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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愛知萬博會的愛知萬博會的愛知萬博會的愛知萬博會的背景描述背景描述背景描述背景描述 

  本章分為四節，針對愛知萬國博覽會會前、會中的背景做一簡要描

述。第一節回顧愛知萬博會在籌備過程中，各方力量對主題意識及會場規

模等等決議的折衝與協商。第二節概述愛知萬博會的基本資訊。第三節詳

細說明愛知萬博會的主題、次主題、概念，以及其主題意識如何具體展現

在其軟硬體展示內容之中。第四節介紹財團法人 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覽會

協會組織。第五節簡述愛知萬博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與成果統計。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主題的主題的主題的主題的折衝與協商折衝與協商折衝與協商折衝與協商 

從 1988 年日本愛知縣提出有意爭取萬國博覽會的舉辦權起，在愛知

縣境內正反兩派的拉鋸戰就此展開。以主辦城市愛知縣政府為代表的推進

派，希冀藉由博覽會提升地區競爭力與知名度；以環境保護團體為核心的

反對派，則把維護當地自然環境與資源視為使命。雙方在博覽會主題的設

定、博覽會會場預定地與面積、預計參訪人次、籌備費用，以及會場於會

期結束後的利用方案上都有不同的想法與意見。本節將從這些構面上描繪

籌備期間的愛知萬博會形貌。 

一、 主題設定 

1994 年國際展覽局(Bureau of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BIE)即

決議日後的博覽會在主題設定上將不能再以宣揚國家優勢為題，必須環繞

在地球、全人類關切的議題上，特別是與自然環境永續共生、展望人類未

來社會的主題為優先。然而，愛知萬博會最初提出的主題為「技術、交流、

文化：新的地球創造」，此構想一公布隨即受到環保團體的撻伐，BIE 也提

出正式質疑，因此，該主題又一度變更為「新的地球創造：自然、技術、

文化的交流」（羅育如，2005）。雖然加入了「自然」的概念，但該主題本

質上卻沒有太顯著的改變，環保團體再度提出抗議。幾經修正後，最後終

於將主題定案為「自然的睿智」，獲得 BIE 與市民團體的肯定。 

二、 會場預定地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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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6月由愛知縣政府、名古屋市政府與當地產業界代表組成的「21

世紀萬國博覽會籌備委員會」所提出的構想中，萬博會會場預定地計畫為

瀨戶市東邊丘陵地的森林中心。由於該地區在繩文時代依然受到海水淹

沒，故又稱為「海上之森」，目前為一廣大的林區，共佔地約 2000 公頃，

有 3000 種以上的物種生存（黃貞燕，2005）。如果要以該區為會場預定地

的話，勢必要大肆開發、剷平林地，引發一場生態浩劫。於是，愛知縣當

地的自然觀察會與自然保護團體主動對「海上之森」進行生態調查，將稀

有生物的活動情況一一記錄，並帶著完整的報告書向中央的環境廳陳情，

且獲得肯定。1995 年，日本野鳥會在海上之森發現了瀕臨絕種的蒼鷹之

巢，為反對運動歷程裡關鍵的轉捩點。是時，環境廳與愛知縣議會都要求

應審慎重新評估萬博計畫，務必以降低最小環境負荷為目標。該年，博覽

會籌備委員會便將會場預定地面積由 650 公頃降為 540 公頃，其中 A 區為

展覽設施區；B 區為自然完全保存區；C 區為植林區。期後，當地居民、

環保團體與學研單位仍不斷地挑戰博覽會協會（全名為財團法人 2005 年

日本國際博覧会協会）的企畫案。經過六七年的不斷協商與溝通，博覽會

協會終將難以抵擋廣大的市民力量與輿論，最後大幅縮小人造區的範圍，

仍以名古屋的東部丘陵區（跨含長久手町、豐田市與瀨戶市）為主，並將

會場劃分為佔地 158 公頃的長久手會場與 15公頃的瀨戶會場（海上之森）。 

三、 預計參訪人次 

對應會場預定地的幾度縮減，預計參訪人次也從 1994 年規劃的 4000

萬人次降到 1995 年議定的 2500 萬人次。直至 2000 年，在環保問題的顧

慮與相關團體的持續抗爭下，再降為 1500 萬人次，創下萬博會記錄裡的

史上新低。將會場面積、預計參訪人次及會場建設費的轉變歷程整理如下

表所示。 

表 4-1 愛知萬博計畫之變遷歷程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重要記事    預計參訪人次預計參訪人次預計參訪人次預計參訪人次    會場建設費會場建設費會場建設費會場建設費    

1994 6 「21 世紀萬國博覽會籌備委員會」

發表以瀨戶市東南部丘陵地（約

650 公頃）為會場預定地的構想。 

4000 萬 2500 億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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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12 由於環境保育的考量，為維護稀有

生物（如蒼鷹）的生存空間，將萬

博計畫進行修改，縮減會場預定地

面積至 540 公頃。 

2500 萬 1000 億圓 

1999 9 博覽會協會發表萬博會場計畫檢討

報告書，公布預定規劃建設單位原

本之總面積分別為「海上之森」約

540 公頃、「愛知青少年公園」約 200

公頃、「科學技術交流中心」約 20

公頃。 

  

1999 11 博覽會協會公布變更會場建設費的

預定規模。 

 1800 億圓 

2000 4 公布修正方案。將海上之森會場縮

小 5~20 公頃。 

2000 萬  

2000 8 博覽會協會再度修正計畫，將愛知

青少年公園會場面積縮小至 182 公

頃（海上之森佔 19 公頃）。 

1500 萬 1447 億圓 

2000 9 向 BIE 正式登記申請，會場預定地

總面積約 173 公頃，其中展示活動

地區為 10 公頃。同時，通產省、愛

知縣政府與博覽會協會將會場建設

費再壓縮，並定案。 

 1350 億圓 

2001 5 博覽會協會接受最高顧問堺屋太一

建議，討論擴大會場面積與預定入

場人數的方案。 

（2000 萬）  

2001 12 正式發表活用現地既存設施的萬博

企畫案。 

1500 萬  

資料來源：《国際博覧会を考える》，p.204 

四、 籌備費用 

以往舉辦萬國博覽會的相關費用乃由主辦國家與主辦地方政府各負

擔一半經費，但由於萬博會雖然可望促進當地經濟的繁榮但要付出的成本

也極大，加上日本適逢泡沫經濟，中央遂以財源不足為由與愛知縣政府進

行經費分擔的協商。愛知縣政府看到 1970 年大阪萬博會的前例，一場萬

博會帶動日本經濟與投資建設，更讓原本平凡無奇的大阪一躍成為僅次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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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商務交易、金融、資訊交流的中樞，因此舉辦萬博會是勢在必行的。

為了取得中央的同意，愛知縣政府以低姿態接受預算分擔的方式，並向產

業界大力遊說，最後經費分擔比例變為中央三分之一，愛知縣各地方政府

三分之一，民間團體三分之一（黃貞燕，2005）。 

五、 結束後的再利用方案 

最初愛知縣政府爭取主辦萬博，即是希望藉由萬博會促成幾項大型開

發計畫的展開，包含中部國際機場，第二東名、名神高速公路，以及在萬

博會結束後將會場所在地重新改為大型住宅區的新住宅市地計畫等等。其

中，特別是新住宅市地計畫飽受環保團體與民間的反對聲浪攻擊，因會場

預定地乃為一片具豐富生態資源的森林，開發為會場已經驚擾破壞了當地

的生態循環系統，新住宅市地計畫所引入的約 7500 位居民將更加劇侵害

自然環境。因此 2000 年時，該計畫隨即告終。 

愛知萬博會落幕後，針對會場所在地的再利用方案也多有討論與修

改，本研究將在後續章節裡完整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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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愛知萬國博覽會愛知萬國博覽會愛知萬國博覽會愛知萬國博覽會的執行與成果的執行與成果的執行與成果的執行與成果概要概要概要概要 

一、 愛知萬國博覽會概要 

2005 愛知萬國博覽會展出期間自 2005 年 3 月 25 日至 9 月 25 日，共

計 185 天。會場位於名古屋東部丘陵區（跨含長久手町、豐田市、瀨戶市），

分為佔地 158 公頃的長久手會場和佔地 15 公頃的瀨戶會場。本屆盛會，

全球計有 121 個國家（含日本）和 4 個國際組織參展，加上日本政府、愛

知縣、名古屋市與中部圈 9 縣的共同出展，包含企業與團體共有 9 個民間

出展單位。在參訪人次方面，預計參訪人次為 1500 萬人次，據愛知萬博

會的官方統計，總計卻有 22,049,544 人次造訪，大幅高出原先估計。營

運支出方面，包含會場建設費、會營運費、參展者出展費，愛知萬博的總

事業費約 3700 億日圓。 

表 4-2 愛知萬國博覽會概要表 

展出期間 2005 年 3 月 25 日至 9 月 25 日 

展出會場 名古屋東部丘陵區（跨含長久手町、豐田市、瀨戶市） 

‧ 長久手會場（158 公頃） 

‧ 瀨戶會場（15 公頃） 

入場人次 22,049,544 人次 

主要參加者 ‧ 121 個國家（含日本）和 4 個國際組織 

‧ 共同出展：日本政府、愛知縣、名古屋市與中部圈 9 縣 

‧ 民間出展：含企業與團體共有 9 個民間出展單位 

總事業費 約 3700 億日圓（會場建設費、會營運費、參展者出展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愛知萬國博覽會大事紀 

將愛知萬國博覽會從 1988 年開始向 BIE 爭取主辦權至 2005 年 3月正

式開幕這段期間的重要記事摘要如下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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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愛知萬博會大事紀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重點記事重點記事重點記事重點記事    

10 提出舉辦 21 世紀初的萬國博覽會之構想。 1988 

12 日本政府在 BIE 總會上公開表明舉辦之意願。 

1989 4 為實現 21 世紀萬國博覽會而設立各式組織。 

1990  2 選定愛知縣瀨戶市東南地區為會場預定地。 

1994  6 ‧ BIE 第 115 次總會決議 21 世紀萬國博覽會的「新方向」。 

‧ 愛知萬博會的原始構想提案中，設定主會場佔地 650 公頃。 

11 設立 21 世紀萬國博覽會全國促進協會。 1995 

12 愛知萬博的舉辦申請經內閣同意。 

1996 4 日本政府向 BIE 正式提出舉辦 2005 萬博會申請。 

6 第121次BIE總會決定2005萬國博覽會舉辦地為「日本．愛知」。 1997 

10 設立財團法人 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協會。 

2 ‧ 發表博覽會協會的企畫營運體制。 

‧ 設置會場企劃專案小組（Project Team)、環境專案小組。 

5 設置博覽會主題意識專案小組（Concept Project Team）。 

6 設置參訪者運輸專案小組。 

1998 

7 公佈會場初期計劃檢討報告(環境地域相關)。 

2 公布「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影響評估準備書」。 

5 12 日，正式確認會場預定地內有國內稀少的蒼鷹之巢。 

7 愛知青少年公園增列為會場預定地，並開始進行檢討活動。 

11 公布「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影響評價書」。 

1999 

12 愛知縣都市計劃審議會一致通過「新住宅區市街開發事業」，並

向建設大臣提出都市計劃認可的申請。 

1 BIE 的疑慮透過媒體浮上臺面。 

2 通產省大臣與愛知縣知事會談，決議 5 月送交 BIE 愛知萬博會

的註冊申請，並以獲得 BIE 總會認同為目標。 

3 愛知縣神田真秋知事、深谷隆司通產大臣與三個環保團體代表

個別會談，並請求合作。 

2000 

4 通產大臣、愛知縣知事與博覽會協會會長皆同意縮小海上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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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會場面積，並中止新住宅區市街開發案。 

5 環保團體與市民團體組成「愛知萬博檢討會議（以瀨戶會場為

主）」成立（~12 月） 

6 1 日漢諾威萬國博覽會開幕(~10 月) 

7 第八次「愛知萬博檢討會議（以瀨戶會場為主）」，同意將「海

上森林（瀨戶會場）」的使用面積縮小。 

9 12 日，於第十次理事會‧評議委員會中正式決定註冊申請，「會

場總面積 182 公頃，預計入場人數 1500 萬人次，會場建設費預

計 1350 億日元，營運費預計 550 億日元」。19 日，向 BIE 提出

正式企劃案。「主題：自然的睿智，會期：2005 年 3 月 25 日開

始到同年 9 月 25 日止」。 

10 31 日，漢諾威博覽會落幕。由漢諾威博覽會協會將 BIE 會旗轉

交 2005 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 

12 第 128 次 BIE 協會上，愛知萬博正式註冊成功。 

2 公布愛知萬博事業之相關基本原則。 

3 堺屋太一任博覽會協會最高顧問。 

6 1 日，堺屋太一於第一次愛知萬博促進最高會議懇談會中提出

愛知萬博的理念綱要與緊急因應行動。 

28 日，堺屋太一向豐田會長提出愛知萬博的理念綱要，結束任

務。 

7 第二次愛知萬博促進最高會議中發表「基本組織架構」及「日

後執行的組織圖」。選任泉真也、菊竹清訓與木村尚三郎為總合

製作人（Producer），福井昌平（會場企劃、動員企劃、宣傳）、

原田鎮郎（會場設計、建築設計）與牧村真史（事業營運）為

製作總監（chief producer）。 

10 公佈「2005 日本萬國博覽會基本企劃書綱要」。 

2001 

12 發表「2005 日本萬國博覽會基本企劃」。 

1 決定愛知萬博的簡稱─「愛．地球博」。 

2 宣佈各專業領域負責人、各單位的協調人(coordinator)與執行

者(director)。 

2002 

6 公佈最終環境影響評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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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7 日，「2005 日本萬國博覽會（愛．地球博）動土大典」。 

‧ 土木工程：2003 年 10 月～2004 年 9 月 

‧ 建築工程：2004 年 9 月～2005 年 3 月 

12 ‧ 3 日，第 132 次 BIE 總會於巴黎決議 2010 萬國博覽會由上

海舉辦。 

‧ 於名古屋舉辦愛．地球博志工中心成立大會。 

6 10 日，皇太子殿下視察青少年公園與海上之森兩地區。 

9 25 日，於東京、名古屋舉辦開幕一年半前慶祝活動。 

10 ‧ 發售第一期預售票。 

‧ 坂本事務總長任博覽會協會副會長，中村利雄先生任事務總

長。 

2003 

11 18 日舉辦第一次展示區域政府代表會議。 

4 7 日，預售票銷售突破 700 萬張。 2004 

11 8 日舉辦第二次展示區域政府代表會議。 

2 ‧ 16 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 17 日，中部國際機場「Centrair」正式啟用。 

‧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肯亞共和國環境部副部長馬泰伊

（Wangari Maathai）於長久手會場植樹紀念。 

3 6 日，愛知磁浮列車 LINIMO（高速鐵路東部丘陵線）通車。 

25 日，「愛‧地球」博覽會開幕。 

2005 

9 26 日起展開會場撤除復原工程，預定於 2006 年 9 月底結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万博を創る》p.20~21、《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レポート》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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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主題意識與展現主題意識與展現主題意識與展現主題意識與展現 

幾經修正的愛知萬博會主題，最後以「自然的睿智」定案，強調人類

與大自然共生共存的智慧，以循環型社會的未來生活解決方案為展出的重

點。在 2001 年 7 月，博覽會協會當時的三位總合製作人與製作總監(chief 

producer)便針對該主題展開了八大展示方向：一、自然與人類的幸福調

和。二、低環境負荷與循環型社會。三、對未知自然環境，如生命、宇宙

的探索。四、資訊技術的實驗應用與商品化。五、高齡化社會的解決提案。

六、日本及中部地區的產業技術力發揮。七、亞洲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

交融與對比。八、外國政府、日本政府、企業、法人和市民等的多樣性參

與（劉文綺，2005）。 

收斂八大方向，博覽會協會在「自然的睿智」主題之下，另設有三個

次主題，分別是「宇宙、生命、資訊」；「人類的工藝與智慧」，以及「循

環型社會」。試圖從此三方面出發，詮釋人類在迎向未來生活挑戰時，將

結合傳統人類工藝技術與自然界的循環再生智慧，以面對生命、宇宙、自

然界的種種共同議題。博覽會協會會長豐田章一郎更指出，未來是「環境

與經濟相互調和」的社會，人類可在維護自然環境的前提下，進行經濟活

動的發展，兩者並不相互牴觸（劉文綺，2005）。進一步說明各次主題的

內涵。 

三、 宇宙、生命、資訊(nature’s matrix) 

為了尋求指引 21 世紀的人類前往下一世紀的方向，以先端航太科技

和地球歷史探知文明發展的進程與脈絡。同時，透過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

的各項研究實驗，為人類社會的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指出可能的解決方

案。 

四、 人類的工藝與智慧(art of life) 

如何讓 21 世紀的人們生活更舒適？面對高齡化社會又該有哪些因應

措施？該如何提升培育下一代孩童的創造力？為解決上述的種種問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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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透過在技術、藝能與生活習慣上的世界大交流，將自然界的智慧與人類

的生命力融合，以得到多樣化的提案。 

五、 循環型社會(development for ECO-Communities) 

為向世界揭示 21 世紀的人類社會勢必走向循環型社會一途。透過博

覽會應用各項新能源、循環再生技術的展示，證明環境與開發間存在的平

衡點，以追求永續共生的未來生活。 

    連結三個次主題的是愛知萬博會的事業概念(concept)—全球交流。

透過世界各國的參訪者齊聚愛知萬博會場，一同針對各主題提出該國的未

來想像與解決提案，進行各式有形與無形的交流，達到世界溝通的目標。

因此，博覽會協會又設定了四大方針，作為執行落實各主題的指導原則，

分別是「關切環境的 EXPO」、「全球交流的 EXPO」、「市民參加的 EXPO」、「IT

時代的 EXPO」。 

表 4-4 愛知萬博會的主題意識 

宇宙、生

命、資訊 

‧ 對未知自然環境，如生命、宇

宙的探索 

‧ 資訊技術的實驗應用與商品化 

IT 時代的

EXPO 

人類的工

藝與智慧 

‧ 高齡化社會的解決提案 

‧ 日本及中部地區的產業技術力

發揮 

市民參加

的 EXPO 

次次次次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循環型社

會 

‧ 低環境負荷與循環型社會 

‧ 自然與人類的幸福調和 

關切環境

的 EXPO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

自自自自

然然然然

的的的的

睿睿睿睿

智智智智    

事事事事

業業業業

概概概概

念念念念    

全球交流 

八八八八

大大大大

方方方方

向向向向    

‧ 亞洲文明與世界各國文明的交

融與對比 

‧ 外國政府、日本政府、企業、

法人和市民等的多樣性參與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方方方方

針針針針    

全球交流

的 EXPO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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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覽會協會從各方面將主題意識落實、展現、並傳遞給各國的參訪

者。經由觀察與訪談發現，在實體面上，會場內的交通運輸工具、各展覽

館、各式基礎設施、新式科技等等就是最直接的展現。軟體面，則是透過

執行流程、展示方式、體驗活動與文化創意設計等等，讓參訪來賓感受到

上述的主題與特色（劉文綺，2005）。博覽會協會也透過各競賽、獎項、

座談會、研討會等，擴散宣揚其主題意識。 

  以愛知博覽會的建築設計為例，由於會展結束後大部分建築物將全數

拆除，並還原愛知青少年運動公園，以達到「不因人類活動而額外加重環

境負荷」的目的。因此在建築設計上除了強調 3R(Reduce、Reuse、Recycle )

原則，也強調各式綠色能源與技術的應用與展現。建材選擇方面以間伐

材、可分解性的塑料為主，並善用省能源裝置，以建構各個風格獨具的「可

拆解、再利用型」建築展館（劉文綺，2005）。 

據博覽會協會事務總長中村利雄表示，「環境危機」是「社會」與「行

為」的問題。人類要邁入「環境與經濟相互調和」的社會，有賴「新思維

科技」、「社會結構」、「新生活型態」與「新價值觀」來共同成就之。循環

型社會帶來的是生活形態的全面改革，難以依靠短期的技術轉換就有顯著

成效，必須從人的思維與行為改變開始。因此，主題意識除了在會期前、

會期中達到廣泛宣揚與擴散之外，能否在會期結束後持續於世人心中深化

似乎是更值得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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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會展的會展的會展的會展的經營管理組織經營管理組織經營管理組織經營管理組織 

1997 年 6 月愛知縣確定承辦 2005 愛知萬國博覽會後，隨即於同年 10

月設立財團法人 2005 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並開始規劃初步協會經營組

織圖。2001 年 7 月，第二次愛知萬博促進最高會議中發表了「基本組織架

構」及「日後執行的組織圖」。並選任泉真也、菊竹清訓與木村尚三郎為

總合製作人（Producer），福井昌平（會場企劃、動員企劃、宣傳）、原田

鎮郎（會場設計、建築設計）與牧村真史（事業營運）為製作總監（chief 

producer），分別領導協調各領域的相關事務。2002 年 2 月協會宣佈各專

業領域的負責人、各單位的協調人(coordinator)與執行者(director)，

整個協會組織有了完整雛形。 

 

圖 4-1 博覽會協會機構圖 

資料來源：EXPO 2005 AICHI,JAPAN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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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財團法人 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協會事務局組織圖（會期中） 

資料來源：EXPO 2005 AICHI,JAPAN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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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製作人體制 

愛知萬博會雖然是日本舉辦的第五次萬國博覽會，但在組織系統上卻

是首次採用「製作人體制」，跟以往採用的「顧問體制」不同。據本研究

的訪談結果，福井昌平表示三位製作總監（chief producer）每週開會，

共同討論該週因應議題，並檢討執行進度與決議事項。之後將命令下達給

其下設置的專家製作人，一週後再進行檢討與勘驗。前述的專家製作人依

其專長各司其職，平日於博覽會會場待命，解決所有臨時發生問題以維持

博覽會運作秩序。福井昌平亦表示，愛知萬博的營運資金來自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民間企業各佔三分之一，由於製作人與前者皆無相關，因此可

保持超然的權力。此外，三位製作人間權力的彼此制衡關係也促使協會的

運作效能更佳。 

 

圖 4-3 Producer Office 組織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事業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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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 指示：世界博覽會是一個提升人類智慧、促進相互理解與全球協

力的場域。在會場建設上不僅要融入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同時要創造高質

感的文化藝術交流舞台。因此，愛知萬博協會將本屆萬博定位為「為解決

全球性議題，促使地球社會的所有主體皆願意參與且實現全球交流對話的

共通平台。」（福井昌平，2005） 

在上述的架構下，博覽會協會提出了主題—「自然的睿智」，並以「全

球大交流」作為事業概念的核心。透過主題（theme）回答了為何而辦（why）

的問題；透過概念（concept）回答了要辦什麼（what）的問題「theme」。

在兩大關鍵性議題定案之後，愛知萬博協會將其事業概念展開為「參加」、

「會場」、「展示演出」與「營運」的實際計畫，如下圖所示。然而，四大

計劃要能確實將主題與事業概念完整具現化，勢必要融合主辦者與來訪者

的雙方觀點。主辦者擁有對愛知萬博的事業想像，來訪者則切重一套完整

的「體驗故事」，故事情節必須強化參加、體驗的魅力與感動。因此，從

四大事業計劃中可以發現愛知萬博協會在「參加計畫」與「展示演出計畫」

說的是來訪者的故事，而「會場計畫」與「營運計畫」為主辦單位軟硬實

力的展現。 

 

圖 4-4 愛．地球博 事業概念 

資料來源：《万博を創る》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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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愛知萬博會的經濟效益愛知萬博會的經濟效益愛知萬博會的經濟效益愛知萬博會的經濟效益 

本屆愛知萬博會對日本中部地區帶來相當可觀的經濟效益，鄰近的關

東地區與近畿地區連帶受到刺激，在 GDP、生產誘發額（因愛知萬博帶來

的最終需求，誘發生產增加的效果）及雇用人數上，有明顯的增加。此外，

博覽會入場券的收入遠高於預定目標的 425 億日圓，博覽會紀念品收入也

比原訂的 600 億日圓高出 200 億日圓左右。根據博覽會協會與 UFJ 綜合研

究所合作完成的評價報告指出，愛知萬博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容小覷。 

該評價報告以 1997 年度至 2005 年度為評價期間，對日本九大地區（北

海道、東北、關東、中部、近畿、中國、四國、九州、沖繩）進行經濟效

果調查。在相關交通基礎建設方面，劃分為「case 1」與「case 2」兩種

情形。Case1 指納入與愛知萬博會相關的所有區域交通基礎建設之情形，

Case2 限於為舉辦愛知萬博會所開展的周邊交通基礎建設之情形。下表說

明 Case1 與 Case2 實際所包含之範圍。 

表 4-5 愛知萬博會之 Case 1 與 Case2 的內容劃分 

 包含範圍包含範圍包含範圍包含範圍    

Case1Case1Case1Case1    東海環狀道路、第二東名高速公路、名古屋高速公路、中部國

際機場、機場週邊設施、機場連外道路、知多橫向道路。 

Case2Case2Case2Case2    東部丘陵線、愛知環狀鐵路、名古屋瀨戶道路、猿投綠色道路

劃分為四線道。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の経済効果に関する評価》p.8 

從支出面檢視愛知萬博會，包含建設、營運與入場者消費的支出總

額。在 case1 下約有 3 兆 5 千億日圓，在 case2 下則有超過 1 億 1 千億日

圓的規模。另外，從全國經濟效益面的影響來看，在 case1 的情況下，展

現在 GDP、生產誘發額與雇用者人數上，分別是 4 兆 2 千億日圓、7 兆 7

千億日圓及約 45 萬人；在 Csae2 的情形下，則大幅減少，分別約為 1 兆 6

千億日圓、2 兆 8 千億日圓及 16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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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經濟效益的規模（日本全國總計） 

單位：億圓（2000 年物價）、人 

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     支出總額支出總額支出總額支出總額    

GDPGDPGDPGDP    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    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    

Case 1 35,311 42,160 77,151 446,387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Case 2 11,771 15,751 27,973 160,815 

Case 1 28,401 32,092 60,150 349,085 建設建設建設建設    

Case 2 4,860 5,683 10,972 63,512 

營運營運營運營運    2,091 3,239 5,382 31,794 

入場者消費入場者消費入場者消費入場者消費    4,819 6,829 11,619 65,509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の経済効果に関する評価》p.17 

將表 4-6 的「建設」類、「營運」類與「入場者消費」類再做細項展開，

整理統計如下表。可以發現「建設」帶來最大的經濟效益；「營運」類的

經濟效益展現則有賴出展者的貢獻；入場者的消費以交通和住宿為大宗。 

表 4-7 建設、營運與入場者消費的經濟效益規模（日本全國總計） 

單位：億圓（2000 年物價）、人 

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經濟效益     支出總額支出總額支出總額支出總額    

GDPGDPGDPGDP    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    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    

博覽會協會 1,319 1,553 3,011 17,520 

出展者 461 546 1,071 6,256 

Case 1 26,620 29,993 56,068 325,310 

建設建設建設建設 

相關交

通建設 
Case 2 3,080 3,583 6,890 39,737 

博覽會協會 627 973 1,616 9,527 

出展者 1,383 2,147 3,566 21,120 

營運營運營運營運 

活動參加者 81 119 199 1,101 

交通 1,751 2,479 4,062 21,893 

住宿 1,636 2,540 4,219 24,970 

飲食 404 521 938 4,991 

購買 989 1,230 2,301 13,074 

入場者入場者入場者入場者

消費消費消費消費 

服務 38 59 98 581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の経済効果に関する評価》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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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區別來看愛知萬博會對日本各地區的經濟效果影響，在 case1 下

發現，主辦地的中部地區佔全國總經濟效果的 75%。其次，以鄰近的關東

地區與近畿地區所受影響最大，分別佔中部地區經濟效果的 19%與 7%。中

部地區因博覽會會場區域基礎建設的驅動，公共事業類為主要經濟效果的

來源。而關東地區與近畿地區則因博覽會帶動週邊服務業、金融、保險、

不動產業及商業活動的活絡，而有良好表現。 

表 4-8 關東、中部與近畿地區的經濟效果（case1） 

單位：億圓（2000 年物價）、人 

經濟效果經濟效果經濟效果經濟效果    地區別地區別地區別地區別    

GDPGDPGDPGDP    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    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5,8475,8475,8475,847    9,3479,3479,3479,347    48,32448,32448,32448,324    

服務業 1,399 1,863 11,297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1,173 1,447 3,493 

關東地區關東地區關東地區關東地區    

商業 1,036 1,355 10,378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31,46831,46831,46831,468    59,11459,11459,11459,114    351,316351,316351,316351,316    

公共事業 12,760 25,415 160,622 

服務業 6,081 9,950 69,571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2,397 2,938 6,352 

運輸業 2,041 3,382 19,618 

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中部地區    

商業 1,997 2,860 31,95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1882,1882,1882,188    3,8353,8353,8353,835    19,03019,03019,03019,030    

商業 449 616 4,992 

服務業 417 577 2,838 

近畿地區近畿地區近畿地區近畿地區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310 377 752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の経済効果に関する評価》p.23 

Case2 下，中部地區仍然是經濟效果最顯著的地區，約佔全國經濟效

果的 65%左右，較 case1 的情況下略低。關東地區與近畿地區在 GDP 方面

各為 2962 億日圓與 1063 億日圓，分別佔中部地區經濟效果的 29%與 10%。

此時，中部地區的服務業為最大貢獻類別，公共事業類反而最低，並納入

了建築、建設修護業的貢獻。而周邊地區仍以服務業、金融、保險、不動

產業及商業活動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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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關東、中部與近畿地區的經濟效果（case2） 

單位：億圓（2000 年物價）、人 

經濟效果經濟效果經濟效果經濟效果    地區別地區別地區別地區別    

GDPGDPGDPGDP    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生產誘發額    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雇用者數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9622,9622,9622,962    4,6554,6554,6554,655    24,18224,18224,18224,182    

服務業 709 907 5,503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616 763 1,842 

關東地區關東地區關東地區關東地區    

商業 495 657 5,03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34710,34710,34710,347    18,97818,97818,97818,978    112,857112,857112,857112,857    

公共事業 884 1,875 11,850 

服務業 3,662 5,995 41,915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1,015 1,234 2,668 

建築、建設修護 905 1,923 12,177 

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中部地區中部地區    

運輸業 904 1,496 8,680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0631,0631,0631,063    1,8371,8371,8371,837    9, 2579, 2579, 2579, 257    

商業 213 295 2,390 

服務業 208 278 1,365 

近畿地區近畿地區近畿地區近畿地區    

金融、保險、不動產業 152 185 369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の経済効果に関する評価》p.24 

從上述統計資料顯示，作為一個大型文化事業，愛知萬博會的確為主

辦地區與主辦國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然而，從與自然環境永續共生的觀

點來看，經濟效益增加是否就代表著人類生活質量的提升，以及人類未來

生活美好的保證呢？值得吾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