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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於探討旅遊資訊搜尋者在網路環境中之資訊尋求行為特性，描繪
其完整的資訊搜尋過程，以期對於相關行為獲得深入的瞭解。為了完整、詳盡探討相關問
題，本研究之研究設計融合質化與量化方法，首先邀請資訊搜尋者上網搜尋旅遊資訊，收
集其資訊搜尋過程之資料；並在搜尋者結束搜尋任務之後，進行一對一深度訪談，深入探
討其搜尋過程之相關行為與內心的想法。其次則是根據訪談資料融合文獻，建構觀念性模
式與研究假說。最後以網路問卷方式蒐集資料，共獲 299 份有效問卷，以實證所提出之觀
念性模式，了解搜尋者其線上旅遊資訊搜尋過程之整體一般性現象。研究結果除了發展相
關之學術理論之外，亦掌握資訊搜尋者對線上旅遊資訊服務的需求與相關行為，提供旅遊
網站業者作為加強資訊服務的依據。
關鍵字：網際網路旅遊資訊搜尋、旅遊資訊搜尋行為、旅遊資訊搜尋歷程模式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the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vel
information seekers on the Internet and to investigate the search process. First, the Web searching
behavior for travel planning assignments of information seekers was analyzed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s at the terminal an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the participants. Then, a model of the
search process was presented derived from a series of studies investigating common experiences
of seekers in information seeking situati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which was to depict an
Internet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was formulated. Finally, a large-scale Internet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the 299 useful responses to verify the proposed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erved as a significant basis o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research implications
offered the guideline for the on-line travel service providers to make the managerial strategies.
Keywords: Web-based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ravel information search

研究背景與目的
網際網路的便利性，愈來愈多人藉由網際網路來獲取旅遊相關資訊，亦成為旅遊資訊
蒐集的重要管道之一。然而，網際網路資訊環境不同於其他傳統資訊環境。資訊搜尋者置
身於網路，資訊搜尋者必須主動搜尋資訊；有別於置身於其他資訊環境，被動地等待接收
資訊，其所衍生之資訊搜尋行為包括思考、決策、以及資訊處理。其複雜性由此可窺一二。
在圖書資訊領域中，已有一些學者，包括：Wilson (1981)、Ellis (1992)，以及 Kuhlthau
(1989)，以資訊搜尋者角度探討其資訊搜尋之一連串過程。Marchionini（1995）認為線上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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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系統必須以搜尋者為導向，透過瞭解搜尋者的資訊搜尋歷程，方能設計出符合搜尋者需
求之資訊系統。由 Pan and Fesenmaier（2006）業已探討網際網路旅遊資訊搜尋過程的研究
議題觀之，進一步深入研究、建構相關理論描述搜尋者於網際網路環境中旅遊資訊搜尋行
為，以了解資訊搜尋者之需求，亦可能對於相關資訊系統設計提出更具體之建議。
由於旅遊網站發展與建構電子商務均須投注相當之經費、人力與設備資源，如何確切
掌握網際網路使用者對於線上旅遊資訊之搜尋過程，以便對於其相關資訊行為有所瞭解與
回應，成為旅遊網站與觀光產業業者的重要課題。基於上述說明，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
在於建立搜尋者於網際網路環境搜尋旅遊資訊之搜尋歷程模式，以對於相關之搜尋行為與
資訊搜尋步驟期有深入的瞭解。

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結果
本研究根據觀察 30 位受訪者於網際網路環境搜尋旅遊資訊之行為並加以訪談，歸納出
相關旅遊資訊搜尋行為特徵包括：過去旅遊經驗、過去之資訊搜尋經驗、開始資訊搜尋、
執行搜尋、所遭遇的搜尋阻礙、喚起的回憶、搜尋結束、資訊儲存、資訊交流，以及搜尋
其他資訊，建構網際網路旅遊資訊搜尋歷程之觀念性架構。
搜尋者於網路上搜尋旅遊資訊之初會依據自己過去之旅遊資訊搜尋經驗與旅遊經驗，
進行內部資訊搜尋。搜尋者透過各種搜尋方式開始搜尋資訊，包括：使用搜尋引擎、點選
入口網站、鍵入關鍵字、直接前往曾經造訪的網站，以及由從「我的最愛」點選自己儲存
的網站。在資訊搜尋的過程之中，搜尋者所使用的搜尋技巧包括：連結、確認資訊內容、
比較、深度搜尋、以及將初步所獲得之旅遊資訊進行整理（剪貼資訊與儲存）
。搜尋者在資
訊搜尋的過程之中遭遇到一些阻礙，包括：資訊問題與網站問題，而影響其搜尋結果。同
時，搜尋者亦會回憶起過去的旅遊經驗以及曾經造訪的網站。資訊搜尋過程會持續進行，
直到搜尋者認為資訊足夠時，方才結束此次上網搜尋。而後，搜尋者將所尋獲的資訊進行
彙整，包括：儲存資訊、列印、分類。此外，搜尋者會與親朋好友或網友討論與分享所獲
得之資訊內容，而後再次以其它資訊搜尋管道搜尋更多旅遊資訊。
本研究網路問卷調查期間為 2007 年 11 月 22 日至 2007 年 12 月 8 日止，獲得 299 份有
效問卷。有關網際網路旅遊資訊搜尋歷程模式參數校估分析如下。
（一）測量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採用 LISREL8.53 軟體進行參數估計。由原始模式之各觀察變項路徑係數之估計
結果顯示：各構面所屬部分變數之 t 值未達顯著水準之外，其餘變項之 t 值均達到顯著水準，
顯示各構面所屬題項能夠代表該構面，因此刪除 t 值未達顯著水準之變數。而結構模式之
適配度衡量指標，未達到適配的標準或臨界值，需要進一步之修正。
因此，本研究刪除一些變項後，以提高模式之適配度，並對結構模式之適配情形重新
評估。修正後之結構模式適配度衡量指標，包括：卡方值（χ2）553.19、適配度指標（GFI）
0.86、調整後適配度指標（AGFI）0.83、基準適配度指標（NFI）0.94、非基準適配度指標
（NNFI）0.95、殘差均方根（RMR）0.09、漸進誤差均方根（RMSEA）0.074，以及比較
配適度指標（CFI）0.96。結構模式之適配雖仍未達非常理想之狀況，但已在可接受範圍之
內。
修正後之模式其參數估計結果所代表的意義如后。搜尋者在搜尋資訊之前，受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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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經驗影響。搜尋者透過各種搜尋方式，包括：依據自己過去之旅遊資訊搜尋經驗（直
接前往曾經造訪的網站、由從「我的最愛」點選自己儲存的網站）
，以及外部搜尋（使用搜
尋引擎、鍵入關鍵字）開始搜尋資訊。搜尋者在網路上使用各種搜尋技巧尋求旅遊資訊，
包括：連結、確認資訊內容、比較、深度搜尋、以及將初步所獲得之旅遊資訊進行整理（剪
貼資訊與儲存）。

搜尋者在資訊搜尋的過程之中遭遇到一些阻礙，包括：資訊過期、資訊內容不
完整，而影響其搜尋結果。同時，搜尋者亦會回憶起過去的旅遊經驗以及曾經造訪
的網站。當搜尋者結束上網搜尋旅遊資訊時，最能代表其結束搜尋資訊之原因為「資
訊足夠」
；可能是搜尋者認為此次搜尋業已獲得足夠資訊即結束搜尋。當搜尋者結束
搜尋後，會進行資訊處理。搜尋者較常處理之方式為「儲存資訊」與「歸類整理資
訊」。模式結果分析顯示，在資訊交流方面，搜尋者較常「與親朋好友討論資訊」與「以
e-mail 和 MSN 將資訊寄給需要資訊的人」。Rompf et al. (2005)亦指出：旅客搜尋旅遊資訊
最易受個人旅遊經驗影響，其次為親朋好友提供之建議。雖然本研究係探討網路環境中之
旅遊資訊搜尋行為，但亦出現與實體資訊環境相似之研究結果。
最後，在尋求輔助資訊方面，搜尋者常透過「旅遊雜誌書籍」以及「詢問曾經前往當
地旅遊的親朋好友」
（R2＝0.46）以獲得更多相關資訊。由此可知，搜尋者並不會僅使用網
路搜尋資訊，而會使用其他資訊管道。
（二）結構模式之分析
模式之路徑所代表之意義說明如后。搜尋者在搜尋資訊之前，受到過去旅遊經驗影響。
搜尋者搜尋資訊之初受到內部資訊搜尋影響，亦即先以自己過去旅遊資訊搜尋經驗作為起
始進行旅遊資訊搜尋；或是以外部資訊搜尋直接搜尋相關資訊。在搜尋過程中，搜尋者亦
會回憶起過去的旅遊經驗以及曾經造訪的網站。而後繼續搜尋資訊，直到搜尋者認為獲得
足夠資訊時才會結束此次上網搜尋。當搜尋者結束上網搜尋資訊後，會將所獲得的所有資
訊進行處理。同時，會與其他人進行資訊交流，而後透過其他搜尋管道尋求更多資訊。

計劃成果自評
本研究之研究內容與計劃書大致相符，亦達預期目標。目前國內僅作者從事相關之研
究，所獲致之研究結果正彙整成為論文，並計劃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本研究僅探討搜尋
者在網路上搜尋資訊之行為層面，並未探討搜尋者於網路上搜尋資訊時的想法，因此，後
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搜尋者搜尋資訊之心理層面，以瞭解每位搜尋者於資訊搜尋過程中所
發生這些行為之原因。此外，本研究建構出網際網路環境中旅遊資訊搜尋歷程之模式，但
此模式是否可應用於搜尋其它類型資訊，亦值得進行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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