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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城市的都市化人口集中態勢，鄉鎮的

凋零更加惡化，為了反轉這樣的情況，各國政府

競相推出社區總體改造，人口結構的調整，近年

最夯的議題——地方創生（Placemaking），藉

由地方文化生態系重構與再造，刺激地方的文化

再造，知名成功個案如美國布魯克林丹波區，原

是紙板箱廠、菸草工廠、倉庫聚集地，經改革發

展水岸觀光成親水公園，公共空間規劃戲劇場所

及書店，舉辦藝文活動，讓地方重新賦予新的城

市景貌，讓黑街舊標籤經地方創生改造成為打卡

熱點，地方創生激勵人們共同思考，將公共空間

重塑成為社區的核心，地方創生不只是追求更好

的都市景觀設計，更重要的是在協作過程中，透

過強化人與空間的連繫，利用形塑公共領域來最

大化共享價值、凝聚社群。日本早從 2014 年開

始正式推動各項地方創生政策。而我國在 2019

設定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

自 2018 年坊間一系列出版日本的《地方創

生戰鬥論》、《地方創生最前線》、《地方創

生 2.0》、《地方創生：觀光、特產、地方品牌

的二十八則生存智慧》和《進擊的 ~ 日本地方刊

物》，隔年也再加碼翻譯出版《地方消滅：地方

創生的理論起源》、《重新編集地方》、《熱海

重生：地方創生的典範》等，日本為解決人口迅

速減少所帶來的地方消滅問題，極點社會形成，

首都匯集大量整體人口，而導致地方消失，結果

導致人口極端集中於大都市圈，使民眾生活於人

口稠密的社會。極點社會在因應經濟變動方向會

遭遇許多問題，極點社會的大都市會出現追求聚

集效果的經濟結構。而使社會無法因應巨大經濟

變動的單一結構，如一旦發生大地震等大規模災

害時，那麼整個社會就無法支援，故要避免極點

社會形成，並協助地方獨立、多元而求續發展的

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的興起來自地方媒體的

運作

地方媒體與大眾媒體的不同處在於地方媒

體與讀者的關係緊密，受訪者往往是生活在相同

地區的重要夥伴，彼此關係不會因為採訪完就結

束，而是長期持續的關係。所以，撰寫者或拍攝

者無法以外來者的第三方身分介入，而必須在當

事者與報導者這兩種立場擺盪。所以從事地方媒

體的人，需要如地方創生那般與地方有共同的情

感置入所描繪的事物當中。《重新編集地方》作

者影山裕樹指出，地方媒體指的是在地方發行各

種資訊的傳播媒介，譬如：免費報紙、雜誌、

一般報紙、電視節目等等，傳播地區資訊。刊

物如何在地方串起人與人的連結。地方媒體是否

能夠成為促進生活在相同地區的不同世代、不

從地方創生與出版談起
雷碧秀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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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作者的第二本日本文化觀察手記。作者從

「強調個人特色」的英國來到「需要仔細考慮對

方感受」的日本、從單身貴族到成為日本人妻，

如今再加上日本媽媽的新角色，環境的轉變、身

分的變化，在在都讓作者的視野更加寬闊，看見

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個認識的、陌生的人，都在

她生命中留下美好的記憶。藉由細膩溫柔的筆

觸，帶領讀者更了解東京，看見日本不一樣的樣

貌。（平裝本）

平裝本 /10811/192 面 /21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90697/731

明太子小姐 著

東京二見鍾情
明太子小姐の東京生活手帳2

近代日本以「殖民地帝國」之姿橫跨東亞約 50

年，其政治特色為「官僚行政」。這群殖民地官

僚，特別是朝鮮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其規模之

巨大，甚至凌駕日本本國主要官廳。本書以日本

帝國殖民地為分析範圍，特別以日本與朝鮮、臺

灣的關聯為中心，試圖構築本國與殖民地橋梁之

關係史。藉由全三部十章之組成，從各種角度探

討造就殖民地成為「官僚王國」的龐大官僚群。

（臺大出版中心） 

臺大出版中心 /10810/3 冊 /21 公分 /1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503583/577

岡本真希子 著；郭婷玉，江永博，王敬翔 譯

殖民地官僚政

治史
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
帝國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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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興趣的人彼此溝通的載體，則必須擺脫過去

的出版流通機制以及大眾媒體的理論，從零開

始構思媒體的形式，策劃整體的流程，並且必

須是長期經營地方的新文化並傳播出去才能得

到效益。影山裕樹舉一個實例，當他在編輯記

錄 2014 年舉辦的第一屆札幌國際藝術祭的圖錄

《人與自然共鳴的都市形態：札幌國際藝術祭

2014 紀錄觀點》時，則必須考量市政府或議會

追求經濟效益、來場人數等簡單清楚的成果；

而市民則希望檢視藝術祭結束之後，在當地產

生了什麼樣的文化與人的交流，而出版單位希

望本書能成為暢銷書，編者則必須兼顧這多方

的需求符合這些內容的呈現，讓內容閱讀重點

放在全面介紹藝術留在當地的故事，而不是只

刊出作品圖片的作品圖錄而已。

 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設計創新技術研發中

心與雲林縣政府文化局合作出版的《坐看停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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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讓地方的出版品多元豐富架構出地方文化的

特色。

公民參與的地方創生

二十一世紀臺灣文化總體營造的目的，積極

促使臺灣全民成為文化公民。建構以由下而上的

方式營造臺灣文化治理生態。以全國文化會議帶

起全民參與、討論文化的風氣，並在諮詢會議、

分區會議、全國大會中得到共識，參酌文化主管

部門意見，撰寫文化白皮書、制定文化基本法保

障全民參與文化的權利。文化民主、公民審議、

在地思維、獨立公開。許多的地方創生計畫如火

如荼的展開，如眷村文化園區屏東的勝利新村與

鄉鎮文藝產業。由學者帶領研究團隊將地方問題

意識，透過如闡述公民文化論壇，作為文化公共

領域的實踐過程，與克服運作時的侷限，積極讓

里民共同探討文化生態體系的重構與再造。透過

田野調查如屏東飛行宿舍群分布、勝利新村的歷

史背景。根據文史資料的分析與地方人士訪談，

並經執委會討論，克服困難，地方再造。

文化是一個生命的共同體，文化價值必須

要越過政府經濟科層體制的管理視角。藝術家和

觀眾、藝術文化創作者、生產者和消費者、以及

文化政策的制訂者和一般民眾，都是文化生態同

樣重要的組成個體，而不是誰依附在誰身上的關

係，也不是誰被誰主導治理、管理的關係。以文

化生態的視野將文化質性和量化價值的指標，放

系列已運作四年，地方政府先公開徵求雲林特色

空間的在地店家，再由雲林科技大學商業設計研

究生採訪整理這些具有創意的店家故事與經營理

念，同時這些文創精品也需經雲林文化局審查委

員討論評選後認證才收錄至《坐看停雲》書冊

中。《南方誌：這些人那些事，臺南最迷人的社

區圖像》作者王美霞長年參與臺南藝文活動並記

錄臺南文化創意經營的故事，還創辦南方講堂，

將臺南在地人、事、物用文字力量，讓讀者可以

知道最真實動人美麗的臺南鄉鎮社區。《臺灣書

店歷史漫步》由文化部補助臺灣獨立書店文化協

會彙編而出版的一本書，其內容將臺灣從日治時

期一直到現今的書店做了一些歷史整理，為臺灣

的書店發展歷程勾勒一個輪廓。這類都是屬於地

方媒體的運作，多半有地方政府的資金補助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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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問揭開北韓之謎。北韓這道難題極其複雜，

但越來越有破解的可能性。朝鮮學家暨兩韓關係

專家與專跑中國線記者以各自專業、互補長短而

成的成果，屏除所有專斷的教條主義與西方人思

維的框架，不帶主觀的認知與想像，照實呈現呈

現一個大眾所不知道的北韓。本書從傳說中的古

朝鮮開國君主檀君說起，一路講到現今把國家帶

向現代化的年輕領導人金正恩，不僅公開揭露其

核武和彈道飛彈計畫的內情，也企圖捕捉北韓社

會的轉型樣貌。（立緒文化）

立緒文化 /10807/335 面 /23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601371/732

Juliette Morillot，Dorian Malovic 著；張穎綺 譯

北韓一百問

IG 萬人追蹤，最溫暖療癒的圖文旅遊札記。「再

平凡的日常，記錄下來都將成為獨具意義的回

憶」。不是踩點行軍團，也稱不上是深度旅遊，

或走或停，將旅途上的人事物收進眼底，繪成自

己心裡想要的風景。不只是個人的遊記，更是大

家的工具書。除了在旅程中發生的趣事和各式腦

內吶喊小劇場外，書中還包含行前做功課、旅途

中彈性規劃行程的方法，並配合遊記開展出各個

景點、餐廳、特色小店的介紹，帶給大家身歷其

境、像是和我走一遭的滿滿療癒感。（沐風文

化）  

沐風文化 /10811/254 面 /21 公分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760607/731

點點陳 著

海島一點點
東京x廣島 x瀨戶內海 
都來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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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等的位階上考量。文化價值的永續發展，取

得於文化生態網路的緊密互動與多樣性：文化政

治網路、文化經濟網路、文化社會網路與文化藝

術網路。

人民是文化的主體，公民文化論壇是彰顯

文化民主與公眾參與的重要文化公共領域，也是

文化生態體系重構與再造的起始。透過異質多元

參與者的對話與交談，認識相同與差異、凝聚共

識、建立連結、結合資源、發展行動。

地方知識的建置與運用，口述歷史的整理，

內容包含故事回憶、照片、生活物件等，以地方

人物為主軸的歷史傳記，並推行歷史白話文化，

以前述地方知識為基，創作劇本、小說及繪本，

運用場製作常態歷史表演，拍攝電影。

運用地方特色如節慶、特產等，並搭配系列

商品，可以再投入地方知識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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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2030 年地方人口能夠回流，達成「均

衡臺灣」，本書提供延續區域地方的六大模

組，「招攬產業型」、「衛星都市型」、「學

園都市型」、「小巧城市型」、「公共財主導

型」、「產業開發型」等，讓我們推動地方創

生時，能有所啟示和參考。

木下齊的《地方創生：觀光、特產、地方

品牌的二十八則生存智慧》和《地方創生：小

型城鎮、商店街、返鄉青年的創業 10 鐵則》

兩本書，佐證不要靠政府補助金來做事。描述

日本地方人口減少、城鄉差距、青年失業等困

境，並非臺灣獨有，日本的狀況更加嚴重，日

本政府甚至於 2014 年發表「地方創生」計畫，

把「幫助鄉鎮自立」正式列為國家首要任務。

然而，失敗的案例顯示，即使祭出補助金、吉

祥物、文化祭、動漫節等等，熱鬧過後地方還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為未來施政

方針提供方向

《地方消滅：地方創生的理論起源》作者

增田寬是日本前任總務大臣，2011 年始任日本

創成會議主席，在 2014 年發表地方消滅論，

指出日本預估 896 個市町村可能於 2040 年前

消失等，當時引發日本社會廣大迴響，也間

接促使安倍內閣成立「城鎮、人、工作創生本

部」，制定綜合策略，並在 2015 年展開一連

串「地方創生」政策的推動。日本高齡少子化

現象與衍生的社會問題較臺灣發生更早，書中

透過人口統計與預測，探討日本「可能消滅的

都市」與「極點社會」的發展，對於問題意識

與其相應政策均有深入與嚴謹的分析，值得我

們參考。各部門也開始朝向「地方創生國家戰

略計劃」以維持總人口數不低於二千萬人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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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中韓關係史專家─張存武的人生歷程。從山

東的童年回憶開始、到青年從軍，輾轉流連來臺

求學於臺大歷史系，而後一生奉獻於歷史研究。

除了能了解張存武投身歷史的熱情與專業之外，

也能從其近百年的人生歲月中，一窺兩岸在動盪

時代下的鄉愁與情思。（秀威資訊科技）

秀威資訊科技 /10810/307 面 /22 公分 /39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267362/783

張存武 著

生平絮語
張存武回憶錄

一位經歷大躍進、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苦難、

年近 95 歲的老藝術家陳星，費時 30 餘年不斷追

憶書寫，本書記錄了甘南及周邊十餘個勞改勞教

場及蒙冤者的人生故事。歷史雖已逝去，但傷痛

與教訓不能被遺忘，「以史為鑒，將是民族之

幸；也是倖存者的責任。」作者在自序中亦如此

期許。（新銳文創）  

新銳文創 /10811/336 面 /23 公分 /49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8924758/782

陳星 著

九死一生
上卷‧赤地天網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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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片蕭條。地方創生要靠民間、人民共生的

體認才能更講求效率的讓「地方創生」。作者

木下齊從高中時期便投入地方活化，擁有 17

年的實戰經驗，在第一線證實地方的活路在

於企業管理意識，獲利的事業才能真正為地方

帶來生機，書中分享日本各地方事業的「獲利

模式」、「平台整合」，思考的核心在於，如

何將地方的「價值」化為「利益」。由於「地

方」往往被視為偏遠、高齡化、小規模的同義

詞，木下齊結合日本各地實例，提出「從小處

開始」、「設定撤退線」、「不讓利潤流出地

方」等十條創業鐵則與示範，讓我們看到偏僻

地區一間小餐廳也能化身為地區的「變化核

心」、世代交替下老宅如何翻修活用、美食街

業者的聯合獲利手法等地方振興的新思維與新

世代作法，成為新世代地方創生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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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市集每年都集結臺灣與海內外不少超強書攤，

不論是獨立出版的小誌、各種美術書籍，甚至是

藝術家們親自創作的版畫、小型出版物等都讓人

驚豔，也帶來了每位藝術創作者他所在當地的文

化出版品交流！出版品也可用策展的方式，像華

山文創快閃店「用九柑仔店快閃店」，重現作者

創作描繪地方的場景。出版的各種樣貌，地方媒

體與政府出版，共同營造豐沛的地方文化風貌，

期待公民參與地方創生，共同建構出更具特色與

生命力的地方文化生態系。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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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結

地方創生是創造讓人們想居住、工作、玩

樂與學習的優質場所的過程，以人為主體扮演了

地方創生能否成功的關鍵角色，美國奈特基金會

（Knight Foundation）一份研究報告指出有關

社區的靈魂調查，訪問了 26 個社區，超過 1.5

萬名受訪者後發現，人們對其所居住的社區情感

依戀越高，在經濟上的表現就越好。

社會學家德希達說：文化本身就是一種殖

民。殖民，一詞強調了文化的外力介入性。地方

文化的建構需要新血注入，讓在地文化有新的生

命力。善用臺灣民間力量，如每年秋天於臺北松

山文創園區舉辦的臺北的藝術書市集「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套句時下年輕人的

標語「如果可以草莽率性，誰想要一本正經」。

此「草率季」源自於 2016 年，草率季這個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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