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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觀光業下滑 產值減103億
業界：十個東南亞旅客抵不上一個大陸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1111人力銀行發佈最

新調查，島內37%觀光業者今

年營運出現下滑，業績下滑

19%，而因大陸觀光客訪台數

減少，影響產值約 400 億元

（新台幣，下同，約合港幣

103億元）。據調查指出，37%

觀光相關業者表示今年營運出現

下滑；50%業者認為和去年相

比是持平；僅13%業績增長。

1111人力銀行公共事務部總經

理李大華表示，營運獲利下滑

主要有三大原因，包括景氣不

佳消費意願低（53.6%）、陸

客減少（39.2%）及市場萎縮

（26.3%）。

當問及陸客來台人數減少有何看
法？47%業者表示「不受影

響，本就非以陸客為主」；而另外
53%有承接陸客團的業者當中，有
15.4%表示不受影響、4.7%認為造成
產業重大衝擊、14.5%無奈接受現
況；不過，亦有8.3%認為應開發其
他客源。

明年願景預估持平
至於其他客群來源，50%認為應先

開發日本客，35%認為應先開發港澳
觀光客。不過，要開發其他客源，多
數業者認為缺乏語言人才及特色景
點。
至於當局推動「新南向政策」救觀
光，68%業者認為對產業有幫助，但
明年景氣趨勢，僅15%業者看好，
25%認為衰退，60%業者預估持平。
據台灣旅遊部門公佈的統計數字，

截至12月中旬，今年入境台灣的旅客
總數已突破1,000萬，當局並聲稱由
於東南亞等地旅客顯著增長，「消失
的陸客人數全都找回來」。然而台灣
旅遊業界並不認同此一看法，認為不
能根據入境總人數判斷，實際上無論
是從旅客的旅遊形態、停留時間以及
購物消費能力來看，東南亞旅客根本
難與大陸旅客相比，消失的旅客根本

無法填補。
苗栗縣觀光協會理事長江德利接受

記者採訪時指出，當年入境台灣的大
陸旅客總數高達418萬多人次，為台
灣旅遊業帶來高達2千億的外匯收
入，而現在陸客大幅減少，旅遊業的
收益估計一年最少下降500億以上，
這方面東南亞旅客雖然大幅增加，但
是根本填補不了。

陸客消費一個頂十
據江德利介紹，今年以來由於台灣

當局大幅放寬東南亞等地的入境免簽
證，再加上特別增加東南亞旅客的入
境旅遊補貼，受此帶動，今年入境台
灣的東南亞旅客大幅增加，例如1至
10 月赴台越南旅客大幅增長達
105%、菲律賓67%、泰國58%。

然而，江德利指出，這些東南亞旅
客實質上大部分不能算是真正的「旅
客」，因為他們大部分到台灣的真正
目的是利用台灣旅遊補貼，到台灣探
望嫁到或移居台灣的親屬，甚至是探
望到台灣打工的「外勞」親屬，主要
目的是探親訪友。他們在台平均僅停
留數天，很少深入到中南部或者東部
風景區遊玩。他們的消費購物能力很
低，平均僅有數百元花費，根本無法
與動輒消費六、七千元的大陸旅客相
比，而且大陸團客喜歡環島遊，一般
以8天或15天最多，這種環島遊不論
東、西、南、北、中的旅遊業都可雨
露均沾，一片興旺。他強調，單是購
物消費，「10個東南亞旅客都抵不上
一個大陸客」，陸客大幅減少對台灣
旅遊業的影響非常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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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客不過夜
花東促當局改弦

香 港 文 匯
報訊 據中通
社報道，在花
蓮開設民宿的
「台灣民宿聯
合總會」總會
長劉玲玲，以
及台東縣觀光
協會理事長潘
貴蘭等指出，
今年入境台灣
的東南亞旅客
雖然大幅增
長，但是對於花蓮、台東地區的旅遊業界來說，根本沒有什麼
感覺，感受不到「溫度」。
劉玲玲說，從區內少數幾個主要景區的觀光大巴士數量統計

顯示，今年到花蓮地區旅遊的東南亞旅客數量的確有所增加，
但是這些旅客到花蓮僅以一天的旅遊模式進行，他們早上由台
北或新北等地來到花蓮玩半天，到主要景區看看，傍晚就會回
程，不會在花蓮住宿，更不會在花蓮購物消費。這種狀況與大
陸旅客到花蓮的旅遊模式完全不同，花蓮以及台東地區是大陸
旅客環島旅遊必到之地，他們在北部和東部最少停留三天兩
夜，住宿、餐飲、購物消費，影響很大。
潘貴蘭更指出，台東旅遊業界對東南亞旅客增長真可說「一
點感覺」都沒有，因為除了初期有一些東南亞參訪團或組團社到
過台東之外，全年幾乎沒有見過東南亞旅行團到過台東來。與之
相反，大陸旅客大幅減少，對台東旅遊業界衝擊很大。據她所了
解，今年以來，由於陸客大幅減少，台東的飯店住房率平均已降
到五成左右，與過去八、九成相比，差距實在太大了。業界現
時最大的期盼就是執政當局能盡快調整兩岸政策，讓兩岸恢復
過往的熱絡往來，否則台灣旅遊業未來前景更加慘淡。

平潭至台北萬噸級高速貨運首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昨日上午，
福建平潭至台灣「台北快輪」高速貨運滾裝航線首航儀式
在平潭金井碼頭3號泊位舉行，這是平潭史上首次開通與
台灣的萬噸級快貨運輸滾裝船。據介紹，此艘「台北快
輪」船長167米，總噸位1.8萬噸，從平潭到台北單程僅

需5.5小時，是目前入境平潭港最大噸位高速貨物滾裝
船，這為兩岸進出口貿易企業提供新的選擇。
據悉，該高速貨運滾裝航線是由平潭綜合實驗區交通投

資集團與廈門華岡物流有限公司聯合運營，並合資成立嵐
台兩岸海運快件有限公司作為聯合運營載體。該航線首航
後將實行常態化定期班輪運輸，計劃每周3個航班往返平
潭至台北，初定每周一、三、五由平潭出發至台北，預計
每年將達到150個往返航次。
據平潭兩岸快件中心管理辦公室副主任林立介紹，此前
進出口貨品主要通過「海峽號」、「麗娜輪」運載，雖然
成本低，但耗時長，隨着跨境電商和國際快件業態的迅速
發展，其運力已無法滿足現實需求。「『台北快輪』一次
最大可載運230標箱，可運載跨境電商、快件、小貿市場
貨物及一般貿易貨物，將極大推動兩岸貨物貿易的開放與
便捷。」
台灣華岡集團董事長洪清潭亦表示，平潭既是海關特殊

監管區，又是自由貿易試驗區，具有高效便捷的通關優
勢，為兩岸物流企業提供便利的通關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
道，少子女化影響下，台灣高
校招生入學持續低迷。台灣教
育主管部門12月27日公佈2017
學年大專校院最新校務資訊，
共有198個學院專業招生掛零，
比去年（151個）增加，連台
大、清大、政大等博士班也不
能倖免。

大學註冊率逾80%
教育主管部門今年首度公佈大
專全校新生註冊率，根據大專校
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公佈的最新
資訊，2017學年全校新生註冊率
低於六成的學校共有17所（不
計算宗教研修學院）。

觀察大學的註冊率資料，可
發現頂尖大學全校新生註冊率
大多在90%以上，以交通大學
註冊率94.76%最高，以中山大
學89.32%、陽明大學85.16%相
對較低，而一般大學新生註冊
率也超過80%。
進一步查詢各學院專業狀

況，全台共157所大專校院，包
括博士、碩士等在內共8,849個
學院專業，其中有198個學院專
業招生掛零，其中包含104個日
間學士班招生掛零，13個碩士
班招生掛零，和53個博士班招
生掛零，招生掛零的學院比去
年增加。
頂尖大學雖然在全校新生註

冊率表現亮眼，但仍有部分博
士班招生情況不佳。根據校務
資訊公開平台資料顯示，台灣
大學人類系、社會系、分子與
細胞生物學研究所和免疫學研
究所等4個博士班招生掛零，而
清華大學社會系博士班和交通
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納米
科技博士班也是招生掛零。
台灣教育主管部門技職司長

楊玉惠提到，註冊率低的學校
幾乎都在東部、南部，「地區
性是影響招生多寡很大的因
素。」不可諱言，現在孩子都
喜歡往北部、都市地區跑，以
前總學生數高，不明顯，現在
人數少了，就會顯現出來。

■12月28日，平潭至台灣「台北快輪」高速貨運滾裝航
線首航儀式在平潭金井碼頭舉行。圖為平潭首次開通與台
灣的萬噸級快貨運輸滾裝船。 中新社

■太魯閣峽谷音樂節備受遊客青睞。資料圖片

■最新調查顯
示，島內37%觀
光業者今年營運
出現下滑，而因
大陸觀光客訪台
數減少，影響產
值 約 400 億 元
（新台幣，下
同，約合港幣
103億元）。圖
為大陸遊客最喜
歡光顧的台灣夜
市如今也很冷
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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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地與精英運動員走入校園推學生運動行善
聖誕佳節前夕，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聯同一班完成了「新

地運動行善在校園」計劃的小五單車手，向一班居於沙田水泉澳
邨的基層兒童送上聖誕祝福。新地執行董事郭基煇更化身為聖誕
老人，與小朋友一同遊戲，歡渡一個歡笑洋溢的早上。聖博德學
校、天主教博智小學、佛教慈敬學校、聖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及仁
濟醫院陳耀星五間小學參與，參與人次達2,700人。

滬 港 校 友 聯 合 會 舉 行 聯 歡 晚 會
滬港校友聯合會成員和義工代表日前在九龍紅磡

橄欖樹會所舉辦「慶國慶，迎新年，聖誕聯歡歌唱
晚會」，獲得青年義工秘書長張廣勇作為首席贊助
人，為今後義工活動作出有力的支持。
張廣勇發言時表示，願意為香港的更好發展，把

維護中央對港澳的全面管治權與保障港澳的高度自
治權有機結合起，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

不走樣。團結香港的上海人共同努力！
香港廠主聯會會長黃鑑表示，今天香港回歸二

十年的優秀事實，證明此政策是正確偉大。
主席單志明感謝鄭泳舜為香港市民作貢獻！是次

參加者還有中聯辦社團聯絡部處長李玲，中聯辦九
龍工作部領導，該會創會會長李幼岐，著名畫家益
行，青年義工隊隊長邵王虹及各社團負責人。大會

在香港皮草業工會前理事長端木家福領唱「我的祖
國」的歌聲中拉開序幕，眾人戴歌戴舞歡慶佳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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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亞洲影視聯合會
主辦，澳門星軍影視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海南三亞星軍影視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海
南海口星軍影視文化
傳媒有限公司、深圳
星軍影視文化傳媒有
限公司等單位承辦、
澳門愛我中華促進
會、澳門國際青年藝術創作人協會等單位協辦的「一帶一
路」全球影視、攝影作品巡展澳門展，日前在澳門威尼斯
人隆重開幕，並在澳門威尼斯人三樓圓形展示廳展示。
澳港愛我中華促進會理事長柯瓊，澳門人、澳門情文化
藝術協會會長朱美桃，澳門衛視執行董事張衛東，澳門國
際青年藝術創作人協會會長黃俊傑，青年電影演員常絲絲
為此展剪綵。
開幕式上，亞洲影視聯合會副會長蘇春麗表示，在全國
上下都在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宣傳國家「一帶一路」戰
略方針和為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8周年之際，主辦此活
動。為宣揚中國影視文化，讓更多中國作品推介到國外
去，亞洲影視聯合會計劃從明年開始在全球「一帶一路」
沿線和國家及地區進行巡展。
中國著名導演、攝影家王星軍在影視藝術上辛苦耕耘30
多年，他沿着古絲綢之路和在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
地區包括海南三亞、美麗澳門拍攝了大量人文風光民俗攝
影作品，導演了反映海南非遺文化遺產的電影《三六
巷》、《新青春之歌》，還主演電影《絲綢之路》、《唐
風宋韻》、《月圓涼州》、《阿曼尼莎汗》等與「一帶一
路」相關的影視劇在展廳視頻播放。另外，在這次展出的
作品中，還有王星軍導演6次遠赴非洲肯尼亞籌拍電影
《海上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的大量攝影作品。

運動成果化為物資 與基層兒童預祝聖誕

「新地運動行善在校園」計劃是「新地公益垂直
跑—勇闖香港ICC」及「新鴻基地產香港單車節」
的社區活動系列之一，參與學生在專業人員的指導
下體驗運動樂趣，培養健康生活習慣。同時，學生
所累積的踏單車里數更轉化成物資，轉贈基層兒
童。
郭基煇表示，感謝Sport. Plus創辦人兼前香港單
車運動員郭灝霆與新地合作推動「新地運動行善在

校園」計劃，在聖誕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讓這班
素未謀面的小朋友互相認識、關心、分享，是一份
珍貴的禮物，自己能夠參與其中，亦渡過了一個愉
快的早上。他希望這些小朋友長大後，能夠繼續擁
有健康體魄和關愛別人的心。參與計劃的學生共錄
得超過2,800公里單車里數，並轉化成書券捐贈予
200位沙田水泉澳邨內的基層學童。
除單車訓練和儲里數外，此計劃更透過運動員到

校分享，向小學生灌輸正向價值觀，增強他們的意
志力及抗逆力，讓他們於遇到難關及挑戰時，能以
樂觀和正面的態度面對，渡過一個積極愉快的童
年。除身兼Sport. Plus創辦人的前香港單車運動員
郭灝霆外，參與計劃的香港精英運動員還有2012年
世界青年場地單車錦標賽冠軍梁峻榮、田徑運動員
姚潔貞、空手道運動員李嘉維，以及花式跳繩世界
冠軍文家駒。

■王星軍在
展覽現場

■滬港校友聯合會成員和義工代表共同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