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民宿產業文獻探討 

「民宿」，在國外是一種非常普遍的住宿型式，而在國內則是近幾年才備受

矚目。以下就台灣地區民宿的定義、起源、種類、特性、民宿的消費者作一詳盡

介紹。 

 

第一節 民宿的定義 

2.1.1 民宿與旅館 

依據交通部「旅館業管理規則」將旅館業依其經營規模、管理方式、所在地

區和特性區分為三種，包括觀光旅館、一般旅館、民宿，觀光旅館與一般旅館分

屬不同主管機關，觀光旅館是由觀光局主管，一般旅館則由各縣市政府負責主

管。其中，觀光旅館依據「觀光旅館管理條例」所規定的建築和設備標準，再區

分為國際觀光旅館、一般觀光旅館，分析如下： 

 

1. 民宿 

 

政府發展觀光條例(2001)對民宿定義為：民宿(Bed & Breakfast；B&B)是利

用業者住宅空間的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及農林漁牧

生產活動，以家庭副業方式經營，提供旅客鄉野生活之住宿處所。政府的官方定

義將民宿定位為結合當地資源所形成的住宿設施。 

民宿經營規模，以客房數5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150平方公尺以下為

原則。但位於原住民保留地、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

經農業主管機關劃定之休閒農業區、觀光地區、偏遠地區及離島地區之特色民

宿，得設客房數15間以下，客房總樓地板面積200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經營。經

營民宿不需要辦理營利事業登記證，但須向各縣市政府觀光單位申請「民宿登記

證」及「專用標識」。 

得以合法申請民宿之地點如下所述：（民宿管理辦法第五條） 

(1) 風景特定區 



(2) 觀光地區 
(3) 國家公園區 
(4) 原住民地區 
(5) 偏遠地區 
(6) 離島地區 
(7) 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之休閒農場或經農業主管機關劃    

定之休閒農業區 
(8) 金門特定區計畫自然村 
(9) 非都市土地 

    

高崇倫(1998)將民宿定義為農戶提供鄉村旅遊者的住宿設備，有些民宿更提

供餐飲服務，遊客可以在此參與體驗農家生活，並了解傳統活動。林梓聯(2001)

認為民宿是有效運用資源，提供鄉野住宿和休閒活動，讓旅客自然的接觸、體認

和認識當地文物。楊永盛(2003)定義民宿經營是業者的副業，除了能透過提供住

宿活動與旅客交流認識外，旅客能享受經營者提供的當地鄉土味覺和有如在家中

感覺的住宿設施，並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和體驗之生態活

動。另有種特色民宿，結合住宿、餐飲與觀光遊憩等特性所形成之一所謂「休閒

服務產業」。 

在經營上如何找出民宿本身之核心資源，進而加以強化運用，使其成為經營

上的競爭優勢為民宿經營的策略重點。 

 

2. 旅館 

 

除民宿外，旅館分為二類共三種，包括觀光旅館中的國際觀光旅館、一般觀

光旅館、以及一般旅館： 

(1) 國際觀光旅館(屬四、五朵梅花等級者) 

依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將國際觀光旅館、一般觀光旅館合稱為「觀

光旅館」，其建築設計、構造、設備依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規定外，應

符合有關建築、衛生及消防法令之規定(台灣觀光資訊網

http://202.39.225.136/public/public.asp?selno=133&relno=133)。 

(2) 一般觀光旅館(屬二、三朵梅花等級者) 

須符合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規定，與國際觀光旅館不同在於房間數



量之規定，一般觀光旅館應設有單人房、雙人房及套房，在直轄市及省轄市

至少五十間，其他地區至少三十間(台灣觀光資訊網)。 

(3) 一般旅館 

交通部「旅館業管理規則」第二條對旅館的定義：「旅

館業指觀光旅館業以外，對旅客提供住宿、休息及其他經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關業務之營利事業。」因此，領有各

縣市政府核發之「旅館業登記證」之營業單位，以及懸

掛有各縣市政府發給之「旅館業專用標識」旅館稱之為

「一般旅館」(台灣觀光資訊網)。 

 

圖 1 合法旅館標誌 

就法令面之規定，民宿與旅館最大的差別在於所遵守的法令項目不同；民宿

的經營方式為業者「副業」，旅館沒有特別規定；民宿是結合當地自然資源，提

供住宿旅客鄉野生活的自然場所，旅館則不以提供結合自然環境體驗的活動為

主，可見民宿與其他旅館種類(觀光旅館、一般旅館)所遵守的法令和提供的服務

大不相同，因此本研究特別單就民宿為討論對象。相關之比較項目整理如下： 

 
 非民宿 
 觀光旅館 一般旅館 
 

民宿 
國際觀光旅館 一般觀光旅館  

法令依據  民宿管理辦法 
 旅館業相關法規 

 

 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 
 旅館業相關法規 

(發展觀光條例、商業團體法、旅

館業管理規則、營業稅法、觀光

旅館及旅館旅宿安寧維護辦

法、食品衛生法、獎勵觀光產業

優惠貸款要點、營業衛生法、(各
縣市)都市計畫住宅區旅館設置

法規、飲用水管理條例、都市計

畫法、水污染防治法、區域計畫

法、社會秩序維護法、公司法、

著作權法、建築法、勞動基準

法、消防法、兒童及少年性交易

防制條例、商業登記法、消費者

保護法) 

 旅館業相關

法規 



設置地點 限設置於： 
 風景特定區 
 觀光地區 
 國家公園區 
 原住民地區 
 偏遠地區 
 經農業主管機

關核發經營許

可證之休閒農

場 
 金門特定區計

畫自然村 
 非都市土地 

(民宿管理辦法) 

限設置於： 
 都市計畫風景區 
 都市土地使用分區有關規定

範圍內綜合設計 
(觀光旅館業管理規則) 

限設置於： 
 都市計畫風

景區 
 都市土地可

供興建旅館

之用地 
(簡玲玲 2005)

空間使用

性質 
於自用住宅空間

設置房間 
專用營業空間 

經營方式 家庭副業經營 營利事業之專業經營 
房間數量  一般民宿：5 間

以內 
 特色民宿：15
間以內 

最低房間數規定： 
 直轄市及省轄市至少八十間 
 風景特定區至少三十間 
 其他地區至少四十間 

無上下限規定

與環境、

當地社區

關係 

 強調結合自然環

境，體驗當地風

土民情或農村生

活，與週邊環境

資源互動高。 
 與當地社區居民

和團體互動高。 

 通常不提供旅館住宿、旅館設備使用以外的服

務，經營上較少利用週邊環境資源。 
 與當地社區居民和團體互動低。 

(簡玲玲，2005) 

服務人員 多由民宿業者的

家族擔任，強調濃

厚人情味和「家

庭」溫馨的感覺。 

由專業服務人員提供服務，強調標準化的硬體設

備和服務。 

表 1 民宿與非民宿之法令差異(本研究整理) 

 



2.1.2 合法與非法民宿 

所謂「合法民宿」即為透過正常程序向各縣市政府申請取得「民宿登記證」

及「專用標識」者(如圖2所示)，合法民宿須通過地方政府

相關單位審查建築、消防及衛生安全等項目，且須投保公

共意外責任險。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的資料，至民國95年1

月止台灣地區民宿家數中合法民宿共有1237家。台灣各民

宿資訊網上定義”台灣合法民宿”指的是符合依據交通部頒

佈的民宿管理辦法第六條規定內容條件所設立的民宿，分為二種型態：第一種為

「一般民宿」，其經營規模限制於客房數五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面積一百五

十平方公尺以下為原則。第二種則是「特色民宿」，其民宿經營規模主要位於原

住民保留地，經農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許可登記證的休閒農場、觀光地區、偏遠

地區和離島地區之特色民宿，客房數則加寬限制為十五間以下，且客房總樓地板

面積二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規模(全球民宿及旅遊資訊網)。 

圖 2 民宿專用標誌 

隨著台灣地區光觀光旅遊風氣的興盛，以民宿為名實際經營運作的「非法民

宿」的數量持續攀升中，而被歸類於「合法」的民宿中，亦有許多業者為了可以

在旅遊旺季中取得更大的獲利空間，紛紛以擴建房間或是超收客人的方式獲利，

甚至有些民宿的用品衛生項目不符合標準卻仍繼續經營，再加上曾有詐騙集團在

網路上虛設民宿網站，欺騙消費者匯入住宿費用，這些皆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權

益，然而大部分消費者卻受限於資訊不對稱中而不知情。為了保障民眾權益，觀

光局積極修正「違反發展觀光條例事件裁罰標準」，只要修正通過後，未來只要

未合法、嚴重影響公共安全或假藉民宿名義經營旅館業務之違規業者，都可處以

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可以禁止其經營(東森新聞報，

www.ettoday.com ,2004/04/12)。 

 

2.1.3 小結 

綜觀過去研究者對於民宿的定義可知，民宿的經營主要是以家庭副業方式，

給予旅客不同於一般旅館居住的感覺，結合了專屬於當地的文化特色和自然景觀

(如至阿里山住宿民宿，可以和業者一起欣賞阿里山日出、雲海、晚霞、森林與

http://www.ettoday.com/
http://www.minsu.org/page/18/


高山鐵路；住在盛產茶葉的鹿谷地區民宿可以充分體驗茶村生活的樂趣；住在埔

里民宿的遊客可參觀蝴蝶生態牧場，進行賞蝶之旅)，提供旅客鄉野生活的住宿

處所。 

本研究檢視目前民宿產業的運作，發現許多民宿業者在經營民宿中，多因為

資金和能力的不足，無法直接接觸到最終消費者而無法將自己民宿的資訊完全提

供出來，造成民宿業者與消費者間資訊不對稱，使交易無效率，因此本研究將探

討民宿產業以策略聯盟的合作方式之議題，為了得以更全面與廣泛的討論其合作

行為的可能性，因此討論的民宿範圍為在台灣地區經營民宿的單位，不限定於是

否有取得民宿合法經營標誌的業者。 

 

第二節 民宿的起源 

2.2.1 起源 

台灣民宿的起源最早於熱門的旅遊區域，首先是1980年代墾丁國家公園附

近，因經濟成長後國民休閒活動開始活躍，旅遊區域內的旅館無法容納大量湧入

的遊客，因而衍生出如同現今民宿定義的住宿服務（鄭詩華，1998）。其後擴展

至阿里山等觀光地區；同時間點在嘉義瑞里及雲林草嶺地區，亦因具有遊憩資源

而產生遊客住宿的需求(廖榮聰，2003)。 

關於住宿的安排，是二日以上旅遊者行前必須考量的因素之一。過去觀光地

區遊客住宿的供應，一直由旅館產業提供，但一遇到假日或旅遊旺季時，遊客遽

增常造成觀光地區住宿設施不足以供應，台灣早期民宿的產生，是供需市場機制

的現象，亦即民宿是因市場需求而產生的行業（林宜甲，1998）。總體來說台灣

民宿出現的原因，肇始於觀光地區住宿設施不足。 

另外，由英國、德國、美國、澳洲、日本的民宿發展概況(發展原因、營運

特色)，可知各地區民宿的起因主要有二：(1)單純解決觀光地區旅館、旅社不足

而設立；(2)為了提高農民的生活所得而發展的因應對策(林宜甲，1998)。 

隨著國人旅遊風氣的興起，促使政府為有效運用資源，以促進地方觀光產業

發展，由交通部觀光局負責研擬管理法規，於2001年12月正式公布實施「民宿管

理辦法」，確定民宿的法定地位。民宿的發展經驗和過程是漸進形成的，首先因

http://www.minsu.org/page/16/
http://www.minsu.org/page/17/
http://www.minsu.org/page/17/


應住宿空間不足而生，爾後民宿成為一種賦予鄉村新生意義的產業，影響層面涉

及經濟面、社會面和環境面，簡玲玲(2005)認為民宿發展的價值與意義大致可為

三方面： 

(1) 社會面 

民宿產業的興起，在鄉村轉型過程中扮演創造鄉村就業機會的角色，減緩鄉

村人口流失與結構不均的現象，且提供都會區居民釋放壓力與獲得身心健康的管

道，並賦予城鄉居民交流機會。 

(2) 經濟面 

民宿的經營改變部分農村生產型態，許多民宿經營者由一級產業生產者變成

三級產業的服務者，開創鄉村的新經濟來源，改善農村經濟，並增加地方稅收。 

(3) 環境面 

經營民宿對於業者來說主要以獲利為目的，為了吸引遊客前來渡假旅遊，必

須善加保護環境資源，並保持良好生活空間，此行為間接提升鄉村的環境保護意

識。 

 

2.2.2 總體環境 

產業經營環境影響到業者經營手段和策略，台灣地區民宿產業在這幾年內快

速成長，受到總體環境和產業環境影響甚大，以下針對政治法律、經濟、社會文

化、科技、與民宿產業競爭環境六部份分析目前總體環境對於台灣地區民宿經營

之影響。 

 

1. 政治法律： 

 

因台灣地區旅遊消費觀念興起，帶動民宿經營者不斷加入，使得民宿數量越

來越多，政府在 2001 底公佈了「民宿經營管理辦法」，經營者須依從此法令的

規範決定其民宿的合法性與否，合法的民宿擁有民宿專用標誌(如圖二所示)。經

營民宿不需要辦理營利事業登記證，但須向各縣市政府觀光單位申請「民宿登記

證」及「專用標識」，若未申請許可即擅自經營民宿者，政府將依「發展觀光條

例」規定，針對未領取民宿登記證而經營民宿者，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



以下罰鍰，並禁止其經營。可見申請合法民宿之行為對民宿業者來說是有利的，

但是目前市場上仍有許多非法經營的業者，原因主要除了逃避稅收外，其經營內

容和民宿的建築設備不符合標準亦為原因之一。 

對於消費者來說，民宿經營管理辦法的設立，解決了遊客在住宿選擇時最基

本的安全考量，因為遊客在外居住不同於住家中，許多消費者對於民宿居住的安

全性相當重視，因此選擇一家領有合法專用標誌的民宿即是居住安全的保證。政

府提出一些誘因鼓勵業者走向合法並申請民宿登記證，舉辦一些對於經營民宿的

訓練活動和專屬優惠，如主動對合法民宿加以宣傳、輔導業者參加相關的培訓課

程、允許合法民宿加入公務人員國民旅遊卡刷卡的特約商店，這些行為對於政府

來說，主要是欲透過降低消費者和業者在資訊搜尋中所花費的成本、以及提供民

宿經營者特有的優惠，誘發其取得合法執照的動機，進而保護消費者的權益，降

低消費者在旅遊活動中住宿選擇所受到的風險。 

 

 

 民宿經營管理辦法 

 提供申請合法民宿之誘

因 

交易產生：提供住宿 

政府 

民宿業者 住宿消費者 

藉由規範民宿業者之行為

保護消費者權益 

 

 

 

 

 

 

圖 3 民宿特性-政治法律環境 

 

2. 經濟： 

 
隨著國民所得的增加，台灣地區每人每月支出費用高達 16,492 元(台灣地區

收支調查報告，2004)，比率較 2003 年增加 7 個百分點。而且國人旅遊度假觀念

盛行，93 年國人國內旅遊每人每次平均花費為新台幣 2,266 元，較 92 年增加

6.4%。整體來說，93 年國人國內旅遊支出為新台幣 2,478 億元，占 GDP2.4％，

較 92 年成長 13.6％，且過夜旅客比例上升。由住宿旅館及民宿的遊客人數增加

的現象得知，越來越多的消費者接受在外住宿(中華民國 93 年國人旅遊狀況調查



報告)。由上述政府官方統計資料可知，越來越多的消費者擁有旅遊度假的觀念，

且願意選擇民宿為其渡假居住地點。 

 

3. 社會文化： 

 

近來國際社會籠罩在恐怖攻擊事件頻傳的陰影下，以及禽流感等疾病的威

脅，使得國際旅遊的風險提高，然而國內旅遊可以避免這二個問題的影響。且許

多平面媒體，如雜誌、民宿專書、和電視媒體，如電視台旅遊節目、旅遊頻道，

以及網際網路各個相關的旅遊網站皆對於「民宿」相關議題有相當多的介紹。 

消費大眾的消費型態與人口結構快速改變，其背後代表著台灣民眾對於新興

事物接受度提高，民宿經營型態也漸漸受到這股風氣的影響，強調民宿具備地方

特色的住宿環境、設備、無形服務…等不同於一般旅館的特色，給予消費者特別

風格的享受。 

 

4. 科技： 

 
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越來越多遊客習慣透過網際網路取得旅遊住宿資訊，

取代了過去多經由旅行社代辦的方式，在國內旅遊中，有 87%的比例採自行規劃

行程的旅遊方式，由旅行社承辦只占了 5％(中華民國 93 年國人旅遊狀況調查報

告)，可見民眾的消費自主力提高。 

透過行政院主計處之國人旅遊狀況統計報告中得知，民眾在旅遊前，透過電

腦網路取得旅遊相關資訊的比例逐年增加，網際網路成為消費者和民宿業者接觸

的重要媒介；此外，高達 55%的消費者是透過親友、同事、同學取得相關資訊，

即仍有過半數的消費者倚賴有過類似旅遊經驗遊客的推薦。 

 

2.2.3 小結 

台灣民宿最早源自於1980年代的墾丁國家公園附近、阿里山等這些有遊憩觀

光資源的地區，因住宿需求大於供給而產生之。政府自1998年實施隔週休二日政

策以來，民眾休閒的閒餘時間增加。相對使出外旅遊的機會也隨之提高，而國民



所得的成長，遊客對旅遊品質及體驗有所改變，在旅遊型態趨向多樣化、個性化

的要求中，住宿體驗成為旅遊中重要部分，民宿的出現解決了遊客在旅遊地區住

宿的問題，不僅帶給遊客特殊體驗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的機會，也造就了農村地

區的獲利機會，民宿成為一種賦予鄉村新生意義的產業。民宿的推動與發展開創

農村新經濟的來源，間接提升鄉村環境的環保意識，此外，也因為民宿主要的功

能之一為販售住宿的服務，因此提高業者欲吸引客人而加強保護居住的環境品質

之誘因。 

 

第三節 民宿的種類 

    顧志豪(1992)就民宿的建築類型和國人使用空間的習慣，將民宿的種類分為

「套房式民宿建築」、「家庭隔間式民宿建築」、「通舖式民宿建築」、「綜合

式民宿建築」、「集合式民宿建築」；黃淑玲(2001)將台灣民宿業分為「體驗型

民宿」、「地方產業型民宿」、「個人特色型民宿」、「原住民民宿」；而鄭詩

華(1996)、謝美玲(2002)、陳詩惠(2003)以民宿的空間型態將民宿類型作一分類，

認為民宿的空間型態主要可分為套房、一般家庭隔間式、通舖三種： 

(1) 套房： 

較完整的客房，類似小型旅店的房間，每一間均有獨立的衛浴設備，收

費較另兩者高，選擇者重視個人隱私與使用的便利。 

(2) 一般家庭隔間式： 

一些接待家庭或農舍提供的房間，沒有特別裝潢，可以提供一個讓遊客

完全融入當地居民生活中的環境，體驗當地生活習慣與風俗文物。 

(3) 通舖： 

價格為三者間最便宜，可容納最多的人數，通舖解決團體住宿的問題。 

 

本研究依過去研究者定義的民宿種類分類方式，包括依民宿建築型態、國人

使用空間習慣與型態、資源特色等，整理台灣地區的民宿種類，如表2所述。 

 

研究者 民宿種類分類方式 民宿種類 

顧志豪(1992) 
依民宿建築型態、國人

使用空間習慣與型態 
1. 套房式民宿建築 
2. 家庭隔間式民宿建築 



3. 通舖式民宿建築 
4. 綜合式民宿建築 
5. 集合式民宿建築 

黃淑玲(2001) 依資源特色 

1. 體驗型民宿 
2. 地方產業型民宿 
3. 個人特色型民宿 
4. 原住民民宿 

鄭詩華(1996)、
謝美玲(2002)、
陳詩惠(2003) 

依民宿的空間型態 
1. 套房 
2. 一般家庭隔間式 
3. 通舖 

表 2台灣地區民宿分類方式(本研究整理) 

 

若是依據地方和特色來區分民宿種類，共有七種，除了提供住宿服務外也提

供了不同的休閒活動，如下所述(陳詩惠，2003)： 

 

民宿類型 提供的休閒活動 舉例(台灣地區) 

農園民宿 提供採蔬菜、水果、茶葉和昆

蟲的自然教育活動 
南投縣風匱斗地區民宿 

海濱民宿 海水浴場、海草採集、釣魚、

舟遊 
台北縣福隆地區、花蓮縣瑞穗

地區民宿 

溫泉民宿 砂溫泉浴、岩石溫泉浴、天然

瓦斯利用等 
台北縣烏來地區、北投地區民

宿 

運動民宿 滑雪、滑草、自行車運動、登

山健行、球類運動 
多與休閒農場結合 

傳統建築民宿 古代建築遺址、古街道、古代

驛站、古域、古民宅等 
台北縣九份、金瓜石地區民宿

料理民宿 
魚料理、自然料理、火鍋料

理、海鮮料理、特殊產品料理

(如蓮子大餐) 

台南縣白河地區民宿 

歐風民宿 
是目前台灣最多的類型，擁有

歐式氣派的外觀、挑高寬敞的

大廳、美麗的庭園造警 

南投縣清境地區的民宿許多

是此類型 

表 3 台灣地區民宿類型概況(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民宿的功能 

民宿最初發展之因是為解決遊客大量湧入風景區所形成住宿空間不足的現

象，爾後漸漸以結合當地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之活動，吸引遊客將民宿作為住宿

選擇，讓其有機會同時體驗屬於當地的自然資源外，也間接維持與保護當地特有

的景觀，帶給鄉村居民就業機會，且引導居民擁有維持自然環境的觀念。 

 

Alastair (1996)等人提出民宿具有五項特質： 

(1) 提供私人服務，與民宿主人有一定交流。 

(2) 具有特殊的優勢使遊客可以認識當地環境、建物歷史沿革、文物特質。 

(3) 通常是產權所有者自行經營，非連鎖經營的型態。 

(4) 提供給遊客特別的活動 

(5) 很少的住宿容量 

 

Alastair（1996）等人又提出民宿發展對地方和遊客的重要性包括： 

1. 對地方而言  

(1) 自然環境的保存 

(2) 文化的保存 

(3) 產業的發展 

(4) 生活環境的改善 

(5) 知識與技能的學習 

 

2. 對遊客而言 

(1) 解決住宿問題 

(2) 認識方自然資源 

(3) 了解地區的文化特色 

(4) 品嚐地區農業特產 

(5) .體驗農村生活 

 
嚴如鈺（2003）綜合各學者對民宿之定義提出，民宿的功能在空間使用上已



由原來純粹將房間出租遊客，漸漸轉變為當地風土民情的指標之一，也是推廣鄉

土文化的最佳代言人；在經營層面上，民宿最提供異於一般旅館的親切功能，給

遊客一種在「家」的感受外，並運用當地的天然資源，營造出休閒、自然、愉快

的氣氛；由文化價值面來看，民宿除了具經濟功能外，還有社會發展的意義，如

民宿提供消費者在觀光地點一個價格合理、環境舒適的住宿選擇，為當地居民帶

來就業機會，讓消費者得以體驗當地居民的生活活動，藉由民宿專屬風格特色，

將觀光收入帶入地方建設中，並提升生活品質。 

 
綜合上述，歸納民宿的功能包括： 

解決住宿的問題 提供合理的價格給予消費者，為民宿最基本的功

能之一。 

提供地方與遊客的互動機會 遊客藉由居住民宿，體驗當地特有的自然景觀與

遊憩活動。 

產業經濟的功能 
民宿發展在鄉村轉型的過程中提供居民就業機

會；且可間接販售當地農產品給予遊客，提供農

業活動的邊際效益。 

自然、文化環境的保存 
在結合當地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之活動來吸引

遊客將民宿作為住宿選擇的動機下，促使當地居

民有維護自然環境的觀念。 

社會交流的功能 吸引都市、甚至國外旅客來訪，提供鄉村與都市

的交流機會，縮小城鄉在自然文化互動的距離。

表 4 民宿的功能(本研究整理) 

 

第五節 民宿的特性 

民宿的功能之一為住宿活動的提供，然而民宿與旅館皆可以提供旅客住宿，

並藉由提供旅客住宿的經營活動中取得獲利機會，有些研究者將民宿定位為旅館

種類之一，不過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對民宿的定義和類型可以發現，民宿是業者將

原有有房舍或是舊屋改建為可以提供旅客住宿，並提供增加消費者無形效益的服

務與資源，讓旅客得以體驗屬於當地的文化與自然環境，其創造的價值與與旅館



大不相同。姜惠娟(1997)認為民宿與一般旅館最大的不同之處在於民宿較強調大

眾化合理的收費和自助性的服務，以富有鄉土味、家庭味和濃厚人情味的服務取

代一般旅館所擁有的豪華設備和精緻服務。 

本節將討論以定位、提供的服務型態與附加功能、經濟特性、經營型態、經

營特色、關鍵成功因素、消費者等構面，討論民宿與旅館不同之處。 

 

2.5.1 定位 

民宿和旅館業在定位上存在差異，其性質與一般飯店和旅館不同，除了能和

其他旅客交流認識外，旅客更能享受經營者所提供當地專屬的鄉土味覺，享受到

有如「家」的溫暖感覺。而旅館是提供旅客高水準住宿、餐飲、社交、會議、娛

樂等設施的場所，為一種綜合性、多角化經營的企業體，除了提供旅客住宿休閒

功能外，並結合旅館內各項設施進行促銷活動，吸引更多顧客前來消費(吳勤勉，

2000，P11)。 

 

民宿有幾項不同於旅館的特色，包括：(嚴如鈺，2003) 

(1) 提供另一種住宿體驗 

(2) 提供遊客認識當地特色和文化的機會 

(3) 維護屬於當地的人文和自然環境 

(4) 提供遊客服務和休閒活動 

(5) 遊客可品嚐當地特產與美食 

(6) 親切對待，使遊客有在「家」的溫暖感覺 

(7) 經濟優惠的價格 

 

目前台灣的新民宿有別於以往單純提供過夜的民房，部分民宿已走向精緻與

特色路線(民宿鄉村之家優質聯合網)，如屏東霧台鄕的「夢想之家」民宿，將整

個民宿的設計以傳統魯凱族的建築風格呈現，整個屋子用石板砌牆，並在屋裡擺

設表現原住民精神的圖騰和昔日狩獵時的戰利品，呈現出魯凱族人「家」的感覺，

業者透過民宿經營活動，讓夢想之家的遊客可以藉著居住民宿的機會認識魯凱

族，同時保持並傳承特有文化；位於南投清境地區的民宿「見晴花園渡假山莊」



為歐式建築，每間房間都經過特別的造景設計，使居住的遊客可以充分享受到有

霧上桃源美稱的清境地區之特有景色，此外，見晴花園渡假山莊提供擺夷風味特

色餐，讓遊客有機會享受到特殊佳餚(好玩台灣旅遊情報誌：民宿假期，2002)。

此外，有些民宿甚至提供套裝旅遊行程以吸引消費者，如南投清境地區維也納庭

園木屋，提供包括住宿、餐點、泡湯、青青草原遊的套裝行程(維也納庭園木屋

網站，http://www.vienna.com.tw)。 

經營民宿和一般旅館最大的不同是在於強調大眾化收費和自助性服務，不需

同觀光旅館一樣豪華的設備，但是在安全與衛生設備的設置上必須符合標準，服

務雖不如觀光旅館精緻，但是強調富有家庭味、鄉土味、人情味，並且利用天然

的資源，配合當地的文化特色以提供住宿和餐飲活動，服務內容具備運動、休閒、

娛樂等功能，讓住宿遊客能充分享受悠閒的情趣(楊永盛，2003)。 

 

2.5.2 服務型態與附加功能 

我國交通部「旅館業管理規則」將旅館區分為三種，包括觀光旅館、一般旅

館、民宿；而過去研究者與民間旅館聯盟(如全國旅館聯網，www.hotelnews.com.tw)

則依據旅館的經營規模、所在地區、利用目的和機能、服務項目等構面，對於旅

館的種類另有不同於官方法令的區分方式，這些區分方式下的旅館分類所提供的

服務型態與附加功能較能代表自己專屬且不同於其他旅館種類的地方。 

林登燦(2003)依所在地區將旅館分類為都市旅館與休閒旅館，都市旅館位於

都會區，依其經營規模提供不同的服務，規模較大的都市旅館擁有大型宴會設

施，具有迎賓功能，可作為宴會、結婚儀式場所，有些大型都市旅館更有舉辦國

際會議的能力；休閒旅館又稱渡假旅館，多設於靠近海濱、湖畔、山岳、溫泉、

海島、森林、遊樂區等風景優美地區，旅館之建築物造型較都市旅館有變化，旅

客的流量明顯受到季節性的影響。 

本研究依據「中華民國旅館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與「全國旅館聯網」

(www.hotelnews.com.tw)、以及李世昌(2005)將旅館分為八種，其中，民宿為八種

旅館項目之一，各種服務型態與附加功能，如下所述： 

 
1. 民宿 

 

http://www.vienna.com.tw/
http://www.hotelnews.com.tw/


業者利用自有住宅空閒房間，結合當地人文、自然景觀、生態、環境資源和

農林漁牧等生產活動，提供旅客鄉野生活的住宿場所，使遊客得以體驗當地的生

活，與當地社區居民和環境形成互動關係。其提供的服務不如觀光飯店完備，以

遊客自助性的行動取代人力成本，居住於此感受較富人情味。 

 

2. 非民宿 

 

(1) 觀光旅館： 

通常不提供住宿、旅館設備使用以外的服務，與當地社區居民和團體互動

性低，但強調標準化的硬體設備和精緻服務品質。 

(2) 商務旅館： 

提供從事商務活動的消費者關於住宿、餐飲、娛樂等服務，備有商務所需

之設施，多位於都市區的商業地段。 

(3) 賓館： 

多位於市區或是鄉鎮市人口集中交通方便的地段，其建築物多在獨棟的高

層建築或是住商混合大樓的某些樓層，商務、城市旅遊、都會休閒、約會、

休息等消費目的的顧客為其服務對象，收費較商務旅館低廉。 

(4) 汽車旅館： 

通常為一至二層的獨棟建築，主要服務對象為短時間使用客房的休息顧

客，汽車旅館強調提供獨立的停車空間，重視顧客隱私，客房設置較浪漫

華麗，收費比一般賓館高，近幾年內這類汽車旅館走向精緻化路線。 

(5) 渡假旅館： 

多設於風景優美的旅遊地區，靠近海濱、湖畔、山岳、森林遊樂區，主要

接待國內或國外的旅遊者，遊客的多寡受到季節與平假日時間的影響。 

(6) 溫泉旅館： 

這類旅館設在有溫泉資源的地區，早期是一般居民利用自然湧出的泉水作

為露天浸泡的公共浴池，現在發展成結合醫療、休閒、觀光的健康休閒產

業，提供旅客遊憩泡湯、旅遊住宿、餐飲接待等服務。 

(7) 渡假中心： 

此類旅館的名稱除渡假中心外，亦稱為會館，只服務某些特定對象或專屬

會員，如簽訂契約的企業員工、俱樂部會員、與某些特定人士。 



 

    綜合上述，民宿提供的服務型態和附加功能與「中華民國旅館同業公會全國

聯合會」與「全國旅館聯網」所定義的旅館分類大不相同，在附加功能中最明顯

的為民宿與當地環境、當地社區的關係較為緊密，且強調濃厚人情味和「家庭」

溫馨的感覺，沒有特定的住宿對象或是專屬會員，亦沒有商務活動的提供。至於

在服務的型態上，民宿強調自助性的服務，而非民宿(本研究稱之為旅館)提供的

服務型態和功能主要是站在顧客的立場考量其需求，提供各項服務來滿足顧客，

富有解決顧客生理上的需求，滿足心理上的慾望和保護旅客生命財產安全的責任

(吳勤勉，2000)，民宿與非民宿之服務型態和附加功能差異如下所述。 

 
 
 

民宿 非民宿(旅館) 

與環境、

當地社區

關係 

 強調結合自然環境，體驗當

地風土民情或農村生活，與

週邊環境資源互動高。 
 與當地社區居民和團體互

動高。 

 通常不提供旅館住宿、旅館設

備使用以外的服務，較少利用

週邊環境資源。 
 與當地社區居民和團體互動

低。 
(簡玲玲，2005) 

服務內容 住宿、餐飲，強調如同在家中

的自助性的服務。 

 住宿、餐飲、商務、渡假、宴

會、都會休閒…等。 
 主要站在顧客的立場考量其

需求，提供各項服務來滿足顧

客。 

服務人員 
多由民宿業者的家族擔任，強

調濃厚人情味和「家庭」溫馨

感覺 

由專業服務人員提供服務，強

調標準化的硬體設備和服務。 

住宿對象 無特定的住宿對象 
有些旅館有特定的住宿對象，

如渡假中心的專屬會員，商務

旅館的洽公商務客人。 

表 5 民宿與非民宿在服務型態和附加功能上之差異(本研究整理) 

 

2.5.3 經濟特性 

在經濟特性上，民宿與旅館(非民宿)有以下相同的特徵(吳勤勉，2000，

P16-18)： 

 



(1) 商品無儲存性 

指產品無法儲存再售，當顧客較少時，無法將今天未出售的房間留待明天再

行出售，未賣出的房間為當日的損失。 

 

(2) 短期供給無彈性 

民宿和旅館房間的收入額以全部房間都出售為最高限度，儘管旅客再多，都

無法增加房間出售的收入水準，與一般製造工廠在銷售旺季時可以增加產能和產

量來提高收入大不相同。 

 

(3) 地理位置上的限制 

民宿為業者自用住宅一部分，而旅館興建在某一個地方後，建築物即無移動

性，兩者皆受到地理位置的限制，無法隨著住宿人數的多寡而移動民宿或是旅館

的位置，當旅客需要投宿時必須到有民宿或是旅館的地方，與一般商品可移動性

大不相同。因此民宿與旅館在銷售房間上所受到地理位置的限制甚鉅。 

 

(4) 季節波動性 

當經濟景氣、國際情勢有變動、外貿活動頻繁、國際性觀光資源開發等變化

時，易使消費者需求改變，而影響到民宿與旅館的收入。且民宿與旅館在淡旺季

營業收入差距皆大，如在觀光季或是氣候合宜時，住宿一位難求，但是在淡季的

時候，許多旅館為了節省變動成本，利用關閉數個樓層來減少水電和臨時人事費

用支出。 

 

至於民宿與旅館在經濟特性中的差異包括： 

 

(1) 索取價格 

民宿的收費符合一般大眾的經濟條件，為民宿主人自行經營的副業，藉由提

供遊客住宿需要的設備，如廚房之用具，以半自助性服務來降低人力成本的負

擔，讓遊客居住在民宿中有如同在家中的感覺一般親切，如清境地區的民宿「驛

站」，其通舖房間最低住宿價位為一人200元，阿里山民宿「閒雲居」通舖房間一

人為300元，並提供廚房和廚具供住宿遊客自由取用，取代了餐點的供應，業者

在低價住宿價格中依然有利潤空間。一般來說，民宿住宿索取的最低價位較觀光



旅館為低，且對於居住人數的限制較不明顯，因選擇民宿居住的遊客有一部分為

學生族群，而學生族群重視價位便宜且可以容納多人數的住宿空間(本研究針對

阿里山民宿「閒雲居」訪談之內容)。 

 

(2) 住宿時間 

民宿住宿的時間較旅館自由，一般旅館有固定的進房退房時間，而民宿為了

配合一些觀光季和當地的特殊景館而有不同的進房退房時間，如綠島地區的民宿

除了給予實質住宿服務外，亦有提供套裝行程的活動，包括浮淺、夜遊、探尋梅

花鹿…等，遊客住宿時間可能達一天半或是兩天，因此民宿並不會特別限定進退

房時間。 

 

(3) 成本結構 

至於成本結構的配置，民宿建立在民宿業者自用住宅之空間之下，大部分的

民宿經營在固定成本花費不大，並未因為要經營民宿而更改建築物和房間的格

局。至於旅館則屬於資本密集、固定成本高的產業，所花費的費用分為固定和變

動費用兩種，人事費用、地價稅、房捐稅、利息、折舊、維護等固定費用占全部

開支的 60%~70%之間(吳勤勉，2000，P17)。 

 

綜合上述，民宿與旅館在商品無儲存性、短期供給無彈性、地理位置上的限

制、季節波動性等構面中差異不大，但是在價格、住宿時間、成本結構上差異甚

大。民宿強調提供自助性的服務降低人力成本的負擔，因此索取的價格較低廉。

雖然目前台灣地區旅遊風氣的盛行，促使許多都市或是鄉村人口將自用農作土地

重新規劃建立新建築以經營民宿事業，但是相較於旅館，大部分的民宿固定成本

花費不大，並未因為要經營民宿而更改建築物和房間的格局，主要是變動成本部

份的花費較多，如床墊、棉被…等基本住宿的使用設備(本研究針對阿里山民宿

「閒雲居」訪談之內容)，與民宿相比較，經營旅館不只需要有較大的建築空間，

其負擔的固定成本和變動成本皆比民宿大的多。 

 

 

 

 



 

 

  

民宿 旅館 

 商品無儲存性 
 短期供給無彈性 
 地理位置限制 
 季節波動性 

1.索取價格較低 

2.住宿時間較自由 

3.固定成本花費低 

1.索取價格較高 

2.進退房時間固定 

3.固定費用占 

總成本 60-70% 

民宿與旅館的經濟特性 

 

 

 

 

 

 

 

圖 4 民宿與旅館在經濟特性上的異同 

 

2.5.4 經營型態 

台灣民宿業者積極創造屬於民宿獨有的特色，希望可以區隔出本身民宿產品

和其他業者的差異性，使得經營民宿要比經營商務旅館更需要提供遊客當地風土

民情、自然景觀、生態、環境教育、和農林漁牧生產活動等特色，而目前台灣地

區的旅遊區內民宿業者競爭激烈，業者欲充分利用地方資源，競相塑立自己獨有

特色以吸引遊客前來參觀。旅客停留型態分為兩種目的，一為純粹為解決住宿問

題，二為旅客為了加入當地居民的生活而居住民宿。 

鄭詩華(1996)、謝美玲(2002)、陳詩惠(2003)認為在民宿的經營管理上，主要

可以區分為獨立經營、加盟經營，而加盟經營的方式在日本的民宿產業中相當盛

行，至於台灣地區的民宿多為業者獨立經營，並未有加盟經營的「連鎖民宿」出

現。而旅館出租的房間數受到地區和時間上的限制，在同一個地區無法無限制的

發展下去，為求擴大業務發展，旅館業者紛紛思考以連鎖(或加盟)的方式將之組

織，以拓展績效。連鎖旅館的連鎖方式包括(吳勤勉，2000，P59-69)： 

(1) 直營連鎖 

由總公司直接經營的旅館，如福華大飯店在台北、桃園、台中、高雄、墾丁；

國賓大飯店在台北、新竹、高雄的經營。 

(2) 收購既有的旅館(或是以投資方式控制和支配其附屬旅館) 

運用控股公司(如Holiday Inns、Regent)的方式，由小公司逐步控制大公司，



此方式在美國最為常見。 

(3) 以租賃方式取得土地興建的旅館 

與旅館連鎖公司訂定租賃合約，由不動產或是信託公司建築旅館後，租予連

鎖旅館公司經營，在美國與日本常見。 

(4) 委託管理經營(management contract) 

指旅館所有人將旅館交由連鎖旅館公司經營，而旅館經營管理權，包括人

事、財務依合約規定交給連鎖公司負責，再按營收的若干百分比給連鎖公司，如

台北凱薩飯店現址的前身希爾頓大飯店是由宏國開發公司(國裕建設)委託給希

爾頓經營管理。 

(5) 特許加盟(franchise) 

各個獨立經營的旅館與連鎖旅館公司訂定長期合約，使用連鎖組織的旅館名

義、招牌、標誌、和採用共同的經營方法，如力霸皇冠大飯店(Rebar Holiday Inn 

Crown Plaza)。目前號稱世界最大的連鎖旅館Holiday Inns即是屬於以franchise的

方式參加連鎖的獨立旅館。 

(6) 業務聯繫連鎖(voluntary chain) 

各自獨立的旅館自主組成連鎖旅館，目的是加強會員旅館間的業務聯繫，會

員全體共享利益。 

(7) 會員連鎖(referral chain) 

屬於共同訂房和旅館聯合推廣的連鎖方式，如國內部份旅館為Preferred 

Hotel(西華)、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亞都)等國際性旅館的會員之一。 

 

旅館連鎖經營主要目的有五點： 

1. 共同採購旅館用品、物料和設備。 

2. 統一訓練員工，並制定作業規範。 

3. 合作辦理市場調查，共同開發市場。 

4. 成立電腦訂房網路，建立一貫的訂房制度。 

5. 以一致品牌提高旅館的知名度並樹立良好的形象。 

 

綜合上述，民宿業的經營型態不若旅館業多元化，主要原因可能是因為民宿

多為業者自行經營，礙於資金和資源的限制，要採用連鎖型態作為經營方式有其

困難點，且各地區民宿所提供的服務和體驗活動隨著當地的自然景觀和風俗民情



而有不同，在這樣的背景下，使得連鎖經營所創造出來的成效，如品牌價值、統

一的行銷策略等在民宿業中無法突顯。單就民宿和旅館業來看，較常使用的經營

型態如下表所述： 

 
 經營型式 備註 

獨立經營 台灣地區大部分民宿屬之 
民宿 

加盟經營 日本地區民宿較為盛行 
直營連鎖 福華大飯店、國賓大飯店 
收購既有的旅館 Holiday Inns、Regent 
以租賃方式取得土地興

建的旅館 
美日地區常見 

委託管理經營 台北希爾頓大飯店(前) 

特許加盟 力霸皇冠大飯店(Rebar Holiday Inn 
Crown Plaza) 

業務聯繫連鎖  

旅館 
(非民宿) 

會員連鎖 Preferred Hotel(西華)、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亞都) 

表 6 民宿與旅館的經營型態比較(本研究整理) 

 

2.5.5 經營特色 

關於民宿經營的特色，楊永盛(2003)與楊凱傑(2004)在其研究中提出民宿業

者的經營與管理有幾項通則，本研究依據經營目的與動機、經營推廣與更新、提

供住宿消費者的有形無形效益部分，分述如下： 

 

1. 民宿經營目的與動機 

(1) 通常為家族共同經營的副業，經營民宿所得的獲利非家庭基本收入。 

(2) 利用自己的土地和建築物，將多餘的房舍出租當民宿。 

(3) 業者運用自己的現有資金，待收入較豐富時再陸續投資以擴充設備。 

(4) 業者當作全年性的副業來經營，主要獲利時間來自假日。再重複居住的顧

客多，需要長期經營才有較多獲利。 

(5) 將民宿經營當作主業時需要較大規模以符合經濟效益。 

 

2. 民宿的經營推廣與更新上 



    民宿經營的成敗有賴業者的業務推廣和經營能力而定，但是隨著時代的變

化，民宿所興建的建築物、設備、商品的經濟價值也隨之陳舊化，因此業者需要

不斷更新整修，但仍須保持原貌以吸引懷舊的遊客，此外，再附加獨特的經營方

針並增加配合時代需求的機能、格調、和價值，發揮民宿與一般旅館不同的特色，

吸引遊客消費並增加自身的競爭力。 

 

3. 提供旅客有形無形的效益： 

增加消費者感受到的有形、無形效益，提供遊客一種家庭味、鄉土味、和人

情味的氣氛，並利用天然的資源，配合當地的文化特色，讓消費者能充分享受悠

閒的情趣，增加其重購意願，建立消費者和業者間的忠誠關係。 

 

2.5.6 民宿經營關鍵成功因素 

民宿產業在關鍵成功因素的相關研究較少，其中吳碧玉(2002)藉由核心資源

觀點理論(Core Resources Approach)研究民宿經營成功關鍵因素，認為關鍵因素

包括： 

(1) 有形資產：休閒設備、經營規模、產品特色。 

(2) 無形資產：品牌聲譽、景觀氣氛、市場區隔與選擇、價格、資訊服務、行銷   

通路、服務品質、顧客滿意度。 

(3) 個人專長能力：財務管理、活動安排與設計、連鎖經營、公共關係。 

(4) 組織專長與能力：人力資源。 

 

在觀光旅館的議題中針對關鍵成功因素討論的研究較多，其中

Yesawich(1988)認為經營旅館的成功關鍵因素有既有之聲譽和品牌、服務品質、

設備水準、公共設施場所的獨特性、訂房便利性、地點、國際連鎖、行銷活動有

效性、顧客認知的價值等。 

巫立宇(1991)在「台灣國際觀光旅館業之關鍵成功因素分析」中歸納出國際

觀光旅館的關鍵成功因素為推廣與通路因素、聲譽和地點因素、市場選擇因素、

服務因素、產品因素、定價因素、國際連鎖旅館因素。 

李中星(1993)針對休閒渡假中心研究其經營關鍵成功因素，認為推廣、人力



資源、地理和硬體設備、市場、價格、財務管理等六項因素為成功經營休閒渡假

中心的關鍵因素。 

 
研究者 研究對象 關鍵成功因素 

吳碧玉

(2002) 
民宿 (1) 有形資產：休閒設備、經營規模、產品特色。 

(2) 無形資產：品牌聲譽、景觀氣氛、市場區隔與

選擇、價格、資訊服務、行銷通路、服務品質、

顧客滿意度。 
(3) 個人專長能力：財務管理、活動安排與設計、

連鎖經營、公共關係。 
(4) 組織專長與能力：人力資源 

Yesawich
(1988) 

旅館 (1)聲譽和品牌、(2)服務的品質、(3)設備水準、(4)
公共設施場所的獨特性、(5)訂房的便利性、(6)地
點、(7)國際連鎖、(8)行銷活動的有效性、(9)顧客認

知的價值。 
巫立宇

(1991) 
國際觀光旅館 (1)推廣與通路因素、(2)聲譽和地點因素、(3)市場選

擇因素、(4)服務因素、(5)產品因素、(6)定價因素、

(7)國際連鎖旅館因素。 
李中星

(1993) 
休閒渡假中心 (1)推廣、(2)人力資源、(3)地理和硬體設備、(4)市

場、(5)價格、(6)財務管理 

表 7 住宿業關鍵成功因素(本研究整理) 

 

比較經營民宿和旅館業的關鍵成功因素，大致而言差異不大，主要是在體驗

活動的設計和安排上有差異；有形資產上，實體休閒設備皆為重點；無形資產中

的服務品質、品牌聲譽、行銷策略為首要考量；在個人專長能力中，除了旅館業

強調連鎖經營的重要性外，民宿產業中亦相當重視，但目前台灣地區的民宿卻沒

有成功連鎖經營的例子；至於組織專長與能力，人力資源為一項重點。 

 

2.5.7 消費者行為分析 

討論民宿的市場區隔與目標顧客，就人口統計變數(年齡、性別、職業…等)

中較難找出差異之處，只可推測會選擇民宿作為旅遊居住地點的消費者，多是想

要體驗特殊且不同於一般旅館提供之服務的休閒活動，藉以體驗當地文化與環

境，因此選擇民宿為居住地點。至於討論民宿消費者對住宿服務需求屬性，過去

研究者(姜惠娟，1997；楊永盛，2003；嚴如鈺；2003；陳詩惠，2003；陳秋玲，



2004；林靜芳，2004)以消費者為出發點討論其選擇民宿住宿所重視的因素。 

姜惠娟(1997)針對鹿谷休閒農業民宿村與八卦力民宿村的民宿遊客討論休

閒農業民宿旅客需求，發現民宿遊客對住宿重要屬性前十項： 
(1) 環境清潔與衛生 
(2) 消防設備 
(3) 緊急照明燈和逃生標誌 
(4) 環境四周天然景觀或優美景觀 
(5) 冷熱飲用水的供應 
(6) 獨立衛浴設備 
(7) 提供鄰近觀光遊憩資源資訊 
(8) 停車空間 
(9) 建築配合環境資源凸顯地 

方特色 
(10) 全國民宿介紹手冊的編製 

 

而楊永盛(2003)針對遊客對宜蘭地區民宿評價分析發現消費者： 

(1) 對於民宿的「設施」上最重視前三項為廚房和烤肉等設備、停車空間、緊

急照明設備。 

(2) 對於民宿所提供的「服務」中最重視前三項為早餐的提供或安排、諮詢服

務、晚餐的提供或安排；對於民宿「環境景觀」最重視的前三項為客房整

理乾淨程度、環境清潔衛生程度、民宿和周邊資源簡介資料之提供。 

(3) 對於民宿「遊憩體驗活動」最重視的前三項為重視農林漁牧資源體驗之畜

牧活動的飼養、生態資源體驗的人造環境、生活資源體驗的慶典活動。 

 

嚴如鈺(2003)研究民宿使用者消費型態發現消費者選擇民宿的重要條件最

重視的為「民宿是否具有特定主題」，其次為「注重房間的乾淨與否」。 

 

陳詩惠(2003)將消費者重視的民宿住宿需求屬性重視項目分為「民宿設

施」、「客房設施」、「餐飲服務」、「民宿服務」、「景觀環境」、「民宿活動安排」、「經

營管理」，並回顧過去研究者相關的文獻與民宿業者的建議列出35個住宿需求屬

性，以清境地區和九份、金瓜石地區的民訴遊客為調查對象，採用問卷調查的方

式，統計出民宿遊客的住宿需求屬性重視程度排序前十名為： 



(1) 民宿訂定合理的住宿價格 

(2) 民宿須具備完備的防火和逃生等安全設施 

(3) 民宿設置地點有明確的指示標誌 

(4) 民宿必須注意四週環境的安全性 

(5) 民宿的聲譽 

(6) 民宿主人會保護住宿旅客的隱私權 

(7) 民宿週邊有良好的景觀視野 

(8) 民宿週邊有多樣的觀光遊憩景點 

(9) 民宿提供住客寧靜的私人空間 

(10) 民宿提供充足的停車空間 

 

    林靜芳(2004)針對清境地區的民宿遊客為研究對象，討論民宿遊客再宿意

願，發現遊客重視的項目依次為「房間乾淨的程度」、「消防安全設施」、「環境四

周天然景觀或優美景觀」、「停車空間」、「室外美化造景」。 

 

除了針對民宿討論消費者重視的屬性構面之外，過去亦有許多研究者針對同

為住宿業中的渡假中心、飯店等探討遊客對住宿服務的需求。Haider & 

Ewing(1990)認為渡假者對目的地屬性的偏好包括：「客房數」、「服務」、「地點」、

「與海灘的距離」、「與機場的距離」、「其他住宿設施」、「餐廳」、「購物娛樂中心

和運動設施之距離」、「價格」。至於陳思倫(1992)則認為消費者對住宿服務的需

求可以分為八點，如下： 

(1) 服務品質：餐廳的清潔與衛生、客房人員服務品質、櫃檯人員服務品質

餐飲人員服務品質、餐具清潔與否、餐廳設施是否良好、餐飲價格合理、

進食氣氛、照明設施。 

(2) 設備裝潢：大廳是否寬敞、客房大小、會議廳的設備、客房備有報章雜

誌、娛樂設施、設備和裝潢、建築外觀設計。 

(3) 舒適安全：旅社安全有保障、環境舒適安靜、消防逃生設備、客房清潔

衛生、房間設備齊全、公共的盥洗室清潔。 

(4) 櫃檯服務：帳單正確性、報怨處理得宜、訂房方便、可使用信用卡。 

(5) 使用指標：旅社內指標完整、招牌明顯易於辨認。 

(6) 戶外活動：戶外空間的設施、操作設備。 



(7) 客房價格：價格低廉、隱私性。 

(8) 交通便利：停車方便 

 

由過去研究者針對居住過民宿的消費者其所重視的住宿需求屬性檢視，就硬

體設備來說，發現大部分的消費者對於民宿的安全性問題相當重視，尤其重視民

宿是否裝設消防安全設備；越來越多的國人以汽車為代步工具，停車便利性成為

一個重要的考量因素；另外，消費者也相當重視民宿空間的清潔性與否，必須滿

足其住宿最基本的需求；隨著越來越多業者經營的民宿的風格走向精緻化與高貴

路線，可發現有部分消費者開始重視民宿的美觀與設計。就軟體服務提供來說，

選擇民宿為居住地點的消費者最重視民宿老闆與客人的主客互動上，業者提供旅

遊諮詢的服務是和遊客互動的方式之一，另外，是否能體驗當地的自然生態與文

化活動也是一大重要因素。而選擇非民宿等旅館的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包

括客房的清潔、飯店人員的服務態度、櫃檯提供服務的具有便利性等較選擇民宿

為住宿點的消費者更為重視。然而，住宿地點的聲譽和停車便利性不因民宿與非

民宿而有差別。 

部份消費者對於所住宿的民宿之聲譽相當重視，一家擁有良好聲譽的民宿其

背後代表著民宿取得曾有住宿體驗經驗的消費者之認同，因此在硬體設備和軟體

服務的提供上深受消費者的喜愛與滿意，對於民宿業者來說，取得未住宿過其民

宿的遊客對於自己民宿的興趣、甚至信任是重要任務，這也使得許多民宿聯盟開

始在自己的網頁中設置討論區或推薦區，透過這些機制，來提高未住宿過遊客的

信任感，降低不安全感。 

 

2.5.8 小結 

本節將民宿與旅館的定位、所提供的服務型態與附加功能、經濟特性、經營

型態、經營特色、關鍵成功因素、消費者重視屬性等構面，討論民宿與旅館在經

營層面與消費者認知面的不同之處，民宿與旅館皆有一個主要的功能，即為提供

旅客住宿，並藉由提供旅客住宿的經營活動中取得獲利，然而，兩者之間卻存在

著許多差異，雖然主要皆是以提供住宿服務為主，但提供給遊客的附加功能和服

務、經營方式…等皆大不相同，然而，相關研究卻甚少將兩者分開討論，針對民



宿產業策略聯盟的討論更是稀少，因此本研究將研究對象集中在民宿產業的部分

加以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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