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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政府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 

活動報告書 

 

壹、目的 

為拓展台灣外交情況，除運用民間的力量促進國民外交外，城市

外交是最具實質效益的外交形式，透過城市之間的交流，並藉由各類

適當的合作計畫及實質交流，例如利用文化、產業、體育、教育、觀

光、交通等交流管道，與國際間重要城市建立夥伴、友誼關係，或簽

署各項互惠交流合作計畫，促進雙方關係更進一步發展。本府亦採行

城市外交的方式，與多國城市間建立姐妹市及友好城市之關係，建立

我國與他國城市間的友誼，達成實質的外交成果，藉此提升基隆市各

面向動能，並本著平等務實及互惠的原則，為基隆市爭取國際能見度，

贏得國際友誼；此次再次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也是期待透過此次

的參訪，提昇雙方郵輪、觀光、體育、教育、文化等層面之交流，藉

由雙方文化及市政建設與經驗，分享彼此成功經驗，互相學習成長。 

 

貳、過程 

 

基隆市與高松市友好交流的契機 

 

高松市面向瀨戶內海，以島嶼眾多著稱，全年溫差小，氣候穩定

宜人。拜會行程之外安排參觀的女木島及男木島，前者有著桃太郎打

鬼之故事背景，又有「鬼之島」的稱呼；後者因島上有許多貓，是日

本著名的「貓島」。今年適逢瀨戶內海藝術祭，島上的裝置藝術和自

然海景相互映稱，將這兩個小島妝點的美不勝收。日本在推廣觀光方

面有獨特的見解和堅持，某些擇善固執的觀念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鏡。 

      106年 5月 1日兩市的交流協定締結儀式在玉藻公園內國家文化

遺產披雲閣舉行，場面隆重盛大，由基隆市林市長右昌與高松市市

長大西秀人代表雙方簽署友好城市，本次締約開啟了兩市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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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機。去(107)年 6 月 8 日則由林副市長再次率訪問團拜會高松

市，更顯示雙方友好城市的交流互動，具有實質意義。今年再次

由林市長右昌率本市訪問團，前往高松市進行友好城市的文化交

流。 

    

  108年基隆市與高松市友好交流的過程 

    

   (一)拜會市長與市議會 

 

  108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高松市政府危機管理大樓的

會議廳，開始了本次兩市交流的序幕。大西 秀人市長在致詞時表

示，「歡迎林右昌市長及台灣基隆市參訪團的成員蒞臨高松市。在此

謹代表 42萬的高松市民衷心歡迎大家。基隆市和高松市自 2017年 5

月締結交流協定以來，彼此透過互訪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誼。去年

1月，本人率領本市訪問團至基隆市參訪時，受到貴市林市長及其他

人的熱烈歡迎，非常感謝大家。 

    相信在兩個城市的交流之下，對於彼此提升城市品牌形象及區域

活化的層面來說，相當地重要。本市希望通過廣泛的領域的各種交流，

進一步加强兩市之間的友誼紐帶。 

    之後，大家將前往本市的女木島及男木島參觀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瀨戶內國際藝術祭是三年一度，在瀨戶內海 12個島及 2個港口舉辦

的現代祭典，今年正逢舉辦年。希望大家能在有「世界的寶石」之稱

的瀨戶內海的島嶼上，觀賞藝術作品，以及島上的生活文化，體驗當

地歷史。 

    聽聞你們今日訪問結束後，將會前往塩江溫泉住宿。從現代感的

海濱到自然樸實的溫泉街，請各位在有限的時間之內，感受本市的魅

力所在。 

  最後，最重要的是，祝福基隆市繁榮昌盛，我更要祝福林市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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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座的各位，所有人都健康及成功。」 

    接著本市林市長右昌致詞時表示，「敬愛的高松市大西 秀人市長

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基隆市自 2017年 5月 1日與高松市締結成為友好城市以來，互

動頻繁，在 2018年 1月份大西 秀人 市長更率團蒞臨基隆，顯示貴

我兩市在彼此友善的互訪中，未來不論是在旅遊、文化藝術、觀光、

產業、教育等各面向更能持續進行交流合作，實現兩市的共同發展與

繁榮，發揮加乘的效果。 

去年 6月 8日，本人因為公務繁忙，由本市林永發副市長率團參

訪貴市，留下了愉快的回憶。今年本人率領了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議

會以及本市姐妹市促進會等 30位成員共同組成的訪問團，很高興能

與大西市長會晤，並受到貴市熱情的接待，備感溫馨。相信在大西市

長的帶領下，高松市與基隆市之情誼必會更加深厚，直至恆久。 

本市信義國小預定於今年 10月拜訪貴市弦打小學校，建立起兩

市的教育交流。高松市為日本 2018年殘奧之羽球訓練中心，台灣殘

奧羽球代表隊曾於高松市接受訓練；2020年東京奧運即將舉行，期

盼台灣能與高松市再次進行體育方面的交流。 

    最後，謹代表基隆市祝福高松市市運昌隆，各位嘉賓心想事成，

闔家平安，謝謝大家。」 

    在雙方禮貌性致詞後，進行雙方交流座談，在有限的時間中，雙

方進行了許多市政及文化的意見交流。最後，雙方互換紀念品、伴手

禮並合影留念後，大西市長親切的帶領本參訪團至高松市的防災辦公

室進行參觀，後前往高松市議會的會議廳拜會高松市的議員，高松市

議會由十川 信孝副議長率領中村 順一(自由民主黨議員會會長)、佐

藤 好邦(自由民主黨議員會副會長)、岡下 勝彥(自由民主黨議員會

顧問)、吉峰 幸夫(市民 フオ—ラム21會長)及三笠 輝彥(同志會會長)

等 6名各黨團之議員代表接待本參訪團。在雙方簡單的介紹和致詞後，

雙方在有限的時間中進行友善的交流，並互贈紀念品及伴手禮，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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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訪市議會的行程畫下句點。結束了此次溫馨又盛大的交流，成功

達到城市外交的合作與拓展。 

 

 (二)參訪女木島及男木島 

 

    結束了上午拜會高松市政府及市議會之行程，接著在高松市同仁

的帶領下，乘船前往參觀了高松市著名的女木島及男木島，並在島上

餐廳用午餐。今年正逢三年一度的瀨戶內海藝術祭，島上各種裝置藝

術增添了藝術祭的內涵；女木島是桃太郎的故事中，桃太郎從岡山出

發，去打鬼的島，因此又有「鬼島」之稱。在船靠岸前，就能在港口

邊找到一座鬼的雕像，像是迎接著遊客的到來。從女木港下船後會遇

到的第一個景點即為「鬼島鬼之館」，這裡不僅是等待乘船的侯船室，

也是蒐藏著鬼怪相關傳說的歷史資料館，同時還設有食堂，販賣簡單

的烏龍麵等輕食料理，肚子餓的話可以在這裡吃點東西再出發。另外

女木島上另一亮點，即是在海岸一字排開的海鷗雕塑；瀨戶內海的藝

術，以與大自然及在地景物結合為特色，這個自 2013年瀨戶內海藝

術祭初登場即保留至今的藝術作品「海鷗的停車場」，位於女木港港

口附近，300隻左右的海鷗在防波提上一字排開，並隨著海風吹拂改

變方向，就像是真的海鷗一樣，與整個島的氣氛和海景融為一體。 

    接著參觀的男木島，是一個迷你而溫馨的小島，因為島上有許多

貓，又有貓島之稱，島上的道路窄小且多斜坡，適合徒步一邊與貓嬉

戲，一邊在島上探險。藝術作品之一的「男木島之魂」是位於港口附

近的觀光案內所，由西班牙藝術家 Jaume Plensa所設計，整體建築

位於水池中央，屋頂以不同語言的文字組成，太陽光灑下，會將文字

的影子倒映在池中，配合大面落地窗，組成一個半透明的空間，非常

美麗。只要天氣好光線佳，即能從外頭水池邊拍出白色雕花及山坡上

小房子的倒影，從建築物內部也能拍出文字映在地面上的有趣景象，

是 Instagram上熱門的打卡景點。另外，在男木島的另外一隅，海邊

https://zh.compathy.net/magazine/2018/08/29/okayama_sight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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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座彷如長腳般的山的雕像，是日本藝術家「山口啟介」的作品「行

走方舟」，作品概念源於舊約聖經的諾亞方舟，為了讓作品融合在環

境中，特地塗上跟藍天白雲相襯的白色與藍色，放置在海邊，象徵邁

開腳步渡海的姿勢，也為災害祈福。 

    本次登島參訪的行程，充分展現了高松市是座與海洋共生的城市，

也讓團員深深體會高松市的海洋文化底蘊。 

 

  (三)基隆市與高松市友好城市交流晚宴 

 

 

  在結束了女木島及男木島的參訪，高松市政府也熱情的安排迎接

本訪問團的歡迎晚宴，地點是選定於參訪團下榻飯店(JRホテルクレ

メント高松)3樓宴會廳，飯店鄰近高松港，與海港夜景相互映稱，

每個角度皆可看見屬於高松的獨特夜景。 

    高松市大西 秀人市長在晚宴的致詞中說道：「今天，非常高興

地歡迎大家，並為台灣基隆市的正式訪問舉行歡迎晚宴。在一次歡迎

林市長及各位基隆市的朋友蒞臨高松市。我們真誠地歡迎大家的光臨，

我們非常尊重和感謝我們為與本市的友好關係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距離 2020年舉辦的東京奧運及殘奧還有約 1年的時間，我很高

興在上個月和中華台北的殘奧委員會達成有關會前集訓的相關事宜。

在未來，我預計與台灣的交流不僅會擴大訓練營和體育交流，還會擴

展到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 

    作為一個開放的海洋城市，我們希望在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誼的同

時，繼續實現長期交往，實現共同發展。在這個晚宴上，讓我們一邊

聊天，一邊享受當地美食，加深彼此的友誼。 

  最後，這次訪問將是一次富有成果的訪問，我謹向你們所有人表

示誠摯的祝福。」 

  接著本市林市長右昌致詞回應：「很高興基隆市與高松市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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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緣份締結成為友好城市，期間透過頻繁的互動，讓貴我兩市有了

許多的共識與想法，並在彼此友善的互動過程中，彼此學習，彼此成

長。 

  本人今天率領了基隆市政府、基隆市議會以及本市姐妹市促進委

員會等 30位成員共同組成的訪問團，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能與高松

市的各位好朋友見面，未來不論是在旅遊、文化、觀光、產業、教育

等各面向更能持續進行交流合作，實現兩市的共同發展與繁榮，發揮

加乘的效果。 

聽聞高松市已與中華台北的殘奧委員會達成有關 2020東京奧運會

前集訓的相關事宜，本市信義國小也預定於 10月拜訪貴市的弦打小

學校，可以預期，基隆市和高松市未來的文化及體育交流將會越甚密

切。 

  最後，再次感謝大西 秀人市長及在座各位貼心的接待，更安排

了這麼盛大的歡迎晚宴，在此謹代表基隆市祝福高松市市運昌隆，與

會的各位嘉賓萬事如意，闔家平安，期待在基隆與大家相會，謝謝大

家。」 

高松市共襄盛舉的賓客眾多，我國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謝課長銘

鴻亦特別前來會場參加晚宴，兩市的貴賓及參加人員彼此分享城市交

流與經驗，在歡愉氣氛中大家也互相預約期盼在不久的將來，能再次

有緣於基隆相聚，再次把酒言歡，齊聚一堂。 

 

參、心得 

   匆匆 5天的參訪行程，時間雖然短暫，卻讓參訪團有滿滿的收穫， 

高松市與本市同樣有港口及運河，地理形狀相當類似，彷彿為天生的

友好城市。此次參訪，見識到日本的嚴謹與仔細，高松市市府同仁熱

烈歡迎，顯示高松市對友好城市的重視、並展現出團隊的精神與整齊。

接見儀式座位表安排詳細，各個環節的時間、流程，什麼時間、什麼

人、到哪個點，每個步驟都規劃詳盡，讓外賓看到城市的嚴謹，感受

到安心，更讓我們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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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訪除了拜會市長及市議會外，還特別參觀了高松市的防災

辦公室，高松市與基隆市一樣，皆是一個臨海城市，依海而生與海洋

文化無法分割，高松市政府在 311東日本大地震後，有鑑於海嘯的破

壞力，著手開始修建防災大樓，以面對日新月異的天然災害。高松市

對於天然災害的防範措施，可作為同為海港城市的基隆市良好的學習

範本。 

    本次參訪的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點，即是女木島及男木島。 

這兩座緊鄰高松市的小島，充分展現了高松市的海洋文化風情及藝術

文化的底蘊。在島上散落著許多結合自然景觀及歷史故事的裝置藝術，

將兩座小島變身為灑落於瀨戶內海中的明珠。在 7月的瀨戶內海中，

體驗與高松市市區截然不同的海洋風情和自然美景，為了留住這片美

麗景色，政府及民眾皆不遺餘力地保護島上環境，入島時皆會發送給

每一位登島遊客一個垃圾袋，讓遊客將本次所產生的垃圾帶回市區，

不將任何垃圾遺留在這兩座美麗的島嶼中，日本對於自然生態的保護，

也相當值得基隆市借鏡。 

     此外，本次參訪團成員分工各司其職，詳細記錄蒐集職場所需的

特色資訊，藉參訪增能。而參與本次政府官方拜會，體驗城市間高規

格禮賓流程，除了建立深厚的姐妹市以及友好城市情誼之外，未來期

許能提升基隆和日本其他城市的互動交流的機會，未來希望能透過這

樣有意義的互訪，開闊視野，增進相互交流機會，共創具有宏觀之市

政建設！ 

 

肆、建議 

 一、強化城市宣傳效果及提升友好城市情誼： 

         此次出訪日本香川縣高松市，與高松市政府與高松市議會

展開了良好的互動，也藉由這次機會，讓高松市了解基隆市山

水之美及各層面城市之美，有效進行城市行銷；也期望後續兩

城市間透過一次次的互動參訪，加深彼此的了解，提升兩市間

堅固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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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災害防救方面： 

         參訪高松市防災大樓及防災辦公室，高松市對於天然災害

相當重視，在面對日趨劇烈的天氣變化，同為海港城市的基隆

市，可參考高松市的作為，來防範無可避免的颱風及海嘯等各

種天然災害。 

 三、時間掌控方面： 

        本次參訪高松市的行程，除了感受到對方的熱情、友善外，

發現其實他們對時間的掌控非常嚴謹，更不會因為其他因素讓時

間無限延長，這方面值得參考與學習。 

 四、環境維護方面： 

         女木島及男木島上的裝置藝術及整體規劃，對於高松市的

觀光發展有顯著的影響。海洋文化結合三年一度的瀨戶內海藝

術祭，皆吸引大批遊客登島參觀，發展出屬於高松市的文化風

情。同樣有著豐富海洋文化的基隆市，可參考並學習高松市的

模式，以發展本市的觀光產業。另外，島上嚴格實施垃圾不落

地的政策，也值得基隆市的觀光景點學習，以達到永續發展之

效果。 

 五、加強市政、文化、觀光等各層面的交流： 

      基隆市和高松市的發展歷史與發展進程甚為雷同，兩個城

市均積極在推動文化產業及觀光事業，並期待透過轄內海港帶

動市政發展。有鑒於港灣與城市乃是相互依存關係，港與市的

建設必須要在整體發展的目標下共同規劃，藉由跨域合作讓港

灣、城市的發展共享共榮。因此透過兩城市間如此類似發展背

景，兩市之間的城市對談才能更緊密連結、經驗共享，相信日

後彼此在市政、文化、觀光及其它各領域間都能有更多互動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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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次能透過這樣有意義的互訪，開闊視野，增進本市與高松市友

好城市的友誼。不僅為臺灣也為基隆市建立並活絡更多寬廣且不同領

域的國際觀，可謂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城市外交及國民外交。 

 

 

 

 

 

 

訪問團成員： 

 

林右昌                  基隆市市長 

                     

王榆森                  基隆市政府民政處處長 

 

陳靜萍                  基隆市文化局局長 

 

汪彥奇                  基隆市文化局科長 

 

林雅婷                  基隆市政府民政處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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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政府 32會議室(拜會高松市大西秀人市長)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政府 32會議室(拜會高松市大西秀人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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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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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政府 32會議室(拜會高松市大西秀人市長)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政府 32會議室(拜會高松市大西秀人市長) 



 13 

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政府 32會議室(拜會高松市大西秀人市長)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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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議會(拜會高松市十川信孝副議長等 6位議員)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議會(拜會高松市十川信孝副議長等 6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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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議會(拜會高松市十川信孝副議長等 6位議員)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市議會(拜會高松市十川信孝副議長等 6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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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女木島(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女木島(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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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女木島(高松市接待本市參訪團參觀瀨戶內海藝術季)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女木島(高松市接待本市參訪團參觀瀨戶內海藝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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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 JR Hotel (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 JR Hotel (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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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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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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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高松 JR Hotel (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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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 108年參訪日本高松市友好城市活動 

活動照片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 JR Hotel (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時間：108年 7月 25日 

地點：高松 JR Hotel (高松市宴請本市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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