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業的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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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影響當地旅館的各個層面為何，宜蘭旅館受此影響，如何採取因應對策
以吸引更多的客源，並探討是否因雪山隧道的開通而吸收了國內其他觀光景點的旅客，且是否影響宜蘭觀光
客之旅遊行程。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雪山隧道開通後將北部與東部的交通網做了一個完整的連結，也因此
對於宜蘭整體的經濟層面而言有相當大的助益。然以觀光旅遊業為經濟主要來源之一的宜蘭而言，對於觀光
產業的發展更是一大轉變。為了能夠善用此一優勢，各飯店及民宿業者除了所擁有之本身資源還要做一些轉
型的變化，增加其休閒設施軟硬體設備，才能增強競爭優勢，唯有不斷創新、進步、才能利用其優勢來與其
他業者競爭。

研究動機
由於交通對觀光休閒產業有著相當大的影響，所以本研究最主要欲探討，雪山隧道對於宜蘭旅館的影響層
面。因為雪山隧道開通後，使北部往返台灣東部更加便捷，加強了國內各城市的連貫性。且雪山隧道從北部
通往東部最主要的地區為宜蘭，對宜蘭當地各產業的型態必定帶來相當大的衝擊。本研究動機主要想要了解
開通後是否對當地旅館造成影響？若有則影響層面為何？宜蘭旅館受此影響，如何採取因應對策？而其他景
點的觀光客是否因雪山隧道開通後而改變其旅遊行程？是否改變原先欲前往宜蘭觀光的旅客之旅遊行程？
本研究希望藉由研究旅館業者與觀光客，來了解雪山隧道開通後，對於宜蘭觀光旅館業經營發展的影響。

研究目的
交通建設往往會影響當地觀光休閒產業的發展。而雪山隧道開通，便是直接影響宜蘭觀光休閒產業。本
研究試圖從觀光客與旅館業者之間的改變，來了解對旅館業的影響層面。
因此，本研究目的如下：
1、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旅遊業是否有正面影響。
2、探討宜蘭旅館業者，對於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有所因應對策。
3、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吸收其他觀光景點之旅客。
4、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影響前往宜蘭觀光客旅遊型態。

文 獻 探 討
交通運輸是觀光產業的基礎要素，旅遊的前提是交通運輸，它可以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以及提供旅
客自出發﹝如居住地﹞往返目的之間的工具。在分析研究觀光時，經常會忽略交通運輸因素，而將其是為旅
遊體驗中被動產生的因素，然而交通是觀光服務的基本元素，而在某些情形下它也能成為觀光旅遊體驗焦點
﹝例如郵輪與觀景火車之旅﹞，各種交通形式與觀光旅遊發展關係密切，而交通科技麼的發展與個人可支配
所得的成長，使國內與國際觀光活動蓬勃發展，
ㄧ、觀光與交通
在觀光系統中，乘客的運輸是非常重要的。它提供觀光據點及市場資源間的橋樑 在都市地區或觀光區域
內，市鎮和觀光據點間的交通運輸要特別規劃考量。除非旅遊本身是─ 觀光吸引力，通常交通本身不會有
目的，但卻是旅遊必需 因此便必需考慮旅遊方式如何運送旅客到達目的地。

和一般人工作上只使用一種交通工具不同，現代旅客不同可能使用不同種類的交通工具，因此在規劃上就
必須考量不同交通模式之應用。向空中巴士、汽車、計程車、纜車、馬車等。因為不同的交通是由不同體系
所設計，建造及經營管理，所以會造成使用上的混亂及不確定性。因此而使在使用上感到不安。或許這也就
是為何汽車旅行或郵輪之旅會激增，因為它們將所有的交通運輸的安排一次搞定 減低了混亂性的產生，另
外我們最常忽略的就是遊客步行移動方式。交通運輸的管理是解決大眾運輸的問題，但相對的也剝奪遊客個
人步行的權利。前往觀光據點及服務中心可用交通工具代步。但步行卻是最終也是最重要的交通模式。(Gunn
1994)
二、何謂交通運輸
交通運輸的主要功能是將旅客自其出發地運送至目地，或是將遊憩區內的旅客自某一定點送至下一個遊憩
點。交通運輸系統內可能包含多種交通運輸工具，比如飛機、公共汽車、遊覽車、腳踏車、私人機車等，亦
須考量設置人行步道系統，畢竟，步行是最中也是最重要的交通模式。一個觀光目的地的內部和外部交通運
輸系統的完善與否和服務品質的高低，確實影響旅客的觀光體驗滿意度或消費者選擇此進行觀光旅遊的意
願。(陳思倫 2005)

三、觀光供給面的運作系統
觀光供給面的運作系統包含五個緊密且互相依靠的運作功能要素：觀光吸引物、觀光服務及設施、交通運
輸、觀光資訊及推廣促銷，等觀光供給面的運作系統下列五點意函：(Gunn 1994)
1、觀光吸引物─觀光據點吸引力為整體的動力。觀光據點─欲開發的地區及軟體設備提供了觀光系統的動
力來源。其兩種目的為吸引觀光客及設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文化及自然資源在此其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因此
這兩種資源的分佈及品質決定未來觀光的發展。
2、觀光服務及設施─服務設施是主要輔助者。主要的服務設施，如餐飲、住宿及交通運輸必須觀光據點規
劃相互結合。而這設施主要是依賴當地及旅遊的市場的供應。因此，地點的選定必須要能反應著兩者的需求。
此外，服務設施及其他因素的相互合作及財務上的關係也需要建立起來。縱然服務業是經濟影響的要因，但
其成敗也需其他因素及內部管理的配合。
3、交通運輸─所有因素均依賴交通運輸。不管是區域、觀光據點或基地尺度，觀光發展都必須有交通通路。
但我們卻常忽略交通決策者及觀光發展者在規劃及管理上的互動關係。無論如何，旅館的經營、食物服務、
娛樂、商店級觀光據點之成功與否端賴交通運輸的規劃是否良好。
4、觀光資訊─旅遊資訊的充分帶來更佳的旅遊經驗。旅客越來越希望多了解旅遊地的歷史及背景。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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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上就必須包括資訊中心、明顯的指標、及相關技術。這類的旅遊解說中心不只是供給資訊及指引，也提
供娛樂及資源。旅遊前的資訊收集和旅途中及當地的旅遊資訊同等重要。
5、推廣促銷─ 一切就緒之後的動作即促銷。在觀光據點，服務設施及交通運輸、資訊系統發展就緒之後，
最後即促銷的動作。一般而言，太過於籠統、遲鈍或誤導的促銷手段會遺失今日成熟的遊客。促銷必須針對
適當的時機，提出適當的內容，和使用於正確的旅遊市場裡。

四、規劃上的考量
觀光據點及服務設施的擁有者何管理者莫不對交通運輸計畫之政策抱以厚望。因為路線、票價、班次、方
便性，以及不同交通模式應用上的改變 都會影響到觀光業。當我們在考慮地方居民及長程遊客的各種不同
需求時，這些議題就會複雜化。 比如有些高速公路規劃者，只是單從商業運輸的角度來設計路線及交通容
量，以下就是規劃在這方面的考量。(李英弘、李昌勳 1997)
1、交通運輸部份必須在觀光規劃考慮之內：
由於觀光業以成長為國際性的新興事業，交通運輸的角色必須加強。現代工程科技促使高速公路、橋樑、
機場、鐵路、及港口的各項工程品質的改進。但是，在交通運輸的決策過程中仍需要觀光服務業及觀光據點
的領導者的參與。如此，經由良好互動結合，雙方都可以獲得利益。
2、不同交通工具的使用需要有新的規劃組合：
通常觀光客的需求是不會向商業業者或政府所預期的只有一種運輸工具的，由於航空旅遊的可用性增加
(如票價、時刻、及航空公司的選擇)提供旅客更多的據點選擇。但到達目的地之後，卻常需要其他交通工具
的配合才行。逐漸受到青睞的套裝旅遊方式就促使旅遊方式加以組合。如是再整個過程中有任何一段服務不
佳都會糟蹋旅遊品質。因此不只是當地居民或者是外來旅客市場，都需要不同交通運輸工具的良好規劃。
3、交通運輸不再只是工程上的規劃：
在交通運輸規劃中，對遊客人文層面的敏感性是必須要加以考慮的。由於高速公路通常會將遊客何他
們的目的地加以隔離及擾亂方向，因此對遊客而言，知道他們目前在何處是越來越不容易。因此，良好的指
示標誌及旅遊資訊是規劃上的一大挑戰。旅遊經驗，特別是在支線道路及鄉間小路上，均屬旅遊產品的一部
份。尤其是景觀道路，更需要對沿道路兩邊的土地使用型能加以限制。
4、新高速公路幹線要充分考慮環境的敏感性：
儘管高速公路的規劃設計技術日新月異，對於自然及文化資源的保護仍需特別注意。雖然旅遊可及性是很重
要，將主要高速公路建立在未開發的處女地上會對當地社會及實質環境產極大的干擾。例如國家公園的規劃
者便曾經因高速公路路線位置不當而導致野生動物的滅亡。

在上述分析中了解交通為觀光系統中重要的一環，一個交通開發與發展往往左右當地觀光產業影響的觀光
層面也非常廣泛。以本研究主題在國道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開通前後，針對觀光對當地的經濟、社會、
環境等，多少會當地產生正、負面衝擊層面影響。在接下來的部分將以觀光衝擊理論來做探討分析。

觀光衝擊理論
觀光的產生帶來了觀光地的發展，而觀光發展所帶來的多元性，例如遊客到觀光地遊玩所需要的食衣住
行，這些多元性間接的引起各種行業興起。因此觀光地的發展涉及的層面相當廣，不過也因為觀光的發展帶
來了多方面的影響。而在學者 Mathiesin〈1982〉的研究中，他認為觀光衝擊是受到遊客在整個旅遊過程中
之許多變數所影響，動態要素的遊客與靜態要素的遊客特性、觀光地特性改變，即可能產生觀光衝擊。而就
其類別來說大致可分為三個面向：經濟衝擊面向、社會文化衝擊面向、實體環境衝擊面向；而在其當中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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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負面的影響。
然而在衝擊上的正面與負面是說：正面是觀光發展會使得人為或人文環境發展有增強效果；負面是指自
然環境的各元素遭受到破壞。基於理論與實務的需要，許多研究觀光發展的學者們陸陸續續針對觀光發展的
影響進行深入探討與研究。而以下便是許多學者所探討出來的理論：
ㄧ、經濟衝擊面向：
經濟衝擊對於觀光地的影響是很明顯的，因為觀光地的經濟衝擊會為地方帶來經濟利益，改善當地的收
入狀況。不過經濟衝擊對於觀光地區亦有負面的影響。觀光活動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包括：改善國際支出、增
加國民收入增加工作機會、改善經濟結構、刺激企業投資、增加政府收入。而經濟成本包括：土地機會成本、
通貨膨脹、對觀光過度依賴、增加財政支出〈陳思倫等，１９９５〉
。此外由國內外學者努力研究後更發現
許多的正、負面衝突，其如下表 2-1 經濟衝擊層面探討分類表：
項目

內容

國內外學者

正面

收入及生活水準增加

Harrill&Potts，2003

衝擊

促進投資發展改善

Snaith&Haley，1999

公共設施增加

Ko&Stewart，2002

改善交通設施

Martin&McCool，1994

購物機會增加

吳宗瓊，2002

改善當地整體稅收

陳明川，2003

公共服務改善

歐聖榮、嚴宏旭，1995

觀光整體利益超過負面衝擊

陳思倫、郭柏村，1995

負面

物品與服務價值上升和短缺

Harrill&Potts，2003

衝擊

土地和房價上漲

Snaith&Haley，1999

生活費、個人財產稅增加

Ko&Stewart，2002

不動產成本及房地產稅增加

Martin&McCool，1994

增加生活成本

郭建池，1999

資料來源：陳思倫〈1995〉

此外於國內論文中郭建池〈1999〉以針對阿里山地區七個村所做的衝擊認知研究發現，居民認為觀光發
展帶來的整體利益多於負面，其中認為正面影響是「振興地方經濟」
、「個人收入增加」
、「就業增加」
。

二、 社會文化衝擊面向：
基本上社會文化衝擊往往沒有經濟衝擊或實體衝擊來的明顯，經濟上可以直接從收益上來查覺，環境上
可能從環境被破壞或污染中看到。而社會文化衝擊往往需要的是時間，經過一段時間的演變，居民可能感受
到遊客對於其生活的干擾或生活模式的改變。Ryan〈１９９１〉認為觀光所導致之社會改變，其造成之本質
主要取決於遊客的特性、當地居民之文化信仰及該地區的設備、環境、社會心理承載量等。在此改變過程中
包含了主客雙方再各自文化所定型之情況下與另一文化交流所產生一系列之認知忍受度以及期望〈歐聖榮、
顏宏旭，１９９５〉
。也因此社會文化衝擊可以從以下這兩個層面來探討：
1、 對觀光客的影響：
對觀光客個人的影響來自於觀光旅遊的行前準備〈如資料收集、金錢、時間和體能之準備〉
、出發旅行、
4

於觀光目的地之遊玩、回程旅遊及回憶，整體觀光活動體驗可能是觀光客本身最特殊的回憶，如果是觀光客
全家旅行，那旅行前的準備、期待的興奮以及實際的旅行體驗是家庭生活中值得記憶的事件，而且它更可以
對家庭的每個成員具有教育性〈McIntosh&Goeldner，1990〉。
2、 對觀光地區及居民的影響：
Lanquar 總結大部分的社會文化衝擊研究報告得到下列三項主要結論：1、觀光業務所滋生的社會文化影
響之多寡依來臨觀光客人數量、接觸的模式及接觸的時間長短而定。2、觀光業務所滋生的影響與當地接觸
民眾的社會和文化的模式、價值觀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西方先進行為模式之傳播在某農村社會或某工業社
會裡，其所導致之後果完全不同。3、觀光業務所滋生的影響不但依該地民眾之受影響也依當地觀光活動之
進展而異〈黃發典譯，1993〉。

Cohen〈1972〉曾再觀光開發之社會文化影響研究中歸納出十項為這方面領域研究的課題，依次為〈1〉
人際關係〈2〉社會結構〈3〉生活節奏〈4〉遷移及就業〈5〉婦女就業〈6〉社會層化〈7〉權利的分配〈8〉
脫序社會的增加〈9〉風俗習慣及藝術的影響〈10〉當地社區的福祉越依賴外來因素。
另，La flame〈1979〉自 1968 起在巴哈馬〈位於西印度群島的最北部的巴哈馬群島上。是加勒比海十
分聞名的度假勝地〉的一個小地區進行多年的觀察及研究觀光發展對當地社區的社會影響。由研究結果得知
的主要變化包括〈1〉物質生活條件的提升〈2〉改變當地市場交易的取向〈3〉導致當地食物生產減少〈4〉
職業結構改變〈5〉婦女經濟角色的改變〈6〉改變勞動力市場型態〈7〉縮小種族間社經鴻溝〈8〉當地社區
隱密性降低。
Lanquar 亦指出觀光發展所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將導致觀光地區社會結構上的變動，也會造成人口上、
行業上、教育上和收入上以及社會地位與權勢上的改變，種種社會變遷於焉形成〈黃發典譯，1993〉。

三、 實體環境衝擊面向：
實體環境的衝擊包含了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從林瓊華〈１９９５〉所指出的實體環境有自然環境，如
山川河獄、動植物等與人為環境，如鄉村及文化的歷史環境等。此外，林瓊華〈１９９５〉提出影響實質環
境的重要因素有下列幾項：
〈一〉遊客使用及觀光發展強度。
〈二〉生態系的強度。
〈三〉觀光發展是否遠見。
〈四〉觀光發展變形的特質。
而在於國外的的學者 Brougham&Butler 於 1981 年為了暸解蘇格蘭 Sleat 半島上居民對觀光發展所產生之
社會衝擊之態度所進行的研究，所提出的一個分析架構。他們認為觀光衝擊之產生是由三個因素交互作用而
形成的：
〈1〉先決條件：當地之自然環境、人文歷史、政府政策或發展機會等因素；
〈2〉居民之空間型態：
包括居民之年齡、性別、職業、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居住時間等社經背景；
〈3〉遊客之時空分佈：包括
遊客之性別、消費型態、活動型態、語言、文化，以及對旅遊地區時間、空間之操控度。由於三者之交互作
用造成當地社會產生了環境文化及經濟衝擊，而這些衝擊亦對當地居民觀光發展之態度產生影響，這些影響
使得居民對觀光發展有不同之看法〈顏宏旭，1994〉。

由這個架構中可知，觀光發展時所產生之衝擊是影響當地發展以及居民對觀光發展態度的重大因素。而
且政府所決定的政策能夠左右觀光發展的命運。例如：於民國 95 年 6 月間所通車的國道北宜高速公路〈雪
山隧道〉，已創造出均衡區域發展與縮短城鄉差距。但是國道北宜高速公路通車後吸引了大量的人潮，這對
宜蘭目前的住宅結構、房地產與觀光相關產業等會產生實質的衝擊。對於宜蘭的旅館產業一定有所影響。
再者本研究將根據 AP&Crompton〈1998〉所整理之實體環境正負面影響，將其羅列於後。表 2-2 實體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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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探討分類表：
項目

內容

國內外學者

正面

地區外觀的改善

Harrill&Potts，2003

衝擊

通訊通信設施受到改善

Stewart，2002

交通設施受到改善

McCool&Martin，1994

水利系統受到改善

Gilbert&Clark，1997

促使居民整理部落環境

吳宗瓊，2002

提升居民環境意識

顔宏旭，1995

自然資源因而受到重視及保護

林朝欽，1987

電力設施受到改善

劉儒淵，1990

負面

交通擁擠增加

Harrill&Potts，2003

衝擊

過度擁擠

Stewart，2002

增加噪音及垃圾污染

McCool&Martin，1994

大量遊客造成自然環境破壞

Gilbert&Clark，1997

垃圾處理困難

吳宗瓊，2002

公共設施破壞情形嚴重

顔宏旭，1995

塞車與停車的問題便嚴重

林朝欽，1987

景觀美質下降

劉儒淵，1990
資料來源：AP&Crompton〈1998〉

因此，本研究經由上述中分析出，觀光不僅為當地社會、經濟、環境帶來了種種的正面與負面的衝擊。其
中最為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有效的觀光衝擊管理策略，而其中「交通問題」最為顯著。然而，政府也經過長時
間的評估以及透過調查了解當地居民對於發展觀光的反應如何，而從中決定規劃更便捷的交通設施以及開發
新的路線，因此本研究認為雪山隧道對宜蘭當地的居民以及相關的服務業者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而旅館產
業該如何對此一變化做正確的對策，這正是我們所想要探討的主題。再者，經由環境的變遷、交通改善而消
費者對其旅遊的意願以及需求也產生了變化，當地的旅館業者是非常的敏感的。藉由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去思
考，而積極提出最為貼心的設想或者擬定套裝行銷計畫以來吸引觀光客的青睞，此為令人所關注的。此外，
是否會因此而影響其當地的觀光產業以及餐飲旅館業的作業甚至定位策略是直得我們探討的。

研究方法
焦點團體深度訪談
在本階段本研究將會好較為專業的問題以造訪宜蘭地區的民間團體〈飯店業〉的經營管
理高階主管，詢問並了解其對於雪山隧道開通對宜蘭之影響的看法，由於民間單位的重要
相關人士對於雪山隧道開通後將會造成或已然造成的影響比一般的居民以及遊客來的深
入，故先從各單位負責人做深度訪談，以了解實際的狀況，並將他們的看法整合成表，加
以與文獻探討所找出的變相加以篩檢，幫助了解其中的重要性為何而其重點在哪，以作為
本研究所探討的依據及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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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結 果 與 分 析
本研究為了解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的影響關鍵因素加以探討，使用質化研究方
法，採取個案分析法進行深度訪談、實地參觀及調查，將其獲得的資料與其他相關次級資
料進行分析，透過開放式的面對面訪談，從業者對於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業所帶來
影響層面認知觀點了解，再由本研究將其歸納整理成為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影響宜蘭旅館
業之關鍵因素。
本研究將針對宜蘭具指標性旅館業者，進行深度訪談所得到的內容加以整理分析，以更
深入的了解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整體旅館所帶來的影響層面。本節將以所提出之假設
作為深度訪談分析基礎，並將假設分別列出如下：
1、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旅遊業是否有所影響。
2、探討宜蘭旅館業者，對於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有所因應對策。
3、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吸收其他觀光景點之旅客。
4、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影響前往宜蘭觀光客旅遊型態。
訪談時間：96 年 2 月 13 號
訪談地點：宜蘭礁溪-礁溪老爺大酒店
訪談對象：執行部-協理 李慧姍協理
以往北部遊客開車前往宜蘭、花蓮等東部地區旅遊，其主要的路線有二：一為台二線，
其為濱海公路。對於遊客而言是通往東部地區較安全且順暢的道路，而在路途當中擁有相
當多的觀光景點可做遊憩活動等，但是由於抵達宜蘭等地所需的路程相當的冗長，也因此
通常以多天數的旅遊為居多。而其二為省道九線，雖然路程較台二線〈濱海公路〉短，但
是都大多數以山坡陸為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九灣十八拐」此一路線崎嶇延綿，也因次
就安全性而言較為危險。然而在民國 95 年 6 月雪山隧道的開通，不但結合了兩者間的優
點且摒除了其缺點，其通車時間由最快的路線省道台九線的 2-3 個小時縮短為 40~50 分
鐘，而就安全性而言則大大的提升。這是否使得欲前往宜蘭旅遊的旅客意願提高，並且對
當地旅館、旅遊業帶來正負面的衝擊。
本節將從宜蘭著名飯店業者本身對於雪山隧道開通的看法及因應策略與消費者對於
消費行為和認知兩方面加以探討，以了解兩者之間的相關聯性為何。
〈假設一〉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旅遊業是否有所影響。
而本研究此一假設所欲探討的層面：有雪山隧道開通後直接性的交通因素，以及經由
交通便利所帶來大量人潮的環境改變等相關影響。且本研究在消費者問卷調查當中欲得
知，旅客前往宜蘭旅遊選擇住宿旅館的重視項目為何。再藉由業者回答當中的各個角度切
入，兩者間做一比對分析讓本研究更深入了解現況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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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行為分析：
針對人潮變動此一層面而言，由基本資料統計分析的表 4-3 顯示，有 73.45%〈受訪者
居住地區分佈表〉的旅客是居住於北部的，這顯示了主要顧客群以北部旅客為主。再由表
4-15〈開通後，前往宜蘭旅遊意願分佈表〉可看出雪山隧道開通以後大大的增加了國民旅
客前往宜蘭旅遊的意願其比例為 89.83%。
此外，而表 4-17〈請問雪山隧道開通前，至宜蘭旅遊，大多停留的時間分佈表〉旅客
於宜蘭旅遊所停留的天數以三天兩夜為最多佔有 44.07%其次為兩天一夜其比例為 35.03%
在與表 4-18〈請問雪山隧道開通後，至宜蘭旅遊，大多停留的時間分佈表〉內所顯示出以
兩天一夜為最多約有 42.37%而其次為一天來回佔有 28.81%；由這兩個調查中交叉比對分
析可發現原本旅客前往宜蘭旅遊所停留住宿的時間較為長，這是因為交通上的不便所造成
的。
然而，經過了雪山隧道的開發以後，促使了交通的便利，旅客因此而改變了旅遊型態
選擇較為短期的旅遊方式，進而影響了其停留住宿的意願。而以消費者行為與經驗的表
4-14〈一天假期，選擇國內旅遊景點分佈表〉可看出北部旅客短期旅遊選擇的地點已趨向
於宜蘭等東部地區其比例有 50.54%。
再者，由表 4-19〈是否會順道去其他地區旅遊分佈表〉旅客是否會順道前往其他地區
旅遊〈如：花蓮、台東等地〉可看出是偏向於轉往花東旅遊的其比例為 66.67%。由以上幾
點可看出雪山隧道的開通對於宜蘭而言帶來了豐沛的人潮，但是有許多的旅客也因為交通
的便利而更能夠利用時間轉往花東等地旅遊。
個案旅館探討分析：
雪山隧道的開通促使了人潮的湧進，創造出利益豐沛的商機。而在這個大環境的改變
下，宜蘭礁溪的傳統溫泉旅館以及其他宜蘭其他地區的一般旅館都受益良多。但是，也因
為客源徒增使得傳統旅館業者深刻的感受到硬體設施以及服務品質的維持以及提升相當
的吃力。
同時，由於雪山隧道的開發，而使得宜蘭受到許多的大型國際觀光飯店的青睞，計畫
在短期內進駐於此。這雖然能夠提升宜蘭地區的觀光休閒飯店整體的品質，但是就當地原
有的旅館而言是一個迫在眉頭的威脅，勢必會對於宜蘭的傳統旅館業者造成擠壓的情況。
就宜蘭當地現有的五星級飯店業者所認為，宜蘭當地的傳統旅館業者與民宿都必須盡快進
行一些轉型及策略的動作。
結論分析：
本研究在經過消費者行為與經驗問卷調查以及個案業者深度訪談內容進行交叉比對
以後，發現雪山隧道對於宜蘭當地的觀光產業影響的層面甚廣。對於消費者而言，能夠利
用便利的交通節省更多的行車時間是相當的滿意的，且因此能夠計畫轉往其他的地區旅遊
〈如：花蓮、台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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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一消費者意願變大大的影響到停留於宜蘭當地住宿消費的機會。對於宜蘭旅
館業者而言，人潮的湧入確實造就了高住房率，但是整體上的房客停留住宿天數已有明顯
的降低，這對於宜蘭旅館業者來說是一大隱憂。為了改善此一現象，宜蘭旅館業者目前急
於轉型以及加強服務品質和硬體設備以吸引旅客的停留住宿。這些改變的現象就本研究所
做的假設一：雪山隧道開通後，對於宜蘭旅館、旅遊業是否有所影響，兩者間是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故假設成立。
〈假設二〉宜蘭旅館業者是否有因雪山隧道開通而有所因應對策。
雪山隧道的開通使得北部至東部的交通網路變得較為完整，造就了宜蘭的整體經濟利
益，且因為如此而吸引了大量的人潮湧入，對於宜蘭當地的觀光發展而言有相當大的助
益。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改變對於宜蘭旅館是好是壞跟旅館的經營理念、因應的反應及策略
有相當大的關係。因此，本研究此一假設所欲探討的便是宜蘭當地業者對於雪山隧道的開
通所帶來的影響是否已有先見之明，且針對此一重大的改變是否有提出相關的因應策略來
提升本身的競爭力以創造更高的經濟利益。
消費者行為分析：
對於消費者而言，在選擇旅館的同時，最為重視的條件可利用本研究的表 4-24〈受訪
者對旅館的期望與認同分佈表〉看出消費者在選擇欲住宿的旅館所重視的有旅館週遭的交
通是否便利其平均值為 4.30，而對於所住宿的旅館至當地的風景區距離遠近也有相當的重
視程度其平均值為 3.84。再者，對於從原本居住地點前往欲住宿旅館間的道路安全性也歸
納在消費者的考量其平均值為 4.06，以上此幾點都是針對交通因素的重視程度調查結果，
由此可想而知飯店所設立的地點是相當重要的，必須能夠善於利用交通網路的優點，方能
使旅客在抵達旅館的過程中感覺到舒服、順暢。
而在旅館週遭的風景區的特色活動也佔有相當的比重其平均值為 3.71，這是由於當地
的風景特色配合當地政府所興辦的活動能夠吸引到旅客前往觀光旅遊的因素，旅客認為旅
館週遭若有吸引人之處就較能夠引起前往住宿的興趣。再者，住宿環境擁有優美的自然風
景以及特別資源〈如：溫泉、草原、湖泊等〉就能夠影響旅客的住宿意願其平均值分別為
4.13 及 4.16。如上所述皆為旅客對於住宿旅館週遭環境的重視程度，所以設立一家觀光
休閒旅館所需要考量的自然環境因素相當的重要。
此外，旅客在選擇休閒旅館時，也會對其旅館的規模大小、外觀是否美麗、內部的休
閒設施是否完善、內部裝潢是否符合旅客所欲感受的氛圍皆會列入考量，但是旅客最重視
的不外乎價格是否合理以及服務品質的優劣，此為旅館業者所需慎重維持與評估的。
個案旅館探討分析：
休閒旅館業者在進行規劃旅館時所重視的不外乎是經濟效益的考量，旅館業者必須
評估所欲設立的地區是否有所特色能夠吸引旅客前往旅遊，並且必須考慮到旅客心理層面
的問題，才能夠創造出能夠得到旅客青睞的氣氛。然而，在大環境的改變下旅館業者是否
有所因應措施是相當重要的。在雪山隧道開通以後，進行國內旅遊的旅客其動向有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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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許多宜蘭旅館業者對於雪山隧道開通後所帶來的大量人潮都有者正面的看法，認為
其影響是利多於弊的，但是也有考量到如何改變經營型態及策略吸引旅客前往住宿消費，
經由宜蘭著名國際觀光旅館業者的口述得知，目前宜蘭傳統旅館為了因應雪山隧道的開通
正積極的改變行銷策略以增強自身的競爭力與吸引力。但是由於硬體設施、服務品質無法
在短期內做較大的改變而使得其效益不大。
結論分析：
本研究藉由消費者行為與經驗的問卷調查與個案旅館深度訪談結果兩者做了比對
分析後，得知現下宜蘭傳統旅館業者為了增加自身的條件以符合旅客的需求下做了明顯的
改變，但是礙於短時間內無法改變其硬體設施且因突如其來的人潮而造成了服務品質的降
低，這是目前宜蘭傳統旅館業者尚無法在短期內解決的困難。在交通建設的開發後，往往
會對當地有正負面的影響。然而，是否能夠藉由交通上的便利為宜蘭旅館帶來更豐厚的利
益是業者所必須去評估與考的。就宜蘭旅館業者的回答與消費者的感受中可得知宜蘭旅館
確實有因雪山隧道開通後而產生因應措施，與本研究的假設二：宜蘭旅館業者是否有因雪
山隧道開通而有所因應對策相符合，故假設成立。
〈假設三〉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吸收其他觀光景點之旅客分析。
雪山隧道通車後，因交通的便利，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到宜蘭旅遊享受淳樸的美景，相
信對宜蘭觀光與旅館業者帶來許多的商機。但在成立新的交通道路建設的同時，或許民眾
也會改變以往交通道路選擇路徑到達旅遊目的地，這樣的影響是否也會造成其他觀光景點
的衝擊，而宜蘭的好山好水及豐富旅遊資源，如礁溪溫泉、蘇澳冷泉、海產及宜蘭各地的
自然景觀，現在因雪山隧道開通便利性而距離縮短讓宜蘭變成台北近郊，使得北部旅客以
及大台北地區居民更能親近，轉而吸引其他地區旅遊景點的旅遊客源，這樣是否會造成北
部觀光結構的改變，而宜蘭旅館業者是如何因應，上述為本假設的研究分析重點。
消費者行為分析：
由消費者問卷調查研究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可以了解於旅客消費行為統計分析中表
4–8「開車前往宜蘭，最常走的道路」顯示，以「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最多，佔 80.79%；
得知旅客大多選擇北宜高速公路前往宜蘭，代表原本北宜公路與濱海公路沿線風景區坪林
及東北角觀光旅遊受到嚴重衝擊。而由表 4–9、表 4–10「開通前、後一年，到宜蘭旅遊
次數」，以「一次」做交叉比對分析，開通前 27.68%、開通後 61.02%；可得知在雪山隧道
開通後，遊客至宜蘭旅遊次數有明顯提升。由表 4–14「一天假期，選擇國內旅遊景點」，
以「宜蘭」最多，佔 50.54%、表 4–15「開通後，前往宜蘭旅遊意願」，以「是(提高)」
最多，佔 89.83%，兩者做交叉比對分析；可得知旅客至宜蘭旅遊意願明顯提高，同時也影
響其他觀光景點旅遊意願。由上述分析得知，雪山隧道開通明顯提升宜蘭境內觀光旅遊之
競爭力，同時也吸引改變其他觀光旅遊景點旅客的旅遊意願。
個案旅館探討分析：
就業者立場來說，雪山隧道開通，對宜蘭旅館及觀光旅遊業有非常大的助益，以現階
段宜蘭旅遊與旅館業的觀光旅遊人潮及住房率都有明顯的成長，以旅館而言，在雪山隧道
開通後，其中最主要的是拓展新的旅遊客源市場，以吸引北部客源為主。例如︰以宜蘭礁
溪溫泉為例，原本大台北民眾的溫泉旅遊，大部分都選擇前往北投或烏來旅遊。但現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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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民眾改選擇至宜蘭礁溪做溫泉休閒度假，蘇澳新鮮的海產也吸引原本基隆、富基漁港
的客源，還有原本較薄弱婚宴市場業績也有明顯提升，而旅館業者也因應雪山隧道開通之
後，安排具特色之套裝行程開拓客源市場，迎接雪山隧道開通所帶來的觀光人潮。
結論分析：
其實，在北宜高行控中開通後，坪林商圈觀光人口已經銳減，相對東北角風景區也有
受到影響，在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坪林、東北角風景區觀光旅遊的衝擊，勢必雪上加霜。在
宜蘭旅館業者的心情則比較輕鬆，畢竟，雪山隧道通車，台北至宜蘭原需二至三小時的行
車時間，現在時間將可節省近一半以上，來宜蘭休閒旅遊人潮有大幅提高，所以宜蘭旅館
業者為了迎接大量觀光人潮與商機，安排具特色之套裝行程開拓客源市場，提供溫泉 Spa 、
各式湯屋以及台北—宜蘭的接駁車，讓客人感受到親切便利，有越來越多的旅館業者看好
雪山隧道通車後，婚宴、大型會議、教育訓練場地的需求轉型規劃，採多元化的經營，藉
此吸引其他旅遊景點的觀光人潮拓展商機。就以改變其他旅遊景點觀光客行程與本研究所
做的假設三：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改變其他景點觀光客行程之關係，兩者間是有密不可
分的關係，故假設成立。
〈假設四〉雪山隧道開通後，是否影響前往宜蘭觀光客旅遊型態之分析。
此研究主題最主要是探討，在雪山隧道開通後，前往宜蘭旅遊的旅客是否因雪山隧道
的便捷性，因而改往其他旅遊景點住宿旅遊，如花蓮與台東是旅客最主要可能選擇的旅遊
地點，進而演變宜蘭只是旅客過境旅遊，不停留住宿，選擇花蓮或台東住宿停留，而最大
的衝擊的對象，便會是宜蘭地區的旅館、民宿間接的造成客源流失；或是旅客的客層結構
與旅遊型態的改變，會帶來給宜蘭旅館衝擊現象有何優劣關係，為此假設研究探討分析的
主題。
消費者行為分析：
由消費者問卷調查研究分析的結果，本研究可以了解於旅客消費行為統計分析中表
4–8「開車前往宜蘭，最常走的道路」顯示，以「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最多，佔 80.79%；
得知旅客大多選擇北宜高速公路前往宜蘭，代表旅客也有可能是利用其便利性，轉往花、
東地區旅遊。而由表 4–9、表 4–10「開通前、後一年，到宜蘭旅遊次數」
，以「一次」
做交叉比對分析，開通前 27.68%、開通後 61.02%；可得知在雪山隧道開通後，遊客至宜
蘭旅遊次數有明顯提升。
而由表 4–17、表 4–18「開通前、後，至宜蘭旅遊，大多停留的時間」
，開通前以「三
天兩夜(含以上) 」為最多，佔 44.07%，而以「二天一夜 」次之，佔 35.03%，開通後以
「二天一夜 」為最多，佔 42.37%，而以「一天來回 」次之，佔 28.81%，兩者做交叉比
對分析；可得知開通前旅客至宜蘭旅遊會規劃較長時間旅遊停留住宿，而在開通後有明顯
縮短停留時間，分布都兩天一夜、一天來回與短暫停留，代表旅遊型態有趨向一日生活圈
的改變。
由表 4–16「前往宜蘭，大多安排旅遊時間」顯示，以「平日(週一至週五)」最多，
佔 42.78%；得知在雪山隧道開通後旅客利用其便捷性，增加平日至宜蘭觀光旅遊意願，提
升平日旅遊人潮。由表 4–19「至宜蘭旅遊外，是否會順道去其他地區旅遊」
，以「是」最
多，佔 66.67%；可得知回答「是」的受訪民眾，大部分都有意願順道至花、東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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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析得知雪山隧道開通不只是提升宜蘭觀光旅遊人潮，同時也帶動花、東觀光旅遊
市場與改變了許多旅遊型態，增加了平日遊客人數、也減短旅遊停留意願，這些改變都值
得去深入探討。
個案旅館探討分析：
宜蘭縣近年來休閒農場及旅館蓬勃發展，不斷開發深度的體驗活動，吸引游客駐留過
夜，以宜蘭旅館業者來說，雪山隧道開通後，對來宜蘭觀光旅遊人潮有顯著提升，相信對
於旅館住宿率也有成長，國際觀光客也因為交通改善至宜蘭旅遊意願提昇，同時也拓展了
中南部的國民旅遊客源，大部分旅館業者都保持樂觀的態度，但有部分旅館業者也認為旅
客轉往花蓮台東旅遊住宿，有可能會對宜蘭旅館業帶來負面影響；確實在雪山隧道開通之
後有部分旅客至宜蘭觀光旅遊同時規劃轉往花、東地區觀光旅遊住宿，這對宜蘭旅館業者
影響甚遠。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業的影響層面做調查分析與探討，藉由對於礁溪
老爺大酒店的深度訪談，以業者本身的經營角度與經驗來了解，整體宜蘭旅館因雪山隧道
開通後對其當地旅館的住房率、同業競爭、開通後的利益關係、經營策略、客層結構、消
費型態、旅遊行程等影響與改變。同時透過問卷調查法得知消費者在雪山隧道開通後對於
宜蘭旅館的需求與期望
經由個案旅館的觀察研究及消費者問卷的調查分析，獲得許多重要的研究結果，同時
在研究過程中也發現許多特殊現象。本章將分別說明本次研究所獲得的重要結果及其重要
意義，並提出研究建議。

研究結果
一、宜蘭整體觀光現狀探討：
本研究主要探討雪山隧道開通對宜蘭整體旅館業的影響與改變，現在就本研究的調查
分析結果作深入探討整理；為了更能了解雪山隧道對宜蘭旅館的影響，首先必須先了解宜
蘭於雪山隧道開通後，整體觀光產業的影響變化，接下來便是現今宜蘭觀光旅遊的優劣分
析探討。
1、雪山隧道開通後對於宜蘭整體觀光有利因素：
宜蘭具有優美的自然風景，且礁溪原本就擁有了豐富的溫泉資源並且於蘇澳產出新鮮
的海產。也因此，長久以來宜蘭便一直是國內著名的旅遊地區。加上政府積極興辦節慶活
動且建設且興建觀光地點吸引人潮(如:傳統藝術中心、冬山河、武荖坑等地) 。但是由於
交通上的不便使得旅客須花較長的時間才能前往觀光旅遊。然而，在雪山隧道開通以後促
使了交通的便利，縮短了台北至宜蘭的距離，宜蘭便成為了台北的近郊，提升了宜蘭縣內
的觀光旅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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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藉由政府實施週休二日以及未來開放兩岸三通，提升了國民旅遊的意願與大陸
來台觀光客的增加。宜蘭政府有鑑於此，更是積極推廣觀光產業，利用成功的觀光活動讓
其變成當地的代名詞〈如：童玩節、綠色博覽會等〉以加深旅客對宜蘭的印象並且創造其
良好的觀光形象。此外，由於雪山隧道的開通。吸引了原本於北部民眾會到的溫泉景點
〈如：北投、烏來溫泉〉以及享用海鮮的客源〈如：碧砂漁港、富基漁港〉到礁溪溫泉與
蘇澳漁港觀光旅遊。在國際觀光客方面，由於先前的前往宜蘭等東部地區的交通不便，因
此意願較低。而通常是以西半部為以及有機場的花蓮等地旅遊為主。而現因雪山隧道的開
通，加速了北部前往宜蘭等地區的便利性而提升了國際觀光客前往宜蘭旅遊的意願。國內
業者看中了此一改變所帶來的商機而許多國際型觀光旅館紛紛駐進，旅館業者增加婚宴、
大型會議、教育訓練場地，採多元化的經營提升了宜蘭整體旅館的品質與服務。在實際面
而言，雪山隧道的開通也確實提升了當地旅館的住房率。且政府由覺於平日的遊客增多且
停留本地住宿消費的意願減少，所以強化規劃夜間活動以吸引顧客停留住宿消費。
2、雪山隧道開通後對於宜蘭整體觀光不利因素：
在一個交通基礎的建設下，為了經濟上的利益往往會犧牲了自然生態環境。相同的，
雪山隧道的開發雖然提高了交通上的便利性，卻也犧牲掉了部分自然生態來造就經濟上的
發展。而雪山隧道開通後政府為了安全的考量下，現階段未開放大型遊覽車通行，由此影
響到觀光旅遊的發展，且因限速 70 公里以下的限制以及隧道車流量無健全的管理，造成
假日車流量較多時的壅塞降低了旅遊的品質。雖然如此，但是雪山隧道的開通確實帶來了
大量的人潮湧入宜蘭觀光旅遊。然而，宜蘭當地的傳統溫泉旅館以及其他地區的旅館無法
在短時間內提升硬體設施以及服務品質來因應此一變化。
部分旅館與民宿業者無視於因雪山隧道的開通，旅客會利用北宜高的便利性轉往花東
旅遊或者交通上的便捷縮短了來回時間，形成了一日生活圈旅遊型態的可能性，卻趁機利
用大量的人潮湧入把平日都視為假日，全面取消平常日的優惠折扣，還有北 宜 高 的 終 點
站蘇澳，有許多遊客慕名前往南方澳現撈海鮮享用美食，不過有一些海鮮店
遭 到 顧 客 抱 怨 ， 有 哄 抬 價 格 的 現 象 ， 引發消費糾紛，對宜蘭觀光形象及日後永續經
營非常不利；加上昔日純樸的宜蘭礁溪溫泉休閒景點，現今卻因交通上便利引進部分的色
情行業，破壞原有的純淨的觀光環境；除此以外，因交通的便利、遊客湧入造成了過度的
工商發展且破壞了自然生態景觀，失去了地方觀光特色，也 使 得 當 地 的 物 價 便 的 水 漲
船 高 。〈 部 分 新 聞 資 料 來 源 取 自 於 ：宜蘭縣商業會-商會活動 (2007) 官方網站〉

二、雪山隧道開通後對宜蘭旅館的影響：
宜蘭素以觀光旅遊聞名，當地政府利用宜蘭本地原有的自然資源致力於觀光旅遊
發展。雪山隧道開通以後，就其交通影響層面而言，開通後確實縮短旅客至宜蘭旅遊距離，
也減少旅途時間因此增加了平日前往宜蘭旅遊的意願，相對的為宜蘭當地帶來了大量的人
潮，並且對於整體的經濟效益而言，創造出相當豐碩的成果。當然，對於宜蘭各地旅館亦
影響甚巨。雖然開通以後吸引了旅客前往宜蘭進行觀光活動，也因此旅館增加了商機並且
開發了新的客源，但是對於旅客而言卻是擁有了更多的時間選擇其旅遊景點以及住宿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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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點。而後來，由於假日的人潮過多而發生了雪山隧道內和宜蘭交通網擁塞的現象，降
低了旅遊品質，使旅客至宜蘭旅遊意願也大受影響。
對於消費者而言，在選擇旅館的同時，最為重視的條件可利用本研究的表 4-24〈受
訪者對旅館的期望與認同分佈表〉看出消費者在選擇欲住宿的旅館所重視的有；旅館週遭
的交通是否便利其平均值為 4.30，而對於所住宿的旅館至當地的風景區距離遠近也有相當
的重視程度其平均值為 3.84。再者，對於從原本居住地點前往欲住宿旅館間的道路安全性
也歸納在消費者的考量其平均值為 4.06，以上此幾點都是針對交通因素的重視程度調查結
果。
針對「開通後對宜蘭旅館業的影響層面」，整理結果如下:
較具正面影響–
1、開通後，帶來大量觀光人潮增加住宿機會。
2、大型國際觀光飯店駐進，提升宜蘭整體旅館品質。
3、旅館業者增加婚宴、大型會議、教育訓練場地，多元化的商業機會。
4、政府強化夜間活動吸引顧客住宿消費。
5、旅館的住宿率明顯提升。
6、平日遊客住房率增加。
7、國際觀光客住房率增多。
8、吸引其他景點旅客住宿(北投、烏來等地)。
負面影響–
1、大型國際旅館駐進，擠壓一般傳統旅館生存空間。
2、客源增加，旅館同業紛紛投入，市場競爭激烈。
3、人潮湧入；部分宜蘭旅館、民宿業者變相加價。
4、旅客利用北宜高的便利性，而轉往花東旅遊住宿。
5、形成一日生活圈，減少住宿機會。
6、假日的人潮過多造成擁塞的現象，降低旅遊品質，使旅客旅遊住宿意願大受影響。
藉由以上因素，而使得當地旅館有所因應措施，因此產生了差異性的營運狀況，本研究依
「旅館策略層面、經濟影響層面」探討如下：
1、 旅館策略層面
由於旅途時間縮短致使一日遊的旅程興盛，也因此利用平日休閒時間前往觀光的旅客
增多造成了降低住宿當地旅館的意願。因應此一變化，旅館提升了其硬體設施如：湯屋、
溫泉 SAP 療程、婚宴、大型會議及教育訓練場地，採多元化的經營。經由本研究以深度訪
談的問題當中得知，擁有高品質服務以及多元化的休閒設施的旅館，經由完善的市場區
隔，能夠強化其競爭優勢而不需因應市場競爭做價格上的調整。
開通後部分當地旅館所調整之營運策略，整理結果如下︰
〈一〉旅館開通後營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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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採多元化的經營〈如：湯屋、宴會、大型會議及教育訓練場地〉
2、提供優質貼心的服務〈配合平日旅客作息做住、退房的時間調整〉
3、提出具特色之旅館活動〈如：晨走活動-五峰旗瀑布、民俗表演〉
4、開發新客源市場〈如：中、南部旅客〉
5、提供館內完善休閒設施〈如：健身中心、溫泉 SAP 療程〉
6、提供優惠促銷方案〈如：房價優惠調整〉
本研究利用圖 5-1〈雪山隧道開通前後平均房價比對圖-礁溪老爺大酒店〉可得知礁溪
老爺因符合以上條件因此對於價格上並無太大調整；圖 5-2〈雪山隧道開通前後平均房價
比對圖-山泉飯店〉顯示出一般的傳統型飯店由於同業的競爭壓力下，而執行降價策略來
爭取更多的住宿旅客以提高其營業額，但是也有部分的旅館業者利用當地旅館供不應求的
市場趨勢而隨意漲價，此是較為特殊的現象。
再者，許多的旅客因為交通上的便利，更可有較多的時間前往其他地區旅遊〈如：花
蓮、台東等觀光地區〉住宿，而間接吸引了原本於宜蘭當地觀光客源。這使得宜蘭政府以
及當地旅館有所警惕，而利用其原本的自然資源、觀光慶典活動結合多元化的套裝行程以
吸引旅客停留消費。
本研究經過調查結果得知。因應雪山隧道的開通，這兩年宜蘭縣觀光旅館申設案如雨
後春筍；礁溪老爺酒店前年開幕營運；南澳鄉國賓飯店養生渡假園區、三星鄉天外天喜來
登國際渡假旅館，也陸續完成簽約並於未來一兩年內正式營運。
這些新型國際級觀光旅館建案，有別於宜蘭傳統旅館的共通性為皆有廣大的腹地作為
休閒設施的設置並且運用高品質的服務以及多元化的經營策略，此一為未來宜蘭觀光旅館
業的發展趨勢。
2、旅館經濟層面
本研究將國際型五星級-礁溪老爺大酒店〈本研究個案調查對象〉，另外挑選市場地域
性相同並較具規模的一般傳統型飯店-山泉飯店，兩者間對其平均房價、住房率、總營業
額統計月報表進行研究比對分析如下：
(1)平均房價
經由圖 5-1〈雪山隧道開通前後平均房價比對圖-礁溪老爺大酒店〉顯示，礁溪老爺於
雪山隧道開通前後的平均房價調整並無明顯差距。而相較之下，圖 5-2〈雪山隧道開通前
後平均房價比對圖-山泉飯店〉
，卻有因為雪山隧道的開通而明顯的對於房價上做了調降的
策略，這是因礁溪老爺在宜蘭礁溪當地，並無同類於國際型觀光飯店的競爭者，且在市場
上的區隔做了妥善的規劃，以高品質的服務以及完善的設施吸引高消費群的旅客。而山泉
飯店則必須運用價格策略與較多同類型的傳統溫泉飯店作為市場上的降價競爭，以吸引顧
客前往旅遊住宿。
(2)住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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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圖 5-3〈雪山隧道開通前後住房率比對圖-礁溪老爺大酒店〉，可得知礁溪老爺於
雪山隧道開通後的住房率有明顯的成長，再以圖 5-4〈雪山隧道開通前後住房率比對圖山泉飯店〉，亦可看出山泉飯店也於開通後提高了住房率。從兩者間可發現，雪山隧道後
所帶來的人潮確實提高了住房率，再加上飯店對於定位上的不同，所做出各自的行銷策略
對其住房率的成長皆有明顯的效果。
(3)總營業額
經由圖 5-5〈雪山隧道開通前後總營業額比對圖-礁溪老爺大酒店〉以及圖 5-6〈雪山
隧道開通前後總營業額比對圖-山泉飯店〉可顯示總營業額皆有大幅度的增加，這是因為
上述的高住房率讓旅客於館內的消費機會大幅上升，使得館內的各個休閒、餐飲設施的使
用率有所成長，造就了總營業額明顯提高。
三、研 究 結論
宜蘭旅館未來市場變化：
在未來的宜蘭旅館發展當中，會有許多的大型國際型觀光旅館駐進，加上花、東等國
內著名觀光地區的競爭壓力下，進而擠壓到當地一般的旅館的生存空間，以及未來可能興
建蘇花高所產生觀光衝擊。倘若當地一般旅館整體品質無法提升，將會致使大量的客源流
至大型國際型觀光旅館與花、東等國內著名觀光地區。
傳統旅館發展限制：
就目前傳統旅館腹地上有所限制所以無法擴充，並且因為經費上的困難因此較不便於
做大幅度的改變，是為當地的傳統旅館對於硬體設備提升上的發展限制。
提升其競爭力:
當地傳統旅館可利用價格上的調整與採多元化的經營、提供完善休閒設施以及提升服
務品質〈如：更新館內可變動裝潢、設備及專車接送等 〉
，增加本身市場競爭力，以吸引
顧客的停留住宿。
差異化的行銷策略:
於行銷策略當中，因大環境的變化，使得觀光結構改變，需規劃出較具地方特色及獨
特性的特別套裝行程與經營策略；以提升顧客停留宜蘭當地的消費意願。
就現在整體的旅館經濟效益可觀查出，上述的經營策略中提供高品質服務以及多元化
休閒設施的旅館、透過完善的市場區隔，對於此一變化上有產生正面的經濟效益，便能夠
強化其競爭優勢，便可使旅館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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