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旅人新鮮事」活動 FAQ
上刊時間：105 年 4 月 29 日
下刊時間：105 年 9 月 1 日
Q1.「台北旅人新鮮事」活動目的與精神？
A： 2016 年以「台北旅人新鮮事」為企劃主軸，運用「體驗行銷」的概念，串連本
市特色景點來規劃遊程，達到推廣城市在地文化與觀光資源之目的。針對推廣對象
(自由行旅客、青年族群、臺灣新住民、長期居留國內之外籍人士等)，邀請具知名
度作家、旅遊達人及在地主人共同參與活動，透過不同類型旅人（台北 U 拜客、台
北愛喫客、台北自然客、台北新潮客）
，引領旅客實地體驗參與並分享自己的台北新
鮮事，建構在地城市品牌，提升旅客重遊率。
Q2.「台北旅人新鮮事」主要活動內容與活動日期？
A：2016 年「台北旅人新鮮事」活動包括 2 場旅遊專題講座、2 場網路活動及 9 場遊
程體驗活動，活動皆為免費參加，活動日期如下：
1、 網路活動：
(1) 第一場「募集台北私房新鮮事」網路活動：
2016 年 5 月 2 日（週一）10:00-2016 年 7 月 29 日（週四）12:00 止
(2) 第二場「最讚一日台北客攻略路線」網路活動：
2016 年 6 月 1 日（週三）10:00-2016 年 7 月 29 日（週四）12:00 止
2、 體驗活動：
(1) 2016 年 5 月 2 日-2016 年 8 月 20 日，各場次詳細活動時間請上「台北旅人
新鮮事」活動官網（http://2016.travel.taipei），或至臺北旅遊網
（http://www.travel.taipei ）查詢。
3、 旅遊專題講座：
(1) 第一場 2016 年 7 月 2 日(週六）14:00-15:30
(2) 第二場 2016 年 8 月 13 日(週六）14:00-15:30
Q3.本次活動邀請的帶路旅人有哪些，主題為何？
A：2016 年「台北旅人新鮮事」以 4 大類型旅人(台北 U 拜客、台北愛喫客、台北自
然客、台北新潮客)，特別邀請 10 位不同領域專家，擔任本次活動的推薦旅人，為
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提供 10 條深度主題遊程，慢步體驗台北市獨有在地的文化內涵。
台北旅人類型
台北 U 拜客
台北愛喫客
台北自然客

帶路旅人

遊程主題

單車旅行作家李立忠

身騎鐵馬過城門

陽光騎姬魏華萱

河岸追風賞夜橋

水越設計創辦人周育如

萬華的市場遊學

新聞媒體工作者蘭萱

永康在地小店大搜索

自然觀察家劉克襄

都市農夫綠手指

貓空杏花林主人張欣柔

花茶貓空綠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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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新潮客

水牛書店負責人羅文嘉

城市小農新主張

台北城市散步創辦人邱翊

大稻埕體感之旅

知名雜誌人黃威融

巷弄書店新態度

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執行長許秀雯

小眾文化新潮流

相關遊程內容皆可在「台北旅人新鮮事」活動官網（http://2016.travel.taipei）
，
或至臺北旅遊網（http://www.travel.taipei

）上瀏覽參閱。

Q4.「台北旅人新鮮事-網路活動」主要活動內容、活動時間和抽獎時間為何？
2016 年「台北旅人新鮮事」共有 2 場網路活動，將台北旅遊在地元素由點到線，邀
請民眾分享在地私房景點與台北客一日攻略旅行路線，快登入活動頁面，立即參加
投稿！
第一場「募集台北私房新鮮事」網路活動：
1.

活動時間：2016 年 5 月 2 日（週一）10:00-2016 年 7 月 29 日（週四）12:00 止。

2.

活動內容：不說不知道的百年小吃、一定要內行人帶路才找得到的巷弄小店、
花一百萬也買不到的絕世夜景，上傳台北私房 1-3 張體驗照片，就有機會帶走
專屬台北的城市紀念品！

3.

活動方式：
(1)加入「La Vie 行動家」會員，具備會員資格。（請確實填寫會員資料，以便
寄送贈品喔！）
(2)點選「立即參加活動」，上傳「1-3 張私房景點照片」（圖片尺寸小於 1M），
並寫下「50-100 字介紹文字」
，完成後即具當月徵件活動抽獎資格，開始邀請你
的親朋好友幫你集氣投票！
(3)參加投票者，在本頁面點選「立即參加活動」，就可以投票，選出你最想去
的私房景點！每日可投一次票！

4.

得獎資格
(1) 統計當月投稿者中，得票數最高者前 5 名，即可獲得當月獎項（須當月投
稿才可獲得當月得獎資格；若重複投稿，得獎資格仍以一件作品計）。
(2) 每月加碼雙周隨機抽出幸運兒 5 名，投稿就有機會得獎（若重複投稿，得
獎資格仍以一件作品計）！

5.

抽獎時間：
最高投票數前 5 名依投票結果辦理，公佈時間分別為 6/2（四）
、7/7（四）
、8/4
（四）中午 12：00；幸運兒雙周隨機抽出，公佈時間分別為 5/17（二）、5/31
（二）、6/16（四）、6/30（四）、7/15（五）、7/29（五）中午 12：00。

6.

活動獎品：
(1) 每月雙周抽出幸運兒獎品：23.5 °N 台灣在地「東方美人茶平衡系列旅行組」
5 名（市價 920 元）。
(2) 5 月份獎品：觀光主視覺造型鑰匙圈 3 個（市價 150 元）、西門丹霞圖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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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市價 250 元）。
(3) 6 月份獎品：觀光主視覺造型鑰匙圈 2 個（市價 150 元）、南街殷賑側背包
3 個（市價 499 元）。
(4) 7 月份獎品：西門丹霞圖拼圖 3 個（市價 250 元）
、南街殷賑側背包 2 個（市
價 499 元）。
7.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澎、金、馬地區。海外地區恕無法配送。
（2） 中獎者不得要求指定獎項更改或折換成現金。
（3）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
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
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4）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活動辦法與獎品內容之權利。參加活動者一旦參加本
活動，則表示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
（5） 網友參與活動留言請保持理性，留言內容勿涉及人身攻擊、違反善良風
俗等不雅內容，一經發現主辦單位有權予以刪除並取消參加抽獎資格。
（6） 上傳之圖片須確保圖片為本人所拍攝或圖片版權，不涉及盜用及違反著
作財產權，如為冒用、盜用，一經發現或檢舉，立即取消參加資格，其
他刑責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7） 贈品將採郵寄寄送，請於會員資料中填寫正確郵寄地址，如因地址未填
或地址錯誤，致獎品無法送達，本單位恕不補發。
（8） 得獎者由系統隨機抽選。每人請勿以多個帳號重覆參加，若重覆參加抽
獎，將取消資格。
（9） 參與上傳照片者限憑一組照片和文字參賽，投票者一日限投票一次。
【個資法條款內容】
為提供活動、訂購、行銷、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
需要之目的，書虫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司之營運期間及地區內，將以 mail、傳
真、電話、簡訊、郵寄或其他公告方式利用您提供之資料，並將前述資料提供
予合作機構(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為前述利用。如您有依個資法第三條或其
他需服務之處，得發信至本公司客服信箱：lvpublic@hmg.com.tw 請求協助。加
入會員與活動需填寫的相關資料如為非必填項目，不提供亦不影響您的權益。

第二場「最讚!台北客一日攻略路線」網路活動
1.

活動時間：2016 年 6 月 1 日（週三）10:00-2016 年 7 月 29 日（週四）12:00 止。

2.

活動內容：夏天就是要當一日台北客阿！只要上傳走訪台北一日攻略路線，路
線可融合「台北旅人新鮮事 10 大主題」1-3 個景點，或個人台北私房推薦路線，
就有機會帶走台北旅人後背包！

3.

活動方式：
(1)加入「La Vie 行動家」會員，具備會員資格。（請確實填寫會員資料，以便
寄送贈品喔！）
(2) 點選「立即參加活動」
，上傳「1-3 張攻略路線代表景點照片」
（圖片尺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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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M）
，並寫下「2-6 個攻略景點名稱」
（範例如下）
，完成後即具當月徵件活動
抽獎資格，開始邀請你的親朋好友幫你集氣投票！
(3)參加投票者，在本頁面點選「立即參加活動」，就可以投票，選出你最想去
的攻略路線！每日可投一次票！
4.

投稿範例
【最讚台北客一日攻略路線】上傳攻略路線就有機會抽中台北好禮！我的台北
客一日攻略路線是「____________________」。
例：
【最讚台北客一日攻略路線】上傳攻略路線就有機會抽中台北好禮！我的台
北客一日攻略路線是「北門→台北郵局→撫台街洋樓」。

5.

得獎方式：於活動期間內累積投票數最高的前 3 名（同一獎項得獎名單不重複）
，
即可獲得 Le Bags 旅行後背包乙個，共 3 名得主。

6.

活動獎品：Le Bags 旅行後背包 3 個（市價 4,980 元）。

7.

抽獎時間：最高前 3 名開獎時間：8/2（二）中午 12：00。

8.

注意事項：
（1） 本活動獎項寄送地區僅限台、澎、金、馬地區。海外地區恕無法配送。
（2） 中獎者不得要求指定獎項更改或折換成現金。
（3） 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
參加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
況，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4）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活動辦法與獎品內容之權利。參加活動者一旦參加本
活動，則表示同意接受本活動辦法與注意事項之規範。
（5） 網友參與活動留言請保持理性，留言內容勿涉及人身攻擊、違反善良風
俗等不雅內容，一經發現主辦單位有權予以刪除並取消參加抽獎資格。
（6） 上傳之圖片須確保圖片為本人所拍攝或圖片版權，不涉及盜用及違反著
作財產權，如為冒用、盜用，一經發現或檢舉，立即取消參加資格，其
他刑責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7） 贈品將採郵寄寄送，請於會員資料中填寫正確郵寄地址，如因地址未填
或地址錯誤，致獎品無法送達，本單位恕不補發。
（8） 得獎者由系統隨機抽選。每人請勿以多個帳號重覆參加，若重覆參加抽
獎，將取消資格。
（9） 參與上傳照片者限憑一組照片和文字參賽，投票者一日限投票一次。
【個資法條款內容】
為提供活動、訂購、行銷、客戶管理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
需要之目的，書虫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公司之營運期間及地區內，將以 mail、傳
真、電話、簡訊、郵寄或其他公告方式利用您提供之資料，並將前述資料提供
予合作機構(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為前述利用。如您有依個資法第三條或其
他需服務之處，得發信至本公司客服信箱：lvpublic@hmg.com.tw 請求協助。加
入會員與活動需填寫的相關資料如為非必填項目，不提供亦不影響您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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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台北旅人新鮮事-遊程體驗活動」活動內容、場次時間及報名時間為何？
活動內容：本次活動精選活動旅人主題遊程中之體驗活動，詳情如下
日期

帶路人

主題

5/21

水牛書店負責人
/羅文嘉

書桌上的
小農料理

活動內容
集合地點：水牛書店
活動時間：10:00-12:00

體驗內容：水牛書店+我愛你學田市集+ 報名日期：
品嘗手作麵包佛卡夏
5/2 10:00~
集合地點：捷運台電大樓站 3 號出口
活動時間：14:00-16:00

5/28

知名雜誌人/黃
威融

巷弄書店
新態度

6/18

單車旅行專欄作
家/李立忠

身騎鐵馬
過城門

6/25

陽光騎姬/
魏華萱

河岸追風
賞夜橋

杏花林農場第四
代傳人/張欣柔

花茶貓空
綠生態

7/23

台灣伴侶權益推
動聯盟執行長/
許秀雯

小眾文化
新潮流

7/30

野草花果有機農
場/馬丁農夫

都市農夫
綠手指

7/16

8/6

水越設計創辦人
/周育如

萬華的市
場遊學

8/20

新聞媒體工作者
/蘭萱

永康在地
小店大搜
索

報名日期

額滿為止活
動免費，每
場次 30 名。

體驗內容：舊香居→好氏品牌研究室→永
樂座→流浪 ing 旅遊書店→雅博客二手
書店→唐山書店
集合地點：捷運北門站 3 號出口
活動時間：14:00-16:00
體驗內容：北門→撫台街洋樓→中山堂→
西門舊址碑→西本願寺→小南門→南門
→東門→公園號酸梅湯
集合地點：松山車站西出口
活動時間：15:00-18:00

報名日期：
5/30
10:00~額滿
為止活動免
費，每場次
30 名。

體驗內容：彩虹橋→麥帥一橋→麥帥二橋
→民權大橋
集合地點：貓空纜車動物園站
活動時間：14:00-16:00
體驗內容：貓空纜車→樟樹步道→杏花林
休閒農場（手搖茶 DIY）
集合地點：台大醫院站 2 號出口
報名日期：
活動時間：16:00-18:00
6/20

10:00~額滿

體驗內容：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為止活動免
二二八紀念公園→西門町紅樓+週邊同志
費，每場次
友善店家→性別議題討論會@牡丹
集合地點：捷運內湖站（內湖路二段轉乘 30 名。
「小 2 公車」）
活動時間：14:00-16:30
體驗內容：碧山巖→白石湖龍骨吊橋→白
石湖觀光果園採果體驗
集合地點：龍山寺山寺捷運站 3 號出口
報名日期：
活動時間: 14:00-16:00

7/18
10:00~額滿
體驗內容：東三水 X 新富市場→直興市場
為止活動免
集合地點：捷運東門站 5 號出口
費，每場次
活動時間：14:00-16:00
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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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內容：天津蔥抓餅→芋頭大王→波士
頓理髮廳→昭和町文物市集→蠹行古書
行→青田日式宿舍群
注意事項：
1. 為辦理體驗活動保險事宜，參與者須填寫真實姓名、電話及相關個人資料。
2. 洽詢專線：(02)2500-7578 #3605 何小姐、#3371 蕭小姐(週一～週五）10:00~18:00 或 1999
（外縣市 02-27208889）轉 3336 楊小姐。
3. 服務信箱：lvpublic@hmg.com.tw。
4. 主辦單位保有修正活動辦法之權利。

Q6.「台北旅人新鮮事-遊程體驗活動」如何報名?
5 月 21 日起共有 9 場次體驗活動，皆為免費參加，活動統一網路報名，每場次限額
30 人，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
1.

Step1：請到「台北旅人新鮮事」活動官網（網址：http://2016.travel.taipei）
「體驗活動」頁面點選我要報名按鈕。

2.

Step2：至活動通(Accupass）報名頁面以 FB 帳號登入或輸入 E-mail，完成報名
即可。

3.

Step3：收到活動通知信件確認報名成功，請依通知信件準時於活動當日時間及
地點報到。

Q7.「台北旅人新鮮事-遊程體驗活動」幾點報到、活動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7.
8.

活動統一網路報名。
每場次導覽限 30 名，需預先報名。若於活動前 3 個工作天，未收到信件通知，
請洽詢專線：(02)2500-7578 #3605 何小姐、#3371 蕭小姐(週一～週五）
10:00~18:00 或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3336 楊小姐。
報到時間：請於活動前 30 分鐘完成報到。
每場體驗活動預計有 2-3 小時的戶外時間，除了
「摩登 U 拜客」2 場活動以 Youbike
為主，其他場次各景點之間採取步行方式，請衡量自身健康狀況，自備水、帽
子及個人藥品等配備。
報名成功者須本人出席體驗活動，不得轉讓名額；報名後如需更換場次，需經
主辦單位確認核可，否則一律以棄權論。
每場體驗活動現場不接受候補及無報名者隨隊。
為投保旅遊平安險，報名時敬請同意並提供姓名、身份證字號及出生年月日，
作為投保資料。若提供不全或錯誤者，無法享有保障，敬請諒察。
主辦單位保有修正活動辦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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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台北旅人新鮮事-旅遊專題講座」免費講座活動時間及地點？
時間

地點

7/2 (六) 14:00~15:30
台 北 探 索 館
（報名日期：5/2 10:00~額滿為止）
4F 發現劇場
（臺北市信義
8/13 (六) 14:00~15:30
（報名日期：6/2 10:00~額滿為止） 區市府路 1 號）

主講人／講題
劉克襄（自然觀察家）／
台北自然小旅行
侯季然（《書店裡的影像詩》
導演）／
城市裡的書店靈魂！

活動免費，每場次 110 名，額滿為止。

Q9.「台北旅人新鮮事-旅遊專題講座」免費講座如何報名?
A：
1.

活動統一網路報名：請上「台北旅人新鮮事」活動官網
（http://2016.travel.taipei

）「旅遊專題講座」活動網頁查詢講座場次，

每場次 110 名，額滿為止；或至臺北旅遊網（http://www.travel.taipei

）

查詢。
2.

活動洽詢專線：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02)2500-7578 #3605 何小姐、#3371
蕭小姐(週一～週五）10:00~18:00、E-mail 至 lvpublic@hmg.com.tw

；或電

洽 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3336 楊小姐。
Q10.「台北旅人新鮮事-旅遊專題講座」免費講座幾點開放進場、活動注意事項？
報名成功的民眾，請於活動當日下午 2 時前於講座地點完成簽名報到，完成網路預
約報名成功者，將會收到 e-mail 報名成功通知，請參加者當天出示此證明或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演講現場為尊重講者及其著作權，並維護講座品質，演講進行中，恕
不進行錄音、拍照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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