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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分析在運動產業上之應用─

以臺北星光舞蹈世界為例

曾嘉珍
(臺北縣永吉國小 教師)

壹、前言

一般人習慣將「國際標準舞」稱為「社

交舞」，它原為歐洲宮廷中交誼用之社交
舞，在法國大革命後，流入民間，並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後散播至世界各地。社交舞
經長期的發展，內容已不再只以社交為

主，已走向專業與競技之領域，也舉辦許
多具規模的國際賽事，並由英國制訂比賽

規則與資格認定，遂將「社交舞」一詞以
「國際標準舞」（International Ballroom

Dance）來取代。
目前世界上運動舞蹈分為兩大體系，

一是以英國為首的「國際舞蹈評議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Ballroom

Dancing），一是以德國為首的「國際運動
舞蹈總會」（International Dance Sport

Federation），簡稱「I.D.S.F.」，後者
發展盛於前著，故現國內也常以「運動舞

蹈」來代稱「國際標準舞」。國際運動舞
蹈總會於一九九七年成為國際奧林匹克委

員會會員，並積極爭取在未來成為奧運正
式比賽項目。此項運動在一九九七年世界

運動會列為正式比賽項目、一九九八年曼

谷亞運中為示範項目，我國亦於二○○○
年全民運動會，將「運動舞蹈」列為正式

比賽項目。
我國自民國七十六年解嚴後，舞禁也

隨之解除，教育部並於民國七十七年發函

公布將「社交舞」列入舞蹈補習班正式授
課的教學項目之一，使社交舞在國內風氣

興起（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網站，
民94）；近年來，大專院校國際標準舞課

程及社團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再加上藝人
習舞或是舞者從藝的宣傳效果，使得學習

國際標準舞蹈的風潮捲襲全臺，從國內報
章媒體常有國際標準舞的相關報導或是電

子媒體轉播國內外的相關賽事可見一斑。
另外，坊間紛紛成立國際標準舞補習班，

根據舞世界月刊（民 95）刊登之教師名
錄，截至目前為止，全國已至少已有三百

家國際標準舞蹈補習班，且多集中於西半
部，單是在臺北市就超過七十家，同業競

爭之激烈，可以想見。在幾近飽和的市場
中，要求得一立足之地，透過一系列完整

的行銷計畫，爭取消費者的持續支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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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便成為重要的關鍵要素。

現今運動的發展，已不再只是產品的
生產與利潤、運動的項目與場地等單一層

面的問題，產品再好、場地再棒也要經由
完整的行銷計畫吸引消費者，否則孤芳自

賞的運動產業，最終也只會落得關門大吉
的下場。透過行銷計畫的執行與觀念的推

廣，使運動產品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
欲望，以減少運動資源浪費、擴大運動市

場、提升運動服務品質、建立體育運動的
積極形象，進而為體育運動事業帶來新的

發展契機（黃金柱，民81）。因此，各個
運動產品無不使盡渾身解術，如有創意的

媒體廣告、路口大樓顯眼標誌、請明星代
言產品、辦理或贊助國內外賽事，為的就

是增加品牌與產品的曝光度、加強宣傳效
果，達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與永續經營的

目的。例如民國九十三年，美國職業籃球
（N B A）明星球員麥可喬丹（M i c h a e l

Jordan）來到臺灣為NIKE新款球鞋代言，
並至世界多國做宣傳，活動期間，到NIKE

門市消費幾乎為了全民運動，全臺為之瘋
狂，雖然事後引起部份紛爭，但其宣傳策

略是相當成功的；另外，鄧肯（T i m
Duncan）、麥格瑞迪（Tracy McGrady）及

姚明等，皆曾為知名球鞋廠商代言；在國
際標準舞賽事中，也常請知名舞者穿著特

定廠商訂制之舞蹈服裝，以做為活廣告。
以上這些例子皆是以運動明星代言相關運

動產品，藉其當紅人氣打響產品知名度，
俾能創造利潤與樹立品牌形象，這都是成

功的行銷策略。
根據Cohen(1987)與Stotlar(1993)的

說法，一套完整的行銷計畫應包涵：一、

產品與服務分析(product and service
analysis)； 二、情勢分析(situation

analysis)； 三、目標市場分析(analysis
of target market)； 四、行銷目標

(marketing objectives)； 五、行銷策略
(marketing strategies)； 六、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 七、執行與控制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 八、

總結(summary)。其中行銷策略就是把整個
行銷計畫付諸實行的詳細執行過程與步驟

（董至聖，民92），而在進行行銷策略的
第一步，就是進行SWOT分析（Stotlar，

1993）。

貳、什麼是「SWOT」分析?

分析環境因素是行銷規畫的起點，企

業經營的成敗，與環境因素有密切關係
（耿筠，民90），環境因素分析術有很多

種，「SWOT」分析即為其中一種。
Ansoff於1965年提出「SWOT」分析，

認為策略管理程序中，必需做優勢、劣
勢、機會與威脅的比較，進而擬定策略方

案，其主要目的在於尋找能夠使公司資源
與潛能可以和所處市場環境相互配合的策

略，其策略建立在優勢之上，克服劣勢
（彭彥屏，民91）。

SWOT最早是應用在企業管理中行銷策
略規畫的重要課題，它主要是協助企業擬

訂一「知己知彼」的行銷策略。「SWOT」其
實是四個英文單字字首的合體，分別是

「strength」（優勢）、「weakness」（劣
勢）、「opportunity」（機會）與「th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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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它們可以顯示出一企業的內在環

境優缺點以及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內
在環境常指組織內部的人員、設備、制

度、技術、財務、行銷資源、發展能力
等，而外在環境為法令、經濟、文化及社

會大眾等（基金月刊，民92），SWOT分析
法看似簡單，但卻可以解決錯綜複雜的問

題，為企業管理領域中，不可輕視的課
程。

參、什麼是「S W O T 矩陣分
析」？

1982年，Weihrich提出，將SWOT四

者相互配對，形成「SWOT 矩陣分析示意
圖」（圖1），利用最大的優勢和機會及最

小的劣勢與威脅，發展最有利的策略，以
求天時地利人合的最佳時機與方法，提供

企業在行銷策略（marketing strategies）
中致勝的密技。其策略分述如下：

一、S O 策略：即最大優勢、最好機會
（MAXI-MAXI）之策略原則，以強化優

勢配合最好機會。
二、S T 策略：即最大優勢、最小威脅

(MAXI-MINI)之策略原則，以強化優
勢，避免威脅。

三、W O 策略：即最小劣勢、最好機會
（MINI-MAXI）之策略原則，以克服劣

勢利用最好機會。
四、W T 策略：即最小劣勢、最小威脅

（MINI-MINI）之策略原則以克服劣
勢，避免威脅。

「SWOT」分析的好，從已廣為各領域
所引用便可知曉，它已不再只是企業中的

行銷課程，它的應用範圍大至國家發展，
小至個人生涯規畫，都可利用SWOT進行分

析，藉以瞭解個體的優缺點，及所處環境

的機會與威脅，掌握機會，強化優勢點，
發現弱點，改變劣勢地位，使得國家形象

的建位、或是個人生涯發展競爭力的提
昇，都能無往不利。若將SWOT利用在運動

行銷上，更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肆、臺北星光舞蹈世界簡介

「臺北星光舞蹈世界」主要課程是教
授國際標準舞，其他舞蹈為輔，它座落在

臺北市南京西路上，地處捷運中山站商圈
中，附近有衣蝶及新光三越等百貨公司，

平日車水馬龍，是臺北市高級商業區，交
通便捷、生活機能強；舞蹈教室室內約六

十一坪，練習空間寬闊，二面鏡牆，適合
學員修飾舞蹈線條與動作，音響效果佳，

室內空調循環良好，在硬體設備上可以說

內部環境因素

策略

外在環境因素

O T

S SO ST

W WO WT

圖一 SWOT矩陣分析示意圖

（彭彥屏，民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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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當齊全。在軟體部份，以師資來說，

創辦人兼總教練的王建富老師及趙馨蓮老
師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標準舞教師，曾代表

國家參加「職業世界拉丁舞錦標賽」及參
加全世界最盛大的國際標準舞蹈比賽「黑

池舞蹈節英國公開賽」，皆有優秀的成
績，另有年輕優秀的教練群親切指導，並

不定期舉辦各種推廣研習活動如裁判教練
研習、親子標準舞研習、國內標準舞錦標

賽及國際性標準舞公開賽，在國際標準舞
的推廣上，不遺餘力；教材方面，從舞蹈

觀念、舞步、身體技巧、音樂配合，也都
能順應時代的變遷而做修改；另外，為符

應每個消費者的需求，開設不同程度多種
舞科的課程，學員可依其需求選擇上課時

段及課程內容。
由於「臺北星光舞蹈世界」為在臺北

市為知名的舞蹈教室，又臺北市是國內發

展國際標準舞最大的市場，競爭最為激
烈，故筆者欲以「SWOT」來分析其在同業

中競爭的優劣勢、機會與威脅點。

伍、臺北星光舞蹈世界之SWOT
分析

本文以臺北星光舞蹈世界為例做SWOT
分析，將之內部環境因素之優劣勢分為人

員、設備、地理位置、財務、行銷資源、
發展能力及技術等項度做分析，而外部環

境因素則分為政治、經濟、文化、法令及
社會大眾等項度來討論其機會及威脅，在

訪問過臺北星光舞蹈世界負責人兼總教練
王建富老師、趙馨蓮老師及其他教練群

後，做分析整理如下表：

內部環境
參考
項度

S（優勢） W（劣勢）

人員

1.總教練赴英、德、日進修，專業水
準高。

2.教練群優秀年輕，具教學熱忱。
3.教練群充足，調度方便，消費者選
擇性高。

1.缺少接待人員，消費者參觀時無人
接待。

2.客服人員訓練不足。
3.缺少專業宣傳人才。

設備

1.原木地板，定期打蠟清潔。
2.燈光充足柔和。
3.空調具空氣濾靜功能，且有負離子
殺菌，常保室內空氣清新。

地理
位置

1.地近捷運及臺北火車站，公車班次
多，易達性高。

2.近捷運商圈，有衣蠂、新光等百貨
公司，人潮多。

1.地處市中心，停車困難，。
2.雖有停車場，但停車費用形成消費
者學習的另一成本。

3.市中心，車水馬龍，易塞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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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
1.盈多虧少，運作順暢。
2.以現金交易，無債務問題。
3.無貸款及資金週款問題。

1.大型比賽或聯誼活動相關經費籌措不
易。

行銷
資源

1.於許多機關單位、大專院校、公家機
關及社區大學開課或成立社團，增加知
名度。
2.定期辦理大專舞蹈研習營，宣傳觸角
擴及社會各層面。
3.架設網站宣傳，點擊率高。
4.辦理大型活動，推擴並增加知名度。
5.數位電視開播，增加製作舞蹈教學節
目機會。

1.無專長人材做行銷規畫。
2.缺少宣傳人力。

發展
能力

1.消費者年齡自幼稚園開始，可長期開
發，未來易成優秀舞者。
2.家族性消費群多。
3.消費者年齡層遍及幼稚園至銀髮族。
4.於師範院校開設社團，學生畢業後多
能於校園推廣。

1.個別指導費用較高，造成長期消費者的
負擔。

技術

1.聘請國外教練來臺講習，並技術交
流，以獲得最新舞蹈資訊。
2.教練常赴海外進修，增進舞蹈技巧。

1.技術包含層面廣泛，時間不足，難以周
全。
2.年紀漸長，體力衰退，影響技術的表
現。

外部環境
參考
項度

O（機會） T（威脅）

政治
1.立委、民代參與活動，助於樹
立健康形象。

1.政府只重視棒球等重點體育活動，對於
運動舞蹈關心較少。

經濟
2.國家經濟發展漸趨穩定，消費
能力持平。

1.貧富差距大，難將運動舞蹈推廣至社經
地位較低之族群。

2.活動補助逐年減少，阻礙推廣活動。

文化

1.社會風氣開放，接受度提高。
2.休閒運動觀念興起。

1.宗教信仰、文化規範，降低特定宗教信
仰之消費者參與動機。

2.學舞風氣興起，遴近舞蹈教室眾多，同
行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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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SWOT矩陣分析法來研擬定針對臺北星光舞蹈世界之行銷策略，其矩陣分析表如
下：

法令

1.成為亞運、全民運動會正式比
賽項目。

2.民國七十六年，解除舞禁。

1.補助優秀優選手獎勵辦法不足。
2.各縣市政府獎勵辦法落差大（全民運動
會，冠軍選手臺北市獎勵五萬，臺中縣
獎勵六十萬）。

社會大
眾

1.接受度提高。
2.社交功能強。
3.平面或電視媒體發達，增加活
動消息曝光率。

4.藝人習舞，舞者從藝的宣傳，
吸引年輕族群。

1.年長者，仍受舊觀念影響，較難接受。
2.舊時舞廳給予負面印象。
3.易造成男女感情糾紛。

O
機會

T
威脅

外部環境

策略

內部環境

1. 立委、民代參與活動，
助於樹立健康形象。

2. 國家經濟發展漸趨穩
定，消費能力持平。

3. 社會風氣開放，休閒運
動觀念興起，大眾接受
度提高。

4. 成為亞運、全民運動會
正式比賽項目。

5. 民國七十六年，解除舞
禁。

6. 社交功能強。
7. 傳媒發達，增加活動消
息曝光率。

8. 藝人習舞，舞者從藝的
宣傳，吸引年輕族群。

1. 政府重視少數重點體育
活動，對於運動舞蹈關
心較少。

2. 貧富差距大。
3. 特定宗教信仰之消費者
受其信仰規範，降低參
與動機。

4. 同業競爭激烈。
5. 各縣市政府補助優秀優
選手獎勵辦法不足或差
別待遇。

6. 活動補助逐年減少，阻
礙推廣活動。

7. 舊觀念影響，年長者較
難接受。

8. 舊時舞廳給予負面印
象。

9. 易造成男女感情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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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優
勢

1. 教練專業水準高，且具

教學熱忱。

2. 教練群充足，調度方

便，且消費者選擇性亦

高。

3. 場地設備質佳。

4. 地近捷運、火車站及公

車站，易達性高，商圈

大，人潮多。

5. 盈多虧少，資金運作順

暢。

6. 於許多機關單位、大專

院校、公家機關及社區

大學開課或成立社團，

知名度高。

7. 定期辦理大專舞蹈研習

營及大型活動，宣傳觸

角擴及社會各層面。

8. 架設網站宣傳，點擊率

高。

9. 消費者年齡自幼稚園開

始，可長期開發，未來

易培養出優秀舞者。

10. 家族性消費群多。

11. 消費者年齡層遍及幼稚

園至銀髮族。

12. 於師範院校開設社團，

學生畢業後多能於校園

推廣。

13. 與國外教練技術交流或

赴海外進修，獲取最新

舞蹈資訊與技術。

14. 媒體發達，數位電視開

播。

SO1.活動比賽活動，請立委開

舞或致詞。

SO2.利用媒體，宣傳比賽及各

項活動訊息。

SO3.與媒體合作，製播運動舞

蹈節目。

SO4.請藝人代言舞蹈產品。

SO5.舉辦適於各年齡層研習活

動，吸引各年齡層之注意

力。

SO6.與國內外教練交流，加強

技術與選手培養，並努力

在國際運動舞台上獲取佳

績。

ST1.在國際比賽中獲取佳績，

使政府注入關愛與支援，

並規畫完善之培育選手計

畫及獎勵辦法。

ST2.開設不同程度、不同學費

方案之課程，或於公司行

號開辦設團，以吸引經濟

能力較不足之人士參與。

ST3.辦理活動加強，或與公益

活動配合，宣導健康之運

動觀念，以革除舊日印

象。

ST4.持續提升教練水準，在同

業中樹立專業形象及提升

競爭力。



國教新知

第 53 卷 第1期

131

W
劣
勢

1. 缺少專門接待人員，消

費者參觀時無人接待。

2. 地處市中心，停車困

難，或需另付停車費，

形成消費者另一負擔。

3. 大型比賽或連誼活動相

關經費籌措不易。

4. 缺少宣傳人才及人力。

5. 個別指導費用較高，造

成消費者的負擔。

6. 技術包含層面廣泛，時

間不足，難以周全。

7. 教練年紀漸長，體力衰

退，影響技術的表現。

WO1.請立委民代協助爭取活動

經費。

WO2.培養年輕選手，技術傳承。

WO3.吸引社經水準較高之族

群，樹立運動舞蹈高尚形

象。

WO4.吸引年輕族群加入，集思

廣義，或廣集現有學員的

想法，激盪出創新行銷策

略。

WT1.請有力人士協助爭取爭取

活動經費。

WT2.與宣傳行銷公司合作，加

強宣傳管導，宣導活動正

當形象，並增加曝光率，

以在國際標準界樹立口

碑。

據上表，在「SO」方面，因臺北星光

舞蹈世界有專業的師資、良好的設備、方
便的交通與適當的地點，再加上國際標準

舞逐漸在各世界運動會中成為正式比賽項
目，又宣傳管道增加及名人代言之下，國

際標準舞在消費者心中已涿漸樹立光明正
面的健康形象，故應在這些正面的環境下

加強行銷，如各項活動比項邀請藝人或政
治人物等名人參與，自然吸引媒體爭相採

訪，也增加在電視媒體與報刊雜誌上曝光
率；與電視台合作，製作舞蹈教學節目，

提供消費者另一種消費方式，又可輕鬆學
習國際標準舞；加強與國內外教練交流技

術，使水準能與國際並駕齊驅。
在「ST」方面，由於政府對國際標準

舞關注較少、獎勵辦法不健全、經費補助
不足，使活動推廣受限，又過去的負面印

象牽制、人民貧富差距大，使得能推廣的

社會層面縮小，再加上同業競爭激烈，使

臺北星光舞蹈世界必需設法削減這些威脅
點，並利用本身的優勢來規畫其行銷策

略，如多舉辦活動，甚至與公益活動結
合，加強消費者對國際標準舞的認識，革

除舊日不良的印象；；加強選手訓練，讓
臺灣選手在國際比賽中能脫穎而出，進而

得到政府與社會大眾的關注，並樹立健康
運動形象；開設多種不同學費方案的課

程，或與公司行號配合開辦社團活動，以
達到推廣到社會各階層的目標；此外，在

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教練團應不斷提升己
身技術水準，以樹立專業的知名度。

在「WO」方面，因臺北星光舞蹈世界
具有缺少專職宣傳人才、經費籌措不易及

個別指導費用高的劣勢，又因時間不足與
教練年齡漸長，技術層面的吸收與表現難

以盡善之缺點，故在行銷策略「WO」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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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朝向吸引年輕族群、或集合現有學有專

精之學員，集思廣意，激盪新穎有效之宣

傳手法；請民意代表等有力人士協助爭取

經費，使活動籌辦過程更為順利；培養年

輕選手與培訓專業教練，使技術得以傳

承；另外，因個別指導費象徵寓意多，在

市場上代表著師資水準的高低，故不應任

意調降，以免造成教學品質低落，也可藉

此吸引社會的高消費群加入，或以一次購

買多鐘點數再打折的方式，間接降低消費

者的負擔。

在「WT」方面，臺北星光舞蹈世界有

專職宣傳人才、經費籌措不易及個別指導

費用高的劣勢、教練年齡漸長的內在因

素，又有政府關注少、獎勵辦法不健全、

經費補助不足、舊時負面印象牽制、人民

貧富差距大及同業競爭激烈等的外在威

脅，為使內外在的負面條件影響最小，臺

北星光舞蹈世界可與宣傳公司合作，增加

知名度、樹立健康形象、吸引各族群消

費，期在國際標準舞界建立不可取代的

「名牌」。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知臺北星光舞

蹈世界的行銷策略重點有：一、請名人代

言活動、參與活動、宣導活動，以樹立健

康形象；二、加強選手能力，爭取國際佳

績，使國家社會更加重視，各項支援也就

紛至沓來；三、結合各種媒體，增加行銷

通路；四、以費用、師資區隔市場，吸引

不同職業、動機、年齡、社經地位之消費

者參與；五、培訓優秀教練，並與國際交

流，使技術與世界同步並得以傳承。

陸、結語

運動行銷是運動產業一項重要的課

題，以SWOT分析內部與外部環境的條件，

找到產業行銷的優勢及機會，便可勾勒出

一條產業前進的方向、一幅業績成長的藍

圖。SWOT分析法具有簡單、清楚、明確等

優點，所以在分析運動產業條件時，是個

相當方便又實用的工具。而「SWOT矩陣分

析」是將原「SWOT」的四個因子做新的組

合，產生「SO」、「ST」、「WO」、「WT」

四個策略，再依據加強優點減少缺點的原

則，擬定更具體的行銷方法，以做為產品

在市場上的營運方向的指標，提升市場競

爭力。

以SWOT來分析教授國際標準舞為主的

「臺北星光舞蹈世界」，其擁有良好的師

資、設備、地點等的優勢，又因國際標準

舞風氣盛行、在國際間成為正式比賽項目

及名人代言等的機會點，乘勢發展對其行

銷乃最有利之道；但本身的專業宣傳人員

少、教練年齡增長等的劣勢，再加上政府

補助少、民眾的刻板印象、同業競爭激烈

等威脅，其發展勢必受到阻礙，因此如何

將威脅降到最低，化危機為轉機也是策略

擬定的一大重點。故針對臺北星光舞蹈世

界經「SWOT」矩陣分析而得的行銷策略

有：一、請名人代言宣導；二、加強選手

水準；三、結合媒體宣傳；四、做市場區

隔；五、培訓教練，傳承技術。

善用SWOT分析法，使運動產業蓬勃發

展、經營利潤提高，國人樂於運動、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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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則國家必然富強。如此簡單易為的

行銷工具，應廣泛利用於運動產品或政策

的行銷，以營造經濟發展與健康提升雙贏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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