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 灣 管 理 學 刊
 DOI:10.6295/TAMJ.201902_19(1).0002
 第 19 卷  第 1 期，2019 年 2 月    pp. 17-30

品牌重定位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轉換型領導所扮演的角色

孫碧娟
大同大學經營學院院長

黃憲隆 *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系助理教授

王雪梅
大同大學設計科學研究所博士

何建韋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　要

本研究以平衡計分卡分析架構為基礎，論述轉換型領導在品牌重定位過程
中對經營績效的影響，以 A 飯店為個案研究對象，發現 A 飯店業者採取品牌重
定位的行為策略，此策略包括：重新選擇目標市場、改變產品與服務及調整訂
價政策，最後完成 A 飯店的品牌重定位。本研究也發現，A 飯店業者在品牌重
定位的過程中，轉換型領導對經營績效有正面的影響。

關鍵詞：品牌重定位、平衡計分卡、轉換型領導

壹、緒論

台灣的旅遊業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所得的提高、生活水準的提升及政府
政策上的大力推廣，使得來台灣的旅客及國人國內旅遊的人數明顯增加。近年
來，台灣地區住宿服務業，也因為旅客來源增加，呈現百家爭鳴的光景，許多
業者為了能吸引本地客、外地客及近年來開放的陸客，不惜採用削價競爭，利
用低價策略吸引顧客。然而，在這競爭激烈的市場中，一味地持續降低成本及
以量制價的低價策略，似乎不能有效地增加營運的獲利及住宿率，反而可能會
造成旅遊業者市場區隔上的模糊，也會影響業者本身之品牌價值，低價所帶來
的負面新聞及爭議也時有所聞。根據台灣經濟研究院（2015）研究指出，由於
供過於求的環境，部分業者缺乏特色及無強力的品牌後盾支援，導致經營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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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如果能跳脫價格戰策略，從重「量」轉型到重「質」，在藍海市場中找
尋屬於業者自己的市場區隔或定位，以品牌重定位進行差異化，或許有助於提
高業者的競爭優勢，成為永續生存的良方（王雪梅，2018）。

A 飯店是力求品牌轉型與重定位的飯店業者之一，其前身為北投某溫泉會
館，於 2013 年 3 月由 A 飯店股份有限公司購得，幾經大規模整修，於 2014 年 3
月試營運，並於 2015 年 3 月正式營運。目前 A 飯店已成功的轉型，在營運上也
漸入佳境，並獲得許多媒體的介紹與獲獎的肯定；從 A 飯店的案例中，或許能
歸納出住宿服務業在品牌重定位的具體策略與作法，並探討如何透過領導者的
轉換型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影響經營績效。

本研究以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分析架構衡量本個案的具
體績效成果，Kaplan and Norton（1996）提出「平衡計分卡」就是將組織策略目
標轉換成具體的目標和量度，以作為策略衡量與管理體系架構。其中包含了四
個面向，分別是財務績效、顧客價值、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平衡計分卡是
從組織的願景和策略衍生而來的，它不只重視財務目標也重視非財務性績效，
且透過四個構面衡量一個組織的績效，一方面透過財務構面保留對短期績效的
關切，另一方面彰顯驅動長期財務和競爭績效的卓越價值（李孟訓、許雅琪，
2008）。

因為品牌重定位的變革所帶的不確定性，將造成員工莫大的不安定與壓力。
Dunphy and Stace（1992）曾指出，在組織變革過程中，領導風格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而相關研究亦認為，轉換型領導有助於員工工作態度與工作績效的提升
（Wang, Law, Hackett, Wang, & Chen, 2005），轉換型領導在品牌重定位過程中的
角色值得進一步探討。因此本研究將「轉換型領導」納入「平衡計分卡」分析
架構中的學習與成長構面，探討對財務績效及顧客價值構面的影響。

綜上，本研究旨以平衡計分卡分析架構探討轉換型領導在品牌重定位的策
略執行過程中的角色及其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本研究將以 A 飯店為研究對象，
採個案分析法進行研究，並分析 A 飯店在品牌重新定位的過程中做了什麼、怎
麼做的及經營績效表現，從中歸納出一些命題，提供實務或相關研究上的一些
具體建議與作法。

貳、文獻探討

一、品牌定位與重定位

品牌是一種符號，可識別出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及從中創造差異化及消費
者的偏好（Kotler, Keller, Ang, Leong, & Tan, 2012），而定位是企業發展一套特定
的行銷組合，以影響消費者對產品品牌的知覺。透過定位的過程，企業可以將
其產品與競爭者之間的產品尋求某方面的差異，其目的是為了讓產品的品牌在
目標顧客的心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品牌就是業者可以一致地提供給顧客一組明
顯的利益、服務及特徵（Kolter, 2000）。Aaker（1996）定義品牌定位為品牌識
別及價值主張的一部分，除了將其定位傳達給目標對象之外，也可以顯示出與
其他競爭者不同之處。企業透過品牌定位的過程，可以使品牌在競爭者的差異
中，發展出期望的品牌形象（Park, Jaworski, & Maclnnis, 1986）。例如：西南航
空成功利用品牌定位，透過員工對西南航空公司目標與價值的瞭解，建立出適
合航空公司的品牌形象，以強化其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地位，消費者一想到低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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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票，以及準點的航班，在心中將聯想到西南航空。因此，若一個品牌沒有
定位，則無法在消費者心目中創造出獨特的價值，而且不同的品牌定位策略將
會影響公司長期的財務績效。適當的品牌和正確定位是在飯店業成功的關鍵因
素（Kayaman & Arasli, 2007）。因此，飯店業者有時會覺得有必要重新定位或
命名品牌。當飯店品牌在服務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無論是由於過時還是市場變
化，此時，進行這樣的品牌定位變革尤其重要（Wänke, Herrmann, & Schaffner, 
2007），而最常需要改變品牌定位的常見原因，即是市場需求發生變化（Lomanno, 
2006）。

隨著大環境的改變，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商品本身的品質之外，消
費者愈來愈重視商品所伴隨而來的情感價值或附加利益。也就是說，消費者的
觀念從量或價格轉變為質的滿足。因此，以情感為主的行銷活動—「感性行
銷」，在實務界愈來愈受到重視。Gobé（2001）的研究也認為感性行銷的時代
來臨，現代消費者愈來愈重視感性、人性等的符號意象。溫慕垚（2014）結合
理論與實務，提出品牌定位的四個要素為理性價格、理性價值、感性價格與感
性價值，其中訴求價值的理性價值訴求與感性價值訴求都是可行的行銷方式，
但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特別是對新品牌或新商品，建議先以理性的產品力來
獲得消費者的認同，一旦產品力被接受，品牌力就會累積，當品牌力累積足夠
時，再以感性行銷來訴求品牌形象，會是品牌營造的最佳途徑，品牌形象非短
時間內可以建立，而情緒性或感官上的消費障礙，更非「感性」的溝通能克服。
品牌需要時間累積，想要品牌印象被消費者改觀，就必須要拿出具體的產品力，
透過行銷的手法，漸進地改變消費者的態度，特別是主觀的品牌印象，更需要
以實質的產品力來說服消費者，讓消費者願意重新認識品牌，這個過程即為品
牌重定位的過程。 

二、轉換型領導

Burns（1978）指出，轉換型領導是組織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影響過程，
轉換型領導意指領導者能夠激勵部屬的內在動機，進而投入額外的努力，以達
成超乎預期成果的一種領導方式。在此過程中，轉換型領導者藉著提出更高理
想及價值，以期喚起組織成員的自覺（陳彥君、許含笑，2013）。Bass（1985）
曾提出轉換型領導的四個構面：「才智啓發」（intellectual stimulation）、「個別
關懷」（individualized consideration）、「魅力領導或理想化影響」（charisma or 
idealized influence）、「心靈鼓舞」（inspirational motivation）。（一）才智啓發係指，
領導者會激發下屬挑戰現狀、想像力、好奇心與新穎取向等；（二）個別關懷
係關心下屬的發展，例如領導者會傾聽下屬的需求、展現同理心、支持下屬的
進取心；（三）魅力領導或理想化影響包括領導者會獲得下屬的尊敬與信任，
而下屬也因認同領導者而想要努力追隨；（四）心靈鼓舞則是領導者藉由明確
的願景，鼓舞下屬，並提供有意義且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下屬則會展現出熱忱
與樂觀（陳彥君、許含笑，2013）。這種行為要素會塑造轉換型領導的工作行
為和價值觀，使組織有效的運作（Moynihan, Pandey, & Wright, 2012）。換句話說，
轉換型領導會鼓勵員工超越期望，透過自主行為，將更大的組織目標內化，並
優先於自我利益（Caillier, 2014）。

相關研究指出，轉換型領導對工作績效具有正向影響（童惠玲、鄒美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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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轉換型領導者會在意下屬的期望，並且認可下屬的成就，因此會形塑
一個促進成功的工作環境；當下屬將團體的成功視為自己的成功時，會更認同
團體的價值與目標，也更願意投入努力、創造更高的績效（陳彥君、許含笑，
2013）。Schaufeli, Taris, and van Rhenen（2008）的研究發現當員工得到愈多主管
的支持，將有助於工作投入的提升。Liaw, Chi, and Chuang（2010）的結果也指出
轉換型領導會透過知覺到主管支持影響服務品質，而先前許多研究也都支持轉
換型領導有助於任務績效及員工的主動行為。在組織變革過程中，轉換型領導
亦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感（曾信超、康榮民，2010）。Yu, Leithwood, and Jantzi（2002）
指出轉換型領導與員工面對組織變革的正面態度有正向關係。

三、平衡計分卡

傳統的績效評估制度著重於財務指標，過度的重視財務指標造成管理階層
只重視短期的具體成效，難以提供管理者作為提高整體組織績效的長期決策依
據，而且忽略掉非財務的指標，有可能會犧牲掉組織永續的競爭優勢（李書行，
1995）。此外，財務指標可以說是一種落後指標，只反映過去一段時間的成果，
但卻無法評估未來的績效表現，且無法給予組織永續發展上的建議。因此，加
入非財務績效的指標，將會有助於在擬定長期的發展決策上，提供良好的依據。
再者，也提供組織更彈性、多元且平衡的方式來評估其績效。Kaplan and Norton
（1996）提出平衡計分卡就是將組織策略目標，轉換成具體的目標和量度，以
作為策略衡量與管理體系架構。其中包含了四個面向，分別是財務績效、顧客
價值、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平衡計分卡就是詮釋組織的使命、願景和策略
（李孟訓、許雅琪，2008），將其轉換成具體的目標和量度，以作為策略衡量
與管理體系架構。平衡計分卡是從組織的願景和策略衍生而來的，它不只重視
財務目標也重視非財務性績效，且透過四個構面：財務、顧客、內部流程、學
習與成長來衡量一個組織的績效，一方面透過財務構面保留對短期績效的關切，
另一方面彰顯驅動長期財務和競爭績效的卓越價值。而平衡計分卡，是一個融
合財務及非財務指標的衡量工具，也是一個可以將其轉換為有前瞻性的管理系
統，故此研究將會透過平衡計分卡來衡量本研究個案之績效。

Kaplan and Norton（1996）指出，平衡計分卡不只是蒐集一套關鍵性指標或
因子而已，它應該包含一連串連結的目標和量度，這些量度和目標不僅前後連
貫而且互相強化。計分卡除了因果關係之外，應該包括成果量度的財務構面（落
後指標），以及學習與成長、內部流程、顧客構面等績效驅動因素（領先指標）。
平衡計分卡所選擇的每個量度，都應該是因果關係鏈中的一個環節，並能彰顯
策略對組織的意義。換句話說，唯有先彰顯學習與成長、內部流程、顧客構面
等績效驅動因素（領先指標），才有可提高財務構面績效（落後指標）。

參、研究設計

一、分析架構

本研究以一年時間針對個案公司實際執行品牌重新定位的高階主管進行
多次深度訪談，並蒐集旅館業與個案公司的相關資料進行分析，以瞭解個案公
司在從理性價格品牌形象重定位為感性價值的品牌重定位過程中，轉換型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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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扮演的角色。品牌重定位策略的成功與否仍需以績效是否改善認定，Pineno
（2002）曾指出，平衡計分卡的四個構面，是依全方位的績效衡量，其兼具傳
統財務構面指標以衡量有形資產，以及加入顧客、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等指
標，以衡量無形資產或智慧資本。故本研究以利用平衡計分卡的四個構面來衡
量品牌重定位策略是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李孟訓、許雅琪（2008）對四大構面
的說明如下：
（一） 「財務指標」是反映過去績效，且顯示企業策略的實施對營利是否有所

貢獻。財務目標是計分卡構面目標與量度的交集，計分卡選擇的每一個
量度都應該是環環相扣的因果關係鏈，但其最終目標仍在達成良好的財
務績效，以滿足股東之期望。其他計分卡構面的目標與量度，最後也都
應該連結到財務構面中的一個或數個目標，所有的策略、方案與行動計
畫，都應該幫助企業達到其財務目標，財務目標代表著組織的長期訴求。

（二） 「顧客構面」主要以目標顧客和市場區隔為方向，這些區隔代表了公司
財務目標的營收來源。企業認清和選定市場區隔之後，便會針對這些目
標區隔設定目標和量度，而企業通常會選擇兩套顧客構面的量度，第一
套是概括性的量度，稱為「核心衡量標準群」，第二套量度代表顧客成
果的績效驅動因素，也就是企業用來區別自己和競爭者的工具。

（三） 「內部流程構面」在未設計企業內部流程績效衡量指標之前，應先做企
業價值鏈分析，將舊有的營運流程改善，以達到滿足財務及顧客構面的
目標，建立一個能解決目前及未來需求的完整內部流程價值鏈（Kaplan & 
Norton, 1996）。主要包含三個流程：創新流程、營運流程及售後服務流程，
以辨別顧客需求為前提，最後達到滿足顧客需求為目的，來建立可以達
成此目標的衡量指標。

（四） 「學習與成長構面」可創造組織長期的進步與成長，確立組織必須建立
的基礎架構。學習與成長構面的目標，為其他三個構面之宏大目標提供
了基礎架構，亦驅使前面三個構面獲致卓越成果的動力。在此構面中，
企業大都以三組核心的成果量度，衍生出它們的員工目標，然後再以特
定情況的成果驅動因素，來補充這些核心的成果量度，因此本研究分析
架構如圖 1 所示。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將以個案分析為主，輔以文獻探討、問卷調查，以瞭解台灣地區住
宿服務業進行品牌重定位過程中，管理者之領導風格以及組織架構又扮演著什
麼角色。本研究首先透過文獻探討，回顧相關理論，以建構研究架構；接著，
本研究進行個案分析，針對 A 飯店之經營者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 A 飯店在經
營過程中品牌重定位的做法，以及領導風格所扮演的角色，並瞭解成效評估中
的財務績效、內部流程及學習與成長。

肆、分析結果

一、行為（品牌重定位）

基於大部分旅遊產品的體驗特性，許多旅遊學者建議使用超越認知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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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實用特徵來定位旅遊景點，將能更有效、更有機會吸引遊客（Kim & Perdue, 
2013）。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認為消費者愈來愈重視享樂消費，即消
費者在使用產品時的享樂反應，例如多重感官圖像、幻想和情感激發，參與這
種消費，消費者基本上是採用樂趣與審美特質的評價標準；也重視價值表達消
費：與產品購買可作為一個人彰顯自己價值觀、自我概念、角色定位或團體成
員的現象有關（Park et al., 1986）。體認到上述消費趨勢的改變，A飯店堅持「顧
客價值」永遠比「成本」重要，「每一位顧客都是珍貴的、獨特的」，「要讓
顧客體會我們的心是細膩有感有溫度的」，因此 A 飯店決定擺脫原本會員制低
價的品牌形象，重定位為感性價值的品牌形象，A 飯店以重新選擇目標市場、
調整產品與服務及改變訂價策進行品牌重定位，各項做法說明如下。

（一）目標市場
捨棄會員制，主打精緻的中高端客層。A 飯店並沒有承襲過去原溫泉會館

的會員制，會員雖繳會費，但往往整天待在會館中，他們希望能「完全」享受
與擁有這個場域，無形中將排擠到一般顧客的服務。由於 A 飯店僅擁有 48 個房
間，所以捨棄接團策略，而是走單客路線，如此便能提供更精緻的服務。雖然
A 飯店也有單價較低的室內外大眾湯，但其更著重於單次消費較高的房客與個
人湯屋，並提供優質的芳療與水療，讓房客感覺這個場域是給房客使用的。此
外，A 飯店亦積極開拓餐飲，吸引饕客嘗鮮。

圖 1　研究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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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品與服務
貼心的客房服務，讓入住A飯店的房客，享受貴賓級的禮遇。從客房布置、

床寢具、名牌的盥洗保養用品、獨一無二的雷射雕花杯具，就連消費設備，A
飯店也能將其裝飾得與裝潢如此無違和感。另外，餐飲也是 A 飯店另一個主要
業務，而如何「抓住」顧客的胃，更看得出 A 飯店的巧思與用心。除了馳名的
固定菜色「剁椒魚頭」，A飯店更依照季節固定更換菜色，也會跟著節慶推出「應
景」的產品。例如三節的禮盒，或者是新年、聖誕節的限定版甜點，無形中牢
牢繫著顧客的味蕾。

（三）訂價政策
「高規格」房價，重新打入市場。配合品牌重定位、中高端目標顧客以及

精緻化的產品服務，A 飯店將房價調整至中高價位，以期讓顧客感受到「物稱
所值」的尊榮感受。從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旅宿網網頁中（https://taiwanstay.
net.tw/），將旅館業之價格概分為四等級，而 A 飯店即被分類為第四級（最高等
級，平均房價在新台幣 6,000 元以上）之觀光飯店。若將 A 飯店與相類似競爭
者在相同條件下，進行房價比較發現，若在平日（2016年9月）的二人房房價上，
A 飯店在 TripAdvisor、Hotels.com、Booking.com、Agoda.com 中屬於中高價格。

二、轉換型領導（學習與成長構面）

（一）複製標竿飯店的理念
A 飯店董事長常常親身體驗同產業中國內與國外標竿飯店的服務，並將其

優點分享給員工。他總是鼓勵員工，如果我們心想要做到第一，那我們就會做
到第一，那要如何做到第一，就要先學習別人如何做到第一。在這一次次的潛
移默化中，不但為員工畫出一個願景，激發員工動力，也培養員工的榮譽心。

（二）從日常細節，讓員工體會溫暖
由於董事長常在第一線和員工一起服務顧客，造就了無數次的「機會教

育」，每每顧客以微笑、讚美回饋員工的服務，董事長就會適時的告訴員工：「這
種感覺是不是很棒呢？」例如：有一次一個家族離開酒店，當時天氣非常炎熱，
在門口的服務人員貼心的幫他們撐傘，這時家族中的小女孩很驚訝地說：「媽咪，
有人幫我們撐傘耶，我們一起來拍張照片」。這個情景董事長發現了，也將此
照片上傳臉書與所有同仁分享，小小的動作，卻鼓舞了無數的同仁！

此外，每每接收到顧客回饋單、臉書留言、Line 的正面回饋，董事長也會
與同仁分享，如此，讓同仁知道：認真的服務顧客，真的很美好！ A 飯店董事
長總教導員工「顧客價值」永遠比「成本」重要，「每一位顧客都是珍貴的、
獨特的」，「要讓顧客體會我們的心是細膩有感有溫度的」，而且要「將心比
心」。對於這樣的願景與使命感，最高領導者總是用實際的行動來深入員工的
心，發揮理想化的影響，除了建立相關制度外，隨時私下對於員工進行個別關
懷、個別溝通與個別指導與建議，經常在現場示範及教導同仁及定期召開會議
討論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員工知能及鼓舞激勵目標之達成。

台灣管理學刊19(1)-02 黃憲隆.indd   23 2019/6/14   上午 09:12:01



24 品牌重定位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係：轉換型領導所扮演的角色 / 孫碧娟、黃憲隆、王雪梅、何建韋

（三）以身作則的「領頭羊」
在 A 飯店品牌重定位的過程中，董事長充分扮演著領頭羊的領導特質，帶

著同仁「一起做」。董事長會站在門口歡迎來客、幫客人提行李、走動式的關
心顧客，在飯店裡常常看見董事長服務顧客的身影。為了不讓顧客有太多壓力，
董事長也不會特意表明她的身分，就只是默默做。親力親為的領導方式，讓員
工體會到主管並不是「出張嘴發號令」，而主管都做得到了，自己應該也能起
而效之。一次颱風夜伴隨的滂沱大雨，讓 A 飯店戶外露台淹了水，眼見水幾乎
要淹進室內餐廳，董事長拎起褲管，和所有同仁在戶外與豪雨「奮戰」。在風
雨中，董事長帶領著同仁掃水、將排水孔疏通，並用漁網覆蓋排水孔，以避免
又被大雨打落的樹葉覆蓋而無法正常排水，縱然身體濕漉漉、精疲力竭，但大
夥兒「站在一起」的感覺，真的很美好！

（四）帶兵帶心，賞罰分明
領導者不吝給員工獎賞，但相對的也希望透過明確的制度，讓多次犯錯的

員工，能有一些警惕。逢年過節的意外小紅包，是董事長給一些沒有休假的基
層員工的「小確幸」，雖然金額不多，但充分表達愛與關懷。一次 A 飯店獲得
溫泉飯店第二名的評比，董事長也給每位員工一個小紅包，紅包寫著不同的字
語，不但讓員工感動，也認為一切的努力是值得的。然而在品牌重定位的過程
中，A飯店也希望能建立制度，犯錯是人之常情，但連續三、四次犯相同的錯誤，
管理者就必須要有明確的處置。明確的制度，並不是為了責罰而責罰，而是讓
員工能更謹慎、更引以為戒。

三、流程、顧客與財務構面

（一）流程構面
A 飯店於 2014 年 3 月試營運，並於 2015 年 3 月正式營運。在品牌重定位

初期，A飯店的組織架構過於狹長，呈現各階主管偏多、基層員工偏少的情況，
當時組織架構之主管職位約五階：總經理對董事長負責，而其下有管理部、餐
飲部、客房部、業務部協理，而協理又設經理、副理。此組織架構在指揮鏈、
管理與溝通、控制與回饋上，發生極度無效率的問題，上令無法即時下達，而
當第一線人員面臨顧客問題時，亦無法有效呈報，即時做好處置。2015 年底，
A 飯店進行組織精簡，將原本過於狹長的組織架構扁平化，管理部、餐飲部、
客房部、業務部直接向董事長負責。扁平化組織，在A飯店品牌重定位過程中，
扮演了關鍵之角色。2016 年初，A 飯店內主管與部屬之間的溝通更為流暢有效
率，亦有明確的指揮鏈，主管的指令能即時執行，由於少了中階主管階層，第
一線員工與主管，乃至於董事長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有顯著的改善。

在這個行業中，尋找符合企業文化、企業要求的人力資源，其實是很困難
的，尤其是第一線的服務與作業人員仍是短缺。A 飯店接手某溫泉會館，雖然
沒有承接會員、員工，但是過去第一線的房務人員，A 飯店仍部分留任。此時
如何扭轉這些「老員工」的既定思維，就是很重要的課題。他們常常納悶，為
什麼鏡子不能有一滴水痕？玻璃杯不能有一點灰塵？連盥洗用品都要拼花？這
時，A 飯店必須對他們的思維再教育，讓他們知道現在的品牌價值與路線、現
在的目標顧客與過去目標顧客的差異、現在的訴求與過去經營的訴求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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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董事長本身也會親自瞭解這些第一線房務的困難，並試圖協助他們改變；
例如，打掃動線的不方便讓他們困擾已久，董事長親自跟這著些員工走一遍，
妥善重新規劃房務打掃的動線與標準程序。

（二）顧客構面
為了從多方瞭解顧客的滿意度與意見回饋，A 飯店對於每個旅遊網站的每

筆顧客評比與留言，皆由公關統一回覆並處理。對於肯定給予感謝；對於抱怨
亦能及時進行補償。本研究進一步針對 TripAdvisor 與 Agoda.com，從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8 月，共計 12 個月的顧客留言與回饋進行內容分析。截至 2015 年
8 月為止，一般顧客對於 A 飯店給予高水準的評價：TripAdvisor 為 4.5 分（滿分
5分）、Agoda.com為8.5分（滿分10分）。在意見回饋部分，在TripAdvisor方面，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區間，給予「很棒」的意見明顯高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區間；而給予「一般」以下評價方面，則反之。在 Agoda.com 方面，
2016 年 3 月至 2016 年 8 月區間，給予「9 分」以上的意見明顯高於 2015 年 9 月
至 2016 年 2 月區間；而給予「5 分」以下評價方面，則反之。旅遊網站內容分
析的趨勢，與前述顧客滿意調查的趨勢相符：2015年與2016年為明顯的分水嶺，
2015 年底因為受到組織變革的影響，產生短期顧客滿意不滿意的提高，隨著時
間的調整，2016 年開始顧客正面的評價便逐漸回升。

（三）財務構面
A 飯店於 2014 年 3 月試營運，並進行品牌重定位，隨之於 2015 年 3 月正

式營運。在品牌重定位過程中，董事長的領導風格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此外 A
飯店亦於 2015 年底進行組織變革。是以，以下茲以 2016 年初為分水嶺，比較
在此之前與之後的績效比較。A 飯店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4 月，共計一年的財
務績效，由表 1 可發現，A 飯店的淨利在 2015 年底開始轉虧為盈，2016 年各月
淨利率比 2015 年顯著成長許多。由此可推論，在 A 飯店品牌重定位的過程中，
A 飯店領導者以轉換型領導方式建立組織學習與成長構面的動力，可創造組織

表 1　A 飯店淨利率

年度月分 淨利率（%）

2015 年 5 月 -61

2015 年 6 月 -88

2015 年 7 月 -78

2015 年 8 月 -53

2015 年 9 月   -9

2015 年 10 月   -5

2015 年 11 月    5

2015 年 12 月  42

2016 年 1 月  31

2016 年 2 月  36

2016 年 3 月  11

2016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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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的進步與成長，確立組織必須建立的基礎架構。學習與成長構面的目標，
為其他三個構面之宏大目標提供了基礎架構，亦驅使前面三個構面獲致卓越成
果的動力，也就是說，轉換型領導方式建立組織學習與成長構面的動力，促進
扁平化組織可能有助於提高內部流程效率，而此效益反映於財務績效的成長。
轉換型領導風格或許能幫助員工學習成長，有安定員工信心、提高員工滿意度
之效果，而此效果亦反映於財務績效上。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對於住宿服務業而言，在品牌重定位過程中，轉換型領導
如何影響最終之經營績效。以「平衡計分卡」分析架構為主軸，針對 A 飯店為
研究個案，透過個案探討，本研究結果發現，若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結構下，能
跳脫價格戰策略，採品牌重定位以進行差異化，例如：硬體設備的提升、服務
品質的提高、服務素質的強化等，並重新定義目標顧客，將可能翻轉品牌形象
及顧客滿意度。對於住宿服務業之業者而言，外在的環境結構，確實會影響其
內部的策略擬定，故本研究歸納出以下的命題：

P1：�住宿服務業面對競爭激烈的市場結構，可以使用品牌重定位策略進行差異
化。

此外，在品牌重定位過程中，企業將面臨許多策略的改變、任務的重設計、
資源的重配置等過程，而這些不確定性，將造成員工莫大的不安定與壓力，轉
換型領導是一種能結合組織成員共同需求與願望的組織變革過程，透過領導作
用建立人員對組織目標的共識與承諾。這種領導者會激勵員工學習成長，使員
工超越自我達到更高的層次（Burns, 1978）。Chen and Lin（2006）發現企業層級
的因素對績效影響較大。深究企業層面因素，近來有研究發現企業執行長（chief 
executive officer, CEO）的經營管理能力與領導能力對於企業的經營績效影響深遠
（Kaiser, Hogan, & Craig, 2008）。轉換型領導者會轉換組織成員的價值、信念及
態度，使其願意追隨組織的規定（陳彥君、許含笑，2013）。Bono and Judge（2003）
的研究指出轉換型的主管會激發出員工高度的信心與期望，透過溝通來增加員
工對組織的認同感。從研究中發現，本研究對象的領導者能建立一個良好的個
人典範、加強與員工間之溝通，發展願景和計畫、設法激發每位員工的潛能同
時創造有生產力的工作環境，提供員工持續性的技能發展，鼓勵員工學習以適
應新環境，因此管理者的領導風格有助於員工的學習成長，員工的學習成長有
助於提升顧客構面及財務構面績效。故本研究歸納出以下命題：

P2：�對於住宿服務業而言，「轉換型領導」在品牌重定位的過程中，對營運績
效有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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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可從以下三部分探討：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時
程。在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建立研究架構，並透過「個案分析」
進行實證。未來研究可就研究架構各構面發展量表，並進行量化研究，以探討
變數之間統計上的關係。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僅針對一家住宿服務業者（即
A 飯店）進行深度訪談與個案分析，建議未來研究可擴大研究對象，以將本研
究架構更能一般化。在研究時程方面，本研究對於個案公司的訪談、績效的評
估，共約 12 個月期間，其主要以 2015 年底為分水嶺，探討個案公司品牌重定
位的成效，以及領導風格、組織變革的角色。未來建議能進行更長時間的追蹤
與調查，以瞭解在品牌重定位的過程中，是否有更多變數能影響重定位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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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s of the balanced scorecard (BSC),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brand repositioning strategy of Taiwan’s hot spring hotel industry and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of brand repositioning. This study conducts 
case analysis method and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 proposi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brand repositioning strategy in Taiwan’s hot spring hotel industry, 
and further examines how the brand repositioning strategy influences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ol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 the process of brand 
repositioning. The concrete strategies of brand repositioning will include re-selecting target 
market, re-adjusting product and service, and implementing of pricing strategy. This research 
use balanced scorecar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brand repositioning and finds that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 influence management performance posi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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