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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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香港導覽專車記者會暨觀光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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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依陵        電話：04-22289111分機58314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陳盛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 

曹忠猷/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科長 

饒栢丞/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股長 

李依陵/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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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介交流                

出國期間： 104年8月11日至104年8月13日  出國地區：香港 

報告日期：104 年9月9日  

內容摘要： 

壹、目的 

為宣傳中臺灣美食美景，拓展香港市場，本局陳盛山局長與彰化縣城市暨觀光發

展處田飛鵬處長聯袂出擊，率領本市觀光旅館、民宿、旅行業者一行 20 餘名赴港宣

傳，本次主要辦理事項如下： 

一、 參加 8 月 12 日「香港美食博覽會（Food Expo）」展前記者會，由本府黃景茂秘

書長與本局陳盛山局長代表，率本市優良食品業者與觀光業者，共同宣傳臺中美

景美食，邀請香港旅客到訪臺中。 

二、 辦理「大玩臺中聯合行銷推介會」，邀請香港各大主要旅行社到場，宣傳本市

104 年下半年至 105 年重大觀光活動，以及導覽專車六大旅遊路線。 

三、 率領本市觀光業者拜會香港旅行業者，包括安達旅運、星辰旅遊、美和旅遊、新

華旅遊與康泰旅行社，創造兩地業者媒合對接之機。 

 

貳、過程                                                 

第一天 8 月 11 日(星期二) 

一、 下午 3 時 45 分本市推廣行銷團一行 19 名抵達香港赤臘角機場，晚間 6 點抵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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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旋即運送展示推廣品至隔日晚間推介會場利苑酒家，確認硬體設備、場佈空

間等。陳盛山局長與曹忠猷科長結束公務隨後搭乘下午 4:50 班機赴港，約晚間 8

點抵達下榻酒店後，召集業者說明隔日記者會、推介會，以及拜會行程相關注意

事項。 

第二天 8 月 12 日(星期三) 

一、 早上至中午，拜會香港星辰旅遊、安達旅運、美和旅遊，皆為香港主要經營

Outbound 的旅行社，安達旅運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機票銷量最高的旅行社

之一，歷史悠久，極具規模；星晨旅遊亦曾榮獲多間航空公司、旅遊局及獨立機

構頒發多個旅遊獎項；美和旅遊專營臺灣旅遊，近年主推產品為運動遊程。本局

陳盛山局長與彰化城觀處田飛鵬處長邀請香港旅行社業者到訪中臺灣踩線體

驗，鼓勵招攬遊客組團，引薦本市業者與旅行業者對接。 

二、 下午 2 時 30 分，參加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的「臺灣好禮好玩 盡在臺中」展前

記者會。本記者會係為 8 月 13 至 17 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美食博覽會

（Food Expo）暖身，宣傳臺中除了許多好禮、美食，還有許多好玩之處，如 8

月至 9 月藍帶海洋觀光季、10 月的花都藝術節、10 月至 11 月的 0K 自行車節、

11 月的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105 年 2 月中下旬的中臺灣元宵燈會等。邀

請香港民眾至臺中搭乘 6 大旅遊路線導覽專車，六大旅遊路線主題為「宗教台

中」、「生態台中」、「人文台中」、「時尚台中」、「運動台中」、「慢活台

中」，涵蓋大甲鎮瀾宮、高美濕地、霧峰林家花園、草悟道、后豐鐵馬道、谷關

溫泉等主要景點，自由行旅客只要向指定旅行社購買機加酒行程，就可以超優惠

價格加購旅遊專車行程。 

三、 下午 4 點工作人員先行前往利苑酒家進行晚間推介會場佈，包括桌次桌牌定位、

固定活動彩布條，以及展示六大旅遊經典路線六座易拉展。本次特別帶至香港的

當令水果水蜜桃、高接梨、茶葉與各式糕餅、臺中旅遊摺頁，以及各家業者文宣

資訊也一一佈置在展示桌。在測試完投影設備，確認簡報撥放順序，以及影片播

放效果後，準備就緒。 

四、 晚間 6 點於香港利苑酒家辦理「大玩臺中聯合行銷推介會」，邀請香港旅行界人

士一起座談、交流，包含香港知名旅遊作家曾智華賢伉儷、專業旅運總裁高鄭杏

芬、永安旅遊行政總裁梁港蘭、尊貴旅遊羅志華董事、星辰旅遊張淑雯總經理等

30 餘名，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巫宗霖主任亦蒞臨現場。彰化城觀處田飛鵬處

長與本局陳盛山局長陸續簡報，介紹彰化觀光資源、本市 104 年下半年至 105 年

重大觀光活動與配套優惠專案，以及導覽專車六大旅遊路線。 

第三天 8 月 13 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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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日把握於香港最後一日的時間，率領業者拜會新華旅遊與康泰旅遊，洽談後續

踩線體驗與攬客組團事宜。陳盛山局長與曹忠猷科長於午後搭乘下午3時35分航

班先行返國處理公務，其餘代表團成員下午參觀盛大開幕的香港美食博覽會後，

搭乘下午7時55分航班返國。 

 

參、心得  

一、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去(103)年港澳市場全年來臺 137.5 萬人次，較 102 年成

長 16.26%，為第 3 大入境觀光客源市場，且由於香港直飛本市之國際航班眾多、

交通便利，香港遊客素為本市重要推廣對象。根據臺中飯店旅館公會統計，今年

1 月至 7 月住宿臺中的港澳旅客近 12 萬人，與去年同期比較成長 9 倍之多。本次

於香港拜會的各大旅行社，亦分別表示將安排踩線，具體洽談攬客組團計畫，中

臺灣官產界聯合行銷推廣已展現成效。 

二、 本次市府率團參加香港年度會展盛事－香港美食博覽會（Food Expo），集結經

發局、本市優良食品與觀光業者群體力量，宣傳本市觀光與美食。展前記者會出

席嘉賓媒體雲集，隔日香港媒體大幅報導，藉由大型會展活動話題效應，宣傳達

到加乘效益。 

三、 透過實際和香港旅行業者洽談交流，得以瞭解港客旅遊需求，主要係農園休閒採

果、各式體驗遊程、美食餐廳、婚紗拍攝、自行車采風等主題，對於大型宗教節

慶活動、季節性活動亦表示濃厚的興趣。旅行業者寶貴的意見皆可作為未來規劃

套裝遊程重要參考指標。  

 

肆、 建議 

一、 藉由歷次中臺灣觀光行銷推廣，今年已有多團香港旅行業者陸續到訪本市踩

線，洽談遊程規劃細節，預計於今（104）年下半年至明（105）年大規模招攬

港客至本市及中臺灣旅遊。針對業者規劃的主題遊程方案，擬積極提供遊程建

議與行政協助，協調本市業者配合參與並分享資源，促成地接社與組團社雙方

旅遊商機媒合。 

二、 本次赴港宣傳，特別邀集本市業者針對下半年度大型活動規劃配套優惠方案，

於 8 月 12 日晚間推介會依序上台介紹，作為推介會亮點。然由於本市業者將近

20 家，依序上台介紹甚為費時，導致推介會流程冗長，壓縮雙方業者對接洽談

交流的時間，甚為可惜。後續辦理推介會，擬考量整體推介重點，流程順暢度，

盡可能保留時間讓兩地業者洽談交流。 

三、 推介會場地既有簡報投影設備損壞未事先告知，事前測試發現異狀後，緊急向

香港辦事處商借，才得以順利進行。關於海外推廣設備，應於出發前再三確認

，並設想應變處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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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影像紀錄 

 

星辰旅遊高層接待本局人員 

 

代表團參觀公司內部 

 

星辰旅遊特別登報歡迎本局到訪 

 

臺中遊程港幣2999元起 

 
臺中團隊全員與星辰旅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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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安達旅運，洽談兩地旅遊合作交流事宜 

 

 

臺中團隊全員與安達旅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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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美和旅遊 

 

美和旅遊專推臺灣行程 

 

美和旅遊董事長向本團介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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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好禮好玩盡在臺中記者會，左起臺中市

糕餅公會周子良理事長、本市觀光旅遊局陳

盛山局長、臺中市政府黃景茂秘書長。 

 

本市業者向香港媒體介紹導覽專車六大旅遊

路線 

 

 
展前記者會現場媒體貴賓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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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玩中台灣聯合行銷推介會現場 

 

 

陳盛山局長介紹臺中觀光資源，以及本市重大觀光活動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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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展示本市特色糕餅 
 

現切當令水果給現場貴賓品嘗 

 

本市業者介紹特色旅館，吸引現場業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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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新華旅遊，由董事長楊章桂芝親自接待 

 

雙方紀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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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康泰旅行社公司總部 

 
與康泰旅行社董事黃進達洽談 

 
雙方紀念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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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日期 時間 預定行程內容 備註 

8/11(二) 

16:50-18:25 
臺中—香港 

局長搭乘華信 AE1841R 

其他成員 桃園-香港 

國泰(CX565) 13:50-15:45 

16:00-17:00 
Check-in 

銅鑼灣利景酒店 
 

18:00-19:30 晚餐(A)  

8/12(三) 

7:00-8:30 早餐(B)   

9:00-10:00 拜會安達旅運  

10:30-11:30 拜會星辰旅遊  

13:00-14:00 拜會美和旅遊  

14:30-15:30 
香港美食博覽會展前記者

會導覽專車記者發布會 

地點：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N107 

18:00-20:30 晚餐(D) 觀光推介會  

8/13(四) 

7:00-8:30 早餐(E)  

9:30-10:15 拜會新華旅遊  

11:00-12:00 拜會康泰旅行社  

12:00-13:30 午餐(F)  

14:00-15:00 業者香港美食博覽會  

15:35-17:05 
香港-臺中 

局長搭乘華信 AE1822 

其他成員 香港-臺中 

19:55-2135 港龍 KA 494 

17:00-18:00 晚餐(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