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客來臺自由行政策說明
100 年 6 月 22 日交通部(觀光局)

一、 大陸「團進團出」旅客執行情形
(一) 來台人次穩定成長，目標逾三千，創匯逾千億
1、自 97 年 7 月 18 日起全面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迄 100 年 5 月 31
日止，來臺陸客總人數為 351 萬 5,629 人次，以觀光目的申請
來臺的大陸團客為 235 萬 4,036 人次，經貿商務等其他目的大
陸旅客為 116 萬 1,593 人次。來臺觀光之陸客 97 年每日平均
300 人次，98 年每日平均 1,611 人次， 99 年每日平均 3,199
人次。
2、依來台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結果估算，自 97 年 7 月至 100 年
5 月底止，以 97 年大陸觀光客在台每日消費金額 295 美元、停
留 7 夜及匯率 31.52，98 年 232 美元、停留 7 夜及匯率 33.05，
以及 99 年 232 美元（依 98 年為設算基準）、停留 6.5 夜及匯
率 31.5 估算，全體陸客共創造新臺幣 2,033 億元（64.5 億美
元）外匯收入；觀光團體陸客則帶來新臺幣 1,197 億元（38
億美元）的外匯收入。
（二）逐步擴增開放省市地區及組接團社並調整每日平均來臺人數上
限，增進兩岸人民交流
1、大陸居民來台旅遊之省市地區由最早 13 省市逐漸開放至 25
省市，自 99 年 7 月 18 日起，已全面開放中國大陸 31 省市居
民皆可來台旅遊。每日平均來臺觀光人數上限自 100 年元月
1 日起調高為 4,000 人。
2、可辦理來台旅遊業務之組團社由最初 33 家增加為 146 家，至
今年 7 月 18 日已增為 164 家；台灣辦理接待陸客業務之接待
社，從正式開放前的 148 家，於開放後陸續增為 290 家，至
今（100）年 5 月底已增至 390 家。
（三）維護旅遊品質
1、訂定「旅 行 業 接 待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來 臺 觀 光 旅 遊 團 品 質
注 意 事 項 」及管考機制，督促業者維護旅遊品質。
2、調節景點流量：在本局網頁建立熱門景點人數預報機制，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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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流量控管並協調故宮博物院；建立有效的團體參觀預約機
制，同時延長故宮及 101 觀景台開放參觀時間。
3、重視陸客反應：自 98 年至 100 年，本局接到陸客感謝函共 526
件，書面的糾紛申訴案 41 件，並依據陸客反映、意見等資訊，
查處接待社的接待品質責任。
4、源頭蒐訊控管：為從組團源頭控管接待品質，本局按週蒐集
組團社在大陸廣告報價的情形，當查核發現低價行程即將臺
灣接待社列為查核重點，另按月送請海旅會協助查察團費過
低的組團社。
5、查核機制環環相扣：本局事前將團體入台的行程資料，從住
宿、用膳、用車的情形評定等級，對於等級低之旅行團則鎖
定為在台期間查核對象，派員全程觀察瞭解，並定期到機場、
景點、購物店等地查核是否推銷自費行程、接待品質是否符
合規範，住宿旅館等級有無變更，遇有旅客申訴或發生任何
異狀，立即派員處理。
6、實施獎勵配額及檢舉獎金：本局為鼓勵旅行社提高接待品質，
訂定獎勵配額辦法，對於符合標準之優質旅行社另核給獎勵
配額，不受到公告每日陸客數額及每家業者每日送件數額的
限制；至今已有 11 家旅行社獲得獎勵配額，帶動市場的良性
發展。同時訂頒獎勵民眾檢舉旅行業違反旅遊品質檢舉獎金
實施要點，全民監督業者。
7、加強服務銀髮族：大陸各省市來台觀光客源落差縮小，省市
分佈比例已趨均勻，陸客平均年齡 52 歲，性別分佈女性占 5
成 5，男性 4 成 5，顯示來台陸客年齡偏長，我方在接待上業
注意中高齡層需求以及加強開發年輕旅客群；除結合優質旅
行業及旅館業共同重塑來台行程，規劃養生、樂活的優質行
程外，亦加強隨團導遊對於銀髮族旅遊保健與照護的專業知
識，以及突發病況處理等課程。
（四）陸客逾期滯留比率極低
自正式開放至 100 年 6 月 20 日止，發生 63 起共 76 人次大
陸觀光客逾期停留且行方不明事件，目前已緝獲 42 人，違規逾
期滯留率約為 10 萬分之 3，與鄰近開放大陸觀光客之國家相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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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
（五）互設辦事處。
「台旅會」與大陸「海旅會」互設辦事處，為大陸居民來台
旅遊建立更積極、及時、直接的溝通應變平台；台旅會北京辦事
處開設迄今一年多，直接面對旅客諮詢達數千人次，並已積極建
置與組團社訊息聯絡機制，俾利於第一時間將台灣旅遊景點新動
態、交通訊息、獎勵優惠措施等傳遞給組團社。
（六）開發多元旅遊產品，推廣分區旅遊
本局輔導旅行業規劃陸客來台之旅遊行程，由參觀日月
潭、阿里山、台北 101、故宮、墾丁、太魯閣等景點攬勝，進階
為分區、深度、多元的旅遊產品，為各類企業菁英、白領階級、
學生團體、獎勵旅遊、銀髮族群，量身訂作適合的旅遊行程，不
再僅有環島遊，其他如美食養生、健檢醫療、生態旅遊、郵輪觀
光、教育旅行等客製化旅遊商品，都能透過與組團社溝通，使來
台旅遊產品生命週期延長，永續發展。

二、 大陸自由行旅客預期效益評估
（一） 每日 500 人 x 365 天（一年）= 18 萬 2,500 人次。
（二） 以每日 500 人、停留 7-15 天、每人每日消費 245.43 美元、匯率
29 元計算，預計每年（365 天）帶來的外匯收入為 91 億-195 億。
（三） 開放陸客自由行，對臺灣觀光產業造成的影響。
1、 觀光局目前持續執行「觀光景點無縫隙旅遊服務計畫」，以旅客
旅遊需求為思考，與各縣市政府合作，啟動「台灣好行（景點接
駁）旅遊服務」
，輔導 10 縣市建置轄內重要、知名觀光景區旅遊
接駁服務，以便利自由行旅客造訪各旅遊景點，深刻體驗台灣在
地文化特色，並提供完善之旅遊交通服務及旅遊資訊諮詢。藉由
建置友善旅遊環境相關措施，將提高旅客至各景點之到訪率，帶
動周邊觀光產業與地方經濟發展。
2、 開放陸客自由行後，陸客可依自身消費能力，自行規劃旅遊行程
及安排食、宿、交通，預期陸客旅遊將朝都會定點向外擴展，並
朝分區化、多元化、深度化、短天數與年輕化的方向發展，將能
推升保健醫療、美食、溫泉、休閒農業、娛樂漁業、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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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程車業等相關產業發展，提升產業收益。

三、 旅客服務及旅遊安全
(一) 截至今（100）年 5 月底，觀光旅館 107 家、客房 25,569 間；房
間數在 50 間以上一般旅館為 668 家、5 萬 9,413 間房；房間數在
10 間以上的民宿 45 家、503 間房。據調查研究顯示，團體陸客住
宿觀光旅館占 19.42%、一般旅館 78.79%、民宿 1.79%，由於自由
行陸客來臺住宿地點較團體陸客能有更多樣選擇，為提供來臺旅
客舒適之住宿設施，積極鼓勵民間業者興建觀光旅館，預計 100
年至 102 年投資興建觀光旅館及一般旅館共 131 家，房間數 16,602
間，投資金額達新台幣 797.4 億元。總計自 97 年至 102 年，執行
中與規劃中之旅館業累積投資金額預估已超過 1,200 億元。

(二) 持續推動「觀光拔尖領航方案」之措施，辦理旅館星級評鑑，截
至 100 年 4 月 15 日止，已有 91 家旅館報名參加評鑑，其中有 51
家取得星級標章；另鼓勵舊有旅館及觀光旅館更新，轉型為可接
待國際旅客之住宿設施，補助其軟、硬體規劃設計費，95 年起至
99 年 12 月業補助 70 家旅館更新與改善軟硬體設施，補助金額計
新台幣 5,782 萬 2,175 元。

(三) 協助觀光產業全面提升品質，賡續輔導觀光產業取得獎勵觀光產
業優惠貸款，91 年至 99 年底，旅館業、觀光旅館業、觀光旅遊業
及旅行業核貸計 109 件，金額為新台幣 45 億 1,482 萬元。

(四) 另為因應開放陸客自由行，採行之相關推廣及準備措施包括：
1、 為避免陸客來台觀光自由行發生人身安全問題，除賡續目前發送
團體陸客之「大陸旅客台灣旅遊須知」
，另製作「自由行」陸客
在台旅遊聯絡卡，以提供在台協助單位之電話號碼等（例如：24
小時旅遊諮詢服務專線、緊急報案、緊急救護、證件遺失等聯繫
電話）
。
2、 印製台灣自由行申請須知及旅遊景點之宣傳摺頁，未來除分送試
點開放城市之組團社及大陸旅客參考外，並於專屬網站上放置相
關訊息。
3、 為強化台灣旅遊訊息提供，除增印深度遊、多元產品摺頁外，另
規劃旅遊專書與網站，運用社群功能提供最新旅遊訊息。
4、 成立「自由行聯合服務中心」，由各相關單位依權責派專人擔任
聯繫窗口，以提供旅遊服務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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