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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研究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愛知萬國博覽會的舉辦與推展過程代表著許多新時代意義：市民力量

與官方單位的折衝抗衡、循環型社會與永續發展理念的重視、地域發展與

自然保護的拉鋸等等。綜合各章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結論。 

第一、永續發展主張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盡量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衝

擊與損害（Environmental Impact），不破壞生態功能並且要維護可再生

資源。永續發展也主張公平分配，滿足全體人類的基本需求，達到「世代

間的公平」（滿足當代人民之需要，而不損及後代子孫滿足其需要的發展

機會）與「物種間的公平」（在不斷絕其他物種的生存機會與能力下、並

保持物種多樣性的前提下，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從各方面的情勢顯示，

循環型社會是目前社會發展演進必然的趨勢，如此一來不僅將帶動社會結

構、生活形態、哲學思維的移轉，也牽引環境技術開發與商業的未來走向。

因此，與其固守舊有觀念和作法，不如積極地深入瞭解並開始改變，才是

上策。未來，成長開發與自然共生乃是互相交融的。人們的思維上必須從

日常生活開始，將自己融入環境之中，成為其中的一份子，而非專制擅權

的入侵者。 

第二、從愛知萬博會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發現，從頭至尾市民力量以直

接或間接的方式表達其意見並影響最終決策的制訂。這背後隱含著，市民

有越來越多的管道將自己的想法上達天聽，或者藉由其他方式號召、凝

聚、動員社群的力量，令政府或決策單位不得不與之協調。在本研究過程

中發現，除了官方發佈的消息、各媒體與研究單位的報導和分析報告外，

網路社群亦是不可忽視的一股的監督力量。利用部落格、討論版等形式，

以生動、平易的文字說明與照片，即時提供各界最新消息。雖然刊載內容

可能有不夠客觀詳實的缺點，但卻足以作為即時資訊散播與凝聚社群的新

興力量，令政府或活動執行單位不得不關切。 

第三、舉辦博覽會有以下效益：成功的博覽會活動可提高主辦地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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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企業的知名度與形象。而活動吸引來的人潮可提升地方產業活力，如

觀光業、服務業與商業活動等，甚至誘發新創事業的產生。另外，為舉辦

活動所進行的基礎建設可提升原本的都市機能，促進地區發展與轉型。最

後，博覽會的主題意識、活動理念對該地區可產生最深刻的影響與滲透，

對於新觀念的導入無疑是另一種可嘗試的途徑。然而，博覽會的開辦不能

僅著眼於可能帶動的經濟效益，必須將社會文化與環境因素納入考量，才

能帶來真正成功的博覽會經驗。 

第四、本研究所指的「永續化經營」包含有形與無形兩個層面，並且

以活動的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作為探討對象。有形層面指的是在經營管理

與作業流程中融入永續理念，並以 3R 原則為指導方針，將理念落實在建

築、設備、產品等有形實體或執行工法之上。無形層面指的是永續理念的

擴散與滲透，進而對人們思想觀念上有所影響與改變。然而，永續化經營

因組織而有不同程度的調整。如同世界博覽會的兩極化發展一般，開發中

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各有不同的取向，前者重視地域發展，後者則以更高層

次理念的實踐為主。因此，不同發展階段的組織，在永續化經營上有不同

的限制與執行可能，故發展出不同程度的落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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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管理意涵管理意涵管理意涵管理意涵與研究探討與研究探討與研究探討與研究探討 

一、 愛知萬博會與實體社會的連結 

標榜「自然睿智」、提倡「環境共生」的愛知萬博會，透過各種方式讓人

們理解唯有兼容環境與發展的平衡，才能帶給人類最佳的生活水質，以及

永續的存在。然而，如前述所記，邁向循環型社會的路上需與各利害關係

團體進行無數次的協調與折衝；在與民間風土相抵觸時，也需思索兩全其

美的方式。簡言之，博覽會的理念與主題意識必須與實體社會有所連結，

否則依然無法實際產生影響與效用。 

以日本為例，日本將禮品「包裝」視為誠意與情感的傳遞媒介，包裝越精

美、越具有風格特色，越能展現送禮人的心意。如此，不可避免地造就了

許多因包裝產生的廢棄物。耗費了大量資源製成的包裝素材，其使用壽命

多半在禮品拆卸的那一瞬間即宣告結束，縱使該素材依然完好、依然新

穎，卻免不了遭受立即丟棄命運，畢竟鮮少有人會將包裝素材進行回收再

利用。根據日本環境省總和環境政策局編製的《環境統計集》（平成 18 年

版）顯示，從平成 10 年（1998）至平成 16 年，容器包裝皆佔家庭垃圾的

六成以上。於平成 17 年舉辦的愛知萬博會卻僅將家裡垃圾處裡的工作停

留在基礎的、倡導已久的垃圾九大分類層面。不經引人反思，辛苦力行垃

圾九大分類所帶來的效益能否抵擋節節攀升的包裝廢棄物。或許，將博覽

會成果延續，以各種後續活動從根本倡導「包裝的極簡風格」，逐漸影響

改變人們習慣，才是真正有效率且根治環境問題的永續化經營。 

表 7-1 容器包裝廢棄物佔家庭垃圾的比例（容積比％） 

年度 平成10年 11 年 12 年 13 年 14 年 15 年 16 年 

紙類 17.89 16.00 16.63 16.96 16.59 17.54 19.69 

塑膠 42.74 41.86 41.97 40.75 40.84 40.93 41.38 

玻璃 0.94 0.65 0.74 0.67 0.77 0.66 0.62 

金屬 3.50 2.69 2.39 2.56 2.84 2.17 1.82 

其他 0.01 0.03 0.03 0.06 0.03 0.02 0.06 

容
器
包
装 

小計 65.09 61.23 61.76 61.00 61.07 61.32 63.57 

非 紙類 20.27 22.02 22.31 23.74 22.99 22.45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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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膠 3.24 4.07 4.51 4.15 4.59 4.41 3.21 

玻璃 0.02 0.02 0.02 0.03 0.03 0.03 0.02 

金屬 0.75 1.16 0.88 1.04 1.18 1.11 0.47 

其他 10.61 11.50 10.52 10.04 10.14 10.68 11.46 

小計 34.91 38.77 38.24 39.00 38.93 38.68 36.43 

合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資料來源：《環境統計集》平成 18年版，第三章（表 3.30） 

二、 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於博覽會的經營定位與哲學思想 

回顧世界博覽會史，隨著時序的推進、人類文明的發展，博覽會的經營定

位與哲學思想漸漸有了轉變。而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經營思維上也有

所不同，可以從「博覽會主題」、「博覽會資金來源」、「博覽會製作人/領

導人（leader）」等面向探討。 

在博覽會主題方面，根據福井昌平先生表示：將來，博覽會的策展思維將

有兩大趨勢。開發中國家，如中國、印度等會朝大型博覽會的規模邁進（佔

地極廣），在主題與意象（image）的選擇上，也著重於傳統經濟成長概念；

而已開發國家會以較高精神層次的訴求，如地球未來、環境永續等作為主

題展開。以愛知萬博會之後的兩個博覽會為例，2008 西班牙將舉辦以「水」

為主題的博覽會；2010 上海將舉辦以「都市」為主題的博覽會。初淺地來

看，2008 的西班牙博覽會對於「地球」這個主體來說，可能造成更大的刺

激與發展機會，而 2010 的博覽會則將帶動區域性的發展。 

在博覽會資金來源方面，開發中國家的資金來源大部分來自國家，而已開

發國家的政府出資最多只會有三分之一。因此，在策展上的經營定位與思

維將有所不同。國家出資，可提供較充足且穩定的資金來源，故有較大型

的博覽會規模。另外，以國家的觀點來看，將希冀藉由博覽會展現國力與

科技發展成果，藉博覽會作為國力宣揚的舞台，並帶動經濟快速起飛。以

2010 的中國上海博覽會為例，預計佔地 400m
2
，預計參訪人數可達 7000 萬

人次以上，屬於大型博覽會。而已開發國家由於資金較不充裕，因此必須

以較高層次且獨特的訴求作為主題吸引人潮，在規模上也以小型博覽會為

主。以愛知萬博會來說，佔地約 60m
2
，參訪人次約 2200 萬人次，屬於小

型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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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是博覽會製作人 /領導人背景的不同。已開發國家，如歐洲各國，多

半以藝術家、文學家作為博覽會策劃的 leader。而開發中國家多半以建築

師、工程師引導博覽會發展。是以，前者為「藝術力」、「文化力」的展現，

後者為「生產力」與「技術力」的發揮。表現在會場建設上，已開發國家

善用自然地形、以融合在地景觀作為建設方針；而開發中國家基本上將博

覽會的設定與都市開發相互結合，因此可以看到大型基礎設施的建造、雄

偉建築的落成。愛知萬博會雖然在會場建設中有許多善用自然地形的實

例，如全球環道克服 40 米的最大高低差，順利連結各國展館。然而，我

們依然看的見大型開發案的影子，如中部機場與環狀線等。 

三、 從愛知萬博會到大型文化活動 

在全球分工的態勢之下，大陸的崛起使得原本具有生產製造優勢的國家地

區都面臨極大的挑戰，不得不思考產業轉型與新的價值創造模式。從過去

單獨販售實體物品的作法，提升為結合消費經驗、體驗感受與商品的提

供。而文化活動即是實現該想法的具體作法之一。文化活動提供一個休閒

娛樂的場域，讓消費者暫時脫離日常生活的時空限制，於此盡情享受文化

底蘊的無限魅力。本研究個案之愛知萬博會即屬於一場大型文化活動。是

故，本研究嘗試將愛知萬博會與台灣的文化活動進行對照檢討，以初淺了

解文化活動在永續化經營上的管理意涵。 

1994 文建會陸續推動「全國藝文季」、「縣市小型國際藝術節」等活動；農

委會也有「一縣市一特色、一鄉鎮一特產」的推廣；觀光局更在 2001 提

出「每月一節慶」，及隨後的「五大旗艦計畫」。眾多政策顯示政府落實「文

化下鄉」、「社區總體營造」與「觀光客倍增」等目標的決心。然而，從年

初的跨年活動到元宵燈會，到第二屆世界糖果文化節，雖然台灣各角落沸

沸騰騰地舉辦著各類新興節慶文化活動，但從執行層面來看，文化的形象

卻是大大地扭曲變形。不僅活動沒有與在地文化和產業結合，節慶內容更

變成活動背景，熱鬧速成的小吃卻成了活動主角，使得各地節慶失去了差

異性與競爭力。簡言之，台灣這幾年來舉辦的大大小小節慶文化活動，可

謂是相同模式的一再複製。反觀舉辦節慶文化活動較為成功的日本，善用

在地文化資產與特色，藉由各式各樣的「祭典活動」（祭り），吸引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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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客前往，創造另一種文化經濟體的產生。 

從愛知博覽會的開辦過程，可以初步的理解：一、文化活動必須有一個完

整的主題論述，作為活動展開與號召群眾參與的核心。二、文化活動必須

源自於地方與地方緊密結合，才能具有獨特性、難以模仿。三、文化活動

不能淪為拼人數、拼規模的比賽。四、文化活動必須帶動地方產業的振興。

五、文化活動必須具有延續性，才能持續產生影響，整合參與者的回饋與

開辦經驗讓文化活動更為豐富與完備。總的來說，文化活動要有在地化的

經營以及國際化的視野，才能帶來成功為地方帶來效益。 

四、 永續化經營的適用性 

本研究中提出的「永續化經營」包含兩大層面，一是在經營管理與作業流

程中融入永續理念，並以 3R 原則為指導方針；二是永續理念的擴散與滲

透，進而對人們思想觀念上有所影響與改變。研究個案之愛知萬博會以倡

導「環境共生」的「自然的睿知」為活動主題，為探討永續化經營作法的

適用性，本研究嘗試探討著眼於不同活動主題的文化活動，在落實永續化

經營上的可能。以「科技」和「創新」之活動主題為例討論之。 

（一） 科技類文化活動 

表 7-2 科技類文化活動於永續化經營之適用性討論 

適用性探討適用性探討適用性探討適用性探討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科技類文化活動科技類文化活動科技類文化活動科技類文化活動    

市民力量展現的影響 由於科技知識並非為一般常民所熟悉，因此科技

類文化活動的參與門檻較高。但市民力量的展現

仍將影響活動的推展，本研究推測初期涉入的市

民團體為學研單位與熱心的有識之士。 

主題意識對參觀受眾

的影響 

需要經由實際的問卷調查才能有精確推論。但可

知的是，科技理解難易度、展示方式與參與受眾

的背景興趣將有所影響。 

永續理念於會後撤除

整備活動的展現 

預期與環境類文化活動可有相類似的執行手法。

甚至，環境科技於撤除整備工程上的展現將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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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且詳盡。 

主題意識的擴散與延

續 

預期與環境類文化活動可有相類似的執行手法。

然而在主題意識的詮釋與宣傳推廣上，可能需要

更注意教育功能的配套措施，以深入簡出的方

式，讓社會大眾正確地理解，同時應考慮不同年

齡層的吸收學習方式與媒介。 

永續理念於會後資源

處理應用的展現 

預期與環境類文化活動可有相類似的執行手法。

然，會後可利用資源與環境類文化活動的將有不

同，也更需要考慮到科技用品移轉至社會大眾的

可能性與安全性。 

資料來源：本研究 

（二） 創新類文化活動 

表 7-3 創新類文化活動於永續化經營之適用性討論 

適用性探討適用性探討適用性探討適用性探討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創新創新創新創新類文化活動類文化活動類文化活動類文化活動    

市民力量展現的影響 市民參與創新類文化活動的方式與參與的市民背

景可能較為多元。由於主題的屬性較為開放，因

此在活動執行過程中可能遭遇較多折衝協商的考

驗。 

主題意識對參觀受眾

的影響 

需要經由實際的問卷調查才能有精確推論。但可

知的是，主題意識的延續與深植人心必須透過後

續活動的長期刺激。 

永續理念於會後撤除

整備活動的展現 

預期與環境類文化活動可有相類似的執行手法。

甚至，創新精神將使得撤除整備工程上有更新奇

有趣的點子。 

主題意識的擴散與延

續 

預期與環境類文化活動可有相類似的執行手法。

創新精神的培養與擴散同樣需要長期的後續活動

支持，且教育方式上更不受限，活動推展上需喚

起更深層的精神面。 

永續理念於會後資源 預期與環境類文化活動可有相類似的執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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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應用的展現 然，會後可利用資源與環境類文化活動的將有不

同，也可能成為各種創新成果的實驗契機。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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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後續研究建議 

一、 建議 

（一） 對文化活動主辦單位 

文化活動的舉辦首先要有一個完整的理念論述來號召眾人之力，其次要有

適切的組織運作來實踐落實。然而，文化是看不著摸不著的無形資產，舉

辦文化活動的人常面臨一種窘境，不知道自己的文化為何，不知道自己的

文化特色在哪。本研究建議，文化如同空氣，唯有不能自在呼吸的時候才

能感受它的存在。因此，在地人可以暫時離開當地，前往異國度尋幽訪勝，

過程中對故鄉的最思念與最難忘即是文化精神之所在了。最後，文化活動

是一個與地方智慧激盪下的成果展現，來自地方也需歸於地方。藉由文化

活動號召遊子回鄉，將文化傳承，才是文化活動對地方的最大回饋。 

（二） 對全體地球村民 

永續發展與循環型社會的概念早已提出多年，卻窒礙難行。原因之一是人

們以過於短視的眼光看待環境危機，對於科技又抱持過高的信心。然而種

種自然反撲的訊息，土石流、氣候異常、不明疾病等卻頻頻傳來，在在警

醒著人們必須改變與自然共處的態度並且付出實際行動了。環境問題乃是

全球得共同解決的問題，單一國家或族群的努力僅能有限度地減緩環境侵

擾與破壞。一切就從走出冷氣房，享受夏日山林的涼風開始，重新喚起內

心對自然的渴望與依賴，為我們所居住的環境開始改變生活習慣與思維。 

二、 後續研究建議 

（一） 本研究因研究進行的時間與資源有限，僅以單一萬國博覽會經驗

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後續研究者可持續追蹤 2008 年 Zaragoza 世界

博覽會與 2010 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分析探討 21 世紀的新型博覽

會於永續化經營的經營思維與執行方法。 

（二） 本研究針對日本愛知萬國博覽會的會後追蹤僅止於2006年6月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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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永續化經營的成果與效益乃需要長期的資料收集、分析與解讀。

對於會後的基本理念繼承發展事業、愛．地球博紀念公園、記憶的

公園與會後成立的委員會都值得進行後續研究。 

（三） 研究過程中，本研究發現博覽會吉祥物—森林爺爺與小子對於博

覽會主題意識的傳承與擴散扮演了重要且特殊的角色。相對於一般

虛擬偶像（例如 Hello Kitty），森林爺爺與小子多了更豐富的形象

與社會責任。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森林爺爺與小子對於永續理念的宣

傳推廣情形進行分析與討論，或許藉由偶像的形象代言比政府或環

保團體的大力宣導更有實質的效益。 

（四） 本研究以國外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後續研究者可以國內代表性的

大型文化活動之後續環境整備復原工作推展情形進行研究，藉此作

為國內大型文化活動規劃設計上的參考借鏡，以提供國內產官學界

更完善且全面性的建言。 

（五） 研究過程中發現，愛知萬博會的「市民參與」之動態演變歷程相

當值得後續研究的展開。舉凡過程中市民力量如何被動員、組織？

愛知縣內原本的市民團體對此博覽會的協助如何產生效力，以及如

何與之連結？當初反對愛知萬博會開辦的市民團體，在博覽會落幕

後的活動狀況與影響力為何？市民團體的組成比例與背景為何？這

些，都是值得以一篇論文的規模進行完整論述與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