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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不斷釋出觀光產業的補助方案，讓企業雇主們能
▲
夠雨露均霑、獲得奧援。

觀光紓困2.0計畫啟動
然抗疫的路途相當漫長，但值得令人振奮的是，目前台

隨

項目進行擴增。透過整體的紓困，範圍將囊括了旅行業、導

灣已有多次當日「0確診」的紀錄，這都代表著台灣邊

遊、領隊、旅館、民宿、觀光遊樂業，整體受惠的觀光產業人

境守得越來越好，雖仍舊不能掉以輕心，但也是緊繃了幾個月

員高達數十萬人。

來，難得的小確幸了。

從觀光紓困來看，主要包含幾大類的方式，其中不論旅行

在全民上下一心不斷杜絕各種傳疫的可能時，因應疫情對於

社、旅館、民宿、觀光遊樂業、導遊、領隊等，都提供了人才

台灣整體社會帶來的巨大影響，交通部觀光局也特別針對觀光

培訓最高18,960元的補助。而薪資補助方面，只要企業雇主願

產業推出紓困、復甦與振興方案，針對觀光產業的各個區域伸

意保障員工8成薪，且公司業績衰退5成以上，可申請薪資補

出援手，讓企業能夠持續經營，也能盡可能降低廣大勞工與雇

助，政府將會補助其中一半（4成），包括旅行社、旅館、觀

主們在此次疫情中所受到的衝擊。

光遊樂業等倚重人力的產業都受惠。此外，交通部也針對旅行

交通部先後祭出「紓困1.0」及「紓困2.0」方案，期盼解決
台灣觀光產業及交通運輸業者的經營危機，並維護相關從業人

社、旅館、民宿、觀光遊樂業等企業老闆，提出可提供融資貸
款與利息補貼部分，讓僱主們能有周轉的資金，一同撐下去。

員的就業安定，目前「紓困1.0」款項已陸續撥付，提供觀光產

不僅觀光產業獲得即時雨的補助，交通部也指示民航局，針

業新台幣44億元紓困及54.5億元復甦振興。而目前「紓困2.0」

對包括國籍航空公司、地勤業及空廚業等產業，也可依「對受

也已開始受理申請，總規模達到百億元，交通部也預計在4月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發生營運困難航空產業紓困貸款保證

底前能夠核撥完成，共可照顧到30萬從業人員。

作業實施要點」，向金融機構申請融通貸款，也能同時申請利

交通部觀光局期盼以3個階段來讓觀光產業進行恢復，包括
第1階段的「紓困」、第2階段的「復甦振興」，以及第3階段

息補貼，會由政府提供信用擔保，申請的貸款與利息補貼額度
為500億元，讓企業能優先發放員工薪水。

的「升級轉型」，透過全方位的設置，讓觀光產業的各環節都
能重新振作，並且迎接市場未來的榮景。

紓困的方案或許無法眾人皆滿意，但仍能看出政府對於觀光
產業的重視與期許，也因此不斷釋出多項優惠政策來協助企業

「紓困1.0」部分著重在1.人才培訓、2.營運協助、3.旅行社

維持運營。隨著疫情可望逐漸控制下，觀光產業也獲得政府針

營運補償，以及4.融資協助。而「紓困2.0」部分將更為完善，

對各界所推出的各項補助、振興、轉型措施，一同展望未來的

包括新增員工薪資補貼、遊樂園退費補貼，並且針對1.0的4大

市場榮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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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侖商旅推出「媽咪馨饗宴」

六福旅遊集團推出母親節蛋糕

獨立絕美景觀大花園給予食客安全社交距離

攜手7-11濃‧芋香布蕾蛋糕、月光森林蛋糕上市

美侖商旅一樓的CAFE49全日餐廳於5╱2～5╱3、5╱9～5╱10雙週末，午晚

母親節即將來臨，六福旅遊集團向全天下

餐時段推出「媽咪馨饗宴」母親節特別企劃，以養生增強免疫力觀念為基礎的

的女王們致敬，西點主廚精心研發，共推

海陸饗宴，其中春季蘆筍鮭魚濃湯，鮮甜的湯頭以富含多種營養素能提高免

出多達11款美味蛋糕，價格區間從最高

疫力的鮭魚與新鮮蘆筍燉製3小時而成，讓媽媽吃得盡興又安心。住房則推出

級的4,999元，到充滿童趣的超值平價380

「來美侖安心住x放心玩」有感優惠專案，「雙人客房」每晚2,499元起，連住

元，各種價格符合不同族群需求，包含雍

兩晚更只要4,888元，僅適用官網或電話訂房，再享專屬好康三重送，限量升

容華貴款「黃金蛋糕2.0」、超商熱銷升

等豪華客房並可提前於中午12:00入住、延遲至下午14:00退房，悠閒住滿26小

級款「濃‧芋香布蕾蛋糕」、媒體評比卷

時，優惠只至6╱30。

類得獎款「酒漬櫻桃長條蛋糕」、赤子心
款「長頸鹿榛果生乳捲」等多種特色。此
外，六福旅遊集團今年再度與超商7-11合
作，除了銷售常勝軍「濃‧芋香布蕾蛋
糕」外，還有勇奪媒體評比創意類第
3名的「月光森林蛋糕」，若不方便
前往門市取貨，也可選擇至六
福美饌官網線上購買，冷凍
宅配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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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飯店推出史上最有
精選8家飯店特別企劃：母親節蛋糕、午晚餐、外送服
受到疫情衝擊影響，觀光產業陷入低迷，

高住房率和業績、提升台灣國旅的市場買

不過台灣飯店業者已嗅到下一波商機─5月

氣。

「母親節」檔期，今年可說是提前開打，

尤其疫情當前，飯店業者除了配合中央流

全台各家業者卯足全力推出「史上最優

行疫情指揮中心的建議指示：加強清潔消

惠」的住房專案和母親節活動，期盼能拉

毒、測量體溫、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之外，

和逸飯店推出母親節美食優惠

台北國賓香草莓果蛋糕早鳥9折

台南西門館推媽咪下午茶、高雄中山館推海陸美饌

融合國賓川粵經典的母親節美顏養生外帶套餐

迎接母親節，和逸飯店．台南西門館Cozzi KITCHÉN，於5╱9～5╱10推出媽咪下午

台北國賓大飯店國賓麵包房今年推出造型與口味皆應景的「香草莓果」母親

茶專屬優惠，下午茶提供多款餐點，包括「照燒虱目魚佛卡夏」、「起酥虱目魚捲

節蛋糕，6吋售價990元，5╱3前預購即享9折優惠，以杏仁蛋糕為基底，鑲嵌

佐培根濃湯」和「起士瀑布牛肉堡」等，活動期間每位媽咪可用99元超值價加點

著如紅寶石般閃耀的覆盆子，不僅豐富了口感，更讓糕體散發誘人的果香。

「香蕉布朗尼佐香草冰淇淋」，共享悠閒的親子午後時光；和逸飯店．高雄中山館

此外，為了體恤母親的辛勞，自4╱21起推出專屬於媽咪的「美顏養生外帶套

30層樓的高空餐廳Cozzi THE Roof，也特別推出Prime美國頂級肋眼牛排、美國特級菲

餐」6人份，共有6,800元與12,000元兩種方案，嚴選多種高營養價值食材，打

力牛排搭澳洲明蝦等5款精緻海陸主餐，活動期間Cozzi THE Roof餐廳為每位母親準備

造出兼具養生與極致美味的菜色，不用出門、不用排隊，更不用讓媽媽在廚房

精美小禮，同時也安排每桌間隔1.5公尺的安全距離，營造貼心又安心的用餐時光。

忙進忙出，待在家就能輕鬆享受由5星飯店主廚設計並監督的母親節饗宴。

台中林酒店推出母親節限定套餐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獻上幸福食光

奇鮮日料打造兩款套餐、推出專屬玫瑰覆盆子蛋糕

粵式中餐廳、日本特色餐廳推出優惠專案

為了迎接今年母親節，台中林酒店奇鮮日料特別推出母親節限定套餐，套餐價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推出「2020最。愛 媽咪」母親節餐飲優惠專案，由

格2,280元及2,680元兩款，帶媽咪享受一頓豐盛料理，慰勞整年的辛勞。此次

行政總主廚周烈成與彩豐樓主廚袁東海、元素主廚沙德財、煉‧瓦主廚吳進

精選健康養生的海膽山藥細麵，海膽滑嫩細緻，點綴芥末後，將山藥細麵的鮮

旺與點心主廚劉靖晟聯手推出多樣化的安心美食與防疫全方位的用餐環境：

甜完美襯出。新鮮的黑鮪魚盛和刺身、當季的海味蒸魚，另有鹽烤帝王蟹腳，

5╱1～5╱3、5╱8～5╱10彩豐樓粵式中餐廳推出5人席菜8,000元起與10人

鹽烤後的美味融合，讓帝王蟹的口感鮮美Q彈。佳餚最後的冰糖紅棗雪蛤，完

席菜15,000元起；5╱1～5╱10煉‧瓦日本特色餐廳則推出鐵板燒套餐與日式

美呵護寵愛媽咪。此外，也特別推出專屬於母親的蛋糕「玫瑰覆盆子」，以法

套餐，每客1,680元，5╱10當日單筆消費滿3000元，則是加碼送4吋母親節蛋

式經典手法的鳩康地蛋糕為基底，搭配牛奶慕斯、烤布蕾，以及新鮮的蘋果餡

糕乙個，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另外，母親節蛋糕「法式乳酪野草莓塔」更

製作而成，口感清爽。

於2020蘋果日報母親節蛋糕評比派塔類中榮獲第2名，深受評審青睞，目前已
開放預購。

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各家飯店業者

感優惠專案
務、住房優惠等刺激買氣
同時更推出提高免疫力的養生餐，以增加關
注度，甚至推出外送服務、與超商7-11合
作，可將母親節蛋糕宅配到府，如此貼心、
多樣化的產品，不僅能擄獲消費者的心，更
能進一步掌握商機！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推早鳥預訂

裕元花園酒店聯手森田藥粧

早鳥訂16,000元起桌菜免服務費、贈客房一間

外帶自取桌菜和蛋糕結合森田藥粧的面膜合作

為迎接一年一度母親節到來，新北淡水「將捷金鬱金香酒店」自5╱1～5╱31推出

裕元花園酒店除了推有母親節大餐外，今年對於外帶餐點及蛋糕更加貼近人

「媽媽有禮」感恩專案，包括宴會廳推出12,800元起中式桌菜、河畔餐廳推出每人用

心，讓不想出門的民眾，可直接訂購外帶母親節桌菜和母親節蛋糕，悠閒在家

餐500元起，4╱20前付訂完成免10%服務費，此外，因應疫情推出外帶佳餚5入╱10

慶祝母親節的來到，無論桌菜或外帶餐點甚至到蛋糕都加贈森田藥粧限量面

人份每套1,900元，即便防疫在家也能用美食慰勞母親、歡聚過節。中式桌菜母親節

膜，慰勞一下辛苦的母親！今年以「優雅」為發想並推出限量母親節蛋糕，

饗宴內容包括「杜松子脆皮豬腳」、「懷古旗魚鬆油飯」、「巴西蘑菇養氣雞」、

「紅妍馨情」以粉色茶花及珍珠妝點優雅，並選用台灣在地洛神搭配野莓製成

「山藥蓮香龍膽斑」等美味料理，另準備了八寶桂圓菊花茶，為媽咪補血調氣一

凍狀，微酸清爽的內餡夾入香草白巧克力慕斯，口感清香微甜，而蔓越莓乳酪

下，還能養顏美容，每桌特別贈送康乃馨及紅酒乙瓶，與媽咪共享溫馨聚餐時光。

起司和開心果杏仁則帶出多層次口感。預購優惠每個680元（原價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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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會 澎湖、金門離島風情海島
讓陸團業者轉型經營國內旅遊或其他新興入境旅遊市場 也讓
澎湖玩法百百種 生態、玩水、名人紀念館 動靜皆宜 金門風
在觀光局的補助之下，全聯會積極爭取預算，為旅行同業進行在職訓練，利用考察澎湖與金門的體驗課程，讓員工體驗嶄
新的帶團方式，並在澎湖、金門縣政府旅遊處的鼎力協助之下，了解在地文化特色、獨特風光，與接下來一連串的精采活
動，藉此炒熱台灣旅遊風潮。

▲全聯會離島風情海島及生態旅遊主題考察，在澎湖跨海大橋合影。
▲

澎 湖 觀 光 主 要 推 動

5大區塊

自 行 車 嘉 年 華 系 列 活 動 登 場

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許宗民指

歷史建築

澎湖擁有

出，澎湖觀光主要推動分5個區塊：包括

400年的歷史，古蹟建物

地質景觀、歷史建築、傳統文化、海上水

密度最高、最豐富，居於

域活動資源、海鮮美食等。另外澎湖本管

全台第一，如馬公市區、
二崁傳統聚落、順承門、

處也積極主推元宵乞龜活動、紀念幣、

澎湖天后宮、南寮社區或

平安龜，澎湖自行車嘉年華系列活動，

週邊歷史古蹟建築，加起

其中自行車活動將分為3部份，4╱14～

來約有50～60座歷史古

6╱30領騎活動：官網報名5人即可成行，
專業領騎志工帶領走訪秘境遊程；7╱1～
10╱31數位集章活動：數位打卡4個點，

▲
蹟，沒被認定的更超過幾 ▲二崁傳統聚落。

百座，可包裝有深度、豐富的歷史文化之旅。

▲大菓葉玄武岩。
▲

地質景觀

澎湖的玄武岩景觀媲美世界最豐富地質

打卡上傳至澎湖風管處官網，有機會可獲

的北愛爾蘭，而且更加多元，有七美—大獅風景區、望

得精美紀念品；9╱20挑戰漁翁島自行車

安、池西岩瀑、大菓葉玄武岩、虎井、桶盤、鳥嶼、員

101K活動：完騎101公里，贈完騎證明。

貝嶼、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等等，有不同面貌、不同樣式

另外，澎湖菊島跨海馬拉松也將在11╱1

的地質景觀都在澎湖都可看到。

海上水
澎湖的
細軟的
獨

潛水、

開跑，路線是沿著海岸線，從A點到B點不
折返，一路飽覽地質景觀、海岸線景色，
由社區提供在地美食，讓跑者輕鬆悠閒體

滬體驗，流傳數百

驗美景美食的時光。

年的先人智慧補漁

澎湖秋冬的旅遊觀光，有一流燈光的藝術

方法，利用潮間帶
漲潮退潮特色工法
技術補漁，在吉貝
有10個梯次的環境
教育認證場域，認

元素，呈現與眾不同領先台灣的技術燈光

識石滬、潮間帶的

秀，每週四或週六有不同的活動展演，邀

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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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結合科技、環保、藝術、美學、在地

請知名歌星來澎湖演唱。

東海潮間帶。

立槳等

澎湖

最具傳統文化的石

燈光節（9╱12～11╱14）」，主要帶動

6

傳統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同的在地特色補給站，

年度主軸活動則是「2020國際澎湖灣

木

活動。
▲澎湖環海白沙灘的地質，適合各式各樣的水上活動。
▲

澎湖海鮮美食

除豐富美味海

鮮外，另推薦來自南非的頂級蔬
菜—冰花又名鑽石花，過去1公斤
要價上萬元的頂級蔬菜，澎湖農民
的栽種技術與得天獨厚的地理環
境，使冰花價格更加是親民，洗乾
淨生吃或涼拌即美味可口，因為葉
面上有鹽晶顆粒，使口感有淡淡的
鹽味，成為澎湖特色美食。

▲自南非的頂級蔬菜—
▲

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迎戰疫情
撰文／張偉浩 攝影╱林秀美

及生態旅遊主題 產品開發訓練
其他國家入境市場業者可對於離島有新的接觸了解及推廣可能
獅爺、二戰遺跡 懷古幽情 離島風光明媚 讓旅客流連忘返
聯會理事長蕭博仁表示，此次離島地區因受新冠狀病

全

毒影響，連帶使其觀光產業受到嚴重影響，全聯會為

協助旅行業值此時期沉著應對，藉此規劃提出特色產品新
資訊，讓陸團業者轉型經營國內旅遊或其他新興入境旅遊市
場；同時也讓原其他國家入境市場業者可對於離島有新的接
觸了解及推廣的可能。在產品新知的部份，希望延續海灣旅
遊年及生態旅遊年的概念，利用離島生態與人文資源之多樣
性，如生態、地質及古蹟導覽、海上及潛水活動、賞鳥及美
食等具有高度觀光吸引力之面向加以拓展。並為輔導協助同
業發展更多的相關產品開發及行銷，吸引國際來台旅客及活
絡國民旅遊市場。規劃辦理「離島風情海灣及生態旅遊主
題‧產品開發訓練」藉業者親身實際體驗離島風光俾利設計
包裝多元旅遊產品，更進一步吸引國際來台旅客及國人前往
離島觀光旅遊消費，於此觀光產業市場低迷之際注入動能以
振興當地觀光產業並有助於活絡當地經濟發展。

▲（左2起）全聯會國旅組副召集人朱永達、全聯會國旅組副召集人王采紅、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管理處處長
▲
許宗民、全聯會理事長蕭博仁、澎湖縣政府旅遊處處長陳美齡。

金 門 軟 硬 體 全 面 升 級

新 舊 景 點 衝 擊 旅 遊 感 官
此外，還有不得不看的金門守護神風獅爺，
是先民從泉、漳州引入石獅辟邪的信仰，在聚
落或風大之地設置風獅爺，希望風獅爺能夠防風
鎮煞，形成當地的特殊信仰文化，更成為金門的
守護神。依據風獅爺手上的手持物不同，不同的
庇祐功能，風獅爺也有性名之分，若兩腳間有葫
▲可以在金門到處看到的
▲
風獅爺。

▲（左6起）全聯會國旅組副召集人王采紅、全聯會國旅組副召集人朱永達，
▲
與同業在莒光樓合影。

海灘是金黃

位於鄰近廈門的金門，與週遭的12座島嶼群，共組
點，歷經古寧頭、大二膽等戰役的洗禮，留下許多的戰

舟、浮潛、

後遺跡，也成為當今獨具的觀光景色。全聯會國旅組副

帆船、SUP

召集人王采紅表示，金門是從小到大一個歷史的記憶，

的水上遊憩

金門已建設比以往的印象好很多，也有增加新的景點，

    冰花又名鑽石花。

在地居民會在會在要準備生小孩之
前，會來祈求風獅爺。

為金門縣；因為地理位置的關係，過去被定位為戰略據

貝殼沙，如

很值得推廣，住宿方面也改進很多，推薦景點包括陽翟

的是雄性風獅

爺，持有彩球、彩帶的則是雌性，

▲

域活動資源

蘆或明顯器官

生明路上有一排風獅爺，相當可愛。

推薦景點

▲大二膽戰役紀念碑。
▲

老街、金門（山后）民俗文化村、去年開放的大膽島

▲「軌條砦」
▲
是用廢棄的火車鐵
軌製成，早期用來抵禦外敵。

等，大膽島因要

軌條砦

步行12公里，需

金門的海灘有與眾不同的景
觀「軌條砦」，是用廢棄的
火車鐵軌製成，將鐵軌裁切
成一截一截的鐵柱，並且將
末端削成尖狀，以約五十度
角的方向斜插入水泥漿灌鑄
而成的底座上，每根鐵柱一
致向外，用來抵禦敵人船支
登陸。「軌條砦」現今多為
漁民養殖牡蠣的好場所。

有一定的體力，
部份路段可搭電
瓶車節省體力，
建議要3天2夜的
行程較適合。
▲陽翟老街是電影《軍中樂園》的拍攝場景，全天
▲
候開放免費參觀。

烈嶼鄉―大膽島
於2019╱3╱1正式營運，
島上遊程採全程步行，抵達
小金門後還需要搭船才能登
島，又有「戰地秘境中的秘
境」之稱。登島需事先至官
網預約，每日開放登島也有
限制人數。特色景點包括自
由屏障、生明廳、大膽精神
堡壘、島孤人不孤勒石、大
膽警察局、大膽醫院、大膽
播音站、生明路、大二膽戰
役紀念碑，還有數千隻的石
獅子，也是大膽島的特色。

▲總兵署原名
▲
「叢青軒」，是
明代進士許獬讀書的地方。

清金門鎮總兵署
是縣定古蹟之一，總兵署
原名「叢青軒」，是明
代進士許獬讀書的地方，
金門鎮總兵官陳龍於清代
康熙21年接收，改建為
總兵署衙，後1915年金
門設縣，一度是金門防衛
部、福建省政府、金門戰
地政務委員會等政府機關
駐紮處，具有特殊的歷史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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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陪觀光產業一起挺過寒冬鍛鍊
量身打造 觀光產業協助措施3部曲 從紓困到
觀光紓困1.0升級 為2.0 1.0計畫擴增 新增員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肆虐，對於台灣整體社會
帶來巨大影響，其中尤以安全為核心價值的旅遊產業更是受到
重創。為此，交通部觀光局特別針對觀光產業推出紓困、復甦
與振興方案，針對各個區域伸出援手，讓企業能夠持續經營，
也能盡可能降低廣大員工們在此次疫情中所受到的衝擊。
交通部觀光局期盼以3個階段來讓觀光產業進行恢復，包括第
1階段的「紓困」、第2階段的「復甦振興」，以及第3階段的
「升級轉型」，透過全方位的設置，讓觀光產業的各環節都能
重新振作，並且迎接市場未來的榮景。

從1.0邁向2.0 共同撐過難關

針

對疫情的影響，交通部先後祭出紓困1.0及2.0方案，期盼解決

紓困2.0除了擴增紓困1.0的規模，包括旅行社停止出入團的補助再

台灣觀光產業及交通運輸業者的經營危機，並維護相關從業

增加7億元，人才培訓也多編15億，融資金額則擴大到200億之外；

人員的就業安定，目前紓困1.0款項已陸續撥付，提供觀光產業新台

新增的補助項目，包括員工薪資補貼已編列60億元，觀光遊樂園團

幣44億元紓困及54.5億元復甦振興。而目前紓困2.0也已開始受理申

體訂單取消補貼也編列1億元，補助各縣市防疫旅館，則編了2.8億

請，希望在4月底前能夠核撥完成。

元，都已開始受理申請。

其中，1.0部分著重在1.人才培訓、2.營運協助、3.旅行社營運補
償，以及4.融資協助。而2.0部分將更為完善，包括新增員工薪資補

透過整體的紓困，範圍將囊括了旅行業、導遊、領隊、旅館、民
宿、觀光遊樂業，整體受惠的觀光產業人員高達數十萬人。

貼、遊樂園退費補貼，並且針對1.0的4大項目進行擴增。

旅行業：人才培訓最高18,960元
補助、融資協助企業重振
針對旅行社的部分，除了基本營運負擔補貼10萬元已經相當有感，
員工也有培訓計畫與薪資補助的方案，以薪資補助為例，只要業績衰
退5成以上、且業者保障員工8成薪水，政府會補助其中一半（4成）。
而針對超大型的旅行社，出入境的取消補助上限也提升，入境與出
境補助分別上限為250團（總上限500團），一團5萬元，總計可以補助
2,5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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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迎戰疫情

體質 共同迎接復甦振興
復甦振興
最終邁向升級轉型
工 薪 資 補 貼、遊 樂 園 退 團 補 貼
旅館業人才培訓 薪資補助＋融資貸款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交通部觀光局

民宿業融資貸款最高1千萬 同步加碼人才培訓

針對旅館業者，除了人才培訓提供每人最高18,960元外，也

擁有近9,000家的民宿業者，同樣也歸類在這一波紓困的範

提供薪資補助、融資貸款與利息貼補等措施，而針對補貼營運

圍內，除了人才培訓每人最高18,960元外，融資貸款與利息補

負擔部分，每家至少補助20萬元起跳，依照規模不同，大型的

貼政策，讓民宿業者最高可貸1,000萬元，週轉金600萬元。

飯店業者最高總計可領取1,000萬元的紓困資金。

觀光遊樂業補貼取消團體 每人200元超有感

導遊領隊領團提供紓困津貼 即刻解決生活困難

針對擁有近6,000名員工的25家觀光遊樂業，此次疫情也受

針對實際執業約4萬人的導遊、領隊、領團人員，只要在近2

到相當大的衝擊，政府特別推出超有感的「補貼被取消之團體

年內達一定的帶團數量，並且達到觀光局的規定，將可獲得每

訂單」，觀光局將會每人補貼200元，此外也比照各業提供人

月1萬元，持續3個月的補助。此外，人才培訓部分也提供每人

才培訓、薪資補助等措施。

最高18,960元。

觀光產業紓困方案1.0、2.0聯繫窗口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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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旅遊交流協會培訓班登場
受交通部委託 協助重大疫情影響觀光產業相關培訓計畫
觀光旅館班、旅行社班同步登場 預計受惠學員達720人次
因應疫情對於觀光產業所造成的嚴重情勢，交通部觀光局推出「協助重大疫情影響觀光相關產業轉型
培訓實施要點」，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特別申請辦理，課程舉辦期間為4／6～4／24，包括台北晶華酒
店舉辦「觀光旅館班」，「旅行社班」則分別由集思北科大與台北花園酒店同步登場，各場各自有3
梯次，每梯次80人，總計共有720名學員可以受惠。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台灣旅遊交流協會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理事長賴瑟珍鼓勵學
▲
▲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特別規劃跨區交流，讓學員們能跨縣市體驗戶
▲
員一同成長、放眼未來。
外課程。

▲（左起）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理事長賴瑟珍、台北晶華酒店暨集團餐飲董事總
▲
經理吳偉正。

值

得一提的是，台灣旅遊交流協會透

施的超

過全方位的完善規畫，包括邀請橫

前部屬

跨旅遊、旅館、媒體等各界專業師資，

獲得國

更特別安排跨縣市交流，讓受訓的學員

際的肯

們能針對自身服務進行升級、未來產品

定。甚

品質提升，達到培育人才就是投資未來

至在觀

的最好展現。

光產業中，也能看見各界的不懈努力，

於4／6特別出席為學員精神喊話的台

灣旅遊交流協會理事長賴瑟珍表示，自
1973年加入觀光產業、於觀光局服務的
她，在數十年的期間，了解到雖然觀光

▲在台灣旅遊交流協會精心安排下，前往宜蘭等縣市走訪旅遊新亮點。
▲

展現出強大的韌性。

展現不撓不屈精神
再迎市場無限光輝

象深刻。
但經過11年後，重返當地的她卻發
現，隨著台24線的開通，讓現在茂林已
經不一樣，不僅重返榮景，甚至出現一
房難求的景象。若處於順境時，不一定

產業經歷過許多國際事件影響，以及如

賴瑟珍特別分享一個小故事，當年

能獲得成長；但在匱乏的環境下，大自

1999年921大地震、2003年SARS、2009

88風災時，高雄的茂林與六龜都受到

然仍舊能孕育出新生命，觀光產業同樣

年88風災等天災與疫情的重創，加上目

重創，甚至於當地設立的風管處都被吹

也能如此，希望能在政府與各界的協助

前新型冠狀病毒的肆虐，但仍能看見人

走，現場可說是滿目瘡痍的景象，在當

下，觀光產業重新振奮，一同迎接疫情

性之間互助的光輝，以及政府在防疫措

時時任觀光局局長的賴瑟珍眼中格外印

過後的無限榮景。

10

旅 奇 週 刊 v o l. 592～ 593

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迎戰疫情

觀光領隊協會辦理轉型培訓課程
北中南東4梯次接續登場 嚴格落實防疫規定
致力創造照顧最大值 讓更多會員雨露均霑

▲觀光領隊協會副理事長彭培興（左）特別出席培訓課程為會員們鼓勵。
▲

撰文‧攝影／王政

▲觀光領隊協會嚴格落實防疫規定，包括量額溫、噴酒精、戴口罩等措施。
▲

依

據交通部觀光局協助重大疫情影響

隔的規定，當日特別開7個教室來上課，

加，從原先的7、80人擴大到420人，且於

觀光相關產業轉型培訓實施要點，

目的是希望讓學員們能在安心的情況下進

培訓後盡速領到補助款，擴大整體服務面

觀光領隊協會特別辦理轉型培訓課程，區

行受訓。此外，中區與南區將於4／21、

向，達到「救急不救窮」的概念，將政府

域範圍囊括北中南東4區域，其中東部與

22登場，而東部場則於4／27開課。

的美意雨露均霑。

金門合併，期盼讓會員們都能參與到。其

值得一提的是，基於盡可能全面服務廣

同時，觀光局也於近期頒布「補貼領隊

中台北場於4／7假淡江大學城區部登場，

大會員的理念，不同於其他公協會採取長

人員生計費用實施要點」，讓符合相關資

當天因應中央防疫規定，包括量額溫、噴

時數的課程培訓，觀光領隊協會特別將培

格的領隊能申請到補助費用，詳細內容歡

酒精、戴口罩等措施，更為了符合室內間

訓小時數縮短，但能讓更多會員們報名參

迎洽詢協會。

林佳龍出席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培訓班
培養人才就是投資未來 致力協助從業人員能力提升
參訓學員獲得政府補助 為產業留才之餘穩定就業市場

▲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旅行社產能再升級綜合能力培訓班」正式登場。
▲

撰文‧攝影／王政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特別於開訓日前往致詞。
▲
▲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奇嶽。
▲

應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旅行產業受到

因

嚴峻時，努力學習準備，人是旅行社最大

旅行業品保協會與旅行業經理人協會的大

嚴重打擊，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依

的資產，「培養人才就是投資未來」，在

力協助、共同規劃課程與選派師資，來自

據交通部觀光局協助重大疫情影響觀光相

此時進行人才培育，將來疫情結束後，就

產業與學界的師資陣容堅強，更感謝交通

關產業轉型培訓實施要點，申請辦理「旅

能夠迅速投入服務。每位參訓的學員，所

部與觀光局能在第一時間就擬定出有效穩

行社產能再升級綜合能力培訓班」，協助

屬公司能夠獲得政府的人才培訓補助費每

定旅行業員工就業並能充實專業學能的方

旅行產業之營運與就業穩定，並促進旅行

人18,960元，有助於留才，穩定就業市場

案，這種方案是前所未見的，足以證明林

社產業升級，特別安排跨縣市交流、旅行

與員工薪資，希望大家努力學習，將來配

佳龍部長對產業需求的敏銳度與關心。

業全系列產品升級，提升服務品質及數位

合政府的觀光振興方案大顯身手，也感謝

行銷技能等，使參與的旅行業從業人員提

主協辦單位的用心準備。

升能力，回饋至產業升級與轉型之準備。

值得一提的是，配合中華優質旅遊發展
協會針對本次訓練活動也將拍攝「疫情我

中華優質旅遊發展協會理事長李奇嶽

不怕充電再出發」短片，紀錄學員訓練過

4／6培訓課程啟動當日，交通部部長林

表示，此次訓練課程，感謝觀光局的支持

程，並且邀請林佳龍部長獻聲為觀光業鼓勵

佳龍特別前往致詞，鼓勵參訓學員在疫情

還有協辦單位台北城市科技大學觀光系，

加油，努力準備，迎接未來的景氣反彈。
vol.592～593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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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長榮文苑酒店逆勢開幕

台北君悅酒店推「童樂」專案

歡慶開幕！雙人入住每房只要2,899元起
用餐有機會獨得大獎 免費享用午餐到年底

歡樂健體、品味香氛、小小廚神3種課程
每房每晚5,600起 延遲退房至周日下午4點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嘉義長榮文苑酒店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台北君悅酒店

▲長榮文苑酒店外觀夜景。
▲

榮文苑酒店於4╱1正式開幕，成為嘉義縣境內最大型國際級

▲台北君悅酒店位於全台最熱鬧繁華的商業與娛樂之地。
▲

北君悅酒店針對親子市場，除了原本在室內就能體驗露營趣

長

台

開幕優惠，雙人入住每房只要2,899元起，至咖啡廳用餐還有機會

可入住，並延遲退房時間至週日下午4點，住好住滿28小時，適合

獨得大獎，免費享用午餐到年底。長榮文苑酒店，緊鄰國立故宮

全家一起參與的「童樂」住房專案。在4月份規劃「歡樂健體」、

博物院南部院區，距離高鐵站車程僅需5分鐘。酒店樓高12層，共

「品味香氛」與「小小廚神」等3種課程，每房每晚5,600起，依

計有263間客房，整體設計結合嘉義縣湖光山色的自然景觀氛圍與

所選課程而有不同價格，歡迎大手牽小手，一起到台北君悅度過

故宮南院知性藝文特色，並融入大量木質及綠化設計，精心打造

有吃有玩的愉快週末。（童樂住房專案，每房至多住2位大人與2

一處舒適、質樸溫暖的旅宿空間，也特別規劃了親子家庭房，鎖

位小孩。）此外，也特別同場加映「連住2晚，加送3千」、「線

定親子客群入住。

上購物網，點菜更方便」活動。

連鎖酒店。為歡慶開幕，即日起至4╱30止，酒店特別推出

味的「寶貝探險家」住房專案之外，也提供週六中午12時即

捷絲旅礁溪館推「春牧小旅行」 福容大飯店線上食堂開賣
悠遊養生湯泉與生態鴨園 訂房享9折優惠
防疫特別加贈「廣源良」茶樹乾手洗噴霧

阿基師精心規劃 冠軍戰斧牛肉麵熱銷百萬
大方送出限時限量 100份寶島三杯雞！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捷絲旅宜蘭礁溪館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福容大飯店

▲Just
▲
Sleep捷絲旅宜蘭礁溪館讓你在房間內就可以泡湯。

▲福容線上食堂開張4月底前滿1,500元免運。
▲

J

抗

牧小旅行」春季優惠住房專案，入住精緻客房2天1夜、期間可暢

福購」線上購物網站開賣了，第一批上線10多種餐點，包括曾經

遊「甲鳥園」或選擇「新天鵝堡」桌遊1組，全家大小可一同賞

得到台北牛肉麵節冠軍的戰斧牛肉麵，一推出就熱銷上百萬。福

玩大自然，了解鴨稻共生的生態樂趣，或是一起「宅」在飯店玩

容大飯店廚藝總監阿基師表示，很多宅配冷凍食品解凍後美味失

桌遊。考量防疫時間出遊的健康安全，專案也會加贈MIT（Made

分，為了開發福容線上食堂餐點，阿基師特別和各分店主廚精心

in Taiwan）「廣源良」茶樹乾手洗噴霧，2人成行、每人1,700元

規劃，專注口味營養與烹調和諧，即使解凍也不失去原汁原味的

起，早鳥訂房可享9折優惠，同時迎接春日假期到來，獨享4／7～

鮮甜。除了強調鮮食料理皆由飯店廚師親手製作，更大方送出限

5／31加購高鐵車票7折優惠。

時限量100份的寶島三杯雞讓消費者免費品嚐。

ust Sleep捷絲旅宜蘭礁溪館迎接春暖花開的四月天，特別與當地
知名的鴨子生態園「甲鳥園」合作，即日起自6／30推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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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不但要吃飽，更要吃得好！不想出門沒關係，星級
飯店餐飲送到家。福容大飯店精心打造福容線上食堂「享

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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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龍會見觀光產業協公會代表

觀傳局公布防疫旅館招募流程

交通部擬比照觀光業員工薪資補貼連續3個月
各縣市導遊、領隊若有訓練需求可向觀光局申請

整棟有獨立出入口、願公布名字的旅館為優先
分階段審核通過後
即可成 為防疫 旅 館

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交通部觀光局

撰文╱劉彥廷

著無症狀居

隨

家檢疫者造

成社區感染問題日
益浮上檯面，鄰近
國家紛紛有大型旅
館集團響應政府防
疫措施，投入防疫
旅館體系。臺北市
觀光傳播局公布防
疫旅館招募流程，
以「整棟有獨立出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右5）、觀光局代理局長張錫聰（左1）及貴賓合影。
▲

於疫情嚴峻，目前暫停旅行業組團出國旅遊及接待國外團體

由

入口、願意公開名

來台，以致於導遊及領隊帶團也受到衝擊，為協助生計受此

字」旅館為優先，

影響的導遊領隊人員，交通部擬比照觀光業員工薪資補貼，提供

分階段審核通過

導遊領隊每人每月補貼1萬元，連續3個月。交通部部長林佳龍表

後即可成為防疫旅

示，紓困一定要能真正幫助到需要的人，無雇主的導遊及領隊亦

館。臺北市觀光傳

可能從事其他工作，為避免重複領取相關紓困補助，及能協助照

播局局長劉奕霆表

顧以帶團及接團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導遊領隊，交通部已請觀

示，將優先招募

光局盡速研擬領取補貼之資格及認定條件。此外，在人才培訓方

「整棟有獨立出入口、願意公開名字」之防疫旅館，共同將危害

面，考量導遊領隊反映熱烈，各縣市均有訓練需求，開放地方性

阻絕於社區之外，並感謝臺北市數家旅館集團、數十家中小型旅

的導遊及領隊協會亦可向觀光局提出申請，以提升培訓量能。

館願意加入防疫旅館體系，共同為社會盡份心力。

凱達大飯店推出全新伴手禮系列 義大世界推出3天2夜小旅行
甜鹹混搭風 港點、蛋糕多款美味衝擊
推出9種全新中西式伴手禮盒 即日起開賣

續住第2晚就有優惠 在飯店內玩一整天
雙人入住只要3,100元＋10％起 價格超值

撰文╱劉彥廷 圖片提供╱凱達大飯店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煙波國際觀光集團

▲凱達大飯店推出推出9種全新中西式伴手禮盒，即日起開賣。
▲

達大飯店推出全新伴手禮系列，由名廚戴于益設計的9種

▲義大皇家酒店空間寬敞，加強防疫，讓客人安心，就算在待上一整天也不無聊。
▲

中西式伴手禮，中式推出熱賣港點：「叉燒酥」、「蛋黃

酥」、「蔥燒酥」、「素蘿蔔糕」、「蘿蔔糕」等禮盒，以及今

即

年的年菜冠軍：「藜麥南瓜雙臘紅麴米糕」；西式推出磅蛋糕系

3天2夜在義大世界裡，有飯店內上千坪休閒設施免費享受，還

列：「香蕉核桃磅蛋糕」、「鳳梨磅蛋糕」、「檸檬磅蛋糕」等3

再贈送一套英式下午茶，讓旅程優雅又自在，另外，還可以搭乘

種口味，甜鹹口味多樣選擇！在9種伴手禮中，最亮眼的就是今年

園區內的摩天輪，居高臨下眺望高雄美景，為假期添增滿滿的

凱達的全新菜色「藜麥南瓜雙臘紅麴米糕」，一推出就勇奪蘋果

幸福感。義大皇家酒店表示，為確保每位客人能安心，飯店內的

日報年菜評比主食類總冠軍，強調養生、五行蔬食、低油烹調方

員工都以高規格進行健康衛生管理，而每位進出的客人均會量測

式，嚴選無毒藜麥、東昇南瓜、港式雙臘、紅麴等食材與糯米，

體溫，早餐用餐也採取兩階段分流制，另外以梅花座型態分隔安

烹調後紅麴的酒香四溢，咬下去口感鬆軟香甜。

排，用最安全的距離，讓旅客迎接每一天假期。

凱

日起，高雄義大世界推出雙人入住只要3,100元＋10％起、
多住一晚每房也只要再加價2,020元＋10％的特別優惠價，

vol.592～593 旅 奇 週 刊

13

理想「森。聆遇」套裝優惠

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螢光奇旅

走進大地 遇見自然心跳 身心提升度假首選
即日起至5╱31前預購 免10％服務費優惠

阿里山賞螢 4,500元 續住享每晚2,300元起
加贈「那一年的星空野餐半日遊」賞螢活動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理想大地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天成文旅―繪日之丘

▲鳥鳴啁啾、潺潺運河流水，和風吹拂葉片的聲音，頓時為疲倦身心帶來有效的舒緩。
▲

想大地推出最繽紛豐盛的「森。聆遇假期」套裝行程，加入

▲點點螢光夜空中閃爍，黑夜中舞動的精靈，讓人目不暇給。
▲

里山螢火蟲季即將開跑，適合城市旅人來一趟療癒輕旅行，

理

阿

人陷阱、樹葉映畫DIY等的大自然野趣活動。餐飲方面，完全結合

文旅—繪日之丘自即日起至5╱30止，推出「繪日耀動—阿里山賞

花蓮在地食材，園區自產的無毒農產，餐桌上五彩繽紛的新鮮美

螢」住宿專案，平日每房每晚4,500元起，週六每房每晚5,500元

食，提供精緻多元的餐飲選擇。目前推出提供早鳥優惠方案，即

起，享有優惠價格入住各式客房外，另依房型規定入住人數贈送

日起至5╱31前預購「森。聆遇假期」套裝行程，可享免10％服務

「阿里山螢火蟲季限定—那一年的星空野餐半日遊」賞螢活動，

費優惠！3天2夜加值選項：「夢田漂鳥鐵馬行」，踏著鐵馬前往

預定賞螢住宿專案的旅客，每房享有原房型續住1晚優惠價2,300

壽豐鄉無毒園區享受綠野樂活，或館外半日遊造訪─花蓮銅門翡

元起，力邀大小朋友把握賞螢黃金期，探訪雲霧山林中的祕境，

翠谷，走入童話世界，體驗綠色旅行。

感受星空下野餐的趣味，捕捉季節限定美景。

更多綠能度假元素：體驗晨光河岸瑜珈、生態野吧檯、獵

放慢腳步，享受螢光森林浴。擁有白色積木飯店美名的天成

麗寶福容飯店 搶攻外帶市場 入住煙波 即贈「防疫三寶」
星級主廚手作「豬腳麵線禮盒」直送到家
豬腳象徵「勇健」與「富足」 為防疫加分

香皂、酒精濕巾、純水濕巾 共同防疫
集團旗下6分館 一同推出安心住房專案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麗寶福容飯店

▲建議饕客將麵線煮熟後，加入蒜頭跟香油拌一拌，即可搭配豬腳食用。
▲

寶福容大飯店即日起推出「添好運豬腳禮盒」（880元╱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煙波國際觀光集團

▲「防疫三寶」：美琪抗菌香皂、奈森克林酒精濕巾、奈森克林純水濕巾。
▲

波國際觀光集團為了守護每位旅客的住房安心度，集團旗

麗

煙

到你家4～6人組合餐外送方案，餐飲防疫最貼心。因疫情大家少

泉館、宜蘭館、台南館）一同推出安心住房專案。凡使用官網或

出門，又適逢閏四月，習俗中出嫁的女兒要買豬腳麵線回娘家，

電話訂房，於即日起至5月底入住即贈「防疫三寶」：美琪抗菌香

讓父母添福添壽，麗寶福容大飯店特別準備豬腳及薑黃麵線組，

皂、奈森克林酒精濕巾、奈森克林純水濕巾1組，希望在防疫時期

幫您一起盡孝心，使用享福卡還可享9折優惠。俗語「呷麵線添福

入住的旅客，皆能放心地享受旅行時光。（每房限贈1組，送完為

壽，呷豬腳增勇健」，豬腳象徵「勇健」與「富足」，加上細長

止）。此外，煙波國際觀光集團嚴格遵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的麵線，代表長壽吉祥添福添壽，產品以冷凍熟食真空包呈現，

之規範，以及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之旅遊疫情最新公告，提升

在家簡單加熱即可輕鬆上桌。

更高規格的安全防護，請旅客安心入住。

組，10人份）、「港式蘿蔔糕」（999元╱3KG），及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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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6分館（新竹湖濱館、新竹都會館、花蓮館、蘇澳四季雙

撰文／張語柔‧圖片提供／向日遊

由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引起的新冠肺炎疫情自年初
持續延燒至今，不僅全球經濟受到龐大衝擊，觀光旅遊
業的發展也首當其衝遭受莫大的影響。為積極配合疫情
防疫，立山黑部雪之大谷今年雖照常於4／15正式開山，
但原定4／15～6／22推出的漫步雪之大谷活動已全面取
消；入列日本百大賞櫻名所、春日必訪亮點青森縣弘前公
園、岩手縣北上展勝地等櫻花祭也中止；此外，盛夏熱力
四射、吸引數百萬國內外遊客朝聖的「弘前睡魔祭」亦宣
佈取消舉辦。衷心期盼疫情影響能夠盡速落幕，台日之間
觀光往來早日恢復，未來持續和旅行同業夥伴們保有緊密
▲遊客引頸期盼的立山黑部漫步雪之大谷，今年宣布取消。
▲

魅力遊日 立山黑部雪之大谷

聯繫，共同推廣充滿魅力的日本之旅。

東北賞櫻 青森弘前×岩手北上

站立在高聳雪壁之間，感受非日常的體驗為雪之大谷的一

東北首屈一指的賞櫻景點

大特色，根據每年天候狀況不同，壯闊無比的雪壁高度甚

青森縣「弘前公園」每年

至能達近20公尺，純白雪牆營造出來的夢幻世界吸引國內

吸引約200萬遊客到訪賞

外遊客爭相到訪，可說是每年4月～6月期間遊日必訪亮

櫻，境內約有2,600株櫻

點，長久以來深受遊客歡迎，亦感謝旅行同業協助送客。

花樹，春季粉嫩花海佈滿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考量遊客健康與積極協助防止疫情擴

整座公園，搭配弘前城和

散，立山黑部4月上旬正式宣佈2020年度雪之大谷漫步活動

周圍橋樑、城池圍繞，形

取消，後續如有異動，請依官網最新公告為主。

成充滿日式風情的絕美景
緻，花季尾聲進入櫻吹雪
階段後，更能看到櫻花花
瓣佈滿護城河，一片粉色

▲弘前櫻花祭的絕美景色，每年
▲
▲北上展勝地擁有夢幻櫻花迴廊且賞
▲
吸引約200萬遊客到訪賞櫻。
櫻方式多元，為東北賞櫻亮點。

世界的「花筏」夢幻美景。；而岩手縣北上展勝地公園境內共栽有約1萬株櫻花樹，
順著北上川沿岸形成絕美的櫻花迴廊，河川兩岸之間會掛起數百條鯉魚旗，景象相
當壯觀。不僅能自行漫步、坐上馬車欣賞綿延約2公里的櫻花迴廊，也能安排搭乘北
上川觀光遊覽船，從飄揚鯉魚旗海下穿梭而過，從不同角度感受櫻花美景。
「弘前公園」與「北上展勝地」被列為日本百大賞櫻名所，更是陸奧三大賞櫻名所
的其中2處，各自擁有獨特魅力，受到疫情影響今年的櫻花祭雖宣告中止舉辦，但仍
▲往年活動期間不僅有漫步雪之大谷，更能暢玩多樣化白雪設施。
▲

夏日青森 弘前睡魔祭

相當推薦未來可加以安排或串聯，推出深具魅力的賞櫻商品。
熱鬧無比、壯麗震撼的「弘前睡
魔祭」1980年入列日本重要無形
民俗文化財之一，每年固定於8／
2～8／7登場，是夏日來到青森必
訪的重要活動。夜幕低垂後伴隨
著樂聲和太鼓聲，約有80座巨大
的扇形睡魔燈籠在市街繞行，燈
籠上繪製有三國志、水滸傳等故
事的人物，神情逼真、色彩華麗
奪目、營造出相當壯麗的景象，
每年吸引數百萬遊客到訪朝聖，
為配合防疫今年雖取消舉辦，但

▲夏季青森必訪睡魔祭，感受獨特的十足魄力。
▲

未來仍可活用推出特色商品。

青森市防疫公休情報
為配合疫情防治，青森市內包含博物館、滑雪
場等部分觀光設施及公車路線暫時休息，休館
設施資訊如下：睡魔之家WARASSE、幸畑墓
苑、青函渡輪紀念船「八甲田丸」、Moya Hills
滑雪場、青森市營棒球場、青森觀光情報中
心、青森市觀光交流中心（巴士諮詢窗口正常
營業）。交通方面，串聯青森市內各大景點和
車站的路線公車「睡魔號」通常班次即日起至
5／6休息；季節性班次則預計休息至7／22，
若有異動請根據各單位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更多日本旅遊觀光情報，請洽向日遊顧問有限公司：（02）2518-3587。
vol.592～593 旅 奇 週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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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山黑部4／15開山雪壁仍壯闊吸睛 漫步雪谷活動取消
岩手青森賞櫻、弘前睡魔祭喊卡 盼望台日觀光早日恢復

和風日本

力拼疫情防疫！各地重大活動宣佈中止

和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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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譯／張語柔 圖片提供／旬刊旅行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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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梨必訪 富士山世界遺產中心

富山冰見市 科技打造奇幻世界

免費暢遊南北雙館區 富嶽360炫彩吸睛
教育旅行首選亮點 感受富士山迷人魅力

活用VR、AR雙技術 推展當地漁業文化
免費入館 租自行車順遊體驗富山灣之美

梨縣立富

近富山縣

山

鄰

遺產中心是讓

的「冰見市漁

國內外遊客能

業文化交流中

輕鬆了解富士

心」今春引進

山魅力、宣傳

全新技術，翻

富士山之美的

新為能淺顯易

士山世界

冰見漁港

設施，分為北
館及南館，去

懂認識冰見漁
▲結合VR與AR技術，讓遊客實境感受冰見漁業。
▲

業文化的體感

年4／1起南館

型設施。本次翻新的最大看點「VR劇院」以正面240吋螢幕、

免費開放後，現為全館免費入館的設施，近年來備受關注。南

左右兩側100吋螢幕與地面相互串聯，讓遊客被影像全方位包

館展示孕育世界遺產富士山的自然與人文，介紹由25個構成資

圍，彷彿實際進入海中或來到漁船上，感受身歷其境的十足魄

產所形成的世界遺產富士山之迷人魅力，館內裝置藝術「富嶽

力，提供「天然魚塘富山灣」及「冰見漁師體驗」共2支影片

360」大小為富士山的千分之一，使用和紙打造而成，呈現出

可欣賞。使用智慧型手機掃描吊掛在天花板上越中式定置漁網

多樣色彩變化為必看亮點。北館展示富士山的自然生態，設有

內的魚群，則能透過AR擴增實境認識魚種相關情報。此外，

旅遊服務中心、商店、咖啡廳等，作為學習富士山知識的觀光

更推出結合寒鰤魚、越中式定置漁網捕魚法等在地漁業文化象

景點或安排教育旅行都相當合宜。開館時間：早上9點至下午

徵的互動區等，全館免費入場，設有自行車租借站及旅遊服務

5點（7～9月：早上8點30分至下午6點；12～2月：早上9點至

中心，開館時間：早上9點至下午5點，最終入館時間為閉館前

下午4點），最終入館時間為閉館前30分，北館全年無休、南

30分，休館日：每週三（逢國定假日改隔日休）、國定假日隔

館每月第4個週二公休。

日及日本新年期間。

▲「富嶽360」以色彩轉變呈現四季與時間的流動。
▲

山梨新亮點 勝沼葡萄酒莊 暢遊富山市 另類吸睛玩法 石川縣漫步 療癒大人之旅
集結在地酒莊魅力 延續日本葡萄酒歷史
預計5月正式開幕 盼深度推廣在地特色

3～11月期間限定 騎馬遊富山城址公園
多元文化體驗任選 穿越時空當戰國武將
山市觀光

和倉溫泉不僅溫泉陶冶 多元魅力現正夯
大正天皇年少居所 現能體驗坐禪、寫經
倉溫泉擁

富

和

富山城址公園推

年入列為國家

出武將騎馬體

有形文化財的

驗，身穿實物般

「青林寺客殿

的厚重盔甲、騎

（和倉御便殿

2020年起，伴隨新興酒莊紛紛開

自

乘馬匹，彷佛

本殿）」和「信行寺書院（和倉御便殿

業，現有設施翻新與建設全新景

化身為戰國武將

點等計畫也陸續上軌道，預計未來在山

般，再加上富山

梨縣內能感受葡萄酒迷人魅力的景點將

城址美景營造出獨特氛圍，深受國內外

時仍是皇太子的大正天皇在造訪北陸地

持續增加。以葡萄酒產地聞名的山梨縣

遊客歡迎。體驗活動3月～11月登場（8

區時所建造御便殿（休憩所）的部分建

甲州市勝沼地區，現正企劃將小規模酒

月除外），每月舉辦約3～6次，每日限

物搬遷打造而成，為便殿建築中非常稀

莊集結在一起，推出「葡萄酒莊」，為

定4組遊客。4月起費用調整為每人5千

有的案例。遊客能在青林寺體驗坐禪與

了讓構築起日本葡萄酒歷史的勝沼地區

日圓，內容也更加豐富，除了將騎乘範

寫經，費用每人1千3百日圓（含御便殿

即便面對時代變遷也能延續其葡萄及葡

圍擴大，還加贈豪華紀念品「富山城御

特別參拜費），2人以上即可成行，單

萄酒產地的獨特魅力，甲州市酒莊「東

城印」；盔甲體驗於例假日舉行，每日

次最多可容納45人，附贈御朱印、和倉

夢」擔任主召，共有11間酒莊進駐的

限定4組遊客，每人3千日圓，皆需事前

溫泉吉祥物毛巾等，需5日前向和倉溫

「勝沼葡萄酒莊」正式成立，預計2020

預約。穿著陣羽織、簡易盔甲或和服體

泉觀光協會預約，而一旁的信行寺書院

年5月開幕，盼能透過酒莊深度推廣葡萄

驗則每日舉行，不需事前預約，報名與

則以隨行人員休息室移建而來，走廊獨

酒與在地魅力，吸引國內外遊客造訪。

費用可洽富山市旅遊服務中心。

特的浮雕杉木地板為必看亮點。

協會現於

▲勝沼葡萄酒莊全景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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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017

▲身穿盔甲的騎馬體驗讓人彷彿
▲
成為戰國武將。

▲修身養性的坐禪、寫經體驗近年
▲
來逐漸受到關注。

供奉殿）」，近年來作為大人之旅的漫
步景點備受關注。兩者皆使用1909年當

撰文／徐意雯

新型冠狀病毒蔓延，在這波疫情影響下，
海外旅行受到嚴重衝擊，尤其是國人出國
的熱門首選「日本」，所波及的範圍更加
廣大。日前，Facebook粉絲團「日本旅行
情報局」進行訪日旅行狀況調查，結果顯
示有將近6成的受訪者取消了原定計畫，
理由大多是因擔心被傳染、回國後須隔
離，或是害怕當地疫情嚴重。而針對日本
政府的防疫措施，幾乎所有受訪者皆抱持
負面評價，認為還可以更加改進。

此成為國人訪日的熱門觀光地。

光局日前宣布，4月30日前暫停旅

觀

行規劃，其中部分會透過旅行社購買機

行社出入境團行，在此前提下，

加酒組合，或是在地旅行商品。訪日的

訪日旅行市場對於旅行社的需求大

「日本旅行情報局」針對受訪者進行訪

天數也已從過往的平均4～5天左右有逐

幅度降低之外，在出遊期間跟天數部份

日旅遊計畫狀況的調查。在2020年度4

漸向上攀升的趨勢。多達6成受訪者的旅

也不再僅限於寒暑假，民眾同時會靈活

月底前，超過4成受訪者有訪日計畫，

日天數落在5～7天，更有將近3成受訪

利用國定假日的連休，來進行長天數的

有將近8成的人選擇在3、4月賞櫻季節

者的計畫為8天以上。

旅行；而從天數以及造訪目的地也可得
知，民眾對日本旅遊的需求也轉往更深

前去；計畫在5月之後訪日的受訪者則

最受歡迎的日本觀光地部分，在上半

佔了5成，賞楓(9-10月)、賞雪或耶誕跨

年度(1～4月)為關東，其次是東北與近

年時期(11-12月)各約有近4成的比例。

畿並列；下半年度(5～12月) 則是關東、

在日本政府防疫表現上，雖然絕大部

而因疫情嚴峻，有將近6成的民眾取消

東北 、近畿三個地區並列為最多受訪

分受訪者皆覺得不夠積極、尚可改進，

訪日旅行計畫，目前未取消的民眾也極有

者預定造訪的目的地，北海道為其次，

但喜愛日本旅遊的粉絲們也紛紛留言，

可能依狀況中止出遊。不過受訪者皆表

推測是雪國魅力吸引民眾前往。而東北

熱情傳達了對日本的鼓勵，希望能夠一

示，待疫情結束後，都有出國旅行的計

春天有櫻花、秋天能賞楓，冬天亦可戲

起加油，度過這波難關，待疫情結束後

畫，且超過8成受訪者的首選就是日本。

雪，加上訪日重遊客比例極高，可能因

再前往日本旅行。

受訪者回答訪日旅遊方式結果，也顯
示了長天數的自助旅行已蔚為風潮。根
據調查，超過9成受訪者訪日時選擇自

層的慢遊或深度體驗為主。

受訪者2020年度預計造訪日本地區結果
20%
17%

17%
11%

11%
9%
7%
5%

中國

四國

沖繩

中部

九州

北海道

東北

日 本 旅 行 情 報 局

近畿

關東

▲受訪者的訪日目的地中，東北繼關東之後與近畿並列為第二，
儼然已成為國人遊日熱門地。圖片為青森奧入瀨溪流一景。

4%

資深訪日旅遊粉絲團「日本旅行情報局」目前粉絲數超過27萬人，為旅奇整合行銷有限公司所成立的臉書專頁，由大福家
族們領軍，專門提供各種日本觀光情報以及實用資訊，與日本各觀光單位合作頻繁，期許透過旅行更加深化台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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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6成受訪者取消旅行計畫
訪日型態自助比重高 旅遊天數增長體驗深度文化

和風日本

網路調查：台灣訪日旅行現況&日本防疫對策想法

旅業大小事

紐西蘭航空客機加入貨運市場

加航 改裝3架777-300ER客機

夢想貨機787-9 搭起兩地貿易橋樑 交流不中斷
每架B787-9搭載11個棧板 容納5萬公斤貨物

運送物資 助力抗疫 可載約900萬個醫用口罩
繼現有40架貨運航班 計劃再增20架航班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紐西蘭航空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加拿大航空

TRADE TALK
▲紐西蘭航空在疫情艱困的此刻成為台灣與紐西蘭間的貿易橋樑。
▲

▲加拿大航空改裝3架777-300ER客機。
▲

紐西蘭航空執飛的787-9夢想客機帶著紐西蘭蜂蜜與奶油

拿大航空將進行3架波音777-300ER飛機的機艙改裝，增

由

加

10清晨乘載著台灣的出口貨品順利飛往奧克蘭。因應新冠肺炎

最大可承載89.63噸貨，約900萬個醫用口罩。第2和第3架飛機

疫情於全球蔓延之情勢，各國為防堵疫情紛紛祭出邊境管制條

將在近期內完成。加拿大貨運航空副總裁Tim Strauss表示，將

例，然而全球貿易與物資交流卻不能中斷，因應市場需求紐西

重要醫療和其他物資迅速送達至加拿大，並在全國分發，助力

蘭航空於3月底啟動客機轉貨機的營運規劃。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改造波音777-300ER，每次飛行的載

等民生物品在4╱9下午降落桃園機場，而該機也於4／

加貨運能力。首架飛機的改裝已經完成並已開始服務，

針對客機加入貨運市場的計劃，紐西蘭航空也提出創新的

裝量加倍，使得更多的貨物能夠更快地運輸。加拿大航空營運

服務模式，倫敦外的全球航點皆提供貨運包機服務，以波音

資深副總裁Richard Steer則表示，加拿大航空的工程團隊全天候

787-9夢想客機為例，每架客機可搭載11個空運棧板，容納超

監督改裝工作，並確保所有工作均完成認證。另外2架飛機皆

過50,000公斤的貨物，以貨運的方式串連接紐西蘭與全世界。

可望按時完成，並將在未來幾天內投入服務。

樂桃航空執行董事長森健明履新

先啟資訊 善用科技 遠距教學

秉持信念與樂情、專心 促進樂桃航空發展
期待未來疫情好轉 再與同業攜手共創雙贏

教育訓練不因疫情停止 善用科技 跨越距離
已完成遠距教學人數將近百人 成效彰顯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樂桃航空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先啟資訊

▲

樂桃航空執行
董事長森健明。

秉持一貫的信念與樂情、專心致力於促進樂桃航空及航空業界
的發展，同時，也感謝過去旅遊產業對樂桃航空提供的全心協
助，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再度與同業攜手合作，共創雙贏佳

將近百人。旅遊業者都覺得此型態的教學方式相當的便

利，最重要的是不會因為疫情的影響而停止了學習的腳步。如
需了解更多有關遠距教學事項，請洽當區Sales。

遠距教學基本配備參考
設

備

減少，本公司部分航線確定將於一定期間內停航、並有航線部

喇叭（耳機）及麥克風

分航班暫停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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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機

＜

電腦／筆電／平板／手機

網路

＜

績。此外，由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擴大，航空需求量有所

會議室

個

人

＜

董事長一職。樂桃航空執行董事長森健明表示，未來，我將會

在

＜

任樂桃航空執行董事長一職，將由森健明在4╱1起接替執行

此段疫情期間，先啟資訊Sabre已完成的遠距教學人數

＜

遊先進今年也是收穫滿載的一年。由於井上慎一日前辭

＜

感

＜

謝旅遊同業長久以來對樂桃航空的支持與愛護，祝福旅

公主遊輪暫停全球船隊至6╱30

提供機票抵用金 讓旅客重新預訂行程
每張機票可獲1,600至10,500元不等金額

首次取消阿拉斯加灣航程及海陸套裝行程
退款作為未來消費金使用 並額外致贈25％

撰文╱張偉浩

撰文╱張偉浩

因

務。即日起，新航將提供旅客更靈活運用的機票抵用金（Flight

恢復營運的命令，目前宣布取消至 6╱30的所有航程。公主遊

Credits）重新預訂行程，旅客同時可獲得每張機票1,600至10,500

輪先前曾率先宣布從3╱12到5╱10全球暫停營運2個月。受此

元的額外機票抵用金（Bonus Flight Credits）。新航了解許多旅

影響，公主遊輪也公布調整阿拉斯加航線規劃，包括取消旗下

客受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影響，必須更改旅行

遊輪著名的阿拉斯加灣遊輪行程及海陸套裝行程，且由公主遊

計畫。因此我們更進一步強化我們的全球旅行豁免政策，為

輪所負責營運的5間公主野外度假木屋、景觀火車及巴士，今

旅客提供更多的彈性，期待與各位同業夥伴共創雙贏的未來。

年夏天皆不對外開放。唯公主遊輪旗下翡翠公主號、紅寶石公

將協助同業保留客源，藉由再次銷售而獲利並提升顧客服

其相關票務作業說明如下

響，以及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近日關於遊輪展延

主號將會持續提供西雅圖至阿拉斯加的往返航程。有關詳細航
程取消內容請洽公主遊輪官網。
針對此暫停營運政策，受影響的公主遊輪飛航遊輪航程提
供2種取消方案。若賓客已完全付清取消的航次款項，公主遊
輪將提供100％航程款項金額作為未來航程消費金，且另外額
外致贈25％的未來航程消費金供消費者使用。選擇此方案賓客
必須於5╱1前或當天出發的航次使用此未來航程消費金，不需
任何手續，賓客即可獲得此優惠，且將同步以電子信箱通知。
另一種方案，賓客也可以透過填寫線上表格申請全額退還所支
付款項，須於5╱31前完成表格填寫，否則將以未來航程消費
金的方式處理；而尚未支付全額的賓客，將退還已支付的款項
金額。

台虎 提供機票免手續費改期 跟著GoUSA TV節目線上遊美國
出發日介於6╱1至7╱14間者 皆獲資格
讓旅客自主調整行程更有彈性 放心下訂

無需訂閱、註冊且完全免費的節目平台
4月推出的3部最新節目 一起在家抗疫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台灣虎航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美國國家旅遊局

▲《夯玩加州》節目中帶觀眾穿越加州，體驗加州古怪而未被發現的流行文化地標。
▲

國國家旅遊局的GoUSA TV平台，每週都會推出新節目，

讓旅客對於未來行程保有更多的調整彈性，凡於4╱15晚

美

間23：59前已完成購票，並持有台灣虎航機票且出發日

一個無需訂閱、註冊且完全免費的平台，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

介於6╱1至7╱14間者，皆可獲得免費機票改期手續費1次，

旅遊資訊。4月推出的3部最新節目，將帶觀眾以新鮮的視角

惟票價差及稅差須另行支付。台灣虎航表示，贈送的免收機票

來體驗最在地且獨特的美國。精彩內容包含《開拓者步道》、

改期手續費1次，預計將於4╱16上午8：00前自動匯入符合上

《夯玩加州》、《戀愛好好玩》。另外還有最新的授權短影片

述條件的訂單中，屆時，旅客可至台灣虎航官網「管理訂單」

系列《獵奇之旅》，及由名廚Anthony Bourdain出演的《波登不

中查詢及自行更改日期，可變更至10╱24前（含）的同一航線

設限》。Brand USA美國國家旅遊局行銷長Tom Garzilli表示，一

任何航班之旅行區間，只要選擇航班仍有可售座位，至結帳畫

直以來我們都致力將美國獨特的故事分享給世界各地的旅人，

面後，僅須支付票價差及稅差，無須支付機票改期手續費。

希望藉此激發他們計畫旅行時的靈感。

▲台灣虎航「放心訂安心改」活動。
▲

為

讓觀眾即使待在家，也可以線上探索美國。GoUSA TV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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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TALK

主遊輪因應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所造成的全球影

公

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各國旅遊禁令不斷變化，新航

旅業大小事

新航 因應疫情改票通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