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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內在分析與優劣勢評估 

在第肆章進行過亞力山大外在環境的剖析後，本章將針對其本身

所具有的條件加以分析，找出目前具有的優勢與劣勢。這部分結合前

面分析整理出的機會與威脅，將有助於我們擷取目前面對的主、次要

問題，找出最佳掌握機會、消除威脅的策略。 

第一節 亞力山大簡介 

亞力山大於 1982 年創立，歷經二十多年的經營，初期創業從五、

六個員工，至今近二千名員工，並躋身為全球前二十五大健身俱樂

部，同時也是前十五大中唯一華人的健身俱樂部。亞力山大即將在

2010 年率先以休閒產業掛牌上市，帶動國人運動風氣及健康的生活

型態，目前亞力山大共有近三十萬名會員，每天超過三萬五千人在全

省的各分店從事運動與休閒等活動，對提升社會大眾優質生活及國家

競爭力有很大的影響。 

公司經營模式係採複合式會員制之運動健康休閒俱樂部型態，除

了提供運動休閒場地及設備供消費者運動健身之外，亦提供 SPA 美

容服務、餐點及健康零售商品供消費者選購。 

亞力山大另外計畫開發之新商品(服務)還包括：無污梁海藻精華

保養品、添加 christine lenise 美癒保養品、添加膠原活化再生 SNAP

保養品、周天禪、自在禪、風華禪、淨化禪、七輪再生－平衡能量磁

場 與 自 律 神 經 、 BODY COMBACT 、 BODY PUMP 、 BODY 

BALANCE、香拓易經護理、STOTT PILATES、HI-LOW、POWER 

YOGA，以及 AGUA (水中有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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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而言，亞力山大乃以客服優先、創新求變的經營理念，滿足

各類型消費者的需求，建構一個人性化與多元化的會員管理與產品服

務。 

一、 產品結構 

（一） 產品線 

亞力山大經營模式係採複合式會員制之運動健康休閒俱

樂部型態，除了提供運動休閒場地及設備供消費者運動健身之

外，亦提供 SPA 美容服務、餐點及健康零售商品供消費者選

購。茲將亞力山大的產品項目列於下表： 

表 5-1  亞力山大之產品項目 

產品或服務名稱  詳細內容 
體適能 包括健身房、游泳池、有氧教室、飛輪有氧、

桌球、撞球、壁球等設備及師資。 
休閒及 SPA 設有多項休閒設施，包括兒童遊戲區、美容

SPA 區、躺椅休憩區、水療池等，並有專業美

容諮詢。 
餐飲 全省 19 個分部中除 3 個分部之外，其他各分

部均設有餐飲吧檯，提供會員有機健康餐飲。

商品 各式運動服裝、泳裝、球鞋等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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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比重 

亞力山大主要營業項目為經營運動休閒及健康事業，主要

產品包括銷售會籍收入、美容 SPA 療程商品、餐飲、健康食

品及運動商品等。其中以會籍所佔的銷售比重最大，接近五

成，約佔 47.18%，其次為月費，接近三成，佔整體營業比重

的 27.38%，SPA 所佔比重居第三位，佔 15.54%，其餘的一成

則分別來自於其他商品與服務、商品以及餐飲的銷售。 

表 5-2  亞力山大之銷售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主要商品或服務項目 營 業 額 營業比重(%) 

會籍 638,381 47.18 
月費 370,483 27.38 
SPA 210,298 15.54 
商品 48,529 3.59 
餐飲 20,910 1.55 
其他 64,384 4.76 
合計 1,352,985 100.00 

二、 銷售量與市場佔有率 

亞力山大在 2002 年與 2003 年的銷售量中，都以會籍收入

所佔比重最大，其次為月費、SPA 等項目，會籍收入所佔的百

分比從 2002 年 40.92%提高至 2003 年的 47.18%，而月費收入

的比重與銷售額反而降低，比重由 2002 年的 39.04%降至 2003
年的 27.38%，銷售額則由 50,563 萬元降至 37,048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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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亞力山大二年度銷售量 

                                             單位：新台幣仟元 

收入類別 2002 年 2003 年 
會籍 529,924 40.92% 638,381 47.18% 

月費 505,634 39.04% 370,483 27.38% 

SPA 156,654 12.10% 210,298 15.54% 

商品 43,554 3.36% 48,529 3.59% 

餐飲 26,776 2.07% 20,910 1.55% 

其他 32,605 2.52% 64,384 4.76% 

合計 1,295,147 100.00% 1,352,985 100.00% 

依據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之普查資料顯示，截至

91 年 12 月 31 日，全省登記合法之健身休閒中心業者約為 95
家左右，亞力山大營業據點在近兩年努力擴展下，目前已擁有

19 家分公司，為國內最大之運動休閒產業連鎖店，下表為亞

力山大及各同業之營業據點統計表： 

表 5-4  國內主要運動休閒俱樂部(中心)業者 

排名 俱樂部名稱 營業據點數 

1 亞力山大 19 
2 佳姿健康集團 14 
3 統一伊士邦 7 
4 加州健身中心 3 
5 金牌健身俱樂部 2 
6 世界健身俱樂部 2 
7 好萊塢健身中心 2 

資料來源: 93 年 6 月 30 日 

三、 上、中、下游之關係 

從上游運動設備器材、美容設備、保養品、清潔用品、餐飲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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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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配銷體系 

亞力山大與主要供應商均簽訂有供貨契約，其貨源供應亦均為穩

定，多為長期合作關係，貨源取得較易掌握，並無供貨短缺、中斷或

過度集中的情形。 

五、 組織架構 

亞力山大的組織架構如圖 5-1 所示(見下頁)。 

六、 股權結構 

截至 2004 年中，亞力山大的股權結構有 100%都集中在個人股

東手中，合計股數為三千九百萬股。 

表 5-5  股東結構 

單位：股 

 股東結構 
數量 

政府機構 金融機構 其他法人 個人 
外國機構 
及外國人 

合計 

人  數 — — —  —  
持有股數 — — — 39,000,000 — 39,000,000
持有比率 — — — 100.00% —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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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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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在策略分析 

策略分析的架構眾多，本節將以司徒達賢(2001)之策略架構，說

明亞力山大之經營策略，即就其產品線的廣度與特色、目標市場之區

隔方式與選擇、垂直整合程度、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地理涵蓋範圍，

以及競爭武器等構面予以分析。這部分的分析屬於前向推論，配合從

關鍵成功因素與外在分析得出的後向推論，將有助於我們修正目前的

策略，制訂出滿足未來變化的較佳策略。 

一、 產品線廣度與特色 

（一） 產品線 

茲將亞力山大主要的產品列於下表，並描述其主要用途。 

表 5-6  亞力山大主要商品線 

商品或服務項目 重要用途或功能 
運動 提供舒適的運動場所、游泳池及先進健身設備、

開設多樣化之有氧課程，並設有專業指導員作為

會員在運動健身方面的諮詢。 
SPA 及休閒 提供多項休閒設施如兒童遊戲區、美容 SPA 區、

躺椅休憩區、水療池、三溫暖池，使會員享受多

樣化的休閒設施，並有專業美容知識之諮詢。 
餐飲 全省除 3 個分部之外，均設有餐飲吧檯，提供會

員有機健康餐飲，使會員在運動之外，也能吃得

健康。 
商品 提供各式運動服裝、泳裝、球鞋及相關配件，和

健康有機商品、美容保養品等,讓有需要之會員作

最適當選擇,關心照顧會員外在、內在舒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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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力山大的業務範圍廣泛，其業務之主要內容分述如下： 

1.各種服飾、帽子、襪子、褲襪、皮帶、靴、鞋、手提箱、
旅行帶、皮包及配件之買賣業務。 

2.健身及運動器材之買賣業務。 

3.美容化妝品(色素及藥性販賣除外)之買賣業務。 

4.各種食品之買賣業務(不設座)。 

5.各種罐裝飲料之買賣業務(不設座)。 

6.錄影帶(限空白錄影帶)、音響器材、唱片及卡帶之買賣業務
(特許業務除外)。 

7.美容器材之買賣。 

8.健身房業務之經營。 

9.游泳池、網球場之經營。 

10.貴賓卡及會員卡之發行買賣業務(信用卡業務除外)。 

11.遊樂園業。 

12.練習場館業。 

13.休閒活動場館業。 

14.美容諮詢顧問業。 

15.一般餐廳業務。 

16.膳食營養諮詢顧問業務。 

17.會議室出租業。 

18.三溫暖、浴室設備工程之規劃設計、器材買賣業務。 

19.一般進出口貿易業務(許可業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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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圖書批發業。 

21.資訊軟體批發業。 

22.資訊軟體服務業。 

23.一般廣告服務業。 

24.廣播節目製作業。 

25.電視節目製作業。 

26.廣播電視廣告業。 

27.錄影節目帶製作發行業。 

28.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29.企業經營管理顧問業。 

30.浴室業。 

31.美容美髪服務業。 

32.雜誌業。 

33.競技及休閒體育場館業。 

34.瘦身美容業。 

35.一般浴室業。 

36.短期補習班業。 

37.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二） 產品銷售結構 

亞力山大主要的提供的產品與服務為運動健身、Spa 與餐

飲等項目，設有健身房、溫水游泳池、團體運動課程、舒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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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強調營養健康概念餐廳、養生水療等，並引進國際認證

運動課程、團體運動課程，如國際最新 Latin 拉丁有氧、Ｓtep
有氧、Funk 有氧、水中有氧、TBC 總體全方位有氧 Spinning
飛輪有氧、 Bodycombat 戰鬥有氧、Bodypump 槓鈴有氧、

Chiball 等運動，每週提供百堂以上課程供會員自由選擇並有

個人專業指導訓練及諮詢。此外，亞力山大並獨家引進 NASM
美國國家醫學協會個人專業指導訓練證照等。 因此，相較於

同業，亞力山大目前的設備及服務內容，已具備多樣化及專業

化的程度，具有相當市場競爭優勢。亞力山大係採會員制之運

動休閒俱樂部，主要營業收入來自會籍收入、月費收入及美容

SPA 服務。 

二、 目標市場的區隔與選擇 

亞力山大主要的顧客對象較為年輕化，喜愛豐富的課程設計，就

感性面來說，亞力山大針對喜歡運動的感覺、懂得安排生活、享受年

輕的感覺、交朋友，以及走進時代潮流的一群顧客。 

三、 垂直整合程度 

企業單打獨鬥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商品供給過剩的時代，隨

著商品的充分供應，在商品的流通過程中，市場的行銷策略將會比開

發新商品更為重要，而行銷通路則是影響商品在市場此消彼長之重要

關鍵。連鎖事業之蓬勃景象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而健全連鎖經營

體制更可帶動國家之經濟成長。 

四、 相對規模與規模經濟 

亞力山大遍佈大中華地區，共有 19 家分部，並於 2002 年跨足大

陸上海市場，具有以下連鎖經營優勢，最能提供會員優質服務：「成

本優勢」、「品牌優勢」、「效率優勢」、「規模優勢」、「品質優勢」、「技

術優勢」、「產品優勢」、「團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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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地理涵蓋範圍 

亞力山大主要營業項目係提供運動休閒場地、專業有氧老師、課

程、設備及專業體適能教練供會員使用，並在全省各區設立分店之連

鎖事業，其中以台北區域所佔比例較大，其次為台中、台南及高雄，

茲將依區域性各分部之統計情形列示如下： 

表 5-7  亞力山大主要商品(服務)之銷售(提供)地區 

地區 家數 
大台北區 15 
台中區 2 
台南區 1 
高雄區 1 
合計 19 

六、 競爭武器 

（一） 專業健康經營 

亞力山大積極取得體適能及 SPA 專業證照，提供的硬體

設施齊全、專業，如聲光運動舞蹈教室、超音波按摩池，以及

光譜抗老美容艙等，同時引進與研發創新課程，在課程的設計

上愈來愈有彈性，且愈趨個人化、趣味化，期望能結合運動、

休閒及醫學，建立專業健康經營的形象。 

（二） 直營連鎖經營模式 

亞力山大充分運用連鎖經營之優勢，透過整體廣告促銷

活動的推出，降低行銷成本，提高經營效率，以發揮經濟規模

之成效。並採直營模式以直接掌握各分部的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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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員關係行銷 

為鞏固會員的長期關係，提升會員價值與貢獻，利用優

良的經營形象、高服務品質、多元化課程及重視專業人才等好

口碑，從現有的顧客身上招攬其身旁的親朋好友，採用會員關

係行銷， 

（四） 多品牌行銷 

亞力山大利用企業的品牌形象—活力、健康、專業及高

信賴度的產品與高品質的服務，在會員心目中建立「中價位」

的認知價值，並積極參與公益活動、公開演講、定期撰寫專欄

倡導運動健身的重要性外，並藉由個報章雜誌的宣傳，逐漸於

健身市場中建立起優良的品牌形象，在國內享有高知名度，透

過複合式經營，多品牌的行銷以滿足不同消費需求。 

（五） 全面 e 化導入 

運用整合資訊技術有效管理，以確保客戶滿意度，其中

包含 E-biz system(整合 CRM 與 EPR 資訊管理系統)，餐飲系

統，美容預約系統以及 EIP 等系統的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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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組織及管理政策分析 

由上述有關亞力山大的經營策略與經營績效分析，已對其策略藍

圖與競爭利基有所瞭解，以下將進一步剖析其組織結構與各項管理制

度。 

一、 經營哲學 

亞力山大成立於 1982 年，為東南亞最大的直營連鎖健康休閒產

業，連續三年榮獲 2000-2002 AsiaFit 亞洲最佳俱樂部，其經營理念是

以客服優先、創新求變、績效管理以及永續經營，茲分述如下： 

(一) 客服優先 

1. 人性化與多元化的會員管理及產品服務； 

2. 成立客服中心與 Aforme 網站，及時接受客戶抱怨與建議； 

3. 每半年舉辦一次「客戶滿意度調查」，深入瞭解客戶的滿意程

度與需求。 

(二) 創新求變 

1. 持續研發並不斷引進國際最新穎的課程與認證，近 500 位專

業運動教練群，為東南亞最龐大的專業陣容； 

2. 研發引進國際頂級 SPA 課程，並創新開發自有品牌「30 芬

SPA」新概念，全面提升 SPA 與美容服務； 

3. 積極拓展服務品質與範疇，提供消費者更精緻、多元的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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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 

(三) 績效管理 

1. 發行全國首創 IC 卡功能、相片、信用卡三合一的會員卡，為

亞洲第一家可讓會員享有一卡在手全省通的連鎖俱樂部； 

2. 全面電腦 e 化，利用企業資訊系統管理，更完善的會員管理及

個人體適能狀況導入 MIS 系統，並啟用企業 INTERNET 網路

系統，加速公司內部聯繫與溝通效率，朝標準化與系統化邁

進； 

3. 通過 ISO9001 國際品質認證，全面提升服務品質。 

(四) 永續經營 

1. 亞力山大秉持不適做生意而是作公益的理念； 

2. 滿足個種類行的消費者需求，以直營方式經營多種自創品

牌，並完成國際商標註冊； 

3. 成立「企業大學」，重視員工在職訓練，長期培養健康休閒專

業人才； 

4. 積極拓展大陸市場，2002 年成立上海分部，以永續經營的理

念朝向國際化邁進； 

5. 東南亞第一家 ISO 國際認證，並即將上櫃上市的健康休閒俱

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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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結構 

亞力山大的組織結構列於圖 5-1。 

三、 股權結構 

截至 2004 年，亞力山大的股權結構有 100%都集中在個人股東

手中，合計股數為三千九百萬股。 

四、 資訊系統 

  電子商務或是企業ｅ化都不應該只是一個口號，他們絕對是企

業能否跨入下一個世代的重要生存關鍵，它的精神在於如何充分運用

具有整合能力的資訊技術和通訊環境，滿足商業運作或企業管理上的

需求，並進一步增進企業和個人的競爭能力。亞力山大已完成全面電

腦化，並於 1995 年榮獲電腦化優良廠商獎，現在更於各分部全面採

利潤中心制，以達更有效的管理，提供更高的會員服務品質。資訊科

技系統包含：E-biz system(整合 CRM 與 EPR 資訊管理系統)，餐飲系

統，美容預約系統以及 EIP 等系統的導入。 

此 外 ， 亞 力 山 大 尚 成 立 健 康 休 閒 網 站 - 瘋 迷 網

(www.aforme.com)，不但提供 24 小時更便捷的會員服務，更強化和

會員的溝通與互動，具備下列特點： 

1. 即時性－每週電子報、各店維修及使用的最新變動狀況。 

2. 資訊性─不同分部、不同老師、不同時段、不同課程的查詢及

下載，新課程、新產品、各據點等相關的深入報導。 

3. 趣味性─與會員作互動式的活動安排，運用會員的興趣差異，

組成不同的社群團體，創造會員線上線下的最大使用樂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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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方便性─會員可以上網查詢個人的消費及使用的最新情況，隨

時掌握最新的個人資料。 

因此，相較於其他運動休閒俱樂部，亞力山大在資訊的掌握以及

與客戶的互動上，具有較佳之效果。 

五、 行銷政策 

特定對象行銷包裝、策略夥伴搭配行銷、現有會員促銷方案以及

固定媒體行銷等策略性行銷方案。 

1. 短期：致力招收會員，擴大市場佔有率，增加公司營收，調整

經營體質以創造公司最大獲利。 

由於台灣運動人口不到總人口的 5%，與歐美國家佔總人

口 12%到 14%之比例尚有極大發展空間，且由於消費市場具有

品牌認同導向，現有業者因不具備與亞力山大競爭之能力，已

逐步減少營業據點或退出市場。目前台灣至少仍有約 7~8 個地

點能設立大型主題館，以及約 10 個地點能設立中型俱樂部的

潛在營運區域，因此，未來將採取每年新增 1~2 點大型主題館、

2~3 點中型俱樂部的經營策略，以提升營業額，並擴大市佔率。 

2. 長期業務發展計劃：鎖定運動休閒產業，掌握運動休閒通路，

提供消費者「健身、游泳池、水療、SPA 保養、舒活桑拿、社

交聯誼」等安全、專業、歡樂、全方位之健康服務。 

(1)鎖定運動休閒事業 

亞力山大自成立初即以成為華人區域最大之連鎖運動休

閒事業為公司目標，故將以站穩華人運動休閒俱樂部營業第一

品牌為中程努力目標。而在運動休閒產業取得穩定之領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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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逐步擴張此事業至華人區域以外之地區，達到國際化的

最終目標。 

(2)掌握運動休閒通路 

運動休閒產業的成功經營除了要有專業能力之外，其機會

在於通路的有效掌握。因此，亞力山大對於健康休閒產業第一

品牌的建立將著重在通路的有效掌控與運用，未來不排除對具

有發展潛力之休閒產業通路投資，以作為其發展為華人最大運

動休閒俱樂部事業版圖的基礎。 

六、 生產政策 

亞力山大在 SPA 的專業技術上，研發國際專業 SPA 技術，培訓

出一流的 SPA 服務團隊，引進峇里島皇家 LULUR 嫩白、薑活課程，

並自行研發芳香舒緩課程、孕婦專屬課程、30 芬 SPA 課程等頂級 SPA
享受，以世界 ISPA 協會會長身份為提升國內 SPA 水平而努力。 

七、 研究發展政策 

亞力山大所營事業係屬服務業，雖未獨立設置研發部門，但對於

體適能、SPA、餐飲等部門皆投入高額研發經費。不斷開發引進最新

體能技術課程，或開發創新的 SPA 療程及 SPA 保養品，以符合消費

者不斷求新求變之需求。目前持續進行開發新服務的項目：  

1. 體適能 

在團體課程方面，定期與不定期派教師或幹部赴國外學習

最新流行專業認證舞蹈課程（如拉丁有氧、BTS、Spinning）
及運動休閒新觀念，而在運動指導員方面則須修習專業認證課

程(如 NASM、RTS)，在教育訓練之餘，一同參與教案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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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具有特色及市場潛力的新產品。 

2. 餐飲 

結合美容及運動部門設立減重班、開放餐飲人員不定期參

與研發新菜及創意飲料、引進國內外合格認證有機蔬果汁及養

生食品、設計以宅配方式提供會員便利的健康飲食。 

3. SPA 

持續引進新技術及研發新課程，包括無痛純淨特殊謢理皇

家 LULUR 嫩白護理、30 芬 spa、七輪能量再生護理等。此外，

定期與不定期指派專業美容人員研習進行專業認證課程（如

IFA 國際芳香療法及國際 ISPA 專業課程）及一般美容專業課

程，並參與經絡檢測及皮膚檢測等教案研發。 

八、 人力資源政策 

下表列出亞力山大近二年的員工人數變化、平均年歲、年資與學

歷分布等資料 

表 5-15  近二年員工人數 

             年度 
項目 

2002 年 2003 年 
截至 2004 年

6 月 30 日 

員工 
人數 

業務人員 187 254 405 
專業人員 356 403 441 

行政管理人員 116 141 169 
其他 226 270 293 
合計 885 1,068 1,308 

平均年歲 32 32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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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年資 2.39 2.39 2.16 

學歷 
分布 

博士 0.00% 0.00% 0.00% 
碩士 0.70% 0.66% 0.46% 
大專 43.60% 45.32% 47.56% 
高中 49.60% 47.38% 46.25% 

高中以下 6.10% 6.64% 5.73% 

亞力山大的各項福利措施、進修、訓練、退休制度與其實施情形，

分述如下： 

1. 員工福利措施 

亞力山大期望建立人性化的管理風格，對同仁及眷屬的身

心健康極為重視。目前之福利措施如下： 

(1)全員參加勞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 

(2)全員另行投保團體保險(壽險、意外險、癌症險及住院醫療

保險) 

除健保及勞工保險外，尚提供完善的團體保險，員工本

人、配偶、子女、同仁及配偶雙方之父母都可以參加，保險內

容包括：壽險、定期意外險、意外醫療險、住院醫療險及癌症

險。使員工無後顧之憂，安心工作。 

(3)員工教育訓練 

亞力山大特別重視員工之訓練及發展，每年均提撥經費辦

理教育訓練。除規劃完整的績效發展體系，並有全方位的教育

訓練課程搭配。除了在公司內上課，亦可自行在外進修，語言

學習亦有補助，進而落實員工發展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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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職工福利委員會，辦理員工福利事項如下： 

職工福利委員會於每一位員工生日時，致贈生日禮金；提

供員工婚喪喜慶、生育等補助，傷殘慰問及急難救助等措施；

並且定期舉辦國內、外員工旅遊，康樂活動及晚會等相關活

動。鼓勵員工攜眷參加，以增進公司、員工及家庭之間的交流。 

(5)其他福利 

年節獎金、員工分紅、婚喪喜慶及傷病慰問補助、訂婚假、

陪產假、新進員工即享有特休、子女教育補助等。 

2. 員工退休制度與其實施情形 

亞力山大為實施勞動基準法及照顧員工退休後之生活，訂

有員工退休辦法，並成立勞工退休準備金監督委員會，每月提

撥退休金存入中央信託局「退休金準備專戶」，員工符合該辦

法自本公司辦理退休時，均能依法領取退休金。 

3. 勞資間之協議 

亞力山大制訂人事管理規章，從員工招聘、任用、晉昇至

退休、撫恤等皆有完整的規劃，作為公司與員工共同的規範。 

九、 財務政策 

亞力山大每年度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已往年度虧

損後，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再就其餘額加計以前年度未分

配盈餘後，除保留不分派部份外，各項分派如下： 

董事監察人酬勞不高於百分之五，員工紅利不低於百分之三；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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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部分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為考量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並配合公司資金需求及長期財

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及穩定發展，未來股利政策係參酌獲利狀況、

資本、財務結構及營運需求，並保障投資人最大權益，公司股利發放

將以股票股利為主，現金股利為輔，惟得視業務或轉投資及其他因素

酌予調整之。但現金股利分派之比例以不超過股利總額之 50%為原

則。股利發放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提請股東會決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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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策略困擾分析 

根據前面的分析，本研究已經掌握了亞力山大所處外在環境的變

動趨勢以及其本身所具有的優勢與劣勢。完成之前的策略分析後，本

研究希望在本節進行策略困擾分析，找出從產業分析得來的策略輪廓

與目前策略間的矛盾與差異，以期接續能具體界定出當前的主要、次

要以及迫切、不迫切等各層次的經營問題，找出問題癥結的因果關

係，便於本研究未來提出策略建議。 

一、 市場面 

目前亞力山大常會因廠商提出合作計畫而展店，造成展店未能符

合市場需求的挑戰。 

二、 顧客面 

依照過去經驗決定新店之營業內容及行銷策略，使得店內服務項

目未能真正滿足顧客需要。 

三、 流程面 

部門間各自運作，形成部門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造成資訊整

合不具效率性。 

四、 資訊面 

顧客交易紀錄及客服資料並未有效分析，使得資訊未能有效應用

分析，回饋予其它部門以致於服務研發成本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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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優劣勢分析 

根據以上的策略分析與經營績效分析，可釐清亞力山大的優劣勢

如下： 

一、 優勢分析 

（一） 會員人數與據點多 

由於眾多的會員人數與分店據點多，可為亞力山大帶來經

濟規模、採購優勢與通路便利性 

（二） 複合式健康休閒產業領導品牌 

亞力山大所提供的課程與服務具有多元性與創新性，商品

包裝彈性靈活，人才與服務專業，價格合理公道，採用直營連

鎖的經營方式可維持卓越品質，具有龐大且執行力強的銷售團

隊，透過主動關心的會員管理，輔以即時更新資訊系統，使亞

力山大在複合式健康休閒產業中位居領導品牌。 

（三） 強勢自有品牌周邊商品機會 

強勢的自有品牌為亞力山大的週邊商品帶來無限的商機。 

（四） 位居交通便利處 

亞力山大的營業據點位在市中心或辦公大樓，提供上班族

健身休閒的場所，以便利運動及聯誼洽商。不僅避開交通擁擠

時段以達健身運動的效果，由於交通便利，大幅消費族群的入

會意願及來店頻率。其次，俱樂部位於人口稠密的都會區，亦

為日常生活中交通便利的動線上，可藉由廣大的人潮提高俱樂

部的廣告效果，有助於潛在客戶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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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劣勢分析 

（一） 跨部門橫向溝通流程與效益不佳 

部門間各自運作，形成部門間缺乏有效的溝通機制，造成

資訊整合不具效率性。 

（二） 經營管理專業團隊不足 

在亞力山大積極擴展事業版圖的同時，亟需更多的管理專

業團隊，以支應展店的速度與會員人數的快速成長。 

（三） 跨國管理人才不足 

亞力山大已於 2002 年進軍大陸市場，是台灣首家跨足上

海設立運動會館，未來更是朝向國際化的經營方向，因此在管

理人才的需求上，須延攬據跨國經營能力的管理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