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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來台旅客人數逆勢成長2.17%
港澳、馬來西亞、印尼市場成績最佳

數字看觀光

亞洲市場小幅成長 陸客人數接近每日上限

根據交通部觀光局所公布的統計資料，2009年前三

個月的來台旅客人數，共計975,399人次，與去年同

期相比，小幅成長了2.17%（2008年1-3月旅客人數為

954,638人次），在亞洲多數國家的INBOUND市場都呈

現負成長的情形下，台灣有此成績顯示觀光局在國際推

廣案上的努力有所回饋。

在現今全球受到金融風暴的影響，各國人民在出國旅

遊消費上普遍保守，多數觀光旅遊市場都有減少或衰退

的趨勢，尤其自去年年底起開始明顯反應。不過根據觀

光局統計指出，來台觀光的港澳、馬來西亞、印尼的

觀光客人數逆勢成長，其中港澳為146,827人次，比去

年同期增加了7.63%；馬來西亞為33,985人次，成長了

7.12%；印尼則為25,239次，成長了12.39%。

根據最近Visa及亞太旅遊協會( PATA ) 所進行的「亞太

旅客2009年旅遊選擇及展望」的調查顯示，不少受訪者

仍計劃在亞太區旅遊，來自11個重要亞太區市場的5,554

位受訪者中，36%表示他們不會改變既定的旅遊計劃；

64%的受訪者表示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他們會重新

考慮既定的旅遊計劃，但表示會考慮改變旅遊計劃的受

訪者中，有63%的受訪者認為他們仍會出外旅遊，但會

選擇旅費較便宜的行程。

 

由此可見，全球經濟下滑無疑會影響旅遊業，卻不會

完全令旅遊活動停頓，旅客會更彈性挑選不同的旅遊目

的地，也因此質量兼備的台灣旅遊可以成為亞太區旅客

出國觀光的首選，實際數字也證明即使在經濟不景氣的

情形下，旅遊需求的選擇也許會被改變，但是需求本身

並不會消失，此一時機反而是台灣大力行銷，利用各項

宣傳和優惠方案，吸引外國觀光客來台的大好契機。

此外，陸客來台在第一季共計有173,245人次，僅次於

日本市場的274,893人次，而且陸客在三月時已有87,002

人次，已經接近原本的人次上限，4月15日入境陸客更創

下單日5379名，如果加上1430位安麗團員，單日達6809

名。因此政府一度彈性調整每日陸客申請上限 ，以因應

激增的來台陸客申請，惟為維護旅遊品質，自五月二日

後，仍維持原先的平均每日3000人上限。

多項大型國際活動　觀光局積極強力行銷

為了因應當前國際觀光市場的現況，交通部觀光局今

年也是卯足全力，自春季便開始大力推動各項觀光推廣

和行銷活動，除了前往世界各地參加旅遊展、舉辦台灣

觀光推廣活動外，在國內也陸續策劃、進行了一系列的

大型企劃。

在四月份，舉辦國際旅客經穴按摩體驗活動，延續了

去年的千人足健體驗，今年則藉由傳統經穴按摩活動的

舉辦，持續推廣保健養生之旅；五月則是愛戀台灣101

景觀求婚，邀請30對佳偶在台北101景觀台進行求婚活

動，使台灣婚紗寫真旅遊的形象更加鮮明；六月則是旅

遊達人遊台灣，將徵求100名部落者(Blogger)，提供每

人每日定額的生活費，從北到南造訪台灣景點、美食與

小吃，並將旅遊期間發生的小故事上網與大家分享；八

月則是美食辦桌活動，配合美食展，舉行辦桌活動，營

造熱鬧歡愉的氣氛，讓國際旅客體驗豐富多樣的台灣美

食文化。

此外還有飛輪海一日導遊遊台灣；朱孝天歌友會；單

車體驗活動等，都是觀光局精心準備的各項精彩活動，

要打敗不景氣，把台灣觀光推銷出去。

2009年1-3月主要成長市場

註：大陸地區因去年同期尚

未開放，故未有比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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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一陣子，電視上一則廣告引起了網友的熱烈討

論，那是一則拍攝了許多運動員，在世運主場

館屋頂上，打太極、射箭、擲飛盤、倒立，「力」

與「美」融合在流線型的運動場裡，顯得氣勢磅

礡。

廣告掀起了話題，網路上許多網友們看了這則廣

告，紛紛讚歎高雄世運主場館的美麗，網友Ray
說：「我們也有不輸於鳥巢的主場館呢！」另一位

網友小青則在網路上激情地寫下：「看了這支廣告

後，我都感動得哭了！高雄世運，加油！」

一支廣告，帶動了台灣民眾對高雄市的關注，也改

變了許多人對高雄的刻板印象，過去高雄市在許多

人心目中，除了暖暖的大太陽，就是四處林立的酒

店、理容院，許多藝文圈的人一想到高雄市，就覺

得高雄是個文化沙漠；但是現在的高雄市，有令人

目眩神迷的城市光廊、有浪漫的愛河、有方便的高

雄捷運、有繁華的夢時代廣場，高雄市早已脫胎換

骨，呈現出一個嶄新、熱情又具創意的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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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行國際宣傳 花小錢卻有好成績

高雄世運基金會（KOC）的常務董事劉世芳表

示，為了辦好高雄世運，主辦單位不但努力地

與國際世界運動總會（IWGA）溝通，且積極地

向國際社會推廣高雄世運， 光是在國際宣傳方

面，KOC就已在日本、美國、馬來西亞、香港等

地，舉辦過針對外國媒體的國際記者會，來推廣

高雄世運，接下來更計畫前往新加坡、中國與歐

洲。

劉世芳說：「高雄市政府在這方面，幾乎是完

全配合KOC的運作，逮到機會就在幫高雄世運

宣傳，就以這幾場國際記者會來說，我們的策略

是，只要這些地方有舉辦國際性的運動賽事，必

定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迷以及外國媒體報

導，我們就去搭順風車，像在日本舉辦世界棒球

經典賽，陳菊市長就跑去那邊開記者會，宣傳高

雄世運。」對KOC而言，更好康的是，高雄市政

府官員出訪的相關差旅支出，皆由高雄市政府買

單，比起一般到國外開記者會，動輒二、三百萬

元的花費，這場在日本舉辦的記者會，只花了50

萬元替代表隊做上印有高雄世運Logo的球衣，以

及官員去看球賽的門票錢而已，這種策略替KOC

省下不少國際宣傳的經費。

提供多元套裝遊程 吸引國內外觀光人潮

由於高雄世運主場館，是邀請日本知名建築師

伊東豐雄設計，因此成了不遜於北京鳥巢的作

品，對觀光客而言，的確有強烈「吸睛」效果，

此外，主辦單位還規劃了一個世運之友的活動，

讓觀光客可以來參加參觀主場館的半日遊。

以世界級運動明星與世界級運動場館帶動的觀

光配套，高雄市觀光局所大力推動的景點，多得

不可勝數，包括蓮池潭生態公園生態導覽、坐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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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船遊河、西子灣賞落日、旗津海岸公園大快

朵頤海鮮大餐、去愛河河畔喝咖啡、觀賞色彩

炫麗的城市光廊，或是漫步於漁人碼頭、香蕉

棚、甚至去六合夜市吃小吃。高雄市觀光局設

計了十套分別適合愛侶、親子、時尚文化的半

日遊、一日遊、二日遊行程，透過「高雄旅遊

網」（http://khh.travel/tw）， 分別以中、英、

日、韓，四種語言，把高雄景點、美食、交

通、住宿資訊，介紹給外國觀光客，其內容之

詳盡，堪稱各縣市之最。

不僅在吸引國際觀光客，高雄市觀光局以及

KOC卯足了全勁，除了拜訪其他縣市政府如

澎湖縣政府、屏東縣政府等，期望外縣市一起

來共襄盛舉之外，還透過五花八門的活動，如

運動時尚發表秀、滑輪選手全台快遞世運消息

等，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造勢活動，把高雄世運

的話題炒得熱鬧滾滾。

規劃世運博覽會  增加賽事外觀光效益

為了配合高雄世運，高雄市觀光局還規劃了

一個「世運博覽會」，把各種國內外展演、煙

火秀、美食小吃、科技與運動的商品，匯集光

榮碼頭、真愛碼頭，讓外國運動選手、家人、

觀光客，有得看、有得吃、有得買、有得玩。

世運博覽會比世運賽事日程還多了五天，目的

就是為了增加高雄世運的觀光效益，外國觀光

客多在高雄待一天，就多一天食宿消費，外縣

市民眾就算來高雄沒有住宿，還是能夠帶來其

他的交通、休閒消費，整體下來，預估高雄世

運可望為高雄市帶進兩百萬人次的觀光效益。

然而北京奧運在前，高雄世運會在後，不可

避免地，外界會把高雄世運拿來與北京奧運相

較，面對大陸舉辦北京奧運砸下了400億美元的

The World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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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高雄世運除了主場館的建設經費五十億

元之外，只花了不到二十億元。再加上，世運

會賽事本身沒有田徑、游泳等主流的運動項

目，兩者資源簡直是天差地別，因此，世運會

本來的定位就是比較友誼、社區的，和奧運所

強調的那種極高、極快等運動賽事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希望高雄世運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

小而美的韻味，讓外界可以感受到高雄市的溫

暖、熱情。」

為了擴展高雄的國際形象，主辦單位並計劃

透過運動賽事的經紀公司，選了四項熱門且台

灣具相當實力的運動項目，如撞球、保齡球、

體操、運動舞蹈，透過網路與衛星電視的轉

播，希望大陸、香港等鄰近國家的民眾，在看

到賽事轉播後，會動心起念來高雄玩一趟。

舉辦大型國際活動  有利台灣觀光產業發展

目前高雄世運主場館及各項硬體設施已臻完

工，因此，KOC現在可以把大部份的心力，移

轉到其他行銷宣傳活動上，回顧這一段籌辦世

運會的過程，劉世芳覺得最有意義的改變是，

「高雄人比以前更有自信、對高雄更有認同感

了！」

此外，不論是高雄世運或是台北聽奧，抑或

是未來政府有意舉辦的大型活動，它們都會留

下紀錄，對於台灣未來要舉辦大型國際活動，

很有幫助。而當國際體育賽事，已成為推展觀

光有利的主題之後，台灣有了這種舉辦大型國

際活動的know-how與能力，才能為台灣觀光產

業，帶來更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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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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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自1987年首度舉辦以來，參

展業者與參觀人數年年劇增，

已經成為台灣唯一的國際性專業

旅展，也是亞太地區規模最大的

旅遊交易平台。由於優質的旅遊

產品，加上各國精采的表演活動和

豐富的旅遊資訊，使台北國際旅

展成為媒體密集報導的新聞焦

點，也是全球旅遊業者在亞洲

行銷的重要據點，不僅提供台

灣與世界旅遊業交流觀摩的機

會，更是推廣觀光及交易旅遊

產品的重要平台。

亞太旅遊盛會  ITF行銷台灣  

台北國際旅展（ITF）籌委會主委

嚴長壽指出，ITF肩負著把台灣產品

行銷至國外的重責大任，不僅提供一

個良好的交易平台，更積極前往世界

各地，以廣告宣傳、推廣的方式，提

升台灣的能見度。現在台北國際旅

展、日本旅展、大陸旅遊展等都

是亞太地區重要的知名旅展，而

ITF年年攤位爆滿，說明了ITF

的成功與重要性。未來的台

北國際旅展，除了將繼續肩

負行銷台灣的重要使命之

外，也將朝向更精緻化、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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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化發展，讓台灣觀光與國際接軌。

對於推展台灣旅遊的方便性，心中有一套想法的

嚴主委，曾經出過許多特別的點子。比如「隨身手

機服務」就是一個令人激賞的例子。台灣資訊發

達，但版圖較小，適合推展隨身手機，當外國旅客

從機場入境，就可領取一隻手機，手機上面附設的

衛星導航，方便旅客前往目的地，也可減少迷路的

困擾；如果遇到任何問題，無論何時何地，都可撥

打手機內已設定的旅遊服務專線，隨時隨地有專人

服務，這種科技化，且貼心、方便的點子，據說受

到國際旅客極度好評，可惜因為電信業者的問題，

遲遲無法實現。

從「科技大國」到「生活大國」　

而現階段台灣發展觀光最重要的方向在哪裡？嚴

主委認為，台灣應該要成為大前研一所說的「生活

的大國」。以豐富文化內涵的生活，吸引全球的觀

光客來台旅遊，這種有文化深度的觀光，會越陳越

香，因為自在的旅遊是全球趨勢。他強調，台灣過

去以「科技大國」、「世界工廠」自豪，是高度依

賴外銷的國家。但是，現在國內科技產業發展已經

慢下來，就永續經營的角度來看，有文化內涵的生

活大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嚴主委分析，將旅遊依進程劃分，可以分為三個

階段，最初就是一般人慣用的「走馬看花」，這種

傳統式的旅遊方法，看的是古蹟、名勝。但是，以

阿里山、日月潭來看，相對大陸的高山與大湖處

處可見仍嫌不足；因此，要比的是生活、文化，從

文化體驗去看旅遊，發展出一種很自在的Life style

（生活品味）深度旅遊；比如花東地區人情味特別

好，旅客可以自在的旅行，吃吃東西、聽聽音樂，

這種「自由行」的深度旅遊，不僅對大陸旅行界較

先進，也對旅客具有相當的吸引力。

旅遊最高境界  無期無為

旅行到了最後，人嚮往的是無所事事的慢遊，好

像「無期無為（既無期待，也無作為。）」這種發

呆式的慢遊，有如巴里島，就是如此吸引全球的觀

光客；而台灣在這方面也有很好的自在旅遊點，比

如苗栗、桃園、花東等地，都是不錯的慢遊地點。

聊起台灣觀光，嚴主委有一種「捨我其誰」的使

命感。他說，ITF今年有非常好的主題活動，大陸

觀光客就是重要的客源之一，現在兩岸互動密切，

台灣開放大陸客觀光，加上香港，還有鄰近的日

本、韓國，以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

區，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自由旅行，這會為台灣帶來

新市場的發展方向。

他舉例說明，花東地區可以推廣自行車之旅，以

慢遊的方式欣賞東部美麗的海岸風光；中台灣可以

發展體驗農村的文化之旅，以台灣特有的閩南文化

風貌，吸引深度文化旅遊的觀光客；南部地區如墾

丁，在電影「海角七號」的風潮下，已經形成另一

種旅遊賣點。這些優質的旅遊規劃，就可以透過旅

展來推廣，不僅吸引歐美等地前來的國際媒體，以

及旅行社買家前來觀展，且透過強而有力的行銷，

也可以將台灣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化意涵介紹給國際

買家，進而開發潛在的客群。

文化觀光賣點  提升國際競爭力

嚴主委認為，台灣有豐富的文化內涵，以文化作

為觀光賣點，對全球華人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能

讓旅客在台灣體會旅遊的深層感動。早年就立定志

向投入觀光業的他，一直以「與世界做朋友」的認

知，從事觀光推廣，他說，珍惜和世界接觸的機

會，將會走出一番不同的格局，並提升台灣國際觀

光的競爭力。

長期帶領台灣觀光發展，曾經擔任台灣觀光協會

會長多年，也是民間的「觀光大使」，現任台灣觀

光協會名譽會長的嚴主委，也透露交棒的心聲。未

來他希望繼續從事公益活動，現在身兼二十餘個基

金會的理事而言，退休後可能反而更忙。當然，推

動台灣觀光，是他無論多忙都要貢獻一己之力的

事，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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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台灣年︱Tour Taiwan

到
台灣來一趟浪漫的婚紗旅行，成為近來台灣在推動國際觀光當中，最熱

門的創新產品。交通部觀光局繼去年的「情定台灣．久久合歡」活動

後，為了加強型塑台灣成為浪漫旅遊的代名詞，預定在今年五月間，以「愛

戀台灣101」為活動主題，邀請30對來自國內外的佳偶，在台北的地標－台北

101的景觀台舉辦求婚活動，使台灣婚紗寫真旅遊的形象更加鮮明。

台灣婚紗攝影　價廉物美交件快

在交通部觀光局的2008-2009旅行台灣

年計劃中，婚紗旅遊被列為重點推廣的創

意商品之一。根據業者的估計，每年從海

外來台拍攝婚紗的新人越來越多，以香

港、新加坡、美加等地的華人為主，每年

超過五千對以上，其中從香港來台灣進行

婚紗旅遊的，就占了約半數以上。

台灣的婚紗攝影為什麼能夠吸引國外觀

光客來，簡單來說，技術好、價格便宜、

交照片速度快，這三個便是台灣的婚紗攝

影的最大優勢。在觀光旅遊界開始力推婚

紗旅遊商品之前，其實有另一項相關的旅

遊商品已經行之多年，而且有一定的市場

規模，那就是「寫真攝影」。寫真攝影其

實就是我們所俗稱的沙龍照，日本人稱之

為「變身寫真」，這個名詞頗能解釋這項

商品之所以受歡迎的原因。

寫真攝影除了能夠滿足顧客「變身」的

樂趣外，更重要的就是業者發展出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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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流程，將從攝影到交件的過程大幅縮短，這是

因為在這個顧客群中，外國觀光客多半是走少天數

的行程，來台灣可能只有短短的三天兩夜或五天四

夜，讓顧客能在回國時能一併帶著照片回去，是非

常貼心的服務。再加上

台灣在人像攝影上的技

術，十分善於營造氣氛

和造型變化，拍出來的

照片和國外那種較生硬

的人像攝影大大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價格

上，台灣攝影的價格又

比國外廉價許多，自然

能夠吸引許多人專程來

台灣旅遊兼拍照了。

觀光局帶頭　塑造台灣浪漫氛圍

寫真攝影的流行和台灣婚紗攝影的發展自然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產業的成熟、需求的多元、

競爭的激烈，婚紗攝影從室內走向室外，進入戶外

的生活空間或是自然的情景之中，加上更多活潑、

創意、現代的元素，便讓婚紗攝影成為更具個人化

以及地方魅力的創意產業，也因此與旅遊業有了更

多的結合，婚紗旅遊便成為一種新的旅遊型態，讓

旅遊的過程中不僅是純粹觀光，而是可以透過地點

選擇與結合，更認識的台灣地方之美。因此，許多

地方政府開始積極建構可以帶動地方相關產業、活

絡觀光以及呈現出台灣文化力的「幸福產業」。

去年五月間，交通部觀光局邀請來自港、星、

馬、日、韓等海外佳偶99對，於清境農場與台大

梅峰山地農場，體驗高山浪漫的婚紗攝影，並邀台

灣觀光代言人吳念真導演為他們見證愛情「情定

台灣．久久合歡」。而今五月，觀光局為了進一步

加強浪漫台灣的觀光意象，也將舉辦求愛101的活

動，邀請來自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的30佳偶，

在台北101大樓的景觀台上，進行求婚儀式，其中

有一對佳偶將可獲得價值101萬的獎品，另外29對

也可獲得婚紗攝影優惠價格及浪漫情人餐。

此外，各風景區和地方政府也都積極舉辦各項婚紗

攝影活動，或招徠國際觀光客來台進行婚紗旅遊。

如北海岸觀音山風景處自2005年「北海岸婚紗留倩

影」活動熱潮之來，便將婚紗攝影打造成北海岸的

常態旅遊特色，去年耗

資800多萬元將原來是一

片鐵皮屋攤販區改造成

第一座婚紗廣場，提供

遊客拍照使用。今年則

整合了婚紗業者與旅行

業者，規劃獎勵措施。

例如外國遊客前200名報

名參加北海岸或蜜月旅

行等指定行程，就送北

海岸地區飯店住宿券一

張，以及好禮二選一。

日月潭國家風景局今年5月27日將邀請10對結婚的

新人到日月潭的「耶穌堂」集體結婚，並邀請牧師

證婚，值得一提的是，耶穌堂是當年蔣介石與宋美

齡做禮拜的教堂，是首度對外開放；在南台灣的高

雄，5月18日預計將有來自中國南京的100對新人，

在擁有世界級公共藝術「光之穹頂」的高雄捷運美

麗島站舉行集團婚禮；另外在茂林國家風景區，每

年年底都會舉辦充滿原住民特色的傳統婚禮，也同

樣吸引了外國遊客前來參加。

婚紗旅遊　兼具創意與競爭力

台灣的婚紗產業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產業，更可以

帶動其他周邊的產業，如沖印、相框相簿、禮服製

造、化妝美容、花卉產業，以及新興的婚紗旅行等

等面向，更重要的是，搭配台灣特有的傳統文化、

地方特色以及豐富的旅遊景點，讓台灣的婚紗產業

成為在國際旅遊中相當具有競爭力的創意產業。

而在旅遊婚紗攝影的同時，讓參與者除了對台灣美

景留下深刻印象與記憶，更能深刻感受到台灣的獨

特性與文化精神力，還有最珍貴的民間親和力，都

是推廣台灣觀光、打造友善台灣的絕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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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推廣台灣的養生保健旅遊資源，交通部觀光局繼去年舉辦的

千人足健體驗活動後，今年再推出了「經穴按摩」活動，於

4月19日假台大綜合體育館，邀請來自日本、韓國、香港、馬來西

亞等300多名國外旅客參加，一同體驗台灣獨到的經穴按摩技術，

由於體驗活動中請到的均為視障按摩師傅，也讓此次活動顯的格外

有意義。

繼2008年的千人足健體驗挑戰金氏紀

錄，今年的「2009經穴按摩體驗活動」

多了幾分精緻和溫馨的感覺。台大綜合

體育館聚集了來自日本、韓國、香港、

馬來西亞等地的300多名國外旅客，在

中華視障經穴按摩推廣協會的大力協助

下，召集了來自全台各地的350名視障按

摩師傅，共同為現場的國外旅客及佳賓

們進行經穴按摩的體驗活動。

｜te
xt : Joe L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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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光活動︱Tourism Activities

元氣PLUS！來自國外的300多名觀光客齊聚體驗台灣的養生保健按摩。

交通部觀光局賴瑟珍局長親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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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賴瑟珍局長致詞表示，歡迎有這麼

多的國外觀光客報名體驗這項活動，台灣除了美

景、美食外，還擁有超值、多元的健康養生活動，

為了將台灣優良的保健旅

遊產品，推廣給國際觀光

客，去年的「千人足健體

驗活動」，讓大家見識到

高質感、超值的台灣足健

養生產品。今年則延續去

年的概念，繼續展現台灣

視障人士努力開發的全身經穴按摩。賴局長說，自

己也是經穴按摩的愛好者，在走遍許多國家，親身

體驗過各國不同的按摩產品後，她覺得台灣的經穴

按摩有其獨到之處，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值得特

別推薦給喜好保健養生的外國觀光客們。

賴局長表示，目前在全台各地及機場都有由視障

師傅提供的「按摩小站」服務，希望國外觀光客和

旅行業者能多多利用這項資源，期待國際旅客來台

親自體驗，能讓大家增加元氣，體會來台旅遊是這

麼的輕鬆愉快，回國後也能充滿元氣和體力。此

外，台灣擁有的許多超值的保健養生旅遊產品，如

溫泉、洗頭、SPA、挽臉、健康養生餐與養生醫療

等，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宣傳活動，希望能讓台灣成

為亞洲健康快樂旅遊之島。

此次體驗活動以超值養生為訴求，活動並設計專

有的LOGO，呈現「台灣．元氣．超值」主題；由

於所有按摩師都是視障者，觀光局還在按摩師的榮

譽證書及旅客的體驗證書上，製作活動名稱的中文

點字，傳達對師傅們的感謝及敬意，也讓國際旅客

有不一樣的體驗。觀光局表示，若以每名旅客每天

消費美金250元，每人來台5天4夜計算，經穴按摩

活動的旅客效益約達新台幣1200萬元，更重要的是

持續向國際推廣台灣保健旅遊產品，展示台灣養生

旅遊的多元化。

         什麼是經穴按摩？

經穴按摩和一般的按摩有什麼不同之處？特色又在那
裡？此次參加體驗活動的許師傅表示，如果和東南亞盛
行的泰式按摩相比，台灣的經穴按摩是屬於針對經絡和
穴道，而泰式按摩比較針對肌肉，這是因為起源有所不
同，泰式按摩起源於對泰拳運動選手的保健方法，所以
按摩著重在肌肉組織；而台灣的經穴按摩，對「點」的
刺激較強，因此一般人在初接觸經穴按摩時，一開始多
半會覺得比較有疼痛感，但在一段時間後，疼痛感會消
失，身體會發熱而且有輕鬆和舒暢的感覺。
台灣視障按摩有八大手技－按、摩、推、拿、揉、掐、
點、扣，藉以刺激經絡穴道、疏經理氣、促進血液循
環、加速新陳代謝，並舒緩肌肉的緊繃。目前政府有辦
理技術士檢定考試，方可取得執業許可證，在技術方面
已經有一定的標準和保證，而且視障按摩在價位方面較
為低廉，可說是物超所值。

BOX

1.經穴按摩著重在經絡和穴道，雖然起初會有點疼痛，但對身
體可是好處多多。

2.觀光局賴瑟珍局長與現場佳賓體驗經穴按摩。
3.充滿台灣風情的音樂和舞蹈演出，讓體驗活動更豐富。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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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活動︱Tourism Activities

在
亞洲頗具知名度的台灣美食展自1989年開展，

今年邁入第20屆，美食展籌委會由時任交通部

觀光局的毛治國局長所創立，原名為「台北中華美

食展」，為配合觀光事業發展，自2007年改為「台

灣美食展」，主題從早期單純的食材與料理，擴展

到食器、文化與飲食氛圍，食藝文化結合名廚料

理，各地特產食材結合成在地美食，風格愈來愈多

樣，更啟發了無數美食界新血，也提升了廚師在台

灣的專業形象及地位，並將台灣的餐飲產業推向國

際化。今年滿20歲的美食展，將以「驚豔20！」做

為策展主軸，於2009年8月20日至23日，在台北世貿

一館A區盛大舉辦。

驚豔20!
2009年
台灣美食展
八月登場
｜text : 編輯部  photo : 台灣美食展提供 ｜

溫泉美膳館-外籍人士參觀 明星老師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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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廚藝邀請大賽　各國名廚齊較勁

今年正好是二年一次的世界廚藝邀請大賽，來自

七國八隊的廚藝高手過招，參賽隊伍加入全新的大

陸隊、日本隊、台灣南北兩隊、馬來西亞隊及加入

生力軍的新加坡隊要與捲土重來的香港隊、美國隊

角逐廚藝霸主，超人氣的料理激戰，引爆美食創意

火花。

品味蘇州飲食文化　發現台灣石斑魚之最

大陸特別展是美食展中備受矚目的主題展館，繼

去年的洪武宴後，今年則以「蘇州珍饈盛宴」為主

題。蘇州菜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烹調技術以燉、

燜、煨著稱，蘇州的百年老店松鶴樓菜館將帶來乾

隆皇讚賞的松鼠鱖魚，沿自古法的創意菜餚為美食

展增添話題。

台灣四面環海，新鮮美味的海產是台灣美食中的

重點食材，今年以龍膽石斑魚為食材，名為「龍膽

石斑　宴展」。龍膽石斑魚因體型關係有著「斑

王」的美稱，肉質鮮美，可謂海鮮中的極品！名師

大顯身手、將活跳跳的龍膽石斑，創新料理成50道

美味菜餚，另有名廚講座，將最新「　」的美食資

訊報你知，還有機會獲得驚喜大禮！

參山美饌傳奇展　樂活田園美饌饗宴

每年美食展都會與在地景點結合，以地方美食來

為台灣觀光行銷。今年要帶你感受參山脊樑山脈的

魅力與美饌傳奇。獅頭山廣大的腹地蘊含客家美食

及賽夏部落風味餐、地處溫帶的梨山有著香甜的溫

帶水果、谷關的溫泉美食，八卦山則有著最正港的

傳統的閩南料理。

而近年樂活養生熱潮持續延燒，美食展別出心裁

結合新農村生活概念及健康樂活潮流的休閒農場與

田媽媽，引領「養生飲食、健康惜福」的概念，將

最清新的田園美味一次呈現，帶領大家體驗豐富多

元的農村生活，享受悠閒的美食之旅。

美膳名饌、美食名店街

每年備受矚目的美膳名饌區將再度引起排隊熱

潮！匯集台灣優質十二家觀光飯店及餐飲業者，與

眾不同的創意料理，展現最奢華的美食魅力，現場

推出超好康的優惠餐券、住宿券及全套旅遊券。

另一個人氣十足的就是美食名店街，搜羅台灣南

北各地家喻戶曉的人氣小吃，帶來最夯的美食小吃

情報，還有食品區中琳瑯滿目的調味名品，走一趟

美食名店街，馬上成為美食購物通。

台灣伴手禮展　明星老師烹飪教室

熱情又夠禮數的台灣人，無論是逢年過節或出門

旅行，總不忘帶點伴手禮送給至親好友，濃濃人情

味席捲美食展，本次展出經由人氣票選及專業美食

家評審、從百餘項伴手禮脫穎而出的15大台灣伴手

禮，讓滿滿的心意拉近彼此的距離。

看大廚獻技，喜愛做菜、研究美味料理的婆婆媽

媽也想要學一手嗎！美食節目中的明星老師要與大

家面對面囉，美食展期間，名廚們親自輪番上陣，

端出拿手絕活，傳授精湛廚藝給現場民眾，還有趣

味的廚藝競賽、有獎問答等，有吃又有拿。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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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工藝︱Taiwan Craft

原
來，竹子可以有這麼多的變化。

來到南投竹山的大禾竹藝工坊，

你驚訝的不只是竹子可以做出這麼多的

東西，更驚訝的是，竹製品不僅僅只能

做為各式的生活用品和器具，還能成為

精緻而典雅的工藝精品。而這些都是劉

文煌的創作結晶，把平凡的竹變身為令

外國人士驚嘆不已，細細把玩的設計傑

作，不僅讓大禾竹藝成為台灣工藝競賽

的常勝軍，還曾遠渡海外，獲得日本亞

細亞現代美術展獎。

16 ︱May-Jun

賦予竹子生命力的劉文煌
｜text : 編輯部  photo : 闕壯仁攝、大禾竹藝提供 ｜

竹製隨身碟

1-19.indd   16 2009/4/30   2:12:17 PM



二十多年與竹相伴

「竹子是有生命、有深度的東西。」與竹朝夕

相處二十多年，劉文煌下了這樣的註解。劉文煌

認為，雖然竹在實際生活中被廣泛地應用，不過

傳統的竹製家具，由於品質稍嫌粗糙，故有「窮

人木頭」之稱。為什麼竹製品不能從傳統產業走

向精緻工藝呢？有了這樣的想法，劉文煌毅然在

1981年回到故鄉，針對竹材工藝的提昇，義無反

顧的投入，引用現今木工、化工技術促使竹材工

藝精緻化，開始了他的竹藝師生涯，沒想到這一

頭栽進竹藝的世界就是二十多年。

劉文煌在竹山鎮成立了「大禾竹藝工坊」，製

作與其他竹藝家不同的設計性產品。1990年後，

大禾開始連年獲得各種獎項，包括多次的台灣手

工業產品評選展、台灣工業設計競賽的最優獎和

優選獎，還得到了中興文藝獎章的竹藝獎。「我

的竹製品在生產的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是用心

去做的。」劉文煌強調，製作竹藝品，若一心想

的是以產品來賣錢，那麼生產的品質絕對不一

樣。

從玄機盒到隨身碟

以竹製的公文手提箱起家，最愛埋首研究各種

精密卡榫，「玄機盒」便是他最愛的傑作，還曾

立願要做出一百種不同機關的玄機盒，直到現

在，每當有訪客在苦苦思索要怎麼樣才能打開盒

子時，他總是樂不可支。最令他津津樂道的是，

有來自德國賓士廠的十八位工程師，因為打不開

玄機盒，從原本興趣缺缺的表情轉為佩服無比；

也曾有日本遊客買了玄機盒之後，參不透其中玄

機而專程再跑一次台灣，親自向他請教。

突破傳統，大禾也積極開發不同以往的新產

品，也與現代生活相結合，「竹製隨身碟」便是

其中之一。透過傳統產業竹藝加工的方式與科技

的結合，使用比塑膠更環保的竹材，不同以往塑

膠或是金屬的峻冷感，取而代之的是溫暖的竹

材，且更具人文氣息；隨身碟的造型則使用台

灣飲食文化糕餅藝術之中，頗具台灣味的粿模造

型。另外，更因其為天然的竹材，可以刻上自己

的名字成為私章，將自己融入一個代表台灣文化

的產品之中。

最環保的創作素材

劉文煌認為，竹製品不僅有股典雅的文人氣

息，更重要的是，也更符合現代人類追求的環保

概念。竹子成長快速，四年即可使用，適度經營

竹林、竹子資源會源源不絕，且不會造成山林資

源、水土保持的破壞，是再環保不過的創作素材

了。

如今，大禾竹藝在國內外已經小有名氣，劉文

煌十分珍惜從無到有、一路走來的過程，而他一

直放在心頭的，不是產品的銷售，不是分店的營

運，而是竹工藝的傳承，讓大禾已嶄露的頭角，

茁壯為台灣工藝界的一顆大樹，讓自己的創新精

神，替台灣竹工藝產業保持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大禾竹藝工坊

南投縣竹山鎮延祥里瑞竹巷261弄24號
Tel : 049-263-5206
網址：http://www.bambool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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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種玄機盒都是限量發售，盒子底部或側邊都會註明發售數
量和編號，只有持有人才知道如何開啟玄機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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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泰國旅展於曼谷的Queen Sirikit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Plenary Hall舉辦，

展覽面積達1萬8000平方米，參展單位和機構共計1,005個，前往參觀的民眾及旅遊業

者計超過四十萬人次進場參觀及選購行程。今年觀光局擴大租用8個展攤，結合泰國

Outbound旅行社於展場促銷旅遊產品，並於台灣展館提供台灣旅遊文宣資料。

為配合當地旅行社促銷台灣行程，交通部觀光局特地製作精美旅行包，贈送購買台

灣行程之當地民眾，廣受好評，而結合泰國Outbound旅行社在旅展現場靈活販售台灣

旅遊行程，四天展期中賣出一千多份的旅遊行程產品，成績

亮眼。

本次觀光推廣活動，由台灣觀光協會負責組團，參展單位

計15單位一行39人，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之下，代表團於2

月23日赴泰國參展。代表團由開陽國際旅行社鄧禹興總經理

擔任團長，交通部觀光局駐吉隆坡辦事處張富南主任及宏祥

旅行社郭裕家董事長擔任顧問。團員包括開陽國際旅行社、

國際推廣︱Tourism Promotion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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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駐泰國經濟文化辦事處烏元彥代表（後排右三）及團全體團員於台灣館前留影合照。

為
配合觀光局2008~2009旅行台灣年觀光推廣政策，持續開

發東南亞新興客源市場，今年由台灣觀光協會再度組團，

結合政府與民間觀光業者，參加泰國TTAA( Thai Travel Agents 
Association ) 旅展，同時透過泰國Outbound旅行社，在旅展現

場促銷台灣旅遊行程，進而達到促進觀光成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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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y-Jun

泰國報社記者
訪問觀光局駐
吉隆坡辦事處
張富南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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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免簽有利東南亞市場成長

為爭取新興市場旅客來台觀光，政府計劃分階段進行
簽證的開放：第一階段從去年12月1日起已先對持有
美國或加拿大居留證之泰國、印尼、印度、菲律賓及
越南等5國國民開放免簽證；也通過第二階段對該5國
國民持有美、加、日、英、申根、澳、紐簽証者（排
除曾在台受僱之外籍勞工）開放免簽證，待政府單位
協調整合各項細部作業流程完成，將正式實施。
此外，由於泰國從3月5日至6月4日期間，免收台灣
民眾赴泰國的觀光簽證費用。因此外交部也宣布，基
於互惠原則，政府決定在同一時間也對泰國護照持有
人提供免簽證費入境台灣的對等待遇，以鼓勵泰國民
眾優先選擇前來台灣觀光。

BOX

宏祥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永航旅行社有限公司、

古晉旅行社有限公司、金桂冠旅行社有限公司、洋

洋旅行社、琉球太陽旅行社、康泰旅運社；兄弟大

飯店、花蓮美侖大飯店、帝綸溫泉飯店、雲朗觀光

股份有限公司、涵碧樓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一

生態教育休閒農場、若茵農場。

傳統舞蹈受青睞 獲邀開幕式演出

此次推廣邀請具有國際表演經驗的國民大戲班，

展演台灣本土藝術民俗舞蹈---跳鍾馗及採茶情，節

目內容精采，受到主辦單位( TTAA )會長的特別邀

請，參與由泰國總理主持之開幕典禮演出，旅展期

間每日二場於中央舞台演出，也吸引大批民眾圍觀

及熱烈掌聲。除中央舞台演出外，同時也在台灣展

館內和當地民眾互動並發送宣傳資料，娛樂中不失

其民俗戲曲技藝之精神，精采的表演及與民眾間的

互動，也讓泰國民眾對台灣印象深刻。

民俗藝人的才藝技能展現，一直都是展攤的要角

之一，此次亦邀請作品曾獲國家工藝獎之民俗藝人

余致潤老師，於台灣展館展示捏麵技巧。余老師以

糯米粉混合麵粉，加上各種色料，以豐富的色彩捏

出各種不同的作品，從俏皮的小精靈，到現代小朋

友最喜愛的米老鼠、小叮噹、唐老鴨、皮卡丘等流

行卡通人物及動物，色彩鮮豔、造型逗趣小巧，討

人喜愛，受歡迎的程度讓往往一開展就有大排長

龍，不僅豐富了展館的內容，也為台灣文化宣揚做

了最好的見證。

台灣觀光推廣會 強化雙方業者交流

為了讓泰國同業及媒體對台灣觀光資源有更多面

向的認識與了解，進而加強推廣台灣旅遊，台灣觀

光協會於2月24日下午假曼谷Swissotel Le Concorde 

Bangkok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邀請泰國當地

旅行業者約200人參加，會中除業者進行旅遊交易

外，另請駐泰經濟文化代表處曾永光副代表及簽証

組尹組長共同與會。並說明最新相關簽證措施及申

請事宜。會中由觀光局駐吉隆坡辦事處張富南主任

進行台灣觀光資源簡報，除提供最新旅遊資訊外並

加強業者交流與洽談商機。

推廣會中安排雙方業務洽談，讓當地業者更加了

解台灣觀光資源。提供最新旅遊資訊，加強媒體與

業者國際觀光交流，增進產品包裝行銷與推廣，積

極拓展商機，達成觀光倍增計畫之成長目標。

國民大戲班技藝精湛，於中央舞台時段演出，吸引大批民眾圍觀及熱烈掌聲。

泰國總理阿披習( Abhisit Vejjajiva )及觀光體育部部長威拉薩．
許素叻( Weerasak Khowsurat )等重要政府官員於開幕典禮後蒞
臨台灣館，烏代表向總理介紹我國參展情形。

May-Jun︱ 19

Taiwan 
Visitors Association Bimonthly Magazine

1-19.indd   19 2009/4/30   12:41:23 AM



代表團成員齊全 極力推廣台灣　

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下，台灣觀光協會負

責組團參展工作，由身心康泰旅行社總經理

符忠寧擔任團長，洋洋旅行社總經理李宜家

擔任副團長，而此次代表團在新加坡計有68

單位、117人參加，為歷屆參展單位及人數

最多的一次，代表團包含中央／地方政府、

公／協會、旅行社、旅館、渡假村、休閒農

國際推廣︱Tourism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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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新加坡台北代表處史亞平代表（後排右六）帶領推廣團成員及當地貴賓在推廣會預祝此次新加坡推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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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術師於台灣展館進行魔術教學，民眾爭相索取
魔術道具。

20 ︱May-Jun

近
年來政府持續深耕東南亞市場，也讓來台旅客持續穩定

成長。2008年雖然遇上金融風暴，但新加坡來台觀光客

人數仍穩建成長，2008年共計來台205,449人，成長0.47%，實

屬不易。今年由台灣觀光協會再度組團前往新加坡參加新加坡

春季旅展，並配合觀光局東南亞代言人吳念真及蔡依林的宣傳

策略，為台灣呈現「現代」與「傳統」同時存在的兩樣風情，

並且結合台北聽障奧運、高雄世運等指標性體育活動，吸引新

加坡人目光。2009新加坡春季旅展在Singapore Expo舉辦，今

年共有超過121家參展商、894個攤位，前往參觀的民眾及同業

共計超過56,079人次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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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主題樂園、婚紗業者等，業者組成多元，極力

行銷台灣。

台灣觀光推廣會　增進業者互動了解

為了加強雙方交流，並促進台灣觀光推廣，由新

加坡辦事處負責邀請，於2月25日下午假新加坡文

華酒店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推廣會結合交易會、

台灣觀光資源簡報及晚宴，提供參展團員認識並與

當地業者洽談及交流互動機會，同時邀請媒體參

加，會中共邀請到80餘名新加坡當地業者、媒體前

來，有效增加雙方業者情誼。

推廣會中參展單位均提供資料文宣與當地業者互

動，積極推廣台灣，並藉由媒體報導宣傳增加知

名度，同時業界雙方就產品包裝、旅遊問題意見交

換、改善與解決等協商，台灣觀光資源簡報由台北

市政府觀光委員會趙心屏副執行長、台北縣政府觀

光旅遊局秦慧珠局長進行觀光資源簡報，並播放台

灣觀光影片，使新加坡業者更加了解台灣觀光資

源，晚宴中且舉辦了抽獎活動，活絡了台灣與新加

坡業者間的互動，成效卓越。

展館設計亮眼　表演活動多元

台灣展館此次以東南亞市場觀光代言人吳念真及

蔡依林做為視覺主設計，並製作阿里山小火車實體

模型於展館內，營造道地的台灣氛圍，展館中也融

入台北聽障奧運及高雄世運等指標型體育活動，不

但吸引大批民眾前來索取資料，也有許多民眾與高

鐵模型合照。展攤規劃設計上採開放空間，使得台

灣館整體感覺良好，獲取相當大的參展效益。

此次推廣邀請了台灣鼓樂藝術團體「十鼓擊樂

團」、魔術師奧斯卡及紙雕達人洪新富老師隨團

演出。先於2月25及26日兩天赴新加坡南洋初級中

學，以及彌陀國小進行演出，演出結束後新加坡辦

事處唐玉芳副主任隨即接受新加坡傳媒的採訪，採

訪內容在新聞頻道播出，不但增加推廣成效，也提

昇台灣文化觀光之形象。

旅展期間為充分展示台灣傳統文化，台灣館在設

計中加入舞台元素，表演團體可以在台灣館的舞台

進行表演造勢，十鼓擊樂團以精采的鼓樂教學吸引

大批民眾前來參觀；魔術師則於現場表演精采魔

術，並發送魔術道具進行教學，場面十分熱絡；紙

雕老師現場與民眾互動摺紙，並於教學中融入台灣

文化講說，使得新加坡民眾均驚嘆不已。

為配合當地旅行社促銷台灣行程，故製作台灣

Polo衫贈送購買台灣團體行程之當地民眾，新加坡

辦事處提供購買自由行客人台北捷運票，並於展前

進行媒體宣傳，現場兌換人潮絡繹不絕。同時在現

場準備台灣名產（鳳梨酥3,600份）、台灣觀光代言

人紙袋等紀念品於每天提供民眾索取，現場並提供

旅遊諮詢及資訊服務，加強民眾購買行程意願。台

灣館此次旅展銷售成績也保持前五名的水準，銷售

2100套行程以上，推廣成效良好、廣受好評。

May-Jun︱ 21

現場人山人海，台灣參展代表們詳細的回答民眾問題。

推廣會晚宴場面甚大，現場座無需席並吸引媒體於現場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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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旅展  推薦台灣單車輕活遊

台灣觀光代表團由交通部觀光局駐大阪

辦事處主任徐世榮擔任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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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員

包括台北國賓飯店、福華飯店、晶華國際

酒店、長榮酒店國際連鎖、圓山大飯店、

台北凱撒大飯店、桃園住都大飯店、福容

後排左五起：觀光局駐大阪辦事處徐世榮主任、本會曾前訓顧問、台灣觀光代表團蘇乾亮顧問與高雄市原
住民祖韻文化樂舞團合影。

國際推廣︱Tourism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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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經歷上半年的石油高漲，導致物價上昇、通貨膨

脹，下半年再遭金融海嘯襲擊，各行各業都受到相當的衝

擊，日本來台旅客2008年為108萬6,691人次，下降6.83％。為

了正面迎戰這個全球性的影響，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下，台灣

觀光協會組團率領40多名觀光業代表，於今年3月3日、5日及6
日分別在廣島、京都和大阪各舉辦了台灣觀光推廣活動，並參

加3月7日至8日的大阪旅展，積極向日客招手。希望透過獎勵

旅遊、國際包機補助等獎勵措施，開發包裝懷舊、保健、偶像

劇追星等產品，達到今年來台日本旅客達124萬人次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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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飯店、台中日華金典酒店、溪頭米堤大飯店、劍

湖山世界、童年渡假飯店、南元休閒農場、高雄漢

來酒店、高雄國賓飯店、香格里拉休閒農場及香格

里拉渡假大飯店、花蓮美侖飯店、新亞旅行社、陽

達旅行社、國良旅行社、屏東縣及高雄縣市政府團

隊等代表。

今年大阪旅展台灣館位於大阪國際會展中心第六

館第643號展位，以觀光局推廣之「休息再充電、

漫活遊台灣」為主軸，利用騎乘單車遊歷台灣的溫

泉、農場、國家公園及風景遊樂區。隨團的高雄市

原住民祖韻文化樂舞團，以泰雅族組曲為台灣館的

推廣活動開場，「獵人戰舞」、「竹筒舞」、「織

布舞」等舞蹈，充分展現了台灣原住民的特有風情

和活力，一氣喝成的節目，讓在台灣館前的觀眾都

為他們的表演熱烈喝采。

除了表演之外當然也要乘機宣傳台灣的景點，今

年藉由和當地民眾進行互動的賓果遊戲來做有獎徵

答，讓日本民眾在期待中獎的過程中了解台灣的景

點，不僅吸引了大批人潮，活動效果也深受好評，

而未能得獎的參加民眾亦可獲得「飛輪海」紙袋，

每次活動開始不到一分鐘就全部索取一空。大阪日

日新聞在介紹大阪旅展的文章中，特別提到為了參

加台灣賓果遊戲，觀眾的隊伍從台灣館前一直排到

展場外的走道上的奇觀。

廣島街頭展演 人潮聚集現場熱絡

廣島市為日本中國地區重要樞紐城市，是該地區

760萬人口出入國的國際機場的所在，2004年本會

配合華航開航前往舉辦街頭展演，2006年再次前往

加強推廣，當地來台旅客人次持續成長，已由原本

每週三班，增班為每週七班。此外，根據華航提供

資料顯示，廣島航線有7成為日籍旅客、3成為台籍

旅客，可見此地旅遊市場之重要。

3月3日代表團於廣島伊旺購物中心(AEON MALL)

進行街頭展演，該地點是家庭共同適合的休閑場

所，而且客層分布相當廣，非常適合街頭展演舉

行。展演活動由高雄市原住民祖韻文化樂舞團擔綱

演出，並配合現場抽獎和有獎徵答，加深宣傳印象

和效果。當天晚上並於廣島Rihga Royal Hotel舉行台

灣觀光說明會及懇親會，加強台灣業者與當地業者

聯繫，增進雙方業務往來。

京都街頭展演 優惠多多鼓勵來台

京都市人口約146萬人，為日本知名觀光勝地，每

年前往京都旅遊之國內外觀光客約2,000萬人，不管

平日假日均有眾多觀光人潮，3月5日代表團於京都

河原町廣場進行街頭展演。

觀光局駐大阪辦事處徐世榮主任致詞開幕，向京都

的民眾宣傳台灣的美景與美食，京都有JR的特急列

車可直達關西國際機場，每週有38班飛台灣，到台

灣非常便利，同時也向京都民眾宣布「2008-2009旅

行台灣年」交通部觀光局有多項優惠會提供給國際

旅客，現在訪問台灣正是時候。現場配合原住民的

歌舞演出吸引了相當多的民眾參觀活動索取資料。

台灣賓果遊戲，藉由與現場民眾一起遊戲的方式來介紹台灣景
點，娛樂性十足的宣傳手法受到好評。

京都街頭展演的現
場上，業者向當地
民眾熱情介紹台灣
觀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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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台灣能見度　擴大參展效益　

台灣觀光協會承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辦理組團參加2009年德國柏林旅展( ITB Berlin，

全名International Tourism Exchange Berlin )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由交通部觀光局賴瑟

珍局長擔任名譽團長、台灣觀光協會歐美市場觀光諮詢委員會召集人張李正琴女士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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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旅行社、涵

碧樓大飯店、圓山大飯店、中華民國青年之家協會、中華航空、長榮航空、心心南管

樂坊、國民大戲班劇團等單位共同組成。推廣團於3月8日至17日對法國巴黎、德國柏

林等歐洲主要客源國進行為期10天的推廣，順利且圓滿地完成任務。

交通部觀光局賴瑟珍局長與巴黎圓頂餐廳主廚Alain Cirelli互贈紀念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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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旅
展

24 ︱May-Jun

國際推廣︱Tourism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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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林國際旅展向為全球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旅展，每

年皆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相關業者參展，為全球旅遊業的

指標性展覽，更是台灣業者打入歐洲市場的重要平台。雖全球

旅遊業將面臨艱難的形勢、歐洲地區觀光成長呈現停滯狀態，

卻是我國經營歐洲市場、建構台灣成為歐美人士的主要旅遊目

的地之良機，提高台灣觀光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因此在柏林旅

展期間舉辦柏林觀光推廣會及2次旅遊從業人員訓練課程，透

過與代表團業者交流與諮詢，深層了解台灣觀光資源，以達深

耕台灣觀光於歐洲旅遊業者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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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柏林旅展參展單位，包含台灣在內共有來

自187個國家的11,098個單位參展，參展單位數由

2008年的11,147個下降至11,098個，主要原因在於

德國參展單位減少211個單位，顯見德國國內旅遊

業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雖全球旅遊業面臨艱難

的形勢、歐洲地區觀光成長呈現停滯狀態，但危機

也是轉機，正好是台灣政府與民間業者經營歐洲市

場，提高台灣觀光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的好時機，讓

台灣有機會成為歐美人士前往亞洲旅遊的首要選

項。

而為了讓歐洲業者能深層了解台灣觀光資源，以

達深耕台灣觀光於歐洲之效，因此在柏林旅展期間

舉辦了2次旅遊從業人員訓練課程及柏林觀光推廣

會，透過與代表團業者交流與諮詢，加深彼此了

解，且讓參展效益擴大。而透過參加旅展期間之機

會，台灣業者也能與多數主流業者交流專業意見及

經驗的機會。除能與其他國家旅遊同業交流，也能

與當地消費者直接面對面，實際推廣台灣觀光。透

過公關公司展前邀請，強力安排重要及潛力業者前

來台灣館內洽談，積極安排業務洽談活動，創造業

者洽談機會及提升品質。

文化表演和台灣美食驚豔歐洲

為擴大歐洲人士接觸台灣傳統文化機會，隨團之

台灣文化藝術團體—國民大戲班劇團演出台灣文化

特色之舞碼—婆姐陣及山地舞。除保留舊有三十六

婆姐陣民俗傳統及台灣原住民精神，亦加入中華

武術、翻滾跳躍、雜技，增添熱鬧

氣氛。劇團除了於柏林旅展期間假

台灣館演出外，並於3月13日假柏

林市區Alexanderplatz車站舉辦Road 

Show，熱力十足的台灣風情演出，

集客效果絕佳，吸引大批群眾駐足

觀看、流連忘返。

代表團另於旅展前赴法國巴黎春天百貨舉行台灣

美食節開幕暨巴黎觀光推廣會，除國民大戲班外

並有心心南管樂坊共同演出，會場佐以台灣特有好

茶，豐富多元的文化表演，加上台灣精緻美食，讓

受邀賓客感受特別的東方藝術風情。法國參議院副

議長巴蓬女士率領10多位議員出席，並吸引當地

300餘位嘉賓參與，對台灣豐富多元之文化留下深

刻印象，宣傳效果宏大。

全部推廣活動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台灣觀光協

會協同觀光局駐法蘭克福辦事處主辦、及國內旅遊

業、旅館業、航空業之共同參與下，提供雙方業者

面對面旅遊洽談，輔以高水準文化表演，以期歐洲

民眾藉由觀賞台灣文化表演，品味台灣多元文化特

色，更進一步成為其主要旅遊目的地，親自前往台

灣觀光旅遊，體驗真台灣、發現新台灣。

柏林旅展旅遊從業人員訓練課程中討論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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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市場新藍海

馬來西亞國際旅展( MATTA )為每年春、秋兩季定期舉辦之觀光旅遊展，為配合觀光

局2009旅行台灣年計畫，再次結合政府及民間觀光業者組團參加2009年MATTA春季旅

展，藉參與旅展持續加強宣傳及提供台灣觀光旅遊資訊，同時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

掌握市場動向及加強與當地媒體和業者之交流。此外，由於馬來西亞幅員廣闊，且人

口約有六成為馬來人，多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對台灣而言更是首先選定開發的

穆斯林市場，藉此參展機會推廣台灣穆斯林旅遊，開拓馬來西亞市場的新藍海。

本次台灣觀光推廣活動，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委辦下，

由台灣觀光協會負責組團，洋洋旅行社李宜家總經理擔任

團長，交通部觀光局吉隆坡辦事處張富南主任指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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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紗協會等38個單位共計71人組

成。代表團於3月10日出發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於3月11

台灣觀光推廣代表團會後大合照。

26 ︱May-Jun

台
灣近年來在交通部觀光局主導及積極推動下，持續對東

南亞觀光市場深耕推廣，拓展客源績效顯著，2007年馬

來西亞來台旅客總人數大幅成長22.66%，2008年在全球一片不

景氣中，仍達成了成長10.24%的亮眼成績，來台旅客人數突破

15萬，達到總人次155,783人，成為相當重要的客源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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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的穆斯林市場

為了開發穆斯林新興市場，近年來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加強推廣馬來西亞、印度、印尼、菲律賓、泰國等旅遊
市場，而就觀光客源市場開發而言，應優先開發所得較高且距離較近的國家市場，因此位於東南亞的馬來西亞，便
成為台灣值得優先推廣的首選地區，另一方面，在近幾年觀光局與業者合作共同大力推廣下，馬來西亞來台旅客成
長相當迅速，目前馬來西亞來台觀光旅客仍以華人為主，因此該國穆斯林旅遊市場潛力可期。

BOX

日辦理台灣觀光推廣會，3月13日至15日參加馬來

西亞旅展，一行於3月16日返台。

小火車造型展館大人氣

今年的台灣館以阿里山火車的意念做為造型設

計，於展館中顯得相當亮

眼，並屢屢吸引民眾現場拍

照留影。雖然今年旅展因逢

整體環境不景氣，大會整體

買氣不佳，但在交通部觀光

局提供的精美行程禮品旅行

包激勵下，並且搭上前陣子

的海角七號電影風潮，台灣

行程仍是展場民眾詢問焦

點。在各大旅行社賣力銷售

台灣旅遊行程下，展期的三

天裡一共賣出了2,406套台

灣行程，成績不俗，與鄰近

亞洲旅遊目的地如香港、日

本、韓國等相較，仍屬於市

場基本盤較為穩固者。

為增加台灣館吸引人潮，

隨團並有專長花燈及剪紙的

邱創定老師進行展演，展現

台灣傳統文化之美；另外

漫畫家奇兒老師，以人像漫畫進行現場創作，展現

台灣的街頭藝術文化，讓參觀民眾加深對台灣旅遊

之印象，並全方位擴大招徠旅客到台灣體驗和感受

台灣多元文化之美。活動並搭配台灣館小舞台的有

獎徵答活動及「圖騰樂團」演出，造成人潮絡繹不

絕。

這次代表團首次邀請到「圖騰樂團」隨團演出，

圖騰樂團頗具台灣原住民特色，曾榮獲第六屆海洋

音樂大賞，以及金曲獎最佳樂團入圍等殊榮，曲風

遊走在民族與流行音樂之間，並流露熱情好客的台

灣海洋子民氣息，延續日前海角七號電影在馬來西

亞熱映的風潮，吸引旅客前往台灣旅遊。

在觀光局駐吉隆坡辦事

處努力協調下，圖騰樂團

於開幕典禮及展期間進行

共7場次的表演，並透過

專業主持人流利的中英雙

語介紹與贈品吸引，鼓勵

觀眾前往台灣展館，期間

將各參展業者資料介紹予

現場的群眾，獲得現場觀

眾之熱烈參與及迴響。

與當地業者及媒體交流

推廣活動在旅展前的3

月11日，舉辦了台灣觀光

推廣會，邀請馬來西亞當

地旅遊業者及媒體共87位

參與，提供最新旅遊資訊

及旅遊業務洽談平台，並

透過此平台加強與當地媒

體和業者間之互動，增進

產品包裝行銷與推廣，積極拓展商機。

此外，本次推廣活動期間，參加了由蘋果旅行社

舉辦之穆斯林媒體業者餐敘會，會中並播放去年邀

請來台之ASTRO及RTM電視台所拍攝影片，頗獲

與會者好評，並表達希望有機會前往台灣參訪，並

進而包裝與報導台灣行程，後續並積極洽談邀訪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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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台日與會者於會場合影。
下圖/台日觀光界重量級人士均出席這場「圓桌會議」。

28 ︱May-Jun

國際推廣︱Tourism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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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台
日
觀
光
交
流
年」 繼

2008年於台北圓山大飯店召開第一屆台日觀光高峰論壇

之後，第二屆台日高峰論壇輪由日方主辦，假日本靜岡

市市民活動中心盛大舉行，日本政府對於此次會議極為重視，

大會前夕除靜岡縣石川嘉延知事特設宴款待我代表團成員外，

並由於2008年10月成立之觀光廳次長神谷俊廣親自全程參與

會議進行，我方駐日代表馮寄台、觀光局局長賴瑟珍及觀光局

代表等相繼就雙方觀光議題溝通對話，為台日交流工作再度升

溫。此次會議為自1973年台日斷交後，雙方政府觀光最高層級

官員第一次會面，不但為台日觀光交流開啟新局，在我對日外

交工作上亦可視為一大進展。

第
二
屆
台
日
觀
光
高
峰
論
壇　

 

靜
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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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觀光局賴瑟珍局長致贈紀念品給中村徹會長。
右圖/日本旅行業協會金井耿會長致贈紀念品給賴瑟珍局長。

         台日觀光高峰會

台灣觀光協會與日本觀光協會及日本旅行業協
會( JATA )，針對台灣所推動之「2008-2009
旅行台灣年」以及日本所推動之「 Visit Japan 
Campaign 」及「 Visit World Campaign 」活
動，基於合作之必要，雙方於2008年3月在台北
舉辦第一屆台日觀光高峰論壇，會中決議雙方以
友好互惠之交流體制籌組「台日觀光推進協議
會」，做為彼此溝通平台，並透過定期互訪及輪
流召開會議等方式，共同致力加強台日觀光交流
與合作，擴大彼此觀光客之往來、增進雙方友好
關係，以促進地域繁榮及社會發展。

BOX

台日觀光界重量級人士齊聚

此次會議於2009年3月16日於日本靜岡市舉行，

共有來自台灣及日本inbound與outbound旅遊業界

131名代表出席。出席人員在台灣方面包括我駐日

本代表處馮寄台代表、交通部觀光局局長賴瑟珍、

台灣觀光協會會長張學勞、中華航空董事長魏幸

雄、長榮航空副總經理李士亮等多家旅行社代表及

飯店業者都親自出席；日本方面，包括日本觀光廳

次長神谷廣俊、日本靜岡縣知事（縣長）石川嘉

延、日本觀光協會會長中村徹、日本旅行業協會會

長金井耿、日本航空、全日空，以及其他日本主力

旅行社等均特別前往參與盛會，期望透過觀光論壇

交換意見，謀求台日雙方今後更密切的交流合作

大會由日本觀光協會會長中村徹及本會張會長擔

任大會主持人，為大會揭開序幕，與會貴賓（日本

觀光廳神谷次長、觀光局賴瑟珍局長、台北駐日

經濟文化代表處馮寄台代表以及靜岡縣石川嘉延知

事）致詞後，會議即正式進入報告與討論階段，分

別由日本社團法人日本旅行業協會會長金井耿與本

會張會長就台日雙方旅遊現況報告，其中有關我

方交流進展部份，由觀光局國際組劉喜臨組長就

「2009旅行台灣年措施」及「第三地大陸人士來台

措施」等事項，詳細說明我方接待國際旅客現況，

配合日本旅客出國動向，以接納更多的日本旅客訪

台旅遊。

加速推動雙邊旅客互訪

達成2010年送客300萬人次目標

會議中除討論台日雙方旅遊相關議題外，我方代

表另提設定2010年台日觀光交流年之構想，獲與

會代表一致通過，雙方認為此舉將加速推進台日雙

邊旅客交流互訪事業之進行。事實上，自從馬總統

於2008年9月提出有關「台日特別夥伴關係」之論

述，引起日本各界人士高度認同，也瞭解台灣對於

台日關係格外重視之態度。前述提案正逢政府在規

劃2009年為「台日特別伙伴關係促進年」之同時，

設定2010年為台灣觀光交流年已不止是一項口號，

更是台灣觀光業者率先呼應政府政策，展現高度行

動力之具體作為，對於台日雙方發展夥伴關係後續

效應值得期待。

台日雙方於此次會議當中，根據第一屆台日觀光

推進協議會會議題案，分別就「加強台日間旅遊商

品之販售」、「確保旅客天災與旺季期間之旅遊便

利性」、「羽田-松山航線之實現」、「航空燃油費

用之修訂」、「新旅遊商品之開發」、「青少年與

銀髮族之相互交流」、「設定2010年為台日觀光交

流年」等議題進行深入探討與研析，對於有效排除

旅遊障礙、促進對話管道暢通等效益發揮重要功能

外，日方業者也肯定並強調雙向交流之精神，將積

極推出各種多元多目的之新商品，包裝銷售台灣的

觀光魅力，與台灣整體旅遊業者攜手合作，逐步達

到2010年台日觀光互訪總人數300萬人次的共同目

標。

May-Ju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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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澳門推廣時程　加深業者間互動交流

為了加強於澳門地區宣傳台灣觀光，台灣觀

光協會承交通部觀光局委託，組團赴澳門進行

2009台灣觀光推廣活動。以往澳門推廣活動僅

辦理一場聯誼活動，業者間的交流時間過短，

無法針對業務方面進行更深層的討論，甚為可

惜，此次改變以往推廣形式，除辦理記者發佈

國際推廣︱Tourism Promotion

台灣代表團與澳門貴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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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旅遊局局
長安棟樑參觀
台灣攤位。

30 ︱May-Jun

2008年港澳地區來台數達61萬人次，較2007年來台旅客人數

49萬人次，於金融風暴中逆勢成長13.4%，僅次於日本地

區，成為來台旅客第二名的地區。有鑒於港澳地區約有740萬
人口，離台灣僅兩小時航程時間且語言相通，深具開發潛力，

因此2007年本會組團參加香港國際旅展時，特地將推廣活動聯

誼會延伸至澳門地區，藉由與當地業者及媒體餐敘，獲得雙方

合作契機。2008年更進一步於澳門旅遊塔舉辦「台灣、澳門業

者暨業者交流座談會」，藉由雙方業者與媒體相互討論及深度

報導，增進澳門民眾對台灣之認識與了解，招徠其來台旅遊。

今年則首次組團前往進行街頭展演，擴大推廣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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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交流晚會外，並邀請澳門主要旅行業者及台

灣業者共同於友誼廣場辦理Road Show推廣會，使

業者間有更多的時間交流討論，獲得熱烈迴響。

此次代表團成員包含政府單位、民間觀光社團、

航空業、旅館業、旅行業、休閒農場、民宿業、

婚紗業者及表演團體等共28個單位計61人。推廣

代表團於3月19日出發，當日辦理「台灣旅遊記者

發佈會暨交流晚會」，並於3月20~22日假澳門友

誼廣場辦理首次之台灣旅遊商品Road Show推廣

會，最後於3月23日返回台北。

隨著兩岸三地的正常送客往來，此次推廣也與

來自港澳以及大陸東南沿海、珠江等地區大陸旅

遊業者進行面對面接觸，因此特別針對該地區的

團體及FIT旅客推薦台灣優質且獨特的體驗型旅遊

產品，如休閒農場DIY、民宿及婚紗攝影等。另

外，並特別挑選精通台灣各式傳統舞蹈，具多次

國際推廣活動經驗也屢次獲獎的台灣國民大戲班

劇團，演出具有台灣本土特色的舞蹈及音樂，並

於現場辦理抽獎等促銷活動，充分展現台灣觀光

的魅力與實力，讓有興趣遊台灣的市民，絕對物

超所值。

行前邀請澳門媒體　擴大活動宣傳效益　

推廣代表團於3月19日假澳門漁人碼頭餐廳舉辦

「台灣旅遊記者發佈會及交流晚會」，以全面掌

握當地來台旅客市場動態，加強與當地媒體曝光

及與旅遊業者交流之熱潮，持續對港澳地區深耕

台灣觀光客源市場。

3月20至22日則結合澳門當地旅遊業議會業者，

採用全新活潑的Road Show方式取代過去傳統參展

作法，於澳門友誼廣場以「悠遊夏趣－依家最夯

遊台灣」為主題，由國民大戲班劇團帶來精采功

夫靚妹、原住民舞蹈、採茶情等台灣特色舞蹈表

演。

休閒農業業者則帶來各單位獨特的DIY活動，搭

配知名的特產－鳳梨酥、傳統茶藝、茶食，共同

推廣台灣特色美食及旅遊資訊，並且提供現場旅

遊諮詢，成功的聚集人潮，吸引民眾踴躍報名參

加，對台灣的形象均有正面的影響。

香港辦事處與本會邀請澳門主要媒體記者於推廣

會前來台報導最新台灣觀光，並採訪此次赴澳門

參加之業者，於活動前做大量媒體報導露出，澳

門地區民眾能事先獲得台灣觀光推廣活動訊息，

對推廣宣傳有極大助益。另外，此次活動中澳門

電視台澳門早晨節目邀請王春寶主任及本會葉碧

華副秘書長接受現場直播訪問，透過節目宣傳台

灣觀光資訊，並邀請澳門民眾赴友誼廣場與台灣

業者共同參與此次的推廣活動，也為活動創造了

更大的宣傳效益。

澳門貴賓於記者發表會為台灣茶及鳳梨酥做宣傳。

國民大戲班表演吸引眾多民眾觀賞。

Jan-Feb  31May-Jun︱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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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積極參與　為陸客赴台旅遊加溫

上海旅博會被視為中國境外旅遊風

向球，隨著兩岸關係轉暖，陸客來台

觀光大幅增加，交通部觀光局以台灣

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名義，整合各

地方縣市、旅遊業者，首度參加上海

旅博會，包括連江、金門、宜蘭、花

蓮等四縣，皆設有展區推廣觀光旅

遊。

「2009上海世界旅遊資源博覽會」於4月9日開幕，由上海市副市長趙雯主持開幕儀

式，台灣觀光代表團由台灣觀光協會名譽會長嚴長壽擔任團長，率領37家旅遊業者，

計約100人前往參展。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郭蘇燦洋以台旅會顧問身分隨團指導，代表

32 ︱May-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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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團長(右三)及郭蘇副局長(右一)陪同花蓮縣謝深山縣長(右二)共同促銷台灣觀光。

大陸地區推廣︱Tourism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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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部觀光局首度以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台旅

會）名義，委外辦理大陸地區參展活動，首波推廣活

動即瞄準大陸經濟發展最蓬勃的長三角經濟區，委託台灣觀

光協會組團參加2009上海世界旅遊資源博覽會( World Travel 
Fair，簡稱WTF )，該展自2004年起創辦至今年邁入第六屆，

是目前大陸地區重要大型觀光旅遊展活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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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幾位重量級成員，如花蓮縣謝深山縣長、宜蘭縣

林義剛副縣長、連江縣王忠銘秘書長等，力爭陸客

到台灣旅遊。

嚴長壽先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大陸民眾對

台灣的印象多半都還停留在日月潭、阿里山等觀光

景點，但其實台灣有許多精緻文化旅遊，包括溫泉

泡湯、原住民、美食、茶文化等等，都具有高度的

觀光價值，因此，未來陸客赴台旅遊應朝向深度旅

行，才能對台灣印象更加深刻。他更進一步指出，

雖然台灣已經具備良好的旅遊條件，但還是必須更

加用心開發更精緻與深度的旅遊文化給消費者，這

樣才能留住遊客群，不斷地來台灣消費觀光。

台灣展館面積最大　獲最佳展台展示獎

首次參展，台灣展館的設計即獲得WTF主辦單位

評選為最具設計性的展館，從50參展國家及地區中

脫穎而出，獲得最佳展台展示獎項，台灣觀光代表

團團長嚴長壽先生於8日晚間出席大會頒獎典禮，

代表全體團員接受這項殊榮。

上海世界旅遊資源博覽會是由上海市旅遊局和

VNU歐洲展覽集團所共同主辦，從4月9日至11日在

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此次展會吸引超過50個

國家和地區，大約四百五十家參展商，國際展商比

例高達80％。台灣展館推出北、中、南、東分區的

不同主題旅遊路線，訴求「台灣真好玩」，而此次

台灣展位約九十坪，居所有展位之冠。

此次參展期間，台灣觀光推廣代表團於9日上午

10:30至13:30於台灣展館舉辦「海峽兩岸旅遊交流

洽談會」，提供兩岸觀光旅遊業者洽談機會，吸引

眾多業者及媒體造訪台灣展館。9日傍晚台灣觀光

推廣代表團更於上海世紀皇冠假日酒店舉辦「台灣

之夜」，透過晚宴交流餐敘拉近兩岸業者距離，進

而擴展業務，促成陸客赴台旅遊人數穩定成長。

晚會上，台灣代表團更精心安排了曾數度獲得台

灣金鐘獎最佳男演唱人-殷正洋先生上台獻唱，為台

灣之夜增添許多寶島台灣的魅力，同時安排來自南

台灣「祖韻文化樂舞團」的原住民表演帶動現場氣

氛，除了傳統歌舞表演之外，更帶來了原汁原味的

傳統原住民打擊音樂表演，使與會人士對台灣豐富

的文化底韻留下深刻印象。

洽談會期間，台灣館湧入大批洽談業者及媒體人潮。

上圖/祖韻文化樂舞團以精彩的原住民歌舞
演出，讓現場觀眾近距離體驗台灣豐富多
元的魅力。

下圖/前進上海，旅博會提供台灣業者推廣
旅遊產品的最佳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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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團參加2009年韓國旅展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韓國年出國民眾超過1千萬人次，為亞洲重要觀光市場客源地。KOTFA國際旅展是韓國最大型的

國際旅展，藉此參展機會將可深入瞭解韓國市場現況，提供韓方業者與民眾台灣旅遊產品資訊。此

行除參加旅展外，另外在韓國首都首爾市以及韓國第五大城的大田廣域市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邀

請韓國主要Outbound旅行社業者及旅遊主流媒體參與，提升台灣觀光宣傳曝光度。

韓國國際觀光旅展

日期：2009年6月4日至7日
展場：首爾COEX會展中心

預定規劃行程：

6月2日(二) 台北/高雄→仁川機場，抵達首爾

6月3日(三) 台韓業者洽談會與觀光推廣晚會

6月4日(四) 參加韓國國際旅展

6月5日(五) 參加韓國國際旅展

6月6日(六) 參加韓國國際旅展

6月7日(日) 參加韓國國際旅展

6月8日(一) 於大田市舉辦台韓業者洽談會與觀光推廣晚會

6月9日(二) 返回台北

組團赴印尼地區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配合2008-2009旅行台灣年之觀光政策及政府宣佈自3月1日起，實施印尼來台旅客有條件免簽證

之措施，前往印尼辦理台灣觀光推廣活動。觀光推廣會將邀請當地業者參加，進行台灣觀光簡報，

介紹旅行台灣年宣傳主軸及台灣優質旅遊產品，增進當地旅遊業者瞭解台灣觀光旅遊資源，結合印

尼當地旅遊業者，於Puri Mall購物中心銷售台灣旅遊產品。隨團邀請國民大戲班及兩位民俗藝人於

現場演出，展現台灣觀光特有的活力與藝文特色。

日期：2009年5月8日至11日
地點：印尼雅加達

預定規劃行程：

5月08日(五) 啟程前往印尼，舉辦業者交易會暨推廣會

5月09日(六) 旅遊產品展銷會

5月10日(日) 旅遊產品展銷會

5月11日(一) 返台

組團赴北美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為開拓北美市場新視野，此次推廣選定於美西的洛杉磯及加拿大溫哥華二大主要城市，期使台灣

與北美地區旅行相關業者、觀光界人士及媒體記者等有更充分溝通與交換意見的機會。旅遊推廣會

中將透過台灣特色表演團體的演出，展現台灣觀光特有的活力與藝文特色。並進行台灣觀光資源簡

報，增進當地旅遊業者瞭解台灣觀光旅遊資源。增進當地旅遊業者瞭解台灣觀光旅遊資源。透過推

廣會，業者可針對國外業者重點合作進行洽談，以拓展台灣旅遊產品銷售通路。

日期：2009年5月3日至5月10日 
預定規劃行程：

5月03日(日) 台北→溫哥華

5月04日(一) 業者客戶拜訪，會勘場地

5月05日(二) 舉辦溫哥華觀光交易會及推廣會

5月06日(三) 前往洛杉磯，會勘場地

5月07日(四) 舉辦洛杉磯觀光交易會及推廣會

5月08日(五) 業者客戶拜訪

5月09日(六) 返程，洛杉磯→台北

5月10日(日) 抵達台北

組團參加2009年香港旅展暨觀光推廣活動

香港國際旅展為香港地區每年定期舉辦之最大型國際性觀光旅遊展，今(2009)年結合『香港國際

知名醫療、保健服務會議暨展覽會』同時開展，成為亞太區最重要的展覽之一。近來對港澳地區居

民開辦便利簽證及開放大陸人民來台觀光等措施，兩岸三地間觀光旅遊與商務等交流日益頻繁，組

團參加香港國際旅展，並於展前召開盛大當地媒體發佈會，有助於吸引香港業者、媒體及民眾前來

展攤，促進推廣宣傳招徠效果，並藉由參展機會深入瞭解與掌握整體旅遊市場之現況與變化。

香港旅展

展期：2009年6月11日至14日   
展場：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預定規劃行程：

6月08日(一) 台北/高雄→香港

6月09日(二) 新聞發佈會及聯誼餐會 / 參訪當地業者

6月10日(三) 參訪當地業者 / 展館整備

6月11日(四) 參加香港ITE旅展

6月12日(五) 參加香港ITE旅展

6月13日(六) 參加香港ITE旅展

6月14日(日) 參加香港ITE旅展

6月15日(一) 香港→台北/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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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

副總經理

林靜如

協理

林中熙

負責人

鄭釧義

業務經理

張桂蘭

總經理

李如龍

副總經理

丁美方

董事長

黃麗卿

經  理

許  善

捐贈單位名稱

台北花園大酒店

Taipei Garden Hotel

通利旅行社有限公司

Around the World Travel 

Service

茱蒂婚紗攝影事業有限公司

Judy Wedding Photo

金漢妮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The Honey Kingdom Travel 

Agent Co., Ltd.

組團參加2009年馬來西亞檳城國際旅展暨觀光推廣活動

馬來西亞來台觀光旅遊市場近年大幅穩定成長，除將持續深耕華人比率高達60%之檳城地區，並同時逐

步推廣台灣穆斯林旅遊產品。馬來西亞檳城旅展特性在於以現場對參觀民眾直接銷售行程，除預定邀請

民俗展演人員2位，隨團於旅展現場展現觀光結合藝文強化旅遊深度外，也將於展前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暨

旅遊交易會，吸引馬來西亞北部業者、媒體及民眾前來展攤，促進推廣宣傳招徠效果。

馬來西亞檳城國際旅展

展期：2009年7月3日至5日
預定規劃行程：

7月1日 (三) 台北→檳城 / 台灣觀光推廣會暨聯誼餐會

7月2日 (四) 旅展展場台灣館整備

7月3日 (五) 參加檳城旅展—TRADE/PUBLIC DAY
7月4日 (六) 參加檳城旅展—TRADE/PUBLIC DAY
7月5日 (日) 參加檳城旅展—TRADE/PUBLIC DAY
7月6日 (一) 檳城→台北

成立日期／資本額

主管機關證照號碼

97年11月19日

壹拾億參仟萬元整

北市商一字第09411025-4號

旅館業登記證編號：338

86年6月12日

陸佰萬元整

北市建商公司(86)字第89941號

交通部旅行業執照號碼：11369

87年12月24日

捌拾萬元整

北市商一字第00410940-3號

85年.4.月10日

壹仟貳佰萬元整

北市商一字第00373876-1號

交通部旅行業執照號碼：

A01412

業務性質

旅館及

餐飲業

甲  種

旅行業

婚紗攝影

禮股設計

出租等

甲  種

旅行業

地址及電話、傳真、電子郵箱及網址

台北市中華路二段1號

Tel:02-2314-3300 / Fax:02-2383-2033

E-Mail:cicil.lin@taipeigarden.com.tw

Web:www.taipeigarden.com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24號4樓

Tel:02-2506-4033 / Fax:02-2506-3835

E-Mail:atwtourlan@hotmail.com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60-1號

Tel: 02-2597-3639 / Fax: 02-2592-7123

E-Mail:judy2701@yahoo.com.tw

Web:www.judywedding.com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70號7樓

Tel: 02-2586-8618 / Fax: 02-2585-2588

E-Mail: thehoney@ms51.hinet.net

Web: www.thehoney.com.tw

組團參加2009年北海道Yosakoi Soran街舞觀光推廣活動

為宣傳台灣觀光特色以加強台日交流，將邀請國內大學院校舞蹈相關系成員約80名，組團前往北海

道參加YOSAKOI SORAN節慶活動，以具有台灣傳統特色舞蹈如跳鼓陣、山地舞等為主要元素，搭配

現代體操、大會操等肢體表現，在台灣音樂的搭配下，以「流動街舞」及「定點展演」方式結合日本

當地慶典，彰顯台灣特色，加強招徠北海道旅客來台觀光，也為台灣爭取最大國際曝光率。

日期：2009年6月11日至15日
預定規劃行程：

6月11日(四) 自台北至札幌

6月12日(五) 義演、參加第18屆YOSAKOI SORAN之夜

6月13日(六) 街頭表演活動 
6月14日(日) 街頭表演活動，並參加最後決賽演出

6月15日(一) 自札幌返回台北

台灣觀光協會新捐贈單位

Taiwan 
Visitors Association Bimonthly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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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00萬名來台旅客誕生
2 0 0 9 年 第

1 0 0萬名來

台旅客在 4

月 3 日產生

了!該名旅客

抵台時間，

適逢台灣油

桐花盛開的

季節，交通部觀光局也特別透過客家舞獅迎賓、桐花

季特色商品，宣傳台灣在地文化。

根據內政部出入國及移民署資料統計，至今年3月底

為止，持非台灣護照之入境外籍旅客約較去年同期成

長1.5%，今年的第100萬名來台旅客較去年提前2日產

生。交通部觀光局4月3日於桃園機場辦理歡迎會，由

謝謂君副局長親自致贈第100萬名幸運旅客新台幣10

萬刷卡金、台灣特產及四季好禮。

赴日打工度假簽證制度六月起實施
政府為進一步推動台日青少年交流活動，經外交部積

極與日方協調後，台日打工度假簽證制度已由我駐日

本代表處與日本交流協會在東京完成換函手續，雙方

同意自今年6月1日起正式實施。台日打工度假簽證制

度適用對象為18歲以上30歲以下的國民，申請最長效

期可在日本停留一年，期間可從事打工活動賺取旅遊

所需資金，每年名額為台日雙方各2000人。台灣在

2004年分別與澳洲、紐西蘭實施打工度假簽證制度，

日本是第三個與我實施打工度假簽證制度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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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拔尖領航方案」啟動
行政院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行政院交通部表示，拔尖計畫的規劃策略除了要深化原本觀光市

場的老產品，還要開發新市場的新產品，希望透過多元化的行銷包裝增加國際觀光旅客人數，期許

2012年能創造5,500億的觀光收入，並帶動40萬直接、間接觀光就業人口，吸引2,000億民間投資，

引進至少10個國際知名連鎖旅館品牌進駐台灣。

方案中重新定位各區域發展主軸：北部地區為「生活的臺灣」；中部地區為「產業的臺灣」；南部地區為「歷史的

臺灣」，以歷史、古蹟、海洋、生態為主軸；東部地區為「慢活的臺灣」，以自行車、原住民、有機休閒、太平洋

為主軸；離島為「特色島嶼的臺灣」，澎湖定位為國際度假島嶼，金馬則以戰地風情、民俗文化、聚落景觀為主

軸；台灣全島則在呈現「多元的臺灣」，以MICE、美食、溫泉、醫療觀光為主軸。

交通部指出，觀光拔尖方案就是把原本已經有的觀光產品及市場做更精緻、深化、優質的規劃與行銷包裝。此外，

交通部還將針對國際遊客行銷台灣，包括邀請代言人及國際知名媒體、網路宣傳行銷；在香港、新加坡地鐵、馬來

西亞高速公路天橋與英國倫敦計程車車體刊登台灣觀光廣告，並且跟國家地理、富比士、Discovery頻道合作，同

時還將持續跟自行車、婚紗等業者進行跨業合作力拼觀光。希望透過發揮台灣優勢的「拔尖」、產業轉型的「築

底」以及精緻化目前正在推動產品與工作的「提升」等三大行動方案，共同創造台灣觀光產業發展新願景。

　　  三大行動方案

「拔尖」方案：可立竿見影的「國際光點」計畫，由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負責跨部會協調，籌組跨機關的專案小組推動；

4年內可見成效的「魅力旗艦」計畫，包括「區域觀光旗艦計畫」、「競爭型國際觀光魅力據點示範計畫」、「無縫隙旅遊服務

計畫」。

「築底」方案：「產業再造」計畫，包括引進國際連鎖旅館品牌、扶植本土品牌旅館、獎勵觀光業取得專業證照、鼓勵興建

MICE大型會議中心、展館及宴會廳及異業結合；「菁英養成」計畫則將強化國內職前培訓與在職精進訓練，同時與國際知名學

院合作，薦送優秀觀光從業人員及觀光系所教師出國受訓。

「提升」方案：積極執行「星級旅館評鑑」、「民宿認證計畫」，以與國際接軌；為強化台灣觀光國際行銷競爭力，將針對國際

行銷及策略研發等部分業務，配合行政院組織再造時程，另成立法人團體協助政府觀光機構辦理國際行銷、研發及訓練工作。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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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打工度假簽證制度提供台灣的青少年深入瞭解其

他國家、地區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機會，讓台灣青少年

可在特定期間內前往國外旅遊度假，並允許附帶從事

打工活動來補貼旅遊生活費，而目前台日間各項交流

密切頻繁，國民感情友好親切，政府期盼這項措施能

促進台日雙方青少年的互動及相互理解，更進一步提

升台日實質友好關係。

平溪線蒸氣火車活動 
邀請國際觀光客參加
為推廣旅行台灣年國際旅客來台鐵道旅遊，台鐵與

觀光局合辦「平溪線CK124蒸汽機車&郵輪式列車」

活動，於5月21日及6月16日兩天，從台北出發，並

於平溪搭乘老式蒸汽火車，遊覽平溪風光，最後再往

礁溪溫泉泡湯。票價為980元，每車次162座位，採

預約制，開放給國內各INBOUND旅行社招募國際旅

客。預約報名作業請洽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王紹旬，

電話-02-2349-1543。5/21車次預約期限為5月7日；

6/16車次預約期限為6月1日。

CK124活動日文網站：www.ck124tour.net

美景配咖啡大鵬灣

青洲遊憩區重新開放
位於大鵬灣國家風景

區的青洲濱海遊憩區

重新開放了，大鵬灣

開發公司將青洲與大

鵬灣做結合，門票

20元可以抵用消費

及門票，區內更設有

薄膜頂棚餐廳，遊

客在聽海、看海時時，也能享用一杯濃郁的咖啡和餐

點。

業者把青洲遊憩區重新規畫為沙灘遊憩、野營區、水

上香蕉船等設施，打造青洲成為海洋休閒基地，與大

鵬灣、小琉球連接成區域水上遊憩場所。大鵬灣公司

指出，青洲遊憩區將成為自行車環灣道路的中繼站，

未來更規劃水陸域遊憩、海濱Villa住宿，配合耗資17

May-Jun︱ 37

億元打造的斜張開啟景觀橋後，青洲濱海遊憩區將有

一番新景象。目前薄膜頂棚景觀餐廳已開始營運，民

眾可以在此喝咖啡、看海、聽海，遠眺小琉球，入園

門票20元還可以抵用園內消費，或者抵用進入大鵬灣

的門票。

2009客家桐花祭

白雪紛飛桐鬧客庄
2009客家桐花祭將自4月18日至5月17日展開一個

月，預估旅遊人潮將超過1,000萬人，帶動全台桐花

10縣市客庄商機超過新台幣80億元。2009年客家桐花

祭以「白雪紛飛桐鬧客庄」為活動主題，擴大規模結

合10縣市、25鄉鎮及45社團共同辦理，這是有史以來

涵蓋縣市最廣、最豐富、多元的整體規劃，內容包括

生態、環保、音樂、舞蹈、美食、工藝等超過100場

的賞桐行程，而為了向國際觀光客宣傳，今年特別在

桃園機場、日本成田機場及北京國際機場刊登廣告，

讓桐花祭走向國際化。在「2009客家桐花祭主題網

站」中，介紹全台50條桐花景點步道、60個以上賞桐

景點、79家客家美食餐廳，提供100項以上的音樂欣

賞、親子捏陶、彩繪DIY、400項桐花創意商品，歡迎

遊客在四、五月份漫遊客庄，充分享受旅遊的樂趣。 

www.hakka.gov.tw

出海去！龜山島賞鯨登島正合適
時 值 進 入 初

夏，從這個時

候到九月底是

宜蘭龜山島海

域的最佳賞鯨

季節，與鯨豚

相遇機率高達

九成。前往宜

蘭龜山島海域賞鯨豚，得從頭城烏石港坐船出航，賞

鯨船業者說，以前出海還得費神找鯨豚，現在有專業

追蹤船通報鯨豚群的位置，減少出海看不到鯨豚的遺

憾，與鯨豚相遇機率平均高達九成；最近海上已常有

鯨豚成群出現，數量有時多達三、四百隻，以瓶鼻海

豚、花紋海豚、飛旋海豚、偽虎鯨較為常見，此外，

從每年的四月下旬開始，風浪會越來越穩定，遊客不

用太擔心暈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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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則

提醒來訪的遊客，由於龜山島是生態保育區，島上一

草一木、一砂一石都不能帶走，違規者將會被罰款；

而且島上生態豐富，昆蟲、蛇類相當多，建議登島民

眾最好能穿著長袖衣褲、高筒靴或比較厚實的鞋子。  

北高兩市單車樂遊

公共租借腳踏車上路
單車樂活風在台灣正流行，北、高兩市為了讓市民或

訪客能深入體驗城市之美，雙雙推出公共租借腳踏

車。

台北市的「YouBike微笑單車」由捷安特量身打造車

體，目前有信義廣場、市民廣場、臺北市政府、捷運

市政府站、世貿三館、捷運國父紀念館站、興雅國

中、紐約紐約綠園道、世貿一館C出口及台北市防災

應變中心，共10個據點可提供租借。民眾可視需要選

擇申辦短期卡與長期卡。短期卡的基本費有分1日費

和5日費兩種，1日費為40元，5日費為120元。使用前

30分鐘免費，超過半小時每15分鐘收費10元。等於是

持1日卡的民眾在當天每趟騎乘都沒超過30分鐘話，

不論騎幾趟，都只要40元。長期卡則有季費800元、

半年費1,000元、年費1,500元三種，原定申辦一年的

長期卡要收3,000元押金也將取消，之後只要雙證件確

認身分即可。

高雄市的公共腳踏車則有20個租借站，車種為美利達

設計提供，每個站大約有15至20輛腳踏車，也是一樣

可以「甲地借，乙地還」。申請方式分為會員及非會

員兩種，要加入會員的民眾，可前往有服務人員的租

借站或透過網路、郵寄、傳真申請，年費1,200元、

半年費750元、月費200元，另需繳2,000元押金。會

員的計費方式前半小時免費，之後每半小時的騎乘租

金10元；非會員必須提供Visa或Master信用卡才能租

借，並直接從信用卡進行扣款，前半小時30元，之後

每半小時15元。

台北凱撒　優惠婚宴專案
即日起至2009/12/31止，台北凱撒大飯店於平日週一

至週四，起桌價由原定之NT$12,000+10%起調整為

NT$9,999+10%起；台北凱撒提供新人全套服務，於

訂席滿限定桌數加贈完美住宿配套優惠，滿10桌可享

台北凱撒大飯店新人

休息室升等精緻客房

二天一夜雙人住宿(限

婚宴當晚使用)，滿15

桌享台北凱撒大飯店

精緻客房升等豪華套

房二天一夜雙人住宿

(限婚宴當晚使用)、20桌加贈山芙蓉渡假大飯店二天

一夜雙人住宿(限平日使用)、30桌加贈墾丁凱撒大飯

店二天一夜雙人住宿(限平日使用)。

洽 詢 及 訂 席 請 電 台 北 凱 撒 大 飯 店 宴 會 部

02-2311-5150，分機2433-2435

台北凱撒大飯店網站taipei.caesarpark.com.tw

池上日暉　呼朋引伴住Villa
台東池上日暉國際渡假村推

出呼朋引伴住Villa，4人同行

歡樂出遊專案，2天1夜，4

人成行，侯爵Villa每棟原價

NT$32,000+10%，現在平日

只要NT$11,000，(每人平日

只要NT$2750)（每日限量三

間）活動時間：即日起至5月

30日止，包含有侯爵Villa全

棟式住宿一晚/陽光自助早餐

一次/風味晚餐一次/兒童DIY或隨意單車行二選一/免費

休閒娛樂設施使用(部份設施需付費)/池上火車站定時

巴士接送！每天只限量3間！更多活動訊息請上飯店網

站查詢 http://www.papago-resort.com/taitung

訂房專線：089-862-222／02-6632-6688

王朝體貼新人 推出平價婚宴專案
王朝大酒店推出平價

婚宴專案，除平日週

一至週四外，王朝精

選2009年4月至12月

特定週五至週日及特

殊假日共89天，以低

於原價七折的優惠價，提供新人美滿完婚。此外，訂

桌滿20桌以上，除了享有超值的優惠價，王朝再贈送

新人澎湖海豚灣飯店2天1夜住宿，一次消費雙重優

惠。王朝大酒店訂席專線：02-2719-7199 轉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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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午間愛心  溫暖無限
亞太會館有鑑於

大 環 境 的 不 景

氣，特別與兒童

福利聯盟共同攜

手合作，舉辦亞

太愛心溫暖無限

活動。拉凡第西

餐廳自助餐的60

多道料理，以原價650元特價390元來拋磚引玉，發揮

你的愛心共襄盛舉。每人慈善愛心捐款10元以上即可

享有優惠如下：午餐平日NT$ 390 / 假日：NT$ 420 / 

母親節 NT$ 580；6吋愛心蛋糕原價520元優惠價每個

380元，活動期限自即日起到6月30日為止。訂位請洽 

02-8780-1999轉8406

凱悅金護照　會員回饋盛大展開
「凱悅金護照 Hyatt 

Gold Passport 」自

即日起將提供更優

渥的會員回饋獎勵

計劃內容，同時，

凱悅於4月3日起推

出全球性的大規模

The Big Welcome

推廣活動。The Big Welcome活動的重點，就是凱悅

會於全球三大地區(北美區、歐洲區及亞洲區)舉辦大抽

獎，於每個地區各送出10000份免費住宿獎賞，以及

重量級365晚免費住宿大獎。整個活動將合計送出多

達31095晚的凱悅免費住宿機會！如欲了解更多關於

Hyatt Gold Passport的資料，或登記成為會員，請瀏

覽 www.GoldPasspo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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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2009福隆沙雕藝術季

活動時間：2009.05~2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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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洽詢電話：02-2499-1115

2009澎湖海上花火節

活動時間：

2009.05.02~2009.05.30

活動地點：澎湖縣馬公市

主辦單位：澎湖縣政府旅遊局

洽詢電話：06-9274400轉565

98年高雄市龍舟競賽

活動時間：

2009.05.25~2009.05.28

活動地點：高雄市愛河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

洽詢電話：07-723-2751轉713

水岸台北 2009端午嘉年華

活動時間：

2009.05.28~2009.05.30

活動地點：台北市大佳河濱公園

主辦單位：台北市體育處

洽詢電話：02-2570-2330轉149

2009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

活動時間：

2009.05.24~2009.05.31

活動地點：彰化縣鹿港鎮

主辦單位：鹿港鎮公所

洽詢電話：彰化縣建設觀光課

04-777-2006轉122

Jun.
2009玉山自然騎士活動

活動時間：2009.06

活動地點：玉山國家公園

塔塔加地區

主辦單位：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

洽詢電話：049-234-8243

2009台北電影節

活動時間：

2009.06.26~2009.07.12

活動地點：台北市

主辦單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洽詢電話：02-2345-1556轉3551

Events and Festival

2009
台灣各地觀光
節慶活動

2009年桃園拉拉山水蜜桃季

活動時間：2009.6月中

旬~2009.7月底

活動地點：慈湖遊客中心、大安

森林公園

主辦單位：桃園縣政府

洽詢電話：03-3320305轉6202

或6203

台灣美食展

活動時間：

2009.08.20~2009.08.23

活動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主辦單位：台灣觀光協會

洽詢電話：02-2568-4726

2009台北國際旅展

活動時間：

2009.10.30~2009.11.02

活動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主辦單位：台灣觀光協會

洽詢電話：02-2597-9691

http://www.taipeiitf.org.tw

會員服務

太平洋翡翠灣休閒渡假飯店業

務主管更名，改為執行副總高

德新先生。

中國時報旅行社資料變更，地

址為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一段

70號4樓；代表人為李玉生先

生。

電話：02-2558-9669

傳真：02-2558-9885

電子信箱：

michelle.chen@ctravel.com.tw

網址：ww.ctravel.com.tw。

萬里產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員

證書原抬頭為太平洋翡翠灣福

華渡假飯店，現更改為翡翠灣

福華渡假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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