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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ter Principle

“ 人 在 組 織 中 會 一 直 被 升 遷 到

他的能力不能再勝任為止!!”

Laurence‧J‧Peter 
勞倫斯．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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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教學方式的進化

電腦實境模擬
是最先進的學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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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套近似現實經營環境的電腦模擬競賽系統

l即使在其中輸的傾家蕩產都沒有關係

l再把你的成功經驗帶去公司應用

做中學、錯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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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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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全球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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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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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銷售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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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并投放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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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產能進行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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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que Garval –經營戰略

Ernie Cadotte –市場行銷

Harry Bruce –領導力、管理能力

Ivan Slimak –產品設計、品質管制

Joyce Russell –團隊合作、人力資源

Jim Reeve –會計、利潤分析

Jim Wansley –財務會計

Ken Gilbert –生產流程

Sarah Gardial & Bob Woodruff –客戶價值

Tom Mentzer –供應鏈

Marketplace 的研發團隊

Ernie
Cadotte

Harry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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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993年美國田納西大學研發，

已開發8種語言，32種不同版本，
網站由美國國家實驗室管理

l2003年被評為全球網路教學金牌獎
Gold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E-Learning

l全球超過500家跨國企業經理人的指定培
訓產品，以提升公司整體經營能力

l全球超過300家著名大學MBA和EMBA的
作為課程設置、入學考、結業必修課程。

亞洲第一名的中歐工商管理學院已全
面使用

為什麼是Market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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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訓練效果最佳的混成學習模式(線上與實體授課)

l線上市場情境模擬，讓學員分組模擬經營一家企業，
策略涉及銷售、市場、生產、財務、人力資源等方面

Marketplace 進行方式

各組決策
擬定

各季度
績效報表
及財報

產

銷

人

發

財

講師分析解說
引導、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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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 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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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4~6位同仁組成一家公司，
分別扮演不同功能的主管，
分工合作下決策，達成目標、爭取勝利

2. 與其他同仁組成的虛擬公司相互競爭，
競逐市場的領先地位

3. 在經過高度壓縮的2天時間中分4季進行競賽

4. 在各季的競賽中，不斷調整策略、解決問題，
記取教訓、累積經驗，追求最後的成功。

5. 競賽結束後，總結經驗、整理心得，
製作15分鐘的報告，做為結業成果。

Marketplace 進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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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第1季度： 組隊、設定目標

l第2季度： 建立公司、測試市場

l第3季度： 調整策略、市場擴張

l第4季度： 優化經營策略

l競賽結束：總結報告，分析優缺點

四個季度的學習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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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公司總部派您創立一家電腦子公司,公司總部的資金投

入有限,但您的經營團隊需承擔完整的財務責任。

l公司總部將提供給你子公司開始營運的創業資金。

原始投入資金可用於建設工廠，開設銷售中心及產品

設計。各季度投入: 季度1，投入 2,000,000；

季度2, 3 各投資 1,000,000

l整個團隊有一年 (4季度) 的時間來經營這一新企業。

l於此同時，其他新成立的跨國企業也正準備進入這個

市場和您爭奪這個市場。

模擬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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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以PC產業為模擬情境,優點為:

l個人電腦功能為普羅大眾普遍熟知!!

lPC產業具備完整的供應鏈功能!!

lPC符合產業以一個季度為績效週期!!

l產品週期變化快速!!

介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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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市場（策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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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銷售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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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能預測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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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顯示勝負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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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顯示完整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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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關數據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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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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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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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年度目標達成率………....40%

l累計盈餘………………….40%

l累計平衡計分卡得分…....20%

競賽總冠軍



Page  42http://www.interasia-group.com.tw/marketplace/

Ø市場調查資料分析

Ø策略定位

Ø新產品設計與開發

Ø顧客滿意度評估

Ø生產規模與排程

Marketplace的決策內容

Ø產品成本估計與定價

Ø廣告設計與媒體投放

Ø據點建立與人員聘雇

Ø損益分析及財務預測

Ø競爭者策略分析與應對

在Marketplace 的競賽過程中，您將會參與下列各
項決策的訂定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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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有哪些課程？
產品種類 中階主管版 中階主管版 高階主管版 高階主管版

實施天數 一天版 二天版 二天版 三天版

競賽回合數 3季 4季 4季 6季
每季決策時間 1~1.5小時 1~1.5小時 1.5~2小時 1.5~2小時

決
策
內
容
差
異

產品設計 ü ü ü ü
行銷策略 ü ü ü ü
媒體廣告 ü ü ü ü

銷售通路管理 ü ü ü ü
網路銷售 ü ü

產品收益分析 ü ü ü ü
財務管理/預編財報 ü ü ü ü

生產製造、產量產能決策 ü ü ü ü
人力資源管理/銷售人員薪酬 ü ü ü ü
人力資源管理/生產工人新酬 ü ü

產品規格創新 ü
新科技投資 ü ü

爭取外部投資 ü ü
技術轉授權談判 ü

市場參數變化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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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有哪些課程？
產品種類 中階主管版 中階主管版 高階主管版 高階主管版

實施天數 一天版 二天版 二天版 三天版

適用對象 部門經理、
部門儲備幹部

部門經理、
部門儲備幹部

中高階、
事業部
經理人

中高階、
事業部
經理人

競賽安排

課程時數 7小時 14小時 14小時 21小時

競賽回合數 3季 4季 4季 6季

每季決策時間 1~1.5小時 1~1.5小時 1.5~2小時 1.5~2小時

報告

期初報告 ü ü ü

期末報告 ü ü ü

商業計劃簡報 ü ü

決策總數 306 455 564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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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主管版-第一天
期 內容

第
一
天

引言與介紹
模擬情境—介紹Marketplace經營情境決策模擬系統
致勝法則—介紹在Marketplace中的競賽模式及規則

Q1決策擬定：成立公司及開始營運
公司命名；分配各職責給團隊成員；制定個人目標及團隊規則； 分析市場調查報告；制定企業目標
及全面經營策略；選定目標市場，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設計不同產品；計畫設立第一個銷售據點；
決定是否設立網路銷售中心；建立生產廠房。

各組總經理向大家介紹公司名稱、成員分工及願景

Q1決策結果解說：資料的分析與運用
講師講解注意事項，以及市場機會分析，顧客價值分析等資料運用方式。

午餐ä

Q2決策擬定：測試市場
制定員工工資福利制度；聘雇工廠工人及銷售/服務支援人員；審閱針對各目標區隔的產品設計；確
定產品售價及銷售優先順序；設計廣告宣傳；制定網上銷售策略；安排生產計畫；購買市場調查研
究報告。

Q2決策結果解說：平衡計分卡與現金流
講師在本單元將解釋競賽中用以評判成果的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 Card)，以及各項指標的計算
方式與代表意義。
也將解釋財務報表中有關現金流概念在經營決策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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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階主管版-第二天

第
二
天

Q3決策擬定：策略調整與市場擴張
審視測試市場的行銷；財務及生產結果； 進行企業的經營策略的必要調整，包含產品設計、售價、
廣告、銷售/服務支援人員、網路銷售策略、工資福利制度及生產。另外，考慮開設新的銷售據點。

Q3決策結果解說：經營策略的取捨
講師將在本單元分析各組Q3競爭成果的比較，並介紹企業在擬定經營策略的重要決策項目及其因果
關係，同時點出經營致勝的可能要素。
也將說明波士頓矩陣(BCG Matrix)在產品定位上的運用，同時介紹系統中提供的眾多策略分析工具。

午餐ä

Q4決策擬定：優化經營策略
研究市場，人力資源，財務以及生產資料，決定該如何更有效的滿足顧客需求。激發員工士氣，改
善生產效益，增加企業利潤，從而在市場競爭中勝出。引入新的研發，設計推出新產品品牌，增聘
人員，設立新銷售點，擴大生產量以期持續擴大市場。

向經營委員會報告：成果展現與心得總結
講師宣佈經營委員會期末報告的方式與規定
各組分別按講師的要求準備報告(ppt)，並向委員會成員做報告
頒獎
講師總結

期 內容

產出
學習心得簡報
競賽拍攝光碟
結案報告分析及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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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參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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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領導力與執行力

2.團隊建立與發展

3.策略規劃

4.市場機會分析

5.顧客價值分析

6.競爭者分析

7.財務報表分析

您將學習到……

8.標竿學習

9.行銷競爭戰術考量

10.平衡計分卡

11.績效報告分析

12.溝通與衝突管理

13.致勝的關鍵因素

14.經營績效報告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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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人才評鑑: 協助企業找出關鍵潛力人才。

l決策思考力

l問題解決力

l團隊合作性

l能力發展：協助未來中高階主管決策能力養成

l決策思考：培養全面策略思維能力，強化決策品質

l風險評估：避免決策決策風險

l溝通品質：體驗各部門立場，提昇跨部門溝通品質

Marketplace帶給企業的效益

l 領導力

l 溝通力

l 抗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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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營運績效潛力評估
l 可提供企業中高階主管經營營運、佈局、溝通、問題分析解

決能力參考

l接班人養成規劃與訓練
l 依據評估結果可瞭解主管優弱勢為何，從而客製訓練課程

l儲備或部級幹部訓練
l 儲備幹部營運能力養成及跨部門溝通協調

l高級主管招募
l 以人機對抗，瞭解經營管理或營銷能力

l重要經銷商或供應商訓練
l 提升重要夥伴能力，進而提升合作效能

Marketplace可以用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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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目標與績效管理

l問題分析與決策

l團隊領導與授權

l溝通與會議管理

l時間與效率管理

l非財主管的財務管理

其他管理課程客製化

Marketplace可搭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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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place 授證講師

李河泉 老師 李思恩老師

專長:

•年度決策與工作計畫
•領導管理
•業務銷售行銷技巧
•顧客服務暨關係管理
•人際溝通暨情緒管理
•團隊訓練類
•效率與時間管理

專長:

•主管領導與授權
•決策思考力培訓
•目標設定與績效管理培訓
•經理人溝通技巧培訓
•部屬培育與工作教導
•問題分析與解決
•管理才能評鑑規劃執行

外商銀行個人金融部副總裁
本國商業銀行經理
智融(宏碁)集團特約顧問
東吳大學EMBA課程會議委員
管理雜誌「華語500大講師」
澤鈺智庫總經理

InterAsia英特亞科技總經理
中國教育電視台國視講堂專家講師
實踐家知識管理集團行為科技中
心執行長
美商上海精群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中信企業團松誼企管副總經理
新東陽(股)公司酒類事業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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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訓練資源效益最大化

市場環境變幻莫測……
顧客需求不斷更新變化……

競爭對手的招數千奇百怪……
公司的中高階主管團隊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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