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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共創價值觀點探討公立大學游泳池經營
黃任閔 / 國立屏東大學

壹、前言
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在追求美好的消費體驗，透過對享受服務或使用產品時
所產生的感受來建構價值的認知，意即在傳統經濟活動中，經由對等的過程，供
應者與消費者完成了互動而產生了所謂的價值。然而，隨著網路經濟體系的興
起，資訊的快速流動以及服務類型的轉變，組織的核心競爭力以及顧客所追求的
價值已經有了不同的面貌。誠如管理大師 Drucker (1988) 的觀點，其指出面臨全
球化與網路經濟的影響下，企業組織間發現必須依靠有效率的價值系統，因此，
發展出了供應網路的新形態組織結構，如虛擬企業、全球生產網及延伸性企業等
型態，如此方能在最短的時間滿足顧客的需求。Ramírez (1999) 亦指出，基於顧
客價值理論 (customer value theory) 及價值共創 (value co-creating) 觀點，企業要
創造或維持持久性的競爭優勢，除了須將企業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外，更要關注企
業外部利害關係人。換言之，「共創」意味著供應者與消費者間並非完全對等之
關係，而是一種互助合作，供應者也可能為消費者，消費者也可以成為為供應者。
近年來，政府相關單位推動水域運動不餘遺力，例如，教育部體育署 (2014)
積極擴展學生水域運動體驗學習機會，培養學生游泳能力，以提升學生水中安全
認知及自救能力，促進學生將水域運動列為終生運動之選擇。換句話說，游泳池
做為學生培養游泳技能之場域則需投入更多的關注以落實各項計畫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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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校游泳池在經營管理議題上仍有探究的空間，邱裕新 (2008) 即指出由
於這幾年教育部逐年縮減各公私立大學校院的補助經費，因此必須自籌部分經
費，而運動場地設施即是大學校院自籌經費的重要資源之一，目前大專校院採收
費方式對外開放之運動場館，其中最普遍的即是游泳池，這也顯示了游泳池經營
在學校自籌經費政策中的重要性。因而大專院校如何有效經營管理游泳池乃為校
務發展之重要議題之一。另一方面，根據教育部 2015 年公布之 102 學年度學校
體育統計年報資料顯示，102 學年度各級學校游泳池共有 483 座，其中包含 154
座室外游泳池以及 329 座室內游泳池，其中大專院校計類別有 76 間大專院校設
有游泳池，具游泳池之學校設置率達 46.91%，為各級學校之首。由上可知，大
專院校游泳池之相關管理議題有更多議題值得去進一步探究。
綜觀相關文獻，過去針對學校游泳池之研究多聚焦於經營模式 (王凱立，
2000；許逢泰，2003) 、服務品質 (黃文松，2005；蔡添全，2012) 、委外經營 (趙
大志，2006；張川鈴，2007；傅安榕，2011) 、水質與安全 (Robert, Brian, Karen
& Rob, 2008; Hsiao & Kostelnik, 2009) 等相關論述，很可惜的，針對如何提升學
校游泳池價值的相關議題則較少被探討，有鑑於顧客價值的創造、傳遞及管理日
趨受到管理者的重視，探討價值如何共創自然在經營管理上有其重要性，因此，
本文乃以共創價值為出發點，並針對公立大學游泳池經營發展困境進行探究，進
而提出建議以供相關單位為來在經營管理上的參考。

貳、共創價值
一、共創價值之意涵
長期以來，價值創造乃是組織研究領域重要之概念，原先產品的價值乃由供
應者所制定，隨著市場多樣的挑戰和機會，供應者開始納進消費者的聲音，開啟
共同合作的契機。誠如Whiteley 與 Hessan (1996) 的看法，其認為企業須思考如
何與顧客達到良好的互動，同時，深入了解顧客的需求來提供除了商品以外的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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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服務或體驗，藉此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換言之，價值共創以有別於以往著重在
唯獨企業能為組織帶來價值創造的觀點，企業必須創造出可以讓不同消費者分享
他們獨特個人經驗的環境，透過企業與消費者間良好及有效的互動，才能創造出
真正的企業價值 (Prahalad & Ramaswamy, 2004) 。共創價值概念之發展由早期供
應者與消費者兩造之關係逐漸演變成整個價值鏈，這樣的觀點也符應了Grönroos
與 Voima (2013) 的看法，其認為共創價值行為將整個價值網視為生態系，組成
分子包括價值鏈中所有成員、焦點廠商、供應商、競爭者及消費者等。亦即共創
價值兼顧了需求面和供應面，更因為價值之互創而產生了新的價值。

二、共創價值之目的
誠如前述，共創價值乃透供應者以及消費者互助合作以創造出新的消費經驗
為出發點，Kambil, Friesen, 與 Sundaram (1999) 則指出共創價值可讓顧客參與
至每個不同的價值鏈中，透過與企業互動，磨擦出新的火花，不僅可使顧客提高
忠誠度，亦提供給企業嶄新的機會，提出不同於以往的服務。翁欲盛 (2015) 更
進一步闡述共創價值的目的，其認為「共創價值」目的為利益關係人進行集體價
值創造，強調整合各方之「關鍵資源」，創造符合顧客價值主張產品及發展具價
值差異化之服務，以達成收益目標，且必需謹慎處理價值分配公平性的問題，因
為主觀的公平認知會影響「共創價值」活動的持續性及外部專屬之資源獲取成
本。從上述所述之共創價值目的中可知，共創活動透過互助來創造新的經濟價
值，此用意乃是期望透過多方面的互動和選擇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以及讓供應
商有更大的發揮空間。然而，亦有相關文獻指出，價值創造並不一定可導致價值
獲取或價值專屬 (Ramírez, 1999) ，因此，如何保有共創的價值則是供應者在價
值共創出來之後必須加以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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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共創價值之機制
儘管共創價值產生了一加一大於二之綜效，然而，供應者並非憑空與消費者
進行價值共創，因此需要適當的機制來加以運行。Prahalad 與 Ramaswamy (2004)
則明確指出要達到與顧客進行價值共創的目標，必須要建立四個機制以使企業能
真正推出滿足消費者需求及肯定的商品或服務，包括：溝通對話 (dialogue) 、資
料的存取 (access) 、資料的透明度 (transparency) 及利害關係 (risk-benefits)
等，亦即企業必須提供與消費者互動的平台，並確保彼此的溝通是建立在有興趣
的議題上，而消費者是否能真正獲得正確且即時的相關資訊，亦會影響溝通的有
效性，最後消費者亦必需清楚地得知其所獲得的利益後面所要承擔的風險為何，
如此一來才能真正達到價值共創的目的 (馮國豪、戴士欽、賴文山，2013) 。此
外，Zhang 與 Chen (2008) 則提出顧客共創價值系統，其構面以顧客面為主，並
指出關鍵共同創造活動對客製化具有正向影響性、關鍵共同創造活動對服務能力
具有正向影響性以及服務能力對客製化能力具有正向顯著影響性，亦即在共創價
值的過程中，如何在相互溝通之後進行客製化，並提供獨一無二的服務體驗則能
創造出最大的價值。

參、我國公立大學游泳池經營困境
由於少子化以及社會發展趨勢之故，近年來，教育經費也日益縮減，對於設
置游泳池的公立大學而言，每月固定有人事管理費以及水電費必須支出之外，亦
有許多無形的管理壓力存在，例如學生或教職員的使用安全等問題。另一方面，
占地廣泛的游泳池空間僅在特定時間提供給校內學生實施游泳教學用，則可說明
對於此校內資源未能妥善加以運用，因此，如何在有效經營與維護方面則備感壓
力。誠如李柏勳 (2016) 以國立大學游泳池為例而探討相關經營議題的研究中指
出，游泳池使用後的經營管理牽涉許多層面，包括組織結構、營運資金、環境設
備、人力資源及銷售策略等因素，這些因素皆會影響游泳池經營之成敗，牽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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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動全身，不可不察。綜合相關文獻可知，目前我國公立游泳池經營的困境可略
述於下 (沈志成，2012；國立中山大學，2015) ：

一、室外游泳池易受天候之影響
目前並非所有的公立學校都有設置室內游泳池，因此室外游泳池往往因為雨
季、冬季或是雷雨天候而無法使用，以至於降低實際能運用的時間有限，若再扣
除寒暑假，則不僅對於學生課程的安排上有極大影響，另一方面，對於有開放外
來給社區民眾使用的公立學校而言，勢必也減少了部分收入。

二、空間與時間之壓縮影響游泳池使用
由於部分公立學校有設置游泳校隊，集訓期間則和一般上課學生產生排擠效
應，另一方面，在空間有限下，經常需要超過兩班一起上課，若再加社區一般泳
客，則整體上課的環境常常過度嘈雜紛亂，不但影響教學的成效，同時也降低對
外開放的品質。

三、場地設施過於老舊影響使用意願
部分公立大學之游泳池已經建置多年，因此設備多為老舊，甚至水道動線設
計不良，加上缺乏周邊附屬設備，相較於更為新穎設備更齊全的校外游泳池，學
校游泳池難以吸引顧客前來消費。

四、價格制定之難題
對公立大學游泳池而言，儘管學生以及教職為主要使用者，然而，部分學校
為了開拓管理經費的來源，亦開放給社區民眾使用以滿足民眾之休閒需求，雖然
是使用者付費，但是在基礎設施不如校外私人游泳池的情況之下，入場費卻也不
能訂價過高，此外，學校內教職員工生也需有價格上的優待，如何訂出一合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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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則是經營者必須思量之處。

由上述可知目前公立大學游泳池經營上的困難，儘管有部分學校委託民間業
者經營，透過協力合作以增進社會整體資源的整合利用，然而，有效的利用現有
游泳池場地，並建立合宜的管理模式以滿足教職員以及社區民眾良好的運動環境
才是公立大學游泳池管理者須追求的目標，因此，本文繼之透過共創價值理論進
一步闡述公立大學游泳池未來經營上之可行之道。

肆、以共創價值應用公立大學游泳池經營管理
由上述可知目前我國公立大學游泳池所面臨的困境，透過共創價值的概念可
知未來公立大學游泳池在經營管理上不能單單以供應者的角度來視之，而是與消
費者共同針對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彼此的需求進行溝通對話。由於消費者的價
值為企業之獨特資產，因為必須使之成為組織最大的優勢，透過上述Zhang 與
Chen (2008) 所提之共創價值之機制，本文繼之提出幾點建議以供相關單位之參
考：

一、妥善利用空間並制定客製化課程
針對游泳代表隊以及一般上課學生，建議校方能夠規劃個別之使用時段，例
如游泳代表隊可以將使用時段提前，並由教練負責水上安全，若非不得已需要和
一般學生一起上課，則建議能規劃出特定水道供游泳代表隊訓練之用，其餘水道
則開放給一般學生使用，或者游泳代表隊可以利用其他有氧課程或是重量訓練課
程來取代和一般學生重疊之時段。此外，由於價值共創乃須要與消費者溝通以制
定較佳之方案，因次，針對社區民眾，建議能夠透過問卷或是詢問的方式，了解
社區民眾的需求，例如幼兒班和成人班可以開設於夜間，而個別班則可視學校排
課之情形安插於較不擁擠之時段，例如午間，如此一來，依照不同的客群以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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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使用加以客製化，游泳池管理者才有機會了解了解消費者內心的需求，並進
一步滿足消費者。
此外，由於部分公立大學並未設置室內游泳池，導致室外游泳池易受天候之
影響，形成了消費者的參與阻礙，從共創價值的機制中，建議學校游泳池管理者
能事先對消費者因天候影響而須有的替代方案內容進行了解，例如，可以因應天
候不佳而於室內開設相關的水上急救課程，或者搭配熱門節日或慶祝活動，如情
人節、聖誕節、萬聖節、跨年等來創早出獨一無二的活動，不僅將天候所帶來的
不便降至最低，同時也因為客製化的活動讓游泳池的能見度提升，進而提供消費
者不同的體驗。

二、提升服務能力以彌補現況之不足
部分公立大學礙於經費之不足，短時間內並無法翻修游泳池之軟硬體設備，
由共創價值的機制中可知，服務能力的提升則有助於消費者的體驗價值，建議公
立大學游泳池管理者在服務作業流程的細節上能夠投入更多心力，例如盥洗室的
清潔必須有專人定時仔細清理，或是游泳池水溫的務必精準控制等；在價格訂製
上亦能符合消費者之使用習慣，好比做出臨時消費的顧客以及會員之間的差別訂
價，以提高會員之價值同時也讓更多社區民眾可以參與游泳運動。另一方面，共
創價值強調讓消費者參與價值鏈，因此，游泳池管理者除了主動積極詢問之外，
也須觀察記錄消費者的需求，例如加入會員越久之消費者有可能對於設備的妥善
率更為敏感，新加入的會員則有可能需要服務人員提供更多有關課程和使用上的
相關資訊，透過這類貼心之服務而有機會使得消費者跳脫設備不足的印象，轉而
因為自身的尊榮感和滿意度的提升而持續消費，透過將游泳池價值感的提升，也
能讓消費者認為即使門票費用高一些也是值得的，此也是透過共創價值來解決公
立大學游泳池營運經費不足之權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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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隨著公立大學學校因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在經營管理上面臨和以往不同的挑
戰，然而，追求屬於自身的獨特資產仍為學校永續經營管理的不變守則之一，透
過特有價值的塑造而成為有力的競爭優勢。共創價值的概念乃將消費者納入價值
創造的過程中，讓不同的消費者分享他們的消費經驗，進而作為組織特有價值創
造的參考，透過價值共創的機制，本文提出公立大學游泳池未來經營管理上的可
行之道，透過消費者與供應者的相互合作來提升組織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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