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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針對「世界博覽會」，整理其意涵、緣起、功

能、歷屆主題意識的演變以及其機會與挑戰等文獻資料。第二節則以「永

續發展」為主，回顧循環型社會、循環經濟、3R 原則與日本相關法令政策

等相關文獻。接著，第三節為「市民參與」之相關文獻。最後，在第四節

就「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文獻進行探討，以作為後續建立研究架構的基

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世界博覽會世界博覽會世界博覽會世界博覽會 

一、 世界博覽會的意涵與源起 

  博覽會在西方語彙中有「exhibition」、「exposition」和「fair」三

個字。英國慣用「exhibition」，從大英百科全書上的解釋來看，博覽會

是收集各類物品以公開展示的活動。其舉辦的目的與意義在於提高公眾興

趣、促進生產，並展現工業技術的進步與發達，同時集聚各國於此一特定

場所以達到觀摩學習、交流宣傳之效。法國則慣用「exposition」一字，

來泛指一切物品的展示（呂紹理，2005）。「fair」除了意指傳統市集活動

外，大型工商展示活動也多用此字，為美國所慣用。據大美百科全書所記，

博覽會源自傳統商品市場，但未必作為交易的場所，而僅做為提供展示國

家產業技術與科技之地，目的在於展現國家經濟實力。而世界博覽會（或

稱萬國博覽會）與一般博覽會最顯而易見的差異在於它是由國家所策劃或

支持的展示活動（呂紹理，2005）。且不同於一般貿易招商展覽會，它是

各國全方位展示本國社會經濟、文化成就的最好機會，同時因為可帶來可

觀的觀光人潮，商機無限，因此各經濟大國無不爭相承辦。 

  博覽會演化自傳統市集（market），在博覽會裡可看到部分傳統市集

的特色—如商品交換、資訊交流與休閒娛樂等獲得保留與轉化。總合來

說，世博會具有「新科技展示」、「公共利益」、「商業」、「節慶」等多元特

色。另外，世博會舉辦地點以各國城市為主。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

人類所發明的城市本身也是一個動態博覽會會場。所以，世博會除了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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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展現一國的風采之外，也是肯定城市魅力的另類方法（引自台中學研究

中心網站）。就如 1851 年 5 月 1 日開辦於英國倫敦海德公園的第一屆世界

博覽會，五個月的會期內吸引了 6,039,195 人次造訪，著名的水晶宮更讓

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捨不得移開目光。對英國而言，不僅大大展現了其高

超的工藝技術與科技，倫敦市的魅力與國際地位也在本次博覽會得到肯

定，世人也醉心相信自己正處於維多利亞盛世時代。 

  整合上述，廣義來說世界博覽會乃是匯集各地最新奇事物於一特定場

地，進行公開展示，並由國家策劃或支持的大型文化活動。其特色在於透

過展示達到資訊的快速傳播與公眾教育的功能，並藉由歡樂氣氛的營造以

證明新科技、新事物的安全性與可實現性，進而促進商業化與交易產生。 

二、 世界博覽會的功能 

  研究顯示，世界博覽會是技術、概念擴散最適合的人為場域之一。檢

視博覽會的功能，發現其具有「主題性」、「立即性」、「共同性」、「娛樂性」

和「擴散性」（羅育如，2005）的特徵。簡言之，博覽會的策劃經營環繞

於一個既定的主題概念，所有的展示內容與此環環相扣。又，該主題設定

會自然而然地篩選限定了聚集於此活動的社群，因此，博覽會具有一定程

度的共同性。立即性則表現在策展單位與參訪者間的訊息傳遞和知覺感

受。此外，博覽會透過將新科技實際運用於博覽會內的建築展館、交通工

具或器物上，以達到娛樂（fun）或壯觀（spectacle）展示的目的。另一

方面，在新技術的展示手法上力求化繁為簡，以達到成功建立新技術是「安

全」、「可親」、「可商業化」的印象。把博覽會想成是一個體驗未來生活的

主題樂園也不為過。由此可知，每次博覽會無不盡力營造歡娛的氣氛，讓

參訪者在放鬆、悠閒的氛圍中體驗新技術與未來生活。如此，不僅提高新

技術與新觀念的被接受程度，更可加速其擴散的效果。 

  若從世博會做為都市大型活動的觀點來看，French & Disher 在 1997

年提出，這些大型活動是促進地方經濟成長與都市發展的有利工具，並具

有至少以下四種效益(引自台中學研究中心網站)： 

（一） 由於舉辦活動所建之相關設施可遺留給該城市，繼續發揮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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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活動所需而推動的新建工程及活動舉辦期間所吸引之人潮所帶

來的經濟效益。 

（三） 活動本身提供能見度極高的行銷機會，有利於該城市招商與觀光

促銷。 

（四） 促進該城市的再發展。 

然而，以上論述乃是建立在「開發即是成長」的觀點之上。在面臨環

境過度開發危機的二十一世紀，這樣的觀點已面臨考驗。實有必要從世博

會的主題意識出發，重新檢視世博會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這也是促成本

研究進行的原因之一。 

三、 歷屆世界博覽會主題意識之演變 

  歷屆世博會乃根據一特定主題，進行展示內容與策展規劃設計的核心

發想源頭。根據國際展覽局(BIE，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公約的規定：「博覽會不論主題為何，主要意義是提供一個對公共大眾有

教育價值的展覽場所，其內容可包含人類之生活或歷史中人類致力於各項

領域的成果，或呈獻人類未來展望等方面的題材（引自台中學研究中心網

站）。」簡言之，世博會主題多半是當時世界各國最關心的焦點議題，而

參展各國則依據所設定之主題提出最新、最進步的解決方案或可能提案。

因此，世博會的主題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現在狀態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想像期

許。本研究回顧整理歷屆世博會主題，希冀從主題設定的演變，觀察到各

時期人們意識型態與社會需求的轉變，以及當時世博會所欲傳達和宣揚的

理念。詳見表 2-1： 

表 2-1 歷屆世界博覽會主題 

年年年年代代代代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國國國國    舉辦舉辦舉辦舉辦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博覽會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1900 法國 巴黎 新世紀發展(Evaluation of a century) 

1904 美國 St. Louis, MO 

紀念路易斯安娜 100 周年(Celebration of 

the Centennial of the purchase of 

Louisiana on April 30th of 1803) 

1915 美國 舊金山 慶祝巴拿馬運河通航和舊金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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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uguration of the Panama Canal and 

celeb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an 

Francisco) 

1933 美國 芝加哥 世紀的發展(A Century of Process) 

1935 比利時 布魯塞爾 
通過競爭獲取和平(Peace through 

Competitions) 

1936 瑞典 斯德哥爾摩 航空(Aviation) 

1937 法國 巴黎 
現代生活的藝術和技術(Arts and 

Technologies in Modern Society) 

1939 美國 紐約 
建設明日世界(Building the world of 

tomorrow) 

1947 法國 巴黎 都市主義(Paris 1947 Urbanism) 

1949 法國 里昂 鄉村居住(Rural Habitation) 

1949 海地 王子港 
王子港建立兩百周年(Bicentennial of the 

foundation of Port-au-Prince) 

1949 瑞典 斯德哥爾摩 世界體育(The sports in the world) 

1951 法國 里爾 紡織(Textile) 

1953 以色列 耶路撒冷 征服沙漠(The conquest of the desert) 

1953 義大利 羅馬 農業(Agriculture) 

1954 義大利 那不勒斯 航海(Navigation) 

1955 義大利 都靈 體育(Sport) 

1955 芬蘭 赫爾辛基 工藝美術(Arts et Metiers) 

1956 以色列 Beit-Dagon 柑橘栽培(Citriculture) 

1957 德國 柏林 
重建漢沙區(Reconstruction of Hansa 

Area) 

1958 比利時 布魯塞爾 

世界人口文化; 科學、文明和人性

(Evaluation of the World for a more human 

world; Science, Civilization and Human 

Nature) 

1961 義大利 都靈 
慶祝義大利建城一百週年(Centenary 

Celebration of the Unification of Italy) 

1962 美國 西雅圖 太空時代的人類(Man in the Space Age) 

1964 美國 紐約 
通過理解走向和平(Peace through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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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德國 慕尼黑 運輸(Transports) 

1967 加拿大 蒙特利爾 人類與世界(Man and His World Land) 

1968 美國 聖安東尼奧 
美洲社會文化融合(The confluence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Americas) 

1970 日本 大阪 
人類的進步與和諧(Progress and Harmony 

for Mankind) 

1971 
匈牙

利 
布達佩斯 

人類狩獵的演化與藝術(Influence of hunting 

in man and arts) 

1974 美國 斯波坎 
明天會更好(Celebrating Tomorrow’s 

Fresh Environment) 

1975 日本 沖繩 
海洋-充滿希望的未來 (The Sea We Would 

Like to See) 

1981 
保加利

亞 
普羅夫迪夫 

生活中的狩獵, 釣魚, 和人類(Hunting, 

fishing and man in your Society) 

1982 美國 諾克斯維爾 
能源-世界的原動力(Energy Turns the 

World) 

1984 美國 新奧爾良 

河流的世界-潔淨之水乃生命之源(The 

World of Rivers: Fresh Water as a Source of 

Lif e) 

1985 日本 筑波 

居住與環境--人類居住科技(Dwellings and 

Surroundi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Man at Home) 

1985 
保加

利亞  
普羅夫迪夫 

Achievement of the Young Inventors(青

年發明家的發明) 

1986 加拿大 溫哥華 
交通與運輸(World in Motion: World in 

Touch) 

1988 澳洲 布里斯班 
科技時代的休閒生活(Leisure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1991 
保加利

亞  
普羅夫迪夫 

和平世界的青年運動(Youth activity for a 

peaceful World) 

1992 西班牙 塞維利亞 發現的時代(Age of Discovery) 

1992 義大利 熱內亞 
哥倫布-船舶與海洋(Columbus - Ship and 

Sea) 

1993 韓國 大田 新的起飛之路(A New Path Forward) 



 

 10

1998 葡萄牙 里斯本 
海洋--未來的財富(Oceans - A Heritage for 

the Future) 

2000 德國 漢諾威 
人類-自然-科技-發展(Man, Natur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2005 日本 名古屋 自然的睿智(Nature Wisdom) 

2010 中國 上海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 BIE 官方網站 

從上表可以發現，世博會的主題意識粗略可分為四個階段：從早期強調展

現國力、技術力的「宣揚國威」；到科技至上，著重成長開發的「人定勝

天」；到追求世界各民族和諧生活的「和平共存」；以及倡導尊重自然環境

與推動資源循環型社會的「自然共存」。 

四、 世界博覽會的機會與挑戰 

  自 1851 年第一次世界博覽會至今，世界上共舉辦了 62 個世界博覽

會，平均每 4 年舉辦一屆。從機會面來看，世博會可展示全世界在政治、

經濟、科技和文化發展的成就，也可探索解決人類面臨之重要問題的方

法，也能促進各參展國家間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交流與合作，甚至

加速舉辦國家與城市的社經發展。 

  而舉辦世博會的挑戰在於，每一場博覽會都需有極龐大的人力、物

力、財力投入。因此，舉辦國大多是經濟發達的國家。截自二次大戰結束

前，亞洲國家並無機會舉辦世博會，只有參展資格。戰後，在經濟上取得

卓越發展的亞洲新興國家開始爭取舉辦資格，透過爭辦世博會來展示、體

現和確認這一經濟成長的飛躍。另一方面，世博會的前置作業複雜困難，

會展結束之後，建築物該如何處理與再利用也是大問題。是故，世博會的

籌辦也考驗著主辦國與城市在企畫、組織能力、創造力、基礎設施和相關

技術系統之發展運用等軟實力（soft power）的應用發揮（羅育如，2005）。 

  除了博覽會會前籌備與會中經營的挑戰外，會後的展館撤除再利用、

會址復原與博覽會主題意識的持續深化與擴散都是主辦國與主辦城市不

得不詳加思索的問題。特別是在環境意識高漲的今日，如何兼具人類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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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的效益與自然生態的永續性實為二十一世紀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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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永續發展永續發展」」」」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一、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包含了「永續性」

(sustainability)與「發展」兩個概念。永續性一詞最早始於二十世紀前，

當時應用於可再生資源管理理論裡強調農林業永續性的永續生產

(sustained yield)理論中，然真正完全展現永續性概念的是其與經濟、

社會和生態系統方面的整合（李永展，2000）。而盧誌銘（1998）認為傳

統的、狹義的「發展」指的是經濟活動所帶來的產值與利潤成長、物質生

活的富裕與財富的增加。隨著時代的推演以及觀念的轉變，人們認為發展

是非純經濟性的，除了生產數量的增加以外，還包含社會文化的昌盛與政

治行政體制的進步。意即「發展」必須兼顧量與質的提高成長。在環境問

題日趨嚴重的威脅下，永續發展結合兩者，強調經濟、社會、環境、資源

的協調，成為人類的新發展觀。以下將更詳盡地闡明永續發展的沿革、定

義、重要觀念與內涵。 

（一） 永續發展的沿革與定義 

  1972 年聯合國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The Human Environment)

為第一個針對環境問題所召開的國際會議。會中首次提出「永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詞，呼籲各國為維護改善人類環境，造福

世人與後代而努力。然此時僅像是西方國家的登高一呼，開發中國家並未

廣泛響應。且該會議所關注的焦點只在單純的環境危機議題上，仍未將環

境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相互連結。因此，在認知與政策上並未從根本解決

問題。 

  1980 年「國際自然暨自然資源保護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IUCN）、聯合國環境

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UNEP）、及世界野生動

物基金會（ World Wild Fund for Nature, WWF）三個國際保育組織所出

版的《世界保育策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中首次明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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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的理念。同年 3 月，聯合國大會也向世界發出呼籲：「必須

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體系中的基本關

係，確保全球的永續發展」，仍尚未引起全球的響應。 

  1987 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於奧斯陸發表《我們共

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報告中將永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

代的需要，同時不損及未來世代滿足其需要之發展」（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此定義的提出，讓全

球及國際性組織開始正視全球環境變遷等相關問題。另外，「國際自然暨

自然資源保育聯盟」（IUCN）等國際性組織於 1991 年出版之「關心地球」

一書中，則定義永續發展為：「在生存於不超出維生生態系統承載量的情

形下，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 

  1990 的《多倫多宣言──世界城市及其環境》(The Toronto 

Declaration on World C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更將永續發展的

觀念落實到地方性組織與一般市民上。 

  1992 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召開「環境與發展

大會」（UN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該會議中 104

個國家共同提出「二十一世紀議程」(Agenda 21)報告，將永續發展的理

念規劃成為具體的行動方案(action plan)，報告中進一步闡述永續發展

為「人類應享有以自然合諧的方式過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之權利，並公

平地滿足今世後代在發展和環境方面的需要，求取發展的權利之實現」。

此次大會，多數開發中國家全程參與，並在會議中發揮了影響力。同時，

也通過和簽署了《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生物多樣性公約》等重要文件。會中提出了環境與發展乃不可分割

的關係之主張，而《里約熱內盧環境與發展宣言》更是確立永續發展指導

原則和展開全球區域合作的框架性文件(盧誌銘,1998)。這些具體的政

策，透過國際間的合作與共識，使「地球村」概念進一步落實。是故，本

會可謂人類走向永續發展的一大里程碑。 

  永續發展是一種主張，一種從自然環境面向提出的人類長期發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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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由於其涉及了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等多重領域，因此從不

同角度切入時，定義有些許的差異，但基本精神卻是一致。從其重要觀念

與內涵的剖析將有助於進一步的理解。 

（二） 永續發展的重要觀念與內涵 

  據李永展(1999)指出，永續發展至少包含以下三個重要觀念： 

1. 資源再生系統觀念 

永續性系統意指資源再生比率等於或大於資源消耗比率。強調的是資源的

循環再利用，而非一次性的使用概念，促使人們在製造與消費的同時考慮

到資源的存量。 

2. 環境倫理觀念 

此觀念則透過精神面與教育面的宣導，由內而外傳達內化資源永續利用的

觀念。 

3. 團體（組織）力量觀念 

國家社會的活力與永續發展有賴一群具向心力、相同理念的組織或團體共

盡心力，由下而上的力量才能真正落實。 

  分析永續發展的內涵，一般可分為三大構面：環境、社會與經濟。各

構面所形塑的永續發展有著不同的樣貌，簡述如下： 

1. 環境（Ecological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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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可再生資源等。並認

為永續發展是「尋求一種最佳的生態系統，以支持生態的完整性和人類願

望的實現，使人類的生存環境得以持續」(盧誌銘，1998)。 

2. 社會（Social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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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公平分配，以滿足全體人類的基本需求，並且在不超出維持生態系統

容受能力下，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強調人類生產與生活方式要與地球承

載能力保持平衡。同時注意各世代間、及同一世代不同國家區域間的公平

狀態。 

3. 經濟（Social aspect） 

主張建立在保護地球自然系統基礎上的持續經濟成長。在經濟上必須有利

可圖，因同時滿足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育的發展項目才有可能順利推廣。

且，各級組織單位都須以最少的資源投入達到最大資源使用效用，將環境

成本降至最低。 

 

圖 2-1 永續發展三構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隨著科技在人類生活所扮演的角色日趨關鍵，加上落實永續發展除了

政策與管理因素外，科技亦有極大影響力。因此，從科技角度切入的永續

發展意涵也逐漸受人矚目。從科技選擇的面向則認為永續發展就是轉向更

清潔、更有效的生產製造技術，儘可能使用達到「零排放」或「密閉式」

的製程方法，儘可能減少能源和其他資源的耗損。然而，當我們從不同角

度來探討永續發展的定義與內涵時，必須注意處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

對於永續發展的意涵差異甚大。已開發國家所追求的永續發展目標，主要

是透過技術的創新提升產品品質、改變消費型態、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與降

低污染排放，及關心氣候變化等全球重大環境問題。而處於貧困狀態的開

環境 

 

 

經濟 

 

社會 

 

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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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國家則追求經濟發展、消除貧窮、解決糧食和人口、健康、教育社會

分配不均的問題。 

  最後，各構面的落實則體現了永續發展的目標。Young(1992: 14)分

別以三個 E 來說明永續發展的目標：環境整合(environment integrity)、

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與公平(equity)(引自李永展，2000)。

是故，謀求環境（自然資源與生態）永續性、經濟永續性與社會永續性三

者間的共生平衡關係下，永續發展才能實現。 

二、 循環型社會（circular orientated society） 

  在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經濟型態下，各國的垃圾處理問

題有如燙手山芋般令人苦惱，加上自然環境的嚴重損害，人類開始產生維

護生存環境的危機意識。以日本來說，根據環境省平成 13 年(2001)的統

計資料顯示，日本每年約有 5200 萬噸的廢棄物產生，此數據仍逐年增加

中。因此，屬於資源不豐、土地面積狹小的島國－日本，於 2000 年提出

「循環型社會」的構想，希冀透過社會型態的全面改造，達成與自然永續

共生的終極目標。同年頒佈的《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第二條即明

文定義：「循環型社會」為透過抑制產品成為廢棄物，促進可循環資源（指

廢棄物中有用的物質）的產品進行適當循環（指 3R、熱回收），並確保不

可循環的回收資源得到適當處置（如掩埋），從而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

降低環境負荷的社會形態。其後，日本又頒布了各項法律以建構循環型社

會的完整法律體系，作為全國上下改革行動的依歸。 

  循環型社會的定義與作法在各國認知執行上有些微的差異，但推行的

整體思維仍需依循該國的永續發展方向，將循環型社會與其他相關領域議

題歸納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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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循環型社會之發展架構圖 

資料來源：宜蘭縣環境保護局「九十一年度宜蘭縣建立循環型環境共生城市之研究工作

計畫報告」期末報告(第四章 p.25) 

三、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 

  承襲永續發展的理念，循環經濟是目前一般認為達到循環型社會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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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經濟發展模式。傳統的經濟活動屬於「資源使用－產品製造－流通消費

－物品廢棄」的單向經濟。在此情形下，人們假定資源可無限攫取使用（即

使有限，也不在我的有生之年），只關注享受生產製造所帶來的物質滿足。

經濟系統內部是一些相互不發生關係的線性物質流的疊加，呈現「高擷

取、低利用、高排放」的特徵，導致資源急速短缺、人與廢棄物爭地的現

象頻生。因應這樣的危機，一套師法自然生態系統的經濟運作模式順應而

生，循環經濟強調經濟活動流程應為「資源使用－產品製造－流通消費－

回收處理－再資源化」的封閉回圈，所有的物質和資源在不斷進行的經濟

迴圈中得到合理和持續的利用，並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不利影響盡可

能降到最低程度。循環經濟強調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共

生，以「減量化、再利用、再資源化」為原則，「低消耗、低排放、高資

源使用效率」為其基本特徵。 

  日本以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比喻此種注重資源回收再利用、再資源化

的經濟為「靜脈經濟」。在實施上包含「產品的綠色設計」、「清潔生產與

簡樸包裝」、「省能源措施」、「廢棄物處理」等面向。日本通產省更將政府

單位、產業與消費者間對應的責任義務做了詳細的劃分，詳見圖 2-3。 

  而且，循環經濟需要整個社會在思想認知上根本的轉變，因此建立起

有利於推動循環經濟實現的價值觀、社會文化、倫理道德和法律制度等社

會環境，加上各方資源的投入與支持（包含科技、資訊和適當的組織結

構），從思維轉變到付出行動，如此才能真正有效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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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循環型經濟體系之各單位職責劃分圖 

資料來源：《図解「循環型経済」のしくみがよくわかる》（2001）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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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3R 原則（reuse, reduce, recycle） 

  如果說循環型社會是推行循環經濟模式所必須建構的社會環境條件和

支撐體系，那麼「3R 原則」就是從執行面切入的最高指導原則。1980 年

代 中 期 ， 美 國 率 先 提 出 「 減 量 化 、 再 利 用 化 、 再 資 源 化 」

(reduce,reuse,recycle,3R)的 3R 原則。總的說來，3R 原則是在面對廢棄

物問題所採行的一連串行動準則，代表著一種處理上的優先次序：避免產

生－循環利用－最終處置。其中，每一個原則對循環經濟的成功實施都極

為重要，以下分項簡述 3R 原則的一般說明： 

（一） 減量化（reduce） 

意指減少廢棄物（垃圾）的產生，是 3R 中最首要也最具效果的作法。在

資源再生利用的循環裡，從一開始就盡量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流程的物質

和資源投入，以達到節約資源的目的。換句話說，必須以更有生產效率的

方式來達到既定的生產或消費目的。此舉，在源頭便預防廢棄物的產生和

減少污染而不在其產生後再加以回收處理。減量化應用在生產製造上有幾

種方式，如產品小型化、輕型化和簡單化。此外，產品的包裝也力求簡單

樸實而非誇張奢華。 

（二） 再利用化（reuse） 

即重複使用，屬於輸出端方法，此原則可謂是對現今一次性商品氾濫的現

象的一項抵制。該原則要求商品和包裝容器能夠以一開始的形式被反復使

用。而廠商的商品設計理念，應是將商品及其包裝想成一種可再三重複使

用的日常生活器具來發想，如餐具；並以良好設計儘量延長商品的使用

期。在消費上，廠商該儘量以再生資源替代自然資源，而消費者也購買含

最大比例的可重複使用商品。 

（三） 再資源化（Recycle） 

屬於過程性方法。將廢棄物進行處理，使其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而

不是無法利用的垃圾。在概念上有兩種層次，一是廢棄物處理後製成同種

類型的產品，例如再生紙、再生易開罐等。二是將廢棄物轉化萃取成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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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原料，成為一種資源投入。透過此原則也可防止物品過早變成垃

圾，延長產品的使用壽命，達到節約資源的目的。 

 

圖 2-4 邁向循環型社會的 3R 原則 

資料來源：日本環境省《平成 17 年版循環型社會白書》 

更有學者進一步提出「refuse (4R)」，指不購買無法回收的商品；「repair 

(5R)」，指盡量多修理，不因物品壞損就立即丟棄。但目前仍普遍採用 3R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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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本相關法令與政策 

  邁向循環型社會的轉型之道，需要產官學研各界及普世人民在價值觀

與行動上的改弦更張與全力配合。因此，建構一套完整的環境法律體系才

能讓政府與人民在行動上有所依據與規範。日本歷經長久的變革與立法推

動，在迎向循環型社會的目標上才有了今日的成績。以下簡要回顧日本在

環境立法上的歷史沿革與其完整體系。 

（一） 公害受害者催促立法（戰後～80 年代） 

  戰後的日本為追求經濟的高度成長，任工業化的雙面刃恣意地在日本

的山河刻劃，為此日本付出了極大的環境成本與社會代價。二十世紀中後

期日本境內污染情形嚴重、公害抗爭頻傳、公害訴訟不斷，因此 1960 年

代的日本曾被冠以「公害大國」的惡名。 

  由於當時環境法律的不完備，公害受害者僅能依據民法上的侵權行為

責任來提出訴訟，法律引用上的種種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以民事救

濟為起點而形成發展的日本公害法在各地零星頒布。又，為求全面性處理

公害問題，1967 年 8 月《公害對策基本法》，亦稱《公害對策憲法》因應

而生。以該法為依託，陸續制定了許多防治與救濟公害問題的法律，而形

成較為完善的公害法制體系。諸如，1969 年的《噪音管制法》、《大氣污染

防制法》；1970 年的《公害受害者救濟法》、《有關廢棄物處理及清掃法》、

《海洋汙染防制法》等。然而，公害對策基本法以環境的無限性與無償性

為前提，只對可能產生公害的活動施以最小限度的制約，屬於消極的、局

部的、治標不治本的控制方法。為追求環境問題的根本解決，日本開始從

認知上轉變，進行從生產與消費源頭開始防止污染的源頭預防。 

（二） 環境立國的全面改革（90 年代～） 

  由於政策與立法的強力執行，公害問題在日本得到控制與解決。1990

年代，國際上倡導永續發展的浪潮湧向日本，日本也積極提出對應之道。

於1993 年公佈《環境基本法》，該法提出並界定了「環境負荷」(environment 

load)的概念，象徵著日本當局從補救性的公害防治走向積極性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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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管理」，不但是環境立法上的一大進展，也為日後《循環型社會形成

推進基本法》的制定奠定思想與法律基礎。 

  1991 年日本國會修訂了 70 年代頒布的《廢棄物處理法》，還通過了《資

源有效利用促進法》，希冀促進垃圾再資源化程度的提高與直接掩埋數的

減少。豈料，這樣的努力仍趕不上垃圾總排放量的持續攀升。此時，日本

通產省產業結構審議會於 1999 年公佈了《建立循環經濟體系》的報告，

指出唯有從傳統經濟發展模式轉向循環經濟體系，建立循環型社會，將廢

棄物妥善處理，施行「減量化、再利用化、再資源化」的 3R 原則，才能

有效解決環境問題。隨即，在循環型社會元年(2000 年)，日本國會召開一

連串的「環境會議」，正式通過《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成為日本

循環型社會立法體系的基石。該法第二條明文定義「循環型社會」為透過

抑制產品成為廢棄物，促進可循環資源（指廢棄物中有用的物質）的產品

進行適當循環（指 3R、熱回收），並確保不可循環的回收資源得到適當處

置，從而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降低環境負荷的社會形態。 

  從立法架構分析，在《環境基本法》之下，日本循環型社會立法體系

包括一部基本法、兩部綜合性法律、八部單項法律。三個層面的法律相互

呼應，形成了推動日本循環型社會建立和發展的立法體系，也進一步推動

了日本環境法的延伸與發展，此法律體系詳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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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日本循環型社會之法律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日本環境省《平成 17 年版之循環型社會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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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在日本循環型社會的法律體系建構

上，扮演著基礎且核心的角色。除對循環型社會的概念進行定義外，該法

也明確規定對廢棄物的優先處理順序為「廢棄物減量化」－「廢棄物再利

用」－「廢棄物再資源化」－「熱回收（將焚燒廢棄物所產生的熱能作為

資源再使用）」－「適切的最終處置」。在政策目標上，強調自然資源在被

使用的各個階段，從生產、流通、消費到廢棄都不應浪費而進行循環利用。

另一重大影響是，該法明確地劃分政府、企業（從事經濟活動的主體）與

國民的責任與義務。例如，說明企業與個人在廢棄物處理義務上的規範之

「排放者責任」以及要求企業負起整個生產迴圈的廢棄物處理問題之「擴

大生產者責任」，都是當時在施行細則上提出的具體作法。 

  制定於 1970 年的《廢棄物處理法》，於日後修訂數次，針對廢棄物減

量、廢棄物處理規範上年年有更為精確的規定。同時，在推動政府廢棄物

處理設施的建設也大有成效，2005 年更有「循環型社會形成促進補助金制

度」的創設。另一方面，1991 年制定的《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在 2001

年修定後，擴大受規範的業種與產品種類，並針對不同業種、產品詳細規

範其在營運流程的各階段都需貫徹 3R 原則，及其應負的義務與責任。 

  其他依據各產品性質所制定的法律，如 2000 年制定的《建築廢材資

源回收法》、1995 年制定的《容器包裝資源回收法》等，加上日本各級政

府行政機關相繼制定了配套的方針、指南與行動計畫，完整的法律體系彼

此間相輔相成，在各領域監督管理著日本社會的整體改革，一步步推動日

本邁向資源循環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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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市民參與市民參與市民參與市民參與 

一、 市民參與的意涵 

  「市民參與」（citizen participation）有許多詞意相近的名詞被大

眾採用，如「公眾參與」（public participation）、「群眾參與」(masses 

participation)、「人民參與」(people participation)、「市民參加」

（citizen attended）、「社區涉入」（community involvement）與「市民

涉入」（citizen involvement）等，但市民參與是最廣受採用的（張湘翎，

2000；陳金貴，1992；引自吳月招，2003）。 

  國內學者吳英明（1994）認為，「市民參與」乃指市民與市民團體基

於主權在民的認知與實踐，透過公民意識的覺醒來追求公共利益。在對政

府作為與政策資訊充分掌握的前提下，透過健全參與管道付出自己的情

感、知識、意志與行動，來影響公共事務或政策的一種自發性參與活動（引

自林啟新，2005）。學者吳定（1985）則認為「市民參與」指受公共議題

影響或關心者，在政府處理該議題的過程中，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方法

表達其意見、主張的作為，可視為一種政策制訂過程的參與行為（引自林

啟新，2005）。因此，市民參與應是在相當的知識基礎下，市民對攸關自

身生活與利益的議題，與執行機關進行長期而穩定的意見交流行為。 

一般而言，市民參與中的「市民」除菁英份子外，還包含以下三種（林

裕森，1993；引自吳月招，2003）： 

（一） 當地居民：「當地」不限為鄉鎮或鄰里的行政區域範圍。 

（二） 民間團體：如當地宗教團體，農會，地方派系團體，社區守望相

助會等一些地緣關係的組織。 

（三） 其他團體：如學研單位、環保團體、企業團體等。由於有較高的

專業素養與背景知識，雖不一定直接受到政策計畫影響，但也能提

供許多不同意見。 

對於執行機關而言，不但所制訂的政策計畫可獲得較高支持度也較能

符合與滿足在地需求。對市民而言，除了能凝聚共同意識外，也因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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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與投入更願意貫徹政策計畫的施行。如此雙贏的局面，使得市民參與

的機制在現今社會中愈趨重要。 

二、 影響市民參與的因素 

  影響市民參與的因素眾多，且從不同角度切入也有不同見解。楊錦雀

（2002）提出，「市民的專業知識不足」、「市民對政策議題的資訊不充足」、

「市民對政治冷漠、參與公共議題的興趣低落」，以及「參與過程需耗費

的時間成本過高」都是影響因素（引自林啟新，2005）。另外，江家慧（2003）

認為理想的市民參與應該是受政策方案影響的市民，對其切身相關的事務

得在適當的時機，藉由健全的參與方法直接涉入，並且有足夠的代表性來

表達其意見給上層，進而對決策產生影響力。若從參與過程的前、中、後

作為劃分來看其影響因素，可以發現：參與前，市民的年齡、性別、知識

背景、對政策議題的瞭解程度、對議題的關切程度與表達意見的主動意願

高低都會影響之。參與期間，市民的集體意識與認同感、是否能持續且正

確地與執行機關進行互動交流、參與需耗費的機會成本等都為關鍵。最

後，市民的主張與意見是否能真正發揮影響力，牽動政策計畫發展方向都

是鼓舞市民參與的重要動機與誘因提供。 

三、 市民參與的方式 

  市民可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方法管道來進行參與活動。M.G Kweit

與 R.W Kweit 依市民參與最終所能達到的目標將其分為四種型態：選舉參

與(electory participation)、團體參與(group participation)、市民

與政府互動(citizen-government contacting)、市民實際參與與決策過

程(actual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一） 選舉參與 

市民以選舉投票來達到參與目的，屬於間接的參與方式。市民只能決定政

策制訂者，而無法決定政策內涵。 

（二） 團體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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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統的並具共同利益的市民組織以集體的方式表達其意見主張，影響政

策制訂，表現在利益團體對國會的施壓與遊說。 

（三） 市民與政府互動 

為個別市民與政府間的溝通程序，包含寫信、打電話、會議與民意調查等。 

（四） 市民實際參與與決策過程 

市民代表直接參與政策制訂過程。政府委託民間團體執行政策方案或由政

府資助成立民間團體，並授與此團體適當的決策權以參與政策制訂。 

  Sherry R. Arnstein(1977)以市民參與決策與其影響程度進行分類，

將市民參與以階梯式呈現，詳見下表（引自王芳筠，2004）： 

表 2-2 公民參與的階層 

階層階層階層階層    公民參與的階層公民參與的階層公民參與的階層公民參與的階層    參與方式參與方式參與方式參與方式    

1 政府權力 不需與市民溝通 ‧ 調查 

‧ 合法的行政行為 

2 資訊告知 政府說，人民聽 ‧ 說明會 

‧ 政府新聞稿 

3 諮詢一 政府要求市民有限度投

入，但未必聽取其意見 

‧ 公聽會 

‧ 諮詢委員會議 

4 諮詢二 政府要求市民有意義地

投入，並聽取其意見 

‧ 公民顧問委員會 

‧ 非正式會議 

‧ 公聽會 

5 權力分享 政府與市民共同解決問

題 

‧ 共同召開會議 

‧ 市民監督與糾察 

6 公民權力 不需與政府溝通的市民

行動 

‧ 市民調查 

‧ 市民發展與方案執行 

資料來源：Sherry R. Arnstein(1977),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y,p.p.240-243（引自王芳筠，2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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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網際網路盛行之後，市民參與的方式除了上述以及各類說明會、座

談會、資訊出版等等，網站、BBS、部落格等新興方式不容小覻，甚至扮

演更重要的媒介角色。因為，網路世界裡的社群力量能更快速更新資訊、

集結、並且產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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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模式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模式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模式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模式－－－－CORPS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一、 非營利組織的定義與特性 

  從「三部門模型」的劃分來看，政府屬於「第一部門」，企業是「第

二部門」，而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則為「第三部

門」（the third sector）。由此可以看出非營利組織的「民間、非官方」

之特質。 

  從名稱與定義來看，非營利組織有著許多不同的「別名」，如「鄰里

組 織 」（ 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 ）、「 社 區 組 織 」（ community 

organization）、「公益團體」、「私人志願組織」 （private voluntary 

organizations）、「慈善組織」（philanthropic organizations）、「獨立

部門」（independent sector）、「基金會」（foundation）、「非政府」

（nongovernmental）及「非商業」（noncommercial）的組織（Hodgkinson 

et al.eds.,1989: 4-5；陳金貴，民 83 年 9 月；引自江明修,1988）。若

干非營利組織的定義列舉如下： 

（一） 美國「國內稅法」（The 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第 501 條

第 C 項第三款之規定，在該稅制下符合免稅條件之慈善組織，包括

教育、宗教、科學等，必須是致力於「公共利益」，而非促進私人組

織之利益者，方可享有（江明修，1998）。 

（二） 我國所得稅法第四條（2002）定義其為：「指各種教育、文化、公

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合於民法法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公益

社團以人之集合為特點，財團組織以財產之集合為特點，二者皆為

謀全體社員非經濟性之公共利益或社會大眾之公共利益之組織。」 

（三） Salamon(1997)提出非營利組織乃是具有正式結構的民間組織，是

由眾多志願服務人員所組成的自我管理團隊，組織的目的在於為公

共利益服務，而非僅為自身成員謀福利。 

（四） 顧忠華(2000)認為，非營利組織是一個「理念型」的概念建構，

依「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單一觀點，集合若干相似特徵，如組織以

促進公共利益為使命、吸引成員志願參與、盈餘不分配予私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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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程度高、組織解散後財產歸公等存在於社會之中。 

  Salamon 更進一步歸納出非營利組織的六項特點（引自江明修，1998）： 

（一） 正式組織：具有某種程度的制度化，其成立需取得國家法律的合

法認可。 

（二） 民間組織：必須與政府組織有所區隔。但不表示非營利組織不能

接受政府的支持，或政府官員不能擔任其董事。關鍵在於，非營利

組織在基本結構上是民間組織。 

（三） 非利益分配：其財源收入運用於組織運作，而非分配給組織內的

財源提供者，此乃企業與非營利組織的最大差異。 

（四） 自治：非營利組織能監控自己的活動，有內部治理程序而不受外

在團體影響。 

（五） 志願性團體：包含志願參與機構活動的引導或事務的管理。 

（六） 公共利益屬性：位公共目的服務，並提供公共財。 

其實，不論是非營利組織的名稱或定義，目前都仍處於見解分歧的狀況。

然，可以確定的是非營利組織融合了政府與企業組織的特質，既能承擔起

促進公共利益的責任與使命也具有企業組織的效率與活力。因此，非營利

組織已漸漸成為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二、 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 

  隨著人類社會朝向更多元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需求急待滿足，

諸如宗教、文化、教育、醫藥衛生等等。司徒達賢(1999)認為，企業透過

市場機能提供產品服務，政府以公權力調度國家資源、解決社會問題，而

剩下的社會需求缺口則由非營利組織來滿足。因此，政府、企業與非營利

組織三者之間實為一相輔相成的角色。 

  如前段所述，非營利組織不以追求利潤為導向，卻也非僅靠志工的滿

腔熱血就能順暢運作。在企求更能兼具效率與效能的組織運作前提下，非

營利組織勢必需要借重管理觀念與方法，加強其管理效能，使組織目標達

成度提高，促進社會整體福祉與生活品質極大化。由於，非營利組織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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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繁多，組織形式也大不相同。因此論及非營利組織的經營模式或架構

時，有許多模式或方法可切入運用。 

（一） 「NPO 經營三要」 

  林哲生(2001)提出的「NPO 經營三要」，從組織「為何要設立？」、「要

做哪些事？」、「如何做好這些事？」三個問題著手，建構起非營利組織的

經營架構。組織經營的目的可從使命和願景得到解答，這也是組織生存的

核心價值。而談到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時，則需透過策略思考，宏觀外在環

境與組織資源以決定組織定位。最後，以管理方法妥善執行所界定的服務

範疇，追求合理化的效率。本研究將其經營架構簡化圖示如下： 

 

圖 2-6 NPO「經營三要」架構圖 

資料來源：林哲生(2001)〈非營利機構的經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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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CORPS 模式 

  司徒達賢（1999）以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上的重要因素：服務對象

(C)、業務運作(O)、財務資源(R)、人力資源(P)及所提供之服務(S)組合

成一完整概念。因應各非營利組織的不同與發展，其個別因素可分開討論

也可從 CORPS 模式中看到並推衍出彼此間的互動關係。各要素分述如下： 

1. 服務的對象 Clients (C) 

即非營利組織所欲滿足其需求的「目標市場」。有時是社會中的特定對象，

有時是不特定的社會大眾。另外，有些非營利組織的服務對象並不願意接

受服務，組織還需以間接或迂迴的方式，輔以「教育」，使其理解到自身

的真正需求與接受服務的利益。簡言之，組織整合社會需求、組織能力及

組織特色，選擇明確的需求缺口與區隔提供服務。 

2. 創造價值之業務運作 Operations(O) 

即組織創造價值之業務運作。可分為「價值活動與流程設計」、 「規劃

與控制」和「組織設計」三大部分。組織運用適切的組織結構、合理的權

責劃分來整合資源，以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價值創造活動或流程來提供服務

並滿足社會需求。 

3. 財務資源 Resources(R) 

非營利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因此維持組織正常運作所需的大部分財力與

物力資源需依賴外界無償的捐助。資源捐助者可能是單一的個體，也可能

是政府、企業或其他團體。 

4. 人力資源 Participants(P) 

參與非營利組織營運活動的人員包含志工與專職人員，一般而言他們都對

組織理念抱持相當的認同感，但參與動機上有些許的不同。志工到此提供

服務與付出心力，多半為追求理想與心靈層次上的滿足，而不受薪。專職

人員負責組織日常營運上的作業，將該份工作視為生活收入的來源，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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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薪的正式員工。兩者扮演不同角色與功能，如何分工與如何管理則是非

營利組織經營管理上的重要議題。 

5. 創造或提供之服務 Services(S) 

非營利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包含「價值」、「觀念」與「服務」三部分，使其

與僅提供實體產品的營利事業有了明顯的區隔。組織所提供的服務即為組

織使命或理念的具體展現，服務的內容與項目對志工特性、資源來源及組

織運作都有相互影響。 

  CORPS 模式以五個要素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力發揮來詮釋非營利組織

的基本經營活動，隨著各個要素展現程度不同而可劃分成不同形式的非營

利組織型態。此外，在 C、O、R、P、S 之上，還有一個組織決策的主體－

「決策核心」（decision core，簡稱 DC），負責組織的整體營運，例如董

事會、執行長。決策核心支配了 C、O、R、P、S 的運作，也是非營利組織

最終成敗之所繫。圖示如下： 

 

圖 2-7 CORPS 模式的基本運作程序 

資料來源：司徒達賢(1999)，《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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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章小結 

本章依序回顧「世界博覽會」、「永續發展」、「市民參與」與「非營利

組織的經營管理模式」的相關文獻，藉以建構後續的研究架構。 

第一節中回顧世界博覽會的意涵、緣起、功能、主題意識轉變歷程，

及未來的機會與挑戰，藉此理解世界博覽會能為新觀念、新技術、新社會

系統的推廣提供了絕佳的舞台，同時為地方帶來多項有形與無形效益。第

二節的文獻探討，為永續發展及其相關概念與日本環境法令現況做一更新

彙整，並建立正確環境觀念與知識。由於，「永續共生」理念為本研究之

重要主題，該節的文獻回顧有助於後續「永續化經營模式」的提出。另外，

由於市民參與為愛知萬博會的重要特色之一，且本屆萬博會參與的市民人

數也是歷屆博覽會之冠。因此，在第三節回顧其相關文獻資料，有助於後

續探討市民力量對於文化活動的影響與角色扮演。最後，因本研究以博覽

會協會（為財團法人，屬於非營利組織）作為研究標的，是故於第四節中

探討一般未特別強調永續化經營概念的非營利組織經營管理模式，以作為

後續研究架構的創出。 

 

圖 2-8 文獻回顧於建構研究架構之影響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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