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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時程

實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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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訪 + 職涯COFFEE CHAT

網路投票 + 繳交完整版企劃書

決賽名單公布

繳交宣傳影片

9/6~9/22

9/6

9/23~10/7

10/11

9/22



複賽簡介

1. 賽程設計將以初賽企畫書為核心進行延伸，在複賽及決賽階段進行實地操作，使隊伍能階段性

調整及完善其企劃。

2. 以初賽企劃申請的100支產品為基礎，NIVEA將再額外提供50組的LINE LIP予複賽隊伍進行規

劃。

3. 參賽隊伍須於即日起~10/7期間實踐企畫內容，其場地、時間皆不限制。

4. 參賽隊伍須於9/22前繳交宣傳影片，後有詳細說明。

5. 參賽隊伍須於10/7前繳交複賽企畫書，後有詳細說明。

6. 9/23~10/7期間，隊伍宣傳影片將於NIVEA CAREERS TAIWAN/HONG KONG 專頁，利用宣

傳影片進行網路投票，後有詳細說明。

7. 最終NIVEA會將這筆資金全數捐給你想幫助的團體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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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內容 –複賽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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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說明

問題/議題背景 請描述議題或問題內容/選擇原因。

實踐方法 請詳述完整企畫內容，須包括實作場地、時間選擇、產品清單、產品用途。

宣傳策略 請詳述該計畫宣傳策略、目標設定、主題關聯性。

預算規劃
請詳述預算配置、用途。
*注意預算最高為5,000元，並於10/7實作階段結束後向Adecco申請款項。

社會影響力分析 請描述及分析企劃產生之社會影響力、效益。

資金效益分析 請提出實作期間之經濟效益分析。



繳交內容/方式/格式 - 宣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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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說明

繳交期限 2019/9/22 23:59

繳交方式 請以google drive形式將影片、文案寄至Jocelyn.Shen@adecco.com

內容要求

1. 開頭需含隊伍名稱、參賽者姓名、議題名稱
2. 呈現形式不限，但須包括議題背景、籌備過程、執行情況等
3. 片長限制為1-3分鐘
*請隊伍附上100字內宣傳影片之文案

命名規則
檔案名稱: 隊伍名稱_議題名稱_主線戰隊複賽宣傳影片
Ex. 妮妮戰隊_議題名稱_主線戰隊複賽宣傳影片



繳交方式及格式 - 完整企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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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說明

繳交期限 2019/10/7 23:59

繳交方式 請以PDF檔的格式寄至 Jocelyn.Shen@adecco.com

內容要求

1. 封面1頁，需含隊伍名稱、參賽者姓名及摘要
2. 內容以10頁PDF檔為限
3. 繳交內容包含封面不可超過11頁，若有目錄、參考資料則另計，但總共不

可超過15頁

命名規則
檔案名稱: 隊伍名稱_議題名稱_複賽企畫書
Ex. 妮妮戰隊_流浪動物_複賽計劃書



評分項目 比重 說明

募集資金淨收入 25%
實地操作期間隊伍之總收入(包含銷售及募款)，

扣除總花費後之淨收入金額。

企劃內容

社會價值 10%

包含社會價值、企劃可行性、創意、企劃永續
性等，共佔比35%。

可行性 10%

創意 10%

永續性 5%

網路投票 40%

於9/23~10/7期間 NIVEA Careers 

Taiwan/Hong Kong 將發佈各隊伍宣傳影片，

以該貼文之讚數、分享數、觀看次數之總和進

行計算。

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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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若參賽隊伍有任何疑問，可透過下列方式聯絡競賽籌備團隊：

1. NIVEA CAREERS TAIWAN/ HONG KONG 專頁傳送訊息

2. 信件聯絡 Jocelyn.Shen@ade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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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Jocelyn.Shen@adec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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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維雅產品簡介
• 妮維雅潤彩護唇膏瑩彩珠光

限量聯名護唇膏

• 妮維雅涼感高效防曬乳液

• 妮維雅男士控油保濕凝露

• 妮維雅植物精華油身體乳甜美香草香

• 妮維雅止汗爽身乳液美白系列

限定版

妮維雅止汗爽身乳液珍珠煥彩系列

限定版





妮維雅產品簡介
限量聯名護唇膏



添加維他命原B5、乳木果油及

蜂蠟，充分滋潤呵護雙唇。

修護缺水雙唇並鎖住表面水

分，避免雙唇因乾燥氣候及

外界環境而造成乾燥脫皮，

提供全天候長效保濕。

深層保護、密集滋養雙唇。

經皮膚相容性和潤澤測試。

極致保濕護脣膏 水樣護脣膏

添加維他命原B5、乳木果油及

蜂蠟，充分滋潤呵護雙唇。

修護缺水雙唇並鎖住表面水分，

避免雙唇因乾燥氣候及外界環

境而造成乾燥脫皮，提供全天

候長效保濕。

深層保護、密集滋養雙唇。

經皮膚相容性和潤澤測試。

2入熊大經典保濕款



添加果漾精華與粉亮淡彩。並含獨特

HYDRA IQ鎖水保濕因子，是護唇膏

也是唇蜜!

香甜的水蜜桃果香，讓雙唇吸收飽

滿果漾精華，透出健康光采。

含乳木果油，加強滋養護理脆弱唇

部與淡化唇紋。

完美結合粉紅淡彩與晶亮珠光，展

現雙唇透亮光澤。

果漾潤彩蜜唇膏水蜜桃 果漾潤彩蜜唇膏櫻桃

酸甜的櫻桃果香，讓雙唇吸收飽滿的果漾

精華，透出健康光采。

獨特鎖水保濕因子，能深度保濕、充分滋

潤乾燥，保持雙唇柔嫩動人。

含乳木果油，加強滋養護理脆弱唇部與淡

化唇紋。

2入莎莉誘人潤彩款

經皮膚相容性及滋潤測試。

完美結合粉紅淡彩與晶亮珠光，展

現雙唇透亮光澤。

經皮膚相容性及滋潤測試。



甜蜜的草莓果香，讓雙唇吸收飽滿的

果漾精華，透出健康光采。

深度保濕、充分滋潤乾燥雙唇，淡

化唇紋，保持雙唇柔嫩動人。

含乳木果油，預防乾裂、脫皮，完

整呵護雙唇。

完美結合粉紅淡彩與晶亮珠光，綻

放雙唇甜美色澤。

果漾潤彩蜜唇膏淡彩草莓 潤彩雙層護唇膏魅惑薔薇

妮維雅第一支雙層護唇膏，深層滋潤唇部

同時鎖色豐唇。包持雙唇柔嫩動人的秘密!

唇膏中間內層白色軟芯維護醇成分，蘊含

維他命原B5及乳木果油，能夠修護唇部表

皮乾裂及脫皮狀況，全天候維持健康雙唇。

唇膏外層結合經典的紅薔薇色澤，質地水

嫩柔滑，輕輕一抹就能展現誘人唇色。

2入CHOCO誘人潤彩款

經皮膚相容性及滋潤測試。 經皮膚相容性及滋潤測試。



單入微醺兔兔款

妮維雅第一支雙層護唇膏，深層滋潤唇部同時鎖色豐唇。包

持雙唇柔嫩動人的秘密!

唇膏中間內層白色軟芯維護醇成分，蘊含維他命原B5及乳木

果油，能夠修護唇部表皮乾裂及脫皮狀況，全天候維持健康

雙唇。

唇膏外層結合神秘的酒紅色澤，質地水嫩柔滑，輕輕一抹就

能展現誘人唇色。

成分溫和，經皮膚光敏感測試。



妮維雅潤彩護唇膏-瑩亮珠光

讓雙唇閃耀珍珠亮采般細緻光澤長效潤澤保濕，維持雙唇柔嫩彈性。

時尚珍珠亮采質感，透出細緻閃耀光澤，展現年輕水亮誘人雙唇!

含天然乳木果油、荷荷芭油及維他命E，提供8小時長效保濕潤澤，保

持雙唇柔嫩彈性! 

溫和配方，適時補充，提供最佳護唇效果。

淡淡莓果香味，令人想一親芳澤! 



護唇小知識



只有薄薄的一層角質

沒有皮脂腺

沒有汗腺

極少的麥拉寧色素

透明且紅潤的顏色

沒有油脂膜保護=>更加缺水、乾燥

沒有色素保護=>易紅腫、敏感

唇部肌膚與身體肌膚相比身體肌膚 嘴唇

汗毛汗腺

真皮

表皮

有角質層的

保護

在沒有唇膏的保護下



你的嘴唇對甚麼會感到敏感?

陽光
(紫外線)

冷空氣

乾燥

藥物

過敏原



缺乏呵護的唇部肌膚可能會…

緊繃
Tension

乾燥
Dryness

灼熱感

Burning

瘡

Sore lips

唇部受到些微壓力 唇部受到嚴重刺激



護唇小教室

• 嘴唇比身體肌膚還敏感，因為唇部肌膚比身體肌膚薄很多。

• 嘴唇只會越舔越乾，舔嘴唇沒用，一定要用護唇膏呵護嘴唇喔!

• 怕忘記嗎? 多準備幾支護唇膏，隨身隨處、化妝包、辦公室、床
邊都放一支。

• 男生也要擦護唇膏





妮維雅涼感高效防曬乳液 SPF50



已在臭氧層被吸收。

穿透力強，會使肌膚產生皺紋、老化、鬆弛，
吸收過多 ，皮膚會出現黑斑、變得黯沉。

是使皮膚曬傷、曬紅或造成肌膚乾燥、缺水、
角質層增厚的元兇。

對肌膚可能產生的影響

會穿透至真皮層 易造成黑斑、老化或鬆弛。

穿透表皮層 易使肌膚曬傷、基因改變或皮膚癌。



•

• 針對 標示的防曬係數，表示延長不被 曬

傷的時間。

• 如原本 分鐘皮膚會曬傷的人，使用

防曬品，可延長時間 倍，即在 分鐘

分鐘 倍 後才會被曬傷。

• 依膚質 膚色不同，曬傷的時間會有所不同。

•

• 防禦 的測定值

• 市面上將 分成：

四個等級，加號越多，防禦力越強。

防曬係數 防禦等級



猶如太空人穿衣防護衣及防護罩，將所有紫外線

反射出去。

溫和不刺激。

物理性防曬 化學性防曬

防曬原理

猶如海綿吸收大部份紫外線，再轉化成其他能量。

然而海綿一旦飽和，防曬功能會因而減低，故須時

常補擦。





妮維雅男士控油保濕凝露50ML

妮維雅男士控油保濕凝露 50ml

 RSP : 210 DM:179

想抑制T字部位油光及毛孔粗大，
同時解決兩頰肌膚洗後乾澀緊繃?

由德國護膚實驗室研發，雙效控油保濕配方，
讓你徹底解決油性肌膚問題!

調節油脂分泌
長時間

控油

補水保濕

油水平衡

清爽

好吸收



男士肌膚保養步驟

Tip 1 了解自己的膚質狀況

Tip 2 早晚清潔不馬虎

Tip 3 維持保濕狀況

Tip 4 刮鬍也要保養

男士肌膚簡易辨別法

膚質種類 外觀 毛孔狀態

油性膚質
肌膚油膩
有黑頭/痘痘

毛孔粗大

中性/
混和膚質

平滑/有光澤感
夏天T字易出油/粉刺
冬天兩頰乾燥

毛孔中等

乾性膚質
乾燥/容易有細紋
冬天容易脫屑

毛孔細小







甜杏仁油+甜美香草香





產品定義

減少或避免體味

止汗劑需要台灣衛生福利部核可後才能販售。(*有衛署/衛部粧輸字號)。

1. 止汗劑僅外用，被使用在肌膚表面，在洗澡時即被沖洗掉。

2. 在全世界已被安全使用超過50年，根據2008年歐美研究機構發表的聲明指出:科學證
據顯示，使用止汗劑與乳癌及阿茲海默症沒有關聯性，所以使用止汗劑是安全無虞的。



為什麼要使用止汗劑?

汗水+細菌

體溫超過37 °C 開始流汗 無色無味的汗水+細菌= 汗臭味或體味

止汗產品 保持乾爽舒適、維持禮儀形象

形成混合物暫時降低汗水鋁鹽 汗水

止汗劑的基本原理

止汗劑的使用時機

睡前或肌膚乾爽時使用，因為晚上睡覺時，汗腺分泌少，因此毛孔水分含量較少，較能使止
汗劑成分卡在汗管上



止汗劑各種劑型與特色

劑型(特點) 特色 使用方式

噴霧/快速
霧狀質地，快速發揮效果
使用後可馬上穿上外衣。

使用前請搖均勻，並於距離腋
下15公分處噴霧。

乳膏/持久
膏狀質地，溫和服貼在肌膚上，
止汗效果最持久。

打開瓶蓋，自底部將乳膏轉出
均於塗抹於腋下。

乳液/滋潤
乳液質地，搭配滾珠設計，讓
肌膚感受滋潤溫和的呵護。

均於塗抹於腋下。

噴霧 乳液 乳膏



顧客需求

保持乾爽舒適

個人生活禮儀

維持個人形象

情感面

止汗效果好

止汗持久性佳

可去除汗臭味

功能面
早上出門前

約會聚餐前

激烈運動前

使用時機

增值配方 (1) 制菌除臭

(2) 快速乾爽

(3) 美白腋下

(4) 緊緻毛孔

(6) 酷涼效果

(7) 除毛後的修護效果

(8) 減少白色印子

(4) 滋潤肌膚

(5) 減少黃色汗漬

(6) 減少黃色汗漬

(7) 溫和配方



美白系列 珍珠煥采系列

新增甘草菁華、維他命原B5、酪梨油

快速改善肌膚暗沉

有效美白腋下肌膚

緊緻毛孔

長效乾爽止汗效果

「維他命C珍珠美白修護配方」

長效止汗 煥采瑩潤肌膚

添加水解珍珠及酪梨油護膚因子

淨白云色、潤澤腋下肌膚

甜美沐浴香

不含色素及酒精

建議售價：

限量版 包裝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