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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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報告提要名稱：2017年1月香港「春遊台中 作味作福」推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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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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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思穎/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股長 

鄒宜庭/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科員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洽展  □表演  □比賽  □擔任裁判  

           □海外檢測   ■   推廣交流    

出國期間：106年1月16日至106年1月17日  出國地區： 

香港 

報告日期：106年4月10日 (填寫一級機關首長核定日 ) 

內容： 

壹、目的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資料，105 年香港旅客來臺人數達 161 萬 4,803 人

次，較 104 年成長 6.69%，每日皆有 11 班航班往返台中及香港，為針對香港旅

遊市場行銷本市觀光資源，提昇國際能見度，促使旅行業者包裝本市觀光遊程  

，帶動入境旅客人數，本局陳盛山局長率本市觀光業者前往香港辦理觀光推廣

活動，將特色飯店、火鍋業及手作 DIY 特色宣傳出去，並拜會當地旅行社業者

及觀摩當地觀光設施，以吸引觀光客到訪本市旅遊。  

 

貳、 

推廣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06:00 

台中市觀光代表團於台中國際機場華信航空櫃台集合，共同辦理團體

登機手續，搭乘華信航空 AE1819班機(07:30起飛/09:10抵達)前往香

港 

10:15 抵達香港，集體乘坐遊覽車展開推廣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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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6日 

(星期一) 

第一天 

 

 

 

 

 

 

 

 

 

 

 

 

 

 

 

 

10:15-11:30 
前往推廣活動場地，卸下需要冰鮮保冷及活動所需用品 

地點:THE FACTORY  地址:九龍新蒲崗七寶街三號振發工廠大廈 2樓 

12:00-13:30 
台中觀光推介交流餐會 

地點:得龍大飯店   地址:九龍新蒲崗康強街 25-29號地下 

13:30-15:00 

TEAM A 乘坐遊覽車出發前往 拜訪永安旅遊 

對象:旅行社業者、飯店業業者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保華企業中心 30樓 

14:00-15:00 
TEAM B 前往推廣活動場地進行場地佈置準備 

對象: DIY 手作業者、伴手禮業者及火鍋業者 

16:00-20:30 

「春遊台中・作味作福」推廣活動暨感恩尾牙餐會 

15:30 報到時間 

16:00 開場及長官致詞 

16:10 產品簡報時間 

（1） 春天旅行社 

（2） 華府旅行社 

16:20 DIY 業者介紹產品及講解體驗流程 

16:30 分組 WORKSHOP 體驗（每場各 15位體驗） 

（1） 木匠兄妹手作 DIY（45 分鐘） 

（2） 阿聰師芋頭酥 DIY 或陳允寶泉糕餅 DIY（45 分鐘） 

18:00 業者交流時間 

18:30 台中火鍋之夜（火鍋業者上台介紹各家火鍋特色） 

18:50 台中飯店業業者 與 香港旅行社業者 互相介紹 

21:00-21:30 
活動結束,集體乘坐遊覽車前往酒店 

酒店:隆堡國際酒店(地址:九龍尖沙咀柯士甸道 8號) 

1月 17日 

(星期二) 

第二天 

10:30-11:30 
拜訪專業旅運 

地址: 香港九龍荔枝角青山道 485 號九龍廣場 9 樓 

12:00-13:45 午餐時間 

14:30-17:30 參訪香港旅遊業業者及交流:觀光叮叮車遊歷香港舊城區 

17:30-18:30 乘坐遊覽車出發前往 香港國際機場 

20:40-22:15 乘華信航空 AE1832班機(20:40起飛/22:10抵達台中) 

 

 

 

 

 

 

 

 



3 

 

成員名單 

 

市府及公會代表 

1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2 台中好禮協會 

3 台中市旅遊協會 

4 台中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5 台中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 

飯店代表 

6 台中智選假日飯店 

7 星動銀河旅店 

8 薆悅酒店 

9 1969藍天飯店 

10 成旅晶贊酒店 

11 水舞行館 

12 芭蕾經典旅館 

手作 DIY業者 

13 陳允寶泉 

14 阿聰師的糕餅主意 

15 木匠兄妹 

火鍋業者 

16 老舅東北酸菜白肉鍋 

17 鼎王/無老鍋 

18 陳沙茶汕頭火鍋 

19 水舞饌餐廳 

旅行社業者 

20 春天旅行社 

21 汎洋旅行社 

22 華府旅行社 

新聞媒體業者 23 群建有線電視台 

 

視覺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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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佈置圖 

 

 

 

 

 

 

 

 

 

 

 

 

 

 

 

 

參、行程內容 

 

1月16日(星期一) 

一、 此次香港推介會由本局陳盛山局長帶領本市旅遊業、飯店業、糕餅業及火鍋業者

等一行共40人，約上午10點15分抵達香港後，即搭乘遊覽車前往推廣場地(THE   

FACTORY)卸下推介會推廣用品及火鍋料等需冷凍食品。隨後，前往九龍得龍大

飯店與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蔡宗昇主任進行餐敘交流，蔡主任對於本局年初

即率領各家業者到訪香港辦理推廣表示高度支持，籌備過程中，亦協助邀訪各大

香港旅行社參與晚上推廣會。 

二、 中午餐敘過後，由陳盛山局長帶領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旅館商業同業

公會理事長、旅遊協會理事長、好禮協會理事長、7間飯店業及春天旅行社代表

一行16人，共同拜訪永安旅遊行政總裁梁港蘭，洽談今年香港旅客至台中旅遊

推廣行程，並與春天旅行社共同合作，期盼今年達到45萬人次前進台中旅遊的

目標。另一方面，其餘人員在推介會佈置場地，準備晚上糕餅、檜木筷子DIY

備品，火鍋業者則將特地由台中空運來的在地美食，先行備料、熬煮湯頭，期

望帶給香港旅行社業者不一樣的美食饗宴。 

三、 下午16點左右，待香港業者陸續到達會場後，首先由本局陳盛山局長及交通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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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局香港辦事處蔡宗昇主任代表致歡迎詞，為「春遊台中 作味作福」推介會拉

開序幕，香港旅行同業約有30多位到訪參與。此次推廣會除了代表本局對香港

市場的重視，年初第一梯即前往香港推廣，也藉此感謝眾多香港業者去年的協

助，讓105年港澳來臺旅客達161萬4仟多人，較前一年成長6.69%，到訪臺中旅

客更達40萬人。 

四、 在介紹完雙方代表後，由春天旅行社及華府旅行社分別介紹本市旅遊商品，包含

泰安櫻花祭、東勢螢火蟲季、農遊採果等主題遊程。接下來以分組方式讓香港

業者體驗手作糕餅及筷子自製DIY，糕餅業者由阿聰師及陳允寶泉各自示範芋

頭酥及太陽餅製作過程，讓香港業者體驗有趣的手作樂趣，再由會場內烤箱直

接烘烤，立時香氣四溢，讓大家迫不及待品嚐自己製作的糕餅。同一時間，由

另一組人體驗手削筷子並客製化屬於自己的識別。 

五、 接下來由香港業者與本市飯店業分組交流，再輪流上台由香港代表介紹推薦同組

飯店業代表之房間特色及設施，最後由老舅東北酸菜白肉鍋、鼎王/無老鍋、陳

沙茶汕頭火鍋及水舞饌餐廳帶來壓軸的名鍋饗宴，各家代表無不拿出看家本領

秀出最豐盛的滿滿鍋底及特色湯頭，舉凡高檔和牛、大明蝦、秘方醬料及人參

酒，讓香港同業紛紛表示一定再來臺中吃美食，對這次的火鍋及手作DIY留下

深刻印象。 

 

1 月 17 日(星期二) 

一、 上午10點30分由陳盛山局長、各公協會代表及飯店業者等一行人前往專業旅運，

拜會總裁高鄭杏芬，並由華府旅行社代表說明本市近期推出的旅遊商品及景點資

訊，包含春季賞螢賞櫻季、自行車旅遊、郵輪旅遊及教育旅遊等主題優惠行程。

並邀請專業旅運到訪台中，針對郵輪旅遊主題研商進一步合作方向及實際辦理踩

線遊程。 

二、 下午安排香港觀光叮叮車業者交流，並實際考察搭乘，體驗開頂雙層巴士漫遊市

區小旅行，車上設置8種語言導覽設備，解說當地生活和歷史故事，介紹舊時港

城面貌，香港電車不僅是港島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也成為旅客觀光景點之一。 

 

肆、心得 

本次赴香港辦理「春遊台中 作味作福」推介會主要目的為推廣本市觀光資源，

利用台中五大名鍋及糕餅手作體驗，讓香港民眾發現不一樣的台中文化特色，並藉此

機會感謝香港旅行業，去年創下近 40 萬港澳旅客來台中旅遊的佳績。香港與臺中每

日有 11 班機往返，搭配旅遊主題如賞櫻、賞螢、枇杷巴士及審計新村、光復新村、

台中國家歌劇院、草悟道等景點，期盼藉由兩地旅行社包裝特色遊程，吸引更多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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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來臺中遊玩，體會台中之魅力。 

 

伍、建議 

一、 本次拜會香港 2 大旅行業者-永安旅遊及專業旅運，在洽談未來合作方向時，皆

表示有意願到訪臺中，針對郵輪旅遊及美食主題，包裝成遊程商品。本次雙方相

談融洽，應該藉機邀訪香港旅行業者增加台中主題遊程，規劃踩線行程並持續追

蹤未來合作之執行方式。 

二、 本次推介會因史無前例將台中名鍋原汁原味帶來香港呈現，讓香港業者耳目一

新，製造話題及新鮮感，再搭配手作體驗增加趣味性，讓當日會場氣氛活絡，交

台中與香港業者交流密切，亦充分展現台灣獨有的人情味，讓香港同業讚譽有

加。建議未來辦理推廣應發揮創意、推陳出新，利用不同主題來吸引國際觀光客

到訪臺中遊玩。 

陸、附件 

  

1/16由陳局長盛山帶領本市公協會及飯店

業者拜訪永安旅遊行政總裁梁港蘭 

1/17拜會專業旅運總裁高鄭杏芬，並邀

請來台踩線，研商未來合作事宜 

  

    推介會現場展示本市特色糕餅及農特產品 
糕餅業者阿聰師向香港旅行社業者示範

芋頭酥 DIY體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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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業者木匠兄妹示範筷子DIY流程，

向香港業者推廣本市特色文化 

陳盛山局長帶領本市業者向香港同業推廣 

廣本市觀光資源 

     

糕餅業者陳允寶泉介紹百年老店糕

餅文化及特色商品 

火鍋業者水舞饌餐廳介紹火鍋湯頭、 

鍋底用料及特色美食 

  

本次推介會向香港業者推廣名鍋及手作

DIY主題 

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蔡宗昇主任與

香港及本市業者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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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參展業者及香港業者共享特色鍋

物交流合影 
勘查香港觀光叮叮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