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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香港旅展及觀光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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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忠猷

電話：04-22289111分機58006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曹忠猷/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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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參展
出國地區：香港

出國期間：107年6月15日至107年6月17日
報告日期：107年9月16日
內容摘要：
壹、目的

港澳地區一直是中臺灣重要的客源市場，為積極行銷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
推動中進中出觀光政策、擴大港澳觀光市場客源，邀請港澳民眾來台參與 2018 花博盛
事，本局結合本市民宿協會、東勢區農會、春天旅行社等參加「第 32 屆香港國際旅遊
展」，設置「臺中館」聯合行銷，借由香港旅展向香港遊客推介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台中聯合行銷團同時拜會香港旅行業者簡報花博概況，鼓勵業者包裝花博旅遊產
品，組團或自由行從香港直飛臺中，到臺中遊花博，順遊中臺灣。
貳、參加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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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職稱

中文姓名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專門委員

曹忠猷

參、推廣活動行程
一、：拜訪香港旅行業者推介花博
日期：2018年6月15日(星期五)
時間：13:00~16:00
時間

內容

13:00~14:30

拜訪香港安達旅運有限公司

14:30~16:00

拜訪香港永安旅遊有限公司

二、旅展參展-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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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內容

6月15日(五)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香港國際旅展推介(專業洽談日)

6月16日(六) 上午10時至下午6時

香港國際旅展推介(專業洽談日)

6月17日(日)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香港國際旅展推介(公眾參觀日)

四、臺灣館-舞台活動時間
6月15日

6月16日

6月17日

6月18日

10:30-11:00 澎湖縣政府
《澎湖-世界最
美麗海灣》
11:00-11:30 台東觀光協會
《飛耀鹿野》

K.Z. Dance 冠麗
舞蹈團

K.Z. Dance 冠麗
舞蹈團

K.Z. Dance
冠麗舞蹈團

台北市政府 《Fun 臺中市政府
Taipei趣玩台北》 《2018世界花博
在臺中》

基隆市政府

11:30-12:00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
博在臺中》

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戀上基隆》

《戀上基隆》

《2018世界花

12:00-12:30 基隆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博
在臺中》

09:50-09:55 K.Z. Dance 冠麗
舞蹈團 (開幕式大會舞台)

《戀上基隆》
12:30-13:00 影片欣賞

影片欣賞

13:00-13:30 K.Z. Dance 冠
麗舞蹈團
13:30-14:00 台北市政府
《Fun Taipei趣
玩台北》
14:00-14:30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
博在臺中》
14:30-15:00 彰化縣政府 《
旅行彰化》

K.Z. Dance 冠麗
舞蹈團
東勢產業發展協
會若茵農場》

15:00-15:30 K.Z. Dance 冠

K.Z. Dance 冠麗

基隆市政府 《戀
上基隆》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博
在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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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上基隆》

博在臺中》
台東中小企業協
東勢產業發展
會 《台東瘋漫活 協會《若茵農
》
場》
台東中小企業
台灣民宿協會
協會《台東好
《台灣優質民宿》
好玩》
K.Z. Dance 冠麗 K.Z. Dance
冠麗舞蹈團
舞蹈團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博
《2018世界花
在臺中》
博在臺中》
高雄市政府 《高 基隆市政府
雄一日農夫體驗
《戀上基隆》
趣》
基隆市政府 《戀 K.Z. Dance
冠麗舞蹈團
上基隆》
台北市政府 《Fun 彰化縣政府

麗舞蹈團
15:30-16:00 東勢產業發展
協會《若茵農場
》
16:00-16:30 基隆市政府 《
戀上基隆
16:30-17:00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
博在臺中》

台東中小企業協
會 《單車體驗東
海岸》
臺中市政府
《2018世界花博
在臺中》

Taipei趣玩台北》 《旅行彰化》
K.Z. Dance 冠麗 台北市政府
舞蹈團
《Fun Taipei
趣玩台北》
澎湖縣政府 《澎 澎湖縣政府
湖-世界最美麗海 《澎湖-世界
灣》
最美麗海灣》
彰化縣政府 《旅 臺中市政府
行彰化》
《2018世界花
博在臺中

17:00-17:30

K.Z. Dance 冠

K.Z. Dance 冠麗

臺中市政府

麗舞蹈團

舞蹈團

《2018世界花博

影片欣賞

在臺中》
高雄市政府 《高
雄一日農夫體驗
趣》

17:30-18:00 影片欣賞

舞蹈團
彰化縣政府 《旅
行彰化》

K.Z. Dance 冠麗

18:00-18:30

舞蹈團
東勢產業發展協

18:30-19:00

會《若茵農場》
肆、過程
6月15日(星期五)
本局參展人員上午抵達香港機場，經辦理入境手續後，隨即前往拜訪香港旅行
業者。而臺中市其餘參展業者於前一天(14)先行抵達參加旅展商談會。
拜訪香港旅行業者
1.下午13:00至14:30會同東勢農會前往九龍拜訪安達旅運，由該公司總經理吳
財喜親自會見，除了簡報花博資訊邀請該公司推廣外，東勢農會並與該公司簽
署合作協議，農會休閒部楊炳煌主任與吳財喜總經理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將
加強雙方合作引進香港遊客到東勢從事休閒農業旅遊，包括採梨、螢火蟲生態
及客家料理體驗等休閒農業遊程。
2.下午15:00至16:30拜會香港永安旅遊，由行政總裁梁港蘭親自接見，會中梁
港蘭表示，香港人喜歡去台中，但是機位還是不夠，尤其花博期間希望市府協
助增加機位。本局回應指出，推廣中進中出是台中市的政策，將協調航空公司
盡量滿足遊客訂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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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藉2018花博在臺中展覽期間，積極邀請香港旅行社規劃3天2夜或4天3夜的
中台灣優質行程，暢遊已成為地標的國家歌劇院，搭配高美濕地、彩虹眷村、
宮原眼科、草悟道、一中及逢甲夜市、鐵馬追風、農遊採果、新社、谷關泡湯
等景點遊程，相信可以飽覽臺中的旅遊特色，吸引港澳甚至是內地遊客，有效
宣傳，提升知名度。

6 月 16 日(六) 香港國際旅展推介 B to B 商談日
今日為專業BtoB洽談日，10時台灣館由舞蹈表演開場正式啟動，本局人員及
本市業者在台中館推介，期透過與當地業者接洽，提供可規劃3天2夜或4天3夜的
臺中優質行程，吸引港澳民眾來臺中體驗，達到行銷推廣效益。交通部觀光局香
港辦事處周欣毅主任及華航香港分公司總經理鍾婉君等貴賓蒞臨現場增添光彩，
並至各參展單位了解業者產品，共同推廣臺灣觀光。
另外，本局辦理台中場舞台宣傳活動，積極行銷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
中進中出觀光政策，在舞台上，主持人特別強調香港與臺中直航班機每周往返最
多達到120班次，兩地90分鐘即可抵達，來往非常便利，對港澳旅客來說中臺灣旅
遊一直都是假期的重要選擇。2018花博在臺中展覽期間邀請港澳民眾參觀2018世
界花博、順遊中台灣，帶來更大的觀光商機。本局為吸引人潮聚集，每場次送出
住宿券2張及有獎徵答送好禮等，強力宣傳2018世界花博在臺中，民眾爭相舉手答
題互動熱烈，相當具有宣傳效益。
6月17日(星期日) 香港國際旅展推介(公眾日)
本日是公眾日，一早就湧進人潮，經前兩日的大力宣傳臺中館送住宿券、
打卡送禮等，經有前二天並加上香港媒體宣傳，許多民眾熱烈參與本日三場
的舞臺宣傳活動，對於花博在臺中有了普遍性的了解；在中午本局亦發布市政
新聞，並於當日於各大報即時新聞等媒體曝光。而今日也加碼除了打卡上傳花
博臉書就送花博提袋、花博行李吊牌等小禮物，為了擴大宣傳，並打卡贈送本
局製作雞年小花燈，以配合公眾參觀日，吸引民眾來到本市花博攤位，並向
介紹臺中知名觀光景點及花博活動，受到熱烈歡迎。
本局人員於本日展覽結束後驅車前往香港機場於晚間抵達臺中機場。
伍、心得
1. 本局至香港國際旅展設置台中館，在四天展期內舉辦各類花博行銷活動，吸引
上萬遊客洽詢；觀旅局估計，半年花博展期可望吸引超過 30 萬人次港澳遊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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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博，市府將全力協調各航空公司，協助增加花博期間往台中航班，而華航香港
分公司也評估，將以加班機方式滿足大量遊客需求。
2. 港澳旅客來臺數量在 106 年創下新高，香港旅展許多民眾來自港澳、中國及其
它亞洲國家等，其中港澳民眾對於本市的採果之旅反應度高，另外，對於本市民
宿詢問度高，對於本局未來針對港澳旅客市場行銷重要之資料參考。
3.本次「2018 香港旅展及觀光推廣活動」本局從 2018 花博放眼全臺灣，行銷本市
知名觀光景點，同時，透過花博主題式行銷，有效提升本市城市形象。
4.本次首度於四天旅展辦理16場舞臺宣傳活動，並採用和民眾互動的抽獎活動送
住宿券，及花博特色環保袋等小禮物，有效宣傳花博。
陸、建議
1. 香港旅展匯聚全球 52 個國家、超過 600 家參展商，當中 80%以上來自外地，國
際關注度高；因此設置台中館透過豐富有趣的展示及活動，吸引港澳民眾來台中
旅遊。建議類似旅展可以以主題式宣傳(如花博主題)，突顯本市景點與花博的連
結。
2.建議未來針對香港旅展的宣傳摺頁應強調主題式的旅程介紹為主，將本市的觀點資源
強項向港澳客推銷。
柒、附件

6 月 15 日拜訪安達旅遊

6月15日拜訪永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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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6 日香港國際旅展推介(專業洽談日)

6 月 16 日香港國際旅展推介(專業洽談日)

6月16日舞臺宣傳(一)

6月16日舞臺宣傳(二)

6月16日舞臺宣傳(三)

6月16日舞臺宣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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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臺中展攤(一)

6月17日臺中展攤(二)

6月17日臺中展攤活動(一)

6月17日臺中展攤活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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