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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組團參加「2018 中國(上海)國際旅遊交易會」 

實施計畫 
 

壹、 目的與背景 

一、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Mart, CITM)為

大陸地區年度最大的國際性旅展，每年分別於上海和昆明交替舉

辦，參展單位來自大陸 31個省市自治區及世界各地的旅遊機構、旅

行社、飯店、航空公司以及旅遊相關行業等。 

二、 今年 2018 中國國際旅交會將於 11 月 16 至 18 日假大陸上海市上海

新國際博覽中心舉行，展期分為專業洽談及公眾參觀日，除了讓兩

岸業者間有優質環境進行專業洽談外，也提供代表團成員與當地消

費者直接面對面的推廣機會，展覽期間大陸及國際媒體參加踴躍，

不論在商機洽談或實質曝光皆有廣大之效益。 

貳、 推廣方式 

一、 本會為組團參加 2018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目前已租訂 30個空地攤

位設立「台灣觀光協會展館」，以企業身分參與活動，加大交流及展

示力度，增進兩岸溝通管道與商機，提升旅遊品質，促進觀光旅遊市

場良性發展。 

二、 2018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展訊如下： 

 主辦單位：中國文化和旅遊部、中國民用航空局、上海市人民政

府。 

 時    間：2018年 11月 16日(五)至 18日(日) 

 地    點：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地址：上海浦東區龍陽路 2345號) 

 規    模：展場面積 57,500平方公尺 

參、 參展團各項時程規劃 

一、 啟程：2018年 11月 14日(星期三) 臺北桃園→上海浦東。 

二、 返程：2018年 11月 19日(星期一) 上海浦東→臺北桃園。 

三、 參展行前作業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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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行前各項事務時限表 

日期 各項行前事務 辦法 

10月 11日(四) 報名截止 肆、報名辦法 

10月 15日(一) 參展費繳納截止 伍、參展費說明及

注意事項： 

10月 15日(一) 機票、住宿費繳納截止 柒、匯款資訊 

10月 11-12日(四-五) 海運收貨 柒、匯款資訊 

另行通知 行前組團會議 另行發文通知 

四、 預定規劃行程 

日期 行程 

11月 14日(三) 前往上海 

11月 15日(四) 
赴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佈置展攤 

台旅會上海辦事處六週年慶晚宴(18時) 

11月 16日(五)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專業洽談日) 

11月 17日(六)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專業洽談日及公眾參觀日) 

11月 18日(日) 中國國際旅遊交易會(公眾參觀日) 

11月 19日(一) 返程回臺 

肆、 報名辦法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8年 10月 11日(星期四)止(請注意海運收

貨及費用繳交時間) 

二、 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請至台灣觀光協會網站(www.tva.org.tw)

填寫組團參加「2018 中國(上海)國際旅遊交易會」報名表及會刊參

展商名錄(詳附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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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完成報名手續。 

三、 其他報名所需表格(1)委託運輸清單(2)會刊參展商名錄，請至本會網

站下載使用。 

伍、 參展費說明及注意事項： 

一、 台灣觀光協會展館規劃： 

(一) 本會租用 30 個空地攤位，面積共 270 平方米，將由台旅會(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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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觀光局)以「特裝修」方式整體規劃設計(含展桌)，展現臺

灣高品質觀光特色及整體觀光形象。 

(二) 租用展桌經費 

1、 本會捐贈及政府單位承租展桌 1*1米(1平米)：新臺幣 6萬元整

/個。 

2、 非本會捐贈單位承租展桌 1*1米(1平米)：新臺幣 10萬元整/

個。 

3、 參展證：每展桌提供 2張，額外加購每張人民幣 500元整。 

※每一參展單位至少需租用一展桌(本案不受理無展桌參展單位報

名)。因涉及展館規劃設計搭建作業，於台旅會(交通部觀光局)發

包完成後恕不受理展桌租用更換及增減數量。 

(三) 配合中國國際旅交會主辦單位規定及台灣觀光協會展館整體規

劃，本會對於是否接受參展及展桌位置分配等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四) 本次展覽採展銷合一方式，為加強展覽成效，參展業者可與當地

業者以下列方式合作行銷產品： 

1、 參展業者相互洽詢共同包裝展覽促銷新行程 

2、 參展業者自行與大陸合作業者推出展覽促銷新行程 

(五) 台灣參展業者務必與大陸參展業者先行談妥販售之產品及方

式，並頇將工作計畫由大陸業者繳交組委會同意核准。台灣參展

業者不得自行於台灣觀光協會展館內向參觀民眾報價或販售產

品，一切銷售行為皆頇透過當地合作之參展業者，以符合大會規

定。  

二、 國際段機票：中華航空 

日期 航班/時間 地點 票種 價錢(人) 

11/14 
CI503 

16:45-18:35 

臺北桃園→

上海浦東 

團體經濟 NT$8,000 

FIT(經濟 B艙) NT$16,000 

11/19 
CI502/ 

12:05-14:15 

上海浦東→

臺北桃園 FIT(商務 C艙) NT$30,100 

※行李托運重量依據航空公司規定，若超重需自行負擔費用。 

※FIT實際票價以提供正確日期及英文名字訂位之報價為準。 

※以上票價皆已含稅，多退少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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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住宿： 

住宿時間 住宿地點 房型 價錢(每晚) 

11/14-19(5N) 上海裕景大飯店 
單人房 

NT$4,040 
雙人房 

四、 資料運送： 

收貨時間 預計到貨時間 目的地 費用(公斤) 

10/11-12 

09:00-17:00 
11/15 

上海新國際

博覽中心 

超出規定箱數及重

量後，以每公斤

NT$120 計(代辦公

司實際報價為準) 

(一) 運送頇知：送交海運物品前請先填寫托運表(附件 3，內裝物品務

必詳填品名及數量)，並傳真至 FAX:(02)2451-4000，聯絡人：武

小姐，電話: (02)2451-5000。 

(二) 運送時間：參展單位之海運物品請於 2018年 10月 11-12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逾時不候)送至「20650基隆市七堵區三合街 2

號 2庫」，並於海運物品箱外貼上嘜頭(附件 1-2，托運表請於本

會報名網站下載)。 

(三) 參展單位之推廣資料摺頁、小紀念贈品-限筆、環保袋、鑰匙圈、

便條紙等內容，包括文宣文字、圖案等頇符合兩岸慣例(如不清

楚者，務必電洽本會)，為免違反兩岸慣例而影響整體海運清關

及送抵展場時程，本會將先行開箱初步檢閱各單位文宣品，不符

合者將採貨到付款方式請貨運公司退還；另化妝品類(沐浴乳、

香皂、乳液) 、食品類、DVD光碟類及屬危險物品者(含精油、電

池及磁鐵等)，請勿托運，務請各位參展代表確實遵守，以免因

單一事件影響整體通關作業進度。 

(四) 參展單位托運資料及物品如有違反兩岸慣例或違反相關規定，遭

大陸相關單位查扣者，由運送上述物品之參展單位負全責及賠償

其他參展單位之損失。 

(五) 每單位限 2 箱，長、寬、高加總不超過 120 公分為限(建議以郵

局郵箱規格大型箱 29cmx32cmx21cm 裝運)，每箱限重 10 公斤以

下，如有超出 2 箱者，依實際超出箱數分擔海運費用(超出費用

由海運公司核算後另行通知繳交)，為配合海運作業順利，箱子

超過規定規格及重量，本會將無法代為運送，敬請見諒。 

(六) 本展為國際型態展覽，建議可攜帶少量外文文宣提供國際人士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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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為配合主辦單位規定及提昇整體展務工作效率，未依規定辦理

者，本會對於是否接受委託辦理運輸事宜有最終決定權。 

陸、 各項聯繫窗口 

項目 
聯絡單位/ 

聯絡人 
電話 傳真 E-mail 

國際段

機票 

華旅網際旅行

社 

邱麗琴/吳芳瑄 

(02)2717-1013

分機 600/601 
(02)2717-1315 

galicechiu@yes

trip.com 

zxc61820@yestr

ip.com 

住宿及

團員資

料修改 

雄獅旅行社 

全立夫 
(02)8793-2835 (02)7721-0642 

lifuchuan@lion

travel.com 

資料運

送 

華泓國際運輸

股份有限公司 

吳庭曄/武小姐 

0933-283-053/

(02)2451-5000 
(02)2451-4000 

jameswu.tpe@gr

oupwagon.com 

攤位及

活動相

關詢問 

台灣觀光協會

盧致潔 

(02)2752-2898 

分機 49 
(02)2752-7680 lu@tva.org.tw 

※報名期間若頇修改資料請直接至報名系統修正，若於 10月 11日報名截

止日後頇修正資料修改，請依項目 E-mail至各單位聯絡人信箱，同時

副本通知台灣觀光協會聯絡人。 

柒、 匯款資訊  

一、 展桌部分： 

(一) 參展費匯款帳號： 

   
 
 

 

※請於 2018年 10月 15日前繳交參展費，並請將匯款憑據傳真至本

會(傳真電話為(02)2752-7680)，經確認後，即完成參展資格確認

與展桌之預定。 

(二) 取消與退費 

1、 凡已報名繳交各項費用，完成參展申請手續後，如因故欲取消參

展者，需以書面向本會提出正式申請。 

2、 於 2018 年 10 月 19 日前提出申請者，按七五折退費；10 月 20

銀行：台灣銀行 圓山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帳戶：12400-100-8991 

mailto:galicechiu@yestrip.com
mailto:galicechiu@yestrip.com
mailto:lu@tv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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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含)以後提出申請者，恕不退費。 

二、 國際段機票部分： 

(一) 代辦旅行社：華旅網際旅行社 

(二) 匯款帳號： 

   
 
 

 

※匯款或 ATM 轉帳後，請傳真收據並註明參展團員姓名/電話，請與

聯絡人確認是否收到款項。 

※機票款費用繳交後取消報名，代辦旅行社得酌收一定比例之取消

費用。 

※因機位有限，將依報名及繳費先後順序安排，且為配合航空公司

開票作業，請於報名後接獲本會電子郵件之繳款通知時，於期限

內將款項匯入上述指定帳戶，若未辦理即視同取消預定。 

三、 住宿部分： 

(一) 代辦旅行社：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二) 匯款帳號： 

   
 
 

 

※匯款或 ATM 轉帳後，請傳真收據並註明參展團員姓名/電話，請與

聯絡人確認是否收到款項。 

※住宿款費用繳交後取消報名，代辦旅行社得酌收一定比例之取消

費用。 

※因旅館房間有限，將依報名及繳費先後順序安排，且為配合訂房

作業，請於報名後接獲本會電子郵件之繳款通知時，於期限內將

款項匯入上述指定帳戶，若未辦理即視同取消預定。 

捌、 本計畫未盡事宜，視實際狀況彈性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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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006合作金庫 民生支庫 

戶名：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帳戶：0936-7171-563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