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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源起 

為加強觀光從業人員專業素質及國際交流能力，進而提升臺灣接

待外國旅客服務品質及觀光產業之國際競爭力，交通部觀光局自 2010

年起至 2013 年，推動「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甄選優秀

且具發展潛力之觀光遊樂業、旅行業與旅宿業現職從業人員，及大專

院校觀光相關科系專任教師赴國外進修，經過交通部觀光局 4 年的努

力與推動，共計 322 人接受訓練。歷年進修地點包括美國、澳洲、日

本、新加坡、瑞士等標竿國家，於知名觀光景點及觀光相關訓練機構

進行為期10天不等之訓練課程，訓練主題包括專業課程及實地觀摩，

以強化受訓菁英相關專業職能，亦為臺灣觀光品質的提升與推展有所

助益。 

「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緣起於交通部「觀光拔尖領

航方案」。「觀光拔尖領航方案」是配合我國 6 大新興產業發展規畫，

挹注 300 億元觀光產業發展基金推動產業發展，願景是：建構質量並

進的觀光榮景，打造臺灣成為亞洲重要旅遊目的地。「觀光拔尖領航

方案」共有 5 個推動主軸：美麗臺灣、特色臺灣、友善臺灣、品質臺

灣、行銷臺灣，以「發展國際觀光，提升國內旅遊品質，增加外匯收

入」為方案推動重點。整體方案分為「拔尖 (發揮優勢) 」、「築底 (培

養競爭力) 」與「提升 (附加價值) 」三大行動方案，其中「觀光菁

英養成計畫」屬於築底行動方案中之一環，推動重點之一即在於與國

際知名培訓機構合作，薦送優秀觀光從業人員及觀光系所教師出國受

訓 (交通部觀光局，2011)。 

為了確實掌握產業人才發展需求，交通部觀光局於 2009 年先試

辦「觀光產業關鍵人才培育計畫」，辦理個案教學體驗班以及觀光產

業重要決策議題研討會。透過產官學三方研討座談會，提升業者更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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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政府對於觀光產業政策之推動與投入，並藉此溝通過程廣納業者對

產業實務之觀點及建議，有助於未來政策執行之細部規劃。整體而言，

業者皆肯定並期待交通部觀光局舉辦觀光菁英養成計畫，認為雖然各

國經營的方式各有所異，但我國產業人才要學習的是國外觀光業者的

態度及視野，重點在於學習如何加以整合包裝及推銷。與會者也建議

應以長期性觀點培植產業人才，建立派遣出國之人才後續考核及管理

制度，以及建立人才資料庫。 

因此，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0 年起至 2014 年，分別辦理團體訓練

與自行規劃訓練，以滿足不同觀光從業人員的訓練需求。針對觀光遊

樂業、旅行業與旅宿業歷年學習主題與合作之培訓機構，綜整說明如

下： 

一、觀光遊樂業 

觀光遊樂業主要以迪士尼為學習標竿，因此在課程安排上也以迪

士尼學院課程為首選。迪士尼學院成立於 1986 年，座落於華特迪士

尼世界度假區，為一提供商業教育的機構。該機構將迪士尼公司的經

營經驗規劃成訓練課程，傳授給追求極致服務的企業與個人。同時也

提供客製化服務，根據資產規模、價值觀、人力資源、客群與需求等，

為企業量身設計專屬策略。迪士尼學院提供多元的課程進行方式，包

括線上教學、專題研討及多日教學課程等，使每一位學員能有效地將

學習成效帶回組織中。 

迪士尼學院有五大核心課程：「卓越領導」、「甄選、訓練及參

與」、「優質服務」、「品牌忠誠度」及「激發創意」，授課教師透

過基礎學術理論講授及搭配迪士尼實務個案說明之方式，強化受訓菁

英之學習成效。觀光菁英養成計畫分別於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

與 2014 年完成五大核心課程的學習，搭配課程除了實地觀摩華特迪

士尼世界度假區中的不同主題樂園 (包括 Magic Kingdom、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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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dom、Downtown Disney、Epcot Park 與 Hollywood Studio)外，也

安排美國奧蘭多地區的主題樂園，包括環球影城 (Universal Studios)、

Sea World Orlando、Legoland Florida。 

除了單一主題性課程，也從觀光遊樂業整體經營管理層次規劃訓

練課程，因此在 2013 年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合作，依學員背景及

需求開設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課程。課程主題以綜合休閒渡假園區之

經營策略為主軸，包括策略、服務及領導，課程講授難易度約為中階

以上，受訓菁英們皆高度認同此 3 項課程主題在業界之實用性。授課

方式採講義、個案研討、小組討論及發表，除了透過專業課程講授瞭

解觀光遊樂業管理之實務推展外，並安排實地觀摩新加坡聖淘沙名勝

世界、濱海灣金沙娛樂城、馬來西亞柔佛的樂高樂園，讓受訓菁英比

較及學習新加坡綜合休閒渡假園區之經營規劃，以及新加坡及馬來西

亞國際知名主題樂園之經營實務，啟發受訓菁英綜合休閒渡假園區經

營管理新思維 (歷年觀光遊樂業團體訓練之細部行程表請參閱附錄

一)。 

二、旅行業 

旅行業在 2010 年未有專屬團體訓練計畫，於 2011 年首度嘗試與

美國夏威夷大學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合作。夏威夷大學建

於 1907 年，有相當廣泛且優秀的學士與研究所課程，在 1998 年的

U.S.News & World Report排名裡，名列美國前25名的公立大學之一。

夏威夷大學的旅遊管理學院 (School of Travel Industry Management) 

於 1966 年成立，提供學術性課程及專業訓練課程，為聯合國世界觀

光組織 (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認定的國際觀光教育與訓練中

心。自 1978 年開辦的旅遊經營管理與發展訓練  (Executive 

Development Institute for Tourism，簡稱 EDIT) 課程，由 Pacific Asia 

Travel Association (PATA) 與夏威夷大學 EDIT 聯合贊助，每年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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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7 月開課，課程為期 12 天，迄今已訓練來自超過 50 國家之政府官

員、旅館業、旅遊業、航空業者及其他觀光相關專業人士。 

2011 年的旅行業團體訓練即是學習 EDIT 課程，結合旅遊產業各

領域之專家學者，認識旅遊產業供應鏈上、中、下游之經管理，並藉

由生動的實務個案教學，及深度互動的教學環境，強化對旅遊產業的

思考能力。 

然而，旅行業者期望能接觸實務性更強的課程，因此在 2012 年

與 2013 年安排赴日本向全球第二、日本第一的 JTB 旅行社學習。JTB

旅行社於 1912 年成立，原為日本交通公社，1963 年改為株氏會社，

是日本最大規模的綜合旅行社公司，營業項目包括日本國內外旅行業

務、旅行相關圖書出版等。JTB 旅行社針對不同市場及對象，發展出

不同的旅遊產品及品牌，擁有高端供應鏈管理及創新旅遊產品開發能

力。其市場行銷策略是以主題旅遊來提供顧客優質服務，不採低價競

爭。 

2012 年的訓練主題聚焦於旅行業組織發展，以及創新旅遊產品

設計與企畫研習，課程進行方式採實務講授及分組討論，實地觀摩則

規劃參訪當地特色景點，學習城市觀光行銷、農村區域活化、鐵道旅

遊、醫療觀光及遊輪觀光，進行日本旅行產業深度交流，強化訓練成

果之吸收。2013 年延續前年學習主題，並赴國人最常前往旅遊的日

本北海道，實地觀摩學習特色觀光景點的行銷與推廣。然而，JTB 旅

行社雖然是合作的培訓機構，但也是營業單位，考量營業機密與競爭

敏感度，有些營業數據及內部資料不便提供，這與部分旅行業受訓菁

英的期望有所落差。此外，JTB 旅行社已有 100 年的發展歷史，企業

規模以及經營資源與我國旅行社業者差距甚大，而集團組織發展、門

市分級管理等議題，對於我國中小型旅行業者而言多無此需求及規劃，

因此學習成效不易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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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受訓菁英皆肯定向企業觀摩及學習，並進一步建議可

以比較日本第二大旅行社 H.I.S.之不同經營方式，因此 2014 年規劃赴

日本 H.I.S.旅行社研習。H.I.S.旅行社成立於 1980 年，以代售航空票

券起家，有鑑於國際航空票券佣金下滑，為了增加旅遊營收，開始轉

型銷售海外套裝行程，並逐步開發更多不同的主題旅遊商品。搭配經

營策略調整，H.I.S.旅行社在門市通路發展、電子商務應用、廣告行

銷方面，也會依市場趨勢設計多元管道，在短短的 30 年間迅速成長

為日本第二大旅行社。研習主題仍聚焦於旅行業組織發展、主題旅遊

企畫及門市經營，並體驗日歸巴士旅遊行程，進行日本旅行產業實地

觀摩，掌握日本旅行產業發展趨勢 (歷年旅行業團體訓練之細部行程

表請參閱附錄一)。 

三、旅宿業 

針對旅宿業者，在 2010 年與 2011 年安排赴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澳洲分校學習。法國藍帶餐飲學院自 1895 年在巴黎

創立第一所學校，從事於烹飪技術和烘焙糕點的商業教育已超過 100

年，無論在保存及傳承經典法式烹調技術或現代國際烹飪訓練及發展

上，法國藍帶餐飲學院都是世界首屈一指，號稱全球最大的餐旅學校。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澳洲分校透過與澳洲南澳省政

府、南澳大學、阿德雷德大學和麗晶斯學院的合作，提供旅館管理

與餐飲管理為主的課程，訓練方式藉由小型專案進行現地實務研討

與實作演練，結合傳統理論教學，使受訓菁英對整個餐旅款待業

領域的運作和管理有全面的認識。在澳洲受訓期間，則安排前往

國際知名觀光旅館及澳洲當地特色旅館進行實地觀摩體驗。 

2012 年轉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研習。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成立於 1955 年，是全球百大

大學之一。為滿足該校碩士生的學習需求，以及契合旅宿業的全球化



 

6 

趨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與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合

作開設餐旅碩士課程，理論與實務兼備。2012 年的旅宿業團體訓練

即是以這二校合作之課程為基礎，規劃 5 天國際旅館經營管理課程。

課程主題包括行銷策略、品牌、領導、營收管理及文化智商，多位教

授來自業界，案例非常貼近實務，課程講授難易度約為中階以上。訓

練期間並實地觀摩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國際知名觀光旅館及當地特色

旅館，包括百年精緻五星酒店、精品設計酒店、名勝渡假酒店等，深

獲受訓菁英肯定。 

在此基礎之上，受訓菁英進一步建議可前往以孕育全球餐旅管理

人才著稱的瑞士受訓，因此 2013 年規劃前往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

學研習。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建於 1954 年，是瑞士最早成立的

全英文授課高級旅館管理學院，教學歷史悠久，經驗豐富，在理論與

實踐領域擁有無可爭議的優勢，也是瑞士唯一的三所獲得瑞士州政府

和美國新英格蘭學院協會認證高等教育機構，可以獨立頒發旅館管理

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的旅館管理學院之一。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

在 2007 年旅館業界對全球旅館院校的排名調查中，被列為世界最佳

3 所旅館學院之一。 

2013 年研習課程為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規劃之短期餐旅管理課

程，課程主題多元，包括品牌、投資、營收管理、餐飲成本控制及國

際會展行銷等 7 項。整體而言，課程講授難易度約為中階以上，但各

主題課程難易度差距較大。受訓菁英皆認同此課程在業界之實用性，

惟範圍過於廣泛，每日課程時數約 6~7 小時，每一課程主題約授課 3

小時，較未能深入探討。 

旅宿業歷年培訓成效皆極佳，惟考量全球旅館相關專業訓練機構

甚多，應多方參考其他單位之培訓內容，因此在 2014 年前往位居旅

館教育領導地位的美國康乃爾大學進行訓練。康乃爾大學創校於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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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世界大學排行名列前 20 強，創校至今已有超過 40 位師生獲頒

諾貝爾獎肯定。康乃爾大學旅館管理學院 (Cornell University, School 

of Hotel Administration) 成立於 1922 年，為常春藤盟校唯一旅館管理

學院，也是全美第一所提供旅館管理專業課程的學校，更是全球觀光

餐旅產業教學研究排名第一的系所。該學院共有 60 多位各領域專職

教師，另設有 The Statler Hotel 提供該學院學生實務操作的教學旅館

並實際對外營運。 

考量前 4 年旅宿業訓練課程雖滿足了學員多元化背景的學習需

求，但常因課程主題眾多而有未能深入研習之憾，此外，旅宿業中階

管理議題也多已研習過，因此 2014 年的訓練課程僅聚焦於 3~4 個主

題，安排領導、變革、財務管理等高階國際旅館經營管理課程，實地

觀摩則安排美國西岸洛杉磯當地特色旅館，學習品牌經營以及特色行

銷，獲得受訓菁英高度肯定 (歷年旅宿業團體訓練之細部行程表請參

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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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至 2013年為止已辦理 4年，

為瞭解各觀光菁英於返國後將受訓成果應用於工作中之情況，以及訓

練成果對學員個人及其服務之觀光相關產業所帶來的實質效益，藉由

本計畫進行訓練成效調查，做為後續觀光產業人才發展規畫之參考。 

本計畫調查重點如下： 

1. 瞭解各界菁英於受訓後自身職涯上的轉變與提升。 

2. 瞭解各界菁英於受訓後對所屬職業／領域中的特殊表現與貢獻。 

3. 瞭解各界菁英於受訓後對所屬企業／產業帶入的量化效益。 

4. 瞭解各界菁英對「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之整體評價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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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計畫調查對象為 2010年至 2013年獲甄選並赴國外受訓之觀光

菁英，包括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 (旅館業、觀光旅館業、民

宿業) 之現職從業人員及其公協會人員，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

之現任專任教師，及其他經交通部觀光局認可之相關觀光從業人員。

322 位受訓菁英依受訓年度、參訓類別、參訓身分 (所屬產業) 綜整

如表 1-1。 

表 1-1 2010 年至 2013 年獲甄選並赴國外受訓之觀光菁英盤點表 

參訓身分 (所屬產業) 

 

 

 

年度/參訓類別 

觀

光 

遊

樂

業 

旅

行

業 

旅

宿

業 

大

專

院

校 

其

他 

合計 

2010 美國迪士尼團體訓練 10 6  8  70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澳洲分校) 

團體訓練 
 3 28 11  

自行規劃    4  

2011 美國迪士尼團體訓練 14 1 3 3  100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澳洲分校) 

團體訓練 
 1 33 6 1 

美國夏威夷大學團體訓練  27 1 4  

自行規劃  1 2 2 1 

2012 美國迪士尼團體訓練 17 2 3 3 1 98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團體訓練 1  31 3 2 

日本 JTB 旅行社團體訓練 1 17 6 3 1 

自行規劃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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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訓身分 (所屬產業) 

 

 

 

年度/參訓類別 

觀

光 

遊

樂

業 

旅

行

業 

旅

宿

業 

大

專

院

校 

其

他 

合計 

201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團體訓練   19 2 1 54 

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團體訓

練 
15  3 2  

日本 JTB 旅行社團體訓練  7  2  

自行規劃 1  1 1  

合計 61 65 131 58 7 322 
說明：「參訓身分 (所屬產業)」是參考觀光菁英甄選入選名單進行分類。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自交通部觀光局 (2010 / 2011 / 2012 / 2013)，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

計畫歷年出團名單；觀光訓練網。 

針對原參訓時身分 (所屬產業) 為「其他」之 7 名受訓菁英，為

利後續研究進行比較分析，另將其歸類到屬性接近的產業。包括：「老

爺管理顧問公司 (3 名)」、「檜木居民宿 (1 名)」、「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1 名)」等共計 5 名歸到旅宿業；「義联集團 (1 名)」、「義大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工 (1 名)」等歸到觀光遊樂業。重新調整後之各產業別受訓

菁英人數如表 1-2。 

表 1-2 歷年受訓菁英產業分佈表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院校 合計 

參訓人數 63 65 136 58 3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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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流程 

一、訓練成效評估文獻回顧 

訓練成效評估方法如表 1-3 所示，一般常見程序包括瞭解訓練目

的、訓練對象、預期成效、評估方法 (如是否採用訓練前後的比較) 

等。 

表 1-3 訓練成效評估的程序 

提出學者 訓練成效評估的程序 

Werther & Davis 

(1981) 

1.決定評估指標；2.實施前測驗；3.訓練發展

方案的實施；4.實施後的測驗；5.學習結果移

轉；6.進一步評估 (含對方案執行與結果)。 

Bakken & Bernstein 

(1982) 

1.了解需要方案成效資料之人為何；2.辨識方

案目標；3.依目標選擇評估指標；4.決定如何

評量。 

Dopyera & Pitone 

(1983) 

1.決定是否評估；2.確定評估目的；3.決定評

估對象；4.決定評估程度；5.決定評估者之責

任與職權；6.決定資料來源；7.決定蒐集方

法；8.分析並報告。 

Kelly, Orgel & Baer 

(1984) 

1.決定評估的可行性；2.決定蒐集之資料種

類；3.決定蒐集資料的方法；4.決定分析資料

的方法。 

Bushnell (1990) 1.確定評估目標；2.設計適當的評估方案；3.

選擇適當的評估方法與工具；4.實施；5.分析

資料。 

Carnevale & Schulz 

(1990) 

1.設計評估目標；2.選擇與設計評估方法；3.

評估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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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學者 訓練成效評估的程序 

Shelton & Alliger 

(1993) 

1.確定訓練的影響是可察覺的；2.確定評估的

可行性；3.決定評估方法；4.計算訓練成本；

5.分析資料；6.結果報告。 
資料來源：于英君 (1994) 

張火燦  (1998) 指出目前最常使用的訓練評估模式導源於

Kirkpatrick 於 1959 年至 1960 年發表的「評估訓練方案的技術」中的

四層次模式，該評估模式至今仍為學術界、企業界所常引用。

Kirkpatrick 的四層次依次序為「反應層次」 (Reaction)、「學習層次」 

(Learning)、「行為層次」 (Behavior) 和「結果層次」 (Results)，各

層次的涵意、特性分述如下： 

表 1-4 四層次評估模式 (Kirkpatrick Model) 

層次水準 層次構面 教育訓練成效評估的焦點 

4 結果層次 藉由受訓者達成具體的組織貢獻 

3 行為層次 受訓者在工作上的行為改善與增進 

2 學習層次 受訓者吸收到的知識、技能態度與行為 

1 反應層次 受訓者的滿意程度 

資料來源：Kirkpatrick (2009) 

(一) 反應層次 

「反應」層次係指學員對於整個訓練方案的看法，亦即對於訓練

實施之整體滿意程度，包括：訓練方案內容、講師、訓練設備、教材、

行政支援與服務、訓練課程需要改善的建議等項。反應層次一般以問

卷調查，觀察法等方式評估，評估的時機可以在訓練結束時、訓練結

束後數週至數個月後。反應層次的評估較為容易且花費不多，評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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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最常採用問卷調查法，並在訓練結束時進行評估，目前各訓練機

構大都有做反應層次的評估。 

(二) 學習層次 

「學習層次」的定義為：「受訓練者，經由訓練課程改變其態度、

增進其知識或增加其技術」。學習層次主要衡量學員在訓練結束後對

於訓練課程瞭解的程度、知識吸收的程度，亦即評量受訓學員能夠從

訓練課程中所能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及技能的程度，並能提升自我信心、

改善工作的態度，以暸解受訓成效的檢測方式。測量學習層次的方式

一般常用筆試、口試、課堂表現等方式來檢視測量，測量的結果可以

顯現訓練的效果，其結果經分析後將有助於訓練單位瞭解訓練方案的

優缺點，以作為日後訓練課程修訂與調整的依據。 

(三) 行為層次 

「行為」層次主要在於評估受訓者在接受訓練之後，是否能將學

習成果移轉到工作上，而且訓練對其行為產生改變，亦即對於受訓者

在訓練後其工作態度、工作行為改變的評估。行為層次的評估通常是

在訓練結束後的一段期間後再進行，期間計有一個月、二個月、三個

月、六個月、十個月等；訓練課程結束一段時間之後再行檢測訓練成

果，其理由是要讓受訓者有充分的時間能夠將訓練所學習到的新知、

技能在工作中應用。由於影響工作行為的許多因素是隱藏在組織中不

易查覺，例如：受訓者個人的人格特質、訓練設計、工作環境、組織

氣候等，因此「行為層次」的評估要較「反應層次」與「學習層次」

的評估困難。在行為層次的評估中，可以利用觀察法或訪談法，以了

解受訓者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中其行為改變的情形。 

(四) 結果層次 

「結果層次」的評估，是評估學員經過訓練後對組織所能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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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藉以探討訓練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效果；其評估方式可以由

比較訓練前後的相關資料而得，例如:生產力的提升、用人費用的降

低、服務品質的改善、客訴案件發生率的降低、請假或離職率的降低、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等。結果層次在 Kirkpatrick 的四個層次中，評估的

困難度最高；其原因是由於影響組織效能的因素非常多，因此無法明

確地分辨出造成組織效能改善的因素有多少是肇因於訓練的成效、多

少是由於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其中間的關係為何、期間交互影響的程

度為何，實在很難加以明確地分辨與釐清。 

二、研究架構 

由於 Kirkpatrick Model 的評估架構與本研究欲探究之訓練成效

一致，故本研究參考 Kirkpatrick 四層次評估模式進行訓練成效評估，

整體架構如圖 1-1 所示，各層次評估重點與評估方法分述如下。 

• 對課程規劃
• 對行程規劃
• 整體評價
• 對未來規劃建議

L1.反應層次

學員對課程的
滿意度

• 訓練內容
• 訓練心得
• 學習成效(具體應
用)

L2.學習層次

學員對課程的
吸收度或理解程度

• 訓練成果之移轉
• 訓練成果之應用
• 受訓者在工作態
度與行為上的改
變

L3.行為層次

訓練學員應用在
工作上的情形

• 對個人
晉升或異動
加薪
獲獎

• 對企業
營運提升
服務品質提升
成本控管
組織人員發展
顧客滿意度

L4.績效層次

訓練對個人或
組織有哪些成果

本
案
評
估
重
點

評估
層次

評估
內容

本案
評估
方法

• 受訓返國當日滿
意度調查結果分
析

• 受訓心得報告文
本分析

• 問卷調查
• 深度訪談

• 問卷調查
• 深度訪談
• 相關資料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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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應層次 

本層次評估重點包括學員對「課程規劃」、「對行程規劃」、「整體

評價」與「對未來規劃建議」之滿意度，各團體訓練計畫已於受訓返

國當日進行滿意度調查，本計畫則將再針對「課程規劃」進行滿意度

追蹤調查。 

(二) 學習層次 

本層次評估欲瞭解學員對課程的吸收度或理解程度，參考歷年受

訓菁英返國後繳交之受訓心得報告，評估重點包括「訓練內容」、「訓

練心得」與「學習成效 (具體應用)」。其中，「訓練內容」與「訓練心

得」已可反應受訓菁英對專業課程與參訪行程之吸收度或理解程度，

「學習成效 (具體應用) 」部分將再藉由受訓心得報告文本分析進行

訓練成效萃取。 

(三) 行為層次 

本層次評估著重於將訓練成果應用在工作上的情形，評估重點包

括「訓練成果之移轉」、「訓練成果之應用」以及「受訓者在工作態度

與行為上的改變」，此部分將透過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進行。 

(四) 結果層次 

本層次欲瞭解訓練計畫對受訓菁英或所屬企業有哪些成果，個人

面包括「晉升或異動」、「加薪」、「獲獎」，企業面則包括「營運提升」、

「服務品質提升」、「成本控管」、「組織人員發展」與「顧客滿意度」

等構面。個人面資料將透過問卷調查取得，企業面資料則將透過問卷

調查、深度訪談及相關次級資料等多管道進行分析。 

 



 

16 

三、研究流程 

本計畫先針對 322 位受訓菁英所繳交之受訓心得報告進行內容

盤點與文本分析，而後透過問卷調查方式追蹤 322 位於受訓後的訓練

成效，並對於訓練成果應用於工作上及企業營運方面之細節內容進行

深度訪談，以從質化與量化成果兩方面展現「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

訓練計畫」之辦理成效。研究流程請參見圖 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2 研究流程 

 

  

受訓心得報告文本分析 

訓練成效分析 

問卷調查 

產業別深度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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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預期效益 

本計畫預計達成以下效益： 

一、量化效益 

完成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成效調查 1 份。 

二、質化效益 

1. 瞭解受訓菁英對「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整體滿意度。 

2. 瞭解觀光菁英海外訓練對受訓者個人之影響，包括自身職涯上的

轉變與提升。 

3. 瞭解觀光菁英海外訓練對企業之影響。 

4. 瞭解觀光菁英海外訓練對產業之影響。 

5. 針對「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提出未來執行優化策略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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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訓心得報告文本分析 

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0 年起，觀光菁英養成分別辦理團體訓練與

自行規劃訓練，歷年獲選之觀光菁英在受訓返國後依規定提交受訓心

得報告，內容包括：「訓練內容 (訓練課程與參訪行程)」、「訓練心得」

與「學習成效」。「訓練內容」與「訓練心得」是觀光菁英們在訓練中

「看到了什麼」以及「學到了什麼」，而「學習成效」則是「返國之

後在工作上想要做些什麼」，由受訓菁英提出訓練成果未來可如何運

用在工作上，以及對任職公司提供建議，可視為是受訓菁英對訓練內

容的具體應用，也是文章分析的重點。 

本章將依據觀光產業類別，分為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

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等四部分逐節分析，分析前先將不同產業

類別的菁英的受訓心得報告進行盤點，依受訓年度、參訓類別、參訓

身分 (所屬產業)、受訓心得報告中提及之學習成果進行列表，之後進

一步將受訓菁英提出的各項「學習成效」區分為「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將上述兩種學習成效完全展開後。再透過構面

統整，歸納出各產業受訓菁英主要將訓練成果運用在哪些目標或工作

上，藉以後續分析可能衍生之相關投資或營運提升成效。以下依據觀

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順序，逐

項解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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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觀光遊樂業 

觀光局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針對觀光遊樂業於 2010 至

2012 年期間均組團前往美國奧蘭多迪士尼學院學習，其中 2010 年主

要學習「優質服務」主題課程，並參訪迪士尼世界、米高梅影城、動

物王國遊樂園等地。2011 年前往迪士尼課程則主要學習「品牌忠誠

度」及「激發創造力」，期間實地參訪奧蘭多迪士尼世界與迪士尼小

鎮區。2012 年則在迪士尼學習「優質領導」主題課程，另參訪了奧

蘭多迪士尼世界、環球影城、樂高樂園等地。2013 年則將訓練場域

移師至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課程主題為「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

期間安排實地觀摩學習新加坡綜合休閒渡假園區之經營規劃，以及新

加坡及馬來西亞國際知名主題樂園之經營實務。 

觀光遊樂業的菁英接連三年都組團前往美國奧蘭多迪士尼，對於

迪士尼的硬體建置，普遍獲得菁英們廣泛的迴響，例如迪士尼園區中

的主題樂園都會依照樂園屬性進行硬體配置與園藝設計，甚至針對主

題樂園配置精神象徵，如神奇王國的灰姑娘城堡、動物王國的探索島

大樹…等。這些設計讓遊客很容易識別各個園區的主題性。另針對屬

性迥異的環球影城，也讓臺灣觀光遊樂業的菁英可以比較以遊樂設施

取勝的樂園經營策略。而 2013 年前往的馬來西亞樂高樂園，則是以

學齡兒童為目標市場的樂園形態，非常適合臺灣中型樂園作為學習與

參考的對象。為彙整並進行後續解析，以下將依據臺灣觀光遊樂業受

訓菁英所撰寫之心得報告，整理出諸位菁英訓練後返臺後，認為訓練

成果在工作上可以如何應用，未來可能對於企業衍生的相關投資或營

運成效。經過會整可以歸類為以下四種層面解析之，分別為：服務品

質、硬體建置、行銷管理、人才發展，以下逐項說明之。 

一、服務品質－提供超越遊客期待的服務 

服務品質是觀光遊樂業的核心價值之一，這個理念早已貫徹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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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尼的經營管理守則。透過迪士尼講師提供臺灣觀光遊樂業菁英的經

驗分享，迪士尼處理遊客需求優先順位：安全、友善、表演、效率，

這個順序也是員工處理突發狀況時，獨立處理遊客疑慮的考量依據。

參酌迪士尼對服務品質的標準作業流程，以下解析我國觀光觀光遊樂

業菁英經海外受訓後，對於任職企業服務品質的借鏡與改善分析面向

依序為：安全的環境、服務的態度、服務一致性與服務調節性。 

(一) 安全的環境－對顧客與員工安全的重視 

安全的環境係指顧客對服務系統可信賴的程度，是所有觀光遊樂

業強調之重點。如迪士尼相當重視顧客與員工的安全，甚至可以為了

顧及安全而關閉或損壞任何器械。就遊樂設施的安全係數方面，迪士

尼園區維修團隊採三班制隨時待命，在每日結束營業後，晚班隨即進

入所有遊樂設施內進行器械維修，高額的維修成本讓臺灣受訓菁英獲

得借鏡。另外在參訪迪士尼園區過程中，菁英也不難發現園區內普遍

常設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以隨時因應遊客突發狀況，即便是服務櫃

臺的動線與設置的位置，都可以顯見迪士尼對於安全投注的心力，故

仿效迪士尼在遊樂安全的重視，是國內遊樂業者值得學習並視為圭臬，

以下具體方法即是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受訓之後所提出的因應作

為。 

遊客與業者間應建立互助關係，例如：發放標示貼紙於胸前，提醒週遭

人員要更加留意這部分的遊客，並更主動上前提供協助。像學校團體應

掌握學生本身有隱病或不適合搭乘刺激設施的各種身體狀況主動告知

園方，提醒園區工作人員預防這樣的遊客乘坐有可能造成其身體傷害的

設施。孕婦也可能因為懷孕初期，肚子不夠明顯，如能配合標示，也能

夠盡量安排減少其站著排隊用餐、等廁所的時間。【131-281-003-001，

曾 0 家，8 大森林樂園】 

設施搭乘的注意事項，擬配合童話主題氣氛設計公告，並參考 DISNEY

主題樂園做法，有身高限制者另設立吸引小朋友的可愛身高尺，讓小朋

友也能主動丈量身高。【121-211-002-003，呂 0 青，西湖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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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本公司仿傚迪士尼的安全經驗，於園區各救護站設置自動體外心臟

電擊器 (AED)，以達設施營運的安全，讓每一位蒞臨遊玩的遊客，都

有一個安全舒適的遊憩空間。【111-090-001-001，高 0 業，劍湖山世界】 

(二) 服務的態度－超越顧客的期望 

服務的態度係指服務人員的態度親切有禮，迪士尼學院在服務品

質課程中強調，迪士尼對於服務的標準是要超越消費者的期望，讓每

個遊客視為獨立的個體，讓他們對於迪士尼的服務都產生驚喜。另一

方面，環球影城提供的服務則較人性化，透過細心觀察遊客需求，將

服務內容當成一場演出。但無論是那一種類型的遊樂業，對於服務的

態度是一致的，對待顧客要謙恭有禮絕對是所有服務業的基本要求。 

迪士尼的講師教導我國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所謂的服務態度是

迪士尼第一線服務人員需熟知園區各項細節，並能隨時因應遊客之提

問，如遇見兒童提問時，即便第一線之清潔人員都能以雙膝下跪方式

與兒童對話，從態度發自內心對待每一位遊客，就是迪士尼之服務精

神。從服務態度貫徹到每一個服務的細節，值得我國觀光遊樂業從業

人員效法並學習，也讓我國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提出以下因應之道。 

加強飯店同仁工作流程依照 S.O.P 外，訓練對於客人應保持熱忱及「還

能為客人作些什麼」的積極態度。並可針對目前置於飯店、餐飲、遊憩

的「意見調查表」，增加：「對於您 (客人) 此次住宿期間，向工作人員

所提出的需求，我們同仁是否已為您滿意的解決及說明」諸如此類由客

人直接反饋的問題，以期能掌握客服的缺口，抑或是高層的盲點，再加

以改變或進步。【121-232-007-001，劉 0 光，西湖渡假村】 

在公司內也可以發起每個人每日為遊客做一件令客人感動的事，透過潛

移默化的方式，把卓越服務深植人心，因此強化員工的教育訓練是拉近

落差的一個方式，在我們公司員工對於園區的核心價值不夠明確，對於

顧客的需求很難深入了解，也不能夠以更細膩的同理心對待遊客，因此

多數的員工僅僅把這樣的服務當成是一項工作，而非是發自內心的與遊

客交流，我們常會想要問遊客你快樂嗎？但如果服務員工的不快樂，如

何把快樂帶給我們的遊客。【131-284-004-001，郭 0 宗，小叮噹科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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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樂園】 

員工最重要的觀念與態度，而非其本身所具備的技能與能力，所以在現

場管理中讓同仁有更多人與人的接觸點感受，提供更完美的服務，觀念

分享心態改變再加強技能能力與判斷力【131-295-004-001，林 0 君，劍

湖山世界】。 

(三) 服務一致性－標準作業流程 

服務一致性係指服務是齊一的、標準化的，不因服務人員、地點

或時間的不同而有所差異。迪士尼學院的講師與我國觀光觀光遊樂業

菁英分享了四個原則保持服務品質的標準，分別是保持微笑、角色扮

演、增加接觸點、設定回饋機制。所謂保持微笑是指臉上永遠保持親

切的笑容，在迪士尼園區內，員工無論男女老少，臉上永遠掛著親切

的笑容，即便年紀較大的員工依然熱情不減。這個部分我國菁英也有

深刻的體驗，曾有菁英在午夜 12 點多前往園區彼得潘設施，服務人

員是一位爺爺級的員工，但這位爺爺依然熱情有活力的詢問菁英從那

裡來玩，並希望菁英們玩得開心，親切的笑容讓菁英們頓時忘了他的

年齡，也思考受訓後在任職遊樂業需向員工推廣的方向。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也有一些年紀較長的員工，以前我都會認為年輕才有

活力，但卻忽略了親切的笑容、優質的服務，絕對可以戰勝年紀上的差

距。【111-078-003-001，羅 0 茜，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迪士尼將員工視為一個演員、在遊客面前需要做好角色扮演，無

論是表情、禮儀、服務都是最好的，每位演員需要隨時隨地的保持笑

容，並且規定所有服務人員須於左胸掛上明顯的名牌，顯示他們是專

業、親切的服務人員。迪士尼的守則是笑臉迎人一定讓對方留下好印

象，迪士尼學院透露，他們會在員工休息室擺放一面與人同高的大鏡

子，讓員工可以在面對顧客之前，練習微笑並打理好服裝儀容，因為

演員一出場就得盡情表演，這些小技巧讓我國觀光遊樂業從業人員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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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國後在園區做的第一個小改變就是在員工打卡的地方偷偷放置了一

面全身鏡，在迪士尼後臺參觀時發現通往前線的走廊牆壁上都會掛鏡子，

用意可想而知，其作用就是要“演員”們上場前打理好自己，服裝儀容

與笑容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們觀光遊樂業，有責任要乾乾淨淨、笑容

滿面，這也是最基本的。結果我在迪士尼分享會問大家，大家都有發現

這小改變也都知道了我的用意，藉由這個小動作可具體直接的讓員工們

了解管理者重視什麼、要求什麼。【121-216-001-001，陳 0 真，泰雅渡

假村】 

回國後，請部門員工統一將識別證別於左胸，增加一致性與專業化。

【111-078-002-001，羅 0 茜，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除了透過微笑和角色扮演來維持服務的品質之外，迪士尼和環球

影城還擅長在園區廣設接觸點，增加服務人員與遊客的溝通渠道，建

立遊客與服務人員的互動與關心的方式，並透過教育訓練，讓員工透

過自己熟悉的方式自由發揮與遊客互動，訓練員工能主動的與由客互

動及對話。例如迪士尼會在園區內特定的「聆聽站」作為回答客人的

問題，解決困難和蒐集資訊的地方。環球影城則是善用遊客喜歡拍照

留念的習性，在園區內每一區塊定時定點由工作人裝扮成各種不同的

角色吸引遊客，並與遊客互動拍照，從拍照過程中製造與客人的接觸

點。這些技巧讓國內菁英們了解一個遊樂區不只有遊樂設施，還要增

加園區與客人互動，讓園區增加更多的娛樂性。 

鼓勵員工與遊客有更多的互動，服務人員口袋放小貼紙，看到小朋友主

動彎下腰或蹲下給予貼紙，見遊客拍照也將主動向前詢問是否需要幫忙

拍攝，增加對遊客的貼心服務。【121-214-006-001，廖 0 雄，野柳海洋

世界】 

在本次參訪的七個園區都巧妙設置了遊客互動，可以是人員、也可以是

拍照設備 (景觀、造型物、人偶…)，可以是小活動，當然也有水霧、

噴泉等戲水的小小設施，這些元素雖然比不上一個大型設施及劇場可以

服務眾多的遊客，但這些貼心小服務，却創造了畫龍點睛的加持效果，

照顧到沒有搭乘設施及觀看秀場表演的遊客，因此本園區內也可分階段

式置入這些元素，先從「人」的互動做起。【121-220-003-001，楊 0 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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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雄海洋公園】 

提升第一線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將每一個「接觸點」作到最好。這個

服務提升可以分階段性改善，按「接觸點率」的崗位有順序性得逐一作

改善。【131-282-003-001，朱 0 榮，小人國主題樂園】 

未來於園區內要做的接待解說天使，除對園區動線了解外，仍須依客層

需求去充實更多的知識，才能達到客制化顧客的需求，了解客人的需求

才可獲的很好的效益與口碑。【131-295-006-001，林 0 君，劍湖山世界】 

迪士尼除了透過上述標準化流程，讓遊客接受服務當下讓保有完

好的印象，另外還設定了回饋機制，近一步與遊客從情感層面聯繫消

費者，例如迪士尼樂園會在顧客返家後 6 至 8 週，對消費者進行滿意

度調查，除了希望了解顧客需求及缺失改進方向，也讓遊客再回憶一

次迪士尼園區的經驗。這些回饋機制值得我國觀光遊樂業業者效法，

並內化成服務品質作業流程的步驟之一。 

更重視遊客之建議、追蹤改善進度及建立回覆制度。【111-077-001-002，

蘇 0 華，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本園區將加強 FB 及社群的經營，與遊客有更多的溝通管道，讓每個遊

客都向朋友一樣的保持互動，不斷的提供訊息，活動及優惠好康，讓來

過的顧客再帶朋友一同前來消費。【121-214-009-001，廖 0 雄，野柳海

洋世界】 

在 e 化雲端加強 fb 的運用讓顧客的疑問或意見隨時獲得快速的回應。

當顧客消費完畢三天內主動電訪或 e－mail問安及是否有改善加強的地

方，以有效與顧客聯繫感情，以利二度光臨。【121-207-004-001，廖 0

彬，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四) 服務調節性－透過賦權即時回應顧客需求 

調節性係指根據不同顧客的需求調整服務，這個部分可以涵蓋

「賦權」及「創新服務」兩個重要概念。雖然前文所提及之服務的一

致性可以提高服務水準，但標準式服務方式容易忽略每位服務員與遊

客的個別差異，也無法處理所有可能的突發狀況，因此適時的賦權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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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彌補這些旅客與服務人員溝通障礙。迪士尼講師則提出，所謂的賦

權如同員工即興演出，是未經排練卻秉持企業價值、服務理念，以一

種動人表演表達出來的服務，且為了符合旅客個別差異，這個即興演

出往往會被顧客的行為所影響，進而達成應有服務的水準。 

賦權最常應用到旅客的客訴處理，迪士尼學院分享了許多案例，

分享迪士尼如何授權員工處理顧客抱怨，並立即彌補遊客的損失，藉

以降低旅客的客訴。例如課堂上講師分享了一個小故事給菁英們，內

容是有一對父母親因為小朋友課業表現優秀，獎勵小朋友到迪士尼遊

玩。這位小朋友為了感謝父母，用了自己的零用錢到迪士尼賣店購買

紀念品送給父母，卻不慎在商店外將紀念品打破，於是小朋友非常傷

心返回賣店，告訴店員經過，店員卻告訴小朋友：對不起！是我沒有

包裝好，讓你的東西打破了，於是我重新給小朋友一個新的紀念品，

於是小朋友帶著笑容離開了。類似的小小啟發，讓我國受訓的菁英思

考在任職的遊樂園如何應用賦權的觀念的應用。 

適度授權給第一線員工，可在第一時間消除遊客抱怨，得到正向鼓勵。

【111-077-001-004，蘇 0 華，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本公司也將檢討在遊客服務的領域給與基層員工充分授權，讓顧客感受

到貼心的服務。【121-214-010-001，廖 0 雄，野柳海洋世界】 

建立企業的優先順序，讓員工在處理客訴問題或緊急事件時有所依據，

在對的事情上堅持立場，同時也給予員工最有力的依靠。

【131-281-002-002，張 0 宜，九族文化村】 

給予遊客實質的感動:當遊客在園區閒逛時，能夠出其不意帶給遊客驚

喜，利用在賣場的工作人員與遊客互動，送給遊客的免費紀念品，讓遊

客帶回去炫耀及留下美好回憶。【121-222-003-004，劉 0 禎，劍湖山世

界】 

所謂的創新服務係指跳脫常規的服務方式，創意的發想可能源自

不同的管道，例如從觀察與經驗激盪的結果。顯然地，菁英海外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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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學習經驗即提供了創意發想的機會，讓受訓菁英發展出新的服

務與產品，例如國內部分遊樂業業者，從參觀新加坡夜間動物園的經

驗獲得靈感，認為可以結合任職遊樂園園區動物資源，發展出夜間旅

遊模式。 

規劃旅館專屬的夜探野生動物，由專業導覽員帶領住客前往冒險，我們

可以在不明顯干擾野生動物的原則下，讓住客近距離的體驗白犀牛睡覺

時的打呼聲，到長頸鹿的家看看牠到底是站著睡覺還是躺著睡覺，我相

信，這樣的體驗行程不論對大人還是小孩，一定都是很有吸引力的。

【131-286-002-004，王 0 豪，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而由下而上的創新模式則需要中高階經營管理人員的支持，由於

遊樂業管理人員可能不會直接面對消費者，可能無法理解第一線服務

人員面對消費者的疑慮，因而產生服務上的缺口。然而迪士尼卻認真

聆聽第一線員工的建議，設法處理流程上的缺失，甚至發展出創新的

服務，例如在遊樂園人潮眾多時，大排長龍的遊樂設施容易讓遊客產

生抱怨，為提高顧客滿意度，迪士尼參考員工的建議用拍照的方式來

消除遊客的不悅，或是在園區主要幹道設置看板，顯示園區各項遊樂

設施等候時間，協助顧客自行規劃最佳的遊園路線。迪士尼甚至發展

出「快速通關 (Fast Pass)」服務，除了縮短部分顧客排隊等候時間，

還增加了一筆收入。另一方面，馬來西亞樂高樂園面對排隊的問題，

則是提供 DIY 遊戲區或親子互動區，讓不耐排隊的小朋友在這裏打

發等待的時間，也讓父母省去哄小孩的心力，讓全家人玩得更開心。 

排隊等候的學問︰在美國排隊冗長(90 分鐘很常見)是受歡迎設施正常

的現象，等候時間要如何改善，迪士尼與環球影城各有不同招數，前者

發快速通關票，後者直接賣快速通關票，需要的設施幾乎都有兩條以上

通道可至起點。八仙海岸在設計時沒有這樣的考量，但是卻因為排隊

30 分鐘而顧客抱怨連連，如何改善這個部分，或許業者要考量清楚，

而該如何教育顧客，排隊是必經過程，或許也很重要。【101-005-007-001，

王 0 君，八仙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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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樂園亦可依據各區主題製作各類精緻的服裝道具，隨時提供遊客拍

照，以東方人特別喜愛拍照的習性，相信能為本樂園增加營收，且增加

園區熱鬧豐富性，以彌補園區冷清的感覺。【131-288-002-001，謝 0 華，

麗寶樂園】 

最後一種創新服務的方式源自於資訊科技的發展，最顯著的應用

如迪士尼的動物王國，該園區將動植物生態資訊上傳至伺服器，讓遊

客用自己的手持智慧裝置下載動物王國的資訊，透過互動式的呈現方

式，打破呆版的靜態展示，除了提供遊客更豐富的生態知識，還間接

縮短園區與遊客之間距離，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反觀我國國人手持

智慧裝置普及率高，觀光遊樂業菁英也認為進入 e 世代，應善用資訊

科技，進化與消費者的溝通渠道，藉以提升服務品質。 

行動式教育解說服務，這來自於動物王國參訪學習分享到的成果，利用

資料庫建檔處理將即時或己建檔資訊透 ipad 詳細向遊客解說介紹園內

動植物生態，打破以往指標告示靜態說明方式間接增進與遊客之間距離，

提供遊客更專業知識，來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本身園區有水族館可朝

此方向再升級服務。【121-219-005-001，黃 0 緯，遠雄海洋公園】 

在展示內容加入時下年輕人使用度高的 APP、QR code 等數位設施，透

過遊客的手機、平板等設施加強解說版面內容不足部分，不但可以吸引

遊客吸收更多海洋知識，豐富展示缸體的展示內容。且由於互動設施均

透過遊客的手機與平板，大幅減少增加現場互動設施的成本，同時降低

後期整體設備維護保養的費用。【131-278-001-004，邱 0 能，遠雄海洋

公園】 

二、空間規畫－依形象調整園區空間規畫 

菁英訓練規劃目前參訪過的遊樂園包含奧蘭多迪士尼、樂高樂園、

環球影城，新加坡聖淘沙名勝世界、馬來西亞樂高樂園，這些樂園就

空間規劃上，迪士尼側重園區主題營造與優質服務，環球影城著重遊

樂設施的刺激度，樂高樂園則側重園意象需要符合樂高積木。而我國

觀光遊樂業菁英再歷經訓練之後，針對園區空間規畫上，提出以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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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改進方向，分別為硬體建築、園藝造景、觀光遊樂設施、餐飲與賣

場設施與其它公共設施五項，以下依序說明如下。 

(一) 硬體建築－營造園區的整體氣氛 

不同類型的主題園區為了營造氣氛，會在建築、裝置藝術、路面…

等設施採用不同的材質與配色進行裝飾，例如仿歐式建築常常採用耐

用的玻璃纖維強化水泥板 (GRC；Glass Fiber Reinforced Cement)，或

是透過不同的地板彩繪與建材，讓消費者只要透過腳底板的觸感和視

覺的色調就能傳達環境改變的訊息。例如新加坡環球影城的地面是採

用油性壓克力樹酯 (俗稱地坪漆)，讓地面呈現一種時尚感且兼具耐用

功能，這些親身的體驗，讓受訓的學員對於本身從業之觀光遊樂園區，

空間規劃上有了近一步的啟發。 

本園區地面採用色調鮮豔之地坪漆，除容易破裂且易稍微有一點點髒就

很明顯，可參考新加坡環球影城有特殊壓圖之地面，既活潑又耐髒且耐

用。【131-288-005-001，謝 0 華，麗寶樂園】 

未來新建設施、園藝造景或舊有設備翻修、務必講求精緻度、安全性及

耐用性的提升。DISNEY園區大多使用GRC施工法來裝飾包裝建築物，

此施工法是本園區未曾使用，未來有機會可以嘗試使用。

【111-077-001-006，蘇 0 華，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還沒出發到迪士尼時，就一直對園區遊樂設施的上色與配色很頭疼，所

以到了迪士尼、樂高樂園、環球影城 就特別去注意園區裡的配色，特

別是泰雅渡假村也有的機械遊樂設施，如音樂馬車和和空中巴士等。看

了幾個園區下來，也拍了非常多照片，回國後立即與機械遊樂設部門的

主管分享與溝通，希望過幾個月後能看到園區裡的遊樂設施配色更協調

和精緻。【121-217-002-001，陳 0 楓，泰雅渡假村】 

在迪士尼許多建築物均有其特色及主題性，公司目前尚有較老舊的室內

花園建築、鍋爐房建築需拆除，重新改建。松瀧岩賣店及聚英村主題會

館門面需整修。在室內花園更需要找尋特色主題，依綠建築概念結合現

代科技完成一座臺灣最大且最具特色的高山室內花園展場。鍋爐房老舊，

使用多年，需重新改建。松瀧岩賣店為鋼構鐵皮，與環境格格不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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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裝潢並賦予新主題，創造特色賣店。主題會館門面老舊，需重新裝

潢，提升品質。【121-213-005-001，劉 0 都，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逐年改善與包裝老舊的設施的確是眼前亟需要進行的首要工作，例如增

加一些造價不高的裝置藝術，或許是我們較易達到的，如果每一年遊客

來到園區看到的都是一樣的東西，那麼對遊客的吸引力，是必會降低許

多。【131-284-008-001，郭 0 宗，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二) 園藝造景－以園藝設計強化園區意象 

迪士尼園區相當重視園區內的主題與意象一致，這包含園藝配置

的草皮植被、樹木整型、花卉盆栽、護欄圍籬…等等，均需要符合整

體的氣氛，且園區內動、植物生態豐富，讓遊客無須顧忌親近植被與

花卉，景觀視覺上也更和諧，這讓臺灣的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深感園

藝設計如何影響環境營造的質感，因而提出具體未來需要改善的方

向。 

思考與大專院校建築、景觀、園藝造景及相關設計科系合作提供園區場

所讓莘莘學子有發揮之空間。【111-077-001-009，蘇 0 華，小叮噹科學

主題樂園】 

而西湖渡假村未來將以安徒生童話及環境教育為主軸，除加強園內植栽

綠美化，並以安徒生童話及生態主題，以童話故事人物、場景及豐富的

生態寶藏，搭配四季園藝植栽與端景，逐步強化主題氣氛之塑造。

【121-211-001-001，呂 0 青，西湖渡假村】 

符合童話氣氛及自然生態的布置物，搭配植栽造景，綠美化洗手間，讓

洗手間也能成為拍照的景點之一。【121-211-002-002，呂 0 青，西湖渡

假村】 

迪士尼世界園區垃圾桶上，往往種植花草美化，讓傳統對垃圾桶骯髒醜

陋的印象改觀。另外園藝美化充分利用植栽特性，以巧思搭配出遠近高

矮不同層次，營造視覺上豐富多變的透視感。這些在往後杉林溪森林生

態渡假園區美化上，值得朝這樣的概念改進。【121-212-005-002，江 0

章，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本公司是一個森林生態渡假園區，景觀美化非常重要。雖然公司一向非



 

30 

常注重，卻只是閉門造車。經此次觀摩發現公司缺乏景觀設計及園藝專

業人員，未能將園區的景觀及園藝精緻化。未來急需徵求此項專業人才，

成立工作小組，增加成員專門負責園藝美化工作，改善下列事項：(1)

草皮保養—在迪士尼可以看到大片的草皮，皆無雜草，一眼望去相當漂

亮；而公司的草皮雜草甚多，需好好重新保養。(2)樹木整型及保護—

迪士尼園區重要地區或旅館均將樹木在不影響生長的情況下整理得非

常整齊，對於樹木的保護也非常重視，最特別的是將落下來的樹葉覆蓋

在樹底下當肥料。在公司缺乏此工作，需執行改善。(3)盆栽花卉—栽

種花卉的盆子均相當講究材質，且對擺設形狀及高低層次非常分明。在

公司仍使用大量的塑膠盆，擺設上沒有層次感，需改善。(4)護欄設施

以木材及繩索為主，相當環保。本公司尚有部分水泥或鐵製欄杆，不夠

一致，需改善。將最美好的園區景觀呈現給顧客。【121-213-003-001，

劉 0 都，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另一方面，花園城市新加坡的公共建設亦讓受訓菁英園對藝設計

多所啟發，例如行程中參觀金沙酒店旁的濱海灣公園，公園聳立 18

座 25至 50公尺的擎天樹 (Supertree)，漏斗狀建築如同大型裝置藝術，

植被包裹的建築物，設計內涵包括花園植栽、水資源、環境生態…等。

從教育的觀點，這座公園包含環境保護與在地化的概念，從遊憩的觀

點，這是一座結合公園建築、裝置藝術、園藝的綜合體，讓參與此行

的學員，對於任職遊樂園的園藝造景有更具體的想像。 

本公司之主題樂園一向讓遊客覺得遮蔭不足，造景缺乏特色及沒有渡假

休閒的感覺，這次到新加坡濱海南花園看到擎天樹，我想我們園區應可

設計出造型特殊，且具有多功能的園藝造景。【131-288-001-001，謝 0

華，麗寶樂園】 

麗寶樂園 2014 年正在動工的新設施範圍有包括東西區，這 2 大區塊分

別有自然生態領域，另外西區的範疇是以「國際休閒運動園區」作為規

劃，在新的建物建構的同時，就可將各項資源結構可以在運用要落成的

建物上，同時不斷的說明落成的「國際休閒運動園區」建物是環保建物

大樓等等，科技與環保並行並列。【131-289-002-001，崔 0 安，麗寶樂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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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營業項目包含旅宿業的觀光遊樂業者，亦受飯店內花

卉盆栽的擺設而產生啟發，並試圖將這些靈感應在在本身任職之場域，

例如場域端景 (走道盡頭、樓梯轉角處、等倚牆角落) 的設計，如何

與營業環境如何與在地資源的結合…等。 

在參訪的飯店中端景的擺設多以新加坡國花蘭花作為主角，甚至在為親

子專門設計的節慶酒店，無論是在地毯的陳設或是在住房的床頭也處處

見有蘭花的身影。西湖渡假村的飯店雖然常年以臺灣的蝴蝶蘭作為端景

的裝飾，但事實上西湖渡假村園區內不但有五月雪著稱的桐花，也有帶

有香味的野薑花，還有白鶴竽、櫻花、小天使，這些花不但是西湖渡假

村花季的代表，試著可以利用在端景上，訴說屬於西湖渡假村的故事，

應該會引人入勝。另外西湖渡假村所處的三義鄉更是臺灣的木雕藝術的

重鎮，適當的以木雕藝術作飯店端景，透過傳神的作品，讓住客領悟到

「木雕的故鄉在三義，而三義的美景在西湖渡假村」，也是一種意想不

到的收穫。再者利用西湖渡假村的枯枝透過工務的巧手，以戶外裝置藝

術方式呈獻，也是一種資源的再利用。【121-232-005-001，劉 0 光，西

湖渡假村】 

(三) 觀光遊樂設施－打造主題鮮明的園區環境 

觀光遊樂設施可以概略劃分為機械遊樂設施與表演遊樂設施，例

如迪士尼樂園結合科技、機械、人文、媒體打造主題樂園，每個園區

都有鮮明的獨特性，並依照園區主題設有豐富的機械遊樂設施與表演

遊樂設施，並透過故事性之包裝，利用燈光、音樂、投影、特效、道

具、佈景、演員服裝造型等搭配，增加遊樂時之趣味及視覺享受，讓

遊客感覺好像走入另一個時空、另一個風景、另一個故事，遊樂過程

充滿驚奇、歡呼及喜悅。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的樂高樂園則是針對學齡兒童打造積木夢幻

王國，除了樂高主題的遊樂設施外，還有一區塊是利用樂高積木建構

出來的迷你世界，讓園區的娛樂型態具備多元性及豐富性。這些樂園

針對目標客層，建構機械遊樂設施與表演遊樂設施，也讓國內觀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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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遊樂業菁英，依據本身經營之遊樂園型態，展開未來遊樂設施可以

精進的方向。 

此次參訪行程特別安排了樂高樂園，可做為日後增建新館的參考，臺灣

大型遊樂園，適合幼童乘坐的設施比例較少且競爭激烈，目前尚未有業

者開發兒童專屬樂園，故往往被消費者抱怨幼童乘坐設施有限，日後可

建議公司規劃兒童館，參考樂高樂園的經營模式，擴展消費族群。

【121-208-007-001，沈 0 惠，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未來將考量預算及效果，提供表演主軸方向或故事，與經紀公司討論適

合園區目標顧客的節目，創造屬於西湖渡假村的表演氣氛；另於巨蛋表

演館，由於舞臺空間較大，建議可評估是否搭配投影設備，設計舞臺背

景或布幕，增加舞臺演出的豐富度及情境氣氛塑造。【121-211-003-001，

呂 0 青，西湖渡假村】 

本公司已設置自然生態教育館，館內目前展出中高海拔生態照片，仍缺

乏動態設施。看到迪士尼大量使用 3D 及 4D 立體影像設施，吸引大批

遊客欣賞。其中，在動物王國欣賞昆蟲影片，影片的設計充滿刺激與趣

味性，育教於樂，非常適合在自然生態教育館播放。可能需花費龐大的

資金，在資金許可範圍內應可運用到此展館，增加館內設施的豐富性與

可看性。【121-213-010-001，劉 0 都，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建立更多DIY教室，讓孩子動手打造出自己的創意【131-283-004-002】。

又或者可打造互動故事屋，讓說故事的人將聽故事的人拉進故事中，一

同參與故事情節，甚至可以讓聽故事的人臨場發揮，讓互動更有成就感

【131-283-004-003，黃 0 琳，小人國主題樂園】。 

本公司的主題樂園只有騎乘設施及劇場表演，建議可以增加個小小博物

館或小科學館…等等之類的，讓家長更願意選擇到本樂園遊玩。

【131-288-008-001，謝 0 華，麗寶樂園】 

針對國內部分遊樂園老舊設施的部分，迪士尼學院提供了一則經

驗分享讓國內菁英參考，迪士尼的遊樂設施 Nemo 原是一套老舊設施，

在遊客的使用率及滿意度下降的狀況下，迪士尼重新思考結合電影片

海底總動員的新點子，將水底世界與科技結合，創造出舊遊具新包裝

的遊樂型態，並透過海底總動員電影的推波助瀾，成為一個頗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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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遊樂設施，類似的案例值得國內菁英們借鏡，並依據國內遊樂業型

態發展未來更新的策略。 

可以向 Disney 學習將部分的遊樂設施較為老舊，亦可將老舊設施與新

科技的結合重新包裝以新遊具再出發、另外園內的主題餐廳的主題及氣

氛老舊，可改變更換新主題的新生命力讓遊客有煥然一新的不一樣的消

費環境。【121-222-002-001，劉 0 禎，劍湖山世界】 

(四) 餐飲與賣場設施－餐飲與賣場設施要融入主題設計 

迪士尼園區內的餐飲設施提供多感官的餐飲體驗，除了滿足基本

味覺的需求，還包括視覺、嗅覺、聽覺、觸覺的附加價值，例如爆米

花推車傳來一陣陣霹靂啪啦的聲響及濃郁奶油香；美國大街的麵包店

傳出剛出爐的麵包、糕餅香氣；冰淇淋商店在門口安裝冰淇淋香氣噴

霧器；迪士尼海洋的水族餐廳，則是提供消費者用餐時一併欣賞各式

各樣的魚類；美國西部園區則是提供邊境拓荒世界的火雞腿；不過，

最吸引小朋友的，不外乎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與他們一起用餐。 

新加坡的夜間動物園也提供了讓人驚奇的餐飲與賣場設施，這裡

除了可以貼近欣賞夜行性野生動物外，園區內設有斑馬主題餐廳及融

入自然裝置藝術的廁所。讓受訓學員同時體驗人工營造的叢林小徑夜

間探訪動物、斑馬主題餐廳和野外擬真的半開放式洗手間。而這間斑

馬主題餐廳視覺布置以黑白條紋為主要色調，無論餐桌、椅的設計完

全融入主題意象。而半開放式洗手間則融入了周遭叢林的環境，藉由

牆面運用大量動物剪影，讓受訓菁英切身感受環境營造如何影響消費

的體驗。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非洲部落主題村，目前並沒有真正的動物主題餐廳，

但這已經被列為未來的發展計畫，姑且不論是規劃猛獸餐廳，或是可愛

動物餐廳，視覺設計的 impact 是不可忽略的技巧重點，因為這樣類型

的餐廳，食物好不好吃並不是遊客最在乎的，遊客要的是主題氣氛的塑

造，即使是一間小小的廁所，應該也要能掌握主題元素，讓遊客隨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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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沉浸在園區所要傳遞的動物主題之中。【131-286-002-005，王 0 豪，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本公司地處中高海拔，花卉較特別，可參考將餐廳布置成花卉主題餐廳。

【121-213-014-001，劉瑞都副總經理，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與角色用餐：大家都喜愛偶像明星，所以當你在園區用餐時，明星角色

能夠與你說哈囉及一起拍照，是一件令人開心、歡樂的幸福感，相信帶

給遊客更多喜悅的滿足感。【121-222-003-005，劉 0 禎，劍湖山世界】 

關於商店設施的部分，迪士尼講師解析，迪士尼為了迎合學齡幼

童，迪士尼園區的所有商店街，窗戶設計都比較接近地面，讓所有的

孩子可以像大人，沒有障礙地看著商店裡展示的商品，進而讓商品出

售的機會提高。這讓受訓菁英了解，應該針對商店街的目標市場進行

硬體的配置，讓目標客群更容易獲得產品的資訊。 

商店櫥窗高度的調整：將商店的櫥窗高度降低，以小朋友的高度為主，

讓小朋友直接就可以趴在玻璃窗上看到喜愛得卡通明星，散發出開心的

笑容。【121-222-003-001，劉 0 禎，劍湖山世界】 

收銀櫃臺增設展示櫃：每個營業點的結帳櫃臺，增加展示櫃放置明星的

商品並在結帳時可以推銷該月的活動商品以提高營業收入。

【121-222-003-002，劉 0 禎，劍湖山世界】 

(五) 其他公共設施－衛生、指標、無障礙設施之更新與維護 

其他公共設施包含觀光遊樂園區的指標設施、衛生設施、無障礙

設施等諸項，以下依序說明之。 

1. 指標設施 

指標設施的部分，新加坡聖淘沙的名勝世界，包括環球影城、賭

場、海洋生物公園、水療度假中心、酒店、會展場所、美食風味餐廳

及馬來小吃城，雖然每天湧入數以萬計的遊客到訪此地，遊客卻能有

條不紊的前往預計之遊覽地點，這裡的指示牌、遊樂動線、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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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員機動服務規劃相當一致，讓國內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值得參考

與仿效。 

西湖渡假村幅員遼闊，住宿會議團體在園區用餐及開會，常因為人生地

不熟造成開會或用餐延誤。對於園區平面會議室及餐廳，目前園區在必

要入口皆設立明確指示路標，並輔以西湖渡假村生態三寶：桐花、蝴蝶、

螢火蟲的造型設計，活潑生動的路標配合園區導覽圖，客人得以順利到

達。惟置於飯店內部的會議室方位，在現行指示牌下仍會造成客人的不

確定，故擬學習名勝世界星座會議廳，(1) 在現有西湖渡假村飯店/會館

大廳內之 LED 螢幕秀出會議團體名稱外，增加設計「箭頭方向」，輔助

平面指示牌，順利指引客人至達目的會議室。(2) 增設會議廳門口設置

LED 螢幕，可列出會議團體名稱及與桌型，及與會人員座位。如此亦

可讓客人一目瞭然。【121-232-003-001，劉 0 光，西湖渡假村】 

西湖渡假村所舉辦桐花祭，或是公司行號的家庭日吸引大量的賞花、入

園人潮或住客前置作業，可規劃下列事項：(1) 確立園區內外停車車位

數量，作為入園總量管制的依據；(2) 於明顯處沿路設置停車場方向指

示標誌；(3) 園區內於主要路口、岔路口設置指揮人員；(4) 園區外交

通道路可請地方交通隊配合疏導；(5) 停車場配置人員及高爾夫球車，

以利機動巡視及服務遊客取車；(6) 對於園區外停車之遊客設有接駁車

及站牌，並機動發車；回程亦然。【121-232-001-001，劉 0 光，西湖渡

假村】 

以安徒生童話故事元素，或是西湖渡假村三寶－桐花、螢火蟲、蝴蝶，

甚至夏季的甲蟲、色彩斑斕的五色鳥等，在重要路口設計、置放指標，

引導遊客依規劃動線探索園區。【121-211-002-001，呂 0 青，西湖渡假

村】 

 

2. 衛生設施 

衛生設施方面，迪士尼管理課程中，講師曾提及樂園內每 20 步

距左右就設有垃圾桶，這是園區根據多年經營管理，從消費者行為調

查分析，獲悉每個旅客從持有一個垃圾到想將垃圾丟掉的平均距離所

做設計。且迪士尼為了配合垃圾桶設置點週邊場域環境，會將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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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成不同的樣態。雖然國內部分觀光遊樂業者對於垃圾桶的外型設

計也會煞費苦心，但是依據消費者行為來安排垃圾桶的位置，讓國內

觀光遊樂業者省思，為何自行經營的園區內常見垃圾的原因，也了解

未來可以改善的方向。 

以自己所服務的樂園來說，垃圾桶雖然隨處可見，但仍就沒有迪士尼的

多，而地上也的確是需要大量人力作清潔的工作，這真是經營樂園的業

主要思考的小麻煩大問題。【121-206-002-001，吳 0 信，八仙海岸】 

給予遊客實質的感動:當遊客在園區閒逛時，能夠出其不意帶給遊客驚

喜，利用在賣場的工作人員與遊客互動，送給遊客的免費紀念品，讓遊

客帶回去炫耀及留下美好回憶。【121-222-003-004，劉 0 禎，劍湖山世

界】 

在迪士尼園和樂高樂園區參訪時，每 100 公尺就有一對垃圾桶，課堂上

老師也解釋說，遊客如果在 100 公尺內找不到垃圾桶就會隨手丟垃圾。

回到園區時，剛好碰到垃圾桶汰舊換新的時期，所以就大量採購了像樂

高樂園的環保垃圾桶和像迪士尼的造型垃圾桶。【121-217-004-001，陳

0 楓，泰雅渡假村】 

3. 無障礙設施 

無障礙設施的部分，我國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至迪士尼受訓時，

深刻體驗迪士尼園區對於身障旅客的友善，園區在硬體與軟體上對於

身障人士提供充分的支援。例如樂園內的導覽手冊除了包括不同語言，

還專門為殘障人士設計專屬導覽手冊，其他導覽的輔具還包括視障者

語音導覽、聽障者無線擴音器、身心障礙享用通道及專用區。此外，

樂園內各飯店的接駁車皆設有輪椅上下車載具，園區內廣設的無障礙

廁所，貼心的硬體設計，讓迪士尼全園區都是無障礙空間。讓返臺的

菁英們對於未來改建無障礙設施紛紛提出因應之道。 

原有之無障礙空間之動線、硬體設備、安全性再檢討。務必使行動不便

者感覺動線順暢，達到真正的無障礙空間。【111-077-001-001，蘇 0 華，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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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仿傚迪士尼園區對無障礙空間的規劃設計，運用於現有的職場上，

逐步努力進行改善，為弱勢團體的消費者創造一個暢行無阻的遊憩空間。

【111-090-002-001，高 0 業，劍湖山世界】 

接泊巴士全部設有輪椅專用區等。對於身障遊客的照顧真可謂無微不至，

除了電動輪椅租借服務，設施或秀場入口的無障礙間，處處禮遇身障朋

友，貼心中可見細緻的品質，無怪乎 Disney 園區內常可看見身障朋友

亦開心享樂，此比例與臺灣相較真的有非常大的懸殊，這亦督促我日後

要更用心規劃對行動不便或身障朋友的遊園環境，投入更多的貼心設計。

【121-208-003-001，沈 0 惠，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礙於園區大部分步道都有坡度及現有洗手間空間，目前園區無障礙洗手

間數量較不足、空間也較小，擬列於未來增建或改建洗手間之修繕項目。

【121-211-002-002，呂 0 青，西湖渡假村】 

加強親子及身障服務的設施，在迪士尼園區對身障者特別禮遇，有專人

服務不需排隊可走快速通道，觀賞節目也有最佳視覺角度保留位。此外

娃娃車的專門停放處，親子廁所，適合小朋友身高的飲水機，馬桶，小

便斗，將會是公司修改裝潢一併列入改善的重要項目。【121-214-003-001，

廖 0 雄，野柳海洋世界】 

設施規劃應更尊重老弱婦孺：加強殘障設施及幼童專用廁所及洗手臺等

等設施。臺灣正邁入高齡化社會，園區主要提供遊憩休閒，也適於年長

者活動，日後規劃的設施要考量年長者及幼童，提供更好的休憩環境。 

(目前辦理遊客服務中心規劃設計中，要求建築師加強幼童及老人友善

設施) 【121-215-003-001，吳 0 源，彰化縣農會東勢林場】 

三、行銷管理－運用公關、促銷、通路連結消費者 

(一) 品牌定位－建立品牌形象的過程與結果 

品牌定位係指企業建立品牌形象的過程和結果，必須在市場和產

品定位基礎上，讓消費者對產品占有一個特殊的位置，當消費者對該

需求產生時，隨即想到的該品牌。 

觀察全世界觀光遊樂業市場，大家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迪士尼集

團，從影視事業逐步跨足娛樂事業，迪士尼的版圖越來越廣，無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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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哪個角落，無論貧富差距或種族，大家都知道迪士尼的米奇和米

妮。從迪士尼學院分享的品牌經驗，主題樂園創造日久彌新品牌，需

要針對目標市場，持續創造的娛樂體驗與創新服務的場域，這是一個

以有限資源實現無限夢想的舞臺，要讓目標市場每次來都能獲得新鮮

的體驗，當遊樂業者可以持續提供創意給目標市場時，遊樂業的品牌

定位於是形成。例如迪士尼和環球影城為了持續品牌知名度，願意耗

費鉅資製作一部電影來形塑一個全新角色，再利用主題樂園延續電影

和角色的壽命，讓迪士尼和環球影城持續獲利。然而品牌對於國內遊

樂業業者是相對匱乏的領域，經過海外研習與訪查，國內菁英們普遍

了解，從目標市場進行品牌行銷為當務之急，並發展出具體的構想。 

過去對品牌效益較不重視，且對品牌建立無明確的目標，後來發覺品牌

建立的重要。曾經開發許多產品，但都無法收到良好效果。最重要的原

因無法找到品牌的核心概念，因此所設計的產品，不管是紀念品、玩具、

伴手禮等產品不具特色，急需找到屬於本公司品牌的核心與大學設計學

系產學合作，或是行銷顧問公司開創特有商品品牌。【121-213-008-001，

劉 0 都，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建立品牌、走出自我特色，將野柳海洋世界藉由不同管道，不同年齡顧

客行銷，將看海豚就是要來野柳海洋世界的意向植入人心，而存在腦中

記憶的，就是消費者的來園主因。貼心服務，快樂學習視野柳海洋世界

的企業文化，利用園區的海洋動物做媒介，引導小朋友在遊玩時快樂學

習，了解海洋動物及生態，進而推展到珍惜海洋資源愛地球，落實環境

教育的執行。【121-214-008-001，廖 0 雄，野柳海洋世界】 

在訓練完畢後，將會持續得建議公司落實把資源投注在親子客群上，集

中經營成為遊客心中第一名的親子樂園。【131-282-001-001，朱 0 榮，

小人國主題樂園】 

除了園區既有問卷調查外，編列預算延請國內大學觀光相關科系作公司

品牌問卷調查分析，以修正明年度策略。【131-293-002-001，沈 0 劭，

遠雄海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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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目標市場－鎖定潛力消費者之步驟 

行銷管理中強調的 STP 理論，包含以下三個主要步驟：市場區

隔、目標市場、市場定位，這些理論在新加坡南洋理工的課程中，講

師提供了樂高樂園馬來西亞投資案的案例讓臺灣的菁英們分享，樂高

樂園為在亞洲籌措新據點，評估東協地區的經濟與人口成長持續樂觀，

鎖定東南亞中心與商業重鎮新加坡，在鄰近的馬來西亞新山進行樂高

樂園開發，雖然他們選址在馬來西亞新山，但是著眼的目標市場並非

僅限星、馬兩國的消費者，因此在行銷組合的策略上，除了馬、星兩

國的通路和行銷媒體，還包含了東協與東亞各國旅行社、航空公司、

媒體、廣告公司前往參觀報導。事實證明，樂高樂園確實吸引了來自

印尼、澳洲、香港、澳門、臺灣、菲律賓、中國大陸…等地的國際觀

光客。這激發了臺灣的觀光遊樂業菁英，在著眼目標市場設定後，應

該發展出對應的行銷組合，透過廣告、公關、通路…等方式，將資訊

傳遞給目標市場。而臺灣位處東亞中心位置，在地利之便下，國內遊

樂業是否能精確分析市場區隔、跨大目標市場、做出明確的市場定位，

是臺灣的觀光遊樂業菁英希望努力的目標。 

目前臺灣主題樂園的客源主要還是侷限在國旅市場，在六福村主題遊樂

園每年超過 120 萬的遊客人數中，海外觀光客的佔比不到 10%，但是

我們也看到近幾年來自港、澳、星、馬等國家來臺的觀光客人數日益成

長，在語言並無太大障礙的情況下，以及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位於臺灣北

部的地利之便，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可以學習樂高樂園，將眼光投射到海

外，加強海外行銷宣傳，擴大市場範圍，吸引更多來自東南亞的客群，

以跳脫國內的競爭環境。【131-286-002-001，王 0 豪，六福村主題遊樂

園】 

運用課程中的不同的客層與需求訂定不同價格，著手規劃結合臺灣好行

的自由行，新加坡團體來臺旅遊行程配合旅行社通路行銷

【131-292-002-001，李 0 幸，泰雅渡假村】。 

若在每次活動前大家都能目標一致，共同研發從產品開始思考，然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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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產品特性開發客層需求與通路；確定產品與通路後，再決定消費客層

接受的價格結構，最後才共同提出用何種促銷模式，來包裝執行整個活

動計畫，團隊一起討論用相同的邏輯思考溝通後讓整個活動有完整的整

合度，就不會產生業績不好都怪業務員；而設計不佳則是行銷或設計，

再怪產品市調不詳了。【131-295-003-001，林 0 君，劍湖山世界】 

此外，觀光遊樂業菁英前往新加坡受訓期間，亦觀察到南亞龐大

的穆斯林市場，非常值得臺灣旅遊產業合作開發，尤其交通部觀光局

近年強力推廣穆斯林旅客來臺旅遊，接連推出多項措施，包括邀請印

尼及馬來西亞業者來臺考察、製作穆斯林臺灣旅遊手冊，以及當地報

章雜誌刊登形象廣告。另一方面則加強提升臺灣接待環境，如邀請回

教協會頒發「清真餐旅認證」給符合標準國內旅遊接待單位等。讓臺

灣的遊樂業業者發現市場新藍海，並積極開發籌備穆斯林相關產品，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提供相關的服務提高企業獲利。 

規劃建置穆斯林餐廳，整合現有之飯店設施、遊樂設施、溫泉與冷泉、

生態休憩、園內美景等資源和既有優勢，增加穆斯林市場來客數。

【131-292-003-001，李 0 幸，泰雅渡假村】 

(三) 聯合行銷－跨產業共同行銷策略 

聯合行銷係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品牌或企業，為了讓彼此的優勢

資源互補，增強市場開拓、滲透與競爭能力，達成了長期或短期的合

作聯盟關係，由於遊樂園同時提供娛樂、餐飲、購物、住宿等服務，

在眾多的供應商備援下，是非常適合進行聯合行銷的場域。迪士尼的

講師就提供了諸多案例讓我國的菁英芬分享，例如迪士尼園區常出現

的可口可樂形象廣告，由 IBM 與 Liberty Mutual (美國保險公司) 贊助

費用，於迪士 EPCOT 園區設立 Innovention 場館，由 IBM 提供遊客

地球環保節能等知識，Liberty Mutual 設立防火教育專區，進而使遊

客對 IBM 與 Liberty Mutual 有更深的認識。其他的合作還包括 Kodak

於迪士尼園區內設立照像中心，在園區提供遊客相片沖印及週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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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售服務 (鑰匙圈、馬克杯圖印)。 

但迪士尼為了顧及企業形象，並不會讓違背迪士尼品牌承諾的廠

商在迪士尼供應鏈中，例如：迪士尼園區不會出現麥當勞，迪士尼郵

輪絕對沒有賭場。聯合行銷的概念對於我國的遊樂業業者注入了新的

觀念，對於未來進行新的開發案或更新舊有娛樂設施，思考新的產官

合作模式。 

ECOPT中的 Innovations館與各大知名品牌的合作模式可做為園區二期

規劃參考方向，將集團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結合，建構寓教於樂、互動

遊戲的園區，讓顧客到園區除了玩還可以更進一步了解本公司的品牌和

在娛樂中獲得知識的吸收。【111-085-004-001，李 0 麗，花蓮遠雄悅來

大飯店】 

聯合行銷的場域如果進一步跨大到城市，就變成了城市行銷，這

個概念已經應用在新加坡的城市行銷，而南洋理工的講師亦對臺灣觀

光遊樂業菁英們分享「共同行銷聚客」的概念，實際的應用上如馬來

西亞的樂高樂園，該樂園一直與馬來西亞政府與新加坡政府保持密切

合作，運用公關關係強化樂園的公共運輸能量，因此強化遊樂園與當

地政府的溝通，爭取公共資源投資對於產官雙方有正面的幫助。 

城市行銷的概念讓臺灣菁英趁著任職遊樂園區擴大投資的同時，

思考未來可以精進的方向，例如中部某觀光遊樂業者，就積極利用臺

中商業腹地、國際機場及港口，想要模仿新加坡聖淘沙開發成遊樂、

購物、住宿、休閒綜合度假區，透過菁英訓練的海外受訓經驗，可以

想見不久的將來，臺灣中部將出現一個大型綜合遊憩區。而北部與南

部的遊樂業者也希望透過城市行銷強化遊樂園與城鎮的交通網。 

日後將會結合「麗寶樂園」園區內的「福容大飯店」以及飯店旁的「大

型購物中心」，同時高消費端的「國際運動休閒園區」座串聯，將世界

級的購物品牌~免稅商品的引進，為已經來臨的「陸客自由行」規劃購

物天堂的空間，安排妥當的跟旅遊業者合作，不用費心的多日遊出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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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陸客或是亞洲客不再是以臺北為首站之景點，顛覆舊巢咎以中南部的

機場及港口規劃入境，消費住宿景點皆可由中部旅遊業者及樂園跟飯店

一起規劃配套，開放適度的淨利消費的採購競爭，作為深度旅遊之外的

採購雙選擇，這是麗寶樂園 2014 年另一個新的要發表的新契機，而針

對不同亞洲區的國家，結合國際城市的交流將臺中也推向另一個舞臺。

【131-289-003-001，崔 0 安，麗寶樂園】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位於新竹縣關西鎮，鄰近桃園縣龍潭鄉，事實上，除

了開車之外，大眾運輸並不方便，從樂高樂園與當地政府的合作案例來

看，我們也可以與新竹縣政府合作，推出假日觀光巴士或旅遊新幹線，

從竹北高鐵站規劃一條旅遊路線，提供接駁配套服務，以便利的交通吸

引搭配旅遊景點、主題樂園觀光客到訪新竹縣，協助帶動民間觀光收入，

地方政府也可以因此增加稅收，一舉多得。【131-286-002-002，王 0 豪，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希望透過積極與政府溝通，結合如觀光巴士，或與運輸業者共同合作，

提昇交通的便利性，不只讓國內顧客方便來園，也讓國際觀光客可以快

速、便捷的來到劍湖山世界。【131-294-008-001，鐘 0 湘，劍湖山世界】 

(四) 顧客關係管理－運用資訊科技改善銷售、服務流程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係指透過資訊科技改善銷售、市場行銷、客戶服務和支持等領域的流

程，以迪士尼為例，迪士尼已發展出一套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稱之為

顧客管理關係 (CMR；Customer Managed Relationships)，這是因為迪

士尼更希望以顧客導向來管理他的顧客關係。由於迪士尼將每位顧客

視為終生價值，並評估口碑可以在消費後產生更多附加價值，故迪士

尼運用大量的資訊科技與管理系統來規劃並管理它的顧客資訊，為了

蒐集龐大資料庫供分析與歸納。迪士尼樂園透過各式各樣的方法跟工

具來建置顧客資訊。例如透過園區內所有飯店住房紀錄與樂園門票磁

卡來掌握顧客基本資料與消費紀錄，還會利用園區中的拍照服務，吸

引遊客在照片選購資訊平臺留下個人基本資料。同時，迪士尼也建置

了完整的資訊支援系統去管理並分析這些資料，使管理者能夠更有效



 

43 

率地運用之。因此，如何透過資訊系統取得消費者資訊，並適當的運

用它，是我國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返國後積極投入的項目。 

故以迪士尼的成功案例做為參考的依據，我們應盡快擬訂計畫，發展能

夠兼顧提供顧客服務與資料蒐集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其中也必須包含

著資訊系統的建置，以支援資料的處理。並求在不違反《個資法》及干

擾顧客隱私的情況下增進與顧客間的互動、改善顧客關係管理的機制。

【111-087-001-001，吳 0 榮，遠雄海洋公園】 

四、人才發展－藉由選才與育才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一) 選才－先僱用態度，再訓練技巧 

人才的甄選與聘任上，迪士尼徵才主要依據「先僱用態度，再訓

練技巧」原則，這是因為技巧可以訓練，態度卻是人的心理準備狀態，

這種準備狀態支配著人們對事物的思維，然而要影響一個心理絕非短

時間可以形塑，因此迪士尼選才才會優先考量態度。另一方面，迪士

尼在徵才時就會對求職者說清楚工作內容，如此一來通常立刻能篩選

掉不符要求的求職者，這一道關卡可以節省篩選的人力與時間成本。 

迪士尼學院講師曾提供一個案例給菁英們，曾有位中年男子來迪

士尼應徵，他的服務態度良好，卻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麼，在人資主

管引導下，他表達了退休後想要開船到處遊玩，於是迪士尼安排這位

中年男子到園區駕駛遊船，這位中年男子非常開心可以馬上開到船，

而他的開心也渲染了遊客們。迪士尼徵才與安排職位的技巧與原則，

值得我國菁英們參考，在任職的場域裡提出適合企業的選才技巧。 

我們園區有一年兩次的考核，這次考核自評的部分，我們也嘗試增加了

“如遇調派部門希望到…”這個項目。我想這個改變能讓我更加了解員

工們，也能指派他們喜歡的工作，並創造出雙贏的局面。

【121-217-005-001，陳 0 楓，泰雅渡假村】 

然而，未被迪士尼錄取的員工，迪士尼的人資部門仍然會保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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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面試者資料，即便離職員工也會保留受訓紀錄，這些資料庫的建置

可以節省再面試及重新訓練的人力與時間，作為日後遞補職缺或臨時

工之參考。這個人力資源資料庫的概念對於國內觀光遊樂業相當受用，

並試圖將類似的概念引進到任職的企業裡。 

DISNEY 在人力資源管理部分，保留合格面試者資料及員工受訓紀錄並

建檔，以做為日後遞補職缺或工作支援之參考，節省再面試及重新訓練

的時間，這部分對於目前西湖渡假村因應團體需求短期支援人力部分，

具有參考價值。【121-211-002-011，呂 0 青，西湖渡假村】 

(二) 育才－透過教育訓練厚植企業競爭力 

人才的教育訓練上，迪士尼依據職務類別為新進員工提供了 10

到 25 天的訓綀課程，運用系統性的教育訓練，以具體的方式教育員

工職務上的專業知識。除了傳遞員工企業文化，並鼓勵員工在符合安

全、效率及工作流程的考量下，加入員工個人的創意想法，讓服務呈

現不同的特色面貌，顧客也能感受創意服務。 

例如迪士尼利用量化的方式教育員工，提供員工一位遊客在迪士

尼的平均消費，一生會來幾次，會介紹多少朋友到訪，因此當員工提

供「好」或「不好」的服務，會帶給公司「正」或「負」的營收。透

過迪士尼學院的分享，我國觀光觀光遊樂業菁英也試圖發展符合產業

的教育訓練方式。 

加強員工認識園區及產品部分，每週進行導覽訓練，帶領員工認識園區、

熟悉產品。也讓員工於服務遊客時，能迅速提供正確資訊與參考建議；

另外教戰手冊的規劃也可參考，於重要活動或特殊節慶檔期，將正確營

業資訊、活動規劃、表演資訊等，提供給員工閱讀、記憶。

【121-211-002-010，呂 0 青，西湖渡假村】 

迪士尼的教育訓練內容，並不會因為園區的工作性質而縮水，即

便是園區內的清潔人員，迪士尼仍然會投注時間與資金在教育訓練上，

例如訓練他們觀察遊客並提供需要的協助，因為迪士尼明瞭清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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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是遊客的接觸點之一，為了達到園區內服務的一致性，清潔人

員仍須了解園區內的知識，當無法及時回復消費者的疑慮時，至少要

明瞭園區內的支援管道。 

許多遊樂園不重視清潔人員，認為他們的工作職責只是掃地 (但往往他

們面對遊客的機會更多)，相較之下，迪士尼用心於求才與訓練，因此

創造了樂園競爭優勢-數以萬計快樂的“演員”，我認為這樣徵才和培

育人才的格局是值得效法的。【121-216-003-001，陳 0 真，泰雅渡假村】 

迪士尼非常重視溝通影響消費者的旅遊體驗，除了鼓勵員工多利

用接觸點和遊客對話外，還在教育訓練上教育員工與遊客的溝通小技

巧，迪士尼會讓員工先明瞭員工的目標就是讓顧客歡樂，接著員工可

以透過一些簡單的問題貼近與遊客的距離，例如：可以問遊客你今天

和誰一起來？玩了那些設施？看了那些秀？透過這些簡單的問題引

導員工和顧客互動的話術，並鼓勵員工在與顧客交談或服務中，去主

動發現一些問題點，藉此在服務細節上或提供的產品中找出改善或修

正的方向，才能不斷園滿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或服務。這個觀點讓國

內菁英試著調整未來在產業內教育訓練內容，藉以提高遊客的旅遊體

驗。 

我們就應該調整我們對員工的教育訓練方式與內容，教導員工更清楚認

識我們的客人，更進一步懂得用客人的語言去溝通，提供最符合需求的

服務，以達到真正的顧客滿意。【131-286-002-003，王 0 豪，六福村主

題遊樂園】 

在如何讓員工能傳遞主動性服務方面，我們常面臨問題是不知如何做?

甚至面對陌生人時更難以啟口。Disney 的成功作法值得我們學習並納

入在教育課程中。【131-287-002-006，吳 0 珠，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外語能力也是世界各國服務產業訓練著重的技能之一，從菁英前

往新加坡的經驗，發現新加坡的飯店、餐廳、巴士站，商場的服務人

員都精通多國語言，這些服務人員可以直接運用多國語言溝通。這樣

國內的菁英反思，如果要產業要朝化國際化發展，外語能力絕對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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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必備的能力，即便在臺工作的外勞也是無法忽視的市場。這種

世界觀值得國內觀光遊樂業者省思，應該透過在職教育訓練提升員工

的外語能力，儲備員工的外語職能，才能因應可能的外籍旅客市場。 

東京迪士尼的作法為透過開設外語與手語的課程，就會有許多心態積極

的員工報名參加，目前本身園區採用的方式是以公費/公假方式，鼓勵

人員參加，如外貿協會及各大學的進修推廣部的課程。【131-290-001-001，

廖 0 斌，野柳海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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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旅行業 

一、品牌定位－建立品牌形象的過程與結果 

旅行業菁英參與訓練計畫後，針對品牌議題提出的啟發，可以分

為「品牌形象」與「多品牌策略」解析之，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一) 品牌形象－營造品牌圖像與概念的過程與結果 

JTB 對於企業本身定義是「他們不是販售旅遊產品的公司，而是

推廣地區文化交流的實踐者」。從這個品牌形象顯示，JTB 販售不僅

是具象旅遊產品，而是提供現代人的生活型態 (Lifestyle)。因此 JTB

的品牌策略，源自該核心價值對目標市場和產品取得定位，讓 JTB

的產品或服務在消費者心中占領一個特殊的位置，當消費者有生活型

態的需求時，隨即想到的 JTB。這個觀點讓臺灣旅行業菁英思考，如

何剖析企業的核心價值，並幫自己任職的企業定位，才可以真正的貼

近目標市場。 

效法 JTB 建立自有品牌、Web 網路戰略、異業結盟這些目標。我公司”

可安”就是要客人能”可靠安心”很多地方經過這次的受訓給我相當

多的啟發，在很多小地方多為客人著想，客人會慢慢的感覺出來，一點

一點，之後就會成為線，這樣市場就可以有很大的區隔，別人要模仿也

會不容易，做出自己的風格，目標能成為百年的老店。【132-270-002-002，

李 0 豐，可安旅行社】 

品牌審視:朝品牌忠誠度努力，威全旅行社(MIT)長期在經營公司行號的

獎勵旅遊，對於提升旅遊價值及創意的服務包裝不遺餘力,課程中提到

應該從消費客戶去審視，對於消費者而言又獲得到什麼?給 MIT 辦有何

好處?是否能滿足消費者預期的夢想實現，如何讓 MIT 品牌成為消費的

依據! WHAT MAKES US DIFFERENT?我想堅持品牌價值及管理是不

可妥協的!一個品牌的建立需要長時間的建立在消費者心中的印象!況

且旅遊業是人服務的一種行業，人情味是旅遊經營的基礎,也是臺灣旅

遊的軟實力!【112-108-002-001，劉 0 中，威全旅行社】 

對於一直想要嚐鮮的旅客來說，品牌忠誠的展現是極其困難的，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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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此而忽略了品牌建立的重要性，因為多項的研究指出吸收回流的

客人遠比吸引新客人更為省力，可藉由發展市場滲透策略(例如：常客

回饋計畫)達成此一目標。【112-101-001-001，許 0 瑋，太魯閣旅行社】 

另外，日本 JTB 也分享了一個品牌策略的概念，就是一個在市場

上流通很久的品牌，可能在競爭者瓜分市場、顧客偏好轉移、消費者

對品牌需求減少…等狀況下，使得企業不得不對品牌重新定位，稱之

為品牌再定位。此時，品牌需要解析自身的核心能力，透過核心能力

發展出新的產品或服務後，藉由新的行銷方案，將品牌信息傳遞給消

費者，並不斷強化，使它深入人心，最終完全取代或增強原有定位。

這個概念也啟發了我國旅遊業菁英，並依據自身任職企業發展出因應

之道。 

僑興旅行社一直是以專業的航空票務總代理 (AVIATION GSA)自居，

專門經營非直航的特殊航線代理，雖然各代理業務有明顯淡旺季，但是

在過往在同業票務市場 B2B 中間還是經營得當，經過本次的海外訓練

研習，我清楚的將原有的獲利商業模式延伸到 B2C 直客市場，初期還

是以出境旅遊為主要的市場範疇，但是專注在爭取新交通運輸旅遊代理

回臺灣經營 B2C 的出境直客市場，公司計畫在主題旅遊的市場取得曝

光，因此旗下新代理的海外重機旅遊品牌高好切入特殊興趣旅遊市場，

透過粉絲俱樂部網路社群的經營以及店家的拜訪，俱樂部的聯繫，我們

已經初步掌握 5000 名以上潛力客戶，市場選對了，找客戶的途徑也要

對，如此才能將有限的行銷預算發揮最大的功效。相同的概念也會延伸

到公司另外兩個新品牌代理，不論是歐洲河輪的客群開發或是日本自駕

旅遊與攝影的結合，JTB 給我重新定位品牌並制定產品策略的商業模組

思維，舉一反三的練習後歸納出新僑興旅行社的直客品牌戰略，相信對

公司的成長會很有幫助。【132-274-001-001，何 0 騏，僑興旅行社】 

(二) 多產品策略－針對消費者與產品屬性設計不同品牌 

日本 JTB 以往的產品策略是一個主力品牌銷售所有類型旅遊行

程，然而隨著社會變遷，消費市場起了變化，於是 JTB 針對不同市場

需求設計了新產品，例如「Royal Road」，此項產品單價較高，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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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人就可成團，還能依照客人的需求量身訂做，屬高端的商品。另

設有「旅彩彩」產品，此產品比 JTB 一般產品價位高，但不及 Royal 

Road 高貴，屬中高價位商品。JTB 透過 Royal Road、旅彩彩、JTB

三個不同的產品將消費者進行區隔後，進一步依照不同的產品屬性設

計行銷通路和傳播媒體，讓目標消費者依照所需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

這個多產品策略普遍獲得前往日本 JTB 的臺灣菁英們迴響，並針對本

身的企業特色發展自己的產品策略。 

JTB「旅彩彩」及「Royal Road」以品牌定位客群作法，是讓本公司非

常的嚮往的旅行社經營方式，小而美，滿足客人的需求。要走市場的獨

特性，不要只是跟市販的行程來比價，公司高層對於我這次到 JTB 受

訓回來的建議非常的認同，為客人量身訂作來滿足客人，而非制式的行

程，例如：飯店，車輛，餐廳都可以來組合，這是本公司目前最想做的

品牌。【132-270-002-003，李 0 豐，可安旅行社】 

雄獅在做副品牌的規劃和經營，目前有推出瘋旅遊 (加強行程刺激元素) 

和愛旅遊 (加強行程浪漫元素) ，每逢暑假也會針對親子族群推出相關

優惠行程【122-184-001-001】，但卻未能有持續性地藉由品牌識別，來

將特定族群的需求來做整合，故建議可透過明確的品牌定位，可推出適

合該族群之系列性商品行程，並配合企業的名稱來做更清楚的命名，舉

例如下：(1) 針對銀髮族群：成立 Senior Lion 系列品牌；(2) 針對家庭

旅遊：成立 Family Lion 系列品牌；(3) 針對女性族群：成立 Lady Lion

系列品牌； (4) 針對年輕族群：成立 Junior Lion 系列品牌。

【122-184-001-002，李 0 輝，雄獅旅行社】 

JTB 旅彩彩及 Royal Road 以品牌定位客群作法，本公司體會到不宜再

為衝出團率，強將一些屬性不同及差異性大的客戶集湊再一起出團，影

响客戶之旅遊目的與權益。本公司針此具體改善做法為；從年齡別、旅

遊興趣、旅遊目地與旅遊預算等不同條件變數，先予篩分，再提供不同

旅遊產品交由客戶選擇，集客後出團，施行後客戶滿意度大幅提升對業

務發展有實質助益。【132-272-003-003，柯 0 和，和樂國際旅行社】 

二、產品企畫－以創新思維設計旅遊產品 

產品企畫係指旅行業依據消費者需求，結合不同供應商組裝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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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產品，透過優質的服務與產品吸引顧客購買。 

我國旅行業菁英經過海外訓練並體驗不同旅遊產品之後，針對以

下五種不同的旅遊產品有了新的構想與概念，分別為：鐵道旅遊產品、

郵輪旅遊產品、農業旅遊產品、產業旅遊產品、醫療旅遊產品。以下

分別說名如下。 

(一) 鐵道旅遊產品－發展以鐵道為吸引物之創新旅遊產品 

針對鐵道旅遊產品，菁英訓練計畫實際安排了東日本鐵道的體驗，

並在 JR 東武鐵路集團 (東武鐵道株式會社) 安排訓練課程，訓練講

告知，日本國鐵 JNR原本是國營企業，但在 1987年日本國鐵民營化，

因此分割成 JR 北海道、JR 東日本、JR 東海、JR 西日本、JR 四國、

JR 九州。而旅行業菁英參訪的東武鐵路集團則屬於私鐵，主要以日

本東京為中心，路線縱橫 1 都 4 縣，路線總長 463.3 公里，該公司依

照行車路線搭配周邊景點、飯店，設計出各式優惠套券供旅客選擇，

對於國內、外自由行旅客相當便利。 

JR 東武鐵路集團非常重視與周邊景點、飯店的合作關係，由於

JR 東武鐵路集團認為鐵道僅只是交通工具，唯有旅客和跟當地居民

互動才可提升旅遊的品質。於是它們為了活化當地資源，針對一些較

小的車站，訓練站務員能夠直接提供遊客觀光導覽，這項服務可以讓

旅客對當地更加了解，同時在旅客和當地居民的互動之下，活絡當地

產業。JR 東武鐵路集團在行銷與通路方面相當完善，值得臺灣旅遊

業者借鏡，試圖善用臺灣高鐵、臺鐵等資源，結合臺灣風景區與飯店，

發展出符合在地特色之產品。 

臺灣也有臺灣鐵路，沿線也有很多特色車站與路線，像新竹縣內灣車站: 

於民國 40 年為了配合林木及煤炭的運送才興建設置；車站至今還保留

著 50 至 60 年代的獨特建築風格和許多獨一無二的特殊建築物，讓許多

來到內灣車站的民眾感受迷人的懷舊氣息。還有內灣懷舊的老街、內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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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院以及內灣吊橋等等，目前也是許多媒體拍攝影片或 MTV 最受好評

的取景點。集集線；平溪線；永保+安康車站也是相當知名特色景點…

等。這些都可嚐試導入行程中的特色景點與搭乘火車，做成臺灣深度懷

舊之旅。【122-173-002-001，鄧 0 玲，佳安旅行社】 

臺灣也可以複製類似的模式進行包裝，由於臺灣高鐵於 2007 年建設完

程通車，臺灣高鐵縮短了南北的車程時間，透過產品的包裝，可以讓旅

遊商品價格更具吸引力與競爭力，例如：臺北 (高雄) 前往南投日月潭

二天一夜的旅程，可以結合高鐵、巴士、船公司與腳踏車租賃公司做產

品套票包裝，如旅客想前往日月潭遊玩，現階段都必須分開查詢相關的

旅遊資訊，降低前往旅行的意願，建議可推出：A. 日月潭腳踏車環湖

券：結合高鐵、直達巴士、腳踏車租賃與住宿。B. 日月潭渡輪郵船券：

結合高鐵、直達巴士、郵船與住宿。【122-180-006-001，陳 0 怡，康福

旅行社】 

我們仍不能忽視國際旅客對鐵道旅遊之需求，僅讓臺鐵不斷以迴避利益

輸送之藉口，斷送臺灣鐵道旅遊觀光發展之契機。將可嘗試重新結合傳

統旅行社與臺灣觀巴多語系服務之能力，一者豐富產品可選擇性，二者

可有更多協同推廣之旅行社一同推動。【122-176-002-001，呂 0 德，怡

容國際旅行社】 

除了單純機票加酒店的組合商品之外，將陸續新增自由行加日本鐵路旅

遊等 Mini Tour，並希望夠過整體行銷計畫，在日後日本旅遊產生方面，

加入更多的鐵道行程，除了自由行的產品規劃方面以外，擬陸續新增更

多雙城遊記，透過不同點的進出，可以旅遊更多日本知名景點，並透過

新幹線或日本各種觀光火車，蒸汽火車等融入團體行程中，也提供旅遊

不同的旅遊經驗及感受。【122-178-007-001，施 0 瑛，易遊網旅行社】 

鐵道旅遊行程雖然已在臺灣行銷多年，但是相關產品選項不夠多元化，

此次參訪日本後發現我們可以多加行銷鐵路旅遊行程，包括：臺鐵的環

島鐵路寶島之星行程、以及高鐵逍遙行套裝行程，並且計劃包裝臺鐵票

券 (TR PASS)、加捷運票券、加臺灣好行交通票券、加各城市住宿之整

合性商品，以多元化組合產品來適合自主遊旅客及不同人數 (MINI-TR) 

之使用。另外，臺鐵各支線行程風景點也都有其賣點，也將是我們對外

推廣的鐵道旅遊重點，如：新北市平溪線鐵路、南投車埕集集線、新竹

內灣南庄線、苗栗三義舊山線、嘉義阿里山鐵路以及遊輪式列車行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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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行程。【122-177-002-001，林 0 松，朋達旅行社】 

(二) 郵輪旅遊產品－發展郵輪旅遊之創新產品 

JTB 的訓練課程包含日本郵輪旅遊介紹與發展，由於日本境內涵

蓋四大島與零星超過五千個小島，豐富的港腹資源與航運需求，導致

郵輪產業相當發達，包括專營旅遊的豪華郵輪就包括飛鳥號、日本丸、

富士丸…等，當中的飛鳥號還曾停靠過臺灣的基隆港。 

日本人相當熟悉也歡迎透過郵輪進行旅遊活動，尤其是退休銀髮

族群與結婚蜜月之夫妻為最。而大型國際郵輪的東亞行程也常態停靠

日本諸港，諸如水晶號、公主遊輪、荷美遊輪…等。此外，日本人對

區域型、短天數的中型遊輪也趨之若鶩，如地中海、愛琴海、加勒比

海諸國的郵輪行程，非常適合家庭型旅客。故從日本的郵輪市場的發

展現況，設計出郵輪抵達臺灣的陸上行程，值得臺灣旅行業業者進一

步發想，依據不同的客源國設計適合的行程。 

每年停靠臺灣的大型遊輪以基隆為主，也有加停靠高雄者，而歷來停靠

基隆的郵輪客人，以銀髮族居多，除了看起來像吃到飽的行程外，希望

有人很快有人願意試推腳底按摩搭配慢活特色養生餐這類差異化的旅

遊行程。【122-187-003-001，莊 0 月，銓康旅行社】 

日本境內也有相當多元的小型遊船行程，如東京都觀光汽船，船

艙可搭載 170 個人，一樓還可以辦派對 (Party)，非常適合企業包船

使用。反觀臺灣觀光遊船有臺北淡水河遊船、臺南七股潟湖遊船、高

雄愛河遊船、東部宜花賞鯨、離島交通船…等，這些臺灣區域型遊船

品質參差不齊，值得旅行業菁英參考日本小型遊船營運模式，依照我

國旅遊市場現況與憧憬，思考出創新多元的旅遊產品。 

南部高雄的愛河觀光遊船通常也推薦給國旅南部行程之中，近期又加入

星光碼頭的遊覽船看夕陽享用晚餐的安排，但因船隻大小與設備之故旅

客反應普通。希望能有更多業者願意投入此行業以滿足旅客的需求。

【122-177-005-001，林 0 松，朋達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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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登龜山島賞鯨---蘭鯨號，擁有全臺灣最大艘的賞鯨船 (100 人座)， 

2012 年全新打造下水，耗資數千萬精心打造新穎、平穩、不易暈船的

雙船底遊艇，以及三層樓的豪華大客艙，設備完善。若賞鯨行程加入宜

蘭景點並入住理歐渡假中心，對觀光客應有相當大的吸引力。

【122-172-004-001，黃 0 金，台華旅行社】 

淡水河在北市境有兩處乘船點，分別位為迪化街附近水門外的大稻埕碼

頭，以及關渡宮附近的關渡碼頭。民眾搭乘淡水河藍色公路，不僅可通

往淡水老街碼頭，沿途有秀麗山景及水筆子相伴，傍晚河面上灑滿金黃

色落日餘輝，浪漫的氣氛亦叫人流連忘返。惟因原先定價模式未保留業

者，因此多數旅遊業者興趣缺缺，且因增加夜間遊程亦會增加用車成本；

將可考慮將之結合 Mini Tour 小型觀光巴士模式推動夜間加值遊程，嘗

試推動。【122-176-003-001，呂 0 德，怡容國際旅行社】 

(三) 農業旅遊產品－發展農業旅遊之創新產品 

農業旅遊是結合農業資源與遊憩活動所衍生的旅遊型態，不僅提

供各樣的農作體驗活動，更讓農業生產、農產加工及農業服務等產業

得以發展。菁英訓練計畫受訓期間，特別在日本長野縣安排了農業旅

遊體驗，JTB 的講師告知我國旅行業菁英，日本農業旅遊是由某日本

企業提出構想，由於日本社會工作壓力相當大，該企業內離職或請長

假員工比例增加，其中又以中階主管比例最高，這些員工又很容易影

響其他人，造成企業更多損失及負擔。所以這位企業主與 JTB、腦科

學者合作，導入農村純樸自然生活，讓這些員工暫時抽離原本生活圈，

重新體驗人與大自然的連結，得到壓力抒發，才能進一步提升工作績

效率與活力。 

然而，農業旅遊發展迄今，除了是活化區域的旅遊服務外，還讓

JTB 注入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形象。這讓參與受訓之菁英思考如何運

用巧思，從臺灣目前農業發展現況，考慮旅遊地可及性、硬體設施完

備性、在地服務資源的充沛程度，將農村生活型態納入行程中，體驗

農村的純樸、單純，洗滌都市人心靈與壓力的釋放。將無形價值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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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形的主題商品，設計規劃適合都市人放鬆減壓的心靈之旅。開創

出的創新的農業旅遊產品。 

農委會積極輔導全臺各休閒農業區且正進行農村培根再生計畫並與旅

行社合作推廣休閒農業特色旅遊路線，同時也本人先前也協同南投區、

彰化區的休閒農業區規劃出適合遊客體驗的新創意，很多業者也抱持著

樂觀的態度積極推動。此次訓練課程中「旅遊產品設計與思維」與「地

域交流旅遊商品規劃」的理念，正可以協助休閒農業業者推廣新亮點遊

程。【132-269-002-001，許 0 音，中天旅行社】 

本人所服務之怡容國際旅行社多以國內/Inbound Fit 旅客 (或稱 Mini 

Tour) 為主；但就這方面來說反倒成為推廣初期之優勢，在地接單位 (如：

當地農、漁村協會) 能熟稔操作方式前，即能以小團體慢慢適應，並可

朝下列三方向嘗試推廣：(1)宜蘭；宜蘭當地農產富饒、種類多樣；結

合三星蔥、哈密瓜、宜蘭厝並可透過交通部觀光局臺灣觀巴宜蘭冬山河、

國立傳藝中心行程，應可收到不錯的推廣效益。(2) 彰化；彰化為典型

的農業縣，也是臺灣最大的花卉生產地，尤其是田尾地區所重植的花卉

種類繁多，總是能夠吸引喜歡拈花惹草的遊客到此，沉醉在花花草草的

世界中。當地推廣觀光已有一、二十年之時間,因之對外地觀光客並不

陌生，若在此地推廣此種『農村體驗』式旅遊，不僅可解決彰化地區旅

館房間數不足之問題，又可加強推廣當地庭園苗木盆栽及花卉栽培之知

名度，成效當可期待。【122-176-001-001，呂 0 德，怡容國際旅行社】 

我們能推廣的南投桃米社區生態之旅、再加上魚池鄉紅茶 DIY 及包裝

民宿住宿體驗；還有宜蘭農業休閒協會推展鄉鎮特色，如：三星葱、上

將梨、溫泉蕃茄栽培等，加上住宿宜蘭厝民宿進入在地社區及蘭陽博物

館的在地文化深層認識，再搭配臺鐵著名的太魯閣號列車來包裝行程，

讓國內旅遊行程可以更深入社區，也讓地域經濟有所提升。

【122-177-003-001，林 0 松，朋達旅行社】 

本次訓練返國後為即為花蓮市公所舉辦一場，如何發展在地特色為旅遊

產品研習會，參加人士計有市公所主祕、課室主管、員工暨地方仕紳、

頭目等 20 人參加。以 JTB 之經驗為主軸，探討撒固兒部落，如何以當

地特色發展為旅遊產品之經驗分享：【132-272-002-001，柯 0 和，和樂

國際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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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排程到比較自然的景區體驗時，最苦惱的民宿規格不一及外語欠友

善等問題，也許可套用長野案例，例如結合如宜蘭冬山休閒農業園區中

各農家所能提供的各種不同的 DIY 體驗，可供包裝不同農家的生活體

驗，讓消費者與農家互動，語言問題部分可事先請專人先就過程中可能

用到的辭彙與情境，試著翻譯成對照表小折頁當做溝通工具來補強之。

【122-187-002-001，莊 0 月，銓康旅行社】 

(四) 產業觀光產品－發展以觀光工廠為吸引物之創新旅遊產品 

產業觀光系指遊覽具備歷史性、文化性的產業文物 (機器器具、

工廠遺骸等) 或生產現場 (產品、工廠、廠房等)，此旅遊模式參觀部

分標的即俗稱之觀光工廠。針對此旅遊類型，菁英訓練計畫在日本受

訓期間，實地安排走訪北海道產業觀光景點，包括男山造酒資料館、

富良野富田農場的薰衣草觀光工廠。其中男山造酒資料館展示了男山

造酒及江戶時代造酒史料與文物，除了可以免費試飲日本酒，還有人

氣的限定販賣品。富田農場的薰衣草田則是在主人維護下，漸漸變成

今日所見的彩虹花海，除了薰衣草之外，還可以欣賞法國金盞花、罌

粟花、羽扁豆花…等花種，並販售花早精油、乾燥花、咖啡、喫茶、

西點、禮品、文具、化妝品…等，透過在地產業資源結合觀光的遊覽

模式，讓國內旅行業業者激盪出目前臺灣可以推廣之產業旅遊產品。 

酒類觀光的發展趨勢需要依靠獨特在地文化，例如:埔里酒廠在 921 地

震後的重建與再生即是一成功轉型案例。因此酒類觀光的製造業未來更

需要靠服務創新及獨特在地文化，用更多體驗服務來適時調整並提出創

新價值的感動，讓酒類觀光要從「有」變成「有趣」，從「體驗認識」

到「價值信賴」，才能使業者提昇競爭力，增加觀光收益。

【132-269-001-003，許 0 音，中天旅行社】 

國民旅遊行程目前太過於普遍表像化，很多行程都是走馬看花式，我們

近年來已開始參考經濟部推廣的觀光工廠行程，除了參觀產品以外多數

都有 DIY 項目，例如：巧克力工廠、鳳梨酥工廠、磚窯廠杯盤製作、

埔里紙廠紙張製造、彰化襪子造型工廠、花蓮七星柴魚博物館等觀光工

廠的體驗行程，讓遊客也能親自體驗各項產品之製造，進而創造出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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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及商品價值。如此可以增加公司的穫利，又能讓臺灣的一些傳統產

業，重新得到遊客的重視與利益上的收入。另外，隨著季節改變而配合

各地方之特色訴求行程，如：五月苗栗桐花季節推廣賞桐行程，冬天泡

溫泉的季節推廣泰安溫泉泡湯之旅等。【122-177-004-001，林 0 松，朋

達旅行社】 

尋求經濟部推動的”求經濟部地方特色產業”中的商品，或從各縣、市

政府中挑選輔導有成的特色商品或景點如觀光工廠等，可以提供現階段

中、小型旅行業在無法如 JTB 獨立發展創意商品上，可以另外轉念並

達成商品設計的另一種模式。【132-271-001-002，張 0 齡，台華旅行社】 

赴日學習後，已分享觀念給彰化二林斗苑休閒農業區及埔里酒廠及多位

觀光從業人員，希望能結合此次觀光菁英訓練計畫所看和所學的複製日

本成功經驗，並創造出觀光客可以體驗及停留較久的活絡地域並刺激經

濟消費的農村體驗行程及旅遊商品。【132-269-001-002，許 0 音，中天

旅行社】 

(五) 醫療旅遊產品－發展以醫療為吸引物之創新旅遊產品 

針對日本醫療旅遊產品，菁英於日本 JTB 受訓期間參訪了湘南醫

院，湘南醫院為醫療健康雅旅中心 (JMHC) 合作會員之一，該中心

與日本主要醫療機構合作，提供外籍旅客健康照護與就醫等諮詢與多

語服務。行銷通路則是透過日本 JTB 海外各個行銷傳播管道，由海外

各門市承辦各種入境手續，如醫療居留簽證…等事項，讓外籍旅客與

患者可以順利入境日本，接受日本的醫療服務。然而健康雅旅中心在

醫療旅遊上的推動並不順遂，因此 JTB 也希望了解臺、日雙方是否有

合作的可能，推廣醫療旅遊的市場。 

目前臺灣醫療旅遊運作主要以健檢為主，並將目標市場設定在大

陸，然而部分來臺參與醫療旅遊之大陸旅客，其實是著眼於醫療簽證

核發較容易而採此法來臺，實際以醫療旅遊為主要目的之旅客人很難

評估。從臺灣推廣醫療旅遊現況，再參考日本醫療旅遊的模式建構，

針對大陸市場，臺灣其實具備相對優勢條件，如臺灣有優秀的醫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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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臺灣官方語言也是華語、兩岸相關法令已步入正軌…等。這些優

勢值得臺灣旅行業菁英們持續開發與推廣醫療旅遊產品。 

旅行社將來打算從事觀光醫療推廣者，除了要能深耕其人脈外，具備相

關醫療知識背景的工作人員似乎也不可少，否則永遠只能居於聽任醫療

界之安排或做些取代性很高的行政庶務而已，更別想像 JMHC所提的，

如果經由值得信賴的旅行社 (如 JTB的 JMHC) 和知名醫院的異業結盟

合作客戶能夠支付相對低的費用，又能提供客人相對安全與保密，以臺

灣國際性的醫療機構的工作效率，相信高端客群絕對會有極高的興趣。

簡言之，這塊市場在一般的旅行業者願意培養極精銳且具醫療知識相關

背景的從業人員來達成業務拓展與執行的使命前，似乎也只能先配合醫

療機構的行政庶務了!【122-187-004-001，莊 0 月，銓康旅行社】 

本公司首先將開發大陸來臺聽障與醫美的市場，並推動郵輪式列車，另

外普悠瑪號能夠趕上明年春節可以正式上路投入東部營運，預計一天可

跑6趟，增加超過兩千多個座位，且臺北到花蓮的時間只需要兩個小時，

比起太魯閣號還要快上 10 多分鐘，票價部分將比照現行自強號辦理，

花蓮將會是鐵道迷的新的目的地。【122-172-003-001，黃 0 金，台華旅

行社】 

以「臺灣醫療」為品牌，提供來臺觀光遊客對臺灣醫療的品牌形象，以

吸引來臺從事醫療觀光活動，善用醫療領先競爭力優勢，以促進觀光效

益。事實上隨著保健旅遊日漸流行，臺灣許多大型醫院像是亞東醫院、

長庚醫院都已經著手於發展國際醫療健檢服務，若再配合政府的資源，

以臺灣傲視全球的醫療技術及平價的醫療費用，可效法南韓開發醫療保

健觀光，在國際間打響知名度。【122-174-006-001，杜 0 瀠，佳安旅行

社】 

結合醫學美容：陳俊龍國際植牙美容中心，獨家代理全球獨步的陳氏五

合一植牙技術，是旅遊業創新醫療觀光，有著植牙與觀光合作的全新旅

遊方案。特別安排：(1)全程專人專車接待(2)一人成行，天天出發(3)一

次手術 15 顆牙以上，機位升等商務艙(4)全口重建，機位升等頭等艙。

結合健診入臺簽證：無任何條件限制，一人也可參加，入臺簽證效期半

年，可在臺停留 15 日，可走行程，無疑擴大陸客來臺市場，費用包含

了(1)健康檢查費一次(2)移民署入臺簽證費。結合同業力量：旅遊業創

新醫療觀光，廣邀同業參與。【122-182-004-001，蘇 0 慧，創新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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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銷管理－釐清明確的定位 

(一) 旅遊市場 STP－旅行社界定目標市場的步驟 

STP 主要有三個步驟，分別為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目標市

場 (Targeting) 和市場定位 (Positioning)，旅行業菁英在夏威夷大學

觀光學院受訓時，教授特別強調旅遊市場 STP 的概念。所謂市場區

隔係指依據顧客需求，將產品或服務的市場逐一細分的過程。這個觀

點若從旅遊產品的角度視之，即便同一個地區旅遊商品，也應在旅遊

產品的內容與售價進行調整，讓不同類型的客人選擇所需的產品等級

與價值。 

1. 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概念若從行銷角度視之，係指將消費者區分為不同的類

型，例如將消費者分為銀髮族群、新婚蜜月族群、青年族群、家庭族

群、愛好冒險族群…等，在不同的生命週期 (Life Cycle) 的人們有不

同的旅遊需求，針對不同旅遊需求的消費者設計出適合的產品。市場

區隔的概念在行銷管理中非常重要，因為它決定產品最後進行市場定

位時，因應的旅遊產品和行銷組合模式。 

旅遊業菁英在夏威夷大學受訓期間學習市場區隔的概念，並試圖

應用在任職的旅遊產業中，期望未來透過市場區隔，有效降低消費者

期望與產品品質的認知差距。 

產品線報價的分級也是我們今後該努力分做出市場區隔的功課。會請線

控主管們試著依照消費者的消費能力來做旅遊商品的區分，例如：學生、

上班族、中產階級、銀髮族、金字塔頂端…等等不同類型、不同需求的

顧客，讓他們在選購時旅遊產品時，能依照自己的預算去選擇適合的產

品。【122-188-001-001，邱 0 秀，鳳凰國際旅行社】 

市場區隔的族群，就非大都市地區而言，銀髮族是很值得開發的一群，

可以安排輕鬆、慢活、養生以及短期的旅遊行程。【112-100-0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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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0 菊，元發國際旅行社】 

2. 目標市場 

STP 第二個步驟為目標市場，係指旅遊企業依據本身具備的核能

能力，分析企業內部之優勢與劣勢，外部環境所面臨之機會及威脅，

擬定適當之目標與策略，從市場區隔中選擇可以爭取獲利的市場。夏

威夷的教授特別指出，由於市場上共同競爭的旅行社相當多，如果大

家都針對相同的目標市場發展旅遊產品，極可能造成供大於求，讓市

面上類似的旅遊商品庫存過多，旅行社在機位或房間數不得不消化的

壓力下，價格競爭後就變成所謂的「紅海」。這對於企業而言絕不是

一個好現象，因為消費者只會從中挑選對本身最有利的商品，而企業

的獲利最後只會被被稀釋。這個概念普遍讓臺灣的旅行業菁英接受，

並根據任職的旅行社選定目標市場。 

不同的目標市場之行銷方式，在不同客人身上有不同的介紹方式，學習

找出各族群所需要的東西，以作區隔市場的目標性行銷。

【122-174-002-001，杜 0 瀠，佳安旅行社】 

面臨旅行業紅海惡性競爭，如何能夠跳脫洪流迎向藍海是一個寶貴的問

題。身為中小型旅行業經營者，我將會善用長尾理論，避開市場主力與

普及產品，為顧客良身打造最佳的客制化旅遊，並會致力開發特殊或小

眾市場，進而營造公司的競爭優勢，尋找開創出足以與大型業者相抗衡

的存活之道。【112-118-003-001，吳 0 怡，萬客隆旅行社】 

在行銷市場中，最好的做法是區隔市場，根據不同市場設計銷售不同產

品。以限量、獨家、季節限定、私房產品方式吸引起消費者目光，打造

出特色產品或建立獨家品牌。以旅遊業來說，相同的旅遊市場，但遊程

設計內容不同 (如：飯店、地區、行程名稱之差異) ，讓旅客無法依名

稱直接比價是較好的方式。又或者是開發小眾市場商品，當大眾商品泛

濫時，小眾市場之需求變成另一種趨勢，相對的所需付出也較多。例如：

登山、潛水、醫學美容、企業於國外發表新產品特殊團或是殘障人士團

體…。【112-121-001-001，楊 0 媛，鳳凰國際旅行社】 

與其在大眾市場裡以價格做近身肉搏戰，倒不如深入經營需求較為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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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繁複的小眾市場，如等旅遊團體。集中行銷攻勢才能針對目標族群市

場發揮效用，創造高收益，進而提升顧客忠誠度、品牌認同確立企業的

長遠發展。【112-103-001-001，李 0 玲，宏祥旅行社】 

因此依據消費者不同的生命週期，就會衍生出非常多種目標市場

的旅遊產品設計模式，例如銀髮族市場，日本 JTB 的講師特別向我國

旅行業菁英分享了日本的經驗，由於日本已步入高齡化社會。故 JTB

非常重視銀髮族的旅遊市場，並針對該市場發展出步調比較慢的行程，

例如適合銀髮族的遊輪行程、歐洲火車行程，或是設計鄰近國家韓國、

臺灣、泰國…等短天數行程，針對該市場旅遊客性組合精緻餐食與高

檔住宿，避開年輕人喜愛的遊樂區，以季節主題搭配當地祭典或活動

來，讓不想做太久飛機的銀髮族，可以在亞洲體驗愜意的旅程。這個

概念普遍獲得臺灣旅行業菁英的迴響，並試圖在任職的旅行社發展適

合的旅遊產品。 

針對銀髮族推出可慢活的旅遊行程，行程可以很愜意地來參觀景點，再

加上相關健康的元素 (如：養生餐)，以及可以讓彼此參與的團員一起

參與相關活動，更有機會認識朋友。【122-184-002-001，李 0 輝，雄獅

旅行社】 

臺灣天氣適宜四季如春，加上富有人文氣息以及生態景致對於銀髮族極

具吸引力，可以開發所謂的 Long stay 行程，針對銀髮族，以季為單位

在臺灣不同的地區駐點，像是冬天可以在南臺灣、夏天在南投、春天在

臺北等，根據不同地區設計出適合銀髮族的行程，事實上這樣的行程在

日本形之有年，而臺灣消費物價比日本低，更適合退休銀髮族的生活。

【122-174-009-001，杜 0 瀠，佳安旅行社】 

許多旅客參團時會詢問團員年紀的大小，年紀輕的怕遇到年紀大的團員，

怕年長者行動較慢拖延了行程進度，或特別需要領團人員格外的費心照

顧，而讓疏忽了團隊中其他的細節，或犧牲其他團員該享有的權益；年

紀大的怕遇到年紀輕的，覺得年輕的團員不受控制無時間觀念…等等，

有鑑於此，會建議公司除了要做出產品價格上的區隔，也該開發出較針

對於銀髮族的產品，用年齡區隔出團員的組成，相信此舉會讓領團人員

及旅客之間彼此在旅遊的漫長的旅途中，都感到自在。【122-188-0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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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 0 秀，鳳凰國際旅行社】 

除了銀髮族市場外，JTB 也和臺灣旅行業菁英分享了經營金字塔

頂端消費者的經驗，JTB 為了進入高所得目標市場，另外設立一個品

牌「Royal Road」進行市場區隔，並透過這個品牌不斷推陳出新各種

豪華行程，甚至完全客製化，全部按照消費者需求安排行程包裝。反

觀現在臺灣社會也逐漸走向 M 型化，市場上有錢、有閒、有一些思

想、有一些追求的旅遊新貴值得旅遊業者好好開發。 

奢華旅遊將是旅行的下個里程碑。陸陸續續已有多家旅行社開始發展專

屬自己特色的新奢華旅遊，佳品旅遊未來可以結合三普旅遊企業關係事

業，積極開發此目標客戶群，創造更多的商機。【122-175-004-001，李

0 儀，佳品旅行社】 

特定的市場必需要精美的印刷品來包裝、說明及介紹，以滿足這塊高端

市場的心理需求，例如：海內外蜜月行程、海內外婚禮行程等產品。因

此敝公司也決定要針對公司的老客戶發送促銷商品印刷行程表，以加強

客戶閱讀率及傳遞率，還有針對海島蜜月旅行及海外婚禮行程，也加強

印刷品之精美度，讓新人們更願意購買我們推薦的行程。

【122-177-001-001，林 0 松，朋達旅行社】 

3. 市場定位 

STP 第三個步驟為市場定位，係指企業根據目標市場上同類產品

競爭現況，為產品再注入某些特性，使產品塑造與眾不同的品牌形象

與其它企業產品得以區隔，最終獲得消費者的認同與深刻印象。因此，

旅遊產業確定市場定位之後，除了強化企業內部競爭力，還要不停留

意同目標市場競爭者，依據這個目標市場的變化，未雨綢繆地發展出

貼近這個市場的產品類型和行銷傳播方式。市場定位的觀念值得我國

旅行業菁英深思熟慮，為企業解析出適當定位，創造企業競爭優勢。 

公司在市場上的定位，目前還是著重在陸客來臺交流、觀光、商務交流、

公司行號的獎勵旅遊與來臺醫學會議，在升級至客制化服務，量身訂做，

預計在拉大與同業間的差距，創意服務包裝，鞏固舊有客戶，在挖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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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源。【122-173-004-001，鄧 0 玲，佳安旅行社】 

藉由此次的課程讓我更確認公司在市場上的定位，目前著重在公司行號

的獎勵旅遊，客制化服務，量身訂做，拉大與同業競爭間的差距，創意

服務包裝推陳出新，鞏固舊有客戶，延續創意思維，讓員工旅遊不再只

是流於形式的活動。【112-108-003-001，劉 0 中，威全旅行社】 

(二) 門市通路－多元通路提高消費者接觸點 

日本 JTB 的門市策略則值得我國旅遊業菁英參考。JTB 的講師教

導菁英學員，由於日本團塊世代 (戰後嬰兒潮 1946~1954 年) 在日本

市場強大購買力，為了貼近這一群消費者，JTB 積極設立門市，並依

據門市所在區域與消費者屬性，將門市的型態進行區隔，例如市郊的

門市主要以家庭旅遊為主，都會區則主要是上班族群，而 JTB 各門市

會在裝潢和資訊提供上，依照門市屬性進行調整，如銀髮族群較多的

門市，會在門市放置字體放大的行程簡介，便於老花眼的銀髮族閱讀。

此外總公司會將一部分行銷管理權限下放給店長，店長衡量消費者屬

性決定要向公司買什麼型錄及多少數量。如菁英們參觀的有樂町門市，

屬大型都會區旗艦門市 (Travel Gate)，門市內就區分成票務區、旅遊

區、婚禮區、Royal Road 專區，而異業的刷卡公司 JCB 也在此門市

占有櫃位。 

JTB 門市也非常重視海內外自由行旅客，因此在門市就可以取得

相當豐富的自由行飯店與餐廳資訊，相較我國旅行業多半著重於團體

行程表，顯得 JTB 在自由行市場投注相當多心思，顯見 JTB 門市已

經具備相當程度處理客製化市場的旅遊產品，這與臺灣目前各旅遊設

門市人員素質養成有極大的差異，因此 JTB 在門市經營的策略與管理，

對我國旅行業菁英造成之衝擊不言而喻，尤其是我國品牌知名度較高

的綜合旅行社，應擬定門市未來經營發展之道。 

門市定位與角色：不只是告知消費者哪裡有門市，而是門市能做甚麼、

有何特色、哪些專業諮詢。取法 JTB 門市分級與專長識別。門市特色



 

63 

分類識別與搜尋：(1) 24 小時旗艦店：忠孝；(2) 外國旅客服務：天母；

(3) 咖啡：臺大、內湖；(4) 講堂：臺大、北永康；(5) 主題旅遊顧問在

店服務(遊輪、滑雪、高爾夫專門知識提供)；(6) 出遊大陸服務：站前、

南京、復興、高雄五福。【122-185-002-001，林 0 封，雄獅旅行社】 

雄獅全省門市有接近 60 家，雖然也有不同規模及型態的經營，但比較

起 JTB 門市的多元營運，可學習之處如下：(1) 門市應更有效的來曝光

商品，更直接來拉動客戶之需求。在臺灣的消費習慣與日本還是有差異

的前提下，或許不用全面性地像 JTB在門市有這麼完整的型錄陳列架，

但若可結合品牌的策略 (針對銀髮族群、家庭族群、女性族群)，建議

可以有系列性商品型錄的陳列，讓整體品牌知名度可以提升，也提供更

多元的商品給特定客群，來帶動相關銷售。或是可藉由固定統計出本店

十大熱銷產品、客戶滿意度最高行程，來主動建議給客戶適推薦購買的

行程，降低搜尋時間。【122-184-003-001，李 0 輝，雄獅旅行社】 

不只是哪裡有門市，而是門市能做甚麼、有何特色及功能不同針對門市

特色，做好分類識別的機制，讓消費者可以瞭解雄獅門市所提供不同之

服務理念及項目，目前雄獅有針對外國旅客專業諮詢店 (天母店)、複

合式旗艦店結合咖啡銷售 (臺大店)、與大陸旅遊局合作店 (南京店) 等

類型，建議可再加強主題產品銷售，加強識別某些門市，可提供更專業

的主題產品銷售  (如環遊世界、遊輪、高爾夫等不同專門店 )。

【122-184-003-002，李 0 輝，雄獅旅行社】 

(三) 行銷溝通－運用行銷傳播工具與消費者進行溝通 

就行銷溝通議題方面，夏威夷大學特別點出了網路行銷對目前行

銷傳播工具運用上的轉變。在過去許多人將廣告與行銷推廣劃上等號，

但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刊登的廣告不見的可以接觸到目標市場，

因此行銷推廣不該僅只仰賴廣告，需整合公關行銷、促銷手段、人員

銷售、口碑行銷…等方式達成綜效。而其中網路則是資訊科技發展後

迅速竄起的傳播媒介，它的效果甚至部分超越了傳統媒體。網路同時

具備廣告、促銷、口碑、公關…等功能，且無論旅行業品牌大小均可

透過網路進行行銷。然而，臺灣旅行業對於網路的運用大多僅停留在

架設網頁，與新世代強調的互動性與回應性的溝通方式已經有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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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企業經營規畫而言，這是極需重視的議題，因為這些大量使用

網路的新世代族群，在未來的數年後將成為我們最主要的市場。也讓

我國的旅行業菁英對於這個議題，反思未來的因應之道。 

重新評估 20/80 業績比例，長尾理論中的 80%市場之開發。對於開發長

尾理論中的 80%，網路行銷將是最經濟實惠的方式 但再也不要有主要

關鍵字的迷失，在微利時代每分錢每份投資 (*成本不一定是錢，可能

是時間或人力或更多) 都是要花在刀口上【112-098-005-001，林 0 芳，

三達國際旅行社】。 

在網路行銷上的運用，公司過去都是老顧客群居多，現在應該要多開發

新客戶，利用網際網路是勢在必行，可以運用部落格或是 facebook 等

社群網絡來行銷，或是透由媒體把公司的產品傳遞出去。

【112-100-004-001，葉 0 菊，元發國際旅行社】 

為因應消費行為與習慣依賴網路的現狀，我將會積極學習與善用新科技

媒體，如：臉書 FaceBook 及網路搜尋等工具，運用網路社群、免費或

規劃符合公司相關預算的各種網路資源，提昇公司通路的競爭力。

【112-118-004-001，吳 0 怡，萬客隆旅行社】 

利用科技的進步，網路的無遠弗屆，徹底改變傳統的行銷手法，利用網

路廣告、社群網站、關鍵字搜尋等網路行銷所能觸及到的顧客群更大更

廣，而且更能夠和顧客互動，了解其需求進而達到提升產品銷售的目的。

【112-119-001-001，宮 0 瑤，萬鈞旅行社】 

網路已成為旅行業最主要的資訊及銷售平臺，許多客人在選擇行程時第

一個動作是上網查詢；所以我會增加行程在網路上呈現的豐富性及吸引

力。【112-113-001-001，吳 0 芝，理想旅運社】 

網路行銷之於旅行業重要性，公司網頁對使用者而言資訊是不足的，應

增加對社群網路之行銷通路投入。【112-114-008-001，張 0 雁，惠康旅

行社】 

結合異業網站配合行銷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例如：消費者查詢一個購

物網站，眾多窗口選項之一是：買輕鬆！當點選下去後連結到旅行業者

的產品內容，想買輕鬆～馬爾地夫或是峇里島渡假都是解除壓力、放輕

鬆最佳的選擇。依此方式，搭配異業結盟，彼此配合，達到行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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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認的是，「吸睛」是現階段銷售最好的手法。【112-121-002-001，

楊 0 媛，鳳凰國際旅行社】 

現在的旅遊資訊已經相當發達，消費者多半可以自行查到所需要的資料

去做旅遊規劃，也因此隨著背包客的盛行，旅行社存在的重要性與意義

也不免受到挑戰與衝擊，如何去改善這樣的情況？相對於所謂的背包客

或自助旅行者，旅行社所不同的是擁有更多旅遊資源，因此可以規劃出

更彈性、多元、有效率、更優惠消費者荷包的旅遊方案。【112-120-003-002，

黃 0 城，福洋國際(綜合)旅行社】 

(四) 關係行銷－讓消費者與品牌互動的溝通模式 

關係行銷的應用非常受到 JTB 的重視。所謂關係行銷係指企業與

顧客保持廣泛、密切的關係，讓價格不再是最主要的競爭手段，讓競

爭者很難破壞企業與顧客的關係。JTB 認為，旅行業不僅僅是一個銷

售旅行產品的產業，而是依據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必須在有限的時間

和空間裡，為顧客創造出感動的體驗，這也反映了 JTB 定意它們是推

廣地區文化交流的實踐者。例如：JTB 說明日本飲食文化講究色、香、

味、形、器的呈現，並透過氣氛、食材、感官讓飲食美學的境界具象

化。JTB 除了在產品上對應消費者實際的需求，也相當重視客人的回

饋，例如 JTB 進行顧客滿意度追蹤調查時，是在旅客購買旅遊產品當

下，就立即將承辦人名片、旅遊資料與滿意度問卷給旅客，客人僅需

將問卷填答完投入郵箱即可，為鼓勵客人填問卷，還有回函抽獎機制，

這樣的回饋機制相當有鑑別度，對於產品的控管有相當的幫助。就關

係行銷的執行方法上，JTB 的經驗值得我國旅行業菁英效法語學習。 

JTB 的【五感體驗】原則在近年來的紐西蘭農莊體驗以及日本現地來鄉

下住一晚，或是泰國和印尼的料理課程都獲得很多的正面回響，利用手

做體驗創造出來的獨一無二的感受融入五感體驗的設計元素可以幫助

企畫推陳出新，有如星野度假村的雲海 CAFÉ，雲海瑜珈課程，只要掌

握感動點加以宣傳，產品活化可創造旅遊路線回春，僑興會著重在【感

動圓夢】的主題上推出新的企畫案。【132-274-003-001，何 0 騏，僑興

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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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公司的產品應隨市場的變化改變，如季節的改變或節慶來臨可

以主打某些路線以促進買氣並適應市場。訂價改為一價全包，將免去糾

紛也讓業務易於銷售，對於服務的方式，將強調一對一的服務，以提高

服務的品質，強調以客為尊的精神。【112-098-002-001，林 0 芳，三達

國際旅行社】 

針對高頻率出國的客群，應更有系統地來分析相關客戶消費行為，可學

習 JTB 會員制度，提供給不同會員相關權益，施予相關優惠，讓客戶

願意長期參加雄獅的行程。甚至後續可推出「VIP 會員服務機制」，針

對雄獅的忠誠客戶，除了提供更具品質的服務規格及流程，也希望更能

準確掌握顧客的消費行為，來推薦給消費者更適合的商品，並提供更良

好的服務，帶來更好的業績。【122-184-007-001，李 0 輝，雄獅旅行社】 

會員經營應用面：(1) 提供更細緻的服務，掌握客戶資料，可以變更行

程相關細節。當然客戶資料應用已考量過個人資料保護。(2) 持續瞭解

客戶的需求：客人住哪裡，去哪兒旅遊，會存在 Data Base。(3) 推薦相

關適合旅遊商品，針對會員寄送月刊到家裡。【122-185-005-001，林 0

封，雄獅旅行社】 

未來業者對顧客價值需求，只有從為消費者量身訂做的 SIT (special 

interest tour)產品，重視目的性、體驗性、自主性，更能從消費者的角

度進行思考。強化旅遊過程中透過供應商攜手合作，業者的專業與經驗，

強化旅行中各環節的感官，視覺與心靈優質的體驗與高度專業的啟示解

說的領隊或導遊執行旅行體驗將旅客帶入體驗的情境，留下永久回憶，

塑當重遊意願。【132-273-002-001，王 0 遠，順一旅行社】 

四、人才發展－藉由員工訓練與發展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一) 教育訓練－透過教育厚植企業競爭力 

旅行業是以人為本的服務業，為了維持服務品質，員工教育訓練

對旅遊產業乃刻不容緩的工作，而 JTB 名列亞洲第一的旅行社，對於

人才訓練的著力頗深。JTB 的講師對我國旅行業菁英分享該企業針對

人力需求區分出三種屬性的人，分別是：(1) 高技能專門性的員工；

(2) 動機強烈要成功獲利的員工；(3) 自發性創造且能思考獨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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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員工。但無論是那一種人才，JTB 都會適才適所提出適合的教育訓

練方式，因為對於 JTB 而言，所有的人力資源都是企業「人財」的一

部分。反觀臺灣旅行業，往往都是將業績最好的員工晉升為小主管，

但是晉升後，企業卻完全不做任何管理訓練，讓這些中階主管同時背

負客戶和產品的壓力。因此依照不同職位所需的職能，持續的教育訓

練是我國旅行業亟需投注的議題，也讓我國旅行業菁英思考企業未就

就技育訓練應該投注的方向。 

目前臺灣旅行業的員工教育訓練僅有幾家大型的綜合旅行社較為完整，

中小型旅行社應該要利用業內的各機關、協會所舉辦的課程，讓企業內

的員工進修，再結合企業內部的訓練課程，做完整且定期的教育訓練，

讓業界人員的專業知識能不斷增長。此外，也可依照訓練課程及內部稽

核，篩選出專業能力較強的人才，提供訓練，作為企業內未來主管的人

才培育。【122-181-001-003，彭 0 龍，康福旅行社】 

用更長期的訓練觀點來提升員工能力！在後續的訓練安排，可更有計畫

性依據不同階段、部門及員工的學習，來做出有銜接性的課程。

【122-184-006-001，李 0 輝，雄獅旅行社】 

公司內部定期舉辦領團人員的分享會或是讀書會，讓彼此可以分享工作

上的心得或是棘手的問題的處理，而不只是蜻蜓點水的理想式理論或是

官方說法的口頭告誡，此舉也可以替代僵硬的定期測驗，讓各線路領隊、

各部門職員之間互相交流工作上的挫折及溝通彼此作業上的難題，相信

可以為彼此帶來更多更實際的且有效的溝通及收穫。【122-188-005-001，

邱 0 秀，鳳凰國際旅行社】 

建議公司除了春秋兩季的公司產品訓練課程外，應該多增加一些其他課

程，例：用餐禮儀，品酒課，藝術欣賞…等。【122-223-004-001，楊 0

芳，理想旅運社】 

回國後已經將員工訓練課程強化，除了原有的專業票務訓練外，更引進

「服務態度管理」、「顧客心理學-電話銷售技巧」、「行動開發」等基礎

課程，並派員參加商業發展研究院以及中小企業的在職成長課程，同時

也為了讓小公司的員工發揮更大的效益，讓員工認同公司經營的理念也

非常重要，我另行規劃了「公司品牌策略」等中階課程給主管，希望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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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級課程的補強可以強化凝聚力，落實品牌服務精神於服務端，並

鼓勵員工獨立成長並發揮團隊戰力，在公司經營的主力市場創造佳績。

【132-274-002-001，何 0 騏，僑興旅行社】 

(二) 員工認證－藉由評鑑機制評估訓練成果 

JTB 除了透過教育訓練提升員工所需之職能，另外也發展出因應

之審核機制，例如 JTB對於員工設有級距，並依資歷經過考試來晉升。

JTB 透過的 E-Learning 系統進教育訓練，但為了確定員工都有上網學

習，會定期舉辦考試測驗員工學習成果，確保員工主動去了解產品內

容並鑽研自身的銷售技巧。 

此外 JTB 會記錄員工學習紀錄，並針對不同職級規劃學習路徑，

採取專業分級的制度，當員工學習到某個階段就給予一枚胸針識別，

因此胸針越多的客服人員，對於旅行業的專業知識越豐富。JTB 內部

的認證制度，讓消費者走進 JTB 的門市就一目瞭然服務人員的資歷及

專業項目，這不但對員工是一種肯定，對於消費者也是一種安心的保

障。反觀臺灣旅行業服務人員並無職能核定法則，造成中小型旅行業

主管職級使用氾濫，讓消費者很難確認旅行業從業人員專業程度。這

些 JTB 運用的訓練與回饋辦法，非常值得我國旅行業參考，並依據我

國產業屬性發展自己的教育訓練回饋辦法。 

雄獅門市服務人員面對的是各式各樣客人臨櫃諮詢，服務員是否具備足

夠產品知識的廣度與深度以滿足客戶需求是一大挑戰。JTB 的服務人員

專業認證與識別系統，客人可先透過網站找到不同專長領域的門市，再

以專業分工的方式提供優質、差異化服務。此作法可應用於雄獅門市，

只是有其前提條件為區隔專業領域服務必須有可支撐人員編制費用之

市場規模，並且需要人資訓練體系與產品體系等資源投入。

【122-185-002-002，林 0 封，雄獅旅行社】 

門市店長的養成至少要 17 年，員工的升等需經過考試評鑑，每一級大

概要 3-5 年，門市旅遊商品的客服都有商品設計能力，也就是說門市的

客服有是有些資歷的，JTB 也針對個類商品，如遊輪、婚禮旅遊..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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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做員工評鑑，通過評鑑者給一枚別針，所以別針越多的表示越資深及

專業，找他服務的客人會較多，業績也會較好，不論是實質收入或成就

感都能得到滿足，這讓客服更積極進修，能留住好人才，同時消費者可

依其需求選擇客服，對 JTB 的品牌更有信心。門市客服相較於內部人

員是較辛苦的，如果在薪資及地位上未給予肯定，對工作很容易厭倦導

至流動率偏高， JTB 的門市客服管理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

【122-179-007-001，張 0 惠，易遊網旅行社】 

目前易遊網也有 E-Learning，但沒有與考核升遷制度掛勾，可建議人資

將學習與考核做聯結，讓員工有較強烈的學習動機與意願，以提升員工

的素質。【122-179-002-001，張 0 惠，易遊網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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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宿業 

旅宿業的受訓菁英，對於未來將訓練成果運用在哪些工作上，及

其可能衍生之相關投資或營運提升成效，可以歸類為以下六種層面解

析之，分別為：品牌、硬體建置、服務品質，以下逐項說明之。 

一、品牌定位－重新思考品牌形象與定位之重要性 

旅宿業菁英無論是澳洲藍帶學院、新加坡南洋理工，或是瑞士雷

赫士 (Les Roches) 旅館管理大學，教授無不強調品牌的影響與重要

性。故以下從品牌形象、品牌定位兩個議題解析旅宿業菁英對於任職

旅宿業產生之觀點與心得。 

(一) 品牌形象－學習維持與提升品牌之方式 

品牌形象係指消費者接觸的品牌信息，經過本身的內化，在大腦

中形成的有關品牌的印象總和。而每個旅宿業在市場上均有獨特之品

牌形象，它可能源自旅宿業的客房設計、服務品質、管理制度…等因

素，但如何維持或提升品牌形象？是旅宿業前往海外受訓研習的重點

之一。 

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的教授與我國學員分享他們的經驗，當

消費者進行購買決策前，品牌形象絕對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例

如 Apple 的 iPhone 現在已經是手機市場的指標品牌，即便它的售價

不斐，仍然可以吸引消費者購買。另外觀光遊樂業龍頭迪士尼，全世

界無論那個角落、無論貧富差距、無論種族，大家從小就認識米奇，

歡樂與和平品牌形象，讓兒童或大人都想要去迪士尼樂園感受快樂的

氣氛。而旅宿業的喜逹屋集團 (SPG)，旗下不同品牌顯然就有不同的

品牌形象，如 W Hotel 讓消費者想到新潮、Le-Meridien 讓人想到藝

術、St-Regis 則是超越五星級酒店的管家服務。讓每個消費者都以自

己的需求來選擇入住的酒店，因此品牌形象是企業與消費者情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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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能主導顧客決策，同時也無形影響企業資產，對於消費者而言，

品牌可以影響信任、喜好、追隨…等等感官，如果企業沒有在消費者

心中建立品牌形象，將無法成為消費者選項之ㄧ，故品牌形象在消費

者的心目中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個概念值得我國旅宿業菁英

思考，本身任職的飯店提供消費者那種形象，這個形象要如何維持或

提升。 

我們就要更落實品牌的核心價格讓客人在入任期間有好的服務體驗加

深對酒店的印象。每個月我們飯店都有品牌的課程會跟訓練部建議可再

課程後不定期到現場做小抽考看同仁是否了解品牌的核心價格並落實

在跟客人的互動上【133-308-002-001，張 0 惠，臺北寒舍艾美酒店】。 

建立連鎖飯店與獨立經營有很大不同，難度大大提高，但重點是如果有

好的品牌形象，則經營會有事半功倍之效。檢視目前公司在系統面、人

力資源面、與流程面上是否符合品牌導向公司的要求。【123-249-002-001，

黃 0 奇，宜泰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從顧客和同仁的角度檢視飯店品牌所反映的形象和價值，是否仍和我們

的品牌靈魂相符，然後進行我們和競爭對手的 SWOT 分析以瞭解我們

可運用的優勢，思考品牌靈魂是否有需要進行調整? 在再次確認品牌定

位後，先透過每年定期舉辦的工作研討會加強內部的品牌化，進而從服

務、行銷、公關的方面去建立品牌在顧客心目中的新價值。

【133-303-006-001，陳 0 全，臺中亞緻大飯店】 

品牌形象除了藉由廣告行銷外最重要的是應把握每ㄧ次產品銷售的機

會，以旅館業來說也就是把握每ㄧ組入住及用餐的顧客推廣飯店的經營

理念、主題特色文化，並呈現飯店在硬體設備及軟體服務上最好的一面。

【133-301-004-001，楊 0 文，六福莊生態渡假旅館】 

就我國旅宿業目前發展現況而言，觀光局持續關注我國旅宿業品

牌形象如何與國際接軌，因此近年持續推動旅宿業星級評鑑。而參與

海外訓練的旅宿業學員，在海外課程與飯店參訪的過程中，發現任職

飯店品牌形象不明確，認為參與我國星級評鑑也是旅宿業提升品牌形

象的途徑之一，並希望企業透過星級評鑑的事前準備、開會討論、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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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秘密客演練及檢討…等過程，強化組織間溝通、檢視硬體維護、提

升服務品質，讓任職的酒店可以有更具體的品牌形象。 

目前針對所屬企業的階段性品牌建立，第一步為星級的取得，於出國前

經歷了硬體評鑑，回國後，積極準備軟體評鑑。而星級評鑑的好處除了

重新檢視飯店建物方面的狀態外，更是由內而外自我提升的一個好機會。

【123-240-001-001，洪 0 紋，臺北花園大酒店】 

(二) 品牌領導 

旅宿業設定品牌定位前，需釐清企業核心能力與消費者對於企業

的品牌形象，藉此找出核心能力可以發展出來的服務與產品，如果這

些產品不符合消費者的期待，務必先對消費者品牌形象或企業的服務

與產品進行調整。關於企業品牌定位與消費者品牌形象的差異，新加

坡南洋理工的教授在品牌領導 (Brand Leadership) 課程中，提供了

「重要表現程度分析法 (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 」以

及「品牌表現漏斗分析 (Brand performance funnel analysis)」等分析

工具，讓我國的旅宿業菁英參考，而我國菁英也期望在任職的飯店實

際應用，藉以讓企業品牌定位可以貼近目標市場。 

未來在第三方市場調查方面，我們可以提供一份客人希望/在乎的元素

表格做為市調，便可分析出客人心中價值是否與飯店期待有所差距，再

經由漏斗分析出忠誠客比例【123-239-003-001，蘇 0 佑，臺北亞都麗緻

大飯店】。 

品牌定位係指企業建立品牌形象的過程和結果，就旅宿業的品牌

定位而言，可能源自旅宿業提供之企業文化、服務、產品、技術、品

質…等元素所營造之品牌形象，經由企業建立明確而一致的品牌訊息

後，在消費者形塑之整體之形象。然而，企業形塑品牌形象可能與消

費者的觀感發生差異，此時就會發生品牌定位的偏差。 

關於品牌定位的成功案例，前往澳洲藍帶學院的學員有深刻的體

驗。澳洲藍帶學院位於南澳大利亞洲 (SA) 的阿德雷德，南澳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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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進步的洲，天然資源不豐富，也沒有工業發展，但這裡的居民發現

此地氣候及土壤非常適合葡萄的種植，加上早年義大利人移民引進製

酒技術，造就了 Barossa Valley 這個葡萄酒產區，目前該地州政府與

當地企業充分運用當地優勢，結合美食與葡萄酒發展旅遊，成功的將

葡萄酒進行品牌定位，現在南澳的葡萄酒已行銷國際，並在葡萄酒市

場佔有一席之地。從南澳葡萄酒的案例，讓我國旅宿業思考任職飯店

的市場定位是否能傳遞品牌的精神，並且符合目標市場的品牌形象。 

身為旅館專業經理人，當前的挑戰也正是著手明確調整「臺北老爺」的

市場定位，將老爺「精緻謙遜而不奢華的服務精神」、「不做第一，只求

唯一的核心價值」轉化為品牌態度，並將堅持給予顧客的承諾，藉由我

們的每一個服務機會點，明確而一致的傳遞給消費者，以達到「深耕核

心價值、擦亮老爺品牌」的目標。【103-033-003-001，廖 0 盛，臺北老

爺大酒店】 

透過建立品牌並傳達品牌形象，是加深顧客和企業情感連結以及建立顧

客忠誠度之最有效方式，但如何使顧客信任品牌並保持聯繫也相對困難。

將此次上課內容與行銷部同仁分享，並指導其就現有進行之行銷策略再

加強品牌宣傳之部分，尤以透過活動營銷之方式，遴選符合企業形象之

藝文展覽活動、演奏會等洽談異業合作。【133-311-007-001，譚 0 蓮，

臺北馥敦飯店南京館】 

二、硬體建置－透過改善帶給顧客住房新體驗 

(一) 飯店設計－營造鮮明的設計感 

歷年旅宿業菁英海外訓練會安排飯店參訪，讓菁英透過實際體驗

的方式來觀察這些飯店如何利用裝置藝術、空間設計、裝潢擺飾來營

造飯店的氣氛。例如澳洲黃金海岸的凡賽斯精品酒店 (Versace)，該

精品酒店以美學風格為核心價值，從裝潢、傢俱、餐具，隨處都能見

到美麗的裝飾並凸顯出其 Versace 的商標圖案，並從硬體的空間營造

到軟體的待客服務所塑造出來高貴氣氛，利用頂級奢華享受抓住金字

塔頂端顧客群。另外前往瑞士雷赫士大學的菁英們，也體驗了當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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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類型的飯店，如 Four Seasons Hotel 客房各樓層的專屬管家服務座

位，讓住客感受到尊貴。Crans Ambassador Hotel 的 180 度全景餐廳

讓消費者增加視覺感官，並配合窗外的山林景色，將內部設計統一採

用山林元素。而 Schloss Hotel Alex Tenne 入口的家庭式沙發及壁爐，

讓旅客有回家的溫馨感，客房內的策馬特的歷史照片，展現酒店與歷

史的脈絡，房門口的置鞋櫃讓鞋子不會髒污房間。這些飯店採用的設

計元素對於我國旅宿業菁英產生了一些靈感，並試圖在任職的酒店進

行應用。 

即使是瑞士百年飯店的 Grand Hotel Europe也重新裝潢過飯店內的走廊

就分為新舊二款。Hyatt 飯店今年開始也將部分房型進行翻修因為飯店

附近競爭太激烈房型太老舊客人都流失了。雖然我們飯店才開第三年還

算新飯店但從現在就要開始好好維護了客人使用率大壞的也快不定期

的小規模維修也延長了硬體設施的壽命。【133-308-007-001，張 0 惠，

臺北寒舍艾美酒店】 

每家飯店都有獨有的特色，不管是造景、氣味或公共藝術，個人覺得那

是一種傳遞給住客的品牌印象。不管事到處可看見跟酒店 LOGO 相關

的用品或以 LOGO 延伸的裝潢或設計品，都可看出酒店的整體性，因

此可建議在公共空間裝置上可以朝此方向規劃。【123-234-001-003，薛

0 翎，六福旅遊集團】 

(二) 飯店設施－新設施的應用與巧思 

飯店是一個綜合公共建築，同時提供餐飲、住宿、娛樂、會議、

購物、健身…等服務，因此支援的硬體設施相當多元，而我國旅宿業

菁英海外訓練計畫，也透過實際訪查國外飯店的方式，利用觀察法了

解海外飯店在設施的設計與維護的方法。 

例如飯店櫃臺設施，馬來西亞雲頂 The First World Hotel 為了因

應眾多旅客，研發出自動化登記及退房櫃檯機，可以快速紓解客人排

隊等候時間。而客房設施部分，瑞士的 Alex Shlosshotel Tenne Hotel

公寓式套房，房間設計很特別的採共用客廳、房間內還設有洗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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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衣機，廚房設備，此外瑞士許多飯店客房內都改採提供膠囊咖啡機、

可轉向床頭燈…等，都是非常新穎且貼心的設備。休閒設施的部分，

瑞士 Crans Ambassador Hotel、Alex Schloss Hotel、Hotel Albana real

三間中小型飯店的休閒設施相當豐富，其中客房僅有 63 間的 Crans 

Ambassador Hotel，休閒設施卻涵蓋 13 間 SPA 療程室、一個中型室

內泳池、三十多的臺健身器材。從這些參訪的過程中，這些國外飯店

豐富與新穎的設施，讓我國菁英思考任職飯店，可以透過巧思在設施

上進行調整。 

在飯店裝修時，提出想在天花板裝設往下照的閱讀燈，但因我們飯店並

無天花板夾層而作罷；此次看見其他飯店在床旁的燈具上有可調整式的

閱讀燈，可作為下次更換燈具時的參考。【133-310-004-001，吳 0 文，

臺北福華大飯店】 

Hotel Schloss 在為了提供客人更舒適的住宿環境，防止飯店內外所產生

的噪音，在室外的隔音上，做了三層隔音玻璃，在新建築物上，建造了

50 公分的牆面，在所有的走廊上，鋪設了 3 公分的地毯，走起來不但

舒適，且可以隔絕其他客人走路時的聲響。【133-310-004-002，吳 0 文，

臺北福華大飯店】 

目前我所任職單位的顧客滿意度，主要以要以空間為主要的回饋，公司

未來仍持續規劃其他飯店，未來將給予適當的建議，以提供較多元的設

施供房客使用。【133-312-003-001，張 0 如，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近年資訊科技一日千里，許多過時電子產品的規格與配備已不堪

最新的資訊科技，例如前往澳洲的我國菁英，就體驗到當地無線網路

並不普遍，然而凡賽斯酒店不僅在大廳等公共區域供旅客上網，客人

在房間內也可自由使用無線網路。而已有 15 年歷史的馬來西亞文華

東方，每年都編列預算為飯店硬體升級，並針對時下最流行的電子產

品提供支援的設備，例如每間客房都配有 Apple 充電器。這些因應資

訊科技的電子設施，為飯店提升更多便利性，也讓我國菁英借鏡並評

估，任職飯店在設備上因應現金的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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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每年編列年度預算在硬體方面一定需適時更新老舊設備增加新的

科技設備像提供房客免費借用 I-POD 提供手機 APP 訂房，還需定時舉

辦員工教育訓練提供將心比心客制化的貼心服務【123-255-008-001，陳

0 芳，捷絲旅】 

也建議在客房內可以增設電子用品的充電插槽，提供旅客可以同時為所

有電子用品充電，保持最佳狀態。或是利用智慧型手機的輕巧與便利性

與客房管理系統做結合，可讓業務員在洽談生意時，即可隨時看到房間

狀態並且完成預定作業。或是房務人員配置電子顯示器可連結櫃臺系統，

當住客一退房，就會將退房的房號顯示在電子顯示器上，提醒房務人員

立即檢查客房的狀態，並可隨即優先進行打掃整理。【123-234-004-005，

薛 0 翎，六福旅遊集團】 

(三) 節能環保－邁向世界的潮流與趨勢 

在全球暖化的前提下，世界各國無不正視節能環保議題，旅宿業

菁英們參訪瑞士各飯店時，各飯店無不從永續觀點經營管理，例如客

房不再提供牙膏、牙刷服務，部分的飯店備品採取掛壁式按壓提供淋

浴乳 (給皂機)，飯店及餐廳公共區域洗手間不提供擦手紙，改提供可

換洗的擦手布，鼓勵房客重複使用毛巾、浴巾。此外瑞士境內諸多觀

光景點亦廣設節能減碳設施，以策馬特為例，境內全部採用電動車運

輸來承載當地每年數百萬的觀光客。 

澳洲阿德雷德對於環保亦不遺餘力，城市落實垃圾分類、水資源

回收再利用、生態環境保育。我國菁英參訪的阿德雷德國際會議中心，

裡面的廚房設有 E-Water 環保用水設備。這套設備會將一般用水分流

成「食物用水」和「清潔用水」。透過這套設備，確保食物的衛生與

安全之外，也會減少了清潔劑的使用量。 

前往馬來西亞的旅宿業菁英則是發現，吉隆坡雙子星塔在屋頂覆

蓋大量太陽能板儲備太陽能，並且為了考慮視覺美觀，還透過幾何圖

形排列形成另類裝置藝術。吉隆坡機場則是考量太陽照射的各種角度

設計航站大廳，讓航站在白天減少電力照明。這些節能減碳的設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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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與因應措施，都值得我國旅宿業菁英們借鏡，從永續的觀點進行飯

店經營管理，並且對我們居住的土地有更強的使命感。 

從最簡單也最容易的能源耗損先行著手，評估高等級的發光二極體更換，

對於能源節省的加強宣導亦評估內部感應式開關更換，建築物的內外部

進行永續發展的評估，能夠保留或更新的部分排定時程進行改建，排定

的新建設利用納入綠能永續概念，客房內容易被顧客帶走的備品或相關

贈品改善成易於環境分解的材質，舉辦定期的觀念宣導養成全員意識。

【133-304-006-001，李 0 軒，臺中裕元花園酒店】 

飯店業目前已實施之「地球環保」相關活動包括：(1)客房內有環保卡，

可供客人選擇是否更換床單及在浴室是否更換浴巾，以節省用水。(2)

辦公室之影印機紙張使用回收紙。(3)使用 LED 燈以節約電力。(4)電子

表單化。(5)控管各餐廳及客房的空調溫度。(6)員工區域洗手檯的水龍

頭改為水霧式以減少用水。【133-310-002-001，吳 0 文，臺北福華大飯

店】 

目前在本人任職之集團，本已開始逐步更新各地分館，在環保議題方面，

不斷加入新的元素，在每個分館陸續更新之後，都以經採用許多減少破

壞大自然的元素【133-313-001-001，李 0 彥，桃園翰品酒店】。 

酒店的可持續性發展：翰品新莊的環保節能措施在規劃興建時便已導入，

包含截油槽的設置、熱能循環利用、中水設施、全館採用 LED 燈、省

水馬桶…等，但講師談到的綠能環保房及與在地結合的永續發展規劃便

稍嫌不足，目前推行的環保房僅取消客房備品的供應，未來將著手規劃

全程的環保設計，包含搭乘的交通工具、使用的碗筷、房間的空調溫度…，

讓環保概念從翰品新莊教育給消費者。【133-316-002-004，嚴 0 立，新

莊翰品酒店】 

目前飯店已與環保署合作近二年的時間，推出長期住宿及餐飲的環保專

案，希望雙方能更多方面的持續推廣，增加專案的達成目的。

【133-318-003-001，李 0 嫻，福容大飯店-林口】 

參訪的過程中總是會有新的發現，在新加坡看到的五星級的飯店己經和

日本一樣在客房沐浴備品己經開始也使用大瓶裝的環保包裝，而不像臺

灣飯店在客房裡大部分都是放置小瓶的旅行組，從這點看來就感受的到

新加坡推動環保飯店的起步，或許是臺灣的消費者意識高過於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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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但這也是讓我覺得或許可以在加賀屋也開始和日本一樣用大瓶裝的

環保包裝的備品，讓一次只有一點點就要丟棄的沐浴備品組能開始環保

起來。【123-235-002-003，游 0 毓，日勝生加賀屋國際溫泉飯店】 

我們看到部分旅館的飯店內的車輛採用環保電動車，我想，我們飯店也

可考慮引進。目前公司的箱型車主要用於接送遊覽車司機往返遊覽車停

車場，與車站接送部分 FIT 客人，每年油錢耗費 10 餘萬，如果能引進

環保電動車，定能降低這部分的運輸費用，也能提升飯店的環保形象。

【123-263-004-002，張 0 源，鎮寶大飯店】 

三、服務品質－提供超越遊客期待的服務 

(一) 訂房與接待服務 

訂房服務係指旅客入住飯店之前的預定流程中，飯店人員提供之

服務內容。訂房服務需處理不同通路的訂房需求，並盡可能在旅客入

住之前取得旅客所需之服務內容，讓飯店內的工作人員提早準備，因

此完備的訂房服務除了妥善旅客入住時的服務完整，也可以減少失誤

的產生。例如商務客可能有接送車、會議室、訂高爾夫場地的需求、

家庭旅客可能有聯通房、安排鄰近房、嬰兒床、嬰兒備品的需求、素

食者有特殊餐時的需求、團體客有領隊免費房 (FOC；Free of Charge) 

的需求、其他還有一般旅客諸如一大床、兩小床、高樓層、吸菸房、

延遲退房…等等需求，可以想見訂房人員需要協助飯店的前置工作，

因此需要非常細心的處理每一張訂單，才能確保飯店維持服務品質。 

針對家庭旅遊的訂房，我也在做同仁分享時提出建議。提議訂房組的同

事接獲家庭訂房，6-8 人的旅客訂房時，訂房組的同事可以主動和顧客

連繫以了解是否需要安排連房，或是相鄰的客房安排。一方面有利於房

間安排的事前作業，也進一步了解顧客是有否額外需要協助之處。另一

方面可以藉由這樣的小舉動，增加企業品牌良好的觀感。

【133-307-003-001，謝 0 妮，臺北君悅大飯店】 

接待服務通常還分成櫃檯和禮賓服務，是旅客抵達飯店最先接觸

到的服務人員，服務內容包含入住登記、結帳服務、話務服務、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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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放、委託代辦…等。我國菁英在參訪馬來西亞雲頂高原 The First 

World Hotel 時，實際體驗如何透過科技協助接待服務提高服務品質。

The First World Hotel 屬三星級飯店卻有 6,118 間客房，是目前世界上

房間數第四多的飯店，為了加快接待服務提升服務品質，該飯店導入

自動化登記及退房系統，讓預付房費的旅客自行取得訂房紀錄與房卡，

退房旅客亦可自行操作系統完成退房，這套系統除了提高效率與服務

品質，也精簡了接待服務的員工數。而新加坡五星級的金沙酒店也採

用了類似的設備，於大廳設立了自動櫃檯機，讓房客可進行帳單查詢

及快速退房。除了透過科技提高接待服務服務品質，新加坡麗池卡登

酒店 (Ritz-Carlton) 則是發展出一項接待創新服務，它們與新加坡地

鐵合作，讓旅客可以再機場就完成登記手續，行李則由飯店禮賓人員

進行運送的處理。因此，從國外的案例反思我國旅宿業現況，如何提

高接待服務的品質，值得我國的旅宿業菁英們借鏡。 

因此建議在大廳櫃檯或服務中心旁可以設立一個服務箱，提供有需要快

捷退房服務的客人投遞表格，並且也可作為客房或餐廳填寫意見表的回

收箱。【123-234-002-004，尤 0 祥，臺北神旺大飯店】 

可考慮與其他酒店或旅行業者結合，設立聯合櫃櫃檯提供客人在機場直

接辦理 C/I，再由專人將行李統一載至臺北市區各酒店進行分發作業，

讓客人可以更彈性安排自己的行程。【123-234-004-006，尤 0 祥，臺北

神旺大飯店】 

(二) 客房與管家服務 

客房服務係指旅客入住飯店之後，在入住客房中所需的所有服務

內容，主要提供客房清潔並確保客房設施無虞，次要提供旅客物品遞

送、客房設施補給…等服務。對於入住旅客而言，入住飯店最重要的

目的就是要在客房休息，因此客房服務是飯店維繫服務品質的關鍵因

素。而其中直接影響旅客感觀的客房服務就是客房清潔。我國旅宿業

菁英在新加坡受訓期間，新加坡麗池卡登酒店提供了他們維持客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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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的訣竅。新加坡麗池卡登除了定期的維護外，他們整合房務、前檯、

工程三方人員組成品管小組 (Room Quality Handover Team)，每天停

售一間客房做全面性的打掃與維護工作，舉凡霉味、污垢都必需在此

時徹底消除，且房內之設備、電線線路、空調設施都必須在當下保持

最優良之狀態，如需維修時則請工程立即處理，並於保養完畢後由品

管小組成員一同驗收。而全館 300 多個房間剛好一年會完成一輪，如

此一來該飯店可以確保每間房都會達到清潔與維護。這個構想讓我國

的旅宿業者相當認同，並提出適合我國飯店業的客房服務模式。 

定期關樓保養將問題狀況排除，但房況把關單由一方進行可能不夠周全。

Room Quality Handover Team 之概念可立即實施並可現收成效.若以 606

間計算以每天進行 5 間房實施該措施，則所有房間每年約可進行 3 次

Room Quality Handover 檢測，這對客人對於房況之滿意度提昇定有助

益。【123-248-003-001，王 0 賢，臺北福華大飯店】 

瑞士大多數的飯店都具有歷史的意義及價值，雖然老舊但確乾淨，由於

氣候相較於臺灣乾爽，所以看不到發霉的現象，臺灣的飯店業者對於除

霉漂白都需常常注意，也是例行需進行的保養項目。此外，這次學成後

已指派專人負責該項目，即使是小細節也不容忽視。【133-311-003-001，

譚 0 蓮，臺北馥敦飯店南京館】 

在競爭的旅宿業市場，金字塔頂端客戶是頂級飯店想要爭取的客

戶，因此頂級飯店業者無不花費巧思發展出創新的服務吸引這群消費

者，而其中管家服務即是針對這群貴客發展而來的服務形態。管家服

務係指旅宿業針對消費能力較高之旅客提供的主動式服務，該服務強

調服務能想在顧客之前完成，並且對顧客需求使命必達。例如我國菁

英前往新加坡受訓時，實際體驗了新加坡麗池卡登的管家服務，從旅

客一踏進麗池卡登，麗池卡登就會安排專屬管家  (GRO；Guest 

Relation Officer) 直接帶旅客到客房登記，這個流程可保有旅客隱私，

也可避免其他旅客客人在大廳等候。而這位管家在旅客入住期間，會

一直處於待命的狀態，隨時依照旅客的需求提供服務。而瑞士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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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des Bergues Geneva) 針對金字塔頂端客戶

也發展出另一套管家服務形態，它們在每個樓層所設立的樓層助理服

務，凡舉該樓層旅客住宿時的大小事務都一手包辦。這樣一個全方位

的角色如同辦公事裡的秘書，為繁忙的商務旅客處理所由繁雜的事務。

反觀臺灣旅宿業，如何在產業現況前提下區隔出頂級市場，提供優質

的服務與產品，值得我國旅宿業菁英們審慎思考。 

將飯店內服務 VIP的嘉賓軒同仁重新做職責分派，並分散在各個樓層。

當 VIP 顧客的訂房確認時，以顧客名字做分配原則，指派給持定的嘉

賓軒同仁負責主要接待工作，由負責同仁透過電話或是電子郵件方式主

動和顧客聯繫以確定其需求。抵達當天盡可能在入口處迎接顧客，引領

其至客房的正確位置；顧客住宿其間，這位負責的同仁必確保顧客接收

到飯店良好的住宿品質以及服務。【133-307-002-001，謝 0 妮，臺北君

悅大飯店】 

雖然六福莊目前無法像四季酒店一樣每一樓層為房客設置專屬秘書，但

可將其服務精神延伸至客房、餐飲、休閒活動相關部門，藉由教育訓練

提升服務品質及細膩度，讓每位員工皆能為顧客解決所有問題，讓顧客

有賓至如歸、頂級尊爵的服務。【133-301-003-001，楊 0 文，六福莊生

態渡假旅館】 

向本酒店相關單位提出建議如下：(1) 客房部：針對團體客人或是特別

VIP 亦可由貴賓接待人員於大廳提供熱毛巾讓客人使用。(2) 房務部：

開夜床時可放置小卡及小點心讓客人感受到飯店的用心。目前已採用開

夜床時於床頭櫃放上《美夢卡+手工牛軋糖或鳳梨酥》，客人反應良好。

【113-135-003-002，程 0 慈，臺北老爺大酒店】 

Mandarin Oriental 的 Newspaper Menu 讓服務做到更細緻，目前雲朗觀

光旗下頂級品牌君品僅有部分報紙選擇，建議可再多樣化。另外在 VIP 

Lounge 除了有大量書籍閱讀之外，亦有各餐廳 menu 可提供選擇，建

議君品亦可學習，若有需要，則可點選送至 VIP Lounge，亦是很貼心

的服務。【123-260-008-006，陳 0 慈，翰品酒店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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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餐飲服務 

餐飲本身就是文化表徵之一，因此飯店往往會在餐飲中備妥當地

菜餚讓旅客體驗當地文化，然而餐飲的口味可能引起消費者的不適，

此時就有賴廚師調整餐飲的口味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因此良好的餐飲

服務應該從顧客導向為旅客準備餐點。如同我國菁英前往新加坡南洋

理工受訓時，對於校方為學員準備的午餐與茶點印象深刻，該外燴團

隊除了每日提供不同主題 (包括日式、中式、新加坡式) 餐食以外，

還現場桿麵粉、包水餃…等，五天下來讓同樣是餐飲業的學員讚不絕

口。另外在澳洲阿得雷德受訓的學員也感受到 Hilton 的貼心，該飯店

為了臺灣的菁英特別準備了粥品，雖然稱不上是道地的家鄉味，但這

樣貼心的小舉動已經讓出國在外的學員感恩。因此如何依據旅客的口

為準備食物，是我國旅宿業菁英值得深究的議題，並實際應用在任職

的場域中。 

我們在接待飲食文化不同的顧客時，除了餐點多樣化之外，也要考量到

這樣的餐點是否符合每個客人的需求，所以餐廳經營也應注重飲食文化，

來滿足不同國籍的顧客群。【133-301-002-001，楊 0 文，六福莊生態渡

假旅館】 

會議專案給予不同主題 coffee break 的選擇，並針對團體在館有多場次

會議的團體給予不同的菜單規劃設計，針對花蓮當地、臺灣小吃、或團

體需求給予不同的 coffee break menu 的選擇。並在茶包的選擇以及水果

配套等，給予更豐富並具變化性以增加競爭力。【123-260-007-002，陳

0 慈，翰品酒店花蓮】 

提供更舒適潔淨的中央廚房讓廚師更能發揮並鼓勵中西餐師傅多做一

些創意料理，以提升廚藝，多多參加國內外競賽，和外界接軌。

【133-309-004-002，陳 0 珠，臺北圓山大飯店】 

當國外旅客來到飯店，若因為語言或者行程的限制，選擇飯店內用餐對

他們來說是相對保險的選擇。我將會與餐廳溝通，除了安排道地的美食 

(不能只是空有外表，味道也應該道地) ，另外也要幫助外國旅客了解

正確的食用方式，包括組合、比例、食器等等，使外國旅客因為行程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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湊，仍能對臺灣的美食留下美好的回憶。【123-238-005-001，林 0 玉，

臺北 W 飯店】 

用餐氣氛同樣也會影響餐飲服務的品質，我國旅宿業菁英們在瑞

士雷赫士管理學院上課時皆在學校餐廳使用午餐，這間餐廳由老師指

導，內外場均是校內學生組成。每日學校餐廳提供不同的餐桌擺設，

第一天是標準版，第二天每桌都出現臺灣國旗，第三天每個座位上的

桌巾都採用不同的摺法，第四天餐廳內則是將桌椅拼成一張大長桌，

讓學員都坐在一起。一個小小的貼心擺設，就可以讓旅客感受到服務

人員的用心，然而這個服務所需要的成本其實並不高。這些巧妙的設

計就可以形塑餐廳的氣氛，非常值得我國的旅宿業參考，而我國部分

飯店也已經在餐廳透過環境營造來提高餐飲服務的品質。 

我非常鼓勵我的組員提出新的想法，或是翻閱書籍，出去遊覽，看看有

無新式的、好玩的主題來加以發揮。除了娛樂客人，達到 WOW 的效

果，也能創造員工的成就感，並且區隔和其他飯店宴會廳的市場的定位，

提升競爭力。我們就曾經完成過幾場類似的宴會活動，贏得客人的掌聲。

辦過的主題包含:音樂、臺灣(檳榔、夜市、廟會)、冰&火、茶…、這方

向是趨勢，也是可以無限延伸的一條路。【133-305-005-001，周 0 如，

臺北 W 飯店】 

W Taipie 三月份服務的大陸安麗團，在三周內，服務五團客人，每一批

約 300 人，每天的早餐都是宴會廳服務。事前，我和我的宴會廳團隊就

在開會腦力激盪，雖然是服務大陸人士，而且早餐時段又很短，但是我

們還是想讓他們能留下屬於 W Style 的經驗。所以我們在研究如何將每

天的早餐做變化，我們除了在菜色上做更動，也將每天的宴會廳擺設作

調整，餐檯的位置、桌上的裝飾、顏色的變化 (配合 101 大樓每晚的顏

色作呼應)、先進的視聽設備做套用 (每天用不同位置的螢幕,播放 W 影

片)， 讓客人每天走進宴會廳都會發出 WOW 的讚嘆，讓早餐不只是早

餐，也讓客人期待，我們今天會搞出什麼花樣。所以早餐時段，客人們

都花了很多時間在拍照上 (不僅是拍場景，物件，也找現場工作人員一

起)，這是我們最驕傲的時刻。【133-305-005-001，周 0 如，臺北 W 飯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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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餐點取向和餐廳氣氛，針對金字塔頂端消費者，為了確保服

務品質，還應該設計旅客用餐後當下的回饋機制，餐點的解說就是一

種相當切合的方式。由於餐飲是當地文化的表徵，但消費者往往無法

僅止利用味覺身客體驗，如果輔助餐食的解說，將能有效提升消費者

對餐食的滿意度。例如我國旅宿業菁英在瑞士米其林餐廳用餐時，服

務員會告知消費者用餐點的使用方式與設計理念，用餐完畢時，主廚

會親自出面關心用餐狀況，並與顧客寒喧，這就代表餐廳對顧客的重

視與對意見的尊重。這種餐飲服務的態度值得我國旅宿業菁英參考，

將這種服務的精神融入我國餐飲服務中。 

翰品新莊的桌菜主要是以材料及製作手法為主，這顯得單調些，中國菜

博大精深，我們可針對想知的民眾，把菜色的來源典故放到說菜內容中，

讓餐廳成為臺灣飲食文化的發揚者，讓單純的吃飯變得更有意思。在餐

飲服務上，應追求讓顧客無覺的服務，亦就是在顧客還沒開口前，便已

將服務完成，而非等到顧客反應再做動作，這是需要人力及經驗的；最

後就是主管的關心，在翰品新莊，客戶在用餐結束後，通常會制式的提

供一份顧客滿意度調查表讓顧客評分。【133-316-006-001，嚴 0 立，新

莊翰品酒店】 

 

 

  



 

85 

第四節  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 

一、課程教材－直接將所學應用於教學工作 

觀光局籌辦之菁英赴國外訓練，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讓我國大

專院校觀光師資除了平常在國內從觀光理論探討產業各種現象，還可

以趁著國外訓練與外國授課老師進行交流，觀察不同的教學方法與課

程內容。 

另外經由參訪活動直接觀察境外觀光產業運作經營的實況，讓受

訓的大專院校觀光師資有了更多觀光產業實證經驗。這些在境外獲得

的經驗，激發了我國大專院校觀光菁英師資新的靈感，修改過去過時

的課程設計，因應觀光產業現況設計新的課程。 

例如受訓過的大專院校師資，預計返臺後將原本授課的課程納入

新的元素，涵蓋的課程包括觀光學、消費者行為、遊憩資源、旅遊形

態…等議題。 

本人教授「鄉村旅遊」的課程，此次的課程中對於可以將「地域文化交

流之旅遊商品企畫」的部分納入 

在「觀光學」以及「觀光休閒心理與行為」課程，這次的訓練課程有幾

個地方值得納入： (1) 社會趨勢發展、旅遊產業發產業發展趨勢、 (2) 

旅遊組織的事業部門的經營內容、 (3) 旅遊產業通路系統、 (4) 旅遊

市場分析、 (5) 「新」旅遊產業哲學、 (6) 「課題解決」與「價值創

造」的旅遊市場經營與企畫。【134-277-001-002，吳 0 瓊，國立東華大

學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本次研習成果對於個人教學”遊憩資源規畫”與”生態觀光”課程大

有助益。個人已於 10 月 7 日(星期五)期遊憩資源規畫”課程中與學生

進行此次研習過程之案例研討，未來亦將規劃於相關課程中以案例方式

進行研討，學生收穫良多【114-127-001-002，蕭 0 元，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觀光學院休閒暨遊憩管理系】。 

餐旅策略行銷管理：此課程的內容將可運用於個人教授的 EMBA 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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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旅行銷研究【124-266-001-001，陳 0 蒼，銘傳大學餐旅系】。 

課程提到的服務品質缺口模式審查(Service Quality Gaps Model Audit)，

對 EMBA 學生在其工作上的服務流程有很深的幫助。此獎亦可以應用

於案例討論，請 EMBA 學生根據此審查表檢視他們目前公司的服務品

質【124-266-001-002，陳 0 蒼，銘傳大學餐旅系】。 

此外針對近年來全球關心的品牌議題，我國大專院校觀光菁英師

資也預計在學校內籌設相關課程。而臺灣近日發展快速的郵輪旅遊，

也受到大專院校菁英的注意，前往溫哥華受訓之後，預計將在校內開

設郵輪課程。 

品牌領導是一門很重要的專業知識個人對此品牌領導的課程很有興趣。

擬規劃請學校圖書館採購此書籍，希望能根據此書籍研擬教授品牌領導

的課程。初期希望能擬定課程大綱與進度，然後後續能執行品牌相關的

研究。【124-266-002-001，陳 0 蒼，銘傳大學餐旅系】 

我會建議本校的觀光課程在高年級的部分或是研究所的課程增加三個

新的主題：(1) 品牌與差異化經營管理。(2) 顧客管理 (3) 領導與統御。

【134-300-001-001，張 0 瑄，銘傳大學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於任職學校開設「遊輪觀光」課程：取法 HUMBER COLLEGE 的做法，

上學期開設三個必修學，使用 CLIA 的國際版本教科書；下學期配合

CLIA 線上考證，開設三學分選修課。課程目的為培養獨力作業的 cruise 

agent，研修及格的學生將具有遊輪旅遊的相關知能：(1) 了解世界主要

國際遊輪公司與主要產品。(2) 了解遊輪產品之內容與等級。(3) 了解

遊輪產品之市場與銷售。(4) 了解團體包裝行程以及個人行程。(5) 了

解遊輪旅遊之航程規劃。(6) 能獨力操作線上訂位。(7) 了解遊輪旅遊

的世界趨勢。 (8) 能以華人市場為目標，放眼世界市場。

【134-280-001-001，劉 0 華，開南大學觀光暨餐旅學系】 

二、產學合作－透過菁英人脈促成建教合作 

觀光服務業為勞力密集產業，工作內容涵蓋諸多勞務型工作，故

國內觀光教育為了讓學生求職可以快速與產業接軌，往往導入業界實

習在教學內容中，然而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教師平日工作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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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校為主，因此老師的人脈往往侷限於學校環境，導致學校與產業

間的連結產生斷層。而菁英訓練提供了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

師與產業溝通連結的機會，透過菁英訓練的學習平臺，除了讓學界與

業界經驗分享，也促使學界與業界進行產學交流，如受訓教師邀請同

團產業菁英蒞校演講，協調安排在校學生於旅行業之實習機會。 

團員中共有兩位老師，其他學員都是主題樂園的產業人士，透過四天的

集訓，讓我了解到(1)臺灣各大主題的發現困境、(2)發展策略、(3)發展

歷史，未來可以考量的合作方式包括有：(1) 雙師制度：學校在課程設

計會有安排六個小時的業界教師授課，休憩系有很多的課程都與商業遊

憩有高度的相關，未來可以邀請主題樂園的經營者到學校進行分享。(2) 

實習機會：系上每位學生都必須要進行 400 小時的產業實習，目前本系

的產業實習機會在主題樂園領域較為缺乏，在這周的過程中，也讓各個

主題樂園了解到其未來旺季的短期人力可以更多元化的與大專院校相

關科系進行合作。(3) 研究計畫：四天的課程在每次的個案討論都會聽

到各大主題樂園經營上的困境與挑戰，例如價格制定、消費者在主題樂

園的消費行為、決策制定、人力培養等等議題，這樣的議題未來可以透

過國科會研究進行探討，研究所得可以與產業界共同分享。

【134-300-002-003，張 0 瑄，銘傳大學觀光學院休閒遊憩管理學系】 

三、產業輔導－運用所學導入產業輔導 

由於部分參訓的國內大專院校教師與產業連結較緊密，甚至身兼

產業輔導與評析角色，該教師歷經菁英訓練多元課程後，將國外產業

發展的現況對照臺灣產業，立即能更明確的提出臺灣產業經營管理之

良莠。故上述之教師，試圖將菁英訓練之經驗應用於臺灣產業輔導工

作上。 

此次訓練課程中「旅遊產品設計與思維」與「地域交流旅遊商品規劃」

的理念可以協助休閒農業業者（區域）擴大與提高與旅遊產業合作的綜

效。特別這幾年，安康旅遊、有機農業等重視「健康」課題，因此類似

「體感型精神耐力強化」旅遊專案之規劃很值得參考。【134-277-003-002，

吳 0 瓊，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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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務局系統中，社區林業、生態旅遊，農委會的「農村再生」等政策、

經濟部中小企業司的「地產基金」專案、甚至與文化資源的觀光發展有

關文化部、客家委員會、原住民委員會等轄下地方社區均可以考慮類似

以上作法。【134-277-003-003，吳 0 瓊，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休閒遊憩

學系】 

過去的旅行產業多半認為自己的事業範疇在於「包裝與銷售旅行產品」，

然而透過從 JTB 的研修經驗中，本人深刻體會到此種「包裝與銷售旅

行產品」的事業範疇定義，很可能會使得產業界在面對未來消費者結構

與需求變化的時候，無法做出有效的因應。因此，本人在未來的可能場

合裡頭，將盡可能針對「旅行業是地區文化交流產業」的概念與業界人

士進行意見交換與推廣。鼓勵旅行業者從多元的角度重新思考自己所處

產業的定義與前景。【124-196-003-001，楊 0 明，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

系】 

我國與遊輪觀光息息相關之相關公部門甚多，有的主管港口事務與建設

（港務局），有的主管環境（環保單位），有的主管驗證、安檢與檢疫（移

民署、衛生署、海巡署）等，各有所司，但共同點：對象都是遊輪遊客，

如何以「旅遊的觀點」來操作，讓港口硬體環境賞心悅目、軟體服務怡

悅舒暢，是各單位在專業知識之外對「遊輪旅遊」的了解，以及對「度

假遊客」的了解。本次研習地所在，溫哥華港的作法（如前述），多可

師法，可以回饋給相關公部門。【134-280-004-001，劉 0 華，開南大學

觀光暨餐旅學系(所)】 

目前個人服務的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設全國唯一的溫泉產業研究所，具產

業界一流的師資及研究設備。近年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之原住

民族地區溫泉計畫推動委託專業技術服務，個人目前擔任 101 年度臺東

縣原住民地區溫泉區劃設與溫泉區管理計畫案委託專業服務勞務採購

案協同主持及參與人員。平時亦受委託對溫泉業者提供企業診斷與營運

規劃建議。誠如上述，Business Model Canvas 不僅可讓學生學習案例分

析技巧，更可以讓臺灣的溫泉業者執行企業診斷、推動新專案(如：新

產品)、或創業時的新方法，並且更為實際，貼近實際需求，確保產品

及服務能符合消費者的喜好。另外，設身處地為顧客著想的理念與實際

做法，更能實際落實於自己在溫泉業者的專業諮詢輔導中。在參訪過程

中與 Spa 業者和當地官方觀光主管的經驗分享，相信能為臺灣十分競爭

但缺乏資源整合的溫泉產業業者提供專業諮詢服務。期許未來將可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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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一起為臺灣傳統溫泉產業走向更精緻化的路線而努力，使得溫泉產業

研究及輔導溫泉業者的功能更貼近產、官、學界的需求。

【124-205-004-001，戴 0 飛，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觀光事業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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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觀光菁英甄選及赴國外訓練計畫經四年的籌辦，受訓學員來自三

種觀光產業與大專院校師資，涵蓋不同業別、單位、部門、職級…等，

在歷經密集的授課與企業參訪後，將平日實務工作透過理論印證，讓

國外新的學理概念和觀察到的創新服務與產品帶回臺灣，期待這些新

的知識、新的發現，内化成菁英的專業知識，同時也把這並且將些知

識擴散出來變成臺灣觀光相關產業的經營訣竅 (Know How)。然而產

業差異對學員提出的應用議題稍有差異，其中不同產業學員共同提出

改進之議題包括品牌、行銷管理、人才發展三者，以下依序說明之。 

品牌代表一個企業的符號，它可以代表產品或服務的品質、企業

文化、企業管理理念…等核心要素。由於近年入境旅客逐年攀升，國

際品牌旅館紛紛進駐，臺灣觀光相關產業逐漸重視品牌對企業的影響，

例如旅宿業者希望強化飯店品牌形象，加深顧客和企業情感連結、強

化顧客忠誠度。國內旅行社希望針對不同目標市場採用多品牌策略。

遊樂業者希望與行銷顧問合作確立品牌定位。大專院相師資則希望開

立品牌課程。 

行銷管理是制訂產品或服務、訂價、促銷、通路等決策的過程，

是各個產業產業管理功能要素之一。例如遊樂業希望未來透過聯合行

銷方式，整合區域飯店、餐飲、購物共同行銷，旅宿業則希望強化公

關行銷並開拓新興市場。旅行業則希望加強市場分析與行銷組合能力。

大專院相師資則希望在原本行銷課程授課內容增設市場趨勢、通路…

等內容。 

海外受訓菁英對於企業內未來人才發展也提出具體改進計畫。如

遊樂業希望試著透過輪調、溝通的方式增強人才發展。旅行業則希望

透過企業內訓與企業外部資源進營教育訓練，並設計回饋制度加強學

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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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觀光產業共同想要推展的議題之外，以下針對不同產業

類型，說明不同產業各別推展議題。觀光遊樂業菁英經海外訓練之後，

另外對於硬體建置與服務品質提出未來產業因應之道。例如模仿迪士

尼的服務態度，定義服務工作的標準作業流程，並賦權給員工緊急事

務處理。硬體的部分則是強化任職遊樂園的景觀設計，以及託善設置

安全，衛生、指標、餐飲與賣店設施。而旅行業則另外針對旅遊產品

企畫設定目標，包括鐵道、郵輪、農業、產業、醫療等旅遊產品。反

觀旅宿業則擬定硬體建置與服務品質的改進之道，包括從造景、氣味

或公共藝術強化飯店品味，擴充支援資訊科技的電子設施、改裝節能

環保設施讓飯店趨近綠建築。國內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則預

計回應亞太觀光市場竄起的郵輪旅遊，開設對應課程。 

藉由本章上述解析，本研究後續將依循本章彙整之建議與未來改

善方進行深度訪談，從訓練成效的「結果層次 (L4)」獲悉菁英海外

受訓的應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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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問卷調查 

第一節  問卷設計與預試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透過文獻資料搜集與受訓心得報告文本分析成果來修訂

問卷題組及選項，並透過信度分析及項目分析法，分別檢驗問卷之信

度與效度，以確保調查成果能確切反映觀光菁英赴國外訓練之成效。

調查問卷分為四個部分：(1) 受訪者基本資料、(2) 行前訓練、(3) 訓

練課程滿意度、(4) 訓練成效評估，問卷詳如附錄一，各部分之設計

說明如後。學員填答依據李克五點量表，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

不同意，3 表示無意見，4 表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調查受訪者基本資料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方面是全面更新受訓學

員基本資料，另一方面從基本資料進行訓練成效的交叉分析。受訪者

基本資料包括：任職公司、部門、職稱、年齡、產業年資、教育程度、

職位。 

(二) 行前訓練 

自 2012 年起，交通部觀光局開始要求參加海外菁英訓練之學員

必須參加 2 天的行前訓練。行前訓練分兩部分，一個為國外訓練內容

說明、費用核銷、心得報告撰寫要點與繳交方式，另一部分則是參考

該團體訓練主題規劃相關訓練課程，使受訓學員具有先備知識、凝聚

團體共識及學習精神。此項調查之內容，主要想瞭解行前訓練對參訓

成效之影響。 

(三) 訓練課程滿意度 

各團體訓練之滿意度已於返國當日進行調查，為追蹤受訓菁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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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段時間後對於訓練課程滿意度的變化情形，此部分問項引用過去

團體訓練滿意度問卷之內容。 

(四) 訓練成效評估 

此部分依學習層次 (L2)、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 進行

題項設計，為了讓填答者可簡單瞭解本問卷所欲評估之內容，名稱呈

現上調整為「學習成效」、「工作成效」與「經營成效」，並加註說明。 

二、信效度分析 

(一) 信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Cronbach's Alpha 」係數法進行問卷信度檢驗，當

信度越高，量表穩定性也越高。Bryman & Cramer (1997) 認為，若內

在信度 α 係數在.08 以上，該量表即具備較高信度。依據表 3-1 顯示，

本問卷中，行前訓練面向 Cronbach's Alpha 值為 0.886，訓練課程滿

意度面向為 0.88，訓練成效評估中的學習成效、工作成效及經營成效

面向分別為 0.895、0.961、0.883，又整體問卷問項之 Cronbach's Alpha 

值高達 0.963，顯示本問卷各面向之信度皆達定義之標準。 

表 3-1 信度分析結果 

問卷面向 Cronbach's Alpha 值 

行前訓練 0.886 

訓練課程滿意度 0.88 

訓練成效評估-學習成效 0.895 

訓練成效評估-工作成效 0.961 

訓練成效評估-經營成效 0.883 

整體問卷問項 0.96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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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度分析 

本研究以項目分析進行效度檢驗。首先統計各面向量表，分別將

量表中受試者分數前 27%及後 27%作為高低分組界線分為兩組，後續

透過各題項與高低分組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求出每一題項之決斷值 

(Critial Ratio，簡稱 CR 值)。檢驗結果若各題項之 CR 值達顯著水準 

(α<.05)，則表示此題項能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問卷各面向項

目分析結果如下： 

1. 行前訓練 

行前訓練各個問項 CR 值皆達顯著，顯示行前訓練的問項設定皆

能有效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 

表 3-2 效度分析結果—行前訓練同意度面向 

問卷題目 CR值 

S2-1 參與行前訓練之前，我認為行前訓練有其必要 17.748*** 

S2-2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提高參與動機 16.099*** 

S2-3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瞭解行前事項 17.000*** 

S2-4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增進彼此認識 21.161*** 

S2-5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凝聚團體共識 21.161*** 

S2-6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做好心理準備 21.161*** 

S2-7 整體來說，我認為行前訓練有辦理之必要 10.867*** 

說明：*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課程內容同意度 

課程內容同意度的各個問項 CR 值皆達顯著，顯示訓練課程內容

同意度的問項設定皆能有效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 

 



 

95 

表 3-3 效度分析結果—課程內容同意度面向 

問卷題目 CR值 

S3-1 課程內容有助於拓展觀光人才國際視野 21.349*** 

S3-2 
課程內容有助於促進台灣觀光產業服務品質與國際

之接軌 
19.205*** 

S3-3 課程內容有助於增進觀光人才專業知識與技能 18.337*** 

S3-4 
課程內容有助於強化未來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之參

考 
18.649*** 

S3-5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個人未來工作/學術發展 17.830*** 

S3-6 
課程結合互動式研討有助於提升觀光人才國際交流

及溝通能力 
16.161*** 

S3-7 
課程模式結合專家授課及實地訪視有助於強化學習

效果 
23.382*** 

S3-8 課程之規劃有助於促進產業知識與學術理論之整合 19.078*** 

S3-9 課程之訓練天數安排充足  9.945*** 

S3-10 研習機構為觀光產業標竿楷模或觀光專業學術單位 14.266*** 

說明：*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訓練成效同意度 

(1) 學習成效同意度 

學習成效同意度的各個問項 CR 值皆達顯著，顯示學習成效的問

項設定皆能有效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 

表 3-4 效度分析結果—學習成效同意度面向 

問卷題目 CR值 

S4-1-1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開拓視野 12.950*** 

S4-1-2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經營管理之知識 20.764*** 

S4-1-3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自我信心 20.554*** 

S4-1-4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服務技能之知識 2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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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 CR值 

S4-1-5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組織領導之知識 17.833*** 

S4-1-6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服務品質之知識 21.652*** 

S4-1-7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品牌管理之知識 18.652*** 

說明：*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工作成效同意度 

工作成效同意度的各個問項 CR 值皆達顯著，顯示工作成效的問

項設定皆能有效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 

表 3-5 效度分析結果—工作成效同意度面向 

問卷題目 CR 值 

S4-2-1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運用在工作之中 13.484*** 

S4-2-2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用在員工訓練或學生教

育上 
12.866*** 

S4-2-3 我有將海外訓練成果擬訂工作改善的計畫 15.154*** 

S4-2-4 我有將工作改善的計畫進一步加以實踐 16.218*** 

S4-2-5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學習成果提出創新的提案 15.934*** 

S4-2-6 我有將創新的提案進一步加以實踐 16.534*** 

S4-2-7 在通過訓練後，我的工作更加受到同事的肯定 16.456*** 

S4-2-8 在通過訓練後，我的工作更加受到長官的肯定 16.994*** 

S4-2-9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17.060*** 

S4-2-10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動力 14.333*** 

S4-2-11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信心 15.592*** 

S4-2-12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領導能力 16.617*** 

S4-2-13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解決問題能力 17.566*** 

S4-2-14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溝通協調能力 1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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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題目 CR 值 

S4-2-15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教導能力 15.459*** 

S4-2-16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整體表現 16.572*** 

說明：*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經營成效同意度 

經營成效同意度的各個問項 CR 值皆達顯著，顯示經營成效的問

項設定皆能有效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 

表 3-6 效度分析結果—經營成效同意度面向 

問卷題目 CR 值 

S4-3-1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公司營業提升有正面幫助 14.061*** 

S4-3-2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服務品質改善有正面幫助 14.957*** 

S4-3-3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成本控管有正面幫助 17.588*** 

S4-3-4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人員留任提升有正面幫助 20.098*** 

S4-3-5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人員離職率降低有正面幫助 18.263*** 

S4-3-6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顧客滿意度提升有正面幫助 15.489*** 

說明：*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承前述，行前訓練、訓練課程滿意度，訓練成效評估中的學習成

效、工作成效、經營成效之 CR 值皆達顯著，表示本問卷的面向區分

及問項設定皆能有效鑑別不同受訪者的反應程度，顯示本分問卷效度

頗佳，可依此進行成效評估之問卷調查。 

三、問卷預試 

本研究正式執行前先採行「問卷預試」，並依據問卷欲試結果進

行施測檢討與問卷內容修訂。問卷預試期間為 103 年 4 月 22 日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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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依據受訓年度、參訓類型與所屬產業挑選 15 名獲選受訓菁

英發送電子紙本問卷，15 名預試者分佈如下： 

產業 

 

年度/參訓類別 

觀
光
遊
樂
業 

旅
行
業 

旅
宿
業 

大
專
院
校 

2010 

美國迪士尼學院 1 1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    1  

自行規劃    1 

2011 

美國迪士尼學院 1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     1 

美國夏威夷大學  1   

自行規劃   1  

2012 

美國迪士尼學院 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1  

日本 JTB 旅行社  1   

自行規劃    1 

2013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1    

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   1  

日本 JTB 旅行社  1   

自行規劃     

合計 4 4 4 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問卷預試中發現，公司營業額、員工人數等屬於敏感資料，受

測者多不方便提供。此外，若受測者是中階或者是基層員工，填寫的

資料也可能會有很大的誤差或者是不具參考值，因此將此部分問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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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刪除，規劃透過以下方式取得資料：(1) 上市櫃公司財報、(2) 觀

光局公開資料、(3) 每家企業擇一名高階主管為代表直接詢問。 

本研究問卷調查是讓全部 322 位受訓菁英填寫同一份問卷，前測

時也有受測者反映「部分問項不適合學校老師填」、「題目設計是以團

體訓練的角度出發，對於自行規劃者有些題目不容易回答」等。針對

此施測限制，在後續問卷分析時將進行產業比較，以瞭解不同產業之

學習成效外，另外將再透過面訪時，收集個別學員之特殊學習應用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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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調查過程與方法 

一、調查對象 

本次問卷以 2010年至 2013年四個年度參與海外訓練的 322位菁

英為發放對象，按產業別區分為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及大專

院校 4 個類別。另依據統計分析需求，按其他類別菁英的工作型態，

將部分菁英重新歸類產業別。其中，2011 年旅宿業含其他 2 名，2012

年觀光遊樂業含其他 2 名，2012 年旅宿業含其他 2 名，2013 年旅宿

業含其他 1 名。 

二、調查期間 

調查期間為 2014 年 5 月 19 日至 2014 年 6 月 24 日，成功回收份

數為 249 份，為提升問卷回收率，2014 年 9 月 6 日至 2014 年 9 月 29

日再次針對未填覆問卷之菁英進行第二波催卷及調查。 

三、調查方法 

由於題目數較多，本研究以網路問卷為主，電訪為輔。研究者先

分別以電話、郵件方式聯繫受訪者，並提供網路問卷版本供參訓菁英

填寫。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方法說明如下： 

(一) 描述性統計 

使用平均數與標準差描述參訓菁英對於行前訓練、課程內容以及

訓練成效同意度。 

(二) 推論性統計 

1. 平均數檢定—t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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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樣本 T 檢定乃在於比較兩組不同樣本測量值的平均數是否

有差異，因此，本研究運用獨立樣本 t 檢定，來比較升遷與否與參訓

滿意度的差異。 

2. 平均數檢定—獨立樣本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有效問卷依研究目的及驗證假設之需，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

資料處理，以參與年度、行業別為自變項，考驗樣本在參訓滿意度各

構面上是否有顯著差異。 

3. 平均數檢定—成對樣本平均數檢定分析 

由於本調查同時針對參與海外訓練者及其主管進行「工作成效」

及「經營成效」之追蹤，故以成對樣本平均數檢定分析，考驗受訓者

自評及其主管評估結果是否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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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調查結果 

首波調查執行至 2014年 6月 24日，成功回收份數為 249份，2014

年 9 月 6 日至 2014 年 9 月 29 日的第二波問卷發放期間，新增 31 份

成功問卷，剔除無效卷後，回收有效樣本數為 280 份，問卷率回收率

達由原先 77.3%提升至 87.5%
1，回收率極高。 

表 3-7 問卷回收情形—依據年度及產業別區分 

參與年度 
產業別 

總和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院校 

2010 4 6 25 19 54 

2011 10 26 35 14 85 

2012 21 19 36 13 89 

2013 15 7 23 7 52 

總和 49 58 119 52 2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下整理此次問卷發放聯繫情形詳如下表： 

表 3-8 問卷發放接觸記錄表 

接觸結果 人數   % 

成功問卷 280   87.0 

離職失聯 12    3.7 

成功接觸但未填卷  9    2.8 

聯繫3次以上未接電話 15    4.7 

因故於調查期間無法填寫問卷  4    1.2 

死亡  2   0.60 

合計 322  100.0 
說    明：1.「聯繫 3 次以上未接電話」及「住院及育嬰假」者，均已寄送 E-mail 問卷；2.因故

於調查期間無法填寫問卷的原因，包含住院、育嬰假，以及以「近期皆十分忙碌，故

不便填寫」為由回覆之受訪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此處問卷回收率之計算，係已排除已歿菁英後，列計成功完訪問卷份數占總受訓人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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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訪者特性 

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任職公司、部門、職稱、年齡、產業年資、

教育程度、職位。以下依任職公司異動情形、產業別、年齡別、教育

程度、產業年資、職位異動情形進行分析說明。 

(一) 產業別分布 

依據表 3-3，有效樣本中觀光遊樂業者計有 50 人，占 17.9 %；旅

行業者計有 58 人，占 20.7 %；旅宿業者計有 119，占 42.5 %；大專

院校者計有 53 人，占 18.9 %。 

(二) 年齡別分布 

依據表 3-3，有效樣本中 25 到 34 歲者計有 41 人，占 14.6 %；35

到 44 歲者計有 126 人，占 45.0 %；45 到 54 歲者計有 97 人，占 34.6 

%；55 歲以上者計有 16 人，占 5.7 %。 

(三) 教育程度分布 

依據表 3-3，高中職或專科者有效樣本中計有 38 人，占 13.6 %；

大學者計有 64 人，占 22.9 %；碩士者計有 122 人，占 43.6 %；博士

者計有 565 人，占 20.0 %。整體而言，受訪者教育程度極高。 

(四) 年資分布 

由於產業年資在 3 年以內者的比例小於 5 %，故與產業年資 3~5

年者合併為「5 年以內」進行統計。依據表 3-3，有效樣本中產業年

資為 5 年以內者計有 24 人，占 8.6 %；6-10 年者計 67 人，占 23.9 %；

11-15 年者計有 87 人，占 31.1 %；16-20 年者計有 55 人，占 19.6 %；

21 年以上者計有 47 人，占 16.8 %。因此，在完訪受訪者的年資分布

中，有約 67.53%的受訪者年資超過 10 年，顯示參與海外訓練之菁英

普遍具有相當程度的產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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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受訪者特性 

說    明：1.本次調查中，處於待業中受訪菁英計 2 名，無目前職位，故不列入「目前職位」及

「職位異動」人數統計；2.「職位異動」變數排除「高階主管」、「教師與其他」及待

業中之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類別 特性 N % 

產業 觀光遊樂業 50 17.9 

 旅行業 58 20.7 

 旅宿業 119 42.5 

 大專院校 53 18.9 

年齡 25 到 34 歲 41 14.6 

 35 到 44 歲 126 45.0 

 45 到 54 歲 97 34.6 

 55 歲以上 16 5.7 

教育程度 高中職或專科 38 13.6 

 大學 64 22.9 

 碩士 122 43.6 

 博士 56 20.0 

產業年資 5 年以內 24 8.6 

 6-10 年 67 23.9 

 11-15 年 87 31.1 

 16-20 年 55 19.6 

 21 年以上 47 16.8 

目前職位 基層 26 9.4 

 中階 85 30.6 

 高階 108 38.8 

 教師與其他 59 21.2 

職位異動 升遷 48 35.8 

 未升遷 84 64.2 

補助與否 全額補助 228 81.4 

 部份補助 52 18.6 

參訓類別 團體訓練 262 93.6 

 自行規劃 18 6.4 

 總和 2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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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目前職位及其異動情形 

由菁英獲選時職位及目前職位的分布情形發現，菁英的職位仍以

中高階為主，在 278 名海外受訓菁英中2，獲選時職位為基層人員有

48 人，中階及高階人員較多，分別為 90 人及 85 人，教師與其他人

員則為 554 人。 

表 3-10 受訪者職位及其異動情形 

獲選時職位 
目前職位 

N %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及其他 

基層 23 22 2 1 48 17.3 

中階 3 60 24 3 90 32.4 

高階 0 3 80 2 85 30.6 

教師及其他 0 0 2 53 55 19.8 

總和 26 85 108 59 278 100.0 

說    明：目前待業中的 2 名菁英，不列入本表統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依據上表顯示，參與菁英訓練者仍以中階主管以上為主，基層人

員較少，獲選時職位為基層人員者，僅佔總受訓人數的 17.34%。然

而，進一步在本次追蹤調查的職務升遷情形：基層人員升職為中階管

理職務者計有 22 人，佔 45.8%；基層人員升職為高階管理職務者計

有 2 人，占基層人員的 4.17%；中階人員升職為高階人員計有 24 人，

占中階人員的 26.7%。 

若排除「教師與其他」類別3，觀察 134 位職位別為基層、中階

菁英的職位異動升遷情形，升職者計有 48 人，占 35.8%，未升職計

有 86 人4，占 64.2%，顯示參訓對於個人專業能力的提升，以及其對

                                           
2
 本次調查中，處於待業中受訪菁英計 2 名，無目前職位，故不列入計算。 

3
 考量「教師與其他」的類別與基層、中階及高階之間，難以判斷是否為「升遷」。故扣除獲選

時職位為「教師與其他」的 52 人，以及獲選職位並非「教師與其他」，但目前職位為「教師與其

他」的 5 人，計 192 人。 
4
 含 3 名由中階人員身份變更為基層人員之菁英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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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職位升遷的影響效果。不過，究竟為派駐公司欲栽培的對象參與海

外受訓，或受訓導致升遷的因果關係，則難以逕行判定。 

(六) 補助情形 

2010 年至 2012 年參訓菁英為全額補助，2013 年參訓菁英為部分

補助。全額補助樣本人數為 228 人，占 81.4%；部分補助受訪人數為

52 人，占 18.6%。 

(七) 參訓類別 

參與團體訓練的受訪菁英樣本數為 262 人，占 93.6%；自行規劃

的受訪菁英樣本數為 18 人，占 6.4%。 

二、行前訓練 

自 2012 年起，觀光局開始要求參加海外菁英訓練之學員，必須

要參加 2 天的行前訓練。行前訓練包含國外訓練內容相關說明，以及

關於行前先備知識、凝聚團體共識及學習精神等課程。行前訓練同意

度問項的設計，主要想瞭解行前訓練的學員滿意程度。因此，僅針對

參與 2012 年及 2013 年的學員進行行前訓練同意度調查，有效填答數

計 126 筆。 

行前訓練的同意度評估計有 7 個問項，包含必要性、提高參與動

機、瞭解行前事項、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做好心理準備及

整體同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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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行前訓練同意度問項及構面對照表 

項次 問項 簡稱 

S2-1. 參與行前訓練之前，我認為行前訓練有其必要 必要性 

S2-2.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提高參與動機 提高參與動機 

S2-3.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瞭解行前事項 瞭解行前事項 

S2-4.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增進彼此認識 增進彼此認識 

S2-5.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凝聚團體共識 凝聚團體共識 

S2-6.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做好心理準備 做好心理準備 

S2-7. 整體來說，我認為行前訓練有辦理之必要 整體同意度 

依研究目的及驗證假設之需，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

由統計結果得知，不同產業別、年齡別及產業年資、是否全額補助的

受訓者而言，在行前訓練滿意度量表的各構面，均未達顯著差異。以

下分別依據行前訓練的整體同意度、按不同產業、教育程度、年齡及

產業年資等參訓學員的同意度進行分析如下： 

(一) 整體行前訓練同意度比較 

下表為依據行前訓練同意度由高至低排序，最高者為增進彼此認

識，分數高達 4.61 分；其次為參訓者認為行前訓練整體同意度，為

4.60 分；而對於行前訓練可凝聚團體共識、提高參與動機的同意度較

低，但仍分別有 4.51 分及 4.37 分。顯示參訓學員普遍認為行前訓練

具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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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行前訓練同意度 

順序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1 .521 

2 S2-7 整體同意度 4.60 .596 

3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59 .510 

4 S2-1 必要性 4.53 .547 

5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52 .576 

6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51 .576 

7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37 .603 

說明：N=1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不同產業參訓人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依據下表所示，產業別變數在必要性、提高參與動機、瞭解行前

事項、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以及做好心理準備、整體同意度

等構面，無顯著差異。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之行前訓練同

意度，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三個產業別，仍未達統計顯著差

異，故不再列表。 

表 3-13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院校 

1 2 3 4 

S2-1 必要性 4.57 4.36 4.55 4.56 .687 .561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33 4.27 4.41 4.44 .390 .761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70 4.50 4.53 4.69 1.119 .344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3 4.41 4.66 4.69 1.386 .250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40 4.36 4.59 4.63 1.401 .246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59 4.45 4.50 4.63 .453 .715 

S2-7 整體同意度 4.53 4.50 4.66 4.63 .498 .684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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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依據下表所示，教育程度別變數在必要性、瞭解行前事項、增進

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以及做好心理準備、整體同意度等構面，無

顯著差異。不過，教育程度為大學者在「提高參與動機」的構面的同

意度，顯著高於高中職或專科者。 

表 3-14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行前訓練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高中職或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2 3 4 

S2-1 必要性 4.44 4.74 4.45 4.53 1.751 .160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16 4.63 4.35 4.37 2.286* .041 1<2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44 4.74 4.55 4.68 1.901 .133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0 4.74 4.55 4.63 .859 .465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60 4.52 4.45 4.53 .374 .772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32 4.70 4.50 4.63 2.491 .063  

S2-7 整體同意度 4.40 4.81 4.56 4.65 2.259 .085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教育程度為大學者在「提高參

與動機」的構面的同意度，仍顯著高於高中職或專科者。 

表 3-15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行前訓練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高中職或專科 大學 碩士 

1 2 3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16 4.62 4.35 2.805* 0.043  1<2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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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同年齡參訓人員對之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不同年齡在必要性、提高參與動機、瞭解行前事項、增進彼此認

識、凝聚團體共識及做好心理準備、整體同意度等構面，無顯著差異。 

表 3-16 不同年齡別參訓人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 歲以上 

1 2 3 4 

S2-1 必要性 4.43 4.47 4.59 4.78 1.092 .355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29 4.37 4.36 4.67 .863 .462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48 4.58 4.64 4.67 .548 .651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2 4.56 4.72 4.44 1.029 .383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43 4.54 4.51 4.44 .240 .869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38 4.54 4.58 4.56 .633 .595 

S2-7 整體同意度 4.48 4.58 4.69 4.56 .647 .586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學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產業年資者，在行前訓練必要性、提高參與動機、瞭解

行前事項、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以及好心理準備、整體同意

度等構面的行前訓練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17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人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年) 

F 值 p 值 ≦5 6~10 11~15 16~20 ≧21 

1 2 3 4 5 

S2-1 必要性 4.67 4.48 4.51 4.35 4.67 1.184 .321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13 4.44 4.33 4.35 4.54 1.198 .315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47 4.52 4.69 4.48 4.67 1.144 .339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53 4.68 4.62 4.57 4.63 .236 .917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27 4.64 4.49 4.52 4.54 1.023 .398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33 4.50 4.59 4.48 4.63 .846 .499 

S2-7 整體同意度 4.53 4.56 4.59 4.61 4.67 .148 .963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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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不同職位參訓學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職位者在行前訓練必要性、提高參與動機、瞭解行前事

項、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以及好心理準備、整體同意度等構

面的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18 不同職位參訓人員對行前訓練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與其他 

1 2 3 4 

S2-1 必要性 4.64 4.49 4.52 4.56  .216 .885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64 4.26 4.38 4.44 1.361 .258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73 4.49 4.62 4.69 1.130 .340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82 4.60 4.69 4.60 1.005 .393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82 4.55 4.36 4.63 2.563 .058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73 4.45 4.55 4.63 1.016 .388 

S2-7 整體同意度 4.91 4.51 4.60 4.63 1.354 .260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 升遷與否之參訓學員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由於高階人員的升遷無法由量化資料判讀，而教師與其他職位類

別 (基層、中階、高階) 之關係轉換亦不適宜逕行認列為「升遷」，故

升遷與否之變數處理步驟如下所示： 

1. 排除產業別為「教師及其他」者。 

2. 排除職位別為「高階人員」及「教師與其他」者。 

3. 排除目前職位為「教師與其他」者。 

4. 排除職位異動為由中階人員降為基層人員者：由於此處僅比較「升

遷」與否，不考慮降職，故將由中階轉變為基層人員的 3 位受訪

者一併排除。 

5. 完成前述步驟後，僅餘非降職的基層人員與中階人員，樣本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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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人。 

無論是訓後升遷或未升遷之學員，在行前訓練必要性、提高參與

動機、瞭解行前事項、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以及好心理準備、

整體同意度等構面的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表 3-19 參訓學員升遷與否與行前訓練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未升遷 升遷 

S2-1 必要性 4.54 4.36 2.629 .110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34 4.32 .025* .876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68 4.55 .115 .736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8 4.55 2.792 .100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61 4.55 .675 .414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46 4.59 1.930 .170 

S2-7 整體同意度 4.59 4.55 1.676 .200 

說明：1.N=131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 補助與否之參訓學員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有鑑於 2010 年至 2012 年參訓學員為全額補助，2013 年參訓學

員採部分補助的方式，本研究進一步以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兩個群組

是否對於行前訓練同意度的差異。 

統計分析顯示，補助與否對於行前訓練必要性、提高參與動機、

瞭解行前事項、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體共識以及好心理準備、整體

同意度等構面的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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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參訓學員補助與否與行前訓練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S2-1 必要性 4.51 4.54 -.255 .904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45 4.26 1.719 .910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66 4.48 1.936 .167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4 4.56 .892 .197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49 4.54 -.505 .150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60 4.42 1.818 .188 

S2-7 整體同意度 4.62 4.56 .537 .407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行前訓練同意度差異 

統計分析顯示，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於行前訓練必要

性、瞭解行前事項、凝聚團體共識以及整體同意度等構面的同意度，

均無顯著差異。不過，在「提高參與動機」與「增進彼此認識」的構

面上及「做好心理準備」等構面，自行規劃學員的同意度，顯著高於

團體訓練成員，且自行規劃學員對前兩者的同意度均為滿分。 

表 3-21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行前訓練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2-1 必要性 4.52 4.50 0.059  0.798  

S2-2 提高參與動機 4.36 5.00 -1.489** 0.003  

S2-3 瞭解行前事項 4.59 4.50 0.243  0.923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60 5.00 -1.064*** 0.000  

S2-5 凝聚團體共識 4.51 4.50 0.020  0.840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54 4.00 1.380*** 0.000  

S2-7 整體同意度 4.60 4.50 0.227  0.921  

說明：1.N=126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參與團體訓練者對「做好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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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的同意度，均顯著高於自行規劃者，不過，自行規劃者在「增

進彼此認識」的同意程度，則顯著高於團體訓練者，且平均數高達滿

分。 

表 3-22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行前訓練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2-4 增進彼此認識 4.59 5.00 15.954*** 0.000  

S2-6 做好心理準備 4.52 4.00 18.554*** 0.000  

說明：1.N=11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訓練課程內容同意度 

訓練課程同意度問項的設計，主要在於瞭解參訓學員對於國外訓

練課程內容的同意程度。由於各團體訓練之同意度已於返國當日進行

調查，為追蹤受訓菁英經過一段時間後對於訓練課程同意度的變化情

形，此部分問項引用過去團體訓練同意度問卷之內容，以利進行前後

比較。問項共計 10 題，包含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

知識與技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產業及理論整合性、訓

練天數安排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等，列舉如下： 

表 3-23 訓練課程同意度問項及構面對照表 

項次 問項 簡稱 

S3-1 
課程內容有助於拓展觀光人才國際視

野 
國際視野 

S3-2 
課程內容有助於促進臺灣觀光產業服

務品質與國際之接軌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S3-3 課程內容有助於增進觀光人才專業知專業知識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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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簡稱 

識與技能 

S3-4 
課程內容有助於強化未來產業政策或

企業經營之參考 
產業政策/企業經營能力 

S3-5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個人未來工作/

學術發展 
個人未來工作/學術發展 

S3-6 
課程結合互動式研討有助於提升觀光

人才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S3-7 
課程模式結合專家授課及實地訪視有

助於強化學習效果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S3-8 
課程之規畫有助於促進產業知識與學

術理論之整合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S3-9 課程之訓練天數安排充足 訓練天數安排 

S3-10 
研習機構為觀光產業標竿楷模或觀光

專業學術單位 
研習機構標竿性 

訓練課程同意度的有效問卷筆數為 280 人，依研究目的及驗證假

設之需，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進行資料處理。以下分別依據訓練課程

的整體同意度、按不同產業、教育程度、年齡及產業年資等參訓學員

的同意度進行分析如下： 

(一) 整體訓練課程同意度比較 

表 3-14 為依據訓練課程同意度由高至低排序，最高者為拓展觀

光人才國際視野體同意度，分數高達 4.63 分；其次為參訓者認為專

家授課及實地訪視有助於強化學習效果，為 4.54 分，顯示大部分的

參訓菁英對在海外辦理訓練及其效果同意度極高。而對於訓練課程在

產業知識與學術理論之整合、訓練天數安排充足的同意度較低，分別

為 4.27分及 3.89分。顯示參訓學員普遍認為訓練課程具有其必要性。



 

116 

最後，在訓練天數安排充足問項的同意度較低。 

表 3-24 訓練課程同意度 

順序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S3-1 國際視野 4.62 .508 

2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4 .573 

3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44 .669 

4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43 .663 

5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43 .657 

6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41 .621 

7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4.38 .644 

8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 4.36 .646 

9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27 .664 

10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90 .884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不同產業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產業別變數在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知識與技能、個人未來

工作及學術發展、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及產業及理論整合性的訓練課

程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不過，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於「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國

際交流及溝通能」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的同意度則有顯著差異。經

由事後比較得知，參訓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對於「國際交流及溝

通能力」、「訓練天數安排」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的同意度，顯著高

於旅行業的參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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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5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觀光 

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 

院校 

1 2 3 4 

S3-1 國際視野 4.48 4.53 4.67 4.74 3.233* .023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50 4.40 4.38 4.57 1.183 .317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46 4.29 4.40 4.60 2.200 .088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

能力 

4.36 4.22 4.34 4.57 2.754* .043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

發展 

4.34 4.24 4.37 4.57 2.479 .061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28 4.26 4.41 4.68 5.448** .001 1<4 

2<4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6 4.45 4.57 4.55 .635 .593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28 4.16 4.24 4.43 1.735 .160  

S3-9 訓練天數安排 4.00 3.72 3.80 4.21 3.748* .012 2<4 

3<4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36 4.19 4.47 4.68 5.635** . 001 2<4 

說明：1.N=227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旅宿業者對於「研習機構標竿

性」的構面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者。 

表 3-26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 

項次 構面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1 2 3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36 4.19 4.47 3.843* 0.023  2<3 

說明：1.N=227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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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依據下表所示，教育程度變數在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專業知識與技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

展、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訓練天數安排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等構面的練課程同意度，無顯著差

異。 

表 3-27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訓練課程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高中職或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2 3 4 

S3-1 國際視野 4.55 4.64 4.58 4.73 1.403  0.242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58 4.45 4.34 4.54 1.783  0.151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37 4.47 4.37 4.55 1.199  0.311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 4.29 4.33 4.33 4.52 1.423  0.236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4.39 4.36 4.31 4.52 1.345  0.260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45 4.36 4.34 4.59 2.352  0.073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5 4.53 4.55 4.52 0.049  0.986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32 4.20 4.24 4.38 0.838  0.474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89 3.80 3.84 4.14 1.930  0.125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47 4.41 4.34 4.63 2.411  0.067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不同年齡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年齡別變數在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知識與技能、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國際交流及溝

通能力、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產業及理論整合性、訓練天數安排及

研習機構標竿性等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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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8 不同年齡別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 歲以上 

1 2 3 4 

S3-1 國際視野 4.51 4.65 4.63 4.63 0.779  0.507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39 4.44 4.45 4.50 0.132  0.941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34 4.49 4.39 4.38 0.767  0.514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

力 

4.17 4.40 4.37 4.44 1.467  0.224  

S3-5 個人未來工作/學術發展 4.27 4.40 4.39 4.38 0.443  0.722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27 4.40 4.39 4.38 0.824  0.482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6 4.57 4.49 4.50 0.369  0.775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15 4.34 4.23 4.25 1.101  0.349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68 3.92 3.95 3.94 0.952  0.416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49 4.48 4.39 4.13 1.629  0.183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產業年資者，在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

知識與技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產業及理論整合性、訓

練天數安排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等構面的的的訓練課程成效同意度，無

顯著差異。 

表 3-29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

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年) 

F 值 p 值 ≦5 6~10 11~15 16~20 ≧21 

1 2 3 4 5 

S3-1 國際視野 

4.63 4.54 4.71 4.62 4.57 1.269 0.282 

S3-2 服務品質與國

際接軌 
4.54 4.39 4.43 4.44 4.49 0.311 0.871 

S3-3 專業知識與技

能 
4.54 4.40 4.49 4.36 4.36 0.673 0.611 

S3-4 產業政策或企 4.42 4.31 4.38 4.38 4.34 0.177 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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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平均數 (年) 

F 值 p 值 ≦5 6~10 11~15 16~20 ≧21 

1 2 3 4 5 

業經營能力 

S3-5 個人未來工作

及學術發展 
4.25 4.28 4.47 4.45 4.30 1.438 0.222 

S3-6 國際交流及溝

通能力 
4.38 4.34 4.43 4.36 4.53 0.751 0.558 

S3-7 課程模式的學

習效果 
4.50 4.52 4.57 4.53 4.53 0.132 0.970 

S3-8 產業及理論整

合性 
4.25 4.18 4.28 4.33 4.32 0.484 0.748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92 3.87 3.90 3.78 4.06 0.673 0.611 

S3-10 研習機構 

標竿性 
4.54 4.45 4.44 4.45 4.32 0.527 0.716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六) 不同職位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職位菁英在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知識

與技能、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課程模式

的學習效果、產業及理論整合性、訓練天數安排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等

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不過，不同職位菁英對於「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訓練天

數安排」及「研習機構標竿性」的同意度雖達統計顯著差異，但由事

後比較未達顯著，僅「研習機構標竿性」構面達顯著差異，且「教師

及其他」者顯著高於「高階管理者」。 

表 3-30 不同職位參訓人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 

與其他 

1 2 3 4 

S3-1 國際視野 4.65 4.54 4.62 4.71 1.367 .253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58 4.39 4.41 4.53 .932 .426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54 4.33 4.40 4.58 1.97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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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 

與其他 

1 2 3 4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

能力 
4.35 4.25 4.36 4.54 2.458 .630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

發展 
4.42 4.26 4.38 4.53 2.059 .106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27 4.34 4.37 4.61 3.035* .030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65 4.48 4.57 4.49 .889 .447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31 4.19 4.26 4.39 1.103 .348  

S3-9 訓練天數安排 4.04 3.85 3.77 4.15 2.758* .043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50 4.41 4.31 4.63 2.819* .039 3<4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七) 升遷與否之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無論是訓後升遷或未升遷之學員，在國際視野、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知識與技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課程模式的學習效

果、產業及理論整合性及訓練天數安排等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均

無顯著差異。不過，對於訓練後升遷的菁英受訪者而言，對於訓練天

數安排的同意程度顯著小於未升遷的菁英。 

表 3-31 參訓學員升遷與否與行前訓練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未升遷 升遷 

S3-1 國際視野 4.59 4.58 .714 .400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43 4.33 .166 .684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39 4.38 .717 .399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 4.23 4.40 .095 .759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4.34 4.38 .112 .738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37 4.33 3.408 .067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4 4.58 .239 .625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20 4.29 .890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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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未升遷 升遷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86 3.90 12.935*** .000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42 4.50 .161 .689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八) 補助與否之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補助與否對於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專業知識與技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

展、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產業及理論整合性及訓練天數安排等構面

的訓練課程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然而，對於全額補助菁英受訪者

而言，對於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的同意程度顯著大於補助的菁英。 

表 3-32 參訓學員補助與否與行前訓練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S3-1 國際視野 4.64 4.52 1.614 0.235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43 4.48 -0.495 0.388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43 4.42 0.067 0.601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 4.41 4.15 2.583 0.871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4.39 4.33 0.596 0.877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42 4.35 0.784 0.483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6 4.44 1.355** 0.007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26 4.31 -0.479 0.545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91 3.85 0.454 0.310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46 4.33 1.269 0.277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九)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於國際視野、服

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知識與技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個

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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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及理論整合性及訓練天數安排等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均無顯

著差異。 

表 3-33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3-1 國際視野 4.63 4.50 1.050  0.543  

S3-2 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 4.46 4.17 1.794  0.097  

S3-3 專業知識與技能 4.43 4.44 -0.106  0.782  

S3-4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 4.36 4.33 0.185  0.752  

S3-5 個人未來工作及學術發展 4.37 4.39 -0.094  0.616  

S3-6 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 4.40 4.50 -0.655  0.976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3 4.67 -0.975  0.090  

S3-8 產業及理論整合性 4.27 4.17 0.668  0.967  

S3-9 訓練天數安排 3.88 4.11 -1.065  0.389  

S3-10 研習機構標竿性 4.43 4.44 -0.081  0.237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自行規劃者對課程模式結合專

家授課及實地訪視有助於強化學習效果」構面的同意度，顯著高於團

體訓練者。 

表 3-34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訓練課程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3-7 課程模式的學習效果 4.53 4.69 4.827* 0.029  

說明：1.N=227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訓練成效評估 

此部分依學習層次 (L2)、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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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設計，為了讓填答者可簡單瞭解本問卷所欲評估之內容，名稱呈

現上調整為「學習成效」、「工作成效」與「經營成效」，並加註說明。 

(一) 學習成效 

在受訓者學習層次的問項設計中，計有 7 題，自開拓視野、經營

管理知識、自我信心知識、服務技能知識、組織領導知識、服務品質

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問項評估受訓者的學習成效： 

表 3-35 訓練成效同意度問項及構面對照表 

項次 問項 簡稱 

S4-1-1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開拓視野 視野開拓 

S4-1-2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經營管理之知

識 
經營管理知識 

S4-1-3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自我信心 自我信心知識 

S4-1-4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服務技能之知

識 
服務技能知識 

S4-1-5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組織領導之知

識 
組織領導知識 

S4-1-6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服務品質之知

識 
服務品質知識 

S4-1-7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品牌管理之知

識 
品牌管理知識 

1. 整體學習成效同意度比較 

依據學習成效同意度由高至低排序，以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開

拓視野為最高，分數高達 4.77 分；其次為自我信心知識與經營管理

知識的增長，為 4.47 分。最低者為組織領導知識，但仍有 4.29 分，

同意度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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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6 學習成效同意度 
順序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S4-1-1 開拓視野 4.77 .429 

2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7 .633 

3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46 .615 

4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45 .626 

5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39 .668 

6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37 .680 

7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29 .702 

說明：N=280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不同產業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產業別變數在自我信心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構面的學

習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參訓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對於「視野開拓」及「服務品質知

識」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觀光遊樂業對於「經營管理知識」

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對於「服務知識技能」及「服務品質知識」

兩個構面而言，大專院校者顯著高於旅宿業。 

表 3-37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觀光 

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 

院校 

1 2 3 4 

S4-1-1 視野開拓 4.80 4.64 4.76 4.92 4.398* .005 2<4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66 4.33 4.40 4.57 3.611** .014 2<1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4 4.34 4.52 4.51 1.121 .341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44 4.38 4.24 4.58 3.595* .014 3<4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32 4.09 4.30 4.45 2.668* .048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56 4.31 4.36 4.68 4.836** .003 
2<4 

3<4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36 4.28 4.41 4.49 1.040 .375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觀光遊樂業者對於「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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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構面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及旅宿業。 

表 3-38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1 2 3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66 4.33 4.40 4.718* 0.010 
2<1 

3<1 
說明：1.N=227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教育程度變數在經營管理知識、自我信心知識、服務技能知識、

組織領導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構面的學習成效同意度，無顯

著差異。不過，不同教育程度別參訓人員參訓有助於「開拓視野」及

「服務品質知識」的同意程度則有顯著差異，且經由事後比較得知，

參訓學員教育程度別為博士者的同意度，顯著高於碩士學歷者。 

表 3-39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高中職或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2 3 4 

S4-1-1 視野開拓 4.76 4.77 4.70 4.93 3.586*  .014 3<4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58 4.48 4.37 4.57 2.029  0.110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2 4.59 4.41 4.48 1.269  0.285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45 4.30 4.30 4.54 1.927  0.125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47 4.28 4.19 4.39 2.146  0.095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55 4.45 4.31 4.66 4.623**  .004 3<4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42 4.36 4.36 4.46 0.379  0.768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不同年齡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年齡別變數在開拓視野、經營管理知識、自我信心知識、服務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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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識、組織領導知識、服務品質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構面

的學習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40 不同年齡別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25-34 歲 35-44 歲 45-54歲 55 歲以上 

1 2 3 4 

S4-1-1 視野開拓 4.73 4.74 4.85 4.69 1.543  0.204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37 4.43 4.54 4.56 1.068  0.363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6 4.49 4.45 4.38 0.192  0.902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34 4.44 4.30 4.31 0.814  0.487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34 4.30 4.25 4.31 0.207  0.891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32 4.44 4.52 4.44 0.990  0.398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39 4.39 4.41 4.25 0.268  0.848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學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產業年資變數在開拓視野、經營管理知識、自我信心知

識、服務技能知識、組織領導知識、服務品質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

增長等構面的學習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41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年) 

F 值 p 值 ≦5 6~10 11~15 16~20 ≧21 

1 2 3 4 5 

S4-1-1 視野開拓 4.79 4.69 4.85 4.80 4.70 1.796  0.130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67 4.37 4.44 4.53 4.47 1.208  0.308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50 4.49 4.51 4.42 4.40 0.319  0.865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67 4.37 4.34 4.33 4.30 1.364  0.247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46 4.18 4.29 4.36 4.28 0.917  0.454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67 4.45 4.40 4.44 4.43 0.867  0.484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58 4.36 4.33 4.44 4.38 0.761  0.551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不同職位參訓學員之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職位之菁英在經營管理知識、自我信心知識、服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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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組織領導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構面的學習成效同意度，

無顯著差異。 

不過，不同職位菁英對於「視野開拓」及「服務品質知識」的同

意度則有顯著差異。經由事後比較得知，參訓學員職位別為教師與其

他者對於「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的同意度，顯著高於中階主管。 

表 3-42 不同職位參訓人員對學習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 

與其他 

1 2 3 4 

S4-1-1 視野開拓 4.81 4.68 4.76 4.90 3.082 .028* 2<4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58 4.32 4.51 4.54 2.440 0.065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69 4.35 4.48 4.51 2.143 0.095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46 4.28 4.31 4.56 2.412 0.067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31 4.18 4.31 4.41 1.307 0.272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42 4.35 4.41 4.68 3.560 .015* 2<4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35 4.31 4.43 4.46 0.787 0.502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 升遷與否之參訓學員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無論是訓後升遷或未升遷之學員，在開拓視野、

自我信心知識、服務技能知識、組織領導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

等構面的學習成效同意度等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不過，對於升遷與否的兩個組別而言，在經營管理知識及服務品質知

識兩個構面具有差異，升遷者的同意程度高於未升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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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參訓學員升遷與否與學習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未升遷 升遷 

S4-1-1 視野開拓 4.76 4.67 4.613 .034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37 4.40 .000*** .995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7 4.38 .630 .429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35 4.25 .666 .416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20 4.33 1.072 .302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37 4.42 .000*** .993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31 4.35 .040 .842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 補助與否之參訓學員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補助與否對於經營管理知識、自我信心知識、服

務技能知識、組織領導知識、服務品質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

構面的學習成效同意度等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表 3-44 參訓學員補助與否與學習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S4-1-1 視野開拓 4.79 4.71 1.116  0.056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48 4.40 0.784  0.626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8 4.42 0.565  0.999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39 4.29 0.932  0.849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31 4.19 1.104  0.502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49 4.25 2.533  0.505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40 4.35 0.515  0.702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學習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補助與否對於開拓視野、經營管理知識、服務技

能知識、組織領導知識、服務品質知識及品牌管理知識的增長等構面

的學習成效同意度等構面的訓練課程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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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升遷與否的兩個組別而言，在自我信心知識的構面具有差異，自

行規劃學員的同意程度高於團體訓練者。 

表 3-45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學習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4-1-1 視野開拓 4.77 4.83 -0.632  0.168  

S4-1-2 經營管理知識 4.47 4.33 0.933  0.523  

S4-1-3 自我信心知識 4.45 4.67 -1.380*  0.027  

S4-1-4 服務技能知識 4.37 4.28 0.580  0.132  

S4-1-5 組織領導知識 4.30 4.17 0.765  0.665  

S4-1-6 服務品質知識 4.46 4.28 1.183  0.196  

S4-1-7 品牌管理知識 4.40 4.33 .384 .972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工作成效 

在受訓者學習層次的問項設計中，計有 16 題，自工作應用、落

實於訓練/教育、擬定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提出創新

提案、實踐創新提案、同事肯定、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

工作信心、領導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

及整體表現等十六個問項評估受訓者的工作成效。 

表 3-46 訓練工作成效同意度問項及構面對照表 

項次 問項 問項 

S4-2-1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運用在工作之中 工作應用 

S4-2-2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用在員工訓練或

學生教育上 
落實於訓練/教育 

S4-2-3 
我有將海外訓練成果擬訂工作改善的計

畫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S4-2-4 我有將工作改善的計畫進一步加以實踐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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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問項 

S4-2-5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學習成果提出創新的

提案 
提出創新提案 

S4-2-6 我有將創新的提案進一步加以實踐 實踐創新提案 

S4-2-7 
在通過訓練後，我的工作更加受到同事

的肯定 
同事肯定 

S4-2-8 
在通過訓練後，我的工作更加受到長官

的肯定 
長官肯定 

S4-2-9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 

S4-2-10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動力 工作動力 

S4-2-11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信心 工作信心 

S4-2-12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領導能力 領導能力 

S4-2-13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解決問題

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 

S4-2-14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溝通協調

能力 

溝通協調能力 

S4-2-15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教導

能力 

工作教導能力 

S4-2-16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整體表現 整體表現 

1. 整體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若將工作成效同意度由高至低排序，以認為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

運用在工作之中者之同意度最高，分數為 4.29 分；其次為海外訓練

的整體表現，為 4.32 分。整體而言，在工作成效的同意度雖然不若

行前訓練、訓練課程或學習成效同意度那麼高，但在工作成效同意度

的表現差異之間也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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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7 整體工作成效同意度 

順序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S4-2-1 工作應用 4.32 .690 

2 S4-2-16 整體表現 4.29 .802 

3 S4-2-10 工作動力 4.29 .780 

4 S4-2-11 工作信心 4.29 .780 

5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24 .804 

6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19 .766 

7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19 .760 

8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14 .761 

9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4.11 .789 

10 S4-2-12 領導能力 4.09 .784 

11 S4-2-9 工作效率 4.07 .785 

12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5 .744 

13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01 .794 

14 S4-2-8 長官肯定 4.00 .832 

15 S4-2-7 同事肯定 4.00 .851 

16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3.99 .825 

說明：N=2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不同產業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產業別變數在擬定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同事肯定、

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

調能力及整體表現等構面的工作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不過，不

同產業別參訓人員認為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實踐工作改

善計畫、提出創新提案、實踐創新提案、工作教導能力的工作成效上

則有顯著差異。 

經由事後比較得知，大專院校者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

提出創新提案、實踐創新提案及工作教導能力等，均顯著高於旅行業。

此外，參訓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其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

教育以及實踐創新提案的同意度，也顯著高於旅宿業的參訓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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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8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觀光 

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 

院校 

1 2 3 4 

S4-2-1 工作應用 
4.26 4.16 4.20 4.66 5.024** .002 2<4 

3<4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26 4.00 4.16 4.64 6.946**

* 

.000 2<4 

3<4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06 3.95 3.93 4.23 1.885 .132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2 3.91 4.02 4.28 2.526 .058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4.24 3.91 4.05 4.34 3.462* .017 2<4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4.04 3.83 3.89 4.36 5.123** .002 
2<4 

3<4 

S4-2-7 同事肯定 3.98 3.91 4.03 4.04 .302 .824  

S4-2-8 長官肯定 4.10 3.83 4.03 4.06 1.191 .314  

S4-2-9 工作效率 4.10 3.97 4.06 4.17 .658 .578  

S4-2-10 工作動力 4.24 4.19 4.31 4.40 .743 .527  

S4-2-11 工作信心 4.18 4.19 4.33 4.42 1.202 .309  

S4-2-12 領導能力 4.22 3.83 4.12 4.21 3.138* .026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24 4.00 4.10 4.28 1.683 .171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16 4.07 4.18 4.38 1.577 .195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24 4.00 4.16 4.42 2.958* .033 2<4 

S4-2-16 整體表現 4.24 4.22 4.33 4.47 1.464 .225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觀光遊樂業者對工作成效中

「領導能力」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的參訓學員。 

表 3-49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1 2 3 

S4-2-12 領導能力 4.22 3.83 4.12 4.097* 0.018 2<1 
說明：1.N=227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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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於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教育程度變數在擬定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同事肯

定、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領導能力、解決問

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表現的工作成效同意度，

無顯著差異。 

不過，對於不同教育程度別參訓人員而言，工作應用、落實於訓

練或教育、提出創新提案及實踐創新提案工作教導能力等工作成效同

意度則具有顯著差異。經由事後比較得知，參訓學員教育程度別為博

士者的同意度，顯著高於碩士學歷者。 

表 3-50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高中職/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2 3 4 

S4-2-1 工作應用 4.26 4.28 4.16 4.61 4.213** 0.006 3<4 

S4-2-2 
落實於訓練 

或教育 
4.26 4.14 4.11 4.61 5.609** 0.001 2<4 

3<4 

S4-2-3 
擬定工作改善

計畫 
4.11 3.95 3.94 4.18 1.429 0.234 

 

S4-2-4 
實踐工作改善

計畫 
4.11 4.05 3.94 4.23 2.058 0.106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4.18 4.11 3.98 4.34 2.786* 0.041  3<4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4.11 4.05 3.78 4.32 6.373*** 0.000  3<4 

S4-2-7 同事肯定 4.13 4.08 3.92 4.00 0.859 0.463  

S4-2-8 長官肯定 4.05 4.11 3.92 4.04 0.846 0.470  

S4-2-9 工作效率 4.21 4.09 3.98 4.14 1.180 0.318  

S4-2-10 工作動力 4.39 4.25 4.25 4.36 0.551 0.648  

S4-2-11 工作信心 4.34 4.30 4.24 4.36 0.377 0.770  

S4-2-12 領導能力 4.24 4.05 4.03 4.18 0.962 0.411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24 4.17 4.04 4.25 1.326 0.266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32 4.16 4.10 4.36 1.871 0.135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32 4.11 4.10 4.39 2.553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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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高中職/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2 3 4 

S4-2-16 整體表現 4.34 4.36 4.23 4.45 1.415 0.239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不同年齡參訓人員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年齡別變數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提出創新提案、實踐創新提案、同事肯定、長官

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領導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表現等構面的工作成效同意度，

無顯著差異。 

表 3-51 不同年齡別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 歲以上 

1 2 3 4 

S4-2-1 工作應用 4.20 4.25 4.36 4.38 0.585  0.625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10 4.26 4.27 4.19 0.517  0.671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07 4.00 4.00 4.06 0.118  0.950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0 4.03 4.10 3.94 0.369  0.775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3.95 4.11 4.18 4.13 0.775  0.509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3.80 4.02 4.01 4.13 0.919  0.432  

S4-2-7 同事肯定 3.85 4.03 4.03 3.94 0.532  0.661  

S4-2-8 長官肯定 3.90 4.04 4.01 3.94 0.315  0.815  

S4-2-9 工作效率 4.02 4.06 4.07 4.19 0.167  0.919  

S4-2-10 工作動力 4.39 4.26 4.30 4.19 0.374  0.772  

S4-2-11 工作信心 4.34 4.29 4.26 4.31 0.119  0.949  

S4-2-12 領導能力 4.15 4.04 4.12 4.19 0.382  0.766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17 4.13 4.11 4.31 0.346  0.792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17 4.17 4.24 4.19 0.167  0.918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12 4.17 4.25 4.19 0.332  0.802  

S4-2-16 整體表現 4.29 4.33 4.35 4.13 0.510  0.676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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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學員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產業年資變數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擬定工

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提出創新提案、實踐創新提案、同

事肯定、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領導能力、解

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表現的工作成效同

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52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年) 

F 值 p 值 ≦5 6~10 11~15 16~20 ≧21 

1 2 3 4 5 

S4-2-1 工作應用 4.54 4.16 4.37 4.16 4.34 1.608  0.172  

S4-2-2 落實於訓練/

教育 
4.38 4.18 4.30 4.18 4.19 

0.491  0.743  

S4-2-3 擬定工作改

善計畫 
4.29 3.96 4.00 3.93 4.09 

1.092  0.361  

S4-2-4 實踐工作改

善計畫 
4.25 3.94 4.02 4.04 4.15 

1.038  0.388  

S4-2-5 提出創新提

案 
4.13 4.01 4.16 4.13 4.13 

0.345  0.847  

S4-2-6 實踐創新提

案 
4.08 3.88 3.98 4.05 4.06 

0.550  0.699  

S4-2-7 同事肯定 4.04 3.93 3.98 4.15 3.96 0.587  0.672  

S4-2-8 長官肯定 4.17 4.00 3.94 4.04 4.00 0.366  0.832  

S4-2-9 工作效率 4.13 3.99 4.18 4.04 3.98 0.866  0.484  

S4-2-10 工作動力 4.42 4.21 4.36 4.35 4.15 0.950  0.435  

S4-2-11 工作信心 4.42 4.18 4.34 4.36 4.19 0.914  0.456  

S4-2-12 領導能力 4.25 3.99 4.10 4.15 4.09 0.621  0.648  

S4-2-13 解決問題能

力 
4.13 4.15 4.20 4.09 4.09 

0.236  0.918  

S4-2-14 溝通協調能

力 
4.21 4.18 4.20 4.25 4.13 

0.180  0.948  

S4-2-15 工作教導能

力 
4.08 4.16 4.29 4.13 4.17 

0.593  0.668  

S4-2-16 整體表現 4.46 4.21 4.38 4.31 4.30 0.849  0.495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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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不同職位別參訓學員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職位之菁英在擬定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提出創新提案、同事肯定、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

心、領導能力、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

表現的工作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不過，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實踐創新提案的同意度

則具有顯著差異。經由事後比較得知，參訓學員職位別為教師與其他

者，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及實踐創新提案的同意度，均高

於中階主管；此外，對工作應用同意度，教師與其他也同樣顯著高於

高階人員；最後，在落實於訓練/教育的同意度中，職位為教師者也

顯著高於基層人員。 

表 3-53 不同職位別參訓人員對工作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Scheffe 

事後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 

與其他 

1 2 3 4 

S4-2-1 工作應用 4.27 4.13 4.25 4.61 
4.500*

* 
0.004 

2<4 

3<4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3.96 4.04 4.27 4.61 
7.606*

** 
0.000 

1<4 

2<4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00 3.88 4.03 4.20 1.925 0.126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0 3.94 4.08 4.20 1.598 0.190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3.85 3.98 4.20 4.29 3.433* 0.018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3.81 3.81 4.06 4.27 
4.476*

* 
0.004 2<4 

S4-2-7 同事肯定 3.92 3.85 4.16 4.00 2.271 0.081  

S4-2-8 長官肯定 3.96 3.89 4.11 4.03 1.149 0.330  

S4-2-9 工作效率 4.23 4.02 4.03 4.14 0.697 0.554  

S4-2-10 工作動力 4.35 4.21 4.29 4.39 0.647 0.586  

S4-2-11 工作信心 4.31 4.21 4.29 4.41 0.725 0.538  

S4-2-12 領導能力 4.04 3.98 4.18 4.15 1.183 0.317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19 4.08 4.12 4.25 0.667 0.573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23 4.14 4.14 4.36 1.215 0.304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19 4.06 4.19 4.39 2.222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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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2-16 整體表現 4.46 4.22 4.31 4.44 1.554 0.201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 升遷與否之參訓學員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無論是訓後升遷或未升遷之學員，在工作應用、

落實於訓練/教育、實踐工作改善計畫、提出創新提案、實踐創新提

案、同事肯定、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領導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表現的工作

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不過，對於升遷與否的兩個組別而言，在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構面具有差異，升遷者的同意程度高於未升遷者。 

表 3-54 參訓學員升遷與否與工作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未升遷 升遷 

S4-2-1 工作應用 4.18 4.13 .345 .558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04 4.15 .108 .742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3.92 4.00 .022* .884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0 4.06 .399 .529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3.95 4.10 .110 .740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3.78 4.00 .220 .640 

S4-2-7 同事肯定 3.89 3.96 1.589 .210 

S4-2-8 長官肯定 3.89 4.02 .047 .828 

S4-2-9 工作效率 4.10 3.92 3.125 .079 

S4-2-10 工作動力 4.28 4.27 .291 .590 

S4-2-11 工作信心 4.30 4.17 .684 .410 

S4-2-12 領導能力 4.00 3.96 .293 .589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16 4.02 .424 .516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17 4.15 .276 .600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11 4.13 .090 .765 

S4-2-16 整體表現 4.30 4.25 .645 .423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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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補助與否之參訓學員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補助與否對於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擬定

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提出創新提案、實踐創新提案、

同事肯定、長官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領導能力、

解決問題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表現的工作成效

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55 參訓學員補助與否與工作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S4-2-1 工作應用 4.26 4.40 -1.142  0.105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24 4.23 0.049  0.599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01 4.04 -0.243  0.816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6 4.00 0.498  0.244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4.12 4.08 0.342  0.844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3.99 4.00 -0.069  0.289  

S4-2-7 同事肯定 4.01 3.94 0.541  0.171  

S4-2-8 長官肯定 4.01 3.96 0.403  0.109  

S4-2-9 工作效率 4.05 4.15 -0.876  0.826  

S4-2-10 工作動力 4.28 4.33 -0.385  0.756  

S4-2-11 工作信心 4.28 4.33 -0.385  0.750  

S4-2-12 領導能力 4.09 4.12 -0.229  0.943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12 4.21 -0.758  0.368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18 4.23 -0.395  0.898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19 4.19 -0.032  0.407  

S4-2-16 整體表現 4.30 4.38 -0.773  0.529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訓後增進工作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補助與否對於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育、擬定

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工作改善計畫、實踐創新提案、同事肯定、長官

肯定、工作效率、工作動力、工作信心、領導能力、解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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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協調能力、工作教導能力及整體表現的工作成效同意度，無顯著

差異。不過，對於團體訓練參訓成員而言，其對於訓後提出創新提案

的同意度，卻顯著高於自行規劃成員。 

表 3-56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工作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4-2-1 工作應用 4.29 4.22 0.366  0.490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25 4.06 0.982  0.103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02 4.00 0.079  0.693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05 4.00 0.273  0.680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4.12 3.94 0.924*  0.025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4.00 3.89 0.552  0.061  

S4-2-7 同事肯定 4.00 4.00 0.000  0.508  

S4-2-8 長官肯定 4.01 3.89 0.604  0.117  

S4-2-9 工作效率 4.06 4.17 -0.552  0.531  

S4-2-10 工作動力 4.30 4.11 1.002  0.474  

S4-2-11 工作信心 4.29 4.33 -0.247  0.725  

S4-2-12 領導能力 4.10 4.06 0.208  0.206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15 4.06 0.482  0.613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18 4.33 -0.804  0.959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19 4.11 0.451  0.317  

S4-2-16 整體表現 4.31 4.39 -0.451  0.671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經營成效 

在受訓者經營成效的問項設計中，計有 7 題，自公司營業、服務

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員留任、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六個問

項評估受訓者的經營成效。 

表 3-57 訓練經營成效同意度問項及構面對照表 

項次 問項 簡稱 

S4-3-1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公司營業提升有正面幫助 公司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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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問項 簡稱 

S4-3-2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服務品質改善有正面幫助 
服務品質

改善 

S4-3-3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成本控管有正面幫助 成本控管 

S4-3-4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人員留任提升有正面幫助 人員留任 

S4-3-5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人員離職率降低有正面幫助 
離職率降

低 

S4-3-6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顧客滿意度提升有正面幫助 
顧客滿意

度 

1. 整體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依據經營成效同意度由高至低排序，以認為赴國外受訓對於服務

品質改善的正面幫助最高，同意度分數為 4.33 分；其次為顧客滿意

度，為 4.22 分。最低的兩個構面為離職率及成本控管，為 3.69 分。 

表 3-58 整體經營成效同意度 

順序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標準差 

1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33 

.772 

2 S4-3-6 顧客滿意度 4.23 .710 

3 S4-3-1 公司營業 4.21 .818 

4 S4-3-4 人員留任 3.95 .907 

5 S4-3-3 成本控管 3.70 .893 

6 S4-3-5 離職率降低 3.70 .947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不同產業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產業別變數在公司營業、服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員留任、

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的經營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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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9 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觀光遊樂業 旅行業 旅宿業 大專院校 

1 2 3 4 

S4-3-1 公司營業 4.30 4.14 4.20 4.23 0.361 0.781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52 4.22 4.32 4.30 1.411 0.240 

S4-3-3 成本控管 3.62 3.57 3.75 3.83 1.039 0.376 

S4-3-4 人員留任 3.92 3.84 3.94 4.11 0.853 0.466 

S4-3-5 離職率降低 3.64 3.57 3.70 3.92 1.435 0.233 

S4-3-6 顧客滿意度 4.28 4.17 4.20 4.28 0.364 0.779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教育程度變數在公司營業、服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員留任、

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的經營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表 3-60 不同教育程度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高中職或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2 3 4 

S4-3-1 公司營業 4.26 4.28 4.16 4.20 0.347  0.791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47 4.38 4.28 4.30 0.711  0.546  

S4-3-3 成本控管 3.82 3.75 3.61 3.79 0.895  0.444  

S4-3-4 人員留任 3.97 4.16 3.80 4.04 2.507  0.059  

S4-3-5 離職率降低 3.74 3.81 3.57 3.84 1.451  0.228  

S4-3-6 顧客滿意度 4.32 4.27 4.15 4.29 0.895  0.444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不同年齡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年齡別變數在公司營業、服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員留任、

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的經營成效同意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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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 不同年齡別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25-34 歲 35-44 歲 45-54 歲 55 歲以上 

1 2 3 4 

S4-3-1 公司營業 4.27 4.19 4.22 4.19 0.098 0.961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37 4.29 4.36 4.38 0.190 0.903 

S4-3-3 成本控管 3.61 3.76 3.66 3.75 0.420 0.739 

S4-3-4 人員留任 4.02 3.98 3.90 3.81 0.383 0.766 

S4-3-5 離職率降低 3.83 3.70 3.66 3.69 0.310 0.818 

S4-3-6 顧客滿意度 4.15 4.24 4.25 4.19 0.227 0.878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學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產業年資變數在公司營業、服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

人員留任、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的經營成效同意度，無顯

著差異。 

表 3-62 不同產業年資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5 年以內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1 2 3 4 

S4-3-1 公司營業 4.46 4.03 4.13 4.36 4.32 2.332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54 4.27 4.26 4.35 4.43 0.899  

S4-3-3 成本控管 3.58 3.70 3.63 3.80 3.79 0.508  

S4-3-4 人員留任 3.96 3.91 3.90 4.04 4.00 0.266  

S4-3-5 離職率降低 3.71 3.66 3.66 3.75 3.81 0.266  

S4-3-6 顧客滿意度 4.17 4.16 4.29 4.20 4.26 0.366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不同職位別參訓學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具有不同職位別菁英在公司營業、服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

員留任、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的經營成效同意度，無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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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 

表 3-63 不同職位別參訓人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F 值 p 值 基層 中階 高階 教師與其他 

1 2 3 4 

S4-3-1 公司營業 4.42 4.13 4.24 4.20 .911 .436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62 4.22 4.35 4.34 1.757 .156 

S4-3-3 成本控管 3.85 3.58 3.71 3.81 1.094 .352 

S4-3-4 人員留任 4.00 3.82 4.00 4.07 1.021 .384 

S4-3-5 離職率降低 3.81 3.58 3.70 3.88 1.313 .271 

S4-3-6 顧客滿意度 4.23 4.13 4.28 4.27 .788 .502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7. 升遷與否之參訓學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無論是訓後升遷或未升遷之學員，在公司營業、

服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員留任、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

面的經營成效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表 3-64 參訓學員升遷與否與經營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未升遷 升遷 

S4-3-1 公司營業 4.24 3.94 3.049 .083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34 4.13 .527 .469 

S4-3-3 成本控管 3.63 3.75 .593 .443 

S4-3-4 人員留任 3.90 3.94 .871 .352 

S4-3-5 離職率降低 3.63 3.65 .073 .787 

S4-3-6 顧客滿意度 4.17 4.27 .876 .351 

說明：1.N=131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8. 補助與否之參訓學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全額補助與否，對於公司營業、服務品質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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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控管、人員留任、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的經營成效同

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表 3-65 參訓學員補助與否與經營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S4-3-1 公司營業 4.18 4.35 -1.325  0.571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31 4.44 -1.142  0.715  

S4-3-3 成本控管 3.69 3.75 -0.415  0.855  

S4-3-4 人員留任 3.96 3.90 0.406  0.497  

S4-3-5 離職率降低 3.69 3.75 -0.391  0.685  

S4-3-6 顧客滿意度 4.24 4.15 0.800  0.758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9.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經營成效同意度差異 

經 t 檢定分析，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對於公司營業、服

務品質改善、成本控管、人員留任、離職率降低及顧客滿意度等構面

的經營成效同意度，均無顯著差異。 

表 3-66 團體訓練與自行規劃參訓學員經營成效同意度 t 檢定分析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t 值 p 值 
團體訓練 自行規劃 

S4-3-1 公司營業 4.22 4.11 0.534  0.671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33 4.33 -0.007  0.754  

S4-3-3 成本控管 3.70 3.78 -0.364  0.143  

S4-3-4 人員留任 3.96 3.83 0.564  0.955  

S4-3-5 離職率降低 3.72 3.50 0.942  0.434  

S4-3-6 顧客滿意度 4.22 4.28 -0.325  0.356  

說明：1.N=28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 自評及主管評估之成效比較 

經成對樣本平均數檢定分析結果，受訓者及其主管對於對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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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效」及「經營成效」同意度，未達顯著差異，顯示對於此次成效

調查結果，受訓者自評及主管評估的結果一致。 

表 3-67 自評及主管評成對樣本平均數比較 

層次 項次 問項 
平均數 

p 值 
受訓者自評 受訓者主管評 

工作 

成效 

S4-2-1 工作應用 4.40 4.27 .926 

S4-2-2 落實於訓練/教育 4.47 4.30 .200 

S4-2-3 擬定工作改善計畫 4.20 4.03 .677 

S4-2-4 實踐工作改善計畫 4.13 4.10 .872 

S4-2-5 提出創新提案 4.27 4.00 .724 

S4-2-6 實踐創新提案 4.10 4.03 .411 

S4-2-7 同事肯定 4.03 4.23 .948 

S4-2-8 長官肯定 4.13 4.33 .374 

S4-2-9 工作效率 4.13 4.17 .105 

S4-2-10 工作動力 4.40 4.40 .750 

S4-2-11 工作信心 4.37 4.37 .335 

S4-2-12 領導能力 4.33 3.97 .143 

S4-2-13 解決問題能力 4.33 4.10 1.000 

S4-2-14 溝通協調能力 4.27 4.10 .501 

S4-2-15 工作教導能力 4.30 4.10 .705 

S4-2-16 整體表現 4.27 4.20 .862 

經營 

成效 

S4-3-1 公司營業 4.37 4.23 .490 

S4-3-2 服務品質改善 4.73 4.47 .875 

S4-3-3 成本控管 3.70 3.70 .182 

S4-3-4 人員留任 4.03 4.27 .655 

S4-3-5 離職率降低 3.70 4.00 .794 

S4-3-6 顧客滿意度 4.47 4.33 .867 

說明：1.N=30 : 2.*P<0.05，**P<0.01，***P<0.0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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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小結 

本章依據分別探討不同產業、年齡、教育程度、年資、目前職位，

以及升遷與否等變數，對於參訓學員在行前訓練、課程內容，以及訓

練成效評估三個部分同意程度的表現與差異。 

在行前訓練部分，教育程度為大學教師在「提高參與動機」的問

項的同意度，顯著高於高中職或專科者，若若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

業、旅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教育程度為大學者在「提

高參與動機」的問項的同意度，仍顯著高於高中職或專科者。此外，

在「提高參與動機」與「增進彼此認識」的問項上及「做好心理準備」

兩個問項的同意度上，自行規劃學員的同意度分數，也顯著高於團體

訓練成員，且自行規劃學員對前兩者的同意度均為滿分。此外，雖然

對不同產業別或管理階層的菁英而言，其同意度未達顯著，但同意度

指標均極高，推論可能記名問卷扮演了重要的干擾變數所致，以致於

受訪者傾向勾選同意度較高的選項，從而造成同意度平均數呈現一致

的現象。 

接著，本研究由國際視野、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專業知識與技

能、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等 10 個問項，探究受訓菁英在訓練課

程的同意度情形： 

首先，行前訓練同意度各問項分數介於 4.61~4.38 之間。研究發

現，對於海外訓練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無論在訓練課程的同意度或

訓練學習成效同意度，均有極佳表現。其次，而對於不同產業別參訓

人員而言，「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及「研

習機構標竿性」的同意度則有顯著差異，參訓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

者對於「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能力」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此

外，參訓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對於「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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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顯著高於觀光遊樂業的參訓學員。 

目前職位為教師者的的參訓學員，對於「研習機構標竿性」問項

的同意程度，顯著高於「高階管理者」。而比較升遷與否的學員後則

發現，訓練後升遷的受訪者，對於訓練天數安排的同意程度顯著小於

未升遷的菁英。此外，對於不同產業別參訓人員來說，參訓學員產業

別為大專院校者對於「國際交流及溝通能力」、「訓練天數安排」及「研

習機構標竿性」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的參訓學員。若排除產業

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三個產業別

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旅宿業者對於「研習機構標竿性」的問項的同

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者。 

事實上，旅行業同意度較低的情形，也出現在其他的問項中，如

對行前訓練同意度的七個問項，以及在課程內容同意度中，「課程內

容有助於增進觀光人才專業知識與技能」、「課程內容有助於強化未來

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之參考」、「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個人未來工作/

學術發展」等問項中，雖然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但也呈現旅行業同意

度低於其他產業的情形。對此，參酌對參訓學員文本分析及深度訪談

結果，推測可能由於旅行業本身異質性較大，大型旅行社與小型旅行

社不但在規模上具有極大差異，且需求亦不盡相同，使得訓練課程的

規劃與實行難以同時符合多數參訓學員需求，從而造成旅行業參訓學

員同意度偏低的情形。而前述產業別內參訓成員的差異，也進一步反

映於訓後成效，如在於中、小型旅行社應用著重在「品牌定位」之層

面，大型集團化旅行社則應用於「人才發展」議題即屬之。 

在訓練成效評估的部分，本研究將訓練效果區分為學習、行為與

結果三個層次分別探究學員訓後成果。 

1. 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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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觀光遊樂業對於「經營管理知識」同意度顯著高於旅

行業；對於「服務知識技能」及「服務品質知識」兩個問項而言，大

專院校者顯著高於旅宿業。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

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觀光遊

樂業者對於「經營管理知識」問項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及旅宿業。

此外，自行規劃學員對於「自我信心知識」的同意程度也顯著高於團

體訓練者。 

2. 工作成效 

在工作成效的同意度雖然不若行前訓練、訓練課程或學習成效同

意度那麼高，但在工作成效同意度的表現差異之間也較小。 

參訓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其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

育以及實踐創新提案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宿業的參訓學員。 

若排除產業別為「大專院校」後，僅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

宿業三個產業別進行變異數統計分析，觀光遊樂業者對工作成效中

「領導能力」的同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的參訓學員。 

參訓學員職位別為教師與其他者，在工作應用、落實於訓練/教

育及實踐創新提案的同意度，顯著高於中階主管；在落實於訓練/教

育的同意度中，職位為教師者也顯著高於基層人員；升遷者對於「擬

定工作改善計畫」的同意程度高於未升遷者。 

3. 經營成效 

無論是產業、年齡、教育程度、年齡、產業年資、目前職位、升

遷與否、補助與否，以及參訓類別 (團體訓練及自行規劃)否等變數，

對於參訓學員在應用成效評估的滿意程度，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可

能與訓練對於經營成效的影響評估較為不易有關，對此，也將於後續

訪談進行進一步的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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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經營成效中，又以離職率及成本控管的同意度分數為最低，

最低的兩個問項為離職率及成本控管，為 3.70 分。推測可能與經營

成效較難評估，以及受訓菁英若為基層或中階人員，各項經營成效問

項，與其實務工作範圍關連性較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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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深度訪談 

歸納前兩章分析結果，本研究後續深度訪談將依循第二、三章彙

整之建議與未來改善方進行深度訪談，試圖了解訓練成效的「行為層

次 (L3)」與「結果層次 (L4)」。為了讓調查結果具備深度與廣度，本

研究後續深度訪談受訪人以高階主管為主，中階主管為輔，受訪人選

決定過程參考學員受訓心得，心得內容需涵蓋「行為層次 (L3)」或

「結果層次 (L4)」，且內文需具體可行者。由於本研究較聚焦場觀光

菁英在業內之影響，故依據 2010~2013 年參訓學員在各產業佔比，稍

微調低大專院校 5%的比例分散至各產業，最後歸納總訪談觀光菁英

人數共 72 位，其中觀光遊樂業訪談 15 位、旅行業 18 位、旅宿業訪

談 29 位、大專院校 10 位。 

第一節  觀光遊樂業 

針對觀光遊業的訪談內容彙整，以下分為三個部分說明，首先說

明受訪者選擇標準，藉以界定訪談對象的代表性。接著分析受訪者在

菁英訓練之後「行為層次 (L3)」之成效，最後說明「結果層次 (L4)」

之成效，以下依序書明之。 

一、受訪者選擇標準 

觀光遊樂業受訪人的選擇標準，除了需符合本章前言之原則外，

尚參考各主要觀光遊樂業參訓比例挑選受訪人，其中劍湖山世界、遠

雄海洋公園、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麗寶樂園累計參訓人員較多且企業

規模較大，故上述之觀光遊樂業均安排訪談兩位受訪者，並試圖邀訪

該企業之最高主管 (無論是否參與過菁英訓練)，藉以宏觀了解菁英訓

練之後對企業整體的影響，其中劍湖山世界、遠雄海洋公園、麗寶樂

園均約訪副總經理以上高階主管。除上述 6 位受訪者之外，另 9 位受

訪者皆邀請到經理以上高階主管，且遊樂業分布平均分配於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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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地，遊樂業類型涵蓋主題、益智、生態等。 

觀光遊樂業訪談大綱主要分成五大題如下： 

1. 請問訓練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訓練能力？ 

2.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同儕、部門、

企業造成的影響與改變？(受訪者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響

之層面回答) 

 品牌定位 

 硬體建置 (遊樂、園藝、工程設備…等) 

 服務品質 (SOP、餐飲、活動、在地化服務…等) 

 行銷管理 (目標市場、消費分析、整合行銷…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賦權…等) 

 營收管理 (財務…等) 

3.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同儕、部門、企業有何正面的貢獻？

(受訪者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企業文化的改變 

 組織管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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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4.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5.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其中第二、三大題將針對受訪人的心得報告，研擬不同子題詢問

之，例如第二題將涵蓋品牌定位、硬體建置 (遊樂、園藝、工程設備…

等)、服務品質 (SOP、餐飲、活動、在地化服務…等)、行銷管理 (目

標市場、消費分析、整合行銷…等)、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賦

權…等)、營收管理 (財務…等) 議題。第三題則涵蓋個人晉升獲獎、

企業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企業文化的改變、組織管

理的改變、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透過客製化的題綱，試圖有效

解析菁英受訓之後，對於觀光產業的個人、團體、組織的效益與貢獻。

經訪談之後以下說明菁英訓練行為層次與結果層次之成效。 

二、菁英訓練行為層次成效 

觀光遊樂業菁英訓練行為層次成效涵蓋五個構面，分別為品牌定

位、服務品質、空間規劃、行銷管理、人才發展等，以下分別說明如

下。 

1. 品牌定位－以鮮明的定位強化消費者印象 

觀光菁英訓練期間，除了在課程中學習品牌地定位的概念，還安

排參訪世界各知名遊樂園，這些遊樂園品牌定位鮮明，核心價值與主

題性明確，產品具備獨性性、並且勇於創新，將核心目標視為企業的

重要目標，持續塑造經營企業的品牌形象。藉此臺灣觀光遊樂業者針

對任職之企業，亦發展出自己的品牌定位 (詳見表 4-1)。如六福村主

題遊樂園以動物園園區為企業核心競爭力，再加上園區內的主題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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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持續從教育、體驗展現不同的遊樂方式，讓遊客可以和動物有更

多互動體驗，目前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策略管理部每週的組織策略會議，

由各部門高階主管共同參與，讓大家共同思考組織的品牌、願景之優

勢與劣勢，提出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未來 3~5 年的策略方向，讓不同部

門的用不同角度多方思考，集思廣義來決定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未來的

方針。 

小人國主題樂園的品牌定位則致力發展 12 歲以下親子家庭主題

遊樂園。麗寶樂園則籌建 F2 賽車場、購物中心等設施，品牌定位朝

國際市場邁進的綜合主題樂園。遠雄海洋公園以海洋教育、海洋動生

物特色，以海洋特色主題樂園為定位。泰雅渡假村以臺灣原住民文化

特色為定位，希望能創造出屬於臺灣印象的渡假村。杉林溪森林生態

渡假園區則持續強化生態品牌意象。劍湖山世界將塑造高品質渡假園

區。上述觀光遊樂業透過品牌定位的過程，強化並塑造品牌形象，讓

自己的品牌在消費者的心裡佔據一個獨特的地位。 

表 4-1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品牌定位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品牌定位內涵 

小人國主題

樂園 

品牌定位為年紀 12 歲以下小朋友和親子家庭主題遊樂

園。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企業核心競爭力在於動物園園區，再加上其他主題式遊

樂園，持續從教育、體驗展現不同的遊樂方式，讓遊客

可以和動物有更多的互動驗。 

杉林溪森林

生態渡假園

區 

中海拔森林與溪流飛瀑的自然場域，具備特色園藝與有

機農場的生態度假園區。 

泰雅渡假村 
結合臺灣原住民文化特色，希望能創造出屬於臺灣印象

的渡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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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 品牌定位內涵 

野柳海洋世

界 

完成企業形象整合工作，包括重新設計海洋世界的吉祥

物與商標符號。 

遠雄海洋公

園 

遠雄海洋公園以海洋教育、海洋生物為主軸，設計出主

題明確的品牌意象、創造與其他遊樂園差異化的海洋特

色主題樂園。 

劍湖山世界 
臺灣本土品牌中，擁有一流的遊樂設施並且強調品質與

安全的高品質樂園。 

麗寶樂園 

朝國際市場邁進的綜合主題樂園，目前暫時以探索樂園

與水樂園 (馬拉灣) 為形象主軸，未來將再加入 F2 賽車

場、購物中心等設施，成為多方經營的休閒娛樂場域，

並持續強化品牌公仔 POPA Family 的印象，持續朝向國

際市場邁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服務品質－提供超越遊客期待之服務 

服務品質是觀光遊樂業相當重要的ㄧ環，因此在歷屆觀光菁英訓

練期間，無論課程或參訪均將服務品質設定為學習目標之一，例如迪

士尼樂園的核心價值在於服務，以顧客觀點設計人性化的設施與服務，

讓現場服務人員和遊客有更多的接觸點，提供更完美的服務。故我國

遊樂業業者針對服務品質，也進行了部分施為予以因應  (詳見表

4-2)。 

如遠雄海洋公園在企業內開辦「服務升級論壇」，每個月由主管

分享服務經驗，並於會中提案讓大家討論出更好的服務方法。遠雄海

洋公園另外還成立了「服務創新小組」，負責下達創新服務目標，設

定操作流程 SOP 並賦權給員工。而位在南部的劍湖山世界則設定員

工服務標準作業流程，硬體的部份也學習迪士尼的地板顏色管理，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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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規畫則學習迪士尼樂園的綠色魔毯，園區內每 15 公尺放置一個垃

圾桶，透過這些具體的服務措施，希望能讓每個遊客滿意。其它的觀

光遊樂業包括小人國主題樂園、麗寶樂園和泰雅渡假村，均設法提高

接觸點，提高園區內的服務品質。 

表 4-2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服務品質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服務品質內涵 

小人國主題

樂園 

目前在模型區內我們模仿迪士尼樂園，提供遊客免費協

助拍照的貼心服務，同時我們也希望藉著 3C 產品的即

時性與方便性，鼓勵遊客透過行動裝置將照片上傳至網

路，達到行銷的效果。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持續創造創新服務，例如壽星會員到園區時，園區內所

有服務人員會得知壽星資訊，當遊客入園後，服務人員

會主動祝賀、贈送生日禮物…等服務，讓遊客感到歡樂

和貼心。 

委由專業跨國市調公司 JFK 設計問卷進行市場研究，讓

本公司員工負責問券發放，藉此讓企業一線員工 (清潔

人員，銷售人員，設施操作人員) 經由問卷發放同步觀

察遊客需求與行為，未來進行問卷分析時，還可以將問

卷調查結果和觀察到的遊客行為進行比對。 

西湖渡假村 

在飯店內推廣在地食材「幫助小農」活動，直接讓這些

農作物標示小農的名稱在飯店內銷售，例如：土雞、芋

頭、紅棗、金瓜等等，讓遊客了解苗栗在地的特色。目

前也正在申請「環保經濟旅館」，目前已經進入到最後

階段，這也是環境教育的應用之一。 

泰雅渡假村 
強化員工與遊客的互動，成立原住民工作坊、原住民雕

塑園區，讓遊客體驗原住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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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 服務品質內涵 

遠雄海洋公

園 

 開辦服務升級論壇：該論壇原則上一個月開一次，

方式是由主管分享服務經驗，或是透過提案讓大家

討論出更好的服務方式。 

 成立服務創新小組：負責下達創新服務的目標，制

訂服務流程 SOP，告知員工發生某些突發狀況時的

處理流程。目前要求所有的員工至少可以摺出兩種

氣球、變出兩種魔術。 

 導覽解說服務：在水族館中強化了資訊科技的應

用，新的解說牌可以連結 QR Code，讓遊客用自己

的手機看電子解說。另提供解說員電子書 ipad 輔

具，讓解說員將電子書的內容連線到大螢幕，方便

較遠的客人閱讀。 

 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建置 CRM 顧客管理系統，如

有顧客發生客訴，若沒在一定時間內處理，系統會

自動通報總公司，藉以持續改進顧客不滿意的原因。 

劍湖山世界 

設定員工服務 SOP 的標準作業流程，規定員工的服務手

勢，訓練出劍湖山世界員工的共同語言。硬體的部份也

學習迪士尼樂園的地板顏色管理，植被的規畫學習迪士

尼樂園的綠色魔毯，園區內每十五公尺放置一個垃圾

桶，希望能做到讓每個遊客滿意。 

麗寶樂園 

麗寶樂園學習國外經驗，對員工做更多訓練，增加員工

和遊客的互動，在遊客排隊的過程中設計一些小活動，

讓旅客可以持續在樂遊園遊玩。 

在對外交通部分提供便民服務，麗寶樂園和高鐵與客運

公司合作，解決旅客交通問題，同時提供接駁服務，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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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 服務品質內涵 

短遊客轉車等車的時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空間規畫－依品牌形象調整園區空間規畫 

觀光菁英訓練之後，國內較具規模的觀光遊樂業者更積極投入綜

合遊憩區的空間規畫 (詳見表 4-3)，其中較大型的投資包括麗寶樂園

與遠雄海洋公園。其中麗寶樂園的空間規畫上模仿馬來西亞樂高樂園，

在樂園旁邊建立飯店，也學習新加坡的 F1 賽車，在麗寶樂園旁蓋 25

公頃土地蓋 F2 賽車場，並預計購入 30 部全新豪華的卡丁車，賽車場

旁也將為賽車遊客規劃頂級停車棚與賽車場飯店，未來 F2 賽車場還

會請奧迪車場 (Audi) 協助經營管理。另外，麗寶樂園的菁英在參訪

樂高樂園過程中，發現樂高樂園在餐飲部分沒有特別著墨，但飲食是

遊客玩樂中很重要的一環，因此麗寶樂園將加強餐飲服務，結合全臺

最大摩天輪籌建特色 Shopping mall，吸引各種族群遊客。另外隨著老

年化社會的到來，麗寶樂園未來還打算規劃銀髮族 VILLA。可以想

見麗寶樂園將打造出適合全家從小孩到老人都適合的樂園場域。 

反觀東臺灣交通逐漸改善，來臺旅客逐年攀升，花東地區的發展

前景看好。目前遠雄海洋公園正在規劃二期工程，此開發案包括生態

公園、一個小型水樂園 (含室內及室外)、兩間中價位飯店 (約 3~4 星

級)、一個室內多媒體數位遊樂設施、興建纜車延伸到花蓮遠雄悅來

大飯店。目前二期開發案的水保審查已通過，開發計畫小組也已通過，

環評審查正在送件流程中，預計整個開發案的申請於明年底至後年初

可完成。預計遠雄海洋公園二期將於蘇花改通車後營運 (預計約於

107 年完成)。 

除了上述的大型開發案之外，國內部分遊樂業業者也在菁英訓練

之後，在園區內進行小規模的空間規畫與投資，包括泰雅渡假村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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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村讓園區內的原住民雕塑園區、生態園區、溫泉園區的主題性更鮮

明，讓遊客能更容易遊玩。另外，泰雅渡假村將在閒置場域規劃「幸

福部落」，以原住民人物為出發點，結合在地原住民資源，營造部落

般的遊憩體驗。 

位於中海拔的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則在園區空間動線上進

行步道整建，目前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總共有十條步道，未來每

一條步道都會發展成不同的特色步道，而園區內的花園將持續展覽四

季花卉，讓園藝栽培精緻化；在森林活動的部分，園區提供橫渡、攀

岩、滑降等山訓活動，讓喜愛戶外活動的遊客參與，未來杉林溪森林

生態渡假園區也將規劃月老廳、牽手步道吸引情侶檔，並推動室內有

機蔬菜園的建置，讓園區的食材來源更安全。 

劍湖山世界則將著眼於老齡人口市場，預計在現有的土地上，活

化部分土地建置老人休閒遊憩設施。 

表 4-3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空間規畫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空間規畫內涵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將不會再增設大型遊樂設施，未來將

朝向室內、科技、4D 或 5D 體感設施來發展。 

泰雅渡假村 

泰雅渡假村採用分區管理，讓園區內的原住民雕塑園

區、生態園區、溫泉園區主題性更鮮明，讓遊客能更容

易遊玩。另外泰雅渡假村將在閒置場域規劃「幸福部

落」，以原住民人物為出發點，結合在地原住民資源，

營造部落般的遊憩體驗。 

遠雄海洋公

園 

規劃遠雄海洋公園二期工程，該開發案包括生態公園、

小型水樂園 (含室內及室外)、兩間中價位飯店 (約 3~4

星級)、一個室內多媒體數位遊樂設施、興建纜車延伸到

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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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 空間規畫內涵 

劍湖山世界 
著眼於老齡人口市場，預計在現有的土地上，活化部分

土地建置老人休閒遊憩的設施。 

麗寶樂園 

除了目前已經完工的福容飯店，將在麗寶樂園旁 25 公

頃土地蓋 F2 賽車場、特色 Shopping mall、全臺最大摩

天輪，未來 F2 賽車場將邀請奧迪車場 (Audi) 經營管

理，另外隨著老年化社會的到來，未來將規劃銀髮族

VILLA。未來麗寶樂園將成為全家都適合的樂園場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行銷管理－遊樂園運用公關、促銷、活動設計等方式貼近消費者 

菁英訓練期間，各國講師分享了成功遊樂園業者的行銷經驗，讓

我國菁英了解不同類型的遊樂業，如何型塑獨特性並創造新玩法來吸

引消費者。由於市場競爭日新月異，各種行銷方式跟手法不斷翻新，

面對臺灣觀光遊樂業的擴增與轉型，遊樂業業者越了解人類行為學模

式，越能掌握成功要素。因此觀光菁英返國之後，對於任職之遊樂業，

發展出更貼近符合消費者的通路，運用公關、促銷、活動設計等方式

來進行一系列的行銷活動 (詳見表 4-4)。 

以麗寶樂園為例，麗寶樂園分析臺灣主題遊樂園遊樂設施大約以

4 年為生命周期，因此該樂園大約每隔 4 年會進行設施或活動更新，

持續提出吸引遊客的行銷方式，包括讓遊客夜間遊玩的「奇光幻影嘉

年華」，這是一個大量使用 LED 燈點綴園區的活動，光彩奪目創造異

於白晝樂園氛圍。而近年國人路跑風氣漸盛，麗寶樂園也舉辦了「殭

屍路跑」、「HELLO KITTY 主題路跑」。另外針對年輕族群，麗寶樂

園推出新的遊樂設施「密室脫逃」。在夏季的時候，麗寶樂園則主推

水樂園「馬拉灣」，透過遊樂設施大海嘯與主題強烈的活動來吸引夏

日戲水的遊客。針對兒童族群，麗寶樂園將吉祥物 POPA Family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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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幼幼臺，置入小朋友教科書，再搭配電視臺與園區劇場表演、周

邊商品販賣、餐廳套餐等多管道行銷。再加上近年剛完工的福容大飯

店，麗寶樂園成功讓遊客在樂園停留時間延長。 

反觀北部的小人國主題樂園，則持續針對特定客群提出不同促銷

方式，例如暑假旺季推出 399 一票玩到底的價格促銷策略。針對幼稚

園小朋友客群，小人國主題樂園和「東森 YOYO」異業結盟，暑假期

間每天都有 YOYO 的哥哥姐姐來陪伴小朋友做互動式表演，因此吸

引了不少的學齡前的小朋友前來。另外針對學校團體部份，小人國主

題樂園和國產積木品牌「智高」做聯合行銷，讓學生在小人國主題樂

園裡面做智高 DIY，透過上述不同的設施與服務，小人國主題樂園持

續針對不同客群做差異行銷。 

而今年適逢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開園 35 周年，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亦提出一連串的促銷活動，從 1 月 1 日的 35 周年慶記者會開始，接

連推出各種型態的產品與服務，包括推出動物園「猛獸籠車」創意遊

園服務，讓遊客不需要隔著玻璃看動物，甚至還能餵食平常無法餵食

的肉食性動物。在臺北華山藝文特區，舉辦了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野

生動物標本展，提高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曝光度，推廣六福村主題遊

樂園野生動物的核心價值。在園區內舉辦動物園路跑活動，讓路跑路

線穿越動物園區，體驗動物伴跑的新鮮感。異業結合解謎王密室脫逃

活動，藉由園區設施關卡，讓遊客體驗解謎和遊樂的雙重體驗。設計

遊園與交通服務套票，只要搭乘該路線遊客可以用車資抵免門票，提

高遊客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織意願。夏天推出水樂園讓遊客有更多的娛

樂方式，在暑假旺季推出 499 促銷價，大幅增加入園人次。最後還包

括針對韓國市場的公關行銷，讓韓國知名電視節目 Running Man 至六

福村主題遊樂園拍攝「笑傲飛鷹」遊具，增加國人與韓國遊客入園意

願，也透過此電視節目行銷到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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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改變了企業以往市場調查運作方式，不

在單純撥一筆預算請專門的市調公司做量化、質化調查。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委由專業跨國市調公司 JFK 設計問卷進行市場研究。然而問卷

發放工作並沒有委由 JFK 發放，而是讓本公司員工負責，藉此讓企業

一線員工 (清潔人員，銷售人員，設施操作人員) 經由問卷發放同步

觀察遊客需求與行為，未來進行問卷分析時，還可以將問卷調查結果

和觀察到遊客行為進行比對。目前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策略管理部」

將再增加客戶關係管理業務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進行客戶需求分析。現階段「策略管理部」主要重點是放在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策略管理上，若未來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發展持續

穩定成熟時，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再慢慢將此策略研擬推展到六福集團

旗下的相關事業體。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早期對於公共事務比較偏向以公關方式進行，

目前策略管理部想要透過產官學的緊密結合，擴大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的訴求管道，試圖以更直接的方式反映主題樂園的經營困境給官方與

學界，甚至未來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還可以舉辦學術研討，協同臺灣其

他遊樂業與官方、學界做更多的溝通，讓官方與學界確了解產業現況，

在改良遊樂業產業政策、法規、法令的同時，盡可能的符合業者的期

待，例如制定遊樂業獎勵或是輔導專案，讓臺灣的遊樂業在體質上與

發展上越來越好。 

表 4-4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行銷管理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行銷管理內涵 

小人國主題

樂園 

暑假旺季期間推出 399 一票玩到底的價格促銷策略。針

對幼稚園小朋友客群，小人國主題樂園和「東森 YOYO」

異業結盟。另外針對學校團體部份，小人國主題樂園和

國產積木品牌「智高」做聯合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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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 行銷管理內涵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韓國知名電視節目Running Man至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拍

攝「笑傲飛鷹」遊具，增加國人與韓國遊客入園意願，

也透過此電視節目行銷到其他國家。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委由專業跨國市調公司 JFK 設計問

卷進行市場研究，並讓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員工負責問卷

發放，藉此讓企業一線員工 (清潔人員，銷售人員，設

施操作人員) 經由問卷發放同步觀察遊客需求與行為。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目前國際旅客占總入園人數不到

10%，目前已著手在自由行的旅客在做一連串的宣傳，

包括提高臺灣主題樂園海外知名度，提升六福村主題遊

樂園園區內接待國際觀光客的能力。 

透過產官學的緊密結合，擴大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訴求

管道，試圖以更直接的方式反映主題樂園的經營困境給

官方與學界，甚至未來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還可以舉辦學

術研討，協同臺灣其他遊樂業與官方、學界做更多的溝

通，讓官方與學界確了解產業現況。 

麗寶樂園 

推廣不同活動聚焦遊客目光，包括大量使用 LED 點綴

園區的「奇光幻影嘉年華」，因應國人路跑風氣的「殭

屍路跑」、「HELLO KITTY 主題路跑」。將麗寶樂園吉祥

物 POPA Family 結合東森幼幼臺，置入小朋友教科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人才發展－藉由選才與育才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菁英訓練當中，實境參訪了美國迪士尼樂園、新加坡環球影城、

馬來西亞樂高樂園等，讓我國遊樂業業者對於企業人才發展有了新的

領悟與執行方式 (詳見 4-5)。以 8 大森林樂園為例，該樂園透過「探

索教育」的活動設計，讓員工有了明確的目標及方向，除了培養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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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企業文化，8 大森林樂園還從職訓局、縣政府延請講師，幫企業

基層與中階員工訓練企畫與管理課程。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則是將美國

迪士尼學院的訓練方法導入企業，藉由員工與顧客互動，提升顧客的

滿意度。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在迪士尼樂園園區內，發現園區內

任職的員工並非全部是年輕貌美的員工，其中多數員工都已任職十年

以上，還有很多上了年紀的員工，這源自於迪士尼樂園任用員工強調

的是態度。因此在訓練歸國後，現在企業甄選與調度員工時，都會以

員工態度為優先考量。而野柳海洋世界目前本正在著手推行「微笑天

使」計畫，利用薪資獎勵制度快速提高員工服務效率。另外針對教育

訓練的部分，目前已針對服務品質、硬體資源、以及人力資源的調配，

設計學習地圖，讓員工利用企業以外的資源學習，企業提供公假並補

助學費，希望員工未來將所學反饋到職場中。反觀近年持續派員參加

菁英訓練的劍湖山世界，目前園區內的觀光菁英都已成為樂園的種子

教官，劍湖山世界甚至仿效美國迪士尼學院開設企業參訪教育訓練課

程，該課程結合劍湖山世界內的飯店、樂園、觀光菁英師資等資源，

針對大專餐旅學校開立參訪與遊園套裝課程，只要相關團體入住劍湖

山王子大飯店，劍湖山世界，就可以讓受訓的機關團體自行挑選有興

趣的課程，劍湖山世界再依據需求安排相關中高階主管來教學。 

表 4-5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人才發展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人才發展內涵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將美國迪士尼學院的訓練方法導入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當中，教育員工與顧客互動，也提升顧客的滿意度。 

小叮噹科學

主題樂園 

將菁英訓練參訪過程與員工一同研討，藉由海外經驗分

享，加強員工學習動力，提高員工服務熱忱。 

8 大森林樂

園 

「探索教育」的活動設計讓員工有了確定的目標及方

向，而目前園區在教育訓練上，除了培養員工認同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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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 人才發展內涵 

文化，還會配合職訓局、縣政府，請講師協助辦理企業

辦理基層與中階員工管理課程。另外還提供中階主管心

靈課程。 

杉林溪森林

生態渡假園

區 

在甄選與調度員工時，都會以員工態度做為優先考量。

新進員工面試時，會要求各部門主管一定要當面面試，

瞭解員工的專長符不符合各部門的需求，同時建立應徵

人員的資料庫，方便系統查詢及整合。 

泰雅渡假村 

將已在樂園服務十年以上的員工進行輪調，讓員工不斷

學習，與不同人互動，激發員工的熱情與創意，讓人力

分配更有效率。 

野柳海洋世

界 

著手推行「微笑天使」計畫，利用薪資獎勵快速提高員

工的服務效率。針對教育訓練的部分，目前已針對服務

品質、硬體資源、以及人力資源的調配，設計學習地圖，

讓員工利用企業以外的資源學習，企業提供公假並補助

學費，希望員工未來將所學反饋職場中。 

劍湖山世界 

園區內歷經菁英訓練的員工，目前都成為樂園內部的教

官，讓內部教育訓練與組織分工更有系統，並透過產學

合作的方式，輔導員工取得環境教育認證的證照，最後

可以在園區內進行導覽。 

仿效美國迪士尼學院開設企業參訪教育訓練課程，該課

程結合本園區內的飯店、樂園、觀光菁英師資等資源，

針對大專餐旅學校開立參訪與遊園套裝課程，只要相關

團體入住劍湖山王子大飯店，我們就可以讓受訓的機關

團體自行挑選有興趣的課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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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菁英訓練結果層次成效 

觀光遊樂業菁英訓練成效，結果層次可以分為三個構面解析之，

依序為：營業額或旅遊人次的提升、投資額的提升、顧客滿意度的提

升，以下逐項說明如下： 

1.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的提升 

觀光菁英接受海外菁英訓練之後，國內各主要觀光遊樂業的營業

額或旅遊人次普遍有顯著之提升 (詳見表 4-6)，由地域性由北至南來

看，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於今年度剛好邁入在臺地 35 年，透過一連串

的活動與行銷，今年度累計遊園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30%。而鄰近

的小人國主題樂園本年度之營業額增加了 10%。 

位於中部的麗寶樂園，該園區營業額也逐年成長，去年營業額已

達5億元，相較較前年成長了25%，目前麗寶樂園正在積極趕工賣場、

摩天輪、F2 賽車場等設施，待所有設施完工後，預計年入園人次將

上看 250 萬。 

另位於東部的遠雄海洋公園，由於地理位置較為邊陲，2013 年

全年入園人次仍達 53 萬人次，截至今年七月為止，入園人次與去年

同期相比已成長約 17%。而中部的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則預估

今年入園人次將成長 25%，達 50 萬人次。而位在南部的劍湖山世界，

今年在積極行銷促銷之下，入園人次預計將達 120 萬人次。 

表 4-6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營業額或旅遊人次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小人國主題

樂園 

今年上半年整體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成長了 10%，園區內

周邊商品平均每人銷售額提高了 10%。旅客分佈上，目

前 98%遊客還是以國內為主，2%國際觀光客以中國大

陸和東協的團體遊客較多。 



 

167 

觀光遊樂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今年度累計遊園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了 30%，其中 228

連假也創造了 10 萬人次的入園佳績。 

杉林溪森林

生態渡假園

區 

以往每年平均有 40 幾萬遊客入園，今年估計會破 50

萬，其中有三分之一旅客會入住園區飯店，國際旅客目

前新加坡、馬來西亞旅客持續增加。 

西湖渡假村 
目前渡假村平均每年利潤大概成長 7%左右，但今年又

比去年更好，應該會超過 10%。 

遠雄海洋公

園 

2013 年全年入園人次達 53 萬人次，截至今年七月為止，

入園人次相較去年同期成長約 17%。 

劍湖山世界 

目前營業額每年持續提升，園區內門票銷售量也因為多

樣化的促銷手法迅速提升入園人次，今年估計入園人次

將達 120 萬人次。 

麗寶樂園 

去年度的主題樂園營業額大約 5 億元，相較前年度的 4

憶元，成長了將近 25%。今年度營業額依然穩定成長，

就今年旺季 7、8 月期間入園人數已達 60 萬。未來若賣

場及摩天輪完工後，相信遊客量會達倍數成長，目前評

估未來入園人次將達一年 250 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投資額的提升 

隨著觀光菁英返國投入任職之企業後，逐步調整觀光遊樂業投資

與規畫走向 (詳見 4-7)，其中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每年持續投

資一億五千萬在園內的設備改善，目前已在規劃中的遊憩設施，包括

籌建綠建築，該工程投資金額將趨近 2 億元。反觀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的觀光菁英在菁英訓練之後，仿效迪士尼將園區意象融入環境，於

2013 年投資 500 萬整修完成南太平洋海底餐廳，由於該餐廳廣受旅

客歡迎，目前預計需再投資 500 萬進行阿拉伯皇宮的餐廳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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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觀光遊樂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投資額之影響 

觀光遊樂業 投資額概述 

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 

去年已投資 500 萬整修完成南太平洋海底餐廳，目前正

在進行阿拉伯皇宮的餐廳翻修，預計需再投資 500 萬。 

杉林溪森林

生態渡假園

區 

園區內已投資的月老廳、牽手步道大約花費 800 萬，之

前向大陸洛陽引進牡丹花大約投資了 1500 萬，另外杜

鵑步道尚需投資 1000 萬，未來建築花園綠建築估計還

要 2 億的成本，目前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幾乎每年

花費 1 億 5000 萬元在園內投資及設備改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觀光菁英在菁英訓練過程中，實際參訪了諸多遊樂園的營運現況，

並體驗這些國際級遊樂園的服務方式，返臺後，諸位觀光菁英在任職

之場域，實施諸多提升服務品質之相關措施後，遊樂業的顧客滿意度

也顯著提升。 

以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為例，今年前半年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委由專

業跨國市調公司 JFK 設計問卷進行市場研究，以李克特五點量表分析

1000 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詳見表 4-8)，旅客前往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之後的「重遊意願」，有 90%的旅客填寫 4 分以上，「推薦意願」有

91%的旅客填寫 4 分以上，整體滿意度有 90%的旅客填寫 4 分以上，

且上述問項有三成以上的旅客填寫 5 分以上。顯示六福村的顧客滿意

度相當高。 

表 4-8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顧客滿意度分析 

李克特五點量表得分 3 分以下 4 分 5 分 

整體滿意度 10% 60% 30% 

重遊意願 10% 5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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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意願 9% 55% 3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反觀東部的遠雄海洋公園，該園區顧客滿意度自 2011 年起便逐

年提升，從 2011 年的 86%滿意度至 2013 年的 89%，負面意見案件亦

逐年降低，由 2011 年的 1503 件至 2013 年的 865 件 (詳見表 4-9)，

遠雄海洋公園甚至通過秘密客的魔鬼題目，當天的狀況是秘密客在園

區內遊玩一段時間後，反應身體不適且覺得園區不好玩，向員工要求

退票，當下值班經理 (剛好是獸醫) 收到訊息之後，立即到現場服務

客人，並詢問客人身體狀況，當時值班經理當機立斷，告知客人並未

享受到園區好玩的景點，於是帶客人至祕密景點-水族館，做最專業

的生物解說，後來遊客滿意的離開後，後來遠雄海洋公園才得知此客

人是神秘客，因此優異的表現獲得諸多服務獎項，如 2012 年遠雄海

洋公園有獲得「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第一名」與「英語服務標章-銀

質級」，2014 年另於工商時報服務大評鑑榮獲「遊樂園銀獎」與「服

務尖兵獎」。 

表 4-9 遠雄海洋公園顧客滿意度分析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遊客數(人) 497,315 488,119 535,053 

滿意度 86% 88% 89% 

負面意見數 1,530 908 865 

負面意見率(C/A) 0.31% 0.19% 0.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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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旅行業 

針對觀光遊業的訪談內容彙整，以下分為三個部分說明，首先說

明受訪者選擇標準，藉以界定訪談對象的代表性。接著分析受訪者在

菁英訓練之後「行為層次 (L3)」之成效，最後說明「結果層次 (L4)」

之成效，以下依序書明之。 

一、受訪者選擇標準 

旅行業受訪人的選擇標準，除了需符合本章前言之原則外，還依

據旅行業主要分類分成綜合、甲種、乙種旅行社，從各類別中選擇經

營穩健的旅行社為受訪標的，並依據參訓比例原則，挑選北、中、南

部旅行業菁英。 

旅行業訪談大綱主要分成五大題如下： 

1. 請問訓練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訓練能力？ 

2.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同儕、部門、

企業造成的影響與改變？(受訪者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響

之層面回答) 

 品牌定位 

 產品企畫 (鐵道、醫療、鄉村、銀髮、身障…等主題旅遊) 

 行銷管理 (市場開發、門市、通路…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等) 

 營收管理 (財務…等) 

3.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同儕、部門、企業有何正面的貢獻？

(受訪者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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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晉升、獲獎 

 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企業文化的改變 

 組織管理的改變 

 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4.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5.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其中第二、三大題尚會針對受訪人的心得報告，研擬不同子題詢

問之，例如第二題將涵蓋品牌定位、產品企畫 (鐵道、醫療、鄉村、

銀髮、身障…等主題旅遊)、行銷管理 (市場開發、門市、通路…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等)、營收管理 (財務…等)議題。第三

題則涵蓋個人晉升獲獎、企業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顧客滿意度的提升、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企業文化的改變、組織管理的改變、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透過

客製化的題綱，試圖有效解析菁英受訓之後，對於觀光產業的個人、

團體、組織的效益與貢獻。經訪談之後以下說明菁英訓練行為層次與

結果層次之成效。 

二、菁英訓練後行為層次之成效 

旅行業菁英訓練行為層次成效涵蓋五個構面，分別為品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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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企畫、服務品質、行銷管理、人才發展等，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1. 品牌定位－旅行社透過企業核心能力與目標消費者進行之聯繫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行業的品牌定位進行了

一些更新或修改(詳見表 4-10)，如威全旅行社在受訓之前不重視品牌

的影響，但是菁英訓練之後，威全旅行社開始利用服務過之大型企業

來支持自己的品牌，並將自己的網頁改版，讓消費者知道威全旅行社

有那些合作廠商。而宏祥旅行社在菁英訓練之後，更清楚臺灣觀光巴

士是宏祥旅行社主推的入境旅遊產品，也是宏祥旅行社的核心競爭力。

易遊網旅行社則持續利用「鴻鵠逸遊」的品牌優勢，在兩岸三地共同

行銷，相關產品包括一年僅開一次的「環遊世界」產品，每年都造成

搶購熱潮。佳安旅行社在菁英訓練之後，更明確建立本身的品牌形象，

目前佳安旅行社持續以精緻的陸團為主，除了陸客來臺商務團體，現

在也承接企業團。萬客隆旅行社則定位自己品牌是一個專業優質運動

遊程旅行社，遊程內容包含登山、溯溪、泳渡、單車等，目前萬客隆

旅行社和體委會有相當密切的合作。僑興旅行社則持續以服務與產品

差異化及顧客滿意滿意度為訴求的重點，持續將公司的品牌差異化，

創造出更大的利潤也創造出品牌的格局。 

表 4-10 旅行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品牌定位之影響 

旅行業 品牌定位內涵 

佳安旅行社 

佳安旅行社持續以精緻陸團為主，除了陸客來臺商務團

體外，公司現在也承接企業團，若客戶有 EQ 管理課程

或是人格分析課程的需求，公司也會協助安排。例如：

東元企業大陸高階主管來臺灣臺塑上課。 

易遊網旅行

社 

易遊網透過「鴻鵠逸遊」品牌在兩岸三地共同行銷，相

關產品包括一年僅開一次的「環遊世界」產品，每年都

造成搶購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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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品牌定位內涵 

威全旅行社 

威全旅行社開始利用服務過之大型企業來支持自己的

品牌，目前藉由網頁來露出相關資訊，例如王品集團每

一年的員工旅遊。 

萬客隆旅行

社 

萬客隆旅行社定位自己的品牌是專業運動遊程旅行

社，而遊程內容包含登山、溯溪、泳渡、單車等。 

僑興旅行社 

僑興旅行社身為中小型直客旅行社而言，品牌差異化及

顧客滿意滿意度是企業核心價值，持續貼近顧客需求去

創照出更大的利潤，也創造出品牌的格局。 

宏祥旅行社 
宏祥旅行社瞭解臺灣觀光巴士是企業核心的入境旅遊

產品，因此宏祥需持續維持臺灣觀光巴士的品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產品企畫－旅行社以創新思維設計旅遊產品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行業的產品企畫進行了

一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21)，以天擎旅行社為例，德威航空跳脫

低成本航空公司(LCC)的思維，設計機票加機場貴賓室的套裝，此產

品推出便廣受好評。目前天擎旅行社也常態性的運用機場貴賓室這項

利器作為招待客人選項之一。而可安旅行社仿自日本體驗旅遊產品，

與龍潭崑崙藥用植物園合作，利用該園區種植多種獨特藥草的特色，

吸引全省各大院校學生來參加校外教學或公司行號 Team Building。

宏祥旅行社體驗了夏威夷飯店與觀光資源後，客製化 MICE 旅遊團體

行程，例如私人包場「故宮夜宴」，另外針對東南亞企業來臺參加團

隊凝聚訓練課程，設計各式各樣的闖關活動，例如在中正紀念堂做早

操、到氣球場商學摺氣球…等。針對離島旅遊的部分，宏祥旅行社也

客製化旅遊產品，如觀賞馬祖藍眼淚團體或蘭嶼飛魚季等。而易遊網

旅行社則仿自 JTB 體驗旅遊產品，開設了「臺灣玩學堂」，裡面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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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羅萬象，包括人文傳藝、人文美食、農村生態…等主題產品。另

外針對新婚的旅客，和星野集團合作海外婚禮主題產品，並與日本五

座不同主題教堂合作，包括北海道的「水之教堂」、「冰之教堂」；輕

井澤的「石之教堂」、「高原教堂」以及山梨縣的「葉之教堂」。雄獅

旅行社則獲撥經濟部的預算，與資策會合作成立「產業創新中心」，

預計將發展適合銀髮族的「回甘人生」產品，例如結合長野縣農村體

驗與日文學習課程旅遊產品，另外針對臺灣 inbound 市場(港、澳、星、

馬)設計結合觀光工廠、民宿、農畜牧業等體驗活動的體驗旅遊行程。

怡容旅行社將結合臺鐵與臺灣觀光巴士，推出無障礙旅遊及Mini Tour

與登山行程產品。萬客隆旅行社將持續優化核心旅遊產品，客製化泳

渡日月潭服務，並於今年開發澎湖旅遊，整合當地風帆、獨木舟、衝

浪、單車等元素之旅遊商品。僑興旅行社則跳脫航空代理思維，跨足

至 LOCAL TOUR 代理，延伸出斯里蘭卡、葉門、冰島 Mini Tour 與

自由行產品，另外再簽訂 TOYOTA 日本租車代理與河輪代理服務。 

表 4-21 旅行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產品企畫之影響 

旅行業 產品企畫內涵 

太魯閣旅行

社 

配合臺北市觀傳局設計中國大陸及韓國自由行行銷案

「樂臺北 FUN TAIPEI」，產品結構包含陸客入臺證與飯

店住宿，產品的售價只取決於三種不同的級別飯店跟旅

遊天數，且不管住臺北那個飯店，都有涵蓋頭尾接送服

務。 

觀音旅行社 
推出韓國無障礙旅遊，目前也正在規劃夏威夷無障礙旅

遊路線，另外國旅則是推出淡水無障礙一日遊。 

怡容國際旅

行社 

與臺鐵、臺灣觀光巴士合作推出無障礙旅遊及 Mini Tour

與登山行程。 

易遊網旅行 仿自 JTB「體驗學習」旅遊產品，開設「臺灣玩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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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產品企畫內涵 

社 裡面的產品包羅萬象，包括人文傳藝、人文美食、農村

生態…等主題產品。 

和星野集團合作海外婚禮主題產品，並與日本五座不同

主題教堂合作，包括北海道的「水之教堂」、「冰之教

堂」；輕井澤的「石之教堂」、「高原教堂」以及山梨縣

的「葉之教堂」。 

朋達旅行社 

配合觀光局的政策經營 inbound 跟國民旅遊，目前大部

分是透過同業來販售國旅產品。例如加入自由自在

B2B2C 訂房系統(惠康旅行社)。另外也嘗試做鐵道旅

遊，除了自行設計鐵道旅遊產品外，也會代銷同業鐵道

旅遊產品，例如觀光環島列車是跟易遊網旅行社合作。 

天擎旅行社 
德威航空推出機票加機場貴賓室套裝廣受好評，目前也

常態性的運用機場貴賓室作為招待客人選項之一。 

惠康旅行社 

承接 MICE 團體時，公司會針對活動製作一個客製化的

網頁，在這個客製化網頁提供飯店，讓與會人員直接預

定及付款。 

雄獅旅行社 

與資策會合作成立「產業創新中心」，預計將發展適合

銀髮族的「回甘人生」產品，例如結合長野縣農村體驗

與日文學習課程旅遊產品。另外針對臺灣 Inbound 市場

(港、澳、星、馬)設計結合觀光工廠、民宿、農畜牧業

等體驗活動的體驗旅遊行程。 

萬客隆旅行

社 

客製化泳渡日月潭產品，如掛置空飄氣球、建置專屬報

到地點、頒發計時證書等。預計今年度還要推動澎湖旅

遊，整合當地風帆、獨木舟、衝浪、單車等元素之旅遊

商品。 

僑興旅行社 由航空公司總代理跨足至 LOCAL TOUR 代理，延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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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產品企畫內涵 

斯里蘭卡、葉門、冰島 Mini Tour 與自由行產品，另外

再簽訂 TOYOTA 日本租車代理與河輪代理服務。 

臺華旅行社 
從日本鄉村體驗旅遊產品思維，持續思考如何與異業結

合，推出創新產品。 

可安旅行社 
預計與龍潭崑崙藥用植物園合作，設計校外教學或公司

行號 Team Building 產品，如戰鬥營、一日華陀等。 

宏祥旅行社 

針對 MICE 團體，加入私人包場的「故宮夜宴」行程。

針對企業 Team Building 設計各式各樣的闖關活動，例

如在中正紀念堂做早操、到氣球場商學摺氣球…等。另

針對特殊需求旅客，設計馬祖藍眼淚、蘭嶼飛魚季行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服務品質－旅行社提供超越遊客期待的服務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行業的服務品質進行了

一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32)，例如天擎旅行社代理之德威航空對

於機位超賣採取比較友善的做法，除了幫客人挪航班、還提供專車接

送與補貼金，靠客戶群的口碑就把市場做大。可安旅行社以體驗行銷

與口碑行銷的方式，取消龐大的廣告預算，將這比預算轉換成客人的

服務，未來將朝向社區化發展，在地經營桃園有五千多個社區。惠康

旅行社歷經夏威夷大學 Expedia 課程後，充分運用本身合新資源，結

合網管人員和控房能力，承接 MICE 團體時針對活動內容製做客製化

網頁，讓活動主辦單位不需費心在管理訂房的事務上，又可以得到正

確的與會人數，客戶也可以得到飯店的優惠價格。 

表 4-32 旅行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服務品質之影響 

旅行業 服務品質內涵 

觀音旅行社 觀音旅行社主推無障礙團，因此觀音旅行社的導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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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服務品質內涵 

一定要比別家的好，當客人輪椅卡住就要馬上幫客人解

決。我們的導遊跟領隊都會事前教育，且在出發前必須

了解旅客的身體狀況，幾乎在出團前都已經記好客人的

所有資料。 

怡容國際旅

行社 

公司一直很重視服務這一塊，除了員工服務態度外，更

希望超越客戶期待，提供更多貼心服務，讓旅客整趟旅

程是備受尊寵與享受的。目前公司會要導遊定期回公司

訓練，希望永遠能呈現最好的一面給顧客。 

天擎旅行社 

德威航空即便是低成本航空公司(LCC)，對於機位超賣

採取比較友善的做法，除了幫客人挪航班、還提供派車

接送與補貼金，靠客戶群的口碑就把市場做大。 

中天旅行社 
平常帶特殊參訪團時，會持續提升導覽服務的細膩度，

在客人還未想到的時候，提供導遊就已想到的感動。 

惠康旅行社 

惠康旅行社本身有網管人員和控房能力，承接 MICE 團

體會針對活動製做客製化網頁，例如今年九月在南港展

覽館舉辦的東方臺佛教活動。 

可安旅行社 
可安旅行社取消了廣告預算，把這個預算轉換成客人的

服務，朝向社區化發展，在地經營桃園有五千多個社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行銷管理－遊行社運用公關、促銷、通路等方式貼近消費者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行業的行銷管理進行了

一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43)，其中威全旅行社積極投入馬星

inbound 市場，報價方式模仿日本 Local 報價，報價單上包括車資、

司機小費、飯店房價、保險、用餐、門票…等明細，並將估價單轉換

成 excel 格式給組團社，若是組團社人數有變動，可以直接 key 人數

到 excel 公式，就可以立即得知行程報價，目前威全已進入部分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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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市場，現在與臺灣觀光協會共同參加旅展，試圖複製新加坡的經驗

到馬來西亞。佳安旅行社近年開始與貿協合作到海外參展，貿協主要

推廣來臺灣的 MICE 團體，因此和貿協一同出國參展可接觸更多客人，

增加佳安旅行社的業務機會。雄獅透過各個營利事業單位，進行整合

行銷，其中針對門市通路雄獅模仿日本 JTB 旅行社，將臺灣的門市依

據地方特性分為咖啡、講堂、24 小時服務三種類型供消費者選擇。

而位於南臺灣的惠康旅行社深耕國內旅遊市場，並將合作飯店的優惠

房價釋放出來變成 FIT 訂房。為了整合這些優惠房價的資源，惠康利

用夏威夷大學學到的電子商務，成立了 B2B2C「自由自在」訂房資

訊系統，目前這個網站已經直接連線到中國大陸的旅遊網站 (吉林省

環球國際旅行社、湖北海外十堰旅行社、中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武

漢世貿分公司、東旅遊有限公司)。而專營運動旅遊的萬客隆旅行社，

針對網路搜尋自然排序搜尋方式，將網站內容，和特殊搜尋關鍵字都

有做了維護和設計，讓 google 的搜尋引擎做日月潭關鍵字查詢時，

更容易被查詢出現在首頁裡。 

表 4-43 旅行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行銷管理之影響 

旅行業 行銷管理內涵 

佳安旅行社 

近年開始與貿協合作到海外參展，貿協主要推廣來臺灣

的 MICE 團體，並且會將接觸到的團體開放出來讓旅行

社競標，因此和貿協一同出國參展，也可接觸許多平常

接觸不到的客人，增加業務機會。 

怡容國際旅

行社 
加強公司網路行銷，吸引更多年輕族群還有國外旅客。 

金界旅行社 
金界旅行社主要客群是退休有錢的長輩，產品多為客製

化，目前配合網路趨勢，持續改進社群媒體，。 

威全旅行社 威全旅行社積極切入馬星 inbound 市場，並模仿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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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行銷管理內涵 

local 報價方式，報價單上包括車資、飯店、司機小費、

保險、用餐、門票…等明細，目前威全旅行社已進入了

部分新加坡市場，目前正和切入馬來西亞吉隆坡市場，

希望將新加坡的經驗複製到馬來西亞。 

朋達旅行社 

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來行銷企業，例如廣用 QR CODE

來推廣，在公司網頁、名片、行程表、信封都印上 QR 

CODE，讓有智慧型手機的客戶可以便捷的連捷到我們

的網站，另外我們也會透過電子報、關鍵字、網頁的廣

告來行銷我們的產品。 

惠康旅行社 

惠康旅行社將合作飯店的優惠房價釋放出來，變成 FIT

訂房。為了整合這些優惠房價的資源，惠康旅行社成立

了一個「自由自在」系統，這個系統從發想到現在變成

一個成熟的網站，總更花了五年時間，目前已改版過三

次，現在該網站已經變成非常完整的訂房系統，可以直

接在上面訂單付款。甚至還提供給同業連線成 B2B2C

網站。 

雄獅旅行社 

日本 JTB 旅行社把門市設定成許多的類型，門市內的旅

遊顧問受過相當完整的訓練，故雄獅旅行社的門市依據

地方特性，將門市分咖啡、講堂、24 小時服務三種類型

供消費者選擇。 

萬客隆旅行

社 

就網路搜尋部分，萬客隆旅行社針對自然排序搜尋的方

式，將網站內容，和特殊搜尋關鍵字都有做維護和設

計，使得容易被 google 的搜尋引擎在做關鍵字查詢時，

讓萬客隆旅行社的資訊很容易被顯示在首頁。 

可安旅行社 
可安旅行社取消了廣告預算，將這比預算轉換成客人的

服務，例如提供防水套…等。目前可安旅行社在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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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行銷管理內涵 

營，持續向桃園有五千多個社區推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人才發展－藉由選才與育才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行業的人才發展進行了

一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54)，其中雄獅旅行社持續完備員工訓練

制度，包括針對教育訓練建置的三套E-Learning知識管理系統，包括：

雄獅字典、FAQ、知識文件，另外雄獅旅行社還設有面授雄獅學院，

針對新人的資訊平臺，迄今雄獅旅行社的知識庫已越臻完整。而其他

包括威全、佳安、台華、僑興等旅行社亦針對企業員工或領隊導遊發

展出教育訓練機制。 

 

表 4-54 旅行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人才發展之影響 

旅行業 人才發展內涵 

太魯閣旅行

社 

太魯閣旅行社不再使用過去傳統的會議做討論，現在改

用 Design Thinking，透過九宮格聯想等的方式，讓大家

集思廣益做主題的發想。 

佳安旅行社 

佳安旅行社要求員工進修心靈課程與生活學習課程。公

司導遊方面，除了有訓練課程外，每年亦提供健康檢查

等員工福利，每年員工旅遊，導遊也會一同參加，讓導

遊對公司更有歸屬感。 

威全旅行社 

企業每年進行企業教育訓練，由於公司徵才幾乎都用素

人，因此每年 11 月、12 月會統一教育訓練，課程結束

後即上線接單。教育訓練的課程從最基礎的接電話開

始，再經由資深員教育新手不同領域的能力。 

雄獅旅行社 雄獅旅行社在教育訓練上建置三套E-Learning知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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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人才發展內涵 

系統，包括：雄獅字典、FAQ、知識文件，另外雄獅還

設有面授雄獅學院，針對新人的資訊平臺，目前雄獅旅

行社的知識庫已越臻完整。 

僑興旅行社 

公司目前用教育訓練的方式將公司的中階主管帶起

來，舉凡連櫃檯人員對 TOYOTA 銷售及河輪都也很清

楚，就是希望消費者來詢問時並不是一問三不知，這樣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務。 

台華旅行社 
歸國後也將 JTB 的思維應用到自己旅行社，希望能做到

體貼顧客，比顧客更早想到他們所需要的服務等。 

可安旅行社 

在菁英訓練之後，企業透過會議的機會，教育訓練同仁

提升素質，會透過每位同仁承接的 CASE 來進行案例學

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菁英訓練後結果層次之成效 

旅行業菁英訓練成效，結果層次可以分為兩個構面解析之，依序

為：營業額或旅遊人次的提升、其他成效之產出，以下逐項說明如下： 

1.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的提升 

旅行業觀光菁英接受海外菁英訓練之後，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普遍

有顯著之提升 (詳見表 4-65)，以躉售旅行社為例，易遊網的海外旅

遊部每年營業額以 20%~25%的速率成長，該企業針對高檔旅遊產品

設立之品牌「鴻鵠逸遊」，其營業額更是呈現逐年「倍數」成長。而

雄獅旅行社的營業額目前持續超過 200 億，並於 2013 年年底股票上

市。而專營票務的僑興旅行社今年度的營業額約略提升 700 萬元左右，

且這三年的營業額等同之前七年的營業額總額。天擎旅行社代理之德

威航空，目前每年都可以售出一萬張左右松山往返金浦的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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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專營國內旅遊與入境旅遊的旅行社也有顯著成長，例如剛建

置完成自由自在 B2B2C 訂房系統的惠康旅行社，營業額已從 2012 年

的 1,180萬元，預估 2014年將躍升至 1,800萬元，而目前簽訂之B2B2C

同業家數，國內旅行社已達 72 間，大陸旅行社則簽訂了 5 間旅行社。

臺灣觀光巴士的合作廠商怡容國際旅行社，目前的營業額成長率達

15%。專營陸客商務人士來臺的佳安旅行社，近期推出的主題性旅遊

產品，目前一個月可以讓公司多出 10~20 團，其中高檔「尊想行程」

行程平均每月可接 2 團，每團約 20 人。而近期剛從國旅轉戰馬星入

境旅遊的威全旅行社，目前整體營業額約略等於雄獅旅行社一個國旅

部門。 

表 4-65 旅行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營業額或旅遊人次之影響 

旅行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太魯閣旅行

社 

太魯閣旅行社的陸客自由行產品，每年旅次的成長率大

約落在 5%左右。 

佳安旅行社 

主題性旅遊產品目前一個月可以讓公司多出 10~20 團。

高檔「尊想行程」行程平均每月可接 2 團，每團約 20

人。 

觀音旅行社 
整體來看營業額目前沒有明顯增加，但旅客的成長率應

該有增加 30%以上。 

怡容旅行社 旅客人數每年穩定成長，成長百分比達 15%。 

易遊網旅行

社 

 針對海外婚禮主題產品，自 2013 年三月推出之後，

為海外旅遊提高的 3%~5%的成長業績。 

 易遊網海外旅遊部門每年以 20%~25%的速度成長。 

 「鴻鵠逸遊」的營業額也是一直呈現「倍數」成長。 

威全旅行社 
整體營業額約略等於雄獅一個事業單位，以營業額比例

來講，outbound 大概占 20％，inbound 大概占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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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目前 inbound 還在成長中，其它的業績都是國旅。 

朋達旅行社 

整體而言 2012年本公司的營業額較 2011年成長約 20% 

(包括整體 outbound 跟國民旅遊)。但今年的營業額就持

平了，因為廉價航空與國際訂房網站的普及，讓我們的

客源流失不少。 

天擎旅行社 

德威航空 2012 年 4 月 30 號首飛，第一年的業績稍微小

賺，目前公司旅客人次已成長了一倍，一年大約有一萬

名臺灣人搭乘德威航空去韓國，跟前年剛開航的時候，

八個月只有五千人相比，成長了 25%。 

惠康旅行社 

 營業額從 2012 年的 1,180 萬，預估在 2014 全年營

業額將達 1,800 萬元。 

 目前在臺灣簽訂的 B2B2C 旅行社家數已達 72 家，

在大陸則簽訂 B2B2C 旅行社家數 5 間。 

雄獅旅行社 

雄獅目前年營業額超過 200 億，以今年為例，截至 2014

年 7 月為止，營業額已達 101 億。 

目前主題旅遊(節慶、鐵道、海島…等)的營業額佔比不

到 10%，但成長率均達 40%左右。 

萬客隆旅行

社 

萬客隆旅行社在每年泳渡日月潭的活動，都能承接

1500~2000 人次的泳客 

僑興旅行社 
今年度產品營業額大概提升 700 萬元左右，而這三年

(2011~2013 年)的營業額等同之前七年的營業額總額。 

觀音旅行社 目前整體來看營業額目前沒有明顯增加，但旅客人次的

成長率應該有增加 30%以上。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旅行業之營業額除了上述具體的之產出外，威全旅行社亦於菁英

練後，預計將企業營銷系統 E 化，目前將投入了 20 萬加強網頁後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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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公司組織也正在逐漸擴大中，員工人數已經從 2011 年的 9 人，

擴編至現在的 15 人。而深耕桃園地區的可安旅行社，在歷經菁英訓

練之後，近幾年承接了國內大型企業家庭日之活動，包含國瑞汽車

TOYOTA 與鴻海集團，其中的國瑞汽車 TOYOTA 家庭日共有兩萬人

左右參加，並在當天包下整個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園區，而今年承接的

鴻海家庭日則是在除夕前一天於臺大校園裡舉辦，而可安旅行社為了

承接相關業務，還另外成立一間公關公司天紅公關公司。 

2. 其他成效之產出 

由於旅行業部分業者工作內容較彈性，因此部分從業人員亦身兼

學校講師工作，故成效之產出尚含著作、產業輔導、產學合作…等績

效。例如正在就讀博士班的台華旅行社張副總，在美國迪士尼學院菁

英訓練後，投稿了「休閒事業期刊」，內容藉由質化訪談觀光菁英，

討論美國迪士尼學院經驗如何應用於臺灣觀光產業服務品質的提升。

該菁英也到學校教學授課，例如在新竹教育大學舉辦座談傳遞服務觀

念，介紹臺灣的觀光資源，激發學生去創造臺灣觀光產業的價值。而

任職於惠康旅行社的張副總，目前與高雄餐旅大學依然保持互動，協

助該校授課、提供參訪…等等，希望提供經驗讓更多學子了解旅行社

的發展，也要讓年輕學子瞭解這個行業是有希望的，未來透過校友的

力量，能讓這個產業有一個正面的形象。 

其他亦有菁英平日從事導遊工作，如中天旅行社的許特助，該菁

英除了參與中部各大專院校講師與協同教學外 (通識課程、業界師資、

產業推廣班…等)，還身兼地方產業輔導工作，例如農委會有許多農

村再生計畫亟需與觀光產業結合，該菁英於訓練返國後參與諸項輔導

工作，如盛產葡萄的彰化二林休閒農業區，許特助與當地農會合作在

彰化二林社區大學開立「在地觀光人才訓練班」，課程每週一次，教

育當地農民將產品結合故事行銷，再結合八大旅遊元素：食、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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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購、娛、育、美，讓當地農民學會用說故事的方式提高火龍果的

價值。另外就行銷上，許特助也輔導二林陸續做「微醺旅行」活動，

這也是觀光菁英借鏡澳洲所學，直接應用在臺灣產業輔導的實際案

例。 

許特助還參與了另一輔導課程稱為「產業導覽」，這是一個輔導

在地人學會解說導覽的課程，類似的課程目前在彰化及埔里都有開課，

教育當地居民解說導覽，再透過當地居民對遊客進行解說，到埔里不

是只有日月潭，沿途還有暨南大學、桃米村、頭社盆地等有趣的景點。 

上述之產出，讓觀光菁英受訓之後的經驗，不僅只讓觀光產業受

惠，還擴及到學校、在地居民、在地社區與農、漁、牧、工等產業，

而這些產業都涉及了部分觀光行為，亟需觀光人才提供輔導、行銷、

服務品質管理、營運管理等支援，而觀光局訓練之觀光菁英將國外所

學，直接挹注在臺灣各產業，讓觀光的觀念與內涵擴及臺灣，這也反

映了觀光不是只靠觀光局或觀光業者努力而已，而是要各部會與全民

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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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旅宿業 

針對旅宿業的訪談內容彙整，以下分為三個部分說明，首先說明

受訪者選擇標準，藉以界定訪談對象的代表性。接著分析受訪者在菁

英訓練之後「行為層次 (L3)」之成效，最後說明「結果層次 (L4)」

之成效，以下依序書明之。 

一、受訪者選擇標準 

旅宿業受訪人的選擇標準，除了需符合本章前言之原則外，還依

據旅宿業品牌分成國際連鎖飯店、國內連鎖品牌飯店、國內品牌飯店、

民宿等種類。其中由於國內連鎖品牌雲朗觀光集團 (LDC) 參訓學員

較多，因此除了邀請部分分店經理人受訪外，將額外邀請集團總裁受

訪。旅宿業邀訪對象尚需考量涵蓋飯店各部門經理人(包括飯店總管

理處、房務、餐飲、櫃檯、行銷、公關、娛樂…等部門)，並依據比

例原則，挑選北、中、南、東部旅宿業菁英受訪。 

旅宿業訪談大綱主要分成五大題如下： 

1. 請問訓練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訓練能力？ 

2.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同儕、部門、

企業造成的影響與改變？(受訪者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響

之層面回答) 

 品牌定位 

 硬體建置 (工程設備、裝置藝術、節能環保…等) 

 服務品質 (SOP、管家、客房、餐飲、活動、在地化服務…等) 

 行銷管理 (市場開發、MICE、銷售技巧、公關服務…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輪調排班…等) 



 

187 

 營收管理 (財務…等) 

3.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同儕、部門、企業有何正面的貢獻？

(受訪者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企業文化的改變 

 組織管理的改變 

 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4.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5.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其中第二、三大題尚會針對受訪人的心得報告，研擬不同子題詢

問之，例如第二題將涵蓋品牌定位、硬體建置 (工程設備、裝置藝術、

節能環保…等)、服務品質 (SOP、管家、客房、餐飲、活動、在地化

服務…等)、行銷管理 (市場開發、MICE、銷售技巧、公關服務…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輪調排班…等)、營收管理 (財務…等) 議

題。第三題則涵蓋個人晉升獲獎、企業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

潤的提升、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顧客滿意度的提升、企業品牌形

象的提升、企業文化的改變、組織管理的改變、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

提升。透過客製化的題綱，試圖有效解析菁英受訓之後，對於觀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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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個人、團體、組織的效益與貢獻。經訪談之後以下說明菁英訓練

行為層次與結果層次之成效。 

二、菁英訓練後行為層次之成效 

旅宿業菁英訓練行為層次成效涵蓋六個構面，分別為品牌定位、

服務品質、行銷管理、硬體建置、營收管理、人資管理等，以下分別

說明如下。 

1. 品牌定位－飯店與民宿透從核心能力與目標消費者進行的聯繫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宿業品牌定位進行了一

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76)，其中的雲朗觀光 (LDC) 著眼國際市場，

積極提升國際知名度，趁著近年歐陸的歐債危機降低投資門檻，直接

投資歐洲義大利五間飯店，並使用 LDC 為國際品牌進行行銷，目前

雲朗觀光初步目標是在提升國際能見度。 

而積極展店的老爺管顧公司，日前與奧美廣告合作，為老爺酒店

整合品牌形象，包括老爺集團的網站、LOGO 等，老爺酒店集團有三

個子品牌，老爺酒店走五星級酒店、老爺行旅強調設計感和在地特色、

老爺會館是商務飯店。目前臺南老爺行旅預計在 2014 年底開幕，而

北投老爺酒店也正在趕工中。 

國賓大飯店集團目前透過品牌策略進行展店，其中鎖定環保意識

較高的背包客，在西門町設立「amba 意舍酒店」。另外就餐廳的部份，

目前設立子品牌輕食餐廳「1 bite 2 go」及擁有開放式廚房的

「MARKET CAFÉ」。這些新品牌以國賓飯店為基礎，針對不同目標

市場進行業務推廣。 

其他還有以商務客為主之捷絲旅、漢來大飯店的觀光菁英，在受

訓之後持續以服務內涵強化品牌形象。南方莊園渡假飯店、阿先湯泉

養生會館、頭城休閒農場等休閒飯店也聚焦核心競爭力，發展定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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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品牌意象。 

表 4-7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品牌定位之影響 

旅宿業 品牌定位內涵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阿先湯泉的品牌定位為中高價有質感的飯店，飯店利用

本身的品牌故事來吸引客人。 

天成飯店集

團 

過去集團各飯店都是獨立事業單位，菁英訓練後集團 

開始進行品牌整合，除了把整個公司集團化，目前集團

的不同品牌飯店正在進行品牌定位，要有做面子的高級

飯店，也要有做利潤的四星級酒店，而未來天成飯店集

團想要變成管理顧問公司並開放加盟。 

礁溪老爺酒

店 

礁溪老爺酒店的品牌定位是強調高品質硬體設備與優

質服務，近期酒店內增加服務品質會議，定期討論服務

品質改進與提升具體作為。 

臺南老爺行

旅 

老爺酒店集團有三個子品牌，老爺酒店走五星級酒店、

老爺行旅強調設計感和在地特色、老爺會館是商務飯

店。目前臺北老爺酒店掛日航飯店品牌，礁溪老爺酒店

是 Small Luxury Hotels 的會員，北投老爺酒店的主題為

觀光醫療，而未來臺南老爺行旅也會加入偏重設計感的

飯店與旅館協會。 

花蓮遠雄悅

來大飯店 

未來遠雄集團的飯店品牌將一律採用遠雄悅來大飯

店，且無論在臺北、礁溪、花蓮設點，都將採用五星級

飯店的格局。目前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已經第二次通過

交通部觀光局的五星級評鑑，未來遠雄悅來大飯店臺北

與礁溪館興建完成之後，相信品牌影響力與知名度會更

提高。 

南方莊園渡 經過菁英訓練之後，南方莊園渡假飯店更確定自己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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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飯店 牌定位，主要以自然、有機、健康為訴求，再結合在地

客家文化與生態園區，塑造出莊園的特色。 

君鴻國際酒

店 

善用 85 大樓地標的優勢，藉由 85 大樓的形象定位推廣

飯店。 

捷絲旅 

捷絲旅模仿五星級酒店的管家服務，使捷絲旅的顧客充

分感受捷絲旅的創意服務，讓捷絲旅的顧客更認同捷絲

旅品牌。 

逢春園渡假

別墅 

目前宜蘭民宿有七家業者組成「進站(臺語勁讚)」聯合

行銷，逢春園是其中一間以 40 歲以上消費者為目標市

場的民宿。 

寒舍艾麗酒

店 

在信義區高價位飯店中，寒舍艾麗酒店以中高價位吸引

更多客人，並且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打造出具有濃

烈「東方文化」的飯店。 

雲朗觀光 

(LDC) 

雲朗觀光 (LDC) 為了提升國際知名度，一直積極向海

外拓點，雲朗觀光評估近年歐陸歷經歐債危機，認為這

是一個可以投資進場的機會，因此雲朗觀光將投資拓點

鎖定在歐洲義大利(目前以設立五個據點)，初期目標是

提升雲朗觀光 (LDC) 國際能見度。 

新竹國賓大

飯店 

國賓集團正積極拓展飯店與餐廳新品牌，其中飯店的部

份，目前在臺北西門町營運「amba 意舍酒店」，屬於強

調環保節的背包客旅店。餐廳的部份，目前有輕食餐廳

「1 bite 2 go」及擁有開放式廚房的「MARKET CAFÉ」。

這些新品牌以國賓飯店為基礎，針對不同目標市場進行

業務推廣。 

翰品酒店桃

園 

雲朗觀光 (LDC) 目前品牌分為：城市五星飯店的君品

酒店；休閒五星飯店的雲品酒店；翰品酒店為四到五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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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飯店；兆品酒店除了嘉義店 (加盟店示範店) 為

直營外，原則上都是加盟；中信飯店的部份除了新店之

外都是自營。 

頭城休閒農

場 

頭城休閒農場營業範圍涵蓋「頭城農場」與「酒藏酒

莊」，菁英訓練之後，頭城休閒農場持續發展為健康休

閒觀光農場，並透過多角化經營方式，提供消費者多元

的遊憩選擇。 

漢來大飯店 
漢來大飯店明確定位為優質商務飯店，目前漢來大飯店

75%客源是商務人士，外藉人士佔比約為 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服務品質－飯店與民宿提供超越遊客期待的服務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宿業服務品質進行了一

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17)，如臺北 W 飯店、寒舍艾麗酒店、日勝

生加賀屋、臺北福華大飯店、逢春園渡假別墅，均藉由提高服務精緻

度，讓客人體驗體貼與細心的尊榮感提高服務品質。而臺北晶華酒店

則是在參觀過阿得雷德會議中心與歷經臺灣食安風暴後，安排一位主

管，負責管理食品和衛生安全方面問題，讓消費者吃的更安心。日勝

生加賀屋在日本茶道専門學校學習之後，將日本茶道文化引進臺灣，

結合北投溫泉資源，提供旅客道地的日式服務。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

則是在新加坡菁英訓練之後，發現廣大的穆斯林市場，針對穆斯林市

場做了一些調整，目前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已是穆斯林友善餐廳。 

表 4-17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服務品質之影響 

旅宿業 服務品質內涵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菁英訓練之後，阿先湯泉養生會館提高了飯店服務品

質，目前舊客人的回流率高，主要是泡湯部分依舊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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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先湯泉，也因為在海外訓練時看到了不錯的飯店管理

模式，菁英歸國後便做 SOP 的調整與更改，並且在服務

禮儀部分持續改進與提升。 

久屋麗緻客

棧 

飯店的服務否以人性化做考量，比如想在客人最前面，

而非只是花很多錢才能得到的尊貴服務，其中影響最深

的就是當地文化。 

文華苑 

觀光菁英之前在臺北老爺酒店任職時，飯店開夜床服務

模仿澳洲凡賽斯酒店，提供手工巧克力與卡片。在西餐

廳的餐檯設計上，也和當時 new cafe 的主廚討論，參考

國外的餐臺設計並且實際的去執行。 

北投老爺酒

店 

菁英訓練參訪飯店後，北投老爺將應用在服務跟美感，

北投老爺酒店預計在客人 Check In 的時候就奉茶，房間

裡有植栽是水耕花草茶，打開冰箱後，裡面是進口的礦

泉水、手工布丁奶酪、手工餅乾點心，讓客人感受到我

們的用心。 

臺中金典酒

店 

同仁會因應不同國籍喜好細心的服務例如:日本客人最

愛乾淨、習慣泡澡；歐美客人喜好自由，房間需整齊乾

淨並提供完整英文旅遊資訊，若為商務客人需提供良好

之網路系統。 

臺北 W飯

店 

臺北 W飯店是個特別的品牌，飯店內的方向指引沒那

麼詳細，飯店工作人員也不掛名牌，主要是希望飯店員

工向顧客做自我介紹，和顧客做互動及溝通，並透過觀

察和了解來判定顧客的需求。 

天成飯店集

團 

這幾年我們酒店餐飲部做了很多決策，例如臺北花園酒

店ㄧ開始餐廳數不多，但現在已經有自助餐、日本料

理、兩個外賣點、酒吧、中餐廳、宴會廳、牛排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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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利用飯店裡的閒置空間開新餐廳。 

臺北神旺飯

店 

臺北神旺飯店 (忠孝東路) 提升了服務人員的服務品質

(親和力、笑容、口條、話術)，目前網路上客訴與負評

都減少。而神旺商務酒店 (南京東路) 則尊崇日式服務

的細緻度，Check In 時會有服務人員帶至房間。 

臺北寒舍艾

美酒店 

飯店從成本分析與食材特性的角度設計菜單，將原本的

菜單進行調整，並設計艾美服務品質指標。目前針對顧

客滿意度的部份，集團內有 GEI (guest experience index) 

指標，依國際商旅客為對象，讓他們吃完早餐後，立即

請客人填寫問卷，讓我們了解客人對於餐飲服務的滿意

程度。 

臺北晶華酒

店 

參觀過阿得雷德會議中心後場之後，晶華酒店目前安排

一位主管，管理食品和衛生安全方面問題，從食品送

檢、ISO 食品認證、衛生清潔等相關作業，這是維持品

質的一個重要工作，讓我們的消費者才吃的安心。 

臺北福華大

飯店 

菁英訓連有一堂課程稱為「文化智商」，臺北福華大飯

店應用這個概念，目前飯店會依照不同國籍的房客，配

合他們習慣的文化提供服務，例如日本人要求細節追求

完美，假如在櫃檯當下有一些疑問，需要馬上詢問清楚

及解決客人的問題點。 

臺南老爺行

旅 

提供創新服務，目前規劃每一個樓層都有一個藝廊，每

個樓層有不同的主題，想要把飯店當博物館的展覽在宣

傳，未來還有專人導覽免費提供給房客，如果非房客也

是可以採預約制，飯店也會請專人導覽。 

花蓮遠雄悅

來大飯店 

菁英訓練之後，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針對穆斯林做了一

些調整，目前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是穆斯林友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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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鴻國際酒

店 

飯店的菜單多元化，加入高雄美食像是一口肉粽、蚵仔

麵線、旗魚黑輪等，讓遊客印象深刻，同時也會針對外

國旅客有另外準備適合他們的食物。 

大倉久和大

飯店 

參觀澳洲凡賽斯奢華飯店時，發現服務人員提供 VIP 旅

客一對一 Check In 服務，並且由專人帶領旅客進客房。

回國之後，菁英在之前任職之知本老爺內實施 VIP 旅客

個別 Check In 與領客人進房服務。此外，知本老爺也藉

由活動設計，結合在地資源 (如熱氣球體驗、飯店內品

酒課程等等)，提高遊客旅遊行程的豐富度。 

逢春園渡假

別墅 

逢春園持續透過客製化的服務提供顧客住宿體驗，例如

免費幫客人安排、預訂行程，給予客人更便利的聯絡方

式(Line)。房務整理後，在續住客人的房間放上當天製

作、包裝精美的黑糖糕及茶包，逢春園不只賣房間還賣

人情味。園區持續專注於服務旅客，記得熟客的喜好及

興趣，體貼服務客人，即使不是熟客有事先講也能提供

任何代辦服務。 

寒舍艾麗酒

店 

艾麗酒店以「搶先在客人之前」的概念，提高服務精緻

度，強調為「東方服務」精神，讓客人體驗東方的服務

文化，例如：飯店的茶包，細心的準備小茶盤，提供給

客人擺放使用過後的茶包，讓客人發現我們的體貼與細

心。 

新竹國賓大

飯店 

將參觀 Versace 飯店的經驗應在正式晚宴上。目前客房

裡的小卡和迎賓鳳梨酥和柿餅，藉此表達臺灣意象。 

頭城休閒農

場 

菁英訓練結束返國後，粗略的瞭解到酒莊的產區與釀酒

的知識，立即轉換成我們酒莊內的一些應用。例如將酒

莊所釀製的酒，在農場舉辦一些 DIY 活動 (酒漬蕃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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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餐點的佐料，同時也行銷酒莊裡的酒。近期參與

SBIR(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研發出一個新產

品「深層海水紅趜紫蘇醋」，把紅趜轉換成酒或醋，這

些紅趜和紫蘇原料均來自在地栽種，目前希望取得有機

認證後，再執行量產化的工作。 

日勝生加賀

屋 

歷經茶道訓練之後，加賀屋提供更細緻的服務，秉持日

本茶道「一期一會」的精神，也就是所謂的緣分可能一

生只有一次，讓員工都很珍惜每一次與旅客的相遇。而

餐廳所使用的餐具由日本進口，不僅享用美食，讓客人

也能在視覺上欣賞精美的餐具及擺盤，讓加賀屋變成一

間文化旅館。目前針對企業客戶或是特殊假日，我們有

提供完整的茶道表演。 

臺中亞緻大

飯店 

吸取凡賽斯酒店的經驗後，在颱風天、冬天或寒流來的

時候，會通知員工在餐廳和大廳準備熱毛巾和茶水，讓

客人一進來就感覺賓至如歸。而餐飲的部份，飯店更重

視餐酒的搭配，希望把西方文化和飲食結合，給顧客最

完整的感受，小小的改變但整個感覺就提升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行銷管理－運用促銷、通路、活動貼近消費者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宿業行銷管理進行了一

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8)，其中漢來大飯店引用菁英訓練中的投資

評估、財務、市場課程，將房務和餐飲分成兩間各自獨立經營的公司，

房務為漢來飯店，餐飲為漢來美食公司。預計將漢來美食行銷全臺，

在今年年底前會再拓展十家分店，並預計在明年上市上櫃。而在大陸

西安，漢來集團也預計明年開設漢神百貨，經由拓展設點提高市佔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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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行銷的部份，久屋麗緻客棧、阿先湯泉養生會館分別與

booking.com、agoda 網站合作進行網路行銷，方便國外旅客搜尋到我

們，目前這兩間飯店的港澳陸客背包客有增加的趨勢。 

另外針對活動行銷的部份，臺北晶華酒店則是每年邀請各國米其

林大廚或是料理大師駐點指導，除了吸引大量媒體的報導，也吸引了

消費者到臺北晶華酒店吃到國外大廚的料理。頭城休閒農場則結合了

藏酒酒裝的酒，為遊客設計 DIY 活動。南方莊園渡假飯店學習日本

長野的體驗旅遊，在莊園發展 Team Building 活動。臺北老爺酒店結

合在地資源，與中山北路沿線的商家設計女性與文藝的課程，為住房

旅客設計一本精美的美食地圖 (光點、the one、小吃攤…等)。礁溪老

爺酒店每季舉辦不同的出遊活動，提供旅客一日遊行程代訂及代辦，

帶客人參訪各地的特色書店、人文咖啡廳、特色小吃等。 

 

表 4-88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行銷管理之影響 

旅宿業 行銷管理內涵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目前與 booking.com 網站合作進行網路行銷，方便國外

旅客搜尋到我們，目前我們的港澳陸客背包客有增加的

趨勢。 

久屋麗緻客

棧 

積極開發入境旅客業務，業務上我們與國外訂房網站合

作，犧牲一點點利潤，包括：booking.com、tripadvisor

上等，透過這些通路網路訂房成長了五倍。 

文華苑 

返臺當年在飯店 (臺北老爺酒店) 活動上做了很多女性

和文藝活動。例如和中山北路的商家合作一本美食地

圖，一起把周邊的美食和文化推廣給日本房客。另外針

對女性 spa 服務的住房專案。也結合了當時的國際盛

事，設計了「奧運夜未眠」的專案活動，讓來飯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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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人可以，並且安心的熬夜觀看奧運比賽。 

臺北 W飯

店 

除了報章雜誌媒體來傳播訊息外，現在飯店也針對網路

溝通的部分增加新的行銷模式，像增加了 LINE 的官方

帳號、FB 的社群粉絲團，經由這些現今最常使用的網

路平臺，來加速推廣飯店的訊息和動向。 

臺北神旺飯

店 

臺北神旺飯店 (忠孝東路) 目前加入了 Small Luxury 

Hotels (SLH) 組織，成功吸引了一部分高端旅遊市場。

反觀神旺商務飯店 (南京東路) 則以日本客居多

(80%)，另外為因應穆斯林旅客的增加，未來神旺規劃

取得餐飲服務認證，也會增加客房禮拜等設施。 

臺北晶華酒

店 

晶華酒店每年會邀請各國米其林大廚或是料理大師駐

點指導外，並透過廚師召集來產生行銷噱頭，吸引大量

媒體的報導，讓消費者不用出國也能在本國吃到國外大

廚的料理，滿足顧客對於高品質料理的期望。 

礁溪老爺酒

店 

藉由在國外學習經驗，老爺酒店集團的行銷方案變的更

多樣化，在臺灣不同地區的老爺酒店將結合當地特色，

發展出具有具有在地特色的酒店，如知本老爺酒店便結

合原住民文化、礁溪老爺結合有機農業、北投老爺結合

溫泉醫療、臺南老爺結合在地文創。目前礁溪老爺酒店

也提供一日遊行程代訂及代辦，帶客人參訪各地的特色

書店、人文咖啡廳、特色小吃，結合在地資源發揚當地

觀光業；同時飯店每季辦不同的出遊活動，像種田、採

果等，吸引更多顧客源。 

南方莊園渡

假飯店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將日本長野所看到的構想應用於南

方莊園，莊園不但提供了 Team Building 的場地，也購

入許多低空訓練器材，目前在臺灣市場上獲得相當的成



 

198 

旅宿業 行銷管理內涵 

效。目前莊園也與日本觀光局合作，讓南方莊園曝光率

提升，成為日本旅客來臺觀光的選擇之一。 

逢春園渡假

別墅 

將瑞士學到的營銷管理運用於逢春園民宿，開通國外訂

房網站通路，現在只要在電腦前操控，就能讓 inbound

旅客外國人大幅成長，此方法既收益較高。 

雲朗觀光集

團 (LDC) 

針對大陸自由行來臺觀光，飯店在大陸知名的旅遊入口

網站進行行銷活動，行銷企業旗下飯店做促銷優惠，將

我們的飯店行銷給大陸旅客。 

新竹國賓大

飯店 

和「EzTable」線上訂位網站合作，目前訂單率穩定成長

中。基本上我們的合作基礎是每個餐廳如果有超過 100

個訂位，我們才需付使用費。電子商務部分，目前國賓

設有禮品販賣部，透過線上購物下單。 

頭城休閒農

場 

飯店客房行銷活動目前是結合在地活動來行銷，例如四

至六月採竹筍，或是以夜間生態觀察與螢火蟲來吸引都

市的觀光客。目前我們搭配周邊商品 (如醒酒器) 刺激

客人二次消費的商品，透過這些多角化經營，結合觀光

農場、旅宿、酒莊或其他在地資源，讓整個園區經營項

目更加豐富。 

日勝生加賀

屋 

飯店在 ITF 旅展表演茶道，讓民眾看到茶道就聯想到加

賀屋，增加民眾的印象提高知名度。而其他企業來加賀

屋參觀時，飯店提供完整的茶道等表演，讓貴賓們對我

們更有印象。住宿的旅客可以免費體驗茶道文化會讓他

們滿意度增加，CP 值也相對提升許多。 

漢來大飯店 

漢來大飯店將房務和餐飲分成兩個各自獨立經營的公

司，房務為漢來飯店，餐飲為漢來美食公司。菁英訓練

之後，本公司預計將漢來飲食行銷全臺，在今年年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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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拓展十家分店，並預計在明年上市上櫃。而在大陸

西安，我們預計明年開設漢神百貨，經由拓展設點提高

市佔率，這些應用都源自於菁英訓練課程中的投資評

估、財務、市場課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硬體建置－飯店與民宿在客房或公共空間進行硬體新增與維護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宿業硬體建置進行了一

些更新或修改 (詳見表 4-19)。其中頭城休閒農場的藏酒酒莊接受澳

洲藍帶菁英訓練之後，利用食品科學技術來加快酒的熟成 (如高壓靜

電設備)，另外也採用奈米機等硬體設施來縮短釀酒所需的時間。目

前為了因應顧客需求，藏酒酒莊還增設了餐廳、酒莊、酒窖等場域，

成為一個休閒度假品酒的好去處。 

逢春園渡假別墅為了延長旅客逗留時間，增加雨天遊憩設施，目

前與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合作，規劃興建療癒型休憩空間綠建築 (包

括外觀建設、綠建築與室內設計)，預計該綠建築將投入千萬。花蓮

遠雄悅來大飯店則在菁英訓練營收管理課程之後，學會因應國人家庭

旅遊市場，將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把客房型態做了調整，將過去僅有

70 間的 4 人房擴充到 138 間。 

而即將於年底開幕的臺南老爺行旅，也依據菁英訓練參訪的經驗，

將臺南老爺行旅，房間設計成黑色與白色色調，旅客一進房門電動窗

簾就會開啟，衛浴設備使用日本原裝TOTO衛浴設備。未來客人Check 

In 僅需用 iPad 讓客人簽名即可。客房每一個樓層都有一個 gallery，

還能讓非住房旅客預約參觀，整個飯店有相當濃厚的文創風格。 

而其他飯店在經歷菁英訓練之後，於客房或公共空間增設之硬體

設施還包括：南方莊園渡假飯店的有機農場、君品酒店升級房卡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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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W飯店的除噪機等。 

表 4-19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硬體建置之影響 

旅宿業 硬體建置內涵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阿先湯泉養生會館在夏威夷豆工廠看到特色大廳後，立

即應用在飯店內，目前飯店大廳三個月會換一次主題，

用不同造型吸引回流客人，還有房間壁紙、地毯定期更

換不同風格，讓客人每次來住都有新的感受。 

臺北 W飯

店 

飯店在客房內改善器具使用說明書，如遙控器的說明設

計成一個滑鼠墊，再將遙控器放置於上。客房備有一臺

iPhone 的插座，可以直接連結到客房的音響，在這些服

務設施中，飯店也會思考整體的美感。另外因應顧客需

要安靜的需求，飯店提供一項特別的設備「除噪機」，

透過不同的持續性溫和的音量，降低顧客在睡眠中被其

他聲音吵醒的困擾。 

臺北寒舍艾

美酒店 

臺灣的飯店目前開始注重節能環保的概念了，因此寒舍

集團在籌備艾麗酒店時，有實際將環保節能的概念落實

在艾麗酒店內。 

臺南老爺行

旅 

即將於年底開幕的臺南老爺行旅，房間的色調以黑色與

白色為主，有電動窗簾，衛浴設備使用 TOTO。未來客

人 Check In 時將採無紙化，僅需用 iPad 讓客人簽名。

每一個樓層都有一個 gallery 形塑不同的主題，整個飯店

有很濃的文創風格。 

花蓮遠雄悅

來大飯店 

考量國人親子旅遊市場，將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原本 21

間的 4 人房逐步擴充，從 2006 年我們修改一樓 70 間客

房改成 4 人房，今年再把二樓的房間都改成 4 人房，目

前飯店 4 人房增加到 138 間，在有限的房間數做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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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除了房價提高了、營收與利潤也增加。 

南方莊園渡

假飯店 

南方莊園學習日本鄉村改造經驗如「來去住一晚」，將

飯店原本荒廢的農場重新進行改建，訴求自然、有機與

健康，未來將結合農場周圍地區推出一系列生態導覽行

程。 

大倉久和大

飯店 

在澳洲參觀環保飯店後，環境生態保護構想應用於菁英

之前任職之知本老爺酒店，飯店客房內設置「連續住宿

不清掃掛牌」，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並在飯店內花園

標示植栽的生態介紹，提高房客關愛生態的認知，從這

些小細節教育住客的環境保育觀念。 

逢春園渡假

別墅 

逢春園為了強化客人的服務品質，目前與中原大學室內

設計系合作，規劃興建療癒的休憩空間綠建築 (包括外

觀建設、綠建築與室內設計)，讓雨天待在園區內都是一

種享受，預計該綠建築將投入千萬。 

寒舍艾麗酒

店 

艾麗酒店酒店設計規畫上，使用了非常多西方綠化的概

念，包含飯店自然採光、園藝景觀、環保概念等。 

雲朗觀光集

團 (LDC) 

雲朗觀光 (LDC) 持續想讓飯店朝向智慧化發展，例如

臺北的君品酒店，規劃要改變門鎖與 Check In 的方式，

或許讓客人的手機變成門禁房卡，除了減少房卡的損耗

率，還能增加房客的便利性。 

翰品酒店新

莊 

翰品酒店新莊的環保節能措施在規畫興建時便已導

入，包含截油槽的設置、熱能循環利用、中水設施、省

水馬桶…等，目前推行的環保房取消客房備品的供應，

未來將著手規劃全程的環保設計，讓環保概念從翰品新

莊教育給消費者。 

頭城休閒農 頭城休閒農場的藏酒酒莊已經利用食品科學技術，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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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壓靜電設備來加快熟成，另外也採用奈米機等硬體設施

來縮短釀酒所需的時間。目前為了因應顧客需求，農場

增設餐廳、酒莊、酒窖的場地環境的建設。目前臺灣有

機農業盛行，因此農場把桂竹林區域的土地經檢驗核可

申請為有機作物區，另外農園內有一甲二分的地，也建

立起有機農場。 

漢來大飯店 

菁英訓練之後，漢來大飯店模仿國外參訪的酒店，在飯

店內建立香氣識別，讓飯店整個空間內充滿柔和的香

氣。目前飯店是利用噴灑香水的機器放置在各個開放空

間，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 營收管理－飯店透過浮動房價提高收益 

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之旅宿業營收管理進行了

一些更新或修改(詳見表 4-90)。由於客房營收管理的觀念較新，且需

修改房價架構與訂房系統的房價設定，因此無論對飯店或消費者而言，

客房營收管理是一項頗具挑戰性的變革，因此國內確切實行的飯店並

不多。然而，捷絲旅就是運用了客房營收管理後，成為相當成功的案

例。捷絲旅藉由彈性的房價訂價策略，依照淡旺季、特殊節日、入住

天數，或是提前訂房等條件，來訂制不同的房價規則，當訂房率到達

某一比率後，再調漲房價，來提高基本獲利，透過這些行銷手法和特

殊限制，來提升客房平均房價與使用率，目前捷絲旅的客房營收管理

頗具成效。 

翰品酒店新莊則是在菁英訓練之後，針對西餐的二線主管進行了

損益兩平點的教育訓練，讓這些員工了解自己的業績目標後，果然提

高客人點高單價菜色的數量，因此翰品酒店新莊是透過清楚告訴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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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將損益兩平概念傳達給同事，逐漸讓飯店財務產生正面回饋。 

表 4-90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營收管理之影響 

旅宿業 營收管理內涵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飯店剛購入一套新的營收管理系統，這套系統可以進行

會計盤點、餐廳點菜，讓營收管理還有各方面更透明與

有效率。 

天成飯店集

團 

本飯店經營之臺北國際會議中心附設餐廳，內部已經成

立獨立控制預算部門，讓成本、獲利不再由集團總部直

接管理，經由這樣的努力，目前利潤一直增加。 

捷絲旅 

新加坡學習的課程內容，目前充分的被利用在我們的經

營決策上，捷絲旅發展出彈性的訂價策略，過去是以單

一定價設定房價，現今已改為依照淡旺季，特殊節日，

平日，或是入住天數，或是提前訂房折扣優惠，來訂制

不同的房價內容。例如跨年當天僅允許連續入住，其它

日期會利用早鳥優惠，或是提供客人入住多日的折扣，

透過這些行銷手法和特殊限制，來提升客房平均房價與

使用率。當訂房率到達某一比率後，再調漲房價，來提

高基本獲利。 

翰品酒店新

莊 

從瑞士回國後，針對西餐的二線主管進行了損益兩平點

的教育訓練，告訴他們目前狀況及養活自己的業績目

標，之後發現高單價的單點菜色有逐漸增加的趨勢，一

週內增加了 5%，正如講師在課堂上分享的，清楚告訴

同事目標，將損益兩平概念傳達給同事，逐漸便會產生

對財務的正面回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6. 人才發展－飯店與民宿藉由選才與育才強化企業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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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菁英在訓練課程後，針對本身任職旅宿業人才發展進行了一

些更新或修改(詳見表 4-101)，當中包括領導統御與教育訓練的內涵。

其中領導統御的部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講師受特別著重溝通的

部份，因此捷絲旅的菁英在受訓之後，將溝通技巧運用在面試新人與

組織內的溝通協調。翰品酒店新莊則是使用各部門座談，讓員工提出

所遇困難及久未解決之問題。 

教育訓練的部份，漢來大飯店為了提供高端旅客更優質的服務，

已派員學習專業管家服務課程。而頭城休閒農場則派員前往日本學習

釀酒課程。臺北晶華酒店則是每年將各國米其林廚師請到臺灣和臺北

晶華酒店的廚師做交流學習，進而提升臺北晶華酒店廚師的廚藝。日

勝生加賀屋提供新進同仁完整的訓練課程，除了每一個禮拜有茶道課

程，還會從外面請專業老師進行一天的教育訓練，課程之外我們會請

資深同事身兼種子教導。 

 

表 4-101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人才發展之影響 

旅宿業 人才發展內涵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阿先湯泉養生會館讓服務人員上英文訓練課程，菁英自

夏威夷歸國後，也親自幫員工上了服務品質相關的訓練

課程，上完課還會有測驗，像是櫃檯人員的筆試與口

試，藉以提高學習效果。 

臺中金典酒

店 

將所見所聞於業務會議中，分享給各業務同仁，讓同仁

們更有國際觀，瞭解如何細心服務來自不同國籍客層的

需要及要求。讓訂房部與餐飲部同仁互動更加親密，部

門與部門之間團結一致共同為公司爭取業績。 

天成飯店集

團 

之前在澳洲上課的 PPT 都還留著，整理之後就變成員工

上課的教材，而且澳洲菁英訓練完全是針對餐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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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人才發展內涵 

讓員工普遍感覺觀光局的菁英訓練可以提升旅宿業的

技能，讓員工體認觀光菁英訓練值得推廣。 

臺北神旺飯

店 

此次參訪回來後，飯店學以致用做一個佈告欄，成為和

員工溝通的平臺，目前訊息傳遞的效率極佳。另外針對

訓練的部份，公司新增了紅酒品酒課程、服務課程、調

劑身心的皮拉提斯課程、體適能檢測等。 

臺北寒舍艾

美酒店 

目前企業內的教育訓練有針對酒的課程開課，提供員工

酒的相關知識，例如教育員工餐酒搭配的方式等。 

臺北晶華酒

店 

透過每年將各國的具有米其林星級餐廳的師傅請到臺

灣來和我們餐廳的廚師做交流學習，在同一個廚藝領域

的廚師，都能夠和國外相同領域的廚師做交流，進而提

升本飯店餐廳廚師的廚藝。 

礁溪老爺酒

店 

鼓勵員工參與會議討論，也希望員工會議能以互動式方

式進行，激發員工設計活動的潛能，使老爺酒店的活動

能有更多元化發展，同時我們也會設定員工工作目標，

讓員工容易融入工作。 

捷絲旅 

透過菁英訓練學習到的溝通技巧，應用在面試新員工

上，對於不同面試者調整溝通內容，選擇如何彼此溝通

的模式。另外針對已進員工，則經由不同階層，所屬習

性和性質，做不同的工作溝通，更快速的了解不同部門

之間的想法，並達到各部門的整合統一。 

新竹國賓大

飯店 

菁英訓練其中一個行程在葡萄園酒莊品酒，採用 wide 

testing 的方式教導我們如何品酒。這樣的課程對於教育

新人非常實用，除了實際面的節省訓練支出，也能真正

幫助新人了解如何品酒。 

翰品酒店新 每季進行各部門座談，由單位主管主持，讓員工提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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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人才發展內涵 

莊 遇困難及久未解決之問題後，將全館問題分類匯總並逐

步改善，以提高員工幸福滿意度，此法執行後讓本館平

均離職率由 6.8%降為 4.9%。 

頭城休閒農

場 

頭城農場目前是優質農場，是經濟部的「中小企業感質

優化推動計畫」輔導對象，也是農委會提供補助的產

業，目前農委會會協助我們延請國外釀酒師教導如何釀

造、蒸餾，藉以提升酒品的品質。農場目前也有派人到

日本去接受相關的服務訓練評選。接下來我們預計還會

外聘教授來幫員工授課，比如環境教育、服務等等相關

課程做訓練計畫，這也是一種提升服務品質的方法。 

日勝生加賀

屋 

目前日勝生加賀屋有提供新進同仁完整的訓練課程，除

了每一個禮拜有茶道課程，還會從外面請專業老師進行

一天的教育訓練，課程之外我們會請資深同事身兼種子

教導。目前加賀屋有 45 位管家，每一位都懂茶道，其

中能夠表演的大概是八位左右。 

臺中亞緻大

飯店 

企業本身非常重視人資的部份，因此能把我這次學到的

東西分享給更多人。我也向人資部門建議，可以在中、

高階人員的教育訓練補強一些內容。最近也有在推行教

育訓練手冊，將公司的教育訓練更系統化、規模化，把

它做完整的整理。 

漢來大飯店 

菁英訓練結束後，公司後來也有增派人員去學習專業管

家服務的課程，將管家服務的模式導入飯店相關管理

中，並經由訓練的人員指任為種子講師，並教授內部員

工相關知識和實務作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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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菁英訓練後結果層次之成效 

旅行業菁英訓練成效，結果層次可以分為三個構面解析之，依序

為：營業額或旅遊人次的提升、投資額的提升、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以下逐項說明如下： 

1.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的提升 

旅宿業觀光菁英接受海外菁英訓練之後，回到任職飯店之後的營

業額或旅遊人次普遍有顯著之提升(詳見表 4-112)，例如南方莊園渡

假飯店每年 10%的營業額成長，該飯店針對入境旅遊市場，陸續接到

來自日本的訂單，目前日本訂房間數每年約有 200 左右，其他港澳市

場則一年訂單約 1000 間。捷絲旅應用營收管理之後，目前營業額從

每年成長率 5%提升至超過 10%。頭城休閒農場涵蓋農場、酒莊、旅

宿，目前總營業額大約是每年 1 億元。而新竹國賓大飯店的營業額約

3 億 9 千 500 多萬，且預計每年都要達到 5~8%成長率。 

 

表 4-112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營業額或旅遊人次之影響 

旅宿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阿先湯泉養

生會館 

目前一個月大約會有一團 20 位大陸旅客入住，但是陸

客並不是飯店的主要目標客人，主要還是國內旅客跟日

本遊客較多。這幾年的銷售量與營業額持續增加，也因

為有外籍旅客來填補空房率，所以飯店的淡旺季比較不

明顯。 

久屋麗緻客

棧 

久屋麗緻客棧即便是淡季，住房率也有 62%。目前透過

booking.com、tripadvisor…等國際訂房網站，入境旅客

成長了七成，香港跟新加坡來宜蘭旅遊的旅客越來越

多，現在的目標是拿到 tripadvisor 的風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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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臺中金典酒

店 

臺中金典酒店年度營業額每年都穩定成長，從 2012 的 6

億 2000 萬、2013 的 6 億 3000 萬，提升到 2014 的 6 億

4000 萬。 

臺北 W飯

店 

臺北 W飯店的房間訂房率是逐年增加的，以我們飯店

在臺北市五星飯店的訂房率是第一名。我們平均全年度

的住房率達 80%。目前入住房客中有四分之一是香港旅

客，五分之一是美國旅客，五分之一是臺灣本地顧客，

剩下就大陸、日本、新加坡和其他各國旅客。 

天成飯店集

團 

臺北花園酒店調整餐廳規畫(增設牛排館)，讓飯店餐飲

整體營業額增加 160 萬，另外像天成大飯店的 Lily cafe

原本只是賣咖啡的地方，目前開始販售歐洲經典菜色，

讓營業額從 70~80 萬增加到現在超過 100 萬。 

臺北寒舍艾

美酒店 

菁英訓練之後，目前艾美酒店餐飲部的營業額，大約每

年成長 8~10%。 

礁溪老爺酒

店 

菁英訓練之後，老爺酒店娛樂部推的特色旅遊行程，平

日大概都有 30 人參與，假日更高達 80 人參與。近年老

爺酒店推出的啤酒節活動，參與人次也穩定上升，今年

連續四天的活動將進共 1400 人參加，以每位 1000 元的

售價，就為飯店增加 1400 萬的營業額。 

花蓮遠雄悅

來大飯店 

今年營業額預計會比去年提升 20%以上。另外穆斯林旅

客來飯店用餐的比例也增加許多，例如去年穆斯林用餐

人次約 1200 人。inbound 入住房間間數則較去年成長了

300 間，其中包括大陸自由行 150 間、穆斯林旅客大約

住了 100 間。另外國旅的部分，今年將 4 人房擴充到 138

間後，讓客房單價提高，營收也跟著增加。此外花蓮遠

雄悅來大飯店的 SPA 館營業額，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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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20%。 

南方莊園渡

假飯店 

南方莊園每年營業額穩定成長。從 2012 年迄今，南方

莊園以每年 10%的營業額成長。針對入境旅遊市場，由

於菁英參加過 JTB 旅行社課程的經驗，陸續接到來自日

本的訂單，目前日本訂房間數每年約有兩百間左右，其

他港澳市場則一年訂單約 1000 間。 

君鴻國際酒

店 

飯店營業額在今年第一季及第二季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000 萬，大約 9%成長率，飯店目前也投資一些高雄政

府的公共設施，例如鴨子船、高雄展覽館等，合作希望

能打造出新形象，並且提升高雄知名度。 

大倉久和大

飯店 

菁英原先任職之知本老爺酒店，2013 年之營業額達到 3

億 1200 萬，相較於 2012 年成長了將近 10%，突破知本

老爺過往 10 年來的紀錄。 

捷絲旅 

捷絲旅過去的年營業額大約落在每年成長 5%左右，但

經由菁英訓練課程後，調整營收管理技巧，目前營業額

年成長已超過 10%。若以今年與去年同期相比，總營收

已提升 15%以上、住房率提升了 5%、平均房價也成長

率了 10%。 

目前入住捷絲旅臺大尊爵館的旅客比例大約是，海外旅

客佔 40%，其中大部是國外學者，或是研討會的人員。

而剩下的 30%是本國人，其他 30%為歐美、東南亞、大

陸旅客。今年則是陸客，韓籍自由行有增加的趨勢。 

逢春園渡假

別墅 

逢春園因為網路銷售通路增加，入住外國旅客人次比前

年跟去年成長了 100%，但全年整體入住的總人數其實

沒有變。 

新竹國賓大 今年新竹國賓的營業額約 3 億 9 千 500 多萬，預計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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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概述 

飯店 都要達到 5~8％成長率。另外從國賓集團旗下品牌來

看，目前國賓集團位於臺北西門町的 amba 意舍，自今

年一月迄今都維持在 96%的訂房率，營業額十分穩定，

未來可能會拓展到全臺再設八個點。 

集團拓展的餐廳的新品牌「1 bite 2 go」，目前共有三的

據點，每間大約擁有 14 個員工，月營業額約 240 到 250

萬。位於天母的「Market Café」餐廳座位約 90 至 120

個，月營業額 250 至 280 萬左右。 

翰品酒店新

莊 

以旅行社取消率曲線進行有效超賣，搭配合約商散客不

因虛增之住房率而擋客，使用方式讓本館平均住房率由

前一年的 83%提升到 87%，平均房價亦上升 151 元。 

讓二級主管了解損益兩平之營業目標後，餐飲之營業額

成長 6%，酒水業績成長 8%。 

頭城休閒農

場 

目前頭城農場營業項目(農場、酒莊、旅宿)總營業額大

約是每年 1 億元，其中的酒藏酒莊的營業額佔總營收的

三分之一左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投資額的提升 

隨著觀光菁英返國投入任職之企業後，逐步調整旅宿業投資規畫

走向 (詳見表 4-123)，其中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為了提升房客網路使

用的便利性，投資了 238 萬元進行飯店客房內的 wifi 網路。反觀位於

宜蘭的逢春園渡假別墅，則是為了提升遊客的遊憩體驗，在園區內規

劃興建綠建築，目前該投資預計在 1000 萬左右。 

表 4-123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投資額之影響 

旅宿業 投資額概述 



 

211 

旅宿業 投資額概述 

花蓮遠雄悅

來大飯店 

在菁英訓練期間，發現當地無線網路很不方便，為了強

化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發展會議或獎勵旅遊，飯店重新

建置飯店 wifi，將網路線從機房拉到每層樓客房的路遊

器，這個投資總共花了 238 萬元完成。 

逢春園渡假

別墅 

逢春園渡假別墅每年都會針對客房進行修繕，因為宜蘭

多雨潮濕，民宿會定期更新壁紙及重漆油漆。另外為了

強化逢春園的遊憩功能，逢春園與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合作，規劃興建療癒的休憩空間，讓雨天將不再影響住

房率，預計這個綠建築將會是接近 1000 萬的投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旅宿業觀光菁英接受海外菁英訓練之後，對於任職飯店的顧客滿

意度普遍有顯著之提升 (詳見表 4-134)，例如漢來大飯店目前已經有

兩位管家獲得「金鑰匙」殊榮，它是飯店服務中心的一個服務指標，

經由這個認證，等同是一個服務品質的保證。臺北寒舍艾美酒店探索

廚房的早餐，經由入住房客評比後，目前持續是亞太區艾美酒店第一

名的餐廳。日勝生加賀屋透過意見調查表的分析結果，從開幕至今客

訴案件至少降了 30%以上。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客房與飯店加裝了

WiFi 之後，顧客滿意度從 81 上升到 85，以前每個月會有 200 至 300

件的問題反應沒有 WiFi，但現在沒有這方面的客訴了，而今年花蓮

遠雄悅來大飯店也在星級評鑑再次榮獲五星級殊榮。 

表 4-134 旅宿業者菁英訓練後對企業顧客滿意度之影響 

旅宿業 顧客滿意度概述 

臺北 W飯

店 

臺北 W飯店的顧客滿意度是全球 44 間 W 飯店中，排名

第 8 名，而這排名是透過企業內部的客戶滿意度系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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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顧客滿意度概述 

析的結果。 

臺北神旺飯

店 

Tripadvisor 每年會在全臺灣 25 家飯店選出「旅行者之

選」，神旺商務飯店 (南京東路) 已連續 5 年獲選 25 家

飯店之內，還額外獲得「臺灣最佳服務獎」。另外 Expedia

每年從全球 20 多萬家飯店裡選出 (住房率及好評率) 

650 家飯店，今年全臺灣只有 4 家獲選，而神旺商務飯

店 (南京東路) 是全臺第 1、全球第 85。 

臺北寒舍艾

美酒店 

目前臺北寒舍艾美酒店探索廚房的早餐已經連續獲得

亞太區第 1 名，近期我們將此系統更新為 APP 模式，讓

顧顧客更容易評比。 

礁溪老爺酒

店 

飯店對每一位來到老爺酒店的客人也都會主動寒暄，與

顧客保持良好互動，營造出老爺酒店的品牌優良形象。

除了提供住宿服務，還附帶許多額外活動像是看展覽、

採果、輕旅行等，因此在顧客滿意度的方面有大幅的提

升。 

花蓮遠雄悅

來大飯店 

自從所有客房加了 wifi 之後，每個月的顧客滿意度檢討

報告從 81%上升到 85%，以前每個月約會有 200~300 件

的問題反應沒有無線網路不方便，加了 wifi 之後相關負

面意見數也變成 0。另外，飯店自營的 SPA 館顧客滿意

度一直在 95%~100%的高滿意度。但運動設施服務滿意

度就有明顯的上升，菁英訓練之前滿意度大約維持

60%~70%左右，但現在滿意度可達 80%。 

捷絲旅 

目前捷絲旅主管每週會針對服務流程做調整或改善，並

將修正改善的作法提供各分館落實，讓基層員工實際了

解實體上的服務改善內容。目前捷絲旅臺大尊爵館在

tripadvisor 臺北市旅店評比排名從 100 多名晉升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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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 顧客滿意度概述 

的第 1 名，顯示我的服務確實獲得消費者認可。 

逢春園渡假

別墅 

逢春園的貼心服務，廣受國際旅客的喜愛，因此今年我

們榮獲 2014 tripadvisor 優質獎。 

日勝生加賀

屋 

我們從意見調查表中慢慢去改進去並了解客人的需

求，從開幕至今客訴案件至少降了 30%以上。 

漢來飯店 

菁英訓練之後，我們很積極的在參與「金鑰匙」協會，

目前本公司以經有兩位管家獲得此殊榮，它是飯店服務

中心的一個服務指標，經由這個認證，等同是一個服務

品質的保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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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 

針對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訪談內容彙整，以下分為三個部分

說明，首先說明受訪者選擇標準，藉以界定訪談對象的代表性。接著

分析受訪者在菁英訓練之後「行為層次 (L3)」之成效，最後說明「結

果層次 (L4)」之成效，以下依序書明之。 

一、受訪者選擇標準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選擇標準，除了需符合本章前言之原則

外，還依據比例原則，挑選北、中、南部各大專院校教師受訪，另外

由於大專院校老師自行規劃菁英訓練行程比例較高，特別針對目前臺

灣廣受討論之旅遊模式，選擇前往拉斯維加斯學習博弈的高雄餐旅大

學吳所長與前往國際郵輪協會 (加拿大溫哥華) 學習遊輪訂位系統的

開南大學劉副教授。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訪談大綱主要分成五大題如下： 

1. 請問訓練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訓練能力？ 

2.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受訓人本人、系所、

學生、學校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

響之層面回答) 

 課程 

 教材 

 著作 

 研究 

 產學合作 

3.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受訓人本人、系所、學生、學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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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正面的貢獻？(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著作與研究 

 教學滿意度的提升 

 個人、系所、學校形象的提升 

 其他個人、校務核心能力的提升 

4.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5.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其中第二、三大題尚會針對受訪人的心得報告，研擬不同子題詢

問之，例如第二題將涵蓋課程、教材、著作、研究、產學合作議題。

第三題則涵蓋個人晉升、獲獎、著作與研究、教學滿意度的提升、個

人、系所、學校形象的提升、其他個人、校務核心能力的提升。透過

客製化的題綱，試圖有效解析菁英受訓之後，對於觀光產業的個人、

團體、組織的效益與貢獻。經訪談之後以下說明菁英訓練行為層次與

結果層次之成效。 

二、菁英訓練後行為層次之成效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菁英訓練行為層次成效涵蓋三個構面，分

別為課程與教材、產學合作、產業輔導與評估等，以下分別說明如下。 

1. 課程與教材－大專教師將所學應用於教學與教材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歷經菁英訓練之後，分別在授課之

學校開立新課程，或是將受訓內容部分導入舊課程中。其中完全導入

之新課程有高雄餐旅大學已將藍帶餐飲課程引進至高餐設立共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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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高雄餐旅大學與藍帶成立一個合資的公司 (控股公司)，並在學校

內建立全新的廚房硬體建設，推廣高餐藍帶的品牌，預計這個控股公

司明年開始招生。 

而開南大學劉副教授，運用國際郵輪協會 CLIA(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提供之教材，在 102 學年第二學期 (大三) 

開郵輪產業經營管理課程及研究所專題。且目前還預計開立一門課程，

課程內容將包含實際參訪公主郵輪合作後臺。 

其他尚有各校老師，將菁英訓練受訓內容部分導入教學課程中，

如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與「產業教師」合作，在課堂上安排產業觀

光菁英到校授課，世新大學陳副教授則將美國迪士尼學院教案運用在

教學課程中，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楊副教授將 JTB 的產品設計思維

和旅遊產業的看法置入行銷課程中。 

表 4-2514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菁英訓練後對系所課程與教材

之影響 

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課程與教材內涵 

中國文化大學

觀光事業學系 

文化觀光事業學系採用「產業教師」，透過學校教師

和業界講師一同開一學期的課程，該課程會提供六

週的時間讓業界老師上課，是一種結合實務的課

程。另外一種授課方式是直接到產業教師的辦公地

點授課，這種課程比較針對碩士班學生，讓學生可

以直接了解旅行社的辦公環境。 

世新大學觀光

系 

目前已編寫了一套美國迪士尼學院的教案供旅行業

參考。而這份教案也應用在教學上，但比較無法發

展成一個學期的課程。 

高雄餐旅大學 高餐已將藍帶餐飲課程引進至高餐設立共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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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課程與教材內涵 

旅遊管理研究

所 

學校與藍帶成立一個合資的公司(控股公司)，並在學

校內建立全新的廚房硬體建設，推廣高餐藍帶的品

牌，預計這個控股公司明年開始招生。 

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系 

菁英訓練之後，系所會在課程中針對美國迪士尼學

院的案例做二個小時的分享課程。依照次序相關性

來做一整個連串式的引導教材，教材的應用是多元

化的，可以用人、用故事、案例來解釋，所以透過

這樣的方式，讓教材內容也較多元化。 

開南大學觀光

與餐旅學系 

上過 CLIA (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的

課程後，在 102 學年第二學期(大三)開郵輪產業經營

管理課程及研究所專題，另外希望有機會也可以教

業者如何訂位郵輪。 

目前還預計開立一門課程，該課程包含實際參訪公

主郵輪合作後臺 (學生需自理遊輪旅程費用)。 

輔仁大學餐旅

管理學系 

目前在學校教學時，會藉由 JTB 的案例和學生分享

旅行社的變化與趨勢，可以讓學生瞭解日本旅行社

轉型的過程，讓他們瞭解國外旅遊市場變化狀況。 

銘傳大學觀光

事業學系 

目前有幾門課程確實因為菁英訓練後進行調整。第

一是觀光行銷課程，將產品課程加入 JTB 的產品設

計思維和旅遊產業的看法。而大三的課程「產業觀

光」，目前針對此課程會要求學生去報名參加全國流

程設計學會舉辦的比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產學合作－大專教師透過菁英人脈促成建教合作 

菁英訓練過程中，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往往希望透過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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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進行人脈締結，進而增加產學合作的機會 (詳見表 4-2626)，如

世新大學觀光系成功的與臺北老爺酒店簽建教合作，國立高雄餐旅大

學旅遊管理研究所與臺中金典飯店簽訂了產學建教合作。開南大學觀

光與餐旅學系則與山富旅行社合作的推動遊輪教師研習營，將於今年

10月實際搭乘公主郵輪 (太陽號可坐 1000多人，學生名額開放約 300

人)，此研習營將提供開南大學約 30 位學生等登船學習。 

表 4-26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菁英訓練後對產學合作之影響 

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課程與教材內涵 

文化大學觀光

事業學系 

菁英訓練課程中所認識的旅行社業者很多基本上就

已經有在合作，例如：雄獅旅行社、鳳凰旅行社等，

目前系上針對大四的學生提供推廣接軌型實習，一

個星期約三到四天去業界服務。 

世新大學觀光

系 

迪士尼樂園有大專生實習的計畫，系上相當鼓勵系

上學生申請，甚至提供學生可以大四下學習用實習

折抵學分，但目前暫時沒有學生申請成功。 

本系老師參加澳洲藍帶學院後，促成餐班學生到老

爺酒店建教合作。 

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旅遊管理

研究所 

菁英訓練後獲得不少新人脈，例如受訓回國後，本

校就和臺中金典飯店簽訂了產學建教合作。 

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旅館系 

將迪士尼樂園的經營理念和想法，在企業顧問相關

的工作中，與顧問工作的業主做討論，達成彼此產

學合作中良好的互動關係。 

高雄餐旅大學

旅館系 

目前在企業任職顧問相關工作，會藉著顧問工作將

迪士尼樂園的經營理念和想法傳遞給業主，達成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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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課程與教材內涵 

此產學合作中良好的互動關係。 

開南大學觀光

與餐旅學系 

目前與山富旅行社合作的推動遊輪教師研習營，將

於今年 10 月實際搭乘公主郵輪(太陽號可坐 1000 多

人，學生名額開放約 300 人)，此研習營將提供開南

大學約 30 位學生等登船學習。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產業輔導與評估－大專教師運用所學導入產業輔導 

就產業評估方面 (詳見表 4-27)，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

的吳所長，在 UNLV 國際博弈研究中心受訓之後，曾透過 UNLV 老

師之介紹，邀請學者來臺評估投資之企業代表之拜訪及討論，評估在

臺設立賭場之可行性及相關評估 (如設立賭場地點…等)。 

另外就產業輔導方面，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的吳所長，由於本身為觀光局觀光遊樂業督導考核委員，未來所長在

進行督導考核業務時，將比對美國迪士尼學院訓練過程看到的經營管

理細節，將這些經驗分享給臺灣的觀光遊樂業。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的李教授，在菁英訓練實際參與體驗觀光後，

去年實際帶一團來去鄉下住一晚到日本，由地域振興觀光一些協會主

辦，成員包含臺東初鹿休閒農業區 廠長及民宿、休閒發展協會、農

業、牧場等相關業主。 

表 4-27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菁英訓練後對產業輔導與評估之

影響 

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個人、系所形象提升 

高雄餐旅大學 藉由 UNLV 老師之介紹，邀請學者來臺評估投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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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個人、系所形象提升 

餐旅管理研究

所 

企業代表之拜訪及討論，評估在臺設立賭場之可行

性及相關評估。 

臺中教育大學

永續觀光暨遊

憩管理研究所 

未來所長在進行督導考核業務時，將比對美國迪士

尼學院訓練過程看到的經營管理細節，將這些經驗

分享給臺灣的觀光遊樂業。 

輔仁大學餐旅

管理系 

去年帶領農場與休閒農場業主，包含臺東初鹿休閒

農業區 廠長及民宿、休閒發展協會、農業、牧場等。

前往日本實際體驗地域振興觀光的來去鄉下住一

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菁英訓練後結果層次之成效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菁英訓練成效，結果層次可以分為兩個構

面解析之，依序為：個人、系所形象的提升與個人著作，以下逐項說

明如下： 

1. 個人、系所形象的提升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在菁英練之後，對於個人、系所形象

提升有顯著影響(詳見表 4-28)，如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國立

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銘傳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就該系所、

學校形象上都有加分的效果，甚至變成一項招生的行銷方式。 

表 4-28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菁英訓練後對個人、系所形象之

影響 

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個人、系所形象提升 

中國文化大學 每二年一次的評鑑上，學校會給參與各項的訓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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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個人、系所形象提升 

觀光事業學系 提供加分的鼓勵，故系所有著多位的觀光菁英對於

招生有一定的吸引力。 

國立高雄餐旅

大學旅遊管理

研究所 

由於觀光菁英參訓人員設有門檻，因此只要是獲選

觀光菁英，對於個人、系所、學校形象上都有加分

的作用。而針對個人方面，則是和觀光產業業者建

立了良好關係。 

銘傳大學觀光

事業學系 

觀光菁英確實提升了觀光系所的形象，因此去年的

報考本學校的觀光系所碩士在職專班，是全臺灣報

考人數最多的，103 人報考錄取 20 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個人著作 

菁英訓練後，部分老師將所學進行整理與彙整，預計撰寫成論文

或集結成冊發表 (詳見表 4-29)，歷如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

吳所長預計指導兩名學生撰寫博奕主題之論文。而開南大學觀光與餐

旅學系的劉副教授，正在撰寫郵輪管理教科書 (大專院校用書)，書本

已完成一半，完成後即可出版。 

表 4-29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老師菁英訓練後對個人著作之影響 

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內涵 

高雄餐旅大學

餐旅管理研究

所 

在 UNLV 國際博弈研究中心受訓之後，目前正在指

導兩名學生撰寫博奕主題之論文。 

開南大學觀光

與餐旅學系 

目前劉副教授正在撰寫郵輪管理教科書(大專院校用

書)，書本已完成一半，完成後即可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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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觀光

相關科系 
內涵 

劉副教授與一位博士生在研究-我國與北太平洋如何

聯合附近港口做國際郵輪樞紐中心，目前正在做問

卷調查 (日、韓、港、陸、臺的產關學專業為研究對

象)，各自評比及我國還能做什麼，預期明年 5 月會

完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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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節依據深度訪談之結果，說明菁英訓練後對產業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 之影響，另針對菁英訓練對產業內影響，進行差異

性分析，並彙整觀光菁英對於未來執行菁英訓練的建議進行說明。 

一、菁英訓練後觀對產業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 之影響 

彙整深度訪談的結果顯示，菁英訓練的成效影響了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但影響之類別與程度則隨著產業型態有所不同。

其中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屬非營利組織，影響之類別迥異，故列於

本段落後方說明。 

1. 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行為層次 (L3) 之影響 

就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就行為層次 (L3) 而言，共同影

響之層面有品牌定位、服務品質、行銷管理、人才發展四項，其中品

牌定位與服務品質是各界菁英訓練中課程或參訪著重之議題，故菁英

訓練之後普遍應用在各產業中，尤其是近年來臺灣入境旅客節節升高，

各大國內飯店分別發展品牌策略，針對旗下個各品牌進行不同的品牌

定位，包括老爺管顧公司、雲朗觀光、國賓大飯店集團、天成飯店集

團…等，均將各界菁英訓練所學轉化為各飯店集團之品牌策略。 

而服務品質乃所有觀光相關產業主要之核心價值，因此在菁英訓

練之後，觀光菁英廣泛應用於任職之企業，如觀光遊樂業之六福村主

題遊樂園、旅行業之天擎旅行社、旅宿業之日勝生加賀屋等。 

行銷管理則涵蓋促銷、通路、活動…等議題，亦菁英訓練頻繁開

課之重點，故廣泛運用於觀光相關產業，如小人國主題樂園之促銷活

動、南方莊園渡假飯店之事件行銷、惠康旅行社之網路行銷等。 

而人才發展的課題上，雄獅旅行社則仿自日本 JTB 旅行社，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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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 E-Learning 知識管理系統，包括：雄獅字典、FAQ、知識文件，

目前雄獅旅行社的知識庫已建置越臻完整。漢來飯店為了強化行政樓

層的服務品質，派員學習專業管家服務課程，並讓員工順利取的「金

鑰匙」殊榮。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的觀光菁英則是在新加坡南洋理工訓

練後，決定在遊樂區內組織策略管理部門，從企業與環境宏觀觀點進

行企業策略管理，上述相關應用均源自於各屆之菁英訓練課程中。 

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就行為層次 (L3) 上，除了品牌定

位、服務品質、行銷管理、人才發展四種共同影響構面外，其他個別

影響產業的構面包括：觀光遊樂業中，高階主管在菁英訓練後，引進

國外大型度假勝地規畫模式，在遊樂園園區規畫進行配置，相關應用

如麗寶樂園模仿新加坡總體觀光規畫，籌建 F2 賽車場與購物中心。 

旅行業則另外將菁英訓練中的產品企畫運用於企業之中，例如萬

客隆旅行社客製化泳渡日月潭產品廣受企業客戶好評。 

旅宿業除了在品牌定位、服務品質、行銷管理、人才發展上有影

響外，部份學員在菁英訓練中觀察到，目前飯店發展趨勢朝向智慧與

節能，因此在飯店的硬體建置上進行新的投資，例如即將於年底開幕

的臺南老爺行旅，客房 Check In 將採 E 化系統。另外就訓練期間學

到的營收管理課程，目前捷絲旅已經實際應用於全臺五個營業場館

中。 

2. 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結果層次 (L4) 之影響 

觀光菁英歷經訓練後，普遍提高了觀光相關產業的營業額，以觀

光遊樂業而言，麗寶樂園去年營業額已經突破 5 億。而其他的觀光遊

樂業，如劍湖山世界、小人國主題樂園、六福村主題遊樂園、遠雄海

洋公園、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今年旅遊人次則以 10%以上的比

例增加，其中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今年的旅遊人次甚至比去年成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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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渡假村今年則是突破以往記錄，利潤達 10%。 

反觀旅行業與旅宿業，由於這兩個業別的業內產業規模差異頗大，

故營業額採用成長率表示之，以旅行社而言，產業龍頭雄獅旅行社的

營業額已於去年超過 200 億，今年也可望達成該目標，而其中與菁英

訓練成效相關的主題旅遊 (節慶、鐵道、海島…等)，目前營業額佔比

不足 10%，但成長率達 40%左右。綜整目前訪談的 17 間旅行社當中，

其中 7 間的營業額成長幅度超越 15%。 

旅宿業訪談的 29 位菁英中，其中 3 位菁英任職場域無法評估營

業額 (包含兩間尚未營運之北投老爺酒店、臺南老爺行旅，另一為酒

店式豪宅文華苑)，另尚有 2 位菁英在同一飯店任職，故目前訪談的

25 間旅宿業中，有 13 間的營業額 (依受訪著任職之部門而定) 成長

幅度介於 10%左右。 

3.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行為層次 (L3) 與結果層次 (L4) 之影響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教師在歷經菁英訓練之後，主要應用於行

為層次 (L3) 的部份包含課程與教材、產學合作、產業輔導與評估。

其中課程與教材是目前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教師，較能直接應用且

廣泛獲得迴響的方式。而高雄餐旅大學則是直接將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澳洲分校的課程，直接引進至高雄餐旅大學設立共構課程，預計這個

控股公司將於明年開始招生。 

而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產學合作方式，主要是引進業界師資

到校園分享產業經驗，或是業界提供建教合作機會給在校學生，例如

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採用「產業教師」方式，讓學校教師和業

界講師一起開一學期的課程，世新大學的觀光菁英參加澳洲藍帶學院

後，促成學生到臺北老爺酒店建教合作。 

另外，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產業輔導與評估的應用，例如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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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大學餐旅管理學系的李教授去年帶領了農場與休閒農場業主，前往

日本實際體驗地域振興觀光的來去鄉下住一晚。 

結果層次 (L4) 影響的部份，目前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教師在

歷經菁英訓練之後的主要應用包括個人、系所形象的提升與個人著作，

其中個人與系所形象的提升的部份，最顯著的案例是銘傳大學觀光事

業學系的老師與校友涵蓋多位觀光菁英，除了提升了觀光系所的形象，

也讓報考銘傳大學觀光系碩專班的學生逆勢成長。另外著作的部份如

開南大學觀光與餐旅學系劉副教授正在撰寫的郵輪管理教科書 (大

專院校用書)。 

二、菁英訓練後各產業內之影響差異與建議 

歷經四年的菁英訓練課程，受訪的觀光菁英均認同菁英訓練應持

續舉辦，對於課程內容與預期規畫的學習目標均表示認可，但各業別

觀光菁英普遍建議，菁英訓練課程內容若針對該業別設計課程時，課

程宜盡量深入，且建議提供更多實務課程，提供業者更多完整的實際

案例供菁英們學習。 

其中就觀光遊樂業而言，2010 至 2012 年的受訓菁英對於美國迪

士尼學院提供之課程表示認同，且一致符合預期之規畫主題，尤其訓

練期間提供之遊樂園參訪，讓受訓學員身歷其境，可以直接印證課程

所學，而 2013 年規劃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菁英訓練課程，更獲得

觀光遊樂業菁英，廣泛直接應用在產業中。 

反觀旅行業的觀光菁英，也一致認同課程符合學習目標，但課程

內容的深度建議可以加強。然而課程以外的參訓經驗，還是讓旅行業

的菁英們獲得相當多的啟發，例如 2011 年的美國夏威夷大學菁英訓

練，觀光菁英對於夏威夷大學的啟發式教育方式表示認同，另外 2012

年前往日本日本 JTB 旅行社，參加長野縣的體驗旅遊，更是獲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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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一致好評，提升了我國旅行業產品企畫的視野。 

就旅宿業而言，觀光菁英也一致認同課程符合學習目標，唯獨課

程設計需同考量受訓學員的職級與部門，並於招募學員之前註明適合

參訓之職級與部門，避免讓旅宿業安排了程度不符的學員參訓。綜觀

歷屆菁英訓練，參訓過的菁英普遍認為 2010 至 2011 年安排之法國藍

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相對較適合飯店餐飲部的中階主管，因此相關

應用對於餐飲部的員工有較大迴響，而 2012 年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學菁英訓練則適合中高階主管，尤其課程中安排之策略管理課讓學員

們一致好評，最後 2013 年的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菁英訓練也是

適合中階主管。 

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觀光菁英們，由於平日已經從事教學工

作，對於產業經營管理的學理課程已涉略ㄧ二 (自行規劃者例外)，因

此對於大專院校的學員而言，藉由菁英訓練的參訪印證學理反而讓老

師們獲益更多，老師們也將這些經驗應用在大專院校的課堂上。此外，

平日忙於教學的老師們也藉由菁英訓練的機會，擴充業界人脈，對於

學校的產學合作有實質的幫助。 

除了上述課程內容與學習目標的結論外，各產業菁英在菁英訓練

之後，其影響在產業內也產生了一些差異，以下針對這些差異，依各

產業依序說明之，另外一併提出該產業菁英對於觀光局未來執行菁英

之建議。然而，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菁英因為應用差異不大，其

影響同本章第四節所述，故本節不再贅述。 

1. 觀光遊樂業業內之影響差異與建議 

受訪之觀光遊樂業雖然型態各異，包括以「機械遊樂設施」為主

的小人國主題樂園、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劍湖山世界、麗寶樂園、遠

雄海洋公園；以「知性訴求」的野柳海洋世界、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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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森林樂園；以「休閒渡假」為主的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泰

雅渡假村、西湖渡假村。這三類觀光遊樂業的菁英在受訓之後，將菁

英訓練內容應用於產業內的方式稍有差異。其中就美國迪士尼學院提

供之服務品質與優質領導課程，共同影響我國觀光遊樂業的構面包括

「品牌定位」與「服務品質」兩項，例如小人國主題樂園界定自己的

品牌定位為 12 歲以下的兒童遊樂區，泰雅渡假村界定自己是具備原

住民特色的渡假園區；另外針對服務品質的部份，包括遠雄海洋公園

制訂服務流程 SOP，野柳海洋世界教育從同理心立場強化服務品質

等。 

遊樂業業者在菁英訓練後應用的差異上，在於以機械遊樂設施為

主的遊樂業進行了更多的「策略管理」與「空間規畫」的應用，這主

要依據觀光遊樂業的產業生命週期而定，當觀光遊樂業尚處於成長期

時，硬體建置的應用較能夠呼應菁英訓練的授課與參訪內容，對照目

前國內的觀光遊樂業而言，具備資金和腹地的觀光遊樂業者，便持續

擴充遊樂園區的設施與服務內容。反觀處於成熟期的觀光遊樂業者，

則力圖從策略角度思考遊樂園永續經營發展。而上述相關應用均可以

回溯至菁英訓練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提供之策略管理、營收管理、

行銷等課程。 

然而目前臺灣觀光遊樂業普遍存在的困境是，雖然臺灣入境旅客

即將突破 900 萬人次，但是這些國際旅客來臺後，前往觀光遊樂業的

比例相當低，以至於目前臺灣的觀光遊樂業仍然以國旅市場為主。即

便臺灣優質的機械遊樂設施密度居全球之冠，卻沒有任何ㄧ個觀光遊

樂區具有國際知名度，這顯示我國觀光遊樂業在資源整合與國際行銷

上尚需改進。而目前臺灣的觀光遊樂業中，還願意投入巨額資金進行

硬體建置的包括西部的麗寶樂園與東部的遠雄海洋公園，未來這兩間

遊樂園是否可以異軍突起還待觀察。除了上述以機械遊樂設施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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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遊樂業外，其他以知性訴求或休閒渡假為主的遊樂區，則存在著

觀光吸引物不足、品牌形象不夠鮮明等問題，以至於需要大量的團體

客填補入園數，其中大部分又是國高中生團體客群。 

這顯示除了透過菁英訓練持續增進臺灣觀光遊樂業的職能之外，

以機械遊樂設施為主的遊樂園，亟需透過資源整合一起向入境旅客進

行行銷，這或許是對觀光遊樂業更具實質效益的輔導方式。而其他以

知性訴求與休閒渡假的觀光遊樂業，則需清楚界定本身的品牌定位，

強化園區內的觀光吸引物 (包含設施或活動)。這些都是未來菁英訓練

課程設計上可以著力的方向。 

2. 旅行業業內之影響差異與建議 

綜觀受訪之旅行業菁英，其任職旅行業涵蓋不同規模，因此對於

菁英訓練後之應用稍有差異。其中廣泛應用於旅行業之構面屬「行銷

管理」與「產品企畫」，例如：易遊網旅行社的婚禮套裝、僑興旅行

社的 MINI TOUR、怡容國際旅行社的鐵道旅遊產品。行銷管理應用

如惠康旅行社的 B2B2C 訂房系統、雄獅旅行社的分公司展店、威全

旅行社的馬星 inbound 市場推廣，而上述之應用可適切對應至美國夏

威夷大學菁英訓練與日本 JTB 旅行社菁英訓練之主軸。 

反觀不同規模旅行業在菁英訓練後應用之差異，在於中、小型旅

行社應用著重在「品牌定位」之層面，大型集團化旅行社則應用於「人

才發展」議題。 

以臺灣眾多的中、小型旅行社而言，由於市場規模較小、品牌能

見度較低，故品牌定位成為中、小型旅行社持續發展的重點，從界定

本身之核心能力、鎖定目標消費者、建立消費者溝通模式，最後發展

特色鮮明的品牌，這些都是中、小型旅行社進行品牌定位中需要著力

的課題，因此美國夏威夷大學菁英訓練與日本 JTB 旅行社菁英訓練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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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之品牌相關課程，提供臺灣眾多中、小型旅行社思考的方向。例如：

萬客隆旅行社將致力發展國人運動旅遊，期待未來變成運動旅遊的特

色品牌；宏祥旅行社持續經營臺灣觀光巴士入境旅遊產品，讓宏祥旅

行社直接深植於臺灣觀光巴士品牌中；佳安旅行社持續以精緻陸客團

為主要服務對象，期待發展成為陸客高檔旅遊品牌意象。 

而大型集團化的旅行業，則試圖將菁英訓練的經驗應用在企業內

部人才發展中，以雄獅旅行社為例，由於雄獅旅行社涵蓋諸多營利事

業單位，全省員工已超過 2,000 人，如何進行知識發散與傳遞是企業

擴張之下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雄獅旅行社建立更完善的員工訓練制

度，目前在教育訓練上已經建置三套 E-Learning 知識管理系統，針對

新人的新人訓資訊平臺，另外還設立面授課程雄獅學院。 

從菁英訓練提供之訓練內容，不同的旅行社依據所需將所學應用

於產業之中，從經營管理觀點，菁英訓練強化了部分旅行業的企業功

能與管理功能。然而旅行業反應目前菁英訓練的課程內容部分無法切

入核心，導致學習應用效果不夠彰顯，故旅行業菁英對於未來菁英訓

練課程設計還存在著部分期許。 

其中大部分的旅行業者 (無論規模)，期望未來無論設計何種訓練

課程，可以用案例的方式進行分享，並從案例中瞭解該議題之經營管

理決策過程。以產品設計為例，業者希望瞭解該產品從無到有、通路

評估、環境影響、銷售狀況等實務過程，因此旅行業業者期待的是深

入與完整瞭解經營議題。 

反觀規模較大的集團化旅行社則希望可以和全世界知名品牌的

旅行社進行學習與交流，甚至擴大菁英訓練參訓層級，由我國觀光機

關首長領團出國參訪。然而，此議題除非進行跨國公司的人才交換或

交流，否則難以尋覓辦訓單位能提供操作性的課程內容，建議仍以溝

通課程內容縮短旅行業者的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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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宿業業內之影響差異與建議 

依據我國發展觀光條例，旅宿業尚可劃分為觀光旅館、一般旅館、

民宿等三項，就本研究受訪的 29 位觀光菁英中，其中 18 名任職於觀

光旅館、7 名任職於一般旅館、1 名任職於民宿、其他 3 名則任職於

旅館式豪宅 (1 名) 或尚未營運之旅館 (北投老爺酒店、臺南行旅老

爺)。透過上述之分類，各類型旅宿業之觀光菁英，在菁英訓練所學

之應用差異不大，其中無論何種旅宿業共同應用之構面包括「品牌定

位」、「行銷管理」、「服務品質」、「硬體建置」等。 

由於我國旅宿業近年展店迅速，國內各飯店集團採用品牌策略進

行拓點，而獨立營業之旅宿業亦希望確定本身的品牌定位鎖定目標市

場，故菁英訓練所學的品牌概念普遍應用在觀光菁英任職之飯店，例

如天成飯店集團目前已成立管顧公司，旗下直營飯店包括臺北花園大

酒店、天成大飯店、蜂巢飯店等品牌，未來還預計開放加盟擴大事業

體。國賓大飯店集團也針對不同目標市場增加飯店與餐廳據點，包括

提供背包客的 amba 飯店與獨立餐廳 1 bite 2 go、Market Café。而獨

立品牌阿先湯泉也針對飯店品牌進行了更明確的定位，形塑自己成為

中高價位有質感的飯店。其他針對行銷管理與服務品質的應用如下：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在菁英訓練之後，與與日本旅行社合作，使南方莊

園渡假飯店在日本的曝光率提升，成為日本旅客來臺觀光的選擇之一。

民宿業者逢春園渡假別墅提供五星級飯店的服務模式，除了鞏固回流

客，還成功的打入港澳馬星市場。 

而「硬體建置」方面的影響，主要依循各旅宿業之發展進程而定，

其中規模較大的硬體建置為目前有新投資之飯店體，包括老爺酒店集

團將於北投與臺南開幕之老爺飯店，天成飯店集團目在在花蓮瑞穗投

資之渡假村，南方莊園渡假飯店將擴建有機農場之休閒場域，頭城休

閒農場的藏酒酒莊、逢春園渡假別墅將擴建休憩設施，阿先湯泉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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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館將於員山鄉增建三館等，除了上述較巨額之投資，各飯店依據市

場所需亦針對飯店內客房與公共空間進行修繕。從目前臺灣旅宿業的

發展來看，顯示在入境旅客逐年衝高的大環境下，國內旅宿業增加投

資的意願相當高，而各旅宿業的觀光菁英，也普遍將菁英訓練所學應

用在硬體建置中。 

而對於觀光菁英訓練未來的規劃上，旅宿業的菁英建議未來應該

要更明確界定受訓對象，若是提供給高階主管的訓練課程，規劃方式

應重質不重量，可以針對單一主題進行較深入的探討；如果是提供中

階主管課程，內容則可以比較廣泛的涉略個經營議題。重點在於，菁

英訓練課程內容務必對應適合之對象，避免讓高階主管參加不符所需

的課程，或者讓中階主管參加到高階主管的課程。尤其中階主管參加

到高階主管課程，還有可能衍伸出企業員工遭同業挖角之風險，類似

狀況的出現反而降低企業派員參加菁英訓練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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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觀光菁英甄選及赴國外訓練計畫」至今年已辦理 5 年，受訓菁

英來自觀光遊樂業、旅行業、旅宿業與大專院校師資，涵蓋不同業別、

單位、部門與職級等。本研究利用 Kirkpatrick 四層次模式架構，透過

受訓心得報告文本分析、問卷調查與深度訪談三階段，進行訓練成效

追蹤，結果分述如下： 

一、反應層次 

1. 受訓菁英高度肯定海外訓練課程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 

反應層次是指受訓者對於整個訓練計畫實施的整體滿意程度。在

問卷調查結果上，大部分的參訓菁英對於在海外辦理訓練及其效果高

度認同，各構面平均分數均在 4.2 分以上，尤其在「拓展觀光人才國

際視野」、「課程模式結合專家授課及實地訪視有助於強化學習效果」

此兩項平均分數高於 4.5，唯有在「訓練天數安排充足」此問項的同

意度較低 (3.9 分)。 

進一步於深度訪談中進行瞭解，受訓菁英對於國外訓練計畫皆抱

持高度肯定與支持，認為透過國外訓練的機會，可供業者汲取不同角

度與面向的知識與經驗，在歷經海外密集的授課與實地參訪後，一方

面可將平日實務工作透過理論印證，另一方面也將國外新的學理概念

和觀察到的創新服務及產品帶回臺灣。受訓菁英也表示，縱使已有豐

富的產業經驗，海外實地觀摩體驗的衝擊比一般訓練課程還要受益良

多。將衝擊轉化成思維後、再將這些概念帶回臺灣並實際應用在企業

內，對於促進觀光產業發展以及提升觀光產業人才素質非常有幫助。 

由於收穫豐富，多數菁英認為應延長訓練天數，主要在於訓練課

程內容需要時間吸收、內化，許多課程限於授課時間與整體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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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無法深入，稍感可惜。對此，許多受訓菁英建議若考量預算限制，

未來課程規劃可聚焦特定主題來深入學習，依據過去 4 年的辦理成果

進行課程主題收斂，求精不求廣。 

2. 培訓機構具有標竿性與培訓專業能力，其中以旅宿業者高度肯定

培訓機構之標竿性 

在培訓機構方面，這4年曾合作過之單位包括：美國迪士尼學院、

美國夏威夷大學、日本 JTB 旅行社、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法國藍帶

餐飲學院澳洲分校、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等。各培訓機構的訓練

課程內容、講師、訓練設備、教材、行政支援與服務皆獲得學員肯定，

認為具有專業培訓能力，可確實提升觀光產業基層、中階與高階人才

之能力。簡易劃分，學校型培訓機構如美國夏威夷大學、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學、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

課程結構完整、講師授課引導技巧強，有助於學員系統化學習與思考；

企業型培訓機構如美國迪士尼學院、日本 JTB 旅行社，主要是從標竿

企業實務的角度進行分享，而且因為有營業機密的敏感度考量，課程

內容無法講太多實務操作細節。部分受訓菁英在深度訪談時提到訓練

內容與原先設定之學習目標有落差，也多起因於此差異。依據問卷調

查分析，旅宿業者對於「研習機構標竿性」構面的同意度，顯著高於

旅行業者。 

3. 行前訓練有助於凝聚共識、提高參訓動機，有辦理之必要性 

自 2012 年起，參加「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之團體

訓練學員，必須要參加 2 天的行前訓練，本層次也針對行前訓練進行

調查。調查結果，受訓菁英認為行前訓練可以增進彼此認識、凝聚團

體共識與提高參與動機，有辦理的必要性。但在內容上，建議可以再

增加前年度受訓菁英的經驗分享，讓當年度受訓菁英可以瞭解海外訓

練的狀況、回國後的應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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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層次 

學習層次著重於評估受訓者吸收到的知識、技能、態度與行為，

亦即受訓菁英在接受海外訓練結束後，對於訓練課程瞭解的程度、知

識吸收的程度，以及是否提升自我信心或改善工作態度。此層次評估

以受訓心得報告文本分析與問卷調查為主要評估工具。 

受訓心得報告分為「訓練內容 (訓練課程與參訪行程)」、「訓練心

得」與「學習成效」。只要完成受訓心得報告撰寫，在「訓練內容」

與「訓練心得」已可反應受訓菁英對專業課程與參訪行程之吸收度或

理解程度，即達到學習層次的評估成效，故本研究針對這兩部分內容

的未特別進行文本分析。 

在問卷調查部分，於 S.4「訓練成效評估」中的 S4-1「訓練成效

評估」進行調查，各構面平均分皆高於 4.2，其中以「認為赴國外受

訓有助於開拓視野」為最高，分數高達 4.77 分，其次為自我信心知

識與經營管理知識的增長。再進一步依據產業別進行差異分析，參訓

學員產業別為大專院校者對於「視野開拓」及「服務品質知識」的同

意度，顯著高於旅行業；觀光遊樂業對於「經營管理知識」同意度顯

著高於旅行業；對於「服務知識技能」及「服務品質知識」兩個構面

而言，大專院校者顯著高於旅宿業。 

三、行為層次 

行為層次評估重視受訓者在接受訓練之後，是否能將學習成果移

轉到工作上，也是本研究追蹤重點。評估工具上包括從受訓心得報告

文本分析綜整受訓菁英的承諾應用案例，另透過問卷調查瞭解受訓菁

英對於「訓練成果之移轉」、「訓練成果之應用」以及「受訓者在工

作態度與行為上的改變」的同意度，並輔以深度訪談瞭解可能影響訓

練成效應用在工作行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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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卷調查中，本層次評估共有 16 個構面，各構面同意度平均

落在 4.0~4.3，其中以「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運用在工作之中」的

分數最高。雖然不若訓練課程滿意度 (L1) 或學習成效 (L2) 同意度

來得高，但在本評估層次問項同意度的表現差異也較小。 

雖然各年度訓練主軸略有差異，依據歷年菁英的受訓心得報告文

本分析以及深度訪談追蹤應用結果，大體而言，受訓菁英認為受訓後

可馬上應用之領域以品牌定位、行銷管理、服務品質、人才發展這四

者為多。 

(一) 品牌定位 

企業品牌大抵表現在產品、服務品質、企業文化、管理理念等，

臺灣市場規模不大，但觀光遊樂業、旅行業及旅宿業企業家數一直成

長，經由國外實地規模同產業的世界級標竿企業，例如：迪士尼樂園、

環球影城、樂高樂園、日本 JTB 旅行社、有深厚歷史內涵的百年旅館

以及新穎的國際品牌旅館，讓我國觀光產業業者深刻體認到唯有差異

化定位、強化品牌特色、加深顧客和企業情感連結，才能在競爭中脫

穎而出。 

1. 觀光遊樂業品牌定位之應用 

在觀光遊樂業，業者返國後重新進行品牌定位，例如六福村主題

遊樂園以動物園園區為核心競爭力，持續往教育、互動體驗等方向發

展，延伸出各種不同主題和遊樂方式；小人國主題樂園則致力發展

12 歲以下的親子家庭的主題遊樂園；麗寶樂園鎖定國際市場，定位

為具有購物、休閒、住宿的綜合主題樂園；遠雄海洋公園以海洋教育、

海洋動生物特色；泰雅渡假村結合臺灣原住民文化特色；杉林溪森林

生態渡假園區則強化生態渡假園區品牌意象；劍湖山世界強調品質與

安全的高品質度假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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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旅行業品牌定位之應用 

在旅行業，威全旅行社開始利用曾服務過之大型企業來為品牌背

書，並透過公司網站改版向顧客傳達訊息；宏祥旅行社重新定位聚焦

於臺灣觀光巴士為主力產品，並致力於提升品質；易遊網則以「鴻鵠

逸遊」品牌鎖定兩岸三地市場進行推廣；萬客隆旅行社則將品牌定位

成為專業優質運動遊程旅行社；僑興旅行社持續進行品牌差異化並提

升顧客滿意度。 

3. 旅宿業品牌定位之應用 

在旅宿業，國內各大飯店分別著手發展品牌策略，針對旗下個各

品牌進行不同的市場定位。例如雲朗觀光著眼國際市場，除了直接投

資歐洲義大利五間飯店，更以 LDC 為國際品牌進行行銷；老爺大酒

店集團則以老爺管顧公司為首，於集團內進行品牌形象整合；國賓集

團以國賓飯店為基礎，延伸發展鎖定環保意識較高的背包客的「amba

意舍酒店」、發展餐廳品牌「1 bite 2 go」與「MARKET CAFÉ」。非

集團體系的飯店則以核心商品來強化品牌印象，例如南方莊園主打有

機生態園區；阿先湯泉以故事行銷鎖定中高價位客層；頭城休閒農場

結合有機農場、酒莊和房宿，定位為健康休閒觀光農場。 

(二) 行銷活動 

行銷活動是直接影響企業營收表現的關鍵要素，臺灣企業長期製

造業管理思維下，多以產品 (觀光商品) 為出發點進行行銷活動，觀

光遊樂業者疲於推出新穎遊樂設施；旅行業者因旅遊商品容易複製而

高度相似，流於價格競爭；旅宿業者則聚焦於提升住房率，並輔以餐

飲服務拉抬業績。 

1. 觀光遊樂業行銷活動之應用 

返國後的應用在觀光遊樂業方面，業者體認到消費者來樂園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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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為了玩刺激的遊樂設施，回歸休閒、遊憩的目的，觀光遊樂業者

可以規劃更多活動來創造消費者的快樂回憶，進而提升回遊率。此外，

開發 inbound 市場也是觀光遊樂業者在行銷上突破的一點，例如六福

村主題遊樂園針對自由行旅客做一連串宣傳，不僅提高臺灣主題樂園

海外知名度，也提升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接待國際觀光客的能力。麗寶

樂園推廣不同的活動，設法聚焦遊客目光，包括夜間遊玩的「奇光幻

影嘉年華」、因應路跑風氣的「殭屍路跑」、「HELLO KITTY 主題路

跑」等，成功延長顧客在樂園的停留時間；小人國主題樂園則持續針

對特定客群提出不同促銷方式，並與「東森 YOYO」異業結盟、和國

產積木品牌「智高」做聯合行銷。 

2. 旅行業行銷活動之應用 

在旅行業，包括產品面、訂價面、通路面的創新應用。天擎旅行

社跳脫低成本航空公司 (LCC) 的思維，推出德威航空機票加機場貴

賓室套裝；易遊網旅行仿 JTB 體驗旅遊產品，開設「臺灣玩學堂」；

雄獅旅行社針對臺灣 inbound 市場 (港、澳、星、馬) 設計結合觀光

工廠、民宿、農畜牧業等體驗旅遊行程，也與資策會合作成立「產業

創新中心」，發展適合銀髮族旅遊商品。許多旅行業者也藉由推出客

製化產品，增加差異化，例如宏祥旅行社提供私人包場「故宮夜宴」；

萬客隆旅行社從核心旅遊產品出發，客製化泳渡日月潭服務；僑興旅

行社則跳脫航空代理思維，跨足至 LOCAL TOUR 代理。除了傳統的

銷售管道如電話、直售業務、旅展外，業者也透過設立門市、社群行

銷等管道多元推廣。例如雄獅旅行社模仿 JTB 旅行社，將門市依據地

方特性分為咖啡、講堂、24 小時服務三種類型；惠康旅行社成立

B2B2C「自由自在」訂房資訊系統；萬客隆旅行社則利用關鍵字行銷，

提高網路搜尋時的曝光度 

3. 旅宿業行銷活動之應用 



 

239 

在旅宿業，客房營收管理的應用需要修改房價架構與訂房系統的

房價設定，是頗具挑戰性的變革，因此確切實行的飯店並不多。捷絲

旅藉由彈性的房價訂價策略，提升客房平均房價與使用率，並獲得良

好成效。除了透過營收管理等專業課程習得更多工具來提升銷售彈性

與表現外，MICE、綠色環保、穆斯林商機、地方活動等，也成為旅

宿業自我行銷的管道。例如阿先湯泉與 booking.com 網站合作，提升

港澳陸客比例；羅東久屋麗緻與國外訂房網站合作，積極開發入境旅

客業務；頭城休閒農場以酒莊為核心，舉辦 DIY 活動、運用季節水

果釀酒來塑造行銷話題；老爺大酒店集團下的各飯店則結合當地特色

發展行銷活動，例如臺北老爺酒店與周邊商圈業者合作推出美食地圖、

知本老爺酒店結合原住民文化、礁溪老爺結合有機農業、北投老爺結

合溫泉醫療、臺南老爺結合在地文創等；晶華酒店則每年邀請各國米

其林大廚或是料理大師的駐點指導，吸引大量媒體報導與消費者目

光。 

(三) 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提升也是各產業受訓菁英在返國後的著重應用的學習

議題。過往企業總認為制定服務 SOP 後就可以達到顧客滿意，但流

於形式的服務話術以及服務技巧，在不出錯的情況下也僅能達到顧客

滿意，而無法讓顧客感動。透過國外訓練課程以及實地觀摩，受訓菁

英帶著衝擊的印象回國進行改革，從小地方改善、逐步促使服務精緻

化，有系統的進行顧客意見調查與分析，並提出改善作法。 

1. 觀光遊樂業服務品質之應用 

在觀光遊樂業，六福村主題遊樂園改委由專業跨國市調公司設計

問卷，然後由第一線員工 (清潔人員，銷售人員，設施操作人員) 來

發放問卷，並同步觀察遊客需求與行為，進行市場研究；遠雄海洋公

園在內部開辦「服務升級論壇」與成立「服務創新小組」，每月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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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分享服務經驗與服務創新提案，同時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提升導

覽解說服務的品質；劍湖山世界則設定員工服務的標準作業流程，規

定員工的服務手勢，訓練出劍湖山世界員工的共同語言；小人國主題

樂園則提供遊客免費協助拍照的貼心服務；麗寶樂園與泰雅渡假村則

從增加員工和遊客的互動性著手。 

2. 旅行業服務品質之應用 

在旅行業，多數業者是透過提升服務品質來帶動口碑行銷，例如

天擎旅行社、可安旅行社；惠康旅行社則發揮內部人員優勢，針對

MICE 團體提供客製化網頁。 

3. 旅宿業服務品質之應用 

旅宿業者均藉由提高服務精緻度，讓客人體驗體貼與細心的尊榮

感，硬體面包括：W 飯店改善器具使用說明書、增設除噪機；北投

老爺酒店與寒舍艾麗酒店結合飯店品牌，在迎賓茶點與器具上展現當

地特色與體貼服務；逢春園增加雨天遊憩設施；君品飯店升級房卡設

備。軟體面包括：日勝生加賀屋引入日本茶道文化、結合溫泉資源，

提供道地日式服務；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內部餐廳申請 Halal 認證，

成為穆斯林友善餐廳；逢春園提供客製化與代辦服務；餐飲專長的晶

華酒店特別安排一位主管負責管理食品和衛生安全。 

(四) 人才發展 

在人才發展面，受訓菁英除了擔任企業內部講師擴散學習成效外，

也體認到人才培育是支持企業未來營運的重要基石，逐步提升企業內

部在教育訓練的投資。 

1. 旅行業人才發展之應用 

在旅行業，雄獅旅行社仿日本 JTB 旅行社，建置三套 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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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系統；佳安旅行社則要求員工進修心靈課程、生活學習的課

程；僑興旅行社則致力於中階主管的訓練，同時也強化基層人員的產

品知識，以提供完整的諮詢服務。 

2. 旅宿業人才發展之應用 

在旅宿業，有感於營收管理的觀念較新不易應用，但卻是非常重

要的專業知識，許多飯店從教育訓練著手強化，例如新莊翰品針對西

餐的二線主管進行損益兩平點的訓練課程。此外，強化語文課程、服

務品質課程，甚至派人學習專業管家服務(漢來大飯店)或釀酒技術與

侍酒服務(頭城休閒農場)，也是旅宿業者在人才發展上的應用。 

3. 觀光相關科系大專院校教師人才發展之應用 

觀光相關科系的大專院校教師在此方面的應用較多，包括將受訓

內容轉化為授課教材，延伸進行觀光相關研究，在參加團體訓練中所

結識的業界人脈也促進許多產學交流，而高雄餐旅大學與藍帶學院的

合作，更是為我國未來觀光產業人才養成注入更多活力。 

 

除了上述四大共同領域的應用，觀光菁英甄選及赴國外訓練計畫

也有許多企業高階主管參加，因此本身具有實質決策權，帶給企業的

改變更大，例如麗寶樂園模仿新加坡籌建 F2 賽車場與購物中心，引

進國外大型度假勝地規畫模式，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則是設立策略管理

部門，從企業與環境宏觀觀點進行企業策略規劃。 

四、結果層次 

結果層次評估著重於瞭解訓練計畫對於受訓菁英個人或組織有

哪些成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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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觀光菁英養成計畫有助於個人專業精進與職涯晉升 

依據問卷調查分析，在 278 名海外受訓菁英中，基層人員升職為

中階管理職務者計有 22 人，佔 45.8%；基層人員升職為高階管理職

務者計有 2 人，占基層人員的 4.17%；中階人員升職為高階人員計有

24 人，占中階人員的 26.7%，顯示參加海外訓練計畫對於個人職位升

遷具有正向影響效果。當然，前述升遷並非全都因受訓而導致，歸納

深度訪談結果，許多公司在推薦受訓代表時，即是挑選公司未來潛力

發展人才，此外公司也會將獲選菁英訓練列為升遷評估的重要經歷。

觀光菁英甄選及赴國外訓練計畫或許非菁英獲得升遷的直接因素，但

也具有高度參考指標性。 

而對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的教師而言，獲選觀光菁英計畫有助

於個人評鑑與形象提升。例如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學系每二年一次

的評鑑上，學校對參與各項訓練者會提供加分的鼓勵。更甚者如銘傳

大學觀光事業學系，因為有多位教師與畢業校友獲選觀光菁英計畫，

確實提升該系所的形象，2013 年該系所碩士在職專班為全臺報考人

數最多的，103 人報考錄取 20 人。  

(二) 企業組織營運全面提升 

企業面包括「營運提升」、「服務品質提升」、「成本控管」、「組織

人員發展」與「顧客滿意度」等構面。由於影響組織效能的因素非常

多，因此無法明確分辨出有多少是肇因於訓練成效。此部分由問卷調

查獲得受訓菁英在「認知面」的程度，並輔以深度訪談獲得佐證資料， 

在問卷調查中設計 6 個問項，其中「服務品質改善」、「提升顧客

滿意度」、「提升公司營業」等三項均獲得平均 4.2 以上的同意度，但

在「人員留任」、「成本控管」、「離職率降低」三構面，同意度則落在

3.7~3.9 分。進一步分析可能原因，由於問卷調查是針對所有受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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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進行，此問項與部份受訓菁英 (基層與中階) 職務內容相關性低，

因此在填答問卷時多勾選「(3) 沒意見」。但在深度訪談與企業高階主

管進行瞭解後，大多獲得正面肯定。 

深度訪談部分，以「營運提升」、「服務品質提升」、「成本控管/

投資額提升」與「顧客滿意度」成效較為顯著，各企業實際經營成效

分述如下： 

1. 營運提升 

觀光遊樂業者透過行銷活動與產品創新，國內各主要觀光遊樂業

者的營業額或旅遊人次普遍顯著提升。相較去年同期，入園人次平均

提升至少 15%以上 (遠雄海洋公園、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 至

30%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營業額也提升 10%  (小人國主題樂園) 

至 25% (麗寶樂園)。 

旅行業部份，易遊網的海外旅遊部每年營業額以 20%~25%的速

度成長；雄獅旅行社的營業額目前持續超過 200 億元，並於 2013 年

年底股票上市；專營票務的僑興旅行社在執行市場差異化策略後，快

速成長，2011 年至 2013 年的 3 年營業額總額等同之前七年的營業額

總額。而專營國內旅遊與入境旅遊的旅行社也有顯著成長，惠康旅行

社 2014 年營業額相較 2012 年成長約 50%；怡容旅行社營業額成長率

達 15%；佳安旅行社在推出主題性旅遊產品後，每月出團數增加 10~20

團。 

旅宿業部分，南方莊園每年有 10%的營業額成長；捷絲旅應用營

收管理之後，營業額從每年成長率 5%提升至超過 10%；新莊翰品平

均住房率由前一年的 83%提升到 87%，平均房價亦上升 151 元，在進

行營收相關訓練課程後，餐飲部門的營業額成長 6%，酒水業績成長

8%；礁溪老爺的特色旅遊行程以啤酒節活動為例，為該飯店增加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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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的營業額；W飯店平均全年度的住房率達 80%；花蓮遠雄悅來大

飯店應用受訓成果將 4 人房擴充到 138 間後，不僅提高客房單價，今

年度預計收入將成長 20%左右，此外 SPA 館的營業額比去年同期增

加 20%；天成飯店集團提升餐飲比重後，旗下的臺北花園酒店增設牛

排館使整體營業額增加 160 萬元、天成大飯店的 Lily cafe 轉型後，營

業額從 70~80 萬增加到現在超過 100 萬。 

2. 服務品質提升 

遠雄海洋公園的顧客滿意度自 2011 年的 86% 提升至 2013 年的

89%，負面意見案件亦從 2011 年的 1503 件降低至 2013 年的 865 件。

同時也獲得諸多服務獎項，如 2012年「壹週刊服務第壹大獎-第一名」

與「英語服務標章-銀質級」、2014 年的工商時報服務大評鑑榮獲「遊

樂園銀獎」與「服務尖兵獎」。 

漢來大飯店已有兩位管家獲得「金鑰匙」殊榮，此認證等同是服

務品質的保證。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在星級評鑑也再次榮獲五星級殊

榮。日勝生加賀屋則透過意見調查表的分析結果進行服務改善，從開

幕至今客訴案件降低 30%以上。捷絲旅每週針對服務流程進行調整或

改善後，捷絲旅臺大尊爵館在 tripadvisor 臺北市旅店評比排名從 100

多名晉升至第 1 名。逢春園的貼心服務榮獲 2014 tripadvisor 優質獎。 

3. 成本控管／投資額提升 

觀光遊樂業菁英返國投入任職之企業後，逐步調整企業投資規畫

走向，依據品牌重新定位與聚焦，麗寶樂園已於 2012 年投資完工福

容飯店，金額約 20 億元，目前正在興建的摩天輪、購物中心與國際

級 F2 卡丁車賽車場，預估總投資金額約為 12 億元以上。遠雄海洋公

園則籌建二期工程，包括生態公園、小型水樂園、兩間中價位飯店 (約

3~4 星級)、室內多媒體數位遊樂設施，預計總投資金額 50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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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林溪森林生態渡假園區每年則持續投資 1 億 5000 萬元在園內的設

備改善，若以該公司首度參訓的隔年起至今年，也已投資 3 億元，未

來則規劃籌建綠建築，該工程投資金額將趨近 2 億元。 

旅行社業者以威全旅行社為例，規劃將企業營銷系統 E 化，並已

投入 20 萬元強化網頁後臺。而專營國內大型企業家庭日活動的可安

旅行社，則另外成立一間公關公司以利承接相關業務、產生綜效。 

旅宿業者因為調整品牌定位與策略，也有許多擴建規畫，例如漢

來集團預計在臺北南港展覽館隔壁籌建飯店和餐廳，訂於 2018 年啟

用，投資額估計達 10 幾億元。老爺集團因應多品牌策略，於全臺已

陸續籌建飯店，包括已完成籌建並預計於 2014 年底營運的老爺行旅

(臺南)，以及籌備中結合醫美與健檢的北投老爺。阿先湯泉則已籌備

興建三館，走民宿風格，估計投資額超過 1 億元。 

4. 顧客滿意度 

觀光遊樂業者在實地體驗國際級主題樂園服務提供方式後，實施

多項提升服務品質的措施，帶來顯著成效。六福村主題遊樂園今年度

委由專業跨國市調公司設計問卷並進行調查，有 90%的旅客具有「重

遊意願」(填寫 4 分以上)，有 91%的旅客具有「推薦意願」(填寫 4

分以上)，90%旅客的整體滿意度達 4 分以上。 

臺北艾美酒店探索廚房的早餐，經由入住房客評比後，持續是亞

太區艾美酒店第一名的餐廳。花蓮遠雄悅來大飯店在客房與飯店加裝

wifi 後，顧客滿意度從 81 上升到 85，相關客訴案件降為 0 件。 

(三) 產業國際接軌 

觀光菁英甄選及赴國外訓練計畫不僅為企業帶來正面成效，對整

體觀光產業發展也有助益，尤其表現在產業人才培育與廠商輔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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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海外受訓過程中業界與學界的教學相長及交流，返國後更促

進許多產學合作、強化產學連結的緊密度。例如世新大學觀光系與臺

北老爺酒店簽建教合作，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旅遊管理研究所與臺中金

典飯店簽訂產學建教合作，開南大學觀光與餐旅學系則與山富旅行社

合作推動遊輪教師研習營。這種產學互動有助於縮短產學落差、減少

新鮮人進入職場的磨合時間，加速為企業所應用。其中，高雄餐旅大

學甚至將法國藍帶餐飲學院課程引進臺灣，與高餐設立共構課程，並

在學校內建立全新的廚房硬體建設，這對未來觀光產業人才培育有很

大的助益。而許多旅行業業者工作內容較自由，部分從業人員亦身兼

學校講師工作。透過在學校教學授課、獲邀演講等，讓更多年輕學子

瞭解旅行業的發展、提升產業形象，吸引人才加入。 

在產業輔導上，高雄餐旅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吳所長自行規劃至

UNLV 國際博弈研究中心受訓之後，透過 UNLV 老師之介紹邀請學者

來臺評估在臺設立賭場之可行性。而臺中教育大學永續觀光暨遊憩管

理研究所吳所長因擔任觀光局觀光遊樂業督導考核委員，在進行督導

考核業務時，也會將在迪士尼訓練過程看到的經營管理細節分享給臺

灣觀光遊樂業。 

觀光局本身也在推動海外受訓菁英返國後接受種子師資培訓，結

合國內訓練課程，擴散海外訓練成果。國外教案編撰與種子師資培訓

於 2013 年啟動，初期還在嘗試各種開課模式，包括仿效海外訓練模

式的課室課程加企業實地參訪、課室課程加企業實務案例研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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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推動建議 

「觀光菁英甄選及赴國外訓練計畫」以觀光產業人才為培育主軸，

觀光相關科系大專院校教師為輔。對於目前任職觀光產業的菁英而言，

參加國外訓練不僅可以接受到國外觀光產業的發展新趨勢、企業經營

管理的新思維與實務，訓練期間與不同觀光產業業者的交流也有助於

激發新想法、找尋可學習的經營策略和手法，在人脈拓展與提升同業

鏈結緊密度上也有顯著成果。 

國外訓練計畫辦理至 2014 年已入第 5 年，每年的執行內容大致

可分為四階段：報名甄選、行前溝通與訓練、赴海外訓練與實地觀摩、

回國分享與訓練成果應用，每年度都會參考前年辦理情形以及菁英建

議進行訓練主題以及辦理方式的調整。以下依這四階段的辦理現況、

辦理成效與缺口進行分析後，提出未來推動上的優化作法。 

一、菁英甄選與維繫 

(一) 菁英甄選聚焦於中高階主管，並設計產業服務回饋年限等機制 

1. 辦理現況 

在報名甄選部分，計畫於2010年起開始廣招觀光產業從業人員，

當時的參訓者以基層與中階人員最多，但發覺受訓菁英返國後的訓練

應用提案在組織內因為層級低，不易被採納，使訓練成效大打折扣。

從隔年 (2011 年) 起便鎖定中高階主管，並依據當年度訓練主題適合

的層級進行菁英甄選。 

此外，觀光產業人員流動率高，以基層人員最為顯著，工作 3~5

年也許會異動離開原公司甚至離開產業。但是已投入觀光產業超過

10 年以上的中高階主管則已有某種程度的產業定著率，即使異動也

都是在集團內或是同產業內的不同公司流動，對於個人職涯發展或是

企業經營也比較有永續深耕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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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與缺口 

鎖定中高階主管的作法獲得菁英肯定，並建議後續辦理也應該鎖

定具有決策權的企業高階主管，才得以落實應用。然而，目前未規劃

受訓菁英返國後的產業服務相關規範，部分菁英離開產業甚至是赴海

外工作，甚為可惜。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觀光菁英訓練是期望透過人才素質提升與視野開拓等，帶領臺灣

的觀光產業轉型，而這樣的訓練成果要為企業、甚至是產業帶來實質

的影響與改變，就必須挑選具有實質決策權的企業高階主管或是企業

主，其返國後影響公司決策的成效較大，在該專業領域也相對有影響

力。而選擇有能力整合資源的管理階層，也可以活化現有資源，不論

是企業集團內的資源交互運用或是跨業合作等，藉由硬體升級、服務

精緻化、開發新商品或是成立新品牌，多方面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產業人才訓練是產業發展政策的一環，訓練補助可視為產業投資，

因此，建議針對獲選菁英在訓練返國後要約定產業任職年限條件，例

如至少要在觀光相關產業繼續服務兩年；或是擔任訓練課程講師、座

談會主講者等其他訓練回饋配套機制，以約定授課時數或是場次的方

式進行訓練成果擴散與產業服務。如此作法可以防止參加過觀光菁英

訓練的人跳槽到其他產業，也讓菁英訓練的成效能落實到臺灣觀光產

業。 

(二) 建立觀光菁英人才庫 

1. 辦理現況 

在本次調查前，未系統化定期更新觀光菁英動向。在本次調查中

才獲知部分菁英因為轉換工作與更換手機號碼，因此失去聯繫方式，

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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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觀光菁英皆為當年度一時之選，在工作資歷與專業上都相當豐富，

除了接受訓練、通過評核後成為國外訓練教案種子講師，也可以在觀

光局國內訓練課程中擔任專業課程講師，或是透過其人脈協助引薦與

安排訓練資源，例如企業參訪。建立觀光菁英人才庫後，每年可定期

更新觀光菁英動向，並將觀光菁英轉化為國內訓練師資資源。 

二、行前溝通與訓練 

(一) 持續辦理行前溝通與訓練，並可規劃納入行前評估 

1. 辦理現況 

有鑑於前兩年(2010 年-2011 年) 受訓菁英在行前未能完全瞭解

訓練內容就赴國外，準備不足再加上語言隔閡以及海外環境適應，都

影響學習成效。因此在 2012 年起辦理行前溝通會議與訓練課程，讓

學員瞭解海外訓練課程主題方向以及實地觀摩時可能遭遇的情況，同

時讓學員在心態上做好學習的準備，縮短在學習期待與實際的落差。 

2. 辦理成效與缺口 

行前訓練課程除了讓受訓菁英對於海外訓練主題有相關的先備

知識外，更是讓全團受訓菁英可以提早熟悉、凝結向心力，使其赴海

外後為共同的學習目標相互扶持，獲得受訓菁英高度肯定。此外，許

多身為大專院校教師的受訓菁英，更是將此種模式導入學校的參訪課

程中，使學生在參訪前對參訪單位有更多瞭解。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建議未來仍持續辦理行前溝通與訓練，有助於縮小受訓菁英對於

海外訓練的期望落差，也可收集受訓菁英對於海外訓練的學習目標後

再進行訓練規劃調整。在出發前的知識面與心態面準備上，也有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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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助益。此外，可規劃納入行前評估，瞭解學員對於受訓主題的掌

握程度以及具備的基礎水準，亦有利於訓練規劃調整以及返國後進行

訓後成效比較。 

三、菁英訓練 

此部分先針對整體訓練規劃方向提出兩點建議，再依據各業別提

出推動建議。 

(一) 將訓練課程與實地觀摩分兩階段舉辦，提升觀光菁英訓練辦理彈

性與從業人員的參訓成效 

1. 辦理現況 

觀光菁英國外訓練同時包括課室訓練課程與實地觀摩，因此訓練

期間約 8 天至 12 天不等，不僅訓練成本高，受訓菁英本身在工作安

排與請假上也有諸多不便之處。 

2. 辦理成效與缺口 

在海外同時辦理訓練課程與實地觀摩，使得整體訓練的連貫性高，

也可以強化吸收效果。此外，海外訓練的團體生活有助於提升業者交

流、凝聚向心力，更是一大收穫。然而，部分菁英受限於語言能力，

而且海外專業翻譯安排不易或成本高，大多採逐步口譯的方式進行，

仍會影響訓練課程的學習效果。另一方面，部分中高階主管考量海外

受訓天數長，參訓意願較低，甚至是獲選後放棄。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將訓練課程與實地觀摩分兩階段舉辦，在辦理時間與辦理方式上

可以有較多彈性調整作法，也能提升從業人員的參訓意願。 

訓練課程可以與國外培訓機構合作，邀請講師來臺授課，每次聚

焦 1-2 個課程主題，從概念面、趨勢面、實務操作面深入授課。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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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有助於受訓菁英吸收新概念、瞭解產業新應用案例、刺激思

考，但不見得完全適用臺灣的經營環境或應用在工作上，因此可再與

國內師資合作，搭配課程主題設計延伸課程，提升學習效果。辦理上

建議仿照國外訓練採取集中天數與合宿的方式，每日課後安排複習與

小組討論時間，使受訓學員在訓練期間可以專心上課，此外也能凝聚

向心力、強化受訓菁英網絡鏈結。 

在實地觀摩方面，建議依據「參訪的對象」、「參訪單位用何種態

度接待」、「參訪內容是否深入且納入互動活動」等三項指標進行評估，

也可以將歷年願意接受參訪且菁英評價收穫豐富的地點列出，與對方

溝通成為固定觀摩合作夥伴。而觀察受訓菁英赴國外訓練時的團隊互

動以及互助學習上，具有豐富產業實務經驗的業者或是學界講師，常

扮演引導學習的角色，因此，建議未來可透過內部菁英的「達人帶路」

方式，輔佐實地觀摩的進行，而提升學習成效。 

分成兩階段辦理後，訓練課程可安排於上半年、實地觀摩可安排

於下半年，避開觀光產業最忙碌的暑假業務旺季，對於在接洽與安排

實地觀摩單位時也可以有較多的溝通時間，盡量降低彼此的落差。此

外實地觀摩參加人員也可以經由訓練課程進行篩選，確保學習成效。 

(二) 依據不同階層的產業人才能力提升需求設計分級訓練課程 

觀光產業基層人才訓練需求著重於技術面、操作面，此部分可以

請同業中具有相關實務經驗的主管來授課，依照不同產業實務需求分

別開設主題課程，並可結合產業公會或是協會既有師資與授課資源進

行人才培育，非國外訓練的目標對象，未來國外訓練計畫應聚焦於產

業的中高階人才。 

中階管理人才在企業內大多已是部門主管，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

深耕、發展，除了初階管理課程以外，更需要瞭解整體觀光產業發展



 

252 

趨勢，包括觀光市場趨勢、消費行為、新科技應用 (如社群網站、APP)、

產品開發與設計、整合行銷等，以抓住新興旅遊趨勢、開發新商品與

潛在客群，擴大產業規模。此部分訓練需求建議開設主題課程，結構

性與系統化的規劃約 18 小時的課程，包含概念與趨勢面、實務操作

案例、業者分享等，引導中階管理人才進行商品創新、服務升級，讓

他們自己從上課過程中得到啟發，並落實在企業中。 

高階管理者首重經營策略與管理理念的刺激。觀光遊樂業、旅行

業、旅宿業之高階管理者的特性截然不同，這是因為各產業發展背景、

業內競爭特性、人才培育管道、企業規模等經營特性的不同。藉由海

外實地觀摩、業者交流座談等方式，刺激高階管理者進行經營面的省

思，同時也增加國際視野。 

分級訓練下，由於受訓學員階層比較相近、工作背景相關，在課

程主題挑選與內容設計上也比較可以聚焦、提升深度、減少學習落差，

不會為了要迎合不同背景的成員而增加課程廣度卻降低學習成效。 

(三) 針對觀光遊樂業，引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課程並安排國外主題

樂園實地觀摩 

1. 辦理現況 

在海外訓練與實地觀摩方面，觀光遊樂業連續三年赴美國迪士尼

學院學習不同主題的核心課程，並參訪奧蘭多迪士尼世界，於 2013

年拉回亞洲地區，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學習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課

程，並參訪環球影城與樂高樂園等主題樂園。學習主軸從單一功能面

的服務品質、品牌、創新與創意等，到策略思考、顧客管理、差異化

價值等高階管理議題。此外，觀光遊樂業的學習應用許多涉及硬體投

資、制度改革，因此從 2011 年起的受訓菁英都是以企業高階主管為

主、中階主管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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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與缺口 

迪士尼是世界標竿，向其學習與實地觀摩也確實有開拓國際視野

的效果，然而迪士尼學院課程要與實地參訪相互搭配，學習效果才會

好，這也是選擇迪士尼學院做為培訓合作機構時在課程規劃上必須納

入考量的重要因素。許多訓練成果應用涉及硬體投資、制度改革，企

業高階主管才具有提案裁量權。此點在 2012 年起以中高階主管為主

要訓練對象後，確實有顯著的應用效果。 

我國觀光遊樂業者大致可分為以機械設施為主的主題樂園以及

強調休閒、遊憩、環境教育的渡假村或園區，全臺共計 24 家。除了

既有的國旅市場，開發國外旅客 inbound 市場是觀光遊樂業者營運躍

升的關鍵。要迎接國際旅客，在經營管理上也必須要有策略性的思維

轉變。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我國觀光遊樂業者較少接受系統化經營管理課程，因為未來課程

規劃上應從經營策略、品牌定位、財務投資、行銷推廣、顧客服務等

面向，引導業者重新檢視自己。在合作培訓機構方面，迪士尼學院課

程在執行上有諸多必須考量之處，包括課程與參訪需交互結合、競爭

敏感性因素。2013 年嘗試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合作辦理觀光遊樂

業經營管理課程，獲得受訓菁英正面評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在 QS 亞洲大學排名中，從 2010 至 2014 年

一直位於前 20 名之內，2014 年甚至獲得第 7 名的佳績。另外在泰晤

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中，從 2012 年至 2014 年已經連續獲得亞洲

大學排行第 11 名。該校的商學院相當專精於精算學、銀行與金融、

人力資源、資訊科技、市場行銷、觀光與接待管理等學科，商學院提

供之企管碩士課程 (MBA) 於 2014 年 10 月榮獲經濟學人世界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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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大排名第 66 名(The Economist MBA ranking)，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 (EMBA) 則是榮獲英國金融時報 EMBA 百大排名第8名的殊榮。

考量過往合作經驗、培訓機構標竿性與訓練資源，建議可與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合作辦理觀光遊樂業訓練課程，訓練對象除了高階主管，

建議也納入協理級以上的中階部門主管，才有助於應用與落實。 

海外參訪部分，觀光遊樂業菁英的觀摩重點多在服務、硬體設施、

園區造景、表演等。考量氣候、消費者特性、主要國際旅客來臺國家

等，建議安排參訪亞洲地區的國際性主題樂園，因為經營環境類似業

者也較能仿效及應用，日本有迪士尼渡假園區、環球影城，星馬則有

樂高樂園、環球影城，皆可列為未來實地參訪地點。此外，也有受訓

菁英建議參訪地點可破除大品牌迷思，有些地區性遊樂園也有其獨特

經營特色，仍可列入參訪對象。行程規劃上，建議安排半天專人導覽、

一天園區體驗以及半天的參訪心得交流。 

(四) 針對旅行業，規劃國內不同主題訓練課程，安排國外企業拜會交

流以及特色旅遊行程體驗 

1. 辦理現況 

在旅行業部份，2010 年未有專屬的團體訓練計畫，自 2011 年起

赴美國夏威夷大學、日本 JTB 旅行社以及 2014 年選赴日本 HIS 旅行

社學習。學習主軸從旅遊經營管理，更朝向旅遊業組織、旅遊產業供

應鏈整合、旅遊產品設計與門市經營等實務議題發展。然而，我國旅

行業者家數眾多，除了少部分大型業者外，多數是小規模的甲種或乙

種旅行社。換言之，每年度旅行業團體訓練的受訓菁英其經營規模與

經營範疇差異很大，因此不易從中收斂學員的訓練需求，而返國後的

學習應用也較不顯著。此外，就報名人數以及最終甄選出的受訓菁英

人數，旅行業也是逐年銳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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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成效與缺口 

針對旅行業的訓練需求，一直苦於尋找出最適合的培訓機構。學

校型的培訓機構，學員會覺得學習收穫與實務連結度弱；但企業型的

培訓機構，對方因為考量營業機密等因素不便做太深入的分享，但學

員多希望能獲取對方的內部營運訣竅 (know how)，因此會反應學習

不夠專精，常有實地觀摩在執行上有期待落差的原因之一。 

此外，向國外取經固然可開拓視野，但各國旅行業者所面臨的經

營環境、法規、消費者習性不同，這也是菁英們回饋返國後應用不易

的原因。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旅行業的訓練成果應用在企業端希望帶動中小型業者轉型升級，

在產業面則是希望帶動 inbound 市場，因此近三年的訓練主題多環繞

旅行業組織發展及旅遊商品設計與企畫，期望業者透過市場區隔、商

品差異化等方式來競爭，而非只採價格競爭。 

因此建議旅行業鎖定高階主管、產品行銷企畫相關部門主管為培

育對象。在訓練課程規劃上，建議著重於國內課程，除了旅遊商品與

企畫課程外，可再增加旅遊消費趨勢的主題，例如高齡化、少子化、

單身化、臺灣主要商圈發展等，以及經營管理方面的應用與趨勢，包

括社群行銷、APP 應用等，引導業者挖掘旅遊商品新元素，進行產品

創新而非一味參考其他業者的行程。針對這樣多元化的訓練主題，就

必須與多家培訓機構合作開設課程，取其專長之議題。例如高齡化、

少子化、單身化的社會發展趨勢與潛在商機，可邀請法人智庫分享研

究與調查結果；台灣主要商圈發展、觀光工廠或觀光景點等，可邀請

地方推廣單位或協會進行分享；社群行銷、APP 應用等，則可邀請業

者分享實務操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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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旅行業者的經營規模與經營範疇差異甚大，然而經營規模也

反映出企業可投入之資源多寡 (包括在人力與財務方面)，為避免業者

在接受訓練後卻有「想應用但資源不足」的感嘆，建議在課程辦理上

可先依據企業員工人數劃分開設兩班。依據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中

的認定標準，服務業經常雇用員工數未滿 100 人者為中小企業，但此

定義對於旅行業而言仍太高，故建議先以員工數 50 人為劃分門檻，

分別針對大型與中小型業者辦理訓練課程。 

海外參訪則鎖定 1-2 個主題安排企業拜會進行交流，才能獲得深

入的經營知識與經驗，此外也可以安排駐外單位拜會，以瞭解國際旅

客來臺消費偏好與趨勢。在實地觀摩方面，安排特色旅遊行程體驗或

是特色景點包裝為觀摩主軸，刺激業者在旅遊元素組合以及服務傳遞

上的新思維。 

(五) 針對旅宿業，引入美國康乃爾大學課程並安排 4 星級與 5 星級以

上飯店與特色旅館進行實地觀摩 

1. 辦理現況 

旅宿業 2010 到 2011 年赴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主要學習

國際旅館及餐廳經營管理；2012 到 2013 年則分別赴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與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學習國際旅館、餐廳及會展經營管理， 

2014 年更赴最具指標性的美國康乃爾大學進行學習。依據受訓菁英

回饋，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課程較適合基層與中階管理者，也

可能是因為該年度訓練目標設定也較偏向部門層級 (中階管理) 的營

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以及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教學資源豐富，

但為了滿足所有菁英的學習需求，安排許多課程主題但也縮短了時數 

(一個主題約 3 小時)，甚為可惜。 

2. 辦理成效與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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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業的培訓機構都是學校型，因此所能提供的課程主題豐富度、

完整度與系統化程度都是最高的。然而，旅宿業專業領域五花八門，

因此在收斂學員的學習需求時，很難滿足每一位受訓菁英的學習目標。

再加上若同一年度團體訓練的受訓菁英層級差異大時，就會出現部分

學員覺得課程偏難、但部分學員覺得課程簡單的感受差異。 

近年因來臺旅客大幅成長，帶動旅宿業需求，新飯店不斷成立，

也造成旅宿業中高階主管不足的現象。我國旅宿業發展已進入品牌整

合、集團化、特色化，在管理與經營策略上更需向國際借鏡，才能從

量變造成質變。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依據產業人才發展需求，建議在旅宿業鎖定高階主管為培育對象。

而歷年曾合作過的國外培訓機構，法國藍帶餐飲學院課程較適合中階

管理者，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的課程較偏向歐洲系統，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以及美國康乃爾大學的課程較接近我國旅宿業經營環境

所需。其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課程也是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合作，

因此建議直接往源頭取經，與美國康乃爾大學合作，引入適合高階管

理者的 GMP (General Managers Program) 課程。 

康乃爾大學無論在QS世界大學排名或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

排行榜，從 2010 年至 2014 年均落在世界排名 20 名之內，該校旅館

管理學院是全美第一所提供旅館管理專業課程的學校，更是全球觀光

餐旅產業教學研究排名第一的系所。依據飯店及旅遊研究期刊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Research) 在 2009 年 11 月發表的

「全球百大飯店及旅遊課程排行榜 (A World Ranking of the TOP 100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Programs)」，該研究統計 1992 年至 2006 年期

間，全球各著名觀光餐旅院校刊登 11 種飯店及旅遊研究學術期刊的

文獻數量，其中康乃爾大學旅館管理學院在統計時間共刊登 480 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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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榮登全球之冠。同時，該學院共有 60 多位各領域專職教師，另

設有實習飯店 (The Statler Hotel) 提供該學院學生實務操作的教學，

旅館並實際對外營運。 

康乃爾大學的 GMP (General Managers Program) 課程為一個短

期 10 天的訓練課程，自辦理以來的 31 年間，已有超過 1700 名、來

自超過 100 個國家的從業人員參加。該課程著重於管理與策略性思考，

深入並精準的聚焦於飯店管理中的策略性議題，有助於擴大知識基礎、

開拓視野並產生新的問題解決方案。不論是旅館專業課程 (如營收管

理) 還是高階管理課程 (如領導、策略)，康乃爾大學都有豐富的訓練

資源，在經營創新議題方面 (如網路、社群) 也有豐富的研究成果與

實務案例。此外，美國康乃爾大學旅館管理學院豐富的校友資源也是

一大優勢。 

海外參訪部分，建議安排國際酒店集團不同品牌的參訪，或是特

殊主題的特色飯店，如：百年旅館、環保飯店、科技飯店等。並可借

助康乃爾大學校友資源，或是我國同一國際酒店集團下的飯店協助邀

約，以提升成功拜訪機率。地點方面，新加坡與泰國聚集許多國際品

牌飯店也擁有各類型的國際旅客，可使受訓菁英在單一城市參訪到不

同類型的飯店，並學習如何滿足不同國際旅客的需求 

四、返國後成效應用與擴散 

(一) 定期追蹤訓練成效應用結果 

觀光菁英訓練成效應是持續、累進式的擴散，尤其許多學習成果

應用在工作上時，短期內不易看出成效。歷年未系統化的進行菁英訓

練成效追蹤，因此，建議未來以滾動方式定期追蹤訓練成效應用，例

如每年追蹤前 3 年受訓菁英的訓練成效應用結果，如 2014 年追蹤

2011~2013 年受訓菁英、2015 年追蹤 2012~2014 年受訓菁英…以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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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二) 運用多元管道擴散觀光菁英訓練成效 

1. 辦理現況 

受訓菁英返國後，除了將所學應用在工作上，也透過以下幾個方

式進行訓練成果擴散，包括：(1) 返國後當年度在公司內部辦理分享

會；(2) 受訓菁英擔任企業內部講師，持續擴散訓練成果；(3) 受訓

菁英個人接受邀約，至學校、公協會、地方訓練機構等進行經驗分享；

(4) 交通部觀光局於 2013 年起，將國外訓練內容轉化為教案，由各年

度各團體訓練的受訓菁英接受種子講師培育，通過考核後成為種子講

師，擔任訓練課程的講師。 

2. 辦理成效與缺口 

受訓菁英返國後的擴散獲得正面肯定，不論是擔任課程講師、到

學校分享、或是進行產業輔導，可擴大辦理。 

3. 未來推動優化作法 

除了目前已有的訓練成果回饋與擴散方式，建議可再增加以下方

式： 

(1). 辦理受訓菁英分享座談會：此活動對象為沒有參加過菁英訓練的

產業人才，可以辦理多場次、請在地的觀光菁英分享學習經驗，

不僅可以幫助其他企業開拓視野，也可達計畫宣傳之效。 

(2). 辦理受訓菁英交流座談會：此活動對象為各年度的受訓菁英，內

容著重於分享菁英們在受訓歸國後，針對企業內部做了那些改善

或是創新作為，可供其他菁英參考、仿效，進行相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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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訓練應用成效案例化 

訓練應用成效案例化綜觀歷年菁英的訓練應用成果，從服務品質

提升、企業內部管理制度改善、企業品牌與經營策略再定位、企業人

才培育體系建立、產學合作、引進國外訓練機構能量等，都可以編撰

成應用案例，以出版專刊、媒體露出、甚至結合國外訓練教案成為教

學案例，來供觀光同業觀摩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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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2010 年-2013 年團體訓練主題與行程表 

一、觀光遊樂業 

(一) 2010 年美國迪士尼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Disney’s Approach to Service Quality 優質服務 

訓練期間：2010 年 6 月 13 日~6 月 25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6/12 (日) 臺北－美國境內 (轉機) －奧蘭多  

第 2 天 6/13 (一) 迪士尼課程主題(1)：Service Quality  

第 3 天 6/14 (二) 迪士尼課程主題(2)：Service Quality 及迪士尼園區實地體驗  

第 4 天 6/15 (三) 迪士尼課程主題(3)：Service Quality 及迪士尼園區實地體驗  

第 5 天 6/16 (四) 迪士尼課程主題(4)：Service Quality 及迪士尼園區實地體驗  

第 6 天 6/17 (五) 艾波卡特中心 EPCOT CENTER 遊樂園管理實地觀摩  

第 7 天 6/18 (六) 動物王國 ANIMAL KINGDOM 遊樂園管理實地觀摩  

第 8 天 6/19 (日) MGM STUDIO THEME PARK 遊樂園管理實地觀摩  

第 9 天 6/20 (一) 環球影城 主題樂園管理實地觀摩  

第 10 天 6/21 (二) 奧蘭多 - 大沼澤國家公園- 邁阿密  

第 11 天 6/22 (三) 邁阿密 beach 園地觀摩 THEME 邁阿密  

第 12 天 6/23(四) 邁阿密-Tampa (清水海灘)- 奧蘭多  

第 13 天 6/24(五) 班機飛離美國 轉機  

第 14 天 6/25(六) 班機抵達臺灣  

(二) 2011 年美國迪士尼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Disney’s Approach to Brand Loyalty 品牌忠誠度、 

Disney’s Approach to Inspiring Creativity 激發創造力 

訓練期間：2011 年 6 月 12 日~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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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6/12 (日)  臺北－東京(轉機) －明尼亞波利聖保羅 (轉機)－奧蘭多 

第 2 天  6/13 (一)  

迪士尼園區介紹 

迪士尼課程主題 1：Brand Loyalty (1)  

第 3 天  6/14 (二)  迪士尼課程主題 1：Brand Loyalty (2)及迪士尼園區實地體驗  

第 4 天  6/15 (三)  迪士尼課程主題 1：Brand Loyalty (3)及迪士尼園區實地體驗  

第 5 天  6/16 (四)  迪士尼課程主題 1：Brand Loyalty (4)及迪士尼園區實地體驗  

第 6 天  6/17 (五) 

拜會 Visit Orlando 及課程複習  

迪士尼課程主題 2：Inspiring Creativity (1) 

第 7 天  6/18 (六) 
迪士尼課程主題 2：Inspiring Creativity (2)及迪士尼園區實地

體驗  

第 8 天  6/19 (日)  
迪士尼課程主題 2：Inspiring Creativity (3)及迪士尼園區實地

體驗  

第 9 天  6/20 (一) 迪士尼課程主題 2：Inspiring Creativity (4)及結業典禮  

第 10 天  6/21 (二) 奧蘭多－底特律 (轉機)   

第 11 天  6/22 (三) 底特律－ (東京) －臺北  

(三) 2012 年美國迪士尼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Disney’s Approach to Leadership Excellence 優質領導 

訓練期間：2012 年 5 月 28 日~6 月 7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5/28 (一)  臺北－東京 (轉機) －底特律 (轉機) －奧蘭多  

第 2 天  5/29 (二)  
1.迪士尼園區介紹 

2.迪士尼課程－開幕式及 Leadership Excellence (1) 

第 3 天  5/30 (三)  
1.迪士尼課程－Leadership Excellence (2) 

2.實地觀摩－Disney’s Magic King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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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天  5/31 (四)  

1.迪士尼課程－Leadership Excellence (3)  

2.實地觀摩－Disney’s Animal Kingdom®  

第 5 天  6/1 (五)  

1.迪士尼課程－Leadership Excellence (4)&結業式 

2.迪士尼課程－The Business Behind the Magic 

3.迪士尼園區實地觀摩－Disney’s Hollywood Studio® 

第 6 天  6/2 (六)  迪士尼園區實地觀摩－Epcot®   

第 7 天  6/3 (日)  

實地觀摩－Universal’s Island of Adventure® 

(含 The Wizarding World of Harry Potter™)及 Universal 

Studios®   

第 8 天  6/4 (一)  實地觀摩－Sea World Orlando®   

第 9 天  6/5 (二)  

1.拜會 Visit Orlando 

2.實地觀摩－LEGOLAND®  Florida 

第 10 天  6/6 (三)  奧蘭多－底特律 (轉機)   

第 11 天  6/7 (四)  底特律－東京 (轉機) －臺北  

(四) 2013 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觀光遊樂業經營管理 

訓練期間：2013 年 9 月 8 日~9 月 15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9/8 (日)  
上午：臺北／新加坡 

下午：實地觀摩－新加坡城市觀光發展  

第 2 天  9/9 (一)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1)：  

Strategy & Value of Differentiated Offering  

第 3 天  9/10 (二)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2)：  

Strategy & Value of Differentiated Offering  

第 4 天  9/11 (三)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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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the Customer: Managing and Exceeding 

Expectations  

第 5 天  9/12 (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4)：  

Leadership & Strategic Thinking  

第 6 天  9/13 (五)  實地觀摩－聖淘沙名勝世界 (含環球影城)  

第 7 天  9/14 (六)  實地觀摩－馬來西亞 樂高樂園  

第 9 天  9/15 (日)  
上午：實地觀摩－濱海灣金沙酒店 

下午：新加坡／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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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行業 

(一) 2011 年美國夏威夷大學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旅遊經營管理與發展訓練 

訓練期間：2011 年 9 月 24 日~10 月 3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9/24 (六) 文化體驗與城市規劃－夏威夷檀香山  

第 2 天 9/25 (日) 休閒與生態觀光－古蘭尼牧場  

第 3 天 9/26 (一) 
1. 歡迎式＆目的地行銷  

2. 資訊科技、行銷與觀光、許可式行銷、新媒體科技 

第 4 天 9/27 (二) 

1. 產品創新發展  

2. 旅行業行銷  

3. 實地觀摩(希爾頓夏威夷渡假村) 

第 5 天 9/28 (三)  
1. 目的地行銷、整合品牌行銷  

2. 會展產業趨勢 

第 6 天 9/29 (四)  

1. 旅行業行銷  

2. 資訊科技、行銷與觀光、觀光業資料庫與電子商務  

3. 實地觀摩(夏威夷會議中心) 

第 7 天 9/30 (五)  
1. 旅行及觀光趨勢  

2. 結業式 

第 8 天 10/1 (六) 休閒與生態觀光－夏威夷大島／火山國家公園  

第 9 天 10/2 (日) 產業觀光－夏威夷大島／茂納羅亞火山豆工廠  

第 10 天 10/3 (一) 傳統文化新觀念－波里尼西亞文化村  

(二) 2012 年日本 JTB 旅行社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旅遊產業供應鏈整合、旅遊產品設計及企畫研習 

訓練期間：2012 年 8 月 28 日~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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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8/28 (二)  臺北松山－東京羽田  

第 2 天 8/29 (三)  

1. 開業式  

2. 拜會日本旅行業政府單位及組織－日本旅行業供應鏈介

紹  

第 3 天 8/30 (四)  

1. 日本立教大學課程－日本觀光產業行銷  

2. 日本 JR East (東武特急)－日本 Inbound 市場推廣及產品

開發  

第 4 天 8/31 (五)  
日本重要觀光景點及周邊規劃－舊地區與新景點之融合發

展  

第 5 天 9/1 (六)  

1. 日本鐵道旅遊  

2. 農村體驗－日本觀光環境/飲食/健康規劃  

第 6 天 9/2 (日) 日本鐵道旅遊及農村體驗－區域活化、療癒行程開發 

第 7 天 9/3 (一) 

1. JTB 旅遊產品設計及企畫  

2. 實地觀摩 －銀座皇家之路、秋葉原  

第 8 天 9/4 (二) 

1. JTB 健康旅遊研究所－健康醫療觀光產業設計  

2. 實地觀摩－日本醫療及健康觀光中心  

第 9 天 9/5 (三) 

1. .JTB 專題課程－日本觀光趨勢、組織扁平化、產業創新

及異業結盟  

2. 分組討論及發表、講師回饋  

3. 結業式  

第 10 天 9/6 (四)  東京羽田－臺北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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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3 年日本 JTB 旅行社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旅行業組織發展、主題旅遊企畫、門市經營 

訓練期間：2013 年 8 月 25 日~9 月 1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8/25 (日)  桃園 / 札幌  

第 2 天 8/26 (一)  

1. 開業式 (研修目標、JTB 簡介及北海道地區經營策略)、

北海道在地觀光特色概要 

2. 人氣觀光地商品化－JR 北海道結合旭山動物園個案研討 

3. 北海道甜點(運用當地農產品)競賽帶動觀光人潮之個案

研討  

第 3 天 8/27 (二)  NPO 法人旭山動物園講座及實際實習  

第 4 天 8/28 (三)  
JTB 北海道與星野渡假村之集客戰略  

星野渡假村演講 (營運介紹、冬季渡假勝地之夏季銷售方法)  

第 5 天 8/29 (四) 
北海道觀光推廣機構如何協助當地發展特別旅遊產品、結業

式  

第 6 天 8/30 (五)  
實地觀摩－JR 北海道與旭山動物園結合之在地化旅遊產品 

(瀧川、旭山動物園、男山造酒資料館、層雲峽溫泉)  

第 7 天 8/31 (六)  
實地觀摩－美瑛及星野渡假村：運用北海道當地天然觀光資

源發展高人氣旅遊產品  

第 8 天 9/1 (日) 
實地觀摩－星野渡假村 

返回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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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宿業 

(一) 2010 年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國際旅館及餐廳經營管理 

訓練期間：2010 年 9 月 4 日~9 月 18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9/4 (六)  臺北(Taipei)／布里斯班(Brisbane)  

第 2 天 9/5 (日)  布里斯班(Brisbane)／阿得雷德  

第 3 天 9/6 (一)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Official Welcome & Le Cordon Bleu presenta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brand concept by management 

(2) Managing Hospitality nternational brand concept text  

第 4 天 9/7 (二)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Consumer Behaviour  

(2) International Wine Industry Inc a wine appreciation & 

tasting experience  

第 5 天 9/8 (三)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Food & Wine Tourism Regional Development 

(2) Professional IP Managing the Brand to Industry - & hotel 

rating assessments 

第 6 天 9/9 (四)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Event Marketing  

(2) Decision Making for Hotel Managers  

第 7 天 9/10 (五)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Cost Control of Food & Beverage  

(2) Restaurant Concepts & Management 

晚餐；Graduation &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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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天 9/11 (六)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  

(2) Graduation & presentation of certificates  

第 9 天 9/12 (日)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Field Trip，Victor Harbour  

(2) Field Trip，McLaren Vale wine region  

第 10 天 9/13 (一)  
城市規劃與文化體驗： 漢道夫德國村 Hahndorf、莫瑞頓沙

島 Moreton Island  

第 11 天 9/14 (二)  休閒及生態觀光：莫瑞頓沙島  

第 12 天 9/15 (三)  

產業觀光： 凡塞斯宮殿旅館 Palazzo Versace、黃金海岸旅

遊局 Gold Coast Tourism、皇家私人遊艇、水上教堂 Gold 

Coast Floating Chapel  

第 13 天 9/16 (四)  
休閒農業觀光：Racv Royal Pines Resort、天堂鄉農莊 Paradise 

Country、木星賭場酒店 Conrade Jupiters  

第 14 天 9/17 (五)  
(1) 生態觀光及拜會官方機構  

(2) 布里斯班／臺北  

第 15 天 9/18 (六)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二) 2011 年法國藍帶餐飲學院澳洲分校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國際旅館及餐廳經營管理 

訓練期間：2011 年 9 月 2 日~9 月 11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9/2 (五)  臺北(Taipei)／雪梨 (Sydney)  

第 2 天 9/3 (六)  雪梨 (Sydney)／阿得雷德  

第 3 天 9/4 (日)  Field Trip：Mt Lofty Handoff Wineries/Barossa Valley  

第 4 天 9/5 (一)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Official Welcome & Contemporar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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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2) Managing Hospitality ntemternational  Events Context 

Field Trip：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第 5 天 9/6 (二)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International 

Wine Industry: wine appreciation & tasting experience & Food 

and Beverage Philosophy 

第 6 天 9/7 (三)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Field Trip ：Paracombe Winery 

(2) Quality Service Management  

(3) Professional IP Managing the Brand to Industry & hotel 

rating assessments  

第 7 天 9/8 (四)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Decision Making for Hotel Managers (1) HOTS  

(2) Decision Making for Hotel Managers (2) HOTS  

第 8 天 9/9 (五)  

法國藍帶餐飲學院 Le Cordon Bleu) 全日課程：  

(1) Cost Control of Food & Beverage  

(2) Restaurant Concepts & Management  

第 9 天 9/10 (六)  阿得雷德／布里斯班  

第 10 天 9/11 (日)  布里斯班／臺北(Taipei)  

(三) 2012 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國際旅館、餐廳及會展經營管理 

訓練期間：2012 年 9 月 16 日~9 月 24 日 

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9/16 (日) 桃園國際機場－香港(轉機)－新加坡  

第 2 天 9/17 (一) 
1. 開業式&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Leadership in 

The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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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地觀摩－百年精緻五星酒店 萊佛士酒店 

第 3 天 9/18 (二) 

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Strategic Marketing 

Management for Hospitality  

2. 實地觀摩－金沙酒店  

第 4 天 9/19 (三) 

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Brand Leadership－

Creating, Developing & Managing Brand Equity for Better 

Business Performance 

2. 實地觀摩－名勝世界  

第 5 天 9/20 (四) 

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Revenue Management 

2. 拜會新加坡旅遊局 

第 6 天 9/21 (五) 

1.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全日課程：Leveraging Cultural 

Intelligence for Effective Negotiation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2. 結業式 

第 7 天 9/22 (六) 新加坡文化觀光、新加坡－馬來西亞 

第 8 天 9/23 (日) 觀光產業觀光－雲頂高原娛樂城  

第 9 天 9/24 (一) 

觀光產業觀光－回教國家之品牌五星酒店  

The Ritz-Carlton, Kuala Lumpur、Mandarin Oriental Kuala 

Lumpur 

第 10 天 9/25 (二) 

拜會馬來西亞旅遊局  

吉隆坡－香港(轉機)－桃園國際機場  

(四) 2013 年瑞士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團體訓練 

訓練主題：國際旅館、餐廳及會展經營管理課程 

訓練期間：2013 年 5 月 25 日~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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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訓練課程與觀摩行程 

第 1 天 5/25 (六)  臺北/ 香港 /蘇黎世  

第 2 天 5/26 (日)  

蘇黎世 / 日內瓦  

實地觀摩－日內瓦 Four Seasons Hotel des Bergues Geneva 

蒙投 (Montreux) / Crans-Montana  

第 3 天 5/27 (一)  

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全日課程 (1)：  

1. Hospitality Revenue Management  

2. Hospitality Sustainability  

第 4 天 5/28 (二)  

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全日課程 (2)：  

1. Food & Beverage Cost Control 

2. Hospitality Branding  

第 5 天 5/29 (三)  

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全日課程 (3)：  

1. Hospitality Investment (TBC) 

2. Site visit -學校廚房及餐廳  

第 6 天 5/30 (四) 

雷赫士旅館管理大學全日課程 (4)：  

1. Competitive Financial Strategy in Hospitality 

2. International Event Marketing  

第 7 天 5/31 (五) 
1. 實地觀摩－Fairmont Montreux Palace  

2. 格魯耶爾－乳酪工廠  

第 8 天 6/1 (六)  

1. 實地觀摩－策馬特小鎮 (無車城市)  

2. 實地觀摩－HOTEL MATTERHORN FOCUS 及 Albana 

Real hotel Zermatt  

第 9 天 6/2 (日) 
策馬特/ 盧森 (Lucerne) 

實地觀摩－Grand Europe Lucern  

第 10 天 6/3 (一) 
實地觀摩－盧森 (瑞士的濃縮) 、萊茵瀑布  

盧森/ 史坦恩 (Stein-am-Rhein) / 蘇黎世 (Zurich)  

第 11 天 6/4 (二)  1. 瑞士旅遊局(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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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實地觀摩－蘇黎世當地旅館 

蘇黎世 /香港  

第 12 天 6/5 (三)  香港 /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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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成效調查問卷 

您好：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接受交通部觀光局委託，進行「觀光菁英甄選暨赴

國外訓練計畫成效調查」，希望透過本次調查瞭解觀光菁英赴海外受訓後，應

用訓練成果於自身職涯以及對企業經營方面的轉變與提升。您的寶貴意見將做

為交通部觀光局未來產業人才發展政策方向擬定之參酌，受訪者資料絕不外

洩，請您放心填答。 

 

S1.受訪者基本資料： 

1.受訪者姓名：           

2.現職單位：                                           

3.部門：                 

4.職稱：                 

5.電話：                 

6.手機：                 

7.E-mail：                                    

8.年齡： □ 25 歲以下  □ 25~34 歲  □ 35~44 歲 

□ 45~54 歲   □ 55~64 歲  □ 65 歲 (含)以上 

9.產業年資： □ 3 年以內    □ 3~5 年    □ 6~10 年  

□ 11~15 年    □ 16~20 年   □ 21 年 (含)以上 

10.教育程度： □ 高中職或專科  □ 大學  □ 碩士  □ 博士 

11.職位： □ 基層 (主任級以下)  

□ 中階 (經副理級) 

□ 高階 (協理級以上或經營者) 

□ 教師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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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行前訓練的影響 (僅 2012年、 2013年之團體訓練受訓菁英填寫) 

行前訓練： 

  自 2012 年起，參加「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計畫」之團體訓練學員，必須要

參加 2 天的行前訓練。行前訓練分兩部分，一個為國外訓練內容說明、費用核銷、心得

報告撰寫要點與繳交方式，另一部分則是參考該團體訓練主題，規劃相關訓練課程，如：

領導，使受訓學員具有先備知識、凝聚團體共識及學習精神。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參與行前訓練之前，我認為行前訓練有其必要 ·······  □ □ □ □ □ 

2.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提高參與動機 ···················  □ □ □ □ □ 

3.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瞭解行前事項 ···················  □ □ □ □ □ 

4.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增進彼此認識 ···················  □ □ □ □ □ 

5.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凝聚團體共識 ···················  □ □ □ □ □ 

6. 行前訓練可讓參訓練員做好心理準備 ···················  □ □ □ □ □ 

7. 整體來說，我認為行前訓練有辦理之必要 ·············  □ □ □ □ □ 

S3. 訓練課程滿意度：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 課程內容有助於拓展觀光人才國際視野 ················  □ □ □ □ □ 

2. 課程內容有助於促進臺灣觀光產業服務品質與國際之

接軌 ·····························································  

□ □ □ □ □ 

3. 課程內容有助於增進觀光人才專業知識與技能 ·······  □ □ □ □ □ 

4. 課程內容有助於強化未來產業政策或企業經營之參考 □ □ □ □ □ 

5. 課程內容有助於提升個人未來工作或學術發展 ·······  □ □ □ □ □ 

6. 課程結合互動式研討有助於提升觀光人才國際交流及

溝通能力 ·······················································  

□ □ □ □ □ 

7. 課程模式結合專家授課及實地訪視有助於強化學習效

果 ································································  

□ □ □ □ □ 

8. 課程之規劃有助於促進產業知識與學術理論之整合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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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9. 課程之訓練天數安排充足 ··································  □ □ □ □ □ 

10. 研習機構為觀光產業標竿楷模或觀光專業學術單位 □ □ □ □ □ 

S4.訓練成效 

題  目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沒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一、學習成效 

參加觀光菁英海外訓練對知識增進與態度改變情形 

1.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開拓視野 ······················  □ □ □ □ □ 

2.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經營管理之知識 ·······  □ □ □ □ □ 

3.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自我信心 ················  □ □ □ □ □ 

4.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服務技能之知識 ·······  □ □ □ □ □ 

5.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組織領導之知識 ·······  □ □ □ □ □ 

6.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服務品質之知識 ·······  □ □ □ □ □ 

7. 我認為赴國外受訓有助於提升品牌管理之知識 ·······  □ □ □ □ □ 

二、工作成效 

參加觀光菁英海外訓練對工作改善情形 

1.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運用在工作之中 ················  □ □ □ □ □ 

2.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成果用在員工訓練或學生教育上 ·  □ □ □ □ □ 

3. 我有將海外訓練成果擬訂工作改善的計畫 ·············  □ □ □ □ □ 

4. 我有將工作改善的計畫進一步加以實踐 ················  □ □ □ □ □ 

5. 我有將海外訓練的學習成果提出創新的提案 ··········  □ □ □ □ □ 

6. 我有將創新的提案進一步加以實踐 ······················  □ □ □ □ □ 

7. 在通過訓練後，我的工作更加受到同事的肯定 ·······  □ □ □ □ □ 

8. 在通過訓練後，我的工作更加受到長官的肯定 ·······  □ □ □ □ □ 

9.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效率 ················  □ □ □ □ □ 

10.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動力 ··············  □ □ □ □ □ 

11.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信心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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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領導能力 ··············  □ □ □ □ □ 

13.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解決問題能力 ········  □ □ □ □ □ 

14.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溝通協調能力 ········  □ □ □ □ □ 

15.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工作教導能力 ········  □ □ □ □ □ 

16. 海外訓練的成果有效提升我的整體表現 ··············  □ □ □ □ □ 

三、經營成效 

參加觀光菁英海外訓練對經營成效的改善情形 

1.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公司營業提升有正面幫助 ····  □ □ □ □ □ 

2.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服務品質改善有正面幫助 ····  □ □ □ □ □ 

3.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成本控管有正面幫助 ··········  □ □ □ □ □ 

4.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人員留任提升有正面幫助 ····  □ □ □ □ □ 

5.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人員離職率降低有正面幫助 ·  □ □ □ □ □ 

6. 我認為參加海外訓練對顧客滿意度提升有正面幫助 ·  □ □ □ □ □ 

 
 

問題到此全部結束，非常感謝您的熱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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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深度訪談題綱 

一、觀光遊樂業 

1. 請問您參加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的動機為何？ 

2. 請問您認為訓練課程(包含參訪)與原先設定的學習目標及成效相

符程度。 

3. 請問培訓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培訓能力？ 

4.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同儕、部門、

企業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響之層

面回答) 

 品牌定位 

 硬體建置 (遊樂、園藝、工程設備等) 

 服務品質 (SOP、餐飲、活動、在地化服務等) 

 行銷管理 (目標市場、消費分析、整合行銷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賦權等) 

 營收管理 (財務等) 

5.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同儕、部門、企業有何正面的貢獻？

(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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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企業文化的改變 

 組織管理的改變 

 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6.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7.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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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行業 

1. 請問您參加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的動機為何？ 

2. 請問您認為訓練課程(包含參訪)與原先設定的學習目標及成效相

符程度。 

3. 請問培訓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培訓能力？ 

4.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同儕、部門、企業

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響之層面回

答) 

 品牌定位與策略 

 產品企劃 (鐵道、醫療、鄉村、銀髮、身障等主題旅遊) 

 行銷管理 (市場開發、門市、通路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等) 

 營收管理 (財務等) 

 異業結盟 

5.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同儕、部門、企業有何正面的貢獻？

(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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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文化的改變 

 組織管理的改變 

 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6.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7.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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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宿業 

1. 請問您參加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的動機為何？ 

2. 請問您認為訓練課程(包含參訪)與原先設定的學習目標及成效相

符程度。 

3. 請問培訓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培訓能力？ 

4.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同儕、部門、企業

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響之層面回

答) 

 品牌定位 

 硬體建置 (工程設備、裝置藝術、節能環保等) 

 服務品質 (SOP、管家、客房、餐飲、活動、在地化服務等) 

 行銷管理 (市場開發、MICE、銷售技巧、公關服務等) 

 人資管理 (選才、教育訓練、輪調排班等) 

 營收管理 (財務等) 

5.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同儕、部門、企業有何正面的貢獻？

(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投資額、營業額、銷售量、利潤的提升 

 產品與服務品質的提升 

 顧客滿意度的提升 

 企業品牌形象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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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文化的改變 

 組織管理的改變 

 其他企業核心能力的提升 

6.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7.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或產業其它回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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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專院校觀光相關科系 

1. 請問您參加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的動機為何？ 

2. 請問您認為訓練課程(包含參訪)與原先設定的學習目標及成效相

符程度？ 

3. 請問培訓單位是否有足夠之專業與培訓能力？ 

4. 請問參與觀光菁英甄選暨赴國外訓練後，對於受訓人本人、系所、

學生、學校造成的影響與改變？(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影

響之層面回答) 

 課程 

 教材 

 著作 

 研究 

 產學合作 

5. 請問上述之影響與改變，對於受訓人本人、系所、學生、學校有

何正面的貢獻？(您可參酌以下諸層面，選擇具貢獻之層面回答) 

 個人晉升、獲獎 

 著作與研究 

 教學滿意度的提升 

 個人、系所、學校形象的提升 

 其他個人、校務核心能力的提升 

6. 對於觀光局未來若進行類似的觀光菁英訓練案有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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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請問菁英受訓後，除現有種子教師回饋產業與觀光局方式外，是

否能提供觀光局其它回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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