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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化是未來必走之路

官方觀點

隨著兩岸服貿協議可望打開旅遊等服務業市場，
以及衝刺千萬觀光大國門檻，台灣旅行業該如何定位與發展，
成為重要課題。大型化、品牌化的具體政策和法令調整，
交通部現正評估研究階段，
但是在交通部長葉匡時的眼中，
已經看到了旅行社未來全新的發展面貌與大格局。
文

張肇麟、蕭介雲；圖

劉宸嘉

對開放的市場，葉匡時認為向來將觀

面

旅行社的經營在以往也是類似情況，因為

光產業列為特許、也有制度保護的產

台灣人際關係密切，早期不論買機票、訂旅

業，在大環境改變之際，結構上，勢必也要

館、拿護照等作業，旅客交由熟悉的朋友，

有所調整。葉匡時對於旅行業與觀光發展政

或是旅行社來處理，信任的基礎來自於人際

策與實務，有著極為深入的了解，曾與業界

關係，產業內戲稱的「牛頭」、「靠行」的

共同創辦易遊網、燦星旅遊網，過去兼任桃

生存之道便在於此；但是隨著社會發展，人

園國際機場公司董座時，更奠定國際機場協

際關係相對過去疏離化，現代消費者找旅行

會（ACI）評比，排名躍進前 10 名佳績的厚

社，未必能有過去的信任，擔心會被騙、產

實基礎。

品有問題？再加上旅行產品越來越多元，旅

一般講品牌，是企業與產品給消費者的印
象，訴求高品質、特殊功能等形象，「品牌」
重要的意義，在於建立與消費者的信任關
係。特別是在陌生的情境下中，要選擇產品

在於消費者與商品產生信任的連結。
品牌化不一定是大型化，品牌的意義，

旅遊產業要與國際接軌
就得先撤掉保護傘

行社有沒有「品牌」？「品牌」有沒有價值？
自然越來越重要。
葉匡時強調，「品牌的意義，在於消費者

交通部部長

與商品產生信任的連結。」

葉匡時

時，品牌的認同與辨識就會發揮作用。
有感於世界市場的競爭，交通部長葉匡
時認為「品牌化」對於觀光產業來說，是強

品牌價值
首重消費者的信任
葉匡時強調，品牌與大型並非劃上等

化產業競爭力相當重要的過程。品牌為何重

14

值的。

要？他舉個相當生活化的例子，民眾在住家

葉匡時點出，對於產品的「信任」未必

號，旅行社建立「品牌」不一定要非常大

附近要用餐，會去熟悉的餐廳，它可能並非

一定是高價的，而是清楚傳遞代表公司與商

規模，但是「品牌」必須是有價值，也就

大品牌或者連鎖品牌；但如果到國外旅遊，

品的訊息，可能是大眾化「物美價廉」的，

是清楚傳遞產品的定位，建立消費者的信

尤其到了資訊完全陌生的地方，要挑餐廳，

或者是高價高檔的，品牌各有其「定位」。

任；另一個層面，「品牌」塑造必須與消

就相對不敢選擇沒有品牌的餐廳，而選擇連

「品牌」的建立，對於旅行社在行銷上與吸

費者對於產品的認同相契合，也不是強力

鎖品牌，因為消費者對於其所提供的產品、

引新的客群上將會比較有利，品牌的附加價

廣告宣傳就能達成的，也就是說，就算是

費用價格、安全衛生等，都有一定的概念與

值高，相對利潤也會較高，吸引消費者選擇，

一個高知名度的品牌，但背後代表的形象

葉匡時進一步指出，品牌的建立，與要

信心，因此「品牌」價值在此產生意義。

因為值得信任的，保障也會相對完整。

沒有充分清楚傳遞，這樣的品牌是沒有價

傳遞的目標客戶息息相關，也有對於大眾

旅＠天下 October 2013

有價值的品牌，是能讓消費者清楚認知其背後代表的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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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值的品牌，是能讓消費者清楚認知
其背後代表的意義。

品牌塑造需精準傳遞產品精神
旅業須朝品牌化發展

www.xin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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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的契機，透過業者具備建立品牌的觀

驗，指出雖然當地的基礎建設還有提升的

品，由於其目標客群屬於高端小眾，換句

念，願意投資創新，也能提升產業附加價

空間，但是在開放歐美資金和人才，投資

話說，「品牌」並不一定需要廣泛知名，

值。從主管機關的角度來看，行業管理也

許多大型又極為進步的國際級渡假村後，

而是要讓想訴求的客群，充分瞭解自家的

會因為家數縮減以及品牌化的發展而相對

吸引不少歐美人士前往渡假，服務與設施

產品與定位。

容易，他提出，「不論從消費者、業者或

令人驚艷；他更以台灣遊客常去的東南亞

是主管機關來看，品牌化與部分大型化有

為例，當地的渡假村或 SPA 也是因為與歐

其必要性。」

美休閒服務業連結很早，持續有系統的引

隨著旅遊消費需求多元化，主題化產
品增加，分眾化也是當前旅遊業經營「品
牌」的重點課題，大品牌推出次品牌，訴

目前旅行社仍屬特許行業，葉匡時指出

進營運模式與品牌管理，台灣觀光休閒服

求分眾客群，例如義大利時尚品牌亞曼尼

是因為過去基於兩大歷史因素，一是預先

務產業無論入境或是出境市場，業者與國

（Armani）推出 Armani Exchange，以較低

收錢後提供服務，必須控管，二是戒嚴時

際市場的的合作交流勢在必行，藉由國

價位產品搶攻年輕客群，旅行社也有相同

期出入境管制考量。但這兩項時空背景因

際資源導入，將 Know How 移植境外、在

作法，像是歐洲最大的旅遊集團—德國

素已不存在，前者可藉信託方式保障消費

國際市場競爭，旅行社或是觀光產業品牌

TUI 集團，除了旅行社「公司品牌」外，

者權益，後者更已走入歷史，因此，他也

國際化後，會有助於國際資本和旅客的認

旗下針對特定主題有「產品品牌」。

大膽提出「旅行社不應該是特許行業」的

識，以及進入台灣，才能真正打贏這場延

想法。

長賽。

葉匡時提出，由於法令與社會演變等因

因應服務貿易協議市場開

他表示，過去戒嚴時期，旅行社是掌

葉匡時提出台灣觀光旅遊業朝向開放

放，交通部觀光局針對台

比例偏高，其中小規模者眾，並且差異化

握人民動向的管制行業，但是現在要引進

的概念，目前旅行社尚未開放外資，看似

灣旅行業者採取因應之輔

不大，特別是過去重視人際關係，不少旅

外資，「開放是遲早的問題」、「沒有繼

不受國外業者競爭壓力，但是隨著網際網

行社是夫妻倆人加上數名員工，僅透過代

續保護的道理」、「可能 3、5 年內不能

取得關鍵資源，前提是得擁有足夠的規

路普及，消費者其實可以上網直接訂購機

辦簽證或訂機票賺取轉手費，公司就得以

取消保護，但是不能再繼續這樣做個 10

模，因此本身資本必須充足，除了透過大

票、飯店等旅遊商品，若是台灣旅行社仍

1

生存。而當人際關係逐漸疏離，加上消費

年」。因此，葉匡時拉高層次的說，如果

型企業集團挹注，走合併、策略聯盟之路

以傳統代辦模式經營，業務量勢必萎縮，

證費，以輔導旅行業者增

者對於旅遊產品需求提高，過去的服務型

要讓產業擁有競爭力，就必須將招議的保

外，就是走資本市場路線。

因此轉型並且提高附加價值是旅行社必走

態已難以滿足市場，旅行社必須提高附加

護傘撤掉，不過前提是，要有相關的配套

之路，他提出針對特定客群量身打造客製

價值，除了服務原有客戶，也才能爭取新

以及輔導措施，這也是未來政府要努力之

化服務、提供獨特的旅遊內容指南，以及

業升級，增進旅行業之國

的消費者，此時，「品牌價值」更顯重要，

處。

建置自由行旅客在國外緊急應變專線服務

際競爭力及企業品牌知名

的。

在這樣概念下，葉匡時雙手一劃的指
出，旅行社在品牌化、大型化、國際化後，

然而，由於過去曾有知名旅行社發生經

更重要的是，不再僅僅是帶台灣旅客到國

營不善的情況，造成消費者對於旅行社品

外去玩，還能擴大經營市場，將其他國家
的旅客，帶來台灣旅遊和消費，這對經濟

必須投入更高的成本，才能贏得消費者的

和民生，會有更大的貢獻。

認同，成本提高也代表利潤降低，而當一

隨著台灣經濟發展，開放是遲早問題，

個品牌已得到消費者的信任，建立與塑

若是旅行社不再是特許行業，未來可能有

造所投入的費用自然可以減少。葉匡時坦

外資投入，旅行社唯有品牌化與大型化，

言，目前大環境對於旅行社要經營品牌相

才具備國際競爭力。葉匡時進一步提出，

對是困苦的，但是基於當前消費型態與市

他認為旅行業發展最大挑戰在於，中小型

場需求，「品牌」又是必須發展的方向。

業者甘於受政策保護，而且抗拒改變，他
認為長遠來看，旅行業不應過度保護，因

旅遊產業應走出保護傘
開放是遲早問題

此，中小型旅行社心態必須調整，長期以
來經營方式必須改變，以因應未來市場的
競爭。他強調主管機關也將提出鼓勵辦

葉匡時發現旅行業有朝向大型化發展的

法，協助旅行業朝向品牌化的穩健發展。

趨勢，像是部分業者走向資本市場，在經

面對國際的市場挑戰，葉匡時建議，中

濟規模提高優勢下，採購成本相對降低，

小型旅行社可朝兩個方向發展，一是結盟

利潤一旦提高，就有利於開發新產品並且

外資引進是與國際接軌之方
提升服務的價值是關鍵

等等想法，期望台灣旅行社有機會開拓新
由於台灣觀光潛力被看好，飯店旅館

﹁品牌﹂的重點課題。
分眾化也是當前旅遊業經營

牌失去信心，因此，旅行業要建立「品牌」

主題化產品增加，
隨著旅遊消費需求多元化，

素，台灣的旅行社家數之於總人口面積的

針對這點，台灣旅行社普遍來看是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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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競爭力
旅行業提
化
化及國際
推動品牌

而言陌生的品牌，價值其實很高，例如精

的營運模式。

輔 導、 獎 勵 旅 行
業 建 立 品 牌， 補

助旅行業財務報表查核簽

加財務透明度，健全公司
財務結構，藉由推動品牌
化及國際化，促進旅行產

度。

2

對於專營國民旅
遊市場之中小型

持續增加中，不僅本地經營者重視品牌發

「兩岸服貿協議的推動，對於台灣旅

展，也不乏業主引進國際品牌以提高本身

行社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葉匡時

理人、基層員工及領團人

競爭力，更有台灣飯店業者經營有成從引

強調，尤其是大型化，和結合未來大陸

員之教育訓練，期使從業

進管理團隊到成為國際品牌的全球總部，

Outbound 市場的可能開放，會是一個發展

反映台灣觀光休閒服務業的經營實力。

利基。當然中國只是市場之一，台灣未來

葉匡時以台灣的遊樂區產業為例，台灣

要面對的，絕對是世界市場。

業者，舉辦旅行社高階經

人員之知能及專業素養升
級，以提升經營規模及競
爭力。

3

輔導小型旅行業

觀光遊樂區全屬本土品牌，主要在於市場

葉匡時曾表示對台灣的觀光發展有個夢

規模不夠大，客源以本地遊客為主，目前

想，但他也坦言，台灣的旅行社規模都太

難以吸引國際品牌投入，但是葉匡時提出

小，有不少旅行社的競爭力很弱，開放和

遠景，隨著兩岸以及台日航班增加，入境

取消保護，才能有助於品牌化和大型化，

旅行產業良性競爭與提升

台灣的旅客逐年增加，未來還是有機會引

進一步去無存菁，讓服務和品牌加值，甚

國際競爭力。

入國際主題樂園來台投資。

至是朝日本旅行社集團化的發展方向，跨

者 進 行 整 併， 並

研議合併誘因、減低併購

障礙，促使旅行業加速整
併以擴大規模經濟，推動

4

對於因兩岸市場
開放承諾受損之

「如果能設立一家迪士尼樂園，每年不

足飯店、運輸、遊樂區、商店街，把遊客

知能增加多少國外旅客來台觀光？」葉匡

帶去消費，不再是過去的流血低價競爭，

「因應貿易自由化加強產

時以此為例，來詮釋開放的願景，未來在

才能真正的獲利。

業輔導專案小組」提出輔

增加競爭後，消費者也能有更多、更好的

他也提出，旅行社建構品牌後，還要

選擇，吸引國際大型資本進來投資，就能

有創新服務，這是公司必須要有足夠的資

方式大型化，二是推出獨特產品，且難以

促進旅行社大型化，「這是一條非走不可

源才能夠去創造的。他期許有朝一日，台

建立品牌價值，藉以穩固自身品牌。他進

抄襲的「差異化」路線，創造獨特產品。

的道路」。

灣旅行社獨特的服務專業實力能夠外銷海

一步指出，台灣旅行業發展已出現良性循

他表示雖然旅遊商品容易被模仿，但可以

旅＠天下 October 2013

導措施如下：

葉匡時分享前往友邦多明尼加考察的經

產業，將協助其向經濟部

導或補助申請。

外，建立具競爭力的國際品牌。
www.xinmed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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