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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報告摘要 

 

報告名稱：赴中國大陸四川省考察第 19 屆自貢國際恐龍燈會暨本市

觀光旅遊農特產品推廣交流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四川省自貢市、重慶市、成都市 

出國期間：2013 年 3 月 8 日至 3 月 12 日 

報告日期：2013 年 4 月 2 日 

分類號目：H9/觀光 

關鍵詞：自貢燈會、城市行銷、交流會 

內容摘要： 

觀光旅遊局於 2013 年 3 月 8 日至 12 日期間，由張局長大春，率旅遊

行銷科科長曹忠猷、股長陳羿帆、科員李佳玲及書記張喬惠會同農業

局運銷加工科專員廖麗華、技士周佳霖與石岡區區長王偉誠共 8 人，

協同本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飯店及旅行業者共同至大陸四川省考察

自貢燈會並至成都進行拜會行程。臺中市自 2012 年起至今(2013)已連

續 2 年邀請自貢市於本市中臺灣元宵燈會海外燈區展示自貢市之大

型花燈作品，今(2013)年展燈中有扇形彩燈系列，利用中國傳統的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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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以及牡丹花等吉祥圖案組成，呈現「龍鳳呈祥」和「國色天香」的

主題，另「吉祥平安」主景彩燈，則由活潑生動的大象背負著作工精

巧的雙層玲瓏寶瓶，象徵「吉祥平安事事如意」，兩者均蘊含有濃厚

的中華民族傳統色彩。不只深獲民眾好評，也引起媒體熱烈報導。此

次赴四川，除推廣本市觀光資源與優質農特產品舉辦重慶及成都共 2

場交流會外，本府另至成都省臺辦表達感謝之意；於會場擺設宣導品

行銷本市並贈送鳳梨酥及葡萄酒、梨山茶等本市特產表達友好之意。

此外亦極力邀請四川自貢市明(2014)年能繼續參與本市中臺灣元宵燈

會，與其互動推廣陸客自由行至本市旅遊，交換旅遊推廣及燈會舉辦

之寶貴經驗。 

 

貳、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觀光旅遊局 局長 張大春 

旅遊行銷科 科長 曹忠猷 

旅遊行銷科 股長 陳羿帆 

旅遊行銷科 科員 李佳玲 

旅遊行銷科 書記 張喬惠 

農業局 專員 廖麗華 

運銷加工科 技士 周佳霖 

石岡區 區長 王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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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的                                    

    自貢彩燈傳統製作工藝被四川省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亦是大陸國家旅遊局向海外推出的大型民俗旅遊項目，今(2013)年第

19 屆自貢國際恐龍燈會，以磅礡氣勢及精湛的製燈技藝為考察燈會

人員帶來了目不暇給的視覺震撼。自貢市燈貿委員會來函邀請本府派

員與會，交流舉辦燈會意見。本市每年一次的中臺灣元宵燈會，向來

是本市行銷及推展的亮點之一。此次考察，促進兩岸文化交流外，更

重要的是觀摩燈會辦理盛況，俾利進一步推動本市觀光發展。 

    而離自貢市僅 3 小時車程的重慶市及成都市，現均被列為陸客自

由行試點城市，因地緣之便，特邀請重慶臺協及組團社及媒體參加本

府舉辦的推介會，由本局與農業局及本市業者結合觀光與農業共同行

銷本市。 

肆、活動重點 

一、 自貢市燈貿管理委員會為自貢國際恐龍燈會的管理單位，自

1988 年成立以來，以其獨特的藝術震撼力、花燈的精巧工藝享

譽海、內外，自貢國際恐龍燈會實質效益已超越了一個民俗活

動的功能和作用，在經濟社會發展、增加城市觀光競爭力等領

域中，均發揮了獨特功能，此次本府派員至自貢考察，即為兩

地旅遊及燈會交流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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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慶市為中國大陸直轄市之一，人口逾 3,000 萬人，而成都

亦為副省級城市，常住人口約 1405 萬人。本府觀光旅遊局及農

業局至該市舉辦「臺中市觀光旅遊及農業交流會」，以吸引遊客

至本市觀光旅遊，並宣傳本市農特產品。 

 

伍、活動過程                                                  

活動簡介 

日期 地點 主要活動 

2013/3/8

（五） 

臺中-香港-重慶  臺中-香港 

 前往荷里活廣場參加臺灣牛肉麵節 

 香港-重慶 

 舉辦重慶場臺中市觀光旅遊及農業交

流會 

(航空公司、臺商及旅行業者) 

2013/3/9

（六） 

重慶-自貢  考察自貢景區(兩館一井) 

 自貢燈會現場考察 

 與自貢燈貿委、臺辦雙方交流會 

2013/3/10

（日） 

自貢-成都  考察樂山大佛 

 舉辦成都場臺中市觀光旅遊及農業交

流會 

(航空公司、臺商及旅行業者) 

2013/3/11 

  (一) 

成都  考察武侯祠及錦里觀光街 

 拜會四川省臺辦並感謝暨邀請燈會交

流 

2013/3/12 

  (二) 

成都-桃園  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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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3 月 8 日(星期五) 

    本次前往四川考察行程，適逢交通部觀光局在香港荷里活廣場辦

理「2013 台灣牛肉麵節藝陣秀@荷里活廣場」，遂先前往該活動，現

場邀集 10 位「台北國際牛肉麵節」的歷屆冠軍大廚，為香港市民精

心料理「台灣第一」牛肉麵，噱頭十足並吸引許多香港媒體熱烈報導，

對臺灣美食觀光有其正面助益，本市可將此行銷模式納入日後美食行

銷之參考。 

    抵達重慶後，本局協同農業局及航空公司、臺商及旅行業者舉辦

重慶場「臺中市觀光旅遊及農業交流會」，交流會中張局長大春積極

推廣「中進中出」（由臺中航空站入境及出境）的旅遊方式，鼓勵大

陸遊客以本市為赴臺旅遊的中心點，「住在臺中．玩在中臺」，以中彰

投三縣市整合包裝的行程，行銷中臺灣。另本局局長及農業局廖專員

也特別於交流會上介紹本市觀光旅遊景點及休閒農業、農特產品。其

中本次推介之農特產品以加工品為主，計有梨山高茶、和平甜柿乾、

青蔥脆餅及香菇禮盒等，各項農特產品均獲得在場人好評與詢問。 

 

第二天 3 月 9 日(星期六) 

     由張局長率領本局及農業局同仁並協同李中議員前往自貢景區

考察當地著名的兩館一井，其中恐龍博物館乃因自貢市於 80 年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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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恐龍化石，因而設立而成，該博物館是中國第一所現代化的專業性

恐龍博物館，建於大山鋪恐龍化石群遺址之上，現地保留方式相當特

殊，且現場除了專業導覽人員外，解說招牌亦寫得很詳細，此點值得

本市學習，另該館曾於 2010 年 4 月至高雄展出並於當時引起熱烈討

論，本市亦可考慮請該館來本市展出讓更多民眾有機會欣賞距今 1 億

6 千萬年前的珍貴恐龍化石珍品。 

    自貢市具有兩千年的鹽業歷史，自貢市的名字也是因鹽而得名，

素有"千年鹽都"美稱，井鹽生產帶來的鹽業經濟，也成為這座城市形

成和發展的主要動力，鹽業歷史博物館目前仍保留古法的製鹽技術及

中國第一口超千米的深井─燊海井，展現古人的智慧，並讓遊客得以

一窺傳統繩索衝擊式（頓鑽）鑿井技術。此外該市因產鹽，因此也發

展出「鹽幫菜」，極具特色，以特色發展整體性的城市行銷並帶動產

業及觀光旅遊之方式，實值得作為本市推動文化觀光業務之參考。 

    是日晚上本考察團前往第十九屆自貢國際恐龍燈會進行考察，位

於中國大陸四川省自貢市，建市已逾 70 年，人口為 325 萬人。自貢

國際恐龍燈會擁有天下第一燈的美譽，該燈會迄今已舉辦第十九屆，

今（2013）年再度在本市胡市長的邀請下至中臺灣元宵燈會參展，所

展出燈中有扇形彩燈系列，利用中國傳統的龍鳳以及牡丹花等吉祥圖

案組成，呈現「龍鳳呈祥」和「國色天香」的主題，另有 「吉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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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主景彩燈，由做工精緻的大象背負著雙層玲瓏寶瓶，象徵「吉祥

平安事事如意」，兩者均蘊含有濃厚的中華民族傳統色彩，展燈深受

民眾及媒體的青睞。據自貢市燈貿管理委員會主任王維表示，自貢市

舉辦燈會多年，不斷創新是增強燈會魅力的關鍵。 

    近幾年來，該燈會除了使用原本的傳統工法及傳統材料（如盤

子、湯匙、茶杯等）製燈外，還加入高科技的電動技術，使得自貢燈

會更有看頭。此外，自貢燈會也同時揚名海內外、曾赴歐、美、韓、

日等國交流及展出。自貢燈會採行收費門票制度，展出時間為期約二

個月。燈會年年主題不一，且近年來也培訓志工於現場解說、導覽，

並教授簡易的製燈方法。特別的是，為了宣傳燈會的亮點，也會在燈

會期間提著彩燈，為民眾介紹燈會常識和展示重點。 

    有別於本市以生肖為燈會宣傳主題，自貢燈會每年都會推出不同

主軸。其舉辦的地點為自貢市彩燈公園，面積 10.3 公頃，其中水上

面積 0.75 公頃，共有吉祥中國年、侏儸紀探秘等 6 大主景區；本屆

自貢國際恐龍燈會以“巨型震撼、科技創新、立體呈現”為特色，著

力在科技運用、環保及創新等方面尋求突破，其中大型燈區的創作作

品以巨大著稱，包括「國色天香」、「迎春花燈」、「百子鬧春」等；而

水上燈區則是依湖面結構而設計，以侏儸紀生態環境為背景，展現幽

遠神秘氛圍，順走而下至中華彩燈主景區則採用傳統工藝和手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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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並運用電子、機械、音效等新技術形成氣勢雄偉的精湛工藝。 

    燈會考察結束後本考察團與自貢燈貿委、臺辦雙方交流會中，張

局長大春除感謝自貢燈貿委員會今(2013)年提供本市精彩的燈展外，

亦邀請該委員會能於明年度繼續共襄盛舉參加本市中臺灣元宵燈

會，交流會中李中議員亦提出本市可參考該恐龍燈會收費方式，採行

收費制度將燈會擴大舉辦，並將盈餘做為製燈技藝之改良，提供旅客

更優質的燈會內容。 

第三天 3 月 10 日(星期日) 

    今日上午先前往成都樂山大佛進行考察，樂山大佛位於中國四川

省樂山市，面臨岷江，高 71 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1982 年，

樂山大佛被列為大陸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大佛的頭部和身體部位

都設有排水溝，迂迴縱橫，布局巧妙，不易發覺。這是一套完善的排

水系統，對大佛具有十分重要的保護作用，此外 2001 年起，大陸撥

出數億元專款開展對大佛的保護性維修工作，顯示其對文化資產保存

與維護的用心。考察過程中，我們先坐船從江面上遠處欣賞大佛之壯

觀，然而船中所提供之救生衣部分已有損壞情形卻未更新，遊客安全

維護不盡完善，另於遊江賞佛過程中，商家不斷推銷與大佛收費合照

之行為，讓遊客無法盡興欣賞美景，嚴重破壞了遊憩品質，相當可惜，

此點可作為本市推廣觀光旅遊之借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5%B7%9D%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2%B7%E6%B1%9F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8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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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間觀光旅遊局、農業局、中華航空公司重慶辦事處與本市旅行

商業同業公會，共同邀請臺商（包括旅行社、農場、餐廳經營），參

加本府舉行的「觀光旅遊及農業交流會」，除感謝其熱心協助使得本

次四川考察行程得以圓滿進行外，張局長大春與農業局廖專員於交流

會中更大力推廣本市農特產品給在場臺商，鼓勵其成為本市特色商品

之代理商，積極為本市農特產品開創更多銷售管道。餐敘間賓主盡

歡，並邀約日後再相聚於臺中市。 

第四天 3 月 11 日(星期一) 

    上午先前往成都武侯祠進行考察，位於成都市南門的武侯祠，是

中國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廟，現存祠廟主體建築為 1672 年清康熙年間

復建，並於 1961 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值得一提的是，

因該祠被列入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不得拆除，若要遷移的，須經審

核批准，所以該祠古蹟保存相當完善，武侯祠坐北朝南，祠內古柏蒼

翠，紅牆環繞，氣氛莊嚴、肅穆，其中大門前的六通石碑，建於唐憲

宗元和四年，距今已有 1100 餘年，碑體除正文外還有唐宋明清各代

文人的題詩、題記和跋語等均保存完好，對古物保存之用心令人感

動，並為其帶來觀光人潮及經濟效益，值得作為本市推動文化觀光業

務之參考。 

    另本府當日也與成都臺協與旅行業者舉行雙方交流會，成都與本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5%9B%BD%E9%87%8D%E7%82%B9%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7%89%A9%E4%BF%9D%E6%8A%A4%E5%8D%95%E4%BD%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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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直飛航班為一星期一班，經營赴臺旅遊的旅行社有六家，職局已

提供本市旅遊資訊，推廣遊客至本市觀光旅遊。此外，為感謝自貢燈

會及省臺辦此次對中臺灣元宵燈會之協助，特於晚間前往拜會自貢市

燈貿管理委員會主任王主席及四川省臺辦，席間張局長大春除大力邀

請明(2014)年能繼續熱情參與本市中臺灣元宵燈會外，並請其轉交市

長感謝信函予魏省長。 

 

第五天 3 月 12 日(星期二) 

    上午原訂在搭機返臺前先行前往大熊貓基地進行考察，但因成都

交通阻塞情形相當嚴重，為避免延誤搭機時間只好作罷，十分可惜。

交通而言，成都為一典型的放射型城市，市區主要道路為環型通道與

放射型通道疊加之格局。其中主要環型通道有內環路、一環路、二環

路、2.5 環路、三環路、繞城高速，擁有超過 300 多條公交線路，營

運公交車 11147 輛，公交網路覆蓋全部城區、郊區和部分郊縣，根據

統計截至 2012 年 8 月，成都全市登記在冊的機動車共有 284 萬輛，

從 2009 年初起平均每天新增汽車 1000 輛，且當中私人汽車佔了八

成。顯示該地區人民偏好自行開車之風氣，相對塞車情形也日愈嚴

重，對於遊憩品質、甚至是當地民眾的交通生活便利性均為是一大考

驗；而本市近幾年積極推動低碳旅遊並鼓勵民眾搭乘公車，更有 8 公

里免費的福利政策，相較之下本市市民顯得幸福許多，便利的交通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4%BE%E5%B0%84%E5%9E%8B%E5%9F%8E%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E5%86%85%E7%8E%AF%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E4%B8%80%E7%8E%AF%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E4%BA%8C%E7%8E%AF%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E4%BA%8C%E7%8E%AF%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2.5%E7%8E%AF%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90%E9%83%BD%E4%B8%89%E7%8E%AF%E8%B7%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8%90%E9%83%BD%E7%BB%95%E5%9F%8E%E9%AB%98%E9%80%9F%E5%85%AC%E8%B7%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12%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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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吸引旅客到本市旅遊的誘因之ㄧ。 

     此次考察行程與文化交流活動，讓我們親眼見識大陸對於文化古

蹟維護之用心，以及自貢國際恐龍燈會對於製燈技藝與燈會觀光產業

的努力，值得我們深思學習。 

 

陸、 心得 

本市舉辦中臺灣元宵燈會已逾 10 年，今年再度邀請川燈來臺展出，

為本市中臺灣元宵燈會增添光采，燈會向來為華人過農曆春節的特有

節慶活動，如何發揮創新及創意，吸引觀光人潮，並增加本市觀光產

值及效益是首要之任務。此次至自貢市觀摩恐龍燈會，體驗天下第一

燈之美，深感兩岸燈會實有不同發展方向；自貢市在傳統中創新，並

且以花燈數量、體積著稱，運用電子、機械、音效等新技術展現氣勢

雄偉的精湛工藝。而本市元宵燈會則展現小而美的精緻創意及聲光主

題搭配為規劃重點。自貢市燈會少有表演節目；本市燈會則輔以演唱

會主題之夜及遊憩美食，運用多元整合行銷方式吸引民眾參與。 

自貢燈會不只成為地方特色，也吸引中外許多旅客，提昇觀光發展，

亦形成特有的燈會產業鏈，從年初至年尾，整個自貢市的製燈公司皆

忙於彩燈策劃創意、設計製作、培訓技能、景觀規劃、工藝品、會展

規劃、加工服務等多樣化的業務，並且拓展至全世界。本市雖無製燈

產業，但製燈技術因應觀光活動及節慶也日新月益。此次考察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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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中國大陸發展燈會除帶動觀光之外，同時如何藉由燈會舉辦讓文

化扎根並帶動經濟發展，均值得借鏡與學習。 

      考察市場果品販售情形，四川當地販售之鮮食農產品以柑橘

類、梨及枇杷為主，其中枇杷外觀較本市生產之型態粒大，惟口感較

本市生產之枇杷口味酸、甜度低且籽粒多；柑橘類種類繁多，惟售價

低廉非屬精品水果；市場販售之梨皆為小粒型，顯示該地區亦為大陸 

地區普遍為「不分梨」(採「分離」諧音)之傳統觀念。對照本市適合

外銷之果品，該地區尚無甜柿市場，且當地人食性喜麻辣，喜歡紅色

系食物，甜柿之色澤亮紅，應較其他果品更具競爭力。農產加工品部

分，由於四川並無製造香菇素肉條之技術，交流會上以香菇素肉條之

詢問度最高。 

 

柒、建議                                      

1. 赴外舉辦推介會與參加國際旅展的活動性質多所不同，旅展有主

辦單位並可打團體戰；但推介會之舉辦，僅靠單一局處之力，難

有巨大效益，尤其觀光旅遊範圍廣大，但卻無實質產品，此次結

合農業局及本市業者共同行銷本市，以本市觀光摺頁、手冊簡介

作為輔助，搭配本市較具競爭力之農特產品為推介之實體商品，

多管齊下努力，似可做為未來對外推廣之路徑，期能俾助產生實

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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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貢燈會以培訓志工方式推展活動，建立品牌並積極宣傳。建議

未來可以參照自貢燈會的模式，以解說人員或志工做導覽，期能

打造更友善的活動、旅遊環境。此外本市若能於 2018 世界園藝

博覽會中結合花卉與特色花燈規劃「花卉與燈」展區，應為一創

新且具特色之展出。 

3. 本市較具競爭力之農特產品應為甜柿與香菇加工品，建議將其列

為爾後至四川推介本市農特產品之重點品項，且香菇加工品部分

可以依據四川當地喜好(麻、辣之重口味)開發符合在地風味之商

品，應可更為當地民眾接受，增加本市農特產品之銷售量。 

 

捌、 結語 

    推動本市成為國際觀光大城，素為本府努力目標，本局總是把握

每次海外交流的機會，進行城市行銷讓更多人認識臺中之美，本次赴

中國大陸四川省考察自貢國際恐龍燈會暨本市觀光旅遊、農特產品推

廣交流，讓我們與四川友人得以對彼此的觀光旅遊環境及資源能有更

深入的認識，拓展城市間文化與旅遊合作交流的內涵，提升本市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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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件                                 

3/8 

 

香港荷里活廣場參加臺灣牛肉麵節 
3/8 

 

香港荷里活廣場參加臺灣牛肉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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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重慶場臺中市觀光旅遊及農業交流會 
3/8 

 

本市手冊及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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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與自貢燈貿委、臺辦雙方交流會 

3/9 

 
贈送本市梨山茶及鳳梨酥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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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國吉祥年主景區《張燈結綵》 

3/9 

 

中國吉祥年主景區《國色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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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夢幻天穹主景區《秋碩圖》 

3/9 

 

夢幻天穹主景區《夢幻天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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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鹽場印象主景區 

3/9 

 

侏儸紀探秘主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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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中華燈彩主景區 

3/9 

 

自貢恐龍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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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自貢鹽館 

3/10 

 

樂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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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成都場臺中市觀光旅遊及農業交流會 

3/11 

 

 

 

成都臺協雙方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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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農業局贈送本市農特產品 

 

請省臺辦轉交市長感謝信函予魏省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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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拜會省台辦並感謝燈會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