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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大陸實施《旅遊法》以來對台灣之影響與因應之道 

 

潘錫堂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前言 

中國大陸自 2013年 10月起實施《旅遊

法》，其立法之源起、近因為何?該法實施之

後，對陸客赴台旅遊有何規範及影響?兩岸各

界利弊得失之反應如何?其後續發展及可提供

兩岸政府採取之政策建議又為何?當應可藉機

創機，加強兩岸旅遊的產業合作，共創雙贏

新局。 

 

一、源起 

早在 1982年，大陸國家旅遊局就開始著手旅遊立法工作。

1988年，旅遊法曾經列入大陸七屆「全國人大」常委立法規劃

和國務院立法計畫，但旅遊法一直沒有制定出來，主要是因為

制定《旅遊法》既複雜又有難度。這一次主要是什麼原因促成

了《旅遊法》的出爐? 

 

從 2008年下半年開始，在來勢洶洶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

大陸經濟增長方式的脆弱和局限明顯暴露出來。大陸長期依靠

投資拉動出口來發展經濟的方式難以為繼，必須做出調整，於

是發展旅遊業成為轉變發展方式與調整經濟結構的必經之路。 

 

當時，旅遊法立法並沒有列入大陸十一屆「全國人大」的

立法計畫。為此大陸當局做了一個調研，認為旅遊發展已經超

越旅遊行業，從大陸宏觀經濟布局來考慮，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旅遊業的重要性。拉動經濟有三頭馬車，當時須要消費這頭馬

車更強一些。旅遊消費具有潛力大和長期性的特點，是發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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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很高的綠色經濟。此外，大陸進入小康社會後，需要向人民

群眾提供較高品質的旅遊服務，要向前看，要提前規範市場，

立法要與人民群眾對較高旅遊品質的需求同步。而且，旅遊業

本身也有立法要求，大陸旅遊業立法在世界上比較滯後，法

國、義大利等國都已經進入旅遊法制化過程，俄羅斯、巴西、

越南等國都制定了綜合性的旅遊法，大陸旅遊業又有許多方面

需要法律進行規範。這些年大陸旅遊業發展迅速，法制建設也

在加強，全大陸 31個省、區、市的「人大」多制定了《旅遊條

例》或《旅遊管理條例》，為《旅遊法》的出爐提供了支持。 

 

大陸《旅遊法》的立法難度很大，主要因為涉及很多部門

的職能斜調和工作協調，涉及要與許多現行法律的協調，比如

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交通、文物保護等领域，已存在多

部法律法规。再比如“零、負團费”問题，儘管大陸《旅行社

條例》曾經做過相當全面而且嚴格的规定，但一直没有得到有

效解决，在這種情况下，《旅遊法》怎樣規定相應的條款，這本

身就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题。 

 

在這種情况下，大陸這部法律還是出爐了，而且整個起草

時間也不是很長，只有两年多，主要原因就是大陸經濟社會發

展迫切需要，各方面都希望能够儘快出爐《旅遊法》。起草過程

中，大陸打破了其他法律草案由國務院一個部門單獨或者幾個

部門協調起草的情况，而是把國務院與旅遊行業有關的所有部

門都吸收進起草领導小组。此外，大陸還選擇了可行的立法途

徑，也就是综合性立法，已有法律的，《旅遊法》都做好銜接，

涉及旅遊業的特别要求在《旅遊法》中提出，避開了那些長期

協調不下来的問题。 

 

2009年 12月，「全國人大」財經委帶頭组織「國家發改

委」、「國務院法制辦」、「國家旅遊局」等 23個部門和有關專家

组成旅遊法起草组，两年多的时間裡，起草组成單位先後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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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全體會議，主要就是協調各部門的分歧和争論。這次由

「全國人大」財經委帶頭起草《旅遊法》的立法模式，很值得

關注。 

 

大陸《旅遊法》對於當前一些地方存在的旅遊資源盲目開

發、低水平開發等問题，各部門旅遊工作協調的問題，基層單

位或政府任意圈地、設景區收費的問題，公共資源及景區門票

價格規範的問題，“零、負團費”的治理問題等，都做了規

定。然而，有些規定要透過執行一段時間後看看效果如何，但

即使這樣，大陸《旅遊法》也為今後全面地解决這些問題，搭

建了一個法律平台。 

 

基本上，大陸《旅遊法》的立法框架實際上是三法合一。

《旅遊法》既是一部促進旅遊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又是一部規

範旅遊經營者經營行為的法，同時又是一部保護旅遊者權益的

法。它是促進法、規範法和保護法的三法合一。 

 

在平衡旅遊經營者、旅遊者、政府，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上，大陸《旅遊法》更重視旅遊者。這部法的基調是以人為

本，具體到旅遊領域就是以旅遊者為本。 

 

在維護權益總體平衡的基礎上，更加突出以旅遊者為本，

在政府公共服務、旅遊經營規則、民事行為規範、各方旅遊安

全保障義務、旅遊糾紛解决等方面，有多項加强旅遊者權益保

護的規定。如《旅遊法》專設“旅遊者”一章。《旅遊法》對嚴

重有損旅遊者旅遊品質的“零、負團費”、强迫購物、强迫参

加自費項目等問题都有了明確的界定。 

 

大陸當局旨在進一步完善旅遊市場規則则。以往頒行的

《旅行社條例》、《導遊人員管理條例》，包括《大陸公民出國旅

遊管理辦法》，它受限於立法規格、立法層級，因此無法的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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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經營者設定詳细的規範。這次《旅遊法》由「全國人大」常

委會審議通過，是具有大陸的國家效力的法律。所以大陸當局

有意藉由在起草這部法律的過程中，根據這次立法權限和旅遊

資源，著眼旅遊產業發展，對大陸政府公共服務和監管、行業

组織自律、企業依法自主經營及旅遊者的權利與義務都做出了

較為明確的規定，形成“四位一體”市場規制的全方位格局。 

 

二、近因 

大陸已處於一個全民大眾化出遊、爆發式增長階段，2012

年全年大陸國内出遊人數近 30億人次，直接就業人員 1300

萬，相關就業人員 5000多萬，大陸國内旅遊收入超過 2萬憶元

人民幣。大陸已是全球最大的國内旅遊市場規模和第一出境旅

游購買力國家，也將成為國際上第一旅遊目的地國。 

 

隨着大陸旅遊爆發式增長，其越来越成為大陸人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越來越關係到大陸民眾的切身利益和根

本利益。大陸在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公用設施等

方面的公共福利不斷提高，但旅遊福利政策長期以來未得到應

有的足够重視。為此，有必要從公共政策角度全面審視，將旅

遊福利纳入公共福利政策範疇，使之成為大陸重要的民生福

祉。 

 

因此，《旅遊法》的出爐也是大陸經濟發展轉型的大勢所

趨，轉方式、調結構、擴内需、促就業、富百姓，提升軟實

力，是“中國夢”的一部分。《旅遊法》的出爐將進一步促進大陸

擴大内需和地方經濟的發展。 

 

尤其與發展不相適應的是，大陸的旅遊市場尚不規範，市

場惡性競爭、旅遊資源屢遭破壞、旅遊景區和活動管理混亂等

問題較為突出，特别是“零、負團費”、黑導回扣、强迫購物、

景區門票大幅漲價、景區超饡、旅遊公共服務不足等已成為大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022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3502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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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民眾反映較多的社會熱點問題，迫切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來约

束上述行為。因此，在這種情况下，出爐《旅遊法》是非常及

時和必要的。 

 

三、大陸《旅遊法》對赴台旅遊有所影響之條文 

條文 重點 內容 

35條 嚴禁旅

行社不

合理低

價組團

獲取不

當利益 

1.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織旅遊活動，誘騙旅遊者，並通

過安排購物或者另行付費旅遊項目獲取回扣等不正當利益。 

2. 旅行社組織、接待旅遊者、不得指定具體購物場所、不得安排

付費旅遊項目。但是、經雙方協商一致或者旅遊者要求、且不

影響其他旅遊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3. 發生違反前兩款規定情形的，旅遊者有權在旅遊行程結束後 30

日內，要求旅行社為其辦理退費並先行墊付貨款，或者退還另

行付費旅遊項目的費用。 

36條 旅行社

需依規

定全程

安排領

隊或導

遊 

旅行社組織團隊出境旅遊或者組織、接待團隊入境旅遊，應當按照

規定安排頂對或者導遊全程陪同。 

41條 導遊服

務費或

小費 

1. 導遊和領隊重試業務活動，應當配戴導遊證、領隊證，遵守職

業道德。尊重旅遊者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當向旅遊者告

知和解釋旅遊文明行為規範，引導旅遊者健康、文明旅遊，勸

阻旅遊者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 

2. 導遊和領隊應當嚴格執行旅遊行程安排，不得擅自變更旅遊行

程或者中只服務活動，不得項旅遊者索取小費，不得誘導、欺

騙、強迫或者變相強迫旅遊者購物或者三家另行付費旅遊項

目。 

98條 違反旅

遊法第

35條祭

旅行社違反本法第 35條規定的，由旅遊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

違法所得，責令停業整頓，並處 3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款；為

法所得 30萬元以上的，並處為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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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罰則 節嚴重的，吊銷旅行社業務經營許可證；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

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沒收違法所得，處 2千元以上 2萬元以下罰

款，並暫扣或者吊銷導遊證、領隊證。 

 

『大陸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一力曾表示，依據大陸有關

立法原則和規定，不會出爐《旅遊法》施行細則，將依靠市場

主體雙方執行以及推動政府職能的落地來貫徹落實《旅遊法》。 

 

變化一 以自由活動代替購物 

《旅遊法》規定：旅行社組織、接待旅遊者，不得指定具

體購物場所，不得安排旅遊者購物。 

舊版旅遊合同：行程表中會將每一日的進店購物數量、名

稱、進行標注。 

新版旅遊合同：完全取消了進店購物項目，行程表僅有每

日旅行線路、景點、交通、住宿。此外，旅行社在行程中都會

留出半天或者一天自由活動時間，方便遊客購物。 

變化二 小費包含在團費中 

《旅遊法》規定：導遊和領隊禁止向旅遊者索取小費，誘

導、欺騙、强迫或者變相强迫旅遊者購物或参加另行付費旅遊

項目等。 

舊版旅遊合同：團費不包括境外小費，小費屬於" 旅遊合

同不包含" 的費用範圍。 

新版旅遊合同：團費中包含境外小費、導遊、領隊服務

費、境外交通服務費，並標注了每日價格，以及共交付幾天的

小費。 

變化三 自費項目全部取消 

《旅遊法》規定：旅行社組織、接待旅遊者，不得安排另

行付費旅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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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版旅遊合同：單獨列出所有的自費項目，並且自費項目

占用行程時間。 

新版旅遊合同：自費項目不包含在行程的遊覽景點中，或

者乾脆取消。 

變化四 不可抗力損失雙方買單 

《旅遊法》規定：因不可抗力造成遊客滞留的，旅行社應

當採取相應的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食宿費用，由旅遊者承担; 

增加的返程費用，由旅行社与旅遊者分擔。 

舊版旅遊合同：並没有單獨列出因不可抗力因素應該如何

分擔責任。 

新版旅遊合同：作為合同“補充說明”，把相關内容按《旅

遊法》規定列出，要求合同雙方共同執行。 

爾後，如果出現因飛機延誤取消、天氣原因等“不可抗力”

因素，導致行程出現問題，費用需要遊客和旅行社共同承擔。 

 

四、對台灣之具體影響、意涵與因應 

大陸《旅遊法》的重要目標包括以下各項： 

1. 執行目標是要消弭零、負團費現象，導正正統旅遊模式； 

2. 達到一價全包，讓行程一律要達到無加點、無自費及無購物

的全包產品； 

3. 即使有含購物店，其規定要公開且多店面、符合市場售價及

不得有不當回扣； 

4. 執行(法)單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旅遊局及旅遊質監機

構； 

5. 違反第三十五條規定者，由旅遊主管部門責令改正，沒收業

者違法所得及停業整頓，並處以 3到 30萬的罰款，而導遊及領

隊除沒收違法所得，並被處以 2仟至 2萬的罰款及暫扣或吊銷

其証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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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控的範圍上，不管是出、入境，產業及從業人員均納

入規範，說明如下： 

 

第一，出境遊(來台觀光或前往世界各國)：大陸的組團社

及國外的接待社；第二，入境遊(赴陸旅遊或各國前往大陸)：

大陸的接待社及國外的組團社；第三，境內遊(大陸國內旅

遊)：大陸的旅行社；第四，大陸及國外的相關旅行業人員：業

務員、領隊及導遊；第五，大陸及國外的相關產業：購物商

店、飯店、遊覽車、餐廳、風景遊樂區。未來大陸旅遊業者不

得組成不合理的低價團，再以購物佣金補貼團費的行銷模式，

此對大陸旅遊市場已構成一定的衝擊，亦影響陸客來台的形

式，間接對台灣旅遊市場未來的發展產生影響。 

 

因此大陸《旅遊法》實施後，對台灣產生如下的影響： 

第一，因團費提高造成陸客參加意願降低；第二，因團量減少

造成導遊少團可帶，飯店住房率低，大型遊覽車利用少，餐廳

生意差等現象；第三，因限制進具體購物店及土產店，造成商

店門可羅雀；第四，同時影響周邊相關產業業務營運。 

 

雖然大陸《旅遊法》對台灣旅遊業帶來衝擊，但也帶來契

機，說明如下： 

 

第一，將增加中高價位旅遊產品及客層；第二，增加自由

行旅客人數及消費商機；改變旅遊業及相關觀光產業的經營策

略；第四，促使市場更開放及產品更多元；第五，迫使台灣主

管機關政策的調整。換言之，台灣旅遊市場雖受大陸《旅遊

法》所影響，但卻是正面的，因為可望帶動更多高消費能力的

陸客來台，有利台灣觀光產業更健全的發展，促使台灣旅遊品

質及陸客素質提高的良性循環。 

 

對於我方政府來說，面對的課題除了如何藉此次大陸出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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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遊法》掃除現有的旅遊亂象外，更重要的是，如何擴大

陸客來台模式轉變後的商機。筆者建議可採之因應對策是，針

對爭取大陸頂級商務客及自由行的商機，可加快對大陸 3、4線

城市的自由行開放、衡量放寬商務簽證及自由行旅客入境額度

等，是可行的配套措施，同時也可加強台灣旅遊景點資訊的宣

導，及整合各縣市旅遊資源推出優質旅遊套餐，期使旅遊商機

更普及化，並以此驅動台灣市場往更為正面的方向發展。 

 

五、各界利弊得失之反應 

觀光局官員表示，至 2014年 1月中旬，大陸遊客團赴台人

數已恢復和 2013年同期相當；觀光局也將向大陸爭取增開自由

行試點城市，並評估再增加來臺人數限額。 

 

觀光局官員說，大陸《旅遊法》第 35條規範大陸旅行業安

排團體旅遊不得以不合理低價組團，不得安排特定購物點及自

費行程項目等行為，也不得透過購物、自費旅遊項目獲取回扣

等不正當利益。在 2013年 10月實施初期，因這些規定改變兩

岸旅行業普遍以低價組團，再以購物回扣彌補團費的操作方

式，造成 2013年 10月大陸觀光團與 2012年同期下跌約 3成。 

 

然而，2013年 11月大陸遊客團人數即有回升約 10%；

2013年 12月再回生 10%；至 2014年 1月 15日止，幾乎與前

一年同期相當。往後幾個月都呈現穩定成長局面。 

 

「可以說，大陸《旅遊法》是契合我們推行的優質團精神

的」，『觀光局』公關科相關負責人表示，對《旅遊法》的實施

樂觀其成。廈門春輝國旅總經理馬志強認為，新的《旅遊法》

分得很細，但總體來說，針對禁止將購物點加入行程影響最大

的，是團費一下子從 3000多元(以人民幣計價，以下同)跳漲到

七八千的東南亞線路，對於赴台遊來說，負面影響其實並不

大，反而還是一個『利好』。『以 6天 5夜的赴台遊行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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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所有購物點的行程加起來也不會超過半天，有的時候

就一兩小時，這樣的話，新規出來就算把這些點砍了，團費也

就是貴個三四百元，大家都能接受。』 

 

據馬志強介紹，以往赴台遊購物點，大多集中在珠寶、珊

瑚、茶葉等高單價商品。因為此類產品價格往往浮動大、不透

明，地接社抽佣空間大。如今，春輝針對新的《旅遊法》，也作

出了新的調整：在不影響客人及行程的情況下，安排遊客半天

的自由活動時間。『在結束行程的前一天或當天，我們會給他們

半天時間，一般在臺北或高雄，想自己買的遊客就自己逛，對

臺灣不熟悉的也可以請導遊帶著去，一般都是購買一些土特

產、伴手禮等。』馬志強介紹，這樣更為人性化的調整也受遊

客青睞。 

 

大陸《旅遊法》實施後，臺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姚

大光認為，長遠看這會讓赴台遊市場變得更有規範，目前很多

以購物為導向的線路肯定要改。姚大光認為，新法對臺灣市場

來說，會造成一次『洗牌』。『管理不規範、長期靠低團費，進

店購物的旅行社將會關門，接待能力好、管理健全的旅行社會

越活越好。優勝劣汰，對臺灣旅遊市場絕對是好事。』 

 

大陸「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一力說，所謂『洗牌』，我理

解就是市場調整，市場調整是必然的。如果能够按照《旅遊

法》加强政府間管，同時完善市場規則，進行規範性調整，市

場能够實現優勝劣汰。如果真正實現優勝劣汰的調整，這正是

我們《旅遊法》的目的。希望在《旅遊法》出爐之後，市場各

個主體能够按照《旅遊法》要求進行規範，儘快地實現優勝劣

汰，儘快地實現『洗牌』過程，促進旅遊市場進入良性發展的

階段。 

 

中華民國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賴正鎰表示，《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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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法》實施，直接影響的就是來台觀光的低價陸客團會愈來愈

少，業者不會因為削價競爭而賺取微薄利潤；短期內雖會衝擊

台灣旅行社生意，但從長期來看，《旅遊法》提升陸客來台觀

光品質，低價團減少，自由行增加將成為市場主流趨勢，對台

灣觀光產業而言，反而有助於整體服務品質向上提升。 

 

六、後續發展與政策建議 – 如何共創雙贏 

2014年大陸兩會期間，大陸全國人大代表梁建勇曾建議：

兩岸雙方實施便利民眾往來的政策，將福建省全省設區市列入

赴台個人遊試點城市。對於大陸兩會代表的提議，大陸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於３月２６日表示，我們非常重視，也會認真研

究。對於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包括個人遊，我們一直在本著”積極

穩妥、循序漸進”的原則，在逐步擴大試點範圍。這個政策方向

不會轉變，具體事宜將由海旅會和台旅會協商安排。 

 

兩岸觀光小兩會將增加陸客來台自由行人數，從目前每天

3千人增加到 4千人，試點城市將再增加哈爾濱等 15個城市，

停留天數也規畫從目前的 15天延長至 30天。交通部觀光局規

劃，新增加的試點城市以現為直航航點、人均消費金額高、出

遊人數多、城市人口多等為主，包括：哈爾濱、大連、煙台、

常州、無錫、徐州、南昌、貴陽、佛山等共有 15個城市。 

 

2013年 10月 27日第 9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通過多項「共

同建議」中，也針對兩岸旅遊交流合作提出建議，內容為：「進

一步完善兩岸旅遊交流合作機制，提升和豐富兩岸旅遊交流合

作平台的功能與內涵。推動兩岸旅遊業逐步實現產業化合作，

重點開展旅遊投資、金融服務、智慧旅遊等合作。擴大旅遊交

流規模，提升旅遊服務品質，保障兩岸民眾旅遊消費權益，創

造更佳旅遊環境。」以整合兩岸旅遊市場優勢、擴大與深化交

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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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建議，針對旅遊產業的特性，兩岸雙方政府可考慮採

取如下政策，來加強兩岸旅遊的產業合作：1、開放陸資可來台

獨資、合資或合夥經營，但限制陸方可設立的商業據點總計僅

3家；2、經營範圍限居住於台灣的自然人；3、在台灣的旅遊

活動採循序漸進，逐步開放；4、陸方允許台灣業者可前往設立

旅行社，家數不限；5、我方業者在大陸投資門檻降低且無年度

營業總額的限制。以上政策建議一則可以活絡國內的旅遊市

場，推動產業轉型及調整產業體質；再者，因觀察國內旅遊業

務真正交旅行社承辦者僅占 4%，因此就算陸方過來設置公司，

影響也不大。但是我方業者卻可藉機展現實力及憑藉豐富專業

的操作經驗和國際關係，可推而廣之，在大陸一年 30億國內旅

遊人次及近一億出國人次的旅遊市場上大展身手。 

 

總之，旅遊產業在服務貿易開放的策略上，總體目標是希

望兩岸旅遊產業攜手合作，共創雙贏的產業合作榮景。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