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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以台北市健康休閒部產業為研究範圍，並深入探討此產業的產業

結構與個案公司－亞力山大健康休閒俱樂部之競爭定位。本文首先討論

主題產業之產業定義，並藉由產業結構分析、五力分析來探討其產業結

構，以瞭解個案公司所處產業之產業競爭結構。最後以策略群分析探討

個案公司群組內之競爭結構，並找出其產業之競爭定位。本研究所獲得



結論如下： (一) 因大眾捷運系統的興建，縮短了民眾健身運動的交通時

間，民眾從事健身休閒活動的交易成本降低，使得產業範圍將延伸至台

北縣。 (二) 台北市健康休閒俱樂部產業內競爭威脅頗高，顧客及替代品

威脅高，但有一定程度的進入障礙。 (三) 亞力山大提供的體適能與休閒

服務較為完整，且產業外之潛在進入廠商與產業內其他群組對於亞力山

大影響程度低，故其定位深具競爭優勢。 本文依研究結論，對個案公司

－亞力山大健康休閒俱樂部提供以下三點建議，分別為： (一) 評估未來

大台北捷運系統附近營業據點時，應考慮租金成本以降低營運成本及風

險，並尋找場館面積大的地點，增加承?量，以維護服務品質。 (二) 加強

與產業內廠商、上游供應商及下游顧客的合作機制，以降低產業競爭強

度，避免價格競爭，並與政府溝通互動，制定有利於產業發展的法規。 

(三) 由於 SPA 服務成長快速，亞力山大在此已有相當程度的基礎，故加

強 SPA 相關資源的投資，以建立更高的進入障礙與移動障礙；並整合舒

壓療法、養生 SPA ，水療服務、有氧復健課程，並增加私人教練課程，

提供專業運動處方服務，往預防醫療方面發展。  

摘要

(英) 

This thesis tries to research health-club industry in Taipei City , and probes in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 using Alexander health club competitive positioning as an 

analysis. This text discusses this industry definition and analyze this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five-force analysis to understand the competition structure of this 

industry. I also use strategic group analysis to probe into the competition structure 

of case company group, and to help case company to find out the competition 

positioning in the industry. This research obtains the conclusion as follows: (1) Due 

to the convenience of the mass transportation, people spend less traffic time access 

to the health club and they reduce their over all cost. It makes the industry domain 

extend to Taipei county. (2) The threat of industry competitors and buyers are high, 

but the threat of entry is low. (3) Among the industry, Alexander offers more 

physical fitness and recreation service than others. The potential entrants and other 

strategic groups can not affect Alexander which means Alexander still competitive 

in this industr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clusion of studying, I offer thre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bout Alexander health club: (1) When Alexander evaluates 

to set up other branch near the Taipei Mass transportation in the future , it should 

find out the low rent with large floorage. Tues Alexander can reduce the operating 

cost and maintain service quality. (2) To cement cooperative mechanisms with 

other health clubs,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It can reduce the intensity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avoid the price competition.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to make the regula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industry development. (3) Since 

SPA service grows up very fast, Alexander should increase SPA related investment 

to set up higher entry barriers and mobility barriers. In order to develop preventing 

medical treatment, Alexander should integrate acupressure, regimen SPA, 

hydrotherapy serve, aerobic rehabilitation course , and increase personal trainer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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