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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內容： 網際網路以超高速度在全球蔓延開來，全球企業無不進

行企業電子化，並陸續進入電子商務市場，積極地為電子商務鋪路。是

以資訊科技幫助民宿業提供旅遊資訊與服務品質的提昇，因應政府「觀

光客倍增計劃」的推動日形重要。本研究的目的在於釐清現有民宿的經

營管理問題、產業電子化之規劃、發展民宿產業電子化之雛型系統及實



例探討。 本研究是以發展生態旅遊之鄒族部落阿里山地區為實證案例來

建立民宿產業電子化之規劃研究。為使民宿經營電子化之規劃更為客觀

有系統，本研究除蒐集一般電子化企業之規劃文獻加以研究整理之外，

並針對民宿產業次級資料利用產業分析及 SWOT 分析來進行資料歸納與

整理，且實際到阿里山地區民宿現況探勘以瞭解當地之生態環境資源，

釐清民宿經營管理之困境及界定民宿產業電子化之規劃需求與範圍。並

且輔以個案訪談問卷徵詢業者意見以增加規劃之客觀性，再以系統分析

之雛型方法發展一民宿產業電子化之雛型系統，以供本研究之實證研

究。最後提出結論與建議供阿里山民宿業者及後續研究參考。 經過不同

的文獻探討、資料蒐集整理、次級資料分析、個案訪談和雛型發展與系

統功能評估之後，本研究提出四項結論，分別為：一、民宿的發展可從

社區發展與商圈規劃等方向進行。二、產業宜採取策略聯盟與資訊技術

以提昇市場競爭力。三、個案民宿宜增進經營管理 know-how 及自我提昇

能力。四、雛型系統設計增進規劃的客觀性與實用性。  

摘要

(英) 

Thesis Abstract Keywords: electronic business (EB), electronic commerce (EC), 

and B&B industry With the Internet spreading rapidly all over the world, all 

industries are devoted to electronic business and enter the e-commerce market one 

after another. As a resul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help B&Bs provide online travel 

information and enhance service quality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esponse 

to the Doubling Tourist Arrivals Plan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current B&B management problems, the planning of e-

busine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totype system for B&Bs to develop e-

business. Case studies were also conducted. The study focuses on the Tsou tribe 

developing ecotourism in the Mount Ali area, and relative researches were 

conducted for the planning of B&B e-business. In addition to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data concerning general e-business planning, the study compiles and 

examines secondary data of B&Bs with industrial analysis and SWOT analysis to 

formulate more objective and systematic plans for promoting B&B e-commerce.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s visited B&Bs in the Mount Ali area to understand 

their current situations,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B&B operators and to define the needs and scope of B&B e-business planning. 

For empirical study,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lso conducted to gather opinions of 

B&B operator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objectivity of the study, and the prototyping 

method in system analysis was used to design a prototype system for B&B e-

business. Finally, conclusions were reached and suggestions were brought up for 

B&B operators in Mount Ali and follow-up researchers to refer to. With literature 

review, data compilation and organization,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prototype design and system evaluation, the study has four 

conclusions: 1. The development of B&Bs may proceeds in view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the planning of business districts; 2. Industries should adopt 

strategic alliance strateg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3. The B&Bs in case studies should improve their operational know-how and 

capabilities to improve themselves; 4. The design of a prototype system advances 

the objectivity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planning. These points will be helpful for 



B&B operators and those who conduct follow-up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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