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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國際花卉博覽會

效益分析及標竿案例比較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杜英儀

爭取舉辦世界級、國際性會展活動，已經成為本世紀各國城市
發展的重要策略。「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以下簡稱臺北花
博會）是繼2009年高雄市運會和臺北聽奧會之後，臺灣所舉辦的第
三場世界級的大型會展活動，也是臺灣第一次舉辦的國際大型專業
博覽會。
臺北花博會經過三年的籌備，即將於今年（2010年）11月6日正
式開幕。有良好設計的會展活動，其效益不僅發生於展覽前與展覽
期中，甚至可延伸至會後，產生長期性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但
最關鍵的還是來自於展覽階段的效益呈現。換言之，展前大量的投
資建設與行銷活動，雖然也帶動相關產業的成長，但唯有在展覽期
間吸引相當的參與者（包含參觀者與參展者），以及服務品質獲得
參觀者的滿意，花博會的舉辦才算真正成功。
為了使讀者易於了解效益分析的內涵，下文首先簡介舉辦國際
大型博覽會可能產生的效益，其次，依據近期的資料解讀臺北花博
會的效益，並與1990年以來所舉辦的八個國際花卉博覽會標竿案例
進行比較，以呈現臺北花博會的效益，進而提出相關看法。

大型花博會的可能效益表現

舉

辦國際花博會的效益評估，基本上

經濟效益主要包括直接效益、間接效

可以從量化與質性兩大角度來評

益，以及這兩種效益帶動的產業關聯效

估。量化評估主要是從經濟觀點或財務觀

果。直接效益是指主/協辦者在臺北市購
買商品與服務的各類支出，以滿足舉辦花

點來衡量，而質性評估主要從社會效益或

18

博會所引發的額外需求，包括各種原材

城市知名度等較無形、較難以量化的其他

料、設備投入、租金與勞務、管理的支出

效益來評量。

金額；間接效益是指各類外來的訪問者

（如參觀者、參展者、媒體人員等）在臺
北市購買商品與服務的各類支出，以滿足
其因參加花博會所引發的額外需求（包括
交通、住宿、餐飲、觀光休閒以及其他商
品或服務的消費需求）；產業關聯效果是
指，受到前述兩種需求支出的刺激所衍生
帶動的各產業增加產出的效果。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杜英儀

財務觀點則主要站在投資者的角度，
檢視花博會的投資能否回收或產生盈餘，

發展、社區的協調運作、市民生活品質的

因此，進行財務規劃、引進其他資金來

改善、跨越在地的思維模式，以及臺北市

源、改善營運模式，或產生額外稅收，以

在國際與國內的都市形象與國際認同等效

減輕財政的負擔，這些都是政府財政關心
的重點。

益，進而影響臺北市的城市競爭力，或因
各國的參展與參觀所引發的長期商業機
會，另一方面也可以累積國際博覽會規劃

就社會效益而言，舉辦國際花博會
的效益還包括城市的景觀美化、文化的

與舉辦的經驗。但這些效益均難以量化估
計，或必須經過長期的觀察。

不同展覽階段的效益與重點活動
若從時間的角度來看，則花博會的效

就展覽階段而言，由於相關建設已經

益大致區分為展前的規劃建設階段、展覽

完成，只剩下展覽期間的營運支出，故直

階段，以及展後的價值延伸階段。其中，

接效益不高，但若能吸引大量參觀人潮，將

展前階段的效益，主要來自於籌備與建設

帶動各種消費支出，因此間接效益與其產業

花博會的軟硬體所帶動的投資與消費，亦

關聯效果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經濟效益。就財

即以直接經濟效益及其產業關聯效果為

務效益而言，展覽期間的各種收入，特別是

主。雖然投資的金額越多，直接效益越

門票收入是花博會展覽期間的主要財務效

高，但就財務效益而言，若要達到收支兩

益，會影響自償率。值得注意的是，外地與

平的目標，除了於展前推動各種行銷活

外國旅客會影響展覽階段的效益表現，因為

動，以提高展覽期間門票收入之外，展前

此類參觀者會發生住宿、餐飲、交通、觀光

透過營運模式的設計、各種資金來源的開

等額外支出，所能帶動的間接效益較高，而

發，都會影響財務表現。此外，大量的基

外國參觀者的多寡，也直接關係到國際能見

礎建設在展前階段加速推動，若能大幅改

度的效益表現，但該效益是正向或負向，則

善市容以及提振市民的生活品質，將有助

與花博會的展出內容與服務品質有關，比如

於社會效益的改善。

展前大力行銷，但展出時卻發生設施與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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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展出內容不符預期、當地消費價格紊

現象，稱之為「低谷效應」或post-event

亂等狀況，將使參觀者與參展者反而產生負

effects。故如何妥善利用展後遺留下來的資

面效益。

產，使其在會後能夠持續產生效益，已成

大型會展活動往往於展前進行大量建
設，而展覽期間又吸引大量參觀人潮，以

為各都市在規劃辦理博覽會時必須同時考
量的項目。但一般評估博覽會的效益係從

致具有刺激當地經濟快速成長的效益，但

「活動」的角度來評估，因此，展後的場

當會展結束後，曾經熱鬧的場館可能因此

址與設施之後續利用計畫與效益，是另一

沉寂，而展後當地的固定投資也通常急遽

項規劃案與評估案，通常不計算在博覽會

下滑，在投資與消費雙雙驟減的情況下，

的效益評估之中，而是以後續利用效益來

可能造成當地經濟在會展之後發生衰退的

呈現。

臺北花博會的效益分析
臺北花博會於200年獲得國際園藝生

機構包括32國1城市0機構，而截至月31

產者協會（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日止花博預售票也已經銷售近30萬張，達

Producteurs de l'Horticulture；法文，簡稱

參觀人次目標的3%，似乎顯示臺北花博會

AIPH）審查通過，原本規劃於關渡平原舉

展前階段的挑戰已經接近成功。但總經費

辦，但因土地徵收不及，移址至目前橫跨

也由原先規劃的.32億元新台幣，上升至

臺北市立美術館、新生、圓山、大佳河濱

.1億元（由政府的預算編列支應，含資本

公園，廣達1.公頃的展區。

支出與經常支出），此外，臺北花博會也
向企業募集參與展場興建、策展營運、物

經此波折，200年臺北花博會概念計
畫提出時，時間已經相當緊迫，對於一般
需要長達六至七年準備時間的大型博覽

資贊助、廣告行銷等活動，參與價值預估
達13.億元，換言之，臺北花博會總投入
金額預估達10.億元。

會，臺北花博會必須在三年內完成籌備，
以及達到吸引00萬參觀人次的目標規劃，
普遍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任務，再加上國際
邀展初期並不順利，甚至被懷疑可能淪為
國內展的窘境。

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於200年對臺北
花博會進行效益評估的方法，依據上述資
料粗估，則臺北花博會的直接效益約為
10.33億元（總支出.1億元＋企業參與
13.億元－中山足球場限制使用之權益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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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近期的資料顯示，展前的投資建

失之排擠效果0.21億元），間接效益若忽

設與國際邀展相當順利，臺北花博會不僅

略外國參展者在台的佈展支出（金額相對

將如期開幕，參觀人次的目標更調升至00

小），僅就參觀人次所花費的消費需求進

萬人次，國外參觀人次約占%~10%，最高

行估計，則間接效益約介於11~20億元之

預計達0萬人次，另外，審核通過參展的

間（以國外參觀人次占%~10%計算），

其中，花博會若能夠有效吸引國人前來參

Energy、綠色運輸Green Transportation）為

觀，對間接效益的提升具影響力。但必須

目標，新建座展館皆以綠建築為設計理

注意的是，實際的經濟效益必須回歸執行

念，園區充分運用再生能源設施，提供綠

面的實質內涵，真正落實品質與效率基礎

色環保理念的示範及宣導。

才能產生實質效益。

社會參與互動方面：已經募集超過二

其他的效益方面，根據臺北市長對市

萬名志工參與培訓、推廣城市花園和家庭

議會提出的「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專案報

綠化，並與全臺的許多商家進行策略聯盟

告」指出，在產業帶動部份，將帶動觀光

與合作。

休閒相關產業產值112億元；另外，花博
會將增加花卉需求2億元，可提升花卉產
業產值22%，不只直接照顧國內花農，藉
由齊聚島內外園藝專業精英於臺北，將促
進國際交流並展現臺灣實力。在文化效益
方面，花博期間預計規劃近,000場次藝文
表演活動，邀請國內外藝術團體參文藝表
演，可展現我國文化藝術內涵，帶動文化
風氣。

雖然上述資料顯示臺北花博會似乎有
不錯的經濟效益或社會效益，但財務效益
卻有待改善。根據《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
專案報告》的資料，總經費高達.1億元，
能夠回收的資金目前預估有門票收入13.
億元、權利金及其他收入0.億元，中央
政府的補助3.1億元，以及可能的稅收收
益.億元，換言之，臺北市政府將負擔
3.億元，而整體政府負擔億元（含中

教育效益方面，花博會內容豐富多元

央政府與臺北市政府），占總支出的%。

將呈現「花卉園藝」、「文化藝術」、

由於門票收入已經根據00萬張門票估計，

「環境生態」及「尖端科技」等大特點，

除非參觀人次遠遠高過於此，否則難以再

蘊含國際視野，極富教育效益，將提供學

提高，因此，開發權利金及其他收入來源

生低廉票價進行校外教學以及提供相關科

成為未來待努力的方向。

系學生實習服務機會。

會後利用部分，原本臺北花博會六座

環保效益方面，花博會全區規劃朝

新建展館是採取臨時館方式興建，如今，

以節能減碳為宗旨，並以達成3R（減量

除了遠東企業贊助的流行館將移往他處之

Reduce、再利用 Reuse、回收 Recycle）及

外，所有展館將永續在現址由不同單位營

3G（綠建築Green Building、綠能源Green

運，延續會後利用價值提高。

與國際花博會標竿案例比較
在了解臺北花博會的效益內涵之後，

資料不完整，以及部分數據只有事前的預

進一步與10年以來舉辦過的個花博會案

估報導，難以達到嚴謹比較的目的，但仍

例進行比較，相關資料整理於附表，雖然

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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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際花博會標竿案例效益比較
整體政

比較項目
單位

級別

展期

面積

參展國 參觀者

外國人
比率

總支出 餘絀

門票／ 府負擔
總支出 ／總支
出

國際花
日

博會名稱
1990年日本大阪
花與綠博覽會
1999年昆明世界
園藝博覽會
2000年日本淡路
花博會
2002年荷蘭國際
園藝博覽會

公頃

個

萬人次

A1

183

140

83

2,312

A1

184

218

95

942

A2/B1

184

96

30

696

A1

198

65

30

230

A2/B1

187

56

24

544

B1

186

190

.

400

A1

92

80

30

384

A2/B1

184

246

23

1,261

A2/B1

171

92

32

800

%

億美元
.

億美
元

%

參觀人
次／總
支出

經費密度
總支出 (總支出/面
／面積 積/ 參觀人
次)

人次／ 萬美元 美元/每公

%

萬美元 ／公頃

頃每人

62.70

0.48

.

.

37

4,479

1.94

1.78

.

23.13

.

530

81

0.09

0.54

0.06

.

.

1,299

56

0.08

6.59

-2.47

5.31

66.12

35

1,014

4.41

.

1.48

0.27

68.00

7.00

368

264

0.49

.

.

-0.07

85.37

.

785

46

0.79

.

.

66.67

485

99

.

.

.

.

.

.

2.97

-1.30

14.26

78.86

269

324

5.31
.
41.3

2004年日本靜岡
濱名湖國際園藝
博覽會
2005年慕尼黑聯
邦園藝展BUGA
2006年泰國皇家
園藝博覽會
2006年中國瀋陽
世界園藝博覽會
2010年臺北國際
花卉博覽會

5.21
.
5~10

註：表中「.」代表資料缺乏。臺灣的參觀人次、外國人比率與門票收入為預估值。
表中金額均依據匯率換算成美元的單位，匯率為舉辦年各外幣兌美元的匯率，資料取自中央銀行。
資料來源：修改自杜英儀、承立平、鄒理民、馬道，《2010臺北國際花卉博覽會總體效益與影響評估之研究》，
中華經濟研究院，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委託。

附表顯示，臺北花博會的展期較一般短

非常高的標準，僅次於大阪花博會、中國瀋

約十餘天，面積規模介於中間，略小於2000

陽世博會和中國昆明世博會。若能吸引較多

年日本淡路花博會。就參展國而言，臺北花

的外國參觀者，以及透過花博會期間服務品

博會有33國參展，在A2B1等級中為參展國

質的控管，應有助於提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最多者，甚至比A1等級之200年泰國皇家

22

並刺激觀光業的發展。

園藝博覽會以及2002年荷蘭國際園藝博覽會

但臺北花博會的總支出規模有較高的

還要多。對照標竿案例的參觀人潮，若臺北

傾向，以致平均每一萬美元支出只能吸引

花博會能夠吸引00萬參觀人潮，已經屬於

2人參觀，雖然明顯高於大阪花博會與

.
0.26
.
0.40

荷蘭花博會，但卻低於其他花博會標竿案

引進等議題，也是各國辦理國際博覽會時

例；高額的投資使得門票收入占總經費的

所關心的重點。附表顯示，臺北花博會、

比率在各案例中相對較低，整體政府負擔

泰國清邁花博呈現高度依賴政府投資的情

比率則偏高。但若同時考量佈展面積大小

形；而荷蘭花博會則因參觀人數不如預

可能會影響投資成本，而以經費密度（總

期，以致門票收入較差，造成政府負擔大

支出/面積/ 參觀人次）來觀察每一參觀者所

幅提升，但荷蘭花博會來自其他收入的比

負擔的單位面積成本，則臺北花博會的經

率仍然不錯，明顯減輕政府負擔，凸顯開

費密度低於日本靜岡濱名湖花博會。

發其他財源也是籌措花博會經費的重要管

以財務角度來看，由於國際花博會的

道；日本靜岡花博會則以門票收入為主。

舉辦所費不貲，而且非屬商業性質的活

而八個國際花博會案例中，只有日本舉辦

動，因此，國際花博會多數呈現資金缺

的三場花博會有結餘，凸顯日本舉辦博覽

口，須仰賴政府資金的支持（包含中央與

會、花博會的經驗豐富，對於如何規劃與

地方政府）。但為了籌措龐大的花博會經

營運博覽會已經形成一套成熟的運作機

費，財務規劃、開拓各類財源或民間資源

制，值得我國學習。

回顧與展望
這次臺北花博會的展前籌備階段正好歷經全球經濟大海嘯，大量的投資在不景氣時
期對於國內的產值與就業的帶動產生貢獻，如今景氣逐漸回復，民眾消費能力的提升則
有助於帶動展覽期間帶動間接效益的創造，對於臺北花博會的順利舉辦與效益展現提供
良好基礎環境。
根據臺北花博會近期資料顯示，三年來的投入在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上似已經逐
漸顯現成果，不僅與臺北市內的市民和企業互動，也與外縣市業者合作，若這些活動是
建立在品質與效率的基礎上，則這些效益極可能落實並擴及全國。未來仍應持續行銷與
推廣，以及確保展覽與服務品質具一定水準，則展覽期間預期的龐大經濟效益應能有效
收割。惟財務面是本次花博會效益表現相對較弱之處，先前的不景氣可能會影響民間財
源開拓，如今景氣回升，花博團隊可加緊強化這一部分，累積相關經驗以及學習他國作
法，以減輕財政負擔。
固然臺北花博的效益評估側重於經濟與財務效益，但實際上，透過臺北花博的舉
辦，也同時對廣大的參觀者傳遞多元的價值，包括花卉園藝、文化藝術、環境生態、尖
端科技等提升生活品質、符合未來趨勢的知識與價值，有助於引導臺北市走向國際級都
會的價值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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