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類別：觀光餐旅類 

 

 

 

篇名： 

「宿在文化，感受創意」─文化創意旅館具備因素與消費意願之影響探討 

 

 

 

作者： 

黃勻澧。私立葳格高級中學。觀光二乙 

 

 

 

指導老師： 

林于安老師 



「宿在文化，感受創意」─文化創意旅館具備因素與消費意願之影響探討 

1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前陣子在國內旅遊，剛好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便被文化創意旅館深深吸引，如此的有特色，

旅館館內各處都有其想展現的在地文化特色，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現在在國際化、全球化的

風潮下，各旅館紛紛走向規範化，家家看來似曾相識，失去特色，這是很可惜的。」(蘇國垚， 2014)(註

一)在這旅館業興盛的時代，許多旅館在民眾住宿後卻無法使民眾留下深刻印象，要使民眾能增加

記憶點，便要創造出其旅館異於其他旅館之特色，才能在眾多旅館中脫穎而出。而文化創意旅館便

是較其他旅館更具特色的旅館，因此想透過此研究，了解文化創意旅館是否真的能抓住消費者的心。 

依照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所調查的 103 年國人旅遊狀況，提出 103 年國人從事國內旅遊的比

率已高達 92.9%，相較於 102 年的 90.8%，約已增加了 2 個百分點，並且正持續成長當中，而旅遊

過程中最重要的「住」，便成為遊客相當看重的一點，雖然現今飯店已遍布各地，但如何在這些大

同小異的飯店中找出自家旅館的特色呢？於是結合文化與創意的文化創意旅館便順勢興起，創造出

屬於自己旅館的特色，吸引遊客們的目光。所以希望藉由此項研究，能更加瞭解文化創意旅館。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文化創意之定義。 

  (二)了解一般旅館之定義。 

  (三)了解文化創意旅館之定義。 

  (四)了解文化創意旅館之各家特色。 

  (五)了解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之影響因素。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運用網路資訊及書籍資訊蒐集文化創意旅館的相關資料，並且加以統整。 

  (二)問卷調查法 

採用網路問卷發放問卷，採不記名方式，並且回收問卷，加以分析。 

四、 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示意圖(來源：研究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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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文化創意的定義 

「指源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之形成及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之潛力，

並促進全民美學素養。」(文化部，2015)(註二)「以當地所處的生活文化元素，做為培育該國文化

創意產業的內涵。」(陳郁秀、林會承、方瓊瑤，2013)(註三)文化創意可簡稱為文創，是由人自行

創作出來，透過自己的想法，表達於作品當中，而使之有價值，在創造作品時，不是一昧的創作，

「常常長途跋涉到遙遠的地方，因為只有親自到那裡才可以真正看得到某些獨特的文化。」(袁梅

芬，2007)(註四)融入當地文化元素，創造出其當地才有的獨特性，使消費者能夠更加認識在地文化

特色，並藉此提高文化價值。 

二、 一般旅館業的定義 

自民國 90 年起全面實施周休二日，台灣民眾也更有閒暇時間能旅遊，而為了避免旅遊時因為

必須要趕著回到住處，而使旅遊變成走馬看花，因此旅館在旅遊中顯得相當重要。旅館為「以營利

為目的，提供一個舒適的餐飲住宿環境及多功能服務的合法建築物。」(劉佳盈，2005)(註五)現代

的旅館能提供的不只是住宿與餐飲，也隨著旅館業日漸興盛，推出許多附屬設施，而「台灣地區發

展觀光條例將住宿業區分為觀光旅館業、一般旅館業與民宿。」(楊正寬，2007)(註六)其中「一般

旅館業係指觀光旅館業以外，對旅客提供住宿、休息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相關業務之營利

事業。」(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2015)(註七)一般旅館是觀光旅館外，提供餐飲、住宿及休息等

服務，並藉此使消費者得到滿足，以提高旅館營業收入。 

三、 文化創意旅館的定義 

「有別於一般旅館，以「創意美學」為本，融入「在地風物體驗」的質地，用創新文創姿態，

描摹臺灣許多在地特色文化軌跡。」(104 人力銀行，2015)(註八)融入在地特色文化元素於旅館中，

是文化創意旅館中相當重要的特色之一，藉由旅館結合在地文化，使住宿旅客，在當地住宿時，不

但可以得到充分休息，也可同時感受與認識當地文化之特色，藉此可傳承當地文化，也使住客能增

加文化體驗。結合文化創意及一般旅館之定義，本研究將文化創意旅館的定義歸納為透過創意與文

化之累積，以人之想法結合在地文化特色，而創造出來之以營利為目的，提供餐飲、住宿及休息等

服務之旅館，藉此提高旅館營業收入，並滿足消費者。 

四、 消費意願的定義 

  「即使態度不能預測人們的實際行為，但卻可以有效地預測人們的偏愛。顯示態度與偏愛之

間有著必然的關聯。」(謝淑芬，1994)(註九)「主觀判斷有賴於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每個

對象的知覺及是否具有滿足個人需求的能力。」(劉純，1994)(註十)由態度的強度能夠明顯的顯現

出一個人的喜愛程度，而一個人的喜愛程度、主觀判斷由每個對象的知覺及是否滿足個人需求所決

定。本研究以文化創意旅館之各項因素是否因為主觀判斷與知覺而影響消費者的喜愛程度，並增加

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的意願，以此為消費意願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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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創意旅館之比較 

▼表(一) 各文化創意旅館比較表(來源：研究者自製) 

縣市 

旅館名稱 文化創意特色說明 在地文化結合 周邊景點 

新北市 

承億文旅 

─淡水吹風 

淡水吹風以「馬偕博士的時光記旅」

作為擘劃設計主題，其充滿迷人的微

美語彙與高彩度與明度的西班牙繽彩

情調。以「在地特色風物體驗」為本，

客房內展示著淡水當地之特色地景照

片。(MOOK 景點家，2015)(註十一) 

「新北淡水」以

淡水河聞名，旅

館利用綠色植

栽、淡水紅樹

林、鳥兒，來呈

現出新北淡水的

生態文化。 

1.紅毛城 

2.漁人碼頭 

3.小白宮 

4.淡水老街 

台北市 誠品行旅 

第一家結合人文閱讀的藝文旅館，空

間元素選擇台灣傳統的建築工藝「紅

磚」與「磨石子地板」，以創新工法呈

現紅磚砌牆工藝，以樸素、簡約，誠

摯地傳遞台灣在地人情風土的溫暖親

切感。(MOOK 景點家，2015) (註十二) 

利用「台灣」傳

統的紅色磚瓦、

磨石子地板等建

造元素，來呈現

出台灣的懷舊情

懷。 

1.松山文創園區 

2.誠品生活松菸店 

3.國父紀念館 

4.紅點設計博物館 

台中市 
承億文旅─

台中鳥日子 

從建築外觀便展現了猶如鳥籠的旅店

外觀，清水模灰溫雅色調疊砌，旅店

融合極簡幾何線條，俐落冷調中透顯

深美韻致。牆上的照片則取景於台中

各地景點風物。(MOOK 景點家，2015) 

(註十三) 

「台中」以工業

而聞名，旅館採

用板手、螺絲起

子、油桶蓋等工

具，來呈現出台

中的工業文化。 

1.勤美誠品 

2.國立台灣美術館 

3.國立自然科學博

物館 

4.廣三 SOGO 

台南市 老爺行旅 

台南老爺行旅，以新舊融合作為主

軸，大量使用窗花、磚瓦、木材等元

素，讓台南的地貌、傳統意象透過現

代摩登的設計在飯店內重現。(老爺行

旅，2015) (註十四) 

以「台南」傳統

的窗花、磚瓦、

木材等建造元

素，來呈現出台

南的懷舊文化。 

1.奇美博物館 

2.林百貨 

3.赤崁樓 

4.安平古堡 

5.台南孔廟 

台東縣 台東文旅 

館內裝飾，呈現異國民族藝術風情。

融合現代與古樸的住宿環境，簡約典

雅的風格，有著濃濃的鄉村莊園氣

息，受到許多藝文人士及國內外旅客

的喜愛，成為台東之旅下榻的首選。

(台東文旅，2015) (註十五) 

「台東」是卑南

族的據點，旅館

融入卑南族的傳

統圖騰，來呈現

出台東的原住民

文化。 

1.鹿野高台飛行傘

區 

2.台東森林公園 

3.初鹿牧場 

4.台東鐵道藝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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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影響民眾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與否之五項因素探討與假設 

  (一)具有創意的備品 

旅館客房內供住宿民眾所使用的物品為備品，而備品是最直接貼近民眾的，因此好不好

用，新不新奇，是住客一旦使用，便能立即感受。因此有良好的備品是能留住客人的重要影響

因素之一。在此以「紅點文旅之沐浴旅行箱」為例，突破以往排放整齊的盥洗用品，紅點文旅

以旅行箱為概念，將盥洗用品放置於旅行箱造型的盒子中，打造獨家特色，設計出創意備品。

在此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內具有創意的備品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一大因素。 

  (二)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 

一般旅館以高尚簡約，或是富麗堂皇為設計概念，但是文化創意旅館有別於一般旅館，融

入在地文化元素，不但增加了本身旅館之特色，也強調在地文化，使旅客遊玩的同時，在當地

住宿也能更加深入了解當地文化。因此布置結合在地文化是吸引客人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在

此以「老爺行旅之設計概念」為例，老爺行旅座落於台南市，於是將台南古老街道─神農街的

概念，融入於通往房間的長廊中，房間號碼位置高度就跟神農街一樣，而房間號碼另一面則有

個「北」字圖騰，因為神農街以前叫做北勢街。另外窗花是台南的特色之一，每個台南人都擁

有屬於自己的窗花，於是旅館也融入大量窗花元素，從電梯、走廊上的裝飾、房間內的櫃子及

椅子都能夠看得到，旅館深具台南傳統的文化氣息。在此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布置結合在地文化

特色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一大因素。 

  (三)外觀深具其旅館之特色 

旅館的外觀即是旅館的重要形象，客人一接觸到旅館，便是由旅館的外觀開始。如果旅館

是大樓造型，外牆骯髒，大門凌亂，這樣是無法吸引客人的，現今旅館多半是直挺挺的現代化

建築配上乾淨而簡約的外觀，但是在如此常見的建築物中，如何抓住消費者的眼睛？此時旅館

的外觀便是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在此以「承億文旅─台中鳥日子之外觀設計」為例，台中鳥日

子之外觀，猶如旅館所命名，以銀白色鳥籠作為概念，外觀簡潔前衛，俐落優美，旅館歡迎勞

碌奔波的旅人回巢休憩，並藉此表達旅人能像鳥一樣，自由自在，並堅持一種「鳥鳥的」隨興

步調。在此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外觀深具其旅館本身之特色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一大因素。 

  (四)客房擁有其獨特及多樣化的裝潢布置 

旅館的客房，是旅館主要販賣的商品，一般旅館不論是雙人房或是四人房，裝潢或是擺設

都是大同小異，因此推論住客大部分不會對客房樣貌留下深刻印象，而文化創意旅館一大特

色，便是其客房裝潢會融入其旅館之設計概念於當中，而旅館也會依不同的裝潢與類型，來以

其旅館之設計概念命名，以此使住客留下深刻印象，此時旅館的客房獨特及多樣化之特色便是

重要影響因素之一。在此以「晨陽文旅之客房設計」為例，晨陽文旅位於彰化員林，此地曾是

蜜餞王國，因此晨陽文旅以「蜜餞」為主題，像是旺旺來福氣─搭心房間，房間也與房名呼應，

鳳梨有旺的意思，因此以鳳梨乾為代表，整間房間充滿著鳳梨圖案，希望住客，如房間所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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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福氣旺旺來。在此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客房具有獨特及多樣化的裝潢布置是能夠提高住宿意

願的因素之一。 

  (五)不定時會舉辦文藝展覽 

文化創意旅館富含藝術家的藝術作品，喜愛藝文展品的民眾常能在此尋獲新奇藝術品，而

一般旅館多半以食及住為主，文化創意旅館除了食與住，還多設了一個藝文空間，希望藉次推

廣藝文展品，也藉此吸引藝文愛好者前來住宿，此時不定時會舉辦文藝展覽便是重要影響因素

之一。在此以「嘉義商旅之文藝空間」為例，嘉義商旅於一樓大廳舉辦「阮劇團夏天特展」，

從 2015 年 5 月 8 日展覽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現場展出阮劇團演出之劇本、劇照以及大量道

具與戲服，供民眾免費入場參觀。在此假設文化創意旅館會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室是能夠提高

住宿意願的因素之一。 

七、 問卷分析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方式進行，共發放 160 份問卷，問卷回收數為 160 份，回收率為 100%。為

求謹慎，已先大概檢視每份問卷的填答情形，凡是填答不全之可能問卷，即視為廢卷，共計得廢卷

4 份，本研究採用有效問卷共 156 份，其研究結果分析如下： 

  (一)填表者之基本資料調查結果 

           ▼表(二) 填表者基本資料調查結果表(來源：研究者自製) 

年齡 職業 平均月收入 

20 歲以下 17.9% 學生 19.4% 20,000 元以下 23.1% 

21~25 歲 1.3% 服務業 22.6% 20,001 元~30,000 元 4.5% 

26~30 歲 3.8% 自由業 7.7% 30,001 元~40,000 元 7.1% 

31~35 歲 6.4% 工商業 38.1% 40,001元~50,000元 6.4% 

36~40 歲 13.5% 農林漁牧業 0% 50,001 元~60,000 元 7.7% 

41~45 歲 20.5% 軍公教 7.1% 60,001 元以上 51.3% 

46~50 歲 16.7% 其他 5.2%  

51 歲以上 19.9%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填表者多半是壯年及中年、工商業及服務業、月收入 60,001 元以上。

填表者以從事工商業或服務業，收入高者為多數，本組推論填表民眾在選擇住宿旅館時，價錢

因素不會是首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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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眾是否住過文化創意旅館之分布結果 

 
▲圖(二) 民眾是否住過文化創意旅館之分布結果 

由圖(二)可得知，未住過文化創意旅館之民眾占總樣本數的 82%為最多數；其次為住過文

化創意旅館之民眾，占 18%。由此結果可得知，住過文化創意旅館者占總樣本數之少數，本組

推論可能是因為民眾在旅遊時沒有過夜的習慣或是一般旅館之吸引力大於文化創意旅館，又或

是從未耳聞過文化創意旅館。 

  (三)民眾對於若與一般旅館價格相同，是否願意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之分布結果 

 
▲圖(三) 民眾對於若與一般旅館價格相同，是否願意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之分布結果 

由圖(三)可得知，與一般旅館價格相同，願意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之民眾占總樣本數的

90%為最多數；其次為價格相同，不願意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之民眾，占 10%。由此結果可

得知，民眾大部分不會排斥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而此結果選擇不願意之民眾，本組推論原

因可能在於民眾對於文化創意相關之商品並無任何興趣，另外一項原因可能在於民眾對於一般

旅館之熟悉度較高，不願意嘗試從未接觸過的文化創意旅館。 

  (四)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的創意備品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果 

 
▲圖(四) 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的創意備品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果 

由圖(四)可得知，文化創意旅館之創意備品會增加消費意願，同意的民眾占總樣本數的 49%

為最多數；其次依序為非常同意，占 32%；普通，占 15%；不同意，占 4%；非常不同意，占

0%。由此結果可得知，「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內具有創意的備品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一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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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此項假設成立，有總樣本數 81%的民眾認為具備創意備品是增加消費意願的一大因素，

本組推論可能是民眾認為創意備品能增加新鮮感與新奇感，但是也有部分民眾認為創意備品不

足以構成吸引條件，本組推論可能是由於民眾認為備品是拿來使用的，因此對於備品是否具備

創意並不會特別在意。 

  (五)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館內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果 

 
▲圖(五) 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館內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 

果 

由圖(五)可得知，旅館內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會增加選擇意願，同意的民眾占總樣本數

的 51%為最多數；其次依序為非常同意，占 37%；普通，占 9%；不同意，3%；非常不同意，

占 0%。由此結果可得知，「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一

大因素。」此項假設成立，有總樣本數 88%的民眾認為館內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是增加消費

意願的一大因素，本組推論可能是因為民眾認為前往當地觀光並住宿的同時能夠也認識並接觸

當地文化是有意義的，但是也有少部分民眾認為文化創意旅館結合在地文化特色並不足以構成

吸引條件，本組推論可能是民眾認為旅館以簡約乾淨即可，是否融入在地文化，並不會特別在

意。 

  (六)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外觀異於其他旅館，深具其旅館本身之特色會增加消費意願之

分布結果 

 
▲圖(六) 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外觀異於其他旅館，深具其旅館本身之特色會增加消費

意願之分布結果 

由圖(六)可得知，文化創意旅館外觀深具其本身之特色會增加選擇意願，同意的民眾占總

樣本數 60%為最多數；其次依序為非常同意，占 32%；普通，占 7%；不同意，占 1%；非常

不同意，占 0%。由此結果可得知，「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外觀異於其他旅館，深具其旅館本身之

特色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一大因素。」此項假設成立，有總樣本數 92%的民眾認為文化創意

旅館外觀深具其本身特色是增加消費意願的一大因素，本組推論可能是因為民眾認為文化創意

旅館有好的外觀，才會對其旅館更有意願，畢竟旅館外觀可是旅館與消費者接觸的第一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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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少部分民眾認為文化創意旅館外觀是否具有本身特色並不足以構成吸引的條件，本組推論

是民眾不在乎旅館外觀，而更在乎的是旅館內部設備與能否睡得好。 

  (七)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館內之客房根據每間房型不同，擁有其獨特的裝潢布置，其多

樣化的裝潢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果 

 
▲圖(七) 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館內之客房根據每間房型不同，擁有其獨特的裝潢布置，

其多樣化的裝潢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果 

由圖(七)可得知，旅館每間房型擁有其獨特、多樣化的裝潢布置會增加選擇意願，同意的

民眾占總樣本數的 56%為最多數；非常同意，占 37%；普通，占 6%；不同意，占 1%；非常

不同意，占 0%。由此結果可得知，「假設文化創意旅館客房具有獨特及多樣化的裝潢布置是能

夠提高住宿意願的因素之一。」此項假設成立，有總樣本數 93%的民眾認為文化創意旅館之每

間房型不同具有其獨特的裝潢布置是增加消費意願的一大因素，本組推論可能是因為民眾希望

具有新鮮感，此次住宿後，下次前來能再換另外一間客房住宿，增加新鮮感，但有少部分民眾

認為房型不同具有其獨特的裝潢佈置不足以構成吸引的條件，本組推論可能是因為民眾對於房

間內的裝潢沒有太大興趣，認為客房就是只有休息之功用。 

  (八)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會於館內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結果 

 
▲圖(八) 民眾對於「文化創意旅館」會於館內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會增加消費意願之分布 

結果 

由圖(八)可得知，旅館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會增加選擇意願，同意的民眾占總樣本數的 50%

為最多數；非常同意，占 24%；普通，占 24%；不同意，占 2%；非常不同意，占 0%。由此

結果可得知，「假設文化創意旅館會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是能夠提高住宿意願的因素之一。」

此項假設成立，有總樣本數 75%的民眾認為會於館內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是增加消費意願的一

大因素，本組推論可能是因為民眾對於文藝展覽喜愛或不排斥，而住宿也能多一項活動參加，

因此會增加消費意願，但是有部分民眾認為文化創意旅館館內會不定時舉辦文藝展覽不足以構

成吸引的條件，本組推論原因可能在對於文藝展覽並無興趣，或是擔憂文藝展覽可能使旅館不

平靜，而擔心影響住宿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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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經過完整的研究過程以及統整分析之後，對於文化創意旅館有了更深的認識，在國內進行超過

兩天一夜的旅遊時，少不了的是選擇住宿旅館，並且發現大部分民眾較少機會接觸文化創意旅館，

如果政府能夠訂定計畫扶植文化創意旅館，不但可以帶動當地之文化發展，也可以使文化創意創作

者能夠又增加一個地方展示作品。而問卷中五項假設因素，也在問卷分析得到驗證，如果文化創意

旅館能夠好好把握其因素，將能帶給文化創意旅館更大的市場。 

一、 研究結論 

  (一)文化創意旅館在地文化結合精緻路線藉此吸引中高收入消費者 

  就基本資料總結來看，年齡已壯年及中年居多、職業以工商業及服務業居多、平均以月收

入 60,001 元以上為多數，而興趣則以運動佔多數，由此可見從事工商業及服務業之民眾越來越

多，而也隨著年紀之增長，逐漸增加職場經驗，因此收入升高，而收入高則會希望在旅遊時能

走精緻路線，因此文化創意旅館業者可在融入在地文化特色的同時，也能嘗試加入精緻商品。 

  (二)文化創意旅館之旅館宣傳力以及競爭力不足 

對照圖(二)和圖(三)來看，民眾願意選擇價格與一般旅館相同之文化創意旅館住宿，但卻

又未曾住過文化創意旅館，可看出文化創意旅館宣傳不足，以致於民眾縱使有此意願，卻沒有

可得知資訊的管道，因此文化創意旅館業者可以在宣傳上下足工夫，使民眾在選擇旅館時能夠

第一個想到文化創意旅館。而民眾之所以願意住宿卻未住過文化創意旅館另一項因素在於民眾

認為文化創意旅館遜色於一般旅館，因此可看出文化創意旅館競爭力不足，發展出的特色不足

以勝過一般旅館。 

  (三)文化創意旅館業者加強發展創意備品、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旅館外觀深具其本身之特

色及不同客房擁有其獨特的裝潢佈置此四項因素，吸引消費者前來消費 

  就五大因素分析來看，創意備品、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旅館外觀深具其本身之特色及

不同客房擁有其獨特的裝潢佈置此四項是會影響民眾消費意願之因素，此四項因素皆會帶給消

費者新奇感，因此如果設計良好，能夠有效的吸引客人前來消費，還能使消費者認識當地文化。

而相較於其他四項因素來說，不定時於館內舉辦文藝展覽，此項因素雖然會影響消費意願之總

樣本數有過半，但是卻比其他四項因素來得低，可看出此項因素對民眾之吸引力較其他四項來

得小，因此消費者在旅館住宿時，還是以住宿的感受為主要目的，對於因為參觀展覽而選擇住

宿，此因素相較於其他因素來得少。 

二、 研究建議 

  (一)給政府單位的建議 

一個行業是否能發展良好，往往與政府單位有很大的關係，政府如果能重視，並且協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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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此行業就能發展得更加順利，而本組發現，政府單位在文化創意旅館這部分，並沒有具體

的法律條文，無法保障文化創意旅館業者與消費者之權益，也沒有協助文化創意旅館發展的措

施，因此建議政府部門，可增列條文來保障業者與消費者之權益，以及編列預算或訂定計畫來

協助文化創意旅館，讓文化創意旅館業者增加發展空間，也讓文化創意旅館在與國外企業投資

旅館或國內旅館大品牌的競爭下，不會失去競爭力。 

  (二)給文化創意旅館業者的建議 

根據研究結論，創意備品、布置結合在地文化特色、旅館外觀深具其本身之特色即不同客

房擁有其獨特的裝潢佈置此四項是能夠影響民眾消費意願之因素，因此文化創意旅館業者應朝

此四項因素精進，招募更多創意發想人才，創造出屬於自家文化創意旅館的特色，而在精進的

同時，也必須在宣傳自家文化創意旅館上下足工夫，可以利用現在十分廣泛運用的３Ｃ產品來

操作，如此一來，不但建立自家之文化創意旅館特色，也滿足了消費者、滿足了自身之收益。 

  (三)給消費者的建議 

現代遊客越來越重視旅遊品質，因此住宿也格外重要，而在選擇旅館住宿時，不妨給文化

創意旅館一個機會，在住宿時可以感受到當地文化，使住宿不是只有單純的住宿休息，而使住

宿變得更有意義。而在選擇文化創意旅館住宿時也不應以低價為勝，不壓低價格，不但是給予

文化創意旅館業者的鼓勵，也是使文化創意旅館能更加增加文化創意商品，以及發展在地文化

特色，並且提高住宿品質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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