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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我國旅遊產業與網際網路雙雙蓬勃發展。國內旅遊內容相關的網

站，紛紛搶在這兩股熱潮上相繼成立。當旅遊網站多如過江之鯽，固然

能為網路上的旅遊熱潮達到加溫之效，但身處於眾多的旅遊網站中，除

了業者本身應具備有競爭力的旅遊商品及網站內容外，在網站首頁的內

容規劃方面也應當真正貼近不同網路使用者的需求才能脫穎而出。使網



路使用者感受不同的資訊搜尋與瀏覽體驗，網站才能持續吸引網路使用

者的造訪。 本研究以專業旅遊網站（可提供多種旅遊產品及旅遊資訊內

容，供網路使用者選擇、瀏覽與搜尋的旅遊網站）為例，希望網站規劃

者能以一種結合行銷觀念的角度來思考旅遊網站首頁的內容配置。將網

頁視同為一項產品，網頁內容的規劃相當於對產品做設計。針對整體網

路使用者，利用可行構面區隔之，並就各區隔之網路使用者對於旅遊專

業網站所提供內容的需要程度加以研究，依照需求的重要性，在網站首

頁的版面上進行規劃配置。以網路使用者的觀點來作為旅遊專業網站首

頁規劃的基礎，分別滿足各類型網路使用者的需求。 針對網路使用者，

以一般生活型態以及影響資訊處理之認知人格特質兩變數做為區隔之基

礎，經由因素分析得到六項基本因素構面，分別是：『跟隨時尚潮流的

傾向』、『重視資訊蒐集的效率程度』、『接受新觀念、新思維的程

度』、『休閒品質與學習並重的傾向』、『對龐雜資訊之提供的排斥程

度』、『對身心健康的關心程度』。在以上述因素進行集群分析，將網

路使用者區隔成五個集群：『貨比三家型』、『一窩蜂型』、『自我充

實型』、『優質生活家型』、『自我意識型』。最後，提出針對不同區

隔而個別規劃之旅遊專業網站首頁。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both travel industrial and Internet are thriving in Taiwan. For this 

reason, a lot of websites relating travel were established. Many travel websites can 

heat the Internet travel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business owners will face 

more and more competition. Besides providing competitive travel products and 

attractive contents of the websites, the planning of homepage design is also 

important. Those websites that can give visitors a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and meet 

their needs will attract them to login continually. This study chooses “professional 

travel websites” as our object of research. The professional travel websites at here 

means they can provide various products and information of travel for Internet user. 

We suggested that web designers could develop travel websites with thoughts of 

Marketing. To think of websites as a product, then planning of contents of websites 

is similar to product design. We used proper variables to segment Internet user into 

some groups. Then, we studied needs about information and travel product of each 

group and compare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Web designer can base on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to develop characteristic homepage for each segmentation. In this 

paper, common lifestyle and cognitive personality trait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ere used as segment variabl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factor analysis, six factors 

from the segment variables above were extracted. The six factors are “tendency 

toward fashion,” “level of emphasis on efficiency of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acceptability of new thoughts and ideas,” “tendency toward 

balancing the importance between leisure-time quality and learning,” “level of 

rejection about a large quantity of information,” “level of concern fo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After getting factors, we processed cluster analysis. Using six 

factors as input variables generated five clusters. They were named 

“comparator,” “bee-like,” “self-discipline,” “experts of well-living,” 

“self-consciousness.” At the end of this study, we made five conceptual 

homepage models to each group for web designers’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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