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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旅遊及主要盛事活動



2022年 Q4 主要盛事活動
日期 盛事活動

18/11 – 4/12 第二十二屆澳門美食節

1 – 31/12 第十二屆澳門購物節

3/12/2022 – 1/1/2023 2022幻彩耀濠江

16 – 26/12 澳門之味巡禮 ― 五都薈萃



2022年第四季主要盛事活動

2022幻彩耀濠江

日期： 3/12/2022-1/1/2023

時間：每晚 19:00 –22:00

地點 ：在澳門半島、氹仔及路環8個區分，共28個地點
舉行
主題：閃亮冬日
亮點：
• 六大綜合旅遊休閒企業將響應“閃亮冬日”的活動主

題，於旗下的場地及建築物外牆設置配合主題的大型
燈飾裝置、光雕及燈光表演，共同打造閃亮冬日；

• 首次進行3D光雕表演本地公開徵集，吸納更多本地
公共藝術創作，聯動“旅遊+文創”的發展。

• 旅遊局邀請4隊分別來自澳門、橫琴、上海及葡萄牙
的創作團隊參與光雕表演。

詳細活動內容
將於22/11/2022
記者招待會上

公佈



2022年第四季主要盛事活動

澳門之味巡禮 ― 五都薈萃
日期： 16-26/12/2022

時間：每天 15:00 –23:00

地點：路氹金光大道公園

主辦單位 ：澳門新口岸區工商聯會

協辦單位 ：旅遊局

合辦單位 ：六大綜合旅遊休閑

亮點：
• 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絡的“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為脈絡，邀請內地4個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參與，助力提升澳門作為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名氣；
• 現場將設有超過100個來自澳門、成都、順德、揚州和淮安的美食、文創及旅遊推

廣攤位，以及由五都廚師即席進行廚藝表演，以饗大眾及促進業界交流，向旅客推
介五都的美食及旅遊元素，彰顯澳門的中葡文化交匯的特色。



2023年主要盛事活動

日期 盛事活動

22-23/1 2023農曆新年慶祝活動─龍騰舞躍賀新春

24/1 – 12/2 兔躍盛世 歡樂春節 2023年農歷新年花車匯演

24/1, 28/1, 

5/2

2023慶祝農曆新年煙花表演

30/6 - 2/7 第十一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

27/9 世界旅遊日慶祝活動

1/10 2023國慶煙花表演

10月（待定） 第十屆世界旅遊經濟論壇．澳門

12月（待定） 2023幻彩耀濠江



2023年主要盛事活動

2023農曆新年慶祝活動─龍騰舞躍賀新春
日期 ：22-23/1/2023

兔躍盛世歡樂春節 2023年農歷新年花車匯演
第一場花車巡遊 ： 24/1/2023, 20:00 – 21:45 
第二場花車巡遊 ：28/1/2023, 20:00 – 21:30

花車展覽
地點及日期 ：
澳門科學館 ：25 - 27/1/2023
塔石廣場 ：29/1 - 12/2/2023

煙花表演
日期 ：24, 28/1 & 5/2/2023
地點 ：澳門旅遊塔對出海面



2023年主要盛事活動

兔躍盛世歡樂春節 2023年農歷新年花
車匯演 – 贊助方案
旅遊局於2023年將會繼續與各大品牌機構合作，提
供不同及靈活的宣傳方案，務求將“兔躍盛世 歡
樂春節 2023年農曆新年花車匯演”透過不同的渠
道有效地帶到合適的受眾，同時取得預期成功的宣
傳效果。

方案一：贊助花車連佈置及表演隊伍
方案二：贊助花車連佈置
方案三：贊助表演隊伍
方案四：贊助大會指定合作專用水
方案五：贊助酒店住宿
方案六：贊助VIP 福袋及紀念品
方案七：贊助商自行提供方案

如有垂詢，請於2022年11
月28日或前與我們聯絡︰

(853) 8397 1029
dtne@macaotourism.gov

.mo

mailto:dtne@macaotourism.gov.mo


2023年主要盛事活動

第十一屆澳門國際旅遊（產業）博覽會

日期： 2023年6月30日-7月2日（待定）

地點： 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A及B館

重點內容 :

旅博會繼續結合線上線下模式，為參展商和買家提供一站式展示交流平台，助力
促進旅遊經濟復甦。

參展商範圍 :
旅遊機構及組織、旅遊資源、旅遊裝備、旅遊媒體、文創及非 遺文化等。

贊助形式 :
合作夥伴、冠名贊助、品牌展示、媒體曝光、印刷品、數碼推廣、展館廣告或專

屬合作方案等。



澳門大賽車博物館

• 旅遊局將於2023年推出業界門票合作
計劃；

• 首階段的合作對象為本澳的酒店及旅
行社；

• 以先簽訂的代售協議，享有6折優惠預
訂澳門大賽車博物館之門票（逢星期
二及博物館指定的免費參觀日除外）；

• 2022年第三季已經與業界協會代表進
行了講解會，相關意見收集期至11月
30日。



培訓及質量管理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目的

• 確立旅遊業的服務質素標準，鼓勵及支持業界提升服務文化，以及表
揚提供卓越服務及推行優良服務管理的旅遊業界商戶，從而配合建設
澳門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發展目標。

涉及界別

• 餐飲、旅行社及零售業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2021年獲獎商戶數目

餐飲界別 258
旅行社界別 34
零售業界別 29



2022年因應疫情作應變安排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發展，2022年是項計劃採取了以下應
變措施，當中之申請及評審安排概括如下：
•餐飲界別：暫停2022年之申請，但對已獲獎商戶進行監督期

評審工作。
•旅行社界別：暫停2022年之申請和評審工作，但仍然維持監

督期內獲獎商戶的資格。
•零售業界別：繼續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保障消費者權益的

同時，表揚為旅遊零售業提供優質服務的商戶 。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2022年推出餐飲界別修訂方案

• 因應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8/2021 號法律《酒店業場所業務法》於 2022年起生效，旅遊局相應調整「星級旅遊服

務認可計劃」餐飲界別的執行細則、修訂奬項體系、相關申請指南和評審準則，以切合業界實況。

• 經調整後，餐飲界別組別劃分為4組，分別為餐廳(酒店內)、餐廳(酒店外)、飲食及飲料場所和簡便餐飲場所。

• 奬項體系方面，維持「星級服務商戶獎」奬項名稱，將「稱心服務團隊獎」及「星級服務卓越大獎」分別更名

為「星級服務金獎」及「旅遊服務卓越大獎」，並新增設有4個主題的「特別主題獎」。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豪華餐廳

一級餐廳

二級餐廳

餐廳(酒店內)

飲食及飲料場所
飲食及飲料場所

餐廳(酒店外)

簡便餐飲場所



檢視旅行社界別獎項名稱及文案
•因應本年餐飲界別之修訂方案，亦開展檢視旅行
社界別獎項名稱及文案，使之與餐飲界別修訂方
案的文件格式和表達模式一致。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

2023年之申請及評審工作安排

餐飲界別 旅行社界別 零售業界別

•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發展，將適
時評估後另經澳門旅遊業界網站公佈。

• 繼續與消費者委員會合作。凡
年度「誠信店」商戶名單中獲
得優異誠信店，且符合相關行
業類別並經「星級旅遊服務認
可計劃」評審委員會通過，獲
授予「星級服務商戶獎」。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網頁
Website for QTSAS Scheme



旅遊業界培訓



旅遊業界培訓

目的

• 透過為旅遊業界舉辦針對性的培訓課程，鼓勵及協助業界從
業員加強培訓，增強其知識和認知，提升整體旅遊服務質素

對象

• 旅遊從業員 （包括酒店、餐飲、零售、旅行社及導遊）

• 「星級旅遊服務認可計劃」獲獎商戶



旅遊業界培訓

2022年1至10月培訓概況

形式
場次（線下） /

課程數量（線上）
培訓人次（線下） /
點擊率（線上）

線下 （不同類型的課
程、講座及工作坊）

28 877

線上（非實時）

＊首個線上課程於2019年3月推出

直至2022年10月，澳門旅遊
業界網站共有28個課程，

當中7個於2022年推出
13,636

線上（實時） 2 126



2023年旅遊業界培訓

培訓計劃之制定
• 2022年已完成培訓課程參加者提出的反饋
• 本年9月已向旅遊業界商會、議會及協會收集培訓需求
• 本年10月與不同的培訓機構進行交流會議，了解各培訓機構

來年的培訓資訊（適合旅遊業界的一般及國際認證課程）
• 特區政府的政策及旅遊行業趨勢



2023年旅遊業界培訓

形式 範疇 課程 備註
線上（非實
時）

溝通 處理投訴與調解技巧 – 餐飲業篇教學影片

新增
線上（實時）

旅遊
無障礙旅遊
康體旅遊 （澳門與橫琴）

溝通 商務禮儀與公共關係

線下

國際資格認證
（服務及食品安
全）

英國城市專業學會(City & Guilds) - 餐飲及款
待業銷售課程

曾舉辦
CIEH食品安全證書（第三級）課程
CIEH 食物致敏源（基礎）證書課程
WSET®葡萄酒第一級認證課程 新增

2023年持續為旅遊業界從業員提供服務相關軟技能、不同語言、接待技巧、溝通、
無障礙旅遊及銷售等培訓，並考慮提供以下課程。

* 課程之開辦取決於實際情況



2023年旅遊業界培訓
形式 範疇 課程 備註

線下

語言
英語

曾舉辦日語
韓語

接待及溝通
壓力及情緒管理 曾舉辦
接待有特殊需要人士服務技巧

新增
旅遊業調解及談判技巧應用

旅遊和文化
不同客源地文化差異

新增跨文化旅遊
澳門建築概述（中式及西式）

銷售
烈酒基本知識及銷售技巧課程 新增
直播行銷 曾舉辦

* 課程之開辦取決於實際情況



旅遊業界培訓
另外，澳門旅遊業界網站仍持續於2023年提供以下線上課程，歡迎登入網站或掃描二維碼瀏覽課
程，持續進修知識。
1. “心手相連．無障礙溝通”公益手語網上學習課程
2. “心手相連．無障礙溝通” 粵港澳大灣區手語公益網上學習課程
3. “心手相連．無障礙溝通”粵港澳大灣區手語公益網上學習課程 —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文旅

篇
4. 餐飲相關教學影片
5. 文化旅遊網上學習課程 – 澳門歷史與文化簡介
6. 客戶服務心態技巧
7. 建立正向服務心態課程

線上課程



旅遊業界培訓 –合作

過往旅遊局亦與旅遊業界合辦講座及工作坊，例如本年合作包括：

• “土生葡菜技藝傳承大師班”名廚大師技藝展示系列活動 （於2022年9月至2023年4月期間進行）

➢ 7/2/2023 及 14/3/2023 為旅遊業界專場，屆時將向業界發放相關資訊，歡迎報名參加

• “無障礙灣區行”座談會（於2022年10月進行）

倘有任何培訓相關的合作建議，歡迎聯繫培訓及質量管理廳。



旅遊業界培訓 –報名及學員指引

• 旅遊局所舉辦的線上及線下課程費用
全免，報名前可參閱培訓課程報名及
學員指引

• 報名方法：登入澳門旅遊業界網站
（http://industry.macaotourism.gov.mo）
或掃描二維碼作線上登記

• 查詢
➢電話：28315566
➢電郵：

training@macaotourism.gov.mo 學員指引 線上登記

mailto:training@macaotourism.gov.mo


旅遊推廣



2022年推廣工作



宣傳主題

感受澳門樂無限
Experience Macao Unlimited

“ 感受澳門樂無限” 廣告片



宣傳短片

⚫合共製作132條宣傳短片：澳門安全宜遊目的地、
世遺景區、美食、婚拍、盛事、玩樂等

感受澳門樂無限 -月月精彩系列短片



外籍、港台人士遊澳推廣計劃

• 與攜程Trip.com平台合作，向共105萬目標註册用戶推送澳門
最新旅遊資訊及提供澳門景點玩樂產品7折優惠券、機票買
一送一及購物返現遊澳優惠。活動9月21日上線，截至10月31

日，共領7折優惠券25,032張，核銷訂單2,170張。

截至10月31日數據

• 機票買一送一PLUS優惠，總訂票人次: 75,832 。
• 酒店5拆劵領取張數: 3,370萬張，累計訂單量: 55.8萬單，涉及間

夜量: 120.4萬，住客人次: 84.3萬。

2022“感受澳門‧想你享福利”機票劵及酒店劵



社交平台

✓ 各社交媒體粉絲人數累計超過448.6萬 (微信、

微博、抖音、小紅書、Facebook 、 IG及

TikTok)。

✓ 微信公眾號粉絲按年增長9.4%至214萬。

✓ 抖音話題標籤 “澳門月月精彩” 播放量超過

7,543萬次。

✓ 單一活動官方帳號最高點讚數為4.3萬、線上

直播超過25.5萬人次觀看，閱讀量103.6萬，網

紅直播高達3,200萬人次觀看。



社交平台

“澳門拍拍幸運兒”招募活動

為旅客提供全新禮遇行程及免費導賞，將遊歷
過程制作成短片，以旅客第一身體驗角度，宣
傳澳門旅遊特色。

第二屆文旅博主孵化計劃

培訓美食KOL為主題；新手入門特訓、實力大
師班



旅遊局官方抖音帳號參加名為“美麗中國”

的影片挑戰任務，獲得超過300萬觀看量及

8.4萬點讚量，並得到影片挑戰任務的發起

人曹雨先生關注，曹雨先生為現時抖音最

當紅的旅遊類影片網紅之一；及後旅遊局

與其合作，安排其團隊連同8位抖音高流量

KOL於10月21日訪澳，拍攝10條澳門旅遊

短視頻，加大澳門旅遊形象的線上曝光。

社交平台



按抖音集團旗下的PICO虛擬實體頭戴設備要求，
拍攝8K澳門旅遊VR短視頻，360度沉浸式介紹
澳門世界遺產及節慶盛事。

社交平台



支持大型活動落戶澳門

內地大型綜藝節目《這!就是街舞5》總決賽

• 吸引演職人員及觀眾逾10,000人來澳參與。
• 於優酷平台及互聯網電視（OTT）投放澳門旅遊廣告宣傳片，

共6,200萬曝光量。
• 除內地外日本東京、泰國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吉隆坡



支持大型活動落戶澳門

2022攜程全球合作伙伴峰會落地澳門及澳門全球超級目
的地推廣計劃

• 繼2021年攜程全球合作伙伴峰會首次成功落戶澳門及
取得的宣傳成效，現正與攜程集團商討2022年度有關
大會再次於本澳舉辦。預計於12月2-4日舉辦，邀請逾
2,500位行業嘉賓來澳參與。



綜藝節目

“澳門之味‧雙行線”美食文旅真人秀

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合作，籌備拍攝共12期美食文
旅真人秀節目，以百種美食串起24條“別有味道”
的澳門旅行線。

“澳門奇妙遊”

拍攝共8期15-20分鐘節目在湖南衛視芒果台播放，
由網絡明星藝人遊戲探訪及體驗澳門為主線，延伸
介紹澳門旅遊元素



路展活動



“感受澳門樂無限”大灣區巡迴路展

• 以大篷車作賣點，聯同旅遊業界及線上旅遊平台走訪大灣區
廣東城市，已完成的珠海站及中山站，兩場入場人數超過41
萬。餘下將順延至年底至明年舉行，同期將舉辦澳門旅遊推
介及洽談會。

“感受澳門樂無限”商場快閃路展
• 與澳門航空合作，於9月至12月在曾經舉辦“澳門周”的城市

舉辦商場路展活動，已完成的重慶、成都、杭州站，三場入
場人數超過15,000 ， 線上宣傳推廣總曝光量達6,977萬次；截
至11月8日重慶、成都及杭州-澳門往返機票總銷售量為9,021
人次，餘下三站上海、 北京及南京將在11月及12月舉行。

路展活動



電子簽注及跨境團隊遊



為團隊遊準備就緒

「即刻出發遊澳門」抖音官方合作宣傳
• 發起抖音官方全民任務宣傳活動及拍攝抖音官方

宣傳影片，鼓勵旅客共同宣傳赴澳門電子簽註，
並來澳門拍攝聖誕及元誕遊澳的節慶氣氛影片。

製作“給内地赴澳旅行團小貼士”宣傳圖

• 附有“海關旅客指尖服務”、“粵省事”小程序
和“澳門健康碼”二維碼，方便旅客出發前填寫
資料。



與澳門旅行社合作推廣
• 透過旅行社在澳門及內地市場

線上線下資源：包括旅遊巴士
車身廣告、大型戶外廣告牌、
網站、小程序、社交媒體平台
等，共同推廣澳門旅遊目的地，
營造歡迎旅客遊澳氛圍。

電視台節目預及廣告播放
• 於將開放團遊的省市電視台宣

傳來澳旅遊。結合新媒體、網
紅及旅遊行業資源宣傳內地旅
客赴澳門電子簽註及預備團隊
遊來澳的宣傳工作。

為團隊遊準備就緒



- 由於疫情原因，本地遊從6月19日暫停至8月14 日，共57天；酒店體驗從

6月20至8月7日，共49天；

- 截至10月19日，本地遊報團人數39,886人， 已出團人數38,069人，共

1,326團；已銷售酒店套票共45,127套，涉及113,031人；

- 為配合11月及12月節慶盛事，“澳人食住遊”將增加3條節慶盛事路線，

2022年共推出43條路線；

- 針對學生的研學篇於6月啟事，報團人數共20,148人；已出團10,455人，

共345團

“澳人食住遊”



2023年重點推廣方向



➢推進“澳門周”大型推廣活動，宣傳澳門旅遊、商貿、
文化、體育及娛樂，現場銷售優惠旅遊產品，將加入嶄
新科技元素，如AI及VR等，以推動更多旅客到現場並感
受更多不同的澳門旅遊體驗。

➢持續在熱門社交媒體發佈澳門最新資訊，同時利用網紅
及旅遊達人加強宣傳。

1.多形式吸引旅客來澳並延長留澳時間



1.多形式吸引旅客來澳並延長留澳時間

➢於重要客源城市舉辦商場路展活動，並聯同旅遊
業界共同參加重要旅遊展(如:上海旅遊產業博覽
會、 廣州國際旅遊展覽會、 廈門國際旅遊展覽
會等等，參展資訊將陸續在本局旅遊業界網站發
放)。繼續維持免除旅遊展參展按金。如退出參
展、缺席活動或未能準時提交報告，將不能參加
下次參展活動。

➢密切留意寛關政策，於開放團體遊的省市舉行旅
遊業界推介會、商務配對洽談會及商場促銷活動。



➢延伸2022年 “感受澳門‧想你享福利” 活動，向海外旅客提供
遊澳、酒店住宿以及機票優惠。

➢持續利用認受性高的社交媒體，累積澳門旅遊自媒體愛好者，
適時更新澳門最新旅遊產品，並在當地舉辦澳門旅遊業界推
介會及“雲旅遊”活動。

➢密切留意與鄰近地區的通關消息，與業界磋商，例如航空公
司及其他旅遊運輸業界，推出旅客優惠措施及特價旅遊產品。

➢在寛關後，組織海外業界、大型媒體及旅遊達人來澳採訪，
製作先鋒旅遊內容，以增加海外市場對澳門旅遊產品的認識，
吸引國際旅客訪澳。

2.開拓海外旅客的工作



3.推進“旅遊+”跨界融合發展

“旅遊+美食”

• 加強與其他創意城市的交流和合作，以線上線下形式參與
活動。

• 支持和鼓勵本澳旅遊業界引入國際美食榜單頒獎禮落戶澳
門，舉辦大型美食推廣活動及美食文化交流活動。

“旅遊+大健康”

• 鼓勵旅遊業界推出與大健康相關的套餐或私人定製產品。

• 持續就綜合度假村內的水療、康養等休閒設施為主題進行
宣傳。



3.推進“旅遊+”跨界融合發展

“旅遊+科技”

• 整合澳門不同景點和機構的AR/VR互動展示應用。

• 持續加強澳門大賽車博物館的數位化建設和智慧科技應用。

• 優化智能行程規劃應用。

“旅遊+教育”

• 落實推進 “關於澳門發展研學旅行市場的諮詢” 的研究結
果。

• 推動業界結合本地旅遊資源，發掘更多研學旅遊景點，推出
相應的旅遊產品。



• 與深合區磋商更進一步的聯動推廣模式，例如於旅遊展設
澳琴展位，向外宣傳琴澳聯遊。

• 邀請深合區參加旅遊局各類推廣活動，如路展、推介會及
洽談會等。

• 鼓勵業界設計推出「海島遊」「一程多站」旅遊產品（個
人遊、團隊遊），並利用媒體渠道宣傳推廣。

4.參與大灣區和深合區建設



➢ 繼續收集各政府機構、私人企業和社團舉行

的盛事、體育活動、展覽等。

-出版月刊的《旅遊快訊》(印刷及網上版)

-製作月月精彩宣傳短片。

歡迎訂閲《旅遊快訊》

2023 旅遊宣傳製作

➢ 繼續製作各類美食、盛事活動宣傳片, 在不同平台播放。



Q&A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