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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方政府 日本地方政府 合作型態 締結年月日

1 台北市 神奈川縣橫濱市 友好夥伴城市 2006年5月22日

2 台北市 静岡縣濱松市 觀光交流都市 2013年7月31日

3 台北市 島根縣松江市 交流促進備忘錄 2014年7月25日

4 台北市 愛媛縣松山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4年10月13日

5 台北市 愛媛縣 友好交流協定 2016年5月18日

6 台北市 和歌山縣和歌山市 交流促進備忘錄 2017年5月20日

7 台北市文山區 大阪府松原市 友好交流備忘錄 2014年9月11日

8 台北市士林區 山口縣萩市 友好交流合作備忘錄 2016年10月3日

9 台北市士林區 富山縣射水市 友好合作協定 2019年7月9日

10 新北市 三重縣 觀光交流合作協定 2013年10月21日

11 新北市石門區 福井縣美浜町 姊妹市 1988年8月10日

12 新北市瑞芳區 香川縣琴平町 友好交流協定 2018年5月31日

13 基隆市 沖繩縣宮古島市 姊妹市 2007年6月28日

14 基隆市 廣島縣吳市 姊妹市 2017年4月28日

15 基隆市 香川縣高松市 姊妹市 2017年5月1日

16 基隆市 熊本縣八代市 友好城市 2018年4月19日

17 宜蘭縣 山形縣 友好城市合作備忘錄 2016年8月24日

18 宜蘭縣蘇澳鎮 沖縄縣石垣市 姊妹市 1995年9月26日

19 宜蘭縣羅東鎮 宮崎縣西都市 姊妹都市盟約 2018年7月30日

20 桃園市 石川縣加賀市 友好城市 2016年5月19日

21 桃園市 香川縣 友好城市 2016年7月18日

22 桃園市 千葉縣 友好城市 2016年8月9日

23 桃園市 千葉縣成田市 友好城市 2016年9月16日

24 桃園市 宮崎縣 友好交流協定 2017年10月5日

25 新竹縣 青森縣青森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4年10月17日

26 新竹縣 宮崎縣 友好都市交流協定 2017年2月21日

27 新竹市 岡山縣岡山市 姊妹市 2003年4月21日

28 新竹縣竹北市 石川縣内灘市 友好交流協議 2017年9月11日

29 苗栗縣苗栗市 靜岡縣清水町 姊妹市 2003年12月15日

30 苗栗縣頭份市 千葉縣富里市 友好都市協定 2017年4月17日

31 苗栗縣卓蘭鎮 群馬縣上野村 姊妹市 1989年10月28日

32 台中市 群馬縣 友好交流協定 2012年12月18日

33 台中市 大分縣 友好交流備忘錄 2016年9月8日

34 台中市 青森縣 友好交流協定 2016年12月14日

35 台中市 青森縣平川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6年12月14日

36 台中市 三重縣 促進國際交流備忘錄 2017年2月10日

37 台中市 愛媛縣 友好交流備忘錄 2017年6月1日

38 台中市 廣島縣尾道市 友好城市 2017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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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台中市 鳥取縣 觀光友好交流合作協定 2017年10月23日

40 台中市 大分縣中津市 觀光友好交流協定 2017年2月9日

41 台中市 山形縣 友好城市 2018年5月29日

42 台中市 鳥取縣 友好交流協定 2018年11月2日

43 台中市 愛知縣名古屋市 觀光友好城市備忘錄 2018年11月2日

44 台中市 長野縣・駒根市 國際交流促進備忘錄 2018年11月4日

45 台中市 愛知縣名古屋市 觀光友好城市交流協定 2019年10月25日

46 台中市石岡區 鳥取縣三朝町 姊妹市 2007年3月6日

47 台中市大肚區 鳥取縣北榮町 友好交流協定 2010年7月27日

48 彰化縣 北海道旭川市 國際交流協定書 2008年9月3日

49 彰化縣 群馬縣 友好協力協定 2012年12月17日

50 彰化縣彰化市 石川縣小松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7年10月10日

51 彰化縣埔鹽鄉 德島縣牟岐町 姊妹鄉町 1983年7月22日

52 彰化縣二水鄉 北海道津別町 友好城市 2012年10月8日

53 彰化縣鹿港鎮 長野縣松川村 友誼城市 2013年6月12日

54 彰化縣社頭鄉 群馬縣涉川市 友好合作協定 2014年11月7日

55 彰化縣員林鄉 群馬縣涉川市 友好合作協定 2015年4月16日

56 彰化縣永靖鄉 群馬縣片品村 友好協定 2016年4月21日

57 南投縣南投市 宮城縣栗原市 姊妹都市 2020年11月23日

58 南投縣鹿谷鄉 福島縣玉川村 姊妹鄉 1988年5月3日

59 南投縣埔里鎮 鹿兒島縣出水市 姊妹城市 2017年5月31日

60 雲林縣 群馬縣桐生市 友好合作關係備忘錄 2015年10月22日

61 雲林縣虎尾鎮 青森縣大間町 姊妹市 1979年10月10日

62 嘉義縣新港郷 岐阜縣飛驒市 友好城市合作協議 2017年10月13日

63 嘉義市 廣島縣尾道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6年12月22日

64 台南市 宮城縣仙台市 友誼市 2006年1月20日

65 台南市 栃木縣日光市 友誼市 2009年1月16日

66 台南市 群馬縣水上町 友誼市 2013年12月13日

67 台南市 滋賀縣 友誼市 2013年12月19日

68 台南市 石川縣加賀市 友誼市 2014年7月7日

69 台南市 静岡縣富士宮市 友誼市 2017年6月24日

70 台南市 青森縣・弘前市 友誼市 2017年12月4日

71 台南市 山形縣山形市 友誼市 2017年12月6日

72 台南市善化區 鹿兒島縣阿久根市 友好交流協定書 2018年4月27日

73 台南市白河區 福井縣南越前町 友好協定 2018年5月26日

74 高雄市 東京都八王子市 友好城市 2006年11月1日

75 高雄市 長野縣 觀光暨教育交流合作備忘錄 2012年11月1日

76 高雄市 群馬縣 友好交流協定 2013年3月4日

77 高雄市 石川縣加賀市 觀光交流協議 2014年7月8日

78 高雄市 長野縣松本市 健康、福祉與教育等領域交流備忘錄 2015年7月14日

79 高雄市 三重縣 城市合作備忘錄 2016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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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高雄市 山形縣 友好合作備忘錄 2016年5月18日

81 高雄市 秋田縣 國際交流合作備忘錄 2016年8月25日

82 高雄市 熊本縣・熊本市 共同友好城市 2017年1月11日

83 高雄市 栃木縣 經濟及教育友好合作備忘錄 2017年2月17日

84 高雄市 山梨縣 觀光交流協定 2018年3月2日

85 高雄市美濃區 岐阜県美濃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2年11月29日

86 高雄市鼓山區 石川縣加賀市 友好交流 2014年7月8日

87 高雄市大樹區 北海道大樹町 友好交流協定 2015年9月1日

88 高雄市田寮區 大分縣竹田市 觀光文化友好交流都市備忘錄 2017年1月13日

89 高雄市鼓山區 富山縣冰見市 友好交流都市協定 2020年12月5日

90 屏東縣萬巒郷 秋田縣上小阿仁村 姊妹鄉 1991年10月3日

91 花蓮縣花蓮市 沖繩縣與那國町 姊妹市 1982年10月8日

92 花蓮縣花蓮市 宮崎縣高千穗町 姊妹市盟約 2019年10月8日

93 花蓮縣花蓮市 岩手縣盛岡市 友好城市盟約 2019年11月24日

94 花蓮縣瑞穂郷 秋田縣美郷町 姊妹鄉鎮 2001年7月9日

95 花蓮縣吉安郷 德島縣德島市 友好交流協定 2019年1月17日

96 台東縣 三重縣伊賀市・志摩市 合作交流備忘錄 2016年1月21日

97 澎湖縣 靜岡縣西伊豆町 友好交流意向書 2015年11月1日

【注意事項】　本資料以本協會藉由一般財團法人自治體國際化協會官網的「各自治體的姊妹都市合作對象」
及自治體官網等完成確認的範圍進行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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