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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摘要 

頁數：17 

報告名稱：觀摩「廈門博餅王中王大賽總決賽」暨推廣本市旅遊活動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出國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觀光行銷科 科長 曹忠猷 

秘書室 辦事員 蔡文珊 

觀光管理科 助理員 潘郁雯 

出國類別：其他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廈門市 

出國期間：101年10月14日至10月16日 

報告日期：102年1月2日 

分類號目：H9/觀光 

關鍵詞：廈門、博餅節 

內容摘要： 

本局於101年10月14日至16日期間，由觀光行銷科科長曹忠猷帶領

秘書室辦事員蔡文珊及觀光管理科助理員潘郁雯等共3人參加中國大陸

廈門市「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總決賽以及推廣本市

旅遊活動。 

中秋博餅是閩南地區特有文化的一種民俗活動，該活動是一項新奇

特殊且流傳三百多年的活動，緣起於清代鄭成功抗清聚守於廈門時，為

一解官兵秋節思鄉之苦，特別在清爽的中秋夜，舉辦博狀元大賽，流傳

至今在廈門、漳州、泉州、金門一帶，仍然風行中秋博狀元餅的習俗。 

本局為瞭解該民俗活動得以流傳數百年仍屹立不搖之活動內容及

其推廣方式，故會同「臺灣導報」共同前往參加廈門市所舉辦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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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總決賽活動。另外，為推廣本市旅

遊活動，在廈門期間特拜會廈門旅遊局黃局長國彬及文化廣電出版局羅

局長才福以交換旅遊活動意見，並洽談雙方觀光交流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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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中秋博餅是閩南地區特有的民俗活動，其活動已有數百年歷史之久，相傳博

餅係由鄭成功大將洪旭發明，主要目的在於藉由遊戲的進行，一解官兵的鄉愁，

流傳至今已成為閩南一帶最為流行的中秋節活動，目前不僅於大陸地區的廈門、

漳州、泉州定期舉辦博餅賽外，在金門及臺灣本島地區亦舉辦類似活動。 

「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除有大陸地區的 376名狀元外，

另有來自臺北、桃園、彰化、高雄、雲林的 41 名狀元及金門 15 名狀元等共計

432名狀元，於 2012年 10月 14日廈門博餅民俗園角逐「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

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總決賽「王中王」桂冠，本局特至廈門市觀摩該特有的民俗

活動。 

另為加強推廣本市旅遊活動，本局於廈門期間特拜會廈門旅遊局黃局長國彬

及文化廣電出版局羅局長才福，以交換旅遊活動意見並洽談觀光交流合作事宜，

期能增加臺灣觀光人數並提供良好觀光旅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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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行程摘要與過程行程摘要與過程行程摘要與過程行程摘要與過程 

一、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 

（一）日期：101年 10月 14日（星期日） 

（二）地點：廈門博餅民俗園 

（三）行程內容： 

「2012 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除有大陸地區的

376名狀元外，另有來自臺灣的 41名狀元及金門 15名狀元等共

計 432 名狀元，於廈門博餅民俗園角逐「2012 海峽兩岸中秋博

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總決賽「王中王」桂冠，總決賽將所有狀元

分成 25 組進行第一輪比賽，以博得狀元王資格。現場決選出的

26 名狀元王，將再次進行「王中王」總決賽，於該決賽中獲得

王中王桂冠者，可獲得該活動所提供之頭獎汽車一台。 

其活動係以六粒骰子投擲結果組合來決定參與者的獎品，遊

戲以所有的獎品都被贏走後結束，每位參與遊戲的人都有相同的

機會，當所有組別遊戲結束後，再進行各桌狀元王總決賽，以博

得王中王桂冠。 

  圖 1 2012 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 圖 2 2012 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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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2012 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 圖 4 2012 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 

二、廈門市旅遊局及文化廣電局 

（一）日期：101年 10月 15日（星期一） 

（二）地點：廈門市旅遊局及文化廣電局 

（三）行程內容： 

本局曹忠猷科長赴廈門市旅遊局拜會黃局長國彬，洽談臺中

與廈門兩市觀光交流合作事宜，邀請廈門市再次參加 2013年中

臺灣元宵燈會，並就中臺灣 2013年到廈門參加旅遊博覽會事宜

交換意見。黃國彬局長肯定臺中市積極促進兩市觀光交流的努力，

並可望在 2013年更加緊密合作相關兩市全面性的旅遊交流。 

同日，曹科長隨後赴廈門市文化廣電出版局拜會羅局長才福，

邀請廈門市重點表演團體在中臺灣元宵燈會期間到本市表演，一

方面可增添燈會光彩，另一方面也可以宣傳廈門市文化特色，進

行觀光旅遊行銷。羅局長表示，廈門市傳統歌仔戲團曾於前幾年

燈會期間到臺中表演，受到熱烈歡迎，締造該團體最多觀眾的紀

錄，如果經費許可非常願意到臺中市表演。 

在短短的半天中，曹科長先後分別拜會廈門市相關局處首長，

洽談燈會等觀光交流合作事宜，獲致初步成效。 

三、廈門園林博覽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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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期：101年 10月 15日（星期一） 

（二）地點：廈門市集美區杏林灣 

（三）行程內容： 

園博苑，全名「廈門園林博覽園」，又稱「廈門園林博覽苑」，

簡稱「廈門園博園」或「廈門園博苑」，其位於廈門杏林灣的中

洲島，該園區係由中洲島及附近其他島嶼與海岸土地所組成，並

以 15 座景觀橋樑將其 9 座島嶼連接起來，形成總面積 10.82 平

方公里的「水上園博園」，當中陸地面積廣達 5.55 平方公里，

享有「水上大觀園」美名。該園區共有嶺南園區、風景園林、民

族風情園、江南園區、北方園區、現代園區、閩台園區、國際園

區、公共及專業園區等九大區域，目前尚在興建溫泉飯店及相關

遊樂設施，期能吸引更多旅客進駐該園區，並享有良好服務設施

及服務。  

  

圖 5 廈門園林博覽苑入口處 圖 6 廈門園林博覽苑接駁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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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廈門園林博覽苑「月光環」 圖 8 廈門園林博覽苑「杏林閣」 

  

圖 9 廈門園林博覽苑 圖 10 廈門園林博覽苑 

  

圖 11 廈門園林博覽苑 圖 12 廈門園林博覽苑 

四、鼓浪嶼菽莊花園 

（一）日期：101年 10月 1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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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點：廈門市鼓浪嶼 

（三）行程內容： 

菽莊花園係位於鼓浪嶼東南面，是一名臺灣富商於 1913 年

所建的私人花園。菽莊花園築有一條沿海而建的小堤，通往菽莊

花園內的鋼琴博物館。  

近年來廈門菽莊花園增建了許多設施，特別是將聽濤軒改成

鋼琴博物館，展出具有歷史和特色的世界名琴，讓參觀的遊客更

加瞭解鋼琴發展的歷史。  

  

圖 13 鼓浪嶼菽莊花園入口處 圖 14 鼓浪嶼菽莊花園 

  

圖 15 鼓浪嶼菽莊花園 圖 16 鼓浪嶼菽莊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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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鼓浪嶼菽莊花園 圖 18 鼓浪嶼菽莊花園 

五、鼓浪嶼鋼琴博物館 

（一）日期：101年 10月 15日（星期一） 

（二）地點：廈門市鼓浪嶼 

（三）行程內容： 

鼓浪嶼鋼琴博物館位於福建廈門鼓浪嶼菽莊花園的聽濤軒，

落成於 2000年 1月，由旅居澳大利亞的華人、鋼琴收藏家胡友

義先生捐贈修建，館裡收藏著胡先生珍藏的近百台名貴鋼琴和

60多盞古鋼琴台燈。 

  

圖 19 鼓浪嶼鋼琴博物館 1 館入口處 圖 20 鼓浪嶼鋼琴博物館 2新館入口處 

六、廈門中山路 

（一）日期：101年 10月 1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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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點：廈門市中山路 

（三）行程內容： 

中山路係由古老和現代建築物交融而成的廈門「老街」，係

福建廈門市的商業街，歷經百年滄桑至今依然保存著南洋騎樓街

道歷史文化遺址和閩南街市風情，現已成為商業休閒旅遊特色

街。 

  

圖 21 廈門中山路 圖 22 廈門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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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    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心得與建議 

一、 中秋博餅乃閩南地區，由其是廈門市民眾歡度中秋節的傳統民俗活動，

該活動得以流傳數百年的原因之一與廈門市為一港口城市有關，港口城

市可使一文化產生集聚效應，吸引港口附近居民共同參與該文化活動，

爰此，其活動最初僅於廈門市舉辦，隨後引進鄰近之金門甚至臺灣參與

該活動。本市若也能於特殊節慶時舉辦相關節慶活動，吸引各縣市民眾

參加，進而使外國遊客前來參加活動或觀摩，將可增加本市曝光度，亦

可提升本市觀光人數並帶動經濟與觀光發展。 

二、鼓浪嶼係屬中國福建省廈門市的一個島嶼，其面積不到二平方公里，由

於在甲午戰爭之後，該島成為各國租界地，爰此，該島建築物並非傳統

的閩南建築，而是一棟棟別具特色的西式豪宅。因該島具多國風情之觀

光設施及樣貌，而成為廈門市熱門景點之一，其觀光人潮絡繹不絕，為

滿足遊客觀光需求及新奇感，該島無不持續進行開發以增加商機，倘若

開發過度可能造成因遊客過多使得旅遊品質下降及舊有觀光設施及建

築物遭受破壞。爰此，若能限制觀光景點之開發程度及商家進駐數量，

將可有效維護觀光景點之設施，亦能維持良好旅遊品質。 

三、廈門市中山路係廈門商業的發源地，沿街均為閩南風格的騎樓建築，目

前仍然是廈門市最繁華的商圈之一，為提供遊客安心及舒適之購物環境，

因此將該路段劃設為一行人徒步區，中山路西段為全日步行街，東段為

僅限車輛自東向西通行的單行道。為增加遊客購物樂趣及對該商圈之印

象，其行人徒步區設有數個裝置藝術品，以供遊客欣賞及休憩用。另外，

該商圈設計 4 大特色街主題，分別為局口街（女人街）、大中路（閩台

兒童商品街）、古城西街（閩台婚慶街）及海後路（閩台風味餐飲街），

可使民眾及遊客至各主題街購買所需產品，如此一來將可增加並凝聚至

該商圈購物之人潮，亦可提升遊客對商圈之印象。爰此，本市若能將現



 

13 

 

有人潮眾多之商圈設置相關可供遊客欣賞、休憩及指標設施，將可提供

遊客及民眾舒適購物環境，進而帶動觀光及經濟發展。 

四、目前廈門市及本市之間遊輪航線頻繁，倘能透過積極參加國際旅展或相

關觀光交流活動，藉以推廣及宣傳本市觀光，將可吸引更多福建及廈門

等地區旅客來本市旅遊，進而帶動兩岸經濟及觀光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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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圖 23 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簽到處 

 

圖 24 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狀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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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2012海峽兩岸中秋博餅狀元王中王大賽狀元舞台 

 

圖 26 廈門園林博覽苑杏林閣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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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廈門園林博覽苑杏林書院 

 

圖 28 鼓浪嶼渡輪售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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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廈門市中山路 

 

圖 30 廈門市中山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