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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報告摘要 
 
 
 

報告名稱：「上海市金山區媽祖文化園」參訪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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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國期間：民國 102 年 05 月 29 日至 05 月 31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2 年 06 月 28 日 

分類號目：H9/觀光 

內容摘要： 

觀光旅遊局於 2013 年 5 月 29 日至 31 日期間，由副局長陳育

正，率觀光工程科技正葉慶隆共 2 人， 偕同本市鎮瀾宮共同赴

大陸上海市拜會暨考察上海市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及金山工業

區並至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進行拜會行程。 

上海市金山區金山嘴漁村座落在杭州灣的的北岸，是上海地

區有名的漁港，金山嘴漁村是上海最後的漁村，目前總體規劃結

構為一海(海塗漁港海岸線金山三島等海域風光)、兩園(海洋文化

創意園、媽祖文化園)、三街(海鮮美食街、金山嘴老街、海利路海

洋文化創意大街)。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於受邀參訪期間，除對參訪的金山嘴

漁村媽祖文化園整體概況與規劃多加了解，期能對本市積極推動

的海岸藍帶計畫及各相關重大建設如：「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

能有所助益外；並與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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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大陸地區遊客前來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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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觀光旅遊局 副局長 陳育正 

觀光旅遊局 技正 葉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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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中國大陸上海市為第一波陸客自由行開放的城市，並與本市

臺中機場間有直航航班，兩市往來交流及觀光遊客日益增多，本

次參訪及拜會上海市金山區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館、金山嘴老

街、金山工業區，了解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整體概況與規劃，

以作為本府積極推動的海岸藍帶計畫與陸續在海線地區辦理相關

白海豚生態館、梧棲漁港美人魚碼頭、高美濕地體驗館、大安港

媽祖主題園區等重大觀光建設的重要參考。 

拜訪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李主任嘉斌與洪

組長志光，對於兩岸觀光旅遊現況、推廣觀光經驗、未來發展願

景等，進行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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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日期 行程 備註 

102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三) 

一、 搭機前往上海浦東機場(預

訂航班 MU5008) 

二、 上海市金山區與本市鎮瀾

宮交流會 

住宿:上海 

102 年 5 月 30 日 

(星期四) 

一、 前往拜會上海市金山區書

記楊建榮(前上海市臺辦主

任) 

二、 前往考察媽祖文化館(漁家

樂、城市沙灘、媽祖文化

等) 

住宿:上海 

102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五) 

一、浦東機場搭機返回桃園機場

(預訂航班 MU5005) 

 

 

第一天 5 月 29 日(星期三) 

下午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國東方航空直航班機，於傍晚抵達上

海浦東機場，與本市大甲鎮瀾宮鄭副董及董事、監事十餘人會合後，

即驅車前往上海市金山區，當晚在金山區與上海市台商及鎮瀾宮交

流，分享台商在上海市經商之經驗及對當地生活型態及經商環境互相

交流。 

第二天 5 月 30 日(星期四) 

上午由金山區山陽鎮黨委書記 時建英書記與金山區人民政府臺灣

事務辦公室 黃明星主任陪同參訪金山嘴漁村、金山嘴老街、媽祖文化

館，實地參觀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之基地，藉由立於現場

之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導覽圖，對參訪人員做簡要之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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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區金山嘴漁村座落在杭州灣的的北岸，是上海地區有名

的漁港，金山嘴漁村是上海最後的漁村，2011 年在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

和支持下，為了配合參與杭州灣北岸濱海旅遊帶的開發建設，充分發揮

金山嘴地區臨海優勢和海漁文化優勢，將金山嘴老街修繕一新，開發了

這塊處女地－－金山嘴漁村。 

參訪完金山嘴漁村後，隨即安排與金山區副區長 陸瑾、金山區人

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黃明星主任、金山區山陽鎮黨委書記 時建

英、金山區山陽鎮黨委副書記 黎連忠、金山區民宗辦副主任 馬秀

明、山陽鎮副鎮長 陸士軍、山陽鎮副鎮長 陳忠、山陽鎮副鎮長 王玉

萍、上海金山嘴漁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經理 朱敏等人座談交流，由金

山區山陽鎮黨委書記 時建英主持，並由山陽鎮副鎮長 王玉萍彙報山

陽工業園區相關情況；再由上海金山嘴漁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經理 朱

敏彙報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雙方對簡報內容熱烈討論交

流，金山區山陽鎮黨委書記 時建英更表示歡迎大甲鎮瀾宮參與投資金

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計畫。 

下午再由金山區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黃明星主任陪同參訪金

山規劃展示館，館內展示介紹金山概況，及各區的規劃模型，對各區

之配置及規劃一目瞭然，參觀完後再到金山工業區管理委員會與管理

委員會之幹部座談交流，由金山區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 黃明星主

任主持，會中對金山工業區總體規劃與投資環境做了相當詳細的介

紹，並互相交流，交換意見。 

上海金山工業區地處上海市西南，杭州灣北岸，是上海及長江三

角洲對外開放的南大門，規劃面積為 58 平方公里，是上海市九大市級

工業區之一。工業區規劃方案由新加坡裕廊顧問私人有限公司設計，

整個方案融入了國際先進的規劃設計理念，形態新穎，結構獨特，整

個規劃充分體現了生態和人性化的特點。工業區分為一個主中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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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金山國際社區和兩個產業園。重點發展生物製藥、電子信息、機

械製造和精細化工等產業。 

第三天 5 月 31 日(星期五) 

上午離開飯店後搭乘計程車至金山卫站搭乘地鐵至上海南站後轉

搭計程車至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展開拜會行程，拜訪

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李主任嘉斌與洪組長志光，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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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任嘉斌建議本局可提供本市旅遊景點及活動資訊與交通部觀光

局，透過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轉交與大陸旅遊網站，

以加強向大陸民眾介紹本市多元觀光資源與旅遊產品，並可將觀光旅遊

資訊文宣寄至該分處擺放，將本市觀光旅遊資訊市時提供陸客，吸引陸

客來本市觀光。 

拜會行程結束後，由洪組長志光安排陪同至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參

觀，由客貨運業務部 魏強先生，引導我們參觀及介紹，並一睹麗星郵

輪雙子星號的風采。 

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位于黃浦江西岸，靠近外灘，擁有 880 米長

的黃金沿江岸線，毗鄰兩條上海地鐵線並與東方明珠電視塔隔江相

望。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是一個集郵輪碼頭和商業辦公為一體的綜合

商務開發項目，包括國際客運碼頭、港務大樓、寫字樓以及藝術畫

廊、音樂文化中心等相關建築和設施。其國際客運碼頭面積約 20,000 

平方米 ，水深 9~13 米 ，可以同時停靠 3 艘豪華遊輪，碼頭年通過

能力達到 100 万人次，其主要設施布置在一個近 50,000 平方米的綠

地下面，而地上部分則為一個「飄浮」在綠化帶上的不規則玻璃球

體，在提供客運服務的同時，也成為黃浦江邊又一道靓麗的風景線。 

參觀完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即起程前往上海浦東機場，搭乘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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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航空直航班機，於晚間 7 點多抵達桃園國際機場，結束為期三天

之上海市金山區媽祖文化園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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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 
本次參訪上海市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整體概況與規劃，上海市

金山區金山嘴漁村座落在杭州灣的的北岸，是上海地區有名的漁港，金

山嘴漁村是上海最後的漁村，目前總體規劃結構為一海(海塗漁港海岸線

金山三島等海域風光)、兩園(海洋文化創意園、媽祖文化園)、三街(海鮮

美食街、金山嘴老街、海利路海洋文化創意大街)，係在各級政府部門的

重視和支持下，為了配合參與杭州灣北岸濱海旅遊帶的開發建設，充分

發揮金山嘴地區臨海優勢和海漁文化優勢，所擬定的開發計畫，為凸顯

金山嘴海漁文化特色，特別對金山老街進行改造與開發利用，採用明清

建築風格的青磚黑瓦馬頭牆，以及杉木材質門窗，青石板路面。 

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整體規劃與本府目前積極推動的海岸藍帶

計畫及陸續在海線地區辦理相關白海豚生態館、梧棲漁港美人魚碼

頭、高美濕地體驗館、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等重大觀光建設有異曲同

工之妙，我們亦可思索如何打造臺中濱海的特色。 

上海市為第一波陸客自由行開放的城市，並與本市臺中機場間有

直航航班，兩市往來交流及觀光遊客日益增多，透過臺灣海峽兩岸觀

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可將本市觀光資源加強行銷，吸引陸客來臺中，

增加觀光消費帶動地方發展，並可爭取大型郵輪停靠臺中港，為本市帶

來更多的觀光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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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 
針對本市的觀光景點進行整合，結合臺中市目前積極推動的海岸

藍帶計畫及陸續在海線地區辦理相關白海豚生態館、梧棲漁港美人魚

碼頭、高美濕地體驗館、大安港媽祖主題園區及濱海自行車道建置等

重大觀光建設，利用大型郵輪停靠臺中港帶來的觀光遊客，擬定相關

遊程，打造特色旅程，將可有效帶動中部地區沿海觀光遊憩發展。 

建議本局可提供本市旅遊景點及活動資訊與交通部觀光局，透過臺

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轉交與大陸旅遊網站，以加強向大

陸民眾介紹本市多元觀光資源與旅遊產品，並可將觀光旅遊資訊文宣寄

至該分處擺放，將本市觀光旅遊資訊適時提供陸客，提升臺中市在國際

上的能見度，吸引大陸地區遊客前來本市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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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無則免) 
 

 
 

  
參觀金山嘴漁村觀景台 

 
金山嘴漁村遊客接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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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館 

 
參觀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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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館 

 
參觀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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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金山嘴老街 

 
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導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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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座談會 

 
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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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座談會 

 
金山嘴漁村媽祖文化園擴建規劃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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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瀾宮鄭副董與上海市金山區書記楊建榮互贈紀念品 

 
陳副局長育正代表本市致贈梨山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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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局長育正代表本市致贈鳳梨酥 

 
參觀金山規劃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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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金山規劃展示館 

 
參觀金山規劃展示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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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金山工業區 

 
與金山工業區管理委員會幹部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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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臺灣海峽兩岸觀光旅遊協會上海辦事處李主任嘉斌與洪組長志光 

 
陳副局長育正代表本市致贈梨山茶、鳳梨酥等拌手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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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局長育正與李主任嘉斌及洪組長志光合影 

 
參觀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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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上海港國際客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