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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為宣傳臺中清泉崗首次對飛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並促進本市

對日觀光行銷及對日交流，由觀光旅遊局長陳盛山偕彰化縣政府城

市暨觀光發展處田飛鵬處長、雲林縣政府文化處陳美燕副處長，率

領同仁及本市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旅館商業同業公會、糕餅商

業同業公會、溫泉飯店業者、旅行業、航空業者等觀光旅遊業代表

乙行共 30 餘人，赴日本名古屋、長野縣駒根市、三重縣等地辦理

觀光交流推廣活動。赴日首日於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舉辦之首航慶

祝儀式，我方接受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八木正義本部長、

中部地區官方代表以及中部國際機場友添雅直社長熱烈歡迎，緊接

著下午至三重縣知名綜合度假勝地長島渡假村參訪；晚間則安排日

本最大規模的花卉主題夜間點燈活動─名花之里參訪。 

    訪團赴日次日即辦理「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與「中

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友好交流合作備忘錄簽訂，並邀請日本中部

地區包括 JTB 等十餘家主要旅行業者辦理乙場中臺灣觀光座談會，

進行意見交換。隔日赴長野縣駒根市進行純白婚禮交流，拜會駒根

市長及辦理乙場中臺灣觀光推廣說明會；次日安排拜會三重縣石垣

英一副知事、津市前葉泰幸市長、津市觀光協會小柴真治會長，並

為了解日人觀光旅遊趨勢，安排實地考察當地頗具人氣的御在所纜

車、最新溫泉美食最新複合設施「AQUAIGNIS」。 

 

貳、 出國人員名單 

所屬機關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局長 陳盛山 代表率團 

科長 曹忠猷 督導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業務 

股長 饒栢丞 
督導及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

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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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員 吳思穎 
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業務

/兼任日語翻譯 

科員 廖惠玲 
負責媒體聯絡及發布新聞稿業

務 

助理員 倪大程 

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業務

/協辦媒體聯絡及發布新聞稿

業務 

 

參、 目的 

    臺中清泉崗機場於 105年 3月 28日首次對飛名古屋中部國際機

場，打開中臺灣與日本中部地區觀光交流之大門，藉由本次赴日帶

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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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簽訂友好交流備忘錄，促進雙邊區域合作，活化雙方觀光產

交流。 

    此行另具有促進對日國際城市交流之重大意義。本市與日本長

野縣駒根市已累積四年之交流經驗，本次再回訪，除為維持友好交

流熱度外，也使雙方交流層面更上一層樓，拓展主題觀光交流。另

外，更首度前往拜會三重縣政府及津市政府，三重縣擁有豐沛的觀

光資源，常列為日本國人心目中最愛觀光目的地前五名，同時擁有

忍者文化、海女文化等，自然與人文皆美。與本市「山海花都」等

特色皆有相似之處。且該縣擁有鈴鹿賽車道(鈴鹿市)、長島渡假村

(桑名市)、合歡之村(伊勢志摩)等知名高級渡假勝地，對於我市未

來觀光發展，實值得觀摩與借鏡。 

 

肆、 過程 

一、活動行程表： 

日期 地點 主要行程 

105年3月27日(日) 臺中─名古屋 三名工作人員先行抵達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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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辦理次日首航接機歡迎儀

式 

105年3月28日(一） 臺中─名古屋 搭乘包機人員自臺中飛往名古

屋中部機場 

名古屋中部機場接機歡迎儀式 

參訪長島渡假村及名花之里 

105年3月29日(二) 名古屋 辦理日本中部旅行業座談 

「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

會」與「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

會」友好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及晚宴交流會 

105年3月30日(三) 長野縣駒根市 參加純白婚禮觀光交流活動 

辦理中臺灣觀光推介會 

105年3月31日(四) 三重縣 拜會三重縣 

拜會安濃津YOSAKOI祭典組織

委員會 

拜會津市 

參訪御在所纜車 

參訪AQUAIGNIS（溫泉美食最新

複合設施） 

105年4月1日(五) 名古屋─臺中 搭乘午班包機返國 

二、過程摘要 

第一天 3月28日(星期一) 

(一)接機歡迎儀式：訪問團搭乘「花現臺中」彩繪機自清泉崗機場

包機首航飛抵名古屋中部機場，獲高空水柱灑水儀式歡迎，日

本中部地區觀光產官代表，亦蒞臨接機，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

議會八木正義本部長代表贈花予中部中彰投三縣市首長，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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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我方訪問團，獲得臺日媒體廣泛報導，發揮宣傳包機直航

綜效。 

(二)參訪長島渡假村及名花之里：由桑名市伊藤副市長及長島渡假

村代表取締役社長水野正信親自出席接待，並由相關人員簡報

長島渡假村開發歷程及實地參觀花水木溫泉旅館設施，提供本

市觀光業者經營參考範本。接續前往名花之里參訪，名花之里

的花海面積達 13000 坪，稱霸日本東海地區，春季可賞鬱金香，

秋季波斯菊盛開，園內共有 7 間餐廳及紀念品商店，還有一個

號稱日本最大的溫室：安第斯花園，蒐集了世界各地的秋海棠，

溫室長年維持 28 度。名花之里自春季到冬季一年四季皆有可看

性，尤以春天(3 月至 7 月上旬)的花季最有特色，可觀賞梅花、

河津櫻、枝垂櫻、水仙、鬱金香、玫瑰、紫陽花、菖蒲等各式

花卉。名花之里的夜間點燈活動係為彌補冬季花卉生長淡季所

辦理的特色活動，且已連續九年蟬聯日本東海地區入場人數第

一多的點燈活動。本年度(2015 年-2016 年的會期自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8 日止) 已邁入第 12 屆，每年都設定

不同主題，本年度主題結合家喻戶曉的卡通人物「阿爾卑斯的

少女」，打造 35 公尺寬 x 120 公尺長的大規模 LED 燈海，配合

節奏輕快的音樂，生動地重現女主角海蒂活潑地在阿爾卑斯山

脈奔跑的種種場景。有別於一般光影活動習慣使用光投影的方

式，名花之里全數採用 LED 彩燈融合花卉藝術，吸引日本海內

外遊客前來參觀，實可作為本市發展花卉觀光或辦理 2018 世界

花卉博覽會等相關活動之借鏡。 

 

第二天 3月29日(星期二) 

(一) 日本中部旅行業座談：藉由臺日雙方旅行社、航空公司、飯店

業等約 40 餘名觀光業者面對面交換意見，促進彼此認識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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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合作機會。為促進後續效益發酵，會中已邀請參與本次座

談的日本旅行業者近期內可至本市及中臺灣踩線，並由職局協

助安排行程及接待，以促進日本至中部地區旅行業者對中臺灣

旅遊資源了解，提高其販售中臺灣行程之意願。 

(二)辦理「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與「中臺灣觀光推動委

員會」友好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達成五點共識：雙方積極促

進兩地區觀光交流及推廣、共享行銷宣傳管道、互相支援旅遊

推廣活動、鼓勵雙方觀光業者業務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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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天 3月30日(星期三) 

(一)參加長野縣駒根市純白婚禮交流活動：本市與駒根市近年來互

動熱烈，已樹立極佳的城市外交典範。尤以本市連續四年獲邀

參加純白婚禮交流活動，駒根市杉本市長積極盼與我市建立友

好交流城市關係，更提及願協助促進開設長野縣松本機場與臺

中清泉崗機場對飛航線；未來除了藉由活動互訪外，山岳觀光

(登山活動)及教育旅行合作也是可積極發展交流的議題。 

(二)中臺灣觀光推介會：於長野縣辦理乙場中臺灣觀光推介會，共

邀集 30餘名長野縣周邊日本旅行業者及我方中臺灣觀光產官代

表約 30 名同場參加。會中由彰化縣城市暨觀光發展處田飛鵬處

長、雲林縣政府文化處陳美燕副處長及職局陳盛山局長代表簡

報中臺灣觀光資源及航班中進中出策略，獲到來場日本業者迴

響及好評。 

 

第四天3月3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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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拜會三重縣：職局陳局長盛山率團拜會三重縣石垣英一副知

事，獲熱忱接待，石垣副知事曾多次造訪臺灣，更在去(2015)

年臺灣燈會來訪臺中，對臺中留下美好印象，他提及未來首先

盼透過航線開通加強兩地觀光客互訪，也希望未來不僅在觀光

方面，能打開與中臺灣包括農業、產業等多重領域的交流。陳

局長於致詞時提及三重縣與臺中市同樣依山傍水，擁有豐沛觀

光資源，未來希望能朝向簽訂姊妹市的目標提升雙方交流，石

垣副知事亦表示後續可建立雙邊窗口積極接洽討論。 

(二)拜會安濃津 YOSAKOI 祭典組織委員會：由組織委員會小柴真治

會長親自出席，簡報中介紹安濃津 YOSAKOI 祭典的起源、演變

以及現況，安濃津 YOSAKOI 是由擁有 380 年歷史的津祭典衍生

而來，融合了傳統與現代，在日本是非常獨樹一格、具有特色

的祭典之一。會中陳局長立即邀請小柴會長擔任臺中國際踩街

文化節顧問，同時也口頭邀請安濃津 YOSAKOI 代表團隊來本市

演出、交流。 

(三)拜會津市：本次中臺灣觀光訪問團獲津市前葉泰幸市長親自接

見，前葉市長提到與臺灣的交流是源於津市著名的安濃津

YOSAKOI 祭典(踩街活動)，自 2003 年起開始參與臺灣燈會踩

街，2008 年起臺灣也開始派遣表演團體參加津祭典，且 2013、

2014 都是由本市文華高中代表參加；而每年造訪津市的臺灣觀

光客超過 1 萬人，雙方的互動十分密切。陳局長也在回禮致詞

中邀請前葉市長蒞臨今年 9 月份的臺中國際踩街文化節，並期

許未來若能將臺中與名古屋包機發展為定期航班，相信相互造

訪的觀光客人數將再突飛猛進。 

(四)參訪御在所纜車：御在所岳位於三重縣的鈴鹿國定公園內，海

拔 1,212 公尺，纜車搭乘時間全程共約 7 分半鐘，還可從纜車

終點站「山上公園站」轉乘觀光吊椅前往山頂。該處大自然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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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豐富，可以欣賞花朵、昆蟲、植物或紅葉，春夏秋冬四季各

有風采；頂峰附近還有池子、神社，更設有 5 處觀景台、展望

台。本市未來倘有山岳纜車建設計畫，可借鏡御在所纜車經驗。 

(五)參訪 AQUAIGNIS（溫泉美食最新複合設施）：「AQUAIGNIS」（aqua 

x ignis）可說是三重最有「設計感」的複合式商業設施，藉由

六大主題「湯(溫泉)・泊(住宿)・食(知名料理人餐廳)・畑(有

機草莓園)・祝(婚禮教堂)・催(活動)」成功創造話題。經了解

除了日本國內遊客外，海外遊客以臺灣、香港為主；該處主打

建築的設計質感、知名料理人所開設的餐廳，並結合各種體驗

(泡湯、採草莓等)，創造觀光旅遊的新形態，值得我市業者參

考。 

第五天4月1日(星期五) 

    本日因搭乘午班飛機，無安排額外行程。 

 

伍、 心得 

    本次與日本中部地區旅行業進行交流，可知日方組團社最為關

心的是本市或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是否有釋出相關組團補助或

提供優惠措施。為提升日本遊客來市觀光人數，應可優先研擬由中

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相關成員與航空公司、日本組團旅行社合作，

提供日方組團補助方案或對日客提供優惠措施，以提高來中臺灣觀

光旅遊誘因。日客過去以北高兩地為主要觀光目的地，為了開闢新

的旅遊資源，日本業者亦絞盡腦汁。臺灣在去年曾獲日本人票選為

2016 年最想去的旅遊目的地，故日本旅行業者也亟欲開拓新的遊

程，藉此良機，我方應積極規劃邀請日本旅行業者赴中臺灣踩線，

以促進日本中部地區業者對中臺灣旅遊資源了解，提高其販售中臺

灣行程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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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 本次參訪日本知名花卉園區「名花之里」是為迎接 2018 世界

花卉博覽會在臺中舉辦，且本市有享譽全國的新社花海與臺

中國際花毯節，每年都吸引非常多參觀人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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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花卉的應用、產量，更

能進一步行銷臺中。名花之里在開花淡季的冬季為提升客源

及創造話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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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年吸引大量遊客造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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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花之里的庭園規劃，以至於餐廳丶賣店丶啤酒販售的服務設

施等都值得作為規劃 2018 世界花卉博覽會園區的參考(名花

之里相關資料如附件三)。 

 

(二) 本次對於促進對日國際交流亦收穫頗豐，除簽訂與日本昇龍

道組織「友好交流備忘錄」，吸引各方關注外，其餘也首次赴

三重縣拜會，三重縣觀光資源豐富，在日本 48 個都道府縣內

經常排名「最希望去旅遊的地區」前五名，未來可透過預定

於本年度 9 月 15 日至 18 日舉行的 2016 臺中國際踩街文化

節，邀請三重縣津市安濃津祭典的代表踩街隊伍擔任客隊，

同時亦將邀請三重縣鈴木英敬知事、津市前葉泰幸市長回

訪，更進一步深化雙方交流契機。建議未來可進一步朝向與

三重縣簽訂姐妹市或友好城市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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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一、照片彙整 

 
(3/28)包機歡迎儀式：於中部國際機場，由

日本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八木正義本部

長代表致贈歡迎花束 

 
(3/28) 包機歡迎儀式：我方致贈花現臺中飛

機模型予中部國際機場友添雅直社長留念 

 

(3/28) 包機歡迎儀式：紀念團照 

 

(3/29)與長野縣駒根市杉本幸治市長會面 

 

(3/29)與中部廣域觀光推進協議會八木正義

本部長會面 

 

(3/29)臺中觀光旅館商業同業公會與東急飯

店集團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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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致詞 

 

(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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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臺中市林佳龍市長晚宴致詞 

 
(3/29)三重縣鈴木英敬縣知事晚宴致詞 

 

(3/29)彰化縣魏明谷縣長致詞 

 

(3/29)臺中市慕璇舞蹈團演出官降首傳統舞

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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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交通部觀光局東京辦事處江明清所長

致閉會結語詞 

 
(3/29)交流晚宴會後大合照 

 
(3/29)東急飯店集團與臺中觀光旅館商業同

業公會簽約會前會 

 
(3/29)日本中部旅行業座談 

 
(3/30)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向長野縣產官

代表推介中臺灣觀光資源 

 
(3/30)向長野縣產官代表推介中臺灣觀光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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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拜會駒根市杉本幸治市長 
 

(3/30)拜會駒根市長：本屆純白婚禮本市新人

代表獲頒臺中駒根觀光交流大使 

 

(3/30)駒根市交流晚宴：眾來賓舉杯 

 

(3/30) 駒根市交流晚宴：駒根太鼓團表演 

 
(3/30) 純白婚禮：日本最高千疊敷纜車站前

合影留念(前排右二：駒根市堀內秀副市長) 

 
(3/30) 純白婚禮：展示結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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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純白婚禮：禮成後大合照 

 
(3/31)拜會三重縣(前排右四：三重縣石垣英

一副知事) 

 

(3/31)拜會三重縣：致贈本市梨山茶 
 

(3/31)拜會津市：前排中：津市前葉泰幸市

長；前排左三：津市觀光協會小柴真治會長 

 
(3/31)拜會津市：致贈本市糕餅禮盒 

 
(3/31)拜會安濃津 YOSAKOI祭典組織委員

會：津市觀光協會‧安濃津 YOSAKOI祭典組織

委員會小柴真治會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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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拜會安濃津YOSAKOI祭典組織委員會

：全體合影(左三：安濃津YOSAKOI祭典組織

委員會小柴真治會長) 

 

(3/31)與安濃津 YOSAKOI祭典組織委員會午

餐餐敘 

 
(3/29)參訪長島渡假村(代表取締役社長水

野正信致詞) 

 
(3/29)參訪花水木溫泉旅館設施 

 

(3/29)參訪名花之里：秋海棠溫室 

 

(3/29)參訪名花之里：夜間點燈活動 



16 

 

 
(3/29)參訪名花之里：夜間點燈活動 

 
(3/31)御在所岳山頂合照 

 
(3/31)御在所纜車係建築於御在所岳之高山

纜車 

 

(3/31)至纜車山頂站下車後，轉乘單人乘坐的

觀光吊椅 

 
(3/31) 參訪AQUAIGNIS（溫泉美食最新複合

設施）：由日方派員解說 

 

(3/31) 參訪AQUAIGNIS（溫泉美食最新複合設

施）：夜間照明下有另一番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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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報導 

    (一)平面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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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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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版新聞 

台中市長の訪日に彰化・南投両県長が同行へ 台湾中部の観光アピール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24-00000012-ftaiwan-cn 

訪日の台中市長、三重の花テーマパーク訪問 再来年の花博の参考に／台湾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29-00000006-ftaiwan-cn 

台中市長ら訪日 台湾中部の観光アピールへ セントレアでは放水の歓迎も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28-00000010-ftaiwan-cn 

中時電子報：中台灣與日本中部昇龍道觀光結盟簽備忘錄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29006083-260407 

聯合新聞網：中台灣、日本中部 簽觀光備忘錄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596506 

自由時報：〈中部〉觀光大結盟 中台灣與日「昇龍道」簽備忘錄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73863 

中央社：推動中進中出 中台灣與日本觀光結盟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603290072-1.aspx 

聯合新聞網：台中-名古屋 首航 要遊客「中進中出」 

http://udn.com/news/story/7325/1593708-%E5%8F%B0%E4%B8%AD-%E5%90%8D%E5%8

F%A4%E5%B1%8B-%E9%A6%96%E8%88%AA-%E8%A6%81%E9%81%8A%E5%AE%A

2%E3%80%8C%E4%B8%AD%E9%80%B2%E4%B8%AD%E5%87%BA%E3%80%8D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24-00000012-ftaiwan-cn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29-00000006-ftaiwan-cn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0328-00000010-ftaiwan-cn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29006083-260407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596506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73863
http://www.cna.com.tw/news/ahel/201603290072-1.aspx
http://udn.com/news/story/7325/1593708-%E5%8F%B0%E4%B8%AD-%E5%90%8D%E5%8F%A4%E5%B1%8B-%E9%A6%96%E8%88%AA-%E8%A6%81%E9%81%8A%E5%AE%A2%E3%80%8C%E4%B8%AD%E9%80%B2%E4%B8%AD%E5%87%BA%E3%80%8D
http://udn.com/news/story/7325/1593708-%E5%8F%B0%E4%B8%AD-%E5%90%8D%E5%8F%A4%E5%B1%8B-%E9%A6%96%E8%88%AA-%E8%A6%81%E9%81%8A%E5%AE%A2%E3%80%8C%E4%B8%AD%E9%80%B2%E4%B8%AD%E5%87%BA%E3%80%8D
http://udn.com/news/story/7325/1593708-%E5%8F%B0%E4%B8%AD-%E5%90%8D%E5%8F%A4%E5%B1%8B-%E9%A6%96%E8%88%AA-%E8%A6%81%E9%81%8A%E5%AE%A2%E3%80%8C%E4%B8%AD%E9%80%B2%E4%B8%AD%E5%87%BA%E3%8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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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森新聞雲：台中-名古屋首航囉！ 林佳龍拼台灣中部觀光.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28/670980.htm 

欣新聞：中台灣 7 縣市 結盟日本昇龍道推觀光 

http://news.xinmedia.com/news_article.aspx?newsid=471381&type=0 

TVBS 新聞：和日本昇龍道簽約 林佳龍拚台日觀光 

http://news.tvbs.com.tw/life/news-646815/ 

蕃薯藤：中台灣觀光推動委員會與日本中部昇龍道觀光結盟 整合資源推「中進中出」 

http://n.yam.com/greatnews/society/20160330/20160330633669.html 

中時電子報：中台灣結盟日本中部 拚觀光 台中籌辦花博跨海借鏡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30000518-260102 

NOW NEWS：推動產業雙贏 中台灣與日本中部九縣市締結觀光友好 

http://www.nownews.com/n/2016/03/30/2046343 

中時電子報：台中飯店業 結盟日本東急酒店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07001138-260204 

自由時報：拚觀光 台中多家飯店與日本東急酒店結盟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52761 

聯合新聞網：中台灣觀光自救 結盟日本「昇龍道」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608476-%E4%B8%AD%E5%8F%B0%E7%81%A3%E8%A7

%80%E5%85%89%E8%87%AA%E6%95%91-%E7%B5%90%E7%9B%9F%E6%97%A5%E6

%9C%AC%E3%80%8C%E6%98%87%E9%BE%8D%E9%81%93%E3%80%8D 

中時電子報：中市新人任台日觀光交流大使 純白婚禮日本高山登場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30004527-260405 

台灣新聞：純白婚禮行銷 臺中駒根耕耘四年有成 

http://blog.taiwannews.jp/?m=201603 

長野日報：台湾カップル 純白の中ア千畳敷で愛誓う 

http://www.nagano-np.co.jp/articles/1932 

日本津祭典踩街嘉年華 9 月到台中看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404/831492/ 

風傳媒：台中將舉辦國際踩街文化節 借鏡三百年歷史日本津祭典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98436 

東森新聞雲：開拓日本觀光客市場 中市府邀日 10 大旅行社踩線中台灣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406/675734.htm#ixzz45Dj6wQvr  

自由時報：〈中部〉中進中出拚觀光 邀日本中部旅行社踩線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76108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328/670980.htm
http://news.xinmedia.com/news_article.aspx?newsid=471381&type=0
http://news.tvbs.com.tw/life/news-646815/
http://n.yam.com/greatnews/society/20160330/20160330633669.html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330000518-260102
http://www.nownews.com/n/2016/03/30/2046343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07001138-26020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52761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608476-%E4%B8%AD%E5%8F%B0%E7%81%A3%E8%A7%80%E5%85%89%E8%87%AA%E6%95%91-%E7%B5%90%E7%9B%9F%E6%97%A5%E6%9C%AC%E3%80%8C%E6%98%87%E9%BE%8D%E9%81%93%E3%80%8D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608476-%E4%B8%AD%E5%8F%B0%E7%81%A3%E8%A7%80%E5%85%89%E8%87%AA%E6%95%91-%E7%B5%90%E7%9B%9F%E6%97%A5%E6%9C%AC%E3%80%8C%E6%98%87%E9%BE%8D%E9%81%93%E3%80%8D
http://udn.com/news/story/7314/1608476-%E4%B8%AD%E5%8F%B0%E7%81%A3%E8%A7%80%E5%85%89%E8%87%AA%E6%95%91-%E7%B5%90%E7%9B%9F%E6%97%A5%E6%9C%AC%E3%80%8C%E6%98%87%E9%BE%8D%E9%81%93%E3%80%8D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330004527-260405
http://blog.taiwannews.jp/?m=201603
http://www.nagano-np.co.jp/articles/1932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404/831492/
http://www.storm.mg/localarticle/98436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60406/675734.htm#ixzz45Dj6wQvr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7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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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花之里資料彙整 

 

名花之里概說 

名花之里的花海面積(13000 坪)，稱霸日本東海地區，春季可賞鬱金香，秋季波斯菊

盛開，園內共有 7 間餐廳及紀念品商店，還有一個號稱日本最大的溫室：安第斯花園，

蒐集了世界各地的秋海棠，溫室長年維持 28 度。名花之里自春季到冬季一年四季皆

有可看性，尤以春天(3 月至 7 月上旬)的花季可觀賞梅花、河津櫻、枝垂櫻、水仙、

鬱金香、玫瑰、紫陽花、菖蒲等各式花卉。名花之里的夜間點燈活動係為彌補冬季花

卉生長淡季所辦理的特色活動，且已連續九年蟬聯日本東海地區入場人數第一多的點

燈活動。本年度(2015 年-2016 年的會期自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8 日

止) 已邁入第 12 屆，每年都設定不同主題，本年度主題結合家喻戶曉的卡通人物「阿

爾卑斯的少女」，打造 35 公尺寬 x 120 公尺長的大規模 LED 燈海生動地重現女主角海

蒂活潑地在阿爾卑斯山脈奔跑的種種場景。有別於一般光影活動習慣使用光投影的方

式，名花之里全數採用 LED 彩燈融合花卉藝術，吸引日本海內外遊客前來參觀，實可

做為本市發展花卉觀光或辦理 2018 花博等相關活動之借鏡。園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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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之祭典：2 月下旬至 7 月上旬(依季節花卉不同共有六大主題) 

 

梅、枝垂梅、河津櫻祭 

2 月下旬至 3 月下旬 

鬱金香祭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 

水仙祭 

3 月下旬至 4 月下旬 

玫瑰祭 

5 月 10 日前後至 6 月下旬 

紫藤花、菖蒲祭 

5 月下旬至 7 月 5 日 

春日百花祭 

3 月 10 日前後起至每年結束時

期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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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春日百花祭】 

期間：3 月 10 日起 

 

名花之里園內擁有日本最大規模的花園「花之廣場」，種植三色堇、紫羅蘭、雛菊、

石竹等約 40 萬株的草花，在日本黃金周連假(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將是最佳觀賞期，

五顏六色的花朵爭奇鬥艷令人目不暇給。  

 

2.【梅、枝垂梅、河津櫻祭】 

●梅（紅梅・白梅）（往年觀賞期：2 月 10 日前後～3 月上旬） 

園內種植約 150 棵梅樹，可欣賞夜梅是該園獨特之處。可在夜晚打上燈光的梅園漫

步，沉浸在梅花的芳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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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垂梅 （往年觀賞期：2 月 20 日前後開花～3 月２０日前後） 

占地 3000 坪的梅園約有 330 株的枝垂梅，當中更有樹齢超過 100 年、120 年的古梅

樹，斑斕之美更惹人注目。梅花的香氣以夜晚為盛，在此亦可享受欣賞夜梅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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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津櫻（往年觀賞期：3 月 1 日前後～3 月下旬前後） 

3 月上旬美麗盛開的河津櫻。園内數量竟達約 300 棵。靜岡縣賀茂郡河津町最為知名

的河津櫻，在名花之里也能欣賞的到。開花期較早是其特徵。名花之里的河津櫻沿著

中央池子周圍競相開放，與池水相互映照更顯非凡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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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鬱金香祭】 

期間：3 月下旬～4 月下旬前後  

花之廣場(面積約 4 萬 3 千平方公尺，相當於 3.2 個名古屋巨蛋)共種植 180 萬球的鬱

金香(包括稀少品種)，搭配三色堇、紫羅蘭、雛菊、石竹等約 40 萬株的草花，是歷

年來最受歡迎的花卉主題活動。以紅色、白色、黃色等色彩繽紛的鬱金香彩繪出波浪

式的動態層次感，從觀景台向下望，美景可盡收眼底。 

 

晚間的名花之里鬱金香花海也非常羅曼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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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仙祭】   

期間：3 月下旬～4 月中旬前後  

共 9 種類、約 20000 球的水仙種植於梅園內，自 3 月下旬起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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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玫瑰祭】 

期間： 5 月上旬～6 月下旬前後 

※開放夜間點燈 

位於秋海棠溫室內的玫瑰園，種植約 800 種共 4000 株的玫瑰，包括雜交茶香玫瑰、

聚花玫瑰等蔓薔薇；擁有豐富香氣的英國玫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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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紫陽花・花菖蒲祭】 

期間：2015 年 6 月上旬～7 月初 

 

●紫陽花 

約 50 種 70,000 株 

●花菖蒲  

約 50 種 8,000 株 

 

擁有 8,000 坪廣大腹地的「紫陽花園」是日本最大規模，於每年初夏時期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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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道路寬敞且坡度平緩，使用嬰兒車及輪椅的遊客也能安心造訪賞花。 

花菖蒲種植於園中央，略為傾斜的梯田式種植法，中央有棧道通過，更能近距離觀賞

花卉之美。 

 

通往「紫陽花・花菖蒲園」前有一全長約 200m 的小徑，種植了 260 盆當地難以栽培，

稀有品種的紫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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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花之里 冬季夜間點燈活動 

 

名花之里的夜間點燈活動係為彌補冬季花卉生長淡季所辦理的特色活動，且已連續九

年蟬聯日本東海地區入場人數第一多的點燈活動。本年度(2015 年-2016 年的會期自

2015 年 10 月 24 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8 日止) 已邁入第 12 屆，每年都設定不同主題，

本年度主題結合家喻戶曉的卡通人物「阿爾卑斯的少女」，打造 35 公尺寬 x 120 公尺

長的大規模 LED 燈海生動地重現女主角海蒂活潑地在阿爾卑斯山脈奔跑的種種場

景。有別於一般光影活動習慣使用光投影的方式，名花之里全數採用 LED 彩燈融合花

卉藝術，吸引日本海內外遊客前來參觀，實可做為本市發展花卉觀光或辦理 2018 花

博等相關活動之借鏡。 

 

1.【主題點燈：阿爾卑斯山的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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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花之里首次結合人氣動畫「阿爾卑斯山的少女」，將經典場景以鮮明的彩燈重現。

包括壯闊的阿爾卑斯山脈、著名的馬特洪峰、翠綠的草原與花田，四季遞嬗的美景等

壯麗的風景。(約 7 分鐘；10 次場景更換)。 

 

瑞士富麗的自然、與小動物的情感流動等，充滿感動的元素。還包括動畫中登場的教

會、山羊、元氣滿滿的海蒂等。 

 

以上場景由史上最大 35 公尺寬 x 120 公尺長的大規模 LED 燈海及最先進的程式設計

呈現纖細生動富臨場感的畫面，見者無不驚呼。 

 

 
「阿爾卑斯之春 ～櫻～」於 3/12 全新登場 

長島渡假村為「Junior・Summit in 三重」的主要會場，將日本文化精神象徵的櫻花融

入了點燈活動的主題，粉紅色及白色的花瓣漫天飛舞，貸給人們勇氣、希望與感動。 

 

主題點燈活動─歷年主題： 

◆2014-2015 尼加拉瓜大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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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 慶祝富士山成為世界遺產 

 

 

◆2012-2013 大自然 

 

 



42 

 

◆2011-2012 日本的四季 

 

 

 

◆2010-2011 富士山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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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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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09 光之花海 

 

 

 

◆2007-2007 光之銀河 

 



45 

 

2.【水上點燈：光之大河】 

 

日本中難得一見的水上點燈，同時也是日本最大規模，寬約 5 公尺，長約 120 公尺的

「光之大河」。展現擁有豐富自然的長島上三條河川─木曾三川(木曾、揖斐、長良川)

流動之美。以彩燈描繪河川流動的優美與纖細，動靜變化中充滿水流千變萬化的律動

感。使用最先進的電腦自動控制技術，搭配優美音色的背景音樂及約能呈現出 640

億色的最新型 LED，約 10 分鐘的演出時間，訴說大自然四季變化的神祕與斑斕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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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之雲海】 

 

佈滿一整面的藍色 LED 燈，創造出有如雲海一般的夢幻世界。沿著小徑，一道道閃耀

水晶色彩的拱門，傳說中一起走過這些夢幻拱門的人們，就能得到幸福。每年都吸引

許多情侶們前來朝聖。 

水晶拱門高大約 3 公尺，寬度正巧是可以容納兩人並肩走過的寬度。 

不僅是情侶們，這裡也常見與親愛的家人、朋友一起前來祈求幸福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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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光之迴廊：花迴廊】 

 
光之迴廊分為：「溫暖的光線」環繞而成的隧道(約 200 公尺)，以及每年變換主題的

LED 隧道(約 100 公尺)兩種。 

 

新登場的「青之世界」為 100 公尺長的光迴廊，LED 燈會漸進式地變換不同的藍色，

非常夢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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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夫妻樹】 

 

名花之里前方有兩株大型的 LED 燈裝飾樹。高約 18 公尺的喜馬拉雅杉樹，非常具有

存在感。每年都搭配教堂的鐘聲進行點燈，是名花之里中頗具人氣的拍照場所。 

 

 

以上圖文資料譯自名花之里官方網站：

http://www.nagashima-onsen.co.jp/nabana/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