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考察） 

 

 

 

 

 

蒞廣東揭陽考察旅遊線路行程暨兩岸旅

遊界推介座談會活動 

 

 
 

 

 

 

           

         

 

               服務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姓名職稱：張倪華科員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廣東) 

               出國期間：102 年 9 月 25 日至 9 月 29 日 

               報告日期：102 年 10 月 29 日 

 

 
 
 



 

目    次 

 

壹、出國報告摘要･･･････････････1 

貳、出國人員名單･･･････････････2 

參、目的･･･････････････････････2 

肆、過程･･･････････････････････3 

伍、心得･･･････････････････････9 

陸、建議･･･････････････････････10 

柒、附件(相關活動照片)･･････････11 
 
 

 

 

 

 

 

 

 

 

 



1 
 

壹、 出國報告摘要 

    報告名稱:「蒞廣東揭陽考察旅遊線路行程暨兩岸旅遊界推介座談會活動」參訪報告 

    主辦機關: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出國類別:考察/推介 

    出國地區: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民國 102 年 09 月 25 日至 09 月 29 日 

    報告日期: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 

    分類號目:H9/觀光 

    內容摘要: 

    本局於 102 年 09 月 25 日至 29 日期間，參加由本市旅館公會理事長羅

進洲、臺灣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張榮南、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李振誥教授、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溫泉產業研究所陳冠位教授、本局觀光管理科科員張倪華

等產、官、學者專家所組成之考察團前往參加廣東市旅遊局主辦的廣東揭陽

考察旅遊線路行程暨兩岸旅遊界推介座談會活動。為加強兩岸之間觀光旅遊

交流與提升能見度，本局受邀於廣東揭陽市舉辦「廣東揭陽市、臺中海峽兩

岸溫泉旅遊業者座談會」，期望藉由推介座談會的說明，提昇本市溫泉旅遊

在兩地的能見度，以吸引更多陸客前來遊玩，創造地方觀光產業的發展。揭

陽市廣東省地級市，位於廣東省東部潮汕平原中心，潮汕文化發詳地。現轄

榕城區、揭東區、揭西、惠來 2 縣 2 區，代管普寧市（縣級），地方方言主

要是潮州話和客家話，客家話主要分布在揭西縣和揭東縣西北部。揭陽歷史

悠久，見諸史載已有 2200 餘年是廣東歷史文化名城，粵東交通樞紐城市，

亞洲玉都，中國五金基地。而揭陽地區游神賽會，以游城隍神和關帝神最為

隆重，最具傳統文化活動，舉辦節慶活動是發展觀光的手法之一，目的是藉

由宗教巡禮交流活動吸引媒體報導促使更多外地人前來，進而發現這個地方

的風光特色，創造觀光延續的效果。參訪揭西縣《三山國王》祖廟，三山國

王祭典被省政府批准為廣東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訪孔廟，揭陽

學宮又稱“孔廟”、“文廟”、“紅學”。位於揭陽市區韓祠路口東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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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古代最高學府。現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本次考察團為踏勘當地旅遊

路線，拜會廣東省揭陽市、揭西、普寧市、潮洲市等地區之旅遊局局長，並

參與溫泉業者綜合座談會暨旅遊推介會，與兩岸旅遊界座談會暨旅遊推介會

等二場活動會，另參訪明溫泉度假村、盤龍灣溫泉度假村等二處溫泉觀光景

點並與當地業者進行經營管理交流，當地溫泉景點，是一個集生態茶園，旅

遊觀光，休閒度假於一體的綜合性旅遊景區。本團也特別推介本市溫泉資源

豐富，溫泉具有許多功效，符合現代人對健康、養生、娛樂的需求，尤其近

年來受到日本泡湯文化影響，溫泉旅遊儼然已建立兼顧健康及休閒的形象，

可說是一種結合了「休閒」與「養生」的休閒方式，已成為觀光旅遊首選之

一，溫泉已成為新世紀人們的寵兒，由於溫泉旅遊漸漸受到民眾的喜愛及重

視，從事溫泉旅遊的人口也呈現快速成長。溫泉旅遊活動漸漸休閒化、國際

化及普及化，如能與地方文化、特色美食、精緻服務、慶典活動、生態旅遊

等遊憩多樣態體驗結合行銷，打造屬於本市溫泉文化品牌，更能增加觀光旅

遊附加價值，此行特別行銷宣傳由交通部觀光局辦理之 2013 年臺灣好湯-溫

泉美食嘉年華會及本市溫泉國際論壇，共同推動溫泉活動訊息及邀約。 

 

貳、 出國人員名單 

 

 

 

參、 目的 

     此行為「廣東省旅遊協會及廣東省揭陽市旅游局」來函邀請，為加強

海峽旅遊界交流，邀請本府至揭陽市考察及踏勘旅遊路線並舉辦座談會及推

介會。溫泉為本市重要觀光資源，為行銷本市與中國大陸城市互動與交流之

機會，職局派員參與交流，透過兩岸產、官、學界團隊實地考察、經驗分享

交流方式更能深切了解兩岸觀光產業的市場需求，及未來觀光發展目標導向，

藉由兩岸觀光座談會及推介會將本市溫泉觀光產業及地方特產行銷於當地，

單位 職稱 姓名 

觀光管理科 科員 張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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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他山之石能互相學習吸收不同經驗交流。觀光產業是無煙囪工業，受到世

界各國的極度重視，臺中市具有豐富的都會風貌與多樣生態之觀光資源，讓

大臺中觀光旅客人數與日俱增；在眾多觀光資源中，旅遊加上溫泉泡湯是民

眾最佳且最熱門選項之一，所以市府積極推動深度旅遊及泡湯休閒，搭配各

地傳統美食饗宴，將泡湯與美食結合，體驗獨特之特色，提供遊客多樣旅遊

行程選擇，吸引各地遊客造訪臺中。此行推介會也特地為兩岸旅遊單位行銷

交通部觀光局辦理「2013 臺灣好湯-溫泉美食嘉年華」活動及本府辦理「臺

中市國際溫泉論壇」會議，廣為行銷宣傳，以建立臺灣溫泉品牌。臺中市幅

員遼闊，除有好山好水好風景外，更有優美人文藝術、特色美食佳餚、多元

鄉土民俗與繽紛都會風情，現在再加上優質溫泉饗宴，非常值得國內外遊客

前來一遊再遊。 

    中國大陸出境旅遊市場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市場，是亞洲第一大出境旅遊

客源國，兩岸無論在文化、宗教信仰、歷史及語言皆能相通，兩岸有如此相

同淵源的條件下將本市溫泉觀光推廣，不僅可將最豐富及最新穎的旅遊資訊，

提供予陸客安排自由行之重要參考，同時推薦暢遊大臺中地區景點、品嚐小

吃，並藉著本市交通中心樞紐地位之便，暢遊臺灣各著名景點旅遊。 

 

肆、 過程 

一、參與綜合座談會暨溫泉旅遊推介會 

 1.日期：2013年09月26日(星期四) 

    2.地點：榕江大酒店 

二、參訪京明溫泉度假村與業者交流 

    1.日期：2013年09月27日(星期五) 

    2.地點：京明溫泉度假村 

三、參訪盤龍灣溫泉度假村與業者交流 

    1.日期：2013年09月2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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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點：盤龍灣溫泉度假村 

四、舉行兩岸旅遊界座談會暨旅遊推介會 

    1.日期：2013年09月28日(星期六) 

    2.地點：江橋大酒店 

五、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備註 

102年09月25日 1. 臺中搭機前往金門轉乘小三通前往廈門再搭

車前往廣東揭陽市 

2. 參與市旅遊協會歡迎晚會 

 

102年09月26日 1. 參訪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孔廟 

2. 參訪城隍廟、陽美亞洲玉都 

3. 廣東省揭陽市旅遊局歡迎午宴 

4. 綜合座談會暨溫泉旅遊推介會 

 

102年09月27日 1. 拜會廣東省揭陽市旅遊局 

2. 參訪京明溫泉度假村與業者交流 

3. 參訪嶺南第一瀑黃滿磜瀑布 

4. 拜會廣東省揭西縣旅遊局 

5. 參訪揭西縣《三山國王》祖廟 

6. 廣東省揭陽市旅遊局歡迎晚宴 

 

102年09月28日 1. 參訪盤龍灣溫泉度假村與業者交流 

2. 參訪韓文公祠 

3. 拜會廣東省普寧市旅遊局 

4. 拜會廣東省潮州市旅遊局 

5. 舉行兩岸旅遊界座談會暨旅遊推介會 

6. 廣東省普寧市旅遊局歡迎晚宴 

 

102年09月29日 早餐後互送貴賓，工作人員搭機返回臺灣  

 



5 
 

五、活動內容： 

        (一)09月25日（星期六） 

       第一天晚上由主辦單位市旅遊協會及市旅游局從廈門接機達乘巴士

抵達揭陽市並準備歡迎宵夜，本考察團代表及業者與當地市旅遊協會及市

政府代表，彼此寒暄進行宵夜餐敘，分享旅遊、管理、經營、行銷等經驗

交流，藉此機會把本市的旅遊特色亮點，推廣介紹給當地旅遊協會及市旅

游局代表，並致謝主辦單位熱誠接代本考察團。 

        (二)09月26日（星期日） 

      第二天為考察旅遊行程為參訪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孔廟，揭陽學宮又

稱“孔廟”、“文廟”、“紅學”。位於揭陽市區韓祠路口東側，為揭陽

古代最高學府。初創于宋紹興十年（1140年），清嘉慶七年（1579年），光

緒二年（1876年）重修。孔廟又是革命活動舊址，1925年周恩來在第二、

二次東征時，曾在此中辦公。現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第二行程則參訪

揭陽城隍廟、陽美亞洲玉都，陽美村素有“金玉之鄉”之稱，但卻是一個

不產玉的村莊。今天，該村享有“中國玉都”、“亞洲玉都”的美譽，國

內的中、高檔翡翠玉器90%出自陽美。每年，從緬甸開採出來的中高檔翡

翠原料75%以上流向陽美。今天的陽美村已是全國乃至亞洲最大型、最集

中的高級翡翠、白玉生產加工基地和貿易集散中心。2004年珠寶首飾玉器

工業總產值107.2億元，約占全國同行業工業總產值20%，出口創匯2.4585

億美元。2005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超4億元，全村村民人均純收入達8000

多元。陽美村發展傳統玉器的產業歷史悠久而輝煌玉器產業發展歷史悠久，

至今已有100多年歷史。陽美人不僅把玉文化和經濟緊緊地糅合起來，打出

了玉都品牌特色文化產業，它的產業發展也成為揭陽特色經濟的一個亮點，

大大地彰顯了揭陽的文化軟實力。中餐時間則由廣東省揭陽市旅遊局為本

考察團準備歡迎午宴，由揭陽市旅游局質監所長楊少忠所長主持，下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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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綜合座談會暨溫泉旅遊推介會，由揭陽市旅遊業者與臺灣考察團共同交

流，現場為兩岸來賓、媒體記者，進行綜合座談會暨溫泉旅遊推介會，由

本市考察團代表羅理事長向當地來賓、媒體記者，行銷本市觀光旅游景點、

溫泉產業及本市特產鳳梨酥及太陽餅，現場氣氛熱絡，本市於旅遊推介會

中特展示臺中觀光旅遊摺頁、臺中特色伴手禮，藉此提昇本市多元觀光旅

遊特色，能在兩地行銷能見度。並於推介會場中展攤免費提供臺中觀光旅

遊摺頁、臺中伴手禮─鳳梨酥、太陽餅等草悟道行銷品，將臺中好吃、好

玩、好行及城市旅遊形象推廣給陸客。  

      (三)09月27日（星期一） 

      第三天行程為拜會廣東省揭陽市旅遊局謝銳鋒局長，謝局長非常熱烈

歡迎臺灣考察團，並為本考察團介紹當地著名旅游景點，當地除了有豐富

溫泉資源外，更極力推廣溫泉結合生態綜合旅遊，以充分達到休閒養生目

的，揭陽市具有非常多的古文化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天然生態旅遊資源值得

一遊的勝地，因天兔颱風過後，局長表示災後有多處旅遊景點受到影響需

勘察，未能陪同，介由市旅遊協會帶領我們一一參訪。接下來驅車參訪京

明溫泉度假村與業者交流，明溫泉度假村為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位於風

光秀麗的揭西縣京溪園鎮，度假村距揭西縣城25公里，距揭陽市區35公里，

距深圳市250公里，是一個集生態茶園，旅遊觀光，休閒度假於一體的綜合

性旅遊景區。京明溫泉度假村占地總面積666萬平方米，2200畝生態優質茶

齊整地點綴在山巒之間，是一道亮麗的綠色風景線，現代化的茶葉加工廠，

幽雅的茶館，對於長期生活在喧囂都市的城市人，旌旗的大自然風光、寧

靜的環境、清淨的空氣，無異帶給你無窮的情趣和享受。再驅車參訪嶺南

第一瀑黃滿磜瀑布，該瀑布位於揭西京溪園鎮粗坑河上游，河水至此奔流

直瀉，形成寬80米，落差近百米的天然瀑布。水聲轟隆，隔山可聞。瀑布

似銀簾懸天，瀑下潭水碧清，潭邊的海龜石、海龍石等景觀栩栩如生。在

不足一千米的河段上，還有銀河飛瀑、三疊瀑布、無名崆、長壽潭等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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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周圍古藤相繞，翠竹遮天，綠水青山，是登高品氧的好地方。之後

再拜會廣東省揭西縣旅遊局劉燕璇局長，由劉局長帶領介紹參訪揭西縣《三

山國王》祖廟，三山國王廟據《明貺廟記》記載，三山國王“肇跡于隋，

靈顯于唐，受封于宋”，迄今已有1400年的歷史，揭西河婆三山國王祖廟

是海內外6000多座三山國王廟的鼻祖，奉祀的神祇初為三山神，受封後稱

為三山國王，是粵東先民創造的地方神祇。其“護國庇民、國泰民安”的

精神被歷代民眾所尊崇，因而廟祀千年不衰、香火鼎盛。每年前來拜謁祈

福的各地分廟理事組織、周邊村落代表、民眾不計其數，歷經千百年，形

成了一套古老而又獨特的祭典儀式。2007年，三山國王祭典被省政府批准

為廣東省第二批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參訪後由廣東省揭陽市旅遊局為兩

岸貴賓舉辦歡迎晚宴餐敘分享，因兩地有相同的宗教起源，如何促進兩地

在宗教與觀光交流成為現場熱烈討論話題。 

      (四)09月28日（星期二） 

     第四天考察行程上午由溫泉專家學者帶領本團參訪盤龍灣溫泉度假村

與業者交流，當地溫泉資源含量豐富，保有原始風貌並未過多開發利用，

透過此行由本考察團與其當地業者進行交流切磋，認為建立良好溫泉管理

制度可提升溫泉觀光旅遊品質。第二行程參訪潮洲非常著名的韓文公祠，

由當地專業的解說員為本團詳盡的介紹歷史過程，並由該館館長親自接待

及熱忱為大家介紹古蹟文化，本團也特別為館長推介本市特產太陽餅並邀

約到本市草悟道城市旅遊觀光。第三行程拜會廣東省普寧市旅遊局局長，

由局長親自陪同本團參訪普寧市各著名景點，並一同拜會廣東省潮州市旅

遊局長，中午則由廣東省潮州市旅遊局長主持歡迎午宴餐敘，下午舉行兩

岸旅遊界座談會暨旅遊推介會，會場中兩岸來賓彼此交流兩地觀光旅遊發

展與前景，本次考察團以溫泉觀光產業為主，大多為溫泉經營業者與溫泉、

水利專家學者，特別由臺灣溫泉專家學者張榮南博士進行溫泉文化討論，

以溫泉與養生為主題座談，針對臺灣溫泉史、認識溫泉、養生與療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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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與訊息及結論等內容與在座來賓經驗分享。張博士對臺灣溫泉文化精湛

演說，使得兩岸來賓、媒體記者都能更進一步對臺灣溫泉文化有更深刻印

象，更增加吸引前來臺體驗溫泉文化之旅。特別臺灣溫泉旅宿業具有精緻

服務、專業管理與溫泉養生美食是最大的賣點。随着旅游業的成熟、城市

化過程的推進，人們旅游越来越青睞於追求自然養生，讓身心得以疲勞中

解脱出来，因此健康的休閒養生旅游將成為一種時尚。人們對旅游的要求

不再是纯粹的觀光，而是希望獲得更深層次的體驗。温泉旅游融合了休閒

養生體驗等諸多要素將成為人們旅游的重要選擇。而本市溫泉產業推介，

則由谷關業者神木谷假期大飯店羅理事長代表推介大臺中地區溫泉，本市

具有旅遊及泡湯之景點除聞名遐邇谷關溫泉外，亦有以休閒運動之大坑溫

泉。谷關溫泉自山麓湧出，溫度約攝氏六十五度，PH 值 7.6，屬弱鹼性碳

酸泉，水量終年不竭，水質無色無味、清澈透明，而且可飲可浴，浴後皮

膚柔細不滑膩，可舒緩工作壓力，減輕神經疲勞，對於改善關節炎、神經

痛、胃腸不適、香港腳、皮膚病等均有改善功效，是最上乘的碳酸溫泉水

質。大坑溫泉則因 921 大地震其地殼受到變動及板塊擠壓的結果，讓地底

2000 公尺深生成天然碳酸氫根離子泉(碳酸值 12400mg/1，PH 酸鹼值 7.84)，

地質以中新世岩層為主，間有階地堆積層及沖積層，溫度在 30 ~ 60 度間。

烏日大肚山成功嶺地區溫泉，泉質為碳酸氫鈉泉亦即「美姬湯」，水質澄

明，PH 值 8，屬於弱鹼性，含輕微鐵質，可軟化角質層。將本市谷關溫泉

區、大坑風景區及烏日大肚區、中區溫泉觀光旅遊特色，與當地旅遊業者、

來賓媒體記者推介分享。兩岸觀光座談會後則由廣東省普寧市旅遊局長主

持歡迎晚宴並在晚宴中特別感謝本次主辦單位給予本考察團最熱忱最佳接

待及豐富的旅游推介行程，由本考察團代表張理事長及臺中市政府代表張

科員頒發兩市情誼永篤紀念牌建立兩市友好情誼長存。 

      (五)09月29日（星期三）    

 第五天同團一行人早餐後互送貴賓，工作人員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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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一、當地政府致力配合旅遊協會對於交流團體之熱誠令人感到溫馨，從廣東

長征廈門長達300餘公里之接送，途中安排地道晚餐，抵達當地下塌飯

店，更貼心準備宵夜溫暖每個團員的心。如此溫馨的交流態度值得我們

下次接待外賓時做參考。 

二、本次安排參訪階陽玉都，真正參觀到產、官、學界，除了官方力挺的賣

場與營運方針推動，業界與學界的密切配合，讓玉的層次更加提升，未

來臺中市政府不管是要推動太陽餅或是鳳梨酥產業，都可以透過這樣一

層層的接軌，讓遊客感到地方政府的用心，業者的努力以及學習;努力

鑽研出來的成果。進而讓產業發光發熱。 

三、透過這次交流更體會到如何聯合多種力量來完成一件大業，本次協辦單

位有觀光協會、溫泉協會、地方旅遊局與省旅遊局等等單位，每一單位

都在自己分工的區域內把最好的觀光資源呈現給這次成團的成員體會，

每個團員都可以感受到其用心，故之後若有外國團體交流的行程;臺中

市政府該如何運用各種協會資源來讓來訪貴賓感受與體驗，也許在參訪

的過程中可以聽到些寶貴的建言。此外協會間配合也許會激發出另類的

火花，異業結盟的可能。 

四、參加兩岸旅遊界座談會暨旅遊推介會，是一個推廣臺中溫泉觀光的極佳

機會，藉此將從臺中為旅遊中心點再放射性週邊景點的旅遊方式，結合

溫泉觀光旅遊資源，推出以大臺中溫泉旅遊為主題的概念介紹給當地民

眾，增進對本市溫泉旅遊環境與概況的瞭解。透過推介會的方式，與在

地旅宿溫泉業者直接交流，了解實際需求，以增進兩岸民間業者之交流，

更提升觀光產值，透過宗教、生態、城市旅遊結合溫泉行銷交流，達到

互相學習之效。此外，展攤免費提供臺中觀光摺頁、臺中伴手禮─鳳梨

酥、太陽餅等行銷品，將臺中好吃又好玩的形象推廣給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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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透過兩岸產、官、學界團隊實地考察交流經驗分享方式更能深切了解兩

岸觀光產業的市場需求，及未來觀光發展目標導向，藉由兩岸觀光座談

會及推介會將本市溫泉觀光產業及地方特產行銷於當地，本市一直朝這

方面持續進行的政策，取他山之石能提供更多經驗。對於舉辦溫泉季結

合宗教、生態旅游、觀光工廠、商務購物旅游等多元化活動行銷不但可

以吸引來自國內外的觀光客，也可以帶來豐富的觀光收入。因此，政府

對於結合性活動行銷應積極推動，並且投入大量的人力、物力行銷國內

的結合性行銷活動，希望可以吸引國際的注意。 

五、透過舉辦各種國際論壇或國際觀光年會亦是重要城市觀光行銷方式，利

用國際論壇邀集不同國籍人士進行演講或交流能提高本市國際化能見

度，本市在2013年也首辦第一次溫泉國際論壇，邀請大陸、日本、德國

等學者專家針對溫泉觀光產業進行交流與演講，相信藉由此次的國際論

壇，更能將本市的溫泉特色觀光產業知名度行銷於其他國家。 

六、善用觀光工廠結合旅遊業朝向國際觀光之成功發展，觀光工廠經由有系

統的認識產業、閱讀文化、參觀製程，發現傳統製造業生生不息的活力；

再透過體驗商品進而安心消費的良性循環，促成產業再生並活絡地方經

濟的群聚擴散效應。每一家觀光工廠都擁有獨特的觀光主題，不僅呈現

綠美化後的廠區環境，也提供產品製程參觀、文物展示、體驗設施等服

務。展現出豐富的產業知識和文化，塑造了休閒與美感氛圍，是集知性

與休閒於一身的新興旅遊景點。觀光工廠遍佈臺灣各地且種類多元，提

供另類的觀光旅遊新體驗。 

柒、  附件 

附件一、蒞廣東揭陽考察旅遊線路行程暨兩岸旅遊界推介座談會活動活動相

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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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市旅游協會歡迎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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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考察團與揭陽市旅游局代表全體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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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揭陽市旅遊局辦理歡迎宴會及旅游推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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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揭陽市旅游局楊少忠質監所長推介臺中市草悟道及溫泉觀光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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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三山國王祖廟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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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揭陽市旅游局謝銳鋒局長主持聯合歡迎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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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揭陽市美玉雕技工學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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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陽日報記者採訪張榮南理事長、羅進洲理事長暢談兩岸觀光交流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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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考察團與潮州市韓愈紀念館李春館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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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揭陽市交流觀光示範景點-德安里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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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普寧市盤龍灣溫泉度假村及兩岸溫泉業者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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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普寧市旅游局詹議龍局長推介臺中市名產太陽餅及鳳梨酥 

 

頒發與揭陽市友誼紀念牌與揭陽市旅游局代表陳文雄副秘書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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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文物旅游局李桂蓉局長主持兩岸觀光座談交流考察會 

 

臺灣溫泉觀光協會張榮南理事長為兩岸觀光業者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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