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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本府林市長佳龍於本年年初陸續受世界設計組織及墨西哥市政

府之邀，赴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市參加世界設計之都官方活動「城市

網絡會議」。由於本市刻正如火如荼規劃爭取主辦 2022 世界設計之都，

因本年度係由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市主辦，為見學觀摩並與國際設計

人士交流請益，爰規劃本次「2018 年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參訪及考察

計畫」，於 4 月 19 日至 27 日期間，由林市長佳龍率領本府秘書長、

本局及都發局相關單位同仁，赴該市參加相關官方活動，並拜會相關

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希冀藉由參訪他山之石實務經驗，作為本市積

極爭取 2022 世界設計之都參考。 

參與官方活動「城市網絡會議」，市政成果備受肯定 

本市受邀參加 2018 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官方活動城市網絡會議，

與歷屆設計之都城市義大利杜林、芬蘭赫爾辛基、南非開普敦、臺北、

墨西哥市、法國里爾及巴西庫里奇巴等城市代表，同桌深度交流分享

如何透過設計改變及驅動城市，所有出席城市更一同簽署「城市設計

聯合宣言」，支持設計促進城市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發展。 

林市長佳龍在會議中，將綠川、柳川、花博等政策分享給在座的

城市代表，以及本市將研議設立「設計長」一職，讓更多專業人士及

市民參與城市的設計與治理，獲得與會城市代表一致認同，更讓許多

與會城市市長及代表對於臺中皆展現高度興趣。 

拜會墨西哥設計週，汲取申辦經驗 

2018 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的 slogan 為「社會責任的設計」(Socially 

Responsible Design)，六大目標分別是 1.居民 2.運輸 3.環境 4.創意經濟

5.公共空間 6.城市認同感，他們希望透過整年度設計之都的活動，為

未來種下良好的基礎，讓市民知道設計可以讓生活更美好，同時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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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觀光、公共空間、文化、環境等。 

墨西哥設計週對於可以辦理設計之都感到非常光榮，如果有人反

對或質疑，他們會理性去表達與溝通，同時也表示已經投入了相當多

的資源，如果不好好把握主辦設計之都這個機會，會錯過很多寶貴的

經驗與進步的機會。 

拜會墨西哥市政府公共空間管理局，感受城市空間之重新妝點 

墨西哥市近年相當重視相關公共空間之重新規劃整治，如中國城

街道改造翻新，並設置街道家具及牌樓，使中國城翻轉為目前熱門觀

光景點；以及北羅馬區圓環計畫，充分融合歷史與現代使用者之需求，

凸顯設計本質，以及展現優秀的設計成果等。他們希望透過這些政策

喚起民眾對於公共空間使用議題的重視，因此製作了一套標準化的公

共空間使用須知提供給墨西哥城 16 個行政區，作為相關準則。 

拜會墨西哥市城市實驗室，藉由實驗精神擘劃城市建設 

城市實驗室成立於 2013 年，是北美第一個城市實驗室，集結許

多領域的專家一起合作，立基於重視市民的想法與聲音，先選擇出議

題再公私協力尋找解決模式，並以實驗方式推行政策，再依據施行結

果評估可行性，最後交由政府跨部門執行，盼借鏡平台精神，以設計

導入市政建設，建立符合公民需求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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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國人員名單 

編號 姓名 單位 

1 林佳龍 臺中市長 

2 黃景茂 臺中市政府秘書長 

3 王志誠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4 王俊傑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 

5 楊懿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任秘書 

6 蔡青宏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總工程司 

7 陳建廷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專員 

8 高政陽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科員 

9 趙東榆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新聞聯繫科股長 

10 蔡玠原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新聞聯繫科約僱人員 

11 王鈺絜 臺中市政府新聞局新聞聯繫科助理員 

12 張永睿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股長 

13 許雅竹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科員 

14 李佩蓁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約僱人員 

 

三、 目的： 

本府林市長佳龍於本年年初陸續受世界設計組織及墨西哥市政

府之邀，赴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市參加世界設計之都官方活動「城市

網絡會議」。由於本市刻正如火如荼規劃爭取主辦 2022 世界設計之

都，因本年度係由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市主辦，為見學觀摩並與國際

設計人士交流請益，爰規劃本次「2018 年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參訪及

考察計畫」，於 4 月 19 日至 27 日期間，由林市長佳龍率領本府秘書

長、本局及都發局相關單位同仁，赴該市參加相關官方活動，並拜會

相關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希冀藉由參訪他山之石實務經驗，作為本

市積極爭取 2022 世界設計之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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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過程： 

(一) 參訪日程 

日期 行程規劃 

4/19(四) 搭機前往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市（經洛杉磯轉機） 

4/20(五) 
拜會墨西哥設計之都承辦單位墨西哥設計週 

拜會墨西哥市公共空間事業部 

4/21(六) 

參觀墨西哥文化遺產主教座堂、總統府國家宮殿及人

類學博物館 

林市長佳龍搭機抵達墨西哥合眾國墨西哥市 

駐墨西哥代表處歡迎餐會 

4/22(日) 

參訪墨西哥世界文化遺產太陽金字塔 

當地媒體採訪林市長佳龍 

臺中交流餐會 

4/23(一) 

林市長佳龍出席 WDC 城市網絡會議 

拜會墨西哥城市實驗室 

林市長佳龍等 11 人搭機返台 

（經洛杉磯轉機，4/25 上午抵台） 

4/24(二) 
參訪城市設計成果－索馬亞博物館 

參訪墨西哥文化遺產－墨西哥聖母院 

4/25(三) 
參訪城市設計成果－芙烈達卡蘿博物館 

文化局張股長永睿等 3 人搭機返台 

（經洛杉磯轉機，4/27 上午抵台） 
4/26(四) 

4/27(五) 



5 

 

(二) 拜會墨西哥設計週，汲取申辦經驗 

墨西哥設計週是民間組織，2009 年由 Jaime Hernández Encontra 與

同伴共同創立，亦是 2018 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主辦單位，包括前期

規劃、申請，到主辦相關籌劃等皆由其操刀。其辦公室原為火車維修

站，由市政府提供給墨西哥設計週進行空間改造再利用，室外軌道現

今仍停置著展示用的

紅色火車，呈現出歷

史餘韻與現代設計交

織的獨特風貌。共同

創 辦 人 Jaime Hern á

ndez 表示，希望能讓

來到這邊的人記得這

裡的歷史，這也是城市發展脈絡中重要的角色之一。 

辦公室外面還擺放著之前設計週辦理時，由荷蘭籍設計師創作的

蟲型裝置藝術，裡面還擺放著床與枕頭，共同創辦人 Jaime Hernández 

Encontra 表示，他們是希望讓這個創作可以持續展示，讓更多人看到，

而且他們同仁有時累的時候，是真的可以到裡面小憩一下的。 

墨西哥設計週自成立以來，每年舉辦主題策展、論壇、沙龍等活

動，汲取各界設計能量並進行

推廣，他們希望透過多種平台，

為在地社區、文化、教育、商業

領域等創造新的觀念與連結，

成為墨西哥城市中最重要的領

航員，帶領墨西哥設計能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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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進步。 

此 次拜會 墨西哥設 計週， 由其共同 創辦 人 Jamie Hernandez 

Encontra 進行辦公空間的導覽解說，包含內部展覽空間、外部活動展

演空間等，以及座談分享執行 2018 世界設計之都的相關經驗與心得。

Jamie Hernandez Encontra 認為，推動設計是為了解決問題、改善人民

生活，因此今年世界設計之都主軸「社會責任的設計（ Socially 

Responsible Design）」，意涵即在此。並分成六大目標進行推動，分

別是 1.居民 2.運輸 3.環境 4.創意經濟 5.公共空間 6.城市認同感，他們

希望透過整年度設計之都的活動，為未來種下良好的基礎，讓市民知

道設計可以讓生活更美好，同時希望改善觀光、公共空間、文化、環

境等。 

墨西哥設計週表示，作為一個私人組織，他們可以建立與公部門

內部更多的溝通橋樑，達成多元面向的溝通，同時相關人事與組織都

可以同步進行規劃與執行。 

墨西哥設計週對於可以辦理設計之都感到非常光榮，如果有人反

對或質疑，他們會理性去表達與溝通，同時也表示已經投入了相當多

的資源，如果不好好把握主辦設計之都這個機會，會錯過很多寶貴的

經驗與進步的機會。 

 

參訪與交流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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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秘書長景茂致贈禮品予墨西哥設計週共同創辦人 Jamie Hernandez Encontra 

 

出訪人員於墨西哥設計週辦公室外面的蟲型裝置藝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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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墨西哥市政府公共空間管理局，感受城市空間之重

新妝點 

墨西哥市政府公

共空間管理局係 2018

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

中，市政府主要辦理單

位之一。該部門於 2008

年成立，為都發局所屬

單位，成立宗旨在恢復

市區內遭濫用或是閒置卻又對交通很重要的空間，並以行人的便利性

為優先項目，將墨西哥市打造成一個宜居的城市(livability city)。 

本次拜會係由該局管理組主任 Judith Minerva 帶領其團隊進行簡

報及交流座談。 

公共空間局從設計到執行都由局內負責，也會與業界建築師合作，

惟其資金來源獨立，主要係由內部單位評估目前城市發展的狀態後，

提出問題及完整之規劃報告給市長，通過後取得預算，再由該部門實

際執行；另有部分資金也由州立參議院、眾議院贊助等。此外，公共

空間局同時也做各部門的規劃顧問，在規劃案通過後將交由主辦部門

做後續執行，因此各專案是在獨立組織下作業預算，不會因政權輪替

而遭中斷或刪除。 

該局的計畫項目來源為四部分：(1)來自各局處選定相關議題及規

劃，並詢問市民有無需要再改善，(2)該局提供完整的規劃，詢問市民

有無缺漏之處，(3)由當地居民自發性提出請該局做規劃，(4)由議員提

出並尋求資金，該局就議題內容評估做合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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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市近年相當重視相關公共空間之重新規劃整治，因此公共

空間管理局初步解說五項近年來重要的執行項目，如圓環減少行人穿

越所需之距離，以及植披、照明的設計、廢棄空間再利用作為收費停

車場地等，以及規模較大的中國城空間路線規劃案等，其中中國城案

更是結合 2018 世界設計之都活動之項目。 

以中國城案作為重要範例，是因該區位在市區精華地段，但是原

本的街道髒亂、道路不平，嚴重影響路人行走與安全，因此該局積極

與在地不同族群進行溝通與訪談，建立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改善方案，

街道改造翻新，將行人及車輛分開，設置觀光步行區，及設置街道家

具及牌樓，使中國城翻轉為目前熱門觀光景點，吸引更多遊客，是相

當成功的城市空間改善案例。 

公共空間管理局表示，他們希望透過這些政策喚起民眾對於公共

空間使用議題的重視，因此製作了一套標準化的公共空間使用須知提

供給墨西哥城 16 個行政區，作為相關準則。 

該局親自帶領本府團隊考察北羅馬區圓環計畫，解說圓環規劃前

後與週邊環境、行人車輛行為的改變，該計畫充分融合歷史與現代使

用者之需求，凸顯設計本質，以及展現優秀的設計成果等，再加上附

近環境氣氛，成員皆認為將歷史空間與現代使用者需求做良好融合為

一優良設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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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管理局展示經設計過之路磚，統一市容。 

 

出訪成員視察北羅馬區圓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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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觀墨西哥文化遺產 

1. 墨西哥城主教座堂： 

墨西哥城主教座堂是天

主教墨西哥城總教區的主教

座堂，不僅是墨西哥最具代表

性的宗教建築，更為美洲最大

和最古老的主教座堂。主教座

堂所在地原為阿茲特克神廟

原址，當初主教座堂進行修復

到一半時才發現古蹟舊址，因

此保留神廟階梯的部份，上面

覆蓋玻璃，讓參觀民眾可以看

到古文明的遺跡。 

墨西哥城主教座堂位於墨西哥城市中心的憲法廣場北側，始

建於 1573 年，1813 年完成，歷時 240

年。整個建築長 110 公尺，寬 54 公

尺，共有 16 座禮拜堂，有 14 座對公

眾開放，教堂內部不管是樑柱、彩繪

玻璃、抑或祭壇都相當華麗，還有一

座全金的祭壇，供奉著黑色的基督

神像，此外，還有 2 台 18 世紀巨大

的管風琴，都是這座教堂最特別之

處。 

因墨西哥處於地震帶，因此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5%A2%A8%E8%A5%BF%E5%93%A5%E5%9F%8E%E7%B8%BD%E6%95%99%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4%B8%BB%E6%95%99%E5%A2%A8%E8%A5%BF%E5%93%A5%E5%9F%8E%E7%B8%BD%E6%95%99%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BB%E6%95%99%E5%BA%A7%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A%E6%B3%95%E5%B9%BF%E5%9C%BA_(%E5%A2%A8%E8%A5%BF%E5%93%A5%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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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建設時有設置一個類似地震儀的儀器，2017 年墨西哥大地震前，

該儀器即劇烈搖晃，預告了大地震的來臨；該儀器更顯示了，主

教座堂從建設好至今，其地基已經水平平移好幾公尺，可見其設

計相當精密與精準。 

 

2. 墨西哥總統府國家宮殿： 

國家宮位於中央廣場

的東側，長 200 多公尺，

建材為紅色火山岩。1562

年，西班牙國王從柯提斯

家族買下，當作西班牙駐

墨西哥總督府。直到墨西

哥獨立後，這裡成為墨西哥聯邦行政機構所在地。國家宮有 14 個

庭院，其中僅中央庭院開放，充滿特色的建築風格，內部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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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墨 西 哥 壁

畫 之 父 － 迪

亞哥‧里維拉

Diego Rivera

的操刀，闡述

墨 西 哥 的 歷

史與未來，前

後 耗 時 七 年

完成(1929~1935)，各大型畫作懸掛於樓梯迴廊北、西、南三面牆上。

壁畫高約六公尺，寬達數十公尺，畫內有一千多位人物。敘述著

墨西哥最初的印地安人、到阿茲特克文明、經過西班牙的殖民，

至本世紀的全部歷史。迪亞哥藉由畫作讓參觀民眾更了解墨西哥

歷史，加上細膩的筆觸與豐富的情感，讓壁畫充滿對國家之愛慕

之情，被稱為墨西哥最偉大的畫家當之無愧。 

由於壁面長時間曝曬於空氣中，因此更需要定期保養與修護，

本參訪團參觀期間，即碰上其中一個廊道的修復工程，顯見國家

對這些壁畫的重視，以及文資修復的重要性，才能讓這些畫作永

久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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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類學博物館 

人類學博物館完成於 1964 年，收藏了自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

前重要的考古及人類學的文物遺產，為拉丁美洲規模最大、展品

最為豐富的博物館，共計 2 萬多件文物館藏，常設展出的有約 6000

件。走入人類學博物館，就好像走進時光隧道一樣，探索美洲大

陸的歷史與人類的演進。 

其建築係由墨西哥知名設計者佩德羅·拉米雷斯·巴斯克斯所

設計。他的創作多將歐

洲、美洲的現代主義建築

風格和拉丁美洲原生態

的前哥倫布時期建築風

格較好融合，並擅長使用

混凝土結構。 

展示館內分上、下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A9%E5%BE%B7%E7%BD%97%C2%B7%E6%8B%89%E7%B1%B3%E9%9B%B7%E6%96%AF%C2%B7%E5%B7%B4%E6%96%AF%E5%85%8B%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B0%E4%BB%A3%E4%B8%BB%E4%B9%89%E5%BB%BA%E7%AD%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8D%E5%93%A5%E4%BC%A6%E5%B8%83%E6%97%B6%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B7%E5%87%9D%E5%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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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第一層為考古學，有 12 個展示館，依序介紹迪奧狄華肯、托

爾特克、阿茲特克、瓦哈卡、墨西哥灣沿岸、瑪雅、西部和北部 8

種墨西哥印第安文化。其中以第七展廳的阿茲特克館及第十展廳

的瑪雅館最負盛名。第二層則是與一樓對應的各種民族生活情況。 

館內館藏相當豐富，為了解中南美洲文化相當重要的博物館，

亦是墨西哥必遊景點之一，其博物館展示、規劃的完整性，對於

本市未來成立市立博物館相關值得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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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駐墨西哥代表處歡迎餐會 

以臺北駐墨西哥文化經濟辦事處廖世傑大使為首，在地重要僑領

及僑商，包括中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前總會長梁輝騰、墨西哥市

台灣工商會會長梁原精、墨西哥市台灣工商會前會長暨中南美洲台灣

商會聯合總會諮詢委員林裕期及其夫人等人共 10 位，熱烈歡迎本府

參訪團，歡迎式由廖世傑大使親自主持，除了表示再次歡迎本府參訪

團抵墨外，亦表示在林市長佳龍的帶領下，對於本市申辦 2022 世界

設計之都相當有信心，接著由林市長佳龍致詞表示，目前臺中有許多

大型建設進行中，還有許多軟體設備也都蓄勢待發，皆是為了改善市

民生活、增進市民福利，相信在此基礎上，爭取主辦 2022 世界設計

之都，讓全世界看見臺中的發展，絕非夢想！雙方懇談甚歡，之後更

互相交換特產及紀念品，歡迎餐會圓滿順利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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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參觀墨西哥世界文化遺產「太陽金字塔」 

在墨西哥城東北方的「特

奧蒂瓦卡－太陽金字塔」於公

元一世紀由阿茲特克人分兩

個階段完成，是墨西哥提奧提

華坎遺蹟中最大的建築，也是

中美洲最大的建築之一，更是

僅次於埃及的胡夫金字塔和喬盧拉金字塔的世界第三大金字塔。太陽

金字塔的正西面有台階直通金字塔頂，頂部曾經有一座裝飾莊重的神

廟是祭祀太陽神的，如今神廟早已被毀，剩下的只有被當做觀景台的

祭祀台，且周邊更有許多奉獻給神明的祭壇，足以想見在文化消失前，

該地區國力的強盛。 

特 奧 蒂 瓦 坎 (Teotihuacan)

整座古城於西元 1987 年被列

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

產，在文化遺產六項標準中符

合五項，不論在建築、藝術、

景觀設計、城鎮規劃上，均展

現獨特的世界文化，也見證了已消失的文明，訴說人類歷史的重要階

段，具有顯著影響性。太陽金字塔是其中的重要建築，墨西哥保護文

化資產的做法，值得參考。臺中市擁有千年歷史的惠來遺址等珍貴文

化資產，市府除適當保存，並著手規劃文化城中城等計畫，讓文資深

化和發光。 

臺中市市定遺址「惠來遺址」涵括兩個文化層，包括史前新石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5%A5%A7%E6%8F%90%E8%8F%AF%E5%9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5%A5%A7%E6%8F%90%E8%8F%AF%E5%9D%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BE%8E%E6%B4%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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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牛罵頭文化、營埔文化、番仔園文化、到近年漢人開拓的史跡，

歷史縱深約四千年，說明臺中市是擁有千年遺址的文化之都。市府重

視文化資產保存及維護，將持續整合相關資源，保留珍貴考古史料、

遺址文物，為臺中市發展留下見證。 

臺中市也著手推動文化城中城計畫，透過歷史空間再造，深化城

市歷史脈絡，形成文化據點。林市長指出，文化城中城涵蓋臺中刑務

所場域、臺中州廳及大屯郡所場域及綠空鐵道軸線計畫，除了修復及

保存文化資產外，也賦予新生命，打造成世界文化觀光亮點，此次墨

西哥之行，也將交流文化城中城的規劃經驗，提升臺中市的國際能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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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墨西哥當地媒體專訪林市長佳龍 

林市長佳龍特地接受墨西哥

當地富比士雜誌、MVS Radio、

Glocal Magazine、墨國國家通訊社、

墨西哥市「宇宙日報」、太陽報等

6 家媒體訪問。 

市長於訪談中表示，市府打造

臺中為智慧城市，推動水湳智慧城，建立「智慧、創新、低碳」示範

區，同時導入大數據，建立智慧交通、智慧防災等資料庫，有上千萬

人口的墨西哥市，更值得引入智慧城市理念，讓城市的居民擁有更好

的生活。 

此外，市長也分享臺中成功治理綠、柳川，以及將堆肥場轉型規

劃為綠能生態園區，採用稻稈氣化發電等案例，臺中在建設或 i-voting、

青年議會等民眾參與，都採「以人為本」設計理念，透過申辦 2022 年

世界設計之都，建立台中的整體城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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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臺中交流餐會 

為感謝駐墨西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大力協助本府本次參訪相

關事宜，以及在地台商對本參訪團的熱烈歡迎，特舉辦臺中交流餐會，

藉由本市作東，邀請在地台商與會，亦希望藉由此機會建立彼此情感，

了解他們在墨西哥的生活狀況，同時熱烈邀請台商們回台參加「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 

餐會出席貴賓包括駐墨西哥代表處廖世傑大使及代表處同仁、中

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前總會長梁輝騰、墨西哥市台灣工商會會長

梁原精、墨西哥市台灣工商會前會長暨中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諮

詢委員林裕期等台商與僑胞共 16 位參與，場面溫馨，更於會後致贈

本市花博小紀念品給台商們，誠摯邀請他們回來參加臺中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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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參與官方活動「城市網絡會議」，市政成果備受肯定 

本市受邀參加 2018 墨西

哥世界設計之都官方活動城

市網絡會議，與歷屆設計之

都城市義大利杜林、芬蘭赫

爾辛基、南非開普敦、臺北、

墨西哥市、法國里爾及巴西

庫里奇巴等城市代表，同桌

深度交流分享如何透過設計改變及驅動城市，所有出席城市更一同簽

署「城市設計聯合宣言」，支持設計促進城市在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

發展。 

林市長佳龍在會議中，將綠川、柳川、花博等政策分享給在座的

城市代表，以及本市將研議設立「設計長」一職，讓更多專業人士及

市民參與城市的設計與治理，獲得與會城市代表一致認同，更讓許多

與會城市市長及代表對於臺中皆展現高度興趣。 

林市長佳龍與世界設計之都

主 辦 單 位 世 界 設 計 組 織 (World 

Design Organization) 理 事 長 Luisa 

Bocchietto 會談並分享臺中治理經

驗，相關理念獲得該組織理事長

Luisa Bocchietto 高度肯定。市長也

當面邀請理事長 Luisa 與其他與會

的城市代表來本市參加 8 月的 2018

台灣設計展與 11 月的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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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辛基獲選 2012 世界設計之都，代表赫爾辛基經濟發展局局

長 Marja-Leena Rinkineva 表示，赫爾辛基以設計、數位化與對話為題，

分享該市的設計思想沿革。Marja-Leena Rinkineva 說，透過市民的大量

參與，讓赫爾辛基的城市有極大的改變。世界設計組織理事長 Lousi

表示，民眾的參與是赫爾辛基最珍貴的設計資產。 

南非開普敦為 2014 世界設計之都，開普敦市長辦公室策略發展

顧問 Daniel Sullivan 表示，開普敦去年遇上 200 年來的乾旱，市政府

透過設計導入的計畫，讓人民對於政府推動節約用水的諸多作法能有

實質的參與及了解。 

臺北獲選為 2016 世界設計之都，世界設計之都辦公室執行長吳

漢中分享時表示，因為設計的導入，臺灣的身分證將有新的樣貌，也

進而讓 2017 世大運有十分強大的設計元素參與其中。吳漢中表示，

設計之都的舉辦讓許多年輕設計師有機會參與，讓年輕的設計能量能

在城市中展現。 

2018 年世界設計之都墨西哥市，以城市公園改造為例，代表墨西

哥市環境廳廳長 Ing. Tanya Muller 表示，墨西哥有許多廢棄以及維護

不佳的公共空間及公園，經常成為治安死角，但是透過一系列的設計

改造及社會參與計畫，讓市民重新接受並擁抱煥然一新的公園面貌。 

本次會議成功讓許多城

市認識臺中，對於本市許多

建設與城市致理相當認同，

相信為本市爭取主辦 2022

世界設計之都的國際支持奠

定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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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名單如下： 

出席城市 姓名 職稱 

杜林 2008 
Arq. Guido Montanari 杜林副市長 

Prof. Pierpaolo Peruccio 杜林設計學院院長 

赫爾辛基 2012 
Ms Marja-Leena Rinkineva 經發局局長 

Mrs Anu Mänttäri 開發經理 

開普敦 2014 Mr. Daniel Sullivan 城市策略長 

臺北 2016 吳漢中 
2016 台北世界設計之

都執行長 

墨西哥市 2018 Ing. Tanya Muller 環境部部長 

法國-里爾 2020 
Ms. Frédérique Seels 

里爾都市計畫中心副

理事長 

Mr. Denis Tersen 2020 設計之都總監 

巴西-庫里奇巴 
Mr. Rafael Greca de Macedo 庫里奇巴市市長 

Ms. Liana Vallicelli IPPUC 設計總監 

臺中 

林佳龍 臺中市長 

楊懿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主

任秘書 

墨西哥-普埃布拉市 
Luis Banck Serrato 普埃布拉市副市長 

Arq. Luis González Arenal 城市創意總監 

西班牙-馬德里 Jose Francisco Garcia 城市創意總監 

WDO Ms. Luissa Boccieto 理事長 

WDO Ms. Dilki De Silva 秘書長 

墨西哥設計週 Jamie Hernanadez 共同創辦人 

墨西哥設計週 Emilio Cabrero 共同創辦人、設計總監 

城市實驗室 Gabriella Gómez-Mont 創辦人/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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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拜會墨西哥市城市實驗室，藉由實驗精神擘劃城市建設 

城 市 實 驗 室 成 立 於

2013 年，是北美第一個城市

實驗室，集結許多領域的專

家一起合作，立基於重視市

民的想法與聲音，先選擇出

議題再公私協力尋找解決

模式，並以實驗方式推行政

策，再依據施行結果評估可行性，最後交由政府跨部門執行，盼借鏡

平台精神，以設計導入市政建設，建立符合公民需求的政策。 

此外，2017 年 12 月墨西哥市被 UNESCO 選為創意城市，因此市

政府希望藉由這個機會重新檢視城市內部計畫，並讓設計界與公部門

能共同合作，墨西哥城市實驗室即成為居中牽線的主要角色，藉由各

種溝通與宣傳，讓市民了解設計的功能，以及透過設計找尋改變社會

的各種方法。 

此次拜會，係由創辦人

兼創意專案總監 Clora Romo

率領他的團隊說明他們的

辦理的情形，以及簡報後的

交流座談。 

城市實驗室目前員工

為 23 人，由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如建築師、設計師和攝影師等。城

市實驗室隸屬於城市經理人(city manager)下五個單位之一，有其法源

依據，直接與市長報告，因此與市長關係密切。因此相較其他政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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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更為獨立，40%經費來自國際基金會或企業贊助，60%為市府預算。 

實驗室議題都與公共議題為主，如公共空間的設計或是交通議題

等，由實驗室評估現狀後提供建議給各機關，並沒有實質的決策權，

不過截至目前所有的提案皆被各機關採納。 

墨西哥市共有 16 個行政區，計有 3 萬 5,000 個類似公民平台，經

由實驗室整理後，決議要討論的議題後，請公部門和民間共同討論。

議題選擇主要以觀念上、意識上的議題為主，喚起社會重視意識。實

驗室也有類似 ivoting 的機制讓公民表達意見。 

城市實驗室給本市的建議：須採取開放式的管理並鼓勵更多聲音

的加入；接受失敗，在過程中找尋更好的解決方法，與市民和設計師

一起打造共同管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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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參訪城市設計成果－索馬亞博物館 

索馬亞博物館

是一座私營、非營利

性博物館，創始人是

墨西哥富豪卡洛斯·

斯 利 姆 。 由 Plaza 

Loreto（1994 年建成）

和 Plaza Carso（2011

年建成）兩棟建築組成，共收藏有從史前至

現代的超過 66,000 件藏品。其名是博物館

創始人卡洛斯·斯利姆為紀念其 1999 年去世

的妻子索馬亞·多米特（Soumaya Domit）而

起，近年來成爲墨西哥最受歡迎的美術館。

其獨特的外觀設計與材質使用，每年吸引

超過百萬觀光客前往，內部有一個螺旋樓

梯可以通往各樓層，每層展示不同的主題

與類型之作品，包括金與銀之裝飾作品及收藏品、歐洲古典時期作品、

亞洲象牙作品、印象派時期作品、現代畫作品及雕塑作品等，囊括全

世界各地豐富又多元的展示品，加以免費入館，讓參觀民眾大開眼界。 

博物館內同時設有賣店與餐廳，提供參觀民眾休息、用餐及購買

紀念品的空間，透過螺旋式階梯，有效阻隔用餐民眾喧嘩及餐廳味道，

並依據其獨特外型開發文創品及相關紀念品，整體動線規劃相當舒適，

值得本市美術館及博物館設計上之參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B4%9B%E6%96%AF%C2%B7%E6%96%AF%E5%88%A9%E5%A7%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6%B4%9B%E6%96%AF%C2%B7%E6%96%AF%E5%88%A9%E5%A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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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參訪墨西哥文化遺產墨西哥聖母院(瓜達露佩聖母教堂) 

瓜達露佩聖母教堂位於墨西

哥市中區北方約 10 公里處，是到

墨西哥旅遊的必訪之地，這個教

堂是羅馬天主教宗座聖殿，是天

主教三大聖母顯靈教堂之一，也

是墨西哥的國家聖地，12 月 12 日

紀念聖母再度顯靈日，參拜的信徒特別多，每年有數百萬遊客到此教

堂參觀或朝聖參拜。 

瓜達露佩聖母教堂佔地很廣，計有新教堂、舊教堂及山頂教堂，

因墨西哥市係填湖而建，土質鬆軟加上受地震影響，舊教堂傾斜程度

相當嚴重，1974 年興建新教堂至 1976 年完成，這座重量輕而防震並

具有大圓帽墨西哥特殊風味的教堂，雖然不高但室內很寬大計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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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人，加上臨時座位約可容納四萬信徒同做彌撒。雖然建立新的教

堂，但是墨西哥市政府並沒有放棄維護舊有的教堂跟整體的環境規劃，

新舊教堂的組合搭配周遭的園區整理跟綠化而產生的新園區，每年吸

引上百萬的教徒與觀光客前來。 

 

新教堂（左）與舊教堂（右），可以看見舊教堂已些微傾斜。 

 

新教堂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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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參訪城市設計成果－芙烈達卡蘿博物館 

芙烈達卡蘿是

墨西哥重要的藝術

家，亦是墨西哥最

偉大畫家迪亞哥的

第三任太太，兩人

在墨西哥藝術上的

地位相當崇高，夫

妻倆更被分別列在 500元紙鈔之正反面，想見墨西哥人對他們之尊崇。 

芙烈達 6 歲時感染了小兒麻痺，造成了她右腿比左腿為短，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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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此，她經常著長裙。18 歲那年的秋天（1925 年 9 月 18 日），

芙烈達出了嚴重的車禍，造成下半身行動不便，而且影響日後懷孕的

可能性。即使一年多後恢復了行走

的能力，她仍深受車禍後遺症的痛

楚，一生中經過多達三十五次的手

術，最終右腿膝蓋以下還是必須截

肢。芙烈達在苦痛中用繪畫來轉移

注意力，畫出了許多她對於病痛的

感受和想像，她的作品經常充滿了隱喻、具象的表徵、讓觀者震驚於

一個女人所承受的各種痛苦。 

由於芙烈達一生傳奇，因此在她

過世後，墨西哥將她與她的先生迪亞

哥生前最後居住的房子改造為「芙烈

達卡蘿博物館」，又因其外觀為鮮豔

的藍色，因此又被稱為「藍屋」，是墨

西哥相當受歡迎的博物館，每天國內

外參觀者絡繹不絕。 

博物館內展示芙烈達與迪亞哥夫妻倆自世界各地蒐集之藏品，以

及部分芙烈達的畫作，還有他們生前生活的起居室、廚房、畫室等，

還可以看到芙烈達的父母在她床頂上設置的鏡子，讓躺臥在床上的芙

烈達可以觀察自己進行畫畫。整個房子裡外顏色相當鮮豔且對比強烈，

呈現出超現實的氛圍。 

此外，在主屋外的廂房，還進行特展，展示芙烈達生前戴過的各

種護具，了解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如何在身體殘缺痛苦之下，仍不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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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地創作，因而創造了生命的傳奇。 

博物館內同時設有賣店，展示各種依芙烈達作品所開發出來的紀

念品，從小的鑰匙圈到大型的精品都有，相當精美又具有收藏價值，

吸引不少民眾購買。未來本市相關博物館或美術館之賣店可參考其經

營方式，不管是開發文創品，或是相關授權等，皆創造博物館更多收

益，並行銷博物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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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 

本府於 107 年 3 月 22 日的「臺中市申辦 2022 世界設計之都宣示

記者會」上宣告本市將申辦 2022 世界設計之都，並表示本府市政導

入設計的決心，因此前往墨西哥參加 2018 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活動

就是展現企圖心的第一步。 

本次最重要的目的在於推廣臺中的設計能量，讓國際看見臺中的

設計軟實力，進而與國際上設計城市與組織做連結，行銷本市城市品

牌。本次參訪墨西哥除了參加設計之都官方活動之外，還另外拜會墨

西哥設計之都的執行單位墨西哥設計週(Design Week Mexico)，以及參

與設計之都相關計畫的墨西哥市政單位公共空間管理局(Public Space 

Authority)與設計實驗組織墨西哥城市實驗室(City Lab)，並參觀墨西哥

市許多重要的文化遺產及文化與設計景點等，藉由與實務單位的交流

與座談，以及考察該市重要設計成果，作為本市積極爭取 2022 世界

設計之都參考。 

世界設計之都是整個城市的感變，必須從政府到市民一起動員，

許多設計導入的案例不能只靠單獨幾個單位執行，這些改變必須要是

整個城市產官學互相搭配合作，彼此間環環相扣的，如墨西哥設計週

以其專業視角檢視城市相關問題，提供專業設計概念與建議，再透過

政府單位如公共空間管理局了解之後進行專案執行。本次參訪即實地

考察公共空間管理局今年年初最重要的計畫，即中國城街區整翻修計

畫，不只是街道拓寬，同時導入綠化及美感設計，讓原本髒亂不堪的

街變成明亮、整齊且可安全行走的行人徒步區，吸引許多觀光客來訪，

提昇兩旁的商店的經濟效益，成為當地新興的觀光景點。本市近幾年

積極辦理中區市容拉皮，除了綠川掀蓋外，尚有許多街道整飭案持續

進行，墨西哥市中國城的成功案例，可作為本市相關專案進行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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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實驗室則像是一個半官方單位，更像是開放政府，接受市民

的需求後，再藉由不同的案例需求找尋適合專家，共同進行分析、討

論後，再以實驗的方式測試各種可行性與效果，擇出最適合的執行方

案，即可交由合適的單位執行，更可配合市府施政政策進行改革，開

放政府已經成為墨西哥市進步不可或缺之角色。本市近幾年積極推動

「參與式預算」，民眾和社區內所有群體的代表，共同討論預算計畫，

提出方案，並且投票決定支出的優先順序，取得「公共性」與「急迫

性」兩者的平衡，由人民來決定一部份公共預算的支出，可說是與墨

西哥城市實驗室角色有些雷同。此外，本市也即將設置「設計長」乙

職，希望未來在設計長得帶領下，朝向更為專業成熟的城市實驗室執

行方式，讓設計深入市民生活，並徹底改善市民生活，將本市塑造成

更為宜居的城市。 

本次參訪的重點活動，亦是本年度官方活動之一「城市網絡會議」，

共計 10 個國際城市參加，包含主辦單位墨西哥市政府、歷屆 WDC 城

市杜林(2008)、赫爾辛基(2012)、開普敦(2014)、臺北(2016)、里爾(2020)，

非設計之都城市有臺中、庫里奇巴(巴西)、普埃布拉市(墨西哥)、馬德

里(西班牙)等 4 個。本市是唯一非設計之都城市受邀的亞洲城市，亦

是現場唯二由市長親自出席的城市代表，另外一位市長親自出席的是

巴西庫里奇巴市長。而本市其他潛在競爭對手曼谷跟雪梨沒有參加這

次盛會。 

本府此次參加城市網絡會議效益十足，除了成功在有限的時間內

介紹臺中，同時也與與會的設計城市交流並建立未來的合作橋梁，特

別是與歷屆設計之都關係建立，如芬蘭赫爾辛基與南非開普敦等城市，

赫爾辛基在辦完 2012 年的世界設計之都後，後續設計導入的延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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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完整，設計不只導入市政，也導入學校教育，並提倡學習不只是在

教室，而是從所生活的城市就可以學習並建立設計的概念，同時將設

計大量導入社會議題，如建設社會住宅來解決居住問題等，皆是本市

未來可作為借鏡參考的；另外赫爾辛基也於 2016 年設立了全球第一

個設計長，本市也即將設立亞洲的第一位設計長，即是取經於赫爾辛

基的成功。 

行銷推廣方面共有 87 則國內外的媒體露出，包括 24 則國內露出

及 63 則國外露出。國外露出部分有 52 則英文露出，11 則西班牙文露

出，英文露出佔國際媒體露出的 8 成。另外有一則墨西哥市當地的電

台訪問和一則報紙露出，透過這些媒體的報導與轉發可以大大提升臺

中在國際的能見度，成功介紹臺中登上國際新聞版面。 

本府於 106 年首度辦理府內機關成員 20 小時之設計相關議題的

工作營與教育訓練，從起步的「設計概念建立」再到第二階段「設計

體驗」再到最後的「設計共創」工作營，設計的概念已經在市府長官

與同仁的腦海裡萌芽，而藉由這次實際參訪世界設計之都相關活動，

以及實地考察墨西哥市政府所做的設計相關導入市政等案例，以及當

地許多重要的文化資產及相關設計成果等，希望汲取的這些養分，能

讓設計的嫩芽更快速成長茁壯，未來在施政上則可以納入各項設計思

考元素，翻轉傳統設計思維，提升市政執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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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議： 

(一) 成立亞洲首位設計長，由府層級整體帶動設計導入市政 

歷屆世界設計之都辦理完成後，後續設計導入計畫延續最為完整

的，當屬芬蘭赫爾辛基莫屬，該市不只將設計導入市政，也導入學校

教育，以及社會議題，甚至於 2016 年設立了全球第一個設計長，整

體帶動城市設計發展，顯見世界設計之都計畫對該市來說不只是一段

時間的活動而已，而是一個將設計作為長久政策推動的工具，藉以改

善城市體質，提供市民更好、更友善的城市環境。 

為展現本市將設計導入市政之決心，藉由設計思考大刀闊斧辦理

目前各項重大建設與軟體規劃，本市也即將取經於芬蘭赫爾辛基經驗，

設立亞洲的第一位設計長，由府層級整體帶動設計導入設計，加強市

府員工設計思考，體現在目前市府各項重大建設中，展現「設計」作

為強大的策略工具的本質。 

 

(二) 積極爭取世界設計之都重要人士及相關城市代表前來本

市參觀「2018 台灣設計展」 

參考前幾屆申請期程，申請 2022 世界設計之都之申請期間預計

落在本年底至 108 年初，本市需於上述時間遞交國際投標書，因此在

此之前的國際曝光與相關重要人士之支持即相當重要。 

在此前提下，「2018 台灣設計展」即成為本市申辦 2022 世界設

計之都的重要前哨站，為了讓國際人士認識本市進而了解本市的設計

能量，因此特地於 2018 台灣設計展規劃國際館與國際論壇，預計邀

請國際重要設計城市前來參展，以及邀請重要設計人士來台參與國際

論壇，並同時參觀 2018 台灣設計展其他場館，如年度主題館、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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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館、彰投苗館、設計實驗室等等，為申請 2022 世界設計之都爭

取更多國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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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附件－國內外媒體露出（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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