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撰寫吸睛的標題，內
容超過一行也沒有關係
Expedia
Group 相片指南
這個範例顯示了內容較長且超過一行的子標題

提供旅客最想看的相片

在本指南中您將獲得：
ĥĥ 數量指南
ĥĥ 品質指南

相片是向旅客展現旅宿特點的最佳工具。優質的相片是一大
利器，對旅客的訂房意願高低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為協助您發
揮 Expedia Group™ 旅宿頁面的最大效益，我們根據 Expedia
Group 網站的搜尋和預訂資料，規劃出相片完整度和品質的最
佳做法。

ĥĥ 主相片指南

了解我們建議採用的相片類型、數量
和品質，即可吸引旅客的注意力，進而
將隨意瀏覽的消費者轉換為訂房旅
客。每次籌畫拍攝、上傳相片或檢查
旅宿內容時，請記得應用指南中的資
訊。

呈現符合旅客需求的內容

讓相片發揮應有的效用

迅速吸引旅客的注意力

Expedia Group 的旅客在手機上查
看的相片數量平均為 35 張1。我們
提供相片指南，就是為了協助您掌
握旅客想看的相片類型，且針對每
一種類型都能提供足夠的相片。

近 94% 的旅客在規劃休閒旅遊時會
使用一部以上的裝置2。我們提供這
份品質指南，就是為了確保您的相片
在所有裝置上都能清楚呈現不失真。

網路使用者只會閱讀網頁中不
到 28% 的內容3。善用我們的指
南，選擇最能呈現貴旅宿風情的
主相片，提高點擊率和預訂量。

1.  HomeAway，2017 年。2.  Google Think，2016 年。3.  尼爾森諾曼集團，2008 年。

數量指南
要讓相片庫發揮影響，ĥ
建議您採取以下做法：
ĥĥ 每種房型提供 4 張相片，ĥ
包括 1 張浴室的相片，ĥ
還有 1 張景觀的相片和 1 張ĥ
廚房的相片 (如果有的話)。
針對標準客房和豪華客房使用不
同的相片，以此影響並提升旅客的
升等意願。如果旅宿針對各個房型
提供客房特有景觀、設施服務等
項目的不同相片，預訂率平均可高
出 11%4。也別忘了浴室！60% 的
旅客極為重視衛浴設備的相片5。
ĥĥ 1 張外觀相片

展現建築與週邊環境的相對關係，
讓旅客大致了解旅宿所在位置。

ĥĥ 1 張入口處/大廳的相片

以入口處、大廳或接待區的
相片，再次向旅客保證他
們會受到熱情的接待。

ĥĥ 為每一項主要設施服務提供 1 張
相片
提供游泳池、餐廳、健身中心、
Spa 和活動的相片，有助於讓您
的旅宿脫穎而出，讓旅客能想像
親臨現場的感受。

提供旅客想看的內容
4.  Expedia Group 研究，2015 年。5.  Hotels.com 研究，2015 年。

品質指南

如何拍攝大小正確的相片

相片方向

相片大小與解析度

Expedia Group 網站最適合顯示橫向
相片，因此請使用左右方向較寬的相
片，而不是上下較長的相片。我們也接
受直向相片 (垂直)，但這種類型的相
片無法善用網頁空間，因此不建議您
採用。

解析度是指相片的大小，代表相片ĥ
所含的像素數量，並以寬度乘以高度
來表示。我們建議採用最長邊至少ĥ
在 2,880 像素以上的相片。
查看相片尺寸大小的方法如下：

電腦：以滑鼠右鍵按一下相片檔案，ĥ
然後選擇「旅宿」
。

解析度

如果相片像素化、過小或模糊失焦，即使是最美的旅宿，看起來也可能不太吸引
人。相片長邊在 2,880 像素以上時，不論在桌上型電腦或行動裝置上，都能以高
品質呈現。我們不接受長邊未達 1,000 像素的相片。





Mac：按一下相片檔案，然後按一下
「選項」
，然後選擇「取得資訊」
。
如果使用智慧型手機

您可以將設定變更為「高解析度」
、ĥ

「高畫質」或「高動態範圍」(HDR)。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我們的ĥ
智慧型手機拍照秘訣。

不建議採用的相片
真實性

我們的研究顯示，旅客不信任以長鏡頭或魚眼鏡頭拍攝的「失真」相片，而以攝
影手法讓客房或游泳池在網路上看起來比實際來得大，也會讓旅客相當失望6。
一般來說，要訣是選擇以平視角、直接拍攝未經變形拍攝的相片，讓旅客有親臨
貴旅宿的真實感。

如果相片包含以下要素，則不建議
採用：
__ 人物和寵物
__ 雜物

__ 顯示價格或品牌名稱 (而非
貴旅宿名稱) 的招牌或文字

__ 完全相同或極為近似的相片，
如以不同角度拍攝的同一場景
__ 光源不足的場景

__ 黑白或套用濾鏡的相片

6.  Expedia Group 研究，2017 年。

選擇您的ĥ
最佳主相片
以最能打動人的相片ĥ
打頭陣

您可以自行選擇最佳「主相片」
，這張相片會出現在大多數
搜尋頁面上，也會是您旅宿頁
面上顯示的第一張相片。
這張相片應該要能展現貴旅宿與眾
不同的魅力所在，並進一步激起旅
客的興趣。舉例來說，如果您的旅
宿非常適合悠閒放鬆的陽光假期，
就不妨選擇明亮的戶外景觀相片，
而不要選擇較陰暗的室內相片。
理想的主相片

`` 獨特的戶外景觀

`` 別出心裁或時髦大方的內部裝潢
`` 游泳池 (如果這是旅宿的賣點)

`` 客房景觀 (如果客房鄰近熱門地
標)
扣分的主相片
__ 浴室

__ Spa 服務/健身設施
__ 用餐區

__ 商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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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撰寫吸睛的標題，內
容超過一行也沒有關係
各房型相片指引
這個範例顯示了內容較長且超過一行的子標題

運用獨特的攝影手法來突顯ĥ
每個空間的最佳特點

在本指南中您將獲得：
ĥĥ 客房拍照秘訣

ĥĥ 外觀與所在地拍照秘訣

ĥĥ 公共空間與設施拍照秘訣

網路使用者只會閱讀網頁中不到 28% 的內容1，因此，您需要透過
相片來傳達旅宿的入住體驗。若能呈現旅宿的獨到之處與細節，將
有助於讓旅客想像實際入住的感受，並吸引對方訂房。

了解如何透過良好的角度與燈光，適
當呈現旅客有意了解的各個旅宿層
面。歡迎將本指南分享給您的攝影師，
或運用當中的指引自行拍攝相片，讓
您的相片庫更臻完善。

提供別具意義的相片

協助旅客了解當地環境

突顯您的獨到之處

針對各個房型提供不同相片的
旅宿，預訂率平均可高出 11%2。
請務必了解如何運用裝潢、焦點
和角度建議來突顯各個區域。

當旅客決定預訂的旅宿時，地點
的重要性遠高於設施、房價與
評等3。請使用精美的外觀相片
來協助旅客了解當地環境。

當旅客搜尋旅宿設施時，往往會想
一睹實際風貌。敬請參考本指南的
建議來拍攝您的游泳池、健身房與
餐飲選擇，以展現旅宿的獨到之處。

1.  尼爾森諾曼集團，2008 年。2.  Expedia Group 研究，2015 年。
3.  全球市場結構飯店指數，2012 年。

客房

Expedia Group 建議您為每個房型拍攝三張相片，並為衛浴設備拍攝一張相片 (也就是每個房型共
四張相片)。不過，請務必多拍幾張相片，以便從中挑選。

突顯旅宿的ĥ
風格與特點
使用自然光線

自然光線的效果遠比人工光線出色。
請於白天拍攝相片，並打開窗簾以導
入自然光線。使用紗簾有助於減少反
射，同時保有光線。
與客房清潔服務進行協調

請將拍攝活動安排在客房清潔服務已
完成，但旅客尚未入住這段時間，以捕
捉客房最整潔的一面。有些攝影師會
希望拍攝期間，客房餐點服務員能夠
在旁協助。
最終細節檢查

請關上電視、確保床單與被套的平整，
並花點時間調整家具與窗簾的位置，
再開始拍攝。請避免擺放旅客入住時
並未提供的項目，例如花瓣或禮物。
拍攝客房最吸引人的風貌

如果每個房型具備不同的特點 (例如
景觀、休息區或更寬敞的衛浴設備)，
請將其納入相片中。通常，這些相片有
助於吸引旅客升級房型。

由於房型眾多容易搞混，因此，
當我開始拍攝客房前，我會將房
型寫在便利貼上，並為其拍照。
如此一來，即可得知隨後的相片
都屬於「豪華客房」
，直到下一張
「行政客房」便利貼顯示為止。
MICHAEL DOWN
EXPEDIA GROUP 媒體製作人

從房內的四個角落進行拍攝

請運用對角線來強化空間深度，並讓檢視者聚焦於重點上。您可以從房內的四
個角落進行拍攝，如此將有機會拍出更多佳作，並從中挑出最佳之選。如果可
以，請避免在畫面中呈現排氣孔或垃圾桶等項目。

浴室提示
反射

攝影師應避免出現在鏡子、淋浴拉
門與窗戶的反射畫面中。請嘗試以
不同角度開啟淋浴拉門。
燈光

筆直拍攝部分畫面

請善加運用觀景器的格線，以確保畫面筆直。不妨使用房內的裝潢結構做為基
準，以調整相機構圖，使畫面與牆面完美融合。建議您將想要呈現的焦點 (枕頭
或窗戶) 置放於格線的交叉點。

建議您將相機設為長曝光或高曝
光，以解決光線不足問題。如果衛
浴設備使用明亮色系 (例如白色)，ĥ
請縮短或降低曝光值，以減少反
光。
狹小空間

請從上方拍攝狹窄空間，以捕捉更
多畫面。如果情況允許，請移除浴
室的門，以清楚檢視內部。
乾淨且整潔

請徹底清潔鏡子與所有表面，並記
得將馬桶蓋闔上。建議使用完整且
妥善折疊的衛生紙捲，讓旅客得知
廁所已清潔完成。
小細節
嘗試從較低的視角拍攝床鋪

這有助於為客房畫面增添戲劇化效果，並讓相片構圖更顯多元。如果您有使用
腳架，其高度應低於您的肩膀。

地板與天花板應佔有相同的比例

這可讓客房畫面更趨平衡。如果情況允許，請將地板包含在拍攝畫面中。缺乏地
板的客房畫面，容易帶給人不踏實的感覺。您不一定要在單一相片中呈現客房
全景。有時候，僅呈現房內一隅，反而更能帶給觀眾臨場感。

4.  Hotels.com 研究，2015 年。

懸掛於架上的毛巾應保持前後等
長且蓬鬆柔軟。同樣地，捲放好的
毛巾也應煥然一新且蓬鬆柔軟。捲
放好的毛巾應方向一致，並以摺疊
處朝向相機。

60% 的旅客極
為重視衛浴設
備的相片4。

外觀與所在地

旅客期望透過相片掌握建築與週邊環境的相對關係 (尤其是市區旅宿)。請運用光線與動線，協助旅客
想像走出旅宿就能享受的各項活動。

賦予旅宿ĥ
更多歸屬感
掌握黃金時段

請選在日出後或日落前等「黃金時段」
拍攝室外相片。日間拍攝的相片有助
於呈現良好氣候與美好景觀，不過，傍
晚時分的相片，則能透過夕陽餘暉與
間接燈光營造迎賓氣氛。
拍攝戶外設施

如果旅宿提供旅客專用的自行車，請
別忘了拍照。不過，如果隔壁的咖啡館
與旅宿無關，請務必將其排除。請協助
旅客了解：當他們在抵達旅宿，或在清
晨享用完早餐並走出房門後，有哪些
項目值得探索。
避免誇大

如果從旅宿無法看到當地的著
名地標或景觀，請勿放入相關
相片，以避免造成旅客失望。
展示所在地點

如果旅宿不在市區內，建議您提供外
觀相片，以展現週邊環境的閒適氛圍。
如果旅宿位於市區廣場，請從下方向
上拍攝，以呈現週邊建築。

公共空間與設施

正在搜尋附設游泳池或健身房等設施的旅客瀏覽到您旅宿的頁面時，如果您正好提供了該設施的相
片，將有助於說服他們訂房。

向旅客展現ĥ
您的獨到之處
大廳

旅客期望能看到明亮耀眼且提供
座位區的大廳，以便放鬆心情、研
究下一個活動，或使用社交媒體。
主要設施

游泳池、商務中心、Spa、早餐或附設
咖啡館等相片，可望讓您的旅宿脫穎
而出。
餐飲

請突顯與眾不同的餐飲體驗，例
如團體用餐區、如何前往野餐地
點，或是當地的特殊美食。如果
您提供早餐，請務必附上用餐地
點、自助餐或單點選項的相片。
公共空間與裝潢

請運用藝術作品或運動收藏等相片
來展現旅宿的獨到之處。以俯瞰角
度拍攝樓梯，也可營造戲劇性效果。

我們會建議攝影師拍攝空無一人
的餐廳，以營造想像空間。這樣一
來，在承攬團體或活動時，對方就
能自行想像該空間的運用方式，
而不用受限於我們的既定安排。
LIZZIE RAUDENBUSH
KIMPTON SHORE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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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撰寫吸睛的標題，內
容超過一行也沒有關係
智慧型手機拍照秘訣
這個範例顯示了內容較長且超過一行的子標題

充分發揮智慧型ĥ
手機的攝影功能

在本指南中您將獲得：
ĥĥ 清晰度與光線設定

ĥĥ 智慧型手機設計指引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拍照功能不斷推陳出新，您或許會想要運用這
項掌中利器來拍攝高解析度的相片。只要善加利用智慧型手機的
相機，就能在不花費大筆預算雇用專業攝影師的情況下，為旅宿拍
出精美的相片。歡迎了解如何透過智慧型手機的相機拍出令人印
象深刻的相片，進而提高預訂率。

請在智慧型手機的相機設定中找出高
品質相片的拍攝設定、運用構圖提示
來構思相片，並輕鬆解決高難度場景。
只要依循本指南，即可運用手中的利
器拍攝出大師級的作品。

無須仰賴專業人士，也能拍出精彩佳作

善用您的手機工具

避免常見攝影錯誤

多數智慧型手機都可拍攝高解析度
相片。請造訪製造商網站以了解相機
功能，並依照我們的指示進行拍攝。

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構圖工具，ĥ
並套用幾項業界設計標準，即可將日
常隨寫轉換成專業級的出色作品。

千萬別因為困難的光線或角度而
萌生退意。建議您事前進行規劃，
以排除高難度的場景與情況。

調整設定

請運用智慧型手機設定來製作專業相片。只要使用適當的設定，ĥ
並搭配幾個實用提示，即可透過手機相機拍出精彩絕倫的作品。

善用 HDR 模式

您可以將設定變更為「高解析度」
、
「高畫質」或「高動態範圍」(HDR)。如此即可拍
出更高品質、更清晰、色彩更深邃且更加明亮的相片。若要找出 HDR 控制項，請
查看智慧型手機 App 的標題列，或前往手機的 App 設定畫面。
未使用 HDR 拍攝的相片：

使用 HDR 拍攝的相片：

掌握簡單原則
使用自然光線

如果需要在沒有陽光的情況下拍
照，請調整曝光，而非使用閃光燈。
如果仍需額外的光線，請為閃光燈
加上一張輕薄的白色貼紙，或一張
面紙，讓閃光燈的效果更趨柔和。
保持穩定

手機應避免前傾或後傾，這樣才能
讓畫面保持筆直。如有必要，請舉
高或放低手機，以取得所需畫面。
若要讓手機保持水平、穩定，不妨
將其安置於三腳架或一疊書上。
避免使用數位縮放

縮放功能會造成相片模糊。因此，ĥ
建議您移動腳步，以捕捉想要的ĥ
畫面。
關閉濾鏡
調整曝光

若要強化低光源環境的拍攝效果，曝光將是您的最佳利器。只要提高曝光值，即
可讓鏡頭導入更多光線，進而營造更明亮且更生動的相片。
智慧型手機的曝光設定，通常會位於「自動對焦方塊」旁，並使用太陽圖示加以
標示。在拍照期間，有些手機可透過輕觸螢幕的方式來對焦於任一區域，畫面將
顯示自動對焦方塊，以突顯相片中最清晰的部分。請找出方塊旁的太陽圖示，以
調高或調降曝光值。

請避免使用相片編輯 App 添加濾
鏡或編輯相片。如果相機配備可拍
攝動畫相片的 Live Photo 功能，
請將其關閉，因為您只需拍攝靜態
相片。

在部分智慧型手機上，只要按住相片中的某一點，即可同時對焦並調整曝光。有
些手機也會於設定中提供「專業模式」
，以便讓您調整曝光。建議您在正式拍攝
前多加試用這項功能。

如果客房光線不足，而您面向窗
戶，往往會拍出背光相片。在這
個情況下，請移往客房的另一
側，以背向窗戶。這樣一來，即

可為您的拍攝畫面注入光線。
MICHAEL DOWN
EXPEDIA GROUP 媒體製作人

運用設計人員的思考模式

只要使用簡單的設計原則與智慧型手機功能，即可製作出亮眼相片。格線有助於讓相片保持筆直，ĥ
並讓您輕鬆構圖。

格線

在觀景器中加入格線後，畫面中就會
出現垂直與水平線段。這些線段的用
意在於協助您構圖，並不會實際顯示
在相片中。
相片中如果出現牆面，視角就會產生
扭曲。請試著將相片中的垂直或水平
線條貼齊格線，即可避免這個問題。

格線可協助您對齊相片中的主要焦點。多數相機都可透過相機 App 的設定 (位於 App 當中) 來開啟格線，或於手機通用
設定的「相片」或「相機」下方加以開啟。請找出「格線」或「輔助線」
，並將其設為「開啟」
。
構圖三分法

「構圖」是指相片中各個元素的安排
方式。攝影師通常會使用「三分法」來
進行基本的構圖，原因在於：人眼往往
會受分成三等分，且主體位於三分線
條上的相片所吸引。因此，請將主體置
放在這些線段的交叉點，以吸引觀眾
目光。
請先將相片對齊格線。隨後，請將想要
突顯的物件置放在格線上，或是格線
的交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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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宿相片檢查清單

相片大小
請以長邊 2,880 像素以上
為目標。我們不接受長邊未達
1,000 像素的相片。

請使用下方的清單，確定您有旅客想看到的相片。下方列
出 Expedia Group 建議的最少相片張數，但我們建議您
為每個類別多拍幾張相片，再從中挑選最棒的相片上傳。
 外觀：提供一或多張旅宿建築和一樓空間的相片，讓旅客對貴旅宿環境有約略認識。

 入口處/大廳：應至少有 1 張相片呈現入口處、大廳、接待區和所有公共空間或休息區，
讓旅客知道旅宿大致的樣貌。
客房：每種房型應有至少 4 張相片，包括 1 張浴室的相片。還有 1 張景觀的相片和 1 張廚房的相片 (如果有的話)。
拍下客房內的一景一物，包括所有該房型特有的設施服務，像是座位或書桌。
客房睡床
浴室
客房特色 1
客房特色 2
客房特色 3

房型 1






房型 2






房型 3






主要設施服務：請以一或多張相片呈現您提供的各項設
施服務。以下是一些範例。
 活動及運動
 海灘
 健身中心
 遊戲和娛樂
 游泳池
 狩獵活動/乘車觀賞野生動物
 滑雪/滑雪板
 Spa
鄰近景點 (以獨立的類別上傳) 和其他相片：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房型 4






房型 5






房型 6






餐飲：請拍幾張用餐區內部的相片，以及您的招牌菜色。
 酒吧
 早餐
 客房餐點
 廚房 (共用)
 當地美食選擇
 餐廳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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