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廣告

未來的城鄉是年輕人的城鄉！
要發展城鄉產業，如何突破現況、凝聚創新能量？如何永續發展，與地方共生共存？

你準備好了嗎？
這幾年，從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的成功經驗中，處處可見專業「經理
人」發揮專長、改變家鄉的震撼人心故事，舉凡創設商業模式振興地域
的木下齊、以設計解決社區問題的山崎亮，在在提醒臺灣更重視返鄉人
才的培力與協助。面對臺灣城鄉發展動能不均之現況，經濟部中小企業
處致力於培養優秀在地團隊，二〇一八年推動「城鄉 Next
在地經理人」
培力計畫，由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執行。借鏡國內外地方特色中小企
業經驗，逐步輔導在地業者穩定營運，歸納具有臺灣特色的在地營運策
略，期望藉由在地經理人團隊，播下活化地方發展的種子。這項培力計
畫邀請了八位翻轉城鄉的先驅者擔任夢想導師，致力於推廣及輔導國內
產業建立上、中、下游合作體系，強化產業合作網絡，擘劃三個月密集
的課程，透過場域見學、導師訪視、群聚交流，提供共伴式輔導協助各
地經理人。本次特地邀請這八位夢想導師，分享從理念到實踐的過程經
驗，探討人才培力的心得，包括對於地方創生的理解、返鄉青年實際面
臨的困境以及相應的解決之道。

二〇一九年是「地方創生」元年，中企處

而地方創生培養人才，用意是讓人才留在地方

商業模式獲利後，再將盈餘回饋到社會議題；

唯有營運才能生存、進而創生

規劃確立新模式，從經濟、產業政策的角度切

發展，換言之，社企不需根留在地，不以留住

臺中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前身的社會

入，藉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吸引人才返鄉，
此之前，台灣已有多年的社區營造、社會企業

企業形式轉型為合作社，現階段致力農業生產

人才為目標。

實踐經驗，與「地方創生」的理念有何不同？

轉型、社會福利、老人食堂等目標，執行長林

減緩人口老化或凋零，落實城鄉均衡發展。在

「地方創生」需要創造、媒合的條件是什麼？

宗富說，合作社投入地方創生的目標是希望提

誠如山崎亮所言，「地域」是當地居民人

地方創生須有熱情、更要營運

「合作社不是企業、也不是社會企業」。

公開財報、提撥多少利潤比例作公益等規定，

提案對公益型與兼益型企業提出定義，並提出

只有概念，沒有實際法規，直到今年才有立委

祉；社會企業以公益為目的，臺灣對社會企業

對地方政府補助的依賴，照顧農民以及社員福

視第一線生產，尤其強調營運獲利模式，降低

出解決農業產銷的方案，重視運銷之外，也重

台南水牛設計部落創始人呂耀中擅長從宏
觀角度思考空間規劃，有十餘年豐富的跨界整
合藝術、文史、社區營造與永續環境等多元場
域經驗，對於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的轉變，
他觀察到，許多經理人仍以過去從事社區營
造、農村再生或文化村落的角度去思考，對經
濟發展與就業機會的著墨不多，「並且對營運
策略的思考仍須加強」。
呂耀中指出，地方創生的三大條件組成
分別是人才、地方、產業，要透過創新、創
意、創業來面對臺灣人口與鄉村發展失衡等問
題。他認為，地方創生與社區營造最大的不
同在於，地方創生奠基於社區營造所關注於
「人」的核心價值，在此價值之上追求產業與

系，練習曲書店從社會企業形式蛻變為公認的

心經營下，持續連結更多在地資源形成生態

花蓮新城練習曲書店在創辦人胡文偉用

須有熱情與理想，更需要的是經驗與營運模

觀察中，在地經理人最常面臨的難題首先是必

的關鍵。林宗富則表示在地方創生夢想導師的

些集合體，一起推動在地產業發展，就是成敗

生經驗的集合體，而經理人落地後如何對接這

地方創生典範。對於地方創生與社會企業的區

式，「要務實，才能永續」。

地方發展。

別為何？胡文偉的心得體會是，社會企業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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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的人才」，回到故鄉創業、經營南投竹山

日城鄉的發展關鍵」，「最大難題是找到不同

乏舞台？這是地方發展的惡性循環。「人是明

究竟是有舞台但沒人才？還是有人才卻缺

長時間等待開花結果，而社區需要產業經濟的

自己想做的事靠自己開拓，每一分努力都需要

地方，他認為，回到故鄉比留在都市更踏實，

人、外地專業人才，提供打工換宿，協助幫助

拿捏得宜。

停滯不前，顯見在溝通與決策之間的權衡仍須

不熟悉，也有經理人過於在乎「人和」而導致

念不同而分道揚鑣，或對於上位的政策與計畫

積，才能漸漸克服挑戰。

保持熱情、堅持下去，通過時間與生命的累

會歷練與經驗少，在艱辛的過程中更須持續地

呂耀中也建議，返鄉人才普遍年輕化，社

支撐，有了經濟支柱，就留住了在地人才。

立志返鄉投入地方創生的在地經理人要面

取得團隊共識與地方信任

小鎮文創的何培鈞建議，青年返鄉第一件事要
先講求自己的生存能力，包括美學的設計能
力、實體開發能力、科技應用能力等，例如要
架網站、建立基本的售票系統等，要溝通社區
居民，具備振興產業的能力，才有機會用最低

生的議題太發散，涉及複雜度極高的專案管

升經營管理的專業知識。林宗富認為，地方創

導師們建議經理人需要不斷充實自我，提

乏地方信任，一開始就陷入有志難伸的困境。

組成團隊也可能因為內部缺乏共識，外部又缺

年輕人離鄉背井太久，對故鄉相當陌生，即使

是在地經理人不可或缺的能力，通常的情形是

何計畫都寸步難行，而為了培養足夠的人力，

峽甘樂文創執行長林峻丞表示，沒有人才，任

首先就要考慮獲利，才有能力培養團隊。」三

在地經理人「從一個人發展成一支團隊，

再規劃人力

理，有些經理人抱持過於理想與浪漫的情懷，
周奕成建議，經理人一開始就要自我認定是在
就必須面對財務問題，因此要回歸到商業模

先想好獲利

未多考量市場需求，導致產品的競爭力薄弱，
地人，用在地人的方式生活和思考，檢視和修
式，有了穩健的商業模式，才能下定決心投入

對的第一道功課是「人和」，導師們認為，這

或者無法脫離同溫層與舒適圈，也無法開拓業
正自己的事業目標和執行手段能「為地方帶來
多少資金與人力。

成本，整合地方需求。

務版圖。
什麼價值」。

補、不要競爭，「要思考自己對居民、對地方

理人要經營的事業，最好跟原有的在地產業互
人手，而當地居民持以觀望、甚至勸退的態度

會，才有合作的可能」，經理人返鄉後最需要

魏文軒認為，「世代之間必須有對話的機
風險、增加效率，比較容易在快速試誤（

奕成表示，雖然資源有限，但規模小可以降低

在地方經營的初期團隊規模一定不大，周

大稻埕世代群團隊周奕成則建議，在地經

而言帶來哪些價值，若無法對社區居民與商家
是最動搖人心的。

個試驗必須是長效性的計畫，才能反映出真實

企業要站穩腳步、需要花很多時間嘗試，而每

樂團團長王繼維也認為，像在地團隊這種微型

促進青年返鄉與老產業對話的高雄台青蕉

開啟話題，漸漸消弭了青年與長者之間的隔

一代集體記憶，也是回憶媒介，一接觸就容易

連返鄉青年，更串起世代連結，「老單車是上

點，於是蒐集老單車組成「黑色騎士」隊，串

他返回台東家鄉、經營民宿也觀察到這

的階段，招募或導入其他團隊」。

到，而是必須協作的力量，因此要考量在適當

鏈，「這些都不是單一人才或小團隊就能做

機會，也可以做到彼此之間區隔又互補的產業

團隊才能生存，也才有後續的發展和生根在地

try &

產生意義，就不會產生什麼連結。」

）中找到正確方向，確認好方向後，再考
error
慮投入多一點資源。他認為，商業模式對了，

的營運狀況，「經理人要熬得住、蹲得低、等
閡。」除了與地方的信任基礎薄弱，經理人也

七年入不敷出，直至今日仍持續尋找更多獲利
建議，年輕人要培養面對差異的能力，才不會

追尋標準答案，這就是最大的敗筆！」王繼維

經營社群、消費者與社會大眾，產業發展上除

列課程，協助在地經理人解決問題。如同林宗

品設計、營運模式、通路媒合及募資管道等系

藉由本培力計畫執行，夢想導師們傳授產

方產業與人才回流拓展新局，地方創生就在不

量，成為臺灣城鄉特色產業的重要推手，為地

若能延續下去，相信經年累月將蓄積一股力

式，而培力資源則有助於他們站穩馬步。計畫

生機。」林峻丞指出，甘樂文創成立後，長達

「我們一直努力找商機，才能為地方創造

得久。」

模式。而胡文偉、魏文軒也表示，創業以來，
沉溺於同溫層，更要學習從差異中找到解決方

經 營 臺 東 莊 稼 熟 了 民 宿 的 魏 文 軒 在 2017 會面對團隊整合問題。
年成功以整理七間老屋作為民宿，引進年輕
呂耀中指出，有些團隊內部因為價值、理

對於商業模式的探索從未間斷過，每年都在求
案、創造典範，他鼓勵年輕人要有野性去面對
問題，當歐美經濟成長仰賴的就是野性。

新求變。
「在政策與教育的主導下，年輕人往往

推動地方創生，無論是中小企業或微型團

了打造優質產品之外，更透過生產、消費的過

跨界合作 開展城鄉翻轉的藍圖
隊，最重要的是跨領域的媒合能力，林宗富認

程實踐永續、生態、環保、文化保存、歷史轉
而在過去被視為社福課題的長照醫療、偏

為，只要三、五個穩健務實的經理人就能組成
具備更高的敏銳度，檢視在地需求，跨領域媒

鄉課輔與孩童陪伴，不少在地團隊也積極提出

譯等進步理念。

合資源，發揮自己的專長注入活水到故鄉，更

創新計畫。胡文偉長期關心南迴醫療協會，並

精銳戰隊。魏文軒認同，新一代的經理人通常

接地氣、用創意活絡家鄉，創造商業模式，深

擔任顧問，感佩協會在社區照顧的付出，以及
巡迴餐車推廣部落文化與美食的模式。

深感覺到年輕人駐留家鄉是一件美好的事！
呂耀中觀察發現，在地經理人已擺脫行政
區域限制，除了經營社區、地方之外，更積極

富所言，透過政府公家機關的力量，能更精準

遠處。

培力計畫、播種地方甜美的果實

有效地運用資源釋放給願意做的團隊與人才，
快速縮短計畫熟成的時間。城鄉創生是一條漫
漫長路，在地經理人及其計畫永遠處於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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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經理人如何培養翻轉地方的必備武器？

場訪視給予經理人營運經驗。而民間團隊也不

經理人交流與見學課程，透過成熟團隊執行現

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舉辦的「城鄉 Next
在
地經理人」培力計畫，以三個月為期辦理專業
而中央要訓練公部門，地方團隊則要熟悉在地

熟的團隊帶領在地團隊、地方組織、公部門，

有耐心、要有基礎建設與周邊配套，可先以成

更多經營技術知識。而培育在地經理人必須要

訓的人才再次回到地方現場時，系統性地獲得

透過社群串連，並搭配後續的課程訓練，讓受

成過程不僅須透過彼此的訪視與交流，還需要

小、可行的方案做起，因為「生態系不會一天

害關係和推動成長的能力，執行時則要從最

能提出適當的解法；再者，須具備整合在地利

解在地問題，對未來有明確的想像和規劃，才

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並且詳實觀察和透徹理

其他人加入。他認為，一個對的在地經理人應

什麼在這裡做事、知道如何做、知道怎麼找到

所需的「經理人」提出三個指標：知道自己為

大稻埕世代街區團隊周奕成表示對於地方

從地方養出的人才更具競爭力。

生態系，打造培訓與實務操作的孕育基地，讓

地幼苗扶植起來，政府再以協助的角色去孵育

此，在育才培力方面應由民間地方先行，將在

目標往往聚焦在標竿範例，反而阻止差異。因

有亮點，應該努力讓差異成為特色；但是政策

他也鼓勵，投入城鄉創生的人才或團隊各

也激盪出更好的地域活化提案。

學就地提案的討論機會，不僅孵化在地人才，

通，像是竹山每個月舉行光點小聚，提供產官

學、企業及產業，在民間匯聚各種交流合作溝

鄉創生解決方案的場域可擴大並轉化到周邊大

面對政府關注人才培養，何培鈞建議，城

民間領軍 政府協助
從在地孕育希望

量。

環境，以提升在地經理人執行提案的資源與能

專屬的產業樣貌，而公部門則可以創造友善的

產業有更深層的認識，才能從地方獨特性打造

文史研究工作，讓各個世代對於在地人文、老

學」的能力，如號召地方耆老、職人一起投入

遲了三十年！」。在地經理人應該要有「地方

的隔閡，「產業與社區之間接合的工作已經延

他認為目前傳統產業與社區之間仍有很大

差。

的門檻和區隔，都有益於弭平社區與產業的落

社區以引導跨領域的發展。而合作過程中遭遇

扮演串連世代與社群的溝通角色，進入社會與

才，在地經理人必須兼具很多才能，特別需要

王繼維認為，未來新興產業不是單一專

育的人格特質。」

解決的失敗，也要有不斷檢討、修正、自我教

形成，必須慢慢生長，於初期界定問題、嘗試

營運的操作模式。

的三峽甘樂文創志業，決定於二〇一九年一月
起開設一系列課程，邀請全國各地的實踐者與
意見領袖，針對未來投入地方創生的青年公
民，提供更多思考與方法論。
甘樂文創志業執行長林峻丞認為，好的養

精準理解在地 快速修正經營
扮演跨界溝通要角

約而同意識到人才養成的急迫性，如深耕多年

政府與民間同行
共同培育在地人才

分享在地經理人面對在地需求時，應扮演的角色，以及所需精進的能力。

求，也促使民間團隊展開新的出發，本次邀請城鄉創生的實踐者與意見領袖，

進在地安居樂業與特色產業永續發展。同時，民間力量對於在地人才養成的需

組「在地經理人」團隊，協助在地經理人逐步實現翻轉地方的營運提案。以促

面，特別重視在地團隊的問題解決及營運能力，透過共伴培力輔導全台二十

產品三種面向，著重建構台灣地方產品與服務之特色營運模式；於人才育成方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執行之「城鄉特色產業發展計畫」，目標以場域、人、

誰是在地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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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廣告

迎接二〇一九地方創生元年，地域活化的先行者正在做哪些準備？
哪些創新思維與科技應用，將化為翻轉地方的轉生術？

用區塊鏈記錄生產履歷，透過觀光同步改善當地

年三月，小鎮文創將發行社區貨幣「光幣」，善

向社區營造的數位元年！何培鈞表示，二〇一九

「作為臺灣創生的先鋒，南投竹山小鎮正邁

貢獻哪些產值、以及在地產業之間互動等關係均

而開啟新的社群關係。過去竹山每年的遊客數、

地人，頒贈榮譽鎮民，連結在地產業與遊客，進

給每年在竹山消費兩萬元、貢獻十二個指標的外

地方特色）、社福指標（幫助弱勢族群）等，並

（在地授課或專長交換）、品牌指標（打卡宣揚

品）、生態指標（購買環保產品）、教育指標

評斷標準，真正落實城鄉長期的均衡發展。

有更清晰的均衡發展指標，以避免完全以產值為

第三季可以主推生態產品。透過數位歷程，地方

展到第二季發現經濟產品過多、生態產品太少，

標，可用在不同屬性的社會發展，比如說社區發

何培鈞進一步表示，區塊鏈發展持續性的指

同捐贈故鄉稅，帶有強烈認同感；旅客將可以

環。同時光幣可作為數位身分證，外地人消費如

領取光幣，體驗參與當地居民與產業的友善循

未來，當旅客進入竹山，將可以在臺西客運

食器的竹器、陶藝品產業都將清晰可見，社區貨

飯為在地提供價值，包括準備食材的農夫、製作

地，可以從「貨幣旅行」得到精準的圖像，一餐

難以被清晰論述；而透過社區貨幣將消費留在當

的解決方案，國內比較有名的合作社，主力都在

近年有合作社率先投入創生，作為農業產銷

建立地方品牌的過程，需要更多參與和溝通。特

運銷，而非第一線生產。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

台東池上莊稼熟了民宿主人魏文軒也採取空

別是台灣常效法日本地方活化的成功經驗，日本

幣將作為地方治理的引擎，有助於日後更準確分

顧的不只農民，更以社員福祉為本，合作社作生
間活化與食宿合作的模式，著手進行老屋改造，

經驗所提出的創生術是有其參考價值，可以效

累積在地消費額度與在地貢獻的指標，如經濟

意不像一般企業，而是明顯特別重視農民。比方
二〇一七年起，魏文軒集結了七間老屋、成立

法，但應避免形成一昧複製的迷思，以免原具特

（以下簡稱中都）執行長林宗富表示，合作社照

說中都不追求高利潤的農業，例如特殊品種的花
「伴田公社」，建立移居農村支援系統，提供老

析在地經濟發展模式。

卉、高檔哈密瓜、麝香葡萄，因為那是企業作的

色的鄉鎮成為如ＯＯ道頓崛、ＯＯ小瑞士、ＯＯ

輸出國際

系發展，將是城鄉創生起步的關鍵。

境，帶動微型企業、地方組織、教育資源的生態

交易新商機。在未來如何打造更友善創業的環

源，為城鄉特色產業創造異業合作新契機，擴大

理營運模式、開發多元產品及媒合設計包裝等資

企業處做為舞台的搭建者，協助在地團隊建立合

其實臺灣不缺人才，只缺舞台！經濟部中小

的前瞻藍海。

外也成為國家品牌的代言人，進而開創台灣產業

值輸出到海外，不僅幫助國內鄉鎮平衡發展，對

範，並由各團隊往外輸出、落地，則可將臺灣價

示，台灣於城鄉發展若能打造具成功經驗的典

專業服務，培養未來性的微型產業。何培鈞表

司、蚊子館美化公司、老屋拉皮公司等更多元的

方案。」例如街區美化公司、銀髮智慧應用公

去，打包文創、旅創、農創經驗，形成商業解決

「我們要多鼓勵示範型團隊將人才散播出

培植臺灣經驗

會共同試煉、取得共識，路才能走得遠。

基因，找到長期可以經營的穩定，則需要整體社

乏的就是屬於臺灣的經驗，從獨特性找出賺錢的

積的社會聲量，王繼維認為，其實臺灣經驗最缺

臺灣知名的鄉鎮品牌，多仰賴在地實踐者累

方特色產業的成長。

東方巴黎等等不具在地深度的複製品，將阻礙地

屋修繕協助，提供外地人才專長換宿的空間。
舞台，年輕人很難進駐社區」，空間活化同時也

魏文軒認為「沒有實體空間，很難有發揮的

不僅如此，區塊鏈應用也適用於農業，林宗

關於地方成功經驗能否複製，王繼維表示，

城鄉創生作為獨家品牌

充分形成溝通政府與民間的橋樑。

僅降低溝通成本，策略也比較靈活多元。讓法人

在策略形成期，可委託有經驗的法人來執行，不

何培鈞建議，由於地方創生是新穎的策略，

才有生態池足以培養人才。

海外，民間才有活力去呼應多元的市場，有產業

城鄉創生的經驗可發展成新的產業，有機會輸出

往缺乏創生團隊真正投入經營；他期待台灣投入

式相當成熟；反觀台灣多半是顧問公司提案，往

產業，何培鈞指出，從事地域活化顧問的計價方

一一解決。地域活化在日本已經形成一門精準的

適整體修改，並有完善配套，這些陳年難題可望

公司牌照」、「無導遊執照」等，如果法規能妥

屋難以取得合法的執照、建照，常常遭檢舉「無

的鄉村閒置老屋，過去受限於民宿管理辦法，老

未來「法規鬆綁」應為重點政策。例如遍地可見

地方場域經營往往與旅宿餐飲業緊密相連，

謂「無論經過幾代，老故事都可以傳承下去。」

軒卻仍然堅持提倡空屋活化，因為老屋的存在意

資紀錄。雖然池上購地自建民宿者非常多，魏文

長、外地人一起投入文史紀錄工作，更新地方文

代表連結了更多社群資源，同時配合公所、鄉

獲利後再回饋到地方。

觀光行銷與在地食宿，二〇一九年預期目標是在

蓮市區開設的自行車運動主題飯店，融合了運動

書店與位於新城的共享空間，胡文偉還結合了花

此外，由於新城與花蓮市區距離不遠，除了

今生。

如同唱片中形形色色的曲目，訴說著小鎮的前世

周邊老宅以形成當地街區的串聯，讓街區各空間

事，並取得許多屋主同意釋放空間，致力於修復

結合老雜貨店、老相館、天主堂所陳封的許多故

周邊極具特色的文史資源，舉凡耆老的黑膠唱片

階段書店營收已足以支撐藝文活動，並挖掘書店

間，將文人、畫家、設計師、農民聚集起來，現

來，從當地資訊站逐步成為在地與外地交流的空

位於花蓮縣新城鄉的「練習曲書店」成立以

地域活化作為一門專業

透過內部流通，舒緩金流問題。

員向農民收購農產品、農民添購農業資材，可以

流可借助區塊鏈建構內部循環經濟，如合作社會

並追蹤產地、品質、物流與銷售。此外，農業金

改，這些可溯源的資料，可以延伸到食品加工，

生產的細節紀錄在平台，透過區塊鏈保護不被竄

富指出，農業區塊鏈不僅適用於生產履歷，食品

農民、農地而奮鬥。

事；中都要作的是對農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為

指標（觀光餐飲消費）、文化指標（購買藝文商

農業升級：合作社與區塊鏈

經濟、生態和文化的整合系統。

在地經濟：發行社區貨幣

創生實踐的先行者，為分享未來營運策略與思維。

聚、活化地域的重要基地，多年經驗也砌出一套創新的經營策略。本刊邀請到地方

業特色，強化在地品牌形象，已是不可或缺的思維。另一方面，場域作為人才群

地，協助建立推廣在地品牌的重要性。而如何借助資通訊科技，結合當地人文與產

在資通訊環境急速發展的大環境下，城鄉發展計畫在戰略面無不強調科技導入在

描繪城鄉未來翻轉戰略

前瞻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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