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性化為起點、融入品牌信念
借事件營銷促進活動公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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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會議活動必備社交媒體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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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快速變化、不確定性高、社交媒

體影響力鉅大的時代，作為專業會議活動

組織者，除了一年到頭舉辦活動，還須為每

場活動設計好危機方案，以及發生意外事

件時的社交媒體解決方案。然而，后者常

為人所忽視。

davies+dixon合伙人兼總裁Kelsey 
Dixon指出，在會議活動的社交媒體溝通

計劃當中，各種意外事件的設想以及社交

媒體對應方案必不可少。其應遵循五步驟：

聆聽，按計劃行事，注意語氣，以由上至下

的方式運作社交媒體方案，最后，與利益

攸關者跟進（如果是公關事件，和公關部

門跟進；如果是活動計劃問題，則和活動組

織部門跟進）。有些時候，處于企業文化、

目標等原因，在危機發生時並不能照自己

想要的方式直接作出反應，或是在必要的

時候提供優惠或退款等。這種時候，還是可

以提前預見可能發生的情況，在社交媒體

以外的空間讓參會人員發聲。

舉例來說，在某一場活動中，酒店餐廳發

[ 鐘韻—採訪報道 ] 生了失火事件，但是火焰並未延伸到會場或

客人的住宿空間。于是團隊與活動主辦方及

公關部門在安靜、密閉的會議室召開了緊

急會議，與警方和消防部門進行通話，同時

建立主題標籤，盯緊社交媒體，防止任何錯

誤信息散播。一旦發現誤導性信息，便立即

與散佈着直接聯繫，請其刪除信息；與此同

時，也不斷轉發警方在社交媒體上所提供

的進度。

另一案例是，活動的主要贊助商是A手機

公司，但是主題演說者卻在臺上說自己是B

手機公司的堅定擁護者。在該事件中，其團

隊再次立即聯繫活動主辦方，同時緊盯社

交媒體、觀察是否有參會者作出反應（如果

社交媒體信息少于三條，可以不必理會；如

果發佈正式道歉，反而會招來更多關注。但

如果超過十條，就表示負面消息已在發酵，

需要正面處理。）

幸運地，並沒有參會者注意到這個失誤，

但活動主辦方也學習到了在未來活動中，一

定要事前向演講者提醒贊助商是誰、哪些

話題不要涉及。

萬豪國際集團今日宣佈其旗下常客計

劃將正式更名為萬豪旅享家（M a r r i o t t 
Bonvoy），取代已在去年整合為一的萬豪禮

賞、麗思卡爾頓禮賞及SPG俱樂部，繼續為

會員提供豐厚的禮遇、遍佈全球的酒店陣

容以及眾多精彩體驗。萬豪旅享家的理念

是相信旅行讓人生充盈，也讓世界精彩豐

盛。

自2月13日新名字萬豪旅享家正式啟用

起，萬豪國際也將在全球市場投入超過數

百萬美金，展開全媒體營銷推廣。屆時，萬

豪旅享家將在全球市場包括萬豪國際旗下

酒店店內、市場營銷及銷售管道、網路、移

動平臺和聯名信用卡等平臺，以全新的品

牌形象與消費者見面。

萬 豪 國 際 集 團 全 球 首 席 商 務 官

Stephanie Linnartz表示，萬豪旅享家代

表着行業革新，它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

常客計劃，更是一個旅行計劃，旨在整合萬

豪國際在全球129個國家和地區的酒店品

牌資源，從而為會員提供有關旅行的豐沛

靈感，並幫助他們追尋和實現個人愛好。

自此，萬豪全球約1.2億的會員可以用優

惠的價格預訂酒店，享受非凡卓越的會員

禮遇，並通過萬豪旅享家專屬時刻暢享更

多獨特且多元化的體驗。

萬豪常客計劃
2/13更名問世

Hotel

如何做好營銷工作，是中國會獎產業能

否擴大發展的重要關鍵。如果不想單純為

了做而做活動，而希望活動更有趣、更人性

化、能帶動客群和誘發社交媒體分享，從而

產生公關效應，那麼無論是舞臺上的大活

動抑或是一小時的客戶對接，都可以做事

件營銷。

F r e e m a n X P中國執行創意總監

Kestrel Lee說道，當前，國際知名品牌都

講究品牌精神和信念，而這個信念會貫穿

品牌的所有活動。他舉例，之前，愛迪達

選在夜間于東京開新門店。開幕活動當晚

12:00，30名入圍跑者開展了無停滯全程馬

拉松比賽；在有15,772個紅綠燈的東京，等

燈即被淘汰。這場活動應和了品牌精神，

且更重要的，帶動了廣泛的社交媒體傳

播。

又如，2014年世界盃期間，非贊助商的

DHL利用社交媒體表決快閃足球賽的舉辦

地點，結果出爐15分鐘即到地鋪上草皮，

前、現員工進行比賽，15分鐘后又到下一地

點，以創意充分帶出DHL快速、精准的信

念。這場活動雖是內部活動，卻產生了非常

高的公關和社交媒體效益。

「信念」對企業的驅動力與日俱強，融入

品牌信念的內、外部活動新做法也變得更

有與大眾的共鳴點。他說道，企業品牌信

念加上活動公司創意，即使是一個小展臺

或是一小時的簡短會議，都可以做事件營

銷。

進一步而言，在當前MICE趨勢下，最重

要的關鍵字有三個：交流、教育、啟迪。

■ 交流方面，要發自內心地與受眾建立關

係，塑造品牌親和力，讓客人創造個性化

體驗並在同時在數字和實體世界瞭解品

牌。

■ 教育方面，展示幫助企業在數字化轉型

過程中提高工作效率的創新力、成功故

事及熱衷的項目。

■ 啟迪方面，將品牌展示為高度進取、具有

前瞻性、以使用者為導向、為更美好的明

天做好準備的形象。因為，無論媒體或

其他外部因素如何轉變，品牌的本質還

是要以「人性化」為起點，而只要有人性

化的想法，就可以把任何活動打造成事

件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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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家與路客達成戰略合作Partnership

近期，國內領先的民宿短租平臺途家網與

精品民宿品牌路客宣佈深化戰略合作：路客

將作為途家重點簽約的城市民宿品牌，持續

為途家輸送更多的精品房源，途家則從線上

線下給予路客更多的平臺資源和流量扶持。

基于深度合作，雙方將聯手擴寬城市民宿在

中高端市場的品質化佈局。

據悉，本次合作是基于雙方前期良好的業務

合作基礎以及在各自管道領域內的豐富經驗

與資源，本著「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原則達

成。

按照協議，途家將重點負責商戶端開發，並

開放平臺資源和推介優質商戶給路客運營；

同時途家為路客提供更多品牌、流量和渠道

支援，並對其品牌和推薦房源重點曝光；路客

將持續上線優質房源給途家平臺，雙方將在

營銷和促銷上深度合作；基于強大的線上渠

道和服務渠理優勢，雙方將聯手賦能商戶，並

為消費者在城市出行中提供更多優質的精品

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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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新選擇：遊艇租賃
中國市場認知度仍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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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全國會議目的地大會
協助目的地建立良好會展系統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 鐘韻—採訪報道 ]

Yacht

以「開放、聯合、共用」為主題的第一屆

全國會議目的地大會，借着第十一屆中國

會議產業大會（CMIC）的平臺，日前在北

京雁棲湖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活動彙聚了

全國會展相關政府單位、協會領導及業界

專家，共同探討新形

勢下中國會議產業的

熱點話題，以期協助

各目的地建立良好的

會展生態系統。

中國會議產業大會

秘書長王青道表示，

目前中國會議行業在目的地整合程度、專

業化程度，以及品牌化程度都還有很大的

發展空間，一切仍處起始階段，很多都是

半路出家，距離真正的專業化還是有一定

的距離，接下來要從政府到目的地一起聯

手，讓城市特點和品牌畫成等號，整合政

府、酒店、會展中心、特色場地、DMC、證

件與專業會展服務等供應商，及各種各樣

的設施和服務，構成一個會展體系，展現

各地文化精隨，凸顯城市會議市場品牌特

點，才能吸引國際和國內會議到訪，會議

產業也才能更好的發展下去。

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委員會會長曾亞

非發表致辭時指出，在新的發展環境下，

為更好促進會議目的地的發展，中國貿促

會商業行業委員會聯合相關專業機構和企

業，積極籌會議目的地管理與服務標準化

技術委員會，這將有利于進一步推動目的

地行業發展建設，打造會議目的地核心競

爭力。

智海王潮傳播集團

總裁諶立雄提到，首

屆全國會議目的地大

會是由全國DMC大會

升級而來。自2015年

全國DMC大會舉辦至

今，DMC企業發展經歷了摸索定位、抱團

取暖、由價格型向價值型轉變、重新定義

再出發等發展階段。在如今的會展市場環

境下，業內已達成共識，地區政府的支援、

政策的推動、行業組織管理等成為會議目

的地發展更深更廣的內容；各地區政府管

理部門、協會組織和DMC們也有了更深度

交流，更廣闊發展的意願。在此背景下，首

屆全國會議目的地大會順勢而生。

本屆大會聚焦政府管理部門、協會、企

業關注的熱門問題與發展方向，如合規壓

力、去中間化、O2O平臺大幅進入所產生

的迷惘、經濟下行準備的心理徬徨等，一

方面着力搭建行業交流學習及合作對接平

臺，另一方面促進行業達成以合作謀發展

的共識、整合產業鏈資源等，以推動構建

良好的行業發展新生態。

舉辦全國會展目的地大會的目的，諶立

雄指出，是為了協助各目的地建立良好的

會展生態系統，讓海口市、海南省、長沙、

昆明、廈門、無錫等目的地先進經驗和案

例共用，使創新繼續成為地區和企業進

步的靈魂，進而推進中國會展業的快速發

展。

從會展目的地的未來來看，會展在中國

發展時期短，而且受到國內與國際客源

地的影響，DMC更是受到上游PCO的影

響。會展目的地需要和企業一樣，走出自

己獨立發展的道路，將發展掌握在本身

手中。

而在國際會議版圖中，凡是輸入性會

議活動大于輸出性會議活動的地區，都是

重要的目的地。目前市場正關注的是政府

重視與政策扶持的地區，如海口、三亞、杭

州、廈門、昆明、長沙等。事實上目的地發

展要解決四大問題：

▼  一是對外的問題，如何營銷使當地更

有影響力。

▼  二是對內的問題，如何組織好政府部

門、協會組織、企業、下游供應商，如

酒店、場館等。

▼  三是橫向的問題，互相之間的交流與

共用要提升、加強與開放。

▼  四是縱向的問題，會議產業鏈要整合

升級，縮短產業鏈，以形成更高效的

會議服務產業生態。簡單說，就是要

在各個會議目的地打造一個完善與優

化的會議生態系統。

諶立雄倡議：會展業同行應秉承開放、

交流、共用的理念，分享各地發展的經驗

和相關成果，推動區域會展發展；以全國

會議目的地大會等活動為平臺，建立機

制，推動跨地區會展合作；積極推動目的

地行業規範，通過協會組織，共建目的地

標準化、安全管理等相關體系，推動中國

會展業綠色、低碳發展；共同研究、推進會

展業頂層設計和客源地一起，充分發揮會

展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提高會展業

的地位和其在GDP中的占比，為中國會展

業發展貢獻力量。

同時，探討目的地發展的問題、目的地

協會發展的問題、目的地企業發展的問

題，以推動行業的進步，進而帶動企業的

發展。

在聯合行業各方力量的基礎上，大會一

併舉行了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委員會會議

目的地管理與服務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啟

動籌備儀式，智海王潮作為標委會的發起

單位，承擔標委會秘書處工作，並負責組

織籌建，諶立雄還介紹了標委會發起的設

想、發揮的作用，並號召所有相關者積極

參與，通過籌建會議目的地管理與服務標

委會，推動行業標準化建設工作，提升會

議目的地服務品質及行業創新能力。

遊艇包船遊能為MICE團提供充分的空

間和自由，同時也讓MICE活動組織者即便

是在客人都已熟悉的海島目的地，也能找

到新鮮且內容豐富的活動組織形式。但在

中國，遊艇租賃概念的普及還需進一步加

強。

The Moor ings亞洲商務發展經理

Eben Coarsey介紹，作為世界規模最大

的遊艇租賃公司，The Moorings旗下各品牌

當前有一千余艘船在全球超過二十個據點

提供服務。2018年，該公司首次進入中國，

期望在會議、大會、獎勵旅遊以及高端奢華

旅遊市場找到施展空間。其據點多為海島

目的地，每艘船都和房子一樣有電、有空調

還有全套廚房；有些客人喜歡自己在船上下

廚，但想空出時間做其他活動的商務客人，

通常會讓私廚提供服務。

以The Moorings有二十多艘船的泰國為

例，客人從國外抵達之后，船長和廚師一般

會帶着客人花一到十四天不等的時間（五

到七天最為常見）遊覽各個島嶼，一路上客

人可以跟着船長或潛水中心的教練潛水、

浮潛、划皮划艇穿越洞穴、遛大象、釣魚、

叢林徒步，或者根據自己的需求量身定制

行程和活動，避開其他遊客，充分享受空間

和自由。對于商務客人來說，這也是一到兩

天的會外活動好選擇。

這種「迷你遊輪」的旅遊方式在中國雖

尚不盛行，但單從The Moorings這家公司

已發展半世紀的情況可以看出，其在國外

行之有年，也頗受MICE市場歡迎。從亞洲

的角度，Eben Coarsey說道，目前泰國的遊

艇MICE市場客源以歐洲、澳洲為主，也有

一些來自新加坡和日本；中國雖是全新市

場，但他相信只要有MICE團嘗試過並在社

交媒體分享體驗，很快就會有更多客人跟

風。

經過和中國的高端旅行社業者、MICE公

司和商旅採購經理的交流之后，他指出，中

國客人一般對泰國的普吉島及常規行程都

已非常熟悉，所以能有新的旅遊方式確為

買家所樂見；至于買家們最為關注的安全

問題，因該公司全數船齡均在五年以內且

安全措施做到極致，故並不會造成客人疑

慮。

他談到，除了語言隔閡之外，中國市場

對遊艇租賃概念不熟悉也是當前市場階

段的主要難點。通過和本地業者的合作，

The Moorings盼能順利擬出合適的發展戰

略。

俄羅斯尚缺定位認可度

Russia

俄羅斯在紅色旅遊領域雖非常熱門，但

中國市場卻很少有人會把MICE這個定位和

俄羅斯聯繫在一起。當地PCO盼強化中國

業者對俄羅斯豐厚MICE資源的認識，讓中

國客人未來說到MICE時，也會直接聯想到

俄羅斯。

Maximice創意總監格裡郭裡耶夫·陽 
(Yan Grigoriev)介紹，從獎勵旅遊、大會

到企業活動，俄羅斯的資源應有盡有。比如

在獎勵旅遊方面，客人可以參觀不向一般旅

遊大眾開放的軍事基地、歷史景點，古代皇

宮也可以被用于晚宴或派對，讓客戶享受私

密又獨具創意的活動安排。在會議、大會和

展覽方面，莫斯科和索契是上千人大團隊的

兩個重磅城市，特別是在醫學、製藥、零售

等領域方面。

他坦言，俄羅斯開發中國MICE市場當前

最大的挑戰，是說服中國客人：俄羅斯具有

非常良好的商務旅行基礎設施、舉辦數千人

大會的場地及企業活動特色空間。特別是

舉辦許多國際大會的索契，不僅擁有純淨空

氣和美麗的大自然，還可以讓客人上午在黑

海游泳、下午就在山裡滑雪，非常吸引人。

[ 鐘韻—採訪報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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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E業者應協助企業落實活動遺產
Event Legacy

[ 鐘韻—採訪報道 ]

海口會展以「六個一」推展特色營銷
Haikou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一場MICE活動除了讓參會者得到收穫、

為目的地帶來收益，更能在參會自身產業

內以及目的地更大範圍的社區裡產生綿延

不絕的影響。也因此，近兩年「活動遺產 

(Event Legacy)」的概念越發植根。但MICE

業者可具體以哪些舉措，將此概念付諸行

動呢？

「活動遺產」的好處近年屢屢被提及，但

MICE業者不一定都明瞭，應如何將此抽象

概念轉化成具體行動，為本地社區帶來影

響。來自歐美的專業活動組織者分享了一

些自己的經驗，可為啟發。一名美國PCO舉

例，每年一度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駭客大

會(DEF CON)自數年前開始和獻血機構合

作並在大會設立血站之后，在過去六年間

該血站所獻血量排名全內華達州第一。此

外，他們也會向當地酒店傢俱回收中心購

買便宜傢俱供展會布展所用，展會三天結

束后，再將傢俱捐贈給扶助低收入戶的非

營利機構。

如果是團建活動，Koncept Events文
化總監Courtney Lohmann建議，可以和

當地DMC或非營利組織聯繫，尋找合適

的公益活動。比如把團隊分成若干5到10人

組，每組將事先配發的零件按說明書一同

打造出自行車送給當地兒童，甚至是打造

義肢，捐贈給所需人們。

若有機會離開會場，親自走進某一社

區，最好先明確目標、目的，並使企業文化

在活動中得到反映；這對于企業將公司使

命深植員工心中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同時

參會者也會對活動更感興趣。

她舉例，有一家塗料公司希望能舉辦和

塗裝有關的活動，于是Koncept Events找

到了需要徹底翻新的一家課后輔導社區中

心，設立了多個工作區，隨后邀請400名參

會者到場漆牆、打造木凳和修復圍欄。過程

中，參會者得以發揮創意、與隊友形成凝聚

力、感受到為社區做貢獻的成就感，同時不

僅該社區中心得以改頭換面，企業形象也

得到了很好的內部宣傳。

但是，如何選擇最合適的社區服務活

動？活動產業委員會(Events Industry 
C o u n c i l )產業發展總監M a r i e l a 
McIlwraith建議依循五條標準：活動是否

有意義？（最好放眼長遠）活動結束之后，

「遺產」是否有人維護？活動主旨是否和

企業文化、願景、使命相契合？企業是否能

在活動中發揮所長？體現出企業自身獨特

優勢的社區服務活動，往往最具影響力。

她舉例，有一家市場營銷公司貢獻了「時

間」，為一個慈善機構設計了營銷方案，雙

方都得到了收穫。

不可忽略的是，活動遺產所產生的影響

力或所帶來的社區貢獻，一定要和參會者

及業界溝通清楚，比如「去年我們為貧富家

庭送了150份衛生用品，今年我們的目標是

250份，以及向當地小學分發裝滿食品的書

包。」這麼做，可使「服務融入活動」形成

一種規律、在參會者心中建立一種期待的

心情，使社區服務活動所得到的支援及活

動遺產所產生的影響力，每年持續成長。

活動產業委員會(Events Industry 
Council)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Claudia 
van't Hullenaar強調，社區服務活動的受

益者，並不只有目的地人民。

相關調查報告顯示，這些活動對于參會

者態度的積極影響與品牌價值的提升有

著直接的關係。光從這個角度來看，就足

以讓企業及MICE業者對活動遺產的本地

落實投入更多的考慮。

近日，海口積極以會展營銷城市為定位，

強調除了常規營銷方式外，海口會展特色

營銷可歸納為「六個一」：一句口號、一部微

電影、一首歌曲、一場活動、一本文化書、一

次文化課堂。城市營銷

應用新穎、喜聞樂見的

方式進行，未來海口會

展將探索更多營銷新

方式。

海口市會展局局長

蔡俏表示，近期海口

全球差旅與費用管理解決方案業者SAP 

Concur，正式發佈了以打造「智慧費用管

理」為核心的中國發展策略。SAP Concur
大中華區總經理林星華先生表示，將從全

球化、當地語系化、行業化、普及化四個維

度全面推進，更好地幫助中國落實智慧費

用管理。

與此同時，SAP Concur聯合國際資料公

司（IDC）發佈了《中國智慧費用管理行業

報告——高科技行業、醫藥與生命科學行

業》，解析各行業差旅和費用管理的特性，

深入洞察客戶的需求，進而提供更具針對

性的解決方案。

在即將到來的2019年，SAP Concur將貫

將舉行豐富的活動與宣傳計劃，展示當地

適合舉辦會展活動的優勢，期望吸引更多

企業團隊選擇前往海口，舉行MICE活動，

並享受當地豐富的旅遊資源，尤其是海口

優美的自然環境。

海口將啟動六場陸續舉辦的營銷活動，

積極開展島外促銷推介活動，為本地會展

發展再賦能，同時，計劃奔赴北京、上海、

廈門、杭州等地，與各行業企業代表、展會

買家交流洽談，增進瞭解，爭取企業團隊選

擇海口為首選會展目的地，並共同探討合作

前景與合作方式，一起重塑會展業生態，以

徹「智慧費用管理」的核心理念，並從四個

方向全面實施，更好地為本地企業客戶的

個性化需求提供解決方案。

■ 全球化：SAP Concur可幫助企業實現

全球範圍內的差旅報銷管理協同一

致，規範並統一員工的差旅財務行為，

真正落實全球化一體化差旅管理；並

解決員工在海外出差時涉及到的不同

增值稅票、跨境工資稅等財稅處理問

題。

■ 當地語系化：全面本機服務——SAP 

Concur已在中國投入本地研發並加

強客戶服務支援，將更好地結合本地

用戶需求，來打造量身定制的解決方

提升海口當地會展服務，推動行業進一步

發展。今年海口還計劃針對會展人員，舉辦

一場大型音樂會，讓會展和音樂、娛樂、文

化等元素連接，展現當地的多元性。

其實，近期海口在會展方面投入力度大，

動作頻頻，非常積極。借由會展財富論壇舉

辦之際，海口于瓊台福地上演了一場文化課

堂，讓更多參與活動的與會者，瞭解到海口

的歷史，以及當地別具特色的會展場地。 

2017年中國（海口）會議產業交易會，以海

角之戀為題，讓海口有機會通過一場活動，

使更多人見識到海口舉辦會展活動的實

案。

■ 行業化：SAP Concur採用了細分行業

的發展策略，結合各個行業的獨特需

求，為行業客戶帶來定制化服務。

■ 普及化：致力于推動產業發展，為更多

企業用戶創造價值，推動「智慧費用

管理」的理念落地。

SAP Concur大中華區總經理林星華表

示，中國是SAP Concur全球最重要的市場

之一，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要幫助更多

中國企業實現財務數字化轉型，將人工智

慧、大資料、雲計算、移動應用等創新科技

融入到差旅和費用管理解決方案中來，為

用戶帶來更好的體驗和更高的業務價值。

力。除了在海口舉辦多個MICE活動，海口

也積極前往中國其他城市，包括上海等，舉

辦專場推介會，強調當地在會展方面的創

新與品質。另一方面，海口近期更是運用微

電影的方式，展示了海口人的服務熱誠，成

功舉辦會展活動，並贏得海外專業人士的

目光。

接下來，海口將繼續以一首主題歌曲《椰

城故事》，以及一本書《有多少優雅可以重

現》來宣傳海口會展旅遊資源，讓更多人通

過文化渠道，增進對海口的親切感與熟悉

感，進而提升海口在會展方面的形象。

蔡俏局長指出，未來，學習永遠是一個地

區會展之所以能夠成長的成功關鍵，海口

就近將以香港、澳門、廈門、成都為學習對

象，從遠的來看，在國際上將學習新加坡、

德國。

日前，2018澳大利亞大中華區商務會獎

洽談會在墨爾本召開，墨爾本會議局首席

執行官Karen Bolinger女士表示，墨爾

本在亞太地區可持續發展的商務會展城

市一直排名第一，且在全球目的地可持續

發展指數(GDS-Index)連續第二年名列第

一。

不僅如此，墨爾本在知名的2018年世界

旅遊大獎 (World Travel Awards) 中獲得兩

項冠軍，鞏固了其作為亞太地區商業活動

領域領導者的榮譽。在日前香港舉辦的頒

獎活動慶典上，墨爾本連續第五年被評選

為亞太地區的主要活動及會議目的地。

業者推動「智慧費用管理」落地中國 墨爾本會展
名列亞太第一

Travel Management Melbou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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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在會議目的地標準上，幾乎處于一個空白的狀態，是非常

少的，而且市場還沒有真正發覺標準的重要性，因此在此領域，還有很

多工作可以做以做以 。建立會議目的地標準有助于提升服務效率、管理服務品

質、促進產業發展，以及爭取國際會議。

會議目的地標準化
建立服務保障及創造服務新機會

會
議目的地的標準化是一個包羅萬象

的複雜工程，也是一個系統工程，可

以說包含眾多相關領域，也需要一定時間

才能形成。智海王潮傳播集團總裁兼聯合

創始人諶立雄指出，目的地的企業、行業協

會、會、會 場館等機構，要如何開展目的地的標準

化工作？目的地的標準化工作又首先要從

哪些領域開始，才比較容易取得成果？同

時，應該從哪些地方下手，比較容易推進？

會議目的地首要任務：
共知、標準 [ 張廣文—採訪報道・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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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  儲祥銀
會議目的地的標準。簡單說，共知及有個標

準，是會議目的地的首要任務。

另一方面，展覽標準化對于會議目的地

的標準化，具有參考價值。目前在國家層

面，國家標委會對于品牌展覽有三個評價

標準；而在行業層面，商務部已經出臺了綠

色會展的指導意見，而且會推出行業展覽

會議的評估標準；另外，地方上山東出了展

供應商產業鏈
是會議活動有力支撐 

從會議產業鏈來看，海南現在已經可以

支撐會議全產業鏈的服務，其中供應商的

板塊包括會展搭建工程和舞美設備，這塊

往往沒有被太關注，但其實更需要標準化

與規範化進行管理。

簡單說，應先從供應商下手，供應商產業

鏈是保證會議活動正常有序開展的強而有

力支撐，一旦供應商好了，市場標準化也容

易做了，這也是會議目的地打造的一個非常

重要保障。

覽會議的評估標準，農業部也針對相關展

覽會議的評定標準，訂出5A、4A、3A級別，

且每年都評定並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

此外，供應商方面，北京已經針對搭建商

工程制定了非常詳細的標準，而且帶有一定

的強制性，要達到標準才能進入主辦場。

而國家會議中心亦針對本身服務有一系列

的管理標準，包括會議接待、展覽接待等，

而且也進行管理輸出，在全國推廣自己的

管理標準。他強調，從供應商著手，相對比

較容易切入，因為量化的東西多，技術性相

對較強，像是搭建工程、燈光問題等。

值得注意的是，標準不在于制定，在于

執行，必須動員地方參與。同時，標準不在

多，在于宣傳、貫徹。從上制定到往下推廣，

不如從下制定，往上建立權威性。

其實，海南不管是以整個省份還是個別

城市來看，都是會議目的地，政府單位也非

常重視會議行業。海南因為氣候的關係，可

以吸引很多大型會議選擇在三亞與海口舉

行，尤其年底時，因此供應商是一個需要被

關注與被標準化管理的群體。

為此，今年海南省會議及展覽業行業協

會特別成立了兩個專委會－搭建工程專委

會和舞美設備專委會，期望通過專委會的

成立，使海南行業企業聚集，以進行標準化

的評定。由于國際標準、國家標準、北上廣

個別城市的標準都太高，如一級資質註冊

要一億以上，因此，被倒逼設定地方標準，

不過如此一來，申報的過程也比較漫長。

現在更想聚焦團體標準，如此行業協會

可以跟相關政府單位進行報備。希望標準

制定出來之后，可在供應商系統中進行相

關資質的評定和匹配。而針對政府要標，

三五百萬的要標就必須匹配有相關資質與

級別的供應商，才能應標。現在會展中心

和會議型酒店在進場做會展搭建時，也要

出示相關的資質證明，希望通過行業協會

與政府支援，可以將提供服務的場館和酒

店納入標準體系，屆時供應商就必須要有

相應的資質，才能進場搭建。

簡而言之，供應商系統標準化的建立，聚

焦安全保障與監督，利于打造海南作為會

議目的地的酒店、場館、會展公司等全產業

鏈標準化的管理。

海南省會議及展覽業行業協會駐會副會長

兼秘書長 楊冬文

所有標準都是為了 
市場、客戶及產業 

提出標準，對行業來說是一項刷新，因為

在日常繁複的工作當中，市場對會議目的地

的共同認知，是決定行業效率的基礎工作，

也是每天最讓從業者最困擾的工作。擁有

大家共同認知的行業標準，以推動整體會

議進行，是會議目的地的未來目標。

個人認為中國是會議目的地，大的是中

國，小的是城市，甚至某一個展館，所以服

務標準化、硬體標準化，對行業來說是最良

好的支撐。其實所有的標準都是為了市場，

為了客戶，為了行業的發展。

此外，對一個城市的標準化建設來說，標

準是可以有兩個部分的，一個是必須要達到

的，不然想要申辦國際會議也沒辦法，另一

個就是附加題，以后城市在操作上，就必須

考慮到國際組織會有的眾多問題和思考。

另一方面，要做國際會議，城市要達到一

些標準化要求，才具有資格。國際組織決定

落地中國北京，前來考察北京三個國際場

館后，共提出了17個模塊、216個專業問題，

例如，課桌上有沒有檯布？因為在國外，所

有檯布都是要另外租的，要問了才知道預算

中有沒有包含。又如，礦泉水邊上有沒有玻

璃杯？是不是額外要付費？再如，在會議室

用餐，菜單有哪些標準？像是除了價格，餐

食必須要沒有味道、必須要沒有顏色，而且

包裝產品要環保等等，也就是說每一個問

題背后，國際組織都有一套自己心中的標

準。因此，沒有行業標準的中國，要如何展

現自己國際化視野，如何更加符合各國的

設施標準？很多國際會議參與者來自三、

四十個國家，因此會議成功與否是三、四十

個國家專家在審評。

另外，現在中國在申辦國際會議不困難，

對于引進國際會議也特別積極，引進時，申

辦城市有五大模塊標準：

♠第一，是城市交通。是不是直飛？航線

是否在兩段航程之內？

♠第二，是不是有適合此會議規模的會

場、分會場及配套酒店群。

♠第三，城市是否為多語言城市。國際會

議落地城市時，交流還是要有方便度。

♠第四，城市所發展的行業板塊或是學

術內容，是不是與會議主題息息相關。

♠第五，是中國現在目前最重視，卻不是

國際組織最重視的，也就是城市的領導、

執政部門是不是發自內心支持此會議。

這五個模塊若都符合，接着是要有一個

非常詳細的預算，以回答國際組織的所有

問題。

中國會議服務行業可以一些是固定模

塊，一些是變動的模塊，所有人達到一個基

本的認知溝通，如此對任何要申辦國際會

議的單位，都有一個助推的作用。

要一億以上，因此，被倒逼設定地方標準，

中國科協中國國際科技交流中心

會議展覽處副處長 魏仁力

標準化的框架下
仍可呈現不同樣貌

以全球視野的角度來看，在國際會議中，

目的地國的標準化實際理念是最重要的，

例如，美國的會議標準是房地產，整個會議

所有東西都是空的，會議其實是會場加客

戶的需求，客戶要什麼就給什麼。又如，德

國的會議標準是相反的，其是以客戶為中

心，加服務標準。同時，以客戶為中心一再

強調，要在這開的是什麼會、希望來的是什

麼人、希望對接什麼樣的買家，在這種情況

下，要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再如，日本又不同，其強調以環保為中心

的服務標準化加客戶服務；會議中往往不

可以製作背板，若非想做不可，可在上面拉

橫幅，因為不允許拆裝，只有多國元首的會

議才有機會製作背板。因此，每個地方都不

同。

要探討中國服務標準化，首先要考慮的

是理念的定位。全世界做會的第一個國家，

而且保持二十年的，就是美國。那為什麼全

世界領導人要到紐約曼哈頓去開會？曼哈

頓的標準是什麼？個人已經在紐約開會過

十多年，感覺就是在賣房地產，不過當地標

準化和個性化之間的區別是分等級的，一

是國內會議、一個是國際會議，國際會議中

又有雙邊會議和多邊會議；會議要分等級

的概念，是中國可以借鑑的。

再者，當地課桌式會議于每次會議的樣

貌都不同，到訪者來的次數越多，要吸引同

樣的人來就越難，因此當地每次在標準化

裡面都要考慮到客人習慣的格式，然后就

必須改成另外一種。也就是說，每一年每一

次的會議只要是客人再來，就必須不一樣。

這樣的標準化，大框有一個標準，但在具體

執行上，為吸引參會者下次再來，或是創造

成果時，就要讓所有來的人知道下次來參

加時可以有嶄新的感受。

總而言之，大標準化是存在的，但是還是

可以讓客人感受驚喜，這也是其標準化的

標準之一。

中國會展經濟研究會副會長  段靖

建立
行業共識

參考其它
產業

參考其它
國家

確認
理念定位

制定管理/
服務標準

取得
企業認同

標準化會議目的地的說法非常重要。最

重要的是首先要對會議目的地有共識、有共

知，並對會議目的地的重要性有所認識，也

就是有一個共同的語言、標準。例如，提到

會議目的地就知道什麼是會議目的地，哪

些又屬于會議目的地包含的內容，什麼是 不如從下制定，往上建立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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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帶一路的帶動下，協會和商會相

互支持、相互幫助，助力產業鏈一同走出

去的趨勢正越來越明顯。這不僅促進了貿

易，也帶動了中國會展業的對外營銷。然

而在此過程中，中國MICE產業標準化提

升的需求也逐漸凸顯。

SITE全球理事會理事、博悅咨詢公司

董事總經理姚紅說道，展會和協會會議能

為一個城市留下什麼效益、什麼遺產，對

該城市乃至國家經濟帶來什麼樣的促進？

這是MICE產業近年來不斷探討的話題。

這也是MICE偉大之處：一個一個展會、一

個協會會議，從城市到國家，如果達到了

留下遺產的目標，最終就促進了全球的發

展。

但是怎麼把事情做細？中國無論入境或

出境市場，標準很重要。比如上海市正帶

動着周邊地區一同打造統一的標準，這對

中國，無論是入境或者出境市場來說，都

很重要。

姚紅指出，在一帶一路的帶動下，當前

協會和商會合作助力整個產業鏈一起走

出去的趨勢正越來越明顯，因為企業再積

極，要帶動一整個產業鏈發展起來總是有

些困難，而協會和商會互相支持、互相幫

助，貿易促進作用就很大。在此過程中，中

國各個城市也得到了對外營銷，帶動起了

入境市場發展。

但是與此同時，中國MICE產業缺少標準

化的短板也逐漸凸顯。不僅是企業需要標

準化，場地也需要標準化。姚紅說道，標準

化有四個P；其中一個P代表Personal（個人

的）。

這方面，SITE比較強，有CIS、CITP和

CITE三種培訓及全球同一標準的認證，一

旦獲取認證，便類似于註冊會計師，可獲

得全球普遍的認可。另一個P是Proposal；

從合同到所有競標的文本，也都應該有統

一的標準。

四個P都要有，中國MICE產業才能進一

步提升競爭力。

建立標準化
可提升國際競爭力

Highlight

[ 鐘韻—採訪報道 ]

標準有助提高
服務效率及個性化 

中國貿促會商業行業委員會自2016年開

展標準化工作以來，致力于服務人員、服

務流程、服務評價標準的制定，並承擔商

務部下達的《會議服務機構經營服務規範

》等相關行業標準項目，目前制定國家標

準、行業標準和團體標準共計40余項。

在會議目的地服務標準化方面，各地

方、行業標準層次參差不齊，通過建立標

委會將能更好融合各方資源，分享發展經

驗、成果，共同探索會議目的地未來創新

發展模式。

市場上很多人認為服務是個性化的，因

此不需要標準，但其實標準是有助于提高

服務效率的，而且因為不需要多花心思考

慮會議的特定細節，反而可以花更多時間

打造一個更人性化和個性化的會議。

而服務的標準分為固定幾大類，可以用

兩個維度去考慮要做什麼樣的標準。從對

象來說，針對主體、客體、載體、行為、功

能可以做出不同的標準，然后根據性質可

以分為基礎的標準、專業的標準、工作的

標準、技術的標準。目前中國在會議目的

地的標準上，幾乎處于一個空白的狀態，

是非常少的，而且市場還沒有真正發覺標

準的重要性，因此在此領域，還有很多工

作可以做。

那具體要做什麼? 這是一個企業倒逼的

機制，在此行業中的企業迫切需要什麼樣

的標準，這應該是最先考慮的問題。目前

只有昆明會展局聯合當地會議酒店，正在

製作會議接待服務方面的標準，以及銀川

商務局正在研究會議接待方面四個團體

的標準，還有海南省有會議酒店劃分的標

準，及一些展覽方面的標準。

接下來，制定了標準要被企業接受才

行，如此在操作上才有意義。所以建立標

準后，還要有工作計劃，關注目的地和國

際組織的合作，學習各國經驗，並向國際

市場強調自己的標準，再加以推廣，及針對

行業加以培訓、研討、分佈實施；同時要注

意註冊級別差異所做的不同合作。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商業行業委員會

副秘書長 王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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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州岛是世界上最热门的旅游胜地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自然遗产。从自然保护区到丰富多元的主题博物馆、再到令人兴奋的各种户外活动都应有尽有，
因此，济州岛的旅游业在过去几年中蓬勃发展进步神速。济州岛地理位置绝佳，位于东北亚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中心地带，与6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皆只有几个小时的
航程距离，且和亚洲主要城市都有密集的航班往来，更向180个国家提供入境免签政策，再加上自然景观得天独厚，四季美景引人入胜，济州岛每年都吸引着超过上千万的游客。
济州岛凭借着发达的基础建设和优异的国际商务环境支持，现正逐步确立其区域性商业中心的地位，成为公认的会展城市。最近济州岛更被国际协会联盟（UIA）列入国
际会议城市的前20名。每年都有超过一百个国际会议在岛上的各个会议中心、高端酒店及顶级度假村举行。济州岛的潜力无穷，发展成为亚洲地区具有引领作用会展城
市指日可待。

会展(MICE)城市热门新秀 - 济州

济州神话世界让会展(MICE)变得与众不同
济州神话世界是韩国最大最高端的全方位一站式综合度假区，拥有全韩国最先进
最顶级的会展设施，今年更开设了“蓝鼎会议中心”以提高整体服务质量，为不同
类型的会议需求量身策划专属的解决方案，为企划者、组织者以及与会者提供更
专业、更全面的优质服务。

一站式会展(MICE)首选，济州神话世界
济州神话世界配备有最高端先进的会议设施和无与伦比的专业服务，精致且价格合宜的酒店客房，总面积为250万平方米的度假区内有数不清的特殊活动场地可供选择。
自今年三月正式开幕以来，已成功承办各类活动，其中不乏数千人参与的大型活动。包括许多国内和国际大型的会议、晚会、以及政府组织的活动等，受到众多有举
办大型活动需求的跨国公司及国际企业的关注和青睐。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的韩国汽车巨擘现代汽车，也选择了济州神话世界作为举办员工奖励活动的
场所，并以一系列精心安排的团队活动与数百名员工在济州神话世界里，欢度愉快且难忘的美好假期。

蓝鼎会议中心拥有2,000平方米的开阔空间，包括不同规模的主宴会厅及多功能会议室，其中规模最大的蓝鼎宴会厅挑高7米，面积达1,440平方米，整个宴会厅为无柱设计，可容纳
1,000多人举办大型宴会、音乐会和会议，也可以按照不同的MICE规模需求，拆分为不同规格场地，进行组合使用。此外还设有九个中小型会议厅皆配有最尖端的视听系统和照
明设备，适合用来举办各类商务会议、研讨会、私人聚会等活动。

除了举办大型国际会议、晚宴等常规活动的理想场地蓝鼎宴会厅以外，整个济州神话世界度假园区内的酒店、乐园等所有室内及户外空间，都可以变成为各种功能独具的特殊
活动场地。大型活动、户外晚宴、K-pop音乐会、特殊派对或其他任何您想要的特别活动，蓝鼎会议中心绝对能为您提供主题与创新兼具，精彩而又无以伦比的非凡活动(MICE)服务。
无论是活动主办方和与会者都对先进而又便利的设备设施、以及卓越的服务表示由衷的欣喜，并为活动的圆满成功及所带来的商业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济州神话世界拥有最先进完善的会展(MICE)设施、最与众不同的
活动场地、最卓越非凡的专属定制服务，更有精彩娱乐和饕餮美馔，
是真正做到一站式服务的最佳会展(MICE)场所，我们全体员工以专业、
自信、热诚的服务等待您的到来，这里绝对是您在济州举办会展(MICE)
活动的最佳选择。”  度假村运营高级副总裁林子建说。 
凭借着信心和热情，济州神话世界作为独具特色的
会展目的地一定会在将来发展得越来越好。

shinhwaworld.com.cn

度假酒店 - 蓝鼎 度假酒店 - 神话 盛捷服务公寓 美食盛宴 神话主题公园 神话水上乐园 免税购物 YG娱乐镇

尽情享受无尽欢乐：
从精彩娱乐到饕餮美馔
济州神话世界拥有国际品牌酒店‘万豪’、‘盛捷’酒店式公寓、及奢华别墅区，同时拥有丰
富多样的休闲娱乐设施，为前来度假的每一位宾客提供完美的度假体验。主题公园有令
人兴奋的游乐设施和圆顶剧院，济州岛最大的水上乐园不仅拥有室内室外不同的活动
区域，更有韩式桑拿汗蒸设施，而汇聚高端品牌的免税购物商场则包罗了国际一线品牌及
韩国当地特产，这一切都带给宾客超乎期待的一站式娱乐休闲体验。最重要的是，济州
神话世界还汇聚了中、西、日、韩等多位世界级名厨，度假区内设有大小餐厅近五十家， 
无论是高端餐饮、还是快餐、街头美味，亦或是家庭餐、浪漫双人餐、集体休闲用餐，济州
神话世界里的餐饮场所都能让您心满意足，尽享至臻美味盛绽舌尖！

度假区内的YG娱乐镇由韩国著名娱乐公司YG和K-pop名人G-Dragon权志龙亲自参与
联合打造，通过美食和各种活动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粉丝介绍K-pop文化，展现韩流时
尚风潮。 此外，济州当地众多知名景点也近在咫尺，距离度假区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您可轻松抵达热门景区、特色博物馆、海水浴场以及适合休闲散步的偶来小路。

度假酒店 - 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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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已于2018年11月圓滿結束，全上海市都做足了充分準備工作，特別是以國家會

展中心為主的大虹橋區域，更是重中之重的重點區域，靠近進博會主要場館的重點酒店，更是在這次進博

會的整體活動接待上全力配合工作，自一年前起就開始成立項目小組進行整體活動籌備，為這次重量級的

展會提供強有力的住宿及餐飲保障。

[ 劉霈芯—採訪報道、圖片提供—國家會展中心洲際酒店 ]

首
屆進博會的接

待可說是絕無僅

有，沒有其他可參考的

歷屆活動，國家會展

中心洲際酒店市場銷

售總監徐霞表示，但

幸好得到了業主方國

家會展中心和集團姐妹酒店的充分支持，

比如此前杭州剛接待G20峰會，杭州洲際

酒店就主動提供很多寶貴經驗互享。

酒店從一年前就開始為進博會成立專門

小組，成員亦有來自其他洲際姐妹酒店。進

博會作為一個特殊會展活動項目，從酒店

管理層到一線基層員工，都以此為工作重

心，展開了大量具有針對性的培訓工作，在

硬體設施方面也做了一系列的優化改進，力

爭為這一重量級的展會做好全面又細緻的

準備工作。

同時，國家會展中心洲際酒店因為地理

位置的特殊性，從酒店二層通過便捷的展

會步道直接連通國家會展中心內部，因此

酒店在進博會期間除了接待入住酒店的多

數政要外，酒店的宴會空間和餐飲也作為

進博會期間不少重要要事接待和會議活動

場地，使酒店全體人員都有機會參與了這次

盛會接待，。

酒店從接到確認指示后展開為期長達一

年的進博會接待項目籌備，提前整體規劃

所有部門分工，再根據工作表的項目時間節

點進行工作安排。第一階段每兩周就召開例

會，每月再依據工作進度進行進度更新，與

此同時，所有人員也都同步有每日要跟進的

工作在進行，對全體人員形成工作挑戰。

其中，因為進博會的級別高，在進博會期

間國家會展中心內部的重要要事接待都比

照釣魚臺國賓館的接待標準，因此酒店特

別派出一批人員參與釣魚臺國賓館的外事

接待培訓，以便在進博會期間負責所有主

要的重要商務活動及國家政要接待；該培

訓約費時三個月，聚焦在外事服務的接待

流程和接待禮儀，並以零事故為最高指導

原則。而為了更好的服務各國來賓，酒店自

八月起聘請了專業外教，為每一個部門開

設為期兩個月的針對性英語培訓，以鞏固酒

店工作人員的英語溝通技能。

此外，進博會期間亦增加了人力安排，

這部分集團給予很大的支援。如從洲際英

才學院引進了多名高素質人才，經過層層選

拔，並進行全方位的培訓，為此次進博會儲

備大量的優秀服務人員，以便提供更完善

的服務。另外，酒店也從全國各地的洲際酒

店抽調了多支精英團隊來滬，其中包括曾服

務G20、青島上合峰會的專業隊伍，提前投

入演練，並在進口博覽會上提供部分宴會及

會議服務。

國家層面的展會活動另一個需要重視之

處，就是與會期間的相關餐飲食品安全，在

食材採購方面必須有特別的限制，同時還

要滿足不同國家人員的特別餐飲需求。酒

店餐飲團隊從2018年初起，根據《餐飲服

務單位食品安全》標準，從各個方面嚴格規

範管理食品安全及衛生環境。所有直屬負

責人均通過系統的培訓，獲得了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頒發的專業證書，同時嚴格把

控食品來源、渠道及運輸安全，確保每一

位客人的安全及健康。

事實上在籌備期間，酒店餐飲團隊便不

斷更新所有個人入住和其在酒店活動方面

的餐飲特別要求，盡力滿足所有遠道而來

的賓客。

此外，餐飲團隊針對餐食設計方面，在籌

備期間陸續推出十幾套主題方案，把四葉

草、進寶等元素融入歡迎點心，讓賓客一

進入房間就感受進博氛圍。除了個別接待

的餐食要求外，貫穿此次進博會的餐飲安

排皆以老上海風情為主軸，茶歇、正餐和所

有場景、裝飾、人員服務都有特別設計，也

是對外代表上海市作為進博會接待的最佳

展示形象。

酒店甚至還根據客人的國籍調整菜單，

不僅具上海本地風味，還有全球美食，讓每

一位客人都能嘗到家鄉味道。

在硬體設施場地安排方面，雖然酒店開

業兩年左右時間，仍是相當新穎的酒店項

目，但為接待本次進博會，工程部還是配合

做了局部空間升級改造。

酒店工程部自2018年初起就展開各種特

種設備的高密度檢查、整改並落實；也自年

年初起逐步落實客房優化項目，包括如出風

口清理、行李架維護、嚴格遵循隔音減噪的

標準等等，提高客人的入住體驗。並根據之

前接待過的展會和入住客人的回饋，酒店進

行客房升級；進博會適逢秋天入冬季節，冷

熱交替氣溫變化大，酒店提前對客房進行

新風系統升級，一改一般酒店的冷熱空調設

計，為賓客提供舒適的室內溫度和空氣。

此外，保安部團隊開展每日自查消防及

安全相關事項，提升安全規格，積極完善各

展會期間 ▼  2018年11月5日-10日

活動地點 ▼  上海國家會展中心

開幕佳賓 ▼   包括多個國家和地區領導人、

國際組織負責人在內的1,500

多名與會嘉賓蒞臨現場

活動亮點 ▼  ①長時間籌備期，高強度精神

   壓力

  ②入住人員名單不斷更改

  ③活動臨時增加、取消、調整，

   每天都上演，考驗酒店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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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安保措施；同時根據要求升級優化門禁

系統、安保設施及監控系統，提高酒店安

全防範措施。在進博會期間，所有進出酒店

的人員都必須有提前由進博會發放的通行

證，並通過所有安檢系統，才能進入酒店。

進博會期間，所有賓客在辦理入住時，酒

店特別設置一組貼心的進博小分隊，優先

為賓客核查入住信息，分流入住高峰期人

群；另外，為了配合進博會期間酒店住宿客

人有效的身份登記，酒店還全面升級人臉

識別系統，確保每一位住店客人的安全。其

實在進博會期間，酒店同時開放十個前臺

接待櫃檯並升級了驗證設備，以提供快速

有效的入住及退房服務。

最大挑戰：長時間籌備期

徐霞表示，進博會對全酒店團隊最大的

挑戰點倒不是在進博會進行的過程，而是

長時間的籌備期；酒店在籌備期間同時也

要持續接待所有其他展會入住客人和展會

相關活動，特別是臨近進博會前的重要階

段，從9月下旬開始基本上重要人員都是週

末加班、一周七天的工作節奏，為了達成完

善的接待服務，團隊在過程中的確面對高

強度的精神壓力。

再者，進博會入住人員都是提前由單位

先預留房間，但具體入住人員名單不斷更

改，對酒店客房服務的團隊人員也是一大

挑戰，每週客房預訂部都要和各單位更新

最新名單，銷售部也特別安排五人小組專

門針對更新的賓客名單和企業單位一一確

認賓客入住的習慣、特別要求以及航班交

通等信息，以便做好提前安排；此外，餐

飲部、前臺、客房預定部和銷售部等每週都

有共同例會，彙整所有調整名單和需要特

別安排的事項，進行工作協調，而為做好對

外所有賓客的接洽事宜，銷售部也特別分工

做到一對一的服務，以期細節零遺漏。

在進博會期間，雖然所有外事接待活動

和主要的分會場活動都已經和酒店確認，

也按照計劃進行，但很大的挑戰則是在餐

飲團隊的準備，因為這些外事接待而衍生

出來的其他臨時餐會，和雙邊會議接待活

動的臨時增加、取消、調整，在進博會期間

每天都上演，此時就考驗酒店團隊對所有

備案的及時應用。

舉例來說，可能因為某場外事接待突然

增加出后續的餐會安排，少則十幾人、多則

幾百人，餐飲部在此前就有預做突發安排的

採購，但在遇到特殊額外的餐宴要求時，除

了餐飲準備，其他包括人員服務和場地的協

調，也對酒店團隊的臨場演練是一大考驗。

當然，期間也有發生讓酒店團隊非常感

動的故事。進博會期間某位入住賓客從入

住就有重感冒症狀，酒店禮賓部人員也即

刻和酒店餐飲部溝通，為客人準備薑茶，從

接機開始就提供保溫杯、薑茶給客人，在入

住期間也每天早晨準時送薑茶到客房，直

到退房搭機，酒店也依舊為他準備保溫薑

茶帶到機場，這個貼心服務獲得賓客后續

致上感謝信，雖然只是一個小細節的服務

與回饋，但使整體團隊獲得很好的鼓舞。

經驗學習，第二屆會做更好

徐霞表示，此次進博會接待對酒店全體

人員乃至洲際酒店集團來說，都是一個非

常寶貴的經歷，特別具歷史意義。團隊凝

聚力非常重要，因為一個人永遠推不了一台

車，通過酒店總經理的帶領、業主方以及

集團各方面的支持，期間不同姐妹酒店也

都通過內部主動提供和會務相關的經驗互

享，特別是對洲際集團的人性化管理、定位

和推廣方面在整體市場形象，還是具有一

定影響力。

雖然長達一年的籌備，特別到會前一個

半月，整個團隊都歷經更長的工作時間，同

時為了配合賓客和所有外事活動，可能全員

在期間內的工作時間更加長，總體來說是

鍛煉全員的一項強度大活動。

但經由這次完整的籌備到展會接待完

成，徐霞指出，后續每個部門也都做了詳細

的總結經驗報告，即便首屆進博會整體接

待獲得諸多正面回應，但也有許多可以再完

善的工作部分，而匯集各自提出的改善方案

后，針對第二屆的進博會也已經在今年初

開始新一輪的籌備工作，希望奠基于今年

的總結經驗，第二年接待能夠更加商務、人

性化、提供更多讓賓客印象深刻的貼心服

務，讓每位賓客都能在國家會展中心和酒

店參會期間留下很好的回憶，這也是今年

酒店努力達成的目標。

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2019 BT-01+02-04.indd   13 2019/1/23   12:32:32 AMBTMice_19Jan.indd   13 23/1/2019   上午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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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霈芯—悉尼採訪報道．攝影 ]

投資高速增長的旅遊市場，讓澳大利亞

成為繼亞洲之后最具吸引力的全球獎勵旅

遊目的地；悉尼會議獎勵旅遊局在亞洲市

場深耕十年的戰略決策，顛覆了整個會議

獎勵旅遊行業，其也于2018年慶祝其成立

50周年。

截至2018年11月底，悉尼會獎局在亞洲市

場已經承接了總值高達1.02億澳元的活動，

創歷史之最。2018年至今，悉尼共承接了50

場來自亞洲的獎勵旅遊活動，接待代表人

數超過19,000人。

悉尼會議獎勵旅遊局亞洲區總監楊思

思表示，悉尼會議獎勵旅遊局自2004年在

亞洲設立了第一個辦事處，市場份額就不

斷擴大，至今依然保持 良好的發展勢頭，

並同來自金融、直銷和生產製造等諸多行

業的大型公司實體建立了穩固的關係和信

任。旅遊業有短期交付的性質，快速回應和

每次都能提供量身定制的獨特體驗能力，

成為悉尼的致勝王牌。

在18年中旬舉辦的悉尼燈光音樂節期

間，悉尼接待了來這裡參加“婕斯繽紛澳洲

遊”活動的6,500名美商婕斯優秀員工。作

為迄今為止在官方記錄中參加藝術節規模

最大的企業獎勵團體，此次美商婕斯的獎

勵旅遊為新南威爾士州帶來了4,000萬澳元

的直接經濟效益，同時該團隊還前往了史

蒂芬斯港觀光，成為該地區一次性接待人

數最多的企業團隊之一。

亞洲市場年增長率達20%

據其透露，在過去十年中，悉尼會議獎

勵旅遊局承辦的亞洲活動價值年增長率近

20%。如今，在該州每年承辦的全球會議數

量中，亞洲市場所占份額已接近50%。

過去五年，悉尼商務會獎旅遊在整個亞

洲地區每年有 20% 的同比增長。從100-200 

人的小型 VIP 團隊，到 1,000 人以上的大

型團隊，每年悉尼都有 60% 的獎勵旅遊團

隊來自中國市場。

中國作為最大的商務會獎市場，每年都

有很多的會獎團隊出境開會、旅遊。近年

來，在悉尼會獎局的幫助下，很多知名的

中國獎勵旅遊項目在悉尼成功舉辦。比如 

2015 年起安利中國三次到訪悉尼；2016 年 

6 月4,500名來自中國的會獎團到訪悉尼，

悉尼會獎旅遊局更進行長達兩年的籌備，

包括水上摩托、水上飛板、高蹺表演以及參

會嘉賓全體並共同參與創造紀錄的活動—

—3,633 名商務伙伴在 550 平方米的場地上

拼出了世界上最大的笑臉圖案等活動，不僅

使得此次獎勵活動圓滿結束，2017 年年初

更迎來8,000 名代表赴悉尼參加安利中國

領導研討會。

近年來，隨 中國會獎團隊遊客接觸外

界事物的機會越來越多，在旅遊方面的經

驗越來越多以及越來越多的千禧一代年輕

人參與到商務會獎旅遊項目中，注重輕度

探險、有深度及高品質的體驗，成為中國遊

客們的追求目標。舉例來說，以年輕員工為

主的公司，悉尼的衝浪、划獨木舟、四輪驅

動車、騎馬、海盜船冒險、滑沙、哈雷摩托

巡遊和帆船運動等等都，會成為他們的理

想選擇。

2019年悉尼還將接待全美世界國際年會

超過6,000名代表，其將在悉尼度過5天4晚

的行程，取得本次活動舉辦權，將為新南威

爾士州帶來超過3,000萬澳幣的經濟貢獻，

而此次全美世界國際年會也將于澳大利亞

最新落成的大型場館–悉尼國際會議中心

舉行。

穩居全球最愛歡迎之會議城市

楊思思表示，悉尼之所以能繼續穩坐全

球最受歡迎之澳大利亞商務會議舉辦城市

的地位，離不開悉尼會獎局不斷改進且腳

踏實地的發展方針。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悉

尼是終其一生也要走訪一次的地方；和全

球相比，悉尼是唯一能夠讓商務會獎客人

享受現代文明的同時，又能夠領略列在世

界文化遺產名錄上的風景之都。

 「隨 大型商務會獎團體的不斷變化，

悉尼會獎局順應趨勢，制定出具有針對性

的產品和體驗來滿足商務會獎企業以及參

會者的需求。悉尼會獎還在不斷持續挖掘

與推出新產品，根據市場的變化更新相關

產品；此外，悉尼各項基礎設施比較完善，

景點路線豐富，可以將多個不同的行程同步

展開，能夠很好地滿足會獎團隊的需求。」

其中，悉尼歌劇院的會獎配套優勢，讓

其有能力接待大型會獎團隊。悉尼國際會

議中心（ICC Sydney）2016年底完成重建計

劃，坐落于達令港海濱，憑借令人耳目一新

的現代化設計、世界領先的技術和多用途

場館空間，成為舉辦會議、展覽和各項活動

的理想選擇。

悉尼國際會議中心

除了會議區和展覽區，悉尼國際會議中

心還有可同時舉辦三場相互獨立的大型活

動的空間，包括 3 個多層劇院式大會堂，分

別可容納 8,000 人、2,500 人和 1,000 人，以

及可容納 800 人的單層會議區域。場館頂

層還擁有澳大利亞面積最大的宴會廳，可

容納2,000位賓客同時進行晚宴，另還有面

積達5,000平方米的露天活動平臺可供觀賞

壯觀的海港與城市風景；另有 70 間大小不

一的獨立會議室，可供會獎團隊根據自己

的團隊規模，靈活租用合適的場地。

為了滿足不斷變化的會議和活動需求，

悉尼國際會議中心還為客戶提供根據目

前活動需求和未來新引入的技術來定制其

技術解決方案的機會。比如，悉尼國際會議

中心是澳大利亞首座提供辦理移動航空登

記手續和行李寄放服務的會議場館；另外，

悉尼國際會議中心擁有餐飲廚房團隊能為

團隊提供餐飲服務，同時為了展現澳式美

食，悉尼國際會議中心還與85家當地食品

生產者和農戶們開展合作，為宴會提供本

土最新鮮的應季食材。

2017年，在悉尼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的來

自亞洲市場的主要活動包括安利中國領導

力研討會、SAP Ariba Live大會、英國保誠

海外會議、葆嬰成長進步之旅和Manulife 

澳大利亞會議。2018年的主要會議則包括

Salesforce國際大會以及德國漢諾威消費電

子、信息及通信博覽會（CeBIT）等。

在舉辦安利中國領導力峰會的13天裡，

悉尼國際會議中心總共接待了8,000多名代

表。期間舉辦了根據代表們不同口味定制、

 悉尼會議獎勵旅遊局自2004年在亞洲設立了第一個辦事處后，市場份額不斷擴大，

在過去十年中，悉尼會議獎勵旅遊局承辦的亞洲活動價值年增長率近20%，並同來自

金融、直銷和生產製造等諸多行業的大型公司實體建立了穩固的關係和信任。快速回應

和提供量身定制的獨特體驗能力，成為悉尼的致勝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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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SYDNEY

自2000年悉尼主辦奧運會后，悉尼已長

達十多年沒有新開業的國際五星級品牌酒

店，在澳大利亞擁有強大網路的雅高酒店

集團，日前填補了悉尼多年來的新晉酒店

市場空白。

悉尼達令港索菲特酒店（Sofitel Sydney 

Darling Harbour）伴隨悉尼ICC國際會議

中心的重建投入，也于2017年底開業，全方

位迎來全球各地休閒遊和商務會展客人。

悉尼達令港索菲特酒店就位于國際會議

中心對面，地處核心位置。酒店公共區域

和客房的設計依然為了向這裡的航海和工

業歷史致敬，大量使用木材，並且在地毯

上運用繩子和砂岩圖案，以此象徵悉尼豐

富的碼頭文化。悉尼達令港索菲特酒店的

前衛設計，亦彰顯了酒店在該地區的核心

發展潛質。

悉尼達令港索菲特酒店設有590間客房，

其中35間奢華套房，在房間內即可欣賞悉

尼的絕佳城景；另外酒店頂樓35層的米勒

西姆俱樂部 (Club Millesime Lounge )為入

住28至34層的索菲特俱樂部客房和套房的

賓客獨家開放。索菲特達令港酒店的所有

標準客房都配有Lanvin品牌的洗浴用品，

客人可以使用酒店所有特色公共區域；另

外35間套房中的任何一間客人，每晚都可

在開放式酒吧周圍享受Hermès洗浴用品、

免費早餐、全天茶點和美食小吃。

此外，作為悉尼國際會議中心的重要配

套酒店，由于酒店步行1分鐘就可直接進入

會議中心，因此酒店主要設計了中小型的

九個多功能會議空間，包括可容納450人的

大宴會廳Magnifique Ballroom，內部採用

一流的視聽設備，適合舉辦各種類型的活

動，從高級定制時尚秀到盛大宴會和大型

會議，功能齊全。

達令港索菲特酒店填補悉尼高星酒店的空白

Hotel

參與人數達到2,000人的宴會，50位VIP嘉

賓享用了全新製作、包含經典悉尼美食的

午餐菜譜。整個場館還特地佈置了雙語標

識，方便海外嘉賓辨識，而與會嘉賓更是

對場內極其出色的視聽設備及無縫上網體

驗，讚不絕口。

悉尼奧林匹克公園

悉尼奧林匹克公園（Sydney Olympic 

Park）是另一個亮點。作為2000 年悉尼奧

運會的比賽場地，如今它已被改建成為一

個多用途場所。每年，許多重要體育、音

樂、文化活動都會在這裡舉辦。對于會獎

團隊而言，這裡也是舉辦會議和活動的理

想場所。比如園中悉尼展覽場 （Sydney 

Showground）內的 The Dome，可舉辦最多

能容納 4,000 人的大型宴會。

除了專業場館，寬闊的場地也為會獎團

隊提供了眾多戶外團建活動選擇。其中隱

藏在奧林匹克公園裡有個軍事歷史基地紐

因頓軍械庫 （Newington Armory），已經

從軍事工業起源發展成為一個獨特的藝術

區，包括劇院、戶外圓形劇場、藝術家工作

室和展覽空間，其中還包括了澳大利亞最

長的連續畫廊牆。

軍械庫全年都有免費展覽，還有電影節、

公共藝術、文化活動和兒童活動。團隊可

以乘坐曾用于軍備倉庫周圍移動導彈和魚

雷所用的的歷史性鐵路貨車，進行遺產鐵

路探索之旅；也可以參觀Armory 美術館、

劇院和工作室全年提供的藝術活動，或者

也可以在軍械庫內的板球場或足球場上玩

耍，附近的布拉克斯蘭河濱公園還有隧道、

滑道和水上遊樂設施。 

之后可以在空曠場地分組進行平衡車

（Segway）挑戰賽，完成各種團隊挑戰項

目，或者自行車騎行參觀BirdLife探索中心

或玩Disc高爾夫。悉尼奧林匹克公園的會

獎項目不止于此，氣泡足球、叢林穿越、迷

你奧林匹克、射箭等，可根據團隊人數以及

喜好自由選擇。

一次感受悉尼大城市之美

會獎旅遊團多半沒有許多時間一一到訪

景點，在悉尼有幾個特別的選擇讓會獎團隊

能一次充分感受悉尼的大城市之美。比如，

從奧林匹克公園回到達令港市中心區域，可

以選擇乘坐豪華遊船一路回悉尼海港，享

受傍晚到入夜前環形碼頭獨特風光，在河上

以絕佳角度欣賞悉尼歌劇院和悉尼海港大

橋；也可以乘坐直升機從空中俯瞰悉尼海岸

線，直升機將在海港大橋和歌劇院上方盤

旋，360度俯瞰悉尼兩大地標之美。

另一個深受年輕一代歡迎的則是哈雷摩

托車遊悉尼城市騎行，由專業騎手騎行，帶

客人換個視角感受這座城市的魅力。澳大

利亞狂野飛車公司（Wild Ride Australia）

提供多條路線選擇，摩托騎行熱門路線包

括穿越海港大橋（Harbour Bridge），以及

探索邦迪海灘（Bondi Beach）。在邦迪海灘

還可以體驗另一種水上激情，參加邦迪海

灘衝浪之旅的衝浪課程，除了講授衝浪基

礎知識，一小時的衝浪課程也非常重視團

隊協作，有助于拉近團隊成員的關係。

在澳大利亞每個城市地區一定有的旅遊

資源就是動物園或者海洋水族館，但更大

的特色則是這些景點也可以變身成為會獎

團隊舉辦活動的選擇。悉尼的野生動物園

和水族館就位在悉尼中心達令港港畔，團

隊除了可以參觀園區，也可以辦一場極具創

意的會獎活動。

比如，在考拉屋頂餐廳（Koala Rooftop）

舉行餐會，與考拉近距離接觸。另一個就在

旁邊的悉尼水族館擁有世界上僅有之四個

儒艮展館中的一個，團隊可以在熱帶鰩魚

灣觀賞黃貂魚，在多個主題區域體驗海底

隧道漫步、鯊魚穀 (Shark Valley) 和鯊魚漫

步 (Shark Walk) 之旅。也可以將晚宴或者茶

歇活動直接搬到水族館內，享受被海洋生

物們圍繞的獨特會獎活動體驗。

和全球相比，悉尼是唯一能夠讓商務會獎客人享受現代文明的同時，又能夠領略

列在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上的風景之都。

悉尼美食打卡

Highly Recommend

悉尼之行自然少不了美食。日前參與

的考察團美食打卡，走訪了包括網紅餐

廳亞歷山大庭院餐館（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星港城內私人包間餐廳

（The Star）以及位于邦迪海灘周邊的北

邦迪魚餐廳（North Bondi Fish），回味無

窮。

悉尼亞歷山大餐廳（The Grounds of 

Alexandria）位于距離市區短短8分鐘車程

的一個工業區中，是由一棟由百年歷史的老

舊工廠改建而成。餐廳本身就是個復古小

花園，食物美味而且造型上相，亞歷山大

餐廳的場地在社交媒體上有很多粉絲，從

某種意義上說，它就像悉尼的798，有咖啡

館、花園、庭院、市場和花店，週末還有一

個農民市集，平日也不定時有活動，比如大

清晨的瑜伽活動。亞歷山大餐廳就像是都

市中的鄉村，裡面有養豬、養羊、養雞，還有

一個飼養小羊羔、小豬和馬匹的迷你農場，

餐廳使用的蔬菜也是自己種的，深受本地

人喜愛。

高端團隊也可以安排到悉尼星港城酒店

裡的特別包間，這裡平日不對外開放，是專

門為VIP客人招待用的餐宴場地。全落地窗

的外景搭配專門的餐飲服務，可以為團隊

安排各式海鮮自助前菜和雞尾酒會，正餐

有專門的團隊準備、按位服務的西式正餐，

特別體現尊貴感。

另外，會獎戶外團建如果選擇前往邦迪

海灘的衝浪活動，午餐可以安排在海灘最

北邊的北邦迪魚餐廳（North Bondi Fish），

這是極佳觀景點，而最棒的事莫過于在這

家餐廳點上一份炸魚玉米餅，可搭配好吃

的n型老式魚片；店內接待很多日本客人，

因此菜色也融入許多亞洲風味。

亞歷山大庭院餐館 私人包間餐廳The Star 北邦迪魚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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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局近期極欲促成的目標。

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有多家酒店和大量

會議空間的凱撒娛樂集團，希望以其多品

牌、多場地且願一對一瞭解並滿足客戶需求

的優勢，進一步拓展中國MICE市場。但中

國市場的多元性及中國旅行社的高度綜合

性，正為其帶來一些挑戰。

凱撒娛樂集團首席銷售官M i c h a e l 

Massari介紹道，凱撒娛樂集團在拉斯維

加斯有將近十萬平米、可容納10到1萬人的

MICE空間，這對于中國MICE市場來說是

最為關鍵的優勢賣點。至于哪一個場地最

適合推向中國？

他認為，有意思的是，所謂中國市場其

實很難界定。中國作為巨大且多元化的國

家，人們想體驗的東西各有不同；從哈拉

斯酒店(Harrah's)、巴黎酒店、凱撒皇宮酒

店到紅鶴酒店，每個公司都有不同的需

求，因此開拓市場也不宜一刀切。所以凱撒

娛樂集團希望讓中國潛在客戶知道的是，

無論他們想要什麼形式、什麼程度的體

驗，其旗下物業都能盡其所能滿足客戶需

求。而「發現客戶需求」正是會議活動市

場上特殊又最重要的環節：這個產業並無

法以固定價格做萬筆交易，只能根據眾多

高價值的活動，與客戶一一進行座談、瞭

解客戶的定位和活動目標，接著再擬出能

DESTINATION-LAS VEGAS

[ 鐘韻—拉斯維加斯採訪報道．攝影 ]

　  拉斯維加斯作為交通便捷且旅遊資源和會展建設都非常豐富且的目的地，旅遊市場發展一直相當強

勁，近年的接待設施也持續增加。針對中國MICE市場，拉斯維加斯還盼能傳達出更強而有力的「歡迎」信

息，進一步發揮成長潛力。

旅
遊業對拉斯維加斯來說是舉足輕重

的產業，而MICE又是產業裡分量極

重的組成部分，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光局

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希爾（Steve Hill）介

紹，每年接待的會議和大會多達22,000多

個，參會者約占旅遊者總數16%。也是由于

設施和產品受到高度認可，拉斯維加斯的

接待設施和場館事實上至今供不應求，因

此從MGM、凱撒、永利到名勝世界，都在

建設新場地，在接下來幾年將為拉斯維加

斯新添約140,000平方米的活動空間。

就中國MICE市場而言，史蒂夫·希爾表

示，從各種展會在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代表

團在拉斯維加斯參會規模不斷擴大的情況

來看，拉斯維加斯作為交通便捷度高、基

礎設施扎實、會展服務先進的目的地有非

常好的成長潛力。雖然目前市場明顯以代表

「參會」而非企業「辦會」為主，且獎勵旅

遊還有促進空間，但他指出，拉斯維加斯

會展和觀光局作為一個龐大的體系，較為

突出的一項優勢就是任何一個細分市場都

可以有專門的團隊跟進、拓展，因此在他看

來，拉斯維加斯在中國MICE市場的發展前

景較為樂觀。

至于當前發展市場的挑戰，他不諱言，一

方面，科技的發展以及遊客結構和興趣的

多元化，也使得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光局

必須認出更多細分市場，以更靈活的渠道

及層次更豐富的資源吸引到目標客群；另

一方面，近期中美關係不穩，或也會影響到

中國客人到訪美國的意願，因此拉斯維加

斯希望能傳達出更強而有力的「歡迎」信

息，歡迎中國所有客人到訪拉斯維加斯以

至全美。

與此同時，從中國雖已有海南航空的北

京直飛航線，但航線網路仍有進一步擴大

的空間。為此，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光局已

在和航空行業進行洽談；上海至拉斯維加

斯直飛航線的開通是拉斯維加斯會展和觀

拉斯維加斯會展

和觀光局

首席執行官

史蒂夫·希爾

CHALLENGES

滿足客戶需求的提案。

他坦言，中國MICE市場本身雖大，且客

人在拉斯維加斯的消費也很高，但由于旅

途較遠，因此目前將MICE活動帶到拉斯維

加斯舉辦的中國公司還不多，故從凱撒娛

樂集團的角度，多層次營銷為其當前主要的

市場開拓方式。他認為，目前進一步開拓中

國市場的挑戰在于，找到目標買家類似于海

底撈針，所以凱撒娛樂集團去年與Discover 

the World達成了合作，由該公司作其中國市

場代表，希望能借此與中國市場結成更緊

密的關係。

此外，他認為，與旅行社和PCO業有專精

的西方所不同的是，中國的旅行社行業綜

合性非常強；往往各家即便以休閒旅遊為

主要業務，MICE部門也不可或缺。從賣家

的角度，這種特性的好處在于只要找到介

面，就可以多渠道與同一家公司進行多層

業務往來。但另一方面，這有時也使得純

MICE業務的發展，不那麼容易。

中國作為拉斯維加斯長久以來的一大市

場，過去的重心都在娛樂和觀光；如今，當

地業者也想從會議活動市場找到突破點。

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高級副總裁兼首

席銷售官Michael Dominguez說道，隨

拉斯維加斯的會議趨向國際化，中國參

會者的數量也在提高，未來的市場發展機

遇逐漸顯現。在他看來，當前中國MICE市

場的成熟階段近似20年前的北美市場（這

指的不是會議到組織方式，而是行業自身

的有序性）——當時，MPI、PCMA等協會

尚未成立，酒店業者很難找到專業會議組

織者互通有無、相扶成長——鬆散的結

構，使得市場要打通較為費勁。不過5到10

年內，中國全業界（而非僅特定公司或設

施）也會開始有序性地為「會議組織」而

凝聚、探討MICE市場動態和持續發展方

法。

在中國M I C E市場現狀下，M i c h a e l 

Dominguez指出，MICE市場往往都會緊跟

著散客和休閒市場的腳步走，因為目的地

的知名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吸引會議活動

落地。所以，MGM當前針對中國市場的策

略是先將基礎構築好。

比如，為適應中國客人支付工具的獨特

使用傾向，MGM去年完成了微信支付功能

的安裝（這在美國做到並不容易，但對中國

加

局

行

加斯會展

局

行官

·希爾

凱撒娛樂集團首席銷售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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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又不可或缺）。他說道，在向某一市場

大規模投入之前，MGM希望先對其消費者

行為預期有所瞭解，避免欲速而不達。

在拉斯維加斯市場上想吸引中國MICE

客戶，MGM最重要的獨特優勢是沒有任

何其他競爭者可匹配的大學校園式寬闊場

地，可接待活動規模巨大的客戶。比如，微

軟每年都在該場地舉行的4萬人大會，就會

利用到MGM所擁有的三個體育館、MGM 

Grand酒店和Mandalay Bay活動中心、

6,000座的Park Theater、6個800到2,000座

的Cirque Theater及其他劇場、奢華酒店內

的多家大型餐廳、近4萬平米的會議空間。

這些場地都在4.8公里的一段路上，既為客

人提供便利型，也為MGM提供了可配合任

何規模團隊的高度靈活性。

雖然市場上多數會議都是小型會議，但

一到真正的大會，全球都很難找到別處落

腳。亞太地區雖也有非常好的會議設施，但

卻沒有與場地相連的連片酒店，在美國其

他地方則根本找不到可同時提供數十萬平

米活動空間和上千間客房的酒店，遑論連

續數家。

他又舉例，有家已連續數年在拉斯維加

斯MGM旗下物業舉辦大會的科技公司，有

一年決定將活動搬到三藩市舉行。在拉斯

維加斯舉行時，客戶只需簽一份合同，就能

拿到8家酒店可接待近2,500人的客房。相較

之下，不僅同一個活動須分別和三藩市灣區

的400多家酒店一一簽約，才能容納同等數

量的參會者，參會者更須大老遠跨越帕羅

奧多等其他城市才能到達會議場地。這不

僅令會議組織者心力交瘁，習慣跨條街就

到場地的參會者，心情也可想而知。

Ideation Studio：
服務精巧型會議

雖然擁有可接待超大型活動的優勢，但

MGM集團也著眼于市場研究所呈現「多數

會議為小規模」的結果，開始朝精巧型會

議提升設施和服務品質，並推出了結合新

科技和行為科學的Ideation Studio。

Michael Dominguez介紹道，美高梅集

團拉斯維加斯旗下酒店接到的所有團隊

中，80%都在100人以下，62%在50人以下，

而平均人數是22人。著眼于這些一年接待

數千場的小型會議，MGM發現它們有一

些共同點：參會者一般是高級管理層，開

會目的是做計劃和頭腦風暴。簡而言之，

是每年一度為來年擬戰略的企業核心策劃

組。

為製造一個能說明這些小型團隊有效

制定策略的環境，美高梅集團在拉斯維加

斯Park MGM酒店推出了Ideation Studio概

念，旨在通過新科技和行為科學將這些會

議提升到新的高度。比如，會議室裡的桌

椅較尋常會議室高，因為研究表明，坐得

比演講者低會讓與會者感到不那麼投入，

也不太可能做出貢獻；以帶襯墊的乙烯基

地板取代傳統的地毯，以方便桌椅、設備

擺置成會議所需；絕不裝置令人昏昏欲睡

的黃光，注重營造藍色、明亮、空氣流通的

環境，說明參會者全程保持注意力。

最突出的，是Park MGM與思科系統合

作，成為全球首家以Cisco Webex™ Boards 

和 Cisco Webex Teams為會議團組提供虛

擬與現實會議體驗相結合的酒店，讓參會

者協作、視頻通話、使用白板及共用筆記、

檔案和演示文稿。

這種尖端會議室將滿足正在演變的一

種市場需求。Michael Dominguez說道，

Ideation Studio會議空間的好處是精巧，但

又能對小型會議體驗產生巨大的影響。因

此未來，美高梅集團也有可能讓Ideation 

Studio走出Park MGM，植入旗下其他酒

店。

有故事的場地 保持記憶活動中心
Highly Recommend

「保持記憶活動中心」，一聽名字就知道

有故事。

先從重點講起。這個活動中心最大的差

異性優勢是「不在」拉斯維加斯大道上。

當所有住宿、會議、娛樂都集中在近6.8公

里長的拉斯維加斯大道，對于需要暫離塵

囂、煙味和老虎機的活動客戶來說，其實

拉斯維加斯除了有不斷翻新和新建的酒

店，也有特別青春有活力的特殊場地「布魯

克林碗」。對于厭倦尋常酒店宴會廳的會

議活動團組，供客人同時開會、品嘗美食、

打保齡球和觀賞音樂會的布魯克林碗，不

失為一種有趣的差異化活動空間選擇。

拉斯維加斯最青春有活力的場地，應該

就是位于豪客摩天輪腳下的布魯克林碗

(Brooklyn Bowl)了。Brooklyn Bowl營銷

總監Chris Bitonti介紹，布魯克林碗作為

可以舉行3到3,000人活動的「音樂廳+保齡

球館」，是拉斯維加斯最大的「非宴會廳」

恰處于大道和市中心門戶位置的保持記

憶活動中心 (Keep Memory Alive Event 

Center, 簡稱KMA活動中心)就如同一股清

風。它的鄰居包括獎勵旅遊者偏愛的世界

級表演場地史密斯中心(Smith Center)、世

界傢俱品種最齊全的國際市場中心(World 

Market Center)、發現兒童博物館、拉斯維

加斯北奧特萊斯等。

相對于拉斯維加斯大道上長相越來越一

致的酒店，由弗蘭克·蓋裡（Frank Gehry）

設計的KMA活動中心像是拉斯維加斯的

文化地標。視覺上，它的外部形似正在溶

解的記憶，內部為鑲嵌199張形狀各異窗戶

的全白牆面，使其一有充沛採光，二可供活

動以燈光盡情調色、投射商標，讓參會者

身在藝術作品之中，注意力卻全在活動主

題之上。聽覺上，作品包括漢堡易北愛樂

場地。其私人活動團隊可以和客戶一起量

身定制有創意的活動，比如在音樂會舉辦

現場租用幾個保齡球道舉辦私人派對，或

者像Nike一樣把整棟租用一整周，在裡面

搭建籃球場、美髮店、鞋店等。對于已厭倦

尋常酒店會議空間的客人來說，布魯克林

碗不僅擁有會議設施，還有內置的娛樂活

動和現場音樂會，非常有吸引力。

該場地分成兩層。其樓下可容納1,800

人，除了16個保齡球道外，還有陽臺、餐廳、

視覺和聲效皆極為令人振奮的演唱會舞臺

和觀眾區；樓上除了同樣擁有16個保齡球

音樂廳、洛杉磯華特•迪士尼音樂廳的豐田

泰久(Yasuhisa Toyota)為其聲學工程師，因

此除了接待會議，保持記憶活動中心更可

作為音樂廳、表演晚宴來使用。

空間上，除了85 4平米的活動空間，

KMA活動中心還包含了817平米的風道、

854平米的花園、287平米的廚房和195平米

的博物館、178個車位的停車場，各可在活

動中發揮不同的功能。此外，連接室內外的

其中一扇門有2.4米寬，移開后可讓車輛駛

入。

餐飲上，其廚房由洛杉磯名廚沃爾夫岡

·派克(Wolfgang Puck)所設計，KMA活動

中心並與包括四季酒店、沃爾夫岡·派克餐

廳等在內的五家餐飲團隊合作，讓預算從

每人45美元到無封頂的客戶都能找到合適

方案。當然，客戶也可以使用自己的廚師團

隊；食材可直接運進廚房，比在酒店操作容

易許多。

總體而言，提供活動所需設備及餐飲（讓

客戶不必另外租借）、一次只接待一個活

道，還有一個VIP包廂，適合在大活動中專

為VIP舉辦雪茄或威士卡品鑒等特別的娛

樂活動。作為備受全球知名歌手和樂隊青

睞的場地，客人可以直接購票觀賞表演，也

可請布魯克林碗憑其人脈代為邀請喜歡的

藝人、DJ為私人活動舉辦現場音樂會。

與紐約藍帶餐廳 ( B l u e  R i b b o n 

Restaurants)合作的美國南方風格的餐飲

（特別是傳奇炸雞），也是布魯克林碗的一

大賣點。比如，他們曾為一場主題為「能社

交分享的美食」的2,500人團隊，呈現了一份

一份大小剛好適合拍照分享的「視覺系美

食」。如果客人對中式菜肴有需求，布魯克

林碗可以外包或者做融合菜品，但若錯過

了其主打的美國南方美食，實為可惜。

也有很多中國客戶會在大會前夕于此舉

動（讓客戶可靈活使用所有空間），都是

KMA活動中心的顯著優勢。

現在回到故事。為什麼這棟建築形似溶

解中的記憶，內有許多藝術名品，醫療中心

與活動中心相連，且名字如此特殊？

保持記憶活動中心活動銷售與營銷總監

Maggie H. Tuitele介紹，90年代，拉斯維

加斯最大酒商之一Larry Ruvo的父親被診

斷患有阿爾茨海默氏症。然而，當時拉斯維

加斯並沒有腦科醫療資源，因此Larry Ruvo

先是成立了KMA基金會，推動腦科疾病的

認知和研究及為患者家人提供支援；接着，

弗蘭克·蓋裡受到感動，為拉斯維加斯設計

了治療神經認知障礙的醫療設施；然后，

Larry Ruvo與世界最著名醫療機構之一克

利夫蘭診所合作，在本地成立了克利夫蘭

診所Lou Ruvo腦健康中心。KMA活動中心

即為這整體建築的一部分，所有活動盈利

都投向腦科研究、醫療和照護。所以在這裡

舉辦活動的客戶，無形中也履行了企業社會

責任。

辦會前派對，自己或請布魯克林碗代為邀請

知名樂隊現場表演，或者純粹打保齡球。

他說道，由于大部分中國客戶的活動都由

DMC來預定場地，因此目前並沒有因為缺

少中文服務而造成與中國客戶溝通的障

礙。

青春洋溢的娛樂空間 布魯克林碗
Highly Recommend

美高梅國際酒店集團高級副總裁兼首席銷售官

Michael Domingu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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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2019年曼谷SITE全球會議主席，

U n t a n g l e d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E l 
Kwang建議，獎勵旅遊組辦者可以通過

SITE獲取更多、更全面的創意與信息。創

意，現在就是獎勵旅遊的挑戰，因為創意

和美麗一樣，一個詞卻有非常廣泛的意思。

當客人想要看到創意，到底可以怎麼做？可

惜的是，現在獎勵旅遊產業沒有真正致力

于吸引人才加入，或是投資科技，只是在

面對科技的衝擊，想辦法和諧共處而已。而

大部分的企業可能都在減少預算，可是參

與獎勵旅遊的人卻在增加對獎勵旅遊的期

待。很多當地協會的會員都是中小企業，要

營銷自己公司相當困難，因為公司寧願投資

銷售人員，也不會選擇投資營銷人員。

投入視頻營銷

從視頻定位來看，根據《福布斯》，每天

觀看光是臉書上面之視頻的人數就達到5億

人次。因此企業如果覺得生意不好，可以想

想如何投入視頻營銷。但是要做出一個讓

人留下印象的視頻，並非易事。

以協會為例，往往在公佈每年下一個召

開年會的目的地之后，就會有視頻展示當

地特色，提供很多圖片的展示，這比說明當

地接待能力更具說服力。而且影片中也可

以展現出協會在舉辦活動的優勢。如果企

業本身擁有下一代很會做視頻的員工，可

以給他們挑戰，讓他們發揮自由創意，讓他

們有機會表現，有經驗、有想像力者只需要

提供建議、給一個大方向就行。

因此，找出一個全新角度，放大特定亮

INNOVATIVE THINKING

鼓勵創意，
投資獎勵旅遊新思維
　  想不到什麼獎勵旅遊的創意想法或是全新體驗了嗎？企業是否正在流失市場份額？下

一代銷售者要在競爭者之中鶴立雞群，尤其是酒店銷售主管和目的地管理公司，就必須從

「區域」到「「體驗概念」的銷售都要掌握好。其實，打造獎勵旅遊新思維，是近期東南亞

市場甚至整個亞太地區非常火爆的話題，產業與企業都必須為此投資。

[ 張廣文—採訪報道 ]

點，並以現代化的方式呈現，會讓人對一個

目的地留下更深刻的印象。這在打造第一

印象時，尤其重要。而且視頻只要讓人有印

象，往往就會被分享，同時，也會讓人產生

各種情緒，像是想哭、想笑。其實，獎勵旅

遊就是要讓人感到興奮，激發人的情緒，與

其像一般演講一個細節、一個細節的介紹，

不如直接帶人到現場親自體驗，或是借由

視頻讓一個當地人介紹這個目的地，如此

更讓人信服，提高品牌可信度。

企業也可以借由視頻展示本身優勢。例

如，企業參與展覽，與其跟人講自己在做什

麼，不如直接做一個短視頻讓人實際看到

自己在做什麼，如此一目了然，讓自己做的

事情說話。

要以觀眾為中心

企業在設計獎勵旅遊時，如果想要增進

員工之間的溝通，一來可以選擇帶他們去

一個比較鮮為人知的地方，或是去一個封

閉的環境，像是郵輪；二來可以強迫所有人

關掉自己的手機；三來可以播放視頻，這些

視頻不用完美，真實展現就好，不用太假，

而且要深入瞭解誰要觀賞，才能打造出最合

適的內容。簡單說，要以觀眾為中心，不然

觀眾只會覺得很無聊，或是覺得跟自己沒

關係。

接待客人的時候，也需要瞭解客人來自哪

裡，例如，歐洲客人幾乎都不會吃早餐，這

是因為時差的關係，因此夜間池邊派對會更

符合他們需求，尤其是要有無限量的啤酒

供應以及現場音樂，活動越晚結束越好。又

如，美國客人要在最晚六點吃晚餐，七點活

動要結束，一旦延遲到八點多，大部分的客

人已經睡著了，實在撐不了這麼晚；而且太

早開始活動也不行，像是早上六點學習太極

等。如同用餐時間，用餐偏好也要熟悉，例

如接待印度人，不是餐餐都要咖哩，不能以

普遍的猜測來接待。因此重點在于了解客

人的習慣，在細節上處理好，才能抓住客人

的心。

借當地體驗改造產品

舊產品不想用，新產品又不會用，這是很

多企業的困擾。市場上現有的產品，往往非

常固定，也很制式化，行程包括的內容也大

同小異，總是那幾個景點。因此，要發揮創

意，不是去一樣的地方，把客人丟在那幾小

時不管。

要想一些主題，像是建築欣賞，中間穿插

一些遊客不會去的地方，像是當地傳統市

集、博物館、藝術和手工藝品街區等，或是

一些當地才能體驗的活動，像是先學一點

當地語言，再去傳統市場用當地語言採購

食材，之后再學習烹飪當地美食等。這樣一

來，全新的產品就出現了，即使去的地方一

樣，但是內容已經改變，說了一個不一樣的

故事，融入了創意的事物，也支持了當地的

品牌和生意，同時，拓展了客人的視野，更

在不同區域展示了新想法。

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運用當地節慶，很

多節慶都是專門屬于當地的，不但讓客人看

到目的地不同的一面，也可以在活動中展現

個性化體驗，像是攀爬到大橋上面打麻將、

點燈在建築打出公司的LOGO、創造某項

世界紀錄等。

另外，聘用獎勵旅遊產業之外的年輕人，

或是聘用一個很有創意的人，也是獲取新

想法的好辦法。此外，找一個不斷推出新產

品的目的地也是不錯的選擇，或是打造一

個文化體驗，讓客人有機會和當地居民互

動，也是無法取代的。

例如，泰國曼谷有一家畫廊，專門將垃圾

變成藝術品，讓客人去海邊撿塑膠，然后再

去畫廊做成藝術品，讓他們有機會帶點東

西回家，也是很有紀念意義的。又如，給予

客人多一點錢，讓客人去尋找特定產品，而

且限定時間返回，讓他們去買材料買齊，再

去當地特定地方將採購回來的產品捐給當

地需要的人，如此又可以滿足他們的購物

慾望，也可以讓他們有機會幫助當地居民。

再如，去當地很偏僻的地方參與道路建

設，讓當地交通變得更發達，讓當地居民可

以將農產品賣得更好，也讓當地小朋友更容

易接受教育。也就是說，做一些真正對當地

的意義的事情，也會讓客人有機會學習。因

此，花時間深入瞭解市場，真正的到當地走

一走，挖掘同個區域中的不同產品或是體

驗，是很重要的。

市場甚至整個亞太地區非常火爆的話題，產業與企業都必須為此投資。

＞ Untangled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El Kwang 

現在獎勵旅遊產業沒有真正致力于吸引人才加入，或是投資科技，只是在面對

科技的衝擊，想辦法和諧共處而已。而大部分的企業可能都在減少預算，可是參

與獎勵旅遊的人卻在增加對獎勵旅遊的期待。

  即使去的地方一樣，但是內

容已經改變，說了一個不一樣的

故事，融入了創意的事物，也支

持了當地的品牌和生意，同時，

拓展了客人的視野，更在不同區

域展示了新想法。

（
攝
影‧

張
廣
文
）

 獎勵旅遊就是要讓人感到興奮，激發人的情緒，與其像一般演講一個
細節、一個細節的介紹，不如直接帶人到現場親自體驗，或是借由視頻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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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BT-01+02-04.indd   18 2019/1/23   12:32:59 AM



TTG-BTmice China-January/February 20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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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LS

Meeting Package

為面向賓客對於會務、年終慶典的需

求，悅榕酒店及度假村旗下麗江悅榕莊、

黃山悅榕莊、陽朔悅榕莊攜手推出兼具特

色與品質的品質會務體驗，以貼心服務為

賓客打造團隊歡聚時光。

三家酒店推出的「悅享年終盛宴」會務

套餐價格為1,688/人，包括套房入住一晚、

次日自助早餐、工作午餐和圍桌晚餐，全

天8小時會議上下午各含一次茶歇，另外在

店期間Spa、精品閣及零點用餐均可享有八

折。

麗江悅榕莊還包含一次晚宴前雞尾酒及

每人一次30分鐘Spa護療。套餐截止日期為

年終團隊歡聚 三家悅榕莊聯手打造特色會務體驗
2019年3月31日（春節除外），每晚至少需入

住10間房（每間房入住2位，單人入住需要

加收1000元/位/晚）。

如需預訂可聯繫各酒店預訂部：陽朔悅

榕莊（773）322 8888/黃山悅榕莊（559）226 

5000/麗江悅榕莊（888）5331111

Room Promotion

星野集團在北海道有星野TOMAMU度

假村以及星野OMO7 旭川等兩處酒店及度

假設施，分別位于北海道中央TOMAMU

地區以及北海道北部城市旭川市。酒店分

別被自然以及城市所包圍，為旅行者們打

造不同的住宿體驗。2019年3月10日至3月31

日，位于星野TOMAMU度假村的塔娃酒店

與星野OMO7 旭川推出4晚住宿套餐，每人

2,252元人民幣（2人起訂），帶領賓客們多

角度領略雪國魅力。套餐內容：

1、 北海道 北海道星野TOMAMU度假村塔

娃酒店雙人房1間2晚

2、 北海道 星野集團OMO7 旭川雙人房1間

2晚

3、 北海道 旭山動物園成人票（按照實際入

住人數贈送）

4、 星野TOMAMU塔娃酒店至星野OMO7

旭川酒店接送巴士（去程：08：30發車/到

達：12：00，車程3小時30分鐘）

5、 星野OMO7旭川酒店至旭山動物園往返

巴士（去程：10：00發車/歸程：14：00發車，

星野TOMAMU度假村以及星野OMO7 旭川
打造雪國住宿體驗套餐

車程30分鐘）（默認入住次日去動物園）

在暢享更優價格之余，還包含每日早餐、

微笑海灘入場券、愛絲冰城入場券（預計開

放日期至2019年3月14日，根據天氣情況可

能有所變化）、霧冰展望台纜車往返券以及

水之教堂每日固定時段免費參觀等服務。

Special Offering

廣州文華東方今年將與意大利國際知名

鞋履品牌Giuseppe Zanotti攜手推出2019

年版的「彌『足』珍貴住宿體驗」禮遇。住

宿優惠包羅萬有，包括以Giuseppe Zanotti 

2019年春夏季主題（Secret Laputa）為靈感

的「空中花園」雙人下午茶，將賓客帶入花

花世界，令人目不暇給。

「彌『足』珍貴住宿體驗」禮遇價格由

人民幣4,500元起。禮遇涵蓋：

•入住行政樓層套房一晚

•悅茶居「空中花園」雙人下午茶

•水療中心雙人75分鐘足部水療護理

•專享東方會

•免費皮鞋拋光服務

•Giuseppe Zanotti香氛蠟燭

禮遇以雙人入住計算，房間供應視乎情

廣州文華東方酒店呈獻彌「足」珍貴住宿禮遇
況而定，另收取16.6％

服務費和稅項，由即日

起至2019年2月28日供

應(不適用于2月4日至2

月10日)。如欲預訂或查

詢，請瀏覽網址w w w.

mandarinoriental.com.

hk/guangzhou。

香港怡東酒店有緣再「會」住宿優惠
香港怡東酒店推出告別住宿優惠，讓賓

客在這座標誌性酒店于2019年3月31日結

業前，感受難忘的入住體驗。賓客預訂有

緣再「會」住宿優惠，可從三個選項中挑選

最愛的餐廳用膳，同時獲邀參加于酒店大

堂舉辦的告別酒會，以星級盛宴跟這座情

誼滿載的酒店道別。

有緣再「會」住宿優惠的三個選項包

括︰

•入住豪華海景客房兩晚及于ToTT's and 

Roof Terrace享用雙人告別晚膳，價格為港

幣9,688元

•入住豪華海景客房兩晚及于一樓咖啡

室享用雙人告別自助晚餐，價格為港幣

6,288元

•入住豪華海景客房兩晚及于雙城吧享用

雙人告別晚膳，價格為港幣6,088元

每個選項均包括于2019年3月30日晚舉

辦的告別酒會，以及于2019年3月31日早上

于一樓咖啡室享用雙人自助早餐。

住宿優惠需視乎供應而定，有效期由

2019年3月29日至31日，並需另收加一服務

費。

的經濟艙和商務艙驚

喜特惠，前往阿聯酋

航空全球航線網路內

的眾多精選目的地。

乘客可享經濟艙往

返含稅票價4,198元起，商務艙往返含稅18,478
元起（包含稅費和燃油附加費），用以規劃2019
整年的探索之旅。此外，不論你是熱衷冒險、還

是陶醉于文化體驗，又或是熱愛美食養生，阿聯

酋航空遍佈全球的航線網路總能實現你的夢

想之旅。預訂機票可訪問官網或參見下表，瞭

解各地區的特惠票價：

Discounted Tickets
阿聯酋航空
2019開年大促帶乘客飛悅卓越

阿聯酋航空2019開年大促推出前往全球熱

門旅行目的地特惠票價，讓旅遊愛好者盡享旅

行魅力。從北京、上海和廣州出發的乘客，在

指定時段內，可享受阿聯酋航空開年大促帶來 ＊所有票價包含稅費和燃油附加費，會隨匯率變化而調整。
   條款和細則適用。

地區 經濟艙特惠 商務艙特惠

中東 人民幣4,198元起 人民幣21,788元起

歐洲 人民幣4,448元起 人民幣18,478元起

非洲 人民幣5,338元起 人民幣21,428元起

南美 人民幣7,508元起 人民幣39,748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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