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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簡報所提供之資訊含有前瞻性敘述。此前瞻性敘述將受風險、不確

定性與推論所影響，部份將超出我們的控制之外，實際結果可能與此前
瞻性敘述所提大不相同。由於此風險、不確定性與推論，此前瞻性敘述
之事件與環境可能部份或全部不能如同我們所預期。

本簡報資料中所提供之所有資訊係依據推論，鳳凰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並不保證其正確性、完整性及可靠性，且不負有更新或修正本簡
報資料內容之責任。本簡報資料中所提供之資訊並未能代表本公司、產
業狀況或後續重大發展的完整論述。

此簡報及其內容未經本公司書面許可，任何第三者不得任意取用。



公司概況
• 成立時間：民國46年成立亞洲旅行社，69年正式以「鳳凰旅遊」品牌

行銷市場，78年更名為鳳凰國際旅行社(股)有限公司。

• 董事⾧：張巍耀先生

• 總公司：台北市⾧安東路㇐段25號B1、4、5、11、12樓

• 分公司：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 2001年首家上櫃，2011年10月21日櫃轉市、上市掛牌

• 實收資本額：新台幣671,173,170元(2020.12.01)

• 主要營業項目：接受客戶委託代辦國、內外團體、個人旅遊、
機票、訂房及證照代辦，及外國旅客（含陸客）來台觀光



鳳凰國際旅行社(股)公司

鳳凰旅遊出版社(股)公司
(持股比例 100%)

雍利企業(股)公司
(持股比例 99.76%)

華夏國際旅行社
(持股比例 100%)

雍利保險代理人
(持股比例 100%)

台灣中國運通
(持股比例 74.16%)

鈺林旅行社
(持股比例 100%)

菲美運通
(持股比例 100%)

競技國際
(持股比例 80%)

貴賓通運
(持股比例 66.98%)

上海隆際國際貨運代理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75%)

天禾航空貨運承攬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上海隆和國際貨運代理
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關係企業組織圖

柏悅(股)公司
(持股比例 100%)

貴賓通運
(持股比例 33.02%)

柏邑(股)公司
(持股比例 100%)

菲尼克斯(股)公司
(持股比例 60%)



客、貨運及旅遊周邊事業總代理

真航空
(大韓航空全資子公司)

星悅航空
(連續10年日本國內航空業
客戶滿意度第㇐位)

資源整合

波蘭航空



航空及旅遊周邊事業總代理



新創「好食嗑HAUS 
FOOD」美食街新品牌
，進駐新北市土城區日
月光廣場，在日前開始
試營運，於2018年7月
26日與日月光廣場同步
正式開幕。

柏悅股份有限公司



雍利保險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項目: 主要經營產險業務,特別是旅遊專業
之國內外旅遊平安險、旅行業契約責任險
及履約責任保險。
也承做，火險、車險、責任險等等

 對象: *集團各旅遊相關公司
*其他同業旅行社
*GDS訂位系統

 優勢: 兼具旅行暨保險專業、投保迅速、理賠服務



將投入新台幣5億元，在小琉
球打造休閒旅店，9月底正式
動工，預計2022年底完工營
運。

初期規劃建築物高10樓、房
間數量約有60間，走休閒度
假設計風格，搭配無邊際泳
池等設施，提供旅客最佳渡
假體驗。

投資興建小琉球飯店



菲尼克斯私人健身空間 Fitnexx

我們使用四大國際認
證標準合格的空氣淨
化設備結合HEPA等
級以及負離子吸附的
優點，主濾網以數百
萬條超微細之聚丙烯
纖維交織而成，對
0.1µm微粒的濾淨效
果達99.97%以上



(㇐)營業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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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PS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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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比重(%) 109年度
1-11月 108年度 107年度

產品線

⾧
程
線

歐洲線 18.64% 24.85% 26.13%
土希埃線 23.93% 21.58% N/A

美洲線 2.96% 4.53% 3.28%
紐澳線 5.54% 3.15% 2.96%
郵輪線 9% 11.14% 12.37%

短 亞洲線 12.81% 6.39% 5.58%
程 大陸線 6.31% 14.30% 12.92%
線 東北亞線 5.47% 6.97% 6.95%

台灣 國民旅遊 10.3% 1% 0.85%
其他 ＊其他 5.04% 6.09% 28.96%

＊為手續費收入、佣金收入、陸運收入、貨運收入及未列入上表之其他線收入

服務項目及其營業比重



Q1〜Q3累計比較

109年

• 營業收入 449,762仟元

• 營業利益 (9,653)仟元

• 營業外收支 22,497仟元

• 歸屬母公司稅後淨利
10,339仟元

• EPS  0.15元

108年

• 營業收入 2,383,689仟元

• 營業利益 153,984仟元

• 營業外收支 50,756仟元

• 歸屬母公司稅後淨利
169,672仟元

• EPS   2.53元



台灣旅行業的種類及家數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1 綜合旅行社 139家

2 甲種旅行社 2,750家

3 ㇠種旅行社 301家

合計 3,190家總公司(752家分公司)
統計至2020/11/30

6月統計 3,158家總公司(811家分公司)



COVID-19之影響

 團體出境禁令暫無開放時間表

 1-11月營收yoy滑落83.40%

 1-10月來台旅客1,334,672人次yoy滑落86.28%

 1-10月國人出國2,291,580人次yoy滑落84.27%



衝刺國旅
加強國內旅遊產品豐富度,包裝季節性產品、專人專車小團體旅遊、開發深度部落旅遊

、配合政策推自行車旅遊年主題產品、離島花東地區團體產品、長天數深度慢遊、大型

郵輪環島跳島旅遊、公司行號包團旅遊等。

隨時注意疫情變化，調整策略因應。
持續優化產品與服務，維持團隊最佳狀態。
提前佈署，為市場復甦做準備。
多角化經營，尋求增加收益的任何機會。

2021營運重點



"田螺含水過冬"
㇐滴滴水，就相等於㇐個希望，㇐個理想或願景。
只要能懷抱著希望，或者為某個理想而堅忍，總有
等到春回大地的㇐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