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內地

我們在內地市場的首要工作是維持香港正面及好客的形象，宣傳優質服務，並致力發展具潛力的 
會展及郵輪旅遊。

宣傳好客形象和優質服務文化

我們邀請了200位內地不同界別的名人和意見領袖，借助其網絡平台，以軟性手法宣傳香港的好客 
形象及多元旅遊特色，並配合本地大型活動的推廣時段，與騰訊合作，透過多個媒體平台發放有關 
香港的正面故事和報道，以吸引旅客訪港。

我們亦與內地的主要傳媒機構及旅遊網站合作，重點在東北、華北及華西地區多個城市進行消費者 
教育工作，並加強宣傳「優質誠信香港遊」。此外，我們也舉辦路演，以提升消費者對「優質旅遊 

服務計劃」的認知，協助他們輕鬆地識別並選擇高質素的香港遊行程。

海外推廣

在2016/17年度，旅發局繼續集中投放推廣資源到20個主要客源市場進行推廣，這20個市場的訪港 
旅客佔整體訪港旅客約96%。

• 在冬夏兩季的推廣中，200位意見領袖
的帖文總曝光率：逾5億次

• 與 騰 訊 合 作 項 目 的 宣 傳 效 益 ： 
逾2,000萬港元

•  「優質旅遊服務計劃」路演：接觸 
47萬消費者，宣傳效益達2,3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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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策略性合作關係

旅發局除了與主要的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作，推廣旅遊套票優惠外，亦擴大合作網絡，與當地多個
受歡迎的旅遊網站，包括攜程、途牛和飛豬等，配合內地假期或本港大型活動的推廣時段，推出 
優惠的遊港產品，並透過主要的視頻播放平台，如騰訊、愛奇藝、樂視、優酷和搜狐等進行宣傳，
加強訊息滲透。

年內，我們亦把「香港‧優惠」項目，推廣至更多數碼平台，如微信及美團，加強刺激內地旅客的
訪港和消費意欲。

• 年末旺季時段，有12組大型會獎旅遊團，共13,000人訪港

• 郵輪旅遊網上特輯：總播放次數近900萬次；宣傳效益逾700萬港元

 「香港‧優惠」用戶
人數增至 1 0 0萬， 
按年上升35%

積極推廣會展及郵輪旅遊

在會展及郵輪旅遊方面，內地一向是香港十分重要的客源市場。年內，我們共邀請了逾20位企業 
決策人及16家大型學術會議及峰會論壇主辦機構代表來港考察，並於青島向來自內地各區域的52家
新企業客戶介紹香港於會展旅遊方面的吸引力，鼓勵他們來港舉辦會展活動。

至於郵輪旅遊方面，我們與騰訊的「摩登派」節目合作，安排四位於內地廣受歡迎的演員，包括 
嚴屹寬、周麗淇、關智斌和胡可拍攝網上特輯，主力向年青及家庭客群介紹本港富特色的郵輪旅遊
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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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我們以創新的推廣概念，吸引台灣旅客深度探索香港，發掘地道趣味，從而加強他們重遊香港的 
意欲。

盡享‧最香港

2016年12月，我們在台灣市場舉行全新品牌概念「盡享‧最香港」的啟動禮，邀請香港四季酒店的 
米芝蓮名廚陳恩德為記者即場炮製香港美食，並在當地最大型的旅遊展「ITF台北國際旅展」，設立
以新品牌為主題的香港館，介紹香港的多元精采體驗，吸引場內消費者選購旅遊產品。

 「盡享‧最香港」台灣市場啟動
禮宣傳效益：45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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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去香港》旅遊指南：
共派發10萬本

全家樂遊香港

為配合推廣「全家樂遊香港」計劃，我們與本地著名動漫角色「癲噹」合作進行數碼推廣，透過 
可愛有趣的香港親子遊影片和網上互動遊戲，吸引台灣家庭旅客於夏季來訪。

 《走‧去香港》旅遊指南

香港與台灣的航程少於兩小時，不少台灣旅客亦喜歡把握週末或短假期來港旅遊。故此，旅發局於
年內推出全新的旅遊指南《走‧去香港》，以三大主題介紹香港的深度文化體驗，從老香港遊走至
時尚潮流熱點，邀請台灣旅客重遊香港，發掘香港意想不到的一面。

與「癲噹」合作推出的「全家樂遊香港」 
影片觀看次數：340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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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日本旅客大多注重地道體驗。故此，我們積極透過邀請當地名人及與業界合作，向日本的消費者 
推廣香港獨特的地道文化和體驗。

名人代言

在「盡享‧最香港」新品牌推廣計劃的發佈會上，我們委任日本著名模特兒及演員水原希子，和 
頂級壽司師傅今田洋輔為「星級香港迷」，分享各自的「最香港」體驗。在2017年2月，水原希子與
知名登山家南谷真鈴亦在東京及大阪發行的《朝日新聞》內，介紹香港鮮為人知的地道美食和郊野
體驗。

 「盡享‧最香港」新品牌推廣
計劃發佈會的宣傳效益： 
超過1,250萬港元

與《anan》合作
的宣傳效益：
逾1,060萬港元

傳媒合作

暢銷時尚及美容雜誌《anan》刊登80多頁的香港特輯，邀請知名模特兒及演員佐佐木希來港拍攝，
並介紹她在香港的體驗。特輯亦收錄多位日本著名意見領袖的香港推介。同時亦隨附路線指南， 
方便旅客按圖索驥探索香港。該期雜誌得到佐佐木希在個人Instagram賬戶內宣傳，並在東京和大阪
火車海報上介紹，令特輯大受歡迎。

© anan/Magazine House © anan/Magazin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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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促成超過1,000個商務洽談

業界交流

我們組織大型旅遊業界訪問團，到訪大阪、名古屋及東京三大城市，讓本地代表與超過150名日本 
代表會面交流，拓展商機。為慶祝旅發局的日本辦事處成立50周年，我們除了邀請日本及香港的 
業界代表出席晚宴，亦邀請了逾500位日本旅客在香港繽紛冬日節期間，搭乘懷舊開篷電車，暢遊
港島。

25香港旅遊發展局年報 2016/17

海外推廣



南韓

南韓旅客喜愛追逐潮流，所以我們在籌劃推廣活動時，主要以時尚和引人入勝的內容，展現香港 
走在潮流尖端的體驗。

 「香港郊野全接觸」推廣活動

南韓超人氣Facebook旅遊專頁「Travel  Factory」獲邀為香港製作一條生動有趣的旅遊宣傳片，推介 
香港的郊野體驗。宣傳片在短時間內於網上瘋傳，並獲網民讚賞。另外，為了吸引喜愛玩樂的年輕 
旅客，南韓KBS電視台的「VJ  Special  Unit」特別來港取景，推介香港島的龍脊行山徑和大澳等景點 。

針對家庭和年輕客群的推廣計劃

為了配合「香港，超值啟程！」及「全家樂遊香港」推廣計劃，我們在南韓最大的購物網站Coupang.com

以橫幅廣告吸引消費者，並善用其他數碼推廣工具，例如手機應用程式推送通知、Facebook、博客等，
積極推銷我們的超值旅遊套票。另外，我們也聯同國泰航空及多間酒店和景點，推出針對家庭客群的 
旅遊產品，包括提供各種折扣優惠，例如隨行小童免費入場，以吸引家庭旅客。

•  「Travel  Factory」拍攝的短片 
瀏覽量：超過360萬

•  「香港郊野全接觸」的宣傳 
效益：3,280萬港元

在推廣期內，有關香港的旅遊
產品銷售額升幅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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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電視媒體合作

電視媒體對南韓消費者有巨大影響力。因應這個趨勢，我們與多間主要的電視廣播頻道例如
SBS、MBC及KBS合作，製作有關香港的節目，推介城中精采多姿的體驗，包括香港夏日推廣、郊野
體驗、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及藝術文化盛會。

南韓電視節目的總宣傳效益： 
3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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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演藝名人及重要意見領袖在東南亞市場具有號召力，所以我們透過不同的傳播媒介，邀請他們體驗
香港，提高宣傳效益。

 「真人騷」節目宣傳香港

旅發局與區域性電視頻道KIX  channel合作，邀請四位不同界別的名人來港，包括菲律賓R&B唱作人 
及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Billy  Crawford、馬來西亞多棲饒舌音樂人SonaOne、泰國知名唱片騎師及電視
節目主持人P.K.，以及新加坡人氣廚師Bjorn  Shen，拍攝五集「真人騷」節目「The  Ultimate 

BROcation」，發掘香港最好玩的潮流熱點，並配合節目舉辦大型網上有獎遊戲。四位名人主持更 
獲邀定期於社交網絡上分享其拍攝點滴，令香港作為首選旅遊目的地的形象更為突出。

• 「真人騷」節目「The Ultimate BROcation」宣傳效益：1.75億港元

• 社交網絡的曝光：5,900萬次

 「香港活現曼谷」宣傳活動宣傳效益：近240萬港元

 「香港活現曼谷」大型宣傳活動

旅發局聯同本港七個主要景點，於2016年10月假泰國曼谷的時尚購物中心Siam Paragon舉辦一連四日
的大型宣傳活動，推介香港的多元體驗。是次活動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 
大律師，及當地著名藝人Gubgib和JJ等出席參與。當地旅遊業界於場內更特設攤位，供消費者即場
選購訪港旅遊套票。

The Ultimate BROcation © 2016 Celestial Tiger Entertainment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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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全新品牌推廣計劃

配合「盡享‧最香港」品牌推廣計劃，我們在菲律賓、泰國和印尼三個客源市場舉辦傳媒發佈會，
並分別邀請多位本地及居港多年的知名人士參與宣傳，當中包括本地名廚楊尚友、榮獲2016年 
 「亞洲最佳女廚師」的菲律賓名廚Margarita  Forés，以及泰國著名街頭藝術家Rukkit等，分享香港的 
精采體驗。

 「盡享‧最香港」品牌推廣發佈會
宣傳效益：近330萬港元

業界訪港交流團

年內，我們邀請了逾50位來自菲律賓和泰國的業界代表訪港，與本地業界交流，共洽商機。期間，
旅發局會議及展覽拓展部向海外業界介紹本港最新的會展獎勵旅遊產品。一眾海外業界更獲安排 
參與歷來最大規模的「建行(亞洲)香港美酒佳餚巡禮」，以及參觀本地多個著名景點。

成功開拓近15個「香港美酒佳餚巡禮」旅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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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巿場

在新市場方面，我們借助了名人效應和社交平台的力量，爭取接觸更多目標客群和業界夥伴。

印度Zee network宣傳浪漫香港
名人在印度客群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力。2016年底，我們跟Zee  network電視台合作，拍攝印度明星 
伉儷Sanjeeda和Aamir在香港的浪漫之旅，並製作成一共6集旅遊特輯。相關的數碼內容和社交媒體
互動，在多個社交平台上引起廣泛關注。

• Neha  Dhupia訪港宣傳片的觀
看數：1,700萬人次

• 宣傳效益：160萬港元

• Zee network電視台的旅遊特輯和宣傳片觀看次數：1,600萬人次

• 宣傳效益：超過1,300萬港元

夥拍Times Network吸引家庭旅客
在印度訪港旅客中，家庭客群佔了很大的比例。為了爭取這些目標客群，我們藉印度寶萊塢明星
Neha  Dhupia到港展開的家庭遊，製作了14條電視廣告宣傳片，重點推介家庭旅客的必遊景點。宣傳
片在Times Network播出，而Neha則在其社交媒體帳號和網上平台分享了幕後花絮的照片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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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俄羅斯媒體合作的報道接觸人次：500萬人次

活動推廣期間，前往香港的機票銷售量按年增長：60%

與俄羅斯生活雜誌及網上平台合作

我們與俄羅斯知名生活雜誌《Hello》、《Cosmopolitan》和《Aeroflot  Style》，以及生活網站Sncmedia.ru

合作，向俄羅斯年輕和中年在職人士推介香港的潮流時尚店鋪與餐廳，以及豐富多采的夜生活熱點。

與俄羅斯市場的主要航空公司進行推廣

我們與阿提哈德航空、中國東方航空等主要航空公司建立策略夥伴關係，為飛往香港的俄羅斯旅客 
提供特別優惠，鼓勵他們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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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тайский
квартал

ДизайнЕр Cosmo Дарья КрисЕл отправилась в гонКонг
и убЕДилась: по факту он – часть китая, но по сути –

шумный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мЕгаполис. 

○ Не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Гонконг, администра-
тивный район Китая 
с особенным стату-
сом, не похож на Азию. 
Он стал частью Британ-
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1842 
году, а в состав Китая 
вернулся только в 1997. 
Здесь говорят по-англий-
ски, а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
не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очень 
мало. Вот почему одним 
из старейших считается 
храм Man Mo, построен-
ный в 1847 году в честь 
бог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ань-
тая и бога войны Мо.
○ Hollywood road – са-
мая аутентичная улица 
города. Она стала од-
ной из первых в Гонкон-
ге, на месте которого 
до прихода британцев 
были джунгли. Сейчас 
на Hollywood road нахо-
дятся галереи современ-
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ориги-
нальные бары и здания, 
украшенные граффити – 
посмотри на них на сай-
те hkwalls.org.

○ Парк Виктория – 
островок тишины в океа-
не городского шума. 
Он расположен в серд-
це шопинг-района 
Causewaybay. По утрам 
гонконгцы  практикуют 
здесь тай-чи, днем по-
являются скейтеры, 
а по вечерам бегуны.
○ PMQ (Police Married 
Quarters) – центр со-
времен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В бывшем общежитии 
для семей полицейских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100 ди-
зайн-студий, залы для 
выставок и мероприя-
тий. Художники, рабо-
тающие в мастерских, 
рады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сво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 Самая высокая точка 
острова – пик Виктория. 
На пеший подъем уйдет 
полдня, так что луч-
ше сесть на фуникулер. 
С высоты 428 метров над 
уровнем моря весь город  
как на ладони!
○ Огромный парк с ат-
тракционами и живот-
ными Ocean park раз-

Погулять

делен на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зоны: в “Приключениях 
в Австралии” живут ко-
алы и кенгуру, в Shark 
Mistique можно пройти 
по тоннелю под толщей 
воды, в Азиатском пави-
льоне обитают редк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фауны, 
среди них красные пан-
ды, гигантские саламан-
дры и китайские алли-
гаторы. А еще туристам 
по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за-
писи дают погладить ми-
лейших дельфинов.

п ри лож е н и е o pe n r i c e 
поможет  с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В бескРАйнем мИРе гонконг-
ского общепИтА. ВыбеРИ, 
кАкАя куХня тебе нРАВИтся, 
И тебе пРедложАт несколько 
отлИч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для ЗА-
ВтРАкА, обедА ИлИ ужИнА.

в гон-
конг лучше 
всего ехать 

с сентября по 
май. не душно, 

но солнечно. 

www.cosmo . r u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Д Е К а б р ь  2 0 1 6  | Cosmopolitan 5 

G
et

tY
 IM

aG
es

 (4
). 

Le
G

IO
n

-M
eD

Ia
 (4

)

○ Foxglove – ресторан, 
который стоит посетить 
хотя бы ради интерьера. 
Он скрыт за фасадом ма-
газина зонтиков, а ког-
да попадаешь внутрь, 
оказываешься в трюме 
кораб ля с множест вом 
потайных комнат. В за-
ведении подают блюда 
японской кухни с ев-
ропейским акцентом, 
со вторника по субботу 
музыканты играют джаз.
○ Поклонников морепро-
дуктов ждут в Seafood 
Room. В меню – 50 видов 
свежайших морских жи-
телей, а с крыши откры-
вается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вид. Если задержаться 
на ночь, можно потанце-
вать под сет от известно-
го диджея. 
○ Yum Cha, что в перево-
де означает “пить чай”, 
очень душевное место. 
Тут подают традицион-
ные блюда китайской 
кухн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прочтении. Например, 
димсамы (напоминают 
наши пельмени) в виде 
маленьких свинок или 
оригинальное печенье – 

○ На улице Hennessy 
Road на каждом шагу 
магазины одежды и чай-
ные лавочки с таким 
огромным выбором, что 
просто кружится голова. 
○ Район Causewaybay – 
рай для шопоголика. 
Здесь есть все, от элек-
троники до бьюти-нови-
нок. Многие магазины 
открыты до 22 часов, не-
которые даже дольше. 
○ Если ты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будешь в Гонконге, зайди 
на рынок Ladies'Market 
или на ночной Temple 
Street Market, соседству-
ющий с храмом. Атмос-
фера там потрясающая!

○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попу-
лярных ночных районов 
города – Lan Kwai Fong. 
В нем находятся пример-
но 90 ресторанов, баров 
и ночных клубов. Атмос-
фера и музыка – от house 
до R'n'B. Девушек в клу-
бы пускают бесплатно, 
а вот мужчинам при-
дется заплатить. Дресс-
код строгий: никаких 
шортов, маек и шлепок. 
В этом же районе часто 
проходят народные гу-
лянья, такие как пивной 

отдохнуть

Перекусить

Потратиться

○ На острове Лантау 
природа осталась нетро-
нутой: сюда едут, чтобы 
полюбоваться густыми 
лесами,  великолепными 
заливами и пляжами. 
Увидеть их с высоты 
птичьего полета  можно 
из окна фуникулера, 
курсирующего между 
деревушками Тунг Чунг 
и Нгонг Пинг. В пяти ми-
нутах ходьбы от мес та 
прибытия – всемирно из-
вестный Большой Будда. 
Чтобы подняться к ста-
туе, придется сделать 
268 шагов.
○ Остров Ламма нахо-
дится ближе к  Гонконгу. 
Добраться до него мож-
но всего за 30-40 минут 
на пароме. Автомобиль-
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здесь нет, 
и жители передвигают-
ся пешком или на само-
движущихся тележках. 
Представляешь, какой 
чистый на Ламме воз-
дух? Природа здесь тоже 
впечатляет: вдоль бере-
гов много рыбацких 
поселков с пестрыми 
домиками, пляжи чис-
тые, и купаться – одно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Местные 
жители охотно запека-
ют для туристов свеже-
выловленных крабов 
и рыбу.

стаю птиц, загнанных 
в ажурную клетку. 
○ Фишка Oddies 
Foodies –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брать огромную баш-
ню из мороженого, фрук-
тов и вафель, политую 
сиропом и посыпанную 
шоколадной крошкой. 
Утром съел – весь день 
свободен!
○ В Dessert at Munchies 
сладкоежки разрыва-
ются между 10 видами 
пончиков, гигантского 
печенья и экзотических 
сортов мороженого.

фестиваль и рождест-
венская ярмарка.
○ Любители более па-
фос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ту-
суются в элитном рай-
оне Soho. Здесь селятся 
экспаты, поэтому анг-
лийская речь звучит по-
всюду, рестораны – как 
в Лондоне, а кое-где да-
же есть круглосуточные 
магазины. Он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редкость для 
Гонконга! 
○ В заведении под назва-
нием Bao Bei, что пере-
водится как “младенец”, 
смешивают вкуснейшие 
коктейли и подают хру-
стящую каракатицу с до-
машним соусом.  

во вре-
мя вечер-

него круиза 
на джонке 

можно уви-
деть лазер-

ное шоу.

при  
подъеме на 

пик виктория 
покупай биле-

ты туда-об-
ратно.

Потанцева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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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澳洲旅客到港旅遊，往往不會錯過體育盛事、郊野活動和美食佳餚等體驗。因此，我們通過綜合 
推廣計劃及與媒體合作，利用焦點盛事和節日活動，大力進行推廣。

 「香港龍舟嘉年華」和「香港郊野全接觸」

為了進一步展示香港的健康氣息與動感活力，我們邀請了澳洲和紐西蘭的十一支龍舟隊伍參加 
 「2016香港龍舟嘉年華」。這些隊伍高手如雲，贏得數個獎項，並獲得亞洲地區媒體的廣泛報道。

此外，澳洲著名風景攝影師兼網路紅人William  Patino，獲邀到香港探索獨特的大自然景觀和郊野 
景點，並在其Instagram、Snapchat、Youtube和博客，分享動人的相片、短片及體驗。

 「香港龍舟嘉年
華」及「香港郊
野全接觸」宣傳
效益：7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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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業界推廣活動的澳洲代表 
總人數：250人

 「Around  the  World  with  Manu」 
香港篇的宣傳效益：470萬港元

在Channel 7Two展開美食之旅
名廚兼長壽飲食真人騷「My Kitchen Rules」的評審Manu Feildel，經常到世界各地尋找美食。他的另一
個節目「Around the World with Manu」，在澳洲最受歡迎的免費數碼電視台頻道7Two播放，其中香港
篇介紹了他的烹飪挑戰，包括學習製作點心和街頭小吃，以及探索街市和涼茶鋪等的地道店鋪。

業界訪問團

2016年5月，旅發局和37名本地業界夥伴在悉尼和墨爾本舉辦了7項不同的業界推廣活動，與澳洲的
旅遊經銷商、會議策劃人和旅行社代表等進行一對一的交流，共拓商機；同時也讓他們體驗各種活
動，了解香港的文化。此外，旅發局也在悉尼向一些重要的專業會議籌辦人，分享了香港會展獎勵
旅遊的最新發展。

© Seven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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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為提升香港對於美加消費者的吸引力，我們推出了一系列創新的推廣計劃，並與當地電視台合作，
來港拍攝生動有趣的節目。針對當地旅遊業界，我們亦積極鼓勵他們推出包含香港在內的「一程多
站」旅遊產品。

提升香港曝光

我們在加拿大推出一個名為「Image  Hong  Kong」的多媒體推廣，邀請四名加拿大知名攝影師，透過
他們的鏡頭，捕捉香港動人的景觀。此項推廣計劃反應極佳，並獲得印刷、數碼、社交媒體的廣泛
報道及轉載。配合這項計劃，我們夥拍攝影雜誌《Photo  News》，並與攝影器材商及航空公司 
合作，舉辦攝影比賽。參賽作品於大型相片分享及銷售網站zenfolio.com上展示，為香港帶來廣泛的
曝光。

•  「 Image  Hong  Kong」
推 廣 的 宣 傳 效 益 ： 
接近300萬港元

• 2016/17年度於美國進
行的各項推廣活動，
整體宣傳效益合計逾
28億港元

在美國市場，我們積極與多個電視台展開合作，於多個電視節目中介紹香港。其中，曾獲艾美獎 
提名的電視節目主持Darley Newman就親臨香港拍攝，展開探索城市面貌及離島風光之旅。有關節目
合共剪輯成兩集，於她本人在PBS主持的知名旅遊節目「Travels  with  Darley」中播出。另外，名節目
主持人Burt  Wolf亦獲邀再臨香港，拍攝香港時尚而具獨特文化的一面，並在他主持的PBS長壽節目 
 「Travels  &  Traditions」的第14季首集中播出。以上節目透過美國的全國性電視台及其他平台播放， 
吸引大批觀眾收看。此外，NBC知名真人騷節目「Better  Late  Than  Never」亦邀請了四名美國知名的
影視紅人來港遊覽，有關節目亦為香港帶來廣泛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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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Simply Surprising”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y its world-famous skyline, Hong Kong is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nd photogenic 

cities in the world. With its glimmering skyline, eclectic night markets, neon cluttered streets, picturesque 
harbour, secluded hilltop temples, laidback out islands and its peaceful bucolic countryside, you’ll find sur-

prising photo ops everywhere in this culturally diverse and colourful destination.
I love photographing people going about their daily life and there are no better places to do this than in 

Hong Kong’s local markets. These bustling oases of commerce, tucked amid the towering skyline, provide a 
peek into Hong Kong’s fascinating melting-pot culture and people.

Over the years I have found that people usually alter their behaviour when someone points a big obvious 
and intrusive lens in their direction. That’s why I opt for a wide-angle lens (14mm-24mm) so I can get close 
to the action without intimidating anyone. I seldom bring the camera up to my eyes, relying instead on 
wide-angle close-ups to record the scene. I usually wrap the camera strap around my wrist and shoot from 
a low angle, pointing at the products while still including the people.

When language permits I always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my subjects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in HK). 
Showing an interest in a vendor’s product or a buyer’s purchase generally puts them more at ease resulting 
in more natural looking photos. Wide-angle lenses work great for close-up shots of food, jade charms, cal-
ligraphy brushes, prayer tags and other detail worthy subjects.

One of my favourite spots for photographing people was the small fish market on Nelson Street. A few 
steps from my hotel (Cordis Hong Kong at Langham Place), it hums with activity all day. I struck up a con-
versation with one of the fish vendors and before I knew it, I was getting a lesson on fish identification and 
some cheesy posed shots. After establishing a friendly connection it was easy to get more spontaneous 
shots around his stall. Other people hotspots include the Ladies and Goldfish Markets on Tung Choi Street, 
the indoor Jade Market on Battery Street, and the Flower and Bird Markets near Flower Market Road.

I love Hong Kong because it stimulates all my senses. The glittering neon studded skyline, the delicious 
aromas, colourful temples and fascinating markets. It’s like three or four great cities rolled into one. I can’t 
wait for my next visit!



38 PHOTO News 

1.  I used my wide-angle lens and shot from a 
low perspective to capture this image at the 
food market.

2.  I photographed a performer checking 
makeup by shooting his image in the mirror. 
Nikon D7100, 58 mm, f/3.5, 1/100 second 
(-0.33 EV), ISO 400.



Autumn 2016 39 
Portfolio | Johan Soren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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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會展及郵輪旅遊

針對甚具發展潛力的會展及郵輪旅遊，旅發局連續六年聯同酒店業界及主要景點參加IMEX America，
向主要的大型會議及獎勵旅遊籌辦機構展示香港在會展旅遊方面的優勢。同時，為了讓當地的會展
業界可以進一步了解香港一流的會展場地及設施，我們特地為American Society of Association 
Executives  (ASAE)成員組織了一個為期四日的考察團，讓他們親身體驗香港。於考察團結束後的 
兩個月，已有兩個國際性的大型會議落實在香港舉行。

郵輪旅遊方面，我們再度參與郵輪業界年度盛事Seatrade Cruise Global，透過贊助活動和品牌曝光，
以及一系列與郵輪公司高層的一對一會面，成功鞏固香港作為「亞洲郵輪樞紐」的形象。

 「一程多站」旅遊推廣

旅發局積極向北美的消費者推廣「一程多站」旅遊產品。我們透過與台灣交通部觀光局及澳門旅遊
局合作，聯合進行大規模的宣傳推廣，並積極與航空公司及旅行社合作，推出優惠旅遊產品，鼓勵
旅客延長於各個旅遊目的地的逗留時間。為了加深當地旅行社對各個旅遊目的地的認知，我們亦組
織了業界訪問團及考察團，讓他們親身體驗「一程多站」旅遊產品和服務。

• 為 期 三 日 的 I M E X 
A m e r i c a，舉辦超過 
2 5 0場與特邀買家的 
業務洽談，帶來 40個
會展旅遊的商機

• 於 S e a t r a d e   C r u i s e 
Global中贊助開幕活動 
 「全球郵輪行業概況」，
吸引超過3,000名郵輪
管理層、旅遊業界及
媒體參與

• 香港與台灣在美國進行的聯合推廣活動，為推廣期內的 
 「一程多站」旅遊產品帶來109%的銷售額增長

• 加拿大業界參加考察團後，開發了22種全新的香港加台灣
的「一程多站」旅遊產品

© 2017 by Go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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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因應各個不同市場的特性，歐洲各地的辦事處積極進行針對性的推廣工作，向當地的消費者及旅遊
業界推廣香港。

加強與業界及專業組織聯繫

於英國，我們集中透過與專業團體合作，尋找商機，例如在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ongress  Organisers  (IAPCO)年會中進行演講，鼓勵不同的專業機構在港舉行會議活動。同時，我們
亦邀請主要的航空公司及旅行社出席新春晚宴，藉此加強夥伴關係。

我們與Wendy Wu Tours及國泰航空合作，於英國推出市場推廣計劃，透過Facebook、大型旅遊網站及
電郵，送出免費到香港及內地的旅程，以收宣傳之效。

多元化的協作項目

我們的德國辦事處透過不同的推廣工作，向當地消費者，展現香港不同的面貌。我們再次參與全球
最大型的旅遊展 — 「柏林國際旅遊展」(ITB  Berlin)，為21個香港旅遊業夥伴提供與當地業界交流及 
洽談業務。另外，我們又與國泰航空、德國漢莎航空、瑞士國際航空、奧地利航空和阿聯酋航空 
合作，為當地旅遊業界提供訪港考察團等業界推廣，加強他們對香港多元旅遊體驗的了解。

我們又與德國業界緊密合作，推出多元化的推廣計劃。其中，我們與當地具領導地位的旅行社DER 
Touristik合作，透過旗下的多個主要品牌，包括Dertour、Dertour  Deluxe及Meier’s  Weltreisen，推出 
包含香港與澳門在內的「一程多站」旅遊產品，並透過當地約九成的旅行社銷售有關產品，提升 
市場對香港的認識。此外，亦夥拍阿聯酋航空，在網上平台Opodo.de推出優惠機票。另外，我們亦
在旅行社Explorer  Fernreisen的產品目錄中刊登香港的旅遊資訊，鼓勵旅客選擇香港作為「一程多
站」行程的目的地。

• 在 IAPCO年會的演講成功吸引逾
100位專業會議籌辦人參加

• 與Wendy  Wu  Tours和國泰航空 
合作進行的推廣計劃，共錄得
超過20萬次的網頁瀏覽，活動
獲得15,000名消費者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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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與多家電視台及雜誌合作，製作介紹香港多元體驗的專輯及媒體報道：

• RTL2「Grip TV」播出25分鐘特輯，介紹參與「國際汽聯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香港站」的跑車。

• 德國最大型的單車運動雜誌《RennRad》刊載香港單車節的專題故事。

•  《Asia  Pacific》雜誌刊登封面故事，介紹香港多元旅遊特色。有關雜誌透過亞太旅遊協會，和在 
全國所有的業界及消費者旅遊展中派發。 

• 雜誌《Terra》刊登12頁專題，介紹香港戶外活動。

配合大型活動進行宣傳

為了在法國市場宣傳全新品牌推廣計劃，我們以農曆新年為契機，進行一連串的跨媒體推廣，包括
於法國電視台French 5 TV著名節目「C à vous」中介紹香港；透過數碼媒體播放四條全新的品牌宣傳片；
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推廣；並組織業界考察團前往法國，與當地業界洽談業務。

本年的香港龍舟嘉年華首次有法國乳癌康復者參加的龍舟隊，我們善用這次機會，以龍舟運動為 
主軸，向法國媒體推廣香港的傳統文化及特色美食。此外，我們亦組織由印刷、數碼及社交媒體組
成的女性記者訪問團訪港，體驗香港的獨特地道文化，品嚐大澳的特色美食。

• 2016/17年度於德國進行的各項推廣活動，整體宣傳效益接近9,300萬港元

• 與阿聯酋航空在網上平台Opodo.de的推廣計劃：推廣期內與香港相關的機票銷售較去年同期增加35%

• 新品牌推廣計劃的整體宣傳效益：1,000萬港元

• 香港龍舟嘉年華相關的媒體訪港團帶來的宣傳
效益：6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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