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繼
去年台北國際旅展的旅遊研討會升級為旅遊論壇後，所拋出的銀髮

族與自由行議題，獲得觀光產業及消費大眾的一致好評。在 2014年

的觀光市場上也跟著發酵，引起產業注意並投入開發，產生不少的

效益。今年的旅遊論壇，則是圍繞著智慧旅遊，以及穆斯林兩大議題展開討論。

近幾年來，全球的旅遊業熱門關鍵字莫過於智慧旅遊，今年的台北國際旅展

觀光論壇在上半場的智慧旅遊議題，更引起了極大的迴響。主辦單位邀請到來

自觀光業之產、官、學者，從智慧旅遊趨勢、旅遊業如何在自動化及ｅ化過程

中勝出，並以觸動人心的精彩案例，做深度說明分享。科技力加入觀光產業後，

儼然形成全新的觀光旅遊生態圈，對觀光產業來說，是砍掉重練，還是產生另

一種全新的營模式？在現場引起不少的討論。

至於穆斯林旅遊，對台灣市場來說，也許僅佔來台觀光客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目前已有許多國家，關注到這個新興市場的商機。目前台灣的各大網站查詢，

顯示穆斯林人口約有 16 ∼ 17億，然而根據回教最具權威的統計網站Muslim　

Population資料統計，目前全球穆斯林人口早就超過 20億，占全世界人口的

四分之一。

挾著人口紅利與新興中產階級的成長潛力，加上自成一格的消費模式，無論

是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穆斯林旅遊都將有更全面的發展。尤其

穆斯林重視家庭旅遊，自然也成為觀光產業關注的潛力股。以目前的穆斯林人

口來看，如能妥善規劃接待環境的提升，絕對可以成為另一個來台百萬俱樂部

的客源。但對於穆斯林的了解，台灣業者普遍不足。就觀光推廣來看，除了打

造友善環境外，還有什麼必須注意之處，才能順利接到這些以家族旅遊為訴求

的觀光潛力股？且看我們的論壇精彩報導。

2014
ITF 旅遊論壇
時間

2014年 11月 10日
（星期一）
地點

台北世貿中心一館二樓
第四 &五會議室

第一場

認識
智慧旅遊

10:00 ∼ 12:10

第二場

穆斯林旅遊
市場之探討

13:30∼ 15:30

主持人

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劉喜臨

主講人

昆士蘭大學商學院教授 Ulrike 
Gretzel：智慧旅遊之發展趨勢

與談人

． 雄獅集團董事長王文傑： 
旅行業如何打造智慧旅遊平台

． 景文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原友蘭：
智慧服務觸動人心 -台灣之旅遊目的
地行動科技運用獲獎案例分享

． 大陸江蘇省蘇州市副市長盛蕾：
蘇州市如何成為中國大陸「國家智慧

旅遊試點城市」-以品質構築旅遊發展
的核心競爭力

． 質果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長郭爵榮：e指搞定你的幸福

主持人

台北國際旅展主任委員蘇成田

主講人

新加坡 CrescentRating創辦人及 
執行長Mohammed Fazal Bahardeen： 
全球穆斯林旅遊市場之趨勢與展望

與談人

． 馬來西亞旅遊促進局主席，丹斯
里拿督斯里黃燕燕醫生太平局紳：
馬來西亞接待穆斯林市場旅客之經驗

分享

． 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超彥： 
台灣穆斯林旅遊環境之提升

．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組長林坤源：
台灣穆斯林旅遊市場推動現況暨產品

規劃

i在旅遊
好聰明

全球觀光
績優股

台北國際旅展2014 論壇紀實

認識智慧旅遊

穆斯林旅遊
市場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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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昆士蘭大學商學院教授

Ulrike Gretzel

消費者意圖與預測，Ulrikel強調，我們要預期和刺激消費，

分析社群媒體，來追蹤旅客是否有好的體驗而不是抱怨，

用定序串法來分析行為，消費者 為何決定中途退出，而不

完成訂購，包括問題出在哪裡、或是沒出現的原因、如何

說服消費者、甚至避免會有覺得不安全的情形，利用巨量

資料來提升整體的旅遊經驗，這會是現在要發展的重點。

觀光產業包括政府不同部門和業界，即便單一公司也

會有很多行為與環境、旅遊經驗有關，觀光客想有新奇體

驗，「去了還會想要再去嗎？」Ulrikel主張，想吸引觀光

客「就要去說服」，很多人將澳洲當成一生一定要來的地

區，但來過後會不會再想去探索，這是一項挑戰，她曾協

助德州將歷史資料，透過 App讓遊客可以查詢，現在需要

建立的是「觀光景點觀測平台」，瑞士也評估會與零售業

者合作，如何分析Wi-Fi、信用卡、氣候等，思考如何整合

如此不同資料，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從巨量資料找趨勢

要讓消費端參與其中

因為整合使用者在不同平台的動態、社群媒體的討論，

更能看到全貌，目前歐洲在「目的地行銷」、「觀光景點

觀測平台」投入非常多的資源，但仍有許多如搜索、分析、

儲存，甚至是「不分析」都要再進一步思考，還有不同的

組織，是否願意分享資料，以及隱私的問題，觀光客是否

願意提供資訊，關鍵在於要從巨量資料中，找出趨勢、共

同點，而不是獨特點、預期性，因為觀光不是要去預測，

有時候迷路也很好玩、才有驚喜。

觀光除了是想與人連結，也是

集體的經驗，很多體驗是個人化

的，智慧觀光要有巨量資料、技術

來支持，重點是如何創造這樣的

意義和傳達給觀光客，才能支持

智慧觀光的體驗，並且一步建立

極具內涵的品牌，提供個人化的

服務、讓觀光客參與，但要放棄

控制的目標，而是去分析、監控、

預測，思考如何觸動旅人的心。

到底什麼是智慧旅遊？從網路尋找資訊，Google有使

用者「點擊」和「搜尋」的資料統計，對於這些海量資料

也有很多的研究及分析，甚至可預測網路行為和流行感冒

的爆發，又例如尋找雄獅旅行社，就會有很多客戶資訊，

以及手機也會有很多與地理連結的資訊，又如果大家分析

Wi-Fi資料，就能用那些資料，其他還有社群媒體，用戶會

產生很多資訊，如美食、住房、登機資訊，至於新技術如

感測器，光是一個手機，就會有包括有溫度、壓力等逾 30

個，Ulrikel提出紐西蘭以遙控飛機提供鳥瞰滑雪影片為例

指出，這可讓觀光業以不同的角度，提供遊客去那裡、玩

了什麼的資料。

有政府使用此Sense-t感測技術，租車、遊客流量、溫度、

濕度等統統包括進去，很重要的是「業者要好好利用」，

像是台北有很多免費Wi-Fi，卻沒有好好的去分析遊客的使

用資訊，進而轉化為商業資料，除了大小業者一起合作，

分享資訊外，觀光客也會提供資訊，從旅館住房，到日月

潭騎車體驗，「智慧就是每件事都連結在一起，並且相互

溝通。」Ulrikel主張，重點是分析資料，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在充分運用下，提供及時服務，旅客也在這個循環中回饋

資訊，這是只有巨量資料才能提供的數量、速度、種類和

真實性的 4個「V」。

了解、預測、刺激

 提升整體旅遊體驗

如果將觀光客資料放在一起會很困難，例如柏林和巴黎

訪客資料，每 60秒就有好幾百萬筆的資料產生，在每個

時點都要知道有多少觀光客來台，要有能力真正去分析此

一資料，再將基礎結構化，進而洞察變成決策，不過，對

中小企業會有很大的挑戰，再以 Google為例，過去企業

重點放在產品本身，現在的重點則是要去了解顧客體驗、

第一場

認識
智慧旅遊

10:00 ∼ 12:10

資料、服務、產業全面升級
提供個人化、無所不在的服務 

智慧旅遊促質變 
重新打造觀光生態系統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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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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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雲
；
圖
／
蕭
介
雲

現
在到餐廳吃飯，三星米其林美食端上桌來，幾乎都

是「手機先吃、先打卡」，旅行與生活產業面貌正

急速改寫，現代人已經無法離開手機生活，從旅遊前、中、

後，所有的資訊、社群的資訊傳遞和需求，透過智慧旅遊，

旅遊業可以重新規劃、包裝路線和產品，觀光局副局長劉

喜臨指出，智慧旅遊要進一步促成資料、服務和產業面的

質變，提供無所不在的服務，但是更要回到人的溫度，透

過科技，讓旅遊、生活更加便利。

YouTube每月用戶觀看影片長度逾 60億小時，日本使

用智慧型手機總人口逾 31.1％，有 70％的中國人說離開手

機「就會無法生活」，而網路社群的發展已重新定義旅遊

的體驗。劉喜臨以生動的內容指出，馬斯洛人類需求層次

理論已經被改寫，「現在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是：Wi-Fi！」

觀光局已經透過二維條碼、App、電子看板、擴增實境，

並將 iTaiwan分布各個場域，日月潭則推出低碳觀光的 i3

系統，相關建置受到國際高度肯定，台灣迎接國際旅客，

已經要跨入質變的階段，智慧旅遊如何落實到觀光產業，

會是未來的發展重點。

在資料面，劉喜臨認為要強化台觀光資訊資料庫，擴充

英、日文資料，並且開放外國加值單位申請，以及建置觀

光影音多媒體平台，建立

影音串流平台、提供觀光

影音旅遊介紹資訊，以及

建置無障礙設施資訊平台。

服務面要提供無所不在的觀光資訊服務，包括強化與整

合所屬 App服務，推動 App服務雲端化，提供民眾快速

且多元的資訊服務；建置景點雲端導覽服務，利用觀光影

音多媒體平台，推動景點語音導覽資訊建置；以及透過異

業聯盟，結合 ICT科技與資通訊服務，創新旅遊服務模式。

產業面要引導產業開發加值應用服務，以雲端巨量資

料分析功能，就記錄與個人偏好，進行旅客行為分析加值

應用，以動態資訊輸出遊程規劃結果；並且將創意加值應

用產品化，建立智慧旅遊整合應用商業模式，包括線上訂

票、訂房與付款，以藉由智慧化旅程規劃，刺激國外旅客，

提高來台旅遊天數與消費金額，提升觀光旅客回流率及行

銷影響力，為台灣觀光產業帶來更大的成長動能。

觀光局副局長

劉喜臨

巨量分析消費行為
個人化服務觸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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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昆士蘭大學商學院教授

Ulrike Gretzel

消費者意圖與預測，Ulrikel強調，我們要預期和刺激消費，

分析社群媒體，來追蹤旅客是否有好的體驗而不是抱怨，

用定序串法來分析行為，消費者 為何決定中途退出，而不

完成訂購，包括問題出在哪裡、或是沒出現的原因、如何

說服消費者、甚至避免會有覺得不安全的情形，利用巨量

資料來提升整體的旅遊經驗，這會是現在要發展的重點。

觀光產業包括政府不同部門和業界，即便單一公司也

會有很多行為與環境、旅遊經驗有關，觀光客想有新奇體

驗，「去了還會想要再去嗎？」Ulrikel主張，想吸引觀光

客「就要去說服」，很多人將澳洲當成一生一定要來的地

區，但來過後會不會再想去探索，這是一項挑戰，她曾協

助德州將歷史資料，透過 App讓遊客可以查詢，現在需要

建立的是「觀光景點觀測平台」，瑞士也評估會與零售業

者合作，如何分析Wi-Fi、信用卡、氣候等，思考如何整合

如此不同資料，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事情。

從巨量資料找趨勢

要讓消費端參與其中

因為整合使用者在不同平台的動態、社群媒體的討論，

更能看到全貌，目前歐洲在「目的地行銷」、「觀光景點

觀測平台」投入非常多的資源，但仍有許多如搜索、分析、

儲存，甚至是「不分析」都要再進一步思考，還有不同的

組織，是否願意分享資料，以及隱私的問題，觀光客是否

願意提供資訊，關鍵在於要從巨量資料中，找出趨勢、共

同點，而不是獨特點、預期性，因為觀光不是要去預測，

有時候迷路也很好玩、才有驚喜。

觀光除了是想與人連結，也是

集體的經驗，很多體驗是個人化

的，智慧觀光要有巨量資料、技術

來支持，重點是如何創造這樣的

意義和傳達給觀光客，才能支持

智慧觀光的體驗，並且一步建立

極具內涵的品牌，提供個人化的

服務、讓觀光客參與，但要放棄

控制的目標，而是去分析、監控、

預測，思考如何觸動旅人的心。

到底什麼是智慧旅遊？從網路尋找資訊，Google有使

用者「點擊」和「搜尋」的資料統計，對於這些海量資料

也有很多的研究及分析，甚至可預測網路行為和流行感冒

的爆發，又例如尋找雄獅旅行社，就會有很多客戶資訊，

以及手機也會有很多與地理連結的資訊，又如果大家分析

Wi-Fi資料，就能用那些資料，其他還有社群媒體，用戶會

產生很多資訊，如美食、住房、登機資訊，至於新技術如

感測器，光是一個手機，就會有包括有溫度、壓力等逾 30

個，Ulrikel提出紐西蘭以遙控飛機提供鳥瞰滑雪影片為例

指出，這可讓觀光業以不同的角度，提供遊客去那裡、玩

了什麼的資料。

有政府使用此Sense-t感測技術，租車、遊客流量、溫度、

濕度等統統包括進去，很重要的是「業者要好好利用」，

像是台北有很多免費Wi-Fi，卻沒有好好的去分析遊客的使

用資訊，進而轉化為商業資料，除了大小業者一起合作，

分享資訊外，觀光客也會提供資訊，從旅館住房，到日月

潭騎車體驗，「智慧就是每件事都連結在一起，並且相互

溝通。」Ulrikel主張，重點是分析資料，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在充分運用下，提供及時服務，旅客也在這個循環中回饋

資訊，這是只有巨量資料才能提供的數量、速度、種類和

真實性的 4個「V」。

了解、預測、刺激

 提升整體旅遊體驗

如果將觀光客資料放在一起會很困難，例如柏林和巴黎

訪客資料，每 60秒就有好幾百萬筆的資料產生，在每個

時點都要知道有多少觀光客來台，要有能力真正去分析此

一資料，再將基礎結構化，進而洞察變成決策，不過，對

中小企業會有很大的挑戰，再以 Google為例，過去企業

重點放在產品本身，現在的重點則是要去了解顧客體驗、

第一場

認識
智慧旅遊

10:00 ∼ 12:10

資料、服務、產業全面升級
提供個人化、無所不在的服務 

智慧旅遊促質變 
重新打造觀光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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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到餐廳吃飯，三星米其林美食端上桌來，幾乎都

是「手機先吃、先打卡」，旅行與生活產業面貌正

急速改寫，現代人已經無法離開手機生活，從旅遊前、中、

後，所有的資訊、社群的資訊傳遞和需求，透過智慧旅遊，

旅遊業可以重新規劃、包裝路線和產品，觀光局副局長劉

喜臨指出，智慧旅遊要進一步促成資料、服務和產業面的

質變，提供無所不在的服務，但是更要回到人的溫度，透

過科技，讓旅遊、生活更加便利。

YouTube每月用戶觀看影片長度逾 60億小時，日本使

用智慧型手機總人口逾 31.1％，有 70％的中國人說離開手

機「就會無法生活」，而網路社群的發展已重新定義旅遊

的體驗。劉喜臨以生動的內容指出，馬斯洛人類需求層次

理論已經被改寫，「現在人類最基本的需求是：Wi-Fi！」

觀光局已經透過二維條碼、App、電子看板、擴增實境，

並將 iTaiwan分布各個場域，日月潭則推出低碳觀光的 i3

系統，相關建置受到國際高度肯定，台灣迎接國際旅客，

已經要跨入質變的階段，智慧旅遊如何落實到觀光產業，

會是未來的發展重點。

在資料面，劉喜臨認為要強化台觀光資訊資料庫，擴充

英、日文資料，並且開放外國加值單位申請，以及建置觀

光影音多媒體平台，建立

影音串流平台、提供觀光

影音旅遊介紹資訊，以及

建置無障礙設施資訊平台。

服務面要提供無所不在的觀光資訊服務，包括強化與整

合所屬 App服務，推動 App服務雲端化，提供民眾快速

且多元的資訊服務；建置景點雲端導覽服務，利用觀光影

音多媒體平台，推動景點語音導覽資訊建置；以及透過異

業聯盟，結合 ICT科技與資通訊服務，創新旅遊服務模式。

產業面要引導產業開發加值應用服務，以雲端巨量資

料分析功能，就記錄與個人偏好，進行旅客行為分析加值

應用，以動態資訊輸出遊程規劃結果；並且將創意加值應

用產品化，建立智慧旅遊整合應用商業模式，包括線上訂

票、訂房與付款，以藉由智慧化旅程規劃，刺激國外旅客，

提高來台旅遊天數與消費金額，提升觀光旅客回流率及行

銷影響力，為台灣觀光產業帶來更大的成長動能。

觀光局副局長

劉喜臨

巨量分析消費行為
個人化服務觸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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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是中國文化的寧謐後院，自古

就是旅遊勝地，要以城市氣質帶動旅遊

品質，「蘇式生活」要打破景區圍牆隔

離的「全域旅遊」概念，深入城市生活

體驗，盛蕾介紹時指出，現在更要以城

市的人性化，帶動旅遊的個性化、個性

化旅行加私人化旅遊服務，以提供市民

與遊客共享空間理念，推動智慧工程以

完善政務網路、串聯互聯網的平台。

蘇州一年國內遊客 9千萬、90％為散

客，O2O發展更是未來的挑戰，美食

是要用舌尖體驗，旅行要用足尖來完

成，將致力線下對接與升級導遊服務品

質，再「以精為美」、「以水為美」、「以

和為美」，展現旅遊與智慧的融合。

盛蕾表示，包括與汽車、旅行社訂

購自駕項目，自由行遊客還可以網上選

擇導遊，以解說為主，升級為管家式旅

遊服務，並提供蘇州漫遊卡，涵蓋食、

宿、行、遊、購、娛等全方位、零門檻

的生活。

未來的營銷目標，要精準高效，吸

引遊客進入營銷平台，走入 FB、推特，

盛蕾也說，蘇州市在台灣將與雄獅合

作，訂出更符合台灣旅客品味的套裝

行程，並且會以巨量資料分析立體化

旅客市場，輔助旅遊線路與產品開發，

達到精準行銷的目的。

未來要活化旅遊各項訊息，建置遍

佈城市免費Wi-Fi，在互聯網時代，強

調跨界跨業，提供產業生態鏈的融合

環境，推動線下與線上的創新和整合，

使遊客能轉化成為這個城市的粉絲。

觀光經營管理轉變，核心在於

觸動遊客的心，旅程是資訊傳遞

過程，涉及金流與資訊流，也是

體驗和回憶的分享，而資訊如何

滿足旅行特別體驗？提供資訊給旅

客，同時也從業者傳遞到未來的遊客？中間要運用不同的載具傳

遞資訊，觀光局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提供旅客在各個階段中，

容易且快速的進行資訊搜尋、交換、與傳遞，原友蘭指出，智慧

觀光基於基礎建設、體驗與回憶，而架構包括雲端、物聯網、使

用者網路服務系統，最終目標在於增強觀光體驗，改善觀光資源

經營管理的效能，提升觀光競爭力。

2014網路整備度排名，台灣在科技能力排名第 14名，觀光局

從 2000到 2013年，推動 e-Taiwan、m-Taiwan、u-Taiwan、ICT747、

I236到 i-Living，以免費Wi-Fi建置觀光環境，包括導覽、資訊、定

位、娛樂，提供細緻、及時的貼心服務，英國研究民眾只要有免

費Wi-Fi，就願意在提供個人資訊後上網，此外，觀光局還有更為

細緻考量，例如國外旅客可以租借手機，以提供及時的貼心服務，

未來應再朝巨量資料分析邁進，做為商業加值運用，這項科技的

使用，是迎接智慧觀光的挑戰。

下一步則是要了解觀光客需求，這涉及觀光組織變革能力、跨

組織的合作、分歧的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社群與網路使用不同需

求，組織是否有能力往前帶進，以智識和加值服務，從替代、擴

大到解構的突破限制，涉及了觀光組織使用 ICT的程度，她也期

待雄獅能做「領頭羊」的工作。

以婚慶產業例，包括了蜜月、

婚紗、食品、飯店、攝影、零售、

文創等面向，郭爵榮指出，透過

O2O的新平台，可縮短流程，同

時整合雲端、內容行銷、社群經

營，以講座、粉絲、產業整合等活動，用線上、線下方式接觸更

多業者與朋友，也希望推廣到海外也能著墨。目前進行的有三個

方向，包括旅拍、深度旅遊、醫美，都是與旅遊相互結合，智慧

旅遊不單純是提供環境，更提供異業結盟，發展觀光的全新商機。

景文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原友蘭

貿果網路科技公司執行長 

郭爵榮

大陸江蘇

省蘇州市

副市長

 盛蕾在交易上，一定要變成動態組裝、動態採購、動態加購，

資訊流必須串結，要打造旅遊供應整合平台，解決旅遊產

業供給鏈與需求鏈串結的問題，精準行銷、一對一行銷、

智慧組裝，在行程前、中、後，把已有的商品如何透過「動

態打包」組合起來成為「隨意購」，可以是今天決定、當

下決定，甚至是下一秒再換，這需要強大的智慧引擎來運

轉，否則彼此無法串連，行程規劃改為生活規劃也行，所

以是 Smart Life（智慧生活）。

怎麼從 Big Data（巨量資料）找出偏好？找出人與人實

際互動性的關聯？有社群邏輯、交易邏輯、庫存邏輯、時

間邏輯、動線邏輯、地理邏輯，工程非常浩大，王文傑介

紹說，雄獅目前在打造 Solomo（Social Local Mobile），怎

麼樣形成與供應商、或者是 IT廠商的雲端儲存，介接到產

業供應商，以及消費端的代言人如旅遊業者，透過雲端運

用，建構全球與在地服務，這樣的邏輯貫穿了 NFC、閱讀

工具、行動裝置，構成情境與架構。

迎接 4G生活休閒年代，從 O2O（Online TO Offline）到

Ecosystem（生態系統）的打造，消費者、旅遊者、生活

者，需要有內容含編輯、編譯，如何從龐大資料中，找到

符合他的興趣需求的內容，王文傑進一步分析：業者必須

去做加值、跨業跨界、智慧旅遊、扮演整合者，這些需要

跨業跨界的專家聚集，包括生活產業與資通訊的專家，對

旅遊、生活、文化、吃喝玩樂、食衣住行、建築、人文、

藝術、自然、歷史、景點的專家聚集在一起，才能為客戶

提供加值平台。

建立O2O System
BPM接軌與整合

智慧旅遊，可以從智慧觀光，放大成智

慧生活的 On Line和 Off Line共生系統的打

造，一旦達成後，可以在全世界各地來運

用，串連用戶體驗、產品組裝、供應商管

理、產品管理、客戶需求，需要各種的人

才、IT、智識管理、流程管理人才構築，

這是非常龐大的跨業與跨界的整合，讓我

們一起迎接智慧旅遊年代的到來。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個不可改變

的事實，就是資訊經濟科技的進步，都是來自於 ICT科技

與技術的創新，這是一個恐怖的時代，因為如果大家不跟

上這個新工具的話，「Your life will be miserable」;如果個人

和所工作的組織企業跟上了智慧型工具，「You will enjoy 

your life」!雄獅集團董事長王文傑強調，旅遊產業要從量

化進化到分眾的社群經濟，創新、分享的生活體驗年代來

臨，跨進量化經濟、社群經濟、體驗經濟的年代，雄獅結

合跨業、跨界整合，匯集核心競爭能力。

預計到 2017年，將達 47億人使用行動裝置，但加計穿

載式裝置的話數字還要更高，代表地球上 70％的人每天在

使用Wi-Fi、3G、4G，乃至中國大陸推進 5G的運用，表示

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商機，是一個了不起的未來，NFC又是

一個科技發展與運用，阿里巴巴集團與 Apple開會探討阿

里 Pay要結合 Apple Pay，使用的技術就是 NFC，這兩大巨

頭如果結合在一起，全世界未來恐怕沒有人可以離開他們

而生活，這個技術的推演，讓智慧旅遊達到更佳的使用效

果。

動態打包隨意購

串連供給與需求鏈

這是一個 4G年代，到 2016年大陸智慧手機 4G用戶會

有 7,200萬人，王文傑強調，看到中國大陸的發展，如果

不懂得應對，最壞的時代到來了，如果找出自己的空間，

和他們整合在一起，我們就面臨了最好的時代，雄獅與世

界發展趨勢是同步成長，成功是能預測未來和對未來完成

準備，旅遊產業懂得用內容行銷，來行銷給社群，經營目

標分眾客戶，接著要提供智慧組裝產品服務，在大陸稱為

碎片式服務。

雄獅集團董事長 

王文傑

強化觀光體驗
改善資源管理
效能

科技力
縮短婚慶決策
結合旅遊更聰明

科技應用助跨界整合
旅遊業扮最佳角色 

「蘇式生活」
更深入城市
打造個人化產品

與談人

6564 www.xinmedia.com旅＠天下 December 2014

SPECIAL REPORT
特 別 企 劃

3



蘇州是中國文化的寧謐後院，自古

就是旅遊勝地，要以城市氣質帶動旅遊

品質，「蘇式生活」要打破景區圍牆隔

離的「全域旅遊」概念，深入城市生活

體驗，盛蕾介紹時指出，現在更要以城

市的人性化，帶動旅遊的個性化、個性

化旅行加私人化旅遊服務，以提供市民

與遊客共享空間理念，推動智慧工程以

完善政務網路、串聯互聯網的平台。

蘇州一年國內遊客 9千萬、90％為散

客，O2O發展更是未來的挑戰，美食

是要用舌尖體驗，旅行要用足尖來完

成，將致力線下對接與升級導遊服務品

質，再「以精為美」、「以水為美」、「以

和為美」，展現旅遊與智慧的融合。

盛蕾表示，包括與汽車、旅行社訂

購自駕項目，自由行遊客還可以網上選

擇導遊，以解說為主，升級為管家式旅

遊服務，並提供蘇州漫遊卡，涵蓋食、

宿、行、遊、購、娛等全方位、零門檻

的生活。

未來的營銷目標，要精準高效，吸

引遊客進入營銷平台，走入 FB、推特，

盛蕾也說，蘇州市在台灣將與雄獅合

作，訂出更符合台灣旅客品味的套裝

行程，並且會以巨量資料分析立體化

旅客市場，輔助旅遊線路與產品開發，

達到精準行銷的目的。

未來要活化旅遊各項訊息，建置遍

佈城市免費Wi-Fi，在互聯網時代，強

調跨界跨業，提供產業生態鏈的融合

環境，推動線下與線上的創新和整合，

使遊客能轉化成為這個城市的粉絲。

觀光經營管理轉變，核心在於

觸動遊客的心，旅程是資訊傳遞

過程，涉及金流與資訊流，也是

體驗和回憶的分享，而資訊如何

滿足旅行特別體驗？提供資訊給旅

客，同時也從業者傳遞到未來的遊客？中間要運用不同的載具傳

遞資訊，觀光局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提供旅客在各個階段中，

容易且快速的進行資訊搜尋、交換、與傳遞，原友蘭指出，智慧

觀光基於基礎建設、體驗與回憶，而架構包括雲端、物聯網、使

用者網路服務系統，最終目標在於增強觀光體驗，改善觀光資源

經營管理的效能，提升觀光競爭力。

2014網路整備度排名，台灣在科技能力排名第 14名，觀光局

從 2000到 2013年，推動 e-Taiwan、m-Taiwan、u-Taiwan、ICT747、

I236到 i-Living，以免費Wi-Fi建置觀光環境，包括導覽、資訊、定

位、娛樂，提供細緻、及時的貼心服務，英國研究民眾只要有免

費Wi-Fi，就願意在提供個人資訊後上網，此外，觀光局還有更為

細緻考量，例如國外旅客可以租借手機，以提供及時的貼心服務，

未來應再朝巨量資料分析邁進，做為商業加值運用，這項科技的

使用，是迎接智慧觀光的挑戰。

下一步則是要了解觀光客需求，這涉及觀光組織變革能力、跨

組織的合作、分歧的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社群與網路使用不同需

求，組織是否有能力往前帶進，以智識和加值服務，從替代、擴

大到解構的突破限制，涉及了觀光組織使用 ICT的程度，她也期

待雄獅能做「領頭羊」的工作。

以婚慶產業例，包括了蜜月、

婚紗、食品、飯店、攝影、零售、

文創等面向，郭爵榮指出，透過

O2O的新平台，可縮短流程，同

時整合雲端、內容行銷、社群經

營，以講座、粉絲、產業整合等活動，用線上、線下方式接觸更

多業者與朋友，也希望推廣到海外也能著墨。目前進行的有三個

方向，包括旅拍、深度旅遊、醫美，都是與旅遊相互結合，智慧

旅遊不單純是提供環境，更提供異業結盟，發展觀光的全新商機。

景文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原友蘭

貿果網路科技公司執行長 

郭爵榮

大陸江蘇

省蘇州市

副市長

 盛蕾在交易上，一定要變成動態組裝、動態採購、動態加購，

資訊流必須串結，要打造旅遊供應整合平台，解決旅遊產

業供給鏈與需求鏈串結的問題，精準行銷、一對一行銷、

智慧組裝，在行程前、中、後，把已有的商品如何透過「動

態打包」組合起來成為「隨意購」，可以是今天決定、當

下決定，甚至是下一秒再換，這需要強大的智慧引擎來運

轉，否則彼此無法串連，行程規劃改為生活規劃也行，所

以是 Smart Life（智慧生活）。

怎麼從 Big Data（巨量資料）找出偏好？找出人與人實

際互動性的關聯？有社群邏輯、交易邏輯、庫存邏輯、時

間邏輯、動線邏輯、地理邏輯，工程非常浩大，王文傑介

紹說，雄獅目前在打造 Solomo（Social Local Mobile），怎

麼樣形成與供應商、或者是 IT廠商的雲端儲存，介接到產

業供應商，以及消費端的代言人如旅遊業者，透過雲端運

用，建構全球與在地服務，這樣的邏輯貫穿了 NFC、閱讀

工具、行動裝置，構成情境與架構。

迎接 4G生活休閒年代，從 O2O（Online TO Offline）到

Ecosystem（生態系統）的打造，消費者、旅遊者、生活

者，需要有內容含編輯、編譯，如何從龐大資料中，找到

符合他的興趣需求的內容，王文傑進一步分析：業者必須

去做加值、跨業跨界、智慧旅遊、扮演整合者，這些需要

跨業跨界的專家聚集，包括生活產業與資通訊的專家，對

旅遊、生活、文化、吃喝玩樂、食衣住行、建築、人文、

藝術、自然、歷史、景點的專家聚集在一起，才能為客戶

提供加值平台。

建立O2O System
BPM接軌與整合

智慧旅遊，可以從智慧觀光，放大成智

慧生活的 On Line和 Off Line共生系統的打

造，一旦達成後，可以在全世界各地來運

用，串連用戶體驗、產品組裝、供應商管

理、產品管理、客戶需求，需要各種的人

才、IT、智識管理、流程管理人才構築，

這是非常龐大的跨業與跨界的整合，讓我

們一起迎接智慧旅遊年代的到來。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一個不可改變

的事實，就是資訊經濟科技的進步，都是來自於 ICT科技

與技術的創新，這是一個恐怖的時代，因為如果大家不跟

上這個新工具的話，「Your life will be miserable」;如果個人

和所工作的組織企業跟上了智慧型工具，「You will enjoy 

your life」!雄獅集團董事長王文傑強調，旅遊產業要從量

化進化到分眾的社群經濟，創新、分享的生活體驗年代來

臨，跨進量化經濟、社群經濟、體驗經濟的年代，雄獅結

合跨業、跨界整合，匯集核心競爭能力。

預計到 2017年，將達 47億人使用行動裝置，但加計穿

載式裝置的話數字還要更高，代表地球上 70％的人每天在

使用Wi-Fi、3G、4G，乃至中國大陸推進 5G的運用，表示

是一個龐大的市場商機，是一個了不起的未來，NFC又是

一個科技發展與運用，阿里巴巴集團與 Apple開會探討阿

里 Pay要結合 Apple Pay，使用的技術就是 NFC，這兩大巨

頭如果結合在一起，全世界未來恐怕沒有人可以離開他們

而生活，這個技術的推演，讓智慧旅遊達到更佳的使用效

果。

動態打包隨意購

串連供給與需求鏈

這是一個 4G年代，到 2016年大陸智慧手機 4G用戶會

有 7,200萬人，王文傑強調，看到中國大陸的發展，如果

不懂得應對，最壞的時代到來了，如果找出自己的空間，

和他們整合在一起，我們就面臨了最好的時代，雄獅與世

界發展趨勢是同步成長，成功是能預測未來和對未來完成

準備，旅遊產業懂得用內容行銷，來行銷給社群，經營目

標分眾客戶，接著要提供智慧組裝產品服務，在大陸稱為

碎片式服務。

雄獅集團董事長 

王文傑

強化觀光體驗
改善資源管理
效能

科技力
縮短婚慶決策
結合旅遊更聰明

科技應用助跨界整合
旅遊業扮最佳角色 

「蘇式生活」
更深入城市
打造個人化產品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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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提供合理價格

建構友善環境

「沒有清真食物跟祈禱室設備的話，也不用再想要進

一步行銷了！」雖是玩笑話，但的確是穆斯林最注重的兩

大要點。Mohammed Fazal Bahardeen表示，許多人不了解

穆斯林，也因此他們的需求容易遭到誤解，而被認為他們

的旅遊內容需要注入許多「宗教行程」。然而其實，穆斯

林旅遊時最重視的事情除了食物之外，便跟其他旅遊者一

樣，在乎產品價格與友善的旅遊環境，旅行社安排行程

時，只要尊重穆斯林的習慣，提供清真食物，並於旅程中

空出時間讓他們祈禱便可。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進一步提到，穆斯林旅遊有

近 53％都是家族出遊，全家出遊不希望冒風險，這也是

為什麼大部分回教徒，都不喜歡用網路訂定產品，而是選

擇旅行社做實體的旅遊規劃。也因此他表示，除了餐廳、

飯店的清真認證外，旅行社的認證也非常重要，讓「Hala 

Trip」更加多元。CrescentRating還會針對各國所提供的接

待環境做評比，提供穆斯林一目了然的「友善穆斯林目的

地」；未來更規劃與Master Card合作，進行全球觀光指數

的分析，做更全面性的國際化評比，讓穆斯林跟一般旅遊

者一樣，只需要煩惱下一站去玩什麼就好了。

鄰國搶市

加緊建構腳步

近年來，日本也不斷建構友善穆斯林的接待環境，在積

極的努力之下，CrescentRating評比日本友善穆斯林環境的

分數，也從2013年的3.9分（總分10分），2014年上升至4.5

分。入境日本的穆斯林旅客人數，從 2004年推廣初期，

吸引 150,000位穆斯林前往日本旅遊，占日本入境旅客人

數的 2.4％；去年穆斯林旅客人數則增加至 300,000人，占

日本入境旅客人數的 2.9％，日本政府也訂下目標，希望

在2020年能實現穆斯林旅客1,000,000人、佔入境旅客4％。 

以台灣的條件來看，地理位置佔有東北亞中心點的絕對

優勢，旅遊資源也相當豐富，台灣須加緊腳步，建構起友

善接待環境，未來所激發出的市場潛能，將無可限量。

搶攻穆斯林市場
清真食物、祈禱室為首要條件

概觀整個穆斯林市場，目前穆斯林總人口近 20億，約

占全球人口的 1／ 4，而這一市場於 2013年的旅遊花費

總值，更高達 1,700億美金。2013年新加坡新月評級網站

CrescentRating創辦人及執行長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

預估，在穆斯林人口持續成長下，至 2020年穆斯林旅

客的總支出預計將達 1,920億美金，佔全球旅遊消費的

13.4％，穆斯林人口也將在 2030年達到全球的 1／ 3，可

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主流市場。

看到了極具潛力的新興市場，首要的工作當然是去了解

它，那麼，穆斯林旅遊目的是否跟宗教有關呢？他認為，

答案為否定的。無論稱作是清真旅遊、伊斯蘭旅遊，或者

是穆斯林旅遊，他們尋求的，並不是宗教目的，而是跟一

般旅遊者相同，有著購物、輕度冒險、運動、海島度假、

蜜月、商務、節慶等旅遊需求，想要體驗地方風情，更想

要擁有旅遊的美好經驗。

民以食為天

滿足基本需求為王道

根據 CrescentRating所做的調查，有高達 66％的穆斯林，

旅遊時最在乎的事情便是合格的「清真食物」，「你也不

想在旅程中，花了大半時間，在尋找可以吃的食物吧！」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如是說。

穆斯林除了禁吃豬肉，烹調時也不能放豬油，要以其他

油品代替；其他肉品在烹調前的宰殺、料理方式，也有其

規定的流程，也因此對於非回教國家來說，提供「真的穆

斯林食物」，是很大的挑戰；再者，由於穆斯林分布在不

同的國家，但各個國家對於清真食物也都有不同的認同，

這時，透過評比，來進行標準化，統一化的認證，才能真

正讓穆斯林到各地旅遊，都能安心無疑慮。

2014年穆斯林友善旅遊國家排名
（資料來源：CrescentRating）

排名 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 非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

1 馬來西亞 新加坡

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南非

3 土耳其 泰國

4 印尼 美國

5 沙烏地阿拉伯 波斯尼亞和赫塞哥維納聯邦

6 摩洛哥 印度

7 約旦 香港

8 卡達 德國

9 突尼西亞 澳洲

10 埃及 坦尚尼亞

新加坡新月評級

(CrescentRating)
創辦人及執行長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

穆斯林旅遊市場之探討

旅遊目的無關宗教
滿足需求即可搶攻市場

台北國際旅展主任委員

蘇成田

歐
美經濟市場的動盪，使新興市場的商機浮現，無論

新鑽 11國（Next-11）或是新新興市場（VISTA），

穆斯林市場都不可被排除其中。目前全球有超過 20億的

穆斯林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自成一格的消費模

式與新興中產階級，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

都有全面且顯著的經濟成長，而穆斯林重視家庭觀念，家

庭旅遊亦十分興盛，這股力量自然成為觀光產業所注目的

績優股，穆斯林市場的年產值估計在 8,000億到 1.2兆美

元之間，是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龐大市場。

台北國際旅展主任委員蘇成田表示，穆斯林市場占全球

人口的四分之一，對台灣來說，最主要得以行銷的市場，

是來自於距離台灣僅 3∼ 4小時的鄰近國家，例如穆斯林

人口約 1,300萬的中國、穆斯林人口約 2,000萬的馬來西

亞、穆斯林人口多達億萬的印尼等。

穆斯林的旅遊需求，其實就跟一般旅遊者一樣，喜歡感

受在地文化、人文風情、絕美風景、陽光沙灘等，只要旅

遊資源夠有競爭力，其實都能吸引穆斯林造訪。每一個國

家都有其獨特旅遊資源優勢，對穆斯林來說，要從這些旅

遊景點中選出目的地，還有一個決定性的關鍵因素－「友

善穆斯林的環境」。

舉例來說，穆斯林除了禁吃豬肉製品外，連肉類食品的

料理方法也須遵循穆斯林傳統，台灣的清真餐廳是否能做

到讓穆斯林放心，是發展此一市場的一大重點。再者，穆

斯林一天要朝著麥加方向朝拜 5次，因此，景區、飯店、

機場、餐廳等地方若都能配置祈禱室，對他們來說，在旅

遊時便無需花費太多時間在找尋祈禱室等問題，也會增進

他們想要來旅遊的意願。

旅行業者站在第一線與國際旅客接觸，也因此，加強從

業人員之教育訓練，讓他們對穆斯林文化、宗教、人民有

充足、深度的瞭解，才能研發出切中需求的旅遊產品；最

後，便是導正台灣民眾對穆斯林文化的認知誤差，摒棄刻

板印象，才能讓穆斯林來台旅遊時，感受到台灣最美麗的

風景－濃濃的人情味。

第二場

穆斯林旅遊
市場之探討

13:30∼ 15:30

文
、
圖
／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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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提供合理價格

建構友善環境

「沒有清真食物跟祈禱室設備的話，也不用再想要進

一步行銷了！」雖是玩笑話，但的確是穆斯林最注重的兩

大要點。Mohammed Fazal Bahardeen表示，許多人不了解

穆斯林，也因此他們的需求容易遭到誤解，而被認為他們

的旅遊內容需要注入許多「宗教行程」。然而其實，穆斯

林旅遊時最重視的事情除了食物之外，便跟其他旅遊者一

樣，在乎產品價格與友善的旅遊環境，旅行社安排行程

時，只要尊重穆斯林的習慣，提供清真食物，並於旅程中

空出時間讓他們祈禱便可。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進一步提到，穆斯林旅遊有

近 53％都是家族出遊，全家出遊不希望冒風險，這也是

為什麼大部分回教徒，都不喜歡用網路訂定產品，而是選

擇旅行社做實體的旅遊規劃。也因此他表示，除了餐廳、

飯店的清真認證外，旅行社的認證也非常重要，讓「Hala 

Trip」更加多元。CrescentRating還會針對各國所提供的接

待環境做評比，提供穆斯林一目了然的「友善穆斯林目的

地」；未來更規劃與Master Card合作，進行全球觀光指數

的分析，做更全面性的國際化評比，讓穆斯林跟一般旅遊

者一樣，只需要煩惱下一站去玩什麼就好了。

鄰國搶市

加緊建構腳步

近年來，日本也不斷建構友善穆斯林的接待環境，在積

極的努力之下，CrescentRating評比日本友善穆斯林環境的

分數，也從2013年的3.9分（總分10分），2014年上升至4.5

分。入境日本的穆斯林旅客人數，從 2004年推廣初期，

吸引 150,000位穆斯林前往日本旅遊，占日本入境旅客人

數的 2.4％；去年穆斯林旅客人數則增加至 300,000人，占

日本入境旅客人數的 2.9％，日本政府也訂下目標，希望

在2020年能實現穆斯林旅客1,000,000人、佔入境旅客4％。 

以台灣的條件來看，地理位置佔有東北亞中心點的絕對

優勢，旅遊資源也相當豐富，台灣須加緊腳步，建構起友

善接待環境，未來所激發出的市場潛能，將無可限量。

搶攻穆斯林市場
清真食物、祈禱室為首要條件

概觀整個穆斯林市場，目前穆斯林總人口近 20億，約

占全球人口的 1／ 4，而這一市場於 2013年的旅遊花費

總值，更高達 1,700億美金。2013年新加坡新月評級網站

CrescentRating創辦人及執行長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

預估，在穆斯林人口持續成長下，至 2020年穆斯林旅

客的總支出預計將達 1,920億美金，佔全球旅遊消費的

13.4％，穆斯林人口也將在 2030年達到全球的 1／ 3，可

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主流市場。

看到了極具潛力的新興市場，首要的工作當然是去了解

它，那麼，穆斯林旅遊目的是否跟宗教有關呢？他認為，

答案為否定的。無論稱作是清真旅遊、伊斯蘭旅遊，或者

是穆斯林旅遊，他們尋求的，並不是宗教目的，而是跟一

般旅遊者相同，有著購物、輕度冒險、運動、海島度假、

蜜月、商務、節慶等旅遊需求，想要體驗地方風情，更想

要擁有旅遊的美好經驗。

民以食為天

滿足基本需求為王道

根據 CrescentRating所做的調查，有高達 66％的穆斯林，

旅遊時最在乎的事情便是合格的「清真食物」，「你也不

想在旅程中，花了大半時間，在尋找可以吃的食物吧！」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如是說。

穆斯林除了禁吃豬肉，烹調時也不能放豬油，要以其他

油品代替；其他肉品在烹調前的宰殺、料理方式，也有其

規定的流程，也因此對於非回教國家來說，提供「真的穆

斯林食物」，是很大的挑戰；再者，由於穆斯林分布在不

同的國家，但各個國家對於清真食物也都有不同的認同，

這時，透過評比，來進行標準化，統一化的認證，才能真

正讓穆斯林到各地旅遊，都能安心無疑慮。

2014年穆斯林友善旅遊國家排名
（資料來源：CrescentRating）

排名 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 非伊斯蘭合作組織成員國

1 馬來西亞 新加坡

2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南非

3 土耳其 泰國

4 印尼 美國

5 沙烏地阿拉伯 波斯尼亞和赫塞哥維納聯邦

6 摩洛哥 印度

7 約旦 香港

8 卡達 德國

9 突尼西亞 澳洲

10 埃及 坦尚尼亞

新加坡新月評級

(CrescentRating)
創辦人及執行長

Mohammed 
Fazal Bahardeen

穆斯林旅遊市場之探討

旅遊目的無關宗教
滿足需求即可搶攻市場

台北國際旅展主任委員

蘇成田

歐
美經濟市場的動盪，使新興市場的商機浮現，無論

新鑽 11國（Next-11）或是新新興市場（VISTA），

穆斯林市場都不可被排除其中。目前全球有超過 20億的

穆斯林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自成一格的消費模

式與新興中產階級，在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

都有全面且顯著的經濟成長，而穆斯林重視家庭觀念，家

庭旅遊亦十分興盛，這股力量自然成為觀光產業所注目的

績優股，穆斯林市場的年產值估計在 8,000億到 1.2兆美

元之間，是一個讓人無法忽視的龐大市場。

台北國際旅展主任委員蘇成田表示，穆斯林市場占全球

人口的四分之一，對台灣來說，最主要得以行銷的市場，

是來自於距離台灣僅 3∼ 4小時的鄰近國家，例如穆斯林

人口約 1,300萬的中國、穆斯林人口約 2,000萬的馬來西

亞、穆斯林人口多達億萬的印尼等。

穆斯林的旅遊需求，其實就跟一般旅遊者一樣，喜歡感

受在地文化、人文風情、絕美風景、陽光沙灘等，只要旅

遊資源夠有競爭力，其實都能吸引穆斯林造訪。每一個國

家都有其獨特旅遊資源優勢，對穆斯林來說，要從這些旅

遊景點中選出目的地，還有一個決定性的關鍵因素－「友

善穆斯林的環境」。

舉例來說，穆斯林除了禁吃豬肉製品外，連肉類食品的

料理方法也須遵循穆斯林傳統，台灣的清真餐廳是否能做

到讓穆斯林放心，是發展此一市場的一大重點。再者，穆

斯林一天要朝著麥加方向朝拜 5次，因此，景區、飯店、

機場、餐廳等地方若都能配置祈禱室，對他們來說，在旅

遊時便無需花費太多時間在找尋祈禱室等問題，也會增進

他們想要來旅遊的意願。

旅行業者站在第一線與國際旅客接觸，也因此，加強從

業人員之教育訓練，讓他們對穆斯林文化、宗教、人民有

充足、深度的瞭解，才能研發出切中需求的旅遊產品；最

後，便是導正台灣民眾對穆斯林文化的認知誤差，摒棄刻

板印象，才能讓穆斯林來台旅遊時，感受到台灣最美麗的

風景－濃濃的人情味。

第二場

穆斯林旅遊
市場之探討

13:30∼ 15:30

文
、
圖
／
洪
綪
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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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市場時的每年 7萬人次，到現在的 500萬人次，是極

具發展性的潛力股。

黃燕燕表示，接待穆斯林雖需要嚴格的食物處理標準，

但只要做好「誠信」，讓穆斯林產生信賴感，要推廣穆斯

林旅遊，便不再是難題。也因此，馬來西亞設立伊斯蘭發

展局後，便統合 13個州屬，訂定馬來西亞官方清真認證

標章，也認可其他國家的清真認證標章，由政府嚴格把關

清真餐廳的認證，如此一來，穆斯林旅遊最大疑慮解除，

他們只要像一般觀光客一樣，規劃想去哪裡吃、喝、玩、

樂即可，理所當然成為他們出遊時的首選目的地。

不斷透過建立程序和準則的發展，進一步加強穆斯林旅

遊產品和服務品質，促進馬來西亞作為穆斯林友好最佳旅

把握先天優勢

搶攻中國市場

在台灣，穆斯林人口僅有18萬人，佔台灣總人口數1％，

但在亞洲地區，其實有著高達 10億的穆斯林人口，除了

中東、東南亞等地之外，中國的穆斯林人口也不容小覷。

馬超彥指出，中國大陸對於穆斯林人口公布的官方數字為

2,300萬， 但由於穆斯林本身是很多的少數民族組成，沒

有受到中國一胎化政策的限制，未來人數會非常可觀。再

加上中國與台灣直航班機多，此一旅遊市場的前景深具潛

力，目前，包括新疆、雲南、甘肅、陝西、青海、寧夏等

地來台旅遊的旅客，幾乎百分之百為穆斯林。

步較早的日本來台借鏡，台灣友善穆斯林環境的能見度，

已逐漸被看見。

林坤源表示，推廣穆斯林市場，熟悉旅遊是必要工作。

也因此，每年觀光局邀請至少 20團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穆

斯林旅遊操作業者，進行台灣清真設施、餐廳、清真寺全

方面穆斯林體驗，建立他們對台灣的觀光資源的信心，規

劃旅遊產品也能得心應手。

善用在地渲染力

加強廣宣力度

即便台灣近年來對於穆斯林友善環境的建構已逐漸完

善，但資訊的滲透度仍嫌不足，穆斯林對於台灣旅遊資訊

遊勝地的可信度。

友善環境漸成形

再求加強細部

針對台灣，黃燕燕則建議，在台灣清真餐廳普及率仍低

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提供海鮮料理，較沒有食物處理

的問題；未來除了在全台景區、飯店增設祈禱設施外，標

示的顯眼化也是一大重點。創意行銷也非常重要，黃燕燕

舉例，對於長年身處在沙漠環境的中東國家，馬來西亞利

用「感受下雨」作為主要行銷推廣的主軸，成效非常好，

提供台灣推廣穆斯林旅遊時做參考。

全世界的穆斯林，多集中於經濟成長起飛的新興市場，

多年來累積的財富，讓他們得以走出國外；更值得注意的

是，穆斯林出國旅遊的消費能力，比一般旅客多了兩成，

尤其特愛添購名牌奢侈品，馬超彥表示，這是由於這些新

興市場，多為物資的進口國，國內賣的東西價格較高，也

因此，當這些人口到國外旅遊時，消費力是非常驚人的。 

台灣觀光資源豐富，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自然景觀、

多元人文、美食文化、購物環境、觀光工廠、休閒農業、

遊樂園區、名勝古蹟，在地的深度旅遊豐富又多元，一次

是玩不完的。台灣旅遊業者的最大優勢，便在於能提供客

製化的旅遊行程，只要維持服務品質，持續推展清真認證

及導遊訓練下，穆斯林旅遊市場的機會，絕對勢在必得。

仍相對陌生，在此狀況下，行銷宣傳便重要。林坤源表示，

觀光局近年不斷邀請穆斯林刊物、電視節目、新聞台、部

落客達人等媒體到台灣來體驗各種主題行程，藉由這些媒

體的在地渲染力，打開台灣在穆斯林市場的知名度。

以觀光資源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地理位置上，比東北亞

其他國家距離更近、更具吸引力，林坤源強調，目前來台

灣旅遊超過百萬人次的國家包含中國、日本、香港，在相

關單位、旅遊業者的努力之下，相信在不久的未來，穆斯

林市場將成為下一個擠進「百萬俱樂部」的主力會員。

馬來西亞於 2011∼ 2013年，連續 3年榮獲新加坡 CrescentRating評選為穆斯

林遊客的首選旅遊目的地；更拿下 8.3分（總分 10分）的評分，高過阿拉伯、

土耳其和印尼等其他以回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吉隆坡國際機場也被評選為全

球最佳穆斯林友好機場。

馬來西亞何以成為穆斯林旅遊的首選？馬來西亞旅遊促進局主席丹斯里拿督

斯里黃燕燕醫生太平局紳指出，馬來西亞有 2,900萬人口，其中有 60％是回教

徒，也因此，馬來西亞對於穆斯林旅客的需求，再熟悉不過；再加上地理位置

優勢，讓它成為穆斯林「最方便旅遊」的首選目的地。

在先天優勢與後天經營策略完善下，馬來西亞對於經營穆斯林市場有著非常

豐富的經驗，去年赴馬來西亞旅遊的穆斯林旅客超過 500萬人，又以來自東盟

國家（ASEAN）的旅客占最大宗，達 4,654,288人，其次為南亞國家 292,732人、

西亞 211,120人、東亞 38,393人、歐洲 31,074人。黃燕燕回想，從初期經營穆

從 2007年開始，台灣便有一系列以「改善台灣的穆斯林接待環境」為目標

的推廣計畫，一直到前年，才開始有了積極成效，約有 10幾家餐飲業成功獲

得清真認證，至今，則有超過 60家通過認證的清真餐廳、6座清真寺，以非穆

斯林國家來說，密度非常高。

「穆斯林是人，而不是一個宗教。」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超彥強調，要如

何打進穆斯林市場，最重要的還是打造一個友善的旅遊接待環境，讓穆斯林也

能擁有與一般旅客同樣精彩的旅遊體驗。

「豐富景點講得很多，但穆斯林能不能感受到友善、被尊重的感覺？」馬超

彥進一步舉例，在以往較為封閉的社會裡，穆斯林普遍受到歧視，他們的需求

也不被重視，也會讓很多穆斯林隱瞞自己的身分，省去麻煩；然而，這樣也就

把這 17億旅遊人口往外推，穆斯林則轉往更為友善的接待地，如馬來西亞等

國家。 

穆斯林人口急速成長，2025年預估將佔世界人口 1／ 3；亞洲穆斯林人口，

約佔世界穆斯林市場 1／ 2，目前市場主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為主。觀

光局將駐外辦事處從澳洲遷移至吉隆坡，便是為了貼近穆斯林市場做深入的分

析、觀察。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組長林坤源指出，若想拓展穆斯林市場，建構友善接待

環境為當務之急，鑑此，觀光局於 3年前委託中國回教協會，辦理台灣穆斯林

旅遊接待環境改善，輔導餐廳及旅館取得清真認證，3年來從 15家增加至目前

的 63家，不僅能增加穆斯林旅遊的便利性，也讓伊斯蘭價值觀成為潮流：Halal

認證 =安全 +衛生 +品質，亦可為非穆斯林所接受。

去年開始，全台 13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已全數設置祈禱室、淨下設施等

設備，未來也會擴充到國家公園、景區等；穆斯林以家庭旅遊為主，導遊的訓

練非常重要，觀光局的導遊訓練，也加入「穆斯林友善導遊教育」這一主題，

由上而下的建構，讓台灣近幾年在接待穆斯林的旅遊環境上進步神速，也讓起

2013年穆斯林客源國來台人數比例
印尼

57,100人
36% 中國

48,755人
30% 馬來西亞

39,433人
25% 中東

13,918 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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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友善環境
創意行銷
更要有新思維

尊重信仰滿足需求
友善環境
穆斯林最愛

環境打造與行銷
全面提升　
穆斯林晉身
百萬俱樂部有望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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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市場時的每年 7萬人次，到現在的 500萬人次，是極

具發展性的潛力股。

黃燕燕表示，接待穆斯林雖需要嚴格的食物處理標準，

但只要做好「誠信」，讓穆斯林產生信賴感，要推廣穆斯

林旅遊，便不再是難題。也因此，馬來西亞設立伊斯蘭發

展局後，便統合 13個州屬，訂定馬來西亞官方清真認證

標章，也認可其他國家的清真認證標章，由政府嚴格把關

清真餐廳的認證，如此一來，穆斯林旅遊最大疑慮解除，

他們只要像一般觀光客一樣，規劃想去哪裡吃、喝、玩、

樂即可，理所當然成為他們出遊時的首選目的地。

不斷透過建立程序和準則的發展，進一步加強穆斯林旅

遊產品和服務品質，促進馬來西亞作為穆斯林友好最佳旅

把握先天優勢

搶攻中國市場

在台灣，穆斯林人口僅有18萬人，佔台灣總人口數1％，

但在亞洲地區，其實有著高達 10億的穆斯林人口，除了

中東、東南亞等地之外，中國的穆斯林人口也不容小覷。

馬超彥指出，中國大陸對於穆斯林人口公布的官方數字為

2,300萬， 但由於穆斯林本身是很多的少數民族組成，沒

有受到中國一胎化政策的限制，未來人數會非常可觀。再

加上中國與台灣直航班機多，此一旅遊市場的前景深具潛

力，目前，包括新疆、雲南、甘肅、陝西、青海、寧夏等

地來台旅遊的旅客，幾乎百分之百為穆斯林。

步較早的日本來台借鏡，台灣友善穆斯林環境的能見度，

已逐漸被看見。

林坤源表示，推廣穆斯林市場，熟悉旅遊是必要工作。

也因此，每年觀光局邀請至少 20團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穆

斯林旅遊操作業者，進行台灣清真設施、餐廳、清真寺全

方面穆斯林體驗，建立他們對台灣的觀光資源的信心，規

劃旅遊產品也能得心應手。

善用在地渲染力

加強廣宣力度

即便台灣近年來對於穆斯林友善環境的建構已逐漸完

善，但資訊的滲透度仍嫌不足，穆斯林對於台灣旅遊資訊

遊勝地的可信度。

友善環境漸成形

再求加強細部

針對台灣，黃燕燕則建議，在台灣清真餐廳普及率仍低

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提供海鮮料理，較沒有食物處理

的問題；未來除了在全台景區、飯店增設祈禱設施外，標

示的顯眼化也是一大重點。創意行銷也非常重要，黃燕燕

舉例，對於長年身處在沙漠環境的中東國家，馬來西亞利

用「感受下雨」作為主要行銷推廣的主軸，成效非常好，

提供台灣推廣穆斯林旅遊時做參考。

全世界的穆斯林，多集中於經濟成長起飛的新興市場，

多年來累積的財富，讓他們得以走出國外；更值得注意的

是，穆斯林出國旅遊的消費能力，比一般旅客多了兩成，

尤其特愛添購名牌奢侈品，馬超彥表示，這是由於這些新

興市場，多為物資的進口國，國內賣的東西價格較高，也

因此，當這些人口到國外旅遊時，消費力是非常驚人的。 

台灣觀光資源豐富，地理位置、氣候條件、自然景觀、

多元人文、美食文化、購物環境、觀光工廠、休閒農業、

遊樂園區、名勝古蹟，在地的深度旅遊豐富又多元，一次

是玩不完的。台灣旅遊業者的最大優勢，便在於能提供客

製化的旅遊行程，只要維持服務品質，持續推展清真認證

及導遊訓練下，穆斯林旅遊市場的機會，絕對勢在必得。

仍相對陌生，在此狀況下，行銷宣傳便重要。林坤源表示，

觀光局近年不斷邀請穆斯林刊物、電視節目、新聞台、部

落客達人等媒體到台灣來體驗各種主題行程，藉由這些媒

體的在地渲染力，打開台灣在穆斯林市場的知名度。

以觀光資源的角度來看，台灣在地理位置上，比東北亞

其他國家距離更近、更具吸引力，林坤源強調，目前來台

灣旅遊超過百萬人次的國家包含中國、日本、香港，在相

關單位、旅遊業者的努力之下，相信在不久的未來，穆斯

林市場將成為下一個擠進「百萬俱樂部」的主力會員。

馬來西亞於 2011∼ 2013年，連續 3年榮獲新加坡 CrescentRating評選為穆斯

林遊客的首選旅遊目的地；更拿下 8.3分（總分 10分）的評分，高過阿拉伯、

土耳其和印尼等其他以回教為主要信仰的國家；吉隆坡國際機場也被評選為全

球最佳穆斯林友好機場。

馬來西亞何以成為穆斯林旅遊的首選？馬來西亞旅遊促進局主席丹斯里拿督

斯里黃燕燕醫生太平局紳指出，馬來西亞有 2,900萬人口，其中有 60％是回教

徒，也因此，馬來西亞對於穆斯林旅客的需求，再熟悉不過；再加上地理位置

優勢，讓它成為穆斯林「最方便旅遊」的首選目的地。

在先天優勢與後天經營策略完善下，馬來西亞對於經營穆斯林市場有著非常

豐富的經驗，去年赴馬來西亞旅遊的穆斯林旅客超過 500萬人，又以來自東盟

國家（ASEAN）的旅客占最大宗，達 4,654,288人，其次為南亞國家 292,732人、

西亞 211,120人、東亞 38,393人、歐洲 31,074人。黃燕燕回想，從初期經營穆

從 2007年開始，台灣便有一系列以「改善台灣的穆斯林接待環境」為目標

的推廣計畫，一直到前年，才開始有了積極成效，約有 10幾家餐飲業成功獲

得清真認證，至今，則有超過 60家通過認證的清真餐廳、6座清真寺，以非穆

斯林國家來說，密度非常高。

「穆斯林是人，而不是一個宗教。」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馬超彥強調，要如

何打進穆斯林市場，最重要的還是打造一個友善的旅遊接待環境，讓穆斯林也

能擁有與一般旅客同樣精彩的旅遊體驗。

「豐富景點講得很多，但穆斯林能不能感受到友善、被尊重的感覺？」馬超

彥進一步舉例，在以往較為封閉的社會裡，穆斯林普遍受到歧視，他們的需求

也不被重視，也會讓很多穆斯林隱瞞自己的身分，省去麻煩；然而，這樣也就

把這 17億旅遊人口往外推，穆斯林則轉往更為友善的接待地，如馬來西亞等

國家。 

穆斯林人口急速成長，2025年預估將佔世界人口 1／ 3；亞洲穆斯林人口，

約佔世界穆斯林市場 1／ 2，目前市場主打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為主。觀

光局將駐外辦事處從澳洲遷移至吉隆坡，便是為了貼近穆斯林市場做深入的分

析、觀察。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組長林坤源指出，若想拓展穆斯林市場，建構友善接待

環境為當務之急，鑑此，觀光局於 3年前委託中國回教協會，辦理台灣穆斯林

旅遊接待環境改善，輔導餐廳及旅館取得清真認證，3年來從 15家增加至目前

的 63家，不僅能增加穆斯林旅遊的便利性，也讓伊斯蘭價值觀成為潮流：Halal

認證 =安全 +衛生 +品質，亦可為非穆斯林所接受。

去年開始，全台 13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已全數設置祈禱室、淨下設施等

設備，未來也會擴充到國家公園、景區等；穆斯林以家庭旅遊為主，導遊的訓

練非常重要，觀光局的導遊訓練，也加入「穆斯林友善導遊教育」這一主題，

由上而下的建構，讓台灣近幾年在接待穆斯林的旅遊環境上進步神速，也讓起

2013年穆斯林客源國來台人數比例
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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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友善環境
創意行銷
更要有新思維

尊重信仰滿足需求
友善環境
穆斯林最愛

環境打造與行銷
全面提升　
穆斯林晉身
百萬俱樂部有望

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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