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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高雄寵物用品展 

行銷活動企劃書 
一、 緣起 

  

寵物飼養在現今的高齡化社會已為常態，寵物不僅是作為孩童生命教育的

最好媒介，也是陪伴長輩的良伴。近年來，流浪動物公益活動遍地開花，同時

也帶起領養流浪動物的年輕族群，甚至間接發展出具手作、文創風格的寵物用

品工作室。「寵物」的定義隨著各年齡層有所微妙變化，它可以是家人、朋友、

孩子、甚至是生命導師，但不變的是，「寵物」已被定義為一種飼主投射情感、

具療癒性的存在。 

 

隨著飼主心中對寵物的愛惜跟擬人化，寵物用品的商機日漸增大，品質僅

為基本需求，客製化及細部功能性成為更重要的選擇關鍵。同時飼主對於寵物

參與活動的要求也更大，舉凡家族相聚、趣味競賽、互動遊戲、節日裝扮，「寵

物」的擬人社會化成為用品採購外的另一重點。 

 

二、 大會主題 –『毛孩專屬聖誕派對』 

 

展期適逢平安夜前夕，飼主對於寵物過節、參與活動的情感需求提升，同

時帶起採購用品的動機。大會將以「毛孩專屬聖誕派對」為主軸，舉辦各項飼

主與寵物可參與的裝扮主題活動、家族聚會活動、相關競賽，將商業色彩抹淡，

增加寵物擬人化的節慶布置及口號，使飼主心中投射的寵物社會具象化，營造

出具溫度的用品採購盛會。 

 

三、 活動目的 

 

透過一系列的主題活動及氣氛營造，除了將飼主與寵物感情升溫、加強族群

相互交流、並透過現場課程培養飼養寵物的正確觀念，更盼能激起飼主對於寵物

的愛護情感，進而採購更多寵物用品作為心理上的滿足，打造出廠商與飼主雙贏

的佳績。 

 

四、 目標對象 

 

現今寵物飼主結構除了對用品的要求提高，對於寵物社會的氣氛營造也有一

定的要求。寵物用品展從採購地位逐漸發展為專屬寵物的年度盛事，相關主題活

動及互動遊戲的品質需更加精進、提升。而中南部寵物飼主對於活動增辦的聲音

也日漸急切，故今年將大幅增加主題活動區域，並透過展前宣傳，增加飼主間的

討論熱度。 

 

從地域性來分析，本展為南部唯一寵物用品展，吸引的除為高雄市區居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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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多有從雲林、嘉義、台南以及屏東特別來訪的飼主。中南部消費族群對於優惠

的敏感度較高，展前、展期活動將會投入更多的活動贈品，宣傳也將以活動、贈

品、免費門票或折價券為重點，提高活動參與度，增加廠商產品的推廣及知名度。  

 

五、 活動架構 

 

 

六、 行銷活動設計 

 

(一) 展前 

1. Facebook 粉絲活動報名表編號 1-1 

 活動日期：102 年 11月 20日(三)至 12月 16日(一) 

 活動介紹：大會將於官方 facebook 粉絲團舉辦不定期線上互動活

動。活動類型為：轉貼廠商優惠訊息抽獎、轉貼大會活動訊息抽

獎、留言倒數抽獎。 

 活動效益：透過大量轉貼曝光，提升觸及使用者數量，達到廠商

商品知名度及展會活動訊息宣傳，加強入場誘因，提升飼主間對

展會的討論熱度。 

 廠商提供：主打商品試用樣包約 50-100份，可為單價低、小樣試

用品即可，建議提供犬貓可共用商品，以達到曝光之最佳效果。

並提供 1 至 2 則網路宣傳訊息(包含文案、連結、圖片)，作為轉

貼活動使用素材。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法） 

2. 寵拍 FUN 上傳報名表編號 1-1 

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

展前活動

Facebook

粉絲活動

寵拍FUN上傳

大會活動

主題活動

耶誕寵拍樂

愛寵大聲說

家族號召令

耶誕奧運會

舞台活動

寵物小學堂

媒體文宣

導覽手冊

大會專刊

新聞稿代發

產品介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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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102 年 11月 25日(一)至 12月 13日(五) 

 活動介紹：官方網站搭建相片上傳平台，邀請飼主上傳指定主題

裝扮照片（類別分為狗、貓、兔子、其他），分享寵物可愛模樣，

參加活動即可抽免費入場券兩張及廠商加碼明星商品抽獎。此活

動平台同時作為線上攝影展供飼主欣賞討論。  

 活動效益：此活動照片將用於現場公設設計，增加參與活動飼主

親身前往展場的誘因及樂趣。另外，以上傳寵物照片作為活動門

檻，並加以分類，可瞄準精確的飼主族群，廠商提供商品可依照

寵物種類提供（狗、貓、兔子、其他），精準接觸目標族群。 

 廠商提供：主打商品建議約 1-10份即可，正常包裝品，非小樣試

用品，以提高加碼獎之價值，並請選擇組別贊助：狗、貓、兔子、

兩棲共四組別。除外也務必提供獎項照片及公司或品牌 LOGO(擇

一)，將放置於活動官網以贊助單位之名曝光宣傳。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法） 

 

(二) 大會活動 

1. 主題活動 

i. 耶誕寵拍樂報名表編號 2-1 

 活動日期：102年 12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製作主題相片框架，讓飼主與寵物於指定區域

合照，並現場打卡上傳至 facebook，現場參與活動可獲得

廠商贊助試用品/試吃包。 

 活動效益：透過現場活動參與及上傳分享，加強展期的宣

傳廣度，飼主與寵物的主題照也容易引起其他飼主注意進

而搜尋、前往展會參觀。若寵物試用反應佳，飼主可直接

現場詢問購買，活絡現場買氣及商品知名度。 

 廠商提供：主打促銷商品之樣品/試吃包約 50~100 份，並

註明攤位編號及名稱、聯絡方式。建議提供犬貓可共用商

品，以達到曝光之最佳效果。並務必提供公司或品牌

LOGO(擇一)，於現場公設以贊助廠商之名曝光。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法） 

ii. 愛寵大聲說報名表編號 2-1 

 活動日期：102年 12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運用展前募集照片製作主題照片牆，並於相片

牆中央製作聖誕樹造型留言區，讓飼主領取祝福小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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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寵的話語，黏貼於留言區，即可獲得廠商贊助試用品

/試吃包一份。 

 活動效益：作為主題活動的另一選擇，可讓不喜歡拍照的

飼主同時擁有其他情感表達的管道，加強飼主與寵物現場

的情感聯繫。透過活動參與，加強廠商提供試用品/試吃

品接觸的族群精準度，推廣產品知名度。 

 廠商提供：主打促銷商品之樣品/試吃包約 50~100 份，並

註明攤位編號及名稱、聯絡方式。建議提供犬貓可共用商

品，以達到曝光之最佳效果。並務必提供公司或品牌

LOGO(擇一)，於現場公設以贊助廠商之名曝光。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法） 

iii. 家族號召令報名表編號 2-1 

 活動日期：102年 12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於展前官網設立登記系統，邀請寵物家族社群

填寫預約參觀資料，每團至少需滿 15隻同品種犬(貓)。

現場穿著聖誕主題服裝或道具，於指定拍照區拍攝團體照，

即可獲得大會提供獎贈品以及廠商加碼禮。 

 活動效益：透過家族團體參與活動、直接試用廠商商品，

口碑效益擴散快，傳播廣度驚人，為推廣主打商品的最佳

活動。 

 廠商提供：廠商加碼禮。主要以犬類食用品為主，亦可提

供犬貓可共用之商品小樣包裝，例:罐頭/洗毛精/保養食

品，提供約50~100份，並務必提供公司或品牌LOGO(擇一)，

於現場公設以贊助廠商之名曝光。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式) 

iv. 耶誕奧運會報名表編號 2-2 

 活動日期：102年 12月 21 日(六)至 12月 22日(日) 

 活動介紹：於周末舉辦兔子及狗狗趣味競賽(短跑、迷宮)，

邀集飼主報名參與，前三名優勝者可獲得廠商贊助之高額

獎品。 

 活動效益：透過競賽的趣味性，凝聚展會現場互動氣氛，

並吸引民眾前往觀賞、打氣，提升周末參觀人數，也能準

確接觸到飼主的核心族群，增加產品曝光度。 

 廠商提供：各競賽可贊助名額為 1-3名，贊助寵物食用品

種類限定為犬用。並務必提供公司或品牌 LOGO(擇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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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公設以贊助廠商之名曝光。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式) 

2. 舞台活動 

i. 寵物小學堂報名表編號 2-3 

 活動日期：102年 12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於大會舞台舉行教學活動，主旨為推廣正確的

飼養觀念及教護課程。開放展前網路報名，每堂課程後可

領取廠商贊助試用品。 

 活動效益：透過試吃品發放，增加品牌曝光度。 

 廠商提供：試吃品/體驗包/折價券等小樣贈品，隨機發送

給參與活動之民眾。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式) 

 

(三) 媒體文宣 

1. 導覽手冊報名表編號 3-1 

 活動日期：102 年 12月 20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參觀展覽民眾可免費索取之大會文宣，內含攤位優惠

資訊。 

 活動效益：透過大會專屬優惠文宣，直接接觸展會民眾，增加主

打產品曝光量。 

 廠商提供：1 至 2 則商品優惠及攤位活動訊息(可擇一提供)，並務

必附上優惠活動商品照及公司 LOGO。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式) 

2. 大會專刊 

 活動日期：102 年 12月 20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參觀展覽民眾可免費索取之導覽手冊，內含廠商基本

資料及其參展商品等資訊(中英文)。 

 活動效益：提供給相關業者或消費者作為後續連繫之主要管道，

增加上下游廠商的交流機會。 

 廠商提供：廠商基本資料及其參展商品等資訊(中英文) 

 廠商報名方式：至官網免費登錄廠商資料。 

3. 新聞稿代發 

 活動日期：102 年 12月 20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提供特色商品資訊、廠商新聞稿給予採訪媒體或合作

單位報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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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效益：共同創造大會主打議題及亮點，增加展會來訪媒體數

量，以及後續採訪曝光機會。 

 廠商提供：大會主打商品或特色商品介紹及新聞稿，並附上圖片，

尤以具獨特性、數量稀少、價格昂貴為優選。 

 廠商報名方式：直接將新聞稿資料寄至活動信箱。 

4. 產品介紹表報名表編號 3-1 

 活動日期：102 年 12月 20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活動介紹：提供特色商品資訊、廠商新聞稿給予採訪媒體或合作

單位報導使用。 

 活動效益：共同創造大會主打議題及亮點，增加展會來訪媒體數

量，以及後續採訪曝光機會。 

 廠商提供：詳細主打商品及新品之優惠、介紹，並務必附上商品

照或相關報導資料供參考。 

 廠商報名方式：填表報名(詳見附件報名方式) 

 

七、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截止日期：102年 11月 25日(一) 中午 12:00 

(二) 報名方式： 

 請填寫八、廠商報名表附件的報名表，或公關活動報名通知信內

的 word或 excel 表格。(擇一方式報名即可) 

 務必於信件內附上報名表內提及之產品圖檔、公司或品牌logo(擇

一提供，若提供一個以上，請標明露出之活動名稱)。(ai檔或jpg，

300dpi以上) 

 圖檔請務必與報名表分開提供，請勿貼於 excel、pdf、word 檔內。

並為純商品圖(不含其他功能介紹文字，確保露出最大效益)，並

於圖檔名稱上註記"參與活動-商品名稱"。 

 將以上檔案 email 到 aquapets@chanchao.com.tw 或傳真至

02-2659-7000，並於信件標題署名： 

【高雄寵物展行銷活動報名：(自行代換公司名稱)】 

     示意圖 

           

mailto:將以上檔案email到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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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三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專人回覆，煩請主動來電詢問，以免活動

權益受損。 

(三)   行銷活動及相關合作聯繫人：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整合行銷部 

 專案執行 何佩庭 小姐 分機 213 

 專案助理 黃怡真 小姐 分機 397 

                 (02) 2659-6000 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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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659-6000 aquapets@chanchao.com.tw 

          專案執行 何佩庭 分機 213  專案助理 黃怡真 分機 397   

~若三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專人回覆，煩請主動來電詢問，以免活動權益受損。~ 

 

 

       報名編號 1-1    展前網路活動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11/25(一) 12:00 

◆ 廠商資料 

廠商名稱  攤位編號  

活動聯絡人  

 

公司電話              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進行後續確認事宜，請務必填寫可正常收信之信箱，以免權益受損！) 

◆ 活動贊助商品資訊 

□(勾選參加) 

Facebook 

網路活動 

商品名稱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  數量  

商品名稱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  數量  

□(勾選參加) 

寵拍 FUN 上傳 

商品名稱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贊助組別 □ 犬 □ 兔   

□ 貓 □ 其他 

市價  數量  

商品名稱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贊助組別 □ 犬 □ 兔   

□ 貓 □ 其他 

市價  數量  

◆ 粉絲團轉貼宣傳訊息(參加上方任一活動方可填寫) 

宣傳活動標題 (如超過一則可於信件內另外補充) 

活動內容 (如超過一則可於信件內另外補充) 

活動網址/官網網址 (如超過一則可於信件內另外補充) 

活動圖檔 若有相關圖檔(商品圖、活動視覺設計、廣告 DM)請於信件內附加檔

案並註記為 Facebook 活動使用圖片，請勿直接貼於 word 檔內回傳。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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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659-6000 aquapets@chanchao.com.tw 

          專案執行 何佩庭 分機 213   

          專案助理 黃怡真 分機 397   

~若三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專人回覆，煩請主動來電詢問，以免活動權益受損。~ 

 

 

 

       報名編號 2-1    展期主題活動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11/25(一) 12:00 

◆ 廠商資料 

廠商名稱  攤位編號  

活動聯絡人  

 

公司電話              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進行後續確認事宜，請務必填寫可正常收信之信箱，以免權益受損！) 

◆ 活動贊助商品資訊 

□(勾選參加) 

耶誕寵拍樂 

商品名稱-1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1  數量-1  

商品名稱-2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2  數量-2  

□(勾選參加) 

愛寵大聲說 
商品名稱-1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1  數量-1  

商品名稱-2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2  數量-2  

□(勾選參加) 

家族號召令 

商品名稱-1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1  數量-1  

商品名稱-2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2  數量-2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行銷公關結案報告 

 

活動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659-6000 aquapets@chanchao.com.tw 

          專案執行 何佩庭 分機 213   

          專案助理 黃怡真 分機 397   

~若三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專人回覆，煩請主動來電詢問，以免活動權益受損。~ 

 

 

       報名編號 2-2    耶誕奧運會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11/25(一) 12:00 

◆ 廠商資料 

廠商名稱  攤位編號  

活動聯絡人  

 

公司電話              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進行後續確認事宜，請務必填寫可正常收信之信箱，以免權益受損！) 

◆ 活動贊助商品資訊 

犬型大小 組別 獎別 提供商品 市價 數量 

□(勾選參加) 

小型犬 

10M 短跑 

冠軍    

亞軍    

季軍    

迷宮 

冠軍    

亞軍    

季軍    

□(勾選參加) 

中型犬 

15M 短跑 

冠軍    

亞軍    

季軍    

迷宮 

冠軍    

亞軍    

季軍    

□(勾選參加) 

大型犬 

15M 短跑 

冠軍    

亞軍    

季軍    

迷宮 

冠軍    

亞軍    

季軍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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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659-6000 aquapets@chanchao.com.tw 

          專案執行 何佩庭 分機 213   

          專案助理 黃怡真 分機 397   

~若三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專人回覆，煩請主動來電詢問，以免活動權益受損。~ 

 

 

 

 

 

 

 

 

 

 

 

 

 

 

       報名編號 2-3   寵物小學堂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11/25(一) 12:00 

◆ 廠商資料 

廠商名稱  攤位編號  

活動聯絡人  

 

公司電話              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進行後續確認事宜，請務必填寫可正常收信之信箱，以免權益受損！) 

◆ 活動贊助商品資訊 

商品名稱-1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1  數量-1  

商品名稱-2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2  數量-2  

商品名稱-3 (請註明為試用包或是正品) 

市價-3  數量-3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行銷公關結案報告 

 

活動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2-2659-6000 aquapets@chanchao.com.tw 

          專案執行 何佩庭 分機 213  專案助理 黃怡真 分機 397  

~若三個工作天內未收到專人回覆，煩請主動來電詢問，以免活動權益受損。~ 

 

 

報名編號 3-1    導覽手冊/產品介紹 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11/25(一) 12:00 

◆ 廠商資料 

廠商名稱  攤位編號  

聯絡人  
公司電話                 分機 

手機號碼  

E-mail 
 

(主辦單位將以 E-mail 進行後續確認事宜，請務必填寫可正常收信之信箱，以免權益受損！) 

◆導覽手冊資訊(優惠訊息及現場活動) 



優
惠
訊
息 

產品名稱 原價 特價 條件限制(例如:限量、限時) 

    

    



現
場
活
動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介紹 

   

   

注意事項：最多提供兩則，活動介紹請縮減至 30 字內，以達到最佳曝光效果。 

◆產品介紹表(媒體公關使用) 

展
場
新
品 

產品名稱 市價/展場價 上市時間 產品特色（簡介） 

    

產
品
內
文 

(若需提供新聞稿及圖片、pdf 檔案…，可附件於報名信內)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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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關活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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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前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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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 

Kaohsiung Pets Fair 2013 

展前記者會 

 

程序表/ Agenda  

時間：102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高雄巨蛋一樓大廳 

 
 
 
 
 
 
 
 
 
 
 
 
 
 
 
 
 
 
 
 
 
 
 
 
 
 
 
 
 
 
 

時間 程序 

13:30~14:00 媒體報到 

14:00~14:02 主持人開場 

14:02~14:05 高雄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 
蘇理事長方誠致辭 

14:05~14:08 紐約第五大道時尚寵物秀 

14:08~14:10 貓廠長「錢錢」展示瓦楞貓 villa  

14:10~14:13 寵物吉利年菜介紹 

14:13~14:15 萌柴出浴～薰香風呂示範 

14:15~15:30 自由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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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年賀歲迎新年寵物甲馬年菜預購 

   Mini 手作鮮食堂將讓今年的高雄寵物展增添一份不一樣的色彩。針對不同寵物的需求，

Mini 手作鮮食堂推出三種不同主題的年菜，亞當鮭魚捲／安德爾羔羊／陶波牛，內容包含：

主餐／配菜／湯品／點心，四大項，本屆高雄寵物展也將推出現場預購免運費和加碼送鮮食

便當的活動。 
 

 
 
現代寵物市場商機發達，經營寵物手工健康食品 3 年，嗅到飼主對寵物均衡飲食的要求及市

場潛力，除了供應平常正餐的寵物便當外，每年都堆出寵物年菜來滿足飼主及寵物們的味蕾。 

  寵物年菜依照不同的主題，配餐的內餡也都不一樣，份量依照 5KG 以下的小型犬來說一

套可分成四天使用，包裝則以環保為出發點採用可重複使用的精緻餐盒，總部黃協理表示，

持續兩年的銷售，去年業績較前年成長 5 成，今年估計能夠在成長８成之多，年菜售價 650

元~850 元，其中以售價金額最高的亞當鮭魚捲銷售最好，去年網路開放訂購１５分鐘內就銷

售一空，今年會提升套數來滿足消費者。 

本屆高雄寵物展期間(12/20-23)至展場訂購寵物年菜享有免運費活動外，再加碼贈送寵物便當

乙份，現場也有打卡活動讓消費者免費拿好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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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 手作鮮食堂位於彰化市，透明化的製程讓消費者一目了然，我們反對所有不新鮮的食物

以及添加化合品的食物，在這裡只有最好最新鮮的商品，商品採接單製作不囤貨，無添加訪

腐劑，零食包裝採用高科技的太空包裝袋，常溫可有效保存３個月，鮮食便當採急速冷凍包

裝確保食物新鮮度，未來目標將朝觀光工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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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限定版「瓦楞貓 villa」，毛小孩專屬的耶誕禮物 

 
台灣手作貓家具領導品牌 MOMOCAT 摸摸貓即將邁入第六年，每年都帶給飼主不一樣的驚喜！

因高雄寵物展正值耶誕前夕，MOMOCAT 特別推出聖誕限定版「瓦楞貓 villa」，做為毛小孩

專屬的聖誕禮物，更添濃濃的過節氣氛！ 
 
今年 7 月 MOMOCAT 於台北寵物展推出首發新品「瓦楞貓 villa 地中海風」，現場狂銷 500 組！

12 月再度於高雄寵物展推出限量版「瓦楞貓 villa 聖誕快樂」，這款美觀、實用、環保的貓咪

專屬磨爪家具，全程台灣製作，大豆油墨印刷，安全無慮，搭配上下層皆有專利耐磨貓抓板，

讓喜歡瓦楞紙的貓咪抓個過癮！屑屑還會留在裡面，不會滿地板都是！而且窗戶可開，拆下

的貓頭、腳掌、窗格紙片可以黏在外箱，變化出不一樣的 villa 風格！堪稱是今年最適合貓咪

的耶誕禮物！ 
 
「瓦楞貓 villa 聖誕快樂」採用精緻盒裝，需 DIY 簡易組裝，上層可承重 45kg，原價 699 元，

寵物展限定只要 480 元，歡迎現埸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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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日本的頂級寵物沙龍 SPA～貝特愛思 Pet Esthé®  

 

目前已在全球 26 個國家設置技術專門店，包含巴黎、東京、上海等時尚都會區。 
全系列產品日本原裝進口，讓台灣寵物也能享受和世界同步的平價奢華沙龍服務。 
 
-------------------------------------------------------------------------------------------------------------- 
 
今年冬天，選擇寵物專用的貝特愛思香薰浴鹽系列（AROMATIC BATH SALT series） 
 
可保濕潤膚，消除汙垢、除臭，調節寵物生理和心理機能，讓寵物從心裡興奮到全身，給予

寵物多姿多彩生活。 
 
貝特愛思香薰浴鹽適用所有寵物，狗狗貓咪都可以使用，天然植物提取成份濕潤清潔寵物皮

毛。共有六種香味：椰子香草、玫瑰、洋甘菊、薄荷迷迭、麝香、薰衣草。 
 
獨特檜醇成份有效防止害蟲黏附，對寵物採用「天然香芬」和「日本溫泉成份死海鹽」入浴， 
透過芳香療法給予寵物紓緩和安撫效果，同時緊縮寵物肌膚，使寵物毛髮生氣勃勃。 
無論是精神憔悴的寵物、壓力不安的寵物、焦慮煩躁的寵物，還是日常沐浴休閒皆適用。 
 
一方面改善寵物呼吸系統、預防寵物皮膚問題，防止蟲蝨繁殖粘附、保持優雅體香，是寵物

全身沐浴產品。令寵物肌膚富有彈性，用植物提取成分濕潤並清潔寵物皮毛，經常使用，效

果更佳。 
 
使用方法：寵物全身洗淨後，請在澡盆內倒入溫水(100L)，加入 1 包浴鹽(15g)充分攪拌，即

可沐浴泡澡使用。 

 
------------------------------- 
台灣總代理： 
鮪魚肚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WEDO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Group 
--------------------------- 
22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三段 103 巷 15 號 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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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第五大道時尚寵物秀～品牌介紹 

 

1. PAZO USA Designer Signature:  

PAZO 創意總監 Alfred Chang 在 1993 年到美國求學，目前定居於紐澤西，鑽石般耀眼的品

牌靈感起源於他的二隻狗寶貝。以奢華皮草、 SWAROVSKI 水晶、天然寶石等貴氣的材質

為設計重點，既開創了全新的寵物服裝風格，又抓住都會時 尚男女的喜愛，因此系列商品在

紐約得到廣大的回應，目前以高級寵物精品店為主要通路。 

 

2. PAZO USA For Him:  

延續紐約原創的設計師精神，以經典的學院風格&中性的運動元素創造出一系列的精品。讓

消費者可以享有與紐約同步的設計，但是節省荷包的大眾化的價格。 

 

 

 

 

3. LE CHIEN For Her:  

專為女生設計，風格更為時尚、細緻而迷人，創造出小公主形象，讓愛犬擁有與香奈兒同樣

的高貴優雅品味，永遠是注目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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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開幕典禮 

 

 

 

 

 

 

 

 

 

 

 

 



    行銷公關結案報告 
2013 年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 

Kaohsiung Pets Fair 2013 

開幕典禮 

 

程序表/ Agenda  

時間：102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 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高雄巨蛋-大會舞台區 

 
 

 

 

 

 

 

 

 

 

 

 

 

 

 

 

時間 程序 

10:00~10:30 媒體報到 

10:30~10:32 主持人開場 

10:32~10:36 英倫風貴賓軍團走秀 

10:36~10:39 高雄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 
蘇理事長方誠致辭 

10:39~10:42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總經理茂廷致辭 

10:42~10:46 貴賓致詞 

10:46~10:50 揭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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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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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拍 FUN上傳】 

 

◆ 活動名稱：寵拍 FUN上傳 

◆ 活動日期：102年 11 月 25 日(一)至 12月 13日(五) 00:00 

 

◆ 活動介紹： 

「自從你到來的那一天起，有你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最好的時光！」 

毛孩專屬耶誕 PARTY 倒數計時～南臺灣唯一寵物展即將於高雄巨蛋登場！現在就上傳毛小孩的耶

誕主題照，用毛小孩令人神魂顛倒的眼神及燦爛笑容，迎接即將到來的歲末巨蛋趴！ 

 

◆ 活動辦法： 

   將與聖誕主題相關之寵物影像作品，依照活動頁面指示註冊個人活動帳號，選擇參與組別以及上

傳影像作品，待大會審核通過後，將會由系統發送回函至活動帳號註冊之電子信箱。每人至多參與兩

項組別(各乙張)。繳件後最晚三個工作日內，將收到審核資格回覆，若無請來電詢問。 

 

  審核成功之活動作品，將直接上載於「2013 高雄寵物用品展」活動頁面，活動截止後將隨機抽出

多樣獎項，包含 VIP 邀請函(價值 150 元，等同門票可免費入場)及多樣廠商加碼禮。全數審核成功作

品將運用於現場活動攤位「愛寵大聲說」留言板設計(若無法接受公開使用請勿上傳)。全數得獎者將

於 12/16(一)抽出並公布於活動網頁。 

 

◆ 注意事項： 

1) 上傳檔案規格需為有效畫素 300萬畫素以上，檔案大小不超過 2MB。 

2) 每人限投兩主題各乙件影像作品，參與活動照片黑白、彩色不限，由乙張以上的照片組合而成的

作品不得參與活動。 

3) 審核未通過照片者，可再登入頁面上載新照片至審核通過為止。兩張照片皆審核通過後，便不可

更改、換圖。每活動帳號須至少審核通過乙張照片，方可獲得抽獎資格。若於 102 年 12月 13日

午夜 00:00前，仍未上傳成功者，將無法取得抽獎資格。 

4) 參與活動作品須為參與活動者之原創與版權所有，參加者並保證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或任何其他

權利之情事；作品著作權有爭議、已被買斷者請勿參加；不得以翻拍、拷貝、合成、剽竊、抄襲

他人或違反社會善良風俗作品參與。如有違反前述情事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其活動資格。 

5) 審核通過之影像作品，將運用於現場活動攤位「愛寵大聲說」留言板設計，故參與活動者應同意

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其授權之人，將參與活動之影像作品於「2013 高雄寵物用品展」及主辦單位

相關活動中，全球、永久、不限媒體、不限次數為公開口述、公開宣傳，並同意主辦單位將照片

重製以做行銷散播使用。 

6) 獎品須於 12/20-23 至高雄巨蛋「2013 高雄寵物用品展」指定入口領取，恕不提供郵寄，敬請見

諒。如未至展覽現場領取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7) 大會保有活動規則最終解釋及修改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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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愛寵日】 

即日起至 12/16(一) 12:00 

填寫資料即可獲得 12/21(六)入場資格，限額 1,000 名，額滿為止！ 

 

為慶祝今年高雄寵物展廠商暴增、首度使用巨蛋全館，破天荒舉辦 1,000張門票大放送！ 

邀請您 12/21(六)帶著家中寶貝免費來巨蛋，共享溫馨聖誕氣息！ 

趕快把這項好康分享給更多毛孩爸媽吧～ 

 

◎活動說明◎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2年 12月 16日(一) 12:00 (額滿則提前截止) 

• 報到時間：102年 12月 21日(六) 10:00~17:50 

• 獎品：12/21(六)免費入場資格 

• 領取地點：4號門領票櫃台 

• 活動步驟： 

Step 1. 展前於線上預約報名，登記個人基本資料。 

Step 2. 於 12/21(六)至 4號門領票櫃台報到，由工作人員現場核對資料即可入場參觀。 

 

◎注意事項◎ 

 

1.  每人限報名一次，若經查證發現有重複參加領取狀況，主辦單位有權取消活動資格。 

2.  請填寫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若填寫資料錯誤或與實際不符，導致主辦單位無法確認或辨識參

加者身分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 

4. 資料一經送出則無法修改，敬請確認資料正確。 

5. 得獎者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作為提供主辦單位辦理得獎公告、寄發相關活動、產品資訊及

同一行銷活動中使用。 

6.  參加者如有有未經同意或冒用或盜用他人名義或參加之行為、其他經主辦單位判定為擾亂或防礙

本活動進行之行為，主辦單位得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 

7.  本活動之獎項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如有發現此行為，主辦單位可立即取消資格。 

8.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9.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辦法及規則最終修改之權力。 

10.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將隨時補充並公佈於活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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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號召令】 

 
家族相約來巨蛋！逛展血拚再送家族獨享伴手禮，讓毛孩齊聚展場享口福！ 

家族成員至少 10人以上出席，並攜超過 15隻以上(含)的同品種毛孩(犬/貓)來家族拍照區報到，現

場拍攝團體照即可得到獲獎資格，每隻毛孩可獲得乙盒養生禮盒獎勵，限量 800 盒，送完為止！(以

網路登記為優先) 

趕緊通報家族的毛爸毛媽們，為家族搶先爭取這項無敵好康吧！分享到 facebook 

◎活動說明◎ 

•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2年 12月 13日(五) (額滿則提前截止) 

• 報到時間：102年 12月 20日(五)至 12月 23日(一) 10:00~17:30 

• 獎品：犬貓專用漢方養生禮盒(每盒市價 240元) 

• 領取地點：「家族號召令」拍照區 

※ 此為展覽活動，參加此活動須另購票或持邀請函入場。 

• 活動資格： 

1. 非商業團隊且家族人數滿 20人以上，須於報名資料附上家族社群連結。 

2. 家族至少需 10人以上親自出席，並攜帶 15隻以上(含)同品種犬、貓至活動會場。 

3. 自備家族布條或家族名稱之舉牌、紙板，以及聖誕主題飾品入鏡(無特定規範及數量限制)。 

• 活動步驟： 

Step 1. 展前於線上預約報名，登記家族現場代表及家族基本資料、到場寵物品種及估計數量。 

Step 2. 於網路登記預定日期，集合家族成員及寵物們至指定區域報到，由工作人員現場核對家族聯

絡人證件資料、耶誕主題裝飾、布條或紙板，並確認現場同品種寵物滿 15隻(含)以上。 

Step 3. 拍攝家族溫馨大合照！ 

Step 4. 每隻寵物可獲得寵物漢方養生禮盒乙盒(每盒市價 240 元) 

◎注意事項◎ 

1.  每一家族/飼主/寵物限報名一次，若經查證發現有重複參加領取狀況，主辦單位有權收回全數贈

品及取消活動資格。 

2.  家族報名請填寫本人正確、完整之個人資料，若填寫資料錯誤或與實際不符，導致主辦單位無法

確認或辨識參加者身分時，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 

3. 獎贈品為犬貓食用之養生食品禮盒(或其他犬貓用相關食用品)，若為犬貓以外之寵物亦可報名，

但請事先確保食用安全性。 

4. 一經送出則無法修改，實際發送禮盒數量以寵物到場數量為主，為維護參與網路活動飼主權益，

僅可臨時減少，不可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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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得獎者同意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作為提供主辦單位辦理得獎公告、寄發相關活動、產品資訊及

同一行銷活動中使用。 

6.  參加者如有有未經同意或冒用或盜用他人名義或參加之行為、其他經主辦單位判定為擾亂或防礙

本活動進行之行為，主辦單位得取消參加或得獎資格。 

7.  本活動之獎項不得轉換、轉讓或折換現金。如有發現此行為，則主辦單位可立即回收贈品。 

8.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暫停本活動。 

9.  主辦單位保留活動辦法及規則最終修改之權力。 

10.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將隨時補充並公佈於活動網頁。 

11. 大會擁有活動參加審核資格，若經查違反以上規則，將隨時取消其參加資格。 

No 場次 家族名稱 類別 品種 數量 

1 12/21(六) 喜歡鬆獅不用花大錢 犬 鬆獅犬 15 

2 12/21(六) 屏東"法國鬥牛犬" 犬 法國鬥牛犬 15 

3 12/21(六) 西高囝仔高雄幫 犬 西高地白梗 25 

4 12/21(六) 屏東”法國鬥牛犬 犬 法鬥 15 

5 12/21(六) (南區) 瑪爾+臘腸 跑趴協會~ 犬 
瑪爾濟斯 40毛+臘腸 11

毛 
40 

6 12/22(日) 
松鼠博美狗狗家族 CHINESE 

Pomeranian FAMILY 
犬 博美 25 

7 12/22(日) 西施大軍~(高雄區) 犬 西施 30 

8 12/22(日) 「雪納瑞◢●會館◢● 」 犬 雪納瑞 20 

9 12/22(日) 狐狸犬幸福拼圖 犬 狐狸犬 40 

10 12/22(日) 高雄牛頭幫 犬 法國鬥牛犬 25 

11 12/22(日) 南部Welsh Corgi 柯基幫 犬 柯基 40 

12 12/22(日) 巴哥溜狗團 犬 巴哥 27 

13 12/22(日) 高雄 My Pet 捲捲毛幼兒園 犬 貴賓 33 

14 12/22(日) 短腿腸奔團 犬 臘腸 40 

15 12/22(日) 約克夏俱樂部-南區 犬 約克夏 30 

16 12/22(日) TFDA高雄幫 犬 邊境牧羊犬 15 

17 12/22(日) 台南貴賓幫 犬 紅貴賓 40 

18 12/22(日) 吉娃娃兵團 犬 吉娃娃 40 

19 12/22(日) 高雄好臘^_^臘腸小手拉小手 犬 臘腸 40 

20 12/22(日) 夏港肉肉腸 CLUB 犬 臘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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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奧運會－兔子組】 

 活動名稱：耶誕奧運會-第四屆南台灣愛兔運動會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愛兔協會 

 活動日期：2013/12/21(六) 

 活動時間：11: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寵物用品展【耶誕奧運會】活動區 

 競賽項目：愛兔小跨欄、愛兔大跨欄、愛兔迷宮、愛兔登高共四項 

 競賽規章： 

1. 比賽採計時制，每項比賽依各組取出前三名 

2. 最高限額 30隻寵物參加，報名成功即可同時參與「團體賽」及「個人組」兩項賽事(包含小

跨欄、大跨欄、闖迷宮、登高) 

3. 每位飼主最多僅可報名 1隻 

4. 為讓更多寵物參與，每隻寵物僅可報名一項比賽 

 周邊活動： 

1. 健康義診(蓋亞動物醫院-黃醫師) 

2. 愛心義賣(2014年曆、愛兔公益 Tee、兔小物) 

3. 兔選手聖誕交換禮物(請兔選手準備 100元小禮) 

 活動時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內容 

09:00-11:00 場地佈置  

11:00-13:30 場地練習 選手報到跟場地練習時間 

11:30-12:00 愛兔聖誕節 愛兔熱熱身 

愛兔大聲公 

兔選手交換禮物時間 

※兔選手互相準備 100元小禮物 

13:30-14:30 愛兔團體賽 每四隻選手編成一隊，以大隊接力方式

進行闖關，賽事以計時方式進行。 

14:30-15:00 選手練習 選手練習時間 

15:00-16:00 愛兔個人賽 每隻兔兔由主人帶領下逐一進行過關活

動，每過一關就可領取一枚兔林匹克徽

章。 

16:00-16:30 頒獎、合照  

16:30- 場地撤收  

 

 競賽說明： 

【團體賽】 

參賽兔兔於報到時由大會編組，每四隻為一隊，分別於競賽會場上的四個賽事角落待命。活動以

大隊接力方式進行，各棒次依序接力完成小跨欄、 大跨欄、闖迷宮、登高等項目，最後一棒抵

達終點時計算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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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以三分鐘為限，時間到未完成者比賽結束，成績登錄不及格。 

 

【個人賽】 

每隻兔選手於起點待命，比賽音樂開始時由飼主引導兔兔依序完成小跨欄、 大跨欄、闖迷宮、

登高等項目，抵達終點時計算成績。 

※每突破一個關卡即可獲得該關卡的賽事勳章一枚 

※競賽以三分鐘為限，時間到未完成者比賽結束。 

 

【競賽項目-小跨欄】 

本項目是由木條與木桿所組成的小跨欄，考驗每隻兔兔的爬行或基本跨越能力，本區賽事飼主可

用手輕輕點觸兔兔的小屁屁告知前進或協助轉向，但不可以直接用雙手將兔兔抱起來跨欄喔。 

 

 

【競賽項目-大跨欄】 

本項目是國際賽事專用的標準兔兔跨欄，考驗每隻兔兔的跳躍語障礙排除能力，本區賽事飼主可

用手輕輕點觸兔兔的小屁屁告知前進或協助轉向，但不可以直接用雙手將兔兔抱起來跨欄喔。 

 

  

 

 

 

 【競賽項目-迷宮】 

本項目是由巧拼所組成的 3*5的小迷宮，考驗每隻兔兔天生挖地洞與鑽地洞的看家本領，飼主可

用零食點心等兔兔喜愛的物品來引導兔兔向出口處前進，但不可以用雙手觸及兔兔喔。 

 

 

 

 

 【競賽項目-登高】 

本項目由兔兔來挑戰可愛的三階小樓梯，考驗每隻兔兔向上的平衡力，於簡單的衝刺後，踏上三

階小樓梯後跳下即可完成任務 ，飼主可用雙手輕觸兔屁屁引導前進與爬梯，但不可以用雙手直

接抱起兔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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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奧運會－狗狗組】 

 活動名稱：耶誕奧運會-狗狗趣味競賽 

 活動日期：2013/12/22(日) 

 活動時間：11:00~17:00 

 活動地點：高雄寵物用品展【耶誕奧運會】活動區 

 競賽項目：迷宮(中、小型犬)、10M 短跑(中、小型犬)、15M 短跑(大型犬) 

 競賽規章： 

1. 比賽依體型分組，每項比賽依各組取出前三名 

2. 每項比賽名額最多 32隻 

3. 每位飼主最多僅可報名 2隻 

4. 為讓更多寵物參與，每隻寵物僅可報名一項比賽 

 活動時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內容 

10:30-10:45 10M短跑選手報到(小型

犬) 

選手報到 

10:45-11:15 10M短跑競賽(小型犬) 正式比賽 

11:15-11:30 10M短跑選手報到(中型

犬) 

選手報到 

11:30-12:00 10M短跑競賽(中型犬) 正式比賽 

12:00-12:15 15M短跑選手報到(大型

犬) 

選手報到 

12:15-12:45 15M短跑競賽(大型犬) 正式比賽 

12:45-13:45 分數統計/頒獎典禮 短跑競賽頒獎典禮(大、中、小型犬) 

13:45-14:30 場地整理  

14:00-14:30 迷宮選手報到(小型犬) 選手報到 

14:30-15:00 迷宮競賽(小型犬) 正式比賽 

15:00-15:15 迷宮選手報到(中型犬) 選手報到 

15:15-15:45 迷宮競賽(中型犬) 正式比賽 

15:45-16:30 分數統計/頒獎典禮 迷宮競賽頒獎典禮(中、小型犬) 

16:30- 場地撤收  

 競賽說明： 

【10M短跑】 

比賽內容設計 10M 的跑道，選手們必須跑完全程，即算完成比賽。所花時間最短的為第一名，共

取三名。前三名可獲得獎狀 1張及廠商提供的獎品一份。 

【15M短跑】 

比賽內容設計 15M 的跑道，選手們必須跑完全程，即算完成比賽。所花時間最短的為第一名，共

取三名。前三名可獲得獎狀 1張及廠商提供的獎品一份。 

【迷宮】 

以隔板將比賽場地設計成迷宮，選手們必須由入口出發，並走到終點出口，即算完成比賽。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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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最短的即為第一名，共取三名，前三名可獲得獎狀 1張及廠商提供的獎品一份。 

 

【報名辦法】 

 報名時間：102年 11月 26日(二)至 12 月 13日(五)12:00 

 報名步驟： 

Step 1. 填寫下表選手基本資料並確認送出。 

Step 2. 確認收到報名成功回函，並妥善保存以免爭議。 

Step 3. 持回函及身分證明證件，至 4號門入口櫃台確認身分，領取選手證及入場券 2張。 

 注意事項： 

1. 資料一經填寫送出不得修改，敬請確認資料正確。 

2. 每一選手限 2 位飼主免費入場。 

3. 大會將依據線上報名順序為準，概不接受其他獨立報名方式。 

 報名表： 

組別：□ 12/21(六) 兔子組 □ 12/22(日) 狗狗組 

（兔子組報名表） 

*飼主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選手姓名： 

*選手年齡： 

※ 最高限額 30隻兔兔選手參加，報名成功即可同時參與「團體賽」及「個人組」兩項賽事(包

含小跨欄、大跨欄、闖迷宮、登高)。 

（狗狗組報名表） 

*飼主姓名： 

*連絡電話： 

*E-mail： 

*選手姓名： 

*選手品種： 

*選手性別： 

*選手身型：□小型犬(肩高 30cm以下) □中型犬(肩高 31-45cm) □大型犬(肩高 46cm 以上) 

*參賽項目(擇一)：□ 10M 短跑(中、小型犬) □ 15M 短跑(大型犬) □ 迷宮(中、小型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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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轉貼贈獎活動】 

 

【轉貼活動文案】 

☞ 2013/12/20(五)-23(一) 高雄寵物展倒數中 ☜ 

 

★ ______(贈送品牌名稱)轉貼抽_________ (共計___份)★ 

(需設為公開小編才找的到你喔!) 

 

「活動標題」 

 

(活動或宣傳內文) 

________________(有網址貼這) 

 

此活動由【攤位_____】___________ 熱情贊助! 

轉貼就有機會抽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計________個名額，12/___(___)準時開獎! 

 

※得獎者需至 2013高雄寵物展親領，恕不郵寄，敬請見諒! 

 

 

【轉貼活動開獎文案】 

★ _______________ - 活動開獎 ★ 

 

恭喜得獎者如下，可以獲得"_____________"乙份！ 

 

 

★領獎方式★ 

請於 12/18 (三) 18:00前，將個人資料(fb名稱、真實姓名(收件人)、身分證後 4碼、手機號碼)寄至

aquapets@chanchao.com.tw，信件標題註明【高雄寵物展-轉貼活動得獎者(fb個人名稱)】。並持身分證件

於 12/20(五)-12/23(一)10:00-18:00至高雄巨蛋四號門外「活動兌換處」核對資料領取贈品。 

 

★注意事項★ 

1. 逾期未繳交資料，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2. 獎贈品需至展場核對資料親領，恕不郵寄，敬請見諒。 

3. 為保障個人權益，不得以其他方式領取或轉讓他人或請友人代領。 

4. 請務必確認個人資料填寫正確，若因個人資料有誤造成無法兌換，恕不補發。 

 

 

mailto:寄至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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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宣傳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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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家族張貼宣傳贈票活動】 

家族協助張貼以下貼文+指定圖片，即可獲得大會贈票： 

 

☞ 2013/12/20(五)-23(一) 高雄寵物展倒數中 ☜ 

 

★毛孩專屬耶誕 PARTY 熱烈倒數★ 

 

寵拍 FUN 上傳：http://www.aquapets-show.com.tw/kaohsiung/photo/photowall.asp 

上傳毛孩照片就有機會抽 2 張免費入場券！(上傳乙張審核成功即有抽獎資格) 

 

↓↓↓現場活動搶先看↓↓↓ 

★耶誕奧運會：12/21-22 舉辦狗狗及兔子運動比賽！跨欄跑步迷宮趣味滿分！ 

★家族號召令：家族獨享養生大餐！館外廣場集合拍照即可獲得家族禮！(需先上網登記) 

★寵物小學堂：每日免費開課解答愛寵疑難雜症，聽課結束再送驚喜贈品！ 

★耶誕寵拍樂：親子合照上傳即可拿贈品，穿著聖誕跑趴服一起 say cheese！ 

 

官方網站：http://www.aquapets-show.com.tw/kaohsiung/ 
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kaohsiung.pets 

 

 

 

 

 

 

 

http://www.aquapets-show.com.tw/kaohsiung/photo/photowal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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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現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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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寵拍樂】 

 

活動說明 

 活動時間：102年 12 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 日(一) 10:00~18:00 

 活動地點：大會活動區-耶誕寵拍樂 

 獎品：廠商贊助明星商品乙份 

  

活動資格 

1. 自備聖誕飾品或相關衣飾入鏡(飼主或寵物其一身上色系相符即可，包含紅、綠、金) 

2. 自備智慧型拍照設備(手機、平板或其他可上網裝置) 

3. 需攜帶至少乙隻寵物共同拍攝(由於贊助商品類別限制，建議為犬、貓、兔子為主) 

4. 免費參加 

 

活動步驟 

Step 1. 將自備智慧型拍照設備交由工作人員，並帶著寵物於活動背板前拍照 

Step 2. 上傳照片至個人塗鴉牆並打卡，打卡地點選擇「2013 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 

Step 3. 填寫基本資料，主動告知寵物種類，領取毛孩專屬耶誕小禮！ 

 

注意事項： 

1. 贈品數量有限，每人限參與一次，最多領取一樣贈品。 

2. 贈品採隨機發送，每日數量有限，換完為止，不接受退回或更換。 

3. 大會擁有活動規則最終修改及解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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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寵大聲說】 

 

活動說明 

 活動時間：102年 12 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 日(一) 10:00~18:00 

 活動地點：大會活動區-愛寵大聲說 

 獎品：廠商贊助明星商品乙份 

 

活動資格 

免費參加 

 

活動步驟 

Step 1. 向服務人員索取紙筆，寫下對寵物的祝福感謝話語，並黏貼於活動背板上。 

Step 2. 填寫基本資料，主動告知寵物種類，領取毛孩專屬耶誕小禮！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1. 贈品數量有限，每人限參與一次，最多領取一樣贈品。 

2. 贈品採隨機發送，每日數量有限，換完為止，不接受退回或更換。 

3. 大會擁有活動規則最終修改及解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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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小學堂】 

 

活動說明 

 活動時間：102年 12 月 20 日(五)至 12月 23 日(一) 10:00~18:00 

 活動地點：大會活動區-寵物小學堂 

 獎品：廠商贊助明星商品乙份 

 活動時程表： 

  

日期 課程名稱 時間 講師 

12月 20日 

寵物飼主應盡的責任 13:30~14:2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湯夢汎 技正 

『有注有保佑』狂犬病防疫宣導 14:30~14:55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林國忠 組長 

你是好主人嗎? 15:00~16:25 
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王昱智(熊爸) 

12月 21日 

熊爸教室-寵物生活教育 11:00~12:00 王昱智(熊爸) 

寵物服從訓練 13:30~16:25 
屏東科技大學 

祁偉廉 獸醫師 

12月 22日 

熊爸教室-寵物生活教育 11:00~12:00 王昱智(熊爸) 

基礎寵物美容 DIY 13:30~16:25 奧斯卡寵物連鎖量販 

12月 23日 

熊爸教室-寵物生活教育 11:00~12:00 王昱智(熊爸) 

基礎寵物美容 DIY 11:00~12:55 奧斯卡寵物連鎖量販 

寵物行為矯正 13:30~16:25 
屏東科技大學 

祁偉廉 獸醫師 

 

活動資格 

免費參加 

 

活動步驟 

Step 1. 於各場活動前 10分鐘到場填寫基本資料，入座準備課程開始。 

Step 2. 活動結束後，依照工作人員指示排隊離場，並依序領取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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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贈品數量有限，每堂課每人最多領取一樣贈品，並統一於課後發放，若課堂中途臨時離開則無法

領取贈品，課堂開始後超過一半時間則不再開放入場(例如：課堂時間 1小時，則開始後 30分鐘

即停止開放入座，以此類推)。 

2. 贈品採隨機發送，每日數量有限，送完為止，不接受退回或更換。 

3. 大會擁有活動規則最終修改及解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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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媒體出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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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媒體出席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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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8 日-展前記者會 

項目 電視 報紙 廣播 總人數 

統計數量 5 13 1 19 

 

編號 媒體單位 記者姓名 

電視 

01 中視 吳國禎 

02 中視 馬郁雯 

03 華視 邱顯雄 

04 TVBS 林義邦 

05 中天 蔡雙吉 

報紙 

01 自由時報 邱雅莉 

02 自由時報 張忠義 

03 自由時報 黃旭磊 

04 聯合報 徐如宜 

05 聯合報 劉學聖 

06 蘋果日報 吳慧芬 

07 台灣導報 吳峙蒿 

08 民眾日報 族小珍 

09 經濟日報 李佳龍 

10 中央社 程啟峰 

11 台灣時報 盧繼先 

12 青年日報 李靜音 

13 中華日報 王正平 

廣播 

01 寶島聯播網 陳怡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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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0 日-開幕典禮 

項目 電視 報紙 廣播 總人數 

統計數量 10 9 1 20 

 

編號 媒體單位 記者姓名 

電視 

01 中視 馬郁雯 

02 中視 陳維鈞 

03 三立 陳妍霖 

04 三立 許世良 

05 華視 邱顯雄 

06 華視 榮昊北 

07 TVBS 莊勝雄 

08 年代 謝家麟 

09 中天 梁嘉文 

10 新唐人 林鴻似 

報紙 

01 自由時報 張忠義 

02 蘋果日報 吳慧芬 

03 聯合報 劉學聖 

04 聯合晚報 蔡文雄 

05 聯合晚報 謝梅芬 

06 中央社 程啟峰 

07 新新聞 陳雯萍 

08 青年日報 李靜音 

09 中華日報 王正平 

廣播 

01 快樂聯播網 尤懷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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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21 日 

項目 電視 報紙 廣播 總人數 

統計數量 1 0 0 1 

 

編號 媒體單位 記者姓名 

電視 

01 東森 湯暉恆 

 

 

 12 月 22 日 

項目 電視 論壇 廣播 總人數 

統計數量 1 1 0 2 

 

編號 媒體單位 記者姓名 

電視 

01 新唐人亞太台 林鴻欣 

02 熱血新聞 林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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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體曝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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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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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訊息標題 監測頻道 時段 播出時間 

1 12/21 
比人還好命! 寶石遛狗繩

要價 8 萬 
華視 19:25 1’22 

2 12/23 
寵物奧運會 高雄寵物用品

展重頭戲 
新唐人 
亞太台 

晚間新聞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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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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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日期 報紙訊息標題 監測媒體 監測版位 

1 12/19 高雄寵物用品展規模創新高 民眾日報 產業動態 

2 12/19 寵物圍爐年菜套餐 青年日報 嘉南高屏澎 

3 12/19 寵物年菜是啥? 台灣導報 南台灣都會 

4 12/20 寵物用品展 打造毛孩耶誕趴 台灣時報 大高雄生活 
5 12/20 高雄寵物用品展 打造毛孩派對 中華日報 南部綜合 

6 12/21 寵物展「貴賓」風 聯合報 
大高雄綜合

新聞 
7 12/21 高雄巨蛋高雄寵物用品展 聯合晚報 房市投資 

8 12/21 毛孩軍火現身巨蛋 青年日報 嘉南高屏澎 

9 12/22 高雄寵物展 打造毛孩耶誕趴 中華日報 南部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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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 

 

 

 

 

 

 
 

google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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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新聞 

No 來源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Ettoday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20 日登場 打造毛孩專屬耶誕

派對！ 
4000 20000 

2 中時電子報 謝明祚 12月 20日 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開幕 4000 20000 

3 蘋果日報 吳慧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推優惠好康 飼主忙撿便宜 4000 20000 

4 華視 
古芙仙 榮

昊北 
12月 21日 比人還好命! 寶石遛狗繩要價 8萬 4000 20000 

5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宠物展好康多 饲主抢便宜 4000 20000 

6 聯合報 徐如宜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推皮草、寵物年菜 4000 20000 

7 台灣時報 盧繼先 12月 20日 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本月二十日起在巨蛋展出 4000 20000 

8 聯合報 謝梅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 20日吸引人潮 4000 20000 

9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 祭優惠吸人潮 4000 20000 

10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4000 20000 

11 新唐人 林宏觀 12月 24日 寵物奧運會 高雄寵物用品展重頭戲 4000 20000 

12 青年日報 李靜音 12月 21日 毛孩大軍現身巨蛋 4000 20000 

yahoo奇摩新聞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Ettoday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20 日登場 打造毛孩專屬耶誕

派對！ 
4000 20000 

2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將登場 4000 20000 

3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4000 20000 

4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4000 20000 

5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4000 20000 

6 中廣新聞網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登場 4000 20000 

7 中央日報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4000 20000 

8 華視 
古芙仙 榮

昊北 
12月 21日 比人還好命! 寶石遛狗繩要價 8萬 4000 20000 

9 蘋果日報 吳慧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推優惠好康 飼主忙撿便宜 4000 20000 

10 中央社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4000 20000 

11 聯合報 謝梅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 20日吸引人潮 4000 20000 

12 經濟日報 李佳龍 12月 18日 
南台灣歲末最大寵物展 毛孩專屬耶誕派對倒數

登港都 
4000 20000 

13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4000 20000 

14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寵物用品展 寵愛毛孩過好年 4000 20000 

15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4000 20000 

16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將登場 (圖) 4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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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貴賓犬變身迷你泰迪熊 (圖) 4000 20000 

Pchome 網路新聞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71428 357140 

2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71428 357140 

yam!蕃薯藤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寵物用品展 寵愛毛孩過好年 71428 357140 

2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71428 357140 

中央通訊社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71428 357140 

2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貴賓犬變身迷你泰迪熊 71428 357140 

聯合新聞網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71428 357140 

2 聯合報 謝梅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 20日吸引人潮 71428 357140 

3 聯合報 謝梅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 20日開展 民眾帶狗逛展 71428 357140 

4 中央社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71428 357140 

5 聯合報 徐如宜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推皮草、寵物年菜 71428 357140 

MSM 新聞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Ettoday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20 日登場 打造毛孩專屬耶誕

派對！ 
71428 357140 

2 聯合報 徐如宜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推皮草、寵物年菜 71428 357140 

3 蘋果日報 吳慧芬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推優惠好康 飼主忙撿便宜 71428 357140 

4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寵物用品展 寵愛毛孩過好年 71428 357140 

5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18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將登場 71428 357140 

6 華視 
古芙仙 榮

昊北 
12月 21日 比人還好命! 寶石遛狗繩要價 8萬 71428 357140 

7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貴賓犬變身迷你泰迪熊 71428 357140 

8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71428 357140 

中時電子報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中時即時 謝明祚  12月 20日 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開幕 71428 35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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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展好康多 飼主搶便宜 71428 357140 

3 中央社 程啟峰 12月 20日 高雄宠物展好康多 饲主抢便宜 71428 357140 

4 中時即時 謝明祚  12月 20日 2013高雄宠物用品展开幕 71428 357140 

5 中央社   12月 18日 毛孩過好年 高雄展寵物用品 71428 357140 

6 中央社   12月 18日 毛孩过好年 高雄展宠物用品 71428 357140 

7 中廣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登場 71428 357140 

相關論壇 

No 媒體 記者名 露出日期 標題 新聞效益 媒體效益 

1 阿宅網 壹壹 12月 23日 
２０１３年高雄寵物展來囉！錯過７月台北寵物

展的宅友們不能再錯過！（內有萌物慎入） 
4000 20000 

2 
柴妞雷娜

-Lena 
娜媽 12月 21日 2013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上集) 4000 20000 

3 
柴妞雷娜

-Lena 
娜媽 12月 21日 2013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下集) 4000 20000 

4 trans     
2013/12/20 - 12/23 第８回 高雄ペット用品展 

《高雄寵物用品展》 
4000 20000 

5 
PetSeeds 

Club 
  12月 20日 

高雄寵物用品展 20 日登場 打造毛孩專屬耶誕

派對！ 
4000 20000 

6 
SW 水族寵物

綜合論壇 
  12月 9日 眾所期待的高雄寵物用品展終於來囉！ 4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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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媒體出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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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媒體簽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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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媒體名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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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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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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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媒體曝光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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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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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運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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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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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音檔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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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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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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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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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採訪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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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 
展前記者會 

 

採訪通告 

「寵」值爆表！超萌豆柴出浴秀～頂級寵物風呂優雅登場！ 
慾望城市奢華時尚～高價寶石皮草打造第五大道時尚「寵」

兒！ 
貓奴必敗！耶誕限定 Villa、全台限量寵物年菜吉利上桌！ 

 

  2013 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即將於 12月 20日(五)至 23日(一)假高雄巨蛋盛

大展出，今年展出規模創新高，傾力打造全台唯一「毛孩專屬耶誕派對」！大會將

於12月18日(三)14:00於高雄巨蛋一樓大廳舉辦展前記者會，搶先曝光焦點商品：

紐約大牌感奢華寵物時尚伸展台、超萌柴犬現場入浴頂級薰香風呂、momocat貓廠

長「錢錢」現身示範貓咪專屬耶誕限定 villa，以及全台限量百份寵物年菜套餐！ 

 

 記者會現場將布置為巨幅耶誕立體卡片，精心布置呈現寵物現代生活的頂級享

受！開場將帶來振瀚公司所提供的紐約系列服飾走秀，模特兒將穿著使用施華洛世

奇水晶鑲嵌皮衣款式，以及皮草水晶扣飾大衣，展現第五大道奢華風情！緊接著帶

來超萌豆柴入浴頂級檜木風呂，現場示範日本貝特愛思寵物專用薰香浴鹽，紓解愛

寵都市生活壓力！貓咪族群也不寂寞，國內知名品牌 momocat首度請出人氣「貓廠

長」錢錢南下現身，展示自家新品耶誕限定寵物 villa！mini手作鮮食坊則展出全

台唯一寵物年菜，使用法式小羔羊、頂級草飼牛作主菜，大菜小點一應俱全，一比

一打造傳統新年必備菜餚，讓寵物也能與飼主共享圍爐溫馨氣氛！展出內容精彩可

期，誠摯邀請您蒞臨採訪！ 
 

 

※ 新聞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 整合行銷部  
何佩庭 MOBILE:0912-931-090  TEL:(02)2659-6000 分機 213  aquapets@chanchao.com.tw 

~~誠摰邀請您~~ 

時間 102年 12月 18日(三) 14:00 

地點 高雄巨蛋一樓大廳(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號) 

流程 

14:00-14:05 主持人開場/來賓致詞 

14:05-14:08 紐約第五大道時尚寵物秀 

14:08-14:10 萌柴出浴薰香風呂示範 

14:10-14:13 貓廠長「錢錢」展示 villa風情 

14:13-14:15 寵物吉利年菜介紹 

14:10-14:40 媒體自由採訪 

發佈日期：102 年 12 月 17日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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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 
開幕典禮 

 

採訪通告 

 

「毛山毛海」攻佔巨蛋！迷你學院風泰迪熊行軍慶耶誕！ 
全台唯一！寵物專屬耶誕 PARTY 準時開趴！ 

 

  南臺灣唯一寵物展－2013 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即將於 12月 20日(五)至 23

日(一)假高雄巨蛋盛大展出，今年展出規模創新高，傾力打造全台唯一「毛孩專屬

耶誕派對」！大會將於 12月 20日(五)10:30 於高雄巨蛋大會舞台舉辦開幕典禮，

由「英倫學院風貴賓犬軍團」走秀熱鬧揭幕！ 
 

 本屆參展攤位數將近 300個，首度使用巨蛋展館全區，搭配耶誕節慶話題，喊

出「塞滿毛孩的聖誕襪」口號，號召飼主進場採購愛寵的耶誕禮物！開幕典禮將找

來有「迷你泰迪熊」之稱的「英倫學院風貴賓犬軍團」走秀，畫面討喜可愛，充分

展現此次耶誕派對的歡樂氛圍！主辦單位高雄市寵物商業同業公會-蘇方誠理事長

與展昭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林茂廷總經理，將共同為這場為期四日的「寵物專屬耶

誕派對」揭開序幕！ 
 

 現場將有超過 80個國內外寵物用品品牌展出，從食衣住行各層面顯示寵物最

新流行趨勢，包含與熊爸共同研發的 ppark訓練兩用腰包、全台限量百份的手作寵

物年菜、貓奴不可錯過的耶誕限定瓦楞貓 villa、寵物專用 spa薰香浴鹽等多項限

定商品，展出內容精彩可期，誠摯邀請您蒞臨採訪！ 

 

 

※ 新聞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 整合行銷部  
何佩庭 MOBILE:0912-931-090  TEL:(02)2659-6000 分機 213  aquapets@chanchao.com.tw 

~~誠摰邀請您~~ 

時間 102年 12月 20日(五) 10:30 

地點 高雄巨蛋-大會舞台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57號) 

流程 

10:00-10:30 媒體報到 

10:30-10:32 主持人開場 

10:32-10:36 迷你泰迪熊軍團走秀 

10:36-10:40 貴賓致詞 

10:40-10:45 魔球揭幕 

發佈日期：102 年 12 月 19日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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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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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 
展前記者會 

 

新聞稿 

南台灣唯一寵物展 毛孩專屬耶誕派對倒數登港都！ 
寵物專屬薰香風呂、頂級奢華衣飾 展現現代好「寵」命！ 
貓奴必敗～耶誕限定 Villa！全台限量寵物年菜吉利上桌！ 

 

  2013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為南台灣唯一寵物用品展，將於 12月 20日(五)

至 23日(一)假高雄巨蛋盛大展出，今年展出規模創新高，首度擴大使用巨蛋全區，

總攤位數更是逼近 300個，共計超過 80個國內外寵物用品品牌現場展出。搭配耶

誕節日話題，現場活動規模全面提升，傾力打造全台唯一「毛孩專屬耶誕派對」！

主辦單位於 12月 18日(三)舉辦展前記者會，搶先曝光焦點商品，帶來由天然寶石、

皮草縫製的 PAZO高級寵物時裝服飾走秀及逗趣柴犬泡湯秀，並邀請到 momocat品

牌代言貓現場示範耶誕限定瓦楞貓 villa，以及介紹全台唯一寵物年菜套餐。現場

更精心布置為巨幅耶誕立體卡片，展現出寵物於食、衣、住以及美容層面的流行趨

勢，透過這些專屬寵物的現代生活頂級享受，也可從中窺見寵物於人類社會中擬人

化的角色轉變。 

 

奢華寵物時裝驚艷登場！華麗皮草、天然寶石，打造時尚尖端新「寵」兒！ 

 

振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致力於寵物精品服飾多年，於此次記者會展示旗下品牌

【PAZO】美國系列服飾走秀，PAZO的品牌精神來自紐約高級時裝設計風格，以奢

華皮草、 SWAROVSKI 水晶、天然寶石等貴氣的材質為設計重點，打造專屬寵物的

定製服裝及提包配件。記者會現場由模特狗穿著使用 SWAROVSKI水晶排飾皮衣，以

及皮草結合水晶扣飾大衣，展現出紐約第五大道奢華風情，彷彿置身知名影集慾望

城市，賦予愛寵獨樹一格的華麗風貌！ 

 

超萌豆柴入浴秀！日本寵物 SPA知名品牌登台，大搶寵物美容商機！ 

 

記者會現場特別帶來可愛豆柴入浴檜木風呂秀，使用日本知名寵物專業 SPA品

牌－【貝特愛思】寵物專用薰香浴鹽，成分包含日本溫泉成分死海鹽以及天然香氛，

共有薰衣草、玫瑰、椰子香草、麝香、薄荷迷迭及洋甘菊六種香氣可選擇。透過芳

療概念改善寵物躁鬱、呼吸系統及皮膚問題，有效紓解愛寵的都市生活壓力！貝特

愛思除了浴鹽以外，更獨創一系列的專業寵物美容療程，細心呵護寵物皮膚問題，

包括基礎洗護、死海泥療法、足部護理、藝術挑染、毛色修復，品牌專業美容服務

據點更擴及全台，顯示出寵物美容商機的日漸擴大。 

momocat人氣「貓廠長」錢錢首度南下～耶誕限定「瓦楞貓 villa」登場！ 

 

發佈日期：102 年 12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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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知名手作貓跳台領導品牌－【momocat摸摸貓】首度請出人氣「貓廠長」

錢錢南下現身，展示自家新品耶誕限定「瓦楞貓 villa」，堪稱年度最佳貓咪耶誕

禮物！「瓦楞貓 villa」為摸摸貓人氣商品，七月於台北展出地中海風格款便創下

現場狂銷 500組的佳績！材質方面使用了大豆無毒油墨印刷，搭配上下層專利耐磨

貓抓板，對貓咪有著無窮吸引力。外觀設計更藏著絕妙巧思，包括窗戶可開，拆下

的貓頭、腳掌、窗格紙片可以黏在外箱，讓使用者自由變化專屬自家愛貓的 villa

風格！而現身示範的 momocat「貓廠長」錢錢時常於粉絲團上與粉絲互動，獨特的

「萬年口罩」為其招牌商標，往往每次參展現身都演變為粉絲見面會，更擁有專屬

塗鴉滑鼠墊及紅包袋，成為品牌獨特促銷賣點。 

 

全台唯一寵物圍爐首選！法式羔羊、頂級草飼牛入菜，1：1打造傳統年菜套餐！ 

 

隨著寵物的地位提昇，寵物的食品安全問題也日漸受到重視，愈來愈多飼主選

擇自煮寵物鮮食取代飼料。手工鮮食除能掌握原料來源，也能確保營養元素的種類，

坊間也出現許多為工作忙碌的飼主烹調鮮食的廠商。【mini手作鮮食坊】為知名寵

物鮮食供應廠商，並配合節慶製作多款限定料理，現場展出全台唯一寵物年菜套餐！

使用法式羔羊排、沙朗牛排、雞肉起司鮭魚捲三種口味作主菜，搭配聚寶盅、吉祥

糕、金元寶、金玉發糕等創意鮮點，一比一打造傳統新年必備菜餚，針對寵物體質

量身調配，大菜小點一應俱全，讓寵物也能與飼主共享圍爐溫馨氣氛！ 

 

寵物專屬耶誕派對倒數登場！兔汪接力萌翻巨蛋、熊爸現身教你成為完美爸媽！ 

 

 隨著此次展覽規模大幅提升，今年展會活動也大規模增加，首度推出「家族號

召令」，廣邀寵物家族至現場合照，即可領取大會提供的寵物耶誕大餐。周末將舉

辦廣受好評的「耶誕奧運會」，以兔子與狗狗為重點舉辦相關賽事。人氣極高的「寵

物小學堂」為免費寵物講座，邀請到寵物名人「熊爸」現身教導飼主正確的教養觀

念，以及簡易寵物美容教學。除了上述活動外，帶著寵物到現場合照打卡、寫下祝

福留言，也能獲得免費耶誕禮物。為推廣正確的飼養衛生，大會首度設置寵物廁所，

並於各個大會活動點提供廠商所贊助撿便袋供飼主免費索取，歡迎飼主多加利用。 

 

 

 

 

 

 

※ 新聞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 整合行銷部 何佩庭 MOBILE:0912-931-090  
TEL:(02)2659-6000 分機 213  aquapets@chanchao.com.tw 

 

 

展覽地點 高雄巨蛋 

展覽時間 12月 20 日(五)-23日(一) 10:00~18:00 

售票資訊 全票 100 元、優待票 50 元 (寵物免費入場) 

※限 12歲以下、65歲以上，持身心障礙手冊者或持門票折價券。 

官方網站 http://www.aquapets-show.com.tw/kaohsiung/ 
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kaohsiung.pets 

mailto:aquapets@chanchao.com.tw
http://www.aquapets-show.com.tw/kaohsiung/
http://www.facebook.com/kaohsiung.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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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高雄寵物用品展 
 

大會新聞稿 
 

「毛山毛海」齊聚慶耶誕! 全台唯一寵物專屬耶誕派對開跑！ 
周末狂歡！600 隻毛孩大軍攻蛋拿禮！兔汪接力萌翻巨蛋！ 
熊爸駐站免費諮詢！「papa bear」聯名品牌商品正式開賣！ 

 

  2013第八屆高雄寵物用品展為南台灣唯一寵物用品展，於 12月 20日(五)至

23日(一)假高雄巨蛋盛大展出，今年展出規模創新高，首度擴大使用巨蛋全區，

總攤位數更是逼近 300個，帶來超過 80個國內外寵物用品品牌現場展示。搭配耶

誕節日話題，現場活動規模全面提升，舉辦包括千人登記免費入場「12/21(六)千

人愛寵日」、寵物家族活動「家族號召令」、寵物知識講座「寵物小學堂」、寵物運

動會「耶誕奧運會」、合照打卡領免費耶誕禮「耶誕寵拍樂」，傾力打造全台唯一「毛

孩專屬耶誕派對」！為推廣正確的飼養衛生，大會也首度設置寵物廁所，並於各個

大會活動點提供廠商所贊助撿便袋供飼主免費索取，歡迎飼主多加利用。 
 

塞滿毛孩的聖誕襪！耶誕限定組合、寵物沙龍體驗、賀歲年菜搶先預購！ 
 

 隨著高齡化、少子化社會的影響，飼養寵物逐漸成為常態，寵物於日常生活中

扮演的角色也從家畜轉變為陪伴者。因應此社會變化，全台寵物用品展會數量逐年

增加，展場內的獨家折扣、限定商品、體驗活動便成為飼主爭相追逐的目標。今年

展會適逢平安夜前夕，「塞滿毛孩的聖誕襪！」成為主軸口號，號召飼主化身家中

寵物的耶誕老人，提前挑選採買禮物送給心愛的毛小孩。 
 

因應展會主題，各家廠商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吸引飼主採購，國內知名貓跳台品

牌【momocat摸摸貓】即推出耶誕限定瓦楞貓 villa，品質認證的耐抓材質，搭配

精緻紅白色耶誕經典花紋，保證讓貓奴一眼就愛上！由鮪魚肚國際行銷有限公司引

進的日本寵物spa品牌－【貝特愛思】也將於展期舉辦免費寵物足部護理體驗活動，

讓毛小孩現場體驗尊貴的美容服務。因應食安危機的擴大，寵物鮮食成為飼主的新

選擇，【mini手作鮮食坊】搶先推出「寵物甲馬年菜」預購服務，1:1打造傳統年

菜配置，大菜小點一應俱全、價格僅需千元有找，每項口味全台限量僅百份，現場

預購再送手作寵物便當，想與寵物共享年節圍爐感受的飼主得把握機會搶購！ 

 

熊爸駐站免費諮詢！全台唯一專屬訓練師品牌「papa bear」正式開賣！ 
 

 知名寵物行為達人－熊爸，與人氣愛犬「哈樂」共同現身高雄寵物用品展！除

了為帶來個人聯名開發商品，也將於展期四天於大會活動「寵物小學堂」與飼主免

費分享正確教育概念。熊爸致力於推廣寵物行為教育多年，今年首度將教育概念具

體化為商品，與國內知名拉繩用品品牌【ppark】共同研發推出全台唯一專屬訓練

師品牌－「papa bear」系列商品。「papa bear」將 ppark獨具的時尚多色風格，

發佈日期：102 年 12 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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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訓練師於訓練過程所需的機能與便利性，打造出外觀與功能兼具的散步/訓練

兩用腰包款式。除了打入專業訓練師市場，也能讓一般飼主於散步時嘗試訓練的趣

味性。 
 

精打細算看這邊！打卡體驗活動、定時贈品發送，一網打盡展場免費耶誕禮！ 
 

 飼主除了瞄準限定商品折扣及新品展示外，最關心的莫過於現場的免費體驗及

贈品，由於寵物用品在挑選比較上需要更加費心，廠商提供的體驗活動便成為解決

此問題的最佳途徑。【豆客寵物精品百貨】推出打卡送手工刻印名牌，讓毛孩的外

出辨識安全增添一份保障，【mini手作鮮食堂】舉辦打卡拍照即贈羊油巧克力一份！

持智慧型行動裝置的飼主別錯過！免費嘗鮮則有【倆寶貝精品館】提供攤位點心全

日免費試吃、【阿曼特貿易有限公司】整點發送免費試吃品，貪嘴的毛孩要記得準

時報到！【精鴻生醫藥品有限公司】針對專業美容師族群，提供諮詢送免費草本美

容好禮，【弗格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皇家寵物)】將於12月20日(五)及12月21日(六)

下午 2點發送新品「除臭噴霧體驗瓶」，以進口知名玩具品牌聞名的【鮪魚肚國際

行銷有限公司】則推出寵物玩具舊換新，帶著老舊玩具至現場回收，每件可折換為

購物金 20元！數不清的展場好康，只有親自走一趟才知道！除了廠商琳瑯滿目的

免費活動外，大會也將於活動區提供「耶誕寵拍樂」及「愛寵大聲說」活動，邀請

飼主與寵物合照打卡，或是親筆寫下對毛孩的無盡告白，皆可獲得大會贈送的耶誕

小禮一份。 
 

周末狂歡！12/21(六)千人齊聚宣誓愛寵！家族集合、趣味競賽熱鬧展開！ 
 

 隨著展覽進入周末人潮高峰時段，主題活動愈加精彩，為慶祝此次展覽規模提

升，展前特別舉辦「千人愛寵日」網路登記活動，邀請 1500名飼主於 12月 21日(六)

免費入場參觀採購，1500個網路名額更是於開放當日秒殺，可見高雄飼主的熱情

踴躍！同時也舉辦南台灣首度的「家族號召令」，現場只要超過 15隻(含)以上同品

種寵物拍攝合照，每隻寵物即可現場帶走養生禮盒乙盒！將動員超過 20組寵物家

族齊聚館外廣場，共計超過 600隻的毛孩大軍現身巨蛋，場面壯觀非凡！除了壯觀

的「毛山毛海」外，周末假日將於展場內舉辦「耶誕奧運會」，以兔子與狗狗為主

角舉辦運動賽事，飼主除了可以滿足採購慾望，也能至現場觀看寵物趣味競賽，與

愛寵共度一個美好難忘的耶誕假期！ 

 

 

 

 

 

 

※ 新聞聯絡人：展昭國際企業 整合行銷部 何佩庭 MOBILE:0912-931-090  
TEL:(02)2659-6000 分機 213  aquapets@chanchao.com.tw 

 

展覽地點 高雄巨蛋 

展覽時間 12月 20 日(五)-23日(一) 10:00~18:00 

售票資訊 全票 100 元、優待票 50 元 (寵物免費入場) 

※限 12歲以下、65歲以上，持身心障礙手冊者或持門票折價券。 

官方網站 http://www.aquapets-show.com.tw/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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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綜合數據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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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數據統整】 

1. 攤位數：廠商攤位數 227 個、活動攤位 33 個，共計 260 個攤位 

2. 廠商數：72 家 

3. 參觀人數：50,966 人 

日期 12/20(五) 12/21(六) 12/22(日) 12/23(一) 總計 

人數 7,032 13,184 22,891 7,859 50,966 

 

4. 活動人數： 

展前網路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簡述 參與人數 
寵拍 FUN 上

傳 
11/25-12/13 

成功上傳寵物耶誕照片即可抽門票。 
472 

轉貼活動 11/29-12/13 
轉貼指定貼文即可參與隨機抽獎，共計

18 則。 
4,203 

千人愛寵日 11/25-12/13 
登記個人資料即可獲得 12/21(六)入場資

格。 
1,500 

家族號召令 11/25-12/13 
網路登記前 800 名家族成員可獲養生禮

盒。 
595 

展期現場活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簡述 參與人數 
寵物小學堂 12/20-23 免費寵物知識講座。 550 

耶誕奧運會 12/21-22 
寵物趣味競賽，兔子共計 30 名額，狗共

計 160 名額。 
190 

耶誕寵拍樂 12/20-23 現場拍照打卡上傳可獲得贈品一份。 690 

愛寵大聲說 12/20-23 
現場填寫對寵物的真摯告白，即可獲得贈

品一份。 
2,026 

家族號召令 12/20-23 網路家族現場合照即可領取養生禮盒。 732 
 

5. 公關活動：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12/18 (三) 展前記者會 高雄巨蛋大廳 
12/20 (五) 開幕典禮 高雄巨蛋大會舞台 

 

6. 媒體出席統計： 

項目 報紙 電視 廣播 論壇 總人數 

統計數量 23 16 2 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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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電視媒體露出 

項目 媒體曝光數 新聞總則數 

合計(新台幣) 2 2 
 

8. 報紙媒體露出 

項目 媒體曝光數 新聞總則數 

合計(新台幣) 9 14 
 

9. 網路媒體露出 

項目 媒體曝光數 新聞總則數 

合計(新台幣) 17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