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發展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5年7 月至105年12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未執行

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考察及參訪
觀光遊憩設施及觀光資源配套運用

0

考察創意設計於觀光遊憩設施規畫之運
用

(1) 考察創意設計於觀光遊憩設施規畫之運
用-考察丹麥哥本哈根

108

考察歐洲智慧觀光及旅遊遊票推廣辦理
情形
考察日本旅宿業發展現況

(1) 考察歐洲智慧觀光及旅遊遊票推廣辦理
情形-考察法國、瑞士及義大利
(1) 考察日本旅宿業發展現況-考察日本山
梨縣及神奈川縣旅宿業
(1) 考察日本里山社區保育

108

(9) 辦理觀光遊樂業及旅館業、觀光旅館業
之觀光產業關鍵人才培育國外訓練
(9) 參加日本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暨辦理
觀光推廣活動
(9) 參加韓國旅展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233

日本里山社區保育觀摩
辦理觀光產業關鍵人才培育國外訓練
參加日本東京世界旅遊博覽會暨辦理觀
光推廣活動
參加韓國旅展暨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參加新加坡旅遊展覽或推廣會
參加馬來西亞旅展或推廣會

(9) 參加2016年馬來西亞春季旅展推廣活動

參加2016柏林國際旅展(ITB)

(9) 參加2016柏林國際旅展(I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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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04

172
120
經費調整支援辦理泰國臺灣觀光推
廣活動使用
40 天數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121

觀光發展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5年7 月至105年12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參加倫敦旅展(WTM)

(9) 參加倫敦旅展(WTM)

參加泰國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9) 參加2016年泰國地區觀光推廣活動

執行數

備註

120
36 天數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0 經費調整支援辦理泰國臺灣觀光推

參加菲律賓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參加印尼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9) 參加印尼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廣活動使用
47 天數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參加印度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9) 參加2016年印度地區觀光推廣活動

96 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參加越南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9) 參加越南旅展或觀光推廣會

44

辦理美洲國際獎勵旅遊及會議展(IMEX
America)
辦理亞洲獎勵旅遊及會議展(IT & CMA)

(9) 至美國拉斯維加斯參加美洲國際獎勵旅
遊及會議展(IMEX America)
(9) 至泰國參加亞洲獎勵旅遊及會議展(IT
& CMA)
(9) 參加2016年北海道Yosakoi Soran街舞及
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9) 參加三重縣安濃津Yosakoi街舞及辦理
觀光 推廣活動
(9) 參加2016年名古屋DOMANAKA街舞ど
真ん中祭典及觀光推廣活動

80

參加2016年北海道Yosakoi Soran街舞及
辦理觀光推廣活動
參加三重縣安濃津Yosakoi街舞及辦理觀
光推廣活動
名古屋DOMANAKA街舞及辦理觀光推
廣活動
辦理九州或東北地區等地觀光推廣活動

43 天數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115 人數、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195 人數、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53
0 經費調整支援2016年北海道Yosakoi
Soran街舞及辦理觀光推廣活動使用

參加邁阿密郵輪展

(9) 參加臺港北美共同宣傳及2016年羅德岱
堡郵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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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 人數、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觀光發展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5年7 月至105年12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紐澳地區臺灣觀光推廣會

(9) 參加2016年澳洲地區觀光推廣活動

105

中東地區旅展暨臺灣觀光推廣會

(9) 參加2016中東地區旅展暨觀光推廣會

317 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辦理獎勵優惠措施推廣會(亞洲地區)
辦理獎勵優惠措施推廣會(歐美地區)
辦理北美地區推廣活動

(9) 至美國參加北美地區推廣活動

0 經費調整支援邁阿密郵輪展使用
0 經費調整支援邁阿密郵輪展使用
369

與日本伊豆半島地質公園進行業務交流

(1) 與日本伊豆半島地質公園進行業務交流

148 新增計畫，經交通部核定

辦理泰國臺灣觀光推廣活動

(9) 辦理泰國臺灣觀光推廣活動

141 新增計畫，經交通部核定

合計

3,744

說明：
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
故未執行、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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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發展基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5年7 月至105年12月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香港國際旅展（ITE）

(9) 參加2016年香港旅展暨觀光推廣活動

大陸國際旅遊交易會

(9) 為擴大來臺觀光客源，參加中國(CITM)
國際旅遊交易會

265 預算及人數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籌辦大型節慶推廣活動

(9) 辦理2016年臺灣江蘇燈會交流活動

270 計畫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大型節慶推廣活動

(9) 辦理2016年臺灣江蘇燈會交流活動

大型節慶推廣活動籌辦場勘1

(9)

98

0 經費調整支援辦理亞洲郵輪專案

大型節慶推廣活動籌辦場勘2

(9) 至香港洽談旅遊推廣活動

大陸業者說明會(推廣會)

(9)

(ACC)第5次工作小組會議
24 計畫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0 經費調整支援辦理大陸國際旅遊交
易會

大陸業者說明會(推廣會)

(9) 參加2016海峽旅遊博覽會

推廣活動

(9) 參加2016年第19屆海峽兩岸旅行業聯誼
會
(9)

260 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9) 台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與海峽兩岸
旅遊交流協會105年度第1次秘書長級磋
商會議
(9) 行銷馬祖觀光旅遊

301

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兩岸會長級
之工作磋商、溝通交流事宜
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兩岸秘書長
級之工作磋商、溝通交流事宜
大陸媒體行銷馬祖觀光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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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0 未執行

142 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觀光發展基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5年7 月至105年12月

計畫名稱
赴大陸地區觀光旅遊推介活動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68 計畫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9) 參加第18屆海峽兩岸經貿交易會暨福州
旅遊推介會
(9) 參加廣州旅遊推介會

102

赴北京考察地景建築與觀光結合之成功
案例
參加旅展或相關展覽行銷雲嘉南濱海國
家風景區觀光產業或產品
大陸媒體行銷馬祖觀光推廣計畫

(1) 瞭解特色地景規劃，創造觀光亮點

137 天數及預算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9) 至香港參行銷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觀
光產業或產品及旅遊推介活動
(9) 與大陸地區地質公園交流

173 人數及天數變更，經交通部核定

處理臺灣旅遊團大陸福建土石流翻車意
外
亞洲郵輪專案(ACC)第5次工作小組會議

(9) 處理臺灣旅遊團大陸福建土石流翻車意
外
(9) 至香港參加亞洲郵輪專案(ACC)第5次工
作小組會議

合計

58
55 新增計畫，經交通部核定
82 新增計畫，經交通部核定

2,114

說明：
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
故未執行、需變更計畫或臨時派 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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