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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餐旅消費行為研究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徐達光

學年度
Academic
year

95 學期
Semester 1

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研究所課程綱要表

科目名稱：（中文）餐旅消費行為研究      時間：95學年度第一學期
授課班級：研一       授課時間：星期四 13：40至16：30
授課老師：徐達光
授課大綱
授課目標 以消費者為重心已蔚為目前市場行銷的重要潮流。暸解消費者決策歷程也成為市場學研究的主流。
一般而言，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深受各種不同因素之影響。這些因素大抵可分為兩個類別：個人變素（
動機、學習、知覺、態度、人格等）與環境變素（溝通、情境、文化、家庭、同儕等）。本課程主要目標在
使學生暸解消費者行為學原理與消費者決策過程之間的關係及目前行銷學在消費行為領域發展的近況。本課
程亦強調如何藉由消費行為理論概念來暸解消費者及如何直接應用行為學原理於市場行銷策略上。
授課方式 進行方式：
本課程進行主要由老師授課為主。每週就授課老師指定書本的章節，由同學預先閱讀並參與討論。
作業：
1、作業包括每週有一位同學報告一本書（如附表），同學們先針對這本書的內容，製作PPT做系列的報告，
然後再針對老師對這本書所提的問題做出回答，報告同學需仔細閱讀這本書，以及書中意涵，回答問題請盡
量與課本相關理論結合，其他同學則要踴躍參與發言。
2、學期末報告：
（1）指定書籍內文摘要報告，一份報告最少12頁（一頁以900字上下為原則）。
（2）針對兩種餐旅消費現象，產生的消費行為差異，做出一份比較文章，著重資資料蒐集與實際訪談。（另
有說明）
指定教本 1.徐達光（2003）消費者心理學。台北市：東華書局

參考資料 1. Assael, H.（2000）. Consumer Behavior & Marketing Action. PWS-Kent 
Publishing Co. Boston, MA. 台北市：雙葉書廊
2. Schiffman, L. G. & Kanuk, L. L.(2003). Consumer Behavior.  N.J.: Prentice  
Hall   台北市：雙業書廊
3.顧萱萱、郭建志譯（2001）：消費者行為。台北市：學富文化。
4.王志剛、謝文雀 譯 (2001)：消費者行為學。台北市：華泰書局。
5.張春興 （2002） 心理學原理。台北市:東華書局
評分標準 成績評量：課堂報告（30％）期末報告（50﹪）參與討論（20﹪）
 

 課程進度表 
月 日 課程進度 閱讀文章
9 21 課程簡介 
9 28 教師節放假一天 
10 5 消費者行為學概述 面對中國
 作者：天下雜誌編輯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06 年 07 月 26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在全球化的挑戰下，許多企業選擇中國大陸為其全球化的第一步，如果你是台灣一家傳統名產業者，
例如麻糬、牛舌餅、黑糖糕等，也正積極開拓海外市場中，假設你決定到既是威脅，又是機會的大陸做為發
展據點，請說明你的海外拓展計畫的階段為何？請以如何吸引當地消費者購買台灣名產的議題為主？（大陸
消費市場大抵分為七大塊，請選擇其中一個區域，並請就其中消費行為先作分析）
10 12 市場區隔與定位 定價聖經
Power Pricing : How Managing Price Transforms the Bottom Line 
 作者：Robert J. Dolan，Hermann Simon/著
譯者：閻慧群，劉怡伶
出版社：藍鯨
出版日期：2000 年 12 月 15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幾乎所有的餐旅業者都是採行非例假日消費，比例假日消費較便宜的訂價策略來促銷，餐旅業只能應
用這樣的定價策略嗎？請你善用本書所介紹的種種定價策略，找出更能提昇營業額的定價策略。
10 19 知覺記憶與學習 味覺樂園－看香料、咖啡、菸草、酒，如何創造人間的私密天堂
Das Paradies, der Geschmack und die Vernunft 
作者：Wolfgang Schivelbusch/著
譯者：殷麗君
出版社：藍鯨
出版日期：2001 年 04 月 15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在體驗經濟時代，行銷訴求的重點是「創造有價值的體驗」，不少業者已透過建立顧客體驗進而贏得
顧客忠誠度，如果你是澎湖一家飯店業者，你如何利用當地特色來建立顧客獨一無二的消費體驗？
10 26 動機涉入與人格 工作大未來：從13歲開始迎向世界
Job Guidance for the 13-year-olds and all triers
作者：村上龍著
譯者：曹姮、江世雄



課程大綱

出版社：時報文化
問題：「世界上只分成兩種人，從事自己喜歡且適合自己工作並藉此生活的人，以及不是那樣過活的人。
」「年輕人在出社會之前，就應該、也能夠找到自己真正想從事的工作。」雖然已經錯過最關鍵的13歲，請
在餐旅業中找出自己真正想從事的工作（餐旅業者的工作類型包括產、銷、人、發、財五發八門，請就書中
的敘述，進行分析說明班上哪些人，適合哪些類型的餐旅工作）。
11 2 消費者態度與改變 說故事的力量：激勵、影響與說服的最佳工具
The Story Factor 
 作者：安奈特‧西蒙斯/著
譯者：陳智文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2004 年 06 月 14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幾乎世界上所有的知名品牌都有自己的品牌故事，請找出與餐旅業中三個知名品牌的品牌故事（中、
外皆可），探討這些品牌故事為品牌建立了何種形象，並對消費者產生了何種影響？請為市面上某個品牌建
立其品牌故事，或是自創品牌並為其建立品牌故事，使品牌形象可在品牌故事中展露無遺，引起消費者
共鳴。
11 9 文化對消費者的影響 迷文化
Fan Cultures 
作者：Matt Hills
譯者：朱華瑄
出版社：韋伯
出版日期：2005 年 09 月 20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試比較迷文化及商業文化之差異性，並以自己為例（或訪談涉入深的他人），描述其在深受迷文化影
響下，所產生的消費行為轉變。
11 16 次文化對消費者的影響 腦內乾坤－男女有別，其來有自
Brain Sex 
作者：Anne Moir & David Jessel
譯者：洪蘭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2006 年 01 月 01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就餐旅業的業種而言，同樣是跑業務，但是工作的項目五花八門，如果你是業務主管，你的業務人員
有男有女，你認為該如何分派男生女生的工作，效率才會提升（請先瞭解一下餐旅業的業務工作的內容，再
依據書上的建議，做適度的劃分）
11 23 期中考 
11 30 大眾文化對消費者的影響 引爆趨勢
作者：葛拉威爾/著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05 年 06 月 13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遠在美國東岸的一隻蝴蝶，其拍動翅膀的震波，會引起印度洋的海嘯，試舉出3個大眾文化發酵的關鍵
因素及對消費行為的影響（不限餐旅業）。
12 7 參照團體對消費者的影響 人生的偶像崇拜
 作者：孫季，思筆/合著
出版社：新雨
出版日期：1995 年 12 月 15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偶像崇拜，如此的永恆而普遍，如此的神秘而強有力，它影響我們每個人的生命，它左右一個社會、
一個時代的風雲。請問，一家餐廳或旅館想要利用偶像崇拜的方法來行銷，你要如何設計其中的步驟？利用
偶像崇拜的行銷方式，其利弊得失又為何？
12 14 家庭決策對消費者的影響 孩子一生的理財計畫
 作者：林滿秋
出版社：天衛文化
出版日期：1995 年 10 月 05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現今父母面對孩童的教育無不謹慎重視，除了基本的知識與技能之外，消費觀念的培養也是不可避
免的。在餐飲消費的相關議題中，許多美式速食餐廳是許多孩童的最愛，面對垃圾食物與健康的權衡之下，
身為父母親的你要如何教育孩童對於飲食消費的選擇?此外，麥當勞目前正改變經營型態，努力塑造家庭式溫
馨的形象，請了解麥當勞近來的經營並提出對其行銷策略的見解?若你是該業者，又能利用什麼樣的行銷策略
，吸引父母親鼓勵孩童消費自家的產品呢?
12 21 消費者購買前決策過程 別讓莫非定律打敗你
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But not you 
 作者：李瀚洋
出版社：培育
出版日期：2006 年 09 月 01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是不是時常有買貴東西的經驗，或是結帳完後馬上就後悔的感受，當你醒著的時候你常常不知道自己
其實是睡著的情形往往在日常生活中隨處上演。假如你是美式牛排店的經理，請問你如何讓消費者面臨日本
料理以及美式排餐中抉擇時，能夠選擇到你的店裡消費，且在大快朵頤牛排的同時，能夠不後悔的忘卻鮮嫩
生魚片的誘惑。
12 28 消費者購買時決策過程 複製星巴克《店鋪經營的藝術與科學》
 作者：魯賓菲爾、海明威/合著
譯者：溫瑞芯
出版社：培生(財經商管類)
出版日期：2005 年 10 月 10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書中論及創造致勝零售品牌的方法，以及如何打造永續經營的堅實基礎。若你是已擁有一間麵包店的
老闆，未來希望能達到建立品牌與永續經營的目標，試列出該企業的階段性經營目標與行銷策略，並舉出如
何該零售業者要如何創造自己的差異性，以吸引消費者前往消費呢?
1 4 消費者購買後決策行為 力用中國
China shift 
 作者：大前研一/著



譯者：張新琦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03 年 03 月 21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日本UNIQLO在過去幾年快速成長，形成了一種「UNIQLO模式」，但在中經營模式卻碰到了瓶頸，作
者也提出了一些改進方案。請同學做一套計畫，說明台灣餐旅產業（請選一家你所熟知的餐飲業實際品牌）
如何利用「UNIQLO模式」進軍大陸，並且能夠避免消費者的產品迷思。
1 11 消費者決策類型 心靈消費
Why people buy things they don’t need 
作者：潘蜜拉丹席格
譯者：李斯毅
出版社：沃爾文化
出版日期：2005 年 12 月 30 日
語言別：繁體中文
問題：流行時尚產業利用旗艦店塑造形象，讓消費者在舒服的環境下甘願購買高價精品；而餐飲業者無法以
量增加營業額，卻可以提高單次消費的金額與提升重購率，你覺得還能利用什麼樣的策略(ex:環境、服
務等)，讓消費者再次前往消費?並試舉出你所熟知的餐飲業實例作為輔助說明。
1 18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