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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摘要 
 

本企劃的動機為 2020 年，全球遭逢 Covid-19 新冠肺炎病毒侵襲，國際旅遊

頓時成了病毒散播的最直接路徑。在短短幾個月內，各國皆頒佈旅遊警戒，平時

人潮擁擠的各國機場頓時變的門可羅雀。原本是為這個時代人們最重要的休閒方

式之一的旅遊，在此時，不得不被迫取消或無限延期。 

在旅遊、航空業幾乎全數停止營運的狀況下，國人們原定行程被打亂，加上

長時間待在家中，許多人紛紛表示「悶壞了」。於是我們想，這時候，如果能有

個旅遊平台，報導各國的生活、文化、時尚等資訊，解解人們的旅遊癮，不論是

回味曾經到訪過的地點，或計畫未來疫情解除後的旅行，應該都能相當程度地激

發人們的興趣，於是便有了執行此企劃的想法。 

我們決定創立一個線上品牌，透過從織品服飾行銷專業裡所學到的知識，加

以運用，深入了解各國的生活文化、流行服飾、時尚歷史，以及在地品牌、設計

師等，將這些資源彙整，以線上雜誌的角度分享給觀眾。 

 《欲往城市 The Morii mag.》期望以線上雜誌之姿，透過多角度切入各國文

化、生活風格以及旅遊，帶領大家不只想念旅遊、計畫未來的旅遊行程，也保持

對世界的好奇及熱情。由 Instagram 貼文出發，從亞洲地區一路到世界各地，文章

主題涵蓋各國文化、主題式旅遊、人物訪問、時尚及電影，從多方面看見各個國

家的面貌。 

關鍵字：時尚、旅遊、文化、生活、媒體、Z 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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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與動機 
 

2020年，全球遭逢 Covid-19新冠肺炎病毒侵襲，國際旅遊頓時成了病毒散播

的最直接路徑。在短短幾個月內，各國皆頒佈旅遊警戒，平時人潮擁擠的各國機

場頓時變的門可羅雀。然而隨著經濟起飛，旅遊的角色早已從早期的奢侈品變成

許多人的生活常態。許多人赴外工作、求學，長年待在海外；也有的旅行各國，

足跡遍布全世界；而以一般人來說，年節、暑期等短期旅遊也早已是固定的假期

模式。 

 

在旅遊、航空業幾乎全數停止營運的狀況下，國人們原定行程被打亂，加上

長時間待在家中，許多人紛紛表示「悶壞了」。於是我們想，這時候，如果能有

個旅遊平台，報導各國的生活、文化、時尚等資訊，解解人們的旅遊癮，不論是

回味曾經到訪過的地點，或計畫未來疫情解除後的旅行，應該都能相當程度地激

發人們的興趣，於是便有了執行此企劃的想法。 

 

我們的線上雜誌品牌，透過從織品服飾行銷專業裡所學到的知識，加以運用，

深入報導各國的生活風格、城市文化、時尚、深度旅遊、人物訪問等，希望觀眾

在閱讀後能更有「心」的旅遊，在未來付諸實踐。 

 

第二節 企劃目的 
 

一、解旅遊癮-用不同角度看待旅遊 

鼓勵人們不因疫情而灰心，在保持好社交距離的同時，藉由我們的平台，

透過各國的有趣報導用「心」旅遊，待解禁後，再次擁抱旅遊。 

 

二、推廣主題式旅遊 

「主題式旅遊」是我們認為相當值得推廣的旅遊方式，比如:櫻花祭、

溫泉、登山、賞雪、水上活動、跳島旅遊...等等，有別於最基礎的踩點行

程，且可以根據旅伴的組成做彈性調整。故順應 Instagram 呈現模式，我們

的內容以「主題式」貼文作呈現。 

 

三、時尚旅遊媒體-傳遞新旅遊概念 

作為 Z 世代的我們，正是社群平台的重度使用者，有關世界的大小事幾

乎都是從關注的商業帳號中獲取。因此在觀察過多數已存在的旅遊平台後，

我們想嘗試做的媒體是以社群平台為利基，並以 Z 世代對文化、生活的態度

作切入，結合「時尚」及「旅遊」，將文化性的知識注入旅遊媒體，傳遞新

的旅遊概念。 

 

 



第三節 企劃流程 
 

 
 

圖 1-3-1 企劃流程圖 

 

一、營運與產出 

(一)透過社群平台 Instagram 發表文章，並透過限時動態之投票/投稿功能與用戶

互動。 

(二)邀請旅行部落客舉辦講座，藉由近距離的分享傳遞旅行及旅遊的意義。 

(三)將累積的素材收集、整理，編輯成實體刊物展出/販售。 

 

第二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一節 政治法律分析 

 

一、 疫情前台灣對世界的旅遊政策 

    2020年 3月 5日中華民國外交部更新了「國人可以免簽證前往之國家

與地區」名單，共有 112個國家/地區給中華民國台灣護照免簽證，包括

國人最熱衷的澳門、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紐西蘭等旅

遊勝地。護照免簽國越多，代表人民在全球旅遊自由度也高，政府與他國

保持良好關係，同時也促進經濟關係。 

 

二、 疫情後台灣與世界各國的旅遊政策 

    台灣推出多項措施重塑觀光旅遊，例如:鼓勵民眾力行「防疫新生活

運動」、推出 2020 安心旅遊補助等等。日本為刺激國內觀光，推出「Go 

To」活動，民眾部分的國旅費用將 由日本政府補助。希臘政府提出社會

觀光計畫(social tourism programme) 「Tourism for All」，規劃 3,000 萬

歐元資助低收入戶國人旅遊。 

 

創立旅遊時尚

媒體

疫情衝擊旅遊 

營運與產出 

Instagram 

線上雜誌 

舉辦旅人講座 實體刊物 



第二節 經濟分析 
 

一、 疫情之下的旅遊產業概況 

（一）航空：ForwardKeys 的研究報告指出，2020 年 1 月 6 日至 7 月 19 日之間全

球的國際航班訂位較去年同期下降 99%。就區域而言，來自亞太地區的訂

位(-105%)下降最嚴重，其次為美洲及歐洲(-97%)、非洲及中東(-85%)，

全球各區皆面臨嚴重的損失。 

（二）旅宿：史密斯研究中心(STR)資料顯示，全球 5 月份的平均客房收入

(Revenue Per Available Room, RevPAR)、平均房價(Average Daily Rate, ADR)

及住房率持續面臨 2 位數的減少，再創史上最低點。5 月份的住房率最低

的地區為歐洲(13%)，其他則是非洲(14%)、中南美洲(15%)、美國(33%)、

亞太地區及中東(36%)。 

（三）旅遊平台：全球線上旅遊集團 Booking Holdings（有 Booking.com、Agoda、

Priceline 與 KAYAK 等多個旅遊平台）2020 年第 1 季表現因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2 月底訂房率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5%至 10%，整體旅遊商品預訂

比例下降約 10%至 15%。 

第三節 社會文化分析 
 

一、 旅遊型態的變遷 

亞洲旅遊體驗預訂平台 Klook 執行長林照圍分析，網路便利使旅遊資訊透

明化，旅客也從被動式的團體安排，轉變成自主性高、彈性大的自由行模

式。隨著自由行興起，帶動機票與飯店等預訂需求，旅客可以透過航空公

司、飯店官網或各式平台，隨時隨地預訂。千禧世代從傳統實體的旅行社

轉向網路，透過網路自行比價、搜尋部落格文章取經，或追蹤臉書及其他

社群軟體上的旅遊風格達人，讓旅行成為一件很客製化、個人化的事情。 

 

表 2-3-1 來臺觀光客旅遊方式比例 

年份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團體旅遊 61.76% 60.41% 44.96% 41.09% 38.75% 31.45% 26.48% 26.80% 

自由行 38.24% 39.59% 55.04% 58.91% 61.25% 68.55% 73.52% 73.20% 

 

二、 在地體驗興起 

根據旅遊業者統計，深度體驗受到消費者喜愛，108年的預訂當地文化深

度體驗，像是傳統服飾體驗、烹飪體驗等成長幅度是 107年的 2倍。近年

來也觀察到旅客喜好正在轉移，從指標性地標逐漸向在地文化靠近，像是

到韓國首爾體驗汗蒸幕，去泰國曼谷學做泰式料理，在沖繩潛水探訪藍洞

等，比起在熱門景點走馬看花，旅客正積極用自己的感受來創造專屬的旅

遊體驗和回憶。 



第四節 科技分析 

一、 科技旅遊趨勢 

市面上各種行前規劃的新科技崛起， AI 人工智慧、VR 虛擬實境、語音辨識

等熱門技術越來越成熟，成為能左右旅遊市場商機的關鍵。手機便利性帶來

最快速的資訊，並透過 APP 追蹤行李，完成行程規劃、交通服務、住宿安

排等一整套內容。 

 

二、 疫情後旅遊科技的改變 

（一）無接觸式科技 

（二）清潔科技 

（三）AI 智慧系統科技 

 

第三章 《欲往城市 The Morii mag.》介紹 
 

第一節 簡介與理念 
 

我們創立的時尚旅遊媒體品牌，名稱為《欲往城市 The Morii mag.》。

「欲往城市」，欲前往的城市；“Morii”，渴望留住一個轉瞬即逝的瞬間。期望

以線上雜誌之姿，透過多角度切入各國文化、生活風格以及旅遊，帶領大家不只

想念旅遊、計畫未來的旅程，也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及熱情。 

 

第二節 目標族群分析 
 

我們針對年齡範圍為 18-26，關注旅遊、文化、時尚領域的 Instagram 用戶，

發佈貼文、吸引追蹤/互動、爭取曝光。 

 

第三節 LOGO 介紹 
 

 
圖 3-3-1 品牌 LOGO 



 

「欲往城市」四角題字以具襯線的中文字體呈現，正中央類似方形春聯的

意象為向世界敞開的窗口，裡頭由三幢建築物組成「城市」的意象，象徵家家戶

戶、不同的生活跟各國文化的組成，也象徵地球村的豐富多元。 

 

第四節 活動企劃書 

  
一、 Instagram 經營 

 

（一）貼文 

為主要執行項目，內容包含深度旅遊、文化新知、人物專訪、在地設計師

/品牌、影視時尚及電影場景。各個國家的貼文數以 9篇為基準，以經營一

致的 Instagram 版面。每個國家的素材內容由組員們共同蒐集、篩選，並撰

文以及製圖發文。 

 

 
圖 3-4-1 Instagram 排版 

 

（二）濾鏡 

利用 Instagram 限時動態製作雜誌風格濾鏡，增加與觀眾的互動，藉由濾鏡

的分享，刺激商業帳號的點閱及觸擊。在濾鏡與特效稱霸的時代裡，The 

Morii的濾鏡樣式也切合了品牌想推廣的理念-抓住美好的瞬間。 

數據分析項目: 

(1)濾鏡曝光數：所有點開過濾鏡的人 

(2)拍攝數：實際拍攝使用特效的次數 

(3)分享數：用戶轉發特效給朋友的次數 

 



 
圖 3-4-2 Instagram 濾鏡示意圖 

 

（三） 專訪 
邀請讀者接受我們的訪問，以一個國家一位代表人，分享其旅外經驗以及

故事，The Morii 再以貼文形式呈現。 

 

 
美國篇專訪--Venus小緒 歌唱老師 

 

 
歐洲篇專訪--王柏婷 音樂系學生 

 

（四）抽獎活動 

利用獎品來吸引讀者留言藉此與他們互動，增加粉絲黏著度。也透過此活

動，讓大家呼朋引伴來追蹤、留言，增加曝光度。 

獎品:契爾氏金盞花精華旅行組、小米自拍桿兼腳架、行李秤。 

 



 
圖 3-4-3  Instagram 抽獎活動 

 

二、 旅人講座 

（一）講者: Mika 謎卡 

旅行作家、冒險家、節目主持人。 

曾走訪巴基斯坦、埃及、南非等 10+個國家，2016 年出版第一本旅行文學

書《在遠方醒來》，並拿下金石堂當月銷售冠軍。著有《在遠方醒來》

（2016）、《路上慢慢想》（2018）、《留下來生活》(2020)。 

 

 
圖 3-4-5  Mika 講座宣傳海報 

（二）演講主題:【選修一堂人生的冒險學分】 

（三）參與人數: 40人 

（四）時間: 2021年 3月 10日星期三 

（五）地點:輔仁大學織品系館 TC007 

 

三、 實體刊物 

將品牌於 Instagram 上累積的素材製作成《The Morii mag. 欲往城市》實體



刊物。 

(一)規格/成本計算 

表 3-4-1 實體刊物成本計算表 

尺寸 A5 

頁數 183頁 

裝訂 自行裝訂 

單面印刷（紙材:道林紙/畫刊紙） 單價 0.54元/頁 

單本淨成本:0.54*183頁=98.8元 

 

四、總體時程 

 

表 3-4-1 總體時程表 

時間 項目 

2020/12/05 Instagram 首發 品牌介紹文 

2020/12/06 日本篇上線 

2020/12/10 日本專訪--劉玥吟 

2020/12/25 發布聖誕抽獎文 

2020/12/30 美國篇上線 

2021/01/07 美國專訪--Venus小緒 

2021/01/16 公佈中獎名單 

2021/02/05 台灣新年特別篇上線 

2021/02/25 歐洲篇上線 

2021/03/10 旅人講座 

2021/03/11 歐洲專訪--王柏婷 

2021/03/20 The Morii mag. 實體出刊 

2021/03/31 GAC 

2021/04/09-2021/04/11 畢展 



 

第四章 活動成本效益分析 
 

第一節 Instagram經營 

 
表 4-1-1 追蹤人數時間表 

時間 追蹤人數 

12月 100 

1月 155 

2月 178 

3月 200 

總計 200 

 

 
圖 4-1-1 Instagram 帳號後台數據 

 

帳號後台數據顯示觸及人數為 1088人，紛絲與貼文或限時互動次數為 324

次。 

 



 
圖 4-1-2  Instagram 粉絲相關資料 

 
圖 4-1-2  Instagram 濾鏡洞察報告 

 

濾鏡曝光次數為 1.1萬次，男生佔 5%，女生佔 95%，而年齡大多分佈在 18～24

歲，濾鏡開啟次數為 1037次、拍攝次數 350次、分享次數 83次。 

 

第二節 抽獎活動 
 

表 4-2-1 抽獎活動成本明細 

獎品 數量 金額 

契爾氏金盞花精華旅行組 1 $499 

小米自拍桿兼腳架 1 $380 

行李秤 1 $150 

總計 $1029 



 
活動成效： 

抽獎文留言數 161人、觸及人數 759人，粉絲人數增加 33人，濾鏡曝光次

數接近一萬次。 

 

第三節 主題講座活動 
 

表 4-3-1 主題講座成本明細 

內容 時間/數量 金額 

講者費用 $1600*2hr $3200 

講者停車費 $40元*4hr $160 

海報 $110元*5張 $550 

總計 $3910 

 
活動成效: 

參與講座人數 40 位，粉絲人數增加 28 人，有關講座的限時動態最多觀看

數為 150人/篇，講座宣傳的貼文觸及人數也達到了 455人。粉絲總數達 200人。 

 

第四節 總成本分析 
 

目前準備畢業專題的成本預計為$5339。4月預計支出為四本出刊刊物（100元*4

本），將於展覽期間展出。 

 

表 4-4-1 畢業專體整體活動支出 

時間 活動支出 

  12月 $1029 

3月 $3910 

4月 $400 

總計 $5339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小結 
 

這個企劃的執行初衷，是要開拓旅遊媒體的新市場，透過深入淺出的題材以

及平易近人的傳播媒介，搭配設計、文化題材，呈現旅遊雜誌不一樣的面貌。 

時至今日，大多數的旅遊資訊媒體仍以景點、打卡點等社群互動導向的素材

為主，瀏覽市場現有品牌，文化性雜誌及旅遊書籍之間仍有市場空缺，缺的是結合

兩者特性的媒體--而 The Morii 欲往城市 時尚旅遊媒體便是以旅遊雜誌為立足

點，佐以文化性題材增加知識厚度的一本線上雜誌。 

 

第二節 預期目標 
 

一、品牌推廣 

除了持續經營 The Morii Instagram帳號，我們會與各路品牌進行合作，舉辦聯名

活動/販售聯名商品，確立《欲往城市》生活風格類雜誌的定位。 

合作品牌類型:戶外用品、風格店家、生活風格/旅遊類雜誌、質感系獨立品牌(音

響、花藝、洗沐用品)、旅宿、獨立書店、手作...等文化創意類品牌。 

 

二、建立閱讀平台 

目前 The Morii因鎖定 z世代作為初步目標客群，故只有在 instagram上經營。下

一階段我們將架設專屬閱讀平台，提供用戶閱讀長文章更好的體驗，也能讓專訪有

更好的呈現。 

 

三、旅人合作 

通過互惠方式，與旅人、旅行 KOL、攝影 KOL合作，觸及更多潛在受眾(喜愛旅行、

對新知有興趣)，同時也為其增加曝光。 

合作方式:講座、Podcast、募資聯名商品。 

 

四、活動策畫 

 主題市集:媒合多家獨立品牌，進行以 The Morii線上雜誌為名的主題市集。(性

質以大方向能與旅行交會到的品牌為主。) 

 主理人對談:以講座、Podcast方式與合作品牌主理人對談，鼓勵原創及品味，也

會用在當期 The Morii的選題與內容。 

 期間限定:媒合選物店/獨立品牌/老宅咖啡廳進行閱讀闖關兌換活動。 

 

五、電子報 

 每月精選 3主題寄送電子報至會員信箱，除了將內容平台的「被動」化「主動」

之外，也能讓忙碌的用戶不錯失值得閱讀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