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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 

組團參加 2017 年韓國推廣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06年度國際觀光行銷推廣業務委託案」辦理。 

 

貳、目的 

去(105)年來臺國際旅客共 10,690,279 人次，其中韓國旅客為 884,397 人次，較

前(104)年(658,757 人次)增加 34.25%，成長幅度突破歷年新高。為延續韓國旅

客來臺熱潮，本活動運用赴韓國辦理推廣會之契機，號召國內觀光業界組團，

共同赴韓國行銷臺灣觀光，以加強臺韓雙方旅遊合作，促使更多韓國旅客來

臺旅遊。 

 

參、推廣方式 

一、啟程 

‧日期：4 月 20 日(四) 

‧地點：自桃園機場前往釜山機場 

二、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釜山)  

    辦理臺灣觀光 Road Show 活動(釜山) 

‧日期：4 月 21 日(五) 

‧地點：釜山 

三、辦理臺灣觀光推廣會(大邱) 

    ‧日期：4 月 22 日(六) 

‧地點：大邱 

四、辦理臺灣觀光 Road Show 活動(首爾) 

‧日期：4 月 23 日(日) 

‧地點：首爾 

五、舉辦台灣觀光推廣會(首爾) 

‧日期：4 月 24 日(一) 

‧地點：首爾 

六、返臺 

‧日期：4 月 25 日(二) 

‧地點：自首爾(仁川)機場返回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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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內容： 

一、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 

(一)於釜山市、大邱市以及首爾市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及餐會，邀請韓國

Outbound 旅行社、航空公司等業界代表及媒體記者與會，建構雙方業者

洽談平臺，以增加拓展業務、招徠旅客之機會。 

(二)宣傳台灣最新觀光促銷措施與旅遊產品等資訊，以利業者包裝販售臺灣旅

遊產品。 

(三)為協助各單位與韓國業者溝通，將於洽談會提供洽談桌，俾利我國業者拓

展業務。 

二、舉辦宣傳推廣活動 

於釜山及首爾人潮聚集地舉辦宣傳推廣活動，使各報名單位與韓國市場旅行

社更貼近當地民眾，提升臺灣觀光印象。 

三、注意事項 

本團為推廣臺灣觀光之代表性團體，請團員務必遵守「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

範事項」，行前依期限確實提供相關資料，活動期間隨時維護國家及所屬單位

企業形象，發揮團隊精神，相互支援照應，以發揮最大推廣效益。 

 

伍、代表團各項工作日程規劃： 

一、活動日期：106年 4 月 20 日(四)至 4 月 25 日(二)共 6 天 

二、各項籌備事項日程表： 

日期 內容 

3 月 15 日(三) 報名截止 

3 月 16 日(四) 

│ 

3 月 17 日(五) 

機票、住宿費繳納期間 

(參照「捌」各項費用) 

3 月 20 日(一) 

│ 

3 月 21 日(二) 

文宣品海運收貨 

(參照「柒」推廣文宣物品及運輸) 

3 月下旬 組團會議(另行通知) 

 

陸、報名辦法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6年3月15日止。 

二、報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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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於台灣觀光協會網站(www.tva.org.tw)填寫「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

光協會組團參加2017年韓國推廣會報名表」。 

(二)各報名單位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報名表後，本會將以電子郵件再寄送「各

項費用繳納清單」，俟各報名單位以傳真繳回切結書後，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其他報名所需表格(1)委託運輸清單(2)切結書(3)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 

事項表，請至本會網站下載使用。 

(四)因活動預算、場地及推廣會座位有限，每個參展單位報名人數以不超過2

人為限。若有必要超出人數者，須經組團單位同意。 

三、取消報名/無故缺席之罰則：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事項」第七條第3點規定，參

展單位於出發前7日(含)無正當理由取消報名，並拒絕支付應負擔之相關

手續費用(含機票、住宿扣款等)，本會得報請觀光局暫停其參展1年。 

(二)若報名後無故未確實出席相關推廣會、旅展等現場活動，或行為有辱國家

形象者，將列入紀錄，並報請觀光局予以懲處。 

四、本會連絡人：張仲宇資深秘書    電話：(02)2752-2898分機58。 

傳真：(02)2752-7680。         信箱：yasir@tva.org.tw 

 

柒、推廣文宣物品及運輸： 

一、文宣運輸： 

(一)各參展單位之文宣摺頁、紀念贈品等推廣物資海運收件截止日為106年3

月21日，本次指定海運公司為綠威公司。敬請於台灣觀光協會網站下載委

運清單，填妥回傳該公司，以便彙整辦理通關。 

聯絡人：曾鴻成先生，電話：(02)2827-3052、傳真：(02)2827-3057 

手機：0919-382-525  地址：臺北市北投區文林北路280號6樓。 

(二)物品須以堅固完整之中小型紙箱裝妥，請勿用不牢固或太大紙箱，以免運

送過程破裂，或難以拖動。並請於外箱註明單位名稱、使用場次，以利分

別運送至各會場。 

(三)經與韓國海關確認，今年度起食品與酒類禁止入關，韓國海關將嚴格檢驗

查扣，為避免推廣贈品被查扣之情形，請勿於文宣夾帶相關違禁品。 

二、文宣建議：韓國民眾對於英語接受度不如韓語，若無韓語之相關文宣建議可

使用小禮品(小扇子、筆等)代替，宣傳效果較好。 

(一)「臺灣觀光推廣會」建議各場次份數為各200 份。 

(二)各場次文宣品請務必分別裝箱，俾方便直接送抵不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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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 

(一)請務必留意海運收貨時間(3/20~3/21)，將文宣品送至指定海運公司(綠威

公司)事先處理，勿於出發搭機時隨身攜帶，以免超重(超重費用請自行負

擔)，且不得攜帶任何違禁物、有著作權疑慮或與推廣活動無關之物品。 

(二)各國海關檢查時，有權視需要拆箱取樣，貨品有可能部份短少，但一般會

在合理數量內；若須上稅物品，應由託運單位全額負擔。 

        

捌、各項費用 

  一、住宿飯店： 

(一)、4月20日-4月22日 

．旅館名稱：釜山樂天飯店(Lotte Hotel Busan) 

．地址：772, Gaya-daero, Busanjin-gu, Busan 47285, South Korea 

．單人房/每晚(含早餐) ：7,000元 

．雙人房/每晚(含早餐) ：8,200元 

 

(二)、4月22日-4月25日 

．旅館名稱：明洞蒂瑪克格蘭德酒店(Tmark Grand Hotel Myeong-Dong) 

．地址：52, Toegye-ro, Jung-gu, Seoul 04634, South Korea 

．單人房/每晚(含早餐) ：3,900元 

．雙人房/每晚(含早餐) ：4,300元 

 

◎住宿款繳款方式： 

銀行：822 中國信託承德分行 

戶名：阡齊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帳戶：624-540-084-988 

 聯絡人：阡齊國際旅行社 許怡浩小姐 電話：(02)7732-1188 

         傳真：(02)2550-2108   信箱：nataliedodo@hotmail.com 

*於出發日15日內取消訂房需自行負擔取消費用。 

 
 

  二、機票： 

      (一)、航空公司：中華航空公司 

        4月20日 臺北(桃園機場)→釜山(金海機場)： CI186 1600/1900 

        4月25日 首爾(仁川機場)→臺北(桃園機場)： CI161 1235/1410      

      (二)、票價 :  

mailto:nataliedodo@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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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團體經濟艙票價 (4月20日去、4月25日回)： 

            NT$10,700元 (含稅) 

            ※機位有限，將依報名完成先後作為機位候補依據。 

         (2)FIT經濟艙票價 

            已無機位，若有需求請逕聯絡人辦理。 

(3)商務艙票價 

            NT$18,700元 (含稅) 

            ※機位有限，將依報名完成先後作為機位候補依據。 

 ◎機票款繳款方式： 

銀行：007 第一銀行南京東路分行 

戶名：華旅網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戶：143-101-079-59 

聯絡人：華旅網際旅行社 黃茜婉小姐 電話：(02)2717-1013 分機 606 

*本次活動僅代訂團去團回團體經濟艙，需刷卡或其他服務請逕聯絡人辦理。 

 

※因機位及旅館房間有限，參展單位收到報名確認函後，請於 106 年 3 月 

16 日至 3 日 17 日前將款項匯入前述指定帳戶，逾期礙難配合辦理。 

 

玖、切結書、委運清單及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事項表請上台灣觀光協會網站

(www.tva.org.tw)下載。 

 

拾、本計畫未盡事宜，視實際狀況，因應彈性調整之。 

http://www.tva.org.tw/


切結書 
 

                 報名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

光協會「組團參加 2017 韓國地區觀光推廣活動」，已於

報名前確實詳閱及明瞭參展單位權利義務規範事項，並

同意遵守該項規範。如有誤失，將自行負責；若有違反

規定者，亦願意依權利義務規範接受勸止、記點、停止

參展(1 年至 3年)，絕無異議。 

 

此致   

台灣觀光協會 

 

 

參展單位：   

負責人： 

旅展參與人員：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月     日 

 

※填妥後敬請回傳 傳真：02-2752-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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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7年韓國地區觀光推廣活動 

文宣物品委託運輸清單 

參展單位名稱：                        連絡人： 

電話：             傳真：             行動電話： 

紙箱
編號 

品    名 及 數 量 
(合併裝箱的物品，請一一列出品名和數量) 

數 量 
(份數) 

使用場合 
(請勾選) 

1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2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3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4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5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6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7 

  □釜山推廣會 
□大邱推廣會 
□首爾 Road Show 
□首爾推廣會 

※備註： 
1.請用中小型堅固紙箱，箱外請書寫貴單位公司名稱及使用場合。 
2.不同場地使用之物品，請分別裝箱，該紙箱將直接送到不同會場。 
3.同一紙箱內若裝有不同物品，請詳列各品項之名稱和數量。 
4.經與韓國海關確認，今年度起食品與酒類將嚴格檢驗查扣，為避免推廣贈品被 
  查扣之情形，請勿於海運文宣夾帶相關物品。 
5.海運截止收件日：請於 3月 21日以前將推廣品送達指定海運公司-綠威公司。
綠威公司聯絡人：曾鴻成先生，電話：02-2827-3052，行動電話 0919-382-525。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文林北路 280號 6樓。台北市、新北市之參展單位可事先連
絡綠威公司前往貴單位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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