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觀光」潛力領域工作計畫
交通部

壹、 戰略目標
一、 透過吸引新南向國家旅客來臺，擴大我旅遊服務
業及周邊產業之輸出，提升國內產出及就業水
準。
二、 透過觀光面向之軟性交流，增加新南向國家與我
國人民間之好感、熟悉感及認同感，以營造新南
向產業人才發展、醫衛產業發展、創新產業合
作、農業發展及青年交流各旗艦計畫之合作基
礎。
貳、 背景說明
一、 新南向旅客快速成長：105 年來臺旅客 1,069 萬人
次，其中新南向 18 國旅客來臺 178.9 萬人次，成長
15.3%，占比 17%；106 年 1-6 月來臺旅客 512.4 萬
人次，其中新南向 18 國旅客來臺 110.3 萬人次，成
長 37.4%，占比 22%，市場快速成長。
二、 新南向主要客源市場：本部觀光局依據各國人口
數、簽證待遇、航點航班、出境旅遊潛力等因素，
擇定東協 10 國及印度、不丹為新南向主要客源市
場，並區隔為主力市場(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
新加坡)、成長市場(印度、印尼及菲律賓)及潛力
市場(緬甸、柬埔寨、寮國、不丹、汶萊)，各市場
106 年 1-6 月成長率均較 105 年表現較佳。(詳如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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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南向主要客源市場(東協 10 國及印度、不丹)

表
2 新南向主要客源市場來臺情形

三、 新南向國家旅客來臺簽證：18 國當中 4 國(澳洲、
紐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來臺觀光免簽、2 國
(泰國、汶萊)試辦免簽至 107 年 7 月 31 日、1 國
(菲律賓)適用個人電子簽、7 國(印度、印尼、菲律
賓、越南、緬甸、柬埔寨、寮國)適用有條件免簽
及旅行團電子簽、2 國(不丹、斯里蘭卡)得申請一
般觀光簽、3 國(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尚未
開放觀光簽。

2

圖 1 新南向國家旅客 106 年來臺簽證現況
四、 觀宏專案(旅行團電子簽)實施情形
觀宏專案自 104 年 11 月實施以來， 申請團數及
人數均呈現成長，106 年 1-6 月越南申請人數占比
90%。
表 3 觀宏專案辦理情形

五、 觀光產業人力需求：
(一) 旅遊業人才需求：
依據 105 年觀光產業人才供需調查統計，旅行
業對於當前人才供需狀況之看法，認為人才充裕之
廠商百分比為 14 %；認為供需均衡之廠商百分比為
56 %；認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為 30 %。產業界
反映面臨的人才問題多為基層缺乏穩定人才、基層
人力素質不足、欠缺能經營多樣性客源的人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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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欠缺能發展多樣化產品的人才。
(二) 導遊制度檢討：
截至 106 年 3 月 1 日甄訓合格導遊計 41,203 人
（含外語導遊 10,670 人及華語導遊 30,533 人）
，領
有執業證者計 38,684 人。考量來臺旅客人次逐年成
長，其中東南亞國家經濟實力逐年提升，東南亞地
區的新富階級及穆斯林旅客已成為重點開拓客源。
因此，部分稀少語言導遊人數包括韓語、印尼語、
越南語、泰語等需求亦隨之增加，後續應優先就少
數語言導遊人力缺口補足、導遊考照制度，並就推
動導遊結合在地導覽人員新制，就導遊分類或分級
化、現行導遊與地方導覽人員（解說員）整合等構
想，與旅行公會、導遊工協會、地方旅遊團體及地
方政府召會協商形成推動共識。
(三) 觀光關鍵人才養成：
本部觀光局針對觀光產業人才培訓需求，並為
了拓展國際視野，引進先進管理思維，自 99 年至
103 年連續 5 年辦理「菁英養成計畫」，累計培育
381 位菁英赴國外訓練觀摩。104 年起辦理 4 年期以
中高階主管為培訓對象的「觀光產業關鍵人才培育
計畫」，106 年安排前往赴澳洲訓練觀摩。
參、 推動期程：106 年 6 月至 107 年底。
肆、 推動策略
為順應全球化、數位化、在地化及永續化之國際觀
光趨勢，依據台灣永續觀光發展綱領，研提四大推動策略
（迎客、導客、留客、常客），針對新南向市場提出 6 大
作法，期 2020 年來臺旅客維持千萬人次，其中新南向市
場占比達 25%，即 250 萬人次目標，並使遊客體驗台灣在
地文史與生態。惟國人接待新南向旅客應有的準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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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南向各國文化、歷史、風俗習慣的認識，避免因誤解
造成旅客負面印象，仍有待加強。目前教育部已增加新南
向國家文化與歷史等於高中以下課程之比重，在社會教育
方面，建請由教育部及文化部等規劃推動，增進國人對新
南向國家，尤其是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印尼等國之認
識。推動作法如下：
一、 開拓新興市場，增設駐外據點：
為掌握亞洲客源成長趨勢，以此基礎深耕市場，亞
太市場當中，南向市場的東南亞及南亞將是下一波重點
成長；鑑於該市場中產階級崛起，家庭出國旅遊風氣漸
盛，我競爭者如韓國、香港等均設多處據點深耕，爰
此，為落實多元市場開拓及佈局南向觀光策略，本部觀
光局規劃 106 年於東協市場洽設辦事處或連絡處。
二、 推動地方深度旅遊，越在地越國際
(一) 花東門戶方案（花東永續旅遊自主門戶整合行銷
計畫）
本方案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研提草案，經 106
年 4 月 20 日行政院召開「花東地區觀光業扶助研商會
議」決議，將透過「定期包機補助」
、「花東藍色公路遊
程補助」
、「創意旅遊活動計畫」
、
「整合行銷參展及推廣
計畫」等子計畫，投入預算促進花東永續旅遊發展。
(二) 促進南高屏澎觀光發展方案
持續辦理「輔導旅行業轉型拓源計畫」及「國內旅
遊整體行銷推廣案」
，補助國內旅遊業創新行程，邀請
來臺全球買家考察南高屏澎，運用節慶連結生態旅遊－
「澎湖秋瘋運動季」
、「部落觀光嘉年華」
、「生態交通全
球盛典在高雄」等活動。
在國際宣傳促銷與獎勵面，加強南高屏澎國際宣傳
行銷作為，包括廣告、邀請海外媒體及網紅來臺採訪報
5

導、旅行業者及觀光組織考察、參加海外重要國際旅展
時，加強南高屏澎生態主題露出，協助南高屏澎業者組
團赴海外辦理觀光推廣活動，加強推廣區域特色觀光亮
點。研訂 Fly Cruise 境外遊客獎助要點，發展高雄郵輪
母港計畫，以及國內旅行社包裝安排國內段飛航恆春機
場獎助等。
(三) 推動山‧海部落旅遊
部落文化及生態為在地涵養深厚的無形資產，本部
觀光局為推廣「來作部落客」的概念，除聯合所屬管理
處推出部落嘉年華展演活動，鼓勵分享部落文化，今
(106)年起由阿里山風景區管理處試推「山‧海部落試
遊程」計畫，連接「原森」
、「原聲」
、「原樂」設計遊
程，邀請企業代表、意見領袖、網紅及在地達人等試遊
與推薦，透過分享、交流並搭配銷售通路，推廣部落觀
光。
三、 結合友臺組織，推動企業獎勵旅遊，體驗在地特
色：
【協辦：外交部、經濟部、僑委會、內政部移
民署】
(一) 擴大推廣：
向駐在國臺商協會推廣，辦理海外僑營旅遊業者
推廣臺灣觀光參訪團，於國外商展、臺灣形象展及旅
展等活動中，推廣企業來臺舉辦獎勵旅遊。
(二) 簽證優惠及通關專櫃
新南向國家臺商企業員工 5 人以上可透過觀宏專
案申請簽證入境臺灣，得享免簽證費優惠，並獲發 30
天單次停留簽證。在機場通關部分，自 106 年 6 月起
針對臺商企業獎勵旅遊開設入境專屬查驗櫃檯，加速
臺商企業員工來臺入境通關。
(三) 優惠行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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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航空為配合推廣台商企業返臺獎勵旅遊，初
步先以越南來臺獎勵團體為試辦對象，祭出四天三夜
低於美金 500 元之專案優惠且兼顧旅遊品質之行程，
以吸引臺商返臺辦理獎勵旅遊。另本部觀光局已洽請
華航及長榮航空包裝泰國臺商企業來臺獎勵團體優惠
行程。
(四) 企業獎勵旅遊優惠措施：
本部觀光局訂定「推動境外獎勵旅遊來臺獎助」
，
針對來臺停留四天三夜以上、人數達 50 人之境外企業
(包含臺商企業)獎勵旅遊團體，依規模提供每人新臺
幣 400-800 元之獎助，新南向國家再加碼提供迎賓宴
及文化表演獎助或參訪地方特色文史據點，加強爭取
臺商企業返臺舉辦員工獎勵旅遊之宣傳力道，六都直
轄市亦推出獎勵旅遊優惠措施，提供特色伴手禮、票
券，或祭出住宿優惠、場地或晚宴等之贊助，由該局
整合配套訊息，提供協辦部會對外宣傳推廣。
四、 鼓勵結盟南向，強化觀光資訊應用：【協辦：經濟
部、教育部、文化部、農委會、僑委會、原民會、客委
會】
(一) 協力推廣：
106 年辦理 26 場次南向各國旅展參展及推廣會，並
擴大連結經濟部、教育部、文化部、僑委會、農委會、原
民會、客委會，以及委託臺灣觀光協會及中華國際會展協
會組團赴海外推廣。107 規劃 32 場次，擴大邀請地方參
與，行銷城市年度國際活動，如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臺
中花卉博覽會等。
(二) 郵輪一程多站&Fly Cruise
持續參與亞洲郵輪聯盟（ACC）活動、參加重要郵輪
展（羅德岱堡郵輪展）、提供境外郵輪來臺獎助，並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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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宣傳管道加強推廣，安排國際郵輪商及臺灣接待旅行
社進行踩線探勘，協助各港口縣市岸上行程優化。另配合
彎靠來臺郵輪數量增加，爭取國際航商以臺灣為母港，刻
正草擬 Fly-Cruise 獎助要點，期能與郵輪公司協力爭取更
多外籍旅客來臺搭乘郵輪。106 年麗星、公主郵輪相繼以
高雄為母港開闢航線，其中麗星郵輪首度與亞洲郵輪聯盟
合作開發出「菲律賓佬沃/馬尼拉-臺灣高雄-香港」航
線，並自 3 月 21 日起開航香港、馬尼拉及高雄航點，而
公主郵輪規劃自 10 月份開闢 3 條航線，結合高雄空港優
勢及航空公司能量，帶進更多新南向客源。
(三) 建構觀光資訊平台
本部觀光局已完成臺灣觀光資訊網站新南向語言手機
版(馬來文、印尼文、泰文及越南文)，並因應數位化及行
動通訊之趨勢，預定升級改版該網站，以自由行旅客為主
要使用對象。與知名旅遊網站 tripadvisor 合作，取得景點
評論內容，搭配大數據輿情分析工具，瞭解遊客行為偏
好，提供後續智慧觀光推動參考依據，據以制訂符合遊客
需求之觀光政策，提昇觀光品質與動能。串接本部觀光局
網頁，取得台灣玩好卡、遊覽車 GPS、社交媒體（粉絲
團）等數據源資料，期運用人工智慧（AI）進行更精準之
旅客特性與趨勢分析。
五、 區域串連，連結產學合作：【協辦：客委會、文化
部、故宮、經濟部、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移民署】
(一) 發展在地生態旅遊，結合臺三線客庄文化:
2017 生態旅遊年結合客庄觀光，推廣浪漫臺三線，擴
大向港星馬客家族群推廣，與港星馬旅行社合作產品廣
告，推出 7 條台灣好行路線及優惠套票、32 條台灣觀巴套
裝路線，在地生態 2 日遊體驗遊程，深度體驗「浪漫台三
線」客庄豐富的人文風情，感受慢食、慢活、慢遊。
8

(二) 增加穆斯林友善餐旅供給
結合教育部鼓勵技職教育開設清真課程，勞動部規劃
餐飲訓練職類加入清真料理之課程，利用現行新住民就業
輔導平台、地方政府就業輔導單位及新住民團體宣導，協
助投入餐旅服務。透過「臺灣清真產業推廣中心」蒐集及
整合清真市場經貿訊息，並協助國內業者取得國內外清真
認證，推動建構穆斯林友善環境。整合地方政府如台北、
高雄、台南、台東等穆斯林餐旅認證資訊向海外行銷，並
配合宣導台灣清真產業推廣中心規劃之 Google 定位顯示週
邊清真認證資訊功能，便利旅客及接待單位搜尋符合需求
之餐廳與旅宿。
(三) 旅遊輔助人員訓練及導遊輔導考照訓練：
為培養新住民在地解說導覽技能，106 年與高雄餐旅大
學簽訂合作協議共同辦理「稀少語旅遊輔助人員訓練」，並
規劃辦理北、中、南、東 4 區訓練課程，針對熟稔東南亞
語之新住民、僑外生，施以旅遊專業知識與解說技巧，預
計培訓 200 人。在增補稀少語別導遊(馬來文、泰文、越南
文、印尼文等)方面，106 年分北、中、南、東 4 區辦理，
自 5 月中旬至僑外生就讀重點學校與新住民相關協會舉辦
10 場說明會，輔導高中職以上畢業之新住民及僑外生參加
導遊考試，預計培訓 200 人。文化場館如臺灣博物館、故
宮及故宮南院等培訓新住民提供導覽解說服務，除服務新
南向國家旅客，亦有助增加國人多認識新南向國家文化及
歷史。
六、 加速推動免簽，減少簽證障礙：【外交部】
106 年簽證放寬措施如下：
(一) 泰國及汶萊國民來臺免簽證措施延長試辦 1 年至 107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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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試辦予菲律賓國民來臺免簽證措施，為期 1 年。為求
行政作業之周延與協調程序之完備，原訂自 6 月 1 日
起試辦之菲律賓國民來臺免簽證措施將延後開辦，確
切實施日期將於本年 9 月間公布。
(三) 擴大「東南亞國家人民來臺先行上網查核系統」(有
條件式免簽)適用條件：針對印度、印尼、菲律賓、
越南、緬甸、柬埔寨與寮國國民，凡持有我國過去 10
年內簽證(不含勞工簽證)或居留證且無違常紀錄者，
自 106 年 6 月 1 日起得於內政部移民署網頁填寫申請
表後，獲發多次入境憑證。
(四) 提升予斯里蘭卡及不丹之簽證待遇：自 106 年 6 月 1
日起該兩國國民得申請觀光簽證來臺，且申請商務簽
證得無須再由在臺業者出具擔保。
(五) 開放印度、斯里蘭卡、孟加拉、尼泊爾、不丹及巴基
斯坦等南亞 6 國商務人士，自 106 年 6 月 1 日起經外
貿協會駐當地機構之推薦者，得適用申請電子簽證。
(六) 自 106 年 7 月 1 日起，放寬持汶萊 CI 旅行證來臺就
學僑生得申請居留簽證，試辦 3 年。
伍、 亮點成果
推動策略

協辦部會

預期亮點呈現

1. 增設駐外據

外交部、經

106 年於東協市場洽設辦

點，開拓新興

濟部、外貿

事處或連絡處

市場

協會

2.推動地方深

原民會



度旅遊，越在

促進包機東台灣、深度
遊程分享、宣傳

地越國際



促進南高屏澎遊程包裝
及推廣



山海部落遊程試遊、分
享、優化

10

推動策略

協辦部會

預期亮點呈現

3.結合友臺組

外交部、經

107 年目標 1.2 萬人次

織，推動臺/華

濟部、僑委

商企業獎勵旅

會、內政部

遊

移民署

4.鼓勵結盟南

經濟部、教

向，強化觀光

育部、文化

資訊應用

部、農委



公私協力推廣 107 年 32
場次



郵輪一程多站&Fly

會、僑委

Cruise：107 年目標 2.5

會、原民

萬人次

會、客委會



107 年臺灣觀光旅遊資訊
網站(含手機版)升級改
版，更便利自由行旅客使
用

5.區域串連，

客委會、文

連結產學合作

化部、故

7 條台灣好行路線及優惠

宮、經濟

套票、32 條台灣觀巴套

部、教育

裝路線，在地生態 2 日遊

部、勞動

體驗遊程。

部、內政部





移民署

浪漫臺三線：106 年推出

穆斯林友善餐旅：106 年
清真料理課程開班、整合
中央及地方穆斯林餐旅認
證資訊向海外行銷。



培訓旅遊輔助人員及導
遊：106 年預計培訓 200
人旅遊輔助員、培訓 200
名新住民及僑外生報考導
遊。

6.加速推動免

外交部

106 年推動菲律賓旅客來
11

推動策略

協辦部會

預期亮點呈現

簽，減少簽證

臺觀光免簽。107 年進一

障礙

步研議評估放寬其他心南
向國家旅客來臺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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