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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外在分析與機會威脅認定 

外在分析包括環境分析、產業分析、顧客分析以及競爭對手分析

等四部分，外在環境分析旨在分析大環境變動的趨勢，以及對企業策

略有直接與間接影響的環境事件，找出其對亞力山大所處產業結構可

能產生影響的潛在因素，並評估其發生的可能性、和發生後的衝擊。

本研究先逐一分析所處產業的外在環境分析，據而找出健身休閒產業

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認定亞力山大所可能面臨的機會與威脅。 

第一節 環境分析 

本研究所進行的環境分析包括科技面、政策面、經濟面與文化面

等四個構面。 

一、 科技面 

（一） 網路科技發達 

隨著網路科技的發達，逐漸拉近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加速

資訊傳遞的速度，也使得資訊無國界，帶給生活無數的便利，

進而提高人們的需求層面，另一方面，藉由網路科技的發展更

能掌握顧客的喜好，面對求新求變的產業發展，有賴網路科技

的傳輸速度，使產業更能及時回應顧客的需求。 

（二） 資料庫行銷蔚為風潮 

藉助於科技技術的進步，資料庫行銷蔚為風潮，顧客資料

的建立，針對資料庫中顧客特性、消費行為、消費習慣、偏好

程度、潛在消費能力與再次消費的可能性等進行分析，有效實

行顧客關係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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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策面 

政府有意促使服務業升級，增加服務業競爭力，因此對健

身休閒產業的發展而言，是一大助力，另外也有中華民國有氧

體能運動協會的成立，使健身休閒產業的推動與發展有更大的

空間。 

現今運動休閒俱樂部皆朝向大型化、複合式經營型態目標

前進，在同一運動休閒俱樂部場地聚集的消費者人數眾多，有

關公共安全法令的符合與執行，為運動休閒俱樂部業者必須考

量的重要經營因素。另外，由於消費者意識抬頭，消費者保護

法大力實施，運動休閒俱樂部的經營必須愈來愈重視消費者權

益，無形中增加了相關的服務品質成本。 

（一）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Aerobic Fitness & Health 
Association of R. O. C., AFHA) ，成立於 1990 年 1 月七日。以

倡導全民運動風氣，推廣正確體適能健康觀念，加強有氧體能

指導員/教練的專業知識與能力，提升國內有氧體能運動水準

為宗旨。 

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主要任務包括： 

1. 推廣有氧體能運動及相關專業知識與能力。 

2. 舉辦國際及國內專業有氧體能運動指導員/教練研習

營，並核發合格證書。 

3. 編譯及出版相關有氧體能健身運動書籍、刊物、圖片

及錄影（音）帶。 

4. 其它相關推展各種水上、陸上有氧體能運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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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舞國人重視規律的運動，確保體適能維護，積極促進

健康，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主要發展方向包括： 

1. 加強體適能中心業者在職進修教育 

體適能中心在台灣的設置，目前良莠不齊，因此

指導的方向與內容可能尚不理想，如何提昇水準，使

其具備專業要求，應為協會當前重要的工作之一。  

2. 繼續強化國際交流 

本協會過去一向與國際專業師資及團體都有密切

聯繫，並藉助他們的專業素養，協助本協會舉辦活動

以及證照之檢定。未來期望本協會能更進一步與更多

體適能相關之國際組織接觸，借重他們的專長，使本

協會在國內推動體適能的工作，更能與國際先進國家

接軌。 

3. 提昇對會員的服務品質 

會員是本協會最重要的人力資源，期望提供協會

成員更實質也更專業的服務，始能符合「我們服務會

員；會員服務社會大眾」的理想。 
協會是我們共同的家，盼望有更多的新生會員加入我

們的團隊，讓我們手牽手、心連心，為共同創造國人

更健康的生活願景而努力。  

三、 經濟面 

隨著經濟有逐漸復甦的跡象，消費者在健身休閒方面的消

費也跟著提高，使產業中的業者爭相擴大經營規模，並提升服

務的項目與品質，創造產品與服務本身的附加價值，使消費者

在健身之餘能達到心理層面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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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面 

（一） 民眾對健康休閒活動的重視 

隨著國內國民所得提高，民眾對生活休閒、健康運動的需

求，因而運動健身產業隨即孕育而生，近年來由於社會經濟的

蓬勃發展，國民生活水準的提昇，民眾對健康、保養、休閒的

需求也越來越高。 

（二） 顧客喜好多變 

健身休閒產業提供的服務若僅是單純的運動，已經無法滿

足顧客多變的喜好，顧客的需求是多樣的、豐富的，而且有趣

的，各種功能的器材，精緻化的服務，與完善的課程才能滿足

消費者對運動休閒需求的多變與講究。 

（三） 顧客希望有量身訂做的服務 

顧客的喜好不僅多變，而且需要有針對個人需求的運動專

業知識諮詢，規劃量身訂做的健身課程，因此健身休閒產業的

經營也必須考量客製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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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分析 

本節將分析我國的健身休閒產業，內容包括：產業規模與成長、

產業結構、成本結構、配銷體系以及產業的發展趨勢。 

一、 產業規模與成長 

隨著國內國民所得提高，國人越來越重視其生活品質，相對增加

民眾對生活休閒、健康運動的需求，因而運動健身產業隨即孕育而

生，茲就產業現況與發展論述如下： 

（一） 屬內需型產業且多位於人口稠密的都會區 

由於運動方式及習慣存有區域屬性，因此台灣的運動休閒

俱樂部人口大多是在當地生活或工作者，屬於內需型產業。另

外，台灣地小人稠，大型公園綠地及運動場所並不多，都會人

口對運動休閒埸地的需求若渴，因而大多數的運動休閒俱樂部

均以交通便利、人口眾多的都會區為優先選擇，致都會區的運

動休閒俱樂部增加速度很快，競爭非常激烈，無法提供多元化

服務、設備及服務品質較差的俱樂部，將面臨被淘汰的命運。 

（二） 大者恆大及連鎖經營 

台灣的運動健身產業經過二十餘年的發展，已升級為講求

全方位服務，包括運動埸地及設施的先進完備及便利性、運動

內容的多樣化，運動專業知識的諮詢，以及重視美容及休閒概

念的健康休閒產業。為了滿足消費者對運動休閒需求的多變與

講究，須有龐大的資金及完善的服務做為後盾，因此，傳統的

小型運動俱樂部在此潮流下，生存空間逐漸縮小，產業已形成

大者恆大及連鎖經營方式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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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運動休閒俱樂部適合的經營地點不易尋找，再加上經營成本

逐年高漲，消費者漸趨理性，造成產業成長與獲利空間困難度遽升，

回收期延長，以致造成供給面無法大量擴增。目前現有的運動健身中

心多朝向經營項目擴充，部份小規模業者則因經營成本回收不易而退

出市場，新進入業者因規模不足或經營困難，已不易生存。現今運動

市場在生活型態趨向注重休閒及健康概念，以及國內運動空間不足之

下，已轉向多樣化。因此，結合了運動健身、泳池水療、SPA 舒壓、

舒活桑拿、豐富多變的有氧課程，提供專業充足的運動器材及專業健

身諮詢、美容保養諮詢和社交聯誼等功能，滿足消費者不同需求的運

動休閒俱樂部，深深契合現代人之消費習性。 

在各項運動休閒活動中，戶外運動休閒受天候之影響相當大，且

運動休閒區大都位於郊區，但台灣的運動休閒地區在假日時往往有嚴

重塞車情形，降低民眾出外運動休閒之意願；再加上國人對於運動與

健康的觀念亦加速提昇，進而帶動對於健康運動兼休閒的需求，同時

全球經濟景氣逐漸恢復，更促進運動風潮加溫。健身運動中心為室內

活動，不懼天候之變化，運動型態廣為民眾所接受，且消費者互動性

較高，可達到共樂的效果，已成為運動休閒之主流。此外，由於大型

主題館及運動有氧課程持續的推出且多元化，創造新流行，運動休閒

連鎖業者也不斷地翻新促銷手法以招攬愛運動的民眾，使得消費者對

於健身休閒俱樂部之需求渴望呈穩定成長的趨勢。 

二、 產業結構 

產業結構分析可以圖 4-1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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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   

供應商 

的議價力 
→ 

產業內現有 

業者間的競爭 
← 

購買者 

的議價力 

  ↑   

  替代品的威脅   

圖 4-1  產業結構分析 

（一） 供應商的議價力 

最主要的供應商包括美容產品、器材、健身器材與電腦設

備等，基於產品的品質與功能性的考量，大部分的供應商多為

國外廠商，當企業對器材的功能與外型都很講究時，所能選擇

的供應商種類並不多，此時供應商具有一定程度的議價力；不

過，另一方面，當企業挾帶著規模的龐大、良好的商譽與強勢

的品牌，則供應商的議價力相對較低，當這種型態的企業選擇

某家供應商的器材設備時，對該家供應商而言，具有正面的帶

領效果，猶如供應商的展示櫥窗，結合企業的品牌知名度，相

當於將供應商的器材展示在知名企業的俱樂部中。 

健身休閒產業中的各家企業規模與知名度不一，因此，對

於大規模與高品牌知名度的企業而言，可以相對較低的成本取

得所需的儀器設備，此時，供應商的議價力並不高；然而，當

企業所要求的產品需同時兼具功能性與美觀的視覺效果，且提

供教育訓練課程以及其他國家商品的相關資訊，此時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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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培養相當重要，而且企業所面臨的選擇性較少，相對的

供應商議價力較高。 

（二） 購買者的議價力 

目前健身休閒產業中主要的運動休閒俱樂部(中心)業者

至少有七大品牌，營業據點超過 100 家，顧客可選擇的種類繁

多，而且單就同一家健身休閒俱樂部，具有多家營業據點可選

擇，顧客會針對交通便利、設施多元、課程豐富與價格優惠等

不同的角度進行比較篩選，因此，在健身休閒產業中購買者的

議價力高。 

（三） 替代品的威脅 

在健身休閒產業中，產品不斷的推陳出新，相關的科技技

術也不斷的進步，可以說替代品的出現同時也帶來產業的不斷

創新，因此在產業中具有替代品的威脅也同時帶動產業的進步

與成長，使整合性的功能與服務變得更齊全更完整，提供給顧

客更多的便利性。 

（四） 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在大陸地區有整體全方位的競爭對手，包括英、美、日

等國的公司，但這些外國公司並未對大陸市場進行本土化的改

良，因此現階段這些外國公司並未將大陸與亞洲市場視為一個

重要的市場，因此雖然存在潛在競爭者，但是整合性全方位的

競爭者可能目前並未成形。 

由於台灣運動人口與歐美先進國運動人口比率，尚有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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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成長空間，再加上民眾對身體健康意識增強，及經濟蓬勃

發展促使個人消費能力提升等諸多因素結合，迫使運動休閒俱

樂部經營者，得不斷尋找新的、方便的據點開店營業，甚或其

他新的運動休閒俱樂部業者，競相投入競爭行列，搶食產業大

餅，增加營運的挑戰性。 

（五） 現有業者間的競爭 

雖然目前在產業內的競爭者有近 100 家左右，其中不乏

國外的健身中心與俱樂部，包括佳姿(健身、減肥)與統一伊士

邦(SPA、俱樂部)等，另外也有國內的集團參與經營，如，加

州，不過休閒健康產業的利潤薄弱，經營者需要懷抱長遠的理

想，不斷投資在未來與研發，為企業灌入新生命，因此若單純

集團投資，缺乏長期產品研發的努力，並不容易延續其競爭優

勢，在各專業必須要有特色才得以生存。 

綜合五力分析的結果，我們預期產業在未來的競爭狀況將更為激

烈，隨著設備儀器的推陳出新與研發技術的進步卓越，因此經營者必

須有長遠的眼光，伴隨創意的經營理念，從利基市場對高階服務的需

求發展來看，將能為亞力山大帶來利潤成長的空間。因此，相信在管

理人才的培養，專業人才的培訓，以及豐富多元的經營創意下，穩固

發展亞力山大在健身休閒產業的市場地位，配合策略擬定與執行得

當，未來產業的獲利前景依舊看好。 

三、 成本結構 

產業中，總成本大約佔營收的四至六成，其中，以人事成本所佔

比重最大，約佔總成本的 50%左右；其次是設備攤提與銷貨成本，約

各佔 20%；最後是現場清潔，約佔總成本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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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配銷體系 

近年來由於社會經濟的蓬勃發展，國民生活水準的提昇，民眾對

健康、保養、休閒的需求也越來越高，因而造就運動休閒產業發展出

一套完整之上、中、下游體系。從上游運動設備器材、美容設備、保

養品、清潔用品、餐飲食材供應商，到中游的健康休閒俱樂部業者，

以至下游的廣大消費群(會員或優待券使用者)。茲將其行業相關之

上、中、下游關係圖列示如下： 

 

 

 

 

 

 

 

 

 

  

 

 

 

 

圖 4-2  產業上、中、下游配銷體系 

五、 產業的發展趨勢 

健身休閒俱樂部在商品的開發經營上，近年來開始有顯著的多樣

化轉變。成功經營俱樂部，除了據點、空間以及設備需具備多樣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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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外，最重要的是需要不斷引進最新課程，藉由專業豐富的內容

創造消費者對於運動的熱情，才能吸引更多消費者投入運動，目前產

業發展趨勢分析如下： 

（一） 複合式經營型態 

為擴展消費層，提昇消費意願，並增加會員進出場次及

使用頻率，創造二次消費，健身休閒俱樂部除了提供專業功能

健身器材、設備、團體有氧課程、游泳池、三溫暖等基本設備

外，SPA 美容療程、課程、產品、硬體設施也成為趨勢，訴求

重點朝大型化、主題化、國際化路線經營，方能使運動休閒的

消費觀念及習慣逐漸進入到民生必需的範疇內。 

（二） 價格大眾化 

早期運動休閒俱樂部客源以高消費族群為主，俱樂部主

要作為應酬之場所，隨著國民所得逐漸增加，一般民眾消費能

力大為提昇，再加上運動、休閒與健康概念的形成，民眾對運

動休閒俱樂部的消費族群有擴大及增加的趨勢。為了吸引各年

齡族群養成到運動休閒俱樂部健身或消費的習慣，以合理價格

提供安全、舒適、專業的歡樂場所已成為運動休閒俱樂部的主

流。因此，市場價格在顧及一般消費者需求及競爭者眾多之

下，已逐漸降至一般大眾容易接受的價格。 

（三） 年輕消費族群趨增 

運動健身俱樂部具有符合時代潮流的運動休閒環境與裝

潢，加上專業之器材及教練，定期的開發以及引進符合國人需

之有氧課程的優勢，對於年輕的消費族群而言，除了不再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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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休閒場所外，亦不必擔心重複使用同樣的運動器材與有氧

課程所需之費用，只要至運動俱樂部即可滿足所需且價格尚可

被一般年輕人所接受。此外．在年輕族群喜歡至健身房運動，

且習慣集體消費行為的同儕風潮下，健身俱樂部年輕消費族群

所佔的比重已逐年提高，超越了商業應酬族群。因此，產品及

服務的設計大部分係針對年輕族群。 

（四） 朝親子化發展 

親子關係在工商發展下逐漸疏離，運動健身俱樂部因提

供了一個可增進親子關係的運動、休閒及娛樂場地，而受到一

般家庭的喜愛。預料此趨勢應會繼續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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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顧客分析 

本節將從市場區隔、顧客購買動機以及顧客尚未被分析滿足的動

機等三個角度分析健身休閒產業市場的顧客型態。 

一、 市場區隔分析 

依不同客層訴求，可將市場區分成下列二大類： 

（一） 入會方式 

依據不同顧客單位的入會方式進行區隔，可包含：個人、

家庭、公司以及學生等。 

（二） 會員卡別 

依據不同的會員卡將顧客進行區分，則包含：生活卡、

菁英卡、 SPA 卡與品味卡等類別。 

二、 顧客購買動機 

健身休閒產業提供的服務若僅是單純的運動，已經無法滿足顧客

多變的喜好，顧客的需求是多樣的、豐富的，而且有趣的，各種功能

的器材，精緻化的服務，與完善的課程才能滿足消費者對運動休閒需

求的多變與講究。 

三、 尚未被滿足的需求 

顧客的喜好不僅多變，而且需要有針對個人需求的運動專業知識

諮詢，規劃量身訂做的健身課程，因此健身休閒產業的經營也必須考

量客製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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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競爭對手分析 

運動休閒俱樂部在形成一股風潮，以及政府加強推動全民運動之

下，許多非專業之經營者紛紛退出市場。雖然目前健身俱樂部仍有外

商搶進，但目前以亞力山大所經營之健康休閒俱樂部，為同業中之最

大，而消費者對安全與服務的要求，更使具經營規模且提供專業、高

品質服務和品牌形象優良者將主導市場。 

若將亞力山大的業務細分成各項專業，可找出該專業中最頂尖的

企業作為競爭對手作為學習對象，以訂定亞力山大經營上的目標，不

過在本節競爭對手分析的部分，我們進一步研究亞力山大之主要競爭

者—佳姿養身工程館，並對競爭對手進行分析。 

1977 年第一家佳姿韻律世界於繁榮的台北都會中心忠孝東路成

立，創辦人為現任佳姿健康集團董事長蔡純真。以「運動舞蹈化，舞

蹈運動化」的理念，引領婦女健康美身的新觀念。  

1986 年起更拓展企業版圖，相繼成立 Wincare 韻律服製造廠及 
Youth Camp 國際行銷公司，將健身美體事業產銷合一，推進世界舞

台，名揚國際。1992 年餘法國巴黎成立研發中心，針對東方女性研

發系列商品與課程，讓氧身工程趨於完整。 

在佳姿邁入第 28 個年頭時，不斷積極拓展市場，不惜成本

的成立 101 氧身運動館，號稱全世界最頂極的俱樂部。然而收費

過高而無法吸引廣大會員加入。在長期處於收支不平衡的狀態

下，隨後在不堪財務負擔下，終於宣佈歇業，而佳姿健身王國無

奈走入歷史。 

也因為如此，讓往後健身產業的經營者背上了一個承重的包

伏，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此一部份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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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姿總事業體系包括有：韻律事業部、美容事業部、商品事業部、

運動事業部、製作事業部、外銷進出口貿易、一般零售業、台灣本島

商品經銷事業、韻律服及快瘦褲服飾工廠。目前佳姿氧身工程館在北

部地區（台北縣市、桃園）共有 22 家直營門市，並積極計劃拓點中，

商品並行銷於新加波、上海、香港等地。  

以下列出佳姿養身工程館的相關重大紀事，以便對競爭對手有更

深入的瞭解。 

‧1977 成立佳姿韻律世界，提倡韻律舞，使其成為高級休閒

指標，帶動社會流行風潮。  

‧1978 成立幼童律動班、小佳姿芭蕾班及協助學校成立舞蹈

實驗班。   

‧1981 開美容瘦身行業先驅，推展推脂減肥技巧手法。  

‧1982 創鬆綁運動，成立被動式運動。  

‧1983 研發一系列美顏美身課程。  

‧1985 與美北卡研製彈性亮襪，並開始行銷亞洲各國。  

‧1986 成立  Wincare 韻律服製造廠，行銷日本東京、新加坡

及吉隆坡。  

‧1987 成立快瘦服研發製造並行銷法國、加拿大、美國、日

本、新加坡、馬來西亞、香港及中國。  

‧1988 成立  Youth Camp 國際行銷公司並開拓 Wincare 品
牌。   

‧1990 亞運選手比賽服設計製造；自美國紐約研製香精油，

並引進亞洲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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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成立法國香榭里舍研究室，針對東方女性研發系列商

品與課程。於美國成功研發彈性蕾絲束褲系列產品。

‧1993 研發上市純棉彈性蕾絲衣褲及純棉暖身蕾絲衣物。在

法國成功研發柔膚油等鬆綁系列產品，在巴黎上市。

‧1994 推廣蕾絲衣、外穿內衣，蕾絲創新展現女性優雅風情。

生化熱瘦塑身產品，在巴黎轟動上市。  

‧1995 運動休閒服新穿著帶動全球雅痞休閒風。推出臉部保

養系列與美粧系列等美顏產品，行銷全球。  

‧1996 精緻寢具文化多重配色時代，冷暖色系薄棉浴袍獨領

風騷。胸頸保養產品，在法國巴黎上市。  

‧1997 年底旅法回國在台北成立氧身工程教育及行銷中心。

家居服以彈性印花棉、法國優閒風，引領潮流。推出

胸頸美白系列產品，美白往胸頸以下推展的呼籲也讓

許多業界紛紛跟進。  

‧1998 人員的教育訓練及氧身工程館內硬體設備的陸續完

成。彈性胸衣創運動人體工學設計，是運動服飾界另

一個里程碑。與歐美同步研發海藻生化產品，是至今

最受歡迎產品。  

‧1999 板橋、永和、內湖、桃園氧身工程館相繼落成，推動

創意舞蹈大賽、氧身工程勝利計劃台北新女人系列運

動。首創 e 世代金屬風格韻律服。研發一系列以天然

產品為主軸的 VIT-C 有氧產品  

‧2000 6 家氧身工程館聯合開幕，男性氧身風氣大起。舉辦

TAE-BO 拳擊有氧大賽與成功研發金色彈性布，與國

際時尚同步流行。塑身市場大革新，推出最先進的生

化塑身膠系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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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14 家氧身工程館全部建造完成，各館主題意識確立。

拉丁有氧比賽、名師大會串活動數千人參加。推出金

絲絨彩妝及藻鹽 SPA 家居產品，成功引進台灣。  

‧2002 氧身補給站海外行銷，建立全球氧身事業。5 月森巴有

氧延燒台灣，成功研發抗老生化系列產品及最新歐法

果草氧身湯「森巴舞之戀」全新上市。  

‧2003 氧身工程館內湖館千坪擴館，22 家氧身工程館版圖完

成。開創將 SPA 注  
入氧身新氣象，建構氧身 SPA 館。  

‧2004 4 月 - 氧身 SPA 館正式開幕，開創高績效氧身鬆綁風

潮。  
7 月 - 101 氧身運動會館正式在 Taipei 101 開幕，為國

內唯一全方位、限量會員的頂級運動會館。  

‧2005 5 月 -在不堪財務負擔下，全台擁有二十餘個據點、近

二十五萬名會員的佳姿集團宣佈，除 101 氧身運動館

外，其餘分店即日起暫停營業一年，進行人力及資產

盤點，會員可到各分館將會員卡餘額兌換等值美容產

品，或是延期一年，但暫不接受退費。  

6 月 -隨後不久，佳姿的資金缺口日漸擴大，在各方的

強大壓力下，最後的堡壘 101 旗鑑店宣告歇業，佳姿

健身王國無奈走入歷史。  

一、 Wincare 

佳姿自創的運動品牌—Wincare 是曲線專家。它行銷日本、歐美、

新加波等地，以大膽、前衛的風格領導流行，在數年之間創造歐美風

情的優雅服飾文化，並以彈性布、蕾絲、棉質材料加入服飾潮流，廣

受國際市場、消費者的信任與肯定。有關 Wincare 品牌建立的歷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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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如下： 

1977‧ 創立佳姿韻律世界，使韻律舞成為全民運動的指標  

1985‧ 於美國研製彈性亮襪，並開始行銷亞洲各國  

1986‧ 成立韻律服設計研發製造廠，同時承製日本品牌且行銷

當地 400 家韻律舞蹈社，同時代理製造美國運動服飾品

牌 Gold Gim 

1987‧ 自創 Wincare 品牌，延伸彈性服飾系列商品，並行銷國

際市場  

1990‧ 獲北京亞運選手比賽選用，Wincare 推至國際比賽場上

1991‧ 領導彈性衣時尚，Wincare 將彈性服與流行剪裁結合，

讓彈性服飾從運動場走上時尚舞台  

1992‧ 美國成功研發彈性蕾絲束褲系列產品  

1993‧ 研發上市純棉彈性蕾絲衣褲及純棉暖身蕾絲衣物  

1994‧ 推廣蕾絲衣、外穿內衣，蕾絲創新展現女性優雅風情

1995‧ 運動休閒服飾新穿著，帶動全球雅痞休閒風  

1996‧ 精緻寢具文化，多重配色時代，冷暖色系薄棉浴袍獨領

風騷  

1997‧ 家居服以彈性印花棉及法國休閒風引領潮流，居家出外

皆適宜，具歐美貴族氣息  

1998‧ 以人體工學剪裁為主軸，設計柔軟與透氣舒適的棉質及

萊卡之運動胸衣，提供運動者胸部的保護，為運動服世

界邁開另一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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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99 首創銀黑、銀藍、銀紅等銀色韻律服，預告千禧世紀舞

動金屬風潮。   

2000‧ 成功研發金色彈性布，炫彩色澤、貼身剪裁，同時宣告

金色世代正式誕生，展現運動健美衣飾新風格  

2002‧ 與世界有氧舞蹈同步發表最新韻律服飾，流蘇、造型等

個性風格韻律服、出外、運動都時髦   

二、 Youth Camp Paris 

巴黎可說是全世界的時尚中心，在這樣充滿美容研究精神的地

方，1992 年佳姿 Youth Camp Paris 研究室在最美的香榭里舍大道成立

了。擁有數 10 位生化專家的 Youth Camp Paris，以長期對肌膚醫學的

瞭解積極進行一系列開發研究的工作，吸收西方科技精華、瞭解東方

膚質的精神，領航一場最美麗的巴黎‧台灣革命。有關 Youth Camp 
Paris 研究室成立與發展的歷程分述如下： 

‧1992  在巴黎香榭里舍大道 34 號正式設立 Youth Camp 
Paris 生化研究室。  

‧1994 香榭里舍研究室出產第一個產品熱瘦膏 Heating 
Slimming Cream 與排水油 Huile Antieau，之後陸續

推出了 5 種熱瘦身產品，自此奠定了雄厚的產品市

場基礎。  

‧1995 跨出美容革新的一大步，推出臉部保養系列與美粧

系列，產品美粧調理盒 DIY 概念令許多婦女愛不釋

手。  

‧1996 推出一系列健胸、美胸產品如：美乳按摩膏 Bust 
Cream、美乳滋養油 Bust Tunicoil、豐胸膠 Lifting 
Bust Gel、健胸液 Intensive、紅 O Mask…系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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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地擄獲了許多婦女的心。  

‧1997  推出胸頸美白系列，包括：美頸霜 Neck Cream、美

頸油 Neck Oil、美白從臉開始往胸頸以下推展的呼

籲也讓許多業界紛紛跟進。  

‧1998 與歐美同步研發海藻生化產品：臉部生化海藻精華

膠 Seaweed Massage Gel For Face、身體海藻精華膠

Seaweed Massage Gel For Body，是至今最受歡迎的

產品。   

‧1999 將氧身概念落實於居家化，研發一系列以天然產品

為主軸的 VIT-C 有氧產品系列：   
 
維他命 C 有氧沐浴膠  Vitamine C Wash Body Gel 
維他命 C 有氧洗面露  Vitamine C Facial Cleaning 
Gel 
維他命 C 有氧洗髮精  Vitamine C Shampoo 

‧2000 塑身市場大革新，推出最先進的生化塑身膠系列產

品：綠茶生化塑身膠  、柑橘生化運動膠、玫瑰生化

緊膚膠、薄荷生化鬆解涼膠、檸檬生化除贅膠、生

化熱瘦膠；臉部生化膠原、身體生化膠原、臉部 VIT-E
及美乳生化膠原來台上市。  

‧2001 承襲法國彩妝界的全新概念，推出全新 Gold Velours
金絲絨彩妝，一推出即受專業彩妝師認同，引起極

大回響。推出藻鹽 SPA 家居產品，成功引進台灣。

2002‧  研發抗老生化產品~抗老化日霜及抗老化晚霜；同期

最新維他命 C 精華液、身體除紋緊膚精華液商品大

受歡迎，造成搶購風潮。8 月推出男士清潔保養禮

盒，中性包裝深受消費者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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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關鍵成功因素暨機會威脅認定 

上述的外在環境分析，提供我們對於亞力山大所處環境的了解，

也可看出產業未來的變化趨勢，本節將根據產業結構分析的結果，找

出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以及根據亞力山大所擁有的資源，認定其機

會與威脅。 

一、 關鍵成功因素 

健身休閒產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很多，包括：技術能力、成本

控制、市場定位、管理人才及產品品質等。亞力山大能穩居市場

上的知名品牌地位，其背後經營成功的因素囊括了以下關鍵成功

因素中很重要的技術能力與成本控制。 

表 4-1  關鍵成功因素 

關鍵成功因素 亞力山大 

產品研發   
服務多元   
策略行銷   
據點選擇   
人才培養   

客戶資訊管理   

（一） 產品研發 

隨著科技技術的發展，健身休閒產業中引進與研發新產

品與服務，可加強公司在產業中的競爭優勢，滿足消費者對產

品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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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多元 

在競爭激烈的健身休閒產業中，業者提供的服務已不侷

限在傳統的跑步機，而是不斷擴充經營服務面，除了運動之

外，紓壓、養身與美容等，甚至將餐飲也納入營業範圍中，使

顧客可以在一家俱樂部中得到生活上的滿足。 

（三） 策略行銷 

對休閒健身產業來說，如何透過策略行銷結合多元的產

品與合理的價格，發展出獨特的品牌形象，是企業在經營上

的一大挑戰。 

（四） 據點選擇 

面對都會地區的運動休閒埸地缺乏，以及都會人口密集

度高，所得與消費水準也較高的情況下，都會區對健身休閒俱

樂部的需求程度也較高，因此大多數的運動休閒俱樂部均以交

通便利、人口眾多的都會區為優先考量，以吸引廣大的消費對

象。 

（五） 人才培養 

健身休閒產業的產品技術不斷更新，專業技術、客戶服

務與管理階層的人才培育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尤其近來產業內

的企業在經營項目上愈來愈多元化，面對服務的完整性與課程

的豐富性，專業技術人才都需不斷進修，才能配合新業務的進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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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客戶資訊管理 

為滿足顧客多變的需求，擅用顧客資料可獲取許多重要

的資訊，尤其強調顧客關係管理，對顧客資訊做詳盡的分析與

探討從中擷取重要的市場資訊，以掌握市場發展動態，因此，

客戶資訊管理將成後續健身休閒業者能否在市場勝出的關鍵。 

二、 機會與威脅 

經以上對整體環境與產業結構之分析，對於亞力山大所處之外在

環境已有通盤性了解，其中隱含了許多重要的機會與威脅。以下將就

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做一番整理分析，讓亞力山大檢視自身具備的

資源與能力是否能夠掌握機會、破除威脅，並說明各項機會與威脅的

策略涵義。 

（一） 機會及其策略涵義 

1.運動人口增加 

隨著就業年齡延後，以及國內大量增設大專院校，學生

族群人數不斷增加。以運動休閒俱樂部的消費模式及市場定

位而言，已廣為學生族群所接受。因此，占運動人口比例頗

高的學生族群之增加，對運動休閒產業的發展而言也是一項

利多。 

策略涵義：隨著運動人口的增加，消費族群逐漸擴大，從時

代開始培養顧客忠誠度，讓顧客在進入社會後更

能持續計有的消費習慣，對產業整體的發展性將

有所助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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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健養生概念漸成氣候 

目前大眾已逐漸將「至運動休閒俱樂部」視為一種普遍

且習慣的運動休閒方式，就如同看電影這類休閒娛樂已成為

一般民眾的消費習慣一樣。對於喜好追求流行、時尚與健康

的族群而言，至健身俱樂部運動已成為追求健康、流行的基

本行為及需求之一；而健身休閒俱樂部因提供了相當完整的

運動設施與環境，對於流行敏感度較低或特別流行需求的一

般運動者或休閒者而言，則是日常生活中一個平價、便利又

舒適的運動休閒場所。因此，整體而言，目前健身休閒俱樂

部可符合時髦人士追求流行的要求，也滿足一般消費者的運

動休閒需求，順應了社會越來越重視運動休閒的潮流，未來

的發展是可期待的。 

策略涵義：台灣消費者日漸重視生活品質及健康概念，以目

前健身休閒產業競爭激烈的現況，若經營者具有

獨到的眼光與遠見，發揮經營創意，結合資源與

人才的縱效，應該能有不錯的表現。 

3.大陸經濟成長快速 

國內健身休閒相關企業以大規模連鎖經營的方式，在台

灣展店經驗已有多年歷史，輔以先進國家的設備器材，以及

專業人才，足以進軍大陸市場，大陸近年來經濟成長快速，

對健身休閒的需求逐漸提高，相較於外商在大陸市場經營的

健身休閒產業，並未採行本土化的改良模式，使得台灣企業

在大陸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策略涵義：隨著國內企業在台灣市場成功的連鎖經營模式，

可逐漸培養國際競爭優勢，透過策略聯盟等合作

方式進軍大陸市場，產業未來的前景相當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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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費者日漸重視生活品質 

全民休閒健身的風氣逐漸被帶動起來，讓更多人進入健

康的生活領域，使得健康休閒俱樂部與消費者之間產生了良

性的互動。因此，在日漸重視生活品質及健康概念的消費傾

向下，可針對不同會員客層設立不同性質的健康休閒俱樂

部，具有十足的發展空間。 

策略涵義：由於消費者生活型態的改變，日漸重視生活品

質，在健身休閒產業中加入美容、SPA、健康諮

詢、健身指導、講座、藝文活動與團體運動等多

元的設施與服務，可為產業注入新生命，成為更

全方位的健身休閒產業。 

（二） 威脅及其策略涵義 

1.潛在競爭者的加入 

由於台灣運動人口與歐美先進國運動人口比率，尚有極

大的成長空間，再加上民眾對身體健康意識增強，及經濟蓬

勃發展促使個人消費能力提升等諸多因素結合，迫使運動休

閒俱樂部經營者，得不斷尋找新的、方便的據點開店營業，

甚或其他新的運動休閒俱樂部業者，競相投入競爭行列，搶

食產業大餅，增加營運的挑戰性。 

策略涵義：面對國外業者進駐大中華市場，與國內同業以購

併型態迅速壯大，若能和相關企業保持競合關係

或策略聯盟，將可攜手開發潛在市場，仍能化危

機為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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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營成本提高 

由於台灣地狹人稠，重要商圈或精華地段土地成本日益

昂貴，近年來連鎖業蓬勃發展，各連鎖系統為搶佔市場佔有

率，積極擴充據點，造成店面難尋，精華地區租金日益高漲

再加上薪資成本不斷地調高，造成了運動休閒連鎖業經營成

本的上揚。 

策略涵義：加強員工之教育訓練，提升人力資源素質，創造

員工之附加價值，並聘用具備相關專業技能之人

士為現場服務人員，配合標準化之工作手冊及職

前教育，以縮短員工之學習時間，節省人力之需

求。如此才能發揮開發部門之專業能力，尋求最

適之地點，使租金成本達到合理的水準。 

3.天然災變 

因運動休閒俱樂部屬室內經營型態，故傳染性較高之病

毒疾病，均會對經營產生極大影響，例如 2003 年上半年

SARS 疫情蔓延；再者久旱不雨，造成限水停水，亦會衝擊

俱樂部營業面。 

策略涵義：面對全面性的天然災害衝擊，是整體產業較難避

免的經營障礙，因此在經營上應注重風險分散的

概念，以降低天然災害所產生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