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市長應邀率團出席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第34屆會董

就職典禮暨進行市政交流案 
  

 
 
 
 
 
 
 
 
 
 
 
 
 
 
 
 
 
 
 
 

服務機關：臺中市政府  
 

姓名職稱：盧秀燕市長等14人  
 

派赴國家：香港 
 
出國期間：108年 1 月 28日至  1  月 29 日 
 
報告日期：108年   4月   17日 

 

  



 
 

 



1 
 

目              錄 

摘要 ............................................................................................................. 1 

壹、出國人員名單 .................................................................................... 1 

貳、目的 ..................................................................................................... 2 

參、過程 ..................................................................................................... 2 

心得 ........................................................................................................... 17 

建議 ........................................................................................................... 17 

 



1 
 

 

摘要 

    為促進本市與香港商機媒合、智慧農業產官學研交流、青年創業

觀摩學習，同時向外拓展本市觀光市場，由市長、副市長率團赴港，

出席「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第 34 屆會董就職典禮」，見證臺中市農會

與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簽署合作意向書，以及參與相關局處安排之產

業交流行程。 

 參訪香港旅遊發展局向香港觀光及新創作法取經，汲取城市行

銷、景點推廣及規劃等成功經驗，提供台中未來觀光旅遊政策制定參

考，並拜會專業運旅、安達運旅及進行觀光推介會，極力打開臺中觀

光知名度。 

參訪數碼港，參考香港政府在創新創業結合觀光旅遊及其他資源

上的作法，作為未來規劃成立青年事務科的參考，積極推動兼具台中

在地特色、也符合需求的青創政策。 

壹、出國人員名單 

1.  臺中市長 盧秀燕 

2.  臺中市副市長 令狐榮達 

3.  臺中市政府 秘書長 黃崇典 

4.  臺中市政府 顧問 朱蕙蘭 

5.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局長 高禩翔 

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局長 局長 蔡精強 

7.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局長 林筱淇 

8.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局長 吳皇昇 

9.  臺中市政府 參事 周進忠 

10.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秘書 廖麗華 

11.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科長 饒栢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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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股長 江品蓉 

13.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新聞聯繫科股長 趙東榆 

14.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新聞聯繫科約僱人員 蔡玠原 

貳、目的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是香港主要商會之一，擁有近 4,000 名會員，

致力推動會員與各地經貿往來，協助業界了解政策及營商環境 ，臺

中有很多好產品，除農產品外，包括工具機、手工具、自行車、木工

機械、航太、食品等，質精、量多、價格合理，透過商會打開通路，

將有助於臺中市產品外銷成長、產業走向國際化，並透過觀光旅遊、

創新創業及農業等市政交流參訪行程，作為未來本市政策擬定參考。 

參、過程 

一、 參訪日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09:45 桃園國際機場出發 桃園國際機場 

11:40 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13:00~14:30 團員午膳   

15:00~16:00 參訪香港旅遊發展局 
北角威非路道 18號萬國

寶通中心 9 樓至 11 樓 

17:00~17:45 農產品介紹會暨採購意向書簽約儀式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新翼 3F 大會堂 

18:00-19:15 市長接受《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專訪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8:00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酒會  

19:00~20:00 
參加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第 34 屆會

董就職典禮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3 
 

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21:00 夜宿萬麗海景酒店  

22:55 
市長、朱顧問、新聞局長香港國際機

場出發返台 
 

1/29 

(二) 

10:30~11:45 參觀香港數碼港  A 團(經發局) 
香港鋼綫灣數碼港道

100 號 

09:00~10:00 拜會專業旅運 (觀旅局 B 團) 
長沙灣長順街 15 號 D2 

Place TWO, 9 樓 Unit A-C 

10:15~11:00 拜會安達旅運 (觀旅局 B 團) 
九龍灣宏泰道  23 號

Manhattan Place 36 樓 

11:30~13:30 觀光推介會 (觀旅局 B 團) 

帝盛酒店 1 樓《順德公

漁村旗艦店》 

地址：觀塘鴻圖道 84 號 

08:00~12:00 
參訪「花墟道」花市及香港果菜市場、

超市等流通據點 (農業局 C 團) 
花墟道 

15:50~17:35 香港國際機場出發返台  

 

二、參訪香港旅遊發展局 

     香港旅遊發展局（旅發局）於 2001 年 4 月 1 日成立，前身為香

港旅遊協會，成員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廣泛代表旅遊觀

光業別。旅發局成立後，不再沿用旅協的會員制度，與業內界別或組

織亦無從屬關係，能更全面協助推動香港整體旅遊業的發展。在世界

各地設有 15 個辦事處，6 個市場設有代辦。大部分的推廣活動係透

過辦事處進行，香港總辦事處則專注於制訂及推行各項策略方向。 

為精準行銷，旅發局亦進行赴港旅客動向調查，結合旅遊業發展

趨勢與模式，依其入境客源市場組成與特性訂定行銷宣傳與整合推廣

策略，及豐富香港旅遊體驗規劃。在世界旅遊趨勢下，旅發局亦積極

推廣香港深度旅遊，協助旅客了解香港文化與歷史。2017 年「舊城

中環」計畫，重新包裝小區內新舊元素，讓旅客重新認識中上環一帶。

奠基於計畫迴響，2018 年以「深水埗區」為主打，讓旅客漫步發掘

香港庶民生活特色。 

 1 月 28 日下午由令狐副市長率隊拜訪香港旅遊發展局。令狐副市

長交流時指出，香港跟臺中一樣，有山有海、有都會有鄉村，中西文

化匯集，旅遊資源多元豐富，每年透過會展、購物節、運動賽會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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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盛事，吸引各地國際旅客。此行期望透過拜會香港旅遊發展局，交

流借鏡香港行銷推廣經驗，期盼更靈巧地推動臺中大型展館建設、在

地產業，會展、購物、特色節慶活動等創新行銷作為，活絡臺中觀光

經濟消費。 

香港旅遊發展局劉鎮漢總幹事指出，旅發局行銷宣傳渠道多元豐

富，每年約有 1 億的瀏覽率，數碼平台粉絲數更達 1,000 萬，2017

年創造 70億港元全球宣傳效益，2018年訪港旅客超過 6,500萬旅次，

海外入境約 1,600 萬至 1,700 萬旅次，主要集中 20 個來源國市場，香

港海外入境旅客 95%是自由行，目前針對文化、時尚、家庭、全面性

等4大旅遊目標客群作推廣，並以宣傳多元體驗、彰顯在地旅遊特色、

郵輪旅遊推廣等三大策略為行銷宣傳重心。  

林筱淇局長指出，香港燈會全球聞名，臺中也在積極爭取 2020

臺灣燈會，未來可以考慮與香港旅發局花車燈會合作行銷。香港旅發

局的節慶旅遊及購物節活動聞名亞洲，值得臺中借鏡學習，未來臺中

觀旅局將串聯臺中在地產業及觀光業者，打造專屬於臺中的在地消費

節慶，一同合作力拚觀光財！ 

  
拜會香港旅遊發展局會後贈禮 拜會香港旅遊發展局現場交流情形 

三、 農產品介紹會暨採購意向書簽署 

    香港是自由貿易且免稅的港口，處處可見各國商品，由於本身沒

有農業，幾乎所有農產品都是進口，此次透過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此

平臺，介紹我們認識香港在地最大之果菜及食品進口商，與其對接後，

讓我們知道香港消費者之需要及業者之需求，進而建立本市農產品行

銷香港都會區之定位。 

1 月 28 日上午九時至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交接典禮農產品展示會

場，包含本市之農產品及糕餅，惟交接典禮會場施工等因素延誤，直

至下午 2 時始得開始作業，期間由農業局同仁考察各超市農產品。 

是日下午 4 時完成本市農產品及糕餅展場之佈置，並開始接待香港中

華出入口商會之會員(果菜及食品進口商)，並解說及答覆詢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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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5 時 30 分，由市長見證臺中市農會與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簽署「友好合作意向書」，藉此建立雙邊長期合作關係，市長表示盼

透過雙方簽訂協議，讓全世界都能品嚐臺中的水果，聞到花卉的芬芳，

促進雙方商機，一起「拼經濟、拼經濟，再拼經濟」。 

臺中市農會與香港商會簽署的「友好合作意向書」，目標是拓展

港臺兩地的經貿發展，促進經濟共同繁榮。協議承諾加強兩會之間的

聯繫與來往，並相互提供會務、商務活動訊息，同時推進兩地會員相

互投資，促進人員、技術與資金的流動，雙方也可以依據本地的經濟

政策，產品與產業優勢，積極參加各類商品展覽及開展各類經貿活動。

雙方也承諾，到所在地經商或聯絡業務需要幫助時，均應協助與彼此

的在地政府或相關單位聯繫，並提供必要服務。 

 

市長見證臺中市農會與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簽署合作協議 

市長於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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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長接受《亞洲週刊》副總編輯專訪 

     市長參加完友好合作意向書後，於晚宴開始前抽空接受香港亞

洲週刊專訪，說明此次出訪行程及目的-招商引資，也期盼未來與香

港各界保持友好聯繫，深化雙方交流與經貿關係。 

 

亞洲週刊報導市長專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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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酒會及就職典禮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28日晚間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第 34屆

會董就職典禮，市長盧秀燕應邀率領市府團隊出席，現場冠蓋雲集，

包含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福建省副省長鄭新聰及

多位企業家。 

市長特別以新任會長林龍安姓名為發想，致贈祥龍造型的玉石雕

刻，更題上「龍騰虎躍 安商富業」作為祝賀，而商會向臺中市東勢

區農會採買的 2200 盒茂谷柑禮盒，也逐一致贈給在場出席會員，在

農曆春節來臨之際，外型圓滾豐潤、表皮鮮橘無暇，而內在右水嫩多

汁的東勢茂谷柑，獲得不少商會會員的喜愛。 

市長致詞時表示，恭喜商會擁有一位很好的領導人，林會長不僅

是成功企業家，還奉獻心力造福香港、臺中的經濟，也期盼商會在臨

會長的帶領之下蒸蒸日上，更希望商會能擔任臺中代言人，透過強大

的經貿網路替臺中大開市場、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商會會長交接典禮

後，市長也隨即趕往機場，搭乘深夜的班機返回臺中，以出席 29 日

在豐原區舉行的行動市政會議。 

 

市長致贈林會長「龍騰虎躍 安商富業」玉石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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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受邀參加會董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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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典禮大合照 

  

 

六、參訪香港數碼港 

    29 日上午由令狐榮達副市長率隊，黃崇典秘書長、經發局高禩

翔局長陪同參訪香港數碼港創業園區，並聽取簡報，受到數碼港董事

主席林家禮熱烈歡迎。令狐副市長與林主席都希望，未來台中與香港

可在人才、學校、投資等各方面，持續強化交流。 

香港數碼港位於香港島的薄扶林，佔地約 24 公頃，為一個雲集

科技與數位內容的社區，由香港政府 100%持股「香港數碼港管理有

限公司」負責營運，目前已有近 1300 家企業進駐，發展重點緊扣香

港金融業，以金融科技、智慧生活、數位娛樂為發展重點。 

數碼港獲得官方支持，每年提供 100 個名額，只要創新者有創新

想法，並通過審核就可獲得 10 萬元港幣的啟動資金，接著只要能落

實創新想法，還有機會進一步獲得 50 萬元港幣資金支持，如有海外

拓展的計畫，還能另外獲得 30 萬元港幣的「加速計畫」的資金。數

碼港董事主席林家禮表示，數碼港現在有近 1300 家企業進駐，其中

300 多家屬於金融創新科技企業，也歡迎台灣的投資者善用數碼港的

基金，將數碼港作為進入世界的跳板。 

令狐副市長另表示，香港與臺中市一樣「好山、好水、好人才」，

市府盼將臺中打造成智慧城市，而硬體建設已經完成的水湳智慧城，

與數碼港的概念相近，因此特來觀摩與學習。臺中擁有中部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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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中興大學、東海大學、逢甲大學等優秀大專院校，盼未來彼此可

以強化雙方在人才、學校與投資上互動，達成互利互惠。 

    參訪數碼港創業園區              數碼港公司簡報  

副市長與林董事主席交換紀念品         參訪人員合影 
    

七、拜會專業旅運 

    29 日上午由觀光旅遊局林筱淇局長率領臺中觀光旅遊業者拜會

香港專業旅運，1986 年專業旅運於中環創辦，由一間只有數名職員

及以代理機票及酒店為主的家庭式小生意開始發展，到 1990 年在尖

沙咀成立分公司，2004 年起公司迅速增張，在一年內開設五間分店。 

現時為一間以「自由行專家」見稱的旅遊企業，並擁有逾 60 間

分行及多元化的產品。主要業務是代理訂購機票、各地酒店訂房、自

由行、機票加酒店套票、各地旅行團、郵輪假期、各地旅遊簽證、交

通工具安排、旅遊保險以及獨立包團等。現在為 IATA 等多個國際旅

遊組織的會員。 

專業旅運高鄭杏芬表示，臺中美食及購物對香港自由行旅客很有

吸引力，非常適合 3 天 2 夜行程，安排 2 天住宿臺中，因為香港民眾

最近很熱衷運動觀光，馬拉松、單車都很熱於嚐試，建議未來可以製

作美食、購物、遊樂、主題小冊子，提供港澳自由行參考，並加強對

香港出境自由行旅客對臺中慶典活動、觀光體驗活動的行銷宣傳，以

增加港客到臺中旅遊的誘因。高鄭杏芬也特別關心臺中郵輪碼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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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因為港臺旅遊旺季旅遊機位不足問題持續無法解決，因此郵輪

高運量特性應是未來港臺旅運的短中期解方，尤其近年臺中市區及海

線發展迅速新興景點眾多，未來希望能夠推動赴臺中郵輪旅遊，讓港

澳旅客體驗有別於基隆、高雄的臺中風情。 

臺中觀旅局此行亦成功促成臺中市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與專業旅

運簽訂觀光住房合作備忘錄，加強雙邊淡季住房合作，增進兩地旅遊

與旅宿支援互助，深化臺中與香港觀光旅遊產業鏈結，為兩地觀光旅

遊產業共榮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與專業運旅簽署合作備忘錄 

                

  

八、拜會安達旅運 

拜會專業運旅後，觀光旅遊局林筱淇局長一行人旋即赴安達運旅

拜會，由新任董事—余仲行接待，安達旅運成立於 1957 年，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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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61 年歷史，是香港經營旅遊服務之先鋒，亦為商務旅遊市場、B2B

市場、零售及會展市場領導者，更是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機票銷

量最高的旅行社之一。目前除香港總部外、在臺灣（臺中、臺北）、

上海、廣州皆設有分公司，年營業額約新臺幣 15 億元。 

2018年，安達旅運成為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Group (CTM)

旗下一員，CTM 是一間頂尖環球旅遊管理公司，服務涵蓋休閒及商務

旅遊、會議及獎勵旅遊等，務求為客戶提供最有效益的旅遊選擇。現

時，安達旅運所提供的全面旅遊服務包括機票及酒店房間預訂、旅遊

套票、郵輪假期、私人組團、商務旅遊管理和會議及獎勵旅遊等，務

求以多元化的產品滿足不同層面的旅遊需要。 

余董事表示，臺中生活機能超優質，期望未來加強媒宣行銷臺中，

帶動 MICE 及觀光產業發展。林筱淇局長於交流時指出，專業旅遊及

安達旅運是香港代表性旅行社，此行除簽署兩項觀光合作備忘錄外，

最主要是要聽取業界建議，以作為未來港澳觀光行銷合作改善的基礎，

依交通部觀光局公布資料，104 至 106 年臺中為六都中唯一來臺旅客

到訪人次比例持續正成長的優等生，由 104 年每百人次 10.19 次逐年

成長到 106 年 12.34 次，顯見臺中山、海、屯、都多元觀光旅遊資源

已漸為大眾知曉、喜歡。 

臺中香港航程 90 分鐘，每天直飛 8 班，107 年 1 至 11 月香港澳

門至臺中住宿人次顯著成長 2.22%，躍居臺中市第二大客源市場，臺

中與香港友好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奠基於臺中香港觀光旅遊產業深

度交流基礎，期待未來可以持續緊密合作，把餅作大，擴大雙邊市場

旅遊量能，透過各類慶典活動及食宿遊購主題旅遊，促進兩地旅遊市

場活絡。 

 

與安達旅運簽訂臺中節慶活動合作送客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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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觀光推介會 

當日行程緊湊，簽訂兩個合作備忘錄後，中午由觀光旅遊局林筱

淇局長帶領臺中觀光業者辦理觀光推介會。現場有近 50 位香港旅行

社及媒體到場，關心盧市長就任後，臺中市的觀光發展規劃。林局長

筱琪致詞時，不忘再次強力推薦 2018 臺中花博，並希望在交通部觀

光局香港辦事處周欣毅主任居中協調、在場華航香港分公司鍾婉君的

協助下，可以為更多港澳旅客爭取機位到臺中旅遊。臺中觀光相關公

協會理事長及遊樂業代表更接續上場推薦臺中最新觀光情報，臺港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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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現場互動氣氛熱絡。  

如何讓觀光成為臺中拚經濟的一支利箭！林局長強調，持續吸引

港澳旅客重遊臺中是最關鍵的課題。故此行除了官方拜會、合作備忘

錄簽訂之外，也透過交通部觀光局的協助邀請到在地媒體、航空公司、

旅運業者合計 50 多位參加臺中觀光推介會，透過深入交流進一步瞭

解港澳旅客需求變化，精準掌握旅遊趨勢，希望未來能夠結合中央、

地方、民間之力重新包裝臺中在地特色旅遊資源，經由線上線下行銷

管道能將臺中人文風情之美重新介紹給港澳朋友。 

 

觀光推介會合影 

十、參訪「花墟道」花市  

29 日上午 9 時由農業局蔡精強局長率隊前往香港花墟道考察，

花墟道（Flower Market Road）位於香港油尖旺區的一條著名道路，

全長 300 公尺，以沿道路的近百家鮮花盆栽店鋪組成的旺角花墟而聞

名。 

香港花墟道位於香港旺角北部，花墟（Flower Market），顧名思

義是以售賣花草盆栽，園藝用品店的集中地，合時鮮花、奇花異卉、

小至室內盆栽植物或大到園景果樹都可找到，進入花墟道及週邊街道

就好像進入了花花世界，目不暇給。商販主要集中在太子花墟道兩旁，

以批發價大批的售賣各式花卉，成為香港最大的鮮花零售集中地。 

香港沒有農業而無需管制疫區植栽的進入，來自各國的花卉種類

繁多，雖然中國的花卉因地緣之利而佔不少市場，但是來自於荷蘭的

高品質花卉仍佔有很高的比例，琳瑯滿目。 

花墟道內店家也有來自臺灣的業者，從中得知臺灣花卉外銷至香

港皆是透過英樸及佳芳二家臺北公司進口，惟若由本市生產者直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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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墟市集店家將有多重困難需克服，如報關之專業性及抵貨時效性，

香港花卉消費市場龐大，香港 750 萬人，7 人就有 1 人存款超過 100

萬港幣，消費力強。 

同等級百合花臺灣本地 1 把 5 支約臺幣 200 元，香港 1 支賣 49

元港幣(約 191 元台幣)，1 把可賣到 245 元港幣(約 955 元台幣)，價

差約 4 倍，另如劍蘭臺灣賣 1 把(20 支)臺幣 200 元，香港可賣到 170

港幣(約台幣 6650 元)，過年前甚至賣到 1 把(20 支)500 港幣(約台幣

1,950 元)。花墟街店租台幣 60 萬元/月，一年約台幣約 720 萬元，人

事管理費約 300 萬元，但農曆過年前 1 星期，她們就可把一年的租金

及人事費賺齊，由此可知香港花卉消費市場潛力十足。 

本市出訪之際亦由本市出口 1 貨櫃約 3 萬支之百合花、文心蘭、

秀線等花卉至香港，本市生產之花卉在香港頗受歡迎，一年外銷至香

港之花卉約有 200 萬支，約 7,000 千萬元，是本市外銷花卉僅次於日

本之重要市場。 

蔡精強局長率團參訪花墟道 

花墟道臺商花店                              

   蔡精強局長率團參訪花墟道 

花墟道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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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本次出訪以拚經濟為主軸，涵蓋經貿、農業、觀光旅遊、創業、

智慧城市等主題，主要透過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邀約參加新任會董就

職之際，建立未來長期合作關係，除本次農業相關合作意向書簽署外，

未來也會拓展至本市各產業如工具機暨機械零組件、光電面板產業、

自行車及零組件、木工機械、手工具、航太產業、食品、糕餅等，成

為臺中在香港的最佳代言人，也盼藉此帶動投資，讓貨出去、投資進

來。 

農業方面，透過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之平臺，認識香港在地最大

之果菜及食品進口商，其對本市農產品有採購意願之項目，目前已由

本市東勢區農會洽談產品規格、數量及價錢。香港是自由貿易且免稅

的港口，由於本身沒有農業，幾乎所有農產品都來自進口，由其超市

及果菜批發市場發現臺灣農產品屬中高價位的農產品（日本的農產品

最高價），與歐洲、澳洲並列，而菲律賓、越南、泰國、及大陸地區

等屬於低價位農產品，量大價廉，本市難與其競爭。 

觀光旅遊方面，本次出訪著重深化與香港觀光相關產業及媒體互

動，增進觀光議題曝光，促進港客持續造訪臺中與中臺灣。除參訪旅

遊發展局汲取官方宣傳經驗，也與專業旅運、安達旅運兩家當地業者

簽署合作備忘錄建立實質合作模式，再透過觀光推介會的宣傳，帶領

臺中業者與香港搭建橋樑，成果相當豐碩。 

建議 

一、累積城市交流成果汲取成功經驗，持續推動經濟發展 

    本次出訪成功透過中華出入口商會及各個拜會行程將臺中整體

形象推廣出去，也讓各界了解臺中環境及產業優勢，城市對城市間的

交流有助於雙方往來深化並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對於雙方經濟也有正

向推動，未來可持續與各國城市發展多邊關係，促進經濟發展。 

 

二、加強農業品牌及食品安全策略以促進國外行銷 

臺灣的農產品出口價格偏高，競爭力較為弱勢，但仍可參考歐美

等國之先例，用加強品牌與食品安全之策略來發展國外行銷，更重要

的是採取以品質取勝的市場區隔策略，走高價位路線，類似日本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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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加工發展，給消費者台灣優質農產品是「高級品」的印象，否則一

般品質的台灣農產品很難與其他東南亞國家低成本之農產品競爭。 

 

三、自辦旅客動向調查，結合產業及市場趨勢有效訂定推廣策略 

本市現有旅客結構及消費動向資料係參據交通部觀光局每年公

佈之「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及「國人旅遊狀況調查」，惟其僅

提供年資料，未有季報，致資料延遲，難以滿足市場快速變化、即時

滾動檢討因應之需求。又其調查係針對全體來臺旅客及國人全臺，無

法辨明至臺中旅客之觀光旅遊及消費動向、重要觀光遊憩據點滿意度

等，難以作為政策規劃之參據。爰建議參考香港旅遊局，自行辦理旅

客動向調查，俾針對市府政策基礎資料需求，擬定調查內容。 

 

四、觀光發展方案應包含在地自然人文特色，方能永續發展 

訪港旅客年年創新高，106 年計 5,847 萬人次，107 年前 11 月超

過 5,856 人次，較 106 年同期增加約 10%。臺灣國際旅客自 104 年起

均破千萬，惟成長幅度相對為緩（104 年至 107 年國際旅客成長率分

別為 5.34%、2.40%、0.46%、3.05）。香港自然人文條件與臺中相似，

究其相對吸引旅客之處，或與其善用自身特色優勢，積極結合產業，

發展會展、節慶觀光（如香港購物節、電競音樂節、維港燈影節等）

有關。又於世界「地方再生/創生」風潮下，香港旅遊發展局重新包

裝行政區新舊元素，帶領遊客認識地區發展脈絡，突顯地方特色差異

等，亦為吸引遊客之因。臺中觀光旅遊資源豐富，歷來以山海屯都為

行銷四大主軸，或可參考香港觀光行銷策略，強化在地特色鏈結，突

顯臺中與其他縣市之差異，俾益積極攬客赴臺中旅遊。 

 

來臺旅客至臺中人次表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106 年 

來臺旅客人次 991 萬 1,044 萬 1,069 萬 1,074 萬 

至臺中旅客人次 109.9 萬 106.4 萬 123.8 萬 132.5 萬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來臺旅客統計月報及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