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現況分析 

第一節  國際觀光旅館業之定義 

壹、國外 

    英文中旅館HOTEL一詞源自於拉丁文HOSPITALE，原意係指法國大革命

前，許多貴族利用市郊的私人別墅宴請賓客，亦即在鄉間招待貴賓用的別墅稱為

HOTEL，此後歐美各國便沿襲此ㄧ名稱至今1。而歸納各國對於旅館HOTEL之定

義，可為「具有公開、明確的性質，且為公眾提供住宿、餐飲及其他有關服務的

商業性建築設施」。 

    目前歐美許多國家對於旅館業均依其規模、硬體設備及服務等標準實施評

鑑，以星級制度區分旅館等級，執行單位有民間企業或協會，也有由官方主導進

行者，目的為旅館業主管單位管理之區分及國際觀光客識別之依據，而世界觀光

組織 WTO 亦已針對旅館等級評鑑擬訂準則。 

貳、國內 

我國「旅館業管理規則」第 2 條所稱旅館業，係指觀光旅館業以外，對旅客

提供住宿、休息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關業務之營利事業。因此，旅館業

可區分為二種，一為觀光旅館業，另一則為旅館業。兩者申請設立之方式、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適用法規以及行業歸屬均有所不同，由此差異可將兩者區隔之2。 

其中，觀光旅館業依「發展觀光條例」第 2 條之定義，係指經營國際觀光旅

館(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或一般觀光旅館(Tourist Hotel)，對旅客提供住宿及

相關服務之營利事業。同條例第 23 條則規定其等級按建築與設備標準、經營、

管理及服務方式區分之。「觀光旅館業管理規則」第 2 條，亦將觀光旅館業分為

國際觀光旅館及一般觀光旅館，其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之

規定。「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第 2 條，則以各項附屬之設備與場所面積作

為國際觀光旅館及一般觀光旅館之區別標準。至於國際觀光旅館之業務範圍則於

發展觀光條例第 22 條規範，分別為客房出租；附設餐飲、會議場所、休閒場所

及商店之經營；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與觀光旅館有關之業務。另外，依

行政院主計處之行業標準分類表，觀光旅館業之定義為凡從事住宿服務並設有餐

                                                 
1 詹益政，旅館管理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1 年，p.13。 
2 吳勉勤，旅館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2 年，p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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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咖啡廳、會議廳（室）、夜總會、酒吧、商店及遊樂設施等設備之行業3。   

    觀光局曾於民國 72 年及 76 年實施「梅花等級評鑑制度」，以辦理觀光旅館

評鑑，但因該評鑑標準過於重視硬體設施而忽略軟體服務品質、評鑑標識無法與

國際接軌以及缺乏等級標識使用規範等因素，致其成效不佳，76 年後即未再實

施旅館評鑑。而現行旅館等級評鑑制度，為 3 年一度的評鑑模式。觀光旅館全部

參與評鑑，由觀光局負責規劃辦理，執行事宜由觀光局依採購法規定委由民間機

構辦理，並依據「評鑑標準表」辦理。以國際間較普及之「星級」取代「梅花」

標誌。評鑑實施方法參酌美國AAA評鑑制度，採取兩階段，第一階段「建築設

備」評鑑採強制參與，由政府編列預算支付費用，依評鑑項目之總分，評定為 1
至 3 星級。第二階段為評鑑列為 3 星級者，自行決定是否接受「服務品質」評鑑，

而給予 4、5 星級，費用則由業者自行負擔。4、5 星級旅館之評定採軟、硬體合

併加總得分，4 星級旅館須為軟硬體總分合計 600 以上者，5 星級旅館則須軟硬

體合計總分達 750 以上者4。 

    綜上，本研究將國際觀光旅館定義為：商業性建築設施，且對旅客提供客

房出租、餐飲服務及休閒娛樂等服務，並附設其他相關設施之營利事業，而其建

築面積及設備數量則需符合相關法令之規範，並接受建築設備與服務品質評鑑。 

第二節  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特性 

過去已有不少國際觀光旅館相關之研究，曾由不同的角度，對國際觀光旅館

業各面向的特性進行詳盡的探討。本節將由相關文獻整合觀光服務業與旅館業兩

者之特性，以歸納觀光旅館業之產業特性，並進一步說明觀光旅館業需求與供給

面向之經濟特性。 

壹、觀光旅館業之一般特性 

茲根據相關文獻研究，將觀光旅館業之一般特性分述如下5： 

一、服務性：觀光旅館業屬於服務性行銷(service marketing)，每位從業人員的服

務都是商品，服務品質直接影響旅館的形象，而其經營與有關設施，均為服務旅

客並以旅客之最大滿意為依歸，因此觀光旅館服務水準乃是經營與發展之要件，

使服務性成為明顯的特性。 

二、綜合性：觀光旅館除住宿與餐飲外，並需維護旅客生命財產的安全，亦是社

                                                 
3 行業標準分類第七次修訂（90 年 1 月），行政院主計處網站，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2203&ctNode=1309 
4 旅館等級評鑑制度，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5 甘唐沖，觀光旅館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與型態之研究，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 80 年，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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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文化活動中心及娛樂場所，因此其功能為綜合性，使旅客各種生活需求均能

獲得滿足。 

三、豪華性：觀光旅館的建築與內部設施豪華，其設施的豪華是吸引旅客投宿的

誘因。 

四、公共性(公用性)：任何人均得以自由進出旅館大廳，因此觀光旅館是集會、

宴會、休閒的公共空間，而對大眾具有公共性。 

五、無歇性：亦即全天候性、持續性。觀光旅館提供一年 365 天，一天 24 小時

全年無休、全天候的服務，而具有服務之無歇性。 

六、地區性：旅館的建築物興建為永久性，無法因應需求而任意搬遷，因此受限

於地理位置因素，而有地理上的不可移動性。 

七、季節性：旅遊業的季節性可被視為旅遊業需求的循環性變化6，而旅客的觀

光旅遊具季節性，因此觀光旅館的營運必須顧及不同季節旅客住宿之需求。 

八、長期性：觀光旅館業的投入，由籌備到營業，需經長時間，相較於其他服務

業資金回收緩慢，是為長期性投資7。 

貳、觀光服務業之產業特性 

無形性、易腐敗性、易變性、生產和消費同時發生以及不可分割性為服務業

所強調的五項屬性8，進一步可將觀光服務業之特性歸納說明如下： 

一、產品品質具有易變性且無法儲存：服務業的產出是一種行為、績效、勞力，

而非具體可見的物品，具有易於消失性，存貨以預售或當日出售為原則，無法預

先大量生產，亦無法保留隔日出售。當供給超過需求時，不可能儲存再提出使用。

舉凡觀光服務業所售的商品即為無形的服務，因此其服務品質即為產品品質，無

法如具體商品般保存。 

二、員工是影響產品產出與品質優劣的關鍵：服務過程有賴於員工的付出和表現

才能完整販售，也才能提高其商品的附加價值，而為影響產出品質之關鍵。 

三、與製造業不同的銷售管道：製造業需要實體的銷售地點，而服務業的銷售管

道較為多元化，甚至可以透過電子傳訊管道完成，而無須固定的銷售地點。 

四、觀光產品為不同成分的結合體：觀光是一項整合性的產業，包括觀光地、各

種設備以及交通運輸等，觀光客所購買者乃是經驗或閱歷，而非明確的產品。 

                                                 
6 Jolliffe, L. & Farnsworth, R., Seasonality in tourism employment: human resource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3, Vol.15:6, pp.312-316. 
7 吳勉勤，旅館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2 年，p.20。 
8 Korczynski, Marek,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Service Work, N.Y.: palgrave, 2002, p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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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觀光旅館業之經濟特性 

由於觀光旅館業所銷售的商品是環境、氣氛、設備、餐飲與服務，與一般生

產事業的商品不同，因而致其經營較具特殊性。而觀光旅館業在需求與供給方面

之經濟特性可綜合如下9： 

一、資本密集且固定成本高：興建觀光旅館所需土地面積大且通常取得不易，相

關軟硬體設施需投入大筆資金，籌備到開工的時間長，因此觀光旅館具投資性且

固定成本高，高資本與勞力密集，且投資回收期長，使得此產業市場進入障礙度

高。根據研究指出，觀光旅館業大都屬於中高資本額，因為建築、土地及硬體設

備的需要，使觀光旅館必須投入相當大的固定成本。 

二、服務供給為無形、不可儲存及高廢棄性：觀光旅館所提供之產品為「勞務或

服務」，其服務需透過服務提供者傳遞，服務的銷售和服務同時發生，無形且無

法儲存備用，為立即消費並傳遞，其效益亦隨時間消失。產品並具有高廢棄性，

而顧客服務消費的期間較短10。 

三、短期供給無彈性、具有僵固性：因觀光旅館短期無法興建完成，客房之數量、

空間均無法隨著需求而變化調整，使其短期供給具有一定的僵固性並缺乏彈性。 

四、需求之彈性與多重性：人類的觀光需求易受外在因素影響，旅館產業對於總

體經濟的趨勢相當靈敏11，亦因價格或經濟的情況變動而改變。且觀光需求對政

治、社會狀況的變化敏感，觀光來源國與接受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亦為重要因素。

又季節的波動性主要受自然氣候狀況影響，使觀光需求往往集中於某一段期間，

因而觀光活動有明顯淡、旺季之分。由此，觀光旅館需求的高敏感度及季節性形

成觀光旅館業的需求彈性與多重性。 

五、產業自主性低：基於觀光需求的季節波動性與多樣性、即時性等，易受外在

因素的影響，因此觀光旅館在組織與設備上，須顧及不同期間之需要。亦受政治、

經濟景氣、治安、國際情勢、天然災害及戰爭等外在因素影響，故其產業自主性

低。 

六、資本與勞力密集性：觀光旅館為資本密集的行業，其投資報酬就長期經營而

言，係以長期的獲利回收為主。勞力密集亦是旅館業普遍的屬性特徵12，而在勞

力密集的產業，其服務品質與服務人員有密切關係。 

                                                 
9 吳勉勤，旅館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2 年，pp.14~16。 
10 Mill, Robert C. & Morrison, Alastair M., The Tourism System：An Introductory Tex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5, p.217. 
11 Wong, Kevin K F., Industry-specific and gene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mpacting on hotel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 16: 4/5, 
pp. 287-293. 
12 Lai, Pei-Chun & Baum, Tom, Just-in-time labour supply in the hotel sector – The role of agencies, 
Employee Relations, 2005, Vol.27:1, pp.8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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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經營型態 

壹、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經營型態分析 

    經營型態可依其所有權、經營管理權及決策權，包括經營方式、人事運用、

人員訓練、旅館名稱與連鎖主體收入來源等項目作為判斷之依據。其中經營權是

指關於股權分配、營業損益決算之管制與因應、營業有關之預算資金運用權等權

力；管理權則包含營業相關之業務運作、會計、出納、財務、採購等作業以及業

務推廣與行銷。 

國際觀光旅館之經營型態主要可分為獨立經營型與連鎖經營型。其中，連鎖

經營之型態又包含直營連鎖、管理契約連鎖、特許加盟連鎖、業務聯繫連鎖及會

員連鎖等型態，而以租賃方式取得土地興建之旅館以及收購既有旅館等型態則較

為少見13。我國觀光局則將國際觀光旅館經營型態分為四種，即獨立經營、加盟

連鎖、管理契約與國內連鎖型，加入國際旅館組織可獲技術支援，包括品牌形象、

網路訂房、人才培訓、行銷廣告等，而不同的經營型態對旅館的經營效率與其決

策自主權亦有不同程度的影響。以下將分就各種觀光旅館之經營型態說明之，見

表 3-1：  

一、獨立經營：投資的業者不藉助外力，獨立經營或管理其投資的旅館，具所有

權或經營管理決策權。而未加入國際連鎖系統，獨立經營也能發揮特有的優點，

如企業資金可統籌運用，經營管理人員調派較為靈活有自主權、因應變化彈性較

大等。缺點則為投資風險較高，面臨市場競爭壓力較大。 

二、直營連鎖（Company Owned）：由總公司在不同區域經營的連鎖旅館，或由

總公司收購既有旅館，以投資的方式控制及支配旗下的旅館，彼此規範並享有互

相的權益與義務。因此旅館事業本身或其關係企業除了直接擁有旅館外，各連鎖

旅館的所有權及經營權屬於總公司，擁有絕對的控制及管理權。 

其優點為在旅館經營及人事方面能資源共享、共同採購，並節省成本。缺點

則是以本土方式經營，而無法享有國外專業管理技術。福華大飯店、中信大飯店、

老爺大酒店、國賓大飯店等即是以此型態經營者，且為目前最普遍的經營型態。 

三、管理契約（Management Contract）：管理契約或稱委託經營管理。旅館事

業投資者本身沒有旅館管理技術能力，而訂定管理契約委託專業旅館管理顧問公

司，將旅館經營管理權交由連鎖旅館公司負責經營，所有權與經營管理權完全分

離。受委託的旅館管理顧問公司按營業收入的若干百分比收取基本的固定費用，

如技術服務費、基本管理費等，並由營業毛利中抽取 5%~10%的利潤分配金。受

                                                 
13 吳勉勤，旅館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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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的管理顧問公司通常需有良好聲望，如君悅(Grand Hyatt)、希爾頓(Hilton 
International)、假日(Holiday Inn)、喜來登(Sheraton)等系統。 

其優點是能獲得連鎖組織的經營經驗、共享市場資訊及連鎖訂房系統與廣告

宣傳。缺點則是投資人對旅館經營管理並無自主權，且需支付高額的服務費用。

遠東國際大飯店委託香格里拉(Shangri-La)集團經營管理，以及台中全國大飯店

委託日航(Nikko)國際連鎖旅館公司經營管理即採取管理契約的型態經營，其普

遍度僅次於直營連鎖的經營型態。 

四、特許加盟(Franchise)：亦即授權加盟連鎖。獨立的旅館與連鎖旅館集團簽訂

長期合作契約的方式，藉由建立一套標準營運系統方式，將該系統使用的權利授

予加盟業者，連鎖旅館總部提供技術上販賣的策略、經營、營運及人員訓練等服

務，並賦予權力參加組織，可利用連鎖組織的旅館名稱、商標及經營方式，並由

加盟旅館每年給付連鎖旅館集團定額之連鎖加盟金(Franchise Fee)等相關費用。

除了人員訓練的方法外，連鎖旅館也會安排高階管理者接受人事訓練課程，使其

了解企業文化並熟悉營運程序。以此型態經營的旅館可保留經營權與所有權，財

務、人事方面完全獨立運作。但旅館連鎖集團會不定期派人抽檢，以維持連鎖集

團的形象與水準。為近年來旅館產業盛行的合作方式，如全球最大的連鎖體系假

日旅館Holiday Inn即屬此類14，其他則如Hilton、Best Western及Ramada Inn等旅

館均屬此類。  

其優點為共享市場資訊、連鎖訂房系統及廣告宣傳、提高旅館知名度並開拓

市場，且加盟旅館可取得連鎖旅館集團的標準作業程序。缺點是旅館經營管理受

到連鎖旅館集團限制，使因應市場變化所訂定的策略靈活度降低15。力霸皇冠大

飯店與洲際飯店集團 (InterContinental Hotels Group)簽訂經營技術協定即屬此

類。 

五、會員連鎖 (Referral)：亦為互惠聯盟。屬於共同訂房及聯合推廣的連鎖方式，

會員需經過嚴格的資格審查後，才能加入國際訂房組織。為各自獨立經營的旅

館，自動自發參加而組成者，公會組織涉入的程度較低。為基於共同分攤及降低

成本的合作性質考量的旅館經營型態，如在聯合採購、共同廣告、聯名接受訂房

的合作可降低成本，但彼此間約束力不大。其目的為加強會員旅館間之業務聯繫

及促進集體的利益，一般的連鎖方式為廣告與訂房聯繫。 

其優點是共享市場資訊，易取得國際旅遊人士信賴，並享有國際連鎖旅館品

牌權益。缺點則是缺乏管理技術的轉移、市場區隔明確且競爭策略不易調整。國

際性組織 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及 Preferred Hotels 為世界知名的旅館

連鎖系統，其為需經過認證的並符合軟硬體設施標準與服務品質的會員連鎖。而

                                                 
14 Holiday inn 目前於全球共有 3705 家連鎖加盟旅館，Holiday Inn 網站，

http://www.ichotelsgroup.com/ichs/hsd/6c/1/en/search_regions。 
15 周明智，餐旅產業管理，台北：華泰，民國 91 年，pp.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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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如亞都麗緻飯店、西華大飯店均為 The Leading Hotel of the World 之會員。  

表 3-1：旅館連鎖經營型態比較表 

  
直營連鎖 

 
特許加盟 

 
管理契約 

 
會員連鎖 

 
經營連鎖 
方式 

連鎖主體直

營，資本經營

及人事連鎖 

授權連鎖加盟 連鎖公司經營

管理，經營委

託連鎖 

原資本主經

營，公會型連

鎖 
人事安排 連鎖主體直派 人事獨立運作 連鎖主體直派 人事獨立運作

人事訓練 由連鎖旅館訓

練 
連鎖旅館安排

高階管理者訓

練 

由連鎖旅館訓

練 
由各旅館訓練

連鎖主體 
收入來源 

連鎖主體即營

利主體 
加盟旅館給付

連鎖加盟金 
佣金管理費收

入 
會員旅館繳交

會費 
 
 

優點 

資源共享、共

同採購，並節

省成本 

共享市場資訊

連鎖訂房系

統、廣告宣

傳、提高知名

度、標準作業

程序 

獲得經營經

驗、共享市場

資訊及連鎖訂

房系統與廣告

宣傳 

共享市場資

訊，享有國際

連鎖旅館品牌

權益 

 
缺點 

以本土方式經

營，無法享有

國外專業管理

技術 

經營管理受限

連鎖旅館集團

制，因應策略

靈活度降低 

投資人對旅館

經營管理無自

主權，需支付

高額服務費用

缺乏管理技術

轉移、市場區

隔明確且競爭

策略不易調整

 
代表旅館 

福華大飯店 
國賓大飯店 
中信大飯店 

力霸皇冠 
老爺酒店 

台北華國洲際

台北晶華酒店

遠東國際 
 

亞都麗緻 
西華大飯店 

連 
鎖 
型 

態 項 

目 

資料來源：周明智，餐旅產業管理，91 年。吳勉勤，旅館管理-理論與實務，92 年。 

 

貳、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經營型態概況 

我國觀光旅館的國際化自 62 年國際希爾頓集團在台北設立希爾頓飯店開

始。目前國際連鎖系統有：台北喜來登(Sheraton)大飯店於 71 年與喜來登集團簽

訂世界性連鎖業務及技術合作契約；台北老爺大酒店 73 年成為日航(Nikko)管理

系統一員；台北君悅(Hyatt)大飯店於 80 年加入君悅國際連鎖；台北亞都麗緻、

西華飯店分別於 72、83 年成為The Leading Hotel of the World訂房系統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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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西華飯店亦為Preferred Hotels訂房系統一員；六福皇宮於 88 年營運即加入威

斯汀飯店集團(Westin Hotels & Resorts)；華泰大飯店 90 年加入王子(Prince)大飯

店連鎖系統；涵碧樓則於同年加入GHM旅館經營管理集團16。 

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經營型態以直營連鎖居多，如長榮酒店、福華大飯

店、國賓大飯店、老爺酒店等均屬直營連鎖之體系。其次為採管理契約之台北君

悅(Hyatt)、威斯汀(Westin Hotel&Resorts)以及香格里拉(Shangri-La)體系之觀光旅

館。至於特許加盟之觀光旅館，則有台北喜來登(Sheraton)，力霸皇冠大飯店

(Crowne Plaza Hotel)。除此之外，亦有同時採用兩種經營型態之業者，如亞都麗

緻大飯店以管理契約（麗緻管理顧問公司）與會員連鎖(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之型態經營，台北老爺大酒店採用直營連鎖與管理契約(Nikko)之型態。國

際連鎖旅館能引進歐美旅館的管理技術與人才，且相關研究顯示，就管理型態而

言，連鎖經營型態（加入國際合作或國內連鎖品牌之旅館）在經營效率及績效的

表現，均明顯優於獨立經營之旅館17，亦即加入連鎖經營體系之國際觀光旅館，

其總效率指標高於非連鎖經營之國際觀光旅館，而其間規模效率的差異是其主因
18。 

第四節  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發展沿革 

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發展，自民國 45 年起歷經了不同時代的社經環境與

時期，其發展沿革約可分為八個階段，期間重要事項分別略述如下19（見附錄一）： 

ㄧ、傳統式旅社時期(民國 34 至 44 年) 

    當時在台北僅有永樂、台灣、蓬萊、大世界等專供本地人住宿的旅社，並有

圓山、勵志社、自由之家、中國之友社、台灣鐵路飯店及涵碧樓等可供外賓接待

之用的招待所，其中圓山飯店可視為現代化旅館之先鋒。當時全省旅社約有 483
家，且限提供住宿，僅少數提供餐飲，而無其他設備。 

二、觀光旅館發軔時期(民國 45 至 52 年) 

    45 年台灣觀光協會成立，觀光事業受重視而開始發展，觀光旅館也在同時

興起。45 年紐約飯店開幕，是第一家房內有衛生設備的旅館。46 年由民間興建

之石園飯店成立，帶動台灣興建觀光旅館的第一次熱潮。此期間亦有綠園、華府、

                                                 
16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p.12。 
17 陳進甫、王婷瑜，經營型態對國際觀光旅館生產力影響之研究－以台北地區為例，企銀季刊，

民國 92 年，Vol.26:4，p.62。 
18 王斐青、洪維廷、尚瑞國，臺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經營型態與經營效率之衡量，亞太經濟管

理評論，民國 93 年，Vol.7，pp.109-123。 
19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pp.11~12。詹

益政，旅館管理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1 年，pp.29~35。周明智，餐旅產業管理，台北：華

泰，民國 91 年。吳勉勤，旅館管理－理論與實務，台北：揚智，民國 92 年，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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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台中鐵路飯店及高雄圓山等飯店成立，共興建了 26 家觀光旅館。 

三、國際觀光旅館成長時期(民國 53 至 65 年) 

    53 年國賓飯店與統一飯店相繼開幕，中泰賓館繼之在 55 年開幕。58 年發展

觀光條例公布，高雄華王及台南飯店相繼開幕，60 年高雄圓山開幕，觀光局成

立。62 年台北希爾頓開始營運，我國觀光旅館業邁進國際性連鎖經營的時代。

至 65 年底台灣共有 101 家觀光旅館，此時為觀光旅館發展的成長期，亦堪稱我

國旅館業的黃金時代。 

四、大型化國際觀光旅館時期(民國 66 至 78 年) 

    此時期為大型旅館發展期，65 年後經濟復甦，來華觀光客湧進，刺激了民

間興建觀光旅館的意願。66 年政府公佈「都市住宅區內興建國際觀光旅館處理

原則」、「興建國際觀光旅館申請貸款要點」以及「觀光旅館業管理規則」，使觀

光旅館之經營脫離了特定營業的範圍。在政府的鼓勵下，如美麗華、亞都、福華、

老爺、來來、中信花蓮等大型觀光旅館大量興建，66 至 70 年共四年內增加 45
家旅館。 

五、整頓時期(民國 70 至 72 年) 

70 年二次能源危機，全球經濟衰退，來華旅客零成長。且大型旅館遞增及

地下旅館叢生，使競爭惡化激烈，賦稅增加，迫使老舊、經營不善的旅館紛紛停

業、轉讓與廢業，因此進入整頓時期來應對大環境的衝擊。此時期開幕之觀光旅

館包括環亞、富都、京王等。 

六、重視餐飲時期(民國 73 至 78 年) 

由於客房供過於求，來華旅客甚微等因素，使觀光旅館逐漸改變以客房為主

的經營型態，而展開富有彈性的餐飲業務。75 年後經濟復甦，商務旅客大增，

國際性會議與展覽也常於台灣舉行，因此來台觀光客大幅增加，旅館業者獲利豐

厚，此時期加入國際觀光旅館市場的業者有福華、墾丁凱撒、通豪、力霸、龍普

等。 

七、國際旅館連鎖時期(民國 79 至 86 年) 

此時期為國際性連鎖旅館發展期。79 年隨著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提高，以

及國際知名的連鎖大飯店進入台灣市場，凱悅、麗晶、西華等飯店開幕，為台灣

引進歐美旅館的管理技術與人才，加速台灣的旅館經營邁向國際化連鎖時代。 

八、國內連鎖旅館時期(民國 87 年迄今) 

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經營，朝向國際化管理與技術合作之同時，旅館業者在

吸收經營管理上之專業知識與實務經驗下，已能掌握市場脈動與經營技巧，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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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自有品牌方式經營觀光旅館。又周休二日制度實施，國人休閒時間增加，加上

社會價值觀與生活型態的改變，帶動休閒渡假旅館之需求，加以都會區土地取得

成本過高，而加速旅館業者佈局相關休閒產業，以多角化經營活動拓展。因此，

旅館業者以發展國內連鎖品牌之經營方式建立連鎖加盟體系，目前較具規模者有

福華、中信、老爺、晶華、長榮桂冠、國賓、麗緻等飯店，興起連鎖本土化及市

場細分化與經營多元化的新局面。 

目前已向觀光局申請興建或籌建中之國際觀光旅館共 29 家，有宜華、統一

國際大飯店、台北慶城福華大飯店、新光晶華酒店、以及麗緻圓頂大飯店等，另

一方面，觀光局並以BOT方式推動平價國際觀光旅館之興建，包括甫於 95 年 5
月底開幕之美麗信酒店，以及台北花園大酒店20。均見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蓬

勃發展趨勢，亦將使觀光旅館市場之競爭情勢推入百家爭鳴局面。 

 

 

第五節  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營運現況 

壹、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分布分析 

台灣地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顯示，至 95 年 5 月底止，我國國際觀光旅

館合計有 59 家，總客房數共有 17,989 間。其中位於台北市者即有 24 家，客房

數共有 8,764 間，客房總數所佔比率高達 48.72%，為國際觀光旅館分布密度最高

之都會區。另外共有 8 家位於高雄市，5 家位於台中市等都會區，5 家位於花蓮

地區，9 家位於著名觀光風景區，各 4 家位於桃竹苗以及其他地區21。由表 3-2
可知目前國內國際觀光旅館主要分布於以交通發達，生活機能便利的都會區，如

台北、高雄、台中等，其次則為自然景觀豐富的觀光風景區與花蓮地區，因此目

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分布具有高度集中性。 

 

 

 

 

 

 

                                                 
20 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

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pp.109~110。 
21 95 年 5 月台灣地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頁，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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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分布區域表 
地區

別 
家 
 
數 

 
旅館名稱 

 
客房數

（間） 

佔總客

房數比

率（%）

台北

地區 
24 台北凱撒、台北喜來登、三德、富都、台北老爺、

台北晶華、台北國賓、台北圓山、亞都麗緻、華泰

王子、台北華國、康華、國王、六福皇宮、西華、

兄弟、力霸皇冠、假日大飯店環亞台北、台北福華、

國聯、神旺、遠東國際、豪景、台北君悅 

8,764 48.72 

高雄

地區 
8 華王、華園、高雄國賓、漢來、高雄福華、高雄金

典、寒軒國際、麗尊 
2,928 16.28 

台中

地區 
5 全國、通豪、長榮桂冠、台中福華、台中金典 1,278 7.1 

花蓮

地區 
5 花蓮亞士都、統帥、中信（花蓮）、美侖、遠雄悅

來 
1,389 7.72 

風景

區 
9 陽明山中國麗緻、涵碧樓、曾文.山芙蓉渡假、高

雄圓山、凱撒（墾丁）、墾丁福華渡假、知本老爺、

天祥晶華度假、礁溪老爺 

1,635 9.08 

桃竹

苗地

區 

4 桃園大飯店、大溪別館、新竹老爺、新竹國賓 1,064 5.91 

其他

地區 
4 台糖長榮、台南大飯店、大億麗緻、娜路彎 931 5.18 

合計 59  17,989 100 
資料來源：95 年 5 月台灣地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貳、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規模分析 

又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規模，若依客房數量計之，客房數在 601 間以上

的大型旅館共有 4 家，分別為台北君悅、假日大飯店環亞台北、台北喜來登以及

台北福華，其客房總數佔全部比率 16.05%；客房數在 401 至 600 間中型旅館共

有 8 家，其客房總數佔全部 21.4%；而擁有 201 至 400 間客房的小型旅館為大多

數，共有 34 家，其客房總數佔全部比率 51.49%。200 間以下的精緻旅館共有 13
家，佔全部比率 11.05%22。由此可知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仍以中小型規模者佔

較多數，見表 3-3。 

 

                                                 
22 95 年 5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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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規模表 
 

 
規模別 

 
旅館家數

 
總客房數（間）

 
客房比率(%) 

 
700 間以上 2 1,594 8.86 
601~700 間 2 1,294 7.19 
501~600 間 3 1,669 9.28 
401~500 間 5 2,181 12.12 
301~400 間 10 3,427 19.05 
201~300 間 24 5,836 32.44 
101~200 間 10 1,747 9.71 
100 間以下 3 241 1.34 

合計 59 17,989 100 

資料來源：95 年 5 月台灣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參、我國際觀光旅館之平均房價與住用率分析 

國際觀光旅館的收入主要來自客房出租與餐飲兩部分，客房出租是主要業務

項目，而客房住用率可視為營運狀況之重要指標。根據台灣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

月報顯示，94 年全年台灣區國際觀光旅館客房住用總數為 4,733,906，平均住用

率為 73.33%，平均房價為 3,114 元。以地區別區分時，平均住用率以台中地區

83.56%為最高，次為台北地區 76.96%，再則為高雄地區之 71.66%。平均房價以

風景區之 3,931 元最高，台北地區 3,565 元居次，花蓮地區為 2,789 元再次之。

見表 3-4。 

再分別依個別旅館檢視之，全地區別平均住用率最高者為桃園大飯店

88.75%，豪景大飯店（台北）之 87.99%以及通豪大飯店（台中）之 87.87%。平

均房價方面，以涵碧樓 9,454 元為最高，其次則為礁溪老爺大酒店 6,282 元，六

福皇宮 5,748 元再次之23。而就歷年之住房率與平均房價，呈現逐年緩增的現象。 

 

 

 

 

                                                 
23 94 年 1~12 月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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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平均房價、住用率與客房住用數表 

 平均房價（元） 平均住用率（%） 客房住用數（間） 

台北地區 3,565 76.96 2,445,145 
高雄地區 2,134 71.66 715,517 
台中地區 2,389 83.56 387,508 
花蓮地區 2,789 60.80 308,257 
風景區 3,931 62.53 363,580 

桃竹苗地區 2,357 70.32 273,060 
其他地區 2,664 70.87 240,839 

總計 3,114 73.33 4,733,906 

項 
目 

區 
地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再依各月份觀之，平均房價以 5、6、10 月較高，1、3、12 月則較低。平均

住用率則以 11 月最高，1 月平均住用率最低。房租收入以 10 和 11 月較高，1 月

為最低者24。綜觀之，1、2、9 月均為住宿之淡季，平均房價為中低水準。旺季

集中於 6、10、11 等月份，而此三個月份所創造之房租收入亦較高。見表 3-5。 

 
表 3-5：94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平均房價、住用率與房租收入表 

 平均房價（元） 平均住用率（%） 房租收入（元） 

1 月 2,963 66.52 1,063,623,879 
2 月 3,133 70.01 1,070,460,631 
3 月 3,069 75.42 1,252,842,693 
4 月 3,072 71.65 1,151,983,791 
5 月 3,195 73.78 1,294,876,931 
6 月 3,195 76.68 1,308,444,873 
7 月 3,174 73.02 1,295,350,983 
8 月 3,110 71.27 1,225,608,786 
9 月 3,089 70.31 1,161,975,506 
10 月 3,198 76.57 1,354,693,747 
11 月 3,137 80.22 1,336,687,503 
12 月 3,010 74.18 1,225,601,273 

總平均 3,114 73.33 1,472,150,596 

項 
目

份 
月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24 94 年 1~12 月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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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營業收入分析 

    國際觀光旅館業營業收入結構主要可分為客房收入、餐飲收入、洗衣收入、

店舖租金收入、附屬營業部門收入、服務費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等，依據觀光旅

館營運分析報告其定義分別如下： 

一、客房收入：指客房租金收入，但不包括服務費。 

二、餐飲收入：指餐廳、咖啡廳、宴會廳及夜總會等場所之餐食、點心、酒類、

飲料之銷售收入，但不包括服務費。 

三、洗衣收入：指洗燙旅客衣服之收入。 

四、店鋪租金收入：包括土產品、手工藝商品、理髮、美容室、餐廳、航空公司

櫃台等營業場所之出租而獲得之租金收入。 

五、附屬營業部門收入：包括游泳池、球場、停車場收入，自營商店之書報、香

煙、土產品、手工藝品等銷售收入，自營理髮廳、美容室、三溫暖等收入。 

六、服務費收入：指隨客房及餐飲銷售而收取之服務費收入，但不包括顧客犒賞

之小費。如服務收入以代收款科目處理者，仍將其全年金額列為本項收入。 

七、其他營業收入：包括電話、電報、傳真、佣金及手續費收入，例如代售遊程

而獲得之佣金、收兌外幣而獲得之手續費、郵政代辦或郵票代售之佣金收入。 

八、營業外收入：包括利息收入、出售資產利得、理賠收入、投資收入及其他25。 

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顯示，94 年台灣區國際觀光旅館全年總營業收入為

35,677,002,803 元，其中客房收入為 14,742,150,596 元，佔總營業收入約 41.32%，

而餐飲收入為 15,762,505,424 元，佔總營業收入約 44.18%。因此整體而言，目前

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營業收入以餐飲收入所佔比率略高於客房收入。 

就 94 年各國際觀光旅館全年總營業收入而言，台北君悅、台北晶華、遠東

國際、台北福華、台北喜來登、高雄漢來、六福皇宮、圓山、國賓以及西華等總

營業收入前十名旅館即佔整體總營業收入之 44.97%，其中除台北君悅與西華之

客房收入高於餐飲收入外，其餘八家均為餐飲收入高於客房收入。再以地區別區

分部門營業收入時，花蓮地區、風景區及桃竹苗地區之客房收入大於餐飲收入，

而台北、高雄、台中及其他地區則是餐飲收入大於客房收入26。近年來整體營業

收入皆維持穩定成長。 

 

                                                 
25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p.56。 
26 94 年 1~12 月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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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94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業收入表 
                                                 單位：元 

 總營業收入 餐飲收入 房租收入 

台北地區 21,262,115,814 9,534,246,102 8,715,751,637 
高雄地區 4,515,269,805 2,240,776,777 1,526,586,806 
台中地區 2,494,351,813 1,098,266,618 925,604,424 
花蓮地區 1,495,816,596 519,003,182 859,684,306 
風景區 2,535,568,841 796,850,477 1,429,358,956 
桃竹苗 1,615,833,544 634,299,713 643,564,454 
其他地區 1,758,046,390 939,062,555 641,600,013 

總計 35,677,002,803 15,762,505,424 14,742,150,596 

項
目地

區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營業支出分析 

營業支出即為營運所需的成本，對營業收益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國際觀光旅

館在營業支出結構方面，可區分為薪資及相關費用、餐飲成本、水電、燃料費、

折舊費、稅捐、修繕維護費、洗衣成本等項目。根據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將

營業支出的各項目分別定義為： 

一、薪資及相關費用：包括職工薪資、獎金、退休金、伙食費、加班費、勞（健）

保費、福利費等。凡將服務費收入分配職工者，應將分配金額併入本項科目

內。 

二、餐飲成本：指有關餐食、點心、酒類、飲料等直接原料及運雜費支出。 

三、洗衣成本：凡供洗燙衣物所需之原料及藥品等支出。 

四、其他營業成本：凡不屬於薪資、餐飲成本及洗衣成本之直接成本均屬本項支

出。 

五、燃料費：包括鍋爐油料及瓦斯等費用支出。 

六、稅捐：包括營業稅（連同附徵之印花稅及教育捐）、房屋稅、地價稅、汽車

牌照稅、進口稅捐等。 

七、廣告宣傳：為擴展業務，促進銷售的宣傳活動費、報刊廣告費、出版宣傳手

冊等費用。 

八、其他費用：郵票、香煙成本、電報、電話費、律師費、會審費、清潔消毒費、

其他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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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年度國際觀光旅館總營業支出金額（不包括營業外支出 27 ）共計

29,042,333,679 元，平均營業支出較 92 年增加 35,259,896 元，成長 7.58%。其中

主要支出項目為薪資及相關費用約佔 34.35%，次為餐飲成本約佔 17.99%，再次

則為其他費用約佔 15.92%、折舊費用約佔 9.90%、租金約佔 6.50%、其他營業成

本約佔 3.67%、電費約佔 2.65%。可知目前對國際觀光旅館業而言，人員之薪資

及獎金、退休金、勞健保等相關費用是佔營業支出最大比率的項目。 

整體而言以地區別區分，以台北地區之營業支出最高，約佔所有營業支出比

率之 57.88%，高雄地區約佔 12.89%，再則為台中地區 7.29%。以個別旅館而言，

93 年總營業支出最高前五名之國際觀光旅館為台北君悅大飯店、遠東國際、晶

華酒店、福華大飯店以及圓山大飯店28。 

表 3-7：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業支出表 

                                                              單位：元 

 營業支出 比率(%) 平均營業支出 

台北地區 16,808,663,085 57.88 672,346,523 
高雄地區 3,744,593,542 12.89 534,941,935 
台中地區 2,116,536,323 7.29 423,307,265 
花蓮地區 1,358,310,674 4.68 271,662,135 
風景區 2,105,011,248 7.25 263,126,406 

桃竹苗地區 1,339,302,488 4.61 334,825,622 
其他地區 1,569,916,319 5.41 392,479,080 

總計 29,042,333,679 100 500,729,891 

項 
目地 

區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 
 

陸、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營業獲利率分析 

    國際觀光旅館業主要營業獲利部門為客房部以及餐飲部。以下分就客房部與

餐飲部分析 93 年國際觀光旅館之營業獲利率。     

一、客房部獲利率 

        客房部獲利為客房部淨收入扣除客房部直接有關成本之結果。其中客房

收入乃提供旅客（個別、團體、簽約及長期旅客等）住宿之房租收入，扣除

折扣與折讓價後之實際收入。而客房營業成本包括與客房部直接有關之員工

薪資與福利、用人費、洗衣用料費（床巾、床單等）、客房消耗用品、水電、

                                                 
27 營業外支出包含利息支出、報廢損失、財產交易損失、兌換損失、佣金支出、短期未實現損

失等。 
28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94 年，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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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保險、宣傳推廣、修繕維護及其他雜項費用等。 

        依地區別區分時，客房部獲利率以台北地區為最高，次依序為其他地

區、風景區、台中地區、花蓮地區及桃竹苗地區，而高雄地區之客房獲利率

為最低。個別旅館中，以涵碧樓、台北君悅、墾丁凱撒、娜路彎、假日大飯

店環亞台北、六福皇宮、亞都麗緻、台北喜來登、遠東國際以及台北老爺為

客房部獲利率表現最佳者。 

二、餐飲部獲利率 

        餐飲部獲利為餐飲部淨收入扣除餐飲部直接成本之結果。而餐飲收入為

出售中西餐、點心、酒類、飲料等所得之實際收入。餐飲成本則主要由材料、

薪資及費用所構成，其中材料包括新鮮食品、餅乾食品、飲料等費用；薪資

則包括餐飲部各級主管人員、服務人員、廚師及餐飲部門有關之固定、臨時

人員基本薪資、福利及用人成本；費用包括與餐飲部門直接有關支各項支

出，如洗滌布巾用料費、水電、燃料、折舊、保險、宣傳推廣、修繕維護及

其他雜項費用等。 

        就地區別而言，餐飲部獲利率以其他地區最高，依序則為台北地區、風

景區、花蓮地區、台中地區、桃竹苗地區以及高雄地區。個別旅館中，則以

涵碧樓、台南大飯店、大溪別館、台北君悅、寒軒國際、六福皇宮、假日大

飯店環亞台北、遠東國際、台中福華以及台北喜來登之餐飲部獲利率表現較

佳29。 

 
 

表 3-8：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業獲利率表 
                                           單位：% 

 客房部獲利率 餐飲部獲利率

台北地區 52.39 17.81 
高雄地區 21.28 2.06 
台中地區 45.61 5.14 
花蓮地區 44.64 6.23 
風景區 46.52 12.32 

桃竹苗地區 29.73 3.10 
其他地區 47.90 22.63 

平均 46.64 13.79 

部 
門 地 

區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 
 
                                                 
29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pp.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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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營業利潤、稅捐與外匯收入分析 

93 年國際觀光旅館稅前利潤為 1,645,934,789 元，獲利率為 5.12%，收入成

長率為 13.04%。93 年稅捐總額計為 2,066,206,339 元，其中以營業稅比重最高，

達 42.62%，次為營利事業所得稅佔 22.04%，房屋稅佔 21.23%，再則為地價稅佔

13.36%，其他稅捐佔 0.27%，代徵娛樂稅佔 0.24%，汽車牌照稅佔 0.23%及進口

稅捐佔 0.01%30。 

依地區別而言，以台北地區稅捐金額最高，佔稅捐總額達 64.17%，次為高

雄地區，佔 11.71%，再次依序為台中地區佔 6.72%，風景區佔 5.84%，桃竹苗地

區佔 5.47%，其他地區佔 3.05%，以及花蓮地區佔 3.05%。 

外匯方面，93 年國際觀光旅館外匯收入共計 330,637,384.96 美元，其中信用

卡部分佔 86.81%，其次為國外匯款美金佔 7.35%，外幣收兌美金佔 5.84%31。 

捌、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住客類別分析 

在國際觀光旅館的住客類別方面，94 年國際觀光旅館住客合計共 6,956,439
人次，其中以個別旅客(FIT, free individual travels)為主，共 4,284,464 人次，約佔

全部 61.58%，團體旅客(GROUP)則有 2,671,975 人次，約佔 38.42%。住客國籍

方面，以本國籍 3,013,430 人次最高，約佔 43.32%，其次為日本籍 1,516,649 人

次，約佔 21.8%，再則為日本除外的其他亞洲國家 873,290 人次，約佔 12.55%，

以及北美 551,379 人次，約佔 7.93%。因此可歸納而知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之

住客仍以個別及本國籍旅客為主32。   

 

 

 

 

 

 

 

 

                                                 
30 稅前利潤為營業淨利加營業外收入減營業外支出。 
31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94 年，p.87。 
32 94 年 1~12 月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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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94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住客類別與國籍表 

 人數（人次） 比率(%)

FIT 類別 4,284,464 61.58 
GROUP 類別 2,671,975 38.42 

合計 6,956,439 100 

本國籍 3,013,430 43.32 
日本籍 1,516,649 21.8 

亞洲（日本除外） 873,290 12.55 
北美 551,379 7.93 
華僑 319,558 4.59 
歐洲 296,585 4.26 
澳洲 54,505 0.78 
其他 331,043 4.76 

國籍合計 6,956,439 100 

項 
目類 

別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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