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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由林陵三副市長率領郭坤明副秘書長、王岳彬顧問及觀光旅遊局

陳盛山局長等市府團隊與一般車友共同組成花博國際自行車宣傳

隊，一行前往日本大分縣、愛媛縣及廣島縣宣傳花博，並首度公開亮

相 3輛為花博特別打造的「花博單車」，為明年台中世界花博在日本

打響知名度。首日中午抵達大分機場，大分官員於機場熱情迎接，市

府團隊及媒體下午隨即前往拜會大分縣知事廣瀨勝貞，由林副市長轉

交市長林佳龍給予知事的花博邀請函及本市特色農產品，邀請大分縣

官員及縣民前來本市參加花博，並於當晚舉辦大分縣花博宣傳晚宴，

臺日雙方賓客雲集，包括大分縣副知事二日市具正、中津市市長奧塚

正典、中津市議會議長草野修一、別府市副市長阿南壽和以及大分縣

旅行業、溫泉等觀光業者約 50名餐敘交流熱絡，為系列活動揭開序

幕。 

   次日早上率隊前往大分縣中津市耶馬溪自行車道騎乘 11公里，受

到中津市奧塚正典市長，以及該市動員市民鄉親數百人之多，沿途熱

烈歡迎訪團，奧塚市長並允諾明年將率團參訪花博。下午搭乘渡輪轉

乘巴士前往四國愛媛縣，晚間抵達飯店，愛媛縣副知事上甲俊史特別

前來迎接，雙方會談為明日拜會愛媛知事作事先準備。 

    第三日一早前往參訪松山市重要文化財產松山城，隨即率團前往

拜會愛媛縣知事中村時廣，愛媛縣廳官員列隊歡迎，由林副市長轉交

市長林佳龍給予知事的花博邀請函及本市特色農產品，邀請愛媛縣官

員及縣民前來本市參加明年花博。當晚晚宴規模盛大，愛媛縣知事中

村時廣、愛媛縣議會議長毛利修三、今治市市長菅良二、松山市副市

長梅岡伸一郎、NHK松山放送局局長岩間正之、台灣觀光協會大阪事

務所所長王紹旬以及媒體與旅行業者 120人齊聚一堂，現場推廣花

博，氣氛熱絡！現場日方代表並允諾明年率團參訪花博。 

   第四天一早市府率領團員騎乘連結愛媛縣今治市和廣島縣尾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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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島波海道，總長 70公里，愛媛縣副知事上甲俊史、今治市市長菅

良二及多位日本車友全程陪騎，於抵達廣島縣尾道市時辦理抵達儀式

並由愛媛縣副知事上甲俊史頒發由愛媛縣及廣島縣知事共同署名的

完騎證書。晚間辦理花博推介會，廣島縣知事湯琦英彥特別遠從 1.5

小時車程的廣島縣廳前來，尾道市市長平谷祐宏賢伉儷及廣島縣媒體

與旅行業者也前來赴會。由林副市長當場遞交市長花博邀請函給廣島

縣知事與尾道市長，尾道市長並允諾組團參訪 2018花博，而廣島縣

也表示期待有機會參訪本市。 

    最後一日早上搭乘巴士前往廣島機場搭機返抵國門。 

 

貳、 目的 

    為推廣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並增加本市在日本市場的曝光

度，促進日本觀光客來臺中旅遊並參觀 2018花博，創造花博國際行

銷議題，特地由林陵三副市長帶隊籌組花博代表宣傳自行車隊 40人

前往日本大分縣、愛媛縣及廣島縣騎乘當地知名自行車道並進行拜會

交流及辦理 3場花博國際宣傳推介會。系列行程中安排由林陵三副市

長率隊拜會大分縣及愛媛縣知事，當場轉交市長林佳龍給予知事的花

博邀請函及本市特色農產品，3場推介會則由郭坤明副秘書長向日本

的官員、觀光業界代表及媒體簡報介紹臺中市與 2018臺中世界花

博，誠摯邀請日本觀光客來臺中旅遊並參觀明年花博。 

 臺中是台灣自行車最主要的產業聚落，並擁有后豐、東豐、潭雅

神等熱門觀光休閒自行車道，為積極打造臺中為自行車城市借鏡日本

單車旅遊觀光推廣經驗，本次系列行程安排花博代表宣傳自行車隊騎

乘與本市全國知名的「后豐鐵馬道／東豐自行車綠廊」締結為姐妹車

道的大分「楓葉耶馬溪自行車道」以及被譽為自行車聖地的「島波海

道自行車道」。自行車為國際交流共通語言，也是全世界風行的低碳

觀光旅遊方式，更是討喜的城市交流方式。大分縣與愛媛縣皆係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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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活動與本市結緣，希望藉由這次花博國際單車宣傳活動，未來

除自行車運動之外，與日本縣市皆能進一步在觀光、文化、教育、產

業等各方面持續深化交流。        

 

參、 活動過程 

一、 活動行程表： 

日期 地點 主要行程 

106年9月10日(日） 臺中-大分 搭乘早上班機由臺中前往大分 

拜會大分縣知事 

大分縣花博宣傳推介會 

106年9月11日(一) 大分-愛媛 騎乘大分縣楓葉耶馬溪自行車

道(約11KM) 

搭渡輪至愛媛 

106年9月12日(二) 愛媛 

 

參訪松山城 

拜會愛媛縣知事 

愛媛縣花博宣傳推介會 

106年9月13日(三) 愛媛─廣島 騎乘島波海道自行車道(約

70KM) 

廣島縣花博宣傳晚宴 

106年9月14日(四) 廣島─臺北 搭乘早上班機返抵國門 

二、出國人員 

所屬機關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臺中市政府 

副市長 林陵三 率團 

副秘書長 郭坤明 辦理花博國際宣傳業務 

顧問 王岳彬 考察低碳旅遊推廣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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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局長 陳盛山  督導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

業務 

科長 曹忠猷 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

業務 

股長 吳詩蘋 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

業務 

科員 李依陵  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

業務/兼任日語翻譯 

辦事員 林斾儒 辦理對日觀光行銷及交流

業務 

三、過程摘要 

第一天 9月10日(星期日) 

   早上花博代表宣傳自行車隊一行人搭乘早上班機前往大分縣，抵

達大分機場後，一踏進入境大廳，即見到當地人員及吉祥物拉著歡迎

布條迎接所有來自臺灣的花博代表宣傳自行車隊成員。因大分縣知事

廣瀨勝貞不便出席當晚晚宴，由林陵三副市長率市府代表及媒體前往

大分市拜會知事，並由林副市長轉交市長林佳龍給予知事的花博邀請

函及本市特色農產品，邀請該縣官方代表及縣民至本市參加 2018花

博。一般車友代表則前往參訪大分縣著名的地獄溫泉－海地獄及血池

地獄，上揭行程結束後，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辦大分縣花博宣

傳推介會晚宴，臺日雙方賓客雲集，包括大分縣副知事二日市具正、

中津市市長奧塚正典、中津市議會議長草野修一、別府市副市長阿南

壽和以及大分縣旅行業、溫泉等觀光業者約 50名，當晚由郭坤明副

秘書長上台做花博介紹簡報，向與會來賓介紹臺中市以及花博日期、

地點及場館資訊，邀請日本市民來本市一同參與明年花博。於晚宴結

束前由林副市長轉交花博邀請函、本市特色農產品及為本次活動特別

訂做的花博車衣予中津市及別府市之官方代表，中津市奧塚市長並贈

予臺中市及中津市友好紀念匾額及耶馬美人酒，餐敘交流熱絡，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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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動揭開序幕。 

第二天 9月 11日（星期一） 

早上花博代表宣傳自行車隊搭乘巴士準備騎乘大分縣中津市耶

馬溪自行車道，出發儀式於耶馬溪自行車租賃站辦理，現場有中津市

中學生致贈相撲摺紙還有幼稚園小朋友唱歌為車隊加油打氣，並由林

陵三副市長及中津市奧塚正典市長做出發致詞，預祝車友騎行過程一

切順利。3輛為花博特別打造的「花博單車」由郭坤明副秘書長、顧

問王岳彬及觀旅局科長曹忠猷帶頭領騎，還有奧塚市長及中津市官員

一路陪同車友騎乘 11公里，該市更動員市民鄉親數百人之多，沿途

受到市民的加油鼓勵，熱烈歡迎訪團，讓車隊隊員除欣賞到日本遺產

耶馬溪的美麗風光外，更為該市的溫暖人情味深受感動。活動抵達儀

式於青之洞門辦理，由中津市小朋友做擊鼓表演歡迎車友抵達終點，

奧塚市長於致詞時提及為迎接本團車友到訪特別採購捷安特自行車

並允諾明年將率團參訪花博。林副市長及奧塚市長皆提及本市與中津

市自行車交流的淵源，本市知名的「后豐鐵馬道／東豐自行車綠廊」

與大分「楓葉耶馬溪自行車道」於今年締結為姊妹車道，且皆是將舊

鐵路轉型為觀光自行車道。儀式尾聲花博代表宣傳自行車隊及中津市

代表們與花博單車及中津市的吉祥物－禪海君一同進行大合照。 

在用過志工現煮的在地媽媽味美食後，參訪團馬不停蹄搭乘巴士

前往別府港，在上車前由中津市幼稚園的小朋友為完騎的車友戴上親

手摺的祝福紙鶴，在巴士離開前還有中津市的小朋友以儀隊表演歡送

本團，中津市的官方代表與在地志工也一起揮手送巴士離去，中津市

的官方代表更驅車前往別府港送本團團員上渡輪，讓團員備感榮幸及

感動。經過兩個半小時船程，在下午抵達愛媛縣的八幡濱港，一下船

即受到愛媛縣政府與民間代表搖旗歡迎，也讓參訪團車友親身體驗該

縣的熱情及人情味，之後參訪團轉乘巴士前往古湧園飯店，愛媛縣副

知事上甲俊史特別前來迎接，雙方會談為明日拜會愛媛知事作事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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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第三天 9月12日(星期二) 

今日一早參訪團搭乘巴士前往松山市參訪該市著名的文化財產

－松山城，團員一邊遊覽松山市的美麗景色一邊步行前往纜車搭乘

處，在進入松山城後，由導遊一路介紹該城池的悠久歷史及建築特

色，在行程中巧遇台灣觀光客，在得知參訪團為宣傳 2018臺中世界

花卉博覽會而來日本辦理活動，當場合影留念並表示會回去廣為宣傳

明年臺中花博資訊。為進入松山城天守閣，團員入內換上拖鞋，由導

遊一路帶領介紹城內裝修細節及人文歷史，團員也在現場體驗試穿日

本鎧甲並試握日本武士刀。在參訪行程結束後，參訪團旋即上巴士前

往愛媛縣廳拜會愛媛縣知事中村時廣，一下巴士即有愛媛縣官員列隊

歡迎本團成員到訪，拜會時中村知事特別提及今年三月為了推廣愛媛

縣「環四國一周」的自行車遊程，前往臺中拜會捷安特，當時在日本

自轉車基金會羅祥安和自行車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劉麗珠的陪同

下，完成兩天 220 公里的單車騎乘經驗。因為這樣的緣份，今年五

月在日本愛媛縣辦理「臺日觀光高峰論壇」，明年五月將在臺中舉辦

此論壇，今年 10月也將有長榮包機到愛媛縣觀光，兩個城市因單車

締結為友好城市，共同為促進觀光而努力。林副市長提及今天早上一

路飄雨天氣不佳，參訪團成員還擔心影響到明天島波海道自行車道的

騎乘安全度及順暢度，但來拜會中村知事時天氣已經轉好，相信是知

事為本團帶來的好運，團員們也相當期待能欣賞到被有「東方愛琴海」

美譽的瀨戶內海海景。在拜會尾聲由林陵三副市長轉交市長林佳龍給

予知事的花博邀請函及本市特色農產品，邀請該縣官方代表及縣民至

本市參加 2018花博。 

拜會行程結束後，由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辦愛媛縣花博宣傳

推介會晚宴，臺日雙方賓客雲集，包括愛媛縣知事中村時廣、愛媛縣

副知事上甲俊史、愛媛縣議會議長毛利修三、金治市市長菅良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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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副市長梅岡伸一郎、NHK松山放送局局長岩間正之、台灣觀光協

會大阪事務所所長王紹旬以及媒體與旅行業者 120人齊聚一堂，現場

氣氛熱絡。林副市長開場致詞時提及臺中是自行車產業的世界重心，

有世界知名品牌成車廠還有自行車零件大廠，已自成一個自行車產業

聚落。本次活動特別邀集本市自行車產業代表及各方單車好手組成

「花博代表宣傳團」，一定要到自行車騎士王國的愛媛縣來宣傳花

博。會議中由郭坤明副秘書長上台做花博介紹簡報，向與會來賓介紹

臺中市以及花博日期、地點及場館資訊，副秘書長並表示臺中有許多

世界第一的名產及觀光景點，而明年的花博是讓世界認識臺中的一次

機會，也歡迎全世界的觀光客來臺中，互相學習、互相觀摩、互相切

磋。活動現場由林副市長贈予本次活動特別訂做的花博車衣予愛媛縣

知事。愛媛縣中村時廣知事更穿上車衣親自上臺與本市官方代表共同

演唱臺語歌「愛拚才會贏」，贏得滿堂喝采。日本自轉車基金會羅祥

安會長也當場現場日文歌「化為千風」，促進台日友好交流。晚宴氣

氛交流熱絡，日本官方代表現場也都允諾明年率團參訪花博。 

第四天 9月 13日（星期三） 

今日一早參訪團搭乘巴士前往愛媛縣今治市的來島海峽觀景台

準備島波海道自行車道騎乘的出發儀式，全程 70公里由愛媛縣上甲

俊史副知事、今治市菅良二市長陪騎，愛媛縣另安排多位日本在地

騎士沿途確保團員安全。橫斷瀨戶內海的島波海道自行車道共有六

個島嶼，從愛媛縣的今治市延續到廣島縣的尾道市。近年來自行車

旅遊風潮的盛行，騎乘自行車橫渡海峽，島波海道更因此成為「自

行車愛好者的聖地」，世界各地的自行車愛好者紛紛到訪。花博代表

自行車宣傳團在騎行中乘著海風，享受風光明媚的海景及美麗的島

嶼風光，團員們也藉機觀摩島波海道「blue line」等友善引導設施

島波海道自行車道旁畫設的 blue line推行於愛媛縣全境內，讓車

友可以參考行駛距離和方向，讓車友安心騎乘，不怕迷路。而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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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縣政府的市府同仁更於團員騎乘過程中一路上貼心設置補給站提

供飲水、點心並沿路加油打氣，讓參訪團親身體驗愛媛縣除了有豐

富的人文及自然觀光資源外，還有讓人備感溫馨的人情味。終點位

於 U2自行車會館廣場，有廣島縣官方代表及市民揮旗歡迎車友抵達

終點，並由愛媛縣副知事上甲俊史頒發由愛媛縣及廣島縣知事共同

署名的完騎證書予參訪團成員。晚間在 U2自行車會館舉行廣島縣花

博推介會，團員們一邊享用自助餐一邊交換這幾天下來的參訪感

想。廣島縣知事湯琦英彥特別遠從需要 1.5小時車程的廣島縣廳前

來會場，尾道市市長平谷祐宏賢伉儷及廣島縣媒體與旅行業者也前

來赴會。推介會中由林副市長轉交花博邀請函、本市特色農產品及

為本次活動特別訂做的花博車衣予廣島縣及尾道市之官方代表，湯

琦英彥知事特別贈予內含金箔的日本酒，而尾道市平谷市長則贈予

廣島東洋鯉魚隊球衣及夫人親手製作的花束預祝明年花博順利成

功。之後由郭坤明副秘書長做花博介紹簡報，向與會來賓介紹臺中

市以及花博日期、地點及場館資訊，歡迎日本的觀光客前來臺中參

觀臺中花博，當晚餐敘交流熱絡，尾道市長並允諾組團參訪 2018花

博，而廣島縣也表示期待有機會參訪本市。    

第五天 9月 14日（星期四） 

    最末日，本次活動告一段落，團員搭乘巴士前往廣島機場，搭

乘早上的班機飛離四國，結束本次的系列活動行程。 

 

肆、 心得 

    本次「2018花博國際宣傳-日本自行車跳島巡騎活動」，主辦單位雖

為臺中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但在活動行程中充分感受到日本官方單位的

熱情接待以及市民的熱烈歡迎，從一抵達大分機場開始，到每一個活動

會場、拜會地點及騎乘路線，只要團員所到之處，都有滿滿的歡迎隊伍，

各大重要場合如花博於當地辦理的推介會，都由當地首長及副首長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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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足見日方對雙方交流的重視性。在自行車低碳旅遊蔚為風潮的現

在，應該思考如何展現本市自行車道的觀光特色並包裝相關遊程，整合

各種硬、軟性的觀光資源，吸引日本觀光客來臺中旅遊並讓他們感覺不

虛此行，打造臺中市為自行車城市，發揚本市為自行車城市品牌形象。 

 本次參訪地點包含大分縣、愛媛縣及廣島縣皆致力於發展單車旅遊的

觀光特色，大分縣楓葉耶馬溪自行車道隨季節變換的獨特美景以及島波

海道自行車跨海的壯闊景色，都讓參訪團印象深刻，其中一路上市民們

對於參訪團員的熱情歡迎即一路騎乘時的加油鼓勵，更讓這趟單車之旅

有其不凡意義，也讓參訪團思考在台日雙方大型活動交流時如何表現熱

烈歡迎之意，讓國外的貴賓有賓至如歸之感。 

本次活動為宣傳明年花博，特別籌組花博代表自行車隊，車友們身著

花博車衣及外套騎乘日本自行車道並參加花博推介會，成功吸引當地市

民關注，並吸引臺日媒體報導，如何延續甚至擴大臺中花博的廣告宣傳

效益，也是本市將持續辦理的課題。 

 

伍、 建議 

一、 臺中市與大分縣從 105 年開始單車旅遊交流並締結友好城市，

更於今(106)年與愛媛縣透過單車活動結緣，締結為友好城市。

本次透過單車騎乘宣傳花博活動，受到日方熱情接待，臺日車

友友好交流，本市將持續辦理大分縣及愛媛縣的自行車交流活

動，以推廣本市自行車觀光旅遊特色。 

二、 廣島縣與本市皆有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並致力於推廣單車

旅遊，建議持續加強雙方的觀光互動交流。 

陸、附件 

(一)活動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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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於參訪團抵達機場時表示歡迎 

 

林副市長率團拜會大分縣知事 

 

林副市長轉交花博邀請函及策展手冊予大分

縣知事 

 

9/10大分縣花博宣傳晚宴會場 

 

林副市長開場致詞 

 

與中津市市長交換禮物 

 

陳局長乾杯示意晚宴開始 

 

晚宴紀念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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楓葉耶馬溪自行車道出發儀式合照 

 

楓葉耶馬溪自行車道出發儀式合照 

 

大分縣中學生致贈親手摺的相撲摺紙予參訪

團並示範玩法 

 

參訪團員暖身準備出發 

 

出發騎乘楓葉耶馬溪自行車道， 

奧塚市長（左）全程配同 

 

沿途的自然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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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縣政府同仁協助講解中途補給站－平田

宿場歷史 

 

參訪團員騎乘過程 

 

成員陸續抵達終點 

 

抵達儀式表演 

 

奧塚市長及林副市長恭喜團員順利完騎 

 

與花博紀念款自行車合照 

 

全體大合照 

 

與奧塚市長及志工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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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八幡濱港，受到愛媛縣政府與民間代表搖

旗歡迎 

 

愛媛縣副知事於飯店迎接參訪團 

 

參訪團搭乘纜車前往參訪松山城 

 

導遊一路講解松山城人文歷史 

 

參訪團巧遇台灣友人，共同合影留念 

 

導遊帶領進入天守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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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率隊拜會愛媛縣知事 

 

愛媛縣廳列隊歡迎本團成員拜訪 

 

愛媛縣中村知事（左一）與林副市長（左二）

、羅會長（右二）及劉會長（右一）進行交流 

 

林副市長轉交花博邀請函 

 

知事致贈該縣知名名產毛巾 

 

中村知事與林副市長及陳局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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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大合照 

 

參訪團於愛媛縣廳前合照 

 

9/12愛媛縣花博宣傳推介會接待櫃台 

 

推介會現場佈置 

 

台日貴賓陸續入座 

 

林副市長開場致詞 

 

郭副秘書長簡報花博資料 

 

林副市長致贈花博車衣及策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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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局長乾杯示意晚宴開始 

 

與花博紀念款自行車合照 

 

大合照 

 

中村知事獻唱台語歌與大家同樂 

 

愛媛縣及今治市拉布條歡迎本團 

 

成員於島波海道出發儀式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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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友陸續通過出發拱門 

 

車友騎乘於跨海大橋之上 

 

島波海道騎乘時的臨海美景 
 

中午於多多羅島波公園稍作休息並合影留念 

 

廣島縣及愛媛縣政府揮旗歡迎本團成員抵達

終點 

 

愛媛縣副知事(左一)頒發完騎證書予郭副秘

書長、王顧問及陳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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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副市長致贈花博車衣予全程陪騎的今治市

菅市長(右一) 

 

參訪團於終點合影留念 

 

9/13廣島縣花博宣傳晚宴現場 

 

 

林副市長轉交花博邀請予廣島縣知事 

 

郭副秘書長進行花博介紹簡報 

 

陳局長乾杯象徵晚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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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體報導： 

106/9/10 中國時報 

 

  

 

 

 

 

 

 

 

106/9/10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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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2 新聞スクラップ 

 

 

 

 

 

 

 

 

 

106/9/13 產經新聞 

 

 

 

 

 

 

 

106/9/13 愛媛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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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9/15新聞スクラップ 

 

 

 

 

 

 

 

106/9/18 旅奇週刊 

106/9/18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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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視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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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資料： 

9月 10日大分縣晚宴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8:00-18:30 報到 

影片輪播(台中心動及花

博 CF) 

18:30-18:35 來賓介紹 主持人 

18:35-18:42 開場致詞 林陵三副市長 

18:42-18:55 貴賓致詞 

大分縣 二日市具正 副

知事 

日本自轉車基金會 羅祥

安 會長 

18:55-19:10 花博介紹 郭坤明副秘書長 

19:10 乾杯 陳盛山局長 

19:10-20:20 晚宴交流 全體 

20:20-20:30 致贈車衣＋合照 林陵三副市長＋全體 

20:30-20:35 Ending 致謝 

郭坤明副秘書長 /陳盛山

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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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2日愛媛縣推介會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7:00-17:30 報到 
影片輪播(台中心動及

花博 CF) 

17:30-17:35 來賓介紹 主持人 

17:35-17:42 開場致詞 林陵三副市長 

17:42-18:00 貴賓致詞 

愛媛縣 中村時廣 知

事 

日本自轉車基金會 羅

祥安 會長 

18:00-18:20 花博介紹 郭坤明副秘書長 

18:20-18:30 致贈車衣＋合照 林陵三副市長＋全體 

18:30 乾杯 陳盛山局長 

18:30-20:30 晚宴交流 全體 

20:30-20:35 Ending 致謝 
郭坤明副秘書長 /陳盛

山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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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3日廣島縣晚宴流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18:40-19:00 報到 
影片輪播(台中心動及

花博 CF) 

19:00-19:05 來賓介紹 主持人 

19:05-19:12 開場致詞 林陵三副市長 

19:12-19:25 貴賓致詞 

廣島縣 湯崎英彥 知

事 

日本自轉車基金會 羅

祥安 會長 

19:25-19:40 花博介紹 郭坤明副秘書長 

19:40 乾杯 陳盛山局長 

19:40-20:50 晚宴交流 全體 

20:50-21:00 致贈車衣＋合照 林陵三副市長＋全體 

21:00-21:05 Ending 致謝 
郭坤明副秘書長 /陳盛

山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