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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se 的
IT 規劃藍圖
南韓即將開幕的 Paradise City 渡假村將透過 IBM 的服務，
以「江南風」為主題，為顧客提供最先進的科技
Paradise City 在 2017 年於仁川國際機場外開幕時，
每位幕後人員都將確保這個渡假村不負其名。這
將是南韓首座綜合渡假村，設有豪華飯店、主題
樂園、會議中心和賭場，所有設施皆呈現了現代
韓國娛樂主題的韓國流行文化精髓。不僅如此，渡假村以
3D 立體投影方式呈現歌手、舞者和知名偶像的表演，同時
利用互動式旅館系統，預測每一位客人的喜好並為其創造
獨特的體驗，為打造一個令人身心靈愉悅的體驗。最終目
標就是將席捲全球的韓流文化帶回其原本的發源地。

當

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運用各種不同的技術；不只是用
來協助營運的 App 和系統，還包括讓渡假村的客人利用手
上的智慧型裝置來控制照明或娛樂設施的互動式科技，以
及更聰明的門禁管制和更快速的入住手續。為了打造這座
渡假村，Paradise 特地與長久以來深耕柏青哥與博奕科技
的 日 本 Sega Sammy 公 司 成 立 合 資 企 業 。 在 幕 後 ，
Paradise 則是選擇 IBM 擔任其 IT 策略、整合與代管服務合
作夥伴。
Paradise 推出這項新事業之際，旅館業已開始推出令人眼
睛為之一亮的創新應用。日本的旅館紛紛開始使用機器人
來取代工作人員。 紐約的虛擬實境會議中心比一般辦公大
樓所能提供的任何設備都還要先進。公司可以租用這些實
境室來舉行會議。而在拉斯維加斯，賭客可以使用智慧型
手機來與紙牌博奕系統互動。
Paradise City 採用綠地開發，因此一開始即有許多選擇來打
造尖端功能。 不僅如此，這家渡假村將建構在韓國對於文
化科技的構想；目前風行的韓國流行機器的擁護者相信，
文化科技的現象比單純的資訊科技更細膩複雜。「科技將
在這整個體驗中佔有很大的角色，」，CIO Byung-Cheon
Min 如此表示。「科技是客人與我們互動的主要媒介。」我
們想要讓 Paradise City 成為遊客想要一來再來的地方。」
Min 相信，顧客會跟著所獲得的服務水準而來，如果 VIP 級
顧客的感受很差，以後就不會再光顧。因此，Paradise City
的重點將放在創造會讓顧客回流的體驗來留住顧客，特別

是 VIP 級遊客。這就是為何 Paradise City 要在前端和後端
運用 IT 帶給顧客最佳體驗的原因。
Min 表示，立體投影和其他未來科技將是這家渡假村的重點
特色。但是 Paradise City 也在加強技術能耐，利用資料分
析來了解及預測顧客行為，以及會讓顧客再訪的因素，以
便為未來做準備。「重點並非僅在於擁有卓越的 IT 服務品
質，而是要與公司策略合而為一」，Min 如此表示。
娛樂業與旅館業 IT 專家表示，這才是正確的方向。「你可
以擁有最棒、最尖端的技術，但是如果不能帶給客人良好
感受，最終還是會獲得負面評價。」，旅館業科技專家，
也是美國賓州大學教授的 Peter Nyheim 如此解釋。「現在，
消費者決定了一切。如果消費者知道某家旅館非常先進，
就會表達在評論中。」
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對於任何旅館企業來說，技
術上最大的困難就是系統整合」，Nyheim 如此解釋。「就
拿最基本的來說好了，你的資產管理系統是否能夠與你的
娛樂系統和帳單系統互動？」在像 Paradise City 這樣的綜
合渡假村中，這些互動目的可能是要認出客人並且記得他
是位大手筆的賭客，還是純粹帶家人來參加會議。又或者，
這些互動最終目標可能是要方便客人使用行動電話點餐到
泳池邊，或是方便客人逛免稅商店。(事實上，如第 2 頁的
圖表所示，旅館業認為優先的科技是供顧客使用的行動解
決方案。)所有這些系統都將需要能夠向客戶和營運端收集
資料並進行關聯和分析。
然而根據由旅館業、娛樂業和博奕業的 CIO 組成的產業組
織「新一代旅館科技」(HTNG) 表示，科技進展的背後正開
始出現資料流量壅塞的情形。此問題有一部分起因於經營
渡假村所需的不同系統數目太多，而在系統間移動大量資
料 (例如從銷售點系統移至顧客關係系統) 的需求又越來越
高。資料倉儲與分析應用程式通常需要存取歷史資料 (有時
候甚至需要五年前或更久以前的資料)，但許多相關系統仍
是設定成一次執行一項交易。「商業智慧系統和收益管理

系統多年來一直有此需求，但隨著海量資料應用成為主流，
HTNG 已開始聽到越來越多會員面臨跟資料流量壅塞有關
的整合挑戰」，該協會如此報告。此外，能夠管理複雜的
整合工作，是旅館業最需要的 IT 技能之一 (請參閱下列圖
表)。
若沒有持續的資料流量，Paradise 所規劃的高科技、高接
觸環境就會有很多部分無法實現。Paradise 集團的 IT 高階
主管十分清楚這些挑戰。

藝術、文化與科技的結合
對於 Paradise 而言，在永宗島上新蓋的渡假村將用來展現
這家公司的願景：透過藝術、文化與技術的結合進行創新。
將技術提升成企業策略的支柱，代表著 Paradise 集團的轉
變。 這家公司正進行更全面的轉型，亦即從一家在南韓擁
有 12 間旅館和五座賭場，主要客源為中國賭客的首爾公司，
轉型成以文化科技構想聞名的世界知名品牌。

2015 年旅館業認為優先的科技
39.5
37.8%
28.7%
28.7%
28.7%
28.7%
28.7%

供顧客使用的行動解決方案
增加頻寬
為支付科技的演變做準備
保護資料安全
移轉至雲端
對員工使用的應用程式採用行動解決方案
發展數位策略

若要將這個願景化為現實，Paradise 必須重新思考許多作
業環節，並將 IT 整合到客人體驗中的每個層面以及公司的
日常營運中。
為了進行這項鉅大的 IT 功能再造工程，Paradise 集團 CIO
Min 必須深刻檢討 IT 一直以來支援公司運作的方式，以及
他的團隊能夠如何專心發展 Paradise 的未來。「我們的 IT
團隊什麼都支援，從設施管理到核心應用程式什麼都包」，

他如此表示。此外，這家公司仰賴七個不同的中小型資料
中心，而這些資料中心採用的標準和硬體都不同。每個資
料中心的備援性與應變能力等級都不一樣。
為了讓 Paradise City 做好準備，Min 需要更紮實、更高度
整合的資料基礎架構。他還需要讓他的人才能夠持續將重
點放在打造和經營符合 Paradise 未來願景 (亦即立體投影和
帶給大手筆賭客 VIP 級的體驗) 的顧客體驗，而非花在設施
管理和軟體更新。此外，在這片刻停機不得的企業，他需
要確保世界級的安全性與應變能力等級。對於 Paradise 而
言，要成為國際級旅遊、會議與博奕勝地，就必須遵循最
高國際標準，而這一切均得從企業運作所用的伺服器做起。
這個集團找上 IBM 來完成多項目標。首先，整合式系統要
取代現有的零散式系統，亦即將所有現有七個中心裡的資
料，全都合併到 Paradise City 近郊一個受到完整安全保護
的 3+ 層式 IBM 資料中心中。IBM 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業部
將負責移動資料，並提供端對端的基礎架構管理服務，包
括設立支援服務處，以及為 Paradise 建立應變中心。與
IBM 合作，將不僅讓 Paradise 的基礎結構升級，IBM 應變
服務還會提供完整備援性和一個遠端復原據點，以在運作
中斷時提供關鍵備份。
將資料移動到單一地點後，Paradise 將享有過去未曾享有
的彈性與擴充性，而且這完全是在專屬環境中實現。這家
公司原本的其他選擇大多是採用要綁約的專屬環境，或是
擁有成長空間的共用環境。「這是一種消費模式，讓這家
公司不僅能夠節省資料中心空間，還能以模組型態成長」，
IBM 應變能力服務事業部首爾總監 Wayne Lee 如此表示。
此外，IBM 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業部將為 Paradise 的核心
應用程式 (包括系統應用程式產品、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和其
他後端辦公室功能) 提供應用程式服務。「IBM 的角色已經
超越基礎架構服務供應商，成為 Paradise 集團真正的端對
端服務供應商」，Lee 如此表示。

測量旅館業的 IT 技能

最重要

最缺乏
38%

能夠分析和解決問題

30%

專業技術能力
願意主動解決問題
能夠管理複雜的整合工作
熟悉運用科技的行銷解決方案

27%
23%
22%

能夠管理複雜的整合工作
管理委外 IT 的經驗
專業技術能力
熟悉運用科技的行銷解決方案
能夠分析和解決問題

IBM 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業部提供資料中心合併服務，並附帶基礎架構升級和全面的應變服務
IBM 全球資訊科技服務事業部將負責 ERM 和其他應用程式服務及後端辦公室應用程式功能，讓完整端對端解決方案 Paradise
可以重新部署資源，以便專心為綜合渡假村的客人打造尖端科技體驗
資料來源：Lorden, A., & Erdem, M. (2014, December 11).2015 Lodging Technology Study, Hotel Tech to Pass “Go” In 2015.Hospitalit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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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

以留住顧客
為終極目標

正確的應變能力策略如何能夠協助博奕業、
旅館業和娛樂業取悅客人，還有保護客人
的資料。

向 IBM 應變諮詢服務全球合作夥伴 Scott Ramsey 提問
行動科技、機械人科技和其他連線科技使用的增加，為博奕
業和旅館業帶來了什麼影響？
各家賭場日益仰賴科技來進行賭盤，而且需求很大。除非是
高賭注的遊戲，否則大多數都是電子式賭桌。吃角子老虎機、
俄羅斯輪盤、擲骰子桌，甚至連像百家樂這樣的紙牌遊戲都
是自動系統。沒有一家賭場承受得了程式出錯或機器人機制
故障造成整個賭場停擺。
在旅館業，旅客花辛苦賺來的錢來住宿，絕對不會想要因為
訂房系統出錯造成沒有房間，而被拒絕在外。娛樂業的需求
則稍有不同。例如，在附設飯店的主題樂園，一家人可以透
過房內的電視機螢幕預訂娛樂設施，而預訂系統可以為這家
人建立記錄。這完全是透過 IT 處理，因此必須提供高可用性，
一切才能順利運作。

行銷。客人可以獲得能自由通行的門禁卡或腕帶。 RFID 晶
片可以追蹤客人所待的地點、去賭場幾次？喜歡購物嗎？是
否帶小孩去了遊樂園？
這就是未來的旅館業。記錄資訊的客戶資源系統和 IBM 的
Watson 一樣是一種人工智慧。關鍵在於訓練和教育該系統，
讓其知道要尋找什麼資料。旅館業和娛樂業才正要開始享受
此做法的優點。有了這類資料採擷，就將變得主動許多，但
這需要持續記錄資料才辦得到。
IBM 應變能力服務事業部可以為旅館業提供哪些特定解決方
案？旅館業已因為這些解決方案獲得哪些好處？

我們先請客戶找出有哪些是不可或缺的客戶系統。要如何提
供這些服務？其中有哪些服務跟基礎架構相關？您目前採取
哪些措施來確保資料與資訊受到備份，同時確保這些功能的
讓旅館系統、主題樂園系統和賭場系統互通，究竟有多重要？ 可用性？然後，我們才開始建立策略並實施解決方案。在那
互通能力是否也影響到應變能力？
之後，我們就會開始進行非常嚴格的測試計畫。
住客將一切消費都登記在房號下，不僅是為了方便，也是為
了要利用住宿常客方案。採取這種模式時，所有系統均必須
相連：預訂系統要與保養、客房服務和餐點服務相連，而客
房服務和餐點服務又要與餐廳和點餐系統相連。要管理的供
應鏈變得很大。不僅如此，對客人的記錄資訊越多，就越能
對客人進行正確的

重新聚焦在關鍵業務
據 Min 估計，Paradise 的 IT 人員花在核心活動上的時間已
降到 40%。透過與 IBM 合作，他想要確保自己的人員能夠
將主要時間花在設計及經營渡假村的核心活動，讓渡假村能
夠散發出那股讓韓流大受歡迎的韓國流行文化科技酷炫感。
「對 Paradise 來說，這項合作案是非常重要的一步」，Min
如此表示，「這不僅對於 Paradise City 來說是如此，對於
整家公司也是，因為這讓我們在創造顧客體驗的方式上，以
及顧客選擇與我們互動的方式上，能有更多的彈性。」他又
補充：「這還讓我們能夠實現流程與管理，而不僅是設立硬
體標準或是節省經費。對我們來說，重點在於如何有個對的
結構來迎接下個十年、針對市場潮流進行應變，以及提高服
務品質和市場切入速度。」
這項著重於顧客體驗的端對端 IT 設計在 Paradise City 2017
年正式開幕後，應該會帶來新的商機。Paradise 計劃利用

這就是 IBM 與眾不同的地方：我們非常注重管理與測試。所
謂管理計畫，包括訓練、教育和一套非常嚴格的測試計畫。
我們真的要求非常嚴格。當我這麼說的時候，許多人都會露
出懷疑的表情，但我總是告訴客戶，「我們需要弄清楚我們
可能會讓你受到什麼傷害。」唯有弄清楚這點，我們才能採
取措施來預防災難，或是及時防止災難擴散。

其在南韓、商務常客和 VIP 級遊客與觀光客的現有客戶群，
進軍免稅購物這塊受到嚴格管制、現由大型國際零售商壟斷
的領域。由於南韓人無法在本國賭博，因此 Paradase 賭場
的所有賭客都將來自海外，且可在免稅商店購買奢侈品。
對這家公司來說，這條新的事業線代表著他們又將重拾其多
年前賣掉的免稅商店事業，但這一次卻是以國際品牌之姿，
運用可發揮許多功效的科技介面再起。結合渡假村的飯店、
主題樂園和會議中心所提供的高科技、高接觸 IT 體驗後，
Paradise City 將準備好讓新顧客和現有顧客驚豔，並且提供
最佳的顧客體驗來滿足其需要與期待，以達到讓顧客回流這
個全球旅遊業、娛樂業和博奕業都最想要達到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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