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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起源與回顧

二、新社花海辦理情形

三、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暨農特產

品展售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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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新社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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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花海活動起源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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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92年，農委會主委李金龍

要求所屬單位辦理 OPEN DAY。

 民國93年3月8日，種苗場辦理

「戀戀香草鄉」活動，展出

120 多種香藥草植物，獲得各

界好評，吸引一萬多人參加。

 民國93年11月11日，種苗場開

放日辦理「紫色的故鄉」活動，

吸引2萬多人參加。



55

 民國93年-95年冬季裡作時期，

種苗場於田區撒播蘿蔔、油菜、

太陽麻等植物，吸引大批婚紗

業者到場取景及攤商湧入。

 民國94年底，臺中縣黃仲生縣

長挹注500萬經費，配合種苗

場680萬經費辦理新社花海活

動。

新社花海活動起源
(2/3)



66

 民國95年11月6日，辦理第一

屆「新社花海行」活動，吸引

百萬遊客進入新社，民眾反應

熱烈，首開新社花海活動名稱。

新社花海活動起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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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花海活動回顧

 100年縣市合併後，由臺中

市政府參與共同主辦。

 花毯節加入展出。

 增設大型展館(面積近

2000平方公尺)1處。

 101年「臺中國際花毯節」

及「中臺灣農業博覽會」

同時加入展出，創造出參

觀人潮183萬人次的紀錄，

帶動當地產業經濟效益13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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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模板下载：www.1ppt.com/moban/

http://www.1ppt.com/m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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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各活動參與辦理情形

100

 縣市合併，由臺中市政府參與共同主辦。

 臺中國際花毯節加入展出。

 增設大型展館(面積近2000平方公尺)1處。

101
 臺中國際花毯節、中臺灣農業博覽會加入展出。

 參觀人次183萬，經濟效益約13億元。

102

 臺中國際花毯節加入展出。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於他縣市辦理(縣市輪流辦理)。

 參觀人次256萬，經濟效益約17億元。

103

 臺中國際花毯節加入展出。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於他縣市辦理(縣市輪流辦理)。

 參觀人次276萬，經濟效益約18億元。

104
 臺中國際花毯節、中臺灣農業博覽會加入展出。

 參觀人次306萬人次，經濟效益約19億元。

105年
至

107年

 因應國際花博覽會舉辦之故，臺中國際花毯節移至后
里舉辦，新社花海之參觀人潮銳減。

 中臺灣農業博覽會於他縣市辦理(縣市輪流辦理)。

http://www.1ppt.com/mo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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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活動名稱 活動
天數

參觀
人次

觀光產值

2011 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 30日 150萬 10億元

2012 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 30日 180萬 13億元

2013 新社花海花間 漫遊 樂悠遊暨臺中國際花
毯節

30日 256萬 17億元

2014 新社花海心動臺中暨臺中國際花毯節 30日 276萬 18億元

2015 新社花海暨中臺灣農業博覽會及國際花
毯節

30日 305萬 19億元

2016 新社花海魅力新社花海景綻（新社）
臺中國際花毯節─花現新樂園（后里）

30日 146萬 9.7億元

2017 新社花海行 漫遊台三線（新社）
臺中國際花毯節─花開的聲音（后里）

30日 172萬 11億元

2018 新社花海行 樂遊台三線 16日 95萬 5.4億元

新社花海歷年辦理帶動之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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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新社花海預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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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單位 本年度
預期成果

創造就業機會數 人 3,000

帶動年度農業及農村休閒
旅遊人次 人次 250萬

增加農業經濟效益 元 16億

其他不可量化效益：
•辦理年度花海活動，強化園區常態性綠美化建設及導入種苗文化元
素，打造成週年有景可賞兼具在地文化之優質農業旅遊環境。
•結合浪漫台三線政策，延伸至台中山城地區，帶動中部地區觀光經
濟，實踐農委會環境整備任務。
•休閒農業旅遊推廣資訊營運－藉助「新社花海」活動之磁吸效應，
蒐集休區旅遊資訊，透過文宣效應，行銷在地休閒農業及在地文化
活動，促進當地休閒產業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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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50公頃花海場地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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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農業博覽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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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農業博覽會-臺中、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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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臺灣農業博覽會-南投、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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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意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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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台灣燈會 世界蘭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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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 好水 好優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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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玩味 盡在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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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國際 臺中酒莊

石圍牆酒莊

霧峰農會酒莊

大安農會酒莊

樹生休閒酒莊

松鶴農產品酒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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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主要協助工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繁殖場：

場地提供、花海佈置、聯合服務

觀光局：辦理花毯節展區規劃及執行

交通局：協助規劃交通接駁、站點設置、週邊交通疏

運措施

建設局：道路燙平、拓寬改善、華豐街路邊溝渠鐵板

鋪設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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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主要協助工作

警察局：義交協勤、警力配置、流動攤販管制與稽查

作業

環保局：流動廁所規劃設置、垃圾清運與環境清潔

消防局：辦理活動安全防護作業

衛生局：協助辦理現場救護工作、食品安全管理

水利局：新社區協成里九渠溝心中街分流工程，道路

復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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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局：流動攤販管制與稽查作業

新聞局：協助辦理宣傳行銷

文化局：邀請街頭藝人表演

新社區公所：中興嶺停車場雜草清除作業

臺中市各級農會：參與擺攤及配合活動宣傳

臺中區漁會：參與擺攤及配合活動宣傳

各機關主要協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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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種苗改良繁殖場
農業局、觀光局

協助機關：交通局、建設局、
警察局、環保局、
消防局、衛生局、
水利局、經發局、
新聞局、文化局、
新社區公所、
臺中市各級農會、
臺中區漁會

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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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