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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位於中國大陸天津市的天后宮，相傳建於西元 1326 年，自古以來就是大陸東北各省

的媽祖文化信仰中心。近年來大陸天津市旅遊局積極行銷推廣的「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

已連續舉辦六屆，在國際上亦累積有相當的知名度，本次第六屆媽祖節適逢濱海區的媽

祖聖像（42.3 公尺高）落成，更吸引了來自大陸各階層領導、海外嘉賓與信眾共襄盛舉。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於受邀參訪期間，積極推廣臺中市的旅遊景點及美食特色，並與

天津市旅遊局、旅遊業者分享了推展觀光旅遊的經驗以及未來發展的願景，期能提升臺

中市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吸引國外遊客前來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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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計畫緣起	

為推廣媽祖文化暨行銷觀光景點，中國大陸天津市旅遊局近年來積極舉辦相關

文化活動，「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為其中 具知名度的慶典。該活動舉辦至今已

有六屆，本次適逢濱海區媽祖聖像的落成，聚集了大陸各階級領導、海內外嘉賓及

媽祖信眾等同歡。臺中市政府受邀參與本次慶祝大典，除了行銷臺中市觀光景點，

展現臺中市充滿活力的形象，更安排參觀媽祖聖像落成典禮，以作為臺中市將來大

安媽祖園區規劃之參考。 

二、計畫目的	

（一）參訪「第六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	

參訪「第六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及其相關活動，如：傳統祭拜、開幕

式、天津皇會踩街、臺灣媽祖團體遶境表演……等，以作為臺中市將來辦理相

關活動之參考。 

（二）行銷大臺中，參加「天津．臺灣旅遊合作交流峰會」	

拜訪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北京辦事處、天津市旅遊局，針對兩岸觀

光旅遊現況、推廣觀光經驗、未來發展願景等，進行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 

（三）觀摩濱海區媽祖聖像安座大典	

參觀濱海區媽祖聖像及預定媽祖文化園經貿園區，作為未來大安濱海樂園

規劃時的重要參考。 

三、參訪人員	

本次參訪人員共 2 名，分別為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局長張大春，及臺中市風

景區管理所技佐高晟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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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天津市及天后宮簡介	

一、地理	

天津市位於中國大陸北京市東南方，海河及其五大支流交匯處。市內共有 12 個

市轄區，1 個副省級區，3 個市轄縣。本次參訪重點天后宮及媽祖聖像分別位於南

開區及副省級區（濱海新區）。 

二、歷史	

據歷史記載，天津於戰國時期已有先民勞作生息。市內著名的天后宮創建於西

元 1326 年，是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特殊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築，現為天津民俗博

物館，本次參訪因宮內整修尚未完成，無緣一見。 

三、氣候	

天津市屬溫帶季風氣候，受季風影響，四季分明。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因季風

影響，風強浪大；12 月至次年 3 月，海面結冰，導致濱海區媽祖聖像建造過程困難

重重，平均一個月中，僅僅半個月可以施工，媽祖聖像工程主要的困難點。 

四、經貿觀光	

因地理位置得天獨厚，天津市自古以來就盛行漕運。近年來中國大陸更將天津

完整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生態城市」，並持續推動「天津濱海

新區開發開放」，形成了雙城雙港的城市形態（「雙城」指天津市中心城區和濱海新

區核心區；「雙港」是指天津港和天津南港）。2011 年全市 GDP 更增長 16.4％，增

幅傲視全中國。 

五、人文宗教	

天津素有「曲藝之鄉」之稱，諸如京韻大鼓、鐵片大鼓、天津時調就是源自天

津，在天津興盛發展的還有京劇、河北梆子、相聲、梅花大鼓等。其中相聲、京劇

是天津重要的藝術代表。除此之外，天津的話劇、音樂、電影、書畫、現代藝術等

亦在中國占有一席之地。 

興建於 1326 年的天后宮，對天津人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義，在天津人觀念中，

媽祖除了是海神以外，同時也是註生娘娘。傳說民眾新婚時，有至天后宮求泥娃娃

的習慣，認為這樣可以帶來子嗣，將來若生子，也要認泥娃娃為長子，是一個相當

有趣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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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通	

在航運方面，天津有天津港及天津南港兩大港口，其中天津港吞吐量是全球第

四高，服務範圍高達 500 平方公里。天津濱海國際機場位於東麗區，同時也是北京

首都機場的備降機場。 

天津也是中國鐵路的發祥地，位置居京滬鐵路、津山鐵路等傳統鐵路的交匯處，

還是京滬高速鐵路、京津城際鐵路、津秦客運專線、津保客運專線等高速鐵路交點，

連接北京、東北與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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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行程	

一、行程安排	

本次參訪行程從 9 月 26 日至 29 日共 4 日。詳細行程如下表： 

表 3-1 參訪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備註 

9/26 

15:25  搭機前往北京  長榮 BR716 班次 

18:35  搭車前往天津   

9/27 

09:00  第六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 
大型開幕式、文藝演出、天

津皇會踩街、臺灣遶境表演

14:00  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北京辦事處
拜訪主任楊瑞宗、秘書劉連

官 

15:00  天津．臺灣旅遊合作交流峰會   

19:30  遊覽海河夜景   

9/28 

09:30  媽祖聖像安座大典   

11:00  遊覽北塘古鎮   

9/29 

10:00  搭車前往北京   

15:25  搭機返回臺灣  長榮 BR716 班次 

二、參訪重點記要	

（一）第六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	

20212 年 9 月 27 日上午，第六屆天津媽祖文化旅遊節於天后宮戲樓前海河

親水平臺正式開幕。中國大陸方面由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華媽祖文化交流協

會會長張克輝，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林兆樞，中央

台辦、國務院台辦副主任葉克冬，天津市政協主席邢元敏，天津市委常委、市

委統戰部部長劉長喜等領導出席，以及來自大陸港澳臺等各相關部門負責人、

專家、學者、信眾及相關人士近 2500 人齊聚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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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開幕式現場 

本屆開幕式以「弘揚媽祖文化，共建和諧家園」為主軸，由“萬世敬頌”、

“慈航普度”、“福佑四方”及尾聲“天海安瀾”為四大主題，結合了舞蹈、

戲劇、傳統曲藝、合唱……等等表演型態，展現了天津市多元又豐富的人文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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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文藝表演 

在盛大熱鬧的開幕式之後，緊接而來的就是天津皇會踩街、臺灣遶境表演，

其中來自臺灣的大甲鎮瀾宮代表隊入場之後，造型可愛的濟公活佛、三太子、

千里眼與順風耳……等耳熟能詳的神仙立刻引起現場一陣騷動，不少民眾爭先

恐後地搶拍，合照，掀起了一波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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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臺灣遶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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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天津皇會踩街表演 

（二）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北京辦事處	

在 9 月 27 日下午，張大春局長特別拜會了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北

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雙方對於觀光宣導工作、陸客自由行人數成長等議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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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討論，對臺中市政府在大陸行銷推廣觀光旅遊的努力，楊主任深表肯定。 

為了更有效率地拓展觀光業務，楊主任特別邀請臺中市至北京推廣行銷，

經北京市主流媒體報導過的資料，可以在短時間內傳播到中國各地，對於臺中

市在大陸的行銷工作將會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圖 3-5 與臺旅會北京辦事處主任楊瑞宗洽談旅遊推展 

（三）天津．臺灣旅遊合作交流峰會	

「天津．臺灣旅遊合作交流峰會」是本次參訪的重點行程，天津市旅遊局

局長佘清文在致詞時，特別說了一段親身經歷的小故事：在一次參訪臺灣的行

程中，佘局長注意到臺灣的商店在替遊客打包伴手禮時，會在箱子的打包帶加

上一段塑膠管，既可便利顧客提領，又避免了受傷的可能性，讓佘局長印象深

刻，對臺中市在觀光旅遊方面的服務品質讚譽有佳。 

佘局長特別強調，觀光旅遊事業除了硬體方面的建設外，軟體方面的服務

亦不可少，為了提振觀光服務品質，讓來自各界的訪客互相交流觀摩，因此特

別舉辦了本次旅遊合作交流峰會，期望與會來賓在本次會議吸收各方經驗，並

均能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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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天津市旅遊局局長佘清文致詞&與會嘉賓 

張大春局長上臺致詞時，除了積極推廣臺中市觀光旅遊，也與在場嘉賓一

同分享了臺中市推展觀光的經驗以及將來的願景。經過與會貴賓的交流分享，

並吸取各界人士在觀光上的意見，對於臺中市將來推展觀光助益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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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張大春局長致詞及臺中市旅遊推介資料 

會後，佘清文局長、楊瑞宗主任、王啟漢理事長、張大春局長、丁萊理事

長一同見證了天津中國國際旅行社、天津中國旅行社、天津金龍國際旅行社、

天津經典假期國際旅行社與臺灣復興航空，東南旅行社，北航旅行社，航達旅

行社的代表簽署了「遊團隊合作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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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見證兩岸旅行社簽署「遊團隊合作協定」 

（四）遊覽海河夜景	

因天津地理上的特殊條件，自古以來漕運系統就相當發達。跨越海河的各

式橋樑造型特殊，有著名的「一橋一景」說法，是旅客至天津旅遊必遊行程。

另外，位於海河兩岸的「津灣廣場」，聚集了劇場影院、高級餐飲、娛樂休閒、

時尚購物等商店，展現天津夜生活多彩多姿的一面。 

海河各景中， 著名的要屬建立在永樂橋上的巨型摩天輪－「天津之眼」。

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座建置於橋上的摩天輪，「天津之眼」高 120 公尺，直徑 110

公尺，換算約 35 層樓的高度，旋轉一圈費時約 30 分鐘， 高點甚至可將 40

公里內的美景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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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海河夜景與天津之眼 

（五）媽祖聖像安座大典	

101 年 9 月 28 日上午，世界上 高的媽祖聖像於天津濱海新區舉行安座大

典。媽祖聖像高約 42.3 公尺（含基座 10 公尺），耗資 6800 萬人民幣（約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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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3 億 2000 萬），使用大理石及鐵筋混凝土底座鑄造，以及 858 塊石料拼接而

成，總重高達 1200 噸，是將來媽祖文化園的象徵。 

由於地理及氣候上的限制，天津每年 10 月至次年 4 月因季風影響，風強

浪大；12 月至次年 3 月，海面結冰，導致濱海區媽祖聖像建造過程困難重重，

平均一個月中，僅僅半個月可以施工。 

媽祖聖像的主要建材－大理石，每塊重量至少都在 2 噸以上，特別是媽祖

的臉部石材更是重達 28 噸。安裝的時候都需要使用吊車施工，在惡劣的氣候

限制下，仍能如期完工，工作人員皆大呼「媽祖保佑！」。據天津市旅遊局相

關人員透露，每次在吊裝施工的時候，天氣都會放晴，尤其是組裝媽祖臉部的

時候，不但豔陽高照，連風也無聲無息，真是媽祖顯靈。 

圖 3-10 濱海新區媽祖聖像 

媽祖聖像安座大典特別邀請到天津市委副書記何立峰前來觀禮，會前張大

春局長代表臺中市胡市長向何書記致意並轉達市長的問候與關心。並與何書記

一同參與落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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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與何立峰書記合照&媽祖聖像落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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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參訪心得	

天津市是中國大陸北方經濟中心，也是中國北方 大的沿海城市。向來以「大

氣洋氣、清新靚麗、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城市風格自詡，其獨特的自然風貌和

大都市現代化氣息在天津實現了完美的融合。 

中國國務院更將天津完整定位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經濟中心、生態城市」，

並將「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自此，天津市的經貿觀光

成長連續數年在中國大陸居領先地位。以 2011 年和 2010 年為例，天津市接待外來

觀光客共 200.44 萬人次，增長 20.7%；旅遊外匯收入 17.56 億美元，增長 23.7%；接

待國內旅客 1.06 億人次，增長 15.2%；國內旅遊收入 1384.65 億元，增長 20.2%。成

長幅度令人咋舌。 

受益於官方的重視以及地理優勢，近年來天津市的軟硬體建設蓬勃發展，素有

「近代中國看天津」的美譽。在觀光發展上，積極辦理各項建設與活動，並以著重

發展都市觀光、休閒度假、商務會展三大旅遊體系。利用文化歷史背景，將觀光旅

遊劃分成楊柳古鎮、津衛搖籃、老城津韻、扶桑市井、義澳風情、東方巴黎、金融

名街、歐陸風韻、萊茵小城、洋務溯源……等主題區。並積極辦理各大國際活動如

「中國旅遊產業博覽會」、「黃崖關長城國際馬拉松旅遊活動」、「五大道歐陸風情旅

遊節」、「楊柳青民俗文化旅遊節」、「漁陽金秋旅遊節」以及本次參訪的「天津媽祖

文化旅遊節」等。 

縱觀天津市的發展，除了量的增加，質的提升更是令人印象深刻。臺中市在縣

市合併後，對於市內觀光景點、旅遊設施的經營雖有長足的進步，但也不能因此自

滿，尤其天津市在觀光發展的佈局、大力發展特色旅遊、持續提升國際化水平等的

措施，值得我們學習、借鏡。 

二、建議事項	

藉由本次參訪的過程，可以歸納出幾點參考方向： 

（一）發展低碳城市綠美化，吸引外來遊客	

低碳城市與綠美化既是國家政策，也是國際間日益重視的課題。放眼全球，

凡是觀光旅遊業高度發展的國家或地區，其低碳或綠美化建議必定是非常完善，

例如新加坡、紐西蘭、日本、英國……等。為了吸引外來觀光客，加強低碳城

市與綠美化相關建設與活動，如自行車道的建置與櫻花林的廣植是非常重要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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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參與展覽推介會，行銷本市品牌	

誠如臺旅會楊瑞宗主任的建議，要讓臺中市觀光景點在中國大陸快速推廣

流傳，爭取主流媒體的曝光機會是必要的，中國大陸近年來經濟起飛，各大都

市都有特色觀光旅展，因此積極辦理臺中市旅遊推介會將有助本市將來在中國

各地行銷工作的推展。 

（三）發掘特色觀光與主題，打造未來願景	

針對縣市合併後的觀光景點進行整合，結合臺中市正在進行中的各項重大

建設，例如 BRT、臺灣塔、大臺中纜車、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白海豚及企

鵝生態館……等等，擬定相關遊程，打造特色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