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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個案研究與分析個案研究與分析個案研究與分析個案研究與分析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說明市民力量在會後會場的撤除整備工程及

未來規劃營運上的影響力展現，第二節從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入場者對博覽

會主題意識的理解程度與誘發其行為改變的情況。第三節討論博覽會協會

透過何種方式與活動將其博覽會的主題意識與精神持續地於民間擴散並

深化。第四節探討永續共生理念對會後的撤除整備工程及規劃利用有何影

響。最後，在第五節描述會後博覽會協會的資源再生利用情形。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市民參加市民參加市民參加市民參加的影響力展現的影響力展現的影響力展現的影響力展現 

本屆愛知萬博導入「市民參加」的作法，實為國際博覽會史上的一大

創舉。隨著市民知識水平提升、資訊取得便利性增高及政府政策透明度提

高的背景下，市民力量已成為左右政策走向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從

博覽會籌備期間促成博覽會主題、會場場地、預計人數的數度變更，到博

覽會期間籌辦期間大大小小的市民活動，都可以看到市民力量的展現。會

後，市民的影響力持續發燒。 

本節就會前的籌備期間，到會中博覽會舉辦的各項市民活動，再到會

後市民力量對長久手會場的設計整備與未來經營管理的影響進行分析與

說明。 

一、 會前的市民力量—愛知萬博檢討會議 

（一） 愛知萬博檢討會議的序曲 

博覽會籌備期間，由於起初的基本計畫中對會場預定地、會場面積、預計

入場人數等項目的決議引起環保團體與部分學研單位的抗議，也使得 BIE

對愛知萬博會的企畫申請書一度提出修改建議。因此，博覽會協會與日本

中央政府不得不正視來自民間的聲音，積極與民間展開對話。民間團體中

以「日本自然保護協會 NACS-J」、「日本野鳥協會」、「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日

本委員會 WWFJ」為主要窗口。在三個團體與愛知縣知事、日本通產大臣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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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討論之後，2004 年 4 月 4 日舉辦了深谷通產大臣、神田知事和國際博覽

會協會會長豐田章一郎的三方談話。隨後，於 4 月 28 日公布由六方（上

述三方與三民間代表團體）同意的新博覽會企畫案，並順利於 12 月通過

BIE 的註冊登記。此一對話機制也為日後「愛知萬博檢討會議」埋下伏筆。 

（二） 愛知萬博檢討會議的成員與任務 

愛知萬博檢討會議設置於博覽會協會之下，共有 28 位委員。其中環保團

體代表 9 名（前述三代表團體 3 名，地方環保團體 6 名）、地方利害關係

團體代表 9 名（瀨戶市 3 名，長久手町 2 名，萬博促進團體 4 名）、有識

之士 6 名、博覽會協會企畫營運委員 4 名。 

該會議就博覽會會場選定、規劃、舉辦期間的相關事項及未來利用方式進

行意見交流與協調討論。愛知萬博檢討會議的設置象徵著市民可自主性地

表達意見，並透過正式的管道得以表達其主張，且對於最終決策具有影響

力。雖然這樣的協商過程可能耗費較多的時間，但對於最後的滿意度與成

效有其正面的效果。 

（三） 在愛知萬博檢討會議之後 

愛知萬博檢討會議於該年的 12 月 21 日所舉辦的第 13 次會議解散，此乃

各界對於各愛知萬博舉辦之相關事項獲得共識。但會議解散的前提，必需

要有以下四個活動的展開與持續進行：一、對海上之森的會場計畫與環境

狀態持續監控。二、持續追蹤檢討會議中的提案執行情況。三、確保海上

之森的永續發展。四、以市民萬博為基調。 

之後，果然有各式相關會議組織的成立。例如「里山學習與交流的森林之

會」、「海上之森會議」、「Follow up 會議」等等。 

二、 博覽會期間的「市民參加」活動 

博覽會期間於瀨戶會場的市民展館與海上廣場共舉辦了 235 個活動，

包含演講、研討會、展示與動態活動等等。依主題劃分為「和平」、「福祉」

與「環境」三類，由於本研究著重於環境面的探討，因此特列出環境類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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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代表性活動以供參考。 

（一） 21 世紀青年人的話—從上海到海上（8/23） 

此為上海復旦大學與日本大學生的合作活動，雙方針對多項環境議題進行

討論與意見交流。 

（二） 搶救世界最大熱帶雨林—亞馬遜（全期間） 

由旅居國外的日裔同胞主持企畫，介紹旅居國家的見聞，並展示說明當地

於農業上的作法與環境策略。 

（三） 挽救地球之美（3/25~6/28） 

國際資源活用協會推展多種資源回收的作法，並說明該協會促進人才、技

術與文化交流的現況。活動中讓民眾動手實做，屬於體驗型的工作坊。 

（四） 珍惜海上之森的自然生態（影像製作）（全期間） 

透過海上之森影片的製作，傳達自然之美、自然之可貴，以及保育里山
1
與

之共存的重要性。 

（五） ECO 討論會（6/17、7/5,6） 

由環境 Partnership CLUB 主辦，該活動讓孩童與企業的環境單位負責人

面對面互動與討論。 

（六） 攜手促進森林再生—森林的多樣性與可能性（7/28） 

由購入長野縣某一荒廢已久的里山，並進行森林再生工作的 CW ニコル先

生發表專題演講，以自身經驗說明森林再生工作及人與自然共生的重要性。 

一、 會後市民影響力的展現 

博覽會主會場之長久手會場在會後進行撤除整備工程，並計畫將其改
                                                 
1
 「里山」意指與人類生活互動密切的山林，人類雖依賴其山林資源，卻仍保持山林的隱蔽性且

維護其自然生態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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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由於長久手會場原為歷史悠久的愛知縣青少

年公園，因此其會後復原與重新整備計畫受到當地縣民極高的關注。根據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暫訂基本計畫概要版》，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的設

計整備目標便是在彙集了縣民懇談會的意見與縣民問卷調查結果之後才

決議的。 

 

圖 5-1 市民力量對紀念公園設計目標制定的影響展現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紀念公園暫訂基本計畫概要版》，2006 

此外，在紀念公園的整備工程階段與未來經營管理方面，縣民力量同

樣發揮極高影響作用。 

（一） 縣民參與紀念公園的各階段活動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傳承了「市民參加」的博覽會理念，因此從公園的設

計規劃、整備工程、經營管理等各個階段，都納入縣民參加制度，以集合

眾人之力完成公園的建置。 

愛愛愛愛．．．．地球博紀念公園地球博紀念公園地球博紀念公園地球博紀念公園之設計整備目標之設計整備目標之設計整備目標之設計整備目標    

成為滿溢著健康、精神富足與歡樂，與縣民共同持續

成長的 21 世紀型公園。 

～以 Sustainable Park 為目標 

懇談會的各界意見懇談會的各界意見懇談會的各界意見懇談會的各界意見    

‧ 實踐市民活動的公園 

‧ 世代交流的場所 

‧ 防災教育的舉辦場所 

‧ 與具先進環境概念的愛

知縣相符的公園 

‧ 活化地方資源且能身心

放鬆的公園 

‧ 重視公園管理 

縣民問卷調查結果縣民問卷調查結果縣民問卷調查結果縣民問卷調查結果    

‧ 公園的形象 

- 自然中休憩、交流、

輕鬆的健康活動場。 

‧ 公園的未來形貌 

- 悠閒的休憩場所 

- 可親性高的公園 

‧ 參與公園的管理 

- 參與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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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園管理會議的設置 

由於紀念公園未來將與地方的民眾、企業、NGO、大學等等產生連結與互

動，也為了形成一個縣民與行政單位的對話平台，因此建置了「公園管理

會議」。在會議中，各方代表可就公園管理內容、職責分工、市民參加企

畫等等內容進行討論與交流。 

 

圖 5-2 公園管理會議的構成與職責分工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紀念公園暫訂基本計畫概要版》，2006 

（三） 義工活動的養成與推動 

縣民以義工的形式參加公園的經營管理活動。此外，義工的招募、培訓與

管理對於日後義工活動的執行十分重要。招募方面，以具有豐富社會經驗

的銀髮族為優先，不僅善用了社會力量也讓銀髮族們開展了另一片天空。

另一方面，義工團體的形成，可凝聚民眾對地方的關心與力量，促進地方

交流。 

公園管理公園管理公園管理公園管理    

‧ 依法管理 

‧ 組織、預算等的管理 

‧ 整備與改建 

‧ 與各單位的協調 

    

與公園間的合作與公園間的合作與公園間的合作與公園間的合作    

‧ 技術、資訊與資金

面的合作 

‧ 具特色的研究、教

學活動等 

    

公園管理委託公園管理委託公園管理委託公園管理委託    

‧ 營運管理 

‧ 維護管理與改建 

‧ 發佈公園資訊 

參與公園活動參與公園活動參與公園活動參與公園活動    

‧ 各種活動企畫與執

行 

‧ 公園維護管理 

行政（愛知縣） 

大學 

企業 

義工團體 

NGO 

縣民 

指定管理者 

公園管理會議公園管理會議公園管理會議公園管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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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逐步邁向以縣民為主的經營管理制度 

要由縣民與愛知縣行政單位共同經營管理紀念公園必不是短期間可立即

達成的目標，需考慮到人員的配置分工以及能力的培養的問題。因此，前

五年縣民需持續參與各項行政管理工作，最後才能逐漸發展為共同管理的

型態。其階段性發展內容，詳見表 5-1。 

表 5-1 縣民參與公園經營管理的階段性內容表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    組成組成組成組成    負責內容負責內容負責內容負責內容    

基礎

穩固

期 

公園管理者（愛知

縣）、指定管理者、NPO

等。 

‧ 縣民可階段性參加工作坊型公園的

空間整備計畫 

‧ 義工的招募、培養與組織形成 

‧ 舉辦促進縣民參加的演講會 

‧ 邀請 NGO、大學、企業、專家學者等

加入公園營運管理 

‧ 執行營運活動 

公園管理者（愛知縣） ‧ 依法管理 

‧ 組織、預算等管理 

‧ 整備與改建 

‧ 與各單位的協調 

指定管理者 ‧ 營運管理 

‧ 維護管理與改建 

‧ 發佈公園資訊 

NPO、縣民、義工團體 ‧ 各種活動企畫與執行 

‧ 公園維護管理 

公 

 

園 

 

管 

 

理 

 

會 

 

議 

未來

共同

經營

期 

大學、研究機關、企業 ‧ 技術、資訊與資金面的合作 

‧ 具特色的研究、教學活動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市民參與的意義 

（一） 市民參與的實況 

從 1988 年日本愛知縣向 BIE 提出博覽會主辦申請以來，民間一直有

一股反對、監督的力量持續影響著博覽會計畫的制訂與執行。博覽會協會

終將放下身段，進行協調。就如博覽會協會 chief producer 之一的福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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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所說：「90 年代，芝加哥、維也納原先也要爭取博覽會主辦權，但在

市民強力的反對聲浪下，宣告取消。是以，二十一世紀的博覽會必須由市

民參與，一同協力。二十一世紀的博覽會如果沒有國家、企業、市民的合

作與努力參與，那麼博覽會將無法成功。」然而，首度大舉將市民參與列

為執行特色的愛知博覽會，市民參與的實際狀況為何？ 

在訪談過程中，福井先生指出：一、愛知萬博會有 250 個市民組織團

隊不時地進行各項活動。二、來參展的 210 個國家都與愛知縣的市民團體

進行多項交流活動。三、從三年前（2002）開始，陸陸續續提出 250 個計

畫，並累計有幾十萬人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決策與意見提供。四、總計有三

萬名市民申請擔任志工。市民參與的方式包含參與策劃、組成市民委員

會，並藉由該委員會動員、集結市民力量，表達市民意見且對博覽會協會

的執行產生影響力。然而，愛知縣總人口數有 7,220,661 人（平成 17 年 4

月 1 日），其中 55 歲以上有 2,260,342 人，約佔總人口數的 31.3%，而博

覽會協會僅號召動員了 30,000 多位市民，約佔總人口數的 0.4%。從市民

參與的比例上看，仍需要大幅的努力。另外，依照主題意識的問卷調查結

果顯示，市民參與雖然是博覽會協會極欲推動倡導的概念，但不論是主題

意識理解度、滲透度，或誘發行為的改變成效都較其他項目表現為差。因

此，其相關推動作法可作為後續博覽會舉辦的借鏡。 

（二） 市民參與的意義 

市民力量的展現不僅是市民本身的自覺，還需要一股對地方風土的珍

愛情懷。因為地方與自己的日常生活相互重疊，而產生憂患與共的支持。

透過對活動的關心與建言，來將心中對土地的熱愛於以釋放。以愛知萬博

為例，由於博覽會的各項決議與策劃對其生活環境大為影響，且有最深刻

的感觸。因此，市民勇於站出來捍衛自己的居住環境。是故，愛知萬博會

可謂是喚起市民意識與動力的一項契機。據博覽會協會的統計資料，在會

期前後約有十多萬位市民直接或間接的參與此次博覽會的企劃、設計、建

造及營運，另外有三萬餘名志工參與服務工作。 

從文化活動的舉辦來看，文化活動的主題若能取自於自己的土壤、民

俗，或依四季節氣所產生的生活韻律、或宗教、歷史和在地美學所延伸出



 

 69

來的文化元素，則能有最佳的詮釋與展現。文化活動就像是社區營造力量

與地方產業相互激盪下的成果結晶，無論是策劃者、表演者、參與者都應

主要來自於地方，因此文化活動的知識與能量自然能於地方留存與蓄積。

如此一來，民眾自發性的動員串聯、文化聚焦，才可望逐漸變成一股城市

的獨特競爭力，真正達到用文化詮釋地方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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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主題滲透度與行為改變主題滲透度與行為改變主題滲透度與行為改變主題滲透度與行為改變 

本節以博覽會協會所公布的兩份問卷分析報告為主要資料分析來

源。探討博覽會協會設定的主題意識透過會場內外各式軟硬體的展現與傳

達，對入場參觀者產生何種程度的實際影響。以下將從主題理解度、主題

滲透度及來訪者的思想行為改變進行分析討論。 

一、 主題意識理解度與滲透度 

（一） 問卷調查實施概要 

在 2005 年 3 月 25 日至 2005 年 9 月 25 日的 185 天展出期間，對青少年入

場參觀者、一般入場參觀者及因教學需要入場參觀之教職員進行博覽會主

題理解度與滲透度的問卷調查。 

表 5-2 問卷調查實施概要 

類別 調查對象 調查方法 

青少年入

場參觀者 

入場參觀的 13~19 歲青少年男女共

671 名。 

訪問式問卷調查 

一般入場

參觀者 

入場參觀的 20~69 歲男女共 1000

名。 

網路問卷調查 

教職員 2005年 4月~6月愛知縣境內因教學

而入場參觀的中小學教職員。其

中，小學佔 506 所，中學佔 202 所，

適應指導教室（類似中途之家，提

供不願上學的中小學生教育照護的

單位）1 所。 

自填式問卷調查 

（負責調查單位：愛知

縣教育委員會） 

資料來源：《2005 年日本国際博覧会協会テーマの理解度浸透度アンケート調査》 

問卷內容的設計由主題—「自然的睿智」出發。「自然的睿智」意指人類

向自然系統學習，針對全球性議題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案，並促進循環型社

會的形成。於此之下展開為「全球性議題的解決方案」與「全球交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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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別，最後以四大領域：「先端科技的應用」、「新一代社會行動與社會

系統的採用」、「多樣性文化的相互理解（國際交流）」及「NGO 及市民參加」，

作為問題設計的四大標的。 

1. 先端科技的應用：實際驗證並體驗先端科技對於全球性議題的解決有

何助益。 

2. 新一代社會行動與社會系統的採用：詮釋並宣揚將環境保護納入考量

的新生活系統與活動的重要性。 

3. 多樣性文化的相互理解（國際交流）：理解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案可解

決全球性議題，傳達接納容許異文化或思維的重要性。 

4. NGO 及市民參加：實際感受每一個人的思想行為對於全球性議題的解

決都是重要且具影響力的。 

將四大領域實際包含的範圍，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 5-3 問卷調查之四大領域內容 

 
資料來源：《2005 年日本国際博覧会協会テーマの理解度浸透度アンケート調査》 

 

‧ IT 科技 

‧ 先端影像系

統 

‧ 綠色能源 

‧ 新交通系統 

‧ 新一代機器

人 

‧ 環境科技 

 

‧ 垃圾的九大分

類 

‧ Eco-money 

‧ Eco-tour 

‧ P&R 

‧ 森林體驗之旅 

‧ 環保型建設 

‧ 通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 

‧ 獨立移動支援

系統 

‧ IT 科技 

 

‧ 全球環道 

‧ 國家館 

‧ 外國食物 

‧ 外國商品 

‧ 外國活動 

‧ ND 

‧ 異國友誼 

‧ 愛．地球會

議 

‧ 世界和平座

談會 

 

‧ 地球市民

村 

‧ 市民 

‧ 海上廣場 

‧ 市民參加

活動 

‧ 志工活動 

新社會行動與社新社會行動與社新社會行動與社新社會行動與社

會系統的採用會系統的採用會系統的採用會系統的採用 

NGONGONGONGO 及市民及市民及市民及市民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文化

的相互理的相互理的相互理的相互理解解解解

先端科技的先端科技的先端科技的先端科技的

應用應用應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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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題意識理解度 

來訪者在入場參觀後，對於主題意識產生多少程度的理解，首先取決於來

訪者對博覽會於各主題領域的印象。依據上述的四大領域向來訪者進行調

查，發現不論是青少年還是一般參觀者，即使實際參加、體驗過某些活動、

設施，在事件結束後，對於所欲傳達的主題意識仍未必完全保留印象。 

從領域別來看，青少年與一般參觀者皆對「國際交流」與「先端科技」有

較高的興趣，參與程度較高且存有印象程度也較高。但，青少年受訪者在

「國際交流」上有最深感受，佔 68.6%；一般參觀者則是「先端科技」類，

有 73.9％，這可能與年齡、經歷、對新技術的理解程度有關。然而，對於

本屆萬博會的一大特色—市民參加，不論是青少年或一般參觀者的印象都

偏低，僅佔 6.7％與 3.6％。可能的原因有：一、博覽會協會於「市民參

加」的宣傳與推動努力尚嫌不足。二、首次導入市民參加，難以短期間動

員、組織市民力量。三、會前反對博覽會開辦的市民意見依然持續產生效

力。四、參觀者並未將「市民參加」視為一種博覽會特色，以致於將其視

為一般性活動，而為留下特殊印象。不論原因為何，若博覽會活動要導入

市民參加，勢必需要新的、更有效的策略性作為。 

各領域印象程度各領域印象程度各領域印象程度各領域印象程度（（（（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92

86.7

95.7

38.9

64.7

17.3

68.6

6.7

0 20 40 60 80 100 120

先端科技

新社會系統

國際交流

市民參加

參加、體驗過 留有印象
 

圖 5-3 四大領域印象程度分析圖（青少年參觀者） 

資料來源：《2005 年日本国際博覧会協会テーマの理解度浸透度アンケート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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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印象程度各領域印象程度各領域印象程度各領域印象程度（（（（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94.7

84.7

94.1

35.8

73.9

32.4

51.6

3.6

0 20 40 60 80 100

先端科技

新社會系統

國際交流

市民參加

參加、體驗過 留有印象
 

圖 5-4 四大領域印象程度分析圖（一般參觀者） 

資料來源：《2005 年日本国際博覧会協会テーマの理解度浸透度アンケート調査》 

另一方面，從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一般參觀者有 53%的比例大力推薦孩童們

應該入場參觀，有 41.8%支持孩童們應入場參觀。因此，有九成以上的比

例肯定愛知萬博在於教育、接受新知上的意義。其中，又以「先端科技」、

「環境問題」及「國際文化交流」為推薦體驗、理解的課題。教職員的調

查中發現，39.8%的比例認為愛知萬博只對大人有意義，57.4%認為不論對

何種年齡層來說都是極有意義的活動，並以「可促進國際間相互理解與交

流」、「對環境教育有助益」及「這是在學校無法接受到的體驗」為主要原

因。 

最後從主題意識理解度的分析來看，詳見圖 5-5。整體而言，在各領域上

青少年與一般參觀者都能有七成以上的理解度。一般參觀者於各領域也幾

近九成以上的理解度。由此顯示，愛知萬博會透過各式軟硬體設施及宣傳

教育將主題意識於以具體化呈現的努力得到來訪者的正向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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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主題意識理解度分析各領域主題意識理解度分析各領域主題意識理解度分析各領域主題意識理解度分析

94.5 93 93.1 88.987.2 84.8 83.2
71.5

0

20

40

60

80

100

先端科技 新社會系統 國際交流 市民參加

一般參觀者 青少年參觀者
 

圖 5-5 各領域主題意識理解度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主題意識滲透度與行為改變 

對於主題意識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之後，還要能真正影響改變來訪者的思想

行為才算是真正有效果。就青少年入場參觀者的調查顯示，有 36.8%的比

例從愛知萬博會獲得新知識，並促成進一步學習的傾向，產生具體行動意

識的佔 58.6%。另外，有 14.2%的一般參觀者獲得新知，39.3%產生行動意

識，31%將付出實際行動以連結從博覽會所獲得的刺激與啟示。綜合上述，

本研究認為就青少年而言，愛知萬博是個豐富的知識學習場域，受到刺激

後也較能影響其行為。而一般參訪者來愛知萬博莫過於再次強化新觀念與

行為間的正向連結。 

將主題意識對青少年產生影響的歷程分為「接觸」、「理解」、「知識取得（展

現學習傾向）」及「行動傾向」四階段，再分別與四大領域進行合併分析。

以新社會系統為例，解說如下表。 

表 5-4 主題意識之新社會系統的行為改變歷程內涵 

 接觸接觸接觸接觸    理解理解理解理解    知識取得知識取得知識取得知識取得    行動傾向行動傾向行動傾向行動傾向    

新新新新

社社社社

於博覽會內接

觸、參與和新社

理解體會關切自然

環境的新社會系統

希望進一步瞭

解學習循環型

願意為邁向

循環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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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會會

系系系系

統統統統    

會系統相關之

展示及活動的

比例。 

（循環型社會）是

重要且刻不容緩的

比例。 

社會相關知識

的比例。 

付出實際行

動比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對一般參觀者的影響歷程則多增加了「學習」與「實際行動」兩階段。同

樣以新社會系統為例說明，「學習」意指主動收集查詢循環型社會的相關

資訊並展開學習活動的比例；「實際行動」指將實際落實循環型社會準則

於日常生活之中的比例。 

從青少年與一般參觀者的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分析表來看，首次採行的

「市民參加」雖然獲得廣泛的理解，但實際參與的比例稍低，可作為下次

大型文化活動舉辦的借鏡。在新社會系統與國際交流部分，青少年參觀者

有近三成的比例產生行為改變的傾向，一般參觀者則分別有44.6%與 47.5%

的比例。此外，由於日本原本在循環型社會的提倡上早有多年的努力，透

過本屆博覽會更有 11.1％的民眾將付諸實際行動，採行新的生活方式。然

而，在其他領域仍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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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 理解 知識取得 行動傾向
 

圖 5-6 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分析圖（青少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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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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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 理解 知識取得 行動傾向 學習 實際行動
 

圖 5-7 各領域理解度與滲透度分析圖（一般）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教職員的問卷結果也顯示有 47.3%的中小學生因參觀愛知萬博會而

提高對環境意識與國際交流的關注，理解度與滲透度上都有正向影響。綜

合上述分析，愛知萬博的主題意識在會期間成功達到推廣與宣傳的目標，

入場參觀者多半能清楚地理解。主題滲透度方面雖未達到全面性的顯著效

果，但在特定領域中已能成功喚起進一步學習意願與行動意識。是故，博

覽會結束後主題意識的持續擴散與深化將是能否確實改變人們思想行為

的關鍵。 

二、 環境意識理解度與滲透度 

（一） 問卷調查實施概要 

由於「環境意識」的提倡推行是「愛．地球博」的重頭戲之一，博覽會協

會對於推廣成效結果當然關心。因此，特別針對來訪者參觀前與參觀後對

環境意識的認知及改變進行調查。 

1. 調查對象 

蒞臨「愛．地球博」的 1711 位入場參觀者。 

2. 調查期間 

2005 年 7 月 8 日（五）0:00 到 2005 年 9 月 30 日（五）17:00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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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查方法 

網路問卷調查。在博覽會協會的官方網站設置連結，移向問卷調查網。 

4. 調查項目 

(1) Eco-map 上所刊載的設施 

(2) 對 Eco-money 的認知程度 

(3) 環境問題嚴重性排名 

(4) 印象中「愛．地球博」的環境活動 

(5) 參觀「愛．地球博」後的環境意識變化 

(6) 環境意識形成度的檢討 

（二） 環境意識理解度    

在 Eco map 所刊載的 57 項綠色設施及活動，以「全球環道的鋪材」、「垃

圾九大分類」及「長久手日本館的竹籠造型」為最多人體驗、參觀，分別

佔 76.8%、71.8%及 69.8%。其次，愛．地球廣場裡的大地之牆也獲得 61.7%

的支持。 

博覽會裡的「Eco-money」是另一項重點活動，意指為減緩全球暖化，民

眾於會場內外的合作商店及「Eco-money 中心」購買綠色商品並使用環保

袋，則可獲得「Eco-money」（點數）。累積點數可交換 Eco 商品或轉換成

贊助企業栽種樹木。就參觀者對 Eco-money 的瞭解情形進行調查，發現有

32.1%的參觀者入場前就知道 Eco-money ，48.8%則是入場後得知，總計有

近八成的參觀者知道該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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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EcoEcoEco----moneymoneymoneymoney認知狀況認知狀況認知狀況認知狀況

18.7

32.1

48.8

0.4

不知道 參訪前知道 參訪後知道 不詳
    

圖 5-8 Eco-money 認知狀況分析圖 

資料來源：《環境 Web アンケート》 

在已知 Eco-money 的參觀者中，有 52%實際參加 Eco-money 的活動，其中

13.9%是入場前已經加入，38.1%則是入場後首次體驗。從兩個分析圖來

看，博覽會的開展對於新觀念（Eco-money）的推行與體驗有實質上的效

果。 

已知已知已知已知EcoEcoEcoEco----moneymoneymoneymoney的參觀者之實際參加狀況的參觀者之實際參加狀況的參觀者之實際參加狀況的參觀者之實際參加狀況

0.4

47.6

13.9

38.1

不詳 未參加 參訪前已參加 於會場首次參加
 

圖 5-9 已知 Eco-money 的參觀者之實際參加狀況 

資料來源：《環境 Web アンケート》 

參觀者對於環境問題的嚴重性排名，以全球暖化大幅領先，佔六成四，其

次是垃圾問題、臭氧層損壞問題、都市的熱島效應。本研究推估這與博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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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展出冰河時期的長毛象有關。在展館以及廣告宣傳上，都詳細說明了

冰河時期的長毛象得已被世人所見，乃是因為地球溫度上升導致冰河融

化，背後隱藏著如電影「明天過後」的情節，不得不另人擔憂。 

就環境意識理解度分析，博覽會的硬體設施，如展館建築、會場內的基礎

設施（全球環道）、燃料公車、綠色能源裝置等以實際的形貌向參觀者宣

達環境意識，獲得普遍性的理解。軟體面的活動、措施，如 Eco-money 和

垃圾進行九大分類，藉由身體力行讓參觀者實際體驗並加深印象。多重管

道齊下，向參觀者宣達環境意識。 

（三） 環境意識滲透度與行為改變    

從「改乘大眾運輸工具」、「在購買家電產品時選擇省能源型機種」、「在家

庭、職場上落實省能作為」及「重複使用並施行垃圾減量、分類與回收」

等四方面進行調查，以探討在理解環保觀念後，思想行為上的改變程度。 

發現「改乘公共交通工具」一項，參觀前有 14.8%已經積極地實踐，參觀

後增加 18.4 個百分點。加上某種程度的實踐者，整體而言參觀前與參觀

後相差 36.2 個百分點，是四項中最為顯著的。從下表可知，環境意識確

實對於參觀者的行為產生影響並促成改變。 

表 5-5 參觀前後環境意識落實程度表 

 已積極落實已積極落實已積極落實已積極落實    已某已某已某已某 種程種程種程種程

度落實度落實度落實度落實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參 觀 前參 觀 前參 觀 前參 觀 前

後差後差後差後差    

參觀前 14.8% 30.1% 44.9% 改乘大眾運輸改乘大眾運輸改乘大眾運輸改乘大眾運輸

工具工具工具工具    參觀後 33.2% 47.9% 81.1% 

36.2% 

參觀前 23.4% 46% 69.4% 選購省能源型選購省能源型選購省能源型選購省能源型

機種機種機種機種    參觀後 58.5% 35.7% 94.2% 

24.8% 

參觀前 25.4% 50% 75.4% 落實節能作為落實節能作為落實節能作為落實節能作為    

參觀後 63.7% 33.3% 97% 

21.6% 

參觀前 31.6% 48.8% 80.4% 重複使用重複使用重複使用重複使用，，，，垃圾垃圾垃圾垃圾
減量減量減量減量、、、、分類與回分類與回分類與回分類與回
收收收收    參觀後 69.6% 27.8% 97.4% 

1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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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硬體設施的拆除與價值再創造硬體設施的拆除與價值再創造硬體設施的拆除與價值再創造硬體設施的拆除與價值再創造 

本節討論在與自然永續共生的大前提下，博覽會協會如何以 3R 原則

作為指導方針來貫徹其理念於會期結束後的硬體設施撤除與再利用。主要

分為三個主題進行分析：第一、說明博覽會協會在環境面的運作架構、規

範制訂與努力。第二、討論在考慮環境因素下，會場內的硬體設施，包含

展館、基礎建設、建材等，如何以最低環境破壞的方式進行拆解與撤除活

動。第三、討論博覽會協會如何整備並賦予會場、展館、設備、建材等新

生命，並且達到價值再創造之效。 

一、 愛知萬博之環境面運作架構 

為實現 2001 年 12 月制訂的「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覽會基本計畫」中「重

視環境考量」的事業方針，博覽會協會建構了「環境管理系統」

（Environment Mangement System,EMS），以及具體化展開該事業方針的

「愛．地球博 環境方針」。此外，針對會場建設時期、博覽會開展時期、

會後撤除時期也完成各項行動計畫與環境指導方針，以明文揭示博覽會協

會、參展者、入場參觀者等應努力的方向及該如何各盡其職。 

（一） 事業方針之「重視環境考量」 

簡要說明事業方針之一的「重視環境考量」，將有助於瞭解博覽會協會在

推動該方針的努力方向，共展開為以下六項： 

1. 環境影響評估的實施 

實際評估因博覽會的舉辦所造成的各種環境影響。環境影響評估書裡所揭

示的內容可提供各界及博覽會協會瞭解執行環境方針的實際效益與成

本，以作為策略制訂的參考資訊。 

2. 活用自然地形與建材 

在會場建設計畫中，活用原會場既有的平地進行建設，而不另外挖丘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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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破壞地貌，以達到最小環境破壞程度。在建材上，也盡量採用木、竹、

土等可重複使用的自然材料。 

3. 檢討循環型技術的導入 

博覽會內導入各種新式能源、省能源系統及回收技術，例如收集雨水再利

用、垃圾分類以減少廢棄物等等。實際檢討採用循環型技術所帶來的實際

成效。 

4. 3R 原則下的建設與營運 

在建設工法上，選用建材上都以 3R (reduce, reuse, recycle)原則為依

歸，而營運上則致力推行倡導會場零排放的目標。 

5. 促進大眾運輸系統的使用 

積極引導入場者使用大眾運輸系統，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6. 提供快樂學習的機會 

在博覽會展示與活動設計上提供入場者一邊玩樂一邊學習的機會，讓每一

個人都可以重新思考人類與自然的關係。 

（二） 展開事業方針的計畫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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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展開事業方針之計畫體系圖 

資料來源：《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レポート》p.57 

圖 5-10 顯示博覽會協會於展開「重視環境考量」上的努力成果。在行動

計畫方面，會場整備建設時期完成了「抑制廢棄物產生暨執行回收之行動

計畫」（2002 年 9 月）與「地球暖化防止對策之行動計畫」（2002 年 10 月）；

博覽會開展時期完成了「活動舉辦中的環境行動計畫」（2004 年 7 月）；會

後撤除時期完成了「抑制廢棄物發生、執行回收及地球暖化防止對策之行

動計畫（撤除篇）」（2005 年 9 月）。顯現從基本計畫向下展開而成的一個

完整環境計畫體系。在該體系中，不僅是博覽會協會，連博覽會參加者與

2005日本國際博覽會 

基本計畫 

愛．地球博 環境方針 

愛．地球博 EMS 

‧ 環境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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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管理計畫 

‧ 推動手冊 

環境面指導方針 

環境報告 

入場者

的努力 

參加者環境計畫 

‧ 遵守相關法令與契約 

‧ 參加者於環境面的努力 

‧ 地球暖化防止對

策之行動計畫 

‧ 廢棄物抑制產生 

‧ 回收行動計畫 

2005日本國際博覽會 

環境影響評價書 

參加者與入場者

的環境面努力 

博覽會協會的

環境面努力 

協會支援 

提出計畫 

向協會報告 

整理結果 
數據統計分析 

協會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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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參觀者也都納入整個報告體系的範圍，提供貢獻並資訊回饋。此乃「重

視環境考量」的事業方針不同於其他方針，僅以博覽會協會的努力為實行

成效的主要影響者，而是需要所有內外部關係人的協力合作與實踐才得以

展現。 

（三） EMS(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 

愛知萬博是歷屆世界博覽會中，首次於會場建設、經營管理及會後撤去等

活動中全程導入環境管理系統的博覽會。由於，博覽會屬於一次性的專

案，過程複雜且變化不斷，涉及人員眾多且來自各國。因此此處的 EMS 與

一般企業採行的環境管理系統有異，以下為其特色： 

1. 持續進行的環境監控 

從博覽會計畫確立之後，隨即展開對原環境區的生態系統進行調查。到正

式開工整備會場、博覽會活動舉辦期間、會後的撤除工程都持續監控自然

環境與生態的變化。 

2. 推行環境方針所建構的完整流程 

舉辦各種會議，讓各參展國與博覽會協會人員進行問題討論與交流。此

外，博覽會協會針對參展單位、商店經營單位、合作廠商等各相關人員也

舉辦環境教育課程，以期達到確實執行環境方針之目標。 

3. 確保環境資訊的透明性 

隨時向外界揭示所收集到的環境資訊與統計數字，並作成報告書公佈。 

4. 實施內部環境監察 

5. 主管環境會議 

集合博覽會協會的各部首長共同就該部門單位於環境措施上的努力與作

法進行報告與檢討。 

由於博覽會事業的幾項特徵，使得在導入 EMS 時更需要獲得全體人員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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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理解與認同。其特徵有「屬於具有時間限制的一次性專案」、「隨著時間

變化而改變的事業內容」、「眾多利害關係人的協調」以及「頻繁的短期員

工替換」。因此，在組織結構上，EMS Producer 透過主管環境會議與各單

位首長進行溝通與檢討，以確保執行上的整體一致性。各單位主管再將所

獲知的新環境資訊向下傳遞，層層負責。 

 

圖 5-11 EMS 組織圖 

資料來源：《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レポート》p.74 

二、 考慮環境因素的硬體設施撤除作法 

博覽會結束後，兩大會場上的所有建築物與硬體設施都將進行不同程

度的遷移、撤除，包含各展覽館、各式基礎設施與交通工具等等。對於這

兩塊區域的生態系統來說，這樣的撤除工程與當初的會場整備工程同樣會

帶來負面的環境影響。因此，博覽會協會就會場內的所有建築設施進行評

價，一部份設施留在原地重新再利用，另一部份進行拆遷。而拆遷工程需

遵守三大原則：一、會期前原本未改變的土地環境不得施工。二、不可進

行大規模工程。三、做為停車場的原農地部分將進行復原（青野昌行，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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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博覽會協會考慮到境內稀有物種的棲息，預計最久在一年內要

完成撤除復原工程。而為了避開境內保育物種蒼鷹的築巢期，連結兩會場

的空中纜車撤除作業也限定要在 2005 年 12 月完成。另一方面，博覽會協

會考慮到周邊居民的生活與生物，明訂工程不得在夜間進行，並且與當初

建設會場時相同，要盡力減少工程車數量、導入低公害車的使用，及減少

二氧化碳等廢氣的排放（讀賣新聞，2005）。 

針對會後的撤除工程，博覽會公布詳細的規範原則，例如「環境面指

導原則（撤除篇）」（2005 年 9 月），以及前段所提及的「抑制廢棄物發生、

執行回收及地球暖化防止對策之行動計畫（撤除篇）」（2005 年 9 月），以

下就重點摘要說明之。 

（一） 建築物與硬體設施撤除規範 

就會場的撤除工程，博覽會協會依法對博覽會期間參加展出、舉辦活動、

經營紀念品販賣的「出展者」，及各自治體與參與活動、展覽、經營的「參

加者」，在其撤除建築物與硬體設施時進行規範與約束。 

並且在指導原則與行動計畫中，對撤除過程裡的相關重要名詞有明確界

定，給予執行者和監督者清楚的施行根據。例如，「撤除工程」指建築物

（包含內裝）及其地基拆除、重新回填與整地等工程。「再使用」有兩種

意義，一是指撤除的廢棄物中可直接再使用的部分（包含經過修理後而能

使用的）；二是指撤除的廢棄物中可做為其他成品的某部份使用者。而「再

生利用」是指撤除的廢棄物可直接作為原料或次級原料者。 

透過規範與約束，博覽會協會希冀能達到以下目標：「建設廢棄物的再利

用與適切處理」、「特殊廢棄物的再利用與適切處理」、「建設廢土再利用」

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小化」。使得標榜自然博的愛知萬博會即使落幕，

也有很環保的善後措施。將「抑制廢棄物發生、執行回收及地球暖化防止

對策之行動計畫（撤除篇）」的內容摘要如下，以進一步瞭解撤除工程的

進行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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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抑制廢棄物發生、執行回收及地球暖化防止對策之行動計畫內容

摘要表（撤除篇）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主要內容    

計畫目的 進行撤除工程時，博覽會協會在廢棄物再利用、抑制溫室

氣體的產生及其他相關環境措施的努力。 

執行方針 1. 撤除經博覽會協會裁定的建築物與設施 

2. 土木工程面的限制與考量 

3. 撤除產生的廢棄物再利用處理及適當的回收處理 

4. 有效率地使用能源以減少溫室氣體產生 

5. 遵守各相關法令及環境影響評價書的規範 

適用範圍 長久手與瀨戶會場、會場停車場 

實施要項 1. 推動拆除建材的再利用與回收 

‧ 回收計畫書的完成 

‧ 廢棄物的分類收集 

‧ 減少廢土產生並積極作為會場內的回填土 

‧ 廢土搬運的適切處理 

2. 促進有效率的能源使用 

‧ 工程用重型機械採低燃料耗費型 

3. 減少工程用車的環境的負荷 

‧ 使用低燃料耗費車與低環境負荷的小型車 

‧ 規劃有效率的廢棄物移出路徑 

‧ 工程用車減速行進 

4. 防止施工地的砂石飛散措施 

5. 避免其他噪音的產生及安全措施 

‧ 採用低噪音公法 

‧ 限制非工程人員隨意進入工程區域 

實施狀況的

確認 

1. 提出實施計畫書（實施書） 

2. 確認廢棄物的適切處理狀況 

3. 提出計畫書時的再確認 

資料來源：《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レポート》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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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控調查項目 

根據博覽會協會公佈的《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レポート》，撤除工程

實施期間持續執行環境狀況的監控調查，一方面作為檢視的根據，一方面

也有助於日後環境規範的效能評估。調查項目如表 5-7 所列： 

表 5-7 環境監控項目（撤除整備期間） 

2005~20062005~20062005~20062005~2006    監控調查項目監控調查項目監控調查項目監控調查項目    

平時平時平時平時    工程中工程中工程中工程中    

大氣 氣象、大氣狀態 ○ ○ 

一般環境噪音 ○ ○ 噪音 

沿路環境噪音 ○ ○ 

一般環境震動 ○ ○ 震動 

沿路環境震動 ○ ○ 

源頭河水水質 ○ ○ 水質 

河水濁度 ○ ○ 

地下水位 ○ ○ 地下水 

地下水質 ○ ○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 ○  

植物 ○ ○ 

動物 ○ ○ 

景觀 ○ ○ 

瀨戶會場 

對照組 ○ ○ 

植物 ○ ○ 

動物 ○ ○ 

生態系  ○ 

景觀 ○  

環境

影響

評價

書 

長久手會場 

對照組 ○  

噪音   

植物 ○ ○ 

之二 會場間的纜車 

動物 ○ ○ 

大氣 ○ ○ 

噪音 ○ ○ 

水質 ○  

之三 自用車停車場 

動物 ○ ○ 

之四 活動、照明 生態系 ○  

資料來源：《2005 日本國際博覽會環境レポート》，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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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價值再創造 

由於博覽會屬於一次性專案事件，在會後勢必要進行撤除與復原工

程。秉持 3R 原則，強調「減量化」、「再利用化」及「再資源化」的概念，

博覽會協會不進行大規模的撤除工程，將可置於原地在利用的建築設施於

以保留，並結合愛知萬博的理念賦予其新的任務與生命。同樣的，撤除的

各式建築設備與物品也以轉讓或公開競標的方式處理，不止物盡其用還要

創造新的使用價值。 

博覽會協會推動的是一個價值再創造的過程，透過延續各實體物的使

用年限，並以各實體物作為愛知萬博的理念傳承載具，使得愛知萬博不因

會期結束而消逝，而成為持續產生影響的事業。以下說明博覽會兩大會場

的新面貌與再利用。 

（一） 從長久手會場到「愛．地球博紀念公園」 

1. 愛知青少年公園簡介 

愛知青少年公園位於長久手町東南丘陵區，總面積約 190 公頃，公園東區

與瀨戶市和豐田市相接，周邊有許多大學和研究機關，屬於富有學術文化

氣息的地區。 

愛知青少年公園於昭和 45 年（1970）11 月 1 日開幕，當初乃為了促進青

少年身心健全發展而設置，園中設計有運動區、休閒區、住宿區、集會區

等等。據園方統計，自昭和 47 年起，平均每年有 240~290 萬人次使用，

使用者多為家族與一般團體。因作為 2005 愛知萬博的主會場—長久手會

場，而於平成 14 年（2002）3 月 31 日封園整備。 

2.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的企畫歷程 

2004 年起即針對愛知青少年公園於博覽會結束後的新使命展開一連串的

規劃活動。該年 5 月，舉辦「思索 21 世紀公園懇談會」，集合各界學者專

家就青少年公園未來的轉型目標、執行方針等議題進行討論。6 月到 7 月，

透過多種管道向愛知縣居民發出問卷，瞭解居民所想像的未來公園形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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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對公園營運上的看法，綜和以上資訊才召開了第一次「創造 21 世紀公

園委員會」會議。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的企畫過程裡，「創造 21 世紀公園委員會」與「愛．

地球博理念繼承檢討委員會」扮演了重要的推動角色，本研究在本章第一

節裡有詳細介紹。另外，從下表可以明顯看出各推動進程與兩個委員會之

活動的因果關係。 

表 5-8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的企畫歷程表 

年年年年    進程進程進程進程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9.27 都市計畫決議將愛知青少

年公園定位為「廣域公園」 

2002 

12.10 公告事業認可 

「廣域公園」為都市公園的一種，指

跨含一個以上的市町村（行政區），且

佔地 50 公頃以上者。 

愛知萬國愛知萬國愛知萬國愛知萬國博博博博覽會覽會覽會覽會後的公園計畫策定後的公園計畫策定後的公園計畫策定後的公園計畫策定    

年年年年    進程進程進程進程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 21212121 世紀公園世紀公園世紀公園世紀公園

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之活動之活動之活動之活動    

「「「「愛愛愛愛．．．．地球博理地球博理地球博理地球博理

念繼承念繼承念繼承念繼承檢討委員檢討委員檢討委員檢討委員

會會會會」」」」之活動之活動之活動之活動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5.12 召開「思

索 21 世紀公園

懇談會」 

  

6.14~7.13 進行

「創造 21 世紀

公園問卷調查」 

  

2004 

 11.2 第一次委員會  

 

 2.22 第二次委員會  

7.12 公布期中

報告 

  

7.13~8.12 公眾

建言 

  

 9.13 第三次委員會  

 11.18 第四次委員會 11.29 第一次委

員會 

2005 

11.1～11.30 公

園名稱徵選 

 12.21 第二次委

員會 

3.25~9.25

愛知萬博 

2006  1.12 第五次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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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公布公園暫

訂基本計畫及

新公園名稱 

 2.10 第三次委員

會 

3.31 變更事業認可公告 

  5.31 第四次委員

會 

 預定召開第六次委

員會 

 

7.15 愛．地

球博紀念

公園第一

期開放 

2007 公布公園基本

計畫（預定） 

  公園第二

期開放（預

定 3 月）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愛知縣公園綠地課官方網站 

3.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的價值創造 

(1) 公園主題意識的形成與展開 

在 2005 年 7 月所公布的「青少年公園計畫策定期中報告」裡說明了形成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四大基本方針的考量要素，也首次公布方針分別為「傳

承博覽會理念與成果」、「活化青少年公園的歷史」、「因應新社會利基」以

及「培育多元豐富的自然環境」。基本方針在功能上作為紀念公園在未來

重新設計整備時的指導方向，同時也是紀念公園主題意識展開的發想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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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四大基本方針形成圖 

資料來源：青少年公園計畫策定期中報告，2005，p.4 

更進一步，融合四大基本方針、懇談會的各界意見、愛知縣民問卷調查結

果、愛知萬博會主題意識與 2005 年 7 月 13 日~8 月 12 日舉辦的公眾建言

活動成果，最後得出紀念公園的設計整備目標，如下圖所示。紀念公園乃

本著間融青少年公園的豐富歷史與博覽會理念及成果的傳承，作為一個 21

世紀新生的廣域公園。下圖中的「Sustainable Park」，意指人置身於廣

大的自然環境中，身心靈都得到解放，並能於此重新思索人與自然、自己

蘊含豐富自然資源的環境 

年平均 280 萬人次廣泛利用的都市公園 

有 32 年歷史的廣域公園 

愛知青少年公園的背景 

因應新社

會利基 

培育多元

豐富的自

然環境 

活化青少

年公園的

歷史 

傳承博覽

會理念與

成果 

基本方針基本方針基本方針基本方針    

人類工藝與智慧 

宇宙、生命與資訊 

循環型社會 

自然的睿智 

愛愛愛愛．．．．地球博地球博地球博地球博    

 

‧ 人人都能安心便利的使用 

‧ 促進健康、孩童成長與文

化交流的場所 

‧ 充實體驗型設施以及軟體

內容 

‧ 強化作為防災活動據點的

機能 

‧ 市民參與公園管理與營運 

公園綠地的社會利基公園綠地的社會利基公園綠地的社會利基公園綠地的社會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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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個體的關係。因此，此處的「Sustainable」不止有環境面上永續

的意涵，還擴大為與全愛知縣民共同蛻變成長之意。 

 

圖 5-13 愛．地球博紀念公園之設計整備目標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紀念公園暫訂基本計畫（概要版），2006，p.1 

從基本方針到設計整備目標的展開，象徵的是紀念公園主題意識的一步步

具體化呈現。而整備目標之下，又有三個開展主軸與四個努力方向和實踐

要點，與基本方針形成層層傳遞與連結的主題意識開展系統。如圖 5-14

所示，紀念公園的主軸一之「安心、安全、可親的公園」，反映在公園必

須符合老少咸宜以及做為區域防災活動據點的執行要點。主軸二之「可學

習環境共生、與生活相連的公園」，則要求公園必須能作為自然環境學習

活動的場所，以及促進市民參與各項公共活動，詳見圖 5-14。 

愛愛愛愛．．．．地球博紀念公園地球博紀念公園地球博紀念公園地球博紀念公園之設計整備目標之設計整備目標之設計整備目標之設計整備目標    

成為滿溢著健康、精神富足與歡樂，與縣民共同持續

成長的 21 世紀型公園。 

～以 Sustainable Park 為目標 

四大基本

方針 

懇談會的

各界意見 

縣民問卷

調查結果 

愛知萬博

主題意識 公眾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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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主題意識開展系統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 硬體設計的搭配與調和 

因愛知博覽會的舉辦，原愛知青少年公園的兩大區—廣場區與森林區進行

了整備工程，其後分別成為長久手會場裡的各個重要展區。會後公園的復

原改造工程，依照紀念公園的主題意識在園區的劃分與硬體設施的分配建

置上，致力展現。下表整理了不同時期園區的劃分情形，以及轉型為紀念

公園後的新興設施配置。可以發現，紀念公園保留了部分青少年公園時期

和博覽會時期的既存設施，讓青少年公園的歷史與博覽會的記憶長存於

此，同時也可減少施工對環境的傷害。 

從公園的機能上看，紀念公園不只是學習與環境共存的自然教室，也是市

民運動、休閒、舉辦各式公開活動的日常生活場域與兒童們的遊樂場。對

遊客而言，至此拜訪皐月與小米的家也是一大樂事。相較於大阪萬博會場

於落幕後的處理方式，紀念公園似乎較能延續博覽會的精神並給予會場場

址新的生命與價值。 

基本方針基本方針基本方針基本方針    

公園設計與整備目標公園設計與整備目標公園設計與整備目標公園設計與整備目標    

開展主軸開展主軸開展主軸開展主軸    

孕育市民參

加、彼此協

力的公園 

市民參加及促進多元

交流與成長的公園 

可學習環境共生、與

生活相連的公園 

安心、安全、

可親的公園 

做為區域防

災活動支援

的據點 

作為舉辦自然

環境學習活動

的據點 

老少咸

宜、全民

同樂 

努
力
方
向
與
實
踐
要
點

努
力
方
向
與
實
踐
要
點

努
力
方
向
與
實
踐
要
點

努
力
方
向
與
實
踐
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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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從愛知青少年公園到愛‧地球博紀念公園的設施配置演變 

舊舊舊舊

名名名名    

博覽會時博覽會時博覽會時博覽會時的的的的

劃分劃分劃分劃分    

新名稱新名稱新名稱新名稱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設施設施設施設施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大草坪廣場 5 公頃 

全球展區 1 縣民活動空間 1 1.5 公頃 

全球展區 6  花的廣場 2 公頃 

全球展區 2 露營區 6 公頃 

 溫水游泳池     （既存設施） 

 

大家的廣

場 

水與綠的交

流 

溜冰場         （既存設施） 

縣民活動空間 2 2 公頃 

體驗自然遊戲

區 

1 公頃 

交通工具體驗

廣場 

1 公頃 

兒童綜合活動

中心 

（既存設施）

16900m
2 

 兒童廣場 兒童遊樂、

體驗與休閒 

國際兒童年紀

念館．童話館 

（既存設施）

6230m
2
 

 網球場 8 座 

 多功能球場  

 

健康運動

場（北） 

室內體育館  

全球展區 3 多功能廣場  

全球展區 4 

健康運動

場（南） 

與家人朋友

的運動樂 

棒球場  

北口停車場 企業展區 北入口廣

場 服務中心 

西口停車場 日本展區 西入口廣

場 

入口 

愛知藝術中心 

 

主題區 

廣

場

區 

 理念廣場 博覽會理念

成果的傳承 紀念區 

 

林床花園林床花園林床花園林床花園    四季好風光  12 公頃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庭園庭園庭園庭園    與傳統文化

的邂逅 

 庭園 7 公頃，

一茶室（香流

亭） 

森林體驗區 

親林樂園親林樂園親林樂園親林樂園    自然學習、

戶外活動 

 24 公頃 

森

林

區 

   宮崎駿之宮崎駿之宮崎駿之宮崎駿之皐月皐月皐月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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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小米的家與小米的家與小米的家與小米的家    

   自然觀察園  

   綠的回收中心  

 南部林地 綠地保育  （既存設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延續愛知萬博精神的「理念廣場」 

若把愛知萬博視為一場大型的文化活動，則文化活動首重該活動的精神與

意涵是否能持續地流傳與更新。因此，實有必要再仔細探討愛知縣如何設

計與規劃作為延續愛知萬博精神的理念廣場。 

根據愛．地球博理念繼承檢討委員會第四回委員會資料所示，本屆博覽會

的成果有：一、以市民參加為原動力，擴大了世界各國人民的交流。二、

博覽會的愉悅記憶、感動、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都作為入場者的精神資產。

三、入場者體認到環境意識，此博覽會也成為入場者身體力行做環保的契

機。四、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因此，延續博覽會成果與主題意識，委員會

設定了理念廣場的主要方向為「交流」、「環境」、「紀念」與「市民參加」。

並將理念廣場分為「主題區」與「紀念區」，在主題區設有「地球市民中

心」、「交流體驗廣場」與「紀念廣場」；紀念區設有「博覽會紀念樹之森」、

「愛．地球博紀念館」。 

理念廣場扮演多重角色。從四大方向展開，「交流」—希冀能促進世界與

世代間的交流；「環境」—以未來的主人翁為首，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從心

愛自然，從手護自然；「紀念」即是喚起愛知萬博的記憶；「市民參加」則

是要結合市民、企業、大學與地方的智慧和力量，一起努力。另一方面，

與紀念公園內的其他各區產生連結，共同舉辦活動；與鄰近的大學（愛知

縣藝術大學、愛知縣大學）、農業綜合試驗場、科學技術交流中心等等一

起合作。如此，才能成為不斷成長與活化的理念廣場。 

（二） 從瀨戶會場到「記憶的公園」 

1. 愛知萬博的原點—海上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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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博覽會的吉祥物—森林爺爺與森林小子重新登場，還發行了頗獲好

評的「特別住民票」（類似身份證）。但為什麼森林爺爺和小子離開森林來

到人間卻不是住在博覽會的主會場—長久手町，還是在瀨戶市呢？這與愛

知萬博會籌備期間的數度變更歷程有關。一開始博覽會協會的籌備計畫

中，乃希冀以海上之森的廣大林地作為活動會場，但海上之森不僅蘊含豐

富自然資源，且是許多保育類動物的居住場所。計畫一公布隨即受到環保

團體與民眾的抗議，在環保團體與協會的數度協調之下，才改以愛知青少

年公園作為主會場。同時，也因為市民力量的奮力發聲，才使得博覽會主

題改以「環境」為主要號召，從開發型萬博走向重視自然型的新萬博。此

外，協會還大幅縮減會場面積與預定入場人數，這一切的緣起來自於保育

海上之森的環保運動。因此，海上之森可謂是愛知萬博的原點。 

海上之森位於瀨戶市南端，與豐田市相鄰。距名古屋市中心約 20 公里，

約一小時車程可達。當地人又稱海上之森為「里山」，意指與人類生活極

為密切相連的山或森林，通常與人類生活地相接。戰前，海上之森提供大

量的燃料木材，戰後仍有部分砍伐業存在。然而，當地居民嚴守保育森林

的原則，伐林與植林並重，因此雖然目前仍有少數居民居住於此，卻還是

一片綠意盎然且生態健全的森林。而從事農業的居民則環森林四周而居。

是故，海上之森乃是人類與自然界共生共存的最佳見證。 

2. 記憶的公園之企畫歷程 

瀨戶會場中心地區的海上廣場與市民展館，其土地所有者為名古屋電氣學

園，該區原本是愛知工業大學的一部份校園。據博覽會協會於 2006 年 1

月 23 日所公布的新聞稿，該地區於會期結束後拆除市民展館、buffet 區

與帳篷，保留海上廣場的室外階梯、觀眾區，及廣場的大斜坡（含花圃），

此項決議乃由博覽會協會與校方共同討論而成。 

3. 記憶的公園之價值創造 

而瀨戶會場的再利用方案則委託位於名古屋市的一個民間單位（オオバ）

進行設計規劃。據建通新聞社中部版於 2005 年 12 月 9 日所載，オオバ將

保留瀨戶會場約 8000 平方公尺面積作為「記憶的公園」（暫譯）。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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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瀨戶會場的大地標—天水皿為公園中心，四周種滿植栽，營造當年愛知

萬博與自然共生共存意象的記憶之園。其餘執行方向，仍要與地方專家、

民眾一同協商討論後，才能定案。 

與長久手會場大不相同的是，瀨戶會場未由博覽會協會下的組織統一策

劃，而交由民間單位執行善後活動。從實際執行面來看，畢竟在地人民較

外來的專家人士更瞭解地方的文化特色與各項需求，與地方溝通時也較為

順暢自然，因此或許能有較佳的詮釋。從長期效益來看，如此一來不僅能

培養地方智慧與能力，並將博覽會經驗真正植入民間，而此項作法也是未

來舉辦大型文化活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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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主題意識的擴散與深化主題意識的擴散與深化主題意識的擴散與深化主題意識的擴散與深化 

本節討論愛知萬博會落幕後，博覽會協會如何以各種活動、形式、新

組織將愛．地球博的主題意識持續地於廣大民眾間擴散與深化。 

一、 概述博覽會後主題意識擴散的相關活動 

舉例來說，首先博覽會協會利用網際網路無遠弗屆、迅速即時的便捷

性，會後持續在官方網站上更新訊息，讓各界人士可隨時掌握博覽會協會

的最新近況。其二，博覽會協會以各種對外發聲的會議座談形式，持續於

媒體上曝光，與各界人士進行交流對話，例如記者會、座談會、「愛．地

球博紀錄片試映會」以及中村利雄事務總長的「愛．地球博報告會—延續

萬博理念」。其三，博覽會企畫事業之一的「地球市民村」事務局免費贈

書於日本各界學校。該書《我能做些什麼？》」（《私にできることは、な

んだろう。》）刊載參與出展地球市民村的 30 個 NPO/NGO 團體之活動內容，

以簡潔易懂的詞彙和例子詮釋環境社會問題，相當受到教育界的好評。累

計至 2005 年 12 月 9 日，已發送了全國共 185 校，突破 21,000 冊。另外，

博覽會協會也免費贈送全國各公私立小學、兒福機構、圖書館及萬博關係

團體一本以插圖、簡易描述組成的「愛・地球博 message book」，要讓未

能親臨現場的孩童們也能感受博覽會的魅力，並再次向未來的主人翁們傳

遞「自然睿智」的觀念，合計 55,000 冊。 

各式各樣的會後活動都為了持續抓緊民眾的注意力，並真正地將主題

意識再擴散與深入人心。在上述之外，本節從三個方向做細部說明。一、

推行環境貨幣的「ECO-money Center」；二、森林爺爺與森林小子的形象

代言；三、作為主題意識延續活動的重要推手之「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覽會

基本理念繼承發表檢討委員會」。 

二、 推行環境貨幣的 ECO-money Center 

（一） ECO-money 的執行與成果概要 

「ECO-money」乃是推行對地球友善之環境貨幣的實驗事業，也是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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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事業之一。其事業目的為防止地球暖化和促進循環型社會的實現，並

透過市民、行政單位與企業等的環境活動，促成有效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目標。 

在博覽會期間，入場者因實行綠色消費或 ECO 活動，即能取得 ECO-money

（一種點數）並記錄於植有 IC 晶片的入場券。而 ECO-money 的使用方式

有二，一是可兌換 ECO 商品，二是轉贈給 ECO-money Center，在累積大家

的點數之後讓企業單位進行植樹活動。不論是 ECO 活動或是植樹，對於地

球二氧化碳的減少都有直接的助益。角色上，ECO-money 是一個新社會系

統裡的媒介，促成消費者、會場內外支援商店、贊助商和博覽會協會之間

的連動。 

 

圖 5-15 ECO-money 事業概念圖 

資料來源：ECO-money Center 官方網站 

在執行成果方面，博覽會期間會場外有二十餘家支援企業，全國約有 2400

家商店配合拒用塑膠袋。據ECO-money Center 的公開資料顯示，ECO-money 

Center 的參觀人次高達 60 萬人次，遠高於原本預計的 15 萬人次。

ECO-money 總發行點數達 327 萬點，其中四分之三的發行原因為塑膠袋的

節用與會場外的環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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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獎勵的獎勵的獎勵的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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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地球：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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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與貢獻 

累積累積累積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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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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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延續並持續經營博覽會期間所創造的成果，博覽會協會與 NGO 財團法

人ECO-Design市民社會團體（NPO法人エコデザイン市民社会フォーラム）

決議 ECO-money Center 繼續營業至 2006 年 9 月。且獲得中部經濟產業局、

愛知縣、名古屋市的協助，將 ECO-money Center 於名古屋市金山地區重

新開幕，並定位為形塑新社會系統的市民環境活動。 

（二） ECO-money 與環境意識的連結與應用 

ECO-money 的推行概念其實是以環境貨幣為誘因，讓社會大眾從最簡單、

基礎的日常生活中實踐與環境意識的連結。例如，社會大眾可透過以下四

種方式取得 ECO-money：「購物時節用/拒用塑膠袋」、「利用大眾運輸系

統」、「購買綠色商品」以及「參加環境學習課程」。此外，在前兩項中，

ECO-money Center 將其換算成可減少的二氧化碳量，便可估計該事業對減

緩地球暖化的貢獻了。ECO-money Center 假設一人兩天買一次東西，使用

一個塑膠袋。因此，如果一年間購物都採用環保袋而不使用塑膠袋，則一

人可減少 18.9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再者，依名古屋市交通局的資料統

計，平均通勤距離為 6 公里，若以大眾運輸系統取代自用車的話，則每人

每回可減少 1.18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CO-money Center 代表的即是一種新型態的生活方式。結合環境意識與日

常行為，從最容易改變的生活習慣做起，讓參加的民眾實際感受到因為自

身小小的改變對地球環境卻能有可衡量的效益，喚起大家一起來的熱情，

而不再是做與不做都與我無關的冷漠心態。    

三、 森林爺爺與森林小子的形象代言 

（一） 愛知萬博會的吉祥物 

森林爺爺與森林小子是愛知萬博會的吉祥物，1991 年由大阪的齊藤絹代與

余村洋子所創。森林爺爺與小子是來自於海上之森的精靈，他們自遠古時

期就居住於此，是海上之森的守護者。起初，森林爺爺與森林小子並不受

到日本民眾的喜愛，但隨著博覽會活動的加溫及博覽會協會逐步賦予他們

完整的性格與背景描述，讓他們有如鄰家的朋友一般親切。加上，海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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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故事的一再傳頌與詮釋，最後使得森林爺爺與小子成為聚集全日本人氣

的新偶像。 

 

圖 5-16 愛知萬博會吉祥物之森林爺爺與森林小子 

資料來源：EXPO 2005 AICHI, JAPAN 官方網站 

（二） 森林爺爺與小子的重新登場 

原本博覽會協會設定森林爺爺與小子將隨著博覽會的落幕而回到海上之

森，但廣大民眾殷切期盼森林爺爺與小子能繼續留在人間，因此在 2005

年 12 月 21 日中村事務總長的「愛．地球博報告會」上，又重新看到森林

爺爺與小子登場。 

博覽會協會也因以下原因，擴大森林爺爺與小子的形象代言與應用範圍。

一、延續森林爺爺與小子於博覽會期間所建立的環境大使形象，會後進一

步成為傳承博覽會理念與促進環境意識更新發展的新代言形象。二、各界

希望能買到更多愛．地球博及森林爺爺與小子的紀念品。三、企業單位與

團體反應希望能使用愛．地球博及森林爺爺與小子的商標或圖案。四、博

覽會協會也需要活動資金來支持各項會後的理念傳承工作。因此，博覽會

協會明文規定了審查規則並設立審查委員會，就博覽會相關商標與森林爺

爺與小子的使用及演出進行規範與把關。 

（三） 會後使用與演出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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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規範上，不論是商品服務或企業活動都必須符合以環境為重

的基本理念才能獲得認可。而企業活動方面必須是以下類型才可申

請：一、對孩童或青少年的環境教育活動。二、推廣自然再生與環

境保護。三、其他對環境問題解決方案有所啟發的事業活動。四、

促成孩童與青少年健全教育的活動。五、愛．地球博紀念事業活動。

另外，在商標使用上必須符合公式商品的製作與販售規定，不可任

意更改顏色、動作、形狀、比例等，製作項目也限定於玩偶、文具、

教育相關商品等。最後，製作商品或舉辦活動的組織單位必須有良

好的經營執行能力。倘若，商品服務或活動涉及特定政治、宗教或

不法場合，將勒令停止其使用。演出規範除上述規定外，也限制演

出活動本身不可有營利行為產生，且主辦單位必須有良好的演出企

畫能力。由於博覽會相關商標與森林爺爺小子已與照護環境、永續

共生的概念有極佳的連結，良好的形象乃是博覽會的最佳無形資

產。不僅可為博覽會協會帶來授權收入，也作為主題意識宣傳延續

的最佳媒介。 

1. 會後形象代言實例 

舉例來說，根據協會公佈的最新消息（2006 年 6 月 20 日），將於

七月至十月舉辦五梯次的環境見習活動，讓四～六年級的國小學生

免費參加，透過活動體驗與實地見習，讓孩童與隨行的家長一起增

進對居住環境的認識及正確的環境資訊。由於萬博一週年紀念的主

題為「連結海洋與森林」，活動場所的選擇也以森林河川為主。如

扭轉愛知萬博主題為環境的「海上之森」，推翻成為名古屋垃圾掩

埋場計畫並促使全國垃圾分類運動展開的「藤前干潟」，以及名古屋

市內的重要河川—「庄内川」與「矢田川」等。 

表 5-10 「森林爺爺與小子的環境見習之旅」概要 

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活動名稱    森林爺爺與小子的環境見習之旅 

活動期間活動期間活動期間活動期間    2006 年 7 月 23 日、8 月 5 日、19 日、26 日、10 月 1 日（共

五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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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場所活動場所活動場所活動場所    藤前干潟、堀川、庄内川、矢田川周邊、海上之森、アス

ナルホール（金山） 

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參加對象    愛知、岐阜、三重縣的國小四～六年級學生 40 名，及其監

護人各一名（書面申請即可，免費參加） 

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森林爺爺與小子之環境見習實行委員会 

（財團法人 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覧會協會、愛知縣、名古屋

市、中日新聞社等） 

支援單位支援單位支援單位支援單位    中部地方環境事務所、經濟産業省 中部經濟産業局、環境

Partnership CLUB、NPO 法人環境設計市民社会（NPO 法

人エコデザイン市民社会フォーラム） 

協力單位協力單位協力單位協力單位    名古屋環境大學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每參加一梯次，即可增加 ECO-money 一點 

資料來源：博覽會協會官網 

全部活動分為兩大部分，一為四梯次的「海、町、川、森」見習之旅，二

為專題討論會，專題討論會又分為參與活動的學生與導覽者報告，以及各

界有志之士的討論與意見發表兩階段。配合此次活動，東海地區的繪畫團

體也特別以藤前干潟至海上之森的沿途風景，包含山、水、町、森為主題

創作，並於名古屋與豐川市舉辦「風景之會」展覽，預計將有 80 件作品

參展。 

2. 形象代言為活動加分 

原本較於嚴肅無趣味的活動，在森林爺爺與小子的號召下，似乎拉

近了參加者與環境主題的距離。以森林爺爺與小子有趣、愉悅、可

親的形象作為初始的拉力，讓環境活動變得有趣可親，吸引民眾參

加。同時結合了「ECO-money」的獎勵機制，使協會的相關組織與

設計都能環環相扣、產生連結作用，且再一次傳承了愛知萬博的環

境理念。 

（四） 紀念品販賣 

以森林爺爺與小子為主題的相關紀念品種類繁多，本研究將其簡單劃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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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並各取一代表作品說明之。首先為以博覽會拆除的建材進行二次利

用製成的紀念品，如以長久手會場裡搭建全球環道的板材所製成的紀念

品。其次，以傳承博覽會照護環境理念所製成的紀念品，如「特別住民票

（類似身份證）」。最後為一般市面常見的各式紀念品。 

1. 愛．地球博一週年紀念之全球環道板材 

博覽會期間廣受注目的全球環道，博覽會協會希冀即使博覽會已經落幕，

依然能將其美好的回憶化做實體商品讓民眾留存，同時也呼應 3R 原則中

的再利用（reuse）原則，讓板材以一種新的面貌重新展現價值。 

全球環道所使用的板材為「再生木材」。再生木材是一種 MDF

（Environmental Friendly Product），意即收集在木材利用的過程中所

產生各種廢材，如林地廢材、建築廢材、工廠廢材等，再進行加工改良，

而形成較天然木材的硬度更高、應用範圍更廣的素材。協會為紀念 2005

年的愛知萬博會，特別製成 2005 個燒有三種森林爺爺與小子的板材紀念

品，以供民眾來函申請。不論在傳承意義上，或環保主題的宣傳上都有其

巧思。因此，在 2006 年 2 月 27 日到 3 月 7 日的募集期間，竟獲得 100,000

封明信片的申請。使得協會於 3 月 13 日決議將其增加為 10,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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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全球環道板材紀念品 

資料來源：博覽會協會官方網站 

2. 森林爺爺與小子之特別住民票 

(1) 全國首創的特別住民票 

在博覽會舉辦期間擁獲超人氣的森林爺爺與小子，儼然成為定居於愛知縣

的真正縣民。因此，有了發放「森之精靈特別住民票」的想法。2005 年

10 月 5 日，森林爺爺與小子在其出生地—海上之森（瀨戶市）進行戶口登

記，隔日民眾即可在瀨戶市政府購得三類住民票了。住民票分為三種，一

是森林爺爺住民票，二是森林小子住民票，三為森林爺爺與小子的「世代

票」（類似戶口名簿）。票上的舊住址皆為「愛．地球博會場」，現住址為

虛設的「瀨戶上海上之森 2005 番地」，2005 年 9 月 26 日遷居；森林爺爺

的性別「調查中」，森林小子的性別是「祕密」；在世代票中森林爺爺是戶

長，森林小子與戶長的親屬關係是「森林裡的伙伴」。除了記載資料為虛

設外，其餘皆與一般住民票無異。此舉不僅強化了森林爺爺與小子的存在

性，也讓居民有與森之精靈同住的榮耀，在環境工作上的努力將更全心全

意，因此被媒體譽為萬博回憶的最佳紀念品。 

其實為非人類辦理戶口登記在日本並非頭一遭，之前即有海豹「小丸子」

（タマちゃん）於橫濱市西區登記的前例。只是，本次不僅是為虛擬形象

進行登記，還一連推出住民票與世代票，成為全國首創的特別服務。 

(2) 特別住民票的營收與後續利用 

再看收入方面，一張住民票 200 日圓，發行不到四個月即有 1350 萬日圓

的收入，成為紅極一時的熱門商品。而發行數上，10 月份發行 50,696 張，

11 月份發行 10,694 張，12 月份 3995 張，1 月份 2043 張，截至 1 月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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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了 67500 張，目前仍持續發行中。住民票收入的使用方面，瀨戶市政

府將 1300 萬日圓提供「記憶的公園」（原瀨戶會場）進行植栽整備工程。

剩餘及日後收入則供環境活動、傳承萬博理念活動及「記憶的公園」森林

綠化基金使用，並統一交付給「瀨戶．博物館推動會議」（せと・まるっ

とミュージアム推進会議）管理。 

 

圖 5-18 森之精靈特別住民票、世代票 

資料來源：中日新聞，2005 年 10 月 6 日 

3. 森林爺爺與小子之官方紀念商品 

博覽會協會推出的紀念商品自 2006 年 3 月 25 日開始販售，分為絨布玩偶

與紀念徽章兩種，其銷售收入將作為傳承博覽會理念與發展的活動基金。 

絨布玩偶分為「重視自然的智慧」與「支持環境活動」兩種，分別為 5800

日圓（小型）與 3800 日圓(特小型)。紀念徽章有 20 種，四種系列，分別

是「彩虹森林小子系列」、「美麗山海天系列」、「ECO 活動系列」與「3R 系

列」，每個售價 550 日圓。 

 

圖 5-19 森林爺爺與小子紀念商品（絨布玩偶） 

資料來源：博覽會協會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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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森林爺爺與小子紀念商品（紀念徽章） 

資料來源：博覽會協會官方網站 

四、 2005 年日本國際博覽會基本理念繼承發表檢討委員會 

（一） 基本理念繼承發表檢討委員會之發展緣起 

以「自然的睿智」為主題的愛知萬博會，在一波波環境運動推展史上再掀

起了一次高潮，然而環境運動或循環型社會的推進需要的是長期且持續的

努力深耕。同時，博覽會協會也希望愛知萬博會的努力成果及所提倡的基

本理念並非曇花一現，而是可延續發展的事業。因此，有了成立博覽會基

本理念繼承發表檢討委員會的構想。 

組織方面，有鑑於因應不同任務交派不同組織執行較能有最佳效益的思

維，原負責統籌博覽會策劃及營運管理的「財團法人 2005 年日本國際博

覽會協會」在業務結束後已儘速解散改組。考量多方因素，諸如新組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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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理念與業務活動需與繼承發展博覽會的基本理念相同，需兼備資產管

理與業務執行的能力，國家能涉入某種程度的監督等，最後由財團法人地

球產業文化研究所接手此項任務，並獲得博覽會約 129 億日圓的營運盈

餘，展開為其約十年的基本理念繼承發展計畫。另一方面，於博覽會舉辦

地也需設立相關負責據點，整合地方意見想法，共同形成事業企畫案。討

論內容包含事業企畫案的具體內容、負責單位，以及地方基金的應用與管

理。 

（二） 概述基本理念繼承發表檢討委員會 

檢討委員會扮演著策劃執行大方向與居中協調的角色，指導執行單位將博

覽會的基本理念完整傳承。自 2005 年 12 月 20 日至 2006 年 6 月 13 日共

召開了四次檢討委員會議，其間決議了正副委員長、繼承法人、繼承發展

事業的方向、負責單位與具體內容。 

檢討委員會的委員名單如下表： 

表 5-11 基本理念繼承發表檢討委員會之委員名單 

委員長委員長委員長委員長    木村尚三郎 200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總合

製作人 

副委員長副委員長副委員長副委員長    平野真一 名古屋大學總長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白井文吾 中日新聞社會長 

 永井多惠子 日本放送協會副會長 

 ハンス ユーゲン･マルクス 南山大學長 

 森嶌昭夫 財團法人地球環境戰略研究

機關理事長 

 和田龍幸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常任顧

問、前事務總長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基本理念の継承と発展に向けて，2006 

（三） 基本理念繼承發展事業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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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繼承發展事業主要為「組織愛．地球博的成果結晶，並將其與博

覽會記憶一同向世人及未來世代傳達延續」而努力。因此，具體展開為以

下三項： 

1. 深刻化博覽會記憶 

彙整愛．地球博的成果，並將其與愛．地球博的記憶留存於重新整備的會

場公園，讓世人隨時可回顧當年的盛況。 

2. 持續傳承 

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持續傳達愛．地球博的基本理念與成果。 

3. 具體化、實用化博覽會成果 

把愛．地球博作為新社會系統、社會行動的開展契機，持續推動博覽會內

實證展示過的新技術與新作法，特別是國際博覽會史上首次實行的「NGO

與市民參加」。而環境意識與行動的推行也是重點之一。 

（四） 基本理念繼承發展事業的具體內容 

基本理念繼承發展事業劃分為全國層次與地方層次，在資金使用上兩個層

次各得博覽會總營運盈餘的一半，即 64.5 億日圓，以下分述全國層次與

地方層次之事業內容。 

1. 全國層次 

(1) 深刻化博覽會記憶（暫稱愛．地球博紀念事業） 

a. 依據正式記錄集與照片集等相關資料發佈博覽會成果與記憶。 

b. 活用並推展森林爺爺與小子的形象代言事業。 

c. 持續開發與出版促使人們觀念與行為改變的學習教材。 

(2) 持續傳承（暫稱愛．地球博成果發佈事業） 

a. 將愛知萬博理念傳承予上海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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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舉辦學術專題研討會與週年事業 

c. 在 BIE 的協助下，展開國際博覽會運動（如國際博覽會百科事典

的編輯、學術研究、EXPO 舉辦地旅遊等）。 

(3) 具體實用化博覽會成果（暫稱愛．地球博成果實用化事業） 

a. 以公開募集方式取得企業支援。 

b. 設立相關部門，如「愛．地球博事業發展促進部門」、「國際交流

部門」、「深化自然睿智的事業部門」。 

2. 地方層次 

地方層次的事業劃分與全國層次相同，依照「深刻化博覽會記憶」、「持續

傳承」與「具體實用化博覽會成果」三方面展開。其各方面的事業內容與

預估金額配置請詳見下表。 

表 5-12 地方層次之具體事業內容概要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事業內容事業內容事業內容事業內容    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博覽會會場的整備工作，如愛．地球博紀念

公園的「理念廣場」、「萬博紀念館」與海上

之森等。 

30億圓

之用途

一 

愛知縣將就事業

內容與負責單位

儘速調整 

深刻深刻深刻深刻

化博化博化博化博

覽會覽會覽會覽會

記憶記憶記憶記憶    將象徵愛知的名古屋城本丸御殿改為「地球

市民與森林爺爺與小子的迎賓館」 

10億圓 名古屋城本丸御

殿積立基金 

支援環境技術、傳統技術更新再利用與先端

科技實用化等領域的資訊發佈事業，並且援

助本地居民與外國人民之國際交流事業。 

4 億圓 名古屋商工會議

所將再就資金利

用部分進行檢討 

環境技術研究交流事業 4 億圓 名古屋商工會議

所與中部經濟聯

合會將就資金共

同管理與方向調

整進行討論。 

Greater．名古屋．

Initiative 

2 億圓 中部科學技術中

心 

持續持續持續持續

傳承傳承傳承傳承    

聘任環境技術背

景的研究員與留

學生，且支援各

種國際交流事

業，促進多元文

化共生的社會。 

一市町村一國之友好繼

承事業 

30億圓

之用途

愛知縣將就事業

內容與負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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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科學技術交流中

心」 

二 儘速調整 支援日本環境技

術與其他先端科

技的研究發展。 提案「奈米技術中心」 4 億圓 ファインセラミ

ックスセンター 

支援環境調查、里山保育、森林育成等領域

的市民活動。 

具體具體具體具體

實用實用實用實用

化博化博化博化博

覽會覽會覽會覽會

成果成果成果成果    

支援其他相關社會活動。 

10.5億

圓±α 

設置相關委員會 

資料來源：愛．地球博基本理念の継承と発展に向けて（附錄），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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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資源的再生利用資源的再生利用資源的再生利用資源的再生利用 

本節針對博覽會落幕後，會場內的資源再利用、再資源化情形進行討

論。由於舉辦愛知萬博會，地方與中央都投入了相當多的財力、物力，以

建置一個充滿未來生活想像與邁入循環型社會的大型「展示場」。為貫徹

減量化、再利用化與再資源化的指導原則，會後的撤除整備工程以產生最

少事業廢棄物為依歸。而未拆除的展館建物、各式硬體設備與物品等等，

博覽會協會也以網路拍賣媒介和物品轉讓機制，來達到再利用化與再資源

化的執行目標。 

一、 網路拍賣媒介—Reuse 日本館 

（一） Reuse 日本館之概要 

Reuse 日本館是博覽會協會政府出展事業中的環境再生事業（環境配慮型

再生事業）。利用網路的快速便捷與無遠弗屆的特性，博覽會協會架設

Reuse 日本館網站（http://www.reuse-nippon-kan.jp/），透過網路媒介

將長久手日本館與瀨戶日本館所撤除的建材、設備、物品等，進行公開拍

賣活動。在博覽會結束前，2005 年 7 月 16 日起便開放民眾上網瀏覽，瞭

解此一事業內容。 

1. 事業概念 

會後撤除工程將原有建設變成一個個分散的組件，將這些展館建材、展示

資源與其他物品進行再資源化之前，先盡力擴展其再利用化的可能性。以

建築廢棄物之水泥塊來說，目前處理方式乃是將水泥塊的 90%(重量比)進

行再資源化，此舉雖然立意良善，但再資源化比再利用化需要耗費更多的

資源。如此一來，有本末倒置之虞。因此，Reuse 日本館所提供的乃是一

個實驗性的市場介面，對於未滿使用年限的建材、設備、物品進行拍賣，

希冀以此作為未來資源再利用化市場的先驅與借鏡。 

2. 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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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內容主要分為四大項，分別為日本館的事業內容介紹、拍賣的資源與

物品清單、競標的手續與相關規則、以及 3D 呈現拍賣物品的樣貌。 

其中 3D 影像的呈現乃希冀透過影像動畫的呈現，讓環境技術建材更能讓

大眾清楚與理解。此因長久手日本館與瀨戶日本館採用了大量的環境技術

建材，例如竹籠設計、以間伐材
2
製成的束型樑柱或外牆、可生物分解性建

材、牆面與屋頂的綠化設計、自動調節光版等等，在市場上屬於先驅應用，

其使用方法與應用層面不較一般人所熟知。 

3. 競標規則 

在參與對象上，凡是年滿二十歲且懂得日語的人都可以參與競標活動。不

懂日語的外國人士也可透過懂日語的代理人參與競標活動。而得標關鍵不

只是金額上的競爭，也考量欲購買數量的多寡。因此，出價最高且購買數

量最多者得標。取得方式上，得標者需自己前往領取，Reuse 日本館雖然

也提供部分物品的宅配服務，但得標者必須負擔部分運費。 

4. 配套活動 

為了讓有意參與競標的企業或個人能更放心地做決策。因外，在 2005 年

10 月 2 日、3 日舉辦了拍賣建材、設備及物品的實物鑑別會。透過實際參

觀，讓參與者更清楚地瞭解各資源物品的使用特性及可應用範圍。該次實

物鑑別會分為一般民眾與企業法人團體兩梯次，各接受 100 人報名參加。 

（二） 兩次競標活動 

Reuse 日本館共舉辦了兩次競標活動。第一次在 2005 年 11 月 10 日正午至

11 月 25 日下午五點為止。由於反應良好，在 2006 年 1 月 19 日正午至 2

月 3 日舉辦第二次競標。兩次活動，在競標規則上大同小異，唯第一次競

標活動還有「2005NEW 環境展」的搭配舉辦。 

1. 配套活動之「2005NEW 環境展」 

                                                 
2
 林業為調節森林密度，在樹木成長階段會砍伐部分瘦小樹木，以讓其他樹木或得充足養分。被

砍伐的樹木即稱為「間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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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第一次 Reuse 日本館的競標活動，競標活動開始日至 11 月 12 日，

於愛知縣名古屋市舉辦了「2005NEW 環境展」，該活動由日報イベント株式

会社主辦。活動中，針對日本館所使用的各項設備建材的再利用化理念、

實際作法等進行說明。並提供諮詢處以回答各界的疑問，包含 Reuse 日本

館的參加方式、設備建材的活用實例等。同時，政府出展事業環境．能源

負責人之山田芳幸也蒞臨現場接受採訪與發問。 

由此可見，博覽會協會不僅依靠網路進行資訊傳輸，也搭配面對面的現場

活動，讓民眾能更清楚理解協會所推動的環境再生事業。同時，與民眾的

接觸也能快速得到使用者的回饋，以便日後加以改進。 

2. 第一次競標結果 

表 5-13 Reuse 日本館之第一次決標結果（單位：件）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募募募募得得得得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投標數量投標數量投標數量投標數量    決決決決標數量標數量標數量標數量    

總計 12,352 11,047 9,759 

木材 2,349 1,116 872 

竹材 1,027 633 531 

鋪設材 5,920 5,920 5,400 

環境技術資材 1,515 1,671 1,475 

建築用材 

其他 1,541 1,707 1,481 

總計 2,435 196 151 

照明設備 1,861 143 122 

通訊設備 290 38 14 

電器設備 

防災、監視設備 284 15 15 

總計 355 125 85 

空調機 267 23 23 

廚房設備 51 84 46 

衛生空調類

設備 

其他 37 18 16 

升降機 4 8 4 

其他展示設備 166 59 37 

合計 16,312 11,435 10,036 

資料來源：博覽會協會官網與 Reuse 日本館官網 

二、 物品轉讓機制 



 

 115 

截至 2006 年 2 月 7 日為止，博覽會協會舉辦了三次設備、物品公開

募集活動。該活動向各展館、出展單位募集各式能直接轉讓使用的設備、

物品，讓日本全國各界都能申請認領。 

在物品轉讓活動正式開始之前，博覽會協會透過兩次問卷調查（2005

年 7 月、9 月）與兩次網路調查（2005 年 9 月、12 月），整合捐物者與認

領者的意見，才決議了最終物品轉讓機制的形成。 

根據博覽會協會所公布的資訊，第一次的轉讓物品共有 506 個品項，

18,402 個單位；第二次則有 611 個品項，22,307 個單位。在申請書上，

需明確說明對設備、物品的利用方式以供協會參考與篩選，其中，又以公

共利用和能達廣泛使用者優先受理申請。 

列舉幾項博覽會時頗受矚目的物品之轉讓情況以供參考。例如，長久

手日本館的「地球之屋」（地球の部屋）轉讓給國立科學博物館的上野本

館，並將於 2006 年秋天重新開幕，屆時民眾可重新欣賞到愛知萬博會時

所放映的著名地球之美影片。而中部千年共生村的「千年時鐘」移轉至豐

田產業文化中心展示。企業展館中的瓦斯館，其小型燃料電池交由愛知縣

知事公館，估計還能使用兩年。另外，博覽會期間大受歡迎的豐田館之 

i-unit 機器人，則分別移轉至豐田會館、產業技術紀念館（名古屋市．則

武）、長久手町的豐田博物館新館、中部國際機場、豐田白川村自然學校

（岐阜縣）等各一台。東京的東池袋、台場也各有一台。 

物品轉讓機制不僅使得設備、物品的使用年限延長，減少資源浪費，

也藉由博覽會相關設備、物品移轉至日本全國，讓博覽會經驗與回憶得以

擴散、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