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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台北國際旅展再創高峰
進場人次年年攀升 今年預估破20萬人次
整理報導/陳佩君　圖/台灣觀光協會．視野國際

由台灣觀光協會主辦的第22屆台北國際旅展(Taipei International Travel Fair, ITF 2008)

將於台北世貿展覽館一館隆重舉行，展出期間從10月31日(週五)到11月3日(週一)，總共四

天。今年有62個國家及地區參與展出，攤位多達1,206個，規模更勝以往！歡迎對旅遊產品

有興趣的朋友前往共襄盛舉！

2007台北國際旅展創下19萬3,973的進場人次，今年ITF預計突破20萬人次，打破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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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台北國際旅展再創高峰

台
北國際旅展(簡稱ITF)自1987年首度舉辦以

來，進場參觀人數年年遞增，展場設施也

越趨完備，可說是亞太地區最具國際級水

準的大規模旅展和交易平台，亦是眾家業者每年不

可錯過的盛會。展覽提供優質的旅遊產品資訊及各

國精采的表演活動，吸引眾多人潮前往觀展，屢創佳

績，去年(2007)已達19萬3,973的進場人次，今年更可

望突破20萬人次，盛況空前，更使ITF成為媒體爭相

報導的新聞焦點。

24個新增參展單位搶進 展場更有看頭

國內外的旅遊產業普遍還是看好台灣的旅遊消費能

力，從今年3月開放報名起，至5月底所有攤位即已銷

售一空。其中又以日本展館的69個攤位居冠，馬來西

亞以25個攤位居次，而第三名的韓國以20個攤位加上

首爾市的6個攤位，氣勢不容小覷。美國14個攤位名

列第四，香港、澳門以12個攤位同列第五。

尤其今年的ITF相較於往年，新增了24個參展單位，

包括歐洲新興國家斯洛維尼亞、國內易遊網旅行社、

喜美旅行社、福朋喜來登飯店、還有推廣觀光酒廠的

台灣菸酒公司，同時還有重新參展的新加坡航空等。

尤其易遊網跳脫了原來的電子平台，改採「虛實並

進」的策略，增加實體門市通路等，還有旅遊書商也

熱情參與展出，嘉惠喜歡在行前收集資訊的旅客。

台灣主推生態休閒農業之旅         

兼顧地方人文之美

台灣則以農委會46個攤位居冠，其次依序是台北

市30個攤位、原住民委員會和宜蘭縣各29個攤位，

還有苗栗縣和花蓮縣各21個攤位，以自然資源豐富

的地區居多。

尤其農委會將以回歸休閒農業的「體驗」精神，

作為台灣休閒農業館的主題，期盼吸引更多的都市

居民來體驗生態休閒之旅。同時，退輔會則以「寶

島農林 生態消遙遊」為主題，由清境農場統籌參展

事宜，另整合武陵、福壽山、棲蘭、明池、嘉義、

國外參展單位攤位數排名

排名

攤位數

1.日本

69

2.馬來西亞

25

 3.韓國

20

4.美國

14

5.香港

12

5.澳門

  12

歷年ITF進場參觀人數

人
數
（
單
位
：
人
） （年度）

歷年ITF吸引眾多民眾前往了解最新旅遊資訊



台灣觀光 NOV/DEC 2008�

ITF 專題 ITF Reports

高雄與東河等八大農場的觀光資源，讓消費者購買聯

合住宿券，並能享有更豐富的旅程選擇。

人文方面，就屬原住民的部落文化之旅最顯特色，

規劃行程串聯部落、工藝坊、餐廳、民宿等，從多面

向讓旅客深刻感受原鄉美好的風土民情。此外，還有

青輔會以遊學台灣的概念推廣青年旅遊，鼓勵年輕朋

友背起背包走出戶外，走訪台灣各個角落，深入探索

台灣之美。

六大展區 各國表演活動目不暇給

綜合國內外旅遊業者，今年的展區規劃共分成6區，

有歐美非中東區、亞太區、台灣區、飯店暨休閒旅館

區、旅遊相關區。同時，有鑒於兩岸旅遊交流的需求成

長，大陸的旅遊業者可能身兼賣家與買家，「海峽兩岸

台北旅展」繼去年以奧運主題館和少林武僧、民族舞蹈

等精湛的表演博得好評之後，今年也將第三度在世貿一

館B區設置256個攤位，展出更精采的旅行商品內容。

會場的中央舞台和展區也不時會穿插各國的民俗表

演活動，為展覽更添活潑熱鬧的氣氛，來自世界各地

的表演團體無不卯足全力呈現自國文化的特色。舞台

的表演節目有伊甸基金會的輪椅國際標準舞、宜蘭民

俗表演、夏威夷呼拉舞、關島查莫洛傳統舞蹈、中國

風扇子舞等等，精采可期。

旅遊交易會和研討會 匯集人氣與商機

另外，為加強旅遊業者之間的交流，ITF特別規劃

「旅遊交易會(B2B Travel Mart)」於10/31舉行，讓國

外的主要旅行社和採購人員能和參展單位直接面對面

進行洽商，讓商談更見效率與效益。旅遊交易會採事

先線上報名，以電腦配對的方式於旅展開幕的前一天

下午在世貿一館的二樓會議室舉辦，期盼業者能藉此

獲得更直接的商機與回饋。除交易會之外，旅展在11

月3日還會舉辦旅遊研討會，邀請旅遊界的知名人士

發表演說或座談，以進行更深入的交流探討。

ITF線上旅展 擴大展覽效益

為強化旅展效益，早從旅展開幕的10月31日之前，

10月17日在台北國際旅展官方網上，線上旅展的活動

就提早先一步開跑，且一直延續至2009年2月29日。

所有參展單位皆可透過網站功能更新資料，提供即時

的會場優惠訊息，方便民眾上網查詢。同時，藉由線

上旅展將展出時間往前、往後延伸，不僅可讓無法親

臨會場的消費者隨時隨地瀏覽相關資訊，也為業者增

加商機。

旅遊商品豐富而多元 消費者趁機撿便宜

今年受不景氣和颱風的影響，暑假檔期未如旅遊業

者預期開出佳績，因此業者將在台北旅展期間推出破

盤價來拚業績，刺激消費以達成全年度業績。無論個

人或是公司的員工福委會，利用大型旅展進場採購國

內外住宿、泡湯或旅遊行程、尾牙獎品，不僅選擇性

多，議價空間也較大，消費者可利用這個機會，在旅

展貨比三家買到既划算又有保障的產品。同時這也顯

示計畫性旅遊的觀念逐漸為民眾所接受，特別是在年

底的台北國際旅展採購隔年的旅遊商品已然成為一股

風潮。

國內參展單位攤位數排名

排名

攤位數

1.農委會

46

2.台北市

30

 3.原住民委員會

29

4.宜蘭縣

29

5.苗栗縣

21

6.花蓮縣

19

時間

地點

第一場題目

主講人

第二場題目

主講人

11月3日下午13:30～17:00

世貿展場2樓第4、5會議室

台灣觀光休閒產業之行銷策略

台北國際旅展嚴長壽主任委員

八仙水上樂園陳慧穎總經理

台日觀光市場應有之佈局

保保旅行社戴啟珩董事長

日本航空旅客營業本部鳥越靖司副本部長

日本航空公司台灣分公司山下晉一支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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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台北國際旅展參觀資訊
舉辦日期：10月31日(週五)～11月3日(週一) 

主辦單位：台灣觀光協會  電話：(02)2597-9691

舉辦地點：台北世貿中心展覽館一館全館(台北市信義路

五段5號)

票價：全票NT$ 200，優待票NT$150

　　　(設有不找零票口加速進場)          

　　　(65歲以上老人及身障人士請憑相關證件購票)

※依世貿展覽館安全管理考量，身高120cm以下

兒童與寵物謝絕入場。

參觀時間：10月31日 中午12點-下午6點   11月1日～3日 

上午10點至下午6點

旅行同業參訪日(10月31日及11月3日)：旅行同業持兩張

名片及身份證於入口處驗證，可免費入場參訪。

台北國際旅展官方網站：www.taipeii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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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局2009加強推廣旅行台灣年
向國際旅客招手　擴大媒體宣傳埈
整理報導/陳佩君  圖/視野國際

今年觀光局在I T F會場上將設有2 0個

展攤，展出主題則是配合觀光局訂定

2008-2009為「旅行台灣年(Tour Taiwan 

2008-2009)」，攤展上會不時穿插台灣

的各地民俗表演與精采活動與觀眾同樂，

希望帶動各式主題旅遊風潮，向國內外旅

客招手，推廣台灣旅遊。

如果說 2 0 0 8北京奧運是全球矚目的焦點，明

年由台灣舉辦的高雄世運、台北聽障奧運，搭配

「2008-2009旅行台灣年」精心規劃運動之旅，將有

機會搭上這股熱潮，進一步推廣台灣觀光。還有其

它主題旅遊如登山健行之旅、銀髮族懷舊之旅、醫

療保健之旅和追星哈台之旅。其中，沙龍攝影與蜜

月之旅，創新結合台灣特有婚紗攝影文化與觀光業

者，深具開發新市場潛力，期待能吸引海外旅客及

計畫拍婚紗照的佳偶前來，廣闢商機。

與Discovery頻道合作  

讓世人認識台灣燈會

截至今年8月為止，台灣仍以日本觀光客訪台人次

最多。2009年為配合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政策，

將積極推動大陸市場宣傳推廣方案，藉由搭配當地

媒體、業者的行銷策略，吸引旅客來台觀光。

關於媒體的宣傳，觀光局將邀請網路人氣部落格

作家來台體驗，與全世界的網友分享旅遊經驗。並

與國家地理旅遊頻道NGC進行雙品牌行銷，印製

英、德、法、荷四國語言摺頁，提升台灣旅遊形

象。同時也與Discovery電視頻道合作，製作一個

介紹元宵節系列活動的節目，力薦台灣燈會慶元宵

系列活動為全球最佳節慶活動，內容還包含平溪天

燈、台東炸寒單、台南鹽水蜂炮等，藉著一系列的

宣傳，向國際推廣台灣觀光。其它創新的通路還包

括捷運站、捷運車廂、公路跨橋、計程車車體等廣

告，以交通運輸工具及大眾看板作為媒介，加強塑

造台灣整體的觀光意象。

邁向2009年之際，觀光局期許以各項措施整合政

府與民間資源，提升觀光產業品質，創造友善的旅

遊環境，對外將擴大宣傳，希望明年訪台的國際觀

光客能達425萬人次，打造台灣成亞洲重要旅遊目

的地。

交通部觀光局大力推行2008-2009旅行台灣年，去年ITF的觀光局展攤吸引
大批人潮參觀，今年的ITF觀光局展攤勢必又將引發熱潮

2007年ITF觀光局展攤，民眾與主持人互動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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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雪花繽紛的冬季旅遊天堂
專訪韓國觀光公社台灣支社長韓和埈
文/黃威錡　圖/范文禎

對大多數的台灣民眾來說，「滑雪」是一

項十分陌生的運動，然而對韓國人來說這

卻是一項十分熱門的國民運動。每年滑雪

季一開始，韓國境內大大小小的滑雪場總

是擠滿了人潮，攜家帶眷來感受這一年一

度的銀白色魅力。韓國觀光公社台灣支社

長韓和埈先生表示：「希望藉由2008台北

國際旅展這個大型展售平台，將韓國冬季

的運動魅力介紹給台灣民眾認識，進而促

成更多遊客到韓國旅遊，一同體驗雪花繽

紛的銀白樂園。」

今年韓國觀光公社與韓國各相關單位組成26個展

攤，於台北國際旅展現場，強力推廣韓國的旅遊魅

力，展覽內容豐富多元，極具特色。

大會、雪橇體驗等多樣的動態活動，晚間更有各式精彩

的表演活動，讓台灣遊客可以用最優惠的價錢享受最頂

級的行程內容，體驗當一個滑雪高手的樂趣。 

多元化的全方位旅遊市場

韓和埈社長表示，韓國除了冬季的滑雪季與大家熟

知的韓劇旅遊景點外，更有許多主題性的觀光內容，

如：首爾地區的夜景、樂天夜間樂園以及女性朋友最

愛的美膚美容與購物遊程⋯等，各式豐富的行程供遊

客們作多元化的選擇。此外，韓國更對持台灣護照的

民眾提供免簽證停留30天的便利措施，讓台灣民眾省

時省錢，玩得更盡興。

走進ITF  站上世界舞台 

韓社長說，ITF為一盛大的國際性旅展，無論是參展

單位、參觀人數或是消費力皆是亞洲之最，因此，為提

供觀展民眾最優質的服務，特別從韓國請來專業的解說

人員，在場提供民眾各項諮詢解答與遊程解說，期望藉

機創造亮眼的銷售成績，並讓世界看見韓國的魅力。

韓國觀光公社台灣支社長韓和埈

2007年ITF會場上韓國展攤表現亮眼，吸引大批民眾參觀

專為外國遊客量身訂做的優惠行程

「Fun Ski Festival」

每年的11月底到隔年的3月是韓國的滑雪季，各式大大

小的滑雪盛事陸續在韓國境內展開，因此韓國觀光公社

特別與國內數個滑雪場合作，舉辦了針對外國人到韓國

滑雪旅遊的「Fun Ski Festival」活動，套裝行程內結合了

許多優質的內容，不但有專業講師教授滑雪技巧，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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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旅行社特別報導
業者第一手觀察 帶您了解旅遊新趨勢
文/陳佩君

圖/鳳凰旅行社．東南旅行社．雄獅旅行社．視野國際

2008台北國際旅展(2008 ITF)熱烈展開，本

刊特別專訪國內三大旅行社──鳳凰旅行

社、東南旅行社、雄獅旅行社，由旅遊業

者的第一手觀察，讓您更了解台灣近年的

旅遊趨勢，迅速掌握ITF期間超值的優惠活

動資訊！

鳳凰旅行社 領導國內外旅遊趨勢　

國內綜合旅行社的老字號，鳳凰旅行社自從ITF

開辦以來，年年參與從不缺席，今年推出團體行程

1500∼3000元不等的折價，以及預購2009年「歐洲郵

輪之旅」，就可獲得高達1萬元的優惠，以高額的回

饋，吸引更多人潮。

ITF旅遊說明會上，鳳凰旅遊以「澳洲美食地圖─

觸動味蕾的旅行」為題，介紹澳洲的美食評鑑標準

「廚師帽餐廳」之旅。至於年底前短期旅遊，推薦跨

年的熱門城市如雪梨、紐約、京都等。另外也特別介

紹今年特別夯的東南亞景點，像是泰國皇室的避暑勝

地華欣、菲律賓長灘島等。此外，鳳凰旅行社搶搭兩

岸的觀光話題，預期今年北京奧運的相關景點也會特

別受矚目。

尤其擅長操作海上之旅的鳳凰旅遊今年將再度與歌詩

達郵輪公司共同展出，推廣郵輪之旅的好處。郵輪不僅

可到訪飛機不易抵達的地點，船上的娛樂設施非常精

彩，還可以上岸觀光不同的國家，免除舟車勞頓之苦。

近年來，已逐漸打開知名度，顧客回流率也相當高。

鳳凰旅遊同時表示ITF是個國際性的盛會，更是和

消費者直接面對面互動的絕佳機會，希望藉此建立旅

行社優質的專業形象，讓大家更認識鳳凰。

東南旅行社送好禮　品質保證降價不降質

東南旅行社國內旅行事業本部副總經理許永裕表

示，近年除積極開發日本與大陸客源赴台之外，相隔

20年後又重新操作新馬團來台，推出市場少見的阿里

山、新中橫旅遊，推廣inbound觀光不遺餘力。

同時，為因應國人出國旅遊的需求改變，東南旅遊

規劃出「晶鑽假期」的慢遊旅行，讓旅客從容享受頂



台灣觀光 NOV/DEC 2008 �

級服務；「真情旅遊」則屬「輕薄短小」的超值行

程，將以往如印度、澳洲等長程旅遊縮短成6∼7日，

兼顧都會定點旅遊的好處，也省下荷包，提供消費者

另一種選擇。

ITF展期間將推薦適合國人在冬、春季節旅遊的

「奧克蘭早鳥計畫」、港澳自由行等，保證展期間商

品降價不降質。國內旅遊方面則有玩樂高鐵系列、雪

霸休閒農場等，另獨家推出淡水河皇后號之旅。會場

上，8個展攤的用色鮮豔活潑，期待吸引年輕族群的

目光，達到拓展客層的目的。另外也搭配1元競標、

10元加價購、買一送一、第二人半價、買國外送國

內、會員免費送、買旅遊送健康，附贈價值2500元

的健身中心體驗券等多項優惠活動，邀請民眾一起來

「撿便宜，A好康」！

雄獅旅行社以客為尊 

量身打造創新旅遊產品

基於國人的旅遊需求越趨多元化，雄獅旅遊副總經

理黃信川表示近年來特別致力於品牌形象的建立，

規劃以五大方向呈現，「Royal精緻旅遊」強調奢華

假期，「Magic主題旅遊」搭配網路部落格的點滴紀

錄，以旅遊達人帶路的概念，打破過去團體旅遊的

形式。其中，休閒運動之旅提供專業教練和配備，尤

其以海內外的自行車之旅受到熱烈迴響。此外，還有

適合新婚、二度蜜月旅行的「幸福感旅遊」，以及

「Smart自由行」，可載客至不易到達的景點，旅客

又能享受自己規劃自由行的樂趣。

有這麼多樣化的旅遊商品，雄獅旅遊繼去年ITF的展

攤以天空步道獲得佳評後，今年的規模仍屬旅行社中

最大者，展攤將以社群的概念區分成自行車、郵輪等

主題館。現場的優惠多達700∼800種商品享兩千至一

萬元不等的折扣，還有限量的驚爆價讓民眾撿便宜。

雄獅旅遊每年都直接在展場進行市場調查，非常用

心在為客戶量身打造創新的產品，不僅求顧客滿意，

更希望旅行能夠成為一段觸及旅客精神面的體驗，今

後也將創造更多具深度的旅遊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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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飯店特別報導
住宿餐飲超值優惠　盡在2008台北國際旅展
文/黃威錡　

圖/圓山大飯店．國賓大飯店．老爺大酒店集團．台北晶華酒店

旅行對於許多忙碌的現代人來說，已經成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隨著物價的高漲

以及經濟景氣的低迷，經濟實惠的旅遊行程

成為消費者在選擇旅遊方案時的首選，而亞

洲最具規模的「台北國際旅展」便成為消費

者在篩選比較時的最佳平台。各家飯店業者

也會在此時推出許多優惠的套裝票券，讓消

費者可以用最經濟實惠的價格購買到最物超

所值的商品，並且在展攤現場提供各式詳細

的諮詢解答，讓消費者精心挑選，慰勞自己

一年來忙碌的工作。

ITF台北國際旅展一向是各飯店業者兵家相爭之

地，為了提高買氣與人氣，業者們無不卯足全力積極

促銷，以下特別精選了幾家飯店的旅展優惠方案，供

讀者們參考，但倘若想知道更多飯店業者的旅展促銷

專案，可就得親自走一趟旅展現場，多方比價，保證

讓您享盡便宜、滿載而歸！

圓山大飯店

各式優惠票券替您省荷包

一年一度的亞洲國際性旅遊展覽「2008年台北國

際旅展」於10月31日至11月3日在台北世貿一館全館

盛大舉行，共計有來自全球62個國家/地區，展出多

達1206個攤位。圓山飯店攤位位於台北世貿一館B

區1716號，現場推出各式限量餐飲及住宿優惠劵為

民眾省荷包，另外也特別推出台北圓山聯誼會一年

期會員入會優惠，更有高雄圓山飯店的超值住宿券

供民眾參觀選購，答謝消費者對圓山飯店的熱愛與

支持。

圓山大飯店2008 ITF優惠專案
台北圓山

專案名稱

經濟客房住宿券

松鶴廳自助午晚餐雙人券

飯店客房住宿優惠

樂廊自助下午茶券

原價

NT$5,700

+10%服務費

午餐NT$770

晚餐NT$880

+10%服務費

NT$6,000

+10%服務費

NT$480

+10%服務費

旅展優惠價

NT$2,000（再加贈樂廊

自助下午茶券壹張）

NT$968（兩人）

NT$2,200

NT$390

高雄圓山

特別優惠專案

台北圓山聯誼會一年期會員(主卡一張不含附卡)

入會費NT$50,000，月會費NT$3,675（加贈NT$20,000餐券）

國賓大飯店

多種優惠方案  豐富您的選擇

國賓大飯店，

特別於2008台北

國際旅展期間，

提供多項住宿以

及餐飲超值優惠

方案，提供民眾

多元化的選擇。

國賓飯店全台共有3個據點，分別位於台北、新竹以

及高雄，皆位於交通便利的精華商圈，住宿旅客同時

滿足逛街購物、洽公、都會休閒等多樣需求，飯店內

並提供最頂級的硬體設備，以及貼心的專業服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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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總是能感受到宛如國賓的尊貴享受。旅展期間台

北國賓更提供了多項餐飲優惠券的超值專案，讓觀展

民眾可以來此便宜吃好康。

國賓大飯店2008 ITF住宿優惠專案

台北國賓

新竹國賓

高雄國賓

名稱

台北國賓歡樂

假期

促銷專案

超值優惠專案

內容

1. 雙人房住宿一晚。

2.明園自助式早餐二客。

3.免費使用三溫暖、健身房及住宿期間

免費停車。住宿券無使用期限）

※凡購買住宿券者，即贈送明園西餐廳下午茶

兩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券一張（下午茶券使用

期限至98.03.31止）

1.豪華客房住宿一晚，不含早餐（使用

期2008/12/18~2009/02/01，平假日皆

適用）

※不適用日：

1/12-15(商務旺日) 1/19-22(商務旺日)

1/26-30(初一至初四)

2.限量100套，售完為止

1.標準雙人房兩天一夜

2.活力自助式早餐2客

3.愛之船船票2張

(無使用期限)

其他房型價格：

標準三人房 NT$3,900

豪華家庭房 NT$4,900

旅展優惠價

NT$3,900 

NT$2,999

NT$2,900

Hotel Royal Group老爺大酒店集團

享受老爺生活  四館聯合促銷

Hotel Royal Group老爺

大酒店集團旗下之台北、

新竹、知本、礁溪等酒店

以集團名義參加2008年台

北國際旅展，共同推出聯

合住宿、餐飲貴賓優惠

券，凡於旅展現場購買貴

賓優惠券達一定金額即贈

精美贈品乙份。2008年展攤以3D立體視覺設計的「海洋

休閒」風格為概念，希望將享受生活的意念導入整體的

設計規劃內，海洋與天空的融合色系，呈現集團企業形

象的精神，並搭配立體的人形模特兒，藉由穿透性的設

置，展現輕鬆享受生活的「老爺休閒」風格。

台北晶華酒店

住宿餐飲限量優惠 下殺2.5折

台北晶華酒店全力

拼買氣，在今年旅展

中，推出多項住宿及

餐飲限量超值優惠，

其中價值上萬元的豪

華客房住宿券，以破

盤價不到三千元的優

惠限量賣出，折扣下殺至2.5折，讓前來參加旅展的民

眾，可享物超所值的低價特惠，在不景氣的時代，也能

無壓力的開心玩樂，盡情享受美食。

老爺大酒店集團2008 ITF尊榮優惠專案

專案名稱

聯合貴賓住

宿優惠券

聯合貴賓餐

飲優惠券

價格與內容

每張NT$4,100，可享住宿精

緻客房乙晚，並含豐盛自助早

餐。台北、新竹老爺適用於假

日，知本、礁溪老爺(礁溪老爺

需購買2張方可入住，含早晚

餐)適用於平日

每張NT$650，不分平假日，享豐

盛餐飲乙客（台北、新竹老爺適

用於Le Café咖啡廳午或晚餐）

備註

貴賓優惠券，適用於台

北、新竹、知本與礁溪

老爺，並委由元大商業

銀行成立信託專戶，讓

您的消費享有絕對的信

用保障（使用期間至

2009/10/31止，逾期等

同該面額之現金禮券使

用）

台北晶華酒店2008 ITF尊榮優惠專案

專案名稱

晶華踩春券- 豪華

客房二天一夜住

宿券

晶華假期/Super 

Sunday- 豪華客

房二天一夜住宿

券

呼朋引伴自助美

食環遊券

(四人份平日自助

午/晚餐券)

azie美國厚切牛

肉品味券

(兩人份)

原價

原價每張

NT$11,500+10%

原價每張

NT$12,600+10%

柏麗廳

平日午餐每客

NT$869 

平日晚餐每客

NT$979

原價每張

NT$1,958

(NT$1,780+10%)

旅展優惠價與備註

每張NT$2,888+10% 

（約等同2.5折優惠不含早餐）

適用期間:2009年1/23~1/27

每張NT$4,800+10% 

（約等同3.8折，含早餐）
* 適用日期為2009年2/9~5/31之任一週日
或週一(2009年5/3~5/4恕不適用)

每張NT$1,999(4人份)

憑券可至栢麗廳、WASABI 101店、
WASABI新竹店、或泰市場(約等同5.1折）
*使用平日午間或平日晚間自助餐四客。
*本券使用期間為2008/12/1至2009/4/30前
之週一至週五，恕不得於特殊節慶假日期

間使用(12/24~25、12/31~1/1、1/26~1/30)
* 每人限購10張；每日限量2000張

每張NT$999(2人份)

（約等同5.1折）
* 憑此券前往台北晶華酒店azie餐廳(1F)，可
享用口感柔嫩多汁的8盎司「厚切美國牛肉」
兩客及免費套餐組合(湯及沙拉，或是甜點
及咖啡/茶乙杯擇其一)。
* 本券使用期間自即日起至2009/4/30前，恕
不得於特殊節慶假日期間使用(12/24~25、
12/31~1/1、1/25~1/30、以及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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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 專題 ITF Reports

拼美酒　更拼觀光
台灣菸酒首度設攤參展
整理報導/黃威錡　圖/台灣菸酒公司

台酒的釀酒技術，已有百年穩固的歷史基

礎，不管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日本米酒、清

酒釀酒法，還是傳承自中國的紹興與高粱傳

統酒類釀造法，甚至是向西方取經的葡萄酒

釀造技術，皆受到許多消費者的好評。台灣

菸酒轄區下的十二家酒廠，更是卯足全勁，

研發出獨門的釀造技術，推出各種創新的好

酒佳釀，以及許多特色十足的周邊商品，讓

消費者有更多元化的選擇。

台灣菸酒公司今年首度設攤參與ITF台北國際旅

展，希望藉由此一國際性的大型觀光展售平台，讓更

多人認識各觀光酒廠之特色以及商品，並且將於現場

販售地區特色酒品，提供優惠供民眾選購，消費滿額

贈送精美超值酒品禮盒，喜愛小酌的民眾，可千萬別

忘了造訪這個酒香醇厚的展攤。

特色商品  現場品評試飲

台灣菸酒公司首度設攤參與今年的ITF台北國際旅

展，攤位現場將展示各觀光酒廠出產之特色商品，並

提供民眾品評試飲，亦有專人為消費者進行簡易的觀

光導覽及酒品介紹，讓民眾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台灣菸

酒公司各酒廠觀光特色及酒文化。期望藉著ITF讓消

費者更加認識台灣菸酒公司，並實際前往酒廠觀光。

觀光酒廠  創意魅力無限

台灣菸酒公司在台灣共有12個酒廠，並於近年積極

轉型為觀光酒廠，運用文化創意產業進行改造；藉由

與藝文界的合作，設立創意格子舖，吸引來自各地的

藝術家共襄盛舉。此外，為了擺脫嚴肅的工廠氛圍，

特別運用綠化工程美化廠區環境，讓酒廠搖身一變成

為適合舉家出遊的好去處。

台灣菸酒公司表示，由於ITF台北國際旅展為亞洲

區最大型的旅遊展售平台，而為了讓更多的民眾可以

認識酒廠，因此決定參與今年度的旅展；旅展期間台

灣菸酒將以介紹酒廠觀光特色作為推廣主軸，將酒廠

內各項獨特產品推廣給現場民眾，讓消費者能更加認

識台灣菸酒公司，進而達到強而有力的觀光推展效

益，創造旅展與公司雙贏目標。

酒後不開車  安全有保障

台灣菸酒公司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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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焦點 Tourism Focus

台北聽障奧運進入倒數計時

2009年再掀運動熱潮

文/李欣怡　圖/台北聽奧籌委會．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已經進入倒數計時階段，目前參賽

有80個國家、選手約4000人，打破了以往聽奧的參賽紀

錄。本屆比賽項目共20項，也是歷屆最多的一次。而耗

巨資新蓋的台北市體育園區，將是舉行開幕、閉幕典禮

之處，也是台北聽奧最重要的核心地帶，再加上明年八

月起一系列的國際級巨星表演，如將邀請席琳狄翁等共

襄盛舉，讓2009年成為台北最熱鬧的一年。

為迎接2009年台北聽障奧運，一系列暖身活動已提前開



台灣觀光 NOV/DEC 2008 15

台北聽障奧運進入倒數計時

2009年再掀運動熱潮

國際級表演為聽奧造勢

而為了迎接聽障奧運，主辦單位已邀請張惠妹當

代言人，成龍及林青霞擔任形象大使，未來將有更

多國際級形象大使，為「聽奧」發聲。在聽奧重頭

戲開幕儀式方面，已委由賴聲川當藝文總監，台北

市政府強調開幕式不輸今年的北京奧運，而台北市

體育園區也將妝點成2010年國際花卉博覽會的縮

影，提前為花博做預告，並在周邊設一條代表台灣

的美食街，來吸引國內外佳賓。明年8月的國際級表

演將是聽奧宣傳的最高潮，目前正在邀請席琳狄翁

及太陽馬戲團等多位國際巨星來台表演，預計將吸

引不少鄰近國家的遊客前來參觀。

聽奧核心地帶──台北體育園區

明年9月5日至15日舉行的台北聽奧，共有80個國

家選手將來台較勁，20種參賽項目包括田徑、羽

球、籃球、保齡球、自由車、足球、手球、定向運

動、射擊、游泳、柔道、空手道及跆拳道等，比賽

場地將橫跨整個大台北地區。為了辦這場聽奧，總

計花費42億改善軟硬體設施及宣傳，其中改建的台

北田徑場將是可容納20,000人的綜合性體育館，盛

大的開幕、閉幕式及田徑、足球決賽也將在這裡舉

行。台北田徑場、小巨蛋及松山運動中心將結合成

一體育園區，廣大園區是各國選手的交誼處，也是

整個聽奧最重要的核心地帶。賽後的體育園區除做

為舉辦國際賽事之用外，也開放民眾使用。

除了硬體的規畫，為了展現「友善台北」，比賽

期間將由85間學校分別作為每一個參賽國家的拉

拉隊，除了幫忙加油，也協辦有關事務，讓選手感

受台灣人的熱情。台北聽奧籌委會目前努力宣傳、

廣招手語志工來服務明年的外賓，手語志工報名踴

躍，預計志工與選手的比例可以達到一比一，讓選

手們在面臨每天緊張的賽程時，也能感受台灣無微

不至的接待與濃濃的人情味。

響應2009台北聽障奧運，總統馬英九、台北市長郝龍斌、2009台北聽障奧運代言人張惠妹、2009台北聽障奧運形象大使成龍(由左至右)皆熱情參與

2009台北聽障奧運將於台北體育園區熱情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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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焦點 Tourism Focus

13國參加預演　邀請賽圓滿落幕

為了聽奧而在9月舉辦的邀請賽，共有包括日本、韓

國、澳洲、美國、俄羅斯、馬來西亞、伊朗等13國佳賓

來訪，選手多達三百多位。比賽項目為足球、桌球、跆

拳道、空手道及柔道，以明年台北聽奧的國際規格舉

行，針對各種動線、交通規畫及場地、飯店住宿進行測

試，此邀請賽已在日前圓滿落幕，分別由中華台北、日

本、韓國奪得前3名，可說為了明年的聽奧做足了準備。

上屆聽奧台灣在列強中獲得第5名的成績，讓各國刮

目相看，聽奧籌委會總執行長盛治仁期待今年能有前

3名的佳績。他預估明年來台參賽人數約4,000人，再

加上其眷屬朋友初估總計約有8,000人來台。此外，別

開生面的開幕式及明年8月在小巨蛋舉辦的四至五檔

國際表演節目，相信都將讓明年的台灣更添風采！

無障礙旅遊──台北暢行無阻

聽障奧運的舉辦向世人展現出運動對聽障者來說是

無障礙的，而旅遊的無障礙就需要設施上的配合，一

個城市的無障礙旅遊設施愈完善，也愈代表其開發的

程度。在台北就有便捷的無障礙捷運系統，為身障者

提供最佳的交通工具。本文特別介紹在台北的無障礙

旅遊，以捷運為交通工具，走遍台北大小旅遊景點。

無障礙旅遊不只適合聽障者，也適合行動不便、乘

坐輪椅的殘障人士，伊甸社服基金會推薦了幾處台北

著名景點，包括：台北市政府捷運站的台北101、淡

水捷運站的淡水老街及紅毛城、士林捷運站的士林夜

市、士林官邸、故宮博物院等。

購物天堂──台北101

台北的地標──台北101，高達101層的建築，高聳

直入雲端，尤其每到跨年的煙火表演，更是全世界矚

目的焦點。你可以到台北101來一趟血拼購物之旅，

也可以搭乘世界最快的電梯，僅僅37秒就可以登上89

樓景觀台，將台北景致一覽無遺。從市政府捷運站下

車後可搭乘免費的接駁車，即可直達台北101。

夕陽、老街、古城　淡水古意正濃

當斜陽灑落在淡水河出海口，澄橘色的天空將河上點

點船隻映照成一幅美麗的剪影。淡水老街還保存著部分

舊時台北的屋厝，而傳統小吃阿給、魚丸湯也都是不可

錯過的在地美食。紅毛城是17世紀西班牙進入台灣所建

的聖多明哥城，其後經荷蘭人重建並進駐，因當地人稱

外國人為紅毛番，故稱此城為「紅毛城」。清朝時紅毛

城一度成為英國領事館，還曾被美國代管，都讓紅毛城

洋溢著濃濃的異國色彩。紅毛城從防禦的城堡到現在的

紅磚洋樓，置身其中不難感覺出它歷經的繁盛及衰敗。

從淡水站下車後再搭R26或836公車即可前往紅毛城。

歷屆聽障奧運皆吸引許多國際旅客前往觀賽 故宮博物院設有無障礙設施，讓殘障人士參觀時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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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復康巴士

預約電話：(02)2577-8886   網址：http://www.eden.org.tw

注意事項：此為政府補助部分車資，使用者需具身心障礙手

冊，並符合相關規定。

台灣租車復康巴士

預約電話：(02)2796-5611   網址：http://www.aps.com.tw

注意事項：此為政府補助部分車資，使用者需具身心障礙手

冊，並符合相關規定。

伊甸自費復康巴士

預約電話：(02)2577-1999

地址：台北市光復北路60巷19-6號B1

費用：此復康巴士為民眾自費，台北市區一趟600元，最多可

搭乘兩位坐輪椅者；台北市跨台北縣一趟800元。

夜市小吃　幽靜花園　博物館輕鬆遊

來到士林夜市不妨試試水煎包、大餅包小餅、青蛙下

蛋等美食，喜歡購物的人也可以在這裡買到物美價廉的

服飾及配件。士林官邸是老總統蔣中正所喜愛的行館，

從前是戒備森嚴的禁區，如今開放民眾參觀，一睹他和

夫人蔣宋美齡的住所，老總統靜思國務的中西式花園，

以及傳說蔣夫人最喜愛的玫瑰園。世界五大博物館之一

的故宮，內部也設有無障礙的電梯及廁所，欲前往參觀

可在士林站下車，轉乘紅30在故宮博物院下車。乘坐輪

椅的殘障人士，此段路程則可事先預約復康巴士前往。

台灣打造安全、便利、舒適的優質旅遊環境

在多方努力下，台灣已有愈來愈多景點提供無障礙

設施，交通部觀光局更以安全、便利、舒適的優質旅

遊環境，作為行銷台灣觀光的優勢。2009年台北聽障

奧運的舉辦，也讓台灣更重視無障礙旅遊空間，並期

許透過舉世矚目的聽障奧運，將台灣之美傳遞至世界

的每個角落。

復康巴士讓殘障人士也能在台北旅遊無障礙

2008台北國際旅展與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於ITF會場共同

設置伊甸攤位，服務身心障礙民眾，更提供伊甸復康巴士

免費接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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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觀光 Cross-Strait Tourism

　
最佳觀光交流平台
專訪台灣觀光協會　汝洪海秘書長

文．圖/張業鳴

與ITF台北國際旅展同步舉行的海峽兩岸台北旅展，今年

邁入第三屆，隨著兩岸週末包機直航常態化，也讓本屆

旅展格外受到矚目。這次參展的大陸代表團完整涵蓋31個

省、市、自治區旅遊協會及旅行、旅館、景區等行業及航

空公司代表，規模達256個攤位，並帶來更具深度與廣度

的旅遊文宣，介紹各地風光，提供台灣民眾一次全覽大陸

旅遊精華的最佳機會。而相關旅遊業者也紛紛推出直航產

品，尤其以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及廈門等五個直航城

市，其周邊旅遊線預計將成為本屆旅展民眾詢問的焦點。

旅展期間，主辦單位在展場2樓會議室，預定舉行

36場大陸旅遊產品說明會，邀請大陸各地旅遊的專

家，分享最熱門、最深度的旅遊情報，並提供民眾現

場交流的機會。另外，在兩岸展舞台區每天也安排4

場精采演出，由去年來台表演、獲得熱烈迴響的北京

歌劇舞劇院，再度盛大組團演出。

回顧前兩屆旅展　雙向互動增進商機

回顧過去兩屆海峽兩岸台北旅展成效，確實提供了

雙方參展商及民眾資訊交流及觀摩的重要機會。台灣

觀光協會汝洪海秘書長分析指出，大陸旅遊業者來台灣

參展，除了有第一手的資訊交流外，還能藉由旅遊考察

行程，充分體驗台灣住宿設施、遊覽車、導遊水準、購

物、餐飲、景點等資源，達到FAM Tour效果。而且台灣

舉辦的旅展，無論是內部裝潢、參展單位之間的互動、

參展商跟客人的互動等文化與對岸不盡相同，所以對於

雙方參展代表而言，也有相互觀摩學習的效果。

此外，由於海峽兩岸旅展屬於形象展，會場中沒有

販售產品，因此除了民眾觀賞及獲取資訊外，提供業

者互動交流的活動就顯得很重要。汝秘書長說，要

做生意，必先做朋友，所以主辦單位在旅展期間也與

相關公協會合作，安排多場旅遊洽談會及聯誼性的餐

敘，使雙方業者能建立起友誼，讓後續業務接洽時可

以更順利，達到很好的延續性效果。

旅展期間，除了在展場內可以索取到平面文宣品

外，也有舉行多場產品說明會，讓觀眾、客人能夠對

每一個大陸省區的主要觀光特色、景區文化，能有更

深入的了解。汝洪海秘書長表示，無論是在這個行業

內的人，或即將計畫觀光旅遊活動的人，大家都可以

在旅展中索取相當寶貴的資訊。

參加上海旅交會　走進市場有效行銷

兩岸直航常態化之後，長遠觀之，大陸觀光客來台

旅遊人數必將持續成長。在海峽兩岸台北旅展結束

後，台灣觀光協會本於促進inbound的一貫宗旨，除

繼續加強國際宣傳推廣，也將朝向對岸推廣，招攬更

多陸客來台。汝洪海秘書長指出，協會不僅會積極參

與大陸地區各項重要的旅展活動，並會主動深入市場

辦理推廣行程，藉此增加力道推展台灣觀光。

其實早在2005年，協會就曾帶領旅遊相關業界代表

台灣觀光協會汝洪海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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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昆明市參與中國國家旅遊局、民航總局與雲南省政

府合辦的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開啟兩岸觀光交流的

新局。儘管當時還沒開放通航，但是對於日後陸客來

台著實打下了深厚基礎。而今年中國國際旅交會將在

11月20至23日於上海市舉辦，協會也會組團參與，並

擴大規模將參展攤位增至86個。

汝秘書長指出，中國旅交會首日，台灣觀光協會將

邀請33家已開放組團的旅行社，及有出境權，可能後

續開放的旅行社來到台灣館，與台灣參展業者進行旅

遊洽談會，內行人皆知這場洽談會蘊藏無限商機。晚

間並舉辦海峽兩岸旅遊之夜，邀請大陸旅遊管理單位

及相關業者共襄盛舉，藉由深度交訪建立深厚關係，

增加兩岸合作的無限商機。綜觀11月，透過海峽兩岸

台北旅展及中國旅遊交易會兩項規模盛大的平台，讓

兩岸旅遊業者將能更密切交流來往，也為兩岸間創造

更多合作契機與遠景。

台灣觀光協會汝洪海秘書長

台旅會副秘書長范貴山(左七)與台灣觀光協會會長張學勞(左八)等於
2007年第二屆海峽兩岸台北旅展合影 

去年旅展期間獲得熱烈迴響的北京歌劇舞劇院今年也將再度演出

2007年第二屆海峽兩岸台北旅展壯觀的展場佈置

2007年第二屆海峽兩岸台北旅展期間民眾熱情索取旅遊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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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觀光 Cross-Strait Tourism

觀光局首度前進大陸　極力推廣陸客來台旅遊
簡化陸客來台程序 大陸業者反應熱烈 
交通部觀光局以台灣海峽兩岸觀光

旅遊協會(台旅會)名義首次前進大

陸，推廣台灣觀光。首場說明會14

日晚間於北京圓滿落幕，吸引300

餘名大陸海外旅遊業者及70餘名大

陸主流平面及電子媒體與會，業者

反應熱烈。

圖．文提供／台灣觀光協會

觀光局此次號召觀光相關協會成員及63家核准接待

大陸旅客之旅行社代表約150人組成台灣旅遊觀光推

廣代表團，前往北京、南京兩地辦理台灣旅遊觀光說

明會。會中由觀光局國際組劉喜臨組長代表進行台灣

旅遊資源簡報，除傳統環島行程，短天數、高品質、

深度體驗旅遊亦為推廣重點，此外更加強宣傳近日針

對陸客入台申請手續的各項簡化措施，以增加陸客來

台旅遊意願。會中台灣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品保協

會)也就台灣旅行購物保障制度及品保合格標章產品

提出簡報，希望藉由推行品保制度提高旅遊品質，保

障旅遊消費者權益。

簡報後舉行兩岸業者洽談會並辦理雙方交流餐敘，

讓兩岸業者有機會面對面溝通瞭解，拉近業者距離，

進而擴展業務，促成陸客來台旅遊人數穩定成長。餐

會期間觀光局邀請台灣藝文表演團體九族文化村演出

原住民歌舞，帶動現場氣氛，將台灣豐富的文化介紹

給對岸與會代表。

隨著大陸出國觀光人數的遽增及消費力的提升，大

陸觀光客已成為各國發展觀光競相爭取的主要客源之

一，各國紛紛前往大陸地區辦理推廣行銷活動、參與

旅展以招攬客源。兩岸長期特殊的政治關係以及台灣

各方面快速發展之成就，讓大陸人民對台灣產生極大

的好奇心，觀光旅遊開放之後，許多人都有興趣前來

台灣觀光，進一步認識台灣。有鑑於此，觀光局積極

整合公私部門觀光產業資源，並透過民間長期建立的

友好基礎，努力提升陸客來台旅遊人數，希望為台灣

觀光業帶來商機，創造雙方旅遊業雙贏利益。此次觀

光局主辦的大陸推廣活動，成功引起大陸民眾對赴台

旅遊議題之關注，並提升大陸旅遊業者對台灣整體接

待環境之認識。觀光局首度前進大陸辦理說明會，成

果豐碩，獲得兩岸旅遊業者一致肯定，盼未來有更多

推廣活動，有助拓展大陸觀光客源。

交通部觀光局賴瑟珍局長以台旅會會長身分率團至大陸舉辦旅遊說明會，深受雙方媒體關注

推廣代表團於台灣觀光旅遊說明會上積極宣傳近日針對陸客入台申請手續的各項簡化措施，增加陸客來台旅遊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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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推廣Tourism Promotion

首次組團參加福岡亞洲祭
傳統舞藝展現台灣風情 積極招徠觀光客源

圖．文提供/台灣觀光協會

配合觀光局推動2008-2009旅行台灣年工作計劃，加強國際宣傳推廣，台灣觀光協會特邀請

本土特色表演團體，一同前往日本參加福岡亞洲祭活動，赴海外加強推廣台灣特色觀光景

點，招攬該地區旅客來台觀光旅遊，促進我國觀光事業蓬勃發展。

福岡市為日本九州地區最大城市，擁有日本第四大機

場，交通快速便捷，目前有華航、長榮及國泰等3家航

空公司共有21個班次每週定期飛台，亦是日本第四大來

台旅客地區，為配合加強日本地區觀光推廣，主辦單位

特邀請當地航空及旅行業者於推廣期間辦理業者說明會

暨懇親會，積極爭取來台觀光客源。

為彰顯台灣觀光特色，推廣期間特別邀請花蓮縣原住

民朝陽文化藝術團進行演出，此藝術團致力於保存原住

民傳統舞蹈，將原住民生活與表演藝術結合，充分展現

臺灣原住民的舞藝文化，深獲各界好評。

福岡地區每年9月開始展開長達一個月亞洲月(Asia 

Month)活動，每年吸引百萬名來自日本各地的民眾前往

參觀，其中福岡亞洲祭(Asia Pacific Festival)為其中最重

要的活動之一，活動包含Asia pacific food stall，coca-Cola 

Asia pacific stage、Asia pacific plaza及Asia pacific tourism 

promotion等四項主題。今年於十月九日至十四日在福岡

市政府廣場舉辦，現場包含十個來自亞洲地區的國家

共同參與，此外還有來自九州地區及日本各地的民眾

共襄盛舉，是推廣台灣觀光的最佳場所。在Asia pacific 

tourism promotion推廣期間，台灣攤位不斷發送最新台

灣觀光情報與文宣品，另外在Coca-cola Asia pacific stage

及其他會場都有展演機會，透過原住民表演加強對台印

象，加強招徠台灣觀光旅遊。

大阪事務所徐世榮所長於主舞台進行台灣觀光宣傳 表演團體於福岡空港進行展演

主辦單位福岡市政府觀光課課長致贈感謝牌給表演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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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推廣 Tourism Promotion

組團赴馬參加MATTA國際旅展
傳統文化展現迷人風貌 台灣旅遊馬國熱銷

文．圖提供/台灣觀光協會

馬來西亞觀光市場是台灣近年來積極推廣的重點，深耕之下已有顯著成效。2008上半年

度馬來西亞訪台旅客人數穩定成長8.35%，目前已成為我國主要客源地之一。 配合觀光局

「2008-2009 旅行台灣年」，政府單位及民間觀光業者組團參加2008秋季馬來西亞MATTA國

際旅展，跨海加強宣傳台灣觀光。

此次馬來西亞觀光推廣活動代表團由台灣觀光協會副

秘書長林健達擔任團長，代表團成員包括政府單位、民

間觀光組織、旅行社、飯店業、休閒農場、主題樂園、

婚紗攝影公司等40個單位共計75人，於9月2日出發前往

馬來西亞吉隆坡，展開為期6天的觀光推廣活動。

代表團於9月3日在Best Western Premier Seri Pacific 

Hotel 的Pacific Ballroom舉辦台灣觀光旅遊座談會，

參與者除了吉隆坡當地業者外，更有馬六甲及怡保前

來之旅遊同業；而馬來西亞媒體亦有超過20餘位參

加。緊接著於9月5日至7日參加於吉隆坡Putra World 

Center舉辦的馬來西亞旅展(MATTA Fair)，此次台灣

館以九份老街為主要設計概念，搭配成串的紅燈籠及

天燈，以及各式台灣特色圖像，使現場民眾深刻體驗

台灣傳統古早味，更吸引了當地電視記者到台灣館取

景，台灣展館魅力可見一斑；而民俗藝人在現場表演

畫扇、剪影、中國結、葫蘆雕刻等民俗技藝，與台

灣農場業者帶動民眾做DIY活動，加上氫氣球、台灣

地圖及各類觀光簡介發送，讓台灣館參觀的人潮不

斷、熱鬧非凡。

此次推廣活動內容除在MATTA國際旅展設館外，

觀光局駐吉隆坡辦事處更爭取到在主舞台進行表演活

動及有獎問答，「國民大戲班」於舞台表演融合早期

台灣採茶風情之民俗雜技，更加深了當地民眾對台灣

的印象與感受。台灣代表團也利用問答時間介紹台灣

各地觀光特色，讓當地民眾認識與瞭解台灣多元的觀

光特色。為期三天的展覽中，台灣旅遊產品的銷售超

過4,500套，遠遠超過其他國家或地區，代表團成功

將台灣印象再一次深植馬來西亞，創造優異的銷售成

績，所有團員期望再接再勵，繼續開拓並深耕，戮力

完成觀光客倍增的目標。

台灣館以九份老街作為設計概念，吸引大批民眾前往參觀 參觀民眾於台灣館進行飛鏢贈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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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新客源　組團赴印度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吸引印客來台觀光  「旅行台灣年」展魅力

文．圖提供/台灣觀光協會

「2008-2009旅行台灣年」旨在拓展世界各地來台觀光客源，地處南亞的印度，被視為極具

開發潛力的新興客源市場，也是政府的全球重點開發市場之一。台灣觀光協會受交通部觀

光局委託，今年繼續組團赴印度辦理推廣活動，有助於達成整體觀光成長目標。

此次台灣觀光推廣活動，由台灣觀光協會負責組團，

亞太旅行分會會長張奉文先生擔任團長，代表團成員

包括交通部觀光局、金界旅行社、宏祥旅行社、格利

安旅行社、福華大飯店、中華航空⋯等旅遊單位共同

組成。於9月14日出發前往印度新德里，並於9月15日

假新德里The Grand InterContinental New Delhi飯店舉辦

台灣觀光推廣會，緊接著參加16至19日的印度海德拉

巴市(Hyderabad)之亞太旅展暨旅遊交易會(PATA Travel 

Mart)，積極拓展印度來台觀光客源。

這次的行程特別邀請了印度主要觀光產業業者及相

關旅遊業界及媒體人士參與，積極洽談旅遊交易、產品

說明及聯誼餐會等，強力推廣宣傳台灣旅遊產品，進而

深入瞭解印度市場旅遊需求，希望藉此推廣活動，增進

台灣的旅遊形象，加強國際知名度和熟悉度。參與展出

的業者除既定推廣活動外，更發展出多樣化的延伸和推

廣，積極與當地航空公司、飯店、旅行社、政府觀光部

門等旅遊相關單位相互交流，發揮參展最大推廣效益。

推廣活動由交通部觀光局指導，台灣觀光協會協同觀

光局駐外辦事處、中華航空印度分公司辦理，以台灣觀

光資源豐富及多元文化特色為宣傳重點，搭配中華航空

公司每週三班至新德里之直航班次為實質有效的合作平

台，開發這個具有潛力的市場，加強業者聯繫，落實互

動合作，吸引更多印度旅客來台觀光。

台灣觀光協會葉碧華執行長(左一)一行於印度海德拉巴市之亞太旅展暨旅
遊交易會會場合影

交易會會場吸引許多觀光產業人士前往洽談，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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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推廣 Tourism Promotion

組團赴釜山力推觀光
韓客來台消費力第一　成長率居冠

文．圖提供/台灣觀光協會

近年國內韓流風盛行，不過您可能不知道，韓國旅客來台觀光旅行，也正呈直線成長，蔚

為風潮。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今年上半年來台旅客計191萬2,611人，較去年成長5.55%，

其中以韓國旅客成長率達32.7%，共有15萬1,282人來台，表現最為亮麗，預估今年韓國旅

客可望突破30萬人！

韓國來台旅客連年成長，人數從2003年的9萬多人，

攀升到去年的22萬5千人。另外，依觀光局所做的「來

台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去年1-12月來台旅客每人每

天平均消費215.21美元，其中以韓國旅客每人每天平均

消費287.05美元最高，在在顯示韓國市場的蓬勃。

交通部觀光局積極推動「2008-2009旅行台灣年」，為

韓國來台旅遊，增添不少助益。今年觀光局更搭上韓劇

風潮的列車，贊助韓國SBS電視台來台取景拍攝的韓劇

「On Air(好戲上演)」，在韓國締造百分之25.8的高收視

率，劇中男女主角到訪過的台北故宮、101、九份、太魯

閣、墾丁及日月潭、圓山飯店等拍攝場景，也成為熱賣

行程，同時也帶動來台年輕族群和背包客也明顯增多。

觀光局與台灣觀光協會特邀政府與民間單位，共同組

團前往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推廣，代表團成員包括交通

部觀光局、台灣觀光協會、高雄市政府建設局、高雄縣

政府、財團法人2009世界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基金會、中

華民國高爾夫球場事業協進會、復興航空、高雄國賓大

飯店、寒軒國際大飯店、華王大飯店、福容大飯店連鎖

集團、六福客棧、滋和堂、平安旅行社、利大旅行社、

興安旅行社，經營來台留學及華語學習的群聚大唐公

司，以及國民大戲班劇團與民俗藝人等共約40位團員。

代表團由平安旅行社董事長沙健毓擔任團長，於9月3

日搭乘復興航空前往釜山，並於翌日在釜山樂天飯店舉

辦台韓旅遊業者洽談會暨台灣之夜，共邀集約100位韓

國旅遊業者與會，我國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羅

添宏處長及多位代表也親臨會場。9月6日代表團表演團

體首次前往韓國錦山郡，參加場面盛大的人蔘節展演活

動，希望藉此機會，讓韓國民眾加深對台印象。緊接著

在9月5日至8日參加釜山旅展，各參展單位皆特別企劃精

美文宣品提供給韓國民眾，宣傳台灣觀光產業。

國民大戲班於台灣展館熱烈演出，吸引眾多民眾前來觀賞 代表團團員於台灣之夜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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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JATA)宣揚寶島風光
民俗舞藝助陣 靜岡交流大豐收

文．圖提供/台灣觀光協會

前往台灣旅遊一向受日本旅客喜愛，統計顯示，日本旅客位居我國觀光客源之首，為進一步

宣揚台灣旅遊的優勢，同時並配合98年3月日本靜岡縣「富士山靜岡空港」之啟用，我代表

團主動出擊，參加2008年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並順道前往靜岡縣，舉辦街頭展演，以未來

台北→靜岡間飛航時間大為縮短為訴求，積極對當地民眾展開宣傳，行銷台灣觀光。

靜岡縣位於日本本州中部，人口約380餘萬，為日本

製造業第三大縣，也是日本中部地區出國人口重鎮之

一。此次活動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下，120多名參展代

表，於9月15日抵達名古屋，翌日與當地觀光業者交流

餐敘後，先前往靜岡市辦理街頭展演，再北上轉往東京

繼續辦理觀光說明會及參加東京旅展。

這次代表團是由交通部觀光局林世能科長及駐東

京辦事處主任江明清擔任督導，並由台灣觀光對日

促進會副召集人、陽達旅行社董事長楊重義擔任團

長，台灣觀光協會董事、新亞旅行社董事長張政美

擔任副團長，參加的團員包含行政院退輔會與青輔

會、台北市政府、台中市政府、高雄縣(市)政府、花

蓮縣政府⋯等政府及旅遊相關企業團體共60單位，

規模龐大。

代表團還特邀台北體育學院舞蹈及技擊系師生13人，

隨團展演台灣民俗舞蹈，現代風的太極拳套路對打與山

地舞蹈還有熱歌勁舞讓日本民眾耳目一新。日本靜岡縣

石川嘉延知事(縣長)得知台灣代表團將前往靜岡宣傳，

也特別親臨台灣觀光展演會場，向當地民眾宣告台灣和

靜岡的距離將更加縮短的好消息，為日後雙方的交流觀

光升溫造勢。這次的活動結合說明會、懇親會、街頭展

演及參加展覽，以四合一宣傳推廣方式，對於招徠日本

旅客來台旅遊將發揮極佳的助益。

另外，本活動主要的推廣主軸除了宣傳台灣觀光的

賣點之外，交通部觀光局也極力推廣「2008-2009旅

行台灣年」等活動內容，並趁勢針對日本業者強力促

銷，希望透過獎勵旅遊、國際包機、懷舊、保健、偶

像劇追星等旅行商品，在結合台日雙方業者的共同努

力之下，進而達到今年來台國際旅客總數達400萬人

次的目標。

此次表演團體於台灣展館舞台熱烈表演，吸引眾多日本民眾圍觀2008東京旅展台灣觀光代表團團員於台灣展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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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推廣 Tourism Promotion

2008年倫敦旅展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計畫

有鑑於旅行台灣年之推動，台灣觀光協會預定參加倫敦旅展，

積極推廣台灣觀光之多樣性與特色，加強文化觀光，並提昇觀光

內涵，吸引當地觀光業相關人士前來，促進推廣招徠效果。活動

中將規劃觀光諮詢及隨團表演團體表演，針對當地旅遊業進行旅

遊諮詢，展現台灣多元文化特色及豐富的觀光資源，以利其多元

推薦台灣的文化、生態等旅遊，並運用在地食材融合台式料理，

呈現樣式多元的台灣美味佳餚，讓英倫民眾留下美好印象，擴大

來台觀光客源，建立台灣成為文化及美食天堂的觀光意象。

時間：2008年11月8日(六)至11月16日(日)

地點：倫敦

行程安排：

11月 8 日(六)啟程，台北→倫敦

11月 9 日(日)前往倫敦展場布置

11月10日(一)至11月13日(四)參加倫敦旅展

11月14日(五)參加倫敦當地推廣活動

11月15日(六)搭機返回台北

11月16日(日)抵達台北

推廣預告：

中國(上海)國際旅遊交易會(CITM 2008)

為因應即將全面開放的「大陸居民來台旅遊」，並加強兩岸觀光

旅遊之交流與發展，建立兩岸最直接有效的交流平台，持續擴大宣

傳台灣觀光，台灣觀光協會於2005年起連續三年組團參加中國(昆

明、上海)國際旅遊交易會，廣獲業界及會員支持，並成功於展期

間舉辦相關推廣活動，推廣效益宏大。今年適逢兩岸大幅開放交流

之關鍵時期，國內觀光相關產業除需預作相關配套準備外，持續赴

對岸參展推廣宣傳實屬必要。今年台灣觀光協會也將再度參加中國

(上海)國際旅展，持續擴大台灣觀光旅遊之推廣成效。

時間：2008年11月20日(四)至11月23日(日)

地點：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行程安排：

11月20日(四)參加國際旅遊交易會-TRADE DAY

◎10:30-13:00於台灣展館舉辦「海峽兩岸旅遊交流洽談會」

◎18:00-21:00於上海華亭賓館舉辦「海峽兩岸旅遊之夜」

11月21日(五)參加國際旅遊交易會-TRADE DAY

11月22日(六)參加國際旅遊交易會-TRADE/PUBLIC DAY

11月23日(日)參加國際旅遊交易會-TRADE/PUBLIC DAY

11月24日(一)返程

台灣觀光協會新捐贈名單

捐贈單位名稱

美麗春天大飯店

Beautiful Hotel Taipei

日暉國際渡假村－台東池上(日

暉池上(股)台東分公司）

Papago International Resort-

Taitung Chihshang　

協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Harmony express Inc.

黛得攝影有限公司

(新新娘流行會館)

Fashion Bride

負責人

董事長:

邱顯榮

總經理:

潘彩章

董事長:

鄭越才

行銷業務

部協理：

陳美蓮

董事長：

張坤茂

副總經理

段永智

總經理：

林岳正

蕭鳳暖

成立日期、資本額及主管機關證

照號碼

94年12月15日

貳億陸千萬元

北縣商聯乙字

第09500665號交通部觀光旅館執

照交觀業字第壹貳肆陸

95年1月12日

捌億貳千柒百叁拾萬元

東商甲字第0950027-1號

77年9月6日

貳千萬元整

北市商一字第00254271-1號

交通部旅行業執照號碼A1327

88年1月20日

壹百萬元整

北市建一公司(88)字第412342號

地址及電話、傳真、電子郵箱及網址

台北縣新店市太平路8號

Tel: 02-8666-9999   Fax:02-8666-6717

E-Mail:verytrust@beautifulhotel.com.tw

http://www.beautifulhotel.com.tw

台東縣池上鄉新興村新興107號

Tel:089-861-111   Fax:089-862-121

http://www.papago-resort.com

台北市11493 內湖區洲子街75號3樓(內湖科技園區)

Tel:02-8751-5958   Fax:02-8751-2768

E-Mail:harmony@agent.abacus.com.tw

Web:harmonytravel.com.tw

台北市愛國東路96號

Tel:02-2393-4696  Fax:02-2327-8330

E-Mail:fashion-bride2@hotmail.com

http://www.new-wedding.com

業務性質

一般觀光旅館

住宿及餐飲業

甲種旅行業

婚紗攝影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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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節慶活動

台灣溫泉美食嘉年華活動

活動時間：2008.10.18~2009.01

活動地點：全台各溫泉區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國民旅遊組

聯絡電話：(04)2331-2688

2008阿里山茶之道-茶鄉初體驗

活動時間：即日起~2008.11.16

活動地點：嘉義縣竹崎鄉、番路鄉、阿里山鄉、

梅山鄉

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 

聯絡電話：(05)370-3550

2008阿里山鄒族生命豆季

活動時間：2008.11.01~2008.11.16

活動地點：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

主辦單位：嘉義縣阿里山鄉公所

聯絡電話：(05)256-2547

2008草嶺古道芒花季

活動時間：2008.11.01~2008.11.30

活動地點：台北縣貢寮鄉 

主辦單位：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電話：(02)2499-1210

活動網址：http://www.necoast-nsa.gov.tw

台北國際醫療展覽會

活動時間：2008.11.06~2008.11. 09

活動地點：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展覽

                   大樓一樓展場A、D區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台灣醫學會

聯絡電話：(02)2725-5200、(02)2381-0367分機12

活動網址：

http://www.mediphar.com.tw/chinese/index.shtml

2008亞洲盃澎湖風浪板競速賽

活動時間：2008.11.06~2008.11.10

活動地點：馬公觀音亭休閒園區

主辦單位：澎湖縣帆船協會

聯絡電話：0932-972-904

2008南島族群婚禮系列活動

活動時間：2008.11.07~2008.11.15

活動地點：屏東縣瑪家鄉、三地門鄉、霧台鄉 

主辦單位：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電話：(07)680-1488

2008台北國際牛肉麵節

活動時間：2008.11.14~2008.11.16

活動地點：台北市市民廣場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商業處

聯絡電話：(02)2725-6504

活動網址：

http://2008tbnf.com.tw/cetacean/front/bin/home.phtml

2008風動四重溪溫泉美食季

活動時間：2008.11.15~2009.01.31

活動地點：屏東縣車城鄉四重溪溫泉區

主辦單位：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電話：(08)833-8100

2008士林官邸菊展

活動時間：2008.11.15~2008.11.30

活動地點：台北市士林官邸公園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聯絡電話：(02)2881-2912

活動網址：http://pkl.taipei.gov.tw

東海岸旗魚季

活動時間：2008.11.22~2008.11.23

活動地點：台東縣成功鎮海濱公園

主辦單位：台東縣政府農業處漁業課

聯絡電話：(08)934-3209許小姐

山城花語溫泉季活動

活動時間：2008.11月底~2009.01

活動地點：高雄縣六龜鄉、桃源鄉

主辦單位：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電話：(07)680-1488

2008南投花卉嘉年華

活動時間：2008.12.06~2009.01.15

活動地點：南投縣埔里鎮、國姓鄉、信義鄉、魚

池鄉、竹山鎮

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

聯絡電話：(049)222-2106

雙年賞蝶-紫斑蝶

活動時間：2008.12.06~2009.02.28

活動地點：高雄縣茂林風景區

主辦單位：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電話：(07)680-1488

2008 ING台北國際馬拉松

活動時間：2008.12.21

活動地點：台北市政府廣場及週邊道路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路跑協會、台北市政府

聯絡電話：(02)2585-5659

2008阿里山歲末日出印象音樂會

活動時間：2008.12.31~2009.01.01

活動地點：阿里山森林遊樂區

主辦單位：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聯絡電話：(05)259-3900

2008  ITF台北國際旅展

活動時間：2008.10.31~2008.11.03

活動地點：台北世貿展覽館一館

主辦單位：台灣觀光協會

聯絡電話：(02)2597-9691

活動網址：http://www.taipeiit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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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群星耀紅樓2008歲末感恩
整理報導/鄭如珊　圖．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台
灣豐富的自然生態資源以及多元的歷史背景，

造就了多采多姿的台灣文化，今年剛過完百年

大壽的西門町紅樓，也在走過漫漫歲月、歷經風雨

後，以老建築的歷史記憶與空間氛圍結合文化藝術

與創意重新出發。

為了感謝資深藝人長久以來對台灣表演文化的貢

獻，並傳承表演藝術文化，在「台灣影人協會」與

「中華演藝總工會」主辦，與行政院新聞局及台北市

文化局協辦下，特地於12月9日至12月21日於充滿歷

史軌跡的紅樓舉辦一系列「2008歲末感恩  群星耀紅

樓」活動，期盼透過活動的舉辦，提供各領域藝人及

表演者演出的機會與舞台，激勵演藝人士對表演藝術

的精進與提升，促進不同世代藝人及表演者間相互的

交流，達成藝術文化傳承之目的，更激發民眾對於文

化藝術領域的興趣與關注，進而讓台灣的表演藝術文

化展現更寬廣的深度，並且在國際間發光發熱。

2000年成立的「台灣影人協會」致力促進台語影視

工作人員的互助與交流，在推展電視電影產業方面不

遺餘力。此次活動將由「台灣影人協會」揭開序幕，

並邀請文夏、謝雷、徐風、謝麗金、許傑輝、金佩珊

等藝人於12月9日至14日在紅樓劇場盛大演出，重新

包裝台灣本土文化，內容包含舞蹈、歌唱、脫口秀、

古裝悲喜劇等系列表演，透過老、中、青不同世代演

員同台，展現台灣多元文化，並由歌舞表演穿插經典

電影畫面的方式呈現，精采可期。

長期推廣台灣演藝事業的「中華演藝總工會」也將

安排系列表演，於12月16日至12月21日壓軸登場。在

資深藝人李又麟、郝曼麗的帶領下，以表演藝術傳承

為使命，規劃包含舞蹈、歌唱、特技、相聲、川劇變

臉及短劇的表演，邀請林沖、許秀哖、陶秀華、陳瓊

美等多位資深藝人演出，將膾炙人口的作品以新型態

重新詮釋，保留當年演出的經典橋段，與各式表演藝

術的特色，結合時下年輕人的創意，以豐富的內容，

展現台灣藝人的無窮魅力。

2008歲末感恩  群星耀紅樓
演出時間：12/16~12/21

演出地點：

台北市西門町紅樓

(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10號)

售票資訊：

博客來票務專線

(02)2653-5588

 觀光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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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佳偶的浪漫出走

新興婚紗聖地　幸福北海岸新婚浪漫遊

圖．文/黃威錡

寶
島的明媚風光，吸引越來

越多的海外佳偶，聞風而

來到台灣拍攝婚紗照。自北觀處

舉辦「北海岸婚紗留倩影」活動

以來，北海岸已成為新人拍攝婚

紗攝影的首選之地。  根據統計

資料顯示，2007年來台拍婚紗的

香港遊客每月已達1000對以上，

其中，選擇北海岸為拍攝地點的

更高達25%，北海岸儼然成為亞

洲新興「婚紗聖地」台灣的第一

品牌，進而帶動台北縣的觀光產

業，成功塑造了「幸福海岸」的

形象。

北海岸對國際新人來說，有著

極高的評價，其豐富的地質景觀

及風景與活動，造就了拍攝婚紗

的多變樂趣！不管是花田、衝

浪、風箏、風車、拖曳翼傘與溫

泉，或是風格多樣的休閒飯店、

異國風情會館，都可滿足新人們

邊拍婚紗邊玩樂的無限需求；也

能在婚紗造型上，走出傳統，展

現另類和新鮮時尚。

根據資料顯示，將拍攝婚紗

與蜜月結合，並且跳脫既定的

拍攝路線，已成為國際新人來

台拍婚紗，追求客制化服務的

需求與風潮。來台拍攝婚紗的

國際新人身份從港澳、新馬到

日本、韓國，甚至美國ABC世

代返台辦喜宴，順便拍婚紗渡

蜜月的人也不在少數。因此，

隨者婚紗市場的國際化、多樣

化、創意化和客制化，婚紗周

邊產品應運而生，讓此一市場

的商機更加成熟，也為台灣的

觀光市場注入一股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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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 資訊 Tourism News

捷安特陪你安心環台快樂行

近日交通部觀光局特地與捷安特

合作，將單車在台旅遊推廣至歐

美各國。內容除了利用捷安特在

歐洲英、德、法、荷4國2000家實

體門市宣傳台灣觀光訊息外，另

將舉辦單車旅遊故事徵文比賽等

活動，獲勝者除了可拿到捷安特

禮品外，還有可能取得台灣優質

旅遊行程等獎項。

為了迎接這群即將用腳踏車旅

行，感受台灣之美的旅客，捷安特

也特別針對淡水八里、日月潭、台

中東豐、花蓮太魯閣、台東縣關山

這五個地方，設計了五條經典單車

旅遊路線，並設立自行車租賃站，

提供租車以及觀光資訊服務，讓鐵

馬遊客玩得方便，玩得開心。

詳情請洽捷安特官方網站查詢：http:/ /www.

giant-bicycles.com/

2009台灣燈會

將於宜蘭運動公園舉行

美國Discovery頻道「Fantastic 

Festivals of the World」節目於6月間

播出「Lantern Celebrations Taiwan」

專輯，力薦台灣燈會慶元宵系列活

動為全球最佳節慶活動，為台灣

觀光的國際宣傳締造絕佳效果。

「2009台灣燈會」經交通部觀光局

嚴格評選後，宜蘭縣獲選為共同主

辦單位，並選定於宜蘭運動公園

舉行，活動期間預訂從明年2月9日

至22日。燈會主場地將規劃有主燈

區、副燈區、傳統藝術燈區、創意

特色燈區、耀眼迎賓燈廊、創意藝

術燈區、農特產品展售區及天下美

食區等專區，並在周邊安排約一萬

五千個停車位。

外澳服務區正式營運      

提供遊客更多樣化服務

東北角風景區內的外澳服務區已

於8月正式營運，除了原本的展示及

旅遊諮詢外，更提供停車、餐飲、

沖水及導覽解說等服務。東北角風

管處陳梅岡處長表示，為了提供更

優質的服務，將外澳服務區委託民

間參與營運，讓前來戲水的遊客可

以有一個休憩賞景的空間。目前除

了餐飲服務之外，還有附設於海灘

側的沖水設施，供遊客付費使用。

外澳服務區營業時間為每日9:30~18:30，其他相

關資訊請洽 (03)977-0710。

高雄捷運橘線路段正式開通

高雄都會區捷運系統繼紅線於今

年3月通車後，眾所矚目的橘線也在

9月14日下午1點正式對外營運。全程

長約14公里的橘線路段，通行範圍從

高雄市的鼓山區延伸至高雄縣大寮

鄉，沿途設有14個車站，並與紅線交

會於中山、中正路的美麗島站。搭

乘橘線全程，只需要約28分鐘。
高雄捷運網站：http://www.krtco.com.tw/

全球120餘國家           

將看見台灣國家公園之美

為了向國際社會推展台灣國家公

園珍貴的自然與文化資源，並宣傳

台灣生態保育及旅遊形象，內政部

營建署首度與國家地理頻道合作，

拍攝4支「台灣國家公園—全球生

物多樣性櫥窗」國際形象短片，並

配以國語、英語、日語、韓語，從

9月中開始於亞洲、紐澳、歐洲、

非洲等120餘個國家播放。

營建署署長葉世文表示，台灣7

座國家公園擁有從高山到海洋、熱

帶到寒帶的動植物多樣生態面貌，

希望透過國家地理頻道具全球觀點

的說故事手法與短片拍攝創意，讓

國際看到台灣國家公園的獨特性，

同時也從全球關注的生態保育議題

上，提升台灣的國際形象。

華信航空台北高雄航線　  

調整為每週三班次

華信航空受限於台北－高雄航線

載客人數節節下滑，自9月份起調

整為每週三班次，分別於每週五、

日及週一飛航。

詳細訊息可查詢華信航空網頁：

http://www.mandarin-airlines.com/index.html

台北－高雄　週一班次

起飛時間／地點　     抵達時間／地點

7:20高雄小港機場     8:10台北松山機場

8:50台北松山機場     9:40 高雄小港機場

台北－高雄　週五、周日班次

起飛時間／地點　      抵達時間／地點

18:30高雄小港機場     19:20台北松山機場

18:45台北松山機場     19:35 高雄小港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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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行政新訊

行政院通過

「小三通正常化推動方案」

行政院日前在院會中通過陸委

會提報之「小三通正常化推動方

案」，從9月底開始，開放中國大

陸人民透過小三通進出台灣，並簡

化人員、貿易及航運通關程序。只

要經雙方許可來台觀光的大陸旅客

或交流人士，都可以經由小三通中

轉，往返兩岸；澎湖地區也從10月

中開始實施小三通常態化。

台日雙方實施

全面性駕照相互承認互惠措施

外交部宣佈自今年10月1日起，

與日本擴大實施全面性駕照相互

承認互惠措施，未來赴日觀光除

了仍可沿用去年9月開始實行的

「申請駕照譯本在日本短期開

車」方式外，對於須長期停留日

本或頻繁進出日本的台灣民眾，

憑我國有效之汽機車駕照，即可

免試直接申請日本之普通汽、車

駕照，享受在日本開車的便利；

長期停留台灣的日本民眾，也可

憑日本有效之汽機車駕照，申請

台灣之普通汽、車駕照。更多申

請換發駕照資訊，可上交通部公

路總局http://www.thb.gov.tw等單

位網頁查詢。

機場檢疫應申請　以免受罰

10月1號起，民眾如攜帶動植物

或其加工產品入境時，應向海關

申報或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申請檢疫。未依規定申報者，一

旦經查緝犬查獲，不僅攜帶物品

將被沒收銷毀，並將處以新台幣

三千元以上罰緩。

外交部增列

免簽證適用入境地點

外交部為配合兩岸週末包機以及

「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

施辦法」第10條第2項適用免簽證

方式入國之外國人得由金門、馬祖

入出大陸地區增修規定。依據「外

國護照簽證條例」相關規範，增列

台北松山機場、金門尚義機場、金

門港水頭港區及馬祖港福澳港區為

免簽證適用入境地點，以便利外國

旅客前來我國觀光、洽商。

紐西蘭觀光局台灣辦事處

業務異動

由於台灣造訪紐西蘭旅客數字減少，加上

台灣直飛紐西蘭航班暫停服務，自今年10

月起，改由紐西蘭觀光局上海辦公室和紐

西蘭團隊為旅遊同業提供推廣紐西蘭旅遊

的行銷支援。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新處長上任

前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林永發處長，於

9月1日起調任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新任

處長。

基隆市觀光協會

新任理事長

基隆市觀光協會第4屆理事長改選暨交接完

成，由蔡適應先生膺任新任理事長；協會遷

移至基隆市孝3路83號2樓，為民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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