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名稱：前往香港參加2013香港旅展暨澳門行銷活動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聯絡人：李凱誼               電話：04-22289111#58316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張大春/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石靜文/臺中市政府新聞局/局長 

李凱誼/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科員 

陳明婕/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約僱人員 

 

出國類別： 

其他 □出席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表演 □比賽 □競技 ■洽展   

     □海外檢測     □                  

出國期間：102年6月9日 至102年6月16日 出國地區： 

香港 

澳門 

報告日期：102年7月15日 

內容摘要：（500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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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配合交通部觀光局 101 年-102 年觀光宣傳主軸「臺灣觀光年曆」及

持續深耕香港市場之目標，2013 香港國際旅展於 102 年 6 月中旬舉辦，

臺中市政府由觀光旅遊局張局長大春及新聞局石局長靜文率員與會，並

於香港辦理業者交流會及街頭秀等活動；而為吸引澳門地區旅客及行銷

本市，此行並於澳門辦理觀光推廣會，邀請航空公司、旅行業者等媒體

與會，宣傳本市觀光旅遊。 

貳、活動重點 

一、澳門觀光推展會： 

澳門與臺中機場於去（101）年開啟直航航班，本府6月9日於澳門舉

辦「2013大玩臺中－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農業推介會」，共計逾60位賓

客與會，出席賓客對本市農特產及休閒旅遊表示高度興趣。包括臺北經

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主任盧長水、澳門臺商聯誼會會長林啟明、澳臺友好

協會會長徐靜慧、前東海大學校長，現任澳門大學副校長程海東等貴賓；

澳門機場公司、華信航空、長榮航空及復興航空與逾10家旅行業者到場；

媒體部分，包括澳門日報、華僑報、市民日報、大眾報、澳亞衛視及澳

門電臺等到場， 

二、香港旅展及業者交流會： 

每年6月中旬舉辦的香港旅展，臺灣館皆為全場焦點。因航班及網路

簽證之便利性，使得港澳旅客成為中國大陸、日本後，成為來臺旅遊百

萬俱樂部的會員。本市臺中機場國際航廈於本（102）年落成，為推展「中

進中出」的旅遊概念， 

 本府除參與香港旅展設攤之外，也另外舉辦本市業者與香港業者的交

流會。 

 三、香港街頭秀活動： 

去（101）年，港澳全年到臺灣的旅客達到101萬6,356人次，為吸引

香港旅客選擇臺中機場做為入境臺灣首站，本府於旅展期間舉辦「臺中，

我愛妳」街頭秀活動，於實體店舖祭出優惠予購買臺中自由行套票旅客，

各家旅行社配合刊登廣告，吸引旅客排隊購買。此外，旅展期間逢香港

父親節，為搶攻暑假市場，觀光旅遊局亦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廣告，吸

引旅客兌換好禮，並獲香港蘋果日報跟進報導。 

四、拜會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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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本市城市行銷能見度及請益「黃色小鴨」活動細節，本府乙行

至臺北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澳門）、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亞洲聯合廣播

電視集團、黃色小鴨主辦單位－海港城等單位，洽談及請益相關事宜。 

五、工作項目： 

職稱 姓名 備註 

觀光旅遊局局長 張大春 團長、出差時間為 6 月 9 日至 12 日 

新聞局局長 石靜文 城市行銷、出差時間為 6 月 9 日至 12 日 

科員 李凱誼 工作人員、出差時間為 6 月 9 日至 16 日 

協助辦理香港及澳門推廣活動（旅展、街頭秀及拜

會行程） 

約僱人員 陳明婕 工作人員、出差時間為 6 月 9 日至 16 日 

協助辦理香港及澳門推廣活動（旅展、街頭秀及拜

會行程） 

六、活動說明： 

日期 地點 主要活動 

102/6/9（日） 澳門  臺中－香港－澳門（華航 CI731） 

 前往維多利亞港勘查「橡皮鴨遊世界．香港站」

活動 

 前往澳門國父紀念館（拜會臺北辦事處盧長水

主任） 

102/6/10（一） 澳門、香港  舉辦「2013 大玩臺中－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

農業推介會」 

 舉辦「臺中，我愛妳」－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

閒農業推介會 

102/6/11（二） 香港  拜會光華新聞中心 

 香港旅展新聞發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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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亞洲聯合廣播電視集團 

102/6/12(三) 香港  前往三棟屋民族博物館 

 拜會馬灣公園 

 張局長、石局長搭機返回臺中 

102 年 6/13 至

6/16 

香港  參加香港國際旅展（ITE） 

 舉辦「臺中我愛妳」街頭秀活動 

參、活動過程 

一、6月9日（星期日） 

由荷蘭藝術家Florentjin Hofman設計的巨型黃色小鴨，在香港、臺

灣及中國大陸引起話題，共計吸引800萬人次參觀。6月9日為黃色小鴨在

香港展覽的最後一日，為了解該活動，本府乙行至該活動的主辦單位－

海港城拜會，助理總經理Karen Tam表示，海港城因有臨海之優勢，且維

多利亞港原即為香港著名觀光景點，經策展公司All rights reserve提

案，籌劃一年時間、並與政府部門溝通，尋找香港製作廠商，而開啟與

Hofman合作契機。Karen Tam表示，海港城從未料想黃色小鴨能在香港掀

起熱潮，她認為短期內巨鴨熱潮難再現，建議本市應該發展自我特色，

或與策展公司聯繫，發想新的創意及特色，方能創造話題及吸引旅客。 

此外，澳門與本市臺中機場自去（101）年開啟直航航班，目前共有

華信航空、長榮航空及復興航空經營此航線。為積極行銷本市觀光旅遊、

休閒農業，本府於抵澳門的首日至國父紀念館拜訪陸委會－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澳門）主任盧長水。盧主任並陪同參觀及解說國父紀念館，

澳門國父紀念館為1918年建立，目前保有國父孫中山所用之物品、傢俱

以及銅像等，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目前為辦事處管理。館內並放置有臺

灣旅遊意象宣傳品及易拉展，新聞局石局長亦將「少年Pi的奇幻漂流」

燙金海報致贈予紀念館，為本市宣傳。 

二、6月10日（星期一） 

本府6月9日於澳門舉辦「2013大玩臺中－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農業

推介會」，總計共有32位賓客到場；賓客對本市農特產及休閒旅遊表示高

度興趣。推廣會上，先由石局長播放臺中市簡介，並由張局長介紹暑期

針對吸引澳門旅客來臺之優惠。包括臺北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主任盧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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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澳門臺商聯誼會會長林啟明、澳臺友好協會會長徐靜慧、前東海大

學校長，現任澳門大學副校長程海東等貴賓；澳門機場公司、華信航空、

長榮航空及復興航空與逾10家旅行業者到場；媒體部份，包括澳門日報、

華僑報、市民日報、大眾報、澳亞衛視及澳門電臺等到場並於媒體露出

相關新聞。而澳門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雖未能親臨，亦贈花籃致

意。 

於澳門舉辦完推介會後，本府乙行立即搭船赴香港辦理「2013臺中我

愛妳－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農業推介會」。本府已連續四年在香港旅展

期間辦理此項活動，香港與臺中的航線，於95年由華信航空首度開航，

中部旅客搭機前往香港或由香港轉機更為方便。歷經7年的時間，香港與

臺中往來頻繁，班機由包機轉為定期直航，目前，香港與臺中間，每週

有112班的往返班機，由華航、香港快運、港龍航空所經營；而今年4月，

臺中機場的國際航廈落成，大型飛機可在此處起降，友善及便利性的增

加，將是吸引旅客選擇臺中機場進出的最佳誘因。推介會上由張局長介

紹新航廈落成，及在旅展期間的父親節優惠及街頭秀活動，加深業者印

象。與會來賓包括觀光局香港辦事處王春寶主任、安達旅運董事長江可

伯、東瀛遊、星晨旅遊、港中旅、寶信國際旅遊、香港四海旅行社、康

泰旅行社、永安旅遊、美麗華旅遊、美和旅遊、南華（快捷）旅行社、

澳信旅遊、新華旅遊、星亞旅遊、西敏旅行社、永恆旅遊等賓客與會。 

三、6月11日（星期二） 

是日上午，張局長及石局長前往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拜會主任李應

平，李主任表示，該中心目前以做為臺、港文化的平臺與交流為設立目

標，倘本市有相關新聞、文化等資訊，該中心將會協助宣傳與媒合；此

外，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於今年中臺灣元宵燈會設置的「運財小福

星」特色花燈，將於8月香港中秋燈會展出，財神燈為香港設計、本市製

造，為本市與香港間文化與燈會的雙方交流立下良好里程碑，本局屆時

將傳送相關訊息予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宣傳，讓本市的花燈成為香港的中

秋亮點。 

是日下午，為香港旅展新聞發佈會，於銅鑼灣舉行的臺灣新聞發佈

會，為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舉辦，為讓媒體聚焦，邀請參展之縣市

政府代表上臺簡報。陸委會－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處長朱曦及

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劉鎮漢亦到場致詞。張局長以本市於旅展期間推

出之「父親節」優惠專案及「臺中，我愛妳」街頭秀活動為簡報主軸，

獲香港蘋果日報等媒體報導。 

此外，本府乙行另前往亞洲聯合衛視進行拜會，亞洲聯合衛視總於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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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龍灣及深圳灣各設有營運總部及攝影棚。今年5月下旬，亞洲聯合衛

視執行董事林智生與戰略委員會副主席陳世強博士至本市拜會市長時，

曾邀請赴港參訪該集團。該集團主要業務包括衛星電視、廣播電視、手

機、平面印刷、藝術傳播等。石局長與本市議員黃馨慧、洪嘉鴻成為該

衛視首批高端訪談的賓客，並錄製節目行銷本市觀光、景點及願景。 

四、6月12日（星期三） 

本府乙行在亞洲聯合衛視戰略委員會副主席陳博士的邀請下，至其父

親，高齡86歲陳流芳先生出生的祖宅－三棟屋博物館參訪，三棟屋為法

定古蹟，目前開放予市民參觀，展現客家圍村的典範。此外，其所建議

興建的「馬灣公園挪亞方舟」參觀，根據聖經所載，以一比一的比例大

小建造的挪亞方舟，座落於馬灣島上，以親子旅行及生態教育為發展主

軸，吸引全世界的遊客到訪。 

五、6月13日~6月16日（星期四至星期日） 

香港國際旅展(ITE)為期短短四天的旅展，所有旅行業者均視為年度

盛事，是香港假期旅遊市場的重要戰場，參加展覽單位，包括：旅遊業

者、飯店、休閒農場、遊樂區、航空公司…等等共計124個旅遊單位、

超過300多人。本次臺灣館設計以「臺灣觀光年曆」為主題，佈置的非

常醒目且亮眼，展館舞臺區安排有一連串的表演活動及街頭藝人演出吸

引參觀人潮停留駐足觀賞。 

本府為行銷本市觀光旅遊，於現場發送「山海花都觀光地圖」、「玩味

臺中 山野寄情」及「少年Pi的臺中旅程」等文宣摺頁、DM，受到業者及

民眾踴躍索取，並深入詢問中部地區相關旅遊景點狀況。另為推廣本市

特產之多樣性及增強本市美食之都印象，提供太陽餅及鳳梨酥予民眾試

吃、品嚐，令當地民眾讚不絕口。本次推廣活動由於大部分香港都會普

通話，語言相通，許多民眾提問頗具深度，並已多次旅行臺灣，所以對

於深度旅行或自由行特別有興趣，因此趁機大力鼓吹民眾可以優先選擇

香港直航臺中機場，並且特別強調省荷包又省時，可以週五下班搭機來

台，週日下午再返港，吃住玩樂盡在臺中，甚獲民眾喜愛。 

透過本次參展的機會，結合本市旅宿業者共同推廣臺中觀光，與在地

旅宿業者直接交流，了解實際需求，以增進兩岸民間業者之交流，更提

升觀光產值，達到互相學習之效。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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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際旅展為香港地區每年定期舉辦之最大型國際性觀光旅遊

展，港澳地區居民因便利簽證措施及推廣成效，來臺人數與日俱增。加

上開放大陸人民來臺旅遊等因素，為加強兩岸三地間觀光旅遊與商務等

交流，尤以藉由參展機會深入瞭解與掌握整體旅遊市場之現況與變化乃

屬最佳管道。  

臺中機場國際航廈落成後，航線逐漸增加，預計將吸引更多港澳旅客

到訪，職局未來擬依此模式於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辦理推廣及踩線

團，並結合休閒農業及農產品推展聯合行銷，達成最大效益。 

二、建議 

香港是我國國際觀光客主要客源之一，香港民眾普遍會講普通話，沒

有語言及文字的隔閡，臺灣也成為香港民眾自由行的旅遊目標，除了要

不斷更新及規劃不同主題的文宣摺頁，提高香港民眾來臺自由行的意

願。此次準備的行李吊牌、票卡匣及太陽餅、鳳梨酥等具本市代表性的

紀念品及特產，都有很好的評價，在旅展也發揮很好的行銷功能，希望

未來可以設計更多不同創意的小紀念品，應有助推動本市觀光。 

本次旅展特別規劃之「父親節專案」及「臺中，我愛妳」街頭秀活動，

民眾反應熱烈，廣受好評，未來仍可推陳出新，舉辦類似優惠措施，藉

以吸引更多國際觀光客前來本市旅遊，以達到最大的宣傳效果。 

另為擴展國內外及大陸旅客觀光效益，本府應積極參與國內外旅展行

銷本市，結合各類觀光特色資源，規劃主題套裝遊程，透過觀光網站及

平面、電子媒體等加強宣傳，並安排接待國內外旅行社踩線團，積極推

薦特色旅遊路線及住宿選擇，行銷旅遊景點、伴手禮及農特產品等，透

過多元化交流活動，吸引觀光客到本市旅遊，進而促進本市觀光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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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6/9 為黃鴨巡遊世界－香港站的最後一日。 

 

主辦單位海港城在碼頭旁設有黃鴨裝置藝術，吸引遊客駐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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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層樓高的巨型黃鴨在港掀起風潮。 

 

本市黃馨慧議員及洪嘉鴻議員至海港城拜會助理總經理 Karen Tam（中）及

推廣經理 Andrew Yeung（左二），請益黃色小鴨執行細節。 

 



9 
 

 

與本市業者共同至澳門國父紀念館參訪。 

 

拜會臺北經貿文化辦事處盧長水主任（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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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澳門舉辦「2013大玩臺中－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農業推介會」，澳門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譚俊榮贈花藍致意。 

 

澳門臺商聯誼會會長林啟明（左一）、澳臺友好協會會長徐靜慧（右二）、前

東海大學校長，現任澳門大學副校長程海東（右一）蒞臨記者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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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局長於 2013香港旅展發表臺中市簡介並介紹父親節優惠訊息。 

 

拜會香港安達旅運董事長江可伯（中）及李祖澤副主席（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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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舉辦 2013，臺中我愛妳－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農業推介會，黃議員

致詞。 

 

荃灣參訪三棟屋博物館，此為陳世強博士父親陳流芳先生（左四）出生祖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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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 86歲的陳流芳先生親自於三棟屋導覽。 

 

石局長接受亞洲聯合衛視記者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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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亞洲聯合廣播電視集團（香港總部）行政主席周建順（右五）。 

 

黃議員、洪議員及石局長接受亞洲聯合廣播電視集團高端訪問，行銷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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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李應平（右二）。 

 

至荃灣參訪馬灣生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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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旅展－臺灣館 

 

2013香港旅展－臺灣館開幕式邀請表演團體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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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旅展－臺中市政府展攤 

 

2013香港旅展－介紹本市觀光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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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旅展－街頭秀活動，一心旅遊油麻地分店設計本市意象背板及邀請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到場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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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旅展－街頭秀活動，專業旅運於現場推出中進中出三天二夜套票。 

 

 

2013香港旅展街頭秀活動－新華旅遊廣告 

 

2013香港旅展街頭秀活動－美麗華旅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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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旅展街頭秀活動－康泰旅行社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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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香港旅展街頭秀活動－星晨旅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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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大玩臺中－臺中市觀光旅遊暨休閒農業推介會剪報 

華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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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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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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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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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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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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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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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台灣館由六位美少女組成的六樂弦，吸引大批巿民圍觀。李忠浩攝  

【本報訊】在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國際旅遊展，今明兩天開放公眾參

觀；當中以台灣館陣容最鼎盛，大送珍珠奶茶、朱古力等美食，甚至香港飛

台北機票，台中觀光局更趁父親節，大打親情牌向在場父親送上酒店住宿。  

台中農場歡迎打工換宿  

新一屆旅遊展有 680 家參展商共 47 國家及地區，當中以台灣館人氣最盛，

台灣美少女組成的六樂弦在館前大奏中樂吸睛；台灣觀光局香港辦事處主任

王春寶表示，逾 300 名台灣旅遊業界即場向公眾大送優惠。適逢父親節，台

中觀光局在場送出台中住宿，發言人稱，父親憑入台證及由台中機場進入的

機票證明或收據，可獲贈雙人免費一晚住宿券一張，「總共會送出約 50 張。」 

首次參展的行政院經濟部則每日免費送出 150 份珍珠奶茶、肉燥飯等；長榮

航空送出台灣美食優惠護照，遊台灣可以優惠價品嚐台灣美食，憑護照填問

券，有機會獲贈香港飛台北來回機票，合共 5 張，「旅展結束，客人要報團

或購買自由行套餐，先會送護照。」  

宜蘭縣鄉村民宿發展協會在場推介宜蘭新景點，本月 28 日才開幕的幾米廣

場，理事長林渭川表示，幾米是宜蘭人，全台首座幾米廣場自然落戶宜蘭，

廣場設港人熟悉《向左走，向右走》男女主角等塑像，料吸引港人暑假來宜

蘭。至於喜歡清靜的港人，可考慮到台灣休閒農場避暑，台中大雪山若茵農

場主人吳峻龍表示，港人在此可看雲海、看夕陽，「我歡迎年輕人到若茵打

工換宿，好好了解山中生活。」   

旅遊展台灣館部份優惠  

台灣觀光協會  

即場報名住宿連機票套餐，可獲贈含 200 元台幣的悠遊卡、台灣遊樂場免費

入場券   

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30615/large/15la3p7.jpg
http://static.apple.nextmedia.com/images/apple-photos/apple/20130615/large/15la3p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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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朱古力  

埔里 18℃巧克力工坊  

現場免費品嚐手造朱古力   

台中觀光局 

父親憑入台證及由台中機場進入的機票證明或收據，可獲贈雙人住宿券；  

即場購買台中機場進出的自由行套票，參加街頭秀活動可獲雙人住宿券及福

袋   

■免費珍珠奶茶  

台灣美食館 

每日免費送出 150 份珍珠奶茶、肉燥飯或貢丸湯等   

長榮航空 

免費派發美食優惠護照及送出香港飛台北來回機票   

資料來源：上述參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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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