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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提要         類別：其他 

出國報告名稱：臺中市政府組團赴新加坡參加「2016世界城市峰會」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秘書處 

聯絡人：陳文政    電話：11410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 

張光瑤/臺中市政府/府本部/副市長 

陳文政/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股長 

 

出國類別：其他 █國際會議  □業務接洽  □洽展  □表演  □比賽  □擔任裁判  

               □海外檢測  □                  

出國期間：105年7月9日至105年7月11日 
出國地區：新加坡 

報告日期：105年9月7日(填寫一級機關首長核定日) 

   

壹、 摘要 

一、 本府係應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Mr. Lawrence Wong）邀請，並由張光瑤副市

長率團出席由新加坡政府主辦之「世界城市峰會」（World Cities Summit, WCS）；此次

計有來自全球110位的城市代表共同探討都市發展過程所面臨的挑戰；尤其，因人口快

速增長、全球化、都市化，我們正面臨居住環境、交通及環保議題等挑戰，因此，為了

打造宜居城市及建構永續發展的目標，藉由世界城市峰會的舉辦，邀請各大城市領袖齊

聚一堂，就城市發展進行更廣泛的討論及採取更有效作為。世界城市峰會論壇期藉由公

、私部門的合作，共同打造宜居及永續發展城市，並建立整合解決方案之分享平臺，本

府期藉由此次會議和與會城市進行經驗交流並加強合作，建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 

二、 此次探討主題為「宜居及永續發展城市：充滿機會的創新城市」（Livable and 

Sustainable Cities: Innovative Cities of Opportunity），此次重要議程包括: 

(一) 「市長論壇」：由新加坡政府主辦，並由國家發展部部長黃循財（Mr. Lawrence Wong

）主持，本論壇每年舉辦1次，儼然已成為世界城市領導人，為解決城市發展問題

，最大、最重要的會議。 

(二) 「第4屆李光耀世界城市獎」頒獎典禮：「李光耀世界城市獎」於2009年設立，每2

年舉辦1次，旨在獎勵卓越城市規劃及管理，以打造宜居及永續發展的城市。 

三、 周邊會議：「新加坡國際水資源週」（Singapore International Water Week, SIWW）及

「環境清潔論壇」（CleanEnviro Summit Singapore, 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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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 

編號 單位 職稱 姓名 

1 臺 中 市 政 府 副 市 長 張 光 瑤 

2 秘 書 處 股 長 陳 文 政 

 

參、 目的 

一、 此次會議主要探討都市發展過程中及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問題及衝擊，希望藉由與會城市

的經驗交流，加強彼此間的合作，建立更完善的機制，並建造永續發展的生活環境。 

二、 張副市長藉由在會場上發表演說機會，積極宣傳本市舉辦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及

2019東亞青運訊息，並爭取各與會城市踴躍參加，共襄盛舉，有效增加本市在國際間能

見度。 

三、 本市以「水湳經貿園區」開發案，和與會城市分享本市打造永續發展的政策規劃，有助

行銷本市，讓國際友人對本市市政建設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四、 議程中本府代表團以積極務實的態度來參與此次活動，除商討相關議題外，更和與會城

市代表建立相互聯繫管道。 

五、 本府代表團亦特別安排時間拜會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Singapore Business Federation, 

SBF)，期為兩地企業帶來更多的合作機會，促進雙邊經濟貿易成長，並協助本市企業拓

展東南亞國協市場，以創造更多商機。 

六、 另外，本府代表團也分別和惠普企業及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人員進行一對一交流，

汲取並分享本市打造永續發展的政策規劃。 

肆、 議程內容及時程 

一、 7月9日: 

(一)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長榮航空班機，抵達新加坡，大會於機場安排接駁車輛接送與

會代表至下榻飯店後，代表團成員隨即展開拜訪行程。 

(二)參訪惠普企業(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亞太總部:參訪過程中，由惠普企業

臺灣區王嘉昇董事長親自向張副市長簡報，介紹惠普企業目前與倫敦及奧克蘭等城

市之合作方案，以藉助科技之便，打造智慧城市並建構跨領域生活解決方案平台，

創造實際的經濟價值，呈現智慧社區、守護市民安全，將智慧科技落實應用在建構

安全的社會環境中。 

二、 7月10日: 

此次市長論壇係以「宜居及永續發展城市：充滿機會的創新城市」（Livable and 

Sustainable Cities: Innovative Cities of Opportunity）為主題，並分就2大議題共

同探討: 

(一)尋求創新解決方案(Innovative Solutions: New Answers to Wicked Problems): 

1. 荷蘭鹿特丹(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市長Mr. Ahmed Aboutaleb以「棘手市政

問題解決之道」(NEW ANSWERS TO WICKED PROBLEMS)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2. 韓國首爾(Seoul, South Korea)-市長Mr. Park Won-Soon以「運用數據資料規劃首爾

交通政策」(SEOUL’S TRANSPORTATION STRATEGIES- POLICIES UTILIZING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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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3. 廈門市(Xiamen City)-副市長鄭雲峰以「多規合一，助力美麗廈門建設」為題和與會

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4. 聯合國人居署(UN-Habitat)-執行長Dr. Joan Clos以「規劃新城市」(TOWARDS A NEW 

RUBAN AGENDA)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二)創新城市治理方案(Innovative Governance: Inventing the Toolbox for Better 

Cities): 

1. 臺北市(Taipei, Taiwan)-市長柯文哲Dr. Ko Wen-Je以「臺北市的創新施政理念」

(INNOVATIVE GOVERNANCE IN TAIPEI)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2. 紐西蘭威靈頓(Wellington, New Zealand)-市長Ms. Celia Wade-Brown以「威靈頓市

施政規劃方針」(WELLINGTON CITY, NEW ZEALAND)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3. 印尼雅加達(Jakarta, Indonesia)-都市環境規劃副總督Mr. Oswar Muadzin Wungkasa

以「韌性城市」(RESILIENCE CITY)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驗分享。 

4. 洛克菲勒基金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主席Dr. Judith Rodin以「全球協

助建構韌性城市專員」(GLOBAL CHIEF RESILIENCE OFFICERS)為題和與會代表進行經

驗分享。 

(三)參觀達梭系統集團(Dassault Systemes):張副市長藉由體驗3D虛擬情境及數位模擬

等高科技設計軟體，瞭解達梭系統集團利用高科技協助解決城市發展過程所遇到的困

難，以利建構永續發展城市。 

三、 7月11日: 

(一)拜會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市長曾於今年4月率團拜會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研商雙

方共同舉辦臺星經貿論壇之可行性，以促進兩地經貿合作事宜；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

傅副主席亦專程於6月回訪本市。為積極響應中央政府新南向政策並賡續推動兩地企

業之交流往來，張副市長特別再次拜會新加坡工商聯合總會首席客戶拓展官陳理翰先

生，期藉此建立雙方穩定而緊密的溝通聯繫管道，為兩地企業帶來更多的合作機會，

促進雙邊經濟貿易成長，成為本市企業拓展東南亞國協市場的最佳後盾，以創造更多

商機。 

(二)與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人員進行一對一交流:張副市長就「水湳經貿園區」開發

理念與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研究人員分享本市打造永續發展的政策規劃。 

(三)搭乘長榮航空班機返回臺灣。 

伍、 心得: 

一、 舉辦世界級、國際性會展活動，已經成為各大城市發展的重要策略，為了讓與會城市對

本市市政建設及即將舉辦的國際活動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及支持，經向大會爭取，由張副

市長在論壇中發表演說，將本市預定於2018年所舉辦的世界花卉博覽會及2019年東亞青

年運動會盛事和與會來賓分享，希望各城市能踴躍參與，共襄盛舉。而代表團亦利用議

程交流時間向各城市代表們介紹本市發展現況，並發放世界花博及市政建設等相關文宣

資料。 

二、 本府代表團利用議場交流機會，大力宣揚本市市政建設發展現況，本市以「水湳經貿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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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開發理念，和與會城市分享本市打造永續發展的政策規劃，張副市長特別向與會城

市代表提及打造低碳、創新、智慧的「水湳經貿園區」作為本市市政規劃模型，讓國際

友人對本市市政建設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三、 本處會前即妥善規劃安排，藉由出席國際會議場合機會，強化與姊妹市友好情誼並積極

與各城市代表交流建立友好關係。 

(一)利用會議空檔時間會晤參與此次會議之姊妹市紐西蘭奧克蘭（Auckland, New 

Zealand）市長Mr. Len Brown 盼雙方在既有基礎上，持續交流深化姊妹市情誼。 

(二)本府代表團亦利用議程空檔和日本橫濱市(Yokohama, Japan)、紐西蘭威靈頓（

Wellington, New Zealand）等城市代表寒暄交流，致贈市樹市鳥小徽章並發放世

界花博及市政建設等相關文宣資料，拓展與其他城市的合作交流機會。 

四、 此次出訪行程相當緊湊，惟本處仍充分利用空檔安排參觀惠普企業(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亞太總部及達梭系統集團(Dassault Systemes)，張副市長在參訪過程中，

以本市水湳經貿園區規劃藍圖分別和惠普企業及達梭系統集團交換運用智慧科技建構

永續發展環境心得及構想，並藉由體驗3D虛擬情境及數位模擬等高科技設計軟體，協助

解決城市發展過程所遇到的困難，以利建構永續發展城市。 

陸、 建議: 

一、 應持續積極參與重要國際組織及國際會議活動，靈活推展城市外交：此次市長論壇計有

來自全球110位城市代表參加；藉由出席會議活動，可以熟悉會務運作，觀摩會議舉辦

模式並建立與大會及其他城市間關係，建議日後，本府應積極組團與會，拓展城市交流

合作機會，增加本市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二、 善加利用出席國際會議場合機會，加強與姊妹市互動交流，觀摩學習其他城市經驗做法

：本府代表團藉由會議空檔與姊妹市奧克蘭Len Brown市長會談，並致贈漆器手工藝品

及花博文宣等資料，讓Len Brown市長充分瞭解本市近期重要施政及國際活動，並邀請

該市前來參與本市2018世界花博，有效增進姐妹市情誼與互動。另外，本府代表團藉由

議程外交流時間，主動積極和與會代表接觸，透過國際會議場合交流合作，亦可觀摩學

習其他城市經驗做法。 

三、 會前妥善規劃安排，宣傳世界花博及東亞青運行銷本市：本府代表團亦利用議程交流時

間，將花博文宣等相關資料分送與會者參考，邀請各城市代表參加，利用出席國際會議

場合，達到成本最低、效益最大之國際行銷目的。 

四、 作為本市發展水湳、烏日會展中心規劃之參考；本市正規劃打造水湳、烏日兩座會展中

心，可借鏡金沙會展中心，作為打造本市水湳、烏日會展中心規劃發展參考，除供產業

展覽外，更可加強國際會議、創研展示、生活消費展等功能，打造國際級會議中心及展

覽中心。 

五、 運用科技提升施政效率及增進市民生活品質，建構智慧城市：藉由高科技打造智慧城市

，並建構跨領域生活解決方案平台，創造實際的經濟價值，呈現智慧社區、守護市民安

全，將智慧科技落實應用在建構安全的社會環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