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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 2008 年 7 月 18 日第一批大陸人士赴台旅遊至 2011 年 6 月 28

日全面開放來台旅遊，由於政府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旅遊，大陸人

士來台旅遊的人數逐年增加，並帶來年年皆成長的外匯收入，因而帶

動台灣近 10 年觀光休閒市場的蓬勃發展，而做為觀光休閒產業最重

要一環的旅館業更是趁勢而起，不論是大型的國際觀光旅館或是中小

型的一般旅館都紛紛投入市場，造成激烈競爭的市場，也造就與以往

星級旅館不同型態風格的旅館之興起。 

    隨著台灣本土意識的抬頭，網路科技的發達，再加上旅行型式的

改變，標榜著以科技，簡約，藝術，時尚，環保，在地文化等吸引旅

客的風格/文創類旅館因而應運而生，開業時間雖然不長，因其獨特設

計風格及強調平價，親民，年輕化，文創藝術等因素，在市佔率上有

逐步上升的趨勢，相對於傳統星級旅館亦或多或少造成影響。 

    本研究屬個案分析係以台北地區風格/文創類旅館及傳統星級旅

館為研究範圍，運用 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進行分析風格/文創類旅館

對傳統星級旅館之影響，藉由 4C 分析表得知，風格/文創類旅館和傳

統星級旅館因品牌背景，市場定位和營運規模不同，因此在客層定位

和客房定價及軟硬體設施上亦不相同。截止當前風格/文創類旅館在

市場競爭上對傳統星級旅館之營運尚未造成太大影響，尤其傳統星級

旅館係以高端客層為主要客源，而風格/文創類旅館整體服務及硬體

設施以簡約便利為主，較不符合高端客層之需求，遂影響程度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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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government allows mainland tourist visits Taiwan, thus driving 

flourish development of Taiwan's tourism and leisure market for recent 10 

years. Hotel indust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leisure market and taking 

primary advantage and beneficial in it, hence whether its international 

chain hotels or theme hotels are eager to expanding the market, results in 

fierce competition and also created lots of different hotel model. 

  Along the rise of local consciousness, well-developed network 

technology, and travel behavior changes, hotels feature on technology, 

simplicity, art, fash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local cultures are 

becomes the major design elements for new hotel. Because of its unique 

design, emphasized in affordable, friendly, you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arts 

factors, this kind of theme hotel gains more and more market share 

compare with typical hotels. 

  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me hotels and typical hotels in Taipei and using 

4C marketing strategy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me hotels on typical 

hotel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able of 4C marketing strategy, we found 

that theme hotels and typical hotels are different in brand background, 

market positioning, and operation scale. Therefore, this has resulted in 

different market segment, pricing strategy, and also facilities of the hotel. 

Until now,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competition from theme hotel does 

not affect typical hotels too much. We believe that is because most of the 

typical hotels are targeting high-end market and those consumers will not 

prefer a hotel which emphasizes simple and convenient - just like most of 

theme hotels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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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鑒於近 10 年來，台灣有愈來愈多的五星級旅館及旅館業者，利

用發展副品牌或次品牌來創造一種有藝術氣息復古風格的中小型旅

館，其旅館地理位置多選擇在交通便利的絶佳地點，以吸引更多國人

及國際自由行與商務旅客，由於新創立副品牌或次品牌進而成就另一

波開拓新市場與高淨利之商機。過去常住星級旅館之旅客為何會改變

選擇入住風格或文創旅館，究竟是受到何原因所吸引或影響呢？是

CP 值較高？是對於入住需求新型態旅館感到新奇？抑或是追求不同

的感受，感動與期待等因素，則為本研究的動機。 

   103年國人國內旅遊次數計1億5,626萬旅次，較102年成長9.5%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103 年平均每人國內旅遊次數為 7.47 次(較 102

年的 6.85 次增加)(交通部觀光局，2015) 。 

104 年 12 月來臺旅客數計 102 萬 2,897 人次，為歷年單月首度破百

萬，而 104 年全年來臺旅客累計 1,043 萬 9,785 人次，創歷年來臺人

次新高，與 103 年同期相較成長 5.34%。主要客源市場人次及與 103

年同期比較之成長率分別為：日本 162 萬 7,229 人次（-0.46%），港澳

151 萬 3,597 人次（10.02%），韓國 65 萬 8,757 人次（24.84%），中國

大陸 418 萬 4,102 人次（4.94%），美國 47 萬 9,452 人次（4.53%），新

加坡 39 萬 3,037 人次（4.47%），馬來西亞 43 萬 1,481 人次（-1.77%），

歐洲 27 萬 4,035 人次（3.46%），紐澳 8 萬 8,927 人次（-2.88%）。由

於臺灣觀光「多元布局‧放眼全球」策略明顯奏效，在靈活觀光行銷

手法下，繼 103 年突破 900 萬人次，104 全年來臺旅客總數上衝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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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9,785 人次新高，較 103 年成長 5.34%，為臺灣觀光里程展現全新

格局，達成千萬旅客來臺目標(交通部觀光局，2016) 。 

    由以上數據得知國人在國內旅遊的需求提升，國內旅遊市場熱絡，

以及國際旅客來臺總人次於 104 年已創 1,043 萬 9,785 人次新高。104

年「觀光」目的旅客為 750 萬 5,457 人次，成長 4.36%，觀光目的來

臺市場占比達 71.89%，「業務」目的旅客為 75 萬 8,889 人次，負成長

1.40%。由於國人國內旅遊與國際旅客對台灣的旅遊及住宿需求雙重

因素提高，為平衡觀光旅遊住宿之供需問題，新建旅館勢在必行。觀

光在政府政策與民間的共同努力下，觀光業已成為國家與地方經濟發

展的重要角色。 

    面對大陸方面的種種牽制，台灣未來唯一能發展的即為觀光休閒

產業，台灣將仿照香港，新加坡朝向觀光服務業發展。自台灣第一間

國際五星級旅館希爾頓酒店之璀璨誕生，引領台灣投資業者興建五星

級旅館蔚為風潮，但近 10 年來受國外文化的引進及顧客習性的改變，

不同型態的旅館陳出，其中又以風格/文創類旅館較能衝擊到五星級

旅館，故期望藉本研究得以提供未來有意投資興建之旅館業投資者或

旅館營運者，能事前評估市場現況及旅館定位後再行投入，俾能有所

助益。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我夲人在擔任台北凱撒飯店總經理時，對文創/風格旅館在營運

上表現具有一定的佔有率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特色，而當時也成為市場

上及客人的熱門話題，且對傳統星級飯店造成某種程度的衝擊，因此

感到很好奇，所以想要利用這次論文，要了解及比較文創風格旅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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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傳統五星級旅館有何差異；藉用 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來分析風

格/文創類旅館和傳統星級旅館的經營策略是什麼，風格/文創類旅館

和傳統星級旅館品牌背景，市場定位和營運規模有何不同，在客層定

位和客房定價及軟硬體設施上是否有相同之地方。了解客人會在單次

選擇及多次選擇風格/文創類旅館或傳統星級旅館原因是服務人員的

因素呢，是強大系統因素呢或是促銷活動因素等之探討。 

    會用風格/文創旅館方面是設定在近 10 年來於台北地區營運規模

較相近的捷絲旅(Just Sleep)，意舍旅館(Amba)以及永安棧(Westsate 

Hotel)為代表。而在傳統星級旅館方面則是以台北西華飯店 (The 

Sherwood Taipei)，台北君悅酒店(Grand Hyatt Taipei)以及香格里拉遠

東國際大飯店(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為範圍來進行比較。 

    會採用 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來分析風格/文創類旅館和傳統星

級旅館如何以買方的立場提出有效的經營策略，其主要目的歸納如下: 

1.針對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之品牌背景，市場定位進行研

究。 

2.風格/文創類旅館方面是以捷絲旅(Just Sleep)，意舍旅館(Amba)及永

安棧(Westgate Hotel)做為本次研究對象；並分別進行深入探討。 

3.傳統星級旅館方面則以台北西華飯店(The Sherwood Taipei)，台北君

悅酒店(Grand Hyatt Taipei)及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為研究範圍來進行比較；並分別進行深入探討。 

4. 近 10 年風格/文創類旅館的興起在台北市的觀光旅遊市場於住房

表現上具有一定的佔有率，且對既有傳統星級旅館亦造成了某種程度

上的衝擊和影響，故本研究係以台北地區旅館為案例，以策略行銷的

4C 架構來分析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的發展情況及對傳統



 

4 

星級旅館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範圍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結果顯示，至 2015 年 12 月台灣共有國際

觀光旅館 75 家，一般觀光旅館 43 家和一般旅館 3,423 家。各級旅館

數量統計分佈，國際觀光旅館方面，北部地區 35 家，中部地區 8 家，

南部地區 18 家，東部地區 11 家，共計 75 家；觀光旅館方面，北部

地區 28 家，中部地區 5 家，南部地區 7 家，東部地區 3 家，共計 43

家；一般旅館方面，北部地區 1130 家，中部地區 705 家，南部地區

計 791 家，東部地區 485 家，以及離島地區 84 家，共計 3,423 家，

由表 2 得知台灣各級觀光旅館之分佈以北部地區為主，南部地區次

之，而就各縣市看則以台北，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都會區分佈

最多，其中以台北市 502 間最多，故本研究即是選擇以台北地區之風

格/文創旅館及傳統星級旅館方面設定為本次研究範圍。 

在風格/文創旅館及傳統星級旅館方面方面會鎖定以近 10年於台

北地區營運之具較近相對規模的捷絲旅(Just Sleep)，意舍旅館(Amba)

以及永安棧(Westsate Hotel)為研究對象。而在傳統星級旅館方面則以

台北西華飯店(The Sherwood Taipei)，台北君悅酒店(Grand Hyatt Taipei)

以及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為研究範

圍來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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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個案分析，先從風格/文創旅館及傳統星級旅館各找出

定位，定性，定量相同的旅館，再依 4C 策略行銷架構從產品，特色，

營運去深入研究及討論，另外也訪談曾經服務過風格/文創旅館總經

理及五星級旅館總經理現任天成飯店連鎖朱榮佩 Ms. Linda Chu 營運

長談談她對風格/文創旅館及星級旅館的看法，訪談過程用 4C 策略行

銷架構討論，讓我能聽到不同的看法。另外去現場實際參觀風格/文創

旅館及星級旅館的現場營運及設計的感覺，親自體會及觀察該飯店的

客源群，研究架構如圖 1。 

圖 1 研究架構 

建立研究目的 

文獻探討 

台灣觀光飯店產業環境分析 

個案背景及策略分析 

専業經理人訪談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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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4C 策略行銷架構 

    本論文以邱志聖(2014)所提出的「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為文獻

探討主要內容，並將此策略做為分析及探討本研究之主要基礎。 

    4C 策略行銷架構是(如圖 2)由交易成本理論所延伸出的應用理念，

強調從買方的立場而非賣方的觀點來看 4C 成本的高低，而 4C 成本

包含了外顯單位效益成本（Cost of Utility），資訊搜尋成本（Cost of 

Information Search），道德危機成本（Cost of Moral Hazard），以及專

屬資產陷入成本（Cost of Asset Specific）。 

圖 2 4C 策略行銷架構圖 

資料來源: 邱志聖(2014) 策略行銷分析: 架構與實務應用 

一，外顯單位效益成本（Cost of Utility） 

    買方取得產品或服務所需付出的成本除以買方從該產品或服務

本身所得到的效益即為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在交易中買方所需付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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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般包括價格，運費，服務費等，而產品或服務所提供的效益則可

分為有形或無形效益，由圖 3 可知，對買方而言，獲得的總效益愈高

且付出的總成本愈低，則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就愈低，因此賣方若想藉

由降低外顯單位效益成本來吸引買方，則可經由降低買方購物所需付

出的費用或提高買方於購物後可得到的有形或無形的效益。 

    由上可知，在進行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分析時，首要考量的是買方

的觀點，而非由賣方立場去看待產品本身的成本及效益，因為買方和

賣方的立場和觀點往往是相對的，因此當賣方覺得自己所提供的產品

效益很高時，買方不一定有同樣的看法，因為賣方所提供的效益不一

定是買方所需；此外在分析效益時，亦須考量到競爭者和市場環境，

因為消費者對產品定價，效益及付出成本的接受度，與競爭者的產品

定價，提供的產品效益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有很大的關聯。 

圖 3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公式 

 

資料來源: 邱志聖(2014) 策略行銷分析: 架構與實務應用 

二，資訊搜尋成本（Cost of Information Search） 

    資訊搜尋成本是指買方在購買產品或服務前，為了清楚了解產品

或服務的內容，以確認欲購買之產品或服務是否符合所需，因而所花

費在搜尋相關資訊的時間和成本，如上網尋找，電話詢問，親友間口

碑相詢等，資訊搜尋成本愈低通常對買方而言愈好，也愈能吸引買方

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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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買方在購物前會為了了解產品而進行相關的資訊搜尋，但

買方亦會因購買動機與產品的種類不同而花費不同的搜尋時間與成

本，如購買的是價格較低及不需重大決策的消費品，則買方通常不

會花過多時間或主動搜尋產品資訊，相反的若是購買前需經重大決

策的高價位產品，如電器類等，則買方通常會較願意主動或更花時

間去搜尋了解及比較產品的相關內容，其所付出的資訊搜尋成本也

就愈高，因此賣方在產品定位上要清楚明白，讓買方能容易記住產

品的特點，並應知曉買方所需的資訊為何，以利廣告媒體的露出和

曝光及銷售通路的鋪設方向選擇，以讓買方能更快速便利的獲得產

品資訊，進而降低買方的資訊搜尋成本，也提高賣方的銷售率。 

三，道德危機成本（Cost of Moral Hazard） 

    買者道德危機成本可謂為一種風險成本，是指買方對於賣方所

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否達到交易時所說的功能有所懷疑。很多時

候，就算買賣雙方已於交易前對交易的產品或服務的內容都已有十

分清楚合約訂定，然，買方還是會對賣方仍否遵循合約內容，或提

供的功能，服務，規格等是否與合約內容所承諾的一致保有懷疑，

對買方而言，此成本愈低則表示賣方愈得到買方信任。 

    現今的買賣出現問題，很多不是因為雙方對於產品不了解，而

是導因於雙方對彼此的不信任，故而影響買賣的效率，為了提高交

易效率，買方在購買前通常會經由各種管道來研究賣方的可信度，

如與賣方訂定嚴謹的合約書等以防交易不實或突發情形，所以賣方

若能給予買方高度的信任感，讓客戶能放心的購買產品，並使客戶

相信縱使有突發情形雙方的買賣交易及買方的權益仍會照合約履

行，如此一來，買方的道德危機成本將會降低，然而要使買方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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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持對賣方的信任關係，仍須靠長期的經營才可得到，對於尚未

建立良好信任度的公司則可藉由建立良好口碑，形象，知名度等來

提升買方的信任度；以及將有關產品或服務之資訊內容完整透明的

公開給買方得知，以取得買戶的信賴度。 

四，專屬資產陷入成本（Cost of Asset Specific） 

    買者專屬陷入成本是指買方為了保有已經投入的交換專屬資產

所產生的陷入成本(邱志聖，2014)。此成本是在雙方交易完成後，

買方為維持產品或服務的持續性所投入的有形或無形的資產，且此

投入的資產是無法再移轉其他交易關係上的，因為當此交易關係失

效後，則買方後續為維持產品或服務所再投入的有形或無形資產將

失去其價值或價值降低，為此買方通常會繼續與賣方保有交易關

係，以維護投入的專屬資產的價值性。專屬資產陷入成本對買方而

言愈低愈好，然而對賣方而言，則會希望買方能投入愈多的専屬資

產於此交易上，以利維繫與買方更持久的的交易關係，。 

    買方在專屬陷入成本上主要有二種考量因素：第一種因素是買

方為第一次購買此類產品，因此當他購買時，會先考慮購入此產品

時投入的專屬陷入成本是否會太高；而另一種情形則是買方已經有

使用某品牌的此類產品，而在購買後亦已付出了許多専屬資產是，

若要轉換至其他品牌的產品，就會因而失去已投入的専屬資產的價

值，因此若賣方讓買方於交易前就認為購買了產品後將會有很高的

専屬資產陷入成本產生，那麼買方就很有可能考慮不購買此產品。

一般業界常用建立資產専屬性的方法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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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用建立資產専屬性的方法 

資產專屬種類 業界常用的方法 

 

 

產

品

相

關 

 

特有的使用知識的專屬資產 

公司特有的產品使用方法，公

司特有軟體，公司特有產品系

列分類方法與使用方法，公司

特有互補品使用方法，特有使

用 

  

   特有軟硬體的專屬資產 

 

系統 DIY 產品，特有耗材，

特有公司規格，特有資訊系統

整合，特有配方，特有設備專

利，特有軟體 

 

人員或系統的無形專屬資產 

 

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

識，特有人際關係，特有溝通

效率，特有生活依歸 

 

品

牌

相

關 

 

心理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 

特有的品牌經驗，特有的品牌

回憶，特有的品牌心理意義 

 

特有無形社會壓力的專屬資

產 

特有的品牌群體壓力，特有的

意見領袖吸引力 

 

促銷相關專屬資產 

哩程數累積優惠，集點紅利，

累計金額優惠，紅標與綠標的

定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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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邱志聖(2014) 策略行銷分析: 架構與實務應用 

第三章 台灣觀光旅館產業環境分析 

第一節 觀光旅館產業介紹 

一，觀光旅館的起源 

    飯店 hotel 一詞是源自於拉丁文的 hospitale，最早是起源於法

國，在法國大革命前的貴族將用來招待貴賓的市郊別墅稱為 hotel，

此後則漸為歐美各國所沿用至今成為旅館的名稱；另一種說法則是

指在法國巴黎，依旅客所需而按日，週，月出租的附傢俱但不提供

餐飲服務的出租房子或公寓(吳勉勤，2003)。 

    國外旅館的起源與宗教有關，因宗教的興起，信仰者大幅增

加，欲前往聖地朝聖者亦隨之增加，因此為因應朝聖者住宿，於聖

地四周便陸續出現提供住宿之地方，至 19 世紀後期陸續出現了専為

皇室，貴族及富商等人提供高級豪華服務的旅館，而該時期以巴黎

Grand Hotel 及紐約 Waldorf Hotel 最具代表性(陳俊旭，2008)。 

    中國旅館之起源可追溯至秦漢時代，當時住宿主要的提供對象

是傳遞公文書信的差使或來往各地經商的旅人等，而設置有<驛亭

>，<客棧>等供餐飲住宿，演變為日後各朝代亦為因應不同人員及

不同狀況所需而有不同的名稱；如唐朝設有<禮賓院>，<驛館>為以

招待各國使節住宿，元朝則有<會同館>是專司禮賓及接待翻譯工

作，而近代台灣最初的旅館則稱為<販仔間> (陳俊旭，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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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觀光旅館的定義，分級，業務範圍 

(一)，定義 

    依民國 58 年 7 月 30 頒佈並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公佈之

政府為發展觀光產業，宏揚傳統文化，推廣自然生態保育意識，永

續經營台灣特有之自然生態與人文景觀資源，敦睦國際友誼，增進

國民身心健康，加速國內經濟繁榮而制定之『發展觀光條例』中第

二條第七項對觀光旅館業之定義為『指經營國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

光旅館，對旅客提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營利事業』(全國法規資料

庫)。 

(二)，分級 

    依據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105 年 1 月 28 日修正)：

觀光旅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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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四條亦明

定「非依本規則申請核准之旅館，不得使用國際觀光旅館或一般觀

光旅館之名稱或專用標識」，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專用標識

型式如圖 4，圖 5 所示(全國法規資料庫)，而依交通部星級旅館評鑑

計畫所訂，旅館依建築及設備內容之不同分為五個星級，星級旅館

標章如圖 6(交通部觀光局)： 

一星級：係指此等級旅館提供旅客基本服務及清潔，安全，衛生，

簡單的住宿設施等。 

二星級：係指此等級旅館提供旅客必要服務及清潔，安全，衛生，

舒適的住宿，24 小時服務櫃台等設施。 

三星級：係指此等級旅館提供旅客親切舒適之服務及清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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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良好且舒適的住宿設施，並設有餐廳，旅遊（商務）

中心等設施。 

四星級：係指此等級旅館提供旅客精緻貼心之服務及清潔，安全，

衛生優良且舒適的住宿設施，並設有二間以上餐廳，旅遊

（商務）中心，宴會廳，會議室，運動休憩及全區智慧型

網路服務等設施。 

五星級：係指此等級旅館提供旅客頂級豪華之服務及清潔，安全，

衛生，且精緻舒適的住宿設施，並設有二間以上高級餐

廳，旅遊（商務）中心，宴會廳，會議室，運動休憩及全

區智慧型無線網路服務等設施。 

 

(三)，業務範圍 

    依發展觀光條例第 22 條規定，觀光旅館業業務範圍如下(全國

法規資料庫)： 

(1)，客房出租。 

(2)，附設餐飲，會議場所，休閒場所及商店之經營。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與觀光旅館有關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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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國際觀光旅館專用標識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5 一般觀光旅館專用標識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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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星級旅館標章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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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灣觀光旅館產業結構與特性 

一，產業結構 

    觀光旅館為觀光旅遊業產業範疇之一環(如圖 7)，其產業範疇包

含文化資產，交通運輸，飯店，餐飲，購物中心，商店，休閒設

施，遊樂場所等，而觀光旅館因具備了多方面之服務如住宿，餐

飲，社交，會議場所，健康，娛樂，購物等，因而在觀光旅遊業中

屬關鍵性的一環 (何介人，2010)。 

    觀光旅館產業結構(如圖 8)，包括上游的餐飲(含生鮮食品，飲

料及一般用品供應)及客房部份(含網路，個人，公司，旅行社訂房

及客房用品供應)，中游的旅館主體提供餐飲/客房用品原料及訂房服

務及下游的消費者本身(何介人，2010)。 

 

二，產業特性 

 本研究根據楊上輝（2004）與蔡宜情(2006)之論述，將觀光飯店之

產業特性分為一般特性及經濟特性，其內容分述如下：  

(一)，一般特性：  

1.服務性：觀光旅館業屬服務業，除硬體設施及經營管理要做到讓

客人滿意外，每位從業人員的服務品質更是直接影響旅

館的形象，由此可知服務好壞乃是旅館經營與發展之要

件，也是其必備之特性。 

2.綜合性：觀光旅館由於其提供之服務多元因此具有綜合性功能，

除主要的住宿與餐飲外，尚有娛樂場所，會議場所，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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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場所，健身場所等。 

3.豪華性：以豪華的建築設計與內部設施吸引旅客入住。 

4.公共性：除住宿，餐飲等服務之外，另外還提供會議，宴會，展

覽等服務，因此不限制民眾自由進出大廳，故對大眾而

言具有公共性。 

5.無歇性：旅館之服務為全年及全天無休，因此具有無歇性之服務

特性。 

6.地區性：旅館建築物無法任意搬遷，因而受限於地理因素，而有

地區上的不可移動性。 

7.季節性：旅客的觀光旅遊具季節性，因此旅館的營運需依季節而

有不同之因應。 

 

(二)，經濟特性 

1.資本密集且固定成本高： 

    觀光旅館通常位於交通便利且熱鬧之市中心，因此地價昂貴，

再加上其建築外觀與內部設施等固定資本之花費不貲，因此造成其

資本和固定成本高。 

2.服務供給為無形，不可儲存及高廢棄性： 

    此特性為所有觀光產業所具備之，觀光旅館所提供之商品為

『勞務或服務』，其消費與服務同時發生，而旅館的房間若當日無

人住宿則没有營收，並不能保留至隔日再賣。 

3.短期供給無彈性，具僵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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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旅館之興建期較長及客房數量固定，空間無法隨意便動，

故使其短期供給欠缺彈性而造成一定的僵固性。 

4.需求波動性： 

    觀光旅館市場需求受到諸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如：季節氣候，節

慶變化，政治環境，景氣好壞等。 

5.勞力密集性： 

    旅館業因屬服務業，其提供的產品最首要的就是服務，而服務

品質與服務人員有密切關係，故在組織上需具備有充足之人力。 

 

圖 7 觀光旅遊業範疇 

 

資料來源：何介人(2010) 適合陸商來台投資產業建議-觀光旅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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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觀光旅館產業結構 

 

資料來源：何介人(2010) 適合陸商來台投資產業建議-觀光旅館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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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灣觀光旅館產業的現況與分析 

一，台灣觀光旅館供需現況 

    台灣觀光旅館依管理制度之不同而分為觀光旅館業及一般旅館

業，而觀光旅館業又分為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結果顯示，至 2015 年 12 月台灣共有國

際觀光旅館 75 家，一般觀光旅館 43 家和一般旅館 3,423 家。各級

旅館數量統計分佈，國際觀光旅館方面，北部地區 35 家，中部地區

8 家，南部地區 18 家，東部地區 11 家，共計 75 家；觀光旅館方

面，北部地區 28 家，中部地區 5 家，南部地區 7 家，東部地區 3

家，共計 43 家；一般旅館方面，北部地區 1130 家，中部地區 705

家，南部地區計 791 家，東部地區 485 家，以及離島地區 84 家，共

計 3,423 家，由表 2 可知台灣各級觀光旅館之分佈以北部地區為最

多，南部地區次之，而就各縣市看則以台北，新北，台中，台南，

高雄等都會區分佈最多，其中以台北市 502 間最多，而宜蘭縣，花

蓮縣等風景區則次之。 

    表 3 為 2006 年及 2015 年全台各縣市觀光旅館與一般旅館數量

比較表，由表可知，全台近 10 年國際觀光旅館共增加 15 間，一般

觀光旅館增加 14 間，一般旅館則增加 205 間，各級旅館總計增加

234 間；而就各縣市看以台北市增加 154 間最多(國際觀光旅館增加

2 間，一般觀光旅館增加 8 間，一般旅館增加 144 間)，約佔全台旅

館增加數的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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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年觀光旅館與一般旅館統計 

區域 縣市 國際觀光旅

館 

一般觀光旅

館 
一般旅館 

北部地區 

新北市 2 5 280 

台北市 27 17 458 

基隆市 0 1 32 

桃園市 4 4 227 

新竹市 2 0 63 

新竹縣 1 1 44 

苗栗縣 0 1 70 

合計 36 29 1174 

中部地區 

台中市 5 3 350 

彰化縣 0 0 81 

南投縣 3 0 185 

雲林縣 0 0 89 

合計 8 3 705 

南部地區 

嘉義市 1 1 68 

嘉義縣 0 3 83 

台南市 5 1 245 

高雄市 10 1 404 

屏東縣 3 1 171 

合計 19 7 971 

東部地區 

台東縣 2 1 115 

花蓮縣 6 0 149 

宜蘭縣 3 2 225 

合計 11 3 485 

離島地區 

金門縣 0 0 21 

澎湖縣 1 1 56 

連江縣 0 0 7 

合計 1 1 84 

總計 75 43 3,423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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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6 年-2015 年全台觀光旅館數比較表 

年度 

/ 

縣市 

2006 2015 
2006~2015 

旅館數差異 

國際 

觀光 

旅館 

一般

觀光

旅館 

一般

旅館 

國際

觀光

旅館 

一般 

觀光 

旅館 

一般 

旅館 

國際

觀光

旅館 

一般

觀光

旅館 

一般

旅館 

新北

市 
0 1 281 2 5 280 +2 +3 -1 

台北

市 
25 9 314 27 17 458 +2 +8 +144 

基隆

市 
0 0 31 0 1 32 - +1 +1 

桃園

市 
2 2 224 4 4 227 +2 +2 +3 

新竹

市 
2 1 61 2 0 63 - -1 +2 

新竹

縣 
0 0 42 1 1 44 +1 +1 +2 

苗栗

縣 
0 0 81 0 1 70 - +1 -11 

台中

市 
5 2 330 5 5 350 - +3 +20 

彰化

縣 
0 0 74 0 0 81 - - +7 

南投

縣 
1 1 169 3 0 185 +2 -1 +16 

雲林

縣 
0 0 101 0 0 89 - - -12 

嘉義

市 
1 0 56 1 1 68 - +1 12 

嘉義

縣 
0 2 92 0 3 83 - +1 -9 

台南

市 
4 1 234 5 1 245 +1 - +11 

高雄

市 
9 0 430 10 1 404 +1 +1 -26 

屏東

縣 
2 2 183 2 1 171 - -1 -12 

台東

縣 
2 0 112 2 1 115 - +1 +3 

花蓮

縣 
6 1 120 6 0 149 - -1 +29 

宜蘭

縣 
1 2 186 3 2 225 +2 - +39 

金門

縣 
0 0 30 0 0 21 - - -9 

澎湖

縣 
0 0 47 1 1 56 +1 +1 +9 

連江

縣 
0 0 20 0 0 7 - - -13 

合計 60 29 3,218 75 43 3,423 +15 +14 +205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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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觀光旅館住宿需求 

    客房銷售是旅館主要業務項目之一，因此旅館住用率可做為觀

察旅館營運狀況的重要指標。 

(一)，觀光旅館住宿需求 

     2015 年國際觀光旅館客房平均住用率為 71.3%，一般觀光旅館

平均住用率為 64%，總平均為 69.61%，與 2011 年國際觀光旅館平

均住用率 69.5%，一般觀光旅館平均住用率 62.2%，總平均住用率

68.1%相較，國際觀光旅館近 5 年之平均住用率增加 1.8％，一般觀

光旅館之平均住用率增加 1.8％，總平均住用率增加 1.4％；比較各

區域近 5 年住用率趨勢，在國際旅館方面以桃竹苗地區由 2011 年

67.8%至 2015 年 79.4%增加 10.8%最多，以台中地區由 2006 年

78.2%至 2015 年 67.8%減少 10.4%最多，在一般觀光旅館方面住用

率以高雄地區增加 14.8%最多，減少最多的則仍是台中地區其減少

了 11.4%(如表 4)。 

(二)，一般旅館住宿需求 

     2015 年一般旅館客房全台平均住用率為 53.4%，與 2011 年一

般旅館全台平均住用率 44.4%相較，一般旅館近 5 年之全台平均住

用率增加 9％；比較各縣市近 5 年住用率趨勢，除離島三縣市和彰

化縣下降外，其餘縣市住用率皆有上升，其中以新北市上升 14.7%

之比率最大，台東縣住用率上升 12.9%次之 (如表 5)。 

三，台灣觀光旅館平均房價 

    客房收入是觀光旅館營業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因此藉由追踪

每間客房的平均房價，將有助於了解旅館營運狀況的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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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光旅館平均房價 

    如表 4 所示，2011 年國際觀光旅館平均房價為 3,448 元；一般

觀光旅館平均房價為 2,496 元；總平均房價為 3,280 元，直至 2015

年國際觀光旅館平均房價為 3,984 元；一般觀光旅館平均房價為

3,069 元；總平均房價為 3,794 元，相比於 2011 年和 2015 年之平均

房價，近 5 年國際觀光旅館增加 536 元，成長 15.5%；一般觀光旅

館增加 573 元，成長 23%；總平均房價增加了 514 元，成長

15.7%。比較各區域近 5 年平均房價趨勢，在國際旅館方面，各區域

平均房價皆有成長，其中以其他地區增加 784 元，成長 23.9%最

多，以花蓮地區增加 38 元，成長 1.6%最少；在一般觀光旅館方面

近 5 年平均價則以以台北地區增加 999 元，成長 37.4%最多，而以

高雄地區減少 912 元，下降 29.1%最多，台中地區減少 815 元，下

降 24.8%則排名第二。 

(二)，一般旅館平均房價 

    如表 5 所示，2011 年一般旅館全台平均房價為 1,938 元，直至

2015 年全台平均房價為 2,209 元，相比於 2011 年和 2015 年之平均

房價，近 5 年一般旅館全台平均房價增加 271 元，成長 12.3%。比

較各縣市近 5 年平均房價趨勢，除澎湖縣和屏東縣各減少 380 元(下

降 22.9%)及 153 元(下降 6.4%)外，其餘縣市之平均房價皆有上漲，

其中則以台南市增加 489 元，成長 31.3%漲幅最大，而台北市增加

562 元，成長 23%則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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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1 年及 2015 年全台觀光旅館住用及營收狀況統計表 

旅館類別 區域 

年度 

2011 年 2015 年 2011 年 2015 年 

住用率(%) 平均房價(元) 

國際 

觀光旅館 

台北地區 75.4 74.9 4,107 4,812 

高雄地區 68.6 72.2 2,379 2,422 

台中地區 70.3 67.8 2,252 2,503 

花蓮地區 61.2 63.1 2,431 2,469 

風景區 63.1 69.5 4,848 5,618 

桃竹苗地區 67.8 79.4 2,411 2,795 

其他地區 62.7 60.7 3,282 4,066 

平均 69.5 71.3 3,448 3,984 

一般 

觀光旅館 

台北地區 75.7 78.7 2,672 3,671 

高雄地區 36.7 51.5 3,131 2,219 

台中地區 81.2 69.8 3,282 2,467 

花蓮地區 - - - - 

風景區 44.3 47.8 2,030 2,833 

桃竹苗地區 54.4 59.4 2,226 2,474 

其他地區 54.3 48.2 2,195 2,547 

平均 62.2 64 2,496 3,069 

總平均 68.1 69.6 3,280 3,794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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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1 年及 2015 年全台一般旅館住用及營收狀況統計表 

縣市 

 

年度 

2011 年 2015 年 2011 年 2015 年 

住用率(%) 平均房價(元) 

新北市 42.7 57.4 1,992 2,046 

臺北市 62.9 70.5 2,448 3,010 

桃園市 45.7 57.4 1,570 1,669 

臺中市 45.9 52.7 1,981 2,159 

臺南市 41.9 43.3 1,562 2,051 

高雄市 43.7 53.4 1,451 1,703 

宜蘭縣 36.6 48.8 2,269 2,758 

新竹縣 32.3 36.1 2,427 2,551 

苗栗縣 34.7 40.0 2,160 2,350 

彰化縣 41.4 40.9 1,551 1,949 

南投縣 35.6 44.9 2,046 2,473 

雲林縣 35.2 41.2 2,049 2,508 

嘉義縣 26.4 44.0 1,535 1,600 

屏東縣 35.6 41.5 2,549 2,396 

臺東縣 44.5 57.4 1,687 1,889 

花蓮縣 38.3 44.2 1,990 2,001 

澎湖縣 27.5 18.8 2,037 1,657 

基隆市 28.2 37.4 1,526 1,644 

新竹市 52.1 56.8 1,763 1,827 

嘉義市 52.9 62.5 1,515 1,683 

金門縣 39.4 37.3 1,209 1,719 

連江縣 15.8 15.1 1,426 1,632 

全台平均 44.4 53.4 1,938 2,209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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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台灣觀光旅館產業的競爭策略與困境 

    由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可知(如圖 9，10，11)，台灣觀光市場

近 10 年來無論在來台旅客和國內旅遊人次及觀光收入等方面都呈現

大幅成長，來台旅客人數由 95 年的 867 萬人次上升至 104 年的 1,318

萬人次增加約 450 萬人次，成長了 52%左右；國內旅遊人次也呈上揚

趨勢，由 94 年的 9,261 仟萬人次上升至 103 年的 1.56 億人次成長了

約 68%，來台旅客及國內旅遊人次成長，也讓近 10 年的觀光外滙收

入及國人國內旅遊收入有所增加，尤其是觀光外滙收入更是逐年成長，

103 年的觀光總收入已達 7,530 億元是 10 年前 94 年觀光收入的一倍

以上；而在來台主要客源則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客源國，自政府開放大

陸人士來台觀光旅遊開始，中國大陸來台旅遊人數就逐年攀升，至 104

年已達 418 萬人次，佔當年度外來旅客總人次的 1/3(圖 12)。 

    由上資料可知，近 10 年來台灣觀光市場可謂蓬勃發展，因此也

帶動相關產業之發展，尤其是觀光旅館數量在近 10 年也大量興建，

無論是大規模或小規模的旅館紛紛設立投入，以致也造成競爭激烈的

市場，而為在此一市場中能取得好的經營績效，永續經營，故而在競

爭策略上，有與國外知名大型旅館合作或加盟藉以提高知名度及客源，

有本土知名星級旅館為拓展客源再行發展的副品牌，有獨立經營的特

色旅館，而為了能更符合現在的旅遊趨勢和市場，在軟硬體的規劃設

計上除了旅館業一直強調的服務外，更針對各類客層提供不一樣的需

求，如豪華，簡便，科技，商務，藝術文創及在地文化等。 

    蓬勃的市場提供商機也帶來激烈的競爭，當競爭者愈來愈多，旅

館愈蓋愈多，而市場没有再擴大甚至萎縮，如陸客因兩岸的政治因素

而減少來台觀光人次等因素，則市場將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因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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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没有品牌集團資源的獨資旅館，將面臨沈重的營運成本負擔，進而

出現淘汰整併潮，呈現大併小，集團化的趨勢。  

圖 9 近十年來臺旅客及國民出國人次變化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10 近十年國人國內旅遊總旅次變化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11 近十年觀光外滙收入及國人國內旅遊收入及觀光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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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圖 12 近十年來臺主要客源國旅客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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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風格/文創對星級旅館的影響-以 4C 架構分析 

    隨著交通發達及網路時代的興盛，縮短了各地和各國之間的距離，

以及收入和休閒意識的增長，促進了國人國內外旅遊的次數，再加之

2008 年起正式開放陸客來台觀光等因素，以致，近 10 年來台灣的旅

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紛紛投入觀光旅遊市場。尤其在台北市這個大

都會區市場競爭更為激烈，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傳統星級旅館外，更多

的是以設計風格及創新文藝氣息為主題的風格/文創類旅館。 

    近 10 年風格/文創類旅館的興起在台北市的觀光旅遊市場於住房

表現上具有一定的佔有率，且對既有傳統星級旅館亦造成了某種程度

上的衝擊和影響，故本研究係以台北市旅館為案例，以策略行銷的 4C

架構來分析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的發展情況及對傳統星

級旅館的影響。 

第一節 背景與研究對象 

一、 風格/文創類旅館簡介 

本研究對象於風格/文創旅館方面是設定在近 10 年來於台北地

區營運規模較相近的捷絲旅旅館(Just Sleep)，意舍旅館(Amba)

以及永安棧(Westgate Hotel)為代表。 

(一)，捷絲旅旅館(Just Sleep Hotel) 

    捷絲旅為晶華麗晶酒店集團於 2009 年新成立的一個品牌，屬於

設計型旅館，以「親民價格，優質服務」為主要訴求，更以「風格優

旅 心細如縷」為其品牌精神。目前全台共有 7 個營運據點，分別為

台北西門館，台北林森館，臺大尊賢館，宜蘭礁溪館，花蓮中正館，

高雄中正館以及高雄站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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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館所在地皆有極便利的交通優勢，抵達鄰近捷運車站皆僅需

5-10 分鐘的步行時間，每館的設計和營運風格皆依所在地點而有所

不同，捷絲旅七家營運據點內最早成立的是台北西門館，位於歷史

與活力創新共存的西門町商圈；台北林森館緊鄰有台北的香榭麗舍

大道之稱的－晶華商圈，以及林森北路最繁華熱鬧的夜生活娛樂地

區；臺大尊賢館座落於各式小吃美饌聚集的公館商圈，與台灣第一

學府台灣大學比鄰而居；宜蘭礁溪館則是屬於休閒度假風格，其地

理位置是位於著名的礁溪溫泉區域內設有個人以及大眾風呂；花蓮

中正館則位於花蓮市區熱鬧的中正路段，是以藝術文創為主題，館

內設有挑高餐廳與圖書館提供旅人鬧中取靜的自在舒適及閱讀空

間；而捷絲旅在南台灣有兩處營運據點分別是高雄中正館鄰近高雄

捷運技擊館站，以風格新穎著稱；及最新開幕的高雄站前館，將藝

術美學和文創及時尚氣息融入旅館設計。 

    因屬設計型風格旅館，故在硬體方面採用的是不同於五星級旅

館或是奢華的精品旅館，而強調的是 3B3C3S 的品牌精神，3B 指的

是 Bed－舒適的睡床；Breakfast－豐盛的早餐；Bath－兼具機能與美

感的時尚的衛浴設備。3C 指的是 Convenience－便利，交通網絡便

捷；Comfort－舒適；Connection－科技。3S 指的是 Smart-聰明消

費；Service- 五星服務；Stylish-風格。而軟體方面，則強調以五星

級旅館相同水準來培訓人員及提供服務，兼具商務中心與 24 小時的

服務中心功能的櫃檯，能隨時提供旅客完整的商務，旅遊，餐飲及

在地生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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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舍旅館(Amba Hotel) 

    意舍旅館為國賓大飯店集團於 2012 年，亦是國賓大飯店集團於

1962 年創立後的 50 週年而新成立的全新創意品牌，其意喻為以

「傳承經典，永續創新」為目標，並導入創意及嶄新思維及結合環

保，科技，創意三大 DNA 的旅館經營。 

    意舍旅館目前共有二家正式營運及二家正在籌備中，預計於近

年內開幕，第一家台北西門町意舍（Amba Taipei XIMENDING）位

於台北市熱鬧的西門町商圈，其設計風格以『環保，科技，創意』

三大 DNA 融合西門町豐富的人文特色為主題；第二間 Amba-台北

中山意舍酒店（Amba Taipei Zhongshan）於 2015 年誕生，落於有悠

久歷史的中山商圈，其延續 Amba 意舍「環保，科技，創意」三大

品牌 DNA，改造原有的舊辦公大樓及重新設計融合在地人文，歷

史，藝術等元素，打造創意與時尚兼具環保之個性酒店；第三間台

北松山意舍酒店預計於 2016 年於松山火車站商場大樓開幕，其設計

採簡約時尚的風格，松山火車站雙鐵交會便捷的交通地理位置可讓

入住旅客輕鬆往返信義或南港區；第四間墾丁意舍位於墾丁大街

上，距墾丁大灣?(是要寫大街嗎)沙灘步行只需一分鐘，屬休閒度假

旅館，預計於 2017 年開幕。 

    意舍以環保，科技，創意三大 DNA 創新市場定位，結合文創

與觀光產業，並融合在地精神及取材在地元素，將現代人們關心的

議題，喜好科技的習性，渴望放鬆的內在想望，融入在飯店的軟硬

體當中，希望為每一位旅客在旅途中補充滿滿的能量，以及在環保

材料和全天然產品的使用上能倡導健康及為永續環境盡一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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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安棧飯店(Westgate Hotel) 

    永安棧前身為西門町 43 年老地標永安大飯店，永安大飯店於民

國 59 年底成立，當時 Hyatt，Westin 等國際連鎖旅館尚未進駐台灣，

是民國 60，70 年代西門町的代表，也是許多當地耆老的回憶。 

    自 99 年開始翻修的 Westgate 永安棧於 2012 年底正式營運，其

坐落在中華路旁，距離台北捷運西門站僅需步行一分鐘的路程，飯店

以線條元素作為空間設計的主軸，融合西門町的都會與年輕文化，搭

配具有城市趣味的裝置藝術及時尚感的裝潢與家具，擺脫古早的建築

前體，改造成現代都會旅館，並強調以光線，色彩等元素營造旅遊休

閒所需的質感。 

    永安棧目前經營者為原永安大飯店的第三代，其在賦予蛻變後的

永安棧全新風貌及注入新穎時尚感的當下，特別保留了原來永安大飯

店的用心和服務精神，期望在現代熱鬧繁華的西門町商圈，提供旅客

們一個現代質感及古早熱情兼具的舒適溫暖歇腳處。 

二、 傳統星級飯店簡介 

在傳統星級旅館方面則是以台北西華飯店(The Sherwood 

Taipei)，台北西華飯店，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台北君悅

飯店為例。 

(一)，台北西華飯店(The Sherwood Taipei) 

    台北西華飯店為五星級旅館，座落於素有台北市金融商圈之稱的

民生東路三段上，自 1990 年開幕至今已逾 27 載，一直堅持在服務上

提供給旅客如同家人一般的親切感覺，故在 80 年代台北可媲美國際

五星級的旅館屈指可數之時，台北西華飯店的成立，讓國內外旅客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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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國際級之頂級服務水準，因而獲得當時國內外名人權貴的青睞，

成為造訪台北時指定入住之旅館。 

   『西華』二字象徵東西文化精華之薈萃，因此西華的軟硬體設施，

如硬體部份的館內的設計，藝品陳設，家具擺列和軟體面的悉心服務

美饌料理等都多方面展露「西方優雅」與「中華經典」之完美融合。 

    西華飯店期許給予旅客『卓越品味』！在臨近人文藝術氣息濃厚

的台北市民生社區，用最親切的問候和笑容提供如親人般的服務，以

及有如回到家一般具有隱私及寧靜安全的舒適休憩環境，和滿足各類

旅客的附屬設施如提供完善商務服務與休憩空間的商務中心，讓身心

放鬆的健身中心，SPA 等，在在顯示出西華要傳達給旅客的溫暖，舒

適，尊貴的感受。 

 

(二)，台北君悅酒店(Grand Hyatt Taipei) 

    台北君悅酒店為國際連鎖五星級旅館，其地理位置座落於台北市

最精華地段，為商業及娛樂兼具的信義區內，與台北 101 大樓，新光

三越百貨公司，台北世貿中心，台北國際貿易大樓及台北國際會議中

心等知名地標形成一個購物，商務及休閒娛樂的多功能區域。 

    台北君悅酒店是凱悅國際集團在台灣經營的第一家旅館，自 1990

年中正式開幕營運，共有 865 間客房，屬大型旅館規模。其挑高宏偉

的中庭大廳以及寬敞的入口車道，台北君悅飯店外觀呈現恢宏大器，

而旅館設計則融合在地文化並呈現豪華，氣派，新穎之風格。旅館附

屬設施豐富多元，可因應不同客人需求而提供各種不同的設施如嘉賓

軒，提供商務旅客更為豪華精緻的專屬住宿環境；多元型態的餐廳與

獨具風貌的酒吧，提供饕客充滿時尚品味的用餐環境；多功能性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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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活動場所，滿足各類型會議，婚宴，餐宴，展覽，記者會，產品

發表會等需求。 

     旅館原名為『台北凱悅飯店』，為因應集團希望藉由不同品牌的

區分而給予客戶不一樣的體驗與感受，並藉此與區別出與其他競爭對

手的全球品牌策略與定位，因此旅館於 2003 年 9 月改名為『台北君

悅酒店』，而台北君悅酒即屬於國際凱悅集團旗下四個品牌中營運規

模最大，且內裝最金碧輝煌的品牌。 

(三)，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 

    隨著 90 年代台灣經貿的蓬勃發展及國際商旅的大幅成長，遠東

集團於 1993 在台北總部成立了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並委由國

際著名的香格里拉集團經營管理。遠東集團有鑑於政府開放陸客來台

及台南科學園區成立等因素而將之帶來的商旅及觀光需求，於 2008

年憑藉台北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的成功經驗，於台南火車站週邊

拓展經營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並仍舊委由香格里拉集團經

營。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座落於台北敦南大道上，樓高 43 層且

與集團購物中心共構，一直是敦南商圈當地的地標，也是台灣頂級的

五星級國際觀光旅館，旅館規模及設施完善，具有 420 間頂級豪華客

房，8 間中西式美食餐廳，各類宴會廳，健身房及二座戶外游泳池…

等，除了硬體設施外，在軟體方面，兼具遠東集團秉持提昇台灣五星

級觀光旅館經營水準之理念及國際香格里拉集團『殷勤待客』管理宗

旨，開業 20 年來深獲各界人士喜愛且接待過無數知名的國內外政商

名流，以致年度平均房價和住房率在台灣旅館業界都久居榜首。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為強化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及提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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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宿品質，於 2014 年斥資近 15 億台幣進行開業 20 年來最大規模

的改裝，邀請國際知名設計團隊操刀及著名科技團隊合作，歷時 1 年

半的時間，於 2016 年完成打造出融合中西古老及現代元素的全新東

方優雅奢華樣貌及搭配創新科技服務和環保節能減碳理念，以期帶給

旅客更頂級極致的全新體驗。 

 

第二節 相關旅館的核心競爭力(Core Competence) 

一，風格/文創類旅館 

(一) 捷絲旅旅館(Just Sleep Hotel) 

    Just Sleep 是晶華集團為打造多元品牌，吸引各層級顧客，使其競

爭優勢能在不同領域內延伸，而以其既有的成功經營管理經驗於 2008

年所創立的不同的旅館型態。晶華集團比照其他台灣本土自創旅館連

鎖品牌中信觀光，亞都麗緻，並採用四季，凱悅等國際飯店集團慣用

的多元複品牌策略，分別以 Grand Silks(晶華)，Silks Place(晶英)及 Just 

Sleep(捷絲旅)三個旅館品牌分進合擊，在兩岸拓點展店(王一芝，2008)。 

    捷絲旅有別於晶華及晶英二品牌的定位為五星級中高價位旅館，

而是以快捷便利，舒適，時尚簡約，親民價格，優質服務為訴求的平

價商務設計旅館。為讓旅館所標榜的「平價消費，奢華依舊」以及要

提供給旅客親民但高 CP 值的住宿服務之策略能成功，除了房價便宜

外，地點的選擇，設計風格，客層的定位及旅客的需求是主要的經營

考量，故，捷絲旅各據點位址都選擇鄰近捷運站，可方便旅客能迅速

便捷的到城市各地觀光洽商；而客層主要設定在散客及區域型商務客

人，尤其是港澳地區自由行觀光客，日本商務客人及國內旅客；設計

風格則如晶華董事長潘思亮所言：捷絲旅是因應新世代的發展而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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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眼球經濟」的這個時代，設計美學的要求會越來越高，捷絲

旅品牌提供的是簡單酒店體驗中，賦予具備設計卻質樸的生命感』(王

莞甯，2015)，因此在設計上以時尚簡約為主，並以各種巧思及結合在

地文化，致力於讓旅客在住宿上能有回家時輕鬆，溫暖，舒服的感受。 

    捷絲旅在客房，餐飲及附屬設施上皆以滿足旅客生活機能為主要

依據，客房間數在 70-150 間，坪數介於 4.5~20 坪，房間數雖不多，

坪數也不算大，但每間客房皆有其獨特強烈的設計風格，房型種類完

善，有一大床，二小床三人房，家庭房，豪華套房等；客房設施齊備

舒適，有兼具收納與裝飾效果的「功能牆」，國際級床墊，頂級的淋

浴設備以及寬頻無線上網，衛星電視等；餐飲部份則有設計簡單時尚

的餐廳提供早餐服務，附屬設施則有基本的商務中心，自助洗衣房及

24 小時服務中心等。 

(二)，意舍旅館(Amba Hotel) 

    意舍旅館的創立，是有 50 年歷史的國賓大飯店跨足新型態旅館

的第一步，也是在既有的品牌上再創造一個能延續傳承，順應潮流及

擴大經營範圍的自有品牌，其客層定位主要以年輕旅客及自由行旅客

為主，房間定價則以親民為訴求，總經理李昌霖堅持，下一個 50 年

的台灣旅館品牌，必須注入自己的靈魂和想法，價格也得親民，才不

至於讓客人覺得遙不可及。另外，也「須具備當地文化特色，就算放

在國際舞台上，也有它的立足之地。」(王一芝，2012)。 

    有鑑於現今年輕和自由行旅客的度假方式訴求以簡單，放鬆，有

趣及有效探索當地文化的旅遊方式，意舍所在地皆鄰近捷運站，以利

旅客能以最便捷的方式到達想去的地方，以及現今旅客對飯店的需求

已非無微不至的服務和奢華的硬體設施，而是轉為快速，實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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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具備在地文化等需求，因此意舍的經營策略是將旅館和文創結

合在一起，以科技，環保和在地文化為三大設計主軸，摒除傳統飯店

豪華繁複的硬體設施，而改以極簡實用，文化藝術，音樂狂想，美食

餐飲，年輕創新的設施和空間為主要賣點，如提供客人使用的物品看

似簡單但卻高級，空間命名有趣好記直接如大廳櫃台為「問吧！」，

餐廳叫『吃吧！』，甜點咖啡館是『甜吧！』，音樂舞台則是『聽吧！』

等。 

   意舍的客房間數介於 90~160 間，坪數則在 6.8~18 坪左右，餐飲

設施有餐廳，甜點咖啡館，酒吧；附屬設施則有自助洗衣，音樂表演

場地，活動會議室，文化藝術空間；房間種類多樣化有雙人房，中房，

大房，加大房，樂活房，陽台房等，房間設備完善，用品採天然環保

材質，有無線網路，網路電視，天然及抗敏寢具和舒適床墊，全天然

台灣品牌的沐浴系列，自有品牌可穿回家的人字拖鞋，獨立廁所與淋

浴間等。 

(三)，永安棧飯店(Westgate Hotel) 

    由於可以理解至西門町的旅客會住在平價旅館是因為没有高質

感的飯店可選擇的緣故，因此，永安棧一開始就決定與平價市場做一

區隔，故將客層定位在具有較高消費能力的散客或商務客，而提供的

軟硬體品質也與平價旅館不一樣。 

    永安棧位於熱鬧的捷運西門站旁，獨棟簡約的旅館大樓是由老飯

店重新裝潢改建，年輕第三代的接手，除創新經營外，也有著『傳承』

的意喻。為使住宿的旅客有不一樣的感覺，永安棧的没有將一，二樓

出租商店賺取高額租金，而是將整梀樓都用於旅館使用，以避免出入

份子複雜化進而保護住客隱私。旅館外觀整體給人低調簡約的奢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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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沈穩則將西門町的熱鬧暄嘩隔絶於門外，並結合燈光和音樂的創

造出安靜休閒的感覺，為讓旅客有良好質感的居住環境，且下次願意

再來，在硬體方面除材質的選擇高端外，更應用隨處可見的各類藝術

品和裝置藝術，希望給予旅客驚豔和開心輕鬆的住宿氛圍，如擺設在

大廳象徵「城市飛行」的雕像，就是期望客人來到永安棧，能放開心

胸感受自然飛翔般的愉悅心情；而在軟體方面則以傾聽旅客的聲音，

了解及改進缺點為主要訴求。 

    永安棧樓高 11 層，總房間數為 121 間，房間坪數 6-11 坪，餐飲

設施有提供無國界風味料理自助餐廳及酒吧；附屬設施則有服務會議

室，健身房，自助洗衣間等；房型種類有客房(一大床，二小床)，城

市景觀房(一大床，二小床)，標準及豪華四人房，行政套房等，房間

設備除了硬體設備完善有無線網路，衛星電視，Mini Bar 餐櫃，乾溼

分離衛浴，義大利進口衛浴組等，更運用設計使房間內更具特色，讓

每一位入住的旅客，都能同時讓心靈沉澱，徹底放鬆。  

(四)，專業經理人對於文創風格旅館之看法  

    專業經理人天成飯店連鎖朱榮佩 Ms. Linda Chu 營運長表示，文

創風格旅館的確房價不會很貴，但是 CP 值高。因為基地面積不會很

大，因此裝潢很有特色及創新，客人看起來豐富值得。通常不需太多

業務人員去銷售旅館，最主要是利用數位行銷。服務人員也較全方位，

除銷售客房也安排旅遊，餐飲等各項業務。但是顧客的 CRM 比星級

旅館較弱，因不屬於國際品牌連鎖。未來應加強會員功能才能與星級

旅館競爭。 

(五)，小結 

    風格/文創類旅館因成立時間短，故其旅館所在位置皆以鄰近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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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站為主，交通便利提供予旅客行的方便；因應市場趨勢，社會潮流

及政府政策，客層定位以自由行，散客，區域型商務客及年輕旅客等

中低價位消費者為主，故，房間定價亦以平價，親民，符合住宿環境

品質的高 CP 質為訴求，旅館設計及軟硬體設施不強調高貴奢華，過

度服務，而提供科技，時尚，簡約，環保，文化，藝術等內容以符合

現代旅遊及商務需求，在營運上以 200 間以下的客房數為主，規模小，

組織小，則可在現今競爭激烈及快速變遷的市場，有較靈活迅速的應

變。 

    綜上所述，風格/文創類旅館的核心競爭力在於旅館所在地的便

捷的交通，明確的客層定位及高 CP 值定價，符合現代旅遊及商務需

求的設計和軟硬體設備以及可快速因應市場變遷的營運規模和組織。

其價值鏈則是將核心競爭力融入台灣在地文化藉以傳承，永續飯店經

營及品牌。 

二，傳統星級飯店 

(一)，台北西華飯店(The Sherwood Taipei) 

    西華飯店於 1990 年開幕，此時期正值多數知名的連鎖飯店相繼

在台北開幕，為我國觀光旅館業帶來強烈衝擊的為國際連鎖旅館時期

(林維娟，1994)，西華因位處銀行及國際公司林立的民生東路，飯店

客層以金融與外商的歐美商務旅客為主，旅館定位為服務全球高階經

理人的高級商務旅館。  

    西華飯店屬獨立經營模式，未加盟國際連銷集團旅館，但因加入

『世界最佳旅館會員組織』連鎖系統，以及因英，美二國總統等權貴

名人的入住，對於其訂房業務，客源，知名度與聲譽形象有相當正面

的幫助。在營運初期，為取得有關旅館經營的 know-how，因而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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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豐富的外籍經理人負責經營管理，直至現今西華多數部門主管仍

以外籍經理人為主，其經營策略則尤如旅館設計在西式的庭園裡，棲

著東方的白鶴孔雀與小橋寶塔，呈現出中國文化對十八世紀歐洲藝術

的影響，也說明了西華飯店的經營策略：用西化的硬體設備，和東方

的服務哲學，滿足來自全球的商務旅人，而其吸引及留住顧客的特色

則是以個人化的服務，完善的顧客關係管理讓顧客有回家的感覺以及

得到最適合的服務，以員工一致性的服務品質，利用 CRM 系統分析

來吸引新顧客及改善服務缺陷提升服務品質(經理人月刊，2007)。  

    西華飯店總房間數為 348 間，房間坪數 12-81 坪，餐飲設施有中，

西，日式等不同種類餐廳及酒吧，宴會等；附屬設施則有會議室，商

務中心，健身房，桑拿，游泳池，SPA，停車場等；房型種類有豪華

客房(單人房，雙人房)，行政客房(單人房，雙人房)，套房(豪華套房，

行政套房，西華套房，總統套房)，房間設備完善無線網路，個人衛浴

用品，電子保險箱，迷你酒吧，乾濕分離浴廁，舒適床墊寢具，沙發

躺椅，更衣室等。 

 

(二)，台北君悅酒店(Grand Hyatt Taipei) 

    台北君悅酒店因屬國際知名飯店品牌凱悅飯店集團長期經營管

理，因此凱悅集團也提供了台北君悅酒店在國際知名度和服務品質的

最大保證，而 Grand Hyatt 君悅在凱悅集團旗下品牌是屬豪華大型旅

館，主要客層定位於歐美中上階層客源和高端商務客層，並以服務和

設施規模氣派豪華著稱。 

    台北君悅酒店因位於台北市最精華地段，為台北市政，經，商齊

聚的信義區，旅館因其地理優勢而具有商務，休閒，購物等優勢，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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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為因應陸客來自由行及愈趨激烈的競爭市場，亦針對自由行陸客和

國內旅客提出専案行銷策略，以吸引新顧客蒞臨。而未來將提供最完

美的「旅館經驗」，更要落實「卓越從『心』出發」（Excellence from 

the Heart）等服務精神主軸，持續為國內外的消費者提供最優質的服

務態度(卓越雜誌，2013)。 

    台北君悅酒店共有 853 間設備新穎完善的客房，房間坪數 10-67

坪，餐飲設施種類多元，有西式，港式，日式，中式，酒吧，咖啡茶

飲等九種不同類型餐飲；附屬設施有商務中心，會議室，SPA，健身

房，桑拿，游泳池，停車場，商店等；房型種類有標準客房(特大床，

雙床)，豪華客房(特大床，雙床)，嘉賓軒(特大床，雙床)，套房(行政

套房，景觀套房，總裁套房，外交官套房，總統套房，房間設備免持

聽筒電話，有線及無限寬頻上網與衛星頻道等，為商務旅客營造舒適

自在的休憩空間；寓所風格套房位於台北君悅酒店頂樓，為品味獨到

的國際商務旅客提供遠離塵囂的舒適居住空間。 

 

 (三)，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因委託國際知名飯店管理集團香格里

拉經營管理，故其在國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品質保證，也因此成立

至今亦備受國際商務旅客及名人權貴青睞。 

    為了因應現今競爭激烈的飯店市場及強化市場競爭力，旅館內

部改裝將全面強化商務機能，推出客房內的「頂級商務會議室」即

每間客房皆可依客戶需求，彈性調整為多功能會議室或機動辦公室，

跳脫僅限於宴會廳或商務中心舉行會議的框架，以強調客製化的精

緻服務。全新房型的「超豪華客房」，規劃近 18 坪的空間結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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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辦公與休憩功能，還有超大更衣間連結臥房與寬敞衛浴，提供

商務旅客更寛敝舒適的空間及爭取國內家庭親子旅遊市場及精緻旅

遊的品質需求。 

    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總客房數為 420 間，客房坪數為 11-68

坪，餐飲設施有日式，粵式，自助餐廳，義式，茶餐廳及酒吧等多樣

選擇；附屬設施包括擁有三溫暖，健身房，有氧教室，和提供專業按

摩的健身中心，以及可飽覽 101 大樓美景和台北市風光的頂樓(43F)

溫水游泳池，位於 40 樓的 SPA，提供全方位的臉部和身體療程和髮

廊和美甲服務，多功能會議室，停車場，商務中心，宴會廳等；房型

種類有客房(豪華客房，尊榮客房，行政客房，超豪華客房)，豪華閣

(豪華客房，尊榮客房，超豪華客房)，套房(雅仕套房，特級套房，總

統套房)等，房間設施有免費 Wi-Fi 上網，浴室設有液晶電視，辦公

設備及文具，電子保險箱，多款睡枕供選擇，獨立淋浴間和浴缸，香

格里拉專用洗浴用品，迷你吧等。 

 

(四)，專業經理人對於星級旅館之看法 

    專業經理人天成飯店連鎖朱榮佩 Ms. Linda Chu 營運長表示，星

級旅館價格較無彈性，旺季住房率高，淡季住房率低，如能讓價格於

淡季更有彈性，則會增加整體的住房率。另外星級旅館多為連鎖旅館，

品牌較強，客人信任度較高，服務品質較有標準化，對顧客有保障，

承諾也較高。星級旅館的會員制度較強，有累計制度，顧客資料系統

完善能吸引顧客常住，且連鎖行銷策略較強，這是星級旅館的優勢。 

 

(五)，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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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級/傳統類旅館客層定位多以國際高端商務客及中上階層消費

者為主，旅館設計及軟硬體設施以高貴奢華，豪華氣派及精緻化，個

人化的全方位服務為訴求，故，房間定價高，在營運上隸屬或加盟國

際旅館集團，營運時間久，品牌知名度及顧客忠誠度高，旅館規模大，

客房數多，服務項目及附屬設施完善，可滿足各類客戶需求。 

    綜上所述，星級/傳統類旅館的核心競爭力和價值鏈在於旅館組

織規模大及營運團隊管理經驗豐富，品牌知名度及顧客忠誠度，完善

的服務和附屬設施以及明確的客層定位，有助於留住既有客戶並吸引

新客戶。 

 

第三節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策略分析 

    外顯單位成本指的是買者於取得產品或服務時，所需支付賣方的

總成本並除以其本身從該交易中所得到的總效益，故，從買方效益來

比較分析風格/文創類旅館及傳統星級類旅館(表 6)。 

    風格/文創類旅館屬台灣在地品牌，營運時間短，於 2008 年以後

成立開幕，風格朝向新穎時尚，設計多以融入在地文化和藝術為主軸，

旅館設施強調科技，環保，簡約(圖 13)，屬客房數在 200 間以下的小

型營運規模，房間坪數小，最大不超過 20 坪，客房種類有單人房，

雙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家庭房或等級高一點的行政套房，客房依

旅館特色而有不同風格，如捷絲旅的客房時尚簡約(圖 14)，意舍的客

房清新舒適(圖 15)，永安棧的客房則溫馨雅緻(圖 16)，客房備品及設

施以科技，舒適，環保，特色小物及在地品牌為主要訴求，餐飲設施

種類單純，主以西式半自助餐廳為主或再輔以開放式酒吧，附屬設施

有小型會議室，自助洗衣房，簡約的商務中心和健身房(圖 17)，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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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項目包含有 24 小時服務台，行李搬運寄存，外幣兌換，郵寄快遞，

傳真影印，醫療協助，城市觀光及在地生活資訊諮詢及安排等以滿足

旅客生活機能為主的服務，旅館所在地鄰近捷運站及各大商圈，交通

和生活機能便利，房價屬中低價位介於 3000~6000 元之間，如台北西

門町意舍房價為 3500~6600 元，捷絲旅西門館房價為 3200~5200 元，

永安棧房價為 3800~6600 元。 

    星級/傳統類旅館多隸屬或加盟國際旅館集團，如香格里拉遠東

國際大飯店委託香格里拉集團經營管理，台北君悅酒店屬於凱悅飯店

集團旗下品牌，營運時間長，開幕時期為 1990 年左右，旅館設計走

豪華氣派及高貴奢華風格(圖 18)，屬房間在 300 間以上的中大型營運

規模，房間坪數大，一般客房有 10 坪以上，而總統套房則可達 70 坪

左右，房型種類完善可符合各類入住旅客需求，有提供一般旅客入住

的標準客房，提供貴賓或商務旅客入住的如香格里拉遠東國際大飯店

的豪華閣，台北君悅飯店的綠洲健身俱樂部，以及政要權貴入住的各

類套房，如行政套房，總統套房等(圖 19)，客房備品及設施多以配合

核心價值為主，而套房的備品則多採用國際知品牌以強調高級感，餐

飲設施種類多，有中式，西式，酒吧，宴會等多種選擇，附屬設施完

善包括多功能會議室，包含健身房，三溫暖及游泳池的健身中心，功

能齊備的商務中心，滿足身體和臉部全方位療程的 spa 等(圖 20)，服

務項目多元化有頂級客房専屬服務(如遠東豪華閣，君悅大班俱樂部)，

管家服務，商務服務(如秘書服務，辦公室設備租借，翻譯與即時傳譯

服務等)，機場接送，醫療服務，免費停車與代客泊車服務，24 小時

前檯服務，褓姆服務，外幣兌換，觀光旅遊導覽等以滿足每位顧客需

求為主的服務，旅館所在地鄰近捷運站及各大商圈，交通和生活機能

便利，房價屬中高價位，摒除總統套房等特殊房型不計，其房價介於



 

46 

7000~30000 元之間，如西華飯店房價為 7400~21000 元，香格里拉遠

東國際大飯店房價為 9300~29700 元，台北君悅酒店房價為

12000~2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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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C1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項目 風格/文創旅館

(意舍、捷絲旅、永安棧)

傳統星級旅館

(西華、遠東、君悅)

旅館背景 台灣品牌 大部份為國際連鎖品牌

市場定位 小(台灣本地) 大(全球)

設計風格 新穎時尚，以融入在地文化和藝術為設計主軸 豪華氣派、高貴奢華

旅館規模(房間數) 小型(200(不含)間以下)
中、大型

中型(200~600間) 大型(600間以上)

房價 中、低價位 中、高價位

房間坪數 較小 較大

房間備品及設施
種類較少

強調舒適、環保、特色小物及台灣在地品牌

種類較多

內容以配合旅館核心價值為主

套房備品採用國際知名品牌幾強調高級感

餐飲設施
種類較少

以西式半自助式餐廳為主

種類較多

有西式、中式、日式、酒吧、宴會等多種選擇

附屬設施
種類較少

以會議室、健身房、商務中心、自助洗衣為主

種類較多

會議室、健身房、商務中心、商店、停車場、

SPA、游泳池

服務項目 較少(以滿足顧客生活機能為主) 較多(以滿足每一位顧客的特別需求為主)

方便性

高

位於捷運站及各大商圈附近，交通和生活機能

便利

高

位於捷運站及各大商圈附近，交通和生活機能

便利

C1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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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風格/文創類旅館設計風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永安棧 

意舍旅館 

捷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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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捷絲旅旅館客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5 意舍旅館客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6 永安棧客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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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風格/文創類旅館附屬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捷絲旅 

意舍旅館 

永安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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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傳統星級類旅館設計風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遠東飯店 

西華飯店 

君悅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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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傳統星級類旅館客房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君悅飯店 

遠東飯店 

西華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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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傳統星級類旅館附屬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上圖西華飯店 中圖君悅飯店 下圖遠東飯店 

西華飯店 

君悅飯店 

遠東飯店 



 

54 

第四節 資訊搜尋成本策略分析 

    資訊搜尋成本就是所謂的買方在購買產品前，為蒐集產品資訊了

解產品內容所花的時間成本，因此產品的定位內容說明愈清楚，廣告

媒體露出及曝光度愈多，知名度愈高及銷售通路愈多樣化，產品在市

面上的資訊愈多流通度愈廣，則買方的資訊搜尋成本就愈低，因此以

上述幾項構面來比較分析風格/文創旅館及傳統星級旅館資訊搜尋成

本(如表 7) 

    風格/文創類旅館的客層定位主要以散客，區域型商務客，年輕族

群和在定價上採中，低價位，建築設計及行銷策略主軸為科技，時尚，

簡約，環保，文化，藝術等以順應現今簡單，輕鬆，不過度服務的市

場潮流趨勢，再結合旅館所在地便利熱鬧的交通和生活機能，因此在

客層定位上明確的以散客，區域型商務客，年輕族群和藝術創作族群

為主。有鑑於客層身份及身處網路社會的現今，及考量旅館本身屬本

土品牌且營運時間短，所以知名度尚且不高，因此在媒體露出及銷售

通路首要以網際網路為主，如社群網站之經營行銷，電子媒體動態和

靜態的資訊的大量曝光，網際網路的好處除可突破空間限制將商品快

速行銷無遠弗界散佈至全世界，更能節省廣告宣傳行銷的成本費用，

另外再搭配藝文活動(如畫展，音樂會演講，在地文化推廣等)，各類

旅展，異業合作(如信用卡，學校，知名精品或在地文創物品等)，尋

求免費的電視媒體曝光(如邀請知名影星，關懷弱勢團體，參與及配合

政府推行的政策及活動等)，藉由多點經營增加行銷廣度及曝光度(如

捷絲旅和意舍目前除台北外，在其它縣市也陸續拓展據點)，銷售通路

除以新式的網路贩售平台(如 Agoda，Ctrip，Expedia，Trip advisor ，

Booking.com，Hotel.com，Hotels Combined 等)及旅館官網，仍會搭配

傳統的業務行銷和國內外旅行社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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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星級旅館的定價為中，高價位，其客層定位主要以全球高端

商務客，政商名流，中高階家庭或單身客層及團客為主，因其成立時

間久，屬五星級評鑑旅館，且大部份加盟或隸屬國際連鎖旅館集團品

牌或為世界知名旅館組織會員，並且因世界知名權貴名人入住以及有

各類得獎記錄，因此旅館在全世界皆有一定的知名度。為因應網路社

會及考量成本費用，傳統星級旅館亦如風格/文創旅館一般改以網路

為主要曝光和行銷通路，再佐以國際旅展，旅遊博覽會，異業合作(如

信用卡，電影等)以及透過集團品牌在世界各國的據點增加媒體露出

頻率及曝光度，銷售通路亦是以新式的網路贩售平台(如 Agoda，Ctrip，

expedia， Trip advisor， Booking.com，Hotel.com，Hotels Combined

等)及旅館官網，再搭配業務行銷和國內外旅行社通路。 

表 7 C2 資訊搜詢成本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項目
風格/文創旅館

(意舍、捷絲旅、永安棧)

傳統星級旅館

(西華、遠東、君悅)

客層定位

1.商務客

2.散客(自助旅行)

3.年輕單身族群

4.藝術創作族群

1.名人、權貴

2.中、高階家庭或單身客層

3.商務客

4.團客

廣告頻率/

曝光度
高 高

知名度 較低 較高

銷售通路

1.網路販售平台

2.飯店官網

3.業務行銷

4.旅行社

1.網路販售平台

2.飯店官網

3.業務行銷

4.旅行社

5.旅展及旅遊博覽會

C2資訊搜詢成本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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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道德危機成本策略分析 

   所謂的道德危機成本，指的是買者懷疑賣方的產品或服務是否真

能如其所宣稱或呈現的內容，尤其在完成訂購付款後，賣方是否能依

承諾及合約完成交易，而為降低買方對賣方的懷疑和不信任，因此可

從提升買方對賣方的品牌信任度及賣方對買方的誠實度。因此將以品

牌信任度及對顧客誠實度兩方向來比較分析風格/文創旅館及傳統星

級旅館道德危機成本(如表 8)。 

    在品牌信任度方面，傳統星級旅館因歷史悠久，國際連鎖品牌，

通過五星級旅館評鑑及各類得獎記錄和名人權貴入住等因素而在市

場上有高知名度和良好的形象，顧客對其信任度亦隨之提高，相對的

風格/文創類旅館雖因成立時間短，品牌知名度和形象尚未完全建立，

因此顧客對其品牌信任度相較的會比傳統星級旅館低，然而若藉由母

公司品牌在市場的高知名度及良好形象(捷絲旅母公司為晶華，意舍

母公司為國賓)，再加上現今網際網路訊息傳播快速且透明化和旅館

本身經營已有一定口碑等因素，將提升顧客對於風格/文創類旅館的

品牌信任度。 

    無論是風格/文創類旅館或傳統星級旅館，其旅館訊息介紹，各項

優惠専案或價格保證最優等內容以及房價，訂房，退房，房間設施，

服務內容等都已完全揭露在官網和訂房網上，顧客都可隨時上網瀏覽

及儲存，因此兩類旅館對顧客誠實度皆一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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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C3 道德危機成本分析表 

C3道德危機成本分析表 

項目 
風格/文創旅館 

(意舍、捷絲旅、永安棧) 

傳統星級旅館 

(西華、遠東、君悅) 

品牌信任度 

較高 

成立時間短、旅館本身品牌尚

不及傳統星級旅館，主要依靠

集團品牌來得到顧客信任度 

較低 

1.品牌歷史悠久、顧客口碑好 

2.國際知名度高 

3.名人、權貴入住加持 

4.通過星級旅館評鑑 

5.各項得獎紀錄 

對顧客誠實

度 

高 

1.資訊完整揭露 

(1).訂房、退房、房價、房

間設施及服務內容等資訊 

(2).各優惠専案內容 

2.最優價格保證 

(保證酒店網站訂房絶對是所

有通路的最價惠價格) 

高 

1.資訊完整揭露 

(1).訂房、退房、房價、房間

設施及服務內容等資訊 

(2).各優惠専案內容 

2.最優價格保證 

(保證酒店網站訂房絶對是所

有通路的最價惠價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六節 專屬資產陷入成本策略分析 

    専屬資產陷入成本是指買方在完成交易購入產品後，針對產品所

需再投入的成本，對買方而言，此投入的專屬資產成本愈低愈好；不

過，對賣方而言，如果買方投入愈多的專屬資產於此交換關係上，則

愈有利於維繫與該買方的交換關係(邱志聖，2014)。 

    由於旅館業的產品屬一次性質，使用後就不會再有，除非有特殊

情況如買賣糾紛或買方持續性購買產品等情形發生，否則買方投入的

専屬資產陷入成本將非常之低，因此為使買方提高専屬資產陷入成本，

賣方需提出使買方能持續性購買產品的誘因，讓買方對賣方產品產生



 

58 

粘著度，故，將以品牌粘著度來比較分析風格/文創旅館及傳統星級旅

館的専屬資產陷入成本(如表 9)。 

    由上述各節分析可知，風格/文創類旅館對顧客所提出的誘因為

親民的價格優質的服務，以符合現代旅行者需求的簡約，環保，科技

的設計風格及結合台灣在地文化，藝術和文創等特色，依不同節日提

出的住房和餐飲優惠；傳統星級類旅館對顧客所提出的誘因為高級奢

華的住宿環境，國際化及全球化的經營管理，全方位的服務及個人化

的顧客管理，成為旅館會員可享有的特別禮遇(如全球住房享有優惠，

消費積點可換取住宿或航空公司飛行哩程等活動)以及依不同節日所

提出的住房和餐飲優惠。綜合上列誘因得知，品牌粘著度除用於舊顧

客的回購外，對於吸引新顧客也同樣適用。 

表 9 C4 専屬資產陷入成本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項目
風格/文創旅館

(意舍、捷絲旅、永安棧)

傳統星級旅館

(西華、遠東、君悅)

品牌粘著度

1.服務優質、價格親民

2.旅館風格強調簡約、環保、科技

3.品牌以台灣在地文化、藝術、創新為訴求

4.各項住房及餐飲促銷優惠活動

1.會員制(會員享有各項優惠及積點換取住宿

或飛機哩程等活動)

2.提供全方位服務，以因應不同客群

3.旅館風格強調高級、奢華

4.品牌以提供國際化、全球化為訴求

5.各項住房及餐飲促銷優惠活動

C4専屬資產陷入成本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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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風格/文創旅館對傳統星級飯店的影響-以台北地區為例，

係以邱志聖(2014)所提出的「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為文獻探討主要

內容，並將此策略做為分析及探討本研究之主要基礎。採用 4C 策略

行銷分析架構；由交易成本理論所延伸出的應用理念，強調從買方的

立場而非賣方的觀點來看 4C 成本的高低，而 4C 成本包含了外顯單

位效益成本（Cost of Utility），資訊搜尋成本（Cost of Information 

Search），道德危機成本（Cost of Moral Hazard），以及專屬資產陷入

成本（Cost of Asset Specific）。 

   本研究採用 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由交易成本理論所延伸出的

應用理念，進行分析探討風格/文創類旅館和傳統星級旅館如何以買

方的立場提出有效的經營策略，由 4C 分析表得知，風格/文創類旅館

和傳統星級旅館在 4C 架構分析探討如下: 

一、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分析探討: 

1.旅館背景: 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有不同的特色，

前者較新有創意，設計較有復古及現代的複合概念            

2.市場定位: 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前者客源較年

輕較有藝術氣息，自由行而後者較商務較成熟穩重的客層           

3.設計風格: 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前者較大膽創新

而後較穩重品牌 CⅠ制式導向較強 

4.旅館規模(客房數) 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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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小規模，後者較大尤其是餐飲設施  

5.房價: 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前者較便宜 CP 值

較高，後者較貴較沒彈性                

6.房間坪數:風格/文創類旅館坪數小於傳統星級旅館                

7.房間備品及設施:風格/文創類旅館備品優於傳統星級旅館，

但是公共設施則輸給星級旅館     

8.餐飲設施:風格/文創類旅館不足傳統星級旅館，種類也較少              

9.附屬設施:風格/文創類旅館不足傳統星級旅館             

10.服務項目: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各有優勢             

11.方便性  :風格/文創類旅館通常座落在市區內較優於傳統星

級旅館              

二、 資訊搜尋成本策略分析探討:                           

1.客層定位:風格/文創類旅館之客層偏向為商務客，自助旅行之

散客，年輕單身族群，藝術創作族群。而傳統星級旅館之客層

則為名人及權貴，中高階家庭或單身客層，商務客及團客。 

2.廣告頻率/曝光度: 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在廣告頻

率/曝光程度兩者皆高。 

3.知名度:風格/文創類旅館由於成立於近十年內故在知名度上

遠不及傳統星級旅館。 

4.銷售通路:風格/文創類旅館與傳統星級旅館之銷售通路在於

網路販售平台，旅館官網，業務行銷，旅行社方面的行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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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大致相同，最大差別是在於傳統星級旅館擁有更高的行銷

業務預算，故能藉由參加旅展及旅遊博覽會拓展旅館之國內旅

客及國際旅客的客源。由表 7 C2 資訊搜尋成本分析表得知；由

於風格/文創旅館成立時間短，知名度尚低；相較於傳統星級旅

館悠久的歷史背景，名人權貴加持，廣告曝光度高及知名度高

等優勢；故在資訊搜尋成本分析上是較風格/文創旅館低。 

 

三、 道德危機成本分析探討: 

1. 品牌信任度: 

傳統星級旅館在(1)品牌歷史悠久，顧客口碑好 (2)國際知名

度高 (3)名人權貴入住加持 (4)通過星級旅館評鑑 (5)各項

得獎記錄等以上五項重要因素；相較於成立時間短之風格/文

創旅館；在品牌信任度上傳統星級旅館是遠遠超越風格/文創

類旅館。由表 8 C3 道德危機成本分析表得知；在市場上有

高知名度和良好的形象之傳統星級旅館；顧客對其信任度亦

隨之提高，相對的風格/文創類旅館雖因成立時間短，品牌知

名度和形象尚未完全建立，因此顧客對其品牌信任度相較的

會比傳統星級旅館低，然而若藉由母公司品牌在市場的高知

名度及良好形象(捷絲旅母公司為晶華，意舍母公司為國賓)，

再加上現今網際網路訊息傳播快速且透明化和旅館本身經

營已有一定口碑等因素，將可提升顧客對於風格/文創類旅館

的品牌信任度。 

2. 對顧客誠實度: 

無論是風格/文創類旅館或傳統星級旅館，其一資訊完整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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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1) 房價，訂房，退房，房間設施，服務內容等資訊，

(2)各優惠專案內容。 

其二最優惠價格保證；保證旅館官網訂房絕對是所有通路

最為優惠，其價格已完全公開透明在旅館官網。 

資訊完整揭露及最優惠價格保證都已完全揭露在官網和訂

房網上，顧客都可隨時上網瀏覽及儲存，因此風格/文創類

旅館或傳統星級旅館於顧客誠實度方面兩者皆一樣高。 

四、 專屬資產陷入成本分析探討:  

風格/文創旅館因在建構成本較低固房價較便宜 CP 值也較高客人

會優先選擇，會吸引喜愛文創風格的客人也會吸引一些商務客人，

但如果價格提高則客人會降低入住意願，此客人忠誠度就不夠。而

商務的客人都是公司付款價錢不是問題，大概優先選擇入住星級

飯店，除非是國際商務量減少，或景氣不好才會改變去住風格/文

創旅館。 

星級旅館的服務人員被訓練在客人第一次入住會說歡迎光臨某某

先生，第二次會說歡迎再度蒞臨，二次以上會說歡迎回家 Welcome 

Mr.so and so>Welcome come back >Welcome home，因為星級旅館

的 CRM 系統很強，客人的習性建立很完整，像客人喜歡吃什麼水

果都很清楚，反之風格/文創旅館在這方面就顯不足。客人如在美

國或在別的國家住W飯店如果來台北商務出差還是選擇W飯店，

這是品牌認同以及習慣性，方便性及安全性考量，而不會選擇風格

/文創旅館。 

風格/文創旅館當客人入住時，服務人員可提供較多的全方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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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入住，參加旅遊，用餐可由一位服務人員安排，這點倒是星級旅

館無法做到的，這樣的服務可以吸引客人的再次入住。 

星級旅館除了國際品牌，另外都有不同的會員制度，有哩程數累積

住滿多少晚就有優惠，如累積一定的夜數，都有特別的驚奇特別的

促銷優惠所以客人的忠誠度就高，就會很常入住同一間旅館，為能

競爭，有些星級旅館又推出金卡，白金卡及鑽石卡讓客人更能長期

一直入住，而風格/文創旅館雖然也能推出此類型促銷但有限，無

法比星級旅館強，因為星級旅館的會員累積制度可跨國使用，對經

常旅遊的商務客人很方便。 

風格/文創旅館在(1)服務優質，價格親民 (2)旅館風格簡約，環保，

科技 (3)品牌以台灣在地文化，藝術，創新為訴求 (4)各項住房及

餐飲促銷優惠活動等四項得依據旅館現有資源及集思廣義後的創

新發想；並結合以上所述之優勢盡情發揮其特色；將可提升旅客於

風格/文創旅館之品牌粘著度。傳統星級旅館在(1)會員制 (2)提供

全方位服務以因應不同客群 (3)旅館風格強調高級，奢華 (4)品牌

以提供國際化，全球化為訴求 (5)各項住房及餐飲促銷優惠活動。

傳統星級旅館得提升以上五項；注重會員制的尊榮專屬性，提供全

方位服務的客制化，加強旅館風格的特色化及精緻化，開拓品牌國

際化及全球化，定期或特殊節慶規劃各項住房及餐飲促銷多元化。

由表 9 C4 專屬資產陷入成本分析綜合上列誘因得知，品牌粘著度

在於風格/文創類與旅館傳統星級旅館除用於舊顧客的回購外，對

於吸引新顧客亦同樣適用。風格/文創類旅館以台灣本土品牌為主，

營運規模較小，客層定位以商務客，散客及年輕客層為主，因此在

客房定價上採中，低價位，並在設計風格上以融入在地文化和藝術

的新穎時尚設計來吸引客源，而在設施上則順應現今的市場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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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餐飲設施，附屬設施或服務項目以強調簡單，舒適，環保及

滿足顧客生活機能為主之功能。傳統星級旅館大多屬國際連鎖旅

館品牌，營運規模較大，客層定位以全球高端商務客，政商名流，

中高階家庭或單身客層及團客為主，因此在客房價上採中，高價位，

設計風格則以豪華氣派，高貴奢華來迎合入住旅客的身份，在整體

設施及服務上則強調客制化，以客為尊的理念，一切的設施和服務

以滿足每位顧客的特別需求為主。由上述可知風格/文創類旅館其

整體市場定位與傳統星級旅館不同，就目前為止在市場競爭上對

傳統星級旅館之營運多少已造成影響，但其傳統星級旅館是以高

端客層為其主要客源，而風格/文創類旅館整體服務及硬體設施因

以簡約便利為主，不符高端客層之需求，故而影響降低。 

 

 

第二節 建議 

一、 星級旅館 

    以下是由本研究資料搜尋及討論後，利用 4C 策略行銷分析架

構針對星級旅館的建議： 

1.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星級旅館可強化在某樓層或某區域改裝設計

以在地文化及以藝術為主題吸引愛好在地文化及文創藝術的客人，

房價亦可利用淡季時有彈性，包裝豐富，房間備品加強環保，特色

小物及在地品牌等。 

2. 資訊搜詢成本，可用特色網路吸引年輕，愛好藝術族群吸引不同客

源藉以提升年度住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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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德危機成本，需每次爭取通過旅館星級評鑑，而在軟體部分拿得

高分，提高顧客信任度。 

4. 專屬資產陷入，加強以環保，利技方面跟客人互動的會員制度，不

只是以住滿幾晚得到優惠而是用環保活動來給予優惠。 

    自從文創風格旅館興起營運，的確造成星級旅館住房率影響，尤

其是在淡季更明顯因為它的 CP 值較優，所以我們可以在傳統星級旅

館在行銷營運上做些改善調整，因為傳統星級旅館營運時間久，受政

府交通部觀光局在制度的規範有一定規模標準，品牌知名度高且又屬

通過政府評鑑的星級旅館，因此在旅客間具有一定的口碑和指名度，

尤其是房間大小均標準坪數亦夠大，故在營運上應以如何加強及提升

顧客的品牌粘著度為主，或在不同時段多用包裝方式或更多不同時段

價格方式，或某層樓某區塊可稍調整具有文創風格的感覺來吸引同類

型的客人，勿因房間數多忽略跟客人互動，要讓客人入住很溫馨有回

到家的感覺，能認出客人並叫出客人的姓名。而最重要的就是利用在

行銷上除原本的 4P 策略外更應加上以買方角度來分析的 4C 策略，

並加以強化星級旅館的特色如服務上的細膩性，豐富性；硬體上的安

全性，頂級性。 

 

二、 風格/文創類旅館 

    以下是由本研究資料搜尋及討論後，利用 4C 策略行銷分析架構

針對風格/文創類旅館的建議： 

1. 外顯單位效益成本，文創風格應可強化旅館附屬設施，本身沒有的

設施，可藉由與附近館外游泳池，提供房客有游泳需求，其餘設施

亦可比照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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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訊搜詢成本，需透更多平台更多網路或藉由舉辦各式旅展及旅

遊博覽會，以及加強業務人員行銷等增加旅館知名度及指名度。 

3. 道德危機成本，藉由母公司品牌在市場上的高知名度及良好形象

來建立本身品牌讓客人入住安心。 

4. 專屬資產陷入，提供全方位服務以及各項會員積點優惠制度，積

點換住宿及餐飲等，提升二次或多次消費客人。 

    風格/文創類旅館因成立時間短，品牌知名度較低，在市場上仍未

有一定程度的口碑和品牌形象，因此在營運上首以創造市場知名度和

顧客信任度，以吸引旅客入住，故在行銷策略上除以獨特的設計風格，

參加各類活動及提出各項促銷優惠來增加曝光度外，在顧客信任度方

面除藉由母公司品牌在市場的高知名度及良好形象來建立外，更可經

由快速且透明化的網際網路傳播將旅館的資訊完整揭露，並加強硬體

和設備的安全性，讓旅客入住更加安心，以增加顧客對旅館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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