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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登別地獄祭、日本、北海道、城市交流、文化觀光、觀光行銷 

內容摘要：本府於 102 年 8 月 22 日至 26 日期間，由蔡副市長炳坤，率文化

局葉局長樹姍、秘書處郭主任秘書振益及職局莊主任秘書右孟等同仁，與本

市市議員、觀光相關業者等乙行共計二十人，赴日參與「第五十屆登別地獄

祭」活動並拜會相關政府及民間單位。此次赴日，首先見證登別市與本市觀

光協會締結姊妹協會儀式，期待未來以民間交流有效推動兩市觀光。由登別

觀光協會主辦的登別地獄祭已有 50 年歷史，本市作為 50 年來第一個受邀參

與的海外城市，意義非凡。並且在活動主會場登別溫泉街擺設本市觀光宣導

品及文創商品、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大墩美展相關展品，以行銷本市文化

觀光；另前往拜會富良野市與小樽市，成功促進城市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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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北海道登別市係日本知名的溫泉勝地之一，境內地獄谷為溫泉的

水源地。登別市於每年 8 月最後一個周末在登別溫泉街舉行熱鬧的登

別地獄祭，吸引眾多海內外遊客。登別市結合地方慶典，打造出獨一

無二的溫泉觀光品牌並帶來觀光效益，其經驗值得作為本市發展溫泉

觀光及慶典觀光之借鏡。此行派員赴日，除安排拜會登別市及登別觀

光協會，並參與登別地獄祭促進雙方友好關係外，亦拜訪北海道富良

野市、小樽市，安排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富良野演劇工場、富田農

場、後藤純男美術館、小樽舊日本郵船古蹟，作為未來本市水族展館

規劃行銷，發展新社花海觀光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活用之借鏡。 

 

貳、活動重點 

一、登別市簡介： 

    登別市面積212平方公里，人口約5萬餘人，為日本北海道膽振綜合

振興局的城市，屬於室蘭市的衛星城市，轄區內西南部的工業區屬於室

蘭市週邊工業區，東部有著名的登別溫泉，周邊以觀光產業為主。東南

海岸區域為平原，內陸為台地和丘陵，更內陸的區域為山地。人口主要

集中在沿海的登別、幌別、鷲別三個地區，分別位於登別川、幌別川、

鷲別川的河口，其中鷲別與室蘭市區相連。著名的觀光景點除登別溫泉

區外，登別棕熊牧場、尼克斯海洋公園、伊達時代村也是臺灣觀光客時

常造訪的景點。 

二、登別地獄祭簡介： 

    登別地獄谷是登別溫泉的泉源，是大約萬年前火山噴發後所造成的

火山口遺跡。登別溫泉自古即為溫泉療養地，用來療傷養病，在近年則

被現代人視為消除疲勞或是養身的地方。每天自然湧出約一萬噸的溫

泉，溫度為45℃～90℃的高溫，並且含有9種泉質，世界上相當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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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登別溫泉擁有「溫泉百貨公司」之美譽。 

    運用地熱谷的地形，登別溫泉街每年8月的最後一個週末舉行「登

別地獄祭」，吸引了來自臺灣、香港等地的海內外遊客參與同樂。登別

地獄祭的由來有個淒美的傳說，相傳古代有名少女遭惡疾纏身，煩惱不

已，受到閻魔王的指點，泡了登別溫泉後竟不藥而癒，但少女也因此愛

上閻魔王。她不堪為情所苦遂而投湖自盡，之後化為青龍。往後每年的

8月，便展開熱鬧喧騰的地獄祭。閻魔王山車遊行、鬼太鼓、抬鬼轎、

整條溫泉街的商家、旅館，都精心打扮成鬼的模樣，派出隊伍進行表演

遊行，群魔亂舞的街頭遊行，妝點得整條溫泉街熱鬧非凡。 

三、行程表： 

日期 地點 行程 

102年8月22日 

（星期四） 
登別市 

1. 搭機前往札幌新千歲機場 

2.由新千歲機場搭車前往登別市 

3.臺中‧登別交流晚宴 

102年8月23日 

（星期五） 
登別市 

1. 拜會登別市長 

2. 登別文化協會交流 

3. 參與登別地獄祭開幕儀式 

4. 第50屆登別地獄祭觀摩 

102年8月24日 

（星期六） 

登別市 

留壽都 

1. 參觀尼克斯海洋公園 

2. 昭和新山採果體驗 

3. 搭乘洞爺湖遊船 

4. 前往留壽都飯店 

102年8月25日 

（星期日） 

富良野市 

札幌市 

1. 由留壽都搭乘專車前往富良野 

2. 參訪風之花園  

3. 富良野市(副市長、觀光協會)交流會 

4. 參訪富良野演劇工場、富田農場、後藤

純男美術館(館長親自接待解說) 

5. 札幌市文化觀光局、札幌觀光協會晚間

交流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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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8月26日 

（星期一） 
小樽市 

1. 札幌出發前往小樽 

2. 拜會小樽市長、小樽市議會議長、小樽

日台親善協會長、小樽觀光協會長等人 

3. 參觀日本郵船古蹟 

4. 小樽出發前往札幌 

5. 拜會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 

6. 搭機返回臺灣 

參、活動過程 

一、8月22日（星期四） 

（一）登別市與本市觀光協會姊妹協會簽訂儀式 

    於抵達日本北海道首日即舉行登別市與本市觀光協會姊妹協會

的締結儀式，由日本登別觀光協會唐神昌子會長及本市觀光協會陳文

旭總幹事代表簽訂，並由登別市小笠原春一市長及本市蔡炳坤副市長

擔任見證人，雙方約定透過觀光協會等民間組織的力量，積極推動未

來兩市間觀光交流與合作。 

二、8月23日（星期五） 

（一）登別市及登別文化協會拜會 

    拜會登別市長小笠原春一及登別文化協會進行座談交流，雙方針

對觀光、環保、教育、文化等交換意見，概述如下： 

    觀光部分，有鑑於臺日互訪人數持續增加，且臺灣赴登別的遊客

數占全年登別海外遊客二分之一強，彼此在觀光發展上是不可或缺的

夥伴，未來應加強相互推廣交流。環保部分，登別市為了促進環境保

護，對於垃圾分類、垃圾處理等十分用心，並且擁有使用最先進技術

的垃圾處理場，在得知本市入選為中區低碳示範城市後，期望將來可

針對環保議題深入合作。教育方面，登別市的義務教育年齡為6-1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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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8間小學與5間中學，學生人數共計約3700多名，教師人數約270

名。特別重視學生的運動教育及生涯學習，希望透過學生的交流強化

兩市的互動關係。文化方面，登別文化協會成立於1965年，至今已有

近50年的歷史，現擁有31個團體及2000多名會員，由於日本與臺灣一

樣少子高齡化問題日艱，地方文化保存的議題極受重視，登別文化協

會的目的即在於促進文化傳承及異國文化交流，本府文化局葉局長特

別介紹本市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並邀請日方來臺中感受臺中民眾熱

情。 

（二）參加登別地獄祭及觀摩 

    由登別觀光協會主辦的「登別地獄祭」今年適逢第50屆，本市作

為第一個受邀參與的海外城市，具有重大意義，以往地獄祭皆在八月

最後一個周末舉辦，為當地最知名、規模最大的傳統祭典活動，今年

為慶祝五十周年延長舉辦時間為8.23~8.25三天，本次參訪因行程緊

湊，僅能參加首日的活動，活動內容如下： 

時間 活動內容 

18：00～19：30   開幕儀式、小學軍樂隊遊行、閻魔王山車遊街 

19：30～21：00   太鼓表演 

21：00～21：30   煙火秀 

    蔡副市長及本市觀光協會陳總幹事於開幕儀式時獲邀上台，與日

方來賓代表一同參與日本傳統「鏡割」(敲破酒桶)祝賀儀式，且在儀

式結束後與日本貴賓和民眾一起參與慶賀遊行，共同感受登別的熱

情，完成一次美好的城市外交使命。 

三、8月24日（星期六） 

（一）尼克斯海洋水族館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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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斯海洋水族館為臺灣遊客赴北海道旅遊的人氣景點之一，園

區內幅員並不廣闊，因此適合闔家同遊。園區內歐洲復古城堡風情的

建築物特色，給人置身歐洲童話故事中的錯覺，但建築物本身稍嫌老

舊，比起硬體設施，一連串的企鵝散步、海獅餵食秀、海豚表演秀等

反而成為尼克斯海洋水族館受歡迎的最大特色。尼克斯海洋水族館的

兩座海底隧道，連接著三層樓高的巨型水族箱，令人感覺彷彿置身海

底，光線自上方流洩而下，穿過粼粼水波，雖然隧道本身長度並不長，

各種魚類從身邊徐徐遊過彷若時光之流也停下腳步，如夢似幻的氛

圍，令人流連。另外尼克斯海洋水族館獨有的特色為巨大的水母槽與

「水中精靈」的展出，隨著投射燈光的變化，呈現出七彩變換的美感。

值得一提的是水族館的遊客動線採用緩坡彎道設計，不需走樓梯，體

貼年紀大的長輩行走。與臺灣的水族館不同，尼克斯海洋水族館少了

濃厚的商業氣息，不以大型的硬體設施取勝，小而美並且有海獅、海

豚、企鵝等海洋生物與遊客互動多多的演出，才是尼克斯海洋水族館

勝出的關鍵。 

（二）留壽都渡假村 

    留壽都渡假村是北海道規模最大的渡假村，屬於加森觀光集團，

旗下設施包括滑雪場、遊樂園、游泳池、高爾夫球場、露營場、旅館

等，以及包含泛舟、騎馬、熱氣球飛行等各式各樣的體驗活動。2008

年七月洞爺湖全球首腦高峰會記者會便選在此處的國際媒體中心舉

行。在這裡幾乎一整年都有活動，如7月中旬至9月上旬舉行馬戲團表

演及花火大會，每日晚間皆施放，持續45日不間斷。 

四、8月25日（星期日） 

（一）風之花園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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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寶級編劇倉本聰以北海道富良野市為背景，從《來自北

國》、《溫柔時光》，直到2008年完成富良野三部作的最終章《風之

花園》。其中《風之花園》是富士電視台開台五十周年的大戲，在拍

攝完畢後將劇中主舞台的風之花園留存下來，成為來到富良野的遊客

近年來必然造訪的觀光地之一。風之花園設在新富良野王子大飯店境

內，是英式花園造景，種植365種不同的花卉，共約20，000株植物，

花園四季各有不同的美麗風情。 

（二）富良野市交流會  

    由富良野市石井隆副市長、富良野觀光協會鈴木敏文副會長等6

人代表出席，雙方針對兩市之觀光發展及文化交流議題，交換意見。

本市著名的休閒景觀設施「薰衣草森林」與富田農場具有相同吸引人

的元素，實際上與富田農場也往來互動多年，可見本市與富良野市民

間交流互動頗為深入。富良野市因擁有著名的富田農場薰衣草花田，

故富良野以薰衣草等花田景觀聞名世界，其發展模式值得本市新社、

后里地區等發展花海花毯觀光與2018年世界花博活動借鏡。 

（三）富良野演劇工場參訪 

    富良野演劇工場是一座社區型的小劇場，由劇作家倉本聰所規

劃，於2000年10月完成。特大的舞臺幾乎和觀察席一般大小，不僅劇

場工作者可盡情在舞臺空間上發揮，舞臺及觀眾間的距離非常接近，

方便演出者和觀眾之間進行互動，觀眾席中央走道的盡頭直通後台，

演出者可從此極為隱密的出入口進出，增加演出的活潑性以及變化

性，演出者除了後臺準備的空間外，擁有大片落地窗的工作人員休息

室也令人印象深刻，四周綠色樹木林立，具有開放感的空間與周圍自

然相互融合，讓所有演出者可以在這個規劃良善的休息室盡情放鬆，

如此深具特色的實驗劇場，值得作為本巿大都會歌劇院規劃實驗小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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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時的參考對象。 

（四）富田農場參訪 

    富田農場歷史悠久，從1958年開始栽培薫衣草，並將之作為香料

用途迄今，經歷了富良野栽培薰衣草的高峰期，最多曾有250戶以上

的農家栽培薰衣草，然而1970年代前半起，因開放貿易自由化帶來的

價格競爭，以及合成香料技術的突飛猛進，富良野種植薰衣草的榮景

不再，1973年種植薰衣草的農家只有富田農場碩果僅存，超過半世紀

的用心耕耘，目前是全日本最大的薰衣草花田。憑藉著對薰衣草的熱

情以及對純天然的堅持，富田農場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其創業歷程的

故事也為當地人所津津樂道。農場內建有設施，製作各類花卉相關商

品如香水、精油、手工皂等。由於花田的面積相當廣闊，且顏色鮮艷，

近年農場更成為臺灣人赴北海道旅遊熱點，是旅遊北海道人士必到之

處。 

（五）後藤純男美術館參訪 

    後藤純男為日本相當知名的日本畫畫家，因受到有「北海道屋脊」

之稱的大雪山景色所吸引，於是在西元1987年後藤來到位於大雪山脈

十勝岳山麓下的上富良野町開設個人畫室，一邊遠眺連峰景色，專注

於繪畫工作。而後藤純男美術館創立於西元1997年，展示其歷年來的

畫作。後藤純男堅持以傳統的技法來創作，利用植物、岩石、礦物所

研磨出顆粒大小不同的顏料，來交織畫裡的遠近濃淡，並藉由礦物自

然的光澤色彩，交疊出令人驚艷的效果，繪製出的成品極富質感，畫

作的主題更囊括日本各地的特色風情，如北海道曠麗雪景、京都燦爛

春櫻等日本美景等等，將日本獨特秀麗的風光，躍然紙上，讓人嘆為

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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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8月26日（星期一） 

(一)小樽市訪問 

    小樽市訪問除了由小樽市中松市長、小樽市議會横田議長等官方

代表接見本府代表團外，更有小樽日臺親善協會齋田會長、小樽觀光

協會谷口會長等民間代表共同出面迎接。雙方在舊日本郵船小樽支店

廣場前相見歡，亦極富歷史意義，該建築現為日本政府所指定之國家

重要文化財，其剛落成時，即以高尚風格的外觀馳名日本，擁有「關

東以北史無前例的經典建築」之稱譽，如今，該建築與小樽運河，雙

雙成為世界聞名的旅遊景點。小樽市在明治至大正時期因海運昌盛繁

榮一時，如今雖物換星移，大量良好的歷史建築物仍保存良好，以運

河為中心的景觀，結合附近的紅磚倉庫在煤油燈的映照中醞釀出的浪

漫異國情調，其獨特的古典餘韻喚起如織遊人的歷史鄉愁。小樽市對

於歷史古蹟的尊重、保存及活化，是小樽市風光舉世聞名的最大特

色，因所有的歷史建築皆以街區的概念進行保留，形成特色景觀，令

人彷彿走進時光隧道一般。觀光產業雖已成為小樽主要的經濟來源，

但小樽仍保留著其獨特的文化風格，並且與常民生活巧妙的融合，亦

不相互打擾，因此並不給人過重的商業化或觀光化氣息，漫步其中，

給人極為悠閒舒適的感覺，是一個透過文資保存及觀光發展，完美結

合傳統與現代的成功案例。 

肆、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登別地獄祭是以登別觀光協會為主要領導核心，登別一年一度的

觀光盛事，一樁由民間自發性所舉行的活動，竟能一連舉辦五十年不

間斷，由此可見日本在地的主導力量不容小覷。登別市因為有此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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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動員的活動，反而促使了地方資源、人力以及地方認同的凝聚與結

合；因此產生「凝聚在地力量、吸引外來遊客、建立地方品牌文化、

再次促進地方能量及認同凝聚」的正向循環，是故登別地獄祭年年生

生不息，至今維持了五十年的歷史。目前主辦登別地獄祭的登別觀光

協會唐神昌子會長，便是從其父親手中接下旅館集團以及協會會長一

職，包括登別地獄祭的傳統─閻魔王巨型山車遊街，亦是在其父親的

年代所製作並傳承至今，可預見未來也將繼續傳承下去。登別案例可

提供本市參考借鏡的是如何整合民間業者力量，促進其自發性的創造

在地認同並且導入建立地方品牌文化的正向循環，如甫於十大觀光小

城獲獎的大甲區，也許可試著擷取登別的成功經驗，發展地方品牌。 

  本次參訪的第二個重點是富良野市。富良野市以花海為主軸的田

園景觀聞名，因此成為本國遊客赴北海道旅遊必然造訪之地。該市夏

季主要以富田農場的薰衣草以及彩色花田為最大賣點，並且為便利自

由行的海外遊客，甚至在暑假期間開設臨時的「薰衣草花田」火車站，

其人氣之旺可見一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來到富田農場的遊客不

僅可找到視覺上的享受，農場更持續開發薰衣草的相關產品，如精

油、香水等紀念品，薰衣草口味的霜淇淋，更是來到富田農場的遊客

皆人手一支，本市的薰衣草森林亦循此模式，發展田園休閒觀光，至

今仍是本市與外縣市民眾在日常休閒時必訪的人氣景點之一。本市山

林範圍廣闊，在發展相關花卉或農林觀光方面亦極富潛力，縣市合併

後結合花海與花毯的辦理方式進入第三年，並已爭取到辦理 2018 年

世界花博主辦權；未來需要更多的軟硬體建設及更多的創意思維，創

造國際級的花博基地，在配合國際行銷宣傳前，期能以此次觀摩心得

整合地方業者並開發新的觀光體驗行程，以促進本市觀光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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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本次參訪日本眾多觀光文化的軟硬體設施，對日本在傳統文化

保存方面的努力印象極為深刻。可見觀光發展著實需要文化底蘊的支

持，才能永續發展。本市在文化保存上雖不及日本的歷史悠久，但隨

著近年來相關文化資產保存以與再生成為熱門議題，文化觀光的浪潮

亦備受矚目。本市結合文化及觀光的最佳案例便是「媽祖國際觀光文

化節」，已發展成為本市代表性的文化觀光活動，在文化局的精心安

排下，傳統民俗活動與周邊觀光業者已有良好的整合，每年都吸引眾

多海內外信徒或是旅客前來本市朝聖，未來可持續規劃此類活動，整

合產官學相關資源，並於舉辦後研究檢討活動產生的優劣效應，以持

續發揮正向效益。 

    觀光應與文化密切結合，才可長可久，未來文化局及觀光旅遊局

各項重大活動，應事前多互相切磋，以期創造 1+1>2 之效益！ 

（二）本次參訪尼克斯海洋世界，對職局未來興建白海豚生態館的展

示規劃有所助益。包括其老少咸宜及流暢的動線設計，以及重視與參

觀者的互動，美麗的海底隧道及水母槽展示等，皆可提供本局規劃相

關展館以及展示手法的參考借鏡。 

（三）未來持續致力促進對日友好交流與城市外交。因本市此行率團

訪問，已建立與登別、富良野、札幌、小樽等市的良好互動關係，可

望成為繼日本鳥取縣、長野縣駒根市之後持續交流互動的日本縣市。

登別市已於 10 月 4 日~7 日間來本市參加國際旅展，並拜會本府；富

良野市亦於 10 月 23 日回訪本市，並針對花海觀光、自行車、美術館

等交流進行會談，並本市已訂於 2018 年舉辦花卉博覽會，屆時可望

與富良野市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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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8.22 登別觀光協會、臺中市觀光協會簽訂姊妹協會儀式(右一：登別市長小笠原春

一，右二：登別觀光協會長唐神昌子) 

 
8.22 登別觀光協會、臺中市觀光協會簽訂姊妹協會儀式 全體賓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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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3 拜會登別市(右：登別市小笠原春一市長) 

 

8.23 致贈本市紀念品(左：登別市小笠原春一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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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現場意見交流情形 

 

8.23 拜會登別市後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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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設置於登別溫泉街內本市宣傳攤位 

 
8.23 登別溫泉街內本市宣傳攤位前合影(右四：登別觀光協會唐神昌子會長，右三：

登別觀光協會奧村修專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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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登別地獄祭開幕儀式，蔡副市長及臺中市觀光協會陳總幹事與日本來賓一同登

台列席 

 

8.23 登別地獄祭開幕典禮進行日本傳統鏡割(敲破酒桶)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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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登別地獄祭開幕典禮，蔡副市長以日文「臺中一級棒、登別一級棒」向臺下喊

話炒熱現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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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重約 6 噸的閻羅大王機關車，於開幕儀式結束後在溫泉街登場 

 

8.23 登別地獄祭主題遊行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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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蔡副市長與日本貴賓一同加入祝賀遊行隊伍，體驗現場熱情 

 
8.23 蔡副市長與葉局長日本貴賓一同加入祝賀遊行隊伍，體驗現場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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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著名的海獅表演) 

 

8.24 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企鵝散步引發在場遊客每人都拿起相機努力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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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企鵝散步，館方以中文大字報介紹企鵝生態) 

 

8.24 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館內觸摸池，可親身與水族類第一線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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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館內共 2 個巨大的海底隧道) 

 

8.24 參訪尼克斯海洋公園(水母池藉由燈光投射的變化營造夢幻奇妙的視覺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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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留壽都渡假村交流(由加森觀光集團社長加森公人及支配人安藤先生接待) 

 

8.24 留壽都渡假村交流(由加森觀光集團社長加森公人及支配人安藤先生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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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參訪富良野市風之花園 

 

8.25 參訪富良野市風之花園(右三：富良野觀光協會副會長大谷博章，左三：富良

野觀光協會專務會田系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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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富良野市交流會(出席者：富良野市副市長石井隆；富良野經濟部商工觀光室

課長川上勝義；富良野觀光協會副會長大谷博章、專務會田系伍；富田農場前專

務浦田吉等) 

 

8.25 富良野市交流會 會後合影(前排中：富良野市副市長石井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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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參訪富良野演劇工場，工作人員現場解說情形 

 

8.25 富良野演劇工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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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5 參訪富田農場(右三：富良野觀光協會專務會田系伍，左二：富田農場前專務浦

田吉) 

 
8.25 浦田前專務為蔡副市長解說薰衣草精油製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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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浦田前專務現場熱情地解說 

 

8.25 參訪後藤純男美術館，館長行定俊文親自接待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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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參訪後藤純男美術館，致贈本市大墩美展畫冊 

 

8.25 後藤純男美術館前紀念合影(右二：館長行定俊文，左一：富良野觀光協會專

務會田系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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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與札幌市文化觀光局、札幌觀光協會交流餐敘 

 
8.25 與札幌市文化觀光局、札幌觀光協會交流餐敘(左：札幌市文化觀光局長可兒

敏章；右：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陳桎宏處長) 



30 
 

 
8.25 與札幌市文化觀光局、札幌觀光協會交流餐敘，致贈本市紀念品(右二：札幌

市文化觀光局長可兒敏章；右三：札幌觀光協會星野尚夫會長) 

 
8.25 與札幌市文化觀光局、札幌觀光協會交流餐敘，致贈本市紀念品(左：札幌觀

光協會梶原隆專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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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於舊日本郵船小樽支店前廣場，與小樽市長等人相見歡 

 

8.26 於舊日本郵船小樽支店前廣場，與小樽市長等人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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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拜會小樽市，致贈本市紀念品(左：小樽市長中松義治) 

 

8.26 拜會小樽市，致贈本市紀念品(左：小樽觀光協會谷口美津江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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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拜會後合影(右四：小樽市長中松義治，右二：小樽市議會議長橫田久俊、左

三：小樽觀光協會長谷口美津江，左二：小樽日臺親善協會長齋田義孝) 

 
8.26 參訪舊日本郵船小樽支店，由館員進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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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參訪舊日本郵船小樽支店，由館員進行解說 

 
8.26 參訪舊日本郵船小樽支店，由館員進行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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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北海道新聞室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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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室蘭民報頭版 

 



37 
 

媒體報導：蘋果日報即時新聞 

台中市組團參加日本登別市「地獄祭」 

2013 年 08 月 23 日 13:12  

 

 【都會中心／台中報導】台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率領觀光文化交流團今

天上午拜訪日本北海道登別市，今晚並將參加第 50 屆「登別地獄祭」開

幕式，蔡炳坤說，登別地獄祭每年吸引大量國際遊客，創造龐大商機，

值得大力發展觀光的台中市擷取成功經驗。此外，每年到登別市旅遊的

海外觀光客，超過 20 萬人，其中半數遊客來自臺灣，雙方關係緊密，為

期 3 天的地獄祭現場也設置台中市宣傳攤位，產出具有台中市文創特色的

禮品及觀光文宣品 

  

 登別市地獄祭的由來是：古代有名少女遭惡疾纏身煩惱不已，受閻魔

王指點，泡了登別溫泉後竟不藥而癒，但少女也因此愛上閻魔王，後來

她不堪為情所苦投湖自盡化為青龍，往後當地每年八月最後一個週末便

發展出地獄祭，在溫泉街上高約六公尺的閻魔大王機關花車遊行，另有

太鼓、一公噸重的赤鬼神轎遊街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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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自立晚報 

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參與日本地獄祭開幕  

(記者孫于茜台中報導) 

由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率領的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昨（23）日上

午拜訪日本北海道登別市政府，由登別市長小笠原春一率領副市長松

橋學等主管熱情接待。蔡副市長等人今天晚間參加第50屆「登別地獄

祭」開幕式，成為50年來唯一受邀參加的海外參訪團。 

交流團首站停留登別市，抵達當晚隨即由登別市觀光協會與臺中市觀

光協會簽訂為姊妹協會，現場邀集日本國會議員、北海道議會議員、

登別市議會議長、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代表等超過30位

賓客，在登別市長小笠原春一、蔡副市長見證下，協議雙方未來透過

官方及民間力量，促進觀光發展進一步交流。 

蔡炳坤表示，登別地獄祭每年吸引大量國際遊客，創造龐大商機，值

得大力發展觀光的臺中市擷取成功經驗。此外，每年到登別市旅遊的

海外觀光客，超過20萬人，其中半數遊客來自臺灣，雙方關係緊密。 

他也指出，作為唯一獲邀的參訪團，除了促成雙方觀光協會締結姊妹

會，也要汲取登別市結合傳統文化保存及觀光發展的經驗，見賢思齊，

透過親善訪問，開啟兩市觀光、文化等多面向交流的大門。 

為期3天的登別地獄祭今天盛大展開，現場設置臺中市宣傳攤位，產出

具有臺中文創特色的禮品及觀光文宣品等，讓遊客同步感受臺中的觀

光魅力及文化特色。 

日本北海道登別市地獄祭的由來，有一個美麗傳說：相傳古代有名少

女遭惡疾纏身，煩惱不已，受到閻魔王的指點，泡了登別溫泉後竟不

藥而癒，但少女也因此愛上閻魔王；後來，因她不堪為情所苦，遂而

投湖自盡，之後化為青龍。往後每年的8月最後一個週末，便發展出熱

鬧喧騰的地獄祭，在溫泉街上，高約6公尺的閻魔大王機關花車遊行，

另外還有精彩的太鼓表演，和一公噸重的赤鬼神轎遊街，並在絢爛的

花火陪襯之下，劃下地獄祭句點。(自立晚報201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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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臺中市與日本登別市城市外交 
 

 

 

 

 

由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率領的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一行，於昨（23）

日晚間參加日本北海道登別地獄祭慶典，蔡副市長與臺中市觀光協會

陳文旭總幹事於開幕儀式中獲邀上臺，與日方來賓一同以帶有濃厚祝

賀意義的日本傳統「鏡割」（敲破酒桶）儀式及施放煙火來共同見證

歷史的一刻。 

 

第 50 屆登別地獄祭隆重開幕，作為唯一受邀參加的國外城市，臺中市

參訪團倍受禮遇，臺中市觀光文化專屬攤位尤其受到關注，包括糕餅

及文化類的展品，都很受現場民眾的歡迎。 

 

蔡副市長表示，透過親身參與活動並與日方近距離交換心得，是一場

有趣的溫泉祭體驗，更是一趟成功的城市外交之旅 

(2013-08-24 15:31:03 常維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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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新聞 

蔡副市長率團參與日本北海道登別市50周年地獄

祭開幕儀式 

發布日期：2013-08-23發布單位：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由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率領的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今（23）日上

午拜訪日本北海道登別市政府，由登別市長小笠原春一率領副市長松

橋學等主管熱情接待。蔡副市長等人今天晚間參加第50屆「登別地獄

祭」開幕式，成為50年來唯一受邀參加的海外參訪團。 

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的成員除蔡副市長之外，包括市府文化局長葉

樹姍、觀光旅遊局主秘莊右孟、秘書處主秘郭振益，市議員何敏誠、

黃國書、張廖萬堅、臺中市觀光協會總幹事陳文旭等人，昨（22）日

抵達北海道展開為期五天的參訪行程，預計造訪登別、富良野、小樽、

札幌等市。 

交流團首站停留登別市，抵達當晚隨即由登別市觀光協會與臺中市觀

光協會簽訂為姊妹協會，現場邀集日本國會議員、北海道議會議員、

登別市議會議長、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札幌分處代表等超過30位

賓客，在登別市長小笠原春一、蔡副市長見證下，協議雙方未來透過

官方及民間力量，促進觀光發展進一步交流。 

蔡副市長表示，登別地獄祭每年吸引大量國際遊客，創造龐大商機，

值得大力發展觀光的臺中市擷取成功經驗。此外，每年到登別市旅遊

的海外觀光客，超過20萬人，其中半數遊客來自臺灣，雙方關係緊密。 

他也指出，作為唯一獲邀的參訪團，除了促成雙方觀光協會締結姊妹

會，也要汲取登別市結合傳統文化保存及觀光發展的經驗，見賢思齊，

透過親善訪問，開啟兩市觀光、文化等多面向交流的大門。 

為期3天的登別地獄祭今天盛大展開，現場設置臺中市宣傳攤位，產出

具有臺中文創特色的禮品及觀光文宣品等，讓遊客同步感受臺中的觀

光魅力及文化特色。 

日本北海道登別市地獄祭的由來，有一個美麗傳說：相傳古代有名少

女遭惡疾纏身，煩惱不已，受到閻魔王的指點，泡了登別溫泉後竟不

藥而癒，但少女也因此愛上閻魔王；後來，因她不堪為情所苦，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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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湖自盡，之後化為青龍。往後每年的8月最後一個週末，便發展出熱

鬧喧騰的地獄祭，在溫泉街上，高約6公尺的閻魔大王機關花車遊行，

另外還有精彩的太鼓表演，和一公噸重的赤鬼神轎遊街，並在絢爛的

花火陪襯之下，劃下地獄祭句點。(8/23*10) 

臺中市參加登別市50周年地獄祭開幕儀式 美好

城市外交 

發布日期：2013-08-24發布單位：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由臺中市副市長蔡炳坤率領的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一行，於昨（23）

日晚間參加日本北海道登別地獄祭慶典，蔡副市長與臺中市觀光協會

陳文旭總幹事於開幕儀式中獲邀上臺，與日方來賓一同以帶有濃厚祝

賀意義的日本傳統「鏡割」（敲破酒桶）儀式及施放煙火來共同見證

歷史的一刻。 

第50屆登別地獄祭隆重開幕，作為唯一受邀參加的國外城市，臺中市

參訪團倍受禮遇，臺中市觀光文化專屬攤位尤其受到關注，包括糕餅

及文化類的展品，都很受現場民眾的歡迎。 

開幕儀式完成後，隨著地獄祭的專屬鬼造型人物「湯鬼神」的登場，

蔡副市長與北海道副知事山谷吉宏、國土交通省北海道企劃觀光部長

涉武容、登別市市長小笠原春一、日本眾議員堀井學、北海道議會赤

根議員等人全程走完慶賀的遊行隊伍。並且也見識到登別地獄祭十分

知名的高約6公尺閻羅王山車巡行變臉秀。 

蔡副市長表示，透過親身參與活動並與日方近距離交換心得，是一場

有趣的溫泉祭體驗，更是一趟成功的城市外交之旅。（8/24*3） 

臺中市赴北海道參訪交流團赴富良野、小樽市等市

交流收穫豐 

發布日期：2013-08-26發布單位：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由蔡副市長率領的臺中市觀光文化交流團，今（26）日來到小樽市，

拜會中松義治巿長、橫田久俊議長、觀光協會谷口美津江會長及日臺

親善協會斎田義孝等，並參訪當地歷史古蹟。蔡副市長表示，小樽市

對於歷史古蹟的尊重、保存及活化，是小樽市風光舉世聞名的最大特

色，因所有的歷史建築皆以街區的概念進行保留，形成特色景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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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彷彿走進時光隧道一般；臺中市作為臺灣第三大都市，開發歷程悠

久，也留下不少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與景觀，如何保存及活化歷史文

化街區，進而帶動觀光與經濟發展，是本市亟需思考的議題，相信成

功的小樽經驗可以成為臺中市借鏡。 

小樽市在明治至大正時期因海運昌盛繁榮一時，如今雖物換星移，但

仍保存大量良好的歷史建築物，以運河為中心的景觀，結合附近的紅

磚倉庫在煤油燈的映照中醞釀出的浪漫異國情調，獨特的古典餘韻喚

起如織遊人的歷史鄉愁。  

今日在小樽市，除了由小樽市中松市長、小樽市議會横田議長接待之

外，小樽日臺親善協會齋田會長、小樽觀光協會會長等官方、民間代

表熱情迎接；臺中市特地準備「情誼永篤」的紀念獎牌，贈與小樽市

中松市長，象徵兩市未來友誼長存。 

蔡副市長率領的觀光文化交流團一行人，昨（25）日也前往富良野市，

在富良野市政府和觀光協會的精心安排下，今天下午分別參訪了富田

農場、富良野演劇工場和後藤純男美術館。富田農場負責人浦田吉（北

海道觀光大使）親自接待。從1958年開始栽培薫衣草，作為香料用途

迄今，超過半世紀的用心耕耘，目前是全日本最大的薰衣草花田。由

富良野市石井隆副市長，及富良野觀光協會鈴木敏文副會長等6人代表

接待，雙方也針對兩市之觀光發展及文化交流議題，交換意見。富良

野演劇工場是一座社區型的小劇場，由劇作家倉本聰所規劃，於2000

年10月完成，特大的舞臺幾乎和觀察席一般，注重演出者和觀眾之間

的互動性，深具特色的實驗劇場，值得本巿大都會歌劇院完工啓用後，

實驗小劇場營運之參考。 

蔡副市長表示，新社花海節是臺灣中部地區花卉景點；從2005年以來

已見觀光商機，「臺中新社花海節」也被期待，有一日能與日本北海

道花海景觀齊名。另外，得到國際園藝家協會、國際展覽局認證、授

權，臺中市政府積極籌劃中的「2018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更是一

場國際級花展盛事；借鏡日本的成功經驗，是這一次參訪旅程的學習

目標。（8/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