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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ggest issue with group self-guided traveling is that everyone cannot get together to 

discuss and arrange the entire itinerary.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is research uses the 
evaluation research method through Evernote. Evernote is a collaborative operation platform 
that links to the cloud platform and uses an App as an interface to enable a collaborative online 
discussion of a travel itinerary. After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e system will output the 
itinerary plan and budget table, and various reminder functions can be set afterwards. The cloud 
platform linked to the system allows users to store and edit images, and supports quick sharing 
to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is research hopes tha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platform 
and the formulation of marketing strategies, consumers can make group travel as an easy task, 
ensuring good relationships wi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creating good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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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团体自助旅游民众自行规划旅程的最大困扰就是无法聚在一起讨论与安排整个行程内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利用评估研究法，以 Evernote做为协同作业平台，链接云端平台，

以App做为接口，实现多人在线讨论旅游行程的功能，得出结论后，系统会输出行程规划书与

预算表，并可设定各种提醒功能。系统链接的云端平台并可让用户存放及编辑影像，且支持快

速分享至社群网站。本研究希望透过此平台的建立与营销策略的拟定，让消费者在工作繁忙之

余也能确保与亲朋好友的关系及创造美好回忆，让团体出游变成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关键词：自助旅游、笔记软件、协同作业、旅游行程规划、云端平台 
 

1. 绪论 
在现代变化快速且繁忙的社会中，人们缺乏时间旅行，要出门旅游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因

此缺少了与亲朋好友相处的时间。虽然市面上已有多家的旅行社提供旅游服务，但传统的旅行

社都只提供套装行程，如果要展开一个轻松自由的自由行旅程，就必须自己规划想去的景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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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导致旅游变成一件麻烦的事。如果要揪团进行团体的自由行，对于一群较无旅游经验的

消费者而言，当提供的讯息太多，而且大家的意见存在歧异时，更不容易得到收㪘。 
有鉴于上述的现象，本研究设计了一个旅游规划平台，平台上会提供一个多方协作的讨论

版让使用者能在没有距离束缚下轻松的讨论行程，并善用关键词搜寻，让消费者快速寻找住宿

地点、景点、美食信息，汇整所有人总结的行程并安排出相关的路线以及费用，让消费者能够

快速简单的讨论出一同出门游玩的客制化行程，使消费者不用再为了规划行程而烦恼。本研究

希望能达到以下三项研究目的： 
一、设计新的旅游规划方式，利用网络讨论版，让多方同时在异地进行讨论，规划出每个

人想要的行程，节省安排行程时间又能自由规划旅程。 
二、研究利用大数据分析现在热门景点与推荐美食，在平台页面上自动推荐相关行程，让

旅游规划更轻松。 
三、平台的云端数据库提供搜寻功能，让用户能随时观看其他旅游者的相片集与行程规

划，使用者也可分享自己的照片与行程，增加旅游者间的互动性。 
 

2. 文献探讨 

一、自助旅游 

沈志成等人 (2016) 认为这几年来观光旅游业蓬勃发展，在此情况下，用户要如何找到喜

欢的旅游行程是当今热门的话题。陈隆升、曾恕慈 (2017) 表示社群媒体改变了游客对于热门

观光景点的参访行为，提升旅客再度莅临的意图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在新的旅游模式下，廖俊

杰、高孟廷 (2019) 认为人们对于闲暇时间的生活更加重视。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旅游

模式有巨大的改变，团体旅游不需要事前安排行程，呈现较高的自主性，因此进行自助旅游的

消费者较为偏好不受限制的旅行。 
廖逸民、陈建和 (2018) 表示旅游产业中仍然有约近七成的出国旅客是透过约 2,000 家小型

旅行社进行旅游规划，网络销售成绩仍不敌传统通路。王馨苇等人 (2017) 认为套装行程主要

想达成的成果是希望可以减少使用者的搜寻时间、简单规划旅游行程，此外，还有行程范例、

对于景点以及他人行程的评分，使用者不须因为对旅游规划的不了解而对安排行程感到困难。

换言之，人们还是需要透过因特网查询相关的旅游信息。消费者虽能从不同的管道中得到各项

的讯息，但却缺乏一个能完整针对喜好、量身订制自己专属行程的工具。 

本研究认为在台湾，自由行旅游方式已成主流。但是因为消费者需要透过因特网查询及获

取相关的旅游信息，如果要规划异地多人的自由行旅程，很难有时间大家聚在一起安排旅游行

程，如果有一个讨论版能让在异地的旅游者共同讨论出旅游行程，会让规划旅游变得更容易。 

二、旅游行程规划 

透过樊祖烨等人 (2018) 的研究得知，将来会有更多人自行规画旅游行程，因此网络上所

能提供的信息越来越重要。Dragouni, Fouseki, and Georgantzis (2018) 研究小区人员共同参与遗

产旅游规划研究结果发现，参与群体对该机构之信任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旅游网站信息的

正确性将直接影响使用者的信任度。陈俊颖等人 (2015) 认为如果行程规划不当，将导致旅客

不断进行更改转移方式，更会影响适当运输工具的选择，甚至可能导致等待时间过久，进而造

成其参观的时间缩水，或参观的景点减少。游雯绚等人 (2019) 表示现今来台的观光客大多以

自由行为主，但却因不够了解台湾的特色景点以及美食等等而感到行程选择困难，近年来由于

科技的兴起与智能型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旅游相关应用程序问市，期待能够完善地规划台湾

各地的景点旅游。 

彭定国 (2017) 认为传统旅游行程规划将「旅游景点」拘束在一个明确的区域，而后依成

本、时间或是人气推广来进行旅游行程中旅游景点的安排。但是观光旅游并非只考虑地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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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通时间长短来做行程安排，而是应针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能得到的体验。罗智耀等人 
(2020) 认为适当的安排旅游可以放松心情充实生活，加上国人生活型态的转变，越来越重视生

活中的休闲质量与内涵，因此休闲旅游盛行，旅行社需要不停地更新旅游套装的内容。樊祖烨

等人 (2020) 对自由行旅游者进行调查，发现最困扰自由行旅游规划的前四大问题分别为行程

规划、交通安排、景点与用餐以及查看景点评价。本研究进行期间适逢 COVID-19 疫情，因此

台湾的旅游活动几乎停摆，加上政府希望民众不要群聚，因此消费者情报主要是参考樊祖烨等

人 (2020) 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现今传统旅行社与旅游网站虽然不停地更新套装旅游行程的内容，但所提出的

旅游行程内容仍然有限。因此消费者偏向于自行规划旅游行程。本研究所研发的旅游规划平台

正可以协助旅游者规划他们的自由行旅游行程。旅游规划平台的功能则锁定行程规划、交通安

排、景点与用餐以及查看景点评价等四项，以解决其相对应的问题点。 

三、协同作业 

温怡贞等人 (2019) 提出当前人口老年化、严重缺工，部分制造工程已经以工业机械人取

代，为了让机器人能协助工作者，「协同作业机器人」因此产生。张瑜珊、工藤节子 (2021) 提
到，自 2007 年来，台湾与日本的大学生协同合作，执行一连串合宿型专题学习活动，进入小

区透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习特定地区场域的课题。Lew (2017) 认为决定去一个地方旅游以

及在旅游地希望获得什么收获，是要由旅游团队伙伴共同去塑造。许宏儒 (2017) 认为每位伙

伴之间的协同合作都必须要受到相对更多重视。Kazandjieva and Filipova (2018) 的研究发现，

计算机技术与人员的结合服务可满足客户需求并提供更好的旅行体验解决方案，因此网站的客

服人员亦应在协同作业中扮演好他们的角色。 
梁莺赢等人 (2015) 认为协同合作一词所指意涵为：不同的专业团体同时拥有着共同的使

命，并以平等的身分地位进行正式的沟通协调，采取协力分工的方式来达成某一项或多项共同

任务、目标、目的。王俊胜 (2020) 认为增加工厂自动化使用弹性，移动机器人协同作业已成

发展趋势。提升机器人间相对定位是开发协同控制技术的第一步。杨文华等人 (2016) 认为在

事权合一的前提下，增进执行过程中协同作业效能，减少执行作业中不可预期风险及成本损

失，是执行项目管理之首要工作。Sedarati, Santos, and Pintassilgo (2019) 认为现代科技虽可以为

旅游决策者和监管者提供许多不同分析层次的战略和运营政策制定工具，仍须要人们的参与规

划。 

本研究认为现今许多行业皆己导入协同作业，因为协同作业可有效地提高效率。现有的团

体旅游规划方式都缺少良好的效率，其原因就在于参与者无法发挥旅游规范的综效。因此如果

在旅游规划的平台上采取协同作业的方式，不但能提高消费者在旅游规划过程中的效率，并可

减少消费者在规划旅游上繁琐的困扰。但是协同作业成功的前题仍是为全员参与。 

四、笔记软件 

余立棠 (2017) 表示科技的进步使注记从纸本转变为数字化，让读者能使用电子笔记来和

其他读者互动、合作。在实际应用上，张正杰、苏承芳 (2015) 发现教师使用数字笔记本连接

笔记型电脑，即可在课堂上协同录制学生所书写之资料，以便教师分析每位同学思维模式与解

题过程。阿祥 (2019) 表示透过 Evernote，可以方便地将网络中「片段」的数据保留，并能使用

更简易地的方式查寻及汇整资料，将其进一步转换为有用的「信息」。在 Evernote 中，可以将

笔记透过「记事」、「记事本」与「标签」来选定不同属性的笔记，使用户能简易地将网路或生

活中各类型的「需求」汇整为不同的「主题」。 
刘豫凤、黄耀贤 (2015) 认为近年旅游趋势的发展，从原本多点快游转变为单点慢游，朝

向以深度旅游的方式与在地的人事物进行互动。林宗贤等人 (2012) 表示活动参与是游客体验

的重要核心，游客经常透过参与各种活动来获得自身体验的满足。旅游拍照为旅程中最普遍且

重要的活动。郭怡伶 (2018) 表示多媒体呈现的方式可生动地分享彼此活动乐趣，运动笔记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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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页更是用「回馈」、「参与感」与「立即性分享」这三大要素，成功吸引群众的注意，进而影

响粉丝们对路跑的涉入和运动的参与。 

本研究认为现在各种计算机系统应用已慢慢导入在线笔记的概念，加上笔记软件为了推广

自己的产品，大多有提供部份的免付费功能模块以及与其他软件链接之 API功能，如果本研究

能利用笔记软件的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简称 API) 功能，与旅游规划平台的

系统相结合，提供消费者节省时间的在线讨论与记录功能，不但能协助团体消费者以协同作业

的方式在异地共同讨论与规划旅游行程，更可增加规划旅游行程的方便性与丰富性。 

五、云端平台 
陈炳森、曾德伦 (2016) 认为云端计算是一个商业和经济模式，使得用户透过网络、分布

式计算和虚拟化等技术，取得计算基础设施及储存设施等服务。随着各大商用云平台的发展，

云端服务技术因具有低维护成本、方便取得、弹性安装、易于使用等特点，其应用在产业中已

成为趋势。王培宁、徐立宇 (2020) 表示随着各大商用云平台的发展，云端服务技术因具有低

维护成本、方便取得、弹性安装、易于使用等特点，在机械产业中已成为趋势。李俊民、蔡佳

郎 (2013)表示云端服务主要有二种优势：大幅降低经营成本与增加竞争优势。由照护机构的信

息系统观点来看，云端科技与服务导向架构的结合将为照护机构带来重大的益处。  
钟嘉德等人 (2010) 指出我国信息电子产业已是全球重要的供应基地，而云端运算正引发

新一波的竞争局势。林义证等人 (2011) 发现云端平台相关应用技术也不断推陈出新，因而促使

透过建置云端平台，提供内部使用者、外部使用者透过网页即可浏览相关图面数据，且不需特

别安装任何软件在终端机上。杨欣哲、周传欣 (2018) 表示云端运算逐渐运用于各个产业上，

并藉以寻求最有效的模式来因应信息的成长。李俊民、吴腾芳 (2013) 发现云端科技与服务导

向架构的结合可为企业经营带来重大的益处。可以说云端计算是一个科技应用起点，藉由网络

可到达无远弗届。 
本研究透过以上文献，得知云端运算的模式不仅能给予消费者方便，对产业来说也能节省

其营运成本。旅游规划需要存取大量的景点照片，如果能利用云端平台储存影像数据并进行存

取，将可使旅游规划变得更方便快速。 
总结上述的文献探讨，本研究发现现在消费者越来越喜欢揪团进行自助旅行，而团体进行

异地规划旅游行程非常耗时也很麻烦。如果本研究能设计一个旅游规划平台，结合云端平台技

术与笔记软件，以协同作业的方式进行旅游规划，将会使整个旅游规划的时程变得快速且方

便。云端平台除了可自动统整讨论的资料，更可根据大数据推荐热门行程，笔记软件会帮讨论

者整合并记录信息，旅游者更可将美好回忆珍藏于云端平台。本研究希望藉由此平台，让旅游

规划变得轻松愉快。 

 

3. 研究方法与产品介绍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藉由文献探讨察觉，台湾民众有很多人喜欢在假日揪团进行自由行旅游，并希望自

行规划旅游行程。但因为大家要同时聚集在一个地方来共同讨论往往会拖延许多时间，加上行

程规划、交通安排、景点与用餐以及查看景点评价等四项工作的安排耗费许多精力，往往还没

出游就累坏了。因此本研究希望设计一个在线旅游规划平台解决上述的问题，并希望藉由本平

台的营运增加国内观光业的产值。为了要进一步了解此研究所研发的平台在市面上可否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或商机。因此将透过评估研究法 (Evaluation Research) 来做探讨。 

评估研究是透过达成改善服务的作法、进行评鉴的研究方式，该方法多用于讨论一个方案

的过程、结果或是效益分析 (赵碧华、朱美珍，2000；Babbie, 1998)，有助于评估者从中判断

方案的优劣 (Daniel, 2001)，并判断出一个方案的价值 (林哲莹、郑晏甄，2016)。在绝大多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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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评估研究为对方案的评估，因为对象多半为一个方案，不管是检讨方案实施的结果、

过程，或是对于已完成方案作成本效益的分析，都是方案评估的范围 (王云东，2016)。因此评

估研究是一种应用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者依照对方案的了解，应用研究工具及方法，决定活

动或实施方案的可行性，或评估活动或方法执行的成效。也就是说，评估研究不是单一的研究

方法而是一种取向评估 (王梅玲，2012)。 

本研究参考樊祖烨等人 (2021) 的研究，先藉由文献探讨的结果设计出产品系统架构图。在

撰写平台上则利用 App Inventor 来设计 (文渊阁工作室，2016)。至于功能区域的流程进行方式，

主要参考樊祖烨与潘博宇 (2019) 的研究，利用 App (Application，简称 App) 撰写程序，并透过

呼叫 Evernote 的 API，在 Evernote 的平台上以协同作业的方式整合供给与需求两边的创新营运

模式来让需求、供给者及本平台三方进行旅游规划的整合。在营运模式的设计上，本研究利用

次级资料分析寻找相似的学术依据来做成情报分析，再透过上述的想法进一步研发出系统概念

的营运流程，并发展出具体的营销 7P (Product, Place, Price, Promotion, People, Process, Physical 
Evidence，简称 7P) 战术，并于研究的最后提出结论来归纳重点提供给后续研究者研究。 

二、系统架构 

本研究将研发的在线规划旅游平台命名为「出游记」，是一款提供消费者在线团体规划旅

游的系统，系统架构图请参见图一，下述为平台的服务内容： 
（一）、行程规划系统：选择出游日期及地点，并将参与行程的亲朋好友加入讨论版，即可

开始讨论想去的行程，讨论过程中系统也会自动推荐热门行程，讨论完毕后系统会自

动汇整行程，并整理交通住宿及大约所需费用。 
（二）、行程推荐系统：平台网站会显示目前各大热门行程，透过大数据分析，也会将热门

的美食、景点及住宿推荐给使用者，使用者可随时将行程加入讨论版。 
（三）、照片及系统：系统链接云端平台让用户存放及编辑影像，且可设定于社群网站分

享。 

 
图一 「出游记」系统架构图 

三、营运模式 
「出游记」主要透过讨论版来自由地讨论旅游行程，平台将会在用户规划旅游的过程中根

据大数据分析，自动推荐用户所选地点之相关行程，不仅提供用户更多选项并且大大加快了用

户规画行程的效率，系统并会在最后输出所有相关路线、所需时间还有预估旅费。平台的之系

统建置示意图与营运流程图如图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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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出游记」之系统建置示意图与营运流程图 

「出游记」所提供的服务是能够透过平台进行多方协作讨论，让使用者在没有距离束缚下

轻松的讨论行程，并善用关键词搜寻，让消费者快速寻找住宿地点、景点、美食信息，最后汇

整所有人总结的行程排出相关的路线以及费用，让消费者能够快速简单的讨论出一同出门游玩

的客制化行程，使消费者不用再为了规划行程而烦恼。 
 

4. 市场环境与目标客群 
  本研究利用 PEST（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Technological，简称 PEST）分析、五力分

析、竞争者情报分析、SWOT（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简称 SWOT）分析、

STP（Segmentation, Targeting, Positioning，简称 STP）分析来评估市场环境与竞争情报，区隔

出旅游规划的市场区隔，并找出商品的价值所在，做为往后制定营销策略之考虑。本研究之所

有情报分析皆由研究团队偕同学者专家共同依次级资料整理之结果加以讨论分析后再做成决

议，故有一定之信、效度。 
一、 PEST 分析 

PEST 分析法最早追溯至 Aguilar（1967）之研究，是公司企业评估外部环境所使用的方

法，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四个层面。本研究之 PEST 分析请参表一。 
表一 PEST 分析 

政治/法律趋势情报： 经济/消费趋势情报： 
1.观光局为服务质量、旅游安全、创新产品

，提供旅游业补助。(台湾法规数据库) 
2.观光局为使相关业务发展故预告修正「发

展观光条例裁罚标准」。(台湾法规数据库) 
3.观光局因传染性疾病业者受到团体取消产

生营运短收进行补贴。(台湾法规数据库) 

1.在网络上进行广告、营销，可以激发现有的

潜在消费者市场。(网络社会通讯) 
2.消费者透过网络搜寻旅游信息和购买旅游商

品比率大幅提高。(旅游与休闲管理期刊) 
3.WTTC 报告显示，2018 旅游业成为全球成长

最快的第 2 个行业。(中央社) 
社会/人口趋势情报： 科技/技术趋势情报：  
1.2018年台湾人每日平均上网时数为7小时

49分钟，网络已成生活必须。(TechNews) 
2.2018年Visa调查，台湾人行前规划阶段，

使用搜索引擎最多，占48%。(中国时报网) 
3.越来越多人使用手机查询旅游信息，用以

比较行程质量与价格。(远见杂志) 

1.智能型手机高渗透率以及电子支付崛起，大

幅缩短了事前预订时间。(数位时代) 
2.旅游追求的深度体验及面对面温度，已放大

成为现代旅游中的重要角色。(数位时代) 
3.大数据兴起使数据探勘、统计领域成为热门

科目，其应用更加盛行。(Largit Data) 
二、五力分析 

本研究以 Porter (1980) 提出之产业里的竞争者、产业里的新进者、消费者议价能力、供货

商议价能力、替代产品的威胁等五种相对竞争作用力进行分析。由于产业里的新进者威胁程度

较高，本研究透过分析认为可与各地商家合作，并推出忠诚计画以确保消费者能持续在其中活

系统建置示意图 平台营运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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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下是对「出游记」进行五力分析的结果。 
（一）产业里的新进者（高）：疫情期间，旅行社纷纷推广国内旅游，竞争者变多。 
（二）供货商议价能力（低）：民宿与餐厅众多，供给面大。 
（三）产业里的竞争者（中）：国内已有许多旅行社，但规划方式略有不同。 
（四）消费者议价能力（中）：消费者会与其他同业比较价格。 
（五）替代产品的威胁（低）：虽然国内有许多家旅行社，但本平台与同业创造差异化。  

三、竞争者情报分析 
虽然目前市场上已有类似的协同旅程规划网站，但市面上并没有一套完整客制化旅程规划

之协同作业平台。本研究以目前在台湾旅游者较常使用之「Google 我的地图」与「Funliday」
做为「出游记」之主要竞争者，以次级数据进行竞争者情报分析。本研究发现「出游记」可以

藉由大数据提供消费者建议景点，并提供讨论平台，结合所有参与旅行者的意见，再自动汇整

出行程与费用等规划成果统整信息，可补足现在市面上协同旅程规划网站功能不足的缺口。表

二是将本平台与其他的旅游规划网进行比较之分析表格。 
表二 竞争者情报分析 

比较对手 Google 我的地图 Funliday 出游记 
预算规划 自行规划 自行规划 自动汇出 
智能排程 无 无 自动汇整 
亮点 与 Google Maps 连动 可脱机使用 协同合作讨论 

大数据推荐 无此功能 无此功能 有此功能 
注:Google 我的地图(https://www.google.com/maps/d/u/0/)、Funliday(https://www.funliday.com/tw)
皆为台湾旅游者较常使用之协同作业旅游规划平台 

 
四、SWOT 分析 

Weihrich（1982）提出 SWOT 分析，主要是针对企业内部优势与劣势，以及外部环境的机

会与威胁来进行分析。本研究首先协同专家学者与创业团队拟订出五年之营运目标，再针对

「出游记」进行 SWOT 分析(请参见表三)。希望根据现有优势并确保机会，列出未知风险，与

对策管控进而防范潜在的威胁，并以逆向思维将劣势逐渐转换为优势，加强对内部资源及外部

资讯的掌控，掌握店家或客户愿意使用本平台提供之服务的因素。 
表三 SWOT 分析 

五年营运目标 机会 O 威胁 T 

1.第一年：合作民宿 500 间，收纳景点

80 处，会员数三千人。 
2.第三年：合作民宿 850 间，收纳景点

160 处，会员数八千人。 
3.第五年：合作民宿 1,000 间，收纳景点

320 处，会员数两万人。 

1.大数据应用在现今网络发达年代

已成为必备功能。 
2.现代人不希望在工作之余还需受

到种种限制捆绑。  
3.现今消费者已逐渐习惯透过网络

进行购物活动。 

1.网络用户较偏向于网站将所有

事物打理好。 
2.个资外泄事件频传，人们仍然

会对网站不信任。 
3.同业竞争者不多，但仍潜在竞

争者出现的风险。 

优 
势 
S 

1.与当地民宿、美食、景点合作提

供优惠活动。 
2.平台透过Evernote提供旅游规划

之异地协同作业。 
3.大数据分析用户状况，在用户规

划时跳出建议。  

SO 发展策略： 
1.因应现代人注重便利及行程自由

性，发展本网站。 
2.与众多的当地民宿以及美食、景

点合作，提供多样的优惠活动。 

ST 去除策略： 
1.聘请专业人员设计防盗系统，

以防黑客入侵。 
2.加强系统的便利性以及增加商

家合作数，促使用户使用本网

站。 

劣 
势 
W 

1.平台刚起步知名度不足，须克服

前期营运黯淡期。 
2.初期合作的民宿、美食、景点较

少，须扩大范围。 
3.平台初创投资较多，相对影响获

利。 

WO 补足策略： 
1. 提高便利性、安全性，让使用

者安心使用本网站。 
2. 加强广告刊登、积极宣传，争

取投资者资金。 

WT 放弃策略： 
1. 收集客户意见问卷，加强服务

质量更新。 
2. 强化人员专业度及客服质量，

提升用户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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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STP 分析 
（一）市场区隔 

为确保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并且考虑本平台自身的功能，本研究对于各需求相近的区隔市

场提供多种营销组合。本研究透过人口统计变量、地理变量、心理变量、行为变量进行市场区

隔后，再确定目标市场及标记商品定位。 
（二）目标市场 

「出游记」以忙碌的上班族及学生为主要客群，且通常是习惯透过网络规划旅游、有旅游

习惯的用户作为目标客群。其详细说明如表四所示。 
表四 目标市场 

消费者市场区隔变量 项目 分析 

人口统计变数 

年龄 18 至 50 岁 

职业 学生、上班族 

收入 中低收入 

地理变数 区域分布 全台湾 

心理变量 
生活型态 习惯透过网络规划旅游、有旅游习惯 

使用动机 轻松规划属于自己的行程 

行为变量 
时机 生活忙碌想旅游放松 

利益 减少规划时间、客制行程 

 
（三）商品定位 

针对生活忙碌但又想轻松规划旅游的民众，本网站提供清晰明了的页面及讨论版，让民众

可以依照自己想去的地点与亲朋好友讨论属于自己的专属旅程，不仅减少消费者规划旅游的时

间，还不用被传统旅行社的套装行程拘束。主要的商品定位如下列三点： 
1.节省规划行程时间，让消费者轻松获得完美的专属旅行。 
2.专属的旅行规划，让消费者与其好友拥有更加深层的友谊连系。 
3.分享旅行美好回忆，让旅程的记忆有更多人参与。 

 
5. 营销策略 

本研究依据郑启川等人 (2015) 之研究，使用 7P 规划其营销策略，详细营销策略如下： 
一、产品策略 

本平台提供一个快速规划行程的平台，让使用者能快速且方便的规划行程，给予用户好的

体验，本平台特色如下： 
（一） 提供多方协作讨论版，让同行成员能方便的讨论以及提出意见。 
（二） 依据使用者之规划，自动提供建议，方便使用者修正与选择规划。 
（三） 提供在线随点随选功能，可在线汇入相应之信息统整入规划笔记中。 
（四） 讨论结束后会将所有行程进行汇整，整理出路线以及预估的费用。 
（五） 提供云端空间，可上传旅游照片及行程等数据，并可选择汇入社群网站。 

二、价格策略 
本研究以免费的方式提供本平台大多数功能，让用户能方便地使用本平台，也会提供会员

更多的功能或优惠，现详述价格策略如下： 
（一） 会员用户功能大多数为免费，但使用时会跳出广告。 
（二） 购买通行证或缴交 VIP 年费，可解锁完整功能及提供优惠价，且不会跳出广告。 
（三） 因为本平台为初创企业，所以各商家进驻本平台谨收取$500 保证金。 

三、宣传促销策略 
现代的旅游者多透过网络搜寻旅游信息，因此本平台希望透过网络做为主要广告通路，以

下为本平台的宣传促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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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拍摄广告以吸引消费者目光。 
（二） 邀请网红代言及利用网络社群提升知名度。 
（三） 用户分享本平台即可参加免费抽奖，可拿到住宿抵用卷。 
（四） 透过关键词搜寻、并且以网络口碑进行宣传。 

四、通路策略 
为了提高用户数量，并让消费者快速连接到本网站，增加消费者使用本网站的意愿，本平

台使用零阶通路的策略，目前提供的销售通路如下： 
（一） 可在各大社群平台连结到本平台，了解基本内容介绍以及服务流程。 
（二） 在各类浏览器搜寻本平台，登入后即可开始规划行程。 

五、人员训练策略 
网络消费模式容易造成消费者疑虑，本平台将针对市场走向、个资保护、在线解决用户疑

问进行人员训练，所提供之训练对象以及内容如下： 
（一） 客服人员：反馈处理、在线解答、状况排除。 
（二） 系统人员：定期更新及维护系统、资安管理。 
（三） 创新小组：景点更新、创新提案、服务优化。 

六、有形展示策略 
透过现今网络媒体速度，本平台将透过网络的方式快速拓展市场，并透过以下方式进行有

形展示策略进行传播： 
（一） 透过网红、YouTuber 代言，提升知名度。 
（二） 积极加强社群推广，增加曝光度。 
（三） 提供在线小帮手解答。 

七、服务流程策略 
本平台将以消费者为主，提供方便好用的网络接口与符合消费者期待的景点，以方便的在

线服务流程，提供消费者更好的使用体验，详细内容如下： 
（一） 强化平台与产品：对客户进行讲解。 
（二） 平台维护系统：定期维护优化系统软件。  
（三） 意见反馈系统：透过用户的反馈与在线客服回报进行改善。 

 

6. 结论 
一、 研究结果 
  本研究融合笔记软件的特性及协同作业的模式，让消费者能与亲朋好友共同讨论想去的行

程，讨论完毕系统会根据讨论完后的行程安排出适当的路线及预估的价格，不必跟随传统旅行

社的套装行程，让消费者能省去规划旅游的时间，又能简单方便的完成旅行前的规划。同时本

网站会根据大数据分析，提供时下流行的推荐行程，或是热门的美食提供消费者参考，让自己

的旅游更加丰富。旅游是创造回忆的一种最好方式，本网站希望提供消费者新的旅游方式，让

出门旅游变得更方便简单，并提供消费者存放或分享照片的平台，让消费者回忆的同时也能看

到其他人分享的内容。总结本研究之结果，可以补足现有旅游规划平台的三项不足之处。 
（一）透过协同作业的方式，提供多人异地的在线网络讨论版，不但可节省时间，而且规划起

来更有效率。 
（二）利用目前市面上成熟软件所提供之 API，结合大数据分析，依消费者需求自动推荐相关

行程，让旅游规划变得更容易。 
（三）运用平台的影像搜寻功能，用户可观看其他旅游者的旅游相片与其行程规划，使用者也

可分享自己的照片与行程，增加使用者的互动性。 
二、效益说明 
  本研究将分别就创新性及可行性来说明本研究所带来的效应。 

（一）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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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找寻全台各大景点及民宿业者合作，利用讨论版让使用者自由规划旅程，提高使

用者的使用率，再利用大数据分析，自动推荐热门行程，增加各个行程景点的曝光率。 
（二）可行性 
本团队已完成平台设计，并根据初步观察结果发现消费者大多都有在网络规划旅游的习

惯，且国内旅游人数持续增加中，故本研究具有高度的可行性。 
三、潜在风险 
  本研究统整出「出游记」之后可能会碰到的潜在风险与问题，并找出解决方式： 

（一）如何将网站知名度提高并增加曝光率，让更多网络用户知道？ 
  本平台将透过各大社群网站的连结及版面，让民众可以透过连结点选进入网站，藉此增加

曝光度，进而分享给其他使用者。  
（二）如何提升平台的流量﹖ 

  「出游记」应增加与各个景点的合作，提供更多的优惠及行程景点，增加消费者的选择。 
（三）如何提供用户稳定的平台系统﹖ 
平台应有专人维护此网站，并设有客服来解决使用者的问题，且讨论版及照片区皆有资

安维护，以保障消费者权益。 
四、研究限制 
  本研究限于研发团队之人力与技术，仅完成繁体中文版的设计，因此锁定的对象仅为台湾

要进行国内自由行的民众，对于来台的国外观光客，在使用上有其语言上的障碍。此外，台湾

自 2020 年 COVID-19 疫情报爆发后，旅游的人潮即急速减少，至 2021 年 5 月升级三级警戒

后，旅游活动更视同停摆，因此本研究在进行初级资料收集的研究过程中遭遇极大的困难。因

此才以樊祖烨等人(2020)的研究内容做为本研究之消费者情报分析的基础。 
五、 未来研究建议 
  本研究进行期间适逢 COVID-19 肆虐台湾期间，因此一些专家访谈或焦点团体座谈等质性

研究都无法进行以分析与评估本平台之可行性。本研究虽然引用樊祖烨等人 (2020)研究中于

2019 年下半年进行的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结果以补足研究之缺口，但如果未来有学者欲进行

相关之研究，可以多加着墨于消费者情报之初级资料收集。此外，现在欧美开始风行的 Notion
笔记软件，未来研究者也可尝试将应用平台之笔记软件改为 Notion 的 API 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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