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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實境密室逃脫遊戲」為休閒產業中崛起的新型態活動，旋風在短
時間內迅速席捲全球。我國由2011年引進此遊戲產業並蔚為風潮
，至2018年底全台已超過50間相關工作室，玩家超過數十萬人。而
近年來實境密室產業更興起跨界合作，與各大休閒產業關係密切
，如麗寶樂園、國賓大飯店、和平島公園、皇后號觀光遊輪、國立
傳統藝術中心等。然而面對這樣新興且快速成長的新型產業，業者
們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性，對於產業的未來該如何規劃，何種商業模
式才能帶領產業前進，業者們希望得到指引的方向，但學術相關研
究卻無法給予協助。因此本研究針對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之全球商模
式進行研究，以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具代表性的四個國家，美國、日
本、台灣、中國為研究對象，依照Osterwalder and Pigneur
(2010)之商業模式九大構成要素為架構，以深度訪談法進行資料蒐
集，以了解全球實境密室逃脫商業模式的現況。研究結果發現玩家
開心歡笑與成就感是各國業者共同的價值主張，業者普遍希望玩家
體驗跳脫現實的電影感受，讓玩家沉浸在故事中。關鍵活動於遊戲
的設計上，美國密室設計著重聲光效果反饋，日本著重謎題的巧思
，台灣著重故事性，中國著重豐富性。本研究解決我國實境密室逃
脫產業未來方向及商業模式應用之問題，並在學理上做出具體貢獻
。

中文關鍵詞： 實境密室逃脫、密室逃脫、商業模式 、生命週期

英 文 摘 要 ： The industry of “Real Escape Game” is a blend new and
emerging activity in leisure business. This industry has
been attracting much attention and presently it draws over
ten million players globally. This industry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2011 here in Taiwan. Currently it has over 50
studios with more than 500 games. In recent years, alli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Theme Park, Hotel,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etc.), real escape
game industry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leisure
business. Although this industry is fairly promising, for
practitioners the future of real escape game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y. In which way, the industry will aim for?
And, for what kind of business model the company would gain
more profit from? These answers remain unclear to both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Consequently, because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addressed our study provide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real escape game industry in
light of the business life cycle and business mode from
other country’s persp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tend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real escape game
industry and provide specific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y; also create new knowledge for real escape game
theory. In total, 20 executives were be invited for in-
depth interviews from U.S.A., Japan, China,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found that joyful
an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t play game are the key value



proposition of real room escape game. Key Activities is
game design. Real escape game’s entrepreneurs in U.S.A.
care about Under sight and sound effects. Artful thought in
the design is important to Japaneses. Taiwan's owner care
about the story-line and logicality of game, and quality of
services from attendants in games. China’s company put
emphasis on grand scenes and cool props by machine-
ope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 specific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y; also create new knowledge for
real escape game theory.

英文關鍵詞： real room escape, room escape, business model,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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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 

近年來休閒產業中一種新型態的休閒活動「實境密室逃脫」崛起，迅速得到廣大民眾的喜

愛，並在短時間內擴散到全世界，而由於實境密室逃脫遊戲的高可塑性，讓它快速地與各大

休閒觀光產業產生良好的互惠關係，如日本環球影城與日本最大實境密室逃脫業者 SCRAP 共

同打造推出《名偵探柯南》主題的密室逃脫遊戲，即將於 2017 年正式推出（沈熙傑，2016）；

「台灣真實逃脫」工作室與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合作推出「六福村最強解謎王」的大型實境密

室逃脫遊戲，麗寶樂園也與「絕對零度」密室團隊合作，在遊樂園內推出密室脫逃主題館（楊

智雯，2014）。 

圖 1 密室逃脫與文化及休閒相關產業的結合 

 

 



2 
 

而國內業者「Miss GAME 密室逃脫」亦積極與休閒觀光產業結合，其舉辦之大型實境逃

脫「海賊遊戲」，於 2016 年獲得台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藍色公路微旅行」的邀請，成為其

推廣的景點活動之一（顧荃，2016），旗下遊戲「魔幻午宴」與台北國賓大飯店合作，推出包

含美食的宴會式密室逃脫（賴佳昀，2016），並於 2017 年於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設立密室逃脫

場館，將實境密室逃脫結合傳統文化民俗故事，讓民眾在體驗遊戲之餘還能瞭解歷史文化，

為新型態的文化體驗活動（Miss GAME 密室逃脫，2016）；「桃樂趣實境遊戲」與南投妖怪村

合作，為妖怪村量身打造獨特的密室遊戲及百人大型逃脫，並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合作為紅

毛港文化園區設計戶外 AR（擴增實境）解謎逃脫遊戲（何沛霖，2016），「接力棒遊戲創意設

計」將互動科技導入密室逃脫並與餐廳異業結盟，遊戲之獨特性讓其入圍 2015 年 IndieCade

國際獨立遊戲大獎（潘姿吟，2015）。 

究竟何謂實境密室逃脫遊戲？日本知名跨國企業實境密室逃脫業者 SCRAP 給實境密室

逃脫遊戲下了以下的定義：「實境密室逃脫遊戲是需要參與的玩家們合作一同腦力激盪(brain 

storming)，在有限的時間內找出線索並運用隱藏的關鍵道具來解決空間中的多個謎題，最後

逃離現場。」。柳楊（2014）則將實境密室逃脫遊戲定義為，參與者於遊戲中被困在一個場域

(Area)當中，參與者要在場域中找到關鍵的物品，並且正確使用這些物品逃出場域。 

密室逃脫遊戲早先為網路上的 Flash 小遊戲，直至 2006 年，美國矽谷一群工程師，以英

國著名偵探作家 Agatha Christie 的作品為藍本，在房間裡布置各種機關和線索，創立實體的

密室逃脫遊戲，瞬間引發轟動，此即為實境密室逃脫遊的起源 (劉惟宇，2013)。 

由於實境密室逃脫遊戲具有真實的體驗，互動性強，內容可塑性高等，此為數位遊戲所沒

有的特點，且實境密室逃脫是一種新穎的體驗式消費專案，兼具娛樂性與邏輯推理素質培訓，

提供給消費者新穎刺激、懸疑探究、好奇解謎、智力挑戰、耐性毅力、溝通合作等多種人類

的基本心理要求。真人密室逃脫遊戲的體驗過程，不僅讓體驗者感受到了十分另類新穎的刺

激、神秘與懸疑，同時還考驗了每個玩家或體驗者的智力、耐性以及良好的團隊協作力。只

有將團隊中每個人找到的線索結合起來，才能夠找到正確的出路。因此，密室逃脫不僅能為

喜歡探險的人帶來刺激體驗，也能夠訓練人的一種團隊精神，這也正是密室逃脫遊戲的核心

價值，讓實境密室逃脫遊戲迅速受到民眾的喜愛（911 密室真人版，2015；柳楊，2014）。 

實境密室逃脫遊戲雖起源於美國矽谷，但該款遊戲難度過高，至今只有 23 人逃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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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將此類型遊戲發揚光大的重要推手，為日本知名跨國企業實境密室逃脫業者 SCRAP，該

公司成立於 2007 年，其藉由新奇的創意與動漫題材的結合，成功在日本國內打下良好的基

礎，並將實境密室逃脫遊戲向外推廣至亞洲各國蔚為風潮，再擴散至全球，目前已在新加坡、

美國、加拿大、法國、西班牙等地均有授權（賴宛琳，2013），日本業者的推廣，在全球實境

密室逃脫產業的發展進程中，佔了十分重要的一環。 

我國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亦於 2011 年由「真實逃脫遊戲 in Taiwan」工作室，引進日本

SCRAP 公司之密室逃脫實境遊戲，瞬間在國內造成流行，短時間內由第 1 年不到萬人參與，

如今玩家已暴增至 10 萬人以上，巿場規模於 2013 年約 5 千萬元新台幣（陳威廷，2013），

到了 2018 年已增加到超過 50 間以密室逃脫遊戲為主的相關工作室，有超過 500 個以上的

遊戲主題，市場總產值上看新台幣 2 億元，可看出近幾年來此產業在台灣蓬勃發展，成為台

灣的新興熱門產業（Miss GAME 密室逃脫，2016；許智雄、李宣，2015；廖君雅，2015）。 

圖 2 全台密室逃脫企業一覽圖 

目前在歐洲、美國及亞洲的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實境密室逃脫遊戲都十分流

行，初估全球玩家近千萬人 (陳威廷，2013)。由國際知名旅遊評論網 Tripadvisor 中亦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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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快速成長，於 2016 年 4 月在此網站上以 room escape 為關鍵字搜尋，

可搜尋到全球有 518 個實境密室逃脫景點，其中美國有 177 個，而到 2016 年 12 月再次以

room escape 為關鍵字搜尋，全球實境密室逃脫景點已暴增至 4226 處，其中美國增加至 1716

處，其中加州就佔了 242 處，中國也從 19 處增加至 34 處。 

Thebreakout 網站針對 2015 年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概述(Escape Game Industry Overview 

2015)的調查中顯示，此產業的成長是非常巨大的，由 2014 年至 2016 年 2 月間，北美及歐洲

的實境密室逃脫遊戲數量(rooms)增長了 3900%！從原來的少部分城市中為數不多的密室逃脫

房間，到 2015 年底增加了許多新的城市們，整體產業的平均成長高達 175%。 

而以全球城市為調查單位的研究中可得知，目前擁有最多密室逃脫遊戲的城市為北京

（182 間），而前十名的城市中中國的城市即佔了八名（詳見下圖 3）。 

圖 3 擁有最多實境密室逃脫遊戲的城市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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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城市雖然在擁有密室逃脫遊戲數量上，美國第一名的城市洛杉磯僅排名全球城市

中的第 25 名，但調查顯示在北美銷售好的密室逃脫公司一週平均可以接 100 組的客人，而最

差的一週平均來客量則為 24 組，在北美最差一週的平均來客組數幾乎與歐洲的最佳一週的組

數相差不多(歐洲最佳週平均 29 組，最差週為 14 組)，且在收費上，北美平均每人的遊戲費用

為美元 28 元，遠高於歐洲則平均每人為 18 美金 (Thebreakout, 2016)，可以看出密室逃脫產

業在北美洲發展狀況十分良好。 

實境密室逃脫遊戲以新穎刺激的遊戲內容和理念，在中國深受到玩家們的喜愛，中國第一

家真人實境密室逃脫遊戲於 2011 年 9 月分別在杭州和武漢成立，到了 2012 年，迅速向中

國各大城市蔓延，上海、北京、南京、武漢、廣州、重慶、長沙、鄭州、天津、合肥、南昌等

城市的實境密室逃脫遊戲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掀起密室逃脫熱潮，至 2015 年，中國已經

有超過 1500 家以上的真人密室逃脫遊戲，其中以北京、上海、武漢、廣州發展最為迅速，調

查顯示 2015 年北京即有 182 間密室逃脫遊戲，足見此產業在中國的市場亦穩定地成長

（French & Shaw, 2015; 911 密室真人版，2015；莫眲，2014）。 

實境密室逃脫已然成為休閒活動的新寵兒，除了是上班族下班後與朋友聚會放鬆的新選

擇，更是各大公司企業行號員工旅遊、新型員工訓練的創新方向，是文化與休閒相關產業爭

相合作的新型產業，產業未來發展前景十分看好。 

但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快速發展且遊戲方式延展性高，這樣的產業特性讓業者一則以喜一

則以優，喜的是產業不受框架束縛，創新即是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根本，憂的是產業未來的

發展充滿了未知，國內業者只能不斷地摸索，設法找出使產業能穩定發展持續成長的商業模

式。若能藉由研究找出一條國內業者可以參考依循的道路，對產業界會是極大的貢獻。又休

閒相關領域針對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相關學術研究十分貧乏，更無針對其商業模式進行之研

究，然從上述文獻可知實境密室逃脫產業與休閒領域各產業間關係緊密，其經營方向牽動著

不同休閒產業的創新發展，故本研究期待開啟實境密室逃脫研究的大門，讓未來研究者們能

對此產業更加關注。



6 
 

貳、研究問題 

全球實境密室逃脫自 2007 年由日本興起且開始蓬勃發展後已即將入第十年，我國之實境

密室逃脫產業由 2012 年發展至今亦已邁入第五年，市場規模仍在逐年增加，可看出實境密

室逃脫產業仍在不斷地成長茁壯，由企業生命週期 (Business Life Cycle)的觀點來看，企業會

歷經四個生命階段：導入期 (Start-Up)、成長期 (Growth)、成熟期 (Maturity)及衰退期

(Decline)(Daft, 2004)，業者普遍認為我國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正處於高速發展的成長期，然而

實境密室逃脫這樣的新興產業，其獨有的特點之一是發展的探索性和不確定性，其成長性強，

回報率也很高，但同時使得新興產業的風險巨大，新興產業的技術和產品的更新速度之快是

與傳統產業所不同的（張勝榮、金高峰，2008）。 

面對這樣新興且快速成長的新型產業，台灣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下一步究竟會如同企業

生命週期理論進入穩定的成熟期，還是會成為曇花一現的蛋塔化產業直接走向衰退？產業發

展的過程中有部分業者持續主打傳統房間型密室（如 Funlock 活動創意社等），亦有業者積極

開發大型逃脫遊戲主打企業市場（如 Miss GAME 密室逃脫、RMT 實境遊戲等），新遊戲不

斷地推出，但亦有許多工作室關門大吉（如 GATE 時空傳送局、潘朵拉實境遊戲、4P 工作室

等），為了開創新的商機，企業無不絞盡腦汁使盡渾身解數，日本實境密室逃脫企業嘗試以國

外授權的方式擴大經營（如 SCRAP），中國則有賣家在淘寶上將建置密室遊戲的方法 (Know 

How)套裝販售（如埃及大逃亡、機械迷城等多達 60 個以上的主題設計販售），國內的業者對

於未來的方向正準備踏出下一步，究竟什麼才是台灣實境密室逃脫產業該走的路？什麼樣的

商業模式才能帶領這個產業走向長久的未來？業者們也還在思考中。 

除了對產業發展軌跡感到徬徨，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商業模式發展的漠化，亦使業者感到

資訊的不對稱性所帶來可能決策的失誤而憂心，研究指出，商業模式對新創產業發展相當重

要，新創產業常發展出獨特的技術成就，卻因花太少時間關注商業模式，而導致失敗 (Teece, 

2010)，現今企業的競爭，已不只是產品之間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 (Drucker, 2005)，

才能為企業帶來成功。過去研究指出，產業在不同的生命週期階段所面臨到的生存問題會有

所不同，故企業之商業模式、經營策略、組織結構及經營績效與企業價值也會隨著企業生命

週期階段的改變而變化 (Starcher, 2015)，而同時隨著全球化及網路化的商業世界來臨，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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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變化更加快速，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商業模式架構來動態調整商業模式的創新也是日

趨重要的議題（何明豐、林博文，2015）。 

休閒觀光領域研究對於商業模式的相關研究已逐漸增加，Alvarez, Sintas, and Martinez 

(2012)針對數位休閒 (Digital Leisure)的新型商業模式進行探討，亦有學者對線上飯店分銷

(Online Hotel Distribution) (Runfola, Rosati, & Guercini, 2013)及民宿 (Bed and Breakfast, B&B)

產業的商業模式進行研究 (Chiang & Shyu, 2016)，國內也有學者針對網路旅行社之商業模式

進行研究（陳素燕、劉修祥，2010）。唯實境密室逃脫產業有其獨特之商業特色，不同於其他

產業之間互相的競爭關係，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因遊戲的單一次性，通常玩過知道謎題解法後

就不會再玩同一款遊戲，而同一家業者擁有的遊戲數量有限，因此實境密室逃脫業者間時常

互相推薦其他公司的遊戲，以達到讓玩家持續保持對密室逃脫遊戲的熱度，此即為十分特殊

之同業合作型態，其商業模式的獨特性，使其無法由其他休閒產業之研究結果來類推適用，

而目前並無產業及學術研究針對此產業之商業模式進行相關歸納，放眼國內外休閒相關領域

之研究，目前針對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之研究仍十分稀少，然台灣密室逃脫企業若想持續發展

使產業生命能夠延續，應深入了解國內自身產業的商業模式，更重要的是了解其他發展進程

更快之國家如日本、美國，及與我們文化習慣較相近的中國之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發展現況及

其在不同生命週期下之商業模式情形，可作為國內未來產業發展之重要參考依據，亦可填補

休閒研究相關領域對此極具潛力的新興產業了解之不足。 

近年來，商業模式的探討引發了實務界企業領導人及學術界濃厚的興趣 (Demil & Lecocq, 

2010; Doganova & Eyquem-Renault, 2009; George & Bock, 2011)。商業模式有許多不同的定義，

李振勇（2009）認為，商業模式是為實現客戶價值最大化，把能使企業運行的內外要素整合

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化的，或利益相關的、高效率的、具有獨特核心競爭力的運行

系統，並通過最優實現形式滿足客戶需求、實現客戶價值，同時使系統達成持續盈利目的的

整體解決方案。Magretta (2002)將商業模式定義為「說明企業如何運作的故事」，他指出一家

企業可以不需要任何策略或競爭優勢，  但需要一個確定可以獲得利潤的「商業模式」；

Chesbrough (2010)也指出，企業不僅需要新技術、新創意，也必須要有商業模式創新的能力，

而具體的商業模式可提升財務績效的促進作用。許多商業模式的創新， 改變了產業型貌並重

新分配產業價值 (Chesbrough, 2010; Teece, 2010; Zott & Amit,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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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 (2002)針對商業模式的定義提出技術創新觀點，認

為商業模式就是把技術創新轉換成市場需要，技術商業化是商業模式的核心，其關

注企業的創新流程，是把技術轉換成商品的價值創造，此觀點的商業模式是必須與

企業生命週期演化的步調配合  (Andries & Debackere, 2007)，產業在不同的生命週

期階段所面臨到的生存問題會有所不同，故產業的商業模式也會隨著企業生命週期

階段的改變而變化 (Starcher, 2015 )。  

企業生命週期 (Business Life Cycle)的觀念原本是來自行銷學及個體經濟學中產品生命週

期的概念(Rink & Swan, 1979)。產品自開發生產會歷經四個生命階段：導入期(start-up)、成長

期(growth)、成熟期(maturity)及衰退期(decline)，而企業的經營亦可歸屬此四個不同生命週期 

(Daft, 2004)，並由不同的生命週期去探討企業的運行。 

導入期是企業奠定基礎階段，企業機制和制度尚未健全，主要從事生產、銷售活動，企業

為單一領導者，組織雖然具創造力，但缺乏整體規劃。成長期特徵為市場需求增加、產品規

模擴大，營收快速增加，組織為集體共識，為達成共識，必須增加溝通與協調。成熟期階段，

企業進入大規模生產，穩定的生產、產品的可靠性與維持現金流量是此階段的主要目標，為

了追求成長，企業必須專業化。衰退期企業則是進入老化階段，逐漸僵化且缺乏活力，工作

缺乏效率與效益，營收逐漸下降（Jawahar & McLaughlin, 2001）。 

企業生命週期相關研究不在少數，亦有學者開始研究不同企業生命週期階段之商業模式

差異 (Starcher, 2015)，但目前休閒相關研究領域並無研究針對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之生命週

期進行了解，故本研究希望先了解不同國家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生命週期狀況後，再依不同

生命週期階段來探討其商業模式之現況，並歸納統整實境密室逃脫場產業不同產業生命週期

中之商業模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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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企業生命週期 4 個階段  

有關商業模式之定義及相關研究，Magretta (2002)認為商業模式的真正意義是企業如何賺

錢的計畫，其本質是一套持續接受市場考驗的理論；Chesbroug (2003, 2010)指出商業模式的核

心需要執行價值創造及價值獲取兩項重要功能，詳細要素則包含提供何種商品給客戶的價值

主張、在何種區隔市場、如何創造與傳遞價值的價值鏈結構、收益產生機制、企業在價值網

絡中的定位以及讓他人不易模仿的競爭策略； Sinfield, Calder, Mcconnell, and Colson (2012)則

認為商業模式在描述企業的價值獲取模式與價值傳遞方法，企業可藉由檢視下列六個元素來

了解其商業模式：定義目標客戶、探討客戶真實需求、定義產品或服務組合、設定客戶通路、

組織價值活動以及發展利潤模式。 

Osterwalder and Pigneur (2010) 提出好的商業模式可以從商業功能的四大主要領域 (顧客、

產品服務、基礎建設及財務能力)中衍生出商業模式架構的九大構成要素，透過這九大要素來

分析或規劃企業營運與獲利的邏輯，可制定出更有效的營運方針，此九大要素包含有目標客

層(Customer Segments)、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通路(Channels)、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收益流(Revenue Streams)、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

關鍵合作夥伴(Key Partnerships)以及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等，此商業模式架構的內容完整

度與各個組成要素內容的明確性，讓許多企業及學者爭相引用 (Heger & Rohrbeck, 2012; 

Achtenhagen, Melin, & Nal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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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商業模式九大要素  

(Osterwalder & Pigneur, 2010) 

日本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之商業模式現況即可看出與我國之發展現況有許多不同之處，如

其與動漫產業之密切合作，及跨國授權之經營模式 (SCRAP Entertainment Inc, 2016)，均為我

國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尚未觸及的方式，要能預測台灣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未來或供產業學習，

需針對不同國家及不同產業生命週期之商業模式進行研究了解，才能為台灣實境密室逃脫產

業帶來更實質之幫助。 

Foss and Saebi (2017)的相關研究中提出自 1980 年到 2015 年間，Scopus 全球最大索引摘

要資料庫，列出了 7,391 個關於「商業模式」主題的出版物，包含同儕評鑑學術期刊、商業雜

誌及書籍，而學者 Zott, Amit, and Massa (2011)分析從 1975 年到 2009 年期間，探討商業模式

的文章在學術期刊內有 1202 篇，而在非學術期內的文章則有 8062 篇，可看出實務界對商業

模式探討的急迫性，遠遠高於學術界的嚴謹理論研究速度。目前學術界的商業模式探討，多

半以不同面向的策略角度或單一領域進行探討與研究，如策略、財務、 行銷、人力資源、營

運管理(Chowdhury, 2004; Ensley, Hmieleski, & Pearce, 2006; Ries, 2011; Kawasaki, 2004; Kuratko 

& Hodgetts, 2001; Ryant & Grissler, 2013; Spinelli & Adams, 2012)，無法得到一個全面性的結構

與模式。針對產業，我們需要更多的商業模式學術研究，來促進實務界與學術界更深層的對

話，以彌補兩者之間所存在的鴻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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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目前針對實境密室逃脫的研究仍十分稀少，國外休閒相關領域中，實境遊戲之研

究，多專注於虛擬實境遊戲(Virtual Reality, VR) 於旅遊業的應用 (Guttentag, 2010; Huang, 

Backman, Backman, & Chang, 2016)，及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 AR)應用在休閒遊憩中

如主題樂園及博物館 (Jung, Chung, & Leue, 2015; Dieck, Jung, & Han, 2016)，尚未有學者針對

實境密室逃脫遊戲產業進行研究，國內近年來已開始有學者注意到實境密室逃脫遊戲，並針

對其產業之體驗與價值進行研究 (黃孝璋、李晶，2015)，但仍十分稀少，其餘皆為學位論文

研究，較不具代表意義。 

故本研究希望藉由實地考察及深度訪談，來了解全球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在不同企業生命

週期下之商業模式情形，並歸納出各生命週期階段商業模式之變化，基於密室逃脫產業發展

現況及代表性，本研究選定台灣、實境密室逃脫的發源地且營收明顯高於歐洲國家之「美國」、

將實境密室逃脫推廣至全球的重要功臣「日本」及與我國文化較相近且密室逃脫遊戲數量增

長快速之「中國」進行實地研究，美國與日本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商業模式較早開始發展並

已趨於成熟，中國市場龐大且不會有語言隔閡，藉由研究掌握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特性，來

了解並預測國內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之未來發展，故跨域性探討實有其存之在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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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四國（台灣、美國、日本與中國）業者進行實地觀察及深度訪談，以突

顯實境密室逃脫企業在不同地區及不同產業生命週期上之商業模式有所差異，故本研究

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 觀察台灣、美國、日本與中國四地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商業模式及經營現況。 

二、 了解台灣、美國、日本與中國實境密室逃脫產業是否處於不同產業生命週期，及其

商業模式現況。 

三、 歸納不同國家及不同產業生命週期之實境密室逃脫商業模式，並對國內實境密室逃

脫產業未來之商業模式進行預測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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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方法與進行步驟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依據研究內容制定研究執行流程如下圖，確認研究問題後以深度訪談、田野調查

及次級資料分析之研究方法進行，至台灣、美國、日本、中國蒐集相關資料後彙整及分析，

最後進行結案報告書之撰寫及國際研討會投稿。 

圖 6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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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度訪談資料收集 

針對與本研究主題相關的代表性企業進行深度訪談，本研究採用滾雪球取樣法 (snowball 

sampling)，訪談對象為實境密室逃脫遊戲之國內外業者共 20 間 (台灣五間、美國五間、日本

五間、中國五間)，以該城市玩家推薦遊戲前十名以內之業者進行訪談邀約，再請業者推薦其

他優秀的業者們，訪談條件為開業時間超過一年，擁有兩個以上的遊戲主題，訪談對象以企

業最高營運主管為主要訪談對象，唯日本因產業狀況較為特殊，部分業者為不同業種之大型

企業集團經營之子項目(如不動產、電子遊戲品牌)，以企業最高營運主管為訪談對象無法了解

密室產業之情形，故日本業者之訪談對象不限企業最高營運主管，包含店長與謎題設計師等，

訪談業者列表如下： 

表 1  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代稱 國家城市 訪談者職稱 公司開業時間 

TS 台灣台北 創辦人 2013年 

TW 台灣台北 創辦人 2013年 

TE 台灣台北 創辦人 2013年 

TM 台灣台北 創辦人 2013年 

TR 台灣台北 創辦人 2012年 

CI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2年 

CM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2年 

CX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2年 

CG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6年 

CT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5年 

JI 日本東京 東京店店長 2016年 

JN 日本東京 創辦人 2015年 

JC 日本東京 謎題設計師 2014年 

JS 日本東京 謎題設計師 2008年 

JA 日本東京 創辦人 2015年 

AR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4年 

AH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7年 

AO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5年 

AG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6年 

AE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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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訪談設計 

產業生命週期的評估方式眾多，多半以股利支付率、銷貨成長率、資本支出率、公司年限、

員工數量等劃分產業生命週期 (Anthony & Ramesh, 1992)。然因實境密室逃脫目前仍為較小

商業規模之新興產業，其生命週期之評估無法套用上述指標，故本研究以受訪者自評方式進

行產業生命週期之評估，於訪談時使受訪者觀看下列表格定義後，選擇目前該國家及該公司

位於生命週期的哪一階段。 

表 2 產業生命週期評估表 (Vernon, 1966) 

階段 導入期 成長期 成熟期 衰退期 

銷售量 低 快速增加 穩定增加 下降 

利潤 較少 大 高峰 低或負值 

購買群眾 愛好新奇者 較多 大眾 後隨者 

競爭情形 低 興起 多 減少 

又因實境密室逃脫產業涉及的元素多元，為建構完整之商業模式，本研究採用 Osterwalder 

and Pigneur (2010)在綜合了各種商業模式概念的基礎上，提出包含九個要素(Building Block) 

較細化分類的商業模式參考模型。訪談問題以此商業模式之九大構成要素為架構，並參考相

關先前研究之題項，進行訪談大綱設計。 

訪談題項發展： 

針對商業模之研究，晚近許多學者皆採用 Osterwalder and Pigneur (2010)針對商業模式之

組成要素 (Boons and Lüdeke-Freund, 2013; Bocken, Short, Rana, and Evans, 2014; Sinkovics, 

Sinkovics,and Yamin, 2014)，提出商業模式九大組成要素，包含：目標客層（Customer Segments)、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通路（Channels)、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收益流

（Revenue Streams)、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關鍵合作夥伴

（Key Partnerships)以及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等九大要素。 

參酌以上之文獻發展，針對 20 家實境密室逃脫業者進行專訪，質性訪談問卷設計如下：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s) 

(一) 您認為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您的公司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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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您的公司經營的理念是什麼？  

(三) 您的公司具有什麼樣的競爭力？  

(四) 產品吸引力是什麼？  

(五) 公司引以自豪的服務項目是什麼？ 

(六) 面對市場的多元與不確定性，您的公司如何彈性調整並適應多變的環境？ 

(七) 您認為您去過的實境密室逃脫公司(核心價值、經營理念、競爭力、吸引力、引以

自豪的服務項目，及適應性)與您的公司是否不同？ 

 

關鍵資源 (key resources) 、關鍵活動 (key activities)、關鍵夥伴(key partnerships) 

(一) 您認為您的公司關鍵的資源是什麼？ 

(二) 對您的公司而言關鍵的夥伴有哪些？  

(三) 實境密室逃脫公司的關鍵活動項目為何？ 

(四) 您認為您去過的實境密室逃脫公司 (關鍵資源、關鍵夥伴、關鍵活動)與您的公司

是否不同？ 

 

顧客區隔 (customer segments) 、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通路 (channels) 

(一) 您的公司如何作顧客區隔？目前的主要客群為？ 

(二) 您的公司如何維護與建立顧客關係？ 

(三) 您的公司目前的通路有哪些？ 

(四) 未來潛在的客戶有哪些？ 

(五) 您認為您去過的實境密室逃脫公司 (顧客區隔、主要客群、維護與建立顧客關係的

方式、通路、未來潛在的客戶)與您的公司是否不同？ 

 

收入來源 (revenue streams)、成本結構 (cost structure) 

(一) 您的公司目前的收入來源是？如何創造收入？ 

(二) 您的公司目前的成本結構為何？有哪些固定成本、變動成本(例如：人力、原料、

土地、設備、通路等等)？經濟規模大小？ 

(三) 您認為您去過的不同國家實境密室逃脫公司(收入來源、創造收入方式、成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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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經濟規模大小) 與您的公司是否不同？ 

為能在訪問過程中與受訪者保持良好互動，同時兼顧探討方向不至發散。故以本研究分

析所需為基礎，設計半開放式的相關問題，提供受訪者作為自由表達觀點與意見的參考，訪

問者於訪問進行時，以維持受訪者思緒的一貫性為原則，並適時保持雙方良好互動。 

四、分析方法 

本計畫以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及田野調查 (Field Research)為資料蒐集的方法；

深度訪談部分，將訪談過程予以記錄或錄音，事後再逐字完整謄寫出來；而在訪談過程中，

受訪者被鼓勵談話，而內容方面則不論多寡 (de Chernatony & Riley, 1999)。此外，為求訪談

逐字稿能精準代表受訪者所欲表達之內容。故本研究遂採用學者 Lincoln and Guba (1985)與

Decrop (1999)所建議之成員檢核法 (Member Checking)，將每位受訪成員之訪談逐字稿，給每

位受訪成員複核，藉以提昇及確保訪談資料的可信(trustworthiness)程度及精準(accurate)程度。 

田野調查部分主要以參與觀察的方式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法。參與觀察的特徵主要是研

究者同時扮演觀察者和參與者的雙重角色。在此情形下，觀察者不被視為局外人，因此得以

維持觀察情境的自然，可減低觀察者在情境中的干擾，並可避免被觀察者不必要的防衛，以

獲得比較真實的資料。本研究中主要參與觀察的部份，為實境密室逃脫實際進行遊戲的過程，

業者和玩家平時的互動情形。在自然的情境中觀察整個實境密室逃脫遊戲流程、業者的準備

過程、遊戲中與玩家的互動情形、以及玩家遊戲後的反應，以獲得相關的資料。 

又本研究訪談之企業，皆為各國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中之領導品牌，因此在網路上有許多相

關次級資料。我們將以這些企業的官方網站、網路專訪文章、網路評論、報章雜誌報導，以

及企業報告、簡介等進行次級資料分析，與前述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之內容分析資料進行交

叉比對及驗證。 

資料回收之後，將訪談結果整理成逐字稿，結合實地考察紀錄，採內容分析法為本研究資

料分析方法。分析單位是以與研究主題商業模式有關的「字」、「句」、「事件」等為主要進行

分析時所需的單位。將合適類別的資料放置在先前文獻之九大商業模式構面類別中，不合適

的資料則進行調整或增加新類別，來完整資料分析架構。其信度檢定，邀請三位專家學者(密

室經歷均超過 5 年)擔任評判人 (judges)A、B、C，由 Judge A、B 進行分析單位的內容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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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ization)與構面命名，並於兩週後重複一次此動作，進行評分者內信度(intrajudge 

reliability)檢測。再請 Judge C 將分析單位重新歸入 Judge A、B 已分好之構面中，確認其分析

單位之歸類與 Judge A、B 間之準確性，為評分者間信度(interjudge reliability)。研究結果 Judge 

A、B 共得出 352 個分析單位，兩週後 Judge A、B 重新分類之正確數量為 312 個分析單位，

有 40 個單位分類錯誤，其評分者內信度為 88.6%，又 Judge C 將分析單位重新分入 Judge A、

B 已分好之構面中，共分類正確共 326 個分析單位，分類不同的則有 26 個，根據學者 Kassarjian 

(1977)的研究指出，信度值須在 80%以上才可將萃取出的資訊用來進行進一步的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信度值均高於 80%以上，為合宜之範圍，可進行研究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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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果 

產業生命週期 

研究結果顯示，多數業者均認為目前美國、日本、台灣、中國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處於

成長期即將進入成熟期的階段，到目前為止的營收總體均處於逐年上升的狀態，除了競爭的

部分因產業特性的緣故，大部分密室逃脫遊戲單次遊戲後即不會再重複遊戲，各家業者為了

保持玩家對密室逃脫遊戲的熱度，會推薦玩家去玩不同公司的優質遊戲，確保自己公司再出

新遊戲時，玩家仍然對密室逃脫遊戲有興趣，故同業即使進入成長期仍為合作大於競爭的關

係。又多數業者於口述時均對於產業的未來普遍抱有樂觀的看法。  

「我們最開始開店的時候，覺得這個生意做五年十年好像就蠻長的了，但現

在覺得好像還可以再做更長時間，因為現在已經五年了，來的客人也沒有減

少。」(受訪者 CI) 

「營業額這兩年是成長的，但中間起起伏伏也是有的，但整題而言是成長

的。」(受訪者 JA) 

「從最早開始十個人裡面可能只有一個人聽過密室逃脫，要 30 人左右才會問

到一個有玩過的人，一直發展到現在，現在十個人裡面有聽過密室逃脫遊戲

的人在主要客群 18-35 歲之間，會有一半以上都有聽過這個類型的遊戲，實

際玩過的人十個人中會有 1-2 位，產業一直持續在成長中，也還有很大的待

開發空間，所以以我們的數據評估分析，目前產業應該還在成長期還沒進入

成熟期，但已逐漸接近交界。」(受訪者 TM) 

商業模式 

本研究訪談結果整合美國、日本、台灣、中國產業現狀，根據 Osterwalder and Pigneur 

(2010)之商業模式架構，歸納出目前全球密室逃脫商業模式之現況：其中價值主張部分歸納

出七個種類、關鍵合作夥伴七類、關鍵活動總共 11 類、關鍵資源得出四個種類、顧客關係

主要有七種、通路八種、目標客層分為 14 種、成本結構七種以及收益流主要分為三種。將

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商業模式整理如下圖，以下詳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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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實境密室逃脫商業模式 

一、 價值主張 

價值主張共歸納為原創、成就感、開心歡笑、生活中的悸動沉浸(體驗故事)、實體遊戲

的真實互動、跳脫現實的電影感受、企業團隊建立(B2B Team building)七種。 

對於大多數的密室逃脫業者來說，遊戲體驗能夠帶給客人成就感及開心歡笑是各國業者

共同重視的價值，業者們均著重玩家在遊戲中的體驗感，希望玩家在遊戲中能夠沈浸在不同

於日常生活的情境中，扮演自己平常無法扮演的角色，如讓自己成為逃獄的罪犯或是頂尖的

間諜。 

「我們對他的想法就是，我們想把這個場景打造成你真的被關在一間密室

裡，你必須想辦法逃出來的一個環境然後讓用戶來玩的時候覺得很開心，然

後獲得成就感，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受訪者 CX-1-5-1) 

「密室逃脫對我來說，大概是能讓大人像孩子一般玩樂的地方，這是在其他

店裡面看不到的，我想這種快樂是很珍貴的幸福。」(受訪者 JN-1-6-2) 

「我們不會真的遊戲時間到就趕他出來，我們寧願讓客人多玩一會兒無所

謂，客人開心最重要。」(受訪者 JA-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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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業者相較於其他國家業者更著重故事性，在遊戲設計上十分重視故事的呈現，

希望玩家玩遊戲的過程中能體驗一個完整的故事內容。 

「故事會是整個密室逃脫遊戲最精華的部分，要讓客人玩遊戲像看了一場電

影一樣。」(受訪者 JC-1-4-1) 

美國更著重於聲光及投影技術帶來的效果，超脫一般現實生活如魔法、科幻或靈異的呈

現所帶給客人的驚豔滿足，中國業者近期則逐漸流行加入真人演員元素之沉浸式密室，日本

則是依靠想像力來達成跳脫現實的體驗。 

「有真人角色的調研出來的結果玩家會覺得不錯想買票進去玩，真人角色挺

買單的還有換裝，我們這兩塊都會補進去做。」(受訪者 CX-1-4-1) 

「日本大公司的逃脫遊戲就不太運用電子機關來創造真實感。」(受訪者 JS 

1-4-3) 

在實境遊戲的體驗中，真實互動是其中十分重要的要素，其不同於電玩遊戲或擴增實境

遊戲的關鍵即為此，玩家在遊戲中可真實地觸碰到機關道具及實際處在打造的真實場景中，

業者亦希望玩家於遊戲中可體驗到比現實生活更加精彩有趣的電影故事感，有業者用「互動

式電影」亦有業者使用「沈浸式互動遊戲」來形容密室逃脫遊戲，在密室逃脫遊戲中體驗不

同於現實生活卻又能夠真實觸碰到這些奇幻的場景與道具們，是業者們希望提供給玩家的實

境密室逃脫遊戲體驗中重要的核心價值之一。 

「我們對於場景的專注和真實感的把握，我們需要做到的這個場景，一定要

是你是真的走到這個地方，而不是靠你需要腦補出來在這個地方還有其他

東西，我們不想要有那種感覺，我們想你就完全不懂你就是被朋友帶進來

的，不知道今天要幹嘛，但你進來之後你會進入這個場景。」(受訪者 CX 

1-5-2) 

「我們主打的賣點是科技的玩具，應該說，我們的核心是在做一個互動式的

電影。那互動式的電影，其實玩家他們想要看到的是，動作片、爽片，因

為這兩個才是最多人看的電影類型。可是能夠有口碑被宣傳出去的，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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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故事劇情結構，比較不會說是男主角很帥，或是動作劇情很華麗就

被廣為宣傳。被廣為宣傳的是這個故事的內容覺得是非常有趣的，才會去

叫朋友去看。所以我們的核心是故事，可是我們真正呈現給玩家的手段是

我們的場景跟一些新奇的玩法，讓他覺得爽。」(受訪者 TE 1-6-1) 

 

二、 關鍵合作夥伴 

關鍵合作夥伴經歸納後共有七種，分別為設計、硬體供應商、投資人、加盟主、通路

平台、同業、IP (智慧財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異業合作。 

多數密室業者均擁有自行設計與機關謎題硬體建置的技能，但仍有部分需要仰賴其他專

業團隊如建築水電、木工等的合作完成。因台灣、中國、美國均較偏向機關類型的密室發

展，故關鍵合作夥伴中會有配合之機電工程師，中國甚至已發展出專門的密室機關工作室，

其本身不經營密室，是以幫密室業者建置密室及製作密室內部機關為業務內容，部分台灣業

者也會跟中國廠商進行機關道具的訂購，美國除了機關之外亦有場景等專業廠商提供相關服

務(如下圖 8)。 

「大型的工程像是隔間水電等等的，地板天花板，都會請外包的廠商做，然

後場景的大型的感覺的佈置，有時候會自己做，有時候會請外面有一些像是

舞台設計的人員，或電影設計的人員來進行作繪畫。」(受訪者 TE-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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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美國場景、道具機關廠商展示圖 

而此一部分日本與其他國家的發展較不相同，因日本人偏愛字謎類型的紙本解謎，故其

對於紙本謎題的需求量遠大於機關，因而發展出約聘的謎題設計師有別於其他國家的機關

師，日本謎題設計師不專職於一間密室逃脫遊戲公司，可同時受聘多間公司或用專案合作的

方式協助設計謎題，為密室逃脫產業發展中十分特殊的獨特現象。 

「以解謎遊戲來說，紙上的方式還是主流，龍頭公司的企業模式是成功的，

因此這樣的方式目前還會被繼續複製，且快速複製還可以跟 IP合作，只要

改變一些內容即可。」(受訪者 JC-2-1-4) 

「有 20個契約社員謎題設計師，只要簽約不用管養老，大部份是年約，像

約聘人員這樣，這樣的約聘密室謎題設計人員會去各公司接案。」(受訪者

JC-2-1-4) 

不同於其他產業，在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中「同業」也是重要的關鍵合作夥伴，因多數密

室逃脫業者所擁有的密室數量有限，又密室遊戲於一般情況下玩過一次知道所有謎題解法後

即不會重複遊玩，且各家業者所設計的遊戲均有其獨特性，不具有排他性，玩家不會因為玩

了某間密室之後就不玩另一間。有鑑於此，密室逃脫業者們為了讓玩家保持對密室逃脫遊戲

的熱度，不會吝嗇互相推薦其他同業好玩的遊戲，均以共同增加整體產業的體驗者為目標。 

「我們在日本經營的這幾家密室，我們覺得並不是競爭對手，我們一起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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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產業做得更好，這個產業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沒有競爭，都是新客人，讓更

多的人知道這個遊戲，就是更多人來玩嘛。」(受訪者 JA-2-6-2) 

「這個產業的確大家是互相合作的關係大於競爭關係，同一個城市的業者我

們都會去玩對方的遊戲，也對推薦客人去玩其他業者的遊戲。」(受訪者 AE-

2-6-3) 

 IP合作係指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品牌的結合，如遊戲、電視電影、小說等，各國實境

密室逃脫業者均有與智慧財產權對象進行合作，為目前主流的合作型態之一，其中以日本與

IP合作之情況最為盛行，日本動漫及遊戲產業發達，其與密室逃脫的結合成功協助密室產

業持續推進與擴展，日本目前已發展出在遊樂園中推出 IP合作型態之密室逃脫遊戲，如大

阪環球影城與知名動畫名偵探柯南合作之實境密室逃脫遊戲，但日本目前之 IP合作主要由

密室龍頭公司所壟斷，該領導品牌於 IP合作上呈現獨佔的狀態，其他國家之 IP合作雖無日

本發達但穩定增加中，分散較為平均，目前未出現壟斷市場的情形。 

「我們公司目前已推出四款跟 IP合作的密室遊戲，應該是台灣目前最多

的，未來這也依然是會持續開發的一塊。」(受訪者 TM-2-7-1) 

「我們日本目前有名的 IP大多都是和龍頭公司合作了，不太會來找我們這

樣規模較小的公司，但以前曾經和電影合作過，是一部同名電影，就合作

了。」(受訪者 JA-2-7-3) 

異業合作部分為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優勢，密室逃脫遊戲變化性高且調整性也高，與不

同場地及不同場業型態均可結合，場地方面目前台灣及日本業者的合作場地較多元，如遊樂

園、飯店、遊輪、咖啡廳、觀光景區等皆有合作，而合作可開發密室遊戲之對象除動漫及電

玩遊戲廠商之外，亦有布袋戲、電視節目等合作夥伴，合作類型多元且充滿彈性，並可與結

合廠商共同行銷，達到互利互惠的雙贏局面。 

「我們目前的大型實境遊戲有跟飯店、遊輪、文化園區等場地合作，這部分

的異業結合幫我們帶來蠻多行銷資源的，因為他們都有經營媒體關係，活動

開始時都會邀媒體記者來採訪。」(受訪者 TM-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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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結合的邀約是真的蠻多的，之前有很多飯店跟百貨商場來跟我們洽

談，希望可以在他們場館裡面增加密室逃脫的設施，來吸引客人。」(受訪

者 TM-2-8-1) 

三、 關鍵活動 

本研究歸納得出，實境密室逃脫產業之關鍵活動共主要有下列 11項，開發產品-設計、

開發產品-實作、營運產品、拓展規模 (直營)、主題更新、加盟、訓練員工、市場調查、異

業合作、IP合作、聯合行銷(同業/異業)。 

開發產品及營運商品為實境密室逃脫最核心之關鍵活動，開發商品主要又分為開發產品

-設計及開發產品-實作兩個部分，於密室逃脫遊戲的製作中業者會先進行遊戲主題的確認，

遊戲內容的設計，決定想要的謎題與機關型態後，將所想的謎題與機關實體化，因並無任何

課程或教學可供業者學習，故密室逃脫業者的實作多為自行摸索與研發，藉由自身的創意與

由其他產業找尋來的靈感，進行遊戲的開發與實作。 

「我們把密室逃脫整個產業理解為電影和電影院的結合，因為我們不可能只

做密室逃脫設計讓別人來買單，也不會有人買單，我們也沒有辦法只開店又

不做設計，所以我們這家公司相對於製作拍電影的事情，也做造電影院的事

情。」(受訪者 CX-3-2-2) 

「密室逃脫是一種把夢想無中生有的產業，大學不會有密室逃脫遊戲這個系

所，現在的遊戲系也都是以電玩遊戲為主，所以所有的開發我們都必須自己

摸索，要怎麼做出酷炫的感覺，機關要怎麼呈現才能達到想要的效果，都是

我們不斷嘗試的結果。」(受訪者 TM-3-2-1) 

而各國業者在開發產品上因民族風情的不同，於設計與實作時所著重的部分也有所不

同，美國在密室遊戲的設計上十分著重聲光效果反饋，喜歡電影式的呈現手法。 

「人們不想要真實，人們想要好萊塢。」(受訪者 AH-3-1-11) 

日本除密室逃脫場館外，期間限定活動式(event)實境解謎亦發展良好，日本玩家對於

遊戲中機關的需求相較其他國家為低，他們喜愛紙本謎題本身的變化及有趣，因紙本謎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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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上所花費之時間金錢及場地等限制較少，故日本以短期活動式的型態不斷推出新遊戲，

在遊戲的產出量上遠高於其他國家，如日本龍頭領導品牌一年會出到 120款左右的遊戲，因

此才會發展出於關鍵合作夥伴部分所提及之謎題設計師，以滿足活動所需謎題之需求量。 

「玩家對於一般的解謎遊戲就覺得很好玩了，所以對於密室的需求不高，有

沒有機關，他們其實沒有那麼在意。」(受訪者 JC-3-2-5) 

「以現在來說桌上型的解謎遊戲還是受歡迎的，就像祭典一樣，可能每週都

會有新的紙本遊戲，對於大家來說還是有趣的，還是會是主流。」(受訪者

JS-3-1-5)  

「日本還是以 event方式居多，這樣的方式，有助於日本人對於這個活動維

持新鮮感，會繼續願意參加這個活動。」(受訪者 JC-3-1-6)  

圖 10 日本紙本式謎題呈現 

中國的遊戲設計及實作部分，因國土幅員廣大，因此特別考量了密室逃脫遊戲搬移至其

他城市的可行性，於設計時針對密室的可拆裝及重複架設做了相關的規劃。 

「大部分道具都是可以拆的，而且我們做的自動化裝置都是做插線的，就是即插即

拔的，我要在別的地方用我就把線拔了，螺絲拔了，就可以到別的地方安裝，剛剛

樓上看到的其實有一個房間我都是可以拆走的，我們專門做了很多這樣的結構。」

(受訪者 CX-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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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密室的主題更新與否均會仰賴數據的分析，市場調查協助密室業者進行密室主

題壽命的評估及行銷資源投放方式的依據。 

「我們後台的數據其實做得還蠻全的，我們能計算的出最好的跟最差的主題

它能持續多久，但最差的時候也不會低於它最高上限的一半，所以我們即使

更新掉它，它也是在當時五成左右的水平就會更新掉它了，不會等到它再掉

得更低。」(受訪者 CX-3-5-2) 

「我們對於我們密室的玩家做了很多數據分析和優化項。」(受訪者 CX-3-

5-3) 

而在加盟方面，台灣、日本目前開放加盟的業者非常稀少，多數都仍為自身經營，中國

早期業者曾經靠加盟的方式進行擴店，但此方式在經營上無法維持加盟店遊戲的品質，部分

加盟店只想短期的獲利，故中國業者近期改以直營店的方式擴展版圖，放慢了加盟型態的擴

展。 

 「大部分早期的店都是加盟店，就是由別人出錢我們幫他造，然後我們收

取加盟費這樣的形式來做的，但是這些店之後都出現一些問題，因為他們沒

有密室研發的能力，就會讓主題比較老化了，然後長時間之後就會人流量越

來越低，但是因為我們品牌有些效應，包括早期會有一些紅利，所以會導致

他們的營業額在前期會比較高，所以快速就回本了，然後回本之後他們就不

希望再投入，所以現在這些店陸續都有一些關掉了。」(受訪者 CX-3-4-2) 

加盟型態於美國發展較成功，於美國最大的兩家由俄羅斯人創立之密室業者均以加盟的

方式經營，其加盟型態特殊之處在於，該品牌除了可以以投入資金的方式加盟，讓該團隊協

助建造密室，更多的加盟是小型密室業者帶著自己原有的密室遊戲，讓該品牌審核是否通過

標準後，原業者店面及遊戲即可納入該品牌中，成為該品牌的其中一間分店，進行共同行銷

與宣傳，目前在美國經營十分成功。 

「對，這間密室是我自己設計建造，然後我帶店加盟了俄羅斯品牌，他們會

有審核的機制評估你是否可以加入，確認加入後就協助更換店名，然後在共

同的官網上曝光，比單打獨鬥的行銷有效很多，加盟他們也不會管太多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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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置，主要還是以我們設計為主，有幫助的部分是行銷的方面。」(受訪

者 AO-3-6-4) 

 

四、 關鍵資源 

關鍵資源部分共分為設計製作人才、營運人力、設備、地四大類，大部分業者本身均

具備設計及製作密室的能力，於創業初期多為自己動手做居多，隨著規模逐漸地擴大，才會

招募遊戲設計師及機關人員，以增加遊戲的生產速度。雖分類上將設計製作人才與營運人力

列為兩大關鍵資源，但因密室逃脫產業規模及型態特殊的關係，單一員工並無法單存只處理

單向的業務內容，需為通才多頭式的培養，才會符合密室需求的效益。 

「總共有 30 個正社員，有 4-5個專職設計師，此外，還有 20個契約社員設計

師。」(受訪者 JC-4-1-4) 

「我們總共有正職三人，大家都會參與設計和機關製作。」(受訪者 JA-4-1-5) 

「以目前現況來看，密室還是比較需要通才型的員工，我們現階段業務量還無

法像一般大公司一樣進來只需要處理一種類型的業務，所以我們現在的美術設

計是兼一個館的館長。」(受訪者 JA-4-1-2) 

又隨著直營店的拓展，在各館設立店長可有效提升密室逃脫遊戲現場服務品質，及藉

由設立店長提高服務現場的人員管理。 

「其實更重要的還是店鋪內本身的運營和人吧，他們給人的感覺好，口碑

才傳的出去，所以我們自己也有一些明星店長，就長得非常帥能力非常強

的店長，他們在哪一家店哪一家店的生意就會特別好，他們在全國會有一

些巡迴不同時間讓他們管不同的店，每過三個月或是半年換一個城市做店

長，這樣我們全點的營業額都會比較高一點。」(受訪者 CX -4-1-3) 

 

五、 顧客關係 

本研究依據調查訪談結果，將顧客關係主要分為下列七類：口碑、網路社群 S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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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電話、品牌忠誠、優惠方案、行銷活動，來開發或維持客戶群。 

口碑及網路社群是最大宗維持顧客關係的管道，電話與 Mail 管道相對頻率較低。口碑

效應除了體現在客人會介紹親友前來遊玩，網路上的口碑效應亦是重要的推廣依據，如大眾

點評、tripadvisor 等評論網站，google map、微博評價及部落格玩家的玩後心得等，都是重

要的管道，FACEBOOK 粉絲頁亦是大多數密室業者會選擇經營的平台。 

「大多是靠口碑推廣的，其他發傳單之類的其實不常，大多是靠口碑讓大家

知道的，我們不太自主宣傳。」(受訪者 TR-5-1-1) 

「目前沒有 line方面的聯絡，我們統一在 facebook粉絲團上面回覆。」(受

訪者 TM -5-2-1) 

「行銷的部分，我們自己在 facebook 有打廣告，合作銷售平台他們也有打廣

告。」(受訪者 TS -5-2-2) 

「我們大部分是大眾點評。他有點像是介紹哪裡有好玩的 app，會去評論說

這間店裡好不好玩這樣子，也會在淘寶上面賣票，大概就是分散這幾個點，

然後官網就用微博來累積評價。」(受訪者 TS -5-2-4) 

「會留下電話和 mail 以便往後聯繫，但一年大概就寄 2 次 email，告知有新

遊戲要上市，其他都不會有。」(受訪者 JN -5-4-1) 

「我們所有的購票和之後的 CIM 行為都是在微信上，所以我會留下他們的用

戶訊息，所以他到現場來的時候我會讓他掃你們的問卷，有時候提前購票的

時候就開始了，就是說我們微信共用平台然後點擊進去之後，你可以在裡面

購票，然後在這裡可以選日期，前提是你必須要註冊，註冊之後我們就可以

跟您保持聯繫，裡面會有一些活動的介紹，在玩之前可能可以先了解一下，

還有你通關之後我們會給你拍張照片。」(受訪者 CG -5-2-5) 

行銷活動亦有針對密室逃脫客群，進行的促銷推廣活動。 

「有瘋密卡，蜂蜜卡的話就是玩家來可以打八折，在這一群密室中可以打八

折。」(受訪者 CG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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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通路 

實境密室逃脫的通路歸納主要有下面八種：店內現場、Offline 行銷、第三方售票渠

道、網路社群 SNS、網路 online search、官網、B2B 顧客場地、百貨公司設店。 

在銷售通路方面，台灣、中國多與銷售平台合作，日本、美國則多為官網自行販售，

各國均會經營第三方評論或搜尋引擎的搜尋，來進行導客，於各國 Online通路的販售均比

offline通路發達，大部分電話預約加現場客源的比例不超過 3 成。 

「賣票基本上是自己的官網，其他有一些完全預約制的網站也有合作，當他們

有預約的時候就給他們一些手續費，然後預約客人來玩，目前合作的系統大約

3個。」(受訪者 JI -6-6-2) 

「密室逃脫在上海的市場已經相對成熟了，可能覆蓋到的人群上海總人口 4200

萬人大概覆蓋到 1200萬人左右了，這是人群他是合作口碑傳播的，會給大眾

點評有一個自然的流量，自然的流量他在搜尋的時候一定會搜到我們。因為我

們排在很前面，所以我們在點評上會投入一些小小的廣告就 OK。」(受訪者 CM 

-6-5-1) 

七、 目標客群 

目標客群主要分類為下面 14 種：新客人、資深玩家、少人團體、大團體、30-40 歲上

班族、學生、女性(24-35 歲) 、角色扮演愛好者、推理愛好者、解謎愛好者、企業客、時間

季節性、跨國客、親子客。 

雖本研究標的之四個國家密室逃脫產業均以 5年以上，但新手客的比例仍然十分高，

也顯示出此產業仍有很大的空間進行產業的擴展與客群的開發。而多數密室均以一般大眾為

推廣目標，因為遊戲的難度也須不斷調整符合普羅大眾的口味。 

「在日本這所有來玩的機關密室的人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新客

人，這個遊戲淘汰的程度比不上新客人增加的程度。」(受訪者 JA-7-1-2) 

「對於來我們店的玩家大部分都不是密室核心玩家有 30%左右的用戶都是

第一次來，有 60%到 70%的用戶只玩過我們的密室沒玩過其他密室。」(受

訪者 CX-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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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客群以女性、20-35歲、上班族客群的比例較高。主要原因應為密室逃脫遊戲為單

價相對較高之娛樂消費(對比電影、桌遊、唱歌等其他休閒)。 

「我覺得這個市場還沒有開發完，這個客群 25~35歲還沒開發完，中短期

的目標就是會往這個客群繼續擴大。」(受訪者 TS-7-5-1) 

「日本會有很多工作的人，四十幾歲三十幾歲的上班族，日本的適齡人群

很大，這是給我最特別的感覺。」(受訪者 JA-7-5-2) 

企業客在各密室中的客人比例亦佔了一~三成，也是個密室業者未來希望可以繼續開發

的市場。 

「當然中小企業很多沒錯，但大企業的 team building也佔有一部分，在

寫收據的時候就會發現。」(受訪者 TW-7-11-1) 

除了一般大眾之外的特殊客群，目前已中國開始鎖定中高端客群，推出更精緻但高單價

之遊戲；因此次訪談主要業者均位於各國的主要觀光都市，所以各業者十分重視國際客的行

銷，會將謎題多國語言化，尤其是日本的多國語言或不需文字亦可解謎的類型遊戲已開發地

十分成熟。 

「我們的目標是中高端的客人，未來要做一款一千塊人民幣一個人的遊

戲，咱們一級城市三四千萬人，我只要拉到百分之 7-8 的高端客人來玩，

我就可以七八年不換遊戲了。」(受訪者 CX-7-14-1) 

「我們的謎題也是做成可以英文為主，中文翻譯成英文的感覺來做的。因

為上海是個多元化的城市各式各樣的人都會有所以我們也是在 1-2 年之後

做出這樣的產品，獲得了外國人更好的口碑。」(受訪者 CM-7-14-1) 

八、 成本結構  

無論在哪一國，人事與房租成本均為成本比例最高之項目，大多又以人事為最高。 

「一個月主要支出的成本會是房租、水電、人事，還有譬如說稅收啊、售票

平台的佣金啊什麼的，房租跟人事會是主要的來。」(受訪者 TM-8-3-1) 

「我們這邊的房租一層樓要十七萬日幣，十八萬多加消費稅。」(受訪者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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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不過人事還是最大宗，人事還是比房租貴一點點，人事跟房租大約都百分

之 40，剩下百分之 20 才是行銷啊廣告等。」(受訪者 JA-8-3-3) 

「開銷最大的還是人事的部分，人事會比房租更重一些，目前大概會到 7:3

的程度。」(受訪者 JA-8-4-2) 

異業合作部分，目前各密室業者最希望的合作方式為 IP合作，而 IP合作部分早先主要

為利益交換或授權金的方式，但日本業者與 IP合作行之有年，目前已發展至加入 IP籌備

會，直接投資該 IP成為股東或委員，來增加合作時的主導性。 

「日本公司跟 ip合作主要以付授權金為主的方式，算銷售金額的 20%，現在

為了減少互授權金，他們的做法會是公司一開始就付錢參加動畫節目製作委

員會，有點像是你就是這個動畫股東，就可以不用另外付授權金。」(受訪者

JS-8-5-2) 

九、 收益流  

B2C 零售、B2B 買斷、週邊/業外為三個主要收益來源，其中 B2C 零售即場館門票收入

為最主要之收入來源。 

「應該有八九成，基本上全部都靠直營場館，我們沒有接太多外面的活動，

偶爾才一兩次。」(受訪者 TS-9-1-1) 

而 B2B 買斷即企業客的比例通常在兩成以下，除部分公司因有開發企業活動型態，比

例才會相對高一些。 

 「我們公司因為有三款大型實境遊戲，專門給企業客的，一次可消化百人以

上，所以企業客佔我們年度總營收的比例有到三成左右。」(受訪者 TM-9-2-1) 

「我們之前是做戶外教育訓練的公司，後來發現這種新型的活動，覺得是有商

機的， 所以我們有一半以上的收入來源是企業客人。」(受訪者 AE-9-2-3) 

若企業單純帶至直營館消費，非特殊形態的服務提供，業者仍會算在直營店的營收中。 

「企業案的話多以 Team Building 為主，但由於有些是電話預約，有些是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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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預約的，占比有多少不是很好判斷，但每個月大概有 3-5 件，會直接帶到

店裡來玩。」(受訪者 AE-9-1-3) 

複合式經營以日本經營最為普及，多結合餐飲(輕食)、週邊商品，亦有提供桌遊等設施

供玩家使用，也設計了不用進入密室亦可遊玩之紙上解謎，為日本發展較優良的形式。 

「我們這邊外面等待區提供座位與食物，飲料是無限暢飲的，食物則需要

額外付費。」(受訪者 AE-9-3-1) 

「除了密室遊戲之外，我們也有大廳空間會接狼人殺或桌游派對，之前也

有來這辦 party 包場的客人。」(受訪者 AE-9-3-2) 

圖 11 日本複合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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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首次橫跨四國，用全面性的角度探討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商業模式實屬不易，且

將原先密室逃脫相關研究由對玩家、對遊戲設計的研究，擴大到對全球性產業的商業模式脈

絡了解，根據本研究結果，以下結論與建議針對產業與學術部分貢獻、建議與後續研究方向

進行論述。 

產業與學術 

經目前研究結果得出，全球密室逃脫產業商業模式整體脈絡相似，惟因受各國文化不

同，在發展上呈現獨特的風貌各有所長，各國密室業者若能參考他國模式中之優勢，必能使

整體產業更加提升。 

成本控制與 IP合作 

美國以影音技術的運用取代高成本的人力，呈現出高質感的聲光效果，在人員薪資不斷

成長的台灣是值得學習的呈現方式。日本短期事件紙本型態成本較低但仍深受喜愛，除了日

本人對紙本謎題本身的喜好外，其於紙本謎題上的巧思及與 IP合作的蓬勃發展亦為其

event型活動仍可持續發展順利的原因。台灣業者目前亦開始發展 IP合作模式，未來應可

參考日本 IP合作方式，除入股 IP團隊取代授權金的形式可減低成本增加主控性之外，亦可

以 event式活動藉由 IP的知名度快速累積人氣與收入，學習紙本謎題有趣的巧思帶入實體

道具中，並可與大型場館如遊樂園、體育館等尋求合作機會，增加新型態的遊戲類型、合作

型態及商業模式。 

新型加盟與聯合行銷 

中國密室對於密室遊戲設計的可拆裝及重複架設方面的設計應是其他國家密室可以學習

的方向，對於產業未來展店及開放加盟都十分有利。而由俄羅斯業者帶入美國之獨特加盟模

式(帶店帶遊戲的加盟方式)，對於只有單一遊戲的工作室十分有參考價值，品牌加盟聯合行

銷對於行銷成本的有效運用可達到較大化，是較小型規模工作室可考慮的一種型態，即小品

牌們統一由單一品牌來進行行銷，目前於台灣業者 Enterspace即採用了類似的方式，將三

家工作室（神不在場、智慧獵人、帽子烤）的遊戲及品牌以 Enterspace 為聯合品牌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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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行銷及售票，且該三家業者將遊戲建造於同一場館中，藉由場地與人力資源的共用，

來達到共同開源節流的效果。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是以加盟形式進行，即原品牌名稱於加盟後

直接換為加盟後品牌名稱，原品牌即不復存在，而台灣的方式目前仍保持原品牌名稱，只是

多了一聯合品牌名稱，但原品牌在其他縣市仍維持使用原名稱。美國之品牌加盟成功模式係

由俄羅斯業者引進，又本次訪談中各國業者均提到俄羅斯密室逃脫產業的蓬勃發展，未來應

可安排前往俄羅斯進行實地調查。 

複合經營與異業結合 

目前日本主要的大型業者均開始發展複合式包含簡單輕食餐飲及販售週邊商品等複合式

經營，亦有結合接待區進行集會式活動服務，台灣業者現階段較少業者以複合式的方式進行

場館的經營。未來若需要進行複合式開發，勢必需要預留額外的空間給密室外接待或等候

區，日本於此種型態經營會將等待區進行場地利用最大化，如接待區除了等待功能亦設計發

放式解謎包、桌上型解謎、可用餐桌椅、或包場集會服務等，使密室以外的空間亦能以更多

元的方式增加營收，才能最有效利用複合式經營將收益增加。 

而異業結合型態能與不同產業共同行銷來拓展不同客群與更多客源，亦可增加密室產業

商業模式的豐富度，分散收益風險，讓密室逃脫產業的營收來源不要過度集中在門票收益

上，有助於產業的多元發展。中國的真人演員沉浸式密室與劇場人員之結合，亦是成功的結

合成功案例，也因此相較於其他國家，部分中國龍頭業者藉由角色演員及華麗的場景，來提

升密室整體質感，進而拉高客單價，主打中高端的客戶。台灣業者雖無法仿效中國業者投入

大量角色 NPC，但適度地將原有的密室小天使賦予角色，使之更融入密室故事中，進而提升

密室質感與感受，是台灣業者可學習之處。 

台灣業者可從各國經驗中尋找台灣未來的經營方向參考，藉由各國密室逃脫產業的商業

模式分享，可為產業整體開拓經營方向與多元發展及各層面的品質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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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台灣密室逃脫產業未來方向參考 

因本研究於樣本國家挑選上，選擇了實境密室逃脫遊戲發展較具代表性的四個國家美

國、日本、台灣、中國，得到之研究結果實境密室逃脫產業均處於成長期即將進入成熟期的

階段，此四個國家為目前產業發展具有指標意義之領先國家們，因此推論實境密室逃脫產業

目前之整體發展現況，整體已到成長期尾聲，即將落入成熟期，然若希望能完整架構實境密

室逃脫產業之產業生命週期，則需再進一步了解導入期及成長前期國家之商業模式現況，故

未來應可再增加偏向導入期或成長前期之國家如泰國、新加坡等國家進行調查，可更加了解

密室逃脫產業在不同階段的商業模式。 

本研究為多國商業模式建構架構出完整建立流程，未來可將此研究模式及研究流程推展

至其他新興產業 (如 VR、電競、都會型 SPA 等)，藉由對全球商業模式的了解，及不同國家

之產業發展現況的評估，可幫助新興產業訂定及穩定產業方向，使台灣新興產業更加蓬勃發

展與長久經營。 

 

 



37 
 

參考文獻 

911 密室真人版（2015）。我國真人密室逃脫遊戲發展狀況與前景分析  (2015 年)。取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4c0e5670102voma.html [2016, Dec 7]。 

Miss GAME 密室逃脫（2016）。Miss GAME 密室逃脫年度企業報告。未出版之原

始資料。  

何沛霖（2016）。紅毛港文化園區推出「AR 解謎逃脫實境遊戲」。NOWnews 今日新聞。取

自 http://www.nownews.com/n/2016/07/12/2166404 

何明豐、林博文（2015）。移地邏輯：進入新興市場的商業模式演進。中山管理評論，23(1)，

91-135。 

李振勇（2009）。商道邏輯︰成功商業模式設計指南。中國：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 

沈 熙 傑 （ 2016 ） 。 柯 南 主 題 密 室 遊 戲  USJ 限 期 上 線 。 大 紀 元 。 取 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1/18/n8505663.htm 

柳楊（2014）。專家點評【超級密室：成人迪士尼樂園，俞越】。浙商，6，84-88。 

張 勝 榮 、 金 高 峰 （ 2008 ）。 新 興 產 業 的 競 爭 戰 略 ， 特 區 經 濟 ， 5 。 取 自

https://read01.com/7zKL7P.html 

莫眲（2014）。密室設計師：”玩”出來的新職業。職業，31，12-13。 

許智雄、李宣（2015）。獨/年產值逾 2 億！瘋密室逃脫 台大工程師棄百萬年薪創業。三立新

聞。取自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0383 

陳威廷（ 2013 ）。蘋果調查：破關紓壓 10 萬人夯密室逃脫。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015/35364149/ 

陳素燕、劉修祥（2010）。網路旅行社商業模式之個案研究－以易遊網為例。休閒暨觀光產業

研究，5(1&2)，90-99。 

黃孝璋、李晶（2015）。以方法目的鏈理論探討實境遊戲之體驗與價值。大專體育

學刊，17(2)，109–126。  

http://www.nownews.com/n/2016/07/12/2166404
http://www.epochtimes.com/b5/16/11/18/n8505663.htm
https://read01.com/7zKL7P.html
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100383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015/35364149/


38 
 

楊 智 雯 （ 2014 ） 。 今 夏 遊 樂 園  瘋 解 謎 逃 脫 遊 戲 。 蘋 果 日 報 。 取 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40614/35892516/ 

廖君雅（2015）。密室逃脫真人版 正夯的企業教育訓練 團隊集體闖關 每個人都是福爾摩斯 

財訊雙週刊，471。取自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4061 

劉惟宇（2013）。無間大師。重慶旅遊，8，132-135。 

潘 姿 吟 （ 2015 ） 。 亞洲之光！台灣隊入圍遊戲界奧斯卡獎。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013/710709/  

賴佳昀（2016）。酷！飯店宴會廳變密室逃脫空間 吃飯還可玩闖關遊戲。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805/922170/ 

賴宛琳（2013）。實境密室逃脫上班族紓壓新寵。看雜誌，137，31-35。  

顧 荃 （ 2016 ） 。暑假限定海賊逃脫遊戲  關渡碼頭暑假開航。中央社。取自

http://appweb.cna.com.tw/webm_dev/menu/aall/201607030104.aspx 

Achtenhagen, L., Melin, L., & Nald, L. (2013). Dynamics of business models–Strategizing, critical 

capabilities and activities for sustained value creation. Long Range Planning, 46(6), 427-442. 

Alvarez, E. G., Sintas, J. L., & Martinez, A.S. (2012). Challenges and trends in digital leisure: 

Transformation of dimensions, experiences and the new business models. Arbor-Ciencia 

Pensamiento Y Cultura, 188(754), 395-407. 

Andries, P. & Debackere, K. (2007). Adapt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new businesses: Understand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dependence and industr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9(1-2), 81-

99. 

Bocken, N. M. P., Short, S. W., Rana, P., & Evans, S. (2014). A literature and practice review to 

develop sustainable business model archetyp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65, 42-56. 

Boons, F., & Lüdeke-Freund, F. (2013). Busines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innovation: state-of-the-art 

and steps towards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45, 9-19. 

Chen, W. (2016). What are the best "escape rooms" in San Francisco? Retrieved from 

https://www.quora.com/What-are-the-best-escape-rooms-in-San-Francisco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40614/35892516/
http://www.wealth.com.tw/article_in.aspx?nid=4061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1013/710709/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805/922170/
http://appweb.cna.com.tw/webm_dev/menu/aall/201607030104.aspx
https://www.quora.com/What-are-the-best-escape-rooms-in-San-Francisco


39 
 

Chesbrough, H. (2003).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Chesbrough, H. (2010).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and barriers. Long Range 

Planning, 43(2-3), 354-363. 

Chesbrough, H., & Rosenbloom, R. S. (2002). 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1(3), 529-555. 

Chiang, W. J. & Shyu, M. L. (2016). Key Success Factors in the Business Model of B&B Industry in 

Taiwan. Revista de Cercetare si Interventie Sociala, 53, 89-96. 

Daft, R. L. (2004).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 (8th ed.). Mason, OH: South-Western 

de Chernatony, L., & Riley, L. (1999). Experts’ views about defining services brands and the 

principles of services branding.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46(2), 181-192. 

Decrop, A. (1999). Triangulation in qualitative tourism research. Tourism Management, 20(1), 157-

161. 

Demil, B. & Lecocq, X. (2010). Business Model Evolution: In Search of Dynamic Consistency. Long 

Range Planning, 43 (2), 227-246. 

Dieck, M. C. T., Jung, T., & Han, D. I. (2016). Mapping requirements for the wearable smart glasses 

augmented reality museum applicatio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Technology, 7(3), 

230-253. 

Doganova, L. & Eyquem-Renault, M. (2009). What do business models do?: Innovation devices in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Policy, 38(10), 1559-1570 

Drucker, P. (2005). Managing Onesel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3(1), 100-109. 

Ensley, M. D., Hmieleski, K. M., & Pearce, C. L. (2006). The importance of vertical and shared 

leadership within new venture top management teams: Implications for the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17(3), 217-231 



40 
 

French, S. & Shaw, J. M. (2015). The unbelievably lucrative business of escape rooms. Retrieved 

from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the-weird-new-world-of-escape-room-businesses-

2015-07-20 

George, G. & Bock, A. J. (2011). The Business Model in Practi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5(1), 83-111. 

Guttentag, D. A. (2010). 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tourism. Tourism 

Management,31(5), 637-651. 

Heger, T. & Rohrbeck, R. (2012). Strategic foresight for collaborative exploration of new business 

field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79(5), 819-831. 

Huang, Y. C., Backman, K. F., Backman, S. J., & Chang, L. L. (2016).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Tourism Marketing: An Integrated Research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18(2), 116-128. 

Jawahar, I. M. & McLaughlin, G. L. (2001). Toward a descriptive stakeholder theory: An 

organizational life cycle approach.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6(3), 397-414. 

Jung, T., Chung, N., & Leue, M. C. (2015). The determinants of recommendations to use augmented 

reality technologies: The case of a Korean theme park. Tourism Management, 49, 75-86. 

Kassarjian, H. H. (1977). Content analysis in consumer research.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1), 8-18. 

Kuratko, D. F. & Hodgetts, R. M. (2001). Entrepreneurship: A Contemporary Approach (5th ed). 

Orlando, FL: Harcourt. 

Lincoln, Y., & Guba, E. (1985). A naturalistic inquiry.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Magretta, J. (2002). Why business models matt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3-8, Retrieved from 

http://repository.binus.ac.id/2009-2/content/A0154/A015481231.pdf. 

Osterwalder, A., & Pigneur, Y. (2010).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A Handbook for Visionaries, 

Game Changers, and Challengers.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PIANISSIMO（2016）。頭脳をフル回転させて考えよ！謎解きが楽しめる東京都内のお店 8

選。Retrieved from https://retrip.jp/articles/23972/?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the-weird-new-world-of-escape-room-businesses-2015-07-20
http://www.marketwatch.com/story/the-weird-new-world-of-escape-room-businesses-2015-07-20
http://repository.binus.ac.id/2009-2/content/A0154/A015481231.pdf
https://retrip.jp/articles/23972/


41 
 

Ries, E. (2011). The Lean Startup: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 Random House LLC: Kawasaki. 

Rink, D. R. & Swan, J. E. (1979). Product life cycle research: A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7(3), 219-242. 

Runfola, A., Rosati, M., Guercini, S. (2013). New business models in online hotel distribution: 

emerging private sales versus leading IDS. Service Business, 7(2), 183-205. 

Ryant, E. & Grissler, J. (2013). The Start-up Guide for Opening, Remodeling and Running a 

Successful Beauty Salon. U.S.A: Ready Set Go Publishing. 

SCRAP Entertainment Inc (2016). Real Escape Game. Retrieved from http://realescapegame.com/ 

Sinfield, J. V., Calder, E., McConnell, B., & Colson, S. (2012). How to identify new business model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53(2), 85-90. 

Sinkovics, N., Sinkovics, R. R., & Yamin, M. (2014). The role of social value creation in business 

model formulation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Implications for MN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3(4), 692-707. 

Spinelli, S. & Adams, R. (2012). New Venture Creation: Entrepreneurship for 21th Century (9th ed). 

New York, NY: McGraw-Hill. 

Starcher, B. (2015). Manage your Business Model across the business lifecycl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manage-your-business-model-across-lifecycle-bruce-

starcher?trk=mp-reader-card 

Teece, D. J. (2010). Business Models, Business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Long Range Planning, 43, 

172-194. 

The BreakOut (2016). Escape Game Industry Overview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breakout.eu/en/escape-game-industry-overview-2/ 

Zott, C. & Amit, R. (2010).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 Long Range 

Planning, 43(2-3), 216-226. 

Zott, C., Amit, R., & Massa, L. (2011). The business model: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4), 1019–1042. 

http://realescapegame.com/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manage-your-business-model-across-lifecycle-bruce-starcher?trk=mp-reader-card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manage-your-business-model-across-lifecycle-bruce-starcher?trk=mp-reader-card
https://www.thebreakout.eu/en/escape-game-industry-overview-2/


42 
 

Zott, C., Amit, R., & Massa, L. (2011). The business model: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4), 1019-1042. 



 1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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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博士生計畫助理蕭佳琳，在上海復旦大學旅遊學系吳本博士(Dr.	Ben	Wu)協助下，於 2017

年 12 月前往中國上海進行訪談。	

共邀約五位上海業者進行深度訪談，並實際到其場館參觀且進行實境密室逃脫遊戲體驗。	

研究對象採用滾雪球取樣法	 (snowball	sampling)，以該城市玩家推薦遊戲前十名以內之業者

進行訪談邀約，再請業者推薦其他優秀的業者們，訪談條件為開業時間超過一年，擁有兩

個以上的遊戲主題，訪談對象以企業最高營運主管為主要訪談對象。	

	

表一	上海密室逃脫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代稱	 國家城市	 訪談者職稱	 公司開業時間	

CI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2 年	

CM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2 年	

CX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2 年	

CG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6 年	

CT	 中國上海	 創辦人	 2015 年	

	

二、 研究成果	

中國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處於成長期即將進入成熟期的階段，到目前為止的營收總體均處

於逐年上升的狀態。	

價值主張部分：對於大多數的密室逃脫業者來說，遊戲體驗能夠帶給客人成就感及開心歡

笑是各國業者共同重視的價值，業者們均著重玩家在遊戲中的體驗感。中國業者近期則逐

漸流行加入真人演員元素之沉浸式密室，日本則是依靠想像力來達成跳脫現實的體驗。	

中國較偏向機關類型的密室發展，因而關鍵合作夥伴中會有配合之工程師，中國甚至已發

計畫編號 MOST	 106 – 2410 – H – 003 – 096 – 

計畫名稱 實境密室逃脫全球商業模式研究—美國、日本、中國、台灣產業探索 

出國人員

姓名 蕭佳琳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餐旅管

理研究所博士生 (計畫兼任博班助理) 

出國時間 
2017年 12月 20日 
至 2017年 12月 26
日 

出國地點 
中國北京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研究設施 



 2 

展出專門的密室機關工作室，其本身不經營密室，是以幫密室業者建置密室及製作密室內

部機關為業務內容，部分台灣業者也會跟中國廠商進行機關道具的訂購。	

中國的遊戲設計及實作部分，考量了密室逃脫遊戲搬移至其他城市的可行性，於設計時針

對密式的可拆裝及重複架設做了相關的規劃。	

中國早期業者曾經靠加盟的方式進行擴店，但此方式在經營上無法維持加盟店遊戲的品

質，部分加盟店只想短期的獲利，故中國業者近期改以直營店的方式擴展版圖，放慢了加

盟型態的擴展。	

在銷售通路方面，中國多與銷售平台合作，亦會經營第三方評論或搜尋引擎的搜尋，來進

行導客，Online 通路的販售均比 offline 通路發達，大部分電話預約加現場客源的比例不超過

3成。	

中國密室逃脫產業已有 5年以上，但新手客的比例仍然十分高，也顯示出此產業仍有很大

的空間進行產業的擴展與客群的開發。而多數密室均以一般大眾為推廣目標，因為遊戲的

難度也須不斷調整符合普羅大眾的口味。	

部分中國業者開始鎖定中高端客群，推出更精緻但高單價之遊戲。	

人事與房租成本均為成本比例最高之項目，大多又以人事為最高。	

三、 建議	

中國除上海外，北京已快速竄起，成為全球最多實境密室逃脫遊戲的城市，位來應可增加

北京作為中國實境密室逃脫產業的代表城市，以更了解中國的業界型態。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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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博士生計畫助理蕭佳琳，在日本Hiroshima	University	張峻屹博士(Dr.	Junyi	Zhang)協助下前

往日本東京進行深度訪談。	

共邀約五位東京業者進行深度訪談，並實際到其場館參觀且進行實境密室逃脫遊戲體驗。	

研究對象採用滾雪球取樣法	 (snowball	sampling)，以該城市玩家推薦遊戲前十名以內之業者

進行訪談邀約，再請業者推薦其他優秀的業者們，訪談條件為開業時間超過一年，擁有兩

個以上的遊戲主題，訪談對象以企業最高營運主管為主要訪談對象。唯日本因產業狀況較

為特殊，部分業者為不同業種之大型企業集團經營之子項目(如不動產、電子遊戲品牌)，以

企業最高營運主管為訪談對象無法了解密室產業之情形，故日本業者之訪談對象不限企業

最高營運主管，包含店長與謎題設計師等，訪談業者列表如下：	

	

表一	日本東京密室逃脫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代稱 國家城市 訪談者職稱 公司開業時間 
JI 日本東京 東京店店長 2016年 
JN 日本東京 創辦人 2015年 
JC 日本東京 謎題設計師 2014年 
JS 日本東京 謎題設計師 2008年 
JA 日本東京 創辦人 2015年 

	

二、 研究成果	

日本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處於成長期即將進入成熟期的階段，到目前為止的營收總體均處

於逐年上升的狀態。	

價值主張部分：對於大多數的密室逃脫業者來說，遊戲體驗能夠帶給客人成就感及開心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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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是各國業者共同重視的價值，業者們均著重玩家在遊戲中的體驗感。日本喜愛依靠想像

力來達成跳脫現實的體驗。	

日本與其他國家的發展較不相同，因日本人偏愛字謎類型的紙本解謎，故其對於紙本謎題

的需求量遠大於機關，發展出約聘的謎題設計師，謎題設計師不專職於一間公司，可同時

幫多間公司設計謎題，為密室逃脫產業發展中十分特殊的獨特現象。	

異業合作部分，目前各密室業者最希望的合作方式為 IP 合作，IP 合作係指與智慧財產權相

關之品牌的結合，如遊戲、電視電影、小說等，各國實境密室逃脫業者均有與智慧財產權

對象進行合作，為目前主流的合作型態之一，其中以日本與 IP 合作之情況最為盛行，日本

動漫及遊戲產業發達，其與密室逃脫的結合成功將密室產業持續推進，已發展出在遊樂園

中推出 IP 合作型態之密室逃脫遊戲，如大阪環球影城知名偵探柯南實境密室逃脫遊戲，但

日本也出現 IP 合作由大公司壟斷的情形，日本密室領導品牌於 IP 合作上呈現獨佔的狀態，

其他國家則較為平均分散。	

而各國業者在開發產品上因民族風情的不同，其所著重的部分也有所不同，日本除密室逃

脫場館外，期間限定活動式(event)實境解謎亦發展良好，日本玩家對於遊戲中機關的需求相

較其他國家為低，他們喜愛紙本謎題本身的變化及有趣，因紙本謎題在製作上所花費之時

間金錢及場地等限制較少，故日本以短期活動式的型態不斷推出新遊戲，在遊戲的產出量

上遠高於其他國家，如日本龍頭領導品牌一年會出到 120 款左右的遊戲，因此才會發展出於

關鍵合作夥伴部分所提及之謎題設計師，已滿足活動所需謎題之需求量。	

在銷售通路方面，日本多為官網自行販售，各國均會經營第三方評論或搜尋引擎的搜尋，

來進行導客，於各國Online 通路的販售均比 offline 通路發達，大部分電話預約加現場客源

的比例不超過 3成。	

密室客群以女性、20-35 歲、上班族客群的比例較高。主要原因應為密室逃脫遊戲為單價相

對較高之娛樂消費(對比電影、桌遊、唱歌等其他休閒)。	

業者十分重視國際客的行銷，會將謎題多國語言化，尤其是日本的多國語言或不需文字亦

可解謎的類型遊戲已開發地十分成熟。	

複合式經營以日本經營最為普及，多結合餐飲(輕食)、週邊商品，亦有提供桌遊等設施供玩

家使用，也設計了不用進入密室亦可遊玩之紙上解謎，為日本發展較優良的形式。	

人事與房租成本均為成本比例最高之項目，大多又以人事為最高。	

三、 建議	

日本大型企業子公司訪談不易，因而本次研究於日本部分的訪談對象對於價值主張及成本

收益流等部分問題多有保留無法回應，未來將繼續努力，期望能夠訪談到該公司實境密室

逃脫遊戲設立的關鍵人物進行訪談。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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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博士生計畫助理蕭佳琳，在University	of	Idaho	Dr.	Chun-Chu	(Bamboo)	Chen	協助下前往美

國洛杉磯進行深度訪談。	

共邀約五位美國業者進行深度訪談，並實際到其場館參觀且進行實境密室逃脫遊戲體驗。	

研究對象採用滾雪球取樣法	 (snowball	sampling)，以該城市玩家推薦遊戲前十名以內之業者

進行訪談邀約，再請業者推薦其他優秀的業者們，訪談條件為開業時間超過一年，擁有兩

個以上的遊戲主題，訪談對象以企業最高營運主管為主要訪談對象，訪談業者如下：	

	

表一	美國洛杉磯密室逃脫受訪者名單	

受訪者代稱 國家城市 訪談者職稱 公司開業時間 
AR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4年 
AH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7年 
AO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5年 
AG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6年 
AE 美國洛杉磯 創辦人 2014年 

	

二、 研究成果	

美國的實境密室逃脫產業處於成長期即將進入成熟期的階段，到目前為止的營收總體均處

於逐年上升的狀態。	

價值主張部分：對於大多數的密室逃脫業者來說，遊戲體驗能夠帶給客人成就感及開心歡

笑是各國業者共同重視的價值，業者們均著重玩家在遊戲中的體驗感。美國更著重於聲光

及投影技術帶來的效果，超脫一般現實生活如魔法、科幻或靈異的呈現所帶給客人的驚豔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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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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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密室業者均擁有自行設計與硬體建置的技能，但仍有部分需要仰賴其他專業團隊如建

築、木工等的合作完成，美國均較偏向機關類型的密室發展，因而關鍵合作夥伴中會有配

合之工程師及場景等專業廠商提供相關服務。	

而各國業者在開發產品上因民族風情的不同，其所著重的部分也有所不同，美國在密室遊

戲的設計上十分著重聲光效果反饋，喜歡電影式的呈現手法。	

加盟型態於美國發展較成功，於美國最大的兩家俄羅斯密室業者均以加盟的方式經營，其

加盟型態特殊之處在於，該品牌除了可以以投入資金的方式加盟，讓該團隊協助建造密室，

更多的加盟是小型密室業者帶著自己原有的密室遊戲，讓該品牌審核是否通過標準後，原

業者店面及遊戲即可納入該品牌中，成為該品牌的其中一間分店，進行共同行銷與宣傳。	

口碑及網路社群是最大宗維持顧客關係的管道，電話與Mail 管道相對頻率較低。口碑效應

除了體現在客人會介紹親友前來遊玩，網路上的口碑效應亦是重要的推廣依據，如

tripadvisor 等評論網站，google	map 及部落格玩家的玩後心得等，都是重要的管道，

FACEBOOK粉絲頁亦是大多數密室業者會選擇經營的平台。	

美國則多為官網自行販售，各國均會經營第三方評論或搜尋引擎的搜尋，來進行導客，於

各國Online 通路的販售均比 offline 通路發達，大部分電話預約加現場客源的比例不超過 3

成。	

密室客群新手客的比例仍然十分高，也顯示出此產業仍有很大的空間進行產業的擴展與客

群的開發。而多數密室均以一般大眾為推廣目標，因為遊戲的難度也須不斷調整符合普羅

大眾的口味。	

建議	

美國的品牌加盟聯合行銷對於行銷成本的有效運用可達到較大化，是較小型規模工作室可

考慮的一種型態，即小品牌們統一由一個大品牌來進行行銷，目前於台灣業者 Enterspace

即採用了類似的方式，將三家工作室的遊戲及品牌以 Enterspace 為聯合品牌名稱來進行行

銷及售票，	不同之處在於美國是以加盟形式進行，即原品牌名稱於加盟後直接換為加盟後

品牌名稱，而台灣的方式目前仍保持原品牌名稱。美國之品牌加盟成功模式係由俄羅斯業

者引進，又本次訪談中各國業者均提到俄羅斯密室逃脫產業的蓬勃發展，未來應可安排前

往俄羅斯進行實地調查。	

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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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   年   月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於 2018年 7月 27日早上註冊 

事先選好五場演講，於此三天中前往聆聽 (收費演講) 

27日晚上參加大會安排之 Nashville密室逃脫之旅，前往兩間當地密室進行體驗。 

Seminar Time: Friday July 28, 2018  10:00am-10:15am  

Location: Room 105B at Music City Center in Nashville, TN. 

二、 與會心得 

是一場學術與實務密切結合的研討會，前往與會的

人員多為密室逃脫從業人員或密室逃脫玩家，除了

精彩的演講內容外，場內並設置廠商參展，可看到

各式各樣的密室相關廠商(道具、機關、場景、桌

上型密室等)  

 

 

計畫編號 MOST 106 – 2410 – H – 003 – 096 – 

計畫名稱 實境密室逃脫全球商業模式研究—美國、日本、中國、台灣產業探索 

出國人員

姓名 蕭佳琳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與休閒餐旅

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計畫兼任博班

助理) 

會議時間 2018 年 7 月 15 日至

2018 年 8 月 1 日 出國地點 美國田納西 

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TransWorld's Room Escape Conference & Tour 2018 

發表題目 

(中文) 

(英文) Real Life Escape Game Industry Exploration: Business Model at 

Different Life Cycle Stages of cities in Asia (Tokyo, Beijing, Shanghai,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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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e industry of “Real Escape Game” is a blend new and emerging activity in leisure business. 
This industry has been attracting much attention and presently it draws over ten million players 
globally. This industry was first introduced in 2011 here in Taiwan. Currently it has over 50 
studios with more than 500 games. In recent years, allied with other industries and companies 
(Leofoo Village Theme Park, Lihpao Land,Ambassador Hotel, National Center for Traditional 
Arts…etc.), real escape game industry gain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leisure business. 
Although this industry is fairly promising, for practitioners the future of real escape game is still 
full of uncertainty. In which way, the industry will aim for? And, for what kind of business model 
the company would gain more profit from? These answers remain unclear to both practitioners 
and academics. Consequently, because this issue has not been previously addressed our study 
provides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real escape game industry in light of the business life cycle 
and business mode from global perspectives. In total, 5 executives were be invited for in-depth 
interviews from Japan, China,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tend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real escape game industry. 
We do hope via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from four different countries/universities, 
this study would provide specific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industry; also create new knowledge 
for real escape game theory. 

四、 建議 

無 

五、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各參展廠商之相關資料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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