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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大型節慶正在世界各地湧現，並被認為對主辦城市具有重大影響。
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大型節慶之曇花一現被視為是對主辦城市的
一大挑戰。唯有制定長期的承繼計畫，才能確保主辦城市的真正改
善。同時，在學術界，近來年逐漸有一個研究範式的轉變，也就是
將焦點從節慶的短期影響轉移到對節慶承繼的評估。節慶的承繼也
從一個未知的結果，演變成一個應該舉辦節慶之初便當開始規劃的
項目。
這項研究的一項創新性是兼具“本土”和“國際”視野。為了持續
2016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影響，本研究特選定2012世界設計之都赫
爾辛基作為標竿夥伴，因為該市曾進行了最全面的節慶評估方案
，並製定與實施了非常成功的承繼計畫。具此，本研究旨在
：（1）探究2012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與所採取的承繼規劃
策略；（2）探究2016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
劃之觀點；（3）依據赫爾辛基經驗，對2016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承
繼規劃提出政策建議；（4）綜合兩個案，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之
整體考量因素與模式。
在方法上，本研究是以2012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和2016世界設計
之都臺北作為個案研究之基礎，並採用質定方法。一手資料將通過
深入訪談取得，包括針對兩個案城市之市政府代表，世界設計之都
與其承繼計畫的執行單位，和設計業代表等之訪談。並且由官方文
件和學術出版品作為補充資料。
「不斷提升的城市」與「世界設計之都經驗傳承」是臺北市政府承
辦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的兩大訴求。以赫爾辛基作為標竿夥伴，將
有助於決策者實現這兩大目標、確保節慶的永續性，並實施以設計
為導向的城市發展戰略。此外，從個案研究中所獲得的經驗，可作
為臺灣其他有舉辦類似大型節慶動機的城市之參考。藉由深入探究
世界設計之都運作的實際程序，亦可貢獻於大型節慶承繼之評估和
平衡各個層面之影響。

中文關鍵詞： 大型節慶、節慶承繼、承繼規劃、世界設計之都、臺北、赫爾辛基

英 文 摘 要 ： Major events are emerging worldwide and are seen t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host city. However, most of the
time, the temporal nature of the event is recognized as a
special challeng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host city could
be guaranteed only if a long-term legacy plan is
considered.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re is also a paradigm
shift - from the studies on the impacts of the event
towards the assessment of event's legacy. Event legacy has
also gone from an unknown outcome to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planned from the outset.
One innovative part of this research is to highlight both
"inward" and "outward" looking. In order to sustain the
impacts of the 2016 World Design Capitals (WDC) Taipei, the
2012 WDC Helsinki was selected as benchmarking partner as
it conducted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and
developed a very successful legacy plan.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aims at: (1) investigating the legacy and its



planning adopted by the 2012 WDC Helsinki; (2) clarifying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key stakeholders on the perceived
legacy and legacy plan of 2016 WDC Taipei; (3) based on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Helsinki, providing suggestions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aipei; and (4) expanding the
findings to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event's legacy
planning.
Methodologically, this study is based on case studies of
Helsinki and Taipei as the 2012 and 2016 WDCs,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is adopted. Primary data will be
collected by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key informants,
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ity government, operating
bodies of the WDC and its legacy plan, and design
industries in both Helsinki and Taipei. It will be
supplemented by official documents and academic
publications.
"Adaptive City" and "WDC Legacy" are two major appeals of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o host the 2016 WDC. Taking
Helsinki as a benchmarking partner will help policymakers
achieve these two major goals, and i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WDC as well as implement a design-
oriented strategy for urba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e
experiences learned from to cases studied could help other
cities in Taiwan with similar background or motivation in
hosting major event.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tual
process could benefit the evaluation of event legacy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multiple legacies of event.

英文關鍵詞： Major event; Event legacy; Legacy planning; World Design
Capital; Taipei; Helsin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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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計畫之背景及目的 

大型節慶對於舉辦城市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影響，此等影響成為城市積極籌辦

節慶之理由，也是刺激全球各地節慶日益增加的原因。然而，多數的大型節慶，例如奧運、

世界博覽會、世界設計之都等，多具有一次性（one-off）的性質，除非有妥善與長期的規劃，

否則大型節慶可能僅有曇花一現的效果（Deffner & Labrianidis，2005）。Evans（2011）強調，

大型節慶本身通常只是都市長期發展中的一個環節、而非全部。因此，大型節慶之規劃與評

估不應僅聚焦是節慶當下的影響，而應是節慶的永續性，以及隨時間產出的「承繼」（legacy）。 

Gratton 和 Preuss（2008）與 Matheson（2010）認為，大型節慶之承繼對於主辦城市日益重要。

其中有三個主因：第一，節慶舉辦後正面的承繼能贏得當地的支持。第二，證實在短期大型

節慶使用少量公共資源的價值。第三，正面的承繼能激勵其他城市在未來爭辦大型節慶。一

篇探討節慶承繼的早期文章概述「部分節慶鉅額投資的正當化，對主辦社群而言，是節慶必

將留下承繼的保證。」（Getz，1997，p. 30）。節慶承繼之管理脈絡已愈加重要，承繼的後續

管理也是成了舉辦節慶必須處理的重要核心面向。Davies（2012） 相信「承繼」一字與「大

型節慶」視作同義。也因此，節慶如能規劃妥善合作的策略，節慶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層面

承繼，是能夠帶來關乎當地的長遠正面效益。 

雖然節慶的「承繼規劃」（legacy planning）已成為許多大型節慶主辦城市之關注焦點，

包含了節慶活動與投資之規劃。然而，許多人認為單次、一年為期的節慶活動之承繼規劃無

疑是一大挑戰，且取得明顯成功的證據仍然很少。首先，承繼絕非自動生成的，它需要被規

劃、編列預算與貫徹執行（Richards & Palmer，2010）。其次，大型節慶結束之後，城市節慶

活動之數量必定將低於節慶主辦當年。城市於規劃承繼時，所考量的便不應只是活動的延續，

尚需思考長期治理的問題。 

始於 2008 年的世界設計之都（World Design Capital，簡稱 WDC）是國際工業設計社團

協會（Icsid）所發起的全球性活動，在兩年一度的甄選中，選出全球 具設計創新典範意義

的城市，授予「世界設計之都」之名。歷屆世界設計之都的城市，包括 2008 年義大利杜林、

2010 年韓國首爾、2012 年芬蘭赫爾辛基、2014 年南非開普敦和 2016 年臺北。世界設計之都

的名號並不單是城市意象打造或城市品牌建立的全球行銷策略，在提高城市國際能見度、吸

引投資與創新人才、促進經濟與觀光發展的顯見預期效益之外，如何讓設計進入城市生活、

為城市發展議題提出解決之道、重塑城市發展的願景與典範，更是活動的核心精神（許佑綸，

2014）。如同全球其他城市，臺北市未來也將面對人口、經濟、城市、醫療、生態、住宅等社



 
3 

會發展問題的考驗。從 2012 年起，臺北市便積極展現設計翻轉城市生活的能量，向國際工業

設計社團協會提出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的申辦計畫。 後，臺北市以「不斷提升的城市：設計

實現市民生活願景」（Adaptive City: Design in Motion）的核心精神雀屏中選，贏得 2016 世界

設計之都的榮銜，強調臺北是個不斷提昇的城市，並希望社會設計來解決臺北城市的社會問

題（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 

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期間，本人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和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委託，，

擔任「2016 年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計畫」之主持人，並發展出涵蓋以下五大構面之影

響評估架構：（一）世界設計之都品牌；（二）城市意象；（三）設計產業；（四）城市治理；（五）

市民參與。然而，隨著節慶之終了，市府並未編列預算進行世界設計之都承繼的相關研究。

故申請人希望藉由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與執行，有助於對政府單位提出政策建議與規

劃方針。另一方面，在學術界，雖然有越來越多關於大型節慶影響的文獻，但卻罕見大型節

慶之承繼與承繼規劃之相關文獻。因此，本計畫將延續申請人 105-106 年之科技部研究計畫

「大型節慶之承繼與生活品質：利物浦再生經驗之探究」，深入探究大型節慶之承繼與其規

劃。然而，本年度計畫與過去計畫有三點不同之處：

（一）105-106 年度計畫之焦點在於承繼之內涵，亦即節慶之中長程影響；但此計畫的焦

點則在承繼的規劃（legacy planning），亦即主辦城市在節慶舉辦前、中、後為了延續節慶之

長期影響所進行的政策規劃。 

（二）105-106 年度計畫所選取的個案為歐洲文化之都，其為歐洲歷史 為悠久（1995

年迄今）與極富盛名的大型文化節慶；而此計畫所選取的研究對象則為歷史相對較短（2008

年迄今）、且以設計為主導的大型節慶— 世界設計之都。 

（三）有別於 105-106 年度計畫以英國利物浦作為單一個案，此計畫採用多重個案設計，

針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與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進行比較分析。 

整體而言，本計畫期許能汲取國際成功經驗，協助政府研擬大型節慶之規劃，進而貢獻

於我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層面的長足發展。具體而言，本研究計畫之目的有四： 

• 目的一：探究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與所採取的承繼規劃策略； 

• 目的二：探究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與承繼規劃之觀點； 

• 目的三：依據赫爾辛基經驗，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規劃提出政策建議； 

• 目的四：綜合兩個案，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之整體考量因素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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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參考文獻評述 

（一）節慶之承繼：概念與意涵 

評估節慶「承繼」的觀念，在學界的討論之中已愈顯重要，也為今日更進一步相關議題

之討論立基。然而，並非所有使用節慶作為都市發展策略之一的案例都能有永續之果。舉例

來說，辦一大型節慶並不必然保證帶來經濟之永續發展（Balsas，2004）；節慶所帶來的觀光

效應不易維持（Smith & Fox，2007）以及節慶的場館可能因其承繼規劃的失敗導致使用率低

落而成了「白色大象（white elephants）」（Matheson，2010）。節慶也被批評是「嘉年華假面

（carnival masks）」（Harvey，1989） 或是「妝點運動（cosmetic exercises）」（García，2004）。

仰賴節慶還有可能帶來僅能短期實現目標之缺點或者資源分配不均的後果、錯置當地居民與

小型企業而導致的仕紳化及負面環境影響（Gursoy et al.，2002）。 

在世界設計之都研究的脈絡之中，承繼的概念也是相對較新的。但更仔細的檢閱相關文

獻時可得知，在大型節慶中的脈絡之中，承繼的概念也並未被清楚定義。儘管承繼的概念已

被廣泛使用，但在使用上仍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內涵及詮釋（Davies，2012）。有許多學者試

圖定義承繼一詞並使之概念化（例如：Preuss 2007；Gratton & Preuss，2008；Cashman 2006； 

Chappelet，2006）。在學界， 普遍的定義是由 Preuss（2007，p.211）所提出的：「承繼包括

了所有有計畫性或無計畫性；正面或負面；有形或無形的結構，無論是為一節慶而使用或因

之產生，且承繼都存在的比節慶本身更加久遠。」 

除此之外，承繼的概念也與「影響 / 衝擊」（impact）有所區別，影響是指短期的刺激效

果，但承繼必須在改變主辦城市之結構的況下才可能出現。節慶可能可以創造出一些強烈的

效應，但並不一定會產出承繼（Preuss，2007）。此外，Preuss（2015）曾提出，大型節慶承

繼的議題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來探討：承繼的檢測（什麼構成節慶舉辦後的承繼）、節慶中不

同利害關係人的視角（誰受到影響）、影響是正面或負面（節慶利害關係人是如何被影響的），

以及時間因素（大型節慶的承繼何時開始，並持續多久）。 

關於節慶承繼的文獻討論，有數種不同分類方式。第一種分類方式，研究者將承繼分為

有形及無形的（Kaplanidou et al.，2013；Kaplanidou & Karadakis 2010；Preuss 2007）。有形承

繼如 Preuss（2007）所提出的，概念類似「硬承繼」（hard legacy）一詞（如場地、基礎建設），

同時他也拋出「軟承繼」（soft legacy）的概念（如文化、教育、政治、情感上）。也因此，比

起無形承繼，有形承繼較可見（Kaplanidou et al.，2013）。硬承繼較易衡量，也總是能夠得到

更多關注。而在另一方面，軟承繼或無形承繼則是因其衡量及其本身限制的困難與複雜性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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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研究（Ferraria & Guala，2015）。但近期有些討論節慶的文獻呼籲，應該要投注更多心力

在軟承繼與無形承繼的研究之上，因為它有可能在每日的平凡生活中，一點一滴地替當地居

民帶來改善生活品質的長遠影響（Kaplanidou，2012）。 

第二種分類方式，認為承繼有可能是正面或是負面的。承繼的正面向有如大型建設、促

進觀光業發展、帶來商貿機會、重新活化社區的精神與提升目的地意象，負面的影響則有像

是節慶帶來的債務問題、節慶後未能續之使用的建設、過度使用當地的資源等（Leopkey & 

Parent，2012）。除此之外，如 Preuss（2007）所指出的，同樣的承繼可能會同時存在正面及

負面的效應，如對觀光而言是正向的，但對環境卻是有負面效應的。 後則是，節慶承繼可

為規劃的或未規劃的。Preuss（2007）強調的是在針對規劃節慶的城市既有狀況之改變，而非

在當節慶結束當下所獲得的短暫榮光。 

除了上述的二維分類模式，節慶承繼仍有其他不同的分類法，如 Cashman（2006）將承

繼分成六個領域：經濟、大型建設、資訊與教育、公共生活、政治與文化、文化、象徵、記

憶與歷史。Chappelet（2006）則是分成五類：文化、經濟、基礎建設、城市及社會。國際奧

林匹克委員會（IOC，2009）將奧林匹克的承繼定義成五種分類：運動、社會、文化與社會、

環境、經濟、城市。儘管在分類上如此多元，但一般節慶的承繼不出於經濟、環境、社會及

文化面向的框架（Kaplanidou & Karadakis，2010； Matheson，2010）。表 1 歸納整理了學界

對於節慶和賽會承繼之主要類型。 

不過，由於涉及大型節慶長遠時間下的各種面向，衡量承繼顯得相當的複雜（Preuss，

2007）。儘管大型節慶所帶來的都市再生已被廣泛論及，但仍鮮見人們評估節慶主導再生中的

社會、經濟、文化、硬體承繼（Davies，2012）。此外，也缺乏明確的論證基礎，清楚表示出

節慶承繼與城市後續長遠發展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之研究（Matheson，2010）；也並沒有發展出

一個能夠衡量政策策略發展表現的明確框架。第三個較大的挑戰則是通常會在節慶結束後的

一至兩年內進行評估，但有時節慶帶來的承繼效應可能是持續十五至二十年的（Gratton & 

Preuss，2008）。結論是，承繼的發展評估是節慶重要的生命週期之一，但在其時間軸縱向發

展的狀況下觀之，仍存在巨大的鴻溝，且尚缺乏明確的證據聯繫兩者（Mathe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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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節慶/賽會承繼之主要類型 

學者 Preuss（2007） Cashman（2006） Chappelet（2006） IOC（2009） 

承繼

之類

型 

• 硬或軟； 
• 有計畫性或無

計畫性； 
• 正面或負面； 
• 有形或無形 

• 經濟； 
• 大型建設； 
• 資訊與教育； 
• 公共生活； 
• 政治與文化； 
• 文化、象徵、

記憶與歷史 

• 文化； 
• 經濟； 
• 基礎建設； 
• 城市； 
• 社會 

• 運動； 
• 社會； 
• 文化與社會； 
• 環境； 
• 經濟； 
• 城市 

 

（二）節慶承繼之構面 

對任何一個主辦大型節慶的主辦國而言，節慶皆提供了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機會。

然而，卻有許多節慶的規劃者將大多的節慶利益放置在經濟影響的範疇之上，忽略了對社會

及文化層面的著重。一座城市能夠產出的社會及文化影響通常被視為是較為無形的，但跟經

濟的短期影響相比，卻可能帶來更為深遠的效果。由Getz（2008）所引進的「三重底線法」

（Triple-Bottom-Line，TBL）之概念，在討論節慶影響時也被廣泛地使用。三重底線法是一

種囊括了經濟、社會與環境面向的完整評估途徑。三重底線法也對不同的節慶承繼提供了完

整的見解（Edizel，2014）。由於世界設計之都本身較少涉及主辦城市關乎環境的介入，但對

文化及社會層面卻有巨大的影響，故在此研究中，節慶承繼涵括了兩種層面向，亦即經濟與

社會層面之承繼。 

 

1. 經濟層面之承繼 

大型節慶可促使當地的經濟活動、創造長遠的經濟利益，也將反饋至當地社群（Edizel，

2014）。直接的益處包含提升當地觀光產業、創造就業機會、大型基礎建設的改善、稅收回

饋、經濟方面的投資成長等（Karadakis，Kaplanidou & Karlis，2010；Kaplanidou，2012；Tsaur 

et al.，2015）。節慶也有可能提供改善或發展觀光住宿場地、觀光熱點及觀光設施，或者加

速必須耗時多年亦或根本未具體化的基礎建設計畫之完成（Smith，2012）。但節慶也可能產

生負面的經濟效應，像是通貨膨脹、棄置的設施及財務負擔（Kim，Gursoy，& Lee，2006）。

除此之外，觀光產業的經濟成長也可能對居民而言也不一定是正向的（Jeon et al.，2014）。

觀光業可能會導致生活品質的降落、損及其文化認同、破壞環境、生活成本增加、造成居民

與觀光客之間的對立、改變居民原本的生活方式等等（Jeon et al.，2014；Yu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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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2012）也曾說，並沒有辦法保證即使在節慶結束之後，觀光的需求仍會持續增加，

亦有可能回到節慶之前相對低落的訪客人次。而 後這些益處也可能只回饋到外來者身上，

當地居民必須承擔節慶帶來的不安感，或者是品質不佳的工作機會（Smith，2012）。 

第二，學界（例如：Palmer-Rae，2004；Richards & Wilson，2004；Richards & Palmer，

2010）亦普遍認為，大型節慶有助於城市建構正面且迷人的意象。如同 Lee（2007，p.21）強

調，「大型節慶通常被用來形塑一個城市的品牌、提升知名度、幫助城市脫穎而出。但 重要

的乃是激發當地人民的共同的願景與認同」。 

第三、大型節慶還被看作是一種其餘都市再生計畫的重要催化劑。Smith（2012）認為，

大型節慶可以幫助促進、加速或展現都市再生的進程，例如：刺激未來的發展、克服現有結

構失衡問題、加速或擴展現有的計劃、提供更廣泛發展的論述、展現已完成的專案計畫等。

對於許多城市而言，發展節慶策略的主要動機之一為刺激硬體重建、為城市增添活力和產生

經濟與文化效益等（Richards & Wilson，2006，2007；Sacco & Blessi，2007）。 

 

2. 社會層面之承繼 

舉辦節慶可能會對當地社群帶來數項社會益處。有越來越多的節慶規劃者關注到節慶的

社會永續性及社會承繼部分之議題（Edizel，2014）。社會承繼囊括在所謂的無形承繼之中，

相對難講更難認定與衡量（Ferraria & Guala，2015）。做為研究先鋒之一的 Matarasso（1997）

發現，廣泛的投入節慶活動將對社會融合、社群賦權以及當地認同有正面的影響。其後研究

（例如：Derrett，2003；Jago et al.，2003；Lade & Jackson，2004；Moscardo，2008）認為社

群參與及支持節慶，對於預測人們與社群或當地的緊密強度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具體而

言，大型節慶被認為具有強化地方感與當地認同，以及形塑社會資本之潛力。  

首先，大型節慶可以做為強化地方感與認同的重要途徑。Derrett（2003）發現節慶可以

藉由打造強而有力的獨特認同感以幫助創造社群價值。Richards & Palmer（2010，p. 418） 指

出｢地方感是都市獨特性的關鍵要素之一，且大型節慶可做為鞏固歸屬感及地方驕傲感的重要

方式｣。他們建議節慶氛圍的創造、開發節慶空間、創造日常生活的新節奏等策略將有助於營

造節慶的地方感。就認同而言，Matarasso（1997）曾證明節慶活動的高度參與將對社會凝聚，

社區賦權，與地方認同上產生正面影響。Derrett（2003）之研究也發現，大型節慶的舉辦需

要許多個人與團隊之努力，大型節慶因而得以藉由塑造強烈與獨特之認同來創造社區價值。

Richards 和 Palmer（2010）亦主張，節慶需要與其所在地建立一種強而有力的共生關係。大

型節慶若將焦點放於擴大社群參與，可讓地方居民得以表達自身文化，達到社群賦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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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強化地方認同與聯結、提升人民自信。 

其次，大型節慶可建立個人或團體與社會之間的連結、促進社群組織互動、加強夥伴關

係，並提升對社群資源與專業的認知，亦即「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之建構（Moscardo，

2008）。社會資本意謂著連結社會的重要社群網絡，其所共有的信念目標與相互信任可促進社

會內部的互助合作，而達到共同社會利益的 大化。Crespi-Vallbona 與 Richards（2007）；

Richards 與 Palmer（2010）等學者認為，大型節慶有助於達成了兩種社會資本，亦即向內創

造凝聚力「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及向外建立連結「橋接型社會資本」

（bridging social capital）。如此，不僅可使使社群團結在一起，更能成為創意和新文化可能性

的來源。 

 

（三）歷屆世界設計之都 

接著，本計畫書將回顧歷屆「世界設計之都」的創新典範與成果，這些城市顛覆了舊有

的創意城市思路，它們未必擁有歷史悠長的設計產業傳統，卻在面臨城市發展議題時，用設

計思考解決之道、以創新重塑城市生活樣貌。包含了：2008 年義大利杜林（Torino）、2010

年韓國首爾（Seoul），以及 2012 年芬蘭赫爾辛基（Helsinki），以及 2014 年南非開普敦（Cape 

Town）。 

 

1. 2008 世界設計之都：杜林 

作為首屆世界設計之都的指標城市，是個具有悠久歷史的現代城市，是飛雅特 （FIAT）

汽車的故鄉，和米蘭、熱那亞同為義大利北部重要的工業鐵三角。設計一直是義大利工業的

基石，而杜林則是將設計能量以高速功率展現的模範城市，尤其在汽車與建築設計方面，使

杜林在首屆設計之都的選拔中獲得頭籌。 

2008 年，杜林以綠色作為年度主色，顯示了杜林「綠色設計」和環境保護的永續目標。

杜林於 2008 年舉辦設計之都期間舉辦了近 340 場大小活動，並請杜林的活動規畫團體設計了

八個旗艦計畫。其中一項計畫以 Olivetti 為主題的展覽，介紹該企業以設計能量轉型的成功案

例，作為激發當地設計的催化劑，包含：開發適用於盲人的手機通訊設備，並結合國家衛生

保健系統、智慧家庭使用和博物館語音導覽系統等。另一個案例為地方設計能量計畫（Torino 

GeoDesign），其為地方設計單位提供了良好的展演平台，並使杜林在經歷工業轉型時能獲得

地方居民的支持。該計畫招攬 15 至 20 個社區組織，從國際知名設計師到才華洋溢的地方學

生團體，每個單位均提出設計展演主題，主辦單位依據提案舉辦設計發想工作坊，提供小型



 
9 

設計單位發聲的機會，創造設計公司與地方單位接洽合作的橋樑（沈芸可，2014）。 

這些旗艦計畫促進當地居民對世界設計之都的認同，不僅增加市民對設計產業的了解，

同時也喚醒杜林的昔日光榮。此外，杜林亦藉由策畫的一系列活動，成功改將傳統工業與創

意設計的思想結合，使城市躍上國際舞台並且更加充滿活力，締造城市設計文化的新意象，

亦促使杜林成為義大利觀光發展的新據點。 

 

2. 2010 世界設計之都：首爾 

韓國首爾在榮膺 2010 世界設計之都頭銜之後，打出「Design for All」的口號，主打城市

品牌價值、強化創意設計產業之國際競爭力、發展文化設計資產以及設計提升市民生活。因

推動了「漢江復興」、「東大門設計廣場」 等共超過 114 項城市工程，創造超過 17 萬個工作

機會。提升了市民生活品質，並提升民眾設計意識。 

「漢江復興計畫」是一項持續到 2030 年的長遠規劃，以「恢復」和「創造」為主軸，進

行著個專案，透過恢復自然，建造城市與河川的和諧關係，創造新的江岸空間以及強化以漢

江為中心的都市結構，提升首爾競爭力。漢江貫穿首爾整個城市，週邊共有 12 座公園，計劃

創造便利、休閒娛樂設施讓市民樂於親近水岸。另有建置人工漂浮島，設置藝文中心，提供

市民文化休閒的空間。漢江復興計畫其中之一首爾表演藝術中心，把沿岸和鷺德島改造為文

化公園，將公路運輸與自然環境納入設計，利用獨特的海島風景建造可供休憩的藝術場所，

賦予漢江的地理位置嶄新的當代印象與生命力，成為韓國推動「設計首爾」計畫的重要指標

（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而「東大門設計廣場」則由世界知名建築師 Zaha Hadid 操刀，

成為世界設計之都的新地標，涵納設計展覽館、設計圖書館與會議中心，構成設計活動、 教

育推廣、資源整合的平台，形塑東大門為世界設計的中心，將首爾推向世界性品牌（黃璽允，

2014）。 

世界設計之都讓首爾 2010 年的世界城市競爭力排名，從 4 年前 27 名大幅提升至第 9 名，

更因首爾獲選為 2010 世界設計之都，順利當選聯合國 UNESCO 創意城市網絡的設計之都

（Unesco Creative Cities Network，Design City）。據統計，因 2010 世界設計之都，首爾城市

品牌價值已提升至 8.900 億韓圓（296 億台幣）（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 

 

3. 2012 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 

設計在芬蘭，一直為世界所肯定，尤其家用品與家具之相關設計，備受尊重，其特色重

點在其將設計融入生活當中。2012 年芬蘭赫爾辛基以「開放的赫爾辛基—把設計嵌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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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Helsinki: Embedding Design in Life）為主題，獲得世界設計之都的榮耀，以設計發展

的開放性與對環境的相容性，作為主要議題，展現芬蘭人對生活素質的遠見。作為 2012 世界

設計之都，赫爾辛基提出了三大訴求：「開放城市」、「全球責任」和「發展的新契機」（臺灣

創意設計中心，2015）。 

根據官方統計，2012 的設計之都一共舉辦了 580 個項目計畫和 2,800 場活動。80%免費，

90%公開，吸引 250 萬人參觀，跨足 290 個機構。有許多大型計畫從 2010 年春天就開始進行，

除了希望讓設計的力量更廣泛的影響到生活中的每個層面，讓市民更深入的認識設計的重要

性，也強調使用者的觀點與解決環境問題的能力。全部的經費規畫由「國際設計基金會」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主導，除了赫爾辛基之外，還將其周邊的衛星城市如 Espoo、

Vantaa、Kauniainen 與 Lahti 等地全部包含在內（王思宇，2014）。赫爾辛基的設計之都構想

透過以下幾個概念進行，並透過各種小型計畫加以落實（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 

- 民眾參與：赫爾辛基於 2012 年前即向市民徵求設計之都提案，從參加的 1,400 件中挑

選 300 個計劃執行。因此，幾乎每周都有設計之都相關活動在城市各個巷弄中發生。為了讓

更多人響應，於是結合手機、LCD 及通訊科技，讓民眾可以隨時參與，表達對設計的看法。 

- 赫爾辛基設計街區（Helsinki design district）：是赫爾辛基在設計之都的規畫重點，在城

市中心聚集了近兩百家的商店、藝廊、個人工作室，把自然設計的元素帶入人們的生活。藝

廊作為一種實驗性質的場域，許多靈感與想法在此互相激盪，成為設計的能量場。而商店則

是以商業機制與手法為設計注入更多資源，許多設計師的作品有機會在此呈現，並實際參與

人們的生活。 

- 會館（Pavillion）：這場盛會也透過展覽的方式來呈現設計融入生活的層面；「會館」位

在赫爾辛基設計博物館旁邊的一個開放空間，作為設計之都的計畫之一，這裡提供各種工作

坊和講座論壇舉辦的平台，邊喝咖啡的同時也促進各種靈感的相互激盪。 

 

4. 2014 世界設計之都：開普敦 

開普敦沒有如杜林、首爾、赫爾辛基那樣豐厚的設計背景，而且這座曾實施種族隔離多

年的城市，370 多萬人口中仍有 20%居住在貧民區。因此，世界設計之都計畫的目標是從都

市的軟需要著手，以社區居民、使用者的需求為主，希望透過設計來改善社會經濟方面的問

題。因此，開普敦申辦的主題為「活化設計、轉化生活」（Live Design, Transform Life），亦即

主張透過設計為城市帶來新生，包括「重建社區凝聚力」、「重新加強基礎建設」、「知識型經

濟的重新定位」三個面向（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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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普敦世界設計之都的重要特色之一，是由下而上的「共同設計」（Co-design）與「社會

設計」的概念。開普敦世界設計之都執行長 Richard Perez 表示，2014 世界設計之都並非單純

慶祝或推廣開普敦成功的設計產業，而是給予開普敦一個改善的機會，藉由世界設計之都喚

起對城市隱憂的關注，引導設計產業加入城市規畫，讓設計成為一項有力的發展工具。因此，

設計思考的主軸是重視使用者感受，將創意與居民的生活接軌，讓民眾了解設計的價值。開

普敦世界設計之都和政府合作，推動將近 450 項共同設計計畫，結合企業、一般民眾、NGO 

等不同團體一起參與，並確保這些計畫都是以使用者需求為出發點。世界設計之都團隊將整

個開普敦分作 111 個行政小區，由政府撥出小筆預算，進行以下的地方小型改善計畫，以真

正觸碰每一個人的生活（徐藝真，2014）。   

- 社會住宅計畫：配合南非全國住房補貼制度，針對低收入戶及弱勢社群，提供可負擔、

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及人身保障的住房。 

- 防制暴力計畫：在高犯罪率的區域，導入設計，包含興建圖書館、公園等各種設施，

以期讓犯罪率明顯下降。 

- 公共空間開發計畫：凝聚都市空間的歷史與集體記憶，並培植空間的藝術表現與感染

力，塑造出一種公共生活。同時維繫社區的文化特色，塑造開普敦獨特鮮明的城市品牌。 

 

（四）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專案計畫 

從 2012 年起，臺北市便開始透過工作坊、國際交流、設計論壇、推廣活動及城市軟硬體

改造等計畫，展現設計翻轉城市生活的能量，積極向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提出 2016 世界設

計之都的申辦計畫。 後，臺北市以「不斷提升的城市：設計實現市民生活願景」（Adaptive 

City: Design in Motion）的核心精神雀屏中選，贏得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的榮銜，強調以設計

思考克服資源限制，實現宜居城市願景，例如，居住正義、社區安全、衛生設施等。 

「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為全球重要趨勢，臺北當選 2016 世界設計之都後，希望導

入「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的概念，解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問題。並聚焦於生命

健康、生態永續、都市再生及智能生活四大發展課題，進行點線面的改變。從公共生活的議

題出發，一方面期待能引導刺激民眾的參與，也能直接感受到設計所帶來的品質提升；另一

方面，透過這些時下全球共同面對的問題時，臺北能運用設計力量創造出屬於己身臺北城的

設計對策（許佑綸，2014）。 

從 2012 年開始，臺北市政府啟動了多項「設計導入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by Design）

計畫，目的是運用「設計」進行城市治理改造的展現。規劃期間即聘用專業設計工作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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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市民共同參與工作坊討論，以使用者需求為基礎，跨領域的整合與思考，發展更貼近使

用者需求的公共政策。重要專案包含：將設計導入各領域市政建設的「都市生活景觀改造」，

例如店家招牌、變電箱、及橋墩等各項美化改造專案；讓設計師進駐中小學餘裕教室、讓設

計教育從小開始的「設計教育扎根」計畫；打造培育設計產業人才的環境、提供產業發展需

求的「臺北創新實驗室」；以兼具自然生態性、人文素質且安全休憩的綠意環境為考量的「二

代公園」計畫；從通用設計的概念出發，考量市民行走的安全與便利的 「林蔭大道人行環境

改善設計」計畫等（臺灣創意設計中心，2015）。 

此外，臺北市政府亦致力於讓設計思考的革新力量在政府組織發酵，擴大民眾參與，期

望透過設計來解決民眾的需求。臺北市動員了市府各局處，召集各領域的設計師、專業人士

以及市民朋友，共同投入設計導入市政的集體合作模式。經過跨領域設計工作坊、專案辦公

室的腦力激盪會議，超過 800 位以上的設計工作者與跨領域專業人士參與，擴大「設計」對

公共事務的參與，也透過市民的角度，發展以民眾需求為主的公共政策。此外，臺北市也首

創全國之先，開授「設計思考系列課程」，建立公務員設計思考的基礎。 

 

（五）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 

雖然世界設計之都已經歷四屆，但歷屆世界設計之都在影響評估的方法上卻仍未發展出

固定與完整的模式，2008 年世界設計之都杜林及 2010 年世界設計之都首爾甚至並未進行全

面性影響評估。迄今僅有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曾委託國際顧問公 Deloitte 進行大規

模之調查研究，但赫爾辛基之評估架構僅以活動當年之評估為主，未對世界設計之都進行跨

期追蹤研究。因此，單以過去的世界設計之都的評估來發展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之評估架構

是有困難的。 

本人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和臺灣創意設計中心委託，於 2015 年 9 月至 2017 年 2 月，擔

任「2016 年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計畫」之主持人，並發展出涵蓋以下五大構面之影響

評估架構（請參見圖 1）。

• 世界設計之都品牌：提升世界設計之都計畫的品牌及聲譽。 

• 城市意象：提升臺北市的城市意象，帶動觀光旅遊。 

• 設計產業：臺北的設計產業更加成熟，成為眾所認可的亞太區域設計樞紐。 

• 城市治理：藉由設計的導入，提升公共服務和城市治理品質。 

• 市民參與：經由參與世界設計之都活動，提升市民對設計的鑑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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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框架 

 

 
 

此一產學合作計畫在研究方法上參酌了以下兩個評估模式，發展出完整且在預算與時間

有限下仍具有高度可行性之評估框架，包含： 

• 2008 年歐洲文化之都利物浦之「Impacts 08」模式：主要參酌其跨期研究、樣本選

取、研究工具設計和分析途徑等。 

• 2012 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評估模式：主要參酌其所設立之績效指標，以利進行跨

國標竿分析。 

表 2 臚列了該評估計畫之研究對象、實施時間、調查法、樣本數等資料。表 3 則呈現了

評估之構面、定義、指標與資料來源。接下來，將摘述 2016 影響評估之主要結果： 

 

表 2、本計畫之研究方法與樣本數 

調查對象 實施時間 調查法 樣本數 對象 

市民 

2015 年 12 月  面訪問卷 400 份 華山與松山文創園區訪客 

2016 年 3-4 月 面訪問卷 200 份 參與世界設計之都活動者 

2016 年 6 月 電訪問卷 500 份 隨機抽樣臺北市居民 

2016 年 11 月 電訪問卷 500 份 隨機抽樣臺北市居民 

訪客 2016 年整年 面訪問卷 800 份 參與世界設計之都活動者 

設計產業 
2015 年 11 月 電訪問卷 35 份 國內設計產業從業人員 

2016 年 11 月  面訪問卷 35 份 國內設計產業從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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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媒 

體分析 
2015 和 2016 年 內容分析 4 年 

與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相關報紙報

導之態度與主題分析 

 

表 3、評估構面、指標與資料來源 

構面 定義 指標 資料來源 

世界

設計

之都

品牌 

提升世界設計

之都計畫的品

牌及聲譽 

世界設計之都的品牌權益 國內外媒體分析 

世界設計之都的媒體曝光度 國內外媒體分析 

世界設計之都的媒體形象 國內外媒體分析 

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品牌的認知程度 遊客問卷調查 

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各項活動之參與 遊客問卷調查 

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各項活動之評價 遊客問卷調查 

城市

形象 

提升臺北市的

城市意象，帶

動觀光旅遊 

臺北市的媒體曝光度有否提升 國內外媒體分析 

臺北市的媒體形象有否轉變 國內外媒體分析 

世界設計之都佔遊客造訪動機之比重 遊客問卷調查 

設計更佳融入目的地產品與服務規劃中 遊客問卷調查 

設計在目的地優勢與定位上之比重 遊客問卷調查 

遊客之再訪與推薦親友來訪的意願 遊客問卷調查 

設計

產業 

臺北的設計產

業更加成熟，

成為眾所認可

的亞太區域設

計樞紐 

設計業者是否獲得更多曝光的機會 設計業問卷與焦點論壇 

設計業者是否建立新的關係和合作夥伴 設計業問卷與焦點論壇 

設計業者是否學到新的想法、工作流程 設計業問卷與焦點論壇 

設計業者是否提升設計之專業知能 設計業問卷與焦點論壇 

設計產業的合作關係與供應鏈獲得強化 設計業問卷與焦點論壇 

設計產業的工作條件是否獲得改善 設計業問卷與焦點論壇 

城市

治理 

藉由設計的導

入，提升公共

服務和城市治

理品質 

臺北市的居住環境因設計導入而更宜人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臺北市的公共設施因設計導入而更便捷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臺北市的公共服務品質因設計導入提升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臺北市的市容因設計導入而更加美化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世界設計之都有助於臺北市的長期發展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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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設計之都讓全體市民皆受惠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市民

參與 

經由參與世界

設計之都活

動，提升市民

對設計的鑑賞

力 

市民對世界設計之都的認知程度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市民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各項活動的參與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弱勢群眾對世界設計之都活動的參與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市民對舉辦 2016 世界設計之都感到驕傲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市民對設計議題更加有興趣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市民更加瞭解設計對自身和城市的價值 市民面訪與電訪問卷 

 

 

1. 世界設計之都品牌 

（1）世界設計之都的品牌權益：就臺北市市民而言，有 15%清楚世界設計之都計畫之起

源，且有 17%清楚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之計畫內容。就設計業者而言，則有高達 88%清

楚世界設計之都計畫之起源，且分別有 82%清楚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之計畫目標與內容。

此外，對於遊客而言，對於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專案計畫成功傳遞世界設計之都意象，有

75%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 

（2）世界設計之都的媒體曝光度：在蒐集的 2,572 篇媒體報導中，報導 2016 臺北世界

設計之都篇數逐年提升，分別為 2012 年的 1%、2013 年 5%、2014 年 7%、2015 年 18%，到

2016 年的 69%，可見臺北市的媒體曝光度有顯著提升。 

（3）世界設計之都的媒體形象：與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相關之報導中，以藝術文化

主題之正面報導比例 高（33%），其次為城市意象（26%），再者為環境生態（18%）、政治

領導（17%）與經濟管理（6%）。 

（4）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品牌的認知程度：針對來訪遊客進行 800 份面訪問卷調查顯

示，有 54%之遊客知道臺北獲選為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就個別活動而言，以跨年晚會之知

曉程度 低（34%）、臺灣文博會之知曉程度 高（64%）；瑞典設計展和國際設計大展兩

活動居中，知曉程度分別為 54%和 55%。此一結果顯示，隨著 2016 系列活動之主辦，遊客

對於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之知曉程度較 2015 年尾有明顯提升。 

（5）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各項活動之參與：遊客調查乃針對所舉辦之四項世界設計之

都相關活動所實施，包含跨年晚會、瑞典設計展和臺灣文博會、國際設計大展。不過夜旅客

約佔逾五成、且造訪開支有 82%旅客小於 3,000 元。 1/3 之遊客是專門為了世界設計之都相

關活動而來。就個別活動而言，以「參加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活動」作為主要參訪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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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博會 高（39%）、其次為國際設計大展（37%），瑞典設計展 低（29%）。 

（6）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各項活動之評價：有 88%之遊客對於世界設計之都系列活動

表達滿意或非常滿意，顯示活動舉辦相當成功。除了交通便捷性之外，「展場佈置」（84%）

是遊客較為滿意之項目。不過，在「人員/解說服務」上，僅有 63%之遊客表示滿意或非常滿

意。此外，「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之意象傳遞」和「人潮控制」等兩個項目之滿意度也相

對偏低，有 75%之遊客表示滿意或非常滿意。 

 

2. 城市形象 

（1）臺北市的媒體曝光度有否提升：報導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篇數逐年提升，分別

為 2012 年的 1%、2013 年 5%、2014 年 7%、2015 年 18%，到 2016 年的 69%，可見臺北市

的媒體曝光度有顯著提升。 

（2）臺北市的媒體形象有否轉變： 國內媒體在報導態度上正面、中立及負面都有著墨，

而國外媒體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報導幾乎都持正面的態度。在報導之主題方面，國內

媒體除了經濟管理主題之外，在其他四個主題報導比例差異不大，藝術文化佔 高比例 33%，

相對地，國外媒體在主題上明顯側重於藝術文化與城市意象方面之報導。 

（3）世界設計之都佔遊客造訪動機之比重：在 800 位受訪遊客中，造訪臺北市旅遊景點

為主要動機（佔 44%）、其次則為參加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活動（34%）。此顯示有半數

參與者乃是順道拜訪，僅有 1/3 之遊客是專門為了世界設計之都相關活動而來。就個別活動

而言，以「參加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活動」作為主要參訪動機，臺灣文博會 高（39%）、

其次為國際設計大展（37%），瑞典設計展 低（29%）。 

（4）設計更佳融入目的地產品與服務規劃中：就遊客之認知效益而言，「設計的概念更

佳融入臺北市旅遊產品與服務規劃中」和「臺北市的城市意象因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而改

善」兩個題項分別有 74%和 73%之遊客表示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 

（5）設計在目的地優勢與定位上之比重：「臺北市變得更具旅遊吸引力」和「臺北市的

市容因設計導入而更加美化」，皆有 79%之遊客表示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臺北市的城市意

象因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而改善」之同意度也有 74%。 

（6）遊客之再訪與推薦親友來訪的意願：「再次或更常造訪臺北市」為排名 高之認知

效益，有高達 80%之遊客表示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推薦親友造訪臺北市」之同意度也高達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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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計產業 

（1）設計業者是否獲得更多曝光的機會：分別有 64%、60%和 54%之設計業者同意「企

業形象因而提升」、「獲得更多國內曝光的機會」和「獲得更多國際曝光的機會」乃是從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所獲得之效益，在 23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8、11 和 12 位。 

（2）設計業者是否建立新的關係和合作夥伴：「建立新的同業合作夥伴關係」、「建立

新的聯繫管道」和「強化與政府部門的合作與聯繫」在 23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中並列第 1

位，有 72%之設計業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過，「建立新的異業合作夥伴關係」（63%

同意）和「建立新的國際合作夥伴關係」（43%同意）等兩項效益則相對較低，分別排名第 9

位第 15 位。 

（3）設計業者是否學到新的想法、工作流程：有 66%之業者同意「學習到新的思考」（排

名第 5 位）乃從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所獲得之效益；但「學習到新的工作流程」（39%同

意）僅排名第 18 位。 

（4）設計業者是否提升設計之專業知能：有 66%之業者同意「提升設計之專業知能」（排

名第 6 位）乃從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所獲得之效益。 

（5）設計產業的合作關係與供應鏈獲得強化：「強化現有的合作夥伴關係」（65%同意，

排名第 7 位）表現較佳；但「供應鏈因而強化」僅有 36%業者表示同意，效益評比僅排名第

20 位。 

（6）設計產業的工作條件是否獲得改善：相對而言，「工作環境獲得改善」（20%）、

「利潤因而增加」（20%）和「薪資待遇獲得改善」（15%）等乃為認知效益是 低的幾個

項目，僅有小於 20%之設計業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在認知效益中分別排名第 21、22 和

23 名。 

 

4. 城市治理 

（1）臺北市的居住環境因設計導入而更宜人：有 59%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臺北市

的居住環境因設計導入而更宜人，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7 位。 

（2）臺北市的公共設施因設計導入而更便捷：有 59%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臺北市

的公共設施因設計導入而更便捷，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8 位。 

（3）臺北市的公共服務品質因設計導入提升：有 63%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臺北市

的公共服務品質因設計導入提升，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5 位。 

（4）臺北市的市容因設計導入而更加美化：有 77%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臺北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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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因設計導入而更加美化，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2 位。 

（5）世界設計之都有助於臺北市的長期發展：有 68%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有助於臺北市的長期發展，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3

位。 

（6）世界設計之都讓全體市民皆受惠：有61%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2016臺北世界

設計之都讓全體市民皆受惠，且此衡量指標在10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6位。 

 

5. 市民參與  

（1）市民對世界設計之都的認知程度：就廣大之臺北市市民而言，1,000份之電訪結果

顯示，平均有39%之民眾知曉臺北為2016年世界設計之都。此一數據已較2015年年底面訪問

卷調查之22%知曉度提升17%，顯示知曉程度大幅增加。 

（2）市民對於世界設計之都各項活動的參與：平均有 3%之臺北市市民曾參與過臺北世

界設計之都的相關活動。由於歷屆世界設計之都未曾針對活動參與度進行評估調查，故無法

推論 3%之市民參與度為高或低，且不清楚有哪些活動乃是未曾參與的主因。 

（3）弱勢群眾對世界設計之都活動的參與：於 2016 年 3-4 月間，瑞典設計展和臺灣文

博會兩項活動進行期間所做之 200 份面訪問卷調查指出，就弱勢群眾之參與而言，有 2%之

受訪者為身心障礙人士。 

（4）市民對舉辦 2016 世界設計之都感到驕傲：分別有 72%和 70%之受訪市民「以臺北

市成為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為榮」和「認同臺北市政府申辦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決策」。

此外，亦有 80%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改變了外界對於臺北市的

觀點，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1 位。 

（5）市民對設計議題更加有興趣：有 58%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 2016 臺北世界設

計之都提升了自身對設計議題之興趣，且此衡量指標在 10 項認知效益評比中排名第 9 位。 

（6）市民更加瞭解設計對自身和城市的價值：有 67%（排名第 4 位）之受訪市民同意或

非常同意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使自身更加瞭解設計對城市的價值；但相對地，僅有 50%

（排名第 10 位）之受訪市民同意或非常同意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使市民更加瞭解設計對

自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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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進行步驟及執行進度 

（一）研究方法 

1. 研究典範 

一項研究計畫必須從根本的本體論、知識論和方法論議題開始檢視，方能選擇合宜的方

法進行社會現象之探究。傳統實證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秉持著客觀立場進行研究；但隨著

近百年來蜂擁而現的社會思潮，諸如：後實證主義（postpositivism）、詮釋學、現象學、俗民

方法論、建構主義、批判主義、女性主義、文化研究、後現代主義、後結構主義等，社會科

學的研究「典範」（paradigm）也衍生至今日的多元典範並陳（潘慧玲，2003）。除了四種典

範之外，學界又將研究分為質性與量化兩大取徑。表一整理歸納了目前學界四種基本的研究

典範，與其和本體論、知識論、方法論之關聯。 

表 4、社會科學研究之常見研究典範 

 實證主義 後實證主義 批判理論 建構主義 

本體論 社會實體之本質是

真實且可捕捉的 

真實的實體但不太

能完全地捕捉 

歷史實在論，由社

會、政治、文化等

形塑之虛擬實體； 

隨著時間而逐步具

體化 

相 對 主 義 ， 是 在

地、特定建構的實

體 

知識論 二元論/客觀主義； 

研究發現是真實的 

修正二元論 /客觀

主義； 

研究發現可能是真

實的 

交互的/主觀主義； 

價值介入研究發現 

交互的/主觀主義； 

價值介入研究發現 

方法論 實驗的； 

驗證假設； 

量化方法為主 

修正性的實驗； 

否證假設； 

可含質性方法 

對話/辯證法 詮釋法/辯證法 

資料來源：Denzin & Lincoln（2011）。 

 

誠如前述，本研究旨在：（一）探究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所採取的承繼規劃策略；

（二）探究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劃之觀點；（三）依據赫爾辛

基經驗，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規劃提出政策建議；（四）綜合兩個案，歸結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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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慶承繼規劃之整體考量因素與模式。雖然有越來越多關於大型節慶影響的文獻，但卻罕見

節慶承繼規劃的相關研究。即便有一些研究探討運動賽事之承繼與其規劃，但例如世界設計

之都等大型節慶之研究仍相對罕見。因此，就「本體論」而言，研究者未能完全掌握節慶之

承繼規劃此一實體，必須經過更為批判性的檢視方有助於了解。其次，就「知識論」而言，

雖有先前存在之知識，但節慶承繼與其規劃皆為複雜、因地而異的概念，研究發現無法絕對

反映真實。因此，本研究應歸屬為「後實證主義」之典範，亦即研究者希望能歸結出一具有

價值轉化的通則（亦即節慶承繼之類別和規劃之策略），但又無法探究出絕對客觀的社會現

實。此外，本計畫雖有些相關理論為前導，但因研究課題（亦即設計/創意型大型節慶的承繼）

之相對罕見，故主張應採取質性為主的「歸納」途徑、而非量化為主的「演繹」途徑。 

 

2. 研究途徑 

在社會科學領域，Denzin 和 Lincoln（2011）將質性研究進一步區分為個案研究、民族誌、

現象學、詮釋學和紮根理論、行動研究等途徑。節慶之承繼為一複雜、多面向的概念，學者

使用不同的途徑來定義和衡量來予以衡量。無論主觀或客觀評估，皆須蒐集較多的情境資料

（例如相關單位依據臺北之特殊經濟、社會與文化環境下所採取的承繼發展策略），以及更多

「局內人」（emic）的觀點（例如當地居民對於生活品質影響的感知）。因此，筆者主張側重

社會系統在特定情境脈絡下運作情形的「個案研究法」為本計畫 適合的研究途徑。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實證探究，強調在實際生活環境的背景下，研究當前的現象，尤其適

用在討論實際生活和環境背景之下的「為什麼（why）」及「如何（how）」的問題，亦即個案

研究能夠幫助研究者釐清特定的真實情境脈絡，達成整體而通盤的瞭解（Yin，2003）。Yin

（2003）闡述個案研究適用的條件涵蓋（1）對現有理論進行批評與檢驗；（2）有代表性或典

型的重要事件；（3）不常見、獨特的現象；（4）啟示性重要事件，科學無法探究的現象等。

本計畫採用個案研究的原因包含上述之條件（1）、（2）、（4）。無論就節慶的承繼或承繼之規

劃，赫爾辛基皆為具有顯著傑出的代表性與啟示性，並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來源和許多臺

北市值得學習的寶貴經驗。以下將概述本計畫所選取之「標竿」（Benchmarking）個案-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並運用 Yin 之論點辯證本計畫擬採取的個研究途徑。赫爾辛基乃是

是歷屆世界設計之都中，具有 完整承繼規劃之城市，吾人可從以下四個主要的承繼計畫來

辯證該個案之代表性，以及申請人親赴赫爾辛基進行移地研究之重要性。 

（1）「設計驅動城市」計畫（2013-2015 年）：「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承

繼計畫，由因應 2012 世界設計之都所成立的國際設計基金會向赫爾辛基市政府提出，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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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精神，並在公共政策的規劃裡發展設計思考與專業知

識。它讓專業人士得以透過設計，為城市提出更好的建議；同時也協助設計領域關注公共部

門的需求。簡而言之，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強調藉由將設計融入到公共行政，以改善公共服務。

有別於 2012 世界設計之都以設計作為年度主題，並為大眾舉辦豐富的開放性活動，設計驅

動城市計畫的宗旨為透過設計方法來發展城市，並使公共部門及設計領域有更緊密的結合。

上述兩者皆有相同的原則，即透過廣泛的設計來形塑更好的城市。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包含了

兩大具體目標（Design Driven City，2016）： 

• 強化設計在都市發展行動上的應用，同時輔以知識及專業支持。設計驅動城市擁有

專屬的設計專家─城市設計師。 

• 著重在溝通交流上，設計驅動城市教育公共部門設計的重要性，也參加周圍的公開

演講。 

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幕後推手包含了赫爾辛基、Espoo、Kauniainen 及 Lahti 等城市都為

這項計畫提供了支持，他們與 Vantaa 市在 2010 年設立了國際設計基金會，並由該會負責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之先議。其他背後的組織包含芬蘭的勞動經濟部、Aalto 大學及赫爾

辛基大學。此外，芬蘭之勞動經濟部於 2013 年春季發行了「國家設計計畫」（National Design 

Programme），設計驅動城市為當中的執行單位之一。這項計畫把城市的觀點帶入設計界，並

以國家單位的層級樹立了範例（Icsid，2015）。 

（2）「開放赫爾辛基」政策： 開放和市民參與兩項原則正運用在赫爾辛基市政府的改造

過程中。此一改造仰賴市民的投入，亦即邀請市民對於市府治理、市民參與決策和公共服務

等議題進行網路集思廣益回饋。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驅動了「開放赫爾辛基」（Open Helsinki）

的政策，且成為全球各地的關注焦點。現在，參與、以市民為導向、透明化決策等民主價值

等已深植城市策略之中。在芬蘭的市政治理上，開放市政資料供市民檢索是一種常規。設計

導入公部門 大的一項成就乃是「開放資料」（open data）計畫。所有市府資料皆可供市民無

償取用，以確保施政之效率與透明度。2012 世界設計之都加速了這項計畫的落實，也成為「設

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承繼計畫的重要一環。另一方面，「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直接民主 強而有力的形式，赫爾辛基市政府正積極運用此策略來賦權給市民。

經典的個案是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的新建工程，市民得以表達意見，決定該計畫該如何使

用 10 萬歐元的預算，並從 8 項市民倡議的未來圖書館服務計畫中選取 4 項來執行（City of 

Helsinki，2015）。 

（3）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都」榮銜（2014 年）： 繼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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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強化設計作為城市品牌，赫爾辛基市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下稱 Unesco）提交了申

請書，並於 2014 年獲頒為「創意城市網絡」（Creative Cities Network）中「設計之都」（City of 

Design）的榮銜，乃為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重要承繼規劃之一。Unesco 創意城市網絡支持

全球城市間的相互合作及交流，網絡中的成員均認同創意部門的專業知識為都市永續發展創

造的附加價值。目前包含來自 54 個會員國的 116 個城市，其中 22 個被指名為設計之都的網

絡，包含北京、上海、深圳、神戶、名古屋、蒙特婁、柏林、畢爾包、布宜諾斯艾利斯、

Saint-Etienne、Curitiba、Dundee、Graz、2008 世界設計之都杜林、2010 世界設計之都首爾

和 2012 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等。加入 Unesco 創意城市網路之承繼規劃也與上述之設計驅

動城市計畫和開放赫爾辛基政策緊密相關。作為設計之都，赫爾辛基期盼利用設計來提升城

市生活、創造一個更好的城市；且期望能將公共服務設計之經驗與其他城市分享（City of 

Helsinki，2014）。 

（4）首席設計官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2016-2018 年）：首席設計官（Chief Design 

Officer）之選任乃是繼「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後，赫爾辛基所推出為期兩年半的承繼計畫。

因應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所成立之國際設計基金會已解散，取而代之的則是直屬於市長辦公

室的首席設計官。此外「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乃是與首席設計官同時提出的新

承繼計畫，赫爾辛基實驗室是使設計知識、數位化和互動成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實驗室將設在市政廳一樓，為一開放空間，民眾可以自由參觀相關的展覽和工作坊。首席設

計官的功能不僅只是關於設計，而是運用設計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城市。簡而言之，首席設

計官的功能是使以用戶為導向的思考成為所有活動的一部分，並扮演了三個角色：設計的專

業人員、城市品牌的強化者，和解決未來問題者（Helsinki Design Week，2016）。 

 

3. 歷屆世界設計之都的影響評估模式 

雖然歷屆世界設計之都在影響評估的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進展，仍尚未有固定的模式。由

於影響研究並非主辦城市合約中的必備條件，2008 杜林及 2010 首爾世界之都並未進行全面

影響研究。杜林所產出的報告以敘述性成分居多。赫爾辛基 2012 則委由 Deloitte 進行影響

研究。圖 2 呈現了節慶影響與承繼之基本評估概念。而表 5 則摘要說明了歷屆世界設計之都

影響評估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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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節慶影響與承繼評估概念圖 

 

 

 
 

 

 

 

 

 

表 5、歷屆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之方法 

 杜林（2008） 赫爾辛基（2012） 開普敦（2014） 

評估

方法 

- 方法論較為薄弱 

- 列舉之證據較為模糊 

- 訪客意見調查樣本不明 

- 方法論 為有力；評估

顯示如果沒有世界設計

之都計畫，當中 52%的

年度官方計畫不會被實

行或會以其他方式執行 

- 優先評估世界設計之都

重點發展目標 

- 預測世界設計之都後一

年的計畫成功率（但推

算方式未說明） 

- 尚未發展出影響評估研

究 

- 目標和聚焦重點較為廣

泛：「透過設計將開普敦

轉變為一永續發展、具

生產力的非洲城市，彌

合分裂的歷史、建立社

會與經濟包容性。」 

 

 

4. 本研究計畫之創新性 

基本上，歷屆世界設計之都僅對參與/運用世界設計之都專案與計畫的短期成果進行評

估，未有任何城市針對參與/運用世界設計之都專案與計畫的中長期結果，亦即「承繼」進行

評估與研究。作為第五屆世界設計之都，在發展模型評估框架，並產出更加全面的影響研究

上，臺北市是處於優勢地位的。申請人於擔任「2016 年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計畫」之

主持人期間，已與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執行團隊共同發展出五大評估構面（參見表 3）。

投入 
(Input) 

產出 
(Output) 

影響 
(Impact) 

承繼 
(Legacy) 

執行世界設計

之都所需的經

費、人力與專

業知識 

世界設計之都

執行的專案與

活動 

參與/運用世界

設計之都專案

與計畫的短期

成果 

參與/運用世界

設計之都專案

與計畫的中長

期結果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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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擬延續該產學合作計畫，探究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所採取的承繼規劃策略、探

究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劃之觀點，並依據赫爾辛基經驗，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規劃提出政策建議，以及綜合兩個案，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

之整體考量因素與模式。 

 

（二）進行步驟 

1. 研究資料蒐集途徑  

個案研究的資料蒐集來源包括了文件、檔案紀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觀察等。這六

種資料來源各有其優缺點，不同資料來源也具有互補性，因此個案研究會盡可能的使用多種

資料來源，藉以增加研究的完整性（Yin，2003）。本研究計畫，依照所擬定的四個研究目的，

預計採取以下的資料蒐集途徑（請參見表 6）： 

表 6、本計劃資料蒐集途徑 

研究 

目的 

目的一 目的二 目的三 目的四 

探究 2012 赫爾辛基

世界設計之都的承

繼與所採取的承繼

規劃策略 

探究 2016 臺北世界

設計之都主要利害

關係人對於承繼規

劃之觀點 

依 據 赫 爾 辛 基 經

驗，對 2016 臺北世

界設計之都的承繼

規劃提出政策建議 

綜合兩個案，歸結

大型節慶承繼規劃

之整體考量因素與

模式 

資料 

蒐集 

途徑 

官方文件與調查報

告 ； 訪 談 官 方 代

表、設計界專業人

士等 

官方文件與調查報

告 ； 訪 談 官 方 代

表、設計界專業人

士等 

研究者總結研究發

現 
參酌學術文獻與研

究發現，研究者總

結研究結論 

 

 

2. 第一年之資料蒐集途徑 

研究目的一旨在探究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所採取的承繼規劃策略，包含：（1）承

繼之規劃和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認知承繼與關鍵成功因素等兩部分。資料來源主要為針對「關

鍵人物」（key informants）之深度訪談，並輔以網路資訊。 

（1）深度訪談：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選取 16

名與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和其承繼計畫 為相關的關鍵人物。受訪者名單之選取一

方面依據網路上所搜尋與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 為相關的代表，另一方面則由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計畫之公關總監 Laura Aal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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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協助推薦和聯繫。受訪者名單和職銜等資料請參見表 7。受訪者包含：赫爾辛基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ity of Helsinki，註：2012 年世界設計之

都承繼計畫的督導機構）、國際設計基金會（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註：2012 年世

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的執行機構），和設計與相關產業代表（包含赫爾辛基設計週、設計園區、

設計博物館、Helsinki 和 Alto 大學、赫爾辛基商業中心）等三類。深度訪談擬於 2019 年暑假

期 間 由 申 請 人 親 赴 赫 爾 辛 基 ， 進 行 為 期 兩 週 之 移 地 研 究 。 訪 談 計 劃 採 「 半 結 構 式 」

（semi-structured）訪談，訪談大綱請參見表 8。 

（2）網路資訊：主要蒐集自赫爾辛基市政府、國際設計基金會和赫爾辛基設計相關產業

之官方網站、社交媒體和新聞報導等。 

 

表 7、赫爾辛基移地研究受訪者名單 

姓名 英文職銜 中文職銜 

Marja-Leena 
Rinkineva  

Hea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ity of 
Helsinki 

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局長 

Anu Mänttäri 
City Competitiveness，Economic 
Development，City of Helsinki 

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城市競爭科專員 

Ulla Pietiläinen 
City Marketing，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Helsinki 

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城市行銷科專員 

Tiina-Kaisa 
Laakso-Liukkonen  

Secretary General，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國際設計基金會秘書長 

Laura Aalto 
Communications Director，Design Driven 
City； Development Director，Visit 
Helsinki 

曾任設計驅動城市之公

關總監，現任 Visit 
Helsinki 開發總監 

Pablo Riquelme City Designer，Design Driven City 
城市設計師，設計驅動城

市計畫 

Kari Korkman Founder / Director，Helsinki Design Week 
赫爾辛基設計週的總監

和創辦人 

Minna Särelä 
Executive Director，Design District 
Helsinki 

赫爾辛基設計園區執行

總監 

Piia Lehtinen 
Head of Sponsorship，Design Museum 
Helsinki  

赫爾辛基設計博物館贊

助與募款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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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rjö Sotamaa 
Former dean of Aalto who is a key figure 
in many ways in  

Alto 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榮譽教授 

Nicola Nykopp  
Head of Customer Services，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  

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顧

客服務部組長 

Marja-Liisa 
Niinikosk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Helsinki Business 
Hub 

赫爾辛基商業中心總裁 

 

 

表 8、赫爾辛基移地研究訪談大綱 

 

Legacy at the city level 

1. To what extent did the WDC achieve the results as set out in the application? （which were 

achieved most/least?） 

2. What elements of the delivery / operational structure continue to operate and how? 

3. Has there been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design-related activities established? 

4. Has there been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5.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long-term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6.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7.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image /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8. What ar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failure elements in terms of legacy planning of the 2012 

WDC? 

9.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t from Helsinki in delivering the WDC effectively that might be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to other WDCs?  

10. Do you have any other suggestions for Taipei as the 2016WDC? 

 

Legacy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1. To what extent did the WDC achieve the impacts you / your organization hoped for? 

2. What has bee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WDC to improve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your organization? 

3.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apacity of your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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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s there been a long-term impact on levels of funding for design industry? 

5.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ooperation among design industry? 

6.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ooperation with organizations outside 

design industry? 

7. Do you have any other suggestions for Taipei as the 2016WDC? 

 

3. 第二年之資料蒐集途徑 

研究目的二旨在探究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劃之觀點。為了

成功的擬定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影響評估報告，以及後續的承繼計畫」的有效與否，都有賴

於市府相關人員的經驗分享與理念思考。故本計畫第二年擬進行市府相關局處與設計業從業

人員深度訪談。依據研究宗旨，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選取 7 名與 2016

年臺北設計之都計畫 為相關的臺北市政府代表，與 8 名曾參與過 2016 世界設計之都專案的

設計業代表。受訪者名單之選取乃根據臺北市政府承辦單位協助推薦和聯繫。計畫受訪者名

單和職銜資料請參見表 9。 

 

表 9、市府與設計業者代表預計受訪者名單 

市府代表 設計業者 

姓名 單位名稱與職銜 姓名 單位名稱與職銜 

鍾永豐 文化局局長 王千睿 佳世達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吳俊銘 文創發展科科長  蘇民 CxCITY 召集人 

蕭慧芳 文創發展科視察 張維真 築點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企劃總監 

吳漢中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執行長 鍾秉宏 築點設計股份有限公司主持人 

林崇傑  產發局局長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 

李維斌  資訊局局長 周育潤 KEV Design Studio 負責人 

陳建華 都發局副總工程師 歐陽藹寧 毅泰管理顧問公司資深專員 

  周育如 水越設計創辦人 

 

市府代表受訪者包含: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文創發展科科長吳俊銘（綜理督導文創發展科

各項業務，包含文化政策、文化交流、文化觀光、文化創意產業、藝文補助申請、2016 世界

設計之都專案等事項），文創發展科視察蕭慧芳（襄助科長督導 2016 世界設計之都專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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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園區經營管理、設計街區聚落、文化創意產業輔導等相關業務、文稿審核），世界設計之都

執行長吳漢中、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局長李維斌（處理資訊企劃、應用服務、設備網路、系統

發展及領導協調、行政管理等業務），臺北市政府產發局局長林崇傑（督導公用事業科、農業

發展科、會展基金會、人事、政風、會計、秘書室及所屬市場處等業務），臺北市政府都發局

副總工程師陳建華（審核都市設計科、住宅工程科及更新處文稿），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鍾

永豐（綜理文化局業務）等。深度訪談擬於 2019 年下半年執行，訪談計劃採半結構式訪談，

訪談大綱請參見表 10。 

 

表 10、2016 世界設計之都設計之都影響評估研究市府代表受訪者研究訪談大綱 

1.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成果和影響是什麼？  

2. 您覺得設計是什麼？ 

3. 您認為設計可以跟您的領域有什麼樣的合作？設計能為您解決什麼問題？ 

4. 為永續發展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並推動臺北的設計政策，您對後續投入相關規劃之

建議為何？ 

5. 設計思考是否成功導入公共政策/公共服務？還是產生更多困境？  

6.「社會設計」、「服務設計」在文化政策與其他市政的推動能夠扮演什麼功能？  

7. 世界設計之都結束後的 legacy plan 之建議與看法  

8. 世界設計之都的下面四個構面，何者效益 大？ 

1）城市形象：提升世界設計之都市的城市意象，帶動觀光旅遊。 

2）設計產業：世界設計之都的設計產業更加成熟，成為眾所認可的亞太區域設計樞紐 

3）城市治理：藉由設計的導入，提升公共服務和城市治理品質 

4）市民參與：藉由參與世界設計之都活動，提升市民對設計的鑑賞力 

 

4. 研究之信度與效度 

Denzin 與 Lincoln（2011）認為信度是可重複性，效度是穩定性、一致性、可預測性。為

確保研究的效度，本計畫以多元資料來源方式，主要係由深度訪談、檔案分件、學術論文等

不同資料蒐集方式，以便用三角檢定法交互檢視研究發現，使研究資料更具信度。本計畫之

信度與效度之確保將透過以下三種途徑。 

（1）多重證據來源：Denzin 與 Lincoln（2011）提出「三角測量法」可包含三種方式：（a）

方法論三角檢定：多元蒐集資料的方式，有助於互相比對；（b）資料三角檢定：利用各種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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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比較，檢測質性資料的一致性；（c）理論觀點三角檢定：利用前段的文獻理論與質性資

料作對比，探索一致性與異質性。本計畫利用多元資料蒐集方式，以三角檢定法的模式，對

同一論點互相印證和解釋，避免因資料謬誤或研究者的錯誤詮釋而影響資料分析，多方檢視

大型節慶之承繼與規劃。此外，亦將採用理論觀點三角檢定，交叉比對研究發現與過去學者

針對節慶承繼之相關理論。 

（2）建立證據鏈：將所要擴展跟推論理論命題的論述，依多方的考證，形成足夠的證據

鏈方式回應。在個案分析技術上，申請者首選個案研究四種分析技術之一：建立解釋，主要

是藉由建立對個案的解釋來分析個案研究的資料。由於建立解釋的過程是一系列反覆活動的

結果，首先要檢視個案研究的證據，接著修訂理論的命題，然後再依新觀點檢視證據，並以

此反覆的模式進行。對於探索性個案研究，類似程序通常都被視為一個產生假說的過程一部

分，其目標在於發展進一步的研究想法。本計畫試圖透過層層剝開問題，以其了解節慶承繼

本質與規劃策略。 

（3）信度：信度即是研究的可靠性，目的是為了確保未來研究者能以相同的研究步驟、

進行個案研究並能得到相同的結果（Yin，2003）。首先，是資料可信度，本計畫一手資料來

源為深度訪談；二手資料則包括臺北和赫爾辛基官方針對世界設計之都進行的學術性調查和

研究，以及學者研究的相關論文，其來源皆為具權威性的國際期刊，資料具有高可信度。再

者，Yin 進一步建議，處理信度的方法，一是儘可能地在研究的過程中，以操作化的方式進

行所有的研究步驟；二是儘量將研究流程細微化，設定個案研究的計畫書，並建立個案研究

的資料庫。在本計畫中，上文已清楚勾勒出明確的研究構面、具代表性的受訪機構與名單等，

並將建立詳細的訪談資料庫，包括訪談大綱和逐字稿等，以供後續研究的參酌。  

 

（三）執行進度 

由於本計畫同時探究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和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兩個案，且

涵括承繼與承繼評估兩大構面，故計畫之總期程為為兩年（2018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共

分為五個主要步驟，請參見表 11 之研究進度甘特圖。 

第一階段：文獻與檔案資料蒐集與探討 （6 個月）：旨在釐清節慶承繼之本質與規劃策

略，將大量閱讀和分析節慶承繼與規劃策略之學術期刊論文、兩個案城市的研究報告等，以

期建構理論架構、設計研究工具。此階段將由計畫主持人和兼任助理負責。 

第二階段：移地研究 - 籌劃與實施（6 個月）：前往赫爾辛基進行為期兩週的移地研究，

深入探究赫爾辛基採取之承繼發展策略和主要利害關係人所認知之承繼（亦即節慶中長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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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預計訪談 16 名與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和其承繼計畫 為相關的關鍵人物。 

第三階段 - 深度訪談 2016 WDC 臺北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劃之觀點（6 個月）：此

階段將轉為國內訪談，預計訪談 7 名與 2016 年臺北設計之都計畫 為相關的臺北市政府代

表，與 8 名曾參與過 2016 世界設計之都專案的設計業代表。。並出席國際會議，發表初期研

究結果。 

第四與第五階段 - 研究結果撰寫與政策建言（6 個月）：此階段主要工作為依據赫爾辛基

經驗，對 2016 WDC 臺北的承繼規劃提出建議；並且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之整體考量因素

與模式。同時亦將投稿國際期刊，發表研究結果。 

表 11、研究進度甘特圖 

      期程 
 
工作項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8-9 
月 

10-11 
月 

12-1 
月 

2-3 
月 

4-5 
月 

6-7 
月 

8-9 
月 

10-11 
月 

12-1 
月 

2-3 
月 

4-5 
月 

6-7 
月 

文獻與檔案資料蒐集與

探討：釐清節慶承繼之

本質與規劃策略 
            

移地研究：2012 WDC
赫爾辛基的承繼與所採

取的規劃策略（目的一） 
            

探究 2016 WDC 臺北主

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

規劃之觀點（目的二） 
            

依據赫爾辛基經驗，對

2016 WDC 臺北的承繼

規劃提出建議（目的三） 
            

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

之整體考量因素與模式

（目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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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結果（一）：2012 WDC 赫爾辛基 

（一）前言 

赫爾辛基經濟發展局 Rinkineva 局長認為，承繼計畫之所以重要有兩個原因：（1）大型活

動的投資往往僅限於活動當年，如果就此中斷，所獲得的報酬必定非常有限；（2）有些事情

需要更久的時間，例如設計理念的紮根，如果有個長期計畫，所投資的方能得以回收。她說：

「我的結論很簡單，你們必須要有一個承繼計畫，否則你們的投資將無法回收！」本研究結

果將呈現：（1）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的承繼規劃（legacy planning）；和（2）赫爾辛

基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認知承繼（perceived legacy）與關鍵成功因素等兩部分。其中，承繼規

劃主要包含「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計畫（2013-2015 年）、「開放赫爾辛基」

（Open Helsinki）政策、2014 年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路」（Creative Cities 

Network）「設計之都」（City of Design）之榮銜，和「首席設計官」（Chief Design Officer）之

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計畫（2016-2018）。 

 

（二）承繼之規劃 

1.「設計驅動城市」計畫（2013-2015 年） 

前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執行長、國際設計基金會董事長、赫爾辛基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Pekka Timonen 在接受 Icsid 訪談時曾說：「當世界設計之都結束時，我們有兩個選擇。一是結

束一切，或者留下一個小的組織、小的計畫和團隊，以確保世界設計之都的重要發現和經驗

可以傳承下去。我們選擇了第二個，也就是決定繼續工作以確保活動的承繼。有鑒於資源非

常有限，下個問題便是我們的焦點應該放在哪裡？什麼是世界設計之都結束後 有價值的

事？我們決定將焦點放在如何讓城市像是一個組織、社群一般，更有效地運用設計往前走。

我們將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執行單位國際設計基金會保留下來，基金會是一個獨立的機

構，但與市府和中央政府緊密合作。而這個承繼計畫則稱為『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  赫爾辛基設計週 Korkman 總監則認為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使得 2012 年世界設計之

都得以延續，延續了當年的倡議和組織，也是 重要的承繼計畫。他認為如果沒有這個承繼

計畫，市民、納稅者和所有參與世界設計之都的組織都會感到失望。 

「設計驅動城市」承繼計畫，由因應 2012 世界設計之都所成立的國際設計基金會向赫

爾辛基市政府提出，旨在延續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精神，並在公共政策的規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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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設計思考與專業知識。它讓專業人士得以透過設計，為城市提出更好的建議；同時也協

助設計領域關注公共部門的需求。簡而言之，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強調藉由將設計融入到公共

行政，以改善公共服務。設計驅動城市之公關總監 Laura Aalto 表示：「城市應該被使用，而

非僅限於觀看。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透過了解使用者來設計城市，如此一來，城市就能夠支

持，而非妨礙我們的日常需求。服務設計的方法已經被運用在找尋新形態的、使用者導向的

解決方案。」Pekka Timonen 則舉例說：「讓我們想像市府負責交通的局處說：『好，但我從未

與設計師合作過耶！』。我們接著會先派一名設計師過去與專案小組討論。設計師將會對他們

說明如何能將設計和設計思考融入專案之中、成本是多少、告訴專案小組程序為何等等。如

此，局處同仁因為了解程序、成本等資訊後便會變得比較積極正面。」  

有別於 2012 世界設計之都以設計作為年度主題，並為大眾舉辦豐富的開放性活動，設

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宗旨為透過設計方法來發展城市，並使公共部門及設計領域有更緊密的結

合。上述兩者皆有相同的原則，即透過廣泛的設計來形塑更好的城市。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包

含了兩大具體目標： 

（1）強化設計在都市發展行動上的應用，同時輔以知識及專業支持。設計驅動城市擁有

專屬的設計專家─城市設計師。 

（2）著重在溝通交流上，設計驅動城市教育公共部門設計的重要性，也參加周圍的公開

演講。  

據此，設計驅動城市計畫提出了以下十點使命宣言：（1）城市應當是易於使用的；（2）

城市需以設計促進繁榮；（3）設計能為市民創造更好的服務；（4）共同設計的意涵為投入的

市民；（5）城市是有形的實體；（6）城市需要多重專業的合作與知識；（7）設計得以節省財

務支出，並衍生較少的服務需求；（8）城市能夠透過實驗而發展；（9）未來的政策是為市民

而設計，而非城市；（10）由設計所驅動的城市，是一座優秀的城市。 

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幕後推手包含了赫爾辛基、Espoo、Kauniainen 及 Lahti 等城市都為

這項計畫提供了支持，他們與 Vantaa 市在 2010 年設立了國際設計基金會，並由該會負責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之先議，現在則由設計驅動城市繼續接手這些城市的工作。國際設

計基金會運作至 2015 年。其他背後的組織包含芬蘭的勞動經濟部、Aalto 大學及赫爾辛基大

學。此外，芬蘭之勞動經濟部於 2013 年春季發行了「國家設計計畫」（National Design 

Programme），設計驅動城市為當中的執行單位之一。這項計畫把城市的觀點帶入設計界，並

以國家單位的層級樹立了範例。在資金和來源方面， 2013-2015 年間，資金基本總額為 150

萬歐元，當中的分配如下：赫爾辛基（70 萬歐元）、Espoo（28 萬歐元）、Kauniainen（1.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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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Lahti（11.2 萬歐元）、勞動經濟部（35 萬歐元）。此外，針對特定專案，也會向基金

會和相關部門協調提供額外的挹注。  

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公開徵選出三位城市設計師（City Designers），分別為 Sara Ikävalko、

Mikko Kutvonen 和 Pablo Riquelme，並於 2014 年 3 月開始專案之執行。城市設計師旨在為都

市提供了運用設計的專業，並協助設計部門了解公共部門之需求。國際設計基金會執行秘書、

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主任、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財務與專案行政經理人 TiinaKaisa Laakso

Liukkonen 表示：「我們聘用了三位城市設計師，在為期兩年的計畫裡測試如何將設計運用在

市府機構和專案規劃之中，從硬體建設到醫療服務，從小計畫到大計畫都有。」在專案的選

取上，基金會的主要考量是尋找能夠將設計方法帶入新環境，並且能透過設計創造進階成果

的發展計畫。此外，也尋找存在於許多芬蘭城市的問題，讓這些解決方案也能運用在其他的

城市。在為期兩年的設計驅動城市結束時，赫爾辛基市政府希望能在城市裡預見更完善、更

易於使用的服務，以及具參與性、互動性的規劃，使其能更加了解市民的需求。透過設計解

決社會的挑戰，相關的知識及專業就能在城市裡滋長。城市將能習得在適當之處及時運用設

計，以及在何處能對發展模式與服務發揮 大的影響力。過去兩年間，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積

極地將設計思考融入赫爾辛基的都市發展計畫裡，其目標是透過設計之協助，讓赫爾辛基成

為對市民更友善且更具競爭力的都市。從改善街道工地，到運用設計師使用的設計方法教育

市府員工，都包含在計畫範圍之內。截至今日，該計畫已完成或正在執行以下代表性專案：  

（1）赫爾辛基城市美術館（Helsinki City Art Museum，簡稱 HAM）的現代化：設計方

法以使用者導向的空間及服務方案作為目標，赫爾辛基市立美術館期望能夠發展並融合其空

間與服務方案。這項計畫將美術館改造成對市民更具吸引力及大膽的空間，其目標是美術館

得以與更廣泛的參觀群眾對話，設計方法特別會運用在空間及服務方面。融合空間與服務的

體驗是如何形成的？美術館的運作與服務應該如何更新，以符合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如何讓

空間上的方案兼具吸引力及可及性？計畫的首要步驟聚焦於以設計導向的行動鼓勵及建議館

方員工，這項行動參考了參觀者對於空間與服務的期待，同樣也考量了如何將美術館的新身

分與市民的期望融為吸引人的組合。在計畫中，其中一個相應的點為規劃出包羅萬象的美術

館體驗，而非改善單一性的服務。而遊客與美術館間長期的互動，及該互動對美術館體驗的

影響，也都是相當重要的。HAM 在經過為期一年的整修及翻新後，於 2015 年 9 月重新開幕。

在創造使用者經驗上，專業設計師及學生都扮演了活躍的角色。他們協助員工以遊客觀點，

例如透過遊客概況及角色扮演等方式，重新思考相關的體驗。 

（2）School Dinners Rock! 是世界設計之都當年辦理之透過服務設計更新了校園食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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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計畫，透過設計方法檢視了過去的情況及變化。School Dinners Rock 為學校舉辦的設計

週，這項計畫為 2012 年設計解決方案的其中一部份，盼使大眾及第三部門對設計更臻熟悉。

這是為了解決社會的挑戰、為設計尋求新用途及為日常生活增添喜悅所設立的。這項計畫為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之都活動的一部份，並由芬蘭文化基金會資助。這項設計計畫是由學生

的觀點出發，進一步發展學校的餐食。學生於計畫初始即參與其概念與設計過程。芬蘭學校

的食物具有相當好的名聲。在過去的 65 年，芬蘭的福利社會得以為每個學生提供健康的餐

食。然而由於營養需求及緊縮的預算，即使付出諸多努力，專業人員的發揮仍遭受限制，學

校餐點的名聲也不復以往。這項計畫希望運用必要的手段，重新恢復學校餐點應有的名聲，

並為所有芬蘭的學校爭取更好的校園餐點體驗。 

（3）智慧設計─ 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Kaisa 總館）的服務設計計畫。作為市中心校園

的圖書館，赫爾辛基大學新的圖書館 Kaisa 大樓於 2012 年完工。該館被命名為大學的主要圖

書館，其管理與技術部門也位於此處。此項計畫的目標為改革並標準化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

的服務，同時創造出一致性的服務概念，使不同校園的圖書館都得以運用。計畫的範圍僅限

於針對學生的服務（不含研究人員及教員）與一般的圖書館服務（而非特定領域的服務）。智

慧設計為設計之都的年度計畫之一。 

（4）「無殼蝸牛媒合計畫」（A Home That Fits）：在赫爾辛基，當時有逾千名 25 歲以下

的年輕人居無定所，A Home That Fits 計畫透過設計方法來為這些無家可歸的青年人尋求解決

方案。據說設計得以消滅邪惡的問題，而青年無家的狀況即為其中之一，無人因此受惠，然

而這項情況也無法歸咎於任何人。居無定所讓人難以保障任何事，包含他人及自身的未來。

無家可歸時常是因不良的信用紀錄和健康問題所造成，然而，青年無家的情況逐漸在增加。

尋求居所的年輕人時常遭受當局及官僚體系的排擠，唯一能做的便是透過實驗及改變體制的

思考來解決，該計畫的目標是在 2018 年達到零青年無家。這項計畫由赫爾辛基市政府青年

部、設計驅動城市、非營利的租屋組織 Alkuasunnot 及國家青年居住聯盟 Nuorisoasuntoliitto

共同運作，當時也向歐洲社會基金申請資金。A Home That Fits 與年輕人一同尋求關於青年居

住的解決辦法，這項計畫透過設計方法研究如何將閒置空間轉變為住所，以及青年住宅如何

改善整個社區。 

（5）「美化工地」（Tidy Construction Site）計畫：又有街道在整修嗎？您家道路附近又出

現另一個工地？Stara─赫爾辛基市政府的營建承包商，發起了美化工地計畫以提升工地的外

觀、氛圍及整潔。城市的周圍環境時常在整修，而工地的整潔程度對人們如何感知社區有相

當重要的影響。美化工地計畫是 Stara 於 2014 年發起的都市發展計畫，其目標相當明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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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地。這項計畫的城市設計師期望將市民、工人及城市均納入考量範圍內，提升工地方便

使用的設計方法。Stara 負責建設及維護城市的街道、公園與公共設施，其工程在城市周遭的

大小工地均顯而易見。Stara 典型的工地可謂相當獨特，計畫的長度相異程度甚廣，地點可能

處於中心或邊陲；一個工地可以擁有數位客戶，而地點可能是集中或發散的；工人可能為 Stara

的員工或獨立承包商。計畫 終的呈現可能為一個新社區、一條路面或是汙水整治。在赫爾

辛基，街道及公園的工地是相當令人傷腦筋的。赫爾辛基是個人口密度高，且易於尖峰時刻

塞車的城市。嚴寒的冬天會延宕工程進度，因此建設的黃金時間僅限於春至秋季。根據計畫

的目標，所有 Stara 負責的公園及街道整建工程都會遵循此項計畫的新工地指南。整潔的工地

不只為工人及市民營造出更加安全的環境，若有良善的設計，運作上也更具成本效益，而

終的成果即為所有人創造出更佳的都市環境。 

（6）節慶公園（Festival Park）：赫爾辛基藝術節在該首都的市民廣場上建立一個新的節

慶公園，此項計畫的目標是在藝術節期間，創造出一個舒適又實用的聚會場所。公園於藝術

節期間─2014 年 8 月 15 至 31 日每天開放。Koe 赫爾辛基 （「體驗赫爾辛基」）藝術公園成

為藝術節的核心─一個開放的、匯集市民及文化之處。設計驅動城市的城市設計師方便使用

的設計專業帶入團隊，透過共同創造的方法檢視服務及空間的設計。其目標是為了確保市民

使用的節慶公園，能兼具高品質、在都市環境中具創見的使用者經驗，同時舒適且實用。伴

隨著與日改變的建物及功能，該公園營造出令人浸淫其中的體驗。 

（7）Iso Omena 市民服務中心：Espoo 的 Matinkylä 在同一架構下設立一些城市服務。新

的空間位於當地購物中心之內，期待對服務的願景能有共同的原則及瞭解。許多城市目前皆

在考慮及嘗試多功能的服務中心，但目前尚未有足夠的相關案例及研究結果。但根據越來越

多的城市經驗，將許多不同的服務集合在一起，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Espoo 的首要領頭

者為 Matinkylä 市民服務中心，當中的購物中心將其服務延伸至圖書館、兒童健康中心、診所、

城市的服務機構及青年服務處。新的服務中心意味著，將更了解市民對公共服務具有的期待。

其理念為結合空間規劃與服務模式，並為不同的廠商尋找共同的服務願景。 

（8）「企業城堡」（Enterprise Castle）：Enterprise Castle 是赫爾辛基一個新的創業者聚會

場所，為運作中的新創公司及企業提供服務。Enterprise Castle 協助創業者發展其商業構想以

及尋找適當的合夥人。Enterprise Castle 發起了一項為期 18 個月的計畫，希望和顧客及合作夥

伴一同提升其服務、空間與運作方案。該目標為透過使用者觀點提升組織，並將其建立為強

化在赫爾辛基創業的平臺。藉由 Haaga-Helia 應用科技大學設計服務的成人教育學生及設計驅

動城市計畫的城市設計師之參與，赫爾辛基企業協會也同時加入了 Enterprise Castle 使用者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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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發展計畫。 

（9）赫爾辛基新中央圖書館─集體的夢想：赫爾辛基目前正在發展一項公共圖書館的旗

艦計畫─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這項旗艦計畫以共同設計作為原則：將顧客納入計畫過程當

中，以確保新服務得以符合造訪者的需求與期望。新的中央圖書館將設有電影院、音樂廳、

餐廳、共同工作空間和傳統圖書閱覽空間等。市府邀請了市民分享其對於新圖書的角色和服

務的看法，並納入興建規劃時之考量。透過「中央圖書館之友計畫」納入潛在顧客，讓他們

在一段密集的工作期間，透過工作坊積極規劃圖書館的服務，落實參與式設計的理念。赫爾

辛基中央圖書館將於 2018 年開幕。 

（10）Stoa 與文化中心的新紀元：Stoa 文化中心位於赫爾辛基東部，2015 年春季時派遣

了一組來自三個設計團隊的專業人員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實驗計畫，目的在於建立一個能提供

顧客 佳服務的單位，獲得的 大經驗是了解顧客的真正需求，和找出服務流程中的挑戰。

此一設計流程已建構成一套模式可供其他文化中心參考。 

此次移地研究，針對經濟發展局 Rinkineva 局長、Aalto 公關總監、Riquelme 城市設計師

等人進行深入訪談，以期釐清設計驅動城市之緣起、焦點、成功案例和挑戰等。 

（1）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緣起：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生成可以追溯到 2013 年 2 月，參

與世界設計之都的五個城市市長開會討論主題年的成效，並一致認為應該將這個美好的合作

經驗持續下去。於是乎由 Laakso-Liukkonen 秘書長為主、Aalto 總監為輔，針對 Deloitte 公司

進行的世界設計之都影響評估報告進行分析、徵詢利害關係人之意見確認推動焦點，並為承

繼計畫募集經費。在經費來源方面，Rinkineva 局長表示，原先 2012 世界設計之都的五個夥

伴城市中有四個繼續參與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且中央政府亦予以補助。Aalto 總監表示，此承

繼計畫之所以未向私部門募款，主要是因為專案計畫聚焦於公部門的服務設計和以設計驅動

城市發展，私人公司遂無贊助意願。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正式啟動時間乃是 2014 年，因為其

間包含了冗長的協商、籌資與聘人程序。 

（2）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焦點：Aalto 總監表示，由於經費有限，承繼計畫必須非常聚

焦。由於設計導入公部門的倡議已有長足進展，加上 Pajunen 市長的全力支持，故基金會決

定以此為焦點。此外，Rinkineva 局長表示，大型活動所帶來的品牌效益很容易隨著時間而淡

化，因此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另一項目的乃是維持赫爾辛基作為設計之都的品牌。與 2012 年

世界設計之都主題年相較，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宗旨乃是將設計嵌入各領域，包含公部門

和私部門等。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是僅將焦點放在公部門設計之落實。在有限的財力和人

力資源下，設計驅動城市計畫重點選取一些具代表性、且確定執行或興建之專案，以期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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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思考融入，提升專案執行之效能（Aalto 總監）。此外，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目的在於提

升赫爾辛基的國際知名度，因此從各個層面推廣設計的理念。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採取截

然不同的策略，重點在於提升公共服務品質。Aalto 總監說：「雖然我們也針對設計驅動城市

計畫進行了一些國際公關推廣，但並非專案的主要目的」。專案的選取標準乃是選擇那些潛在

具有較大影響力、能解決社會重大議題的專案，例如 Espoo 市民服務中心解決醫療問題、無

殼蝸牛媒合計畫解決了住屋等社會問題。 

訪談中，也向 Aalto 總監提出為何不採取其餘「有形」或「硬」（hard）的承繼計畫，例

如首爾興建東大門設計廣場之策略；或者擴大辦理年度重點活動，例如赫爾辛基設計週。Aalto

總監指出，「硬」式承繼計畫，意即興建場館/廣場等需要投入大筆資金，且曠日廢時，例如

赫爾辛基計畫興建古根漢博物館之計畫已延宕多年。設計驅動城市計畫所募集到之經費預算

僅有 150 萬歐元，欲興建場館或舉辦大型活動皆不足。她進一步強調，在執行世界設計之都

和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後，「設計」已從專案的性質，昇華到市府和官員心中，成為一個提升城

市和創造未來的利器。 

（3）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成功案例：Aalto 總監和 Riquelme 城市設計師皆一致認為「無

殼蝸牛媒合計畫」（Home that fits）是 成功的案例，尤其就媒體效應來說。無殼蝸牛媒合計

畫與市府青年局合作，以設計思考導入專案計畫中，為年輕無殼蝸牛族群尋找合適之居所，

該計畫獲得國內外媒體之大幅報導。Riquelme 城市設計師指出，在赫爾辛基有逾 1,000 名的

無殼蝸牛族，一開始設計師必須思考如何在 2018 年專案結束前將問題解決。專案的合作單位

是市府的社會局，加上設計師只有非常小的工作團隊和稀少的預算、資源，但專案的規模卻

非常大。無殼蝸牛媒合計畫與年輕人一同尋求關於青年居住的解決辦法，這項計畫透過設計

方法研究如何將閒置空間轉變為住所，以及青年住宅如何改善整個社區。過去，設計師往往

不願在專案執行過程中進行溝通協調，亦即不願意讓人知道他是如何設計的，但此計畫從一

開始時，社會設計師便與青年局專案人員進行持續溝通、分享資訊、讓利害關係人得以融入，

並在社交媒體上活絡地討論，因此激發了各式的設計思考與服務。此計畫也成為一個很好的

設計故事典範，有助於向一般大眾溝通何謂設計思考、社會設計、服務設計，以及如何將設

計導入公共服務之中。Riquelme 設計師表示，此一計畫另一個關鍵成功因素乃是歸功於主管

的開放思考，新任的青年局局長曾有與服務設計師共事的經驗，且了解設計思考的功效，故

為一位潛在變革支持者。於是乎社會設計師方能在專案執行的過程中獲得青年局同仁的全力

支持，且能彈性與自由地進行設計實驗。此一設計故事雖然規模不大，但因其創新思考而引

來了全球各地媒體的關注，諸如美國 ABC、英國 BBC、澳洲、波蘭和臺灣媒體報導，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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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是安排年輕人與獨居老人共住，以解決醫療和社會等問題。 

Rinkineva 局長則認為，在設計驅動城市的諸多專案中，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乃是 顯著

的成功案例。她指出原本該校有 7-8 個圖書分館，但因為列入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專案中，

目前已合併為一個總館。因為服務設計、設計思考、共同設計理念之落實，使得造訪者在使

用時更為便捷。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顧客服務部組長 Kirsi Luukkanen 女士則表示，這是一種

「共同設計」（co-design）概念的實踐。圖書館興建工作人員組成了不同的焦點團體，例如有

人設計研究空間、有人設計閱覽空間。關鍵成功因素乃是盡可能將利害關係人融入在設計的

過程中，即便 後設計出的結果並不會完全反映所有人的意見，但這仍然非常重要，因為這

給予了一種「所有權」（ownership）感。另一個要件則是時間規劃，新圖書館如期地於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期間開幕，成為設計之都的旗艦計畫之一。此外，Riquelme 設計師也以開放

圖書館空間為例指出，社會設計師的工作便是研究如何將圖書館的餘裕空間開放讓小型企業

使用，當作是會議、會面或文書處理之處。 

另外，Riquelme 設計師也提到了 Espoo 市民服務中心的案例。城市設計師是在 Espoo 市

民服務中心計畫執行一半時方介入，所有建築設計和空間配置、工作人員的分工等皆已確定。

社會設計師的工作是在找出運作程序中還有哪些可以運用設計改進的地方，不去質疑專案的

缺點，而是站在使用者之觀點給予改良建議。該專案的宗旨是將一些既有的市民服務項目統

整在一起，所以需要改變執行者的思考，亦即大家的服務對象和項目沒有彼此之分。 

（4）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挑戰： 

A. 設計思考和服務設計概念之溝通：Aalto 總監指出了設計思考和服務設計此等抽象概

念在與一般民眾溝通上的困難。她說：「即便芬蘭以設計聞名，但一般民眾對於設計之觀點仍

停留在有形的產品設計（如 Iittala 的玻璃杯）上。因此在 2012 年時同樣面對難以將世界設計

之都的關鍵宗旨傳達給民眾，當我們推出「將設計嵌入生活」（embedding design in life），民

眾並無法確切了解和接受這樣的設計思考。一直到 2012 年約 9 月時，多數民眾才開始了解世

界設計之都的焦點並非在設計一項新產品，而是將設計思考帶入一個新的領域，亦即服務設

計。並非僅侷限於 Artek 和 Iittala 等設計知名品牌，而是將設計提升到更高的策略層級，讓政

府部門、讓各類中心型產業認知到使用者導向設計的價值。」Aalto 說道：「回顧過去 4 年，

的確有很大的轉變，現在大家都在談服務設計、社會設計。這些無疑因為 2012 年世界設計之

都和承繼計畫的影響。」 

B. 時程與官僚體系：當 Riquelme 城市設計師提到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瓶頸與困難時，

他認為時程過短乃是 主要的挑戰。整個期程只有約兩年，從選取專案、獲得補助、溝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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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到執行需要很長的時間。另外一項挑戰則是難以確保在整個計畫結束後，這些專案是否還

得以永續發展，他期盼未來的「設計實驗室」計畫仍能持續這些專案。除了特定的專案計畫

之外，設計驅動城市計畫還有 20-30 個小型專案，性質則像是諮詢性質，而這些小型計畫往

往無法持續下去。 後，官僚作風也是面臨的另一項難題，官僚體制讓一些專案的進程非常

地緩慢。 

C. 領導與授權：Riquelme 城市設計師也指出，由於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無前例可循，所以

一開始時並沒有清楚的方向，而是邊走邊修正方向。在這種情況下，Riquelme 城市設計師指

出，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另一項 挑戰乃是領導與授權。在將設計導入公部門的過程中，設計

的過程並非是一個民主的程序。但社會設計的概念卻是強調向社群開放設計的程序、徵詢利

害關係人，此時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方能確保專案執行之效能。他笑著說：「在執行的 8-9 個

月過程中，我真的感覺自己好像一個社工人員，在每個專案執行時我必須跟人對談、溝通、

打開人們的心...」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已於 2015 年年底結束，且國際設計基金會之運作將終止，

取而代之的則是併入赫爾辛基市政府行政體系下之「首席設計官」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

室」計畫。Rinkineva 局長表示：「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已在 2015 年底結束，我們已經將設計在

這個城市深耕，成為城市的重要品牌，該是朝下一步邁進的時候了！」 

 

2. 「開放赫爾辛基」政策   

開放和市民參與兩項原則正運用在赫爾辛基市政府的改造過程中。此一改造仰賴市民的

投入，亦即邀請市民對於市府治理、市民參與決策和公共服務等議題進行網路集思廣益回饋。

赫爾辛基市長 Jussi Pajunen 說：「赫爾辛基在開放性政府和強化市民參與上樹立了一個很好的

典範」。他指出，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驅動了「開放赫爾辛基」（Open Helsinki）的政策，且

成為全球各地的關注焦點。現在，參與、以市民為導向、透明化決策等民主價值等已深植城

市策略之中。 

在芬蘭的市政治理上，開放市政資料供市民檢索是一種常規。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 Rinkineva 局長指出，設計導入公部門 大的一項成就乃是「開放資料」（open data）計畫。

所有市府資料皆可供市民無償取用，以確保施政之效率與透明度。2012 世界設計之都加速了

這項計畫的落實，也成為「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承繼計畫的重要一環。赫爾

辛基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城市競爭科專員 Mänttäri 則表示，開放資料計畫可追溯至十年前，赫

爾辛基市政府認知到所有市府所蒐集的資料可能對於該市的公司或市民有所幫助，故市府承

諾將開放資料讓市民得以檢索，也同時提升施政的透明度。雖然此一倡議並非導源於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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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設計之都，但卻因其而獲得強化。此外，從 2011 年起，赫爾辛基、Vantaa、Espoo、Kauniainen

等鄰近城市便始分享市政相關資訊，且透過 HRI 網站開放給所有人檢索和使用。赫爾辛基都

會區的資訊共享背後的理念是資料的開放將激發新的運用和服務，且使所有人受惠。HRI 資

料庫中已擁有超過 1,200 筆的公開統計數據，資料開放亦將促使決策的透明度與提升民主。

例如，赫爾辛基市政府也指出，因為資料的開放已減少了 1-2%的成本開支。今日，市民可更

容易地監督市府之決策，例如每筆政府的採購案、市府會議紀錄等。 

另一方面，「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是直接民主 強而有力的形式，赫爾

辛基市政府正積極運用此策略來賦權給市民。 經典的個案是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的新建工

程，市民得以表達意見，決定該計畫該如何使用 10 萬歐元的預算，並從 8 項市民倡議的未來

圖書館服務計畫中選取 4 項來執行。另外，青年局也利用參與式預算的原則來決定青年中心

的預算使用。 

 

3. 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都」榮銜（2014 年） 

繼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後，為強化設計作為城市品牌，赫爾辛基市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以下稱 Unesco）提交了申請書，並於 2014 年獲頒為「創意城市網絡」（Creative Cities 

Network）中「設計之都」（City of Design）的榮銜，乃為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重要承繼規

劃之一。赫爾辛基市長 Jussi Pajunen 表示：「成為創意城市網絡的一員，有助於鞏固赫爾辛基

在全球創意城市中的地位。我們相當榮幸能夠獲此認可，Unesco 的指名對赫爾辛基及芬蘭的

設計傳統與設計之都該年，都是非常好的延續。」 

Unesco 創意城市網絡支持全球城市間的相互合作及交流，網絡中的成員均認同創意部門

的專業知識為都市永續發展創造的附加價值。目前包含來自 54 個會員國的 116 個城市，其中

22 個被指名為設計之都的網絡，包含北京、上海、深圳、神戶、名古屋、蒙特婁、柏林、畢

爾包、布宜諾斯艾利斯、Saint-Etienne、Curitiba、Dundee、Graz、2008 世界設計之都杜林、

2010 世界設計之都首爾和 2012 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等，關鍵主題即為設計與其在都市發

展上之運用。 

長久以來，赫爾辛基的策略為致力於促進並落實設計。設計相關的知識被視為一種改革

的能量，有助於發展城市的運作，並使其更具使用者導向；設計同樣也成為企業日益重要的

競爭力。在對 Unesco 提交的申請裡，赫爾辛基聚焦於透過設計，使之發展為更好的城市。對

赫爾辛基來說，設計的觀點是創造開放城市的一環。而赫爾辛基以設計之都加入創意城市網

絡，將創造該城市提升使用創意模式與設計能力之可能性。Rinkineva 局長表示，芬蘭多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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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設計聞名遐邇，但在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時，我們開始思考設計的新方向，如何在未來藉

由設計提供居民更好的公共服務，亦即社會設計概念的落實。因此在設計之都的城市定位上，

赫爾辛基也與其餘像是柏林、蒙特婁等城市不同。赫爾辛基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Pietiläine 專員

指出，赫爾辛基將自身定位為將公共服務設計，有別於其他傳統設計領域，例如商品設計。 

而加入 Unesco 創意城市網路之承繼規劃也與上述之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和開放赫爾辛基

政策緊密相關。一方面，作為設計之都，赫爾辛基期盼利用設計來提升城市生活、創造一個

更好的城市。赫爾辛基運用設計師的創意，針對人民需求想像創新的途徑；且期望能將公共

服務設計之經驗與其他城市分享。Aalto 總監即肯定地表示：「其他城市均讚賞赫爾辛基能夠

在城市發展的不同面相中，帶出設計之意義，而赫爾辛基也在城市間創造出豐富的對話。」

另一方面，對於赫爾辛基而言，設計也是一種建立開放城市的策略手段。公共資訊的公開將

提升市民對於居住環境的了解，進而讓市民更為融入城市的生活，且讓設計師得以利用此等

資訊來創造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服務。公開市府採購與決策之資訊，也能提升行政的透明度。 

除了設計導入公共服務之外，赫爾辛基也致力於以設計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手段。經濟發

展局 Rinkineva 局長即表示：「赫爾辛基希望能夠參與不同產業間加速合作的環節，如科技與

設計的整合，以創造更多國際間的成功案例。」 

 

4. 首席設計官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2016-2018 年）   

首席設計官（Chief Design Officer）之選任乃是繼「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後，赫爾辛基所

推出為期兩年半的承繼計畫。因應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所成立之國際設計基金會已解散，取

而代之的則是直屬於市長辦公室的首席設計官。此外「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乃

是與首席設計官同時提出的新承繼計畫，赫爾辛基實驗室是使設計知識、數位化和互動成為

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實驗室將設在市政廳一樓，為一開放空間，民眾可以自由參觀

相關的展覽和工作坊。 

然而，為何會有首席設計官的構思呢？首先，首席設計官一職的設立旨在利用設計知識

和執行實驗的文化，將延續從 2005 年便開展的以服務設計為基礎的發展方向。Rinkineva 局

長指出，此舉乃是向外界宣示市政府將設計導入公共服務的決心，也讓市民得以明瞭設計之

影響與功能。其次，首席設計官的角色也包含了強化赫爾辛基作為國際設計之都的形象，和

發展國際設計網絡。Rinkineva 局長指出，首席設計官之選任除了繼續落實設計導入公部門的

理念之外，亦被視為是城市品牌化的策略之一，因為赫爾辛基乃是全球第一個提出首席設計

官概念的城市，此舉將有助於提升城市的國際知名度。第三，目前赫爾辛基市政府共有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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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局處、4 萬餘名員工，是芬蘭 大的聘僱組織，在未來兩年內將進行組織重整之大工程，

而首席設計官也將在此進程中協助市長，運用設計思考來讓組織重整得以順利完成。首席設

計官的功能不僅只是關於設計，而是運用設計來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城市。簡而言之，首席設

計官的功能是使以用戶為導向的思考成為所有活動的一部分，並扮演了三個角色：設計的專

業人員、城市品牌的強化者，和解決未來問題者。 

倡議發起人國際設計基金會秘書長 Tiina-Kaisa Laakso-Liukkonen 女士表示，有別於世界

設計之都和設計驅動城市計畫，首席設計官之計畫回歸到市府內部行政架構下運作。Aalto 總

監指出，首席設計官一職直屬於市長辦公室，在市府行政體系之 上層，故將有極高的運籌

權限和可有效地發揮功能。首席設計官主要目的是協助公部門以設計找到解決問題的新方

法，扮演著像是樂團指揮的角色。就資金來源而言，國際設計基金會乃由包含赫爾辛基在內

的五個城市和中央政府共同出資，而首席設計官未來將由赫爾辛基是政府單獨出資補助其工

作。首席設計官之選任已於 2016 年 7 月中旬公布結果，由 Aalto 大學國際設計商業管理

（International Design Business Management） 學程主任 Anne Stenros 博士雀屏中選，成為赫

爾辛基市的第一個首席設計官，並從 2016 年 9 月起就任，任期至 2018 年年底止。首席設計

官將負責引領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該計畫旨在強化使用者的了解和實驗的文化，試圖將設

計知識與共同設計之理念深植於都市發展之中。首席設計官將下轄兩名設計專家，並由 10-15

名各局處的專業人士協助，推行實驗室之工作與專案。 

 

（三）認知之承繼與關鍵成功因素 

1. 認知之承繼 

Alto 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榮譽教授 Yrjo Sotamma 認為，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之承繼包含

了以下四個層面： 

• 提升了人們、企業、城市和國際對於設計重要性和效益的認知。雖然這個層面是所

有宣傳型大型活動的共通點，但 Sotamma 教授認為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在此點上尤其成功。 

• 與第一個層面習習相關，提升了市民和企業對於設計的重視，進而將增加設計師的

機會和創造效益。 

• 廣化人們對於設計的了解。一般人對於設計的了解有限，且可能是非常傳統的，亦

即認為設計就是產品、有型物體的設計。Sotamma 教授說，設計並非設計師們關在象牙塔裡

做的事，而是跟人們一同創造的。 

• 第四個是國際層面，亦即推廣芬蘭作為設計先驅國的國家品牌，並與其他城市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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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 

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對於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 深遠的長期影響表達了主觀看法，依據

訪談結果， 主要的認知承繼可包含以下五個構面： 

（1）設計導入公部門：Rinkineva 局長、Mänttäri 專員、Pietiläine 專員、Aalto 總監等人

皆一致認為 2012 年 主要的承繼乃是設計導入公部門，以及赫爾辛基如何日益運用設計，無

論是設計方法、思考或教育。 

首先，設計驅動城市之公關總監 Laura Aalto 解釋了設計思考在赫爾辛基城市組織內的意

義為何：「首先，設計思考意味著所有的市府人員均共享顧客─也就是市民，同時他們也在尋

求了解顧客的需求及期望。再者，在共同設計的原則之下，服務的規劃會將市民納入考量，

就如同赫爾辛基中央圖書館的計畫一樣。第三，城市也採取實驗性的文化，像青年部即為青

年無家的情況找尋解決方案。 後，城市透過視覺化之方法以處理複雜的議題。上述四個途

徑皆因人性化導向這項因素而結合在一起，設計思考使都市的行政單位能夠聽見人們的聲

音。」 

Rinkineva 局長則表示，經濟發展局是一個很大的部門，世界設計之都主題年只改造了這

艘大船很小的一部份。如何讓我們從市民的角度重新思考，並據此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這

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但因為有了 2012 年的世界設計之都和爾後的承繼計畫，我們看到了

過去幾年來的轉變。原因在於我們約有 50 人，在市府行政核心裡推動設計導入公共服務一

事，於是乎我們能夠改變其他人的思考、加速設計導入公部門的運動。她並且以醫療服務為

例，說明居民的生活品質如何受到影響。她指出，如果藉由服務設計能縮短候診時間或減少

去醫療中心的造訪人數，便能對於居民生活品質造成正面影響。她說：「我們的確在城市愈來

愈多的層面運用設計，而許多計畫皆始於 2012 年。如果沒有世界設計之都，或許這些改變依

然會發生，但必然不會像現在一樣的迅速。」 

Mänttäri 專員則表示，芬蘭設計經驗的創新是藉由將設計融入到公共行政，以改善公共

服務。設計思考正在幫助城市的青年、社會及文化方面之服務。同樣的道理也能應用在城市

的智慧思考上─數位技術如何將赫爾辛基轉化為智慧、潔淨的城市。Pietiläine 專員亦認為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 深遠的影響，應該是市府官員和同仁更加了解設計，和設計能如何幫助市

民和市府之行政工作。 

（2）服務設計與設計思考：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核心之一乃是「服務設計」（service 

design），Rinkineva 局長認為，雖然該理念的推廣進程並非十分迅速，且影響層面仍有限，但

她相信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確起了催化劑的角色。但設計思考之推廣需要時間，這也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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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計畫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她以大學設計教育為例，指出欲從傳統設計教學，亦即產品

設計，推廣至服務設計即是一項耗時之工作。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公關總監 Laura Aalto 則表

示：「城市應該被使用，而非僅限於觀看。這也是為何我們必須透過了解使用者來設計城市，

如此一來，城市就能夠支持，而非妨礙我們的日常需求。服務設計的方法已經被運用在找尋

新形態的、使用者導向的解決方案。」 

此外，Aalto 總監認為，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 為深遠的影響乃是「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她認為世界設計之都是一項非常未來性的計畫，且讓世人了解設計不僅侷限於有

形物品的設計，而是一種思考的方式，而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具體呈現了設計思考的內涵。

持續與赫爾辛基設計週合作，讓設計思考的概念可在設計週中宣揚。雖然設計的概念在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時是以專案計畫的方式呈現，但如今設計已成為赫爾辛基的 DNA。此外，赫

爾辛基商業中心總裁 Marja-Liisa Niinikoski 女士則表示，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對於一般產業

大的影響應該是服務設計思考的導入。她認為當地有愈來愈多的公司開始將服務設計導

入，以提升服務品質。 

（3）城市意象的提升：Rinkineva 局長表示，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當年高度的國際媒體

曝光度無疑成為城市品牌化的 佳利器，也成為 永續的影響之一。芬蘭向來以設計聞名國

際，但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無疑強化了赫爾辛基作為設計之都的品牌知名度。不過，多數受

訪者對於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對觀光成長的影響持保留態度。Rinkineva 局長認為，2012 年

世界設計之都當年的確造就了遊客人數之提升，但近年來赫爾辛基觀光之成長不盡然是拜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所賜。當然媒體報導的大幅提升有助於提升赫爾辛基的旅遊知名度，但

遊客動機往往是多元的，吾人很難推斷「設計」乃是主因。她舉例說，雖然赫爾辛基或芬蘭

以設計廣為人知，但卻很難斷言設計是遊客來訪的主因。易言之，設計是赫爾辛基的一項重

要品牌，但卻不是唯一的。 

赫爾辛基設計園區執行總監 Minna Särelä 女士則指出，就設計園區而言， 大的效益或

許是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提升了園區對於國際旅客的能見度。至於是否因為 2012 年世界設

計之都而提升了觀光人數，Särelä 總監則認為難以做如此的推論，因為有太多因素影響遊客

人數的高低。充其量可以斷言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認可了設計乃是赫爾辛基城市發展觀光時

的重要元素，而設計園區又在這個元素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同樣地，赫爾辛基設計博物

館贊助與募款組組長 Piia Lehtinen 表示，2012 年當年大幅的國際媒體報導為一助長觀光人數

提升的要件，但並非是全然的因素。雖然芬蘭的設計舉世聞名，來赫爾辛基的旅客也有很高

的比例會造訪設計博物館，但很難如此就斷言，設計乃是遊客來訪的決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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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多數受訪者就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對於觀光發展之長期影響持保留態度，但

Rinkineva 局長仍表示，赫爾辛基正以設計作為推廣觀光的一項策略。所採行的策略包含在官

網和旅遊手冊中突顯設計相關活動和景點，包含設計週、設計園區、設計博物館等。並且以

每年 9 月定期舉辦之「赫爾辛基設計週」（Helsinki Design Week）作為旗艦活動，而該活動也

日趨國際化。 

（4）夥伴關係之強化：赫爾辛基設計週的總監和創辦人 Kari Korkman 指出，2012 年世

界設計之都除了為設計週創造新的顧客群之外，亦強化了設計週與市府和其他機構（例如大

學和博物館）的合作，並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赫爾辛基市政府城市行銷處 Pietiläine 專員表

示，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強化了市府與赫爾辛基設計週的夥伴關係。兩單位長期以來都有密

切的公私夥伴關係，但就在兩個月前，市府與赫爾辛基設計週簽署了為期三年的夥伴合約，

以期將設計週作為年度設計重點活動和城市品牌化的主要途徑之一。 

Korkman 總監進一步地闡述此種公私夥伴關係所帶來的效益。他說：「總是需要有人幫忙

揮舞旗幟，持續地告訴觀眾、告訴全世界，赫爾辛基乃是設計之都，這是赫爾辛基的一個永

久意象。」赫爾辛基設計週乃是北歐 大的設計活動，如果沒有設計週作為承繼，2012 年的

投資可能會受到市民的質疑。此外，當年當市府在競標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時，每年舉辦的

設計週無疑也是赫爾辛基得以獲選的主因之一。總結來說，起源於 2005 年的赫爾辛基設計

週，對於獲選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和 2014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都榮銜起了推波助瀾

的功效。而後者又進而促進了設計週日後的蓬勃發展。目前 Korkman 總監正聯合全球各地的

設計之都宣揚「世界設計週」（World Design Weeks）之網絡，目前共有赫爾辛基、巴塞隆那、

紐約、舊金山、墨西哥市、首爾、東京和北京等城市。Sotamma 教授在談及赫爾辛基設計週

和世界設計之都承繼的關聯時亦指出，Korkman 總監非常成功地善用世界設計之都來建立國

際網絡。 

就設計博物館來說，為了推廣服務設計之理念，在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結束後，設計博

物館於 2013 和 2014 年提供了企業界一個非營利性質的平臺，提升業者對於設計概念之了解、

與設計師交流、建立網絡等。這並非是博物館的傳統角色，也與設計博物館向來強調實品設

計的走向不同，Lehtinen 組長認為這是世界設計之都的主要和創新的承繼。 

不過，赫爾辛基設計園區的執行總監 Minna Särelä 女士卻認為，雖然 2012 年世界設計之

都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並非所有的效益皆可全然歸因於當年活動。例如，商家間的夥伴關

係、與市府的補助關係等皆是在 2012 年以前便建立的基礎。她認為，所有設計園區內的網絡、

夥伴關係都在 2012 年以前奠定好基礎，而在申辦時成為赫爾辛基成為設計之都的主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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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也並未使設計園區有更多設計相關活動，許多年度活動的排定都

是在 2012 年前就存在的。 

（5）設計政策之擬定： 後，赫爾辛基市政府正在制定之以設計為主軸的三大發展方向。

此一中長期的策略規劃無疑受到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和其承繼計畫的影響。赫爾辛基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城市競爭部門專員 Anu Mänttäri 女士闡述了現階段赫爾辛基設計政策的三大方

向，包含：（1）公部門導入設計；（2）以設計作為城市品牌化的策略；和（3）以設計促進產

業發展。其中設計產業的扶持可謂赫爾辛基市政府新投入的焦點。Rinkineva 局長認為，在過

去這些年來以設計為主導的城市品牌化進程中，設計理念的運用、新就業機會的提供和新的

設計思考方向等，無疑已深植至城市發展中。Aalto 總監表示，未來的施政目標之一則是讓赫

爾辛基的中小型企業了解設計的價值，藉以提升產業競爭力。 

 

2. 關鍵成功因素 

後，在歸結受訪者的意見後，本研究整理出三項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和其後的承繼計

畫之所以能成功推行的三項關鍵成功因素： 

（1）領導與遠見：Rinkineva 局長、Aalto 總監、Mänttäri 專員等受訪者一致認為市長 Jussi 

Pajunen 先生功不可沒。Rinkineva 局長說：「市長是個有遠見、睿智的領導者，我個人非常尊

崇他。」Pajunen 市長以市長辦公室為首推動以設計改造公部門的計畫，並有效地讓各局處共

同戮力以赴、朝一致的目標邁進。由於是由市長辦公室直接推動與監督，並由核心局處─經

濟發展局（註：赫爾辛基市政府有三個核心局處）負責執行。Rinkineva 局長舉例，如果市長

將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和承繼計畫的推動委由文化局全權辦理，那麼其他局處必然會認定其

乃文化局一個局處的專案。Pajunen 局長除了非常重視文化相關業務之推動外，更相信「設計」

會帶動整個城市的發展，且將造就可觀的經濟影響。在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當年活動的推動

方面，乃是由文化局和經濟發展局兩大局處共同推動，但承繼計畫則主要由經濟發展局負責，

因為著眼點乃是設計對於城市經濟發展之長足貢獻。Aalto 總監則認為，Pajunen 市長在整個

世界設計之都與承繼計畫的推動上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市長認為世界設計之都給了赫爾

辛基市政府一個「藉口」，去用不同的方式來做事，一種實驗的精神。而設計驅動城市則是另

一個藉口，給予市府公務員一個延續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實驗精神的藉口。Mänttäri 專員指

出，關鍵成功因素乃是市長的領導和決心，就像是給了一個嘗試改變的「特許」一般。事實

上，市府內部一直有許多思考創新的公務員，但市長的特許彷彿像是一劑強心針，支持所有

創新的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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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Pajunen 市長之外，Aalto 總監亦指出，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幕後主要推手乃是國際

設計基金會的秘書長 Tiina-Kaisa Laakso-Liukkonen 女士，一個非常有遠見和執行意志的主

管。Laakso-Liukkonen 秘書長早在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仍未結束前便向市府提出了承繼計畫

的倡議，但一直拖延到 2013 年夏天在正式獲得批准。事實上，首席設計官和其他的策略規劃

也多是 Laakso-Liukkonen 秘書長的構思。 

（2）時機：Alto 大學的 Sotamma 教授認為，在申辦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前，赫爾辛基

已經經歷了很長的一段設計發展，如果活動是辦在 2008 或 2010 年或許就不會那麼成功。換

句話說，在正確的時間點舉辦大型活動將影響活動的整體成效和影響。此外，Sotamma 教授

表示，許多城市將世界設計之都視為一次性的推廣型活動，而非將其視為「起點」或長期變

革過程的一部份。事實上，主辦城市需要有前瞻性，要思考未來 2 年、5 年，甚至 10 年，且

準備好活動的後續計畫。由於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主要目的是廣化人民對於設計的了解和

在社會各個層面運用設計，故需要許多年的時間方能實現。從赫爾辛基的案例，我想可以學

到一個經驗：「這是需要時間，無法一蹴即成的。」然而，多數政客需要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且很難對於長期規劃（無論是資源或組織）做出承諾。因此 Sotamma 教授指出：「我想前瞻

是非常重要的，做好長期的準備、一個專職的組織和資源，這樣你才能預期會發生改變。因

為這是一項大計畫，如果你想讓他有影響，就必須要大格局的思考。」 

（3） 溝通：Laakso-Liukkonen 秘書長表示，長久以來，設計指的是產品與建築的設計，

但如今設計被廣泛地定義為成就更好城市的策略。設計雖可被用以創造一個全新、更佳的解

決方案以滿足社會的需求，但服務設計、社會設計、設計思考等新概念較難為一般民眾所瞭

解和接受，因此良好的溝通策略便成為關鍵成功因素之一。Aalto 總監指出，「赫爾辛基設計

故事」（Design Stories from Helsinki）乃是一項非常有效的溝通策略。由於設計驅動城市之焦

點在於公部門，如果僅是推動少數專案計畫，民眾的知曉程度勢必非常低。因此在約 2015 年

初，決定藉由網路宣傳的方式，設立「赫爾辛基設計故事」的網站與電子刊物。基金會邀請

了專業記者來仔細地審視了執行的專案，並以一般民眾的觀點來撰寫一系列的設計故事，亦

即針對那些對於設計不甚了解或不了解設計的潛在功能者。此一由國際設計基金會負責執

行，並獲得市府經濟發展局城市行銷處協助之專案獲得了意外的正面效應。未來，在基金會

解散後，將由市府經濟發展局接手執行。 

 

（四）小結 

此影響評估計畫除了針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計畫進行不同構面之影響外，亦針對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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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世界設計之都進行「承繼」（legacy）研究，並選擇有 完善「承繼計畫」（legacy plan）之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進行移地研究，並針對 12 名關鍵人物進行深入訪談。本章呈

現了：（1）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的承繼規劃；和（2）赫爾辛基主要利害關係人之

認知承繼與關鍵成功因素等兩部分。其中，承繼規劃主要包含「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計畫（2013-2015 年）、「開放赫爾辛基」（Open Helsinki）政策、2014 年獲頒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創意城市網路」（Creative Cities Network）「設計之都」（City of Design）之榮銜，

和「首席設計官」（Chief Design Officer）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計畫

（2016-2018）。 

就承繼之規劃而言，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乃是赫爾辛基 主要的承繼計畫。該計畫緣起於

國際設計基金會向赫爾辛基市政府之提案，希望延續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精神，

並在公共政策的規劃裡發展設計思考與專業知識。別於 2012 世界設計之都以設計作為年度

主題，並為大眾舉辦豐富的開放性活動，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宗旨為透過設計方法來發展城

市，並使公共部門及設計領域有更緊密的結合。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公開徵選出三位城市設計

師，城市設計師旨在為都市提供了運用設計的專業，並協助設計部門了解公共部門之需求。

在有限的財力和人力資源下，設計驅動城市計畫重點選取一些具代表性、且確定執行或興建

之專案，以期將設計思考融入，提升專案執行之效能。此外，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目的在

於提升赫爾辛基的國際知名度，因此從各個層面推廣設計的理念。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採

取截然不同的策略，重點在於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而 成功之案例則包含了：無殼蝸牛媒合

計畫、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Espoo 市民服務中心等。即便成功地執行，但設計驅動城市計

畫也面臨了三大挑戰，亦即：（1）設計思考和服務設計概念之溝通；（2）時程與官僚體系；（3）

領導與授權等。除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外，開放赫爾辛基政策、申請與獲頒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設計之都榮銜；和今年度新推出的首席設計官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而後者更

成為眾所矚目的創新承繼計畫，應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所成立之國際設計基金會已解散，取

而代之的則是直屬於市長辦公室的首席設計官。此外「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乃

是與首席設計官同時提出的新承繼計畫，赫爾辛基實驗室是使設計知識、數位化和互動成為

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實驗室將設在市政廳一樓，為一開放空間，民眾可以自由參觀

相關的展覽和工作坊。首席設計官一職的設立旨在利用設計知識和執行實驗的文化，將延續

從 2005 年便開展的以服務設計為基礎的發展方向。簡而言之，首席設計官的功能是使以用戶

為導向的思考成為所有活動的一部分，並扮演了三個角色：設計的專業人員、城市品牌的強

化者，和解決未來問題者。首席設計官將負責引領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該計畫旨在強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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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了解和實驗的文化，試圖將設計知識與共同設計之理念深植於都市發展之中。首席設

計官將下轄兩名設計專家，並由 10-15 名各局處的專業人士協助，推行實驗室之工作與專案。 

其次，受訪者認知之 大承繼包含五個層面： 

（1）設計導入公部門：以及赫爾辛基如何日益運用設計，無論是設計方法、思考或教育； 

（2）服務設計與設計思考：讓世人了解設計不僅侷限於有形物品的設計，而是一種思考

的方式，而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具體呈現了設計思考的內涵； 

（3）城市意象的提升：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當年高度的國際媒體曝光度無疑成為城市

品牌化的 佳利器，也成為 永續的影響之一； 

（4）夥伴關係之強化：例如，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除了為設計週創造新的顧客群之外，

亦強化了設計週與市府和其他機構（例如大學和博物館）的合作，並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 

（5）設計政策之擬定：赫爾辛基市政府正在制定之以設計為主軸的三大發展方向，包含：

公部門導入設計、以設計作為城市品牌化的策略；和以設計促進產業發展。 

而承繼計畫的關鍵成功因素則包含了： 

（1）領導與遠見：以市長辦公室為首推動以設計改造公部門的計畫，並有效地讓各局處

共同戮力以赴、朝一致的目標邁進並由核心局處經濟發展局負責執行。 

（2）時機：在正確的時間點舉辦大型活動將影響活動的整體成效和影響。由於 2012 年

世界設計之都的主要目的是廣化人民對於設計的了解和在社會各個層面運用設計，故需要許

多年的時間方能實現。 

（3）溝通：服務設計、社會設計、設計思考等新概念較難為一般民眾所瞭解和接受，因

此良好的溝通策略便成為關鍵成功因素之一，而「赫爾辛基設計故事」乃是一項非常有效的

溝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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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結果（二）：2016 WDC 台北 

（一）前言 

為了成功的擬定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影響評估報告，以及後續的「承繼計畫」（legacy plan）

的有效與否，都有賴於市府相關人員的經驗分享與理念思考。故決定進行市府相關局處的重

要相關人物訪談，焦點放在研究政策者與執行者對於設計理念的接受程度與世界設計之都執

行效度。基於此，計畫主持人赴北市府進行 6 次，每次將近一小時的深度訪談。此次進度報

告將針對北市府相關業務承辦官員進行深度訪談並完整分析。本研究結果呈現了：（1）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實質效益及成果；和（2）後續繼承計畫之建議（legancy plan）；（3）世

界設計之都 2016 關鍵成功之因素等三部分。 

 

（二）訪談分析 

本研究結果將呈現六位受訪人對於世界設計之都的看法，包含執行的經驗與未來的展

望，分為：（1）2016 年臺北設計之都的實質效益及成果；和（2）後續繼承計畫之建議（legancy 

plan） （3）世界設計之都 2016 關鍵成功因素等三部分。 

 

1.  2016 年臺北設計之都的實質效益及成果：  

（1）設計思考導入公共政策/公共服務 

七位受訪者皆一致認為 2016 世界設計之都 主要的效益乃是將設計的思考與理念導入

公部門，以及臺北市政府如何更加的運用設計，無論是在方法、思考或教育各個層面上。吳

科長表示申辦世界設計之都的宗旨為扶植臺灣的設計產業，提供設計師及學生一個展現豐沛

設計能量的國際舞臺，另一方面也帶入國外設計展覽，讓大眾參與國際事務。其次是將公務

部門導入設計思考機制，制定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城市治理施政方針來改善市民生活。首

先市府人員透過座談會，工作坊等活動結合設計師參與市容改造工程如創意街區計畫、店家

招牌設計師參與計畫與變電箱設計。 再者，在共同設計的原則之下，服務的規劃會將市民納

入考量，就如公車候車亭、站牌智能化計畫、林蔭大道、天橋、地下道計畫。第三，城市也

採取創新的實驗性政策，像青年創業辦公室優惠計畫提供年輕人創業所需的空間、資金 、技

術諮詢輔導。 後，城市透過向下扎根的教育方式培養學生創意思考以延續設計能量如設計

教育扎根計畫。上述四點說明以人為本採用設計思考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而非以政府的角度

治理市政的施政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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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視察認為 2016 世界設計之都提升政府對民意所需求的設計的重視，市府與人民「共同

工作」（co-working）， 「共同設計」（co-design），回歸以人為本的設計，市府在制定政策的

時候要有市民的參與還有設計師的參與，並非公務員把企劃都想好了而不去管民眾的需求。

先前的幾個計畫案例如公園處的公園，或者是林蔭大道，要執行這個計劃之前，先前規劃設

計案都是開了很多場的 workshop，找一些當地的居民來參加，收集他們的意見，了解民眾需

求的林蔭大道公園的大概樣貌，收集他們的意見，之後逐次開工作坊，開座談會，然後再歸

納他們的意見提供給設計團隊。 

資訊局李維斌局長則認為，世界設計之都 大的影響與成效就是服務設計要能夠落實到

施政裡面，其關鍵點是市府同仁的腦袋及心態都要考量到民眾使用的便利性。他舉出局處所

規劃的市府網站為例，闡述網站設計的介面應該站在使用者角度去思考，著重使用者經驗，

不能站在技術本位的角度，要提供民眾服務的便利性。李局長指出為規劃出一個提供便民完

善服務的市府官方網站，各市府單位的整合與溝通是極為關鍵的。他進一步強調，解決一個

議題的過程是如何促使相關人員參與整個設計流程，如何與政府跨部門的單位、廠商及使用

者不斷地溝通協調。他舉局處規劃的「智慧城市」的幾個專案，例如空氣盒子和 AR/VR 為例

來說明政府、設計師、廠商、專家及市民的共同參與設計思考，才能充分達到預期效益。此

外李局長也指出現行政府採購法確實有需改正之處。 

林崇傑局長說明產發局是一個很大的部門，世界設計之都主題年只改造了這艘航空母艦

很小的一部份。航空母艦的組織體制太龐大只能隨著時間慢慢改變，如何從市民的角度重新

思考，並據此改善公共市政的品質，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但因為有了 2016 年的世界設計

之都和先前的前導計畫，市府看到了過去幾年來的轉變。透過 2012 起為臺北市府各局處首長

所授課的設計思考系列課程，奠定公務員設計思考的基石， 打破市府內各單位本位主義，在

市府行政核心裡推動設計導入公共服務一事，於是乎改變其他同仁的思考、加速設計導入公

部門的運動，如此便能對於居民生活品質造成正面影響。 

都發局陳副總工程師則指出，臺北設計之都的理念基本上與都發局的都市設計、都市空

間規劃、社區營造相關業務規劃同質性很高，屬於都發局的軸心業務之一。在臺北市政府「開

放政府」的核心架構之下，在處理設計公宅的議題中頻繁地與民眾做溝通。 

文化局鍾局長強調一個良好有效率的施政設計:「第一個就是不同行政部門的整合，再來

是不同專業的整合，以及不同市民需求的整合，所以是多重的整合」。他表示赫爾辛基的成功

經驗與臺北案例存在著兩地社會體系背景，文化性、歷史階段、設計資源…等眾多不同的差

異點，當然赫爾辛基的成功典範值得臺北學習與借鏡。鍾局長指出此次臺北設計之都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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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粉絲專頁統計數字達到近 300 萬人次，Youtube 點擊也將近 200 萬人次，然而由參訪人數

之數據分析，年齡層分佈在 25-35 歲為 大群組，次群組為 18-24 歲。這些數據說明了參與

設計之都活動大都是年輕人，而傳統的民意調查觸及不到這些使用網路媒體的年輕族群，這

顯示市調有偏頗與局限之處，同時這些族群也非熱衷參與政治生活。當積極參與設計活動的

族群無法影響政治決策者或提供意見參考值時，在制訂這些政策的市府官員或公務人員就會

與民眾需求的設計產生認知上的落差。他陳述未來要制定城市治理的設計政策及執行之前，

需要與市府同仁們溝通一個重要的觀念：「實施設計之前，必須要思考該如何設計不同領域、

不同專業、不同社群、不同世代的對話」。若欠缺好的對話設計，這個設計政策在城市治理的

延續性上會出現困難度。 

 

（2）推廣「社會設計」、「服務設計」的設計思考 

吳科長解釋了設計思考在臺北市府組織內的意義為何：「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規劃理念，現

階段使用者為中心似乎成為一個口號，並沒有在政府採購法中考量到這一點，當這個理念落

實到法規面的時候，才能代表政府接受了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規劃理念，即是設計規劃前先參

照當地的居民或使用者想法，但這步驟沒有規範在政府採購法則裡面，應該宣傳的是這樣一

個設計理念，並非去宣傳活動。這才是設計哲學會影響到公部門的施政的一種方式，其實只

是一個思考邏輯的改變。」。 

2016 臺北年世界設計之都的核心之一乃是「社會設計」（Social design），吳科長認為臺灣

的設計師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參與一些設計社群，國際社群，開始關心起其他國家所面臨

的設計問題，他們所面臨的社會問題，看能不能給予臺北市府人員看法及建議。無論是國內

外也許有跟臺北市府有相近的問題，讓臺北市府訓練出來的這一些文創業者或者是設計師，

去為這些城市服務。 

蕭視察進一步指出，設計不止是只有設計商品，也是要針對一些社會上面對的議題，然

後由設計師提出一些解決方案，所以自 2013 年開始承辦的設計城市展，異於以往的設計博覽

會，由設計師收集了很多臺灣本地，或者是其他城市的一些社會設計的案子，不是去設計商

品，而是他們去一些可能比較落後的國家，然後看到他們的生活很不方便，提出解決問題使

生活更美好的方案。例如 2016 年三月舉辦的世界設計影響力大獎獲獎的設計團隊 Architecture 

&Vision 公司所提出的 Warka Water 計畫，針對水資源匱乏的非洲國家，創建一套可以收集一

天雨水、霧氣、露水的集水裝置，達到一天 100 公升的安全飲用水量。此外她也提到公車智

能化計畫，讓公車站牌有公車進站時間，是一項符合使用者便利的社會設計。雖然社會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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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推廣進程並非十分迅速，且影響層面仍有限，但她相信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確起了

催化劑的角色。但設計思考之推廣需要時間，這也是承繼計畫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 

設計之都執行長吳漢中則表示，2016 臺北設計之都的意涵不僅是一個活動的結束，儘管

主活動設計展及系列設計論壇皆已完滿閉幕，對臺灣來說，更是設計觀念的萌芽，城市美學

的啟蒙與設計思考運動導入公眾服務的開端，藉此讓政府正視設計產業的扶植，以及藉著設

計來解決社會上的議題。2016 世界設計之都規劃了幾個社會設計作為拋磚引玉的範例，「設

計進站:航空站放好設計」:結合桃園國際機場放置 27 件具有臺灣精神代表性的設計商品於行

李轉盤上，讓國內外人士看見臺灣豐沛的設計能量。「設計進站:改造捷運空間」:年輕設計師

們於捷運站裡，車廂內外，發揮創造力及想像力，藉著插畫，活潑的色彩及圖形來展現新世

代的想法與文化，改造原本標語式沉悶的告示牌。還有老舊公園的改造，像是「兒童志氣公

園」及「市民秋千公園」， 以 open call 的方式讓西班牙的都市酵母設計團隊加入參與設計，

本著廢棄物再利用的環保理念，讓原本罐頭式的公園遊具成為創意又環保的遊憩新天地。而

這些成功的案例只是開端，希望灑下設計的種子，期待它開花結果。 

此外，產發處林局長認為，「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設計之都的成效亮點之一。

對於產發局在政策決策過程中，林局長要求所有同仁把自己放到一個全球的角度，不要只看

待自己單一的部門，必須用跨局處的部分去看待，然後以國際化的視野去思考架構體系。例

如雖然臺北美食聞名於世，但要推廣臺北成為國際美食之都，首先要先深層的去探究各種小

吃的背景文化底蘊，必需要建構一個新的產業文化，制訂體系制度規範。 

都發局陳副總工程師則認為世界設計之都關注的社會設計及服務設計議題，在都發局所

執行的公共住宅的設計業務，已實踐世界設計之都呼應的精神。先前市府所規劃的公共住宅

的用意是中繼住宅，提供一些都更過程中造成生活不便的居民的臨時住所。現今市府公共住

宅的規劃中涵蓋社會設計及服務設計的機能，例如托嬰托兒或者是常照中心的設施等，所以

必須和周邊的居民相結合，與關注本議題的群體經由不斷的溝通協調達成目標。 

就資訊局而言，李局長認為設計思考的改變，影響資訊局同仁在系統設計上思考更為多

元及全面。設計思考不只是局處合作，還要把被服務的對象一起拉進來一同參與設計的流程。

他舉空氣盒子這個案例說明，因資訊局規畫智慧城市的專案，其中空氣品質是大家所重視的

議題，參與環境教育的設計對象包含:空氣品質感應監測器廠商、工研院、環保局、教育局、

國小教師及民間的環保團體等，一共在臺北、新北、桃園、臺中、臺南、高雄六都及越南、

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送出 300 顆監測空氣品質感應器，還到美國去發表成果，這是設計

之都的成功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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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設計思考，文化局鍾局長論述公部門如何去理解設計對於市政、對於市民服務的需

求時，須從整合行政設計及市民生活的設計開始，這必需要依賴各類專家的專業來輔助。首

先，要加強公務員對於設計的認同感與了解其必要性，鍾局長進一步指出:「第一個就是讓他

們理解設計不是弄得好看而已，設計是一個深刻關於社會生活的哲學面的認知到我們如何面

對新的工業發展所帶出來各種工藝的變化，如何整合這些變化讓我們的市政創造新的介面跟

可能。第二點是傳統行政的設計是保證你不要相互往來，我們如何讓不同的單位可以進來共

同設計之餘，我們恐怕要想的是我們的對話設計有沒有辦法創造出一種互為主體的認識。就

是說我們共同參與這個設計的業務，不是你來幫我們文化局的忙，是我們也幫你的忙。而且

你從學習到政策的執行到 重要的管考你都有」。 再者，他主張市府在參與市民生活的設計

整合過程中，必須有更多社會學者、公共行政學者及當地不同層級的政治人物的專業協助，

來啟動一個屬於城市的公民美學運動。他表示:「也許我們在明年我們可以邀請更多的臺灣各

個領域的社區總體營造的專家或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人來跟我們一起討論設計如何進入市場、

設計如何進入社區」。 

 

（3） 提升城市形象 

吳科長闡述臺北設計之都這個概念，他期望臺北能肩負起作為設計城市網絡的一個重要

的節點。市府藉著此次展覽的機會，開始引進國外會展，向外輸出臺北的設計，也開始跟世

界各地，例如 NFN 或其他的國家簽訂 MOU，建立設計交流網絡，然後以臺北為中心，以推

廣臺北的設計理念。臺北市政府對於城市意象的提升，於 2016 年推出《設計臺北》旅行推廣

手冊，共分為「選物潮」、「觀建築」、「老房子」、「原味覺」、「玩手作」與「泊設計」等 6 大

主題。《設計臺北》手冊介紹臺北近 70 處設計景點，其中規劃近 12 條旅行路線，展示世界

設計之都推動成果，期望旅客能藉此領略臺北各角落呈現豐富的設計能量。 

吳科長表示文創是文化觀光軸心的一環，設計又是文創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元素，所以透

過世界設計之都的舉辦，將設計變成臺北的品牌，以提升臺北文創的質量，不再只是辦手禮

等級，文創的呈現無論是設計小物，設計體驗，或工作坊，成為臺北市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光

亮點。再者他強調:「設計能改造城市的美感或實用性的一個重要元素，將觀光賦予文化體驗

能增加旅遊的深度，讓觀光客造訪臺北的街頭巷尾裡面不再只是吃吃喝喝，藉著文創小物，

或者是設計精品聚落，豐富臺北城市整個巷弄文化，來提升臺北文化觀光的一個概念。臺北

市政府在構想一個步行者的天堂，就是整平騎樓，讓大家都可以在很合宜的空間去步行，此

外創造一個旅行背包客的天堂，只要旅客帶著一個背包或者是行李箱，就可以在這個城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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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優游自在地去購物，或者是參加任何的文創活動、設計活動、講堂等，我們希望臺北城市

就變成是一個文化內容的輸出者。」 。 

蕭視察認為招牌的改變設計為臺北的城市形象作了一些貢獻。北門周邊的招牌計劃成為

都市的設計和廣告物的準則，之後就會開始規範全市招牌包含大小、色彩，當這個準則的訂

立之後整個廣告物就會變得比較整齊，市容就比較美化。此外捷運設計進站標誌，大眾運輸

公車進站時間智慧化標示提升便民服務，新型大開口美化環保垃圾桶，以及設計之都活動結

合觀光宣傳以吸引國際觀光客參訪。 臺北市政府在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計畫期間，規劃

了多元豐富的國際性官方活動來宣傳，將臺灣設計能量呈現在國際舞臺上，包含開幕式 101

煙火晚會，國際設計晚宴、城市網路會議、國際設計政策論壇、國際設計週論壇、以及國際

設計大展等。另預計於 2016 年 12 月 9 號舉行的「世界設計之都交接儀式」正式交辦給 2018

墨西哥世界設計之都。藉由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高度的國際媒體曝光度，無疑成為臺北城市

品牌化的 佳利器，也成為設計之都活動永續的影響之一。 

對都發局而言推動公共住宅、西區門戶計劃及公辦都更的計畫符合臺北設計之都活動，

提升臺北城市意象的理念。然而在資源分配、時程、各公務部門業務範圍管轄和預算經費的

限制之下，實際面是各局處的資源的配置及所負責專業屬性不同，都發局所要面對的困難重

重，只能掌握住大架構，而其中的執行細節分散到市府其他局處單位執行，因公務單位分工

權責太細，導致原先設計的概念與實際執行出來的設計成果落差很大。 

 

（4）扶植設計產業 

吳科長表示文化局致力扶植設計產業，與經濟部工業局之下的臺灣創意中心密切合作，

培植年輕人變成有能量的設計公司，讓實質設計產值逐漸擴大。蕭視察認為針對設計產業的

扶持面上，由政府透過挹注，以標案的形式開放松山菸廠文創園區、華山藝文中心，以及臺

灣創意中心扶植中小型設計業者發展。蕭視察進一步指出在捷運設計的案子中，文化局邀請

曾經與市府合作過的設計師共同參與重新設計捷運標語，提供年經設計師機會。 

 

（5）府內局處合作， 強化夥伴關係 

蕭視察認為，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除了吸引國內參觀者之外，亦強化了局處和其他機構

的合作，並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例如藉著設計大展與觀光局的國際宣傳活動，規劃了《設

計臺北》旅行推廣手冊，來吸引國際觀光客。 

陳副總工程師也提出市府內局處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從公共住宅的議題來看就是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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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的例子，「因為各種不同的單位，要回應民眾各種不同的問題，這牽涉到交通，牽涉到

環保，你通通都有做一個整合，這只是一個單純公宅的部分，你如果是碰到門戶計劃的時候，

那個又更複雜，興工，交通，公園，然後文化，可能還產業發展等等。」 

就產發局而言， 林局長聲明要推動產業輔導與發展，建構一個上中下游完整的體系制

度，強化夥伴關係更是扮演舉足輕重的關鍵點。以產發局處內的農業跟商業處為例，商業處

主要負責業務是美食的宣導，每年舉辦廚藝比賽，而農業發展科從事輔導綠竹筍跟山藥的產

業，之前從來沒有想過這兩個單位有何關聯性，而產發局從去年開始就把這兩個單位業務執

行串聯，針對當前在食農 關鍵的幾個議題，就在地、當季，協同產發局媒合的民間合作夥

伴，主要像晶華酒店、點水樓、欣葉臺菜、寬心園，還有一家寧夏夜市的年輕的創業的攤販，

以綠竹筍為食材設計出臺北自己的菜色，然後再把食譜開放出來，另外在廚藝比賽也開始用

自家輔導生產的的綠竹筍，鐵觀音跟包種茶，以及山藥來做出菜色。林局長表示原本是各個

部門做自己的事，現在重新整合在一起，共同對應當前的一個關鍵性的議題，就在地化、當

季食材的這個議題，順應著國際思潮，重新修正工作內容，整合起來去回應這個國際思考的

面向。  

 

2. 後續繼承計畫之建議（legancy plan） 

（1）設計政策之擬定：  

延續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的精神，臺北市政府正在制定之以設計為主軸之發展方向。臺北

市文化局吳科長闡述了現階段臺北市設計政策的三大方向，包含：（1）公部門導入設計；（2）

以設計作為城市品牌化的策略；和（3）以設計促進產業發展。其中設計教育扎根計畫、青年

創業辦公室計劃、老房子文化運動計劃、URS 計畫可謂臺北市政府新投入的焦點。 

吳科長則表示，設計教育扎根計畫是一項百年樹人的改造運動，大部分需要由教育局來

執行，因應不同年齡層的學制，配合設計師進駐校園閒置空間，規畫相對應的設計教育課程，

雖無法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看見成效，但這將會列入世界設計之都 2.0 延續規劃的一個重要

理念。 

在青年創業辦公室計劃中，產發局林局長說明該項政策產業局在 102 年成立了 co-space，

將內湖的一個展示中心，轉換成年輕人工作或創業的空間，歷經三次調整，成為青年創業的

第一里路，而且在這第一里路中可以得到很多經驗的交流，提供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接觸的

機會，建構整個在創業生態體系裡面，由一開始萌發創業想法，過程中尋找需要的指導業師，

到媒合創業夥伴的機制，之後協助籌備成立公司所需的資金，再者輔導行銷品牌，若需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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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接軌，將安排創業者出國，並安排一連串完整的體系到上市櫃，將這個體系完全架構起

來，整個投入的資金從原來的 1.4 億，增加到去年 2.7 億，資金成長 2.4 倍。在這樣的過程中

不單是運用臺北市府部門的資源，而是把中央資源拉進來，用合作的方式連接民間資源，林

局長認為這是機制的再設計，而這整個結構，就是如何讓青年的世代在這個社會中可以發展

他們的想像，不僅是一個純粹的熱情夢想，而是一個必須要紮實地去面對是不是能成為一個

可實現的商業模式，他們會被訓練培養，從這些過程中他們可以接觸到國際。 

此外，老房子文化運動及 URS 計畫更是文化局主導的都市再生模式之一，由文化局擔任

媒合平臺，第一階次已釋放出包含陽明山美軍宿舍群、臺鐵舊宿舍、錦町日式宿舍群..等 20

棟歷史古蹟建物，開放民間團體申請，進行室內裝修賦予歷史古蹟建物新生命。URS 計畫由

政府釋出臺北市閒置空間開放給文創產業者經營，成為創意豐沛的都市再生基地，已完成的

10 個 URS 計畫包含天母白屋、南港瓶蓋工廠 、玩藝工場、中山創意基地 、創作分享圈、

華山大草原、城市影像實驗室、稻舍、郊山友臺、大稻程故事工坊。  

 

（2）修正政府採購法及預算配置 

吳科長論述世界設計之都的議題吸引普羅大眾支持才是源遠流長的活水源頭，並非一直

用口號和活動來吸引，因為美麗的外表終究會被拆穿，目的藉由這樣的支持要去改變什麼?

必須要扭轉施政流程、使用者或硬體建設的一些規劃哲學，不要再用政府採購法的邏輯，規

劃設計者和得標者是不同的人，導致成效不如預期，而產生所有的爭執，希望設計以「使用

者為中心」的這套邏輯能讓規劃者、設計者真的走到現場去看，去聽當地人的心聲，真心的

為使用者解決他們所面臨到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李局長也指出現行政府採購

法確實有需改正之處。 

都發局陳副總工程師則表示除了公務部門導入設計思考的觀念革新之外，預算配置也需

因應作調整，過去市府對於各局處資源的配置都有既定預算，交通多少預算經費，建設要多

少預算經費，他建議要提升整體城市建設工程品質，就代表城市的進步。 

 

（3）繼續執行設計思考導入公務部門 

關於世界設計之都的長遠影響，產發局林局長表示在參與決策過程中，讓所有的政府的

部門，所有城市生活的人，不斷的在變動中的事情中因應調整，去創新的方式去解決我們現

有的機制。他解釋設計並非看到一個有形的事情，而是如何調整機制，基本的態度就是要不

斷尋求人類生活在城市裡的市民有更好的方式，要用更聰明有效、友善永續的方式，找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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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解決方案，這是一個未來的解答，不在於解決目前的困境，而是去尋找一個面對明天的

解決模式，傳遞這個基本精神就是世界設計之都 2.0。 

 

（4）市民的持續參與 

吳漢中執行長表示，要改變一個城市讓世界看得見，設計就扮演著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設計是一場文化的運動以及城市美學行銷，這不單只是舉辦設計展場與論壇，更深層的意義

在於將其精神延續下去，申請設計之並非真正意圖，一個城市文化運動的過程才是終極理念。

再者他指出，世界設計之都的實質效益在城市形象、設計產業、城市治理及市民參與這四個

層面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當這場運動需動員的，不僅是社區或文化工作者，而是要讓

每一個政府部門局處，每一個民間設計工作者，都體認到設計改變社會的力量。所以如何動

員市民積極參與及如何深化臺北市民對世界設計之都的認同， 是 2016 世界設計之都團隊積

極構思中的「公民社計師」方案的重點軸心。過去經由工作坊形式與市民溝通交流，團隊企

圖組織系統性的架構，第一步，藉由透過現有社區學習系統，或終身學習網絡來達成公民社

計師，讓社區中的成員藉由終身學習的自主系統，了解自己其實可以成為一個解決問題的社

會設計師。雖然現階段許多專家學者皆認為短期之內無法達成這個目標，但大家都共識「公

民社計師」的方案是應該被推行的大方向，也許還需要兩三年的時間規劃，一旦運作起來，

就有機會形成一股由下而上的改變力量。除了讓市民共同參與之外，團隊也將開放、參與的

概念引進 2016 世界設計之都，結合社會企業家的力量，提供年輕創業的社會企業家與設計師

一個對話的平臺。設計師藉由設計的理念再造，作為改變社會的媒介，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

設計實踐者。因為企業是一般市民日常生活中接觸頻繁往來的對象，若能能藉由世界設計之

都的活動而持續帶動民間企業的參與，這將會增加極大的社會效益與力量，如同競爭力大師

波特（Michael Porter）所提出的企業與社會『共創共享價值』策略，其指出當企業在營利同

時，若也能解決社會與企業的共同問題，就能為雙方創造 大的效益。當政府或世界設計之

都提出一個施政的大方向之後，還是需要社會企業或人名的共同參與，才能更具體實踐。  

 

3. 關鍵成功因素 

後，在歸結受訪者的意見後，本研究整理出兩項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之所以能成功推

行的關鍵成功因素： 

（1）領導與遠見：受訪者一致認為前市長郝龍斌先生以及現任市長柯文哲先生功不可

沒。前市長郝龍斌積極爭取臺北成為世界設計之都，並導入公務員設計思考課程，有效地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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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處共同戮力以赴、朝一致的目標邁進。柯文哲市長接任之後，除了非常重視文化相關業

務之推動外，更相信「設計」會帶動整個城市的發展，且將造就可觀的經濟影響。前臺北市

文化局長劉維公先生及謝佩霓小姐也是主要靈魂人物。  

在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活動的推動方面，乃是由文化局和觀光局兩大局處共同推動，但

承繼計畫則主要由文化局負責，因為著眼點乃是設計對於城市經濟發展之長足貢獻。蕭視察

則認為，柯市長在整個世界設計之都與承繼計畫的推動上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柯市長的

是市政治理理念是「開放政府、全民參與」。市長曾說過改變臺灣從首都開始，改變臺北從文

化開始，他希望設計不只是設計師的事，而是全民生活中的大小事，所以柯市長提出「臺北

市 50 年計畫」，廣徵年輕人來設計臺北。 

（2）溝通：受訪者一致認為良好的溝通才是奠定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石。吳科長覺得市府

各科室各有其專業本位，及自身的專業職責所在，所以因看待同一件事的角度不同，所著重

的地方和處理的方式也大為不同。因此在跨部門合作專案上必須說服各單位以使用者為中心

或者原型思考，修正既有思考，不斷地進行溝通與整合。蕭視察表示，長久以來，設計指的

是產品的設計，但如今設計被廣泛地定義為成就更好城市的策略。設計雖可被用以創造一個

全新、更加的解決方案以滿足社會的需求，但服務設計、社會設計、設計思考等新概念較難

為一般民眾所瞭解和接受，因此良好的溝通策略便成為關鍵成功因素之一。由於臺北設計之

都之焦點在於公部門，如果僅是推動少數專案計畫，民眾的知曉程度勢必非常低。因此在 2014

年決定藉由網路宣傳的方式，設立「2016 臺北設計之都」的官方宣傳網站與建立 Facebook

社交網站。臺灣創意設計中心邀請了專業記者來仔細地審視了設計專案，並以一般民眾的觀

點來撰寫一系列的設計故事，亦即那些對於設計不甚了解或不了解設計的潛在功能者。此一

由臺灣創意設計中心負責執行，並獲得市府文化局協助之專案獲得了意外的正面效應。 

此外，吳執行長反映在執行世界設計之都的系列設計活動中，遇到 大的阻力及困難點

就是與人的溝通。例如在「臺北街角遇見設計」的小招牌設計規劃中，起先民眾不了解設計

是甚麼? 也不清楚設計帶給他們實質的益處為何，所以市府與世界設計之都 2016 執行單位陪

同設計師、專家、鄰里長舉辦多場設計工作坊，說明會，與傳統市場和商圈的民眾進行溝通，

灌輸設計的理念與統一美化市容的宗旨，其目標是要讓臺北市變成宜居城市，溝通的工程是

浩大的。  

資訊局李局長則表達: 「就在我們溝通的過程中，連我們自己在公部門裡面都會遇到這

種組織架構這種不見得搞得清楚誰做什麼事情，民眾更不用說。」，他也強調關於設計之都的

後續發展「我們今天就充分做到 adaptive，其實在過程裡面就一直不斷的在做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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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場行政設計的理念革命的確要從各局處間不斷的溝通工作開始，產發局林局長指

出，赫爾辛基模式無法套用在臺北上，因為是北歐人的生活態度，才能讓他們的首長帶領各

局室同仁由上而下齊心協力，貫徹核心設計政策。他認為臺北應該要找出自己的模式，但臺

灣的公務部門或是整個社會結構，又處於傳統的體系制度架構之下，無論是教育或管理層面，

尤其在公務部門公務員的機制處於要小心，不要出錯，不要越權的氛圍中，造成不敢發表想

法和意見，若能改善這種情況，相信臺灣的政策制定與推動會越來越順利，社會越加開放與

進步。 

都發局陳副總工程師則說明，現階段的設計思考是先與民眾溝通後再去執行設計圖，這

完全符合設計之都的思考。他陳述溝通的方式，譬如社會溝通的模式有很大的改變。以前沒

有而現在開始的戶外開講，代表社會溝通的方式已經在改變，社區規劃駐點本來就在進行，

現在更強化民意的功能，以前社區規劃師可能是被動的接受民眾的，協助民眾去做一些規劃

設計然後提案，現在社區規劃師的功能被賦予到要主動跟市民做溝通。 

文化局長鍾永豐認為:「設計是一個溝通的運動，所以裡面需要許多對話的設計。」。他

進一步陳述未來要制定城市治理的設計政策及執行之前，需要與市府同仁們溝通一個重要的

觀念，即是:「實施設計之前，必須要思考該如何設計不同領域、不同專業、不同社群、不同

世代的對話」。若欠缺好的對話設計，這個設計政策在城市治理的延續性上會出現困難度。 

 

（四）小結 

1. 設計思考導入公共政策/公共服務：七位受訪者皆一致認為世界設計之都 重要的影響

力之一，乃是將設計的思考與理念導入臺北市政府各個部門，不論是局處首長或是第一線工

作人員，皆認同設計不是只是表面層次的美化設計，而是在政策的草創、制定時，就將解決

問題的設計理念融入政策，以設計的方法與思考，使公務人員在屬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上，能

夠協同各個相關單位，共同解決市民的居住、教育與就業等層面上的問題。  

2. 推廣「社會設計」、「服務設計」之設計思考：「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世界設

計之都的 重要成效之一。在政策決策的過程中，決策者必須把自己放到一個全球的角度，

不要只看待自己單一的部門，必須用全市的視野看待，面對臺北為國際化都市進行思考。其

中，設計的思考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核心思想，未來應納入政府採購法，使得行政法規跟跟市

民需求接軌，代表臺北市政府真正接受設計的精神，設計不是宣傳或是辦活動，而是設計哲

學會影響到公部門的施政邏輯。具體而言，須從整合行政設計及市民生活的設計開始。更重

要的是，成功的社會設計與服務設計必須有更多社會學者、公共行政學者及當地不同層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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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物的專業協助，來啟動一個屬於城市的公民美學運動。 

3. 提升城市形象：所有的受訪者都同意設計能改造城市的美感，進而提升城市形象。城

市的觀光客的認知會影響其文化體驗，並能增加旅遊的深度，讓觀光客造訪臺北的街頭巷尾

裡面不再只是吃吃喝喝，藉著文創小物，或者是設計精品聚落，豐富臺北城市整個城市文化，

來提升臺北文化觀光的一個概念。 

市容的意象直接牽涉的就是商業招牌，將之重新改變設計乃是臺北的城市意象提升的表

現。北門周邊的招牌計劃只是個起點，未來服務設計的思考與理念就會推行到全市招牌。此

外，捷運設計進站標誌等等，都是以設計提升城市意象的起點，而非終點。除此之外，對於

臺北市民而言，公共住宅、西區門戶計劃及公辦都更的計畫更彰顯出臺北市是以市民居住為

主的意象。  

4. 關鍵成功因素：領導與遠見是世界設計之都關鍵成功因素，結合市政治理與服務設

計；社會設計的理念，結合「開放政府、全民參與」。世界設計之都所提供的，不僅是設計的

美學，還有找尋臺北市自身的城市文化屬性，並存於現代化與后現代文化、工業化與後工業

的屬性，成功的世界設計之都，就是目前與未來的城市，是一連串市民與市府的共同哲學思

辨。 赫爾辛基的成功可以為臺北借鏡，而無法複製檢視過去臺北既有的設計資源，思考過去

臺北市的設計生活不足之處，新的政策即是利用先進的設計思考與理念，增加利民、便民、

就業與居住。因此，臺北市政府未來要解決的問題，都需要新的、設計的理念。 

5. 建議後續繼承計畫：（1）修改政府採購法，設計的思考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核心思想，

應納入政府採購法，使得行政法規跟跟市民需求接軌；（2）由副市長以上層級統籌主導承繼

政策，不僅促進跨領域的局處合作，也引領產業界跨領域的合作，避免專業本位主義，以設

計理念解決城市問題，也促進產業發展；（3）每一個公共建設均應納入設計思考，確保一定

比例經費於設計，以避免因公務單位分工權責太細，導致原先設計的概念與實際執行成果落

差過大；（4）加強市府員工與議員對於設計理念的教育訓練，使所有市府公務員能夠將服務

設計的精神融入各個政策，而議員在深入了解設計為城市服務的功能後，也會由批評轉為監

督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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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成果及績效 

（一）完成之工作項目：本計畫旨在探究節慶之承繼與承繼之規劃策略，並以 2016 臺北

世界設計之都和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作為研究個案。本計畫完成之工作項目包含： 

• 探究 2012 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與所採取的承繼規劃策略； 

• 探究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主要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劃之觀點； 

• 依據赫爾辛基經驗，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的承繼規劃提出政策建議； 

• 綜合兩個案，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之整體考量因素與模式。 

（二）對於學術研究、國家發展及其他應用方面之貢獻：科技部人文處於 102 年度「全

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跨學門整合型計畫徵求公告，並依此原則推動一系列的

專案，鼓勵學者將視野置於全球化的架構，探討、反省臺灣社會現況，期待對國家社會發展

有所助益。計畫中明確揭櫫大型國際活動之舉辦可帶來直接、間接與無形的效益。近年來雖

有不少專題計畫探討國內大型節慶活動之舉辦、影響等。然而，單純針對本土個案之研究卻

難以解決目前臺灣在籌辦大型節慶時所面臨之困境與挑戰。唯有同時兼顧歐美先進國家之成

功經驗，方能有所創新。此外，大型節慶之承繼與其規劃，在國內外仍屬於萌芽階段，此研

究亦將貢獻於此一研究之新興領域。 

另一方面，「不斷提升的城市」（Adaptive City）與「世界設計之都經驗傳承」（WDC Legacy）

是臺北市政府承辦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的兩大訴求與宗旨。此一專題研究計畫旨在協助決策

者達成這兩大目標，藉由訪談利害關係人對於承繼規劃之觀點.，以利施政單位檢討專案成

效、跨期追蹤與「不斷提昇的城市」目標的達成情形。其次，以 2012 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

作為標竿學習城市，探究芬蘭赫爾辛基之成功經驗，將有助於 2016 年世界設計之都結束後，

施政者繼續發展以設計為導向之城市發展策略。並藉由歸結大型節慶承繼規劃之整體考量因

素與模式，成爲後續世界設計之都城市和臺灣各縣市大型活動評估模式之參考典範。 

（三）對於參與之工作人員可獲之訓練：本計畫聘請之兼任研究助理，為本人所指導之

研究生，並以大型節慶作為論文主題，藉由參與此計畫，將有助於強化其對相關文獻之掌握

與瞭解。其次，在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上，計畫主持人將提供專業與持續之個別訓練。故無

論在協助兼任助理之碩士論文撰寫與研究能力，或對其未來之升學或就業方面，皆將帶來顯

著效益。 

（四）完成之研究成果及績效：本計畫預計分別針對臺北與赫爾辛基之承繼與承繼發展

策略產出 2 篇國際期刊專文，目前已完成與刊出一篇 SSCI 國際期刊（請參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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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events mean tha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events can be maintained.
Planning legacy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events. Although the
legacy of hosting major events is gaining interest among event researchers, a handful of empirical
studies tried to discuss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event sustainability and legacy planning.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herefore, to this line of enquiry. Based on the case of Helsinki as the 2012 World
Design Capital,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legacy plan of Helsinki, the perceptions of key
stakeholders regarding the legacy outcomes, the determinants of legacy planning and its challenges.
Methodologicall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research conducted using a case study. The data collected are
mainly qualitative and inductive in nature, supplemented by official documents and online resources.
The study underlines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in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bedding design
thinking, enhancing city image, reinforcing networking and the formulation of design policy are the
main legacy outcomes. Also, the experience of Helsinki illustrates that legacy planning must consider
three key factors—leadership in governance, communication with public, as well as timing and time,
so as to create more sustainable longer-term effects.

Keywords: event sustainability; event legacy; legacy planning; World Design Capital; Helsinki

1. Introduction

Today, given the major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impact on host cities, there is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cities to host major events. However, due to its ephemeral nature, events
themselves may not be sustainable. For certain events, the programs might be reduced and the
organising body might be dismantled soon after the event ends [1]. According to Holmes et al. [2],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in event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and now features as part of the
bid process for many mega-events... The idea of sustainability has permeated all aspects of society and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event development” (p. 2). Sustainability of events refers to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event activities and ensures that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the events are
sustained [1]. In this circumstance, legacy planning is a key way for guarantee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events. Edizel [3] believes that legacy planning becomes a key component of sustainable event-led
regeneration. According to Gratton and Preuss [4],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hat legacy or sustainability
of events is getting more important: (1) providing evidence to win public support; (2) justifying the
use of public resources for a temporary event; and (3) motivating other cities to bid for future events.
Many cities have shown awareness of and commitment to legacy planning; however, the issue of
securing events’ sustainability remains complex and evidence of success is still scarce.

Designated every two years by the World Design Organisation (WDO), previously known
as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ocieties of Industrial Design (ICSID), the World Design Capital
(WDC) recognizes those cities using design effectively to promote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ICSID was founded in 1957 from a group of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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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s focused on industrial design. Today ICSID is a worldwide society that promotes
better design around the world, and has since been renamed as WDO in 2017. Today, WDO includes
over 140 member organisations in more than 40 nations. Previous WDCs have included 2008 Turin,
followed by 2010 Seoul, 2012 Helsinki, 2014 Cape Town, and 2016 Taipei. Mexico City and Lille
won the titles in 2018 and 2020 respectively. Through a yearlong event plan, cities are designated to
demonstrate sustainable design-oriented urban policies and to innovate best practices for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5]. The legacy of the WDC title on citie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cent host cities.
However, legacy planning beyond the WDC year varied considerably from city to city, given the levels
of investment, especially from the public sector. In this context, the issue of legacy and sustainable
impacts is critical, especially identifying good practice in event legacy planning and delivery. Based on
the case of Helsinki as the 2012 WDC, this paper aims at addressing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discernible sustainable effects connected with WDC? (2) how can the desired legacies
be best planned and achieved? (3) what are the perceptions of key stakeholders regarding the legacy
outcomes? and (4) what are the determinants of legacy planning? The following sections review the
literature on event sustainability and legacy planning. In terms of methodology,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data were used. It is concluded by discussing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2. Legacy Planning and Event Sustainability

“Growing emphasis on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as focused greater attention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egacy of events” [6] (p. 655). Considering event sustainability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one-off nature of most major events; that is, some programs cannot be expected
to continue and the level of activities are normally lower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part from the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governance in the long-term. Furthermo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an event needs to be viewed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Several researchers,
such as [1,2], pointed out that event sustainability could be examine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such a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Fo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host cities need to
address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sustainability. For example,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s not enough if
the social or environmental aspects of an event are questioned [1].

To ensure event’s sustainability, one major strategy is to develop holistic legacy plans. Event legacy
can provide a justification for public expenditure, obtain local support, and encourage other cites to
bid for events [7]. Several scholars have attempted to define legacy, for example, [4,8–10]. One popular
definition of legacy was given by Preuss [10] as “legacy is all planned and unplanned, positive and
negative,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structures created for and by a design event that remain longer than
the event itself” (p. 211). Event legacies need to be planned, budgeted for, and worked at. They will
not happen automatically or without intervention [2]. Sustainable legacy pl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planning for any major event and needs to be specific.

Although legacy planning is apparently a key element to sustain event’s impacts, many practitioners
admit that event’s temporal nature remains a big challenge. The challenges may come from budget
run out, the evaporat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or event organising staff being redeployed to new projects
post-event. Holmes et al. [2] pointed out some strategies for successful event legacy planning. First,
the legacy plan needs to be specific, realistic, and based on sound research and planning. Second,
the event organisers need to ensure there are funds to deliver the legacy. One way is to incorporate
the legacy plan into the original plans for the event or the bid document. Third, host community
opinion and media reports need to be carefully managed as legacy plans take time to achieve their
intended outcomes. 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s therefore necessary (for example, releasing regular
positive new stories to keep the focus on the positive outcomes) so that the legacy plan won’t be
challenge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event. Fourth, a multi-theme legacy planning will have a
broader appeal to the host community and attract wider media coverage. It could also be more
effective at generating a longer-term impact. For the case of the WDC, there are some examp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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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for the future, particularly using the WDC as a platform to develop a design strategy that
would survive the year. However, holistic plans for legacy after the event are still not widespread.
In this context, research is therefore needed to investigate how a sustainable event could be achieved
by successful legacy planning.

Although the legacy of hosting major events is gaining interest among event researchers, a handful
of empirical studies tried to discuss the articulation between event sustainability and legacy planning.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herefore to this line of enquiry. For instance, Preuss [11] discussed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of mega sport events and developed a framework for a green legacy.
Gold and Gold [12] discussed the evolution of the Olympic movement’s sustainability agend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stainability and legacy, and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implementing
sustainability plans. Gaffney [13] examined the Olympic Golf project in Rio de Janeiro and explored the
factors of un-sustainable event planning. Perić et al. [14] tried to identify the organisational challenges
and analyse whether sustainable social and economic outcomes could be achieved,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small-scale winter sport events in rural Croatia. Negruşa et al. [15] addressed the perceptions
of cultural events’ sustainability by analysing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the economic, socio-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Koutrou et al. [16] explored the post-event
volunteer legacy of the London 2012 Olympic Games. Liu [17] took the 2018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Liverpool as an example to conceptuali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gacy planning and the
long-term effects 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3. Methodolog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research conducted using a case study. The data collected are mainly
qualitative in nature, including interviews and official documents, which help to yield evidence-based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imary data, as this study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perspectives of key stakeholders involved extensively in the 2012 WDC and the follow-up
legacy plan, purposive sampling was adopted with the following 12 key informants.

• Hea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Helsinki
• City Competitiveness,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Helsinki
• City Marke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Helsinki
•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DDC; Development Director, Visit Helsinki
• City Designer, DDC
• Founder/Director, Helsinki Design Week
• Executive Director, Design District Helsinki
• Head of Sponsorship, Design Museum Helsinki
• Professor Emeritus,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Aalto University
• Head of Customer Services, 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
•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Helsinki Business Hub

They are (or were) mainly based i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Helsinki,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design industries in Helsinki. The first
two are the guiding and executive bodies of the 2012 WDC and its legacy plan. The representatives of
design industries come from Helsinki Design Week, Design District Helsinki, Design Museum Helsinki,
Helsinki University, Aalto University, and Helsinki Business Hub.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rom
28 June to 15 July 2016. Each interview lasted for 47 min on average. Interview protocol was sent to the
interviewees at least two weeks before the interview to ensure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search topics.
The interview protocol was developed based on emergent theories in the literature, and questions
included: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Has there
been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design-related events? What are the key elements of legacy plann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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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2 WDC?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ooperation among design industry?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t from Helsinki in delivering the WDC effectively that might be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to other WDCs? As to the secondary data, online resources derived from City of Helsinki,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and media reports were also referred to as supplementary data.
In terms of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organised its findings into four main areas, including the content
of legacy plan, the main legacy outcomes, determinants of legacy planning. Each of these thematic
areas incorporates a series of sub-themes. In the analysis section below, the identities of respondents
were protected by pseudonyms, shown as Interviewee #1, #2 etc.

4. Helsinki as the 2012 World Design Capital

Under the WDO’s direction, the WDC Project is a biennial designation given to a city. The WDC is
not only an event, but also a city development tool, which enforces design as a strategy in transforming
the city and secures post-event legacy such as improvements in infrastructure and social-economic
conditions [18]. The WDC designation is also a city promotion project that celebrates a city having
used design as a tool to reinvent itself and to improv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life [19]. Finland
is a country with a strong design tradition. Design is simply a part of the Finnish way of life. A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strategy, Helsinki successfully held the 2000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with
several annual festivals as a long-lasting legacy [18]. The influence of design on the city’s development
was first brought up in the 2009 city strategy. The strong emphasis on design culminated in 2012,
when Helsinki was granted the designation of 2012 WDC by the ICSID. The bid not only emphasises
the reach design legacy of Helsinki—with its famous designers and products—but also presents
something new, which would also appeal to ICSID and help strengthen the WDC brand. The idea of
WDC Helsinki 2012 “Open Helsinki-Embedding design in life” extends the concept of design from
goods to services and systems [19]. One of the aims is to provide user-oriented municipal services
and to strengthe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ther objectives are to make the city
attractive, functional, and enjoyable; to create interesting, beautiful, and functional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and environment; and to provide educational services that people need [20]. To sum up, WDC in
Helsinki is not just about image but about intervening in everyday life, enhancing quality of life,
boosting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raising awareness about the use of design in all aspects of urban
development [18,21].

The key theme of the 2012 WDC is the concept of ‘Open Helsinki’ that facilitates participation and
involvement of designers and end-users in the co-creation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 make cities
better places to live [18]. The concept of an ‘open city’ highlights a new form of urban governance,
in which top-down structures are at least partly replaced by bottom-up initiatives. It relates to
popular concepts such as co-design (involving the community in designing places, products or service),
design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sign), and open
data (sharing data to promote participation and to stimulate innovation) [19]. First, co-design implies
that the demands and desires of the end-user have t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not only in designing
physical places but also in designing services [18]. Being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WDC Helsinki
2012, Pekka Timonen said in an interview: ‘a design-driven city is a user-centric city’ [22] (p. 10).
Second, the WDC 2012 improved possibilities and tools to provide design education to children
and youth in kindergarten and schools as well as through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year,
an estimated 50,000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participated in design education projects in Helsinki,
Espoo, Vantaa, Kaunianen, and Lahti. It further strengthened Finland’s status as a leading country in
design education [23]. Third, open data is literally allowing for open and free access to public data.
It is also an example of good cooperation in the region between municipalities and across sectors
as well as with state government bodies. Making public information available will increase citizens’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Transparency also improves citizens’
involvement as the people have access to the city decisions and data resources concerning their
everyday environment. Moreover, open access to informat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servi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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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es, and it may adva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 On the Helsinki Region Infosahre sites,
more than 1000 sets of data have been published as public data in the Helsinki region, such as public
transport schedule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erial photography, urban maintenance data, and so on.
In late 2013, the public sector decision-making data were opened as well [23].

The programme of WDC Helsinki 2012 consists of 551 projects in 2800 events organised mainly in
Helsinki, Espoo, Vantaa, Kauniainen, and Lahti, implemented by 14,500 people from 280 organisations.
Altogether, WDC Helsinki 2012 projects reported 15,000 media hits both locally and globally [24].
The project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transforming the city, rethinking design, events,
exhibition, encounters, and communications. WDC 2012 is a huge cooperation process between
cities, residents, design organisations, universities, state office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so on, who are
devoted to using design as their creative power for transformation [19]. WDC 2012 is a joint effort of
five metropolitan cities, including Helsinki, Espoo, Vantaa, Kauniainen, and Lahti. Aalt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lay a crucial role as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which is the home of WDC Helsinki office. The support and funding from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lay the solid ground for the process. Dozens of NGOs have joined the initiative. WDC
Helsinki has also about 20 corporate partners supporting the process by 6 million Euros. Furthermore,
the WDC brought together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munity. Nearly 80 international seminars,
conferences, and encounters were organised in the Helsinki metropolitan area [23]. As proposed by
Holstila et al. [19], WDC Helsinki 2012 yielded four directions of impacts: (1) improving the organising
incapacity of Helsinki; (2) making Helsinki as a city more attractive internationally; (3) encouraging city
departments to adopt design methods and to make city smarter; and (4)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companies based in Helsinki.

5. The Legacy Plan of Helsinki

The origin of having a legacy plan could be tracked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2013 when the
five mayors met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2012 WDC. They thought that the cooperation
should last longer (Interviewee #1). According to Pekka Timonen (previously Executive Director of
2012 WDC,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and Head of Cultural Office in the City
of Helsinki), “once the WDC was over, the city of Helsinki had two options. One is to close everything
and another is to remain a small organisation and a small project group making sure that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WDC could continue” [25]. Interviewee #1 also noticed two key
reasons of having a legacy plan. First, for most of the time, the investment in major event is only
for the event year. The return on investment will be limited if the project ends right after the year.
Second, something, such as grounding the design thinking, requires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Without a
legacy plan, the investments are less likely to pay back. However, due to budget limitations, the legacy
plan needs to be very focused. Explained by Pekka Timonen, with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during the 2012 WDC, Helsinki decided to continue its focus on public service design. The legacy plan,
called Design Driven City (DDC), was carried out by the main task force of WDC Helsinki 2012—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25].

Different from the WDC Helsinki 2012, which was an international appointment and a themed
year of design with plenty of open events for a larger audience, DDC is primarily an initiative to
develop cities with design methods, and a way to bring the public sector and the design field close to
one another. The former mainly aims at promoting Helsinki internationally, while the latter seeks to
firmly place design at the core of public service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user-oriented urban
service design method [26]. However, the two projects both share the same bottom-line, namely using
design widely in order to shape better cities. DDC has two concrete aims: (1) strengthening the use of
design in city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and supporting these with know-how and expertise (DDC has
its own design experts, called City Designers); and (2) educating the public sector on the significance of
design, and participating in public discourse surrounding it [25]. Also, unlike other WDC cities, such
as Seoul, which highlighted the ‘hard legacy’ (i.e., building up infrastructures), Helsinki decid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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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 on the ‘soft legacy’, namely picking up some representative cases, which could be achieved firmly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 Another consideration is again the budget. As explained by
Interviewee #2, hard legacy needs a lot more money and time. The budget for DDC is only €1.5 mill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nd license around building is quite restricted in Finland.

Carry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 thinking and know-how within the planning of public
services, the DDC lasted for two years (2013–2015) and was funded by four of five cities involved in
the 2012 WDC (including Helsinki, Espoo, Kauniainen, and Lahti)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26].
With limited financial and human resources, DDC focuses on selecting projects that are representative
and identified to be implemented so as to incorporate design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 implementation. However, as the negotiation, fundraising, and recruitment took several
months, DDC set out officially in early 2014 (Interviewee #3). To provide expert design services
for cities, the DDC project hired three city designers. City designers and city staff wor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e former helped the latter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itizens’ needs and encourage residents to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city decision-making and
development. The task of the city designers is to determine the areas where the design can be applied
and determine the method of applying the design in these areas [23]. To sum up, the DDC project
emphasised the involvement of design in public sector and then improved public services. In the space
of two years, development projects were chosen with the potential to bring design methods to new
contexts and reach next-level outcomes through design. The major design projects achieved include
creating new concepts for youth housing, improving library services, modernizing the city art museum,
designing a citizen service centre, tidying up construction sites, developing school dining from the
student perspective, supporting entrepreneurs in developing their business ideas, and helping develop
a festival park where citizens meet [25].

During the field research, several interviewees talked about the most successful projects of DDC.
First, ‘Home that fits’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the representative initiative, especially from the public’s
point of view. In Helsinki, more than 1000 people under the age of 25 do not currently have regular
residences. Since a young man seeking housing is often oppressed by bureaucracy, the solution can
only be found by experimentation and changing the logic of the system. ‘Home that fits’ used design
methods to investigate how vacant space can be converted into housing and how young housing can
improve the entire community. Ministry of Youth of Helsinki, DDC, a non-profit leasing company,
and the National Youth Housing Association worked together for this project [27]. From the publicity’s
point of view, ‘Home that fits’ is especially successful. According to Interviewee #2, “how design-led
thinking was implemented into the project isn’t the key success. The key was thebreakthrough in
the media, and in the public and also i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The project attracted a lot of media
attention simply because homelessness is a social, and even security, problem. Furthermore, the
youth department very skillfully used social media and the news so as to make the issue public
(Interviewee #2). Finally, the project was widely reported by ABC, BBC, and Australian, Polish,
and Taiwanese TV programs. The success of ‘Home that fits’ also lies on its efficiency. As said by
Interviewee #4, “the task is amazingly big, and we have to analyse what kind of resources we have,
and we didn’t have much time, actually we didn’t get the budget that we thought... To solve the issue
by 2018, the team had 3-4 different ideas and made very fast tests”.

The intelligent design of the Kaisa Library was also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ressive projects.
Kaisa Library was completed in 2012 as University of Helsinki’s new library building. The new library
services went through a thorough service design development process where a set of new customer
oriented library services was invented together with the users, staff, and stakeholders. The goal of the
project is to reform and standardize services and create a coherent service concept that can be easily
implemented at all campus libraries [27]. The essence of project is about ‘how you design the library
services, so that it’s really easy for the user’ (Interviewee #1). Interviewee #5 also noticed that the
library created several focus groups looking at different aspects for the library, and made the library
staff part of the process to create a feel of ownership. The library service is thus improved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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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ation of the concepts of service design, design thinking, and co-design. Third, the Citizen Service
Centre in Espoo is another impressive and massive project, notice by Interviewee #4. Many cities
are currently considering multi-purpose service centres. Iso Omena is a pilot civic service centre in
Espoo City. The core idea is to combine spatial planning and service models and find common service
commitments and visions for different providers, including libraries, health clinics, child health centres,
city service departments, and youth services [27]. According to Interviewee #4, one unique point of this
project is that city designers were invi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process, when everything was already
functioning. The task is to figure out what was not functioning and what could be the contribution
of city designers. City designers brought users’ points of view into the conversation by creating a
common sense and worked out to assemble the service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Overall, the value of
the DDC programme is helping to save the whole 2012 WDC project. As described by Interviewee #6,
“it was saved by the initiative, by the organization itself that it carried further... Without that legacy
plan, I think people, the residents, the taxpayer, and all the institutions taking part in the 2012 WDC
would have reasons to be more disappointed”.

DDC ended at the end of 2015. It was replaced by the nomination of Chief Design Officer (CDO).
Helsinki is one of the first cities in the world to employ a CDO. The goal is to use design knowledge
to strengthen experimental culture. The new CDO is responsible for a new three-year project called
the Helsinki Lab, with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ing user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mental culture.
The Helsinki Lab aims to make design knowledge, digitization, and interaction an integral part of
urban development [28]. According to Interviewee #3, the CDO’s role is to make user-oriented thinking
a part of all activity. The CDO has three roles. First, CDO needs to provide the city with creative
thinking, with users as priority. Secondly, the position of CDO also includes strengthening the image
of Helsinki as an international design city and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design network. Third,
the CDO post shows that Helsinki not only talks about design, but also really uses design to create a
better city. Different from the DDC project, which is a kind of bottom-up approach, the initiative of
CDO is more top-down, trying to move up to the top and having more political influence. As stated by
Interviewee #2,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CDO sets in the mayor’s office ... it’s really high up in the
hierarchy”.

6. Legacy Outcomes

6.1. Integration of Design in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Several interviewees proposed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legacy of the 2012 WDC was to introduce
design into the public sector, and how the city of Helsinki implemented design thinking and education.
For instance, Interviewee #2 explained what design thinking means in the Helsinki city organisation,
and said: “design thinking means that all city officers share the customer—the city resident—and they
seek to understand the customer’s needs and wishes. Second, citizens are included in the planning of
services on the principle of co-design, as the Helsinki Central Library project has done. Third, the city
adopts an experimentation culture, as the Youth Department has done in seeking a solution to youth
homelessness. Fourth, the city applies visualisation to tackle complex issues. All four of the approaches
are united by one factor: human orientation”. Interviewee #1 mentioned that City of Helsinki is a very
big organization, with 40,000 employees. The 2012 WDC transformed only a very small part of the
ship. How to make people rethink from customers’ or citizens’ perspectives is a very slow movement.
However, due to the WDC and its legacy plan, people could see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During
the theme year, around 50 core people worked for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started a new angle, and
accelerated the movement. Interviewee #1 took health care service as an example and said: “if we can,
through better service design, reduce waiting time, or reduce visits to the health care centre, they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our citizens’ quality of life. We’re really using design methods all over the city more
and more. And these all started during the WDC year. Without that legacy plan, I don’t think this
movement, this change would have taken place, but slower that is happening now”. Interviewe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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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noticed: “the strongest legacy would be the public sector design, and how we are constantly using
more and more design, either its design tools, methods, or design thinking, or design education”.

6.2. Embedding Design Thinking

More than one third of the interviewees believed that the biggest long-term impact of 2012 WDC is
‘design thinking’. For instance, Interviewee #2 said: “the WDC was a very, very future-oriented project,
we were not making, we were not talking about the past and history but talking about the future and
making that future visible. And then another thing is to make it understandable that design is more
than the tangible object, that design is actually the way of thinking”. Interviewee #8 also highlighted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in society has been broadened significantly, among citizens and
among companies. “Design is not something that designers doing in their ivory towers, rather it is
something that is done together with people” (Interviewee #8). However, Interviewee #2 criticised that,
in this aspect, Helsinki didn’t do it enough well during the WDC year. “The goal succeeded quite well
as part of the DDC, namely making it concrete what design thinking actually means” (Interviewee #2).
To continue the momentum, Helsinki continues the corporation with Helsinki Design Week, as part
of its program every year. Interviewee #2 concluded that: “design thinking is no more a project now.
It’s a permanent way of developing Helsinki, that’s the biggest result. Even though it started like as a
theme year, as a project, but we don’t call it a project anymore. Design is like the DNA of the city now”.

6.3. Enhancement of City Image

Finland has been regarded as a design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Several interviewees believed that
the 2012 WDC absolutely reinforced the awareness of Helsinki’s city brand. For instance, Interviewee
#8 said: “promoting the national brand of Finland as a pioneering country in design, and networking
with other cities in the world” is one of the most sustainable impacts. Interviewee #1 also believ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coverage during 2012 became the best tool for city branding, and design
was used as an element for tourism promotion, for instance, highlighting design-related events and
attractions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and travel brochures.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respondents expressed
reservatio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2012 WDC on tourism growth. According to Interviewee #9,
the WDC has definitely boosted the number of visitors in 2012, but in recent years the growth of
Helsinki sightseeing has not always been due to the 2012 WDC. “Although Helsinki or Finland is well
known for its design, it is difficult to assert that design is the main cause of visitor visits” (Interviewee
#9). In other words, design is an important Helsinki brand, but not the only one. Interviewee #10 also
believed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make such an inference as to whether the number of tourists in the WDC
could be increased in 2012, as there are too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number of visitors. Similarly,
Interviewee #11 thought that, although Finland’s design is world-famous and Helsinki has a high
percentage of visitors to the design museum, it is difficult to assert that design is the deciding factor
for visitors.

6.4. Reinforcement of Networking

An important result of the WDC Helsinki has bee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in
and between different sectors. Helsinki Design Week and Helsinki Design District are two prominent
examples. When Helsinki bid for the 2012 WDC title, the annually held Helsinki Design Week
was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success. Interviewee #7 believed that, in addition to
creating a new customer base for Helsinki Design Week, the 2012 WDC strengthen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elsinki Design Week and other institutions in the city (such as universities and museums),
and obtained more government grants. While mentioning the linkage between Helsinki Design Week
and 2012 WDC, Interviewee #8 also noticed that Helsinki Design Week was very successful in using the
WDC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To sum up, the Helsinki Design Week, which started in 2005,
helped Helsinki to win the 2012 WDC bid. The latter then contribu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former. Now, Helsinki Design Week is working hard to establish the so-called ‘Worl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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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s’ network, with members including Helsinki, Barcelona, New York, San Francisco, Mexico City,
Seoul, Tokyo, and Beijing. Interviewee #7 emphasised “Helsinki is a design city. Helsinki Design
Week is a permanent part of the image of Helsinki. If there were no Helsinki Design Week, probably
the whole investment for 2012 could have been in question”. However, not all the networking built
could be attributed entirely to the title year. For instance, partnerships between businesses within the
Helsinki Design District existed before 2012.

6.5. Design Policy Formulation

Finally, 2012 WDC contributed to the formulation of a design-based policy. According to Helsinki’s
Strategy programme 2013–2016, the main design related statements that the city commits to are:
(a) strengthening Helsinki’s position as a major design city by utilising design and design-led thinking
in the renewal of the city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b) design and design-oriented events are
used in the city marketing to differentiate Helsinki; and (c) a user-oriented service design is utilised,
and the know-how in service design is improved [23].

7. Legacy Planning: Key Factors and Challenges

7.1. Leadership in Governance

Most of the interviewees attributed the success of 2012 WDC and its legacy plan to the leadership
and vision of the Mayor—Jussi Pajunen. “Our mayor is really a visionary and a very wise man,
and I had a great respect for him” (Interviewee #1), Mayor Pajunen led the mayor’s office to
promote the design of the public sector and to make the offices work together. Since the WDC
was directly supervised by the mayor’s office, and enforced by the core office—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s one of the three core departments of Helsinki Municipal Government.
Interviewee #2 believed that Mayor Pajunen played a key role in driving the 2012 WDC and its
legacy plan. The mayor thought that the WDC has given the Helsinki city government an ‘excuse’ to
do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an experimental spirit. The DDC is another excuse for the city government
to continue the 2012 WDC experiment. Interviewee #7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key factor is the
mayor’s leadership and determination, as is a change to give a ‘license’ in general. In fact, the city has
many innovative civil servants, but the mayor’s concession seems to be a shot in the arm to support all
innovative initiatives. In addition to Mayor Pajunen, Interviewee #2 pointed out that the main driver
behind the DDC i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a very visionary and
executive woman. She proposed the legacy plan to the city very early. In fact, CDO and other strategic
planning are mostly her idea.

7.2. Communication with Public

Interviewee #3 said that for a long time, design referred to the design of products and buildings,
but now design is widely defined as a strategy to achieve a better city. While design can be used to
create a new and better solu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ety, new concepts such as service design,
social design, and design thinking are mo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goo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re thus a key for success. Interviewee #2 emphasised that ‘Design
Stories from Helsinki’ is a very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trategy. As the focus of DDC is on the public
sector, if only a few projects are being promoted, the level of public awareness is bound to be very low.
It was decided to establish a website and electronic publication of the ‘Design Stories from Helsinki’
via e-marketing in 2015. The Foundation invited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to scrutinize the projects and
write a series of design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hat is, for those who do
not understand the design or do not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function of the design. This project,
execu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and supported by the City Marketing Office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duced a surprisingly positive effect.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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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Foundation,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continue thi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Interviewee #2).

7.3. Timing and Time

Interviewee #8 believed that Helsinki has undergone a long history of design development before
bidding for the 2012 WDC, and may not be as successful if it were to be done in 2008 or 2010. In other
words, organizing a large event at the right time will affect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and impact of the
event. In addition, Interviewee #8 noticed that many cities see the WDC as a one-time promotional
event rather than as a ‘starting point’ or as part of a long-term change process. In fact, “the host
city needs to be forward-thinking, thinking about the next 2 years, 5 years, or even 10 years, and
ready for a legacy plan” (Interviewee #8). Since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2012 WDC is to broade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design and the use of design at all levels of society, it should take many
years to achieve it. From the Helsinki case, it took time and could not be achieved in one go. However,
most politicians need to see immediate result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commit for long-term planning
(either resources or organizations). Interviewee #8 pointed out finally that “I think very important is to
look ahead, prepare for long term process, have an organization, and have resources, and then you can
expect that something will happen. These are big things. If you want to have an impact, you have to
think big and not that we get more nice objects”.

Apart from the positive opinions, there were also worries about the DDC project revealed during
the interviews. For instance, Interviewee #4 mentioned that the short time-span (only two years) of
the legacy plan is the major challenge. It took time to choose appropriate projects, apply for funding
and negotiation and implement the plan. To highlight the concept of ‘co-design’, people also need
to open the design process to the public, and require, naturally, a lot more time. Interviewee #4 said:
“sometimes I feel that I am a ‘social worker’ because in the beginning of almost every project, it was
something about talking, about socializing, about open peoples’ mind to the possibility of something
new... The progress of DDC was therefore very slow”. Moreover, some idea created during the DDC
project remains unclea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jects staying in planning level. The second concern is
that whether the projects can be sustained after the deadline.

8. Conclusions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major events has led to increasing interest in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and legacy in host cities. Sustainability requires long-term planning, and the legacy of
events has changed from an unknown result to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planned at
an early stage [3]. When Helsinki won the bid of WDC, one major vision was to use the WDC as a
catalyst for change and leave a legacy benefiting the whole city. The paper is concluded by discussing
th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study.

8.1. Key Lessons Learned

In this paper we discuss the strategy of Helsinki becoming a design-driven ci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2 WDC. The strategy responds to several changes in urban policie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initiatives. The experience of Helsinki illustrates that legacy planning must involve the following three
key factors so as to create more sustainable longer-term effects.

First, ‘governance’, including political commitment, delivery organisation, adequate resources,
and a range of partner organisations, is the prerequisite of any successful legacy plan. In Helsinki,
the continuation of a dedicated agency—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is one way by which a
positive legacy can be ensured. 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is run by personnel with necessary
management skills and experience, financially supported from national and city governments, and has
a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the bureaucratic process. According to Richards and Palmer [1],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each city, the agency may need to focus entirely differently on the
events, perhaps with a different structure and staff. However, such an agency can continue to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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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activiti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new opportunities to help ensure that the overall vision of
the event is realised in the long run [2].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the major design organisations
of the city are fully committed to and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because they
can put forward many ideas and provide project delivery capabilities. The author doesn’t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infer whether the legacy plan would be initiated or implemented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IDF and the support of the Mayor. However, one thing can be
confirmed is that for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host cities need to address all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sustainabi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is not enough if the political aspect of an
event is questioned [1].

Second, to gain public support and enhance public awareness, ‘communication’ is crucial.
2012 WDC and the DDC project raised people’s awarenes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ervice/social
design, but more investments and efforts are needed to actually change the culture [18]. ‘Helsinki
Design Stories’ is a successful initiative to help raise the profile of the legacy plan, on a regular and
on-going basis, and to build up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media. This strategy coincides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Holmes et al. [2], who suggest that community opinions need to be carefully managed.
Releasing regular positive new stories can keep public’s focus on the positive outcomes, so that the
legacy plan won’t be challenged. Third, ‘time’ matters in any legacy plan, and sustainability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t an early stage and built-in from the outset. Karadakis and Kaplanidou [29] argue
that the legacy could only be guaranteed if it is considered during the planning stage of holding
an event. According to Evans’ [30] on the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Project, the event itself is not
enough to completely change the city.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 event or project must be part of
a long-term vision and policy for design in the city, where the event is just a dot on the line of the
long-term progress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lasting legacy, Helsinki tries its best to combine WDC with other plans and
long-term urban developments. For example, Kaisa Library and Helsinki Region Infosahre are existing
plans for Helsinki prior to WDC designation. Moreover,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WDC is
not just a one-off event, but also as a platform to strengthen, define, or initiate more coherent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about design. In Helsinki, the legacy plan has been implemented by integrating design
into other areas of urban development, such as education and youth housing. It is also crucial to begin
the legacy planning from the earlier stages of event process. Since the title year itself is inevitably
very busy, the legacy plan cannot leave until the end of the event. Helsinki is one of the few cities
that considered the legacy prior to the WDC, so the legacy plan in Helsinki was well-developed by
the end of 2012. The experience of Helsinki told us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hase of ending the
event, every effort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 the delivery agency. It will also require the special
working group to start this proces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ut in appropriate resources. In fact,
this may require individuals who are separate from local authorities and have the time and space to
develop strategies and to take actions. Although the interviewees are in general positive about the
WDC’s legacies, they also admitted tha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ahead in creating a ‘design-driven
city’. If design is a new strategy of thinking, considerable time is needed to change the minds and
attitudes of people.

8.2. Limit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The Helsinki experience has contributed to our understanding about event legacy planning;
however, it is necessary to reveal the limitations of this paper. Although the factors proposed i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re important, one may question the generalizability to other cities. Unfortunately,
few WDC cities have implemented legacy programs and systematically provided measures of the
outcome of the legacy, so it is unlikely to condu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t this stage or judg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Helsinki. For the case of Helsinki, the reader may speculate that due to the
interviewee’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 they may have the intention to convey the success of WDC 2012
and its legacy plan, resulting in some bias. Longitudinal study is also necessary to identify any gain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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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sses in the long run.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us some points for future study, such as incorporating
more objective data (e.g., incorporating the perceptions of citizens based on a quantitative/objective
research), longitudinal data, examining other practices of event legacy planning, and investigating
trends and common issues that influe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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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21 年 2 月 20 日 

                                 
（一）研究設計 

研究目的一旨在探究 2012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所採取的承繼規劃策略，包含：（1）

承繼之規劃和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認知承繼與關鍵成功因素等兩部分。資料來源主要為針對

「關鍵人物」（key informants）之深度訪談，並輔以網路資訊。 

（1）深度訪談：依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法（purposive sampling）選取 16

名與 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和其承繼計畫最為相關的關鍵人物。受訪者名單之選取

一方面依據網路上所搜尋與 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最為相關的代表，另一方面則由

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計畫之公關總監 Laura 

Aalto 女士協助推薦和聯繫。受訪者名單和職銜等資料請參見表 7。受訪者包含：赫爾辛基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Depart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ity of Helsinki，註：2012年世

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的督導機構）、國際設計基金會（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註：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承繼計畫的執行機構），和設計與相關產業代表（包含赫爾辛基設計

週、設計園區、設計博物館、Helsinki和 Alto大學、赫爾辛基商業中心）等三類。深度訪談

擬於 2019年暑假期間由申請人親赴赫爾辛基，進行為期兩週之移地研究。訪談計劃採「半

結構式」（semi-structured）訪談，訪談大綱請參見表 8。 

（2）網路資訊：主要蒐集自赫爾辛基市政府、國際設計基金會和赫爾辛基設計相關產

業之官方網站、社交媒體和新聞報導等。 

 

表 1、赫爾辛基移地研究受訪者名單 

計畫編號 MOST105-2410-H-003 -066 -MY2 

計畫名稱 大型節慶之承繼與規劃：世界設計之都之個案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劉以德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出國時間 
2018 年 9 月 1-10
日 出國地點 

芬蘭赫爾辛基 

出國研究

目的 田野調查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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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英文職銜 中文職銜 

Marja-Leena 
Rinkineva  

Hea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ity of 
Helsinki 

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局長 

Anu Mänttäri 
City Competitiveness，Economic 
Development，City of Helsinki 

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城市競爭科專員 

Ulla Pietiläinen 
City Marketing，Economic Development，
City of Helsinki 

赫爾辛基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城市行銷科專員 

Tiina-Kaisa 
Laakso-Liukkonen  

Secretary General，International Design 
Foundation 

國際設計基金會秘書長 

Laura Aalto 
Communications Director，Design Driven 
City； Development Director，Visit 
Helsinki 

曾任設計驅動城市之公

關總監，現任 Visit 
Helsinki開發總監 

Pablo Riquelme City Designer，Design Driven City 
城市設計師，設計驅動城

市計畫 

Kari Korkman Founder / Director，Helsinki Design Week 
赫爾辛基設計週的總監

和創辦人 

Minna Särelä 
Executive Director，Design District 
Helsinki 

赫爾辛基設計園區執行

總監 

Piia Lehtinen 
Head of Sponsorship，Design Museum 
Helsinki  

赫爾辛基設計博物館贊

助與募款組組長 

Yrjö Sotamaa 
Former dean of Aalto who is a key figure 
in many ways in  

Alto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榮譽教授 

Nicola Nykopp  
Head of Customer Services，Helsinki 
University Library  

赫爾辛基大學圖書館顧

客服務部組長 

Marja-Liisa 
Niinikoski 

Chief Executive Officer，Helsinki Business 
Hub 

赫爾辛基商業中心總裁 

 

表 2、赫爾辛基移地研究訪談大綱 

 

Legacy at the city level 

1. To what extent did the WDC achieve the results as set out in the application? （which were 

achieved most/least?） 

2. What elements of the delivery / operational structure continue to operate and how? 

3. Has there been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design-related activities established? 

4. Has there been a sustainable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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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long-term socio-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6.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long-term economic /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7. What are the major impacts of the WDC on the image /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8. What ar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and failure elements in terms of legacy planning of the 2012 

WDC? 

9. What lessons can be learnt from Helsinki in delivering the WDC effectively that might be of 

general applicability to other WDCs?  

10. Do you have any other suggestions for Taipei as the 2016WDC? 

 

Legacy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1. To what extent did the WDC achieve the impacts you / your organization hoped for? 

2. What has been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WDC to improved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in 

your organization? 

3.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apacity of your organization? 

4. Has there been a long-term impact on levels of funding for design industry? 

5.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ooperation among design industry? 

6. To what extent WDC has an impact on increased cooperation with organizations outside 

design industry? 

7. Do you have any other suggestions for Taipei as the 2016WDC? 

 
 
（二）重要研究發現 

此影響評估計畫除了針對 2016 臺北世界設計之都計畫進行不同構面之影響外，亦針對歷

屆世界設計之都進行「承繼」（legacy）研究，並選擇有最完善「承繼計畫」（legacy plan）之

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進行移地研究，並針對 12名關鍵人物進行深入訪談。呈現了：（1）

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赫爾辛基的承繼規劃；和（2）赫爾辛基主要利害關係人之認知承繼與關

鍵成功因素等兩部分。其中，承繼規劃主要包含「設計驅動城市」（Design Driven City）計畫

（2013-2015年）、「開放赫爾辛基」（Open Helsinki）政策、2014年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創

意城市網路」（Creative Cities Network）「設計之都」（City of Design）之榮銜，和「首席設計官」

（Chief Design Officer）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計畫（2016-2018）。 

就承繼之規劃而言，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乃是赫爾辛基最主要的承繼計畫。該計畫緣起於國

際設計基金會向赫爾辛基市政府之提案，希望延續 2012 年赫爾辛基世界設計之都的精神，並

在公共政策的規劃裡發展設計思考與專業知識。別於 2012 世界設計之都以設計作為年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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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並為大眾舉辦豐富的開放性活動，設計驅動城市計畫的宗旨為透過設計方法來發展城市，

並使公共部門及設計領域有更緊密的結合。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公開徵選出三位城市設計師，城

市設計師旨在為都市提供了運用設計的專業，並協助設計部門了解公共部門之需求。在有限的

財力和人力資源下，設計驅動城市計畫重點選取一些具代表性、且確定執行或興建之專案，以

期將設計思考融入，提升專案執行之效能。此外，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的目的在於提升赫爾辛

基的國際知名度，因此從各個層面推廣設計的理念。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採取截然不同的策

略，重點在於提升公共服務品質。而最成功之案例則包含了：無殼蝸牛媒合計畫、赫爾辛基大

學圖書館、Espoo市民服務中心等。即便成功地執行，但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也面臨了三大挑戰，

亦即：（1）設計思考和服務設計概念之溝通；（2）時程與官僚體系；（3）領導與授權等。除了

設計驅動城市計畫之外，開放赫爾辛基政策、申請與獲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計之都榮銜；和

今年度新推出的首席設計官之選任和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而後者更成為眾所矚目的創新承繼

計畫，應 2012 年世界設計之都所成立之國際設計基金會已解散，取而代之的則是直屬於市長

辦公室的首席設計官。此外「赫爾辛基實驗室」（Helsinki Lab）乃是與首席設計官同時提出的

新承繼計畫，赫爾辛基實驗室是使設計知識、數位化和互動成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實驗室將設在市政廳一樓，為一開放空間，民眾可以自由參觀相關的展覽和工作坊。首席設計

官一職的設立旨在利用設計知識和執行實驗的文化，將延續從 2005 年便開展的以服務設計為

基礎的發展方向。簡而言之，首席設計官的功能是使以用戶為導向的思考成為所有活動的一部

分，並扮演了三個角色：設計的專業人員、城市品牌的強化者，和解決未來問題者。首席設計

官將負責引領赫爾辛基實驗室計畫，該計畫旨在強化使用者的了解和實驗的文化，試圖將設計

知識與共同設計之理念深植於都市發展之中。首席設計官將下轄兩名設計專家，並由 10-15名

各局處的專業人士協助，推行實驗室之工作與專案。 

其次，受訪者認知之最大承繼包含五個層面： 

（1）設計導入公部門：以及赫爾辛基如何日益運用設計，無論是設計方法、思考或教育； 

（2）服務設計與設計思考：讓世人了解設計不僅侷限於有形物品的設計，而是一種思考

的方式，而設計驅動城市計畫則具體呈現了設計思考的內涵； 

（3）城市意象的提升：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當年高度的國際媒體曝光度無疑成為城市品

牌化的最佳利器，也成為最永續的影響之一； 

（4）夥伴關係之強化：例如，2012年世界設計之都除了為設計週創造新的顧客群之外，

亦強化了設計週與市府和其他機構（例如大學和博物館）的合作，並獲得更多的政府補助。 

（5）設計政策之擬定：赫爾辛基市政府正在制定之以設計為主軸的三大發展方向，包含：

公部門導入設計、以設計作為城市品牌化的策略；和以設計促進產業發展。 

而承繼計畫的關鍵成功因素則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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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領導與遠見：以市長辦公室為首推動以設計改造公部門的計畫，並有效地讓各局處

共同戮力以赴、朝一致的目標邁進並由核心局處經濟發展局負責執行。 

（2）時機：在正確的時間點舉辦大型活動將影響活動的整體成效和影響。由於 2012年世

界設計之都的主要目的是廣化人民對於設計的了解和在社會各個層面運用設計，故需要許多年

的時間方能實現。 

（3）溝通：服務設計、社會設計、設計思考等新概念較難為一般民眾所瞭解和接受，因

此良好的溝通策略便成為關鍵成功因素之一，而「赫爾辛基設計故事」乃是一項非常有效的溝

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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