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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鑑於目前全球市場貿易自由化，臺灣自民國 91 年成為 WTO 會員國，本國農

特產與其他會員國之進出國頻繁，且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與臺灣農產品

出口形成競爭態勢，因此和平區（以下簡稱本區）優質農特產品需積極加

入國際上行銷展會等相關活動，才能於競爭激烈之國際市場展露頭角，脫

穎而出。自民國 101 年起我國出口外銷貿易國家以日本為第 1，其次為中國

大陸、香港及美國等國家。另一方面看來臺之旅客主要客源國自民國 98 年

出現明顯變化，日本、港澳暨東南亞等國來台人數逐年成長，中國大陸自

民國 99 年起已取代日本，成為我國最大觀光客來源，港澳維持第三名，美

洲地區以美國最多，東南亞地區總體多於美洲地區，以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為前二位但略遜於美國，歐洲地區雖以英國最多，但落在印尼、菲、泰、

越及加拿大之後，整體外國來台人數人增加一倍多，總括來說，近 6 年來，

外國來台人數人增加一倍多，中國大陸來台觀光客已取代日本，成為我國

最大的觀光客來源。 由此可見臺灣的產品對於中國大陸仍具有非常強大之

吸引力，因此目前中國大陸市場仍深具開發潛力。 

    梨山茶依據前開相關資料顯示，臺灣地區對於中國大陸地區來臺消費

族群，具有一定吸引力，其中高山茶更是情有獨鍾，而茶葉產業不論國內

外發展至今仍具潛力，而本區公所積極推動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就是要

強化建立梨山茶品牌信用，來增加消費者對於品牌信任感，更符合了食品

安全之要求。取得標章證明，對於梨山茶之國內與國際行銷將助益良多。

而此標章茲證明其生產製造之梨山茶產自於臺中市和平區之大梨山地區

（屬和平區梨山里、平等里行政區域範圍內），茶園分布於海拔 1,450 公

尺（德基派出所以上）至 2,500 公尺（福壽山天池）的山坡地，茶葉種植

產區係屬溫帶氣候，常年低溫，加上日夜溫差大，排水良好等地理環境因

素，因此造就了梨山茶之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香氣淡雅之優良品質，

且符合「臺中市和平區『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使用規範書」之標準。 

    本區農特產品之甜柿為此次活動次要之行銷產品，臺灣屬小農經營結

構模式，而和平區農產品種植，多屬高單價及高品質水果，也具達外銷出

口之條件。其中和平區甜柿品質及產量居全國之冠，為積極拓展外銷通

路，區公所也希望籍由本次外部行銷活動，建立品牌媒合，以及後續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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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外銷貿易商，加強為農產品物流條件及建構有力的行銷體系，最終目

的希望建立農民直接銷售消費者管道。 

 

二、出國人名單： 
         機關名稱              姓名            職稱          課室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林建堂          區長          區長室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林雪雲          課長          產業觀光課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朱財妹          園長          幼兒園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吳以山          技士          產業觀光課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簡子超          技士          產業觀光課 

         臺中市和平區公所      徐小雅          約用人員      產業觀光課 

 

 

三、目的： 

(一) 有鑑於目前全球市場貿易自由化，台灣亦於民國 91年成為 WTO 會員國，本國

農特產與其他會員國之進出國頻繁，且中國大陸及東南亞地區與台灣農產品

出口形成競爭態勢，因此本區優質農特產品需加強國際行銷，才能於競爭激

烈之國際市場脫穎而出。 

(二) 以民國 101 年台灣農產品出口國家而言，我國出口外銷貿易國家以日本為第

1，其次為中國大陸、香港及美國等國家。加以目前中國大陸市場深具潛力，

因此本所本年度農特產行銷將赴中國大陸地區辦理。 

(三) 目前中國大陸地區消費者對高山茶情有獨鍾，茶葉市場深具潛力，消費者除

對梨山茶品牌熱衷外，亦對食品衛生及安全要求嚴格，適逢本所推動梨山茶

產地證明標章同時，對於梨山茶之國際行銷將助益良多。與此同時，本所將

赴中國大陸加強行銷本所推動之梨山茶品牌形象，再次提高知名度及消費者

對其之認同，更進而以高價購買，以提高本區茶農收入及行銷本區。 

(四) 臺灣原屬小農經營結構，本區農產品屬高單價及高品質水果，具外銷之條件，

待加強部分為農產品物流條件及建構有力的行銷體系(農民直接銷售消費者

管)。本區甜柿品質及產量居全國之冠，為積極拓展外銷通路，籍由本次行銷

活動建立品牌及媒合後續農特產品外銷貿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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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程： 

一、執行方法 

本所特規畫赴中國大陸行銷本所推動之梨山茶品牌形象、甜柿農特產品及泰

雅族文化手工藝品，除再次提高梨山茶知名度及消費者對其之認同，也間接

推廣部落其他產業，進而產生實價購買行為，多元提高和平區茶能、果農收

入，且達到行銷和平區在地特色；本次行銷計畫規劃 2 場行銷活動及 1 場參

訪觀摩，3大工作項目為執行內容如下： 

(一) 武夷山茶博會： 

1.2016 年 11 月 15 日-18 日(台北─福州─上海) ，福建武夷市茶博覽會共 3

人，茶展結束後，再前往上海參加記者會活動。活動現場安排和平區品茶師

2名進行臺中市和平區公所認證梨山茶之推廣活動，並安排 1名工作人員赴

現場布展工作，並於展會期間協助相關事宜。 

2.執行地點：福建武夷山市太偉風景會展中心。 

3.展會說明：本屆茶博會設太偉風景會展中心和凱捷岩茶城兩個展廳，總展

覽面積 4.3 萬平方公尺，設國際標準展位 1,230 個。吸引了海內外參展企業

520 餘家，其中台灣茶企 97家，國際茶企 16 家，邀請採購商 7,000 多人。

海內外眾多知名茶企的參展，豐富了展品品類，實現了展品結構多元化，推

動展會由區域化邁向國際化。今年茶博會延續「緣聚武夷•茶和天下」的主

題，按照「新活動精彩紛呈，老活動推層出新」思路，在繼續辦好「歡樂茶

節」、「禪茶文化節」 、「海峽兩岸民間鬥茶賽」等傳統品牌活動的基礎

上，還創新推出「市廳長嘉賓推介名茶專場」、「武夷山海上絲綢之路低碳

體驗」、「海峽兩岸烏龍茶（青茶）手工製茶技藝交流、「萬里茶道再出發」

等活動。此外，為推進「大眾創新、萬眾創業」。 

4.銷售說明：本次活動除公所採購所屬認證茶業 60斤茶葉供上海行銷活動

使用外，茶博會另帶 22斤認證茶葉進行現場推廣及銷售，其中 2兩裝於第 2

日全數銷售完畢，茶葉規格、數量、定價如下： 

規格 數量 定價 售價 銷售情形 金額 

2 兩裝禮盒 48 350(人民幣) 250 48 12,000 

4 兩裝禮盒 40 500(人民幣) 500 12 6,000 

合計 18,000(折合台幣約 90,000 元整) 

     5.活動人數分析 

工作項目 量化數據 參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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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茶師現泡茶 試喝杯數約 700 杯 試喝人數 700 人 

發放酷卡 約 2,700 多張 索取酷卡人數約 2,700 人 

觀看梨山茶介紹 每日約近 3000 人次 三日合計約近 9,000 人次 

本次茶博會約 12,400 人次觸及與認識「梨山茶」品牌 

  

    (二)上海行銷記者會活動： 

1.執行說明：上海農特產行銷宣傳和平區泰雅族在地農特產品特色，而和平

區的梨山茶，它屬於全台灣海拔最高的高山茶產區，其海拔高度至少高達兩

千公尺以上。因為高山氣候冷涼，早晚雲霧竉罩，平均日照短，致茶樹芽葉

所含兒茶素類等苦澀成份較低，而茶氨酸及可溶氮等對甘味有貢獻之成份含

量提高，且芽葉柔軟，葉肉厚，果膠質含量高，因此高山茶具有色澤翠綠鮮

活，滋味甘醇.滑軟.厚重帶活性，香氣淡雅，水色蜜綠顯黃及耐沖泡等特性。

茶文化在中國有長久歷史，且中國大陸地區消費者對高山茶情有獨鍾，因此

本次活動記者會，透過與當地公部門機構及台商協會等連結，邀請媒體出席

記者會，擴大本活動宣傳效益，提升大陸地區民眾對於梨山茶的認識與購買

機會。 

2.執行時間：105 年 11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10點。 

3.執行地點：慧高.光創園(上海市閔行區申旺路 7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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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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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和平區公所：本次出席人員除本所 6名人員外，包含本區區民代主席、

副主席、代表及本區在地茶農等 22名人員，另有武夷山茶博覽會 3名人

員於此匯合，並邀請本區舞團 6名人員進行表演，共 34人。 

      (2)尖石鄉公所：尖石鄉公所由雲天寶鄉長率領其鄉內代表團觀摩本次本區

公所於上海舉辦之行銷記者會共計 21名人員。 

      (3)上海地區本次邀約上海機關團體組織、企業採購商及媒體等至少 35 單

位代表前來共襄盛舉。 

     (三)、參訪及觀光景點考察  

       1.時間：105 年 11 月 16 日(星期三)至 11 月 20 日(星期日) 。 

         11 月 16 日上午：浦東機場 1號航站接機 CI501 

                   下午：參觀上海中心、上海城市規劃館 

         11 月 17 日上午：楊浦社區參訪 

                   下午：參訪舊上海特別市政府大廈、武術博物館、創智天地 

         11 月 18 日上、下午：朱家角 

                    晚上：晚餐後遊覽新天地、外灘 

         11 月 19 日上午：前往慧高•光創園/產品宣傳記者會 

                  下午：田子坊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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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晚餐後美琪大戲院欣賞表演 

         11 月 20 日回程 

     

五、 心得 

  本次公所上海參訪考察團以現代城市規劃、社區服務、時尚文創、老宅翻新

再活化利用及創造觀光及歷史文化等目的為主。行程包含參觀上海中心、上海城

市規劃館、楊浦社區參訪、舊上海特別市政府大廈、武術博物館、創智天地、上

海市國際時尚中心、朱家角、新天地、外灘、豫園及美琪大戲院等地，皆為上海

城市地區。 

  從機場進入楊浦區後感受到具有百年工業、百年大學、百年市政文化底蘊，

觀賞老城區煥發著新的風貌，實令人贊嘆楊浦區甚至整個上海地區在經濟發展的

同時，也注重歷史文化的保護。 

    第 1 天先參觀上海中心及上海城市規劃展示館參訪，一窺上海的現代化與國

際化之城市。在上海城市規劃館展示上海的過去、現在與未來規劃城市。上海城

市規劃館內部採用高科技手法，全面展現上海市未來於 2020 年的城市規劃設計模

型，參訪後除了進一步瞭解未來上海的發展模式，及更具未來性的國際觀。 

  第 2 天參觀上海市楊浦區長白新春街道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參觀社區事

務受理服務中心時，看到標有「失業登記」、「開業指導」、「社會保險」、「住

房保障」、「社保卡與居住證辦理」等 15個窗口，讓社區居民前來咨詢和辦理相

關手續，並有詳細後端電腦紀錄，可快速查詢民眾歷年申辦案件，快速瞭解項目

與需求，在 1 樓時即可清楚明白服務動線及流程。同棟的各樓層則有所屬社區文

化活動中心，每間教室皆安排所屬功能，以運動、健康、休閒、文化類為主，當

日社區老人在圖書館看書閱報，在練功房排練舞蹈、婦女走秀、打拼乒乓球等相

關文藝規劃，多元的教室值得帶回去學習，慢慢進行推動，發揮了規劃與整合能

力，使公有建物更活絡更具活力，即早因應老年化的時代，使得地方社區老人有

更多的休閒空間。 

  接續往上海體育學院校參觀校內的民國時期「大上海計劃」，早期之大陸國

民政府上海特別市政府辦公大樓，雖年代久遠仍顯雄偉壯觀，孫中山銅像的恢復

修建佇立於建築物前，從其中更了解到楊浦在三十年代上海中的重要地位。校內

併設立「武術博物館」，在武術博物館內展品中顯盡悠久的文化歷史與其展演化

的背景，是上海的唯一也是中國唯一的「武術博物館」，亦是文化上的瑰寶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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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又走訪上海的「創智天地」與「上海市國際時尚中心」，兩著都是由一

個老舊設施活化再利用的成功案例。上海市國際時尚中心，前身是上海第 17棉紡

織廠，透露著上世紀的工業文明，透過老建物活化翻新，使得該中心以打造成為

全球「第六時尚之都」為目標，轉型後，也吸引國際知名廠商進駐，中心更具備

時尚多功能秀場、接待會所、創意辦公、精品倉、公寓酒店和餐飲娛樂等功能。 

  第 3 天，參訪歷史悠久古鎮─朱家角，是宋元時期漸成小集鎮，名朱家村。

宋、元時期，朱家角地區早已形成集市，也因水運方便，商業效益模式日漸擴大，

逐漸形成集市。朱家角鎮內的景點為「課植園」，是處莊園式園林建築，其意思

為「一邊課讀，一邊耕植」，以代表其園名，其園內有書城及稻香村，園中庭台

樓閣，廊坊橋榭，廳堂房軒都俱全了，各種古代建築皆於園內，建構極具巧思。 

  到了傍晚，參觀的是上海的「新天地」，是個具上海歷史文化風貌的新都市

旅遊景點，它以上海近代建築的標誌「石庫門」建築舊區為基礎，將原本的石庫

門居住功能，結合創新的發展了商業經營功能，反映了上海歷史和文化的老房子

改造成國際水準的餐飲、購物、演藝等功能的時尚、休閒文 化娛樂中心。原新天

地剛規劃建設完成後，應係為個具豐富文化、建築、與故事的地方，惟現參觀時，

較多為酒吧與異國風情咖啡高價消費區，為原規劃所始料未及的吧。 

  上海「外灘」是美麗的夜，人稱越夜越美麗，實為壯觀，位於浦江的沿邊兩

岸，快速發展的經濟，是周邊的匯豐銀行、沙遜大廈、中國銀行與江海關等四大

建築，堪稱外灘之最。外灘位臨黃浦江畔，規劃為帶狀公園，吸引前去上海旅遊

或經商之大量外國、本地遊客，也成為去上海必去之景點之一。 

  第 4 天，安排以豫園參訪為景點，此地是以文化體驗為主要目的，豫園至今

已有 400 多年的歷史。源起於 1853 年上海小刀會起義時，豫園曾作為起義軍的指

揮部，之後大陸政府對豫園進行了大規的修繕，並正式對外開放，整修後也恢復

典型的江南園林樣貌，而今已成為上海著名的遊覽勝地之一。 

第 5 日的活動，也是此次參訪觀摩之重點任務「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認證」。

本所為行銷推廣梨山茶產地證明標章認證之茶葉，在全程監督嚴格把關及執行，

對於將來也努力構思，將經認證之梨山茶推廣至同樣愛好品茗的大陸地區，也即

早準備，為日後整合梨山茶對外(大陸地區)行銷之統一售價，以協助帶領轄區內

茶農，進行聯合行銷、創立品牌與認證機制，更要避免茶農各自出價，而影響梨

山茶整體販售價格，以不打價格戰拚小利為目標，藉由整合後的產量與價格，來

為和平區農特產品打出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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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 5 日的觀摩與參訪，整體而言，所看見的是，上海市接受新觀念及創

新的大城市，已非台灣所能想像的，也因上海有著許多對於未來更先進的規劃與

未來科技發展，已一日千里，也逐漸趨於完備，並躋身國際大都市之列，所見之

上海是新舊交替、傳統與文明共存，是此趟可學習、思考如何改進的地方。上海

擁有地廣、人才聚集之先天優勢，更是中國經濟特區與國際化的大城市，地位顯

著，擁有龐大的經濟資源，上海市官方自豪其所推出之重大開發建設計畫，均能

依原訂計畫進度完成，執行成效亦我們所能想像。 

  

六、 建議 

1.現階段積極建立梨山茶品牌，應有更多相關茶品牌資訊之建立，如專屬官網資

訊。 

 

附錄~量化效益 

 

項

次 
績效指標 說明 

1.  

武夷山茶博

覽會 

展會 1場 

2.  展會收入 

本次共帶 22斤茶葉進行現場推廣及銷售，其中 2兩

裝於第 2 日全數銷售完畢，18,000(折合台幣約

90,000 元整) 

3.  觸及人數 12,400 人次 

4.  廠商接洽 至少約 12家 

5.  

上海記者會 

活動 1場 

與會人數 
約至少 110 人(包含本區 34人、尖石鄉公所 21 人、

貴賓 17家、企業 10家及媒體 8家) 

媒體露出 

1. 電視台報導 1則 

2. 報紙 1則 

3. 其他新聞網站至少 55則以上 

6.  其他效益 
1. 上海銷售平台揭開序幕 

2. 台商及相關單位訂茶數初評估可達 1,000 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