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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夕諾雅品牌
第二家海外據點落戶谷關

日前，星野集團于北京舉辦2018年中

國發佈會，會中宣佈2019年開業的虹夕諾

雅·谷關，這是繼虹夕諾雅巴厘島之后，

虹夕諾雅品牌的第二家海外據點。另旗

下品牌「界「界「 」，也計劃于2019年推出2家酒

店，分別為野界霧島與星野界湯布院。50
間客房的全新酒店，位于台中的谷關溫泉

區，谷關周邊山巒峰迭翠、景色秀麗，是

當地知名的溫泉地帶。(詳文請見P.11)

Australia
中國躍升
塔斯馬尼亞最大客源地 
塔斯馬尼亞的國際遊客增長率已達到

全澳大利亞最高，其中，中國市場表現強

勁，成為塔斯馬尼亞第一大國際客源地。

截止2018年3月，中國大陸赴塔斯馬尼亞

的遊客同比增長了46%的遊客同比增長了46%的遊客同比增長了 。

日前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州長

Will Hodgman閣下，以及塔斯馬尼亞

旅遊局首席執行官費傑靈先生（John 
Fitzgerald）率領塔斯馬尼亞當地15家旅

遊業者，分別到訪上海、香港、吉隆玻和

新加坡等地舉辦2018塔斯馬尼亞亞洲旅

業洽談會，向亞洲業界展示塔斯馬尼亞優

質且獨特的旅遊體驗。(詳文請見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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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廣東

省多個企業、香港旅遊發展局、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都積極借勢展開宣傳，

期望進一步激發「一程多站」旅遊方式，

並計劃聯手打造大灣區品牌，塑造統一的

全新旅遊形象。

香港旅遊發展局主席林建岳博士表

示，繼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于9月中開

通，讓香港正式與內地的高鐵網路接軌，

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中國南大門的地位之

后，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為實現粵港澳大灣

區一小時生活圈邁出重要的一步，更為推

動旅遊發展帶來商機。粵港澳三地各具豐

富和獨特的旅遊資源，對國際旅客具吸引

力。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為粵港澳三地旅

遊合作提供新的契機，有助促進三地整合

區內多元化的旅遊資源，優勢互補。

澳門特區政府旅遊局局長文綺華則指

出，大灣區城市應該共同合作，打造一個

共同品牌，面向全世界。而澳門也希望能

夠通過大灣區提升整體的旅遊競爭力，開

拓更廣闊的旅遊市場和客源。未來旅遊局

還會加速跟澳門不同區域特別是一些工商

團體和居民團體合作，將澳門不同的社區

特色發揮出來。

廣東的企業更是緊鑼密鼓地進行推廣，

如廣州長隆旅遊度假區和珠海橫琴長隆

國際海洋度假區都計劃緊抓時代發展機

遇。為了慶祝廣深港高鐵開通和港珠澳大

橋通車，與大眾一同分享喜悅，長隆集團

特別面向港澳市民推出公園門票買一送

一、酒店房價低至6折起的優惠。廣州珠海

兩地長隆度假區還推出聯遊優惠套票，助

客人玩轉長隆幾大主題園區和國際大馬

戲，且跨城市無縫對接，穿梭巴士免費乘

坐。

港珠澳大橋風光通車，連結世界級的粵

港澳大灣區，可以預見將帶來龐大經濟動

能，前景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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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Insight 
以客戶為中心

旅遊產品包裝必須更加充滿活力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澳門2018」以「新時代戰略夥伴新動力互利共贏」為主

題，探討中國與歐盟雙邊關係的新動力及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

Special Report
合作才是力量
搭建旅遊發展戰略伙伴
有利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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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加勒比游轮全新“超凡周末航线”即将强势上线！锁定千禧

一代，让年轻人在海上玩得更High更尽兴！无论是浪漫的二人

世界，闺蜜团的吐槽大会，还是兄弟帮的谈天说地，一个精彩的

周末都应该精心策划！远离城市，远离烦恼，晒一场暖暖的日光

浴，吃一顿美味的饕餮大餐，赏一场惊艳眼球的大型表演，一切

只需2天假期+1个周末！为了增强年轻消费者的船上的体验，皇

家游轮度身定制了适合年轻人的特色活动，如主题狂欢派对，海

上狼人杀，快闪舞等等，让人眼前一亮！

立即拨打 400-8850-288 或联系各大旅行社 皇家加勒比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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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駕遊市場引起國際業者關注

Driving Travel

■鐘韻＝採訪報道

■張廣文＝採訪報道

中非旅遊尚存阻礙 合作發展一片向好

NYC & Company開設新加坡旅遊營銷代表處

Africa

New York

中國自駕遊勢頭的成長已吸引國際

業者的關注，美國房車旅遊品牌Cr uise 

America日前便到中國進行推介，向中國

市場業者介紹更多美國房車旅遊線路和旅

遊方式，希望進一步拓展中國遊客赴美旅

遊的新方式。

據瞭解，國內對房車旅遊的利好政策越

來越多，政策導向使得房車旅遊也開始受

到國人關注。今年3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

發佈了關于促進全域旅遊發展的指導意

見，強調要推動旅遊與交通等融合發展，

加快建設自駕車房車旅遊營地，推廣精品

自駕遊線路。目前國務院已經同意設立內

蒙古滿洲里、廣西防城港邊境旅遊試驗

區，使遊客的邊境自駕遊更加便利。

中國遊客對于前往非洲旅遊當前還存在

誤解、安全、基礎設施、語言、旅遊資源保

護、人力資源不足等疑慮和阻礙。但是隨

着中非之間總體合作越趨緊密、旅遊邊力

度持續提升，中非旅遊合作一片向好。

中國旅遊研究院楊勁松博士說道，中

國民眾赴非洲旅遊當前有幾個主要問題。

▼  首先是誤解；中國遊客對于到了非洲

能不能習慣、去了非洲能有什麼樣的體

驗，非常關心。

▼  其次是安全。目前非洲的安全形勢已經

趨于平穩，安全事故相比其他區域來說

還算比較少。但是大家對于非洲安全的

疑慮還是揮之不去。這和前述的誤解問

紐約市官方目的地營銷組織N YC & 

Company近日宣佈在新加坡開設全新旅遊

營銷代表處，以刺激東南亞客源前往美國

城市旅遊的需求，使之進一步成長。全新

旅遊營銷代表處將由新加

坡Xzodus運營，爭取新加

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

南、印尼和泰國等市場。

NYC & Company總
裁和首席執行官Fred Dixon表示，東南亞

地區對紐約市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新興客

■劉霈芯＝採訪報道 另外，隨着全域旅遊的深入，國內旅遊

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將日

臻完善，自駕車房車旅遊營地建設和佈局

也將有大幅度改善，大眾對房車旅遊的接

受度將逐漸提升。

Cruise America執行副總裁Michael 
Marcine表示，房車露營作為自駕遊的一

個細分，經歷很長時間培育，今年也通過

合作伙伴瞭解到房車遊在中國市場已逐步

展現出蓬勃的發展勢態，這也是為何決定

將Cruise America在美國的房車旅遊產品

推廣到中國市場，以迎合當今中國遊客多

樣化的出遊方式。

其實有不少年輕族群和有成熟旅遊經

歷的旅遊者已開始尋求更多深度目的地旅

行方式，比如在美國國家公園區和大峽谷

等特色地形地貌的旅遊區域，因為附近可

能不如大城市有很多住宿選擇或者可能相

對距離遠，這類景區線路就很適合房車旅

遊。

行程靈活、具價格優勢

此外，在歐美地區房車遊相當成熟也受

到家庭市場歡迎的主要原因是，旅遊過程

自由靈活，可以自由安排行程及停留在路

上各個點的時間，也有價格優勢，且房車

旅遊可以更加彈性安排旅遊途中的住宿

和餐飲，基本上可以自己動手做三餐和安

排野外露營體驗。同時房車旅遊可以讓遊

客自由進入美國所有主要景區，流覽大峽

谷或國家公園等景點事，還可以在景區裡

過夜，不必舟車勞頓往返城市和景點。

Cruise America在北美地區經營房車租

賃業務已超過45年，憑借豐富經驗，專門

為房車租賃市場打造頂級房車以及服務標

準，有將近16,000個風景宜人的露營場所

可選擇。Cruise America 也提供了美國幾

大受歡迎的房車旅遊線路供海外旅遊者

參考，比如西部地區加州海灘、標誌性國

家公園（包括大峽谷、錫安、大峽谷、塞米

蒂和布萊斯）、三藩市、洛杉磯和拉斯維

加斯三大城市，及其他如猶他州五大國家

公園、黃石國家公園、拉什莫爾山河幾個

標誌景點如布拉羅比爾、牛仔鄉村、老忠

實間歇泉和印第安文化體驗等。

通常歐美旅遊習慣可以一路長達兩周，

因此Cruise America有全美和加拿大地區

的豐富房車旅遊線路參考。

融入體驗、具市場潛力

另據上海錦江旅遊出境旅遊中心副經

理石磊表示，中國房車市場與歐美國家相

比仍差距甚遠。每百萬人擁有的房車營地

數量，是美國的0.57%，是歐洲的0.86%。美

國房車保有量1,087萬台，但目前中國房車保

有量僅為7萬台。據預測，隨着房車露營文

化在中國的普及推廣，將激發巨大的市場

潛力。雖然房車旅遊在出境遊市場尚屬非

常小眾旅遊體驗，但也確實有一些專業旅

遊者的需求，比如最常見的就是攝影專業

團或者行業領域相關的教育學術考察團。

但如果是向普遍市場消費者推廣剛起

步的美國房車遊產品，可能更好是作為旅

遊裡的一個部分體驗，而非整趟美國行都

是以房車作為主題線路旅遊，如此對中國

遊客來說可能更加適合。或許可以選擇幾

個美國特色的國家公園和峽谷地區安排

4~5天的房車自駕遊，再搭配美國其他地

區的旅遊，讓整體旅遊體驗豐富，也有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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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中國

中國每百 萬人
擁有的房車營
地數量，是美國
的0.57%

題有關，還需要更多的宣傳和交流。

▼  再次是基礎設施；接著是語言。非洲大

陸有很多種語言，而中國遊客普遍對于

英語的掌握較佳，其他語言較少，因此

旅遊業者還需提供更便利的旅遊環境。

此外，旅遊資源保護、人力資源不足等

問題，都是阻礙。這些問題解決了，將更

有利于中非旅遊合作。

不過宏觀來看，未來中非旅遊合作趨勢

還是非常樂觀。楊勁松指出，中非旅遊合

作目前還在起步階段，但是中非合作無論

是資金、基礎設施改善或人力資源培訓方

面，都在不斷加強。

就在不久前結束的中非合作論壇上，中

非之間就達到了未來有50個文旅項目落

源目標，每年代表了超過225,000位旅客，

通過加大東南亞地區的推廣力度，希望可

以邀請更多旅客發現紐約五大區的獨特魅

力。2017年紐約接待了227,000位東南亞旅

客到訪，自2011年增長58%，當中最大的旅

客數量63,000人次來自菲律賓。菲律賓和

印尼持續增長的富裕階層和龐大人口基

數，使兩地客源發展潛力巨大。

接下來紐約市將通過新加坡航空日前啟

動的新加坡和紐約往返直飛航班(世界上

最長的不停航班)，以及長榮航空、菲律賓

航空、澳洲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及旅

地的共識。承接與發展約翰尼斯堡峰會成

果，《關于構建更加緊密的中非命運共同

體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論壇—北京

行動計劃（2019-2021年）》作為基本框架

將為未來3年合作提供行動依據。

同時，中非「一帶一路」合作中的旅遊

和人文合作，以及中非十大合作計劃中的

人文交流和與旅遊領域相關的交流將得

到進一步深化和推進，中非人文和旅遊合

作將覆蓋更多領域，將邁出更有力度和更

穩健的步伐，在中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扮

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接下來，中非之間將繼續保持雙向人員

交往和資本合作增長，且旅遊便利化全面

提升，未來會有更多的非洲國家和地區成

遊業界，進一步發展旅遊市場。而菲律賓

航空將于10月29日推出馬尼拉往返甘迺迪

機場的產品。

明年紐約將聚焦于推廣「2019—紀念

年」，主打重要與大規模的當地發展情況，

和地標性的景點，以及當地大型活動和文

化節慶。同時，紐約也將花更多時間巡迴

世界各地宣傳，讓更多人瞭解到當地的多元

性、歡迎旅客到訪的氛圍以及包容性。

其中，即將于明年開幕的重大發展包

括：曼哈頓西邊的哈德遜城市廣場（美

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私營房地產開發項

為ADS目的地，使簽證更加便利，直航航

班也將更多開通和加密。這些利好消息都

為中非旅遊合作奠定了基礎。

未來，中非旅遊合作可能還將可能成為

一帶一路合作的一個典範；在目的地建

設、旅遊產品開發、旅遊要素配套和開發

經驗忽見等方面構建示範項目。

目）、多元藝術中心The Shed（將展示全球

視覺藝術、設計和媒體），以及由英國設計

師Thomas Heatherwick創造可攀爬的城市

地標Vessel，還有全新的自由女神像博物館

（明年五月開幕）和重新裝修與擴大30%

畫廊空間，以及增加公共區域的現代藝術

博物館。

其他升級或近期落成的項目還包括：多

米諾公園、紐約月亮公園遊樂園、海港區

域紐約碼頭17號等。另外，眾多酒店也將加

入市場，包括萬豪酒店集團的時代廣場艾

迪遜酒店、第六感酒店、甘迺迪機場TWA

酒店；預計將于2021年底，紐約客房目前的

數量將從約11.75萬增加至14萬。

↑中國旅遊研究院楊勁松博士

（
攝
影
·
鐘
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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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營銷代表處將由新加

坡

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

南、印尼和泰國等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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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第十一屆亞洲國際旅遊交易會

(ITB Asia 2017)于新加坡濱海灣金沙展覽中

心開幕。連續三天的活動，打造了一個客戶

交流和推進業務的高品質會議平臺，國際參

展商聯手亞太地區領先的

旅遊企業和新興中小型公

司及頂尖國際買家會面。

今年還有全新的MICE
和企業中心、MICE科技展

示，以及全新的穆斯林旅

遊展臺。主辦機構柏林國際展覽有限公司

(Messe Berlin)副總裁Martin Buck博士

表示，以「重新想像旅遊」為主題的亞洲國

際旅遊交易會，擁有非常緊湊的日程，除了展

覽，同時間還有MICE和企業、知識劇院、旅

遊和科技、旅遊主題分享會、穆斯林旅遊等

六個不同主題的系列會議同時上演，彙集了

超過260位講者，提供超過200小時的討論

時間。透過聆聽主題演講和小組討論，所有

參與者在與專家交流互動的同時，也能洞悉

旅遊產業未來發展方向，瞭解旅遊產業主要

趨勢，以及如何以創新的腳步領先市場。

2018中國赴加拿大遊客增長幅度預計達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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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加拿大旅遊局于北京中國大飯店

舉辦了年度旅遊同業交流會—Showcase 

Canada 2018。為期4天的活動，彙聚了220

位加拿大各省旅遊局代表和旅業各界合

作伙伴到訪，與中國及其他各亞太區旅業

代表們進行一對一的深度溝通與交流。在

2018中加旅遊年，中國赴加遊客增長幅度

預計達12.5%。

加拿大旅遊局亞太區總經理李蔚表示，

2018「中加旅遊年」是中加兩國旅遊業豐收

的一年，赴加旅遊的遊客人數穩步上升，同

時加拿大接待的中國遊客數字屢創新高。

根據加拿大旅遊局官方統計資料，僅2018

年前半年，加拿大共接待了來自全球近860

萬遊客，同比去年增長2%，其中來自中國

的遊客超過30萬，同比增長9.1%，人數達歷

史新高。在2018中加旅遊年，預計接待超

過76萬中國遊客，增長幅度達12.5%。

據悉，中國目前是加拿大第二客源市場，

2017年到訪的中國遊客數量達67萬人次，

作為全球第一大旅遊市場，中國對 

NDC標準的全球普及發揮着重要作用。

Amadeus目前正在努力聯合亞太地區及中

國本土合作伙伴，將最新的NDC技術和標

準推入中國。

2014 年便率先與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實施

了NDC v1.0的Amadeus，目前在NDC(New 

Distribution Capability)領域已開始從「實驗

階段」向「行業大規模採用階段」過渡，今

年晚些時候並將在旅遊平臺開放 NDC 預

訂。Amadeus NDC-X計劃副總裁Gianni 
Pisanello介紹，由于NDC這項行業標準

的部署方式尚未完全成熟，Amadeus專門

相關調查顯示，亞洲冰雪市場潛力巨大

且增長迅猛，而特別在中國，千禧一代是冰

雪新興市場的主要受眾人群。但除了冬季

的冰雪活動之外，事實上夏季山林運動的

市場潛力也非常巨大，但當前仍欠開發。

Club Med亞太區山林項目戰略負責

人Sebastien Portes介紹道，隨着區域內

經濟成長、人民變得富裕，亞太地區的冰雪

度假市場潛力也上升得非常迅猛。相關調

查顯示，過去三年間，有2.38億人度過冰雪

假期，且僅在過去一年間，度過冰雪假期

的人口就達到1.38億人。

而儘管亞太地區女性人口比較多

（51%），但冰雪假期卻是由男性所主導

（56%），僅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澳大

利亞為例外；另外，亞太地區的冰雪度假人

口平均年齡為38歲，反映出年輕人對新體

驗的追求，特別是在未成熟市場。比如千

■張廣文＝採訪報道

在加拿大的消費達16億加幣，未來兩年當

中，估計約有一千多萬的中國遊客有興趣

到訪加拿大遊玩。

目前到訪加拿大的中國遊客，仍然集中

在七、八月，冬天到訪的中國遊客數量依

然較少，接下來，加拿大會持續推廣自己作

為「四季皆宜」的旅遊目的地，並提升加拿

大在中國旅遊市場的知名度，讓加拿大成

為更多中國遊客的首選旅遊目的地。

現在加拿大吸引中國遊客的亮點除了自

然風景、湖光山色之外，豐富多彩的活動、

多倫多與溫哥華等宜居城市風光、個性化

的旅遊體驗，以及季節性的景點，也都是重

點。過夜數方面，中國遊客平均停留15晚。

特別的是，中國遊客的消費額度約2,700至

2,800加幣，位居國際市場第一。

另外，多倫多、溫哥華、卡爾加里、蒙特

利爾等易于抵達的直航城市，是中國遊客

首次到訪加拿大的首選目的地。從西邊的

洛磯山脈到東邊的大瀑布，加上中間的班

夫小鎮和國家公園也深受中國遊客青睞。

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回流的中國遊客

願意探索大西洋四省，例如：育空、馬尼托

巴，以及其他中北部城市和地區。未來首

都沃太華的發展潛力巨大，也將加大力度

在中國市場宣傳當地精彩活動。

為了更好地服務中國遊客，加拿大旅遊

局將繼續努力，持續優化中國遊客的出行

體驗。在簽證方面，加拿大政府在中國新

增了7個簽證中心，共計12個加拿大簽證中

心正在為中國遊客服務；並將銀聯支付增

加到簽證費線上支付選擇中；在加拿大境

內，也有越來越多的商戶接受包括銀聯支

付、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在

內的支付方式，以更好地符合中國遊客的

出行習慣。同時，多家航空公司陸續推出往

返中加兩地的直飛航班，如加拿大旅遊局

的重要合作伙伴—加拿大航空，通過在中

國提供每日5班直飛航班往返中國與加拿

大的航線，不斷縮短中國遊客與加拿大的

距離。

對于即將到來的冬季，加拿大旅遊局也

做好了準備。借2018國際冬季運動博覽會

在北京的舉辦，和冬季運動在國內不斷普

及的契機，加拿大旅遊局有針對性地為中

國遊客設計冬季主題的旅遊路線和產品，

吸引更多的中國遊客體驗加拿大與眾不同

的冬季風光和戶外體驗，錯峰享受當地的

魅力。

空、沙特航空、科西嘉國際航空和哥倫比

亞國家航空。Amadeus Altéa NDC支援航

空公司使用Amadeus的Altéa PSS向協力廠

商分銷高級商品服務。這樣，原搜尋引擎、

旅行社和技術提供商通過NDC XML連

接，便可獲得航空公司的內容。

那麼，NDC將在多長時間內顛覆行業？

Gianni Pisanello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于行業內各個參與者的採用步伐，以及

為最終旅遊者創造的價值。如果航空公司

使用 NDC 創造新價值、新產品、新服務，

則整個行業的產值就會增加，進而讓更多

的投資流向技術。有了旅遊服務公司和航

空公司的青睞，NDC 實現全行業普及也就

指日可待了。

至于NDC與中國的關係，他指出，2017 

年，中國出境旅遊人次達1.29億，成為了全

球最大的旅遊市場。經過多年發展，中國

已經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旅遊市場之一，

發展速度著實驚人。因此，NDC標準的

全球普及離不開它在中國市場的應用。他

表示，作為全球第一大旅遊市場，中國對 

NDC標準的全球普及發揮着重要作用。

Amadeus目前正在努力聯合亞太地區及中

國本土合作伙伴，將最新的 NDC技術和標

準推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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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半年    9.1% 

2018全年          12.5% (估) 

■鐘韻＝採訪報道 創建了 NDC-X 計劃，致力于在推動 NDC 

產業化的同時，確保所有旅遊市場參與者

都能取得成功。

他解釋，「NDC-X計劃」將Amadeus作為 

IT提供商和聚合商開展的所有NDC活動

整合在了一起。例如，Amadeus目前正在與

Flight Centre和Travix等旅遊服務公司和澳

洲航空等航空公司合作，旨在通過創建基

于NDC的解決方案，使用NDC標準說明航

空公司向全球旅遊服務公司銷售其 NDC

產品，並說明全球旅遊服務公司預訂、購買

航班與相關服務以及更改和取消預訂。 

Amadeus也與其他航空公司就Altéa 

NDC開展了短期合作，其中包括芬蘭航

Amadeus
NDC-X計劃副總裁

Gianni Pisanel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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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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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度假增長迅猛 夏季山林運動仍待開發Snow Vacation

■鐘韻＝採訪報道 禧人口龐大，但單板和雙板滑雪仍是新興

運動的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印尼和印度，

其平均年齡傾向34歲；相較之下，日本的冰

雪度假平均年齡就在45歲。

值得注意的是，亞太地區冰雪度假遊客

以富裕家庭為主：70%的冰雪遊客帶着家

庭同遊，其中89%為雙薪家庭，近半數每人

每天花費300美元以上，60%在冰雪度假目

的地停留四晚以上。有趣的是，亞太市場

在冰雪度假期間活動的多元性明顯比喜歡

專注在滑雪練習的北美和歐洲市場更強：

除了滑雪之外，亞太遊客還喜歡品嘗當地

美食、與家人和朋友消磨時間、做其他冰雪

活動、參觀當地景點、感受大自然還有做白

日夢。

但是冰雪度假設施不能一年就只靠幾個

月的運營來保持盈利。Sebastien Portes話

鋒一轉說道，中國很多冰雪度假區完全沒

有夏季的活動項目。事實上，應善用自身資

源，在夏季也把都市遊客吸引到度假區來

消費，因為這塊市場在亞洲不僅存在，而且

潛力非常巨大，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據相關

報告顯示，在被問及「未來兩年」進行夏季

山林度假的計劃時，64%的中國消費者答

「極有可能。」所以說，這塊市場當前仍欠

開發，而未來的發展潛力非常巨大。

中國赴加拿大遊客增長率

亞太地區

冰雪度假人口平均年齡

● 70%冰雪遊客帶着家庭同遊
● 其中89%為雙薪家庭
● 近半數每人每天花費300美元以上
● 60%在冰雪度假目的地停留4晚以上

整體平均 日本 中國 馬國/印度

/印尼

38% 
45% 

34% 34% 

ITB 2018
主題「重新想像旅遊」

Trade Show

中國市場影響NDC標準的全球普及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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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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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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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歐旅遊年」的框架下，兩地公私營機構領袖一起參與2018澳門世界旅界旅界 遊經濟論壇，共同探討

雙邊關係的新動力，以及如何通過促進科技創新、旅遊電子化和便利化，來加強兩地的合作，塑造更智

能化的旅遊產業。同時，亦從包從包從 括科研技術、旅行便利化、連接性，以及旅客行為和態度的轉變等角度，

分析影響中歐旅客流量的因素，並且通過更廣泛的合作，促進兩地的全面和可持續的增長。

亞太地地區經濟的發展，使得富裕、有可

支配資產產、願意旅遊、有活力的人越來越

多，多到到亞太地區旅遊消費占到全球旅遊

消費77%%的比重，不容小覷。中國是全球

最大的出出境市場，不管是旅客數量還是旅

世界旅旅遊業的發展離不開中國旅遊市場

的大力支支持。根據世界旅遊組織公佈的資

料，去年年全球遊客總數量估計達到13.22億

人次，同同比增長7%。而去年中國遊客出境

遊大概為為1.3億多人多人多 次，占全球遊客總數的

10%。

遊消費。當中，粵港澳地區的發展，尤其值

得關注，不管客源數量龐大，而且經濟發

展穩定向上，各行各業都處于繁榮

態勢。中歐旅遊年強調的是橋樑的

也搭建起了雙方的緊密合作，進一

可以說，世界旅遊業去年能有7%的增

長，其中很大一大一大 部分來自中國遊客的貢獻。

中國是世界人界人界 口大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推

動出境遊客數量不斷增長。另一方面，去年

中國遊客在海外的消費支出高達1,152.9億

美元，多年來中國的海外旅遊消費一直獨

學習對方語言，是合作的第一步；再者，

旅遊是新的絲綢，因為旅遊可以改變世界，

追究絲綢根源，人們想要挖掘和發現產

作機會、宣傳本身亮點、交換想法、增進

彼此之間相互瞭解的平臺。

2018年奧地利的旅遊表現亮眼，雖然

奧地利面積很小，卻為中國遊客最喜歡的

目的地之一之一之 。中國市場是奧地利主要的海

外客源市場，到訪中國遊客數量也一直一直一 在

成長，去年中國遊客人客人客 數達約90萬0萬0 人萬人萬 次。

另外，中歐旅遊年讓中國在奧地利首

次進行大規模的推廣活動，讓更多人瞭

解到中國的魅力。也就是說，從紙本的交

流，轉而到了對話的互動。

▼  二則是合是合是 作，聯手打造行業標準認證，

確保不同團隊都加入，而且要持續推

進，邁向更高一層次。

▼  三為承諾，承諾不能因為旅遊年只有一

年就只有一年，而是要長期的推進，而

且要確保所有團體都會繼續遵守，守，守 讓行

業能發展到下一下一下 個階段。所有參與者也

能抓緊旅遊年帶來的商機，使各方各方各 都受

益。中歐不能止于旅遊年，而是要抓緊

態勢，繼續向前努力努力努 。

旅遊是是國家之間最好瞭解彼此的一個仲

介，中歐歐旅遊年和澳門世界旅遊經濟論壇

都是打造造緊密友好關係、創造眾多彼此合

政府之之間的合作是很重要的，但是只是

一個開頭頭，真正在執行上要順利，就必須

由私營部部門之間的合作來推動。因此，政

府之間一一旦確定了合作伙伴伙伴伙 關係，就一定要

吸引私營營企業一併加入。

另一方方一方一 面，要持續長久的合作關係，三件

事情非常常重要：

▼  一為溝溝通、互換信息，這如同婚姻的基

礎一般般重要，要瞭解彼此之間的旅客特

色，如中國遊客喜歡吃、偏好文化文化文 產品、

歐洲遊遊客到中國喜歡什歡什歡 麼等。

「一「一「 帶一路」和「絲綢之路」的宏偉藍圖，

而中歐、東歐等地也紛紛受惠。

簽證的便捷化，加上航空的直飛產品，

而且中國已經幾乎開放所有歐洲國家成為

被批准的旅遊目的地國家之一之一之 ，使得旅遊

發展迅猛。中國往返歐洲的直飛航班翻

倍，自2007年的1,300班

成長至2017年的2,600班

接送了超過900萬位旅客

佔鰲頭，大大超過此前

傳統旅遊消費最多的英

美及德國遊客。

亞太地區一區一區 直是中國

遊客最便利的旅遊目的地。近年來，隨着

歐洲國家在簽證方面推出一些利好措施，

歐洲也成為中國遊客最鍾愛的旅遊目的地

之一之一之 。現在中國的出境遊正在發生可喜的

變化，例如旅遊目的地更趨多元、旅遊與消

費觀念更趨理性、中國遊客在外國人心中

品，想要探索世界。通過旅遊，中國和歐洲

之間的關係也正在改變，以葡萄牙為例，去

年中國市場成長幅度達80%，旅客數量的

增長，表示更多中國遊客到訪葡萄牙探索，

也展示出中歐合歐合歐 作之間的美好結果。

旅遊業的成長，除了受到政府之間合作

的牽動，也是因為私營部門的支持，公私部

往返。未來飛機運營成本降低、規模加

大、飛行距離加長，都將是趨勢，這也這也這 將進

一步刺激旅遊成長。

再者，三種類型的旅客，包括千禧一

代、商務旅客、年長者等都有自己的需

求，也讓歐洲市場有更多細分客源可以

挖掘，通過創新、科技，以及便捷的線上

預定，使越來越多人多人多 願意出遊，也有越來

越多元的全新產品可以選擇。

的形象大為改觀等。

中歐旅遊年的目標，是爭取當年旅客

數量增長幅度超過10%，並且讓旅客分

流，除了一線城市，也到周邊地區遊玩。

同時，整年度共有約5,000會議被舉行，並

有200場戰略合作合約簽訂成功，如何讓

合約合作的態勢持續，也成為現今的熱

門話題。另外，如何在投資方面取得目標

的投資回報率，亦是很多人多人多 在人在人 中歐旅遊年

關心的議題。

門的合作，讓更多中歐平臺出現，兩地之

間的互動更加頻繁、更多面對面的交流，

可即時快速的回應彼此，也更積極的創

造合作機會機會機 ，一起聯手解決問題。

未來澳門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個案，澳

門連接歷史與現在，也融合中方與西方。

搭建起雙方的緊密合作

爭取遊客數量增長幅度超過10%

創造合作機會，聯手解決問題

從紙本交流轉為對話互動 中歐不能止于旅遊年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執行主任祝善忠

>Cachhet Consulting創辦人及主席阿妮塔．門迪華達(Anita Mendiratta

遊國務秘書安娜．門德斯．戈迪尼奧
ndes Godinho)

>奧地利可持續發展暨旅遊和區域政策副部長烏爾裡克．勞赫-考希曼
(Ulrike Rauch-Keschmann)

>世界旅旅遊及旅行理事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格洛麗麗亞．格瓦拉．曼索(Gloria Guevara Manzo)

搭建起雙方的緊密合作搭建起雙方的緊密合作

一倍

成

接

傳

美

榮

的

一

a)

榮成長的

的建立，

一步拉動

了一

次，

次，

)

創造合作機會，聯手解決問題
旅遊
en

創造合作機會，聯手解決問題
>葡萄牙旅
(Ana M

是打造造緊密友好關係、創造眾多彼此

)

合作才是力量
搭建旅遊發展戰略伙伴有利共榮共榮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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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

最后，熟悉感就是知名度，遊客通常會去

自己知道的地方，因此想要爭取遊客到訪，

就必須宣傳，走出來到各地推廣自己，打造

旅遊完全就是聯接，而通過體驗就是聯旅遊完全就是聯接，而通過體驗就是聯

接的最好方式。去年，出遊的中國遊客數接的最好方式。去年，出遊的中國遊客數

量大幅增長，已經達到近量大幅增長，已經達到近2億人次，當中選

擇前往歐洲的中國遊客人數也一樣大幅增擇前往歐洲的中國遊客人數也一樣大幅增

長，達到約長，達到約600萬人次。中國遊客大多還是

選擇遊玩周邊地區。主打鬱金香花海的愛選擇遊玩周邊地區。主打鬱金香花海的愛

沙尼亞，每年接待遊客數量約沙尼亞，每年接待遊客數量約400萬人次，

到訪遊客也一樣來自周邊地區為主。到訪遊客也一樣來自周邊地區為主。

任何一個目的地要爭取遊客到訪，必須任何一個目的地要爭取遊客到訪，必須

關注三大重點，速度、便捷性、熟悉感。速關注三大重點，速度、便捷性、熟悉感。速

度方面要聚焦于易于讓旅客到訪，更多的度方面要聚焦于易于讓旅客到訪，更多的

航班、更方便的交通網絡都是關鍵。以愛航班、更方便的交通網絡都是關鍵。以愛

沙尼亞為例，通過與芬蘭航空的合作，推出沙尼亞為例，通過與芬蘭航空的合作，推出

赫爾辛基直飛往返航空，進一步爭取中國赫爾辛基直飛往返航空，進一步爭取中國

遊客到訪。遊客到訪。

就便捷性而言，遊客喜歡到處逛到處就便捷性而言，遊客喜歡到處逛到處

看，當地基礎設施也必須滿足旅客需求，看，當地基礎設施也必須滿足旅客需求，

什麼東西都需要一個地圖，或是一個應用什麼東西都需要一個地圖，或是一個應用

程式，所有的信息都能快速被取得，歐洲程式，所有的信息都能快速被取得，歐洲

國家必須熟悉中國市場的國家必須熟悉中國市場的步調，跟上腳步

聯接。

今年中歐旅遊年還

剩下幾十天就要結束

了，但是雙邊的合作

仍然應該繼續，中國和歐洲之間有很多電

子化的平臺，雙邊旅客都可以借着平臺，如

同使用橋樑一般，對彼此加深瞭解，找到

一個共同的語言。旅遊其實是一個很直接

的道路，一個目的地只要堅持維護自己當

地的特色，並隨着潮流發展，如擴大最新

移動手機付款服務，且必須時時調整以達

長期發展目標。

雙邊應該相互學習，互相尊重與努力瞭

解彼此，政府官員也需要旅遊，親身體驗

才能察覺到彼此的不同之處，並且相信未

來，未來才能真正實現。

時時調整以達長期發展目標
>愛沙尼亞經濟事務及通訊部經濟發展部副部長維瓦．盧比愛沙尼亞經濟事務及通訊部經濟發展部副部長維瓦．盧比 (Viljar Lubi)

中歐旅遊年促成兩地合作緊密，這樣中歐旅遊年促成兩地合作緊密，這樣

的關係要繼續深化，不能因為旅遊年的結的關係要繼續深化，不能因為旅遊年的結

束而告終。一起分享、合作、溝通，成為伙束而告終。一起分享、合作、溝通，成為伙

伴，任何一個地方都應該以人為核心，任何伴，任何一個地方都應該以人為核心，任何

實施的措施和政策，也都應該考量到人，實施的措施和政策，也都應該考量到人，

這中間其實就是信任，信任彼此之間的關這中間其實就是信任，信任彼此之間的關

係。

粵港澳大灣區項目將九個廣東省城市，粵港澳大灣區項目將九個廣東省城市，

以及兩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連接在一以及兩個特別行政區香港和澳門連接在一

起，是一個大型緊密合作項目，當地居民起，是一個大型緊密合作項目，當地居民

約800萬人次，萬人次，GDP總體約GDP總體約GDP 1.5萬億美元，大

灣區的目標是超越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灣區的目標是超越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

紐約灣區，當地創意、科技、貿易、金融、管紐約灣區，當地創意、科技、貿易、金融、管

理服務都將通過項目聯合合作，打造巨大理服務都將通過項目聯合合作，打造巨大

的商機，建立有品質的生活、工作、商務、的商機，建立有品質的生活、工作、商務、

旅遊環境。未來，旅遊和文化發展會因為旅遊環境。未來，旅遊和文化發展會因為

粵港澳大灣區項目展現出合作所帶來的成粵港澳大灣區項目展現出合作所帶來的成

功，成為一個很好的案例分析題材。功，成為一個很好的案例分析題材。

所以合作伙伴要相信彼此，才能攜手邁所以合作伙伴要相信彼此，才能攜手邁

進，紙本上簽訂的內容固然重要，要將承諾進，紙本上簽訂的內容固然重要，要將承諾

貫徹實施更重要。貫徹實施更重要。

合作伙伴要
信任彼此間的關係
>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司長、
  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執行主席譚俊榮世界旅遊經濟論壇執行主席譚俊榮

 (Viljar Lu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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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擁有特殊需求的人、城市人、鄉下人等；

這也是東盟的發展目標。從細節上來看，東

盟要爭取到當地居民的信心，必須展示出

具體的方案，讓他們可以聯手打造真實的

旅遊是一個長期的計劃，很多政府應該

將旅遊業看作一個長期穩定發展的重點項

目，如此即使領導換人，也不影響旅遊業

的發展，使一致性持續下去。政府之間的

合作很重要，但是站在前線的是企業。企

業往往追求效益，如果政府和企業聯手合

作，持續穩定發展，不管有沒有旅遊年，都

一個不容忽視的客源地。

不過成長也伴隨着風險，所有旅遊業者

都應該關注大眾旅遊和過度旅遊，為這些

挑戰想想解決方案。絕大部分的中國出境

係。

未來預計巨大的成長將出現，很多國際

協會和組織都如此預測，從13億人次將發

展到18億人次，這是可以相信的數字，畢竟

旅遊產業在過去10~15年幾乎翻倍，過去就

東盟的獨特性，是很多國家可以學習的

案例。要確保任何一種旅遊發展，都不會

遺忘任何人與任何國家，近期的發展應該

使人人受益，包括：男人、女人、小孩、老

要讓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一起合作，打

造友誼，並邁向可持續發展，除了基礎設施

的建立、交流的普及，也可以學習澳門，維

持緊密合作的態勢，持續追蹤與跟進自己

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情況。

就私營企業而言，中國出境市場是一個

驚人的市場，也是一個全球性現象，更是

公私營部門之間要維持態勢，也要注意

滿足旅客對旅遊體驗的需求。企業扮演着

組織旅遊的重要角色，政府要建立旅遊的

基本框架，旅遊業需要一個強大的框架，

企業和政府之間也必須要打造強大的關

產品、建立旅遊行程。

東盟以一個目的地來宣傳，打造東盟各

國的一個統一形象，同時和社區合作，挖

掘社區旅遊發展的潛力。十年前，東盟發

展出民宿標準和社區住宅標準，讓社區也

能分享到旅遊的好處，讓他們對旅遊充滿

信心。

不過，這也面對着挑戰，像是過去要教

應該致力于和其他國家合作，一起想辦法

突破雙邊之間的旅遊業障礙。

相較于中國的魄力、只要決定了政策就

會執行，歐洲國家往往面對比較多的方方

面面壓力，很容易忽略了旅遊業的重要性，

以及合作所能帶來的好處。其實，旅遊就

像是在水中丟了一個石頭，一開始影響力度

不大，但是隨着時間發展，幾年甚至幾百年

之后，受到影響的範圍只會越來越大，如

同不停擴大的漣漪一般。

旅遊這樣的效應，應該被所有人熟悉，

市場，依然是廉價的團隊套餐，其不提供

很好的消費者體驗，往往包括非常緊湊的

行程、沒有購物、非常少的天數走訪非常多

國家，這對目的地不好，也對消費者不好，

雙邊都不滿，也面對着矛盾。

但是市場正在快速改變，中國旅客的行

為正在改變，越來越多中國遊客開始追求

更為個性化的體驗、深度體驗、更少購物、

曾看到從4億人次一下成長到了7.8億人次，

而且大部分的生意都來自亞洲，尤其是中

國。

旅遊業者還要想盡辦法管理這樣的成

長，讓這樣的成長可以發展下去，成為可持

續性的。現在很多歐洲國家都在討論過度

旅遊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到處都可以看

到，而是集中在一些特定地區，像是冰島、

巴賽隆納、威尼斯和羅馬等著名地區。這

聯手打造真實的產品

突破雙邊間的旅遊障礙

創造可持續成長的環境

要思考如何管理客流

>馬來西亞旅遊藝術文化部、旅遊政策及
國際關係副部長Mohd Daud Mohd Arif

>英國文化協會主席克里斯多夫．羅德里格斯
(Christopher Rodrigues CBE)

>Thomas Cook托邁酷客首席執行官及總經理戴安哲
(Alessandro Dassi)

>途易集團名譽主席、世界旅遊經濟論壇榮譽主席
米歇爾．弗倫策爾(Michael Frenzel)

育當地居民如何建立電子信箱，以推廣

自己的產品，但是旅遊已經邁向大資料、

電子化、雲計算、線上發展，發展速度太

快，社區居民大多跟不上。這其實也不只

是東盟的問題而已，不過，對于市場，仍

然可以看到商機，尤其在共用經濟這塊，

讓東盟當地居民也能獲得旅遊帶來的好

處。

一開始旅客總是先前往周邊地區旅遊，

歐洲距離中國不近，因此效益不會立刻見

到，但是旅遊年啟動了開端，雙邊的旅遊

發展是不會停的。

旅遊業者要記得，每一個到訪歐洲的中

國遊客，以及每一個到訪中國的歐洲遊

客，都會深深地記得當地旅遊體驗，並且

願意跟家人朋友分享，到頭來，口碑效應

就會成形，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更是成

為各國宣傳的支持核心。

更客製化的服務。這樣的改變，是旅遊業

者最大的一個商機，可以真正的抓住中國

市場的價值，以創造一個可持續成長的

環境，以及一個健康的發展。

可以調整自己產品和服務的國家和地

區，以抓住旅客行為的改變，將會是中

國出境旅遊市場增長中，受益最多的一

群。

樣的過度旅遊，引起很多國家的當地居民

和政治界，對旅遊與到訪客流產生了負面

的想法與意見，因此接下來，旅遊產業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激發起更多管理過度

旅遊的討論，找出解決方案。

而且中國遊客出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要如何管理客流，讓目的地不受到負

面影響，是所有旅遊業者要思考的最重要

議題和要面對的挑戰。

聯手打造真實的產品

使人人受益，包括：男人、女人、小孩、老受益，包括：男人、女人、小孩、老

突破雙邊間的旅遊障礙
英國文化協會主席克里斯多夫．羅德里格斯
(Christopher Rodrigues CBE)

使人人受益，包括：男人、女人、小孩、老受益，包括：男人、女人、小孩、老

突破雙邊間的旅遊障礙
>英國文化協會主席克里斯多夫．羅德里格斯

(Christopher Rodrigues CBE)

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情況。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情況。

創造可持續成長的環境
Thomas Cook
(Alessandro Dassi)

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情況。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情況。

創造可持續成長的環境
>Thomas Cook>Thomas Cook>

(Alessandro Dassi)

挑戰想想解決方案。絕大部分的中國出境挑戰想想解決方案。絕大部分的中國出境

間儘快開啟談判，一旦提升航權，便會提

升廣州遊客到歐洲旅遊的便捷性。一方

面能省錢，也能省時間，更能少費力。

另一方面，在服務對接上也很重要，要

開發出很多具體符合不同旅客需要的服

務產品，同時在服務標準品質上，做一些

對接，例如，航空業不管是機場的出行，

還是航空公司的服務，還是地面的酒店服

務，在服務方面都可以建立更多的接軌，

提升旅客的體驗。

避免市場爆炸，如此即使產品很成功，還

能夠賣很長久。

企業都喜歡賺錢，喜歡客流，但是更應

該挖掘鮮為人知的目的地，很多地方都能

說個好故事，也有很的旅遊資源，卻沒有

遊客到訪，這時候應該打造良好的旅遊

環境，如交通、機場、航班等，讓更多人與

旅行社願意分流，不只去或賣知名的地

方。旅行社一般要賣知名的地方比較容

易，因此要讓旅行社願意賣新產品、給不

同目的地機會，是很重要的。

機場不但要面對出境旅客，也要接待入

境旅客，因此要積極減壓，讓旅客不會因為

機場體驗，而在旅途中感覺到不愉快。

中國出境遊發展非常快，特別是到歐

洲、珠三角地區旅遊都非常旺盛。從機場

角度來講，旅遊業發展速度非常快，今年

中國到歐洲的航班，每星期增加了111班，

廣州現在與歐洲通航六個航點，航點的增

加為旅客帶來了更多的方便。但現在市場

上也面臨一些問題，像是廣州到德國、意

大利航權已經非常緊張了，可以說沒有航權

了，想要提高通達性、便利性，需要政府之

從2018年邁向2019年，長期的合作伙伴

關係應該是所有國家追求的目標，旅遊業

未來發展重點就是安全和產品。

安全必須從政府角度來確保，以葡萄牙

為例，由于是全球最安全的國家之一，犯

罪率極低，因此也一直能吸引旅客到訪。同

時，葡萄亞也積極挖掘不為人知的目的地，

讓許多客人即使來過也願意重遊。私營部

門除了要和政府有緊密關係，也要積極打

造符合市場需求的合適產品。以跨國產品

來說，可以讓客人一次遊覽多國，但是市場

上一旦出現複製品，就要關注可持續發展，

建立更多的接軌服務 要讓旅行社願意賣新產品
>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有限公司董事長邱嘉臣 >Mystic Invest主席馬裡奧．費雷拉

  (Mário Ferreira)

年幾乎翻倍，過去就旅遊產業在過去10~15年幾乎翻倍，過去就旅遊產業在過去 年幾乎翻倍，過去就 議題和要面對的挑戰。

避免市場爆炸，如此即使產品很成功，還

要讓旅行社願意賣新產品

議題和要面對的挑戰。議題和要面對的挑戰。

要讓旅行社願意賣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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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旅遊年有沒有效果，烏爾裡克．勞

赫-考希曼(Ulrike Rauch-Keschmann)
表示，主要是聚焦在旅客是否滿意。因此，

提升旅客在當地的體驗，非常重要，這需要

公私營的合作，讓旅客在旅途中的每一個

環節都能無縫順利的進行。唯有遊客在當

地感到滿意，目的地才會被正向分享，進而

被更多人得知，而且這些旅客會立刻成為

目的地的宣傳大使，和親朋好友分享在當

地與居民的互動，以及當地多元的文化體

驗。

另一方面，管理客流非常重要，也要趁早

開始重視，打造旅遊品質和增值服務是一

個方法，旅遊業的發展除了要注重對自然

不破壞，也要小心不影響當地居民，讓到訪

的旅客不在擁擠的環境中，可以徹底放鬆，

並感受獨特的個人體驗。

歐洲國家可以跟中國學習和合作，運用

科技等解決方案分流人群，從旅客預定平臺

開始就能提供旅客相關內容，如此在旅客

不會停止旅遊的狀態下，目的地也能健康發

展，持續吸引旅客到訪。簡單說，政府要把旅

遊的結構建立好，如此旅客才能好好體驗。

安娜．門德斯．戈迪尼奧(Ana Mendes 
Godinho)認為，旅遊年的成功與否，可以從

投資的回報率來獲知，如果有一些曾經投資

的企業，加大力度投資，或是又投資，這就表

示企業對于目的地很滿意。

目前這個情況是中國投資者的態度，很多

中國遊客第一次來遊玩，之后又回來以企業

的名義進行投資。因此，目的地要積極在中

國市場推廣整體形象。

另一方面，目的地之間私營企業的合作數

量，也可以用來判定旅遊年的成功與否，不

同目的地公司之間的合作，其實對于旅遊的

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如此各方才會一起銷售

旅遊產品。對于葡萄牙而言，當地啟動了歡

迎中國遊客的計劃，如此一來對中國市場有

興趣的企業就會來參與，而且也會準備好如

何迎接中國遊客。

此外，歐洲各國應該將旅遊視為重要的工

具，加大力度的投資，加上深入挖掘旅遊資

源，察覺鮮為人知的目的地，才能吸引長途

市場旅客的目光，也讓客人分流。例如，西班

牙和葡萄牙可以聯手一起挖掘邊境之間的目

的地，讓更多人分流到那去遊玩。

再者，中歐旅遊年的效益不應該停止，應

以聰明的方式，持續地吸引投資、吸引旅客，

運用旅遊推進發展，打造全新的絲綢之路，

是所有歐洲國家應該努力的主要目標。特別

的是，現在旅遊業非常需要新血的加入，旅

遊業者應該積極聘用年輕人，讓所有推進的

舉措都能根據市場調整，這些年輕人往往令

人驚奇，有很多創新主意和想法。

克里斯多夫．羅德里格斯(Christopher 
Rodrigues CBE)則強調，如果不分流，任

何目的地都會快速地受到面積的限制，因此

所有目的地現在都應該以過度旅遊為借鏡，

以分流為發展重點。另一方面，旅遊業現在

太重視數字，應該改而重視增值，數字往

往提供的信息太片面，不能反映出出境市

場的真實情況，以增值來測量旅遊業得成

功與否，才能真正的看出大局。

米歇爾．弗倫策爾(Michael Frenzel)另
補充，中歐旅遊年大家往往關心的是吸引

到多少中國遊客，但其實歐洲也是一大出

境遊市場，對企業而言，出入境遊客都是目

標客群，中國市場也可以積極爭取德國、英

國等客人到訪，加大本身在歐洲各地的宣

傳力度，讓更多人知道中國各地的亮點，促

進雙向的旅客長期流動。

NOVEMBER 2018 • TTG CHINA 9special RepoRt

旅遊年有沒有效果？如何衡量？
Measurement

成
效
的
方
式

衡
量
旅
遊
年
活
動

遊客對當地的滿意度企業投資數量
以增值來測量

旅遊使得人們得以連接起來，合作是未

來發展的重點。合作要共贏，除了私營企

業之間必須聯手，也包括了私營和公營之

間的攜手。

以亞洲，尤其是中國市場的遊客前往歐

洲來看，最重要的就是簽證的規範，如何

使簽證申請更方便、如何打造更多的簽證

中心，讓更多亞洲人可以申請簽證，同時，

增加直飛往返航班，都是需要注意的核心

問題。

積極改善服務提升體驗
>塔林客集團首席執行官帕沃．諾蓋內塔林客集團首席執行官帕沃．諾蓋內塔林客集團首席執行官帕沃．諾蓋內(Paavo Nõgene)

其實現在到訪愛沙尼亞的1,000萬位遊

客中，有一半來自亞洲地區，市場增長迅

猛，愛沙尼亞當地旅遊業者在歡喜接待

遊客之余，也要積極改善服務，讓客人可

以更舒適的體驗，如接受銀聯、微信支

付、支付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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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rend
透視未來的運營模式—
每家公司都該是一家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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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服務
越來越沒耐性的電子化用戶
■張廣文＝採訪報道

用戶在搜尋旅遊信息的時候，往往會使

用多個平臺，在過去兩年，于谷歌上搜尋

航班相關信息的數量增長了1.4倍，而今年

第一季度位于東南亞和印度的用戶，在谷

歌地圖軟件中，搜尋酒店的數量相比去年

同期提升35%。另外，2015年至2017年通過

YouTube搜尋「頂級度假目的地」的比率，

則成長了130%。

谷歌亞太旅遊行業負責人Hermione 
Joye介紹到，谷歌目標是成為一個可信任

之處，讓旅客可以前往獲取最有用的信息，

以更快、更不費力的方式確認自己的決定。

現在網絡客人每年達20億人次，有一半是

國際客人，而電子化的廣告花費達到45%的

占比，聯通初創公司共75家，總旅行預訂

超過5億次。

對旅遊業者來說，在亞太地區積極使

用YouTube的人，更願意旅遊，也花費更

多、旅行更久。在過去12個月中，積極使用

YouTube的人，比一般使用YouTube的人多

出了2次旅行，而且在線上旅行社產品和網

路上的花費多出了50%，並停留多于平均

30%的間夜。亞太地區很多旅遊合作伙伴

也在通過谷歌平臺，抓緊市場趨勢。為了爭

取印度旅客，愛比迎通過YouTube在印度

前五大城市播放視頻廣告，主打當地最積

極的社交媒體用戶。自訂關聯觀眾的觀賞

比率達30%；處于探索階段的觀眾通過有

機搜尋對品牌興趣，則提升了7.5倍。

下一個戰場是聲音

接下來，聲音將是下一個戰場。尤其是助

理相關的對話體驗，可以協助公司和用戶

將事情完成。市場上已經有一些亞太旅遊

公司引用了相關科技。像是新加坡航空，

其航班訊息，就可以在谷歌家庭軟件上被

顯示，讓很多消費者在家裡，只要通過聲音

指令，就可以快速的瞭解航班訊息。

今天就必須要拿到

現在客人要東西，是今天就必須要拿

到。從2014年8月到2018年8月，用戶搜尋

「現在開門」或「今天」的次數增加了5.2

倍。同時，他們期望快速得到想要的。如果

一個手機瀏覽的網站需要超過3秒載入，

53%的用戶會放棄瀏覽。只需要一秒就出現

畫面的網站，超過20%的用戶會繼續使用。

馬來西亞航空加快了手機網頁，減少上載

時間17秒，驅動了3倍的機票銷售。3秒內就

可以出現的手機網站，可以爭取到93%以上

的投資回報率，同時也會減少每趟航班預

定成本達27%。

如果用戶需要進行多個步驟，才能達到

目標，69%會放棄網站或是應用程式，因為

要購買一個東西太麻煩了，現在沒有人有

耐心接受太多步驟的操作。因此，只需要按

滑鼠在2次以內就可以抵達付款頁面或是

離開的網站或應用程式，是最好的。

用戶期望客製化

另一方面，用戶期望客製化，69%的旅客

表示如果旅遊品牌有提供個性化的服務，

就會對它有更高的忠誠度。而且36%的旅

客願意為了個性化體驗，付更多錢給一個

旅遊品牌。企業需要基于客戶需求為客戶

提供服務，例如，一樣是搜尋酒店最佳優惠

價格，針對會員可以提供特別的會員專享

折扣，而針對偏好奢華酒店的客人可以推

薦當地最熱門的奢華酒店，另外，針對喜歡

住宿時也體驗水療的客人，則可以推薦房

間加水療的套餐選項。這樣針對性的提供

客製化服務其實很有效，新會員將成長，而

且爭取新會員的成本將降低。

旅遊業者在旅客發想、規劃、預定、體驗

四階段都可以提供協助與推薦。在發想階

段，旅客期望旅遊產業可以根據他們的個

人需求提供建議、確保信息快速呈現于網

頁中、提供全面和相關的訊息。而在規劃

階段，旅客則期望旅遊業者可以提供客製

化的服務，記得他們上次聊到哪，像是價格

範圍、日期等。到了預定階段，旅客希望旅

遊業者可以提供一鍵預定服務，無縫的整

合了多個付款方式，並且有紀錄追蹤個人的

偏好。最后在體驗階段，旅客希望獲取整

合的信息，並期待旅遊業者永遠都保持線

上狀態，會持續追蹤、追問和保持聯繫。

總結來看，重點有三：

1.智慧手機正在從基礎上改變消費者

和數字化旅遊公司的互動方式，尤

其在亞太地區；

2.在亞太地區要達到最好的標準、吸

引到最多消費者的眼球、爭取到最

多消費者使用，必須聚焦于消費者渴望速

度、高度互動的內容，同時要求個性化的

趨勢；

3.旅遊產業需要在旅客旅遊時的發

想、規劃、預定和體驗四大階段，提

供協助性的服務。

53%
用戶會放棄，

如果通過手機瀏覽的網站

需要超過3秒載入

3秒內就可以出現的網站，

可爭取到93%
以上的投資回報率

過去4年，

用戶搜尋「現在開門」

或「今天」的次數增加了

5.2倍

從各行各業都可以看到，當今每一家公司

幾乎都是一個科技公司，整個旅程可以兩個

詞說明：夢想和細節。數字化轉型項目往往

開始時很小，但是一系列的小革命、文化改

變對于成功的轉型非常關鍵，數字化轉型對

社會和可持續發展創造出平等的影響，行業

之間的界線正在模糊化。其中，人工智慧正

扮演著整合的角色。

事實上，數字化轉型的基礎元素有三：人

工智慧、數據產業和信息安全。同時，多學科

合作伙伴關係是關鍵，他們會推翻整個生態

系統。

微軟全球旅行和運輸總監S h a n e 
O’Flaherty表示，數字化轉型和人工智慧，

將改變旅遊產業做生意和旅行的方式，使得

客戶互動提升、賦予員工權力、最佳化運營，

並促使產品轉型。人工智慧可以把從方方面

面抓到的數據連接與整合在一起，這樣可以

讓公司行動起來，改善業務績效。

在提升客戶互動程度方面，可以通過多語

言數字助理增加客戶參與度、借由個性化和

即時的優惠讓客戶的旅程達到另一高度，還

可在呼叫中心提供即時聊天工具和認知服

務。就授權員工而言，可提供員工下一個最

好的優惠信息和搜尋內容，同時可為員工提

供旅遊協助機器人，並且讓員工有能力可以

利用人工智慧及人為判斷進行最終決定。從

最佳化運營來看，則可以減少庫存、避免過

度庫存，同時發現被放置錯誤的產品時，還

可以提供使用認知服務的信息站。

事實上，旅遊和交通是最有可能因為數據

和人工智慧改革而受益的兩大產業。尤其是

借由人工智慧進行分析技巧，可以大大改善

整體表現。現今社會不可否認的是，所有人

都在爭取讓自己成為擁有消費者的贏家。這

其中的價值在于從旅遊本身，轉移至旅遊相

關信息。很多航空公司和酒店都已經在慢慢

減少GDS和線上旅行社的使用，轉而投入資

源及時間直接和客人建立關係。

Shane O’Flaherty表示，目前市場上最大

的挑戰，就是數字化的複雜性，有太多的工

具選擇、太多數據、太多軟件，但數據的執行

度仍不足。就個性化而言，目前最大的挑戰

就是無法獲得深入瞭解、擁有足夠的數據，

以及出現太多不正確的數據。

其實一切的數據都應該圍繞客人打轉，如

金錢的考量、購買行為、知識獲取、旅行目的

地、接受哪些渠道的建議、對什麼議題感興

趣、激發情感及保持忠誠的驅動要素等。從

深入瞭解客戶開始，在運營和工程上，可以將

自動化的信息轉化為行動，而在廣告、銷售

和營銷上，可以從信息上產生共同合作，打

造客製化、自動化、具預測性的產品和服務。

同時，在客人出發前，可以根據客人先前旅遊

訊息提供客人他們想要的內容，並當客人在

入住時，通過內容及合作表達關心，還可以

通過客人關懷中心，滿足消費者需求。

85%客戶互動將會通過非人類進行

客人的預期不斷成長，驅動著為客人服務

的組織者持續向前邁進。預計到2020年，

85%的客戶互動與交流將會通過非人類進

行。在抱怨的一小時之內，72%的客戶期望

收到一個通過社交媒體的即時答覆。約73%
的人聲稱，珍惜他們的時間是好服務最重要

的元素。

如果可以在線上收集遊客旅行的數據，就

可以持續追蹤與達到最佳化運用。如果將遊

戲的原則和科技運用在旅行之中，即時的運

營其實是現代遊戲的長期成功之道。只要有

即時性的追蹤和運用，一開始雖然爭取不到

大量的客流，但是可以細水長流，在長期獲

得最大的勝利。沒有即時性的操作，雖然一

開始有機會獲取大量的客流，但是無法可持

續發展。

展望未來，推動未來的引擎主要有五：人

工智慧、物聯網、混合現實、區塊鏈、量子計

算。接下來的十年，會發生的改變將比過去

250年還大。現在是引爆著，不要讓自己被丟

下了。

總結來看，賦予旅行權力，一來要在所有

接觸點上提供相關的客戶體驗。同時，要將

生意網絡連接在一起，才能達到最佳表現。

因此，現今經營旅遊業務需要提供個性化、

無縫化和差異化的電子體驗。

現今用戶行為的關鍵催化劑正是智能手機，尤其在亞洲。在東南亞，90%的網

絡用戶都是通過智能手機；同時，每天在手機上網的時間達到3.6小時，高于全球

任何地區。事實上，現代的客人擁有三大特徵：更好奇(想得到更多內容)、更沒耐心

(想要立刻被服務)，以及苛刻(想要任何事情都跟自己有關)，這些都直接促成智能

手機與網路的積極使用。

旅遊和交通是最有可能

因為數據和人工智慧改革

而受益的兩大產業。

2018-11-04.indd   10 2018/11/4   11:01: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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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服務
越來越沒耐性的電子化用戶

虹夕諾雅品牌第二家海外據點落戶谷關
Brand Expansion

日前，星野集團于北京舉辦2018年中國

發佈會，會中宣佈2019年開業的虹夕諾雅·

谷關，這是繼虹夕諾雅巴厘島之后，虹夕

諾雅品牌的第二家海外據點。另旗下品牌

「界」，也計劃于2019年推出2家酒店，分別

為野界霧島與星野界湯布院。

日本度假村及酒店管

理公司星野集團董事長

星野佳路表示，即將于

2019年開業的虹夕諾雅·谷

關，是繼虹夕諾雅巴厘島

之后，虹夕諾雅品牌第二家海外據點。50

間客房的全新酒店，位于台中的谷關溫泉

區，谷關周邊山巒峰迭翠、景色秀麗，是當

地知名的溫泉地帶。

虹夕諾雅．谷關位于山谷中的高臺上，

可遠眺谷關街鎮及臺灣中央山脈群山，並

結合了日本與臺灣擁有豐富溫泉特色及優

勢。大眾溫泉浴池分為室內與戶外，以日式

木質感打造的室內溫泉，可一邊泡湯一邊

凱悅酒店集團日前宣佈，已達成協議收

購Two Roads Hospitality。Two Roads 
Hospitality是一家業務遍佈全球的生活方

式酒店管理集團，在全球擁有一系列獨具

特色的品牌、物業以及不斷發展的酒店項

目。

通過此次收購，凱悅將納入Two Roads通過此次收購，凱悅將納入Two Roads通過此次收購，凱悅將納入

及旗下著名的生活方式酒店品牌，以及8
個國家85個物業當中大部分的管理合同。

這意味著凱悅的品牌版圖將擴展至23個
全新市場，同時將提供更為豐富的生活方

式和健康休閒體驗。借助Two Roads及
其旗下一系列充滿個性的生活方式酒店、

度假村和度假公寓，凱悅將擁有陣容更強

大、實力更雄厚的品牌組合，提供業內更優

良的設施和服務，帶給客人和凱悅忠誠旅

客計劃「凱悅天地」的會員更具吸引力的

體驗和禮遇。本次收購還將進一步深化與

酒店業主之間的關係，為股東帶來回報。

凱悅酒店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馬

赫瀾（Mark Hoplamazian）表示，憑

借Two Roads 在亞洲地區出色的品牌表

現及強勁發展潛力，並結合凱悅早已在業

內奠定的領先地位，一定能夠在這個增長

快速並至關重要的地區市場實現更大發

展。

此次收購包括4億8千萬美元的基礎

交易價格，以及凱悅可能將在交易完成

后需就個別界定的某些條款而額外投資

１億2千萬美元。根據此次收購價格及額

外投資費用預測，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EBITDA）約為2021年預期利潤總額的

12至13倍。凱悅認為，從預期的收購協同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欣賞窗外美景，室外露天溫泉則以新穎的

設計，提供旅客前所未有的泡湯樂趣。

另一方面，日本首個日式風格精品溫泉

酒店品牌「界」，目前計劃于2019年推出2

家酒店，分別為野界霧島與星野界湯布院，

品牌預計在2019年客房總數達到700間，以

優質的溫泉與精緻的懷石料理，以及富有

當地歷史人文魅力各色體驗，款待每一位

到訪的旅客。

目前星野集團界品牌旗下擁有十五家各

具特色的溫泉酒店，分佈于日本各個溫泉

勝地，圍繞「當地樂」，打造充滿優雅舒適

的入住體驗，品牌目標是將據點增至30處，

讓旅客們跟隨品牌的步伐即可飽覽日本風

光。2017年，以大海和行船為主題的星野

集團界 Anjin帶着大航海時代的魅力在伊

東開業，融合了英式與日式風格更顯別致。

2018年7月，以「畫室×溫泉旅館」為主題的

星野集團界仙石原在箱根地區正式開業，

向客人呈現能使人五感通透、激發內心表

現欲的旅宿之所。

另外，作為星野集團旗下2017另外，作為星野集團旗下2017另外，作為星野集團旗下 年推出的

新品牌，星野集團OMO旨在為都市觀光的

旅客提供新的下榻選擇，品牌秉承着「不

僅僅提供睡眠、而是能為旅途帶來更多熱

情的都市觀光酒店」的理念，為旅客打造

能夠更加享受旅行樂趣，體驗當地魅力的

城市酒店。品牌計劃先以旭川和大塚為開

端，隨后在日本全國各地展開。

其中，旭川市交通便利，周邊擁有位于

近年來有着「日本粉雪帶」之稱的四座高

山的神居滑雪場、富良野滑雪場、旭嶽滑

雪場，以及星野TOMAMU度假村等滑雪

目的地。滑雪之都旭川不僅可以輕鬆前往

多個滑雪場，當地不僅擁有深受歡迎的旭

山動物園，還有諸多美味又地道的北海道

風格餐廳、精緻的咖啡廳、酒吧，以及居酒

屋等，是在滑雪之余也想充分感受目的地

魅力的絕佳據點，星野集團OMO7旭川便

將以挑戰成為滑雪、滑雪板玩家首選的滑

雪之都為目的而不懈努力，目前酒店直接

到達四座山的巴士及接駁服務皆已備妥。

當中，星野TOMAMU度假村近期推出雲

海展望台、聖誕迷你牧場等全新設施設

備。

星野集團在2017年全年營收額突破500

億日元，設施數達到37間，于此同時也不

斷深耕中國市場，目前來自中國的客人已

經成為占比最高的海外遊客。星野集團創

始于1904年的輕井澤地區，旗下擁有高

端奢華酒店品牌虹夕諾雅、精品溫泉旅館

品牌「界」、家庭度假村品牌「Risonare品牌「界」、家庭度假村品牌「Risonare品牌「界」、家庭度假村品牌「 」、

都市觀光酒店品牌「OMO」、北海道星

野TOMAMU度假村等各具特色的酒店，

以及擁有水之教堂、冰之教堂、高原教堂、

石之教堂等獨一無二教堂的高端婚禮品牌

星野夢緣。

未來，星野集團也將繼續穩步擴張，通

過旗下虹夕諾雅、界、Risonare、OMO四個

品牌以及其他個性酒店為旅客打造與眾不

同的在地化體驗。同時，繼續為滿足每位

旅行者們期望而努力，提供充滿個性化並

富有當地魅力的的地道旅行體驗，以貼心

細緻的服務，為消費們帶來更加精緻優質

的產品與服務。

理公司星野集團董事長

星野佳路

2019

關，是繼虹夕諾雅巴厘島

之后，虹夕諾雅品牌第二家海外據點。

凱悅宣佈收購
TWO ROADS HOSPITALITY
加大品牌陣容

M&A

效應和業務增長來看，這是最佳估值指

標。

凱悅此次選擇投資高增長潛力、低資本

投入的平臺，貫徹了凱悅集團致力為股東

創造最大價值的長線業務發展戰略，將使

集團加快成為一個更加以管理運營費用驅

動為主的企業。本次收購資金來自一項資

產出售計劃的所得款項。在該項計劃中，

資產平均以16.5倍的EBITDA售出。凱悅之EBITDA售出。凱悅之EBITDA
所以選擇在今年進行投資，是因為凱悅承

諾在2018年通過股份回購和派發現金股

息，給予股東約 8億美元的回報。

凱悅將通過2018年10月31日的第三季

度財報，對外公佈關于本次收購的更多信

息，包括 2019年盈利增長的初步估計。

Two Roads Hospitality于2016年9月
成立，是一家業務遍佈全球的生活方式

酒店管理集團。該公司由兩家酒店管理

集團Commune和Destination合併而成，

結合了雙方超過40年經營精品和生活方

式酒店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旗下酒

店品牌包括Joie de Vivre、Thompson、
Destination、tommie和阿麗拉。

（
提
供
·
凱
悅
）

北京泛太平洋酒店拥有专业宴会团队，独立而雍容华贵的太平洋
宴会厅及多功能厅，为您打造精彩绝伦的年会盛典。

·   人民币688净价 每位 per person
·   人民币588净价 每位 per person
·   人民币488净价 每位 per person
*50人起预订

根据不同价格可选礼遇包含:

精彩绝伦年会盛典
Your Perfect Venue for Fabulous 
Yearend Parties

澳大利亚  ·   孟加拉国  ·   加拿大  ·   中国  ·   印尼  ·   马来西亚  ·   缅甸  ·   菲律宾  ·   新加坡  ·   英国  ·   美国  ·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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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戶為中心
旅遊產品包裝必須更加充滿活力

■劉霈芯＝採訪報道

在Travolution亞洲論壇上，參與討論的供應商一

致表示，消費者在旅行假期中的活動應當是充滿活力

的，所以，供應商必須在提供服務方面變得更加活躍，以

客戶為中心，讓打包的旅遊產品能不斷演變、進步。

資料
分析

信任
關係 包裝

個性化產品

作
為打包產品的旅遊供應商，要能更

加以客戶為中心，當今一些旅遊營銷

的大資料分析，已可以支持線上旅遊網組

織更加個性化的服務；過去線上旅遊供應

商多只是個別為客戶提供自由行的套裝產

品。

正視核心產品力的關鍵

Holiday Taxis全球合作伙伴負責人

Alex Rogers先生表示，傳統的旅遊產品

依然存在，就像傳統的旅行社在市場上仍

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對更多新興旅遊供

應商來說，持續包裝具動態變化的旅行產

品，是現階段客戶服務的關鍵。

「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看到，當今酒店業和

其他供應商的營收利潤率正在逐步縮減，

旅遊業者也意識到創建、包裝個性化旅行

產品已成為目前核心產品力的關鍵。」

有趣的是，目前似乎還沒有看到旅遊產

品中的租車業務和轉機、轉火車、轉車等接

駁交通之旅遊輔助性產品和旅遊線路交叉

銷售；現今它們仍被視為單一產品，未來應

可以看看這個市場可以如何演變。

作 為目的 地 指 南 和 大 資 料 供 應

商，Smartvel亞太地區營銷副總裁Ivan 
Cintado先生則表示，明顯看到越來越多

千禧一代的年輕群體尋求更多量身定制的

旅遊行程，而通過大資料的數字化分析，

能讓這些個性化行程帶來更多獨特體驗。

作為旅遊相關的大資料供應商，要讓旅遊

業者打包的旅遊產品再發展成為能夠為旅

行者創造獨特體驗的產品，並試圖在數字

化環境中實現這一目標，也是一項挑戰。

新興旅遊綜合服務變得廣泛

他進一步指出，科技技術允許一些傳統

旅遊運營商和其他既有的旅遊供應商，比

如航空公司，相互惡性競爭，這不僅僅會破

壞行業良性規則，還使得旅遊運營商決定

轉變他們的思維方式，並採用更加基于技

術層面的方法。

二十年前航空公司可能就只是銷售機票

業務，它們不會就其他旅遊產品打包服務

提供消費者其他的建議，比如酒店住宿、目

的地活動、餐飲等，但在現在科技發達的時

代，這些新興的旅遊產品綜合服務已經逐

漸變得廣泛，更多單一旅遊產品服務商開始

扮演起傳統旅行社的角色。而一些傳統旅

遊運營商可能也開始害怕這些新興旅遊服

務供應商角色會逐漸帶走他們的客戶。

但事實證明，能夠將自身業務成功轉型

為多元發展的供應商，比起僅是提供產品

捆綁銷售的供應商，更加具有競爭優勢，

因為客戶會更加信任能夠提供不同于其他

業者、且產品具有特定參考價值的旅遊供

應商。

合作伙伴信任關係至關重要

全球創新設計公司Continuum業務發

展總監Jillian Farrell女士則認為，在銷售

全套產品時，信任至關重要，從他們的客戶

需求來看，大部分時間，休閒旅行者都希望

與家人共度更多時光，放鬆身心，因此旅遊

組合產品的便利性可以協助他們更輕鬆地

完成旅遊計劃，並且花更少的時間來組織

家庭旅行；如果客戶的希望是能按時到達

某個地方，那麼可以理解客戶正在尋找最

快捷的方式回家。

「業者也不斷尋找激起顧客情感變化的

真正驅動因素，然后試圖看看如何通過打

包服務或者合作伙伴關係，更加完善客戶

體驗。」

她指出，人們都非常關心經驗，當你選擇

一個合作伙伴時，又如何確認他也同樣在

過程中獲得相同感受？這就必須歸結為信

任。

業者必須提供無縫體驗並持續推動建立

信任。作為旅遊服務商，也要思考如何以正

確的方式選擇合作伙伴，並建立更多的信

任，而不是只是為了賺取更多收入而已。

Avis安飛士租車亞太地區休閒旅遊和

客戶關係總監Angeline Tang女士也同意

與合作伙伴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她說到，

以Avis安飛士租車來說，持續找尋業界合作

伙伴是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與此同時，

我們也希望與客戶交流，以創造品牌知名

度，這樣當他們接觸到我們的合作伙伴時，

他們將選擇我們的品牌而不是其他品牌。

「客戶有不同的需求，有些人喜歡包羅

萬象，有些人更喜歡挑選他們想要的東

西。」

從旅遊租車服務來說，我們也看到亞洲

人，特別是在日本、韓國和中國等特定市

場，他們往往會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就尋找

他們需要的產品，同時提前購買現有的方

案或者是全包旅遊產品，無論是否為通過

Avis安飛士租車包裝但產品還是通過仲介

服務商再包裝的產品。對我們來說，只要

合作伙伴也能掌握住顧客所需要的產品，

即便通過更多的合作伙伴、銷售管道完成

銷售，也沒有問題。

根據資料分析決定如何包裝

進一步而言，由于現代資料分析和對

客戶需求的洞察力，業者更容易以客戶為

中心來提供服務。Ivan Cintado先生表示，

「我們可以根據資料分析再進一步決定如

何包裝產品，而不是根據經驗進行猜測，也

可以隨時創造新的打包產品，並同時觀測

目的地發生了什麼事來完善產品。」

舉例來說，旅遊的平均轉化率約為5％。

有些人會說這數字很少，但也有人認為其

他95％的人還沒有建立直接關聯性，這或

許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有了不同的方式和策略，就可以非常

積極參與並思考如何可以更快獲得這項

業務。從技術角度來看，當今大資料時代

已經讓很多事物有了數字化分析，旅遊運

營商只需要保持自己的最新狀態，就不會

在行業中被淘汰。」

Alex Rogers先生則補充說到，要通過數

字化分析來提供更多個性化產品，既容易

也困難。因為這些創新打包產品的方式都

是基于平臺，也可以歸結為平臺的能力。但

多數情況下線上供應商只會提供他們所擁

有的一切給客戶，而不是根據資料分析后

對客戶所需要看到的產品頁面進行任何區

分。當然我們也瞭解線上旅遊供應商希望

能提供個性化體驗，但目前使用的技術並

不支援這一點。

事實上，線上旅遊供應商更容易做到個

性化用戶體驗，因為他們擁有資料，可以瞭

解客戶意圖，並擁有最先進的技術。

不過Jillian Farrell女士也提醒，雖然重

點關注客戶非常重要，但讓負責創造客戶

體驗的員工參與其中，亦至關重要。旅行裡

的所有銷售產品都是一個個旅行當中的元

件，通過員工進行產品銷售的過程才是服

務，因此在銷售過程中員工所做的事與客

戶體驗同樣重要。

＞全球創新設計公司Continuum業務發展總監Jillian Farrell女士
＞Holiday Taxis全球合作伙伴負責人Alex Rogers先生

＞Smartvel亞太地區營銷副總裁Ivan Cintado先生

 業者必須提供無縫體驗並持續推動建立信任。作為旅遊

服務商，也要思考如何以正確的方式選擇合作伙伴，並建

立更多的信任，而不是只是為了賺取更多收入而已。

 傳統的旅行社在市場上仍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對更多新

興旅遊供應商來說，持續包裝具動態變化的旅行產品，是

現階段客戶服務的關鍵。事實上，線上旅遊供應商更容易

做到個性化用戶體驗，因為他們擁有資料。

 事實證明，能夠將自身業務成功轉型為多元發展的供應

商，比起僅是提供產品捆綁銷售的供應商，更加具有競爭優

勢，因為客戶會更加信任能夠提供不同于其他業者、且產品

具有特定參考價值的旅遊供應商。

＞Avis安飛士租車亞太地區
   休閒旅遊和客戶關係總監Angeline Tang女士

 持續找尋業界合作伙伴是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要合

作伙伴也能掌握住顧客所需要的產品，即便通過更多的合

作伙伴、銷售管道完成銷售，也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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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芬兰航空，尊享北欧情调的商务舱体验。这里有星级主厨打造的美食佳肴、
舒适的全平式座椅，更有北欧人的热情待客之道。无论放松休憩还是专心工作，
都是您的理想之选。预订航班：finnair.com

无论放松休憩还是专注工作，
商务舱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你的时间，
你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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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建設
要跟得上郵輪業者的發展速度

  在過去的幾年裡面，中國一直是亞太地區郵輪遊主要的驅動力量。而中國市場的主要推力是中產階級的大幅崛起，雖然現在正在經歷轉

型期，但整體來看，業者對未來市場依舊還是充滿信心。同時並希望亞太市場中的整體港口發展，都能夠跟得上郵輪業者的發展速度。

根
據國際郵輪協會所公佈的統計資料

指出，2017年整體郵輪行業市場增

長了6%，今年則預測整體會有5%的成長。

在亞洲，過去5年多的增長趨勢讓人印象

深刻，從郵輪船數的增加以及旅客人次的

增長來看，亞洲地區已經躍居全球的第四

位。2017年全球郵輪總遊客量達到410萬，

50%來自亞太地區，其中中國占了16%，在

過去的幾年裡面，中國一直是亞太地區郵

輪遊主要的驅動力量。

2018年亞洲郵輪旅客的數量預期仍將

繼續成長，目前整個亞太地區有78艘郵輪

運營，同時郵輪也已經吸引了各個市場細

分的多樣化遊客。大多數亞洲的地區都是

有兩位數的增長，但即便增長率如此巨

大，整個郵輪市場的滲透率還是不高，大

多數仍低于1%，那也就是99%的人口還沒

有郵輪遊的經驗，所以這對郵輪產業來說

都是一個機會，只要能夠攜手共進，一起

推動整個亞太地區郵輪市場的增長，便能

夠從市場獲取利益。

國際郵輪協會澳大拉西亞董事總經理

Joel KATZ表示，整個亞太地區的郵輪遊

市場，都期待能有更多樣化的行程路線安

排，才能帶來更多吸引遊客的賣點。此前

主要以日韓目的地為主，但是希望在未來

會有更多的目的地納入到行程裡面。在未

來的10年，可能預計達到1,400萬遊客量，

所以我們希望過去黃金10年所帶給我們的

很多繁榮景象，可以延續。雖然現在正在

經歷轉型期，但整體來看，未來市場依舊

還是充滿信心。郵輪公司、政府、港口，還

有旅行目的地之間的合作都是非常重要

的，我們希望郵輪業界能夠繼續開發優勢

產品。

與此同時，郵輪公司也要對環境負起責

任，郵輪被譽為海上漂浮的城市，所以一

定要擔起相關的責任，能夠讓郵輪發揮這

樣的角色。我們也希望在廢水的排放、水

處理等等方面都能夠保證我們是具備對環

境負責的態度，郵輪公司也要對整體海洋

環境以及到目的港口周圍的環境擔起責

任，以一個更加可持續性發展的角度保證

行業的永續發展。

Q.郵輪行業在過去幾年非常成功，

特別是在中國過去的黃金10年，

在各位看來，你們認為是哪些關鍵因素推

動了成功的發展？

朱福明：如果看亞太地區，個人覺得主

要是中國和印度兩個市場的貢獻。從2015

年開始，印度市場的增長大概也有25%，

今年預測亞太地區的印度遊客將有約8.8

萬，其中的20%會是在亞太地區旅遊。而

中國市場的主要推力是中產階級的大幅

崛起，另外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長，我們可

以看到11%的中國人口是中產階級，也就

是說約有1.5~2億的中國人口是中產階級，

他們對市場的增長做出很多貢獻，推動了

市場發展，也是一個很大的需求來源。

此外，還可以發現中國某些旅行社業者

在中間表現得非常好，他們其實是將一些

傳統的陸上遊遊客轉化到郵輪遊，這也是

推動郵輪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馬睿哲：在亞太地區的增長，的確是主

要來自于中國市場，嘉年華集團在中國市

場有很大的部署，當然在其他城市也有這

樣的部署，但中國對于集團的業績增長非

常重要。從資料來看，中國是主要的推動

力，而中國中產階級的崛起，的確發揮很

重要的作用，但這不僅僅是展現消費能力

的增長，更重要的是在于消費方式上的轉

變，因為消費者對尋求的產品有了變化。

在談到旅遊的時候，消費者非常注重郵

輪旅遊的體驗，歌詩達郵輪近幾年也不斷

地投資並增加針對中國消費者消費習慣所

開發的產品。另外一點、也是最重要的，那

就是業界的合作、各方的通力合作，在中

國可以看到各個不同的市場參與者皆協助

推高了郵輪市場的受歡迎程度。

劉淄楠：在過去十年，中國其實就是亞

太地區郵輪市場發展的推動力。當然，印

度市場的增長和產出，跟中國市場的增長

的確是比較一致的，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市

場，我們可以看到能力和產出是呈現反比

的，但是在中國市場，可以看到這兩個因

素是呈正相關的，這也是比較少見的。

這樣一個快速的增長其實是有幾個關

鍵的因素：

▼  第一是中國經濟基礎扎實良好，特別是

中產階級的收入增加了；

▼  第二是國際郵輪公司提供了合適的產

品，有先進的硬體設施和新進郵輪，對

市場來說非常重要；

▼  第三個原因在于郵輪行業業務模式的

正確性，分銷的業務模式讓郵輪公司能

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進行市場滲透，最

初品牌不夠強大的時候，重點就在貿易

合作伙伴的建立，郵輪公司提供相應的

機制以推動市場的滲透率；

▼  第四點則是來自中國政府的支持，特別

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以上海為

例，從東大名路國際郵輪港到寶山的吳

淞口國際郵輪港，皆見證了中國郵輪市

場的黃金十年，現在寶山碼頭也正在進

行二期工程，將繼續見證下一個黃金十

年。

Jeff Dash：中國市場在推動整個郵輪

市場發展的績效上毋庸置疑，我們看到去

年中國有1.45億的出境遊人次，去年出境

遊收入約有6千多億美元，到2020年，這個

資料預期還將進一步增加，不管是在亞太

地區還是其他地方，都看到中國有着非常

令人難以致信的發展。

現在人們都覺得到其他國家出遊，能夠

分享文化，進行文化交流，所以現在無論

是出境遊還是郵輪旅遊，都能看到很多中

國遊客，相信中國遊客現在已是世界出境

遊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Sarina BRATTNO AM：龐洛郵輪是

豪華郵輪公司，也專注于豪華郵輪的市

場，近年很多豪華郵輪在全球的增長也

非常迅速，特別是亞太地區市場和中國市

場。中國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郵輪國度，

可能在幾年前只能排名第六，現在已經躍

居全球第二，所以這個市場是我們不容忽

視的。我們希望和消費者直接接觸，讓他

們瞭解這個產品的差異化是怎麼樣，這對

我們來說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也有多點掛靠的想

法，在中國地區適合發展多點掛靠，很多

中國人也希望到中國沿海地區看一看，我

們希望這個政策的改變能為我們帶來更多

的利益。

■劉霈芯＝採訪報道．攝影

> 雲頂郵輪集團總裁 朱福明

把岸上遊和郵輪遊結合在一起的

新興郵輪旅遊產品，應具有一定吸

引力。

> 歌詩達郵輪亞洲區總裁 馬睿哲（Mario ZANETTI）

更重要的是中國中產階級消費方

式的轉變，消費者對尋求的產品有

了變化。

●2017年全球郵輪

   總遊客量達到410萬

●50%來自

   亞太地區

●其中中國

   占了16%

410萬

5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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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ALLISON：作為郵輪公司，我

們在亞太地區的不同城市都應該有船隻

部署，必須要抓住這個趨勢，無論從北

亞、南亞，甚至到大洋洲等等，這樣才能

在整個亞太地區有一個非常良好的、足以

致勝的戰略。

從郵輪市場的快速推展來看，中國政府

做出了對于整個行業進行投入的承諾，展

望未來的幾年，我們看到很多郵輪港的建

設發展勢頭，依舊很好。

Q.現在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港口建設發展得非常快，但亞太其他

地區如澳大利亞可能有些許不如預期；而

過去10年日本也認為自身沒有足夠的基

礎設施，不過最近幾年日本政府已開始推

動許多舉措。郵輪業者認為現在從整個

亞太地區來看，哪裡還需要大規模的港

口建設？

Stuart ALLISON：日本在全球擁有最

多的港口數，而且港口多樣性，能夠幫助

日本遊客很好地出遊，所以它港口的基礎

設施發展得非常快。在日本也有很多重複

選擇郵輪出遊的遊客。那作為郵輪公司，

我們希望到2025年，能夠增加整個遊客的

數量。所以當然了，我們希望亞太市場中

的整體港口發展，都能夠跟得上我們發展

的速度。

Sarina BRATTNO AM：郵輪產業的

確是大力地依靠港口的基礎設施，從龐洛

郵輪來說，我們認為在印尼現在有巨大的

潛力，所以未來會更緊密地與印尼政府合

作，現在也有很多機會可以建設多一些港

口，包括航道的規劃，即便現階段印尼港

口發展還是有不少挑戰，但從機會的角度

來說，如果有足夠的信心，相信未來仍相

當具潛力。

劉淄楠：現在韓國崛起得非常迅速，有

像濟州等一些大的郵輪港，日本的港口城

市同樣也發展地非常快。亞太地區比如菲

律賓、泰國等地皆希望更加促進港口的開

發，因為前往東南亞地區的較長線郵輪

行程，也是中國郵輪市場下一個階段的重

點。

馬睿哲：對郵輪來說，停靠的港口非常

重要，同時給予遊客非常好的體驗也非常

重要。現在有的目的地有這個可能性，能

夠提供更加好的體驗，應能催生未來郵輪

行業發展巨大的驅動力；而在東南亞地區

的幾個港口，亦能夠同時進行目的地的開

發，不同國家對于基礎設施建設都有不同

的發展階段，如果能在當地進行合作，為

遊客打造非常良好的體驗，郵輪公司也樂

意開拓長線產品。

Q.雲頂集團是奠基于亞太地區的郵輪公司，從亞太地區來看，如何

發展更好的遊客郵輪體驗？

朱福明：亞太地區包括中國、日本、新

加坡等地都有很好的遊客客源，2019年廣

州也將成為雲頂集團的郵輪港，但在東南

亞地區，包括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泰

國等，現在急需能夠開展基礎設施建設以

及相關的港口設施建設。目前已經開展了

一系列的活動，預計將能夠開發更多新的

港口，最近雲頂集團和印尼國有港口剛簽

了一個合作備忘錄。

另外，雲頂集團還投資了印尼另外一個

港口城市，有些基礎設施對郵輪公司來說

> >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全球副總裁、亞太區域總裁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全球副總裁、亞太區域總裁劉淄楠劉淄楠

前往東南亞地區的較長線郵輪行程，也是中國郵輪市場下一個階段的

重點。

相當具有投資的價值，我們希望基礎設施

建設能夠跟上郵輪公司成長的步伐。

Q.如何看待亞太地區的長線郵輪產品佈局？

朱福明：雲頂集團旗下郵輪船隊，目前

已增加三艘夢想郵輪，2019年10月將會離

開中國港口，駛到澳大利亞、新西蘭和亞

洲其他地區。雲頂集團的郵輪主要是為亞

洲人設計，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吸引亞洲遊

客前往澳大利亞，此前亞洲人不特別喜歡

長線郵輪旅遊，但是如果是把岸上遊和郵

輪遊結合在一起的新興郵輪旅遊產品，相

信對逐步成熟的亞太地區郵輪市場客源，

應具有一定吸引力。

劉淄楠：過去10年，從中國母港出發的

郵輪航次一般都是日韓遊，時間大約3—

5晚不等，但是從去年開始，皇家加勒比晚不等，但是從去年開始，皇家加勒比5晚不等，但是從去年開始，皇家加勒比晚不等，但是從去年開始，皇家加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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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一個長線郵輪遊產品，日本的目的地

停靠港口城市也增加了包括大阪、東京等

等，這個長線行程特別受到遊客的歡迎。

此前我們都瞭解中國遊客過去都比較偏

向于短線遊，推出7天以上的郵輪遊產品

后卻發現市場接受度非常高，2019年還將

繼續開通更多行程。另外一點，皇家加勒

比也正在開發前往較溫暖的城市港口航

線，比如菲律賓，開通到東南亞地區的航

線尤其適合在冬季時令推廣，相信新航線

也將很有市場前景。

馬睿哲：的確看到不同市場上的機會。

歌詩達郵輪在亞洲市場的長航線產品也

有非常積極正面的結果，亞太遊客非常歡

迎我們的路線，從天津出發一路南下大約

15天左右的航線，亞洲遊客有機會去探索

更多、去體驗更多，不僅僅是在郵輪上，還

有岸上觀光。

Jeff Dash：維京遊輪有7天、9天、12

天、15天的產品，我們也發現亞洲客戶會

選擇不同的郵輪，他們會去看是不是能夠

在停靠港口停留更久的時間，這對他們會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如果有一些旅行者非

常地希望能夠積極地投入到當地的文化、

去體驗當地文化的話，我們也會有相應的

產品。

有些人會覺得郵輪的航行太久，因此我

們會針對特定的遊客開發長期想要的航

線。我們在產品的開發上面非常地包容，

我們包容性非常強的，我們也希望能夠探

索長線旅遊的價值。

Sarina BRATTNO AM：豪華郵輪市

場來說，一開始遊客同樣比較喜歡短線的

旅遊，但其實像跨越大西洋，7天、9天根本

不夠，一般消費者會選擇長線旅遊，價格

雖然相對較高，但體驗會比較好一點。

也有一些中國遊客對到其他旅遊目的地

的興趣非常廣，比如遠東或者俄羅斯，或

者其他更遠的國家和地方，龐洛郵輪業希

望能夠為中國和亞太地區的遊客開發新的

線路和目的地。

Stuart ALLISNO：根據不同的市場多

看到中長線遊的機會，公主郵輪會有上海

出發的長線郵輪，可能去到日本比較遠的

城市，另外在其他城市因應不同季節也會

推出長線產品。

Q.目前80%的亞洲遊客在搭乘郵輪

出行的時候，就是在亞洲這個區

域內旅遊，從龐洛郵輪來看，亞洲遊客在

其他區域的趨勢呢？

Sarina BRATTNO AM：我們可以看

到亞太遊客對大西洋以及南北極旅遊，也

是有興趣的，他們希望去到世界不同的旅

遊目的地。就目前現狀而言，日本遊是比

較盛行的，澳大利亞也有非常好的景色，

也有不少遊客都在看長線。只是這些長線

的遊客偏好在比較長的時間進行旅遊，但

是我也希望能夠去聚焦主流的市場。

Q.歌詩達是2016年進入中國市場

的嗎？你們有很多關于亞洲遊客

的資料，你們看到怎麼樣的一個趨勢呢？

馬睿哲：我們可以看到像歐洲的路線

是非常受歡迎的，我們的線路和產品也得

到了很多積極正面的回饋，我們可以更好

地去探索，不僅僅是歐洲，還有其他地方

的路線。目前我們也會針對亞洲和中國、

印尼一些客戶，希望能夠為他們量身訂作

去迪拜的郵輪航線。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需

求，正在不斷地上升當中。

朱福明：對于我們來說，像水晶號就是

在北美以及歐洲，在亞洲市場的話，我們

也看到每年的年增長率大概是11%左右，

到2019年也會是這樣的趨勢，所以我們看

到像亞太地區的遊客會更多地去到世界各

國的旅遊目的地。

Q.歐洲是維京遊輪主要的旅遊線

路，但維京遊輪也專門針對中國

市場呈現中國元素，有哪些具體表現？

Jef f Dash：在郵輪上我們有很多雙

語、多語的服務人員，這對我們滿足亞洲

以及北美地區的乘客需求非常有利。另

外，在旅遊目的地的景點，維京遊輪也會

安排講中文的服務人員，我們在語言、食

物、各種相應的基礎設施和軟服務等，我

們都能提供相應的服務。我們相信在行

業中必須要提供服務、提供產品、提供體

驗，要為這個市場提供這些東西，而不僅

是產品；我們不可能要求遊客到海外就一

定要能講當地的語言，所以必須要提供多

語種的服務。

此外，注重各地區的市場，在海外地區

包括中國，維京遊輪都設有辦事處，希望

能夠在市場投資、支持郵輪行業，能促進

郵輪行業發展。

Q.從整體郵輪市場戰略來看，未來

是否會有更多新的郵輪是針對亞

洲市場進行建造和部署的？

朱福明：我雲頂集團于2019—2020年在

供需方面有所變化，但從長遠來看，中國

依舊會是超級大國，毫無疑問會是郵輪市

場中特別大的市場。但現在也在對部署做

一些調整，是希望行業能夠更加健康的發

展。針對未來部署，目前行業內都在佈局

長線旅遊，雲頂集團未來也會有20萬噸郵

輪，可容納9,000名的乘客，相信經過調整

期，未來中國市場還是有很廣大的發展潛

力。

馬睿哲：這個問題需要從長遠角度來

看，我們希望還是有持續的增長，之前歌

詩達郵輪承諾會在亞洲和中國市場進行

投資，所以我們長期戰略非常地清晰，在

可見的未來內，我們的增長也非常顯著，

並支援歌詩達郵輪持續建造新的船隻，以

支持郵輪市場的發展。我們現在會盡我們

所能為增長帶來一些新的助力，希望我們

的產品和基礎設施都是正確、合適的。

談到未來的發展，歌詩達郵輪不斷優化

產品組合，因為中國遊客的整體傾向或出

遊傾向，跟其他地區遊客是不同的，也就

意味着中國市場給我們的機會也是不同

的。

劉淄楠：我們應該打造中國風格的品

牌，因為這是一個很巨大的市場。皇家加

勒比會基于中國消費者的偏好以及對大資

料的分析，比如說在食品飲料方面，我知

道中國人的一般口味可能會既喜歡吃一點

西餐，又會吃中餐，較傳統的中國人他們

就是喜歡吃中餐，他們希望在船上也吃中

餐。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資料也顯示有25%

的中國人會主動嘗試西餐，多半是以年輕

的消費者為主；還有50%的人，他們可能

既想吃西餐，又想吃中餐，所以這就是在

船上提供餐飲的標準，在菜單上面提供

50%的中餐、50%的西餐。

在皇家加勒比郵輪上，中餐提供了川

菜、粵菜、上海菜等選擇，西餐則提供意

大利餐、法餐等，在未來幾年也會不斷針

對消費者喜好進行調整，這就是最市場化

的做法；我們的產品是定制化，是基于對

消費者的調研進行定制。

另外還要考慮到國際的遊客，我們希望

能夠擴大國際遊客源，能夠在客戶源有一

個平衡，也希望我們打造的產品不僅中國

遊客能夠喜歡，來中國遊客的外國遊客也

能喜歡，所以我們對于產品的設計，非常

謹慎。

Jeff Dash：我們知道在未來10-20年

內，中國的郵輪行業會增加得非常快，而

且規模非常大，中國將會成為郵輪市場主

要的使用者，所以郵輪業者應該時時注意

中國市場銷售渠道的運營調整。此外，在

建造新船方面，也要不斷和歐洲的造船廠

討論，因應市場調整產品。

Sarina BRATTNO AM：從2018年到

2021年，龐洛郵輪會有8艘新船，雖然目前

還沒有專門針對中國遊客打造的郵輪，但

龐洛郵輪的產品其實很有意思，我們看到

中國以及亞洲的一些遊客，他們希望能夠

體驗到法式的風情，試想現在一些豪華的

郵輪，其實是一種高端的品位，所以我們

希望不要將船上的產品進行過多地改造，

我們可能會做一些細微調整，但總體還是

要延續歐洲法式的風味，讓中國遊客也能

充分體驗海外風情。

Stuart ALLISNO：在亞洲的公主郵輪

產品，我們也把它叫做公主國際產品，以

日本為例，可能40%是國際遊客，但是本

土市場，他們是有很多國際度假體驗，因

為他們有很多來日本旅遊的遊客，也希望

登船旅遊，所以在亞洲地區，我們也會鼓

勵更多外來遊客到亞洲來進行郵輪遊體

驗。驗。驗。驗。

> 公主郵輪亞太區商業運營資深副總裁

   Stuart ALLISON

在亞洲地區，我們也會鼓勵更多

外來遊客到亞洲來進行郵輪遊體

驗。

> 維京遊輪執行副總裁 Jeff Dash
在行業中必須要提供服務、提供

產品、提供體驗，而不僅是提供產

品。

99%的人口

還沒有郵輪遊的經驗，

只要能夠攜手共進，

一起推動整個亞太地區

郵輪市場的增長，

便能夠從市場獲取利益。

> 龐洛郵輪亞太地區主席 Sarina BRATTNO AM
希望和消費者直接接觸，讓他們瞭解產品的差異化，這當然是非常大

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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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躍升塔斯馬尼亞最大客源地 
Tasmania

■劉霈芯＝採訪報道

■劉霈芯＝採訪報道

Perth

塔斯馬尼亞的國際遊客增長率已達到

全澳大利亞最高，其中，中國市場表現強

勁，成為塔斯馬尼亞第一大國際客源地。

截止2018年3月，中國大陸赴塔斯馬尼亞的

遊客同比增長了46%。

日前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州長Will 

Hodgman閣下，以及塔斯馬尼亞旅遊局首

席執行官費傑靈先生（John Fitzgerald）率

領塔斯馬尼亞當地15家旅遊業者，分別到

訪上海、香港、吉隆玻和新加坡等地舉辦

2018塔斯馬尼亞亞洲旅業洽談會，向亞洲

業界展示塔斯馬尼亞優質且獨特的旅遊

體驗。

塔斯馬尼亞旅遊局首席執行官費傑靈

先生（John Fitzgerald）表示，在過往幾

年中，塔斯馬尼亞旅遊局成功舉辦了數次

塔斯馬尼亞亞洲旅業洽談會。近年來中國

遊客赴澳大利亞大幅增長，塔斯馬尼亞不

僅從中受益良多，更是表現強勁。

「截止2018年3月，塔斯馬尼亞一共接待

了300,400名國際遊客，較去年同期上升

了20%。塔斯馬尼亞的國際遊客增長率也

達到全澳大利亞最高，不僅高于澳大利亞

8%的全國水平，也高于其他州和領地的增

速，且提高了塔斯馬尼亞在澳大利亞國際

遊客量裡的占比。」他進一步表示，「中國

大陸已經正式超越美國，成為塔斯馬尼亞

第一大國際客源地。2017年一共有46,000

名中國大陸遊客來到塔斯馬尼亞旅遊。」

西澳旅遊局制定了針對中國市場的兩年

戰略計劃，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打造珀

斯為澳大利亞西海岸的門戶，珀斯作為西

澳大利亞的首府城市，多年被評為世界上

最宜居的城市之一，近年持續經歷重大轉

型，新的酒店、餐飲和大型公共建設陸續

投入使用，具體包括海岸振興、新城區、

全新體育賽事場所、亞甘廣場和Hibernian 

Place等公共項目的落成。

據西澳大利亞州旅遊

局戰略、品牌與營銷服

務執行總監陸絲然女士 
(Louise Scott)介紹，珀

斯周邊包括弗裡曼特爾、

斯卡伯勒海灘和羅特尼斯島都是在珀斯旅

遊不可錯過的體驗，弗裡曼特爾新開發項

目耗資超過10億澳幣，包括Seashells酒店

的新址、Richmond Quarter屋頂酒吧和手

工啤酒廠、賽格威自助旅遊產品和一系列遊

觀察塔斯馬尼亞的旅業資料，不難發現

中國市場表現強勁。截止2018年3月，中國

大陸赴塔斯馬尼亞旅遊的遊客同比增長

了46%。另外，截止2018年3月，澳大利亞

平均遊客過夜數增長3%，遊客消費增長

7%。而塔斯馬尼亞這兩項資料增長達到了

44%和32%。同時，今年也是塔斯馬尼亞國

際遊客消費首次突破5億澳幣，達到了559

億澳幣的消費總數。

費傑靈先生（John Fitzgerald）表示，塔

斯馬尼亞作為澳大利亞唯一的島州，具有

獨特且豐富的旅遊資源，是近年來被越來

越多中國遊客青睞的海外目的地。塔斯馬

尼亞旅遊局一直持續深耕中國市場，因為

這是一個非常棒的自駕遊目的地，有純淨

的空氣、潔淨的環境、保護完好的自然曠

野、不被打擾的野生動物，以及讓人垂涎

三尺的美食和世界級的美酒。塔斯馬尼亞

不僅自然地貌豐富多變，可以分享給遊客

的體驗也多姿多彩。對于喜愛深入自然和

野生動物親密接觸的遊客來說，塔斯馬尼

亞是完美的目的地——你能找到不少全

世界只能在塔州找到的野生動植物，比如

瀕危的塔斯馬尼亞惡魔。

而得益于塔州人的清潔農作和先鋒意

識，塔斯馬尼亞生產着一些世界級的高品

質佳餚美酒。無論是地道的牧場作物，還

是海洋直達餐桌體驗，或者是品嘗高級紅

酒、威士卡和烈酒，都可以在塔斯馬尼亞

輕鬆找到。

增強高端小眾旅遊目的地形象

塔斯馬尼亞旅遊局中國辦公室中國區

市場總監王乃希女士也表示，隨着塔州

越來越受到中國市場歡迎，現在旅遊局也

希望增強塔斯馬尼亞作為高端小眾旅遊目

的地的形象，針對中國高消費人群做定制

遊，比如塔州的四個主要高爾夫球場都在

全球位列前茅，另外塔州的威士忌酒也在

全球新世界酒裡開始有知名度，在主打美

食美酒旅遊的塔州也是吸引遊客前來的

因素之一；另外，通過和澳大利亞旅遊局

在微信小程式上的產品包裝推廣，塔州店

餐飲、住宿和景點等信息都會陸續放到小

程式上，方便遊客和旅遊業者預訂。

中國已有不少業者開始包裝7~14天不等

的塔州深度環島遊產品，而美食美酒一直

是塔州旅遊的重點推廣，從搖籃山島酒杯

灣有一條美食之旅公路，一路有不少景點

都值得包裝成新主題線路；另外，就是塔

州的短徒步線路，此前搖籃山有一條適合

7天的徒步產品，現在也有更多大概2-3天

的徒步旅行線路包裝，比如瑪利亞島；塔

州店直升機旅遊產品也開始被業者包裝

在小眾訂制遊中，比如瑪利亞島一天只有

一班輪渡可以前往，但可以選擇直升機出

行，也有一些半島直升機遊可以俯瞰整個

美景；甚至有業者開始開發結合塔州海岸

線馬拉松賽事的旅遊產品塔州，接下來塔

斯馬尼亞旅遊局也會再進一步對反季遊進

行包裝。

王乃希進一步指出，現在中國遊客前往

塔州旅遊不少是1-4個小家庭的小團自由

行自駕遊，也更重視交通和住宿體驗，且

願意在美食美酒方面花費獲得更好體驗，

比如到當地獲獎餐廳、酒莊品酒體驗和出

海捕撈龍蝦、鮑魚等，其他如蜜月遊和一

些年輕遊客自由行前往的行程安排，都強

調自身喜好的選擇。

據介紹，塔斯馬尼亞的機場跑道延伸

工程已完成，預計2019年會升級為國際機

場，塔斯馬尼亞也積極推動和亞洲地區之

間的直飛航班計劃。

↑塔斯馬尼亞旅遊局首席執行官費傑靈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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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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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共有46,000名

中國大陸遊客前往塔斯馬尼亞旅遊

輪產品等，都將讓小城鎮更具旅遊價值。

斯卡伯勒海灘也有價值一億澳幣等海岸

再開發項目在今年初完成第一階段建設，

全項目核心是Scarborough Beach Pool長達

50米的8泳道海岸泳池，其他還有餐飲和全

新公共區，包括可眺望大海和自然體驗店

空間Sunset Hill，創意零售空間Beach Hub，

以及可以舉辦各種活動的Intergeneration廣

場，和兒童遊樂園、滑板公園、攀岩牆、籃

球場等各種運動空間。

而距離珀斯僅需搭乘渡輪半小時即抵

達的生態旅遊聖地羅特尼斯島，現在也有

高爾夫球場、新步道哈碼頭。另外Pinky's 

Beach的奢華露營也將在2019年前開幕。

市中心區域煥然一新

在珀斯市中心區域也有一系列的市政改

造。她進一步表示，珀斯自2016年位于活力

河岸區的伊莉莎白碼頭全新投入使用后，

新城區將珀斯的中央商務區和天鵝河連在

一起，已迅速成為遊客和當地人的熱門聚

集地，並有很多景點適合觀光，比如歷史建

築裡的Isle of Voyage餐廳、水上樂園、從碼

頭和巴拉克廣場出發的新遊船產品，以及

西澳首家位于河岸的麗思卡爾頓酒店等；

而作為城市連結項目等一部分，兩個新的

公共區域也已建成，國王廣場距離珀斯中

心不遠，今年3月開幕的亞甘廣場則成為珀

斯新地標。亞甘廣場直接連接了商務區和

北橋，也是百年來首次移除兩區域之間的

隔欄，除了交通便捷功能外，也是展示西

澳休閒、美食和購物的好地方，最引人矚目

的是廣場上45米高的數字板，日夜不間斷

地播放各種本地和國際觀光活動信息。

該地區對西澳來說具備重要的歷史文化

意義，因此還有一個和Whadjuk工會合作

建設的廣場，通過各種感官加深遊客和本

地人對土著文化的瞭解，包括一系列新的

活動空間、食物市集、兒童樂園、本地花

園、互動公共藝術裝置等。此外，區域內

也有煥然一新的歷史建築State Building，

政府大樓則已重整一番，另除了有精品

酒店COMO The Treasury，還有David 

Thompson開辦的Long Chim餐廳、珀斯知

名巧克力Sue Lewis等一系列特色店家。

毗鄰天鵝河的珀斯全新6萬人OPTUS澳

都斯體育場于今年初開幕，四周都是綠

地和公共藝術，遊客還可以報名參加螢幕

后的體驗，參觀體育場和周邊地區，這裡

還有珀斯最大的酒吧Camfield，可以容納

4,000人，包括一個小型啤酒廠和6間酒吧，

可以眺望櫇哦噝中央商務區和天鵝河。

而位于珀斯東部的Hibernian Place也是

城市新興發展的一員，大樓主體是威斯汀

酒店，擁有368間客房，酒店內健身房、室

外溫水泳池、800平米宴會廳和會議設施

等齊全，酒店露臺上的Garum餐廳則是位

于墨爾本知名餐廳老闆Guy Grossi在西澳

的新試水餐廳。為了給遊客提供全天休閒

的好去處，除在該區域內開設各類餐飲商

鋪外，還設有屋頂花園、噴水裝置、草坪和

免費Wi-Fi等，是舉辦活動和展覽的絕佳場

所。

在酒店建設方面，珀斯近幾年亦有大量

全新發展，珀斯及其周邊地區近5年來已翻

新25家酒店，增加近2,600間房，未來預計

到2020年還有14家酒店將陸續開幕，屆時

還將增加一倍的客房供應，包括希爾頓逸

林、麗思卡爾頓和QT等都是首次進駐。

另據透露，西澳州政府正積極與一些國

際航空公司洽談，希望敲定來自印度、日本

和中國的直飛航班，以促進西澳發展。

局戰略、品牌與營銷服

務執行總監陸絲然女士

(Louise Scott)
斯周邊包括弗裡曼特爾、

（
攝
影
·
劉
霈
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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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全球首個熱帶蝴蝶及昆蟲保護區

蟲鳴大地(Entopia)、全球首個以混合太陽

能發電的會展中心檳城國際地下會展中心

(SPICE)。

檳城每年也有許多慶典，吸引遊客前往

體驗多姿多彩的檳城。遊客不僅可以參觀

景點，還可以在住宿期間體驗檳城充滿活

力的節日活動。檳城現在還有更多的年度

活動，如檳城熱氣球嘉年華、檳城國際美

食節、檳城動漫祭、喬治市世遺慶典、喬治

市嘉年華、檳城大橋國際馬拉松賽、喬治

市文學節和檳城國際龍舟邀請賽等。

過去五年，從中國到檳城的人數一直居

于前三位。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來自中國的

入境人數自2017年以來增加了20%。

黃茁源先生也表示，在中國市場，檳城

旅遊局和攜程旅遊自2016年以來就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關係，推動了檳城旅遊在中

國旅遊市場上的品牌知名度。今年還簽署

戰略合作協定，希望繼續加強與攜程的合

作，提升檳城旅遊產品和服務品質，為更多

中國遊客提供更優質的旅遊體驗。攜程目

的地營銷為檳城旅遊局提供了包括線上廣

告、社交媒體推廣等多元化的一站式精准

營銷推廣服務，實現了互利共贏。

■劉霈芯＝馬來西亞採訪報道

過去幾年在蘭卡威當地一直沒有專門

面向高端奢華的旅遊供應商，對歐美地區

遊客來說，事實上蘭卡威乃至于東南亞地

區都相當受歐美遊客歡迎對度假旅遊勝

地，因此如何用更加多元精緻的方式呈現

蘭卡威之美，讓更多遊客可以用不同的視

角、不同的方式體驗蘭卡

威，Naam董事長Ravi 
Ponniah先生表示，這正

是為何Naam陸續發展了

海上出遊的旅遊產品以及

私人島嶼的緣起。

Naam目前主要有一私人島嶼101天堂

島、Naam巡遊、Naam體育以及Naam世

界旅遊信息中心，綜合提供遊客包括團建、

婚禮、宴會活動等的一站式目的地旅遊體

驗。他也表示，絕大多數的遊客到蘭卡威

旅遊都是為了海上活動而來，隨著遊客人

數增多后，蘭卡威知名的海上活動和出海行

程也就容易大同小異，但旅遊最終的目的是

要嫩夠體驗當地文化，體驗當地文化積累起

來就是回憶，而這些旅遊體驗要能讓人印象

深刻，最重要的還是在于旅遊當中服務所帶

給人們的感受，故深信只要是做夠好的服務

體驗就會贏得客戶。所以Naam所強調的奢

華高端產品也不僅是用高單價來做產品差異

化，而是提供更多不同于一般蘭卡威旅遊運

營商在做的產品。

舉例來說，Naam海上巡遊就提供多種不

同船隻以及線路，針對現在自由行散客以及

私人朋友組成的小型團隊等有專門的海上派

對遊獵鷹號，可以容納至多20人，在海上巡

遊5小時時間有包括船上管家、傳中和船組人

員的專門服務，還包含酒店至遊艇碼頭接送

服務、船上包括晚餐和酒水飲料的供應，在

海上的午后黃昏日落私人派對就特別具私密

性；海上巡遊的線路也有特別安排，比如前

往蘭卡威最南面的特色景點小珊瑚海灘、五

島（Pulau Lima）等，欣賞山區石灰岩島嶼、

海拱和海堆之間秘密水道堆景象，還可以安

排海上海釣、訪問獨特的孕婦湖島、或者在

私人芭雅島國際海洋公園潛水，在這裡還可

以和黑鰭鯊潛泳，在9-15米的水下可視度觀

賞珊瑚；又比如其他的海上活動Naam也有

獨家自行的行程，一般是至多5人小團，避

開現在大多數標準的海上觀光行程，如探索

魔島之旅，有專人帶領客人乘坐Buzzard雅
瑪哈浪者的水上摩托艇環島遊，深入探索蘭

卡威南面更多私人海上島嶼、孕婦島的淡水

湖、Tuba島的紅樹林生態等。

海上活動完后也可以安排到N a a m
的101天堂島（Na a m Pa rad i se 101 
Langkawi）繼續岸邊活動，該私人島嶼是

去年7月才開放，如今已經成為蘭卡威知名

的旅遊景點之一，是距離蘭卡威Telaga帆
船碼頭出發僅需5分鐘船程的人造島。這

小島面積占2.5英畝，島上擁有白沙、清澈

海水和綠樹，並設有多種水上活動。這人

造島原為NAAM遊艇俱樂部老闆的私人島

嶼，位于帆船俱樂部範圍內。遊客可以選

擇白天的各種海灘及海上活動，比如香蕉

船、水上摩托艇、滑翔傘、飛越安達曼海溜

索等活動，日落時分加入專門巡航和快艇

出遊，晚上這裡也非常熱鬧，島上會舉辦

大型舞會式的活動，有現場娛樂舞臺、煙

花表演，以馬來西亞民族裝扮的人物與來

賓拍照、共享美食美酒等。

101天堂島可以單獨作為一個傍晚到晚

上幾小時的岸邊水上活動和島上晚餐會的

體驗，也可以作為Naam出海行程后的一個

附加消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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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美食及文化成就檳城好正
Penang

■劉霈芯＝馬來西亞採訪報道

今年檳城旅遊局展開了全新的宣傳活動

「檳城好正」，其靈感源自檳城當地的俚語

“cun”，這個字不僅包含美麗的意思，更蘊

含好玩、愉快、興奮、滿足等意義。檳城好

正活動將持續至2021年，向馬來西亞及全

世界的旅客展示檳城最絢麗的一面，包括

多元化的特色美食、藝術風貌、文化歷史，

以及水清沙幼的沙灘、壯麗的山色等自然

景觀。

檳城旅遊局局長黃茁源先生表示，檳城

近年致力發展及推動旅遊業，既有全新建

設地標，也有古跡名勝，就像首府喬治城，

融合了東西方的古老建築，吸引不少遊客

到訪。根據2017年檳城遊客調查報告，有

51.4%遊客前來檳城觀光的主要活動，是品

嘗當地美食，城市觀光遊覽及參觀古跡則

各排名第2和第3，分別占41.1%及26.1%。報

告結果顯示，本地美食在去年首登「遊客

對檳城感知形象」榜首，達36.4%。參與報

告的遊客平均在檳城逗留約5個晚上，期間

花費1,000令吉以上，有49.9%令吉以上，有49.9%令吉以上，有 是回頭客。該

調查報告還顯示，93.3%的遊客是獨立旅

行者，有58.8%行者，有58.8%行者，有 國內外遊客前來檳城度假的

主要目的是休閒。

他進一步表示，檳城是彙聚亞洲多國文

化的州屬，希望在文化旅遊產業下，可吸引

更多國內外遊客前來檳城觀光。檳城首府

喬治市是一座富有歷史傳統的城市，某些

地區還保有過去非常古老及典雅的足跡，

比如狹窄的街道、三輪車、廟宇及業者辛勤

搬運貨物等景象。古跡得以完整的保留，喬

治市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近兩年甚至開始流行將喬治市的歷

史建築再翻修為小型設計酒店，獲得許多

自由行遊客的歡迎，因為每個不同的酒店

都有背后不同的歷史故事和本地文化，比

如有的是娘惹文化、有的是過去華人宗祠

改建的建築，住在不同文化特色的設計酒

店裡，直接往外看就是當地人的生活，給遊

客最直觀且不可複製的旅遊體驗。

檳城除了推廣文化和美食外，也有許

多旅遊新體驗，比如目前檳城好正就集

中向遊客推廣六大新景點/活動，包括全

球最高的繩索課程挑戰賽The Gravityz、

全球最高的玻璃步道The Top、彩虹步道

(Rainbow Walk)、擁有全球首個垂直落體

實驗檳城圓頂科技館、位于The Habitat

全球最高海拔的懸帶橋森林吊橋(Canopy 

↑檳城旅遊局局長黃茁源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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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就會贏得客戶。所以

高端私人島嶼為蘭卡威添精緻
Langkawi

角、不同的方式體驗蘭卡

威，

Ponniah
是為何

海上出遊的旅遊產品以及

私人島嶼的緣起。

Naam目前主要有一私人島嶼

101天堂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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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藝術這幾年催生了國內主要城市的

創意文化聚集地，從最早在北京的798到上

海的M50，再到深圳華僑城創意園區，看

似都有些許共通點，將以前廢棄的廠區重

新改造再利用的綜合空間，除了讓這些過

往不再具備之前功能性的空間成功轉移成

文化盛地，實際上更多展現了一個新世代

的意義。

圖中的華僑城創意園有着不同于其它創

意園的獨特氣質，如果略懂國內地產開發

商開發模式，就可

以瞭解華僑城是一

種新生活方式的宣

導者和引領者，逐

漸彙聚了藝術、商

業特色小店和餐飲

于一身，處處都是

文藝網紅打卡點，

也因此成為許多年輕族群出沒、走走逛逛，

尋找新奇、全新生活娛樂方式。

也因為華僑城開放的社區概念，週末也

可以看到很多周圍社區住戶會牽着狗兒在

園區散步，特別和諧，在國內即便是戶外公

共空間．許多還是都禁止寵物入內，從這點

看來華僑城創意園區的鄰里關係，氛圍特

別好。也有來自五湖四海旅遊、出差、過週

末的人們到創意

園區特色餐廳咖

啡店享用午茶，追

尋藝術氛圍，尋找

更為有情懷的生

活。

每一個文創園

的立足根本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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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客家人聚

居村落，當時只有

200人左右，1989

年，一位香港畫商

黃江來到這裡，帶

來了十幾位畫工，

租用了一間民房，

開始了國內少有的

油畫加工、收購、出口產業，同時招募學生

幫助他完成與外商簽訂的訂單。這個與藝

術毫無關聯的村落，自此承接了將藝術批

量生產的使命，形成了油畫生產、收購和集

中外銷一條龍的體系。讓人嘖嘖稱奇的生

產速度和低廉的價格，一下子讓大芬村名

揚海內外。

隨后大芬村從模仿邁向原創，佔地僅0.4

平方公里，卻聚集了畫家、畫師、畫工上萬

人，以及畫廊、工作室上千家，很多畫工們

在此間創作、生活，既需思量着畫布上的

色彩線條，也要承受產業轉型中的雜陳五

味。

不過，因為地方小，房租猛漲，特別是店

面，轉讓費用非常高，加上政府的廉租房

入住條件苛刻，導致大芬村80％畫工處于

貧困線上，而政府補貼的政策大批貸款被

世界真奇妙
外出旅遊享受的是美景、美食，更是各地

融入個性與文化的特色景象。因為不同，所

以散發魅力，這裡的每一個照片，都在詮釋

旅遊的真正意義與終極內涵。

談到深圳，一般人想到的就是華為、騰

訊、VIVO、富士康等高科技公司，或是世

界之窗、歡樂谷等主題樂園，不過，每當有

人問我，深圳到底哪裡好玩？每每總是想

推薦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小村落，也就是

深圳龍崗布吉的大芬村。

大芬村由集中連片的低矮樓房組成，外

觀上並不起眼，門口有一個大大的畫筆石

像雕塑，走進村落，不管向哪個方向望去，

都會看到堆積如山的畫作。其實，如果對

繪畫沒什麼研究的人，會覺得走來走去看

到的畫作都差不多，畢竟當地有200多家畫

廊擺放着的，都是複製的油畫作品，這些

作品都是市場最流行的名畫。山水畫、花鳥

畫數量最多，再來有一些創意畫穿插其中，

水墨畫和油畫的比例差不多。

最值得一看的，個人覺得是由深圳市政

府及龍崗區政府投資建設的大芬美術館，

其一層設有2個油畫展示廳，二層還有廊及

5個大展廳，三層則為畫家工作室、咖啡廳

及屋頂小廣場。每次去看，展覽的內容都不

同，在每個展廳中也總是會發現一兩個讓

人印象深刻的作品。

根據當地人介紹，大芬村以前就是一個

分到大公司，進一

步加大了壟斷，導

致中小畫廊畫工

破產，大芬村名義

上為畫工蓋的廉

租房90％空着，成

為名副其實的面

子工程。很多畫家

與畫工忍受不了房租長期帶來的壓力，不

得不選擇更偏僻房租更便宜的地方作為棲

息地，比如大芬村周圍的大望村、南嶺村

等。有的乾脆選擇另謀出路。

來到深圳，有時間去大芬村走走，可以為

自己家裡增添點色彩，挑一幅畫回家，價格

從幾十元到幾百都有。沒準哪一天，這個曾

經繁榮一時的「中國油畫第一村」也就這

麼消失了。

■張廣文＝撰文．攝影

高速科技之外的油畫藝術一角：大芬村

它的文化與藝術的創造屬性。深圳華僑城

創意園區自然也不例外，從簡潔的線條感

十足的工業廠房上蔓延開來的設計感和牆

體描繪的塗鴉營造出的前衛感，都能看出

來這是一個以創造為基礎的文藝散發地。

如果仔細觀察，還是有文化感的體現，

比如在整個園區裡有很多角落都有貼滿海

報的柱子，乍看之下容易被忽略，但是走近

一看會發現想瞭解最近有什麼展覽和附近

有什麼店鋪，這個柱子多半就能找到想要

的信息；另外一個特色還顯現在園區裡綠

藤植物爬滿的老房子，以及富有創意的塗

鴉牆，既是地方積累的歷史感，也是順應自

然的設計。

原創與復古輪流獻技，新時代老時光交

相流轉，在看似粗獷的工業化線條裡，處處

流露出文化的氣息，彰顯着藝術的魅力。

在大都市里，多數人人的生活是平淡匆

忙的。如果有時間閑下來或者想找點不一

樣，那麼華僑城創意園有許多鮮活的樣

本，它們用店鋪特色、用各種你想像不到

的方式、用各種創意品質的生活用品，告訴

人們生活有多個不一樣的呈現方式，你可

以有多種多樣的選擇。

深圳文青必去 華僑城創意園區滿滿文藝氣息
■劉霈芯＝撰文．攝影

總編輯：Penny Chang
電話：886-2-2727 0050   傳真：886-2-2727 6592

電子郵件：penny.chang@ttgasia.com
 

網絡主編：李佩純 Josephine Lee
電子郵件：josephine.lee@ttgasia.com

 
記者：劉霈芯 Jessie Liu

電子郵件：jessie.liu@ttgasia.com
 

記者：張廣文 Yvonne Chang
電子郵件：yvonne.chang@ttgasia.com

 
記者：鐘韻 Nadia Chung

電子郵件：nadia.chung@ttgasia.com
 

編輯委員會
集團編輯：Karen Yue

電話：65-6395 7575　傳真：65-6536 0896
電子郵件：karen.yue@ttgasia.com

 
銷售及市場部

發行人：郭益強 Pierre Quek
電話：65-6395 7545

電子郵件：pierre.quek@ttgasia.com
發行人：徐美 Chimmy Tsui
電話：852-2237 7282　

手提：852-91821388．86-15000225637
電子郵件：chimmy.tsui@ttgasia.com

 
廣告銷售部

·香港/ 徐美 Chimmy Tsui
電話：852-2237 7282  

手提：852-91821388．86-15000225637
電子郵件：chimmy.tsui@ttgasia.com

·方真 Flora Beare
手提：86-13916841277 

電子郵件：flora.beare@ttgasia.com
·張冰 Emily Zhang
手提：13810116979  

電子郵件：emily.zhang@ttgasia.com 
·鐘惠欣 Ingrid Chung

電話：852- 2237 7262．852- 6287 0131
電子郵件：ingrid.chung@ttgasia.com

·新加坡/ Ar-lene Lee
電話：65-6395 7510    

電子郵件：arlene.lee@ttgasia.com
·Jonathan Yap

電話：65-6395 7577    
電子郵件： jonathan.yap@ttgasia.com

·Shirley Tan
電話：65- 6395 7535  電子郵件：shirley.tan@ttgasia.com

 
廣告代理

South East Asia
Thailand: Chower Narula/Anchana Nararidh, World Media Co. Ltd

（tel: 66-2-641 2693-6, fax: 66-2-641 2697, email: chower@worldmedia.
co.th, anchana@worldmedia.co.th, media@worldmedia.co.th
The Philippines: Eduardo S. Bassig, ESB Marketing Services

（tel: 63-2-448 5848, email: edbassig@gmail.com）

 
North Asia

Japan: Yoshihiro Igusa, Pacific Business Inc.
（tel: 81-3-3661 6138, fax: 81-3-3661 6139, email: igusa-pbi@gol.com）

South Korea: SS Song, First Media Services Corp.
（tel: 82-2-363 3591/2, fax: 82-2-738 7970, email: fmsc@unitel.co.kr）

Taiwan: Virginia Lee/ Shirley Shen/ Kitty Luh, Spacemark Media 
Services

（tel: 886-2-2522 2282, fax: 886-2-2522 2281, 
email: smedia@ms5.hinet.net）

India: Meena Chand, Adcom International
（tel: 91-11-2576 7014/2576 0665, fax: 91-11-2574 2433, 

email: adcomint@rediffmail.com）

Sri Lanka: Vijitha Yapa/ Albadur Cader, Vijitha Yapa Associates
（tel: 94-11-255 6600, fax: 94-11-281 6511, 

email: vyadvt@gmail.com,vyadvtin@gmail.com,vijiyapa@gmail.com）

Australia: Keith Sandell, Sandell Strike Skinner Whipp Pty. Limited
（tel: 61-2-9873 2444, fax: 61-2-9873 3555, email: keith@sssw.com.au）

 
Europe

UK & Continental Europe: Sheryl Makin, TTG Media
（tel: 44-20-7921 8025, fax: 44-20-7921 8034, 

email: sheryl.makin@ubm.com）；

Germany: Wolfgang Jaeger, IMV Internationale Medien Ver
（tel: 49-8151-550 8959, fax: 49-8151-550 9180, 

email: w.jaeger@imv-media.com）；

Italy: Barbara Rebora, TTG Italia
（tel: 39-011- 436 6300 ext 228, fax: 39-011-412 1793 

email: rebora@ttgitalia.com）；

France: Colin Murdoch, Ray Lampard International Media
（tel: 33-4-9468 5778, email: intmedia@aol.com）

Spain: Luis Andrade Publicidad Internacional S.L
Barcelona: Carlos Garcia

（tel: 34-93-363 5750, fax: 34-93-410 0275, 
email: cgarcia@luisandrade.com）

Madrid: Luis Andrade
（tel: 34-91-441 6266, fax: 34-91-441 6549, 

email: landrade@luisandrade.com）

 
製作及行政部

廣告材料收集：香港/ 鄭迦華 Carol Cheng
（電話：852-2237 7272 傳真：852-2237 7227）

新加坡/ 林佳佳 Cheryl Lim
（電話：65-6395 7540 電子郵件：cheryl.lim@ttgasia.com ）

 
發行：Katherine Leong

（電話：65-6395 7528 傳真：65-6536 8639,
Katherine.leong@ttgasia.com）

 
製作經理：Jonathan Wan

行政總裁：黃漢明 Darren Ng
 

辦事處

新加坡：1 Science Park Road
#04-07 The Capricorn

Singapore Science Park II
Singapore 117528

（電話：65-6395 7575 傳真：65-6536 0896）
香港：香港上環德輔道中166-168號E168大廈8樓全層

電話: 852-22377272
傳真: 852-22377227

 

印刷：香港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康民街2號康民工業中心1401-8室

本刊物為月刊，由TTG ASIA MEDIA PTE LTD 製作發行。

2018-11-04.indd   22 2018/11/4   11:01:47 PM



 




	01 TTG 18Nov
	02 2018 TTG NOV
	03 Costa_FP
	04 2018 TTG NOV
	05 TTG 18Nov gatefold
	06 TTG 18Nov gatefold
	07 TTG 18Nov
	08 2018 TTG NOV
	09 TTG 18Nov
	10 2018 TTG NOV
	11 TTG 18Nov
	12 2018 TTG NOV
	13 Finnair_TTG-China_FP
	14 2018 TTG NOV
	15 TTG 18Nov
	16 2018 TTG NOV
	17 Chimelong_full page
	18 2018 TTG NOV
	19 TTG 18Nov
	20-21 TTG China Awards19_DPS
	22 2018 TTG NOV
	23 ITCMChina_FP
	24 Changi Airport_FP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15%)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Coated FOGRA39 \050ISO 12647-2:2004\051)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fals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45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fals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fals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45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fals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CHT <FEFF005b683964da300c0045006c006900740065003100370035300d005d0020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BleedOffset [
        0
        0
        0
        0
      ]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Japan Color 2001 Coated)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arksOffset 8.503940
      /MarksWeight 0.250000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ageMarksFile /RomanDefault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AllowImageBreaks true
      /AllowTableBreaks true
      /ExpandPage false
      /HonorBaseURL true
      /HonorRolloverEffect false
      /IgnoreHTMLPageBreaks false
      /IncludeHeaderFooter false
      /MarginOffset [
        0
        0
        0
        0
      ]
      /MetadataAuthor ()
      /MetadataKeywords ()
      /MetadataSubject ()
      /MetadataTitle ()
      /MetricPageSize [
        0
        0
      ]
      /MetricUnit /inch
      /MobileCompatible 0
      /Namespace [
        (Adobe)
        (GoLive)
        (8.0)
      ]
      /OpenZoomToHTMLFontSize false
      /PageOrientation /Portrait
      /RemoveBackground false
      /ShrinkContent true
      /TreatColorsAs /MainMonitorColors
      /UseEmbeddedProfiles false
      /UseHTMLTitleAsMetadata tru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