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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報告摘要 

為完成臺中市首創推出跨國溫泉觀光護照活動，積極連結臺日韓三國三

名湯共同聯合行銷活動，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率臺中市溫泉觀光協會理事

長羅進洲等一行人，前往韓國大田市儒城溫泉區參訪，促成下半年與韓國「儒

城溫泉」締結為姐妹湯前置懇談會，未來可望能與日前才簽署日本三大名泉

之一的「下呂溫泉」同為姐妹湯，奠定三國三名湯交流合作契機，完成觀旅

局陳局長臺日韓跨國合作行銷溫泉的創舉。陳局長表示三個名湯都是在該國

的中部、中心的位置，將打造臺日韓三國鼎立「三中一心」中部溫泉聯合行

銷金三角。這項簽署前置懇談會於 12 日在韓國大田市「儒城溫泉區」的儒

城雞籠 SPATEL 舉行，當地官方代表儒城區長許泰錠 (유성구 구청장 

허태정)、儒城區議長閔泰權(유성구 의장 민태권)等 11 位議員，產官業界

皆到場關切，參訪期間更受到區長及議長盛情款待。 

觀旅局表示，由於韓國中部的儒城溫泉與下呂溫泉，於 20 年前即締結

姐妹湯，這次懇談會日本下呂溫泉觀光協會也派出 15 名代表參與交流，此

行可望下半年能於臺中好湯溫泉季促成臺日韓三方完成「同中一心」簽約締

結姐妹湯。此行除懇談會外，另一項重頭戲就是參加 24 週年 2017 年儒城溫

泉文化節活動，儒城溫泉文化節活動啟動時，韓方透過舞台電視牆，播放臺

中市觀光協會羅理事長祝賀詞及介紹影片大力行銷臺中市谷關、東勢、大坑、

大肚等地區溫泉，並感謝儒城旅遊振興協會李在夏會長及下呂溫泉觀光協會

瀧康洋會長能促成 3 名湯齊聚一堂參加此活動，共同創造亞洲城市交流行銷

新的里程碑。 

「儒城溫泉區」為韓國中部著名溫泉，歷史悠久，每年於五月份舉辦溫

泉文化節活動，是一種富有地區特色的文化節，從 5 月 12 日至 14 日，為期

3 天，在温泉路以及甲川邊一帶地區舉行，以溫泉、科學、文化、傳統為主

題隆重舉辦，活動中特別安排儒城區長許泰鋌(유성구 구청장 허태정)與臺

日韓 3 位理事長共同體驗溫泉淋浴秀。活動在長達 3 分鐘煙火秀中拉開序幕

還有 30 多隊表演團體封街遊行活動，場面熱鬧壯觀，慶典期間舉行温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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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水仗活動、現場設置 60 米長的大型滑道及温泉水水上世界最具特色，透

過舉行 110 多種精彩活動向參加者介紹儒城温泉的特色，並推動該慶典活動

行銷地區文化的發展，每年吸引遊客超過 84 萬人次，為韓國中部規模最大

的文化節，值得本市參訪觀摩交流。 

貳、 出國人員名單 

 

 

 

參、 目的 

     臺中市為積極推廣溫泉觀光產業與國際交流，於 5 月 12 日至 15 日與日

本及韓國等三大名湯合體共同參加韓國 24 週年「2017 年儒城溫泉文化節活

動」，三方代表也共同出席未來臺日韓簽署締結結盟的前置懇談會，包括韓

國儒城旅遊振興協會李在夏會長、日本下呂溫泉瀧康洋會長、臺中市溫泉羅

進洲理事長等，盼未來建立跨國交流平台，臺日韓三國溫泉及料理等各具特

色皆不同，可望下半年於臺灣臺中溫泉季完成三方締結合作，促成亞洲三名

泉的跨國合作行銷。此次由臺中市觀光旅遊局極力促成首創跨國溫泉觀光連

結，結合臺日韓三國三大名湯聯合行銷，觀光旅遊局陳盛山局長表示，三個

名湯都是各自在該國的中部、中心的位置，未來將打造臺日韓三國鼎立「三

中一心」中部溫泉聯合行銷金三角。 

   「2017 年儒城溫泉文化節活動」慶典期間舉行温泉水打水仗活動、現場

設置 60 米長的大型滑道及温泉水水上世界最具特色，每年吸引遊客超過 84

萬人次，為韓國中部規模最大的文化節，藉由此次儒城溫泉文化節來聯合行

銷臺日韓三國三大名湯，創造亞洲城市交流行銷新的里程碑。擁有 24 年歷

史的 2017 年儒城溫泉文化節活動，為韓國中部著名溫泉，歷史悠久，每年

於五月份舉辦溫泉文化節活動，是一種富有地區特色的文化節，從 5 月 12

日至 14 日，為期 3 天，以溫泉、科學、文化、傳統為主題隆重舉辦，今年

活動中特別安排儒城區長許泰錠(유성구 구청장 허태정)及臺日韓 3 位理事

單位 職稱 姓名 

觀光管理科 股長 張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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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共同體驗溫泉淋浴秀。此次臺中市觀光協會羅理事長參加儒城溫泉文化活

動時，透過活動舞臺電視牆，大力行銷臺中市谷關、東勢、大坑、大肚等地

溫泉，也同時感謝儒城旅遊振興協會李在夏會長及下呂溫泉觀光協會會長瀧

康洋促成 3 個名湯聚集一起參加溫泉文化活動。這次的成員中同時也有中彰

苗投雲嘉所組成的「中臺灣觀光推動委員會」成員代表前往參加，未來韓國

如能成立中部觀光聯盟，將成為中部 3 名湯觀光聯盟區帶狀行銷，進一步促

成三國鼎立觀光地圖，將有助於三方亞洲城市交流的創舉。 

  觀旅局也正積極規劃製作臺日韓跨國溫泉旅遊地圖，將日本姊妹湯家族

大分縣湯布院、別府及鳥取縣三朝、青森縣平川溫泉、韓國儒城等納進來，

用四國語言設計三國姊妹湯聯合溫泉旅遊護照，觀光客只要在護照內，收集

完指定名湯的戳章，將可免費接待在中臺灣旅遊一個星期(機+酒)。日韓旅

客完成蓋戳章者，除了來臺中免費玩一星期外，同時將受邀成為臺中觀光大

使，行銷臺中觀光。 

   本市於今（106）年 9 月初預計舉辦「2017 臺中好湯溫泉季」活動，將

邀約下呂溫泉、儒城溫泉貴賓共襄盛舉，參加本市溫泉季啟動記者會、三方

簽署觀光友好合作協定及跨國溫泉觀光旅遊護照等活動，並宣傳 2018 年臺

中世界花博會活動，以三方觀光宣傳資源共享基礎、創造客源與合作互惠原

則。       

肆、 過程 

一、起程-參加溫泉文化節開幕式及臺日韓3國溫泉懇談會 

   1.日期: 2016月05月12日(星期五) 

   2.地點: 韓國大田「儒城溫泉區」的儒城雞籠SPATEL 

二、參加儒城溫泉潑水活動及儒城「雞足山素足祝祭」見習 

    1.日期：2016月05月1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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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點：儒城溫泉公園 

三、儒城人蔘傳統市場見習、儒城區議會/議長午宴交流、儒城溫泉公

園參訪 

    1.日期：2016年05月14日(星期日) 

    2.地點：儒城人蔘傳統市場、儒城溫泉公園、河提公園 

四、回程 

    1.日期：2016年05月15日(星期一) 

    2.地點：仁川機場 

六、行程表： 

日期 行程 備註 

106年05月12日 

(星期五) 

11：30  仁川空港 

12：20  午餐 

13：30  仁川出發至儒城  

17：30  與儒城區(區部長)餐敘      

19：00  溫泉文化節開幕式 

20：20  台日韓 3 國溫泉懇談會 

 

106年05月13日 

(星期六) 

09：00  錦山人參酒見習 

13：00  錦山出發回儒城         

14：00  參加儒城溫泉潑水活動 

15： 00  儒城「雞足山素足祝祭」

見習  

15：30  觀賞儒城溫泉遊街表演 

18:00   晚宴交流(臺灣臺中、日

本下呂、韓國儒城一同用餐交流) 

19:30  懇談會交流 (3 國溫泉   

協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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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05月14日 

(星期日) 

07:30  早餐 

09:00  儒城人蔘傳統市場見習 

11:50  午餐(儒城區議會/議長) 

15:00  儒城溫泉公園設施參訪 

17:00  晚餐 

20:00  回飯店休息 

 

106年05月15日 

(星期一) 

準備回程 

無行程 

儒城-仁川-臺中 

 

七、活動內容： 

        (一)05月12日（星期五） 

     第一天行程，臺中參訪團於中午抵達仁川機場，由儒城區政府及旅遊

振興協會會長接機歡迎儀式後，午餐安排參訪團員品嘗傳統韓國美食料理，

並前往大田儒城市，到達後團員們先辦理check in 入住Adria hotel整理行李

後，參加由儒城區政府(由區部長主持)接待的歡迎晚宴，晚宴上3方彼此贈

送交流品做為紀念，接續最重要的行程就是眾所期待的「2017年儒城溫泉

文化節活動」開幕典禮，今年是儒城舉辦第24週年，現場來賓人山人海熱

鬧非凡場面隆重盛大，大會典禮先以絢爛煙火揭開序幕，主持人並以電視

牆方式轉播來自日本下呂溫泉觀光協會會長瀧康洋與臺灣臺中市溫泉觀光

協會羅理事長的祝賀詞，及來賓特別介紹，現場感受到儒城對本市參訪團

熱烈歡迎之意，表露無遺，且特地為本市參訪團安排貴賓席座欣賞舞台上

熱歌勁舞韓國女子團體表演，讓貴賓們體驗濃濃韓國溫泉文化風情。欣賞

表演後，接著進行懇談交流會，3方談論未來如何持續交流事項，期望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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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交流，互相學習並促進3方發展，下呂溫泉、儒城溫泉、谷關溫，

期望未來以「亞洲3名泉」為目標，3個溫泉地攜手共同推廣，發展溫泉觀

光。本市也預邀約9月初韓日能來訪臺灣參加溫泉季活動，晚會交流時間彼

此交談熱絡，欲罷不能久久未能散會，未來3國的友誼是可期待的。 

        (二) 05月13（星期六） 

      第二天的行程，韓國儒城旅遊振興協會李會長一早就親切招呼大家用

早餐，讓賓客們備受禮遇的感受，用完溫馨豐盛的早餐後，參訪團一行人

參觀人蔘批發市場及錦山人蔘酒DIY體驗，人蔘酒製作完後必需等待3個月

後才能飲用，非常特別的體驗，中午品嚐韓國人蔘雞湯後，回到儒城參加

「雞足山素足祝祭」活動，就是儒城溫泉文化季的温泉水打水仗活動及從

頭倒下溫泉水淋浴秀大家一起淋浴一起潑水一起玩水槍打水仗互噴活動，

場面熱鬧有趣，參訪團也應邀一起同樂，體驗溫泉淋浴秀的樂趣，接下更

有長達30多隊表演團體封街遊行活動，場面壯觀熱鬧，傳承儒城溫泉文化

淋漓盡致，大家欣賞遊街表演完畢後，歡迎晚宴由儒城區長許泰錠(유성구 

구청장 허태정)親自接待，席開10桌與當地各產業界一起交流，晚宴我方

也特別敬贈活動圓滿成功水晶祝賀，現場在悅耳的音樂演奏中揭開晚宴交

流序幕，賓主盡歡，是建立友誼好的扉頁，在區長熱切的款待下讓貴賓們

都留下難忘的回憶。 

      (三) 05月14日（星期日） 

      第三天行程，韓國李會長仍一早就親切招呼接待參訪團用早餐，用完

早餐，大家就前往參訪儒城傳統市場體驗韓國市場文化及品嚐市場特有美

食，歡迎午宴則由儒城區閔泰權議長親自接待，並帶領11位議員共同歡迎

參訪團，午宴特地安排參訪團品嚐韓國河豚餐及韓國傳統石頭拌飯，讓參

訪團這三天都能品嚐到韓國各種不同料理的美食，深深感受到韓方接待的

用心，為參訪過程中添加熱絡之情，下午的行程韓方安排大家坐遊園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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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河濱美景及參訪溫泉公園及泡腳池設施介紹，結束第三天參訪行程，在

韓方熱切歡送後，大家抱著意猶未盡，期待下次再相會，珍重道再見。 

      (四)05月15日（星期一） 

 第四天一早準備行李等待班機回程，工作人員搭機返回臺灣。      

伍、  心得 

    儒城溫泉得天獨厚是少有位於城市中的溫泉區域，不同於其他溫泉

區帶位屬郊區，儒城溫泉位於韓國中部的大田廣域市，擁有1,000年歷史，

相傳是因為一隻白鶴，使人發現此處溫泉具有治療的功效。儒城溫泉為

韓國最大規模的溫泉地之一，為富含鐳等鹼性礦物質的放射能泉，溫度

約為53度，每年吸引500～1,000萬人造訪。擁有24年歷史的2017年儒城溫

泉文化節活動為韓國中部著名的活動之一，歷史悠久，每年於五月份舉

辦溫泉文化節活動，是一種富有地區特色的文化節，從5月12日至14日，

為期3天，以溫泉、科學、文化、傳統為主題隆重舉辦，透過舉行110多

種精彩活动向參加者介紹儒城温泉的特色，並通過該慶典活推動地區文

化的發展。每年吸引遊客超過84萬人次，為韓國中部規模最大的文化節，

值得本市參訪觀摩交流。 

    為行銷本市溫泉觀旅局陳局長也完成首創跨國溫泉觀光連結臺日

韓三國三名湯將聯合行銷，打造「三中一心」，成為亞洲溫泉的「泡湯

黃金鐵三角」，期許未來三個溫泉區可以結盟為姐妹湯，進行人才、技

術及行銷的交流，整合資源進行國際行銷，達到「資源共享、成果分享」

的多元效益。下呂溫泉觀光協會會長瀧康洋也表示，這次臺、日、韓共

同會合參與2017年儒城溫泉文化節活動，意義重大讓彼此互相建立3國

交流平台，亦希望未來三方也能締結合作，促成亞洲三名泉的跨國合作

行銷，台中市溫泉觀光協會理事長羅進洲則表示，在亞洲三名湯的交流

下，將可提高台中市溫泉觀光資源在國際上的能見度，除此之外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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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此交流下學習到更多不同的泡湯文化，讓國人不用出國也可以體驗

到台中市業者提出的創新服務，同時也更希望吸引更多來自世界各地的

泡湯客到臺中旅遊，創造三邊觀光產值多贏契機是可期待的。 

    透過主題行銷活動是有效行銷城市觀光產業手法之一，爰此，本市

也積極透過舉辦各種行銷活動來推廣觀光，本市每年透過溫泉季活動來

推展溫泉觀光產業，今年預計於（106）年9月舉辦「2017臺中好湯溫泉

季」活動，將規劃國際邀約下呂溫泉、儒城溫泉貴賓共襄盛舉，參加本

市溫泉季啟動記者會，三方簽署觀光友好合作協定及跨國溫泉觀光旅遊

護照等活動，並宣傳2018年臺中世界花博會活動，透過活動參與進行國

際邀約及踩線，可提高本市國際能見度及達到宣傳行銷本市觀光產業之

效果。 

【新聞連結】:  

1. http://www.inews365.com/mobile/article.html?no=493320 

2. http://m.mokyoclub.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302 

3. http://www.cmbdj.co.kr/ab-991-9033&OTSKIN=news_m_skin.php 

4. www.ccn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9642 

5. www.thesegye.com/news/newsview.php?ncode=1065588046846291 

6. www.antimes.kr/inc/sub0101_view.php?idx=107733 

7. ccdaily.co.kr/news/view.html?section=93&category=237&no=24469 

8. http://www.hanguostory.com/news/news-view.php?num=1497 

9.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5681&ctNode=24068&m

p=1001D 

10.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0&nc_id=163538 

        11.https://taiwan-reports.com/archives/154210 

http://www.inews365.com/mobile/article.html?no=493320
http://m.mokyoclub.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1302
http://www.cmbdj.co.kr/ab-991-9033&OTSKIN=news_m_skin.php
http://www.ccn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79642
http://www.thesegye.com/news/newsview.php?ncode=1065588046846291
http://www.antimes.kr/inc/sub0101_view.php?idx=107733
http://www.hanguostory.com/news/news-view.php?num=1497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5681&ctNode=24068&mp=1001D
http://www.taichung.gov.tw/ct.asp?xItem=1865681&ctNode=24068&mp=1001D
http://www.cdns.com.tw/news.php?n_id=0&nc_id=16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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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儒城溫泉位於韓國中部，下呂溫泉也位在日本中部，加上臺中市溫

泉區亦位在臺灣中部，剛好可以打造「三中一心」，成為亞洲溫泉的「泡

湯黃金鐵三角」，臺中市溫泉觀光協會與日本岐阜縣下呂温泉觀光協會

已簽署溫泉觀光友好交流合作協定書，未來更期許三個溫泉區可以結盟

為姐妹湯，臺灣臺中市溫泉觀光協會、日本岐阜縣下呂溫泉觀光協會及

韓國大田市儒城旅遊振興協會秉持以相互信賴、尊重為基礎，擬訂定三

方締結姊妹湯草案，加強溫泉觀光產業友好交流合作，期許三方本於資

源共享、創造客源與合作互惠原則，共同推動城市觀光及溫泉觀光交流，

三方透過經濟、觀光、溫泉、文化等廣泛的領域交流，致力更多的發展

與彼此理解及合作，三方共享觀光宣傳管道並合作宣傳三地旅遊資訊，

發布於三方觀光旅遊刊物及網站。 

 

柒、  附件 

「臺中市溫泉受邀回訪日本岐阜縣下呂溫泉簽署民間溫泉友好交流協定」相

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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