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旅遊樂趣多一點

餘家 的民 宿中 脫穎 而出 ，除了 要有 貼心 的規 劃與 服務 ，

活，其實，要成功經營，並且在清境農場一帶百

山上開民宿，聽起來好像是過著愜意的半退休生

的成 功， 這個 轉機 ，對 於當初 「上 山找 希望 」的 業者 來

從實 際作 業的 改善 及住 房率的 提升 ，可 以看 出網 站改 造

品質 控管 ，網 友在 使用 上也更 方便 了。 」賴 莊主 表示 ，

年，當總經理當

有意思。這位工作

的故事卻是特別地

有一席之地的企業人，但是在這些經營者中，張崇田

說起來，在民宿的經營者中，不乏曾經在各領域佔

企業總經理，上山蓋民宿 ！

說，無疑是延續夢想的一股強大助力。

環， 像是 圖文 並茂 的網 頁介紹 、方 便操 作的 線上 訂房 系
統、 eDM
行銷，以及房客留言板等等，都是現代民宿
化的 重點 ，而 這些 功能 的提升 ，正 是讓 「寞 內花 園山 莊
民宿」脫胎換骨的外力。
座落於南投清境山區的寞內花園山莊，一直以來，都
是網 友熱 烈推 薦的 優質 民宿榜 上的 焦點 ，擁 有美 麗自 然

年的人，從愛

賴莊 主及 工作 人員 親切 又貼心 的服 務， 才是 讓他 們大 力

友的 條件 ，但 是對 於真 正住過 寞內 花園 山莊 的人 來說 ，

產業轉到觀光休閒

宿，從台灣傳統

住民宿到自己開民

了

推薦 並再 次投 宿的 主要 原因。 看看 網站 上， 一篇 篇呼 喚

為線 上訂 房作 業控 管不 佳，也 曾經 被房 客抱 怨過 ，但 現

「其實在沒有參與中小企業數位化開運團改造前，因

得慢活一點，讓心

種生活，讓日子過

是要讓自己轉換一

事業的第二春，而

在不一樣囉 ！在系統功能強化後，不僅便於行政作業及

在此渡過了非常愉快的時光。

業，為的不是創造

的生 態景 觀， 別具 特色 的建築 及裝 潢， 這都 是它 吸引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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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著老 闆娘 「賴 姊」 、「 春姊」 的留 言， 可以 想見 房客 們

21

詢價 訂房 ，因 此在 行銷 的創意 上， 絕不 能忽 略網 路這 一

還得有點巧思才行。尤其，民宿的住客多半透過網路

到

■寞內花園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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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莊民宿篇

輕鬆

e

秋天的清境農場是什麼樣的好風景？小綿羊的脫衣秀好戲上場了嗎？在冬季第一次落雪前，是不是還見得到滿山遍
野的楓紅？從行前的滿心期待、踏上旅程的第一步，到山中渡過的每一天，還有最重要的歐式民宿體驗，風花雪月
的清境之旅，隨著「寞內花園山莊民宿」網頁的開啟躍然眼前。而且，在 化開運後，今天，就可以預約明天的浪
漫喔！

寞內花園山莊民宿

e

情快活一點。
他說，自己和很多中小企業總經理一樣，屬於「十項
全能 」型 。從 廠房 興建 到產品 設計 、開 發、 業務 都管 ，
甚至 包括 人事 問題 的協 調，平 均一 個月 他得 出國 一次 ，
忙得 沒日 沒夜 。雖 是傳 統產業 ，但 產品 還是 得不 斷推 陳
出新，總是被工作和客戶推著往前走。對於張崇田而
言，那段時間的日子只有「忙」一個字。
在找到合歡山腰這塊地、開始規劃民宿後，張崇田就

＊公司成立時間：民國90年

＊員工人數：4人

＊資本額： NT$45萬

＊自慢商品：民宿、餐飲

＊網址：

   http://www.mone.com.tw/index.php

＊輔導開運團隊：

   台中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現在透過客房實景實地Web介紹客戶滿意

頭家開店小撇步

度提高，以及時發送訊息並與網友互動，

像颱風動態、交通資訊、櫻花開了、季節

風光等訊息，都可以讓客戶事先掌握。線

上及時訂房機制，也讓山莊平常住客率提

高3成，且可及時掌握訂房情況、避免一

以服務出發，用心來經營 ！
「以前經營傳統產業，有訂單只需把產品品質做好，
按時 將產 品交 貨到 客戶 。經營 花園 民宿 才發 現， 原來 那
不僅 是提 供渡 假時 的住 宿而已 ，有 很多 細節 的安 排， 都
需要 特別 注意 ，而 這些 跟以前 的工 作很 不一 樣。 」張 崇
田說 ，當 上民 宿主 人後 ，自己 慢慢 學習 換一 個角 度來 思
考所謂管理及經營。
尤其他的民宿所在地，正是擁有東方小瑞士美譽的清
境， 這裡 ，春 天可 以賞 花、夏 天可 以避 暑、 秋天 可以 賞

崇田 表示 ：「 老天 爺給 我們很 好的 天然 環境 ，我 們如 何

送等 行銷 方式 ，吸 引更 多人走 進這 個浪 漫的 歐式 花園 民

角落 ，訂 房作 業也 更方 便明確 ，此 外， 再搭 配電 子報 發

楓、 冬天 可以 賞雪 ，一 年四季 ，都 是旅 遊的 好時 機。 張

發揮 她獨 一無 二的 特點 ，如何 建設 優質 的民 宿環 境， 整

宿。

化開運後，夢想更圓滿 ！

合環境資源，都是要努力的目標。」
一切步上軌道之後，慢慢的，掌管山莊大小事的女

加速 前進 。」 親身 參與 此計畫 的賴 莊主 表示 ，在 導入 電

老闆 賴莊 主發 現， 寞內 花園山 莊其 實還 有改 進的 空間 ，

可以 達成 相當 的效 果。 「當初 就是 看別 人做 網站 ，覺 得

子商 務網 站前 ，面 臨網 頁美工 資料 庫的 建立 ，她 還特 別

「透過開運團隊的數位化輔導，讓民宿花園的願景能

很有 趣， 自己 也想 找人 做做看 ，但 是每 次有 問題 時，朋

參加 200
小時網站建置及美工訓練課程，為的就是要做
出最 好的 產品 。「 網站 架設好 後， 我還 上網 去看 一下 別

後來 證明 ，這 些需 求， 透過網 站功 能的 升級 及改 造， 都

友都 跟我 說： 『這 個很 難，下 次再 說。 』因 為我 是個 好

人的網站，還有 Yahoo
奇摩網，我發現怎麼以『清境』
查詢 時， 寞內 花園 排到 第五、 六頁 了， 問一 下朋 友才 知

奇寶 寶， 他說 很難 ，但 我很想 知道 怎麼 回事 ，所 以就 跑

知道 經濟 部中 小企 業處 有這個 縮減 產業 數位 落差 計畫 ，

道， 原來 那個 要打 電話 去奇摩 加入 關鍵 字搜 尋廣 告， 才

去上 課囉 。」 賴莊 主說 ，就是 因為 去上 課， 透過 老師 才

「老 師說 看我 這麼 認真 ，應該 可以 去參 加這 個計 畫。 」

這些。

會排 到第 一頁 。」 賴莊 主笑說 ，自 己以 前還 真都 沒注 意
賴莊主笑說，就這樣讓她搭上 化e開運列車。
在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後，

前用 電腦 都是 做文 書處 理，第 一次 自己 做網 站， 再加 上

讓網 友感 覺到 新鮮 感， 也可以 把我 最新 學會 的、 最近 發

間， 「未 來， 寞內 花園 的網站 過一 段時 間就 會換 新版 ，

目前 成果 已經 相當 受好 評，但 賴莊 主認 為還 有成 長的 空

「一個好的地方，也要配合一個優質的網站。」儘管

我這個好奇寶寶什麼都想知道，所以總是提出很多問

賴莊 主一 步步 積極 學習 網站規 劃的 種種 技巧 ，「 因為 之

題。」確實，她認真的態度讓老師們也都留下深刻印

現的 ，都 加在 網站 上。 」賴莊 主說 ，她 現在 還嘗 試做 自

己的部落格，「網路，真的讓生活變得更有趣」。

化改 造完 成， 網站 不僅

象。 而寞 內花 園山 莊網 站經過

資訊 易讀 、操 作容 易， 讓網友 可以 輕鬆 欣賞 山莊 的各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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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 在人 生的 道路 上轉 了一個 大彎 ，在 轉彎 前他 一步 步

屋二賣情況發生。

放慢 自己 的腳 步。 但張 崇田了 解放 慢腳 步， 是為 了另 一

＊公司名稱：寞內花園山莊民宿

■景觀樓中樓

e
e

個旅程的開始，他要迎接的，是一個全新的生活。

開運頭家小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