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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摘要 

駒根市純白婚禮為發展地方冬季觀光而形成的例年性活動，本市

自102年起，每年皆受邀前往參加，歷經六載，已成為本市與該市重

要的主題旅遊交流議題。今年在駒根市的推薦之下，日期訂於四月

初旬，恰逢櫻花盛開季節且積雪亦豐厚，期能以白雪配粉櫻的美景

，更添婚禮夢幻美麗的意境，惟4月11日舉辦之日因天候不佳、風強

雨大，纜車無法運行，而改在當地頗具氛圍的木造小教堂舉行，仍

維持歷年慣例，在阿爾卑斯長號的悠揚樂聲下進場，完成溫馨而隆

重的婚禮儀式。駒根市於本年2月9日與本市簽署觀光友好交流舉辦

之商談推介會，有本市婚紗旅行社相關業者主動報名參與並自費一

同赴日參加純白婚禮以做考察，期能帶動雙方以婚禮旅遊為主題的

互訪契機，因此有三對新人一起進行儀式。惟因業者自費參加非市

府抽選名單，因此未列入正式團員名單內，且無干涉其行程內容，

僅為配合純白婚禮日期而同時赴日。 

 

貳、出國人員名單 

臺中市政府成員名單 

所屬機關 職稱 姓名 工作項目 

臺中市政府 副秘書長 李賢義 

1. 擔任率團領導。 

2. 行程中重要場合代表致詞與

交流意見。 

臺中市政府

觀光旅遊局 
科員 林雨琪 

1. 負責聯繫駒根市役所及駒根

觀光協會 

2. 行程確認安排，推廣行銷 2018

臺中世界花博與臺中特色糕

點產品。 

3. 兼任部分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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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本市與該市長期互動互惠的友好交流，於今年2月9日簽訂「觀光

友好交流合作協定」，為雙方累積的交流歷程再添新的一頁。為延續

此交流活動、持續深化兩地友好關係，並搭配宣傳及邀請來臺參加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今年仍循往例組團赴日，欲參加的台中

市新人，需透過徵選或抽選方式，每年僅有兩對幸運兒可獲此機會

，登上千疊敷山的雪白世界許下誓言，創造一生難忘的回憶。除舉

辦純白婚禮之外，本次駒根觀光協會特地安排聽導犬協會參訪，認

識聽導犬訓練對社會扶弱制度的重要性，進而反觀臺灣在這項領域

上的缺乏，藉以借鏡參考、仿效學習。 

 

肆、過程 

日期 地點 主要行程 

107年4月

10日(二) 

臺中→桃園機場 

→名古屋→駒根市 

1. 班機時間07:30-11:15 

2. 飯店check in 14:30 

3. 駒根市役所舉行訪問歡迎式

(15:00-15:45) 

4. 聽導犬訓練協會參訪 

5. 駒根市役所舉辦晚宴交流會

(18:30-20:30) 

107年4月

11日(三) 
駒根市 

1.純白婚禮儀式(木造小教堂、光

前寺) 

2.養命酒觀光工廠參訪 

3.駒根觀光協會舉辦晚餐交流會 

107年4月

12日(四) 

駒根市→名古屋 

→桃園機場→臺中 

午班飛機12:15-14:30 

返國日，無特殊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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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4月10日(星期二) 

集合搭機： 

    為搭乘清晨班機，市府團員與兩對臺中市新人於凌晨三點在新

市政大樓惠中樓側集合，由派車接送至桃園國際機場，直飛名古屋

中部機場，到達時間為日本當地11點15分，駒根市派車前來接機，

團員即立刻乘車經由駒岳高速公路前往駒根市，車程約兩小時半，

途中在休息站簡易用餐後，因行程緊湊，由駒根市職員代為將行李

集合送至飯店check in，團員則直接前往市役所。 

駒根市役所訪問歡迎式： 

    市役所入口以駒根市杉本幸治市長為首，大陣仗的歡迎隊伍，

包含崛內秀副市長、駒根市議會加治木今議長、駒根觀光協會小原

恒敏會長等人皆列隊其中，讓市府團員及臺中市新人深刻感受到其

熱烈盛情。李副秘書長於2015年曾造訪駒根，雙方問候招呼，別有

熟悉感。歡迎式由駒根市職員赤羽知道課長主持，杉本市長致歡迎

詞後揭開序幕，接著加治木議長和李副秘書長也分別致詞，在場列

席者相互介紹並交換特產紀念品。本次歡迎式按往例頒發觀光大使

委託狀給與臺中市新人，歡迎式中採訪記者詢問新人對駒根的印象

，兩對新人皆表示是第一次到訪駒根，優美靜謐的自然景色令人感

到心曠神怡，駒根也回應表達熱切歡迎之意，雙方懇談甚歡，最後

拍攝紀念大合照，歡迎式圓滿順利結束。 

聽導犬協會參訪視察： 

    市役所歡迎式結束後，新人由駒根觀光協會帶領，前往當地婚

紗業店家試裝並彩排；市府李副秘書長與觀旅局林科員則前往聽導

犬協會參訪。解說員以坐輪椅之姿、牽著名為「汪醬」的身障助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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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聽導犬現身，頗具貼近身障者的臨場感。解說員先說明助導犬的

工作即是陪伴在身障者周圍、隨時注意主人是否需要生活上的幫助

，會協助主人撿拾遺落物、穿脫衣服鞋襪等，並且接著實際示範。「

汪醬」每完成一個指令動作，訓練員都會極力讚賞並給予食物鼓勵

，雖然外界會誤以為訓練過程可能會對不聽話的狗狗施以暴虐，但

訓練員強調，這是絕對不會發生的事，訓練過程都是以積極鼓勵的

方式來讓狗狗熟練指令動作，因此無論是在協會工作的職員或是狗

狗們的身心都是非常健康且愉悅的。除了身障助導犬以外，訓練員

接著介紹聽導犬。與導盲犬大多是以拉不拉多犬來作為訓練對象相

比，聽導犬沒有特定的犬種指定，任何體型的犬種皆可透過訓練成

為聽導犬。聽導犬藉由肢體接觸可通知聽障者外界發出的任何聲音

，包括訪客的敲門聲、門鈴、警報器、廣播、車輛喇叭、鬧鐘、定

時器、傳真機、嬰兒哭聲等等。據統計，東北震災海嘯之時，聽障

者往生人數更多於其他身體障礙者，原因在於聽不到外界的警報聲

響，因而察覺不到危險。 

聽導犬除了可幫助聽障者認知到外界聲響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

狗狗在身旁陪伴與提醒，增添一股安心感，對於情緒穩定發揮很大

的作用。且因聽障者在外觀上並非容易讓人知曉此人有身體障礙，

有了聽導犬在身邊(一般會穿著聽導犬專用背心)，旁人更易注意到

聽障者的存在，以給予適當的關懷與協助。參訪過程藉由實際案例

和親身示範，讓人更深刻瞭解聽導犬的重要性。 

    協會向聽覺障礙者提供自家犬訓練為聽導犬的服務，也廣泛收

容流浪狗訓練成助導犬或聽導犬，同時達到「社會福祉」與「動物

保護」兩項目的。聽導犬協會會長有馬元女士與臺灣屏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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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犬訓練中心有技術指導交流往來，擔任解說示範的「汪醬」也

來自臺灣。經過這次的解說與示範，認識到日本聽導犬完備的體制

和訓練宗旨可供本市未來在相關領域上的參考仿效，並且進一步推

廣其理念和訓練方式，讓社會中有肢體障礙或聽覺障礙的朋友有更

充足的管道獲得必要的協助，以建立友善便利的生活環境。 

駒根市役所晚宴交流會： 

    為表示盛大歡迎之意，由駒根市役所主辦首日的晚宴交流會，

席開五桌，同樣由赤羽知道課長擔任主持。出席參加的有崛內秀副

市長、駒根市議會加治木今議長及眾議員、長野縣議會佐佐木祥二

議員、駒根商工會議所山浦速夫會頭、駒根觀光協會小原會長、中

央阿爾卑斯纜車江崎社長等人，還有去年來臺中參加聯合婚禮的兩

對夫妻也到場與會，象徵本市與該市以婚禮主題交流情誼的延續。

晚會由加治木議長代表舉杯開宴，席間，崛內秀副市長特別演奏日

本傳統樂器尺八笛，表演了春之海、北國之春等在地曲目，另外也

演奏了鄧麗君的名曲「我只在乎你」，邀請李副秘書長上台一同合唱

，展現友好情誼與歡樂氛圍。另外，駒根觀光協會也帶來子供太鼓

團的表演，甫於2月底在中臺灣元宵燈會表演完的太鼓團員們，隆隆

鼓聲表現蓬勃朝氣和震撼力，吸引在場所有人專注目光。李副秘書

長於致詞時謝謝駒根的熱情招待之外，也特別宣傳2018臺中世界花

卉博覽會，邀請駒根市組團來臺參訪，並且發放花博文宣和紀念品

以及臺中特色糕餅，拜訪駒根參加純白婚禮交流的同時，也積極進

行臺中城市行銷。晚會結束時，由駒根市所在的上伊那地域振興局

的堀田文雄局長代表，帶領大家以日本式的拍掌表示圓滿閉宴。 

 



8 

 

第二天 4月11日(星期三) 

純白婚禮： 

     清晨六時許，新人即開始進行和式禮服換裝和妝髮造型，有一

組新人因容易暈車，為避免和式禮服緊束造成身體不適，先以便裝

搭車上山。約莫八點，駒根觀光協會通知，因天候不佳，強風持續

不斷，登中央阿爾卑斯的纜車無法運行，婚禮儀式將改在鄰近的木

造小教堂舉行，工作人員也緊急開會調整行程，並安排阿爾卑斯長

號樂手和各組新人重新定位，臨場應變良好。 

    簡單的重新彩排之後，於10:00正式開始。兩對新人由新郎先行

單獨進場，接著由駒根杉本市長和李副秘書長偕同新娘，如同父親

牽女兒般悠緩而端莊地進場，再由新郎接手，像是交付托許終身。

新人都就定位後，由牧師宣布誓言，一一詢問新郎新娘回應承諾，

最後在每對新人富有愛意的定情之吻與眾人歡呼鼓掌之下，完成簡

約而不失隆重的婚禮儀式。 

    婚禮儀式後，新郎新娘雙雙對對再度重新進場，由駒根杉本市

長親持市徽印章蓋在雙方各持的特別住民證，證明在此舉辦婚禮儀

式的新人們為駒根市特別認定、頒發證書的「市民」，以示駒根對臺

之友好。典禮結束後，全員於小教堂前集合拍攝紀念大合照，並且

在熱鬧歡愉的氣氛下全體舉杯祝賀新人。 

    雖天氣欠佳，陰雨綿綿，駒根觀光協會與該市婚紗相關業者仍

帶領新人在水仙花田和光前寺拍攝紀念照。在滿開的水仙花田和盛

開的櫻花樹下，新娘手持日式紙傘，新郎呵護陪伴在一旁，濛濛煙

雨別具浪漫意境。當地新聞媒體對於本次臺中新人參加純白婚禮活

動也有進行採訪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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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命酒健康森林觀光工廠參訪： 

  當日結束上午的純白婚禮後，午餐享用駒根市著名的醬汁豬排

飯及蕎麥麵，緊接著下午至養命酒健康森林觀光工廠參訪。「健康森

林」的命名是因養命酒工廠整個佔地有百分之七十的面積保持原始

森林面貌，主要目的是養護來自中央阿爾卑斯山的清澈融雪水，以

維持製造養命酒水源的乾淨可口品質。從參觀入口兩側的窗戶眺望

，可看到整個工廠的配置，分成原酒庫、第一、第二生藥庫、第一

、第二調製庫、品質管理大樓、裝瓶裝箱包裝生產線大樓等共8座建

築物。貫穿整個廠區的道路清潔整齊，地面上看不到任何電桿和線

路，全面採行管線地下化。在看完約10分鐘的影片介紹後，我們在

解說員的帶領下實地到包裝生產線大樓內參觀。雖然當日正逢工廠

例行性生產線機具檢查日，但透過動畫影片觀賞和現地參觀，仍可

一窺究竟。養命酒裝瓶和裝箱的過程分成兩段程序，裝瓶過程中，

瓶身消毒、瓶蓋完整性檢視、填裝容量、標籤貼紙等，每一道手續

都經過嚴格把關，除了機器的精密設定之外，也透過每間隔15分鐘

替換一次的人工檢查來重複確認品質，尤其在填裝室內必須維持如

同醫院手術室程度的無菌狀態，以確保在填裝過程中不會因為接觸

外界空氣而影響製造好的養命酒品質。裝箱過程又進入下一個廠房

，高度自動化的裝箱過程，在裝箱前再次確認填充好酒液的瓶子完

整無缺，會先經過單瓶裝盒、並在每個瓶子附上量杯，最後每12瓶

裝成一個紙箱。日本全國販賣、包含海外銷售的養命酒，全部都出

自位於駒根市的養命酒健康森林觀光工廠，並無任何其他分工廠，

就是為了要維持養命酒一貫的高品質。 

  看完出廠前的填裝過程，解說員帶領我們前往探索區，這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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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觸覺、嗅覺、視覺等，體驗養命酒的製造流程。進入探索區

左側的整面牆介紹養命酒原料，全部共有14種，除了文字和圖片，

還有抽屜裝有藥材，可觸摸或聞氣味，體驗藥材本身的質地。右側

則是透過影像投射顯示巨型儲存槽內的浸泡釀造的過程，反覆通過

大型藥材包浸泡出來的藥酒，顏色逐漸飽和濃厚，一個巨型槽約可

填充35萬瓶的養命酒，浸泡過後的藥材包因濃度下降，不能重複使

用，因此會回收做為天然肥料或加工製成動物飼料，兼具環保避免

浪費。充分理解養命酒的製造過程後，最後來到試飲區，用味覺來

感受養命酒的甘甜溫醇，為整趟參觀旅程劃下完美句點。 

駒根觀光協會交流晚餐會： 

    晚間約莫6時，由駒根觀光協會舉辦交流晚餐會，在一間日式榻

榻米居酒屋，品嘗壽司、茶碗蒸、烤魚等日式傳統料理，駒根市也

特別招待當地特產新鮮草莓，鮮甜欲滴又大顆，讓人食指大動。席

間，雙方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下交談甚歡，新人夫妻分享對駒根的感

受與印象，再次感謝其熱情款待，彼此邀請對方、約定互訪，透過

暢談加深相互理解並建立友誼。 

 

第三天 4月12日(星期四) 

搭機返國： 

    本日上午 8時由駒根觀光協會派車自駒根市前往日本中部國際

機場，搭乘 12:15班機返抵桃園，同樣再經由包車接送返回臺中。 

伍、心得 

  本次駒根純白婚禮參訪團，延續往年臺日交流的宗旨，目的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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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繫雙方長期建立的友誼，期望透過每年的參與訪問，使彼此的交流

不間斷，累積加深交流能量，促進開拓更廣泛交流的可能性。從「婚

禮主題」出發，延伸至包套旅遊，帶動觀光、餐飲、住宿、婚紗攝影

等產業鏈，並且間接影響兩地民政與經濟，甚或藉由交流情誼的鞏固，

以牽線至相關交流對象，拓展成更全面性的城市交流，觸及範疇可說

是從「點」著眼、連成「線」、再擴充至「面」，經由長期建立的基礎，

讓本市與海外城市的交流獲得更有利的發展。今年適逢 2018臺中市

界花卉博覽會，除純白婚禮的參與行程外，本次參訪中也透過官式拜

訪及餐敘晚會等場合，分享並邀請駒根市相關人員來訪，再者，駒根

市已確定於花博參展、擺設攤位，雙方頻繁的互訪在在強化兩地交流

的連結性。 

陸、建議 

一、本次參加純白婚禮的新人曾參加去(106)年臺中聯合婚禮，因抽

選結果代表臺中擔任觀光大使赴日，並接受駒根市觀光大使委託，

後續若臺中有再辦理聯合婚禮情形，建議可藉由此點增加宣傳亮

點，再次邀請駒根新人、或擴及長野縣新人之招募活動，以促進

雙方婚禮主題交流、帶動旅遊互訪。 

二、駒根市役所訪問歡迎式及晚宴交流會，皆與駒根市役所官員、議

員，以及駒根市觀光協會相關人員相談甚歡。其中，有關宣傳 2018

花博事宜，日方表示極大興趣，刻正研擬訪臺行程與參團人數，

駒根觀光協會更表示，該市官方與協會各派代表，總計應可高達

80人於花博開幕期間來臺。為因應相關龐大來臺人數之接待，建

議應充足翻譯人力以及本市接待設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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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駒根市杉本幸治市長歡迎本市到訪 駒根市役所列隊歡迎陣仗 

  

駒根市役所舉行訪問歡迎式 

市長致詞 

駒根市役所舉行訪問歡迎式 

臺中致贈行銷推廣特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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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根市役所舉行訪問歡迎式 

紀念大合照 

臺中市新人接受駒根市頒發觀光大使委託狀

聯繫兩地觀光交流 

  

聽導犬訓練協會參訪 

身障助導犬撿拾遺落物示範 

聽導犬訓練協會參訪 

簡報解說 

  

聽導犬訓練協會參訪 

狗狗完成指令給予獎勵 

聽導犬訓練協會參訪 

實際體驗聽導犬示範-代替鬧鈴叫醒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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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根市役所晚宴交流會 

李副秘書長賢義致詞 

駒根市役所晚宴交流會 

駒根太鼓團表演 

  

駒根市役所晚宴交流會 

駒根市崛內秀副市長吹奏尺八笛、李副秘合唱 

駒根市役所晚宴交流會 

全體紀念合照 

  

新娘陳純香由駒根杉本市長陪伴入場 新娘張語菲由李副秘書長陪伴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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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宣唸誓言 杉本市長在特別住民證上蓋下市徽章 

  

授予駒根市特別住民證 教堂前合照 

  

長野縣本地新聞記者採訪臺中新人 舉杯致意祝賀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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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命酒觀光工廠入口處解說 

工廠前後被群山環繞、汲取山上的雪融水 
養命酒工廠原料釀造過程解說 

  

養命酒觀光工廠 

藥材體驗牆 

養命酒觀光工廠 

透過觸覺、嗅覺、視覺體驗藥材 

  

養命酒觀光工廠 

紀念合照 

駒根觀光協會交流晚餐會 

紀念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