnext.com.tw/future-alarm/

【專家觀點】打破框架，3個方法搞定「服務體驗設計」最佳化！ https://fc.bnext.com.tw/ux-optimize/

【專家觀點】每天開會開不停！用敏捷帶動效率，擺脫會加上會的痛 https://fc.bnext.com.tw/meeting-efficiency/

【專家觀點】主管、部屬在天秤的兩端怎麼溝通？用三招突破僵局、建立共識！ https://fc.bnext.com.tw/workplace-communication/

【專家觀點】建立強連結的三要素：品牌認知、顧客研究、服務設計！你做對了嗎？ https://fc.bnext.com.tw/branding-concepts/

【專家觀點】未來商務Future Commerce-展望2020，決策者都需要的一種未來思考方法論 https://fc.bnext.com.tw/2020-futurology/

【專家觀點】未來商務Future Commerce -人才爭奪戰越演越烈！企業用人最看重的2種隱性能力 https://fc.bnext.com.tw/talent-features/

【專家觀點】未來商務Future Commerce -翻轉未來！你的組織型態、人才發展都跟上了嗎？ https://fc.bnext.com.tw/manpower-allocation-development/

【專家觀點】未來商務Future Commerce - 新型態領導者的修練：調適與動態
https://fc.bnext.com.tw/leadership-new-tasks/?fbclid=IwAR3FPxpRKwkeuzDMslYKtlbTOQUAyblBxaRQxkOYXE-yTrzBTdCKZzZJuZU

經理人雜誌-「他的能力強，但待一下就走了..」3面向評估所需人才，讓你不再找錯人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6030

經理人雜誌-一場面試，如何篩選出最適合組織的人才？3大重點觀察面向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6031

【未來商務產業焦點】 專欄作家連結 https://fc.bnext.com.tw/author/author2/ [所有文章的連結入口]

【 2020未來商務年會】新商業講堂-未來思考：看見微觀事件下的脈動＆趨勢 [共同策展人]
https://fc2020.futurecommerce.tw/action/business-
article/f910b245dd4214fde8e2a48b9a206ced?fbclid=IwAR0S-ebZX65bcBQ2dgijHwv_s-
JysfKPxzlZYRJIEzSIx_ARO5rW_1gWbbo

https://fc.bnext.com.tw/future-alarm/
https://fc.bnext.com.tw/ux-optimize/
https://fc.bnext.com.tw/meeting-efficiency/
https://fc.bnext.com.tw/workplace-communication/
https://fc.bnext.com.tw/branding-concepts/
https://fc.bnext.com.tw/2020-futurology/
https://fc.bnext.com.tw/talent-features/
https://fc.bnext.com.tw/manpower-allocation-development/
https://fc.bnext.com.tw/leadership-new-tasks/?fbclid=IwAR3FPxpRKwkeuzDMslYKtlbTOQUAyblBxaRQxkOYXE-yTrzBTdCKZzZJuZU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6030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6031
https://fc.bnext.com.tw/author/author2/
https://fc2020.futurecommerce.tw/action/business-article/f910b245dd4214fde8e2a48b9a206ced?fbclid=IwAR0S-ebZX65bcBQ2dgijHwv_s-JysfKPxzlZYRJIEzSIx_ARO5rW_1gWb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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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珂領導人學院Adecco 2030 Future Leader：https://marketing.adecco.com.tw/edm/Adecco-Future-Leader-2030/

TILA台灣智慧主管交流協會-顧問介紹[網頁下方] http://tilacare.org/%E6%B1%82%E8%81%B7%E8%BC%94%E5%B0%8E

104人力銀行-【＃共享顧問】系統性思考＆銷售洞察力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ED7nPJ8dM

104人力銀行-【＃Giver一招】6個重點，讓你換位思考，迅速暸解客戶
https://www.facebook.com/104Manager/videos/653273185054021/

經理人商學院-講師介紹[網頁下方]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school

https://marketing.adecco.com.tw/edm/Adecco-Future-Leader-2030/
http://tilacare.org/%E6%B1%82%E8%81%B7%E8%BC%94%E5%B0%8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bED7nPJ8dM
https://www.facebook.com/104Manager/videos/653273185054021/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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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訓練/輔導 主軸 參與成員 課程內容＆產出

德大機械

[企業輔導1年半]

1.系統性思考與表達
力鍛鍊

2.辯論賽與思辨力

德大機械/德川機械
公司重點人才

A. 11個跨部門之改善專案設計
B. 16週：需求洞察與清晰表達訓練
C. 組織內部辯論賽設計＋賽程執行與點評

共40天之輔導計畫，兩週一次，為期1年半

陽明大學
產學運籌中心 [7週之策略工作坊] 產運中心

產學界全員

A. [學校/老師/產業]三者間的關鍵利益人分析
B. 產運中心未來的策略佈局、資源分析盤點
C. 資訊挖掘的深度引導技巧養成
D. 用三週[未來思考工作坊]，培養對商業趨勢、產業供應鏈走向的能力

Babyface 顧客旅程地圖＆
產品設計之輔導案 老闆＆全公司成員

A. 顧客旅程地圖之整體分析
B. 顧客風格類型之研判機制
C. 客製化產品服務矩陣圖
D. 產品銷售話術撰寫＆應對流程

遠銀國際租賃 三年業務訓練課程
＆潛力人才評核

企業大學之
業務潛力人才

A. 連三年之業務養成訓練課程
B. 潛力人才之評估分析與推薦

連續兩年之人才推薦名單，與企業三個月培訓計畫總評分之前端人才「吻合率達到9成」

波波利地產
[大陸]

1年之種子主管
培育計畫 種子主管

為期一年之主管養成計畫

A. 主管領導團隊之動態管理力
B. 管理案例彙整表＆因應方案
C. 提問與引導力養成與實作
D. 問題解決與任務提報養成

工商銀行
寧波分行

顧客導向洞察
＆電銷機制設計 整體電銷團隊

A. 顧客風格類型盤點與辨識基準
B. 客製化電銷話術＆文案設計
C. 業務聽聲辨人的敏感度養成
D. 電銷產品推銷之流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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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訓練/輔導 主軸 參與成員 課程內容＆產出

華潤鳳凰醫療
高階領導
溝通表達
12hrs

大陸全國各區
總經理9位

依以下族群＆場次，達成
A. 提升溝通對象辨識敏感度
B. 依據對象做動態調整應對
C. 加強溝通精準度、清晰度
組群：醫療領導班子 / 場景：少人次-高階領導會議
族群：初中階主管 / 場景：50-100人次-主管會議佈達
組群：醫療基層員工 / 場景：100-1000人次醫院演講

學而思教育 團隊管理課程
大陸全國各區
分店負責人
60多位

A. 動態掌握部屬之行為風格
B. 具備系統性的觀察敏感度
C. 建立管理機制與管理流程
D. 改善管理問題並制定方案

Deloitte
德勤大陸

Global Manger
Milestone Program

德勤全國
新晉升之經理

執行2020年大陸兩梯次Deloitte全球GMM計畫

A. 擔任Global的GMM工作坊引導師
B. 帶領學員學習＆落實＃Design Thinking ＃應用4大領導力架構 ＃1項Business Chemistry導入
C. 讓學員應用Design Thinking來解決Deloitte Challenge
D. Skill Lab實戰後之Team Facilitation、Reflection

柯信集團
[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Partner之
商務提案＆經驗移轉

集團各地區之
Partners

A. 建立商務溝通時的顧客類型辨識能力
B. 設計商務提案時的流程、各節點應變法
C. 提升引導與資訊挖掘能力
D. 萃取合夥人等級之經驗值
E. 設計未來提案簡報之SOP

工商銀行 專案推動力＆
動態協商 各專案負責人

A. 建立專案導入時的顧客類型辨識能力
B. 拆解專案流程、各節點應變法
C. 提升系統化思考能力與敏銳度
D. 導入企業專案案例做實戰解決

LiveRamp
鏈睿

[大數據公司]

銷售旅程分析＆
精準顧客掌握

大陸B2B業務團隊
全體成員

A. 業務銷售流程盤點與節點分析
B. 流程優化與各角色定位串接
C. 業務利益重新分配與設定
D. 顧客類型分析與銷售機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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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訓練/輔導 主軸 參與成員 課程內容＆產出

台積電 招募面談課程

全竹科招募主管
幾位中科
中高階主管
共計30位

A. 以行為觀察為依據之新招募面談機制
B. 履歷自傳之辨別機制＆手法
C. 公司四大部門之人才標準模型圖建置
D. 四環節面談流程、提問句型集、行為觀察機制＆手法
E. 課後作業演練、Peer Mentor機制、學習小組機制之三階學習延續

Adecco藝珂
2030

Future Leader
藝珂領導人學院

企業中高階領導人
新創產業、HR、

Sales…
[公開班課程]

Section： Futures Studies未來組織轉型全攻略

透過未來思考，執行＆產出以下成果
A.未來思考7維度 VS. 新聞事件之鏈接
B.共有歷史-40年[1979-2019]之產業發展盤點、各趨勢脈絡分析
C.未來三角-影響未來之三項角力分析[拉力、推力、重力]
D.未來輪-6種未來場景描繪＆產業歷程分析

Deloitte
勤業眾信 個案＆經驗萃取課程 Partner / 協理

等級之內部講師群

A. 個案萃取之關鍵要點分析
B. 建立系統化情境分析模塊
C. 設計企業個案要因與議題
D. Business Chemistry風格研判設計
E. 規劃課程引導的手法與流程

鎵興國際 組織策略共識營 董事長、總經理
＆1-3級主管

策劃3年後的企業願景.目標，並設計

A. 3年內欲執行之核心計畫
B. 各部門之階段性行動方案
C. 各部門方案之成本評估表
D. 目標推動之四大構面做法[ 價值觀/行為面/制度面/文化面 ]

ABB
艾波比(股) 業務策略共識營 總經理及整體

業務團隊

A. 銷售旅程地圖盤點與節點分析、角色任務對應表 [ Hunter / Farmer 雙業務主軸 ]
B. 設計[組織利益＆組織決策]分析方程式
C. 業務策略地圖的架構與考量依據
D. 組織目標落實之配套機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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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訓練/輔導 主軸 參與成員 課程內容＆產出

星宇航空

組織領導學
系統思維與順勢帶領

8hrs
30位種子教官

A.組織問題之系統性盤點＆分析
B.種子教官群之團隊風格分析＆優勢改善
C.順勢管理之因應機制設計
D.行為觀察機制建立＆引導問句設計
E.教學＆行前簡報設計、[人員分配＆協作跟催]機制

贏得顧客心服務
與職場團隊力

12hrs
36位座艙長

A.飛航服務問題之系統性拆解 [ 認知差異/說法設計/解法規劃 ]
B.乘客畫像描繪 [ 有效＆快速辨識乘客風格 ]
C.六道機艙服務流程優化 [ 用戶分析＋服務設計 ]
D.客訴問題分析＆客製化顧客處理
E.星宇座艙長之團隊風格分析＆優勢改善
F.團隊建立＆協作思維凝聚

華膳空廚 企業高階主管
領導力訓練

董事長、總經理
副總＆1-3級主管

1-2級主管：動態領導 / 3級主管：管理機制
各主題課程為11hrs＋課後作業＋課後回訓機制
產出：
A. 系統性思考的步驟表
B. 團隊人才之類型判別＆行為觀察機制
C. 自我領導風格檢視＆團隊風格解析
D. 課後應用＆檢核機制設計

遠傳電信 內部TTT課程 公司資深講師
14位

協助將遠傳內部一個3hrs主題課程做優化設計（重設計3hrs課程中之兩個影片＆一個活動的引導問句集）
產出：
A. 聽眾行為類型之辨別依據
B. 兩個影片＆一個活動之

1) ORID引導問句
2) [ORID X 行為類型]矩陣之引導問句（以聽眾風格為設計取向的問句結構）

A. 講師風格分析表(以行為依據分析各講師優點、需補強面向、適合主題、講課方式建議)

南紡購物
中心

顧客問題分析
與解決實務

樓管、部門主管
共40多位

A. 彙整出12項顧客服務之問題集
B. 優質顧客服務之關鍵要因彙整
C. 創新服務矩陣[涵蓋1.制度.組織面2.服務.行動面3.心態.認知面]

福特汽車
Ford

全省服務廠
服務訓練

全省共100位
服務專員

(年資6年～20年)

＃解析：服務廠13道服務流程之關鍵時刻點、關鍵行動模式
＃有效度顧客市場調查（調查顧客是透過哪種因素而成為公司顧客）
1)彙整出110種顧客來訪原因
2)將110中顧客原因「再」以行為類型為區分依據，盤點出各類型顧客的佔比，進而可討論市場策略與修正做法

＃各類行為類型之顧客服務地圖（同理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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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類型 產業名稱

服務業

Deloitte、安永會計師事務所、Adecco藝珂、華潤鳳凰醫療、學而思國際教育集團、中國移動、遠傳電信、陽獅集團-上海陽獅百達、瑞士商菲利普莫里斯（股）、波波
利海岸地產（大陸）、Holiday Inn假日飯店(大陸)、星宇航空、福容大飯店＆麗寶樂園、FOSSIL、采盟(股)、日藥本舖、Leading Recruitment Services(LRS)、寶島眼
鏡、Yamazaki山崎麵包、大成餐飲集團、李亭香食品、Babyface手工喜餅、伯朗咖啡、金礦咖啡、天下三絕牛肉麵館、田園香滴雞精、鮮乳坊_渴慕(股)、新光三越、
Global Mal環球購物中心、南紡購物中心、展路(股)、全家福(鞋)、妮傲絲翠(股)有限公司、羅麗芬國際美容、10/10 Apothecary十分國際、新高橋集團、十藝生技、超
美診所、悠庭養身會館DRAGONFLY、曼都國際(股)、香山瘦身、君綺醫美、超美診所、三本診所、英利生股份有限公司、愛茉莉太平洋(股)有限公司、樹屋美語Tree 
House Academy、弋果美語、吉的堡教育集團、故事島(親子教育)、日盛保全、克萊斯勒、Ford福特汽車、納智捷汽車、豐田汽車、Toyota高都汽車、中華汽車、匯豐
汽車、仲量聯行、信義全球資產、永慶房屋、住商不動產、中信房屋、台灣不動產訓練發展協會、亞太國際地產集團、捷盛報關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捷聯國際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喬光股份有限公司、維爾斯電子(股)、MARY KAY美商玫琳凱、美安、關鍵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馬跡國際領隊導遊中心、頭城農場、童顏有機生技、全球月
子中心高峰論壇

金融業

（大陸）招商銀行（上海、武漢、成都）、工商銀行（北京、寧波）、中國銀行（上海、寧夏、廣元）、包商銀行（北京）、科信集團（鄭州、南京）
（台灣）Standard Chartered渣打銀行、Citibank花旗銀行、土地銀行、永豐金控、遠東銀行、台新銀行、華南銀行、上海商銀、遠銀國際租賃、和泰產險、安橋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人壽、招商信諾人壽、南山人壽、新光人壽、三商美邦人壽、宏泰人壽、康健人壽、東森人身保險代理人EIA、永達保險經紀人、精聯保險經紀人、
富易達保險經紀人、台名保險經紀人

科技業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阿里巴巴-台灣、Winbond華邦電子、中華映管（股）、仁寶電腦工業(股)、正文科技、茂達電子、樂天市場(股)、遊戲橘子數位科技、艾肯娛樂(
股)、聯詠科技、創惟科技(股)、精誠資訊、資通電腦、倫飛電腦、零壹科技、鼎新電腦、美商科磊、聯鈞光電、中國化學制藥、Fairchild Semiconductor港商美國快捷半
導體、Paktor新加坡商拍拖有限公司、先豐通訊(股)、中華全球食物(股)、早安(股)有限公司、伺動顧客關係行銷STORM、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亞洲賀喜可醫學、
群泰科技、特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村田電子貿易、德技集團QUATEK、用友軟件、飛思卡爾半導體、點識網絡技術(上海)、iSweety艾斯維特

生產
製造業

寶成工業(股)、榮誠集團、其利工業集團、桂冠實業、永豐餘集團、YKK、聚陽實業、德大機械、台灣櫻花、華膳空廚(股)、江華全球企業、堃霖空調(股)、福盈科技化學、
海昌隱形眼鏡_永勝光學(股)、弘裕企業(股)、安口食品機械、冠德建設、萬士益冷氣、歐鼎國際、展路(股)、三洋窯業、三洋磁磚、翔鎰精密科技、脈鏈五金、德技國際貿
易、東軟集團、Colorcon ®、上海運澤化工、三信國際電器、上海紅馬集團、巴特勒(上海)有限公司、奧迪康聽力技術

公家機關
與培訓業

中鼎惠策、勞達集團、諾亞人力資源、上海浦東新區外商投資企業協會、杭州駐滬企業聯合會、昆山電電工會、吳江台商協會、上海立達職業技術學院、解放日報-上海學
生英文報、IMC精英人力資源（股）、台北醫學院、中國生產力中心、NeST企業家二代研習營、資策會、金融研訓院、桃園工業會、台灣網商協會、台北市商業同業公會、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台灣智慧主管交流協會、職工福利發展協會、ITPM台灣國際專案管理師協會、成功領導
管理學院、征峰數位學院、新竹外貿協會、新竹希望園區、溫世仁基金會、慈濟基金會、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大專生涯發展協會、台灣交通大學、台灣政治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中興大學、國立海洋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體育大學、私立世新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龍華科技大學、景文科技大學、正修科技大學、台北健言
社、乘風少年學苑、臺北商業技術學院、交點文化

新創產業 TSS台灣新創競技場（42 Beta Accelerator計劃）、Happier café 更快樂實驗所（快樂教練）、北醫生創計畫/創創中心、樹德科技大學新創計畫

媒體業 經理人雜誌-經理人商學院[團隊經營學-團隊成員判讀X團隊發展策略]、104人力銀行共享顧問/BeAGiver、商周講堂、數位時代[未來思考課程＆未來商務展策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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