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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會議及考察） 

 

 

 

參加「申辦 2018/2019 年臺中國際園藝

博覽會 AIPH 會議及德國市政考察」報

告  

 

 

 

 

服務機關：臺中市政府 

姓名職稱：徐中雄副市長等 3 人 

派赴國家：荷 蘭、德 國  

出國期間：101 年 9 月 8 日至 9 月 20 日 

                   報告日期：101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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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世界經濟型態的改變，全球化的趨勢引發世界各城市的相互競逐，在城

市間的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互動日益活絡頻繁下，城市競爭力將成為市政發展之

重要指標。而爭取舉辦世界級與國際性之會展，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城市發展與

的重要策略之一。國際上具有世界級與國際性認證資格之會展系統，一為國際展

覽局（簡稱 BIE，需為聯合國會員才可申請），另一為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ducers，以下簡稱 AIPH）。其

中經 AIPH 認證之國際園藝博覽會，為國際上最高級別的園藝專業型博覽會，可

展現出主辦國之花卉產業、文化成就與科技成果。 

 

臺中市政府有鑒於本市農業、經濟、人文藝術之發展，均具有達成「世界的

大臺中」願景之實力，並可藉由舉辦國際園藝博覽會，發揮臺灣花卉產業之競爭

力，建構大臺中成為亞太花卉交易物流中心，創造永續觀光資源，結合生態、生

技及高經濟價值農業應用，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政府、產業、地方民眾三贏之

目標。因此積極委託 AIPH 臺灣之會員代表提出「2018/2019 年 A2/B1 級國際

」主辦權之申請。綜上本次出國行程主要目的為園藝博覽會 參加 2012 國際

（AIPH）年會，並於會中爭取 /2019園藝生產者協會 「申辦 2018  臺中國

 際園藝博覽會」主辦權。

主要行程為本市徐中雄副市長於本(101)年 9月 8日至 20日奉派率領申辦團

隊前往荷蘭芬洛市，參加 2012 年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AIPH）年會爭取「申

/2019 徐副市長 9 月 11 日上辦 2018  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主辦權。 於

午 AIPH 舉辦秋季年會之「市場暨展覽委員會」 ( Committee for Marketing and 

Exibitions)會議議程中，親自向委員會提出 2018/2019 年 A2/B1 級國際園藝

博覽會在臺中的申請演說，並針對臺灣之地理環境、臺中市人文創意、

都市計劃、交通建設、博覽會預定地及臺灣花卉專業技術與產業等進

成功向 AIPH行簡報及 DVD 影片介紹，徹底展現本市籌辦之優勢與決心，

申辦取得「2018/2019 年臺中 ( 2018/2019 Taichung 國際園藝博覽會」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B1%95%E8%A7%88%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B1%95%E8%A7%88%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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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Gardening & Horticulture Exposition) 主辦權。 

    園藝博覽參加申辦人員則於會後繼續進行荷蘭芬洛市 2012 年國際

會考察行程，瞭解其展覽內容與展區主題規劃等資訊。徐副市長則繼續

赴鄰近荷蘭德國杜塞爾多夫及法蘭克福兩城市進行相關市政考察，作

/2019為未來結合農業、經濟、文化、交通、旅遊與城鄉發展之「2018  

臺中 園藝博覽會國際 」規劃與執行之參考依據。  

 

參加「申辦 2018/2019 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 AIPH 會議及  

團隊人員  德國市政考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徐副市長室 副市長 徐中雄 團  長 

徐副市長室 辦公室主任 陳雪慧 

 

農業局 副局長 張隆仁 

 
 

壹、 目       的 

  

隨著世界經濟型態的改變，全球化的趨勢引發世界各城市的相互競逐，在城

市間的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互動日益活絡頻繁下，城市競爭力將成為市政發展之

重要指標。而爭取舉辦世界級與國際性之會展，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與城市發展

的重要策略之一。國際上具有世界級與國際性認證資格之會展系統，一為國際展

覽局(BIE)，以辦理世界博覽會為主要業務；另一即為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AIPH）。其中經 AIPH 認證之國際園藝博覽會，為國際上最高級別的園藝專業

型博覽會，可展現出主辦國之花卉產業、文化成就與科技成果。AIPH 之運作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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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涵蓋國際園藝博覽會之核准、育種家之品種專利權、生態多樣化與環境永續維

護、國際園藝貿易資料統計與彙整等業務。該協會每年固定於春、秋兩季召開年

會，進行世界園藝栽培技術資訊與經驗之交流，以促進國際園藝產業之生產、貿

易及發展。近年來，世界各國為擴大國際交流暨提升國際地位之目的，均爭相舉

辦由 AIPH 認證之世界園藝博覽會。 

本市自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縣市合併為大臺中市之後，已成為我國重要農

業產區，根據統計 100 年全市農業產值為 230 億元，占全國總產值 2,100 億元

10.9％。其中果樹年產值為 121 億元、花卉年產值為 21 億元及蔬菜年產值 17

億元合計 159 億元。本市花卉每年外銷產值達 1 億 7,592 萬美元，為主要農產

品外銷之作物，佔全國花卉總產量約 13％，主要生產之花卉有文心蘭、火鶴花、

百合、劍蘭、蝴蝶蘭、景觀苗木及各類盆花等，且緊鄰彰化及南投等花卉產地縣，

具有發展為亞太花卉批發市場之平臺，並可帶動國內花卉等農業之產業發展。 

    有鑒於本市之農業、經濟、人文藝術之發展，均具有達成「世界的大臺中」

願景之實力，並可藉由舉辦國際園藝博覽會，發揮臺灣花卉產業之競爭力，建構

大臺中成為亞太花卉交易物流中心，創造永續觀光資源，結合生態、生技及高經

濟價值農業應用，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政府、產業、地方民眾三贏之目標。本

府因此積極委託 AIPH 臺灣之會員代表提出「2018/2019 年 A2/B1 級國際園

」主辦權之申請。 藝博覽會

    本市徐中雄副市長於 101 年 7 月 19 日至 26 日期間率觀光旅本項任務由

遊局、農業局同仁及農會等團隊人員至荷蘭芬洛參加「2012 Floriade 荷蘭園藝

博覽展-臺中市城市行銷 IN 荷蘭芬洛」活動，並完成蒐集有關花卉博覽會申辦情

形等資訊。據了解 AIPH 受理申辦審查時期一年分春季及秋季 2 次，今年秋季委

員會於 9 月份在荷蘭芬洛舉行。依據 AIPH 會長 Dr. Doeke Farber 與我國之會員

代表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建議，本府經討論結果後決議於本年秋季 AIPH 委員會

議立即提出申請。 

    因此本市胡市長特別委派徐副市長於本(101)年 9月 8日至 20日再度率團前

往荷蘭芬洛市，參加 （AIPH） 舉辦之秋季年會中所召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於

開之市場暨展覽委員會會議，提出以農業園藝科技展覽為主題，結合推動低碳與

綠能、文化與藝術、觀光與休閒及城市與生活之發展策略，再配合以「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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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環境」、「互利共生」為理念建構「2018/2019 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展現

之演說與簡報，爭取申辦「2018/2019 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主辦權為本次出國

之主要目的。 園藝博申辦團隊人員並於會後進行荷蘭芬洛市 2012 年國際

覽會考察行程，瞭解其展覽內容與展區主題館，並蒐集相關規劃、執行、

招商等資訊。徐副市長則自 9 月 13 日至 17 日赴鄰近荷蘭之德國杜塞

爾多夫及法蘭克福兩城市進行相關之市政考察，作為未來預定結合農

/2019 臺中 園藝博覽會業、經濟、文化與城鄉發展之「2018  國際 」規劃

 綜上本次出國行程主要目的為執行之參考依據。 參加 2012 國際園藝生產

（AIPH）年會，並於會中爭取 /2019者協會 「申辦 2018  臺中國際園藝博

 覽會」主辦權。

 

貳、  行   程 

 

參加「申辦 2018 年花博 AIPH 會議及德國市政考察」行程  

日   期 行 程 摘 要 

9 月 8 日 

（星期六） 

1. 22：45 搭乘華航 CI 65 班機臺北桃園機場─阿姆斯特丹 

2. 於泰國曼谷機場轉機。 

9 月 9 日 

（星期日） 

1. 抵達阿姆斯特丹由「駐荷臺北代表處」人員接機。 

2. 住宿阿姆斯特丹。 

9 月 10 日 

（星期一） 

1. 阿姆斯特丹搭車前往芬洛市。 

2. 申辦團隊與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人員會合，拜會國際園藝

（AIPH）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執行委員生產者協會

會委員進行會前磋商會。 

3.參加申辦會議行前準備與預演。 

9 月 11 日 

（星期二） 

1.參加申辦會議行前最後準備與預演。 

2.上午 11：30 參加委員會會議，提出演講、簡報與問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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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下午彙總申辦成果資料及撰寫新聞稿。 

9 月 12 日 

（星期三） 

1. 蒐集與提供市府舉辦記者會資料。 

2. 拜會 （AIPH）新任會長、副會長、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秘書長及執行委員會委員。 

3. 參訪 2012 年芬洛國際園藝博覽會。 

4. 徐副市長搭車前往德國杜塞爾多夫。 

9 月 13 日 

（星期四） 

1. 徐副市長赴德國杜塞爾多夫市政考察。 

2. 農業局副局長、徐副市長辦公事主任於 14:05 自阿姆斯特

丹搭乘 CI66 班機返國。 

9 月 14 日 

（星期五） 

1. 返抵 桃園（張隆仁、陳雪慧） 

2. 至德國威斯巴登進行花卉設施等市政考察（徐副市長） 

9 月 15 日 

（星期六） 

至德國海德堡進行花卉設施等市政考察 

9 月 16 日 

（星期日） 

至德國康士坦茲進行花卉設施等市政考察 

9 月 17 日 

（星期一） 

至德國法蘭克福進行花卉設施等市政考察 

9 月 18 日 

（星期二） 

至德國法蘭克福進行花卉設施等市政考察 

9 月 19 日 

（星期三） 

法蘭克福搭機返回桃園 

9 月 20 日 

（星期四） 

返抵 桃園 

 

叁、    過    程 

 

一、 申辦及審查經過 參加「申辦 2018 年花博 AIPH 會議」

國際園藝博覽會，是由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所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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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國際性的博覽會，是為了追求國際級的園藝生產利益以及園藝技術的

精進而舉辦的博覽會，為國際上最高級別的園藝專業型博覽會，依其舉辦之

規模及條件可分為由各國城市所參加的國際園藝博覽會（A 類）與具國際性

的國內園藝博覽會（B 類）2 種： 

(一)國際園藝博覽會（A 類）分為 2 類，即 A1 及 A2 

1. A1 認定：大規模國際園藝博覽會 

（1） 同一國家的每 10 年才能舉辦一次。 

（2） 會期為 3 個月以上 6 個月以下。 

（3） 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派遣調查委員，對準備中的會

場與作業團隊加以視察並提供技術服務建議。 

（4） 內容必須包括與園藝相關全部的範圍。 

（5） 最少有 50 公頃的規模。 

（6） 最少有 10 個國家的代表參加。 

（7） 國際展覽局（簡稱 BIE，需為聯合國會員才可申請）與國際園

藝生產協會（AIPH）認定的情況下，才能夠使用「國際博覽

會（EXPO）」的稱呼（各博覽會之間必須間隔兩年以上）。 

2. A2 認定：小規模國際園藝博覽 

（1） 每年最多可以舉辦一次 

（2） 會期為 1 週以上 3 週以下。 

（3） 最少有 6 個國家的代表參加。 

(二)具國際性的國內園藝博覽會（B 類）分為 2 類，即 B1 及 B2 

1. B1 認定：長期、大規模國內園藝博覽會  

（1） 會期為 3 個月以上 6 個月以下。 

（2） 內容必須包括與園藝相關全部的範圍。 

（3） 有國際參加者 

2. B2 認定：短期、專門國內展示會。 

（1） 會期為 1 週以上 3 週以下。 

（2） 內容為特定、專門的領域。 

（3） 有國際參加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B1%95%E8%A7%88%E5%B1%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8D%9A%E8%A6%BD%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9%9A%9B%E5%8D%9A%E8%A6%BD%E6%9C%83


 9 

(三)欲申請主辦國際園藝博覽會之城市需透過 AIPH 之會員提出申請，我國

目前僅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為 AIPH 之會員，因此本府即與該協會聯合

向 AIPH 提出申辦 2018/2019 年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並取得主辦權。 

(四)AIPH 受理申辦審查時期一年分春季及秋季 2 次，今年秋季委員會於 9

月份在荷蘭芬洛舉行。依據 AIPH 會長 Dr. Doeke Farber 與我國之會員

代表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建議，本府經討論結果後決議於本年秋季

AIPH 委員會議即提出申請。主要考量因素為六年時間之準備對於植物

之栽培與交通建設與用地取得時機均最為適當。 

(五)本市提出申請審查經過： 

1. 9 月 8 日由徐副市長率團由桃園機場搭機前往荷蘭芬洛參加「國際園

藝生產者協會（AIPH）秋季年會」。 

2. 9月10日抵達AIPH秋季年會會場隨即拜會會長Dr. Doeke Farber 及

荷蘭芬洛花博大會主席Mr. Beck、執行長 Drs. Gabor及執行秘書 Mr. 

Stimac 等人進行會晤與磋商，確認申請案討論之細節，隨團人員並進

行申辦內容簡報等演練。 

3. 9 月 11 日上午於 AIPH 市場暨展覽委員會會議上，由徐副市長親自向

委員會提出 2018/2019 年 A2/B1 級的國際花卉博覽會在臺中申請演

說，並針對臺灣之地理環境及臺中市之人文創意、都市計畫、交通建

設、博覽會預定地以及臺灣花卉專業技術與產業等進行簡報及影片介

紹，報告結束後，委員會主席 Mr. Woda 於徵詢各會員國代表意見及

討論後，當場宣布法蘭克福申請案通過審查，並獲得在場所有會員代

表的祝賀與支持。 

4. 博覽會主題：(1)Nature 人與自然，花卉園藝之美：規劃以戶外庭園區、

室內花卉館及夢想植物園等為展覽概要。(2)Culture 人與文化，悠活

樂活生活：規劃以親子主題公園、創意劇場及藝文表演等為展覽概要。

(3)Future 人與環境，綠能永續未來：規劃以低碳主題館及奇幻未來城

等為展覽概要。(4)Technology 農業科技，產業永續發展：規劃以農

業技術、農業科技及生態農業、世界園藝品種廚窗（包括溫帶、亞熱

帶及熱帶植物品種等）為展覽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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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經費預估：預估總支出經費 60 億元，為臺北市 2010 年國際花博使用

經費 95 億之 63%，包括申請中央政府補助 30 億（占 50％）。地方

政府預算 30 億（占 50％）（不包括土地取得及周邊交通設施等經費）。

預估收入總計約 51 億，包括：預估門票收入 20 億。預估權利金收入

1 億。預估稅收收入 20 億。企業贊助募款預估 10 億。 

二、2012 年荷蘭芬洛市 A1/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考察 

    本市農業局副局長張隆仁與徐副市長辦公室主任陳雪慧專員在臺灣區

花卉發展協會郭董事長等人員的陪同下，於 9 月 12 日中午由芬洛市火車站

搭乘博覽會接駁巴士前往會場，體驗並觀察一般遊客參觀荷蘭芬洛市 A1/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經驗，首先參訪行政院農委會委辦之臺灣館及本市稻草媽

祖展區，隨後參訪各主題展場與各國展館內容，蒐集本次博覽會佈展資訊與

成果。 

三、德國花卉設施等相關產業市政考察  

德國杜塞爾多夫   本市徐副市長接續於 9 月 13 日至 20 日期間赴

與法蘭克福兩地進行花卉設施相關產業之市政考察，蒐集相關產業與市政規

劃資訊，做為未來規劃與執行「2018/2019 年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內容

之借鏡參考依據。 

 

肆、  心  得  與  建  議  

 

隨著世界經濟型態的改變，全球化的趨勢引發世界各城市的相互競逐，在城

市間的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互動日益活絡頻繁下，城市競爭力將成為市政發展之

重要指標。而爭取舉辦世界級與國際性之會展，目前已成為世界各國城市發展與

的重要策略之一。國際上具有世界級與國際性認證資格之會展系統，一為國際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B1%95%E8%A7%88%E5%B1%80


 11 

覽局（簡稱 BIE，需為聯合國會員才可申請），另一為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rticultural Producers，以下簡稱 AIPH）。其

中經 AIPH 認證之國際園藝博覽會，為國際上最高級別的園藝專業型博覽會，可

展現出主辦國之花卉產業、文化成就與科技成果。 

臺中市政府有鑒於本市農業、經濟、人文藝術之發展，均具有達成「世界的

大臺中」願景之實力，並可藉由舉辦國際園藝博覽會，發揮臺灣花卉產業之競爭

力，建構大臺中成為亞太花卉交易物流中心，創造永續觀光資源，結合生態、生

技及高經濟價值農業應用，提升產業競爭力，創造政府、產業、地方民眾三贏之

目標。因此積極委託 AIPH 臺灣之會員代表提出「2018/2019 年 A2/B1 級國際

」主辦權之申請。 園藝博覽會

本(101)年9月 8日至 19日本市徐中雄副市長奉派率領申辦團隊前往荷蘭芬

洛市，參加 2012 年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 （AIPH）年會爭取 /2019「申辦 2018  

徐副市長 9 月 11 日上午 AIPH 舉辦秋季臺中國際園藝博覽會」主辦權。 於

年會之「市場暨展覽委員會」 ( Committee for Marketing and Exibitions)會議

議程中，親自向委員會提出 2018/2019 年 A2/B1 級國際園藝博覽會在臺中

的申請演說，並針對臺灣之地理環境、臺中市人文創意、都市計劃、

交通建設、博覽會預定地及臺灣花卉專業技術與產業等進行簡報及

成DVD 影片介紹，徹底展現本市籌辦國際園藝博覽會之優勢與決心，

功的向荷蘭海牙的國際園藝生產者協會(AIPH)申辦取得「2018/2019 年臺中國

( 2018/2019 Taichung International Gardening & 際 園 藝 博 覽 會 」

Horticulture Exposition) 主辦權，並獲在場所有會員代表之支持與恭賀。 

「2018/2019 年臺中 選定后里區為預定地，展區使用國際園藝博覽會」

土地面積計 81 公頃，預估將投入金額為新臺幣 60 億元，其中 30 億元將爭取中

央政府補助，另由市府負擔 30 億元；在收入部分預估門票收入 20 億、權利金

收入 1 億、稅收收入 20 億及企業贊助募款 10 億等，合計 51 億元。展期舉辦時

間暫定為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止，展期為半年。主題暫定為

「花與花園、當東方遇上西方」，活動結束後規劃保留三分之二的設施，可以為

當地帶來眾多的觀光人潮，提供產業永續發展，並將能帶來都市計畫建設的效

果。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E5%B1%95%E8%A7%88%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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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申辦人員於達成申辦主辦權任務後，立即將爭取過程與成果資

料彙整陳報回市府，並於 9 月 12 日由本市胡市長於市府召開記者會週

知各界，共享此一喜訊。參加申辦人員則於會後繼續進行荷蘭芬洛市

園藝博覽會2012 年國際 考察行程，瞭解其展覽內容與展區主題規劃等資

訊。徐副市長則繼續赴鄰近荷蘭之德國杜塞爾多夫及法蘭克福兩城市

進行相關市政考察，作為未來結合農業、經濟、文化、交通、旅遊與

/2019 臺中 園藝博覽會城鄉發展之「2018  國際 」規劃與執行之參考依據。  

本次出國主要心得與建議如下: 

一、市府團隊群策群力確定方向，備妥申辦文件資料、簡報與市府簡介，可供未

來類似專案業務執行之仿效：本府為展現爭取「2018/2019 年國際園藝博覽會」

主辦權之決心，於短期內立即由胡市長委由徐副市長召集組成申辦團隊，並由農

業局局長率員積極與委辦單位「臺灣區花卉發展協會」溝通資料文件之準備方向

與簡報內容。市府各相關局處並發揮市府團隊精神，鼎力相助提供製作本府簡介

內容所需之原始資料與建議，得以迅速完成各項申辦資料之準備。此一模式可提

供未來其他單位辦理類似專案計畫之參考。 

二、集思廣益創新文宣與簡報格式，獲得 AIPH 委員美好印象：本府申辦團隊與

委辦單位集思廣益創新文宣資料以手繪畫本之方式呈現，更讓本市胡市長化身為

小王子出現於簡報中，並經不斷討論修改而於行前定案。手繪畫本之呈現方式，

獲得 AIPH 委員共同的稱讚，同時好奇的詢問小王子的身分，並會心一笑，順利

通過本府申請案。 

三、會前溝通協商，確保申辦順利，團隊成員從中獲得學習辦理申辦國際活動之

實戰經驗：申辦團隊由副市長領軍在會前積極與 AIPH 會長、副會長、執行委員

會委員進行磋商，並與中國花協代表協商，在不涉及國家名稱與主權的前提下互

相支持雙方的申辦案，確保本市申辦案順利進行，為本次順利完成主辦權申辦主

要因素之一。 

四、本市辦理的花博將有別於臺北花博，以「創造機會」、「永續環境」及「互利

共生」為規劃理念，計畫設置大規模設施園藝、花園、綠地及藝文展演場所等，

並且希望所有的設施至少有三分之二能夠永遠保留當地，成為花博紀念公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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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創造一個具國際觀光遊憩新景點。 

五、當面對全球經濟不景氣，為避免通貨緊縮，世界各國都採用擴大公共建設投

資支出，以提振景氣並改善投資環境，加速經濟復甦與繁榮，而在此時本市爭取

辦理花博，可有效帶動花卉相關產業發展，博覽會將投資大量經費於公共建設與

地方建設，這些軟、硬體投資，除配合博覽會展出的需求外，也將配合規劃一個

完整之交通、通信設施的地區，將可帶動新市鎮的發展。本府規劃於后里區舉辦，

期望能將該區透過花博及都市計畫開發的效果，進而成為大臺中全新的副都心。 

六、舉辦花博每年約可創造出約 23,000 個就業機會，以及難以量化的社會效益，

包括因此而帶動了城市的景觀綠美化、環保理念的教育與推廣、社區與市民的參

與及榮譽感的提升、在國際的都市形象與國際認同，以及帶動文創產業的發展等

效益。本市為國內花卉及果樹主要產地，舉辦此博覽會，除可供做未來亞太花卉

批發市場之平臺，藉此政府部門擴大公共建設之投資，帶動國內花卉等農業之產

業發展，並可提供就業市場及保留農業人才，提升本市花卉等農業之生產技術及

行銷之產業關聯性效益。 

七、「2018 臺中國際花卉博覽會」舉辦時間暫定為 2018 年 11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止，展期長達半年，由於距離 2018 年還有 6 年時間，本府會先在

二年內先解決規劃與經費問題，並針對聯外交通、住宿等問題，規劃相關配套措

施。 

八、建議早日成立跨局處之「臺中市 2018 國際園藝博覽會辦公室」負責規劃與

推動，提升完成預期目標之效率：申辦國際園藝博覽會將可帶動全區發展，發揮

產業關聯效用，形成產業聚落，也吸引財團及外商至本市投資，並可創造政府、

產業、地方民眾三贏。同時將結合生態、生技及高經濟價值農業使用，振興臺灣

中部地區農業發展，創造永續觀光資源。長期目標則在建構成為亞太花卉交易物

流中心，提供國內外花卉產業一個完善 B to B、B to C 的交易市場。必須及早組

成跨局處之單位或組織統一規劃方有效率。 

九、建議由本府召集相關單位積極與國防部進行用地取得協商工作：本府規劃申

辦地點為后里區環保公園 22 公頃、軍營保留地 43 公頃及后里馬場 16 公頃，合

計 81 公頃。其中除環保公園及后里馬場為市有土地，在立即規劃開發使用上並

無問題外，軍營保留地 43 公頃取得部分則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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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建議往後逐年參與各國舉辦之國際園藝博覽會進行城市交流，提升本市舉辦

2018 年博覽會的知名度及各國參與度：自 2013 至 2017 年世界各國舉辦之國際

園藝博覽會，包括韓國順天、中國北京市、中國青島市、中國唐山市、土耳其安

塔利亞市等地，期望藉由參與世界各國舉辦的博覽會進行城市交流，提升本市舉

辦 2018 年博覽會的知名度及各國參與度。 

十一、2012 年荷蘭芬洛國際園藝博覽會以綠能及永續利用為主題，展場所使用

建材均可回收再利用，可供未來本市辦理時之參考依據。園區中規劃一處來自熱

帶地區的竹林與各式林木品種，建議未來本市博覽會可以竹材為主題作規劃方

向。 

十二、芬洛市藉由 2012 年荷蘭芬洛國際園藝博覽會 10 年之改造新市鎮計畫，

除開發一處休閒旅遊之新亮點外，並將原本被稱為犯罪者天堂汙名的芬洛市改造

成一個廣受荷蘭居民願意去旅遊度假的新城市，可做為我國城鄉風貌再造之借

鏡。 

十三、該博覽會展示內容尚有各種作物的新品種展示區、蜜蜂與蜜源植物區、園

藝療法體驗區、觀賞鳥類區、菇類與健康芽菜品種展示、地產地銷作物美食區、

蔬果與食品碳足跡旅程區等均頗具創意，相關資訊均可作為 2018 臺中園藝博覽

會之規劃參考。 

十四、德國杜塞爾多夫及法蘭克福兩城市相關市政考察結果了解到兩個鄰

近荷蘭之城市，前者目前為以創造世界時尚聞名之城市，後者則為具

交通轉運樞紐並具歷史文化傳承之城市，整體市政規劃均顯示出傳統

德國有條不紊與簡單實用之工匠藝術氣息；前者則顯現融合創新時尚

之新世代，包括各式精品之呈現，目前廣受包括日本之國外廠商青睞

而前往設廠投資，展現出其市政規劃企圖心。  

我們期盼舉辦花博能讓我們的城市多了綠地公園，家庭多了遊憩空間，十五、

市民提升生活美學，城鄉增加觀光發展，城市減少碳足跡，臺中躍升國際舞臺，

我們的下一代，有了亮麗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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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      錄 

附錄(一)： 

申辦「 2018/2019 年臺中 ( 2018/2019 Taichung 國 際 園 藝 博 覽 會 」

International Gardening & Horticulture Exposition) 主辦權英文簡報(PDF 簡

報資料)。 

 

 

 

 

 

 

 

 

 

 

 

 

 

 



 16 

附錄(二)：照片資料 

 

 

照片 1.徐中雄副市長代表臺中市政府於「市場暨展覽

委員會」說明「2018 臺中園藝博覽會」申辦案。 

照片 2.徐副市長回應市場暨展覽委員會委員提問。 

  

照片 3.臺中市政府及花協申辦團隊與 AIPH 人員合

影。 

照片 4. 臺中市政府及花協申辦團隊於會場外合影。 

 

 

照片 5.荷蘭於芬洛園藝博覽會場設立交通接駁專

車，並鼓勵民眾搭乘。 

照片 6. 芬洛園藝博覽會場入口，以禪風、綠意的風格

來迎接觀賞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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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入場區也設有圓頂劇場及服務台，讓民眾入場

前可先觀賞博覽會介紹影片，對園區有初步的瞭解。 

照片 8. 博覽會入口地標─行政大樓。園區分為

Environment (環境) 、Education&Innovation (教育與創

新) 、Relax & Heal (放鬆與療癒) 、Green Engine (綠

色引擎) 和 World Show Stage (世界舞台) 五大區。 

 

 

照片 9. 園區內除以步行方式進行參觀外，亦有搭設

纜車供遊客搭乘，從另一高度與視野觀賞花博之美。 

照片 10.透過高空來俯視博覽會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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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博覽會工作人員會在園區內以三輪車為交通

工具，採取主動出擊的方式向遊客發送宣傳折頁，並

進行觀光服務。 

照片 12.園區中，透過多種草類景觀布置來營造出不同

風情及季節感。 

 

 

照片 13. Green Engine (綠色引擎)區的 Villa Flora(花

度別墅)，是歐洲最大的室內溫室，在展期結束後也

將被保留下來。館內也來自世界各國的特色展區，包

含台灣的作品也在此館中展出。 

照片 14. Villa Flora(花度別墅)內的入口意象，是透過

懸掛的海芋，來展現植物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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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5.台中草編媽祖及蝴蝶蘭的展示，融合手作工藝

與園藝之美。 

照片 16. 將草編媽祖、太陽餅、文心蘭及火鶴花等

融入在庭園造景，透過植栽高低變化，點綴出最美

的台中特色。 

  

照片 17.18. 日本館以植物為媒介，透過各式植物素材組合，來表現日本文化與植物美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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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9.20. Villa Flora(花度別墅)內透過空間的巧妙分割，將不同區域內的植物可以在同一展區內繽紛呈現。 

 
 

照片 21.玻利維亞館展示傳統穀物 照片 22.蜜源香藥草植物區，香草藥用植物也是台灣

的特色之一，未來在進行 2018 台中花博時，也可放

入規劃中，並思考如何創造民眾與香草植物間的互

動。 

  

照片 23.草花展示區不同季節均有草花展現 照片 24.以色列館之庭園景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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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5.葡萄品種展示，其種植方式是為因應歐洲日照

的特性，透過此種植法，讓葡萄可平均接受到充足日

光，與台灣採取水平棚架式種植法很不同。 

照片 26.荷蘭館展示植物工廠科技及新型農機，現場

並提供模擬操作，讓每一位民眾可更貼進農田實際

運作。 

  

照片 27. 28.蔬果拼貼藝術，透國種子、乾燥花等來進行藝術創作。 

  

照片 29.菇類作物品種展示與展售 照片 30. 蔬菜品種田間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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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1.提供當地農民地產地銷之彩色甜椒品種展示與

展售。 

照片 32.地產地銷抱子甘藍新品種展示與展售。 

 

  

照片 33.西班牙館以圖片展示感謝農民生產各式作物。 照片 34 西班牙館以九宮格展示農產品別具特色。 

 

 

照片 35.36.中國館庭園設，以宅院設計為呈現，展期結束後將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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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7.38.療癒庭園景觀，透過溫暖的木雕動物與花草及繽紛色彩裝置，來營造出舒緩的情境，讓走入此區

的遊客可在此小歇，透過身體與草地的接觸，讓身心都能獲得放鬆。 

  

照片 39.濕地設計與音樂展場規劃 照片40. 照片39.博覽會中每日均有行動藝術表演者

會不定時在會中表演，並與民眾進行互動，非常吸

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