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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為促進臺中、上海兩地民間觀光旅遊文化經貿交流，擴

大旅遊互訪及商務發展，臺中市政府組團赴上海地區進行交

流、參訪、觀摩，透過雙方深度互動與瞭解，建立兩地間平

等、互惠、信賴的廣泛性合作模式，奠定兩地觀光文化經貿

交流的良好基礎。 

 

貳、  出國人員名單 
   臺中市政府成員名單 

所屬機關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局長 林筱淇 

統籌推介會籌備與執行事宜、

出訪期間指揮督導拜會參訪交

流等事宜。 

主任秘書 林鴻文 

督辦推介會籌備與執行事宜、

出訪期間督導執行拜會參訪交

流等事宜。 

科長 饒栢丞 

督辦推介會籌備事宜、出訪期

間督辦拜會參訪等單位聯繫對

口及協調事宜。 

股長 陳鈞堯 

推介會場佈置及場控、貴賓及

媒體接待，禮品物資整備並蒐

集拜會單位對於臺中旅遊的意

見、活動拍攝紀錄。 

約僱 游麗鳳 

推介會場佈置、貴賓及媒體接

待，禮品物資整備並蒐集拜會

單位對於臺中旅遊的意見、活

動拍攝紀錄。 

 

參、  目的 

一、  奠定兩地觀光文化經貿交流的良好基礎： 

上海人口眾多且境外旅遊消費力驚人，目前上海人口超過 2,600

萬，與中臺灣近 700萬人，合計 3,300萬人口基數，是兩地發展觀

光旅遊之重要利基。2019 年上海常住人口人均 GDP 已超過 2 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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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出境與國民旅遊人均消費金額在中國各城市排名均為第 1。透

過雙方交流、參訪、觀摩，深度互動與瞭解，建立兩地間平

等、互惠、信賴的廣泛性合作模式，奠定兩地觀光文化經貿

交流的良好基礎。 

二、 居中促成兩地經濟/文化/觀光/農業合作： 

透過雙邊民間業者深度交流與瞭解，帶動臺中與上海觀光和經貿文

化交流，以及旅遊客源互送之契機。 

三、 加速上海臺中直飛航點復飛進程： 

短期目標以恢復臺中-上海節慶包機航點，中長期目標為促進兩地

海空航點全面開展，帶動觀光、商務發展新氣象，力拼兩地觀光、

商務直航每年 50萬旅次。 

 

肆、  過程 

參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內容 備註說明 

8/4 

(日) 

0955-1205 搭機前往上海浦東(長榮) 集合地點：桃園(航程 2h 10mins) 

1300-1430 前往飯店車程  

1430-1530 

安曼納卓悅酒店 check-in 

(Amara Signature 

Shanghai)  

長壽路 600號 

1730-1930 上海市台辦餐敘 

洽談議題：台中上海節慶包機直航、

2020台灣燈會邀展、上海花車交流 

窗口：上海市台辦李副處 

8/5 

(一) 

0930 0920飯店集合出發  

1000-1100 拜會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 
洽談議題：觀光旅遊業交流、兩地旅

遊送客合作 

1200-1330 午餐 

上海文旅局金雷副局長 

窗口：上海文旅局：晁瑞 科長  

地點：上海貴都大酒店 2樓金鳳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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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1500 

拜會臺旅會上海辦事處 

(交通部觀光局駐上海辦

事處) 

拜會吉祥航空公司 

商務部總經理 譚鋒 

西藏中路 168號 總部大樓 10F, 1002

室 

窗口：臺旅會蘇宇宏主任、吳碩文秘

書 

1700-1830 

臺中觀光推介會(致詞、交

流、簡報推介) (上海安曼

納卓悅酒店 5樓 1號廳) 

 

1830-2030 

臺中上海觀光交流餐敘 

(上海安曼納卓悅酒店 5樓

1號廳) 

 

8/6 

(二) 

1000-1150 
參訪吳淞口國際郵輪港公

司 
 

1200-1300 午餐  

1400-1600 

拜會攜程網公司(Ctrip) 

(金鐘路 968號 17號樓) 

窗口：王強副總裁 

 

1730-1900 晚餐  

8/7 

(三) 

0900 0900飯店集合出發  

1310-1505 
上海-桃園(浦東-桃園) 

長榮航空班機 
返回台灣台中 

參訪內容紀要： 

【8月4日(星期日)第一天】 

  本局參訪人員、臺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旅館商業同

業公會、臺中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產業故事館發展協會

、臺中市民宿協會及旅行業者代表等參訪團15人，上午至桃園國

際機場搭機前往上海，約於下午1時抵達上海，隨即搭車前往

下榻飯店辦理住宿手續，並於下午17時30分整備後前往與上海

市臺辦晚宴餐敘。相關訪談紀要如下: 

1. 有關臺中市政府期望促成臺中-上海於今年起節慶包機直

航乙事，請臺中市政府正式發函上海市政府，由上海市政

府轉請上海市臺辦向國臺辦陳報，俾憑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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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關臺中市政府邀請上海市參與2020台灣燈會佈燈及文

化展演乙事，上海市臺辦表示錄案研究辦理。 

3. 有關臺中市政府及旅遊相關業者殷盼臺中和上海雙方能

夠在自由行限縮的情況下，以增加組團社帶團客去臺中旅

遊住宿且停留多日乙事，上海市臺辦王立新副主任表示認

同，並將轉請上海市文旅局研究辦理。 

4. 上海市臺辦王立新副主任強調，航線開闢且能永續經營，

需請臺中市政府提供更詳細的調研數據資料，作為市場性

支撐之佐證。 

5. 建議臺中市政府就全年觀光旅遊產業收入佔當年臺中市

財政總收入或GDP之比例應有調研數據，以利作為施政基

期參考。 

 

【8月5日(星期一)第二天】 

  本局參訪團一行人於上午10時30分前往上海市旅遊行業

協會拜訪，經該協會許婷秘書長進行協會基本介紹簡報後，雙

方即針對有關臺中-上海旅遊產業目前發展情況及合作目標進

行交流討論，本局及本市旅遊相關業者代表強調，殷盼臺中和

上海雙方旅行業能夠在自由行限縮的情況下，以增加組團社帶

團客去臺中旅遊住宿且停留多日，臺中為臺灣中部地區交通樞

紐，中部地區700萬人口之市場不用擔心客源問題，透過雙方

業者對接研議合作細節，使上海遊客了解臺中觀光景點特色，

近期先就可執行之項目合作，未來自由行限縮政策調整放寬後

，再擴大長期合作發展。 

 

    結束拜會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後，本市參訪團一行人應上

海市文化和旅遊局邀約前往貴都大飯店進行午餐會，訪談紀要

如下: 

1. 有關臺中市政府期望促成臺中上海今年起節慶包機直航乙

事，上海市文旅局金雷副局長表示上海和臺中自復興航空

取消飛航後實為可惜，臺中地理位置佳，交通旅遊及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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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發達，包機直航合作建議可朝有旅行社之航空公司洽

談（如春秋航空）較為可行。 

2. 有關臺中市政府邀請上海市參與2020台灣燈會佈燈及文化

展演乙事，上海市文旅局表示以往4年上海市均配合參與臺

北燈節，亦將與上海市臺辦共同研究參與2020台灣燈會方

式。 

3. 有關臺中市政府及旅遊相關業者殷盼臺中和上海雙方能夠

在自由行限縮的情況下，以增加組團社帶團客去臺中旅遊

住宿且停留多日乙事，上海市文旅局金雷副局長表示，臺

中為台灣中部主要城市，除交通旅遊及產業表現突出外，

城市風貌及人情味尤其為特色，相較於臺北市，臺中與上

海差異大，適合作為上海出境旅遊推廣目標。 

4. 上海市文旅局金雷副局長強調，現行上海文化旅遊政策規

劃以1985-95年青壯族群（網生世代）為主要目標導向，因

為此族群就智慧財產權及文創等面向特別重視，臺中文創

及藝文產業結合之旅遊特色景點，如審計新村、國家歌劇

院等，非常符合上海推廣重點。 

 

    結束與上海市文旅局午餐會後，本市參訪團一行人分頭前

往拜會台旅會上海辦事處(交通部觀光局駐上海辦事處)及吉

祥航空公司，另本局部分人員先行返回下榻飯店進行推介會場

地佈置事宜。 

拜訪臺旅會上海辦事處訪談紀要如下: 

1. 有關臺中市政府及旅遊相關業者殷盼臺中和上海雙方能

夠在自由行限縮的情況下，以增加上海組團社帶團客去臺

中旅遊住宿且停留多日乙事，臺旅會上海辦事處吳碩文組

長表示，以目前大陸政策下，與當地官方及業者推動此部

份著實困難，但仍肯定臺中市率臺中旅遊相關業者拓展客

源之積極態度，臺旅會將儘力配合協助。 

2. 臺旅會上海辦事處表示，有關臺中旅遊活動等相關文宣摺

頁等資訊，請市府提供，臺旅會皆可協助露出行銷（如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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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公眾號）。 

 

拜會吉祥航空公司譚鋒總經理洽談今年起節慶定期包機及年

後定期包機可行性重點摘要如下： 

1. 林筱淇局長明確表達臺商與中臺中灣近700萬觀光客對於

上海臺中兩地今年起節慶包機與直飛的深切盼望，且表達

過去兩地航線即為黃金航線，在旅遊及商務市場性上甚為

穩固，期望吉祥航空可以盡力促成兩地直飛美事。 

2. 吉祥航空對於台中-上海兩地直飛樂觀其成，惟考量直飛

航線涉及陸臺雙方政治與民航機構等複雜因素，吉祥航空

表示，如時機成熟且相關條件容允，有極高意願投入兩地

直飛航線。 

3. 吉祥航空公司建議，如兩地節慶包機條件可行，可能會先

以窄體機試行，並且循澎湖包機模式加速進行，惟目前時

間急迫且受限陸客自由行限縮政策影響，中秋節包機是否

可行仍待確認。 

 

    本市參訪團一行人於下午4時回到下榻飯店(安曼納卓悅

酒店)完成觀光旅遊推介會會場整備工作，推介會流程如下表

，出席之上海旅遊業者及上海媒體對本市旅遊推介會簡報內容

豐富詳實均表示肯定，且認為適合作為上海旅遊業組團至台中

旅遊之推廣目標，本局除於現場提供紙本文宣外，並準備摺頁

文宣電子檔供上海旅遊業者、媒體記者朋友索取。 

  推介會流程表 

      時  間 流程項目 

16:30-17:00 貴賓簽到及迎賓接待 

17:00-17:05 主持人(介紹與會貴賓) 

17:05-17:10 臺中市觀光旅遊局長 林筱淇 致詞 

17:10-17:15 
上海市旅行業協會旅行社分會 

副秘書長 孫華偉先生 致詞 

17:15-17:30 觀光旅遊局觀光推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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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18:00 

臺中業者行銷宣傳簡報 

1. 臺中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廖泳淀  

2. 臺中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許志仁 

3. 臺中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鄭生昌  

4. 臺中市產業故事館發展協會理事長   吳德利 

5. 臺中市民宿協會理事長      陸冠全 

18:00-18:20 交流時間 

18:20-18:25 贈禮品/林筱淇局長-上海市旅游行業協會代表 

18:25-18:30 合影留念 

18:30-18:32 局長舉杯祝賀 

18:32-20:30 餐敘交流 

20:30- 贈禮送客 

 

 

【8月6日(星期二)第三天】 

  本市參訪團一行人於上午10時抵達上海吳淞口國際郵輪

港發展有限公司參訪，雙方訪談紀要如下: 

1. 上海吳淞口國際遊輪港發展有限公司高艷輝副總經理首先

進行簡報，並表示吳淞口郵輪港初期規劃即以興建大型國

際郵輪碼頭為目標，2008年開始興建，2012年開始營運至

今，目前已為亞洲第一大、世界第四大郵輪港，營運以長

三角為目標市場(佔比超過50%)，目前已是中國郵輪旅遊示

範港口，將帶動中國大陸沿海港口郵輪發展(如大連、青島

、廈門、廣州及海南等)。 

2. 本局詢問：吳淞口郵輪港目前可同時容納4艘遊輪停靠(包

含2艘15萬噸級、2艘22.5萬噸級)，今天就有三艘停靠，每

艘遊客數達5000人以上，其售票通路及模式為何？郵輪靠

港後短時間內遊客對外交通如何疏運？地鐵或捷運尚未延

伸至遊輪港，遊客陸上疏運是否會對目前擁塞的上海交通

造成影響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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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副總回應表示：郵輪售票與旅行業合作，主要由旅行社

配合以郵輪為主商品，推上海1日遊、2日遊等行程，以團

進團出方式為主要售票策略，交通接駁係搭配25輛免費接

駁巴士循環載送及轉乘高鐵等疏運為主，特殊狀況時配合

執行交通管制。 

3. 臺中市旅行業公會廖泳淀常務理事：吳淞口國際郵輪港公

司如何在郵輪靠港短時間大量遊客人潮下，快速處理通關

事宜?約需多少時間? 

高副總經理回應：目前客源90%為大陸國內旅客，出境通關

以身分條碼辨識系統(外國人則設立專門通關窗口)，4、5

千人出境通關僅需半小時即可完成，入境通關則以每3秒通

關檢驗一人之速度，一艘載有5000名遊客之郵輪，全部入

境通關只要二小時。 

4. 東風國際旅行社游世吉總經理：吳淞口郵輪港於2008年興

建，2012年開始營運至今之營運狀況如何？資金來源? 

高副總經理回應：本公司自2012年開始營運至今皆為獲利

狀況，資金來源全部由上海市政府及中央投資局出資，屬

政府公營事業。 

5. 本局詢問：吳淞口國際郵輪港公司2019年預期航次為235

艘，相較於2016年的479艘，減少2百多艘航次之原因為何?

未來公司營運發展目標為何? 

高副總經理回應：由市場反應狀況來配合調整公司營運規

劃，目前雖已締造郵輪高峰潮，但相較其他旅遊交通方式

，遊輪推廣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目前規劃興建中之港區

預計於2021年完成，將會再創另一波郵輪旅遊高峰。 

     

 

 

本市參訪團一行人於8月6日下午14時抵達上海攜程網

(Ctrip.com)公司參訪，雙方訪談紀要如下: 

1. 攜程網公司王強副總裁表示:攜程網公司目前為亞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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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二的在線旅遊網，除大陸外，日韓港臺皆有設立分公

司，每日交易筆數:機票及酒店各約100萬筆、火車約200萬

筆，並結合大數據資料庫預測每日交易情況，且24小時全程

監控作業。 

2. 台中市旅館公會鄭生昌理事長：攜程之訂房網平台對於非法

旅宿業者是否會過濾?以臺灣為例，建議貴公司可要求將旅

館登記證納入旅宿業者與貴公司申請合作之資格條件，以杜

絕非法業者透過網路行銷與營業交易，保障住宿旅客安全;

另外，針對近期大陸政策限縮自由行旅客來臺，貴公司是否

有因應方案? 

攜程網公司回應:本公司有專門部門負責蒐集非法業者部分

，並將依政府部門相關制度辦理，目前大陸對於酒店(旅館)

管理法規面較完善，應不是問題，惟民宿為近期興起行業，

大陸目前較無完善法規依循，執行上確有難度。有關自由行

限縮至臺灣部分，因近期甫實施，且臺灣市場佔比目前不高

，本公司尚無針對此部分做專案研究。 

3. 東風國際旅行社游世吉總經理表示:希望貴公司加強宣傳團

客赴臺的可能性為何？ 

攜程網公司:相關產品上架部分是沒甚麼問題，可協助配合

。 

4. 台中市產業故事館發展協會吳德利理事長表示:除訂房、訂

機票之外，貴公司是否有針對觀光工廠、博物館等類景點之

產品上架銷售？ 

攜程網公司表示:目前已規劃有門票玩樂之商品類別，可以

將此類別產品上架在此。 

吳德利理事長:過去並沒有管道可以上架在這個全球最大的

網路旅遊平台，今天透過此交流，除了讓攜程網公司認識觀

光工廠的體驗產品，也獲得正面的回應，還建立了直接溝通

窗口，可有效降低媒合時間成本。 

5. 台中市民宿協會陸冠全理事長: 

(1) 臺灣民宿成長快速，目前全台民宿已有8000多家，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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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未來是否有針對臺灣民宿的部份規劃專區或設置推

廣窗口？ 

(2) 民宿經營特別重視與旅客之間的互動，通常會在旅客入

住前進行電話關心，了解旅客抵達時間、交通安排、用

餐與否或是否有特殊需求，以讓住宿旅客有家的溫馨感

，但有民宿會員反映，攜程網的訂單目前無法看到旅客

的聯絡電話，致無法在旅客入住前進行電話關心，因此

想了解是否可比照Booking.com提供旅客電話，以方便

於入住前聯繫？ 

攜程網公司: 

(1) 目前攜程網已開始規劃民宿專區，另有開發【途家】專

門進行民宿推廣，希會後與民宿協會建立聯繫管道，拓

展與臺灣民宿之合作。 

(2) 考量旅客隱私政策，目前暫時無法提供旅客電話給旅宿

業者，但還是會將此意見反映給本公司高層，並納入後

續考量規劃。 

6. 台中市觀光旅館公會許志仁秘書長: 

旅客線上評價已納入飯店業之KPI評比，惟對於個案反映不

合理的遊客，是否有相關審核機制？以不致於影響飯店業者

總評價。 

攜程網公司: 

本公司會了解遊客點評資訊，不尋常的部分會介入了解，與

事實常理不符會予以下架，但原則不會隨意刪除旅客評價，

以確保平台公正性。 

本局建議:可比照統計學做法，常態分布下之極端資料不納

入總評，較可呈現飯店服務品質評比之準確資訊。 

7. 本局詢問:攜程網公司線上平台未來5至10年目標方向為何

？可做為臺中旅遊相關業者配合之建議參考。 

攜程網公司:因應國際化向外發展趨勢，本公司海外資源佔

比高達35%，2018年已達7260億人民幣之交易額，將以超越

美國Booking為目標向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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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星期三)第四天】 

    本市參訪團一行人於早上9時30分搭車前往上海浦東國

際機場，搭乘下午1時50分長榮班機回臺，於下午4時抵達桃

園國際機場，下午6時30分返回台中。 

 

伍、  心得 

  本局在參訪期間與上海市文化旅遊局及民間旅遊行業協

會業者交流互動訪談過程中，了解到臺灣對於上海出境遊市

場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臺中觀光活動及景點特色，需

透過行銷策略加強推廣讓上海旅遊業及遊客了解，以作為旅

遊目的地而非只是路過，且須讓上海對臺中有更深一層之瞭

解與認識，非只停留在〝位於臺灣中部〞的刻板印象而已。 

 

    上海市文旅局表示，臺中為臺灣中部主要城市，除交通

旅遊及產業表現突出外，城市風貌及人情味尤其為特色，相

較於臺北市，臺中與上海差異大，適合作為上海出境旅遊推

廣目標。因此，建議可請臺中旅遊及旅宿各公協會合作推出

針對上海之團客、散客規劃遊程及包套，讓臺中成為上海市

民喜歡來、方便來的旅遊友善城市。 

     本局於8月5日下午舉辦臺中觀光推介會，吸引上海旅遊業、

航空業、媒體記者代表共計40多名到場交流，本局與本市各觀光旅

遊公協會、旅行業代表簡報行銷宣傳臺中觀光資源亮點，積極爭取

當地旅行社組團帶上海民眾到臺中觀光旅遊及參加節慶活動，同時

鼓勵上海出境遊業者包套區域、主題及精緻優質遊程，讓上海旅客

深度體驗臺中美好人文底蘊，此外透過推介會的反饋內容，感受到

身為公務員為臺中觀光盡一份心力被世界看見之成就感。 

    本市參訪團此行還參訪亞洲第1、世界第4大的郵輪港-上海吳

淞口國際郵輪港公司，以及亞洲第1、世界第2大的在線旅遊網

、佔大陸線上旅遊市場份額一半以上的大型旅遊網站-攜程網公司

，還有母基地在上海的吉祥航空公司等，分別就其郵輪旅遊經營策

略方式與軟硬體設施、網路旅遊平台之經營與大數據蒐集掌握、兩



14 

岸航空航線拓展等業務進行深度交流瞭解與觀摩學習，以作為臺中

未來觀光發展與推動之重要借鏡，收益良多，深刻體悟在資源有限

及環境條件限制情況下，我們更應具備創新的思維才可面對並解決

種種困難挑戰。 

 

 

陸、  建議及待推動事項 

一、  因應大陸自8月1日起暫停至台灣自由行的限縮政策，本府

更需以不同年齡層及客群為區別，研擬提供較適合、投其

所好的包套行程，並加強行銷臺中的特色旅遊遊程，例如

：中老年人包套的歷史文化景點、溫泉行程；年輕人的自

由行遊程，如:自行車、午茶、文創、夜市體驗行程，親子

族群定點旅遊、遊樂園行程等主題式遊程，如此定能增加

旅客到訪台中市觀光旅遊之意願。 

二、  大陸自8/1起雖暫停自由行，但有關醫療丶醫美或商務往來

需要者，只要憑證申請仍然可放行。 

三、  特別針對大陸重點城市進行銷宣傳，未來盼能為臺中市創造更多

觀光效益。當然，對於世界上其他重要城市，市府亦將努力推廣

臺中觀光旅遊。 

四、 奠定雙邊城市友好發展之基礎：透過2020台灣燈會邀燈，發展長

久性之雙邊城市友誼，有益推動兩地全面性之經貿/文化/觀光/

農業交流。 

五、 持續行銷本市各地觀光景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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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有關本府期望促成臺中-上海今年起節慶包機直航乙事，依

上海台辦建議，本府儘速正式函文上海市政府，由上海市

政府轉請上海市臺辦向大陸國臺辦陳報憑辦。 

七、 兩地民間觀光交流應持續進行，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建議可安排

於臺中或上海舉辦一場臺中與上海雙城觀光論壇，邀請中台灣七

縣市觀光產業參加，並請上海市台辦協助安排長三角各旅遊行業

參加，針對雙城觀光旅遊發展及合作經驗作專題分享，促進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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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互動。 

八、 雙城觀光論壇發展策略議題初步構想建議如下： 

1.雙城觀光資源整合及管理層面(文化、自然資源、體驗...產業

鏈）之探討 

2.雙城觀光旅宿業AI智慧科技及線上訂房（營運面及法規面探討

）之應用 

3.雙城民宿與地方創生結合之探討 

4.兩岸旅遊現況（困境）與未來展望（如遊輪觀光、修學旅行、

醫療觀光、節慶活動交流、旅展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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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參訪活動照片如下 

 
8/4上海市臺辦交流 8/4上海市臺辦交流-本局致贈禮品 

 
8/4上海市臺辦拜會全體合影 

 
8/5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簡報交流 

 
8/5上海市旅遊行業協會拜會全體

合影 

 
8/5上海市文旅局交流-本局致贈禮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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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臺旅會上海辦事處-本局致贈禮

品 

 
8/5臺旅會上海辦事處簡報交流 

 
8/5本市觀光推介會簡報交流 

 
8/5本市觀光推介會簡報交流 

8/5本市觀光推介會-全體合影 
 

8/5推介會後上海旅遊記者專訪 



18 

 
8/6吳淞口國際郵輪港公司全體合

影 

 
8/6參訪吳淞口國際郵輪港公司簡

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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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新聞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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