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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冠國際旅行社
遠東航空今年就是菲定了
鴻毅旅行社
6／20起享受直飛芽莊的夢幻旅程
尊榮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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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
獲邀2019東北亞郵輪圈會議發表演說
名人遊輪千禧號3／18彎靠基隆
美國航空攜手PJB夥伴日本航空
舉辦北中南說明會
金龍永盛旅行社舉辦第61屆
春酒聯歡晚會賓主盡歡
金龍永盛旅行社 成立61年
經典旗艦商品問世
靜岡Bura Bura GO引領市場潮流
西伯利亞航空假期
帶你前進庫頁島與堪察加半島
福岡巨蛋朝聖軟銀鷹！特色行程登場
菲律賓觀光部主打新興區
邀請台灣旅遊業者
前往克拉克、蘇比克高爾夫球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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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行銷部二組作您後盾
堅持誠信、創新、品質 用專業與優質商品讓同業安心
致力提供多元服務 同業專屬APP讓您走到哪都能辦公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喜鴻假期

是將同業放在第一順位的喜鴻假

總

期，一直以來都期望扮演業者們最

佳的後盾，因此從同業的需求出發來包
裝商品，透過將心比心的規劃與不斷強化
的服務品質，加上豐厚的點數回饋活動
等，讓喜鴻假期獲得無數同業的認同。
進入公司接近20個年頭的 喜鴻假期

同業行銷部二組組長林建宏 表示，對
喜鴻假期的同仁而言，同業不只是客
戶，更是如同朋友一樣的關係。秉持著
誠信、創新、品質的喜鴻假期，平時除
了提供服務業者、堅持為同業每次的服
務都維持在最高標準外；逢年過節期間
也能看到喜鴻的同仁們一一拜訪合作夥

▲喜鴻假期同業行銷部二組致力提供同業最優異的服務。

伴、致贈時節小禮物等，種種貼心的舉

市場創造更多元的商機與優異的旅遊品

不管走到哪，都能在彈指之間用手機完

動，都顯示出對於同業的重視程度。

質。為此，喜鴻假期除了提供眾多的商

成工作。旅客出發時，亦能透過APP輕

林建宏強調，喜鴻假期最大目標就

品選擇來成為同業攬客的最佳後盾外，

鬆掌握行程的內容、與領隊保持聯繫

是與同業一起成長、共享利潤，攜手為

更推出同業專屬的小幫手APP，讓同業

等，歡迎同業踴躍推薦。

組長：林建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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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攝影／王政

為什麼非觀光型單位要不斷介入觀光事務？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呼籲各單位不應該越線踰矩
發展觀光條例明定業務範圍 別讓辛苦經營的業者退無可退
前某位不分區立委指出，地方創生受到

日

當社區旅行、生態旅行碰到問題後，再回

觀光條例影響，使得民眾廣受其害而不

來探討，並歸究於過時的發展觀光條例不合時

得發展，從安排交通、餐廳、住宿等都不行，

宜。或又怪罪政府到底想帶他們去哪裡？而政

將受到罰單困擾，因此呼籲修改、放寬。

府長期投入經費，卻落入無法合法營運。試

“從文化部社區總體營造開始，到勞動部多元就業開發

問？如果一開始長官們先跨部會的解析，看此

方案，農委會的農村再生，政府就開始不遺餘力鼓勵社

方案是否可行？應該就不會發生已輔導投資改

區匯集居民的力量，讓青年回鄉或留鄉。然而地方經過
長期蹲點醞釀，好不容易長出社區旅行、生態旅行等深
度旅遊的果實，卻因為發展觀光條例「非旅行業者不得

造後完全不能進行的窘境？
對於社區體驗旅行是否合法？先不管遊程內

經營旅行業業務」一條禁令，面臨違法營運，遭受檢舉

涵或活動內容，旅遊的定義及內涵，本來就包羅

罰款的威脅。令人不禁懷疑這是發展觀光條例還是管制

萬象與時俱進，實在應觀其交易行為是否為合法

觀光條例？我的訴求很簡單：給新發展出的產業一條合

經營該業務，如因舉辦旅遊，又向旅客收取資金

法營運的路，共生共榮，消費者權益獲得保障，政府稅

而為營利，除涉及該社區各單位是否有營利事業

基增加，就業增加，全民共享新經濟發展果實。”

面對非觀光型的政府單位或官方又
帶頭要求更改，頻頻踩觀光業者底線
的事情，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

會理事長朱永達指出，按旅行業採許
可制，發展觀光條例明定其業務範圍，並
非為保護旅行業，而是為保護旅遊消費者所為
之限制與限縮。

登記，得以從事營利行為，且究係專辦還是兼辦
旅遊（如眾多項目之一，是否會有挪用旅客的旅
遊資金）而影響其權益情事、承辦人員是否能對
旅客提供專業服務，是否有足以保障遊客的保險
及種種保障，是否有申訴管道或保證理賠等等機
制配套，此即發展觀光條例規範的內涵及緣由，
否則恐不足以保障消費者。

我們提供有價的服務
更重要的是：安心

此可觀諸旅行業管理規則第4條限制旅行業
應專業經營，不得經營業外業務等避免影響旅
遊交易獲得明證。此外，尚規定旅行業應有一
定資本額、開業前應繳納保證金、投保履約保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

證保險、每年定期向主管機關填報財務及營運
狀況、公司從業人員應報備避免捲款潛逃而損
及旅客、創設品保制度等。
法律保護消費者是世界潮流中已為共識，並
非過時！發展觀光條例第27條第3項（非旅行
業者不得經營旅行業業務）之限制規定，早就
存在，行之有年。所有綜合、甲種、乙種旅行
社，都依此條例規範來營運。

旅行社業者提供的是服務，有遊程設計、規
劃、連繫、安排車餐房等，具高度人力密集及
專業性，在觀光產業鏈中扮演的通路、平台、
包裝及整合的角色，故發展觀光條例定義旅行
業可專提供上述服務收取報酬的營利事業！
如果旅行社業者安排的車輛、餐食、飯店
或民宿，如果無營利事業登記者，將會被觀光
局裁罰，輕者罰款，重則吊銷執照。這就是為
什麼旅遊團比較少排這些社區及農村的問題所
在。

建請長官先了解條文
保障消費者為首要條件

朱永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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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採許可制亦非保護既得利益，法規明定旅行

朱永達表示，許多支持的長官們一開始就沒

業需有相當的資本額，尚不包括需高額之代墊

先了解發展觀光條例的相關條文，卻建議政府

款項或週轉金，且需考量人為及非人為之各種

非觀光單位大力輔導推動地方創生、社區總體

經營風險。

營造帶動青年返鄉就業，及社區居民自主意識

所以長官們應該輔導社區開一家合法旅行

思變的結果，從需求面創造食衣住行育樂等各

社，不管是青年貸款還是抵押貸款，協助盡量

面向就業機會，就告知發展社區旅行是可行手

利率降低，就可公開招攬步入正軌。再協助餐

段之一。這些非旅遊業者，上至長官下至社

廳、住宿、行程、場地的申請合法化才是首要

區工作者，恐對觀光法規及旅行業產業不夠

條件，當然也可找當地旅行社正規合作，才是

了解所生誤解。

10

朱永達強調，經營旅行業並非授與特權，管

在正確的道路上作正確的事。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隨著飛航東協各國的航班陸續開通，將讓雙邊的旅遊市場更為蓬勃發展。

幾年來，東協成為世界十分關注

近

的經濟成長體，相對年輕且龐大

的人口結構，造就強勁的內需市場，加
上充足且富饒的資源，都成為這些東協
國家高度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經濟的
帶動下，不僅當地軟硬體設備成長，同
步也帶動當地居民出國的意願，讓東協
成為出入境需求皆旺盛的國度，也因此
成為許多有志之士布局的目標。

中信旅行社董事長章致遠便是看好
市場的潛能與需求，期盼透過直飛航班
的啟動，不僅讓台灣民眾有更多元的旅
遊選擇，東協國家的旅客們也能透過便

▲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委員黃正聰。

使得航線可朝著永續經營邁進。

▲中信旅行社董事長章致遠。

預計8月起增每週三、五、日達到每週6

捷的航班輕鬆造訪台灣，欣賞寶島的美

對於業者願意承擔風險來承包航班、

景。不同於許多航線屬於出境的單向送

推廣市場，政府等有關當局應成為重要

客為主，受惠於觀宏專案的政策推廣，

後盾提供奧援，黃正聰指出，目前觀光

如同黃正聰所說的，航線拓展是鞏固

讓東南亞航線不只在單邊送客，如中信

局有包機補助，但需要入境佔比達7成才

市場的關鍵，聯營中心將後續目光鎖定

預計陸續啟動的越南芽莊、峴港直飛航

可獲得補助，門檻較高，對於初發展的

其他的旅遊市場，包括旅遊度假天堂─

班，便有許多當地具有觀宏專案資格的

路線難以適用，因此建議未來改以增加

富國島、下龍灣最新機場的雲頓，以及

業者紛紛前來洽詢，就是希望能搭上台

人數計算，以增加觀光收益核算補助金

鄰近下龍灣的海防等，都是目前申請中

灣大推新南向的順風車，讓台灣方在送

額，如此可吸引所有航空公司都配合了

的航點。此外，印尼獅航積極推動直飛

客前往東協時，也能有許多東南亞客群

爭取入境旅客。黃正聰也鼓勵聯營中心

美娜多的航班，有望成為峇里島後台灣

到訪台灣，帶動雙邊市場成長。

多拓展國際大都市入境中南部的航線，

民眾的度假新選，加上如龍目島、巴淡

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已有決議加碼

島、民丹島等申請計畫，印尼獅航在泰

補助此類航線，協助業者共拓市場榮景。

國的分公司泰國獅航也有計劃開闢直飛

直飛成為南向橋樑
當局高度肯定
新南向政策推手之一的行政院觀光發
展推動委員會委員黃正聰表示，雖然新

結合2大航空齊拓市場
北高市場並重耕耘

南向政策推動僅3年期間，但已經收到

為讓同業能安心銷售，中信已與越捷

極大的成效，同時市場亦有相當大的拓

航空及印尼獅航協商成功，於4／3起先

展空間，而帶動南向發展的重要關鍵，

以越捷航空啟動台北直飛越南芽莊每週

便是航班的開拓與調度。由中信與產業

三、六的航班；高雄則於第3季起開啟

菁英共同推廣的聯營中心，整合了外籍

每週三、六的航班。下一步便是前進越

航空與雙邊旅遊業者，先以台灣出境為

南中部，6／6起將開啟台北－峴港的直

主，鞏固市場之餘同步開拓入境事業，

飛航班，以週二、四、六共3班飛航，

班的運能，暑假期間高雄也將開闢峴港
直飛，每週三、五、日共3班。

清邁航線，屆時整個東南亞市場將持續
火熱，可滿足不同需求的旅遊產品。

▲聯營中心的操作，讓飛機不再單流量的送客，而是可以吸
引更多東協旅客造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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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飛東協航班陸續開通 政府看好市場潛能將成業者堅定後盾
從芽莊出發邁向東協各國 互惠共利多贏創造旅遊業全新商機

當週要聞

章致遠期許新航線飛出東協交流新格局

觀 光 研 究 院

喜臨開課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奧客，究竟是誰養成的？
觀光客消費學
觀光行銷學

得有一天，我也被店家視為奧客的

難

不加價」，因為我是「加麵一族」相信

一員。但是到底是我的思考出了問

我，我是會仔細看菜單說明的人，我也吃

題？抑或是餐廳服務出了問題？難怪很多

過加一球麵$50的。回到服務的觀點，依

的民眾常常會忿忿不平，假如一間餐廳的

照店家常常的處理模式可能又是寫得小小

服務運用政府官僚思維的邏輯：「我都有

的，我並沒有看見，這樣的疏忽，我也只

說，是你自己不看！」，用這樣的角度及

能鼻子摸摸不再做任何解釋，但是我建議

溝通方式去做服務的話，我相信，會受到

櫃檯經理未來也許在點餐的時候可以主動

很大的負評也只是剛好而已。

再跟消費者做個告知，但得到卻是不理不
睬的反應，我有點訝異。

溝通，是說別人聽得懂的話、做別人
看得到、看得懂的事。假如，「有溝沒有

後來又看到在結帳的機台上寫著使用

▲做為服務端的我們對一些問題之產生，能不能再做得精緻一點？
▲

通」當然就會產生阻塞（糾紛）。當消費

這百貨樓層配合的信用卡有9折優惠（因

觀光未來學

者提出質疑或問題，我會建議所有的好朋友，我們先行反思是不是

為這層很多是有折扣的），我又謹慎地再次詢問，得到的回應是「套

我們還沒有做到位？讓消費者沒有辦法理解？接下來才是評估這位

餐沒有折扣」（我不能評論她不耐煩的態度，但是這回答讓剛下肚的

消費者的問題是否合理？是否無理取鬧。

餐變得完全沒有溫度），其實我並不是在意這一點點小錢，而是在點

觀光經濟學
觀光產品學
觀光政策學

這星期南北奔波，有累，今天心血來潮決定讓自己吃好一點，就

餐的時候服務員能不能協助告知相關消費者這樣的訊息，而不是在結

在台北車站的2樓轉了一圈。這裡曾幾何時也變成是美食的重要集散

帳之後才發現自己好像沒有注意到的沮喪，當然，這也是店家自己決

地，因為管理單位經營得宜、因為這個地方的人潮洶湧，讓很多的

定要不要變成SOP，我沒有意見。當再一次向結帳的經理建議這個部

國內外知名店家願意進駐此地，來提升自己的品牌知名度及滿足消

分其實可以讓消費者能夠了解，我想大家應該能皆大歡喜。但是我驚

費者的味蕾。當我在選擇決策過程中看到一家店家，不斷地在外頭

呆了，這位經理就把發票丟給了我之後轉頭就走，一副沒有提出相

吆喝吸引大家進店消費，這和同一地點其他國際來台開設的知名品

對的反饋或者是一個好的臉色，我頓時覺得：我～是～奧～客～。

牌而言，略顯突兀。其他店家在中午時段全部大排長龍，只是吃一

再觀察這個店內的服務氛圍，也許，解開了我的狐疑，為什麼其

頓簡單午餐可能要排個半小時以上，在這個交通轉運的地方，半小

他店家大排長龍，而這間店卻門可羅雀。很多事情只在一念之間，

時是一個奢侈的時間浪費，但是大家願意排隊絕對有它的道理。反

假設客人願意提出一些建議及看法，我相信對這家餐廳來說是一個

觀這一間從香港來的號稱名店，門可羅雀，雖然窗明几淨，但是服

正向的回饋，也許這樣的訊息是消費者自己沒注意到，但是有可能

務人員在門口盡力的吆喝，似乎不是口碑行銷的採用者，從消費者

就是因為消費者在整個決策過程裡面完全沒有接收到很完整的訊

行為與群聚的角度觀之，這可能是「雷區」，從決策理論分析，總總

息。這時候假如換個角度思考，餐廳能夠在相關的說明或者是標示

跡象顯示「這案情並不單純」，這也勾起我的好奇心想要一探究竟。

上更為清晰，顧客與店家之間的糾紛就能變得更少。以前，我也常

這是一個不便宜的餐點，一碗餛飩麵可以賣到近$200 ，一份套餐

常和業者溝通，願意當面提出建議的至少不是惡客，表面不說回去

內含物包括一碗餛飩麵、一碗紅油炒手（小小的6顆）、一杯熱奶茶

再上網抱怨的客人比較恐怖。

開價$330。我相信一定有他獨特之處及好吃的地方想要引人嚐鮮。

今天雖然肚子餓但是脾氣還不錯，我難得用溫柔的聲音提出建

今天先不談口味與CP值，因為這部分較為主觀，我們來談談服務。

議，但得到的是臭臉而且很明確的在我的額頭上貼上「奧客」這字

因為肚子有餓，我也願意將麵加成大碗，當服務員來點餐的時候，

眼。我當下的反應就是照了這家店面的大門，本來想在個人社群媒

我客氣地問到：請問這個麵可以加大嗎？服務員說：可以的，可以

體上就我自己的觀點給予發佈，但是想想假如我做了這件事就真的

加麵。那理所當然的我就加了一份麵。餐點來了口味尚稱不錯，也

是奧客了吧。反過來，藉由此案例，提供給我們觀光業界的各位好

還能滿足味蕾，食畢拿起帳單，怎麼跟原來的標價不相同而且被加

朋友大家一起來思考，「奧客」真的是奧客？奧客是如何養成的？

了價，不只是服務費的10%，而是另外被加了$40的費用。結帳時帶

也許是因為做為服務端的我們對一些問題之產生，能不能再做得精

著狐疑的心情去問了櫃檯的經理，得到冷冷的回應是：「菜單上有

緻一點，當然更不是一味地滿足消費者的要求，寵壞消費者的胃

寫。」，我無言了，因為當初在點餐的時候我翻遍了所有的內容並

口。餐廳品牌結帳$407元！

未看到這樣的文字，當然加麵加錢理所當然，我也吃過「加麵加湯

I N S T I T U T E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教授（級）兼副校長

劉喜臨

撰文╱柯綺芸 攝影╱王相涵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鳳凰旅遊總經理卞傑民(前排中)率領一級主管們上台，期許一同努力成長。
▲

▲鳳凰旅遊董事長張巍耀。
▲

▲（前排左起）與紐西蘭航空台灣分公司總經理范達明（Damien▲Van▲Eyk）、鳳凰旅
▲
遊董事長張巍耀、法國航空總經理溫爾功、菲律賓觀光部台灣分處處長海瑟、（後
排左起）鳳凰董事邱慈祥、美國在台協會資深經理王美美、菲律賓航空公司業務經
理陳振聲、紐西蘭航空台北分公司業務經理林清榜、致遠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鳳凰旅遊董事長張巍耀在台上舉杯慶賀，勉勵員工
▲
共創佳績。

鳳

凰旅遊於3╱16盛大舉辦春酒晚

年品保協會推出金質獎的活動後，每年

集團一直以來多角化經營，不斷擴大組

宴，董事長張巍耀在台上舉杯慶

都有獎項入手。金質獎堪稱旅遊業的奧

織範圍。例如成立物業管理公司開始跨

賀，並當場承諾若2019年公司整體營

斯卡獎，能獲得品保會的獎項是各大旅

足商場經營管理，並接到土城日月光美

收能夠成長30％，將會多發一個月年終

行業者最大的殊榮；而鳳凰旅遊在2018

食廣場的經營案；此為住商合併的大社

獎金給全體員工作為鼓勵。此話一出，

年堪稱金質獎得獎王，一舉獲得7大行

區，美食街將近有450坪大的空間。

立刻得到全場歡呼鼓舞，董事長雄心壯

程獎，多年下來，成為獲獎數量最多的

志，也希望同仁們可以一起努力。

旅行社，未來也會持續推出更多的商品

2019年鳳凰旅遊除了既有的團體旅行
也將加強自由行的便利性；團體旅遊依
然是鳳凰旅遊最大的獲益來源，未來還
會持續保持產品的多樣性與品質，同時

參與比賽。

整合資源多角化經營
關係企業輔助觀光發展

精品文旅建設中
跨國企業合作創新舉
隨著國人和外籍旅客對觀光的需求
量越來越大，近年來鳳凰旅遊也積極投
入精品文創旅店建設，小琉球的文旅在

鳳凰旅遊也不斷的將集團內的資源整

2020年完成後，即將成為當地最大的飯

合，讓旅遊產品達到更優惠卻更高的品

店，目前是島上有史以來最大民間投資

因應自由行旅客日益增多的情況，也

質；其子公司雍利企業（代理義大利航

案。不久前也買下高雄不動產，未來將

建置了鳳凰旅遊機＋酒輕鬆GO的訂位機

空、真航空、埃及航空、紐西蘭航空、

興建飯店、開發全新精品飯店品牌；傾

制，旅客可以即時確認機位及飯店。不

星悅航空、寮國航空客貨運代理及業務

向持有土地並運用建案，找尋相同理念

同的是，鳳凰旅遊比較其他OTA更多了

承攬）、中國運通（代理美國航空公司

的夥伴共同經營，協同發展高雄經濟。

實體店面的優勢，旅客有任何疑難雜症

客運、以色列航空公司客運、美國航空

鳳凰旅遊超過一甲子不但在業界屹

也能找到相關服務人員處理，讓旅客更

公司貨運、印度捷特航空公司客貨運、

立不搖，還上市上櫃且跨足各領域，董

加安心有保障。

全球租車集團），也將與集團更加緊密

事長張巍耀並沒有就此滿足，甚至希望

結合，讓團體產品的成本掌控更有競爭

擴大業務範圍，以及投資更多項目。讓

力，達到垂直整合的效益。未來也會持

關係企業及子公司能與鳳凰旅遊緊密結

續尋求更多的代理機會，希望能給予同

合，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以及協助台

業最多的獲利空間。

灣觀光旅遊及飯店業的成長。

積極佈局全球旅遊市場，無論是熱門或
者特殊路線規劃。

2018金質獎得獎王
鳳凰旅遊商品受肯定
重視品質是鳳凰旅遊最重要的理念，
如此高標準的要求下，鳳凰旅遊在2012

除了旅遊相關產業之外，鳳凰旅遊

vol.537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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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佈局全球旅遊市場 經營特殊路線規劃 提供同業及顧客多元化服務及優惠價格
小琉球文旅旋即完工 高雄精品文旅規劃進行中 關係企業商場經營管理同步發展成功

當週要聞

鳳凰旅遊春酒賓客雲集 董事長盼業績成長 發豪語贈獎金

加拿大航空
Photo／

編 輯 台 報 報

▲2019年加拿大航空宣布將溫哥華－黃刀鎮航班增班為全年每日2班。

「加」拿大航空＝加拿大旅遊
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網絡（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聯

北舉辦2019春季同業說明會，邀請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旅遊

Solutions Network）3／20公布全球最快樂國家指數報

局、溫哥華國際機場、頂級奢華火車Rocky Mountaineer洛磯

告，在全球156個國家中，基於經濟財富、壽命、社會支

山之光與JTB在加拿大之子公司世運旅遊訪台與同業交流。

援、生活方式的自由選擇、以及政府的貪腐程度等因素，按

以《清秀佳人》為故事背景的愛德華王子島，除了有知

照國民自己認為的快樂程度，作出排名。除了歐洲國家之

名電影加持外，更有龍蝦、生蠔多樣食材，以及美麗的海岸

外，加拿大成為唯一進入前10名的國家，排名第9，可見加

風光與水上運動、高爾夫球場、自行車步道，成為年輕旅客

拿大是世界最幸福的國度之一。

最嚮往的度假天堂。

加拿大除了是幸福國度，更是旅遊天堂，素有「楓葉之

喜歡愜意旅行的旅客則不能錯過Rocky Mountaineer洛磯山

國」的美譽，秋季楓葉的魅力不在話下，其他季節更是美不

之光，是世界數一數二的豪華觀光列車，目前擁有雨林、加

勝收。春季百花盛開、夏季洛磯山脈綠意盎然、冬季極光、

西走廊、海岸4大列車路線，帶領旅客穿越加拿大的風光明

邱吉爾鎮北極熊，都讓人流連忘返。

媚。

自從加拿大航空在2017年6月開航台北—溫哥華航點，提

為了滿足所有同業的需求，加拿大航空也找來TPI Canada

供台灣旅客前往加拿大旅遊的最佳渠道，溫哥華國際機場更

世運旅遊，推薦10大經典遊程，包括賞櫻花、鬱金香、露易

是連續9年被評選為北美最佳機場。從數據來看，加拿大旅

絲湖洛磯山之旅、美加東賞楓、白馬市／黃刀鎮賞極光，囊

遊人次2018年同比2017年達15.4％的成長，可見加拿大航

括春夏秋冬，給予旅行社一整年的銷售商機。
顧及同業密切交流之外，加拿大航空也不斷經營品牌形

空的加入，共同把市場這塊餅做大，為台灣的出境旅遊市場

象，像是與遠東香格里拉合推「加拿大食尚月」，與知名部

帶來新商機。
更值得關注的是，知名搜尋引擎Skyscanner發表2017年台
灣旅客最受歡迎的新興目的地城市當中，黃刀鎮以黑馬之姿

落客「爆肝護士的玩樂記事」合作，推廣天母商圈在地優質
餐廳，成功拓展異業知名度。

奪冠，加上2018年金質獎北美綫獲獎的旅遊產品之一就是黃

加拿大航空持續發揮「加」的效益：加深同業、加入異

刀鎮賞極光。多樣光環的推波助瀾之下，2019年加拿大航空

業、加大市場，多項加乘，讓加拿大航空＝加拿大旅遊的最

更宣布將溫哥華－黃刀鎮航班增班為全年每日2班，當日可

佳代名詞。

銜接直達黃刀鎮免多1天住宿，讓輕鬆旅客享受曼妙的北極
光。

採訪編輯

加拿大航空成功打響黃刀鎮賞極光旅遊，更積極推廣其
他地區的旅遊路線，讓加拿大所有旅遊景點都雨露均霑。因
此加拿大航空在3╱26～3╱28起連續3天於高雄、台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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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柯綺芸 圖片提供╱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

隨著遊輪產業在亞洲地區的發展日益蓬勃，2018年台灣突破百萬人次，名列
全亞洲第2，市占率僅次中國大陸，是目前最有發展潛力的區域。自2╱27台
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ACDT）正式成立之後，便開始致力於各項研討；並於
3╱12假港務公司台北會議室舉辦「發展台灣跳島旅遊航線」專題報告。

▲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曾俊鵬在台上為專題報告說明。

▲擁有「2017年亞洲最佳遊輪母港」殊榮的基隆港夜
景，充滿情調。

▲蘭嶼原住民達悟族獨木舟，外籍遊客可以體驗原始的
出海捕魚樂趣。

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邀請航港局、觀

台

Cruise）的Victory以及Quark公司總經理來台

3．海上（海島）國家公園管理規定。

光局、高雄市海洋局、臺灣港務公

參訪，他們覺得台灣深具特色，可以用外

4．外籍遊輪以及國籍遊輪相關管理法

司、基隆市交通旅遊處、台東縣交通暨觀

島跳島探險遊輪旅遊的方式來吸引外籍高

光發展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

端旅客來台旅遊，這是個良機，應該藉此

家公園管理處以及協會的理事長、副理事

創立屬於台灣的自有品牌，進軍國際，因

長、理監事等產官學界各領域菁英出席探

此協會加緊腳步舉辦研討會，希望促使計

討「發展台灣跳島旅遊航線」。台灣遊輪

畫完善。

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耿揚名在專題報告中
建議邀請國際媒體及網上知名人士（部落
客等）訪台觀光體驗，並協助推動宣傳跳
島遊輪以及特殊航線旅遊，獲得中央和地
方相關單位的支持。

台灣各島風光明媚
國際業者印象深刻
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協會理事長耿
揚名指出，台灣本島及其周邊的群島具有
豐富的旅遊資源，包括歷史古蹟文物、自

相關資料法規統整中
產官學界取得共識加速推動
專題報告中介紹了素有「海上動物園」

規。
5．台灣及離島天氣、海象資料以及航
區、航期建議。
6．提供近年來的外籍遊輪如
Caledonia等的台灣離島航線及相關資
料。
7．協助進行評估開發離島航線可行性
分析。
8．其他相關有參考價值的資訊。

之稱的加勒巴哥群島，位於赤道國厄瓜多

專業經營探險遊輪的Caledonia在2018

爾西邊600海里外，是世界上著名的旅遊勝

年3月曾以環島跳島的方式拜訪台灣7個航

地，可以作為離島航線的極佳範例，也希

點，協會理事金界旅行社全程接待，並在

望有關單位能夠提供相關資訊如下：

會中對於該航程做了詳細的介紹，針對相

1．離島航線包括的範圍：
例如澎湖、金門、馬祖、澎湖、小琉
球、蘭嶼、綠島、東沙環礁等等。

關的困難、建議跟特點進行說明分析。
航港局也表示，依據該航次的經驗，
已經整理相關離島探索郵輪使用海港所需

然生態風光、各種飲食文化和善良好客的

2．各離島具有的旅遊資源：

要的資料，近日即可整理完畢提供業者使

民風，都令遊客印象深刻，非常值得往國

包括歷史文物、自然生態風光、各種飲

用。協會認為專題報告成果豐碩，已取得

食文化、善良民風，特別需要有能表達其

相關部門的共識，可以加速推動跳島環島

特性的資料，包括文字、圖片、視頻、網

遊輪旅遊，促進台灣遊輪旅遊業邁向國際

站的中英文資料。

化。

▲被列為古蹟的金門閩南式三合院，充滿台式風格且稀有少見。

▲台灣人的熱情友善及人情味，是最美的一道風景。

際間推廣。
協會於籌備期間曾邀請國際知名營運
極地以及特殊航線探險遊輪（Expedition

▲台灣傳統糕點小吃精緻可口，總是令外國旅客念念不忘！

vol.537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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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NEWS

「發展台灣跳島旅遊航線」專題報告 盼吸引外籍高端旅客來台
參考國際遊輪離島跳島範例 產官學界攜手邁向台灣跳島新里程

當週要聞

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力推跳島遊

加拿大航空 6項銷售優勢
日間航班輕鬆中轉美加、黃刀鎮全年增為Daily2、團客升艙政策超寬鬆、
溫哥華國際機場連續9年獲Skytrax評為北美最佳機場殊榮 中文
加拿大航空台灣區總經理

陳美至

加拿大航空飛行航點遍及加拿大境內以及6大洲，超過220個國際機場，旅客可透
過台北直飛溫哥華定期航班，並從連續9年榮獲Skytrax評為北美最佳機場的溫哥華
國際機場輕鬆轉機。加拿大航空台灣區總經理陳美至表示，加拿大航空擁有他航無
法取代多項優勢，從日間航班、輕鬆中轉美加、尊享商務艙同行票優惠直到寬鬆的
團客升艙政策，或是不斷擴充機隊來推展運能，以及推出PAK來滿足市場銷售選擇
等，所打造的6大優勢都能看見加航期盼成為同業包裝團散各類商品的最佳後盾。

優勢

1.

加拿大航空日間航班一本票、不怕票價波動
加拿大航空自2017╱6╱9開航台北—
溫哥華航線以來，2017年平均載客率超
過8成、2018年平均載客率接近9成，達
161,704人次，好成績有目共睹，並且成
功引起市場與周邊業者的高度關注，也
讓加拿大政府與業者紛紛開始重視台灣
觀光市場。加拿大航空飛行台北溫哥華
航線作為日間航班，當日可銜接直達黃

刀鎮免多1天住宿，行李亦可當日清關後托運，無需再重新進行托運與辦理報到，且全
程一本票，行李件數全程2件免費，對於旅行同業規劃極光行程更加有利，不必擔心票
價波動與額外行李費用，更能節省不必要的隱藏營運成本。

優勢

2.

溫哥華輕鬆中轉美加 黃刀鎮增班為全年每日2班
知名機票搜尋引擎Skyscanner發表台
灣旅客最受歡迎的新興目的地城市當
中，加拿大黃刀鎮以黑馬之姿奪冠。陳
美至表示，2018年的金質獎北美2項獲
獎旅遊產品，一個就是黃刀鎮看極光，
也讓黃刀鎮成為賞極光的重要勝地。因
此，為了讓台灣旅客更輕鬆直搗極光重
鎮，加拿大航空

將溫哥華－黃刀鎮航班增班為全年每日2班，旅客可更彈性賞

今年更宣布
極光與享

受北國風采。此外， 加拿大航空擁有溫哥華、多倫多、蒙特

婁 、 卡

加利等樞紐城市多達64個航點之外，加航還可經由加拿大轉

機 至 美

國多達57個城市，遍及美國大小城市。

及榮獲亞太航空中心2016年航空卓越成

基礎的非營利組織，負責管理溫

就大獎以及2017世界航線發展大會的兩

哥華國際機場。YVR是加拿大第2繁忙的

項市場大獎。此外，溫哥華機場管理局

機場，2018年客運量達2,590萬人次。

是一個專門的社區合作夥伴，2017年向

共有56家航空公司在YVR營運，將乘客

本地組織共捐贈上百萬加元。致力於創

和企業連接到全球125個以上目的地。

建一個讓整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引以為

2018年，YVR在Skytrax全球機場大獎上

傲的機場、全球一流的門戶、當地經濟

連續第9年被評選為北美最佳機場，以

的推動者，以及社區貢獻者。

Raymond Ng

哥華機場管理局是一個以社區為

吳道榮

溫

溫哥華機場管理局亞洲總監

溫哥華機場管理局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加拿大航空

替同業加大利潤空間
尊享商務艙同行票優惠、引進75架最新A220、PAK產品超多元
指標貼心設計讓轉機更便利 旅客亦可預先入境美國
優勢

3.

團客升艙政策超寬鬆 同業更有獲利空間
在規劃團體最熱

優勢

5.

2019年引進75架 最新A220機隊 投入中短航程
加 拿 大 航 空

門的問題之一為團

A220預計在今年

客升艙，加拿大航

第4季陸續交機，

空則是比起國籍航

由加拿大龐巴迪公

空政策還要寬鬆，

司所研發設計，攜

除了提供商務艙、

手空中巴士公司共

豪華經濟艙團位之

同打造，全新的機

外，也提供單一旅

型，將展現高科技

客加價升等且也將

電子化、座位也更寬敞舒適、飛行更省油。單走道的窄體客機約可搭

計算為團體票，屆時同業在行程規劃以及顧客選擇上更加彈性，更能

載125人，強大的續航力有助於投入中短程布局，可涵蓋北美、中美

滿足不同需求的旅客，不必擔心散客無法成團的窘境。因此，同業在

洲，強化加拿大航空在美洲航班密度與廣度，以及有利於開發如中

運用加拿大航空操作旅遊產品上，能夠同時擁有多種艙等搭配，高端

美洲2線城市新航點。而加拿大航空也針對不同機型進行更新內艙設

的旅客的商務艙不需要額外開立FIT票，利用提前計畫不同艙等的團

計，打造更為舒適、人性化的飛行空間，在服務方面，加拿大航空更

體機票，將成本穩定後更能有獲利空間。

擁有尊享商務艙和豪華經濟艙，能提供商務旅客最頂級的享受。

優勢

4.

加拿大航空尊享商務艙 來回85,000元(未稅)起
「加拿大航空尊

優勢

6.

組成「加拿大航空假期」PAK 多元產品利於銷售
加拿大航空全方位

享商務艙」讓旅客由

布局台灣市場，除了

辦理登機手續的一

瞄準商務差旅以及探

刻，就開始享用加拿

親訪友等客群，也積

大航空悉心安排的尊

極與旅遊同業合作。

享特屬服務，包括專

像是與百威、鳳凰、

屬機場櫃台，專業又

五福、東南、行家、

貼心的禮賓服務，專

喜鴻、大興、大地

屬貴賓室及其他優先

假期、易遊網、燦星

禮遇服務，飛行途中更可以在你的私人包廂內享受可180度平躺的舒

等10家旅行社組成的「加拿大航空假期」，充分運用加拿大航空國內

適睡床；同時，還可以品嚐加拿大航空為您準備的美酒佳餚和頂級娛

線優勢，在不同季節包裝不同主題商品。今年4、5月期間以「尊爵落

樂節目。即日起至4╱30，預訂由台北出發至特選加拿大城市之加拿

磯山雙飛、5城堡全覽9天」，6月以後含4堡，雙飛為「溫哥華－卡加

大航空尊享商務艙來回機票，2人至9人之同行票，將享有來回 85,000

利－維多利亞」，省去交通時間，旅遊更加愜意。此外，也有與旅天

元（未稅）起，讓您親身體驗加拿大航空尊享商務艙貴賓的尊屬飛行

下推出多樣系列商品，多樣化的選擇，成為

禮遇。

同業銷售最佳夥伴。

黃刀鎮

●

▲距離近，省時間！溫哥華是北美洲距離亞太區最近的主要機場。

溫哥華機場優勢

加拿大航空
便利中轉航點推薦！

溫哥華

●

★航站樓所有主要標誌均有中文。
●

舊金山
●拉斯維加斯

★身著綠背心的義工隨時提供旅客詢問服務。

●

★16間免稅店，無需支付12％的消費稅，5～15％的進口關稅，可享高達60％的折扣。
★費爾蒙機場酒店，是2018年北美洲最佳機場酒店，可以俯瞰停機坪。

魁北克
●

洛杉磯

●

●

台北

多倫多

●

愛德華王子島

●

蒙特婁

西雅圖

波特蘭

★機場捷運線26分鐘直達溫哥華市中心與阿拉斯加遊輪碼頭。

★坐擁McArthurGlen名牌Outlet，距離機場3分鐘車程，全年折扣高達70％。

●

卡加利

●
●

加拿大愛德華
王子島旅遊局
發展規劃主任
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

愛

三省之一，首府為夏洛特敦

（Charlottetown）。愛德華王子島的命名源
自於愛德華．奧古斯都王子，肯特與斯特
拉森公爵（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父親）。

Chris K. Jones

德華王子島是加拿大東部海洋

知名加拿大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馬利
（Lucy M. Montgomery）更是出身於愛德
華王子島的名人之一，名著《清秀佳人》
（Anne of The Green Gables）就是以她自己
的故鄉愛德華王子島作為故事背景，現在

廣

重

R

ocky Mountaineer洛磯山之光成立於1990年，
這個世界數一數二的豪華觀光列車接待了

將近200萬的旅客，曾多次入選世界頂級火車的
行列。Rocky Mountaineer洛磯山之光和一般的景
觀火車不同，它可以說是北美洲少數真正的豪
華列車。和世界上其他的頂級列車相比，Rocky
Mountaineer洛磯山之光精緻的軟硬體設施可以
說是不惶多讓，除了在旅途中提供精品級的貼
心服務外，車廂也具備大視野的景觀窗。設有
耀悅金楓、優享銀楓2種車廂，金楓車廂是雙

是旅客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推

雨林、峰雲、加西走廊、

克里斯瓊斯

美食料理、海岸、高爾夫、戶外冒險、紅髮安妮 5大亮點

層挑高設計搭配全視野的景觀車窗，讓您能更

點

上一層樓地優閒欣賞洛磯山脈壯闊瑰麗的獨特

1. 烹飪美食
愛德華王子島是「加拿大的美食島」。盛產馬
鈴薯、藍莓、牛肉、龍蝦、貽貝和牡蠣，也是

風景。銀楓訂製穹頂單層車廂，也享有免費接
送入住飯店和免費行李運輸。此外，除了鐵道
之旅外，還能延伸阿薩巴斯卡冰原探險號雪車

加拿大烹飪學院的所在地。島上廚師喜歡採用

行、班夫纜車、洛磯山脈直升機飛行，甚至再

時令食材，從碼頭和果園到農場取材，甚至也

來趟阿拉斯加遊輪之旅，都是同業包裝旅程前

會舉辦為期一個月的美食節，以及超過60種烹

後的最好選擇。

飪活動，例如：PEI秋季風味節。

2. 海岸風光

推

廣

重

點

當旅客開始在愛德華王子島開車的那一刻起，就會看到美麗海岸。PEI高速公路與其他公路
不一樣，它帶您穿越小鎮、農村農田，以及連綿起伏的丘陵，紅砂岩懸崖和海洋景觀的壯

1. 雨林淘金之旅

麗景色，讓人目不暇給。旅客可以跟著3條路線指標，來場新奇的冒險。

溫哥華→惠斯勒→克內爾→賈斯珀—從一個極端

3. 高爾夫球

到另一個極端，這條路線穿過世界上最大的溫帶

愛德華王子島有25座令人驚豔的高爾夫球場，400多個球道，適合初學者和專業人士。球

場。儘管淘金時代已經遠去，該地區仍然有著優美

場有的可以俯瞰海洋，或是沿著河流或小徑一起前進，讓人心曠神怡。也因為PEI的高爾夫

2. 峰雲之旅

球場地利優勢，讓旅客可以1天輕鬆暢遊多個世界級球場。

溫哥華→甘露市→賈斯珀—這一路線將帶您穿越

4. 戶外冒險

光。旅程亮點包括巍峨峻峭的羅布森山和風景如畫

愛德華王子島擁有無限的冒險之旅，擁有1,600公里長的海岸線和溫暖海水，最適合出海探

4. 加西走廊之旅

險，也能在莫爾佩克灣體驗站立式單槳衝浪、風箏衝浪。此外島上還有多樣的自行車與健

溫哥華→甘露市→露易絲湖或班夫—逾125年前，

行步道，像是擁有114年曆史的鐵路步道、聯邦步道（Confederation Trail）。

班夫或露易絲湖，您將領略壯麗的群山和原野，從

5. 清秀佳人（紅髮安妮）

4. 海岸之旅

電影《清秀佳人》中，波光粼粼的湖畔、紅色的土坡路，雖然都是虛構，但對於島上居民

西雅圖→溫哥華→甘露市→露易絲湖或班夫—您將

以及廣大的粉絲來說卻非常真實。島上更規畫多樣景點讓旅客朝聖，像是夏洛特敦安妮故

英屬哥倫比亞省的溫哥華，壯闊的太平洋和海岸山

居、藝術中心的音樂劇、安妮博物館，走訪一次你就會深深愛上作者眼中的PEI。

遙之旅。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旅遊局、Rocky Mountaineer洛磯山之光、TPI Canada世運旅遊

Rocky Mountaineer
洛磯山之光

Henry Yau

加拿大世運旅遊
世運旅遊公司總裁

Miles Chen

中國區銷售總監

洛磯山之光
Rocky Mountaineer

游慶偉

2019加拿大10大旅遊體驗推介

陳聲琪

海岸 4大列車路線推薦！

TPI Canada
世運旅遊

T

PI作為JTB International（Canada）公
司的子公司，至今擁有超過45年的

美加旅遊地接操作經驗，致力於為海外
旅遊代理合作商提供最優質和最專業的
入境旅遊服務、私人訂製行程、獎勵旅
遊、慶功晚宴、教育文化旅遊、海外留
學，服務範圍覆蓋整個亞洲，為加拿大
和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的知名運營商。

推

廣

重

點
5. 班夫╱露易絲湖洛磯山之旅
到訪著名班夫國家公園及露易絲湖、乘坐冰
川雪車登上亞達巴斯卡冰川、漫步於透明玻
璃橋欣賞山湖景色。

6. 美加東楓情之旅
到訪北美小巴黎的蒙特婁及魁北克，暢遊美
國和加拿大東部經典城市及景點，並在觀瀑

1. 溫哥華櫻花節之旅

塔的頂樓旋轉餐廳享受美景午餐。

每年4月份最令人期待的活動，櫻花樹多達

7. 白馬市極光之旅

40,000棵，大多源自於日本神戶市和橫濱

乘坐專車到營地追獵夜間北極光，白色雪地

市，佔了22％溫哥華街樹。

上自由飛馳雪地摩托，體驗狗拉雪橇與雪地

2. 奇利瓦克鬱金香節之旅

犬雪上疾行。

雨林，一路行進到歷史悠久的卡里布淘金地區乾旱牧
雨林，一路行進到歷史悠久的卡里布淘金地區乾旱牧

春天季節最美麗的活動之一，賞花園有多

8. 黃刀鎮極光之旅

的自然風光。
的自然風光。

達20英畝的鬱金香，防服置身一片色彩繽

乘坐專車到營地追獵夜間北極光，白色雪地

紛的花海中，沿途還可暢遊附近名勝，享

上自由飛馳雪地摩托，體驗狗拉雪橇與雪地

受小鎮風情。

犬雪上疾行。

4. 溫哥華城市遊

9. Rocky Mountaineer洛磯山之光

行程走訪斯坦利公園、伊麗莎白女皇公

提供加西走廊之旅、峰雲之旅、雨林淘金之

這條路線串聯起了加拿大重鎮，從西海岸一路行進到
這條路線串聯起了加拿大重鎮，從西海岸一路行進到

園；暢遊格蘭維爾島、加拿大廣場；走遍

旅、海岸之旅，4條旅遊路線，享受完美服

第一批開拓者抵達至今，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第一批開拓者抵達至今，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唐人街、蓋斯鎮、市中心；漫步於樹端的

務，放鬆身心、飽覽迷人風光。

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核心地帶，飽覽所有絢麗的自然風
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核心地帶，飽覽所有絢麗的自然風
的金字塔瀑布。
的金字塔瀑布。

卡佩蘭奴吊橋。
從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出發，沿海岸線前往加拿大
從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出發，沿海岸線前往加拿大

4. 維多利亞城市遊

10. 邱吉爾北極熊之旅

脈一路伴您左右。從這條沿海路線開始，開啟您的逍
脈一路伴您左右。從這條沿海路線開始，開啟您的逍

搭乘BC渡輪前往維多利亞，到訪英屬哥倫

乘坐Tundra Buggy在邱吉爾雪地探險，在廣

比亞省皇家博物館，參觀花卉綻放的布查

闊的苔原上尋找北極熊的身影，與同行旅客

特花園，感受充滿英倫血脈的獨特風情。

討論北極熊生態。

CANADA

超值溫哥華

超級玩加

洛磯山脈、露易絲湖、班夫小鎮
品酒、OUTLET 7日

洛磯山脈、冰原雪車、硫磺山纜車、品酒體驗
溫哥華市區觀光、OUTLET、單堡9日

出發日期：4/21、4/28

出發日期：5/18、6/1

同業價

同業價

$

$

 含稅起

 含稅起

雙獅聯合國際旅行社
b2b.uplantravel.com

交觀綜字2171號

海岸 4大列車路線推薦！

來 過 一 次 就 愛 上

夢幻絕景

最高第二人省6000

飛越傑士伯、精靈湖遊船、冰原雪車
維多利亞花園之都、洛磯山脈10日

雨林，一路行進到歷史悠久的卡里布淘金地區乾旱牧
的自然風光。

加拿大洛磯山脈的核心地帶，飽覽所有絢麗的自然風

搶先預購

侏羅紀恐龍博物館、四大國家公園
冰原雪車、雙堡單飛10日

出發日期：5/31、6/7、9/27

出發日期：6/27、8/8

同業價

同業價

的金字塔瀑布。



這條路線串聯起了加拿大重鎮，從西海岸一路行進到

$

第一批開拓者抵達至今，一切似乎都沒有改變。
含稅起

$

 含稅起

從美國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出發，沿海岸線前往加拿大
脈一路伴您左右。從這條沿海路線開始，開啟您的逍

台北 02-7706-3999 | 桃園 03-347-0051

| 中壢 03-427-2110

新竹 03-563-2099 | 台中 04-2415-9877 | 彰化 04-728-5100
嘉義 05-222-4432 | 台南 06-274-6563

| 高雄 07-213-7758

焦點產品

品冠國際旅行社

遠東航空今年就是菲定了

PRODUCT

保障旅客權益！若無預警停飛 將退還訂金再提供每人1萬元補償
取得遠航直飛長灘島＆巴拉望機位 攜手業者做好品質、迎接商機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遠東航空包機直飛長灘島，省時又便捷。
2. 攜手市場上最專業的旅行社共同銷售長灘島與巴拉望商品，
品質有保障。

3. 即日起，旅客直接向品冠旅遊訂購直飛長灘島若無預警停飛，
品冠旅遊除了退還原本旅客已繳付之包機訂金之外，更提供台
幣1萬元╱每人，作為補償，以保障旅客權益。
航空直飛長灘島，並提供數十家優質旅
館和渡假村，從小資到高端選擇性多，
能滿足不同客群之需求，並內含機場來

▲品冠旅遊執行長關宏文。
▲

長灘島可體驗多項精彩的水上活動，吸引各年齡層客群。

回接送、船接送、菲律賓簽證等，貼心

多

為旅客一次安排好。

品冠旅遊，向來以高品質、多樣

目前遠東航空長灘島系列商品與百

化之行程，在市場上叫好又叫座，廣受

威旅遊、雄獅旅遊、鳳凰旅遊、富立旅

年來專營中南半島和海島商品的

旅客喜愛與信賴，看好2019菲律賓旅

飛，品冠旅遊除了退還原本旅客已繳付

遊、長汎假期、菲菲旅行社、中聯旅行

遊商機，品冠旅遊今年攜手遠東航空，

之包機訂金之外，更提供台幣1萬元╱

社等專業旅行社共同銷售中。

取得直飛長灘島和巴拉望機位，以每5

人，作為補償，以保障旅客權益。品冠

天一串，午去晚回，推出2人成行的自

旅遊保證不以欺瞞手段，堅持提供良好

由行和半自由行多款商品，市場詢問度

且穩定的飛行服務，為旅客用心安排每

高，銷售熱烈。

一趟旅程。

若無預警停飛
每人補償1萬元

攜手本國籍航空
直飛長灘 市場首選

直飛巴拉望最便捷
入住一島一飯店
針對巴拉望，透過遠東航空的直飛優
勢，每5天一串，不僅大幅省去轉機時
間，價格更是親民，成功吸引大批年輕客
群；行程中精選安排一島一飯店的朵絲帕

品冠旅遊執行長關宏文表示，近期市

關宏文強調，品冠旅遊堅持攜手遠東

瑪斯，以及當地超人氣艾維沃飯店、艾莉

場上有菲律賓籍航空公司在尚未向民航局

航空，以台灣籍航空公司的優質服務，

莎精品度假酒店等，無論是私人海灘、室

申請航權核可前，部分旅行社業者即在市

帶領旅客安心出遊，享受世界最美的沙

內外游泳池、現代化客房設備和豐富的美

場上標榜「長灘島直飛包機」，並事前聲

灘和海島假期；目前推出長灘島多款團

食料理，應有盡有，讓旅客備感尊榮，盡

明以無責方式進行銷售，卻待旅客出發日

體行程，安排入住5星級飯店、精選海

情享受最浪漫的海島假期。目前遠東航

期接近時，無預警的宣布停飛，造成旅客

景下午茶和豐盛晚餐、PALASA雙SPA，

空巴拉望系列商品與百威旅遊、雄獅旅

權益嚴重受損，求救無門。

行程精彩又悠閒，現在2人同行最高折

遊、中聯旅行社、春暉旅行社、富立旅

有鑑於此，即日起，旅客直接向品

扣4,000元，價格物超所值，不亂殺價。

遊、長汎假期、菲菲旅行社共同銷售，

冠旅遊訂購直飛長灘島商品若無預警停

針對自由行，品冠旅遊安排搭乘遠東

▲透過遠東航空直飛長灘島，便能輕鬆前往世界最美的沙灘海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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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冠旅遊提供數十家長灘島優質旅館及度假村，能滿足
旅客各種需求。

歡迎同業夥伴攜手合作，共創商機。

▲來到巴拉望，可搭船深入鐘乳石洞穴，感受世界難得一見的
地底河流奇景。

6／20起享受直飛芽莊的夢幻旅程

PRODUCT

5天1串直飛登場 入住珍珠島渡假村享受高端之旅
堅持使用傳統航空 讓旅程不再為行李、餐食而煩惱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掌握穩定機位數，每班80個座位最安心。
2. 保證入住Vinpearl珍珠島渡假村2晚，體驗樂園一票到底娛樂體驗。
3. 堅持無購物、不進購物站，讓旅程更享受。
語也可通，讓旅客溝通無障礙。
鴻毅旅行社特別推出芽莊直飛航班，
滿足同業銷售多元選擇。

▲

焦點產品

鴻毅旅行社

專家出手最安心
渡假村高娛樂性媲美迪士尼

到芽莊，許多同業都會第一個浮

提

的部分，一直有許多質疑的聲音出現，

關佳昕表示，鴻毅特別推薦享受頂

現中南半島專家─鴻毅旅行社的

甚至信誓旦旦的強調，遠東航空因受限

級旅程、全程入住5星住宿的珍珠假期5

品牌，原因在於多年前當市場尚未真

於台籍航空的緣故，非越籍而無法飛入

天，行程特別打出多項保證，包括保證

正熟悉、認識芽莊這個度假勝地時，鴻

芽莊。首重誠信與消費者權益的鴻毅，

入住Vinpearl珍珠島渡假村2晚，並可在

毅早已投入操作，並取得結合度假、娛

十分重視此部分，因此特別諮詢多方單

這個有越南迪士尼美譽的渡假村中，享

樂、美食等多元亮點於一身的珍珠島渡

位，並請遠東航空與當地有關當局密切

受所有遊樂設施免費暢玩，包括大型的

假村獨家代理權，以高規格的商品來行

聯繫，確認直飛芽莊沒有技術上的任何

水上、陸上樂園、遊樂場、海底公園、

銷市場。近2年更獨家承包過年直飛芽

問題，讓同業在銷售上更為安心，輕鬆

4D電影院等，讓旅客一票玩到底。

莊的包機，帶領旅客直飛不中轉深度探

迎接商機。

行程設定上同樣十分精采，包括安

訪這個度假天堂。而現在，鴻毅旅行社

關佳昕特別表示，芽莊的金蘭灣機場

排旅客前往Yang Bay森林保護區，在這

更精益求精，特別承包遠東航空直飛芽

早已有許多國家的航空公司飛航，包括

個擁有百年參天古木的森林中，將能欣

莊的包機，可望為市場帶來全新的旅遊

陸籍航空與韓籍航空都能看見它們翱翔

賞到少數民族表演、餵黑熊、賽豬等活

選擇。

飛入芽莊的身影，因此絕無謠傳無法飛

動，同時搭配泥漿溫泉SPA、占婆塔、

航的問題，歡迎同業安心銷售。

芽莊教堂漫遊等，讓行程精采度不斷飆

鴻毅旅行社副總經理關佳昕表示，
鴻毅連續2年過年期間都承包直飛芽莊

而透過遠東航空的飛航，同業在銷售

升。值得一提的是，鴻毅堅持全程無購

的包機，了解到市場對於該地區的旺盛

上將不用擔心機上餐食、行李托運等需

物、不進購物站，且所有觀光點門票通

需求，秉持著為市場帶來更多元銷售選

額外加價的部分，對於旅客將更具吸引

通包含，就是要讓旅客享受到物超所值

擇的理念，因此將透過遠東航空於6／

力，加上台籍航空的貼心服務，以及台

的旅程感受，歡迎同業踴躍送客。

20起開啟5天1串的直飛芽莊包機，以穩
定的運能拓深市場的操作空間。延續長
久以來對於商品的嚴格堅持，鴻毅將運
用直飛的航班搭配享譽市場的Vinpearl珍
珠島渡假村，以5星的高規格設定，為
市場提供造訪芽莊的奢華新選。

請您放心
我們一定讓您直飛芽莊
市場上先前對於台籍航空直飛芽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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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著「芽莊迪士尼」之稱的珍珠島度假村，設置多樣娛
樂設施。

▲芽莊的泥漿經高溫處理殺菌、泥漿內含豐富的礦物質。

郵 輪 即 時 通
2019 東北亞郵輪圈會議專題報導

2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獲邀2019
理事長吳勛豐以「台灣郵輪產業的前瞻發展」為題 聚焦台灣郵輪市場
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公司副總經理葉欣梁聚焦「東北亞郵輪旅遊合作」、

▲（左起）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葉欣梁、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管理學院教授邱羚、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所長林福順、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理事長吳勛
豐、臺灣港務公司執行副總經理陳劭良、釜山市市長吳巨敦、釜山港灣公社總裁南奇燦、釜山觀光公社CEO鄭熙准、駐韓國台北代表部釜山辦事處處長吳尚年、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主席朴淵集、韓國釜山
市海洋水產局局長裴炳澈。

由韓國海洋水產部、釜山市政府主辦，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KICI）、釜山港灣公社（BPA）、釜山觀光公社
（BTO）承辦的「2019東北亞郵輪圈會議」，盛邀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理事長吳勛豐以「台灣郵輪產業的前瞻發展」，
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葉欣梁以「東北亞郵輪旅遊合作」，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邱羚以
「港城聯動 推動郵輪經濟發展」為題發表演說，聚焦東北亞郵輪的發展與未來合作與展望，包括多母港郵輪航線的
合作與開發，進行交流及探討。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理事長 吳勛豐

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有

台灣郵輪產業的前瞻發展

東北亞郵輪旅遊合作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自2014／11

際遊客人數近幾年有持續成長，預估

2018年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港接靠了

／28成立以來，致力推動郵輪產官學研的交

2018年應有3萬人次以上，主要得利於

375艘次的郵輪，接待271.56萬人次，佔大

流與互動，戮力執行協會成立的4大宗旨：

東南亞及其他國際遊客來台搭乘麗星郵

陸總接待量的55.57％，蟬聯全球第4大郵

接軌國際市場、培育郵輪人才、完善相關法

輪及公主遊輪（港澳及東南亞國家為主

輪母港，相較於2017年有些許下滑，但相

規、促進港口建設。有鑑於郵輪產業不能單

力），故台灣在接待Inbound Fly Cruise的

信整體仍會有好的變化。此次探討東北亞

打獨鬥，而是亟需攜手各港口城市共同合作

人力和能力上是有的。

郵輪合作機遇，2017年日本、中國大陸、

的產業，台灣國際郵輪協會在過去幾年來，

台灣南部高雄郵輪客運大樓將於2020

韓國整體郵輪旅遊出入境皆創下前所未有

多次前往韓國及上海等地參與國際性郵輪論

年初正式啟用運營，南部郵輪市場將有全

的高峰。隨著整個東北亞國家關係好轉，

壇及活動，持續接軌國際，戮力推廣台灣郵

新的接待大樓及新的氣象，目前亟待積極

對郵輪旅遊帶有極大熱情，透過雙邊及多

輪產業，包括Fly Cruise及多母港航線的探討

吸引國際航商將郵輪佈署高雄港或訪問掛

邊，韓國、日本郵輪旅遊亦獲得較好的發

與開發，為東北亞郵輪市場提供具體貢獻。

靠高雄。臺灣港務公司計畫於高雄港第3

展機遇。

高雄港旅運大樓2020年初落成
建議合作開發母港及掛靠航線
台灣自2015年起蟬聯亞太地區第2大客源市
場（僅次於中國大陸）、世界排名則為第11

船渠興建全台第1座水平旋轉之景觀橋梁
「高雄港大港橋」，未來將開放高雄港
4-10號碼頭管制範圍，串聯駁二藝術特區
及蓬萊商業區，成為亞洲新灣區最重要的
連結關鍵。

中日韓10加3東盟組織
促進東北亞郵輪合作發展
以郵輪旅遊一體化來說，各國政府包括
韓國、中國、日本，發展郵輪旅遊已到達前

名，以台灣人口及地域規模不大卻擁有這樣

藉由大港橋串聯毗鄰之海洋文化及流行

所未有的高峰，中國目前名列全球第2大郵

的成果，確實讓亞太地區周邊國家無法忽視

音樂中心、多功能經貿園區等觀光遊憩場

輪旅遊客源地，而日本奧運會將對整個郵輪

台灣郵輪市場。

域，打造高雄港舊港區成為觀光遊憩廊帶

碼頭投資，並將引來世界最大綠洲籍郵輪停

的發展願景。

靠，都將促進整個東北亞郵輪產業的發展。

現行搭乘飛機來台並搭乘郵輪出境的國

東北亞郵輪圈會議發表演說

撰文．攝影／曾瀞葳

現況及展望、Fly Cruise及多母港合作模式 希冀共榮亞洲郵輪經濟圈
上海國際郵輪經研中心理事長邱羚以「港城聯動 推動郵輪經濟發展」演講

臺灣港務公司、台灣國際郵輪協會、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公司、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
中心等貴賓參觀釜山港，為促進3方攜手合作多母港郵輪發展進行交流與討論。

北亞郵輪圈會議於韓國釜山舉行，特別邀請臺灣港務公

東

司執行副總經理陳劭良、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理事長吳勛

豐、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葉欣梁、上海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理
事長吳勛豐（左3）、
臺灣港務公司執行副總
經理陳劭良（左4）赴
韓國參加2019東北亞郵
輪圈會議並簽署MOU，
將攜手合作推動東北亞
多母港郵輪航線。

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上海工程技術大學管理學院教
授邱羚，以及韓國海洋水產部、釜山市政府、韓國國際郵輪研
究所、釜山港灣公社、釜山觀光公社等各界貴賓共襄盛舉。
臺灣港務公司（TIPC）、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上海
吳淞口國際郵輪發展公司、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等貴賓

▲

（左起）臺灣港務公
司行銷運籌處資深處長
張紋英、韓國國際郵輪
研究所所長林福順、台
灣國際郵輪協會理事長
吳勛豐、臺灣港務公司
執行副總經理陳劭良等
人參觀釜山港。

與會，為促進3方攜手合作多母港郵輪發展，釜山港灣公社分
別與臺灣港務公司及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簽署MOU，韓國國際郵
輪研究所與台灣國際郵輪協會簽署MOU；大會並邀請台灣及上
海郵輪專家與會，聚焦東北亞多母港郵輪發展進行研討，希冀
攜手共榮東北亞郵輪圈。

限公司副總經理 葉欣梁

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 邱羚

港城聯動 推動郵輪經濟發展
實現3船同靠。

包括中國、日本、韓國10加3逐漸建立

以亞洲總體現狀觀之，亞洲郵輪遊客快速

起東盟，包括Seatrade及其他大型協會也紛

增長，吸引力很強，隨著郵輪市場東移，全

吳淞口國際郵輪港規劃郵輪物資船務接

紛建立業界聯繫機制，包括研究智庫對郵

球重心往東方傾斜。目前以中型和大型郵輪

管，貨櫃一次查驗，直接上到郵輪。推廣境

輪旅遊做了充分信息交流，建立良好的合

為主，2017年亞洲郵輪運力為66艘、35品

內下單、境外提貨，節約目的地購物所花時

作機制，促進東北亞郵輪合作發展，2018

牌，主要以大中型為主。以短航程為主，中

間，為遊客爭取更多時間體會當地文化。此

年東亞地區增長幅度和速度遠超出其他地

長線市場較缺吸引力。

外岸電技術運用領先全球，並做出歷史性突
破，航道拓寬至90公尺。

區。針對多母港郵輪旅遊，建議整條郵輪

中國郵輪產業發展3趨勢：1.整體成長放

航線大家相互作為母港，改變現有郵輪旅

緩，經過高速增長10年後，艘次、數量出現

寶山區對上海港城聯動將來目標和建議：

遊方式，讓日本、韓國、中國相互成為母

下滑。2.郵輪旅遊呈現好勢頭，更增加了體

1.加大與世界一流大集團合作，2.舉辦國際

港。

制。3.全產業鏈發展，往上下游全方位滲透。

投資促進活動，3.優化郵輪產業營銷環境，

多母港郵輪航線具備幾大基本特徵和特
點：1.相互作為各自母港，不僅僅依靠上
海或天津做母港。2.一條船上遊客來源多

長江門戶吳淞口國際郵輪港
目標從全球第4邁向第3大市場

4.打造國家級產業基地，5.打造國家級郵輪
園區，6.繼續引進國際總部公司。未來的發
展目標設定在每年400～500艘次、300～

樣化，來自中國、韓國、日本。3.岸上活

吳淞口國際郵輪港作為長江門戶，沿線高

400萬旅客人次，並從全球第4發展到全球

動更加自由自主。4.除了關注中國母港郵

達20公里，為三江匯聚處，具備優良的岸線

第3大郵輪客源市場。並以海灣政策突破，

輪，亦關注訪問港郵輪，中國10年前主要

資源，從2008年開始建設，2011年開港，

港城進一步融合，做為下一步目標。港城融

接待歐美訪問港，近10年則是母港發展速

2012年試營運並率先由皇家加勒比以母港運

合，從郵輪碼頭變成新型郵輪港，再到整個

度非常快，訪問港大幅下降，希望發展母

營，2014年躍居亞洲接待郵輪遊客數量最多

寶山郵輪城，實現港城聯動，郵輪經濟以上

港也吸引訪問港，到其他城市旅遊，增進

郵輪母港，2017年名列中國第1、亞洲第1、

海作為重要基地，在全國及亞洲佔有重要地

雙邊交流合作。

全球第2，2018年從2個泊位增至4個並首次

位。

郵 輪 趨 勢 報

名人遊輪千禧號3／18彎靠基隆
名人遊輪台灣區唯一代理麗寶旅遊 盛邀百位VIP登輪參訪
宣布3大重點計畫：愛極系列、名人革新計畫、名人花神號
撰文˙攝影／曾瀞葳

CRUISES

TREND

▲名人遊輪與美國芭蕾舞劇院合作的行程將於尖峰號、季候
號、千禧號推出。

▲名人遊輪台灣區唯一代理麗寶旅遊總經理吳瑞蓮（前排左2）、營運總監林立祥（前排左4）盛情邀請百位VIP登輪參訪。

人遊輪（Celebrity Cruises）千禧號

名

Fi、套房貴賓專屬日光甲板、套房貴賓

3／18再度彎靠基隆港，名人遊

專屬休憩區、重新打造所有客房、餐廳

輪台灣區唯一代理麗寶旅遊（喜泰旅行

酒吧和休憩區、免稅商店、Spa、員工休

社）在董事長江碩平、總經理吳瑞蓮、

息區、賭場等。

總顧問董國樑、營運總監林立祥盛情邀
請下，百位VIP貴賓登輪參訪並參加說明
會，聚焦名人遊輪3大重點計畫：愛極
系列、名人革新計畫、名人花神號做介
紹，現場反應熱烈。

▲千禧號重新打造所有客房、餐廳酒吧和休憩區、免稅商店、
賭場等。

名人遊輪「千禧號」革新亮點
全新客房、精品店、娛樂表演
讓旅客享有日光浴平台和重新設計的
休息室The Retreat、令人驚嘆的餐廳和

麗寶旅遊營運總監林立祥指出，名人

酒吧、重新設計的水療中心和賭場、新

遊輪旗艦船「愛極號 」（EDGE）於2018

銳設計師的精品店。攜手知名國際旅宿

年12月全新推出，提供豐富特色設計

設計公司Hirsch Bedner Associates（HBA）

包括：首創可移動升降的甲板平台－魔

合作改造船上艙房，並請到著名設計師

毯、打破陽台視野極限的無限陽台、挑

Kelly Hoppen(MBE)重新設計套房，革新

高3層樓的伊甸園酒吧餐廳，以及首次規

後共增加30間全新艙房，包括13間全新

劃的EDGE Villa、Iconic Suite全新房型。

AquaClass艙房、7間全新海景艙房、10

名人船隊全面升級「愛極化」
150億進行「名人革新」計畫

▲名人遊輪千禧號船上設有畫廊，可供遊客盡情逛賞、選購。

2019名人遊輪新船花神號
華麗冒險加拉帕戈斯群島

間全新內側艙房。

名人遊輪為滿足旅客旅遊世界的夢

名人遊輪推出APP服務，讓船上體驗

想，更精心規畫世界最美小島「加拉帕

更輕鬆便利。作為全球遊輪先鋒，名

戈斯群島」行程。加拉帕戈斯群島以達

旗艦遊輪「愛極號」的推出引起全球

人遊輪與美國芭蕾舞劇院和米其林星

爾文推演出進化論聞名全球，直到1535

遊輪界高度矚目，名人遊輪趁勢將船隊

級廚藝大師Daniel Boulud合作，相關行

年才被人類發現，未經過人類大規模的

全面重裝升級「愛極化」，大手筆斥資

程將於2019年在名人尖峰號（Celebrity

侵略與捕食，島上原始的動物還保有最

150億新台幣，從2019年開啟「名人革

Summit）、名人季候號（Celebrity

天真與自然共存的樣貌，也成為歐美旅

新」專案，以最新下水的「愛極號」為

Equinox）、名人千禧號（Celebrity

客及攝影愛好者的天堂。

藍圖，預計5年內時間將旗下千禧系列

Millennium）陸續推出。

及極致系列船隊陸續全面改裝，其中首
波打造的「千禧號」於今年2、3月接續
彎靠基隆港。
「名人革新」計畫與設計師Kelly

2 0 1 9 名 人 遊 輪 精 選 行 程

千禧號
阿拉斯加冰河峽灣北上南下12日
優惠價 $119,000起（含稅）
北上5／9、6／20、8／15

Hoppen再度合作，全新的「千禧號」增

南下6／12、9／4

強了多樣功能，包括全新套房、增設The

橫跨太平洋之旅自由行13晚

Retreat、設計師精品店、Xcelerate Wi-

嘉印號

4／27～5／10 驚喜價$13,000起

英倫深度挪威峽灣10日／11日
4/26（10天）8/23，8/30（11天）
陽台艙 $149,800 起

愛極號

西地中海12日

水映號

愛爾蘭挪威12天

尊榮價 NT$175,000 起
5／24 陽台艙 NT$155,800 起
附註：除自由行外，其他皆為全包團

早去午回航班加持 帶領旅客深度漫遊四國迷人風光
直飛松山輕鬆走進四國南部 結合大阪團體操作更多元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左起）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二課劉肇亞、喜鴻假期產品部線控主
▲
任楊子毅、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二課助理副課長張育綺、可樂旅遊產
品部日本線線控主任陳宗智、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二課陳信智。

後溫泉本館，以及桂濱

著重於廣島的知名景點，尤其知名節目

公園等，不論價格或是

─綜藝玩很大曾多次製作廣島的特輯，

內容設定都是旅客入門

成功吸引廣大消費客群，未來的市場成

四國的首選。5天行程

長力道值得關注。為了讓行程更為順暢

則是瞄準廣島景點，增

又不會過於奔波，喜鴻假期將帶領旅客

加了擁有日本愛情海美

造訪廣島後，乘船返回松山港口，大幅

譽的島波海道，加上日

縮短旅程的重複拉車時間。

本三景之一的宮島，嚴

而松山＋大阪商品中，早去晚回的漂

島神社等，讓行程豐富

亮時間帶將一次囊括了香川知名景點，

度向上提升。

更將造訪小豆島，搭配3年一次的瀨戶

除了純松山外，松山
進、大阪出的5天產品

日

本是台灣遊客最愛的旅遊地之

中，採早去晚回的設定，將日本三古湯

一，隨著重遊的次數增加，旅客

之一的道後溫泉、歷史悠久的松山城與

漸漸開始往2、3線城市前進，探訪更深

奈良公園、本福寺水御堂、淡路島Hello

度、多元的旅程。看好日本市場的旺盛

Kitty Smile等各縣市著名景點完美結合，

需求，長榮航空除了將於6／6、7／17

同樣十分吸睛。

分別開航名古屋、青森外，更預計於7

不僅如此，「松山四國～舟遊四萬

／18正式開航松山直飛航班，以A321飛

十5日」的行程中，除特別造訪了四萬

航每週四、日，早去午回的時間帶能輕

十川外，還暢遊目前網紅景點～下灘車

鬆抓住旅客目光。

站，這個日本靠海最近的車站由於獨一

過去長榮航空即飛航青森、松山的定

無二的美景，成為無數電視劇與電影的

期包機，在旺季階段期間提供市場多元

取景地，也因為長榮航空的松山直飛，

的選擇，尤其賞楓期間直飛愛媛縣的松

讓旅客能更便捷的造訪。

山包機，更成為獲利的保證。隨著今年
暑假轉為定期航班後，市場將能跳脫以
往大多圍繞著瀨戶內海的行程，多加著

未正式直飛松山前，以往市場商品

點，創造更多元的旅遊選擇來吸引旅客。

大多以四國右半邊的香川、高知為包裝

如松山進出的四萬十川5天中，便是探

推出松山單點4、5天之旅，以及延伸大

泉，加上走訪內子町古街，探訪當年曾

阪的不同點進出選擇，隨著松山直飛登

經繁榮的面貌。

可以更深入挖掘出坊間少有的景點。
以松山進出為例，4天將走訪經典的
金刀比羅宮、大小步危峽谷遊覽船、道

長榮／立榮航空為因應桃園機場旅客運量逐年
攀升，將自3／31開始，桃園機場出發之臨櫃
報到截止時間，將由目前航班表訂起飛時間前
40分鐘調整為前1小時，以利旅客能於足夠的
時間內通過各檢查程序進入候機室。
為避免排隊耽誤機場臨櫃報到時間，長榮航空
特別建議民眾多加利用各式自助報到方式，旅
客只要在飛機起飛前1.5～48小時之間，均可
透過手機、電腦或在機場的自助報到機進行劃
位報到，今年另於2期航廈第16、17號櫃台設
立專屬自助行李托運專區，更進一步大幅節省
托運行李的排隊時間。
目前長榮航空由桃園機場出發的旅客，採用各
式自助報到方式劃位的旅客已超過3成以上，
並且持續成長，平均自助劃位報到以及使用自
助托運行李櫃台，大約3分鐘內即可完成所有
報到手續，有效紓解機場報到櫃檯的排隊人
潮，也讓旅客在機場的行程可以更加從容。

客將可以更深入探訪高知的南部美景，
訪了經典的四萬十川，保證入住道後溫

靈活，不再僅侷限於四國的某些地區，

長榮／立榮航空
調整截止報到時間

主體，但隨著左半邊的松山開航後，旅

可樂旅遊針對長榮航空的松山航班，

場後，對於同業包裝操作上更為多元與

阪，對於年輕旅客而言更具吸睛度。

走進昔日繁榮的四國
搭配藝術季話題更吸睛

墨於四國南部的商品，也可結合大阪航

包裝更多元
單、雙點進出任選

內海藝術季，以及可以盡情購物的大

喜鴻假期也預計推出4天的版本，將

桃園─松山航班時間
班號
BR▲110
BR▲109

地點
桃園─松山
松山─桃園

起飛
06：45
11：20

▲長榮／立榮航空建議民眾多加利用各式自助報到
▲
方式，讓旅程更便利。

降落
10：10
13：05

日期
每週四、日
每週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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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LINES

松山7∕18正式直飛每週四、日

航空飛訊

長榮航空

美 國 最 大 航 空 公 司 帶 您 飛 往 任 何 想

美國航空攜手PJB（Pacific Join Business）
Choice：選擇性更多、Convenient：旅客更加便利、Cost：價格
經由東京中轉達拉斯銜接41座美洲城市 3╱31再開航東京
在2011年美國航空與日本航空攜手合作，日本
航空成為美國航空亞洲區合作夥伴（Pacific Join
Business），聯合營運提供前往美國的旅客更多便
利，獲得更多優惠的機票價格。隨著兩家航空公司
之間合作日益加深，在更多領域提升消費者體驗，
提供更好的服務，獲得越來越多的同業支持。特別
在3╱14、19、20分別於台北、台中、高雄舉辦
說明會，協助同業更加了解美國航空與日本航空的
產品優勢。

▲台北說明會。

國航空副總經理史綺珍表示，美

美

產業面對著不同的挑戰，各界也很努力

國航空不斷的進步跟改變，無論是

克服市場、迎刃而解，希望2019年在日

加大力度著手市場行銷，提升與同業的

本航空與美國航空共同努力下，提供更

互動，以及精進產品面，更有利業者包

好的服務、更優惠的票價，讓同業獲得

裝，從多方面的建立與業界的緊密度。

更大利潤。

此外，美國航空也能到各大旅行社舉辦
小型的說明會，利用1小時的時間，協助
同業解決各項疑難雜症。日本航空台灣

美國航空機型多元
共950架全球最大之一

營業處處長王富民也指出，與美國航空

美國航空目前擁有多樣機型，大型

共同一起舉辦高雄、新竹、台中、台北

客機包括47架B777-200ER、20架B777-

的說明會，獲得很大的迴響。今年旅遊

300ER、20架B787-8、22架B787-9，

3 大優勢

美國航空PJB
1. Choice：選擇性更多

˙PJB產品—日本門戶城巿自由搭配最多樣
˙PJB路線—亦可搭配AA亞洲門戶最多樣
˙羽田擴大機型串連最方便

2. Convenient：旅客更加便利

日本航空台灣營業處處長王富民

美國航空副總經理史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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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一票到底，行李直掛
˙PJB產品—日本轉機最省時
˙達拉斯國際轉國際（ITI）獨特優質產品

3. Cost：價格更為親民
˙全年提供優惠彈性票價策略
˙單國、雙國遊的最佳產品（停點彈性）
˙多種艙等可搭配符合商旅需求

3╱31開航東京成田－西雅圖
3╱31起為美國航空與日本航空，提供東京成田機場至西
雅圖往返的航班，使用機型為Boeing 787-8，提供商務
艙、經濟艙2艙等服務。
航班號碼

出發地

時間

抵達地

時間

航班帶

飛行時

JL68
AA8446

NRT

18：05

SEA

11：05

Daily

09：00

JL67
AA8445

SEA

14：15

NRT

16：25+1

Daily

10：10

美國航空空中體驗
˙B777-300ER Flagship First頭等艙
1. 完全平躺座位，全走道自由進出。
2. Bose® QuietComfort® Acoustic Noise Cancelling全罩
式耳機。
3. 17吋個人大螢幕體驗機
上娛樂系統。
4. Wi-Fi服務全程19美金。
5. 空中自助吧台。
6. 提供睡衣及鋪床服務。

去的地方

10大樞紐航點輕鬆暢遊全美洲
撰文．攝影／張偉浩 圖片提供／美國航空

夥伴日本航空 舉辦北中南說明會
更為親民 3大優勢 提供同業操作更多元的美洲旅遊商品
成田—西雅圖 推出24,836起（年票）優惠票價 最給力

▲台中說明會。

▲高雄說明會。

是全球最大航空之一。目前利

年，日本航空與美國航空已攜手合作，日

用10大主要樞紐：夏洛特、

本航空成為美國航空亞洲區合作夥伴，聯

芝加哥、達拉斯、洛杉磯、邁

合營運提供前往美國的旅客更多便利，獲

阿密、紐約（甘迺迪、拉瓜迪

得更多優惠的機票價格。隨著兩家航空公

亞）、費城、鳳凰城和華盛

司之間合作日益加深，預計今後將在更多

頓，可以銜接全球超過50個國

領域提升消費者體驗，提供更好的服務。

家，將近350個目的地。

透過PJB的優勢旅客可以經由東京中轉達拉

東京中轉達拉斯
銜接美洲41座城市

空中巴士也有15架A330-200、9架A330300，以及其他中小型客機，共950架，

為了擴大亞洲區的服務網絡，早在2011

斯銜接41座美洲城市，包括5個加拿大城
市、17個墨西哥城市、12個中美洲城市、
7個南美洲城市，而且只需要80分鐘內就能
輕鬆前往。

美國航空票價優勢
1. 常有優惠促銷，且旺
季票價競爭力極高。
2. 提供航班選擇多。
3. 中途停點有彈性。
4. 可與多種票價混艙。
˙B777-300ER、B777-200ER、B787-8、B787-9 Flagship
Business商務艙
1. 完全平躺座位，全走道自由進出。
2. Bose® QuietComfort® Acoustic Noise Cancelling全罩式
耳機。
3. 16吋個人大螢幕體驗機上娛樂系統。
4. Wi-Fi服務全程19美金。
5. 空中自助吧台。
6. 電源插座及USB插孔。
※精心挑選4款時尚品牌過夜包：3LAB, Clark's Botanicals,
Cole Haan & C.O. Bigelow，將帶給乘坐頭等艙和商務艙
的旅客更加舒適與精緻的空中體驗與享受。
※2019年Q2頭等艙＆商務艙提供B＆O耳機
音響界的精品品牌Bang＆Olufsen（B＆O）首次與航空
公司合作也是唯一一家，美國航空即將於2019年第2季
將此最高端的音響品牌耳機提供給頭等艙和商務艙的旅
客使用，其獨特的個人化品味延伸，將帶給旅客最高品
質的音樂和沉浸式的舞台音響效果呈現。
˙B777-300ER、B777-200、B787-9 Premium Economy豪
華經濟艙
1. 除噪耳機。
2. 舒適寬敞座位。
3. 電源插座及USB插孔。

4. Wi-Fi服務全程19美金。
5. 11吋個人大螢幕體驗機上娛樂系統。
6. 豪經艙專屬過夜包。
7. 主廚特製餐食＋Boddy Stuckey設計酒單。
※搭乘美國航空頭等艙、商務艙和豪華經濟艙的旅客可
以更放鬆地入眠，美國航空和不斷創新的Casper公司合
作，全新研發出高超質感
的枕頭、羽絨被、毛毯、
腰枕、睡衣和拖鞋，將帶
給旅客前所未有的空中好
眠體驗，尤其是在最需睡
眠品質的長程越洋航段。

豪華經濟艙跟超級主艙比一比！
項目

豪華經濟艙Premium Economy B777200（24）、B 777-300ER（28）、
B 787-9（21）

超級主艙Main Cabin Extra
（ALL）

座位

有舒適的座椅位子
寬度及間距皆有加大

座椅同主艙
前後間距約加長
6英寸

票價

有專屬的票價及訂位艙等P╱W

與主艙同價，開完票後要
上網加價選位

餐點

主廚特製餐點及免費啤酒、葡萄酒
和烈酒

同主艙

其他

有免費的盥洗包
Casper獨家枕頭毛毯

同主艙

˙TPE—LAX為例
美國航空（AA）

他航直飛航班

24,836起（年票）

36,000起（3個月）

˙團體需求
國際線團體：經香港轉，TPE╱RMQ╱KHH—HKG搭配
CX╱KA航班。

˙票價可與國泰聯營航班做搭配
可使用跟CX聯
營的航班，去
或回必須有一
段越洋段是AA
的正航班。

美國航空聯絡方式
E-MAIL：AA.TW@AA.COM
電話：02-2563-1200轉1
SKYPE：aa_ticketing@chinaexpresst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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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行銷部 TEL :

02-2581-3939 / 02-2523-9199

桃園同業行銷部 TEL : 03-3 3 3 - 3 1 0 1 FAX : 03-334-7890

台中同業行銷部 TEL : 04-2225-6199 FAX : 04-2225-3199

FAX : 02-2523-2702 /

彰 化 同 業 行 銷 部 TEL :04-7228-777 ＃4731

02-2521-8505

台 南 同 業 行 銷 部 TEL :06-2159-623 前金同業行銷部 TEL :07-2153-388

特別企劃

金豬大吉永創旅
龍騰報喜盛世遊

舉辦第61屆

FOCUS

創業艱難 守成不易 前人立下良
特 別 頒 發 特 殊 貢 獻、10 年 資 深

▲（左10起）金龍永盛旅行社董事長沈鵬溶、金龍永盛旅行社執行董事長朱光志，與各部門及各分公司主管、各界
▲
貴賓一起合影。

金龍永盛旅行社力求在團隊上的精益求精，也不畏市場的險困，要將
旅遊產品做到最到位。在團體、團體自由行、MICE旅遊及票務等方
面做全方位的發展，也與理念相同的塔克旅遊合作，帶給旅遊市場多
元化的產品銷售。為了歡慶成立超過一甲子，慶祝61周年的的喜悅，
特別舉辦春酒聯歡晚會，聚集來自台北總公司，以及台中、彰化、嘉
金龍永盛旅行社董事長

朱光志

沈鵬溶

金龍永盛旅行社執行董事長

義、台南、高雄5個分公司共襄盛舉，場面歡樂又備感溫馨。
龍永盛旅行社執行董事長朱

山的辛勞，常常為了工作披星戴月，

表示，前人種樹後人乘

在連續假日旅客出遊最重要的日子，

涼，也不可忘飲水思源的道理，金龍

付出更多的心血，讓公司一直能邁向

永盛旅行社經營超過61年，其最早的

成長的目標，深感榮耀。而每一個員

創辦人莊漢開之子莊威顧問，以及前

工對於金龍永盛來說更是重要的小小

交通部次長張邱春顧問，都對於金龍

螺絲釘，拴住的不只是客戶的心，更

永盛旅行社立下良好基石功不可沒，

是整間公司的牢不可分的重要環節，

也讓往後接棒的後輩能夠更加穩健踏

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最後預祝

實。所謂創業艱難守成不易，金龍永

所有員工與旅遊同業，面對2019金豬

盛全體員工也是不忘前人打下一片江

年能夠事事如意、健康快樂。

金光 志

金龍永盛旅行社祭出100個獎項！
為了讓員工有感，金龍永盛特別抽出100個
獎項，包括4千～2萬元不等的現金獎項之
外還有多樣的住宿券，更有國泰航空（香港
線機票、東北亞機票）、中華航空亞洲線機
票、長榮航空（東南亞、美國線機票）、土
耳其航空歐洲線機票、荷蘭航空歐洲線機
票，讓所有員工同歡。

▲各大長官抽出4,000～2萬元不等的現金獎項，以及住宿券、機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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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夫人也特別加碼2萬塊，提
▲
供員工抽獎。

春酒聯歡晚會 賓主盡歡

撰文．攝影／張偉浩▲▲

好基石 後人接棒穩健踏實 員工永遠是集團最重要的支柱
員工獎、員工榮升喜訊 再抽出100個獎項 場面歡樂溫馨

▲台中分公司團隊合影。
▲

▲彰化分公司團隊合影。
▲

▲嘉義分公司團隊合影。
▲

特殊貢獻獎：金龍永盛旅行社協理胡怡林
金龍永盛曾遭駭客
惡意攻擊，使用假
信用卡訂機票，險
些造成公司損失。
由於金龍永盛旅行
社協理胡怡林積極
於航空公司周旋，
讓機票順利退票，

▲高雄分公司團隊合影。
▲

▲台南分公司團隊合影。
▲

沒有任何違約金產

金龍永盛10年有你真好！
金龍永盛創立超過60年，資深員工都是公司的梁柱，為了感謝員工10年來的忠
誠，特別在每年春酒感謝屆滿10年的員工。

生，特此頒發特殊
▲（左起）金龍永盛旅行社總經
▲
理楊琮霖、協理胡怡林。

貢獻獎，以茲鼓
勵。

恭賀！台中分公司協理尹雯華榮升副總經理
台中分公司整
體▲ 架構為台北總
公司的縮小版，
約有50位員工左
右，▲ 完整提供票
務、團體、商務
的服務。除了金

▲服務10年員工頒獎合影。
▲

龍旅遊總經理楊

▲

（左起）金龍永盛旅行社執行董事長朱光志、金龍永盛旅行社董事長沈鵬溶舉杯，向員工們
敬酒，展開春酒序幕。

琮霖帶領之外，
尹雯華也輔佐有

各分公司帶來歡樂的表演 讓員工笑開懷

成，特別在春酒
當日宣布榮升副

除了有酷炫的雷射

▲台中分公司協理尹雯華榮升副總
▲
經理（左）、金龍永盛旅行社總經
理楊琮霖（右）。

燈光搭配時下最流
行的舞蹈，以及讓

總經理。

全體員工都能一起
動起來的「海草
舞」。台南分公司
更是精心拍攝影

▲酷炫電子燈光熱舞。
▲

▲台南分公司特別帶來抖音最熱門的《隔壁泰山》。
▲

片，搭配抖音最
熱門的《隔壁泰
山》，讓員工一起
來猜猜出現在影片
中的台南著名景點
是哪些，可說是別
出心裁。
▲可愛的海草舞，讓台上台下一起動起來。
▲

▲春酒實況熱鬧非凡。
▲

▲（左起）金龍永盛旅行社總經理林英明、總經理楊琮霖、
▲
顧問張邱春、執行董事長朱光志，一起獻上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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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劃

金龍永盛旅行社

成立61年 經典旗艦商品問世

FOCUS

大人的靜岡5日 享受團體自由行樂趣 發現心日本獎肯定
塔克河輪親子多瑙河 共享天倫 7／31出發 遊德奧斯匈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BURABURA GO大人的靜岡5日」直飛靜岡，全新玩法。
2. 「奇幻印度8日」安排入住拉克西米尼瓦斯皇宮。
3. 德瑞、奧捷、克斯波，旅客能自在漫步於各大主要城鎮。
社、富士山世界遺產中

10日」則是遊覽波士尼亞朝聖雙城（莫

心，品嚐Nanaya藤枝抹

斯塔爾古橋、默主哥耶聖母顯靈），以

茶。

及走訪波斯托伊納岩洞、布雷德湖、

▲塔克河輪帶領親子深度探索歐河文明。
▲

「印度傳奇6日╱奇幻

十六湖國家公園3個必訪景點，探索2個

金

龍永盛旅行社擁有61年的旅遊

印度8日」產品皆走訪印度金三角，6日

世界文化遺產杜布洛夫尼克老城、斯普

經驗，成立以來獲得無數獎項

走訪4個世界文化遺產、體驗瑜珈、穿

利特戴克里先皇宮。

肯定，包括金質獎、日本觀光局「發

著印式傳統服裝遊泰姬瑪哈陵，8日則

「神奇奧捷10日」安排旅客入住3晚

現心日本獎」，以及塔克旅遊的Agent

暢遊5個世界文化遺產，並特別安排入

布拉格全覽黃金6區，並體驗奧地利湖

Achiever肯定，是同業安心交付的最佳選

住拉克西米尼瓦斯皇宮，曾招待過多國

區、伏爾塔瓦河雙遊船，再拜訪國王

擇。目前特別推出「BURABURA GO大人

皇宮貴族，能感受百年前的歷史與皇宮

湖。此外，旅客能在布拉格、莎姿堡、

的靜岡5日」、「印度傳奇6日╱奇幻印

生活的豪華氣派。「夢幻芽莊4╱5日」

維也納，享受自我探索的樂趣。

度8日」、「夢幻芽莊4╱5日」、「神

透過越捷航空4╱3開航芽莊優勢，帶領

奇德瑞少女峰10日」、「神奇克斯波10

旅客體驗泥漿浴、三寶表演、天依女神

日」、「神奇奧捷10日」、「塔克河輪

廟、41層哈瓦那空中下午茶。5天再延

親子多瑙河8 日」，帶給同業最全面的

伸珍珠島樂園。

銷售商機。

越捷航空4╱3開航芽莊
包裝4╱5日雙產品

神奇系列商品再發威
德瑞、奧捷、克斯波

塔克河輪親子多瑙河8日
12歲孩童折扣500美金
「塔克河輪親子多瑙河8 日」於7／
31（暑假）出發，行程天數：8天7夜，
遊覽德國、奧地利、斯洛伐克、匈牙
利，並設計多樣小朋友專屬遊程，包括

「神奇德瑞少女峰10日」安排3晚住

帕紹的步行導覽、尋寶探秘、帕紹杏

「BURABURA GO大人的靜岡5日」由

宿瑞士境內，乘坐瑞士最貴的登山火

仁糖，斯洛伐克Bratislava的騎士鬥爭遊

美好伊豆創造中心、富士地區旅遊推廣

車—少女峰齒軌火車、走訪黑森林秘境

戲、劍術表演、中世紀舞蹈表演，讓家

評議會、富士之國靜岡縣駐台辦事處聯

瀑布健行、蒂蒂湖遊船、新天鵝堡入

族旅客共享天倫。目前推出12歲孩童折

合私房推薦，每週五出發，享受團體行

內，以及蒂蒂湖黑森林、盧森湖、波登

扣500美金。此外，還有2020年葡萄牙

的便利與自由行的愜意，以精緻小品路

湖3大名湖。此外，旅客能在慕尼黑、

斗羅河河輪，推出8天或12天2種行程，

線探訪富士山之國。景點包括搭乘大井

盧森、伯恩享由自由漫步時光，並在慕

頭尾各在里斯本及馬德里住2個晚上，

川鐵道列車，參觀鎮守富士山的淺間大

尼黑安排米其林推薦餐。「神奇克斯波

已經開始接受訂位。

▲靜岡最著名的風景就是茶園搭配富士山。
▲

40

旅 奇 週 刊 v o l. 537

▲芽莊有東方夏威夷之稱。
▲

▲十六湖國家公園，優雅多彩讓人沉醉。
▲

金龍永盛旅行社

靜岡Bura Bura GO引領市場潮流
住在靜岡21年的日本達人加藤尚志親自帶路 行程就是與眾不同
自製地圖與行程表 深度且不趕行程 餐食具特色 旅客反饋極佳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加藤尚志

廣受市場好評，不僅旅客的滿意度高，
因獨創路線與特色餐食，更是擄獲旅客
的心，多年來吸引大批死忠粉絲，在日
本旅遊市場擁有極高的知名度。
日本散步達人加藤尚志表示，金龍永
盛旅行社「靜岡Bura Bura GO」今年即將
邁入第3年，全新2.0版行程登場，與一
般團體路線做出區隔，將帶旅客走訪獨

▲靜岡Bura▲Bura▲GO獨家安排夢幻景點，帶旅客拍網美照。
▲

家私房景點，眺望富士山與櫻花、油菜

岡人的生活模式瞭若指掌，例如哪家餐

花共同盛開的夢幻秘境，以及連續3天

廳好吃、哪裡有折扣特價，都能跟客人

入住同一家優質飯店，帶旅客以「在地

分享，加藤尚志也運用多年來的美術專

金

人」的角度，深度探索靜岡多樣魅力。

才，親自設計一份靜岡地圖路線與行程

岡Bura Bura GO」，以定點深度的

加藤尚志居住在靜岡長達21年，對

旅遊模式，帶旅客跳脫傳統旅遊行程，

靜岡當地觀光景點熟悉之餘，更是對靜

▲日本散步達人加藤尚志。
▲

龍永盛旅行社自2017年推出「靜

表，讓旅客能一目瞭然，與一般導遊帶
團方式，可說是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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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產品

尊榮假期

尊榮國際（綜）旅行社
享趣旅行社

連住3晚凡賽斯酒店Palazzo Versace

PRODUCT

攜手昆士蘭州旅遊暨活動推廣局 推出全新澳洲旅遊行程 商品高貴不貴
全新企劃入住「全球唯4」的精品酒店PalazzoVersace4人成行輕鬆出發
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PALAZZO▲VERSACE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運用華航每週二直飛布里斯本，推出6天3夜半自由行。
2. 4人成行，10人以上派領隊，三五好友相約即可出團。
3. 凡賽斯皇宮酒店（Palazzo Versace）曾獲選為澳洲最奢
華飯店，也是世界4大精品酒店中其中一家，依偎在美
麗的太平洋和波光粼粼的黃金海岸布羅德沃特之間，酒
店地處海濱，建築宏偉，義大利家具裝潢、頂尖服務，
展現極致尊貴氣派。

▲凡賽斯酒店裝潢風格既奢華又典雅，相當吸睛。
▲

喜愛的度假方式，無論

賽斯專賣店、澳洲首家水沙龍、享負盛

是在義大利精品凡賽斯

名的水療中心、健身房等，讓旅客能享

提供市場超值又優質的旅遊商品，

為

酒店中享用泳池、桑拿，來一趟尊貴氣

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今年攜手

派的假期，也可前往市區大型商場購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旅遊暨活動推廣局，

物，盡情血拚，滿足旅客需求，此行程

共同推出全新的澳洲旅遊行程，帶旅客

目前推出直售價僅46,500元起，同業價

以直飛方式，輕鬆前往布里斯本，安排

43,800元起（含小費及稅金），價格非

入住全世界最頂級的精品酒店之一的凡

常吸睛，報名踴躍。

賽斯酒店，並輕鬆漫遊黃金海岸及市區觀
光，盡情體驗昆士蘭州獨有的浪漫魅力。

搭華航直飛布里斯本
打造全新半自由行

受到世界上最奢華的旅程和頂級服務。

連續入住3晚凡賽斯
價格親民物超所值
劉正輝強調，許多旅客都住過5星級
飯店，但凡賽斯酒店的水準，遠超過5
星級，展現出非凡的氣質，吸引許多名

全球首家精品名牌酒店
完美詮釋奢華品味

人入住，而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今
年特別安排連續入住3晚，讓旅客能好

凡賽斯酒店是全球第一間完全由精品
名牌所打造的飯店，耗資澳幣3億元，不

好享用飯店設施，並且提供豐盛的自助
晚餐和精緻下午茶，滿足旅客味蕾。

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董事長劉

僅聘請義大利工匠來製作，酒店內所有

凡賽斯酒店週邊有大型購物商場、主

正輝 表示，市場上有許多布里斯本行

材料及拼貼磁磚也皆從義大利進口，充

題樂園、高級餐廳，甚至麥當勞，讓旅

程安排進購物站、入住郊外旅館，以壓

分展現凡賽斯的經典風格。走入富麗堂

客能依照預算，挑選自己喜愛的餐食，

低成本，無法好好享受布里斯本的美麗

皇的大廳，便可欣賞到華麗的大型水晶

酒店也有私人碼

風光，為此，今年透過華航每週二出

燈、金碧輝煌的地板，以及歐洲宮殿與

頭，可享有多樣

發的班次直飛布里斯本，推出「澳洲

羅馬皇宮的建築特色，令人嘆為觀止。

化海上活動，動
靜皆宜，玩法多

凡賽斯酒店位於黃金海岸，擁有200間

店6天」，以4人成行（10人以上派領

客房，裝潢風格典雅，從家具到餐具都

元。

隊），帶旅客輕鬆出發，說走就走。

選用凡賽斯品牌，完美詮釋奢華品味，

來到黃金海岸不可錯過
庫倫濱野生動物保育區，
一睹無尾熊的可愛魅力。

以半自由方式，讓旅客能自行選擇

酒店更擁有3間得獎餐廳、私人碼頭、凡

▲透過華航直飛布里斯本，即可以超值的價格入住凡賽斯酒店。
▲
▲凡賽斯酒店客房從家具到餐具都是凡賽斯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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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醉愛PALAZZO VERSACE凡賽斯精品酒

▲凡賽斯酒店擁有65公尺的戶外泳池以及私人沙灘，是布里斯本度
▲
假的首選地。

焦點產品

西伯利亞航空假期

帶你前進庫頁島與堪察加半島

PRODUCT

搭乘西伯利亞航空直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行程更便捷
將舉辦全台9場同業說明會 行程創新獨特 保證退佣 共創商機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取得西伯利亞航空直飛符拉迪沃斯托克穩定機位，保證出團。
2. 市場獨家推出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與北韓平壤雙國遊行程。
3. 全新企劃符拉迪沃斯托克＋堪察加半島、符拉迪沃斯托克＋庫頁島特色行程。
3╱26～4╱10期間在台北、桃園、新

長，商品售價更是動輒20萬以上，相

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宜蘭、

當昂貴，然而今年透過西伯利亞航空直

花蓮等地舉辦全台9場同業說明會，完

飛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輕鬆轉往這些

整呈現西伯利亞航空假期系列商品優勢

夢幻島嶼，省時又省力，價格也親民許

與賣點，協助同業銷售，期盼集結全台

多。

業者力量，一同做大商機。
西伯利亞航空直飛符拉迪沃斯托克，
▲行家旅行社同業部經理井慶瑜。

航程約3小時45分，晚去午回，以A320

深入堪察加半島
搭直升機看熊抓鮭魚

自5╱24起，西伯利亞航空即將開

由

機型執飛，共有8個商務艙座位、150個

在庫頁島行程中，將安排走訪琥珀海

通桃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

經濟艙座位，而此次西伯利亞航空假期

岸、鄂霍茨克海沙灘，優美的風光，讓

崴）航線，每週五出發，提供旅客更便

取得一手機位，包裝出多款精彩行程，

人心曠神怡，還能感受中日俄3國統治

捷的飛行選擇！看好俄羅斯旅遊商機，

5╱24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庫頁島保證

下的歷史和當地傳統文化；堪察加半島

由西伯利亞航空台灣總代理中大旅行

出團，其他出發日期詢問度也非常高。

行程則規劃搭乘直升機（自費），從空

社，攜手行家旅遊、東南旅遊、富立旅
遊、開喜旅行社、喜鴻假期等業者組成
「西伯利亞航空假期PAK」，運用西伯

經符拉迪沃斯托克轉機
行程便捷 價格親民

中眺望卡雷姆斯基火山、小瓜子火山、
烏宗火山口等，一睹世界遺產的壯麗景
色，若在8月上旬至9月前往，還能到山

利亞航空直飛優勢，以及中段航班延伸

井慶瑜強調，透過西伯利亞航空綿

林中，觀賞難得一見的熊抓鮭魚，相較

至庫頁島、堪察加半島，甚至北韓平壤

密的國內段航班，可設計出多款創新行

於阿拉斯加的熊抓鮭魚行程，價格划算

等，創新獨特的行程內容，價格物超所

程，例如經符拉迪沃斯托克轉機，延

許多。

值，掀起市場轟動。

伸至堪察加半島，輕鬆前往俄羅斯東北

不僅如此，西伯利亞航空假期今年更

部的火山群島，或是經符拉迪沃斯托克

首創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韓行程，透過

轉機至庫頁島，一睹神秘的北方森林島

直飛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含2段中段航

嶼，尤其近年來在公主遊輪商品的帶動

班：符拉迪沃斯托克╱平壤，安排入住

下，庫頁島旅遊相當熱門。

符拉迪沃斯托克3晚、平壤4晚，帶旅客

舉辦9場同業說明會
攜手業者 迎接商機
西伯利亞航空假期中心─行家旅
行社同業部經理井慶瑜 指出，為進一

以往若要前往堪察加半島、庫頁島

步推廣西伯利亞航空假期商品，將於

這類特殊路線，因路途遙遠、轉機時間

▲西伯利亞航空假期特別安排旅客能自費搭乘直升機，一睹
堪察加半島火山群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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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中下旬來到堪察加半島，有機會欣賞到野生棕熊。

一次走遍俄羅斯東方大城和世界最神秘
的國度─北韓，獨家行程，機會難得。

▲庫頁島在近年公主遊輪商品帶動下，市場詢問度高。

焦點產品

樺一旅行社

濟州島優惠商品持續發燒中！

PRODUCT

藍鼎5星級飯店＋易斯達航空 床位、機位穩定供應
純淨高山黑毛豬肉明星最愛 主題咖啡館打卡變網紅
撰文╱柯綺芸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擁有易斯達航空濟州航線固定機位，利於穩定銷售。
2. 易斯達航空預計將在夏季增班，每周增班2班，出發選擇彈性。
3. 最新濟州島機加酒行程，入住5星藍鼎酒店，2人成行，優惠17,900元起。

▲樺一旅行社董事長嚴從音。

▲濟州神話世界（Shinhwa Theme Park）園區鳥瞰圖。

▲入住濟州神話世界裡的藍鼎5星級度假酒店（Landing Resort）。

州島為韓國最南端的島嶼，位於南

濟

Resort，房間明亮寬敞、內裝時尚現代、

韓國是非常熱愛咖啡的國家，南韓街

韓半島的西南海域，氣溫宜人、景

設施齊全舒適，提供免費WIFI、24小時送

頭處處可見大大小小不同品牌的咖啡店；

色優美，近幾年除了戶外景點，還興建

餐服務、24小時商務中心等。旅客還可

在濟州島同樣林立各式風格迥異的咖啡

了令大人小孩都瘋狂的主題樂園、以及

享有主題樂園、健身房、室內恆溫游泳

館，有明星以公益之名開設的咖啡店，

各種新奇有趣的博物館；從台灣直飛只

池、兒童遊戲室、保齡球等多項設施和

將所得捐給了兒童康復醫院，讓客人能

要1小時又40分鐘，航班多且方便又快

美食餐廳，是濟州當地人氣最高的度假

夠盡一分做善事的心意；也有網紅愛去

速，成為台灣人出國度假的首選。

酒店。

拍照的主題咖啡廳，不但可以品嘗香濃

樺一旅行社董事長嚴從音表示，目
前已經取得易斯達航空直飛濟州島航線
每班150個機位，數量穩定、有利於同

黑毛豬肉任挑選
特色咖啡佐甜點

的咖啡，還有各種做工精緻的甜點，讓
每張照片拍出來都讓朋友圈裡紛紛按讚。

5星藍鼎飯店住3晚
酒店自助早餐最澎派

業銷售，為滿足市場需求，易斯達航空

濟州島的漢拏山上空氣新鮮、水質清

預計將在夏季班表增班；新增週三、

澈，是濟州島海拔最高的一座山，半山

週日，一週達到4班（一、三、五、

腰上所飼養的黑毛豬吃起來特別美味，

無論是規劃即將到來的清明連假，亦

日），飛往濟州度假旅遊更加便利。

因此絕對不能錯過當地美味的黑毛豬烤

或是春天過後的小旅行，濟州島都是航

來到渡假勝地一定要吃好住好，除了

肉大餐，如果是迷妹，還可以到G Dragon

程近又方便的絕佳選擇，且價格親民容

掌握機位主控權之外，樺一旅行社也持

的愛店去朝聖，也許會意外撞見偶像就

易入手。樺一旅行社經營濟州島航線及

有濟州神話世界度假酒店─5星級藍鼎飯

坐在隔壁桌；或者到「黑豬肉一條街」

旅程長期以來廣受好評，行程安排推陳

店的保留權，擁有615間客房的Landing

好好挑選喜歡的店家大啖美食一番。

出新，也為旅客爭取各項優惠。
最新套裝行程有「藍鼎飯店4天3夜＋
主題樂園＋酒店早餐」2人1間房，每人
只要17,900元起；可以搭乘藍鼎飯店專
屬接駁車，接駁時刻表都可以在官網上
查詢。每天早上都包含菜色豐富、用料
頂級的5星級Buffet，讓旅客一早就吃飽
喝足，精力滿滿前往樂園或出門遊玩，

▲可愛的韓國傳統服飾布偶，適合當伴手禮帶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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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漢拏山上空氣清新、水質清澈飼養出來的黑毛豬肉。

只要2個人即可成行，說走就走。

編譯／張笠筠 圖片提供／旬刊旅行新聞

日旅新選擇 「私人導覽旅遊」關東開跑 太平洋渡輪 睽違八年新船KITAKAMI就航

J A PA N

C2C服務平台 串聯口譯導覽與外國客
內容扎實為賣點 可選擇方案破150個

苫小牧—仙台—名古屋航路 1月底始運
太空旅行設計概念 多房型顧各方客源

1

／25起，太
平洋渡輪推

出了自2011年的
otomo董事北
川朝輝（右）
與廣報課大谷
氏（左）。

▲

和風日本

日本合作刊物：旬刊旅行新聞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ISHIKARI」以
來暌違8年的新船
「KITAKAMI」，
正式就航於苫小
牧－仙台－名古
▲首度導入的寵物房型（限2～3人）。

本東京都文京區新創公司otomo自1／22起，開始了串連

日

屋航路；而運

口譯導覽與訪日外國遊客的「私人導覽旅遊」服務，價

行三十載的KITAKAMI舊船也功成身退。新船的設計理念訂為

格坐落於1到2萬日圓，並提供外國客選擇導覽與旅遊方案的

「太空旅行」，並於船艙內上演宇宙感強烈的奇幻投影演出。

C2C平台。此商品最為關鍵的旅遊方案部分，現已備有東京都

客房方面也有多種選擇，除了挑高天花板與交叉床型的cross

與神奈川、千葉、琦玉3縣等超過150種選項；為在各方案中放

bed基本房型（33房），也有商務房（10房）、無障礙房（2

入5到6個景點，總共橫掃一千個以上的地域。

房）、以及首度導入的寵物房型（2房），讓旅客能攜帶愛寵共

公司董事北川朝輝表示「除了熱門招牌景點，還有很多充
滿魅力的地方」。例如和紙產地琦玉縣小川町，雖然人口僅約

遊。此外，全新房等的「經濟單人房」也粉墨登場，雖是多人通
鋪卻備有鑰匙和個人空間，適合一人旅客與商務客多加利用。

三萬人、不被外國遊客廣為認識，卻靠有千年以上傳統的和紙

而公共空間，則有以天空為設計概念的明亮大浴場、樹木造

與老街享有人氣。今後，旅遊方案預計將增為現行兩倍的300

型燈柱十分吸睛的餐廳等。載客上限為535人，乘載車輛上限

種，並期望進出關西圈、將服務擴及全國13都道府縣。

則為大卡車166輛、小客車146輛。

鹿兒島日當山西鄉殿村 物產館開業 小船漂空中？ 柏島絕美透明海域 千葉館山家庭公園 沙雕花卉美展
備有「Gensen霧島」品牌認定美食商品
當地食材Buffet午餐 成人僅約千日圓

極清澈寶石綠海域 掀起網路討論熱度
每日早午各1船班 4月中旬開始實施

世界冠軍操刀創作 3座沙雕全年展示
與四季花卉結合 創全新打卡景點

於鹿兒

位

島縣霧

島市的觀光設
施「日當山西
鄉殿村」，除
了重現西鄉隆

於高知縣西南端，與四國本島以

盛在日當山溫泉借宿的龍寶家屋敷的「西

位

鄉殿之宿」外，也於1月23日開設了附餐

島」，近期聚集了不少目光。柏島周圍

2

廳的物產館與足湯等設施；物產館售有

的海域以極高的透明度享譽，寶石綠的

開始全年展示花卉與沙雕相映的美景。

黑醋製品、霧島茶等特產，更有霧島美

海景可謂一絕；透明度最高可達30至

園內沙雕是由2017台灣世界沙雕大賽的

食協議會品牌「Gensen霧島」旗下商品。

40公尺，使得海面上的小船猶如飄在空

冠軍保坂俊彥所創作，這也是日本國內

餐廳備有46席，11到15點可享用當

中，吸睛照片在社群網站上亦掀起討論

初次的戶外長期展示；遊客可在入園口

熱度，蔚為話題。

的花壇（1座）與園內花田（2座）觀賞

▲物產館正式誕生（右）。

地食材的午餐Buffet（成人1100日圓）；
15到18點則能作為咖啡吧使用。而足

橋樑相連、周長僅3.9公里的「柏

同時，四月中旬至十一月下旬，可探

▲被罌粟花環繞的沙雕。

019年，千葉縣館山家庭公園的主題
訂為「花與沙藝的融合」，並於2月

寬5公尺、高4公尺的沙雕，這全新的打
卡景點也吸引不少民眾到場猛按快門。

湯則引來境內溫泉泉源，全長13公尺、

訪柏島的「海之秘境

可坐滿18人，更備有2台輪椅的空間。

開始實施！每日共有早上9點、下午14

主理人宇野俊澤表示，冬天、春天有

「日當山西鄉殿村」營業時間為9：

點的兩班次，所需時間約40分鐘。因船

罌粟花，夏天有向日葵、秋天則有大波斯

00～18：00，入場免費，距離JR日當

身承載上限為22人，15人以上的團體須

菊與大理花，敬請期待各個季節花卉與

山站步行約6分鐘；同時設有大型巴士3

事先預約討論；而費用部分，中學生以

沙雕的共同演出。此外，夏季更預定將

台、小客車70台大小的停車場。

上皆為2500日圓（團體另有優惠）。

開設沙雕體驗教室，盼民眾前來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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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島航路」即將

撰文／張語柔 圖片提供／向日遊

魅力多彩的日本不只迷人景緻、歷史文化和人文風情吸引遊
客，近年來更延伸出多樣化的觀光資源，讓遊客願意一再重
遊。根據日本觀光局調查資料顯示，台灣遊客將「觀看運
動賽事」列為再訪日本的重要行程之一，位處於九州門戶
福岡的知名日職球隊「福岡軟銀鷹」搶先推出運動觀光體驗
的全新玩法，在福岡巨蛋主場規劃海外球迷應援席「Hello
Seats」、推出「OHAYOU行程」、「OYASUMI行程」以及
「樂享巨蛋行程（附棒球體驗）」等特色參觀行程，帶領
球迷深度了解棒球魅力。不僅能夠走訪球員專屬區域、登上
福岡巨蛋屋頂，參加者還有機會獲得軟銀鷹櫻花限定周邊好
禮！福岡軟銀鷹相關行程即日起開放報名，無論自由行旅客
▲

或團客皆可參加，詳情請直接洽詢向日遊。
想要觀看熱血的日本職棒，就來福岡巨蛋吧！

專屬應援席「Hello Seats」
讓海外球迷能更深度感受日本職棒魅力，特別將專屬應援席「Hello

為

Seats」設立在匯聚許多日本特色應援團體的外野3壘側，觀賞球賽的同

時能夠近距離感受日職賽事場內獨有的日式應援熱力。球場將在7號門設置
「Hello Seats」專用入口，入場時只要出示本人護照等證明文件，就能免費領
取應援小道具「應援氣球」一組，內含黃白各1個氣球與中文說明書，讓海外
球迷也能夠親自體驗7局上半結束後與球賽勝利時全場施放氣球的熱血盛典。
「Hello Seats」座位安排有中文服務人員，即使不會日文也不必擔心，每場
賽事約會保留100個座位（數量將依販售狀況調整），不僅能夠觀看ㄧ般賽
事，深具人氣的開幕戰和鷹祭期間也有開放報名。

▲歡迎來體驗施放氣球應援球隊的熱血盛況！

特色參觀行程
想要深入了解福岡軟銀鷹魅力，除了觀賽以外更能參加數條特色參觀行程，實際走訪平時無
法進入的巨蛋各處、參觀球員休息室與拍攝特殊紀念照等，根據行程不同，還有機會獲得軟銀
鷹櫻花限定周邊商品，詳細請見表格。
▲「冒險行程」可以登上巨蛋場內壁面走道，
從不同角度觀賞福岡巨蛋，更能直接前往屋頂外
側，相當獨特有趣。

行程名稱

場次時間

冒險行程

10：00
11：30
13：00
14：30
16：00

報名人數
每次20名為限
（需年滿12歲）

行程內容
•由中文導覽員陪同參觀球場、休息區、巨蛋場內壁面走道、巨蛋屋頂外側等
•以巨蛋屋頂為背景拍攝紀念照片
•欣賞福岡巨蛋特殊大螢幕表演
•行程約70分鐘

每次70名為限

•自由參觀牛棚、新聞發佈會議室、休息區等限定區域
•球場內體驗棒球九宮格、拍攝紀念照
•欣賞福岡巨蛋特殊大螢幕表演
•贈送軟銀鷹櫻花限定周邊商品
•行程約45分鐘

OYASUMI行程

19：00
20：00
21：00

每次60名為限

•由中文導覽員陪同參觀牛棚、新聞發佈會議室、休息區
•球場內拍攝紀念照
•欣賞福岡巨蛋特殊大螢幕表演
•贈送軟銀鷹櫻花限定周邊商品
•行程約45分鐘

樂享巨蛋行程

10：00
11：30
13：00
14：30
16：00

每次50名為限

•由中文導覽員陪同參觀牛棚、新聞發佈會議室、休息區、座位區
•球場內體驗棒球九宮格、傳接球、拍攝紀念照
•欣賞福岡巨蛋特殊大螢幕表演
•行程約50分鐘

OHAYOU行程

8：45起

▲參加者能夠前往休息區、牛棚等地點參觀，身 ※行程內容可能因天候與館內狀況而未行預告直接變更，敬請見諒。
歷其境感受日職魅力。
※球場內拍攝紀念照除了軟銀鷹制服外，還備有忍者服、浴衣等日本特色服裝。

更多福岡軟銀鷹相關行程，請洽向日遊顧問有限公司：（02）2518-3587。
vol.537 旅 奇 週 刊

49

J A PA N

海外球迷限定觀賽區 實際參與日本職棒獨有熱血應援
巨蛋巡禮 一探球員專屬區域 樂享限定櫻花周邊商品

和風日本

福岡巨蛋朝聖軟銀鷹！特色行程登場

實地探訪

菲律賓觀光部主打新興區 邀請台灣旅遊

DESTINATION

亞洲航空直飛新航點克拉克只要2小時 14家旅行社將推出
免稅12％蘇比克購物天堂超優惠 逛再晚都買不夠 博奕
菲律賓觀光部為了推廣新
興市場的旅遊景點和高爾夫
球場，特地邀請山富旅遊、
天擎旅行社、西南愛旅遊、
北極星國際旅行社、大馨旅
行社、安達旅行社、信宇旅
遊、星亞旅行社、美都旅行
社、神川國際旅行社、福峰
旅行社、展望旅行社、魔力
國際旅行社、全美旅行社等
14家旅遊業者，於3╱13～
3╱17前往菲律賓的克拉克
（Clark）及蘇比克（Subic）
高爾夫球場實地考察。
▲菲律賓觀光部邀請台灣旅遊業者前往實地考察體驗。
▲

於菲律賓北部的克拉克，自從亞洲

位

質，同樣也被美國海軍作為駐紮基地，後

當地花朵，開球台設立在視野遼闊的山坡

航空推出直飛航點，飛行時間只要2

來為工業與觀光中心的度假小鎮，成為自

上；同時建有硬體一流的飯店，因此若選

小時左右，促使越來越多人前往旅遊。克

由經濟特區。

擇住在球場，結束一天的運動過後，還可

拉克和馬尼拉的距離大約是2小時車程，
曾經是美軍空軍基地，有「小美國」之
稱，是當地新興的旅遊及商業中心，宛

高爾夫球場規格高標準
主題樂園設施新潮刺激

以回飯店享受多元化的休閒設施。
由於一共在克拉克待2晚，因此隔天前
往蘇比克前，繼續挑戰附近另一個球場─

考察行程第二天一早即前往知名的

普拉德拉高爾夫鄉村俱樂部（Pradera Golf

Mimosa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打球，當年美

and Country Club），完工時間較晚較新，

而西南方的蘇比克和克拉克相距1小時

國空軍駐紮時代，就以打小白球為樂，因

球場不會過長，球道上有豐富水障礙，環

車程，這2個特區都結合了工業和娛樂性

此克拉克坐落著大小不一、各種球道設計

境宜人設施一流；園內還有優質飯店，可

的高球場；而Mimosa讓考察團員們體驗到

供留宿再多打幾場球。

如一座小型城市，更擁有完善的高爾夫球
場，適合球友一探究竟。

▲在克拉克具高知名度的Mimosa高爾夫球場（Mimosa▲
▲
Golf▲ &▲
Country▲Club）。

▲蘇比克國際高爾夫球場（Subic▲International▲Golf▲Clu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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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開球區中各種等級不一的挑戰，是擁

最後一場選擇蘇比克國際高爾夫球場，

有2個18洞的高水準球場，由2個風格迥異

成立於20世紀60年代歷史悠久，原本是美

的球場組成，分別為洋槐湖景球場（Acacia

國軍事娛樂設施，後來由日本專業球場的

Lake View Course）及山景球場（Mountain

設計團隊接手經營管理，他們利用不同環

Course），球道規劃分佈在人工湖、乾河

境地形，設計具有挑戰性的球場佈局，不

床、茂盛的樹木灌木和7彩鮮豔的菲律賓

管是風格或球道都和以往不同，融入了自

▼蘇比克灣的夕陽搭配遊艇，猶如一幅充滿情調的風景畫。
▲

▲仿
▲ 照侏儸紀公園打造而成的「恐龍島公園」
（Dinosaur▲Island）。

業者前往克拉克、蘇比克高爾夫球場考察
相關套裝產品 交通便利 價格親民 度假首選
賭場、水上樂園、恐龍島公園各種主題一次玩透透

撰文╱柯綺芸▲
攝影╱王政介
圖片提供╱各球場官網

▲嘉賓於蘇比克國際高爾夫球場（Subic▲
▲
International▲ Golf▲ Club） ▲蘇比克國際高爾夫球場由日本新管理團隊接手，設計出更具挑
▲
▲嘉賓於蘇比克國際高爾夫球場完賽後合影留念。
▲
合影。
戰性球道。

然條件，讓球員可以享受各種戰略揮桿、

級大碗公、衝浪騎士等，超過38個驚險刺

天搭船出遊，體驗富豪出海喝香檳佐美景，

獲得前所未有的揮桿體驗。由於此區嚴禁

激的滑道與設施，其中的彩虹繽紛水道和

尤其喜歡浮潛的朋友更要來這清透的水域好

砍伐森林，數百年來一直被雨林所環繞，

愛心滑水道是最熱門IG打卡點，連國際媒

好觀賞海底世界，純淨沒有污染的海洋，只

擁有豐富的水源，場內的每個角落都令人

體NHK與CNN都曾經來取景拍攝。

要潛進水裡就能將熱帶魚盡收眼底。

驚嘆，無論是人工湖或者茂盛的樹林，都

喜歡拍照的朋友肯定不能錯過栩栩如生

讓打球除了運動休閒之餘，還有如畫般的

的「恐龍島公園」，一入園的設計就猶如

美景享受。

進入電影侏儸紀公園，每隻恐龍都是1：1

小加州克拉克樂園林立
滑水道、恐龍驚險刺激

比照原型製作，搭配上音效及動作特效，

塞車之苦，賭場的設立也帶動經濟發展。

免稅天堂折扣多只怕買太少
蘇比克灣遊艇賞景如富豪

街道上充滿美式風情，歡樂的異國情調，

克拉克特區在政府的積極開發下，打造
成商務旅遊觀光特區，可以免去馬尼拉的

讓大人小孩都有身歷其境的臨場感。

位於天使城（Angeles City）的克拉克，

經濟自由區賭場酒店林立
新興區新趨勢旅客風靡

目前博奕在台灣尚未合法，因此喜歡小賭
怡情作為休閒娛樂的旅客，不要錯過這個
小試身手的機會，也許還能贏得更多的購

以及經濟自由特性，讓此區建有許多適合

鄰近克拉克的蘇比克灣也是極度值得

遊玩度假的樂園，如果覺得美國太遠不方

造訪的度假勝地，擁有豐富海洋資源及原

便，可以選擇擁有「小加州」之稱的克拉

始叢林，是美國位於太平洋最大的軍事基

經過這趟旅程，顛覆了過去對菲律賓的

克。這邊有東南亞最大水上樂園的「水世

地，因此建設完善街道整潔。然而此區最

既定印象，大多數的遊客總是偏好長灘島、

界」（Aqua Planet），2018年2月開幕，

令人瘋狂的地方，莫過於購物免稅，無論

薄荷島、宿霧等為觀光度假首選。但如果你

造價高達10億披索，雖然人氣極旺遊客眾

是大型Outlet或商店都能省下12％營業稅，

不只是想要躺在沙灘上曬太陽吹海風，可以

多，但是占地廣闊所以每一樣設施都不需

讓來到此地的遊客現金花完還要繼續用力

嘗試新興區域如克拉克和蘇比克。搭乘亞航

要排隊，也不會感到人潮擁擠。進入園區

刷卡。

直飛到此短短兩個鐘頭，就讓旅人迅速進

物基金。

後全程不需要使用現金十分先進且方便，

考察行程緊接著到灣區碼頭搭乘遊艇出

入另一種休閒模式，有山有海、有運動有樂

消費無論餐飲或買紀念品都憑入園的感應

海觀賞夕陽，蘇比克灣3面有高山為天然屏

園，還有美食及購物，適合旅遊業者包裝純

手環來付款。總共有14大主題園區，包含

障，終年風平浪靜海水湛藍，遊艇俱樂部

旅遊、購物，或是結合主題樂園、高爾夫球

螺旋滑道、自由落體滑道、颶風滑道、超

港灣裡停滿一艘艘時髦遊艇及帆船，可以天

的複合式產品，讓菲律賓產品更加多元化！

▼號稱東南亞最大的水上樂園「水世界」（Aqua▲Planet）設施種類眾多
▲
又刺激。

▼克拉克的普拉德拉高爾夫鄉村俱樂部（Pradera▲
▲
Golf▲ and▲ Country▲
Club）。

▲菲律賓美食，來到港灣絕對不能錯過肥
▲
美的海鮮料理。

vol.537 旅 奇 週 刊

51

旅業大小事

汶萊皇家航空6╱23起每週再增班

Sabre「躍上雲端 贏得商機」

每週4班往返台北─汶萊利於同業產品包裝
限定週一出發 10＋1團體優惠 好康大放送

介紹全新Galaxy雲端智慧管理系統
4／10新竹、4／24台中及5／22台南登場

撰文╱劉彥廷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先啟資訊

TRADE TALK

日起至6月

即

底，汶萊皇

家航空團體優惠好
康大放送！凡致電
汶萊皇家航空總代
理展瑞旅行社（服
務專線：02-2567-7589）團體開票，符合相關規定馬上省。因
應政府新南下政策，汶萊皇家航空自6╱23起每週再增班，每
週4班往返台北─汶萊，更利於同業產品包裝，詳情請洽汶萊
皇家航空台灣總代理展瑞旅行社。
航班號碼
▲ BI▲451
BI▲452
BI▲452
BI▲451
BI▲452

出發地

目的地

汶萊▲
BWN
台北▲
TPE
台北▲
TPE
汶萊▲
BWN
台北▲
TPE

台北▲
TPE
汶萊▲
BWN
汶萊▲
BWN
台北▲
TPE
汶萊▲
BWN

▲Sabre「躍上雲端▲贏得商機」將於4／10在新竹、4／24在台中及5／22在台南登場。
▲

上雲端 贏得商機旅遊市場趨勢暨解決方案說明會，首發

躍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飛行日

10：15

13：45

週一、四、五

15：00

18：30

週一、五

中消費者改變帶來的趨勢變化，並推出「Galaxy雲端智慧管理

15：10

18：45

週四*

系統」，是一套可整合O2O的全新解決方案，提供雲端安全、

10：15

13：45

週日**

智慧網銷、整合訂位、帳務管理、數據分析等特點，幫助旅行

14：45

18：20

週日**

＊2 019年夏季航班2019╱4╱4～2109╱10╱24，週四航班晚10分鐘出
發，晚15分鐘抵達。

場3／13於桃園舉行，並緊接著在3／14於高雄舉行，2

場說明會報名相當踴躍；會中先啟資訊Sabre除了分享旅遊市場

業者一同面臨未來的挑戰。「躍上雲端 贏得商機」旅遊市場
趨勢暨解決方案說明會，緊接著還有4／10新竹、4／24台中
及5／22台南3個場次，期待更多的旅遊同業先進蒞臨參與。

＊週日航班自2019╱6╱23起新增週日航班。

美國迪士尼再度訪台 冰島旅遊局來台推廣 余紹君榮任理事長
星際大戰5／31加州正式開幕
住迪士尼飯店享提早入園1小時

台灣位居冰島旅遊全亞洲第3名
僅次大陸、日本潛力無窮市場看好

中華款待業專業人員暨國際認證協會成立
辦理旅宿暨款待業經理人專業訓練及座談會

撰文．攝影／張偉浩

撰文‧攝影╱柯綺芸

撰文／劉彥廷

▲冰島旅遊局代表Mr.▲
▲
Thorleifur▲ Thor▲ Jonsson（左3）、僑
興旅行社總經理何顯騏（右2）與冰島航空、冰島旅遊業者
們合影。

▲（左3起）迪士尼大中華區市場與銷售總監鄧慶齡、美國
▲
在台協會商務官朱保銁，與貴賓合影。

冰

島旅遊局偕同僑興旅行社於
3╱21舉辦冰島旅遊說明會，

從美國免簽政策，以及全球入境

自

Thorleifur Thor Jonsson來台推廣旅遊景

▲中華款待業專業人員暨國際認證協會理事長余紹君（前
▲
排左7）、副理事長徐鴻鶴（前排左5）、總幹事趙俊閎
（前排左4）及理監事成員合影。

計劃，兩項對台旅客信任措施以

點，同時也請來冰島航空等5家當地旅

華款待業專業人員暨國際認證協

來，台灣前往美國旅遊人數成長60％。

遊業者分享產品。

會中特地邀請冰島旅遊局代表Mr.

中

會於3╱22假台北天成飯店舉辦成

美國迪士尼也越來越多台灣旅客前往，

Mr. Thorleifur Thor Jonsson表示亞洲區

立大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由余

成為業者推廣赴美旅遊的主要目的地。

總共有3場說明會，分別在日本、韓國

紹君擔任理事長一職，此協會未來將提

因此，美國迪士尼連續兩年訪台舉辦

及台灣，而台灣場的與會人數最多，幾

升旅宿暨款待業經理人之專業知識、協

說明會，希望再次吸引台灣旅客目光。

乎座無虛席，感到非常開心並相當看好

助改進相關旅宿暨款待業的經營事項，

迪士尼大中華區市場與銷售總監鄧慶齡

台灣市場。台灣去年度前往冰島觀光的

以及協助產官學辦理旅宿暨款待業經理

表示，加州迪士尼將在5／31開幕星際

人次排行全亞洲第3，僅次於中國大陸

人專業訓練及座談會，共同推廣觀光服

大戰主題樂園，佛州也預計在8／29開

和日本，極具潛力；因此也希望多介紹

務事業，同時也將定期舉辦會員聯繫活

幕。如果入住迪士尼3間飯店還能提早1

該國的風光與美食，讓台灣遊客更加了

動、發行會訊及相關產業訊息，以進一

小時入園，是同業包裝的最佳組合。

解冰島魅力。

步提升會員的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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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27架飛機2024全數交付
Ａ350投入長程、A321區域性

攜手A A推P J B各項優勢
3／31開航西雅圖每日航班

撰文．攝影／王政

撰文．攝影／張偉浩

撰文．攝影／張偉浩

▲（左起）空中巴士商務長謝瑞爾（Christian▲
▲
Scherer）、
亞洲區業務副總裁拉伐爾（Jean▲ Francois▲ Laval）、星宇
航空董事長張國煒、總經理翟健華、發動機公司勞斯萊
斯（Rolls-Royce）大中華區資深副總裁弗里斯頓（Paul▲
Freestone）。

▲（左6起）美國航空副總經理史綺珍、日本航空台灣營業
▲
處處長王富民。

宇航空與Airbus簽訂17架A350

TRADE TALK

整頓成功去年賺23億港幣
3／31開闢西雅圖直飛航班

本航空與美國航空連續在北中南

過2年的努力，國泰航空去年成功

星

日

轉虧為盈，全年收益達23.45億港

900、12架A350-1000，歷經超過半年籌

各項優勢，提供同業最佳飛美渠道。其

幣，國泰航空台灣區總經理李載欣特別

備，於3／19正式簽約訂購各項細節，

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日本航空預計在3

在媒體餐敘時分享此喜訊，並宣布國泰

估計購機金額約60億美金，約台幣1800

／31起，開設每日直飛西雅圖和東京成

將於3／31起推出西雅圖不停站的飛航

億台幣，也創下國籍航空與空中巴士購

田機場之間的航線。該航班將使用最新

服務，是香港唯一直飛的航空公司。

機史上單筆金額最大訂單。從2018到

型號的中型客機波音787-8，共有161個

該航線為國泰航空第8個美國航線，

2024年為第一階段，將引進27架飛機，

座位，包括38個商務艙座位、35個高級

將以最新型的A350-900客機飛航每週

其中10架租賃的A321neo，首架將於今

經濟艙座位和88個經濟艙座位。另外慶

4班，夏季班表7／1起更將增為每天1

年10月引進、預期2022年中全到位；

祝東京迪士尼樂園成立 35 周年，日本

班，以充沛的運能來滿足市場強勁的

A350 XWB則從2021年底開始交機、

航空將攜手Disney迪士尼翱翔天際，目

需求。

2024年全數交付完畢。

前執飛日本國內線。

▲國泰航空台灣區總經理李載欣（左4）與同仁合影。
▲

經

XWB購機意向書，包含5架A350-

旅業大小事

國泰航空實現淨盈利 星宇航空2020年開航 日本航空說明會

舉辦說明會，說明兩大航空PJ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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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包機直飛芽莊 啟動商機

TRADE TALK

越捷每週三、六直飛芽莊 輕鬆抵達東方馬爾地夫
全程入住5星級飯店 海灘上龍蝦吃到飽 只要白菜價
撰文‧攝影╱柯綺芸 圖片提供╱甲種旅行業聯誼會

▲到東南亞旅遊一定要體驗5星級飯店最舒壓的按摩SPA。
▲

▲（左起）東南亞包機聯營操作中心總監曹昌志、京稜旅行社董事執行長張晉嘉、東南亞包機聯營操作中心執行長宋東寧、甲
▲
種旅行業聯誼會副會長王明俐、甲聯會第二副會長音樂達旅行社董事長謝宜廷、甲聯會第三副會長多加旅行社總經理盧靜如。

感受一種慵懶浪漫感。晚間於海灘上吃
海鮮燒烤BBQ、龍蝦只要「大白菜的價

種旅行業聯誼會，於3╱22假晶

甲

地區的遊客。芽莊灣是世界最美麗的海

位」，全程住在國際5星級Champa Island

宴民生會館舉辦東南亞商機推介

灣之一，蔚藍色的大海美得讓人心醉，

Nha Trang Resort Hotel & Spa渡假村（或

會，主題為「東南亞航空包機暨體驗芽

也是越南最適合潛水的地方，早在越戰

同級酒店）絕對能讓遊客們大呼過癮、

莊之美，等您來！」邀請眾多旅遊同業

時就成為美軍的度假勝地，如今被譽為

念念不忘。

出席，以東南亞及芽莊現今的旅遊市場

「越南小法國」及「東方馬爾地夫」。

安排了許多特色景點，讓遊客們除了

甲聯會為了推廣此行程，特地推出

可以在海灘上曬太陽慵懶度假，也能一

東南亞包機聯營操作中心執行長宋

兩款優惠商品：「夢幻芽莊4日(周三出

探越南的文化及古蹟。第2天從蠶島出

東寧表示，無論是台灣人前往東南亞旅

發)」及「夢幻芽莊5日(周六出發)」，

海，享受越式風味下午茶，再到天依女

遊的人次，亦或東南亞近3年赴台人次都

兩檔同業價都是未稅不到2萬，4月出發

神廟，晚上再逛芽莊當地夜市。其他天

是逐年增長；因此必須好好經營這個市

還可以再退2千。

還會前往望夫崖、五指岩、體驗養顏美

來做說明，並推出各種優惠套裝行程。

場，並與不同航空公司合作，增加更多直

此行程配合越捷航空，越捷成立以來

容礦泥浴，到安南文化村觀賞表演，及

飛航點，以利旅客以更經濟實惠的價格，

已經載客近4,000萬人次，從台灣直飛

芽莊大教堂等等。若是參加5日遊，還

獲得更高品質的旅遊。不久未來，預定還

只要3個半小時，每周3及6出發，航班

會增加珍珠島遊樂園1日遊（包含門票

有峴港、富國島、美娜多等新航點開航，

穩定，不會有半夜或清晨抵達的紅眼班

及纜車來回），十分超值。

而本次以芽莊為主軸，與東南亞航空公

機；因此旅客到達目的地後，還有多餘的

司合作，包裝出價格令人心動的商品。

時間可以品嘗當地傳統美食當晚餐，或

芽莊假期採用班機航班資訊

越早出發賺越多
東方馬爾地夫耍浪漫

者到酒吧小酌一杯，悠哉度過第一晚。

跳島出海新體驗
越式美食全吃遍

芽莊市是越南中南部沿海城市，以質
樸的海灘和卓越的潛水環境迅速成為受歡

在芽莊可以體驗一種越慢越美的生

迎的國際旅遊目的地，吸引大量東南亞

活方式，就算什麼事都不做，放空也能

出發日

機場

班機號碼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TPE∕CXR

VJ-857

17：35

19：55

CXR∕TPE

VJ-856

13：15

17：20

TPE∕CXR

VJ-857

18：20

20：40

CXR∕TPE

VJ-856

12：30

16：35

週三

週六

2張機票抽獎活動高潮
甲種旅行業聯誼會此次活動頒發
錦旗給甲聯之友外，最後最令
與會來賓期待的就是2張機票抽
獎，幸運得主可以藉此好好體驗
芽莊之美。而甲聯會也希望未來
能夠與更多航空業者及旅遊業者
合作，無論是預定開航的新航點
或是既有的熱門旅遊城市，都能
持續提供同業及旅客們更多選擇
及更優質的服務。
▲入住國際5星級Champa▲Island▲Nha▲Trang▲Resort▲Hotel▲&▲Spa渡假村。
▲

▲（左1）甲聯會副會長王明俐、（右2）東南亞包機聯營
▲
操作中心執行長宋東寧與機票幸運得主合影。

來去內蒙！獨家包機直飛海拉爾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取 得 長 榮 航 空 直 飛 海 拉 爾 包
機，業者銷售無後顧之憂。

2. 4 ╱5起，每週五出發，8日行
程價格具有競爭力。

3. 特 別 贈 送 中 俄 蒙 國 際 冰 雪 樂
園、《俄羅斯歌舞秀》、蒙古
烤全羊風味餐。
▲內蒙古天蒼蒼、地茫茫的絕美景色，令人陶醉。
▲

林、湖泊等絕美景色，一次盡收眼底，
完整感受內蒙古的浩瀚與壯美。

獨家贈送《俄羅斯歌舞秀》
欣賞繽紛的俄式民族風情
▲海揚國際旅行社董事長吳明峰。
▲

感受呼倫貝爾大草原
景點最多、最豐富
透過海拉爾進出，行程安排前往呼
倫貝爾大草原，貼心規劃蒙古族最隆重

吳明峰強調，行程無自購物、無自

的馬隊迎賓、蒙古族姑娘草原迎賓酒，

蒙古疆域遼闊，一望無際的大草

內

費、無攝影，並貼心加贈《俄羅斯歌舞

來接待每位賓客，還可欣賞「草原那達

原、白色蒙古包，以及成群的牛

秀》（市價人民幣198元╱人），讓旅

慕」精彩的馬術和蒙古摔角表演、參觀

羊，放眼望去景色迷人，讓人心嚮往

客來到大陸，也能感受到濃濃的俄羅斯

蒙古包、體驗草原傳統迎親儀式等，完

之，多年來吸引大批台灣民眾爭相造

異國風情，以及贈送中俄蒙國際冰雪樂

整呈現蒙古族的文化。

訪；為了提供市場更優質的旅遊商品，

園門票（市價人民幣198元╱人），這

同時前往「亞洲第一」的根河濕地，

海揚國際旅行社今年特別取得長榮航空

是世界規模最大的室內冰雪樂園，一年

眺望遼闊的草原與蜿蜒河流，美景如詩

直飛包機，自4╱5起，每週五出發，以

四季都可欣賞到國際級的冰雕作品和體

如畫；深入大興安嶺第一峰─特爾美山

不到4小時的航程，即可輕鬆抵達海拉

驗多國風情主題的娛樂設施，相當受到

和達爾濱湖，獨特的北國風光，世界罕

爾，親臨感受浪漫的內蒙古風情。

親子客喜愛。

見；踏入「東亞之窗」之稱的滿洲里，

餐食部分，全程餐標人民幣50元╱

西洋建築風格的城市，讓人宛如置身

人以上，精心規劃當地特色餐：蒙古烤

在童話世界，夜間燈光的投射下，更是

全羊風味篝火晚宴，加贈每桌一瓶紅酒

璀璨動人；另外還遊覽敖魯古雅、冷極

海揚國際旅行社董事長吳明峰 表

（餐標人民幣120元╱人）、俄羅斯家

村、額爾古納、甘珠爾廟等知名景點，

示，長榮航空今年再度開通桃園─海拉

訪、俄式西餐及表演（餐標人民幣198

行程內容豐富，價格超值，歡迎同業把

爾直飛航班，市場獨家早去晚回，上午

元╱人），行程高檔次安排，能滿足旅

握機會銷售。

10：00起飛，抵達時間13：50，回程起

客需求。

長榮航空直飛海拉爾
早去晚回行程最便捷

飛時間15：50，抵達時間20：00，行程
最省時，也最充實。
海揚國際旅行社今年推出「呼倫貝
爾草原8日」，打造市場獨有的「東蒙
古南北雙線合一」，以呼倫貝爾草原環
線，暢遊亞洲第一大濕地─根河濕地、
大陸第3大天池─阿爾山天池、馴鹿故
鄉─敖魯古雅等，將草原、濕地、森

▲來到內蒙古可體驗到當地獨特的蒙古包生活與飲食文
▲
▲時節即將進入夏季，正是前往內蒙古感受大草原的最佳時候。
▲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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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搭乘長榮航空直飛深入呼倫貝爾大草原早去晚回行程最省時
獨家贈送《俄羅斯歌舞秀》、中俄蒙國際冰雪樂園、俄羅斯家訪

神州覽勝

海揚國際旅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