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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輔導整合及策略規劃執行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設定「地方創生」為主軸，期以新的觀點，推動新的北台合作議題。    這個計

畫執行期間除與承辦縣市「基隆市政府」密切聯繫外，尚且多方徵詢相關學者、

各界實務專業人士的意見；除此，亦於 2018年 1月期間尚且辦理「工作坊」，廣

邀北台八縣市公務人員暨社會各界，共同就當前北台跨域整合議題研商對策。經

多方討論整合形成「北台推動地方創生合作方案建議報告」，敬請指教與參採。 
 

壹、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的實務作法 

    「地方創生」這個政策名詞起源於日本，而且開始實行的時間也僅有四年。

目前為該國內閣府全力推動、定期追蹤的政策，期能透過中央到地方的充分配合，

以解決地方上發展失靈、人口流失、人口老化，以及低出生率的問題。以下，將

就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的發起源由、實務作法、補助模式，以及監督模式，進

行介紹。 

一、發起源由 

    (一)地方人口減少：當前的日本，除了少數的都會區人口為成長的態勢之外，

大多的市町村為減少的情形；這些地方的青年人口多在外地(外縣市)工作，轄區

內多為年邁的老人住戶，20至 40歲具有生育下一代新生兒的婦女，其人數往往

不多；換言之，未來的人口只會更少，看不到人口翻轉的可能。而一連串的「地

方消滅」、「無人町村」事蹟刊載在新聞報刊並遭各界檢討，迫使日本中央到地方

各級政府必須著手面對。 

    (二)人口集中東京：東京為日本國的首都，並且為首善之區，尤其自 1992

年日本經濟動能衰退、資產泡沫化後，東京都(首都圈)發展領先的態勢更為明顯，

就連第二大城「大阪府」也日漸難以望其項背。在這樣「東京一極集中」的發展

情勢下，不利於日本國土的均衡發展；而為導正人口過度集中於東京都，安倍晉

三內閣大力推動「地方創生」政策，希望人口回流地方，並適度紓解東京都發展

飽和的壓力。 

    (三)拯救地方經濟：正因為人口流失，使得日本偏鄉地區的經濟衰敗，過去



城鎮商店街的榮景不再，不少地方形成「鐵捲門深鎖一條街」的衰敗景象。而地

方上的經濟不振，又再促使青年人口遷移到都市地區，再度對於地方上的商業經

營形成不利條件。然而，其實很多地方深具發展潛力，不論區位優勢、土地資源，

或是農特產品，若能有效整合，或許可以翻轉頹勢、發展地方經濟，讓在外工作

的子弟能回到家鄉安生立命。 

    (四)創造工作機會：日本鄉村地區的人口流失，正是因為地方上的工作難尋，

或是既有的工作機會看不到發展的前景，以致於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市町村，人口

大多走向高齡化。對於東京以外的市町村，日本以地方創生的政策引導，鼓勵地

方自提方案，研提可以持續獲利的計畫，而新創計畫可以獲利，就能產生新的工

作機會；除此，也鼓勵都市地區的企業廠商能夠遷移駐點(例如離開東京首都圈)，

改設於偏鄉地區，以創造偏鄉地區的工作職位。 

二、實務作法 

    (一)地方自提方案：地方創生並不是日本中央大型的區域經建發展計畫，而

是地方以市町村為單位，基於地方現有條件，整合必要資源，組設營利機制，積

極創造營收，進而繁榮鄉里。就目前日本的實務運作來說，先由地方自提地方創

生計畫，後由內閣府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每年兩次收件，並審議來自全國各地

的地方創生提案。 

    (二)政府審議計畫：日本的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收到來自日本全國的地方創

生提案後，會依照創生政策的內容分類，如觀光類的地方創生、土特產行銷的地

方創生、產品設計類的地方創生、社會福祉類的創生計畫等；分類之後，除事務

局公務員外，尚且會聘請實務界人士、專家學者(如文化學者、福祉學者、農業

學者、園藝學者、經濟學者)，基於各該地方的稟賦條件與資源整備的提案內容，

審議期計畫的合理性，並決定是否給予補助金補助。 

    (三)決定補助金額：承辦地方創生業務的「地方創生推進事務局」對於地方

的支援服務主要有三大類，分別為情報、人材與財政等等的政策措施。例如，地

方不知如何提案，不知現在地方有何資源，該局會到地方進行評估，並且會給予

資訊上的協助與實作教導。最重要的是，在財政支援措施方面設有地方創生推進

「交付金」，以2017年上半年度的計畫審議分配來看，平均每件為300多萬日元，

多則七、八百萬日元，少則數十萬日元皆有。 

    (四)輔導與監控並行：地方開始執行地方創生計畫之後，地方創生推進事務



局會依照地方所自提的 KPI指標，追蹤地方執行計畫的成果。該局會依照成果給

予必要的專業輔導，或依照年度的執行成效，決定是否繼續給予下一年度的補

助。 

三、制度運行特點 

    綜上可以得知，日本地方創生政策，本質上為「由下而上」的政策運行模式

(並非由上而下的政策指導、控制)，由地方自行提案，中央給予輔導及財政資源

的模式。就訴求來說，就是要帶動地方經濟、讓人們願意在地方安居樂業、安生

立命，進而讓地方可以生生不息、永續發展。 

四、相關案例說明 

    以下就日本地方推動地方創生的實際案例，挑選三個正在執行的個案進行介

紹說明。 

    一、在石川縣金澤市，該市有一針對老人服務的社會福利法人機構，該機構

的服務整合老人居住與照護，該機構服務的全部住戶計有 32 戶，住戶的年齡從

60歲到 90歲，大多來自石川縣民眾，也有來自東京、大阪等地的老人。其營運

的模式是向學生收入便宜的房租租金，並要求每個月 30 個小時的工作勞動，未

來將逐步營運共同商店、志願勞動及農園的農作活動。 

    二、福井縣強化在地就業計畫，由福井大學承辦，針對福井縣轄區的在地企

業、中小企業的魅力，對於縣內準備就業的學生、青年進行介紹；此外，就地方

的新創產業、研究中心、大學研究機構，促其形成產業網絡。這個計畫的推動，

就是希望福井縣的子弟可以留在家鄉工作、結婚與生子。 

    三、岐阜縣東白川村，該村為林業與木材業為主的地方，擬構築木工產業的

訂製、販售系統，以增加該村村民的所得；就目前的實績成果來說，年度的木材

出貨量已成長 48%，每人的平均生產額也在逐年的上升當中，有助於當地的就業

職缺的創造。 

    以上僅有三個個案的簡單列舉，尚有更多為介紹的案例，建議進入本報告所

附網址閱覽，但全為日文網頁的資料介紹，尚未有中文翻譯的資料。 
 

貳、日本利用跨域制度解決地方創生議題的案例 

一、日本跨域制度運作類別 

    根據日本地方制度學者木村俊介的整理，日本各個地方公共團體(自治體)，



在推動廣域連攜制度，主要乃是基於以下七個理由： 

    1.狹小(或財政困難)的地方自治體難以單獨實施艱難的事務(如醫院、消防)； 

    2.大規模公共設施的運轉(如上水道、下水道、垃圾焚化事業)； 

    3.自治體難以面對鄰避型公共設施(如火葬場、垃圾焚化廠、垃圾處理場)； 

    4.發生率低但一定程度需要的防備事務(如災害防備與傳染病防治)； 

    5.推展「廣域計畫」必要的事務(如都市開發計畫與交通運輸計畫)； 

    6.需要統一標準來共同處理的適合事務(如介護認定審查、障害區分標準)； 

    7.需要專門職員準備、集約的事務(如緊急醫療、稅的滯納處分)。 

    另外，就日本「一部事務組合」的跨域種類來說，依 2012 年統計資料，在

全日本，地域開發計畫有 105 件、各級產業振興有 217 件、輸送設施有 19 件、

國土保全有 3 件、厚生福祉有 699 件、環境衛生有 1306 件、教育事務有 150 件、

住宅事務有 5 件、都市計畫有 18 件、防災事務有 846 件，其他類別有 423 件。 

二、關西地方創生戰略的願景與落實 

    「關西廣域連合」(跨域組織)成立於2010年12月1日，參與的地方自治團體

有滋賀縣、京都府、大阪府、兵庫縣、奈良縣、和歌山縣、鳥取縣、德島縣、京

都市、大阪市、堺市、神戶市等12個地方自治團體(八個府縣、四個政令指定都

市)。目前主要實施的事務界定為「應該由廣域行政體擔任的事務」，在這個原

則下，有三個「次原則」分別如下： 

    1.廣域防災、廣域觀光、文化、體育振興、產業振興、廣域醫療、廣域環境

保全、資格試驗(免許)、廣域職員研修等七個主要事務。 

    2.由國家的「派出機關」權限移轉的事務。 

    3.在將來，將由現今七個主要事務擴充，或加入新的事務。 

    關西的創生戰略願景，主要來自當前關西地區發展所面對的問題，諸如人口

持續減少、女性人力欠缺發揮空間、關西競爭力持續衰弱化、關西經濟需要活化、

AI或機器人技術的開發及促進、多樣化產業的聚集等。基於以上的政策問題，其

設定的兩大戰略願景為： 

    (一)實現國土雙眼構造的關西； 

    (二)吸引人才進駐的魅力關西。 

    在上述兩大戰略願景之下，再進一步制定出五大政策： 

    (一)國土雙眼構造先導措施推進(如移轉中央機關到關西地區、中央新幹線



及北陸新幹線到大阪的提前開業、改善到關西機場的交通方式等)； 

    (二)創造關西經濟、先導日本元氣(相關農林水產業的育成與振興、推展關

西品牌、健康醫療產業的創新與檢討、擴大女性活躍的場域等)； 

    (三)打造亞洲文化觀光首都(外國到關西的旅行者達1800萬人、關西魅力的

推廣行銷、關西廣域運動的振興等)； 

    (四)基於防災與醫療的充實，創造安全、安心的區域(實現防災首都、醫療

首都等)； 

    (五)環境先進地區的創造，永續社會的實現(完善幼兒期兒童的學習環境、

交流型學習環境的推進、再生能源的導入與促進) 

    確立了戰略願景與基本政策後，就在「關西廣域連合」這個機制下，逐年編

列預算，並持續檢討進度，以漸進達成願景。 

三、關東九都縣市跨域首長的地方創生政策 

    以 2016 年 5 月份的關東九都縣市首長會議來說，該次會議檢討的內容有七

大項，分別為多子家庭的住宅政策(家庭環境空間狹小)、身心障害者的勞動就業、

高齡者的交通安全對策、外國人到訪熱中症的預防、里親制度的推進、福島縣的

復興支援、地方稅問題的檢討等等。這些討論項目，在各個分組討論，會先評估

目前推動的進展以及目前的成果，並確認達成的進度。然後提出今後的對策方

案。 

就以多子家庭的住宅政策項目來說，針對家庭空間狹小，居住環境要改善的

政策項目，該小組所做出的結論是要在首都圈地區，針對每年增加 1.3萬戶的空

屋(中古屋)，來進行活化利用。另外，建議由國家獎勵業界團體興建多子居住空

間的家庭民間住宅；對於購買多子住宅(新屋或中古屋)者，應該改予稅制或金錢

的優惠；以及，各級政府應支援中古住宅的活化再利用。 

而就 2017 年 5 月份的九都縣市首長會議，特別就工作勞動方式改革的政策

項目進行討論。在日本，長時間勞動者的比例是歐美國家的兩倍，同時面對人口

減少的窘境、女性逐漸進入工作職場，進而造成男性上班族工作與家庭育兒的兩

難。就應對做法而言，過去曾共同實施各都縣市政府單位同時下班的措施，希望

達成工作、生活達成平衡。該次會議確認以下事項：(1)針對長時間勞動的檢討

調整及研究有效的對策；(2)實現多樣且柔軟的工作環境之研究。另外，就今後

所持續的相關會議，將就各都縣市所採用的好事例、先進事例、政策實施狀況進



行檢討，並作為未來共同政策推行的依據。 

另外一項值得注意的政策，是關於「不孕症的檢討與對策」，晚婚化是日本

目前社會的趨勢，但也往往造成不孕，目前接受不孕症治療的對象年年正成長。

但不孕症的治療費用昂貴，且來自政府政策補助金額有限，一般上班族難以支應。

所以這次九都縣市的會議達成結論，共同具名要求中央政府達成以下事項：(1)

針對高額費用的體外受精及顯微受精等項目，納入醫療保險的適用對象；(2)關

於睪丸取精及精索靜脈瘤結紮術等醫療手術，納入醫療保險的適用範圍。這個政

策意見書，由九都縣市的民選首長共同具名，並且要求中央內閣予以落實。 

以上為最近幾次的九都縣市首長會議的政策建議，因為有些部分已超出地方

政府權限，所以「九都縣市首腦會議」，以九位首長聯名的方式，寫公開信給「內

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財務大臣；國土交通大臣與內閣官房長官等人，使中

央各部會能夠配合此項地方連攜的政策推動。 

所以，就「九都縣市首腦會議」的作法，乃是「地方主導、中央配合」的跨

域連攜制度，是政策研擬與執行性的組織，具地方特色，並解決各自地方政府無

法「單獨面對」的問題。 

四、日本廣域(跨域)合作的特質 

    不論歐美各國還是台灣的政策實務，並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可以以跨域

的方式來運作。而從日本的實務經驗，大抵上有三大種類的政策，就適合以跨域

的方式來運行，分述如下： 

    (一)截長補短、互通有無：如既有公共建設的共享，區域內自治體就無須重

複興建相同的公共設施；例如 A縣市有焚化爐、B縣市有垃圾掩埋場，兩縣市跨

域整合，則 A縣市無須規劃設置垃圾掩埋場、B縣市不用興建昂貴的焚化爐。 

    (二)規模經濟的政策：如縣市間共同簽訂採購協約，共同向單一廠商訂購貨

品，降低每個單位的價格；又如數個基層自治體，共同出資成立地區醫院，有足

夠的人口規模方能支撐一個地區型醫院的設立。 

    (三)需區域整體規劃的政策：如區域快速道路的規劃與興建、下水道等大型

公共建設。 

    而就近來日本各級政府所推動的「地方創生」政策，亦涉及上述三類的跨域

政策的特質。 



肆、北臺地方創生共同合作方案建議 

    本研究團隊在研究期程期間，經與專家學者、實務人士、團隊內部討論會議、

基隆市政府的建議，乃至於 2018年 1月 25日在基隆八斗子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所辦理的「地方創生工作坊」，綜合各界人士所共同腦力激盪的成果。建議的行

動方案有以下三項，表○之後有完整的說明介紹。 

表○：三項行動建議方案 

編

號 
行動方案建議 建議方案說明 

一 建立北臺青年創業資訊平台，

舉辦跨縣市青創媒合聯合活動 

1. 於北臺網站系統性呈現北臺八縣市

青創發展輔助資源、中央青創輔助資

源及相關即時政策資訊，提供青創發

展案例與經驗等相關資訊。 

2. 北臺共同舉辦青年創業媒合會。 

二 串接北臺 8 縣市觀光特色，透

過分眾宣傳，推廣北臺觀光 

1. 串聯北臺 8 縣市觀光特色景點，以慢

活觀光、深度旅遊、小旅行規劃設計

北臺觀光路線，結合電聯車、公車、

自行車等串接北臺鄉鎮景點特色

(如：客家擂茶、搗麻糬、漂流木、飾

品 DIY)。 

2. 透過影片(微電影)呈現北臺觀光特

色，以旅展、網路、摺頁等進行宣傳，

結合 Google Map、QR Code 等科技元

素進行行銷。 

3. 影片可採「分子聚合」的概念，依照

不同國際宣傳對象之國情個性與興

趣等，拼貼串連成各類形同品牌的觀

光宣傳影片。 

三 推動青銀共居計畫，促進世代

生活融合 

推動青銀共居，解決長輩照護需求、青

年居住需求，並讓長輩感受青年活力感



編

號 
行動方案建議 建議方案說明 

染，有助長輩積極面對退休生活。 

行動方案： 

1. 試點選擇：由北臺各縣市政府先行試

點舉辦 

2. 媒合雙方需求，並以包租代管方式補

助住居津貼(修繕費、租金) 

3. 訂定居住公約，舉辦相關活動促進青

銀互動，分享生活經驗 

4. 檢討與改善：制定或修改法規、檢視

居住環境之不友善處並進行調整、行

銷宣導新型態居住體驗。 

一、建立北臺青年創業資訊平台，舉辦跨縣市青創媒合聯合活動 

    北台八縣市地區，人力資源豐富，除了既有企業提供的工作機會之外，尚且

是良好的青年創業環境。然而，政府勞動部及青年就業輔導部門，以及各縣市勞

工局、教育局，或青年事務相關單位，就整個北台八縣市的創業資訊並未整合。

且，人力資源與創業機會是流動的，甲縣市或許不能提供良好的創業條件，但在

乙縣市卻可以提供，抑或整合甲乙丙三個縣市的條件，針對申請人給予專案適切

的扶助。 

    再者，其實青年創業的風險不低，若有過來人(老鳥)的資訊與經驗交流，或

能給予未來創業者相關的啟發，因此建立北台青年創業平台，經各業別的分類、

整合，將成為創業資訊豐沛的平台，而既有企業、公司行號，亦能從中找尋合作

夥伴，打造新的獲利商機。 

    最後，建議定期舉辦跨縣市青創媒合聯合活動，使地方需求、產業需求、人

力需求得以進一步整合；同時，也讓青年創業與既有環境資源得以進一步媒合，

進而打造北台優質的青創環境。 

二、串接北臺 8 縣市觀光特色，透過分眾宣傳，推廣北臺觀光 

(一)針對外國旅客部分 

    北臺是國際旅遊進入台灣的第一個地點，然而不少的國外旅客多以台北作為



主要的旅遊地點，沒有擴及其他縣市。如此之旅遊行程，天數短，而且其旅遊收

益無法擴及北臺其他的縣市，殊為可惜。 

    以日本旅客來說，有不少旅客為周休二日的旅行行程，週五搭深夜班機抵達

台北，週六造訪台北 101、永康節商圈、萬華及故宮，週日到九份、陽明山與貓

空等地，當天下午搭班機回到東京。會出現這樣的行程安排，主要的問題在於北

臺八縣市豐富的觀光資源沒有整合、特色沒有突顯、外國旅客沒有充足的資訊、

交通動線欠缺整合所致。 

    以日本作法，至少就要做到地方觀光景點串連與交通動線的配套整合，這樣

才可以讓國外的旅客走出東京，到各縣市去造訪；例如，日本 JR(Japan Railways)

所推出的「周遊券」鐵道運輸優惠，主要就是針對「外國人」給予的鐵道費用優

惠，並搭配景點資訊的強化行銷，讓人們行動到諸如埼玉縣、山梨縣、新潟縣等

偏鄉縣份。 

(二)對於國內旅客部分 

    建議打破北臺八縣市轄區的分野，用帶狀、環狀的方式串聯旅遊景點路線，

以利於國人進行周休二日的旅遊安排。此外，各縣市政府多已逐步推動或完成自

行車道的相關建設，建議進行路線盤點，並予整合、路線連接，用自行車觀光搭

配在地美食小吃，使觀光旅客深入各個偏鄉角落，進而帶動地方觀光產業的發

展。 

(三)串連觀光景點、分眾宣傳 

    就觀光行銷的手法來說，建議北台八縣市各自拍攝不同景點，再交由旅遊專

家或專業公司進行排列組合)；此外，傳統的觀光行銷是用廣泛性、普遍性的方

式進行進行景點行銷，未來建議「分眾宣傳」，針對特定族群進行重點宣傳，用

局部帶動整體觀光人數，進而促成觀光產業收益的成長。對於國外旅客，建議針

對該國旅客的需求拍攝訴求於該國來台觀光的宣傳影片。 

三、推動青銀共居計畫，促進世代生活融合 

    在日本，有越來越多「孤獨死」的案例成了電視新聞的報導；此外，有越來

越多年輕人，其有限月薪收入難以支付昂貴的房祖；也因此，銀髮族與青年的生

活需求就有互補的可能。銀髮族已屆退休之齡，多數擁有房子，而且兒子多已成

家立業，家中往往有多餘的房間；其生活不但平淡孤獨，而且或有生活照護的需

求，此時青銀共居政策的推動，就能媒合雙方的需求。 



    此外，北臺八縣市也可盤點公有、荒廢的大樓、宿舍，以作為青銀共居的場

所，以收取低廉、基本的房租為誘因，吸引青銀兩代參加，進而媒合入住。這種

兩代共居的生活型態，讓長輩感受青年活力的感染，有助長輩積極面對退休生

活。 

    就實務做法來說，北臺八縣市都市化程度不一，不一定都有空間得以作為共

居公寓；也因此，除了獨居老人所提供自有房屋之外，財政資源較佳的縣市出錢

興建(或承租)青銀共居場所，有閒置空間的縣市提供土地或公寓，整合區域資源、

整合兩代需求。就行動方案來說，以下事項建議逐步辦理：1.試點選擇：由北臺

各縣市政府先行試點舉辦；2.媒合雙方需求，並以包租代管方式補助住居津貼(修

繕費、租金)；3.訂定居住公約，舉辦相關活動促進青銀互動，分享生活經驗；4.

檢討與改善：制定或修改法規、檢視居住環境之不友善處並進行調整、行銷宣導

新型態居住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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