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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旅遊產業概況 

一、旅行業的定義：  

    根據美國旅行業學會（ASTA,American Society of Travel Agents）對旅行業所下之定義

為：An individual or firm which is authorized by one or more principals to effect the sale of travel and 

related services.。其意思係指旅行業乃是個人或公司行號，接受一個或一個以上「法人」之

委託，去從事旅遊銷售的業務，以及提供相關的服務。這裡所謂之法人，係指航空公司、

輪船公司、旅館業、遊覽公司、巴士公司、鐵路局等等而言。簡言之，旅行業是介於一般

消費者與法人之間，代理法人從事旅遊銷售工作，並收取佣金之專業服務行業（容繼業，

1993）。交通部秘書處（1981）：旅行業是一種為旅行大眾提供有關旅遊方面服務與便利的

行業，其主要業務為憑其所具有旅遊方面之專業知識以及經驗蒐得之旅遊資訊（Travel  

Information），為一般旅遊大眾提供旅遊方面的協助與服務，其範圍包括接受諮詢、提供旅

遊資料與建議、代客安排行程與食宿、交通、遊覽活動及提供其他相關之服務。 

    根據中華民國「發展觀光條例」第二條第八項的旅行業定義：旅行業係指為旅客代辦

出國、簽證手續、安排觀光客旅遊、食宿及提供相關服務，並收取報酬之事業。 

旅行業的業務範圍根據「發展觀光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包括下列四大項： 

（一）接受委託代售海、路、空運輸事業之客票或代旅客購買客票。 

（二）接受旅客委託代辦出、入國境及簽證手續。 

（三）接待國內外觀光旅客並安排旅遊、食宿及導遊。 

（四）其他經交通部核定與國內外觀光旅客旅遊有關之事項。 

 

二、旅行業的特質 

旅行業具有一般服務業的特性： 

（一）無形性：無形性是相較於實質產品的相對特性。消費者可以感受到，卻無法像製造

業的實體產品可以目睹或擁有。 

（二）不可分離性：服務傳遞幾乎是生產與消費同時存在而無法分割，生產者與消費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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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在同一地點、同一時間內完成服務。 

（三）異質性：服務的主體是「人」，因此品質會因服務人員不同、消費者不同、時間前

後不同，而有所不同。 

（四）不可儲存性：服務的產能是無法儲存的，昨天的飛機空位、飯店的空房，都代表已

經沒有銷售的機會。 

（五）旅行業的商品為一綜合體：它包括旅館、餐飲、交通、觀光旅遊等項目，旅行社無

法獨立完成其商品的製造與勞務的提供，各項間需要充分的合作。 

（六）交易建立在信用上：服務的提供既然無法讓顧客事先看貨，若使用後覺的不滿意，

則無法退貨，因此其交易行為的達成主要建立在信用上，即是旅客的信賴。 

（七）觀光旅行的需求彈性大，它受到季節性的變化、經濟因素、所得增減、政治因素、

社會治安及衛生疾病的影響，皆會有極大之變化，即是旅行業經營之風險。 

（八）旅行業的主要利潤來自航空公司、旅館及餐廳的佣金，因此旅行業必須與其他相關

行業維持信賴與公共關係，方有利可圖。 

（Kotler & Bowen & Makens，2003；林東封,2003；蔡必昌，2001） 

 

三、國内旅遊網站發展現況 

    「線上旅遊」是個資訊密集的服務產業，消費者透過線上旅遊網站只要輕鬆地 click，

便可完成一趟旅遊規劃行程中所需的各項旅遊商品，包括：訂機票、住宿飯店、交通、代

辦簽證護照、旅遊保險、租車…等；或是上網查詢旅遊的相關資料，例如費用、時刻表、

旅遊行程、飯店簡介、目的地相關的活動內容、線上交易等，也可以利用旅遊網站所提供

的特殊功能，如比價功能、客製化自由行程、社群互動等服務功能，讓消費者透過網站所

提供的豐富旅遊資訊及網友間的互動，降低旅遊商品的購買風險，讓購買過程既方便又省

時，價格也比一般實體旅行社更具彈性及優惠，這些因素都使得旅遊網站日漸受到消費者

歡迎的重要原因。 

    根據資策會電子商務研究所2003 年對台灣 B2C 電子商務市場的研究報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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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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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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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分之市場總值比例高達 48%，因此國內線上旅遊產業是目前數位內容產業中被認為發

展最為成熟的產品。以國內每年平均新台幣三千億元的旅遊商機來看，2002 年線上旅遊所

創造的七十二億元僅佔二‧四％，成長空間相當讓人期待；更重要的是，台灣線上旅遊市

場自 1999 年的十四億元至 2000 年的二十一億元，2001 年成長為四十九億元，2002 年再成

長為七十二億元，線上旅遊的成長幅度相當驚人，加上整體電子商務市場也逐年呈正成

長，因此線上旅遊產業讓投資人更為樂觀，也吸引更多投資者加入該戰場，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是 2003 年 4 月 1 日正式開站的燦星旅遊網，在短短幾個月表現亮麗，根據創市際市調

公司 2003 年 6 月的報告，除了易遊網及易飛網持續領居第一及第二名外，燦星旅遊網已經

名列旅遊網站第三名，而 2000 年新加入線上旅遊市場的還有晶華酒店副董事長潘思源投資

Togo 旅遊網站、筆記型電腦大廠英業達董事長葉國一轉投資錸捷科技的 ezibone 旅遊網等，

皆為第二波線上旅遊市場掀起最高潮。 

    根據創市際市調公司 2003 年 6 月所作的一份「ARO 網路測量研究」結果，以 ARO 指

標衡量旅遊類型網站服務整體表現，前五名分別為 ezTravel 易遊網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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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摩於

2004 年 9 月透過線上問卷進行旅遊業者品牌調查，調查項目包括旅遊網站的知名度、曾經

使用的旅遊網站、最常使用的旅遊網站、曾經訂購的旅遊網站以及未來使用意願，調查結

果顯示 ezTravel 易遊網服務、ezfly 易飛網、startravel 燦星旅遊網及 PCHome Online 雄獅旅遊，

為台灣最具品牌實力之旅遊網站。 

 

圖四：Yahoo 奇摩 2004 年旅遊業品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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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將逐一介紹各家旅遊網站的經營內容及概況，所選擇的旅遊網站是依據創市際市

調公司及 Yahoo 奇摩進行的旅遊網站品牌調查結果，前五名旅遊網站為 ezTravel 易遊網服

務、ezfly 易飛網、startravel 燦星旅遊網、PCHome Online 雄獅旅遊以及 TaiwanGo 全球旅遊

網。 

（一）ezTravel 易遊網服務 

    根據創市際市調公司以及 Yahoo 奇摩的調查報告指出，ezTravel 易遊網是國內旅遊網

站中營業額最大、營收成長最快速的線上旅遊公司，易遊網營收每年以倍數成長，2000 年

營業額新台幣 3 億元，2001 年 9 億元，2002 年 18 億元，2003 年受 SARS 及美伊戰爭的衝

擊，但仍成長高達 20 億元，2004 年成長二倍達 36 億元，擁有 160 萬會員，服務旅客突破

170 萬人次。ezTravel 易遊網的主要顧客群鎖定在網路使用者，並具有高收入、高教育水平、

高網路年齡之三高特色，其中 20~40 歲之族群幾佔全會員人數之 70%（ezTravel 易遊網，

2005）。 

    易遊網的產品策略包括 1、個人化旅遊及團體旅遊並重：利用「個人主題式隨選旅遊」

的網際網路機制，很容易依個人需求自組商品以滿足需求。2、同質性商品採「低價策略」，

創造品牌經驗及競爭力：機票、訂房等與其他旅遊業者同質性的商品，一律採低價策略，

「保證最低價，買貴加倍退差價」！讓顧客無需到處比價，就能找到最便宜的商品。3、積

極開發「差異化趨勢性商品」以滿足消費者多元化的需求，提昇核心競爭力以創造利潤如：

主題式旅遊、計劃旅行票、國際遊俠、頂級火車旅遊、地方主題旅遊(屏東黑鮪魚文化季、

澎湖海上花火季、花卉博覽會、頂級飯店看歌劇。4、通路策略－虛實並進（虛擬網路 vs.

實體店面），除了與三大入口網站合作結盟，擴大網路通路外，也是第一家同時擁有線上

訂購、店面服務的旅遊網站（ezTravel 易遊網，2005）。 

    易遊網之所以能在線上旅遊業異軍突起，除了量化之外，專為線上旅遊族群所設計的

旅遊產品，則是其致勝秘訣，且易遊網首創與雅虎、奇摩等兩大入口網站策略合作，為營

運策略最大優勢；其次，其供應商全數以「買斷」操作，包括飯店客房、機票套裝遊等，

使得上網預訂網友，可在最短時間內訂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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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zfly 易飛網 

     易飛網 ezfly.com 成立於 1999 年 7 月，並於 2000 年 1 月正式開站，是由海外 Cayman 

Island 之 ezfly.com Holding Corp.控股公司及國內三大航空公司遠東、復興與立榮所聯合投

資成立的電子商務公司，初期主要是透過網路提供國內機票購票與即時訂位服務，讓顧客

透過網路交易，一次完成相關程序，並直接至機場取票劃位搭機，省卻傳統訂票交易的物

流部份。 

    目前，易飛網除了提供國內航空機票及訂位的網路即時服務外，2000 年 4 月起開始提

供國際航線網上訂位購票，及各種國內外旅遊套裝行程，7 月推出飯店訂房通，租車、簽

證、保險、紅利商品等即時網上交易皆已陸續上線，2001 年對於旅遊業者與網路業者，推

展結盟計劃，也針對企業客戶，開始提供商務機票、團體旅遊服務。 

（三）startravel 燦星旅遊網 

    「燦星旅遊網」成立於 2003 年 4 月，是由易遊網前董事長許盛信帶走部分團隊，與燦

坤集團合作，以新台幣一億元資本額上線。燦星的產品「特色」與其他線上旅遊網站相差

無幾，與易遊網也大致相同，強調以個人化產品為主，其次是分眾市場的供需等，運用透

明化資訊與快速流程推向市場，首年營業額目標為七億元，乃基於線上旅遊網站市場規模

仍小，被期待的成長空間自然也大。 

    燦星係屬於燦坤集團，因此擁有燦坤的鼎力支持，燦坤集團的 3Ｃ連鎖據點勢必會是

其合作結盟的對象，透過燦坤三 C 國內眾多據點，節省物流費用是燦星旅遊網站自視高人

一等之處。 

（四）PCHome Online 雄獅旅遊 

    傳統旅遊業出身的雄獅旅遊，本身即擁有高知名度的優勢，爲因應 e 化潮流，於 2001

年成立雄獅旅遊網 Liontravel.com.tw，同時 TRS 團體旅遊線上報名系統及 CRS 全球航空線

上訂位系統也正式啟用。 

    線上服務項目包括：團體旅遊線上報名系統，從出團動態查詢、線上報名、到刷卡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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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一次完成；旅遊產品除了提供航空公司的自由行外，更精心規劃「雄獅自由行」，讓

旅客能夠享受輕鬆自在及物超所值的逍遙遊；也提供詳盡的航班資料、優惠售價、全球五

大洲各主要旅遊城市飯店的深度介紹，包括基本資料、交通、設備、房間及照片等詳盡的

旅館資料，還有各種不同的國內旅遊型態，從團體旅遊、自由行、火車之旅、訂房，一應

俱全，並可利用線上自動交易機制完成交易。 

（五）TaiwanGo 全球旅遊網 

    TaiwanGo 全球旅遊網是全球第一個旅遊產品比價網站，消費者可以使用 TaiwanGo 所

提供的「輕鬆比～Be Smart」搜索商品的價格，在彈指之間即可比較出各網站最低的機票

價格。 

    TaiwanGo 於 2000 年 9 月１日正式推出「輕鬆比～Be Smart」服務，提供國內外「機票」

的票價查詢比價功能，目前包括可樂旅遊、百羅旅遊網、易飛網、易遊網、東南旅行社、

雄獅旅遊、燦星旅遊網及 TaiwanGo 全球旅遊網等，都已納入比較範圍內，目前也正陸續增

加進行比價的旅遊網站。 

    「輕鬆比～Be Smart」大幅超越傳統的搜尋引擎，提供前所未有的強大功能，採用軟

體代理人(Software Agent)及人工智慧技術，使得系統能夠即時蒐集資料，整理分析後立即

呈現在消費者面前，更能符合現代消費者的需求。  

（六）其他旅遊網站 

1、四方通行網 (EasyTravel)：隸屬於智凰網路公司，其營運方式包含了 B2B、B2C、C2C、

C2B 所有電子商務的模式。除了專業的旅遊資訊外，還提供了導覽館、玩家館、觀新館、

購物館、話題館、主題館等分類方式，供消費者使用搜尋。 

2、ZUJI 足跡百羅旅遊網：ZUJI 足跡是由亞太地區包括長榮、華航、國泰、全日空、印尼

航空、港龍航空、日本佳速航空、日本航空、馬來西亞航空、西北航空、菲律賓航空、澳

洲航空、皇家汶萊航空、勝安航空、新加坡航空與聯合航空等十六家航空公司，以及技術

支援夥伴美國 Travelocity.com 等所合資設立，併購了百羅網後命名為足跡百羅旅遊網。線

上會員服務項目包括： 全球 27 家航空公司線上訂位服務、國際訂房超過 3,3000 多家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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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團體旅遊、多家航空公司及 ZUJI 足跡百羅自行包裝的「機票+酒店」套裝自由行、提

供線上訂購日本國鐵券、歐洲火車票及各國旅遊券、國內航空套裝自由行、台鐵火車旅遊、

國內機票以及針對自由行的行程推出「世界大師」，協助熱愛及渴望自助旅行的消費者，

便利安排自主個人化旅行。 

3、Ezibon 旅遊網是由錸捷科技所經營，於市場競爭已相當激烈的 2000 年下半年成立，短

短一年內就達成單月損益兩平，成功原因在於其專注於開發過去線上旅遊業者較少涉足的

海外旅遊市場，率領國內線上旅遊業者之先，以海外旅遊為主打則是其突圍的原因。錸捷

的股東陣容結合資訊產業、學術界、旅遊界、專業經理人及 90%以上均為大學或研究所以

上學歷的員工所組成的精英團隊。目前錸捷已拿下台灣海外套裝旅遊網路四○%以上的市

場，雖然海外旅遊佔整體線上旅遊市場還少得可憐，但規劃「客製化」個人行程，是錸捷

短時間內就能受到重視的成功原因。  

 

四、旅遊網站的分類及功能 

    综合學者意見及專業報導，較具規模的旅遊網站經營模式可分類為：電子商務導向型

旅遊網站、內容供應型旅遊網站、入口網站的旅遊頻道、集團合資成立的旅遊網站、社群

式旅遊網站等，各式旅遊網站的詳細描述如下： 

（一）電子商務導向型旅遊網站： 

    由旅行社、航空公司或飯店業者所成立的旅遊業者電子商務網站，也就是「直接供應

商」。在旅行社方面，著名的有前春天旅行社轉戰成立的「易遊網 eztravel」、玉山票務中心

等；在航空公司方面，有遠航、立榮與復興航空聯合成立的「易飛網 ezfly」、華航的電子

機票等網站，直接提供機票販售；在飯店業者方面，最著名的莫過於凱薩、亞都等飯店業

者共同成立的「旅遊王 travelking」，以低價、方便的線上訂房為號召。直營旅遊網站可免

去中間商的層層剝削，因此具有強大的價格競爭力。數博網市調公司發現，易飛網、易遊

網都因聯合各家航空公司票務的經營模式而成功搶佔市場，不論網站到達率或有效瀏覽人

次都是亞太華人區中旅遊網站經營的佼佼者，易飛網的流量甚至高居所有旅遊網站流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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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電子商務時報，2003）。 

（二）內容供應型旅遊網站： 

    以媒體轉型的旅遊網站為主，如年代除了推出提供旅遊內容資訊的「旅遊年代」外，

並成立年代旅行社負責販售旅遊商品；此外由 ToGo 旅遊雜誌轉型成立的「ToGoTravel 旅

遊網」也從提供豐富的旅遊資訊出發，帶起網路旅遊商品的商機；而MOOK 自遊自在旅遊

網在重新開版後，更是大量擴充旅遊資料庫的內容，目前《全球景點》單元的內容已超過

七千頁，在內容的豐富性上可謂佼佼者，並利用 BBS 討論區匯聚人氣，開發許多旅遊分類

討論區，有時也代刊各旅行社的出團情報。惟目前此類網站的經營規模尚無法向航空公司

取得機票銷售，因此多與大型旅行社的票務中心合作。 

（三）入口網站的旅遊頻道 

    與上述的販賣旅遊商品的網路通路類似，一些大型網站也提供旅遊商品販賣；例如入

口網站 PCHome、Yahoo 奇摩、中時、新浪網等。這些旅遊網合作共同的模式，就是皆以策

略聯盟的形式與其它旅遊網站合作，販賣旅遊產品。例如新浪網與旅遊王合作，Yahoo 奇

摩與易遊網及燦星旅遊網合作、PCHome 與雄獅旅遊合作、中時與 allmyway 旅遊網、MOOK

自遊自在旅遊網合作等。 

（四）集團合資成立的旅遊網站 

    以聯華神通集團投資的「神遊網」、宏碁集團投資的「allmyway 我的旅遊網」和裕隆集

團投資的「行邦旅遊」為主要代表。這些旅遊網站的共同特色，就是不以旅行社為本業起

家，所賣的產品十分具個人化，且投入龐大的資金建置。 

（五）社群式旅遊網站 

    此類網站乃是以社群型態經營旅遊網站，社群經營原因為二：1.旅遊同好會將旅行經

驗在網路上與大眾分享的心態 2.符合網友想在網路上尋找共同成行旅伴的需求，此種經營

模式逐漸受到了網路業者的關注。由於社群對使用者來說有強大的黏著性，容易贏得使用

者長期居住的忠誠度，待網站有了強大的流量，販售商品便十分容易，但該類網站通常不

一定具有電子商務交易功能。目前專注於旅遊社群經營而略具規模的網站，可以 Anyway

為代表。值得注意的是，2000 年 8 月 Anyway 宣布轉型，從原來以社群網站為主，兼賣旅

遊商品為訴求，除了提供留言版及網路空間，讓網友發表自己的旅遊日記和照片與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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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將網友的旅遊照片作成電子賀卡，若網友有任何旅遊問題，網站也有專人代為解答，

算是具體而微的社群經營模式。（林東封，2003/葉雅慧，2000/劉美文，2001/電子商務時報，

2003） 

    Gee ,Choy & Makens（1990）以設立者的角色來分類旅遊網站，分別為直接供應商、輔

助服務提供者及推廣機構三者。參考表 4-1 所示 

表 2-1-1 Gee ,Choy & Makens（1990）旅遊網站分類表 

設立者 成員 

直接供應商 航空公司、旅館、陸上運輸、旅行業、餐廳與零售店 

輔助服務提供者 包括了特別服務，如旅遊籌劃者、旅遊及商業刊物、旅館管

理公司，以及旅遊研究公司等。 

推展機構 與前述兩者不同之處是包括了規劃單位、政府機關、金融機

構、不動產開發者，以及教育和職業訓練機構。 

資料來源：Gee , Chuch Y.,1990 /引自黃文昇，1998 

    综合上述學者關於電子商務導向型旅遊網站的定義為：由旅行社、航空公司或飯店業

者所成立的旅遊業者電子商務網站，也就是「直接供應商」，可提供多種旅遊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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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立者的角色來分類電子商務導向型的旅遊網站，有「直接供應商」

包括航空公司、旅館、陸上運輸、旅行業、餐廳與零售店的電子商務；及「輔助服務提供

者」包括了特別服務，如旅遊籌劃者、旅遊及商業刊物、旅館管理公司，以及旅遊研究公

司等（Gee ,Choy & Makens，1990）。陳瑞麟（民 89）對電子商務型旅遊網站的定義為：「透

過網際網路，以旅程籌劃、遊程管理、遊程資訊提供方式，幫助消費者搜尋不同類型的直

接產品提供者，使消費者直接獲得資訊進行比較分析，並做出購買決策的機構或業者，通

常業者本身並不擁有售予旅遊者的服務」。 

    本研究範圍根據上述學者對電子商務導向型「旅遊網站」的敘述，作為本研究「旅遊

網站」的操作型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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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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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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線上旅遊的特性 

    線上旅遊產業所以成為數位內容產業中的明星產品，旅遊業本身所具備的產業特性佔

很大的優勢，例如旅遊服務的無形性、需透過大量資訊輔助交易過程、旅遊商品為綜合性

商品、觀光旅行需求變化彈性大，訊息須快速修正告知消費者等特質與網際網路的優勢相

契合，例如 HyperLink 功能可擴充旅遊資訊的深度與廣大、一站購足的交易便利性及多媒

體影音娛樂效果等特性，皆有助於旅遊產品數位化的發展。 

    旅遊業在網際網路上的應用包括：1.電子商務（selling）：旅館、郵輪、航空及旅遊業

可以透過網路直接分銷其產品給消費者，其優點是消費者自我服務亦可減少人員的成本支

出。2.溝通（communication）：網路可以提供觀光地點及活動的彩色照片，並將所有活動陳

列在網頁上，讓網友點選所需的資訊。3.提供內容（providing content）：精采的內容會增加

網友的粘著度及對網站的忠誠度，亦可提供促銷活動、禮券、比賽、調查、新聞、連結及

遊戲等方式（Kotler、Bowen& Makens, 2003）；本研究综合林東封（2003）、電子商務時報（2003）

及遠見雜誌（2004）將線上旅遊之特性整理如下： 

（一）資訊豐富度：資訊豐富度較高的商品比較適合加入電子商務，因為網際網路時代的

重要變革之一就是資訊的大量流通，而旅遊業需要相當的豐沛資訊，旅遊資訊大致上可以

分成實用性及知識性的，關於旅遊點特色方面的資訊可說是知識性的，而關於行程規劃等

訊息則完全是行前的實用性資訊，然而透過網際網路卻可以增加許多的可能性，將這兩者

加以結合，網站內容以知識性為主，網站功能又能提供實用性的服務，大大的節省了消費

者蒐集旅遊知識的成本。 

（二）產品的不可試用性：同時也是服務業的一種特性，在沒有真正享用這項服務之前，

你永遠不會知道它實際的產品狀況，然而網路多媒體及互動的性質讓這種不可預測性得到

某種程度的降低，因為網站可以提供多媒體的虛擬實境瀏覽方式，呈現飯店設施或是景點

的實際情況，也可以提供一個虛擬的討論空間，讓參與過旅程的人發表他的意見，與他人

分享他過來人的經驗，這些都可以降低使用者的風險，避免實際與想像差異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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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旅行業需要高度個人化的行業：有些人希望得到全程的服務，一切有人代為安排，

不需要自己做決定，有些人則只需要其中重要項目像是機票及旅館等服務，當然喜歡完全

由自己打點自由行程玩法的人也所在多有，不同的玩法需要的服務也不同，旅行流程中的

各個環節是可以被支解而作不同搭配的，像護照、簽證、國內外機票、住宿、保險、租車、

當地時令活動、交通票卷等各種單一服務或商品，都是具有多重選擇性的，透過網路可以

用最低的成本依個人化的需求作服務。 

（四）市場供需變動快，加速回應滿意度：旅遊產品的售價取決於市場的供需的變動，網

路的即時雙向互動，正好可以零時差的回應旅遊資源的最新可用狀況（available status），

遇到價格波動時，只要修改後的票價一發行，所有的消費者可立即享有即時的資訊。 

（五）具服務業的無形性：旅遊採購並不像一般商品，人們需要去「接觸與感覺」才能下

購買決定，另一部份則是像航空旅遊、汽車租賃以及住宿飯店的舒適度與知名度對於一般

人來說具有一定的理解程度，比價的依據也可較具一致性。中山大學資管系主任侯君溥表

示：旅遊產業賣的是形象、旅遊經驗及資訊，相較其他產業的實體商品商，旅遊商品顯然

更容易全面在網路上販售。不過他也認為，台灣旅遊網站幾乎還在起步階段，比起美國旅

遊業已經全面「無紙化」、價格透明化，目前仍採比價的台灣線上旅遊業，還有改進的空

間。（遠見雜誌 2004.02） 

（六）沒有強勢傳統廠商壓抑線上旅遊市場的發展：燦星執行長許盛信表示，網路旅遊能

夠迅速發展的原因之一為，旅遊商品本身具有獨特的魅力，幾乎無人不喜歡，其次是，市

場上沒有強勢的傳統廠商擋路，「很多產業由於市場上的傳統力量太大，壓抑了 online 的發

展，但在旅遊業卻是海闊天空，因為根本就沒有大人。」（遠見雜誌 2004 .02） 

（七）旅遊產品樣式多，網路搜尋速度快：旅遊業銷售的產品光是票務業務，其產品的細

目種類動輒成千上萬筆資料，以強大的儲存功能的資料庫，可以支援網路前端，讓消費者

只要在網頁上輸入適當的搜尋條件，就能輕鬆找到最適合的商品。 

（八）產品需求客製化，網路方便 DIY：客製化就是根據個人偏好量身訂做產品，旅行業

具有「零件組裝」的特性，消費者可以依照其預算來組裝想要的「零件」及旅遊產品。 

（九）社群同好聚一堂，經驗交流少摸索：旅遊是一種經驗產品，網路社群將一群擁有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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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興趣的網友聚集在一起，透過社群彼此分享旅遊經驗並減少陌生的摸索。 

（十）客觀規格一致，交易過程透明化：只要上網即可查詢班機票價、航班時刻表、預訂

機位，也可以直接在線上完成付款；連交易過程中的進度狀況都可以隨時查詢；就算旅程

計畫有所變更，也都可以在網路上完成取消、重訂的動作。旅客訂定飯店或票務，其享受

到的服務規格都是一致的，當規格一致時，消費者在選購產品的時候，就可以降低摸不著

實體產品的知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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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市場區隔 

一、市場區隔的概念與定義 

    區隔（segmentation）概念首先由 Wendell R.Smith 於 1956 年提出，認為區隔乃是建構在

市場需求面之分析，展現對於消費者或使用者需求一個理性與更精確的產品或行銷調整

（Smith,1956）；市場大都由幾個異質（heterogeneous）的份子所組成，根據消費者的特性、

需求等因素，可將複雜的整個市場區分為若干個同質且較小的市場，而其中任意兩個市場

均有不同程度之偏好（Kolter,1992）；而透過市場區隔與選擇的過程，讓企業善用有限的資

金及人力資源，分配於關聯性高且較小的消費族群，這樣的做法會比將資源分散於整個市

場更有效益（Gordon Foxall, Ronald Goldsmith,1994）。 

    市場區隔的目的在於協助企業對產品或服務做合理和精確的調整，使目標顧客獲得最

多的滿足，同時提高企業的銷售量、市佔率及利潤等，因而在其目標市場內形成獨佔的局

面，為企業帶來兢爭優勢（Engel,Blackwell & Miniard,1995）；將市場區分成幾個不同子集合

的過程，各子集合中的消費者擁有相同的需求與特徵，行銷人員可選擇一個或多個區隔做

為目標市場，並發展獨特的行銷組合（Leon G. Schiffman,1994）。市場區隔研究的目的在於

將由消費者所組成的市場劃分區隔，利用人格特性及行為做同質性市場的區隔，在同一區

隔內的消費者對同一市場策略反應相似，但反應行為卻相異於不同的市場區隔，擁有共同

組成特質的同質性市場，他們將使用相同的行為模式完成購買行為（Wells and 

Prensky,1996）。 

    在行銷策略管理中，市場區隔的概念廣為行銷經理人所應用，STP 的發展是行銷策略

的三大核心，市場區隔（Segmenting）是三大步驟的第一步，依序為目標市場的選定

（Targeting）、和市場定位（Positioning）的確定。而综觀上述各學者對市場區隔的定義說明，

企業在多元及異質化的市場中，選擇區隔出一個同質性且規模較小的市場，在同質化的市

場區隔內，人們的動機、需求、決策程序與購買行為具有相似度，企業也將竭盡有限的資

源，滿足該市場內的消費者需求。 

 

二、市場區隔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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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市場區隔時，區隔的基礎可以是消費者行為理論中的任何變數。 

（一）Kolter（1992）將區隔變數分為地理、人口統計、心理及、行為等變數。 

1、地理變數（Geographic）：因為地理環境的差異而使的消費者有不同的需求與喜好，依地

理環境特性可以將市場加以區隔，如區域、國家、人口密度及氣候等。 

2、人口統計變數（Demographic）：以人口統計變數如性別、年齡、職業、所得、教育程度、

宗教、種族、性別及家庭人數等將消費者區分成不同市場。 

3、心理變數（Psychographic）：依生活型態、人格特質、動機及社會階層等變數將消費者

區隔成不同型態。 

4、行為變數（Behavioral）：將市場依消費者對產品的認知、態度、忠誠度、使用率、使用

者狀況、利益追尋、使用時機及購買準備階段等變數將市場區隔開來。 

（二）Leon G. Schiffman（1994）將市場區隔基礎分為地理區隔、人口統計區隔、心理區隔

（動機、人格）、心理統計區隔（生活型態）、社會文化區隔、使用行為區隔、使用情境區

隔、利益區隔及混合區隔（人口統計加心理統計）。 

（三）學者 Marcus（1975）依人為導向及產品導向將變數做分類：（引自林琍羨，2002）  

1、以人為導向的變數（People-oriented）：如動機、生活型態、地理變數、人格特質及社會

階層等。 

2、以產品為導向的變數（Product-oriented）：如追求利益、使用率、品牌忠誠度、商店忠誠

度及其他與產品有關的特徵。 

（四）藉由市場區隔的基礎，了解特定目標市場的特性，選擇能夠發揮企業利基的目標市

場（Target market）；且目標市場的選擇先要審慎衡量市場大小、競爭力及本身能力，以及

決定是否符合經濟效益的有效市場，有效的市場區隔必須具備五個市場區隔的準則（Kotler , 

Wells and Prensky，1996；Leong , Ang and Tan，1996） 

1、可衡量性（Measureability）：指可取得一區隔的大小、本質、及行為等資料。消費者也

許是行為相似，但若無法衡量出來，便難以制定及實行行銷組合。 

2、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指能有效接觸和服務區隔市場之程度。 

3、足量性（Substantiality）：指區隔市場的規模夠大、獲利性夠高，可使公司制定行銷組合

去滿足此市場。 



 15

4、可行動性（Actionable）：指可以有效擬定行銷方案吸引及服務區隔市場之程度。 

5、可差異性（Differentiable）：指市場區隔概念上可以被區別，以及對不同的行銷方案與行

銷組合有不同的反應程度。 

在市場區隔的基礎之下發展市場機會，透過行銷策略發展出企業的行銷組合與計劃。 

 

三、旅遊業常用的市場區隔 

    旅遊市場具高度顧客導向，旅遊業者對目標市場之顧客了解程度，是業者經營成功之

關鍵因素，在旅遊業的市場區隔中並無一定或適當的方法，只要區隔出來的市場能找到出

具有潛力的目標族群便具有意義（蔡桂妙，1992）。旅遊業普遍被採用的市場區隔基礎有地

理性區隔、人口統計、心理特性、社會階層、行為特性五種區隔變數 Segmentation Variable

（Kotler，Bowen & Makens，1996）。在 1990 年初期，生活型態概念在國際旅遊市場研究中

重新復活，消費者的生活型態關於觀光旅遊業的潛在市場區隔是值得思考的方式（Josef 

A.Mazanec，1994）。 

國外學者關於旅遊業的區隔方式整理如下： 

學者 旅遊市場區隔變數 

Burdge（1969） 利用人口統計變數區隔旅遊市場 

Perreault, Darden and Darden（1977）、Mayo 

and Javis（1981） 

利用生活型態變數區隔旅遊市場 

Lundberg（1971）、Young, Ott and Feigin

（1979）、Shoemaker（1994） 

利用動機或追尋利益區隔變數區隔旅遊市場 

Crask（1981）、Gladwell（1990）、Silverberg, 

Backman（1996） 

利用特殊產品生活型態區隔法（Product-specific 

lifestyle characteristics）之旅遊型態變數區隔市場 

（引自林進財.黃美玉，2000） 

林東封（2003），林燈燦（2001）將旅遊業常用的市場區隔，分為下列五點 

（一）地理變數：依照地理位置來區隔市場。旅行業的地理變數可以再從消費者居住地

（in-bound 的外國人來華市場與 out-bound 的國人出國旅遊市場）與產品所在地（國內

domestic market 與國外市場 oversea market）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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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統計變數：包括職業、年齡、性別、所得、家庭大小、學歷、宗教，這是最常

使用的區隔方式。 

（三）心理變數：網路的匿名性與互動媒體特性，已經影響到消費者的心理層面。因此，

旅行業有必要重新評估網路使用者的心理與消費的關係，心理變數包括生活型態、性格、

以及社會階層等三項。 

（四）行為變數：包括購買時機（寒暑假及聖誕節過年期間）、忠誠度（分為四個階層：

有效潛在客戶、初次購買者、重覆購買者、以及品牌鼓吹者）、使用率（輕度、中度、重

度之產品使用者）、旅遊目的、追求利益等五項。 

（五）旅遊方式：獨立型/半自助旅遊、結伴自由行/兩人成行、保守型/全包套裝、節約型/

經濟旅遊、浪漫型/尖端行程。 

    整理各學者所提出的旅遊業常用的市場區隔方式如下幾點：人口統計變數、特殊產品

生活型態區隔法、動機或追尋利益區隔變數、地理變數（消費者居住地/產品的地理位置）、

心理變數（生活型態、性格、以及社會階層等三項）、行為變數（包括購買時機、忠誠度、

使用率、旅遊目的、動機、追求利益、旅遊方式。Wells（1975）指出，透過特殊產品生活

型態區隔市場，可獲得與產品相關性高之構面，使資訊更具意義。因此本研究以特殊產品

生活型態的區隔方式，探討旅遊網站的消費決策過程與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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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生活型態 

一、生活型態的概念及定義 

生活型態（Life-Style）的基本概念主要起源於心理學與社會學，William Lazer（1963）

首先將生活型態的概念與市場行銷研究做關聯性的應用，他將生活型態（Life-Style）定義

為「系統的概念」，生活型態是個人在社會或某一群體的生活具體化特徵，這些特徵來自

於文化、價值觀、資源、信仰和法律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這些特徵將與不同生活型態群

體有所差異（引自 Plummer，1974）。Henry Assael（1995）將生活型態定義為：活動、興趣

及意見的整合生活模式，如個人如何使利用他們的時間（活動）、在他們週遭環境中所認

為重要的事物（興趣），以及他們對自己及週遭世界的看法（意見），生活型態變數係屬於

心理特質的變數，因為態度、興趣及意見都是心理學取向而且是可以被量化的。 

生活型態的研究目的即在找出群體生活型態的共同構面，藉此了解群體過去與未來的

可能行為，心理學的權威人士威爾斯（William Wells），對各種類型旅遊者的生活型態進行

了解分析，證明對生活型態的研究十分有助於瞭解旅遊行為；William D.Wells（1974）也指

出生活型態與心理研究能幫助多元領域的市場區隔（如廣告、產品定位、媒體等），而生

活型態的核心價值有三點： 

（一）能正確描述目前市場區隔的狀況。 

（二）提供創新有用的市場區隔變項，幫助研究者瞭解多面向衡量或產品利益區隔結果。

（三）開創新的市場區隔，基於產品關連度的利益、需求、價值及更多一般生活型態的面

向，創造新的市場區隔。 

關於生活型態的定義，各家學者看法雖有差異，但其基本的核心概念是一致的。大致

而言，它是依循著 William Lazer（1963）的概念而發展。下列表將生活型態的定義依其年

代整理如下： 

研究者（年代） 生活型態定義 

William Lazer（1963） 生活型態是一種系統性觀念，在它集合的和最寬廣的意識裡，它

提出一個區別的生活模式，而且具體化這個模式，以至於可以在

一個社會裡發展和顯現出一個動態的生活。 

Alan R..Andreason（1967） 生活型態是個人或團體特殊行為的組合，透過每個人的某些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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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組合，可以歸納不同的個人或團體，而生活型態可以反映出

在有限的時間與資源下，不同類型的人如何分配時間、從事哪些

活動。 

Plummer（1974） 生活型態是結合了豐富的人口統計變數的美德、心理特徵的廣延

性及深度研究。 

生活型態涉及人們每天的、行為導向的情況和他們的感覺、態度

和意見。 

Engel,Kollat & Blackwell

（1980） 

生活型態是個人價值觀和人格的綜合表現。 

也就是個人價值觀及人格特質不斷整合所產生出來的結果；而這

個結果會影響個人的一般行為，進而影響其特定的購買決策。 

Kolter（1984） 生活型態是人們表現在活動、興趣與意見上的生活方式，生活型

態描述個人與環境間互動的全貌情況。 

Hawkins,Best & Coney

（1992） 

生活型態是一個人的生活方式，也是文化、價值觀、人口統計變

數、社會地位、參考群體、家庭、人格、動機、認知、學習及行

銷活動等各層面的綜合體。 

Blackwell,Miniard & 

Engel（2001） 

生活型態是一個簡化的構念，為人們生活和花費時間與金錢的

型態；反映出一個人的活動（activities）、興趣（interests）、意見

（opinions）（AIOs）和人口統計變數。 

Gordon Foxall、Ronald 

Goldsmith（1994） 

生活型態是指個人行動、興趣、以及意見的廣泛特徵或獨特特

徵，而可以藉此描繪出不同消費者的特性。一個消費者生活型

態，即反應出由時間、花費、以及感受所組成的類型，藉以盡

可能真實地描繪個人如何生活：了解他們在想什麼是重要的、

瞭解他們是如何應用時間、如何花費金錢也是相當重要的。 

別蓮蒂（2000） 生活型態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在社會上的生活與行為模式，由

於個人資源的限制，必須對時間、精力及金錢有所分配，而在

分配有限資源的過程中，又受到社會、文化、信仰、價值觀及

個人性格特質等因素的影響，最後呈現出一個人的活動、興趣、

意見、產品使用…等生活行為模式。 

（資料整理來源：郭淑雲,民 91 及本研究整理） 

    綜合上述各學者的定義，本研究將生活型態定義為：「一種與其他社會群體不同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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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模式，其受到社會文化、價值觀及個人性格特質等影響，經由人們生活、花費時間與金

錢的型態；反映一個人的活動、興趣、意見和人文特性」。 

 

二、生活型態研究架構 

Wind & Green（1974）提出生活型態研究的一般性架構，如圖五所示，共七個步驟，分述

如下： 

決定研究目標

發展生活型態模式

擬定生活型態變數

設計研究工具

蒐集資料

分析資料

獲取資訊

 

圖五：生活型態一般性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Wind, Yoram & Green, Paul E.（1974）,＂Some Conceptual Measurement and Analytical 

Problem in Life Style Research＂, in William D. Well ed., Life Style and Psychographics,（Chicago: 

AMA,p.122.） 

（一）決定研究目標：決定明確的研究目標，發展明確的生活型態模式，包括生活型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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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構面的探索及假設與變項間關連性的擬定。 

（二）發展生活型態模式，包括三個程序： 

1、決定量表內容型態 

依研究目的決定採用一般的或特定的生活型態量表。所謂一般的量表是指與一般的生活、

時間與金錢的使用有關；而特定的量表是指與特定的產品或品牌有關。當然也有一般的與

特定的量表一起使用的。 

2、決定主要構面 

Plummer（1974）認為生活型態包括：活動、興趣、意見及人口統計變數（demographics）

等四大構面，共 36 個變數，如 AIO 量表所示，可依其研究目的，自行增刪量表之變數。 

3、建立各生活型態主要構面與欲解釋行為之間關係的假設。 

擬定生活型態變數 

（1）擬定生活型態變數，經由研究者的思考，依照研究產品、對象的特性，在所決定的

構面上設計問題。 

（2）設計研究工具 

通常以問卷為測試工具，一般是採用李克特五點或七點尺度（Likert 5-or 7-point scale）評分

方尺，而且題目順序隨機排列。 

（3）蒐集資料 

可以郵寄、電訪或人員訪問等方式來進行調查。 

（三）分析資料 

可以為二項工作： 

1、資料分類 

利用數量方法，將量表中所有問題予以分類，以萃取生活型態各構面因素，若問卷設計得

宜，應與第二步驟所決定之構面大致相符。 

2、建立各生活型態構面與其他變數之間的關係。 

利用交叉分析、變異數分析和區別分析等方法，驗證第二步驟所作之假設，以建立各構面

與其他變數之間的關係。 

（四）獲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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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分析之結果作描述與解釋，提供與行銷決策之參考資訊。 

 

三、生活型態的衡量方式 

    生活型態的衡量及描述有很多種方式，包括 1.個人對產品與服務的消費行為，該取向

認為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反應於他所購買與使用的產品及服務。2.透過個人的活動、興趣與

意見之 AIO 量表變項。3.個人價值系統，特別是他的優勢價值系統。4.個人人格特質和自

我概念的描述。5.個人對多元產品類別之屬性及利益的尋求態度（Wind, Yoram & Green, Paul 

E.,1974）。 

    生活型態最廣為應用的衡量方式為 A.I.O.量表，依研究的目的之差異，又可分為兩種

方式，第一種是一般化研究；第二種是特殊化研究，兩者皆以 Plummer 於 1974 年所發展的

A.I.O.量表為區隔構面之基礎，廣被用來進行市場區隔的應用，以下介紹該兩種衡量方式以

及網路族群生活型態分析。 

（一）一般化研究（General Life Style Research） 

    將生活型態加以量化的工作原先稱為心理統計，心理統計研究試圖將消費者用心理層

面來劃分。生活型態研究可以視需要調整其特定程度，一是針對一般生活型態做出一般性

的研究；另一是針對特定產品或活動來研究。 

以了解消費者日常的個人活動、興趣、意見等生活全貌，藉以找出某些共同的價值，並將

有類似行為與觀念的消費者歸為一類，做為市場區隔的基礎；一般化的生活型態研究可以

全面性地了解社會上的消費者類型，所用的測度工具稱為 AIO 量表（AIO inventories），在

其中提示了大量的陳述句（經常多達 300 句），並由大量受訪者逐一指出其同意或不同意的

程度。 

    Plummer 於 1974 年，提出生活型態是消費者的價值觀、意見、興趣的綜合表現之說法，

甚至建議一般性生活型態研究應包含活動、興趣、意見及人口統計變數四個構面。每個構

面包含九個子構面，如表 3-1 之 AIO 量表，每一個生活型態研究所包含的子構面多寡，可

依研究目的酌量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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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AIO 量表 

活動 興趣 意見 人口統計變數 

工作 家庭 自我 年齡 

嗜好 家事 社會 教育 

社交 工作 政治 所得 

渡假 社區 商業 職業 

娛樂 消遣 經濟 家庭人口數 

社團 時尚 教育 住所 

社區 食物 產品 地理環境 

購物 媒體 未來 城市大小 

運動 成就 文化 家庭生命週期 

資料來源：Joseph T. Plummer（1974）,＂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of Life Style Segmenta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Vol.38,p.34 

    Hawkins,Best,Coney（2001）指出雖然 AIO 量表可以提供人口統計資料以外的研究，但

其範圍過於狹隘，目前的心理統計或生活型態研究，通常包括下列各種事項： 

1、態度：有關人、地、構想、產品等的陳述。 

2、價值觀：有關何者可以接受何者不能接受的各種信念。 

3、活動與興趣：消費者投入的時間精力但不屬於其職業的行為。 

4、人口統計變數：年齡、教育程度、所得、職業、家庭結構、種族背景、性別、居住地區

等。 

5、媒體類型：使用何種特定媒體。 

6、使用率：特定產品類別的消費量，通常區分為重度、中度、輕度和非使用者這四級。 

（二）特殊化研究（Specific Life Style Research） 

    著重產品或品牌帶給消費者使用利益衡量，根據消費者對某一特定產品相關的反應。

一個正式的特殊產品類別或特定消費習慣的生活型態研究，會以部份一般化生活型態的題

目，加上一些針對主題產品的問題，組合成一份問卷。 

    一般性的生活型態研究可以用來發掘新產品機會，特定的生活型態研究則可供現有品

牌重新定位之參考。在特殊性的生活型態建構本質，包含著在個人生活型態的描述和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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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包括生活方式、時間及金錢的花費，Wind & Green（1974）歸納出五種構面，茲分

述如下： 

1、衡量消費者所消費的產品與服務，該研究取向的前提假設，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以

及使用他們的方式，反映出消費者的生活型態。 

2、衡量消費者的活動、興趣和意見的 AIO 變數。 

3、衡量消費者的人格特質及自我概念。 

4、衡量消費者的價值系統。 

5、衡量消費者對多元類別產品的態度水準，包括其所追尋產品利益。 

以上的衡量方法中，以第二種最常使用，亦即以 AIO 變數來衡量生活型態。 

（三）Reynolds & Darden（1974）將 AIO 定義如下： 

1、活動：係指可觀察的具體活動，例如看電視或購物等。雖然這些活動都是可觀察的，但

是隱藏於活動之下的原因不易得知。 

2、興趣：指對於某些物體、事件或主題感興趣的程度，致使消費者產生特別且持續性的注

意。 

3、意見：指消費者對於外界刺激所引起的問題，給予口頭或書面的回應。 

例如對指他人的看法或對未來的預期等。 

（四）Plummer 於 1974 年更進一步說明生活型態應包含下列四個項目： 

1、消費者如何支配他們的時間。 

2、消費者的興趣為何？在週遭的環境裡，什麼是他們所重視的。 

3、消費者對於自己以及他們所處環境的觀點及意見。 

4、消費者的基本特徵，像是生命週期、所得、教育和住所等。 

（五）網路族群生活型態分析  

    基於電子商務的逢勃發展，網路生活型態族群的研究已成為近年來市場研究的重點，

包括 E-ICP 研究中心、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 MIC、蕃薯藤網路調查、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公司等，已對這群處於虛擬空間的消費者提出若干的研究報告，目的在於瞭解掌握網路消

費市場的脈動。創市際執行長江義宇表示：「生活型態（LifeStyle）在傳統行銷研究領域裡

已是熟知的概念，但若只是實體生活價值觀和人格未必適合用來評估網路上的消費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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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認知到網路不只整合工具、通路和媒體的功能，它創作了一個近乎完整的世界，同樣

的一個人可能在線上或線下是兩種性格，因此若要掌握網路行銷，就得先用對的方式去掌

握人們在網路上的生活方式，用專屬於網路的『虛擬生活型態』，解答對於網友動機、態

度與看法等偏向心理價值之深層問題，才能看清網路消費者的真貌，做出正確的行銷決策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04）。 

資策會 MIC Online AD 2000 專案，針對網路族群的集群分析，其研究流程為問卷的設計與

討論，篩選有效問卷之後開始進行統計分析，包含了因素分析、集群分析、判別分析與預

測分析等（詳見圖六），詳細說明如下：  

 

圖六：網路族群分析方法與架構 

1、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 ：因素分析的功能在於縮減資料變數(Variables)，並整理歸納

成少數特色(Factor)，在本研究中，主要在彙整問卷的問題，成為某個特色因子，例如過去

一年網路消費次數與金額、網路購物滿意度及網路下單金額次數，可形成一個「高網路購

物需求」特色因子。  

2、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 ：集群分析的功能在於縮減樣本數(Observations)，並整理形成

族群(Cluster)，在本研究中，主要在彙整填寫問卷的使用者，使其形成一個族群，例如根據

「高網路購物需求」等特色因子，將使用者歸納到某特色因子中，形成一個族群，並分析

這族群的行為，例如歸納這一個族群為「善用網路族」，便可分析這群人的上網時間、佔

網路購物比例、何種網站較能吸引他們、以及網站的經營策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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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別分析(Discriminant Analysis) ：判別分析的功能在於利用經由族群分析所得到的組

別，例如「善用網路族」與「數位潛力族」在性別、教育、所得等特性上有何不同。最後

就可根據每個網站網友的型態，推測網友的使用與消費行為。 

四、不同市場區隔與購買決策之關係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不同市場區隔下的消費者其消費決策與觀念是否有所差異，並以

生活型態作為消費者之區隔變數。 

（一） 根據 Engel, Blackwell & Kollat（1978）研究指出，不同生活型態之消費者，對產品

的購買決策應該是不相同的，而是受到諸如文化、社會階級、參考團體及家庭等內外因素

的影響；而個人的價值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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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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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型態影響消費者決策的過程如下圖所示： 

 

圖七：生活型態與購買決策之關係 

資料來源：Engel, Blackwell & Kollat（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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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Del I. Hawkins, Roger J. Best, Kenneth A. Coney（1989）指出生活型態是各個生命階段

中與社會互動之下所塑造成形，因此受到文化、價值觀、人口統計變數、次文化、參考群

體、家庭、動機、情緒和人格等事項所影響。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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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何種生活型態，會影響到我們有何需要，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購買決策與使用行

為，而這些決策則會增強或改變實際的生活型態；因此，生活型態往往提供了購買某種事

物的基本動機和指導原則，只不過其過程通常比較間接而微妙，消費者自己不易察覺。 

情境

確認問題

搜尋資訊

評估與選擇

商店選擇與購買

購後過程

情境

行銷活動
文化

學習(記憶)

知覺

動機

人格

情緒
家計單位

參考群體

社會地位

人口統計變項

價值觀

生活
型態

態度/需求

生活型態的維持或強化

 

圖八：生活型態與消費過程圖 

資料來源：Del I. Hawkins, Roger J. Best, Kenneth A. Coney（1995），“Consumer Behavior：

Implications For Marketing Strategy  6/e＂，pp24 

    Engel, Blackwell & Kollat（1995）指出生活型態是一综合概念，可定義為人們居住以及

花費時間和金錢的類型，卽為個人的活動、興趣與意見（AIOs）。人們利用生活型態的此

一概念，來建構環繞他們所發生的事，來解釋、觀念化、預測並與其價值觀做相互調整。

而價值觀相對於生活型態是一種較持久的概念，而生活型態也比人格更現代化，較價值更

全面性，因應個人的需求，持續性的改變，以反應個人從外界環境中擷取線索，以使自己

的價值觀和人格一致，因此生活型態較價值觀改變較快速且較具彈性；Wells and Pre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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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指出只以人格個性來預估行為是不足的，消費行為的完成是透過其他背景特徵，

且無法被孤立，而生活型態及心理學較適合消費行為的測量，他包含消費者如何分配他的

時間及金錢，被公認是消費行為的基本原理；Wells& Tigert（1971）也指出對消費行為的生

活型態的描述是個重要的改進，傳統的人口統計變項來區隔市場，已經無法完全描繪出消

費者購買行為的想法，而生活型態的內容豐富及包含範圍廣闊，可視一種更貼切的市場區

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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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者行為 

一、消費者行為概念與定義 

    消費者行為成為一門新興的研究領域，始於 1960 年代中期至末期；早期對消費者行為

的研究，是基於心理學（研究個體）、社會學（研究群體）、社會心理學（研究群體中的個

體行為）、人類學（研究社會對個體的影響）及經濟學的理論之相關概念建構而成（Schiffman 

et al，1994）；消費者在購買決策過程中，會受到消費者個人的文化、社會、個人及心理等

內在因素的影響，也會受到經濟、科技、政治、文化以及行銷廣告等外在因素的刺激（Kotler，

1997）。 

    Hawkins, Best, Coney（1995）提出消費者行為本質的概念性模式（Conceptual model），

指出個人的自我觀念及其後的生活型態，來自於許多外界（主要是社會與人口統計層面）

與內部（主要是心理與實體層面）影響因素。這些自我觀念與生活型態衍生了需要與欲求，

於是必須以消費來加以滿足。在某些情況下，個人會啟動消費者決策過程，而此一過程所

產生的或取得的產品，則會反過來影響到消費者的外界與內部特徵，進而影響其自我觀念

與生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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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影響因素

知覺
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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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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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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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消費者行為概念性模式 

資料來源：Del I. Hawkins, Roger J. Best, Kenneth A. Coney（1996） ，“Consumer Behavior：

Building Marketing Strategy  8/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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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消費者行為的目的 

    研究消費者行為的目的在於了解消費者的行為特性及其選擇偏好，如何支配自己擁有

的資源(錢、時間、努力)去作購買的決策；這些購買決策包括 1.購買何物（what）2.購買原

因（why）3.購買時機（when）4.何地購買（where）5.多常購買（How often）6.誰是購買者

（who）7.如何購買（how）8.如何使用（Use）（Schiffman & Kanuk, 2001）。 

    學者 Kotler（1997）也指出，消費行為研究主要探討消費者如何做決策，以自己所擁

有的資源（錢、努力、時間）去交換消費商品，使其需求得以滿足，這些決策即是七個「O」

架構所組成，也是探討消費行為的基本方式，另外主張在六個 W 一個 H 外，再加上市場

的七個「O」以暸解消費者及購買者行為的特點：1.組成人員（occupants）2.購買標的物

（objects）3.購買目的（objectives）4.組織角色（organization）5.購買作業（operations）6.購

買時機（occasions）7.購買通路（outlets）。 

（一）誰在購買（Who）？→ 組成人員（Occupants） 

（二）購買何物（What）？→ 購買的標的物（Object） 

（三）為何購買（Why）？→購買的目的（Objectives） 

（四）誰參加購買（With Whom）？→ 組織角色（Organization） 

（五）如何購買（How）？→購買作業（Operations） 

（六）何時購買（When）？→購買時機（Occasions） 

（七）何處購買（Where）？→購買通路（Outlets） 

從上述市場的七個「O」，可以知道目標市場中消費者購買行為的特點、基礎，以作為市場

管理的參考。 

    顧客決策過程是一個有組織的架構，可用來有系統地尋求未被滿足或供給不足的需

求，顧客決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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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

據已知的採購與使用經驗，所顯現的一系列的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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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點子（Rayport & Jaworski，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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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E.K.B 消費者行為模式 

一、E.K.B 模式的概念及定義 

    消費者行為於 1960 年代萌芽開始，許多學者開始致力以有系統的模式整合消費者行為

理論，消費者決策過程一般包括事前購買行為（問題的認知、資訊搜尋、選擇評估）、購

買行為（購買決定）及購後行為（滿意度、忠誠度、處置）（Rayport & Jaworski, 2001）。 

服務業的購買行為階段分為： 

（一）事前購買階段 Prepurchase phase：受到內部因素（需求確認、過去經驗、涉入度）、

外部因素（競爭、社會情境、口碑、溝通）、企業的行銷策略及購買風險等影響。 

（二）享受服務過程 Service Encounter：該階段是指消費者真正與服務提供者面對面的真實

互動，服務業與一般消費品不同處在於服務人員全程參與服務過程，彼此無法分離。 

（三）購後行為階段 Postpurchase phase：消費者評估服務的品質，而產生滿意或不滿意度，

以及未來再購意願（Kurtz & Clow,1998）。 

    消費者行為模式以 Engel、Kollat and Blackwell(1968)提出的 EKB 模式最為完整，EKB

模式以決策過程為架構，視消費者行為是一種連續的過程(Process)，而非間斷的個別行為，

此模式在 1978 年修完完整後，因為架構最為詳盡，而成為近年來研究消費者行為的主流模

式。 

    EKB 模式包括訊息輸入、資訊處理、決策過程、決策過程變數及外界影響五個主要階

段，在這五個階段中，決策過程是此模式的精隨所在，當消費者需要做決策時，一般都會

經由這五個決策過程完成，依序為需求確認、資訊搜尋、方案評估、購買決策、購後評估

（Engel, Blackwell,.Miniard,1984），茲分述如下： 

1、需求確認（need recognition） 

    需求確認可定義為消費者知覺到某件事物的理想狀態和實際狀況有差距時，同時，此

一差距已擴大到足以激起消費者去進行決策程序，則可認定該消費者已產生了需求確認，

並根據購買或使用行為的預期利益，需求可分為兩大類，分別為功能性需求及感官性需求

（Engel et al,1984）；消費者行為均由動機（motivation）開始，即確認了需求後，採取行動

以滿足需求的過程（Wells and Prensky,1996）；動機（motivation）是指個體內在一個緊張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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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它促發、維持並引導個體的行為朝向某些目標，而目標的達成可以減除該動機所造成

的緊張狀態（Brian Mullen & Craig Johnson,1998）。在消費者行為的背景中，動機的結果是消

費者對某項產品的欲望或需求，至於需求（need），則是消費者目前的狀態和自己理想狀態

間的差異程度，當差異越大，越容易體驗解決的急迫性，當消費者產生強烈想解決問題的

動機時，一系列的決策過程即隨之產生（徐達光,2004）。 

    購買決策過程起始於消費者對問題及需求的認知，當他意識到期望與現在狀況間的差

異時即產生需求確認。需求的引發可藉由內部刺激及外部刺激兩種方式，內部刺激是藉由

過去學習處理需求以及知道尋求何種目標將滿足動機的經驗。外部刺激是藉由朋友的描述

或電視廣告所引發的需求確認（Kotler、Bowen& Makens,2003）。決定休閒服務的心理需求

慾望，會受到消費者的生活型態及之前經驗的期望所影響，而對期望理想中的生活型態經

驗也可能產生需求的動機（Richard Teare,1994）。一個人的動機會受到下列因素影響：（1）

個人的背景特性（2）其他可行方案及個人對這些方案的了解（3）行銷人員及公共政策執

行者對影響動機過程所作的努力。這些因素的結合會影響一個人對於目標的選擇（Wells and 

Prensky,1996）。 

2、資訊搜尋 

    一旦消費者的需求被激發後，受到消費者的涉入度、產品知識及搜尋資源等因素影

響，消費者分別可能屬於廣泛問題解決型（需廣泛蒐集資訊才能解決問題）、有限問題解

決型（缺乏搜尋資源及強烈的搜尋動機）、重覆購買決策型（常不透過外部搜尋屬於習慣

性決策），不同屬性的問題解決動機就有不同的資訊搜尋行為。Engel et al（1995）指出，搜

尋是受激發後，會透過兩種方進行搜尋，一是內部的資訊搜尋，亦即從個人記憶中取用先

前的經驗或知識即可解決問題，便不用再進行外部搜尋的工作。其二是，外部的資訊搜尋，

有可分為購買前的資訊搜集（Prepurchase search）和持續性的資訊搜尋（Ongoing search）兩

種。購買前的資訊搜集是為了做出更好的消費決策，而持續性的資訊搜尋是為了增加自己

的知識，已因應未來的消費決策。 

    影響資訊搜集的因素，學者 Assael（1992）研究指出，購買知覺風險越高或爲了減少

購買風險，則資訊搜尋總量則越大，也會展現積極的資訊蒐集工作。影響資訊搜尋的因素

有以下幾點：情境因素（資訊的取得與否、數量、格式等）、產品因素（產品的差異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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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或價格越高，則搜尋行為涉入度越高）、零售店因素（零售店與消費者的距離、競爭

商店間的價差及相似度）、消費者的因素（知識、涉入、信念和態度、人口統計變數等）（Engel 

et al,1995）。消費者資訊搜尋的多寡，是依據需求趨力的強度、原始資訊的總量以及可否輕

鬆得到更多資訊等因素（Philip Kotler, John Bowen, James Makens, 2003）。 

3、方案評估（Pre-purchase alternative aveluation） 

    消費者通常會根據所蒐集到的資訊，對每一項可行方案加以比較評估，以便做出最後

之購買決策。評估準則（Evaluative Criteria）是用來評判選擇方案的特別構面或產品的屬性，

包括價格、品牌名稱、原產地、產品屬性。雖然購買產品會考慮很多的評估準則，但這些

評估項目對消費者的重要程度不一，評估準則的選定，受到個人的內在動機、生活型態和

個性的影響，因此對消費者決策過程的影響力有所不同（Engel et al,1995）。 

    消費者評估的流程大致可分為五項：（1）首先假設消費者視產品為產品屬性的综合體。

（2）消費者依個人獨特的需求，評估每個屬性對他的重要程度。（3）消費者發展一組產品

屬性的信念，評估各品牌符合該組屬性信念的程度為何，但這組信念會隨著消費者的經驗

及選擇知覺等因素而受影響。（4）消費者透過對產品使用的整體滿意度，來改變不同屬性

的差異程度之利益功能。（5）消費者透過一些評估程序對不同品牌產生態度（Kotler、Bowen 

& Makens,2003）。 

    消費者在尋求的結果中，使用評估準則（evaluative criteria）評估可行方案，評估準則

是消費者用以區別引發組合中競爭產品的特性，通常消費者使用許多準則來評估一組可行

的選擇，因為此產品可以幫助他們滿足一個以上的需求，要不就是因為這產品可以提供他

們滿足單一需要的很多利益，利益（Benefits）是大多消費者在決策中最重要的評估準則

（Wells and Prensky,1996）。而評估準則（evaluative criteria），通常指的是消費者面對特定問

題時所檢視的各種構面、特色、或利益。評估準則通常都是與消費者所要的利益或與成本

發生有關的產品特色或屬性。消費者使用的評估準則在類型、數目、和重要性等方面，都

會因人且因產品而異，都可能不盡相同。 

4、購買決策（Purchase） 

    當消費者完成評估階段之後，心中會產生方案偏好的優先順序，當消費者的信念、態

度、意願及評估準則傾向於某產品品牌時，選擇該產品品牌的機會就越大。消費者進行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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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行為應做五個決策，是否購買、何時購買、購買什麼、何處購買及如何付款（Engel et 

al,1995）。 

    消費者經過嚴謹的選擇評估後，購買意圖與真正購買決定之間還有兩個影響因素，第

一是受到其他人態度的影響力，例如小孩對父母購買決策的影響力，第二是非預期的情況

因素，例如突然有一筆額外支出，造成原本購買意圖的改變化或停止（Kotler、Bowen& 

Makens,2003）。 

 

圖十：選擇評估到購買決定間的兩個影響因素 

5、購後評估（Post-purchase alternative evaluation） 

消費者可能滿意或不滿意所購買的產品，如果消費者滿意，再購的可能性會提高；如果不

滿意，再購的可能性會下降，同時也決定未用或餘剩產品的處置方式。 

 

圖十一：EKB 消費者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 James F.Engel, Roger D.Blackwell, Paul W.Miniard（2001）, ＂Consumer Behavior 

9/ed＂ Harcourt,Inc.,p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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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線上旅遊與消費者行為模式的關係  

    本節以 EKB 消費者行為模式為主架構，透過相關文獻分別探討 EKB 模式各變項與線

上旅遊消費行為的關係，包括：需求確認、資訊搜尋、評估準則及購買意願等變項。 

一、線上旅遊「需求確認」行為 

    心理學者一般將動機與需求分類為先天與習得需求兩種型態，先天需求（Innate needs）

是起源於身體內部的生理平衡狀態的變化者，是生物共同需要稱為原始性動機（Primary 

Motives），包括飢餓、渴、性、母性、瞌睡、痛、探索等動機；習得需求（acquired needs）

起源於心理或社會因素者稱為衍生性動機（Secondary Motives）或心理性動機（Psychological 

Motives），此類動機與個體的經驗與社會文化關係緊密，都是經由學習而來的，包含親和、

歸屬、成就、社會期許等各種複雜的動機。所以動機可分兩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動機較

具原始性，但不含社會性的意義，包括較為原始的三種驅力，即好奇、探索、操弄；第二

個層次是完全經學習而獲得的動機，且與別人有關，較具社會的意義，包括人類特有的成

就動機與親和動機，又稱為次級需求或心理需求（Wells and Prensky,1996）。 

    消費者行為均由動機（motivation）開始，動機的結果是消費者對某項產品的欲望或需

求，並採取行動以滿足需求的過程（Wells and Prensky,1996）。消費者需求的形式包括生理

需求、安全與健康的需求、愛與友誼的需求、經濟資源與防衛的需求、愉悅的需求、社會

象徵的需求、佔有的需求、求知的需求、多變的需求（Engel,Blackwell,Miniard,2001）。 

（一）心理需求的分類表 

各個學者將多元的需求動機進行分類與定義，分述如下： 

1、Foxall、Goldsmith & Brown（1994）指出，消費者動機屬多元向度取徑，消費者購買單

一產品是可以在同一時間滿足許多的需要。因此界定出六類較為主要的消費者需求類別： 

需求類別 定義 

生理需求 滿足消費者最為實際的、功能性的需求。 

象徵需求 經由產品本身，可以表達出基本的社會心理動機，產品可以視為擁有者自我概

念與性格的象徵，當消費者將其自身內在心理狀態象徵化後，產品即可滿足象

徵需求與需要。 

認知需求 認知需求卽是了解的需求，可視為理性動機，表現出的是一種消費者對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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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奇心，並且有欲望想要去了解它。 

享樂需求 產品需要滿足本質的第四個向度，就是享樂。也是實際購買產品的主要原因，

是由於產品可以帶來感官享受。 

社會需求 經由消費者與他人的關係，所達成的產品消費效果，也會爲產品帶來意義與安

全需求（Solomon,1983） 

經驗需求 消費者從事的許多行為中，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來自於滿足消費者過程中所

感受到的感覺。例如音樂會、藝術展等，在那樣的消費環境中，會產生消費者

想要的情緒與心情，而讓消費者有所感受。 

2、麥魁爾（M.J.McGuire,1974）將人類的動機分為：內部、非社會動機及外部、社會動機

兩類，其動機分類系統較馬斯洛的需求層次論要來的明確，如下表所示： 

內部、非社會動機 

一致性：內部平衡的需求。 

原因：決定何者導致事情發生的需求。 

分類：建立能夠提供架構或參考的分類之需求。 

線索：需要可觀察之線索或符號，以利我們做推論。 

獨立性：自我主導控制的需求。 

新奇性：多樣差異性的需要。 

外部、社會動機 

自我表達：自我表白的需要。 

自我防衛：自我保護的需要。 

肯定：增加自尊的需要。 

增強性：希望別人會獎勵的行為方式之需要。 

親和性：發展與他人互相滿足的關係之需要。 

模範性：以他人行為為基準之需要。 

資料來源：Adapted from W.J. McGuire,＂Psychological Motives and Communication 

Gratification.＂in The Uses of Mass Communication：Current Perspectives on Gratifications 

Research,eds.J.g.Blumler and Katz（Beverly Hills,Calif:Sage Publications,1974）,pp.167-96。（引自

Del I. Hawkins, Roger J. Best, Kenneth A. Coney（1996） 

3、蔡瑞宇,1996；樓永堅等人,2003 整理消費者的購買動機大致分為：產品動機是指滿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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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感性與理性的需求；惠顧動機是指顧客對特定商店的偏好而言。 

產品的動機 惠顧的動機（Patronage Motives） 

情感的動機 理智的動機 消費者在特定商店購買產品的原因 

驕傲感 使用便利 地點便利 

面子或好勝心 增加工作效率 營業時間長 

嘗新的欲望 安全可靠 貨品種類繁多 

舒適的欲望 服務良好 品質優良 

娛樂的欲望 耐久性 店員服務禮貌週到 

感官的欲望 經濟 商譽良好 

安全感  提供信用及勞務 

好奇  價格適中 

佔有感  配合或炫耀特殊身份 

特殊嗜好   

（二）網路購買行為動機 

    根據資策會 MIC Online AD 2001 專案，我國網友網路購買行為的動機，重要性依序如

下：商品售價比其他購物方式更便宜、特賣活動或贈品、無須自行運送商品、搜尋商品資

訊方便易上手、商品資訊豐富、原已熟悉的品牌、商品資訊更新快速、購買較私密性的商

品以及具有購買建議或替代方案推薦的功能。Letecia N.McKinney（2004）研究指出，網路

使用者的網路購物動機傾向因素包括：1.經濟/比價導向因素 2.自信/便利性導向因素 3.商

店與網路複合型購物導向因素 4.意見領袖導向因素 5.網路偏好計畫者/瀏覽者導向因素。

賴怡玲（民 91）依馬思洛（Abraham H.Maslow）的需求階層理論（Need Hierarchy）將網路

購物動機作一個系統性歸納：1.生理需求：上網購物的便利效益需求與經濟效益需求 2.安

全需求：不受干擾需求 3.社會需求：可以滿足消費者溝通、資訊、娛樂以及自我肯定的需

求 4.受尊重需求：網路商店比傳統商店更能符合個別化的需求，透過電子郵件等方式可快

速獲得個人化的顧問諮詢服務 5.自我實現需求：虛擬商店沒有空間的限制，商品資訊廣度

及深度都較傳統商店來的多，消費者除了容易買到新奇獨特的商品外，還可以滿足自己特

殊興趣與喜愛客製化個人化商品及服務；除了購物的滿足外，掌握最新資訊、與人互動、

分享個人體驗都是完成自我實現需求的部分，將網路使用的動機需求類型分為：不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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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便利效益需求、經濟效益需求、自我意識與誇示同儕和成就肯定與愉悅需求。蔡

永福（民 91）也將上網購買動機的構面分為：便利需求型、資訊需求型、健康需求型及娛

樂需求型。 

    Forrester Resaerch （2000）調查消費者線上購買旅遊商品意願低的原因，依序為偏好使

用傳統旅遊代理商、尋獲資訊不一致、對旅遊網站缺乏信賴、由其他人做旅遊的安排、不

熟悉好的旅遊網站、不知如何使用、對網路新媒體不熟悉；PricewaterhouseCoopers（2000）

亦指出可透過保密個人隱私的資料、交易安全性、簡單的使用介面、控制不必要的訊息、

價格便宜等方式，鼓勵消費者使用網路交易（引自 Philip Alford,2000）。 

    本研究中關於旅遊網站使用動機的問卷構面，主要以 Foxall、Goldsmith & Brown（1994）

所提出六類主要消費者需求類別，以及參考賴怡玲（民 91）及蔡永福（民 91）研究中所建

構的網路購買動機構面所整理完成。 

 

二、旅遊商品「資訊來源」 

（一）資訊來源分類 

    資訊搜尋是購買決策過程的其中一個步驟，消費者透過大量的資訊來源，包括內部及

外部資訊來源，收集彙整大量的資訊，並從中作一首選的決定。資訊的搜尋過程通常包括

內部搜尋及外部搜尋，內部搜尋是消費者透過記憶的回想，包括以前透過外部搜尋資訊的

經驗及個人直接的經驗所累積的長期記憶；而外部搜尋則是透過各種不同形式且可接近的

資訊來源獲得所需資訊。而資訊搜尋的好處，除了找到一個最佳的選擇外，還可降低購買

風險（Lisa R.Klein & Gary T.Ford, 2003）。 

    Wells & Prensky（1996）也指出，資訊搜尋的方式包括內部搜尋及外部搜尋，內部搜尋

包含持續性搜尋行為（係屬高涉入的持續性需求，將持續收集的資訊存放於長期記憶中）

與偶發性知識（藉由每天活動產生的副產品或來自於長期記憶的偶發性資訊收集，係屬低

涉入）；而外部搜尋行為是因特別需求刺激所做出特別的努力，依據目前個人所擁有的一

點點產品知識，再透過人際溝通及行銷傳播尋求產品資訊，係屬高涉入的購買決策。 

    Blackwell（1968）將資訊來源分為四種：1.行銷人員可支配的人際來源（例如銷售人員、

商展、公司講習會）2.行銷人員不可支配的人際來源（例如社會關係人、專家、意見領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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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3.行銷人員可支配的非人際來源（例如媒體廣告、購買點展示、商店內資訊）

4.行銷人員不可支配的非人際來源（例如一般媒體）。另外從商業資訊來源、非商業資訊來

源、人際與非人際的區分程度、有助於評估消費者產生反應的相對效能大小（連德仁, 

1996），茲整理多位學者對資訊來源的分類列表說明如下： 

表 2-6-1：資訊來源分類表 

1-商業資訊來源 

a.人際搜集 包括業務員、銷售人員的資訊（Fodness and Murray,1998；Robertson,et 

al,1984；Berkman & Gilson,1986；屠如驥,1999）。 

b.非人際搜集 包括業者所刊登的廣告、提供的摺頁（Fodness and Murray,1998）、銷售點展

示的資訊（Robertson,et al,1984）。 

2-非商業資訊來源 

a.人際搜集 包括親朋好友、同事同學等社會關係人提供的資訊（Fodness and 

Murray,1998；屠如驥,1999）；親友口碑和專家意見（Robertson,et al,1984；

Berkman & Gilson,1986）；和朋友討論產品或徵求意見的資訊傳播（連德仁，

1996）。 

b.非人際搜集 包括大眾媒體、消費者組織、官方單位及專家學者所發表的書面言論

（Fodness and Murray,1998）；消費者報導(Berkman & Gilson,1986）；報章雜

誌的公共報導、非廣告的訊息（屠如驥,1999；Robertson,et al,1984） 

資料來源：林琍羨,民 91 整理 

    Beales, al el（1981）將消費者資訊來源整理彼此關係架構圖，包含內部搜尋及外部搜

尋等多元資訊管道，內部搜尋是指從消費者從過去記憶中進行搜尋，記憶的建立分為資訊

的主動獲得及被動獲得，主動獲得可能來自於以前的搜尋行為及個人過去的經驗；被動獲

得是來自於低涉入的商業廣告或朋友的言談內容；外部搜尋是消費者渴望得到某特殊產品

的資訊，主動搜尋資訊的行為，一般可從行銷資訊、個人的接觸及獨立團體等管道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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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資訊來源的關係架構 

資料來源：Adapted from H.Beales, M.B.Jagis,S.C.Salop,and R.Staelin,＂Consumer 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Journal Consumer Research,June 1981 p.12 

    消費者在網際網路上的搜尋行為，已經開始取代傳統的搜尋方式，因為網路的使用與

經驗的增加，以及網路本身的快速成長，使用網路經驗越豐富的消費者，其使用網路搜尋

資訊的比率就越高（Lisa R.Klein & Gary T.Ford, 2003）。 

    林琍羨（民 91）研究結果也指出，消費者在【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上有關的旅遊資訊】

蒐集程度僅次於【有購買及使用經驗的親朋好友之意見】，網站上的資訊來源除了來自行

銷業者自行設置的旅遊資訊網站所提供的正式資訊來源外，在其他非商業性行銷入口網站

（Portal）的 BBS 電子公怖欄（bulletin board system）上，也常見旅遊產品使用者透過網際

網路發表對產品正面或負面的使用評論。 

（二）-旅遊資訊來源 

    旅遊業產品的資訊來源，以人際及公共資訊來源重要性高於廣告，因為消費者無法得

知他們將得到怎樣的產品，直到親身經驗產品為止；且無法在購買前試用所謂的無形產

品，因此人際及公共資訊來源對消費者而言是較具信賴度，旅遊資訊來源包括：人際資訊

來源（家人、朋友、鄰居及相識的人）、商業資訊來源（廣告、銷售人員、業務員、包裝

及展示）、公共資訊來源（餐廳評論、旅遊區的深入報導及消費者調查組織）（Kotler、Bo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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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ns,2003）。消費者在決定旅遊地點及假期行程前，會透過多元的資訊管道搜尋資訊，

與大部分的購物決定不同的是產品的無形性，當消費者購買長期旅遊產品時，無法觀察他

們所購買的產品，因此必需依賴第二者或第三者的資訊來源，而且搜尋過程也比較長，須

要涉入更多的資訊來源（Schul & Crompton,1983）。 

    Christopher Lovelock 列出消費者購買服務性產品時，可透過以下資訊來源減少購買風

險：1、從人際資訊來源（家人、朋友及同伴）尋找資訊 2、信賴擁有好名聲的公司 3、尋

求擁有保證及保固的產品 4、購買前參觀服務設施或體驗服務 5、詢問專業員工有關競爭

性的服務 6、檢驗有形的線索或其他實質的證據 7、使用網路比較服務內容（引自 Kotler、

Bowen & Makens,2003）。 

    傳統旅遊行銷業者習以報紙與雜誌廣告與消費者做接觸的傳播媒體，認為消費者一旦

確認旅遊需求，對以前完全忽視的旅遊產品廣告會特別加以注意（Schiffman & Kanuk,2000）。  

（三）旅客資訊搜集行為模式 

    學者 Fodness and Murray（1998），以旅客已使用過的資訊來源代表資訊搜集策略，研究

旅客如何有系統的使用資訊搜集策略進行旅遊規劃，研究的目的希望能明確解釋旅客如何

選擇和組合資訊來源，將資訊搜集策略概念 operationalized，以發展觀光學本質的資訊搜集

行為理論。 

    兩位學者從過去研究消費者行為的資訊搜集文獻中，以三個構面兩極化（bipolar）分

類法，認為旅客條件因素下，在資訊搜集行為上至少會有三種蒐集策略，分別是空間

（Spatial）、時間（Temporal）及操作（Operational），在空間操作定義上，將資訊的來源區

隔為來自記憶內容的內部蒐集或來自環境資訊的外部蒐集兩類。在時間操作定義上，以動

機的不同而區隔為購買搜集（Prepurchase）即持續性搜集（ongoing）兩類。在操作的定義

上，以消費者對資訊的利用程度，分為決定性幫助（decisive）和輔助性幫助（contributory）

兩類，所謂決定性的資訊，是指資訊的利用對購買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力，而輔助性的資

訊，可以刺激並且增加消費者的產品知識，但對購買決策沒有影響，這兩種操作決策並不

是互相排斥，而是基於需求滿足及利益考慮，有時是兩者兼具。 

    爾後，Fodness and Murray 學者在 1999 年以上述理論內涵，發展出一個「旅客資訊搜集

行為模式」（A model of tourist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假設旅客資訊搜集策略是一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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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過程，以條件因素（Contingencies）、資訊搜集策略（Information Search Strategies）、旅

客特質（Tourist Characteristics）、搜集結果（Search Outcomes）四組構面，分析不同特質的

旅客及在不同的情境及產品特質影響下，如何選擇不同的資訊來源規劃渡假的選擇，界定

了消費者在資訊搜集策略中，相關變項之間的相互關係，對旅遊消費者的資訊搜集行為，

已建立一個可供描述解釋的模式理論。在該研究中定義出七項旅客資訊搜集策略，包括：

購前混合型搜尋策略（Prepurchase mix）、觀光旅遊局（Tourist bureau）、個人經驗（Personal 

experience）、持續型搜尋策略（Ongoing）、網路搜尋（On-site）、汽車俱樂部（Automobile club）、

旅行社（Travel agency）。 

 

圖十三：旅客資訊搜集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Dale Fodness & Brian Murray（1999）, ＂A Model of Tourist Information Search 

Behavior＂ ,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Vol.37 February,pp.220-230 

（四）旅遊商品資訊來源相關研究整理如下 

研究者 資訊來源分類 

Blackwell（1968） 將資訊來源分為四種：1.行銷人員可支配的人際來源（例如銷售人員、



 42

商展、公司講習會）、2.行銷人員不可支配的人際來源（例如社會關係

人、專家、意見領袖、個人經驗）、3.行銷人員可支配的非人際來源（例

如媒體廣告、購買點展示、商店內資訊）、4.行銷人員不可支配的非人

際來源（例如一般媒體）。 

Beales, al el（1981） 搜尋來源包括內部搜尋及外部搜尋資訊管道，內部搜尋是從消費者的

過去記憶中進行搜尋，而記憶是來自於以前的外部搜尋及以前的個人

經驗；外部搜尋是消費者渴望得到某特殊產品的資訊，主動搜尋資訊

的行為，一般可從行銷資訊、個人的接觸及獨立團體等管道獲得。 

Fodness and Murray

（1998） 

定義出七項旅客資訊搜集策略，包括：購前混合型搜尋策略

（Prepurchase mix）、觀光旅遊局（Tourist bureau）、個人經驗（Personal

experience）、持續型搜尋策略（Ongoing）、網路搜尋（On-site）、汽車

俱樂部（Automobile club）、旅行社（Travel agency）。 

林琍羨（民 91） 

 

1. 商業資訊來源：a.人際搜集 b.非人際搜集 

2. 非商業資訊來源：a.人際搜集 b.非人際搜集 

呂俐蓉（民 93） 

 

1. 旅遊前資訊搜尋策略 

2. 報紙旅遊專欄深度報導 

3. 專業雜誌深度報導 

4. 電視旅遊節目介紹 

5. 旅行社、飯店等出版的摺頁、手冊、宣傳單、商業電子報 

6. 報紙、雜誌的旅遊產品廣告 

7. 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上有關的旅遊資訊（電子報） 

8. 旅行社、飯店等銷售業務員意見 

9. 旅行社、飯店等「非」銷售業務員意見 

10. 有購買及使用經驗的親朋好友意見 

林進財.黃美玉

（2000） 

旅遊動機：親友介紹、報紙、旅遊圖書雜誌、個人經驗、觀光局旅遊

小冊子、電視、網路、宣傳單、廣播、其它 

李孟修（民 90） 旅遊資訊的來源包括：親朋好友、旅行社、旅遊局官方資訊（政府所

發佈之資訊）、旅遊折頁、旅遊指南、旅遊書籍、報章雜誌、電視、

網際網路及其他等十類。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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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上旅遊商品「評估準則」行為 

    消費者在決定商品購買前，會利用所蒐集到的資訊來評估產品，協助其進行購買決

策。一般消費者使用多元的線索來評估產品品質，用來評估產品的線索分為外部

（Extrinsic），內部（Intrinsic）兩類，外部線索指的是與產品相關的外在屬性，包括價格、

品牌、包裝、價格、店名等，不屬於實體產品的一部分；相反地，內部線索代表與實體產

品相關的屬性，例如成分、口味、內容構造、風格等（Rao & Monroe,1989；Richardson, Dick 

and Jain1994）。 

    「獲益 benefits」在旅遊決策中的關鍵，旅遊者對於突出獲益的知覺導致旅遊偏好的形

成，進而直接影響旅遊者決策過程的意向。對於一組特定客體相關聯的每個屬性或潛在利

益，對於旅遊者具有不同的重要程度。旅客不僅尋求具體的利益，而且與旅遊地能夠提供

這些利益的能力有極大的關係。 

古德里奇（Jonathan N. Goodrich）提出一個旅遊目的地吸引力的計算公式： 

吸引力=（個別獲益的相對重要性）X（人們感覺到旅遊目的地提供個別獲益的能力） 

旅遊目的地吸引力的計算公式不只應用於選擇旅遊目的地的決策上，也適用於有關交通工

具、航空公司、出租汽車公司、旅館、汽車旅館、旅行社、餐館、度假活動和旅遊名勝古

蹟方面的決策。在每種情況下，取捨的抉擇都要以它們能否提供旅遊者所重視的獲益為基

礎評估（引自 E.J.Mayo & L. P. Jarvis,1990）。 

與旅遊商品購買評估相關的研究整理如下 

研究者 「選擇評估準則」構面 

周逸衡.巫喜瑞

（2003/11） 

遊客對旅遊目的地的「選擇評估準則」：交通便利性、整體景觀品質、

服務據點品質、鄰近旅遊據點、價格、新奇與活動參與遠離城市 

林進財.黃美玉

（2000/03） 

遊客對旅遊景點的「選擇評估準則」：距離近、交通便利、旅遊費用

低廉、氣候宜人、完善的硬體設施、具刺激冒險性、安全性、合法性、

自然環境保存良好、具文物古蹟、服務態度良好 

朱仁德 （2005） 
燦星旅遊網國外團體旅遊商品「選擇評估準則」：價格合理、產品設

計符合需求、舉辦促銷活動、親友介紹、公司形象誠信可靠、網路交

易方便、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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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怡玲（民 91） 
網路購物選擇評估行為之變項內容分為：個人經濟性需求評估準則、

購物內容為評估準則、個人無店鋪購物經驗為評估準則、產品附屬服

務為評估準則及參考體意見為評估準則。 

Jeffrey F. Rayport , 

Bernard J. Jaworski

（2002） 

網路購物的購買「選擇評估準則」：產品價格、產品外觀、產品說明、

配送的資訊、配送的服務 

（本研究整理） 

 

四、線上旅遊商品的「購買意願」 

    消費者進行購買行為時應做的購買決策包括 1.是否購買 2.購買何物 3.購買原因 4.購買

時機 5.何地購買 6.多常購買 7.誰是購買者 8.如何購買 9.付款方式

（Engel,Blackwell,.Miniard,1995；Schiffman & Kanuk,2001）。Kotler（1997）也指出，消費者決

策即是七個「O」架構所組成：1.組成人員（occupants）2.購買標的物（objects）3.購買目的

（objectives）4.組織角色（organization）5.購買作業（operations）6.購買時機（occasions）7.

購買通路（outlets）。本研究參考上述學者的說法，旅遊網站使用行為變項包括：所接觸的

旅遊網站為何、旅遊網站接觸頻率、是否願意在旅遊網站購買旅遊產品、各種旅遊產品的

購買意願及購買頻率等。 

    陳瑞峰（民 90），將旅遊網站的交易內容分類為：旅遊產品、其他相關產品、非旅遊

產品、非營利內容。所販售的旅遊產品項目與資訊內容分為旅遊景點資訊、機票販售、套

裝旅遊行程及旅館訂房等，銷售模式有免費獲取、線上販售、拍賣、奏票及奏團等方式，

如下列表所示。 

產品分類 旅遊產品 其他相關產品 非旅遊產品 非營利內容 

網站內容  國內機票購票 

 國外機票購票 

 國內自由行 

 國外自由行 

 國外團體（含大陸） 

 國內租車 

 旅遊用品 

 書籍 

 旅遊保險 

 遊學 

 禮品販售 

 其它購物區 

 旅行社行程

管理系統 

 國內外旅

遊相關資

訊 

 社群資訊

 文章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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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即時國內訂房 

 國內外套裝旅遊行程

服務 

 火車票 

 旅遊券 

 遊輪 

 國外票券代售 

 團體奏票 

 旅遊行程訂製服務 

 意外險 

 線上即時購票

系統 

 

 

資料來源：陳瑞峰，民 90 

    本研究將目前經營模式較成功的電子商務型旅遊網站，依現有的服務項目作一整理，

各家網站的共同功能除了提供多種旅遊產品服務，例如國內外旅遊行程、交通機票、國內

外的訂房、代辦護照簽證、旅遊平安險、優遊商惠旅品、國際鐵路票券購買、國內旅遊票

卷、自由行、租車服務、旅遊精品購物區之外，也提供消費者豐富的旅遊資訊及電子報等

相關服務。 

    為了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各家旅遊網站紛紛推出具差異化的服務項目，例如 TaiwanGo

旅遊網推出獨家的國內外機票票價查詢比價功能、TaiwanGo 旅遊網及蕃薯藤旅遊網推出討

論區、燦星旅遊推出旅遊電視頻道、蕃薯藤旅遊網推出旅遊相簿、易遊網推出郵輪假期，

透過旅遊網站的特色來強化消費者的使用忠誠度（詳細內容如下表所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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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網站服務項目 易遊網 燦星旅遊 易飛網 足跡百羅旅

遊網 

雄獅旅遊 TaiwanGo 旅

遊網 

蕃薯藤旅遊

網 

Ezibon 萊捷旅

遊網 

國外旅行行程 O O O O O O O O 

國內旅行行程 O O O X O O O O 

國際機票 O O O O O O O O 

國內機票 O O O O O O O X 

國內訂房 O O O X O X O O 

國外訂房 O O O O O X O O 

代辦護照簽證 O O O O X O X O 

旅遊平安險 O X O X X O X O 

旅遊資訊 O O O O O O O O 

優惠旅遊商品 O O O O O O O O 

國際鐵路票券購買 O O O O X O X O 

電子報 O O O O O O O O 

自由行 O O O O O O O O 

租車服務 O O O X X X X O 

旅遊精品購物區 O X O X X O X X 

國內旅遊票卷 O O O X X X X O 

國內外機票票價查

詢比價功能 X X X X X O X X 

旅遊討論區 X X X X X O O X 

旅遊電視頻道 X O X X X X X X 

旅遊相簿 X X X X X X O X 

郵輪假期 O X X X X X X X 

（O 表示擁有該產品服務 X 表示沒有該產品服務，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