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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由於桃源區自莫拉克風災後，因觀光硬體建設大部分毀損情況下，

本區區民為求有經濟來源收入，故以農業發展傳統作物為主，並希望結

合特有原民文化帶動觀光。因位處高山優美的環境，在地方農特產發

展，其生產品質優良的梅子與愛玉，在高雄有八成的梅子來自桃源區，

是高雄梅子產業鏈的最上游，加上桃源區保有原住民(布農族及拉阿魯哇

族)傳統文化。期望透過強化農業生產、原鄉輕旅行以及原民文化傳統創

新，讓桃源區形成「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聚落，期望能夠吸引人口回

流及青年返鄉，振興風災前的觀光繁景。 

因此，在地方創生政策發展之初，本次委由國立中山大學團隊辦理

地方創生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及成果發表，邀集地方產業業者、社區

組織團體與公所進行對話，協調評估並收集在地民眾對於未來計畫的意

見與期待後，經由專業講師及執行團隊協助在地居民共同進行桃源區的

地方創生方案初探，落實「由下而上」的溝通方式達成共識，進而讓地

方創生計畫工作的推動，可以納入地方聲音，產生巨大效應。 

貳、 計畫目標 

本計畫根據桃源區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以公民參與方式，提

出農產強化、觀光形塑、傳統創新、人口回流及青年返鄉方案，形成

「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導計畫。因此，為了達到

桃源區地方創生的目標：「人口增長、特色發展」，期待未來媒合產學資

源，以共同合作發展為目標，建立在地創生管理團隊、設置桃源地方創

生示範區及跨區產業整合，藉此吸引青年返鄉，將強化桃源區的農業實

力，將原鄉果實的魅力發揚光大，執行策略構想「人進得來，待夠久，

來了還想再來!貨出得去、品牌出得去，農業成長起的來!」將成為桃源

區的「地方創生」模組與特色。  



- 3 - 
 

參、 推動架構 

「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 

公民參與前導計畫 

                                       

委外的設計團隊-在地社區民眾 

協調評估、討論意見(地方說明會) 

形成「由下而上」的工作推動達成共識 

                                 ------------------ 

 

圖 1、「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公民參與前導計畫推動架構圖  

本
計
畫
執
行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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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桃源區地方 DNA資源盤點與願景 

因應地方創生政策之出現，國立中山大學為能協助各區域推動地方

創生發展，並找出地方發展重要元素，已於 2019 年 3月 14日及 20日假

美濃區公所舉辦【國立中山大學協助輔導公所尋找地方創生 DNA願景計

畫推動說明會暨培力工作坊】，由中山大學黃義佑副校長辦公室、社會實

踐與發展研究中心、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共同策畫執行，共有來自高雄

市旗山區、內門區、美濃區、杉林區、甲仙區、六龜區、桃源區以及屏

東縣霧台鄉等八個行政區，包含公所專員、課長、地方團隊等超過 50 多

位各地區地方創生相關人員共同參與。 

其過程中由行政區代表透過分組討論，進行地方 DNA盤點、地方現

行困境探討、地方創生策略的發展連結與策略，並由中山大學協助記錄

和整理，透過會議工作坊了解地方資源及擬訂地方創生之發展願景。以

下為桃源區之地方創生課題、地方創生ＤＮＡ、地方創生願景及協力行

動圈討論成果，亦將成為本計畫後續行動方案之討論依據。 

 

圖２、桃源區地方創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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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桃源區地方創生 DNA 

 

 
圖４、桃源區「地方創生願景」及「協力行動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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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本計畫針對桃源區公所提供區內地方創生可發展潛力點之初

步調查(至今年 10月底前)結果，進行區域位置與資源盤點分析，如下內

容所示： 

 
桃源區行政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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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執行成果 

一、 推動說明－ 

「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推動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成果發表會 

面對我國總人口減少、高齡少子化、人口過度集中大都會，以及城

鄉發展失衡等問題，由前行政院院長賴清德指示國家發展委員會擬定

「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於 2019 年全面展開地方創生相關工作。 

因此，為能發掘桃源區的地方特色，發展地方產業，本次以公民參

與方式，提出農產強化、觀光形塑、傳統創新、人口回流及青年返鄉方

案，形成「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地方創生公民參與前導計畫。 

經由辦理地方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的運作，邀請在地事業體、社

群組織及居民，討論地方創生發展之構想，共同發現地方發展困境，形

成「由下而上」的推動共識，真正落實了解地方發展需求，進而讓地方

創生計畫得以順利推動，發揮巨大地方發展效益。 

二、 活動時間及地點 

 活動時間：2019 年 11月 22日(五) 09:30-12:00、13:00-16:00 

 活動地點：桃源區公所二樓會議室 

三、 參與對象 

邀請桃源區「區公所人員、地方社區組織、地方創生合作對象(如地

方產業、企業公司或社群組織等)、地方文化工作者或其他有興趣參與

者」出席參加。當天參與人員共計 24人，名單如下 (簽到表請參閱附件

一)： 

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桃源區公所 

區長室/區長 謝英雄 農觀課/課長 高美圓 

農觀課/技士 王自立 農觀課/課員 高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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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單位 姓名 

農觀課/技士 高毓瑄 農觀課/助理 謝翠華 

秘書室/主任 賴建戎 秘書室/課員 張子新 

社福館/館長 顏雲美 民政課/助理 文俊傑 

地方組織/地方業者/社群組織 

區代表會/代表 張志誠 區代表會/副主席 吳清吉 

亞力民宿 黃靜華 布農情工坊 古淑花 

梅蘭山莊 楊登明 青農 高展志 

青農 潘宜芬 梅山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顏國經 

復興穆婭餐飲店 許雅玲 勤和里里長 曾志旭 

中山大學 

公事所/助理教授 謝政勳 社發中心/資深經理 陳志維 

社發中心/經理 王珮蓉 社發中心/經理 陳懿珊 

四、 活動議程 

時間 主題內容 講者 

地方創生推動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 

09:30-09:40 報到  

09:40-09:45 開場致詞  

09:45-10:45 

說明台灣地方創生政策 

講師： 

謝政勳/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何謂地方創生與地方發展？ 

各國案例介紹 

10:45-12:00 

【設計思考工作坊】 

1. 了解地方發展困境與挑戰 

2. 發掘地方發展潛力與願景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地方創生設計思考工作坊成果發表會 

13:00-14:30 

【小組討論時間】 
工作坊師資： 

謝政勳/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王珮蓉/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實踐與發展研究

中心 經理 

1. 小組凝聚地方創生構想 

2. 小組討論事業發展構想 

3. 擬定行動解決方案 

14:30-15:30 

【成果發表與分享】 

1. 小組成果方案發表 

2. 意見回饋與分享 

15:30-16:00 Q & A時間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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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執行成果說明 

（一） 地方創生推動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 

為能協助與會人員了解地方創生政策與在地發展，邀請國立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謝政勳，擔任本次說明會

暨工作坊之講師，由其介紹台灣地方創生政策之緣起，在地方上

該如何推動與開展。講師亦針對其踏查桃源區之觀察與現場人員

分享，桃源區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秀麗景觀及得天獨厚的農特產

種植環境，是當地發展的優勢潛力。然而，目前較缺乏完善的觀

光指標規劃，無法明確指示遊客到達觀光景點，實在可惜。 

另一方面，藉由起源國日本的實務案例介紹，讓與會人員更

加了解其在地方推動上的各種發展可能，地方創生需要因地制

宜，也需要地方事業體的參與，才得以永續發展。在案例介紹

中，不乏見到日本許多地方創生案例即位處偏鄉，不管是透過空

間再造或硬體建設改善，另輔以文化保存、觀光發展或稅賦減免

等措施，吸引人口回流當地生活或觀光客進入當地消費，發展日

本地方創生的多樣風貌。 

在本次工作坊中，桃源區區長謝英雄提及桃源區過去因為天

災破壞的關係，已慢慢將硬體建設或道路重新再造，然而在軟體

面的重建正要逐漸展開。也因此非常希望透過本次地方創生的前

導計畫，可以了解地方公單位、地方產業、社群組織及青農等想

法，帶領大家認識國家政策，更期待接下來的工作坊，能夠凝聚

地方共識，形成可行的行動方案，成為未來桃源區區域發展規劃

的依據。 

辦理本次工作坊之目的為讓公所人員及地方有志參與之單

位、地方業者、社區/社群組織及青農等，認識地方創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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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藉由案例之引導，讓與會人員可參考國內外地方創生經驗，針

對桃源區的區域發展，進行地方發展願景與藍圖的反思與規劃。 

為能形成地方共識，其過程之中必須透過不斷地溝通討論才

得以凝聚。在今年 3 月之初，中山大學已協助桃源區公所進行地

方 DNA盤點及願景擬定。因此，本次工作坊亦將延續前次討論內

容，由講師謝政勳帶領與會人員進行分組討論，並透過分析桃源

區內發展願景，藉以擬定屬於桃源區適切的各種行動方案。經由

公民參與過程，聆聽在地的聲音，搭起公部門與地方居民的溝通

橋樑，尋找桃源區地方創生的未來。 

  

與會人員報到時間 謝英雄區長致開幕詞 

  

農觀課課長高美圓介紹與會人員 講師謝政勳介紹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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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地方創生及區域發展 與會人員認真聽講地方創生內容 

（二） 地方創生設計思考工作坊成果發表會 

在本次工作坊之中，共分為 3 組，並且分為兩階段進行小組

討論：第一階段針對桃源區的地方特色 DNA及發展願景，藉由

「桃源區地方創生行動九宮格」之討論工具，引導組員探討地方

上可嘗試發展的行動內容，由此可見地方公共建設仍需改善加強

之處、地方農特產品的加值與推廣行銷、文化保存的扎根學習與

傳承以及觀光遊程之開發與串連等，其皆為桃源區發展地方創生

的各種潛在趨勢，亦成為區域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依據。 

第二階段之討論進行，則針對上一階段的發展可能，由小組

成員挑選最為急迫、最為可行、最具發展性之行動方案進行詳細

的內容規劃，以及成果方案的發表分享。過程中可觀察到參與民

眾對於桃源區的地景觀光遊程及農特產品的行銷展售特別關注，

期待在未來行動方案的發展上，能夠進行環境修復與營造、文化

技藝的輔導培訓、農產加工的技術升級與推廣，並且進行整體觀

光遊程的串連與規劃，希望提供外來遊客能有明確的觀光導覽資

訊，發掘這座隱身山裡的「市外桃源」。 



- 14 - 
 

  

小組討論地方發展各種可能方案 講師協助小組討論進行 

  

小組成員進行方案發想 第一組成果發表 

  

第二組成果發表 第三組成果發表 

經由本次設計思考工作坊過程中，參與學員回饋分享認為公

共政策的制定可以納入地方聲音，是一個必要的過程，其可讓政

策更加具體可行且更符合地方發展所需。有關本次工作坊小組成

果發表，請參閱以下「桃源區地方創生的 N種可能」及「桃源區

地方創生方案構想」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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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討論成果 

1、桃源區地方創生的 N種可能 

規劃:登山步道 

小關山或美秀台 

勤合平台避難屋之空間

利用: 

1. 一日農夫 

2. DIY 

3. 生態資源導覽 

桃源街道辦理假日市集、

梅花鹿市集: 

1. 農特產品 

2. 野菜、生薑 

3. 蜂酒、手工藝品 

農產品的多元性: 

如芒果乾、芒果冰淇淋、

梅子冰、風味餐、(果凍、

果醬) (農產品加工廠) 

1. 食品安全檢驗 

2. 加工品工廠媒合 

3. 標章 

桃源區 

地方創生 

的 N種可能 

少年溪溫泉開發及步道

規劃至長龍瀑布 

一日遊 or二日遊生態 

推風味套餐、文化營、採

果樂、文物館 

舞蹈、八部合音、文化演

出(人力培訓)、文建站老

人 

地方產業道路改善 

勤合->平台(沒有護欄) 

※備註：灰底色文字代表下述地方創生方案構想之依據 

2、桃源區地方創生方案構想 

方案名稱 慢遊桃花源 

計畫緣起 
1. 因八八風災被破壞，希望可以重建 

2. 恢復風災前的人潮，帶動經濟發展 

發展潛力 

1. 長龍步道->桃源的秘境 (賞鳥、賞魚、溯溪) 

2. 文化表演:八部合音、搗小米體驗 

3. 假日市集: 農民自己種的水果、菜、蜂酒、手工藝品 

建議地點 美秀台平台、文物館、桃源街道 

實施方法 

1. 重建步道及溫泉 

2. 保護生態、禁止電魚(制定法規、宣導) 

3. 培訓青年文化人才(跳舞、八部合音、導覽人員) 

4. 規劃文物館前面廣場之「假日市集」 

5. 凝聚青農的合作共識 

提案人 青農代表：高展志、潘宜芬、曾志旭、高飛揚、張志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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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組討論成果 

1、桃源區地方創生的 N種可能 

入口意象 

指示牌意象、行動導

覽、步道 

文化展演團體培訓 

師資－經費 

在地業者輔導與平台 

民宿、工坊、農產、手

工藝、部落才藝展現 

網路平台建置 

桃源區 

地方創生 

的 N種可能 

創造在地新地景 

步道、生態、護溪、歷

史遺址、吊橋 

農產加工多元 

加工場域、設備、合法

化 

百岳登山陪訓-交通 
遊程規劃、導覽培訓、

遊程設計、異業結合 

※備註：灰底色文字代表下述地方創生方案構想之依據 

2、桃源區地方創生方案構想 

方案名稱 馬舒霍爾地景意象 (黃騰的故鄉) 

計畫緣起 意象不明、易忽略、在地特色景點推廣不易 

發展潛力 生態完整、歷史遺址、吊橋、百年樹種、賞鳥景點 

建議地點 復興里、拉芙蘭里、梅山里 

實施方法 

1. 人口意象、地景塑造 

1.)各里人口意象建置、行動導覽系統 

2.)地景如吊橋、可食地景、百年樹種維護美化 

2. 在地業者輔導及文化傳承 

1.)民宿、餐飲、營區輔導在地特色 

2.)文化團體展演輔導培訓 

3. 農產加工多元文化及農業觀光發展 

1.)農產為生鮮一級、未加值多元 

2.)加工場域輔導合法、農產加工開發多元 

3.)農業或社區導覽行程規劃 

4.)旅行社業者媒合及在地業者結盟 

5.)行銷平台建立、網路建置 

提案人 王自立、顏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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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討論成果 

1、桃源區地方創生的 N種可能 

一個月清掃社區一次 

保持環境清潔 

1.導覽指示的建置 

EX.步道(往山上園地) 

2.部落介紹 

展售產品的地方 

1.亞力民宿 

2.寶山市集 

農業教育訓練 

(初級)種植管理及技術

指導 

桃源區 

地方創生 

的 N種可能 

廣告宣傳 

1. 公所網站 

2. 網路平台的建立 

寶山空地利用 

EX:寶山國小 

1. 閒置空間(建山

亞力民宿工作

室) 

1. 停車場的建立 

2. 公廁設置及後續清潔

管理 

3. 寶山缺水問題要處理 

1.)储水設備 

2.)公部門協助處理 

寶山的垃圾處理 

1. 處置大型垃圾桶 

2. 垃圾車的出現不固定 

3. 垃圾的集合場地 

※備註：灰底色文字代表下述地方創生方案構想之依據 

2、桃源區地方創生方案構想 

方案名稱 達瑪呼辣斯市集 

計畫緣起 

因應地方需求，難有各種地方農產，手工藝品或觀光景點，

卻沒有展售場地空間或場域，因而希望能發展固定展售場

地或空間來販售。 

發展潛力 
1. 提升部落經濟成長 

2. 鼓勵青年返鄉 

建議地點 寶山及建山 (兩座山) 

實施方法 

1. 招募有意願者參與 

2. 販售商品調查整理 

3. 提升技術的教育訓練 

4. 市集管理辦法的建立 

5. 廣告宣傳行銷 

6. 建立停車場及公廁 

7. 環境清潔，鼓勵社區人員一起參加 

8. 回饋部落 

提案人 高毓瑄、文俊傑、黃靜華、古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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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文宣品設計 

 視覺設計及活動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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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佈置背板與展架 

    

 活動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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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結論與建議 

台灣視 2019年為地方創生元年，根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核定

本)之提案方式及流程指出，提案主體(公所)進行地方創生事業提案前，

需經「第一階段作業：尋找地方 DNA 及願景」，在「凝聚在地共識」過程

後，始得以進入「第二階段作業：形成提案流程」。因此，特辦理「農藝

桃源 梅子的源鄉」推動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是為地方創生公民參與

前導計畫，經由工作坊討論過程，彙整地方意見及想法，提供公所未來

欲進入第二階段提案作業時能有所依據，擬定該區地方創生事業提案計

畫書。 

本次計畫推動過程之中，可發現桃源區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與

豐厚的文化底蘊，雖然莫拉克風災後重創當地觀光與產業發展，但其仍

堅忍不拔地堅守重建之路，在聯外道路的修復即將進入完工，為迎接觀

光遊客迎來一道曙光，但其產業發展及文化觀光的復甦與推動，目前尚

未擁有完善規劃與發展，地方民眾極為關注與期待。透過本次執行計畫

及過程觀察發現及建議，提供未來公所規劃地方創生或其他相關區域發

展計畫參考： 

一、 平衡桃源區域發展，建立地方特色觀光軸線 

桃源區域幅員遼闊，位於南端的寶山里(藤枝風景區)及北端的梅山

里(玉山國家公園梅山遊客中心)皆為著名的觀光風景區，而位於中

部的各里則為桃源區行政中心、文化體驗、農產銷售及休閒遊憩的

中繼站，結合部落導覽，則可規劃多條主題遊程，形成地方觀光特

色。 

二、 活化區內閒置館設，規劃多功能展售空間 

目前區內擁有多處地方文化/文物館或市集/廣場空間，但尚缺展售

規劃，進而閒置於當地，以致於遊客進入當地無法進行消費，農民



- 21 - 
 

生產之農特產品也無法進行銷售。建議可針對區內閒置空間進行盤

點，尋找合適場域規劃進行原民文化展示及展演、地方農特產直賣

空間，讓生產與消費得以留在當地，創造經濟效益。 

三、 建構觀光導覽資訊，提供遊客深度體驗旅遊 

桃源區內擁有多處知名觀光景點，但目前尚缺明確的導覽指示系

統，對於外來遊客來說，較難深入地方進行觀光旅遊。尤其當地保

有獨具特色的原民文化，如拉阿魯哇族及布農族等，其在當地的文

物館內或周邊可見其文字介紹，若能結合深度導覽體驗遊程，更能

加深遊客認識當地獨有的原民文化生活經驗。 

四、 建立公民參與機制，有效推動地方政策執行 

為能讓地方政策規劃更貼近居民生活所需，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

可以搭起公部門與地方居民之間的溝通橋樑，凝聚地方發展的共

識，亦可讓居民意識到地方創生絕非僅是公部門的責任。透過公私

協力讓民眾能夠直接參與地方發展藍圖的規劃，不僅有助於未來行

動方案的執行，更是推動地方政策讓居民有感的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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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件 

附件一、「農藝桃源 梅子的源鄉」推動說明暨設計思考工作坊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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