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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度移往高

雄展覽館，

規模擴大 

加入高雄國際

飯店、餐飲暨

烘焙設備用品

展 

同期舉辦「世界

麵包大賽六強菁

英賽暨臺灣區代

表選拔賽」 

加入高雄國際清

真產品展；同期

舉辦「2017年

世界盃虹吸咖啡

大賽」 

首次加入原住

民委員會及

OTOP明日城鄉

等單位參展 

高雄國際食品展覽會 
 展覽概要 

Annual Food Festival  一個專屬食品業者推廣南向市場的好展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QBYQIQ6Zg


3展廠商 買主 

宣傳 活動 

共徵集406家廠商 

使用782個攤位 

來自全球38國 

共23,450名參觀者到訪 

計124次媒體露出 

總效益達新臺幣849萬元 

共辦理30場造勢活動 

發出4,213張抽獎券 
(買五百送1張) 

 展覽概要  1. 成果簡介 



 展覽概要  2. 展出元素介紹 

展品 

找生鮮 │  蔬菜水果、農產品、水產品、 肉類及乳製品 

找方便 │  冷凍調理食品、素食品、脫水食品 

找味道 │  柴米油鹽醬醋茶等調味品 

找喝的 │  珍珠奶茶、咖啡、茶、酒類 

找休閒 │  糖果餅乾、休閒食品、冰品 

找安心 │  保健食品、有機食品、食品相關服務(如檢測、認證) 



• 咖啡區 

• 茶區 

• 酒區 

• 飲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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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區 

• 蔬果暨水產品區 

• 加工食品區 

• 伴手禮暨地方特產區 

• 有機農產品區 

• 健康素食區 

• 國外產品區 

• 國家館區 

• 食品服務區 

• 媒體區 

 展覽概要  2. 展出元素介紹 



參展廠商(食品業者) 

 展覽概要  2. 展出元素介紹 

*以上僅為列舉，完整名單請上官網查詢。 



參展廠商(政府/公協會/學術單位) 

 展覽概要  2. 展出元素介紹 

*以上僅為列舉，完整名單請上官網查詢。 



參展廠商真心推薦 

中衛中心  CSD  

“這展覽非常好，非常多廠

商反應就是有很多通路商的

一些詢問，包含日本、美國

、新加坡、馬來西亞跟大陸

那部分。” 

 

 展覽概要  2. 展出元素介紹 

宏裕行 HONG YU  

“參加兩年來這個效果是非

常好的，利用這個展，從北

到南的客戶都會來我們食品

展找我們聯絡一下感情。” 

 

得意中華 D.E CHUNG HUA  

“這次參加展覽接洽到的客

戶有紐西蘭、澳洲、加拿大

還有香港、馬來西亞很多的

國家都有來，已經有接觸十

幾個國家。” 

 



日期 2018年進場人次 

10/25(四) 4,514 

10/26(五) 4,498 

10/27(六) 7,001 

10/28(日) 7,437 

總計 23,450 

   總進場人數23,450位      國外專業買主438位      國內參觀者11,783位 

 展覽概要  3. 參觀者(買主)分析 



 展覽概要  3.參觀者(買主)介紹 

前10大國外買主地區分析 
排名 國別 / 地區別 買主數 比例 

1 中國大陸 161 36.9% 

2 香港 66 15.1% 

3 日本 38 8.6% 

4 馬來西亞 33 7.6% 

5 新加坡 29 6.7% 

6 美國 11 2.5% 

7 越南 10 2.3% 

8 印尼 9 2% 

9 加拿大 8 1.8% 

10 菲律賓 6 1.4% 



國際買家佳評如潮 

 SHINTAIHO <香港> 

“台灣的產品很多都是很符合現代社會的需求，

那我覺得他各方面的包裝包括一些安全標準都好

，都算是不錯的。” 

 INTERNATIONAL CENTER GROUP < 科威特> 

“我們已經與台灣廠商合作三年，品質良好！同

等日本產品的品質，並具有合理的價格，我想這

是為何我們持續與台商做生意的原因。” 

 

 展覽概要  3.參觀者(買主)介紹 



 展覽概要  3.參觀者(買主)介紹 

國內來訪業者(部分)列舉 

食品餐飲業者│統一企業、開元食品、聯夏食品、維力食品、 

金鑛、方師傅、西北食品、南僑集團、大昌華嘉、高雄林皇宮

、奇美食品、亞細亞食品、舊振南食品、台糖、三洋維士比、

高雄空廚、陸仕企業、四海遊龍、老四川、泰安食品、貢茶等 

通路業者│家樂福、新光三越、誠品、大樂購物、漢神巨蛋、

阿里巴巴、萊爾富、高雄市微風市集、健康有機超市等 

飯店業者│寒軒、君鴻、高雄福華、高雄國賓、漢來、翰品、

圓山、煙波、捷絲旅、城市商旅、義大皇家酒店等 



 配合活動 

主題「東南亞創意料理」 
 

鼓勵選手與國際接軌，結合新

住民與外籍朋友口味，創作異

國特色佳餚，考驗廚藝及創意! 

10/14 展前記者會 

  @高雄夢時代 

10/25 買主採購洽談會 

@高雄展覽館304會議室 

「12國買主任您推銷」 
 

總計有92家我國業者參與，進

行逾400場次的媒合洽談! 

#樓上洽談再拚展場成交 



主辦單位於展覽期間舉辦了一系列精采活動 

舉凡專業料理大賽、提供參展廠商舞台介紹強打產品、民眾最愛的抽獎及互動活動 

讓展覽配合推廣節目，吸引更多買家及民眾目光 

詳細報導介紹 

  10/25-28 展期間大會配合活動@高雄展覽館舞台區 

 配合活動 

https://www.foodkh.com.tw/zh_TW/news/info.html?id=310079D1F5D6B334


#於國際食品展覽網站曝光Banner 

#發送多語系edm至專業食品買家 

#鎖定目標國家下Google聯播網廣告 

#於專業食品B2B平台刊登展覽訊息 

規劃年度國外宣傳計畫 
鎖定重點買主國家強力曝光 

 宣傳曝光 國外宣傳 

 



為使展覽曝光值最大化     
分別採購數位及傳統媒體 
參訪人數再創新高!! 
總計露出124則 
廣告效益達新臺幣849萬元 

#電視           #報紙     
#廣播           #宣傳車 
#高雄捷運   #FB粉絲團      
#電子報       #Google聯播網 
#路燈旗       #戶外電視牆 

 宣傳曝光 國內宣傳 

 



專業買主邀請函 
外語系DM 

  日文         泰文 
印尼文     越南文 

買一送一優惠券 

提供給民眾門票優惠 
亦可當粉絲團活動贈品 

洽邀國外買主 
住宿優惠 

參展廠商洽邀國際買主 
可申請展期間住宿補助 

 亮點花絮   廠商加值服務 



洗滌區 
每日限量冰塊 

館內館外都備有洗滌區 
清洗餐具好方便 

廠商休息區 
提供臨時影印服務 
參展廠商可臨時影印文件 

內含限量飲品    備有桌椅可洽談 
憑廠商證入場    防止閒雜人等入內 

方便民眾及買家搭乘 
大眾交通工具前來 

大會接駁專車 
來回展覽館及捷運站 

 

 亮點花絮   大會加值服務 



TAITRA 外貿協會 

李逸寧小姐 

Tel：02 2725 5200 # 2662 

Fax : 02 2722 7324 

Email: foodkh@taitra.org.tw 

『美食群聚  港都飄香』 

明年再相會 

2019/10/24 - 27 

高雄展覽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