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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報告摘要 

報告名稱：前往中國大陸福建省廈門市考察暨燈會交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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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4 日 

報告日期：103 年 3 月 3 日 

分類號目：H9/觀光 

關 鍵 詞：廈門、燈會、旅遊、城市行銷 

內容摘要： 

本（103）年2月1日至2月4日期間，由張局長大春率員至中國大陸

福建省廈門市考察暨燈會交流。廈門市於102年首次於本市元宵燈會設

立花燈參展，開啟兩地燈會合作交流，此次赴廈門為本市首次於廈門燈

會設置特色燈組，除邀請其於明（104）年至本市2015臺灣元宵燈會外，

另也與市政園林局進行交流合作，並考察廈門的觀光資源及市政景觀建

設等。 

貳、 出國人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局長 張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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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科長 曹忠猷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科員 李凱誼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約僱人員 游麗鳳 

參、目的 

創造全國性話題及促進觀光旅遊發展，是臺中市辦理中臺灣元宵燈

會的目標及願景，為使本市國際交流擴及活動參與層面，本市於前（101）

年起，首在中臺灣元宵燈會創立海外燈區，曾邀請四川省自貢市、福建

省廈門市、陝西省漢中市及香港設置特色花燈，獲媒體廣泛報導及民眾

青睞。為增添中臺灣元宵燈會可看性及話題，本市與廈門為友好城市，

為行銷觀光旅遊及特色文化，特至廈門燈展設置燈組，並邀請廈門於明

（104）年至本市參與2015臺灣燈會－友好城市燈區活動。 

肆、活動重點 

一、臺中市政府與廈門市市政園林局交流： 

（一）、燈會合作：廈門是中國大陸15個副省級城市之一，為中國

大陸五個經濟特區之一，屬海島型城市，由眾多小島組成，其中廈門島

是福建省的第四島嶼，全市土地面積共1573.16平方公里，氣候宜人屬

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平均溫度為攝氏20.9度。廈門市除了正式行政區劃

外，另設立了五個經濟管理區，包含國家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國家

級出口加工區、國家級保稅港區、國家及物流園區及國家級台商投資

區，由此可見海港城市的經濟貿易相當活絡。本市於前（101）年，開

啟燈會及文化交流的契機；此行赴廈門，除設置燈組外，也盼能與市政

園林局加強燈會合作交流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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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政業務交流：市政園林局是執行市政公共環境、園林綠

化及林業工作等業務之部門。此行為行銷本市及了解市政園林局所管下

屬單位的運作，另外在園博苑所舉辦廈門元宵燈會，是廈門燈會的主辦

場地，亦是該局主要業務，本市所設立之燈組，由張局長大春及市政園

林局蔡局長允嘉共同點燈，並向民眾介紹本市的城市行銷及觀光旅遊

（燈會交流）等市政發展，加強雙方各方面的交流。 

二、考察及城市行銷： 

臺灣目前與廈門的直航航班相當頻繁，包含桃園、松山、臺中及高

雄，共四地皆有兩地直飛服務，為兩地旅遊、商務往來增添便利性。廈

門與臺北直線距離僅375公里，適合做短期旅遊地點，廈門市旅遊資源

豐富，著名的旅遊景點及建設規劃成熟，值得本市借鏡。此外，園林博

覽苑為市政園林局的下屬單位，此次本團至該園區設立燈組外，也實地

參訪園區，包括觀光管理及地方經濟發展等層面，並分享臺中市的發展

經驗。 

（一）廈門市機關表： 

名稱 所在地 

市政園林局 廈門市 

旅遊局 廈門市 

園林博覽苑 廈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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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程表： 

日期 地點 主要活動 

103/2/1（日） 桃園-廈門市 桃園-廈門（中華航空 AE991，08：40-10：25） 

前往日月谷溫泉區（觀光旅遊景點建設考察） 

廈門燈區場勘 

拜會市政園林局 

103/2/ 2（一） 廈門市 前往南普陀寺考察（觀光旅遊景點建設考察） 

拜會臺辦及旅遊局 

參與園區亮燈儀式及臺中特色燈組點燈儀式 

103/2/3（二） 廈門市 前往泉州考察，蟳埔蚵殼古厝、開元寺、天后宮

（觀光旅遊景點建設考察） 

103/2/4（三） 廈門市 廈門-桃園（中華航空 AE992，11：35-13：20） 

伍、活動過程 

一、2月1日（星期日） 

（一）考察日月谷溫泉區： 

日月谷溫泉區位於廈門市海滄區，距廈門機場約30分鐘車程，交通

十分便捷，周邊緊鄰天竺山國家森林公園。該區建築巧具匠心，東南亞



6 
 

異國風情，營業範疇含括客房、餐飲及娛樂等，適合商務旅行、健身療

癒及會議接待。本區溫泉以天地五行，金、木、水、火、土為特色主軸，

及多款療效溫泉，如：礦砂泉、石板泉、花瓣泉等，彰顯日月谷亙古養

生至理。此區經營及運作模式，列入本市溫泉區經營管理發展參考。 

（二）拜會市政園林局： 

市政園林局長蔡局長允嘉，王副局長偉軍等同仁，特別於燈會開幕

前與本團成員會面，交流意見；蔡局長表示，廈門與臺中是友好城市，

自（101）年至本市中臺灣元宵燈會設燈，開啟因燈結緣的契機，此次

能成功邀請本市至廈門設燈，增進交流，將是以燈展展現觀光旅遊、城

市行銷的最好範例。 

二、2月2日（星期一） 

（一）考察南普陀寺： 

南普陀寺為廈門島規模最大的佛寺，興建於唐代，格局為三殿七

堂，中軸線上由南往北分別為天王殿、大雄寶殿、大悲殿和藏經閣，此

行特別安排本團進入藏經閣內一覽聖地。此閣為兩層文物樓，樓下是法

堂，樓上為藏經展示，值得一提的是，上藏經閣前，每位貴賓需使用一

次性鞋套，一則保護古蹟，二來友善環境，為旅遊景點服務之借鏡，提

升旅遊品質。 

（二）拜會臺辦及旅遊局-南普陀寺素齋： 

廈門市臺辦與會人士為林延勛副主任；廈門市旅遊局與會人士為

辦公室主任許麗玲。許主任表示，廈門為全中國大陸著名的旅遊城

市，春節期間鼓浪嶼的遊客量爆增。廈門市政府於每年春節期間皆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7%8E%8B%E6%AE%B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9%9B%84%E5%AF%B6%E6%AE%B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A7%E6%82%B2%E6%AE%B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7%8F%E7%BB%8F%E9%98%8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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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工作小組並排班，以因應任何緊急狀況發生。如鼓浪嶼遊客量爆

增至無法負荷時，將會以各式宣傳管道告知民眾不宜再進入，並暫停

停駛客輪，以防意外發生。 

（三）2014廈門元宵燈會-本市設立特色燈組： 

  本次為本市首度於縣市合併升格後參與廈門燈會，特別製作精美

且具地方特色的花燈組參展，透過展出的花燈，讓當地的民眾更深入

了解彼此的文化特點，亮燈儀式由局長張大春主持，邀請新春假期出

門踏青的廈門民眾及遊客，能夠欣賞到臺灣的元宵花燈文化，亮燈儀

式後，也發送代表臺中市美食特色的太陽餅，讓民眾品嚐到新鮮美味

的糕餅。第七屆「廈門元宵燈會」， 今年以「遊園、賞花、觀燈、逛

廟會」的特色，「萬馬奔騰頌華夏，美麗廈門揚九州」為主題，搭配

春季花海主題展，吸引不少民眾來賞燈看花，全區總面積為76公頃，

設有109組燈組。觀燈需收門票，燈會期間（每日16:30-21:00）以20元

人民幣的優惠票價收費，持有中國大陸發行的戶外運動卡、旅遊年卡

則可以全天免費入園。廈門的易通卡公司也特別設立14個刷卡門，方

便民眾持卡自動扣款。 

基於兩岸文化交流學習，本局特別製作一座八米＊三米的傳統花

燈展台參展，展現代表臺中市旅遊及文化的特色，推動及行銷臺中市

的文化旅遊。中臺灣的陽光燦爛，人民熱誠友善，交通四通八達，今

年臺中市展出的燈組，以宗教及大臺中的景區意象為設計概念，如大

甲媽祖、梧棲漁港、臺中公園湖心亭及東豐自行車綠廊等，代表臺中

市山海屯都的特色。另外，搭配臺中美食名產－太陽餅、珍珠奶茶及

橘子、梨子、柿子及梨山高山茶等農特產品，整體呈現臺中市的旅遊

及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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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燈儀式時，本市也準備薩克斯風的表演及有獎問答活動，吸引

大批民眾共襄盛舉；廈門燈會表演節目並不算整體燈區的重點規劃，

並由廈門市的文化單位推薦表演團體，以傳統文化或古典樂器表演為

主，因此本市所提供的演出，對民眾而言相當新穎，也造成熱烈迴響。 

三、2月3日（星期二） 

（一）赴泉州蟳埔蚵殼古厝： 

蟳埔蚵殼古厝區擁有別具特色的建築「蚵殼厝」，是中國大陸東

南沿海具有特色的貝飾古民居，其建築工法巧妙精湛，構成獨特的自

然景觀。因蚵殼大而中空，壘砌在一起時，可將牆裡隔絕，至屋裡冬

暖夏涼，而閩南尤其是泉州一帶的海風帶有鹽分，摧不垮這種材質的

牆，形成泉州特色景觀。另一民俗風情為「簪花頭」，居住在這裡的

女性，不分年齡和貧富，從小將頭髮留長，盤於腦後，梳成圓髻，再

佩帶上用鮮花串成的花環，插上豔麗的簪花或絹花，把頭部打扮似一

座春意盎然的小花毯。此區建築既有地方特色，又涵具人文歷史文化

意義，值得列入本市開發海濱觀光園區參考。 

（二）參訪開元寺、天后宮： 

開元寺為福建省最大的寺廟，參訪時期正值春節，著名的大雄寶

殿香火鼎盛，寺裡分為東西雙塔，為泉州古城著名標誌。天后宮為年

代最早的媽祖廟，建於宋朝，為閩南式建築風格建築，是規模最大，

規格最大的媽祖廟。在宮裡有一幅楹聯寫道：晉水溯源流，泉鹿人文

同一脈；湄洲傳靈跡，閩台香火並千秋。這是彰化鹿港施文炳先生的

手筆，名聲極大的鹿港天后宮，也是從泉州天后宮的分爐，而鹿港民

眾多為泉州移民，與泉州語言、民俗活動相同，兩地往來交流歷來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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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三）參訪環島路： 

位於廈門市思明區，環島路是廈門國際馬拉松比賽的主賽道，被

譽為世界最美的馬拉松賽道，更是廈門市環海風景旅遊幹道之一，除

了定期舉辦活動外，開放活動舞台供學生做熱音表演，加上水上踩踏

車活動，該區集觀光旅遊和休閒娛樂為之濱海走廊，此景點經營發展

模式，值得納入本市辦理海線觀光旅遊活動參考。 

陸、心得 

近年本局與廈門的交流頻繁，此行除了加深雙方的了解及邀請參

與本市2015年臺灣元宵燈會之外，也進行城市行銷的任務，並了解廈

門市政園林局的行政組織及觀光措施，俾供借鏡。 

隨兩岸政策開放，中國大陸與臺灣關係密切且交通便利，尤其在

自由行開放之後，直航班機或小三通來往廈門與臺灣人數日趨增加。

尤其本市觀光資源豐富，山海花都各具特色，必定可以吸引廈門民眾

來本市觀光，甚至吸引更多背包客來本市自由行。心得如下： 

一、廈門地區屬海島型城市，由於地理位置優越，經濟貿易發展

快速，是一個值得開拓觀光旅遊的新興市場。 

二、與廈門市政府共同辦理觀光及文化交流活動，整合資源，雙

向互動，效益增值。 

三、廈門市海濱觀光地區發展完善，並設置文創性資源辦公室，

有觀光加值效果，值得本市借鏡。 



10 
 

 

此外，在與廈門各界的交流過程中，本團成員努力行銷臺中市，

本團此行重要任務之一即為邀請廈門市民來臺中觀光旅遊，亦同時邀

請廈門市政府繼續參與本市2015臺灣燈會及爾後中臺灣元宵燈會的

展出，讓本市中臺灣元宵燈會國際交流的層面更為多元。 

柒、建議 

（一）此行赴廈門參訪，由張局長率本局同仁與會，與廈門市政

府各界交流。舉辦燈會交流讓雙方有更多了解彼此的機會及介紹臺中

的美景特色等，是此行最大的收獲。未來在規劃相關的出國行程時，

除了拜會之外，亦擬將此次成功的經驗納入，方能彰顯更多效益。 

（二）廈門市政園林局為了宣傳傳統燈會文化，每年都邀請國外

城市共襄盛舉，友好城市設燈組擴及東南亞地區；此外，園區內配置

高爾夫球車供遊客代步，並由司機兼任導遊從事解說工作，實質效益

頗大，也讓展出內容更顯多元豐富。本府未來將參考市政園林局的動

態服務模式，辦理城市行銷及觀光推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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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件 

2/1 

  

 

日月谷溫泉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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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拜會市政園林局蔡允嘉局長（右二） 

2/1 

 

園林博覽苑－燈會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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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參訪南普陀寺 

2/2 

 

參訪南普陀寺-一次性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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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政景觀-自行車道 

2/2 

 

拜會廈門旅遊局許麗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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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臺辦林延勛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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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行銷元素組成的臺中特色燈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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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特色燈組點燈儀式－張局長接受集美電視臺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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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特色燈組點燈儀式－大批民眾圍觀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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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版的媽祖成為民眾爭相拍照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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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博苑全區亮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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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蟳埔蚵殼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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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泉州開元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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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天后宮－與臺灣媽祖廟風格類似，並成為當地觀光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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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市環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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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報導 

台中花燈 在廈門大放光彩 

中時即時盧金足 2014 年 02 月 03 日 23:34 

台中市與廈門市為友好城市，今年互在雙方燈展設置特色花燈，廈門燈會 2 日晚上亮燈，

由台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長張大春及廈門市市政園林局局長蔡允嘉共同為台中燈組點

燈，邀請賞燈民眾到台中旅遊，也發送代表台中市美食特色的太陽餅，讓民眾品嘗新鮮

美味的糕餅，感受中台灣的熱情。 

從 2 日至 17 日在廈門園博苑隆重登場的第七屆「廈門元宵燈會」， 今年以「遊園、賞

花、觀燈、逛廟會」的特色，「萬馬奔騰頌華夏，美麗廈門揚九州」為主題，搭配春季

花海主題展，吸引不少民眾來賞燈看花，共有 109 組燈，首日即湧入逾 7 萬人賞燈。 

廈門市曾兩度參與中台灣元宵燈會，今年台中市首度參與廈門燈會，觀光旅遊局特別製

作傳統花燈展台參展，代表台中市旅遊及文化的特色，推動及行銷台中市的文化旅遊。 

張大春表示，今年台中市的燈組，以宗教及大台中的景區意象為設計概念，如大甲媽祖、

梧棲漁港、台中公園湖心亭及東豐自行車綠廊等，代表台中市山海屯都的特色。 

另外，搭配台中美食名產－太陽餅、珍珠奶茶及橘子、梨子、柿子及梨山高山茶等農特

產品，整體呈現台中市的旅遊及產業特色。 

源自福建地區的媽祖信仰是台中市重要的宗教信仰之一，每年農曆三月，大甲鎮瀾宮天

上聖母遶境進香活動，是台中市重要的文化宗教盛會，燈組特別設置 Q 版的大甲媽祖，

吸引民眾爭相合影。 

位於台中公園內的湖心亭，是一百多年的歷史建築，也是台中人成長的記憶，更是台中

市的精神地標；而梧棲漁港則是台中市最大的魚產集散中心，台中市還有聞名全球的珍

珠奶茶、梨山高山茶及香甜味美的太陽餅。 

張大春歡迎廈門民眾到台中市可以走訪逢甲大學、一中街等知名夜市，體驗充滿台中市

的創意美食文化，台中市絕對值得一遊再遊，細細品味，度過一個驚艷連連的假期。 

關鍵字：台中、台中市、廈門、特色、旅遊、燈會、文化、張大春、太陽餅、賞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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