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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 策略制定 

本章將描述個案公司之經營使命與目標，然後提出可行的策略建

議。 

第一節 使命與目標 

一、公司的使命 

個案公司以為顧客創造一個高品質的健康生活習慣為宗旨，提供

給顧客的是一張生活卡而非單純的健康卡，呈現給顧客的是一種生活

型態的概念，希望能讓顧客的生活變得更有品質、更加積極，活出有

質感、積極與精采的生活。 

二、公司的目標 

訂定未來公司營運的目標，不僅可以作為績效衡量的基礎，並且

可以作為選定策略方案的依據、溝通和協調的工具以及具有激勵的功

能。所以目標的釐訂必須是合理、具體且是公司全體皆有能力可達成

者，如此才能促使公司全體往此目標努力。 

在營收方面，訂定個案公司在大中華地區的營收總額要達到 50

億，其中包含台灣地區 40 億，與大陸地區 10 億；並計畫在 2005 年

上市(櫃)。 

另外，個案公司在 iHRSA 會員人數與營業額成長排名希望能擠

身全球前 10 名，大中華區的會員人數達到 45 萬，其中包含台灣地區

40 萬與大陸地區 5 萬人數；大中華區據點預計達到總數 45 家，包括

台灣地區 35 家，與大陸地區 1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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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的目標方面，預計台灣前 1000 大企業中，有 70%為公司

卡會員，並且家庭卡佔總會員數達 60% ；客戶滿意度方面，希望關

鍵客戶滿意度能達到 80%，客戶續約率達到 50%，以及會員再生率

能由目前的 60%提高至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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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根本策略 

依據 Glueck(1976)的理論模式，根本策略可分為穩定策略、成長

策略、退縮策略以及綜合策略四種。本節將根據個案公司的使命、目

標以及內外在分析，分別探討個案公司採行四種不同策略的可行性。 

一、 穩定策略 

一般而言，當產業處在成熟階段時，公司常採用穩定策略。不過

以目前的健身休閒產業來看，仍有許多的潛在競爭者在觀望，希望能

在台灣人民愈來愈重視健康休閒的機會下，加入產業以瓜分市場的大

餅，產業內既有的各家廠商競爭也是相當激烈，其中不乏國外健身俱

樂部的公司，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個案公司和競爭者同樣面對顧客

需求多元化的壓力，都需要投入大量的研發與創意，故建議個案公司

於現階段不宜採用穩定策略。 

二、 成長策略 

國民休閒風氣漸開，在政府及民間業者積極倡導運動健身的觀念

下，加速健身產業的蓬勃發展，因應外在環境中的威脅，如市場上競

爭者眾多，但個案公司仍須堅持本身的經營理念，專業、活力與健康

的形象，不斷將公司重新定位，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不僅立足台

灣更要放眼國際。 

成長策略的發展，根據「產品-市場矩陣」可以分成四種類型：

市場滲透策略、市場擴張策略、產品擴張策略、多角化策略。其中，

多角化策略又可以分為集中式多角化以及複合式多角化(見圖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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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產品-市場矩陣 

(一) 市場滲透策略 

個案公司雖然能以既有的產品擴大業務範圍，以達到市場滲透策

略之目的，但是在產業內同業競爭激烈的環境，與顧客喜好變化快速

的條件下，更應強化垂直上下游資源的整合，掌握市場脈動，擅用科

技、資源與創意，以滿足市場多樣化的需求。因此，在市場不斷求新

求變的情形下，只固守原有產品進行市場滲透策略是無法滿足市場的

需求，對個案公司的成長，將有所限制。 

(二) 產品擴張策略 

產品擴張策略可區分為下列數種方式：增加產品的特性、以現有

的市場為目標，增加產品線的廣度、開發新生代的產品、為現有市場

開發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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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加產品的特性 

因為消費者的需求不斷地變化，逐漸走向多元、豐

富與有趣的健身休閒趨勢，使健身休閒產業的領域漸漸擴

大，產業的界線也變得愈來愈模糊，在市場需求不斷加溫

的同時，業者的創意產品及服務項目也推陳出新，因此，

應增加差異化的服務項目與產品類型，以符合市場上消費

者眾多口味的需求，實是個案公司發展之道。 

2. 以現有的市場為目標，增加產品線的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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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個案公司應將訴求重點朝向大型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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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開發新生代的產品 

目前在歐美國家參加俱樂部的人口約佔總人口數約

13.5%，而在台灣則只有約 3%，顯示仍有大幅成長空間，

對運動休閒產業是一項重大有利因素。週休二日制度實施

後，一般民眾休閒時間增加，運動休閒產業正可提供一個

正當良好的週末休閒運動去處，符合消費潮流，深具發展

潛力。因此在消費者需求變化快速的環境下，尤其面對市

場上新產品的需求，不僅要降低成本、加速開發新產品與

服務，更要滿足市場需求多樣化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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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現有市場開發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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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應針對現有

市場積極開發新產品。 

根據產品擴張策略，個案公司應該提供目標市場所需的產

品，增加產品的特性，藉著品牌強大的優勢策略，滿足不同消費

者的需求，進而提高銷售額。因此，建議個案公司應採取的成長

策略為產品擴張策略。 

鞏固原有的顧客層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時，延伸企業的廣

度與寬度也是經營策略上非常重要的考量，因此在探討整體策略

的根本策略時，考慮要如何將運動變得更 smart、更多元且更有

趣，會是一個思考的重點，隨著高齡化社會的來臨，配合政府的

措施，將來也可發展高齡化的俱樂部，以因應新市場的需求。不

僅提供運動休閒，同時經營顧客的保養、紓壓與餐飲以擴大產品

面，形成一條龍的概念，產品發展變得無界線，將運動、餐飲與

SPA 整合在一起，抓住市場的脈動，擅用科技與資源並加以整

合，融入創意以創造一個新的商品概念與經營模式。 

(三) 市場擴張策略 

地理擴張策略係指將產品擴充到別的市場，以個案公司來

說，目前在台灣及中國大陸兩地已經設有服務據點，以國際化經

營的角度觀之，尚有許多待開發的市場，個案公司目前在歐美大

中華地區 19 個分部，台灣市場佔有率第一，且榮獲 20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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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亞洲最佳俱樂部，相信以其專業實力應可順利進行市場

擴充策略。 

(四) 多角化經營 

多角化經營可以分為集中式多角化與複合式多角化，集中式

多角化即為向前整合以及向後整合的多角化，複合式多角化則是

將公司多角化到與原有核心事業部相關性低的產業，以專業人才

為關鍵的多角化。 

1. 集中式多角化 

以目前目前個案公司的發展來看，需要上下資源與

能力的垂直整合，因此若採取集中式多角化，對於個案公

司本身的發展有很大的助益，如此一來，得以培育專業管

理、服務與課程設計相關的人才。 

2. 複合式多角化 

複合式多角化係指個案公司對一新領域的產業，既

沒有行銷、研發、製造、營運等共通性的事業進行投資。

而且就目前健身休閒產業的發展，對市場的開發仍亟需投

資與付出，在集中式多角化方面已經有許多亟待發揮與成

長的空間，因此，以個案公司本業還有成長潛力來看，非

屬必要。 

三、 縮減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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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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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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市場新產品的開發、產品線的廣度與多樣化的需求方面都還有

很大的成長空間，且個案公司近來投入健身休閒場地及設備予一般消

費者使用，其競爭優勢在眾多競爭者中仍有所表現，其銷售成長率與

市場成長率逐年攀升，在國民所得提高，且日益注重健康休閒運動之

潮流下，預估 2004 年會員人數可成長至 22 萬人次，所以個案公司不

宜採用縮減策略。 

四、 綜合策略 

綜合策略係指隨著內外在條件的變化，而採取不同的策略。由於

個案公司目前已經有明確的成長目標，因此，個案公司現階段不宜採

用綜合策略。 

經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個案公司的未來發展可朝成長策略發展，

採取產品擴張策略與集中式多角化兩種不同的策略，以下將依此兩種

成長策略方案，分別制定競爭策略與營運策略並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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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競爭策略 

個案公司的競爭策略為差異化集中，此處的差異化集中策略，意

指競爭優勢具有差異化，並在競爭範圍較小的區域內進行產品差異化

策略(見圖 6-2)。 

  
競爭優勢 

  
低成本 差異化 

競
爭
範
圍 

廣 成本領導 差異化 

窄 成本集中 差異化集中 

圖 6-2  競爭策略 

降低經營成本是經營企業生存必要的道路，產品不斷升級的概

念，透過經營能力，包括整合、規模與研發，以壓縮成本，將品質的

產品以低價位販售，以創造個案公司長遠的競爭優勢，經營高品質的

產品。將顧客視為感性與理性的結合，將客戶的需求由感性的角度出

發，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壓縮自己，使新開幕的一家俱樂部比

上一個俱樂部更好，使產業內的競爭壓力更大，促進同業的競爭並加

快產業的發展。 

以自助餐哲學來看，雖然個案公司跨足運動、保養、SPA 與餐飲

等業務，但在各方面採用專業化的經營理念，提供消費者在各項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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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服務中最高品質的享受，藉由增加有限的成本，同時提昇個案公司

的競爭力。 

個案公司選擇差異化集中的原因，乃是因為個案公司擁有良好的

專業能力與創新能力等競爭優勢，透過這些優勢，個案公司可以建立

產品差異化。在健身休閒產業發展時，新的產品與服務不斷更新，新

產品的衍生也不斷在市場上出現，為因應市場需求的轉變，個案公司

若能發展差異化優勢，能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將比消極的削價

競爭更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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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圖 6-3 的 BCG 模式來看，健身休閒產業目前於市場上的競

爭地位應採取差異化集中，將有助於提高其市場佔有率，迎頭趕上全

球的競爭趨勢。在波士頓顧問群(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所提

出的 BCG 模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健身休閒產業目前正處於看門狗

事業略偏向金牛事業，若在差異化集中策略方面多所經營，輔以產品

擴張與集中式多角化，將可提高市場佔有率且增加競爭地位，朝向明

星事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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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BCG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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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營運策略 

本節將分別針對個案的行銷策略、製造策略、財務策略、服務策

略、人力資源策略、資訊策略、組織策略以及控制策略等分別討論。 

(一)行銷策略 

1. 目標市場 

由於個案公司的據點集中在市中心繁華地段，其目標

市場包括個人、家庭、公司與學生等，層次非常廣。 

2. 地理涵蓋範圍 

個案公司目前的地理涵蓋範圍包括台灣及大陸等地

區，涵蓋範圍已經相當廣泛，建議除了繼續深耕這些地

區，採差異化集中的競爭策略，將可日益擴大其市場佔有

率。 

3. 產品策略 

個案公司應提供多元創新的產品與服務，並要求專業

一致的產品服務品質，透過大量的專業運動教練群，以東

南亞最龐大的專業陣容，以作為其產品/服務發展的策略。 

4. 配銷通路 

採用多管道銷售方式，透過門市、網路與會員再生增

加銷售，並搭配交叉銷售的方式進行。 

5. 定價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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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目前個案公司主要目的在於擴充市場，再者考慮

提升會員使用及進出場次數，進而帶動更多商機，特別推

出一卡可通行全省俱樂部所有據點的『全國卡』，並推出

大眾化、普及化，可以較低價格入會的『優惠卡』，提供

消費者視本身需求作多樣的選擇。 

6. 推廣策略 

會員知識是新經濟中企業創造財富的利器，隨著新經

濟逐漸蓬勃，會員關係管理成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核心能

力，利用龐大的會員資料庫，提升會員滿意度並運用通路

進行無店舖行銷。誰最貼近會員，誰就擁有無可取代的競

爭優勢成立 all center，由專業客服人員，線上即時回覆會

員需求。此外，架設 aforme 網站（www.aforme.com）提

供更便捷的會員服務，更強化會員的溝通與互動。並且，

藉由強大品牌力量，運用自創及代理品牌產品銷售，應計

畫性重點促銷現有產品組合。 

7. 品牌策略 

品牌是一個企業在消費者心中所塑造的形象、承諾、

品質、經驗的集合。 

(二)製造策略 

由於個案公司屬服務業，在製造策略上無須太多著墨，但在

提供服務的前置作業上，人員的專業教育訓練，與服務技巧培訓

等相關課程則不可忽略，運動、健身、美容等機器設備的建置上，

也需要嚴格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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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策略 

以下針對投資策略、融資策略與股利策略加以探討。 

1.投資策略 

個案公司在開店的預算上，應有效掌握開店預算，改

善成本，對於分店營運成本要有效管理。 

2.融資策略 

個案公司近年來的財務狀況與財務績效表現有待加

強，財務槓桿運用較具風險性。但另一方面，個案公司自

2000 年以來，負債比率有逐漸往下降的趨勢，相信配合根

本策略、競爭策略與營運策略的施行，將有更亮麗的表現。 

3.股利政策 

基於公司需要投入龐大的資金展店與擴充新市場，另

外市場產品擴張與集中式多角化需要較多的人力與設備

費用，因此，個案公司可以減少現金股利的發放，以保留

較多的資金進行投資。 

(四)人力資源策略 

專業人才的養成與管理團隊的建立是健身休閒業很重要的

資產，在聘僱方面，用人精簡，以有經驗者為優先考量，強調專

業服務與跨國管理背景，聘用的人才需能掌握產業技術且學習能

力強。 

然而在員工的升遷、考核、薪資制度與獎勵方式等規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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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項必須考量的重點。加強幹部管理能力，提昇工作績效。

建立全公司內部資訊網路，提昇員工生產力。建立完整教育訓練

體系，培養新一代管理人才作為公司擴展基幹。 

人員獎勵方式應該依據不同的工作類型而異，對於經營管理

團隊人員的獎勵方式，以該團隊實質計劃之質與量評估，若能順

利達成計劃，可給予獎勵。舉凡表現優異的員工，都盡可能給予

獎勵，或其他更優渥的條件。 

(五)組織策略 

就目前組織的架構，同時包括功能別與事業別，然而產品(服

務)擴張策略首重產品需要具有差異化，所以建議公司在採取產

品(服務)開發策略執行前，先成立專案小組隸屬於總經理，此專

案小組主要負責產品與服務技術研發規劃等相關事宜。 

(六)控制策略 

整體公司的績效衡量，主要是以公司整體目標，例如資產報

酬率、股東權益報酬率、純益率、營業收入成長率以及市場佔有

率等為主要指標。 

各部門的績效衡量，則應考量各部門的差異化特性，分別制

定，鼓勵團隊合作，落實個人與團隊的承諾與執行，建立獎賞分

明的控制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