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本研究之主題為「從生活型態觀點探討旅遊網站使用者消費決策過程與使用意願」，

透過對網路使用族群調查，以暸解旅遊商品之消費決策過程與使用意願影響因素，本章藉

由第四章問卷統計分析結果做一結論，並提出研究建議，更進一步提供旅遊網站經營業者

制定行銷策略之參考。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研究假設檢定及研究發現、第二節根據研

究發現與結果，針對不同生活型態二個集群之區隔，依據其差異特性提出建議性的行銷策

略建議；第三節針對旅遊網站經營業者提出策略建議；第四節討論本研究限制並提出未來

研究方向。 

 

第一節 研究假設檢定及研究發現 

一、研究假設之檢定結果 

本研究所提出的六個假設，根據檢定結果顯示如下： 

研究假設一：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及人口統計變項對旅遊網站「使用動機」之各構

面上有差別。 

H1-1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資料分析結果：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和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在「新奇消遣豐

富資訊」、「主導控制產品多元」、「安全私密個人服務」三個使用動機因素構面上皆達到顯

著差異，支持研究假設。 

H1-2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在人口統計變項上，除了性別在「主導控制產品多元」、年齡與職業在「新奇消遣豐富資

訊」層面未達顯著外，其餘的變項在三個因素層面均達顯著差異，支持部分研究假設。結

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1 研究假設一檢定結果 

使用動機 生活型態集群 性別 年齡 教育程度 職業 月收入 

驗證結果 支持假設 部份支持 部份支持 支持假設 部份支持 支持假設 

新奇消遣

豐富資訊 

+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拒絕假設 +支持假設 －拒絕假設 +支持假設

主導控制

產品多元 

+ 支持假設 －拒絕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安全私密

個人服務 

+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支持假設

 

研究假設二：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資訊搜尋來源」之各構面上有差異。 

資料分析結果：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和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在「聽取旅行社、

航空公司、飯店等銷售業務員意見」、「由報紙旅遊專欄深度報導或廣告，取得旅遊相關

資訊」、「由專業旅遊雜誌深度報導或廣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由電視旅遊節目或

購物頻道介紹，取得旅遊相關資訊」、「由旅行社、航空公司、飯店等出版的摺頁、手冊，

取得旅遊相關資訊」、「由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聽取親朋好

友購買旅遊商品及使用經驗的意見」、「依個人的知識與經驗判斷旅遊資訊」、「由政府

單位所出版的消費者資訊出版品（如觀光局、消基會的報導），取得旅遊相關資訊」、「由

使用者在網際網路上發表的評論，取得旅遊相關資訊」均有達到顯著差異，支持研究假設。

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2 研究假設二檢定結果 

資訊搜尋來源 生活型態集群 

我經常聽取旅行社、航空公司、飯店等銷售業務員意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報紙旅遊專欄深度報導或廣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專業旅遊雜誌深度報導或廣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電視旅遊節目或購物頻道介紹，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旅行社、航空公司、飯店等出版的摺頁、手冊，取得旅遊相關資

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聽取親朋好友購買旅遊商品及使用經驗的意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依個人的知識與經驗判斷旅遊資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政府單位所出版的消費者資訊出版品（如觀光局、消基會的報

導），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 支持假設 

我經常由使用者在網際網路上發表的評論，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 支持假設 

 

研究假設三：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商品「評估準則」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資料分析結果：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和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在「產品設計符

合需求」、「產品的品質」、「價格合理」、「舉辦促銷活動」、「公司信譽與形象」、

「親友愉快的使用經驗及口碑」、「交易的安全可靠性」、「個人資料保密」、「服務人

員態度良好」、「是否提供完整的服務」上均有達到顯著差異，支持研究假設。結果如下

表所示： 

表 5-1-3 研究假設三檢定結果 

評估準則 生活型態集群 

產品設計符合需求 (例如行程規劃，食宿品質等) + 支持假設 

產品的品質 + 支持假設 

價格合理 + 支持假設 

舉辦促銷活動 + 支持假設 

公司信譽與形象 + 支持假設 

親友愉快的使用經驗及口碑 + 支持假設 

交易的安全可靠性 + 支持假設 

個人資料保密 + 支持假設 

服務人員態度良好 + 支持假設 



是否提供完整的服務（包含產品資訊、交易方式、機場接送及領隊導遊

等服務 

+ 支持假設 

 

研究假設四：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在「購買意願」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資料分析結果：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和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在「國內外自由

行」、「國內外套裝旅遊行程」、「國內外機票購票」、「國內租車」、「國際鐵票票券

購買」、「國內旅遊票券的購買意願」、「國內外訂房的購買意願」、「旅遊精品書籍的

購買意願」、「旅遊保險的購買意願」、「代辦護照簽證服務的購買意願」的「購買意願」

上均有達到顯著差異，支持研究假設。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4 研究假設四檢定結果 

購買意願 生活型態集群 

旅遊網站上國內外自由行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國內外套裝旅遊行程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國內外機票購票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國內租車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國際鐵票票券購買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國內旅遊票券的購買意願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國內外訂房的購買意願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旅遊精品書籍的購買意願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上旅遊保險的購買意願 + 支持假設 

旅遊網站代辦護照簽證服務的購買意願 + 支持假設 

 

研究假設五：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的「使用行為」各構面上有差異。 

資料分析結果：兩個集群在「多久上旅遊網站一次」、「曾在旅遊網站消費過的商品次數」

之旅遊網站使用行為上達到顯著差異，支持部分研究假設。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5 研究假設五檢定結果 



旅遊網站的使用行為 生活型態集群 

曾在旅遊網站購買過產品 － 拒絕假設 

多久上旅遊網站一次 + 支持假設 

是否會購買旅遊網站的產品 －拒絕假設 

曾在旅遊網站消費過的商品次數 + 支持假設 

 

 

研究假設六：生活型態集群區隔在「人口統計變項」上有差別。 

資料分析結果：性別、年齡、學歷、職業、月收入在「不同生活型態」上均有達到顯著差

異，支持研究假設。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5-1-6 研究假設六檢定結果 

人口統計變項 生活型態集群 

性別 + 支持假設 

年齡 + 支持假設 

學歷 + 支持假設 

職業 + 支持假設 

月收入 + 支持假設 

（註）：+ 支持假設；－拒絕假設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研究發現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 

1、線上購買旅遊商品的消費年齡層集中在 20-29 歲及 30-39 歲這兩個年齡層次，教育程

度集中在「大專、大學」及「碩士」，職業則以「學生、專業人員或資訊服務業」為最多，

個人所得以「二萬元以下」為最多，其次是「30001~50000元」。由這些數據顯示會進行網

路旅遊商品的消費者偏向大學程度以上的學生群及教育程度高且工作性質穩定的上班族

等兩族群，因此旅遊網站應以經濟能力及消費能力皆高的25~39歲族群為主要目標市場族



群；輔以大學以上教育程度的學生族群為次要或潛在目標市場族群。 

 

2、關於旅遊網站的使用行為與旅遊商品消費能力上，發現絕大多數的消費者是「有需要才

上」旅遊網站高達81.184%；且超過九成的受訪者未來會「購買旅遊網站的產品」或再購意

願高；而曾在線上旅遊網站消費過商品的次數以1~2次為最多。這顯示大部分的消費者在選

擇旅遊商品時，多以理性購買及實際需求為主，而非衝動型購買，因此建議業者除了提高

旅遊網站品牌知名度外，經營旅遊網站的服務內容應更多元化，包括豐富的國際性旅遊資

訊及多元性的商品組合，強化網路使用者對該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透過互動有趣的網路

行銷活動，提供網友上網的動機及利益獲得，增加他們對旅遊網站的黏著度及忠誠度，進

一步滿足其對旅遊的需求。 

 

（二）不同生活型態集群與消費決策過程分析研究發現 

本研究目的為從生活型態觀點，探討旅遊網站使用者的消費決策過程與使用意願研究，應

用 Plummer（1974）提出的生活型態量表，以及 Enge,Blackwell&Kollat（1984）提出的 EKB

購買決策模式為主要研究架構。根據生活型態量表區隔出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和集

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再經由統計分析結果加以描述兩集群消費者的差異化特性，探

討不同生活型態兩集群之消費決策過程之差異為何，從中發掘行銷新點子，並研擬兩集群

之差異性行銷策略。 

1、不同生活型態兩集群之人口統計描述 

 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 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 

人口統 

計描述 

 

（1）男女性別比率約各1/2相差細微，

女性所佔比率(51.232%)稍高一點。 

（2）年齡主要介於20~29、30~39及以

上，以20~29歲(45.266%)的年齡層最

多，其次為30~39歲(27.367%)。 

（3）學歷主要以大學學歷(55.901)居

多；職業主要以「學生、專業人員」為

（1）性別以女性(60.985%)為主。 

（2）年齡介於20~29歲及19歲以下，主要

以20~29歲(45.672%)的年齡層最多，而

19歲以下族群（58.163%）則較集群一

「生活態度積極型」（41.837%）的消費

族群高。 

（3）學歷主要以大學學歷(56.458)居多；



最多數，各佔33.593%與13.878%。 

（4）收入主要以20,000元以下與

30,001~50,000元佔最多數，各佔

37.743%與29.831%。 

職業主要以學生為最多數，佔

42.210%，而大學學歷以下族群較集群

一「生活態度積極型」的消費族群高。

（4）收入主要以20,000元以下與

30,001~50,000元佔最多數，各佔

46.7373%與24.501%，但收入20,000元以

下的族群則較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

型」的消費族群來的高，而

30,001~50,000元之族群則較集群一「生

活態度積極型」的消費族群來的低。 

2、不同生活型態之消費族群與旅遊網站的消費決策過程研究結論如下： 

消費決

策過程 

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 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 

旅 遊 網

站 使 用

動機 

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以「主導控制產

品多元」為主、其次為「新奇消遣豐

富資訊」及「安全私密個人服務」；

顯示該族群消費者屬於自主性高的理

性購買者，網站是其獲得多元產品資

訊的管道，希望網站能符合個人之需

求，提供量身訂做的商品；相對地，

網站的娛樂性及私密性則為其次需

求。 

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以「主導控制產品

多元」為主、其次為「新奇消遣豐富資

訊」及「安全私密個人服務」。從平均

數相較得知，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

較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的消費者

在旅遊網站上使用動機各構面較強，但

兩者關於使用動機因素之重要性排序

則是相同。顯示兩集群使用網路最重要

的動機是能夠主導控制且透過網路搜

尋多元的產品資訊。 

旅 遊 資

訊來源 
旅遊資訊來源以「我經常由入口網站

及旅遊網站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其次依序為「我經常依個人的知識與

旅遊資訊來源以「我經常由入口網站及

旅遊網站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其

次依序為「我經常依個人的知識與經驗



經驗判斷旅遊資訊」及「我經常聽取

親朋好友購買旅遊商品及使用經驗的

意見」；顯示該族群對旅遊資訊搜尋採

主動性，依本身的旅遊知識基模及經

驗判斷所需之資訊及其正確性。 

判斷旅遊資訊」及「我經常聽取親朋好

友購買旅遊商品及使用經驗的意見」。

從平均數相較得知，集群一「生活態度

積極型」的平均數高於集群二「生活態

度中庸型」的消費者，但兩者關於旅遊

資訊來源之重要性排序是相同的，顯示

網路使用者還是最常透過入口網站及

旅遊網站搜尋多元的旅遊資訊。 

線 上 旅

遊 商 品

之 評 估

因素 

線上旅遊商品之評估準則，依序為「產

品的品質」、「是否提供完整的服務」

及「服務人員態度良好」；顯示該族群

消費者以旅遊商品的實質效益進行理

性評估，重視實際消費過程的完整性

及滿意度，屬於產品導向的消費者。

線上旅遊商品之評估因素，依序為「個

人資料保密」、「產品的品質」及「服務

人員態度良好」，與集群一「生活態度

積極型」的消費者之首要評估因素有顯

著差異性，集群二重視網路安全性及資

料保密性，其次才是實質產品面的效

益。 

線 上 旅

遊 商 品

的 購 買

意願 

線上旅遊商品的購買意願，依序為「旅

遊網站上國內外自由行」、「旅遊網站

上國內外訂房的購買意願」及「旅遊

網站上國內外機票購票」；顯示該族群

消費者喜歡自由不拘的行程，強調獨

立自主的性格，對於客製化及自組性

商品的興趣高。 

線上旅遊商品的購買意願，依序為「旅

遊網站上國內外訂房的購買意願」、「旅

遊網站上國內外機票購票」及「旅遊網

站上國內外自由行」；顯示該族群的消

費者傾向商務或短期的旅遊，對於自由

行的意願明顯低於集群一的消費者，因

此在性格上係屬較不獨立自主且依賴

性較高。 

 



第二節 行銷策略建議 

    根據描述性統計分析及不同生活型態集群與消費決策過程分析研究結果，分別針對集

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與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提出傳播行銷策略之建議，包括定

位區隔策略、產品策略、網路行銷策略及整合行銷策略，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行銷策略建

議如下表所示： 

行銷策

略建議 

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型」 集群二「生活態度中庸型」 

定位區

隔策略 

生活態度積極型的消費族群著重

於自我主張性的休閒旅遊活動，除了

可透過度假休閒促進身心健康愉悅

外，希望同時能增廣相關知識與創造

力，強調產品的品質及完善服務，因

此將該消費族群之市場定位為「知性

休閒旅遊」，提供多元的產品組合及

豐富旅遊資訊，讓消費者主導控制符

合其需求的旅遊商品組合或以客製化

服務滿足其需求。 

生活態度中庸型的消費族群不強調

個人風格的展現，對週遭事物及流行資訊

的吸收較為被動，個性內斂安於現況，追

求平穩的生活步調。因此將該消費族群之

市場定位為「套餐式休閒旅遊」，根據該

消費族群的需求，提供各式物美價廉的組

合商品套餐，幫忙解決購買旅遊商品過程

中所須花費的時間及精力，享受一站購足

的便利性。 

產品 

策略 

生活態度積極型的消費者喜愛依

個人需求主導控制旅遊產品之組合，

故對於國內外自由行、國內外訂房及

國內外機票購票等旅遊商品購買意願

高，旅遊網站之經營宜透過異業結盟

策略，開發多元的組件式旅遊商品，

讓消費者可依個人之需求，主導控制

並組合出具個性化之旅遊商品。因此

產品策略宜以組件式旅遊商品為主，

生活態度中庸型的消費者由於產品

主導控制需求較集群一「生活態度積極

型」者低，因此關於旅遊商品之購買意願

主要為國內外訂房、國內外機票購票，主

要以基本旅遊需求為主，而需要自己打理

一切的自由行程，其購買意願則較集群一

低。因此產品策略上，業主宜針對該族群

消費者提供多元化的組合式旅遊行程之

商品，例如依季節的不同定期推出生活提



提供個人輕鬆完成旅遊行程每一環節

之需求；除此之外，應整合虛實通路

之服務，提供消費者貼心的加值服

務，例如機場接送及免費旅遊指南提

供等，協助消費者解決旅遊過程中可

能面臨的困難及問題，提升消費者購

後滿意度。 

案的套餐旅遊行程或是完整組合包裝的

旅遊行程，強調商品套餐組合的完整性及

豐富性，讓該族群消費者也可以擁有多元

的選擇性。 

 

網站行

銷策略 

生活態度積極型的消費者主要的

旅遊資訊來源為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

上，其次是依個人的知識與經驗判斷

旅遊資訊以及聽取親朋好友購買旅遊

商品及使用經驗的意見。透過資料分

析得知該族群消費者對於網路科技抱

持樂觀態度且高度依賴網路資訊，故

業者關於網站內容經營除了旅遊資訊

的深度報導外，也應加強多元商品內

容的詳細介紹，例如旅遊行程介紹及

加值服務內容的透明化，強化消費者

關於旅遊商品自我判斷所需資訊及商

品組合選擇的能力，透過多元組件商

品的選擇，挑選出符合個人需求之客

製化商品組合。 

生活態度積極型消費者選購旅遊

產品的評估因素依序為「產品的品

質」、「是否提供完整的服務」、「服

務人員態度良好」，該消費族群係屬

理性購買族群，首重旅遊商品所帶來

生活態度中庸型消費者主要的旅遊

資訊來源為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上，取得

旅遊相關資訊，其次是依個人的知識與經

驗判斷旅遊資訊，以及聽取親朋好友購買

旅遊商品及使用經驗的意見。由集群一與

集群二相較分析資料得知，生活態度中庸

型消費者關於搜尋資訊的能力較集群一

低，資訊吸收處於被動。雖然也依賴網路

科技獲得資訊，但搜尋資訊的動機不如集

群一來的強，故業者針對該族群應加強網

站內容的娛樂消遣性，透過各景點的影音

介紹、網路電視或是互動式媒體等多媒體

型式，強化網站內容的感性訴求，吸引生

活態度中庸型消費者的注意力及興趣，同

時透過互動有趣的網路行銷活動，增加其

瀏覽該網站的頻率次數及黏著度。 

生活態度中庸型消費者關於選購旅

遊產品的評估因素依序為「個人資料保

密」、「產品的品質」、「服務人員態度

良好」，該消費族群重視個人隱私及資料



的實質效益及全程服務的品質，包括

旅遊周邊服務是否完整以及人員服務

品質的優劣。業者除了在線上提供完

整的商品服務外，應該整合實體通路

及服務人員的專業訓練，回歸到人本

的服務精神。 

保密，相對而言其對於網路安全交易方面

缺乏信心。因此業者宜加強金流的加密措

施，達到線上購物安全性勝於實體通路，

強化消費者線上購物的信心，將其消費行

為轉移至虛擬通路。 

整合行

銷策略 

茫茫網海中各網站更需透過整合

行銷的溝通推廣，包括大眾傳播廣

告、線上促銷創意活動、話題行銷、

公關報導、直效行銷(電子郵件、網際

網路)、及會員行銷等傳播溝通，將公

司觀念、產品、服務訊息藉由不同的

行銷管道，不斷的刺激消費者關於品

牌權益、品牌認知及良好形象的建

立，而消費者在觸及到相關行銷宣傳

時，也從中獲得更多該旅遊網站的創

新行銷點子，有效提升品牌知名度及

好感度，讓顧客願意主動接觸，在每

一次的品牌接觸都會傳達一些印象，

足以加強或減弱顧客對公司的觀點。 

集群二之消費者關於旅遊資訊的吸

收不及集群一來的主動積極，除了透過整

合行銷溝通組合的有效運用外，宜針對該

族群消費者強化網路行銷活動的推廣，透

過互動式、社群及病毒式行銷等方式，提

供優惠的活動誘因(如贈品、折扣或參加

獎)，強化其接觸旅遊網站之動機、增加

瀏灠頻率及網站忠誠度。 

 

 

 

 

 

 



第三節 對旅遊網站經營業者之策略建議 

一、應持續加強市場區隔及定位鮮明 

    在分眾媒體的世界裡，旅遊網站各軍突起如火如荼，因此旅遊網站的定位及區隔應鮮

明具特色，而在網站明確的定位下延伸行銷策略。本研究建議旅遊網站宜朝向商品精緻定

位，以高品質、合理價位的旅遊商品及創新服務吸引消費者，而非流於價格廝殺戰，破壞

整體產業的市場結構；提供完整性及差異性的產品內容。以實體通路之店中店形式或生活

提案方式增加網站內容的精緻度及豐富性，滿足分眾消費者的需求。 

 

二、應加強市場調查與分析之應用 

    加強市場調查與消費行為分析，了解目前網路市場最新的消費趨勢以及潛在網路消費

族群特色，提供網站內容重新整頓與調整的建議，讓企業有完備的準備因應瞬息萬變的環

境。 

 

三、加強整合行銷與傳播策略，將創新及差異定位宣傳出去 

    經營旅遊網站品牌同樣適用品牌資產的概念，品牌的經營需要有效的整合行銷溝通，

除了針對網路族群加強網路行銷外，應整合廣告、銷售促進、公共關係與公關報導、直效

行銷(郵件、網際網路)、話題行銷及最重要的會員行銷，透過各式行銷管道，統一傳達品

牌核心理念及服務訊息，刺激消費者產生對該網站品牌的好感度，提昇品牌知名度，當消

費者觸及相關行銷宣傳時，也從中累積更多該品牌創新與眾不同的品牌資訊及形象。 

加強網站傳播具體建議 

（一）行銷異業結盟：網站廣告有其經濟效益，故建議業者可不定期以優惠活動或廣告交

換方式與入口網站業者進行活動配合，可於短時間吸納瀏覽人數，以互動式的網路行銷活

動取得客戶資料，建立完整會員資料庫，日後可針對有效客群進行活動及訊息寄發。 

（二）整合行動行銷：目前最HOT的3G手機擁有大螢幕及無線上網功能，建議旅遊網站業

者可與電信公司合作，透過簡訊或MMS的方式傳播線上旅遊產品之訊息，提供會員無時空

限制的購物環境。 

 



（三）第三公信力單位背書：旅遊網站業者可藉由多元的網路搜尋管道增加網站的曝光機

會，申請政府認可之優良商店標章或認證，參加旅遊同業公會，加強曝光與大型企業合作

經驗，提升消費者對該網站的信賴度及購買旅遊商品之安全感。亦可結合現階段政府大力

推行的國民旅遊卡等的線上服務，刺激公務人員購買旅遊網站商品的意願。 

 

四、應注意促銷與品牌經營的平衡 

    在行銷學理論上，經常促銷容易造成品牌的傷害，不過事實上如果透過適當且具創意

的促銷手法，則會是回饋會員及吸收新客的最佳行銷方式，所以短期的促銷業績與長期的

品牌效果應該同時發展，在每一波促銷當中應使消費者累積對該旅遊網站品牌的認同，長

期而言才會佔有優勢。 

 

五、應加強會員顧客關係管理，爭取認同度和忠誠度 

在會員群培養及經營上更要用心，在行銷策略下發展對會員有利的體驗式行銷活動，

增加與其互動的機會，如在每個月當中選一天為會員的折扣日，讓會員享受比促銷活動期

間更優惠的商品或活動；平常則可多運用折價券或集點紅利方式，提升瀏覽率。爲了讓會

員或網友停留的時間及瀏覽頻率增長，則需要培養舉辦活動的創意及能力，最好能結合異

業提出新奇有趣的活動計劃，如此更能有效掌握到會員及網友，強化他們對該網站的品牌

忠誠度。 

 

六、應重新思考策略聯盟的可能性 

「Content is the king」旅遊網站的最大優勢在於提供豐富的資訊及多元的產品內容，旅

遊產業原是代理法人從事旅遊銷售工作，並收取佣金之專業服務行業，因此產業上下流異

業結盟勢原已存在，此處所言之策略聯盟是關於行銷面的異業結盟，例如與各家銀行間的

無息分期付款機制，以及與其他品牌之會員交換，針對其會員提供獨家之優惠商品等吸收

新客之行銷策略，以最省時、最省錢及最省力的方式擴展市場。 

 

 



七、加強網路購物的安全性及私密性 

新科技網路時代的來臨，實際改變了行銷與企業經營的方式，網路對資訊訂單交易付款的

傳送與接收，提供了更精確與更快速的工具，但由於網路信用卡盜刷事件頻傳，傷害網路

使用者對網路金流加密的信賴，網路刷卡購物的安全性備受質疑。因此未來更應加強網路

購物的安全性及私密性，重建網路使用者對網路金流加密的信賴，讓消費者可以安心在線

上購物，如此便可以將實體通路的消費行為提升至網路購物行為模式。 

 

八、應加強話題事件行銷 

    利用話題事件結合一些知名公眾人物的行銷手段，增加行銷訊息於媒體(電視新聞、網

路討論區、BBS 站板上…等)上的曝光率，讓話題在整合行銷網絡資源的運用下，漸漸於人

際傳播網絡上傳散開來，以幫助品牌行銷宣傳速度，並間接建立品牌形象及知名度。 

 

九、強化體驗行銷及感性行銷 

（一）網路行銷受限於網路及電腦技術限制，網站內容主要是經由視覺、聽覺等感官刺激，

創造消費者知覺體驗為訴求，協助消費者虛擬體驗產品的經驗；網際網路的資訊容納量及

HyperLink資訊的深度，是網際網路出現以來的一大優勢，而旅遊產品的不可預測性及不可

預見性，過去讓旅遊消費者在購買前充滿了對旅遊產品的不確定感，而現今網際網路與頻

寬的條件趨於成熟下，應用多媒體來傳遞旅遊產品詳細資訊內容，藉由FLASH動畫技術或

多媒體展示的互動機制可以減緩消費者對旅遊產品的不確定感，讓消費者感受身歷其境，

滿足其對旅遊資訊需求的渴望。 

 

（二）利用感性訴求啟發消費者內在感情與情緒的共鳴，能夠將旅遊網站之內容資訊能和

歡樂、愉悅及分享等正向情緒連結。除了透過網站創意設計、舒適的瀏覽介面及多媒體的

影音感受外，網路行銷活動應以最感性的一面觸動消費者的心。故業者在販售旅遊商品

時，應強調旅遊不只是旅遊，而是提供全家互動與歡樂的經驗，或是朋友相聚分享的時光。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方向 

一、研究限制 

針對本研究之主題，雖在研究過程中力求嚴謹，但無可避免仍有部份研究限制，使研

究未臻完美，說明如下： 

（一）本研究由於時間、經費、人力、物力上的限制，本研究之樣本係來自網路隨機便利

取樣，而非利用系統抽樣調查全省受訪者，故對於潛在顧客之地理性或其他因素衡量有所

影響。 

（二）受訪者以匿名性填寫網路問卷，因此會有樣本的真實性、精確性及代表性等問題。 

（三）本研究因使用網路問卷的型式來探討旅遊網站使用者消費決策過程與使用意願，由

於衡量問卷題數不宜過多，受訪者可能因為某些因素無法依據實際感受作答，故可能與其

真實狀況產生些許落差，本研究僅能假設受訪者全都能據實回答，因此，是否會影響到整

體意見之代表性也是值得探討的。 

（四）因本研究蒐集資料時間較短，對於平常不常上網、無法取得本問卷之相關資訊，或

是使用其他語言之網路使用者在調查上產生遺漏，使得本研究之推論必須謹慎保守。 

（五）本研究回收問卷之學生樣本佔總樣本數約38%，而個人收入低於20000元以下佔總樣

本數約42%，學生樣本超過總樣本的1/3，可能因為本研究之網路問卷採立意抽樣，問卷填

寫的社群網站其使用族群多為學生，因此造成學生樣本偏多。 

 

二、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雖已在推論與實證上力求客觀嚴謹，但礙於人力、物力與時間等因素，仍無可

避免地使研究未臻完美，盼後續研究者，能加以突破，再深入研究，因此，提出後續研究

建議如下： 

（一）樣本數擴大：本研究之抽樣母體為全台灣網路使用者，但隨機抽樣涵蓋的範圍上仍

屬有限，後續研究者可擴大其樣本數及範圍，使得樣本更具代表性，所得出的結論會更趨

於常態，將有助於研究母體的推論。 

（二）縱貫性資料蒐集與評估，除了量化研究外，宜透過質化研究的探討，更深入了解旅

遊網站產業及消費者行為。 



（三）本研究僅以網路使用者的生活型態為分析單位，未來建議除了以消費者的角度探討

外，也應該從產業面及旅遊網站業者的角度探討，讓整體研究更趨完整性。 

（四）後續研究者可採用其他更多元的研究方式，例如：訪談質化研究、書面問卷及網路

問卷同步進行的方式來蒐集問卷資料，並將書面問卷採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進行調查，如

此一來結合網路問卷將可以更廣泛性的抽樣，增加研究結果的外部效度。 

（五）建議對旅遊商品網路行銷有興趣者，可選擇其他變數進行區隔研究。 

（六）考慮季節性及特殊事件因素：每一季節的促銷活動及特殊事件因素進行旅遊網站的

消費者之抽樣與比較，能降低樣本過於集中在某一消費族群的問題，以提高研究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