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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書（出國類別：其他） 
 

 

 

 

 

出席「大嶝小鎮-臺中特色商品館」開幕

式暨參加「第七屆海峽旅遊博覽會與第

十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整體聯

展」（以下簡稱廈門旅展）出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姓名職稱：黃晴曉 局長等 7人 

出國期間：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11日 

報告日期：2011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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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鑒於兩岸交流頻繁，陸客市場活絡，臺灣商品於大陸地區缺乏免稅行銷通路，臺

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號召大臺中地區，各式地方特色產業店家共同進駐「大嶝

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之「臺中特色商品館」，該館由民間業者經營，進

駐廠商與經營業者間之商議條件由該雙方自行協定，為達成「太陽餅兩岸三地輔導

行銷通路建置計畫」建立國際行銷通路目標，本局遂順勢輔導業者進駐該館，期能

藉由該館之交易平台，協助臺中地方特色產業開創多元陸客市場商機。 

另為有利推動海峽兩岸旅遊雙向交流與合作，輔導幸福產業（婚紗、旅行社、糕

餅、飯店、珠寶等）業者參與「第七屆海峽旅遊博覽會與第十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

易洽談會整體聯展」（以下簡稱：廈門旅展），該旅展為海峽兩岸重要之品牌展會，

藉由廈門旅展大型國際展出平台之集體行銷方式，形塑本市幸福產業共同形象，將

幸福產業推廣至兩岸三地及國際市場，使產業行銷國際化；且廈門市為本市積極推

廣「中進中出」旅遊方式之重點城市，期能經由本次活動，提昇本市幸福產業之陸

客市場曝光度及國際知名度，引導大陸地區及國際自由行觀光客前來本市進行「幸

福恆久─愛在臺中」幸福婚紗之旅，以增加相關產業效益，促進產業發展，達到行

銷目的。 

貳、 活動概要： 

一、 參與人員及摘要行程表(提要)： 

單位 職稱 姓名 停留期間 

經濟發展局 局長 黃晴曉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 

科長 林敏棋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 

科員 黃倩娟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11日 

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 

助理員 吳雪燕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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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職稱 姓名 停留期間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

策進會 
總幹事 王瑩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

策進會 
副總幹事 張素梅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

策進會 
幹事 李明華 2011年 9月 5日至 

9月 8日 

摘要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備註 

9/5 臺中-廈門 搭機下午抵達廈門後，至「大嶝小鎮-臺中

特色商品館」勘查場地佈置、本市業者商品

上架情形及開幕式會場籌辦事宜。 

9/6 廈門大嶝島 上午出席「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

園-臺中特色商品館」開幕式；下午至廈門

旅展展場處理佈展事宜 

9/7 廈門 出席廈門旅展開館儀式且全日參展 

9/8 廈門 分組參與廈門旅展全日參展活動（會展中

心）及「廈門旅展-中臺灣館推介（推荐）

會」(翔鷺大酒店) 

9/9-9/10 廈門 廈門旅展全日參展 

9/11 廈門-臺中 安排撤展並搭機返臺 

 

二、 活動過程： 

(一) 「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臺中特色商品館」場地勘查： 

1. 時間：2011年 9 月 5日下午 4點 30分 

2. 地點：「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開幕式會場及「臺中特色商品館」賣

場場地 

3. 勘查重點：勘查本市輔導之糕餅業者於臺中特色商品館之商品陳設及鋪貨情形，

並就隔日開幕式會場之場地狀況進行瞭解。 

4. 勘查情形及建議： 

(1) 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及臺中特色商品館等內外場地均在趕工中，環境亦未著手

清理，現場仍處於未就緒狀態。 

(2) 本市輔導進駐之糕餅業者已將商品運送至商店倉庫，俟現場完工隨時可將產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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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陳列，佈置賣場。 

(3) 現場要求承攬場地建設之廠商務必於開幕式前，將工程完工並將現場清理乾淨，

一切就定位。 

5. 相關相片及說明： 

    
      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        大嶝小鎮-臺中特色商品館賣場 

9月 5日下午勘查時現況                 9月 5日下午勘查時現況 

 

(二) 「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臺中特色商品館」及「臺灣特色鄉鎮交流展

示館」開幕式： 

1. 時間：2011年 9 月 6日上午 9時 30分 

2. 地點：「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商品主題公園-臺中特色商品館(1樓)及臺灣特色鄉鎮

交流展示館(3樓)」 

3. 活動重點：為協助本市地方特色產業，開創陸客市場商機，出席開幕儀式並於現

場接受媒體採訪，為相關產業爭取媒體曝光機會；另館內設有本市糕餅手冊等相

關書面資料陳列架，提供到館消費者自由取用，增進觀光客對本市糕餅產業及觀

光資源之瞭解。 

4. 相關相片、報導及說明： 

  
大嶝小鎮-臺中特色商品館賣場           大嶝小鎮-臺中特色商品館賣場 

  瞭解業者商品於賣場之上架情形            局長於現場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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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嶝小鎮-臺灣特色鄉鎮交流展示館        大嶝小鎮-臺中特色商品館賣場 

  秘書長(左三)與其他縣市代表為開幕式剪綵   設有本市糕餅手冊及觀光導覽陳列架 

 

 
2011/9/7 廈門導報 

 

(三) 廈門旅展勘查場地並處理佈展事宜： 

1. 時間：2011年 9 月 6日下午 14時 30分 

2. 地點：廈門旅展展場 

3. 勘查重點：勘查本市與彰化縣及南投縣合作之中臺灣展館場地施工情形及場地動

線調整。 

4. 勘查情形及建議： 

(1) 場地雖已初步完工但四周內外環境仍未清理。 

(2) 有部分櫥櫃之鎖頭故障無法使用，現場要求承包廠商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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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糕餅展示櫃臺原設計於展場右邊，但右邊出入口較小且有展臺緊鄰後方，影響出

入動線，考量後將該展示櫃移至展場左邊。 

5. 相關相片及說明： 

  
廈門旅展-臺灣館（相片右邊）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相片中間） 

展場已完工環境未清理               周圍展位多已完工但環境未清理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討論展場佈置及動線                      檢查展場設備 

 

(四) 廈門旅展開幕式並全日參展： 

1. 時間：2011年 9 月 7日上午 9時 30分 

2. 地點：廈門旅展會展中心 

3. 活動重點：分組出席廈門旅展與投洽會整體聯展之開館儀式，另一組人員至展場

佈置場地，準備開展事宜。 

4. 活動情形：現場接受多家媒體採訪，爭取本市相關產業於大陸地區媒體露出機

會，成功為本市產業提高知名度及曝光率。 

 

 

 

 



8 
 

5. 相關相片及說明： 

  
廈門旅展開館儀式               廈門旅展開館儀式後出席人員合影 

 

  
廈門旅展展館外-等候開館時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科長接受廈門日報記者專訪                 秘書長接受媒體採訪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局長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本市旅行業者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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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廈門旅展-中彰投中臺灣館 

本市婚紗業者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本市糕餅業者接受當地媒體採訪 

 

(五) 廈門旅展中臺灣館推介（推荐）會： 

1. 時間：2011年 9 月 8日上午 9時 30分至 12時 

2. 地點：翔鷺大酒店 

3. 活動重點：推薦本市幸福產業及觀光行程。 

4. 活動情形：由中彰投三縣市合辦之中臺灣館，推介（推荐）時間由三縣市各派代

表上台推介（推荐）該縣市特色產業，本市由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鄭秘書長育麟為

代表，上台向大陸媒體介紹本市幸福產業及本市熱門觀光景點，提升本市相關產

業於陸客市場之知曉度。 

5. 相關相片及說明： 

  
廈門旅展推介（推荐）會                廈門旅展推介（推荐）會 

本市代表上台簡介現場媒體眾多            本市推介（推荐）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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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旅展推介（推荐）會門口設置之書面資料桌    廈門旅展推介（推荐）會後 

本市於該處擺放觀光手冊及相關新聞稿       本市代表獲多家媒體採訪 

 

(六) 廈門旅展全日參展： 

1. 時間：2011年 9 月 8日至 10日上午 9時至 17時 

2. 地點：廈門旅展會展中心 

3. 活動重點：邀集本市旅行、旅館、婚紗及糕餅等幸福產業業者，與彰化縣及南投

縣政府共同辦理中臺灣館展位，並參觀其他地區之展位佈置俾觀摩學習。 

4. 活動情形：協助本市幸福產業業者於廈門旅展設置展位參展，並配合當地中秋節

習俗，於現場辦理「大富翁遊中臺灣-博餅有獎問答活動」，以中彰投三縣市著名

景點及特色產業設計題目，由逛展民眾擲骰子答題拿禮物，藉由遊戲互動炒熱氣

氛，吸引逛展人潮，增加陸客對中臺灣之認識，提升展場人氣，並參觀其他展位

之佈置及操作方式，俾爾後參展改善之參考。 

5. 相關相片、報導及說明： 

  
廈門旅展-中臺灣館正面             廈門旅展-中臺灣館糕餅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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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旅展-中臺灣館大富翁遊中臺灣-博餅有獎問答活動 

 

   
       廈門旅展-臺灣館                    廈門旅展-福建永定館 

 

  
廈門旅展-大嶝小鎮館                   廈門旅展-上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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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旅展-澳門館                     廈門旅展-浙江館 

 

  
廈門旅展-某知名麵館展位              廈門旅展-某茶行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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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 月 8日廈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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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9/8 廈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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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成果與建議事項： 

一、 大嶝小鎮-臺中特色商品館： 

(一) 臺中特色商品館位於免稅公園臺灣食品城 1樓，館場外觀為臺中市百年古蹟湖心

亭之造型，明確定位城市品牌。館內規劃出兩區，其中一區約 50 平方公尺介紹

臺中市旅遊景點及文化特色區，另外一區約 90平方公尺規劃為攤位，提供糕餅

業者及農特產品進駐，邀請臺中市有興趣到大陸開發新市場業者，以承租攤位方

式提供商品行銷。形象館中設有固定專業銷售人員，推廣臺中市特色商品並介紹

行銷臺中觀光旅遊景點，不僅可行銷臺中糕餅產業，提高知名度，並且吸引陸客

來臺中旅遊、消費，達到加乘效果，兩者相輔相成、並行不悖。 

(二) 廈門市是大陸最有名的會展及旅遊城市之一，根據旺報報導，去年到廈門的大陸

旅遊人數將近 3000 萬人次，會到大嶝對臺小額商品交易市場的約占 10 分之 1；

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公園開幕之後，廈門各旅遊公司都積極安排國內旅客前往大嶝

參觀。因此，原商品交易市場的商家紛紛來搶租攤位，也有臺灣知名品牌例如 LA 

NEW 休閒鞋、金門酒廠、臺灣菸酒公司、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宏亞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聖祖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都來設櫃。事實上，

有些公司早在 3 個月前就先於原商品交易市場設櫃試水溫，消費者都十分肯定，

業績相當突出。 

(三) MIT 商品在大陸市場被視為新奇、高級產品，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公園開幕後，中

國各省經銷商將會到此找尋合作產品廠家，而優質的臺中市特色產品—太陽餅，

將會更進一步獲得大陸市場的有力支持。大嶝小鎮臺灣免稅公園不只提供臺中市

地方特色產業一個據點，也是建立國際通路、行銷產品、企業形象與城市文化的

良好管道。 

二、 廈門旅展： 

(一) 自 2008年開放陸客來台觀光，依據行政院陸委會統計資料，去年（2010）來台

觀光陸客人數達 118萬 8,987人次，較前（2009）年幾乎呈現雙倍增加，成長率

達 97.8％，顯見臺灣觀光旅遊在陸客市場之吸引力驚人，今（2011）年 6月開放

陸客自由行後，預料陸客來臺熱潮將有增無減，陸客市場商機可期。 

(二) 鑑此，為即時引進商機，本次邀集本市幸福產業業者共同參加本次廈門旅展，且

本屆廈門旅展整合旅遊博覽會與投資洽談會聯展，故逛展人潮除大陸本地廠商及

民眾外，還有來自世界各地之國際投資客，參與該旅展將有機會爭取龐大陸客及

國際客商機，將幸福產業推廣至兩岸三地及國際市場，使產業行銷國際化。 

(三) 本次參展成果豐碩，除入境隨俗，結合當地中秋節習慣，於展位前辦大富翁遊中

臺灣的博餅遊戲，成功拉近與逛展民眾距離，更贏得許多平面及電子媒體關注，

博得許多報導版面，且藉由遊戲進展讓逛展民眾對本市相關產業及著名景點有進

一步認識，技巧性的將本市幸福產業及觀光資源在陸客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四) 由本次活動辦理過程深切體會，貼近目標市場深入瞭解標的消費者特性之重要

性，即便是文宣資料用語、互動遊戲設計..等小細節，均足以影響逛展消費者對

展售產品之觀感及感興趣度。建議爾後辦理類似展覽前，對標的市場之風俗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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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層面先行瞭解，就積極面向看，可迅速將展位訴求與逛展消費者拉近距離，

提高逛展消費者對展售產品之詢問度，消極面向看，可避免觸犯當地禁忌或落入

無法引起逛展消費者興趣之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