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刊

地方創生之設計力實踐

蔡志堅

雅比斯國際創意策略股份有限公司總監

摘要
日本所謂的「地方創生」核心定義就是如何解決社會人口結構問題。不同以往單純只是農業活
化、造町活化、產業改造、生活環境改造、資產保存維護、空間使用等單面向策略做法，但上述這
些都只是地方創生的一種手法。我認為日本地方創生政策是以『創造地方生活的吸引力』為策略做
法。

臺灣過去我們在地方所推行的政策與日本的做法相近，如過去的社區總體營造、地方特色產業
輔導、農村再生政策其實都有日本地方創生的精神或作法，政策效益也不同。本文探討臺灣地方創
生的設計力實踐的發展歷程，分享長期在花東地區所推動設計力實踐與建議。
關鍵詞：地方創生、社區總體營造、OTOP、設計力、東海岸工作假期、新太平洋美學

壹、前言
「地方創生」是日本安倍內閣在 2014 年所
提出的地方治理新模式，施政重點就是要解決日
本目前的社會人口結構的困境所造成三個問題：
一是隨著人口高齡化和負成長造成的勞動力人
口的減少、二是人口過度往都會區集中，尤其
是東京，造成地方人口過疏、三是因為人力資
源的不均，讓地方經濟面臨發展困境。

日本所謂的「地方創生」核心定義就是如
何解決社會人口結構問題，要在偏遠地區如何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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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人口結構問題。不同以往單純只是農業再生、
產業改造、生活環境改造、資產保存維護、空間
使用等單面向策略做法，但上述這些只是地方創
生的一種手法，其目的與過往政策不同。我認為
主要是要創造地方生活的吸引力，其重點是『從
思想進行改變，開創出更新更好的未來』。

臺灣目前的人口結構發展以及地區經濟發
展類似日本，過去我們在地方的政策發展與日本
極為相近，如過去的社區總體營造、地方特色
產業輔導、農村再生政策都有日本地方創生的
精神或作法，但其目的不盡相同，本文探討臺

本期專題
灣地方創生的設計力實踐過程以及案例的分享。

所以政府也提出很多的相對政策，發展成
為政府陸續推動社區營造、地方發展的主要政

貳、設計力導入地方歷程
一、第一階段：專業設計者下鄉

策。隨著社區營造精神的推動，不僅臺灣各地社
區先後投入、蔚為風潮，各部會也開始發展更全
面性、有類似精神的政策；甚至連其他政府部門

此階段所謂專業設計者是指建築、都市計

的施政，也因為視同「以住民參與為主軸所設計

畫、景觀專業者而言，這是臺灣首次的設計力

的生活環境改善的努力」，「能表現社區總體

進入地方。這個階段始於 1994 年所提出的「社

營造的精神內涵」為原則（羅中峰，2013）。

區總體營造」，我稱之第一波的設計力實踐。

如：內政部 推動福利社區化、經濟部 改善商
業環境五年計畫、環保署 生活環境總體改造、

1994 年「社區總體營造」當時出現的社會

衛生福利部 社區健康營造計畫等。

背景為：傳統政策無法解決經濟發展及都市化造
成的衝擊、傳統社區政策無法完全解決社區問

這一波主要是以專業設計者進入社區進行

題、民間力量大量投入文化建設，因此希望透過

所謂專業設計能力的推動為主，如社區環境、歷

對本土的認同，啟動社會重建的機制。因為營造

史資產的保存與設計，結合社區參與共同改造地

的是「生活」，所以是「總體」；更必須扣連「在

方。此階段已有很多地方生活者透過社區總體

地特色」，符合「社區需求」。而生活的長期累

營造的過程，在地方從事各類改造、生活工作，

積就是「文化」，因此，社區營造所提出的計

也維持鄉村與城市的差異。

畫或推動的工作便需扣連「在地文化特色」（一
般強調由人、文、地、產、景切入尋找），而
非把每一個社區都營造成相同的模式（盧思岳，

2005）。

二、第二階段：專業輔導者下鄉
此階段所謂專業輔導者是指企管、行銷、
產業專業輔導而言，這階段專業輔導者下鄉不
再限於社區，而是針對地方的產業經營者進行

社區總體營造，主要係師法日本 1960 年代
的造町運動，造町運動最早是以振興產業為手

其經營體質的改造，這階段專業輔導者集合設
計師一同下鄉進行所謂產業改造與升級。

段，以活絡地方的經濟，使逐漸衰敗的農村重新
振作起來為目標。標榜的是全體動員，一起打

這個階段臺灣地區的產業、社會結構同時

造適合居住的環境，後來擴及到整個生活層面，

也發生改變，傳統的聚落因人口外移而逐漸消

包括景觀與環境品質的改善、歷史建築的保存、

失，傳統產業面臨沒落的危機。此外，地方特色

交通建設、健康與福利的促進、生態保育等等

產業因為不同的經營發展而有截然不同的演變，

（劉新圓，2012）。

例如有些因生產過程的改變或標準化，有些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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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創意不足調整過慢而日趨沒落消失。地方產

在此階段客家委員會首次將設計力導入產

業因國內外經濟環境快速改變，再加上知識經

業輔導，有效結合桐花祭活動，靈活有效結合

濟時代來臨的衝擊與全球化的競爭趨勢，導致

專業輔導者與專業文創設計師（如平面、工業

其經營方式面臨極大的困難與挑戰。

設計者）一起下鄉進行客家業者的產品提升改
造，在很短時間有效改造客家產業的包裝、產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自 1989 年起推動「地方

品，有效快速地把地方特色產業的形象、品牌向

特色暨社區小企業輔導計畫」精神就是『社區

上提升到另一階段，也讓我們地方產品的包裝、

總體營造』的產業版，初期以「地產地銷」、「地

品牌營造、產品的開發都成為地方產業具備的

產內銷」、「地產外銷」之地方形象，範圍遍佈

改造與提升的必備過程，也讓客家地區的產業

全臺與離島地區，積極發展活化地方商業、具

重新改造與提升。

地方特色產業及鄉村社區產業，以帶動社區內
部共識凝聚與產業轉型發展。2007 年起經濟部

此階段我稱之為地方產業的改造階段，成

中小企業處更串聯全國 319 鄉鎮的地方特色產

功將地方很多產業重新的改造與提升，將很多

品，以臺灣 OTOP（ One Town One Product

產業發展從傳統的經營模式改為體驗經濟或是

一鄉鎮一特色產品）品牌政策為號召，並著手

休閒產業，同時也將地方業者產品、服務提升

建置整合型之通路展售與行銷推廣平臺，協助

到另一階段，不再是傳統的做法，同時讓傳統

在地優質特色產品連結國內外市場通路，打響

地方產業從業者開始重視設計專業的階段。

臺灣優質地方特色產品之品牌形象。

三、第三階段：專業團隊下鄉進駐
2009 年起進入「地方產業發展基金」階段

此階段所謂專業團隊下鄉進駐是指過去的

全面推動，以中央與地方分進合擊方式，以整

專業者不管是空間、景觀、文創設計、產業等專

合中央、激發縣市政府、帶動地方鄉鎮，以「一

業者均採取下鄉進駐進行地方改造等工作，不

鄉一品」之精神，由地方提出計畫、中央給予

再只限於計畫時程的輔導，面對地方住民、業

經費，為提升地方特色產業未來之發展大計而

者一起改造地方，也不限於只有住民或是業者，

努力。採行「補助」與「輔導」兩段銜接式作業，

在地方整合的發展過程裡，一起改造地方生活以

由地方政府主動規劃其地方特色產業發展藍圖

及經濟改善。也是新的一波專業者下鄉、回鄉、

及推動計畫，擴大地方政府參與角色並推動產

移居的階段，其過程較符合日本地方創生的精

業發展，並特別針對人口外移、所得偏低地區

神。

加強輔導，以促進地方的就業機會（經濟部中
小企業處，2015）。

透過上述兩波的過程中，設計專業者都已
到地方去從事地方改造類似的工作，回顧前兩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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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專業者均是在政府的預

產業文化、自然生態及閒置空間再利用等發展

算支持下，到地方、社區去從事相關改造工作，

需求與資源條件，在此之後在臺灣各地也成立

目的也均侷限於所屬的經費補助單位的政策目

文史工作室、基金會、社區發展組織紛紛成立，

的與對象，無法深度改善或整合地方發展的問

民眾也開始關心社區的人、事、物，推動數年

題，故專業者就有所謂的反思作為，開始思考

間，已快速地擴散至全國各角落，「民眾參與」

下鄉進駐的可能性，於是有很多案例的發生如

已逐漸成為各級行政機關政策規劃、執行時的

臺南老屋改造、土溝村等。

重要考量（劉邦富，2004）。

此階段有改善地區人口質量的改變、地方

（二）專業者下鄉

永續發展利基、吸引青年返鄉、留鄉經營、創造

從過去的專業的規劃，導引到專業者開始

就業機會、開創小而美地方經濟方式、改善地

下鄉去從事專業工作，從環境到產業讓其環境、

區三生環境（生活、生產及生態），以提升在

產品漸漸有美學的呈現，或許仍有一些專業者

地生活尊嚴，增進農村居民幸福感。已有地方

以專業的角度去做專業的表現，不盡理想，但

創生的做法，只是我們未稱之為地方創生而已。

仍表示此潮流勢不可擋的，也開啟臺灣很多專
業者進入社區、鄉村、部落去從事更多不同以

四、小結

往的設計和聚落美學的呈現。

從 1994 年起的社區總體營造即就沿襲日本
的地方改造運動，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種歷史

（三）創新合作

脈絡的延續，在過去從未思考過會有人口結構

為調整以往過於著重硬體建設，強調規劃

如此劇烈變化，單從環境改造、歷史保存、產

推動社區產業、地方產業、生活組織的社區需要

業改造等出發，從未把『人口少子化、高齡化』

總合發展和跨域合作。鼓勵創新與跨領域合作，

當作最主要的議題，但從所做的內容也可以發現

藉設計和服務之創新做法，以展現社區豐厚底蘊

其都有地方創生的精神，也有設計力實踐的精

的土地、產業和人力的成果。企圖重組城市居

神，可以綜合幾個面向做為設計力實踐的想像。

民對於地方價值之認同與瞭解，並帶動及引導中
高齡者生活經驗傳承，結合農村青年在地認同、

（一）由下而上

洄游地方承接產業、移居創業發展。

開始調整傳統文化政策「由上而下」的思
考方式，並以「由下而上」、「社區自主」、「居
民參與」為執行做法，相當程度的把臺灣的社

參、地方創生之設計力實踐案例

會力和政府資源互相整合，讓各種資源和權力

一、起心動念

都得以進入社區。社區居民為主體，結合生產、

我想介紹我們團隊從 2009 年做的一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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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太平洋美學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畫，談起地方創生之設計力實踐的歷程軌跡，

拜訪所有的工作者，也就快跑遍一半的臺

為什麼我們團隊會遠從臺北到臺東去協助一群

東了！有遠在金峰、太麻里、知本、鹿野、卑南、

不同族群不同工藝技術的特色產業，這就一種

海端、臺東市等，族群有布農族、卑南族、排灣

城鄉資源不均的狀況，透過中小企業處的支持

族、阿美族、漢人、客家人等，這可以稱為原

讓我們去做這個計畫，我們就把稱之為『新太

住民工藝嗎？或地方特色產業嗎？或稱為什麼

平洋美學』計畫，當然政府的委託的名稱當然

部落產業嗎？看著太平洋！想著這些人！看著

不是用這種名稱。

這些工藝品！我想不能只有在一定空間範圍？
不能只有看到工藝？不能自我劃限於臺東！

於是我跑去臺東看這群原住民所做的東西，
經由當時原社介紹才知道這裡有一群不同族群，

我們構思了大家認同的品牌『新太平洋美

在不同地方的工藝工作者，與我想像中的部落

學』( 圖 1，圖 2)，如此或許大家就可以一起去

工藝與產業有所不同，因為他們不在一個固定

做一件大家認同的事，去創造一種生活態度、

的範圍與區域，也與過去社區產業營造不同！

一種表彰這裡的生活方式、一種產業發展的願
景目標、不是單一聚落專屬，工藝產業、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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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設計師很重要，我們在執行桐花祭產
品開發時，就發現設計師很重要，要找到可以
有『抓地力』的設計師是關鍵因素之一，所以
在花東所進行的策略延續進行。

『新太平洋美學』品牌的確定，讓參與工
藝師一起認同，所有設計開展均以此為目標開
發設計，也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設計理念，創造
不同工藝師的設計風格，也讓進入臺東、花蓮
的從業者也以此目標做發展。

同樣我們就以此品牌想像傳達到臺東、花
蓮海岸部落，也相對進行部落產業的輔導，我
們透過地、產、人的盤點，透過專業設計，與
部落的溝通，建立每個部落的 VI，讓部落可以
重新定位自己的特色與角色。
圖 2 新太平洋美學特展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我們讓部落瞭解地方品牌塑造的重要性，

美食美學、樂舞產業等都要被包含這品牌認同

同時媒合設計師進行認養陪伴，如都歷部落 ( 圖

下的生活產業！

3) 與種籽設計、比西里岸與幾米、靜浦與李明
道進行部落的設計培力，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培

二、設計陪伴

力有不同展現方式，都歷定調在月桃部落，開

我們導入設計師三年的陪伴，結合李明道

發出月桃的相關產品；比西里岸導入工藝與幾

（AKIBO）老師長期陪伴，從品牌 VI 設計，設

米相遇、幾米的故事人物導覽等；靜浦部落導入

計概念的培力，產品的溝通與協助，我們試圖跳

志工工作假期，結合設計 VI 導入部落環境色彩

出傳統圖騰的設計，傳達一種生活美學的生活

的改變與認同，創造一個所謂的太陽部落品牌，

態度與產品，從設計出發去與這些工藝師溝通，

以及創造新的部落發展模式。

而非導入經營輔導而是從生活設計出發，從每
個人生活態度傳達到產品發展，如此才可以讓
產業永續。

三、外來能量的學習
不是一味依循過去的文化思維，我稱之為
偏執的社區主義或是部落主義，也非外來和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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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都歷部落資訊站改造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是好，但透過外來能量（資源、專業者）的開

承租東管處奚卜蘭遊客中心，我們稱之為『新

放學習，產生良性的發展，外來力量扮演就是

太平洋 1 號店』是一種平臺與生活方式訴說，

刺激部落（社區）決定往東、往西、往南、往

我們要做的事情，不是自己只有工作生活，而

北發展，還是原地不動。部落（社區）因為學習、

是要做為一種“I-Turn”的想像，落實我們所說

參與後有足夠的力量與智慧去判斷，因為這是

生活態度會吸引移居者的理念 ( 圖 4，圖 5)。

一個開放的系統，我們必須相信他們的智慧，
如此才可以有地方創生的可能性。

從 不 同 的 執 行 模 式 的 轉 換， 到 不 同 做 法
的執行，都在演變中，如同導演大衛林區所說

四、工作轉換『Ｉ -Turn』
我們團隊也從外來者成為一個移居生活者，
我們落腳於東海岸的中間點－靜浦部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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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ch big fish”要創意、要轉變就要一直往
深海才有大魚。設計力在實踐中就要有落地的
想像，以及移居者的生活態度 ( 圖 6)。

本期專題

圖 5 新太平洋 1 號店找味市集活動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肆、未來建議
設計力不是只有單一選項的做法，也不是
只有經濟發展的想像，也不是一種我們認定狹
義設計力的導入，從過去臺灣的社區營造發展
歷程，可以看出設計力導入是很重要，也是地
方創生成功與否一個重要的因素，地方創生的
設計力實踐我認為最重要就是『顛覆典範』。
圖 4 新太平洋 1 號店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地方創生就是創造一種生活，一種在地方

所謂『典範』就是信仰體系、經驗與成見，
而這典範遮蔽了他們的所見！有時我們太依靠
自己的信仰體系了！

生活態度的美好、以及一種在地生活有趣感、
榮耀感，不是一種只強調來了多少遊客、多少

所以要『顛覆典範』，顛覆典範就是專業

產值、改變了什麼、東西到底賣給誰？地方創

者要心中有『創造』兩個字，創造就是要打造生

生如同能登藝術祭執行者關口正洋所先生所說

活，打破界線，重塑我們的認知，而所做的一些

的結第三種緣－『結緣』，我們不再只是外來

事不一定要很重大或是不尋常的事，而是要做

專業設計者，更要活得更像一個移居者（專業

些創造、且累積存量的事，地方創生設計力就

設計者），從移居者到生活者的想像，思考新

是要去尋找這種事情，透過聚落（社區、部落）

太平洋美學如何實現與傳達這種生活的信仰，

集體的創造，用此創造設計力量去做，所以要打

我想這也是一種設計力的實踐！

破成見、需要有理解力、更需要創造力，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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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東海岸部落工作假期
資料來源：作者提供

要創意做法（只是一時的），而是要創新力（就

的通路嗎？因為他還是走行銷通路的市場法則，

是持續的創新與執行），如此或許聚落（社區、

最終還是落到討論分錢的事情！應該有個創造

部落）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改變，一件事做好就

的做法！

會有好的連鎖的蝴蝶效應，可能不是現在發生，
但是他一定會發生的！

創造就需實驗，但也需要等待，就是需要
不同的工具或做法去測試，找出最終的解決方

一、要有創造的做法

案，而非抄襲，我們看到國外藝術祭很好，我

創造的做法，不是施作硬體、花錢、或是

們也一樣的仿造，但缺乏真實看待地方需要這

需要資源充沛去看待才可以解決問題，因為這是

種做法嗎？透過國外的藝術祭做法與核心價值，

一種資源導向的解決問題邏輯！不是地方創生

是讓我們創造出新的做法，而非一味抄襲，需

的解決邏輯。例如地方產品販賣有問題，我們

要的是創造做法。

就設通路比方道之驛、比方物產館等！但根本
我們看待這些物產館，真的可以打開地方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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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有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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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發展都缺乏想像力，也就是設計專

只想的是如何有不一樣地方創生設計力！

業者的創意能力，要帶地方去哪裡，或是要傳
達什麼要能夠想像出來，這其實是很重要的，

最後我想表達的是地方創生是一種創新溝

從日本地方創生的成功案例，看到他們對未來

通的能力表現，沒有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和我

發展的想像力是豐富、有畫面的！有想像力的

常在說目的地一樣，可能我們走的路程不一樣，

專業者在面對同樣的工作任務，卻呈現著不同

若是目的地是一樣，那就只是時間長短不同而

的做法，或許只是完成同樣的 KPI，但是呈現會

已！我始終相信專業者只是提供我們對聚落（社

有不一樣的結果，例如一樣是一個工作項目『環

區、部落）質變的做法，好壞端看生活在聚落

境形塑』，可以用藝術家、設計師做一面藝術

（社區、部落）居民的感受與參與！

彩繪，這可能還好，有些甚至請大學生、或小
學生畫一畫，也是環境形塑，但這有想像力嗎？
可以用其他方式呈現，這裡有什麼產業、什麼
人物、什麼文化，透過想像力的共識，或許就
有不一樣的呈現，也是一種環境形塑！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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