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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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廈門旅展-2019第十五屆海峽旅遊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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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慧敏        電話：04-22289111分機5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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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慧敏/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旅遊行銷科/書記 

出國類別：其他 □出席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表演 □比賽 □競技  

           █洽展 □海外檢測      

出國期間：108年4月18日至108年4月21日 

出國地區：大陸•廈門 
報告日期：108年5月17日 

內容摘要： 

壹、目的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之線型統計圖表顯示，大陸地區來臺旅客從98年

的1百萬人次之後年年持續成長，至104年到達最高峰的4百多萬來臺人次

，自此之後年年遞減，去(107)年只有大約2百70萬人次來臺旅遊，泰國

、越南等東南亞國家及日本、韓國的積極搶攻大陸旅遊市場亦為重要原

因之一。據統計，大陸在去年僅僅是十一長假出國觀光人潮就將近700

萬人次，這龐大的旅遊市場，是臺灣不能忽視的，因此，提高大陸人民

來臺旅遊意願是地方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 

借由參加大陸旅展來掌握並取得第一手的直客或業者意見與需求，

是行銷臺中的第一步，由此來掌握大陸來臺旅遊市場之趨勢與變化，調

整觀光策略及因應作為，才能提高大陸旅客來本市旅遊意願。 

這次參加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籌組的廈門旅遊博覽會台灣

展館，行銷臺中市政府即將舉辦的兩個重要的觀光活動-「臺中首屆購物

節」與「2020臺灣燈會」，借由旅展向廈門民眾介紹此二活動；並專程前

往廈門市市政園林局拜會相關官員，邀請對方來臺中參與「2020臺灣燈

會」並於燈會設置廈門燈區，期能增進臺中與廈門的交流，吸引更多的

廈門遊客到臺中旅遊，共創觀光雙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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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廣行程 

日期 地點 主要行程 

108 年 4 月 18

日 

去 程﹕臺 中

機 場 ─ 金 門

機 場 ─ 廈 門

五通碼頭(小

三通) 

1. 4月18日經由小三通到廈門 

2. 前往2019第十五屆海峽旅遊 

博   博覽會-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布置展攤 

攤 

108 年 4 月 19

日 

廈 門 國 際 會

展中心 

1.2019第十五屆海峽旅遊博覽會 

 開幕，進行展攤推廣活動 

2.拜會廈門市市政園林局洽談 

  2020台灣燈會參展事宜 

 

108 年 4 月 20

日 

廈 門 國 際 會

展中心 
展攤暨舞台推廣活動 

108 年 4 月 21

日 

返程：廈門→

金門→臺中(

小三通) 

1. 上午展攤暨舞台推廣活動 

2. 下午經由小三通返台中 

 

臺中市政府成員名單 

所屬機關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臺中市政

府觀光旅

遊局 

專門

委員 
曹忠猷 

1. 2019 参加第十五屆海峽旅遊  

  博覽會—臺中市政府觀光旅 

  遊局觀光推廣活動 

2. 行銷臺中首屆購物節及 2020 

  臺灣燈會在臺中 

3. 專程前往廈門市市政園林局 

  拜會，邀請參與設置 2020 臺 

  灣燈會的廈門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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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

府觀光旅

遊局 

書記 莊慧敏 

1.2019 参加第十五屆海峽旅遊博 

  覽會-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觀光推廣活動 

2.行銷臺中首屆購物節及 2020 臺 

  灣燈會在臺中 

3.展攤暨舞台推廣行銷、入口發 

  送 DM推廣行銷並訪談蒐集廈門 

  民眾對於臺中旅遊的意見。 

 

參、行程內容 

第一天 ( 4月18日) 

一早自臺中機場出發飛到金門，經由小三通於中午12點抵達廈門，

下午抵達旅展會場報到，開始進行會場及展攤布置。 

廈門國際會展中心佔地數十萬平方公尺，可設立上千個國際標準展

位，至今已舉辦過無數個海內外重大的展覽，本身也是福建省廈門市近

年來相當熱門的旅遊景點，展覽中心主樓第一層，可設立約2200個國際

標準展位可同時使用也可分隔出A、B、C、D、E五個展區單獨使用。本次

臺灣館設置在C3展區，展場除了臺灣館還有大陸各主要觀光城市之展館

；臺灣館由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接洽承辦，參展者有旅行社、

旅館業、婚慶業、醫護業、休閒農場、傳統產業及地方政府包括本府觀

光旅遊局及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共有42家業者參展。 

第二天 ( 4月19日) 

上午8：00即搭乘品保協會所安排之接駁車前往會展中心，隨即進行

旅展開幕儀式。本市攤位被安排在臺灣館入館口的第一排最右側，也可

說是臺灣館的第一展攤，曝光效果佳，我們以看板、桌牌、手拿牌做吸

睛效果，宣傳效果相當好，尢其以臺中著名觀光景點照片製做的釣魚遊

戲手卡與遊客互動，營造展攤歡樂氣氛，吸引人潮聚集。 

旅展從上午9時開展後，陸續有大量人潮湧入臺灣館，並有前觀光局

局長、現任臺灣旅遊協會賴理事長瑟珍、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

海辦事處蘇主任宇宏、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福州辦事室劉主任連

官、中華两岸旅遊產學發展協會白中仁理事長到場為台灣業者加油。大

陸貴賓則有福建省文化和旅遊廳吳賢德廳長及廈門官方領導分批前來巡

場拍照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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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臺中攤位除了本市「山海花都觀光MAP」及「城中城旅遊」中文

觀光文宣摺頁外，也提供「臺中首屆購物節」文宣DM資料，及往年小提

燈來宣傳「2020臺灣燈會在臺中」的訊息，提供大陸遊客安排更完善的

旅程時間、搭配更完整的景點及交通旅遊資訊。本市展攤觀光旅遊文宣

於現場發放時，索取情況熱烈，配合本市觀光文宣品及小禮品的發放，

拉近了與大陸民眾的距離。。 

早上有廈門之音廣播電台記者到場訪問曹專委忠猷有關台中與廈門

觀光交流項目，曹專委表示，廈門市與臺中市自2012年起相互參加燈會

及旅遊推廣互動熱絡，近年雖暫時中斷，我們誠摯邀請廈門市來台中參

加2020台灣燈會，設置廈門燈區。台中也歡迎廈門市朋友到台中參觀台

灣燈會，順遊中台灣多元豐富的美景，品嚐美食，增進雙方觀光交流合

作。 

曹專門委員忠猷中午代表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前往廈門市市政園

林局，拜會王偉軍副局長及沈伯員處長，邀請廈門市參與設置「2020臺

灣燈會」之廈門燈區。沈處長表示廈門市將參加台中的台灣燈會，並正

研究如何設燈問題，希望台中也可以參加廈門市舉辦的節慶活動。 

第三天( 4月20日) 

本日星期六，因下大雨致人潮未如原預期眾多，但還是有很多民眾

不畏大雨前來觀展，不少廈門遊客前來本市展攤詢問臺中自由行、套裝

行程與觀光旅遊景點等資訊。對於有興趣來臺中旅遊的民眾，本局人員

以摺頁及口頭建議規劃相關中台灣行程；本局人員同時在臺灣館入口處

發放本市「山海花都觀光MAP」及「城中城旅遊」等中文觀光文宣摺頁及

「臺中首屆購物節」文宣。大部分的民眾對於臺灣都會表示想去，對於

需要多少旅費？可以待幾日？自由行或套裝好？詢問熱絡。下午有廈門

衛視來攤位參訪，參訪過程表達出有興趣製作以臺灣各城鎮為主題之旅

遊節目，並具體提出希望可以安排網紅帶領他們拍攝臺灣或臺中的推薦

行程。 

第四天( 4月21日) 

本日早上以臺灣館舞台推廣活動行銷臺中，由本局人員在台上與民

眾有獎趣味徵答，凡答對台中旅遊相關訊息即可獲得小禮物。臺灣館攤

位區域周邊現場氣氛熱絡，民眾參與活動踴躍。 

下午經由小三通在4點左右返抵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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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在行銷過程中，很開心有多位民眾提到曾來過臺灣並對臺灣留下不

錯的印象，但一般對於台灣留下的是整體的印象，而非特定城市，只有

一位年輕女孩提到臺中的高美濕地之美，令其難以忘懷；也有年輕的山

東男孩對臺灣人的親切與禮貌留下深刻印象；還有一位伯伯很開心的遇

到了臺灣人，其表示每天都會看臺灣的電視節目，有多位伯伯表示有生

之年一定要來臺灣玩……。然而也有大陸民眾針對少數台灣人對大陸的

敵意表示不解，例如所謂「臺灣不歡迎可怕的、會隨意挖人器官、販賣

活體器官的大陸人民來臺灣……」，由此可見因溝通不夠，缺乏深入互動

，造成兩岸人民存在一些不必要的誤解，這須要更多的時間與更多的兩

岸互動來增進雙方旅遊交流。 

在與民眾互動的過程中，一直感受大陸民眾對臺灣的善意，尤其是

中老年人對臺灣的歷史人文有著特殊感情，「當年差一點就到臺灣了……

」；而年輕人比較感興趣的是自由行，畢竟同文同種言語都通的，一個包

包就可以自由闖盪。基於這些原因，臺灣沒有理由在大陸旅遊市場上、

在日韓及東南亞夾擊下敗陣下來。 

大陸近十年的經濟發展遠勝於臺灣，臺灣城市之高樓大廈早已不是

觀光旅遊的吸引力所在，都說臺灣最美的風景在人，也在於臺灣現如今

對大自然的珍惜，包括人文關懷、環保意識、維護自然、動物友善環境

等還比一般國家好上一些些的優勢，這就是臺灣能吸引大陸甚至全球旅

客的軟實力，然這些優勢、軟實力還要再更加維持精進，若連這點優勢

都被超越了，未來的觀光景氣更不易樂觀。 

 

伍、建議 

一、加強對於大陸人士來臺旅遊相關配套之友善環境。 

二、加強臺中觀光旅遊之交通友善服務:目前臺中有直飛航班往返廈 

       門，也有小三通經金門直達廈門往返，然以大部份背包客的自 

       由行精神，到達臺中機場之後，下一站的交通就沒有那麼方便 

       ，亟需臺中市的重視與加強。 

三、在旅展加強臺中觀光影片宣傳:製作觀光相關宣傳影片在旅展爭 

       取播放的機會，藉由影像讓大陸遊客實際體驗的台中的美景美 

       食。 

四、建議設計及擺置手機掃描QR Code以方便民眾隨見隨掃:大陸民 

       眾應用、依賴手機於生活間，更甚於臺灣，若能在顯明位置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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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QR Code掃圖，定能增加旅展推介行銷的效率。 

五、針對大陸不同年齡層及客群的區別，研擬提供較為適合、投其 

       所好的自由行行程或包套行程並加強行銷臺中的特色旅遊，例 

       如：中老年人包套的歷史文化景點、溫泉行程；年輕人的自由 

       行自行車、午茶行程，親子定點旅遊、樂園行程…等主題式遊 

       程，如此定能增加旅客到訪臺灣與本市旅遊之意願。 

六、重點規劃臺灣「食」的旅程，臺灣的小吃真的很有特色，食物 

       美味傲視全球，尤其小吃對年輕客群具極大吸引力。 

 

陸、附件--廈門旅展活動照片 

 
 

廈門國際會展中心排隊進場人潮 廈門國際會展中心 C 館大門 

  

開幕表演之一 廈門旅展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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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館入口 台灣館入口 

  

本局展攤 本局展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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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攤位發放宣傳文宣並與民眾互動 本局攤位發放宣傳文宣並與民眾互動 

  

本局攤位發放宣傳文宣並與民眾互動 本局攤位發放宣傳文宣並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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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積極與臺灣特色表團合影 旅展的伴手禮展示販賣區 

 

 

本局與高雄市政府觀光局展攤 本局展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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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館入口發放文宣與民眾互動 
前觀光局局長、現任臺灣旅遊協會賴理事

長瑟珍等一行人巡場加油站打氣。 
 

  

民眾開心拍照 舞台推廣有獎徵答反應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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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蘇主任

宇宏前來巡場拍照致意。 

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蘇主任

宇宏等前來巡場拍照致意。 

  

在攤位與民眾互動 在攤位與民眾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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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攤位與民眾互動介紹臺中景點 在攤位與民眾互動 

  

專委拜訪廈門市市政園林局 專委拜訪廈門市市政園林局 

  

廈門之音廣播電台參訪 廈門之音廣播電台參訪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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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推廣有獎徵答民眾反應熱絡 發放 DM 

  

舞台推廣有獎徵答 舞台推廣有獎徵答民眾反應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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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開心拍照 在攤位與民眾互動介紹臺中景點 

  

發放 DM並與民眾互動介紹臺中 舞台推廣有獎徵答民眾反應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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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展之福州攤位 歡迎臺灣嘉賓看板 

  

福建省漳州市之旅展攤位 福建省龍溪之旅展互動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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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展之江西攤位 旅展之浙江攤位 

  

旅展之北京攤位 旅展之新疆攤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