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研究在這個章節中主要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是台灣新消費工具

的發展過程；第二部分是統一星巴克在台灣的發展；第三個部分則是探討

台灣傳統的茶產業如何因應咖啡館的衝擊。本研究在一開始概述台灣消費

社會的發展過程，概略說明台灣消費社會的形成過程，此部分引自陳光興

的分析；在第一節的部分是新消費工具在台灣的歷史過程及背景，不過由

於目前並沒有研究者以「新消費工具」這個概念作研究，因此無法引用他

們的分析說明新消費工具在台灣的發展歷史，在既有文獻中比較接近的分

析是蔡文芳針對「跨國娛樂資本」所做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蔡文芳（2001）

對跨國娛樂資本所做的發展過程作為主要的分類架構；而由於本研究以星

巴克為例，因此在此將咖啡館在台灣的發展歷史做一個說明，此部分參考

陳文麗 （2003）對於國內咖啡店之發展過程，並引述范婷（2000）在傳

播文化中針對咖啡文化歷史的分析加以補充。而第二節則是交代星巴克的

發展以及統一星巴克在台灣的發展歷程，這個部分已經有許多的研究者都

在他們的研究中提到，本研究僅概略地說明整個發展的過程；第三個部

分，由於咖啡豆從 1998 年之後進口數迅速的成長，而飲用咖啡的人數的

不斷地在增加，因此台灣傳統的茶產業要如何針對這個現象作反應呢？此

部分引了天仁「喫茶趣」餐廳的發展來說明茶產業也在經營的模式上採用

新消費工具的方式，藉由多樣的經營及透過新消費工具的理性化及魅化特

質，讓茶產業走出另一片天空。 

台灣消費社會的形成過程，參考陳光興（2000）介紹如下：台灣戰後

在美援的扶持下，初期以農養工，而後在外銷導向的經濟發展，展開了長

期的資本積累。一九七○年代中期以後，島內快速的經濟成長，在面臨石

油危機外銷受挫的同時，島內已經積累的資本尋求轉投資，發現了足以開

發的國內市場，消費社會的營造開始進入初階段，根據官方資料顯示，家

庭支出在娛樂文化部份在七○年代中期至一九八○年是至今最為快速的

時段。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據代表意義的是 7-11 形式的便利超商開始

在台北都會的出現，以地毯式的佈點進入市民的生活世界，大規模的連鎖

營理行銷取代了既有雜貨店的家庭式經營，改變了社區生活內部消費的社

會關係，成為消費社會硬體結構搭建的一部份。台北都會區消費社會的擴

張期出現在一九八○年代的後期，消費力伴隨經濟發展的成長，投入較前

期更為昂貴的消費場域，最具指標意義的是在出國旅遊及家用汽車，資料

顯示台灣汽車，旅遊人口及旅遊業最為快速的成長出現在八○年代末期至

九○年代初期。在消費社會中最具代表性的社會機構就是 KTV 運動的快速

形成，以跨階級、性別、年齡、族群的姿態，特別是在都會區快速擴散。

九○年代是台灣消費社會形成進入深化期的階段，也遭遇到所謂國際化與

全球化時代的衝擊。在此時期，資訊經濟結構快速搭建，網際網路及大哥

大在九○年代後期快速狂飆，改變也創造了新的社會關係。在走向資訊前

導的消費社會深化階段，誠品書店的崛起是台灣社會的另一重要發明，創

立於一九八九年，誠品在十年之中快速擴張成全台遍佈的二、三十家連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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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以高品味的形式來呈現，將日常文化、消費，娛樂，藝文，知性活動

等連為一體。同時誠品書店也成為了台北重要地標，外來者必定來此參觀。  

我們可以從上面的論述中發現，台灣消費社會的發展有著許多的時期

以及每個時期的特性並不相同，不過可以發現七０年代之後有著重大的轉

變，上面所述的是消費社會的形成過程，不過並沒有介紹新消費工具的發

展，因此本研究將在下面的章節整理出台灣新消費工具發展的過程。 

 

 

從 Ritzer 的描述中，新消費工具的模式在美國可說是從二次大戰之

後逐漸發展而成，由於新消費工具的定義，因此只要具是理性化與魅化兩

者特質的商店甚至郵購、電視購物或網路購物網站都可屬於新消費工具，

因此對於我們在交代新消費工具的發展上有一定的困難，再者，新式的新

消費工具與所謂「舊式的」新消費工具之間並不是那樣清楚地劃分，因為

今日所定義為新的新消費工具，可能就變成明日舊式的新消費工具，甚至

舊式新消費工具也有可能本身進行改革而變成新式的新消費工具。新消費

工具的劃分方式在一般的研究者中，還沒有人能夠指出新消費工具是何時

出現第一家以及以這樣的分類方式對它的發展作分析，因此在發展的過程

上不容易交代清楚。不過在現有文獻中最接近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新消費工

具概念，以蔡文芳針對跨國娛樂資本所做的研究之劃分最為符合，因此本

研究根據蔡文芳（2001：28-31）針對跨國娛樂資本的分析，將發展分為

四個時期： 

1. 醞釀期（1983 年以前） 

    在跨國娛樂資本業者進來台灣之前，基本上台灣本身亦擁有自己本土

的西餐廳及速食業者，台灣西餐廳最早可以追塑到 1936 年在台北市所開

設的「波麗露」餐廳，在後來的四時多年間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西餐廳開

設，但大多屬於小資本、家庭式、單店式的經營型態，直到七０年代以後，

有一些台灣的大資本開始模擬外國的娛樂資本業者開始在台灣開設相關

的產業，如 1974 年在台北西門町開幕的頂呱呱炸雞店、1980、1983 年分

別在台北開店的華新餐廳與三商速簡餐廳（三商巧福前身），以及 1982 年

取得日本雲雀集團技術而成立自創品牌的芳鄰餐廳等，雖然這些業者在經

營觀念、行銷手法與商業包裝上與跨國娛樂資本業者相比要來的遜色許

多，但至少讓國人在跨國娛樂資本正式進入台灣之前，對這類飲食娛樂場

所已有初步的認識與體驗。 

2. 西式速食業者成長期（1984~1990） 

    1984 年一月麥當勞第一家店面於民生東路開張，由於挾著鉅額的廣告

預算，在台北創下單週單店最多來客量等全球紀錄，而此後的六年可以說

是進入了西式速食業者的全盛時期，從 1985 年美國的另兩大速食連鎖業

者的肯德基、溫蒂開始，一直到 1991 年的摩斯漢堡為止，先後共有 1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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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連鎖速食業者進入台灣，其間外帶的速食業者如 1986 年引進的必勝

客、1988 年的達美樂、1989 年的比大營披薩，這些披薩店也趕著國內的

速食熱潮，與西式速食連鎖系統在台灣同步地發展。 

進入九０年後之後，由於同業競爭激烈，再加上一些小型本土的速食

業者也紛紛地開張（如 21 世紀炸雞、香雞城等等），使得一些跨國速食業

者的風光不再，不是曾發生過經營危機（如漢堡王、儂特利），或是結束

營業（如哈帝漢堡、比大營、溫蒂），剩下的便開始改變經營型態（如必

勝客自 1996 年除開始拓展外帶的小店外，也開始致力於休閒餐廳的發

展），唯一仍在市場上屹立不搖的就剩下麥當勞了（不過麥當勞在 2001 年

宣布即將轉型為具有「咖啡店形式的速食店」型態，此外，也將採用多年

的的口號改成「I＇m lovin＇ it」，致力於「快意生活餐廳」型態），但

不論這些跨國速食業者的風光年代是否以成過往，我們都可以確信這些西

式速食連鎖業者隨著跨國資本進入國內餐飲業，外人投資挾帶強勢飲食文

化滲透到台灣來，以全球化的流行自居、鮮明的符碼定位，吸引大量青少

年慕名而至，藉由速食消費凸顯自己的品味與流行，換言之，對台灣的影

響除了外食市場的需求逐漸被培養出來外，它們對於日後國人的生活習

慣、消費習慣及都市的景觀也都產生很大的影響力。 

3. 主題餐廳的成長期（1991~1997） 

自西式速食業者進入台灣之後，經由大眾媒體的廣告示範效果，塑造

出速食消費的流行，吸引到多數兒童與學生前往消費，因此在台灣消費者

的飲食型態逐漸受到影響，對外來飲食的包榮力較以往要來得寬大許多，

且由於消費者的可支配所得增高，消費能力增加，加上台灣八０年代一連

串自由化的經濟政策，促使許多的外商相繼來台設立公司，相對地跨國娛

樂業者便自國外引進一些層次較高的餐廳，如星期五餐廳（T.G. I. 

Friday）、硬石餐廳（Hard Rocks）、星球好萊塢餐廳（不過此餐廳已經退

出台灣的市場）等便是最好的例子。 

同樣地，當跨國主題餐廳在台灣發展的同時，台灣本地的資本也先後

仿效跨國主題餐廳的形式，陸續開設了一些各具風格的另類主題餐廳，如

台北市的現代啟示錄（西式建築風格的中式料理主題餐廳）、非常泰（以

泰國料理為題的主題餐廳）、台塑王品牛排等皆是為台灣的消費社會增添

許多不同的選擇。 

4. 其他的跨國娛樂資本進入期（1998~現今） 

在此時期，主題餐廳的熱潮並沒有消退，雖然有些不能夠被台灣消費

者所喜愛或接受的跨國連鎖主題餐廳陸續退出台灣，但是台灣的餐廳大致

已經呈現相當多元的型態，同時餐廳也都以具有某種主題來吸引消費者，

因此主題餐廳只能說不減反增，在加上之後的幾年許多大型的商場、購物

中心、百貨公司陸續成立，如微風廣場（2001）、京華城（2001）、台北 101 

Mall（2003）相繼在台北成立，讓台灣消費者的選擇更加多元。而這段期

間最引人注目的即是中高價位美式咖啡館的興起，雖然在星巴克進入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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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一年（1997），台灣便有兩家美式咖啡館開幕，即伊是咖啡（IS Coffee）

與西雅圖極品咖啡（Brista Coffee），但是星巴克與統一企業集團合作，

以後來居上的形式超越了前兩者。除了星巴克、伊是及西雅圖極品外，在

2000 年相繼有同樣來自於美國的 Spinelli 與 The coffee bean and tea 

leaf 咖啡進入台灣市場，除了這些跨國連鎖咖啡館外，台灣在地的業者也

紛紛起而效仿星巴克（如台北市的拉提咖啡），甚至原本在台灣佔有咖啡

館比率最高的丹提咖啡也因為被星巴克所超越，因而進行改造，改變以往

較儉樸的店面和招牌設計型態及色調，改走類似星巴克「精緻」的路線。

因此我們可以預見未來台灣類似星巴克的咖啡館也可能會越來越多。不過

另一方面，在光譜的另一端，平價咖啡館的崛起，他們逆向操作，推行高

品質但平價的咖啡給消費者，並且採用加盟的方式，總店數迅速超越了星

巴克，但是因為他們所採用的策略是低價策略，所以在營業額上仍不及星

巴克，不過卻也創造出不同於中高價位的連鎖咖啡館，開創出另一個咖啡

的市場出來。 

顛覆咖啡「高價」形象，台灣本土的咖啡連鎖店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後起之秀的「壹

咖啡」在一年多之中，快速展店達 250 家，由「休閒小站」起家，最近升級推出「休

閒好茶」，以及強調高級原料、平價供應的「ＱＫ咖啡」系列咖啡店，同樣獲得年輕

消費者的青睞。這波新興的咖啡連鎖店主打平價路線，來勢洶洶，與高價咖啡店爭

食市場大餅。 

（2004-05-16/聯合報） 

在這些發展中，麥當勞雖然是在第二個時期才進入台灣，但是麥當勞

算是新消費工具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為麥當勞等跨國速食店的影響，造成

台灣的消費型態轉變，因此麥當勞在台灣的發展及轉變也值得我們進行研

究。麥當勞的發展歷經四階段成長，目前積極塑造「永遠年輕」品牌形象。

麥當勞在台灣已經進入 20 年，在這期間歷經四階段的成長：1984-1993 年

為“導入期＂，1994-1996 年為“重整期＂，1997-2000 年為“成長期＂，

2001 年迄今，則進入塑造“永遠年輕的麥當勞＂階段。現在這個階段也是

台灣麥當勞更積極掌握生活趨勢、發展「快意生活餐廳」型態的時期。在

清楚地看到隨著科技與經濟發展，台灣消費者要的是便利、快速、品質、

與一種可以優遊自在生活經驗的追求後，台灣麥當勞將這種迫切的期望，

轉化成「完整享受用餐經驗」的提供。在本於「永遠年輕」的品牌形象下，

發展出「快意生活餐廳」型態（引自麥當勞台灣官方網站，2004）。麥當

勞也因應之前提到四個時期後面三個時期的影響，自己本身進行調整，因

此在自身也歷經了四個時期，雖然與跨國娛樂資本的時期不盡相同，但是

某些時間點上有著一致的重疊，因此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時期的轉變代表著

台灣消費社會的轉型。 

由於先前的經濟不景氣，所有企業紛紛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求生存，

因此近年來跨產業競爭已經成為常態。連鎖咖啡業者固然開始提供各類新

餐點以爭搶用餐時段的客源，但其他行業的種種策略也同時嚴重威脅咖啡

館業者。如麥當勞推出飯食菜單爭搶便當人口，並推出義式咖啡，轉型 Mc 

Café直接挑戰連鎖咖啡業者；便利商店、麵包店提供簡易的咖啡座，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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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飯店的咖啡廳降價加入競爭等。在異業競爭當中，便利商店、速食業者、

及連鎖咖啡業者三者互相競爭拉扯情況最為明顯。便利商店的便當飯盒飯

團等新產品，不但衝擊速食業者的用餐人數，也影響連鎖咖啡業者積極推

動的早餐中餐增加來客計畫。速食業者為因為競爭及不景氣，以降價促銷

餐點及推出較高品質咖啡來因應。至於連鎖咖啡業者，除了咖啡及餐點以

外，積極爭搶禮品禮盒的商機，當然也對便利商店及速食業者都會造成影

響。未來業態間的界線將越來越模糊，作戰的戰線拉長，競爭對手越來越

多，將考驗所有業者經營管理的能力，面對變局的反應速度及彈性（台灣

連鎖加盟協會，2004）。 

由於本研究以星巴克為例探討新消費工具，因此針對咖啡館的發展在

此也加以描述，此部分參考陳文麗 （2003）對於國內咖啡店之發展過程，

並引述范婷（2000）在傳播文化中針對咖啡文化歷史的分析加以補充。陳

文麗的台灣咖啡發展史乃參考沈孟穎（2002）而將咖啡館分為五個時期： 

1. 日本殖民末期（1930-1945） 

日治時代的咖啡館在當時稱做音樂茶室或喫茶店（提供喝咖啡跟吃點

心的地方）。在當時正值日本人對台灣推行「皇民化運動」，因此這個時期

台灣文化、語言被日本文化和日本語所取代，幾乎是徹底的思想改造運

動，故在此時，台灣人日常生活也受日本人的影響，因此日本人在台灣開

設咖啡館，能進入消費的多半也是日本人與台灣的仕紳貴族，上咖啡館是

台灣平民奢侈的「貴族夢」。此時較具代表性的咖啡館為「明智喫茶店」、

「波麗露」、「天馬茶房」等。 

2. 光復初期（1945-1960） 

1945 年台灣光復，雖然國民政府來台，但種種紛擾使得政治上仍處於

不穩定時代，在經濟上更遇上通貨膨脹問題，1951 年美國對台灣進行第一

波的經濟援助，以協助平抑物價上漲的壓力，此時期的台灣呈現的是物資

普遍缺乏不穩定的社會環境。在這個時期，由於外匯存底的短絀必須抑制

進口的需要，而咖啡我國政府一向將之列為奢侈品，因此咖啡豆的進口價

格高居不下，，也因此咖啡館仍是貴族的專利，喝咖啡可以說是上流社會

的交際活動，消費對象以紳士名流居多。有趣的是許多的咖啡館皆在這個

時期成立，如田園、朝風、美而廉、四姊妹、明星等咖啡館，而許多的文

人、作家及音樂家也都聚集在這些咖啡館中，在那個時間咖啡館也算是醞

釀出不少的文人雅士。而一般台灣民眾雖然消費不起這樣昂貴的咖啡，但

是還是有不少的台灣民眾進到咖啡館內，大部分的台灣民眾都不是去喝咖

啡的，大多是去感受這種洋化的空間跟情調。 

3. 經濟發展期（1961-1979） 

此時歧視接受美援與外來文化的時期，在工商業及經濟快速發展的情

況下，各行各業繁榮發展，台灣社會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化時代，消費能

力逐漸提高。都市化的繁盛更帶動了民眾對於咖啡館這類休閒消費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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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因此 1960 年代可以說是明星、野人、朝風、田園等咖啡館的輝煌時

期，不過在此時期，由於觀光大飯店紛紛附設咖啡館，因此吸引當時大批

來台洽商的商人在咖啡館裡洽公，於是越來越多咖啡館林立；1977 年日本

人來台開設的「蜜蜂」、「UCC」等大眾化的咖啡館陸續成立，明亮潔淨的

品味空間及手工濾煮的咖啡，讓咖啡館逐漸深入民眾的生活。 

從 1970 年代進入 1980 年代這段期間，咖啡的另一個角色是附屬於西

餐與快餐，這和「波麗露」的咖啡西餐雷同，但意義卻不相同，在「波麗

露」的咖啡西餐是有錢人的專利，但平價西餐廳的咖啡西餐卻是一般人就

可以消費得起的，因此滿街的「蜜蜂咖啡」與強調物廉價美的「咖啡西餐

廳」使得咖啡在台灣社會普及起來。 

4. 1980-1990 年代 

1980 年代的台灣腳步走得很快，國民生產毛額從 1981 年的 2669 美元

躍升到 1990 年的 8111 美元。1981~1990 年的十年更是台灣政治解嚴、思

想從政治壓迫中逐漸解放出來的年代，就在這個時期，有越來越多的將喝

咖啡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而在這個時期，以商業導向的咖啡館出現以

及即飲咖啡與即溶咖啡的問市，使得人們可以隨時隨地想喝咖啡的時候就

買得到咖啡，改變了喝咖啡的習慣，突破了原有喝咖啡的時間及空間的限

制，不過，雖然即飲咖啡跟即溶咖啡的出現，大大增加一般民眾對於咖啡

的接受程度，但是某種程度上面來說，也搶走了不少原本屬於咖啡館的消

費者，但並不是因為即飲咖啡或即溶咖啡比較好喝，而是他們在方便性上

比咖啡館容易也便宜得多。同時期新型態的創意空間咖啡館也引起革命性

的轟動，如中山北路的「舊情綿綿」，或是與書坊結合的書香咖啡屋「書

香園」，或是庭園咖啡屋等等。 

5. 1990 年至今 

1990 年代又有一場「咖啡革命」，是日本引進的 35 元「平價咖啡專賣

店」興起。1991 年第一家日式 35 元「咖啡專賣店」-「羅多倫」在台灣成

立，同類型的咖啡專賣店也有台灣自有的品牌，如丹堤、阿法貝塔等分散

在全台各地，這類咖啡專賣店已經可以用電腦操控、全自動烹煮，一切講

究快速、俐落、簡單，這樣的條件也顯示在專賣店理的空間設計，主要是

明亮寬敞，但是多播放流行音樂，因此有些吵雜。自從這些主打 35 元的

咖啡專賣店出現後，台灣正式進入新咖啡時代，與同時間盛行的泡沫紅茶

店成為當時休閒餐飲市場兩大主流，在 1997 年，35 元的平價咖啡開創年

產值 100 億的市場，在財團集團化的經營下已大幅超過「傳統咖啡店」的

產值。但是 1995 年，當時從日本引進的「真鍋咖啡館」開始呈現出不同

的形式，他們強調傳統的精緻咖啡和專業的沖泡咖啡技術，與 35 元咖啡

形容強烈的對比，不過各自的客群不同，因此相互的影響並不太大。1997

年，國人自創品牌的咖啡專賣連鎖墊「西雅圖極品咖啡」繼 35 元咖啡專

賣店之後在台灣猛開分店，「西雅圖」以義大利式的「拿鐵」咖啡帶動了

「濃縮咖啡風潮」，1998 年統一超商與美國星巴克結盟，正式在台灣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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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咖啡館，也將以義式咖啡為主的歐美系咖啡連鎖店推向顛峰，也將

國人喝咖啡的習慣以及咖啡的市場大大地擴張。 

目前台灣的消費者對於咖啡有許多的消費型態可以選擇，明亮快速的

咖啡連鎖店、溫馨創意的個性咖啡館、多元化經營的複合式咖啡館以及強

調空間與環境的庭園式咖啡館等多種型態，此時咖啡館因應市場需求及行

銷策略已經發展出多種經營樣貌。本研究將主要連鎖咖啡館在台灣所開設

的店數列於表 4-1-1，由於各連鎖店開新門市的時間相當快速，讓許多研

究者的數據不斷在後方追趕，表 4-1-1 乃台灣連鎖加盟協會於 2004 年針

對台灣咖啡連鎖產業所做的分析，因此採用的數據是到 2003 年的年底。 

表 4-1-1：2003/12/31 止台灣各家連鎖咖啡館的數量 

 星巴克 丹堤 伊是 西雅圖 客喜康 真鍋 羅多倫 怡客 

總店數 122 89 49 36 68 46 30 34 

資料來源：台灣連鎖加盟協會，2004 

另外，由於咖啡館的數量越來越多，因此對於未來的發展乃朝向將咖

啡館塑造成消費者的第二間辦公室（與星巴克第三去處有異曲同工之處）

也是咖啡業者努力之目標。咖啡業者估計，台灣約有二百萬筆記型電腦及

PDA 使用者，都是潛在的客戶，如此大塊的餅是許多連鎖業者垂涎三尺的。

咖啡業者也紛紛進駐百貨業，百貨公司愈開愈大，店內的咖啡店成為街逛

累最佳歇腳之處，台南幾家百貨公司都有大型連鎖咖啡店進駐，美系的大

遠百或年輕百貨 FOCUS 以星巴克為主，日系的新光三越中山店最近在二樓

引進同為日系的咖啡館。為了在不景氣中充分運用店面，以及滿足顧客餐

飲、休閒社交的需求，連鎖咖啡業者和速食業者紛紛開發和加重本業以外

的產品和功能，提高門市的附加價值和營收。有八十八家連鎖門市的丹堤

咖啡，數年前因應消費者的需求，在咖啡飲品之外，增加中式套餐，並持

續開發各種精緻的餐點，滿足消費者多元的用餐需求。除了丹堤，伊是咖

啡店也相當積極經營餐飲業務。伊是咖啡指出，現在營業內容還是以飲料

（主要是咖啡）為主，但是，這幾年來陸續增加餐的比重，未來也會持續

開發新的菜色。另外，增加下午茶產品，並配合休閒舒適的用餐環境，在

下午、晚間非用餐時間可以吸引客人，增加營收（台灣連鎖加盟協會，

2004），剩下只供應咖啡的連鎖咖啡館少之又少，不過佔台灣咖啡館數量

最多的統一星巴克仍不提供套餐，仍是以咖啡為主，提供一些搭配咖啡的

三明治或是糕點而已。 

針對未來的發展，統一星巴克總經理徐光宇（2003）表示，「台灣數

十年來經由不同咖啡業者的努力，持續地與消費者溝通重要的咖啡生活觀

念，而獨特的星巴克咖啡體驗，五年前適時進入了這個場域，是一個機會

也是一個對咖啡產業的責任。五年來統一星巴克將星巴克咖啡的文化帶入

台灣，不只將咖啡普及化、大眾化，更帶動一連串連鎖咖啡店的興起。確

實對台灣咖啡產業及消費者生活型態上有明顯改變，例如：最明顯的莫過

於咖啡店商標的改變，許多咖啡店的商標形狀都更改以圓形為主流，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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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要看到便會與咖啡店產生聯想；其次是咖啡業者對咖啡店裝潢氣氛的

重視，強調喝咖啡時身心靈體驗的感受；消費者上咖啡店的目的也漸由洽

公，逐漸轉變成一種三五好友聊天休閒或是一人獨處想事情時的好去處；

而現在幾乎人手一杯的隨行杯風氣，也是由統一星巴克開始引進，不但可

省錢也帶給台灣消費者另一種環保的新概念。由於咖啡產業間的互相競

爭，提昇了台灣咖啡產業的水準等，都是統一星巴克五年來間接造成的影

響。經過五年來的努力耕耘，統一星巴克對台灣咖啡文化及消費者對咖啡

的消費習慣都有許多影響及改變，相信未來 5年，對台灣咖啡產業的提升

將有更重要的幫助」（引自星巴克網站新聞稿）。  

 

之前的研究者大部分都已經介紹過星巴克的發展，不過本研究仍對於

星巴克做一個簡單的整理及介紹，以期能夠更加清楚地說明新消費工具的

發展。此部分資料根據蔡文芳（2001）、林恩盈（2002）、陳育慧（2003）

之整理、韓懷宗（1998）所譯之《咖啡王國傳奇》、星巴克咖啡台灣官方

網站（www.starbucks.com.tw）以及遠見編輯部（2001）所著之《統一星

巴克總經理徐光宇複製統一超商內部創業成功的活力》所整理而成。 

星巴克於 1971 年 4 月由包德溫（J. Baldwin）、波克（G. Bowker）、

席格（Z. Sieg）三人共同出資及向政府借貸而成立，原先只是座落於美

國西雅圖派克地市場（Pike Place Market）的一家提供顧客關業咖啡知

識以及教導顧客如何在家裡煮好喝咖啡的小型咖啡豆、茶葉及香料零售

店，在當時的星巴克只賣咖啡豆，而不賣一杯杯煮好的咖啡，除非是顧客

要試喝。直到霍華‧蕭茲（H.Schultz）在 1983 年去了一趟義大利米蘭之

後，決定將義大利式咖啡館的氣氛及飲品引進美國，不過由於販賣現煮咖

啡的經營型態與當時星巴克的經營理念不合而作罷，直到 1987 年星巴克

發生財務危機，而蕭茲遊說金主出資而將星巴克買下來，並將星巴克咖啡

公司（Starbucks Coffee Company）更名為星巴克企業（Starbucks 

Corporation），這時星巴克才逐漸從西雅圖的小咖啡烘焙兼零售商，轉型

成為目前的咖啡連鎖店，更進一步發展成為全美最大的咖啡連鎖店；而星

巴克也因為轉型及在北美地區盛行的結果，改變了美國人喝咖啡的習慣，

從原本喝淺烘焙豆咖啡或是以牛飲的方式品嚐咖啡改變成喝星巴克的重

烘焙式咖啡。 

星巴克自 1987 年由咖啡零售商轉型為咖啡專賣連鎖店後，便不斷地

向西雅圖以外的地區展店，並和不同品牌進行策略聯盟以擴展其在北美的

咖啡版圖，例如 1996 年與醉爾斯冰淇淋（Dreyer＇s Grand Ice Cream）

及百事可樂（Pepsi-Cola）公司合作開發冰淇淋和罐裝法布其諾

（Frappuccino，即星冰樂）咖啡，在 1998 年與一些地方的書店及餐廳結

盟，甚至跟航空公司結盟，以多樣化其行銷通路。除此之外，星巴克更在

1995 年成立星巴克咖啡國際公司（Starbucks Coffe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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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簡稱 SCI），並在同年以合資授權的方式與日本 SAZABY Inc.簽約，

合作共同開發日本市場，並在次年 1996 年八月在日本東京銀座開設在海

外的第一家分店，正式開始星巴克的國際化，而如今更是全球咖啡館數目

最多的企業，同時也是靠咖啡館成功上櫃的首例，在美國甚至有些華人社

區以「星錢」咖啡來形容星巴克咖啡。 

而在統一超商總經理徐重仁知道日本銀座開設分店的消息以及親眼

目睹了星巴克在東京的成功之後，加入了星巴克台灣代理權的競爭，並在

1997 年 9 月與美國星巴克達成協議，統一超商與星巴克以合資的方式在台

灣成立統一星巴克公司（President Coffee Corporation）開設並經營星

巴克，以進軍台灣的咖啡豆零售及飲料市場。統一星巴克得到的是台灣地

區零售店、經銷商以及新產品的代理權，除了可以代理美國星巴克相關商

品的販售外，還可以自行設計不同的包裝、研發新產品，甚至還可以自行

接洽通路或發展其他多樣的產品線（例如郵購、網路購物等）。1998 年 3

月 28 日，星巴克在台北市的天母商圈開設了第一家門市，此後便以相當

快的速度成長，在五年內便突破一百家。 

統一星巴克總經理徐光宇認為，以當時的咖啡環境來看，因為市場較

小、喝咖啡的人口層較固定，因此星巴克進入台灣市場所做的定位與行銷

推廣，主要以精緻化為主，因此統一星巴克自我定位為「精品咖啡專賣店」

的咖啡零售服務業，以提供最高品質的現煮咖啡，以及提供與咖啡相關的

周邊商品（如咖啡豆、咖啡沖泡器具、咖啡杯甚至是音樂 CD），還有為了

配合台灣人喝咖啡的習慣，因此也致力於研發一些與咖啡搭配的糕點。星

巴克標榜以「最高品質的咖啡塑造獨特的人文精神，讓顧客感覺到咖啡香

味與精神上的解放」，並透過服務以及搭配星巴克獨特的空間設計理念，

以營造一個以休閒為導向，提供消費者在辦公室與家庭以外的「第三個好

去處」。 

為了要達到「精品咖啡專賣店」的意象，因此一開始設立門市的時候，

為了確保營收以及宣傳意象，第一年的幾家店不是設立在許多外國人居住

的天母地區，就是設立在商業辦公區附近，藉由出沒的外國人以及西裝必

挺的上班族，向一般的消費者宣傳星巴克是一家精品咖啡館，同時也吸引

一般民眾的注意。之後門市的設立往往位於地點明顯的地方，如街角、捷

運站出口、辦公大樓或是商圈附近，能見度相當高，因此我們可以很輕易

地在市區中找到星巴克。如今它是否還是精品咖啡館有待商榷，因為它在

台北的密度已經相當高，而且還在成長當中，對於一般的民眾來說，星巴

克已經不再像剛成立的時候有「精品咖啡」的意味了，反而有「麥當勞化」

的現象（此處並不是 Ritzer 的麥當勞化系統，而是指星巴克也像麥當勞

一樣，在台灣已經變得相當普遍，像麥當勞在台灣消費者心中的地位），

雖然還稱不上是「平價咖啡」，但是對於（台北的）消費者而言，星巴克

幾乎是隨手可得。 

星巴克雖然自創業開始不斷堅持其產品導向的經營理念，但他們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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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總裁霍華‧畢哈（Howard Behar）則認為咖啡再好喝也是人製造出來的，

服務人員的素質會直接影響產品的平價以及第一線與客人接觸時的態

度，因此星巴克將「人」列為第一優先，視員工為星巴克最大的資產，而

不是生產線上的消耗品，他還提出「不要只是餵飽員工的胃，而是要滿足

員工的心靈」、「我們不是在咖啡的產業中服務人，而是在人的產業裡提供

咖啡服務」。加上蕭茲父親的經歷，所以在美國星巴克為服務的每位員工，

即使是兼職的員工，只要他在星巴克工作滿 20 小時以上，都會為他們投

保健險。這項動作在當初美國的企業中是很少見的，因為美國的健保是屬

於保險，人民可以自己決定要不要加保，而企業提供健保補助的更是少之

又少，因此星巴克這項舉動在美國變成一項壯舉，也顯示出他們確實將員

工列為最大的資產。 

同時，由於星巴克是一個服務業，門市其實是星巴克與顧客互動最重

要的門戶，因此即使不是應徵到門市，剛進入星巴克的員工每個人都必須

要到門市去實際體驗一段時間，雖然每個人依職務的不同而在門市的時間

長短不同，但是每位員工都實際在門市有跟客人直接的接觸過，實地在門

市從事過所有的工作的結果，除了可以讓坐在辦公室裡面工作的員工很清

楚知道門市的需要外，也會因為跟顧客都有直接接觸過的經驗，因此對於

顧客的需求會比較在意，也讓所有的員工都更能夠認同星巴克以及體認到

星巴克的使命。星巴克的使命為：提供完善工作環境，以敬意及尊嚴來對

待所有的員工；多元化觀念是經營的重要原則；採行完美無缺的高標準，

採購、烘焙、分銷新鮮的咖啡；盡力培養極度滿意的客人；積極回饋我們

的社區和環境；體認利潤是未來成功的要件。藉由認同這六項宣言，星巴

克的員工對於整個公司有著高度的熱誠及認同感。 

統一星巴克幾乎可以說是美國星巴克的移植，在許多的地方都是一致

的，但是為配合市場需求也是要做適度調整的，統一星巴克總經理徐光宇

提出了所謂的 5C，即：推廣精緻的咖啡文化（culture）；走精品咖啡路線，

並以提供及教育消費者認識最高品質的重烘焙咖啡為己任（coffee）；強

調與夥伴及與顧客之間的互動關係（connection）；提供消費者最快速便

利的服務（convenient）；提供中式的點心，即將點心的口味本土化，像

發展鹹食及本土化的糕點，如「像鳳梨酥的西式點心」等，及因應中國的

節日提供節慶點心或產品，如在中秋節提供「咖啡月餅」及過年時特地挑

選出來的「新年咖啡」（Chinese food and beverage）。前三項所強調的

是星巴克最基本的產品導向、人本導向的經營理念，剩下的「便利」乃是

源自統一超商的公司文化與經營理念，提供消費者便利；而「中式點心或

產品」則是能夠更加融入到在地社會的生活脈絡當中。徐光宇強調，統一

星巴克這幾年來成功開發了許多台灣本土化的商品，如抹茶奶霜星冰樂、

咖啡口味的中秋月餅、咖啡蛋捲、焦糖吉利星冰樂等都是非常受歡迎的本

土化商品，尤其是抹茶奶霜星冰樂，就是由台灣開發在日本成功上市銷售

的商品，相信統一星巴克的商品開發能力已得到全球 Starbucks Coffee

的肯定。未來，如何加強開發適合台灣市場的本土化商品是目前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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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之一。 

再者，星巴克仍努力在其咖啡零售通路上持續多樣化，除了美國有星

巴克餐廳及星巴克音樂公司外，在美國還有所謂的「Drive through」，像

麥當勞的得來速。台灣目前還沒有這樣服務，可能是因為場地的關係，在

台灣要有這樣場地的門市並不多，且台灣的消費者到星巴克去都不單單為

了一杯咖啡，通常也會了享受在店內的氣氛，或其他個人的理由，因此大

部分的顧客都喜愛待在星巴克的店內，這點是與美國星巴克的型態相當不

同的。台灣的星巴克雖然還是主要在販售咖啡及其相關產品，但是台灣星

巴克的糕點算是很特別的，與台灣的其他咖啡館相比，星巴克的糕點很有

創意，且不斷會有新的產品上市，同時也會配合節慶推出蛋糕，例如母親

節蛋糕。 

目前統一星巴克的資本額為一億九千八百萬元，資產總值為八億八千

一百七十二萬一千元，而九十二年的營業收入則高達二十億五千四百四十

六萬三千元（引自統一超商 2003 年中文年報：125）。而且目前仍屬於還

在成長的階段，未來星巴克的資產總值還會在上升，每年它的成長率以及

店數都是屬於正成長，因此我們可以預見星巴克在不久的將來依舊會在這

個正在蓬勃發展的咖啡產業獨領風騷。因此本研究以星巴克為例，相信可

以很貼切地描述新消費工具的特性及發展。 

不過上面所描述的僅是星巴克如何發展以及統一星巴克的成立與發

展過程，星巴克實際的運作及操作情形並沒有詳細介紹，我們將在下一個

章針對統一星巴克在台灣的情形以新消費工具的特性加以分析。 

 

雖然咖啡在台灣行之有年，但是台灣的茶葉一直是台灣消費者對於飲

料選擇上的一項傳統，茶產業是如何因應咖啡產業的入侵呢？有採行怎樣

的策略嗎？查詢幾年來的博碩士論文竟然發現大部分的論文焦點將放在

茶葉這項產品的本身，對於茶的產業在飲料市場的佔有率被咖啡所威脅

著，但是依舊沒有發現有相關的研究針對這個部分進行探討，根據研究者

本身的經驗，對於茶葉與咖啡的選擇上並不經常產生衝突，有時一天中這

兩者都會被選擇到，畢竟因為一天中所能飲用的咖啡數量有限，也不可能

一整天都在喝咖啡，但是泡一壺茶往往可以喝一個早上或下午，而且喝咖

啡在數量及時間上都比飲茶短，是這樣的原因造成其他的研究者們不認為

這是個問題嗎？原因有待相關研究者的努力。 

但是有五十年製茶、賣茶基礎的天仁茶業，在景氣蕭條中，和所有傳

統產業同樣面臨生存困境。而茶業在台灣面臨更大挑戰，一方面台茶產量

有限，內外銷能力已經飽和；傳統茶藝館吸引不到年輕客人，滿街連鎖咖

啡館也改變國人的喝茶習慣。「沒有不景氣、只有不努力！」李勝治自信

的說，企業存在的目的，是為成功找方法，而不是為失敗找藉口。「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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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淘汰的企業，沒有被淘汰的產業！」為了增加茶業的附加價值，天仁用

一年時間研究國內外市場，於是誕生了「喫茶趣」。喫茶趣首先確定客層，

針對天仁茗茶原本客源之外的國際商務人士，和假日需要休閒用餐去處的

家庭或年輕族群，以「現代多元中國風」定調餐廳風格，將茶藝館的傳統

模式，轉換成新潮的複合茶館，「喫茶趣」以傳統與創新的精神，在店內

的裝潢採用「現代多元中國風」的風格，以年輕、休閒、生活化的「新茶

文化」為概念，將現代簡潔明亮的設計與中國細緻優雅的質感融合，創造

出喫茶趣多元的風貌。在天仁喫茶趣裡，他們堅持用天仁最優質的茶葉，

自創出獨樹一幟的茶飲、茶點、茶膳，讓消費者不只是喝『茶』，生活上

也可從飲食中輕鬆品嚐到『茶』的奧妙。民國 88 年開幕第一家店之後，

至今拓展成海內外 10 家店；另外，天仁也和可口可樂合作推出罐裝即飲

茶品，讓源遠流長的飲茶文化，貼近年輕與流行。 李勝治說，如果只賣

茶，天仁還是可以賺錢，「但賣茶必須和文化結合，才能維持長久」（參考

台灣連鎖加盟協會網站、天仁喫茶趣網站）。 

天仁的改變正反應了消費者習慣的轉變，雖然研究這方面問題的研究

者並不多，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咖啡市場的擴張影響到了原本台灣社會

的飲茶習慣，加上兩者所打算採用的行銷手段雷同，都希望能夠提供消費

者一個舒適、悠閒的環境，讓消費者能夠在這樣的場合裡放鬆心情，因此

這兩大飲料在台灣市場中必定是競爭激烈的。尤其茶產業為因應咖啡的影

響，除了天仁設立了「喫茶趣」複合式餐廳外，還有許多連鎖的茶館，透

過中國風味的裝潢擺設，或是日式榻榻米式空間，提供消費者一個喝茶的

好場所，配上中式的茶點，同樣提供一個精心設計的空間；也有許多非連

鎖的茶館，提供消費者休憩的場所，同時，在台北兩大主要喝茶的場所---

陽明山及貓空的茶館在經營型態上，更加強調整體環境、空間的設計，同

時也大多採用像天仁一般「現代多元中國風」的風格，營造出不同於咖啡

館的空間設計，以期抵抗咖啡產業所造成的衝擊及影響，並創造出屬於他

們的驚奇及特殊體驗給消費者。可以發現，茶產業也開始採用新消費工具

的型態在經營，以應對咖啡館的大舉入侵。 

我們可以看到茶館的周圍總是會布置一些竹子，中式傳統的桌椅或是

一些水墨畫，呈現出一種悠閒的氛圍，跟在咖啡館中喝咖啡的意義差不

多。不過可以發現不管是茶或是咖啡都只是販售的產品而已，但是販售這

些產品的地方，隨著新消費工具的盛行，如果不想被市場所淘汰，茶館或

咖啡館同樣都必須採用新消費工具的形式，以吸引更多的消費者在其中消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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