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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摘 要 服飾旗艦店設立條件與預期效果間 之關聯性探討 頁數: 158 研

究生: 林雅筠  指導教授: 徐達光 博士 學 位: 理學碩士  輔仁大學 織品服

裝研究所 畢業時間: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七日     織品服裝經營與消費研

究組 關鍵字: 服飾旗艦店、設立條件   近年來由於國際化的腳步加快、

市場開放與自由化等因素，消費者購 買服飾的習性與過去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由於消費者出國及接受流行 資訊的管道增加，對服飾的要求開

始跟隨著世界的潮流。而服飾旗艦店近年 來由國外引進台灣，且在台灣蓬

勃發展，成為服飾業的一種新的商店經營型 態。   本研究是以服飾旗

艦店為探討的核心，希望了解服飾廠商開設服飾旗 艦店的目的、開設旗艦

店前的設立條件考量因素、開設旗艦店後的預期效果 以及設立條件與預期

效果間的相關聯性。本研究先採質的方式對已開服飾旗 艦店的廠商進行深

度訪談，以了解開設服飾旗艦店的目的與效果。根據深度 訪談及文獻調查

的結果找出開設服飾旗艦店前的六大設立條件: 立地條件、 成本/毛利考

量、商品結構、商店氣氛、行銷活動、服務等六大考量因素； 以及開設服

飾旗艦店後的三大預期效果，分別是: 通路效果、公司內部效果、 市場效

果。再以在台北大百貨公司內設櫃的服飾廠商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並透過統計程序進行資料分析工作。本研究結論如下: 1. 開設服飾旗艦店

設立條件中的“行銷活動”與“服務”因素會影響預期 效果中的“市場效

果”。 2.已開旗艦店的廠商比不開旗艦店的廠商更重視選擇人潮流量多且

商圈屬 性適合品牌形象的地點來設旗艦店。 3.已開旗艦店的廠商比不開旗

艦店的廠商更重視配置較多的人員在旗艦店 內。 4.計劃開旗艦店的廠商對

舉辦服裝秀的重視程度高於已開旗艦店的廠商，已 開旗艦店的廠商對舉辦

服裝秀的重視程度高於不開旗艦店的廠商。 5.已開旗艦店的廠商較不開旗

艦店的廠商更重視旗艦店開幕要有特別的廣 告手法。 6.已開旗艦店的廠商

較不開旗艦店的廠商更重視旗艦店開幕要邀請記者到 場觀看。 7.已開旗艦

店的廠商對開設旗艦店後百貨公司會主動邀約設櫃的評價比不 開旗艦店的

廠商來得高。 8.不開旗艦店的廠商對開設旗艦店後會吸引加盟主加盟的評

價高於計劃開 旗艦店的廠商。 9.開設服飾旗艦店前，公司應先考量品牌的

商品結構、旗艦店地點的選擇及 服務水準。開設旗艦店後，應注意行銷活

動（特別是開幕活動）的精彩度 及服務品質；結合齊備的商品、精彩的行

銷活動及優質的服務，服飾旗艦 店才能為廠商與消費者創造雙贏的局面。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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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y On the Retail Format and Anticipated Performance of the 

Clothing Flagship Store. [Total pages: 158] STUDENT : Lin, Ya-Yun 

SUPERVISOR : Dr. Ta-Kuang Hsu DEGREE : Master of Scienc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extiles / Fashion Business and Consumer Studies Sec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GRADUATION DATE: June 7, 2002 KEY WORD: 

Clothing Flagship store, Retail Format Due to the factors of more dynamic 

internationalization, market opening and liberalization over the recent years, 



consumers’ clothing-purchasing behavior has been changing greatly compared that 

of the past. In addi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sumers going abroad and gaining 

access to fashion information, they have begun to go in for the clothing trend of the 

world. Thus, lately, the clothing flagship store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aiwan from 

abroad and been booming into a new type of store in the clothing industry. This 

thesis applies a study of the clothing flagship store, in order to realize why a clothing 

company wants to open a flagship store, what retail format it is of, what performance 

it could be anticipated toward the opening of that store,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tail format and anticipated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 

a series of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opened the flagship 

store are firstly conducted through qualitative measurement, so as to find out the 

purpose and effect of opening a flagship store. The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ose in-

depth interviews and archival surveys, six elements of the retail format can be 

deduced for consideration of opening a flagship store: location selection, cost & 

profit, merchandise structure, store atmosphere, marketing and service. And from the 

same resource, anticipated performance can be assumed and integrated into three 

parts: channel effect, inter-company effect, and market effect. Finally, a 

questionnaire survey is performed with the subject of the companies that operate a 

clothing booth in leading department stores in Taipei, and then data analysis is 

processed through statistic method.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worked out as 

follows: 1. The elements of “marketing” and “service” of the retail format 

affect the “market effect” of anticipated performance. 2. When it comes to the 

selection of a flagship store’s location, companies with such a store emphasize 

more on frequent crowd flow and commercial attribution suitable for fashion brand 

image than those without that store. 3. Companies with a flagship store stress more a 

high number of employees assigned to it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a store. 4. 

Companies planning to open a flagship store are more interested in holding fashion 

shows than those with such a store, and the later ones more interested in the shows 

than those without that store. 5. Companies with a flagship store emphasize more on 

a special advertising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such a store than those without that 

store. 6. Companies that have operated a flagship store place a higher priority on the 

invitation of journalists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a store. 7. 

Companies that have operated a flagship store give higher evaluation on a 

department store’s intention of initiatively offering them a booth after the opening 

of such a store than those without that store. 8. Companies without a flagship store 

give higher evaluation on its appeal to other ones for alliance than those planning to 

open such a store. 9. Before the opening of a flagship store, companies should 

consider well the merchandise structure of a brand, location of the store, and 

standard of store service. After it opens, they should work hard for the attractive 

performance of marketing activities (opening promotion in particular) as well as 

quality store service.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fully supplied merchandise, well-

performed marketing activities and quality services, the flagship store can thus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the company and consumer.  

論 目 錄 中文論文摘要……………………………………………………………..i 



文

目

次 

英文論文摘要………………………………………………………………iii 誌

謝………………………………………………………………………..v 目

錄………………………………………………………………………..vii 附表

目錄…………………………………………………………………..ix 附圖目

錄…………………………………………………………………..xii 第一章 緒

論………………………………………………………………..1 第一節 研究

動機……………………………………………….1 第二節 研究目

的……………………………………………….4 第三節 研究方

法……………………………………………….5 第四節 研究範

圍……………………………………………….6 第五節 研究程

序……………………………………………….7 第二章 文獻探

討…………………………………………………………..9 第一節 服飾旗艦

店形成的導因……………………………….9 第二節 旗艦店的定

義………………………………………..17 第三節 服飾旗艦店設立的設立條

件…………………………24 第四節 旗艦店在國外的發展近

況…………………………..48 第五節 旗艦店在台灣的發展近

況…………………………..55 第三章 研究方

法………………………………………………………….65 第一節 本研究的

研究過程…………………………………..65 第二節 深度訪談之設

計………………………………….….67 第三節 深度訪談資料結果分

析……………………………..69 第四節 研究假

設………………………………………………86 第五節 問卷設

計………………………………………………88 第六節 研究設

計………………………………………………92 第七節 分析方

法……………………………………………..93 第八節 研究限

制………………………………………………95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分

析………………………………………………...96 第一節 樣本描

述………………………………………….….96 第二節 設立條件與預期效果

關連性資料分析…………….106 第五章 結論與建

議……………………………………………………….123 第一節 結論研

究…………………………………………….123 第二節 研究建

議…………………………………………….129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

議…………………………………….….132 參考文

獻……………………………………………………………………133 一、 中

文部份………………………………………………133 二、 英文部

份………………………………………………136 附錄一、 訪談稿內

容…………………………………………………….138 附錄二、 問

卷…………………………………………………………….156  

參

考

文

獻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份: 丁逸豪(民 73):現代零售管理學。台北市:華華泰文

化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連鎖店協會(民 84):1994 中華民國連鎖店發展

年鑑。經濟部商業 司。 方世榮(民 84):行銷管理學。台北市:台灣東華書局

股份有限公司，二版。 王家英、呂郁青(民 89,09,28):博姿旗艦店試賣，人

潮擁業績亮麗。經濟日 報，第 38 版。 王憶湘(民 82):台灣女裝市場風雲

錄。突破雜誌。P22-23。 王濬薇(民 89,04,27):愛馬仕旗艦店台北登場。工商



時報，第 34 版。 石世坤(民 72):連鎖化便利商店之位置分析。交通大學交

通運輸研究所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 朱南玉(民 84):不動產仲介公司店址區

位選擇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逢甲 大學土地管理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 何世全(民 85,09,30):DKNY 旗艦店首日業績滿堂彩。經濟日報，第 27

版。 何世全(民 87,08,20):卡西歐首家旗艦店台北東區見。經濟日報，第 38

版。 吳怡靜(民 87):天下雜誌。體驗經濟台灣篇:戲夢賣場｢體驗｣商機，

P208。 吳明隆(民 88):SPSS 統計應用實務。台北市:松崗電腦圖書資料股份

有限公 司，初版。 呂淑慧(民 86,10,23):立足一級戰區，百貨服飾賣場找出

路。聯合報，第 38 版。 宋健生(民 90,07,24):中部精品市場再添新秀，Bally

旗艦店搶灘。經濟日 報，第 37 版。 李仰哲(民 80):連鎖便利商店店址選擇

之研究。成功大學企研所未出版之碩 士論文。 李采洪(民 86,04,23):國外總

公司施壓，精品服飾爭開旗艦店。工商時報， 第 30 版。 李雪慧(民

86,03,10):MANGO 旗艦店進駐東區。民眾日報，第 9 版。 林正修、王明元

(民 84):現代零售業管理。台北市: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初版。 林育慈

(民 86):都市速食餐飲消費活動、店址與空間分析-以台北市為例。 中興大

學都市計劃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林淑蘭(民 86,09,19):荷興敦南旗艦

店開幕。經濟日報，第 28 版。 邱義城(民 86,01,05):旗艦店的省思。經濟日

報，第 6 版。 邱馨儀(民 89,10,18):達克公爵南市旗艦店一炮而紅。經濟日

報，第 38 版。 金惠卿(民 90):商店設計表現方式之空間印象研究-以

Esprit、Levi’s 服飾 旗艦店為例。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未出版之碩士論

文。 施靜如(民 85,12,07):點晶品旗艦店進駐東區。聯合報，第 34 版。 施靜

如(民 86,05,18):娛樂零售業，開門強錢囉。聯合報，第 38 版。 施靜如(民

88,08,26):童裝旗艦店開進大型購物中心。聯合報，第 35 版。 洪雅齡(民

85,11,28):零售業強租，東區金店面租金沖天。經濟日報，第 27 版。 胡行

健(民 90,04,15):歐米茄旗艦店瑞士開幕。中央日報，第 6 版。 袁青(民

90,03,16):賣場最前線，凡賽斯旗艦店登陸。聯合報，第 35 版。 袁青(民

90,10,06):Dunhill 天母旗艦店營造男人王國。聯合報，第 35 版。 張玉貞(民

87,06,24):頂級品牌成立前衛旗艦店。中國時報，第 35 版。 張婉珍(民

88,06,24):北市東區熱門店面租金高。經濟日報，第 37 版。 張婉珍(民

89,06,15):國際精品旗艦店一店難求。經濟日報，第 37 版。 張婉珍(民

89,07,18):台北商圈租金忠孝東路居冠。經濟日報，第 37 版。 張婉貞(民

89,04,04):進口嬰童服飾拓展旗艦店。經濟日報，第 22 版。 張婉貞(民

89,04,21):麗嬰房成立 e-shop 旗艦店。經濟日報，第 3 版。 清水茲(民 87):零

售管理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初版。 許佳佳(民 85,10,13):伊

思彼旗艦店昨開張。聯合報，第 34 版。 許佳佳(民 86,04,22):時尚旗艦店讀

等於搖錢樹。聯合報，第 38 版。 許佳佳(民 86,04,23):ESCADA 亞洲首家旗

艦店昨開幕。聯合報，第 38 版。 許佳佳(民 86,11,08):進口品牌大軍壓境，

國產女鞋品牌開旗艦店。聯合報， 第 30 版。 許佳佳(民 87,03,16):朵且伽巴

納旗艦店開進敦南商圈。聯合報，第 38 版。 許佳佳(民 88,02,12):路易絲威

登香江開旗艦店。聯合報，第 38 版。 許佳佳(民 88,08,16):凱蒂貓旗艦店 9

月趁熱強灘。聯合報，第 35 版。 陳立儀(民 90,08,27):台北旗艦店登場，經

典圖騰全出動，Chanel 表現非凡。 星報，第 17 版。 陳立儀(民

90,10,08):justdiamond 鑽飾旗艦店勾引你。星報，第 17 版。 陳芝來(民 89):

知覺行銷組合與品牌權益關係之研究。中正大學企研所未出 版之碩士論



文。 陳景堂(民 87):統計分析:SPSS for Windows 入門與應用。台北市:儒林

圖書 有限公司，初版。 陳智文譯(民 90,07,03):時尚名牌競開旗艦店。經濟

日報，第 5 版。 陶福媛(民 90,10,16):Vivienne Tam 來台開旗艦店。民生報，

第 A6 版。 游恆山(民 85):消費者行為心理學。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

司，初版。 稅素芃(民 88,07,21):羅威、PLEASE PLEASE 開旗艦店。中國時

報，第 34 版。 稅素芃(民 88,09,13):童裝旗艦店討好小孩方便媽媽。中國時

報，第 34 版。 華曉玫(民 89,04,27):台灣買家是會要求方客人，卡文克來旗

艦店素極打造 極限風格。民生報，第 35 版。 華曉玫(民

90,09,06):BLUEMRINE 旗艦店在東京南青山開幕。民生報，第 A7 版。 華

曉玫(民 90,09,06):旗艦店在台北，香奈兒配件驚豔壓境。民生報，第 A7 

版。 葉玲伶(民 88,12,20):路易斯威登旗艦店全系列產品登陸台北。工商時

報， 第 34 版。 葉純榮(民 85):服飾零售業店址區位選擇之研究-以連鎖型服

飾公司 GIORDANO 為例。東吳大學土地管理研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劉

乃瑋(民 89,06,07):時尚品牌旗艦店大舉進軍台灣。中國時報，第 34 版。 劉

大娟(民 89,11,24):台北男人愛美有目共賭，名牌男裝亞洲旗艦店紛紛轉 向

登台。民生報，第 35 版。 劉大娟(民 90,05,04):dunhill 倫敦旗艦店打造新經

典主義。民生報，第 D8 版。 劉大偉(民 83):連鎖商店之商圈評估與店址選

擇策略-台灣速食餐飲產業之 實證研究。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 蔡曉娟(民 88):消費者對國際速食連鎖餐廳意象認知之研究。

文化大學觀光 事業研究所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鄭淑芳(民 86,03,17):旗艦店

新春大流行。工商時報，第 35 版。 二、英文部份: Atkin,C., & 

Bolck,M(1983).Effectiveness of celebrity endorsers .Journal of Adverstising 

Research,23,P57-61。 Berman,Barry and Joel R. Evans(1992)，Retail 

Management: A Strategic Approach,5th editon,New York,NY:Macmillian Publishing 

Company,PP.217~218。 Busch,P., & Wilson,D.T.(1976).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a saleman’s expert and referent bases of social power in the buyer-seller dyad.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3,P3-11. Business Wire(2000,09,18),A/X Armani 

Exchange to Launch First Midwest Flagship Store in Chicago;Store Opening Will 

Play Host To A Special Performance By Wyclef Jean. Business 

Wire(2001,06,18),Coach to open First Flagship Store in the Heart of Chicago’s 

Magnificent Mile. Business Wire(2001,12,17),Coach to open First Japan Flagship 

Store in Ginza,Tokyo. Eagly,A H., & Chaikan,S.(1975).An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opinion change:The case of 

communicator attractivenes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32,P136-

144。 Eagly,A.H.(1983).Gender and social influence: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American Psychologist,38,P971-981. Feinberg,R. A.,Mataro,L.,& 

Burroughs,W. J.(1983,May).Fashion and social indentity.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er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Chicago,IL. 

Hovland,C. I., & Weiss,W.(1951).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P635-650. Howard,J.A., 

& Sheth,J.(1969).The theory of buyer behavior.New York: Wiley. Jones Ken and 

Jim Simmons(1990)，The Retail Environment，Routledge， P321。 Kunkel & 

Berry(1968),A behavioral Conception of Retail Image,Journal of 

Markrting,32,pp.21-27。 Mariko Fukuyama(2000,12,13),CNN.co.jp,Benetton opens 



megastore in Tokyo. Michael Levy,Barton A. Weitz(1998)，Retailing 

Management， 3rd,P62,361-363。 PR Newswire(1998,08,13),Old Navy to open 

Seattle Flagship Store September 23,Now Hiring Up to 300 Employees. PR 

Newswire(1998,10,29),Donna Karan New York Flagship Collection Store to Open 

on Madison Avenue in Fall 1999. PR Newswire(1998,11,13),Gap Store of the Future 

Opens on Fifth Avenue; Run-DMC,Indigo Swing,and The Crystal Method to 

Perform at Opening Event. PR Newswire(2000,11,07),Gap Flagship Store to Open 

on Michigan Avenue. Real Estate Weekly(2000,08,30),Newmark puts Hugo Boss 

flagship store on Fifth Avenue. Real Estate Weekly(2001,10,24),Clothing designer 

Issey Miyaka has new flagship store in TriBeCa. Samli,A. Coskun(1989)，Retail 

Marketing Strategy:Planning， Implementation，and Control.New York，

NY:Quorum Books。 Sproles,G. B. (1974).Fashion theory: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S.Ward & Wright(Eds.),Advertising consumer research(vol. 

1,pp.215~245).Urbana,IL: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Woodside,A. G., & 

Davenport,W.J.(1974).The effect of salesman similarity and expertise on consumer 

purchasing behavior.  

論

文

頁

數 

158 

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轉

檔

日

期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異

動

記

錄 

M admin Y2008.M7.D3 23:17 61.59.16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