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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閩臺港粵的區域合作，是希望更多的民眾獲得更廣大的利益，透

過論壇平臺，讓人民直接交流，以新思維、新產業推動海峽兩岸經貿、

社會、文化、觀光等發展，因此本府暨本市基層人員應第五屆海峽論

壇組委會的邀請，由民政局局長王秋冬率團於 2013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17 日參加第五屆海峽論壇活動，並實地進行宗教暨社會、文化建

設考察。 

兩岸因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經貿交流關係等種種因素，已有密

切交集，此次透過論壇大會辦理相關活動及建立之交流平臺，不僅能

激發基層人員的思維，也將臺中市的實務與政策推動執行經驗分享推

廣，另藉由現地考察深入瞭解雙方在地方特色、文化觀光、民間信仰

等不同特性並進而學習交流，期能建立友好合作關係，擴展兩岸互動

基礎，促進瞭解與共榮互信，達到雙贏政策，促使兩岸人民互蒙其利，

發展城市友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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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人員名單: 

機關職稱 姓    名 

民政局局長 王秋冬 

民政局主任秘書 謝文浩 

大里區公所區長 許貴芳 

石岡區公所區長 王偉誠 

大肚區公所區長 王淑貞 

中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連詩季 

豐原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劉賢智 

霧峰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洪美汝 

烏日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林勳爵 

和平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施勇全 

大甲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彭增錠 

沙鹿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曾民賢 

大肚區戶政事務所主任 唐萬國 

觀光旅遊局主任 沈慧媛 

觀光旅遊局科員 吳詩蘋 

民政局主任 賴慈琪 

民政局主任 李秀香 

民政局專員 謝東任 

民政局專員 陳玉菁 

民政局股長 朱耿德 

民政局科員 蔡佩閔 

共  計 2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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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的： 

第五屆海峽論壇於 2013年 6月 15日至 21日在福建舉辦，由海

峽兩岸相關機構共同主辦，以「擴大民間交流、加強兩岸關係、促進

共同發展」為主題。 

本次活動強調以基層民眾為主角，強調面向基層、面向民間、突

出民生，辦理活動項目包含大會活動、基層交流(海峽職工論壇、海

峽青年論壇、海峽婦女論壇暨海峽和諧家庭文化藝術展、海峽百姓論

壇-閩臺宗親族譜對接…等 12項)、文化交流(世界閩南文化節、海峽

客家風情節等 8項)、經貿交流(兩岸共同家園論壇、臺灣特色廟會…

等 7項)等四大面向，共計辦理 28項活動，與市政及基層民生息息相

關，海峽論壇可稱為兩岸間最大的民間交流平臺，故本次除民政局及

觀光旅遊局同仁外，亦邀請部分區長及戶政事務所主任併同參與，透

過基層人員之間就各項議題交流、經驗分享，並藉由實地考察深入了

解雙方在地民間信仰、文化建設、觀光等地方特色，促進各領域相互

學習成長、拓展國際視野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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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程： 

(一)第五屆海峽論壇簡述： 

第五屆海峽論壇於 2013年 6月 15日至 21日在福建舉行，主會

場設在廈門，並於鄰近其他區舉辦相關活動，是結合兩岸各單位共同

辦理的盛大活動。 

本次活動共有 28個交流項目和論壇，涵蓋民生、民間、基層三

大要素，主題圍繞青年、職工、婦女三大族群，此外辦理有關姓氏宗

親、同鄉社團、民間信仰、大陸配偶等相關活動，並涵蓋兩岸文化、

教育、醫療、法律、工商等領域，並就兩岸農、漁、水利、鄉鎮村里、

社區協會、公益慈善等組織交流。 

臺中市自第一屆海峽論壇開始，每年均參加此盛會，本屆本市副

市長蔡炳坤於大會致詞時以三個問候，三個分享及三個期許介紹臺

中，並就本市獲得國際智慧城市論壇 ICF首獎、榮獲低碳示範城市、

臺中機場完成國際航線規劃等分享，並歡迎各界到臺中市參訪，另從

城市治理觀點也就毒品問題、環境衞生、食品管理及經濟方面提出看

法，隨著兩岸交流越來越多，期許兩岸就上述議題好好共同努力，希

望各界更瞭解臺中市，進而帶動兩岸交流，期許未來兩岸在各方面都

能進一步的發展，創造民眾的利益，將論壇精神具體化，為兩岸人民

帶來更多商機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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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五屆海峽論壇暨宗教、文化建設參訪經過： 

102年 6月 13日(星期四) 

由桃園出發前往大陸廈門 

本次應第五屆海峽論壇組委會邀請，由民政局局長王秋冬帶領本

局人員偕同本府觀光旅遊局人員、區長及戶政事務所主任，於 6月

13日從桃園機場啟程前往大陸廈門市，本次出訪主要目的為參加第

五屆海峽論壇暨進行宗教、文化建設等考察。 

宗教文化參訪-南普陀寺 

中午抵達廈門國際機場後，即前往廈門南普陀寺，南普陀寺為具

有千年歷史的佛教寺廟，位於福建省廈門寺東南五老峰下，在廈門市

規模中居首位，並具有相當影響力，辦有閩南佛學院。 

本次「第五屆海峽論壇-閩臺佛教文化交流周」由國家宗教局等

單位共同主辦，由廈門南普陀寺、金門縣佛教會、臺北市佛教會、新

北市佛教會共同承辦，並將齊聚於南普陀寺舉行「兩岸和平祈福法

會」，兩岸佛教界交流十分熱絡。 

為減少寺院商業氛圍，南普陀寺自 2011 年 3 月即取消了門票收

費制度，並改善禮佛環境，倡導香客文明燃香，寺方調整寺內敬香路

線，僅在天王殿前設香爐，在入口處設贈香處，每人限請香一支，謝

絕多香、大香者，故寺內環境整潔莊嚴，禮佛環境大大改善提升，對

佛教與寺廟形象有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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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於南普陀寺大門口合影    南普陀寺參訪 

 

宗教文化參訪-漳州古街、漳州文廟 

漳州是第二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歷史悠久，人文鼎盛，漳州

古城內文化資產豐富、古蹟眾多，除保留文廟、石牌坊、林氏宗祠等

三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外，尚有許多特色建築，完整保存騎樓式

店面、中西合壁式建築、閩南風格民居等建築，現存許多老字號商舖，

走進古街彷彿走入時光隧道。 

漳州文廟位亦於漳州市古城內，現存占地面積 15,000 平方公尺，

建築面積 2,600 平方公尺，2001 年被列為中國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始建於南宋紹興 9 年(西元 1139 年)，明成化 18 年(西元 1482

年)重修，現存漳州文廟為明代建築，在佈局配置上有儀門、戟門、

東西廡、丹墀、祭臺和大成殿，大成建築結構特殊，建築面積 624 平

方公尺，重檐歇山頂，前檐六根廊柱為浮雕蟠龍柱，其他皆為花崗石

圓柱，具有早期閩南建築的特徵，較完整地保留著閩南古代木結構建

築特點，並融入北方建築風格，尤其是木結構承襲早期營造法式特

徵，具有較高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也是閩南大型殿堂建築的重

要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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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朱熹、鄭成功、黃道周都曾到此廟祭祀孔子，漳州文廟

於民國年間曾被做為軍營、也曾做為警察局、1949 年後改成小學校

舍，漳州文廟因文革時期部分毀損，直到 1999 年由漳州市政府歷時

一年方完成大成殿維修，漳州市文物保管所負責人張長水先生表示受

限於經費，漳州文廟目前沒有維修計畫，也沒有舉辦祭孔活動，未來

可能會先朝軟體設置上先加強改善。 

相較之下，本市孔廟興建完工於民國 65 年(西元 1976 年)，主祀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設立宗旨是尊崇孔子儒家思想，建築採宋代宮殿

式建築，平面配置係參照曲阜孔廟佈置規模縮小而成，結構複雜多

變，裝飾繁疊細緻，彩繪部分亦全部採用宋式，以捲草花卉為主，施

工細膩繁複，雖不若漳州文廟歷史悠久，但其建築藝術與工法之講究

亦相當值得研究與欣賞；在經營管理上，本市孔廟每年 9 月 28 日舉

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釋奠典禮，祭祀儀式、祭品、服裝等皆遵從

傳統古禮進行，且為完整呈現釋奠典禮祭祀過程，歷年的八佾舞都是

由本市力行國小學生表演，典禮莊嚴隆重，除了表達對大成至聖先師

孔子最崇高的敬意外，也展現國人尊師重道的優良美德，深具歷史與

教育意義。 

漳州文廟大成殿前左右種植 2 棵樹木，與本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

理所種植之孔子樹相似，相傳生長在孔子墓上的楷樹，為其弟子子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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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喪回來後所植，又稱孔子樹；據臺中市孔廟表示，該所內種植之楷

樹原為日本林業博士自山東曲阜取回種子育成樹苗，又由日本植物學

家贈予該所種植至今，十分珍貴；團員對此樹也十分好奇，紛紛拍照

研究。 

   

    漳州文廟參訪                漳州文廟參訪 

   

漳州文廟參訪                漳州文廟參訪 

102年 6月 14日(星期五) 

前往福建省龍岩市永定縣拜訪 

永定縣為福建省龍岩市下轄的縣，位於福建省西南部，行政區劃

分為 10個鎮、14個鄉，總人口數約 48萬人，主要客家族群，全縣

通行永定話(屬客家話)，6月 14日上午由團長民政局局長帶領前往

福建土樓永定景區洪坑遊客服務中心與福建省永定縣人民政府副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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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賴秀金會面，與會陪同人員為永定縣臺灣事務辦公處林熙賢主任、

永定縣民政局楊波副局長，會中王局長特別感謝賴副縣長親自接待本

團，並就雙方客家文化、觀光、農業、民政等業務推動經驗交流分享，

期許未來持續拓展雙方各領域面向合作關係。 

   

本團與永定縣副縣長賴秀金會面  雙方會談交流 

   

王秋冬局長代表致贈禮品       王秋冬局長代表致贈禮品 

文化建設參訪-永定土樓振成樓 

福建土樓獨一無二的大型民居形式，被稱為中國傳統民居的瑰

寶，於 2008 年正式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土樓可追溯至唐朝，

最初為兵寨防衛抵禦山林野獸及強盜需要，所有土樓設計為一、二樓

外牆都沒有窗戶，是一種防禦措施，後逐漸變為民居，為節省耕地，

便向高處發展，是一種體現大家族共同生活理想的特殊建築，分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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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中國閩粵地區為主。 

振成樓的建築歷史約百年，因其先進的設計理念、獨特的造型結

構、深厚的文化底蘊，獲得世人的注目，土樓裏人們經歷動盪不安的

年代，在遊客交織的土樓裏，雖然交雜著商業行為，但他們是生活在

土樓裏面、固守著家族傳承與文化精神的一群人，也讓此行團員對土

樓的客家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目前臺中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正規劃「多功能客家文化園區」建設

案，未來將仿土圓樓精神，規劃出具客家文化意象精神之建築，將臺

灣在地客家文化傳承與發揚，讓世界看到臺灣人客家之美。 

   

永定縣土樓振成樓參訪        永定縣土樓振成樓參訪 

 

廈門海峽論壇服務處報到 

傍晚至論壇大會報到，此行將接待各團參加論壇成員，就論壇相

關行程及注意事項介紹。 

102年 6月 15日(星期六) 

參訪廈門市特色景點-鼓浪嶼、園博園、五緣灣濕地公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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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論壇組委會安排參訪廈門市特色景點，第一站前往廈門著名

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鼓浪嶼，該島嶼位於廈門市思明區，面積不到

2 平方公里，卻曾有 13 個領事館設立於此。前往鼓浪嶼可由廈門渡輪

碼頭搭乘渡輪，航班約 10 分鐘一班，航程也只要 10 分鐘，相當方便。

抵達鼓浪嶼後，導遊隨即帶領團員們搭乘電瓶車前往位於菽莊花園的

鋼琴博物館。該博物館建於 2000 年，包含一館及二館，館內陳列華

僑胡友義所收藏及捐贈約四十架的古鋼琴，是目前全中國唯一的鋼琴

博物館。館內牆上也掛了許多鼓浪嶼出身的音樂家照片，加上島上的

中央音樂學院鼓浪嶼鋼琴學校，顯示出鼓浪嶼別稱＂鋼琴之島＂並非

浪得虛名。 

   

鼓浪嶼參訪                  鼓浪嶼參訪 

園博園於 2007 年開放，位於廈門市集美區杏林灣，是為了舉辦

2007 年中國國際園林花卉博覽會而設立的水上園林。園內分為岭南園

區、風景園林師園區、民族風情園區、江南園區、北方園區、現代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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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閩臺園區、公共及各類專業園區、國際園區、中華教育園等，另

有生態島及溫泉島，島與島間共有 15 座橋樑相接。各園區內依主題

建置有各地區的特色建築及代表物，如閩臺區內有金門閩式建築及風

獅爺雕像等，遊客只要遊覽一地，即可對各地文化特色有初步了解。

除此之外，廈門園博園亦於每年元宵節舉辦燈會，主要的遊客量皆在

此一燈會期間前來賞燈。 

   

廈門園博園參訪              導覽人員解說景點資訊 

五緣灣濕地公園，為廈門最大的公園及濕地生態園區，面積約半

個鼓浪嶼大小。此處在未開發前原為漁民生活區，後因生態資源豐富

而規劃為濕地公園。公園內於濕地上建有木棧道，方便遊客親近及觀

賞園內生態，而不會對環境造成破壞，此地也為當地居民假日休閒熱

門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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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緣灣濕地公園參訪           五緣灣濕地公園參訪 

第五屆海峽論壇歡迎晚宴 

原訂於 6 月 15 日晚上辦理開幕式暨綜藝晚會，因廈門市發生 BRT

爆炸案，故臨時通知取消，改為歡迎晚宴。晚宴由廈門市臺辦謝永福

副主任接待並致歡迎詞，本團由民政局謝文浩主任秘書率領民政局、

觀光旅遊局同仁及區長、戶政事務所主任赴宴，會中謝文浩主任秘書

代表本團向主辦單位致感謝之意，並就本市民政業務與市政經驗交流

分享，席間與廈門市各方代表相談甚歡，也成功將兩岸關係奠定良好

的聯繫管道，建立合作交流的基礎。 

     

謝文浩主任秘書與廈門市臺辦謝永福副主任會面致意 



 

14 

 

102年 6月 16日(星期日) 

宗教文化參訪-莆田市湄州島媽祖廟 

本屆海峽論壇於湄州島舉行「媽祖文化活動週」，活動內容有臺

灣千尊媽祖湄洲謁祖進香活動、媽祖祭祀大典、「媽祖文化活動週五

週年-我們一起走過圖片展」等活動。湄洲島屬福建省莆田市，祖廟

始建於北宋雍熙四年（987 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媽祖廟。文化大革

命時，媽祖廟已被破壞殆盡，自 1980 年以後始由海內外信徒捐資對

湄洲祖廟進行重修，媽祖是臺灣民眾的普遍共同信仰，兩岸開放交流

後，臺灣許多媽祖廟也蜂湧前往湄洲島進香。 

   

媽祖文化活動週活動參訪      湄州島媽祖廟參訪 

宗教文化參訪-泉州開元寺 

    開元寺位於中國福建省泉州市鯉城區，始建於唐代(686年)的漢

傳佛教寺院，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漢族地區佛教全國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B%BA%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A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987%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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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寺院。開元寺佔地 7.8萬平方米，規模宏大，並設有弘一法師紀念

館、泉州佛教博物館，其東西兩側各有一塔，與大雄寶殿成「品」字

形布局，兩塔均為仿木構八角五層樓閣式石塔，是中國最高的一對石

塔，經歷多次地震、颱風的考驗，仍屹立不倒。開元寺歷經多次被毀

重建，現存建築也為近代大規模改建修復，維修改建後大殿更為宏觀

雄偉，惟原寺院風貌已不復存，就古蹟文化保存角度甚為可惜。 

   

泉州開元寺參訪               泉州開元寺參訪 

6 月 17 日(星期一) 

由福建省廈門市返臺 

6 月 17 日參訪團於圓滿完成第五屆海峽論壇暨宗教、文化建設參

訪後，赴廈門機場搭機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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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 

(一)海峽論壇結合官、產、學、民間力量共同辦理，並廣邀各界人士

參與，人力、物力、資源所需龐大，論壇主辦單位邀請到當地大

學觀光會展相關科系學生擔任活動志工，陪同與會來賓參訪；不

但增加活動支援人力，使與會來賓獲得更多照顧，也讓學生藉由

活動獲得實際經驗並促進其使命感及榮譽感。 

(二)在中國大陸許多著名景點普遍使用電瓶車讓遊客付費搭乘，例如

鼓浪嶼、園博苑、湄州島、永定土樓旅遊區皆設有遊園、遊島電

瓶車供遊客選擇，不僅能服務行動不便遊客，創造旅遊市場商

機，重要的是能減少廢氣與二氧化碳排放造成環境污染，響應節

能減碳政策，臺中市目前已引進電動車做為公務車服務民眾使

用，未來可考量在本市觀光旅遊景點園區宣導推行設置電動車輛

服務遊客，不僅提升旅遊品質，也能推廣電動車使用，減少機動

車輛造成環境污染，為打造低碳綠色城市努力。 

(三)中國大陸自 2009年起提倡文明燃香活動，用意在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保護文物古蹟及環境生態，並擇定部分宗教旅遊場所做為

示範單位，本次參訪南普陀寺即為示範單位之一，另外如漳州孔

廟、泉州開元寺等寺廟皆僅於殿外設置香爐，此行參訪寺廟中也

少見到燒金紙拜神行為，雖然此活動未全面普及至全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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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整體而言可視為典範並也逐步擴大影響力，達到維護文化古蹟

及提倡節能減碳、改善宗教場所參訪品質之目的。 

(四)本市歷年來於每年 9 月 28 日遵循古禮舉辦祭孔大典，藉由紀念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週年釋奠典禮，表達對孔子崇高的敬

意外，也展現國人尊師重道的優良美德，大陸早年因將祭

孔視為迷信而禁止，許多古蹟也遭破壞，漳州文廟因經費

因素未舉辦祭孔大典，在硬體建設維護及軟體配置上也未

見重視，甚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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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議： 

(一)建議本市辦理各項大型活動、國際性會議，邀請本市各大專院校

觀光旅遊相關學系學生報名擔任活動工作人員，並辦理工作人員

訓練及加強接待禮儀，讓學生獲得實務經驗，藉由政府機關與學

校雙方交流與合作，可以圓滿完成任務。 

(二)加強宣導本市各宗教團體、家庭減少燃香、燒金紙拜神方式，以

循序漸進方式改變民間信仰習慣，響應綠色環保，達到節能減碳

目的，改善生活環境。 

(三)將本市歷年來舉行紀念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週年釋奠典禮相

關影片資料提供漳州市文物保護管理所，做為所方未來辦理

祭孔典禮活動參考及收藏，藉由雙方管理孔廟經驗及推廣經

驗交流，期能將儒家重視禮教文化思想與美德發揚光大及傳

承，將社會風氣導向祥和安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