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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會議展覽產業 (MICE) 對於國際貿易或是境內貿易而言，是促進多方經濟發
展而形成的服務產業，其發展潛力和附加價值相當優異，且為相關業者所帶來的效益和
產值深不可測，在會議展覽活動舉行的同時，不僅帶來這些實質的經濟利益，且在無形
之中，大幅增進了主辦國家或城市在國際間的知名度，並衍生出其他相關產業後續之發
展，2009 年政府更將會議展覽服務業列為十大重點服務之一。
本研究旨在瞭解會議展覽產業之意涵及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現況與未來發展，進而探
討國內參展廠商對推動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 (KSF)。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
式，以參加國際參展之臺灣廠商為主要研究對象。問卷發放方式大部分採紙本塡答，其
次則採網路問卷方式寄給相關學者及展覽業者專家進行填寫。本研究共發出 55 份專家
問卷，經回收整理後，其中有效樣本數為 47 份，回收率為 85.45%。問卷結果使用層級
分析法 (AHP) 分析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各項績效指標重要程度，以提供政
府相關單位及參展廠商作為參考依據。
本研究結果顯示，「會議展覽專業人員素質及服務水準」(16.10%)、「產品差異化」
(14.90%)、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覽總入口網站」(11.70%)、
「定期展後檢討」(10.20%)、
「交
通便捷」(6.80%) 等五大因子較受專家學者們重視；而對於「推動綠色會議展覽」
(0.40%)、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0.40%)、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0.40%)、
「會議展覽相關
法規」(0.30%)、「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0.10%) 等五項因子，專家重視程度相對較
低。
關鍵詞：會議展覽產業 (MICE)、層級分析法 (AHP)、關鍵成功因素 (KSF)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ICE (Meetings, Incentives,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rade have emerged as a service industry for promoting
multi-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industry has proven its potential and add-in values with its
offering unfathomable benefits and output to all of the exhibitors; with its prompting the
hosting city and country to win their publicities; and with its deriv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the related industries in the follow-up developments. Since 2009, our government has li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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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 into the top 10 most important services of Taiwan.
This research aims at present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MICE industry as well as it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in Taiwan, to explore those critical factors in how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MICE from Taiwan business participations.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surveys to the business exhibitors of international MICE in Taiwan. Survey
conducted by questionnaires sheets in form of printed paper and emails (to the some MICE
experts), among 55 send-out receiving 47 effective reply-backs, a total of 85.75% valid
response rate. This study adopted the Hierarchy Process (AHP) method on the questionnaires
from reply-backs to identify the priorities and rankings of key success factors (KSF) for the
MICE industry.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survey ar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exhibitors of MIC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the exhibitors and their services’
(16.10%) wa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followed by ‘diversities of the products’ (14.90%),
‘setting-up and managing a unified portal website for the event’ (11.70%),‘event regular
reviews’ (10.20%), ‘traffic convenience’ (6.80%). In addition, ‘promotion of green MICE’
(0.40%), ‘visitor’s reward program’ (0.40%), ‘event environment and surroundings’(0.40%),
‘regulations on MICE’ (0.30%), and ‘unified service window for the event ‘ (0.10%) were not
regarded as the critical factors for promoting MICE in Taiwan.
Keywords: MIC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Key Success Factor (KSF)

1. 前言
1.1 研究動機
在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工業化現象蔓延至歐美洲大陸，伴隨而來的工商業貿
易發展，進而產生了會議展覽的需求，所謂會議展覽不僅侷限於商人、企業家與專業人
員，還擴展至政治、文學、娛樂、宗教等各團體及組織，透過不同類型的聚會進行思想、
資訊或產品的交流 (Falk & Pizam, 1991)。觀光業是目前世界上產值最大的產業之一，而
會議展覽產業是觀光版圖中快速成長的一個區塊。據統計，會議展覽旅遊者的平均消
費，是一般觀光客的二至三倍 (Oppermann, 1996)，此均顯示出會議展覽產業是促進觀
光業發展的巨大潛力。會議展覽產業屬火車頭型產業，除了可以帶動金融貿易、交通旅
遊等多項相關產業，為舉辦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也相當可觀，因此國際會議與展覽產業
的發展狀況普遍認為是評量地區國際化的重要指標（柏雲昌，2006）。
會議展覽產業又稱為會議展覽業，英文簡稱 MICE 即會議 Meetings、獎勵旅遊
Incentives Travel、大會 Conventions、展覽 Exhibitions 之意思，含旅館、餐飲、裝潢、
商業設計、資訊及零售業……等，是世界上一個涵蓋非常巨大的產業。臺灣近年來亦強
烈感受到會議展覽產業的重要性，主要係因會議展覽產業的產值在臺灣觀光收入中，所
占的比例日益提升。根據行政院 2004 年 11 月頒布的「觀光及運動休閒服務業發展綱領
及行動方案」指出，會議展覽服務業是全球化新興潛力的行業，具有「三高三大三優」
之特徵（三高包含高成長潛力、高附加價值、高創新效益；三大包含產值大、創造就業
機會大、產業關聯大；三優包含人力相對優勢、技術相對優勢、地理相對優勢）。以美
國、法國、德國三先進國家會議展覽業年收入分別達新臺幣 2.7 兆元、6.7 兆元、700 億
元為例，其帶動豐富商機，未來發展潛力不可小覷（莊雪麗，2005）。有鑑於會議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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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發展潛力，政府亦感受到會議展覽產業對臺灣經濟發展的重要，2002
年行政院在「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將發展會議展覽產業為重點工作計畫，
並於 2004 年 7 月 8 日核定「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將會議展覽服務業列為重要新
興發展產業，並於 2004 年 11 月成立「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的會議展覽會
(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 Exhibitions, MICE) 專案小組」，進行政府各部會資
源的協調及整合，以期積極推動國內會議展覽產業之蓬勃發展。
有鑑於會議展覽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發展潛力，政府亦感受到會議展覽產業對臺灣經
濟發展的重要，2002 年行政院在「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將發展會議展覽產
業為重點工作計畫，並於 2004 年 7 月 8 日核定「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將會議展
覽服務業列為重要新興發展產業，並於 2004 年 11 月成立「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
的會議展覽會 (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 Exhibitions, MICE) 專案小組」
，進行
政府各部會資源的協調及整合，以期積極推動國內會議展覽產業之蓬勃發展。
2005 年由經濟部商業司執行四年「會議展覽服務業發展計畫」，大力推動會議展覽
產業的發展，將會議展覽產業視為可以帶動地區經濟發展的策略性產業。為提升我國會
議展覽產業之國際競爭力，經濟部商業司也設立「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服務業專案小組」
辦公室，做為單一服務窗口，規劃輔導會議展覽產業發展之運作機制，積極扶持國內會
議展覽產業的發展，提供會議展覽業者相關協助，並爭取國際會議展覽來臺舉辦。另在
2004 年經建會經濟發展策略報告中，會議展覽產業也列為重點發展的旗艦計畫之一。
近年來，臺灣也逐漸累積舉辦國際大型會議展覽經驗，諸如，2009 年臺北國際工具
機展為國內史上最大規模展覽會，共來自 15 國，895 家國內外廠商，使用 4,871 個攤位；
2009 年臺北國際電腦展 (2009 Computex Taipei)；2009 年臺灣觀光協會臺北國際旅展與
2010 年臺北國際汽車零配件展，可見此產業在臺灣將蓬勃發展。藉由舉辦國際展覽會，
當廠商或參訪者前來參與國際展覽會時結合觀光旅遊，將吸引他們順道進行旅遊活動以
帶動周邊相關產業。因此會議展覽產業已成為全球性產業並且可結合觀光旅遊成為附加
價值高和高成長潛力之服務產業。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為主要目標導向，藉著相關文獻
內容加以探討，從宏觀全球至臺灣的角度，研究出未來國際會議展覽如何發展之關鍵因
素，由此推估再加以設計問卷，並由參展廠商填答，其問卷結果對於本文研究有極大的
影響和幫助，期許此研究可帶動會議展覽產業之推行。
臺灣國際會議展覽仍極具活力，該產業在不同發展目標下，已促成了許多的改變。
資源和人才、經營與規劃、綠色及環保概念、發展趨勢，加上一些的策略趨動，來引領
餐飲及旅遊業更有活力的發展 (Nykiel，2005)，有鑑於此，本研究予以探討我國推動會
議展覽產業關鍵成功因素為主題進行研究，研究結果及建議以提供政府與相關業界參酌
及利用，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可具體歸納如下：
(1) 瞭解會議展覽產業之意涵及探討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
(2) 以問卷調查方式，瞭解目前國內參展廠商對推動會議展覽之關鍵的成功因素及對未
來發展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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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層級分析法 (AHP) 問卷調查結果分析，瞭解目前國內參展廠商對推動議展覽
之關鍵的成功因素之重要性。
(4)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做為國內政府及業界推動會議展覽產業之建議及因應作法。

2. 文獻探討
2.1 國際會議展覽定義
Bonoma (1983) 提出展覽的定義為製造商、配銷商及其他賣主對所邀請對象，包括
現有顧客、潛在顧客、供應商及其他商業團體和新聞媒體展示產品或服務。Czinkota &
Rokainen (1988) 也提出相同看法。Shoham (1999) 認為買賣雙方可藉由展覽會面、並進
行互動。對國際行銷來說，展覽是一種重要溝通工具，讓買賣雙方與當地政府進行瞭解
與互動。Lawson (2000) 提出，展覽是一種陳列物品的方式，將具有價值或賞心悅目的
物品對目標參觀者做展示或示範，所以可能是固定性的或是臨時性的活動。溫月球、段
恩雷（2008）則將商展定義為是一個臨時性的市場，隨著買方需求頻率之不同，而有定
期性的出現，並在主事者的支持下，展示者及參觀者可於當場完成商業活動的必要事項。
朱中一（2009）指出展覽存有五大基本要素。一是展覽會主體，即展覽會的服務對
象，亦即參展廠商；二是展覽會的經營部門或機構，即專業行業協會和展覽公司，是展
覽會的組織者；三是展覽會的客體，即展覽會的展示場所，一般為展覽館或展覽中心；
四是展覽市場，即參展廠商或舉辦訊息和宣傳企業形象的管道；五是參觀展覽的觀眾，
即採購商、消費者及為蒐集資料的參觀者。黃振家（2010）也指出，展覽的構成要素分
為兩類。一為展覽的基本元素，即展出時間、場地、商品或服務；另一為展覽活動中的
主角，包括主辦單位、參展廠商、參觀展覽者、展覽周邊服務業、及意見領袖。依參展
者與參觀者之組成結構所形成區域特性，將展覽區分為「國際展」
、
「國內展」
、
「區域展」
、
「城市展」
（溫月球、段恩雷，2008）。
中華國際會議展覽協會 (Taiwa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Association, TCEA) 則將
會議定義為「一群人在特定時間、地點聚集來研商或進行某特定活動，而參加的人數要
達到五十人以上且外國與會人數須達全體與會人數的 20% 以上」
。聯盟總部設於阿姆斯
特丹的國際會議協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nd Convention Association, ICCA) 是全球
最大規模的國際會議組織，對國際會議的定義為「參加會議之國家需達三個國家以上，
與會人數則需達五十人以上且需定期舉行」；而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國際組織聯盟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UIA)，於舉辦國際會議時，至少需要五個國家輪流舉
行，且參與會議展覽的人數須在三百人以上，其中國外人士占與會人數須達 40% 以上，
會期天數則要達三天以上。根據國內會議展覽產業之主管機關－經濟部商業司認定標準
指出參加會議的國家至少在五個國家以上（含地主國），與會人數須達一百人以上，其
中外國與會人數，則必須占總參與會議展覽人數 40% 或八十人以上。
2.2 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的 SWOT 分析及因應策略
由於臺灣為海島型國家，故對外貿易一直是經濟發展主要原動力，而對外貿易首重
有效推展行銷能力，參加展覽亦為貿易廠商長久以來所採用首要方式（郁麗君，2004）。
在臺灣，會議展覽產業屬於新興產業，憑藉著自身實力與產業優勢，已發展出許多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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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展覽，其中像是電腦展這類的專業展覽已居於世界級展覽之地位，此外，像是自行
車及汽機車零配件展也位居於全球該產業之前三大展覽。這些展覽不但吸引國外人士的
注意，也帶來龐大的周邊商機（王鉑波，2006）。
臺灣的會議展覽產業雖逐漸茁壯，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其發展層面可透過政府
政策與專業學者之言論來研究分析，以因應未來會議展覽全球化的發展趨勢，然而會議
展覽產業的發展程度，同時意謂者與他國的競爭力強度，為瞭解臺灣現行所具備的優劣
勢因素，特於此節對會議展覽產業做出 SWOT 分析，其分析結果如下表 1：
針對臺灣國際會議展覽 SWOT 分析之因應策略根據上述 SWOT 分析，本研究提出
因應策略如下：
1. 政府應確認自我所具備之可轉化為競爭力的要素，明確選擇欲發展的優勢條件
組合，總合成為會議展覽產業發展的目標定位。
2. 建構具國際吸引力與競爭力的會議展覽環境，以提升臺灣地區會議展覽產業之
國際形象。例如：預計 2013 年完工啟用的高雄世界貿易展覽會議中心，波浪
屋頂造型係融入高雄港灣風光，展館設計理念則結合現代科技與綠建築，並已
取得綠化量、基地保水、日常節能、二氧化碳減量、室內環境、水資源與污水
垃圾改善等七項指標之候選綠建築證書 (MEET TAIWAN, 2012)。
3. 為創造更高的產業關連效果與附加價值，會議展覽產業可與他國訂定策略聯盟
機制並相互輔導。
4. 積極發展並推動臺灣地區特色之觀光活動。
5. 發展國際會議展覽技術與人才培育計畫，政府及企業應擴大培訓專業國際會議
展覽人才。
6. 透過積極獎勵措施以吸引國際會議展覽活動來臺舉辦。
表 1 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的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
地處亞洲中心點，交通便捷。
具備多元文化與觀光資源。
獨一無二的特色美食。
會議展覽產業受政府重視。
民間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及各項活動。
國內產業具競爭力，如：資訊業、電
子業等高科技產業。




劣勢 (Weakness)
會議展覽場地規模及功能性仍需改
善。
展覽人才缺乏，其專業度及語言能力
待加強。
國際旅館房數不足，且價格偏高。
欠缺國際主要城市直航線。

機會 (Opportunity)
全球會議展覽活動已大量轉向亞洲。 
政府將會議展覽產業列為重點發展產
業。

兩岸關係日益改善及直航班機增加。
全球會議展覽產業處於蓬勃發展階 
段，產業規模鉅大，效益深遠。

威脅 (Threat)
亞洲鄰近國家致力推動會議展覽產
業。
亞洲主要會議展覽國家皆具語言優
勢。
全球會議展覽館不斷擴增及新興國加
入。




資料來源：黃金山、陳欽雨（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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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鍵成功因素 (Key Success Factor, KSF)
每一項活動經營成功與失敗，是基於活動進行前，有無投入分析研究與擬訂目標等
前置作業，然而在經濟、科技如此進步的時代，便將所有相關成功要件統稱為「關鍵成
功因素」
。
「關鍵成功因素」有兩個英文表示法，其一為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CSF)，另
一為 Key Success Factor (KSF)。CSF 最早是由麥肯錫 (McKinsey & Company) D. Ronald
Daniel 於 1961 年提出，Jack F. Rockart 在 1986 年重新定義流程，並進行系統化討論。
關鍵成功因素是在探討產業特性與企業戰略之間的關係，對應環境中重要的要求條件，
以獲得良好的績效。關鍵成功因素定義整理如表 2。
表 2 關鍵成功因素定義彙整
作 者（年代）

定

義

Daniel (1961)

一企業為了獲得成功，必須做得特別好的重要工作。

Rockart (1979)

使企業表現更好的關鍵領域。

Aaker (1984)

企業為求成功或生存，所需具備的競爭性資產或技術。

吳思華（1988）

在特定產業內成功的與他人競爭，企業必須具備的技術與資
源，如果企業具有此類的技術與資源，則可取得競爭優勢。

吳青松（1992）

關鍵成功因素是企業經營成功所必須掌握的主要範疇，且
有助於引導企業制定有效策略與執行程序。

王士峰（1999）

指一個組織或管理者必須持續注意的少數重點管理領域，
並可帶來高效率及成功達成目標。

黃營杉（2000）

指企業最重要的競爭能力與資產，唯有把握自身的關鍵成
功因素，才能獲得持久性的競爭優勢。

陳慶得（2001）

說明企業在現代與未來的營運中，為求得成功生存與競爭
優勢，必須要特別重視能力、資產或其他相關因素。

秦建文（2003）

企業或組織在不同階段進行規劃與決策時，將有限的資源
應用於少數幾個領域，有益於產業競爭時，獲致成功的一
些重要因素。

謝智芳（2004）

一企業為了獲得成功，必須做得特別好的重要工作。

王祥宏（2009）

使企業表現更好的關鍵領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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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本研究推動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構面及因子說明
本研究對象是調查以企業與企業 (Business to Business, B to B) 的參展廠商為主，此
次研究主題在探討影響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問卷的形成除了搜集多篇文獻整
理，並經由六位專家學者及三位專家廠商修正後而進行正式問卷，包括六大構面及 24
個因子。其中書面問卷部分是以臺北國際食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與臺中烏日國際工
具機展為主要研究調查對象，其次以網路問卷寄給相關學者專家及展覽業者專家進行填
寫，以做為本次研究的分析與探討。表 3 為彙總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定
義說明。
表3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定義說明
構面

因子

定義說明

採用各種方式介紹、宣傳產品的特點和優點，利
用各種勸說內容和形式，誘導人們購買。
參展廠商參展目的是增加品牌知名度，廠商應做
品牌知名度及聲譽
好展覽 ，行銷推廣產品知名度。
專業的「聽」在心裡，弄清楚關鍵問題，才能釐
客戶溝通管理
清事實，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行銷策略
企業以某種方式改變那些基本相同的產品，使消
產品差異化
費者相信這些產品存在差異而產生不同的偏好。
針對類似的競爭展覽做深入的分析，分析最威脅
同業競爭者
性對手的展覽優劣勢，並衡量自身籌碼與勝出點。
針對展覽進行簡報、評估，執行監控所有規劃的
定期展後檢討
活動，具有敏銳的觀察力才能立即感受正確或錯
誤。
展場人員應具備產品或服務之完整專業知識和擁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 有豐富的參展經歷，且願意主動與陌生人交談、
素質及服務水準
分享經驗，並能清晰表達或擁有熟練之外語表達
能力。
展場設置新聞中心，提供各項展覽資訊及相關設
廣告宣傳
主辦單位
施給記者及媒體代表，以便發佈新聞稿
人力資源
針對一連串辦理展覽需進行之各項工作及運用之
展覽規劃及管理能力 資源，以專業及有系統的方式組織、控管及執行，
以達到資源運用最大化。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及應變計畫，以應付臨時發生
處理突發狀況效率
的緊急事件。
建構會議展覽資訊流通平台與資料庫，並整合會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
議展覽資源，以達到提升會議展覽業者國際競爭
覽總入口網站
力之目的。
產業技術
全球以 24 小時接力賽式的進行產品開發，分散各
地的開發成果必需被整合進行有效的計畫管控，
協同國外廠商研發
必需依靠一套很有效的電子化系統的幫忙才能有
效地運作。
產品的廣告及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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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3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定義說明
構面

因子

定義說明

交通便捷

業主自家（公司）出發到展覽會議展覽，或從展
覽場外到住宿地，有一套交通規劃的措施，以利
於行程規劃、路線的安排。

天氣氣候

舉辦會議展覽同時天氣相對不得太糟，若大風大
雨則進場人潮則會減少許多。

地理位置

會議展覽所在位置與都市所在有關，離其不遠便
能吸引人潮。

觀光景點

以觀光景點之獨特特色與內涵，設計不同組合之
會議展覽產品，提高會議展覽展品新鮮度，以吸
引國內外業主，增強業主們的購買意願。

推動綠色會議展覽

全球大型機構為表對環保社會責任的承擔，滿足
顧客、利益相關者及公眾愈來愈重視環保的訴
求。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以旅遊為誘因，藉以激勵或鼓舞公司銷售人員促
銷某項特定產品或激發消費者購買某項產品之
獎勵方式。

參展補貼

有些展覽因受政府委託或符合補助款申請要
件，可適切提出申請補助。

社會環境

國家政策

政府為促進臺灣地區會議展覽產業發展，在政策
會議展覽相關法規

單一會議展覽服務
窗口

資源管理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

及相關法規上提供稅務、融資、補助款及國際會
議、展覽協助等措施。
2006 年設立了「經濟部推動會議展覽服務業專
案辦公室」，由經濟部商業司所主管，積極與政
府相關主管單位、民間產業與公協會等聯繫，扮
演協調、資訊提供及諮詢等角色，並將負責整合
國內相關資源、進行產業研究與宣導政策等工作
項目並作為提供會議展覽業者相關協助，提升我
國會議展覽產業相關資訊
展覽籌辦雖有許多場地可供選擇，但要有足夠寬
敞的展示空間對參展廠商及參觀者有舒適安全
的展出環。

硬體設施

硬體設施是影響會議品質的重要關鍵因素，直接
影響到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的條件。

旅館及餐飲安排

因考量到與會者的住宿餐飲及交通便利性，所以
由會議中心附近的旅館為最佳首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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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本研究推動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構面及因子之文獻來源
本研究推動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構面及因子之文獻來源，如表 4 所示。
表4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構面因子文獻來源
構面

因子
產品的廣告及宣傳
品牌知名度及聲譽
客戶溝通管理
產品差異化
同業競爭者
定期展後檢討

行銷策略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素質及服務水準
廣告宣傳

主辦單位
人力資源

產業技術

展覽規劃及管理能力
處理突發狀況效率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覽總入口網站
協同國外廠商研發
交通便捷
天氣氣候

社會環境

地理位置
觀光景點
推動綠色會議展覽

國家政策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參展補貼
會議展覽相關法規
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

資源管理

硬體設施
旅館及餐飲安排

文獻來源
葉泰民（2000）
、劉玉珍（2005）
、陳俞媚（2011）
黃獻徉（2007）、陳俞媚（2011）
林育德（2005）
葉泰民（2000）
葉泰民（2000）
、黃獻徉（2007）
郁麗君（2004）、呂秋霞（2008）
莊雪麗（2005）
、蕭玉華（2005）
、黃振家（2007）
、
何美玥（2008）
、王鉑波（2008）
、孫國軒（2012）
何美玥（2008）
、陳俞媚（2011）
葉泰民（2000）
、莊雪麗（2005）
、林育德（2005）
、
孫國軒（2012）
葉泰民（2000）
王鉑波（2008）
梅明德（1996）
、何美玥（2008）
葉泰民（2000）
、蕭玉華（2005）
、林育德（2005）
、
呂秋霞（2008）
、黃翔翰（2009）
葉泰明（2000）
、蕭玉華（2005）
、呂秋霞（2008）
、
陳俞媚（2011）
呂秋霞（2008）
葉泰民（2000）
、蕭玉華（2005）
、劉玉珍（2005）
、
何美玥（2008）
、黃翔翰（2009）
、劉碧珍（2010）
、
陳俞媚（2011）
、孫國軒（2012）
王燾（2008）、楊六齊（2011）
、胡紹宏（2011）
葉泰民（2000)）
、蕭玉華（2005）
、黃翔翰
（2009）
、劉碧珍（2010）
劉玉珍（2005）
、孫國軒（2012）
莊雪麗（2005）
、孫國軒（2012）
王鉑波（2008）
劉玉珍（2005）
、劉碧珍（2010）
、陳俞媚（2011）
葉泰民（2000）
、蕭玉華（2005）
、劉玉珍（2005）
、
林育德（2005）
、呂秋霞（2008）
、孫國軒（2012）
葉泰民（2000）
、蕭玉華（2005）
、劉玉珍（2005）
、
呂秋霞（2008）
、黃翔翰（2009）
、孫國軒（20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研究方法
3.1 層級分析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
3.1.1 層級分析法之介紹
層級分析法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 Saaty 在
1980 年所提出一套有系統的決策模式，主要是為了在不確定的情況下，面對複雜的決策
問題，用來評估各相關因素問重要性的程度。由於 AHP 的主要精神是彙集各相關學者
專家的意見，進行一種集體決策的方法，不但理論簡單，而且具備高度實用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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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ty and Vargs (1984) 研究顯示，層級分析法最大特色就是將任何複雜的系統或者是多
準則、多目標及多決策者的決策問題，透過對問題具有專業知識或經驗豐富的專家後，
將問題予以層級化、結構化，進而量化。
本研究將採用層級分析法的兩兩因素比較，設計研究問卷。可將複雜的決策問題予
以結構化，由此得知新產品開發績效之評估指標的目標構面、評估指標及評比對象之間
的權重，作為新產品開發績效之評估指標權重次序的參考，本研究問卷設計每題認知程
度，乃依 Saaty (1990) 之建議：「成對比較是以九個評比尺度來表示，評比尺度劃分成：
絕對重要、頗為重要、稍微重要、同等重要，其餘評比尺度則介於這五個尺度之間」。
關於一致性檢定，決策者前後判斷是否具有一致性，以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Index, CI)
衡量。即 CI=(λmax-n)/(n-1), CI=0 表示前後判斷完全具一致性，Saaty (1980) 建議 CI≦
0.1 為可容許的偏誤。AHP 層級分析法評估是以每一層級之上一層要素，作為對下一層
要素之評估依據。將某一層級內之任兩項要素，與上一層級之要素作為評準，分別評估
兩要素對評準之相對貢獻度或重要性。此過程可將複雜問題分解為成對比較，減輕評估
者思考負擔，而能專注探討兩要素之間之關係，評估尺度意義及說明如表 5。
表 5 評估尺度意義及評比尺度表說明
尺度
1
2
3
4
5
6
7
8
9

重要性
等同重要
(equal importance)
評估尺度 1 與 3 之中間值
稍重要
(weak importance)
評估尺度 3 與 5 之中間值
重要
(essential importance)
評估尺度 5 與 7 之中間值
很重要
(very strong importance)
評估尺度 7 與 9 之中間值
絕對重要
(absolute importance)

強度
兩比較方案的貢獻程度具有同等重要性
●等強 (equally)
經驗與判斷稍微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稍強 (moderately)
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強 (strongly)
實際顯示非常強烈傾向喜好某一方案
●極強 (very strong)
有絕對證據肯定絕對喜好某一方案
●絕強 (extremely strong)

資料來源：Saaty (1990).

3.1.2 AHP 之一致性檢定
在進行程隊比較實，決策者前後判斷是否具有一致性，以一致性指標 (Consistency
Index, C.I.) 衡量。一致性的定義如下：
1. C.I.=0：表示前後判斷完全一致性。
2. C.I.>0：表示前後判斷不連貫，需要將問題說明清楚
3. C.I.<0.1：表示矩陣的一致性程度在可以接受範圍。
如表 6，顯示不同的 n 值下，產生不同的 C.I.值，稱為隨機指標 (Random Index, 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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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隨機指標
N
R.I.

1
0

2
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0.58 0.9 1.12 1.24 1.32 1.41 1.45 1.49 1.51 1.48 1.56 1.57 1.59

資料來源：Saaty ,T.L. (1980).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McGraw Hill Inc., New York.P.20.

在相同 n 值的矩陣下，C.I.值與 R.I.值的比率稱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 C.R.)
即 CR=CI/RI，若 3×3 的比較矩陣 C.R.≦0.05，4×4 的比較矩陣 C.R.≦0.08，5×5 的比
較矩陣 C.R.≦0.1 時，則矩陣的一致性程度令人滿意。體層級權重計算各層級要素間
的權重計算後，再進行整體層級權重之計算。最後依各替代方案的權重，決定最終目
標的最適替代方案。若為群體決策時，各替代方案的權重可加以整合。
3.2 研究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利用敘述統計分析對於受訪者的性別、年齡、職位、公司所在地、得知會議
展覽訊息管道、成立年資、員工人數、產業類別、參展整體預算、過去一年國內參展次
數、是否再次參展等人口統計變數，瞭解樣本結構。本研究共發出 55 份專家問卷，其
中回收及有效樣本數為 47 份，回收率為 85.45%。書面之問卷對象以 101 年臺北國際食
品加工設備暨製藥機械展與 102 年臺中國際工具機展為主要研究對象。網路之問卷對象
則寄給相關展覽業者專家進行填寫，以做為本次問卷的分析。
本研究樣本以男性參展廠商為多數，占 57.4%。年齡層以 31-40 歲為主，占 34%；
其次則以 21-30 歲，占 29.8%。職位方面以業務為主，占 40.4%。公司所在地以中部地
區為主占 59.6%，其次是北部地區占 31.9%，得知會議展覽訊息管道以展會助辦單位邀
請函為主占 63.8%。公司成立年資方面，以成立 21-30 年為主占 31.9%。公司員工人數
方面以 50 人以下為主占 53.2%，產業類別以機械業為主占 36.2%，參展整體預算方面以
21-40 萬為主占 36.2%，其次以 20 萬以下占 31.9%。過去一年國內參展次數以 1-3 次為
主，占 76.6% 為主，未來是否再次參展以是為主有 78.7% 為主。
3.3 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之 AHP 架構
本研究乃是針對「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 (MICE) 的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所設計
出的學術問卷，此問卷主要是利用 AHP 分析法，本問卷經過三位參展之業界廠商及三
位會議展覽相關教學之學者，修正成正式問卷。彙整成行銷策略、主辦單位人力資源、
產業技術、社會環境、國家政策、資源管理六大構面及 24 項因素：行銷策略構面包括
產品的廣告及宣傳、品牌知名度及聲譽、客戶溝通管理、產品差異化、同業競爭者及定
期展後檢討因素；主辦單位人力資源構面包括會議展覽專業人員素質及服務水準、廣告
宣傳、展覽規劃及管理能力及處理突發狀況效率因素；產業技術構面包括建置及管理會
議展覽總入口網站及協同國外廠商研發因素；社會環境構面包括交通便捷、天氣氣候、
地理位置及觀光景點因素；國家政策構面包括推動綠色會議展覽、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參展補貼及會議展覽相關法規因素；資源管理構面包括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會議展
覽場地環境、硬體設施及旅館及餐飲安排因素。AHP 架構之各構面及其因子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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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廣告及宣傳
品牌知名度及聲譽
客戶溝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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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差異化
同業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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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宣傳
展覽規劃及管理能力
處理突發狀況效率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覽
總入口網站

產業技術

協同國外廠商研發
交通便捷
社會環境

天氣氣候
地理位置
觀光景點
推動綠色會議展覽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參展補貼

國家政策

會議展覽相關法規
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
硬體設施

資源管理

旅館及餐飲安排

圖 1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之 AHP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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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分析與討論
4.1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構面之一致性檢定分析
對於問卷內容的合適性，依 Saaty 在 1994 年的篩選標準，3×3 矩陣之一致性比率值
必須小於 0.05 才可接受，4×4 矩陣之一致性比率值必須小於 0.08 才可接受，5×5 以上的
矩陣一致性比率值必須小於 0.1 方能接受，本研究專家問卷經計算整體及各個構面一致
性檢定 0.02，皆小於 0.1，結果可接受，如表 7 所示。
表 7 AHP 之一致性檢定
測驗項目

C.I.

R.I.

C.R.

構面分析

0.02

1.24

0.016

行銷策略

0.01

1.24

0.008

主辦單位人力資源

0.01

0.9

0.011

產業技術

0.00

0

0.000

社會環境

0.02

0.9

0.022

國家政策

0.00

0.9

0.000

資源管理

0.00

0.9

0.000

C.R.=C.I./R.I.
4.2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構面之分析結果
經由經問卷調查結果，得到專家對六項關鍵成功構面相對重要程度的看法，並以
Expert Choice 2000 計算各成對要素間，相對重要程度值之幾何平均數，形成成對比較矩
陣，在第二層構面有六個，因此一致性比率須小於 0.1 方可接受，在第二層構面的整體
分析如表 7，行銷策略構面權重值 0.239，排序 1；產業技術構面權重值 0.203，排序 2；
國家政策構面權重值 0.177，排序 3；資源管理構面權重值 0.145，排序 4。主辦單位人
力資源構面權重值 0.131，排序 5；社會環境構面權重值 0.106，排序 6。C.I.值 0.02＜0.1
可接受。
如表 8，專家認為在第二層構面的因素中，行銷策略構面和產業技術構面較屬公司
內部因素，在實施有顯著性成效，其中又以人員因素較為關鍵性，因此以行銷策略構面
表 8 構面分析結果
構面

因素權重

因素排序

行銷策略

0.239

1

產業技術

0.203

2

國家政策

0.177

3

資源管理

0.145

4

主辦單位人力資源

0.131

5

社會環境

0.106

6

C.I. 0.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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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最高其次為產業技術構面次之，另外，其他四個構面又以國家政策構面干預改變會
議展覽經營方針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排名第三。資源管理構面在需求條件上，專家
認為在資源管理構面整體因素，對於會議展覽及經營方針有直接關連性，排名第四。社
會環境和主辦單會人力資源屬買主對國際會議展覽周遭環境的期許，因此在最後兩個構
面比較下專家認定，主辦單位人力資源相對重要性較高。
4.3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分析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分析整體權重排序如表 8 所示。
如表 9 所示，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的整體 24 個因子權重及排序，分別為「會議
展覽專業人員素質及服務水準：16.10%」
、
「產品差異化：14.90%」
、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
覽總入口網站：11.70%」、「定期展後檢討：10.20%」、「交通便捷：6.80%」、「品牌知名
度及聲譽 6.50%」、「客戶溝通管理 5.70%」、「廣告宣傳 5.40%」、「產品的廣告及宣傳
4.10%」
、
「同業競爭者 4.00%」
、
「展覽規劃及管理能力 2.90%」
、
「地理位置 2.40%」
、
「硬
體設施 2.30%」、「協同國外廠商研發 1.30%」、「處理突發狀況效率 0.90%」、「天氣氣候
0.90%」
、
「參展補貼 0.80%」
、
「旅館及餐飲安排 0.80%」
、
「觀光景點 0.40%」
、
「推動綠色
會議展覽：0.40%」、「獎勵旅遊優惠措施：0.40%」、「會議展覽場地環境：0.40%」、「會
議展覽相關法規：0.30%」、及「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0.10%」。
表 9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的關鍵成功因素之整體權重及排序
構面

行銷策略

主辦單位
人力資源

產業技術

社會環境

構面權重
（排名）

23.90%
(1)

13.10%
(5)

20.30%
(2)
10.60%
(6)

關鍵因子

個別
權重%

個別
排序

整體
權重%

整體
排序

產品的廣告及宣傳

16.40%

4

4.10%

9

品牌知名度及聲譽

18.00%

2

6.50%

6

客戶溝通管理

21.80%

1

5.70%

7

產品差異化

17.40%

3

14.90%

2

同業競爭者

10.70%

6

4.00%

10

定期展後檢討

15.70%

5

10.20%

4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素質
及服務水準

19.90%

4

16.10%

1

廣告宣傳

22.90%

3

5.40%

8

展覽規劃及管理能力

29.30%

1

2.90%

11

處理突發狀況效率

27.90%

2

0.90%

15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覽
總入口網站

42.90%

2

11.70%

3

協同國外廠商研發

57.10%

1

1.30%

14

交通便捷

40.60%

1

6.80%

5

天氣氣候

15.30%

4

0.9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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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政策

資源管理

17.7%
(3)

14.5%
(4)

地理位置

28.20%

2

2.40%

12

觀光景點

15.90%

3

0.40%

19

推動綠色會議展覽

17.40%

4

0.40%

20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25.20%

2

0.40%

21

參展補貼

37.60%

1

0.80%

17

會議展覽相關法規

19.80%

3

0.30%

23

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

16.50%

4

0.10%

24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

27.40%

2

0.40%

22

硬體設施

31.00%

1

2.30%

13

旅館及餐飲安排

25.10%

3

0.80%

18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5.1.1 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權重前五名排序之分析
(1)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素質及服務水準
會議展覽專業人員素質及服務水準為本研究整體分析的第一名，權重值
16.10%。顯示著政府及廠商對此因素在於會議展覽上相對的重要。政府每年舉辦
專業培訓課程，培育種子師資及專業人才及會議展覽人才初階和進階認證訓練及
考試。目的是要提升我國會議展覽業者的素質人力及素質培養，促使臺灣會議展
覽人才資源適才適用 (MEET TAIWAN, 2010)，藉由有系統培育達到訓用合一目
標，以協助產業強化經營能力及國際競爭力（臺灣會議展覽產業行動計畫，2010）。
(2) 產品差異化
產品差異化為本研究整體分析的第二名，權重值 14.90%。指企業產品、服務、
企業形象等與競爭對手有明顯的區別，以獲得競爭優勢而採取的策略。這種策略
則競爭就會變得更激烈，利潤也就降低，所以產品差異化是公司一直在追求也是
公司的王牌，廠商內部的決策將會影響外部的產品銷售業績。
(3)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覽總入口網站
建置及管理會議展覽總入口網站為本研究整體分析的第三名，權重值
11.70%。透過建置會議展覽總入口網站，加強會議展覽推廣與國際行銷（經建會
部門計畫處，2009）
。例如：臺灣經貿 Taiwantrade 是我國貿易總入口網站，提供電
子商務交易平台、商機撮合服務、協助企業運用網路行銷推廣，並以此架構另建
置展團網路行銷專區，擴大海外參展團與貿易訪問團效益，並導入客服中心系統，
為行銷服務注入新活力（外貿協會，2012）。
政府對於會議展覽管理及入口網站設立主要是積極推動我國會議展覽產業，
提供國內會議展覽業者相關協助，以提升會議展覽業者之能力及國際競爭力；透
過會議展覽產業之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以提供產學、官方、學術研究等參考使
用；協調整合政府部門資源以及各執行單位計畫；辦理會議展覽政策宣導與補捐
助事宜。
- 113 -

推動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 / MIC 3(1) 2014

(4) 定期展後檢討
定期展後檢討為本研究整體分析的第四名，權重值 10.20%。參加展覽是一個
非常好的機會讓公司與顧客的關係更為接近，而參展結果後會繼續追蹤執行而進
一步成交訂單，也可為下一次參展更好而改進本次參展的缺失，展後檢討如同參
展前的準備與參展中一樣重要，而檢討議題包括參展流程是否順利、人員的執行
是否妥當、展品的推銷是否達成、後勤支援等。每一位參展人員應確實針對本次
參展的優缺點提出意見，最為下次參考目標。
而政府對參展後的檢討也是不容忽視的，例如：對新資訊掌握尚嫌不足、策
略行銷做得不夠、沒有確切掌握參展者最主要的需求，再加上專業程度不夠，雖
然公協會比較能掌握市場脈動，但是展覽需要專業人才，行銷推廣若做得不好，
則展覽能獲得的收益就會大打折扣（CSI 臺灣服務聯網，2012）。
(5) 交通便捷
交通便捷本研究整體分析的第五名，權重值 6.80%。臺灣是一個海島型國家，
對外貿易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目前會議展覽集中地的臺北市，旅客
由桃園機場進入臺灣國門後，僅需 40 分鐘即可抵達臺北市區。
而南部有高雄國際航空站，離高雄市約 15 分鐘車程，另外，在縱貫臺灣西部
的高速鐵路竣工之後，臺北與高雄之間的距離大幅縮短到 90 分鐘即可到達，整個
臺灣西部形成「一日生活圈」
，讓來臺參加會議展覽活動的旅客可以更快速地在臺
灣，大會也可和旅館合作，由渠提供旅館至會場之定時定點接送服務，為與會者
提供最便捷之服務。或與地方政府交通主管機關協調安排交通接駁。
5.1.2 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權重後五名排序之分析
(1) 推動綠色會議展覽
推動綠色會議展覽為本研究整體分析的倒數第五名，權重值 0.40%。過去的會
議展覽活動偏重經濟發展，在進行一場大型國際性的展覽或會議活動時，所產生
的交通往返、紙張印製或是展場搭建等，無不可避免的會消耗大量資源並產生污
染。21 世紀的會議展覽活動則必須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及社會公義中取得平衡。
資訊網路化，是推動綠色會議展覽重要的一環。
隨著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的普及，參觀者可事先下載主辦單位的展覽資
訊、議程活動表、周邊交通等電子檔案，數位資訊可大幅取代廣宣品及大會手冊
的印製及浪費，2012 年將全面推廣綠色會議。或許是政府還未嚴格實施綠色會議
展覽的推廣，而政府可能尚未再會議展覽上提供一些相關綠色會議展覽資訊，而
對廠商的一些教育、補助尚未實施希望政府再補助方面也可增加一項「綠色會議
展覽補助津貼」等措施。期許政府與廠商之間能加快響應旅色環保，使環保與經
濟達成平衡。
(2)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獎勵旅遊優惠措施為本研究整體分析的倒數第五名，權重值 0.40%。獎勵會議
旅遊並非指一般的員工旅遊，因為獎勵會議旅遊行程的安排、所需的費用、及其
旅遊目的和預期所達到的效果與一般的員工旅遊，完全不同。
基本上，獎勵會議旅遊的定義為針對已達成、甚至超越公司個別或總體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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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之特定對象，如員工、經銷商、代理商……等，由企業提供一定的經費，規
劃獎勵會議假期，委託專業操作獎勵會議旅遊的旅遊業者，針對企業的目的，量
身訂製精心設計專屬的獎勵會議旅遊活動，以犒賞創造營運佳績的有功人員，讓
他們體驗一場難以忘懷之旅，並藉此增加參與者對企業的向心力。
(3)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
會議展覽場地環境為本研究整體排序倒數第五名，權重值 0.40%。臺灣相對於
亞洲許多城市，展覽館及觀光旅館設備實屬完善，在南港展覽館完工後，短期內
已解決大型展覽攤位不足的問題。另臺灣因為資訊科技發達，會議展覽科技也隨
之先進，且臺北市做為全臺首屈一指的會議展覽城市，其無線寬頻網路住家人口
覆蓋率高達九成以上，對國際商務人士而言是相當好的選擇。
然而提供完整且專業的會議服務者僅有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其餘則為展覽
館、體育場館或旅館設施，但因非屬專業會議場地，因此在設備與舒適度方面仍
有許多限制與不便。
(4) 會議展覽相關法規
會議展覽相關法規為本研究整體排序倒數第二名，權重值 0.30%。由於會議展
覽產業涉及層面相當廣泛，辦理會議與展覽前後所需要執行相關活動，如通關、
簽證、海外行銷與招商問題，以及眾多周邊產業間相互配合，皆需相關法規握行
業規範的管理機制，才得以順利進行。
經濟部商業司邀集各相關單位共同籌組「會議展覽產業發展計畫推動輔導委
員會」
，透過不定期的召開會議，著手進行各部門間的資源整合與協調。對於參展
廠商來說，公司可能已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自律系統，包括人員的職業道德、行為
準則與管理規範。但政府的法規也是相對的重要，所以只要大家守法的話，這些
相關規定只是來輔佐會議展覽舉辦。
(5) 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
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為本研究整體排序倒數第一名，權重值 0.10%。因參展
廠商參展前就已經跟會議展覽中心聯繫與申請相關事宜，所以會議展覽中心裡面
的服務窗口則是對於一般民眾與購買廠商來說才是相對重要的。而本問卷研究對
象主要是以參展廠商為主，所以對於服務窗口這項因子，認為最不重要，但整體
而言並不代表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沒有一個完整的規劃與措施。
5.2 建議
本專題之研究目的，乃是針對臺灣國際會議展覽關鍵成功因素進行探討，並按進度
達成預期目標，以下謹將本研究各構面提出幾項建議：
(1) 行銷策略構面
「參展」已經是現代企業開發市場與拓展業務的重要管道之一，其獨具之「面
對面行銷」特性是其他行銷工具所無法取代的，因此，當公司擬定行銷策略與計
畫後，便有必要將展覽作業一併納入考量。本研究建議參展者應對於展前、展中、
展後擬定出程序規劃，展前除了準備相關週邊設備或資料，仍須著重制定業績目
標以及與既有客戶展前活動，避免造成展覽時，參訪的散客多過於舊有客戶，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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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訂單數量將遠不如預期理想，反而造成行銷反效果。
展中應派員於會場收集參觀客戶資料，且建議業務代表們即時拜訪參觀廠
商，避免展覽結束後，已有同業競爭對手捷足先登。展覽結束後，建議可將展覽
績效量化，例如：參觀客戶來客量、職務分析、預計成交金額坪效等，這些資料
應彙整分析成有效資訊。
(2) 產業技術構面
過去政府積極鼓勵國內傳統產業進行轉型升級已見成效，面對當前國際競爭
環境日益激烈，建議政府應繼續協助傳統產業掌握轉型關鍵契機，積極輔導企業
加強產品創新、系統整合、導入新技術、深耕品牌價值等，期使企業營運模式由
成本降低邁向價值創造，提升國際競爭力。
另外，各產業應對於技術研發訂定出短中長期發展規劃，從一開始的研發目
標制訂，進而佈局技術藍圖，最後可對產業技術效益設定目標預估值。
(3) 國家政策構面
比起先進國家，臺灣的會議展覽產業起步較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本研究
建議政府應響應環保趨勢，致力推動綠色會議展覽，積極整合資源，並輔導民間
業者投入綠色展覽，掌握本身優勢並加以發揮，再積極將現有的缺點儘量改善，
包括增建環保素材展館、設計動線、改善壅塞交通現況、加速培養專業人才等，
無論質或量都有必要再加強。
此外，會議展覽產業需要企劃、行銷、設計與公關等專業人才，目前臺灣的
學校教育課程少有安排，企業也缺乏相關訓練課程，使得會議展覽專業人才不足，
服務品質仍待提升，建議政府對於企業最重視的參展補貼政策，可再增列一項會
議展覽專業人才培育課程補助款，相信專業人才對於會議展覽的專精程度勢必能
大幅躍升。
(4) 資源管理構面
就本研究分析結果而言，其數據顯示出展場的硬體設施和會議展覽場地環境
最為重要，因此建議場地供應單位以及主辦單位在提供各項資源方面，應多留意
參展廠商和與會者的需求來進行展覽的整體規劃和設施配置，例如：主題明確的
裝潢佈置、停車場、換證諮詢櫃台等。
相對地，本研究數據顯示旅館及餐飲安排和單一會議展覽服務窗口此二項因
素似乎不是影響展覽成功與否的關鍵，但若在這方面加以補強，相信各參展者亦
能更順利完成展出活動。
(5) 主辦單位人力資源構面
一場展覽活動的成敗與否，除了將自行製造或生產的商品登上展場的檯面之
外，最重要還是人力資源的部分，展覽人員的專業程度好壞，將會是影響展出成
效的關鍵，建議各參展廠商可派代表赴外地參加展場規劃或管理相關課程，訓練
出冷靜、反應迅速的專業人才，以因應舉行展覽時，面對突如其來的突發狀況能
適當處理。企業唯有不斷的進修改進，才能走在最新的資訊流。
(6) 社會環境構面
參展廠商為了準備展覽活動，不惜耗費了許多資源、時間、人力，甚至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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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都是為了能夠吸引新客戶，以增加訂單銷售量，但若展覽場地的地理位置複
雜、交通不便捷，此時會嚴重影響與會者人數及來客量，這場展出將成為敗筆。
因此本研究建議興建展覽場地時，應優先將地理位置和周遭環境納入考量因
素，在交通方面，可於展覽期間增設快捷接駁車，提供接送服務，並於網站公布
清晰明確的交通指南，諸如此類的策略，雖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其背後隱藏的效
益卻是無限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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