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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重大成果 
（資料截止日 100/9/30） 

壹、 救災階段 
莫拉克颱風警報發布，觀光局及所屬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立

即啟動災害應變機制，清查各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各縣市

政府所轄遊憩據點、受莫拉克颱風侵襲受損之縣、市旅館

及民宿災損狀況，彙整統計災損與重建需求。同時在「台

灣觀光資訊網」（taiwan.net.tw）建置「88 水災後景點現況」

專區，除列出未受風災影響的景點並隨時更新受災景點聯

外鐵、公路修復情況及未營業合法民宿名單，供民眾參

考；觀光局另亦透過各種管道向國際媒體發送訊息，導正

國際視聽，降低各客源市場旅客來台疑慮，並鼓勵其來台

旅遊。  
一、迅速掌握災情  及時應變處理 

（一）重大成果：莫拉克颱風打破諸多降雨紀錄，惡水及土

石流肆虐南部及東南部地區，造成台灣部分著名觀光

景點蒙受災損，或聯外交通中斷，觀光局所屬茂林、

阿里山、及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內觀光景點及服務設

施亦遭重創，受災慘重。在第一時間掌握災情後，觀

光局即啟動相關應變機制，一方面全體動員分責聯繫

觀光業者，瞭解受災情形，彙整統計各業別、各縣市

之災損與重建需求。另一方面亦同步清查受災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遊憩據點及公共設施之災損情形、督導各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所轄遊憩據點之環境整理工

作、協調縣市政府辦理受損遊憩據點及公共設施清查

工作，並據以擬定觀光產業重建計畫。 
（二）具體效益：應變迅速，減少災情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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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98 年 8 日 10-20 日疏運颱

風期間滯留山上的遊客計 43 人，包括外籍遊客 2
名、香港遊客 2 名、大陸遊客 16 名及台灣遊客 23
名。 

2.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98 年 8 月 9-10 日緊急僱用挖

土機清通茂林鄉入口漂流木及淤積砂石以供民眾避

難及各救災單位進出災區。 
二、導正國際視聽 台灣旅遊安全無慮 
（一）重大成果：台灣遭逢 50 年來最嚴重水災，國際媒 

   體大篇幅報導災區情況，為避免媒體報導影響國際 
旅客來台旅遊意願，觀光局主動透過各種管道向國際

媒體發送訊息，並主動透過觀光局 10 個駐外辦事

處，對外告知台灣水災災損區域多為偏遠地區，國際

旅客經常旅遊路線未受影響，觀光旅館亦正常營運提

供服務，台灣旅遊仍相當安全： 
1. 98 年 8 月 15 日於國內、外主要媒體發佈「台灣主

要國際觀光景點未受莫拉克颱風影響」可安心旅遊

之中、英、日文新聞稿，隨時更新最新資訊，並透

過觀光局各駐外辦事處及海外送客旅行業者向消費

者提出說明，讓業者安心持續送客、消費者安心訪

台旅遊。 
2. 配合辦桌活動於 98 年 8 月 18 日邀請日、韓、港星

馬、歐美國際媒體 58 人來台採訪，除報導台灣旅遊

安全無虞訊息外，並安排造訪國際旅客前往之觀光

景點實際瞭解。 
3. 於 98 年 8 月 28 日至 8 月 30 日新加坡秋季旅展

（NATAS）及 9 月 4 日至 9 月 6 日馬來西亞秋季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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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MATTA）透過業者大型展銷會、旅展及展前工

作會，邀請台灣東南亞地區觀光代言人宣傳台灣主

要景點未受颱風影響訊息，降低新馬地區民眾來台

旅遊疑慮。並於展場進行「安心」宣傳活動，大幅

度宣揚台灣景點未受影響，並持續加碼予業者共同

進行廣告分攤促銷南台灣旅遊行程。 
4. 98 年 8 月共邀請 152 位媒體及 59 位業者來台取材

報導及進行熟悉之旅。 
5. 98 年 9 月 15 日於香港舉行「HOT」關懷之旅及「溫

馨台灣行-美食農莊健康遊」記者發布會，與旅行社

及航空公司共同簽署推出關懷之旅及週邊活動，重

振市場信心；另與業者合作包裝南台灣關懷之旅，

募集香港地區旅客參加。 
6. 98 年 9 月 17 日舉辦東京「台灣說明會暨懇親會」，

進行安全、安心宣言宣傳，向與會媒體、業者宣佈

台灣各地主要風景區並無遭受 88 水災之影響，日本

旅客可安心來台旅遊。 
（二）具體效益：導正國際視聽，降低各客源市場旅客來 
      台疑慮，並鼓勵其來台旅遊。  
三、景點現況即時更新 網站同步周知 
（一）重大成果：為讓旅客掌握各觀光景點交通狀況及開

放情形，觀光局在「台灣觀光資訊網」（taiwan.net.tw）

中建置「88 水災後景點現況」專區，除列出未受風

災影響的景點之外，亦隨時更新受災景點聯外鐵、

公路修復情況及未營業合法民宿名單，供民眾參

考；此外，為方便大陸人士查閱，大陸人士來台觀

光熱門景點現況亦公布於簡體版，藉由觀光資訊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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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揭露，讓組團社及旅客方便及放心安排來台行程。 
（二）具體效益：即時週知各界旅遊景點資訊，降低各界 
      疑慮，安心來台旅遊。  
四、景點災損盤點 確立重建方向 
（一）重大成果： 

1. 就交通可及地區即刻進行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所轄受

損遊憩據點及公共設施清查工作。 
2. 協調縣市政府辦理受損遊憩據點及公共設施清查工

作，並完成縣市政府觀光類復建工程會勘及審議作

業，協助地方著手進行觀光遊憩環境重建工作。 
3. 督導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所轄各項災區遊憩據點

之淤泥清理及環境整理工作。 
（二）具體效益： 

1. 配合聯外道路修復進度，於 98 年底完成輕災區各項

遊憩設施及環境清理工作。 
2. 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遷移至賽嘉樂園（臨時辦公

室），持續提供遊客即時服務。 
貳、 重建階段 

觀光局為輔導災區業者有效率的推動重建工作，除與相

關旅館公會及民宿協會溝通了解災損狀況外，並成立重

建輔導單一辦理窗口，由專人專責協助業者有關重建諮

詢及申請作業等。 
另積極推動各項觀光市場復甦措施，在觀光局不斷努力

下，下半年來台旅遊市場未受莫拉克颱風災情影響，表

現仍然亮麗， 98 年來台旅客達 439.5 萬人次，成長率

14.3％，成為亞太第一。 
一、 保持暢通聯繫  協助業者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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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成果：自莫拉克風災發生，觀光局立即瞭解掌 
握觀光遊樂業、觀光旅館業、旅館業及民宿的受災情

況，並統計受災家數及損失金額。為輔導災區業者有

效率的推動重建工作，除與相關旅館公會及民宿協會

溝通了解災損狀況外，並於 98 年 8 月 21 日現勘廬山

地區交通狀況並與廬山溫泉協會陳秘書長及巫執行

秘書等業者瞭解實際狀況及需協助事項、98 年 8 月

26 日現勘東埔地區交通狀況並與東埔溫泉觀光促進

協會羅理事長及當地業者座談須協助事項、98 年 8
月 31 日現勘台東地區交通狀況並與台東溫泉觀光促

進協會歐理事長及業者座談需協助事項經瞭解需求

後，成立重建輔導單一辦理窗口，由專人專責協助業

者有關重建諮詢及申請作業等。 
（二）具體效益：主動聯繫各相關旅館公會、民宿協會及業 

者溝通了解災損狀況及重建需求，成立重建輔導單一

辦理窗口，協助觀光產業業者儘速回復營業，截至 100
年 9 月底已受理 9 家觀光旅館、305 家一般旅館及 250
家民宿 97 年度房屋稅補貼申請案，審查通過核撥金額

計 3,721 萬 7,913 元；並有 32 家旅館及 43 家民宿向金

融機構申請莫拉克颱風受災觀光產業紓困貸款，融資

貸款金額為新臺幣 3 億 109 萬元整。本局截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止，補貼利息計新臺幣 1,021 萬 2,098 元整。 
 

二、融資紓困 推廣行銷 促進產業復甦 
（一）重大成果：訂定紓困辦法 協助觀光產業重建並推 
      動各項觀光市場復甦措施： 

1. 98 年 8 月 25 日召開香港 30 家旅行社會議，針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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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新整理，推出行銷廣告及辦理各階段性活動，

重振市場信心。 
2. 98 年 9 月 17 日至 20 日香港辦事處舉辦「溫馨台灣

行－美食農莊健康遊」與台灣 12 家農場及休閒農場

協會及 10 家旅行社攤位及 5 家航空公司，展開災後

推廣促銷活動。 
3. 98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參加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

與日本長榮航空合作，推動「元氣台灣」旅遊產品，

召開台日觀光促進協議會幹事會，轉知旅行社業

者、航空公司台灣國際景點旅遊安全，研商送客計

畫。 
4. 輔導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辦理

「美麗台灣、發現之旅」活動，號召全台千名旅行

業者及各大媒體於 98 年 9 月 25 日至 98 年 9 月 27
日參訪高雄縣市及屏東縣內遊憩環境良好之知名景

點，進而促進旅行業與當地觀光相關產業合作，推

出旅遊新產品，創造國內旅遊商機。 
5. 於 98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與台灣自行車產業

合作辦理「台灣騎跡 2009 鐵馬自由行活動」，邀請

500 名國際旅客來台體驗 5 條騎乘路線，包括台北淡

水八里、南投日月潭、花蓮七星潭、台東池上及屏

東大鵬灣，讓國際旅客除透過自行車騎乘體驗台灣

各地不同的美麗風光外，亦讓國際旅客及媒體瞭解

著名旅遊景點現狀，提振國際旅客來台市場。 
6. 於 98 年 9 月 26 日至 11 月 22 日於中埔吳鳳公園舉

辦「重建大阿里山-農特產品展售」活動，邀請因莫

拉克颱風受災的農特產品業者下山擺攤，希望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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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市設攤方式，幫助農民促銷轄區農特產品，協助

早日完成重建家園的工作。 
7. 98 年 10 月 15 日邀請五月天假香港東港城辦理「浪

遊高雄、漫遊府城、墾丁 So Good」新聞發佈會，推

出優惠來台旅遊專案（優惠期間：98 年 10 月 16 日

-12 月 31 日），齊力行銷南台灣。 
8. 98 年 10 月 17 日於知本溫泉區舉行「2009 台灣溫泉

美食嘉年華啟動儀式暨台東溫泉祭」，後續（活動期

間 10/17-2/12）於全台溫泉區包括新北投區、金山萬

里、東埔、廬山、南北港溪、關子嶺、安通、瑞穗、

谷關等均將陸續企劃辦理溫泉美食系列活動，以創

造冬季泡湯風潮及商機。 
9. 98 年 10 月 24 日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舉辦「揮

別 88 奮發再發」活動，藉由阿里山公路（台 18 線）

重新開放一般小客車通車及配合相關活動，協助阿

里山觀光業者重建信心，早日迎回觀光客。 
10. 98 年 11 月 7 日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與瑪家鄉公

所結合霧台、三地門 2 鄉共同參與方式辦理「2009
年歌謠季-勇士之歌」，以文化體驗闖關集章送好禮、

手工藝、農特產品展售、傳統歌謠團體比賽、勇士

之歌－勇士舞交流競賽、第三屆公主勇士選拔賽、

DIY 體驗活動：皮雕、琉璃珠彩繪、童玩（竹槍、

竹蜻蜓）製作，整合連結災後觀光資源協助災後觀

光產業復甦。 
11. 98 年 11 月 21 日茂林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辦理高屏

山麓重建向前走‧鼓願」關懷感恩晚會活動，晚會

活動參與人數逾 1500 人參與。吸引平面及電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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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達 20 則以上，並向各界宣告災後到寶來地區道

路已暢通無阻，吸引遊客重回寶來旅遊。 
12. 輔導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98

年 12 月 18 至 20 日辦理「美麗台灣、發現之旅」千

人出遊活動，號召全台千名旅行業者及各大媒體參

訪花蓮縣及台東縣內遊憩環境良好之知名景點，進

而促進旅行業與當地觀光相關產業合作，推出旅遊

新產品，創造國內旅遊商機。召全台千名旅行業者

及各大媒體參訪「四重溪、墾丁及高雄旅遊路線」、

「知本旅遊路線」、「廬山、東埔旅遊路線」等遊憩

環境良好之知名景點，進而促進旅行業與當地觀光

相關產業合作，推出旅遊新產品，創造國內旅遊商

機。 
13. 99 年 3 月 1 日推動「台灣好行-阿里山好行聯票」

活動，遊客反應熱烈,帶動另一波阿里山旅遊熱潮。 
（二）具體效益： 

1. 截至 100 年 9 月底已受理 9 家觀光旅館、305 家一

般旅館及 250 家民宿 97 年度房屋稅補貼申請案，審

查通過核撥金額計 3,721 萬 7,913 元；並有 32 家旅

館及 43 家民宿申請莫拉克颱風受災觀光產業紓困

貸款，融資貸款金額為新臺幣 3 億 109 萬元整。本

局截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止，補貼利息計新臺幣 1,021
萬 2,098 元整。 

2. 在觀光局不斷努力下，下半年來台旅遊市場未受莫

拉克颱風災情影響，仍有亮麗表現，並將國內旅遊

市場的影響降至最低。 
二、訂定重建計畫 積極推動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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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成果：配合經建會所規劃重建分區等級，整體評

估觀光地區受災據點之復建必要性及重建順序後，研

訂「阿里山國家風景區莫拉克風災復建計畫」、「茂林

國家風景區莫拉克風災復建計畫」及「地方政府觀光

建設復建計畫」等 3 案計畫，並據以編列特別預算新

台幣 531,306 仟元執行。 
（二）具體效益： 

1. 阿里山國家風景區部分，逐步重建區內三大遊憩系

統：台 18 線公路（石棹、奮起湖及公路沿線景點）、

鄒族地區（達邦、特富野、里佳、樂野及山美、新

美、茶山）、西北廊道（瑞峰、瑞里、太興、仁壽及

太和、來吉、豐山）等之景點設施，提振觀光產業。

截至 100 年 9 月底鄒族地區、瑞里仁壽太興及周邊

地區災害復建工程工程進度達 100％；野薑花溪災害

復建工程進度 96%，預計 100 年年底前完工。 

2. 茂林國家風景區部分，逐步重建遊客服務據點，建

設轄內六鄉特色遊憩據點，並保存當地原住民文化

與景觀，重建六龜鄉寶來、不老溫泉區，推動茂林

紫蝶幽谷紫斑蝶生態保育與維護工作，賡續推展轄

內各觀光資源，營造便捷且友善旅遊環境。 
3. 地方風景地區部分，補助雲林縣、南投縣、台南縣、

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及台東縣等受災較嚴重之

地方政府進行遊憩據點重建工作，有效改善受災風

景地區之旅遊環境與遊憩服務機能，進而活絡地方

觀光產業，重振地方經濟。 
參、 重建展望（行銷推廣，榮景再現--重建區觀光旅遊推廣）    

99 年 4 月觀光局除了加速執行各個觀光產業重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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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為儘速恢復各重建地區觀光旅遊活動及促進當地經

濟榮景，觀光局就重建會所篩選出的 12 個產業重建示範

點擬定「重建區觀光行銷推廣計畫」，並以「媒體先期報

導」、「媒體及旅行同業參訪」、「啟動真情巴士」及「產

業活絡活動」4 項策略作為計畫主軸，期能以各項行銷推

廣活動，為當地注入觀光活水，再現各地觀光榮景。 
一、媒體先期報導 
（一）工作內容：依各永久屋建設完成期程、產業復甦及

導入等整體重建情形，持續規劃媒體報導，運用各

類媒體及新聞局協助提供之通路露出，展現政府災

後重建成果，及提供當地觀光旅遊資訊。藉由媒體

行銷，將當地觀光產業展現給國內、外旅客。99 年 
6 月 25 日阿里山通行大巴、6 月 26 日甲仙大橋通車

活動及 100 年 6 月 4 日新發大橋暨寶來遊客中心

啟用活動均造成熱烈迴響，充分展示政府積極重建

執行力及效率。 
    （二）預計效益或成果： 

1. 99 年 6 月 25 日阿里山通行大巴士，觀光局暨阿里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推動「1 人 1300，愛上阿里山」

優惠活動，邀請民眾一起來阿里山，享受專屬阿里

山的極緻感官與心靈饗宴，並品嚐當地各村落的風

味美食，根據阿里山大門收費站統計，26、27 日前

往阿里山的遊客人數已逐漸回升。 
2. 99 年 6 月 26 日甲仙大橋通車，觀光局暨茂林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協助高雄縣政府辦理「甲仙大橋通車典

禮暨甲仙芋筍節」活動，藉由媒體廣宣，將當地美

景特色及農產品介紹給全國民眾，邀請民眾一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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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地方重建及觀光產業並，活動當日吸引大批遊客

人潮，當地店家業績至少提高 5 成。 
二、媒體及旅行同業參訪 
（一）工作內容：依照永久屋建設期程、產業復甦及導 

入情形邀請媒體與旅行同業到產業重建示範點參

訪，藉由實地踩線體驗，報導各地重建風華，提

供旅行業者遊程規劃參考。 
    （二）預計效益或成果： 

1. 99 年 6 月 25 日阿里山通行大巴及 99 年 6 月 26 日甲

仙大橋通車典禮 2 活動，包裝 3 天 2 夜之參訪行程，

邀請媒體、inbound 旅行社及旅行同業公會等單位前

往參訪。 
2. 辦理「100 年 2 月 26 日山美達娜伊谷重新開園媒體

行銷」，計有中時、聯合、自由、蘋果及警廣等媒體

記者前往園區踩線並採訪，報導達娜伊谷自然生態

公園，並於開幕期間於園區內第 3 區文化展示綜合

館設置展示專區，辦理靜態展示(包括皮雕、竹編等

原民手工藝)。 
三、啟動真情巴士 
（一）工作內容：邀請各地方政府考量道路交通狀況、重 

建情形、景點、商家及在地導覽解說…等元素，規

劃在地精緻行程，期能藉由便捷的交通接駁，讓遊

客深入體驗重建區重建過程及當地文化，促進重建

區觀光產業發展。 
（二）預計效益或成果： 
    1.「真情巴士 88 行」：為提振重建區產業活絡，觀光 

局於 99 年 7 月中旬到 10 月底推動「真情巴士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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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提供當地重建區一日遊覽活動，參加民眾只需自

費 88 元，就可搭專車暢遊旗山形象商圈、美濃鎮、杉

林鄉月眉大愛園區、甲仙鄉及寶來地區等，同時串連

周邊商家配合推出優惠商品促銷活動，要讓南橫觀光

榮景再現。 
      2. 
四、產業活絡活動 
（一）工作內容：藉由辦理導覽解說人員培訓協 
助災區民眾培養一技之長、辦理各種地方特色農特產、伴

手禮、手工藝展示行銷等市集活動，行銷當地農特產及手

工藝品，活絡災區各項產業之發展，及溫泉美食嘉年華相

關配套行銷活動、鄒族歌舞展演活動，提供文化產業展演

舞台等活動，協助災區發展觀光產業重建。 
  （二）執行成果： 

1. 98 年 11 月 20-21 日辦理【2009 年三地門鄉排魯向前

走】觀光行銷活動，冀以強調族群文化特色，呈現

排灣及魯凱族群優美文化內涵，塑造具地方特色之

觀光活動，以應現代生態觀光的趨勢與潮流，重回往

日榮景。活動內容有社區行銷及農特產促銷活動、健

康飲食在部落 ina 的廚房、第 2 屆咖啡王子及紅蔾公

主選拔活動、感恩祈福晚會等觀光產業促銷活動。 
2. 99 年 11 月 15 日辦理「2010 南島族群婚禮系列活

動」，結合在地部落重新出發，形塑原住民世紀婚禮

成為主題觀光活動，並邀請歷年參與的新人「回娘

家」，一起回味婚禮的感動，還特別舉辦兒童傳統情

歌比賽、外籍配偶傳統歌謠比賽展現多元文化的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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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99年 11月 20日推動溫泉美食嘉年華相關配套行銷

活動，於六龜鄉寶來、不老溫泉區推廣「山城花語

溫泉季活動」，讓各界看見重建成果。 
4. 配合山美達娜伊谷自然生態公園復園營運，於 100

年 
5. 1 月至 2 月 17 日辦理「山美達娜伊谷觀光導覽人員

培訓」，課程項目計有社區組織重建、河川生態(含地

質、地貌認識)、生態旅遊、餐飲服務禮儀、國際禮

儀等計 30 小時培訓課程，參訓人數計 20 人次。 
6. 於 100 年 5-8 月辦理第 4 期解說志工培訓計畫，參訓    
7. 人數計 35 人次。，課程訓練包括室內研習課程、戶

外研習課程、戶外試講評鑑及實習課程，共有 34 人

結訓。 
8. 整合阿里山各社區及 25 家優質民宿業者共同辦理

「2011 阿里山新印象-星星相螢 光芒再現-與螢共

舞」，分別於里佳推出螢火蟲野放活動、頂笨仔推出

五星級賞螢活動(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星星、樹上的

星星、空中的星星及水裡的星星)、瑞里推出護螢活

動…等，並透過網路、媒體行銷推廣。 
9. 100 年 10 月 30 日-31 日辦理「2011 阿里山新印象-

神木下婚禮山海戀」，邀請 16 對新人共同參與見證，

藉此行銷大嘉義地區山與海的蜜月遊程。 
10. 100 年 11-12 月提供遊客優質步道，並結合社區產

業及季節特色，推出「2011 阿里山新印象-步道遊蹤」

3 場步道創意活動。 
11. 100 年 2-10 月分別協助特富野（特富野－戰祭）、

山美（達娜伊谷復園活動、達娜伊谷吊橋暨福美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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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啟用典禮）、里佳（88 風災重建之旅藍色部落 100
年度螢星輝映）等部落辦理行銷推廣活動。 

12. 辦理「2011 阿里山日出印象音樂會」嘗試以庶民

音樂加入歌謠比賽之優勝庶民歌手，共同歌詠「阿里

山日出印象」，活絡災區地方觀光產業經濟。 
肆、 附件（已辦理之新聞宣傳成果，例如：新聞稿、宣傳摺

頁等文件資料檔案併請檢附，以不超過 30 份為原則） 

序號 名稱 
發布時間 
(年/月/日) 

備註 

1 
台灣的國際級觀光景點未受災損新

聞稿 （中、英、日文版）                                                                                                                                                                                                                                                                                                                                                                                                                                                                                                                                                                                                                                                                                                                                                                                                                                                                                                                                                                                                                                                                                                                
98/8/14  

2 香港經濟日報（台南南霸天美食） 98/9/5  
3 明報（台南小吃-啖啖鄉里情） 98/9/14  

4 
中央社-電子報（台灣在港辦農莊美

食節吸引港人赴台旅遊） 
98/9/15  

5 
明報新聞網-電子報（台南推千元 3
日遊 限百人） 

98/9/15  

6 
香港明報（台南推千元 3 日遊 限百

人） 
98/9/15  

7 觀光資訊月報（9 月刊） 98/9/15  

8 
中國窗網（南台灣平價旅遊套餐招港

客重振旅業 1000 元暢遊 3 日 2 夜） 
98/9/16  

9 太陽報-電子報（＄1,000 遊南台灣） 98/9/16  

10 
成報（災情漸受控制 齊為台灣加油 
超低價千元遊台南 3 日） 

98/9/16  

11 
星島日報（台港辦三優惠 推廣寶島

旅遊） 
98/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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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名稱 
發布時間 
(年/月/日) 

備註 

12 
報（阿里山景點搶修 最快月底重開 
南台灣千元三日遊吸港客） 

98/9/17  

13 星島日報（＄1,000 台灣祈福之旅） 98/9/17  

14 
今日新聞-電子報（提振觀光 觀光局

集結港澳展開「南台灣加油祈福之

旅」） 

98/10/5  

15 
青年日報-軍事新聞網（南台灣祈福

之旅 港澳遊客為國人加油） 
98/10/6  

16 
人間福報-電子報（港澳媒體人 為台

灣災民祈福） 
98/10/7  

17 香港新報（台南風雨後 墾丁一聲笑） 98/10/14  
18 觀光資訊月報（10 月刊） 98/10/15  

19 
中國時報（交通部觀光局台灣好行全

台輕鬆遊） 
99/6/26  

20 
中國時報（主題遊程優惠多 愛上阿

里山） 
99/6/26 

 

21 聯合報（阿里山大巴森鐵一路通） 99/6/26  

22 
聯合報（歌舞茶餐迎賓 體驗鄒族文

化） 
99/6/26  

23 
台灣新生報（大巴復駛 阿里山遊客

回籠） 
99/6/29  

24 聯合晚報（甲仙大橋，通車） 99/6/26  

25 
中國時報（甲仙大橋通車 南橫觀光

再起） 
99/6/27  

26 中國時報（平埔特色 自然人文與美 9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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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名稱 
發布時間 
(年/月/日) 

備註 

食之旅） 

27 
中國時報（交通部觀光局多管齊下重

建觀光路線） 
99/6/27  

28 
自由時報（交通部觀光局真情邀請-
甲仙大橋通車 山城有喜） 

99/6/27  

29 自由時報（甲仙芋筍節 美味待品嚐） 99/6/27  

30 
民視新聞（甲仙大橋通車 觀光客回

流） 
99/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