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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名稱： 2015年赴上海拜訪郵輪航商行銷出國報告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聯絡人：陳盛山    電話：04-22289111分機58001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陳盛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出國類別：其他 □出席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表演  □比賽  □競技   

           □洽展  □海外檢測      ■  推介交流                

出國期間： 104年12月27日至104年12月31日  出國地區：大陸上海 

報告日期： 105 年1月25日  

內容摘要： 

壹、目的 

為行銷本市郵輪城市觀光、瞭解國際航線與貿易趨勢，促進臺中港經貿發展，

會同交通部、臺灣港務公司、本府蕭丁訓顧問，以及本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於 104

年 12 月 27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往上海參訪行銷，期間拜會中國地區公主郵

輪、天海郵輪、太湖國旅、皇家加勒比、地中海郵輪、中聯運通集團，以及上海港

務集團等業者，辦理六場的推介說明會，行銷中臺灣郵輪旅遊景點，鼓勵開闢臺灣

郵輪航線，並進行航運及港埠業務交流，洽詢兩岸業務合作項目。 

 

貳、過程                                                 

第一天 12 月 27 日(星期日) 

本日搭乘下午 17:15 班機松山出發，19:20 抵達上海虹橋。 

第二天 12 月 28 日(星期一) 

一、 上午拜會公主郵輪王萍總監、徐景奇行銷總監、江琪銷售總監，由臺中

市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進行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

輪經濟圈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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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市郵輪觀光推動策略進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

中臺灣特色觀光資源。對方對於開闢臺灣郵輪航線相當有意願，特別是

中國地區有多數的民眾對於搭乘郵輪到臺灣觀光旅遊充滿了興趣，市場

潛力龐大。另表示目前兩岸郵輪航線不多，主要原因在於簽證程序的繁

瑣，對於郵輪業者、包船旅行社招客營運而言，成為很大的障礙與風險。

提升臺灣郵輪航線數與旅客人數，除解決簽證問題外，臺灣觀光主管機

關投入經費行銷臺灣城市觀光旅遊，亦是郵輪業者與旅行社關注的重點。 

二、 下午拜會天海郵輪公司范敏董事長、田靖副總裁、劉連斌總監，由臺中

市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進行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輪

經濟圈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對本

市郵輪觀光推動策略進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中臺灣

特色觀光資源。 

對方亦提及中國旅客對於臺灣城市觀光相當有興趣，但因入台證簽證時間

長，降低業者開闢兩岸航線的意願。對於開闢臺灣郵輪航線，天海郵輪回

應參訪團的積極招商作為，規劃旗下的新世紀號 105 年 4 月份起航兩航次

靠泊基隆、台中、高雄及花蓮的環島航程，105 年 1 月份定案。針對臺灣

郵輪航線的發展，天海郵輪提供 3 點建議： 

（一） 簡化簽證程序，以利郵輪業者的招客作業。 

（二） 提供相關獎勵補助措施。 

（三）  提供彈性的旅遊選擇，例如 4月份的環島航線，讓遊客可以選擇

在基隆港下船入境，透過陸上自由行，最終在花蓮港上船出境；

如此將使旅遊內容更加多元化，亦能促進地方觀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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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12 月 29 日(星期二) 

一、 上午拜會太湖國旅公司劉劍執行總監、曾郭亮副總經理，由臺中市觀光

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進行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輪經濟圈

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對本市郵輪

觀光推動策略進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中臺灣特色觀

光資源。對方表示曾包船海娜號航行至臺灣航程，獲得市場良好的反應與

評價，同時臺灣的觀光景點也較日韓更具特色，對於臺灣郵輪觀光市場深

具信心，建議洽詢臺灣地區合適且具有承辦郵輪旅遊經驗之旅行社，共同

討論開發適宜營運模式，例如開發兩岸 Fly-Cruise 營運模式。 

二、 下午拜會皇家加勒比遊輪公司張加力副總經理、劉巽良博士，由臺中市

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進行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輪經

濟圈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對本市

郵輪觀光推動策略進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中臺灣特

色觀光資源。對方提及 2015 年起深圳到香港轉日本旅客，即可用護照出

國，並用郵輪船票代替港澳通行證(必須回旅客戶籍地申請)，省去港澳通

行證申辦及費用，大大提高便利性;臺灣目前入台證辦理手續太長，縮短

了郵輪航程銷售期，影響業者安排臺灣行程的意願，解決簽證問題迫在眉

睫。另建議建議台中市政府或相關單位可於航程中辦理行銷推介會，讓旅

客於下船前便深刻了解當地的旅遊特色或知名美食餐飲，有助於旅客上岸

後對城市觀光的全面性體驗。而參訪團亦邀請皇家加勒比及相關旅遊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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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踩線並體驗城市觀光。 

三、 下午又前往拜會地中海郵輪公司楊蕾總經理、李妍市場部經理，由臺中

市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進行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輪

經濟圈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對本

市郵輪觀光推動策略進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中臺灣

特色觀光資源。對方表示 105 年地中海郵輪公司將首次進入亞洲市場，預

計由「抒情號」(約 6 萬總噸)以上海港為母港，營運上海至日本、韓國航

線。該船已由北京凱撒旅行社進行包船銷售，包船期間為 105~106 年，

預計兩年內開闢近百航次。該船營運航線由凱撒旅行社主導，航程是否能

改變由租船方決定。關於航線開闢，對方提出主要考量因素如下列三點： 

(一) 包船旅行社的意見與要求。 

(二) 泊位預訂的情況，是否已訂妥合適泊位。 

(三) 航點間的航行距離，與航程天數的規劃有關 

第四天 12 月 30 日(星期三) 

一、 上午拜會中聯運通公司陳洪輝董事長、林慶唐總經理、丁偉副總經、沈

琦經理、胡廣兵副經理。由臺中市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

進行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

經濟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對本市郵輪觀光推動策略進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中臺灣特色觀光資源。 

二、 中聯運通控股集團成立於 103 年，公司屬小型企業，但營運靈活度較大，

財務包袱較低；從長遠觀察，貨櫃業務成長有限，必須朝向多角化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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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務包括船代(起家業務)、投資、航運(中聯、晶品-第三方支付、煜

江-支線業務) 、電商、物流等五大業務板塊，當中航運業務以營運兩岸

航線為主軸，臺灣比重較大，而高雄港是目前最主要的作業港口。航線經

營策略採取艙位一半公用、一半自用，並與其他航商如山東海豐有業務合

作。中聯航運立場較為中立，沒有預設要特意發展哪個港口的目標，貨源

運往哪個港口，航線安排依靠市場機制，未來將以紮實的兩岸航線為基

礎，加強二、三線港口服務項目。 

 

 

第五天 12 月 31 日(星期四) 

上午拜會上海港務集團嚴俊總裁、金存樑總經理、孫豐總經理、黃海東總

經理、周嶠總經理，由臺中市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代表臺中市政府進行

簡報，介紹臺灣於亞洲郵輪經濟圈的定位，以及臺中港納入亞洲郵輪經濟

圈的必要性。亦特別針對本市郵輪觀光推動策略進  行說明，並規劃 6

到 8 小時船下遊程，力推中臺灣特色觀光資源。對方提及下列內容： 

一、 上港集團有通關協調及上海地區銷售渠道的優勢，而臺灣方負責供貨，

尤其是台中市政府可以匯集中臺灣七縣市的產品，更增加貨源的多樣化及

穩定性與真實性，初期先小規模的經營，再循序漸進擴增營運量，此議題

值得進一步研商。 

二、 為能在物流、跨境電商、農特產品、郵輪的各項業務中尋求雙邊合作機

會，參訪團邀請上港集團等相關業者到臺灣踩線，實地體驗城市觀光風貌

及在地美食佳餚的特色；而中部七縣市已完成觀光資源整合，對於農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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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部分行銷也可以採取同樣的策略，以擴大業務能量。 

三、 在郵輪業務方面，郵輪市場大，但目前呈現供給過多、價格低，致營利

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營運也相當具有挑戰，因此上港集團對於

進入郵輪市場需要審慎的評估，目前先就購置適宜之船型進行討論，後評

估適當時機投入市場，倘投入營運，臺灣將是航線開闢首選，惟當前臺灣

地區簽證的手續繁瑣，必須先行溝通解決；兩岸郵輪航線需要通過北京政

府的批准，上港集團可以全力協助，共同提升兩岸郵輪產業市場。 

四、 中國港口郵輪協會由上港集團主導，每年均會邀集中國、香港地區相關

郵輪港埠共同參與港口配合事項會議，未來臺灣地區建議臺灣國際郵輪協

會理事長吳勛豐先生代表參加。 

參、心得  

一、 郵輪相關業者一致認為中國與臺灣具有緊密的歷史淵源，亦擁有相近的

語言及文化，臺灣又具備眾多的觀光景點及特色風景，是多數中國民眾非

常嚮往的旅遊地區，市場商機龐大，相關郵輪業者對於開闢臺灣郵輪航線

也極具興趣及意願。 

二、 業者雖看好兩岸郵輪觀光市場，但礙於當前兩岸郵輪旅遊簽證程序繁

瑣，大幅縮短業者銷售期間，造成業者沉重的銷售風險與財務壓力，因而

阻礙業者開闢兩岸郵輪航線的意願。 

三、 為發展郵輪市場經濟，亞洲鄰近國家如日本及韓國目前均對中國郵輪旅

客提供免簽證，郵輪業者及包船旅行社在郵輪開航前 48 小時尚能進行航

程販售，商品銷售期較臺灣航線寬裕許多，也因此吸引全球郵輪業者紛紛

開闢中國至日本、韓國的航程，日本、韓國郵輪泊位因而供不應求，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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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檔。 

四、 後續鼓勵業者推出 Fly-Cruise 或是行程中包含島內自由行(例如搭乘郵輪

於基隆港入境→臺灣島內自由行→於高雄港搭乘郵輪出境)的旅遊模式，

有助增加郵輪商品多元性。適時邀請郵輪、旅行社等相關業者前來臺灣進

行觀光踩線行程，實地體驗臺灣各地之旅遊風情與在地文化、美食特色，

有助於該業者後續進行旅遊商品之包裝及行銷。 

 

 

肆、建議 

一、 持續行銷本市各地城市觀光景點，推廣適宜郵輪旅客 6-8 小時城市觀光

旅遊行程，以增加郵輪業者及包船旅行社對於開闢、銷售臺灣郵輪觀光的

意願。 

二、 針對郵輪觀光客，辦理郵輪迎賓表達本市歡迎之意，亦可與旅行業者搭

配，於船上發放觀光宣傳文宣摺頁，提前讓旅客了解城市觀光風貌，有助

於旅客上岸後深入體驗城市風光，並促進當地觀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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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12/28拜會公主號郵輪，簡報七縣市觀光資源 

 

參訪後與公主郵輪公司合影 

 

12/28下午拜會天海郵輪 

 

交通部觀光局駐上海辦事處李嘉斌主任 

(左一)陪同拜會天海郵輪 

 

12/29上午拜會太湖國旅簡報行銷 

 

參訪後與太湖國旅全體合影 

 
12/29下午拜會皇家加勒比郵輪公司  

 

 
皇家加勒比郵輪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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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下午拜會地中海郵輪公司  
地中海郵輪公司全體留影 

 

12/30上午拜訪中聯運通公司 

 

中聯運通公司熱烈歡迎本團參訪 

 

參訪團與中聯運通會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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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31日拜會上海港務集團 

 
會後參訪團與上海港務集團全體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