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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編號：C1 

問題一：政策執至今，此政策有無達成其預期的政策目標？ 

回答一： 

目前看來是沒有達到。因為此政策將觀光客分成三類，目前只開放第二類

與第三類的大陸觀光客，而且目前來台灣旅行對大陸而言仍然是非法的，事實上

他們來台灣都是偷偷摸摸來的。事實上，甚至有些大陸旅客在台灣意外死亡，而

屍體是偷偷運到新加坡，再運回大陸。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大陸旅行社偷

偷辦理來台灣觀光的業務，結果被查到，而這些旅行社也受到相關的懲處。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大家都把希望寄託在開放第一類觀光客上面。至於目前

開放的第二類與第三類觀光客的數量實在太少，而且有許多脫逃的情況。目前台

灣這邊的態度是：我們希望大陸觀光客能來，因此對於第二類與第三類觀光客的

管理是較為寬鬆的。但就是因為從寬開放，因此我們無法整合，無法查證審核大

陸觀光客所提供的資料是否正確屬實。因此，目前台灣的旅行社也不太敢去接待

第二類與第三類的大陸觀光團。 

 總之，就大陸方面而言，來台觀光仍是非法的；再加上第二類與第三類的觀

光客數量實在太少了，因此目前業者均處在觀望的角度，期待全面開放。因此，

目前此政策尚未達到其預期的政策目標。 

問題二：就您個人的看法而言，您認為影響此政策達成其政策目標的關鍵因素有

哪些？我國的旅遊品質、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或是安全管理機制是否為

影響此政策達成其政策目標的關鍵因素？ 

回答二： 

我認為第一個（我國的旅遊品質）跟第二個因素（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比

較有關係，至於安全管理機制則是屬於比較技術性層面的問題。其中最大的關係

就屬於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 

1. 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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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陸出境旅遊協議有兩個，第一個為協議為「開放為出國旅遊目的

地」，可是簽定這個協議不代表人民就可到這個國家，只是開放這個地區為出國

旅遊目的地，只允許商務、參展等目的；若要到那個國家觀光旅遊還需要簽訂第

二個旅遊協議「允許民眾自費出國」。 

目前台灣尚未與中國簽訂「開放為出國旅遊目的地」，也尚未簽訂「允許民眾

自費出國」協議。其中關鍵因素就在於兩岸關係，而兩岸關係目前的情況是處於

比較不好的狀態，因此大陸目前不願意跟我們簽訂觀光協議。此外，大陸也知道

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觀光，對於台灣的經濟是有很大的幫助，而變向也是在幫助

陳水扁，因此對大陸而言，開放大陸觀光客這項利多應該在最適當、對他們最有

利的時機來釋放。 

此外，目前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旅遊協議都是採取國與國的關係，那台灣跟

大陸簽訂旅遊協議究竟要採取哪種方式？如果要用國與國的方式，那大陸方面肯

定不同意。因此，要怎麼簽訂協議也是很大的問題。 

2.台灣的旅遊品質 

就旅遊品質而言，旅遊品質這種東西當然是見仁見智。不過有許多的大陸觀

光客去過阿里山、日月潭後就感覺不過如此，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好。當然這種

旅遊印象是會有影響，但是這種影響不大。因為，大陸人太多了！就算大陸旅客

回去後宣傳台灣不好玩，那種效果也不大。 

因此，就近期來說，第二個因素（簽訂旅遊協議）是最重要的；但就長期來

說，第一個因素（觀光品質）是更重要的！因為如果旅遊品質無法達到一定水準，

那台灣只能做一次生意（只能騙到一次旅客）。當然我們可以說大陸人那麼多，

只要來個一億人，我們生意就做不完了。但是這種旅遊品質是無法細水長流的。 

    而且現在大陸他們全歐洲（除了英國）也可以去了，美國可能今年就會開放

（因為美國 911 以後這幾年觀光業也不景氣）、而日本、韓國、整個東南亞、紐

西蘭、澳洲也都開放了。那他們其實會比較，他們來台灣的最大誘因其實是歷史

因素、情感因素、不能來的因素。因此在與其他國家比較之後，台灣的旅遊品質

也不能不提升了。因此，台灣的旅遊品質其實是個中長期的關鍵因素，例如：旅

遊服務、飯店、旅遊資源等…。 

3.安全管理機制 

至於安全管理方面，我認為比較不是個重要因素。因為像是日本就設定只開

放某幾個大都市（北京、上海、廣州）的大陸人民才能赴日觀光，而且還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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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的限制。因此就這方面而言，安全管理機制是較容易掌控的。至於為何我們

有那麼多的偷渡客，因為我們現在無法查證，而且大陸那邊也尚未開放，因此大

陸將所有逾期滯留等問題均推給我方。事實上，大陸觀光客到其他國家旅遊，大

陸方面可以控制、過濾，因為大陸方面也不希望旅客到其他國家滯留不歸，有損

中國的國家形象。所以目前大陸觀光客到別的國家跳機、落跑的情況有在降低。

例如：到歐洲的門檻很高、團費很貴、要有一定的財產證明、工作證…，那大陸

官方就可以查證、考核。因此，第三個因素（安全管理機制）比較不是影響此政

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要素。 

問題三：就您的看法而言，目前台灣的旅遊品質與旅遊資源方面具有哪些競爭優

勢與限制？我國的旅遊品質如何改善，以繁榮觀光產業，吸引中國人民

來台觀光，以達到觀光客倍增的目標？ 

回答三： 

我認為台灣旅遊在自然資源方面比較有限。例如：阿里山和日月潭是大陸觀

光客必看的景點，但是這兩個地方在 921大地震後，我們並沒有把它們修好。此

外，大陸入境旅遊方面已經是全世界第五名了，它的旅遊資源某種程度已經達到

國際水準了，因此我們不能再拿過去的水準來看他們；相對地，一些學者來台灣

觀光都發現台灣的旅遊品質有待加強：第一、攤販太多；第二、旅遊資源太粗糙；

第三、交通不方便；第四、住宿環境（如：阿里山）。 

    因此，我認為台灣的優勢在於把大陸旅客朝思暮想的景點規劃好。例如：阿

里山是大陸旅客指定必到之處，那他們到了阿里山當然想在那邊住宿，不希望來

一下就走。因此，如何增加那邊的住宿設施、設置不同層次的飯店民宿。去年曾

經有一上海商人想將日月潭的涵碧樓買下來，其實他們大陸人也已經注意到這個

市場（大陸旅客來台灣觀光）了。 

    其次，他們有興趣的是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東西，例如：蔣中正、張學良、張

大千等中國近代史的遺緒。 

此外，在自然資源方面，我認為花蓮海岸的潛力無限、具有國際水準。因為

大陸有很多內陸居民沒看過海，也沒有從事過海上活動、水上活動，這方面是我

們可以加強的。不過台灣從事水上活動是有限的，因為我們的東北季風太強了。 

不過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於－我們的團費太貴了。現在估計，大陸旅客來台

觀光的團費跟他們去澳洲的團費是差不多的，那他們就會去考慮。不過他們還是

會來台灣，只是要讓他們有值回票價的感覺。因此，價格與品質是否能夠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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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是相當重要的。 

目前台灣最主要的入境旅客是日本人，佔所有入境旅客的三分之二。不過值

得注意的是，大陸最多的入境旅客也是日本，因此我們與大陸是處於競爭的地

位。然而目前日本來台觀光的市場以處於飽和、衰退期的階段，因此我們的觀光

應該開放新市場。而新市場在哪呢？事實上就是對岸！因為要去吸引歐美觀光客

來台旅遊實在太困難了，可說是事倍功半。 

問題四：中國大陸與開放旅遊國家/地區均有簽定旅遊協議，我國是否應該積極

與中國協商，推動旅遊協議之簽訂？若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協議內容

應該包含哪些項目，以利達成此政策目標？請問您認為業者與大陸相關

單位協商會比台灣政府與大陸相關單位出面協商來的更有效率嗎？為

什麼？ 

回答四： 

 我認為簽定旅遊協議沒有那麼簡單。日本與中國簽定這個旅遊協議就花了五

年的時間來協商，因為旅遊協議很複雜，牽涉到許多面向，例如：非法居留的問

題、觀光客逃跑的問題、犯罪的問題、國家安全的問題、安全情報的問題、死亡、

疾病的問題、理賠事項…，這些都是非常複雜的議題，牽涉到公權力的問題，恐

怕不是業者能夠出面協商簽訂的。 

   那若是官方出面協商簽訂，可能由海基會、海協會來代表；如果一定要業者

出面，由於是牽扯到公領域的問題，可能也是由有政府授權的業者或協會來協商

可能較為恰當。不過大陸現在對海基會的態度可能比較負面，因為大陸認為海基

會其實就是官方。那我們可能可以採取這次包機直航的模式。其實兩岸觀光業者

的交流是相當密切的，可以利用他們長期累積的人脈，由台灣的旅遊業同業公

會，聘請相關官員當顧問，類似這次包機直航的模式，與大陸進行協商。亦即：

由民間出面協商，但是背後有政府官員當顧問。當然最好還是由海基會與海協會

出面協商，如果他們都不行的話，就由協會出面，再請政府官員當顧問，與大陸

進行談判，這是可能是比較可行的方法。 

  但是我認為，未來兩岸之間的旅遊模式可能會比較類似於港澳模式。目前大陸

的出境旅遊有三種：一種是出國（到別的國家去）；另一種是港澳模式；第三種

是邊境旅遊（如：韓國、俄羅斯...），這三種有不同的法律規定，有三套不同的

標準。那台灣我認為它會採取第四種，較特殊的兩岸觀光模式，會比較接近港澳

模式。就是簽證方面較方便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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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大陸簽訂旅遊協議應該要積極推動，但是就目前而言這是有困難

的。如果簽訂的話，協議內容就如同剛剛所說的，牽涉到許多複雜的議題，例如：

犯罪，是否遣返、是否在台灣判刑服刑…。未來若全面開放大陸旅客，來台觀光

者是形形色色的人。有資料指出，香港開放大陸旅客觀光後，犯罪旅是有增加的。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旅遊協議牽涉的內容不只包含旅遊業，也包含保險業、醫

療…。 

問題五：政策執行至今，已發生數次的跳機事件，因此，就您個人的看法而言，

目前的管理機制有無檢討之處？您認為有沒有更加合理、可行的安全管

理機制呢？能夠更有效地防止觀光客滯留的事件一再發生。 

回答五： 

我認為非法居留的問題還會發生，但是發生的頻率怎麼樣可能還不知道。我

認為解決的方法就是：開放大陸旅客、提高門檻（審核嚴格、保證金制度）、大

陸業者也須負擔連帶賠償責任。此外我認為未來（十年或二十年之內）台灣也不

能開放自由行，只能開放團體旅遊。香港之所以可以開放自由行是因為香港是中

國的一部分，再加上香港不大，因此要逃跑也不容易。那台灣雖然不算大，那是

也不小，因此我們還是以團體旅遊為主，不開放自由行的部分。 

此外，還有一些技術性的方法，例如：採用双導遊制。假如我們將開放大陸

觀光客政策視為是重大政策，那我們是否可以模仿泰國的 PATAYA，在郊區設置

大型的五星觀光度假村，內部有夜市、各種休閒活動、show，像個小城市。例

如在台北的郊區蓋一個很棒的度假村，晚上大陸旅客可在度假村內逛街、看表

演、購物…，這樣比較容易掌控。 

事實上白天的行程要落跑比較不容易，晚上的住宿是比較麻煩的。因為晚上

分房後，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動了，那如果真想逃跑也很難控制。那如果我們在北

中南設立飯店專區（如果客層量夠大的話），可以結合休閒、娛樂與購物，內部

應有盡有，既是一項好投資，也是一個很有技巧的管理機制。 

重點在於：政府有無重視這個政策，有無這種遠見。目前由於政策不明，不

知道何時才會全面開放，因此業者也不敢投資。例如：高雄的漢來飯店以為要開

放大陸觀光客來台了，就大規模興建，結果現在住房率不到三成。開放大陸觀光

客來台觀光的商機真的很大，當初業者估計若真的開放，台北的飯店是不夠住

的。但是現在這個商機是看的到、吃不到。 

問題六：您認為現在是否是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好時機，亦或還需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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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的配合，才能全面開放？ 

回答六： 

事實上，我認為何時全面開放是個政治議題，而非技術問題。就算我們剛剛

所提過的那些問題，都算是技術性問題，我們可以參考模仿其他國家的規定。因

此，只要兩岸關係一和緩，什麼都有可能。大陸現在對台政策（胡錦濤的對台政

策）－軟非常軟；硬非常硬。胡錦濤把政府與民間分開，政府層次堅持原則、態

度強硬；民間事務則盡量方便、開放。大陸知道開放大陸旅客來台觀光政策可以

拉攏民心，特別是可以增加台灣的經濟，幫助台灣的就業（特別是中南部地區、

原住民的就業）。 

此外，台灣的定位應該是屬於區域性的、亞洲性的旅遊目的地，要成為全球

性的旅遊景點應該不太可能，因此目前最主要的新市場應該就是在對岸。至於何

時是全面開放的好時機。可能要等到兩岸關係和緩。例如：這次的春節包機直航、

之後的貨物直航，再來我認為觀光應該會放在蠻前面的，因為它的政治敏感性比

較低。 

而且大陸也知道要討好台灣人民，最實際的就是開放中國旅客來台，因為一

開放就會帶動相關的產業發展，而且來台灣的有錢大陸人到了南部的消費力，也

可讓一些中南部死忠的台獨支持者對大陸產生較好的印象，可能進而對中國改

觀。因此，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政策也是大陸的一種統戰策略。 

目前大陸不只對台灣對世界各國也一樣，將中國觀光的開放視為談判的籌

碼。加拿大與中國大陸協商旅遊協議，已經協商了 3、4 年，但是加拿大讓達賴

喇嘛去參訪，因此大陸生氣而導致協商破裂。因此，大陸也會將這招套用在台灣

身上。 

過去是大陸觀光客想來，但是我們不讓他們來；而現在是我們希望他們能過

來，而他們不願放行。因此，目前仍未達到政治上良好的氣氛，而且雙方面仍在

試探對方的底盤。總之，全面開放是個政治議題，可以明天馬上開放，也可以一

直拖、一直拖。 

問題七：未來若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對台灣的社會治安、產業發展與國家安

全方面可能會帶來何種衝擊與影響？ 

回答七： 

1.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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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全面開放後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絕對是正面的。目前台灣的工業一直

在外移，而農業在加入WTO之後也遭遇很大的衝擊，那麼接下來最有發展可能

的就是服務業。一般說來，觀光業是勞力密集的高附加價值產業。因此一旦全面

開放可以帶動很多相關的就業機會，特別是：中高年齡者、沒有一技之長者、原

住民…。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觀光業有乘數效果，它帶動的不只是觀光產業，還

帶動藝品業、航空業、交通業、餐飲業…。 

2.社會治安 

    對社會治安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我認為這個影響若有一定的配套措

施，是可以防範的。不過配套措施的管理手段必須細膩，不要太粗糙，例如：剛

剛所提到的設置飯店特區，就不能讓人家感覺好像被關起來。再加上大陸旅客是

很敏感的，因此在設計配套措施時要相當審慎。我們應該設計出一種讓旅客覺得

舒服、舒適而且又便於管理的方法。 

   此外，在大陸旅客方面，除非是鄉村的農民、工人等中下階級的人民才會很

想來住在台灣，如果是現在的中產階級不見得會想來台灣居留。因此，我認為我

國政府不應該過於敏感，因為過於敏感、太緊張就會做出怪事情、怪的決策，例

如：晚上十一點晚點名。如果以後大陸將台灣開放成為自費旅遊地，他們也能夠

篩選審核旅客資格，我們也能篩選過濾旅客，如此一來，再加上適當的管理機制，

我認為社會治安並非是個大問題。 

3.國家安全 

我認為旅客對於國家安全也不會是個太大的威脅。因為目前兩岸交流透過相

當多的管道，例如：專業參訪人士，如果真的有可能來蒐集情資的話，這些專業

人士反而更專業。此外，觀光客來台灣的停留時間也不長，因此對於國家安全的

威脅影響也不大。因此，社會治安與國家安全方面與經濟發展的效益相較之下，

是不成比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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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C2 

問題一：政策執至今，此政策有無達成其預期的政策目標？ 

回答一：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此政策有達成部分的預期目標。只是在國家安全方面還

有待加強。事實上，唯有全面開放才能為國內的旅遊相關產業帶來實質的經濟效

益。因此我認為此政策可以再寬鬆一點。 

問題二：就您個人的看法而言，您認為影響此政策達成其政策目標的關鍵因素有

哪些？我國的旅遊品質、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或是安全管理機制是否為

影響此政策達成其政策目標的關鍵因素？ 

回答二： 

1.我國的旅遊品質           

國內整個旅遊業方面可以做個大改善，因為觀光業的本質就是個服務業，因

此需要更多的訓練、更多專業人才的投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旅遊設施方面應該

可以做的更好。日前的「國家發展計畫」中有提到「觀光客倍增計畫」，計畫在

2008 年我國入境旅客的數量有倍增的成長。因此我認為，不論是公部門或是私

部門大家可以一起合作，把旅遊服務相關的硬體與軟體做的更好。此外，旅遊品

質方面也要強調「精緻化」，才能夠真正吸引更多的觀光客前來台灣。 

2.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 

    我認為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也是影響此政策達成其目標的關鍵因素之一。但

是簽訂旅遊協議並不容易，首先牽扯到的就是政治的議題，大陸方面一定會要求

我們接受怎樣的地位、承認怎樣的共識才願意與我們進行旅遊方面的協議。不過

我認為，簽訂旅遊協議在短期上是有一定困難的。 

3.安全管理機制 

我認為安全管理機制是最主要的關鍵因素。因為我們不知道這些觀光客來台

的真正動機與目的為何，我們無法確定這些觀光客是否來蒐集情資。所以這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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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客可能會造成我們國防、治安等顧慮。 

我們從國外的許多案例也可看出，安全管理這個因素也是其他國家相當重視

的。因為許多人以觀光名義入境，入境後開始從事非法活動，甚至是跳機、脫團

等情事一再發生。就算最後政府找到這些逾期滯留的觀光客，這些找尋的成本、

安置的成本，甚至是更遠的遣返成本都是國家的一項財政負擔。因此，如果在安

全管理機制方面有一些較完善的管理辦法，我想此開放政策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問題三：就您的看法而言，目前台灣的旅遊品質與旅遊資源方面具有哪些競爭優

勢與限制？我國的旅遊品質如何改善，以繁榮觀光產業，吸引中國人民

來台觀光，以達到觀光客倍增的目標？ 

回答三： 

提到競爭優勢，比較明確比較可行的是：台灣社會非常和善、非常 friendly，

很親切，人情味濃厚。說實在的，中國大陸方面不論就自然景觀或是人文古蹟都

比台灣來的多。因此我認為最主要吸引中國觀光客來台旅遊在於「好奇心」，想

來台灣看一看，讓他們看看小小一個台灣也能有所謂的經濟奇蹟，人民生活富

足，甚至是高度的現代化與民主化。 

問題四：中國大陸與開放旅遊國家/地區均有簽定旅遊協議，我國是否應該積極

與中國協商，推動旅遊協議之簽訂？若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協議內容

應該包含哪些項目，以利達成此政策目標？請問您認為業者與大陸相關

單位協商會比台灣政府與大陸相關單位出面協商來的更有效率嗎？為

什麼？ 

回答四： 

我認為簽訂旅遊協議可以舉辦相關的研討會，邀請兩岸相關的學者專家、業

者，甚至是官方代表，大家一起腦力激盪（研討會的地點可以選在中國大陸或是

台灣），討論一些真正可行適當的協議內容。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是較實際的，因

為我們沒有必要一下子就去探討三通、直航的問題，而是採取漸進式的討論協商

方式，一起協議雙方都可接受的底線。 

至於協議的內容當然也要以雙方互惠為原則，我們不可為了龐大的經濟商

機，而任由中國大陸方面開出一些不合理的條件；或是大陸完全都遵照我們的看

法（當然以目前的情勢來看這種是較不可能發生的）。總而言之，旅遊協議應該

在雙方互利互惠、尊重平等的原則下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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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簽訂協議的代表應該包含產官學界，以及人民代表（例如：協會、組

織、第三部門），因為如果協商代表只是政府單位，中國大陸方面可能就不願意

與我國進行協商。總之，這個政策是涉及兩岸關係，因此永遠離不開政治這個範

疇，然而若只由官方代表出面，可能永遠卡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面的問題，而難以

有所實質上的進展。因此我認為這些協商代表應該由產官學界一起組成。  

問題五：政策執行至今，已發生數次的跳機事件，因此，就您個人的看法而言，

目前的管理機制有無檢討之處？您認為有沒有更加合理、可行的安全管

理機制呢？能夠更有效地防止觀光客滯留的事件一再發生。 

回答五： 

我認為安全管理機制是最有必要檢討的一個部分，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太多逾

期滯留不歸的案例發生。例如：之前有一些案例是大陸觀光客一抵達機場，導遊

還沒接到旅客，而這些觀光客人就不見了。因此我認為從旅客在出團前的申請，

一直到真的抵達台灣這個過程，都應該有一個更完善的方式或辦法來管理。而這

個更完善的管理辦法我想這是需要各部門機關的協調合作，例如：陸委會、觀光

局、海基會等。 

我認為現在的安全管理機制的問題不在於－不夠嚴格，而是不夠周全。我認

為從一開始的文件審核、抵達機場、景點觀光等程序，都應該要有人來負責管理

監督，例如：可以增加導遊人數（雙導遊制）、官員抽檢。因為有些民間業者可

能素質不良，為了賺取高額利潤，而放任中國旅客來台假觀光真打工的事件發

生。因此，我認為承辦中國觀光客旅遊的這些旅行社也都要經過嚴格的審核與相

關的規範，例如：現在旅行社必須繳交新台幣 100萬元的保證金。總而言之，我

認為預防勝於治療，事前文件的嚴格把關對於事後的安全管理機制的執行是有絕

對正面的幫助，而且透過事前嚴格的把關可以免除之後一些可能令人反感、不受

到尊重的管理機制（例如：觀光客可能感覺自己像犯人一樣被監督、隨時點名

等…）。 

問題六：您認為現在是否是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好時機，亦或還需要配

套措施的配合，才能全面開放？ 

回答六： 

我認為現在已經可以開始思考全面開放這個問題了，因為全面開放是遲早的

事。那既然政府有意想要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旅遊，促進台灣經濟繁榮，那為何

不趁早開始準備，開始思考擴大交流可能會遭遇到哪些問題，以及應該如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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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我認為現在應該就是個相當好的開放時機，之前的春節包機直航，兩岸一下

子就達成共識，讓台商能夠更方便更快速地返鄉過節。 

至於在配套措施方面，我認為直航是可以考慮的，因為我們都知道目前不論

是從中國返回台灣，還是從台灣過去中國都必須花費較多的時間與金錢在於轉機

上面，而這最直接的就是影響到旅遊的成本。因此，如果未來全面開放再加上兩

岸直航，我相信這對於提高中國旅客來台觀光是有相當的助益。 

當然最重要的是，如果國家安全的評估是沒有問題的，那我認為現在不妨是

個全面開放的好時機。因為目前國內觀光的相關產業，例如：旅行社、觀光飯店、

遊樂區等業者都對於全面開放相當期待，也樂觀其成。因為實際上，政府目前所

推行的『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如果沒有全面開放中國觀光客來台旅遊，事實

上是很難達到這個目標的。因為目前每年國外觀光客來台旅遊的人數平均是 100

萬人次，如果倍增則須達到 200萬人次，這是個相當不容易達成的目標。 

問題七：未來若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對台灣的社會治安、產業發展與國家安

全方面可能會帶來何種衝擊與影響？ 

回答七： 

我認為這個政策必有其正面效益與負面影響： 

1. 社會治安 

我認為中國大陸在守法的觀念上可能跟台灣目前的社會是有落差的。不過我

認為若透過適當的機會教育，反而可以讓他們看到台灣人民的水準已經提

高，人民對於法治的觀念。 

2. 產業發展 

我認為全面開放一定能為台灣帶來無限商機，為台灣賺進很多外匯，促進觀

光產業的繁榮，進而帶動整個台灣經濟的蓬勃發展。總之，全面開放對台灣

的觀光相關產業一定是有好無壞的。 

3. 國家安全 

我認為事實上現在的科技日新月異，中國大陸方面只要透過衛星就可蒐集情

資，了解重要的國家、軍事機關單位，實在沒有必要再派一般的旅客以觀光

之名行蒐集情報之實。總之，我認為政府不應該以國家安全為藉口，來阻擋

全面開放，其實只要訂出一套完善的管理辦法，我認為這些技術層面上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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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可以迎刃而解的，重點在於：政府是否真的有心開放，還是只是做做表

面功夫而已！ 

 

 

 

編號：C3 

問題一：政策執至今，此政策有無達成其預期的政策目標？ 

回答一： 

1.目標一：讓台灣的觀光產業更加蓬勃發展 

我們都知道這個政策目標有兩個，一個是讓台灣的觀光產業更蓬勃發展；另

外一個則是讓兩岸的關係更加良好。那現在此政策執行的情況由於來台旅客的數

量很少，再加上對於中國旅客種種的限制，因此基本上，旅客量少就沒有辦法刺

激到整個觀光產業的蓬勃性。 

2.目標二：兩岸關係更加良好 

我們都知道目前這個政策屬於片面開放的情況，如果只有台灣片面開放，而

中國大陸那邊仍未宣布台灣為旅遊開放區，我想這種片面開放對於兩岸關係或是

兩岸交流也是沒有什麼明顯的幫助。 

總而言之，由於來台旅客人數很少、限制很多，再加上這個政策只是台灣政

府片面開放的政策，因此此政策到目前為止尚未達成其所預期的兩個政策目標。 

問題二：就您個人的看法而言，您認為影響此政策達成其政策目標的關鍵因素有

哪些？我國的旅遊品質、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或是安全管理機制是否為

影響此政策達成其政策目標的關鍵因素？ 

回答二： 

1. 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 

我認為沒有與中國大陸簽訂旅遊協議是此政策無法達成其目標的主要原

因，因為目前此政策仍是屬於我國片面開放。此外，只要牽扯到兩岸的議題，基

本上都是「政治導向」的，都是以政治為主要的考量，因此若將此政策視為一個

單純的觀光政策來分析的話，其實會有問題的。所以我認為此部分應該藉由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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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引導，進而來引導其他的產業。如果政策不明的話，其他的產業就像綁手綁腳

一樣，沒有辦法進行下去。那目前兩岸的政治面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所以協議

的談判桌還沒有設立起來，因此之後的協議內容就不用花時間去提了。總而言

之，我認為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是最重要的，因為一旦沒有簽訂旅遊協議，就會

影響到後續安全管理機制的難以掌控，因而被迫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進而影響

到旅遊品質。 

2. 安全管理機制 

我認為安全管理機制也會影響到此政策是否達成其政策目標，不過與簽訂協

議的因素相比之下，安全管理機制是比較 minor的。我認為這個政策的重點在於

兩岸尚未協調好，因此後續的安全管理機制做再多，觀光客來的數量也不多。事

實上，由於目前的旅客數量還算少，因此在安全管理方面還算容易；但是將來若

是全面開放之後，大量的中國旅客入境，其實這與目前的管理機制是完全不同

的，那我們要如何控管？ 

因此，我認為目前最要緊的是去解決協議的部分，那至於安全管理的機制，

目前政府採取的是「緊迫盯人型」的方式，亦即：他們這批旅客來了之後，航警

局、各縣市警察局都要密切注意旅客的行程，而且當地的警察也要每日以電話聯

絡的方式來 check行程是否有所變動。此外，這種安全管理機制事實上也會影響

到旅遊品質。如果把觀光客視為是一群好像隨時會跳機的嫌疑犯，而以監督、抽

查的方式來對待旅客的話，我相信這種旅遊方式與旅遊品質是會大打折扣的。 

那至於為何現在的安全管理機制會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我想一方面是

有國家安全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沒有簽訂旅遊協議所造成的。事實上，有

許多的安全管理機制是可以在中國大陸那邊就進行完成的，例如：台灣在中國設

辦事處，在那邊負責簽證、面試的工作，就如同我們要去申請美國簽證的方式，

要經過嚴格的面試，附上在職證明、財力證明等…，那這些經過嚴格審核而拿到

簽證者，到了台灣之後我們就不需要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來監控旅客的一舉一

動。 

3. 我國的旅遊品質 

說實話，我們的旅遊品質其實可以再加強，台灣的旅遊品質應該還有相當大

的成長空間。因為中國大陸的旅客目前來台灣是以好奇的成分大過於要看什麼明

媚的風光。這就像當初開放我們可以去中國大陸探親一樣，為什麼有人一窩蜂的

跑去大陸探親，因為兩岸的封鎖所造成的神秘感。那現在中國旅客的心態也是類

似的，因為他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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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談到我國的旅遊品質其實與大陸旅客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台灣目前的旅遊

品質在過多的業者競爭下，可能會導致價格被壓低，進而破壞了旅遊品質（例如：

住宿品質不佳、租賃低價的遊覽車）。 

4.兩岸關係 

因為我本身一直把這個政策視為是政治政策，因此我們不能忽略兩岸關係這

個關鍵因素。我想兩岸如果願意坐下來談的話，其實會有很多好結果出現，例如：

春節包機，只要兩岸願意談，事情可以很快達成，而且也沒有出現什麼嚴重的狀

況。因為觀光如果撇開政治不談的話，觀光真的是一個很商業性質的東西，而且

也應該是一個很愉快的產業。因此政治的手如果能夠盡量的退出來的話，我相信

這個政策應該可以進行的更順暢。 

問題三：就您的看法而言，目前台灣的旅遊品質與旅遊資源方面具有哪些競爭優

勢與限制？我國的旅遊品質如何改善，以繁榮觀光產業，吸引中國人民

來台觀光，以達到觀光客倍增的目標？ 

回答三： 

如果是針對中國旅客的話，台灣的觀光需要仰賴中國旅客的好奇心，即使好

奇心只能吸引旅客來台灣一次而已，但是因為中國人實在很多，因此其實仰賴來

台一次的好奇心就足以使台灣的觀光產業蓬勃發展，餵飽台灣的觀光產業，最主

要的就是中國旅客的量夠大。這也是為什麼當中國大陸開放出境旅遊時，各國都

爭相要與中國大陸簽訂旅遊協議，各國都看中中國旅客這塊市場的大餅。而在台

灣部分，我認為長久以來兩岸的情勢所造成的好奇心就是台灣觀光的最大優勢。 

那至於台灣的旅遊資源部分，我認為對於那些不是住在都會區或是大城市

（例如：上海、北京）的旅客而言，台灣都市化的程度應該比起中國大陸大部分

的城市而言是先進很多的，因此台灣的高度都市化、整體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個很

好的賣點。那在自然資源方面，我認為台灣在此部分是比較弱的，因為台灣的自

然資源比起中國大陸的自然資源是相差懸殊的。那我認為台灣可以發展出較特殊

的旅遊，例如：溫泉，這就是中國大陸沒有發展出來的；此外茶藝的文化也是深

具潛力的，因為台灣的茶藝文化其實有點受到日本茶道的影響，但是又具有台灣

的獨特性，再將上大陸方面雖然有出產茶葉，但是他們目前還不懂的包裝，不懂

得將茶葉包裝的更精緻、更加商品化，把「賣茶」變成是「品茶」。 

換言之，台灣的觀光旅遊需要是「主題性的旅遊」，藉由特定的主題包裝來

呈現台灣的特色。那在原住民的部分，我比較不那麼贊成，因為中國大陸西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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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原住民觀光已經發展的不錯了，而台灣目前的原住民文化我認為仍然不夠成

熟。此外，在美食方面，台灣的精緻度較高，但我就不大清楚台灣的美食對於中

國旅客而言的吸引力有多大。不過總體而言，我比較看好的是台灣的「溫泉」，

因為這幾年溫泉產業發展的很快，不論是在品質方面，或是在開發方面都已經蠻

成形的。 

此外，還有一些蠻特殊的東西就要看業者如何去包裝。我想就以我較熟悉的

台北為例。例如：可以帶旅客去吃牛肉麵、帶旅客去坐捷運、逛逛捷運地下街或

是喝咖啡、參觀 24 小時開放的書店…，我認為這些景點就可以反映出台北的現

代化，兼具文化與悠閒的旅遊。我認為這種行程不僅僅是針對中國旅客，也可以

適用至其他國家的旅客，這種台北一日遊的行程不是中正紀念堂、不是故宮博物

院，而是一個台北都會的真實生活。我想這種台北都會行程會蠻 impressive。 

問題四：中國大陸與開放旅遊國家/地區均有簽定旅遊協議，我國是否應該積極

與中國協商，推動旅遊協議之簽訂？若與中國簽訂旅遊協議，協議內容

應該包含哪些項目，以利達成此政策目標？請問您認為業者與大陸相關

單位協商會比台灣政府與大陸相關單位出面協商來的更有效率嗎？為

什麼？ 

回答四： 

1. 應該積極推動旅遊協議之簽訂 

我認為如果希望達成預期的政策目標的話，就應該積極推動旅遊協議的簽

訂。此外我認為若要達成觀光客倍增計畫的話，也必須要積極推動旅遊協議之簽

訂。 

2. 協議內容 

在內容的部分，我認為以台灣來說，（1）首先要考量的是「量」的部分。要

一次開放，還是要採用逐年開放？（2）其次則要考量「地區」的部分。要一次

全面開放，還是要先挑幾個較沿海、較富裕的地區開始開放？像這部分其實就有

點牽扯到安全管理的部分；（3）再來就是牽扯到「安全管理機制」的部分。要怎

樣去控管，大陸方面應該負責哪方面的安全控管？而台灣應該進行哪些的管理機

制？（4）那其他剩下的細節部分，例如：專業導遊的配置、承辦業者資格的把

關（承辦業者關係到旅遊品質）；（5）此外，在協商的時候，我想是否也要順便

討論多年來使用的「台胞證」問題（到目前為止台灣進入大陸都是使用探親的名

義，因此必須使用台胞證），促使兩岸觀光旅遊的正常化，如果將來中國旅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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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光名義進入台灣；那麼台灣旅客是否能夠也以觀光的名義進入中國大陸。 

3.民間出面協商 

我認為應該由民間來推動。但是如果由海基會與海協會這種深具官方色彩的

民間協會來簽訂的話，我認為這簽訂的過程必會有很多阻礙，而且也會綁手綁腳

的。我認為如果可以的話，政府把底限跟民間的業者說清楚，由民間代表出面協

商，我認為成功的機率是較高的。因為雙方的業者都希望獲得商機，因此極為希

望能夠促成，所以比較容易達成協議的結果；那如果是以政府出面協商的話，政

府的目標不見得是想要促成協議成功。因此就協商單位而言，我是較傾向於民間

出面，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政府完全不要插手，而是政府事先要與業者溝通好底限

在哪裡。 

問題五：政策執行至今，已發生數次的跳機事件，因此，就您個人的看法而言，

目前的管理機制有無檢討之處？您認為有沒有更加合理、可行的安全管

理機制呢？能夠更有效地防止觀光客滯留的事件一再發生。 

回答五： 

我認為目前的安全管理機制其實很矛盾，我認為目前的管理機制太嚴格了，但是

又陸陸續續有旅客失蹤的事件發生（雖然最近報紙都沒有報導了）。我認為這個

安全管理機制若是在有旅遊協議協商的情況下，雙方可以明確規範安全管理責任

的分擔。例如：保證金制度（請旅客繳給中國方面的業者），除了懲罰旅客之外，

也要採取類似連坐法的方式來懲罰中國與台灣的旅行業者。我想運用這種控管機

制，也可以促使旅行社篩選旅客，選擇看起來不像會是到台灣就失蹤的旅客。然

而台灣目前就只是承接旅客，片面開放，因此使的所有的責任都落在台灣的業者

與政府身上。那如果說今天可以協商的話，就可以請大陸方面先做好第一歩的審

核工作，那等到旅客來到台灣之後，台灣的安全管理機制就不再需要像現在那樣

採取緊迫盯人的方式，而且我相信旅客失蹤的比率也會降低（當然我相信旅客失

蹤的比率絕對不可能會是零），就像現在台灣還是有人會滯留在美國。 

我認為目前台灣的安全管理機制已經進行到緊迫盯人的方式了，再加上我了

解政府單位在執行此政策時完全沒有彈性，造成業者相當大的困擾，連這麼嚴密

的控管機制下，那些中國旅客都還會失蹤，我想這個安全管理機制是有檢討的必

要。因為未來若是以「善待觀光客」為出發點來考慮安全管理機制時，我想那時

候的安全管理機制會是較鬆的，因此可能也要由中國大陸那邊也需要負起一些審

核的責任，篩選旅客的品質。現在目前雖然全聯會也有打電話過去給中國大陸，

進行初審的動作，但是中國大陸那邊就是以敷衍的態度來敷衍我們的查驗，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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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台灣是片面開放，中國大陸方面也沒有義務提供資料，而且就算現在他們說

謊也不必負責任；因此未來簽訂旅遊協議後，明文規定他們的責任歸屬，讓他們

有責任義務去查核有沒有這名旅客、旅客有無繳交保證金、旅客的工作狀況與家

庭狀況等…。 

問題六：您認為現在是否是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的好時機，亦或還需要配

套措施的配合，才能全面開放？ 

回答六： 

如果不看兩岸的情勢的話，我認為可以適度地先試辦開放幾個大城市（例

如：北京、上海、廣州等沿海富裕的大都市），不需要全面開放。如果這些旅客

來了之後沒什麼問題，之後經過兩岸協商旅遊協議後，而且中國大陸方面也願意

分擔一些安全管理機制的控管責任下，我想可以再進一步考慮全面開放的問題。 

我認為在配套措施方面，如果可以直航的話是很好。目前我們講到直航主要

是以台商為考量，但是台商主要是往大陸方面跑，那如果開放中國觀光客的話，

那直航的飛機才會有人從大陸流向台灣，所以可以直航的話，一方面可以壓低來

台旅客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可提高旅客的便利性。可是說實話，其實做一個澳門、

香港與台灣的 package，我想以旅遊的觀點來看這沒有什麼不好，這其實是個蠻

吸引人的行程。此外其他的配套措施我認為這在協議的地方就應該做一討論，討

論開放的條件、限制等等…。 

問題七：未來若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對台灣的社會治安、產業發展與國家安

全方面可能會帶來何種衝擊與影響？ 

回答七： 

我認為所有負面的影響都是牽扯到安全控管機制的部分，如果旅客失蹤跳機

的比率很低的話，那麼全面開放對於社會治安方面我想影響是不大的。我認為將

來全面開放後，如果控管機制沒有做好的話，那麼將來以觀光名義來台失蹤的旅

客就變成現在的偷渡客，只是來台的管道不同罷了！ 

    至於在產業發展方面，我認為全面開放對於觀光產業以及其他的相關行業都

會帶來正面的效益。因為以台灣的觀光產業而言，如果中國大陸的旅客可以過來

的話，國內的觀光業會有另外一個春天，此外觀光業衍生的飲食、住宿、交通產

業也會被帶動起來。 

至於國家安全方面，我認為這也是屬於安全管理機制的部分。如果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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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都負擔審核管理的責任，我相信全面開放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是較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