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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歡迎光臨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一走進餐廳，迎面而來的不是一般餐廳
的服務人員，而是一臉親切的服務生滿臉笑容迎接著您，給您賓至如歸的服務，
這就是「爭鮮迴轉壽司」給顧客留下的第一印象。一般而言，社會大眾對日式餐
廳擁有強烈的刻板印象，認為這是專門為高消費族群所推出的，可是日式餐廳是
否真的就像我們所認知的價格呢?這點引起了我們的好奇，成為我們想要一探究
竟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在尋找研究對象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了 2010 年天下雜誌對台灣五百大服
務業調查中，榮獲觀光餐飲類第四名的爭鮮迴轉壽司。爭鮮消費型態走的是無限
量供應，日式的餐廳風格加上平價且無限量的消費模式，十分受到家庭族群的歡
迎，經過小組幾次討論，認為爭鮮迴轉壽司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目標，於是本
組選擇了位於台南市中華路上的分店，來作為我們這次研究的對象。
在本組人員實地造訪餐廳後，發現它坐落馬路邊，位置非常的顯眼，且由於
鄰近商店、市場與公寓，所以生意非常的好，但其實台南的日式料理專賣店眾多，
爭鮮如何脫穎而出，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呢？本組將會作一連串的調查與分
析，瞭解爭鮮迴轉壽司成功的原因。
三、研究方法與流程:
(一)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
蒐集爭鮮迴轉壽司相關的雜誌報導、官網資料與書籍等，加以研讀
後接著進行五力分析、4P 分析及 SWOT 分析。
2、問卷調查法：
透過在店門外發放問卷，調查消費者行為、消費群分析與顧客滿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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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公司簡介:
爭鮮餐飲 1996 年在台北成立，全台有 199 家直營門市，全亞洲達 300 家門
市，現為台灣最大連鎖壽司餐飲企業，營業額年創新高。爭鮮迴轉壽司不僅是日
式餐飲，也販售一種 I LOVE SUSHI 的愉快用餐氣氛。自 2001 年以均一價每盤
30 元的壽司獲得消費者支持，2004 年全面供應海洋系列產品、取消 10%服務費
之政策，在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中非但沒有漲價，還不惜成本推出季節性高級
食材，例如帆立貝、牡丹蝦...等，以滿足愛嚐鮮的饕客。爭鮮因為堅持食材的
新鮮，並訴求「健康、營養、零負擔」的概念為服務宗旨，因此在台灣素有平價
壽司龍頭之美譽。

圖一：爭鮮公仔
二、經營理念:
爭鮮迴轉壽司為了對「新鮮」的堅持，自始命名為「爭鮮」，意即「真鮮」。
因為堅持提供給消費者最新鮮、最健康、最美味、最安心與最實在的食材，所以
「最高級的品質，最平實的價格」是「爭鮮企業」最重要的品牌意義。執行長孫
榮謙表示，爭鮮企業要繼續深耕並克服困難，除了重視食材品質和提升顧客滿意
之外，還要秉持「健康、營養、美味」的理念為每一位顧客服務，才能創造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餐飲環境。
三、行銷策略及研究
(1)4P分析
1、產品策略(Product):
爭鮮迴轉壽司的產品多樣，種類繁多，產品包含握壽司、軍艦壽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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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卷、生魚片、素食、甜點等。食材 65％由國外進口，35％國內採購，
而且生鮮食材每天低溫配送，因此產品的新鮮可說是爭鮮迴轉壽司的品
質保證。

圖二：爭鮮壽司
2、價格策略(Price):
統一平價策略，每盤都是 30 元，全省分店的價格也都一樣，雖然
創立之初餐點有不同價格，但自從民國 90 年實施「均一價」策略後，
來客數全部提升，吸引許多外食族來店消費，爭鮮的營收成長，展店家
數也愈來愈多 。
3、通路策略(Place):
(1)爭鮮的實體店面遍及全台，台北市的分店最多，而台南有 10
家。另外設置在大賣場、高鐵、捷運與百貨公司的分店，讓消
費者可以快速、方便地享受到平價美食。。
(2)專屬爭鮮迴轉壽司的官網以及 facebook 爭鮮粉絲團，增加餐廳
的知名度，透過網路資訊的傳播，提供給消費者更多元的服務。
(3)開設爭鮮線上購物網站，訂單付款確認後，約 2 到 4 個工作天
內到貨，讓宅男宅女們，不出門也可以享受的美食。
4、促銷策略(Promotion):
(1)不定時期提供優惠活動，透過實體店面、網站和 Facebook 粉絲
團的訊息傳達，提供各家分店的優惠活動，吸引消費者注意，
而近期爭鮮推出的「省錢大作戰」外帶壽司均一價 10 元(貫)，
更是吸引精打細算的小資男女到店外帶。
(2)舉辦滿額送贈品的活動，刺激消費者的消費慾望，例如：推出
滿額加價就贈送航海王手機吊飾、滿額送航海王 A4 資料夾、桌
曆內含折價卷等。
(3)透過媒體、美食節目和網站的介紹，增加知名度，也接連邀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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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金牌得主陳詩欣、知名藝人黑澀會妹妹與翁茲曼擔任代
言人，製造話題以吸引更多的顧客來店消費。

圖三：爭鮮壽司代言人 黑澀會妹妹
(二)五力分析
1、現有競爭者:
壽司專賣店現有的競爭數目眾多，顧客的選擇也更多，且在物價上
漲之下，現代人開始追求平價、健康與精緻的美食，故專賣壽司的競爭
者有增無減。例如：鳳壽司、山根壽司、一番壽司、築地壽司、銀座日
本料理、上原日本料理等。
2、替代性商品:
爭鮮迴轉壽司雖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但是米食方面的料理，比
如飯糰、飯捲、米糕與便當，也都可以代替，加上現在食安問題，消費
者喜歡在家自行製作，吃的健康變成是現代人最注重一部分。
3、潛在新進入者:
有興趣加入日本料理店的社會新鮮人，創新的想法與創業的衝勁，
給循著一定模式經營的原有業者帶來不小的挑戰。
4、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由於爭鮮迴轉壽司是採取均一價每盤 30 元的銷售價格，所以消費
者與店家殺價及議價機會很低。
5、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爭鮮選用較新鮮的食材，而且連鎖店採統一訂購，可達品質一致以
及低價購進的優勢，所以供應商議價能力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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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WOT分析
優勢

劣勢

1、食材新鮮，東西現做。

1.空間有限，有時位子會不足。

2、價格平價，每盤均一價 30 元。

2.沒有多種飲料可供客戶選擇。

3、品牌的認知度極高。

3.廣告行銷方面略顯不足。

4、優質的服務品質。

4.食材講求快速，精緻度不夠。。

5、直營門市多，曝光率高。
6、提供外帶與線上購物。
機會

威脅

1、平價料理的崛起。

1、消費者喜好多變。

2、外食人口數增加。

2、同性質餐廳變多，考驗市場佔有率。

3、健康飲食是消費趨勢。

3、在物價膨脹下，是否能堅持不漲價。

4、美食節目興起建立知名度管道變 4、 食安問題，影響來客數。
多。
四、消費者的消費分析
(一)問卷調查說明:
1、問卷調查說明：發出 150 分問卷進行調查，回收了 127 分(有效問卷
100 份，無效問卷 27 份)。
2、調查地點與目的：對於到爭鮮迴轉壽司用餐之顧客的消費意願及其
各種可供評估的數據進行調查與分析。。
3、訪查對象：至爭鮮迴轉壽司用餐之顧客。
(二)問卷調查分析
1、性別
消費者性別比例圖

(1) 比例：男生佔(47%)，女生佔
(53%)。

男生
47%

(2) 分析：受訪者中，我們發現
消費族群男女平均，這顯示
爭鮮迴轉壽司對性別沒有太
大的影響。
5

女生
53%

男生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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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齡
(1) 比例：15 歲以下(7%)、16~25
歲(9%)、26~35 歲(27%)、35
歲以上(57%)。
(2) 分析：受訪者中，主要消費
族 群 是 35 歲 以 上 的 壯 年
人，佔五成比例，此族群喜
歡便宜划算的消費模式，進
而成為爭鮮最主要的顧客。

消費者平均年齡層
15歲以下 16~25歲
7%
9%

35歲以上
57%

26~35歲
27%

15歲以下

16~25歲

26~35歲

35歲以上

3、職業
(1) 比例：學生佔(6%)，上班族佔
(35%)，家管佔(18%)，其他佔
(41%)。
(2) 分析：受訪者中，有近四成是
一班族群以外的職業，超過三

消費者職業比例圖
學生
6%
其他
41%

上班族
35%

成是上班族。中華店的地理位
置是在人潮流動率大的精華
地段，多樣化選擇、平價消費
和日式風格，應該是吸引上班
族前來的原因。

家管
18%

學生

上班族

家管

其他

4、平均月收入
(1) 比例：月收入 15,000 元以下
佔(3%)，20,000~30,000 元佔
(51%) ， 30,000~40000 佔
(39%)，40,000 以上佔(7%)。

平均月收入

40000元以上
7%

(2) 分析：受訪者中，有逾五成月
收入 20,000~30,000 元，這裡
可判斷出主要消費族群以上
班族居多，餐點以平價為特
色，所以這就是吸引他們前往
爭鮮消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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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元以下
3%

30,000~40000
元
39%

15,000元以下

20000~30000元
51%

20000~30000元

30,000~40000元

40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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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問您是如何知道爭鮮迴轉壽司這間餐廳？
(1) 比例：親友介紹佔 18%，剛
好 路 過 佔 31% ， 廣 告 佔
46%，其他佔 5%。

消息來源比例圖

其他
5%

(2) 分析：受訪者中大部分是透
過廣告慕名而來，這表示爭
鮮主要是依賴媒體宣傳在
維持餐廳的經營。另外親友

親友介紹
18%

廣告
46%

介紹比例較少，本組調查發
現，是因為客人較多時，服
務無法到位所造成的影響。

剛好路過
31%

親友介紹

剛好路過

廣告

其他

6、請問您平均多久來爭鮮迴轉壽司用餐一次？
(1) 比例：平均七天佔(6%)，半
個月佔
(18%)，一個月
佔(33%)，三個月佔(43%)。

用餐平均比例圖

七天
6%

(2) 分析：受訪者中，近四成平
均三個月會來餐廳用餐一
次，近三成平均一個月會來
一次，這顯示顧客對於爭鮮
有蠻高的忠誠度。對於這樣
的客群，應想出方案來留住
他們的心。

半個月
18%

三個月
43%

一個月
33%

七天

半個月

一個月

三個月

7、請問您今天用餐的目的是？
(1) 比例：親友聚會佔(55%)，謝
師宴佔(8%)，生日派對佔
(7%)，員工聚會佔(3%)，其
他佔(27%)
(2) 分析：受訪者中，有五成五
來爭鮮用餐是因為與親友聚
會，這顯示出爭鮮對於家庭
族群聚集的吸引力。對於這
樣的分析，我們認為應增加
行銷策略吸引不同的客群。
7

用餐目的比例圖
其他
27%

員工聚會
3%

親友聚會
55%

生日派對
7%
謝師宴佔
8%
親友聚會
謝師宴佔

生日派對

員工聚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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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對於爭鮮迴轉壽司的服務是否感到滿意？
(1) 比例：非常滿意佔 (13%)，滿
意佔(57%)，普通佔(27%)，不
滿意佔(3%)，非常不滿意佔
(0%)

服務滿意度比例圖
非常不滿意
0%

不滿意
3%

非常滿意
13%

普通
27%

(2) 分析：受訪者中，有高達六成
覺得滿意，此數據顯示消費者
認同爭鮮的餐點與服務，至於
非常不滿意部分，經調查後發
現，是因為用餐時間容易客
滿，造成等待時間過久而有所
抱怨。

滿意
57%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9、爭鮮吸引你的地方？
(1) 比例：價格合理佔(之 55%)，
食物佳佔(26%)，服務品質佔
(18%)，其他佔(1%)。
(2) 分析：受訪者中，有逾五成
認為價格合理是吸引他們前
來用餐的一大主因。另外，
有二成六的顧客因食物佳而
前來消費，這表示爭鮮的新
鮮食材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10、願意消費的金額是多少呢？
(1) 比例：300 元以下佔(29%)，300
元~900 元佔(65%)，900 元以上
佔(6%)。

消費金額比例圖

900元以上
6%

(2) 分析：受訪者中，有六成五表
示願意消費 300~900 元的金
額，由此也可以推測出，爭鮮
大部分的消費族群以家庭族群
居多，目前爭鮮一盤 30 元的價
格，則相當符合他們的需求。
8

300元以下
29%

300元~900元
65%

300元以下

300元~900元

9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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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平均來店的用餐人數？
(1) 比例：2 人以下佔(28%)，5 人
以 下 佔 (60%) ， 6~10 人 佔
(10%)，10 以上佔(2%)。
(2) 分析：受訪者中，有高達六成
的消費者是屬於小家庭，因此
消費人數大約在五人以下的
人數，最吸引他們前來爭鮮迴

平均來店的用餐人數比例圖

6~10人 10人以上
2%
10%

2人以下
28%

5人以下
60%

2人以下

5人以下

6~10人

10人以上

轉壽司用餐的原因，就是新鮮
=
現做的食材，以及平價的消
費。
參●結論

在經過一連串的研究分析後，本組進行了總結討論，發現爭鮮迴轉壽司以平
價、健康與新鮮的食材，抓住消費者的心，同時也重視服品質，將「顧客第一」
奉為圭臬，尊重顧客權益，實踐「爭鮮＝真鮮」的承諾，爭鮮迴轉壽司的確成功
贏得消費者的喜愛。
但在本組深入暸解後發現，由於爭鮮的推廣活動並不積極，客群一直維持一
定的範圍，就短期來看，目前的客源確實能讓餐廳生意維持一定的水準，對現階
段的營運不會有太大影響；但就長遠來看，必須要讓客群再擴大，才能創造出更
多商機，達到長期經營的效益。
面對未來的經營，本組建議爭鮮迴轉壽司可以推出一些行銷策略，例如：發
行會員卡來鞏固客源、結合便利商店的集點活動、贊助運動賽事、平日推出超值
套餐等來增加客源，提高爭鮮的競爭力，增加它們的收入，以期達到永續經營的
最終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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