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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流行趨勢洞察
2021年新興消費趨勢及未來展望

新冠疫情對觀光及旅遊業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為行內從業人員以及以觀光及旅遊業為生

的社群造成了重大損失。2020 年，旅遊板塊於本地生產總值錄得 4.5 萬億美元的跌幅，全
球範圍造成 6,200 萬人失業。然而隨著各地政府及企業主動採取對抗新冠疫情的措施，社

前

交活動開始逐漸恢復，旅客對旅遊出行的需求及其積極的消費意向正在持續增長，這為觀
光及旅遊業的從業者帶來了希望。

旅客開始重新回想對於旅遊及探索世界的熱愛，更開始思考自身的旅遊習慣將如何影響世
界。在此環境下，過往某些旅遊趨勢愈發明顯外，一些新的趨勢亦正在展現。

今時今日，為確保公眾安全及避免疫情再次爆發，每個人都需要改變自身的生活方式。鑒於

疫情帶來的變化和限制，消費者的旅遊習慣在轉變的同時亦在不斷演變。疫情變幻莫測，

為維持公共衛生狀況，大量的檢疫措施很可能隨時被付諸實行。為此，消費者現時對改變
出行計劃帶來的成本損失更為關心外，亦開始將出行期間的健康及衛生規定納入考量。我

們看見，境內遊正在引領行業復甦外，年輕一代亦正率先重踏旅途。消費者對於更長時間

的出行、免費的取消政策，及更嚴格的健康衛生標準需求正在上升，而這類型的相關取向
在其訂單、查詢、調查中也愈發清晰，業界為此正在積極響應。

消費者的生活選擇很明顯正在影響其旅遊方式。新冠疫情下的管理政策將繼續主導全球
範圍內大多數的出行，部分變化在中短期內將繼續流行，而其他變化或會為觀光及旅遊
業的轉變帶來長遠的影響。在此背景下，攜程集團與世界旅遊及旅遊業理事會（Wor ld

言

Travel & Tourism Council）合作，共同探討引領旅遊業復甦的趨勢發展，我們在此指出了
短期存在及長期影響旅遊業的趨勢外，亦將分享旅客及業界為此的回應方式。

毋庸置疑的是，旅遊熱潮仍然存在，並推動著觀光及旅遊業的發展。業界將積極回應旅客
對於出行的渴望及回歸，竭盡所能提供超凡的旅行體驗，以建立更好的未來。

Julia Simpson

President & CEO
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

Jane Sun

CEO
Trip.com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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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新冠病毒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工作和旅遊方式，同時亦改變了旅客的要求、期望及
偏好。
持續的出行限制令消費者局限於其所在的區域內尋找旅遊體驗，境內遊在消費者的訂單中展示出明顯趨勢。此

外，「宅度假（Staycation）」的概念也出現了新的含義：隨著遠距離工作的普及，消費者在目的地的逗留時間更
長，為此「邊工作邊度假（workcation）」因運而生。但儘管消費者獲得了在辦公室以外地點工作的靈活性，由於
擔心旅程因出行限制而被臨時取消，多數人短期內都不願意再過早地進行出行預訂。

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封城及隔離之後，旅客現時更願意前往人群更少甚至陌生的目的地。事實上，人們對於探索
小眾目的地及大自然的興趣正愈趨上升。期間，旅客更支持可持續發展的事物，而這個決定亦反過來影響了其出

行選擇。我們看見，封城為旅客的身心健康帶來正面影響，促使更多消費者尋找可以提升健康的相關體驗。消費
者對感染新冠病毒及疫情傳播的擔憂仍然存在，為此，其選擇的旅遊夥伴是否具備病毒預防措施的知識，也至關
重要。

我們的世界及為之影響的趨勢一向以來都在快速變化，本報告旨在令大家更好地了解新冠疫情之後消費者的行

為。境內遊現正引領行業復甦，年輕一代亦率先重踏旅途，在此背景下，消費者對更長時間的出行、免費的取消
政策，及更嚴格的健康衛生標準需求，都表示出了明顯傾向。除了全球領先的一站式旅行平台攜程集團提供的資

料外，報告還搜羅了多消息來源的訂單數據分析，及針對消費者的調查結果，以更好地為讀者展示相關趨勢。報
告內有些趨勢是以往從未出現的內容，而有些新興趨勢暫並未為世人展露全貌。報告由三大寬泛的類別組成，分

別是預訂趨勢、消費者考慮因素及消費者概況。此外，報告亦以某些旅遊業正頑強復甦的市場為例，闡述了參與
其中的消費者是如何積極反饋業界的。

展望未來，無論大家重遊故地或是前往全新的旅遊地點，可以肯定的是，旅遊終會恢復正常，並以更包容及可持
續發展的方式砥礪前行。

旅遊流行趨勢洞察: 2021年新興消費趨勢及未來展望

^ 回到頂端

4

全球及區域
		 行業的復甦

1

根據世界旅遊及旅遊業理事會 2021 年 10 月作出的最新預測，2021 年境內市場旅遊機遇及增長表現良好；而且
跨境旅行數據亦將於 2022 年及往後進一步上升。繼 2020 年倒退 49.1% 並損失近 4.5 萬億美元後，旅遊業的生產
總值預計將於 2021 年及 2022 年分別增長 30.7% 及 31.7%。1

由於持續的出行限制，2021 年境外消費總值的增長將落後於國內消費總值，但隨著更多目的地放寬限制和疫苗接

種率繼續上升，預計 2022 年的境外消費總值將超過國內消費總值。2繼 2020 年倒退 45% 後，全球的國內消費總
值預計將分別會在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升 41.5% 與 24.3%；繼 2020 年倒退 69.4% 後，全球的境外消費總值則分
別將於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升 9.3% 及 93.8%。

以地區來看，美洲帶領行業復甦，旅遊業的生產總值預計會增長 36.8%，緊隨其後的是亞太地區，旅遊業的生產
總值預計會增長 36.3%3，其次是非洲（27.7%）、中東（27.1%）及歐洲（23.9%）。美洲範圍內，由加勒比地區帶動
增長，預計旅遊業生產總值增長率為

47.3%，其次是北美（37.9%）和拉丁美洲（26%）。旅遊業生產總值的增長

預計將主要由國內消費總值推動，但加勒比及中東地區則除外，這些地區的境外消費總值將對旅遊業生產總值
作出重大貢獻。我們預計，加勒比地區的境外消費總值增長是 2021 年所有地區中最高，達 61.7%，而其國內消費
總值增長則為 52.6%。4

雖然報告預計 2021 年大多數地區的國內消費總值增長將超過境外消費總值，但由於會有更多目的地重新開放旅

遊，亞太地區的境外消費總值將在 2022 年大幅增長 148.3%。預計歐洲在 2021 年的國內消費總值會增長 30.2% ，
其境外消費總值則預計僅增長 19.3%。在歐盟境內，我們預計國內及境外的消費總值差距會較小，國內消費總值
預計為 26%，而境外消費總值則為 17.6%。根據世界旅遊及旅遊業理事會的最新預測，2022 年及以後的境外消費
總值增長前景良好。

從不同國家層面看，儘管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旅遊限制，但預計其 2021 年的旅遊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將達 60.7%，

主要由國內旅行帶動；高於美國的 35.6% 及英國的 32.3%。另外，預計中國的休閒消費增長率將達 66.9%，其次
是美國（51.4%）及英國（30.5%）。

雖然持續的旅遊限制使國際旅遊受阻，但旅行熱潮仍然存在。儘管境內遊至今仍是支持經濟復甦的關鍵因素，
且短期內甚具影響力，但全球經濟全面復甦仍將依賴國際出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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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休閒支出預測:
北美洲

+52.8%

歐洲

拉丁美洲
地區

+22.8%

+25.6%

美洲

+50.8%

歐盟地區

加勒比海地區

+59.5%

中東地區

+36.4%

非洲

亞太地區

+38.5%

+35%

+34.5%

2021 年國內及境外消費總值圖表：
非洲

+39.5%

+26.1%

美洲

+43.1%
北美洲

國內支出

國際支出

+43.7%

+20.7%

亞太地區

+49%

+16.9%

-24.9%

歐洲

+30.2%
歐盟地區

+26%

+19.3%

+17.6%

拉丁美洲地區

+37.9%

+4.1%

+38.6%

加勒比海地區

+52.6%

中東地區

+37.9%

+61.7%
*2021 年 WTTC 最新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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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內遊
玩出新花樣

2

由於大部分國家持續限制國際旅遊，境內休閒旅遊在中短期內將繼續引領旅遊業復甦。旅遊需求持續上升，消
費者正轉向前往境內的目的地及旅遊活動。展望未來，在延長出境旅行限制的國家或地區，宅度假的趨勢仍會延

續一段時間，而其相關需求亦會持續上升。全球有大約一半旅客正在計劃於未來 12 個月內進行境內度假5：歐美
地區有過半旅客打算進行境內遊，另有約1/3的歐洲旅客則計劃在歐洲範圍內進行跨國旅行 6。英國的一項調查 7

發現，過半數旅客（62%）計劃在英國度過 2021 年的暑期長假，較去年上升 12%；相較新冠疫情之前，更有 46%
英國旅客考慮在英國宅度假，而這極有可能與英國持續的出遊限制相關。

中國內地方面，境內遊及宅度假的需求持續上升，數據表現十分出色，但其境外國際旅遊由疫情爆發至今仍大受
限制。中國2021年國慶公眾假日數據調查顯示，有49.1% 的中國旅客選擇在省內旅遊，較 2020 年多 4.1 個百分
點。此外，有 88.3% 的旅客選擇在其所在地方圓 300 公里的範圍內出行8。受此影響，攜程旅行（Ctrip） 2021 上

半年錄得的短途旅遊預訂數據較 2020 年及 2019 年同期分別上升了 300% 及 81%9。其中，北京市民較 2019 年

在 2020 年多買了 50% 的景點門票。此外，北京景點的門票購買數據在2021 上半年較 2019 年同期增長逾 130%，
較 2020 年同期增長逾 140%。

香港、新加坡、南韓及日本在宅度假方面的需求亦持續錄得上升。Trip.com 數據顯示，比起在 2021 年首兩季，香
港本地消費酒店訂單較 2019 年同期上升超過 200%。境內遊的增長受當地政府相關政策所支持，譬如日本政府
在 2020 年推出的「Go To Travel」計劃，為境內遊提供 50% 的折扣優惠；南韓同樣實行振興境內遊的政策，派發
旅遊優惠券並提供提前預訂折扣；而泰國則在 2020 年推出支援本地觀光及旅遊業的「我們一同旅行（Rao Tiew
Duay Kan） 」計劃，提供酒店住宿及國內航班預訂津貼。

同樣地，由於疫苗接種率的上升，檢疫限制得以緩解，歐洲境內遊得以增長10。Trip.com較往年於2021年在全球
範圍內的境內遊酒店訂單上錄得激增。與 2019 年相比，2020 年境內遊酒店預訂量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與 2019
年和 2021 年相比，增幅超過 200%11。事實上，在中短期內，旅行者已經開始在其國家邊境內進行探索，他們對
宅度假重新進行了定義，甚至於宅度假時工作。隨著國際旅行的回歸，境內遊很可能會成比例地放緩，但重新探
索境內目的地的趨勢會一直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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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的境內遊目的地
柏林

多倫多
溫哥華
洛杉磯

紐約

慕尼克

倫敦

尼斯

維也納

馬德里

巴塞羅那

羅馬
米蘭

迪拜

莫斯科
北京

伊斯坦布爾

首爾

香港

曼谷
馬累

釜山

東京

大阪

上海
馬尼拉

檳城

新加坡

吉隆坡

雅加達

悉尼

峇里島

布宜諾斯艾利斯

奧克蘭

漢密爾頓

2021年全球境內遊最受歡迎的目的地榜單
2021 年用戶搜尋最多的國際旅遊目的地
*根據攜程集團數據

個
案
研
究

新加坡: 促進境內遊及振興旅遊業

為提升國內旅遊相關需求，所有在 2020 年年滿 18 歲的新加坡公民均會獲發「重新探索新加坡」消費券
（SingapoRediscovers Vouchers，簡稱SRV）。100 新加坡元的消費券可在 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用於預訂經授權的合作夥伴其酒店住宿、導覽團及景點。與 18 歲以下未成年人士有

親屬關係的新加坡公民亦有資格在不同景點及導覽團購買最多不超過六張的兒童或青少年門票，而每
張兒童或青少年門票的津貼為 10 新加坡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1 日，約有 120 萬成年人已至少使用過一
次 SRV，該計劃帶來了價值約 1.78 億新加坡元的旅遊消費券及現金支付 12。為進一步提升新加坡公民於
假期內對境內旅遊的需求及渴望，攜程集團作為獲授權預訂的合作夥伴，在 SRV 套餐中的目的地及景點

進行了定期直播。另外，為支持 SRV 計劃，Trip.com 更推出了首個「Pay It Forward」計劃，讓新加坡公民
可以將使用 SRV 購買的產品轉贈予本地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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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住長玩
		 玩樂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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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愛於度假的遊客正在尋找更有意義的全新旅行體驗方式，譬如延長旅程時間，以應對目前的出行限制。2019 年
境內遊及國際遊平均需時分別 為4.45 日及 9.22 日；2021 年則有逾半數（52%）的國際旅客 13表示希望延長旅程
時間，當中有約1/4（26%）表示願意將旅程延長到 10 晚或以上。數據顯示，旅遊需求一直備受壓抑，疫情仍在持
續，旅客為充分享受旅程，更長時間的旅行趨勢在未來長時間內將持續存在。

事實上，87%的印度受訪者、73% 的墨西哥受訪者以及 68% 的澳洲受訪者對於前往全新目的地的長時間旅程更
感興趣；加拿大、美國和英國亦有逾半受訪者持相同意見 14。有趣的是，Skyscanner 發現在 2020 年有 18% 的日
本受訪者指出，其現時的旅程較以往更少著重於維持自身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更多的是欣賞景點本身。2019 年
的時候，只有大約 10% 受訪者同意這一觀點 15，但現時已上升了 8%。除此之外，美國運通發現逾半（54%）旅客
表示，今時今日於全球範圍內旅行，生活及工作的自由度與靈活性較疫情前更具吸引16。

隨著混合辦公模式的推廣及流行，更多旅客希望將工作或學習與休閒旅行相結合，為此我們預計長時間旅程的需
求將持續存在，甚至有可能會上升。一些「邊工作邊度假（workcation）」或者「彈性度假（flexcation）」的商務休
閒旅程將使更多的旅客能夠體驗全新的目的地，並有助於觀光及旅遊業復甦。此外，有 40% 的旅客表示，如果可
以在全球任何範圍內遙距工作，他們願意在度假前進行檢疫隔離 17。在亞太地區，超過2/3的泰國受訪者（69%）
同意，如工作可以在隔離及旅行期間遙距進行，長時間出行的意願將會大大提升；有57%的越南受訪者及 54%的
中國受訪者亦同意該觀點。
長遠來看，各地預計將會用加強檢測及追蹤取代強制隔離，以振興觀光及旅遊業，消費者或可能會尋找滿足其混
合辦公及長時間旅程需求的旅行產品，如尋求可供短期使用的辦公設施、兒童託管服務、長期住宿計劃以及更靈
活的預訂安排。

個
案
研
究

酒店集團的應對： 訂製化的住宿套餐以滿足商務休閒需要

為應對疫情及配合遙距工作的需要，萬豪、希爾頓和凱悅等酒店集團紛紛向住客推出訂製化的住宿套
餐，讓住客可以使用酒店設施滿足商務、休閒或商務休閒的混合需求。譬如萬豪

18

在世界各地的酒店都

提供延時住宿、僅日間使用、僅晚間使用，或更長時間住宿的套餐。「遊玩通 （Play Pass）」可讓顧客
19

邊工作邊度假，酒店為此提供商務禮賓服務、兒童託管服務、半私人辦公空間以及會議室預訂服務等

等。凱悅酒店 20亦為客人提供更多延時入住選擇，包括可長達29天以上時間租用酒店房間做辦公室。希
爾頓更推出「Workspaces by Hilton
居以外的辦公場所選擇。

旅遊流行趨勢洞察: 2021年新興消費趨勢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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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預訂週期縮減」
或為暫時現象

不穩定且瞬息萬變的旅遊限制亦使旅客的預訂習慣有所改變。旅客現在較不傾向於過早預訂，而是希望尋找更
具彈性的預訂服務。為此，航空公司、酒店及其他旅遊服務供應商必須調整其取消政策，以適應可能出現的旅程
更改。旅客「預訂週期縮減（Shorter Booking Windows）」的做法使得業界變得較以往更靈活變通。

2020年的一項研究22發現，76%旅客指其更有可能預訂具靈活取消及退款政策的酒店。航班亦然，在 Skyscanner
的調查中，58%全球受訪者表示在預訂下一趟旅程，可以免費更改日期或目的地的靈活機票的政策非常重
要。55% 受訪者表示在預訂下一趟旅程，能夠免費取消整個訂單對其而言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23。除此之外，
雖然疫情爆發前只有不足20%旅客 24會基於簡單的取消政策選擇航班和住宿，但這一數字現已大幅增長。在歐
洲，89% 西班牙旅客、84% 英國旅客及 87% 法國旅客都表示靈活的取消、重新預訂或退款政策較疫情前更為重
要。相應地，82% 業內行政管理人員 25表示他們已考慮或將會考慮作出改變，為旅客提供靈活的取消及退款政
策；61% 表示已實施或正準備實施取消或縮短最短入住日數的要求；亦有 59% 表示已經取消或放寬了房間押金
的要求。
由於消費者希望避免被罰款及產生損失，靈活的更改及取消政策以及付款條件 26就成為了他們預訂時的關鍵條
件。但由於免費取消政策會對財務產生不利影響，這類型的變化從長遠來看難以維持下去27，旅遊服務供應商或
會建議旅客推遲旅程，而非取消。

更短的預訂週期亦越趨普遍，Trip.com 數據顯示酒店及航班的平均預訂時長變得更短。2021 年上半年的航班預
訂窗口只有 23 日，比起 2019 年上半年的 53 日大跌 56%。酒店預訂窗口亦由 2019 年上半年的 32 日減至 2021 年
上半年的 10 日 28。一份凱悅酒店的聲明 29指出， 2020 年 6 月期間，美國有超過 65% 的全方位服務酒店預訂及超
過 75% 的經濟型酒店預訂僅在提前四日完成，這是Trip.com錄得最短的臨時預訂週期紀錄。
我們亦於中國內地市場看見預訂週期縮減這一現象，2019 年，有70% 的攜程旅行（Ctrip） 酒店預訂僅在三日內
作出，比率在2020 及2021年上升逾80 %，而於同日操作預訂的佔比超過60%。 30航班的情況亦是一樣。在 2019
年，80% 中國內地旅客會於出發日提早 18 日預訂機票，但在 2020 年，80% 旅客只會提早 9 日預訂機票，比去年
同期下跌一半 31。縱使出現上述波動，大部份人在旅遊前1 至3 日前才進行預訂。預訂週期縮減的現象主要是因
疫情期間出行限制極高的不穩定性所致。

不過預訂週期的縮減仍有機會只是短期現象。艾瑪迪斯酒店（Amadeus）報告亦指出，即日預訂的數量正逐漸下
降，而提早預訂的數量會再次上升。全球範圍內，即日預訂數量由 2021 年首星期的 39% 降至 2021 年 4 月 25 日
的星期的 23%；而提前 31 至 61 日的預訂數目亦由 6% 增至 11% 32。這些數據顯示，消費者在可以選擇時仍會傾
向提早預訂假期，而非在數日前才作出預訂，故此從長遠來看，預訂週期縮減的現象並不會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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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酋航空：針對最後一刻取消及預訂週期縮減現象的應對

為應對快速變化的旅遊限制，全球範圍均可以見到預訂週期的縮減現象。阿聯酋航空在 2020 年

更改了其取消及更改訂單的政策：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的旅客可以免費更改或取消航班，為此消

費者更有信心可以提早預訂旅程。2021 年，阿聯酋航空更修訂了相關政策33，將機票有效期延長
至 36 個月，甚至允許旅客可以免費改簽至同地區的另一目的地。這種靈活的延期政策有助於降
低取消成本，同時保障了旅客未來的出行。

小眾目的地
俘獲消費者芳心

5

新冠疫情爆發後，消費者更熱衷於在旅程時探索小眾目的地、郊區以及自然景觀目的地。

今時今日，現代旅客更熱衷於探險，以滿足備受壓抑的出行意願，40% 旅客選擇探索不熟悉的目的地 34。同

樣地，美國運通 35發現 69% 旅客有興趣探索鮮為人知的目的地；72% 旅客希望通過境內遊以支援當地社
區；59% 旅客有興趣參與「慈善旅遊（philantourism）」，即選擇一個特定體驗或旅程，通過觀光及旅遊以

支援一個目的地。除此之外，比起疫情爆發前，52% 消費者更願意選擇戶外遊；47% 則希望下次旅行的目的

地是大自然。這與歐洲旅遊委員會（European Travel Commission）2021 年 9 月的最新調查結果一致，調
查結果發現，計劃短期出遊的歐洲人更偏愛大自然或沿海目的地：意大利、西班牙、法國、希臘和克羅地亞仍
然是其於 2021 年夏季及秋季最喜愛的目的地 36。

旅遊流行趨勢洞察: 2021年新興消費趨勢及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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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cuswright

的數據進一步驗證了此趨勢：7成美國旅客及逾3/4歐洲旅客打算前往海灘、湖泊、山脈或沙漠

等戶外目的地。 在亞太地區，攜程旅行（Ctrip） 錄得的自然景點預訂量由 2019 年起一直呈上升趨勢。2020
37

及 2021 年該平台上國家公園門票預訂量的持續上升亦證明了這個論點。2021 年上半年與大自然相關景點的

預訂量較 2019 年同期增加了 66.7%；與 2020 年上半年相比更是倍增，增幅達 264.5%。而在 2019 至 2021 年
間，國家公園門票預訂量亦出現了類似的大幅增長；2021 年上半年的國家公園門票預訂量比 2019 年同期增加
近 37%，與 2020 年上半年相比的增幅則達 233.5% 38。

雖然中國內地城市目的地的整體旅遊預訂率*仍高於郊野目的地，但郊區目的地、近郊及偏遠地區的預訂率在

2021 年上半年增長得最快39。中國內地約有 30 個目的地的預訂率在 2021 年上半年激增五倍，其中大部分都
是中國西部未開發或偏遠的目的地。單單是在 2021 年 3 月，攜程旅行（Ctrip）上與郊區旅遊相關的預訂量就

比 2019 年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上升了三倍。以上數據的增長凸顯出旅客現時更傾向前往次要及郊野目的地旅
遊，而且這種趨勢很可能會持續下去。旅遊供應商亦順應這一趨勢，以直播等創新市場推廣策略，為旅客提供
不同內容及產品，並針對郊野及冷門目的地，推出專門的促銷活動。

旅客亦表現出希望在旅遊期間減少碳足跡、以身作則改善環境的意願。事實上在疫情流行前，已有 51% 的全
球旅客表示，如果可以為減少碳足跡、改善社會大環境做出些許貢獻，他們願意將其原本的旅遊目的地改為一

個不知名但相近的選擇 40。該趨勢仍在上升之中，有更多的消費者對可持續旅遊、慈善旅遊及鄉村旅遊的興趣
日益濃厚；而這亦表明二線城市及目的地將在中期內繼續受追捧。不過，為驅使這些目的地在長遠內能夠可持
續地增長，需要公共、私人及社區合作，以實現有效的目的地管理及投資。

2021 年新興的黑馬目的地：

Trip.com 2021 全球目的地酒店預訂量排名

英國曼徹斯特
加拿大蒙特利爾
美國邁阿密

法國巴黎
葡萄牙里斯本

德國法蘭克福
日本北海道

義大利佛羅倫薩
西班牙塞維利亞
卡達多哈

阿聯酋阿布達比

中國澳門

韓國濟州島
中國三亞

泰國清邁
印尼普勞民丹

新加坡

馬來西亞森波納

澳洲黃金海岸

紐西蘭惠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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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協力
		 永續發展

6

雖然可持續性作為觀光及旅遊業的優先項已有一段時間，但在疫情期間該事項變得尤其重要。消費者較以往更
關注自身對環境的影響，並在生活及旅遊方式上開始尋求更為持續的選擇。越來越多的私人企業正提供可持續
的替代方案，而公共部門亦更樂意為可持續旅遊及發展提供資助。由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巴黎協定、聯合

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氣候中立倡議，以至針對多樣性、包容性及反對非法野生動物貿易的相關行動，都可看到
公共部門及私人企業正在為人類及地球創造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而努力。

2021 年一項調查發現，印度消費者中有 44% 更喜歡親近大自然，94% 在 2021 年離家時會考慮可持續旅遊的選

擇41。出遊受阻亦促使 83% 全球旅客將可持續旅遊列為未來的優先事項42。在廢物及回收方面，84% 旅客計劃
在訪問目的地時減少廢物並回收塑膠，來自泰國、克羅地亞及阿根廷的旅客在這方面比例有所上升，佔比分別為
94%、91%、90%。根據攜程集團的研究顯示，超過八成的攜程旅行（Ctrip） 客戶支持酒店不提供即棄產品，以減
少即棄產品的浪費及二次污染。

雖然消費者對於以 更可持續的方式生活及 旅 遊有強 烈的意願，但消費者行為並非一直與該等 觀念保 持一
致。Skyscanner

發現，在衡量選擇航班的標準時，消費者比起可持續性，更趨於傳統且更先考慮目的地成本及

天氣等因素，而這種價值觀與行動的差距很可能是缺乏資訊所致。隨著消費者更為渴望了解其選擇航班對環境
造成的影響，Skyscanner 推出「更環保選擇」的標籤，清晰標註了特定航線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平均排放量減少

4%的航班選擇。很明顯，當所有飛機為獲得標籤付諸努力將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控制在4%以下時，其實際排放量
驚喜地遠低於該標準。平均計算，在 Skyscanner 全球網絡範圍內標註「更環保選擇」標籤的航班，其二氧化碳排
放量比所屬航線的其他航班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要低

11%。截至目前，消費者對該標籤及標籤背後的深意都正

積極響應，2019 年有 6,800 萬旅客在預訂時都選擇了「更環保選擇」的航班。

我們相信可持續發展趨勢將長期維持，更多消費者會在未來以更負責任的態度及更可持續的方式旅遊。公共部
門、私人企業以及當地社區為此給予了不懈的支持及工作，將會有更多的資訊清晰指引消費者哪種選擇將更具可
持續性，而消費者亦將為此繼續肩負更多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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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旅遊目的地時被納入考量、相對重要的因素

來自Skyscanner 問卷的結果，要求旅遊者從「最重要」至「最不重要」對因素進行排名
物超所值

航班+酒店住宿的組合價格

目的地天氣

在目的地要做的事

價格最實惠的出行日期

可搭乘的最實惠的航班
目的地評論

人流較少的目的地

根據個人興趣作出的建議
最不重要

最佳的旅遊日期
好友的建議

最重要

我可能感興趣的活動

由我首選機場出發的、從未探索過的目的地
是否需要旅行簽證才能前往
與目的地的距離

環保的出行方式

被過度旅遊開發的目的地

由特定航空公司提供的目的地
個人可用碳排放配額
熱門目的地

即將來臨的公眾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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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養生出行
		 倡導健康生活

7

全球流行的新冠疫情對多數人的精神健康都產生了不利影響，個人或因焦慮、孤立無援及其它問題而苦苦掙
扎。財政經濟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發現在英國的居民，於2020 年 4 月的平均精神壓力就比
2017 至 2019 年期間高出 8.1% 43。今天的時代背景提升了消費者對精神健康價值的認知，令他們對健康有了更
廣泛的了解外，亦增強了其於改善及保持良好精神健康及整體健康的興趣。
2021 年 4 月，麥肯錫發現 79% 消費者認為健康非常重要，更有42% 消費者認為這是其生活中的重中之重。此
外，巴西、中國、德國、日本、英國及美國的報告亦指出，過去兩三年期間，消費者對健康優先考慮的趨勢錄得顯
著上升44。事實上，Fitbit 發現45在疫情流行期間，大部分與過去一致或持續備受歡迎的活動顯然與舒緩壓力的目
的相掛鉤。
健康旅遊協會（Wellness Tourism Association）46於 2020 年在 48 個國家進行了消費者調查，發現 78% 消費者
在旅行時有進行健康提升類活動；而在 2021 年 47則發現 45% 美國以休閒度假為目的的旅客表示會在其下一趟旅
程中繼續尋求可以令其放鬆的活動。同時，埃森哲（Accenture）的一項調查亦發現 67% 消費者表示將於 2021 年
投放更多的時間及金錢在個人保健方面以提升健康。很明顯，消費者對於健康旅遊及活動的興趣，帶動了健康
旅遊的相關增長。

自 2015 年以來，全球健康旅遊產業穩步增長，2015 至 2017 年平均增幅達 6.5%，2017 年的產值更達 6,390 億美
元，以幾何級數增長48。該類旅行中，第一梯級的旅客當屬為提升健康所驅動的旅客 49，但除此以外，參與休閒或
商務類別旅行的同時、亦進行提升健康體驗的第二梯級旅客，已佔健康旅行總數的 89% ，及總支出的 86%，其
市場份額明顯更大。但健康旅遊不應與醫療旅遊互相混淆，醫療旅遊指代的是，必須進行醫療程序的出行，如心
臟或骨科手術，又或是整容類等可供選擇進行的手術。

隨著旅行限制延長至 2021 年，大家的健康意識亦明顯有所提高。我們預計旅客對於在個人保健、提升健康，及舒
緩壓力方面投入更多時間及金錢的渴望將持續加強。更重要的是，消費者對商務與休閒旅遊之間的界線認知亦
越趨模糊，大家開始意識到尋求更多個人保健及健康活動以培養更健康生活習慣的重要性。長遠而言，健康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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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趨勢將繼續增長。旅遊供應商可考慮提供更多個人專屬的健康體驗，包括特定的旅遊產品，甚至是靜修旅程。

推廣斐濟健康旅遊

多年來，斐濟政府一直鼓勵其僱員及居民提升健康，並已將這樣理念的相關活動在遊客中推廣。斐濟
的 333 個島嶼將於 2021 年 12 月重新開放予遊客，為此斐濟旅遊局推出目的地相關旅遊套票，以滿足
各類旅客需求，目標受眾中包括鐘愛健康旅行的旅客。提升健康及個人保健活動可根據旅客喜好隨意
組合，譬如在海灘曬太陽、按摩、瑜伽、傳統斐濟 Bobo 按摩，或觀鳥等自然體驗。斐濟旅遊局網站有
可供旅客選擇享受的各類活動，讓旅客參與以更好提升健康及進行個人保健、更好打造專屬於自己的
度假體驗。此外，以上曾提及的第一及第二梯級、鐘愛於健康旅遊的旅客更可以前往島嶼進行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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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是目的地
最佳的宣傳策略

8

旅遊需求受到壓抑，消費者在購買旅遊產品時的衡量標準在疫情期間不斷演變，疫情很明顯影響了其決策。加強

實施健康及衛生措施仍然是全球消費者的首要考慮因素。雖然價格始終是消費者預訂的重要考慮因素，但現時
消費者對健康及安全亦予以同樣的重視。Amadeus 發現 50 47% 的全球旅客將新冠疫情相關因素列為選擇目的地

時的首要考慮因素；2/3的人則希望在預訂前就已經充分了解疫情相關的預防措施。當被問及交通與住宿相關的
偏好時，逾半受訪者承認在預訂機票 (62%受訪者)、酒店(66%受訪者)、火車(61%受訪者)及租車(56%受訪者) 前
就了解新冠疫情的預防措施於其十分重要。

對於亞太地區的旅客而言，獲取第一手健康和安全資訊至關重要。事實上，亞太地區有72.8%的消費者現時旅

遊優先考慮的是健康及安全預防措施，該數字高於36.8%優先考慮價格及46.3%優先考慮地點的消費者51，但有
91%

的消費者表示選擇住宿時，清潔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此外，旅客對於公開的健康及衛生措施亦有明確要

求，79% 消費者表示公開展示及遵守政府安全標準對於其而言十分重要；65.6% 消費者關心酒店有否為旅客及員
工提供洗手液；58.5%

關心酒店有否對人流量大的區域定期進行消毒；分別關心酒店有否要求員工及旅客在公

共場合佩戴口罩的消費者有 57.3% 及 54%。新冠疫情未來仍將無所不在，鑒於疫苗接種政策及要求在各國家間
亦仍將存有差異，高標準的健康及安全要求毋容置疑將為此持續進行。

宏觀看來，公共部門的作用至關重要，有60% 旅客在期待政府及世界衛生組織盡快解除疫情警報，以保障出行的

安全52，澳門酒店入住率的顯著回升是很好的例子：隨著澳門與中國內地出入境限制的放寬，澳門於勞動節假期
（2021 年 5 月 1 日）的平均酒店入住率達 83%，接近 2019 年 96.6% 的水平53。 Skyscanner 的消費者調查顯示，
消費者希望在旅行時能感受到保護及支持，更有46% 的全球旅客指出，涵蓋新冠肺炎的旅遊保險是其預訂航班
時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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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公共部門予以支持、刺激需求

安達盧西亞54、加那利亞群島55以及巴利阿里群島56 等目的地推出為旅客提供旅遊健康保險的政策，以

刺激前往這些目的地的旅遊需求。在安達盧西亞，所有非居民的國際旅客都可以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前在所有受監管機構獲取免費的新冠疫情旅遊保險。該保險包括與新冠肺炎康復相關的醫療及手術費

用、醫藥費、住院費，甚至必要時的交通及歸國費用。加那利亞群島及巴利阿里群島亦有類似的旅遊保
險，以保障所有國際及本地旅客。前往巴利阿里群島的旅客需要時，亦可以使用該保險提供的傳譯服務
及指定求助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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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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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將率先出行？

9

不同類型的旅客對於疫情期間出行的謹慎程度迴異，年輕一代（即80後、90後及 00後）短期內的出行意願更
為強烈57。事實上，他們對於旅遊的態度更為積極，是因其相關需求更加備受壓抑外，該等人群可使用的存款
亦更多。73% 的 60年代中至70年代末出生的人、80後90後及 00後計劃在疫情限制解除後的 1 至 3 個月內立即
出遊，而二戰後的嬰兒潮世代在該計劃上的比例則為 63%58。
在中國內地，00後的預訂量出現強勁的反彈。與 2020 年上半年相比，其預訂量增加了105%59。而全球範圍內，
二戰後的嬰兒潮世代在 2019 年上半年的預訂則與00後的預訂量相若。但00後在 2020 年上半年產生的預訂量
比嬰兒潮世代高出 32%，2021 年上半年更是遠超 了147%。

在這個變化莫測的今日，收入影響著出行意願，年收入逾 5 萬美元的00後最渴望踏上旅途。不同世代人群的預
訂渠道亦存在明顯的差異。不出所料，Visa 發現年輕一代主要使用智能手機進行預訂。一項針對 18 至 23 歲法
國和西班牙青年的調查發現，70% 受訪者承認使用 Instagram 作為其旅遊靈感來源60。社交媒體及數碼行銷
一直以來都是強大的市場推廣及銷售工具，長遠來看，這一現象將持續下去，另外為持續吸引旅客，目的地業
務的創新及引人入勝也至關重要。
當旅客在計劃及預訂下一次旅程時，年輕一代將繼續透過數碼渠道，尋求吸引的互動內容以選擇目的地。疫情
爆發後尚未旅遊的80後90後及 00後或將計劃在中短期內出行；而對旅遊風險更為敏感的老一輩，或計劃在遲
些時候再計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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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採取數字化策略

近年來，隨著數碼解決方案使用的日漸普遍，目的地在疫情期間的數字化推廣亦日漸多元化，部分目的
地甚至計劃在邊境重新開放後，為旅客提供遙距旅行的機會或相關靈感。2020 年，法羅群島首創了一
種互動數碼體驗，讓潛在旅客透過遙距旅遊活動方式，以遊覽不同的島嶼。遊客以虛擬的形式可與法
羅群島當地人進行實時互動，當遊客要求在目的地四處走動時，當地人將代而為之，充當遊客的眼睛及
耳朵。島民配備實時攝錄機，為旅客創造出獨特的互動虛擬之旅。2020 年，摩納哥將其「為你而行（For
You）」的宣傳企劃修改為「我們在摩納哥等你（Monaco misses you）」，其出色的數碼共享圖像能力，
讓旅客始終將摩納哥放在心中目的地列表的首位。防疫限制放寬後，當局更將其宣傳企劃更新為「始終
為你而行（For You At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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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受00後歡迎的熱門景點：

攜程旅行（Ctrip）的目的地標籤資料庫顯示 2021 年 90 後和 00 後最喜歡的目的地（2021 年 1 月 1 日 - 2021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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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遊
呈上升走勢
封城期間多數人的儲蓄都有所增加，預計旅客在解封後的前幾次出遊平均支出

將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增加的支出將用於加強病毒預防措施。事實上，旅客將
尋求更多的私人訂製旅行以滿足自身需求，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感染新冠肺炎，而
訂製化的趨勢剛好與豪華遊這一傳統方式相吻合。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日本
及西班牙，70% 的休閒旅客預計將於 2022 年計劃在旅遊上的支出將比過去五年
的支出要更多；76% 受訪者則表示會在旅遊期間將花費更多支出在額外的健康
及安全協議產品61。

豪華遊在 2019 年的市場價值為 9,456 億美元，預計到 2027 年將會達 1.12 萬億
美元62。豪華遊一直為旅客提供更便利的設施及更多旅遊產品選擇，對於希望避
免與其所在的旅行團以外人士接觸的旅客而言，豪華遊是極具吸引力的旅行方
式。雖然有能力出行的消費者預計會在中短期內花費更多，但市場活動認為在
疫情前並非豪華遊的旅客，這種暫時性的支出增加並不會長期持續。有數據顯
示，2021 年上半年在攜程旅行（Ctrip）查詢訂製化豪華遊的每日數量較 2019 年
同期增長 140%63。

豪華遊消費者的預算應會保持不變或有所增加，其於未來或更有可能透過旅遊
顧問進行預訂。豪華遊雜誌《OutThere》發現，79% 讀者會在 2021 年維持相同
或增加旅遊預算，其中 18% 讀者計劃支出更多，近 9% 讀者則計劃將旅遊支出增
加近一倍64。66% 讀者會在 2021 年透過旅遊顧問進行預訂，高於 2019 年的 42%
。的確，2021 年 11 月的數據顯示，攜程旅行（Ctrip）黑鑽頂級會籍的會員規模較
2021 年 5 月上升超過 60 %，會員平均每年作出超過 120 次預訂。有 70% 的黑鑽
用戶在本地逗留時選擇入住五星級酒店，而有接近 50% 的用戶選擇在外遊時選
擇頭等艙和商務艙奢侈消費。65

10

豪華遊
市場價值

2019

9,456億
美元
2027

1.12萬億
美元
(估值)

儘管短期內的豪華遊數目會增加，但隨著防疫限制放寬、消費者儲蓄於解封後有
所下降，這種趨勢預計會回落、重回正常水平。雖然從長遠來看會有更多的旅客
無法負擔豪華遊，但疫情前已進行豪華遊的旅客其需求將會繼續維持，有些人甚
至會增加支出。在這種情況下，預計豪華遊市場對旅遊顧問的需求將繼續存在，
部份目的地甚至會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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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雖然旅客仍然擔心新冠疫情，但公共部門及私人企業在消費者的旅程中都採取了公開的病毒管理措施，以增強旅
客為此的信心。事實上，消費者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觀光及旅遊業，他們越來越看重旅遊組織如何保護
旅客健康，並對為協助旅客促成旅程而更關注業界員工健康的企業更為欣賞。旅客的預訂習慣顯示了其於瞬息

萬變旅遊限制的持續擔憂，為此，消費者較疫情前更為需要簡單及免費的取消政策，但從短期內高企的境內遊數
據以及更長的旅程時間看來，上述因素並未有損消費者的出行意願。

在這種新常態下，旅客更樂於保護環境及支持當地社區。旅客期望培養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保持良好的精神健
康。此外，年輕旅客亦正在引領著業界的復甦，而豪華遊領域亦將在短期內迎來更多的新旅客。

隨著出遊的加速復甦，消費者、公共部門及私人企業都有責任出一分力，繼續為大家及社會重建一個更具可持續
性和包容性的觀光及旅遊業。旅客對於探索世界的渴望從未減弱，我們對觀光及旅遊業的未來充滿希望，亦深信

觀光及旅遊業將反之繼續影響大家的生計及生活。時代背景在不斷變化，新興的趨勢及為之消費者寄予的期望
將促使企業、政府及社區做出相應調整，以提供注重可持續性，且更為包容、有增長韌性的真實旅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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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整體旅遊預訂率包括租車、機票、酒店、景點、巴士、鐵路、民宿以及旅遊套票。

世界旅遊及旅遊業理事會將美洲定義為北美洲、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往返中國內地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或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台灣地區的遊
客會被視為「國際」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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