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旅館產業概況 

第一節、國際觀光旅館的定義與特性 

一、旅館產業範圍的界定 

根據「中華民國公司行號營業項目分類標準」，旅館業依業務為分類標準而

定義為：凡經營公眾歇宿之旅館、客棧、及其他寄宿而不訂契約之場所等行業均

屬之。依照觀光旅館發展條例第二條之定義：「觀光旅館業是指經營觀光旅館，

接待觀光旅客住宿及提供服務之事業」。其業務範圍包括「一、客房出租；二、

附設餐廳、咖啡廳、酒吧間；三、國際會議廳；四、其他經交通部核准與觀光旅

館有關之業務」。旅館產業範圍之界定可表示如圖 3-1： 

 

圖 3-1：旅館業之範圍 

 

 

 

 

 

 

 

 

 

 

 

 

 

 

 

 

 

 

資料來源：吳勉勤，旅館管理－理論與實務 

旅館業 

觀光旅館 

一般旅館 

國際觀光旅館 

一般觀光旅館 

普通旅館 

招待所 

寄宿所 

休閒渡假中心 

包租宿舍 

汽車旅館 

賓館 



 

茲將一般旅館的分類定義說明如下，以區別本研究所要探討的國際觀光旅

館： 

1. 普通旅館：係指除了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外，提供不特定人休息、

住宿之營利事業。 

2. 招待所：為了公務需要而建立的可供過夜的招待所，也是招待特定人士。 

3. 寄宿所：由個人或機構為消費者提供食物、飲料和臨時住宿的場所。 

4. 休閒渡假中心：多位於風景區，屬於休閒渡假的旅館，客源以團體客為主，

散客為輔。 

5. 包租宿舍：大多以學生為住宿對象，為學校因校內宿舍不足而與校外合作承

租的宿舍。 

6. 汽車旅館：大多位於高速公路沿線或郊區，有便利廣闊的停車場及簡單的住

宿設施。 

7. 賓館：同為提供不特定人士住宿休息之營利事業，惟設備較普通旅館簡陋。 

二、我國國際觀光旅館之分類 

我國政府將旅館區分為觀光旅館與普通旅館；依照交通部觀光局公佈的『觀

光旅館業管理規則』中之建築與設備標準，觀光旅館又可再區分為「國際觀光旅

館（International Tourist Hotel）」及「一般觀光旅館（Tourist Hotel）」。又依據『觀

光旅館等級區分評鑑標準』將四至五朵梅花級的旅館評為「國際觀光旅館」，二

至三朵梅花級的旅館評為「一般觀光旅館」。依觀光局公佈的評鑑標準分為三大

項目： 

1. 環境建築及大廳 

包括地點與環境、規模、建築物、櫃檯服務、貴重物品及行李保管、郵電服務、

外幣兌換及接受信用卡、訂房及帳務、電話總機及話務服務、販賣服務及理容設

施、電梯等。 

2. 客房及娛樂設施 

包括客房淨面積、淨高度、戶外窗、隔音及防火、設計及設施、客房與普通地面、

電器設備、電話設備、客房用品、門鎖、浴廁、房務整理、備品、客房整理等。 

3. 其他設施及管理 

包括餐飲設備、餐飲品質、餐具品質、餐飲服務、廚房配餐室、會議廳、宴會設

備、國際會議設備、酒吧及酒廊、夜總會、游泳池、遊憩及康樂設施、公共安全



及其他建築管理、發電設備、空調設備、洗衣設備、給水、病媒防治、垃圾及廢

物處理、職工管理及訓練、職工福利、職工專用室、醫務人員及設備、安全措施、

經營管理等項目。 

² 研究對象 

隨著消費者對觀光旅館服務品質要求標準日益提高，近年來國際觀光旅館

逐漸成為市場主流，而一般觀光旅館因受限於規模小及服務效率較差，且在營運

規模與廢水排放方面無法達到效率與環保的標準，因此其經營漸趨式微，旅館家

數持續減少；而國際觀光旅館則在國民所得與生活水準的不斷提升，以及跨國投

資與國際貿易的蓬勃發展下，經營空間與旅館家數持續增加，由此可見市場供需

明顯改變。基於此一趨勢，本研究乃將研究對象範圍界定在未來顯然有更大發展

空間與成長潛力的「國際觀光旅館」。 

表 3-1：台灣近十年觀光旅館的數目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中華民國九十年觀光年報 

二、觀光旅館的特性 

旅館產業是旅遊事業的重要基礎，然而旅館產業和其他事業的行業特質上有著許

多的差異，茲分述如下： 

國際觀光旅館 一般觀光旅館 合計   項目 

 

年度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家數 房間數 

81 47 15,018 42 4,706 89 19,724 

82 50 15,953 30 3,614 80 19,567 

83 51 16,391 27 3,135 78 19,526 

84 53 16,714 27 3,131 80 19,845 

85 53 16,858 25 2,908 78 19,766 

86 54 17,042 22 2,557 76 19,599 

87 53 16,557 23 2,653 76 19,210 

88 54 16,756 23 2,653 77 19,409 

89 56 17,057 24 2,871 80 19,928 

90 58 17,815 25 2,974 83 20,789 

91 59 17,965 25 2,974 84 20,939 



一、經營特性 

1. 服務性：旅館內每位工作人員的服務都是直接出售商品，服務品質的好壞直

接影響全體旅館的形象，因此，「人為」的因素決定旅館的一切，人為的「服

務性」特徵也表現的突出而明顯。 

2. 綜合性：旅館是生活的服務，食、衣、住、行、育、樂均可包括其中，是一

個最主要的社交、資訊、文化的活動中心，故其功能是綜合性的。 

3. 豪華性：旅館的建築與內部設施豪華，其外觀及室內陳設，除了代表一地區

或一國家之文化藝術外，更是吸引觀光客住宿的最佳誘因。 

4. 公用性：旅館的主要任務，是對旅客提供住宿與餐飲，而觀光旅館另有提

供集會或開會用之功能，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的大門廳及會客廳。 

5. 無歇性：旅館的服務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全天候的服務，

其所提供的服務不僅需要安全可靠，並且要熱誠及親切，使顧客體認到愉

悅和滿足。 

6. 地區性：旅館的建築物係不動產，它無法隨著住宿人數之多寡而移動至其

他位置，旅客要住宿就必須到有旅館的地方，故受地理上的限制很大。 

7. 季節性：大多數旅客出外旅遊都有季節性，因此旅館的營運需顧及旺季和

淡季住宿之需求。 

二、經濟特性 

1. 商品無儲存性：觀光旅館業基本上是一種勞務提供事業，勞務的報酬以次數

或時間計算，時間一過，其原本可有之收益，便因無人使用其提供之勞務

而不能實現。當顧客稀少時，無法將今天未售的房間，留待明天出售，未

賣出的房間將成為當天的損失，無法轉下期再賣。 

2. 短期供給無彈性：客房一旦售出，則空間、面積無法再增加。旅館房租收入

金額，以客房全部都出租為最高限度，旅客再多，都無法臨時增加客房以

增加收入。 

3. 需求具波動性：旅館所在地區受季節、經濟景氣、國際情勢影響大，淡旺季

營業收入差距甚大，許多旅館旺季時，需要超額訂房，但遇淡季時，為了

節省變動成本，關閉數個樓層，以減少水電及臨時人事費用支出。 

4. 資本密集性高：觀光旅館之建設，在建築設備的裝潢，均需投入鉅額的資本，

這些固定資產的投資，佔總投資額八至九成。資金回收亦相當緩慢，是一

種長期性投資。 



5. 固定費用的支出多：旅館的開支，可分為固定費用與變動費用兩種。人事費

用、地價稅、房捐稅、利息、折舊、維護費用等屬於前者，無論客滿或住

客僅兩三成時，固定費用都不變。而旅館固定費用之開支，幾乎佔全部開

支五六成左右，與製造業成明顯對比。 

6. 客房部毛利高：觀光旅館客房部營業費用低，稅捐單位對觀光旅館核定客房

收入－營業成本＝營業毛利為 85﹪，而營業毛利－營業費用＝營業淨利達

35﹪，利潤率頗高，但上述假設係以合理經營狀況下為之，若住房率太低，

則固定成本將使旅館呈現赤字。 

三、產業特性 

1. 資本與勞力密集：旅館業為資本勞力密集的行業，其投資報酬率就長遠持

續經營的觀點而言，係長期獲利回收的方式為主。 

2. 負擔外在經濟景氣的風險：外在經濟景氣的風險，短期內無法以市場供需

手段採取因應對策。短期內，市場的供給不受市場需求的影響，供給彈性

在特定期間內接近於零。 

3. 市場特性接近「寡占競爭」的市場型態：雖然可採市場區隔的定價策略營

運，但也受市場其他相對競爭者定價的影響。 

4. 市場需求受外在環境影響很大：如經濟景氣、外貿活動頻繁、國際性觀光

資源開發、政治社會狀況、航運便捷等。 

5. 形象與業績正向關聯：專業的「服務」行業，形象與業績十分相關，而產

業的形象、收費與當地國的經濟發展、國際形象，具有相當程度的正向關

聯。 

四、供需特性 

1. 需求方面 

A. 市場需求彈性大：由於觀光旅遊並非人類的基本需求，其與支配金錢的其

他用途如購買汽車等相互競爭，因此需求往往會因價格的變動或經濟情況

的變化而發生極大的改變，故不難理解其需求是相當具有彈性的。 

B. 需求的敏感性高：觀光需求對於政治、社會狀況的變化特別敏感。若某地

區發生政治不穩定或社會衝突、動亂，則無論其觀光設施提供低廉的價

格、完善的服務等誘因，觀光旅客亦會避而遠之。 

C. 需求具有明顯的季節性：觀光旅遊具有明顯的淡旺季之分，主要是由於觀

光客來源國家的自然氣候狀況（如夏季避暑）以及法令制度上的因素所造



成（如節日、慶典）。 

2. 供給方面 

A. 是一種「服務」的提供：觀光事業供給的是一種無形的服務，生產與消費

是同時發生，無法儲存備用，亦無法運送轉移，與一般有形產品消費不同。 

B. 供給具有僵固性：觀光事業供給的主要構成項目，不論其為實體的觀光設

施（如觀光旅館），或屬於人文性質的歷史文化資產、民俗風情與生活方

式，或屬於天然景觀的山林澤川、艷陽細沙，都是無法在短時間內輕易的

予以改變。 

C. 產品為不同成份的結合體：觀光客所購買的產品包括觀光目的地的名勝古

蹟與自然美景，各種食宿娛樂設備以及往返的交通運輸等，故其本質上包

含了各種完全不同性質的產品。 

五、營運績效指標 

首先要了解國際觀光旅館經營的目標與業務。國際觀光旅館是營利組織，經

營業務主要包括客房部之相關服務，但近年來因應國人飲食需求，旅館餐飲部門

之收入已逐漸超越餐飲部門之收入，因此經營績效亦必須考量餐飲部門所創造出

的效益及成果。以往關於旅館經營績效的文獻中，可歸納出以下六個經營績效指

標： 

客觀績效指標－ 

1. 住房成長率：為反應國際觀光旅館營運狀況之重要指標。 

住房率＝
‰ Â ‹Ÿ?o‘d‹q–[?É

›‰ ?Û ‹q–[?o‘d ( % ) 

2. 平均房價：反應每間客房之平均收入。 

平均房價＝ 
›‰ ?Û ‹q–[?o‘d?É

‹q–[?¾“ü
 (元/間) 

3. 稅前獲利率：   
ã̀ šz‹Æ ?¾“ü
? ? ? ? ( % ) 

4. 餐飲部門坪效： 
Ž`ˆù•”–åã`žê’n”Â–Ê?Ï

Ž̀ ù̂?¾“ü (萬/坪) 

5. 平均員工產值：反應每位旅館員工所能創造出的收益。 

每名員工產值＝ 
õ̂?Hã`?l?É
ã̀ šz‹Æ ?¾“ü (萬/人) 



主觀績效指標－ 

1. 公司對稅前獲利率與自定目標相較的滿意度 

2. 公司對稅前獲利率與同業平均相較的滿意度 

六、旅館經營成功因素 

從 80年代以來，台灣的旅館業由於新型旅館的不斷加入營運，史的競爭更

加白熱化，因此，如何透過提升經營管理能力與服務品質、有效掌握顧客消費趨

勢與服務需求、以及透過自身經營特色獲取營運上的競爭優勢，便是所有國際觀

光旅館業者所共同面對的課題。 

以下為國內外有關旅館經營之關鍵成功因素的研究整理： 

（一）Ferderick, W. Rockwell（1979） 

Ferderick, W. Rockwell 在其有關『連鎖旅館經營的優勢』研究中指出，對於連鎖

旅館而言，營運上最重要的因素為「標準化」、「管理」與「控制」三者。 

（二）Geller（1985） 

Geller對美國 27家國際觀光旅館的 74位經營者所做的研究中，得出 7個國際觀

光旅館的重要關鍵成功因素，：員工的服務態度、顧客的滿意度、優良的設備、

良好的地點、成本控制、高市場佔有率與正確的市場區隔。 

（三）Yesawich（1988） 

Yesawich的研究指出決定一家旅館經營成功與否的最重要關鍵因素有九項：聲譽

與品牌、服務的品質、設備水準、公共設施場所（如餐廳、夜總會）的獨特性、

訂房的便利性、地點、國際連鎖、行銷活動（廣告、促銷及人員銷售）的有效性、

顧客所認知的價格/價值比。  

（四）Chan, James I.C.（1989） 

研究結果顯示一個旅館的成功有 50﹪取決於地點，30﹪決定於其設備，另外 20

﹪決定於管理；綜合來說，旅館的關鍵成功因素為『地點』、『設備』與『管理』。 

（五）余聲海（民 76） 

余聲海在其「我國觀光旅館業行銷策略之研究」中，針對台灣 116家觀光旅館（國

際觀光旅館 43家及一般觀光旅館 73家），兼採郵寄卷與人員訪談兩種方式，探

討各業者在其目標市場定位及行銷策略上的具體做法。經業者歸納認為經營觀光

旅館的重要關鍵因素有九項：服務人員品質、旅館的知名度、旅館的實體產品、

產品的設計、客源的選擇、旅館的營業收入、館館的規模、旅館的地點與旅館服

務的員工數。 



（六）程淑莞（民 79） 

程淑莞在『產業特質、消費者行為、公司條件和先進者優勢關係之研究』中，分

別就飲料業、便利商店業及國際觀光旅館業三種產業，透過實證觀察及訪談以定

性分析進行研究。研究結論指出國際觀光旅館產業並無先進者優勢存在；而關鍵

成功因素為「地理位置」與「產品設備」。 

（七）巫立宇（民 80） 

巫立宇在「台灣國際觀光旅館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研究中，針對台灣 46家

國際觀光旅館為對象，利用因素分析萃取出七項關鍵成功因素，包括：市場選擇

因素、產品因素、定價因素、服務因素、推廣與通路因素、聲譽與地點因素以及

國際連鎖因素。 

（八）政大商學院（民 80） 

政大商學院『我國重要服務產業研究專案』中的『旅館現況調查及未來發展策略』

研究報告指出：業者認為經營觀光旅館的關鍵成功因素包括服務、形象、人員銷

售技巧及知識、廣告促銷、地點、人員銷售之行銷知識、工作人力之技術及知識、

品質控制系統、勞工關係與規模等十項。 

（九）陳學先（民 82） 

陳學先在其碩士論文『新加坡、香港、台灣三地國際觀光旅館經營策略之比較研

究』中，利用因素分析得到台灣國際觀光旅館的關鍵成功因素有十一項：服務品

質因素、勞資關係因素、廣告促銷因素、通路因素、地點因素、形象與知名度因

素、人員素質因素、價格因素、設備與裝潢因素、本國旅客因素、產品因素。 

（十）文化大學觀光系（民 83年） 

行政院國科會委託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進行之『觀光事業成功經營要素與消費

行為之研究』中，以台北地區十家國際觀光旅館（來來、國賓、環亞、國王、晶

華、華國、希爾頓、富都、美麗華、力霸）為研究對象，同時對業者與消費者發

出問卷，研究得到業者認知的成功經營國際觀光旅館重視因素有十三項：經營規

模、建築裝潢、價格、服務品質、市場分析、企業形象、休閒設備、硬體設備、

專業服務、業務推廣、附加服務與停車空間。 

    由過去學者的研究綜合來看，本研究將國際觀光旅館經營的關鍵成功因素依

重要性分為：地理位置、硬體設備（包含建築裝潢）、服務品質（服務人員的態

度與專業性）、旅館形象與聲譽、市場分析（正確的市場區隔）、行銷活動（廣告、

促銷及人員銷售）、定價及國際連鎖。 



 

 

 

 

 

 

 

 

 

 

 

 

 

第二節 台灣國際觀光旅館產業現況 

如前一節所述，台灣的觀光旅館依照建築與設備標準的不同，區分為國際觀

光旅館與一般觀光旅館兩等級制。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顯示，至民國 91

年 2月國內觀光旅館業計有 84家（含台北、高雄圓山大飯店），客房總數有 20939

間，其中國際觀光旅館 59家、客房數 17965間，一般觀光旅館 25家、客房數

2974間。 

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快速，國民所得水準及生活素質的提高，國內及來華旅客

對國際觀光旅館的品質要求越來越挑剔，致使一般觀光旅館的生存受到嚴重壓

縮，競爭力大不如前；相形之下，不論在規模與品質上都略勝一籌的國際觀光旅

館早已成為國內旅館產業的主流。茲將國內國際觀光旅館的規模與地區分布列表

如下： 

表 3-2：台灣國際觀光旅館規模分布 

規模別 家數 客房數 比例 

700間以上 3 2200 12.25﹪ 

601-700間 1 606 3.37﹪ 

501-600間 2 1099 6.12﹪ 

401-500間 6 2556 14.23﹪ 



301-400間 13 4402 24.50﹪ 

201-300間 24 5671 31.57﹪ 

101-200間 8 1204 6.70﹪ 

100間以下 2 147 0.82﹪ 

合計 59 17965 100.00﹪ 

資料來源：高建文（民 91年） 

表 3-3：台灣國際觀光旅館地區分布 

地區別 家數 客房數 比例 

台北地區 25 9314 51.85﹪ 

高雄地區 8 2615 14.56﹪ 

台中地區 6 1468 8.17﹪ 

花蓮地區 4 1037 5.77﹪ 

風景地區 8 1581 8.80﹪ 

桃竹苗地區 5 1327 7.39﹪ 

其他地區 3 623 3.47﹪ 

合計 59 17965 100.00﹪ 

資料來源：高建文（民 91年） 

 

（一）營運狀況 
1. 客房住用率 

國際觀光旅館主要的營業收入來自客房部及餐飲部兩大部門，因此客房住

房率是反映營運績效指標重要指標之一。民國九十年一至十二月國際觀光旅館的

平均住用率為62.02﹪，以地區來看，分別為台北（69.65﹪）、高雄（56.39﹪）、

台中（53.57﹪）、花蓮（47.75﹪）、風景區（57.90﹪）、桃竹苗（49.32﹪）及

其他地區（45.62﹪）。 

以個別國際觀光旅館來看，住用率前十名依序分別為：台北晶華80.29﹪、

台北福華 76.75﹪、遠東國際 76.05、來來 76.02﹪、墾丁福華 75.37﹪、兄弟

75.36﹪、知本老爺74.71﹪、台北希爾頓74.12﹪台北老爺73.72﹪及台北華國

洲際73.52﹪，如下圖所示： 

圖3-2：住用率前十名之旅館 



70.00%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住用率

台北晶華 來來 知本老爺 台北華國洲際

旅館名稱

住用率前十名

住用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交通部觀光局資料製表 

 

 

 

 

 

 

2. 平均實收房價 

民國九十年一至十二月平均房價為 3,072元，若依地區來看，由高至低依

序為台北 3,528元、風景區 3,248元、台中 2,415元、其他地區 2,378元、桃竹

苗 2,355元、花蓮 2,141元,及高雄 2,063元。如下圖所示： 

圖 3-3：台灣各地區平均房價狀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交通部觀光局資料製表 

  

以個別旅館來看，台北凱悅大飯店平均房價最高為 5,353元；以下為台灣平

均房價前十名之國際觀光旅館： 

圖 3-4：平均房價前十名之旅館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交通部觀光局資料製表 

（二）住宿旅客 
1. 旅客國籍 

民國九十年一月至十二月五十九家旅館，共有住客5,282,120人，依國籍

分布比例多寡，依序各為：本國旅客2,191,420人，佔住宿旅客總數之41.49

﹪；日本旅客1,362,942人，為住宿旅客總數之25.80﹪；其次為亞洲旅客（日

本客除外）584,489人，佔11.07﹪；再其次為北美旅客460,561人，佔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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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旅客277,716人，佔5.26﹪；華僑旅客196,950人，佔3.73﹪；其

他國籍旅客149,040人，佔2.82﹪及澳洲旅客59,002人，佔1.12﹪。以圖示

如下： 

圖3-5：來華旅客國籍分布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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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交通部觀光局資料製表 

2. 旅客類別 

可分為團體旅客（Group）與個別旅客（FIT），民國九十年一至十二月國際

觀光旅館共有團體旅客及個別旅客 5,282,120人，其中個別旅客佔 63.17﹪，團體

旅客佔 36.83﹪。除花蓮地區，因為以觀光景點著稱，大多以住宿團體旅客為主，

佔花蓮地區總旅客人數 52.39﹪，其餘各地區均以住宿個別旅客為主，台北、高

雄、台中、風景區、桃竹苗及其他地區個別旅客各佔該地區總旅客人數 64.40﹪、

62.89﹪、70.96﹪、66.84﹪、50.90﹪及 79.12﹪。 

3. 旅客來華目的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的九十年旅客來台目的分析中，共分為觀光、業務、探親、

會議、求學及其他，分別佔 37.86﹪、31.93﹪、10.19﹪、1.31﹪、1.01﹪、3.97

﹪，顯示近年來以商務需求來華旅客呈現成長趨勢，並超過觀光部分，顯然與我

國經貿穩定發展，企業國際化程度日深，加上政府政策積極配合有關。 

（三）營業收入與成本結構分析 

國際觀光旅館的營業收入來源主要分為客房收入和餐飲收入兩大部分，其餘



為洗衣收入、店舖租金收入、附屬營業部門收入、服務費收入、夜總會收入及其

他營業收入等。在國外，一般旅館的營業收入是以客房收入佔最大比例，約為

50-60﹪，但在台灣，平均而言，卻呈現餐飲收入大於客房收入的現象。 

表 3-4：營業收入來源分布 

科目 合計（百萬） 比例 

客房收入 12390 35.61﹪ 

餐飲收入 16478 47.37﹪ 

洗衣收入 198 0.57﹪ 

店舖租金收入 868 2.50﹪ 

附屬營業部門收入 1065 3.06﹪ 

服務費收入 2194 6.31﹪ 

夜總會收入 206 0.59﹪ 

其他營業收入 1390 4.00﹪ 

營業收入 34789 100.00﹪ 

資料來源：高建文（民 91年） 

以個別旅館來看，根據觀光局九十年一至十二月的統計，營業收入前五名為

台北凱悅大飯店、晶華酒店、福華大飯店、來來大飯店、遠東國際大飯店。 

國際觀光旅館的營業支出項目大致可區分為薪資及相關費用，餐飲成本，洗衣成

本、其他營業成本、燃料費、稅捐、廣告宣傳、其他費用等。以營業支出的結構

來看、以薪資及相關費用的比例最高，其次為餐飲成本，再其次為其他費用。 

表 3-5：營業支出比例分布 

科目 合計（百萬） 比例 

薪資及相關費用 11143 35.68﹪ 

餐飲成本 6014 19.26﹪ 

洗衣成本 96 0.31﹪ 

其他營業成本 766 2.45﹪ 

電費 717 2.30﹪ 

水費 122 0.39﹪ 

燃料費 297 0.95﹪ 

保險費 315 1.01﹪ 



折舊 3238 10.37﹪ 

租金 2069 6.63﹪ 

稅捐 916 2.94﹪ 

廣告宣傳 474 1.52﹪ 

修繕維護 586 1.88﹪ 

其他費用 4384 14.04﹪ 

各項攤提 86 0.28﹪ 

營業支出合計 31231 100﹪ 

資料來源：高建文（民 91年）  

以個別旅館來看，總營業支出最高的前五名為台北凱悅大飯店、來來大飯

店、遠東國際大飯店、福華大飯店、晶華酒店。 

（四）獲利能力分析 

國際觀光旅館的獲利表現可以稅前營業獲利率與稅前獲利率來表示，以個別

旅館排名來看，表現最佳的是西華，其次是晶華酒店與國聯大飯店。 

表 3-6：獲利率前十名旅館 

 稅前營業獲利率  稅前獲利率 

西華 35.13﹪ 台北晶華 41.22﹪ 

台北晶華 34.48﹪ 國聯 36.94﹪ 

國聯 30.47﹪ 富都 30.64﹪ 

希爾頓 27.49﹪ 希爾頓 27.49﹪ 

台北福華 24.28﹪ 康華 27.18﹪ 

凱悅 23.59﹪ 凱悅 26.41﹪ 

康華 22.29﹪ 台北老爺 26.08﹪ 

敬華 21.73﹪ 台北福華 23.55﹪ 

墾丁福華 20.96﹪ 台南 16.40﹪ 

台南 19.92﹪ 三德 13.94﹪ 

資料來源：高建文（民 91年） 

第三節   國際觀光旅館經營型態 

    國際觀光旅館之經營方式，除了自設自營之獨立經營旅館外，就是與其他世

界性之旅館組織連鎖經營。大體上管理模式可歸納為兩大類型： 

一、本土企業管理模式：土地建築物設備所有權為中籍資本主所有，沒有加入任



何國際連鎖旅館經營，實際負責經營者也是本土籍，稱之為本土企業管理國際觀

光旅館。例如：圓山大飯店、國賓大飯店、福華大飯店、西華飯店、美麗華大飯

店等。 

二、國外企業管理模式：土地建築物設備所有權為資本主所有，資本主不限國籍，

但資本主加入國際連鎖旅館集團，以加盟或委託經營管理的方式，委託歐、美、

新加坡等國際連鎖旅館總部直接指派經營負責人，或由連鎖總部抽取委託經營管

理費或加盟費用或組織費用者稱之；亦或該國際觀光旅館經營負責人為外聘之外

籍人士擔任者，統稱之為國外企業管理國際觀光旅館。例如：希爾頓大飯店、來

來大飯店、台北晶華酒店、台北凱悅大飯店、遠東國際大飯店等。 

由以上可知，我們可以將國際觀光旅館經營方式依其所有權、經營管理權之

歸屬，與連鎖合作之方式分為四種：獨立經營型、加盟連鎖型、管理契約型與加

入會員組織型。資將此四種類型之定義、代表旅館與優缺點列表如下： 

表 3-7：國際觀光旅館的經營方式類型 

 

 

 

 

 

 

 

 

 

 

 

 

 

 

 

 

 

 



管理模式 經營類型 定義 代表旅館 優點 缺點 

獨立經營型 本土企業不

借助外力，獨

立經營並管

理其投資的

旅館，擁有所

有權與經營

管理權。 

福華、圓山、

統一、國賓、

華泰、美麗

華、兄弟 

l 資金可統

籌運用 

l 經營管理

人員調派

有自主權 

l 因應變化

彈性大 

l 投資經營

風險較高 

 

 

本土企業

管理 

加入會員 

組織型 

經過嚴格之

資格審查後

加入享譽盛

名之世界組

織，成為其會

員旅館，其後

仍不斷定期

接受考核。 

亦為獨自經

營與管理。 

u 亞都、西華

飯店加入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u 西華飯店

加入

Preferred 

Hotels 

l 享有尊榮

信譽 

l 會員旅館

間資訊交

流 

l 易得國際

人士信賴

與忠誠度 

l 定位為高

服務品質

的高級商

務旅館，採

取高定價

策略來區

隔市場；因

此缺乏競

爭策略上

的價格彈

性 

l 缺少國際

連鎖集團

的管理技

術移轉 



國外企業

管理 

加盟連鎖型 以加盟方式

與世界上連

鎖旅館集團

訂立合作經

營契約，規範

彼此之權利

與義務。子公

司每年給付

定額之權利

金，換取母公

司之作業標

準與管理知

識。 

u 來來（加入

美國喜來

登） 

u 力霸（加入

假日旅館

連鎖） 

u 老爺（加入

日航） 

 

l 加盟者可

藉母公司

之商標開

拓市場，提

高知名度 

l 加盟子旅

館可獲得

總公司提

供之管理

作業標準 

l 可共享市

場資訊、連

鎖訂房系

統與廣告

宣傳 

l 經營管理

上受到母

公司限

制，因應市

場策略的

靈活度降

低。 



 管理契約型 旅館投資者

以訂定管理

契約的方

式，委託國際

連鎖旅館代

為管理其投

資之旅館。所

有權與經營

管理權完全

分離。 

u 凱悅（新加

坡豐隆集

團委託凱

悅集團經

營） 

u 鼎鼎（遠東

企業委託

香格里拉

集團） 

u 麗晶（潘氏

集團委託

麗晶集團

經營） 

u 希爾頓 

（華洋開發

委託國際

希爾頓） 

l 專業管理

技術的轉

移 

l 較易獲得

金融機構

的貸款支

持 

l 共享市場

資訊、訂房

系統與廣

告宣傳 

l 投資者對

人事任用

與經營管

理無自主

權 

資料來源：本研究參考黃應豪（民 84年）整理 

 

台灣國際觀光旅館的國際化，是從民國六十二年國際希爾頓集團在台北設立

希爾頓飯店開始，從那時起國際知名的旅館集團紛紛進入台灣市場。其國際連鎖

旅館設立沿革如下： 

1. 民國 62年與國際希爾頓集團（Hilton International）集團簽訂委託經營管理

契約之台北希爾頓飯店，於民國七十七年易主，由宏國集團所承購。 

2. 民國 69年，來來飯店與香格里拉（Shangri- la）飯店連鎖集團簽訂委託經營

管理契約；民國 71年，又改與喜來登（Sheraton International）飯店連鎖集

團簽訂世界性連鎖業務與技術合作契約，喜來登集團隸屬於 ITT集團；民國

88年 ITT集團又合併納入 Starwood集團體系。 

3. 民國 73年成立的台北老爺酒店（Royal Taipei）與日航（Nikko）飯店集團簽

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 

4. 民國 83年，力霸飯店與國際假日飯店集團（Holiday Inn）簽訂特許加盟連



鎖契約，成為皇冠級的力霸皇冠假日飯店，於民國 87年 7月又改名為力霸

皇冠大飯店。 

5. 民國 80年成立的凱悅飯店（Grand Hyatt Taipei），與國際凱悅（Hyatt 

International）集團簽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 

6. 民國 83年遠東國際大飯店與香格里拉（Shangri- la）飯店連鎖集團簽訂委託

經營管理契約。 

7. 民國 75年開幕，屬於威斯登（Westin）連鎖飯店集團的墾丁凱薩飯店，在

民國 85年被宏國集團承購後解約轉變為本土品牌。 

8. 加入麗晶（Regent）國際集團簽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的麗晶酒店，之後台北

改名為晶華酒店，以規避往後其他地區連鎖飯店營運後，須支付高額的飯店

加盟費用，目前只有台北晶華酒店事屬於麗晶（Regent）國際集團。其他如

台中晶華、天祥晶華、高雄晶華都屬於本土品牌中安公司的晶華酒店

（Formosa Int’l Hotels Group）經營管理。民國 89年業主東帝士集團將台北

晶華酒店及天祥晶華酒店產權轉讓給潘氏集團經營。 

9. 民國 86年華國飯店加入洲際（Inter-Continental）飯店集團，成為華國洲際

飯店。 

10. 民國 87年 12月 24日華泰飯店與美麗殿（Meridien）連鎖飯店集團簽訂委

託經營管理契約，成為美麗殿華泰飯店。 

11. 民國88年10月12日開幕的六福皇宮飯店與Starwood集團裏威斯登（Westin）

連鎖飯店品牌，簽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加入其連鎖飯店體系。 

12. 民國 88年 10月 15日，大溪鴻禧別館與 Starwood集團裏威斯登（Westin）

連鎖飯店品牌，簽訂委託經營管理契約加入其連鎖飯店體系，改名為寰鼎大

溪別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