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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由於現代消費型態的轉變，人們對於休閒娛樂與生活品質日益提昇與重

視，只求飽餐一頓的一般餐廳，已經無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因此餐飲業者

紛紛推出各種主題的餐廳，作為餐廳吸引消費者的方式，例如：以某個興趣

愛好為主題、以特定的環境佈置為主題、以著名的動漫卡通人物為主題，只

要業者選擇適當的題材，並以獨特的整體設計，打造出自己的經營特色，即

可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中脫穎而出。 

 

「學者 Donovan and Rossiter（1982）研究指出店內擺設氣氛會影響消

費者的店內行為，如消費水準、消費時數及再訪意願。」（Pine and Gilmore，

1998）[1] 因此，本研究以台中市「紙箱王主題餐廳」為案例，探討主題餐

廳之經營策略及行銷模式，並分析「紙箱王主題餐廳」吸引消費者的主因為

何。 

 

二、研究目的 

 

針對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一）探討主題餐廳的經營策略 

（二）分析紙箱王主題餐廳的行銷 4P 

（三）分析紙箱王主題餐廳的 SWOT 分析 

（四）研究主題餐廳是否可增進顧客的消費意願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究法： 

        匯集有關紙箱王的報章雜誌，再加以統整資料以及研究分析。 

（二）網路分析法： 

        搜尋有關紙箱王的相關資訊以及消費者的評論。 

（三）問卷調查法： 

        根據本組問卷分析，了解顧客對於紙箱王的看法與建議。 

 

四、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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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主題餐廳之介紹 

 

（一）主題餐廳之起源 

 

「以滿足人們的享受消費環境為主，吃飯為輔的主題餐廳，在八０年代

是由美國人創造發明的。」（黃瀏英，2002） [2] 至於世界上第一家主題

餐廳是何時成立，至今仍是沒有明確的定論。 

 

台灣同樣在 1980 年代經濟起飛富裕後，對飲食自然就講究起來了，當

時的餐飲消費型態開始朝向多元化發展，這時開始出現主題餐廳。「有愈來

愈多消費者認為，吃不只是充飢果腹，調查中有 55%消費者認為，願意為

了吃而揮霍，多花一點錢在燈光美、氣氛佳的環境用餐。」（麥可．席維斯

坦，2004）[3] 因此主題餐廳可以說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

物。 

 

（二）主題餐廳之定義 

 

主題餐廳，顧名思義就是有主題的餐廳。「主題餐廳(Theme Restaurant)

一向被視為高級餐廳的一環」（Khan，1991）[4] 主題餐廳與一般餐廳不同

的是，主題餐廳的重點已經不是單純在菜色上面打轉，而是在餐廳的硬體裝

潢、燈光、擺設、餐具……等設計上做變化，營造一種整體感受，吸引某些

特定的顧客前來消費，讓來店消費的顧客們可以完全沉浸在某一主題氣氛之

中，體驗不一樣的用餐情趣。 

 

一般餐廳與主題餐廳的經營模式與有何差異性？本組分析如下： 

 

 

確定研究主題 制訂研究目的
匯集及分析相
關文獻資料

實地造訪

問卷調查 問卷統計 結論及建議

文獻探討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B%8F%E6%B5%8E%E5%8F%91%E5%B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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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主題餐廳與一般餐廳之比較 

項目 一般餐廳 主題餐廳 

菜單設計 一般 特別設計 

餐點價位 普通 偏高 

消費族群 老中青少皆有 特定的消費族群 

製作過程 較彈性 有特定的製作方式 

外觀裝潢 大眾化 獨特的主題風格 

服裝儀容 整齊一致 穿著與主題相關 

（資料來源：本小組研究整理） 

 

二、紙箱王主題餐廳之介紹 

 

（一）紙箱王主題餐廳之簡介 

 

大坑紙箱王成立於 2007 年，原名為「天染花園」，園區原本以天然染

色為主軸，後來改名為「紙箱王創意園區主題餐廳」。園區共分為幾大館：

主題餐廳、紙箱故事館、蜜蜂故事館、台灣咖啡故事館、紙箱王森林酒吧、

紙箱動物園。「其主題餐廳是一座以紙打造的用餐空間，坐在紙桌、紙椅上，

享用各式風味西餐，令人感到趣味無窮。」蕭瑤友（2010）[5] 

 

「紙箱王」從事紙藝工作二十餘年，主要從事紙品開發設計，並突破傳

統紙的平面侷限，用迅速的開發能力，一年推出四五十種產品，在兩千多種

產品中，就超過百項的專利設計，在過去 10 年的營運累積，已逐步建構穩

定之客戶群。[6]  

 

紙箱王的經營理念並非僅是提供一處休閒用餐的場所而已，而是懷抱著

更多寓教於樂的願景，因此鼓勵讓顧客可以親自體驗 DIY，感受必然會更加

深刻，原來紙還有那麼多實用有趣的設計。凡是園區內看到的可愛動物，或

是巴黎鐵塔、比薩斜塔、荷蘭風車…等世界地標，都能夠製作成縮小版，不

僅讓紙藝作品變為家中的擺飾，還可以讓顧客感受親手組裝作品的成就感與

樂趣，更能親身感受「紙」的美學質感與無限可能。 

http://travel178.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18.html
http://travel178.blogspot.com/2009/09/blog-post_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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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紙箱王主題餐廳之發展現況 

 

2007 年紙箱王主題創意園區自「台中大坑店」成立後，陸續開設台中

中科店、南投清境店、高雄車站店、南投集集店、台中烏日店、南投草屯店、

南投日月潭店共八家門市，並且積極重現台灣各家分店的地方特色。例如

2012 年 2 月開幕的台中烏日店，乾脆把「紙火車」搬進餐廳；以及清境農

場的羊咩咩、集集國小的課堂、日月潭的遊艇……等，都是依照各家分店量

身打造訂做出來的主題餐廳，包括內部的沙發、餐桌椅、用餐器皿都是瓦楞

紙做的，起進每一間紙箱王的分店，也等同走進一個瓦楞紙的世界。 

 

2012 年起，紙箱王將事業版圖擴張到中國，在對岸開設中國周庄店、

中國福州店、中國上海店、中國廣州店共四家門市，未來將朝向國際化發展，

將紙藝發揚到全世界。 

 

三、紙箱王主題餐廳之行銷策略 

 

表二  行銷 4P 

類    別 
產    品 

（Product） 

價  格

（Price） 
圖    片 

紙 箱 王 

主題精緻套餐 

普羅旺斯雞腿排 

320~380 

 

風味野菇餐 

紙 箱 王 

紙火鍋套餐 

勇士牛骨湯 

420 

 

牧場牛奶鍋 

紙 箱 王 

健康輕食 

青醬蛤蠣義大利麵 

230 

 

奶油培根義大利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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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箱 王 

下午茶套餐 

炸物拼盤套餐 

（薯條/土魠魚/雞塊） 
280 

 

冰／熱飲品 

蜂蜜檸檬 

120 

 

可可歐蕾 

通  路 

（Place） 

1. 台灣 8 家分店以及大陸 4 家分店 

2. 網路購物 

3. 新聞報導 

4. 電視節目採訪 

5. 廣播電台 

6.Facebook 粉絲頁 

促  銷

（Promotion） 

1. 不定時的推出促銷活動，例如：當日消費滿 800 元即可兌 

換摸彩劵乙張。 

2. 當月壽星免費入園 

3.日月潭店餐廳消費滿 500 元，至此粉絲專頁按讚，就送價 

值 300 元船票一張。 

（資料來源：本小組研究整理） 

 

四、紙箱王主題餐廳之 SWOT 分析 

   

Marriott 學者所提出的 SWOT 分析，主要依外在環境及內在的優劣勢為

依據，分析並擬定策略，找出主要問題在加以檢討改善。 

 

表三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ess） 

1. 擁有創意的店面及外觀 

2. 擁有獨特的紙餐具 

3. 有足夠的知名度 

4. 有多元的商品 

1. 餐點價格偏貴 

2. 時間久，消費者將不感到新奇 

3. 店面較偏遠不易找尋 

4. 需付入園費 

5. 不同分店分別有不同的活動，常常

會使消費者搞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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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 外食者增加 

2. 親子餐廳日漸受到喜愛 

3. 體驗經濟逐漸盛行 

4. 媒體大量廣告宣傳 

1. 同類型主題餐廳日益增多 

2. 原物價上漲，造成經濟成本增加 

3. 許多餐廳推出平價又精緻的菜色 

（資料來源：本小組研究整理） 

 

五、紙箱王主題餐廳之問卷分析 

 

本次問卷總共發放 100 份，大部分是以台中市市民為主要發放對象，無

效問卷 0 份，共收回 100 份。 

 

圖二  性別統計圖 

根據圖二顯示，填寫問

卷者女生佔 59%，則男

生佔 41%。統計結果指

出，紙箱王消費的性別

族群以屬於女性居多。 

圖三  年齡統計圖 

根據圖三顯示，填寫問

卷年齡層分布於 17歲以

下佔 47%，其次則是 18

～30 歲佔 25%。統計結

果指出，紙箱王的消費

族群多為青少年及年輕

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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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職業統計圖 

根據圖四顯示，填寫問

卷者，學生佔 64%，其

次為服務業佔 16%，工

商業佔 7%，軍公教佔

4%，家管佔 2%。 

圖五  消費次數統計圖 

根據圖五顯示，，光臨

紙箱王的消費者中曾經

用餐過 1 次佔 25%，2~3

次佔 12%，3 次以上佔

2% ， 未 曾 消 費 過 佔

61%。統計結果指出，受

訪者中，有超過半數還

未曾到過紙箱王餐廳消

費的經驗。由此可知紙

箱王主題餐廳的廣告曝

光度仍須加強。 

 
圖六  訊息管道統計圖 

根據圖六顯示，消費者

藉由親朋好友介紹得知

紙箱王佔 45%，其次為

網路介紹佔 27%，報章

雜誌推薦佔 12%，廣播、

電視節目介紹佔 6%。統

計結果指出，消費者大

多以口碑行銷方式獲得

紙箱王主題餐廳的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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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消費目的統計圖 

根據圖七顯示，消費目

的以參觀園區佔 34%，

其 次 為 家 庭 聚 會 佔

17%，朋友聚會佔 17%，

放鬆心情佔 14%，情侶

約會佔 7%。統計結果指

出，消費者到紙箱王消

費的最主要目的還是以

參觀園區與聚會、聚餐

為主。 

圖八  用餐環境滿意統計圖 

根據圖八顯示，消費者

對於以「紙」打造的用

餐 環 境 滿 意 度 高 達

80%。統計結果指出，紙

箱王主題餐廳獨特的整

體設計，讓消費者留下

良好的印象。 

圖九  餐點滿意統計圖 

根據圖九顯示，消費者

對於店內的餐點非常滿

意佔 12%，其次為滿意

佔 43%，普通佔 40%，

不滿意與非常不滿意分

別為 4%、1%。統計結果

指出，消費者對於紙箱

王的餐點尚且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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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行銷方案滿意統計圖 

根據圖十顯示，以「主

題餐廳」的經營型態獲

得 79%顧客的認同。表

示主題餐廳只要具有經

營特色，即可增加顧客

的消費意願。 

圖十一  舉辦何種活動最吸引消費者 

根據圖十一顯示，紙箱

王舉辦「創意展覽」較

能吸引顧客前來用餐佔

39%，其次為 DIY 體驗

活動佔 28%，促銷活動

佔 23%，名人站台佔

8%。統計結果指出，主

題餐廳的行銷活動須符

合該主題餐廳的特色，

較為吸引更多消費者。 

圖十二  消費意願統計圖 

根據圖十二顯示，針對

未曾到過紙箱王的潛在

消費者作調查，未來願

意光臨紙箱王消費佔

78%，否佔 22%，由此可

知將近八成以上的潛在

消費者會光臨紙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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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結論 

 

主題餐廳的行銷手法是利用一些具有特色的題材，目的就是要吸引顧客

上門，讓消費者一邊感受獨特的空間設計，一邊享用美味的餐點。紙箱王擁

有國內外目前僅有以「紙」打造的創意園區，比起一般餐廳更具有市場差異

化，再加上其公司是專業的紙品設計公司，擁有數百項專利，對於想要仿傚

的潛在競爭者而言，進入障礙頗高，在現今競爭激烈的主題餐廳中，具有絕

佳的競爭優勢。 

 

二、建議 

 

（一）擁有獨特創意的紙火鍋、紙餐具及餐點，是紙箱王讓顧客留下深刻印

象的最佳競爭優勢。建議業者應定期推出新菜單，唯有以獨特的美食

與特色餐點取勝，才能避免被時代淘汰關門的命運。 

 

（二）消費者多以親友介紹得知紙箱王主題餐廳，建議店家可加強廣告或舉

辦打卡活動，增加對外界的曝光率。或是能透過榮獲各種優良服務獎

項，使消費者得知訊息，建立良好的形象。 

 

（三）研究結果發現，紙箱王的顧客回顧率並不高，這與主題餐廳普遍存在

相同的問題─成也新奇、敗也新奇，主題的新奇效果難以長久維持下

去。再者，園區內的大型裝置藝術無法經常變化，容易讓消費者光顧

幾次之後，漸漸失去對園區的新鮮感；本組建議紙箱王可以經常舉辦

小型的創意展覽，營造創新的空間藝術，讓消費者保有耳目一新的感

覺，藉以增加消費者的回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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