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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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香港參加「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聯絡人：楊芷芸                     電話：分機31117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呂曜志/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局長 

楊芷芸/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產業發展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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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加國際展覽       

出國期間：107年8月15日  至107年8月18日  
出國地區： 

香港 

 

 
報告日期：107年9月10日 (填寫一級機關首長核定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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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500字以上） 

 

一、目的 

為協助臺中食品及好禮業者拓銷國際市場，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呂曜志局長率領10家食品業者

赴香港參加2018年8月16日至20日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美食博覽會(Food Expo)」，向

當地業者介紹臺中最具特色的美食糕餅及伴手禮，藉以推動臺中食品產業發展並協助業者拓展貿

易。 

 

二、過程 

(一) 巡視「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佈展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帶領本市10家食品廠商組團參加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的「香港美

食博覽會(Food Expo)」，參展業者包括九個太陽、久久津乳酪菓子手造坊、小林煎餅、丰丹嚴選本

舖、阿聰師的糕餅主意、品菓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啡堡創飲、臺灣棗道甜、麵本家食品與無

藏茗茶，共同展出臺中最具代表的糕餅與特產，還有結合花博的限定產品，與來自各國的業者搶

食香港中秋送禮大餅。 

    本次參展於開展前一天(8月15日)協助參展廠商進場佈置攤位。臺中團展區面積72平方米以整

體形象裝潢，結合花博元素設計裝潢，以宣傳本市2018世界花博活動。展區包含業者商品展示、

諮詢服務、文宣陳列、開幕舞台活動等功能，亦規劃市府服務攤位，設置服務臺、放置臺中館廠

商名錄與臺中市文宣資料提供買主索取，另備桌椅、無線網路、飲水機與插座，提供臺中廠商上

網與茶水服務。 

  

臺中形象館設計圖 臺中形象館設計圖 

  

呂局長至臺中館幫佈展業者打氣 臺中業者進駐佈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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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貿易發展局新聞媒體採訪及巡禮 

    「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主辦單位-香港貿發局，8月 15日帶著多家媒體到各個展館參

觀，並引領媒體到臺中展團攤位，由糕餅公會周子良理事長及好禮協會陳順彰理事長向媒體們介紹

臺中展團產品及特色介紹，再由記者們進行聯訪，期望透過國際媒體行銷，為臺中各業者進行品牌

宣傳，提高臺中食品產業知名度。 

  

好禮協會陳順彰理事長向媒體介紹臺中產品 好禮協會陳順彰理事長向媒體介紹臺中產品 

 

(三) 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MTR)交流 

    臺中市政府經發局與經濟部駐港經濟組一同拜會香港港鐵公司，並參觀港鐵九龍站，呂曜志局

長與港鐵公司代表雙方就車站商務、物業租賃、通路、住商聯合開發，以及車站周邊物業發展進行

交流。呂曜志局長十分讚許該公司商業模式，期待該公司至臺中投資，為臺中高鐵及捷運周邊開拓

新商機。 

  

呂局長與港鐵公司幹部合照 呂局長與港鐵公司幹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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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與交通部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及臺中業者交流 

    為推廣臺中食品產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率臺中好禮協會業者及觀光溫泉聯合會與交通部

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進行交流，呂曜志局長與該處周欣毅主任就臺中好禮推廣、觀光、通路開發等

面向討論，期望臺中伴手禮及糕餅廣銷至香港，打響臺中好禮品牌。 

  

呂局長與交通部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及臺中

業者合照 

呂局長與交通部觀光局駐香港辦事處周欣毅

主任交流 

 

(五) 「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大會開幕 

「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由香港貿易發展局所舉行，此博覽會已邁入第 29屆，展出吸

引世界各地逾 50萬名食品界人士及民眾共襄盛舉，已成為食品業者拓展商機、產業交流及招商的最

佳平台；今年活動共有來自 23個國家和地區、逾 1,560家展商。貿發局於 8月 16日上午 10時舉辦

大會開幕活動，並邀請各國代表上臺共同合影。 

 

呂局長參加香港美食博覽會大會開幕典禮(與各國代表上臺共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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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局長參加香港美食博覽會大會開幕典禮 呂局長參加香港美食博覽會大會開幕典禮 

 

(六) 「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臺中形象館開幕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呂曜志局長率領臺中市 10家食品業者參加「2018香港美食博覽(Food 

Expo)」，臺中館於 8月 16 日上午 11時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臺中館攤位(3D-C02)舉行開幕， 

活動現場邀請到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邱文潛總會長、香港食品委員會陳建年主席、香港品牌發展

局黃偉鴻副主席、經濟部駐港辦事處倪主任、陸委會代表，以及臺中市糕餅公會周子良理事長等貴

賓，共同為以花博為主題設計之「臺中形象館」開幕剪綵。此外，現場提供糕餅免費品嚐與臺中張

連昌薩克斯風表演，再搭配相關優惠促銷活動，讓現場香港民眾體驗到臺中的幸福好滋味。 

    「臺中形象館」不僅以花博為主題並加入吉祥物石虎來設計，現場業者也藉此展發表許多花博

限量產品，例如：九個太陽的綠川餅首賣，期望透過此展向國際買主介紹臺中最具特色的美食糕餅

及伴手禮。 

  

臺中形象館開幕-張連昌薩克斯風表演 臺中形象館開幕-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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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形象館開幕-呂局長致詞 臺中形象館開幕-大合照 

  

臺中形象館開幕-媒體採訪 臺中形象館開幕-媒體採訪 

  

(七) 拜會香港總商會暨招商座談會 

    臺中市政府經發局與經濟部駐港經濟組於 8 月 16日一同拜會香港總商會，並進行招商座談會，

該商會由歐洲商會主席暨鼎立資本創辦人陳佩君主席接待，出席會員包含美洲委員會黃兆輝主席、

香港人力資源委員會李志強副主席、艾奕康公司林東標總監及裕華國貨孫伯揚經理等 20多位商會代

表，與呂曜志局長就臺中投資環境、金融商貿、城市發展等多面向交流，會員們對臺中皆抱持濃厚

興趣，陳佩君主席承諾將於今年底再率團來臺，盼能與臺中促成實質合作，為港臺雙方業者們開拓

商機。 

    香港總商會始創於 1861 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規模最龐大和最具影響力的商業非牟利機構。

於創會時，成員有 62家，現在會員機構達 4,000 家，包括跨國企業、香港本地公司及中資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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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總商會招商座談會 與香港總商會合照 

  

與香港總商會陳佩君主席合照 與香港總商會合照 

 

(八) 與香港食品大廠-大班麵包西餅交流 

    8月 16日下午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呂曜志局長、臺中市糕餅公會周子良理事長及財團法人臺

中世界貿易中心陳弘岳總經理於香港美食博覽展會現場與香港食品大廠-大班西餅進行交流，洽談臺

中與香港糕餅原物料進出口及提高貿易品項可能性。 

    大班麵包西餅是香港售賣麵包及西餅的連鎖店，成立於 1984年，目前在香港擁有 30間分店，

其中部分設於港鐵站。大班麵包西餅亦為冰皮月餅的發明者，產品包含麵包、蛋撻、蛋糕、中式餅

食、粽及月餅和西餅。大班西餅表示對於臺中糕餅十分有興趣，也期望能多與本市相關業者交流，

提高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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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班麵包西餅交流 與大班麵包西餅合照 

 

(九)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交流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呂曜志局長、臺中市糕餅公會周子良理事長及財團法人臺中世界貿易中

心陳弘岳總經理於 8月 16 日拜會香港美食博覽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簡稱貿發局）。該局由事

務經理林國俊先生接待，並與呂局長就臺港經貿、展會交流及會展產業發展趨勢進行交流。 

    貿發局於 1966年成立，負責拓展香港於全球貿易的香港法定機構，為香港製造商、貿易商及服

務出口商服務在全球各地設有逾 40間辦公室；以「為香港公司，特別是中小企業，在全球締造新的

市場機會，協助他們把握商機，並推廣香港具備優良商貿環境的國際形象」為目標，積極協助香港

業者拓展國際貿易，與本市業者亦有多年合作經驗，希望臺港雙方產業能增加展會交流，提升會展

產業發展。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交流 與香港貿易發展局經理林國俊先生合照 

 

(十) 香港美食博覽-臺中花博糕餅分享會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向香港民眾推廣臺中糕餅及花博，於 8月 18 日邀請臺中 10家參展業

者(九個太陽、久久津乳酪菓子手造坊、小林煎餅、丰丹嚴選本舖、阿聰師的糕餅主意、品菓國際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啡堡創飲、台灣棗道甜、麵本家食品、無藏茗茶)於大會舞臺區共同辦理「臺中花

博糕餅分享會」，共同展示及介紹花博限定商品，現場觀展民眾踴躍參加分享會，且對臺中花博產品

興趣濃厚，預期為業者帶來滿滿商機，期望藉此將臺中特色糕餅及飲品推向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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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花博糕餅分享會-業者介紹產品 臺中花博糕餅分享會-民眾踴躍參與 

  

臺中花博糕餅分享會-民眾踴躍參與 臺中花博糕餅分享會-民眾踴躍參與 

 

三、新聞露出及廣宣 

    為行銷本市糕餅、好禮及特色美食產業，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率業者赴香港參加「2018香港

美食博覽會」，除了發送展前及開幕新聞稿予本府府會記者媒體廣為宣傳外，於香港當地，亦發送予

當地記者媒體，包含大紀元、中央廣播電台、中央通訊社、勁報、今日新聞 NOW news、新一代

時報、新唐人、香港超訊、Yahoo新聞、新華報導、Life 新聞、ifoodie 等媒體，將本市伴手禮

產業推向國際。 

 

1. 2018 年 8 月 16 日  中央廣播電台 

 台商參加香港大型美食展 夜市小吃誘人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1094 

 

https://news.rti.org.tw/news/view/id/42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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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 年 8 月 16 日臺中市政府-市政新聞 

 香港美食博覽會「台中形象館」開幕 特色糕點飄香會場 

https://www.taichung.gov.tw/1062202/post 

 

 

3. 2018 年 8 月 16 日 聯合新聞網、中央通訊社 

  台商參加香港大型美食展 夜市小吃誘人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312664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8160145-1.aspx 

 

 

https://www.taichung.gov.tw/1062202/post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3312664
http://www.cna.com.tw/news/acn/201808160145-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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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8 年 8 月 16 日 勁報  

  香港美食博覽會「台中形象館」開幕 特色糕點飄香會場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1913257 

 

https://times.hinet.net/mobile/news/21913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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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 年 8 月 16 日 今日新聞 NOW news 

  台商參加香港大型美食展 夜市小吃誘人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816/2802036/ 

 

 

 

6. 2018 年 8 月 16 日 新華報導 

  香港美食博覽會「台中形象館」開幕 特色糕點飄香會場 

  https://ccss3172.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371.html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816/2802036/
https://ccss3172.blogspot.com/2018/08/blog-post_3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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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 年 8 月 17 日  Life 新聞 

   2018 香港美食博覽會 台中形象館宣傳花博 

   https://life.tw/?app=view&no=834691 

 

 

 

8. 2018 年 8 月 17 日 新一代時報 

香港美食博覽會 花博餅躍上國際舞台 

https://fairmedia.com.tw/%E5%8F%B0%E4%B8%AD/36776 

 

https://life.tw/?app=view&no=834691
https://fairmedia.com.tw/%E5%8F%B0%E4%B8%AD/3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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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8 年 8 月 17 日 新唐人 

  港美食博覽開鑼 一元鮑魚受熱捧 

  http://ntdsf.tv/9841/ 

 

 

http://ntdsf.tv/9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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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18 年 8 月 17 日 香港超訊 

香港美食博覽會 台中美食來相會 

 http://www.supermedia.hk/18183/%E9%A6%99%E6%B8%AF%E7%BE%8E%E9%A3%9F%E5% 

8D%9A%E8%A6%BD%E6%9C%83-%E5%8F%B0%E4%B8%AD%E7%BE%8E%E9%A3%9F%E 

4%BE%86%E7%9B%B8%E6%9C%83/ 

 

 

 

11. 2018 年 8 月 17 日 Yahoo 新聞 

 2018 香港美食博覽會 台中形象館宣傳花博 

https://tw.news.yahoo.com/2018%E9%A6%99%E6%B8%AF%E7%BE%8E%E9%A3%9 

http://www.supermedia.hk/18183/%E9%A6%99%E6%B8%AF%E7%BE%8E%E9%A3%9F%E5%25
https://tw.news.yahoo.com/2018%E9%A6%99%E6%B8%AF%E7%BE%8E%E9%A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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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5%8D%9A%E8%A6%BD%E6%9C%83-%E5%8F%B0%E4%B8%AD%E5%BD% 

A2%E8%B1%A1%E9%A4%A8%E5%AE%A3%E5%82%B3%E8%8A%B1%E5%8D%9 

A-161248080.html 

 

 

 

 

12. 2018 年 7 月 17 日 ifoodie 網站及粉絲頁 

2018 美食博覽開鑼啦 現場必買必食 

http://www.ifoodie852.com/admin/2621 

 

       

http://www.ifoodie852.com/admin/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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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018 年 8 月 17 日 聯合新聞網 

  香港美食展 台灣小吃飄香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313883 

 

 

 

14. 2018 年 8 月 17 日大紀元 

  香港美食博覽開幕商家盼生意升一成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8/17/n10645004.htm 

 

https://udn.com/news/story/7332/3313883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8/17/n10645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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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8 年 8 月 17 日香港大紀元 

美食博覽開幕商家盼生意升一成 

http://hk.epochtimes.com/news/2018-08-17/36288153 

 

http://hk.epochtimes.com/news/2018-08-17/3628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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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得 

 本局此次率臺中業者「2018香港美食博覽會」，除希望藉由參與可見識來自世界各國的參展商們

展出各自具特色的多樣化食品，也要趁此機會協助本市特色食品及好禮廠商拓銷國際市場，增加本

市廠商產品在國際舞臺的能見度。為使本次參展發揮最大效益，本局不僅以花博為主題設計「臺中

形象館」，並加入花博吉祥物「來虎家族」設計，現場也展示許多花博限量產品，邀請與會民眾到台

中參加 2018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除此之外，本局亦於現場設置臺中服務攤位，提供本市參展商買

主諮詢媒合等服務，並發送本市參展廠商產品名錄、城市行銷文宣品等，同時，特別於開展日舉辦

臺中館開幕活動，並印製參展廠商產品優惠文宣，於展場內發送，吸引民眾不論是展場內前來消費，

亦可於日後來臺自由行時至店內消費優惠，透過大力活動宣傳，讓更多的民眾及當地通路商接觸本

市優良商品。 

    整體而言，臺中參展業者對本展滿意程度極高：70%廠商表示非常滿意、30%滿意；對於香港展

覽館展出美食博覽之地點理想，80%廠商對展出規模表示肯定，整體銷售額有 80%的業者表示符合預

期，其餘 20%廠商表示比預期好；到臺中館攤位洽談買主人數為 278人，香港展現場銷售金額為 166

萬，後續一年內商機與接單金額預估將超過 1,375 萬，本次臺中館業者表示參與本團已達到推廣品

牌、促進銷售、尋求生意夥伴及新品發表等目標。 

 

五、建議 

(一) 今(2018)年本市形象館為租用 6個標準攤，共 72平方米之展出面積，規劃 10個展售攤位與推廣

行銷舞臺。為使本市更多優良廠商產品行銷國際，建議未來可爭取更多預算，增加展售攤位數。(經

發局) 

(二) 本市會展中心之興建，可參考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之優點，如寬廣的人行空間、完善的商業附屬

設施與交通規劃、展館內商業交易中心、明亮大跨距的室內展示空間、周邊住宿餐飲店家與鄰近商

業大樓及地鐵共構人行空間以減少道路上車行與人行流量之壓力等，設計符合產業需求的國際級會

展中心。(經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