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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 

    隨著全球經濟高度化發展，台灣已由工業經濟轉型為知識經濟的社會，因國民所得以

及教育水平的提昇，政府為配合國民生活高品質的要求及國人休閒意識的升高，於民國八

十七年一月一日起實施週休二日，隨之颳起的休閒風潮至今方興未艾，不僅促進台灣觀光

遊憩產業的蓬勃發展，讓國內觀光旅遊市場更加活絡之外，旅遊周邊產業也隨之興起一波

波的熱潮，如近幾年休旅車的流行、大型遊樂區及農場民宿等觀光產業內容的增加等。 

    觀光遊憩產業已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佔有極重要的角色，早在於一九九二年觀光遊憩產

業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產業之一（WTTC,1992），且被視為經濟體系中之重要部份。根據觀光

局 94 年 5 月台灣觀光市場概況報告，94 年 5 月國人出國計 70 萬 1,569 人次，與去年同期

比較成長 15.82%；1 至 5 月累計國人出國 328 萬 1,228 人次，與去年同期比較成長 9.84%；

而 94 年 5 月來台旅客為 28 萬 4,049 人次，較 93 年同期相較成長 22.28%，「觀光」目的較

去年同期成長 47.20%，「業務」目的較去年同期成長 8.41%。整體而言，台灣觀光遊憩市場

是呈正成長，不僅創造國內經濟的活絡發展，更促使台灣逐漸發展為觀光經濟的趨勢。 

    網際網路的興起對各產業均產生前所未見的影響，台灣觀光遊憩業也因此掀起一場數

位市場爭奪戰，至今電子商務的基礎設備及資訊科技發展已臻於成熟，未來競爭優勢將轉

移至網站內容的規劃經營，「The content is king.」將不再是口號，而是電子商務的經營核心

理念，網站內容（Content）是否符合網路使用者的需求將是電子商務勝出的關鍵。 

    在眾多的產業類別中，旅遊業是少數完全契合網際網路特性的產業，因旅遊業本身所

具備的服務產業特性，包括資訊的豐富度、服務業的無形性、產品不可試用性、高度個人

化的商品、具有價格變動快速等特質與網際網路超鏈結功能、互動性、資訊更新快速、客

製化行銷等特質相契合，將助於旅遊服務內容輕易地轉型為數位化服務，成功地登上台灣

線上 B2C 購物市場中最大宗的交易商品（資策會,2003）。 

    目前台灣的旅遊網站依消費者的使用內容，可分為四種較成功的經營模式：『電子商

務導向型』、『內容供應型』、『入口網站型』、『社群式』的旅遊網站；電子商務型的旅遊網

站又可分為由旅遊業者像是旅行社、航空公司或飯店業者所成立的直接供應商，如易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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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 Travel、玉山票務中心、易飛網 ezfly等；由入口網站所經營的旅遊頻道，像是 Yahoo奇

摩、PCHome、新浪網等以策略聯盟方式與其他旅遊網站合作；而內容供應型的旅遊網站

則像是由傳統媒體 ToGo 雜誌所轉型的ToGoTravel 旅遊網；而社群式的旅遊網站則以

Anyway為代表。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公司在 2003 年 6 月公佈的統計，目前國內排名前五

名的旅遊網站分別是：ezTravel 易遊網、ezfly 易飛網、startravel 燦星旅遊網、PCHome Online

雄獅旅遊以及 TaiwanGo 全球旅遊網；Yahoo!奇摩也於 2004 年 9 月透過線上問卷進行旅遊

業者品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前三名分別為 ezTravel、易飛網 ezfly、雄獅旅遊網，而在旅

遊網站的知名度上，燦星旅遊排名第二，擁有較易飛網 ezfly 及雄獅旅遊高的知名度，是

2003 年異軍突起表現亮麗的旅遊網。 

    根據 2003 年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針對台灣 B2C 電子商務市場研究來看，台灣線上

B2C 購物市場中最大宗的交易商品，是旅遊行程、機票、訂房等旅遊相關的商品，而線上

旅遊產業總共創造了一百零六億的產值，佔了整體 B2C 電子商務產值兩百二十二億的百分

之市場總值的比例高達 48%；Jupiter 研究機構指出 2005 年線上旅遊市場利潤將有近兩成

的成長空間，從 2004 年的 570 億美元，大幅成長至 680 億美元。此外，預估至 2010 年時，

將有 34%的旅行活動會透過網路完成交易，2010 年全美線上商務與休閒旅遊市場規模總計

可望達到 1,040 億美元；根據 eMarketer 的估計，美國線上旅遊銷售 2005 年將增加 20%，

達到 580 億美元，未來會依照此水平持續地成長到 2007 年；Forrester 預估 2004 年至 2008

年間，美國線上旅遊仍將為網路購物之大宗，佔有率均超過 35%之網路購物市場，CAGR

（備註二）達 16%；預估 2004 年至 2007 年間，西歐線上休閒旅遊市場之 CAGR 將達 40%，

2007 年將提升 2004 年原有的 23%至 27%之網路購物市場。從上述的研究報告中顯示，均

抱持樂觀態度預測線上旅遊市場的發展空間，在未來幾年內，線上旅遊商品將仍是網路購

物的主要商品，其市場空間仍持續成長中。 

    數年來，線上旅遊市場不斷經由消費市場的嚴酷試煉，將眾多旅遊網站去蕪存菁後，

逐漸探索出上述幾家較為成功的經營模式，儘管旅遊商品在網路上似乎炙手可熱，但網路

銷售在總體旅遊產業所佔的比重仍然有限，以樂觀的角度來看，線上旅遊市場仍有很大的

發展空間。易遊網總經理游金章指出：「2003 年全台灣與旅遊有關的消費市場，規模大約

是 6000 億元，其中有半數是透過旅行社交易，但是透過網路的消費只有 71 億元左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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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成長空間很大」；燦星執行長許盛信指出：「雖然目前網站旅遊佔整體市場比重不到

0.5%，但未來發展空間還很大」；創市際總經理朱怡靜也表示：「線上旅遊市場為目前台灣

電子商務市場的最大宗產業，雖然僅佔實體旅遊市場的一小部分，卻有相當大的發展空

間，旅遊網站如何能在眾多競爭者中闖出一片天來，除了打價格戰之外，品牌認知及提供

客製化的服務來吸引不同的目標族群，則是將來面對的重要挑戰。」（資料來源：電子商

務時報，2004；遠見雜誌，2004）；Philip Alford（2000）認為未來旅遊網站的趨勢在於將

資料庫整合，以影音圖像塑造良好的內容資訊期望，經由電子商務、內容及溝通，激勵線

上社群的成長、加強旅遊產業線上的團結合併，增進服務內容的深度及廣度等，並透過完

整的服務擄獲消費者的心，改變其傳統的消費行為，強化其對旅遊網站的忠誠度，才是旅

遊網站在茫茫網海中勝出的機會。 

    未來線上旅遊的廣大市場空間，勢必將吸引更多業者投入該戰場，旅遊網站市場的挑

戰及競爭想必會是更激烈，繼 2000 年前的第一波淘汰賽後，第二波的激烈競爭早已宣告開

始，線上旅遊市場勢必會有一番重整；目前暫居市場上前三名的旅遊網站，如何在這場數

位戰役中持續勝出，成功的關鍵還是在於如何滿足消費者的需求，旅遊網站須以長遠的角

度經營客戶關係，讓消費者體驗美好的旅遊經驗，才是旅遊網站的經營重點。 

 

 

 

 

 

 

 

備註一：WTTC -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世界旅遊及旅行理事會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ravel 

industry executives promoting travel and tourism worldwide. 

備註二： CAGR（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年複合成長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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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旅遊網站的市場優勢 

（一）旅遊市場需求空間大 

    根據東方線上 E-ICP 2004 年行銷資料庫「消費者旅遊行為調查」(參考表 2-1)，針對國

人的活動與嗜好調查中，目前不常做但未來想做的活動與嗜好，全體樣本中以「海外旅行」

42.5%的比例最高，其次是國內旅遊 24.6%，甚至海外遊學也高居 9.4%，顯示出國人對旅行

計畫有著強烈的慾望，旅遊市場仍處於未被滿足的市場，而旅遊需求量的提升也透露出旅

遊產業龐大的商機。 

表 1-2-1：2004 年國人未來想做的活動與嗜好(複選)之前六名排行 

國人目前不常做，但未來想做的活動與嗜好(複選) 之前六名排行 

% 全體 13-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64 歲

樣本數 1344 201 310 312 299 168 54 

海外旅行 42.5 31.8 50.6 46.8 38.8 41.1 35.2 

國內旅行 24.6 19.9 25.2 25.0 26.1 27.4 20.4 

郊遊/烤肉/

露營 

10.7 17.4 13.5 11.2 7.7 4.8 1.9 

看電影 10.5 21.9 9.4 10.3 8.0 6.0 3.7 

海外遊學 9.4 18.4 18.7 4.5 4.0 2.4 1.9 

資料來源：引自東方線上 E-ICP 2004 年版行銷資料庫調查 

（二）台灣寬頻使用人數及上網人數逐年成長，電子商務呈正成長趨勢 

    由於寬頻網路技術的提升、傳輸下載速度及品質的改善，以及通信費率逐年降低下，

刺激上網人口數及寬頻上網率逐年增加之趨勢，因應而生的是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產生

更多創新服務與應用。 

    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ACI-FIND 的研究調查「2004 年電子商務重要指標」報告中指

出，截至 2004 年 12 月底止，我國利用 xDSL 或 Cable Modem 上網的寬頻用戶數已達 357

萬戶（參考圖一），較上一季增加約 20 萬戶，成長率 6%；回顧 2004 一整年來寬頻用戶總

共增加 68 萬戶，相較於 2003 年同期成長 24%，成長非常快速；但觀察與 2001 年至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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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寬頻用戶數的變化（新增用戶分別為 91 萬戶、99 萬戶與 77 萬戶），新增用戶數與成長

率，皆呈現成長減緩之趨勢，但整體台灣寬頻使用人數及上網人數是呈正成長趨勢，將有

助於電子商務的發展。 

 

圖一：台灣寬頻網路用戶數成長情況 

資料來源：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ACI-FIND（調查資料截止日：2004 年 12 月 31 日） 

而我國經常上網人口截至 2004 年 12 月底止高達 916 萬人，網際網路連網應用普及率為

40%，較上一季增加了 11 萬人，成長率為 1%（參考圖二），與 2003 年同期相較，增加了

33 萬人，成長率為 4%。另外我國民眾上網人口普及率亦高達 40％。我國經常上網人口自

2002 年起成長率便逐漸趨緩，顯示上網用戶已日趨飽和，網路市場漸趨成熟，民眾上網情

形日趨普及穩定。 

 

圖二：台灣經常上網人口成長情況 

資料來源：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 ACI-FIND(調查資料截止日：2004 年 12 月 31 日） 

（三）消費者自我主張意識提高，旅遊網站功能符合個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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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人隨著教育程度的提高以及受到歐美休閒風的影響，自助旅行嚴然成為國人旅遊的

主流形式之一，根據東方線上 E-ICP 2002、2003 與 2004 年行銷資料庫調查比較，國人參加

國外旅遊的消費習性統計中發現，「旅行社團體包辦」的比例從 2002 年 71.4%掉到 2004 年

的 54.5%，而「完全自行安排」的比例則從 2002 年 20.6%升至 2004 年的 30.8%，顯然自助

旅行有逐年增加的趨勢。旅遊網站具備互動、個人化及客製化等優勢，個人可以輕鬆地參

與客製化旅遊商品的決策過程。除此之外，旅遊網站如何針對這群自我主張性高的消費

者，推出相關的配套措施及創意商品，也是值得相關產業界探討的議題，相信消費者亦樂

見。 

 

二、旅遊網站的市場劣勢：  

（一）目前旅遊網站未有創新的服務內容 

    目前旅遊網站多半是將其本業的服務搬到網路上，缺乏進一步加值或整合的功夫，

雖然客製化已喧嘩一時，但導致的結果是使用者就網站所提供的功能，個別去蒐集實用

性及知識性的資料，因此缺乏網站的忠誠度及凝聚力（電子商務時報，2004）。而旅遊

網站一直以最大網站流量及交易量為目標，未來除了廣度的擴張外，深化消費者對網站

黏著度亦是網站經營管理的重點，也是與競爭對手差異化區隔及定位的重點。 

（二）線上旅遊產業間的策略聯盟未臻成熟 

    雖然目前產業間已有一些策略聯盟的動作，但是未臻成熟，網站服務內容的深度及廣

度仍有限。在國外「旅遊入口網站（Travel Portal）」是最新趨勢，整合航空公司、旅行社、

租車公司等，將之紛紛購併成策略聯盟，給消費者「一次購足」的方便性，這樣的大型旅

遊入口網站未來將主導線上旅遊服務。燦星執行長許盛信強調「現在大家的經營體系都還

不完備，未來除了加強產品內容深度、持續改善成本結構與流程，以及強化顧客關係管理

外，還可以考慮垂直及水平整合」（電子商務時報，2004；遠見雜誌，2004）。因此唯有提

供完整內容及服務的旅遊網站，最有機會得到消費者青睞。 

（三）國人上網購物比例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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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交通部統計處 2003 年的調查，我國較常上網人口中，僅 21%曾透過網路進行購物

（參考圖三），而較常上網人口約為總體上網人口的半數。因此，若以整體上網人口來看，

我國進行網路購物的網路使用者約為 12%，不僅遠低於美國的 32%，也低於全球平均值

15%，可見網路購物在國內尚未成為一種普遍的購物行為。此外，在已有網路購物經驗的

民眾當中，其購物次數亦偏低，有 71%的比例集中於 1~4 次，曾經由網路購物超過 10 次的

僅佔 13%，整體平均為 4.6 次。因此不論在網路購物人數比例或是網路購物頻次上，我國

相對地仍有很大的網路市場成長空間。 

 

圖三：我國網路購物比例 

資料來源：交通部統計處，資策會 MIC 整理（2003 年 3 月）  

（四）旅遊網站忠誠度不足 

    消費者使用旅遊網站的主要動機在於價格低廉、資訊的搜尋以及比價的功能，對於旅

遊網站的忠誠度低，以銷售量的排名來看，前三名仍是由易遊網、易飛網、燦星旅遊網三

家穩坐寶座，但是後面的排名流動性高，由此可看出競爭相當激烈，各個廠商皆有機會勝

出。因此各大旅遊網站除了加強品牌形象外，應考量消費者的需求，提供創新設計的內容

及服務，並以「專業精緻的服務，打響品牌知名度」的差異化策略，在競爭市場中進行區

隔定位，除了推出線上特殊功能及套裝趣味活動行程外，積極建立與消費者間的互動以及

社群的經營，也是提升消費者對網站忠誠的方法。 

（五）網路使用人口成長緩和，電子商務的擴展應著重於消費行為的改變 

    我國經常上網人口自 2002 年起成長率便逐漸趨緩（參考圖二），顯示上網用戶已日趨

飽和，網路市場漸趨成熟，民眾上網情形日趨普及穩定。雖然網路基礎設備完善以及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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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已呈飽和趨勢，但網路購物的行為仍低於預期（參考圖三），因此未來電子商務要突

破目前的上網購物人口，首先應著重在消費者購買行為的改變，提高網路購物行為的使用

比率。 

    目前線上旅遊雖然形式上對傳統旅遊造成衝擊，但是傳統業者龐大的利潤和商機都還

未見明顯的轉移，消費者的購買模式仍傾向先使用網路查詢產品資訊及比價，再到實體旅

行社訂購，也較喜歡與真人討論他們的選擇、請教專家意見或親朋好友的口碑傳播，非網

路的資訊來源仍對購買決策影響關係大。 

    而消費者對網路交易安全性的考量，仍然阻礙了上網預訂的商機，除了交易安全考量

外，現階段旅遊業者應提供消費者上網購物的誘因，例如低價格、結合特殊有趣的行銷活

動等，才能強化消費者對網路購物的使用習慣及信心，漸次地改變其消費行為模式。 

 

三、旅遊網站行銷策略的機會點 

（一）從網路使用者的「虛擬生活型態」區隔有效市場 

    「生活型態」在行銷上的應用已相當普遍與成熟，近年來由於電子商務的崛起，許多

研究單位開始針對網路使用人口進行「網路生活型態」集群分析；創市際於 2004 年 7 月與

國內多家知名網站再次合作從事網路生活型態調查，加入了衡量網路生活型態與一般生活

型態構面的問項，除了分析國內網友目前主要的上網行為外，更透過這些生活型態的構

面，將網友區隔成八大族群，各族群無論在線上購物傾向、網路廣告吸引、資訊搜尋、交

流互動、娛樂活動及其他相關意見和興趣上，均擁有屬於網路世界獨特的生活型態（創市

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04）；Mack Hanan（1972）指出生活型態的行銷導向可達成三件事

1、促進現有的行銷市場發掘更多且更具意義的消費者需求 2、暴露鄰近市場與目前市場相

似的需求 3、在目前所熟悉精通的市場中建立可見的新市場；而透過生活型態行銷的優勢

為 1、生活型態調查發掘更豐富的新產品選擇 2、建立出自於生活型態的產品服務的市場導

向 3、減少市場風險。 

    生活型態與消費者行為的關係誠如 Engel，Blackwell & Kollat（1978）提出消費者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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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認為消費者在消費的決策過程中，會受到個人的價值觀、興趣、生活理念及社會

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因素加以綜合即形成消費者生活型態；Hawkins, et al.（1998）認為眾

多影響消費者行為的諸多因素中，又以生活型態及自我觀念特別重要；因此生活型態會影

響個人行為與決策，進而影響顧客對產品的選擇。 

    網路購物人口將不復大幅成長，未來網路購物市場成長動力將由人數之擴張逐漸轉為

每位網路購物人口消費額之提升。電子商店經營重點將由拓展使用人口與產品廣度，逐漸

轉向加強消費者使用深度，欲了解消費者的深度使用，則應從行銷面的最基本面著手，透

過生活型態市場區隔及消費者行為分析，發掘深層的消費者需求，著重多元化的服務以提

升顧客對網站的忠誠度與黏著度。 

    對台灣時下的旅遊網站而言，創造更多差異化商品以及開發出區隔性旅遊服務商品，

才是在市場中勝出的關鍵，而非僅是低價競爭。 

（二）從網路使用者的消費行為模式，發掘未被滿足的需求 

    旅遊商品係屬於高單價、購買涉入高的商品，其消費行為模式係屬理性購買型決策，

購買決策將從需求確認、資訊搜尋、方案評估、購買決策、購後評估等步驟依序完成購買

行為。不同生活型態區隔的消費者，其各階段之購買行為決策亦有所差異（Engel、Blackwell 

& Kollat,1978；Hawkins, et al.,1998）。顧客決策過程是一個有組織的架構，其過程所描繪的

是在價值體系下，顧客根據其經驗所做出的活動和選擇，瞭解消費者的決策過程有助於找

出未被滿足或供給不足的需求，從中發展創新獨特的行銷新點子，以利益區隔刺激市場成

長的動力（Jeffrey F. Rayport , Bernard J. Jaworski,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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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從「生活型態」區隔的角度，探討不同集群網路使用者的生活型態特徵，藉以

瞭解不同集群區隔關於旅遊網站消費決策過程之差異，嘗試發掘各區隔中未被滿足的需求

以及具市場機會的潛在客群。希望針對旅遊網站的市場區隔、定位及產品開發等方面提出

行銷策略上的建議，提供線上旅遊業者具實質價值的市場研究資訊。 

    線上旅遊商品的消費決策不同於一般消費性商品，其使用媒介是透過網際網路，因此

受到「網路科技」因素的影響，故本研究的生活型態量表設計採用「特殊化研究（Specific 

Life Style Research）」，除了一般化生活型態量表外，加入「旅遊產品」及「網路科技」的特

性，藉此深入探討網路使用者對旅遊網站的購買決策及購買意願。 

 

一、研究目的如下列所敘述： 

    依生活型態因素，歸納旅遊網站使用者的生活型態集群，並描述各集群之特徵以及關

於旅遊網站使用行為之差異。 

（一）探討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旅遊網站使用者，在消費決策過程中「需求確認」行為上

的差異。 

（二）探討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旅遊網站使用者，在消費決策過程中「資訊來源」行為上

的差異。 

（三）探討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旅遊網站使用者，在消費決策過程中「評估準則」行為上

的差異。 

（四）探討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旅遊網站使用者，在消費決策過程中「使用意願」行為上

的差異。 

（五）探討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旅遊網站使用者，在消費決策過程中「使用行為」上的差

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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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 

（一）本研究是以電子商務導向型「旅遊網站」為研究範圍，簡稱之為「旅遊網站」。综

合整理學者對電子商務導向型「旅遊網站」的定義，本研究將「旅遊網站」的操作型定義

為：透過網際網路提供多種旅遊產品，產品由旅遊業上游的生產者或旅行社所提供，包括：

機票、住宿、租車、團體旅遊、僅含機票住宿的自由行程以及各式票卷等，並提供多類旅

遊資訊內容，供網路使用者選擇、瀏覽與搜尋的旅遊網站；也包括與旅遊網站策略合作的

入口網站。例如：ezTravel 易遊網、ezfly 易飛網、startravel 燦星旅遊網、TaiwanGo 全球旅

遊網、足跡百羅旅遊網、PCHome Online 雄獅旅遊、Yahoo 奇摩等旅遊網站。 

（二）本研究以市場區隔的角度，探討旅遊網站使用者生活型態的差異對購買決策與使用

意願的影響，購買決策行為將以 Engel、Kollat and Blackwell(1978)提出的 E.K.B 模式為主要

研究架構，EKB 模式包括需求確認、資訊搜尋、方案評估、購買決策、購後評估五個階段。

該研究目的在於探討旅遊網站的消費決策行為，依變項為需求確認、資訊搜尋、方案評估、

購買決策，本研究將不探討購後評估階段的部份。 

 

二、研究對象 

    針對接觸過「旅遊網站」的網路使用者，包括曾經瀏覽過「旅遊網站」及曾經在「旅

遊網站」購買過商品之網路使用者進行網路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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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流程 

 

 

第六節 預期研究成果 

一、希望清楚勾勒出旅遊網站使用者的類型分布及生活型態的描述。 

二、以生活型態描述旅遊網站的市場區隔以及各區隔間的消費決策之差異行為。  

三、藉由瞭解消費者的決策過程，解釋未被滿足或供給不足的需求，發掘創新的行銷點子。 

四、希望本研究成果能夠為旅遊網站經營者提出產品面及行銷面上的建議與貢獻，以供參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