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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由
交通部指導、交通部觀光局輔導，台灣觀光協

會主辦的 2014 台北國際旅展 (ITF)，今年已經

邁入第 28 年、第 22 屆，這場每年舉辦的觀光旅遊

產業盛會，除了提供國內外旅遊新訊與優惠產品，讓

喜歡旅遊的民眾完整收集最新國際旅遊資訊之外，更

堅持朝向國際化與優質化的目標邁進。

提昇臺灣國際觀光形象

賴瑟珍會長指出，作為臺灣地區發展最早、規模

最大、層面最廣、歷史最悠久的國際性旅遊會展，台

北國際旅展不僅在銷售面上要為參展單位與消費者打

造一個有保障、有品質的交流平台，推動產業經濟發

展，並且能夠兼顧到 B2B、B2C 及國內外買家賣家等

綜合需求，進一步維持國際專業會展的策展高度，讓

臺灣的旅遊會展產業與國際接軌，提昇臺灣國際觀光

形象，因此像是「旅遊交易會」以及「旅遊論壇」，

都是其他旅展所沒有的創舉。今年的旅遊交易會更從

半日擴大到全日於旅展前一天來舉辦，為參加的臺灣

業者進一步爭取國際買家商機。而旅遊論壇亦關注在

近年最夯的「智慧旅遊」與「穆斯林旅遊市場」兩個

議題，邀請國內外專家來臺分享新知，全程有口譯，

希望有助於業者與民眾對新興旅遊趨勢的認識。

此外，今年也透過參展單位展攤競賽，提升台北國

際旅展的展覽品質，除了「最佳攤位表演獎」、「最

佳攤位設計獎」、「最佳攤位人氣獎」、「最佳表演

團體獎」之外，並首度新增特別獎「最佳綠色攤位

獎」，期能推動台灣會展產業，朝綠色會展目標邁進。

「28 年來，ITF 台北國際旅展維持一貫的目標，將

世界帶進臺灣，將臺灣推向全世界。」賴瑟珍會長預

祝今年的旅展順利成功，並期許 ITF 繼續扮演臺灣通

往世界橋樑的角色，以國際性的展會行銷臺灣，創造

產業、民眾和國際買賣家多層面的互利雙贏。

ITF台北國際旅展　
臺灣通往世界的橋樑
台灣觀光協會會長賴瑟珍

特別
報導



11月 7-10日 
世貿一館、二樓 H區、三館盛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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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旅遊新訊、觀光文化交流、洽商及國內外旅遊產品優
惠，本刊結合大會導覽手冊，詳細羅列各項參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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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台北
國際旅展

11月7-10日 
世貿一館、

二樓H區、三館
盛大舉行！

全臺規模最大的台北國際旅展於 2014 年 11 月 7

至 10 日在世貿一館、一館二樓 H 區、三館全館

舉行，提供國內外旅遊新訊、觀光文化交流、洽

商及住宿、餐券等旅遊產品優惠，本刊結合大會

導覽手冊，詳細羅列各項參展資訊，一本在手，

讓您便利逛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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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 ITF台北國際旅展展期從11月7日至10日，開放民眾參觀時間為：11月7日12:00~18:00、11
月8日至9日10:00~18:00、11月10日10:00~19:00，敬請把握參觀時間。

2  由於旅展人潮較多，基於世貿規定及安全考量，身高120公分以下之兒童，恕不得進入展場。

3  寵物禁止進入展場(導盲犬除外)。

4  門票價格分別為：全票200元，優待票150元( 限65歲以上之老人或120~150公分之兒童)，愛心

票100元(限身障人士及一名陪同人員)，門票抽獎聯可投入各入口處及中央舞台旁抽獎箱參加抽

獎，獎項豐富請把握機會。凡透過7-11、全家或OK超商購票之民眾，可至世貿一、三館服務台

換取抽獎聯。

5  門票一經截角後無效，不得再入場。參觀者入場時將於入口處加蓋戳章於手背，如欲重複參觀

世貿一、三館展覽，可憑戳章及原有門票票根即可重複入場，限當日有效。

6  2014 ITF台北國際旅展世貿一館展區共分為：縣市推薦旅遊區、亞太區、歐美非中東區、旅行

社區、航空/交通運輸區及旅遊相關區，一館二樓H區的飯店美食區、特色民宿/旅館區、愛．旅

行趣活動區、亞太旅遊區、旅遊相關區，世貿三館展區為星級旅館區、休閒旅館區、溫泉旅館

區、休閒農場區及汽車旅館區，分別以顏色區別，憑門票可同時參觀於世貿一館B區舉行的海峽

兩岸台北旅展，詳細資訊請參照後頁全區放大圖。

7  主辦單位嚴禁任何非參展單位在場內散發宣傳資料或銷售產品。在此提醒您，參展單位所提供

之特惠產品購買前請務必詢問清楚，以免衍生爭議。

8  提醒您購買任何產品請索取發票或代收轉付收據。

9  ITF台北國際旅展提供旅遊業者跟消費者優質交流平台，配合政府法令，要求參展單位販售之產

品必須符合禮券「定型化契約」規範。此外，展場內設有交通部觀光局、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等攤位，歡迎前往洽詢。

10  展出期間，主辦單位均有著制服之工作人員在場巡察，對於展覽活動相關問題，歡迎洽詢現場

工作人員處理協助。

大會
溫馨提醒

 洽詢電話：大會秘書處 (02)2597-9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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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一館二樓H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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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一館 ( 綜合旅遊區 ) TWTC Hall1 (General Tourism Zone)

縣市旅遊推薦區
TAIWAN	AREA

中華身心障礙者職業技藝協會  C002

彰化縣政府城市暨觀光發展處 C733

交通部觀光局 C101

溪頭森林遊樂區(教育中心) C743

新北市政府 C514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A222
G515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餐旅服務總所 C446

宇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世博台灣館 C745 

中國青年救國團 C250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A807

教育部體育署 C119

新竹市政府 C745

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 A1812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C822

屏東縣政府
(屏東縣恆春半島觀光產業聯盟) A413

原住民族委員會 C701

力新國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C731

宜蘭縣政府 C14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C749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C149

金門縣政府 C844
鈞和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C143

樂群旅行社有限公司 C143

尚海旅行社有限公司 C143

台灣之美旅行社有限公司 C143

恆農假期渡假飯店 A411

墾丁亞曼達會館 A416

小墾丁渡假村 A409

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A415

墾丁轉角非凡民宿  A414

屏東縣恆春半島觀光產業聯盟 A413

河堤旅店系列 A410

巨眼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C1011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 A533

朱銘美術館 C450

澎湖縣政府 C1013

財團法人台灣優良農產品
發展協會(農糧署) A206

車埕酒莊 A206

臺中市大安區農會酒莊 A206

苗栗縣大湖地區農會酒莊 A206

石圍牆酒庄 A206

樹生休閒酒莊 A206

奇萊亞酒莊 A206

南投縣信義鄉農會酒莊 A206

松鶴酒莊 A206

信義鄉果樹產銷班第一班―
玉山酒莊 A206

藏酒酒莊 A206

南投縣埔里鎮農會酒莊 A206

臺中市霧峰區農會酒莊 A206

農 糧 署

屏 東 館

宜 蘭 館

苗 栗 館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C1037

石風城堡 C425

湯悅溫泉會館 C125

泰安觀止 C131

錦水溫泉飯店 C326

巧克力雲莊 C127

儷舍民宿  C325

喆娟夢田茶館 C532

苗栗縣政府農業處  C327

苗栗縣政府 C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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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詠順旅行社有限公司 C143

富邦旅行社(股)公司宜蘭分公司 C143

華閣溫泉飯店 C649

美嘉美大飯店 C550

宜蘭民宿合法經營者茦略聯盟 C443

國光假期旅行社 ( 股 ) 公司 C143

頭城鎮公所 C451

金玉滿堂休閒事業有限公司
(阿先湯泉養生會館) C546

水岸森林會館 C244

健群國際旅行社 C143

和風時尚會館 C452

伯斯飯店 C544

春水笈 C246

葛瑪蘭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C143

蓮春園花間雅舍 C447

川湯春天溫泉飯店 C645

宜蘭縣礁溪鄉觀光產業發展所  C243

桃園縣民宿發展協會 C605

卡司蒂菈  C506

台南市農會 - 走馬瀨農場  C726

桃花園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C512

尊爵天際飯店  C603

桃園縣政府 C502

尊爵大飯店  C504

桃禧航空城 C609

大溪花海農場 C607

住都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C510

劍橋大飯店 C742

花 蓮 館

南元花園休閒農場 C723

台南市政府 C727

天下大飯店 C728

日月潭馥麗溫泉大飯店 C637

南投縣政府  C540

日月潭教師會館  C633

天泉溫泉會館 C635

瑞居渡假飯店 C639

雞朝文創故事館有限公司 C538

日月潭晶園休閒渡假村 C536

牛耳藝術渡假村 C534

麗軒國際飯店 C417

檜木居民宿 C402

中租租車 C409

花蓮怡園渡假村 C411

山灣水月景觀溫泉會館  C416

春秋大飯店 C414

花蓮百悅飯店 C418

雲山水逸翠軒民宿 C406

女王萬歲民宿 C413

紐澳華溫泉山莊 C407

春虫冰工場 C408

蜂之鄉有限公司 C415

吉鄉糕粽 C412

德利豆乾 C404

豐興餅鋪 C419

阿美麻糬 C401

花蓮縣政府 C401

宗泰食品 C405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C802

易票通旅遊網旅行社 C802

蝴蝶蘭大樂旅行社  C802

峇里連鎖飯店 C802

貳壹國際度假村 C802

飛魚假期旅行社  C802

雙發旅行社  C802

台東縣政府 C802

南 投 館

桃 園 館

台 南 館

台 東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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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報導

日本三重縣 D627

静岡県東部地域
コンベンションビューロー D723

韓國觀光公社 D818

東京スカイツリー・
東武鉄道グループ D601

飛騨高山	 D728

山富國際旅行社 D629

名生旅行社 D724

京成電鉄株式会社 D607

中部広域観光推進協議会 D717

東京地下鉄株式会社 D601

静岡県	 D725

新潟県觀光協會 D623

東北ブロック広域観光振興事業
推進協議会 D413

株式会社　東急ホテルズ  D423

九州縦断観光ルート協議会 D428

小田急電鉄株式会社 D502

東京空港交通／はとバス D512

ANA 日商全日本空輸 D417

泰國觀光局 A801

一般社団法人九州観光推進機構 D424

湯桂禎國際旅行社 D429

公益社団法人	藤沢市観光協会 D506

四国ブロック広域観光振興事業
推進協議会 D425

大榮國際旅行社 D430

和テンション株式会社	 D508

関東ブロック広域
観光振興事業推進協議会 D514

日本觀光振興協會 D518

日本観光廳 D518

日本インバウンド・メディア・
コンソーシアム (JIMC) D528

喜鴻旅行社有限公司 D524

易遊網旅行社 D412

KNT-CT 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会社　
訪日旅行部　訪日 FIT センター D530

亞太區
ASIA	PACIFIC	AREA

吐瓦魯觀光局 A407

香港商香港旅發局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A914

越南旅游總局 A1417

群馬県	 D408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A1113

PATA Vietnam Chapter A1417

首爾觀光公社 C111

北海道 C1001

音樂盒堂 C1001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D222

創造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D403

JTB グローバルマーケティング
＆トラベル D409

澳門金光大道度假區 A906

Ministry of Tourism & Creative Economy 
of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A1411

HG HUE JOINT STOCK COMPANY 
(HGH Travel) A1417

Nam Phong Tourist Co.,Ltd A1417

Vietjet Air A1417

Cholon Tours A1417

Ocean Hospitality A1417

Tung Lam Company A1417

Philippine Retirement Authority A1722

松本市 / 長野市 A1524

株式会社グローバル・デイリー C719

菲律賓觀光部 D103

五福旅行社 D228

JTB グローバルマーケティング
＆トラベル D407

プリンスホテル D411

公益社団法人北海道観光振興機構 D232

東日本旅客鉄道株式会社 D402

大興旅行社 D325

India Tourism  C212

螃蟹本家 C1005

山陰山陽観光推進協議会 D331

越 南

日 本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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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觀光局 D810

泉州観光プロモーション推進協議会 D927

沙巴旅遊局 D810

南海電気鉄道株式会社	/	
株式会社スルッと KANSAI D828

世帝喜旅行社 D729

阪急阪神グループ D929

砂勞越旅遊局 D810

東南旅行社 D832

加賀屋 D732

歐美非中東區 
EUROPE,	AMERICA,AFRICA	&	
MIDDLE	EAST	AREA

Mongolian National 
Tourism  Center  A1101

約旦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  A1103

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 A1106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A1108

瑞士商務辦事處 /
瑞士 - 琉森 - 鐵力士山  A1107

巴西商務辦事處 A1102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A1105

非洲駐台經貿聯合辦事處 A1222

理想旅行社 A1226

南非航空台灣總代理(飛達旅運) A1226

南非聯絡辦事處 A1226

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大使館 A1220

行健旅行社 A1226

新進旅行社 A1226

東京地下鉄株式会社 D609

百順旅行社 D1027

ロボットレストラン D1028

可樂旅遊 D1031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A512

波蘭 ( 華沙 ) A406

Constance Hotels & Resorts A402

Creole Travel Services A402

薩格勒布旅游局	 A405

塞席爾觀光局 A402

塞席爾航空 A402

ZAGREB TOURIST BOARD A405

地中海郵輪  A1516

中僑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516

大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516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館 D702

Discovery Bhutan Inc. C251

多明尼加共和國大使館 D703

World Without Borders 
"Marketing and Exhibitions" D808

莫三比克駐台經貿辦事處 A1319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A1410

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 A1615

約旦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 A1707

土耳其貿易辦事處 A1526

法國旅遊發展署 A1609

伊朗 A1720

上順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226

Crown Travel, tourvest, 
Your Africa A1226

美國愛達荷洲亞太區辦事處 A115

飛美家旅行社有限公司 A122

Brand USA A117

OH! Study教育中心(哦師達迪) A138

美國阿拉斯加州台灣代表處 A140

夏威夷觀光局 A134

阿拉斯加假期 A140

阿拉斯加 A139

台灣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A234

太平洋島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A433

太平洋島國際旅行社 A433

馬里亞納觀光局 A433

關島觀光局 A433

馬 來 西 亞 美 國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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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報導

航空 / 交通運輸區 
AIRLINE/TRANSPORTATION	AREA

香港航空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506

復興航空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A703

台灣中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B1222

台灣觀光遊樂區協會 B1409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B1226

麗寶樂園 B1410

泰雅渡假村 B1411

泰雅渡假村/泰雅皇宮 B1411

中規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野柳海洋世界 B1418

來福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B1424

義大遊樂世界 B1510

九族文化村股份有限公司 B1414

小人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B1422
義大天悅飯店 B1510

烏來觀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雲仙樂園) B1413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B1421

義大世界購物廣場 B1510

西湖渡假村股份有限公司 B1417

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B1423

義大皇家酒店 B1510

義大世界 B1510

五福旅行社 B1518

可樂旅遊 / 康福旅行社(股)公司 B1528

北極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B1528

鳳凰旅遊 B1709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C524

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 B1719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B1420

喜美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華泰旅遊 A902

傑森全球整合行銷公司 B1121

鄉村旅行社有限公司 B1129

品辰旅行社 B1128

順怡旅遊 B1131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B1109
B1121

東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D208

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09

友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612

三多旅遊 A202

迎家國際綜合旅行社（愛旅遊） A616

金展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401

吉帝旅行社有限公司 A502

飛揚旅行社有限公司 A514

行家(綜合)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516

旅行社區 
TRAVEL	AGENCY	AREA

興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405

麗星郵輪 A1210

世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711

品冠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202

雙向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506

澄果旅遊(亞森旅行社) A1305

世邦旅行社 A1502

Big Bus Tours A1218

大都會旅行社有限公司  A1206

新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520

喜鴻旅行社 A1401

凱旋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717

巨大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717

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館 D707

貝里斯駐華大使館 D707

薩爾瓦多駐華大使館 D707

宏都拉斯駐華大使館 D707

瓜地馬拉駐華大使館 D707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D707

中 美 洲 館

台 灣 觀 光 遊 樂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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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相關區 
TRAVEL	RELATED	AREA

大賀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A201

萬國通路股份有限公司 C832

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
資源推廣協會 C003

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
六星集Villa Spa新竹會館 C1045

詮勝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C832

愛西迪有限公司 C832

墨刻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C520

台灣區手提包輸出業同業公會 C832

浮樂德休閒事業 C1027

中華航空公司 A813

越南航空 A1423

帆華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423

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C001

日本航空 D202

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公司 A703

華信航空公司 A813

盈達旅行社（股）公司 A1423

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A1510

世興(綜合)旅行社 A808

威航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A703

龍騰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703

名生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703

信安旅行社 A703

順怡旅遊 A703

寶馬旅行社 A703

大榮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703

立榮航空 A713

長榮航空 A717

馬來西亞商全亞洲航空
長途運輸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A808

百分百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A1423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D125

世貿一館二樓 ( 民宿旅館美食區 ) TWTC Hall 1, 2F (B&B, Hotel & Restaurant Zone)

飯店美食區 
RESTURANT	AREA

宏亞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巧克力共和國 H614

彩蝶宴有限公司 H804

彭園餐飲集團 H702

上海鄉村 H808

巷貓國際餐飲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H718

饗食天堂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818

八王子新懷石料理 H618

台北豪園飯店 H903

台北陶園經典飯店 H913

典華 H1017

英特發股份有限公司/TVBS周刊.
食尚玩家.女人我最大.健康2.0 H903

儷宴會館 H914

牡丹和食餐廳有限公司 H805

青青食尚花園會館 H713

台北僑園飯店 H814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H216

綠莊飛閣渡假會館 H302

小太陽農莊 H306

特色民宿 / 旅館區 
SPECIAL　B&B	&HOTEL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國際青年之協會 H318

轉角休閒開發有限公司
(轉角非凡民宿) H308

鹿鼎莊民宿 H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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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
報導

ららぽーとエージェンシー H606

東急電鐵 H701

明琴清境山莊 H707

明琴清境休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H707

松本市/長野市/北信濃 H608

So-net株式會社/香港商維酷
公共關係諮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H703

羽田空港&成田空港
周邊觀光推進協議會 H604

日本大分縣別府市 H705

亞太旅遊區 
ASIA	TRAVEL	AREA

台灣虎航股份有限公司 H21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國際青年之家協會 H318

達秀新藝術有限公司 / 
樂吃購日本 H402

沖繩縣 / 一般財團法人 
沖繩觀光會議局 H504

淺草・上野(東京都台東區) H602

中國生產力中心 / 經濟部商業司
(103年度餐飲老店故事行銷計畫 ) H414

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H517

愛．旅行趣活動區 
Love	Travel	Theme	Area

美國運通 H210

玉山銀行  H206

中國信託銀行 H204

國泰世華銀行 H208

永豐銀行  H202

匯豐(台灣)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HSBC H214 

水雲端旗鑑概念旅館 H714

臺中公園智選假日飯店 H613

巨龍渡假集團 H817

關子嶺儷景溫泉會館 H706

麗舍時尚婚紗 H906

法皇商務飯店 H518

峻悅民宿  H807

明琴清境山莊 H707

國泰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H813

山水妍溫泉會館 H617

烏來泰雅有限公司
(烏來那魯灣飯店) H817

谷野民宿 H710

耀隆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H1007

新生命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H1110

勤峰企業社 (維拉庭園餐廳) H1013

山月景緻旅館 H401

湯語雙泉館 H518

清流小築民宿 H405

寬頻極緻Villa H408

總裁渡假行館 H408

芙蓉河畔民宿 H409

名人渡假村 H413

烏來名湯行銷顧問有限公司 H418

淳境景觀休閒山莊 H513

墾丁亞曼達會館 H417

清境夏都夢幻山林 H507

假日飯店 H514
旅遊相關區
Travel	Related	Area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H910

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汐止分公司) H1106

地球村語文資訊有限公司 H902

新生命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H320

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 H216

高仕皮包有限公司 H1102

威爾斯美語有限公司 H1002

裕崴興業有限公司 H1005

麗舍時尚婚紗 H906

勤峰企業社 H1013

巨匠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H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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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喜來登大飯店 G356

日暉國際渡假村-台東池上 G441

晶華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401

寒軒國際大飯店 G461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台南晶英酒店 G401

統一渡假村 G361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 G447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蘭城晶英酒店 G401

華泰大飯店集團 G415

日月潭大飯店 G359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G447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
太魯閣晶英酒店 台南晶英酒店 G401

高雄商旅 G461

台中金典酒店 G409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G364

遠雄悅來大飯店/遠雄海洋公園  G455

晶華麗晶酒店集團/捷絲旅 G401

漢來大飯店 G423璞石麗緻溫泉會館 G328

花蓮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G334

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 G338

陽明山中國麗緻大飯店 G328

六福旅遊集團 G338

六福客棧 G338

六福村主題遊樂園 G338

六福莊 G338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G310

日月潭大淶閣 G319

台南大億麗緻酒店 G328

古華花園飯店 G316

麗緻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G328

亞都麗緻大飯店 G328

羅東久屋麗緻客棧 G328

台中亞緻酒店 G328

星級旅館區 
STAR-RANKING	HOTEL

美麗信酒店集團 G202

花蓮美侖大飯店 G216

老爺大酒店集團  G234

台中裕元花園酒店 G208

天成大飯店 G228

花季度假飯店 G260

慶泰大飯店 G301

世貿三館 ( 飯店 / 休閒旅館區 ) TWTC Hall 3 (Hotel/ Resort Zone)

台糖長榮酒店(台南) G501

高雄85大樓君鴻國際酒店(股)
原高雄金典酒店 G465

長榮桂冠酒店(台中) G501

長榮鳳凰酒店(礁溪) G501

長榮國際連鎖酒店 G501

長榮桂冠酒店(基隆) G501

挪葳森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挪威森林 精品SPA Motel G266

君鴻國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323
G761

台北首都大飯店 G510

福華大飯店 G525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G521

北投麗禧溫泉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526

台北君悅酒店 G509

台糖公司休閒遊憩事業部 G505

圓山大飯店 G533

雲朗觀光 G537



20 台灣觀光雙月刊╱ NO.544

特別
報導

統茂旅館集團 G307

麗尊酒店 G339

明山別舘股份有限公司
(妖怪村主題飯店 ) G542

晶澤育樂事業有限公司
(日月潭晶澤別館) G546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G320

煙波大飯店 G360

晶贊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G601

陽光大飯店 G315

溪頭米堤大飯店 G350

台灣休閒旅館協會 G634

成旅觀光股份有限公司 G601

溪頭夏緹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G324

梨山賓館股份有限公司 G538

映涵渡假飯店 G560

友山尊爵酒店 G602

東森海洋溫泉酒店 G109

悠活渡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G123

瓏山林蘇澳冷熱泉度假飯店 G126

中南海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131

文華道會館 G103

臺邦商旅 G113

東森山林渡假酒店 G114

陽明山出霧溫泉 G123

福朋喜來登飯店 G126

今埔里渡假大酒店 G133

力麗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224

第一華僑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飯店) G139

泉鄉風華有限公司 G262

芙洛麗大飯店 G206

宜泰大飯店 G305

杉林溪遊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G137

立德旅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G246

花蓮怡園渡假村 G141

東方渡假酒店 G302

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G220

桂田酒店 G306

休閒旅館區 
LEISURE	HOTEL	AREA

香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G121

福灣養生休閒農場 G325

知本泓泉溫泉渡假村 G637

儷野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武陵富野渡假村) G140

日月行館國際觀光溫泉酒店 G346

富信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G134

南橫霧鹿溫泉天龍飯店 G638

日勝生加賀屋 G240

東埔帝綸溫泉飯店 G633

八仙樂園育樂股份有限公司 G342
B1420

花蓮海悅酒店 G755

大倉久和大飯店
(長鴻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729

墾丁凱撒大飯店 G733

台北凱撒大飯店 G733

墾丁夏都沙灘酒店 G663

陽明山天籟渡假酒店 G609

維多麗亞酒店 G629

台中港酒店 G641

國賓大飯店 G545

高雄國賓大飯店 G545

新竹國賓大飯店 G545

台北國賓大飯店 G545

台北西門町意舍 G545

清新溫泉度假飯店 G605

福泰飯店集團 G548

劍湖山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G555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G559

永豐棧酒店 G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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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蘭精品旅館 G707

湖水岸精品旅館 G707

歐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G739

薇閣精品旅館
(薇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G763

歐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G739

薇閣精品旅館
(薇一旅館有限公司) G763

歐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分公司 G739

歐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公司 G739

薇閣精品旅館
(薇欣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G763

歐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公司 G739

薇閣精品旅館 G763

水舞饌餐飲 G707

台中沐蘭精品旅館 G707

汽車旅館區
MOTEL	AREA

愛摩兒時尚旅館 G101

杜拜風情時尚旅館 G660

悅池精品旅館 G104

愛多頂級會館股份有限公司 G365

休閒農場區
LEISURE	FARM	AREA

新光兆豐休閒農場 G519

雪霸休閒農場 G623

宜蘭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 G615

台灣生態教育農園協會 G626

台一生態休閒農場/
楓樺台一渡假村 G520

飛牛牧場 G625

頭城休閒農場 G622

綠世界生態農場 G715

第一華僑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大飯店)  G139

惠來谷關溫泉會館 G343

南方莊園渡假飯店 G616

中冠礁溪大飯店 G606

慈夢柔溫泉渡假會館 G701

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 G701

水都溫泉館股份有限公司 G347

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 G701

台中日光溫泉會館(股)公司 G610

台北市紗帽山溫泉發展協會 G701

溫泉旅館區 
HOT	SPRING	HOTEL	AREA

金湧泉SPA溫泉會館 G106

漾館溫泉飯店 G111

金都精緻溫泉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G143

水美溫泉會館 G250

有馬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G108

大地北投奇岩溫泉酒店 G127

雅柏精緻旅館 G143

春天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256

萬美觀光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白宮行舘 G640

峇里連鎖飯店
(開達休閒開發(股)公司) G743

椰子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G639

朝陽假期飯店 G721

香格里拉空中花園 G645

隱行館 G743

藍天麗池飯店 G717

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G645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G725

台東鹿鳴溫泉酒店 G644

嘉義歐都納山野渡假村 G749

雲閒居景觀會館 G755

東風溫泉會館 G721

阿里山賓館股份有限公司 G659

艾森堡時尚會館 G745

城市商旅 G655

阿里山神木賓館 G661

老英格蘭莊園 G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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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展攤位最多、規模最盛大：每年 ITF 的參

展單位數目都創新高，今年更增至 1,450 個，

創歷年台灣旅展史上最大紀錄，無論行程、

住宿、機票、餐飲、書籍，與旅遊相關的攤

位相當齊全，讓您一次逛個夠！

2  優惠好康多：想要 A 好康嗎？多家業者在 ITF
住宿及餐飲優惠齊出籠，部分住宿優惠甚至

下殺至 2 折，而三五好友想約五星級飯店品

嘗美食，不少餐券價格也是全年最低價，非

常適合揪友一起團購。

3  獎品超豐富：ITF 舉辦許多活動和獎品送給參

觀民眾，包括集章換福袋活動，每日送出兩

千個福袋，還和多家信用卡公司與超商合作，

分別舉辦刷卡滿額禮、預購門票享好康和抽

獎活動，讓您逛旅展也能中大獎。

4  展銷合一：ITF是臺灣最大的展銷合一旅遊展，

除提供民眾國內外旅遊新訊、觀光文化交流

及住宿、餐券等旅遊產品，並安排多場產品

說明會，可以一次收集國內外最新旅遊資訊、

安排一整年的休閒假期活動。

5  舞台表演吸睛：舞台表演節目超豐富，旅展

期間世貿一館中央舞台區有來自各國表演團

體精彩演出，對各國藝文感興趣的民眾，可

藉此機會大飽眼福。

6  一票兩館、一票兩展：除了台北國際旅展外，

海峽兩岸台北旅展也同步展出，憑旅展門票

暢通無阻逛世貿一、三館、看兩展，旅遊最

新資訊最齊全。

7  吸收旅遊新知：ITF 每年都舉辦旅遊論壇，針

對臺灣觀光發展及國際觀光之趨勢，邀請國

內外著名講者共同討論，愛旅行更可增長知

識。

8  消費有保障：ITF 主辦單位要求所有報名業

者須提供合法營利事業登記證、符合定型化

契約規定以及履約保證之禮券證明，經過審

查後符合規定的業者才有資格參展，因此在

ITF 可以放心選購經過審查的各種優質優惠商

品。

9  門票不漲價：旅展規模活動年年擴增，不過

為了消費者的荷包，ITF 門票近年來都沒有調

漲，蒞臨觀展還有好多免費贈品可拿，這樣

好的機會怎能不來參加呢？

10  旅遊情報交流：近年每屆 ITF 都吸引相當多民

眾參觀，在這個具觀光旅遊知識、資訊匯集

的交流場域，很有機會遇到理念契合的同好

和旅遊達人一起分享心得，讓彼此的旅行生

活更精彩！

ITF台北國際旅展
必逛的十大理由

全臺灣一年到頭有各式各樣的旅展，為什麼只有年底的台北

國際旅展 (ITF) 最轟動、最具人氣，普羅大眾與旅遊玩家都非

來不可？本刊為各位列出十大必逛理由；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愛旅行，就從參觀台北國際旅展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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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一館中央舞台節目表
展場 C 區 Central Stage Program

Exhibition Area C

時間 11月07日(星期五) 11月08日(星期六) 11月09日(星期日) 11月10日(星期一)

1
10:00
ı

10:30
開幕典禮 演  出  預  備  時  間

2
10:30
ı

11:00
預備時間

玉山銀行
【招財貓舞蹈表演】

臺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輪椅舞表演】

行政院環保署
【綠色消費成果展】

3
11:00
ı

11:30

沖繩觀光會議局
【沖繩太鼓表演】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舞蹈】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舞蹈表演】

4
11:30
ı

12:00

台灣觀光協會‧
沖繩觀光會議局

【締結友好交流協訂儀式】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探戈印象舞蹈】

日本中部廣域
觀光推進協議會

【偉大家康公"葵"武將隊】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領務諮詢贈機票摸彩】

5
12:00
ı

12:30
彩排時間

TRAVELER Luxe旅人誌
【轉動，世界的鏡頭】
  旅遊攝影大賽頒獎典禮

財團法人看見臺灣基金會
【布袋戲表演】

關島觀光局
【查莫洛歌舞饗宴】

6
12:30
ı

13:00

印度尼西亞
【印尼傳統舞蹈】

關島觀光局
【查莫洛歌舞饗宴】

夏威夷觀光局
【夏威夷草裙舞】

7
13:00
ı

13:30

樂吃購日本網站
【關西時尚秀】

韓國觀光公社
【塗鴉秀HERO】

馬來西亞觀光局
【馬來西亞傳統舞蹈】

韓國觀光公社
【塗鴉秀HERO】

8
13:30
ı

14:00

日本中部廣域
觀光推進協議會

【偉大家康公"葵"武將隊】

JAPAN KURU日本旅遊資訊網
【吉祥物舞蹈戲劇】

韓國觀光公社
【塗鴉秀HERO】

馬來西亞觀光局
【馬來西亞傳統舞蹈】

9
14:00
ı

14:30

泰國觀光局
【超級部落客才藝大賽】

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以色列美食與美酒】

樂吃購日本網站
   【關西時尚秀】

樂吃購日本網站
【關西時尚秀】

10
14:30
ı

15:00

馬來西亞觀光局
【馬來西亞傳統舞蹈】

韓國觀光公社
【美笑 MISO】

日本中部廣域
觀光推進協議會

【知多娘】

韓國觀光公社
【美笑 MISO】

11
15:00
ı

15:30

財團法人看見臺灣基金會
【布袋戲表演】

日本中部廣域
觀光推進協議會

【知多娘】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
【宏都拉斯/尼加拉瓜舞蹈】

日本奈良市政府
【雅樂舞蹈表演】

12
15:30
ı

16:00

日本三重縣
【海女Allover】

日本機器人餐廳
【大型機器人表演秀】

韓國觀光公社
【美笑 MISO】

馬來西亞觀光局
【馬來西亞傳統舞蹈】

13
16:00
ı

16:30

韓國觀光公社
【塗鴉秀HERO】

馬來西亞觀光局
【馬來西亞傳統舞蹈】

日本機器人餐廳
【大型機器人表演秀】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舞蹈表演】

14
16:30
ı

17:00

關島觀光局
【查莫洛歌舞饗宴】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袖珍的大國】

印度尼西亞
【印尼傳統舞蹈】

東南旅行社
【機器人燈光秀】

15
17:00
ı

17:30

澳門金光大道度假區
   【體驗夢工場舞蹈表演】

澳門金光大道度假區
【體驗夢工場舞蹈表演】

澳門金光大道度假區
   【體驗夢工場舞蹈表演】

 澳門金光大道度假區
【體驗夢工場舞蹈表演】

16
17:30
ı

18:00
抽  獎 抽  獎 抽  獎 頒  獎/抽  獎

※ 節目以現場公告之節目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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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其鄰五顆星‧食材鮮旅行
2014台北國際旅展（11/7~11/10）期間推出花東農遊行程旅展優惠價

現場搶購，每日下午13:30-14:00現場有獎徵答將送出價值$2,450元四現場搶購，每日下午13:30-14:00現場有獎徵答將送出價值$2,450元四

人自由行套票2組及各式花東農遊好禮，請把握時間到現場搶好康！人自由行套票2組及各式花東農遊好禮，請把握時間到現場搶好康！

相關產品網址： http://www.rice-neighbor.org.tw/

花東農遊搶購專區 世貿一館A222臺灣農業旅遊館

米其鄰五顆星
深度體驗米鄉自然農情風光、品味在地風味

餐，還有在地達人帶路導覽，不論是炒米香體

驗、釣台灣鯛、搗米麻糬、環保風車DIY、拔地瓜或

當歸、溫泉小盆栽DIY⋯⋯等各式各樣新鮮有趣的體

驗，絕對讓您有不一樣的難忘回憶！

自由行－4人一套 / 特價1960元（原價2450元）

團體行一日遊—特價800元（原價1200元）

團體行二日遊—特價2900元（原價3600元）

花東花海+食育手作
花東無邊無際璀璨如畫的花海，在藍天下盡

情地綻放，搭配在地風情的食育手作體驗，在麻

糬與紫米棒DIY、製米體驗、花海拓染、彩繪米寶

寶、搗米舞體驗、泥火山豆腐DIY.......等，豐富精彩的

行程讓您不虛此行！

團體行一日遊—特價800元（原價1200元）

團體行三日遊—特價4600元（原價5600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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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貿一館二樓愛．旅行趣活動區節目表
展場 H 區

時間 11月07日(星期五) 11月08日(星期六) 11月09日(星期日) 11月10日(星期一)

1
10:00
ı

10:30

早鳥禮兌換
Early Brid Gift Exchange

早鳥禮兌換
Early Brid Gift Exchange

早鳥禮兌換
Early Brid Gift Exchange

2
10:30
ı

11:15

DIY教室/宏州磁磚觀光工場
Craftsmanship

Teaching/HORNG JOU Tile 
Factory Museum

DIY教室-麗嬰房彩衣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lesenphants 
Tourism Building

DIY教室/寶熊漁樂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Okuma Fishing 
Museum

3 11:15ı
11:30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4
11:30
ı

12:00

美食分享會-蜂蜜先生 
Tasty Party-Mr.Honey

美食分享會-蜂蜜先生 
Tasty Party-Mr.Honey

美食分享會-蜂蜜先生 
Tasty Party-Mr.Honey

5
12:00
ı

13:00

早鳥禮兌換
Early Brid Gift Exchange DIY教室/台灣金屬創意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Taiwan Metal 

Creation Museum

DIY教室/寶熊漁樂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Okuma Fishing 
Museum

DIY教室/台灣金屬創意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Taiwan Metal 
Creation Museum

DIY教室-麗嬰房彩衣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Lesenphants 
Tourism Building

6
13:00
ı

13:15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即時樂摸彩
Lucky Draw

7
14:00
ı

14:45

DIY教室/緞帶王
Craftsmanship

Teaching/Ribbon king

DIY教室/緞帶王
Craftsmanship

Teaching/Ribbon king

DIY教室/緞帶王
Craftsmanship

Teaching/Ribbon king

DIY教室/緞帶王
Craftsmanship

Teaching/Ribbon king

8
15:00
ı

15:30

美食分享會 
Tasty Party-Mr.Honey

美食分享會-蜂蜜先生 
Tasty Party-Mr.Honey

美食分享會-蜂蜜先生 
Tasty Party-Mr.Honey

美食分享會-蜂蜜先生 
Tasty Party-Mr.Honey

9
15:30
ı

16:15

DIY教室/台灣金屬創意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Taiwan Metal 
Creation Museum

DIY教室/台灣金屬創意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Taiwan Metal 
Creation Museum

DIY教室-麗嬰房彩衣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lesenphants 
Tourism Building

DIY教室/宏州磁磚觀光工場
Craftsmanship

Teaching/HORNG JOU Tile 
Factory Museum

10
16:15
ı

16:30

即時樂摸彩
Lottery

即時樂摸彩
Lottery

即時樂摸彩
Lottery

即時樂摸彩
Lottery

11
16:30
ı

17:00

DIY教室/宏州磁磚觀光工場
Craftsmanship

Teaching/HORNG JOU Tile 
Factory Museum

DIY教室/寶熊漁樂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Okuma Fishing 
Museum

DIY教室/宏州磁磚觀光工場
Craftsmanship

Teaching/HORNG JOU Tile 
Factory Museum

DIY教室-麗嬰房彩衣館
Craftsmanship

Teaching/Lesenphants 
Tourism Building

※ 節目以現場公告之節目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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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產品說明會節目表

第一天
【時間】103年 11月 07日（週五）12:00~17:55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二樓第四會議室

11月07日 (五) 主題／簡報單位

12：00─12：25 YH 愛旅行！~微笑旅行趣 環島鐵定行！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青年之家協會

12：30─12：55 GREAT家康公“葵”武將隊
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

13：00─13：25 探索貝里斯自然仙境
貝里斯駐華大使館

13：30─13：55 旅遊南非
新進旅行社

14：00─14：25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14：30─14：55 阿根廷 再遠也值得去! 
阿根廷商務文化辦事處

15：00─15：25 海上新樂園-郵輪旅遊
麗星郵輪

15：30─15：55 東武鐵道集團的相關介紹
東京晴空塔® ．東武 道企業集團

16：00─16：25 薩爾瓦多-中美洲神秘瑰麗!! 
薩爾瓦多駐華大使館

16：30─16：55 中區國際光點計畫說明會
財團法人看見台灣基金會

17：00─17：25 大阪泉州旅遊公共關係
泉州旅遊推進協議會

17：30─17：55 無礙旅遊 樂活台灣
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 節目以現場公告之節目表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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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8日 (六) 主題／簡報單位

10：00―10：25 阿拉斯加，玩什麼?極光、冰河及棕熊
美國阿拉斯加州台灣代表處

10：30―10：55
Ms.Green為你介紹全新免費app「Ms. Green」，

以漫畫形式讓你以全新角度了解日本魅力
JTB Global Marketing & Travel

11：00―11：25 首都大飯店旅遊產品說明會
台北首都大飯店

11：30―11：55 瓜地馬拉! 奇幻驚艷
瓜地馬拉駐華大使館

12：00―12：25 驚艷南非，FUN遊克魯格
行健旅遊

12：30―12：55 機場輕旅行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

13：00―13：25 莫三比克旅遊環境簡介
莫三比克駐台經貿辦事處

13：30―13：55 斯洛伐克：袖珍的大國
斯洛伐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14：00―14：25 寒假過年歐洲怎麼玩
鳳凰旅遊

14：30―14：55 靜岡之旅
靜岡縣

15：00―15：25 戀戀南庄深度知性之旅
巴巴坑道休閒礦場

15：30―15：55 玩味澳門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16：00―16：25 奇跡的樹冰和魅力的日本東北之旅
東北廣域旅遊振興事業推進協會

16：30―16：55 賞玩秋冬，浪「慢」臺東
臺東縣政府

17：00―17：25 獨特-創新的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駐華大使館

17：30―17：55 關於魅力滿溢的溫泉王國
九州觀光推進機構

* 節目以現場公告之節目表為主

第二天
【時間】103 年 11 月 08 日（週六）10:00~17:55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二樓第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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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09日 (日) 主題／簡報單位

10：00―10：25 宏都拉斯-西加勒比海的明珠
宏都拉斯駐華大使館

10：30―10：55 超省錢！超有趣！部落客小氣少年xMegumi的山陰山陽私房玩法
山陰山陽觀光推進協議會

11：00―11：25 杜拜郵輪巡航之旅
迎家國際綜合旅行社

11：30―11：55 關島，地球上最歡樂的水樂園
關島觀光局

12：00―12：25 2013-2014年越南旅遊情况
越南旅遊局

12：30―12：55 阿曼王國中東行
阿曼王國駐華商務辦事處

13：00―13：25
歐美人趨之若鶩、日本人搶破頭―

最刺激有趣的日本野澤溫泉道祖神祭加滑雪之旅
雄獅旅行社

13：30―13：55 桂田酒店，款待全球旅客第二個家
桂田酒店

14：00―14：25 日本航空旅遊產品說明會
日本航空

14：30―14：55 【1013依您預算 機票+酒店】線上即時訂票系統介紹
中華航空公司

15：00―15：25 探索祕境之國-秘魯
秘魯駐臺北商務辦事處

15：30―15：55 王子大飯店&度假村介紹
王子大飯店

16：00―16：25 花東農遊趣-食材鮮旅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6：30―16：55 壯麗奇觀．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館

17：00―17：25 介紹「和天訊APP」及「和天訊Wi-Fi」
和天訊股份有限公司

17：30―17：55 阿拉斯加幸福極光之旅8日
世邦旅行社

* 節目以現場公告之節目表為主

第三天
【時間】103 年 11 月 09 日（週日）10:00~17:55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二樓第四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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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旅遊論壇
【時間】10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
【地點】台北世貿中心一館二樓第四 & 五會議室

10:00
︱

12:10  

第一場　認識智慧旅遊

10:00~10:15  主持人：劉喜臨　交通部觀光局副局長

10:15~10:45  主講人：Ulrike Gretzel　昆士蘭大學商學院教授

智慧旅遊之發展趨勢

10:45~11:05  與談人：王文傑　雄獅集團董事長  
旅行業如何打造智慧旅遊平台

11:05~11:25  與談人：原友蘭　景文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智慧服務觸動人心―
臺灣之旅遊目的地行動科技運用獲獎案例分享

11:25~11:45  與談人：盛蕾　大陸江蘇省蘇州市副市長

蘇州市如何成為中國大陸「國家智慧旅遊試點城市」―
以品質構築旅遊發展的核心競爭力

11:45~11:55  與談人：郭爵榮　質果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e 指搞定你的幸福

11:55~12:10  Q & A

Break Time

13:30
︱

15:30   

第二場　穆斯林旅遊市場之探討

13:30~13:45  主持人：蘇成田　台北國際旅展主任委員

13:45~14:15  主講人：Mohammed Fazal Bahardeen, 
               新加坡新月評級（CrescentRating）創辦人及執行長

全球穆斯林旅遊市場之趨勢與展望

14:15~14:35  與談人：馬來西亞旅遊促進局主席　丹斯里拿督斯里黃燕燕醫生太平局紳 

馬來西亞接待穆斯林市場旅客之經驗分享

14:35~14:55  與談人：馬超彥　中國回教協會秘書長

臺灣穆斯林旅遊環境之提升

14:55~15:15 與談人：林坤源　交通部觀光局國際組組長

臺灣穆斯林旅遊市場推動現況暨產品規劃

15:15~15:30  Q & A

* 時間及講題以現場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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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台北國際旅展主辦單位特別與 29 家參展單位 ( 展場平面圖有 的單位 ) 共同舉辦「旅行台灣．環遊世界」集章贈福袋

活動，凡於 11 月 7 日至 10 日旅展期間，持展場基本資訊地圖，集滿日本觀光廳、環保署、中區國際光點等一館共 9 個戳章，

一館 2 樓 H 區 3 個戳章、三館 3 個戳章，共至少 15 個戳章，即可至世貿一館 2 樓 H 區福袋兌換區 ( 位置請見 P.10 民宿旅

館美食區地圖 ) 換取福袋乙個，福袋平均價值超過新台幣 400 元 ( 有驚也有喜 )，每個福袋價值 100 元至 2 萬元不等，不可

挑選，總金額超過400萬元，每日限量2,000個，每人憑門票兌換，限兌換一次，換完為止，四天共計送出8,000份福袋贈品。

參與集章贈獎活動單位如下：

2014台北國際旅展 八千福袋大放送
旅行台灣．環遊世界 集章贈福袋活動

館別 攤位號碼 攤位名稱 攤位號碼 攤位名稱

世貿一館

A202 三多旅遊 C127 巧克力雲莊

A703 復興航空 C443 宜蘭民宿合法經營者策略聯盟

A1812 中區國際光點(必選) C502 桃園縣政府

B1418 野柳海洋世界 C520 墨刻出版

B1423 燦星旅遊 C719 Japan Krru(Global Daily)

B1518 五福旅行社 C749 環保署(必選)

B1719 昇恆昌免稅商店 D417 ANA

C001 和運租車 D518 日本觀光廳(必選)

C111 首爾觀光公社 　 　

世貿三館

G127 大地北投奇岩溫泉酒店 G461 寒軒國際大飯店

G234 老爺酒店集團 G606 中冠礁溪大飯店

G266 挪威森林精品SPA Motel G739 歐悅國際

G359 日月潭大飯店 G745 艾森堡時尚會館

世貿一館2樓
H703 So-net H1002 威爾斯美語

H903 食尚玩家 H1005 裕崴興業有限公司

＊特別感謝福袋贊助單位：昇恆昌免稅商店、亞太電信、培珀莉餅乾、饗食天堂、永豐銀行、滙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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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旅行趣憑旅展門票好禮天天抽

✽凡透過 7-11 ibon、全家 Famiport、OK 超商 OK•GO 購票之民眾，可至世貿一館 1 樓、2 樓 H 區及三館服務台換取抽獎聯。

✽門票抽獎聯可投入各入口處及中央舞台旁抽獎箱參加抽獎，獎項豐富請把握機會

✽抽獎箱每日 16:00 後將抽獎聯移至大會舞台進行抽獎，未在時間內投遞之民眾仍可繼續投遞，抽獎機會移到隔日。

✽得獎人如不在現場，將於活動結束後統一公布得獎名單於本會官網 (www.taipeiitf.org.tw)，請民眾確實填寫相關資料，以利兌

獎作業進行。

各大飯店、旅行社、航空公司贊助好禮 大方送 !!

編號 報名機構 贊助商品名稱 總數量 11╱7 11╱8 11╱9 11╱10

1 中華航空公司 台北桃園至歐/美/澳長程線點往返經濟艙機票 2 1 1

2 中華航空公司
台北桃園或高雄至亞洲區域航線(不含印度

德里航點往返經濟艙機票)
7 2 2 2 1

3 長榮航空 全球不限航點經濟艙來回機票 3 1 1 1

4 復興航空公司 國際任一航線經濟艙 來回機票 8 2 2 2 2

5 復興航空公司 國內任一航線經濟艙 來回機票. 8 2 2 2 2

6 華信航空 國內線任一航點經濟艙機票 2 1 1

7 華信航空 國際線任一航點經濟艙機票 4 1 1 1 1

8 日本航空公司
台北桃園(TPE)-東京成田/大阪/名古屋 

來回經濟艙機票
2 1 1

9 ANA日商全日本空輸
台北-東京-美國西岸任一點(洛杉磯/西雅圖/

舊金山/聖荷西)商務艙來回機票1張
1 1

10 金展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Contiki國際青年英語半自助旅行European 

Horizon歐洲7國10日遊
1 1

11
歐悅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林

口分公司

歐悅歐遊連鎖精品旅館百坪總統套房

平日住宿券
1 1

12 古華花園飯店 古華花園飯店豪華雙床房住宿券(含4客早餐) 1 1

13 華泰大飯店集團 華泰王子大飯店行政客房住宿券 1 1

14 華泰大飯店集團 HOTEL QUOTE Taipei U room住宿券 1 1

15 華泰大飯店集團 華泰瑞舍 ABUNDANCE住宿券 1 1

16 福華大飯店 台北福華大飯店雙人住宿券 1 1

17 國賓大飯店 雙人房住宿券(不含早餐，台北/高雄擇一) 2 1 1

18 桃園住都大飯店 標準雙人房住宿券 2 1 1

19 福容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 福容連鎖住宿券 1 1

20 麗尊酒店 尊榮客房住宿券 1 1

21 友山尊爵酒店 豪華雙人房平日住宿券 (含2客早餐)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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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際獎項以現場公佈為準

編號 報名機構 贊助商品名稱 總數量 11╱7 11╱8 11╱9 11╱10

22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 經典雙人房平日住宿券 3 1 1 1

23 冠翔世紀溫泉會館 冠翔貴賓岩湯住宿券 4 1 1 1 1

24 挪威森林精品SPA Motel 挪威森林超值12H平日住宿券 1 1

25 陽光大飯店 豪華商務客房 2 1 1

26 圓山大飯店 圓山大飯店松鶴廳假日雙人晚餐招待券 3 1 1 1

27 六福旅遊集團 台北威斯汀六福皇宮絲路宴餐券(2人套票) 2 1 1

28 六福旅遊集團 六福村狐猴島體驗(含六福村入園門票-2人套票) 2 1 1

29 六福旅遊集團 六福村猛獸籠車體驗(含六福村入園門票) 4 1 1 1 1

30 大地北投奇岩溫泉酒店 大眾風呂+英式下午茶 4 1 1 1 1

31 艾森堡時尚會館 艾森堡經典平日住宿券 4 1 1 1 1

32 桂田酒店 雅緻雙人房平日住宿券(含早餐) 1 1

33 力麗哲園 聯合住宿券(含2客早餐) 4 1 1 1 1

34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野柳泊逸渡假酒店漁人廚房雙人海鮮自助餐券 3 1 1 1

35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野柳泊逸渡假酒店單人一日遊券

(海鮮自助餐+休閒設施)
5 1 1 1 2

36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富驛商旅高雄中華路館雙人時尚客房住宿券 1 1

37 台灣富驛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富驛時尚酒店台北南京東路館小紅蕃薯

YammyCafe雙人semi buffet+龍蝦菲力主餐
1 1

38 東南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金門皇家酒廠 意象台灣系列高粱酒 4 1 1 1 1

39 小人國主題遊樂園 小歡龍布偶組+小人國入園券2張 4 1 1 1 1

40 迎家國際綜合旅行社 時尚不繡鋼旅行餐具組(10組1抽) 2 1 1

41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入園招待券(5張1抽) 6 1 1 2 2

42 大溪花海農場 入園貴賓券(10張1抽) 2 1 1

43
社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

源推廣協會
樂活新北 無礙旅遊指南手冊(10冊1抽) 1 1

44 日本三重縣志摩市 珍珠項鏈 1 1

45 日本三重縣鳥羽水族館 吉祥物玩偶 1 1

46 日本三重縣伊勢市 伊勢蒔 圓珠筆+伊勢神宮仿真圖+筆筒組 1 1

47 日本阪急阪神集團
阪急1日巴士+阪神1日巴士+
利木津單程巴士套券(2張1抽)

1 1

48 日本阪急阪神集團 阪急 阪神-六甲山出遊套餐(阪神版)(2張1抽) 1 1

49 日本阪急阪神集團 有馬溫泉-太閣之湯套票(阪急版)(2張1抽) 1 1

50
日本JTB Global 

Marketing & Travel
大阪螃蟹道樂雙人晚餐券 1 1

總數量 121 25 37 3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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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 ITF 最大參展國再度由日本拔得頭籌，共有 110

個展攤、35 個團體及 13 家旅行社參與展出。由於今

年臺日航班機位增加，加上日幣貶值，臺灣旅客前往

日本旅遊人數大增，因此今年日本擴大來臺參加亞洲

人氣最高的 ITF 旅展，將帶來難得一見的表演和各地

方旅遊商品、贈品來回饋臺灣民眾。

今年日本觀光廳融合日本人與生俱來的神秘感、追

求完美的職人精神、感受日本的生活等三個要素形成

日本的心 ( 或新 )，加上親切誠摯款待，形成訪日旅遊

的重要核心價值，針對臺灣市場使用的宣傳語為「發

現心日本」，換言之發掘日本的新發現，用心體會。

日本主題館設計則以「秋、冬」季節感為主軸，融入

宣傳語「發現心日本」的要素，並且極力宣傳地方觀

光景點 ( 東北、四國、中國 )，也設置臺灣棒球選手陽

岱鋼的立體人形提供臺灣民眾拍照留念、展示相關物

品、和所屬日本火隊腿球隊所在地北海道地區的相關

介紹，同時還邀請了日本傳統童玩 - 劍玉達人和武將隊

來助陣。

今年首次參展的團體包含：富士山山麓目前有直航

班機的靜岡縣、鄰近關西機場的大阪府泉州觀光推廣

協議會、「越光米」的故鄉新潟觀光協會、有名的傳

統溫泉旅館 - 加賀屋、日本全國連鎖飯店 - 東急飯店、

目前受矚目的東京·新宿機器人餐廳 (Robot Resturant)

等，誠摯歡迎臺灣民眾前來參觀。

日本主題館                                                                             
發現心日本

展攤
編號
D518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世 貿 一 館



阿里山賓館坐落於日出、雲海、晚霞、神木、高山鐵路環抱的森林遊樂區內，環繞著

春賞櫻、夏避暑、秋觀楓、冬飄雪的四季變化，感受著芬多精環抱的悸動，新館客房

豪華舒適的體驗及本館客房的百年風情，讓遠道而來的您喜新戀舊兩相宜。

歡慶阿里山賓館(本館)101周年慶，ITF台北國際旅展期間同步推出現代館三天兩夜與兩

天一夜的住房優惠專案，11月份周年慶入住的貴賓除了可以免費參觀蔣公套房外，還

可以參觀賓館歷史文物展、星空導覽等活動，入住另加碼贈送周年慶紀念品(以上限

2014年11月份入住貴賓)，一起共襄盛舉阿里山賓館101周年慶！

絕美景致
盡在阿里山
歡慶阿里山賓館101周年慶推出優惠住房專案

地   址：嘉義縣阿里山鄉香林村16號
訂房組：05-267-9816 
網   址：www.alishanhouse.com.tw

★周年慶特惠方案一
˙三天兩夜平日入住，現代館豪華雙人房10 ,10 0元 (定價

10000+10%/晚)

˙含中式晚餐2客，旅展現場購買另加贈賓館嚴選紅茶禮盒一盒

★周年慶特惠方案二
˙二天一夜平日入住，現代館豪華雙人房6 , 0 0 0元 (定價

10000+10%/晚)

世貿三館G659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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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百由國人投資經營的昇恆昌免稅商店於 1995 年成

立，以立足本土、接軌國際為目標，據點至今遍及全台、離

島各地的機場和港口，並在台北及金門成立市區免稅廣場，

為國內外旅客提供零時差、高質感的免稅購物服務。不僅匯

聚全球的國際精品、時尚品牌及台灣道地伴手禮等，更為台

灣國際機場營造舒適寬廣的購物及候機環境，讓您從旅行的

起點到終點，一路精彩豐富！

昇恆昌免稅商店針對 2014 台北國際旅展提供一系列好康

活動，只要於昇恆昌攤位前拍照並打卡上傳，即可獲得昇恆

昌旅行頸枕組一套；昇恆昌聯名卡卡友更享卡友回門好禮，

持卡即可獲得小鹿貝比盥洗包或 RODY 跳跳馬護照夾一份，

每日限量三百份。旅展期間另有有獎徵答贈福袋、闖關送好

禮等贈獎活動，歡迎民眾踴躍參加！

昇恆昌免稅商店                                         
豐富您旅程的起點與終點

展攤
編號
B1719

慶祝長榮航空波音 777-300 機隊飛航 10 週年，特別推

出『慶祝 777 飛航 10 週年限量優惠』活動， 洛杉磯航線

經濟艙 TWD10,777( 未稅 ) 限量優惠價。旅展期間每天早

上 10 點及下午 2 點起各開放民眾領取 50 個號碼牌，每人

每時段領取乙張，發完為止，每天於 11:00 及 15:00 抽出號

碼，抽中者可於現場購買乙張洛杉磯航線經濟艙機票。長

榮航空今年推出精選航線展場優惠價，共 25 條精選航線經

濟艙限量優惠，最優惠票價為 HKG 航線 TWD 3,177 起 ( 未

稅 )，另有購票二重送活動：第一重，現場完成網路購票，

短程線可獲得長榮航空造型磁鐵，長程線可獲得長榮航空

施華洛士奇水晶觸控筆。第二重，可再參加購抽獎活動，

長榮航空                                                                              
超值豐富行程錯過可惜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世 貿 一 館

世 貿 一 館

展攤
編號
A717

獎品包含台灣出發至任一航點經濟艙免費機票、香

港線經濟艙免費機票、Hello Kitty 彩繪模型機、波

音 777 模型機、長榮航空造型悠遊卡及行李吊牌等

精選好禮。展覽期間也有精彩舞台活動以及有獎徵

答，將隨機贈送四國錢幣袋、E 王子磁鐵書籤、及

專屬的個人照片等精美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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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君悅酒店今年集結旗下兩間超人氣自助餐廳

凱菲屋及彩日本料理、茶苑、漂亮中式海鮮餐廳、

Ziga Zaga 義大利餐廳推出六款 69 折起的超值餐券特

惠，除了年年熱銷最受歡迎的凱菲屋及彩日本料理

自助餐券之外，漂亮中式海鮮餐廳加碼再推出「黃

金片皮燒鵝歡享四人餐券」(每張NT$3,990，69折)、

還有以提供義、美、墨三重饗食概念的 Ziga Zaga 餐

廳推出「Prime 頂級

牛排雙人海陸套餐」

等，邀您前往一次

網羅各式經典美味，

喜愛美食的饕客們

絕不容錯過。

台北君悅酒店                                         
餐廳住宿優惠旅展獨賣

凱撒飯店連鎖匯聚旗下台北凱撒及墾丁凱撒大飯店，南北合擊各推

強檔！台北凱撒全新改裝的 Art Deco 風格客房，榮獲全球知名訂房網

站 Asia Rooms 評選為「最高評價飯店」，特推出綺幻客房 $3,499( 約

2.2 折，原價 15,400)，精緻四人客房也只要 $3,999( 約 3.3 折，原價

$12,100)。而今年 11 月推出嶄新風格的 Checkers 自助餐廳，為慶祝

全新開幕，自助餐券通通買十送二 ( 約 8.3 折 )，買越多賺越多！首次

販售 CAESAR SPA 芳療優惠券每套三堂也只要 $3,888( 約 2.6 折，原

價 $14,700)。墾丁凱撒連續八年獲選國際 EIHR（世界頂級島嶼飯店

聯盟）會員與杜拜帆船酒店同列為全球度假飯店的首選，特別推出景

觀客房雙人 $4299 (3.2 折起，原價 $13,200)、150 坪雙層獨棟 Caesar 

Bali Villa 四人同享 $26000(3.3 折起，原價 $77,000) 及限量 Angsana 

Spa 禮券 $2199 (7.5 折起，原價 $2,915)。更多旅展好康請至台北凱

撒 taipei.caesarpark.com.tw/，墾丁凱撒 kenting.caesarpark.com.tw/。 

凱撒飯店連鎖                                                                                  
南北合擊強檔商品盡出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歡慶全新客房全面完工，台北君悅酒店今年限時

推出國人住宿優惠，旅展現場獨賣價全新客房每晚僅

NT$5,888( 原價 NT$21,153，下殺 28 折 )，數不完的好

康折扣，敬邀民眾親臨選購。如需更多餐飲訊息或訂

位，請洽 (02)2720-1230；訂房請洽 (02)2720-1200 分

機 3158，或上網 www.grandhyatttaipei.com.tw 查詢。

世 貿 三 館

世 貿 三 館

展攤
編號
G509

展攤
編號
G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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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署多年來推動「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與「培力就

業計畫」，致力協助非營利組織發展「社會企業」。今

年度除推動多元及培力單位以「社會企業」名義一同加

入國際青年旅舍聯盟 (IYHF) 外，為持續協助單位加入國

際，本分署首度帶領單位進軍台北國際旅展，集結展出

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社會企業 讓愛永不止息

由紗帽山溫泉區業者、墾丁馬爾地夫溫泉大飯店、苗栗慈

夢柔溫泉會館共同參展。紗帽山溫泉區堪稱最接近都會的山

區，有別於以旅館住宿為主的其他溫泉區，這裡的經營模式

是以溫泉、美食為專業，本次集結鄰近 15 家會員共同推出紗

帽山聯合泡湯券，讓遊客享受愜意一日遊。墾丁馬爾地夫溫

泉大飯店在恆春鎮精華地段，面對著碧綠如茵山群，交通便

利，擁有各式觀光套房，皆備有獨立式空調與舒適地毯或原

木地板，優雅傢俱與進口羽毛被枕、獨立式淋浴間，並設有

會議中心、大型中西餐廳、撞球室、桌球室、游泳池、溫泉

SPA 浴池以及商務服務、千坪大型停車場等。慈夢柔渡假會

館是主人以親愛老婆及一雙可愛女兒命名的溫馨會館，本屆

參展特別推出房價 3.9 折，再加贈價值 600 元法式晚餐的優

惠，值得把握。

中華民國溫泉觀光協會                                                                                  
集結溫泉業者推出各式優惠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I T F 參 展 單 位 特 別 報 導

轄區內近 50 個多元單位旅遊行程，旅展期間特別推

出旅遊系列折價福袋贈與民眾，並有臉書打卡換小

禮活動，例如：「花蓮縣生態文化休閒創意產業永

續發展協會」提供草編 DIY、捉浪花蟹與滑降；「保

證責任宜蘭縣茶葉運銷合作社」製茶體驗和茶葉手

抄紙製作；「連江縣東引鄉東湧社區發展協會」提

供在地樂活導覽；「基隆市八斗子產業觀光促進會」

的山、海及港口遊程及「花蓮區漁會」出海賞鯨、

魚丸創意 DIY 等，活動訊息請上多元就業諮詢服務

網查詢 (http://jobmepp.

nasme.org.tw/)。 洽 詢

專 線：02-89956399

轉 1429 黃小姐。

世 貿 一 館 2 樓 H 區

世 貿 三 館

展攤
編號
H910

展攤
編號
G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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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08:30~18:00（全年無休）
網　　址：www.3ssf.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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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代工到自創品牌　
手信坊展現和菓子極致魅力
傳承與創新之間不斷蛻變

︱品牌故事︱

手信坊秉持「細心就是生意」的經營

主張，迅速累積顧客的滿意度，目前

已成為台灣「日式和菓子」的知名品

牌，在風景名勝、休息站、百貨名店

等地都設有分店，成為臺灣人最愛的

甜點及伴手禮首選。

充滿日式風的手信坊和菓子創意文化館，給訪客舒適的參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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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新北市土城的知名麻糬品牌手信坊，製作麻

糬的歷史已經超過一甲子，最早從沿街叫賣麻糬起

家，第三代老闆接手經營後，為了傳承與發揚阿公

麻糬的美味，於 1993 年成立「三叔公食品有限公

司」，專門代工生產麻糬，因為品質穩定、價格合

理，備受客戶肯定，業績逐漸成長。 

遭逢訂單危機　決心自創品牌

手信坊品牌經理魏嘉宏表示，雖然做的是代工，

公司常常都在想要如何為客戶開發出更好的商品，

建立起市場區隔，由於當時麻糬都是常溫居多，夏

天品嘗較為甜膩，以致銷售減少，放冷凍口感又會

變硬，於是公司與日本展開技術交流，開發出市面

獨有的冷凍麻糬，後來又克服冰淇淋麻糬的缺點，

以慕斯作基底，在沒有用任何添加劑之下，冷凍剛

取出時與冰淇淋麻糬一樣美味，冷凍後再解凍，不

但不會融化，還保存它原先的鮮味，可以拿來送禮，

大受市場歡迎，全盛時期幾乎所有臺灣做麻糬的品

牌都是三叔公的代工客戶。

不料，原本主要客戶突然決定自己設廠生產，

無預警將訂單全部抽走，一夜之間，公司落入業績

掛零、沒有收入的窘境，馬上面臨倒閉危機，魏嘉

宏經理指出，這讓公司深深體認到，生產能力與技

術再好，若是幫別人代工，永遠都會遇到類似的瓶

頸，因此 2005 年在關西休息站成立了第一家「手

信坊」，從此踏上自創品牌之路。

在決定自創品牌路上，還曾發生一段小插曲，

魏嘉宏透露，當時總經理陳世洋前往旅居日本的姊

姊家作客，因緣際會接觸到一位退休的和菓子老師

傅，當時三月櫻花盛開，陳世洋與老師傅共赴京都

賞櫻，兩人席地而坐，在微微春風下，櫻花似雪花

般飄落，正當舉起酒杯時，一朵櫻花剛巧落入瓷杯

裡，老師傅感嘆眼前美景稍縱即逝，輕嘆一聲：「殘

念（意指可惜）！」 當下令陳世洋感悟到，有了理

文化館一樓規劃有和菓子展示區，讓遊客認識日本
節慶與米食之間關聯。

和果子 DIY 讓遊客天馬行空地創作體驗。

各種獎牌象徵手信坊創立品牌得到的讚譽。

充滿日式風的手信坊和菓子創意文化館，給訪客舒適的參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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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故事︱

想，就應該及早付諸實現，不要蹉跎光陰，讓這份感

動有機會成為永遠， 打造自有品牌的決心，就是這樣

產生的。

日本原創精神　融入台灣口味

手信坊和菓子文化館的名字來自於「手作為信，名

食成坊」，「手信」的涵義也是「伴手」，魏嘉宏說明，

名稱叫手信坊和菓子文化館，聽起來好像是日本商品，

事實上並不是，因為公司學習的是日本做事的精髓、

構想與精神，在產品上則是把日本原創產品與精神融

入臺灣口味與文化，改良成傳統的臺式糕點，加入本

土的東西、臺灣的品味，開創屬於臺灣的精緻和菓子。

「做品牌就是要勇於創新！」魏嘉宏強調，成立自

有品牌後，考量臺式麻糬產品普遍而言給人的外型印

象並不精緻，包裝也不夠體面，不適合拿來送禮，在

參考日式禮盒概念後，手信坊突破禁忌，大膽決定將

CIS、包裝與文宣都採用黑色系，每顆麻糬並進行定型

加工，使其高度、直徑一樣，從內到外提升質感，推

出後消費者的反應非常好，口碑就此崛起。

糕餅製作本被視為傳統產業，手信坊因為建立品牌

而創造了新的契機，例如經過觀察，年輕族群不喜歡

吃傳統的綠豆糕，覺得乾乾硬硬的，於是特別改良作

法，設計成可冷凍的桐花綠豆糕，純以綠豆沙為餡，

再加以紅豆泥為心，特別綿密細緻，冰涼後吃起來給

人透心涼的快感，年輕人接受度高，也入選新北市人

氣票選十大伴手禮，為臺式糕餅創造了新風格。

設立觀光工廠　贏得消費者認同

2009 年，手信坊更進一步投入觀光工廠的開拓，成

立「手信坊和菓子創意文化館」，透過導覽的方式，

傳達手信坊「以手作心」的虔敬心意和「五感綜合藝

術」的信念。

以黑色系作禮盒包裝，在伴手禮市場上被視為突破性
創新。

香濃酥且不膩口的鳳梨酥，曾榮獲台北鳳梨酥文化節金
牌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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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遊客步入手信坊文化館建築的入口處，許多充

滿濃濃和風的元素立刻印入眼簾，例如鳥居、和風布

幔、招財貓、櫻花、鯉魚幡、充滿禪意的手水舍、融

合石像與竹子的假山造景等等，令人彷彿置身在日本

京都的街道中。館內可分為三層空間，一與二樓設有

創意和菓子區、製作展演區、傳統和菓子區與伴手禮

販賣部；二樓並設置最受歡迎的和菓子 DIY 教室，

讓遊客們能天馬行空地創作菓子，充分展現寓教於樂

功能。

「成立觀光工廠，用意不是要賺錢，而是想要永

續經營，讓品牌更有自己的內容與生命。」魏嘉宏指

出，自開館五年多來，和菓子創意文化館已吸引了數

百萬人次到訪，手信坊的品牌知名度因此大量提升，

許多人因而對此品牌產生認同，透過現場展示，也讓

更多人了解台灣特有的米食文化，也能更深層的體驗

和菓子的演進歷程，了解和菓子的文化世界。

隨著規模逐漸擴大，手信坊經營和菓子創意文化

館的用心不僅參觀民眾感受得到，也益受各界肯定，

近年，經濟部積極推動觀光工廠成為新的熱門景點，

手信坊和菓子創意文化館因為具備文化內涵元素，

加上可實際觀察和菓子的生產過程，又可以讓遊客

自己動手 DIY，觀光項目豐富，特別受到好評，因此

在今年入選經濟部推薦的國際亮點觀光工廠之一，

榮譽再添一樁。 

傳遞正確價值觀　增加品牌影響力

手信坊品牌再造迄今，在傳承與創新之間不斷的蛻

變，在產品中融入「人文」、「創新」、「教育」、

「傳承」的意念，重新塑造傳統產業的新價值觀。魏

嘉宏認為，發展觀光休閒產業是臺灣未來主流趨勢，

手信坊未來會繼續推出優質產品，並會試圖將觀光工

廠的內容與生活連結，例如，最近食安問題頻傳，他

醞釀在文化館內設置相關設施，讓消費者知道食物加

工過程、添加物成分等，幫助新一代建立正確食品價

值觀，讓手信坊的品牌影響力更為深遠。

觀光工廠從環境到氛圍都營造了濃濃的日式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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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部觀光局劉喜臨副局長率領國內觀光業界，

包含縣市政府、航空業、旅行社、飯店旅館、

休閒農場、民宿、及伴手禮等 87 個單位，達 170 人

次的代表團於 9 月 24 至 30 日前往日本行銷觀光，今

年特別邀請最近超人氣的觀光代言人－喔熊組長共同

前往東京推廣，於各活動場次向日本旅行業者及民眾

推銷臺灣美食、美景，希望促成另一波日客來臺高峰。

推廣臺灣觀光獲熱烈迴響

在此次推廣任務中，東京推廣會中邀請到熊本縣

KUMAMON 擔任特別嘉賓，向日本業者宣傳其來臺時

必吃的美食與必遊的景點，成功創造話題。此外亦於

池袋著名購物商場 Sunshine city 辦理觀光 Roadshow

活動，臺灣觀光代言人羅志祥並親自出席粉絲見面

會，向廣大粉絲群及日本民眾介紹更多臺灣必吃、必

玩、必買的內容，藉此宣傳使更多日本旅客來臺觀光。

今年首度辦理的「JATA Tourism Japan」於 9 月 26

日至 28 日於東京國際展示場 (Tokyo Big Sight) 東展

示棟第 1 至 6 館全區盛大舉行，超過 15 萬人以上之

參觀人數，是亞洲地區具國際指標之大型旅展之一。

本年度交通部觀光局規劃 360 平方米展位面積，並以

「Time for Taiwan」、臺灣觀光年曆、臺灣喔熊等觀

光主題、規劃行銷活動，同時邀請 MIX 舞動劇坊表演

新臺灣特技、林吉園以茶會友公司表演功夫茶並提供

民眾試飲、敲敲木工房 DIY 音樂盒及茶之鄉客家擂茶

試作體驗，希望透過多元臺灣文化演出方式，吸引至

臺灣展攤了解臺灣觀光資源，亦提供參展業者與民眾

互動的契機，共同行

銷招徠日本旅客。

組團赴日東京、名古屋推廣臺灣觀光 
交通部觀光局劉喜臨副局長、超級任務喔熊組長領軍

︱推廣活動︱

臺灣觀光代言人羅志祥出席池袋推廣活動，向粉絲推介臺灣旅
遊情報。

日本參觀民眾體驗客家
擂茶。

交通部觀光局於帝國飯店舉辦推廣會，邀請熊本 KUMAMON
擔任嘉賓，宣傳臺灣美食美景。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1. 購買10套住宿券

加贈spa平日泡湯券10張
2. 購買15套住宿券

加贈一套平日住宿券

3. 購買20套住宿券

加贈一套不分平假日住宿券

4. 購買10套spa泡湯券

加贈5張平日泡湯券
5. 購買20套spa泡湯券

加贈10張假日泡湯券

2014 ITF 台北國際旅展
住宿券超值優惠方案

攤位號碼:G606

玩
轉

中冠/雪山 饗樂住宿券 原價NT$7260   旅展優惠：3500元
雙人溫泉客房住宿一晚 / 迎曦早餐2客 / 玻璃屋精緻下午茶買一送一 / 星河傳說溫泉SPA水世界免費入園

中冠/雪山 饗樂住宿券一泊二食 原價NT$7920  旅展優惠：3988元
雙人溫泉客房住宿一晚 / 迎曦早餐2客 / 輕饗樂套餐2客 / 玻璃屋精緻下午茶買一送一 / 星河傳說溫泉SPA水世界免費入園

嘛吉雙饗泡組合券3張/套 原價NT$3480  旅展優惠： 2400元
星河傳說溫泉SPA水世界入園+輕鬆點套餐(午餐) 雙人券

星河傳說溫泉SPA水世界旅展優惠
平日10+3張/套 原價NT$3250   優惠每套2200元
假日10+2張/套 原價NT$3600   優惠每套2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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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加強推廣臺灣

觀 光 新 形 象

「Taiwan ～ The Heart 

of Asia」及「Time for 

Taiwan 旅行臺灣•就

是現在」等觀光政策，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財

團法人台灣觀光協會

於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3 日，組團前往日本三重縣津市，

以宣傳臺灣觀光，落實文化交流促進觀光目的。

對日展現臺灣豐富文化特色

日本三重縣素以伊勢神宮，松坂牛、珍珠、忍者等

聞名，該縣所舉辦的「安濃津 YOSAKOI 祭典」是結合

安濃津 370 多年的傳統舞蹈所舉辦的盛大慶典活動，

自 1999 年至今已邁入第 17 屆，每年均吸引數十萬人

次前往。今年共有 75 支隊伍、約 3,500 名舞者參與

展演活動。臺灣是今年唯一參加的外國隊伍，交通部

觀光局特別邀請「國立臺中文華高中」50 名師生組成

「Time for Taiwan」隊伍，由交通部觀光局謝謂君局長

率隊前往，受到當地民眾熱烈歡迎，謝局長並與三重

縣鈴木英敬知事、津市前葉泰幸市長、縣議會議員等

就臺日觀光議題交換意見，圓滿達成臺日觀光交流任

務。

本次臺灣展演團隊舞蹈以原住民族的形象為主，搭

配布農族民謠「Kipahpahima 拍手歌」及卑南族的「Song 

of Puyuma 南王系之歌」，以充滿青春活力的舞步傳達

福爾摩莎的美麗及山與海壯闊的對話，最後牽手共舞，

表現出臺灣寶島慶豐年的熱鬧景象，凸顯臺灣熱情歡

迎日本旅客來臺的心情，並藉由舞臺演出、踩街表演、

攤位宣傳、慈善義演等方式展現臺灣的藝文特色與活

動，深化兩國觀光文化交流並提昇臺灣國際形象。

組團參加三重縣安濃津
YOSAKOI街舞及觀光推廣活動
臺日文化交流促進觀光

文、圖／臺灣觀光協會提供

︱推廣活動︱

臺灣代表團中央舞臺演出。

三重縣鈴木英敬知事 ( 左 )
歡迎交通部觀光局謝謂君
局長 ( 右 )。

臺灣代表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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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赴臺旅遊成為港澳人士的熱門選擇，台灣觀

光協會接受宜蘭觀光協會、花蓮觀光協會委託，

於 9 月 27 至 28 日假香港東港城辦理「宜蘭花蓮手手

後花園」活動，活動共計 31 個單位 53 人參加，並規

劃「手摘」美食區、「手作」活動區、民宿旅館情報

站及臺灣原住民風情舞台，讓港人於繁忙生活中體驗

臺灣農民對健康樂活的追求，以及對自然生態的堅持

及維護。

介紹最新宜花觀光資源

本次活動由賴瑟珍會長與吳朝彥秘書長領軍，代表

團於 9 月 26 日舉辦宜蘭、花蓮旅遊推薦會，會中邀

請 30 位以上的香港業者參與，並由花蓮縣政府蘇意

舜處長及宜蘭縣觀光協會林佳明總幹事進行觀光資源

簡報，讓香港業者充分了解宜花觀光資源，另於 9 月

27 至 28 日辦理「宜蘭花蓮手手後花園」活動，開幕

典禮邀請香港藝人連詩雅及鄧佩儀於現場造勢，現場

吸引數十名媒體拍攝，9月27日下午香港「有線電視」

也於現場拍攝節目，強力宣傳宜蘭及花蓮之觀光，現

場並邀請 8 家香港旅行社於現場銷售，配合宜花參展

單位提供促銷產品。

本次攜帶臺灣美食赴港推廣讓香港民眾近距離試

吃，因發生食安問題，由宜蘭及花蓮縣政府提出食品

優質證明，交通部觀光局香港辦事處巫宗霖主任並掛

保證「現場使用食用油烹調均採用在港購買品牌所生

產之油品，食物均安全健康」，讓香港民眾放心享用

美食。

本次活動有效達成宜蘭、花蓮推廣效益，有效與香

港業者接洽，並實際規劃旅遊產品銷售，媒體成效相

當良好，超過 50 篇媒體報導，獲得參展單位滿意及

好評。

組團赴香港推廣宜蘭花蓮觀光
手摘、手作體驗活動	展現健康樂活概念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宜花旅遊推薦會吸引超過 30 名業者參與。 賴瑟珍會長推廣宜蘭、花蓮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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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部觀光局為延續對日宣傳，委託臺灣觀光協

會組團參加今年 10 月 11 至 13 日於福岡市舉

辦的「福岡亞洲太平洋祭」，屆由參加日本祭典活動

契機，增加臺灣曝光，宣傳臺灣觀光。本活動以亞太

地區文化交流、傳承與共存為宗旨，起始於 1990 年，

迄今已有25年歷史，計有來自亞洲15組國家代表團，

共同於福岡博多站前廣場及天神市公所廣場進行為期

3 天的表演，除了欣賞音樂、藝術表演活動，還可品

嚐斯里蘭卡、韓國、越南等多國美食，每年吸引超過

20 萬名日本民眾到場參觀。

文化表演展現臺灣風采

今年活動由交通部觀光局大阪辦事處林俊慧主任代

表團前往福岡推廣，除交通部觀光局超級任務組「喔

熊組長」赴日宣傳外，特邀請排灣族部落卡拉魯然青

年表演團，其中包含金曲獎歌手 MATZKA 馬斯卡，

共同組成臺灣代表團前往參加，將臺灣特有之原住民

文化以舞蹈及音樂方式呈現，活動期間另於博多站前

廣場設置臺灣攤位，舉辦原住民手工藝教學體驗、與

「OH!BEAR 喔熊」互動拍照等活動，並提供最新臺灣

觀光資訊供民眾索取。

本次活動內容除了參加福岡亞洲祭之外，代表團於

10 月 14 日假福岡君悅飯店 (Grand Hyatt Hotel) 舉辦臺

灣觀光說明會及交流晚宴，以 Time for Taiwan「旅行

臺灣 • 就是現在」觀光主軸介紹臺灣最新觀光資源，

並藉交流餐會及表演活動與九州地區觀光業者交流。

組團赴日參加福岡亞洲祭 
最萌觀光代言人喔熊組長現身掀高潮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推廣活動︱

MATZKA 與排灣族部落卡拉魯然青年表演團於福岡市役所前演出。 臺灣觀光推廣代表團於福岡市公所演出，現場眾多民
眾欣賞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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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持續拓展新加坡市場，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

觀光協會辦理組團參加新加坡 NATAS 秋季旅展

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臺灣觀光代表團共計 124 個單

位、215 人 ( 含表演團體 )，成員包含縣市政府、公

協會、航空公司、旅行社、飯店 / 渡假村、遊樂園、

旅遊相關業和表演團體，8 月 29 日至 8 月 31 日參加

2014 新加坡秋季旅展。

吸引星國自由行旅客

臺灣館規劃 Oh ！ Bear 見面會、歡樂氣球人造型氣

球大放送、愛臺灣美食趣－鹽酥雞、臺灣啤酒、鳳梨

酥等活動，於大會舞臺由 Zero Four 和 Oh ！ Bear 帶

來原住民舞蹈結合街舞、主題曲 Taiwan-The Heart of 

Asia，將臺灣的多元文化與民眾做近距離的分享。展

後，在 Swissotel the Stamford 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會，

邀請新加坡 76 位旅行社業者與會進行旅遊交易會洽

談，透過輪流配對洽談場次方式，提供雙方更優質環

境和機會，增加雙方洽談深度。另安排媒體採訪、臺

灣觀光資源簡報、表演、航空公司贊助機票搭配住宿

券等大獎現場抽贈，氣氛熱絡。期待透過本次推廣活

動，有助於達成來臺旅客 40 萬人次的目標。

臺灣的旅遊品質、行程價位、多元化的美食及臺灣

人的熱情皆具備高度競爭力，由於新加坡已邁向自由

行市場，對重複來臺旅遊的旅客，透過「臺灣小旅行」

的概念，將文創、特色咖啡廳 / 餐廳等不同的吸引力，

介紹給自由行的旅客，加深旅遊深度與廣度，讓新加

組團參加新加坡秋季旅展
及觀光推廣活動
臺灣美食與文化呈現多元魅力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Natas 開幕典禮演出 Taiwan The Heart of Asia。

洽談會採配對模式提高品質、增加機會。

坡旅客每次來臺灣都能體驗不同的驚喜。本次秋季旅

展期間結合當地旅行社販售點，共銷售 5,000 套臺灣

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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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國際旅客來臺人次突破 831 萬，創下新的里程碑；

東南亞市場成績更是亮眼，尤其馬來西亞市場來臺

旅遊人數成長快速，今年 1 至 8 月馬來西亞來臺旅客數達

25 萬 8 千人次，較去年同期成長 17.73%。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台灣觀光協會組團參加「2014 年馬

來西亞秋季旅展」。本次參加臺灣代表團陣容龐大，共有

70 個單位，124 人，包拓縣市政府、旅館、休閒農場、主

題樂園、溫泉、渡假村、伴手禮產業以及各觀光協會組織

等相關業者前往馬來西亞辦理觀光推廣，以「臺灣觀光年

曆」之活動，結合周邊美食、購物及樂活等元素，推廣最

新、最優惠的旅遊資訊及產品，提供給大馬民眾更瞭解多

元化的臺灣，現場也準備不同的展演活動，讓參觀的民眾

對臺灣有更深度的了解，加強宣傳效果。

組團參加馬來西亞秋季旅展
暨觀光推廣活動
推廣臺灣最新優質旅遊產品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推廣活動︱

臺灣代表團於攤位向民眾介紹臺灣觀光最新資訊。

代表團團員為當地穆斯林業者解說觀光資訊。

大馬民眾體驗道地臺灣味

代 表 團 於 9 月 3 日 假 吉 隆 坡 Berjaya Times 

Square Hotel 辦理「Time for Taiwan 臺灣觀光推

廣會」，邀請 109 位當地業者及媒體與會，提

供最新臺灣觀光資訊及措施；並於 9 月 5 日至

7 日參加 2014 馬來西亞秋季旅展 (MATTA)，藉

參加該國最大的展銷合一旅展推廣臺灣觀光，

同時規劃臺灣展館五大亮點來吸引大馬民眾，

包括 : 國民大戲班帶來的臺灣傳統原住民融合電

音三太子歌舞表演、水墨畫家林晉老師幫民眾

描繪趣味人物畫像、傳統糕餅林金生香提供現

場民眾「狀元糕」DIY 及品嘗活動，讓大馬民

眾體驗道地臺灣味，行銷臺灣穆斯林旅遊網站，

招徠大馬穆斯林旅客來臺旅遊…等，三天展期

共銷售達 3,600 套旅遊行程。



近
10 年來越南經濟成長幅度快速，極具市場潛力，今年 1 至

8 月越南來臺人數較去年同期成長率達 20.07%，成長十分

快速，為創造臺灣越南雙方業界緊密合作，交通部觀光局組織全

臺 29 個單位，9 月共同赴越南參加 2014 越南胡志明市國際旅遊

展，包括觀光相關公協會、航空公司、旅行社、飯店、伴手禮等

業者共 49 人，於 9 月 10 日假 Nikko Saigon  Hotel 舉辦臺灣觀光

推廣會，廣邀越南旅行業者與會；另於 9 月 11 日至 13 日參加胡

志明市旅展，為使業界感受臺灣活力，臺灣觀光局邀請創新國樂

團體采風樂坊、歡樂氣球人林琨翔，以及及紙雕老師洪新富於旅

展現場展演，藉由表演活動了解臺灣之美。

澳
洲訪臺灣旅客逐年成長，今年 1 至 8 月累計訪臺共 48,167 人

次，較去年同期大幅成長 23.62%。臺灣觀光代表團於 9 月 9

日及 11 日在澳洲雪梨及布里斯本舉辦臺灣觀光推廣活動，邀請當地

業者與臺灣業者相互交流，洽談最新行程包裝及合作促銷。並於推

廣會簡報臺灣觀光旅遊資源簡報及播放最新宣傳影片，為了讓當地

業者深度體驗臺灣美食及享受傳統文化，推廣活動特別安排品嘗臺

灣鳳梨酥、花生糖，透過味蕾感受臺灣道地美食好滋味。同時，特

別邀請臺灣知名表演團體 Zero Four，以陣頭及傳統原住民舞蹈表演，

透過視覺享受了解臺灣文化，以道地美食及傳統文化加深臺灣旅遊

的印象。

組團赴越南胡志明市參展

組團參加澳洲地區觀光推廣活動

精彩表演展現臺灣活力

向澳洲展示臺灣獨特旅遊魅力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文、圖／台灣觀光協會提供

交易會吸引 90 名越南業者參加，現場人山人海。

臺灣業者向雪梨當地業者說明最新旅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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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灣觀光協會不僅是台北國際旅展的主辦單位，也是國內歷史最悠

久的觀光協會組織，自 1956 年 11 月 29 日成立至今已有 58 年

悠久歷史。在臺灣所有旅遊相關 ( 公 ) 協會之中，是歷史最長久，結構

最為完整，且兼顧 INBOUND 與 OUTBOUND 市場之全方位觀光協會。 

協會成員均為觀光產業界代表性單位，涵蓋臺灣地區各觀光相關產

業，以凝聚臺灣地區觀光事業資源、促進觀光產業蓬勃發展、經濟繁榮、

造福人民為宗旨。

為了凝聚觀光產業，推展 INBOUND 觀光市場，招徠旅客，每年結合

觀光產業界人士組團前往海外參加各項重要旅展，提供臺灣最新旅遊資

訊與產品，了解旅客之需求並掌握旅遊市場趨勢。 

台灣觀光協會自成立以來，受到觀光產業界的支持與認同，使得各項

會務工作得以順利推展，產業各界對於觀光綜合性事業亦有深刻的了解

與共識，由於觀光業界的團結與努力，各會員無私的奉獻，伴隨著台灣

觀光協會的辛勤耕耘與成長，臺灣地區觀光產業的發展可見開花結果之

榮景。( 台灣觀光協會網址：http://www.tva.org.tw)

與您攜手共推觀光―台灣觀光協會

　　　　　台灣觀光雙月刊 ( 中文版 )
介紹臺灣各項觀光資源，各項專題報導。

(網址：http://blog.xuite.net/tva0379/twblog)

　　　　　台灣觀光月刊 ( 日文版 )
對日本介紹臺灣各項觀光資源以及最新旅遊資訊。

(網址：http://ameblo.jp/taiwan-kannkou)

　　　　　台灣觀光季刊 ( 韓文版 )
以韓國人角度出發，介紹臺灣觀光資源及旅遊資訊。

(網址：http://blog.naver.com/visit_taiwan)

　　　　　台灣觀光旅館及餐廳簡介

　　　　　( 中、日、英文版 )
介紹臺灣合法旅館及餐廳，供國外旅客參考使用。

　　　　　台灣觀光優惠手冊

　　　　　( 中、英、泰、印尼文版 )
介紹臺灣合法旅遊商家及優惠措施，供國外旅客使用。

▍文宣出版

▍重要推廣工作

組團參加世界各大旅展

日、韓、星、馬、柏林、倫敦

等國外推廣活動

與外國單位簽署觀光協定

日本香川縣觀光協會、

福岡觀光聯盟、日本觀光振

興協會等

與外國單位召開論壇

臺日鐵路觀光產業合作論

壇、臺日觀光高峰論壇、

臺韓觀光交流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