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讓 LGBTQIA 旅客
感到賓至如歸的秘訣



為什麼旅宿行銷策略的對象應包含
LGBTQIA 旅客

隨著旅遊目的地重新開放，業界專家預期 LGBTQIA 群體會
是第一批開始出遊的旅客。本文會說明如何對這個重要客層
進行行銷。

新冠病毒使旅客的環境不斷發生變動，而其中一個群體可能
率先開始旅遊，那就是 LGBTQIA 族群。若想知道這個客群
為何如此渴望及早踏上旅程，我們收集的新冠肺炎 (COVID-

19) 旅遊趨勢最新資訊可以協助您了解箇中原因，以及如何
吸引 LGBTQIA 旅客。

重點整理：在旅宿的新冠肺炎 (COVID-19) 行銷策略中納入
接待 LGBTQIA 旅客的方針，有助於加快業務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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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QIA 是指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跨性別者、
酷兒、雙性人和無性戀者



新冠肺炎 (COVID-19) 最新旅遊分析和業界專家都得出同一
論點：面對新冠肺炎對景氣的衝擊，LGBTQIA 旅客比較可
能在疫情結束後率先出遊，另外也比其他旅客更想增加旅遊
的次數。

相較而言，比例高出多少呢？2020 年中旬，超過半數的
LGBTQIA 成人表示希望能在當年外出旅遊；相較之下，非
LGBTQIA 成人則只有 46% 有出遊意願。如同下方圖表所示，
與異性戀和順性別受訪者相比，LGBTQIA 受訪者在各個類
別中都對於旅遊計畫抱持較為樂觀的態度，例如，更可能在
飯店或是出租度假屋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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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新冠肺炎疫情 (COVID-19) 期間的旅遊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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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harrispoll.com/lgbt-among-first-to-travel/
https://skift.com/2020/05/27/why-the-lgbtq-community-may-be-the-first-to-travel-again/


友善接待 LGBTQIA 旅客的好處

像平時接待旅客一樣，以尊重和一視同仁的態度款待
LGBTQIA 旅客，對您有以下助益：

• 提供他們更好的旅遊體驗，讓旅宿獲得優良的旅客評價

• 更有可能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吸引旅客預訂住宿

• 可讓較常旅遊的高價值客群成為旅宿的長期忠實顧客

• 樹立較具包容性的旅宿形象

• 能為人類和觀光業的進步貢獻一份力量

協助 LGBTQIA 旅客更輕鬆愉快地旅遊，可吸引這個人數眾
多的重要旅遊客群終生都到您的旅宿光顧。LGBTQIA 旅客
的旅遊頻率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可能比其他旅客更快開
始出遊。2018 年他們在旅遊和觀光方面的支出創下空前新
高，達 $2,180 億美元。

4



為什麼 LGBTQIA 群體會較早開始出遊？

過去無論是遇到經濟恐慌還是恐怖攻擊，LGBTQIA 群體都
還是會選擇去旅遊。

他們之所以願意在風險較高的時期出遊，原因出自他們的旅
遊體驗。

任職於 Out Of Office 與 Travelgay.com 的 Darren Burn 表
示，在全球許多地區，跨性別者在旅遊時，或是同性伴侶登
記入住旅宿時，往往會面臨較高的安全風險。全世界約有
70 個國家/地區仍將同性戀視為非法行為，許多 LGBTQIA 

旅客即便知道自己可能遭到拒絕提供服務、承受牢獄之災或
受到攻擊，卻仍然選擇到這些目的地旅行。

他們不僅準備好出門旅遊，也有足夠的財力負擔旅費。
Darren Burn 對 Skift 表示：「這個群體中的無子女雙薪家
庭比例較高，因此有較多可自由運用的時間和金錢能花費在
旅遊上。」

• LGBTQIA 旅客 2018 年在旅遊和觀光上的花費金額創下新
高，達 $2,180 億美元。

• 美國人每年約旅遊 1 至 2 次，而 LGBTQIA 旅客每年平均
旅遊 5.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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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wtm.com/lgbt-travel-market-annual-spend-now-exceeds-usd218-billion/
https://news.wtm.com/lgbt-travel-market-annual-spend-now-exceeds-usd218-billion/


表現樂於接待 LGBTQIA 旅客的方法

將近 70% 的 LGBTQIA 旅客表示決定投宿地點時，通常會
選擇友善對待 LGBTQIA 旅客的旅宿。

在旅宿內營造具有包容力的環境，並大力宣傳旅宿樂於接待
LGBTQIA 旅客，可以讓旅宿更快速地重振旗鼓。這麼做不
僅對旅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行銷策略有益，長期下來也
能讓營運事業獲利更多，並得到優良評價。

雖然為所有旅客提供優良體驗聽起來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有
1/3 的 LGBTQIA 群體成員表示旅行的時候會害怕受到旅宿
職員的批判。

那麼，該如何讓 LGBTQIA 旅客感到賓至如歸？我們特地彙
整了幾個小秘訣，可應用於旅宿目前的復甦計畫以及未來持
續推行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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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unitymarketinginc.com/documents/temp/CMI_24th-LGBTQ-Travel-Study-Report2019.pdf
https://communitymarketinginc.com/documents/temp/CMI_24th-LGBTQ-Travel-Study-Report2019.pdf


打造良好的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早在旅客踏入旅宿大廳之前，就必須開
始建立良好的第一印象。旅客首次在搜尋結果中看到的旅宿
相片、讀到的旅宿簡介、使用「性別友善」篩選條件搜尋旅
宿，或是從朋友那裡聽到讚不絕口的評論時，就已經形成良
好的印象。

以下說明如何讓您線上刊登的旅宿在 LGBTQIA 旅客的搜尋
結果中脫穎而出，並讓正在尋找下次旅行住宿地點的人留下
良好的第一印象。

• 在 Hotels.com 旅宿頁面上使用具有包容性的表達方式，
提供詳盡的旅宿簡介。69% 的 LGBTQIA 旅客表示，他
們往往會選擇住在已確認為性別友善的旅宿。

• 強調您的旅宿實施性別友善及無差別待遇政策，並註明
是否會對違規員工採取絕不寬貸的政策。

• 使用 Partner Central 中的景點，展示旅宿附近的同志酒
吧、同志海灘，還有其他 LGBTQIA旅客專屬特色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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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xpediapartnercentral.com/Account/Logon?langId=1033%26_ga=2.54932386.805682355.1631607522-1735621040.1628493091&returnUrl=https://apps.expediapartnercentral.com/lodging/content/poi/landing.html%3F_ga=2.54932386.805682355.1631607522-1735621040.1628493091


• 宣傳旅宿與當地倡導多元性的非營利組織、LGBTQIA 事
務協會、同志旅行社等機構之間的關係，展現旅宿與
LGBTQIA 群體之間的聯繫。如果您尚未培養這類關係，
請立刻採取行動！您可以聯絡當地商會，或者安排員工
到流浪青少年庇護所等當地機構擔任志工。(您知道有
40% 無家可歸的青少年認為自己的性別屬於 LGBTQIA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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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LGBTQIA 旅客留下深刻印象

一旦有 LGBTQIA 旅客預訂客房，就表示旅宿有機會提供優
良住宿體驗，讓他們變成一再光顧的回頭客。請注意，有
1/3 的 LGBTQIA 旅客害怕受到旅宿職員的批判，但是您有
能力可以改善這種情形。該怎麼做呢？只要讓 LGBTQIA 旅
客在抵達旅宿時，感覺自己受到歡迎即可。

使用視覺展示方法，宣傳企業採取的包容性政策及做法

• 允許在標準制服上配戴彩虹別針，以及在名牌加上個人
認同的性別稱呼。

• 在大廳或登記入住櫃台擺放小型 (或大型的) 彩虹旗幟，
讓旅客一眼就知道自己受到重視，而且不必擔憂人身安
全。

• 聘僱能如實反映旅客多元背景的員工，包含多元性別、
性傾向、種族、宗教、年齡、能力、語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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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關準則並規劃訓練課程，指導員工如何接待
同性情侶/夫妻、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的旅客

• 同性情侶/夫妻辦理入住時，要以接待其他旅客同等的心
態來設想對方需求。舉例來說，設想這兩位旅客應該只
需預訂一間客房，而且希望房內只有一張床。

• 製作 LGBTQIA 城市指南 (旅宿當地的觀光事務處或許已
經有這類指南)，協助這些旅客尋找能受到友善對待的地
點。在指南中附上值得信任的執法機構或觀光警察的電
話號碼和辦事處地址，方便他們在遇到問題時求助。

變性 (從男性轉變為女性或從女性轉變為男性) 或非二元性
別 (既非男性也非女性) 的旅客，如今面臨前所未有的嚴重
歧視、騷擾及暴力行為。令人難過的是，一份全國性問卷的
結果顯示有 41% 的變性受訪者曾試圖自殺。若想遏止這種
憾事繼續發生，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讓所有人都受到有尊嚴的
對待。

• 除非旅客的性別顯而易見，或者他們親口告知自己的性
別，否則不要妄加臆測。一律使用籠統的詞彙，例如說
「晚安」，而非「陳先生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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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旅客有告知他們的性別稱呼 (亦即希望被稱呼為女性、
男性或是無性別)，可以將這些資料輸入旅宿管理系統或
記錄下來，然後私下請職員留意如何稱呼該位旅客，假
如不慎使用了錯誤的性別稱呼，請恭敬地予以更正。務
必將上述事項加入員工訓練課程中。

• 在大廳和餐廳、健身房或 Spa 等旅宿設施中，提供性別
中立的洗手間。無論是單人使用還是多人共用的洗手間，
都可以改裝成性別中立洗手間。對於變性及非常規性別
的人來說，進入洗手間是很棘手的問題，因為其他人可
能會認為他們「走錯」廁所。在一份美國的問卷調查中，
70% 的變性受訪者表示曾在公共洗手間受到言語或肢體
上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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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LGBTQIA 旅客感到賓至如歸的
7 個小秘訣

1. 許下 Hotels.com 包容性承諾，同意友善接待所有性別認
同和性傾向的旅客，然後在 Partner Central 選擇「性別
友善」設施服務。

2. 教育員工何謂性傾向和性別認同，並對仇恨、輕視或歧
視行為採行絕不寬貸的政策。

3. 展示多元背景的旅客在旅宿中享受時光的相片，包含同
性情侶/夫妻和變性旅客。

4. 訓練職員如何協助 LGBTQIA 旅客，例如教導職員個人
認同性別稱呼的重要性。如果不確定旅客的性別，就避
免使用特定性別的稱呼，像是「先生」和「小姐」，改
用「晚安」等通用問候語。

5. 確保櫃台人員和職員能夠推薦旅宿周遭的性別友善地區、
餐廳及活動。

6. 考慮在獨立的網站頁面或網頁區域，提供 LGBTQIA 旅
客專屬的活動、旅客評價、相片、鄰近景點、特別套裝
行程和價格。

7. 表達對 LGBTQIA 群體的支持。履行社會責任並展現包
容力，不但能讓所有旅客感到賓至如歸，而且還有助於
和旅客建立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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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xpediapartnercentral.com/?_ga=2.51966880.805682355.1631607522-1735621040.1628493091


準備好參與社群活動

LGBTQIA 族群和他們的盟友具有極為強烈的群體意識。儘
管目前旅遊的機會較少，但還是應該準備好限制放寬後，重
新開業時所需的社群活動參考指南。「同志驕傲月」活動會
帶來相當驚人的客流量，因為每年眾多參加遊行和派對的人
都會湧入當地和國際目的地大肆慶祝。2019 年紐約市世界
同志驕傲活動的參與人數便刷新紀錄，有多達 500 萬人參
加。

可觀的客流量不僅限於「同志驕傲月」。同志運動聯盟現在
擁有超高人氣，各支隊伍和他們的支持者經常會為了聯賽到
各處去。許多專業人士會去參加 LGBTQIA 的業務和業界會
議，也有人會呼朋引伴到國外的酷兒非營利組織擔任志工，
當然還有其他更多商機。

除了 LGBTQIA 群體外，千禧世代和 Z 世代也特別關注社會
正義和多元性，無論是選擇雇主還是購買產品，他們都會在
生活中各方面找出與眾不同的選項。雖然只有部分旅客認為
自己的性別屬於 LGBTQIA，但有許多其他旅客會選擇在具
有包容性的旅宿住宿，以支持與自身信念相符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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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並友善接待 LGBTQIA 旅客。
許下 Hotels.com 包容性承諾

許下 Hotels.com 包容性承諾，立即採用我們提供的 7 個小
秘訣，讓 LGBTQIA 旅客感到賓至如歸。此舉便代表您的旅
宿保證會讓任何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旅客感到安全以及受到
尊重。

許下包容性承諾的旅宿可在 Partner Central 中選擇「性別
友善」設施服務，如此旅宿就會顯示在多個網站的相關搜尋
結果中。更重要的是，這麼做可以讓 LGBTQIA 旅客感覺受
到友善對待，確保他們日後再次選擇光顧您的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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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els.com 合作夥伴可以許下包容性承諾，然後在 Partner 

Central 的「設施服務」中搜尋和選擇「性別友善」
方塊。

多個網站的相關搜尋結果都會為旅宿進行宣傳，包括我們的
LGBTQIA 旅客專屬網站 Orbitz。

https://www.expediapartnercentral.com/
https://apps.expediapartnercentral.com/lodging/content/summary/add-ame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