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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旅行社在亞洲：  

電子化服務成長的重要夥伴 

 

在亞洲，「旅遊」 意味著收入與就業機會 

旅遊與觀光業，無疑是全球最強大的經濟力之一。根據世

界經濟論壇資料顯示，2016 年全球旅遊人口已超過 12 億

人，而且還會繼續增長，預估至 2030 年，旅遊人口將達

到 18 億人。此外，旅遊與觀光業在 2016 年全球經濟中，

亦貢獻了 7.6 兆美元之多，實力不可小覷。1  

 

隨著數十億人們出國往

返，他們所花費的金錢，

形成一條活力十足的經

濟活動鏈，不僅為當地

店家、基礎建設與創業

者帶來強有力的支撐，

更創造許多就業機會，

並刺激經濟成長。  

 

其中，服務業的跨境交

易（如旅館業、線上銷售、

運輸業等），更加推動此

一經濟成長的速度。 

 

而亞洲，絕對是旅遊業

未來發展的主場。全球

國際旅客最熱門的城市

中，就有 6 座城市位於

亞洲，同時亞洲旅遊市

場的總訂單量，也遠比

歐洲與美國多出許多。  

 

                         
1 資料來源，請參考該白皮書全文版本：《網路旅行社在亞洲：電子化

服務的偉大商機。》  

全球旅遊市場研究公司 PhoCusWright 預估至 2020 年，

亞太地區市場價值將達到 4880 億美元；到了 2030 年時，

更將有超過 5 億名外國旅客造訪亞太地區。  

 

旅遊不僅帶來更多金錢收益，也增加許多就業機會，全球

每 11 個工作中，就有 1 個工作與旅遊相關。世界旅遊論

壇就估算，「每個景點只要多出 30 名新遊客造訪，就能

多創造出 1 個新的工作機會。」 

 

而 2016 年在亞太地區，光靠旅遊與觀光業，就創造出超

過 6700 萬工作機會。到了 2027 年，包括直接與間接工

作機會，旅遊業更將佔整個亞太地區整體就業的 10%以

上。顯而易見的是，旅遊業將會成為該地區經濟貿易的重

要支柱。 

 

「旅遊」即「會移動的網路」 

全球網路旅遊市場每年以 10%至 11%的幅度成長，是整

體旅遊市場的兩倍，世界經濟論壇也提出建議，對旅遊目

的地而言，若想要在觀光業中擁有更強的競爭力，數位化

策略是「勢在必行」的。  

國際旅客 

每年將增加

4300 萬人。 

網路旅行社（OTA）結合需求與供應 



網路旅行社在亞洲：電子化服務的好夥伴 

      17-10 2 

 

 

在這方面，亞洲也早已領先全球。東南亞是全球網路發展

最快速的地區，該地區網路使用人口，將從 2016 年的 2.6

億人，增加至 2020 年的 4.8 億人。 

 

該地區的網路旅遊發展，正以每年 17%的速度成長，預計

到了 2020 年，網路旅行社（OTA）的訂單量，將達到近

1000 億美元。其中，手機等移動裝置佔了網路旅遊訂單

的 37%，以知名網路旅行業者 Agoda 為例，已有超過一

半的訂房來自於手機用戶。 

 

隨著人們出國旅行，他們本身與其相關數據資料，也活絡

了各項交易。 

 

網路旅行社的價值 

網路旅行社在這

個迅速擴張的市

場裡，無疑是個相

當重要的關鍵力

量。他們的經營模

式，介於傳統旅遊

觀光業交易活動，

及快速發展的電

子商務產業兩者

之間。 

 

OTA 並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為消費

者帶來擴及全球

範圍的個人化選

擇，大大改變了旅

遊的型態。 

 

他們讓旅館業與

在地業主，得以接

觸到來自全球的

消費者，隨時調整

出售/出租價格，

以滿足市場需求，

並且每天 24 小時

不間斷地以數十

種不同語言提供

客戶服務，同時安

全地接受使用多

種貨幣及不同付

款模式。 

 

而國際性的網路旅行社，能夠讓來自全球的旅客輕鬆找

到世界各地的訂房，其全球影響力無遠弗屆。不同於傳統

旅館業以房產物業管理作為收入來源，跨國 OTA 是從網

站所提供的研究、訂房、廣告、預約等服務中獲益。因此，

這樣的 OTA 可為亞洲的電子化服務帶來龐大的商機。 

 

此外，國際性的 OTA 能為旅客們帶來四大好處： 

 眾多選擇：OTA 提供既廣泛且大量的訂房資訊，

讓旅客們可以依照房型、價格、地點或評價來挑

選適合的住宿。傳統一般的連鎖飯店，頂多只能

供應上千間旅館，但大型的跨國性 OTA 可以提供

上百萬件資料供旅客選擇。 

 

 隨時隨地服務：跨國 OTA 的客服團隊分佈世界各

地，提供每天 24 小時的客戶服務，讓顧客無論

透過電子郵件、電話、甚至以線上聊天的方式，

即時獲得協助。以 Expedia 與 Agoda 為例，其網

站擁有 39 種不同語言，而 Booking.com 更能以

43 種不同語言與客服聯絡。 

 

 使用最方便：無論你出發前幾週就已經事先訂好

住宿，還是跟許多人一樣，出門前 24 小時內才

趕緊訂房，甚至人都已經站在旅館門口旁，臨時

想訂房，手機應用程式 app 皆可協助 OTA 業者，

滿足顧客各種即時、線上甚至現場的需求。 

 

 安全感與信賴感：全球顧客對於熟悉的國際 OTA，

會比較信任其安全性、隱私與評論可信度，因為

他們提供先進的安全防禦偵測、數據保護管控、

最新加密標準、以及符合全球標準的持續安全評

估，這些都是當地一般旅館業者或個人屋主，所

無法達到的超高水準。 

 

但不僅僅是使用者，對提供住房的業主而言，同樣也能從

OTA 獲得許多實質好處。身為網路銷售平台，OTA 運用各

項科技來收集並分析消費者使用活動，以幫助他們的合

作夥伴能夠更加符合供應與需求。 

 

而 OTA 所提供給業主的分析工具，更可顯著加強了解消

費者及潛在客戶的能力，這對於中小企業業主來說，尤為

重要，不然他們無能為力從客戶群中，收集這些極具參考

價值的資料與觀點，進而推出更能符合未來消費者需求

而量身打造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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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跨國 OTA 可說是世界級的超級行銷員，他們

能夠讓全球連鎖飯店業，以及那些無法自行接觸到全球

旅客的在地業者，增加其直接獲益的意識與機會，這對於

本土的小型業者而言，特別有利。 

 

一般來說，旅館業者平均約花費營收的 6%至 9%，使用在

行銷方面；而另一方面，OTA 業者則在行銷上投入了營收

的 35%至 45%左右，比例高出許多。舉例來說，2016 年

Priceline 集團至少花費 35 億美元在整體行銷方面上，而

Expedia 另外又花費了 43 億美元。這麼大的投資，才能

為全球各地大大小小業主及旅遊目的地，帶來更多消費

族群。 

 

附加服務 

此外，網路旅遊平台也不僅止於銷售住宿而已。許多 OTA

往往也提供一系列通常只能由當地店家供應的附加服務，

例如特定語言的旅遊導覽，或是如烹飪學校、攝影行程、

潛水課程等等這類滿足各種個人嗜好的休閒活動。 

 

監管議題 

由此可知，很顯然地，OTA 是這些以旅遊為主要經濟來源

地區，極為重要的一份子，但只有在適當的監管下，才能

為當地景點、企業及消費者提供最大化效益。  

 

而原本為傳統實體企業所訂定的商業法規，也需要與時

俱進，在這個數位與行動時代，重新制定適合全球電子商

業服務的相關法規。而與消費者事務、資料在地化政策、

以及當地稅務相關的政府機構，也應重新檢視其現有的

政策法令，是否足以因應現今跨國電子商務之規範。 

 

其中有三個領域特別值得一提：定價選擇策略、當地房屋

短期租賃（民宿）、以及跨境電子商務課稅。  

 透過定價選擇來保護消費者： OTA 的消費者非

常重視選擇權利，甚至願意為此付出相對的代價。

而旅館業（也就是訂定價格策略者）當然知道這

點，所以提供較便宜但無法退費的價格，給那些

已經確認行程的旅客，而對於那些想保有開放選

擇權，行程尚未確定的消費者，給予更靈活彈性

的付費方式但相對較昂貴的價格。 

 
旅館同時提供兩種費率的訂房類型，可讓消費者

依據自身需求來選擇，同時也能協助旅館更有效

地管理空房庫存。 

 

這樣的分層定價系統，已經是國際通用的標準了，

然而，在少數國家裡，相關監管機構企圖以禁止

業者提供無法退費的價格，來保護當地消費者，

但如此一來，消費者只剩下一種價格選擇，而且

是較高的價格，這對消費者來說，政府不但沒有

盡到保護的責任，反而更傷害了消費者權益。 

 
因此，唯有當監管機構允許 OTA 業者提供消費者

更多的選項、更低的價格、創造出無論對當地還

是國際業者都公平的競爭平台，才是對消費者最

簡單也最好的辦法。 

 

 允許開放當地房屋短期租賃（民宿）： 所謂的本

地的房屋短租，是指旅客向當地私人住宅或酒店

式公寓租用房間住宿，通常這類住宿能夠提供家

庭或是團體類型的旅客所需要的設備（例如廚房

廚具及洗衣機等），而

且通常價格也更實惠。

因此這類型的住宿越

來越受到歡迎，成長非

常迅速，而且已經成為

一種常態。一些發展較

為成熟的市場，已經開

始立法規範這一類型

行業，為旅客、業主及

旅遊目的地帶來更多

機會，創造三贏局面。 

 
日本的做法就是個很

好的例子。日本是

Airbnb 發展最為快速

的市場之一，當政府眼

光放向 2020 的東京奧

運時，內閣通過立法，

允許當地居民可將私

宅出租，每年總天數最

多 180 天。日本政府擬

定這樣的法規，以協助

當地屋主短租蓬勃發

展，將短租民宿視為促

進經濟重要資產的做

法，也等於是為其他亞

洲國家鋪好了一條示

範道路。 

 
而 OTA 最擅長透過提

供各種不同類型的住

宿，將全球旅客吸引前

往世界各個角落，若有這些開放當地屋主租賃的

法規，當然更能強化這個目標。 

 



網路旅行社在亞洲：電子化服務的好夥伴 

      17-10 4 

 

 跨境電子商務課稅： 如同許多跨國公司一樣，

OTA 在他們母國繳付公司稅，但在不具納稅義務

的國家裡，則不繳納稅款（另一方面，旅館與其

他房產業者，通常有義務根據房價繳納某些稅款，

並定期繳付所得稅）。 

 
而那些考慮對跨國 OTA 業者課稅或增加稅金的

監管機關，應小心地捫心自問，他們真正的最終

目標，到底是單純增加稅收，還是要大幅提高當

地旅遊與觀光業的整體經濟獲益？畢竟，過高的

稅收，可是會削弱當地經濟而非加強。這樣的反

效果，真的是他們想要的嗎？  

 

結論 

電子化服務加速並加強了觀光業的正面影響，而跨國OTA

則是最有效率的行銷專家，透過不斷帶來世界各地的旅

客，幫助當地經濟蓬勃發展，這些 OTA 業者絕對是推廣

觀光業最有力的行銷工具，他們可以吸引遊客前往交通

較不發達的地區與住宿，並將更多新業主及地區推廣出

去。同時，作為網路技術公司，OTA 也刺激了更多創業、

人才開發及就業機會，同時幫助旅客及當地業者分享旅

遊的文化獲益，並帶來高水準的旅遊收入，創造數百萬個

工作機會。簡言之，他們是推動整體成長的動力，如果當

地的監管機構能夠從旁協助的話，它們更可以成為當地

擴展更多經濟機會最有價值的盟友。 

 

為了使國際性的 OTA 能夠發揮最大價值，各地方機構也

需有所因應，主管機關不應該將他們視為外人，而應體認

到 OTA 提供這些服務，對當地人民、企業與國家經濟所

帶來的價值，因此，更應該盡力促使跨境數據資料的自由

流通，跟上國際標準，並為所有參與的相關業者，提供一

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總而言之，監管機構應視國際 OTA 為具有相同目標的貿

易夥伴，並與之合作，共同為造福更多人而努力。 

 

 

 

 

 

 

 

 

亞洲貿易中心 (The Asian Trade Centre, 簡稱 ATC)為區域性

思想領袖、亞洲貿易的倡議者與教育工作者。ATC 直接與全球

各國政府、企業、智庫、基金會、非政府組織合作，協助並提

供亞洲貿易相關活動的資源。. 

 

詳情請上網: asiantradecentre.org  

或 email 給我們: info@asiantradecentre.org 

 

http://asiantradecent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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