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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2 MIPIM ASIA(亞洲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於 11 月 7 日至 9 日，在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Hong kong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re)舉行，

本市由地政局派員與會，專門委員朱上岸及臺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張麗莉理事長並受邀擔任開幕典禮貴賓，為本次為期三日的亞洲最大地產

盛會揭開序幕。本年參展單位係包括來自美國、韓國、日本、法國、瑞典、

中國及香港等地，計 115 個參展公司、200 個零售商、450 個投資者、旅

館集團及超過 2,000 名參與者共同與會。 

因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第 64 屆世界年會於臺中舉辦，

為宣傳此次年會，特別於 MIPIM ASIA 會中與世界不動產聯合會、臺灣分

會，共同以「FIABCI 64th World Congress Taichung, Taiwan」為題設

攤宣傳，並攜帶由張執行長提供印有「2013 FIABCI 64th World Congress」

LOGO 字樣之環保袋及維他命 C 小糖果等小點心，攤位中除宣傳第 64 屆世

界年會外，另分享及宣傳臺中市不動產開發與城市發展經驗。  

另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籌備

會執行長、同時也是臺中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之張麗莉執行長

受 MIPIM ASIA大會邀請，於 11月 8 日該會「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

主題論壇，發表「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專題演

說。除向與會各國不動產投資菁英及來賓分享本市環保、文化經濟等的進

步外，張執行長並分享臺中許多建築美學與社區經營的中部獨有的品牌文

化，也宣揚臺中企業熱心公益的案例，與會者紛紛拿出相機及筆記本記錄

這難得一見的演講內容，並對臺中城市意象留下深刻印象。 

會展期間除於攤位行銷外，張執行長也帶領此次年會宣傳團隊，實際

至各攤位作面對面直效行銷，除與各攤位交換名片及伴手禮外，並邀請

MIPIM AISA參展機關，明年至臺灣參加年會，獲得與會佳賓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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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一、 「MIPIM ASIA」（亞洲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簡介 

MIPIM(Marc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IMmobilier –French，

即：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 自 1989 在法國巴黎首度主創辦，是目前世界

集聚規模大、參與菁英多之不動產投資開發交易平台，透過會議及展覽方

式予各界交流，迄今已經舉辦超過 20年。 

隨著亞洲地區經濟高速發展，國際 MIPIM 展覽規模不斷擴大，主要針

對亞洲地區之“MIPIM ASIA 亞洲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則於 2006 年正式

於香港舉行，並成為亞太地區第一個最實際有效的投資交易平臺，亦為亞

太地區規模最大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專業房地產展覽會，至今已辦理第七

屆。參展廠商類型有：顧問業者、政府部門、開發商、建築業者、金融及

財務機構、建築設計、機構投資人、不動產基金業者、不動產營運商、觀

光業者等。 

本市曾於 2009、2011 年與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與會各縣市政府組

成臺灣主題館（Taiwan Pavilion）參與上開「MIPIM ASIA」國際房地產

年度盛會，已成功行銷臺中及吸引菁英投資者關注。 

值得一提的是，本市成功爭取到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

第 64屆世界年會於本市舉辦，為宣傳此次年會，特別於 2012 MIPIM ASIA

會中與世界不動產聯合會、臺灣分會，共同以「FIABCI 64th World Congress 

Taichung, Taiwan」為題設攤宣傳，屆期藉由主辦此一國際級不動產業界

盛會之機會，將使本市在國際的舞台上大展身手，綻放出更為耀眼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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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目的 

期望藉由參加 2012 MIPIM ASIA（亞洲國際地產投資交易會）之機會，

除宣傳本市 2013 年舉辦之「2013 世界不動產聯合會臺灣臺中世界年會」

外，讓本市能於國際舞台上曝光並爭取國外投資廠商之青睞，以達公私部

門合作促進市政繁榮之使命。其目的如下： 

(一)  主動參與國際會議，爭取曝光度，以提高本市國際能見度及藉以行

銷臺中。 

(二)  吸引各國菁英於 2013 年至本市參加「2013 世界不動產聯合會臺灣

臺中世界年會」。 

參、 過程 

一、 出國行程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11月 6日 

(星期二) 

第一天 

08:00-18:00 一.搭機至香港(臺中-香港) 

二.會場布置、資料彙整包裝 

三.會場動線勘查 

11月 7日 

(星期三) 

第二天 

09:30-10:00 

10:00-18:00 

MIPIM ASIA Opening Ceremony(大會開幕典禮) 

會場行銷(向各界菁英宣傳 2013FIABCI 世界年

會及行銷本市) 

11月 8日 

(星期四) 

第三天 

09:00-12:30 

 

12:30-13:15 

 

 

 

13:15-18:00 

會場行銷(向各界投資者介紹本市參展主題及

個案) 

「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主題論壇演

講者:張麗莉理事長  

演講主題:「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 

會場行銷(向各界菁英宣傳 2013FIABCI 世界年

會及行銷本市) 

11月 9日 

(星期五) 

第四天 

09:30-10:00 一. 會場行銷(向各界菁英宣傳 2013FIABCI世界

年會及行銷本市) 

二. 會後相關資料整理及打包 

三.搭機返回臺中(香港-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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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國人員名單 

機關單位 
參展成員 

職稱 姓名 

地政局 

專門委員 朱上岸 

科長 林至真 

科長 林永成 

股長 楊曉龍 

 

三、 2012 MIPIM ASIA 場所及議程簡介 

(一) 展覽場所簡介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HKCEC）1是香港的主要大型會議及展覽場地，位處香港島著名

之維多利亞港邊，香港島灣仔北岸。其於 1988 年 11 月開幕後，香港

的貿易展覽事業蒸蒸日上，也吸引諸多國際商業集團或團體辦理相關

展銷活動，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會議舉辦地點。 

自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開幕以來，使用率不斷上升；第一次擴建工

程於 1997年 6 月完成，主要場地總面積較前增加逾一倍。會展中心現

時的展覽廳總面積為 66,000 平方公尺，多功能場地總面積為 20,000

平方公尺及輔助場地總面積為 5,500 平方公尺。 

(二) MIPIM ASIA 大會論壇議程簡介 

11 月 7 日之 MIPIM ASIA開幕典禮，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

振英先生點出了亞洲房地產市場的活力。他表示：「香港是地產界及其

他業界於中國開展業務的橋樑。中國大部分主要地產商均是香港公司

的分支或旗下子公司。我們將攜手於中國市場創造豐富的資料及知識

庫。」，點出在香港辦理 MIPIM ASIA 重要性及原因。 

2012 MIPIM ASIA 年會議程可大致可稱為 3 合 1 議程，包括投資

高峰論壇(Investment Summit)、零售不動產高峰論壇(Retail Real 

                                                 
1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簡介參考自 http://www.hkcec.com/，資料取用日期：101 年 12 月 21 日。 

http://www.hkcec.com/，資料取用日期：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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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te Summit)、新穎設計展覽區(Newly design Exhibition area)

等 3 個主要議程，並設計結合行銷之顧客會議和項目論壇 (Client 

Conferences and Events) 、MIPIM ASIA 網絡項目論壇(MIPIM ASIA 

Networking Events)等 2 大行銷類項目。茲將 3個主要議程分敘如下： 

1.投資高峰論壇(Investment Summit) 

投資高峰論壇係提供國際不動產投資菁英聚焦亞洲不動產市場，並且提

供接觸和連繫機會，同時規劃 Keynote Speaker 演說、專題研討會等，藉

以打開亞洲不動產市場大門，歡迎各路菁英投資。 

2. 零售業不動產高峰論壇(Retail Real Estate Summit) 

零售業不動產高峰論壇係首次列入 MIPIM ASIA 議程，也反應國際零售

不動產成長利益，找尋亞洲不動產租賃市場新投資發展機會。並從購物

中心設計，至零售業成長趨勢和永續性零售業，MIPIM ASIA 提供建構一

個專業及學習平臺。 

3. 新穎設計展覽區(Newly design Exhibition area) 

展覽區之參展類型計有：建築業，發展者、投資者和最終使用者加入參

展，將使參與者能夠掌握最新的投資訊息，彙集專業之業者共同學習，

藉以增加建物之附加價值。 

(三) 「行銷之顧客會議和項目 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論壇演講 

本市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張理事長麗莉，同時也身兼「2013 世

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籌備會執行長，受邀於「行

銷之顧客會議和項目 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論壇，以「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臺中新崛起的建築美學)」為

題，發表演說。茲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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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 大會論壇演講 

11月 8日(星期四) 【地點】Agora Room 

12：30 - 13：15 

大 會 論 壇 -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 

【題目】 

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 

 

【演說者】 

張麗莉理事長 

(臺中市建築開發同業公會理事長) 

(2013 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

籌備會執行長) 

 

【內容概述】 

一、臺中市整體環境概述--- 

 回顧市場成長趨勢 

 介紹臺中市歷年得獎項目 

 由胡市長發起之重大活動及來訪臺中與

會貴賓 

 水湳經貿園區重點介紹 

二、看得見的建築--- 

 公共建案介紹: 路思義教堂、草悟道、秋紅

谷…等 

 接待中心: 總太建設、親家建設、富邦建設…

等 

 高低樓層建築物: 陸府建設、聯聚建設、宏

銓建設…等 

 商用建築: 餐廳、咖啡廳…等 

三、看不見的建築--- 

 工地管理經營的美善 

 室內設計以及精裝修的角度講述以客為尊的

出發點 

 社區音樂會及運動會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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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酒會以及廚藝分享等生活饗宴 

 慈善團體及活動 

四、“2013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屆臺灣臺中世

界年會”宣傳--- 

 世界年會主題”Innov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介紹 

 各項旅遊行程介紹 

 學術論壇介紹 

 世界年會報名與會者介紹 

2.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 大會論壇演講摘要 

張理事長麗莉於展期第二日（11/16）應 MIPIM ASIA 亞洲國際地

產投資交易會大會邀請，「Client Conferences & Event」論壇，以「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臺中新崛起的建築美學)」為

題。除向與會各國不動產投資菁英及來賓分享臺中建築經驗外，另以

行銷大臺中以及宣傳 FIABCI 64th 世界年會為主軸，結合了演講一貫

風格之”看得見的建築與看不見的建築完美結合”論調，來營造臺中

城市風光之美好的意念傳達，完整涵蓋內容如下: 

A.臺中市整體環境概述--- 

以回顧市場成長趨勢起頭,依續介紹了臺中市歷年得獎之精彩項目以及

由胡市長發起之重大活動，亦列名曾來訪臺中與會貴賓名單輔助說明了

臺中市於國際能見度之水平，最後將重點總結於介紹目前眾所矚目之水

湳經貿園區。 

B.看得見的建築--- 

分別以公共建案、接待中心、高低樓層建案以及商用建築為四大分類闡

述了臺中市具代表性之建築物體本身，演講過程以圖片方式流暢呈現並

含括: 路思義教堂、草悟道、秋紅谷、總太建設、親家建設、富邦建設、

陸府建設、聯聚建設、宏銓建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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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看不見的建築--- 

由工地管理經營的實況切入”看不見的建築”思考角度，接著以室內設

計規劃及全套精裝修的實作面再次講述由消費者立場為出發點的服務

精神，而各項社區所舉辦的活動如:音樂會、運動會、品酒會以及廚藝

分享等生活饗宴更再次強調了臺中建商為營造客戶幸福氛圍的種種付

出，最後以由臺中市建商發起的各項慈善團體作為篇章尾聲。 

D.“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宣傳--- 

首先介紹 FIABCI 世界年會之主題”Innova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接著引導與會者了解年會籌備單位用心規畫之各項旅

遊行程、晚會介紹以及學術論壇介紹,而最終則代表年會籌辦單位之身

分出奇不意的以臺灣各色美味小吃邀約聽眾踴躍報名來臺。 

透過張理事長麗莉生動活潑及專業演說下，讓現場不動產各界菁英

及投資者，短短時間內就能迅速瞭解臺中建築美學及投資機會所在，並

專注勤作筆記，摘錄這難得的第一手投資訊息，提供投資決策參考，其

所帶來行銷效益相當大，也吸引各國不動產投資專業人士囑目，未來發

展不可限量。 

(四) 本市參展行銷內容介紹 

主題：2013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 

本市成功爭取到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第 64 屆世界

年會於本市舉辦。於 MIPIM ASIA 攤位中除宣傳第 64 屆世界年會外，

另分享及宣傳本市不動產開發與城市發展經驗，並攜帶大宅門特區及

「臺灣塔」相關文宣，已聚集與會來賓目光，成功將本市優質的生活

環境、優勢地理區位及絕佳的投資條件，介紹給全球不動產投資者與

經營管理業者，並進一步邀請各國外賓明年踴躍參加於本市舉辦之第

64 屆年會，以期吸引全球不動產業者能聚焦臺灣，投資臺中，創造城

市建設發展新一波之景氣榮景。 

世界不動產聯合會（The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Fe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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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ABCI）是全世界最具權威、層級最高、規模最大的國際性不動產民

間組織，成立自西元 1948年，目前已有 60個會員國，120多個不動產

團體會員及 3,500 位的專業人士，並代表全球 150 多萬不動產專業人

士，成員主要分布於非洲、美洲、亞太和歐洲四個區域。藉由通過地

方、國家和國際各級的資訊共享和聯繫，使其成員提高他們的商業機

會，並促進當地之經濟發展。 

另由每年於各會員國間輪流舉辦世界年會之機會，強化各國不動

產專業人士之交流，並頒發全球卓越建設獎，表揚世界各地優秀的建

築作品，為全球之不動產開發塑立前瞻性的願景與標竿。 

本市於民國 92 年 9 月 24日至 27日曾舉辦過「世界不動產聯合會

（FIABCI）第 6 屆亞太不動產年會」，並於 2011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

第 62 屆世界年會時以「圓滿戶外劇場」獲得「公部門基礎建設/環境

適意工程類」最高榮耀「全球卓越建設獎首獎」。藉由主辦此一國際級

不動產業界盛會之機會，將使本市在國際的舞臺上大展身手，綻放出

更為耀眼的光芒。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 屆世界年會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

世界不動產相關領域提供一個溝通平台、提升專業知識、引發各方對

話，並建立網絡。雖然臺灣的城市規模不如它周邊的東京、首爾、北

京、上海、廣州、馬尼拉等巨型城市，但它長期致力於永續發展的努

力，並不亞於其他亞洲城市，且已有相當明顯的成就，尤其以綠色科

技產業最為顯著。臺灣居於亞洲的重心，期望藉由地理優勢，吸引更

多亞洲地區的不動產相關業者參加會議，分享他們的經驗與遭遇到的

課題，進而讓來自全世界的與會者了解亞洲不動產業不同於歐美的發

展形式、策略、趨勢，以及亞洲城市不動產發展的動向與未來。除此

外，更讓與會者了解亞洲許多城市對於永續發展的治理方式、努力與

成就，例如臺灣臺中、新加坡、香港、南韓首爾等，其經驗足以提供

做為亞洲其他巨型城市的借鏡，讓綠色城市的口號不再只是一個遙不

可及的夢想。 

因此，本屆會議將以臺灣以及亞洲幾個重要城市為中心，將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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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致力於永續發展的新科技、新手法、新概念的推廣與實踐，

以旗艦計畫為主體，討論創新永續發展的可能性與成果，相關議題包

括創意式都市治理、不動產行銷、都市更新、綠建築技術與綠能科技、

不動產國際化市場、國際資本流動、老年住宅社區、生態環境規劃等。

這些都是亞洲城市不動產業永續發展急切面對的課題。 

肆、心得 

本次招商主要文宣除了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外，另攜帶本市行銷及臺灣塔 DM並透過電視放映

本市行銷影片介紹，另張理事長麗莉另製作了宣傳年會之折疊式環保

袋紀念品及來自臺灣的小點心，提供給貴賓參考及品嘗，獲得至攤來

賓一致好評。 

2012 MIPIM ASIA 已是亞洲國際招商的重要且具意義之展覽活動，

於 11月 7日至 9 日三天展期中，本市與 FIABCI總會及 FIABCI 臺灣分

會共同設攤宣傳「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

會」已有豐碩成果，除有效提昇臺灣及本市之整體形象與知名度，也

提供不動產資訊間互動交流。以下表格為 2012 MIPIM ASIA 公布之具

體參展國家及人數。 

項目 內容 

2012 MIPIM ASIA參展國家數 44國 

國際投資企業參與 2012MIPIM ASIA家數 750家 

2012 MIPIM ASIA參展人數 2000人 

投資者 450位 

零售商 200位 

資料來源:MIPIM ASIA（http://www.mipim-asia.com/en/mipim-asia/） 

 

 

http://www.mipim-asia.com/en/mipim-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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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期間全數文宣品被索取完畢，已有與會菁英與現場工作人員

表達願意參與 2013 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FIABCI)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

界年會，及索取介紹本市之文宣，未來更不排除至本市投資及與本市

合作機會。 

此外，MIPIM ASIA 雖以亞洲地區國家城市為主，惟美洲、歐洲部

分城市亦有參展，攤位中來自大陸地區天津市之投資公司，以置發開

發場區模型之方式呈現，整體攤位設計簡單明瞭且造型特殊，為本次

參展可以學習的主要對象之一。同時今年 MIPIM ASIA 新增了 LPs 

morning 私人會議，讓機構投資者、私募基金及海外基金的菁英可藉

以進行商務交流及討論，其應較公開式展覽成效為佳。 

此次參展，宣傳世界年會文宣品簡潔且以參與人喜好為出發點設

計，輔以實用取向之環保袋，讓與會者眼睛為一亮，突破以往純文宣

厚重且無法突顯主題之缺點，除對本市地理位置留下印象外，並達成

城市行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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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本次參展過程在各單位同仁的努力下雖成果豐碩，但仍有以下建議： 

(一) MIPIM ASIA採用“E-TICKET＂認證報到，即於報名完畢時利用電子

郵件將報名成功訊息及認證碼寄至參與者信箱，由參與者下載列印

或存於手機後攜至會場，工作人員直接點選認證碼，即可得知參與

者報名類別，有效節省報到時間及提升效率。 

(二) 本市未來擬於「大宅門特區」設置國際級會展中心，可借鏡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之設施、動線與交通接駁規劃完善之優點，作為未來本

市會展場館之設計規劃參考。 

(三) 明年 2013年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預計吸

引 600 名外國人士與會，此國際性的會議活動所產生的周邊經濟效

益頗高，亦可從中獲得相當高的曝光機會，建議可規劃相關旅遊或

購物動線資訊，以達到城市行銷效益並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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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錄(圖片、參展名片等) 

附錄一 展覽場所簡介 

附錄二 大會主題論壇及臺灣主題館首長論壇演講情形  

附錄三 行銷及宣傳部分 

附錄四 其他 

附錄五 MIPIM ASIA 大會議程 

附錄六 FIABCI第 64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行銷資料 

附錄七 各界名片(涉及個人資料，電子檔不予公開) 

附錄一 展覽場所簡介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HKCEC)建築物外觀-1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HKCEC)建築物外觀-2 

  

2012 MIPIM ASIA 展場主題看板 2012 MIPIM ASIA 位置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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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大會開幕典禮及主題論壇演講情形 

  

2012 MIPIM ASIA開幕典禮-1 2012 MIPIM ASIA開幕典禮-2 

  

張理事長麗莉演說-「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臺中新崛起的建築美學)」-1 

張理事長麗莉演說-「The Rising of New Aesthetic in 

Taichung(臺中新崛起的建築美學)」-2 

  

本市參展人員合影(一) 本市參展人員合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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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行銷及宣傳部分 

 

 

FIABCI 與本市行銷攤位圖-1 FIABCI 與本市行銷攤位圖-2 

  

文宣品圖 MIPIM ASIA 大會 GUIDEBOOK 行銷廣告 

  

行銷紀念品 行銷攤位小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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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行銷及宣傳部分(主動行銷) 

  

主動行銷-1 主動行銷-2 

  

主動行銷-3 主動行銷-4 

  

主動行銷-5 主動行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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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其他 

  

報到櫃臺 致贈紀念品予 MIPIM ASIA 亞洲區總監 

  

MIPIM ASIA會場照片-1 MIPIM ASIA會場照片-2 

  

MIPIM ASIA會場照片-3 MIPIM ASIA會場照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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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MIPIM ASIA 大會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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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2013 世界不動產聯合會第 64 屆臺灣臺中世界年會」

行銷資料-1 



 

 22 

 

附錄七 各界名片(涉及個人資料，電子檔不予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