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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與城市治理能量的提升，城市外交的角色與功

能日益重要。臺灣與日本因歷史因素長期以來即互動頻繁，近年來因

應國際區域治理時代來臨，為提高本市在東北亞地區之能見度與影響

力，本市積極發展對日交流，期透過各項觀光、經濟、教育及文化等

之往來，增進本市與日本各城市之情誼，以帶動雙方人民之交流往來，

開拓本市在日本觀光及經濟貿易市場，有效增進市民整體利益，並厚

植本市城市外交動能。 

名古屋市為日本中部地區重要交通、工、商重鎮，與本市在經濟

發展方面有許多相似之處，為促進兩市交流及未來合作空間，此行由

市長率團並邀請彰化縣長魏明谷、南投縣長林明溱共同搭乘包機首航

名古屋，除拜會名古屋市、愛知縣多位首長及日本多位國會議員，並

進行交通、都市發展等市政參訪。此行亦宣傳中臺灣觀光資源，以吸

引更多日本國民以「中進中出」方式到臺灣旅遊；舉辦招商晚宴行銷

本市投資環境及經濟建設；拜會日本三井集團總部，瞭解該集團投資

臺中港區案進程，積極促成海線地區整體發展。 

 

 

 

 



2 

 

貳、 出國人員 

編號 單 位 職 稱 人 員 

1.  臺中市 市長  林佳龍 

2.  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處長 李如芳 

3.  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 局長 陳盛山 

4.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王志誠 

5.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局長 呂曜志 

6.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 王義川 

7.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 局長 卓冠廷 

 

參、目的 

臺中市與名古屋市各自位於臺灣與日本中部地區，皆為重要之交

通、工、商中心，名古屋市位居中京工業地帶，各樣機械產業發達，

並為豐田汽車總部所在地。本市現有臺中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精

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等，加上中臺區塊鄰近工業區共同連結為「大肚

山科技走廊」，形成一產業群聚效應。 

有鑑於兩市之間有很多相似處，為增進兩市情誼，帶動兩市未來

交流往來及產業合作機會，爰規劃市長率團前往名古屋市拜會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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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長河村隆之、名古屋市議會議長藤澤忠將及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

等多位日本縣市首長，並參訪當地交通、經濟、都市發展等各項建設，

以進行城市外交，為雙方未來締結姊妹市奠定基礎。 

為擴大對日本中部地區之交流，此行並邀請彰化縣長魏明谷與南

投縣長林明溱同行，搭乘本府與華信航空合作的「花現臺中」彩繪專

機，首航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以共同行銷「中進中出」觀光理念，

見證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與日本觀光組織昇龍道簽訂觀光友好備

忘錄。 

為進行對日招商，吸引更多日資企業前來本市投資，增加本市經

濟產業動能，特舉辦招商說明會邀請日本中部產官團體代表等進行交

流，並向各與會代表簡報本市重大建設及商業開發計畫。另東京三井

不動產集團預定在臺中港區設立臺灣第二座 OUTLET PARK，為表達

本市對該項投資之重視，市長亦前往東京拜會該集團瞭解投資案相關

進程，期藉由市府的努力，促成本項投資案之成功並帶動海線地區之

經濟發展。 

城市外交除增進兩地情誼外，藉由相互觀摩學習與市政建設的分

享亦能提升本府城市治理能力，另外期藉由此次包機首航名古屋市，

增進日本中部地區對本市之認識，使更多日本遊客能前來本市觀光旅

遊，並吸引日本企業投資本市，擴大本市經濟及觀光成長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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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過程 

一、 3月 28日行程 

(一) 臺中包機首航名古屋： 

      由市長率領的訪問團，於 3月 28日搭乘本府與華信航空合作的

「花現臺中」彩繪班機，由清泉崗機場包機首航飛抵名古屋中部機場，

於抵達時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安排高空水柱灑水儀式，以表對此次首

航之重視，市長回贈中部國際機場社長友添雅直「花現臺中」的彩繪

機模型，期許未來兩地定期航班能順利開通。當天日本中部地區觀光

產官代表也親臨現場接機，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八木正義本部長

並代表贈花給中彰投三縣市首長，以示熱烈歡迎我方訪團到達，此行

獲得臺日媒體廣泛報導，發揮宣傳包機直航綜效。 

 
自臺灣清泉崗機場出發 

 

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八木正義本部長代表贈花 

 
抵達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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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訪名古屋輕軌電車臨海高速鐵道線(簡稱青波線)： 

    名古屋輕軌電車臨海高速鐵道線又稱青波線，係為發展名古屋港

區經濟，補足名古屋市區與港區間軌道運輸的不足，斥資 750億日圓

興建而成。青波線於 2004年 10月正式營運，路線全長 15.2公里，

營運初期每日搭乘人數僅約 1萬 7千人次，年收入約 7億日圓，之後

透過沿線公共建設如鐵路博物館、名古屋賽馬場等的興建，創造人潮

移動運輸的需求，目前搭乘人數已倍數成長達每日約 3萬 5千人次，

年營業額則約 22億日圓，並自 2011年起開始獲利回收。 

 

參訪青波線行控中心 

 

青波線列車 

為借鏡先進國家輕軌發展模式，做為本市發展捷運與雙港輕軌的

參考，市長抵達名古屋後，第一站就選定參訪青波線，除聽取名古屋

臨海高速鐵道公司社長近藤隆人簡介，瞭解行控中心運作外，最後並

搭乘電車前往名古屋市，實際體驗青波線輕軌系統的便捷性。 

市長於參訪時表示，本市刻正規劃以「雙港輕軌」連接臺中港與

清泉崗機場，希望透過交通便捷性的提升，帶動海線地區整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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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並表示，青波線的發展歷程亦與本市推動中的環狀鐵路「大臺中

山手線」」十分類似，未來本市的山手線不只串聯彰化，也會透過捷

運連結南投，以交通促成城鄉均衡發展，落實中彰投區域聯合治理。 

    

 
搭乘青波線 

 

 

名古屋臨海高速鐵道株式會社近藤隆人社長致贈青

波線樂高積木模型紀念品 

 
 

青波線行控中心設備完善 

(三)拜會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 

中、彰、投三縣市首長就觀光、產業、城市發展等議題，與愛知

縣知事、愛知縣觀光局長、政策企劃局長及航空對策課長等進行交流

討論。2018年本市將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而愛知縣曾於 2005年舉

辦過萬國花卉博覽會，因此此行亦取法該縣成功舉辦活動經驗，市長

並當場邀請愛知縣參與本市花博，擴大花博之國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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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知縣公館 

 
市長致贈紀念品給愛知縣知事 

 

中彰投代表團一行拜會愛知縣政府 

 

中彰投三縣市首長及愛知縣知事合照 

(四)參訪四季庭園─名花之里(含夜間點燈)： 

 日本中部三重縣桑名市的名花之里不僅是該縣亦是日本東海地

區著名觀光景點，花海面積約 13,000坪，受日本四季分明的影響，

園區內種滿依節氣生長的各式特色花草。因應冬季花卉生長淡季，

名花之里於每年 10底至隔年 5月左右規劃舉辦夜間點燈活動，該活

動已連續九年蟬聯日本東海地區入場人數最多的點燈活動。名花之

里運用 LED 彩燈融合花卉藝術，增強遊客冬季前往參觀動機，不僅

避免冬季之營運收入不佳情形發生，更成為該園區特色活動，燈海

與花卉齊名，為名花之里的花卉觀光更添光彩。 

本市 2018 年將舉辦世界花卉博覽會，名花之里夜間以燈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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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潮的經驗，可供花博規劃開放夜間場館之參考；此行並汲取

名花之里花卉管理作法，累積本市辦理花博所須之營運與行銷的經

驗與知識，以期豐富花博期間各項花卉展出及競賽的可看性與精彩

度。 

三縣市首長參訪名花之里 
 

名花之里夜間點燈 

市長致贈紀念品給桑名市長伊藤德宇 名花之里夜間點燈 

 

二、3月 29日行程 

(一)拜會岐阜縣飛驒市市長都竹淳也： 

    飛驒市與臺灣交流源自 1994 年臺灣泥匠到此觀摩建築技藝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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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驒市2015年曾於本市的文化創意園區，舉辦小規模的飛驒古川祭，

吸引許多民眾參與，因此都竹市長期待與本市做更密切的交流。都竹

市長獲悉市長將參訪名古屋市後，主動安排此次會見，雙方首長就兩

市未來可能交流方式進行討論，市長感謝都竹市長盛情，也期藉此次

會面開啟雙方未來合作交流契機。 

  

 

(二)拜會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並聽取名古屋市住宅都市局都市住 

    宅開發簡報： 

名古屋為日本中部地區工、商、交通要地，與本市在地理環境及

經濟發展方面有許多共通之處，為深化本市與日本中部地區之交流，

市長特別拜會河村市長，表達未來兩地能更進一步交流之期望，以促

成雙方合作機會，並期待河村市長能支持促成清泉崗機場與名古屋中

部國際機場定期航線的開通，讓兩地互動往來更為頻繁、密切。市長

並邀請河村市長擇適當時機訪問本市，以增進對本市之瞭解。此次拜

會雙方就兩地觀光、文化交流多有討論，有效增進彼此認識與情誼，

訪問團拜會飛驒市都竹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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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締結姊妹市奠定良好基礎。 

市長致贈紀念品給名古屋市河村隆之市長 三縣市首長與名古屋市河村市長合照 

    拜會河村市長後，名古屋市都市發展局就其市營住宅、名古屋磁

浮中央新幹線，及名古屋車站的相關規劃等向市長提出簡報說明。名

古屋市透過市營住宅、定居促進宅等方式解決民眾的居住需求，其中

又以特殊需求者為優先。市營住宅是指由接受國家補助，或是由市政

府以買、租、借等方式取得不動產，再以低廉的租金提供給低所得的

居民。定居促進宅則是針對中等所得家庭而提出，希望這些家庭可以

在名古屋安居樂業。市長表示市營住宅與臺中市社會住宅理念一致，

未來市府除將自行興建外，也將透過包租代管、公私合營方式提供服

務。另外名古屋市政府揚棄傳統以車輛順暢進出為首要的思維，改採

行人優先理念，規劃火車站周邊商圈交通動線，提供市民友善公共活

動空間，進而帶動商圈繁榮發展，亦可作為本市未來規劃中區商圈再

造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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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致贈紀念品給住宅都市局代表 中彰投代表團拜會名古屋市住宅都市局及聽取簡報 

(三)參訪名古屋市鶴舞公園： 

鶴舞公園是 1967年開園的日洋融合式公園，為名古屋市的第一

座都市公園，並於 1990年登錄為日本櫻花百選地之一，公園西側有

以噴泉塔為中心的大花壇，以及西洋式的玫瑰花園；東側則有蝴蝶池、

日式的菖蒲庭園，每年並依次舉辦杜鵑花、玫瑰花、菖蒲花等花祭。 

市長於參訪時表示，2018臺中世界花博的目標之一就是將本市

打造成為一座花園城市，本市臺中公園與鶴舞公園都是以花園城市為

概念而興建的百年公園，此行學習日本綠化城市、公園文物、景觀維

護經驗與作法，希望未來能恢復臺中公園成為本市花園城市的象徵，

並藉由舉辦花博的契機，整體提升本市公園的綠化管理與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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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投三縣市首長參訪名古屋市舞鶴公園 
舞鶴公園 

  

中彰投三縣市首長和名古屋市國際交流課伊藤課長一行於舞鶴公園內合照 

(四)見證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與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 

    昇龍道結盟： 

    本府於 104年發起成立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目的在結合中部

7縣市的觀光資源，並以清泉崗機場中進中出的方式促銷中臺灣觀光。

此行藉由參訪名古屋市期間，市長及魏縣長、林縣長出席於名古屋市

舉辦之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與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的友

好交流備忘錄簽署儀式，共同見證兩地觀光交流的重要里程碑。日本

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又稱昇龍道，乃由日本中部各縣市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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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臺灣發展對日觀光極具影響力。此次雙方共達成五點共識：1.

雙方積極促進兩地觀光交流及推廣、2.共享行銷宣傳管道、3.互相支

援旅遊推廣活動、4.鼓勵雙方觀光業者業務合作、5.對於彼此推行的

觀光推廣計畫大力支持。本次簽約打開雙方交流合作大門，未來將持

續研擬合作策略，以促進兩地觀光交流活絡為首要目標。 

 
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與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 

簽訂友好交流備忘錄 

 

臺中市慕璇舞蹈團演出官降首傳統舞蹈 

 

臺中市飯店業者等與日本東急酒店集團結盟 

 

交流晚宴會後大合照 

(五)日本中部旅行業座談會： 

    為使日本中部地區旅行業者、航空公司、飯店業者等觀光產業代

表，對中臺灣的觀光旅遊資源有更深入的認識與瞭解，特舉辦座談會

以面對面的企業交流方式，推介中臺灣七縣市極具地方特色的觀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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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與旅遊景點。座談會後，與會人員一致高度認同中臺灣觀光潛力無

窮，另為提升後續效益，會中並邀請各與會代表前來本市及中臺灣踩

線，實際體驗中臺灣旅遊樂趣，期透過旅行業者的美好經驗，促成其

積極行銷中臺灣旅遊的意願與行動。 

  
中彰投三縣市首長參加日本中部旅行業座談會 

 

三、3月 30日行程 

 (一)參訪安川名古屋機器人中心： 

安川電機總公司設在福岡縣北九州市，負責製造伺服器、變頻器、

工業開關及機器人，該公司目前已研發出全球最先進的七軸機器人，

並其將運用在面板等產業上。市長、魏縣長及林縣長等人係參訪安川

電機中部支店，以瞭解機器人科技的運用與發展，此外並聽取該公司

簡報營運狀況、研發成果與未來目標。該公司向市長等人表示，未來

機器人將應用於生產食品、藥品、化妝品等三品產業，營運前景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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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為便利臺灣南來北往的技術支援，2017年將至本市設立

技術服務中心，此舉有助於本市在地產業生產自動化能力的提升，達

成生產力 4.0的目標，因此，本府屆時也將提供該公司必要協助，以

落實建構本市成為智慧之都的目標。 

 

 

中彰投代表團參訪安川名古屋機器人中心 

(二)拜會名古屋市議會議長藤澤忠將及日臺議員聯盟會長藤田和秀： 

名古屋市議會議長藤澤忠將與日臺議員聯盟會長藤田和秀曾於

104年 12月 21日蒞府拜會市長，對本市相當友好。此次拜會，市長

表示，名古屋是日本中部大城，希望藉由兩地首次包機直航，帶動名

古屋與本市進一步的交流，及促成兩地未來定期航線開通，為日後兩

市締結姊妹市奠定基礎。藤澤議長及藤田會長均表示樂見兩市未來能

更緊密交流，並藉此帶動雙邊投資，讓兩地間的產業、技術能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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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合作機會。此行有效增進與名古屋市議會之情誼，相信未來

在該市議會的支持下，雙方交流將更為熱絡，並有效帶動兩地人民之

往來。 

藤澤忠將議長致贈紀念品 名古屋市議會日臺議員聯盟藤田和秀會長致詞 

(三)參訪豐田汽車總部並拜會豐田汽車小寺幸也常務董事： 

    豐田汽車近年來高度利用智慧科技投入生產，以減少支出並同時

提高產能。該公司自動化智慧生產線比例高達 97%，生產機器人便如

同技術嫻熟的工人，在廠內負責車輛的焊接，搭配工廠內的電子顯示

板，管理人員可以立即獲知產線動態，與當日生產汽車數量的目標值

與達成數。 

    三縣市首長一行不僅參訪豐田汽車總部的智慧自動化汽車生產

線，也參觀該公司為響應環保、配合節約能源新趨勢而最新研發的氫

氣動力車 MIRAI，氫氣動力車也稱為燃料電池動力車，氫氣是未來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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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界裡取代石油燃料的環保替代能源之一。小寺常務董事向代表團介

紹目前發展氫氣汽車 MIRAI的願景，並表示期待氫氣動力車可以在

2020年東京奧運時被廣泛使用。 

    市長亦特別向小寺常務董事表示，本市機械產業高度成熟發展，

生產的電動車零件質量俱佳，誠摯邀請豐田汽車到本市投資設廠生產

電動車。期藉由豐田公司在地採購政策，帶動本市機械產業之研發、

生產能力再次提升，並增加本市企業之營業收入。 

中彰投代表團於豐田汽車工廠內合照 中彰投代表團參訪豐田汽車 

 

中彰投代表團與豐田汽車常務董事小寺信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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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參訪三菱電機名古屋製作所： 

三菱電機是生產電子產品和建築裝置的日本第三大綜合電機生

產商，近年來該公司引入 e-F@ctory和 eco-F@ctory等 FA整合解決

方案，將資訊系統和生產現場進行連動，於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降低

生產成本。e-F@ctory是三菱電機實現製造自動化的典範工廠，該系

統可以收集各生產線上的各項資訊，並以圖表、數據方式顯示，甚至

能透過電腦判讀監視器的影像，遇工人錯誤裝配時，可立即通知主管

改正，俾使全球所有三菱電機的工廠，都能維持一致生產品質。 

三菱電機每年在臺採購約 100億元，亦將在本市臺中工業區設廠

生產 CNC控制器；市長向三菱電機名古屋製作所所長(執行役員)高橋

俊哉與三菱電機臺灣代表(執行役員)稻葉元和表示，希望透過三菱電

機臺中廠的設立，增進臺日企業更進一步的交流，並透過雙方產業合

作，藉由產業 4.0提高產業競爭力，使本市企業能從精密機械進步到

智慧機械，將本市打造成智慧機械之都。 

  

中彰投代表團參訪三菱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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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致贈紀念品給三菱電機所所長高橋俊哉 

 

      於三菱電機所前大合照 

 (五)舉辦招商說明會，進行招商引資： 

為延攬國際大型企業投資本市，帶動中臺灣經濟接軌國際，本

府在名古屋舉辦招商晚宴，邀請日本中部產官團體代表出席，出席

人員包括三重縣副知事石垣英一、經產省中部經濟產業局局長波多

野淳彥、愛知縣產業力強化推進監森田利洋、中部經濟聯合會專務

理事伊藤範久等多位產官團體代表。席間本府、本市企業家與日本

產官代表就中彰投地區與日本中部地區在精密機械、航太、觀光、

文創、光電、綠能、食品加工等面向交換意見，尋求未來能有更深

度的實質合作機會，讓兩地產業串連，臺日關係再升級。 

由於本市今(105)年將躍升為全臺人口第二大城市，且本市擁

有聞名全世界的 60公里精密機械產業聚落，臺灣出口日本前 5大

類貨品中，其中電機設備、機械用具及光學儀器等產業皆群聚本市，

占出口總額 55.58%，國際大廠如蘋果、Google、西門子生技、保

時捷汽車等，均係臺灣中部地區精密機械黃金縱谷的重要客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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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世界知名國際大廠，包括上銀、捷安特、漢翔、大立光、美利

達、喬山等也都發跡於本市；而目前日商在本市投資的企業，也大

多為機械設備製造業，如日立製作所株式會社、三菱電機等，三菱

電機更把自動化製造 e-F@actory總部設在臺中工業區，顯見本市

在精密機械產業的重要性。 

名古屋為本府今年啟動全球招商作業的第一站，藉由此招商晚

宴促成臺、日企業交流，以邀請日本企業到本市投資，共同提升臺

日兩地的經濟發展，為創造臺日關係的新時代而努力。 

  
舉辦招商晚宴行銷本市投資環境 

 

四、3月 31日行程 

  (一)拜會三井不動產總部及舉行招商記者會： 

市長與魏縣長前往日本三大經濟集團之一的三井不動產集團

東京總部，拜會取締役社長菰田正信，雙方就該集團於臺中港區設



21 

 

立 OUTLET PARK的投資案交換意見。同時，在三井集團代表的帶領

下，兩縣市首長等人也參觀日本橋地區，瞭解三井集團於該地區都

市更新的成功經驗。三井集團繼新北市林口之後，將在臺中港區設

立臺灣第二座 OUTLET PARK，並已於 3月 24日取得臺灣港務公司

的最優先議約權，本府未來也將居中協助，加速行政流程，以儘快

促成本項投資案之實現。 

此行除了溝通在臺中港區設立 OUTLET PARK投資案，同時亦向

三井集團表達本市發展臺中港區的決心，除了建設未來雙港輕軌與

山手線等聯外交通，讓海線可以串聯彰化，延伸到大臺中每個地方，

本府也將加強本項投資案周邊的招商，並串連鄰近的高美濕地、梧

棲漁港等觀光景點，以整體帶動港區發展，也歡迎三井集團未來能

擴大投資本市，如投資房地產業、旅館業、娛樂業或物流業等項目；

同時，對於三井集團成功再造東京日本橋地區，也爭取其投資改造

臺中舊城區。 

會後，市長、彰化縣長魏明谷與三井集團常務執行董事兼海外

事業本部負責人船岡昭彥共同召開記者會，說明此項投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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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三井不動產舉行招商記者會 

 
參訪三井不動產日本橋土地開發案例 

 (二)拜會日本民進黨長島昭久及福島伸享眾議會議員： 

市長與魏縣長此行亦特地拜會日本最大在野黨民進黨（The 

Democratic Party, DP）的眾議員長島昭久、福島伸享等人，雙方除

就臺、日兩地民主政治發展與經驗，彼此交流外，市長並就本市未來

與名古屋之交流方向，向兩位議員請益，並表示兩市正朝締結姊妹市

目標努力，獲長島議員大力肯定本市城市外交策略，並表示樂見且期

待兩市能締結為姊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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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日本國會眾議員長島昭久等人 

(三)拜會日本自民黨岸 信夫眾議會議員一行 6人： 

    市長與日本國會岸 信夫等 6位眾議員餐敘交流，雙方針對臺灣

加入 TPP、日本實施新安保法、及促進雙方交流的具體方式交換意見。

市長藉此機會表示，希望日本可以參考美國政府作法，制定臺灣關係

法，讓臺日堅固的準外交關係擁有法源基礎。最後雙方皆期待在安全、

民主與經濟三個基礎上，取得互惠合作的共識，並升級雙方的合作關

係。 

  

拜會日本國會眾議員岸  信夫等人以促進臺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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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一、名古屋輕軌電車成功經驗值得作為臺中發展軌道運輸之借鏡 

日本青波線在名古屋市政府以推行區域均衡發展目的下，藉由舉

辦萬國博覽會的機會，將原有貨物鐵道系統升級為客運軌道系統，利

用沿線的名古屋國際展示場、鐵路博物館以及名古屋賽馬場等大型公

共設施來增加搭乘率，藉由提供民眾優於公車的大眾運輸工具，將市

民運具自小客車轉移到大眾運輸，並透過場站開發及軌道發展提高旅

運需求，再回饋到地區整體開發，提升整體經濟。 

如同名古屋市區與港區間的地理相關性一般，臺中市區與沙鹿、

臺中港海線地區目前亦急需一條大眾運輸路廊，以帶動海線地區之發

展。輕軌系統造價比捷運系統便宜，且建造方式更具彈性，未來串聯

沙鹿副都心、清泉崗機場、水湳經貿園區的雙港運具，即採輕軌方式

規劃，此行瞭解青波線經營模式與作法，學習以交通建設帶動區域發

展，期本市能藉由雙港輕軌建設，增進民眾生活的便捷性，並促進海

線地區整體向上發展，以縮短城鄉差距。 

二、花卉結合觀光，創造花卉多元利用價值： 

    本市新社花海與中社花市享譽全國，每年都吸引眾多參觀人潮，

且中臺灣地區又是臺灣的重要花卉生產地，希望借鏡日本的發展經驗，

讓臺中的花卉產業可以結合觀光，創造花卉多元利用價值，提高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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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量與產值，並進一步行銷臺中。名花之里在開花淡季的冬季為提升

客源，利用原有的園區基地結合花卉、音樂、聲光效果打造大規模

LED燈海，藉此吸引大量遊客造訪，甚至每年為了冬季點燈活動，還

特別規劃接駁車來疏散人潮。除了名花之里的庭園規劃與營運模式外，

園區餐廳及其他各式的販售服務設施等，都值得本府作為規劃 2018

世界花博園區的參考。 

三、借鏡日本產業創新作法，打造本市成為智慧機械之都： 

    為發揮本次出訪最大效益，團員除了本府相關局處首長外，亦邀

請本市精密機械業、手工具業、飯店業、銀行業、進出口貿易商與產

業研究機構等代表一同前往，透過實地參訪豐田汽車、三菱電機、安

川電機等機會，與日本企業進行深度交流，學習日本第一手最新產業

與創新資訊，期未來藉由雙方產業合作，帶動本市產業從精密機械進

步到智慧機械，並透過產業 4.0提高產業競爭力，逐歩將本市打造成

智慧機械之都。 

四、舉辦招商晚宴成功招商引資： 

    透過舉辦招商晚宴，邀請日本中部地區重量級與具代表性的產官

代表至現場，強力行銷本市產業優勢與投資環境，吸引日本大廠前來

本市投資。為提升外商投資本市意願，本府不僅持續規劃經濟發展主

軸、積極推動臺中市產業發展條例、建立產業發展基金，同時配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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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通建設計畫與國際招商吸引國際級企業進駐，也透過本市工商發

展投資策進會，提供外商單一窗口專屬服務，以促進產業發展，刺激

消費支出，提昇在地就業率，並帶動產業升級轉型，創造高附加價值

的經濟效益。 

陸、建議及市長交辦事項 

一、持續推動本市與名古屋締結姊妹市，並以觀光、文化、教育等交

流增進與日本各友好城市情誼： 

(一)邀請名古屋市長及議長來訪，賡續推動兩市締結姊妹市。 

  (二)推動本市與名古屋市(愛知縣)定期航線開通。 

  (三)邀請愛知縣參與 2018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四)邀請山口縣(岸信夫眾議員選區)小學進行教育交流。 

  (五)推動本市與三重縣定期航線開通。 

  (六)參考三重縣名花之里於臺中花博引進花舞、光影、音樂等佈

展。 

二、邀請三重縣參與本市國際踩街文化節，擴大活動國際參與能量： 

    本次與日本昇龍道組織簽訂友好交流備忘錄，成功行銷中臺

灣觀光資源，並首次與三重縣知事同席交流。三重縣觀光資源豐

富，常居日本 48個都道府縣內「最希望去旅遊的地區」排名前

五名，未來可透過臺中國際踩街文化節的舉辦，邀請三重縣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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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安濃津祭典的踩街隊伍擔任客隊，同時亦可邀請三重縣鈴木

英敬知事、津市前葉泰幸市長來訪，更進一步深化雙方交流契機，

朝向與三重縣簽訂姊妹市或友好交流城市方向邁進。 

三、建立企業聯繫管道，及時提供行政協助，便利外商投資本市： 

  (一)安川電機：該公司預定明(106)年於本市設立技術服務中心 

      ，將積極提供行政協助，俾利該公司順利投資本市。 

  (二)三菱電機名古屋製作所：三菱電機名古屋製作所高橋俊哉所長

本年 6 月 6 日回訪本市，已協助安排拜會市長及邀宴本市工具

機業者代表，進行智慧機械的產業交流。 

  (三)蓬萊會：今年秋季蓬萊會（日本經產省退休高官的聯誼組織）

預計造訪本市，將協助扶桑會（臺灣相對應組織）與其他對日

貿易及技術移轉的重要業者，辦理產業交流，期透過蓬萊會，

促成本市與日本中部產業更多的合作機會。 

  (四)三井集團：就三井集團投資案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加速行 

政流程，並召集跨機關會議，研商串連當地商圈活動與三井

OUTLET策略，以整體帶動海線地區商圈繁榮興盛。 

四、借鏡名古屋青波線興建及營運模式，建構本市輕軌系統及軌道路

網： 

(一) 行控中心功能需具備健全的監控、號誌、備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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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波線配備完整監控、號誌、備援等系統，因此只須 2 至 3

組人力，便可即時取得車輛運行、場站設施、電力狀態等最

新資訊，並隨時與列車駕駛員保持通聯，以利雙方能就突發

狀況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因高度使用智慧科技，青波線連同

司機員在內僅 126 位員工，即可維持車輛營運及運行安全。

建議未來臺中輕軌或捷運系統建置，應具備健全的監控及備

援功能，並因應不同情境提出系統 SOP 處理計畫，以達成精

實人力營運及運行安全之目標。 

(二) 軌道發展與整體土地開發並進以帶動地方發展： 

青波線係在配合名古屋市政府區域均衡發展目的下規劃興建，

其沿線引入許多大型場館，並聯結日本近鐵、JR、新幹線等

運輸系統進行轉乘，除解決交通問題外，更開發原都市蛋白

區，提升整體經濟發展。建議未來本市不論捷運或輕軌開發

規劃，應結合都市計畫發展，於軌道沿線積極串聯重要場館、

大型住宅區、工業區及觀光區域等之開發，並結合其他大眾

運輸路廊形成便捷之轉乘交通路網，以達成解決交通問題，

翻轉都市蛋白區，帶動區域發展之多重目標。 

五、邀請日本中部地區旅行社前來中臺灣踩線，吸引日本遊客旅遊中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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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在去年曾獲日本人票選為 2016 年最想去的旅遊目的地，

日本旅行業者均積極開拓新的旅遊路線，因此，本府將積極規劃

邀請日本旅行業者前來中臺灣踩線，以促進日本中部地區業者對

中臺灣旅遊資源瞭解，提高其行銷中臺灣遊程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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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新聞露出 

 

105年 3月 3日 工商時報 

 

105年 3月 24日  中央通訊社 

 

105年 3月 28日 中央通訊社 

 

105年 3月 28日 中廣新聞網 



31 

 

 

105年 3月 28日 中央社 

 

105年 3月 29日 中央廣播電台 

 

3月 29日 FOCUS台灣 

 

105年 3月 30日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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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月 30 自由時報 

 

105年 3月 30日 中央通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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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月 30日 FOCUS台灣 

 

105年 3月 30日 自由時報 

 

105年 3月 30日 太平洋新聞網 

 

105年 3月 31日 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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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月 31日中央通訊社 

 

105年 3月 31日中時電子報 

 

105年 4月 1日 中時電子報 

 

105年 4月 7日中時電子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