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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積極拓展日本版圖 攜手東南
名古屋6／6正式開航成功締造強大話題 青森、松山7月份接
名古屋進、小松出深受旅客好評 四國＋福岡打造訪日全新選擇
對

於台灣旅客而言，日本一向是旅遊

突破3,000萬人次，其中訪日的台灣旅客達

隨著新客機的陸續到位，讓長榮航空

的第一首選，從數據便可看出其火

到475萬7千人次，便可看出日本旅遊對於

擁有更為充沛的運能來拓展日本的飛航版

熱程度，2018年前往日本觀光的遊客人數

台灣民眾的魅力。

圖，除了6／6以787夢幻客機正式飛向名
古屋的天際外，7／17、7／18也將迎接桃
園─青森與松山定期航班的開航，為同業
在耕耘北陸、四國、東北等地區時，添增
更多元的操作助力。
值得一提的是，長榮航空所增闢的3大
航點加入後，搭配原本既有的航點，也改
變了以往常規產品的包裝模式，包括名古
屋與小松的相互配合，松山則可搭配大阪
甚至福岡開啟新穎的四國之旅，青森也可
結合仙台激發出東北的旅遊新面貌，為市
場注入更多活力。
致力為市場提供質量兼具日本線商品的
東南旅遊，此次特別掌握了充沛的機位，
以走過半世紀的豐富經驗作為後盾，加上
對於產品規劃的高規格堅持，以及長榮航

▲（左起）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一課費早駒、東北亞一課劉靜軒、東南旅遊日本部團體二課梁露文、協理李顯明、
▲
副理莊宏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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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長久以來對於旅客的優質飛安形象，都
將成為同業在銷售上的最佳利基。

7／17前進青森 品味白神山地＋奧入瀨雙重美景

▲睡魔之家是到訪青森不可錯過的選擇。
▲

▲針對賞楓旺季，東南旅遊推出走訪鳴子峽等賞楓名所的秘境5日。
▲
▲

透過青森進出的方式，旅客將親身感受奧入瀨溪享譽國際的美景。

青森縣坐落於本州地區最北端，自然環境豐

的生鬼文化，並搭乘火車欣賞秋田內陸縱貫

饒、四季特色分明，旅客無論何時前來遊

鐵道沿途風光，加上市場少有的小坂鐵道自

玩，都有不同的美景能觀賞。隨著7／17起

行車之旅，加上品嚐充滿東北風情的秋田米

長榮航空桃園－青森航線正式啟航，每週

棒、男鹿石燒料理等鄉土料理，以及入住百

三、六的飛航讓旅客造訪這個蘋果之縣變得

選溫泉之一的繫溫泉，將為旅客帶來截然不

更加便捷，可安排更深度的特色遊程。

同的旅程享受。

東南旅遊日本部團體二課梁露文 表示，

來到青森怎能錯過入住星野集團旗下飯店的

針對青森進出部分東南推出一系列的產品選

機會，「星野美學の宿～奧入瀨溪、白神山

擇，如主打的「青森雙秘境～秋田小火車、

地、秋田小火車5日」中，除了同樣走訪奧入

奧入瀨溪、白神山地藍寶石、小坂鐵道騎士5

瀨溪與白神山地外，更特別安排入住1晚星野

日」中，便將帶領旅客一次品味白神山地＋

青森屋，讓旅客盡情體驗被譽為溫泉界LV的

奧入瀨溪流的雙重美景，前者憑藉著未經破

古牧溫泉，加上星野廣受好評的貼心服務，

壞的山毛櫸原生林的美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為旅程增添魅力。而10月起則將推出仙台＋

織評選為世界遺產，後者則是以瀑布與蔥鬱

青森的東北紅葉秘境5日，行程囊括了著名的

樹木所構成的美景，成為到訪青森絕對不能

十和田湖、奧入瀨溪、鳴子峽、小安峽大噴

錯過的秘境。

泉、抱返溪谷等紅葉名所，精彩的設定已吸

不僅如此，行程更安排於男鹿半島體驗獨特

引許多旅客爭相洽詢。

旅遊打造北陸、四國、東北全新旅遊選擇
棒準備登場 專業菁英企劃精選商品協助同業迎戰商機
青森探訪奧入瀨溪＋白神山地 10月楓紅旅客詢問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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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東南的童樂趣5日商品，旅客將能優惠價暢遊合掌村等知名景點。
▲

感受奢華的北陸之旅
全程商務艙＋頂級溫泉搶目光

▲長榮航空以787夢幻客機飛入名古屋的天空，為旅客帶來多元的選擇。
▲

東南旅遊日本部副理莊宏裕表示，東南旅遊一
直致力為市場創造北陸的優質選擇，包括運用日

而放眼暑假，由於長榮航空貼心的祭出點放票

旅客從登機直至住宿都享受到最高規格的款待。

價，為原先的北陸淡季成功注入強心針。為了與

餐食方面則提供了加賀屋懷石料理美饌等會席料

本百選溫泉─加賀屋作為包裝誘因，成功在市場

坊間的傳統商品大多走立山黑部、金澤等高相似

理，加上頂級飛驒牛、米其林法式套餐、蟹釜飯

樹立標竿。隨著名古屋正式飛航後，天天出發的

度與中低價的產品區隔，強調以質取勝的東南旅

御膳等，讓旅遊的享受全面升等。

充足運能搭配長榮航空所提供的優惠價，成功在

遊特別推出「馬籠宿立山上高地古藝5日」，以名

而針對親子客群，東南旅遊則特別推出「童樂

市場引發話題。不僅如此，名古屋搭配小松航班

古屋進、小松出的方式，強調全程搭乘商務艙並

趣‧小孩不佔床省1萬～馬籠宿、立山避暑、合掌

的雙點進出商品具備了早去晚回的優勢，加上強

享有40公斤的行李托運，搭配加賀屋、下呂溫泉

村、高山古街5日」，不到3萬元的吸睛售價，加

調不進免稅店的設定，對於旅客而言能擁有更充

水明館等3家溫泉百選飯店，全程設定2人1室（市

上優惠每房1位小孩不佔床最高省1萬元，讓大小

裕的時間感受北陸美景。

場加賀屋多4人1室），以及1晚金澤市區飯店，讓

朋友一起攜手暢遊北陸美景。

感受不一樣的四國 結合大阪、福岡更吸睛

▲東南旅遊將安排旅客搭乘遊船觀賞日本最後清流─四萬十川。
▲

▲魔女宅急便拍攝地─小豆島。
▲

來到倉敷，就要體驗當地的純樸老街、懷古美景，將令人感動不
已。

隨著長榮航空將於7╱18啟動台北─松山直飛航

本最後清流─四萬十川，以及搭乘復古小火車

線，每週四、日早去午回，只需約2.5小時便可

體驗夏目漱石筆下「少爺」的書中世界，加上

前進以道後溫泉聞名的愛媛松山。東南旅遊日

四國最南端的足摺溫泉巡禮，同樣精彩可期，

本部協理李顯明 表示，針對松山的開航，除
了單點進出的商品外，東南旅遊也以大阪或福

目前已吸引許多旅客爭相報名。

岡作為搭配，為市場提供更多元的產品選擇。

阿波舞、秘境大步危、名門渦潮、溫泉6日」，

如松山進出的「魔女小豆島、倉敷、後樂園、

則是走訪日本3大夜景之一的神戶港絢麗百萬夜

金刀比羅宮、道後溫泉本館5日」中，便將四國

景、距離海面高297公尺的舞子海上散步道、

最精華的景致通通囊括，讓旅客一次暢遊魔女

搭乘四國渡輪前往小豆島，以及金刀比羅宮、

宅急便拍攝地─小豆島、日本百景─寒霞溪公

大步危峽遊船等景點囊括，為旅程增色不少。

園、神隱少女電影主體，以及金刀比羅宮等知

旅客還可選擇坊間少有的「門司港、角島、

名景點。

元乃隅稻成神社、錦帶橋、宮島、名湯美饌5

而「道後蒸氣火車、四萬十川遊船、足摺溫泉5

日」，透過福岡進、松山出的方式，讓旅客一

日」，則是將旅客目光拉向南方，搭配上以山

次將著名的門司港、角島大橋、嚴島神社、島

里町海4個主題設計的南樂園，搭乘遊船觀賞日

波海道、宮島等美景通通蒐集完畢。

而大阪進、松山出的「神戶夜景、小豆風情、

長榮航空「桃園─名古屋」航線6／6
同業先進一同遊覽名勝景點、體驗特色美食、城市風光與
787夢幻客機執飛 天天出發充沛運能打造最佳操作利基
為了歡慶即將開航的名古屋航線，長榮航空於6／2～6／6期間，由長榮航空
客運營運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芳領頭，與旅遊同業先進一同前進名古屋，走
訪平等院表參道品嚐宇治抹茶，名花之里欣賞花海，走訪爵士長島Outlet，名
古屋城天守閣觀賞「金鯱」，親手製作仙貝等。期間更拜會日本官方重要人
物，奠定未來合作的基石。

▲桃園─名古屋首航，首航落地重要的灑水儀式。
▲

▲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
▲
芳（左）與愛知縣副知事松井圭介合影。

▲

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芳。

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

攜手合作，規劃行程。也希望在獎勵旅遊

有巴士公司、計程車公司、船公司、酒

於拜會中表示：這次行程參

部分，隨著機位增加，能夠得到更多台灣

店、高速公路休息區餐廳、旅行社等，旗

企業的支持。

下共130多家公司。為了爭取更多國外觀

長李佳芳

訪重點皆在名古屋附近，長榮航空特別邀
請台灣旅遊同業先進以及媒體，考察名古

愛知縣副知事松井圭介 特別親臨並歡

光客，愛知縣地方自治體聯合展開了各種

屋的景點、設備、觀光資源等。長榮航空

迎考察團造訪，在會面中表示，希望未來

招募活動。以此次開航為契機，名鐵觀光

非常重視這條航線，特別使用最新的機型

台灣旅客能夠多經由日本中部國際機場到

將努力促進台灣與中部地區的互相交流。

波音787來提供服務，每日1班，內有26席

此旅行。愛知縣的製造業相當盛行，波音

愛知縣觀光協會專務理事鈴木隆感謝

皇璽桂冠艙、278個經濟艙座位、總共304

787的主翼就是在這裡製造的。這邊也有

長榮航空於6／6於中部國際機場開航「桃

個機位。台灣的業者包裝行程上，往往為

很多花卉、自然環境等各種主題公園，近5

園─名古屋」航線，同樣作為旅遊業者

了走立山，名古屋只會停留一晚，並不會

年來台灣遊客人次增加1.5倍，去年台灣旅

感到非常開心。去年（2018年）台灣造

探訪較多的週邊景點。

客造訪愛知縣的總入境人次也達35萬人，

訪愛知縣旅客有35萬人次，隨著新開航

相當期待未來能與長榮航空密切合作。

線提供更多機位以及更便利的交通，期待

未來長榮航空在名古屋這條線將每天直
飛，希望藉由這次新開航，能夠走得更深

名鐵觀光社長大西哲郎 致歡迎詞恭賀

台灣有更多旅客來到愛知縣。愛知縣有相

入，介紹更多景點給台灣旅客。首航已達9

長榮航空時隔7年重新開通「桃園─名古

當多景點可供旅遊，例如中部國際機場南

成載客率，很高興有個好的開始，也希望

屋航線」。感謝台灣業者平日對於名鐵觀

邊有一處「南之都町」，北邊有國寶「犬

日本官方單位，能夠給予台灣更多支持。

光的支援及合作，名鐵集團以愛知縣中部

山城」，東邊有「豐田市」可供賞櫻賞楓

暑假是旅遊旺季，長榮航空將與台灣業者

為據點，總公司為名古屋鐵道公司，旗下

等。愛知縣的美食如鰻魚飯、味噌豬肉等

大阪城公園

平等院表參道

大阪城為幕府時代豐

平等院沿著宇治川興建，為安平時代

臣秀吉所建，城外城

籐原道長的別院改建而成。最大特徵

牆全長12公里，動用

是興建於池中島上，宛如西方極樂世

50萬塊大小不一石

界的宮殿，放眼望去，水中倒影更添

頭建成。現今之大阪

視覺豐富。

城為昭和時代重建而
成，為大阪市區內著
名觀光景點。大阪城
建築石塊主要由生駒
山、大甲山、小豆島
及瀨戶內海等運輸而
來。

▲（左起）百威旅遊日本線協理廖培全、東南旅遊日本
▲
部協理黃榮利、喜鴻假期產品部首席副總經理郭佳、五
福旅遊總經理賴麗莉、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
協理李佳芳、長汎旅運副總經理蔡錦惠、世邦旅遊行銷
企劃部總經理呂汶中、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
北亞一課費早駒。

▲平等院的興建理念在於重現西方極樂世界，
▲
座落於湖光山色中，堂內則有金色阿彌陀如來
坐像。

▲（左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一課
▲
費早駒、可樂旅遊產品部副總經理王偉民、喜鴻假期
產品部首席副總經理郭佳、五福旅遊總經理賴麗莉、
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芳、長汎旅
運副總經理蔡錦惠、世邦旅遊行銷企劃部總經理呂汶
中、東南旅遊日本部協理黃榮利、百威旅遊日本線協
理廖培全。

正式開航 考察團深度探訪當地美景
天然海景 拜會日本官方重點單位奠定合作基石
近５年造訪愛知縣旅客大幅成長 長榮加入更添助力

▲（前排左起）喜鴻假期產品部首席副總經理郭佳、長汎旅運副總經理蔡錦惠、五福旅遊總經理
▲
賴麗莉、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芳、名鐵觀光社長大西哲郎、愛知縣觀光協會
海外誘課宣傳部長大島昌彥、世邦旅遊行銷企劃部總經理呂汶中、HATANO觀光集團業務行銷經理
市野浩美；（後排左起）名鐵觀光入境旅遊部副部長王健、長汎旅運國際領隊陳盈如、長榮航空
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一課費早駒、名鐵觀光事業本部取締役副本部長岡下彰、海榮飯店集
團代表取締役社長渡邊玲緒、東南旅遊日本部協理黃榮利、百威旅遊日本線協理廖培全、可樂旅
遊產品部副總經理王偉民、HATANO觀光集團副社長山田智之、HATANO觀光集團第一部蔡林勳、
MINTH▲JAPAN株式會社秘書李橋、HATANO觀光集團社長秘書陳薏安。
（左起）名鐵
觀光入境旅遊部
副部長王健、名
鐵觀光事業本部
取締役副本部長
岡下彰、長榮航
空客運營業本部
營業部副協理李
佳芳、名鐵觀光
社長大西哲郎、
愛知縣觀光協會
海外誘課宣傳部
長大島昌彥。

▲

▲（前排左起）五福旅遊總經理賴麗莉、世邦旅遊行銷企劃部總經理呂汶中、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
▲
部副協理李佳芳、愛知縣副知事松井圭介、愛知縣建設局港灣空港推進監田宮睦雄、長汎旅運副總經理蔡錦
惠、東南旅遊日本部協理黃榮利；（後排左起）HATANO觀光集團第一部蔡林勳、HATANO觀光集團社長秘
書陳薏安、HATANO觀光集團業務行銷經理市野浩美、百威旅遊日本線協理廖培全、喜鴻假期產品部首席副
總經理郭佳、可樂旅遊產品部副總經理王偉民、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東北亞一課費早駒、海榮飯店
集團代表取締役社長渡邊玲緒、HATANO觀光集團副社長山田智之。

撰文˙攝影／楊仁渤

▲（前排左起）HATANO觀光集團副社長山田智之、五福旅遊總經理賴麗莉、名鐵海上觀光船株式會社取締役
▲
社長渡邊勝吉、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芳、南知多町役場町長石黑和彥、東南旅遊日本部
協理黃榮利、世邦旅遊行銷企劃部總經理呂汶中；（後排左起）MINTH▲ JAPAN株式會社秘書李橋、HATANO
觀光集團社長秘書陳薏安、HATANO觀光集團第一部蔡林勳、HATANO觀光集團業務行銷經理市野浩美、海榮
飯店集團代表取締役社長渡邊玲緒、長汎旅運副總經理蔡錦惠、百威旅遊日本線協理廖培全、可樂旅遊產品
部副總經理王偉民、喜鴻假期產品部首席副總經理郭佳、長汎旅運國際領隊陳盈如、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
營業部東北亞一課費早駒。

名鐵海上觀光船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渡

也別具特色，歡迎台灣客人前來品嚐。

南知多町役場町長石黑和彥表示，非常

邊勝吉 指出，連結知多半島以及「日間賀

期待6／6的直航開航，自己20多年前就已開

島」與「篠島」間的船隻及相關交通多為名

始年年拜訪台灣，主要前往屏東一帶，與台

鐵觀光所承攬，主要有兩條航線，各景點當

灣的孩子互動，並招待台灣孩子們帶來南知

地亦有接駁交通，台灣旅客多經由此2航線

多與當地互相交流。南知多有兩座美麗島嶼

前往南知多遊覽。篠島主要是以漁業觀光為

「日間賀島」及「篠島」，島上有各種活動

發展重點，日間賀島則以海豚等各種娛樂設

如「拖網捕撈」「垂釣」「海豚互動」「曬

施為主。兩座島均有各式美味海鮮供旅客品

章魚」等，具備當地特色值得前往遊覽。

嚐，歡迎來到南知多享用。

爵士之夢長島outlet

名古屋城

緊鄰長島度假村，日本最大暢貨中心，共有超過300家知

名古屋城建於西元1612年，為德

名品牌專賣店。運動用品，精品，鐘錶，休閒雜貨等，應

川家康打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有盡有。

極為城堡頂端的「金鯱」。金鯱
管理水的神明，當時的建築多為
木造，設置金鯱鎮壓寓意為防止
城堡失火。也因為純金打造，更
象徵的德川家的威嚴。
▲

（左起）可樂旅遊產品部副總經理王偉
民、東南旅遊日本部協理黃榮利、長汎旅
運副總經理蔡錦惠、五福旅遊總經理賴麗
莉、長榮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
李佳芳、喜鴻假期產品部首席副總經理郭
佳、世邦旅遊行銷企劃部總經理呂汶中、
百威旅遊日本線協理廖培全。

▲爵士之夢內部擁有各家知名精品，價位上普遍也比台灣更親民，來到這
▲
裡絕對值得花時間好好逛逛。

▲（左起）名鐵海上觀光船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渡邊勝吉、長榮
▲
航空客運營業本部營業部副協理李佳芳、南知多町役場町長石黑
和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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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產品＋E化線上服務全面耕耘同業市場
3大優勢：產品線路豐富、提供客製化需求、機位掌握最全面
遊輪＋俄羅斯全新成員加入 打造全方位供應鏈迎接市場需求

▲喜鴻假期同業行銷部三組組長黃禮焜。
▲

▲暑假期間即將登場的太陽公主號，將為旅客帶來國際名廚所設計的星級美
▲
▲喜鴻假期於去年正式加入公主遊輪銷售體系後，在同業支持
▲
食。
下交出亮眼成績單，也讓更多人了解到搭遊輪可以找喜鴻。

甫歡慶20週年的喜鴻假期，自品牌成立以來便持續耕耘同業市場，以豐富多元的旅遊產品、最充足的機位，以
及貼心回饋方案與服務高度彈性等優點，成為同業銷售上的最佳後盾。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析喜鴻假期的優勢，加入公司已經

詢服務外，更擁有多元的商品滿足同業銷

在協助同業時，能夠為大家鉅細靡遺的描

15年的 喜鴻假期同業行銷部三組

售所需，讓整體服務更為細膩。

述、剖析優勢，真正找出利於同業吸引旅

剖

組長黃禮焜表示，對於深耕同業市場的

如同業小幫手APP便是喜鴻假期用心的

喜鴻假期來說，同業的需求永遠擺在第一

代表作，它將以往查團、送客等繁瑣流程

此外，俄羅斯部分喜鴻假期更擁有西

順位，公司的編制上因此特別設置了同業

簡化成手機作業，借此貼近現代人手機不

伯利亞航空與皇家俄羅斯航空的穩定機

行銷部，期盼能第一時間協助同業布局市

離身的需求，讓同業不管走到哪都能辦

位，讓旅客不論是直飛海參崴或直飛莫斯

場，搭配不斷精進的旅遊品質與商品，為

公，就如同行動辦公室一般便利。

科都可滿足，前者將能帶領旅客深度探訪

客的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同業完全不用擔心出

亞洲最迷人的原始生態景致；後者則是

由於在公司任職10多年，黃禮焜強

現搶客的問題，經由同業交付的每一位旅

能直接抵達俄羅斯首都，並延伸到聖彼

調，喜鴻擁有3大優勢來服務同業，包括

客，都將在使用APP後直接綁定，未來即

得堡，一次領略最具代表性的2大國際城

1.產品線路最多元；2.客製化服務最貼

使同業因為業務繁忙，而該名旅客透過

市，歡迎同業踴躍洽詢。

心；3.航空公司機位充足，加上喜鴻假期

APP找尋到喜愛的商品並完成出遊後，同

的同業行銷部同仁全面的耕耘，只要同業

業就可以直接享有到應有的退佣，完全不

有需要，喜鴻假期就在左右！

用擔心搶客的情形出現，反而因為APP的

同業提供銷售的最佳後盾。

B2B回饋最大方
要與同業共榮共利
取之於同業、回饋於同業，是喜鴻假

同

業

銷

售

小

幫

手

出現，能更省時省力、輕鬆賺取商機。

安排員工實地登輪體驗
用親身體驗協助同業銷售
黃禮焜表示，為了提供同業更多元的

期特別設定了B2B同業網的紅利回饋，讓

銷售選擇，喜鴻假期在產品路線的拓展

同業在銷售時能更有動力，目前每個月也

上不遺餘力，包括去年正式加入公主遊

固定送出10幾萬元的禮券，顯示出喜鴻假

輪銷售行列後，經過同業的支持與1年的

期在回饋同業上的大手筆與用心。

耕耘，已有越來越多旅客了解到搭遊輪可

不僅如此，為了讓同業能在銷售上更

以找喜鴻，讓整體銷售成績上大幅躍進。

具優勢，喜鴻假期不斷的針對服務區塊進

不僅如此，喜鴻假期更特別安排公司同仁

行優化，同時在商品類別上也持續朝著質

登輪參訪，實際感受國際遊輪的魅力與特

化的道路邁進，期盼在提供同業專業的諮

色，要讓業務同仁們能更了解，讓未來

3

大優勢

期的宗旨，為了感謝同業的用心，喜鴻假

1. 團控查詢
2. 報名清單
3. 即時通訊

喜鴻假期特別建置資料庫，讓每位客人都清楚記載
當初由哪位同業送客，未來即使旅客自己報名，同
業也將獲得應有的紅利點數，可說相當貼心。

喜美旅行社（華泰旅遊）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乘坐中國南方航空遊張家界
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獲得2019年金氏世界紀錄 最高人行橋
保 證 入 住5星 禾田居、走訪天門山、黃 龍 洞、鳳 凰 古 城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VIP三排座椅，全程無購物、無自費，
讓旅客旅遊無負擔、輕鬆暢遊世界名勝
張家界。此外，為了提升旅客的住宿品

1. 取 得南航機位包裝CNN世界上
11座最壯觀的張家界大峽谷玻

質，保證入住獲得5星鑽石獎的華天大

璃橋。

酒店，以及國際5星的張家界禾田居度
假酒店2晚，並且品嚐禾田居下午茶，

2. 保 證入住國際5星張家界禾田

享受最愜意的旅程。

夜遊鳳凰古城
觀賞煙雨張家界

居度假酒店，並品嚐下午茶。

3. 走 訪天門山、鳳凰古城、黃龍
洞，體驗多樣景點魅力。

「張家界、鳳凰、天門山、黃龍洞、
雲天渡玻璃橋6天」行程規劃旅客前往

大峽谷玻璃橋，並特別贈送酒吧啤酒一

鳳凰古城體驗下游遊船、觀南華山，夜

杯。其中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是一座位

遊鳳凰古城。以及走訪天門山國家森林

於中國大陸張家界武陵源的跨張家界大

家界大峽谷玻璃橋獲得CNN列入世

張

公園，包含索道、環保車、鬼谷棧道、

峽谷的橋梁，為吸引遊客，採用全透明

界上11座最壯觀的橋之一；2019

天門洞；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則有百龍

的玻璃橋面，成為旅客遠眺大峽谷的最

年金氏世界紀錄年鑑，張家界大峽谷玻

電梯上下、袁家界、天下第一橋、迷魂

好選擇。

璃橋再度獲得「世界最高人行橋」紀

台、賀龍公園、溪布街、煙雨張家界、

錄，到今年6月招待超過千萬名旅客，

十里畫廊（不含小火車）、金鞭溪、水

是全世界旅客最喜歡旅遊的景區。為了

繞四門。

▲喜美旅行社（華泰旅遊）副總經理陳進溢。
▲

此外，還有黃龍洞VIP遊船、張家界

社（華泰旅遊）特別取得中國南方航空
機位，推出「張家界、鳳凰、天門山、
黃龍洞、雲天渡玻璃橋6天」產品，是
今夏不可錯過的銷售選擇。

搭乘VIP三排座椅遊覽車
無購物、自費旅遊最舒暢
喜美旅行社（華泰旅遊）副總經理
陳進溢 表示，產品特別規劃旅客搭乘

▲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距谷底高度約300公尺。
▲

▲
▲

帶給台灣同業最火熱的商機，喜美旅行

天門山，
位於湖南省
張家界，因
自 然 奇 觀
天門洞而得
名。

觀 光 研 究 院

喜臨開課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台灣觀光在下雨嗎？
但讓我為您撐把傘！
觀光行銷學
觀光客消費學 觀光經濟學

近最夯的詞彙，每個人

最

境，所以對於台灣觀光的喜好，

都想為他心愛的人撐一

不可一概而論。倘若你了解日本

把傘，看在台灣觀光推動者我

市場，他們喜歡文化、守時、平

們的眼裡，真的非常希望能

和、安全與乾淨這樣的旅遊，旅

為台灣的觀光撐起這把傘，產

宿房間內沒有乾溼分離、搭乘遊
艇不要求穿著救生衣、一直強調

官學研媒大家要一起努力，突
破現況法規盲點、貼近時代趨

▲為台灣的觀光撐起這把傘，需要產官學研媒大家要一起努力，突破現況法規盲點、貼
▲
近時代趨勢、創造市場商機。

是不會受到日本組團社青睞，當

勢、創造市場商機、建構永續
觀光，否則我們不只要撐傘，而且還要把台灣觀光「捧在手掌
心」上啊⋯⋯阿彌陀佛＋阿門！

戰爭元素的景點與旅遊目的地，

然就不適合對日本客人行銷。
美國客人吃慣了漢堡薯條，來台灣想體驗的是東方飲食，

在上週有個機緣主持由交通部觀光局所主辦，旅行業品質保

當然，旅行久了想要家鄉味，台灣國際化程度尚可，國際連鎖

障協會執行的「2019打造台灣特色小鎮旅遊品牌暨行銷論壇」，

速食店比鄰櫛次，這時，推薦個「台灣漢堡」（刈包）再敘述

會中邀請不同面向、領域的專家從設計美學、文化社會學、山海

「虎咬豬」的意涵（storytelling )應該也是不錯的行銷。也許這

資源等不同視角來為台灣觀光品牌化及產品化的下一步把脈。

樣的比喻有點過頭，但我想說的是，請站在消費者（目標市

韓國知名特色旅宿平台StayFolio創辦人Lee Sang Muk先生，以

場）的角度來設計、行銷產品。

觀光產品學

設計美學+在地論述的觀點，分享他如何透由旅宿空間的設計，

台灣的山嶽、台灣的海洋有其特殊性，更是能夠吸引國際

融合當地自然資源和社區特色，保有永續的概念進而找回觀光

旅人來台灣享受的內容。同場邀請到林務局林華慶局長、台灣

的價值。透過韓國實際案例做法，也從韓國文化創意設計旅店

潛水陳琦恩及觀光局周廷彰副局長等分享各自領域的經驗及看

構成中，了解現在的客人需要的是在地深度思維，每一個旅人

法，探討藉由台灣山海自然資源的永續友善利用，創造源源不

都希望感受到在地給予的洗禮。一棟旅宿在設計的過程中，如

絕的綠色經濟。

觀光政策學

何將在地的論述植入其中，奢華、高檔都不是必然，置身於其
中能與這塊土地的紋理相結合，這才是重點。

台灣的山與海雖然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技能才能征服並體驗台
灣的豐沛景致，但是，我們也能夠透過分級區隔初、中、高不

觀光未來學

在QA時問到韓國講者對台灣的印象，他看到的是台北高雄都

同層次，提供不同客群需求，例如：山岳文化的健行、步道至

會繁華，似乎還沒有看到台灣小鎮亟需將在地元素融合來吸引觀

攀登抑或是親海的潮間帶生態、浮潛到水肺潛水來規劃所有的

光客，也許從外國人的角度，台灣的都會還是受到歡迎，而台灣

產品。一樣的，不管是哪一個小鎮，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與

最在地、最有味道的小鎮似乎還沒將特色呈現在全世界的眼前。

歷史淵源，如何將小鎮重新發掘出他的特色，在輔以旅行業者

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觀察，文化評論家詹偉雄大哥一針見血

的包裝，甚至將不同的小鎮規劃推向不同的國際目標市場。好

地指出台灣觀光產品設計的盲點，當我問到詹大哥對於台灣現有

的政策便是要能讓相關業者賺錢的，一直以來觀光業界都重視

國旅或入境旅遊產品的觀感，他直接的表述目前市售產品本身並

「產值」，何時可以提升為「產質」，產出臺灣該有的旅遊品

沒看到生命，只是在景點與購物之間不斷地堆積，這反映出產

質。當旅行業遇到大環境的變遷下，不管在產品開發包裝上也

品規劃者並沒有以消費者的視角關照，不是站在需求端（消費

好或是思維上的重新改革，如何創造更多的利機，在品質上下

者）的立場來設計產品，我們很常以供給端（觀光業者或政府、

功夫才能針對核心解決問題，台灣絕對會是一個值得大家來觀

DMO）的角度來提出產品規劃，也就是將自己的思維與想法、甚

光的地方。

至各縣市政府希望提出來的重點事項直接加諸在消費者身上。
請再一次思考，這二者之間是否畫上等號？我也常提出這

我想，我們要撐的這把傘絕對不是保護傘，而是一件件耀眼
光芒、航向世界的飛行傘！

樣的呼籲，不同的目標市場，因為他有其生長背景、生活環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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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喜臨

撰文、攝影╱劉彥廷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副理事長張金明（左3）、資策會科法所所長張瑞星（左4）及講師、貴賓合影。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副理事長張金明。

證等各式文件，服務包山包海，一般從

心，還可掌握如何善用資料進行精準行

業人員不僅可接觸個人資料，還可直接

銷等加值運用之方法，在法遵規定下優

取得證件正本，而隨著科技的進步，從

化企業服務，打造三贏局面。

為

強化觀光旅遊業對消費者大數據

傳統紙本人工收單，到現在數位下單，

應用及個資保護管理概念，財團

旅遊產品碎片化，旅遊業者更需與時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

俱進，因此，如何建立一線人員正確個

（資策會科法所）與台灣旅遊交流協

資保護觀念，做好事前妥善的規劃與輔

會、台灣商業聯合總會於6╱20假集思

導，是相當重要的工作。

科技創新資訊運用
跨境傳輸保護成首要重點
資策會科法所研究員王德瀛分享，
觀光旅遊業經營過程中，會持有許多駭

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聯合舉辦「觀光業

透過論壇，邀請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

客眼中感興趣且具相當價值的資料，如

個資保護管理及加值運用服務論壇」，

所、台灣商業聯合總會等專家前來與大

消費者信用卡、身份證與護照、會員

吸引來自於觀光、旅遊業代表近150位

家分享及重點解說，協助業者為業務推

資料等，已成為新的資料攻擊焦點；而

貴賓熱情參與。

展、商譽提升及地方創生，再造新猷。

在平台經濟時代，資料應用影響不同層

旅遊產品碎片化
業者需與時俱進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個資運用及保護並重

面，觀光旅遊業如何在整合資料提供新
服務的發展下，同時兼顧個人資料風險
管理，將是重要關鍵。

此次論壇針對「個資保護於國際法遵

資策會科法所所長張瑞星指出，在

資策會科法所研究員簡奕寬提到，

最新趨勢剖析」、「觀光業個資管理實

數位經濟時代下，改變消費者對於觀光

面對GDPR嚴峻的規範，建議業者應仔

務與資料加值運用」及「交通部歷年發

旅遊進行模式，紙本資料已逐漸被電子

細盤點現存檔案，評估及刪除不必要的

布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

取代，資料運用及分析可以為業者進行

個資，減少資料儲存的風險後，再進一

辦法解析」進行分享，會中就觀光業個

更精準的行銷與服務，已成為企業重要

步檢視資料來源與每一項個資流程，是

資保護法令內涵與管理制度暨實務操作

決勝關鍵。

否符合法遵規定，並訂定適當措施與程

建議，進行重點解說。

資策會科法所維運台灣個人資料保

序因應事故發生，藉以降低對當事人造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副理事長張金明

護與管理制度（TPIPAS）即將邁向第10

成之損害；此外，業者應設置客服中心

致詞表示，觀光業個資管理在這幾十年

年，藉由制度建置，不但可協助台灣各

或聯繫窗口，以確保當事人權益有良好

變化非常大，過去業者需幫客人代辦簽

產業建構安全交易環境，提升消費者信

的溝通管道。

vol.550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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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科法所、台灣旅遊交流協會、台灣商業聯合總會共同舉辦
數位服務大勢所趨 觀光旅遊創新變型 法遵規定下優化企業服務

當週要聞

觀光業個資保護管理及加值運用服務論壇登場

朱永達：觀光工廠是操作國民旅遊的最佳奧援
結合優質觀光工廠 提升健康生活品質 為旅程豐富度加深加廣
走向未來 需產官學3方無縫隙攜手合作 創造觀光工廠新面貌
文字整理／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針對觀光工廠的建言
1. 業者與觀光工廠緊密合作，業者全力包裝產品行程，觀光工廠著力接待
品質。

2. 延續觀光工廠熱潮需產、官、學多方緊密合作，輔導與合作雙管齊下。
3. 觀光工廠的下一步，提升管理品質，與國際接軌，展現工廠真正觀光價值。
於國民旅遊來說，除了景點的探訪外，

對

擁有高度互動性的觀光工廠，能適時

操作國民旅遊的旅行社，如何在1～3天

點綴行程的豐富度，因而吸引許多旅客

的行程內安排觀光工廠的行程在其中？朱永

目光，也成為同業包裝的最佳奧援之

達指出，面對那麼多的觀光工廠，他們有些

一。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

規模大，設計舒適豪華新穎，也有些廠房過

理事長朱永達 表示，觀光工廠的興

小，參觀動線並沒有相當完善。但是經工研

起，仰賴於週休2日生活型態逐漸定

院產品經理蔡秀如不斷的輔導及評鑑，又帶

型，台灣旅客生活型態轉變，對休閒旅遊

領著觀光工廠，安排參加大大小小的旅展及

有明顯需求；加上台灣產業結構變遷，傳統

各旅行社公協會的媒合會。讓旅行社與觀光

以製造業為主的工廠逐漸凋零或外移，但企

工廠彼此互相認識對方，成為合作的好伙

業主基於產業文化傳承、增加收益或塑造企

伴，也不斷的與旅行社密切配合，旅行社業

業形象等因素，有轉型經營的迫切需要，於

者帶來觀光人潮，在觀光工廠內安排導覽及

是以服務為主的產業觀光逐漸興起。

原創DIY及購買商品等活動。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

而且從吃的、玩的、穿的、用的，台灣

當然剛開始觀光工廠的接待、流程安排、

各地區都有具備特色的觀光工廠，吸引人潮

產品訂價、門票訂價、活動空間等方面，都

前進。台灣觀光工廠發展成熟且受到民眾青

不盡理想，因為完全用自己的想法及思維來

睞，主因為經濟部工業局自2003年起制訂

設定所有。殊不知在廠區內的遊覽動線，運

「觀光工廠輔導事項與評鑑規範」，並委由

量管控及容納量，都有一定的種種細節穿插

工研院全面推動計畫，協助輔導業者發展觀

其中，旅行社業者會帶的不同類型客源，去

光工廠，並進行評鑑，至今已有非常豐碩的

屬於他們適合的觀光工廠遊賞，互相配合

成果，為國內觀光產業帶來了很大的產值效

下，慢慢瞭解及修正各個項目，讓生意熱潮

益，也為台灣增加許多新景點與去處。

不斷，最後希望客人、旅行社、觀光工廠3方

如何延續熱潮成關鍵
品質＋國際接軌開啟新篇章

朱永達
22

面都皆贏。
朱永達更指出，旅行社業者在產品的銷售
行銷部份，會盡全力來包裝觀光工廠的產品

觀光工廠的推動對傳統產業或工廠而言，

行程，相對的觀光工廠也請著力在產品端部

儼然注入一股新生命的泉源，提供已經外移

份，好好來接待即可。好的行程安排，需要

的產業留下老舊或是廢棄工廠再造生機的機

有好的優質觀光工廠，給客人最好的產品，

會，對土地的再利用以及環境的維護也起了

提昇旅遊品質，更提昇健康的生活品質。

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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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的課題，展現工廠真正的觀光價值。

最後也希望所有政府單位，與旅遊有相關

隨著台灣旅客對於國民旅遊需求的效應影

的部份，能產官學合為一體，既是輔導也是

響之下，此波的觀光工廠熱潮將會持續延

合作，有了人潮、也有了錢潮、也改變了原

燒，只是企業主在跨入從冒煙的工廠轉入

有的環境需求。旅行社的專長是行銷通路，

不冒煙的工廠基本門檻後，下一步要思維的

有一定的客源，總之優質觀光工廠，最後也

是：如何提升經營管理的品質以及邁向國際

需有適合該產品的人潮。

我

，許禓哲，如果選上第11屆品保協會，針對現在航
空業動不動就罷工的問題，我一定堅決地捍衛同業權

當週要聞

又見航空工會罷工
益，讓大家不會再因為罷工的不確定因素，心驚膽顫！
題，旅行業被罵！遊覽車有問題，旅行社被罵！飯店業有問
題，旅行社被罵！交通出狀況，旅行社被罵！天氣不好，看
不到美景，旅行社被罵！責任在我，我不逃避，但責任不在我
們，為什麼我們要不斷背負這些苦果。
這次長榮罷工，個人覺得一直以來，空姐、空少，是多少年
輕人夢想的工作；能夠進入空服員行列，事先經過多少磨練，
百中選一的激烈競爭，必須兼具學業、專業、儀態、容貌、修
養，在台灣都是令人嚮往的行業。
但是，看到桃園空服員工會發動突襲式罷工，氣勢凌人，
說罷工就罷工，完全破滅了以往優雅、有禮的形象（市儈
呀！）。
有感發表：
一、想念國父孫中山曾提過大眾交通運輸事業，影響民生
權益至大，不得罷工。
二、觀看許多先進國家，罷工都提前通告，避免影響無辜
第3者。其實2個月前預告罷工，可能所有旅客都會取消訂
位，影響才是最大，因為沒人會訂60天以後要罷工的機票，
可能影響80％的訂位，才最有利談判。而突擊罷工不管再
理直氣壯，也令各方生厭，嚴重影響消費者、旅行業者、公
司、政府、社會觀感、國際形象。
各國罷工預告期：
加拿大：17天／英國：7天／愛爾蘭：14天
法國：2天／南非：2天／日本：10天
三、政府呀！台灣就只有5家航空公司，倘若家家出問
題，消費者及與之相關的產業何其不幸。
四、旅行業者辛辛苦苦招攬旅客，安排行程，報價、比
價、收訂、收證件、送簽證、訂機位、聯繫國外地接與
Local、訂車、飯店、導遊、餐廳、景點、收款、保險，辛
苦賺來一點服務費。罷工了，全沒了，還可能要賠錢。

合理嗎？對嗎？
航空業罷工，旅行業、消費者直接受害，我們有6大訴求！
一、譴責罷工空服員：罔顧消費者權益，爭取自己的私利，心安嗎？
二、大眾運輸業罷工議題：政府必須立法堅持20天前預告的預告期，讓旅客有選擇權力。
三、旅行社的合理利潤：必須得到合理的賠償。
四、所有善後處理費用：必須補償，並加計利息。
五、航空工會等相關單位必須向社會大眾道歉。
六、由品保協會主導，積極改善不合理的定型化契約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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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以來，旅行業背負著許多不必要的原罪，航空業有問

本刊圖庫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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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航空首架波音787-10於南卡羅來納州的波音工廠交機，並於6／21
下午14：30，正式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台灣首架787-10夢幻客機正式抵台！
直以來，長榮航空憑藉著優異的服務，成為國際各大

一

外，更能有效控制艙壓，將艙壓由8,000英呎降低至6,000英

獎項認證的常勝軍，日前更是勇奪第4個Skytrax 5星

呎，有助於提高搭機旅客血液含氧量及減輕常見的暈機與

級航空殊榮，同時也獲得「全球最佳客艙清潔」及「全球

不適。新設計的發動機整流罩可大幅降低噪音，讓旅客享

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飲」的雙項冠軍，並且在「全球十大最

有更舒適、優質的空中旅程。

佳航空公司」得到第6名。

隨著波音787-10的相關整備工作結束後，預計在6／28開

不僅如此，長榮航空從去年起開始了787客機的引進，其
中首架波音787-10客機，編號B-17801已正式在台灣亮相。

始投入香港航線的飛航，7月再投入日本航線，今年第4季
飛航澳洲布里斯本航線，未來亦將運用於兩岸航線。而波

為了歡迎這位嬌客的加入，長榮航空於美東時間6／19在

音787-9的部分，現已用於東京、大阪、名古屋、香港與維

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波音工廠舉行交機典禮，由長榮航空

也納航線，預計於2020年第一季開始投入溫哥華航線。透

機務本部副總經理郭俊義代表前往接機，並與波音民用飛

過新客機的持續引進，讓旅客能感受到不斷蛻變新貌的長

機集團787計劃副總裁兼總經理布拉德•扎貝克簽署交機文

榮航空。

件，隨後新機於美東時間6／20開始了16個小時的飛渡後，

不只母公司持續在蛻變、提升，子公司的長汎旅運也不

台灣首架波音787-10於6／21下午14：30，正式抵達桃園國

斷升級自我的服務，於日前正式取得蒙古民用航空─EZNIS

際機場，為台灣航空史寫下全新里程碑。

的獨家代理權，EZNIS是2006年於蒙古國成立的航空公司，

為了拓展飛航運能，持續採購新機的長榮航空，在去年

營運區域一般以中國、俄羅斯為主。但隨著今年6╱3起，

開始了24架波音787機隊的引進計畫，4架787-9已於今年5

EZNIS的香港─烏蘭巴托航線正式開通後，將提供每週3班

月全數交付完畢，787-10自6月起導入，今年規劃共交付4

的飛航運能，搭配上目前台港之間綿密的航班，能夠為同

架，預計2022年全數交機。

業協助多樣化蒙古行程的包裝，長汎旅運也推出多款精選

787-10夢幻客機最大滿載航程為5,900海哩，可由台灣
直飛長榮航空目前亞洲各航點、澳洲布里斯本，機艙內採

行程，協助同業吸引旅客前往，親身體驗不同的草原風光
和迷人風情。

2個艙等設計，配置有34席皇璽桂冠艙、308席經濟艙，提
供342個座位數。在機艙舒適度方面，波音787夢幻客機導

從新機引進到子公司拓展服務範疇，能夠看到長榮航空
集團持續為旅遊產業帶來多元的變革。

入最新型的空氣過濾系統可提高機艙內的空氣清淨度。同
時，大量運用複合材質的787客機，其機身擁有更高的氣密
性，相較於傳統客機，787客艙濕度可提高3～4倍。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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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多倫多暴龍隊奪下NBA總冠軍 加航於國慶節舉辦投籃活動
即日起至7╱2 搭加航前往加美來回機票僅17,467元起（含稅）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航空台灣區總經理陳美至（右1）、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丹（右2）及台灣
▲
加拿大商會理事長高克駿（左2）。

▲加拿大航空每週6班從桃園直飛溫哥華，提供最優質的飛行服務。
▲

慶祝加拿大152週年國慶，加拿大

為

小朋友們體驗「暴龍風潮」，完成攤位

商會、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活動皆可抽獎獲得精美小贈品，還有機

將於6╱29假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會獲得台北至加拿大不限航點85折機票

舉辦「2019加拿大國慶節」，不僅是加

優惠券。

拿大在亞洲最大規模的國慶活動，每年

為歡慶加拿大國慶，加拿大航空系

吸引超過萬人共襄盛舉，今年更新增多

列活動同步正式開跑，即日起至7╱2，

種互動式體驗和趣味競賽，讓民眾充分

凡購買台北出發至全加拿大、美國航點

感受加拿大多樣魅力，而加拿大航空今

來回機票，可享機票優惠折扣，最優惠

年也特別參與，活動現場將有機會抽中

票價17,467元起（含稅），包含台灣民

2張加拿大航空從台北至加拿大不限航

眾最喜愛前往的溫哥華、多倫多、蒙特

點來回機票。

婁、西雅圖、舊金山、洛杉磯、紐約等

加拿大航空共襄盛舉
推出超值機票優惠

多達119個北美城市，以及不限艙等的
超值優惠票價。
陳美至強調，今年是加拿大航空在台

加拿大航空台灣區總經理陳美至

灣的重要里程碑，自2017年6月復航，不

表示，今年多倫多暴龍隊獲得NBA總冠

僅帶動台灣人赴加拿大旅遊市場，更帶來

軍，加拿大航空身為多倫多暴龍隊指定

了加拿大赴台探親、經商、旅遊等交流，

航空也與有榮焉，一同見證加拿大籃球

人次成長達到5～6％，為進一步擴大台

史上的新佳績，這次在加拿大Canada Day

灣市場、深耕台灣，加拿大航空接下來將

國慶活動中，特別設置兒童投籃機，讓

成立辦公室，提供民眾更優質的服務。

台灣赴加拿大成長13％
加拿大留學人次成長最多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芮喬
丹指出，2018年台灣旅客前往加拿大人
次創下歷史新高，相較於2017年，增長
13％，另外，近年來加拿大也成為台灣
學生出國留學成長最多的國家，加拿大
與台灣交流密切，並且穩定成長中。
「2019加拿大國慶節」將於6╱29
在台北客家文化公園登場，是一年一
度加拿大在海外最大規模的國慶活
動，也是6萬名在台的加拿大僑胞和世
界各地在台國際人士引領期盼大型國
際慶典活動，今年將擴大原有的大草
坪區和親子區，新增更多趣味親子活
動，夜間還舉辦煙火秀，透過一系列
加拿大音樂、美食、曲棍球、藝術、
遊戲等，讓大家感受加拿大的熱情、
共同慶祝加拿大生日。

2019加拿大國慶節
時間：6／29當日12：30～21：00
地點：台北市客家文化公園
台北市中正區汀州路三段2號

＊免費入場＊
▲溫哥華是加拿大西部最大都會區，適合旅行、度假的城市。
▲

▲透過加拿大航空綿密的內陸航網，能輕鬆抵達各大夢幻國家
▲
公園和景點。

vol.550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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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加拿大國慶！系列活動開跑

航空飛訊

加拿大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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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前輩眼中的黃文卿
旅友會會長

林英明

用心、熱情、了解業者需求 成為黃文卿的個人魅力
認識黃文卿多年，不論是在甲聯會、旅行公會、品保協會等公協會服務，或是在業務面上的接洽，都能感受到他竭
盡全力的服務，尤其品保協會理監事2屆的共事期間，對於他在為會員服務、爭取權益上，都能觀察到他對於大眾
服務上的極其用心。加上目前黃文卿為甲種旅行聯誼會總會會長，對於服務產業上更能得心應手，也能以前瞻的思
維、身為業者更了解業者的需求，都將成為他帶領產業向前邁進的最佳動力。

國策顧問

黃文桂

只要能服務同業 黃文卿不會缺席 阿桂也力挺到底
中生代的黃文卿是個優秀領導人才，曾歷練過新世代旅遊聯誼會會長、甲聯會會長、品保協會常務理事與副理事長、台
北市旅行公會理事等重要職位，是這個世代中難能可貴的領導精英。隨著市場的不斷轉變，公協會等體系也需要新血的
注入才能趕上時代的需求，透過新的思維、新的作法，來為業者去爭取權益、排除不合時宜的舊法規等。
對於業界的服務，黃文卿有著極大的熱忱，能經常看到他全台跑透透的拜會、走訪，聽取業者的心聲，並爭取相關的權
益。雖然自己已經退休，但希望產業能給這個願意服務的年輕人機會，並且強調：只要能服務同業，黃文卿不會缺席，
阿桂也力挺到底！

中生代同屆所熟悉的黃文卿
金界旅運集團副董事長

張詩怡

代表業者聲音的平台 需要一個前瞻思維的領導人
我推薦黃文卿！現在整個旅遊業正邁向一個承先啟後的時代，業者們需不斷面臨眾多挑戰，包括網路的興起、舊法令不適用現
今社會，以及大型OTA積極搶直客，在此時，能代表業者聲音的公協會就需要一個擁有前瞻思維的人來為同業發聲、掌舵。
如同品保成立的宗旨，就是維護業者的品質，面對市場無窮挑戰，需要的是新思維的人才來服務，提供會員更多意見。黃文卿
的前瞻思維在公司經營不斷投入新穎元素可以顯見，加上身為業者更能實際了解業者的需求，以及身居中生代能承先啟後，並
與全台性、地方性的公協會平行合作，真正為產業帶來改變。

旅遊業第二代聯誼會
許多旅遊業二代成員加入產業後，都在市場上單打獨鬥，為了凝聚旅遊業情感和集結資源力量，「旅遊業
二代聯誼會」於2014年成立，拓展至今已達到數十名會員，成為代表青年業者聲音的平台。
旅遊業二代聯誼會會長曾百汾表示，身為中生代的黃文卿，是串連旅遊產業初代前輩與新興二代溝通的最
佳橋樑，能夠為產業帶來承先啟後的效果，既能傳承了上一代的經驗，也能與不同思維的新生代溝通無
礙，促進產業和諧、進步。
而在公共領域上，黃文卿也竭盡全力的服務產業會員，不論是甲聯會會長、品保協會副理事長等身份，都
能看到他積極為業者創造商機、爭取權益，並且維護業者尊嚴，也因此成為二代會全力支持的關鍵。
（左起）旅遊業二代聯誼會會長曾百汾、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副理事長黃文卿、二代會榮譽會長陳明宏、
鳳凰旅遊董事長張巍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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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力卿為不是為了選舉而出現的口號，而是真正將旅遊產業的尊嚴扛在肩
上，如航空業頻傳罷工、停飛等問題，不是只有簡單的言語抗爭等消極做法
就好。文卿認為，要捍衛業者尊嚴，就要從法律層面改，但修改法令需要36
位立委連署，工程實在曠日廢時，因此呼籲先由代收機場稅部份開始。
旅行業者代收機場稅，不僅消耗了人力，有時更需要墊付2%的刷卡手續費，
因此文卿將爭取機場稅來提供作為相關的基金，當航空業出現罷工或停飛等
狀況時能作為賠償，以免業者又求償無門。

新生代成員所尊敬的黃文卿
易斯達航空台灣總代理新瑞旅行社經理

王捷弘
真正落實卿力卿為
最有肩膀為業者謀福
許多時候都能看到黃文卿為產業發聲，如先前航空公司發生
罷工停飛、造成旅遊業者問題時，不論時間再晚，黃文卿都
會立即透過平台、媒體發聲與譴責，第一時間跳出來為同業
維護應有的權益。值得一提的是，黃文卿更積極商討配套措
施，並以公正第三方的角色，盡全力讓旅遊業者能在面對航
空公司各項問題時，雙方都能相互溝通，這也是身為航空公
司的總代理十分樂見的情勢。
此外，也因為黃文卿是銜接上下兩個世代的中生代成員，因
此除了承襲前輩的經驗外，對於提攜後輩也是不遺餘力，更以
身作則的為產業付出與打拼，用厚實的肩膀與責任感，成功為
會員們做典範。

大都會旅行社董事長特助

林泰宇

黃文卿堅持
一增、一擋、一合作：
一增 增加信賴、增加客源

將產業的尊嚴放在肩上
支持黃文卿、選人不選派
黃文卿對於許多業界新生代而言，是如同鄰家
大哥的存在，不會有世代的隔閡，卻有著願意
承擔重責大任的勇氣。從兩次航空公司問題中
便可以看出，他總是在第一時間跳出來為產業
發聲，並全力協助業者與航空公司協商，希望
能為產業營造更為友善的操作環境。
林泰宇強調，市場上每到選舉時，總是會出現
派別的問題，但他認為應該回歸需求面，要找出最能為產業帶來助
力、為業者謀福的候選人才是關鍵。黃文卿具有願意承擔責任的肩

一擋 擋下不合法、過時法

膀，能為產業的尊嚴與權益赴湯蹈火；也不斷求學、加深專有知識，

一合作 引進商機、拚創新

這種具有肩膀與前瞻思維的領航員。

只為尋找出能為產業帶來改變與助力的新思維，而品保協會就是需要

愛趁峴在、勇港 表達
88節玩峴港最超值 新悅陪旅客們一
父親節就讓我們來付清 為旅客的荷包撐
到屬於攸關父母的節慶，為人子女最

客選購超值版行程，4人一起出發，新悅負

擔心的莫過於送的禮物不能稱心，又

責買單爸爸的費用，只需酌收相關規費，用

或是費用過於高昂讓自己感到吃力，而

滿滿的誠意來犒賞爸爸的辛勞，也為您的荷

每

這一切新悅旅行社都看在眼裡。
因此，在專屬於爸爸節慶的這個月
份，新悅旅行社霸氣喊出：「帶爸爸
遊峴港，4人同行，爸爸的費用我來

包撐起一把傘。

I Love My Dad
父親節新悅幫你付清

新悅旅行社總經理王志瑞

出！」，就是要讓孩子們盡孝道、盡心

愛要趁『峴』在、『港』快說出口，在

意時，不用感到太大的負擔，還可以一起感

這個節慶，只需要顧父親感受，『付清』的

受最火熱旅遊目的地─峴港的優美景致，讓

動作讓新悅來搞定，旅客僅需選擇超值版的

新悅跟您一起感謝爸爸長久以來的辛勞，歡

商品，且4人成行，爸爸僅需付相關規費的

迎同業大力推廣。

5,000元，就可以享受最美好的峴港假期。

同樣身為父親的新悅旅行社總經理王志

由於峴港的旺盛需求，新悅早已開啟第3

瑞 ，十分能感同身受於平日須承擔家裡重

串包機，讓整個飛航峴港的運能達到每個月

擔的龐大壓力，但為人父、為人夫的身分不

23班、每週6班的龐大選擇空間，讓旅客想

能輕易喊退，而是要咬牙撐起，繼續用汗水

什麼時候出發都沒問題，而此次父親的專屬

跟雙手堆砌這個家。因此，新悅邀請子女

回饋方案，將針對8／1、2、4、5、6、8、

們、太太們一起動起來，為家裡的鋼鐵巨人

9、10、12、13、14、16、17、18、20、

盡心意，新悅將化身成最佳助攻手，只要旅

21、22、24、25、26、28、29、30等，總

來到海灘怎能不玩水 新悅貼心贈送水上活動3合1
看準即將到來的暑假是旅客大舉出遊
的旺季期間，新悅特別贈送水上3合
1的貼心設定，包括海上跳跳床＋浮
潛；水上摩托車或拖曳傘，加上私人
秘境沙灘的門票與消暑飲料，對於吸
引喜愛玩水的年輕客群來說，可以在
世界級美景與海景的地方享受暢玩一
「夏」的誘因，更添增了購買意願。

▲

新悅特別贈送水上3合1的貼心設定，讓旅客在世界級美
景與海景的地方享受暢玩一「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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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悅旅行社推出8月份4人成行遊峴港、爸爸免費！
起感謝偉大的父親 指定日期出發、爸爸費用新悅霸氣買單！
一把傘 超值版商品加碼升等2晚5星 再送水上活動與4G網卡
計23個出發日，絕對能滿足旅客的休假需
求，一起為爸爸慶祝。

台籍航空出發時間帶最優
台語也能通最安心
王志瑞強調，由於遠東航空為台籍航
空，因此能擁有最適合台灣旅客的出發時間
帶，旅客不用下午或晚上才出發，然後最後
一天還得一早急急忙忙趕往機場，一個5天
的假期，東扣西扣下卻只剩下3天的時間。
透過3串包機的飛航，旅客能擁有早去
晚回、早去午回的時間帶可以挑選，讓寶
貴的假期不將就，用最充足的時間享受最
美好的峴港。
不僅如此，旅客還能享受到美味的機上
餐食、行李托運服務，以及台籍空服員所
帶來的無微不至服務，不用擔心語言的隔
閡，甚至台語也能通，不用跟外籍空服員
雞同鴨講。

誠意十足
升等2晚皇家美居
為了讓旅客享受到最超值的旅程，新
悅特別針對超值版的「中越峴港．風華再
峴．最美海灣5日」產品中，從原本順化1
晚、峴港3晚全程4星級飯店設定，特別加
碼送峴港2晚保證升等入住5星國際連鎖峴
港皇家美居飯店（Grand Mercure Danang），
讓客人有更加舒適的住宿體驗。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物中心3公里，距離會安古城4公里，十分
方便的優勢，也因此此飯店被評為峴港性
價比最高的選擇！

好康不只這樣！
再送水上活動、4G網卡
既然都來到擁有世界前6名沙灘的峴
港，怎麼能錯過玩水的旅程，新悅特別於

皇家美居飯店坐落於峴港的心臟地帶，

6～8月的暑假旺季贈送水上活動3合1，

為在峴港市中心河畔，館內設有 3 間餐

包括海上跳跳床＋浮潛；水上摩托車或拖

廳、酒吧、SPA、室外游泳池和健身設

曳傘，加上私人秘境沙灘的門票＋消暑飲

施。客房標準配備包含32吋平面有線電

料，對於喜愛玩水的年輕客群來說，能在

視、沏茶／咖啡沖泡用具、浴缸和空調，

世界級的沙灘上暢遊一夏，絕對最吸睛。

此溫馨客房還設有超大窗戶，可欣賞壯麗
海景、山景或河景。

不僅如此，新悅更準備1萬張WIFI卡贈
送給旅客，讓旅客能盡情拍照、PO上社交

優越的地理位置，讓飯店距離峴港國際

軟體，送完為止。種種的設定都能感受到

機場約10分鐘車程，距離印度支那河濱購

新悅滿滿的用心，都是要讓旅客享受到最
有感的服務，也為同業創造最全面的銷售

入住5星國際連鎖峴港皇家美居飯店

利基。

父親節回饋專案看過來
多項好康打造銷售優勢
1. 選購超值版5日，4人同行、爸爸僅
需付相關規費。
2. 總計23個出發日任君選，出遊日期
最多。
3. 台籍航空公司服務，時間帶優、機
上餐食＋行李公斤全含最優。
4. 超值版升等2晚5星國際連鎖峴港皇
家美居飯店。
5. 6～8月分贈送水上活動3合1。
▲超值版5日將2晚保證升等入住5星國際連鎖峴港皇家美居飯店（Grand Mercure Danang）。

6. 貼心準備1萬張WIFI卡贈送給旅客，
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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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飛訊

長榮航空

AIRLINES

連續4年獲SKYTRAX 5星級航空殊榮桂冠
服務廣獲好評 勇奪全球最佳客艙清潔、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飲第1
星盟4年榮獲最佳航空聯盟 洛杉磯貴賓室評選為最佳聯盟貴賓室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長榮航空

頒發眾多獎項外，今年
也獲得TripAdvisor評選為
「全球10大最佳航空公司
第3名」、「亞洲地區最
佳航空公司」、「亞洲區
最佳商務艙」、「亞洲區
最佳豪華經濟艙」，並連
續多年獲得AirlineRatings.
com評選為「全球20大最
安全航空公司」，優異服
▲SKYTRAX共頒予長榮航空5星級航空公司認證、全球最佳客艙清潔、最佳經濟艙
機上餐飲等三項大獎，由長榮航空客服本部協理楊秀慧（中）、法國分公司總主
任王瑞裕（右2）及法國機場辦事處主任簡宏昌（左2）代表前往接下獎牌。

▲長榮航空憑藉著優異的服務，獲得「全球10大最佳航空公司」
第6名的肯定。

務可見一斑。

雙喜臨門
星盟連4年獲選最佳航空聯盟

名航空服務調查機構SKYTRAX公

知

經濟艙、經濟艙的餐點，以結合當地特

司6／18在法國巴黎航空展舉行

色食材及家鄉味的概念、透過食材色彩

不只長榮航空榮獲多項桂冠肯定，

「2019年全球航空公司大獎」頒獎典

的搭配、依照乘客之生理時鐘，不斷創

所屬的星空聯盟亦是獲獎不斷，在此次

禮，長榮航空再次獲得5星級航空公司

造出多元的餐點內容，包括長程航線早

「2019年全球航空公司大獎」上，星空

的認證，同時也獲得「全球最佳客艙清

餐提供的清粥小菜、日本航線夏季的日

聯盟除了第4度蟬聯「最佳航空聯盟」

潔」及「全球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飲」的

式冷便當都受到相當的好評，因此今年

大獎，洛杉磯貴賓室亦連續5年獲得

雙項冠軍，並且在「全球10大最佳航空

也首次拿下「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飲」的

「最佳聯盟貴賓室」的評選。

公司」得到第6名的殊榮。

評價。

星空聯盟執行長Jeffrey Goh表示，
若沒有每年數億給予星盟成員航空支持

獲得5星級航空的肯定，為了維持此項

長榮航空總經理孫嘉明表示，感謝
全世界旅客對長榮航空的支持，長榮的

榮譽，除了不斷提升空、地勤等一線人

目標不僅是要維持5星級航空的服務，

這項殊榮。我想藉此機會致上誠摯的感

員的服務方式，同時也持續更新軟硬體

更期許不斷超越自我，從最微末的細節

謝，有了他們對於星空聯盟的支持，使

設備，讓整體服務品質更加優化，並將

開始著手，帶給旅客最貼心、細緻的服

得星空聯盟能連續4年榮獲最佳航空聯

服務的精神落實在每一個細微的環節，

務感受，為旅客每一趟的飛行體驗留下

盟的肯定。而此獎項也是所有星盟成員

包括機艙內的清潔度也都一樣重視，因

深刻美好的印象。

致力於提供創新服務的肯定，未來我們

長榮航空自2016年開始，已連續4年

與信賴的旅客，星空聯盟沒有辦法獲得

值得一提的是，長榮航空對於飛安的

將繼續提升服務品質，帶給旅客更佳的

堅持與服務品質的執著，不斷榮獲全球

旅遊經驗。我也很慶幸有來自全球28家

各項評比高度肯定，除了此次SKYTRAX

成員航空公司、超過43萬名星盟成員員

長榮航空連年皆於「SKYTRAX全球航空公司大獎」中獲得佳績，本年度得獎獎項及排名如下：

工的強健後盾，得以提供最全方位的優

此今年也再度獲得「全球最佳客艙清
潔」的殊榮。
長榮航空在機上餐點極盡巧思，豪華

得獎獎項
全球10大最佳航空公司（World’s Top 10 Airlines）
全球最佳機艙清潔航空公司（World’s Best Airline Cabin Cleanliness）
全球最佳經濟艙機上餐飲（World’s Best Economy Class Catering）
全球最佳機場服務（World’s Best Airport Services）
亞洲最佳航空公司（Best Airlines in Asia）
最佳商務艙服務用品（Best Business Class Comfort Amenities）
全球最佳空服人員（World’s Best Airline Cabin Crew）
亞洲最佳航空服務人員（Best Airline Staff in Asia）
最佳經濟艙座椅（Best Economy Class Airline Seats）
全球最佳經濟艙航空公司（World’s Best Economy Class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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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排名
No.6
No.1
No.1
No.4
No.4
No.4
No.5
No.6
No.7
No.10

質服務
值得一提的是，自SKYTRAX於2005
年首次推出「最佳航空聯盟」獎項後，
星空聯盟就獲頒這項殊榮，總計已經獲
獎達10次，遠超越其他航空聯盟。同
時，星空聯盟位於洛杉磯國際機場的貴
賓室，今年再度獲選為最受旅客喜愛的
貴賓室。

航空飛訊

廈門航空
飛往福州、廈門、泉州、長沙、杭州5大熱門城市最便捷
加大南部運能 7月高雄─泉州增班 每週一、三、五直飛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班，每週合計43班。
為加大暑假市場買氣，
廈門航空針對今年夏秋季，
推出兩岸直航票價3,000元
起（未稅），適用航點包括
福州、廈門、泉州等地，此
外長沙、杭州也推出優惠票
價，利於同業推廣銷售。
▲廈門航空台灣區總經理鄭松漳。
▲

▲廈門航空近年來積極拓展國際航線，6╱22起開通廈門─仰光。
▲

2008年兩岸航線開通以來，廈門

自航空深耕台灣市場屆滿10年，陸
續實現在地化服務，同時擴展航線、加
密航班，這10年來，共累計承運了近
450萬旅客往返兩岸，搭建兩岸最便捷
的空中橋梁。

廈門航空台灣區總經理鄭松漳 指
出，廈門航空目前經營10條兩岸直飛航
線，從台灣桃園、台北松山、高雄飛往
大陸廈門、福州、泉州、長沙、杭州5
大城市，每週合計39班，若加上廈航全
資子公司─河北航空，桃園─石家莊航

看好南部市場，廈門

航空高雄─泉州進行增班，新增每
週三，每週3班（一、三、五），航
班號MF8650╱MF8649，增班日期：
7╱10、7╱17、7╱24、7╱31，已正
式開放售票，歡迎同業多加利用。

飛往浪漫法國╱荷蘭 只要5千元起（未稅） 「就愛這一套」套票最划算
即
即
日起至6╱30，凡購買廈門航

日起，透過廈門航空一次購買3

空台灣始發經廈門飛往阿姆斯

個往返套票，每張機票平均售價

特丹、福州─巴黎等來回機票，只

5,988元起（未稅）；一次購買5個往返

要5,000元起（未稅），票價相當優

套票，每張機票平均售價只要4,988元起

惠；旅遊時間：即日起至7╱10、

（未稅），利於經常往返兩岸的商務客

8╱18～8╱25、9╱5～9╱23、

及探親客群。

10╱3～12╱31。

適用航線：桃園╱松山╱高雄─廈門╱福州╱泉
州，以訂座時顯示的實際航線為准
適用對象：一次性購買3或5個以上往返的旅客，
且需為同一姓名旅客在1年有效期內多
次往返使用，並不適用於兒童及廈航
客規規定的特殊旅客。
旅行同業需特別注意：
1.▲▲套票的第一張第一個航段不允許變更航點╱日
期。
2.▲▲開立的所有套票除第一張第一航段外，其餘皆
需在第一張出發日一年內使用完畢，且每張必
須先使用台灣始發航段。
3.▲▲外放沒有套票艙位且航班載客低於8成時，代
理可自行使用自動K位指令來K到套票位。例
如：1EK位指令：OSIMFDCWF2018PB291。
4.▲▲若訂位時無套票座位，可加價補齊可利用座位
之差價。
5.▲▲每張套票限免費更改一次航點（限廈╱福╱泉
之間以及台灣地區內的所有航點之間）。
6.▲▲套票一經開立後機票款不得申請退款，其稅金
需於開票日一年內辦理退稅，否不得申請。
※其他相關規定如有疑問可致電廈門航空台灣分
公司（02）2711-5166或客服專線（+86）592
222-6666。

針對歐洲團體行程，廈門航空攜
手友泰旅遊，推出「荷德比法 精選
小西歐花都巴黎暢遊10天（松山出

▲廈門航空攜手友泰旅遊、旅天下、可樂旅遊等業者，透過阿姆斯特
▲
丹和巴黎航點，打造「法比荷」等多國遊行程。

桃園回）」、旅天下推出「精選荷比盧10日」，以及可樂旅遊推出「漫步法比荷～羅
浮凡爾賽、絕美羊角村、萊茵3遊船、巴黎購物趣9日」等精彩行程，搭乘廈門航空旅
行歐洲，無論團散都最超值。

遨遊天廈PAK熱賣 商品豐富 行程精彩
廈
門航空運用綿密的大陸航線網絡，經福建廈門、福州、泉州可輕鬆延伸至超過
60個大陸城市，進而攜手台灣旅行業者打造「遨遊天廈PAK」，推出烏魯木齊11

天、拉薩＋西寧10天、呼和浩特＋銀川10天、武夷山5天等多種線路行程，不僅航班銜
接順暢、票價更是具有競爭力，高品質又豐富的行程，多年來成為業者銷售首選。
遨遊天廈PAK成員：雄獅旅遊、喜鴻假期、迎家西南、山富旅遊、廈航旅行社、可
樂旅遊、行家旅遊、超悠旅遊。
廈門航空同時攜手南部業者，透過高雄進出，推出烏魯木齊12天、太原8天、貴陽
6╱8天、銀川＋蘭州、東北哈爾濱＋瀋陽、哈爾濱＋大連等多款熱賣行程，適合南部
同業銷售。

vol.550 旅 奇 週 刊

31

AIR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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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萊皇家航空

AIRLINES

「RB升等優惠升等客艙」計畫
5個小步驟讓旅客用理想價格 輕鬆賺取商務艙奢華享受
①
查看資格、②進行報價、③審查、④輸入信用卡資料、⑤送出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汶萊皇家航空

▲汶萊皇家航空台灣總代理展瑞旅行社總經理謝富興。
▲

▲汶萊皇家航空12／3開航，全新客機提供親切完善的服務。
▲

萊皇家航空去年以空中巴士新型

汶

汶萊皇家航空台灣總代理展瑞旅行

業可以為旅客訂票的時候，查詢汶萊

A320neo客機執飛，開啟由台灣

社總經理謝富興指出，汶萊皇家航空不

皇家航空網站，依照流程用最優惠的

桃園國際機場往返汶萊國際機場航線，

斷推出多種票價方案，包括迷你小團、

價格升等商務艙。網站：https://www.

積極打造旅客前往汶萊旅遊的最佳空中

不同出發日期享受不同優惠、針對FIT

flyroyalbrunei.com/taipei/zh/，也可以洽詢

渠道，今年更是全面推廣汶萊為樞紐的

票價推出不定期的專案優惠，同業享有

汶萊皇家航空展瑞旅行社總代理。

中轉實力，讓旅客可以輕鬆前往東南亞

BSP退佣5％，協助同業一直都有

國家，更延伸至歐洲、澳洲、中東，包

最新產品銷售。

含倫敦、杜拜、吉達、墨爾本等長程航

為了讓同業培養廣大旅客市

線。讓同業在行程包裝上，除了汶萊單

場，汶萊皇家航空再次力薦「RB

點旅遊之外，亦可延伸雙國旅遊。

升等優惠升等客艙」政策，同

商務艙升等計畫

‹#›

珶率臁܋缛懯㴟

汶萊皇家航空週四小課堂
汶萊航空行程設計暨票務教育課程
時間：下午02：30pm—04：00pm
課程梯次：6╱27—汶萊、杜拜

查看您的資格
礚፡眅ጱ虻໒

輸入您的訂位代號（PNR）▲
及姓名

進行報價
蝱ᤈ䁭㰷
提交您理想的報價

蜍獈眅ጱ懪֖դ蒈现ন ݷԻ眅ቘమጱ䁭㰷

܋缛懯向۱珀物
升等計畫享有

審查
疛礚

輸入您的訂位代號▲
及姓名

輸入信用卡資料
蜍獈מአܜ虻碘
提交報價被接受時▲
即刻扣款

送出成功
蝑ڊ౮ۑ

起飛前96小時通知

蜍獈眅ጱ懪֖դ蒈现ন ݷԻ䁭㰷ᤩ矑ݑ碻ڰܨಕ稠 蚏汜獮ੜ碻蝢Ꭳ

商務艙升等計劃小撇步
܋缛懯向犋珀物
升等計畫不含

汶萊皇家航空小幫手表示，如果旅客提
 1.▲商務艙報到櫃台
珶率臁䁭ک䲰 ݣ1.▲商務艙行李40KG
1.
珶率臁ᤈ磷.*
出理想金額報價之後，在升等計畫生效
 2.▲優先提領行李
猻ض覿ᤈ磷

珶率臁ջ௳ਰ
2.▲商務艙休息室
之前可以隨時取消。如果在起飛前96小
3.▲哩程數根據原艙等累積計算
 3.▲優先登機
猻ضጭ秚

߹纷碍礬硁ܻ臁缛ᔴ坌懯ᓒ
時，未成功申請競價升等，旅客還能在
4.▲線上報到 
起飛前12小時再次提出申請理想金額報
 4.▲享用商務艙座位及餐食
Ձአ珶率臁ଷ֖现訇觬
娄Ӥ䁭ک

※ 以上計劃恕不適用攜帶2歲以下嬰兒及團體旅遊乘客。
ȡ犥Ӥ懯㴟犋螕አ硡癲䵇犥ӥ䊟㱾现㿁誢碟蝿犔ਮ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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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讓旅客有兩次機會升等商務艙。

﹙掃碼報名﹚

課程內容：
02：30pm—03：00pm汶航基礎票務
03：00pm—04：00pm行程設計—珍禾旅行社

汶萊皇家航空台灣總代理展瑞旅行社
台北服務專線：02-2567-7589
高雄服務專線：07-331-3995

踏入飛機就宛如置身紐西蘭 超乎想像的紐西蘭奇異之旅大公開
10月底喜迎增班 台北─奧克蘭將調整至多每週5班滿足需求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紐西蘭航空

▲紐西蘭航空台灣區總經理范達明（左2）頒發奇異鳥命名證書予黃子佼。
▲

▲（前排左2起）紐西蘭航空台灣區經理林清榜、總經理范達明、黃子佼與紐西蘭航空合作夥伴合影。
▲

去

年11月紐西蘭航空正式開通往返

天、自助點零食等，豐富的機上服務與

台灣紐西蘭的不停點直飛服務，

設施都讓黃子佼捨不得睡，笑稱比在家

當月台灣赴紐旅客相較前1年同期成長

裡還充實。而空服員的紐西蘭式熱情，

54%，近1年的台灣旅客赴紐人數更比去

更讓他還沒踏上紐西蘭就被濃濃人情味

年增長了20%。

感動，無比賓至如歸。

為了讓更多台灣旅客感受紐西蘭航

黃子佼補充，紐西蘭航空的獨家直航

空的精緻飛行體驗及紐西蘭旅遊之美，

服務等於縮短了台紐兩地的距離，提供旅

紐西蘭航空邀請曾為紐西蘭國鳥奇異鳥

客更多便利也省下不少時間，不再需要

「Pete」獻聲配音的黃子佼，親自造訪

因轉機或停點讓旅途序曲就疲憊不堪！

紐西蘭航空台灣區總經理范達明表
示，看準市場潛力及需求，紐西蘭航空將
於今年10月底起增班營運，由目前每週3
班調整為每週至多5個航班，用充沛的運
能邀請更多旅客發掘紐西蘭熱情魅力。

登機便宛若置身紐西蘭
我以為提前抵達目的地了！

紐西蘭「佼」遊趣
簡直超乎想像！

黃子佼
於會中開
心分享紐
西蘭奇異
之旅。

▲
▲

紐西蘭展開「奇異之旅」。

▲在紐西蘭航空的飛航下，旅客將能享受到完美的服務與舒適
▲
的座椅，僅需11小時即可抵達奧克蘭。

黃子佼對於實際到訪紐西蘭至今仍念
念不忘，包括：
開闊的純淨天地：紐西蘭的純淨是世
界出名的！即使是大城奧克蘭，好空氣
依然無所不在，那舒適的清新氛圍一下

迷也絕對不能錯過！從烘焙坊、畫家的

飛機就能馬上感受。而清澈如明鏡的湖

家、起司店等，不同主題的小屋加上用心

首次造訪紐西蘭的黃子佼，談起這次

泊、到眺望廣袤原野雄偉山丘，大自然

打造的自然環境，每個細節都讓旅客彷

的「奇異之旅」，最難忘的莫過於高空

的鬼斧神工令人驚嘆不已外，更讓人心

彿走入魔戒系列電影的真實拍攝場景。

中感受滿滿紐西蘭風情！從台北登機那

曠神怡，身心靈都能好好放假。

與超萌奇異鳥相見歡：身為奇異鳥

一刻起，空服員用毛利語「Kia Ora」打

震撼人心的毛利文化：甫踏入Te Puia

Pete在台灣的「代言人」，來到他的家

招呼、機尾上的銀蕨圖案、紫色燈光氛

毛利文化村，色彩鮮明的毛利傳統服飾

鄉怎能不親自拜訪呢？除了深入了解

圍、機上美食美酒，每個細節都完美結

及特色建築就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從與

當地奇異鳥保育工作、一睹才剛出生約

合紐西蘭元素，讓旅客彷彿提前11小時

酋長的碰鼻禮、親自學習毛利舞、體驗

3週的超萌奇異鳥baby外，黃子佼更以

踏上紐西蘭。

地熱料理等，每項活動都展現毛利文化

「元寶」（Treasure）幫之後即將誕生的

的精髓與價值。

奇異鳥命名，創下台灣首位為奇異鳥命

在直飛的11小時中，無論是有如於頂
級餐廳享用的前菜、牛排搭配紐西蘭美

穿越時空的奇幻哈比屯：北島必訪的

酒，或是透過機上娛樂系統看電影、聊

超熱門景點「哈比屯」，即使不是魔戒

名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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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黃子佼搭乘紐西蘭航空一起去「佼」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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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航空

許禓哲堅持捍衛同業權益
遊市場的越發競爭，都讓業者們需要絞盡腦汁去策畫更吸
引人的商品來吸引消費者目光。
但在收客人、出團的同時，同業也擔心一個問題：客訴，
由於消費意識的抬頭，加上每個人的觀感不同，即使產品
消費者的客訴。如果客人所投訴事件並不偏離實情，業者
也只能摸著鼻子認了，但最怕遇到因為小事卻獅子大開口
的旅客，常常為了匪夷所思的狀況，卻要求超出常理的賠
償。就算到了消基會、品保等第三方單位，旅行社還得耗
費人力與時間周旋，讓生意更是多頭燒。
因為是業者， 天擎旅行社董事長許禓哲 更能了解業
者的痛，此次重出江湖的參選，就是要為同業搭建起
一道防線，為旅行社的尊嚴而戰，要讓同業能在品保
協會的支援下，不用擔心受怕，而是能安安心心做生
意、賺取應有的商機與利潤。

許 禓 哲 堅 持

1
2
3

維護業者的尊嚴與權益，在最公平的角度
成為協調消費者與旅行社的中間橋梁。
致力捍衛旅遊同業尊嚴與權益，讓同業
操作、銷售更安心。
善盡品保成立的最大宗旨，為產業維護
權益、打造友善操作環境。

許禓哲

再好，仍然可能會有一個小細節、小環節出錯後，就引來

天 擎 旅 行 社 董事 長

對於許多業者來說，隨著消費者的需求不斷改變，加上旅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您的問題讓我來協助！
堅持維護
同業尊嚴
號外！禓哲7-11正式上線啦
24H全年無休 把你的心聲說出來

贈

好評不斷
同業專屬貼圖再登場

加入LINE@就送

限量200份敬請把握

為了貼近同業，許禓哲團隊特
別成立LINE@，就是希望能將
自己的心聲傳遞給所有同業，
而同業在遇到任何問題，也能
透過LINE@粉絲專頁回復，許
禓哲將致力為有需要的業者發
聲，歡迎踴躍加入。

有話跟我們說
我們幫您解決！

請於貼圖小舖搜尋：

禓哲衝衝衝

郵 輪 即 時 通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理事長
本 屆 峰 會 以「推 動 中 國 大 陸 郵 輪 旅 遊 產 業 高 質 量 發
「郵 輪 社團 組 織 論 壇」由上海國際 郵 輪 經 濟 研 究中心
由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郵輪分會，
亞洲郵輪港口協會主辦，青島市
文化和旅遊局、青島市北區人民
政府、青島國際郵輪港區服務管
理局、青島港（集團）有限公司等
單位所共同舉辦的的「第7屆中國
大陸（青島）國際郵輪峰會」於6
／17、18在青島富力艾美酒店舉
行。特別力邀台灣國際郵輪協會
（ICCT）理事長吳勛豐、上海國
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邱羚、
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KICI）所長
林福順等重量級嘉賓參與「郵輪社
團組織論壇」探討產業發展現狀和
未來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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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羚、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理事長吳勛
豐、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KICI）所長林福順。

屆峰會以「推動中國大陸郵輪旅遊產業高質量發展」為主題，

本

大陸是亞太地區郵輪航線的重要始發港和環球航線的重要掛靠港，

來自美國、德國、義大利、挪威、俄羅斯、日本、韓國、新加

2018年中國大陸共接待郵輪969艘次，郵輪旅客出入境490萬人次，

坡、菲律賓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位嘉賓出席本屆峰會，美國

成為全球第2大郵輪旅遊市場。

皇家加勒比遊輪、美國嘉年華遊輪集團、義大利歌詩達郵輪、義大
利地中海郵輪等世界知名郵輪公司以及中船、渤海、黃金等中資郵
輪公司共襄盛舉。

國際郵輪協會預測
2020全球郵輪旅客達3千萬人次

青島為3大郵輪會議品牌
提供郵輪產業多角度合作
本屆峰會匯集了主管部門、行業協會、郵輪公司、國際郵輪城市
旅遊機構及郵輪港口、旅行社及OTA、郵輪設計製造、郵輪人才院
校等郵輪相關產業機構，搭建亞洲郵輪產業發展交流合作平台，共

郵輪業素有「水道上的黃金產業」之稱，近10年來，全球郵輪旅

同探討亞洲郵輪合作共贏模式。青島國際郵輪峰會已成為亞洲郵輪

遊消費市場需求及全球郵輪運力布局維持高度成長趨勢。根據國際

產業重要交流平台，是中國大陸3大最具影響力的郵輪會議品牌之

郵輪協會（CLIA）預測，2020年全球郵輪遊客數量可達3,000萬人

一，為郵輪產業單位多角度合作共贏提供了重要契機，為郵輪旅遊

次。亞太地區憑藉其豐富的旅遊資源和不斷興建的郵輪港口，漸漸

業融合發展提供了有效渠道，也為促進國際郵輪業健康持續發展提

成為全球主要的郵輪旅遊目的地之一和未來發展最快的區域。中國

供了能量和活力。

2 0 1 9 年 青 島 郵 輪 3 大 突 破
一、青島船大：青島有大船長時間運營
歌詩達郵輪和青島港聯合宣布9月和11月、12月，賽琳娜號將榮耀回歸青島共計運
營16班。青島港實現了大型豪華郵輪的長時間運營。這也充分表明了國際郵輪公司
對青島市場的信心，青島新一輪的海洋攻勢實現了重大突破。

二、青島船多：來青運營郵輪航次增多
中華泰山號實現在青島的常態化運營。截止到4／30，已公佈的中華泰山號和賽琳
娜號、探索夢號2019年在青島母港航次已達38班。預計今年青島港郵輪人次數將比
2018年翻倍，有望接近20萬人次。

三、青島船優：來青島運營郵輪品質提升
除了歌詩達郵輪賽琳娜號外，6／19青島還將迎來另一條高端郵輪雲頂郵輪集團旗
下星夢郵輪探索夢號，北方首站選擇來到青島，開啟北方首航。探索夢號獨有皇宮
▲「第7屆中國大陸（青島）國際郵輪峰會」於6／17、18在青島富力艾美酒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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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遇，帶領旅客前往下關、福岡兩大目的地。

撰文．攝影／張偉浩

吳勛豐 受邀第7屆青島國際郵輪峰會
展」為主題 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600位嘉賓共襄盛舉
理事長邱羚主持 探討產業發展現狀和未來發展趨勢

▲（左起）青島旅遊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趙鐳、天津郵輪遊艇協會秘書長高文玲、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
中心理事長邱羚，大連市郵輪旅遊產業促進會秘書長馬博文、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理事長吳勛豐、
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KICI）所長林福順。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理事長吳勛豐在台上發表演說，獲得聽眾一致好評。

「郵輪社團組織論壇」在6／18展開，由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邱羚擔任主持人，邀請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理事
長吳勛豐、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KICI）所長林福順、青島旅遊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趙鐳、天津郵輪遊艇協會秘書長高文玲、大連
市郵輪旅遊產業促進會秘書長馬博文，海內外郵輪相關組織協會齊聚一堂，共同討論促進郵輪產業發展的趨勢與方向。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ICCT）理事長

吳勛豐

台灣為亞洲第2大郵輪旅客市場
應主動推動兩岸合作航線

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

邱羚

韓國國際郵輪研究所（KICI）所長

林福順

「2019 Seatrade亞太郵輪大會」
2019年積極打造釜山北港
10／9～11在上海舉辦
階段性培養韓國為掛靠港、多母港、母港

台灣國際郵輪協會

上海國際郵輪經

韓國國際郵輪研究

（ICCT）成立迄

濟研究中心由上

所是在2018／3／

今已4年多，期間

海市旅遊局、上

5獲得韓國海洋水

積極加入亞太地區

海市虹口區人民

產主管部門營運許

相關郵輪組織，參

政府、上海市寶

可，以促進郵輪

與重要郵輪大會及

山區人民政府和

產業發展能夠貢獻

論壇，並以接軌國

上海工程技術大

於國家與地域的經

際市場、培育郵輪

學聯手創辦，自

濟成長為目標。主

人才、完善相關法

2009年成立至今

要工作內容包括：

規、促進港口建設

已邁入第10年，

韓國成為東北亞地

為4大宗旨，2019

致力搭建政府、

區郵輪產業樞紐目

年將訓練出3千位

企業、學校、科

標、有關郵輪產

合格導遊、領隊，

研機構多方配合

業的訊息收集、

結業後列入「郵輪

的開放式研究平

郵輪產業的政策

導遊及領隊人力資料庫」提供旅行業者作為進用

台，研究世界與中國大陸郵輪產業的發展趨勢以

制度研究、郵輪產業專業人才培育、宣傳韓國郵

參考。2019年以台灣為母港有麗星郵輪156個航

及上海郵輪經濟的發展特質，為政府決策提供參

輪旅遊、主辦郵輪國際大會及博覽會、韓國內外

次、星夢郵輪6個航次、公主遊輪53個航次、歌詩

考。同時以郵輪經濟發展產生的新生產業鏈及郵

所需要的行內組織以及運營。林福順指出，韓國

達郵輪14個航次，表現依舊非凡。此外，台灣也

輪安全、環境保護、旅遊資源、相關法規政策等

通過郵輪產業鏈的建立以及培育來實現城市產業

相當適合Fly Cruises、多母港操作，像是過去曾有

業界熱點問題為科研重心，並與世界各大郵輪公

轉型，2019年以釜山港國際客運碼頭作為海洋城

過以香港、菲律賓、高雄為母港的郵輪產品，也

司合作，培養郵輪經濟優秀人才。

市門戶的角色，將以釜山港（北港）打造成東北

可以規劃機去船回、船去機回的旅遊方式，藉此

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已成功舉

亞旅遊勝地，功能包括海洋公園等濱水空間、港

打開郵輪產品新格局。不容忽視的是，中國大陸

辦數次郵輪高峰論壇，今年10╱9～11亦將與寶山

口設施、商業業務等綜合項目，成爲歐亞大陸的

是世界第2大郵輪旅客市場，台灣也在5月開啟兩

區吳淞口國際郵輪港共同主辦「2019 Seatrade亞

門戶和海陸交通的要塞，發揮海陸交通的門戶作

岸破冰航線，讓中國大陸旅客從廈門坐船前往澎

太郵輪大會」，邀請郵輪相關產業重量級人士參

用。而韓國也積極參與區域郵輪合作，共同開發

湖與高雄，期盼未來能有更多兩岸航線，一起共

與，期望郵輪社團組織單位也能共襄盛舉，持續

新的航線、制定便利的政策、宣傳推廣，讓韓國

創兩岸郵輪榮景。

關注亞太地區的郵輪旅遊未來發展。

郵輪市場階段性培養為掛靠港、多母港、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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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詩達郵輪 新浪漫號 打造
歐洲知名設計師操刀 每間客房都融入時尚典雅
一 次 介 紹 10 種 艙 房 任 君 挑 選 套 房 享 受 私 人 管
歌詩達新浪漫號總共789間艙房中包含28間陽台套房以及46間陽台房，
被譽為歌詩達最奢華的艙房，每間客房都融入時尚典雅的義式風情，
裝潢採用卡拉拉大理石及罕見木材，並由歐洲知名設計師操刀，
帶給旅客舒適精緻的海上假期。

作為歌詩達套房的客人，可以享受以下的專屬服務：
★私人管家：

★在套房中為您提供：

幫您打開行李，並將衣服掛入衣櫃。

一瓶有汽葡萄酒。
精選冷餐小點。
每日更換的鮮果籃。

預訂短途旅遊或預約美容中心、水療中心及餐廳。
擦鞋服務。
旅程結束時，幫您整理行李。

★餐廳服務
可於餐廳內專為套房客人預留的用餐區用餐
（需視供應情況而定）。

每日您都會收到當天的午餐、晚餐菜單。
如果您需要在客艙中享用，請及時告訴我們。
整個旅程提供浴衣及拖鞋。
盥洗包。

★其他
船長私人雞尾酒會邀請函。
旅程結束時優先下船。

海上義大利生活住宿空間
的義式風情 裝潢採用卡拉拉大理石及罕見木材
家 服 務 雞 尾 酒 會 邀 請、優 先 下 船、預 定 餐 廳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歌詩達郵輪

新

1

4

7

浪

內艙房（約5坪）Inside
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2張折叠床。

豪華陽台艙（約7.2坪含陽台）Balcony Deluxe
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1張沙發床、
1張折叠床、私人陽台。

全景陽台套房（約11.8坪含陽台）Suite
適合2～4人居住：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
1張沙發床、更衣室、浴缸、私人陽台。

10

漫

號

2

5

8

1

0

大

特

色

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2張折叠床、窗
（不能打開）。

海景套房（約11坪）Suite Veranda
適合2～4人居住：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
1張沙發床、更衣室、浴缸、窗（不能打開）。

豪華套房（約11.8坪含陽台）Suite Deluxe
適合2人居住：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
1張沙發床、更衣室、浴缸、私人陽台。

★重新裝修年份：2016年
★排水量：5.715萬噸
★總艙房數：789間
★最高乘載人數：1,800人

適合2～4人居住：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
1張沙發床、更衣室、浴缸、超大私人陽臺。

間

海景外艙（約5坪）Ocean View

歌詩達郵輪新浪漫號

豪華至尊全景套房（約28坪含陽台）
Samsara Grand Suite

房

★甲板層數：13層
★長：220.6米
★寬：34.2米
★最高航速：18.5節

介

3

6

9

紹

陽台艙（約7.2坪，含陽台）Balcony
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1張沙發床、
1張折叠床、私人陽台。

豪華海景套房（約11坪）Veranda Deluxe Suite
適合2～4人居住：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
1張沙發床、更衣室、浴缸、窗（不能打開）。

高級全景套房（約28坪含陽台）Grand Suite
適合2～4人居住：1張雙人床／2張單人床、
1張沙發床、更衣室、浴缸、超大私人陽臺。

郵 輪 趨 勢 報

春遊跳島遊輪推廣活動 讓你台灣北中南玩透透
協會、航商、部落客 分享9天8夜跳島遊輪踩線行程
遊訪景點包括和平島、綠島、蘭嶼、金門、馬祖、澎湖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

CRUISES

TREND

▲（左起）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局長趙紹廉、臺灣港務公司基隆港務分公司總經理劉詩宗、交通部航港局局長郭添貴、Royal▲Asian▲Cruises董事長Sinnarajah▲Sivakumar、基隆市立法委員蔡適應、
▲
皇家加勒比國際遊輪船長Nikolaos▲Antalis、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耿揚名、連江縣政府秘書長張龍德、台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副處長王國政、基隆市政府交通旅遊處處長李鋼。

行程，包括基隆和平島的蕈狀岩地貌、
澎湖南方四島的玄武岩地形及綠蠵龜保
育、金門的戰地文化及閩式聚落、馬祖
地區如同海上極光的藍眼淚奇景、全球
3大海底溫泉之一的綠島朝日溫泉還有
蘭嶼的浮潛及達悟族尊重天地的生活態
度等，都能在本次春遊跳島遊輪行銷推
廣計畫中看見，帶您玩遍台灣。
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也為此舉辦
了多場的座談會，其中高雄座談會有許
▲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耿揚名。
▲

▲「春遊跳島郵輪行銷推廣說明會」現場實況。
▲

多在地的農漁產業者參與，耿揚名也提

遊跳島郵輪活動開跑！基隆市政

春

縣及台東縣一起辦理遊輪跳島旅遊的計

出將農漁產品連結到國際遊輪產業的希

府於6╱20在基隆市長榮桂冠酒

畫，邀請國外遊輪專家來盤點這幾個縣

望，盼能藉此計畫行銷台灣多元海洋文

店舉辦「春遊跳島郵輪行銷推廣說明

市的碼頭設施、觀光資源，並與極地型

化、漁村人文、傳統民俗及特色美食，

會」。由 台灣遊輪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遊輪業者合作，規劃行程，希望能爭取

也體會到自然環境的珍貴價值，進一步

長耿揚名和國際知名遊輪航商，為跳島

高端遊輪旅客來台進行跳島旅遊，更希

成為生態守護大使。另外，今年也邀請

遊輪活動活動揭開序幕，現場除了分享

望能發展島內新型態遊輪旅遊活動，吸

到知名部落客跟著領隊sky玩，分享自己

協會和著名航商代表記錄9天8夜跳島遊

引更多的人潮體驗台灣之美。

的跳島旅遊觀點。

輪踩線行程經驗外，也有知名部落客，
分享自己的跳島旅遊觀點。

遊輪旅客高成長
目標突破百萬人次

春遊跳島遊輪玩台灣
9天8夜精彩行程

知名部落客跟著領隊
大方分享跳島旅遊觀點

擁有超過30年以上國際遊輪相關行

台灣知名部落客跟著領隊sky玩 表

業經營經驗的耿揚名，已跑遍全球的遊

示，很高興能親身體驗「春遊跳島遊輪

台灣近年遊輪旅客持續維持高度成

輪航線，他特別看好台灣及週邊大小

行銷推廣計畫」，喜歡冒險、喜歡獨特

長，基隆港遊輪旅客去年有94萬人次，

島嶼各自擁有多變的地質及豐富生態

的旅遊方式非常適合本次旅行！他覺得

今年目標突破100萬人次，近期經常可

性，十分具有發展探索型遊輪行程的優

探索型遊輪最令人著迷之處，就是遊程

以看到大型遊輪同時泊港，形成所謂的

質潛能。耿揚名表示，為規劃春遊跳島

中可以保持彈性邀請民眾一同參與春遊

三輪會。基隆市政府邀請高雄市、連江

活動，協會進行了為期9天8夜的踩點

跳島，欣賞台灣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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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語柔
圖片提供／向日遊

北阿爾卑斯群山週圍擁有許多充滿觀光魅力與獨特
風情的地區，不僅能作為春季人氣商品立山黑部的
延伸旅遊景點，夏秋冬3季更有充沛的觀光資源能夠
加以利用，相當適合規劃為特色商品進行販售。不
僅擁有日本國寶古城「松本城」及「奈良井宿」等
古日本風情、更能在安曇野市騎乘自行車感受原始
日本，喜歡大自然和戶外活動則可安排前往以瀑布
和星斗聞名的「乘鞍高原」、水面倒映群山美景的
「仁科三湖」或是充滿迷人魅力的「白馬村」盡情
飽覽北阿爾卑斯群山周圍特有的自然美景。觀光資
源豐富長野縣北阿爾卑斯地區，歡迎旅行同業多加
利用與協助宣傳。
▲

飽覽絕佳自然美景的「HAKUBA MOUNTAIN HARBOR」空中展望台，2019年
度營業即日起至11／10為止。

【松本市】
乗鞍高原・國寶古城

【鹽尻市】日式老街・奈良井宿

【安曇野市】反璞歸真・山葵魅力

連接京都和東京

安曇野市介於松

（江戶）的中

本市和大町市

山道全長約540

之間，擁有以驅

公里，沿途共

除厄運聞名的穗

有69個驛站，

高神社、培育山

「奈良井宿」恰

葵為主的觀光農

巧位於中間地

場「大王山葵農

段，往來商旅

▲來到安曇野市騎乘自行車，享受沿途一覽
無遺的美景吧！

頻繁。由於位

點，因地形平坦、保有日本原始鄉村面貌，讓安曇野

處長野縣木曾古道上，和妻籠宿、馬籠宿等地同屬「木

市受到自行車愛好者的歡迎，規劃完善的數條自行車

曾路十一宿」，奈良井宿全長約1公里，沿途古代旅宿、

路線歡迎蒞臨盡情騎乘，只要在JR穗高站即可輕鬆租

販售漆器、鄉土美食的店家林立，完整保留江戶時代老

借自行車。大王山葵農場栽有號稱日本面積最廣闊的

街風貌，相當適合悠閒漫步感受日式古代風情。大量使

山葵田，農場內能參觀山葵磨製、加工過程外，還能

用千本格子（木窗格）的建築工法凸顯出日式韻味，只

品嘗鋪滿柴魚、提供一支山葵可現磨的經典料理山葵

要踏入奈良井宿就彷彿穿越到江戶時代般令人驚奇。

丼飯及山葵冰淇淋等人氣美食。

▲日式風情滿溢的奈良井宿，值得遊客停下
腳步好好欣賞。

【大町市】仁科三湖・戶外活動

場」等魅力景

【白馬村】遠眺群山・盡享自然

▲乘鞍高原的瀑布景致相當迷人。

大町市鄰近

白馬村夏季適

乘鞍高原海拔約1,500公尺，不僅規劃

立山黑部阿

合 避 暑 、 登

有數條登山健行步道，還擁有入選日本

爾卑斯山路

山；冬季則為

瀑布百選、被稱為乘鞍3大瀑布的自然

線，作為入山

世界知名的滑

美景，夏季時節是許多登山愛好者的首

主要樞紐而廣

雪勝地，戶外

為人知，大町

活動相當豐富

選天堂，由於自然環境保護得宜，天氣
良好時還能飽覽滿天星斗美景。松本市
擁有日本現存12座天守當中最古老、

▲仁科三湖的湖水透亮純淨，體驗SUP立槳衝浪
時能夠同時飽覽水中倒映與眼前的自然美景，
相當有趣。

市擁有倒映
北阿爾卑斯

▲隨著三段纜車緩緩上升，北阿爾卑斯山的
美景映入眼簾。

多元。自八方
站搭乘3段不同

唯一沒有遭受破壞的國寶級古城「松本

群山美景的仁科三湖（青木湖、木崎湖、中綱湖），

特色的纜車路線，抵達八方池山莊後，能夠選擇健行

城」，400年前的樣貌完整保存至今，

四季特色活動不間斷。夏季期間能夠在仁科三湖當中

至宛若仙境的「八方池」，或是前往海拔高約1,289

無論歷史或文化價值皆相當珍貴，春

挑戰划行獨木舟、體驗刺激又有趣的SUP立槳衝浪等

公尺、因能飽覽北阿爾卑斯山寬闊景緻而廣受歡迎的

季賞櫻、夏季新綠、秋季紅葉和冬季白

水上活動之外，夜間更能搭乘青木湖賞螢遊船，感受

「HAKUBA MOUNTAIN HARBOR」空中展望台，不僅

雪，四季皆有不同魅力的松本市能夠包

自然美景圍繞下的浪漫夜晚。7月～11月期間，大町

夏季新綠和冬日雪白景象迷人，10月由白雪、紅葉、

裝為團體旅遊商品，或搭配包含立山黑

市內還有許多能夠採收藍莓、蘋果的觀光農園，能夠

翠綠所組成的「三段紅葉」繽紛樣貌更是不能錯過的

部的多樣化周遊券推薦給自由行遊客。

和立山黑部夏秋商品相互組合規劃。

自然奇景，即日起開放至11／10為止。

更多長野縣觀光情報，請洽向日遊顧問有限公司：（02）2518-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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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城、奈良井宿尋幽訪古趣 盡情飽覽山脈連峰美景
戶外活動正夯！上山下海選擇多 遊乘鞍高原自然秘境

和風日本

長野魅力無止盡・北阿爾卑斯探索之旅

和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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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譯／張笠筠 圖片提供／旬刊旅行新聞

祭典Island九州 9／28～29登場 箱根蘆之湖最新船四月底開航

J A PA N

九州最大官民合作 推九州山口地區祭典
配合世界盃橄欖球賽時間 盼吸各國旅客

女王陛下的船 「女王蘆之湖」氣派形象
水戶岡銳治著手設計 傳統工藝豪華海盜船

▲熊本縣八代妙見祭一景。
▲

典Island九州（Matsuri in Kyushu）將配合2019年世界盃橄

▲新船「女王蘆之湖」。
▲

欖球賽的時間盛大展開！執行委員會包含九州地方知事

會、九州經濟連合會、九州觀光推進機構等，是九州史上最大

箱

規模的官民合作，期待向國內外旅客宣傳九州．山口地區各具

的船」為形象設計，船體以金色為基調與湖水相映成趣，船頭

特色的祭典。9／28～29的主活動中，將集結獲聯合國無形文

更建有女神像。內裝融入不少傳統工藝，地板以箱根「寄木細

化遺產認可的「戶畑祇園大山笠」、「博多祇園山笠」、「唐

工」為設計靈感，裝飾更導入「大川組子」工藝；而參與JR九

津宮日節」、「八代妙見祭」、「日田祇園」等五個祭典，以

州知名觀光臥鋪列車「九州七星」的職人亦參與了工程。因應

熊本震災復興為目標向世界宣傳魅力。九州商工會議所連合會

豪華內裝，船內商店也將提供日本國產葡萄酒、精選咖啡等服

主辦的觀光物產展「九州．火之國元氣祭典」也將在期間登

務。此外，更有如特別船室內的女王陛下之椅、單人用展望台

場。此外，9／20至11／3將有「九州˙山口祭典巡禮」介紹地

等打卡景點，其中更以下階梯時會映入眼簾的「組子細工」木

域內的57個祭典。活動的日英文官方網站也已上線。

窗最為吸睛。

祭

根觀光船的最新海盜船「女王蘆之湖」已於4／25開始運
航！由日本觀光列車設計大師水戶岡銳治以「女王陛下

Hotel Oriental Express東京蒲田 鳥取．岡山新橋館翻新 星野集團插旗台灣
融入工廠職人技術新開幕
建築細節多 鑑賞職人工藝

兩縣知事＆當地出身演員到場
當地魅力活躍東京的展示台

第二座海外設施 今夏於谷關開幕
溫度高水量足 打造奢華溫泉度假村

▲左起山本舞香、平井伸治知事、伊原木隆太知事、櫻井
▲
日奈子。

▲水量與水溫俱足的露天溫泉。
▲

取縣與岡山縣於東京推出的試賣

年7月底前日本星野集團將在台

店營運公司Hotel Management Japan

鳥

今

4／19於東京大田區蒲田開幕了

舉行翻新典禮，鳥取縣知事平井伸治、

關」度假村。這不僅是該社首座設點台

「Hotel Oriental Express東京蒲田」飯店，

岡山縣知事伊原木隆太，及兩縣出身的

灣的奢華溫泉度假村，更是繼虹夕諾雅

著眼於當地聚集職人與工廠的區域特

演員山本舞香、櫻井日奈子到場站台。

峇里島後的第2間海外設施。星野佳路

色，打造出處處可鑑賞職人工藝、風格

伊原木知事表示該館已成為岡山、鳥取

社長於4／16的記者會透露谷關溫泉因

嶄新的飯店。例如由當地工廠製作、階

兩縣的展示台，經過4年半的累積，期

有日本少見的高溫度、豐富水量，全房

階都有異趣的樓梯或房內裝潢等，而早

待今後能更上一層樓。館內一樓陳列

都可設計源泉直送的無循環半露天溫泉

餐則以職人的餐飲為靈感設計，以便當

約1,600種特產商品，餐廳「ももてな

而受到青睞，今後也盼吸外國客前來。

盒來盛裝Buffet菜色，盼吸外國客目光。

し家」則於本次翻新新增了岡山縣名產

飯店客房共50室，房內溫泉大部分為樓

此外，入住者還可下載專用APP，聽取

「內臟烏龍麵」等料理，隨時可享受道

中樓設計，晚餐方面則將提供使用台灣

館內展示或週邊觀光景點的語音介紹。

地美食。

食材的日本料理。

▲設置於入口大廳的車床。
▲

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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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鳥取．岡山新橋館」4／26

中谷關溫泉區開幕「虹夕諾雅谷

撰文／何昕穎．蔡雅雯 攝影／張語柔．蔡雅雯

立山黑部今年4／15～6／22盛大開山，能漫步雪之大谷，夏季也有獨特的殘雪可賞，氣溫舒爽適合暑假避暑
旅遊。夏天以外長達一個月的秋季紅楓也很有亮點，為加強推廣，立山黑部7、8月份將於台北捷運「南京復興
站」內壁面宣傳與富山、長野、岐阜三縣的秋季觀光魅力，結合中文特設宣傳網頁，盼能吸引秋季觀光人潮。

▲高雄場。

▲台北場。

▲台中場。

26～10／15每天能夠欣賞到黑部水庫精彩

距離長野市50分鐘車程的「戶隱神社」

大洩洪，室堂「御庫裏池」、日本落差第

巨型杉木隧道令人驚豔。去年10月於

一稱名瀑布與6～7月限定登場的HANNOKI

白馬岩岳開幕的「HAKUBA MOUNTAIN

瀑布讓人感覺透心涼。9月下旬起楓紅即

HARBOR」能眺望北阿爾卑斯山脈的絕

會登場，賞楓期更是延續到11月下旬，

景。而縣內不僅滑雪場、溫泉源泉數量

紅葉與初雪山頭相襯的美景令人期待。

也排名日本第二！今年7／1起新推出外

▲（左起）一般社團法人長野縣觀光機構海外誘客推進部
係長武田英昭、富山縣觀光．交通振興局觀光振興室國際
觀光課主查的場優子、立山黑部貫光株式會社營業推進部
海外營業中心山田拓、岐阜縣商工勞動部觀光國際局海外
戰略推進課亞洲誘客係主查龜山真利子。

富山縣
海鮮與海景之魅力

國人專用、縣內私鐵列車任意搭乘加上
縣內設施折扣．優惠的「長野PASS」。

岐阜縣
夜間夢幻新穗高纜車

山黑部與富山、長野、岐阜3縣比

立

富山車站旁的「富岩運河環水公園」

照往年於6／18～6／20分別在高

擁有「世界最美星巴克咖啡」。也推薦

雄、台中、台北舉辦商品提案會，參加

搭乘「富山灣岸郵輪」眺望雄偉立山連

耳熟能詳的白川鄉、飛驒高山之外，

業者數多達近50家，對台灣市場之重視

峰。更不能錯過「天然魚塘」富山灣的

距離高山約50分鐘車程的「鐵道單車」

可見一斑。提案會內容除了介紹最新觀

美味魚壽司、紅雪蟹等海鮮。世界人氣

溪谷路線全程約45分鐘，能經過山谷大

光資訊與夏、秋、冬、春四季亮點、獨

「哆啦A夢」故鄉高岡市「哆啦A夢電

橋或黑暗隧道等絕景。「新穗高纜車」

特美食之外，也提供同業多條參考的範

車」接受團體預約。富山市與高岡市兩

期間限定星空觀賞班次，一窺2,156公

例行程。

間大型購物中心「AEON MALL」今秋擴

尺山頂的夢幻夜空。下呂市飛騨小坂

建改裝開幕，盼同業多加利用。

「小坂瀑布」有200多個瀑布散佈小鎮

立山黑部
紅葉初雪交織美景

長野縣
長野PASS新登場

夏季也能玩雪的景點在日本屈指可數，
6月後可受理獎勵旅遊等大型團體。6／

各處，提供專業導覽服務。也力推關市
「莫內之池」和多治見市「馬賽克磁磚
博物館」等新潮景點。

超人氣景點輕井澤、上高地之外，
進部長永崎泰雄表示，15年前首度來台推廣立山黑部觀光

富山縣˙立山黑部 感謝同業送客晚宴

時，當時前往的訪客人數僅不到2萬人，感謝台灣的航空公
司和同業們多年來大力相挺，如今年年成長、漲勢不斷。為

為感謝2018年台灣旅客造訪立山黑部達到13萬8千人，富

便利旅客，立山黑部的六種交通工具也逐一汰舊換新中。同

山縣暨立山黑部貫 光株式會社於6╱20晚間宴請航空公司

時他也期許2041年立山黑部全線開通70周年時，可走入國

及旅行同業。立山黑部貫光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營業推

際成為世界級的山岳度假休閒勝地。

▲將於6月退休的立山黑部貫光株式
會社專務取締役營業推進部長永崎泰
雄(右)從接棒理事佐佐木健治手上收
下來自台灣同業的簽名祝福。
▲

立山黑部貫光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
營業推進部長永崎泰雄頒發感謝狀給
送客績優業者，並表揚康福、五福、
東南、雄獅、山富、喜鴻、雙向、日
紳、大興、富康等名列前茅業者。

▲富山．立山黑部業者感謝台灣同業。

J A PA N

富山．長野．岐阜觀光素材多元 美食絕景體驗豐富
提案會、懇親會圓滿落幕 感謝2018年同業13.8萬送客

和風日本

立山黑部商品提案會推廣四季魅力

焦點產品

長汎假期

全台獨家代理EZNIS航空

PRODUCT

6╱3起 蒙古民用航空─EZNIS 每週3班 香港直飛烏蘭巴托
「蒙古國新印象」產品發表會盛大登場 夏季出發5萬元有找
撰文‧攝影╱劉彥廷

▲（左起）長汎假期副總經理陳崇銘、蒙古資源發展集團總經理王德成、長汎假期副總經理楊許虎、長汎假期董
▲
▲長汎假期副總經理楊許虎（左）與EZNIS執行長Tamir▲
▲
Tumurbaatar代表簽
事長陳憲弘、蒙古駐台代表羅扎亞、EZNIS執行長Tamir▲Tumurbaatar、EZNIS行銷長Oyundelger▲Dagva。
約合作。

提供旅客更多元的出遊選擇，長汎

為

假期正式取得蒙古民用航空─EZNIS

的獨家代理權，為此特於6╱21假台北
長榮桂冠酒店舉辦「蒙古國新印象」獨
家行程產品發表會，與經營多年的蒙古
國專業地接社合作，增加操作上的廣度
與豐富度，打造蒙古旅遊第一首選。

長汎假期獨家代理EZNIS
每週3班 經香港飛往蒙古

▲長汎假期董事長陳憲弘（左3）、EZNIS執行長Tamir▲
▲
Tumurbaatar（左4）及貴賓合
影。

▲活動當日特別邀請蒙古音樂家來台
▲
演奏，透過精彩的馬頭琴表演，綿遠
悠長的曲調，讓業者聽得如癡如醉，
享受草原上最動人的旋律。

長汎假期副總經理楊許虎致詞表
示，很榮幸成為全台第一、獨家取得
EZNIS代理權的旅行社，自6╱3起，EZNIS
香港─烏蘭巴托航線正式開通，每週3
班，藉此包裝多款蒙古精華行程，帶旅
客體驗不同的草原風光和蒙古風情。

指出，此次簽約正是EZNIS嶄新里程碑，

彩，價格具有競爭力，暑假旺季只要

有著值得信賴的卓越駕駛技術，與舒適

49,900元起。

蒙古駐台代表羅扎亞強調，蒙古多年
來致力發展觀光旅遊，鎖定不同國際客
群，加大市場推廣，而台、蒙友好的互
動，以及透過EZNIS香港出發的多元選
擇，使雙方的距離更加靠近；另外，蒙
古一年四季都適合旅遊，有冬季慶典、
那達慕等精彩活動，歡迎台灣民眾前往
體驗，深度感受。

蒙古民用航空EZNIS
提供安全優質的空中服務
EZNIS執行長Tamir Tumurbaa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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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上空間，提供台灣民眾出遊或商務
最佳選擇。

行程中，特別安排2018年最新開幕的
蒙古包度假村，除了慵懶躺臥在床上，

EZNIS自2006年在蒙古國設立航空公

透過天窗眺望滿天星斗，還能大啖即將

司，營運區域以中國、俄羅斯為主，今

失傳的石頭烤羊、品嚐現擠的溫牛奶、

年6月起，開通香港─烏蘭巴托航線，每

馬奶酒、蒙古奶茶，從蒙古經典的美食

週3班，透過台港之間綿密的航班，行

中，深度感受草上民族的熱情與文化。

程將可順接，帶旅客輕鬆出發，EZNIS未

不僅如此，還走訪蒙古境內唯一的

來也將開拓南韓、日本、哈薩克等新航

北韓餐廳，由於禁止拍攝，唯有親自進

線。

入，才能窺見神秘的北方傳說；在巴彥

長汎假期打造多款深度遊
感受塞外桃源的獨特魅力
長汎假期同步發表一系列蒙古深度
商品：「蒙古國烏蘭巴托精華探索5
日」、「蒙古國烏蘭巴托深度8日」、
「蒙古國烏蘭巴托精選8日」，行程精

戈壁騎駱駝，領略3種層次的獨特地質
奇觀，與站在手臂上的獵鷹對視，炯炯
有神的銳利眼光，展現6千年來獨門馴
鷹技藝；造訪最後一個遺世馴鹿部落，
見證純淨的美麗與哀愁；長汎假期蒙古
行程有別於市場，更具創新與深度體
驗，歡迎同業多加逕洽。

易斯達航空直飛濟州機加酒省很大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樺一旅行社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易斯達航空直飛＋中央城市酒

▲夏季正是濟州島繡球花盛開季節，吸引許多網紅打卡拍照。
▲

店4天3夜只要15,700元起，
酒店位於濟州最熱鬧的蓮洞商
圈，旅客購物方便。
2. 超 值 遊 濟 州 4 天 直 客 價 只 要
8,999元起（含稅），價格具
有競爭力。
3. 鎖定親子客群，特別安排濟州
3大主題樂園：凱蒂貓樂園、
泰迪熊樂園和神話世界。

夏季限定─賞繡球花
暑假推出親子遊商品
▲樺一旅行社董事長嚴從音。
▲

好暑假出遊商機，樺一旅行社今

看

年特別攜手韓國易斯達航空，運

用直飛、票價優勢，打造多款濟州行
程，只要100分鐘航程，即可輕鬆前往
韓國超人氣度假島嶼！目前機加酒自由

嚴從音指出，現在前往濟州島，一定
▲來到濟州島一定要品嚐當地特產黑毛豬烤肉，美味口感
▲
讓人回味無窮。

自由行只要15,700元起
平價到高檔飯店選擇多

要到山茶花之丘，欣賞「夏季限定」的
繡球花園，色彩繽紛浪漫，還有許多可
愛又夢幻的園藝設計，怎麼拍怎麼美，
吸引不少網紅、網美到此拍照打卡。
也可走訪世界自然遺產─城山日出

行，升等入住5星濟州神話世界藍鼎酒

看好自由行市場，樺一旅行社今年

峰、濟州打卡地標─龍頭岩、濟州秘境

店，只要17,900元起，團體系列行程促

推出機加酒行程：「易斯達航空直飛＋

小島─牛島、好吃又好買的雪綠茶博物

銷價更只要8,999元起，CP值高，成功

中央城市酒店4天3夜」，只要15,700

館、大小朋友都愛的泰迪熊博物館、凱

炒熱市場話題，成為同業銷售首選。

元起，因酒店位於濟州最熱鬧的蓮洞商

蒂貓樂園和神話主題樂園等，濟州一年

圈，無論是吃美食、購物都相當方便，

四季都適合前往。

易斯達航空直飛濟州
快速便捷票價優惠

交通便利，相當適合自由行客群。

而團體行程，除了以上景點全含，

另外，高貴不貴自由行：「易斯達航

一次暢遊之外，更推出「易起GO～濟州

樺一旅行社董事長嚴從音指出，易

空直飛＋5星藍鼎飯店4天3夜＋主題樂園

神話樂園、凱蒂貓、泰迪熊、塗鴉秀5

斯達航空目前每週4班直飛濟州（一、

＋酒店早餐」，藍鼎不只5星高檔服務、

日」，集結3大超人氣樂園、3大體驗活

三、五、日），搭配週末，旅客少請2

住宿品質好，距離濟州市中心僅28公

動、6大韓劇韓綜拍攝場景，以及7大韓

天假，利於上班族休假安排，尤其樺一

里，前往各地觀光景點都非常便利，並

國美食料理，行程豐富精采，直售價僅

旅行社主控直飛濟州的所有機位，票價

且酒店提供免費機場接駁巴士，利於自

9,900元起，比市場上同質性商品省了近

取得優勢，產品包裝下來具有競爭力。

由行旅客出行，每人只要17,900元起。

萬元，歡迎同業把握機會銷售。

▲針對暑假親子客群，樺一旅行社特別安排前往凱蒂貓樂園。
▲

▲近年來，越來越多年輕旅客喜愛前往濟州島自由行。
▲

即日起，透過樺一旅行社或PAK成員
報名行程，搭乘易斯達航空每人行李限
額從原有的15公斤升等為20公斤，讓旅
客買得更過癮，另外，旅客還可享有免
費的機上輕食餐點─來自法國的瑪德蓮
小蛋糕，搭配韓國超人氣香蕉牛奶，加
值不加價，市場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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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

迎接暑假自由行市場推出15,700元起商品 入住蓮洞商圈優質酒店
攜手韓國人氣神話世界藍鼎酒店 住5星＋遊樂園 只要17,900元起

焦點產品

樺一旅行社

焦點產品

尊榮假期

尊榮國際（綜）旅行社
享趣旅行社

用公主遊輪深入市場少有的紐澳秘境

PRODUCT

搭黃金公主7天6夜 精選雙峽灣、庫克山隱士飯店、峽谷火車
玩紐澳不一定要很貴！ 15天12萬有找再搭國際遊輪超吸睛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尊榮假期、本刊圖庫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界級美景＋國際級遊輪，打造全新的紐澳旅程模組。
1. 世
2. 豐富資源傲世市場，保證入住庫克山隱士飯店。
3. 多元遊輪選擇任君挑選，高CP值設定＋親民售價抓住目光。
期（享趣旅行社）今年
再度推出多款紐澳行
程，透過陸海空的方
式，帶旅客搭乘全球豪
華遊輪品牌─公主遊
輪，漫遊大洋洲的迷人
▲尊榮假期台中分公司經理賴文卿（左）、副理林家鴻
▲
（右）。

風光，加上許多景致是

西蘭與澳洲因為具有獨特的自然

紐

法到達，在公主遊輪的

風光與人文風情，因而深受旅客

航行下，將享受到截然不同的旅程，歡

羅吐魯阿等景點外，旅客將能到達以往

喜愛，但在許多人的觀念中，要前往紐

迎同業踴躍洽詢。

坊間少有安排的城市，包括被譽為裝飾

澳都所費不貲。為打破這個刻板印象，
並為同業創造更多元的產品選擇，尊榮
假期（享趣旅行社）特別以公主遊輪作

以往透過陸上工具所無

▲在黃金公主號的帶領下，旅客將體驗到截然不同的紐澳之旅。
▲

享受6天5夜遊輪之旅
一次盡覽雙國魅力

藝術城的內皮爾、搭乘巨型遊輪徜徉於
馬爾堡峽灣等，都將為旅程增色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此行搭乘10萬8千噸

為包裝主軸，用國際級遊輪搭配世界級

此次主推的「黃金公主～紐澳雙國

的黃金公主號，為旅客提供了游泳池、

美景，打出15天12萬有找的超吸睛商

庫克山隱士冰河船、雙峽灣、峽谷火車

商店街、賭場、美容院、電影院、夜總

品，要讓同業輕鬆抓住旅客目光。

15日」中，將透過直飛奧克蘭進、雪梨

會，還有多種高檔餐廳與酒吧等眾多選

公主遊輪一直以優異的服務與卓越的

出，雙點進出的方式，先將基督城、但

擇，讓旅客在航程中能好好休息放鬆，同

硬體而享譽市場，成為許多旅客出遊的

尼丁、皇后鎮的美景通通囊括，包括充

時享受國際級遊輪所帶來的極致服務。

絕佳選擇，看準紐澳地區是全球第2大

滿19世紀迷人氛圍的奧馬魯、於泰雅里

遊輪市場，公主遊輪特別布局5艘遊輪

峽谷體驗鐵道之旅，加上第阿納螢火蟲

於此，是在阿拉斯加地區外最多的船隻

洞與庫克山國家公園，精華景點通通蒐

與航程。

羅，加上保證入住庫克山隱士飯店，讓

尤其近幾年來公主遊輪在台的熱度不

行程豐富度已經直逼完美。

同場加映雪墨雙城
多住1晚加量不加價
同時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也推
薦「塔斯馬尼亞9天」，旅客將造訪瑪

斷攀升，加上紐西蘭航空台灣航線的開

當旅客由奧克蘭搭上公主遊輪的黃

拉庫帕鐘乳石洞賞螢火蟲、格林華瑞士

航，都將成為吸引台灣旅客購買的最佳

金公主號後，在這個10萬噸的頂級遊輪

村、夜宿搖藍山國家公園，並欣賞澳洲

利基。 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經理

帶領下，旅客將展開截然不同的驚豔之

最大薰衣草田、壁畫小鎮、里奇蒙小鎮

劉怡菁表示，看好市場的熱度，尊榮假

旅。由於遊輪航行的優勢，除了經典的

等夢幻景點。
而「巧遇黃金公主～澳洲雪梨、墨爾
本雙城9日」的行程，則是透過黃金公
主號的乘載，一次品味雙城的魅力。值
得一提的是，隨著華航將於冬季班表增
班墨爾本，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特
別將原先的8天商品拉長為9天，讓旅客
多住1晚墨爾本，並體驗當地的市區觀

▲不同於以往用小船巡遊的方式，旅客將搭乘公主遊輪徜徉在
▲
▲紅寶石公主號將帶領旅客享受華麗又浪漫的海上假期。
▲
馬爾堡峽灣的美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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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加量卻不加價的方式，相信對於旅
客而言極具吸引力。

美國．從「心」發現
Plan your USA trip now

鳳凰旅遊

與美國國家旅遊局Brand USA合作
推自駕遊、暑假親子遊、國家公園探訪、美東賞楓商品
提升餐食條件、住宿品質、安排中段 讓旅程無限美好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美國國家旅遊局Brand USA

產 品 包 裝 優 勢
1. 美國國家旅遊局Brand USA合作推出系列商品，品質有保障。
2. 國家公園、親子、自駕、賞楓主題元素最豐富，選擇最多樣。
3. 飯店選擇優質、餐食條件優異，搭配中段提升旅程舒適度。

▲來美國體驗自駕遊，深度遊覽在地精華。

禮．世界奇景．雙樂園9天」

公園，讓喜愛大自然的旅客細細品嚐。

除了安排正宗大峽谷國家公

此外，針對自主性較高的旅客，另

園巡禮之外，還有規劃校園

外推出「美國5大國家公園小團體旅遊9

巡禮，讓小孩從小感受美國

天」，只要6人就能出發，便利小家庭

在

美國市場擁有多年操作經驗的鳳

名校氛圍，培養書卷氣息。此外，特別

凰旅遊，獲得美國國家旅遊局

安排拉斯維加斯—舊金山中段飛機，體

Brand USA的青睞，特別合作推出多樣特

貼小朋友長途車程的不適，更增加旅遊

色商品，包括自駕遊、6人成行迷你小

時光。

團、暑假親子遊、國家公園探訪、美東
賞楓，讓旅客旅美選擇精彩繽紛。

自駕遊再體驗超跑樂趣
寓教於樂吸引親子旅客

參訪多樣國家公園、秘境
迷你小團6人輕鬆出發

或是三五好友輕鬆出遊。

美東賞楓12╱13╱15天之旅
感受秋季最美獻禮
季節性的賞楓也是秋季美國熱賣元素
之一，鳳凰旅遊推出「美國東岸全覽楓
起雲湧12╱13╱15天」產品特別前往波

喜歡美國自然風光則不能錯過「美國

士頓品嚐龍蝦大餐，同時參觀麻省理工

5大國家公園環線12天」、「美國7大天

學院、長春藤8大名校之一的哈佛大學，

鳳凰旅遊長程線副總經理邵鼎清表

王．2大秘境國家公園15天」2支商品，

欣賞尼加拉瀑布兩岸楓紅與新罕布殊爾

示，隨著華航運用A350執飛安大略航

5大國家公園走訪猶他州錫安國家公園、

州的白山森林公園；15天再特別延伸

線，鳳凰包裝美西超跑體驗行程，讓旅

布萊斯峽谷、拱門國家公園；亞利桑那

黃石公園與大堤頓國家公園，感受美國

客坐在專業車手旁，感受馳騁在拉斯維

州大峽谷國家公園以及羚羊峽谷及紀念

秋季最美的獻禮。此外，行程也安排走

加斯沙漠的快感之外，也能體驗自駕的

碑山谷；科羅拉多州梅莎維德國家公

訪紐約市區觀光，包括登上帝國大廈、

旅遊樂趣，並安排住宿在拉斯維加斯住

園，並安排住宿於大峽谷區，大大增加

自由女神登島，以及在世界第一權力中

2晚以上，欣賞一系列精彩表演。

參觀時間，更安排峽谷日出活動，目睹

心－華盛頓，市區觀光包括參觀白宮、

面對即將到來的暑假旺季，鳳凰也針

太陽升起於大峽谷的壯麗景色。7大則增

國會山莊、太空博物館觸摸月球之石，

對親子市場推出「親子趣～美西名校巡

加懷俄明州黃石國家公園與大提頓國家

與阿波羅十一指揮艙合影。

▲住宿於大峽谷區有更充裕的時間欣賞自然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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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入住面尼加拉瀑布飯店房型，感受其震撼磅礡。

▲來波士頓一定要品嚐的大龍蝦。

台北 02-2537-0011
agt.travel.com.tw

桃園(03)302-6636 | 新竹(03)533-9119 | 台中(04)2321-0705
嘉義(05)232-3557 | 台南(06)295-7257 | 高雄(07)3 3 5 - 0 0 1 7

全台首家上市旅行社｜ 1億8000萬履約責任險 ｜ 交觀綜2006 ｜ 品保北0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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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奇專訪‧飯店經理人

Travel,make you Richer 旅行的神奇 讓你身心更富有！

隱身於墾丁的親子天堂─怡灣渡假酒店
恆春半島唯一高樓層飯店優勢 遠眺關山大平原飽覽無限美景
定位親子服務 在競爭紅海中開出新道路 用無微不至感動客人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怡灣渡假酒店、本刊圖庫

▲墾丁怡灣渡假酒店副總經理杜昱吉。

▲落腳在恆春小鎮，讓墾丁怡灣渡假酒店兼顧鬧中取靜的清幽與便利性。

▲擁有5層樓高的飛天彩虹滑梯是大小朋友的最愛。

丁，對於無數旅人來說，是夢寐以

平原景致與恆春平原的夕照，以多元的

更感同身受的服務每一位登門的旅人，

求的旅遊目的地，在湛藍的海水、

亮點來吸引旅客目光。

展現出最自豪的服務，為他們寫下美好

墾

艷麗的驕陽，以及一望無際的優美海岸

杜昱吉強調，由於恆春半島屬於國家

的加持下，成為拋掉一切煩惱與壓力的

管理區，因此建築的高度都有極其嚴格

最佳選擇，也造就多年來始終是國內外

的管制，而怡灣是最後可以樓高達12層

旅客的朝聖地。

的大型飯店，一覽無遺的美景成為到訪

而不同於其他大飯店爭相進軍墾丁大

的旅客更多元的附加價值。

街或鄰近週遭的一級戰區，怡灣渡假酒店

延續日本服務精神
將無微不至注入在日常中

選址在恆春小鎮上，以關山大平原的沃野
千里作為背景，加上強打親子作為目標客
群，成功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開啟全新藍
海，也成為旅客關注的話題之一。

資歷豐富的杜昱吉在飯店業服務數十
年，第一份飯店工作就從著名的知本老

的旅程回憶。

用在地人耕耘在地
創造旅遊墾丁新面貌
選擇落腳在恆春小鎮，讓怡灣兼顧鬧
中取靜的清幽與便利性，距恆春西門及
老街步行只要5分鐘的距離，並可享受近
在咫尺的恆春古城門與古城牆的優雅與
浪漫。能帶給住客更貼近古城的休閒時
光，與令人回味無窮的度假回憶。

墾丁怡灣渡假酒店副總經理杜昱吉

爺酒店開始，由房務、業務、管理階級

而小細節亦可看出怡灣的與眾不同，

表示，於2017年開幕營運的怡灣，不同

逐步耕耘。也因為一路以來眾多貴人的

為讓每一位到訪的旅客經驗，怡灣渡假

於大多飯店僅鎖定在遊客類別，怡灣的

協助與提攜，加上擔任過房務與業務的

酒店特別設計了極具特色的玻璃圓柱外

受眾客群更強調在親子等其他客群的拓

獨特經歷，讓他對於飯店的經營哲學既

觀，可遠眺關山夕陽與恆春平原全景的

展，因此設有250間親子與休閒風格的豪

傳承了日本式服務的職人精神，也能精

落地玻璃帷幕，讓每位貴賓佇足驚嘆連

華套房，飯店3樓提供了多種類型的親子

準掌握飯店的需求與亮點。不僅如此，

連。此外，飯店更提供了可容納500人的

客房，而5～7樓房型則是可以遠眺關山

杜昱吉從工作中學習到「以身作則」的

宴會廳，以時尚樂活的人文風情與時代

領導方式，對於服務的細

感為設計概念，加上對於舉凡安全、衛

節更是嚴謹、考究，要求

生等細節的極度要求，讓怡灣更能抓住

員工凡事一定要盡力而

旅客目光。

為。

▲落腳在恆春小鎮，讓墾丁怡灣渡假酒店兼顧鬧中取靜的清幽與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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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杜昱吉積極招募當地

杜昱吉特別指出，對

人才進入飯店體系，因為他認為當地人

於許多飯店同仁而言，服

將更有意願為自己的家鄉盡心盡力、為

務住客是生活日常，但對

旅客創造感動，達到真正的永續經營。

於這些住客來說，卻是極

而放眼未來，杜昱吉目標在短期內達

為難得的假期，因此在服

到損益兩平的目標，同時針對團、散、

務上應該更具同理心，就

親子等客群並重耕耘，逐步建立起怡灣

如同日本人所說的：「一

的品牌形象，創造出墾丁旅遊的全新面

期一會」，用客人的心態

貌。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北投老爺酒店、台北市溫泉發展協會、日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TravelRich

旅奇‧台灣趣

北投老爺酒店抽獎三重奏 北投冷麵季OI溫泉新旅遊
加入「北投冷麵季O I溫泉新旅遊」計畫
Long Stay夏季愛樂活超值專案 11,400元起

推出4大優惠主題 結合「I N向北投」A P P
北投12家飯店餐廳業者推出創意5星冷麵

灣亞太國際溫泉

台

旅遊協會帶領北

投溫泉業者，結合旅
行業者共同發起「北
投冷麵季OI溫泉新旅
遊」，並著手開發
「IN向北投」APP，希
望旅遊結合智慧科技
同步整合優惠券、折

▲新北投夏日有涼意，5星級創意冷麵料理上菜。

價券、電子票證，讓
旅客輕鬆悠遊北投。
旅客只要下載「IN向
北投」APP 即享各
式優，包括即日起至

▲OI新旅遊北投冷麵季。

10╱31北投老爺酒店

北投冷麵季OI溫泉新旅遊」推出4大優惠主題，包含買出

在餐飲或SPA享有9折

「

優惠（此優惠不得與其它優惠並用）。

案、結合智慧科技的「IN向北投」APP、以及壓軸的北投冷麵

國行程送就北投溫泉住宿券、下殺2折的北投Long Stay專

另外北投老爺酒店更加入OI溫泉新旅遊北投溫泉三重奏抽獎

季，要旅客一同來北投清涼一夏。台灣亞太國際溫泉旅遊協會

活動，第一重：週週贈北投溫泉住宿體驗（每週抽7～8名）—

理事長周水美表示，協會聯合北投飯店業者，於今年7／1至9

景致客房、第二重獎勵：來店禮╱透過IN向北投APP兌換—單筆

／30推出北投Long Stay專案，分3天2夜及5天4夜兩種方案，最

消費不限金額，贈送山形吐司2個、第三重獎勵：5萬積分任抵

低2折價格，結合各家業者的大眾湯與早餐等電子票證，推出共

用—獎勵消費1,000元可折100元（活動期間適用於餐飲、SPA

湯、共食的樂活方案。除了各種優惠之外，北投12家飯店餐廳

消費及電話訂房當季住房專案）。此外，特別推出北投Long Stay

業者推出創意5星冷麵，無論是清爽的芒果入菜，或高級的龍蝦

夏季愛樂活超值專案，3天2夜11,400元、5天4夜22,000元。

冷麵，都給遊客不一樣的美食饗宴。

日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德安「TravelLink」
暑來寶涼夏大作讚 親子優惠
招待12歲以下兒童免費入住

推出彩豐樓「彩豐十味」新菜色
開放預訂 每道160元至2,600元之間

舉辦北中南大型論壇
協助旅宿品牌了解趨勢
灣旅宿系統

台

產 業 領 導

者—德安資訊，今
年6、7月份將於
台北、台中、高雄
三地舉辦大型論
壇。以德安新品牌
▲暑假親子活動—日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

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暑假系列優惠

▲彩豐十味。

（掃描報名）

「TravelLink」協助旅宿品牌因應當前全

豐樓是IHG洲際酒店集團傾心打造

通路行銷、智慧旅宿等熱門議題，邀請多

的餐飲品牌新銳，旨在充分滿足賓

位重量級嘉賓分享產業趨勢與洞察。

日

彩

親子優惠，1泊2食每房6,900元起，招待

客對於高水準商務宴客和家庭聚餐的需

1位12歲以下兒童免費入住，並贈送清涼

求。台灣唯一「彩豐樓」就在台南大員

高雄場：6╱25（二）09：30-17：00（09：00進場）

刨冰DIY、童趣水槍，小朋友還可免費報

皇冠假日酒店，與全球25家彩豐樓®中餐

台中場：7╱10（三）09：30-17：00（09：00進場）

名參加，暑假限定「涼夏大作讚」水陸空

廳同步推出「彩豐十味」新菜色，選取

台北場：7╱24（三）09：30-17：00（09：00進場）

闖關活動。此外，持入住當日大眾交通

「酸、甜、苦、辣、鹹、鮮、香、麻、

住宿活動，「暑來寶涼夏大作讚」

工具票根，贈送「日月潭水陸空好行套

酥、脆」10種不同的風味為基礎，打造

票」，遊客可憑套票享搭乘纜車、環湖船

出一套創意多元的美味菜餚。即日起開放

票、環湖巴士1日券，每房贈送2份，2人

預訂，每道160元至2,600元之間，享受

同行每房5,440元起，輕鬆暢遊日月潭，

珍饈美饌，盡在彩豐樓的「彩豐十味」新

水陸空玩透透。

食尚。

時間

地點
高雄：集思高軟會議中心302會議室（高雄市前鎮區
成功二路25號3樓）
台中：集思文心會議中心G1+G2會議室（台中市西屯
區文心路二段107號4樓）
台北：資策會科技大樓創新廳（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
路4段133號14樓）

vol.550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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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探訪

2019泰國旅遊貿易博覽會暨
2019年的泰國旅遊貿易博覽會暨大湄公河次流域地區魅力門戶（Thailand Travel Mart Plus Amazing Gateway to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簡稱TTM+），已於6／5～7在芭達雅的海洋遊艇俱樂部盛大舉行，這次共有大湄公河地區
370餘個相關產業參與盛會，吸引全球51個國家超過340個買家近悅遠來，規模比去年成長10.12%，泰國觀光局台北辦
事處亦由副處長刀明（Saksakul Suprakritanan）領軍，邀請雄獅和東南兩家旅行社業者前往共襄盛舉。

▲泰國觀光局副局長Tanes Petsuwan指出芭達
雅近年來積極朝高品質旅遊發展而努力。

▲今年的泰國旅遊貿易博覽會在芭達雅的海洋遊艇俱樂部盛大舉行。

▲全體團員在曼谷的Mahanakhon壯起膽子走入Skywalk。

去年TTM+重返芭達雅之後，今年的盛

繼

重在「品質」，提供觀光客優質的產品與服

會仍舊選定在芭達雅舉行，主題也延

務，包括減少塑膠使用量、保護環境不遺餘

續去年的「百萬浪漫色調﹙Million Shades of

力；並且運用連結的力量，以主要城市帶動週

Romance）」，大力推廣「崛起中旅遊地的嶄新

邊的新興觀光地，例如清萊之於清邁、羅永之

風情（New Shades of Emerging Destinations）」。

於芭達雅等。2018年，一些新興觀光地的外國

泰國觀光局副局長Tanes Petsuwan在開
幕記者會中表示，這幾年努力的目標，都會著

旅客造訪人次平均成長了4.95%，就是令人振
奮的成績。

▲買賣雙方商談，氣氛相當熱絡。

Terminal 21 Pattaya與Grande Centre Point Pattaya

東芭樂園：日新月異 應有盡有

曼谷的Terminal 21，因為與眾不同的創意在諸

東芭樂園（Nongnooch Garden Patta-

多購物中心和百貨公司競爭下仍然鶴立雞群，如

ya）雖然歷史悠久，但是面積遼闊加

今同樣的創意也施展到了芭達雅，遊客抵達不同

上不斷擴充、建設，來泰國不論想玩

樓層就彷彿到了另一個異國大城，無論東京、巴

什麼，在東芭樂園裡幾乎可以玩遍，

黎、倫敦、舊金山等，裝潢、氣氛都很到位。

包括連年獲獎的庭園造景、號稱全泰

與Terminal 21宛如連體嬰的Grande Centre Point

國最優秀的大象表演場、泰拳表演

Hotel，秉承一貫的五星級軟硬體設施，高樓層
可俯瞰芭達雅灣北側；每間客房裡的Mini Bar都
可免費享用，會客大廳也隨時供應咖啡、果汁

▲Grande Centre Point Pattaya軟硬體設施
皆具國際水準。

場、陣容壯觀的恐龍雕像、有趣的廚
▲東芭樂園的第二園區，可邊欣賞迎賓歌舞、邊品嚐水
果大餐。

藝教室等。
去年新落成的東芭國際會議暨展覽中

等飲料

心（Nongnooch Pattaya International

讓來客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簡稱

自由取

NICE）規模龐大，非常適合獎勵旅遊

用，服

團體舉辦大型的會議、宴會或展覽；

務相當

今年完成第二園區，可邊欣賞傳統表

貼心。

演、邊品嚐水果大餐，也是進行獎勵

▲Grande Centre Point Pattaya的高樓層可眺望美
麗的北芭達雅灣。

旅遊的理想場地。
▲

東芭樂園開闢了廚藝教室，可學習烹調經
典的泰國菜。

Kaan Show：具震撼力視聽饗宴
2017年才上演的奇幻表演“Kaan”，是一齣
結合了舞台劇、特技、水中芭蕾、多媒體虛
擬實境等各方藝術與科技於一爐的節目，搭
配泰國神話中的人物與場景，組成頗具震撼
力的臨場效果。可惜之前由於票價偏高，推
廣不易，目前已經調整表演時間的長度，讓
▲東京樓層，果然洋溢著濃郁日本風。
芭達雅現在也有了Terminal 21。

▲

DESTINATION

芭達雅再領風騷 芭達雅機場擴建&高速鐵路積極
崛起中旅遊地的嶄新風情 提供優質產品與服務 發展

票價更為平易近人，可以推薦給有興趣欣賞
藝術表演的旅客。

▲結合多種表演藝術與科技的“Kaan”，在內部
上演。

大湄公河次流域魅力門戶
建設中 東部走廊啟動 東部發展不可限量
觀光同時不忘環保 全力攫取國際觀光客的心

撰文˙攝影／蒙金蘭

▲雄獅旅遊產品經營企劃處總經理陳奇漢（左）發現今年
TTM+又多了許多特色飯店。
▲

東南旅
遊東南亞
部泰國線
課長劉怡
君（左）
今年TTM+
收 穫 頗
豐。

▲（左起）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副處長刀明、東亞司司長田佩、
東亞司副司長Santi Sawangcharoen。

▲（左起）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行銷專員許詩屏、東南旅遊東南亞
部泰國線課長劉怡君、泰國觀光局台北辦事處副處長刀明、東亞司司
長田佩、雄獅旅遊產品經營企劃處總經理陳奇漢。

娛樂設施，所以特地再度邀請來自各國的

芭達雅灣：盡覽芭達雅地理優勢

業者和媒體齊聚此地，實際見識芭達雅所

距離曼谷約2小時車程的芭達雅，曾經是全泰國最熱門的度

擁有的旅遊資源。

假勝地，有「東方夏威夷」之稱，卻因為太受歡迎而造成
許多缺失，沉寂了好些年，這兩年終於再度揚眉吐氣。

芭達雅的地理位置，正位於東部走廊的

大型建設蓄勢待發
芭達雅舉足輕重

從市中心若爬一小段坡道，登上芭達雅灣，便不難理解芭

起點，從這裡往高棉邊境方向，物產資源豐

達雅為何如此受歡迎：它位於南北有陸地合抱的灣澳裡，

富，尤其盛產水果，近年來已頗受台灣觀

至於何以今年的TTM+和去年一樣選擇

客青睞，為了迎接這樣的趨勢，芭達雅本身

在芭達雅舉辦？泰國觀光局東亞司司長田

也積極準備中，除了已經看到成效的購物中

佩（Titiporn Manenate）表示，這正是

心、觀光飯店等外，還有芭達雅機場正在進

呼應「崛起中旅遊地的嶄新風情」的具體

行擴建、曼谷與芭達雅之間的高速鐵路也在

表現。芭達雅這些年來發展快速，建設眾

緊鑼密鼓建設中，這些國家級的建設一旦完

多高品質的景點、國際連鎖飯店、餐廳和

成，整個東部地區的發展不可限量。

海水如碧、風平浪靜，停泊的大小船隻數量多得令人瞠目
結舌，美麗的陽光、海洋、沙灘讓它散發出無限的魅力。

暹羅傳奇：全方位融入泰國文化

景觀餐廳：風景食物氣氛皆美

暹羅傳奇（The Legend Siam
Pattaya）是今年3月才開幕的主
題樂園，除了園區的建築設計
充滿古代暹羅王國的風味外，
也提供多方面的文化體驗，包
括飲食及服裝。這裡準備多款
高雅的服飾，男女皆可挑選一

▲天空藝廊（The Sky Gallery）
慵懶的懶骨頭沙發座區。

套合適的服裝，然後穿著逛園 ▲挑戰鬼屋，挑戰自己的膽量。
區。《幽魂娜娜》是泰國多年前一部造成轟動的鬼片，園區裡特別打

▲

全體團員在玻璃屋（The
Glass House）享受美食。

造了一間鬼屋，雖然明知一切都是假的，但是氣氛的確營造得教人毛
▲在暹羅傳奇文化主題樂園可穿著
泰國傳統服飾逛園區。

骨悚然，建議可以結伴入內試試自己的膽量；還有一間玻璃打造的迷
宮，同樣趣味獨具。

芭達雅有許多靠海而建的景觀餐廳，不但風景美、氣氛佳，食物好
吃的程度也不在話下，像是位於芭達雅灣北端的玻璃屋（The Glass
House），還有位於芭達雅灣

羅永：水果節大啖熱帶水果

lery），皆已成為網美打卡的大

距離芭達雅只有1個多小時車程的羅

熱點。

永（Rayong），是全泰國最重要的水
果產地，平常果園以生產為主，不

▲

一定對外開放，但是每年的5到7月

可隔海眺望格蘭島。

天空藝廊（The Sky Gallery）

間，適逢水果產季，會舉辦「羅永水

▲

▲山竹受歡迎的程度，
不亞於榴槤。

果節」，數十家果園對觀光客敞開大

有機會欣賞到晚霞美景。

門，讓大家盡情品嘗榴槤、山竹、紅
毛丹、蛇皮果等泰國誘人的水果。
以今年的Suphattraland Rayong果園為
例，遊客只要付400泰銖門票，就可
以坐著遊園車暢遊園區，並且園區所

▲果園面積遼闊，通常
都有遊園車代步。

南側的天空藝廊（The Sky Gal-

▲榴槤往往是「羅永水果節」最受矚目的焦點。

提供的各種水果、甜點、小吃等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既過癮又划算。

玻璃屋（The Glass House）

旅業大小事

昆士蘭旅遊說明會高雄場登場

TRADE TALK

昆士蘭州旅遊局攜手尊榮假期共同舉辦昆士蘭旅遊產品說明會
雙點進出的大堡礁圓夢之旅、入住凡賽斯精品酒店的頂級享受
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尊榮假期

＋凱恩斯大堡礁8天」，透過布里斯本
進、凱恩斯出，雙點進出，帶旅客遊覽
一生必去一次的大堡礁、庫蘭達熱帶雨
林區、入住超人氣考拉奔山莊、開高爾
夫球車探訪野生袋鼠，深度體驗昆士蘭
大自然魅力。
另外，直飛布里斯本，以半自由行方
▲昆士蘭旅遊產品說明會高雄場現場座無虛席，獲得同業熱烈
迴響。

▲（左起）澳洲昆士蘭州旅遊暨活動推廣局台灣區行銷經
理簡明芬、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楊子昀、尊
榮假期（享趣旅行社）董事長劉正輝。

式，安排全球首家義大利時尚精品酒店
─凡賽斯（Palazzo Versace）連住3晚，

細介紹昆士蘭州多樣化旅遊資源，以及

酒店耗資澳幣3億元打造，完美詮釋時

大堡礁行程、國際精品奢華酒店─凡賽

尚品味，多年來深受富豪與名人喜愛；

斯等行程，吸引眾多業者參與，現場交

酒店週邊設有大型購物商場、碼頭和主

流熱鬧。

題樂園，無論是購物、出海賞鯨，或是

進一步推廣昆士蘭旅遊特色及產

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董事長劉

全家大小到樂園遊玩，都可安排，酒店

品，昆士蘭州旅遊局與尊榮假期

正輝指出，今年特別攜手澳洲昆士蘭州
旅遊暨活動推廣局，共同推出多款獨創

附近還有數十家餐廳，從澳洲美食代表

（享趣旅行社）於6╱20假高雄商旅舉
辦「昆士蘭旅遊產品説明會」，席中詳

行程，例如「海水正藍～布里斯班農莊

盡有，旅客都可自行挑選。

為

「帽子餐廳」到麥當勞平價速食都應有

世邦「玩色你的旅行箱」 西班牙馬拉加訪台 長榮開票獎勵遊北海道
旅行箱保護套創作大賽登場
活動報名即日起至7╱31

交織陽光海岸、白色山城
藝術大師 畢卡索的出身地

邀請幸運兒深度探訪當地美景
入住星野、品味北海道無盡風光

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世邦旅遊

撰文．攝影╱張偉浩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長榮航空

▲歡慶世邦旅遊30週年，特別推出旅行箱保護套創作大賽。

▲馬 拉 加 、 太 陽 海 岸 旅 遊 局 品 牌 經 理 B e l é n P é r e z Gascón（最後排右4）與貴賓合影。

拉加是位於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

世

馬

亞、地中海太陽海岸的一個城

▲長榮航空特別帶領2019上半年度開票獎勵活動的幸運兒
一遊北海道。

視覺創作有興趣且喜愛旅遊的創作者

市，擁有充滿陽光的太陽海岸（Costa

了感謝同業的支持，長榮航空特

均歡迎參加，年齡不限、主題不限，

del Sol），以及必訪的白色山城內爾哈

為

即日起至7╱31，只要上傳作品審核通

（Nerja），是個一年365天都有陽光的

勵活動，並於6／11～6／15總計34位

過，即可獲得「世邦30硬殼過夜包」；

地方，歐洲冬季最佳去處。馬拉加、

成員一同探訪北海道風光，在客運營業

8╱1起開放投票，得票數最高者可獲得

太陽海岸旅遊局品牌經理Belén Pérez-

本部營業部與台中、高雄辦事處的代表

「2019歌詩達新浪漫號～宮古島自主遊

Gascón表示，馬拉加是出產豐富海鮮

帶隊下，開票績優成員們不僅入住星野

3天內艙2人一室乙名」、前5名可獲得

美食的白色村莊，安全友善，讓旅客彷

TOMAMU渡假村THE TOWER，還欣賞了

「地圖製造－客製化旅行箱保護套」等

彿回到家一般。此外，這裡更是藝術大

富良野富田農場、美瑛四季彩之丘、札

大獎，此外，網友每投一票，世邦就捐

師畢卡索的出生地，在布埃納比斯塔

幌大通公園等景點，以旅客的方式，親

10元給乳癌防治基金會，一起守護女性

宮殿展出由畢卡索家族捐贈的285幅畫

身體驗在長榮航空的飛航下所帶來的完

的健康。

作，提供旅客欣賞。

美旅程。

邦旅遊推出「玩色你的旅行箱」
─旅行箱保護套創作大賽，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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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舉辦2019上半年度同業開票獎

旅業大小事

AMADEUS歡慶喬遷
深耕台灣市場22年 百餘位旅遊產業代表齊慶賀
堅持不變的服務熱忱 便利交通讓同業洽公更便利
撰文．攝影／王政

TRADE TALK

▲（左起）澳洲昆士蘭州旅遊暨活
▲
動推廣局台灣區行銷經理簡明芬、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
楊子昀、尊榮假期（享趣旅行社） ▲AMADEUS團隊以更為明亮的辦公室、多元的硬體設
備，以及不變的熱情與熱忱繼續為同業服務。
董事長劉正輝。

了提供同業更便捷的服務，AMADEUS於6／12正式喬遷

為

到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168號13樓1304室，以更為明亮

的辦公室、多元的硬體設備，以及不變的熱情與熱忱，繼續為
同業服務，由於新辦公室便坐落於捷運南京復興站2號出口上
方，對於同業而言洽公上更為便利。喬遷當日也吸引了上百位
旅遊同業與航空公司代表參與，共同見證AMADEUS在台灣的
新里程碑。

AMADEUS
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168號13樓1304室
電話：（02）2183-1199 傳真：（02）-2507-0190

澳門街美食旅遊市集登場 華航#旅行帶給你的紀念品 越竹航空6╱18開航
澳旅局出新招展現澳門無限式
主題AR＋懷舊童玩＋傳統美食

2019全新年度品牌形象廣告上線
上線24小時內衝破 4 百萬觀看人次

桃園─峴港 每5天1串
直飛峴港航程僅2.5小時

撰文．攝影／王政

撰文．攝影╱劉彥廷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越竹航空

戶外廣場舉辦2019感受澳門無限

▲中華航空資深副總經理羅雅美（第一排左11）、中華航
▲
空發言人劉朝洋（第一排左12）、中華航空公關室協理方
承儒（第一排左13）、中華航空公關室協理林恒杉（第一
排左14）及60位孕媽咪合影。

▲越竹航空台灣總代理酷吉董事長張志嘉（左7）及貴賓合
▲
影。

式「澳門街美食旅遊市集」路展活動，

華航空全新品牌形象廣告「#旅行

竹航空（Bamboo Airways）於

▲（左3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公關顧問梁吳蓓琳
▲
首席顧問、食尚玩家的OS桑─阿松、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何
永慧主任與航空公司、旅遊業代表合影。

門旅遊局於日前在ATT 4 Fun一樓

澳

現場不僅有裝飾得美輪美奐的澳門街市

中

越

集，讓人眼睛一亮的澳門美食攤位，活

YouTube頻道首播後，各種吃喝玩樂話題

班，目前為每5天一架次，台灣時間

動期間還有好玩的消費者活動，可以邊

的「旅行紀念品」討論不斷，引起民眾

13：25自桃園機場起飛，抵達峴港為當

吃邊玩闖關還能拿獎品。

高度關注，影片上線24小時內即衝破4

地時間15：25；返程航班為當地時間

百萬觀看人次，再度刷新華航歷來年度

08：40自峴港機場起飛，台灣時間午間

廣告新紀錄。

12：25返抵桃園機場。

澳門旅遊局公關顧問梁吳蓓琳首席顧
問表示，澳門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城市，

帶給你的紀念品」，自6╱14於

6╱18正式開航台北直飛峴港航

除了擁有豐富的世界文化遺產，更被聯

6／14當日華航更舉辦首映活動，邀

開航當日桃園國際機場更是舉行了

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創意城市美食

請60位孕媽咪齊聚，一同秀出她們最珍

灑水儀式慶祝開航，未來越竹航空也將

之都」。此外，澳門每個月都有不同的

貴的「旅行紀念品」，藝人鍾欣凌及阿

陸續開航台灣直飛芽莊、下龍灣雲頓機

節慶盛事，即使是一年內重遊多次都可

包醫師也特別共襄盛舉，暢談難忘的旅

場、富國島、河內等航線。

以有不同的旅遊體驗。

行經驗並公布超好孕航點。

vol.550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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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重慶黔江武陵山旅遊營銷中心

▲濯水景區位於重慶市黔江區東南部，有著名的世界第一風雨廊 ▲來到黔江，能體驗到最浪漫、最美的土家風情。
橋。

▲黔江風光優美，景色如詩如畫，吸引不少攝影團到此取
景。

黔江旅遊快速發展
加大台灣市場合作

年來，越來越多人嚮往自然生態

近

胡”土家語意思是峽谷，如同香格里拉

旅遊、民俗文化旅遊，藉此放鬆

一樣的形象符號，代表黔江的山水和文

身心靈，享受芬多精的洗禮，而黔江正

化，“阿蓬江”土家語意思是雄奇、秀

根據統計，黔江連續3年接待旅遊人

是大陸熱門的旅遊目的地之一，位於重

美的江，是黔江的地理形象標誌，也是

數、旅遊綜合收入大幅成長，2018年黔

慶市東南部和武陵山區，素有「渝鄂咽

黔江的母親河，充分展現生生不息的土

江區共接待遊客2,046.2萬人次，同比增

喉」之稱，擁有濯水古鎮、蒲花暗河、

家風情魅力。

長40.17%；其中過夜客450.5萬人次，同

小南海、芭拉胡、土家十三寨、神龜

黔江以「濯水景區」為核心，大力推

比增長27.5%；旅遊收入達107.4億元人

峽、愛莉絲莊園等7個大陸國家4A級旅

廣周邊旅遊景區和精品旅遊線路，努力

民幣，同比增長70.77%；今年「五一」

遊景區，因景色優美、風光明媚，也成

開拓境外及港澳台地區客源市場，逐步

小長假期間，黔江共接待遊客110萬人

為許多網紅、網美打卡的熱門首選。

實現做大客源市場、做大旅遊收入、做

次，旅遊收入53,455萬元人民幣，黔江

響旅遊品牌。

旅遊可說是持續發燒中。

黔江美景如詩如畫
土家文化別有風情

濯水景區位於重慶市黔江區東南部，

針對台灣市場，除了積極發布黔江旅

地處烏江第一大支流—阿蓬江畔，為阿

遊宣傳內容之外，未來會與台灣旅行商進

黔江自東漢建安6年始置縣，至今有

蓬江國家濕地公園的重要組成部分，面

一步合作，設計黔江旅遊精美線路產品，

1,800多年歷史，在這有著大陸唯一以土

積4.8平方公里，由濯水古鎮、世界第一

更期盼將黔江的旅遊景區，加入到台灣各

家語命名的城市旅遊品牌—「神秘芭拉

風雨廊橋、蒲花河休閒農業體驗園、蒲

大旅行商主推線路之中，把黔江打造成

胡·魅力阿蓬江，清新黔江」，“芭拉

花暗河和畢茲卡水樂園共同組成。

為台灣當今旅客最喜歡的旅遊目的地。

濯水古鎮

世界第一風雨廊橋

濯水古鎮歷史文化豐厚，非物質文化遺產：後河古戲、西蘭卡普等民

濯水風雨廊橋全長658公尺，因其造型和修建年代不同，可分為4段欣

間工藝交相輝映，

賞；整座濯水風雨廊

碼頭文化、商賈文

橋，不僅為世界第一

化、民族及民俗文

長度的廊橋，在形態

化等源遠流長，古

上、結構上、工藝上

鎮內主要景點有紅

展現了傳統與現代的

軍渡、水師城門、

結合，中式與歐式的

天理良心展覽館、

結合，以及東方建築

風雨廊橋等。

美學與西方建築美學

濯水古鎮不僅風光明
媚，更保留眾多的非物
質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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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美結合。
濯水風雨廊橋是世界第
一長度的廊橋，結合東西
方的建築美學。

▲

CHINA

大陸唯一以土家語命名的旅遊品牌 7大4A級旅遊景區 發展快速
濯水景區為核心 濯水古鎮、世界第一風雨廊橋 展現傳統浪漫風光

▲

神州覽勝

神秘芭拉胡 魅力阿蓬江 清新黔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