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方法 

 

飯店業的產業特性使得策略聯盟成為飯店追求擴張及發展的主要策略之一，然

而管理上的成本、合作上的限制及結盟所延伸的問題常常導致聯盟的效果不如預

期，甚而拉低飯店的表現，因此本研究企圖探究策略聯盟對於績效的影響，以做為

飯店業者執行策略的參考依據。由於策略聯盟在飯店業中的型式眾多，根據 Dev and 

Klein (1993)主要可分為同業間(如 Marriot 和 Otani) 與異業間(如飯店與航空公

司)兩種型態，本研究亦依據此法將其分為兩部分來加以探討: (1) 飯店間同業結盟

與績效的關聯 (2) 飯店異業間結盟與績效的關聯。 

 

第一節 研究假設 

 

一、同業策略聯盟與績效 

 

(一) 國際連鎖飯店與績效關聯 

 

在飯店的策略聯盟之中，連鎖品牌一直是過去學者討論的焦點，但其實對於加

入連鎖是否對於飯店的財務績效有幫助則顯少提及。連鎖是在服務業中最常見的同

業結盟型態之一，根據 Ingram & Baum (1997)，連鎖的定義為一個服務組織的集合，

在此集合裡的每一個單位基本上皆從事相同的工作並且互相連結。藉由連鎖的方

式，企業可達到其所追求的規模經濟來減低成本，例如 Burgees (2004) 說明透過

連鎖飯店，在行銷、訂位及會計上的整合可減低飯店營運成本，使得飯店營運更有

效率。也由於連鎖飯店擁有較多的資源，一方面資訊科技器材的應用較能分攤成本，

一方面在訓練人才及新方案的投注上也較有投資的本錢 (Siguaw et al, 2000)。除

了降低成本之外，連鎖飯店的另一優勢在於其品牌的效果。Chandler (1977)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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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連鎖飯店的品牌，可增加消費者再次消費的機會，有彼此分享顧客的效果。Go & 

Pine (1995) 也說明連鎖飯店全國或全球性的廣告、訂位系統、推薦網絡可快速增

加飯店知名度，相對較容易吸引顧客。因此加入連鎖飯店對於招攬顧客及提高飯店

身價及形象時效果甚佳，一方面也更容易獲得金融界的貸款支持(吳勉勤，2003)。

最後，透過連鎖飯店間彼此知識的移轉及學習，也使得飯店經營更趨效率(Darr et al, 

1995)。例如 Ingram (1996) 指出在飯店業中，連鎖飯店是第一個發展出資訊、會

計及控制管理系統以及顧客資料庫的組織。 

 

然而加入連鎖飯店系統並非沒有成本，吳勉勤 (2003) 指出參加國際連鎖飯店

系統的缺點在於每年須向總公司繳納一定數額的權利金，而且加入連鎖，在硬體設

備方面須隨國際連鎖飯店做改建作業，對於新企業而言，負擔較重。除了此外顯成

本外，連鎖飯店最大的缺點在於策略的限制可能會導致飯店經營與當地的環境發展

有 落 差 。 Ingram (1996) 指 出 連 鎖 飯 店 主 要 的 缺 點 即 為 「 標 準 化 」

(standardization)，為了達成規模經濟或維持定位的策略考量，使得加入連鎖的飯

店在回應當地環境變化得的彈性受到阻礙。而連鎖飯店整體的考量會以其所有據點

的營運經驗及市場趨勢為前提的情況下，加入連鎖飯店系統就需承擔連鎖飯店整體

策略與當地環境變化不一致的風險。 

 

以績效而言，由於飯店業其提供的商品具無儲存性(吳勉勤，2003)，其所提供

的勞務以次數或時間計算，時間一過，其原本可以之收益，便因無人使用而不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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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顧客的招攬成為飯店績效維持的重點。而除了

飯店本身的服務完善之外，連鎖飯店的品牌效果對顧客的招攬有相當大的幫助。主

要原因如 Ingram (1996) 及 Hannan & Freeman (1984) 所說明，消費者在選擇的

壓力使得有聲譽的組織能擁有優勢，而連鎖飯店的聲譽，可減低消費者對於飯店品

質的不確定性，尤其飯店位於政治、社會狀況不穩定或文化較顧客本身國家差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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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連鎖飯店其形象的幫助更為顯著。除此之外，飯店業所提供的商品亦具季節性，

以旅客的消費特性來說，不會常到同一個觀光景點旅行，這些特性導致飯店顧客招

攬的困難。然而，藉由連鎖飯店的品牌，可使得消費者再次消費的機會增加，有彼

此分享顧客的效果 Chandler (1977)，而連鎖的飯店彼此之間也可互相推薦。

Reichheld & Sasser (1990) 認為此種顧客的 retention 可減低成本及增加銷售額。

HenningThurau & Hansen (2000) 進一步解釋 customer retention 長期下來帶來的

好處一方面在於行銷及固定費用的分期償還，因為服務的費用會因對於顧客的了解

而降低;另一方面銷售成長來自於長期消費的增加，忠實顧客口耳相傳的行銷及忠實

顧客願付較高的價格。所以在飯店業中，其連鎖對於績效的幫助相較於其他產業更

為明顯，Ingram (1996) 指出飯店業是最服務業中最能運用連鎖的產業。基於以上，

我們認為加入國際連鎖飯店系統能對其財務績效有正面的影響，所以假設: 

 

假設一: 加入國際連鎖飯店系統與績效成正相關 

 

(二) 會員連鎖飯店與績效 

 

以同業的策略聯盟來說，除了國際連鎖飯店外，尚有會員連鎖飯店(referral 

chain)，如世界傑出及領導飯店(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及世界最佳飯

店(Preferred Hotels)，係一以策略結盟整合並在統一架構下向全球市場推廣的國

際訂房組織，與國際連鎖飯店分庭抗禮。因此，透過會員組織統一品牌及共同行銷

推廣及訂房系統，同樣地，飯店也可達到和國際連鎖飯店對於招攬顧客方面的效果，

例如減低消費者對於飯店品質的不確定性、使得消費者再次消費的機會增加，連鎖

的飯店彼此之間也可互相推薦達到彼此分享顧客的效果、行銷及固定費用的共同攤

銷，服務的費用會因對於顧客的了解而降低;另一方面銷售成長也可能因長期消費的

增加，忠實顧客口耳相傳的行銷及忠實顧客願付較高的價格等。但有別於國際連鎖

飯店如 Hyatt 或 Hilton 等的正規連鎖飯店(regular chain hotels)，亦即使用連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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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的飯店名義、招牌、標誌及採用同樣的經營手法(吳勉勤，2003)，會員連鎖飯

店的成員均為獨立的品牌飯店，本身的經營方式主要由各飯店自行負責，連鎖主要

提供必要時的技術指導，在內部營運方面，如經營方法，人事調派較不像國際連鎖

飯店一般繁鎖。也因此在經營及策略調整方面相對較有彈性，在面對於飯店當地環

境變化時，也不易出現如前所提國際連鎖飯店的侷限，尤以飯店業所提供商品為與

其所在地不同成份的結合體，因應所在地的調整對績效的影響更顯重要。基於以上，

在此兩種不同的連鎖體系之下，我們認為會員連鎖飯店相較於國際連鎖飯店更具優

勢。所以假設: 

 

假設二:相較於國際連鎖飯店系統，加入會員連鎖飯店系統有較高的績效 

 

二、異業策略聯盟與績效 

 

(一) 策略聯盟多樣性與績效 

 

除了連鎖飯店的結盟之外，異業結盟也因全球化競爭而成為了飯店業的趨勢，

包括與航空業、信用卡公司、租車公司、餐廳、SPA 業者等，其種類不勝枚舉，而

一家飯店其異業結盟的型態也往往不只侷限於一種。過去學者認為異業策略聯盟的

多樣性可為公司的績效有正面的助益，主要原因在這些策略聯盟增加了企業在洞察

力上的廣度及解決問題的能力(Hambrick, Cho & Chen, 1996)。Morrison (1994) 也

認為在飯店業中可藉由上下游整合的策略聯盟開發國際化市場及發現新的消費者趨

勢。此外，異業的策略聯盟亦可讓飯店業者專注於其優勢能力，將不擅長的事業外

包或合作，以及可迅速反應市場的變動(Dev & Klein, 1993)，並藉由策略聯盟建立

起競爭優勢 Strate & Rappole (1997)。 

 

在飯店業中，此種策略聯盟多樣性對於績效的影響更為顯著。因為飯店業的績

 36



效受當地整體環境的影響而非單單只是飯店業者提供服務的差別，因此策略聯盟是

不可或缺的(Rodríguez-Díaz & Espino-Rodríguez，2006)，而異業策略聯盟對於飯

店的助益除前段所述之外，更重要的是透過異業策略聯盟，飯店可以增加消費者價

值並增加收入 Dev & Klein (1993)，因為飯店的消費者，其所購買的商品事實上包

括各種食宿娛樂設備以及往返的交通運輸等，策略聯盟的多樣性一方面能吸引更多

客源，一方面飯店也能藉由提供的額外服務，增加消費者價值。此外，飯店業的異

策略聯盟也是另一種行銷網絡，除了它是一種顧客交換的機制外，Strate & Rappole 

(1997) 認為此種結盟最主要的綜效之一來自於公司形象的改善，所以策略聯盟的多

樣性相當於是一種行銷網絡的擴張。因為飯店位置特定(location-specific)的特

性，其追求成長的方式等同於市佔率、市場可見度的提昇、交互行銷機會的增加(Dev 

& Klein, 1993)，因此我們認為異業結盟多樣性與飯店的績效成正相關。 

 

然而我們也預期此正向效果會漸漸遞減，主要原因在於隨著策略聯盟多樣性的

增加，對一個飯店來說，其管理所需的資源及難度也會快速增加 (Goerzen &Beamish, 

2005)，例如策略聯盟對於飯店來說雖是一種行銷網絡，然而在維持其定位及對外形

象時，也會因策略聯盟的龐大而有管理上的困難。而當其管理策略聯盟關係須投注

的資源大過於可以獲得的利益時，策略聯盟多樣性將會導致負面的效果。基於以上，

我們假設 

 

假設三: 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與績效呈倒 U字型關係 

 

(二) 策略聯盟型態與績效 

 

在飯店業的異業策略聯盟中仍可分為多種型態，包括航空業、租車業、信用卡、

餐飲業、娛樂事業(如高爾夫球場、水上活動提供廠商等的合作)、購物、保險、花

商…等，而何種型態最能提昇飯店績效可能為實務所關切之重點，因此本論文亦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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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實證結果來分析何種型態的策略聯盟對於飯店業的績效提昇最為顯著。 

 

第二節 研究對象 

 

就本研究主旨而言: 探討飯店業策略聯盟對於績效的影響; 在實證上以

COMPUSTAT 的 Global Vantage 資料庫，飯店、旅遊休閒產業的 69 家企業集團為研

究對象(附錄一)。Global Vantage 資料庫提供自 1982 年起美加以外之 12000 家公

司及 3300 個美加地區中型公司的產業分析與市場資料，完整之國際資料涵蓋了 75

個國家有公開交易之公司，所佔全球市場資本額超過 80%。 產業分類由資料庫本身

的 industry sector code 四位代碼做劃分，與 SIC 產業分類代碼不同，本論文所研

究的對象為 2130 Hotels, Resorts and Cruise lines 的企業集團，並將非以飯店

業為主要事業的企業集團排除在研究對象之外。 

 

就實證資料的收集而言，績效部分以 Global Vantage 資料庫的財務資料做為分

析的基礎。此外，策略聯盟相關資料的取得主要依據各飯店所公佈的年度報告及官

方網站上的訊息。對於飯店來說，市場的曝光度為生存、成長最重要的關鍵之一，

因此，策略聯盟(如加入國際連鎖飯店系統)的用意與行銷有很強的關聯，基於此邏

輯下，飯店有絕對的動機，將其策略聯盟的訊息置於年度報告與官方網站上。 

 

選擇以飯店產業做為研究對象的主要原因在於相對於其他產業來說，飯店業的

特性在於其績效受當地整體環境的影響而非僅是旅館業者提供服務的差別，因此飯

店在提供消費者整體消費價值的同時，策略聯盟或者其它的合作方式成為飯店最主

要的策略 Rodríguez-Díaz & Espino-Rodríguez (2006)。同時，隨著全球化及飯店

產業的競爭日趨激烈使得策略聯盟在此產業快速發展 Dev & Klein (1993)，產業中

策略聯盟型態的多元及範圍的廣泛提供我們對於策略多樣性研究的最佳環境。也因

為飯店業為位置特定(location-specific)的特性，其追求成長的方式等同於市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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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市場可見度的提昇、交互行銷機會的增加及規模經濟 Dev & Klein (1993)。也

因此策略聯盟成為飯店業追求成長的主要利基。此亦提供我們研究策略聯盟與績效

關聯的基礎。 

 

第三節 變數操作與衡量 

 

以下分別就應變數、獨立變數與控制變數三類做說明: 

 

一、應變數 

 

(一)經營績效 

雖然企業追求的目標眾多，但績效仍被認為是企業所最關切的目標。而目前普遍

來說，以資產報酬率(ROA)、銷售報酬率(ROS)及投資報酬率(ROI)為衡量績效時最常

使用的指標(Goerzen & Beamish, 2005)，由於銷售報酬率及投資報酬率亦受資產評

估以及各國稅制不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績效衡量指標以 ROA 為主，資料來源皆

取自於 COMPUSTAT 的 Global Vantage 資料庫，時間為 2005 年的年度財務資料。  

 

二、獨立變數 

 

(一)策略聯盟型態 

策略聯盟型態分類眾多，本研究依 Dev & Klein (1993) 將其分為飯店同業間結

盟與飯店異業結盟兩種: 

 

1、同業間結盟:  

本論文主要探討範圍包括國際連鎖飯店和會員連鎖飯店兩種。在此先對連鎖飯

店定義先作說明: 連鎖飯店係指二定以上組成的飯店，以某種方式聯合起來，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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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即為連鎖飯店。換言之，一個總公司(headquarters)以固

定相同的商標(logo)，在不同的國家或地區推展其相同的風格與水準的飯店，即為

連鎖飯店。而本文所探討兩種型態同業間結盟的不同在於國際連鎖飯店為由總公司

直接掌管或間接參與經營和支配，在經營形態方面，屬於正規連鎖; 而會員連鎖飯

店屬共同訂房及聯合推廣的連鎖方式(吳勉勤 2003)。 

在變數操作的部分，採虛擬變數的設定: 

Dummy variable =0，未加入國際連鎖飯店系統 

 =1，有加入國際連鎖飯店系統 

2、異業間結盟:  

從本文研究對象的年度報告及官方網站的資訊做出異業間結盟的整理，其型態

主要可分為 

(i)交通: 與航空公司、租車公司、鐵路公司的合作 

(ii)信用卡: 與信用卡公司的合作 

(iii)娛樂: 與餐廳、高爾夫球場、SPA、水上活動業者、購物商店的合作 

(iv)其它: 與保險、送花服務等業者的合作 

變數操作方面，我們針對於各型類的策略聯盟做虛擬變數的設定: 

(i) Dummy= 0，無交通類策略聯盟 

         = 1，有交通類策略聯盟 

(ii)Dummy= 0，無信用卡策略聯盟 

         = 1，有信用卡策略聯盟 

(iii)Dummy=0，無娛樂類策略聯盟 

          =1，有娛樂類策略聯盟 

(iv)Dummy =0，無其他類策略聯盟 

          =1，有其他類策略聯盟 

在此，合作關係的判定主要在於限於在各飯店集團 2005 年的年度報告及官方網

站(資料蒐集時間:2007 年 3 月)上提供者，且合作關係在於此關係能提供雙方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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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額外優惠的情況下始成立。 

 

二、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 

本論文策略聯盟多樣性主要研究異業間的策略聯盟。過去對於多樣性普遍接受的

觀點為廠商結合到不同的資源及能力(Barney,1991; Penrose,1959) 因此，當廠商

聯盟的家數越多，其多樣性也越高。然而，廠商經常和同一家結盟廠商有多種的合

作關係，也因此以不同且獨特的合作關係做為多樣性的衡量將更為適合

(Granovetter,1973)。因此本文以一家飯店所參與不同策略聯盟型態的多寡來衡量

策略聯盟的多樣性，而其型態如之前所提及，分為交通、信用卡、娛樂及其它四種。 

變數操作說明如下: 

(i)若飯店無上述四種異業策略聯盟型態(交通、信用卡、娛樂、其它)的任何一種時,

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變數數值=0 

(ii)若飯店僅有上述四種異業策略聯盟型態(交通、信用卡、娛樂、其它)的其中一

種時，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變數數值=1 

(iii)若飯店僅有上述四種異業策略聯盟型態(交通、信用卡、娛樂、其它)的其中二

種時，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變數數值=2 

(iv)若飯店僅有上述四種異業策略聯盟型態(交通、信用卡、娛樂、其它)的其中三

種時，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變數數值=3 

(v) 若飯店擁有上述全部四種異業策略聯盟型態(交通、信用卡、娛樂、其它)時，

飯店策略聯盟多樣性變數數值=4 

 

三、控制變數 

 

(一)飯店規模 

一家廠商的規模被證實會影響績效表現，例如大規模的廠商可以在低風險的情形

下取得低成本的資金(Chang & Thomas,1989)。因此有控制此變數的必要，而過去員

 41



工數經常被作為飯店規模衡量的指標(Goerzen & Beamish,2005)，因此本文亦採用

員工數來衡量飯店規模，資料來源取自於 Global Vantage 資料庫公司基本資料(資

料蒐集時間為 2007 年 3 月)。 

 

(二)飯店年齡 

根據過去學者(e.g. Welbourne and Wright, 1997)研究,廠商年齡會影響短期及

長期績效。因此，本文亦將飯店年齡作為控制變數，以排除飯店年齡的效果，飯店

年齡的衡量以飯店成立年至 2005 年為準。 

 

(三)國際化程度 

根據之前研究國際化程度越高對於績效越有幫助(e.g. Tallman and Li, 1996)。

並依照 Goerzen and Beamish (2005)的做法，本文將飯店的跨國數作為對國際化程

度的衡量，資料來源取自於各飯店集團 2005 年年度報告及官方網站(2007 年 3 月)。 

 

(四)資本結構 

Jensen (1989) 認為資本結構(以負債權益比衡量)會影響廠商績效，該比率愈高

預期其績效愈差，所以在此將資本結構作為控制變數，亦以負債權益比作為資本結

構的衡量指標，資料來源亦取自於 Global Vantage 資料庫 2005 年度的財務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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