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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提升客家產業國際能見度並增進國際交流，以推廣「Hakka TAIWAN

臺灣客家」品牌，客家委員會嚴選 30 項具客家特色、創意且實用的精

品，參加「2016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HKTDC Hong Kong Gifts & Premium 

Fair2016)」，並透過產品發布會及推廣，將客家優質的文化產品推薦

給國際買主，以宣揚「Hakka TAIWAN 臺灣客家」文化意涵及拓展品牌國

外商機。 

此行配合前開展覽開幕式，除拜會「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主辦單位

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Hong Kong Gifts & Premium Fair)，了解展

會規劃、運作、市場需求及產品推廣等相關做法，以供客家特色商品在開拓

海外市場時之參考外，並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及香港客家社

團等進行意見交流，以汲取國際展會經驗，並就本會推動客家產業相關

業務現況進行分享，以作為開創「Hakka TAIWAN 臺灣客家」品牌嶄新面貌

之參考。 

    此外，參訪上窰民俗文物館、三棟屋博物館及羅屋民俗館，有關客

家民俗、文物及典籍之蒐藏，可供推展客家常民文化優質生活環境及客

家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再利用經驗參考；訪查香港 PMQ 元創方創意中

心及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了解香港文創聚落規劃、人才培育及藝術、商

業推展情形，並期望吸取其優點運用於相關業務，以注入客家文化及產

業創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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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臺灣優質客家特色商品在客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的積極推動下，逐步以「Hakka 

TAIWAN 臺灣客家」品牌，立足於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市場，為讓客家產業加速與國際接軌，

及協助本會輔導之客家特色商品邁向國際舞臺，近年來以實際行動多次參加國際展會，期

望打造客家產業領導品牌，提升國外市場之知名度與能見度。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是亞洲最大型禮品展，匯集了全世界各地的設計品牌與授權商

品，向國際買家展示。爰此，本會嚴選 30 項具豐富客家特色、創意且精緻實用的商品參

加展示，希望透過展會平台，將客家特有的文化產品推薦給各國買主，以拓展臺灣客家特

色商品之多元商機與通路，讓臺灣的文化創意及客家商品的豐富內涵能在國際間嶄露頭

角。 

    同時，在展會期間，觀摩當地推動原創設計品牌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之潮流趨勢，與

策展之規劃模式，作為未來推動相關業務之參考。 

貳、目的 

  一、參加「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Hong Kong Gifts & Premium Fair)」 

     為推廣「Hakka TAIWAN臺灣客家」品牌，提升客家產業國際化，拓展客家特

色商品之多元商機與通路，讓臺灣的文化創意及客家商品的豐富內涵能在國際間

嶄露頭角，爰辦理「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參展計畫，依照展地消費特性及客

家特色商品文化代表性、量產能力及國際接單能力等指標嚴選出 30 項具客家特

色、創意且實用的精品參展。展場設立客家主題館，以精品櫥窗及開放陳列方式

營造精緻且易親近的氛圍，行銷推廣「Hakka TAIWAN臺灣客家」品牌形象，以開

拓臺灣客家特色商品在香港之展售及亞洲市場通路的機會。 

  二、拜會「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 

            與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伍卓凡展覽事務高級經理進行交流，了解香港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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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展策展構想、媒合策略、推廣服務及流行趨勢等作法進行意見交換，以提供

本會爾後策展、選品行銷及擬訂洽談商貿措施之參考。 

   三、訪查香港 PMQ元創方創意中心及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訪查香港 PMQ 元創方創意中心及香港視覺藝術中心，了解香港文創聚落

規劃、人才培育及藝術、商業推展情形，借鏡其相關經驗以提升國內客家產

業文化創意能力。 

   四、訪查上窰民俗文物館、三棟屋博物館及羅屋民俗館 

    了解香港在客家先民遺跡、文物及典籍之蒐藏、保存、維護及推廣傳承等經

驗和作為，以供臺灣客家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及運用參考。 

  五、參觀 2016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rinting & Packaging Fair) 

了解印刷包裝行業的最新技術產品、發展趨勢和綠色印刷服務等資訊，以及

如何提供企業升級轉型及為傳統產業帶來更多商機之可能作法。 

參、行程安排 

     主要配合「2016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HKTDC Hong Kong Gifts & Premium Fair) 」展期，

本次行程日期自 105 年 4 月 26 日起至 29 日止，共計 4 天。 

日期 地點 行程 

4 月 26 日 

(星期二) 
臺北－香港 

1. 搭機前往香港 

2.「2016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客家主題館場勘 

3. 訪查 PMQ 元創方創意中心 

4 月 27 日 

(星期三) 
香港 

1. 辦理「2016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客家主題館開幕式 

2. 參加「2016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展覽廳 1D 產品發 

   布及推廣會 

3. 拜會「2016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主辦單位香港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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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地點 行程 

   發展局（HKTDC）  

4. 參訪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4 月 28 日 

(星期四) 
香港  參訪上窯民俗文物館、三棟屋博物館 

4 月 29 日 

(星期五) 
香港－臺北 

1. 參訪羅屋民俗館 

2. 參觀「2016 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HKTDC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rinting & Packaging Fair)」 

3. 返抵臺北桃園機場 

肆、訪查交流內容 

一、參加「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HKTDC Hong Kong Gifts & Premium 

Fair)」 

(一)展期：105 年 4月 27日至 30 日 

(二)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 

(三)展覽簡介：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今年邁入第 31屆，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在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展會設有「卓越廊」、「精品薈萃」、「創藝廊」等主題

展館展示知名禮品及設計品牌，以及香港出口商會設立的「美容產品及配

件」、「陶瓷禮品」、「綠色禮品」、「遠足及露營用品」，及「科技禮品」

等特色展館展示在地原創的潮流產品；此外，今年更新增「獎杯及獎牌」、

「環保購物袋」、「照相及相機配件區」、「藝術及手作禮品」等相關精品、

用具和材料等專區，向業界展示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商品及香港企業的

創新意念和原創設計，藉著一站式的國際展貿平台發掘更多商機。 

(四)客家主題館規劃 

1.展覽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F卓越廊）  

2.展攤面積：54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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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kka Affairs Council  Booth No：展位號碼3D-C24 (下圖紅框處為本會

攤位位置) 

 

4. 本會攤位平面配置圖：

 

5. 專區設計概念： 

    以「Hakka TAIWAN臺灣客家」

品牌標章及好客氛圍，代表來自臺

灣的好禮，結合客家紅粄元素及客

家文化意象布料圖騰為設計主軸，代表歡喜將客家特色商品導入香港市場

的喜氣及繽紛，展區以開放式空間規劃，巧妙融入特色商品展示，動線順

暢，讓整館接觸面達到最大化，利於服務人員推薦客家精品。另為演繹客

家的好客精神及吸引買家駐足洽談，現場特別規劃以東方美人茶與客家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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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進行奉茶，並透過抽籤小遊戲與現場買家互動，讓訪客更深刻的客家文

化體驗與感受。 

(1) 3D圖示： 

A.主題牆面以揭開禮物盒及繫上紅粄標籤為概念，呼應主題視覺，

並以多媒體呈現客家品牌精神，帶出首選商品 。                    

 

B.櫥窗展櫃將展品與客家花布交錯，增加商品展示變化性並增加商

品與買家之觸及率。 

 

 

 

 

 

 

C.在區域規劃設置服務台產品陳列區與交易洽談區。 

  

(2) 30項特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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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挑選30件「Hakka  TAIWAN臺灣客家」具市場性及外銷潛力之

客家特色商品，如富含客家工藝技巧的藍染飾品與珠寶精工、具傳統精

緻工藝的紙傘、漆器、客家竹簍杯盤禮盒組，以及標榜手作天然無害的

手工皂禮盒等多樣好客好禮，除產品優質外，其背後均隱含豐富的客家

傳統文化精神及故事，其中並有5項商品為青年創業家設計製作，展品巧

妙地融合客家文化，讓文化與創意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也強化客家產

業同時具有年輕化的一面。 

編號 店家/品名 產品圖片 產品簡介 

1 

舫舫精品

(基源電器

行)- 

細妹仔陶瓷

杯  

運用客家元素結合手繪創

作，將客家風情融入手工陶

瓷杯及特色服飾上，呈現人

文自然的獨特性，以傳遞客

家文化。 

2 

駿翔實業有

限公司-桌

旗 

 

結合客家桐花意象，開發生

產桐花布商品，藉由布面上

盛開花朵，傳遞客家的豐富

與熱情給世界朋友。 

3 

愛嘉企業商

行-茶配堅

果禮盒 

 
 

低溫烘焙的堅果加入擂茶

中，保留更多好的堅果營養

元素，讓消費者吃得元氣滿

滿。 

4 

達能工作室

-客家媽媽

的手工皂 

 
 

客家媽媽們使用自然農法

種植的香草植物，製成天然

植萃手工皂，滋潤修護肌

膚，放鬆心情。 

5 

艸禾行銷文

化創意工作

室-富貴圓

滿牡丹對杯 

 
 

將蝴蝶及桐花結合代表「永

結同心」，再加上牡丹花的

富貴及祝福象徵，展現客家

的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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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品名 產品圖片 產品簡介 

6 

麗揚工作室

- 

客家公仔 

 

公仔的客家話為「人公

仔」，穿上大襟衫桐花服飾

的男孩稱「細徠仔」、女孩

子稱「細妹仔」，及客家人

信仰的「伯公」Q 版公仔。 

7 

琉戀璃品手

創工房- 

Hakka 桐花

手環、項

鍊、娃娃 
 

將客家山城、藍染、柿染等

元素運用於各種琉璃書籤

及手環藝術作品。 

8 

璞鈺商行- 

臻饌擂茶 

 

 

以茶葉及五穀雜糧為主要

成分，可充飢解渴保健，是

客家人招待貴賓的茶點，而

節能包系列擂茶，更以經濟

實惠的方式包裝，送禮自用

兩相宜。 

9 
峨眉茶行- 

東方美人茶 

 

超過百年的老茶行，從採

收、製作到烘焙都經過專業

的品質控管，東方美人茶有

琥珀色的明亮潤澤感，帶有

熟果及蜂蜜的茶香，甘冽清

醇，入口喉韻更回甘。 

10 

安心商行- 

黃金海梨香

酥禮盒 

 
 

新竹縣芎林鄉有「海梨柑故

鄉」之美譽，研發出深受好

評的「海梨酥」，具有天然、

健康、幸福概念，是在地知

名伴手禮。 

11 

果時生活事

業有限公司

-醬醬屋果

醬伴手禮 

 
 

「醬醬屋果醬伴手禮」以新

竹當地盛產的酸桔，長時間

與冰糖細細熬煮，做成酸甜

可口的酸桔果醬，每一口都

是幸福滋味。 

12 

拾藝設計工

作室- 

客家創意陶

瓷器皿設計 

 
 

「采頭」意味著作物的賀彩

與土地的多元共生，是土地

給予人們最衷心的祝福，團

聚花盤組設計，以心繫家人

的團聚來思考，以一道道刮

痕及花瓣成形，呈現團聚花

現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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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品名 產品圖片 產品簡介 

13 

桐境仙峰有

限公司-客

家竹簍杯 

 
 

以特殊陶瓷編織技術製

造，看似鏤空編織卻又能盛

裝飲品陶瓷，及具高質感和

濃濃客家特色的杯盤組，在

品茗或品嘗咖啡時，能體驗

竹簍杯的優雅與樂趣。 

14 

卓也小屋手

工坊-藍醺

羊毛手染披

肩 
 

將農業的生產、生態與生活

精神，落實於植物藍染創作

裡為核心的思維裡。除提供

以五蔬、五穀、五果，配合

五行的養生料理外，更以｢

取之自然，回歸自然，尊重

並與大地共存｣的理念，設

計｢藍醺羊毛手染披肩｣等

生活藍染製品。 

15 

寶島燻樟實

業社-寶島

燻油手工皂

禮盒組、樟

腦砂 
 

早寶島燻樟家族自日治時

期即開始從事製樟行業，至

今仍遵古法製樟，產品堅持

天然手工，深受消費者喜

愛。 

16 

盛鐸電商文

創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原

生牛樟精油

巧雕樹輪皂 
 

藉由精煉技術淬取出高純

度「牛樟精油」，結合在地

生產的天然皂塊，以牛樟樹

樹輪形狀呈現的皂型，香氣

柔和，兼具基礎清潔與深層

保養。 

17 

財團法人水

源地文教基

金會-藍染

手札、藍染

領帶、藍染

餐墊 組   

在藍香園區中，栽種大量藍

染及香草植物，以藍染、夾

染、紮染、蠟染等方法完成

「藍染手札」，創作別具個

人特色的藍染作品。 

18 

旭利興有限

公司-桐花

小夜燈 

 
 

將客家特色意象之桐花圖

案融入家居照明小夜燈，並

且透過包裝材質的選搭設

計，讓小夜燈包裝盒可變身

成小置物盒，不僅符合環保

概念，更能透過功能性之延

伸，讓客家特色持續長久。 



 9 

編號 店家/品名 產品圖片 產品簡介 

19 

森花雪實業

社-芳香包 

 

 

以創意妝品為引，運用花的

美形與芬芳，將花果芬芳從

農產品提升為生活福品，藉

以行銷東勢客家梨庄，梨花

晴雪、梨果快福的創意生活

用品。 

20 

秀裕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恁靚桐花

傘 
 

使用科技材料取代傳統竹

木做為骨架，加上特殊工法

將桐花雨落的瞬間美感，立

體呈現於傘布上，轉動時，

有看似桐花於傘面飛舞的

錯覺，容易開收，是時尚的

流行配件。 

21 

旺達自然農

法商行-經

典紅茶牛軋

糖 

 
 

「以茶敬客、以茶會友；以

茶為禮、以茶敘情」是客家

文化的重要表徵，研發的新

飲食茶食－「經典紅茶牛軋

糖」，與茶搭配更能品味出

客家的文創氣息與家鄉味。 

22 

南投縣國姓

鄉石門社區

發展協會

(樸藝工坊)-

絲巾、植物

染配件禮盒   

承襲客家老祖宗的智慧，由

一群社區媽媽用樸實的雙

手，採用天然植物染料染製

衣飾與配件，將大自然的生

命藝術，精彩巧妙呈現，不

僅使用舒適、安心，更用行

動愛護大地。 

23 

南投縣生活

重建協會-

桐花紋果物

淺盤、點心

盤、果子

盒、茶盤、

筆筒  
 

南投當地一群熱愛漆器的

文化工作者，以山林間的繽

紛桐花，展現大地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重現漆器的精美

文化。 

24 

廣德興-紙

傘及燈飾系

列產品 

 
 

紙傘在客家習俗中，意涵團

圓之意，因「紙」與「子」

諧音，而「傘」字中有四人，

更象徵多子多孫，故客家人

大多以紙傘作嫁妝，廣德興

為美濃老字號紙傘店，堅持

用手工技藝來呈現客家的

文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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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品名 產品圖片 產品簡介 

25 

翼想天開創

意設計工坊

-客家特色

珠寶金工商

品  

  

以花東玉石質樸素材與金

工設計，呈現金屬工藝、手

工彩繪、手刻章等綜合創

作，讓大家可以看見來自後

山樂園的感動作品。 

26 

杉林葫蘆藝

術創意有限

公司-夜合

小夜燈、富

貴福祿 
 

杉林葫蘆工藝行以字、畫、

刀工及創作等面向，在葫蘆

藝術創作上呈現客家文化

之美，並藉此將葫蘆創作延

伸至葫蘆種植及葫蘆美食

等，以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27 

山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莫拉克之

光客家系列

-檯燈、掛燈 

  

山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

創造就業機會與重振莫拉

克風災區經濟，委託重建區

鄉親代工製作 LED 文創燈

「莫拉克之光」，象徵莫拉

克風災重建區住民們的重

生曙光，工藝造型精美且輕

便，贈禮自用皆適宜。 

28 

沉香王農業

開發有限公

司-沉香御

用頂級手工

皂 

  

沉香之香氣為融合動植物

的龍涎香，至今仍無法用化

學原料調配，其香味持久，

味道變化萬千，現更以沉香

葉、沉香籽油、沉香精油、

珍珠粉、草藥、花草類、絲

瓜水等 20 幾種天然素材渲

染，研發出世界第一塊沉香

御用藝術手工皂。 

29 

耕心行-酵

素狗餅乾  

 

 

耕心行位於屏東六堆，農場

種植許多有機農作物，每天

將採收的神秘果自行加

工、釀製為水果酵素，並開

發天然寵物食品，其營養成

分通過過敏檢測標準，確保

產品對寵物食用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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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店家/品名 產品圖片 產品簡介 

30 

玉印霞飛手

作坊-昌黎

硯、客家風

背袋 

 

昌黎硯以具備形、質、色條

件之鐵丸石製作而成，石皮

部分天然成形的圖騰深具

藝術之美，內質溫潤，硬度

5-6 度遇水不乾，研磨帶

蠟、書寫流暢，昌黎硯宜

用、宜賞、宜藏。 

 

         6. 多媒體放映區：以本會輔導之「典樸客藝」、「客風生活」、「客食饗宴」

等3 大類商品及本次參展之30 項客家特色商品簡介結合客家音樂輪播，以

傳遞臺灣客家特色商品通路標章品牌形象。 

  

7. 融入客家文化之展中活動： 

為提升買家駐足展館及參與熱度，辦理下列活動： 

(1) 好客奉茶：邀請參觀買家至服務台投入名  

片，可獲得一杯好客奉茶(現場備東方美人

茶及紅茶牛軋糖)。接待人員以客語及中、

英文介紹東方美人茶的由來、風味等，並進

一步解說客家特色商品文化。 

(2) 洽談禮：完成洽談的買家可參與抽籤活動並換取以本會客家文化意象布

料開發之洽談禮。 

好客舒眠組 護照收納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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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展會文宣品 

有產品資訊DM摺頁，供展場4位具英語、華語、客語及粵語表達能力的接

待服務人員，介紹產品之參考，並透過，邀請函、專業期刊廣告、網頁宣

傳及媒體報導等進行行銷。 

（1）DM(中、英文版產品資訊)  

 

 

 

 

 

 

 

 

 

（2）EDM                         （3）開幕邀請卡 

 

 

 

 

 

（4）大會廣告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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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展紀錄 

1.4月 26日展區場布會勘：  

依據主辦單位的進（退）場時間規定，掌握

客家主題館在軟硬體工程、配電、美工、展位施

作、商品陳列及人員訓練、工作分配等工作進度，

經本會考察人員會勘及審視確認，以確保 4月 27日主題館開幕式及 4天展期

順利圓滿。  

2.4月 27日客家主題館開幕式 

(1) 上午 9時 30分 客家主題館開展準備，再次確認各項展品、接待人員

及禮品已定位。 

(2) 上午 10時 30分正式開幕，由本會產業經濟處吳處長克能代表致詞，

並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商務組陳主任愛蘭及香港貿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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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局展覽事務伍高級經理卓凡等人共同剪綵，現場並有香港臺灣客屬

同鄉會、香港客屬社團首長聯誼會、港澳臺灣同鄉會等計 30餘位貴賓

共同參與。 

(3) 吳處長克能致詞摘要：代表本會歡迎所有的貴賓蒞臨客家主題館的開

幕典禮，在臺灣，政府對客家族群文化權益的照顧不遺餘力，不僅有

專責機關，更制定了全世界第一部的客家基本法，政策方向涵蓋了客

家語言、文化、傳播及產業等，雖然產業起步較晚，但 4年多來在政

府及民間齊心努力下，客家產業知名度大開，「Hakka TAIWAN 臺灣客

家」就是本會的一項驕傲的成績，是為了協助微型的客家產業發展所

設立的一個聯合品牌，目前輔導完成的家數有 590家、905項商品，

內容包含食品、手工藝品及生活用品 3 大類，產品特色就是「好客」，

具有「Hospitality」熱情接待客人及發展「High quality hakka」優

質客家的意涵，為了協助業者拓展國際市場，本會曾經到法國、德國、

日本參加各項消費品、禮品及贈品展。此次參加香港展會，也希望在

香港的客家鄉親們能感受與體會客家的蛻變成長，並透過貴賓們的宣

傳及協助下，將臺灣客家的品牌推向國際，讓客家文化能發揚光大。 

 

               

         本會產業經濟處吳處長克能(右三)與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商務組陳主任愛蘭(左三)、 

      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事務伍高級經理卓凡(右 

   二)，以及香港客屬社團首長聯誼會理事長黎 

        國威(左二)、外貿協會香港辦事處孫主任至誠 

      (左一)、香港臺灣客屬同鄉會楊副理事長繼聖  

      (右一)等貴賓一同為客家館剪綵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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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產業經濟處吳處長致詞                     與現場參與貴賓合影 

3、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產品發布及推廣會：     

(1)  時間：105 年 4 月 27 日，下午 2時至 2時 20分 

(2)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1樓 

(3)  型態：於人潮往來熱絡之處辦理產品發布及推廣會，由大會主持人說

明發布會主題，請買家與參觀者自由入座，參展業者透過電視螢幕以

PPT/影片播放方式進行簡報10-20分鐘，內容以品牌特色及商品推薦為

主。 

(4)  目的：為提升觀展者對展品及本會形象的認識，特於展期中辦理產品

發布及商品促銷活動，簡報過程中穿插問答互動，以加深商品內容的

印象，並準備30份禮品兌換券，以吸引買家至本會攤位參觀及兌換限

量贈品，有效宣傳及推廣，並促進後續交易機會。 

 

       4、展會紀錄與回響：經記錄洽談及問卷統計後，有助本會了解企業買主的採 

          購觀點、喜好與動機，以掌握客家特色商品經貿之新契機，謹摘要如下：           

(1) 商品詢問：此次會展詢問度較高之商品類別，以工藝品最受青睞，其 

次是陶瓷、玻璃用品，個人及健康禮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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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訪客綜合意見： 

A. 認為客家產品故事和特色具有吸引力和感動力，若業者能親自到展

會介紹，更具有親近性；並建議在海外設點或有知名代理商行銷，

將可增加更多的商機。 

B. 客家花布非常精美，用來包裝產品更能呈現商品的獨特性。 

C. 提供洽談的點心飲品(海梨香酥和擂茶) ，口感特別且搭配的很

好，建議可提供臺灣更多優良的食品參展，在食品原料與製程等項

目標示是否為有機或純天然產品，並提供相關文件認證，提升採買

者的採購信心。 

D. 建議現場商品標示為大量採購或小量採購之價格，供採購者參考。 

 

 

 

 

 

二、拜會「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主辦單位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 

 （一）時間：105年 4月 27日下午 2時 30分 

 （二）地點：香港貿易發展局伍高級經理卓凡辦公室 

 （三）目的：為了解香港禮品及贈品展策展情形，針對策展規劃、授權商品與科技運用、  

            行銷策略及對臺灣參展之建議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流。 

 （四）訪談摘要： 

伍高級經理表示，本次展覽係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以下簡稱香港貿發局)主辦、

香港出口商會協辦，是全球業界重要的採購和推廣平台，吸引來自 35個國家及地區

約 4,300多家參展廠商，有來自中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義大利及印尼等國及臺

灣廠商。對於參展業者及專業買主分別提供多項服務，包括辦理多場產品推廣及發

布會、專題研討會、買家論壇及其他附帶活動來配合展覽會，活動主題從禮品及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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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行業零售新趨勢到跨境電子商貿策略都有；另外，透過產品雜誌、研究報告及網

上平台等，發布最新的市場潮流和產品資訊等，藉此增強參展業者和採購商之間的

商業配對機會;同時在禮品展期間，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辦第 11屆香港國際印刷及

包裝展，以吸引更多參觀人潮，並安排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及推薦住宿優惠，以發揮

協同效應。 

近年來，因禮品及贈品行業的消費行為逐漸改變，對原創設計、特色亮點及材

質、環保等非常重視，加上新科技發展亦帶來不少新的挑戰。因此，大會對於策展

主題及特色亮點的尋找也積極地審慎評估與調整，以因應市場潮流的變化，加強貿

商交流及商業聯繫，以促進國際經濟的互動，締造更好的長期合作關係。 

另外，香港貿發局對會展的授權商品、商品著作權保護和引進律師協助爭議處

理有一定的規範及機制，因參展品項眾多，開展前會要求廠商提供照片、商標、專

利設計等相關證明文件，若有投訴或檢舉侵權事件發生時，則由大會專業律師進行

整體審查與調查，經查證屬實將予以處罰及禁權處理，以保護參展商及買家的權益。 

為因應海外買家以「小批量」及分批訂貨的策略，來減低倉儲費用和機動順應

市場趨向，香港貿發局於 2014 年底設立小訂單線上交易平台，採 B2B 和 B2C 模式

經營管理，每筆交易訂購數量最少只需 5 件，最多可達 1,000 件，採線上交易支付

方式，還特設阿聯酋專區，部分産品最低訂貨量只需１件，以開擴客源。同時也透

過「貿發網」專頁、電子版與流動程式版及產品雜誌、廣告等，協助買家、供應商

及業界間互動交流，期待引進更多創新方法和科技融入展覽活動，以促進貿易締造

商機。 

此次臺灣展團有本會、禮品公會、工業技

術研究院前來共襄盛舉，大家看到客家主題館

的設計眼睛都為之一亮，加上商品的特色及故

事性，更讓人感受到臺灣客家商品的獨特魅

力，這是能走向國際化的關鍵因素，非常期待

未來能有機會看到有更多更好的產品再來香港展示交流。 

http://www.hktdc.com/mis/pm/tc/HKTDC-Product-Magazines--TC-.html
http://research.hktdc.com/tc/
http://www.hktdc.com/tc/
http://www.hktdc.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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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科技不斷進步及面臨全球產業的快速消長，為開拓市場及提升更好的競爭

力，建議臺灣應異業結盟、同業整合分工及行銷，並重視創意設計及環保議題，朝

多角化市場布局及提供服務，相信客家品牌一定能在國際市場綻放光彩。 

（五）「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展會實況與成果 

1.辦理單位：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香港出口商會協辦、贊助機構有香港工業 

  總會、香港總商會、香港中華總商會、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印度商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等。主要係推動香港原創設計及自家品牌產 

  品，及協助企業及中小企業拓展內地及海外市場，建立整合會展資源及服務。 

2. 展場地點：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外館造型酷似     

海鷗展翅，象徵香港的經濟穩定發展，為香港貿

易發展局擁有，公共運輸便利，展覽面積為

66,065平方公尺，號稱是世界最大型的禮品展，

每年均吸引來自全球各地的專門業者及專業買

主參與，只供 18 歲以上或業內人士參觀，一般

民眾需購票入場（入場費 100 港元），參展商則

以工作證 QR code 二維條碼快速入場，為發揮展

場協同效果，主辦單位同期舉行「香港禮品及贈

品展」和「印刷及包裝展」，除提供兩場展地交

通免費接駁外，更與周邊旅館及店家辦理各項優

惠，以締造更多商機及服務。 

3. 展場設施：大會提供的（標準展台/特級展台） 

設施包括圍板、公司名牌、桌子、椅子、陳列架、地櫃、聚光燈及地毯等及 WIFI、

供水；如需額外設施，如電話、陳列設施、視聽器材等所有費用必須另外繳付。 

4. 展區規劃：有「卓越廊」，展示最新的精緻禮品設計系列。「精品薈萃」，為 

國際優質精品及暢銷禮品，以及「創藝廊」呈現香港嶄新的創意和潮流時尚產

品。另有「高級禮品」區，主要為生活精品，包括銀器、珠寶禮品、瓷器、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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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及雪茄盒等。「科技禮品」為 3C用品，例如高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配件及

其他創意電子產品等。「特色產品專區」則展現環保和綠色元素禮品、美容保

健禮品、個人創意和手作用具禮品等。 

5. 會展行銷：展期間舉辦多場論壇及研討會，探討禮品及贈品行業的消費行為變 

化及挑戰，以及行業零售跨境電子商貿策略等，並在大會場地 1樓辦理產品推

廣及發布交流，讓參展商把握機會進行推廣，且出席買家亦可以仔細觀摩產

品，了解市場新發展，以增強商業配對機會；並透過產品雜誌、研究報告以及

網上平台，發布最新的市場和產品資訊。 

6. 資訊服務：辦理市場推廣服務，提供展商在廣告、品牌形象、公關、企業傳訊， 

市場研究調查等顧問諮詢及籌辦、文稿撰寫、尋找贊助及管理等相關服務。且

會提供參展商在大會刊物露出廣告及在相關產品雜誌特刊，將活動訊息傳遞給

全球 200多個國家及地區約 500萬名買家，現場設置電子版及流動程式版（於

App Store或 Google Play搜尋"HKTDC"下載），供買家查詢及選擇相關商品資

訊。建置專屬網站、FB社群及成立 Small Orders「貿發網小批量採購」網上

交易平台，以「單密量小」採購模式，為買家提供 5至 1,000 件的採購物件選

擇；所有在「貿發網小批量採購」進行銷售的供應商均必須是「貿發網」的核

實供應商，提供買家採購的信任與安心，以協助買賣雙方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供應商在「我的 HKTDC」自助操作後臺，可以自行管理「貿發網」上自己公司

的專頁，從「上載產品／服務資料」，查閱買家採購情形，依訂貨量安排貨運

及管理訂單。當買家有確認訂單時，會主動收到出貨商的電郵通知，由供應商

自行制定退貨或退款條款說明，以減少採購紛爭。 

    數位科技可以強化展場內的互動服務，提供智慧化的

體驗、增進商機及節省開支，雖然開發專屬 APP串聯實體

通路與網購平台，設置 iBeacon作為商場導航、導購服務

及大數據分析是未來科技趨勢，但因展場面積龐大，加上

初創企業、小型公司虛實整合資訊技術尚缺，以及不少企

http://www.hktdc.com/mis/pm/tc/HKTDC-Product-Magazines--TC-.html
http://research.hktdc.com/tc/
http://www.hktdc.com/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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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依然抗拒與第三方共享高度敏感的商業數據，引此雲端科技目前並未在展場

全面建置及服務。 

7. 展會成果：依據香港貿發局統計 4天展期資料，共計有 35個國家及地區的 4,312   

家參展商參與，吸引超過 4萬 9,500名來自 132個國家及地區的買家，最大買

家來源地為中國內地、臺灣、美國、日本、韓國、澳洲、英國、印度、德國及

馬來西亞。在展場內抽樣訪問 920名參展商及買家，以了解他們對行業前景的

看法及對產品潮流的預期。有近半受訪者預期今年產品的整體銷售持平，而最

多受訪者認為禮品行業的產品潮流以裝飾禮

品、人偶或玩偶增長潛力最大，其次是科技產

品、宣傳禮品及贈品;在產品特性方面，業界

普遍認為消費者最重視產品的實用性及質

素，其次是價格及外觀設計，禮品展的「小批

量採購專區」，4天展期締造了 2萬 3,000個貿易聯繫，獲得國外買主、參展者

及媒體肯定是亞洲前景最佳的亮點會展。 

三、訪查PMQ元創方創意中心及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一) PMQ元創方創意中心(Police  

Married Quarters) 

1.時間：105年4月26日晚上7時30分 

2.地點：香港中環鴨巴甸街35號 

3.簡介：西元1889年PMQ原為中央書院，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嚴重破壞，於西元

1951年改建為香港已婚警察宿舍；西元

2014年「PMQ元創方」成為香港創意中心，

是歷史建築活化的文創新景點，總樓面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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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1.8萬平方公尺，已成為香港設計創意人才創業的資源空間與銷售平台，內容

涵蓋文創設計工作室及店鋪、休閒美食及藝

文展覽、活動演出等。 

4. 訪查說明：PMQ元創方位在香港繁華的上環

地段，分為AB兩棟各高六層，在4樓平台設有

空中花園作為休憩及通道，場內通道均屬無

障礙設計，在連接各台階的梯級上保存著巨型大樹所包覆的擋土牆、牆角石、

花崗岩石軸及基座，是當時中央書院的遺跡之一，目的

在讓居民及遊客了解當時的歷史遺跡，以及所用之建築

物料與建造風格特色。元創方裏設有多個創意工作室及

期間限定店，一般營業時間為下午1時至晚上8時，參觀

民眾可以親眼看到設計者的原創樣貌、製作的材料與生

活態度，尤其香港設計中心(HKDC)展示的香港新銳設計

者的作品，非常具有「香港概念」，包括運用在地語言、  花崗石台階及毛石牆、大樹 

詩句與語詞的傘面設計、環保袋，

將在地報紙、雜誌等經特殊防水處

理後製的環保手工錢包和皮夾…

等，將創意轉化為商機，讓設計師

及創作家向各界推廣在地創意及

設計的精神。元創方亦設有複合餐

飲店，供年輕人聚會休憩、表演，整棟建築物經重新改造後，成為民眾休閒、

體驗及欣賞藝文展演的熱門場

地。               

 

http://www.pmq.org.hk/studios-shops/highlight/?lang=ch
http://www.pmq.org.hk/studios-shops/highlight/?lang=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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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視覺藝術中心 

1.時間：105年4月27日下午4時30分 

2.地點：香港中區堅尼地道7A  

3.簡介：香港視覺藝術中心是由「卡素

樓CASSELS」改建而成，定期舉辦各種

藝術課程、展覽及講座等活動，是一

所讓視覺藝術家互相觀摩學習交流創

作發展的地方。 

4.訪查說明：香港視覺藝術中心（Hong 

Kong Visual Arts Centre）建築物的

外型為「大階梯」造型，加上現代化的金屬支架與玻璃帷幕，兼具傳統與現代

風格，展覽內容有繪畫、攝影、彩繪及塑像等，為愛好藝術工作者及新一代藝

術家提供一個專業藝術研習場所及展示藝術才華

的平台;展館設有多用途工作室、專業教室及演講

廳，會定期邀請藝術專家學者們開講，分享其涉

獵的藝術範疇和議題，或透過藝術科技的虛擬與

真實，讓親子、青少年及社區居民有嶄新的體驗

及感官的享受，增進對藝術了解及欣賞的興趣，以延續及反映所在之地的文化

特質與藝術氛圍。 

 

四、參訪上窰民俗文物館、三棟屋博物館及羅屋民俗館 

（一）上窰民俗文物館 

1.時間：105年4月28日上午8時30分           

2.地點：香港西貢北潭涌自然教育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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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簡介：西元19世紀末，原籍港東省保安縣黃草嶺的黃姓客家族人，來到香港西

貢北潭涌的一處名為「過路廊」的交

通要道開設小店，為興家立業，在上

窰興建一座小村名為上窰村，總面積

約500平方公尺，建於高約200公尺高

的平台上，以避免潮汐漲淹之苦，及           上窰碼頭 

加強防禦之用，當時除靠漁農維生

外，也因鄰近西貢海，珊瑚石藏量豐

富，故在路旁興建石灰窯從事傳統手

工業燒製石灰、磚瓦，作為建築屋舍

材料。後來水泥業興起，燒窰業漸走

下坡，西元1950年後村民為求生計，

紛紛往香港市區及海外謀生，直至西

元1960年全村廢置。西元1981年香港

政府將上窰村及鄰之灰窰訂為法定

古蹟，於西元1984年開放參觀，保存

客家農村生活樣貌及展示客家農具

及家庭用品。 

4. 訪查說明：上窰民俗文物館，周邊矗立各

式動植物標示，以讓訪客了解此處的生態環境。全館以房舍、更樓、豬舍、牛

欄、敞闊的曬坪和其他附設的建築結構為主題，陳列各種客家農具和家庭用

品，以重現昔日上窰鄉村風貌。為避免客家夥房、客家文化景觀的消失，香港

政府透過收藏、保存、展示與研究，再現客家文化風貌。展館以歷史人文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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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特色和影像等方式，將200多年來客家先民遷居香港發展的歷史縮影、

常民生活傳統文化及生態重建和再現，其展覽和自然景觀的呈現方式，凝聚了

遊客與土地的共同記憶，讓參觀民眾實際感受客庄早期生活樣貌與文化之美，

是一處大人小孩都喜歡的文化景點。我們到訪時適逢有香港國小學生參訪，看

到小朋友在一個歷史、美感的環境裡面，探索先民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讓不同

族群及年輕世代能夠重新認識客家文化及產生新的想像與詮釋，建構與傳承新

世代的記憶，是族群文化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一)三棟屋博物館 

1. 時間：105年4月28日下午2時30分 

2. 地點：新界荃灣古屋里2號 

3. 簡介：三棟屋是香港新界地區典型的客家圍

村，於西元18世紀由陳姓族人興建，西元

1981年香港政府根據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

將三棟屋列為法定古蹟並修建為博物館，由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管轄，館址約2,000

平方公尺，設有展覽廳、接待室、介紹室、

演講廳和辦公室，展出古老的家具、手工藝

品、農具和客家人的日用品等，並開放參觀。 

4. 訪查說明：三棟屋

座落在現代化城市

中，其建築特色是

四四方方，左右十

分對稱，有橫屋（左

尊右卑）、長房（左側正間）、走廊和天井，以及門神、

瓦擋（用來擋瓦的圓形或半圓形裝飾）、曬穀場、大

樹下的伯公、石台階等，中廳屋頂燈樑懸有色彩亮麗的平安燈，象徵祖先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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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子孫宅第出入平安，特別是在進入房舍入口右邊的小角落，有一矮牆隔間

是洗澡間，屋頂上的陽光透進，可以避免潮濕及節省電

源。裡面的獨立展館（一廰兩房）展示四季的主題圖版

及客家生活擺設和農村用具，例如：廚房灶火、食具、

寢具、衣櫃、手搖殼風櫃、提籃、秧鏟、禾笿、牛軛等，

讓參觀的人能了解荃灣的蛻變過程及發展特色，以及陳

氏家族離鄉背井最後落葉歸根的情懷；並藉由這幢客家

古蹟作為平台，推廣列入香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括香港的黃大仙

信俗會、全真道堂科儀、古琴藝術音樂、粵劇、涼茶、盂蘭盛會、大澳端午龍

舟遊涌以及長洲太平清醮、大坑舞火龍、西貢坑口客家舞麒麟等民間風俗，其

中大坑舞火龍與臺灣客家節慶「三義雲火龍」在編製、意涵及儀式上皆有異曲

同工之妙，香港火龍紮作已有130多年歷史，係以珍珠草(又稱米仔草)加上籐條

與鐵線紮作而成，上頭插著「長壽香」 (約45公分)祈福，臺灣「雲火龍」則以

稻草結繩、稻桿及竹片編織而成草龍，龍身插滿香枝，香火如雲稱之為「雲火

龍」，都具有防疫驅邪、祈求平安之意，及傳承客家文化的精神。 

 

 

(二)羅屋民俗館（Law Uk Folk Museum） 

1. 時間：105年4月29日上午9時 

2. 地點：香港島柴灣吉勝街14號 

3. 簡介：羅屋建於西元18世紀，戶主為姓羅的

客家人，故名「羅屋」，面積約120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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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柴灣一帶僅存的古村屋，為香港法定古蹟。館內主要介紹柴灣及羅屋的歷史

和特色，西元1990年1月19日正式對外開放。 

4. 訪查說明：羅屋雖被周圍的大廈和工廠包圍著，但因與茂密的大樹、涼亭和花

圃的斜坡公園融合成一處，整體周邊環境

讓人覺得舒適和幽靜，其建築形制不大且

經過粉飾，為了防盜，窗戶不多，為三間

兩廊式的客家民宅，廳外與大門之間有用

作採光及透氣的天井，廚房裡有灶神且擺

放著蒸籠、碗筷等，以及陳列客家人昔日

的生活用品及農具，門外有圍牆圍著一片

禾坪用做晾衣服和曬穀的地方，反映出客

家人的樸素和刻苦生活方式，以及羅屋所

經歷的歲月痕跡，是柴灣目前碩果僅存的

一座約200多年歷史的客家古村屋。 

                            擔運禾秧的鐵絲用具             

 

五、2016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Printing & Packaging Fair) 

（一）展期：105年4月27日至30日 

（二）地點：亞洲國際博覽館(香港赤鱲角機場旁 

（三）展覽簡介：今年為第11屆，展覽面積約8,880 平方公尺，有420家廠商參展，包括

中國大陸、香港、臺灣、越南和印尼業者，專為買家提供一站式的包裝及印刷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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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主要展品類別有印刷及包裝服務，食品及飲料包裝方案，印刷耗材及包裝材

料，高級包裝及印刷專區，包裝設備及系統，數碼印刷設備及綜合包裝方案等（今

年擴大綠色印刷及包裝方案展區），向買家介紹最新產品及各種印刷解決方案。 

 

     防偽二維碼特殊印刷           特殊印墨及複合材質印刷               紙製包裝印刷 

 

（四）訪查說明：印刷及包裝展，主要是展示參展企業推出的最     

      新印刷技術及設備，並提供所有業者未來在印刷技術及工

業發展方向的參考，以便掌握產業市場脈動及未來技術的

發展趨勢，展示內容有一般（凸版、平版、凹版及網版及

特殊物料）之印前及印後加工處理系統及現代各式彩色噴

墨、鐳射印表機數位無版印刷機、3D列印印刷設備，以及

檢測儀器儀錶等其他相關配套器材；在印刷版材上有油

墨、紙張、塑膠袋、熱縮膜、容器及廣告製物等，這次展

會中有幾個引人注意的特點，包括以不同厚度牛皮紙製的

紙扭繩手提袋，在沒有經過裱膠防水處理，即可承載約50

公斤重物，不僅減少成本又符合環保意識；以及3D實體列

印結合噴墨印刷，透過電腦軟體建模逐層列印，可以快速

的製造少量和較低成本的零件、客製化偶像產品，改變了

傳統塑模製造的理念和方式，還有不需底片輸出與製作燙      3D列印印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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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鋅版的無版燙金機，減少印製時電解廢液和廢渣的產生，以及不需要特殊紙張或

需預先塗布處理的印刷油墨，都降低製版過程的感光沖洗液及印刷油墨排放，成為

綠色印刷趨勢，還有廣告用的數碼印刷機(數位印刷)與電腦軟體結合，不需要製版、

人工分色，可在各種材質上印刷和使用特殊色，不僅節省人力成本更可減少運作時

間和汙染，已逐漸取代傳統印刷技術，符合世界環境保護潮流趨勢，綠色產品及綠

色相框包裝印刷將成為企業品牌形象提升及競爭的實力體現。  

 

伍、心得與建議 

    香港腹地不大，卻擁有自然景點及維多利亞港等美景，是一個傳統與現代、庶民

與時尚、東方與西方並存且共融的城市，也促使香港在地的人、文、地、產、景相互

依存的產業得以蓬勃發展，尤其香港有先進的交通網絡，餐飲、購物、觀光和娛樂設

施妥善完備，更憑藉著會議展覽產業的興盛，在政府與民間積極合作下，吸引更多外

資進入投資，不僅就業機會增加，亦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此次參加「2016香港禮品及

贈品展」展會，拜會香港貿發局、參訪香港元創中心與博物館等之經歷及所見，對未

來推動客家產業發展的策略擬訂及文化保存推動方向，謹提出以下建議：  

一、政府應重視展覽產業發展、提高國際能見度 

    國際性展覽已成為一種普遍的行銷媒介與溝通平台，成功的展覽，可以創造市場

無限商機，政府應掌握全球市場脈動，根據不同預算和商品的要求，朝向更專業化、

精緻化地推廣臺灣品牌，增進商業媒合契機。「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在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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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及創新服務下，讓其躍升為全球最大的禮品展會，相關策展經驗可提供本會

每2年辦理一次之「臺灣客家產業博覽會」參考，未來可考量除由原一般消費者為參

觀對象，擴大至吸引專業買家參觀採買，協同廠商參展，親自解說，增加環保、有機、

綠色消費作為商品特色，以提升客家特色產業之國際能見度。 

二、運用嶄新科技，創造客家產業新契機 

     運用科技創新技術，是未來產業發展的趨勢，不管是針對產品的開發、包裝及活

動宣傳等面向，都是本會在推動客家特色產業精進的目標。本次參觀香港禮贈品展，

該展為強化場內互動服務，開發專屬App成功串連實體通路及網購平台，有效地增進

商機及節省實體文宣製作成本，未來本會針對展會等相關行銷推廣活動時，亦可結合

不同的科技技術，如利用網際網路、社群媒體或運用ibeacon，使消費者在諾大的展

區中能快速接收到產品訊息的推播，並有效達到產品促銷。另針對產品包裝方面，可

吸取香港國際印刷及包裝展經驗，針對本會輔導客家特色商品業者灌輸包裝材質新觀

念，以符合世界環境保護潮流，使用綠色包裝以提升品牌形象。同時打造輕鬆便利又

智慧的消費新體驗，提升客家特色商創新優質服務。 

三、盤點客家文化元素，提升客家文創商品競爭力 

    在過去，客家產業範圍主要以客家文化生活為核心所產生的農產加工、服飾、美

食、傳統手工藝等產業為主，但隨著時代變遷，客家產業如欲開創出能夠吸引消費者

的創意產品，亟需透過文化創意的加值，才能夠帶動整個產業突破困境，創造消費者

認同並引發購買的動力。 

    香港禮品及贈品展能成為亞洲最大禮品展，主要係提供業者及消費者多元創新品

牌的展銷平台，所以要將客家特色商品推向國際，須強化產品/品牌文化意涵、感動

力及故事行銷。目前一般人對客家的刻板印象仍停留在花布、桐花及油紙傘等傳統元

素，應重新盤點客家生活中之文物、語言、飲食、音樂、藝術及工藝等項目，透過蒐

集、保存、發掘、設計及創新求變，藉以萃取其中意涵及圖騰， 並讓年輕世代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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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客家文化底蘊，為產品注入新生命力並帶入流行領域。 

四、深耕客家生活文化，活化經營客家館舍 

      針對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之客家館舍活化，可參考香港民俗文物館舍等經營經

驗，結合館舍修護，同時闢建周邊景觀公園，增加遊客參與的範圍，重新營造客家生

活環境空間。在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館舍現有基礎條件下，不僅要將珍貴的客家文化

或文物保存起來，更要讓其活化，逐步以自然景觀、客家語言、文化等元素設計，增

加館舍之可看性及功能性，在導覽方面，結合現代科技，提供虛實導覽的交互效益，

營造具客家意涵之創意升級體驗式空間及氛圍，並結合學校教育，安排學生到客家文

物館舍探索及體驗，提高其對客家土地、歷史、文化之了解及認同。以客家館舍為軸

心，將周邊歷史、生態、音樂及在地美食等串連起來，活絡客庄觀光產業發展，提升

整體客庄經濟競爭力及文化傳承，形塑客庄成為推動樂活、慢活之場域，展現客庄新

魅力。 

附錄：「2016香港禮品及贈品展」媒體資料 

 



 31 

 

 

 

 

 

 

 

 

 

 

 

 

 

 

 

 

 

 

 

 

 

 

 

 

 

 

 

 

 

 

 

 

 

 

 

 

 

 

 



 32 

 

 

 

 

 

 

 

 

 

 

 

 

 

 

 

 

 

 

 

 

 

 

 

 

 

 

 

 

 

 

 

 

 

 

 

 

 

 



 33 

 

 

 

 

 

 

 

 

 

 

 

 

 

 

 

 

 

 

 



 34 

 

 

 

 

 

 

 

 

 

 

 

 

 

 

 

 

 

 

 

 



 35 

 

 

 


	105年香港訪查出國報告封面
	105年香港訪查出國報告內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