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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餐飲業的現況與課題
民以食為天，對華人的社會而言更有著「吃飯皇帝大」的文化根基。生活育樂幾乎

都與餐飲相關，說餐飲業為國家的民生必需產業，一點不為過。

根據臺灣趨勢研究機構（TTR）在2018年的「餐飲業發展趨勢報告」指出，我國

餐飲業的家數近5年的年成長率落在3%至6%之間；而餐飲業銷售額方面近5年的年增幅

在6.8%～9.3%（圖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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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7-1  近5年餐飲業家數及營業額統計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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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交通部觀光局「107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指出，「美食及特色

小吃」已成為吸引旅客來臺觀光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無論是國人的餐飲需求，或是

外國旅客來臺的餐飲消費，都是提升臺灣餐飲市場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力。雖然如此，臺

灣餐飲業現仍面臨了以下的課題。

一、餐飲商品同質性過高

餐飲市場的進入門檻較低，但競爭者之間的商品性質相似度很高，尤其許多人藉由

微型創業方式投入餐飲業，通常也較缺乏資源來進行餐飲商品的創新。即使研發出了創

新餐飲商品，也不易像其他高科技產

業那般，藉由申請專利來保護產品，

因此很容易被快速模仿，以致於商品

失去獨特性，難以擁有長遠的競爭優

勢。

餐飲業者若能努力藉由創新來提

升自我競爭力、運用臺灣各地優質食

材與現代化餐飲技術，持續開創具創

意與特色的商品（圖17-2），才能

跨越模仿的層次，與競爭者做出明顯

區隔。

二、實務經營專業能力不足

餐飲業規模可大可小，產品服務可精緻複雜也可簡單基本，因此一直是許多人創

業或轉業的優先選項，但創業轉職者不見得具備專業的餐飲經營能力，因此即使開業者

多，相對地失敗者也多。根據財政部106年統計指出，平均每100家餐飲業者中，就有

11家是新開業，但也有將近8家歇業。

為了培養未來餐飲從業人員的專業能力，從事餐飲相關的教育機構，其教學內容應

更貼近實際餐飲經營的需要；而行政院勞動部職訓局、相關餐飲協會或公會等機構，也

可開設的餐飲經營專業訓練課程，供有興趣的民眾參加，透過知識學習與經驗傳承，共

同提升臺灣餐飲業的競爭力。

（https://www.facebook.com/Hisugar.cc/）

 圖17-2  業者研發具創意的餐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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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續提升品牌競爭力

雖然餐飲業者百家爭鳴，但其中有許多業

者表現卓越，努力維護餐飲產品的品質與服務

的專業，讓該店在個別餐飲類別中獨霸一方、

成為代表品牌，例如：王品牛排、鼎泰豐、

50嵐等。除了餐飲業者本身的努力之外，政

府也可以站在輔導與協助的角度，幫助更多業

者提升自身品質、建立品牌形象，以共同提高

在市場商的品牌競爭力。

四、餐飲知識的保存與善用

臺灣有許多經營數十年以上、具有傳統特色與地方風味的餐飲老店，但這些店家的

經營方式多為傳統家族經營，當第二代或第三代無意接棒時，就可能會退出市場，而其

獨特的傳統餐飲手藝也就可能漸漸失傳。

若要保存這些漸漸失傳的傳統餐飲知識，除了業者自身的努力之外，政府也可以藉

由文史保存的概念，來將這些餐飲老師傅的智慧知識，有系統地萃取、保留、運用，讓

有臺灣價值的味道成為臺灣餐飲業的重要公共資源。

五、促進法規的周延完備

美食原是臺灣吸引旅客的一大因

素，但因為食安法規的不周延，導致近

年來油品、混充米、違法添加物等食品

安全問題接連爆發。這些問題不僅導致

民眾「食不安心」、紛紛發起拒買黑心

商品的行動（圖17-3），更嚴重傷害臺

灣美食的國際美譽。在食安事件不斷爆

發之後，政府已檢討相關法規，並重新

修定「食品安全衛生管理法」，期待政

府單位能落實法規的執行，讓臺灣持續

保有美食天堂的好名聲。

 攝影：macglee

（https://tw.appledaily.com/）

 圖17-3  拒買黑心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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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

近年來無論是產品標示不實、廣告不實、業者餐飲產品衛生不佳，所造成的顧客身

體傷害；或者是業者大量銷售提貨券後惡性倒閉，消費者求償無門的問題，都顯示出政

府對於餐飲消費者的權益保護不足。

政府應該在產品標示、廣告內容、衛生規範，以及禮券和提貨券的履約保證等，

制定完備的相關法規；並且加強宣導及稽核，徹底落實法規的執行，以保障消費者的權

益。

七、餐飲產品與商業模式行銷海外動能不足

臺灣有很多具特色的餐飲文化（如：夜市）、經營模式（如：小吃攤販）、餐飲產

品等，均有進軍國際的實力，但目前僅有85度C、鼎泰豐、微熱山丘、豪大雞排等少數

名店靠著業者本身的知名度跨足海外經營成功。

政府可以針對臺灣美食的行銷提供整體的協助，也可結合產官學界建立輔導平台，

以協助業者跨足海外；甚至將臺灣的食材行銷世界，讓臺灣的餐飲產品不再僅僅於島內

廝殺，而能擴展到世界。

攝影：wuestenigel

17.1
(　　)1. 下列哪一項不是臺灣餐旅業的困境?　
 (A)產品獨特多樣　

 (B)消費者保護不足　

 (C)產品同質性過高　

 (D)法規不夠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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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餐飲業的未來發展趨勢
近年來由於民眾的消費能力提高、外食比例增加，加上養生／環保風興起，使得餐

飲業快速發展且日趨多元化，餐飲業者必須掌握未來的發展趨勢，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

場中勝出，以下說明餐飲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一、連鎖化、國際化經營

根據「2018年臺灣連鎖店年鑑」的普查資料，2017年國內餐飲服務業連鎖店的總

部達2,781家，較2016年的2,736家成長約1.5%。原因是連鎖經營方式較易建立品牌形

象及知名度，且可透過聯合行銷或採購降低營運成本。另外，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時，

朝國際化發展，則可以爭取到更多客源。因此餐飲連鎖化、國際化經營仍是未來的重要

發展趨勢。

實例實例特搜讚特搜讚 跨海餐飲企業

根據天下雜誌「2017年兩千大企業調查」，餐飲業排名前三大企業分別是85度C、王

品集團及MOS漢堡，這三家餐飲企業都是屬於連鎖化、國際化的企業。

國內許多餐飲業者積極進軍海外，除了上述的85度C與王品集團之外，50嵐（圖17-
4）、鼎泰豐、繼光香香雞等，也都紛紛在海外佈局。不僅國內業者拓展海外市場，近

年來許多海外名店也競相來臺展店，包括來自日本的一蘭拉麵（圖17-5）、來自韓國

的八色烤肉、來自泰國的「WOO Taiwan」泰式料理、來自中國的海底撈火鍋等。餐

飲企業的跨海經營，不僅能擴展海外市場、讓更多消費者享受到海外美食，也有助於

提升餐飲業的競爭強度。

（https://zh-cht.ichiran.com/index.php）

 圖17-5  一蘭拉麵臺北本店

（https://www.facebook.com/koithejp/）

 圖17-4  50嵐副牌「KOI」進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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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式經營

隨著消費能力的提高及生活型態的改

變，現代人對於餐飲的需求愈來愈多樣化，

為了滿足這些需求，許多強調創意的  主題式

餐廳（Theme Restaurant）日漸盛行。

例如  臺北「璐露野生活野餐餐廳」以戶外野餐作為

主題，餐點與店內裝潢都充滿與野餐相關的活

潑元素（圖17-6），因具有獨特富創意的風

格，受到許多消費者的青睞。

三、重視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是企業為了提升競爭優勢，而與同業或異業

共同建立合作關係，結合彼此的資源以擴展市場，達到雙

贏的目的。這種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長期以來一直都受

到企業的重視，未來也將持續延燒。

同業結盟

餐飲業者與同業合作，可共享資源，降低行銷成本，

擴大品牌效益，增加接觸消費者的機會。

例如  必勝客比薩店與肯德基速食店以「同業結盟」的方式，共同

推出行動會員卡「PK雙饗卡」（圖17-7），無論是網路訂

購、店內消費或外帶都可以藉由該會員卡累積點數，而且一

家集點兩家使用，點數可以在兩大品牌的門市中互通使用，

有效增加接觸消費者的機會、擴大品牌效益。

異業結盟

餐飲業者與不同產業結盟，彼此可運用對方的資源來彌補自身之不足，共同達成促

銷產品、擴大市場占有率等策略性目標。

例如  麥當勞與迪士尼異業結盟，推出「買兒童餐，送動畫玩具」的聯合促銷活動，不但提高了麥當

勞的業績，也增加迪士尼動畫新片的曝光度。

 圖17-7  PK雙饗卡App

（http://www.luluyelife.com/）

 圖17-6  璐露野生活野餐餐廳的雙人派對野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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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品／服務創新

為了滿足消費者多元的需求，業者必須不

斷地在產品與服務上追求創新，並致力於提升

其品質，方能提高顧客忠誠度，開發新客源。

餐飲業者可藉由嘗試新食材或研發新菜色，來

增加產品的變化性，滿足消費者嚐鮮的心理；

另外，也可透過提供創新的服務，給予消費者

難忘的餐飲體驗。

例如  高雄「極道拉麵店」將珍珠奶茶加入拉麵之中

（圖17-8），顛覆消費者的想像，成功吸引許

多喜愛嚐鮮的顧客前往消費。

五、特定族群的餐飲商機興起

由於人口與社會結構的改變，許多特定族群的餐飲需求蓬勃興起，因而帶來了新興

的餐飲商機。例如：

  銀髮樂齡族群健康養生的餐飲需求。

  為培養親子關係，而衍生的親子餐廳（圖

17-9）需求。

  大多時間「宅」在家中且較少外出消費的

族群，所引發的外送與簡易烹調餐飲需

求。

  晚婚或不婚族群帶動「一人經濟」興起，

所引發的小包裝、小份量、一人鍋物等餐

飲需求。

  沒小孩卻養了寵物，想和自己的毛小孩在寵物餐廳用餐的餐飲需求（有人將它稱為

寂寞商機）。

（https://www.facebook.com/GOKUDOURAMEN/）

 圖17-8  珍珠奶茶拉麵

（http://hotsta.net/）

 圖17-9  親子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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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速簡風與精緻風並行

現代人生活忙碌，用餐時間較短，因此強調快速、簡單、平價的速簡餐廳，受到許

多消費者（如：上班族、通勤族）的喜愛。另外，隨著國民所得的提升，消費者在休閒

之餘，對於餐飲品質及用餐氣氛愈來愈講究，因此以「提供精緻美食及優雅用餐環境」

為訴求的餐廳也日漸盛行。

七、行銷策略推陳出新

隨著餐飲店家的增加，餐飲市場的競爭愈來愈激烈，業者若要在市場中占有一席之

地，必須不斷發揮巧思，運用各種不同的行銷策略（如：舉辦新產品發表會、參加美食

展、以事件行銷創造話題），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增加其消費意願，提高產品的銷售

量。

八、精簡組織，機動調整人力

由於餐飲業受外在環境的影響甚鉅，又有勞力密集的特性，故在淡、旺季時須機

動調整人力配置，以免出現人力過剩或不足的情況。實務上，餐飲業常透過增加兼職人

員，減少全職員工的方式，來提昇人力調度的機動性。

九、加強科技應用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餐飲業者應廣泛運用各種資訊科技來提升競爭優勢。例如：運

用「觸控式點餐系統」來提高點餐效率；透過「網際網路」提供餐飲產品介紹、網路訂

位及線上點餐等即時便利的服務；藉由「美食評價網站」、「美食部落客」分享餐廳評

價來提高曝光度；與「外送服務電子商務業者」合作，增加銷售機會。

攝影：Tokyo JapanTimes

六六六六

九九九九九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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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實例特搜讚特搜讚 餐飲業的友善科技－App 餐飲系統

想像一下，忙碌的早餐店，趕時間的客人

得在收銀機前大排長龍等候結帳，這樣的

情況可以改變嗎？如果幫客人買單結帳不

再需要收銀機，是不是可以方便又快速的

多？

目前已經有業者開發出操作簡單、使用友

善的App（圖17-10），只要使用平板電

腦、智慧型手機等行動裝置，就可以提供

訂位、點餐、結帳等服務，光是結帳就可

以比一般收銀機減少一半的時間。

業者聲稱這套App，即便完全不曾使用過電腦的員工，都可以馬上學會。許多商家看

好這套系統，將會取代餐飲業界使用多年的傳統「銷售時點管理系統（POS）」。

（https://m.ltn.com.tw/）

 圖17-10  平板點餐系統

十、養生環保風興起

隨著消費者意識的抬頭，人

們到餐廳用餐除了要吃得飽、吃得

美味以外，也愈來愈重視要吃得健

康與環保。為了滿足消費者對「美

味、健康」的餐飲需求，許多業者

逐漸提高「新鮮天然食材的使用

比例」，讓消費者吃得滿意、健康

（圖17-11）。

另外，在全球環保意識高漲

的趨勢下，餐飲業界興起綠色餐廳

的概念，許多餐廳開始注重綠色管

理，包括：節約能源、垃圾分類、

使用環保餐具等，為環境保護盡一

份心力。

（https://m.ltn.com.tw/）

 圖17-11  消費者愈來愈重視「美味、健康」的餐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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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食品安全議題日益受到重視

國內近年來頻頻發生塑化劑、毒澱粉、黑心油、餿水油等食安問題，這些食安問題

危害國人的健康相當深遠，已引起社會大眾及媒體對食品安全議題的高度重視。

餐飲業者必須在製造與採購過程中，確實做好食安控管的工作（圖17-12），才能

贏得消費者的信賴與肯定，進而使企業得以永續經營。

十二、餐廳異國風興起

近年來，國內由於受到日劇、韓劇及旅遊美食節目的影響，加上外籍配偶人數逐年

增加，國人對異國風味的飲食接受度逐漸提高，因此日式料理、韓式料理及泰國菜、越

南菜等餐廳紛紛興起。

十三、重視專業認證

近年來，餐飲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日漸受到重視，政府與民間都大力推廣餐飲證照

的認證制度，提升了餐飲服務的專業水平，也促成了我國選手屢屢在國際烘培、廚藝等

國際大賽創造佳績。

例如  我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每年定期舉辦中餐烹調、西餐烹調、烘焙食品、餐旅服務、飲料調

製、中式米食加工、中式麵食加工等檢定。

17.2
(　　)1. 到加油站加油即送速食店的薯條兌換券一張，是屬於餐飲業未來發展趨勢的哪一種類

型？　(A)異業結盟　(B)連鎖加盟　(C)複合式經營　(D)綠色環保。

 圖17-12  政府為落實食安管理提出「食安五環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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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餐飲業所面臨的課題

• 餐飲商品同質性過高

• 實務經營專業能力不足

• 持續提升品牌競爭力

• 餐飲知識的保存與善用

• 促進法規的周延完備

• 消費者權益保護不足

• 餐飲產品與商業模式行銷海外動能不足

2. 餐飲業的未來發展趨勢

• 連鎖化、國際化經營

• 主題式經營

• 重視策略聯盟

• 產品／服務創新

• 特定族群的餐飲商機興起

• 速簡風與精緻風並行

• 行銷策略推陳出新 

• 精簡組織、機動調整人力

• 加強科技運用

• 養生環保風興起

• 食品安全議題日益受到重視

• 餐廳異國風興起

• 重視專業認證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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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   )1. 元祖食品經營日式麻布茶房餐廳，將糕餅製作技術運用到餐點研發上，陸續推出許多
新口味的甜點，吸引許多顧客前往消費。請問上述情形最適合說明哪一種餐飲業的發

展趨勢？　(A)主題化經營　(B)產品／服務創新　(C)速簡風與精緻風並行　(D)以異
業合作取代同業結盟。 [17.1]

(   )2. 下列哪一項不是餐飲業者與同業合作的優點？　(A)可共享資源，降低行銷成本　(B)
擴大品牌效益　(C)增加接觸消費者的機會　(D)擴大加盟連鎖版圖。 [17.1]

(   )3. 餐飲證照認證逐漸受到重視，在我國定期舉辦中、西餐烹調、餐旅服務等檢定認證的機構
為何？　(A)行政院勞動力發展署　(B)各縣市政府　(C)經濟部商業司　(D)考選部。 [17.1]

(   )4. 85度C連鎖咖啡店在中秋節前推出「預購中秋月餅85折，可抽麗星郵輪遊沖繩島」的活
動；請問上述85度C與麗星郵輪合作的做法最適合用來說明哪一項餐飲業的發展趨勢？  
(A)重視策略聯盟　(B)連鎖化、國際化經營　(C)主題式經營　(D)產品求新求變。 [17.1]

(   )5. 關於餐飲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注重健康安全的餐飲食材
(B)強調單打獨鬥的行銷策略　(C)重視餐飲產品的創意創新　(D)開拓國際市場的經營
管理。  [17.2]

(   )6. 關於臺灣餐旅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餐旅市場消費需求量持續
增加　(B)獨立經營模式是未來發展趨勢　(C)研發高熱量飲食以滿足顧客對美味飲食
的需求　(D)用人力取代科技來管理餐旅企業以提升營運效率。 [17.2]

(   )7. 下列何者不是未來餐飲業可能的發展趨勢？　(A)食安問題日益受到重視　(B)環保意
識高漲，綠色餐廳興起　(C)少子化現象使得消費者更重視親子餐廳　(D)為捍衛本土
企業，拒絕海外餐飲業者來臺展店。  [17.2]

(   )8. 關於餐飲業的未來發展趨勢，下列何者錯誤？　
  (A)國際化　(B)家族化　(C)連鎖化　(D)資訊化。 [17.2]

二、情境素養題

(   )9. 寇爾到一家旋轉壽司店享用晚餐，在抵達餐廳之前他使用App事先訂位，省去了排隊
等待的時間，此餐廳採用觸控式點餐系統，讓他可以隨時追加餐點，請問上述的服務

是屬於下列哪一種餐飲業的發展趨勢？　(A)餐飲業的M型化　(B)資訊科技的應用
(C)環保意識的興起　(D)國際化連鎖經營。 [17.2]

(   )10. 小靜在假日和朋友相約一起去看電影，看完電影之後他們在影城附近的餐廳享用晚
餐，憑當日的電影票根還可享有九折的優惠，請問這是屬於餐飲業的哪一種發展趨

勢？　(A)重視策略聯盟　(B)養生環保風興起　(C)產品服務創新　(D)特定族群的餐
飲商機興起。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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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餐飲新商機 – 單身商機

活動目的：瞭解單身族群餐飲的新商機

活動方式：上網查詢

查詢日期：　　　 年 　　　 月 　　　 日

隨著國人晚婚、不婚的人數增加，國內單身

人口居高不下。這群「不必養家、有錢、有

閒、有自我、一人飽全家飽」的單身貴族，

據報導每年單身商機超過六千億元，但是各

個產業似乎仍未做好準備，迎接龐大的單身

商機。

1. 請上網搜尋國內餐飲業者，針對單身族群推出的商品或服務。舉一個你覺得最能吸引單

身族消費購買的例子。

   

   

2. 請依據前項的例子，查閱餐飲業者的產品行銷4P為何？

  

  

3. 從以上的所見所聞，你覺得還有什麼餐飲產品或服務，可以規劃銷售給單身族群？

  

  

&&

（https://www.facebook.com/ichira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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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新趨勢 

A 無人餐廳

在馬來西亞吉隆坡開了一家完全沒有任何服務人員的無人餐廳—「grEAT」，顧客在抵達餐廳之前

即可透過微信點餐及付款，節省排隊等待的時間，當餐點完成之後，就可以到取餐櫃前掃描條碼或

輸入密碼來完成取餐、在店內用餐，用餐完畢後自助回收餐具。這家餐廳主打健康食品，結合科技

與養生，滿足顧客多元化的需求。

AA

（https://www.facebook.com/greathealthierfastfood/）

（https://www.facebook.com/greathealthierfastfood/）

（https://www.ubereats.com/zh-TW/）

B 線上美食外送平台

為了節省餐飲店家服務人力、

滿足不方便出門的消費者，許

多業者發展出了線上外送平

台，整合餐飲店家、外送專

員、消費者三方，消費者只要

在線上點餐後，外送專員就

會到餐飲店家取貨並協助送

到消費者手上。目前臺灣正

在發展中的外送平台包括：

foodpanda、UberEats等。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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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食用餐具

日本「丸繁製 株式 社」原本是製作冰淇淋甜筒的公司，它利用既有的技術，以蝦子、鹽、馬鈴

薯粉等原料研發出可食用容器，不論是炒麵、章魚燒、或冰品，都可以盛裝超過一個小時，而且這

些可食用容器還有鮮蝦、洋蔥、紫薯、玉米等4種口味。此款可食用容器目前主要提供給祭典等活動

使用，期能減少大批參與祭典人潮的一次性餐具使用量。

除了可食用容器之外，他們還研發出可食用的榻榻米筷子，是使用製作榻榻米的原料—「藺草」作

為原料，不但環保還富含膳食纖維，也為傳統產業找到新的出路。

（https://www.facebook.com/marushige.co/）

（https://www.facebook.com/marushig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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