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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 HONG KONG 香港旅展 2019 -展會報告 
2019 年 6 月 13-16 日 

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 (Hall 1A-1E) 
 
1. 會場面積 (平方米) ........................................................................................... 14050  
 
2. 總參展商數目 ................................................................................................... 675  

展商中並提供商務/會獎旅遊產品及服務有 141 家 
 
參展商(按地區分佈) % 

海外 87.5% 
香港 12.5% 

 
參展商十大熱門主題 展商數目 

親子遊 223 

深度、文化和歷史 204 

美食觀光 177 

生態 / 綠色 / 可持續發展旅遊 157 

旅遊攝影 147 

嘉年華 / 節慶 / 特色活動 138 

教育/青年旅遊 132 

運動/歷奇 129 

藝術及娛樂 120 

自駕遊 118 
 
3. 參展國家/地區總數 .......................................................................................... 56 (+7.7%) 
 

亞洲 (39%) 不丹、柬埔寨、中國、香港、印度*、印尼、日本、阿拉木圖-哈薩克斯坦*、澳門、

沙巴-馬來西亞、馬爾代夫、烏蘭巴托-蒙古、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韓國、 

新加坡、台灣、台東-台灣、阿里山-台灣、泰國、越南 

歐洲 (29%) 亞美尼亞、克羅地亞、薩格勒布-克羅地亞、賽普路斯*、捷克共和國*、芬蘭、法國、

格魯吉亞、冰島、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聖彼得堡-俄羅斯、西班牙*、加泰羅

尼亞-西班牙、瑞士、英國 

美洲 /  

大洋洲 (18%) 

阿根廷、澳洲、加拿大、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秘魯*、斐濟、關島*、美國、 

北馬里亞納斯-美國 

非洲 / 

中東 (14%) 

博茨瓦納*、埃及、伊朗、摩洛哥*、馬達加斯加*、索馬里*、南非、突尼斯* 

備註： 粗字體-官方展團/展位(*)為新參展目的地；如該地區有多個官方展團分開攤位展出。以上目的地或出現兩次以上。 

 
4. 業界及企業觀衆 (6 月 13 至 14 日) .................................................................. 11613 
 

(A) 按地區 數目 (%) 

香港 7316 (63.0%) 

中國 3031 (26.1%) 

海外 1266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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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行業 數目 (%) 

旅行社/組團社/在線旅行社 6144 (52.9%) 

航空公司 / 地面交通 / 酒店住宿 1707 (14.7%) 

媒體 766 (6.6%) 

其他旅遊相關行業 813 (7.0%) 

會獎/企業 (觀眾業務分析，請參閱 4d) 2183 (18.8%) 
 

亞
洲
以
外 

(c) 業界觀眾: 感興趣目的地 % 

歐洲 50.0% 

非洲 / 中東 15.3% 

美洲 (美、加、中/南美洲) 21.5% 

澳洲 / 新西蘭 / 太平洋 19.8% 

亞 

洲 

日本、南韓 28.0% 
南、東南亞 42.4% 
中 國 36.4% 
台 灣 27.1% 
澳 門 13.3% 

中、西亞 13.1% 
 

(d) 會獎 / 企業觀眾按業務分類 % 

專業服務包括銀行、金融、投資、保險、法律服務、人力資源、

商業服務等 

33.6% 

一般貿易，例如: 建築、運輸、服裝/禮品及贈品、電子等 18.6 % 

培訓與教育 12.3% 

展覽主辦單位、活動策劃人員 12.5% 

協會、政府和公共機構 9.5% 

其他 13.5% 
 
5. 公眾人士 (6 月 15 至 16 日) ............................................................................. 73665  
 

教育程度 

大學或以上 43.4% 

大專 34.0% 

旅遊模式 

自由行/私人團 85.0% 

過去 12 個月內過夜休閒旅遊的次數 

0 次 2.5% 
1 – 2 次 37.1% 
3 – 5 次 47.3% 
6 次以上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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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兩年有意前往的目的地 (度假) 
東/北亞 54.5% 

台灣 37.3% 

東南亞 34.5% 

中國內地 24.7% 

澳門 19.0% 

中、西亞 8.3% 

歐洲 38.7% 

澳洲、新西蘭、南太平洋 25.2% 

美洲（美國、加拿大、中/南美洲） 17.2% 
中東/非洲 8.3% 

 

6. 業界/公眾觀眾: 對主題遊/旅遊體驗的興趣程度 

主題/體驗 (按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業界 公眾 

野外探索 (自然及野生動物觀賞團) 29.6% 22.8% 

藝術與娛樂 34.8% n/a 

嘉年華/節慶/特色活動 34.9% n/a 

郵輪 26.1% 32.1% 

自駕遊 25.7% 31.0% 

親子遊 38.9% 16.8% 

美食之旅 39.1% 57.1% 

綠色/ 生態旅遊 32.3% 33.6% 

深度、文化與歷史 34.9% 50.8% 

蜜月/海外婚禮 22.4% 7.4% 

購物 21.6% 42.6% 

運動旅遊 21.7% 23.7% 

遊學 29.9% 8.7% 

旅遊攝影 26.2% 35.0% 

保健/醫療旅遊 20.6% 8.8% 

備註: n/a ~ 公眾觀眾問卷沒有此題 

 
7. 專業日舉辦研討會場數:   31  (當中有 8 場是關於商務會獎旅遊) 

 
8. 公眾日舉辦講座場數 :  90 

 
9. 公眾日舞台表演場數 :  30 

 
10. 其他同期活動:   4 

 2019 一帶一路國際旅遊新商機論壇 (香港商報) 

 「美麗中國」旅遊推廣活動內地旅遊推介會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 

 2018/19 牛津小學英語寫作比賽頒獎典禮 

 2019「遊學在中國」照片徵集比賽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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