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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於社會趨勢與脈動皆與國際接軌，加上對大陸政策的開放，以休閒觀光為主的嘉

義地區餐飲業蓬勃發展，諸如越式料理、泰式料理、韓式料理、甚至法國料理皆紛紛開

店，相信未來更多的大陸地方口味、特殊小吃等餐廳定會加入此餐飲競爭市場。再加上

餐飲業屬於進入障礙相對較低的產業，如何應付潛在競爭者的威脅，會是每一位餐廳經

營業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研究乃依據剛創業之餐廳，在營業半年之後，在資金、人力與設施有限的情況

下，以 SWOT 及 STP 分析來探討該餐廳之經營管理、產品定位與行銷策略，做分析診斷，

給予廠家較好的建議，提供餐廳往後經營管理上之參考。 

    經本研究分析，除將餐廳內部管控修正外，找出對餐廳有利的機會與不利威脅，並

將餐廳所有功能如生產、行銷、財務、組織等，經由差異化分析，價低成本結構提升產

品價值，將公司投入轉換成顧客價值，改變餐廳經營策略或可改善經營績效。建議應優

先以園區內長青學苑學員、日間照顧及老年住宅之老人長者為主要消費服務對象，採平

價、以輕食為主要餐點之產品定位，價格以平日消費單點式菜單為主，另外來客須配合

廣告作筵席團體聚餐的桌菜，提升來客數、營收狀況，及場地利用率，以在管理控制下

增加獲利，以期餐廳之永續經營。  

 

 

 

關鍵字：創業、經營管理、產品定位、行銷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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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嘉義市「長春藤」餐廳，位於嘉義市政府「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一樓，該地點是

市政府為提供長青老人休閒活動的地方，其經營管理由嘉義基督教醫院承接。基於服務

社會，給與學生與業界接觸機會，並讓學生有實作實習的經驗，該餐廳提供了學生良好

的實習場所，使學校理論課程與實際餐廳營運結合，達到產學結合之目的。餐廳於97年

1月開使營業，開始期間，於資金、人力與設施投入有限的情況之下，營業狀況不如規

劃，此研究根據六個月經營期間所產生之經營管理問題加以探討與分析，並提供建議，

以為後續開店經營之餐廳，作一經營管理規劃之參考。 

二、餐廳設立背景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為嘉義市政府建置，後由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承租，

目的為提供嘉義市老年朋友一個休閒娛樂學習的場所，服務中心為一個集住宿、娛樂、

休閒一體的設施大樓，其服務項目包括：1、長青學苑：長青新學園終身新學習，日間

照顧：健康管理、生活照顧、機能訓練、康樂律動、人文藝術、生活才藝、社交發展等。

2、老人住宅：保護性看護、生活支援、健康管理、休閒文康、資訊諮詢。 

 服務設施尚包括元氣動能中心、按摩坊、柑仔店、咖啡吧、棋藝茶軒、養生餐廳、

KTV、MTV、圖書室、天倫活動室等，而服務對象則為設籍嘉義市年滿 55 歲，但以年

滿 65 歲以上之長者優先。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每日人員進出，除了一般老人朋友住宿、休閒活動設施外，長青

學苑亦提供了許多課程供學員進修。 

 為服務中心内人員之飲食，特附設餐廳部門，不僅提供中心內老年長者與學員之

午、晚餐，亦對外營業。該餐廳於 97 年 1 月正式開始經營。 

三、餐廳經營理念 

近年來台灣經濟景氣不甚理想，餐飲業於此環境當中，經營也備感艱辛。餐廳於

2008 年元月開始試賣營運，響應市政府照顧老人的原意，提供老人飲食服務。該餐廳經

營服務範圍為： 

1、長春藤餐廳設於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一樓，提供園區學員、老人及外界人士用餐。 

2、餐廳經營提供餐飲管理系同學們訓練實作的場所。 

3、餐廳提供各界團體聚餐與開會場所。 

22



 

4、提供餐盒外送服務。 

四、餐廳經營概況 

1、餐廳行銷推廣 

    該餐廳營業時段為午餐（11：30～14：30）與晚餐（17：30～21：30）。行銷計畫與

推廣，先從園區內部做起： 

（1）針對園區朋友提供優惠活動。 

（2）提供折扣餐飲抵用券。 

（3）特別餐、養生餐之賣點促銷。 

（4）舉辦美食月、美食週活動。 

（5）園內海報、文宣製作。 

2、服務流程及作業流程 

訂定餐廳作業流程，使每位工作人員每天從開始營業至晚上結束營業，皆能依照流

程上所制定的工作項目確實執行。此流程是長春籐餐廳員工的工作指導方針，並對於爾

後新進人員於工作上的流程以及熟悉度都能即時進入狀況，提高工作效益。 

（1）制訂外場服務標準化作業流程。 

（2）制訂內場及食品處理標準化作業流程。 

（3）內外場開店暨閉店作業設定。 

（4）收銀作業制定。 

3、人員招募與訓練 

內場與外場操作技巧與服務流程，及行銷文宣製作與市場調查皆以本校師生為

主，。人員編制如下： 

（1）人數：外場人員 2~3 人；內場人員 3~4 人。 

（2）排班：外場 A 班 2 人（10:00~14:30）；B 班 2 人（17:30~21~00）。 

內場 A 班 2 人（09:00~14:30）；B 班 2 人（16:00~21:00）。 

前後場人員可依營業狀況增加或減少。 

4、餐廳預算規劃 

 （1）餐飲人均消費：餐飲人均消費每人設定約 110 元左右。另外，該餐廳菜單上並提供

客人以多加 45 元方式，即可享有套餐式優惠之促銷方式，希望客人能以此點餐方

式，進而提高人均消費額至 140～15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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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來客數的預估：餐廳座席數可供 50 人使用，每日營業時數共計 8 小時。營業時段

分午餐、晚餐二個餐期，預估每一個餐期翻檯率約 0.5～0.6 席，以此依翻檯率計算，

每一個餐期人數可達 25～30 人，兩個正餐餐期用餐人數可達 50～60 人左右。 

時段 人均消費 翻檯率 日消費人數 日營業額 月營業額 

午餐 100 0.5 30 3,000 90,000 

晚餐 120 0.6 30 3,600 108,000 

合計 110 1.1 60 6,600 198,000 

 

下表為該餐廳設立時 2008 年 1~6 月的預估收入： 

 

 

 

 

 

 

 

 

 

 

 

 

 

 

5、餐飲成本及成本調控 

（1）餐飲成本率維持於 30%左右，該餐廳設定為一個提供平價菜單的餐廳，人均消費

約為 110 元左右。成本的設定依一般單點式餐廳之成本率約於 36％，而長春藤餐

廳為更有效控制成本，訂於 28﹪～30﹪左右。 

（2）制定標準食譜，詳細紀錄每道菜做法、用料、份量、烹調方式以及使用器皿和每

道菜的成本率。 

（3）菜式照片：於廚房張貼，讓廚師及服務人員了解每道菜式及使用器具，保證品質

        月

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人均消費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來客數 900 1,000 1,100 1,100 1,200 1,500 

翻檯率 0.50 0.66 0.7 0.7 0.73 0.83 

午

餐 

餐飯總額 90,000 100,000 110,000 1100,00 120,000 150,000 

人均消費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來客數 900 1,100 1,100 1,200 1,400 1,600 

翻檯率 0.60 0.7 0.7 0.73 0.8 0.86 

晚

餐 

餐飯總額 108,000 132,000 132,000 144,000 168,000 192,000 

人均消費 110 110 110 110 110 110 

來客數 1,800 2,100 2,200 2,300 2,600 3,100 

翻檯率 0.68 0.68 0.7 0.7 0.76 0.84 

合

計 

餐飯總額 198,000 232,000 242,000 254,000 288,000 3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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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標準正確作法。 

6、餐廳實際營業狀況 

（1）供餐菜式收入分析： 

 

 

 

 

 

 

（2）損益分析：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總計 百分比 

餐飲

收入 
111,370 84,616 124,194 133,480 112,407 116,833 684,914 100.00％

餐飲

成本 
32,315 12,869 38,810 51,446 29,541 71,289 242,597 35.42％

毛利 79,055 71,747 85,384 82,034 82,866 45,544 442,317 64.58％

費用 12,574 83,757 108,910 98,063 120,909 90,664 514,987 75.19％

淨利 66,481 -12,010 -23,526 -16,029 -38,043 -45,120 -72,670 -10.61％

 

     貳、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研究屬實務個案質性研究，餐廳為於嘉義市「大雅商圈」內，商圈内餐廳林立，

餐飲業競爭非常激烈，從目前研究資料可看出該餐廳不僅與當初財務預算有落差，甚至

處於虧損狀況。基於此狀況，本研究係就餐廳目前營業之現況，以 SWOT 分析及 STP

分析來探討餐廳經營管理情形，並提出其經營缺失，提供餐廳日後經營策略改進之參考

意見。 

參、文獻探討 

    根據餐廳經營現況，將餐廳客戶、供應商等外在環境與餐廳本身劃分為彼此分立、

卻又相互關連的各類活動加以分析探討，除了解目前產業趨勢，及餐廳本身所擁有的競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簡餐 90,402 50,881 118,566 81,240 94,307 72,048

義式料理 20,903 17,840 3,099 210 - -

沙拉 65 13,000 - 620 - 5,985

火鍋 - 2,895 2,529  - -

桌菜 - - - 51,410 18,100 38,800

收入 111,370 84,616 124,194 133,480 112,407 11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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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並對該餐廳經營管理、行銷推展之現況加以分析，作一系列策略性探討。 

一、策略的定義 

學者 年代 策略的定義 

Ansoff 1965 
策略是經過完善設計、邏輯、規劃程序中的

一部份。 

McNichols 1977 

策略由一系列的決策構成，存在於政策制定

程序中，乃利用技術與資源來達成企業基本

目標的科學與藝術。 

許士軍 1981 
策略為達成某一特定目的所採用的手段，表

現為對重要資源的調配方式。 

Mintzberg & 

McHugh 
1985 一連串行動和決策的型態 

Mintzberg 1994 
策略不一定是正式計劃，只是直覺下的決

定。簡言之，策略就是絕妙好計。 

Hill, Ireland & 

Hoskisson 
1997 

一組具整合性與協調性的承諾與行動，以發

掘核心能力和獲得競爭優勢。 

二、分析環境 SWOT 及 STP 分析 

（一）、SWOT 分析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Ken Andrews 於 1970 年代初期所發展，針對企

業內、外部條件以其優勢（Strengths）、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ies）、威脅

（Threats），各方面進行整合與分析的一種常見的分析方法。 

優勢（Strengths）：可使企業組織更具有市場競爭力，或優勢的內部因素和能力。  

劣勢（Weakness）：有礙企業組織實現其目標的各種內部限制、缺失與不利狀況。 

機會（Opportunities）：任何有利於目前或未來企業組織環境與產品需求的外部因素。  

威脅（Threats）：任何可能造成企業組織損害的風險、趨勢、法令障礙等不利的外部環  

境。 

 

 Help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Harm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Strengths Weakness In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Organization   

Opportunities Threats Ex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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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行銷學家 Wended Smith 於 1956 年最早提出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

的概念，此後，美國行銷學家 Philip Kotler 進一步發展了成熟的 STP 理論：市場區隔

（Segmentation）、目標市場選擇（Targeting）與產品定位（Positioning）。 

 STP 理論主要在於選擇與確定目標消費者或客戶，也稱市場定位理論。根據 STP 理

論，市場是一個綜合體，是多層次、多元化的消費需求集合體，任何企業都無法滿足所

有的需求，企業應該根據不同需求、購買力等因素把市場分為由相似需求構成的消費

群，即若干子市場。這就是市場區隔。企業可以根據自身戰略和產品情況從子市場中選

取有一定規模和發展前景，並且符合公司的目標和能力的區隔市場作為公司的目標市

場。隨後，企業需要將產品定位在目標消費者所偏好的位置上，並通過一系列行銷活動

向目標消費者傳達這一定位資訊，讓他們注意到品牌，並感知到這就是他們所需要的。  

  STP 理論是指企業在一定的市場區隔的基礎上，確定自己的目標市場，最後把產品

或服務定位在目標市場中的確定位置上。具體而言，市場區隔（Segmenting）是指根據

顧客需求上的差異，把某個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劃分為一系列區隔市場的過程。目標市場

（Targeting）是指企業從區隔後的市場中選擇出來的決定進入的區隔市場，也是對企業

最有利的市場組成部分。產品定位（Positioning）就即在行銷過程中把其產品或服務確定

在目標市場中的一定位置上，即確定自己產品或服務在目標市場上的競爭地位，也叫

“競爭性定位＂。 

 

 

 

 

 

肆、SWOT 分析 

依哈佛大學教授 Ken Andrews 所發展 SWOT 分析，針對本校實習餐廳長春藤餐廳內

部條件之優勢（Strength）、劣勢（Weakness）、及外部條件之機會（Opportunity）、威脅

（Threats），進行各方面整合與分析。 

 

市場區隔

（Segmenting） 
選擇目標市場

（Targeting） 
產品定位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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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Harm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s

Strengths 優勢 Weakness 劣勢 

In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Organization 

1. 餐廳供餐型態彈性多元  
2. 經營團隊學習能力強、創新性高

3. 附加價值高 
 

1. 餐廳定位不明確 
2. 營業初期缺乏知名度 
3. 與供應商議價能力較低  

4. 營業額過低 
5. 營業費用過高 
6. 餐廳未臨路面，醒目程度不足

7. 服務品質不一致 
8. 餐廳位於單行道上，消費者相

對不便 
9. 餐飲成本控制不當 

Opportunities 機會 Threats 威脅 

Ex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Environment 

1. 消費需求 

2.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人數穩定 
3. 附近大型機構眾多 
4. 附近觀光資源豐富 
5. 退出障礙並不大 

1. 觀光客鮮少進入中心 
2. 競爭者眾多 
3. 產品替代的威脅 
4. 經營者的態度 

 

一、優勢（Strengths）  

1. 餐廳供餐型態多元 

    餐廳外場場地寬敞，不僅提供單點服務，供餐包括中餐主廚精選套餐、精緻火鍋、

以及西餐沙拉、義大利麵食等，另亦提供團體宴席桌菜、中西外燴服務及餐盒外送等服

務，供餐型態相當多元，提供消費者多重的用餐選擇。  

2. 經營團隊學習能力強、創新性高 

    該餐廳經營與學校有產學合作，教師指導內場烹調及外場餐服，學生亦於該餐廳實

習，整體經營團隊之素質與學習能力皆相對較佳，惟因要顧及學校與餐廳，無法全力以

赴。該餐廳外場用餐區相關寬敞，經營型態亦相當多元，可塑性相對於其他餐廳而言相

對提高。於目前餐飲業競爭相當競爭的情況之下，求新求變亦可刺激消費者的消費慾

望，進而增加餐廳來客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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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附加價值高 

    長春藤餐廳位於嘉義市長青綜合服務中心裡，而該中心內附設元氣動能中心、按摩

坊、棋藝茶軒、KTV、MTV、圖書室、天倫活動室等設施，該餐廳因此可運用附設設施

配合為促銷活動。例如該餐廳曾推出下列促銷活動： 

（1）KTV：凡於本園區使用 KTV 設備後欲至餐廳用餐，將享有 9 折優惠，若消費滿 1000

元則再贈長春藤餐廳餐飲抵用券 100 元 1 張、滿 2000 元送 200 元，以此類推。 

（2）凡於餐廳消費滿 1000 元以上者，則免費贈送 KTV 包廂一小時歡唱、滿 2000 元則

贈送 2 小時、滿 3000 則贈送 4 小時。  

（3）凡於西羅亞按摩坊消費後至餐廳用餐者，將享有 9 折優惠，並免費贈送養生茶一

杯或咖啡一杯(任選)。 

（4）團體聚餐提供免費舞台及麥克風使用。 

二、劣勢（Weakness）  

1. 餐廳定位不明確 

    承前所述，餐廳經營型態多樣化，含括中、西餐、團體宴席及餐盒訂購等多項經營

型態，會給予消費者印象模糊、定位不清楚的感覺，進而影響消費者對該餐廳專業的形

象與態度，於大雅路商圈中，中餐料理、西餐料理及宴會型餐館皆處處林立競爭激烈，

該餐廳若無法掌握其市場定位與產品特色，實於往後經營上會產生相當大的困難。  

2. 營業初期缺乏知名度 

    餐廳因為剛加入市場，消費者往往習慣之前某些固定的餐廳消費。所以在缺乏知名

度的經營初期時段，更要以各種宣傳管道來提升知名度。為了招攬經營初期消費者，讓

大家能夠對該餐廳有更深入的了解，各種行銷方式將會提高餐飲的營業費用，所以資金

有限的情況下，應該盡可能利用現有資源進行推廣、建立口碑，降低廣告費用增加獲利。  

3. 與供應商議價能力較低  

餐廳於 97 年元月份開始營業，對供應商的選擇性較少，經其損益表分析發現，97

年 1 月至 6 月總食品成本進貨金額為 242,597 元，平均每月進貨成本僅為 4 萬元左右，

在食材進貨樣多量少的情況下，實無法達到規模經濟，再加上供應商對材料的運送，以

及貨款以記帳方式等條件，對剛起步經營的餐廳而言，確實難以再爭取額外的優惠與折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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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過低 

    就餐廳財務報表看來，半年來營收為 68 萬 4,914 元，平均每月營業額 11 萬 4,152 元，

日平均僅為 3,805 元。若以客單價 110 元計算，平均每日來客數約僅為 35 人次，僅為餐

廳設立之初預估來客數之一半。該餐廳若要永續經營，提高來客數，增加營業收入勢必

成為關鍵之議題。  

5. 營業費用過高 

    就餐廳之營業費用分析，營業半年來營業費用佔營業收入高達 75.2％之多，而其中

薪工津貼佔總營收 53.81％，租金佔總營收 10.60％為最主要費用支出，若在加上 35.42

％的食品成本，已佔全營業額 99.83％，且還需加上燃料水電等費用，已出現入不敷出

的虧損情況，值得注意。 

6. 餐廳未臨路面醒目程度不足 

    餐廳位於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内，並非餐廳門口緊鄰馬路，需先進入中心再進入餐

廳。如此，從路邊望去餐廳招牌並不醒目，很多消費者並不清楚長青園中有餐廳設立，

喪失許多顧客來店消費的機會。 

7. 服務品質不一致 

    由於經營團隊不僅於內為外場，於在校其間雖受到良好的訓練與教育，然實戰經驗

不足，輪班學生不同，故其服務品質不一致，故難在於廚師的培訓，學生無法獨當立即

獨當一面，導致餐廳品質不易掌控，餐食穩定度不佳。 

8. 餐廳位於單行道上，消費者相對不便 

    餐廳位於嘉義市公義路上，與大雅路斜接形成三叉路，而公義路為單行道，僅可由

公義路往東行走始，可至長青園與餐廳，若由大雅路至餐廳便為逆向，無法到達該餐廳。

而大雅路實為嘉義市至附近觀光區、學校及通往番路鄉之主要幹道。因此，餐廳雖屬大

雅路商圈，臨大雅路僅 50 公尺距離，但位於公義路此單行道上，對消費者而言實在非

常不便，也對該餐廳造成不利之影響。 

9. 餐飲成本控制不當 

    就餐廳而言，其餐飲成本於營業六個月之損益表分析看來，其餐飲食品成本率雖平

均為 35.42％，但各月份之成本率由最低 15.21％至最高 61.02％，可見該餐廳於餐飲成

本控制不當。長春藤餐廳各月份成本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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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藤餐廳各月份成本率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總計 

餐飲收入 111,370 84,616 124,194 133,480 112,407 116,833 684,914

餐飲成本 32,315 12,869 38,810 51,446 29,541 71,289 242,597

成本率 29.02% 15.21% 31.25% 38.54% 26.28% 61.02% 35.42%

 

三、機會（Opportunities）  

1、消費需求  

嘉義市大雅路商圈雖不是商業金融區，但經嘉義市政府大力推廣，儼然已成嘉義市

休閒遊憩的最佳去處，也是嘉義市高級住宅區的代表，再加上附近學校林立，大專校院

二所，高中四所，國中一所及國小三所，餐飲業的需求不低。每至放學時間，餐廳營業

來客數便明顯增加，店內用餐與外帶皆是，一到假日，有些餐廳更是一位難求，需排隊

等候，所以大雅路商圈現在亦成為嘉義市餐飲的代表區域。餐廳位於大雅路段上，雖競

爭激烈，但需求面仍相當大。 

2. 長青綜合服務中心人數穩定 

依據常青園餐廳招商資料，長青學苑課程招收 50 班，約 1,100 名學生，且將逐年遞

增招收新學生，達 1,500 人以上。依據目前長青學苑課程安排，估計早上時段（9：00-11：

00）約有 300 人、中午用餐時段（11：00-14：00）約有 500 人、下午茶時段（15：00-17：

00）約有 250 人、晚餐時段（17：00-19：00）約有 250 人進出長青園。老人日間照顧中

心開辦初期，將服務設籍且實際居住於嘉義市年滿 65 歲以上老人，至少達輕度失能者，

預計每日為 60 名老人提供服務（每日最多可服務 80 名老人）。除了長青學苑、老人日

照中心外，老人住宅住民、長青園工作人員、服務志工、U-Care、社區民眾及到長青園

訪友民眾等，每日約 220 人。 如此的進出人數實為相當穩定，且為餐廳之最有利之潛

在客源。（資料來源：http://tw.myblog.yahoo.com/jw!bYIwqeiTExJjoE.b8nW3/article?mid=3233, 

2008/10） 

3. 附近大型機構眾多 

    餐廳附近大型機構眾多，如大型區域醫院及學校林立。 聖馬爾定醫院即位於長春

藤餐廳東方約 1 公里處，其他如嘉義大學、大同技術學院、大同商職、嘉義高工、嘉義

嘉商、嘉華中學、蘭潭國中、蘭潭國小、文雅國小、民族國小等學校機構眾多，下課下

班後學生、家長及上班人士皆為商圈內餐廳之主要消費群。故餐廳應善加行銷，把握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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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商機。 

4. 附近觀光資源豐富 

    嘉嘉義市大雅路商圈鄰近觀光資源豐富，諸如蘭潭水庫（蘭潭泛月）、蘭潭後山公

園登山步道、仁義潭、植物園、嘉義公園、228 和平紀念公園、彌陀寺、八掌溪義渡、

228 紀念碑、祥太文化館、國立嘉義大學圓林仔社區學蘭潭校區、ㄧ品夫人墓及農業試

驗分所等，皆為嘉義市市民經常出遊之觀光地區，也為大雅路商圈帶來大量人潮。因此，

長春藤餐廳亦應充分利用此外緣機會，捉住此觀光資源所帶來之商機。 

5. 退出障礙並不大 

由於餐飲業所需投入的成本相對於其他產業來的較低，因此退出產業障礙亦比其他

產業相對來的低。於大雅路上餐廳，同樣店面餐廳更名營業者亦屢見不鮮。餐廳經營投

資中初期最大財務支出，便為店面裝潢與餐飲設施的購置，但若非空屋而需全面整修裝

潢與設施採購，頂讓前店再整理之投入資金便相對降低甚多。同樣地，若經營不甚理想

需結束營業或轉讓，亦可將許多設備頂讓轉手售出。因此，於嘉義市或於大雅路商圈中，

餐飲業於進入與退出障礙並不大。 

四、威脅（Threats）  

1. 觀光客鮮少進入中心 

    前面提及大雅路商圈鄰近觀光資源豐富，是嘉義市民與外來觀光客常到之處，但長

青綜合服務中心最主要服務對象是以老年人為主，中心各項設施亦多配合老年人活動而

設置，觀光客及一般市民實鮮少會進入青綜合服務中心，再加上公義路為單行道，更造

成欲進入長青園及長春藤餐廳消費者之不便。 

2.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程度 

目前嘉義市大雅路商圈之餐飲業已可算是幾近於完全競爭產業，一條約 4.6 公里長

之大雅路上，不含本餐廳就有 42 家之多，尚不包括未立案之傳統餐飲店。餐廳依其提

供之菜單而言，中餐、西餐兼具，並提供宴會桌菜，以同樣在嘉義市「大雅路商圈」餐

廳看來，以西餐廳及中餐廳為主的餐飲業競爭者相當多，提供之菜式亦多雷同，同質性

高。在此種狀況下，各餐廳除以價格為競爭優勢外，更必需以產品差異化為策略，提供

獨特的用餐環境與體驗來吸引消費者，而非此採低價競爭的紅海策略。 下表為嘉義市

「大雅路商圈」餐廳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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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路商圈餐廳一覽表 
第六街時尚 

鋼琴 PUB 

(大雅路一段 736 號) 

鼎藏靓鍋  

(大雅路一段 842 號)

巴甜養生蔬食咖啡

(大雅路一段 858 巷

39 號) 

桃花源餐廳 

(大雅路一段 870 號) 

巴塔爵美食料理 

(大雅路一段 878 號)

山仔頂甕仔雞 

(大雅路二段 76 之 1

號) 

老地方咖啡屋 

(大雅路二段 163 號)

貴族世家牛排館 

(大雅路二段 167 號)

小小醉迷你火鍋 

(大雅路二段 256 號) 

竹居茶樓 

(大雅路二段 163 號)

泰村泰式料理 

(大雅路二段 295 號) 

東軒園 

(大雅路二段 350 號)

淺田燒肉屋 

(大雅路二段 368 號)

米多咖啡 

(大雅路二段 376 號) 

郭家美食 

(大雅路二段 384 號)

西那不落 

韓國料理館 

(大雅路二段 388 號) 

阿布火鍋 

(大雅路二段 396 號)

富園法式西餐 

(大雅路二段 410 號)

春川韓式料理館 

(大雅路二段 411 號) 

紅花鐵板燒 

(大雅路二段 412 號)

梁記精緻小火鍋 

(大雅路二段 413 號) 

沙哈 

(大雅路二段 432 號)

毛毛園 

(大雅路二段 433 巷

36-1 號) 

喜多 

日式和風涮涮鍋 

(大雅路二段 440 號) 

三隻小豬咖啡屋 

(大雅路二段 456 號)

菜香耕 

有機生活廚房 

(大雅路二段 469 號) 

珍饌魚翅坊 

(大雅路二段 471 號)

凡爾賽美食屋 

(大雅路二段 477 號)

唯圓日本料理店 

(大雅路二段 489 號) 

FUN 輕鬆 

咖啡美食 

(大雅路二段 497-1

號) 

棒棒糖義大利麵 

(大雅路二段 512 號) 

港町十三番地 

(大雅路二段 516 號)

ㄧ年五季養生坊 

(大雅路二段 522 號)

大北京餐廳 

(大雅路二段 531 號) 

玫瑰園 

(大雅路二段 536 號)

紅閣花雕雞 

(大雅路二段 557 號) 

元生補湯 

養生食補藥膳 

(大雅路二段 579 號)

斌斌湯包館 

(大雅路二段 595 號)

熊本居食屋 

(大雅路二段 629 號) 

日雅御田 

健康鍋物工坊 

(大雅路二段 634 號)

小淘氣烘培屋 

(大雅路二段 638 號) 

海洋之星 

異國美食 

(大雅路二段 680 號)

   

（資料來源：http://tw.myblog.yahoo.com/barry-blog/article?mid=3295&sc=1, 2008/10） 

3. 產品替代的威脅  

餐飲類的產品替代性極高，消費者容易從其他餐廳所提供的餐飲中獲取滿足，加上熱門

餐飲又容易被模仿，提高了替代品威脅的程度。如前所述，嘉義市餐飲業競爭激烈，大

雅路商圈中，四十餘家中、西餐廳彼此競爭，長春藤餐廳又同時提供中式與西式料理，

於餐廳定位不明顯的情況下，該餐廳產品受其他替代品的威脅程度又更加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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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者的態度 

   餐廳營業半年來，因來客數少，營業額過低，再加上人事費用過高，導致累計虧損，

在虧損情況之下，資方是否仍基於繼續營業之觀點，承擔損失，再接再厲，繼續經營，

成為影響餐廳經營的重要因素。 

 

伍、STP 分析 

一、市場區隔變數 

 接下來就長春藤實習餐廳之市場區隔變數，以下表方式陳列說明，以市場地理性變

數、人口統計變數、心理特性變數、行為變數及各項變數之展開項目與消費者特徵，再

加以說明。 

市場區隔變數 展開項目 消費者特徵 

地理性變數 區域 

以嘉義市東區之消費者為主，附近學校教職員工，

以及長青園內之長青學苑學員、老人日照中心，老

人住宅住民、長青園工作人員、服務志工等往來長

青園之消費者為主。 

職業 公教或退休人員 

年齡 55 歲以上 人口統計變數 

家庭生命週期 空巢期 

人格 安逸、悠閒 

動機 休閒、社交 心理特性變數 

生活型態 養生、養老 

追求的利益 方便、健康 

時機 用餐時間 行為變數 

忠誠度 用餐方便 

 

二、市場區隔 

1. 價格導向消費者 

（1）規模：以價格為導向之消費者通常為經濟就較為弱勢之族群，若以餐廳來分析，

即以園內之長青學苑學員、日間照護及老人住宅之老年人為主。長青學苑學員多為

已退休之人員，雖生活無虞，但畢竟收入有限，需考慮日常生活支出問題。另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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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及老人住宅之老年人，於經濟上勢必更加有限，支出更加節制。故若以價格為

導向之消費者看來，長青園內之活動族群是相當穩定。 

（2）顧客特性：餐廳以價格為導向之消費者，其年齡多為 55 歲以上之老年人，家庭生

命週期多為空巢期，需為自己存下養老基金。 

（3）點購餐飲：多以促銷特價餐飲及較平價單點餐飲為主，套餐雖附加價值較高，但

支出總金融卻也相對提高，以價格為導向老年人而言，並非首選。 

（4）溝通行為：老年人對商店資訊接觸及接受能力相對不高，多半以口碑相傳，餐廳

之宣傳對此族群效果相對有限。 

（5）購買行為：以價格為導向之消費者對特定餐飲之忠誠度不高，若有餐廳推出較便

宜之餐飲，便會嘗試用餐。 

2. 便利導向消費者 

（1）規模：以便利導向消費者通常為上班族及學生，其消費習慣都相當穩定，不太容

易因其他因素而改變。以餐廳來分析，長青園內老人、上班人員及服務志工等，都

可非常方便的用餐，不需再外出面免去交通等問題。而附近多所學校之學生及教職

員，因餐廳不臨路邊，需進入長青園再進入餐廳，便利性就大大降低。 

（2）顧客特性：此類顧客特性，經濟因素非其首要考量，追求方便與快速，一般為單

身之上班族與學生，用餐時間不長，外帶餐飲亦非常適合。 

（3）點購餐飲：因便利導向消費者追求便利與快速，一次購足觀念的套餐便非常合適，

另外帶或外送的餐盒也為主要商品。 

（4）溝通行為：相對於以價格導向的消費者，以便利為導向消費族群接觸與接受商店

資訊程度較高，此時餐廳的行銷與宣傳策略就相對重要。 

（5）購買行為：因方便與快速為此類消費者之重點，較不會受鄰近競爭者價格，之影

響，只要品質穩定、產品多元，消費者的忠誠度是相對較高的。 

三、目標市場 

 餐廳依其銷售菜單看來，單點菜式價格從每份 55 元至 85 元，套餐價格由 120 至 150

元，火鍋每份 200 元，而單點餐又以餐盒外送為主，似乎以便利導向消費者為主。但經

營半年顯示，來客數不足銷售額偏低，營業費用又過高，結果產生虧損。經市場區隔分

析，實應以價格導向為主，其消費族群將會較穩定且來客數應會增加。餐廳若以價格導

向為主，以下再就其市場特性加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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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規模：長青園內長青學苑學員、老人日間照護及老人住宅居民，每週來往人次超

過 1,300 人，再加上上班員工、志工及探視親友，其實人數已相當充足且穩定。 

2. 競爭強度：雖然餐廳附近餐廳林立，但多數以氣氛高雅、價格較高之中、西餐廳為主，

以強調健康輕食為主的餐廳卻相對稀少，且價格每份多為 200 元左右，主要消費者亦非

是長春藤餐廳的主要客群。所以餐廳若能考慮此消費者特性，針對長青園內部人員為主

要客群來經營，看似極度競爭的大雅路商圈，競爭強度卻又降低許多。 

3. 接觸成本：就前所敘述，以價格導向消費者以口碑相傳者多，口碑實為餐飲經營最佳

廣告與宣傳，文宣廣告再多再大，若消費者來店消費後滿意度差，實也枉然。創造消費

顧客口碑，實為較踏實與降低廣告成本之方法。 

4. 未來成長性：台灣社會老人化之趨勢已到來，長青園綜合服務中心為嘉義市第一所為

老年人提供學習、照護與安養之綜合園區，只要發展得宜，老年人至該中心的意願必增，

中心往來人次勢必成長，對餐廳客源有絕對的幫助。 

四、產品定位 

1. 產品屬性：應提供平價且以、少油、少鹽、多纖之輕食為主，符合老年人健康又實惠

之飲食需求。 

2. 產品使用者：以符合長青園中老年人需求為主。 

3. 產品類別：以單點餐飲為主，甜點、飲料等套餐組合較不適合。 

4. 產品競爭者：主要競爭者即縮減至提供輕食及有機餐之餐飲店，且消費顧客群又不盡

相同，競爭者便可大大降低，以大雅路商圈而言，就不超過五家了。 

五、生產服務作業流程修正 

1.修正服務技術流程 

因開業期間只明訂上班時間，口頭告知作業事項，外場作業人員，初學實務操作，都未

確實執行，或工作不確實，故予以明訂作業事項。 

（a）早上 10：00 鐘進入本營業場所，依時天色狀況適當的打開或關閉餐廳的

照明設備。 

（b）調整窗邊的窗帘使其整齊劃一 

（c）勤於掃地、拖地、擦拭桌面及玻璃 

（d）將海報及菜單移至規定的位置擺放 

（e）請廚房燒開水泡製養生茶 

（f）打開咖啡機，並檢查咖啡豆容量是否足夠，以備補充 

（g）擺設桌面，並且調整桌椅整齊度 

（h）準備開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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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工作人員 11：15 分前用餐（午餐）完畢 

（j）開音樂準備客人迎接到來 

 

2.修正營業中服務流程：外場服務人員表現不佳，請專業師資督導，提升學生服務品質，

並明訂作業方式。 

（a）笑臉愉悅迎接客人的到來 

（b）點菜、促銷、介紹菜餚、態度親切 

（c）注意用餐中的服務，空的盤子可隨時收取，並幫客人加茶 

（d）有空閒時可立即把結帳單結算，以利客人買單迅速確實 

（e）依當下營業狀況，人員可把用過的餐具擦拭乾淨，歸回工作檯內依類別定

位 

（f）隨時隨地注意客人的需求，並檢視自己的服儀整潔 

 

3.將廚房安全衛生檢核表製作，並每日於結束時依表檢查。 

        年  月  日 廚房安全衛生檢核表 

               SANITARY  ＆ SAFETY  CHICK  -  LIST 

序號 檢查項目 檢查情形 備註 

1 瓦斯開關與否 是□  否□ 包括明火火源 

2 廚設照明設備 是□  否□  

3 廚房水源 是□  否□ 包括水槽內之積水清除 

4 截油槽清潔 是□  否□  

5 排油煙罩清洗 是□  否□ 用清潔劑洗刷 

6 冷凍冷藏設備溫度查看 是□  否□ 在規定標準之正常溫度 

7 地板爐頭及設備烤箱清潔 是□  否□ 地板用清潔劑洗去油污 

8 各類工具定位 是□  否□ 依使用項目分類定位 

9 各種配料加蓋保鮮膜歸位 是□  否□ 置於冷藏冰箱 

10 廚餘處理傾倒加蓋 是□  否□  

11 風機關閉 是□  否□  

12 洗碗機內槽清潔關機 是□  否□ 檢視有餐具無碗盤在內面 

13 乾貨倉庫檢查 是□  否□  

14 抹布清洗掛吊 是□  否□  

         檢查人                               審核主管                   

 

六、採購進貨、出貨服務的管理修正 

    確實填具表單，定時盤點，以確認財產的維修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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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財器具妥善保管，訂定生財器具存貨表 

分類別                                     生財器具明細表 

序號 規格 品項 進貨量 領出量 入庫 取得價格 備註 

                

                

 

2.生鮮物品採購管理，訂定生鮮物品採購申請單 

長春藤餐廳          西廚      生鮮物品採購申請單     日期﹕       

品名 
規格 數量 備註  品名 規格 數量 備註   品名 規格 數量 備註 

  
                        

  
                        

  
                        

 
    單 位 主 管    填單 人   

 

3.生財器具固定每月盤點，訂定生財器具盤存表 

類別                    年    月   日      生財器具盤存表   

項

目 

本期盤存 本期進貨 本期破損 金額 上月盤存 上盤破損 金額 差異量 差異金額 比率 

     

     

 

陸、結論與建議 

 今年為餐飲業之寒冬，原料成本高漲、經濟狀況不佳，餐飲業營業狀況不佳者眾多，

在此艱苦情況下，經本研究分析，除將餐廳內部管控修正外，找出對餐廳有利的機會與

不利威脅，並將餐廳所有功能如生產、行銷、財務、組織等，經由差異化分析，價低成

本結構提昇產品價值，將公司投入轉換成顧客價值，改變餐廳經營策略或可改善經營績

效。 

    茲以行銷組合 4P 再提出一些意見供餐廳經營管理參考。 

一、產品（Product）策略：餐廳最大消費族群應為長青園内之老年長者，其餐飲型態以

注重養生、健康為主。餐廳一應推出強調少油、少鹽、高纖之「輕食」餐飲為主軸，替

換醬味、紅燒等調理菜式，較符合老年長者對於飲食健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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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格（Price）策略：  

    餐廳位於長青綜合服務中心內，中心內主要為長青學苑之學員、日間照護之老人及

居住於中心內老人住宅之老人，其經濟與消費能力實為中下，老年長者多已不再有優渥

穩定收入，規劃退休後之基金甚為重要。如此，餐飲的價位也必需考慮消費者的預算與

需求，老年人因其牙齒不好與肉類不宜太多，份量也不如年輕人的食量，經觀察顯示，

嘉義市餐飲水平，建議菜單以單價以 50 元左右、不超過 60 元之單點式菜單為主，套餐

式餐飲雖附加價值高，但未必符合長青園中老年長者之消費需求。 

    再加上附近餐館林立，用餐顧客資訊獲取能力高，因此消費者的議價能力便會提

高。因為主要顧客群如果發覺本餐廳用餐價格過高，高於其預算，便會使客源開始流失。

為了避免高價顧客流失、價格過低不敷成本，勢必仔細調查與評估來決定價格，符合餐

廳中最大消費群理想的價格，以保有對本餐廳最有優勢的消費族群。 

三、通路（Place）策略：長春藤餐廳為實體通路店面，具寬大停車場，方便入園與用餐

停車。強調健康的用餐品質，加強長青園中近 1,500 人次的學苑學員與園中照護老人的

宣傳，造成口碑，大家口耳相傳，在餐廳資金有限情況下，可降低廣告宣傳之費用。 

四、促銷（Promotion）策略：長青園中附設設施多元，包括元氣動能中心、按摩坊、柑

仔店、咖啡吧、棋藝茶軒、KTV、MTV、圖書室、天倫活動室等，長春藤餐廳建議可與

園中設施結合促銷，例如推出餐券買一本（十張）送 KTV 一小時、餐券買二本送按摩

乙次或餐券買十送一等促銷活動，藉園中附設設施來提高消費者之消費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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