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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億寶石博物館董事長吳建忠

走進玉石的故鄉
天億寶石讓花蓮瑰寶被世界看見
7/10重新登場

迎接國旅商機

走進玉石的故鄉 天億寶石博物館 讓花蓮
高品質產品榮獲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經濟部中小企業
早在40～50年前，花蓮縣就因擁有豐富礦脈發展出舉世聞名的石材加工業，
般落成的玉石店，吸引無數玉石愛好者爭相前來採購，如「天億寶石博物館」
勢，成為消費者購買的安心保證。而7／10看好國民旅遊市場的旺盛需求，天

吳建忠

天億寶石博物館董事長

觀光立縣的花蓮，坐擁綺麗壯闊的

或是遭坑殺；加上當時國際來台市場不斷

山海景觀、和煦的氣候、豐富的農

蓬勃興盛，若此現象未能改善，勢必引發

漁產，搭配上慢活的氛圍，總是深深吸引

更多糾紛，因此毅然決然創立「天億寶石

著無數旅客的喜愛。但對於台灣民眾來

博物館」，為市場提供優質的選擇。而博

說，許多人都不知道花蓮其實還擁有豐富

物館成立以來，吳建忠總將品質作為經營

的礦脈，更盛產世界級品質的大理石、玉

的第一要務，包括提供最穩定且優惠的售

石，並發展出獨特的玉石產銷文化，也因

價，同時提供國際認證的保證書，目的都

此當您驅車在花蓮的道路時，總能看見沿

是希望讓消費者能安心採購。

途玉石店林立。

寶 石 展 示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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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10年的歷史，「天億寶石博物館」

然而玉石對於許多人來說是相對深奧

在吳建忠與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從原先

的學問，如何買得安心有保障成為消費者

只有現今商場一半、幾十坪的空間逐步擴

所關注的首選，也是同業在帶團前往花蓮

大，品項與藏品也越來越多元，舉凡台灣

時需注意的環節。

最著名的藍寶、天使石、玉貓眼等通通皆

於2011年創立的「天億寶石博物

有，不僅讓玉石愛好者們擁有購物的安心

館」，當初成立主因在於董事長吳建忠觀

選擇，也讓天億受到旅行業品保協會核

察到花蓮玉石店素質總是良莠不齊，許多

定，成為旅行購物品保店家的一員，同時

遊客難得到此購買玉石，卻不能獲得保障

也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台灣寶玉石情

七 彩 寶 瓶 區

Ｖ Ｉ Ｐ 區

撰文‧攝影／王政 圖片提供／天億寶石

玉石被世界看見 7／10重新登場迎接國旅商機
肯定 用專業與品質 讓消費者安心收藏精美玉石
成為國際石材出口重地。而如今的花蓮則演變成玉石加工品的故鄉，雨後春筍

▲

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曾致贈中國
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192公
分高的將軍瓶，寓意一個中國、
九二共識。

便是其中佼佼者，不僅坐擁大量玉石加工品，更因為能在價格與品質兼具的優
億寶石博物館也將重新開張，成為同業與消費者的最佳選購中心。

▲

▲ 天億寶石
博物館提供詳
盡的介紹，讓
顧客能輕鬆了
解玉石的特色
與奧妙。

▲

▲走進擁有千坪空間的天億寶石博物館，就能發現這個東部最大玉石博物館的館內，整合
了花蓮貓眼玉、台灣玉、玫瑰石以及七彩石等各類特色礦石，並開發為具收藏價值的地方特
色禮品。

▲天億寶石博物館獲得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台灣寶玉石情境導覽與體
驗計畫」輔導執行。

境導覽與體驗計畫」輔導執行，特別建立

近期積極重新調整，預計於7／10重新開

了一個跨網路與實體的展售平台，提供線

放，協助同業迎接國民旅遊市場無限商

上部分產品的展售服務，運用線上RWD模

機，也讓更多台灣民眾認識，原來好的玉

式，針對不同工具使用進行最佳化的適配。

石，在台灣也能買到。

不願獨善其身，吳建忠也將對於玉石
的熱情投注在公共事務上，除了擔任第一
屆花蓮縣寶石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2018

天下珍品滿漢唐
億萬瑰寶盡收藏

▲天億寶石博物館許多作品都曾榮獲精品獎的設計。

年更出任中華觀光精品產業協會理事長一

天億2字取自於「天下珍品滿漢唐，億

職，不難看出他對於玉石的熱愛，以及期

萬瑰寶盡收藏」對聯的首字，展現期望將

盼從不同面向來推廣與提升台灣玉石精品

極具中華文化特色的玉石推廣到全台灣甚

文化的信念。

至世界的理念。當您走進這個蒐羅了各式

王瀟指出，買玉石最擔心莫過於價格的

瑰寶的千坪博物館，就能發現這個東部最

盲區，以及產品的品質，由於天億是直接

大玉石博物館的館內，整合了花蓮貓眼

與礦主購買，加上大量採購，因此能將價

玉、台灣玉、玫瑰石以及七彩石等各類特

格壓低到市面價之下，相對充滿競爭力。

讓花蓮的寶藏被看見
瞄準國民旅遊市場旺盛需求

讓買玉石也能安心
落實品質保證

吳建忠表示，玉石雖然是看似不起眼

色礦石，並開發為具收藏價值的地方特色

而在品質部份，除了獲得旅行業品質

的石頭，卻是花蓮這塊土地上一件件的瑰

禮品。天億擁有多個不同的主題展廳以及

保障協會列入旅行購物品保店家外，天億

寶，每塊石頭形色皆不同，所展現的風貌

寶石區域，包括花蓮特有的「玫瑰石」展

更會提供購買的消費者保證卡，羅列了品

更是千變萬化，天億寶石博物館希望能夠

區、絢麗奪目的「七彩寶瓶」展區、有著

名、品項、規格等，讓買主能獲得最安心

將這些花蓮人的寶藏與故事，讓來這塊土

藍寶石著稱的「藍玉」展區、古典優雅的

的保障。

地遊玩的遊客廣為知曉。

「玉石」展區等。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過往主要以外國觀

玉石雖然在華人文化中扮演不可或缺

值得一提的是，天億品牌商標中有一條

光客為主，天億為迎接國旅市場也調整經營

的角色，甚至對於許多成功人士、名流來

龍，象徵著代表「龍的傳人」的中國人，也

策略，包括1.提供台灣消費者專屬優惠價；

說，更是不可或缺的裝飾品、藝術品，但

呼應了中國傳承千年的飾品―「玉石」。

2.提供最詳盡的解說服務；3.以專業與品質

卻有更多的台灣人不知道自己所身處的寶

「玉」，是中國從古到今象徵性的代表物

作為號召，天億寶石博物館希望透過玉石介

島，便產有優質的玉石，反而不斷推崇新

件，天億寶石博物館希望藉由詳盡的展覽

紹使遊客更深入認識花蓮，並且透過產品販

疆和闐玉、緬甸玉等外國品種。其實台灣

介紹，將流傳千年的中國文化得以繼續傳

售讓花蓮特有的「美石」能夠發散，因為

盛產媲美和闐玉的豐田玉、台灣藍寶等玉

承，並藉由不同玉石的解說，使來訪的遊

遊客所購買的這些產品不僅僅是一個「紀念

石，不僅質量優異，更擁有極高的升值空

客能夠更加深入的認識花蓮特有美石。

品」，更是一個深度認識當地的重要媒介。

間，卻僅有少數真正懂玉石的玩家了解，
相當可惜。
天億寶石博物館經理王瀟表示，隨著
疫情逐步解封後，國民旅遊市場開始蓬勃
發展，原先因疫情而暫緩經營的天億也在

天億寶石博物館
電話號碼：03-8538711 手機：0977-413-478
地址：花蓮縣吉安鄉南濱路一段1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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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玉石的故鄉 天億寶石博物館讓花蓮瑰寶被世界看見 7／10重新登場迎接國旅商機
向日遊魅力週報 青森必訪紅葉銀杏5選
CELEBRITY｜國旅達人分析

旅行社如何善用團體35團的限額〜
FEATURES｜國旅專題

規劃觀光產業第3波紓困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特別邀集旅行業者進行座談
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舉辦「旅行業職能精進及產業轉型培訓班」第4梯次
參山處2020溫泉中台灣、幸福靚好湯 熱情啟動
夢幻藍眼淚登陸南竿 點亮2020微光馬祖
集合啦！台中精選景點佈景裝飾您的小島
TRADE TALK｜旅業大小事

長榮航空持續優化預辦登機
台北國際旅展6／29首度線上開展
蘇乾亮感謝有關當局振興觀光
中華文化暨旅遊協會第6期課程

中華館擁有39間豪華主題客房，氣派的挑高設計、時尚精緻的裝潢，
加上每間客房搭配一座電梯、多功能設施，如KTV歡唱、豪華按摩浴缸、蒸氣室等設備，致力給予貴賓最高規格的感受。

御宿旅館集團總裁劉坤福歡迎各位貴賓蒞臨。
地址：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三路58號（高雄市九如路、中華路口）

電話：（07）311-0959

撰文／張語柔 圖片提供／向日遊

奧入瀨溪流

八甲田山

和風日本

向日遊魅力週報 青森必訪紅葉銀杏5選
弘前公園

J A PA N

▲奧入瀨溪流進入秋季後逐漸轉變為金黃世界。

▲搭乘八甲田纜車只要10分鐘就能抵達山頂。

▲自JR弘前站搭乘巴士即可輕鬆抵達弘前公園。

奧入瀨溪流不僅夏季期間一片翠綠景色迷人，

八甲田山為日本百大名山之一，海拔約1585公

弘前公園的紅葉美景由1,000株楓樹和2,600株

10月中旬至10月下旬更會進入紅葉最佳觀賞

尺，針葉林、高山植物匯聚，綿延山巒也擁有

櫻花樹所組成，和春季粉嫩的景色截然不同，

期，由十和田湖子之口到燒山為止綿延約14

許多濕地景觀，9月下旬起進入紅葉期，搭乘八

呈現出古雅典緻之美，公園每個角落都染上

公里之間，瀑布景觀與奇岩怪石不斷，無論健

甲田纜車就能從高空中欣賞360度零死角的絕

一片秋紅。往年10月中下旬至11月上旬在弘

行或騎乘自行車沿途欣賞都相當推薦，自駕前

景，體驗被紅葉包圍的獨特感受，自山頂也能

前城植物園會舉辦盛大的「弘前城菊花紅葉

往以外也能自JR青森站搭乘JR巴士，車程約2

遠眺青森市街、陸奧灣、津輕半島及下北半島

節(※)」，還可兼賞睡魔燈籠及特色菊花展。

小時就能抵達，交通相當便捷。

等地區。

※2020年尚未公告。

北金澤大銀杏(深浦町)

蔦沼

北金澤大銀
杏被譽為是
日本最巨大
的銀杏樹，
高 約 3 1 公
尺、樹幹寬
約22公尺，
自日本鎌倉
時代生長至
▲清透無比的蔦沼，周圍更有規劃完善的步道可漫遊。

今，樹齡已

蔦沼坐落於十和田八幡平國立公園內，10月下

超越1,000
年，現被指
定為國家天

▲大銀杏盛開期間宛如
金色瀑布，相當壯觀。

旬至11月上旬為紅葉最佳觀賞期，近年來以日
出時分有機會目睹的絕景「蔦沼朝燒」而聞

然紀念物。每年約11月中下旬起就會進入

名，只要滿足晴朗無雲、日出前抵達與正

最佳觀賞期，自JR北金澤站下車徒步約

值紅葉季節共3項條件，就有機會欣賞到

10分即可抵達。

青 森 縣 內 住 宿 設 施 營 業 現 況

紅葉倒映在蔦沼的壯麗景觀。

※調查截至6／18為止，若有異動請依照官網公告為準。

營業中

ART青森飯店(舊：青森華盛頓飯店)、青森日航都市飯店、Richmond Hotel青森、Route Inn青森中央IC、東橫Inn青森站正面口飯
店、Hotel Passage II飯店、海扇閣(6／27起營業)、秋田屋飯店、Route Inn青森站前飯店、弘前公園飯店、ART弘前市飯店、Blossom Hotel弘前、弘前東榮飯店、Dormy Inn弘前、Route Inn弘前城東飯店、弘前廣場飯店、東橫Inn弘前站前飯店、Route Inn弘前
站前飯店、Hotel Hyper Hills弘前、Smile Hotel弘前、Super Hotel弘前、油燈之宿 青荷溫泉、星野集團界津輕、Route Inn本八戶站
飯店、Select Inn本八戶站飯店、八戶Grand Hotel、八戶公園飯店、Grand Sunpia八戶、八戶舒適飯店、八戶廣場飯店、十和田莊飯
店、星野集團奧入瀨溪流飯店、Smile Hotel十和田、Super Hotel十和田、蔦溫泉、Route Inn十和田飯店、星野集團青森屋、Route
Inn三澤飯店、黃金崎不老不死溫泉、深浦觀光飯店、Awone白神十二湖飯店、陸奧公園飯店、陸奧Grand Hotel、Folkloro大湊飯
店、Hotel New Green(陸奧市)

預計7月起
開始營業

青森燦路都大飯店、青森皇冠飯店、城倉飯店、樁館、酸湯溫泉旅館、八甲田飯店、Hotel New Castle、山之飯店、花禪之庄、津
輕之宿 南田溫泉蘋果樂園、青森酒莊飯店(7／3起)、不二家飯店、奧入瀨森之飯店、MAKADO觀光飯店、Rock Wood Hotel & Spa(7
／4起)、Grand Mer山海莊飯店(7／15起)、稻垣溫泉花月亭旅館、Wespa樁山(但已公告10／31後停業)

暫時休館

青森飯店、青森國際飯店、八甲田度假飯店、弘前Grand Hotel(預計9月起營業) 、十和田湖畔飯店(休館中，但有可能7月營業)、鰺
澤溫泉水軍之宿(即日至7／22休館、7／23～7／25營業、7／26～8／3休館、預計8／4起營業)、弘前王子飯店(預計9月起營業)

已停業

八戶華盛頓飯店、八戶海鷗景觀飯店花與月之渚

更多青森縣觀光情報，請洽向日遊顧問有限公司：（02）2518-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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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億寶石博物館矢志推廣台灣玉石之美。

讓台灣玉石精品化
灣玉又稱為豐田玉，產於花蓮縣豐田村附近山區而得

善，勢必影響國家聲譽，因此吳建忠毅然決然創立天億寶石

名。台灣玉是台灣最重要的寶石，在全球珠寶界的評價

博物館，為市場提供更優質的選擇。

台

博物館成立以來，吳建忠始終將品質作為經營的第一要

甚高。
在礦物學上，有兩類礦物叫做玉，一種是閃玉，一種就是
輝玉。閃的意思就是屬於角閃石類，輝玉則是屬於輝石類。

務，包括提供最穩定且優惠的售價，同時提供國際認證的保
證書。

緬甸價值不斐的翡翠，是大家最熟知的輝玉：閃玉則以台灣

走過10年歷史，天億的品項與藏品越來越多元，舉凡台灣

玉最具代表。閃玉質地細膩、堅韌，可說是地球上韌性最強

最著名的藍寶、天使石、玉貓眼等通通皆有，也讓天億受到

的礦物。

旅行業品保協會核定，成為旅行購物品保店家的一員，同時

在台灣60年代經濟起飛的時代，同時也是豐田玉礦最風光

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台灣寶玉石情境導覽與體驗計畫」

的時期，當時即以「台灣玉」打響名號，以貓眼閃玉及仿古

輔導執行，特別建立了一個跨網路與實體的展售平台，提供

雕件風行市場，由台灣玉帶動產業，使台灣成為世界半寶石

線上部分產品的展售服務，運用線上RWD模式，針對不同工

的產銷中心。

具使用進行最佳化的適配。

1975年左右豐田等礦區開採越來越匱乏，加上使用爆破式

玉石一向在華人文化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許多人不

開採，好東西越來越少。為了維持生計，業者開始進口與台

知道自己身處的寶島便產有優質的玉石，卻不斷推崇新疆和

灣玉成分相近的加拿大碧玉，逐漸取代了台灣玉礦。

闐玉、緬甸玉等外國品種。其實台灣盛產的豐田玉、台灣藍

而早在40～50年前，花蓮縣就因擁有豐富礦脈發展出舉世
聞名的石材加工業，成為國際石材出口重地。如今的花蓮則

寶等玉石，不僅質量優異，更擁有極高的升值空間，卻僅有
少數真正懂玉石的玩家了解，相當可惜。

演變成玉石加工品的故鄉，如雨後春筍般落成的玉石店，吸

如今，隨著疫情逐步解封後，看好國民旅遊市場的旺盛需

引無數玉石愛好者爭相前來，如「天億寶石博物館」便是其

求，原先暫緩經營的天億也在近期積極調整，預計於7／10重

中佼佼者，不僅坐擁大量玉石加工品，更在價格與品質兼具

新開放，將成為同業與消費者的最佳選購中心，同時協助同

的優勢下，成為消費者購買的安心保證。

業迎接國旅無限商機，也讓更多台灣民眾重新認識，原來好

於2011年創立的「天億寶石博物館」，當初成立主因，

的玉石不是非要到國外購買，其實在台灣就能買到。

在於董事長吳建忠觀察到花蓮玉石店家素質良莠不齊，許多
遊客難得到此購買玉石，卻不能獲得保障或是遭店家坑殺；
加上當時國際旅客來台市場不斷蓬勃興盛，若此現象未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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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如何善用
團體35團的限額〜
建議反向操作 安排獨特商品避開蜂擁人流 共創商機

旅行社聯保聯誼會

主委

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旅行公會全聯會
品保協會

榮譽理事長

國旅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旅副總召集人

國旅委員會主任委員

朱永達

▲不論是國道一號沿線、國道三號沿線、台61線幸福公路沿線、花東縱谷沿線、花東海岸沿線等，都有諸多美景等待您去探尋
及開發及熟悉。

去今年熱門難訂的地區。

多旅行社可能從來沒想像會有這

很

助，當然團費也要優惠給您的好客人，

麼一天，會需要來加入申請交通

不過沒有要業者全部退給他們，而是要

建議給自己及常出國的客人空間，熟

部觀光局「安心旅遊補助」的團體35

透過技巧讓客人相信您、接受您的說法

悉一下你所居住的台灣，期盼您別成為

團額度行列！其實想想台灣3,900多家

才是。

一位住在台灣的外國人，因為不只有很

旅行社，營運項目都不一樣，每一家的

做出市場區隔
反向操作營商機

專長及專精業務都各有絕門功夫，但因
為無論哪些大型或中小型旅行社，這幾

多台灣人真的非常不熟悉台灣各景區，
就連旅行社的同業也對台灣景點很陌
生。

個月來營收都掛零，僅有零星的一些收

目前東部、金門、馬祖、澎湖、離

小小的福爾摩沙小島，一年四季都有

入而已，只能仰賴政府不同措施的政策

島、山上地區，不管機票火車及飯店，

不同的景緻，不同節慶有不同的民俗文

補助來支撐。

都已非常搶手熱門。但是台灣不大，同

化活動，再加上各縣市政府有不同的推

隨著境外管制又延至7月底了，所幸

業可往西部地區景點安排，飯店挑市區

廣行銷活動，可上網查看官網，也可以

國內旅遊市場在安心的防疫下仍可進

飯店來住宿，行走商圈、觀光工廠、文

由旅行同業查詢，並提供給您的客人作

行，請各位操作國內外及入境的旅行社

化特色、小鎮、山脈健走，這些都可安

旅遊的參考行程之一。

同業，介紹您的老客人或家人親戚朋

排。只要大家都能出遊走走，也能請到

不論是國道一號沿線、國道三號沿

友，在台灣跨縣市的國內地區一起出

團體補助的額度，這也是不錯的選擇，

線、台61線幸福公路沿線、花東縱谷

遊，只要有到團體人數就可以申請補

建議可以反向操作，等明年較淡時，再

沿線、花東海岸沿線、蘇花及蘇花改
沿線、北橫公路沿線、南橫公路沿線、
中橫公路沿線、南迴公路沿線、北海公
路沿線、東北角海岸沿線，都有諸多美
景，等待您去探尋及開發及熟悉。

總之，時局及大自然的改變，
你我無法控制，只能順勢依序
來配合採納，執行與否全操之
在己，路仍要往前走，走得坦
然還是戰戰兢兢，一切由你。
▲建議不需要一窩蜂前往熱門區域，可以反向操作，藉此擴大商機。

地

方

竟
究
生
創

可合法
招攬客戶
有專業
經理人

可交通
安排

可住宿
安排

有行程
規劃能力

旅約責任險
全權對客人負責

正規
旅行社

還缺少
無法直接招攬
觸犯發展
觀光條例 27 條
旅行社的業務

了 什麼？
有保險
但有些場域
地區不合法

地方創生

有深度
有特色

無法
交通安排

無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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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觀光產業第3波紓困 交通部部長
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持續暫停國內外團體至7月底
觀光局自5／27啟動防疫旅遊踩線活動後，陸續輔導觀光產業辦理防疫旅遊踩線交流活動，已漸漸提升國人旅遊信
心，也規劃自7／1起推出「安心旅遊國旅補助方案」，國民旅遊已漸漸復甦。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特別於6／20與旅行業代表進行座談會，一起為觀光市場振興努力。

交通部部長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左6）、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張錫聰（左5）與觀光導遊協會理事長
許冠濱（左7）、觀光領隊協會副理事長嚴從音（左4）等導遊與領隊代表們合影。

國際疫情已有趨緩，惟邊境管制仍

雖

未解封，交通部觀光局配合中央流

與導遊、領隊代表會談
紓困3.0瞄準第一線導領人員

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措施，已公布持續暫

林佳龍

停旅行業組團赴國外旅遊及接待來台觀光

6／22的座談會中，受邀的導遊協會與

團體入境至7／31，經營出入境之旅行業

領隊協會皆肯定觀光局推動紓困補貼協助

者仍受衝擊。

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以帶團及接團

為此， 交通部部長林佳龍 特別於6／

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之導遊、領隊人員度

20、6／22分別與旅行業代表、導遊與領

過疫情之衝擊外，也預估短期內各國邊境

隊代表進行座談討論。以6／20為例，便

將持續管制，使導遊、領隊人員仍無出入

特別邀集旅行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蕭博仁，

境團可帶、可接，建議政府應持續補助以

以及各縣市公會代表討論，會中業者代表

維持生計。

除肯定觀光局前2波紓困計畫協助業者度

林佳龍表示，衡酌各國疫情趨勢與邊

過疫情之衝擊外，也擔心國門持續管制

境管制，「紓困3.0」將給予第一線導

讓業者無法營運，並建議應持續給予補

遊、領隊人員完整並即時的保障，與會產
業代表感謝政府紓困措施提前佈署，與產

助。
林佳龍特別於會中承諾，將持
續照顧受衝擊之觀光產業艱困

旅 奇 週 刊 v o l. 603

未來繼續投入市場。

業者，也向旅行業者表示「紓困

林佳龍特別強調，導遊、領隊人員是

3.0」補助的對象及範圍因考量預算

旅遊產業的寶貴資產，期許在此充電期間

及公平性，將以辦理出入境業務之旅行社

提高導遊、領隊人員的服務價值，配合深

為補助對象，與會之旅行業代表也表示國

度、精緻旅遊的發展，做出職能專業的差

民旅遊確實已經復甦，資源應放在經營出

異化服務。

入境之旅行業者，較符合社會期待。

10

業期待一致，將有助穩定導遊、領隊人員

與會產業代表認同並表示考量職業特

林部長會中亦鼓勵旅行業者進行轉

性，如領隊人員帶團赴國外旅遊，短期內

型，做入出境觀光的旅行社可轉到國民旅

轉型不易，希政府挹注更多資源以精進相

遊，規劃優質國旅遊程提供高端客群，

關人員專業，交通部也回應短期將針對

透過7月起實施之「安心旅遊國旅補助方

導遊、領隊人員面對的困境給予實質的協

案」政策，提供業者營運動能，旅行業者

助，包括「紓困3.0」及安心旅遊相關措

可趁暑假旺季搭配該補助方案，藉此培養

施，長期則要提升導遊、領隊人員的質與

操作國民旅遊之經驗，擴大整體國內旅遊

量，並希選才制度能凸顯優秀人才以達到

市場。

標竿學習及良性競爭。

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迎戰疫情

林佳龍特別邀集旅行業者進行座談
交通部承諾持續照顧受衝擊之觀光產業艱困業者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交通部、本刊圖庫

前進台東行銷
力拚後疫情觀光商機

交 通 部 紓 困 與 振 興 方 案 執 行 進 度

台灣防疫超前部屬成效卓越，隨
著疫情趨緩，國人出門旅遊的需求大
增，為使國人能安心、安全體驗台東
的好山好水、好風情，交通部部長林
佳龍、立委劉櫂豪、台東縣副縣長王
志輝及交通部觀光局局長張錫聰一同
視察台東交通及觀光建設，帶頭拚觀
光。在中央及地方的合作下，即使疫
情影響下，觀光產業業者仍看好台東
旅遊前景，從端午連假指標型旅館住
宿率平均7成以上，可以看到後續發展
力道，及業界力拚後疫情觀光旅遊之
動力。
台東擁有美麗多元的自然景觀與無
與倫比的人文風情，在交通部及台東
縣政府的建設下，台東縣已成為國際
級知名旅遊景點，更獲得全球知名旅
遊指南《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
公布亞洲十大最佳旅遊景點，台東的
好山好水更是每年吸引許多國內外旅
客前來感受多元族群的文化與活力，
及豐富的生態環境。
這幾年交通部觀光局除持續補助台
東縣政府建設各觀光景點外，也持續
於國內、外行銷台東在地特色，從海
灣旅遊年推動綠島跳島旅遊行程、到
深入小鎮漫遊感受成功、池上、關山
及長濱的小鎮特色，同時也透過台灣
好行完備旅遊交通，讓旅行台東更便
利。
安心國民旅遊計畫從7／1開始，這
次補助可說是規模最大、時間最久、
程序最簡便的一次，國民旅遊的質量
很重要，透過深度旅遊才能夠真正提
高產值跟品質，這一點也是觀光局持
續推動的重要政策。所有政府部門
及企業的員工旅遊，都將導入國民旅
遊，交通部觀光局並將協助媒合旅行
社，提供國人高檔國旅深度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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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舉辦「旅行業
6／1～19辦理第4梯次台中場 專業觀光課程、數位行銷 前往溪頭
為了協助今年受到疫情影響的旅遊業者，在交通部觀光局指導之下、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舉辦「旅行業職能精進及
產業轉型培訓班」，獲得業者熱烈迴響，報名踴躍，因此特別在6／1～19辦理第4梯次台中場，成功幫助中台灣業者紓困
與進修。

▲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理事長白中仁（第2排左6）及學員、老師合影。

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理事長白

中中仁

指出，這次第4梯次台中場，活

動反應熱烈，與中部業者交流融洽，特別
要感謝交通部觀光局的指導與支持，讓現

知識和市場趨勢。

積極展開作業，規劃一系列室內外課程，

積極安排北中南課程
協助各地業者紓困及培訓

不只幫助會員朋友，更協助所有旅遊產業
人員，希望旅遊業好朋友一起學習成長、
一同度過難關。

在面臨困難的旅行業者都能以解決問題，

白中仁強調，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

這次課程也安排專業且多樣化內容，包

不只是金錢上的紓困，更透過專業課程，

會當時得知交通部辦理「受重大疫情影響

括緊急醫療救護案例、旅遊糾紛及緊急事

使業者能夠充實自我，了解更多觀光產業

觀光相關產業轉型培訓」計畫，便於4月份

故處理、高山症的認識與預防、領隊帶團

移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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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地教學

八卦山、鹿港

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迎戰疫情

撰文‧攝影╱劉彥廷 圖片提供╱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

職能精進及產業轉型培訓班」第4梯次
、八卦山、鹿港、霧峰、苗栗蓬萊溪等地移地教學 學員收穫滿滿

▲中華兩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舉辦「旅行業職能精進及產業轉型培訓班」第4梯台中場課程，迴響熱烈。

全許多，有機會先開放團體旅行。

趨勢發展與轉型準備、提升服務人員溝通

白中仁強調，「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

與表達能力、臺灣海洋觀光產業初探、旅

的路」，遇到突如其來的疫情，大家不妨

另外，郵輪也是接下來的銷售重點，

行業數位及精準行銷、旅遊與咖啡產業結

轉換心情，藉由這1 0多天的課程，好好的

可運用以基隆為母港的郵輪，前往澎湖馬

合之方向與體驗等，甚至還有近年來非常

充電一下，同時也進行反思，是否有不足

公、金門等離島，行程安全又悠閒，加上

熱門無人機操作介面解說課程、航拍攝影

的地方需要加強，並且設定新目標，重新

業者銷售郵輪的利潤也比機票好很多，業

器材介紹及構圖美學運鏡技巧、空拍運鏡

出發。

者可提前做準備。

實操訓練等，讓學員滿載而歸。

國旅市場大爆發
出境旅遊還需一段時間

後疫情時代來臨
做好防疫、好好充電

保持與時俱進的能力
提前為商機做好準備

白中仁指出，隨著台灣疫情逐漸趨緩，

白中仁認為，如今疫情全球蔓延，不只

除了豐富精彩的課程，中華兩岸旅遊

國旅市場也開始復甦、重新活絡起來了，不

是台灣的問題，也是全世界所面臨的挑戰，

產學發展協會同時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過出境旅遊市場恐怕就沒這麼快恢復，歐美

沒人碰過這種事情，希望大家以正面、積極

中心防疫措施規定，幫每位上課的學員進

還在疫情高峰期、甚至爆發第2波疫情，短

的角度，在這個時間點來上課學習、充實自

行測量體溫、噴灑酒精消毒，落實室內外

期應該不會開放；東北亞有較多國際商務

己，保持與時俱進的能力，接下來必定能掌

戴口罩及保持安全社交距離，打造令人安

客，疫情也較為複雜，恐怕也要年底或明年

握反彈之後帶來的龐大商機！

心、放心的學習空間。

才能正常出團；相較於東南亞地區國家，安

移地教學

移地教學

霧峰林家宮保第、道禾六億文化館、孔廟

苗栗蓬萊溪護魚步道、雲水溫泉度假森林、南庄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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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參山處2020溫泉中台灣、幸福靚好湯 熱情啟動
7大溫泉區推出2大虛實整合網路活動 總價值超過40萬
交通部觀光局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6╱18假烏日清新溫泉飯店舉辦「2020溫泉中台灣、幸福靚好湯」中部溫泉淡
季行銷啟動記者會，由處長柯建興、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李吉田等貴賓，共同宣示落實防疫新生活運動及安
心旅遊措施，力邀民眾一起來中部7大溫泉區一起泡好湯，放心出遊，並正式拉開活動序幕。

▲（前排左7起）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柯建興、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李吉田與中部溫泉業者與協會代表等為「2020溫泉中台灣、幸福靚好湯」揭幕。

▲主持人何戎（左1）、俄羅斯籍美女安妮（圖中）與中 ▲中部好湯大使安妮（右2）與泳池辣妹一同為
▲參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處長柯建興及喔熊與安妮和泳池辣妹一同炒熱現場氣氛。
醫師喬聖琳（右1）共同介紹溫泉功效。
「溫泉中台灣 幸福靚好湯」活動造勢。

席貴賓包括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科

出

體內，不僅增強人體抵抗力，更能放鬆

宿業者與餐廳消費，或參加中部好湯主題

長白少華、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科

因疫情緊張的身體、達到養顏美容等益

遊程，憑消費500元以上之發票上傳至活

長黃騰達、南投縣政府觀光處科長黃山、

處，再搭配簡單的養生美食，由內而外

動網站，即可每月參加抽獎，活動結束更

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李吉田、新

都呵護身體與肌膚。

將抽出最大獎價值10萬元的國際知名品牌

竹縣溫泉觀光產業協會常務理事陸宇鈞、
苗栗縣泰安溫泉區觀光發展協會總幹事李
育修、泰安觀止溫泉飯店董事長江德利、

憑500元消費發票
抽10萬元鑽石項鍊

30分鑽石項鍊1名。此外，於活動期間集
滿7大溫泉區之消費記錄，即可透過活動
官網獲得由知名華裔設計師Daniel Wong所

台中市溫泉觀光協會榮譽理事長羅進洲、

參山處結合中部新竹內灣尖石、苗栗

谷關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歐文恭、清新溫

泰安、台中烏日、大坑、谷關、南投東捕

泉飯店副董事長林亞璇、南投縣信義鄉東

及北港溪等7大溫泉區，一共推出2大虛實

埔溫泉風景區旅遊促進會理事長古道弘、

整合的網路活動，提供價值超過40萬的

南投縣北港溪溫泉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李

獎品與獎金，實質回饋來中部7大溫泉區

浩瑋、台灣旅行業國民旅遊發展協會副理

泡湯的民眾；而今年也是「脊梁山脈旅遊

就可能成為下一個人氣旅遊作家，除了

事長吳睿騰、東勢林場遊樂區副場長張銘

年」，活動也以中部溫泉為特色軸心，整

每月抽獎外，活動結束後，獲評選為第1

鐘及7溫泉區業者等人參與啟動儀式。

合溫泉區周遭的主題特色，精選出新竹、

名者可獲得獎金3萬元、第2名1萬5,000

苗栗、台中、南投超過10條的主題溫泉遊

元、第1名1萬元及1名佳作，每名可獲得

程路線，提供大家夏日出遊的好選擇。

3,000元；除了豐富獎金之外，參加投稿

一同受邀出席記者會的俄羅斯精靈
美女「安妮」與中醫師喬聖琳在記者會
現場分享溫泉保養術，喬醫師表示，夏

活動時間自即日起到9╱20止，只要在

天泡溫泉不僅更能排除體內廢物、毒素

活動期間於「尖石、泰安、谷關、烏日、

與多餘水分；擴張的毛孔讓礦物質進入

大坑、北港溪、東埔」等中部合法溫泉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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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花漾」限量浴巾斗篷。

「幸福靚好湯、尋找部落客」活動
參山處邀請民眾分享中部溫泉區的遊記，
只要上傳幸福好湯圖文或影片遊記，您

的作品，還有機會獲選刊登在《溫泉中台
灣、幸福靚好湯》專書中，成為中部好湯
最佳代言人。

旅遊產業戮力同心

迎戰疫情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交通部觀光局馬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夢幻藍眼淚登陸南竿 點亮2020微光馬祖
登山、午茶、音樂會 攝影、打卡拿好禮 精彩活動卡蹓一夏

▲微光海洋光廊模擬

映，夢幻奇景絕對令人流連忘返！現在就
跟著藍眼淚的腳步，一起探索2020微光馬
祖的樂活好風情！
6╱16宣傳記者會由交通部觀光局企劃
▲2020微光馬祖宣傳記者會6╱16登場，圖為馬管處代理處長方正光（左5）、交通部觀光局企劃組組長兼代理主任秘書吳潔萍（左6）。

組組長兼主任秘書吳潔萍、馬祖國家風景

有豐富戰地觀光資源的馬祖，近年因

擁

本系列活動將於6╱30起陸續推出，有

區管理處代理處長方正光及與會貴賓出席

「藍眼淚」吸引了大批遊客。創造

官帽山步道輕旅行、戰地餐桌午茶饗宴、

共襄盛舉；記者會開場重現馬祖風華，現

不同以往的深度旅遊體驗，馬祖國家風景

微光音樂會、坑道詩歌季、坑道攝影拿獎

場嘉賓特別邀請「馬祖頌」歌曲原創家趙

區管理處以「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為主

金及坑道打卡換好禮等精彩活動，好吃又

伯乾與原唱者翟曼芳聯合演出，重現馬祖

題，首度以藍眼淚「微光」意象搭配戰地坑

好玩，今夏的馬祖將讓大家耳目一新！ 本

經典名曲；另外也邀請馬南竿北海坑道開

道，推出系列精彩活動，邀請大家前來馬祖

次還特別以藍眼淚微光概念設計夜光藝

鑿前輩、現任臺灣國際藝術家協會理事長

卡蹓！（卡蹓：馬祖話「遊玩」之意）。

廊，讓地上微光與海上藍眼淚光芒互相輝

白玉光出席見證活動精采時刻。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集合啦！臺中精選景點佈景裝飾您的小島
第2波追加5處臺中必遊打卡景點 加碼好禮抽起來

▲抽獎活動範例—東海路思義教堂

S

▲森友們可以在遊戲中暢遊東海路思義教堂。

▲彩虹眷村也是台中不可或缺的旅遊景點。

witch遊戲《集合啦！動物森友會》於

思義教堂、彩虹眷村、湖心亭、逢甲夜

遊戲中到訪臺中！觀旅局加碼在「大玩台

全球爆紅，中市府繼日前推出第1波臺

市，引發網友們熱烈轉載分享。臺中熱門

中—臺中觀光旅遊局」臉書粉絲團，舉辦

中熱門景點佈景後，第2波再追加5處臺中

景點當然不只有這些，大家敲碗聲音觀旅

抽獎活動，只要跟著貼文的簡單步驟下載

必遊打卡景點外，更加碼推出抽獎活動，

局聽到了！第2波臺中必遊打卡景點即將

佈景裝飾後，說出「安心旅遊到台中」關

臺中特色糕餅折價券讓您好玩又好吃！

上架－台中舊火車站、國家歌劇院、潭雅

鍵字，貼文留言上傳截圖並TAG好友，就

臺中觀旅局長林筱淇說，觀旅局日前

神綠園道、麗寶樂園及高美濕地，歡迎森

有機會獲得臺中伴手禮提貨券（面額500

搶先開放森友專屬臺中4大熱門景點，路

友們下載裝飾使用。此外，當然不能只在

元）！森友們一起來臺中集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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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理想大地力挺振興
恐龍探索森林小小冒險王

元素早餐8╱31前天天營養滿分

最高3.3倍使用率超狂 再加碼300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大板根森林溫泉酒店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理想大地

▲園區內展出20種以上平均身長2～8米大、中、小型的擬真
恐龍。

▲結合時尚與摩登的用餐空間，讓人一進來就徜徉在輕鬆舒
適的氛圍當中。

上首創，恐龍登陸大板根原始森林，

要選擇到Buffet自助餐吃到飽來慰勞

▲理想大地擁有豐富的生態環境與多元遊憩活動。

史

想

政

大板根暑假限時推出1泊2食恐龍展住房專

是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元素餐廳，元

推出「振興住房3.3」優惠方案，希望能帶

案，活動期間：7╱18～9╱30，平日酒

素自助式早餐即日起至8╱31止，凡是上

動此波國旅熱潮，讓每一位旅客的「Money

店區3人房7,800起、平日酒店區4人房只

午06:30-08:30期間進場，即可享有2人同

用到最大」！凡於7╱15～12╱30期間，

要9,800起，含：早餐、晚餐、露天溫泉

行1人免費，早餐優惠時段可享用到上午

使用振興券三倍券指定「森聆遇、毛孩旅

SPA、森林門票、娛樂中心、健身房等，

9:00，成人平均一位只要360元，7～11

行趣、夏日悠悠理饗樂」其中一項住房專

大板根將擬真恐龍植入森林園區，展覽期

歲兒童則是平均1人只要180元，每位成

案，理想大地再回饋300元館內消費抵用

間另規劃「恐龍探索森林」主題拍照區，

人還能攜帶1位6歲以下幼兒免費用餐。

券，適用於餐飲、伴手禮、育樂活動及酒

專案每房還可獲贈恐龍主題贈品，打造暑

開放式廚房、現做菜色精緻多樣，上百

吧等做抵用，等於將您的振興消費券再加

假最震撼刺激的親子行程，等您來冒險！

道中西式佳餚自助餐點，任您嚐味。

值放大，在花東享受西班牙式的度假風情。

快到大板根原始森林探索恐龍足跡！

自己，指標性的吃到飽餐廳之一就

府推出三倍振興券將在7╱15上路，
花蓮理想大地度假飯店響應而加碼

礁 溪 晶 泉 丰 旅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福容大飯店連鎖
推出「夏炙．享山海」住房專案

家庭房免費招待2位12歲以下兒童

暑假入住墾丁Villa買1送1 送很大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礁溪晶泉丰旅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福容大飯店

▲歡度夏日假期之餘，讓旅人們完全沉浸溫泉客房內的個人
景觀半開放式湯池，放鬆日常緊張的情緒。

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第一家精品溫

▲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親子溫馨家庭房。

中有孩童的爸爸媽媽們，是否一起

▲福容墾丁店獨棟式4人別墅，2房1廳的大空間，盡情地享受
熱情與歡樂。

容大飯店各分店也推出暑假優惠，

晶

家

福

依山傍海的地利之便，即日起至8╱31規

放風兒童也犒賞自己的好時候！瑞穗天

食之旅」3,699元起，附贈棧貳庫遊港

劃了「抹茶山攻頂私旅」以及「極限海

合國際觀光酒店即日起至8╱31日推出

行程，50分鐘全程介紹旗津哈瑪星高雄

上活動3選1」兩款消暑行程，推出「夏

「FUN暑假！指定日入住家庭房兒童免

港等歷史；福容墾丁店villa買1送1只要

炙．享山海」住房優惠專案，邀請旅人

費」住房專案，於酒店官網預訂8月指定

10,588元起，含2天早餐、1天晚餐，另

們上山、下海增強抵抗力，運動健身抗

日入住，2位大人平日入住城堡溫馨家庭

外「揪四趴趴GO」專案只要6,588元起，

疫。為豐富專案內容，晶泉丰旅特別攜

房（4人房）12,000元＋10％起，每房招

訂房加贈外帶野餐盒，若使用振興券付

手日本京都百年茶舖品牌「TSUJIRI辻利

待2位12歲以下兒童免費入住！除了城堡

款，加贈青春爆球組。福容福隆店也祭

茶舖」和知名防曬品牌，入住即贈「梅

棟之外，更有莊園、親子別墅和寵物房

出超殺優惠「暢涼盛夏」專案，7╱15至

之白抹茶粉」或防曬旅行組，2天1夜每

型可供選擇，為全家安排一場回味無窮

8╱29兩人同行1泊2食，每房只要7,999

人2,400元起。

的夏日旅行。

元起！

泉度假飯店—礁溪晶泉丰旅，坐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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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期待暑假的到來？暑期正是

福容高雄店推出1泊2食「文化饗

6／22手機、電腦線上報到輕鬆完成

輕奢旅、防疫行 現場加碼優惠打到骨折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長榮航空

撰文‧攝影／王政

旅業大小事

長榮航空持續優化預辦登機 台北國際旅展6／29首度線上開展
榮航空因應部分

長

TRADE TALK

國家逐漸開放

邊境，國人出差商旅
搭機需求有逐漸增加
的趨勢，為減少旅客
在機場停留的時間以
及降低接觸人群的機
會，6／22起手機及電
腦線上報到時間將由

▲台灣觀光協會會長葉菊蘭（前排左5）與旅遊業者宣布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6／29登場。

原48小時至起飛前1.5
小時，放寬為48小時

亞

至起飛前70分鐘，讓

中午12點起台北國際旅展線上旅展搶先登場，兩大主題優惠專

旅客隨時都可以從容

區「台北輕奢旅」、「全台防疫行」讓民眾一次搜尋相關旅遊

完成登機手續。
長榮航空表示，推

洲最負盛名也是國內民眾最期待的ITF台北國際旅展預計
10月底舉辦，主辦單位─台灣觀光協會特別宣布6／29

▲EVA Mobile APP報到具有護照掃描功能，採用行動
裝置報到的旅客，可使用相機功能讀取護照資料，系
統將會自動把護照資料帶入相對應的欄位。

廣預辦登機節省旅客

產品，更特別規劃限時搶購活動，限時7天（6／29中午12時
起至7／6中午12時止），限量商品售完為止。
台灣觀光協會會長葉菊蘭表示，雖然目前台灣國旅已經復

時間一直是近年來努力的目標，此次優化相關系統放寬報到時

甦，但以入境旅客為主的業者處境仍十分艱困，尤其台北飯店

間為起飛前70分鐘，對於使用行動裝置或電腦報到的旅客將更

客源以國際觀光客及商務客為主，住房率只有2成，因此本次

加便利，在疫情期間旅客普遍有減少接觸的防疫觀念，使用行

率先媒合跨業、跨域及跨區的各家業者推出線上旅展，並進行

動裝置報到旅客比率顯著提升，未來機場報到櫃台的主要功能

限時限量促銷，藉由平台加速提升台北星級飯店的來客率，歡

將轉化為服務特殊需求的旅客。

迎大家一起加入觀光產業復甦的國家隊。

蘇乾亮感謝有關當局振興觀光 中華文化暨旅遊協會第6期課程
呼籲旅宿業、旅行業緊密攜手共度難關

推出宗教文化、運動規劃、康養主題旅遊

撰文／王政 圖片提供／本刊圖庫

撰文／張偉浩 圖片提供／中華文化暨旅遊協會

譽為「旅業行銷長青樹」

被

中華民國觀光產業理事長

交流協會理事長蘇乾亮表示，
碰到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影響
下，讓觀光市場陷入空前的危
機中，但十分感謝交通部觀光
局在內的政府公部門群策群
力，不斷透過各面向的資源投
入與政策振興，讓觀光產業能
夠有能力持續生存下去。
與飯店業手心手背一體，本就
應該互相飲水思源，隨著此次

▲學員於苗栗客家圓樓合影。
陳建合帶來觀光局國家公園風景區介紹
的課程。

▲

蘇乾亮也特別表示，旅行社

協助受到疫情影響的旅

疫情逐漸趨緩、面對後疫情時

為

代的重要時刻，在政府各單位

旅遊協會開辦第6期「重大疫

的支持下，雙方應該揮別過往

情影響觀光相關產業轉型培

的各自作戰模式，改由保持緊

訓」課程，從6╱8～6╱17，AB兩班，每班80人，總上課時

密合作，同時配合相關政策的

數56小時。課程包括宗教文化旅遊、運動旅遊規劃、康養旅

推行，才能攜手迎接市場無限

遊、數位精準行銷工具實務、服務品質的視野與觀點，以及

榮景與商機。

跨域培訓考察前往新竹等課程，讓學員收穫滿滿。

遊業會員，中華文化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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