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民宿產業實質問題與民宿聯盟 

民宿為一新興產業，產業內賣家家數多且分散，近幾年隨著網際網路的普及

和國人旅遊風氣的盛行推動下，越來越多人加入民宿產業中，然而產業內卻存在

許多問題影響消費者與民宿業者的交易效率。 

除了投入第一線自己經營民宿外，市場中也出現了一些扮演促進買賣雙方交

易順利的中介角色，作為連結民宿業者與消費者的仲介商，此為民宿產業中策略

聯盟的合作方式，本研究稱之為「民宿聯盟」。這些聯盟的經營者與民宿業者有

合作關係，主要是在聯盟網站上刊登合作民宿的消息與介紹，提供消費者代訂民

宿以及優惠卷下載的服務，提高民宿資訊的暴露，進而引發消費者的知曉與興

趣，是促成賣方的民宿經營者與買方的遊客進行交易的中介角色。 

本章節將介紹民宿產業的實質問題、民宿聯盟的興起與角色、民宿聯盟的種

類、目前民宿聯盟的種類是否解決了民宿產業的實質問題、以及未來其他可行的

民宿聯盟型式。 

 

第一節 產業發展現況 

    民宿的盛行得利於台灣政府實施周休二日制度。過去，很少人聽過”民宿”

這個名詞，現今則越來越多消費者居住過民宿。 

民宿產業的發展在成長中，業者可推廣成長的空間尚多，台灣的民宿事業正

處於方興未艾之中，許多原來離開鄉村赴都市謀求發展前途的年輕人，特別是青

年夫妻，現在正在回歸家園，尋覓適當的經營民宿地點，準備好好大顯身於此一

新興事業(全球民宿及旅遊資訊網)。本節將分析個案訪談對象-阿里山「閒雲居」

民宿之訪談內容，並以系統性的方式完整利用統計資料、網路資源、過去研究者

的討論等，分析台灣民宿產業的市場大小、合法與非法經營者家數、目前產業現

況之問題。 

 



5.1.1 個案訪談 

為了了解目前民宿產業內第一線經營者對於產業現況的想法，本研究於民國

94 年 12 月 30 日至阿里山地區訪問民宿業者，訪談對象為阿里山「閒雲居」民

宿主人。 

訪談問題分為五大主軸(見第四章第二節)，目的是更了解經營者對於民宿產

業現況的想法以及民宿形成策略聯盟的可能性。訪談結果如下： 

 

(1) 對民宿的競爭優勢與特點不了解 

與民宿主人的訪談結果發現業者對於自己民宿所提供的核心價值和優

勢並不了解。訪談對象相較於其他競爭者最大的競爭優勢為「閒雲居」民宿

是阿里山地區第一家合法民宿，提供遊客一些體驗栽種茶葉和竹筍的活動，

讓住宿的遊客免費全程參與，這些都是「閒雲居」民宿的競爭優勢，然而，

業者卻不知如何包裝之。可見仍有許多民宿業者並不清楚自己除了可以解決

住宿問題外，其實也有很多不同於一般旅館，甚至是不同於其他民宿的優

勢，這樣的經營想法影響到其經營內容，除了該民宿並未得到應有更高的獲

利外，消費者也未得到其最大效用。 

 
(2) 政府單位宣傳能力不足 

訪談對象「閒雲居」民宿是阿里山地區第一家合法的民宿，業者認為政

府並未特別對合法民宿有所保障，同地區依然有許多民宿未取得合法經營執

照卻依然在市場中營業，而政府單位並未取締。 

 

(3) 遊客不了解民宿和旅館的差異 

業者認為大部分遊客對民宿所提供的服務概念不足，認為花錢居住應該

得到像五星級飯店的服務，但是民宿實際上的經營方式與服務內容與飯店不

同，「閒雲居」民宿是以半自助的方式，讓消費者居住其中有在「家」的感

覺，但是大部分消費者不了解民宿與旅館的差異。 

 

(4) 遊客不知合法民宿的優點 



在訪談過程中，民宿主人特別提出大部分來「閒雲居」民宿居住的消費

者，不太了解合法民宿是何物，甚至不知道原來自己此次旅遊所選的民宿為

合法民宿。 

 

經由個案訪談的方式，站在第一線經營者的角度檢視民宿產業現況，可以初

步歸納出目前可能的一些待解決的民宿產業實質問題，然而，只由民宿業者的角

度出發有失偏頗，因此，本研究以系統性的方式，由網站資料、報章雜誌、過去

相關研究者等次級資料，輔以個案訪談等初級資料，完整歸納並分析目前民宿產

業的現況和實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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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民宿產業實質問題歸納方法 

 

5.1.2 統計資料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的資料，台灣地區的民宿家數、房間數統計至民國 95 年

1 月止，合法民宿共有 1237 家，合法房間數則有 5017 間；而非法民宿有 157 家，

非法房間數有 997 間(至 1 月為主仍有部分縣正進行非法民宿的統計，因此實際

非法民宿的數量將更多)，其中，花蓮縣民宿宿量最多(279 家)；南投縣次之(278

家)；宜蘭縣的民宿數量排名第三(201 家)，可知民宿多設置在台灣觀光勝地的地

區，以解決消費者的住宿需求為目的，提供屬於當地特有的遊憩體驗，台灣地區

民宿家數、房間數統計如表 10 所示： 

 
縣市政府 合法民宿

家數 
合法房間

數 
非法民宿

家數 
非法民宿

房間數 
合計(民
宿家數) 

合計(民
宿房間



數) 

台北市 0 0 1 5 1 5 
台北縣 12 41 75 497 87 538 
桃園縣 10 47 17 90 27 137 
新竹縣 13 52 0 0 13 52 
苗栗縣 94 341 0 0 94 341 
台中縣 20 74 0 0 20 74 
南投縣 278 1322 0 0 278 1322 
彰化縣 9 35 0 0 9 35 
雲林縣 31 135 0 0 31 135 
嘉義縣 46 162 0 0 46 162 
台南縣 23 91 0 0 23 91 
高雄縣 26 110 27 131 53 241 
屏東縣 21 86 5 29 26 115 
宜蘭縣 201 753 17 83 218 836 
花蓮縣 279 1018 0 0 279 1018 
台東縣 84 343 0 0 84 343 
澎湖縣 57 241 0 0 57 241 
金門縣 29 150 0 0 29 150 
連江縣 4 16 15 159 19 175 
台灣地區

總 計 1237 5017 157 994 1394 6011 

表 1 台灣地區民宿家數、房間數之統計資料(交通部觀光局)，註(至 1月為主仍有部分

縣正進行非法民宿的統計，因此有部分縣市在非法民宿項目中標示為 0) 

    

隨著越來越多遊客選擇民宿為旅遊住宿對象，政府單位積極輔導各地的民宿

業者走向合法，提供教育訓練、政府官方網站住宿指引、以及國民旅遊卡特約店

等優惠誘因吸引業者至各縣市政府登記，並輔導其成為合法民宿，根據交通部觀

光局統計至民國 94 年 1 月為止，輔導登記的民宿數量共有 1851 家，合法家數共

有 1194 家，實際的民宿個數更多。在各縣市政府輔導登記的 1851 家民宿中，南

投地區數量最多，共有 300 家，合法家數有 270 家，其次為宜蘭地區(293 家)和

花蓮地區(265 家)，但就合法家數多寡由高至低分別為南投縣(270 家)、花蓮縣(253

家) 、宜蘭縣(199 家)等地區。 

 
縣市政府 經營民宿

家數 
申請登記

數 
核准家數

(含歇業) 
現有合法

家數(經營

和停業) 

現有合法

房間數 



台北縣 110 37 11 11 39 
桃園縣 52 20 11 10 47 
新竹縣 53 17 13 12 47 
苗栗縣 135 91 91 91 331 
台中縣 56 20 20 20 74 
南投縣  300 270 270 270 1278 
彰化縣 9 9 9 9 35 
雲林縣 42 31 31 31 135 
嘉義縣 153 45 45 45 159 
台南縣 33 24 24 24 94 
高雄縣 51 26 26 26 110 
屏東縣 67 25 21 21 86 
宜蘭縣 293 201 201 199 749 
花蓮縣 265 265 258 253 944 
台東縣 129 101 84 84 343 
澎湖縣 56 58 58 56 237 
金門縣 27 28 28 27 137 
連江縣 19 9 4 4 16 
台灣地區

總 計 1851 1264 1205 1194 4866 

表 2 台灣地區政府輔導登記的民宿家數、房間數之統計資料(交通部觀光局) 

 

由政府統計資料得知至民國 95 年 1 月為止，台灣地區的合法民宿家數共有

1237 家，非法民宿家數有 157 家，合法與非法民宿共有 1394 家，而政府輔導之

民宿共有 1851 家，加上未被普查到的民宿，可見實際上非法民宿家數的數量比

官方統計更多。 

 

5.1.3 民宿經營的實質問題 

民宿產業目前雖遵從著相關法令經營，但就目前現況卻也顯示出在民宿產業

發展快速以及成長獲利誘因驅使下所引發的種種問題。過去研究者-陳墀吉、掌

慶琳、談心怡(2001)認為業者在民宿經營上所面臨的實質性問題有包括： 

(1) 規模小，較沒競爭力，僅是陪襯。 

(2) 人力不足，鄉村環境留不住輕壯年人。 

(3) 財務不健全，經濟力不足。 

(4) 服務品質良莠不齊，旺季敲詐遊客事件時有所聞。 



(5) 專業知識與技能不足，大多是農民出身，沒有經營管理概念。 

(6) 沒有特定的立基與訴求，資源特色之認定，需有專業人士指導。 

(7) 沒有組織，民宿的組織化需靠地方人士協助整合。 

(8) 行銷推廣能力不足，無法包裝產品提昇價值。 

 

    楊凱傑(2004)認為在民宿產業中就經營層面討論，目前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 違法民宿數量過多，侵蝕合法業者利基，甚至擁有合法執照的業者也在 

取得證照後違規增建房間數。 

(2) 民宿產業過度開發，使得民宿數量過多，形成惡性競爭互相排擠的現 

象。 

(3) 旅館業與民宿業界定不明，造成市場中出現「旅館民宿」，即以民宿為 

名行旅館之實的業者，其目的是以民宿為申請之名得免繳交營業所得 

稅。 

(4) 合法民宿規模較小，不受消費者偏好，無法與違法民宿抗衡。 

(5) 合法民宿業者財務方面較弱勢。 

(6) 民宿業者不懂德強調自身的資源和特點來進行行銷。 

(7) 業者管理經營層面能力不足，沒有經營民宿的專業知識和技能。 

(8) 業者行銷推廣能力不足，無法包裝產品提升價值。 

(9) 影響消費者是否滿意住宿情況主要是受到消費者心理層面的影響，如民   

宿主人的待客之道、經營風格即與遊客的互動等，而民宿的合法非法與 

否似乎不太被重視。 

(10) 政府輔導民宿走向合法的機制和管制能力不夠，只用良性勸導的方式， 

許多民宿業者對於其規範力和執行力頗為失望。 

(11) 各縣市對民宿規範標準不一，就民宿的申請資格為例，花蓮地區的審核 

較宜蘭地區寬鬆，此外，各縣市政府對於民宿產業的重視程度亦不一致。 

 

本研究依據初級與次級資料的討論，將台灣地區的民宿經營所產生的實質問

題分為產業內資訊不對稱以及民宿業者經營能力兩構面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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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民宿經營實質問題之構面(本研究整理) 

 

1.產業內資訊不對稱 

 

隨著旅遊風氣的盛行，現今許多觀光地區的民宿業者不再是以政府所規定的

「副業」方式經營，而是將全部心力放在民宿經營上，很多民宿內部的設備裝潢

也不符合政府規定，如明令民宿之經營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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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產業內近來競爭激烈，許多經營者不

斷擴充自己民宿的房間數，以因應假日期間消費者需求大於供給的情況，並從中

取得獲利機會，使經營與設備配置不符合民宿管理辦法規定的非法民宿越來越

多，有些民宿儘管已取得合法民宿資格，也因為競爭壓力與獲利等動機驅使下，

不斷擴充自營民宿的房間數，而這些後來增加的房間數有許多並不符合民宿管理

辦法中消防安全與空間配置的規定。 

為了確保消費者使用民宿的權益，行政院消保會在 2005 年 12 月下旬至 2006

年 1 月初，清查全台 120 家民宿，調查結果顯示在公安、衛生管理、經營管理以

及網站設置管理上，無執照的民宿不合格率，比合法登記民宿來得高。120 家民

宿中計有 30 家民宿沒有合格執照，在建築安全上領有執照卻還是違規擴大使

用，且在走廊堆放雜物的數量高達抽查家數的 28%，而沒有執照的更高達 80％。

消防安全方面包括警報器故障或滅火器過期的抽查行動發現，無合法執照的民宿

之不合格率更高達一半，衛生方面同樣有問題；另外，42%合格的民宿沒有在網

站上揭示重要資訊，包括民宿登記證編號、聯絡電話、聯絡人、電子信箱、線上

交易、解約等資訊(東森新聞報，www.ettoday.com.tw, 2006/3/10)。 

民宿業者遵循政府規定的「民宿管理辦法」經營之，在消費者對休閒旅遊的

http://www.ettoday.com.tw/


濃厚興趣下，越來越多消費者選擇民宿做為旅遊住宿地點，然而，業者卻在政府

法令的漏洞與執法不謹慎中，尋找獲取利益的機會，對消費者來說，其在選擇民

宿時常常陷於資訊不足的情況中，使得雙方交易產生無效率的問題。因此，以下

將討論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情況與主要原因。包括： 

 

民宿產業資訊不對稱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情況 

非法民宿數量日益增加，侵蝕合法業者的利潤，使買賣雙方資訊不

對稱之情況更劇。 

政府對於經營規模限制和與非法民宿管制的執行力不足，產業有惡

性競爭的情況。 

民宿提供的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使消費者未獲得預期的效益。 

產業內資訊混亂，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得正確資訊。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主因 

政府單位提供的誘因不足以吸引業者走向合法 

表 3 民宿產業經營問題-資訊不對稱 

 
(1)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問題 

 

A. 非法民宿數量日益增加，侵蝕合法業者的利潤，使買賣雙方資訊不

對稱之情況更劇。 

     

近年來觀光地區的住宿需求提高，選擇民宿為住宿地點的消費者與日俱

增，因此，許多鄉村地區和具備觀光資源的旅遊點的農民與地主紛紛以自有

或是重新建造的房舍作為民宿經營的主體投入此產業中，由官方統計資料我

們也可觀察到民宿數量持續增加中。 

如前所述，以民宿為名實際經營運作的「非法民宿」數量持續攀升中，

而被歸類於「合法」的民宿中，亦有許多業者非法從事擴建房間或超收客人

的行為，甚至有些民宿在用品衛生項目不符合標準卻仍繼續經營，致使買賣



雙方資訊不對稱的情況更為嚴重，消費者從難接觸到民宿資訊的問題，擴大

到必須承受因民宿違法產生的風險。 

政府規定合法的民宿須遵從民宿管理辦法之規定，尤其在旅客居住安全

項目上，因此，消費者只能從選擇的民宿是否有合法執照來判斷是否可以安

心進行交易。下表與圖為各縣市政府輔導民宿登記為合法民宿之統計資料

(2003~2005)，各縣市總計之合法民宿家數與非法民宿家數如下所示： 

 

 2003/12 2004/12 2005/12 
函報現有家數 1297 1775 1851 
合法民宿家數 309 754 1194 
非法民宿家數 988 1021 657 
合法民宿房間數 1342 3093 4866 

表 4 2003~2005 各縣市政府輔導民宿登記現況，單位：家數。(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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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圖可知，民國92年至94年間台灣地區總體民宿家數數量持續增加，

且各縣市政府輔導的民宿走向合法的家數亦增加，可見民宿產業正蓬勃發展

中，而民宿不再是以往旅客因為訂不到飯店房間而退求其次的選擇住宿點。

儘管如此，檢視每年的統計資料可以發現，非法民宿的數量皆超過合法民宿

數量的一半以上，2003年的非法民宿家數更為合法的3倍。然而，此統計資



料只是申請登記合法民宿的資料，市場上仍有許多未申請登記的民宿仍不符

合民宿管理辦法的規定。 

 

B. 政府對於經營規模限制和與非法民宿管制的執行力不足，產業有惡

性競爭的情況。 

 

由於民宿管理辦法規定民宿應屬於經營者的副業性質，同時須符合房間

規模為5至15間的基本規定，其規模較旅館小，使得業者無法大規模經營相

關業內活動，但是目前在國內卻有一些違法民宿以龐大經營規模和富麗堂皇

的設備為號昭以吸引顧客的光臨，造成小規模的合法民宿不受到消費者偏

好，無法與將民宿經營當成主業的業者競爭，造成民宿產業競爭情況的惡化。 

另外，由於越來越多遊客選擇民宿作為住宿地點，在激烈的競爭環境

中，部分旅館業者看好民宿市場的前景，憑著充裕的資金、豐富經營經驗、

與營運規劃能力進入市場，雖名為民宿，卻從事與旅館經營模式類似的實體

與服務項目營運，並非是民宿管理辦法規定的「家庭副業」型式經營，造成

此現象的背後誘因是因民宿業者在營收上不需要繳交營業所得稅，而讓實為

非法卻名為合法的民宿存在在市場中，如此現象更加劇了產業的競爭態勢，

消費者在選擇民宿上的資訊不對稱情況更為嚴重，在市場中交易風險提高。 

目前民宿市場內非法與合法業者充斥其中，而消費者對於如何辨識合法

與非法一知半解，若是發生交易糾紛，將造成消費者權益受損，然而，政府

部門目前的管制手段仍是傾向先良性勸導非法民宿，若是勸導無效才開單告

發，這樣的管制措施似乎趕不上違法業者擴張的速度。 

 

 

C. 民宿提供的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使得消費者未獲得預期的效

益。 

 

邱志聖(2001)於《策略行銷分析》一書中提及，業者若是可以給予消費

者較佳的有形、無形效益，將是經營者取得競爭力的一大來源，而經營者必

須確保自己所提供給消費者的有形和無形效益可以達到上市的標準，最重要

的是必須事前了解買者的需求情況。 



民宿業者可以帶給消費者感受上的實質價值之有形效益包括：民宿給予

消費者的實質功能，民宿的特色、服務品質等；而業者帶給消費者的無形效

益包括：居住民宿時感受到的形象或是心理愉悅的感覺。因此關於民宿的景

觀設計、業者的活動安排、其他旅遊經營者透過民宿業者加入設計的行程安

排活動、服務品質等皆屬之。 

民宿帶給消費者感受的無形效益部分，根據楊凱傑(2004)於「民宿業者

策略聯盟經營方式之探討」針對宜蘭民宿策略聯盟的聯盟總部、加盟業者、

工商旅遊局等深度訪談之討論中得知，目前國內民宿的發展有過於快速而導

致失衡的現象，導致消費者的居住與服務品質未如預期，以宜蘭五結鄉冬山

河地區週遭為例，附近聚集了過多民宿業者彼此競爭，而此地區也因為許多

民宿業主對於自然環境的過度開發而使得民宿產業在景觀設計方面的資源

越來越不足，降低消費者居住民宿所感受到的有形和無形效益，進而影響其

重複購買行為，以及未居住過的遊客的消費意願，使產業內服務品質良莠不

齊，更提高了遊客選擇民宿作為旅遊居住地的交易風險。 

 

D. 產業內資訊混亂，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得正確資訊 

 

前述總體面的問題提及到目前民宿業者的違法情勢相當嚴重，主要有合

法挾帶非法、未取得合法民宿資格的業者持續在市場經營、消防安檢不合

格、廣告不實、旅遊糾紛等問題，造成產業內資訊混雜，消費者無法確實掌

握到正確的資訊，造成交易無效率。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報告，目前全台灣地區各縣市政府輔導登記的

民宿數量接近兩千家，再加上一些未合法申請的民宿，實際數量更多，當同

一個地區的民宿個數越多，而民宿定位差異又不顯著時，對於消費者來說，

其在選擇住宿地點時所需知曉的資訊越多，若是考慮到不同的住宿種類後，

如一般飯店和觀光旅館等，同一地區住宿產業的產業競爭環境激烈，買者的

考量因素將更形複雜，因此如何提高正確的資訊給買者並使其對業者的民宿

產生興趣，進而選擇居住之，是民宿經營業者的首要課題。 

 

E.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 

 



        儘管民宿管理辦法規定民宿業者需要取得合法民宿專用標識才得以經

營，居住合法民宿除住宿安全有保障外，遊客可避免被任意哄抬收費，消費

權益較易獲得確保，此外，政府規定民宿經營者應該將民宿專用標識置於建

築物外部明顯易見之處供消費者辨認，但是許多消費者卻不知道此標誌的意

義，甚至未注意到自己所選擇的民宿是否具有合法民宿專用標識置，根據本

研究與阿里山「閒雲居」民宿的訪談紀錄，推測原因是政府單位倡導不足，

而部分消費者較重視民宿的硬體與服務之提供，並不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是

否符合標準。 

總之，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不僅有可能造成日後的消費

糾紛，使不肖業者有誘騙遊客匯入住宿費等違法現象產生，造成市場資訊的

混亂，也使合法業者受到非法業者的競爭而無法得到該有的利得。 

 

(2)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原因 

--政府單位提供的誘因不足以吸引業者走向合法 

 

整體而言，政府單位提供的誘因不足以吸引業者走向合法。 

對於民宿業者來說，取得獲利機會是其最重要的目標，卻忽視了消費者的權

益，使得消費者居住到不安全的民宿、甚至是居住到取得合法民宿標誌的民宿，

但是因為業者為了達到營利目的卻使用不合法的設備，而讓消費者承受風險。由

過去文獻發現消費者對於住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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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需要民宿業者自律外，更需要政府相關單位的把關。由楊

凱傑(2004)在「民宿業者策略聯盟經營方式之探討-以宜蘭地區為例」研究中，針

對宜蘭地區的民宿業者進行訪談得知，許多業者對於政府部門在非法民宿處理的

問題上魄力不足，導致業者申請民宿的合格標誌似乎沒有多大的實質意義和差

別，且過去在判定合法民宿的審查動作上應有消防安檢單位、觀光課、以及建築

管制三單位針對職權內的項目對民宿進行審查，但是現在政府已沒有完善的執行

審查動作，使得業者對於政府的管制與規範能力不信任。 

此外，政府提出誘因鼓勵業者走向合法並申請民宿登記證，這些誘因包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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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允許合法民宿可以加入公務人員國民旅遊卡刷卡的

特約商店，以增加民宿業者取得合法執照的動機，然而，實際上許多業者在政府



對於民宿的管制上，並未特別保護合法業者，且申請成為合法民宿必須要符合許

多消防安檢規定，對於業者來說，將面臨一大花費，另外尚須負擔稅務，使業者

取得合法執照的動機不足。 

 

1. 民宿業者業內經營能力 

 

邱志聖(2001)於《策略行銷分析》一書中提及，業者可以透過清楚的定位，

或是善用網際網路的資料和互動特性作為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而陳墀吉、掌慶

琳、談心怡(2001)提到業者在民宿經營上的經營管理能力和行銷推廣能力上較為

不足，無法透過提高產品價值的策略手段來增加獲利。因此本研究就以下幾點討

論關於業者在民宿經營上的問題，分為業者與消費者接觸管道不足，以及業者業

內經營專長能力的不足： 

 

民宿業者業內經營能力 

業者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不足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 

A. 財務管理能力不足 

B. 行銷規劃能力不足 

C. 營運管理的能力與經營態度 

D. 業者對於自己民宿所提供的  

核心價值和優勢並不了解 

表 5 民宿產業經營問題-民宿業者業內經營能力 

 

(1) 業者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不足 

 

在民宿的相關規範尚未通過以前，由於業者不受到政府機關與農民團體

的管轄，因此其經營彈性空間較大，相對的消費者所承受的交易風險亦相當

高。隨著網際網路普及化，越來越多民宿業者透過自己建置或是委託相關營

利團體設計專屬於自有民宿的網頁，應用了網際網路不受時空限制的優點，



作為與消費者接觸的重要管道，許多遊客也紛紛習慣於此觸媒，經由網站尋

找適合自己的住宿地點和旅遊資訊，由行政院主計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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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比例逐年增加，可

見網際網路已成為消費者和民宿業者接觸的重要媒介。然而，礙於經營資金

與能力的限制，業者只能透過網際網路作為媒介與消費者接觸，較有規模的

民宿多會自建或是委託公司設立專屬網站，規模較小或是資金較不足的則是

在政府或是民間的網站刊登自己民宿的相關資訊，作為與消費者接觸的連接

點，甚至有的民宿沒有網路連接點。整體來說，與消費者接觸管道不足為民

宿業內一大問題。 

有部份不肖業者過分誇大自己提供的服務和活動，吸引消費者上門，不

僅降低了消費者對於整個民宿產業的信任感，甚至造成許多使消費者權利受

損的糾紛，這對於經營與資金能力皆較旅館業不足的民宿業者來說，實為一

大打擊，因自建的民宿網站是大部分業者目前唯一能與顧客產生聯繫的管

道。 

 

(2)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 

 

        目前民宿產業內關於業者的部分，大多數存在的問題皆可歸結於此一原

因，因民宿管理辦法規定，業者經營民宿必須以副業方式經營之，同時須符

合房間規模為5至15間的基本規定，使得業者無法大規模經營其相關的業內

活動，再加上業者多為農民出身，無基本的經營知識，姑且不論民宿和旅館

所帶給消費者不同感受之差異，礙於業者自身資金與能力的不足，使得大部

分民宿的經營成就無法與旅館業者媲美。以下將目前民宿業者在經營活動所

缺乏的長才作一詳細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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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理能力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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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民宿業者業內經營專長之缺乏點 

 
A. 財務管理能力不足 

        在產業競爭環境中，硬體設施是消費者重視的屬性之一，也是許多消費

者在選擇民宿時最先考慮到的因素，就民宿外觀等硬體設施來決定是否住

宿，但由於目前市場中存在許多以民宿經營為主業的違法經營者，利用龐大

的資金投資於民宿的硬體設施，與真正合法的民宿業者產生排擠現象，使得

合法業者無法取得以硬體設備吸引消費者居住的優勢，此外，擁有充裕的財

務能力的業者其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較多且較容易受到注意，如透過廣告的

發送、華麗的互動式網站、租借地區性大型看板作為宣傳等，這些宣傳方式

端視業者經營民宿的財務能力充裕程度，成為經營民宿獲利與否的重要考

量。 

 

B. 行銷規劃能力不足 

        由於產業內競爭激烈，且民宿的替代性高，因此經營民宿須具備行銷規

劃能力，包括在活動的設計與安排、產品包裝、推廣活動、通路搭配等。 

        前述提及民宿業應屬於業者的副業經營，因此大部分的民宿主人不懂得

為自身的包裝自己的民宿；或是尋找其他同樣經營旅遊相關活動，如展覽、

賞鯨、泛舟活動…等的業者進行合作，設計套裝旅遊行程，擴大其經營範疇，

以取得範疇經濟的好處；且在推廣活動上，如廣告等，業者的經營能力也無

法達到和專職民宿經營人或旅館業者相同的水準。 

 

C. 營運管理的能力與經營態度 

        大多數業者的專業知識不足，缺乏經營管理的概念，使得其資源無法以



最有效率和效果的方式發揮出來，造成成本過多和獲利太少的現象，且許多

民宿業者對於經營抱持著只看短期利潤收入的態度，忽略長期的永續經營。 

 

D. 業者對於自己民宿所提供的核心價值和優勢並不了解 

由於產業競爭環境激烈，且業者重視短期利潤下，許多民宿業者不清楚

自己民宿的特色與核心價值，不懂得強調自己的民宿在資源與住宿活動設計

的差異化優勢，由本研究在訪談個案-阿里山地區「閒雲居」民宿可以得知，

此現象使得消費者不了解在旅遊中居住民宿可以為他們所帶來的價值與體

驗為何。 

 

由於產業內競爭激烈，技術模仿的情形將增加，進而使業內技術趨於一致，

許多業者觀察到此現象，漸漸著重於民宿的型態的變化，走向多樣化的趨勢，如

加入歐洲建築的風格、具特色異國餐點的提供、和提供專屬於該民宿的特色服

務，又這些特色服務如九份地區某些民宿老闆帶領住宿遊客觀賞螢火蟲、拉拉山

地區恩愛農場的民宿老闆供應自己摘種且別地絕無僅有的高山蔬菜，不只給予消

費者不同的居住體驗感受外，也與其他經營者的服務有所區隔，這樣具專屬特色

的服務增加了消費者再來居住的動機。整體來說，隨著經營民宿的業者增多，同

業競爭壓力大的情況下，唯有獨具特色的民宿可以長久生存下去。 

 

5.1.4 民宿產業實質問題結論 

下表為民宿經營現況的實質性問題。民宿事業儼然是一種重要且新興的觀光

休閒產業，然而目前民宿經營現況存在一些問題，若不能有效解決經營民宿遇到

的問題，對民宿業者而言將無法安心經營；而服務品質不佳的結果將降低消費者

在交易行為發生後的滿意度和重遊意願。由過去文獻可知，消費者對於民宿的聲

譽相當重視，然而當消費者得不到服務品質的保證而發生權益受損的情形時，往

往會發生嚴重的糾紛，而產生對民宿不良的印象和評價，甚至會使居住的民宿有

「惡名」的名聲，間接影響到其他未居住過消費者。 

 

 



民宿產業資訊不對稱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情況 業者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不足 

非法民宿數量日益增加，侵蝕合法業者

的利潤，使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之情況

更劇。 

政府對於經營規模限制和與非法民宿

管制的執行力不足，產業有惡性競爭的

情況。 

民宿提供的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

齊，使消費者未獲得預期的效益。 

產業內資訊混亂，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

得正確資訊。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主因 

政府單位提供的誘因不足以吸引業者

走向合法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之不足處 

A. 財務管理能力不足 

B. 行銷規劃能力不足 

C. 營運管理的能力與經營態度 

D. 業者對於自己民宿所提供的  

核心價值和優勢並不了解 

表 6 民宿產業的經營問題 

 

未來民宿將會邁向高服務品質、維護當地生態、並營造當地的社區力量的經

營走向(吳乾正，2003)。部分民宿經營者將以「主業」取代「副業」的經營方式，

提供精緻的產品組合，讓消費者體驗到不同型態的生活感受。 

上述產業內的實質問題影響到民宿業者與消費者間的交易行為，導致交易無

效率，要解決民宿產業經營問題可能不是只有民宿業者的個人能力得以應付，除

了取得政府支持外，近年來民間營利事業經營的民宿聯盟紛紛成立，此類民宿聯

盟為策略聯盟的型式之一。接下來，本研究將討論民宿產業以策略聯盟為合作型

式之型態，分析目前台灣地區民宿聯盟形成之因與角色定位、現存民宿聯盟的種

類、解決哪些產業內的實質問題、民宿聯盟再買賣雙方間解決的交易成本為何、

未來在產業內其他可能的合作型式。 

 

 



第二節 民宿聯盟的興起與角色定位 

5.2.1 民宿聯盟興起之因 

民宿聯盟的出現是因民宿市場資訊混雜，使消費者與民宿業者間交易無效

率。因為買賣雙方對交易標的物不熟悉，因此需要投入時間、金錢去蒐集資訊，

民宿聯盟解決一部分資訊不對稱的問題，作為民宿業者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降

低消費者在資訊搜尋上的成本。 

民宿聯盟在市場中主要貢獻是解決市場資訊混雜的情況。隨著民宿數量的增

加，民宿聯盟的數量也越來越多，扮演著市場造市者角色，提供買者所需資訊，

服務的對象為全國各地需要住宿的消費者；至於聯盟的發起和主導者，有些是由

營利單位的旅行社設立，有些則為民間私人機關，有些則是民宿愛好者自組。 

 

5.2.2 民宿聯盟的角色 

民宿聯盟類似電子商務市場中的市場造市者(market maker)角色，與入口網

站(portal)類似，為買賣雙方的促進者，主要是利用自建網站作為接觸媒介，與業

者合作刊登合作民宿的資訊，提供消費者住宿資訊，使買者能以更便利的方式取

得民宿相關訊息，協助交易的形成。而民宿聯盟以不同於賣方角色參與買賣間交

易，期望獲取產業知識，且企圖透過給予商業交易安全與信任的保障，提供不同

於民宿業者自建網站的價值給顧客，如提供優惠卷、提供遊客民宿評鑑結果、旅

遊住宿心得、建立遊客評論民宿的平台等功能。 

民宿聯盟在市場中的角色主要為買賣雙方交易促進者與資訊提供者，如圖9

所示： 

 

 

 

 

 

 



 

民宿聯盟

民宿業者 消費者 
資訊不對稱等問題

產生交易無效率 

合作 
提供資訊

取得資訊 

透過民宿聯盟 

買賣雙方達成交易

交易促進者 資訊提供者

市場監督者

 

 

 

 

 

 

 

 

 

圖 5 民宿聯盟的角色 

 

(1) 買賣雙方交易媒介 

 

民宿業者與聯盟合作，於聯盟網站中刊登自己民宿的資訊和連絡方式，

增加暴露的可能，引發消費者對於民宿的興趣。除了增加買賣雙方接觸的可

能性，有些民宿聯盟會提供民宿代訂服務，便利買賣雙方交易過程。 

此外，有些聯盟除了和民宿業者合作，也會與從事非住宿業的旅遊業者

合作，如花蓮秀姑巒溪泛舟公司、東部賞鯨船隊，提供遊客多元化的資訊和

行程，提供包括住宿、交通、旅遊行程等一次購足的多元化服務，滿足消費

者的需求。 

 

(2) 資訊提供者 

 

聯盟提供遊客有關於民宿的住宿資訊，使其能以更便利的方式取得民宿

的資訊。 

另外，有些民宿聯盟不只刊登合作民宿的資訊，為了吸引消費者的到站

率與使用率，聯盟業者會在其網站內刊登旅遊訊息，如當地旅遊景點、交通

資訊、天氣概況、建議旅遊路線、節日慶典…等旅遊相關資訊提供消費者參

考，除了降低消費者在資訊搜尋上的成本外，也提高消費者對於聯盟產品與



服務效益的取得，增加其在轉換使用民宿聯盟對象所需的移轉成本，使其對

特定民宿聯盟產生忠誠行為，降低轉換聯盟的行為。因此，對於民宿業者來

說，最重要的是與正面形象的聯盟合作，以收形象外溢的效益，如此得以轉

移消費者和聯盟的專屬資產(specific assets)，提高民宿業者與消費者間交易

可能。 

 

(3) 民宿市場監督者 

 

有些聯盟業者會在自建網站中提供「經驗分享」、「論壇討論」、「推

薦區」等介面，供消費者詢問與分享住宿經驗，讓已居住過的消費者可以在

網路平台上提供自己的想法，而未居住過的消費者可以透過聯盟網站知道民

宿的服務好壞，也讓業者得以由網站中得知自己需要改進的地方，這些民宿

業者與消費者間雙方互動的服務解決了部分因官方在民宿項目中無明確評

價標準的問題，而民宿聯盟間接扮演了市場中監督者的角色。 

 

第三節 民宿聯盟的種類 

台灣風景優美，旅遊勝地眾多，在各個縣市幾乎都有經營者設立民宿，而各

大主要觀光勝地又有一些民宿聯盟，服務的對象為全國需要住宿的消費者，民宿

聯盟的種類可以下列幾構面作為區分： 

 

( 1 ) 民宿聯盟服務的地理範圍大小和規模 

    有的聯盟合作對象為全省民宿，有的則為一各縣市或是一各風景區的民

宿。本研究將依據民宿聯盟服務的地理範圍大小和規模來分析聯盟種類。 

 

( 2 ) 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與民宿業者的服務項目 

依據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項目區分聯盟種類，細分為兩種，一

類為提供住宿資訊的功能，尤其以民宿為主的服務；一類為提供旅遊活動的

一系列服務。 

民宿聯盟與民宿業者間有一合作的關係，而合作內容深淺視各聯盟的規



定而有不同，針對此部分，本研究將討論依據民宿聯盟可提供給聯盟業者的

服務項目來區分聯盟種類。 

 

( 3 ) 民宿聯盟內合作民宿的同質性程度 

    民宿聯盟內合作的民宿依照其同質性程度而有不同，影響民宿彼此間 

的競爭態勢，也影響到消費者選擇性多寡和多元程度。本研究將討論合作民

宿的同異質程度，分析民宿聯盟的種類，同時，針對同質性深淺差異闡述其

帶給消費者與民宿業者優缺點。 

 

( 4 ) 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的民宿聯盟 

目前民宿業者遵從相關法令經營民宿，但目前產業內卻也顯示出在發展

過快及成長獲利誘因驅使下所引發的種種問題。近年來市場中出現以會員民

宿是合法民宿為訴求的民宿聯盟。本研究將討論此類聯盟形成目的與訴求。 

 

以下，本研究就上述民宿聯盟的分類項目，將民宿聯盟的種類做一詳盡的介

紹，並提出幾個代表性民宿聯盟。 

 

5.3.1 民宿聯盟服務的地理範圍大小和規模 

依地理區域經營範圍區分由大至小排列： 

 

1. 全球：與全球各地的民宿為介紹對象的民宿聯盟 

 

此類民宿聯盟於其網站中介紹的民宿對象除了台灣地區的民宿外，還包括世

界各地的民宿。 

 

(1) 全球民宿及旅遊資訊網 

亦有少部分民宿聯盟在其網站介紹全球各地區的民宿，如「全球民宿及

旅遊資訊網」(www.unninfo.com)，由ㄧ群熱愛民宿及各種休閒旅遊活動的朋

友，有鑒於2004年春節假期期間，南投縣旅遊景點一房難求，有歹徒利用南

http://www.unninfo.com/


投旅遊網、雅虎奇摩、 HINET 等免費網頁，虛設假民宿網頁，誘騙遊客匯

入住宿費等違法現象，因此成立者決定於2006年4月建立全球民宿及旅遊資

訊網，並於2006年4月在全世界數億個網站中，躍進全球網站排名前兩萬名，

名列台灣十大旅遊網站之ㄧ（Alexa.com之全球網站排名序）。 

 

2. 台灣地區：與台灣各地區民宿業者皆有合作的民宿聯盟 

 

此類民宿聯盟的合作對象為全台灣各地區民宿，聯盟接受的合作對象的民宿

類型因聯盟型態而有不同，大體來說，聯盟對於合作的民宿並無特別的限制條件

與規定；但也有少部分聯盟對於允許加入的民宿有特別限制。以下介紹幾個代表

性民宿聯盟，如台灣民宿網、發現民宿、農業易宿網、鄉村之家。 

 

(1) 台灣民宿網 

台灣網路世界聯盟設置的「台灣民宿網」(minsu.taiwanking.com)，提供

一個虛擬平台供民宿業者和遊客使用，合作的民宿對象遍及台灣，包括澎

湖、金門、連江地區的民宿。 

 

(2) 發現民宿 

由三位好朋友在體驗了台灣許多優質民宿後，於2002年8月共同成立「發

現民宿」(www.hihostel.com.tw)，想把各地區民宿主人們用心投入與努力經

營的故事，在網路上刻畫出來，並藉由這些別具風格的民宿和「發現民宿」，

傳遞民宿聯盟與業者的想法，讓遊客知道民宿者人經營的用心與理念，也讓

民宿業者更親近消費者的需求，一起提昇台灣民宿的旅遊品質與文化。合作

的民宿對象為台灣地區各地的民宿，包括澎湖、金門、連江地區。 

 

(3) 農業易宿網 

由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輔導建置的「農業易宿網」(www.ezhome.org.tw)，

是為了全國農漁民轉型為休閒農業，以增加其行銷通路，提昇民宿經營效

率，服務百萬農民為目的。網站內的民宿亦以全省民宿為主，依全台各縣市

區域分佈、民宿特色、風景區及價格等方式區分，讓消費者很容易就能查詢

出民宿資料。 

http://www.hihostel.com.tw/


 

(4) 鄉村之家 

「鄉村之家民宿聯盟」(www.uhome.org.tw)是由早期開拓民宿的業者共

同號召成立，會員民宿至今(民國95年5月)約有二十三家民宿會員響應參

與，合作的民宿可以說是現今台灣民宿風格的代表，而台灣民宿之所以興

起，與這些民宿會員熱情付出和開拓有關，各會員民宿遍布於全台灣，但是

彼此之間提供不同的民宿特色、景觀、活動安排等，欲加入「鄉村之家」的

民宿必須要經由會員民宿審慎的評估，進而推薦並表決同意。「鄉村之家」

是台灣地區少數經營目標確定，且具備嚴密的組織管理機制的民宿聯盟，成

為一優質聯盟品牌，而會員民宿也以自己為聯盟一員為榮。 

 

3. 單一個縣市：與單一個縣市的民宿合作的民宿聯盟 

 

這類聯盟只與單一個地區的民宿有合作關係，如宜蘭民宿聯盟、花蓮民宿聯

盟、南投旅遊網。 

 

(1) 南投旅遊網 

「南投旅遊網」(travel.nantou.com.tw)於1998年由私人旅行社成立，主

要的服務對象為欲至南投地區觀光的消費者，而合作的民宿限於南投地區。 

主導「南投旅遊網」的旅行社(美美美旅遊網)在這幾年內分別建立了台

灣各區域的民宿聯盟，如台東旅遊網、台中旅遊網、澎金馬旅遊網…等共計

12個單一區域性的聯盟，截至2006年止，預計合作的旅遊業者將達900個。 

 

(2) 宜蘭民宿聯盟 

「宜蘭民宿聯盟」為目前台灣地區的民宿聯盟中，經營與運作最具規模

的策略聯盟單位，是第一個透過策略聯盟的合作方式擴大市場佔有率與增加

經營績效的實際個案，宜蘭地區共有76家合法民宿，而參與此聯盟的民宿共

有47個，數量超過宜蘭地區民宿數量的半數(楊凱傑，2004)。 

 

4. 單一旅遊區域：只與單一旅遊的民宿合作的民宿聯盟 

 



只針對一個旅遊區域或觀光景點為經營範疇的民宿聯盟屬於此類，如九份民

宿線上、清境旅遊網、漫步在雲端~全國最高的阿里山本土網站、悠遊墾丁…等。 

 

(1) 清境旅遊網 

    「清境旅遊網」(www.cjta.org.tw)是由清境觀光發展促進會成立，目的

是改善並發展清境地區的旅遊品質，除了設置「清境旅遊網」網站與消費者

接觸外，清境觀光發展促進會同時也成立「清境優質民宿暨觀光產業聯盟」，

凡於清境或週邊地區從事觀光相關活動的業者，包括民宿、旅館、餐廳、咖

啡館、農特產、零售店、攤販等業者皆可繳交會費加入，「清境旅遊網」內

合作的民宿主要以清境地區為主。 

 

(2) 漫步在雲端~全國最高的阿里山本土網站 

    「漫步在雲端~全國最高的阿里山本土網站」(alishan.cyc.edu.tw)與一般

介紹阿里山網站不同的是經營網站的站長為任教於阿里山香林國小的老

師，自1987年上山至今，走訪阿里山的每個角落，累積的山中生活點點滴滴，

將自己的心得與構想設計於網站中，與遊客和業者分享。消費者可以透過「漫

步在雲端~全國最高的阿里山本土網站」連結到嘉義縣觀光旅遊局的合法民

宿資訊頁面，找到嘉義縣市的合法民宿。 

 

(3) 悠遊墾丁 

    「悠遊墾丁」(http://uukt.idv.tw)是由墾丁國小的一名老師所設立的網

站，介紹墾丁地區吃、喝、玩、樂、住、行的各項資訊，其中關於住宿的部

份並沒有以民宿為主要介紹對象，其住宿介紹包括了旅館、觀光飯店、民宿、

山莊農場、露營區，而「悠遊墾丁」網站與所刊登的民宿之間並沒有具體的

合作關係，網站聯盟經營者只是與消費者分享到墾丁旅遊所需的各項資訊。 

 

小結 

 

    依據地理區域區分民宿聯盟種類，可以分為以全球民宿為介紹對象的聯盟、

以台灣地區各地的民宿為合作對象的聯盟、以單一縣市民宿為合作對象的聯盟、

以單一風景區為合作對象的聯盟。然而，這些民宿聯盟中與其合作的民宿地區區

http://www.cjta.org.tw/


域雖不同，但許多服務項目則有共通處。 

 

    下表將以地理區域項目作為區分的民宿聯盟做一整理。 

 
民宿聯盟種類 

(依合作民宿所在

的地理區域) 
合作民宿數量

合作民宿地理

分佈大小 所屬民宿聯盟(例) 

全球 最大 民宿及旅遊資訊網 

全台灣地區 中 

台灣民宿網 
發現民宿 
農業易宿網 
鄉村之家 
民宿王 

單一個縣市 小 
南投旅遊網 
宜蘭民宿聯盟 
花蓮民宿聯盟 

單一旅遊區域 

依據合作限制

的難易程度而

有不同 

最小 

九份民宿線上 
清境旅遊網 
漫步在雲端 
悠遊墾丁 

表 7 民宿聯盟-依聯盟服務的地理範圍大小和規模 (本研究整理) 

 

5.3.2 功能型民宿聯盟 

若以民宿聯盟所提供的服務區分種類，可以分為兩種類型，包括提供給消費

者的服務與提供給業者的服務，各個聯盟提供的服務多寡各不相同，端視聯盟組

織的目標與執行力，本研究將此稱為功能型民宿聯盟。 

 

1. 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 

 

民宿聯盟在產業中扮演著資訊提供者、交易促進者、市場監督者的角色，簡

而言之就是提供消費者旅遊相關資訊，便利其在選擇民宿住宿之行為，降低所花

費的時間和成本，這些民宿聯盟所提供的資訊相當多元，本研究依據民宿聯盟可

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項目區分聯盟種類，而本研究又細分為兩類，一類為提供住



宿資訊的功能，尤其以民宿為主的服務；一類為提供旅遊活動一系列服務。 

 

(1) 聯盟提供消費者住宿活動的服務 

 

A. 民宿資料查詢 

 

大部分的民宿聯盟都有在其聯盟網頁上提供民宿的資料查詢，供使用者

搜尋預住的民宿，類似入口網站(portal)的查詢功能，使用者可利用關鍵字、

縣市別、民宿景觀分類(如田園型、山林型、海濱型、溫泉型)、住宿預算作

為查詢項目，找出聯盟網站所刊登的民宿中最符合自己需求的民宿。 

「農業易宿網」中，聯盟業者將網站內的民宿，依全台各縣市區域分佈、

民宿特色、風景區及價格等方式區分，讓消費者很容易就能查詢出所要的民

宿資料，扮演資訊提供者角色。此外，「農業易宿網」特別於網站首頁中設

置合法民宿的查詢系統，使用者可點選並連結至交通部觀光局合法民宿名冊

中，聯盟間接扮演了如同政府倡導合法民宿的角色。 

 

B. 民宿代訂 

 

除了為使用者帶來了民宿資料的查詢外，有些民宿聯盟提供民宿代訂的

服務，類似火車票與機票的線上訂購系統，聯盟讓消費者直接在其網路介面

是下住宿訂單，充分扮演了交易促進者的角色，不僅使消費者節省了民宿搜

尋與選擇上的成本，也為民宿業者帶來部分確定收入。 

「南投旅遊網」於其網頁中經營線上訂房系統業務；「台灣民宿王」的

線上訂房服務；「農業易宿網」的訂房服務。其中大部分的聯盟在代訂住宿

的服務中，皆會要求消費者先註冊成為聯盟會員才可以進行訂房，由此可

見，聯盟除了維護自己的信用外，亦有保護民宿業者的意味，先確定住宿消

費者的身分與背景資料，以免發生日後糾紛，而聯盟也透過提供代訂服務向

合作的民宿收取管理費用，如「花蓮民宿合法經營者策略聯盟」

(http://hualien.8168.com.tw/index.php)針對其線上訂房系統，向申請的合作民

宿業者酌收一年1,000元的管理連絡費。 

 



C. 民宿優惠取得 

 

有些民宿聯盟有提供住宿卷優惠的服務，消費者可以藉由聯盟網站的頁

面下載列印，在住宿時交給民宿主人，取得住宿的優惠。而取得優惠的資格

隨著各聯盟規定而有不同，有的聯盟要求事先加入會員，有的則不需要，可

直接在聯盟網頁上點選優惠卷下載。 

「九份民宿線上」(http://9fen.24h.com.tw/index.php)在其民宿介紹頁面中

設置了優惠卷下載專區供消費者使用；「南投旅遊網」亦提供民宿的住宿優

惠下載。 

 

D. 聯盟專屬會員優惠 

 

民宿聯盟除了提供消費者優惠卷下載的服務外，有些組織較為緊密的聯

盟會推出專屬的會員優惠，會員可得到比一般使用者更多的優惠，而聯盟則

向專屬會員收取入會費用。 

「鄉村之家」是台灣地區少數經營目標確定，且具備嚴密的組織管理機

制的民宿聯盟，與其合作的會員民宿所提供的產品服務、環境設備皆有一定

的品質保證，且收費價格固定且透明，聯盟針對消費者推出專屬的「認同

卡」，提供專屬會員專屬優惠，如房間升等、抽獎活動、住宿回饋…等，此

外，當會員遇到消費問題或是怨訴，聯盟會介入了解並提供最妥善的服務，

讓消費者在居住民宿時更有保障。 

 

E. 線上購物 

 

看準了目前線上購物的趨勢和利潤，少部分聯盟於其網站中經營線上購

物的服務。 

「全球民宿及旅遊資訊網」的聯盟業者，在其網頁中增建 UBBtravel 休

閒旅遊購物城，建立完整之資訊流＋金流＋物流的電子商務功能，讓消費者

也可以在其聯盟網站中滿足線上購物的樂趣，拍賣的商品是與旅遊相關的產

品，如旅行箱、世界各區景點郵票、旅遊書籍…等。 

 

http://9fen.24h.com.tw/index.php


F. 互動討論區 

 

許多聯盟業者會在自建網站中提供「經驗分享」、「論壇討論」、「推

薦區」、「留言板」等功能，供消費者詢問與分享自己的住宿經驗，讓已居

住過的消費者可以在網路平台上提供自己的想法，未居住過的消費者則可透

過聯盟網站知道民宿的服務好壞，也讓業者得以由網站中得知自己需要改進

的地方，在此服務項目上，民宿聯盟間接扮演了市場監督者角色，連結了台

灣各地區遊客。 

「台灣民宿網」於其網頁中設置聯盟專屬的「民宿論壇」平台，提供消

費者在論壇內發表自己旅遊心得的空間，而業者亦得以在網頁中公佈自己民

宿的主題與近期優惠，「民宿論壇」為買賣方資訊交換與分享之處。「九份

民宿線上」的意見交流區，吸引許多對於住宿有需求與疑問的消費者在此介

面上詢問問題，交換旅遊心得。「南投旅遊網」的住宿評鑑中，集合了許多

有民宿住宿經驗的消費者，這群消費者替自己居住過的民宿評分，列出表現

成績，這樣的設計使買者，尤其是未居住過同民宿的遊客可更進一步了解此

民宿的優劣，同時也警惕與激勵民宿業者。 

 

G. 電子報 

 

民宿聯盟除了設計專屬網站吸引消費者使用外，亦會採取行動直接接觸

消費者，扮演資訊傳遞者角色。 

「民宿王」提供定期寄送介紹會員民宿的電子報之服務予消費者，電子

報內容為不同民宿介紹、針對即將到來的節慶介紹該地區的民宿、優質民宿

介紹等內容。 

 

H. 投票區 

 

除了論壇互動討論區的設計外，有些聯盟業者會於自己的網站中設置線

上投票區，投票主題大部分為當地旅遊相關的內容，如最喜歡的景點投票、

旅遊區最需改善的項目、最喜歡的花類、針對旅遊季的看法…等多元內容，

以加強使用者間的互動機會，交互彼此的心得，增加使用者對聯盟的認同。 



「漫步在雲端~全國最高的阿里山本土網站」於自己的網頁中設計「線

上投票」，針對阿里山地區的各項與旅遊相關的活動，供使用者票選，主題

包括了：阿里山花季最讓您印象深刻的是、阿里山火車翻覆意外事件，對您

的阿里山之旅是否產生影響、挑戰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阿里山還需要什

麼？、您最喜歡阿里山花季的哪一種櫻花、您覺得阿里山缺乏什麼、阿里山

八景中，您最喜歡哪一個…等有趣主題。 

 

(2) 聯盟提供消費者旅遊活動的服務 

 

A. 旅遊相關資訊的查詢 

 

民宿聯盟除了提供消費者關於住宿服務的相關資訊外，為了吸引消費者

到站率與使用率，聯盟業者會在其網站內刊登旅遊訊息，一般以當地旅遊景

點、交通資訊、天氣概況、建議旅遊路線、近期節日慶典、餐飲資訊、地方

特色…等旅遊相關資訊供消費者參考。這些行為除了降低買者在搜尋旅遊資

訊上的成本外，同時也間接增加消費者對於聯盟產品與服務效益的取得，此

外，可能使消費者對特定民宿聯盟產生忠誠行為的可能，降低其轉換聯盟使

用的行為，因為當一個消費者已經習慣於某民宿聯盟的網頁操作、訂房操

作，也習慣於旅遊前到聯盟網站尋找相關資訊支援規劃行程，對此消費者來

說，要其移轉到其他民宿聯盟的網站中使用將造成其無形成本的增加。 

「民宿王」(http://www.minsuking.com/)中，共有「旅遊館」、「討論館」、

「行程館」，消費者在「旅遊館」內可以搜尋到全台民宿資料，民宿王的「討

論館」與「行程館」內有台灣地區各旅遊景點的行程討論與建議安排，以及

氣象與交通的資訊提供，甚至有線上客服服務，供使用者詢問任何與旅遊有

相關的問題。「清境旅遊網」中，亦提供飲食餐廳推薦、交通地圖導覽、清

境景點介紹、二日和三日建議行程、關於清境旅遊區的最新消息、並設計認

識清境的設計，讓欲到清境旅遊的消費者可以有機會更深入了解屬於清境的

文化和特色。 

 

B. 套裝行程的提供 

 

http://alishan.cyc.edu.tw/modules/xoopspoll/index.php?poll_id=9
http://alishan.cyc.edu.tw/modules/xoopspoll/index.php?poll_id=9
http://alishan.cyc.edu.tw/modules/xoopspoll/index.php?poll_id=9
http://alishan.cyc.edu.tw/modules/xoopspoll/index.php?poll_id=9
http://www.minsuking.com/


民宿聯盟除了提供建議旅遊行程的資訊外，有些聯盟亦會自己發起套裝

行程的活動，將與旅遊相關的一系列活動設計妥善，提供給消費者，滿足消

費者「一次購足」的需求，消費者只要透過聯盟，即可完成所有旅遊行程的

規劃與安排。然而，這樣「一次購足」的服務視民宿聯盟的規模與服務的定

位而有別，規模較大的聯盟提供的項目包括了住宿、景點門票、特殊景點申

請、餐飲，規模較小的聯盟則只提供旅遊活動中某一個階段旅遊活動的服務。 

「九份民宿線上」是較小型的聯盟，針對宜蘭的特殊景點，提供消費者

賞鯨活動的代訂服務，行程包括賞鯨、環繞龜山島、專業解說、船票、保險

費用等一系列活動內容，不但解決了消費者在搜尋資訊上的困難外，因宜蘭

縣政府針對龜山島的生態保育，限制了每日上島人數，此代訂服務，降低了

欲到特殊景點的遊客在申請資格程序中所負擔的成本。「花蓮民宿合法經營

者策略聯盟」(http://hualien.8168.com.tw/)亦針對當地的景點提供消費者套裝

行程的服務，如花蓮賞鯨之旅，聯盟替消費者設計與規劃一系列與旅遊相關

的活動，包括住宿、賞鯨船票、賞鯨活動、餐飲；此外，聯盟也會與合作的

民宿一起提供套裝旅遊行程，如與花蓮百合民宿一起推出太魯閣國家公園自

然探索之旅，安排了住宿、交通等活動。 

 

小結 

 

本研究依據民宿聯盟可以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項目區分聯盟種類，其中的服

務項目又細分為兩類，一類為住宿資訊的服務提供；一類為提供旅遊活動的一系

列服務。在提供住宿資訊的功能上，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包括民宿資料

查詢、民宿代訂服務、民宿優惠取得、聯盟專屬會員優惠、線上購物、互動討論

區、傳遞電子報服務、投票區；在旅遊活動一系列服務中，聯盟則以旅遊相關資

訊查詢服務、套裝行程的提供為服務內容。大體而言，民宿聯盟在消費者服務的

提供上，主要以旅遊與住宿資訊的相關活動為主，藉以降低消費者在旅遊活動搜

尋上的時間成本，解決了許多關於民宿產業中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的問題。 

至於各民宿聯盟在服務項目上有何不同，主要仍視聯盟的定位與規模大小，

以定位來說，「宜蘭民宿聯盟」定位為解決消費者在住宿活動安排上的需求，因

此其提供的服務以住宿活動安排為主，只設計了民宿資料查詢的服務；「清境旅

遊網」則以旅遊活動的一系列多元服務提供定位，因此此聯盟對於消費者的服務

http://hualien.8168.com.tw/


項目則涵括本研究在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項目中所有項目，如下表所

示。 

 

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項目 

住宿資訊服務 旅遊活動一系列服務 

(1)民宿資料查詢 (1)旅遊相關資訊查詢服務 

(2)民宿代訂服務 (2)套裝行程的提供 

(3)民宿優惠取得 

(4)聯盟專屬會員優惠 

(5)線上購物 

(6)互動討論區 

(7)電子報 

(8)投票區 

定位：旅遊活動的一系列多元服務

提供；如南投旅遊網、清境旅遊網。

定位：只解決消費者在住宿活動安

排上的需求；如花蓮民宿聯盟、宜

蘭民宿聯盟。 

表 8 民宿聯盟-依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項目區分種類 (本研究整理) 

 
2. 民宿聯盟提供給民宿業者的服務 

 

在產業中扮演資訊提供者、交易促進者、市場監督者角色的民宿聯盟，針對

民宿業者的部分，聯盟與民宿業者間有一合作的關係，而合作內容深淺則視各聯

盟的規定而有不同。以下，本研究依據民宿聯盟可以提供給聯盟業者的服務項目

來區分聯盟種類。 

 

(1) 民宿資料刊登 

 

        針對民宿資料刊登的部分是形成民宿聯盟的必要條件，也是大部分民宿

業者加入聯盟的主要目的，而資料的多寡隨著聯盟與合作民宿的合作方式而

有不同，大部分的民宿業者只需要繳交入會費即可加入民宿聯盟的合作會

員，亦有少部分的聯盟是採用免入會費的方式，吸引業者參加自己經營的民

宿聯盟，以豐富聯盟網站的住宿資訊內容，而少數民宿聯盟對於入會的資格

限制較為嚴格，如「鄉村之家」的民宿必須要經過聯盟內所有會員民宿審慎



的評估，以及推薦並表決的程序才得以加入。民宿聯盟會開放一部分使用權

限給民宿業者，供業者公佈自己經營的民宿的最新活動與資訊。對於民宿業

者來說，參加民宿聯盟最大的好處是增加自己民宿的曝光機會，讓消費者可

以從較多的管道注意之，而不侷限於自己的民宿網站，並增加消費者的興趣

與交易的發生可能。 

 

    以下將介紹幾個不同入會費收取程度的民宿聯盟： 

 

A. 免入會費 

 

        「南投旅遊網」對於欲參加聯盟的民宿業者採取不收任何費用的方

式，歡迎其登錄民宿的營業資料，鼓勵業者在聯盟網站中設計屬於自己

的空間，提供相關住宿資訊給消費者，內容項目有「民宿簡介」、「設

施設備」、「服務項目」、「經營理念」、「特色說明」、「優惠訊息」、

「交通說明」等。若是業者日後欲修改資料，可直接利用自己的專屬帳

號，於「線上維護通知」中完成。聯盟主要是提供一個平台讓民宿業者

和消費者使用之。 

 

B. 多元入會種類選擇 

 

        亦有一部分聯盟採用多元入會機制，入會費用是隨著使用的權限的

增加而增加。 

        「民宿王」民宿聯盟行銷媒體自稱，不介入參加其聯盟的會員之營

運，定位於民宿網路行銷媒體的「民宿王」，提供平台供業者將民宿資

訊放置在網站上進行宣傳活動，增加住宿遊客的搜尋及尋找，提高曝光

機會。會員分為兩種，一為「非特約民宿」，民宿業者可以在「民宿王」

中免費登錄，讓自己的民宿出現在「民宿王」全省民宿搜尋引擎上；一

為「特約民宿」，參加特約民宿的業者必須繳交入會管理費用，但聯盟

業者會為特約民宿刊登專屬廣告，如首頁的直接點選、跑馬燈資訊服

務、寄送電子報予使用者，此外，在「民宿王」全省民宿搜尋引擎中，

聯盟業者設計了民宿條件式找尋、民宿間服務與內容比較，讓瀏覽者能



更詳細瞭解每間特約民宿的服務與特色、要求，此外，對於特約民宿最

直接的效益是，當使用者在搜尋民宿時，特約民宿被搜尋到的出現排序

較非特約民宿前面且明顯。此外，特約民宿又依接受聯盟服務項目的多

寡分為「基本型特約民宿業者」和「進階管理型特約民宿業者」。 

 

(2) 住宿優惠刊登 

 

        當會員民宿有特殊住宿優惠時，聯盟會代替業者刊登其優惠內容，增加

曝光的機率，提高促銷活動的有效性。此外，有些聯盟業者會給予民宿業者

一定的權限得以刊登自己的優惠資訊。「台灣民宿網」設置專屬的「民宿論

壇」讓合作民宿業者得以在網頁中公佈自己民宿的主題與近期優惠。 

 

(3) 互動討論區 

 

        聯盟業者於網站中設計「留言板」、「經驗分享」、「論壇討論」、「推

薦區」等功能，除了供消費者詢問與分享自己過去的住宿經驗，也讓民宿業

者得以由聯盟網站中的互動討論區得知買者對於其民宿的反應，或是買者的

需求偏好態勢，加強自己民宿的不足處，解決需要改進的地方。此外，民宿

業者亦可利用此互動機制，增加與使用者的溝通效率，建立良好印象。聯盟

間接扮演了市場監督者角色，讓消費者認識與了解安全與可信的民宿。 

        「台灣民宿網」設置聯盟專屬的「民宿論壇」，讓業者得以在網頁中公

佈自己民宿的主題與近期優惠，而遊客也可在論壇內發表自己的旅遊心得，

為買賣方資訊交換與分享之平台。 

 

(4) 民宿相關法令分享與經營活動的教育訓練 

 

        因民宿管理辦法規定，經營民宿的業者必須以「副業」經營之，同時須

符合房間規模為5至15間的基本規定，使得業者無法大規模經營其相關的業

內活動，再加上業者多為農民出身，無基本的經營知識且自身資金與能力的

不足，基於上述兩個原因，民宿業者無法投入太多的心力與成本經營民宿，

其背後學習如何經營好自己民宿的動機相當薄弱，而政府的相關協助相當



少。民宿聯盟看準業者此一需求，大部份聯盟除了解決民宿在資訊上的分享

外，某些聯盟會定期舉辦教育訓練活動，提供合作的會員民宿經營上的建

議；或是提供經營與政府方面的資訊給業者，幫助他們了解民宿法令的規

定。針對民宿相關法令分享與經營活動的教育訓練的部份，端視各個民宿聯

盟而有不同之處，大部分的聯盟對於教育訓練著墨不深，仍然以增加民宿業

者與消費者連結為主要經營目的。以下將介紹幾個投入教育訓練的聯盟在此

方面的發展與規劃設計。 

 

A. 基本教育訓練-加入聯盟即有權利取得 

 

        「花蓮民宿合法經營者茦略聯盟」和「宜蘭民宿合法經營者茦略聯

盟」規定加入聯盟的會員民宿必須具有電子商務基礎，且願意接受相關

教育訓練，聯盟的角色是提供網站的設計與解決問題，這部份的教育訓

練只要加入會員即可取得。 

 

B. 以民宿業者為出發點經營的聯盟-利用知識分享概念建立社群 

 

       「發現民宿」是以傳遞民宿聯盟與民宿業者的想法為經營目的，讓

遊客知道民宿主人經營的用心與理念，也讓民宿業者更親近消費者的需

求，共同提昇台灣民宿的旅遊品質與文化。 

        其中，「發現民宿」與一般民宿聯盟不同的是其體認到目前民宿經

營者在缺乏密集與其他業者交流的情況下，大多獨立面對著經營的問

題，因此透過建立社群機制，利用知識分享的概念，提供民宿業者豐富

的民宿景觀規劃概念、特色經營之道，以及民宿接待禮儀、餐飲設計、

導覽解說技巧的經營學苑，創造一個知識分享的園地，並在網站中向遊

客介紹各地民宿主人的經營理念和特色，是民宿聯盟中少數以民宿業者

為出發點而建立的聯盟。 

 

C. 以嚴密組織管理為機制的聯盟-長期累積的社群默契 

 

        「鄉村之家」是台灣地區少數經營目標清楚且具備嚴密組織管理機



制的民宿聯盟，已漸漸成為一個優質聯盟品牌。因聯盟大部分會員是由

早期開拓民宿的業者共同號召成立，會員民宿至今(民國95年5月)約有

二十三家民宿會員響應參與，而台灣民宿之所以興起，與這些民宿會員

熱情付出和開拓有關。欲加入「鄉村之家」民宿聯盟的規定相當困難，

除了必須為合法民宿外，入會前得經由聯盟所有的會員民宿同意，因此

聯盟與這群會員民宿間的合作關係相當緊密，而會員與會員間的關係亦

是長期建立而來的，因此成員間除了得到聯盟的資訊幫助外，亦會得到

各會員在經營民宿上的經驗分享，作為經營民宿的學習，這樣的合作背

景使得「鄉村之家」衍伸出與其他民宿聯盟較不同的教育訓練方式。而

會員參加「鄉村之家」之民宿的目的有二，一為互相學習，藉由「鄉村

之家聯誼會」的成長，成員得以互相砥礪，並從中學習到彼此的長處；

二為資源互賴，藉由組織結合各會員的力量，可以共同面對經營問題、

結合共同行銷與推廣民宿的力量。 

 

小結 

 

    依據聯盟提供給民宿業者的服務項目區分民宿種類，大致有四大服務項目，

包括民宿資料刊登、住宿優惠刊登、互動討論區、民宿相關法令分享與經營活動

的教育訓練等。大體來說，聯盟增加業者和消費者接觸的管道，給予業者部分權

限和買者有互動機會，增加民宿曝光的可能。 

    而民宿聯盟業者與民宿業者間有合作關係，內容深淺視各聯盟的規定而有不

同。大致說來，台灣地區各民宿聯盟皆有解決本研究所提出的四項聯盟提供給民

宿業者的服務項目，然而，提供服務的深入程度則視各聯盟的定位與規定而有不

同，較為實質的衡量方式為入會費的多寡；以及進入聯盟的難易程度，一般來說，

繳納的入會費越多，民宿業者可得到聯盟的幫助越大；進入聯盟的規定越困難達

成，民宿業者可得到聯盟的幫助越大。表18為依提供給民宿業者的服務項目區分種

類之服務構面。 

 

 

 

 



民宿聯盟提供給民宿業者的服務項目 

免入會費 
(1)民宿資料刊登 

多元入會種類選擇 

(2)住宿優惠刊登 

(3)互動討論區 

基本教育訓練-加入聯盟即有權利取得

以民宿業者為出發點經營的聯盟-利用

知識分享概念建立社群 
(4)民宿相關法令分享與經營活動的教

育訓練 
以嚴密組織管理為機制的聯盟-長期累

積的社群默契 

提供服務的深入程度視各聯盟的定位與規定而有不同 

可以入會費的多寡和入聯盟的難易程度衡量之 

表 9 民宿聯盟-依提供給民宿業者的服務項目區分種類 (本研究整理) 

 

5.3.3 聯盟內民宿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夥伴型」與「獨立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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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了自然

環境，提供遊客體驗當地風土民情或農村生活的機會，與週邊環境資源互動高；

然而，民宿之間因地域分佈以及可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活動亦有不同。民宿聯盟

內民宿的類型與型態，影響民宿彼此間的競爭態勢，也影響到消費者選擇多寡和

多元化程度。現今台灣地區仍未有類似價位或類似種類的民宿所組成的聯盟，較

容易區分其種類的分類方式，只有以會員民宿的所在區域範圍區分，然而，聯盟

內的民宿有的提供的服務、價位、種類類似，有的民宿卻大不同，這些會員民宿

間的行為既競爭又合作，但是大部分的民宿聯盟在選取會員民宿時，並未考量到

價位與民宿種類的問題，僅有少部分聯盟內的民宿間在種類和所在地區差異甚

大，而此類型的民宿聯盟之會員民宿間互賴程度大，彼此視對方為夥伴而非競爭

者，但是現今大多數的聯盟內的會員民宿甚少有往來關係，並未視對方為夥伴。

因此本研究依據聯盟內各會員民宿間互動行為緊密的程度，將聯盟分為「夥伴

型」與「獨立型」。又針對兩種不同類型，闡述其帶給消費者與民宿業者優缺



點。 

 

1. 「夥伴型」民宿聯盟 

 

「夥伴型」民宿聯盟彼此間互動機會多，由聯盟業者發起舉辦相關活動讓業

者間有交由機會。但是，「夥伴型」民宿聯盟數量相當少，代表性案例為「鄉村

之家」。「鄉村之家」是由早期開拓民宿的業者共同號召成立，會員民宿至今(民

國95年5月)約有二十三家民宿會員響應參與，合作的民宿可以說是現今台灣民宿

風格的代表，欲加入的會員必須經由目前會內的會員民宿全數同意，並且符合優

質化條件，即其產品服務和環境設備須具備品質保證，收費價格固定且透明的條

件，此外，會員必須要熱愛自己居住的土地和台灣，具備重視並協助地方的發展

態度。而「鄉村之家」聯盟內會員互動頻繁，其關係較為緊密，聯盟業者多會舉

行教育訓練，並透過會員民宿間彼此分享心得的機制，讓成員在互動過程中獲得

彼此經營民宿的經驗，此外，「鄉村之家」內23家會員民宿彼此所在地區大不相

同，遍級台灣各風景勝地，且民宿種類益大不相同，因此成員間視彼此為合作夥

伴而非競爭對象。 

 

(1) 對消費者的影響 

 

當消費者使用「夥伴型」民宿聯盟，其優點是這類民宿聯盟對於其入會

民宿的規定較嚴格，合作民宿的品質與服務相對可信度高，且價格資訊透明

固定，對消費者來說較有保障，且居住的民宿除了品質可信外，也為台灣代

表性民宿；缺點則是因聯盟合作的民宿規定挑選較嚴格，因此合作民宿較

少，消費者住宿選擇性相對較少。 

 

(2) 對民宿業者的影響 

 

    「夥伴型」民宿聯盟對於民宿業者的保護與推廣活動較為重視，加入的

民宿可以共享聯盟所創造的品牌效益，且此類聯盟的教育訓練較為完善，民

宿業者可得到經營上的幫助較多；缺點則為要付出較多成本，即入會費用，

特定性投資較高，因此當民宿業者欲移轉合作的聯盟對象時，其移轉成本高。 



 

 

2. 「獨立型」民宿聯盟 

 

「獨立型」民宿聯盟是指聯盟內的民宿成員彼此互動機會少，甚至沒有互相

往來，皆是透過聯盟業者為中介對象，提供民宿業者經營或是政府相關訊息，此

外，聯盟在挑選入會民宿的規定較寬鬆，大部分只需要繳交入會費即可，因此，

在民宿所在地區和民宿風格種類的挑選上並無限制，使得成員間在互動行為少且

經營的民宿屬同種類或同地區的背景下，各民宿為競爭的關係，為了與「夥伴型」

民宿聯盟作一區分，本研究將此類聯盟稱為「獨立型」民宿聯盟。 

台灣地區大部分的民宿聯盟皆為此種類型，包括、南投旅遊網、宜蘭民宿聯

盟、花蓮民宿聯盟、花蓮民宿合法經營者茦略聯盟、宜蘭民宿合法經營者茦略聯

盟、優游墾丁、漫步在雲端、清境旅遊網、九份民宿線上、澎湖民宿旅遊網、泡

湯網、民宿及旅遊資訊網、台灣民宿網、發現民宿、農業易宿網、民宿王、民宿

886…等。 

 
(1) 對消費者的影響 

 

消費者使用的民宿聯盟若是「獨立型」，其優點是選擇性較為多元，尤

其當消費者知道自己要旅遊的地點但不知道欲居住的民宿類型時，或是當消

費者知道自己要居住的民宿類型但不知道欲旅遊的地區時，其選擇性較多，

以「清境旅遊網」為例，聯盟內合作對象為清境地區的民宿，民宿類型多元，

當消費者知道自己要居住的地點為清境地區的民宿時，在使用「清境旅遊網」

所提供的服務項目時，聯盟已經將其他地區的民宿過濾掉了，因此買者可以

得到已初步處理過的資訊，在民宿類型的選擇上較多；缺點則是花費的資訊

搜尋成本仍高。 

 
(2) 對民宿業者的影響 

 

    參加「獨立型」民宿聯盟，對於民宿業者來說，其優點是多以接觸到的

消費者數量較多；缺點則為可掌握的目標顧客較少，且聯盟可以給予業者的



服務提供較不深入。 

 
小結 
 
    民宿聯盟內合作的民宿的類型與所在地區，影響民宿彼此間的競爭態勢，也

影響到消費者的選擇多寡和多元化程度，依據聯盟內各會員民宿間互動行為緊密

的程度，將聯盟分為「夥伴型」與「獨立型」民宿聯盟，此外兩類聯盟帶給消

費者與民宿業者優缺點亦相當不同。夥伴型民宿聯盟內民宿交流機會多，彼此為

夥伴關係；獨立型民宿聯盟則提供較多元的資訊給消費者，但是聯盟內的民宿

交流機會少，彼此較偏向競爭關係。 

 

5.3.4 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的民宿聯盟 

民宿業者雖遵從著相關法令經營，但從現況顯示出在產業發展快速以及成長

獲利誘因驅使下所引發的種種問題。近年來市場中出現許多以會員民宿是合法者

為訴求的民宿聯盟。 

 

1. 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之民宿聯盟興起之因 

 

對於民宿業者來說，取得獲利機會是其最重要的目標，但在達成目標的過程

中，有些不肖業者卻忽視了消費者的權益，使消費者居住到不安全的民宿、甚至

是居住到取得合法民宿標誌的民宿，但是因為業者為了達到營利目的卻使用不合

法的設備，而讓消費者承受風險。大體來說，市場中有合法挾帶非法、未取得合

法民宿資格的業者持續在市場經營、消防安檢不合格、廣告不實、旅遊糾紛等問

題，造成產業內資訊混雜，消費者無法確實掌握到正確的資訊。 

 

2. 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之民宿聯盟興起之影響 

 

有鑑於此，市場中出現一部分的民宿聯盟以組成會員是合法民宿為主要訴

求，倡導合法民宿帶給消費者的保障，同時打擊非法民宿，期望給予消費者一個

安全的消費環境。以組成會員是合法民宿為號召的聯盟除了保障消費者交易安全



外，對於民宿業者來說，在政府管制非法民宿效力不彰的今日，參加此一類聯盟

可以得到在合法民宿保護傘下的好處，如讓消費者知道居住合法民宿的重要性、

打擊非法民宿在市場中的競爭力等，而民宿聯盟在其中扮演著市場監督者的角

色，彌補政府執行力不足的缺憾。 

 
3. 代表性案例 

     
此類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之民宿聯盟近年來數量越來越多，代表性案例如

下： 

 

(1) 鄉村之家 

最早以組成為合法民宿為訴求之民宿聯盟之一，創立於民國九十一

年，合作的民宿可以說是現今台灣民宿風格的代表，欲加入的會員民宿

必須具備合法民宿經營標誌。 

 

(2) 宜蘭民宿合法經營者策略聯盟、花蓮民宿合法經營者策略聯盟 

聯盟內介紹的民宿皆為具有政府核發之合法執照。聯盟定位為會員

須合法經營民宿業務，聯盟網站內亦建立合法民宿規章與查詢機制。 

 

(3) 宜蘭合法鄉村民宿資訊網 

「宜蘭合法鄉村民宿資訊網」(http://home.kimo.com.tw/ilan5168/)

站在杜絕不法集團假借民宿名義騙取旅客住房之訂金的目的，替至宜蘭

旅遊且欲住鄉村民宿的旅客做好把關審查合法之鄉村優良及有特色的

民宿的工作。其成立的目的屬於非營利行為，主要協助旅客把關認定民

宿品質，及幫助鄉村弱勢有特色的民宿開創新商機。不同於其他種類的

民宿聯盟，「宜蘭合法鄉村民宿資訊網」有輔導具特色的民宿取得合法

民宿執照資格之活動。 

 

小結 

隨著民宿的發展，使得越來越多消費者想體驗不同於一般旅館居住感受的民

宿，許多業者進入此一市場尋找獲利機會，而近年來市場中出現許多以會員民宿



是合法民宿為訴求的民宿聯盟，以此一訴求為成立目的的聯盟，倡導合法民宿帶

給消費者的保障，同時打擊非法民宿的競爭，期望給予消費者一個安全的消費環

境。在市場資訊不對稱的今日，此類型的民宿聯盟充分扮演市場監督者的角色。 

 

5.3.5 民宿聯盟種類結論 

經由歸納分析目前台灣民宿之種類，共有四種，包括以聯盟服務的地理範圍

大小和規模區分；功能型民宿聯盟，分為提供消費者的服務項目和提供民宿業者

的服務項目，而不同聯盟隨著目標與執行力的不同，所提供的服務多寡亦不同；

聯盟內合作民宿的同質性程度；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的民宿聯盟等。然而，目

前台灣地區的民宿存在了許多問題，消費者無法在資訊充足的情況下選擇民宿，

且因民宿業者的經營能力較差，造成民宿的品質參差不齊。  

 

第四節 目前民宿聯盟之效益 

5.4.1 目前民宿產業實質問題回顧 

本研究於第二章第六節針對目前民宿產業的現況，討論產業內存在的實質問

題，主要歸納為兩部分： 

 

1. 產業內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 

 

民宿為經驗品，當消費者居住過後才知道其好壞。民宿產業在買賣雙方

資訊不對稱的情況下，使得消費者無法立即判別民宿的好壞，且產業內競爭

日趨激烈，主因是來自政府單位提供的誘因不足以吸引民宿業者走向合法，

由資訊不對稱下所衍伸的問題包括(1)非法民宿日益增加，侵蝕合法業的的

利潤，並由消費者承擔可能發生災害的風險。(2) 政府對於經營規模限制和

與非法民宿管制的執行力不足，產業有惡性競爭的情況。(3) 民宿提供的居

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使消費者未獲得預期的效益。(4) 產業內資訊混



亂，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得正確資訊。(5)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

民宿。 

 

2.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不足 

 

目前民宿產業內與民宿業者之能力有關的問題大部分可歸結於此一原

因，因民宿業者必須遵從民宿管理辦法之規定，業者無法大規模經營其相關

的業內活動，且缺乏經營管理知識。民宿業者業內經營能力不足可歸納為(1)

財務管理能力不足、(2)行銷規劃能力不足、(3)營運管理的能力與經營態度、

(4)業者對於自己民宿所提供的核心價值和優勢並不了解。 

 

民宿產業資訊不對稱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情況 業者與消費者接觸的管道不足 

非法民宿數量日益增加，侵蝕合法業者

的利潤，使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之情況

更劇。 

政府對於經營規模限制和與非法民宿

管制的執行力不足，產業有惡性競爭的

情況。 

民宿提供的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

齊，使消費者感受的效益下降。 

產業內資訊混亂，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

得正確資訊。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 

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主因 

政府單位提供的誘因不足以吸引業者

走向合法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之不足處 

E. 財務管理能力不足 

F. 行銷規劃能力不足 

G. 營運管理的能力與經營態度 

H. 業者對於自己民宿所提供的  

核心價值和優勢並不了解 

表 10 民宿產業的經營問題 

 



5.4.2 台灣地區目前的民宿聯盟之效益 

 

以上關於產業內現況的問題影響到民宿業者與消費者間的交易行為，使得交

易效率不足，而與民宿業者合作的聯盟在買賣雙方交易中扮演著交易促進者、資

訊提供者、市場監督者的角色，以下本研究將就目前台灣地區民宿產業的實質問

題出發(於第二章第六節說明)，檢視現有的民宿聯盟之型式，是否解決了目前民

宿產業內的實質問題。 

 

1. 非法民宿日增導致業者間惡性競爭的問題 

 

由於越來越多遊客選擇民宿作為旅遊住宿地點，誘使兩種不符民宿管理辦法

規定的非法業者加入市場，造成市場內形成惡性競爭，此兩種非法民宿業者為(1)

部分旅館業人士看好民宿市場的前景，憑著充裕的資金、豐富經營經驗、與營運

規劃能力進入市場，雖名為民宿，卻從事與旅館經營模式類似的實體與服務項目

營運；以及(2)一般民眾自營的民宿不符合民宿管理辦法規定，如建築消防安全

性不符標準、房間數不合5間至15間的規定、並非依從民宿管理辦法規定的「家

庭副業」型式經營等「違法」情勢，兩種非法民宿業者皆侵蝕合法業者的利潤。 

以下本研究將討論目前存在的民宿聯盟種類是否有在合法與非法民宿業者

惡性競爭中，保障消費者免除居住到非法民宿可能產生的風險，以及幫助合法業

者於民宿經營的效益。 

 

(1) 以合法性為主要訴求的民宿聯盟解決此一問題 

 

組成的會員民宿以合法性為主要訴求的民宿聯盟，在民宿市場中扮演著

市場監督者的角色，彌補政府執行力不足的缺憾，倡導合法民宿帶給消費者

的保障，同時打擊非法民宿，期望給予消費者一個安全的消費環境；對於民

宿業者來說，參加聯盟可以得到在合法民宿保護傘下的好處，吸引到重視是

否居住的民宿為合法的消費者，免除自己受到市場中因非法業者猖獗而產生

惡性競爭的衝擊；此外，此類民宿聯盟主要訴求為會員民宿是來自領有合法



經營民宿標誌的業者，且其中部分聯盟會於其網站的平台中告知消費者合法

民宿的好處，以及居住合法民宿對遊客的保障等訊息。 

 

(2) 「夥伴型」民宿聯盟利用相互學習的手段減少同業的惡性競爭 

 

「夥伴型」民宿聯盟內的民宿彼此互賴程度高，此類聯盟業者特別之處

為其有增加會員民宿間彼此互助的機制，讓業者得以彼此分享經營心得並共

同參與訓練課程，聯盟與會員民宿間、民宿與會員民宿間的合作關係相當緊

密，利用互相學習的方式，以「合作」取代「競爭」，以一個「群體」的概

念對抗產業的競爭，建立優質的形象與商譽。同時聯盟亦協助各會員民宿培

養自己的產品特色，滿足消費者需求，增加其競爭力。聯盟的功能為促成知

識共享的達成，減少惡性競爭的發生。 

本研究針對「阿里山閒雲居」民宿的訪談中，問及業者關於同區域民宿

彼此間競爭的問題，業者認為，若是不將其他在同地區經營民宿的業者當作

是競爭者，最大的益處是當各民宿在旺季客滿了或是房間不符合需求時，彼

此會介紹遊客到其他幾家民宿，此外，各民宿間亦會互相學習對方的經營方

式。可見「夥伴型」民宿聯盟讓會員民宿藉由互相學習，減少惡性競爭的影

響。 

 

小結 

 

 

 

 

 

 

 

 

非法民宿日增導致業者間惡性競爭的問題

以合法性為主要訴求的民宿聯盟可解決 

「夥伴型」民宿聯盟利用相互學習的手段

減少同業的惡性競爭 

民宿聯盟的幫助 

解決 

民宿產業的實質問題

圖 6非法民宿日增導致業者間惡性競爭的問題之解決方式 

     



「夥伴型」民宿聯盟利用知識分享的方式，提高會員民宿間互相學習的機

會，以「合作」取代「競爭」，聯盟內的會員民宿認為我們是一個團體，甚至以

身為會員為榮，彼此互相學習找到自己的競爭優勢，「夥伴型」聯盟幫助民宿業

者免於在惡性競爭的環境中互鬥，以一個「群體」的概念對抗產業的競爭。 

雖然以合法為訴求的民宿聯盟可以解決非法民宿日增導致業者間惡性競爭

的問題，但是民宿間的好壞差異亦會影響消費者的滿意度，產業中之所以讓非法

民宿得以生存的原因，除了政府法令執行力不足外，許多合法民宿雖然在消防安

全、建築設施、稅務費用繳交等項目符合民宿管理辦法的規定，但是在經營上卻

未運用民宿本身之核心資源，提供消費者較佳的實質住宿感受，讓民宿非法業

者，尤其是資金雄厚者得以利用新穎豪華硬體設備吸引消費者居住的經營者，在

市場中與真正合法的民宿業者產生排擠現象。因此，總結看來，在解決民宿產業

惡性競爭問題中，民宿聯盟的功能無法發揮到最佳，仍需要各民宿業者自身的努

力，提供消費者不同於一般旅館的居住感受，並結合當地的特色和文化，增加消

費者的有形無形效益，並從中獲取自己的競爭優勢。 

 

2. 民宿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之問題 

 

根據相關文獻與政府官方資料顯示，民宿數量日益增加，目前發展有過於快

速而導致失衡的現象，產生量質不均衡。產業的服務品質良莠不齊，影響到消費

者的消費意願，使得遊客選擇民宿作為旅遊居住地的交易風險增加。 

以下本研究將檢視民宿聯盟在買賣雙方中扮演的角色是否有解決關於住宿

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的問題。 

 

(1) 在提高消費者效益上，民宿聯盟協助有限 

 

民宿給予遊客上山、下海、遊田野的體驗樂趣，提高了消費者有形無形

的效益，這部分主要是由各家民宿業者處理，創造出一個有競爭力的服務內

容和居住環境，是取得競爭優勢與獲利最主要的關鍵。因此，若以消費者「買

者購買程序模式」(AIETA)檢視，民宿聯盟只能協助業者提供其民宿相關資

訊給買者，引起買者注意的機會，至於吸引其興趣進而居住的功能上，主要

仍視民宿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為何，而民宿聯盟的幫助有限；提供會員民



宿資訊讓消費者知曉是每種型式的民宿聯盟皆有解決到的地方。 

另外，有些民宿聯盟有提供住宿卷優惠的服務，消費者可以藉由聯盟網

站的頁面下載列印，取得住宿的優惠。有提供消費者住宿優惠服務的民宿聯

盟可以間接吸引消費者的興趣。 

 

知曉 

興趣 

評估 

試用

採用 

各種民宿聯盟類型可協助 

各民宿業者須自行努力的地方 

有提供住宿優惠卷的民宿聯

盟可間接提高消費者的興趣 

 

 

 

 

 

 

 

 

 

 

 

圖 7以 AIETA 模式檢視民宿聯盟是否解決民宿服務品質良莠不齊的問題 

 

(2) 聯盟設置互動討論區可解決民宿無明確評價機制導致民宿品質不一的

問題 

 

民宿是一種偏向「經驗品」的產品，越來越多的民宿紛紛在這幾年中出

現，這些民宿的品質參差不齊，且許多研究證實民宿的「安全性」是消費者

選擇決策的重要屬性之一，因此許多消費者透過親友介紹、網路討論區、

BBS、報章雜誌等次級資料參考民宿的好壞，但是這些資訊來源多是其他消

費者主觀觀點，沒有客觀且明確的評價機制可供消費者參考。業者依從民宿

管理辦法的規定經營民宿，但是交通部觀光局至今未對民宿設立類似一般觀

光旅館「星級」評鑑機制的分級指標，買者無法參考官方的評價結果。 

針對此問題，有些民宿聯盟的網站中有設置「經驗分享」、「論壇討論」、

「推薦區」、「留言板」等功能，間接扮演了市場監督者角色，以網站的平



台供消費者詢問與分享自己的住宿經驗，讓已居住過的遊客可以在網路平台

中分享經驗，未居住過的遊客可透過聯盟網站知道其他居住過的買者之意

見，作為評估民宿服務好壞的指標，也讓業者得以由網站中得知自己需要改

進的地方，有作為經營民宿時警惕的作用，因為一旦提供的住宿服務與宣稱

給外界的資訊有所違背並未達到消費者的期望時，買者會經由網路傳播的力

量反擊服務不佳的民宿，使其成為「惡名」的黑名單。這些討論區與網友推

薦區的機制設立的背後原因主是要因為消費者擔心自己住到品質不佳、無安

全性的民宿，為了降低消費者的不確定性，民宿聯盟會利用此機制增加消費

者的信任感，同時也促使民宿業者有動機去提供更好的住宿環境和服務品

質，也間接增加民宿曝光的機會，提高消費者對於民宿的知曉度。 

 

(3) 「夥伴型」民宿聯盟以群體概念建立優質的形象與商譽 

 

民宿產業內服務品質有好有壞，使得消費者無法在有限資訊下居住到符

合期望的民宿，而「夥伴型」民宿聯盟內的民宿彼此為一群體，互賴程度高，

以聯盟為主體，共同建立優質的品牌形象和商譽，讓消費者在選擇民宿的同

時，可以藉由聯盟的服務確保民宿居住品質是具有保障的。此外，此類聯盟

業者建立了會員民宿間彼此互相學習的機制，讓業者得以互相分享經營心得

並共同參與訓練課程，提高民宿經營上的競爭力。 

然而，如同前一節在合作型與競爭型民宿聯盟分類介紹中所言，目前台

灣地區此類民宿聯盟數量相當少，「夥伴型」民宿聯盟容易受到彼此目標不

一致或是環境的影響而破局，執行上有相當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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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民宿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問題之解決方式 

 

當民宿聯盟在網站上設置「經驗分享」、「論壇討論」、「推薦區」、「留

言板」等功能，間接扮演了市場監督者的角色，藉由已居住過的遊客在網路平台

上分享住宿經驗，讓未居住過的遊客可透過聯盟網站知道其他網友建議的民宿，

了解其服務好壞，也讓業者可透過網站得知自己需要改進與加強的地方。此外，

「合作型」民宿聯盟以聯盟整體為主，試圖建立優質的聯盟形象和商譽，讓消費

者在選擇民宿的同時亦獲得信任感。 

然而，儘管互動討論區的建議與留言可以作為民宿業者在經營上的考量和在

經營民宿上的警惕；而「夥伴型」民宿聯盟利用優質的形象與商譽增加消費者認

同，但是要在激烈競爭的環境中取得獲利機會，各民宿業者必須要找到自己的核

心能力，提供符合自己所擁有的能力與資源下最適合的產品組合，讓消費者體驗

到民宿特有的特色與功能，取得競爭優勢，才有機會在眾多同業競爭下脫穎而出。 

 

3. 產業內因資訊混亂使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得正確資訊之問題 

 

目前民宿產業內資訊不對稱的問題相當嚴重，消費者無法確實掌握到正確的

資訊。當同一地區民宿個數越多而定位差異又不顯著時，對於消費者來說，其在



選擇住宿地點中欲獲得正確的資訊以協助其選擇所需知曉的資訊的需求越高。 

  消費者獲取民宿資料的管道相當少，提供民宿資訊是民宿聯盟之所以出現於

產業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大部分的民宿聯盟皆有解決此問題，只是提供的資訊多

元化程度有差異。以下將討論民宿聯盟在解決產業內因資訊混亂使目標顧客無法

確實獲得正確資訊的問題之情況。 

 

(1) 民宿聯盟的服務增加消費者資訊取得管道 

 

對於民宿經營者來說，因為自有資金不足與借貸的限制，欲透過刊登平

面、電視廣告的方式吸引消費者的注意，進而創造民宿的知曉度是相當困難

的，且廣告花費高。網際網路的普及帶動電子商務的盛行，使買者較易獲取

所欲取得的資訊，根據交通部觀光局的統計資料顯示消費者透過旅行社代辦

國內旅遊的比例只有5%，越來越多的消費者是透過網際網路的方式取得住

宿相關資訊。但是總體來說，遊客只能透過網際網路取得民宿資訊，但是可

取得資訊的途徑少，這些現象造成資訊不對稱的現象。 

民宿聯盟是買賣雙方的促進者，民宿業者可與聯盟合作，透過聯盟的網

站與宣傳能力，增加和消費者接觸的機會，作為消費者在民宿自建網站外的

另一通路媒介管道。而聯盟以共同宣傳的方式降低宣傳成本；以共享聲譽、

通路的方式，吸引消費者的認同。民宿業者可藉由消費者對民宿聯盟的信任

感，移轉到對會員民宿身上。 

民宿聯盟主要的功能為資訊的提供，因此各種類型的民宿聯盟，包括地

區別、功能性、合作和競爭型、及組成以合法民宿為定位的聯盟皆有解決到

此一問題。 

 

(2) 民宿聯盟提供消費者多元化住宿資訊 

 

對於消費者來說，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許多功能性服務，包括民宿資

料搜尋、民宿代訂、優惠卷、互動討論區、電子報、線上購物、套裝行程、

旅遊相關資訊等服務，其中，民宿聯盟在其網站中有設置民宿搜尋的功能是

最便利消費者在既定需求下以最快且最方便的方式找的最適合自己的民宿。 

在此指的資訊多元化程度意指消費者可以得到的資訊多寡，當可取得的資訊



較多且類型不同時，多元程度高，如一民宿聯盟的會員民宿攘擴全台灣地

區，且介紹的民宿種類(依據第二章民宿類型分為農園民宿、海濱民宿、溫

泉民宿、運動民宿、傳統建築民宿、料理民宿、歐風民宿)多時，消費者可

選擇性亦高。 

比較聯盟提供資訊的多元化程度，「獨立型」的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

民宿住宿資料較為充足。此外，以民宿聯盟服務的地理範圍大小和規模區分

的「地區別」民宿聯盟，有的聯盟合作對象為全省民宿，有的則為一個縣市

或是一個風景區的民宿，隨著加盟民宿所在地的範圍越廣，消費者的可選擇

性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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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產業內因資訊混亂使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得正確資訊之解決方式 

 

民宿聯盟是買賣雙方交易的促進者，民宿業者可與聯盟合作，透過民宿聯盟

的宣傳，提高消費者注意，對於民宿業者來說，聯盟是除了民宿自建網站外與買

者接觸的另一媒介。 

但是討論資訊對於消費者是否具備有效性時，仍需視各消費者取得資訊的需

求為何，當消費者對於自己的住宿需求相當了解時，過多的住宿資訊對於其幫助

相較於當消費者對於自己的住宿需求不了解時小。各民宿業者仍應視目標顧客對

於住宿資訊的了解程度以及居住民宿考量的重要屬性為評估，參加最適合的民宿

聯盟，而聯盟業者亦應訂定出清楚的服務內容，吸引民宿業者的加入，適當扮演

產業中的中介角色，因此民宿聯盟是否具清楚的定位相當重要。 



 

4.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之問題 

 

儘管民宿管理辦法規定民宿業者需要取得合法民宿專用標識才得以經營，但

是許多消費者卻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在此情況下不僅有可能造成日後

的消費糾紛，如不肖業者誘騙遊客匯入住宿費，造成市場資訊的混亂；也將使合

法業者受制於非法業者的競爭而無法得到該有的利得。 

消費者不了解居住合法民宿對於自己消費權益的保障，推測原因是來自政府

單位倡導不足，且有些消費者較重視住宿環境中所提供的硬體與服務的好壞，並

不在意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否符合標準。其中少部分的民宿聯盟做到告知消費者居

住合法民宿的好處與保障。 

 

(1) 只與合法民宿合作的民宿聯盟保障消費者住宿的消費權益 

     

越來越多主打會員為合法民宿的聯盟出現於市場中，經由這些聯盟，消

費者可以避免取得非法民宿的資訊，使其得以更安心透過聯盟取得住宿相關

資訊。少數民宿聯盟會在自己的網站中說明居住合法民宿的好處，教導消費

者認識民宿經營專用標誌。在政府宣傳不足的情況下，主動提供買者訊息幫

助其了解居住合法民宿的益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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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與非法民宿問題之解決方式 

 

雖然組成以合法民宿為訴求的民宿聯盟幫助消費者在選擇住宿時避免受到



居住非法民宿產生的風險，然而，考量會使用組成以合法民宿的聯盟網站的使用

者，發現有可能是知道合法民宿保障的消費者，亦有可能不知道民宿有合法與非

法之分的消費者，此類民宿聯盟在網路的虛擬空間中需要有便利的連結點讓使用

者可以在短時間內找到聯盟的網站，享受聯盟所提供的服務，得到住宿的保障，

因此，清楚的定位與訴求是增加消費者注意和了解的最佳方法之一。 

 

5.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之不足的問題 

 

大多數民宿業者為農民出身，專業知識不足，缺乏經營管理的概念，使得民

宿的資源無法完全以最有效率和效果的方式發揮出來，且許多民宿業者對於民宿

經營抱持著只看短期利潤收入態度，忽略永續經營的重要性。少數民宿聯盟會為

業者舉辦教育訓練，加強其經營管理的能力，同時聯盟扮演交易促進者、資訊提

供者、市場監督者角色，彌補業者在經營上之行銷規劃能力和經營管理能力不足

的部分。 

 

(1) 民宿聯盟的服務彌補部份業者業內經營能力不足的問題 

 

本研究於第五章第一節中提及民宿業者因法令的限制和經營管理能力

的不足，無法投入太多的心力與成本經營民宿，其背後學習如何經營好自己

民宿的動機薄弱，且政府的相關協助少。 

每一種類的民宿聯盟皆有做到解決民宿業者和買者間的資訊分享，少數

聯盟會為合作的會員民宿定期舉辦教育訓練活動，提供經營、政府方面資訊

給民宿業者，幫助他們更了解民宿法令的規定，彌補業者在行銷規劃能力之

不足，試圖調整業者只看短期忽略長期的經營態度。 

 

(2) 民宿聯盟提供套裝行程之選擇，增加民宿業者的消費收入管道 

 

民宿聯盟除了提供旅遊行程相關資訊外，有些聯盟會自己發起組成套裝

行程的活動，設計與旅遊相關的一系列活動，滿足消費者「一次購足」的需

求，此時，聯盟對於民宿業者的重要性是幫助增加消費收入的管道，對於民

宿業者來說，除了遊客主動住宿外，可以負擔聯盟發起套裝行程中的住宿活



動，透過聯盟幫助民宿業者規劃旅遊產品作為另一收入來源；對於消費者來

說，只需透過聯盟即可完成所有旅遊行程的規劃與安排。 

 

小結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之不足的問題 

民宿聯盟的服務彌補部份業者業內經營能力不足的問題

民宿聯盟提供套裝行程活動增加民宿業者消費收入管道

民宿聯盟的幫助 

解決 

民宿產業的實質問題

 

圖 11 業者業內經營專長不足問題之解決方式 

 

民宿聯盟提供給消費者和民宿業者的服務，如套裝行程的安排、會員民宿介

紹、住宿資料取得、業者的教育訓練、政府資訊的分享…等活動，彌補業者在經

營能力上的不足，這也是聯盟的重要貢獻，但是提供服務的多寡，端視各聯盟服

務內容而不同。  

然而，聯盟只是一個買賣促進者的中間商，欲提高民宿的收入，最重要的仍

為各業者經營民宿上的態度與決心。 

 

5.4.3 現有民宿聯盟效益結論 

由上述討論發現民宿聯盟可以協助市場解決許多的實質問題，包括非法民宿

日增導致業者間惡性競爭的問題、民宿居住和服務品質良莠不齊之問題、產業內

因資訊混亂使目標顧客無法確實獲得正確資訊之問題、消費者不知如何分辨合法

與非法民宿之問題、業者業內經營專長之不足的問題。民宿聯盟雖可以解決這些

目前產業內發生的實質問題，但是就問題解決的「程度」，聯盟無法「完全」解

決這些問題，仍有部分問題是聯盟無法協助處理的。 

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於下一節討論其他目前未存在於市場中，但或許能解決



現有聯盟未能處理的問題之民宿聯盟型式。 

 

第五節 其他民宿聯盟之可行性 

本節將探討現有民宿聯盟無法解決的產業內實質問題，以及未來可能得以解

決目前無法處理的問題的其他合作型態。 

 

5.5.1 現有的民宿聯盟無法解決的產業實質問題 

民宿聯盟的功能雖可以解本研究於第二章第六節所討論之目前產業內發生

的實質問題，但是檢視解決的「程度」，聯盟無法「完全」解決，仍有部分問題

是聯盟無法協助的： 

 

(1) 民宿聯盟無法提高遊客居住的效益 

 

就提供給消費者實質住宿的感受來看，民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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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利用天然資源，住宿和餐

飲服務配合當地的文化特色，提供了具備運動、休閒、娛樂等功能，讓住宿

遊客能充分享受民宿所帶來的特有服務。消費者在選擇住宿對象時，民宿業

者所提供的服務內容為一重要考量因素，但是買者高求新求變的需求使得民

宿產業內相當競爭，只要競爭者在市場上推出更新奇的產品與服務，目標消

費者可能勇於嚐新，這樣的影響使業者不容易和消費者建立忠誠關係，且民

宿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有部分容易模仿與複製，如房間設計，只要競爭者一旦

推出更創新的產品或服務，極可能造成既有買者忠誠度的動搖。因此，吸引

消費者興趣進而選擇住宿主要仍視各民宿業者所提供的服務價值是否符合

消費者的需求，較難之處為各消費者的需求具有差異，民宿業者難以掌握所

有買者。 

就買者認為的重要屬性中，如同第二章第五節所討論多數民宿消費者最

重視的需求為：民宿是否裝設消防安全設備、清潔性、設計是否美觀、民宿

老闆與客人的主客互動、民宿的聲譽等，業者可以朝此琢磨。讓消費者滿意



自己所居住的民宿，盡量滿足其需求，是目前現有的民宿聯盟種類無法協助

的地方，得由各民宿業者努力達成。 

 

(2) 許多民宿聯盟所提供的資訊有效性低 

 

此處的「有效性」是指資訊內容符合消費者想要的，且可協助其決策的

資訊。 

民宿聯盟所提供的旅遊住宿資訊對於消費者是否具備有效性上，仍需視

各消費者對於民宿的了解程度，當消費者對於自己想要的住宿需求相當了解

時，過多的資訊對於其幫助相較於當消費者對於自己想要的住宿需求不了解

時小，因此，聯盟所提供的資訊對於每個消費者來說不一定有用。 

 

(3) 業者參加民宿聯盟不一定是收入的保障 

 

民宿聯盟提供資訊的服務為主，讓消費者和民宿業者得以降低因市場中

資訊不對稱干擾下的影響，增加其交易的可能，但是對民宿業者來說，參加

聯盟不一定是獲利的保障，因聯盟作為只是吸引消費者使用其服務而注意到

加盟的會員民宿，實際讓消費者產生興趣進而選擇住宿是目前現有民宿聯盟

不容易達成之處。 

 

(4) 民宿聯盟形象的重要性 

 

儘管民宿業者可以藉由參加聯盟增加和消費者接觸的機會，得到聯盟提

供給業者的服務。但是業者除了考慮到此聯盟與消費者接觸的效果與效率所

降低的資訊取得之成本外，必須注意聯盟的形象，考量加入是否可以為自家

民宿的形象加分；反之，一旦合作的民宿聯盟形象與自家民宿形象不符合，

甚至聯盟形象不佳時，將對業者產生負面效益。 

 



5.5.2 未來可能的合作型態 

考慮現有民宿聯盟型式無法解決的產業實質問題，本研究試圖發展其他民宿

聯盟的型式，以解決現有聯盟無法處理的問題，所發展出的型態主要解決民業者

收入的不確定與建立聯盟組織形象。 

 

1.民宿聯盟必須有清楚的訴求與定位 

 

由上述討論發現大多數現有民宿聯盟的定位與訴求不清楚，甚至有會員

民宿的資料越多越好的想法，許多聯盟對於欲加入的會員並無特殊限制，有

的只需繳交入會費，有的甚至不需繳交任何費用，即可享受聯盟提供的服

務，在此情況下，許多聯盟並無清楚的定位與目標，會使消費者所得到的資

訊更加複雜，且只可吸引到不知自己需要什麼的消費者至其聯盟網站使用服

務，清楚自己要居住的民宿為何類型的買者得到的資訊有效性低，對民宿業

者來說，較難吸引到自己民宿的目標顧客。 

在資訊不對稱的市場情況下，若民宿聯盟具備清楚定位，在網站的設

計、聯盟成員的選定、所提供給消費者與民宿業者的服務是在此定位下延伸

而成，將可吸引到更多與自己定位符合的民宿業者加入，亦更容易吸引到目

標顧客注意，民宿聯盟給予消費者資訊有效性的程度將比無明確定位時高。

對會員民宿業者來說，在聯盟清楚定位下，將更容易吸引到目標消費者前

往。各民宿業者須視目標顧客的消費行為以及自己民宿的定位和服務內容，

參加定位與訴求最符合自己特色的民宿聯盟。  

 

2. 與旅行社合作 

 

雖然遊客請旅行社代辦旅遊活動的需求不如自行安排高，但旅行社看好

國人旅遊風氣，在近幾年針對國內消費者推出週休二日的旅遊行程，其中只

要超過一天的旅遊活動，即有住宿的需求，本研究認為民宿業者可和旅行社

合作，負責旅遊活動中住宿服務，對民宿業者來說，除了得到收入的保證，

又得使其收入變動幅度較低，各民宿預測遊客的住宿需求上較為簡單，尤其



在旅遊旺季的時間裡，若是業者有明確的訂單，在房間安排與服務供給等計

算上較容易，可以提早因應。對於消費者來說，則可得到旅遊活動「一次購

足」的服務。 

考量每個民宿業者的資金和議價能力較小，因此本研究建議可以由第三

單位成立一個策略聯盟，尋找合作的旅行社，以民宿業者為出發點，負責議

價部分。 

 

3. 與觀光飯店合作 

 

近年來，政府積極發展台灣的觀光業，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於民國95年4

月所作的「觀光市場摘要」調查，95年4月來台旅客為29萬43人次，與去年

（94）同期相較成長7.62%，其中「觀光」目的12萬2,678人次，較去年成長

17.37%，主要客源為日本、港澳、美國等地。此外，政府開放大陸人士來台

觀光，勢必掀起一陣旅遊熱潮，而這些來自國外的旅遊者已不再像過去一樣

只以大都市旅遊為主，漸漸深入到台灣其他風景明媚的旅遊景點，包括台灣

本島五大國家公園、十九大自然生態保護區等地，而這些遠離大都市的旅遊

景點的住宿種類，多以民宿為主，甚少有國際觀光飯店在此地區服務，因此，

本研究認為未來民宿業者可以組成一合作聯盟，與都市區的觀光飯店合作，

組成一套裝行程，結合觀光飯店與民宿不同的住宿感受，形成策略互補作用。 

此合作型式可提供給旅遊人士的服務為當國外旅遊人士於都市旅遊時

在觀光飯店住宿，到台灣地區其他風景區旅遊時，則選擇民宿居住，因國外

人士來台通常以5天左右的天數為主，勢必將於台灣其他風景區活動，而民

宿提供遊客不同於一般飯店的感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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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的服務內容將帶給這些遊客不同

於大都市飯店的感覺，讓遊客得以更親近台灣這片土地，享受自然風光。 

對於民宿業者來說，增加其另一收入來源為此合作型態的重點，如同上

數與旅行社業者合作一樣的效益，除了可以得到收入的保證，又得以幫助其

收入變動幅度起伏較小，預測遊客的住宿需求上較為容易，但要注意民宿的

服務與安全問題，才有可能提高觀光飯店合作的意願，此問題為與觀光飯店

合作型態的難處，但是一旦合作形成，民宿將得到觀光飯店推薦保證，並增

加其收入。 



本研究認為，欲吸引觀光飯店與民宿業者合作，此民宿必定有良好服務

與口碑，而各民宿力量小，因此，組成民宿聯盟來統籌尋找和安排合作飯店

事宜為較佳方法，但是此聯盟是否有良好的形象，以及聯盟的會員民宿的住

宿服務品質將是關鍵。 

 

4. 類似價位的民宿形成聯盟 

 

台灣民宿不僅種類不同，在價位、建築設計、服務內容多寡、服務內容

精緻程度等皆有差異，而政府相關單位並未對民宿有如同旅館分級的機制，

使得消費者無法從「星級」等相關評價機制初步選擇民宿。檢視台灣地區現

有民宿聯盟的型態，還未有組成會員為同一價位民宿的民宿聯盟出現，因

此，本研究認為未來民宿聯盟選擇會員民宿時，可以以類似價位的民宿為考

量。此同一層級為住宿價位相當、建築設計與服務內容給予消費者的感受滿

意程度相當。 

類似價位的民宿所形成的聯盟不僅有清楚定位與訴求，民宿間服務品質

的一致性給予消費者交易保證，服務品質的一致性非指相同的服務內容，而

是讓消費者不管至聯盟內任一家民宿居住皆可得到此價位下的住宿品質與

服務，不會有品質不齊現象發生，而消費者在選擇上不會像現有民宿聯盟一

樣因選擇性過多而有資訊有效性不足的問題，最重要的是目標顧客可以直接

由欲居住的民宿價位來選擇使用的聯盟。民宿聯盟的形象為此合作型態最須

琢磨之處，聯盟必須確保各加盟民宿的服務品質，協助民宿提高消費者的有

形無形效益，解決目前民宿聯盟無法幫助民宿業者提高消費者消費意願的缺

點。 

然而，因各民宿投入的資源與資金不同，本研究認為此合作型態在未來

演變為高價位的民宿自組聯盟的可能性大，原因是高價位民宿資金較為雄

厚。為了在惡性競爭的環境中取得獲利，吸引遊客前來消費，用以確保自己

在民宿市場中的競爭優勢。 

 

5. 相同類型的民宿形成聯盟 

 

民宿聯盟內合作的民宿的類型與型態，影響民宿彼此間的競爭態勢，也



影響  到消費者選擇多寡和多元化程度。依據第二章民宿類型的討論，將民

宿種類分為農園民宿、海濱民宿、溫泉民宿、運動民宿、傳統建築民宿、料

理民宿、歐風民宿等，越來越多民宿相關專書與雜誌只針對一種民宿類型進

行介紹，而某部分消費者選擇民宿居住時，由地點與價位考量延伸到對住宿

種類的重視，然而，目前民宿聯盟卻未有只與單一類型的民宿合作的情況。

因此，本研究建議未來組成民宿聯盟可以考慮只與同類型的民宿業者合作，

吸引對特有種類民宿有興趣的消費者，使其能盡情體驗屬於此種類的特色民

宿之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而民宿聯盟的形象亦為此合作型態最重要之處，

必須確保各加盟民宿的服務品質，以及其給予消費者的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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