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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繼 2012年臺中茶、咖啡與糕餅三寶飄香美東、上海及北京， 2013

年臺中市政府持續推動特色產業國外行銷出擊活動，首場由胡志強市長

親率 10家美食業者(含括茶、咖啡與糕餅)前往新加坡行銷臺中糕餅食在

安心，緊接著由臺中具代表性的沃農士股份有限公司、小林煎餅、茶與

餅食品行、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哈姆雷特文化行銷有限公司、九

個太陽、糖村烘焙食品有限公司、菇之味食品有限公司、薌園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及寶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10家業者以及皇品名茶茶葉有限公

司與歐客佬國際有限公司共同組成，由胡市長率團參加 8月 15至 19「香

港美食博覽會」，8月 14日下午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臺中餅第一

/The Best Taichung Pastry」展前新聞發布會，向貿易商、香港消費者介紹

臺中高山茶、咖啡與美味糕餅，行銷團並入駐以「臺中靓餅-道地臺灣糕

餅薈萃」為主題與搭配引人注目的 Led太陽餅造型塔的臺中館，利用展

會 5天的時間，讓 41萬展會參觀民眾認識臺中糕餅之都的美味。 

臺中是臺灣糕餅的發源地，每年的在地糕餅節行銷活動除為糕餅業

者創下傲人業績外，代表臺中市美食的太陽餅、鳳梨酥和芋頭酥更已聲

名遠播至國際，此次由市府整合代表性的 10家糕餅業者，將行銷觸角擴

展至新加坡、香港，除協助糕餅業者拓展東南亞、香港及大陸東南沿海

市場外，更希望提升當地民眾多到臺中看美景與品美食。 

臺中軟體園區正積極開發與招商，本次由胡市長率本市企業家前往

參觀福州軟體園區及平潭綜合實驗區，了解兩岸軟體產業與建設招商之

異同，以提升臺中市未來市政建設與招商績效，營造幸福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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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團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停留期間 備註 

臺中市政府 市長 胡志強 
2013年 08月 11

日至 08月 20日 

 

臺中市政府 秘書長 曹美良 
2013年 08月 14

日至 08月 17日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局長 王誕生 

2013年 08月 10

日至 08月 20日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局長 張大春 

2013年 08月 11

日至 08月 20日 

 

臺中市政府 

農業局 
副局長 張隆仁 

2013年 08月 14

日至 08月 17日 

 

 
貳、 目的 

一、臺中市位於臺灣的中心位置，北鄰苗栗縣和新竹縣、東鄰宜蘭縣和

花蓮縣、南鄰南投縣和彰化縣，佔有臺灣約 2,200 平方公里的面

積，地處於最重要的樞紐位置，已成為「臺灣之心」；除了便利且

綿密的交通路網如國道 1號高速公路、國道 3號高速公路、國道 4

號東西向高速公路、西濱快速道路、中投快速道路等重要幹道，更

有臺中清泉崗機場、臺中港、高鐵、便捷公車系統及興建中的捷運

系統，是南北交通的重要樞紐，終年陽光普照、氣候宜人且年均溫

23℃，是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臺中縣市合併後，將臺中糕餅金

三角(中區、豐原區及大甲區)串聯在一起，吸引國內外人士前來參

觀消費，具有重要的產經地位。鄰近臺灣的香港有超過 718 萬人

口；新加坡有超過 500萬人口；廣州、深圳、東莞、福州、廈門等

超過 4,000萬人口，加上其風俗民情及飲食習慣相近，且語言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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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潛在消費者眾，更有助於臺中糕餅產業行銷至新加坡、香港及大

陸東南沿海，爰本次由本府、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臺中市

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及臺中世界貿易中心共同合作，召集本市 13 家

業者(含 3 家業者前往新加坡行銷)及臺中高山茶、咖啡業者各 1

家，前往新加坡、香港行銷參展，積極爭取東南亞及香港市場，期

望藉由本次參展，打響「臺中餅第一」知名度。 

二、本次行銷參展特別設置「臺中市主題館」，以「臺中靓餅-道地臺灣

糕餅薈萃」為主題與搭配引人注目的 Led 太陽餅造型塔的臺中館，

推動臺中糕餅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在展會中以開放空間集中區域

參展，配合本市胡市長 Q 版立牌及城市景點圖片，同步進行本市

糕餅產業及城市行銷。 

三、過去臺灣在資通訊（ICT）硬體製造占全球領先的地位，但隨著 ICT

產業的領導廠商，由過去的硬體品牌，逐漸轉移至平臺業者或應用

軟件業者，帶動供應鏈關鍵核心能力逐步轉移，其相關軟體產業還

有極大的發展空間。福州軟體園區產值超過 2,500億元，年產值超

過 1 億元人民幣(5 億元新臺幣)企業共有 17 家，其如何創造此成

績，值得本次前往參觀；另同為海島型的平潭，其建設快速及吸引

外商的投資環境，亦值得積極招商的臺中市前往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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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一、行程概要 

日期 地點 備註 

2013年 08月 10日 臺中-新加坡 

搭機抵達新加坡，與臺中市糕餅商

業同業公會人員會合，商議場佈事

宜。 

2013年 08月 11日 新加坡 前往新聞發布會場地現勘及場佈。 

2013年 08月 12日 新加坡 

辦理「臺中糕餅 食在安心雙保

證，文創加值 歡迎來臺樂遨遊」

新聞發布會。 

2013年 08月 13日 新加坡-香港 

搭機抵達香港，與臺中市糕餅商業

同業公會人員會合，商議場佈事

宜。 

2013年 08月 14日 香港-福州 

辦 理 「 臺 中 餅 第 一 /The Best 

Taichung Pastry」新聞發布會。 

搭機抵達福州。 

2013年 08月 15日 福州 參觀福州軟體園區。 

2013年 08月 16日 福州-廈門 參觀平潭綜合實驗區。 

2013年 08月 17日 
廈門-香港 

搭機抵達香港。 

2013香港美食博覽會參展行銷。 

2013年 08月 18日 香港 2013香港美食博覽會參展行銷。 

2013年 08月 19日 香港 2013香港美食博覽會參展行銷。 

2013年 08月 20日 香港-臺中 搭機返回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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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中名餅新加坡新聞發布會 

今(2013)年 5月爆發的食品安全事件讓多數民眾對食品安全的把關

失去信心，也難免影響到臺中糕餅產業。但臺中市政府與臺中糕餅

產業業者站在一起，從過去到現在，堅持拒絕將有害的添加物放到

食品裡面，共同打擊任何傷害民眾信心及消費者健康的任何產品，

希望讓消費者吃到健康、吃到滿意。 

2013 年 8 月 12 日上午 10 時於新加坡 Grand Copthorne Waterfront 

Hotel Grand Ballroom 1 舉辦「臺中糕餅 食在安心雙保證，文創加

值 歡迎來臺樂遨遊」新聞發布會，正式向新加坡及東南亞民眾宣

示，臺中糕餅已獲新加坡國家發展部農糧及獸醫局(Agri-Food & 

Veterin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AVA)與臺灣食在安心 HACCP 雙

重認證，臺中糕餅品質保證「食」回信心。臺中市府與業者共同發

起業者自我管理查核機制，由業者嚴格把關原料來源並索取核可證

明文件送交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審查，審核通過的業者都可獲取「食

在安心」標章，讓消費者感受到「食臺中糕餅，實在有夠安心」。

此次一同展覽的臺中立體城市百科，也將糕餅題材與文化融入，光

看活潑生動的立體書不過癮，所以現場也提供糕餅 DIY(Do it by 

yourself)體驗，歡迎大家來體驗，更誠摯邀請當地民眾到臺中著名

的寶泉、裕珍馨、林金生香、阿聰師、小林煎餅、瑞典國寶等糕餅

名店的 DIY 觀光工廠，親自體驗臺中特有的糕餅文化。 

本次新聞發布會除了推廣臺中安全、健康且美味的糕餅，現場也展

示了今(2013)年 4 月 19 日甫獲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的臺中立體城市

百科，目前是世界上最多立體畫面立體書的金氏紀錄保持者。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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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著長達半年籌畫、醞釀、編寫及繪製，由年齡層從 5歳幼兒到 18

歲高中生共計 300位的師生集體創作，中英對照。原創內容厚達 296

頁，每張打開後為 75cm×52cm (對開)，與報紙一般大，各頁之間以

特殊設計之卡榫相互銜接，攤開來長達 106公尺，是美國大英百科

全書首次跨國與臺中市政府合作規劃，網羅了臺中市語文、藝術、

社會、自然等各領域專長的老師共同研討編寫大綱，並分頭蒐集具

有臺中代表性特色的人文史地資訊，再交由美術專長的老師指導學

生從精彩情節中構思立體畫面並製作。這本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城市

立體百科全書融合了兒童文學創作及知識百科的編寫，介紹臺中市

各個觀光景點、地方文化、特色美食和創意產業，帶領讀者穿越時

光走廊，細數臺中的發展軌跡，也描繪未來國際化都會的遠景，並

以獨特的角度、視點，跳脫平面介紹模式，生動活潑的展現大臺中

的城鄉風貌與文化內涵，創造嶄新閱讀焦點，民眾可按圖索驥賞玩

大臺中美景與文化美食。 

 

  

新聞發布會現場貴賓 市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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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致贈臺中三寶予謝大使 貴賓與本市業者合照 

  

本市業者行銷走秀 臺中城市百科立體書 

 

三、2013 香港美食博覽會臺中市主題館行銷參展 

(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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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稱：HKCEC）是香港的主要大型會議及展覽場地，也是本次 2013

香港美食博覽會舉辦地點，於西元 1988 年 11 月落成啟用，1997

年及 2009 年分兩次擴建，總建設經費(不含土地)達 80 億港幣(相

當於 320 億新臺幣)，位於香港島灣仔北岸博覽道 1 號，是香港地

標之一，由香港政府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擁有，並由新創建集團

的全資附屬機構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管理，每年舉

辦 7項亞洲最大規模及 4項世界最大規模展覽，其展覽中心特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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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位置圖(reference: https://maps.google.com.tw/) 

1.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位於香港灣仔海邊，其部分展館位於人工島

上，共有 11個展覽廳、2個會議廳、2個演講廳、52個會議室，

展覽總面積達 6 萬 6,000 平方公尺，會議廳座位 6,100 個，演

講廳座位 1,000 個，會議室面積 6,900 平方公尺，每天訪客流

量可達 14萬人。 

2. 附屬設施完善，包括 7 家各式中西餐廳，如會景餐廳、金紫荊

粵菜廳、港灣茶餐廳等共有 1,800 個座位，並有商場、銀行、

商務中心等相關設施，四至五星級酒店共有二家提供 1350個客

房及一棟辦公大樓（會展廣場辦公大樓）。 

3. 交通便利，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提供 1,300 個停車位，會展中心

有架空人行道連接鄰近的灣仔商業區，附近的公共交通工具包

括有巴士、渡輪、港鐵等。 

4. 曾經舉辦大型會議、展覽及活動包括：世界銀行年會、亞洲電

訊展、Android 4.0 Ice Cream Sandwich 全球發佈會、FDI 世

界牙醫聯盟周年會議、Mnet亞洲音樂大獎、瑞士日內瓦高級腕

錶展「Watches& Wonders-Asia Haute Horlogerie」、香港動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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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香港美食博覽、香港電腦通訊節、香港佳士得拍賣會等。 

 

  

展館外觀 

  

參展攤位平面配置圖 臺中市主題館位於 3C展覽廳 

 

 

展館各樓層攤位導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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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前新聞發布會 

本次參展由臺中具代表性的 10 家糕餅業者以及皇品名茶茶葉有限

公司與歐客佬國際有限公司共同組成，其中糕餅業者包括沃農士股

份有限公司、小林煎餅、茶與餅食品行、太陽堂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哈姆雷特文化行銷有限公司、九個太陽、糖村烘焙食品有限公司、

菇之味食品有限公司、薌園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寶泉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等 10 家，除展售已聲名遠播的太陽餅、鳳梨酥和芋頭酥外，

還包括媽祖餅、牛軋糖、煎餅、蛋黃酥、鮮菇餅、爆米香、蛋捲、

臺中梨山茶、咖啡與手工餅乾等中部最受歡迎的產品，讓香港及其

他國家的買主與消費者，一次品嚐與採購到在臺灣最受歡迎的糕

點。 

2013年 8月 14日下午 2時 30分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臺中餅

第一/The Best Taichung Pastry」新聞發布會，透過具有高國際知名

度的臺中市大家長-胡志強市長親自粉墨登場介紹與示範糕餅

DIY，準備利用展會 5天的時間，讓 41萬的展會參觀民眾認識與品

嚐臺中糕餅之都的美味，將臺中名餅推展到國際舞臺。此次展前新

聞發布會以「臺中餅第一」巨型擀麵棍揭幕，讓在場的貴賓與媒體

眼睛為之一亮，紛紛拿起相機拍照，並蜂擁向前與之拍照留念。新

聞發布會結束前的高潮是胡市長的女兒胡婷婷及女婿在風雨中蒞

臨會場探訪胡市長，胡市長表示女兒從未和他一起同臺行銷，在他

力請下，胡婷婷及夫婿也陪同胡市長一起代言行銷臺中三寶(茶、

咖啡、太陽餅)，在閃閃不絕的鎂光燈下，臺中三寶的知名度將和

胡市長與女兒一樣很快就會擁有國際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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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前新聞發布會現場貴賓 本市參展業者行銷走秀 

  

市長致詞 新聞發布會啟動儀式-臺中餅第一 

  

 市長與女兒女婿一同行銷臺中三寶 市長接受記者採訪 

 

(三) 2013 香港美食博覽會「臺中市主題館」參展行銷 

為期五天的「2013香港美食博覽會」於 8月 15日上午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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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臺中市政府主辦，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與臺中世界貿易中心協辦的「2013香港美食博覽會臺

中行銷團」由胡市長率團參加，行銷團入駐以「臺中靓餅-道地

臺灣糕餅薈萃」為主題與搭配引人注目的 Led太陽餅造型塔的臺

中館進行參展行銷，推動臺中糕餅在國際市場的能見度。展出期

間，位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C-D02臺中館提供糕餅、茶及咖啡

免費品嚐與試飲，讓買主與消費者一次體驗臺中三寶的獨特魅

力，針對即將來臨的中秋佳節，同步進行伴手禮品的盛大促銷活

動，與當地業者共搶商機。此外，各項推廣臺中茶、咖啡與糕餅

國際形象的行銷活動也一同展開，包括 8月 15日上午 10時香港

美食博覽會開幕典禮、8月 15日下午 6時 30分於 3樓公眾館辦

理「臺中三寶推介會」與「擲筊 PK送三寶活動」及 8月 17日下

午 1時 30分於 5樓貿易館進行臺中美食介紹等活動。此外，臺

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亦籌組 15家業者的觀展團，除進行展會

參觀與拜會進口商等尋找商機活動外，並於 15日邀請香港重量

級進口商連袂到臺中市主題館與 12家參展商認識交流，讓此次

香港行銷活動，不僅達到糕餅推廣，更能協助糕餅業者進行新建

通路與品牌行銷，臺中市政府也將在此次展會中對 41萬參觀民

眾進行完美城市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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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現場人山人海 

  

臺中市主題館 

  

本市參展業者-九個太陽 本市參展業者-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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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展業者-寶泉食品 本市參展業者-菇菇部屋 

  

本市參展業者-太陽堂烘焙 本市參展業者-歐克佬咖啡 

 

  

本市參展業者-茶與餅 本市參展業者-小林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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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展業者-沃農士(阿聰師) 本市參展業者-薌園 

 

 

本市參展業者-糖村 本市參展業者-皇品名茶 

  

本市參展業者於臺中館舞臺進行有獎徵答及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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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局長與參展業者合照 王局長、林科長與小林煎餅合照 

  

臺中三寶推介會 

  

臺中美食介紹 糕餅公會周理事長接受媒體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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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參展業者接受媒體採訪 外籍買家至臺中館參展業者試吃 

 

四、大陸福建經貿交流 

(一) 參觀福州軟體園區 

福州軟體園區位於福州市西北隅，西臨閩江，北望福州森林公園，

並有三環快速道路直達福州機場，南臨西湖、左海城市公園，園區

面積 330公頃，於 1999年動工興建，已開發面積約 200公頃(包括

A、B、C、D、E區及軟體學院)，建築面積超過 200萬平方公尺，該

園區建設理念係以持續發展、生態型、山水園林式科技園區，其特

點如下： 

1. 該園區目前進駐企業 436家，其中產值超過一億元人民幣(5億

元新臺幣)的企業有 17 家，園區内集聚各類技術人才超過 1 萬

3,000人，該園區年產值超過 2,500億元。 

2. 園區建築密度及容積率低、綠地比率高：一、二期園區已開發

完成，其建築密度：一期 28％，二期 18.9％；容積率：一期未

達 60％，二期未達 73％；綠地比率：一期 39％，二期 51％，

綠化面積超過 21萬平方公尺。 

3. 主要產業：計算機服務、嵌入式軟體、軟體設計(通用軟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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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軟體、計算機輔助設計軟體及網路)、軟體服務外包及創意產

業(動漫影視製作、遊戲開發及創意設計)，並有政策性創新研

發獎勵補助。 

4. 設置園區服務平臺(包括管委會、福州 863 軟體專業孵化器基

地、集成電路設計公共平臺、軟體公共技術服務中心及軟體學

院)，輔導及協助園區內企業升級，提升企業人材技術與能力。 

5. 園區內相關投資成本：土地租金為 60-100 元/平方公尺、管理

費為 6.5 元/平方公尺、自來水費為 11.25 元/公噸、電費為 4

元/千瓦時。 

6. 生活配套服務完善：完整公共運輸系統、設立生活服務中心、

四星級飯店標準之員工宿舍、休閒運動場所(籃球場、網球場及

高爾夫球場等)。 

 

  

福州軟體園區位置圖 

(reference: https://maps.google.com.tw/) 
市長及王局長參觀福州軟體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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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企業家參觀福州軟體園區 福州軟體園區展示區 

 

(二) 參觀平潭綜合實驗區 

平潭綜合實驗區位於福建東南方島嶼，西鄰福州、莆田，東鄰臺灣

海峽，由 126個島嶼組成，總人口數超過 40萬人，陸地總面積 392.92

平方公里，海域總面積 6,064平方公里，其主島為海壇島，面積為

324.13 平方公里，2009 年開始設立，目前正全面建設施工中，總

投資額已超過 1,000億元人民幣，其相關特點如下： 

1. 大陸距離臺灣本島最近的島嶼：與新竹最近的距離約 68海里，

船隻航行時間約 2小時：距離臺中約 88海里，船隻航行時間約

2.5小時。 

2. 交通建設：目前與福建連接之海峽大橋(南線)已通車，是平潭

至福州(約 90 分鐘)重要交通幹道，並持續擴建海峽大橋(北

線)，藉以連接平潭高速公路，將來只需半小時即可抵達福州市

及福州機場，另外平潭澳前客滾碼頭是目前海峽號行駛臺中港

至平潭停靠港口，現每周一、二、四、五均有航班。島內規劃

興建的環島公路，正加緊趕工中。 

3. 都市計畫：規劃中部為中心商務區、西南部為港口經貿區、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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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為科技文教區、南部為旅遊休閒區。 

4. 產業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服務

業(現代物流、商貿流通、金融、文創、會展)、海洋產業(精緻

農業、海產品加工、海洋生物)、旅遊業。 

5. 植樹計畫：一般長年風力七至八級的風口種樹，存活率均不超

過 50％，平潭風沙大且水資源不足，但種樹存活率達 95％以

上，主因係慎選樹種並採專業種樹。平潭種樹模式與種菜恰相

反，係將樹種在犁高土堆間之溝裏，因為這個溝能積水保持土

壤濕度，促進苗木生長；再則從海邊往內陸每隔 20公尺逐一道

沙堤，沙堤上種了可固沙及擋風的夾竹桃，夾竹桃開花後可美

化整個林區，且將其種在木麻黃外圍，因牛羊不喜夾竹桃味道

而離開，避免木麻黃被啃食破壞；另外臺灣相思樹及日本黑松

抗風性強，且耐瘠薄且保水土，也是平潭選用樹種之一，加上

在風大或難種的地方用中苗或大苗，藉助其適應性強致存活率

高，現平潭每年種樹 1,000 萬株，目前已成功植樹超過 4,000

萬株。 

  

平潭綜合實驗區位置圖 

(reference: https://maps.google.com.tw/) 
平潭綜合實驗區科技廠房建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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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澳前客滾碼頭 海關行政大樓 

 

五、新聞露出 

 
 

新加坡平面媒體露出 臺灣平面媒體露出 

 
 

新加坡網路媒體露出 香港平面媒體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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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平面媒體露出 香港電視媒體露出 

 

肆、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與感想 

1. 本次由胡市長志強率市府同仁、臺中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業

者、臺中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及臺中世界貿易中心一同前往

參加 2013 香港美食博覽會。參展前先將參展商品送驗，辦理

新聞發布會行銷臺中三寶，並由胡志強市長與女兒女婿一同為

「臺中三寶」站臺行銷，緊接而來的大會開幕典禮、「臺中三

寶」推介會及臺中美食介紹與示範，成功吸引大批的香港媒體

與消費者參與，展會期間亦舉辦有獎徵答及促銷活動，送出糕

餅公仔與酷卡等與觀展民眾同樂，達到糕餅產業與城市行銷相

輔相成之效。 

2. 第 24 屆「香港美食博覽會」8 月 15 至 19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舉行，今年美食博覽會網羅來自 26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1,520 家業者參展，並吸引近 2 萬個專業買家及 41 萬消費者

前來品嚐及採購美食，本市參展業者營業額達 13.7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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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訂單預估近 181萬美元，對於本次參展成效，參展業者皆

非常滿意，也認為對拓展香港、澳門、大陸內地與東南亞市場

非常有幫助。本次參展期間，香港各大媒體包括香港中國通訊

社、文匯報、新報、香港經濟日報、東森亞洲衛視、香港蘋果

日報、星島日報、香港商報、東方報業集團、都市日報、明報、

大紀元、新唐人等近 30 家媒體蒞臨採訪，讓本次參展行銷成

果更加豐碩。 

3. 福州軟體園區開發營運 10 年餘，園區開發面積 200 公頃，每

公頃年產值 12.5 億元，相較於本市去年規劃動工之臺中軟體

園區，園區面積雖僅 4.96公頃，但每公頃可創造近 30億元產

值，使土地利用價值極大化。另外平潭綜合實驗區的專業植樹

方式，運用智慧與技術，成功完成海風強大地區的綠美化，本

市沿海地區多種植木麻黃，如取其技術將其應用，臺中的藍帶

海岸將更加多元與豐富。 

 

二、建議 

1. 由於參展均需支付攤位租金，參展前應慎選合宜展覽，達到參

展行銷之目的。如本次選擇 2013 香港美食博覽會參展，其短

短五天的參觀人潮超過 41 萬人，每天展出期間人潮不斷，本

市參展業者所行銷之商品，於展會尚未結束前即銷售一空，除

創造 13.7 萬美元營業額，後續訂單預估近 181 萬美元，完美

達成「臺中餅第一」與城市行銷，對拓展香港、澳門、大陸內

地與東南亞市場非常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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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以本次參展模式先將參展食品送驗，並於展前舉辦新聞發

布會及設置臺中市主題館，達到廣宣與行銷效果。如本次本市

參展商品通過 AVA 及 SGS 檢驗，並於展前舉辦「臺中糕餅 食

在安心雙保證，文創加值 歡迎來臺樂遨遊」、「臺中餅第一/The 

Best Taichung Pastry」新聞發布會，成功吸引媒體、買主及

消費者目光並前來品嚐購買，除可凸顯產品優良形象，提高知

名度，更有助於提高駐留觀展時間，深植良好印象，創造最佳

業績。 

3. 建議設置臺中特色產品專區，協助行銷通路。平潭綜合實驗區

為行銷在地特色產品，目前正規劃設置專區行銷。如同本府為

行銷本市地方特色產品，業已輔導本市業者在清泉崗機場、高

鐵臺中站 OTOP館、日月潭 OTOP館、臺中港服務中心設置臺中

地方特色伴手禮專區行銷，使海內外旅客能方便購買到臺中優

質產品，達成通路行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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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其他工作人員名單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科長 林敏棋 

2013年 08月 10

日至 08月 20日 

工作人員 

(全程) 

臺中市政府 

秘書處 
科長 黃貞儒 

2013年 08月 11

日至 08月 20日 

工作人員 

(全程) 

臺中市政府 

秘書處 
科長 盧瓊后 

2013年 08月 14

日至 08月 17日 

工作人員

(大陸段) 

臺中市政府 

教育局 
科長 劉由貴 

2013年 08月 10

日至 08月 13日 

工作人員 

(新加坡段) 

臺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 
股長 王振權 

2013年 08月 14

日至 08月 20日 

工作人員 

（香港、大

陸段） 

臺中市政府 

秘書處 
股長 陳文政 

2013年 08月 14

日至 08月 17日 

工作人員 

(大陸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