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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二十年來臺灣城鄉區域發展不均，地方創生以社區文化為核

心，創造出當地永續經營的特色產業，公部門亦扶持許多地方產業創

新與再造，舉辦了培訓、講座、企劃競賽鼓勵青年返鄉創業。	

然而目前的推廣中，針對學生族群的推廣模式較為侷限，因此C

ULGO地方創生護照看見推廣地方創生廣度之需求。CULGO將在學生

族群習慣接收資訊的場域做線上及線下推廣，同時每年發行不同主題

的地方創生護照。今年藉由織品主題介紹與織物設計相關的地方創生

品牌。學生將更了解台灣各鄉在地文化與返鄉創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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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企劃背景	

台灣社區營造發展十幾年，為了延續原有的民間活力，並因應當前M型

化、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危機與挑戰，政府積極提出因應政策，並於2019年定為

「臺灣地方創生元年」，創生來自一個區域內的人們，共同追求相同的理念與價

值，並轉動經濟循環，達到共生的可能；國發會盤點資源後，針對人口外流嚴

重、地方經濟急需振興等面向，優先選定	134	個鄉鎮市作為主要輔導對象，並分

為農山漁村、中介城鎮、原民鄉鎮三類。另外，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大學社會

責任（USR）、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文化部社區營造、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皆有

提供社區參與的多元機會及管道，讓青年團隊有機會到地方上落實行動計畫。知

名的大稻埕創意街區、三峽老街甘樂文創，皆運用地方創生的創新商業模式，帶

來人流、金流，讓原本可能因人口外移嚴重而沒落的地區蓬勃發展。	

地方創生正面臨推廣對象侷限、難以突破同溫層的問題，相關訊息時常僅

在地方區域、推廣者、執行者間流動。且資訊時代驅使媒體個人化，資訊傳遞的

範圍更加侷限，年輕人如Z世代族群，每日投入大量時間在網路中卻仍難以觸及

相關資訊成為線上推廣的一大障礙，對於國家政策或地方發展之內容感到陌生，

因此我們希望藉由年度創生護照，在線上更有效地傳播地方創生內容、線下舉辦

實體活動，讓年輕人可以對地方創生模式產生興趣，並願意更了解地方、分享地

方、參與地方。	

	 身為織品行銷系的學生，將運用所學專業知識，組織團隊、擬定策略與戰

術、評估檢討；並實際參訪地方創生地點，深入了解各地方品牌之經營運作，以

結合與織品相關的創生品牌與產品。CULGO將設計「年度創生護照之織品篇」，

藉由護照探索活動、社群媒體內容行銷力、視覺傳達、線上互動、線下策展、市

集曝光、校園講座、體驗課程等等，將地方創生品牌及理念於學生族群中提升知

名度及互動率，與地方攜手共創文化與商業並存的永續地方經濟。	

	

第二節		企劃目的	
一、增加地方創生在學生族群間的曝光度	

	 CULGO護照建立的目的是為了讓地方創生品牌與學生連結，讓地方永續經

營的商業模式推向年輕世代，而地方得到創新的力量及更多關注。	

	 目前的地方創生組織對學生的推廣多以講座及企劃討論的方式進行，尚未

有一個貼近新世代推廣及整合的社群，CULGO護照將善用網路社群Instagram行銷

地方創生內容，使用學生了解的語言與其互動，以產生地方創生家與學生之間的

連結，將地方永續的資訊推向年輕世代。藉由團隊所創立的IG帳號「culgo_placem

aking」整合推廣「在地創生」理念。發文介紹創生理念商家、地點觸及到大眾的

認知，透過有趣的手法使大眾體悟到臺灣地方產業的迷人之處。	

二、傳遞地方產業永續經營的可能	

	 為傳遞地方創生的永續經營模式，「年度創生護照之織品篇」推廣的五個

地點為：玩印工作室（新竹竹北絹印坊）、Nextgen Factory（新北新莊紡織工

廠）、苦瓜織織（桃園中壢梭織掛畫創作）、一朵花工作坊（台南關廟鳳梨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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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米麻岸（台東都蘭原民圖騰飾品與環保餐盒），五個地點皆與舊有文化

創新或技術傳承有關。CULGO將藉由實體體驗活動引導學生了解在地創生品牌的

故事、了解在地的歷史，藉由深度體驗提升品牌曝光度，讓這些品牌永續經營，

也使在地創生故事不斷地流傳。	

三、增加土地與人的連結	

每年推出各類實體活動，以觸及不同的群眾，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

結、面對面宣傳「在地創生」理念，如：玩印工作室的絹印圖案，其中一系列為

竹北田野風光與生物，讓體驗的學員了解竹北的自然生態。體驗活動舉辦於年輕

族群常親近的場域，並分享各品牌的創立故事，以及當地的歷史淵源故事。青年

將看到返鄉就業的可能性，藉由前人根基看見自身與家鄉的連結，有機會學習既

有模式創造出新的地方社會企業，也能因深度認識地方更知道國家的文化資產。	

	

第三節				企劃流程	
發現問題→分析外部機會及內部優勢→組織團隊與管理→地方創生文獻探討→護

照設計→品牌合作提案→護照發行→護照發行→效益檢討

	

第二章		總體環境分析	
第一節		政治分析	

一、國發會與各部會的推動：臺灣面臨高齡少子化問題，國發會為平衡城鄉差

距、發展偏鄉經濟，國發會宣示2019年為臺灣地方創生元年。近年來推動地

方創生，2019年輔導過37案，還在輔導中的有64案（15案即將進入輔導，31

案經輔導修正中、18案已送審查）。政府單位各部會亦有預算匡列，如文化

部預算著手老屋修繕、內政部有城鄉風貌預算、涉及長照據點的整修使用到

衛福部的預算、農產品類使用農委會預算。	

二、教育部的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的大學社會責任（USR）、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文化部社區營造、農委會農村再生計畫皆有提供社區參與的多元機

會及管道，讓青年團隊有機會到地方上落實行動計畫。	

三、行政院的推動：行政院已核定「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透過「企業投資

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品

牌建立」等五方向，跨域整合推動，目前地方政府已提報87件地方創生計

畫，涵蓋120處鄉鎮區，將近三分之一個臺灣。	

四、觀光局的推動：2020年觀光局施政方向為推廣在地特色、多元行銷，續推

「Tourism 2020-臺灣永續觀光發展方案」，其五大策略：「開拓多元市

場」、「推動國民旅遊」、「輔導產業轉型」、「發展智慧觀光」及「推廣

體驗觀光」等五大策略及多項計畫，臺灣在地旅遊品質提升加深國民旅遊意

願。	

五、觀光局的安全強化政策：2020年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觀光局啟動旅遊安全總

體檢，針對景點、旅運安全、住宿安全及觀光遊樂業安全，透過檢討法規制

度、加強聯合稽查及整體宣傳等面向相關管理作為，確保旅遊安全及旅客權

益。訂於每年3月第3週為「旅遊安全週」，持續強化各項旅遊安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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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濟分析	
一、國旅消費逐年上升：觀光局於2019年調查，國內旅遊總費平均為新臺幣4,000

億元(約美金130億元)，旅遊住房人數逐年攀升，2019年累積共5,920,240人。	

二、新冠疫情加速國旅成長：受到2020新冠肺炎影響，各國採取隔離政策，出國

旅遊不再是首選，隨著台灣疫情受到控制，國人紛紛轉向國內旅遊。據花蓮

縣政府統計，109年1-7月之觀光人數約為75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663萬人次為

高，成長13%，成長原因證實疫情影響國人開始轉向國內旅遊。中央與地方

紛紛投注資源振興國旅，規劃投入39億元，預期帶動638萬人次旅遊，並創造

235億元效益，而最終刺激了1780萬人次出遊，創造635億的經濟產值，是補

助預算7倍以上，政府預計再加碼20億繼續推廣安心旅遊。	

三、地方創生活絡地方商圈：以大稻埕為例，由於在地人對大稻埕的情感驅使，

商家的三代四代回家經營，推動品牌轉型，漸漸為大稻埕注入新的活力，也

成為外國觀光客必遊的地點之一。2017	年，迪化商圈發展促進會開始推動

「本草配對」，吸引超過2,500人次購票參與、近6萬人次觀展。2018年更透過

群眾募資擴大聲量，達成超標165%的成績(為台灣最早運用群眾募資推動商

圈行銷的案例)。藉由本草派對的話題、參與及分享，為大稻埕開發年輕市

場，活絡地方經濟。	

第三節		社會文化分析	

一、國人更偏好深度旅遊：根據Booking.com2019年的調查，受到全球化、數位化

及旅遊自主意識抬頭等因素影響，旅遊型態逐漸轉變為短程、多元深度體驗

等模式。 

二、青年參與社會更為普遍：根據文化資產管理的榮芳杰博士表示臺灣這幾年的

「文資保存運動」，都是年輕人在發起，其中因素包含「對國家、歷史認

同」的關聯。 

三、少子化與農村的轉型：《遠見》曾調查報導，許多台灣鄉鎮不只「少子

化」，而是更嚴重的「無子化」，愈來愈多的「無子村」，不只讓村莊無生

機，也讓地方產業嚴重空洞化。而可改善的做法如台南大崎地方創生品牌

「藝農號」，協助地方長者種植高經濟作物、增加農村附加價值，並讓藝術

家駐村，甚至幫助農民變身為藝術家，活絡地方經濟。 

第四節		科技分析	

一、臺灣資通訊產業之蓬勃發展：資訊設備年產值已超過新台幣3兆元，通訊設

備在2010年也將突破1兆元，通訊服務產值則接近4千億元。 

二、台灣的高手機持有率及高網路使用率：2019	年平均每月有	1,677	萬台灣網友

曾透過個人電腦或行動裝置上網；超過六成台灣網友會使用個人電腦以及行

動裝置上網。(insightXplorer	Biweekly	Report,	2020.02) 

三、根據eMarket的調查，台灣為亞太區為使用智慧型手機比率最高的國家。相較

於新加坡的71.8%以及南韓70.4%的使用率，台灣使用智慧型手機人口佔總人

口的73.4%，此比率高居全球之冠(e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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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輕族群經常使用Instagram具高黏著度：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	Pew	R

esearch	Center	)調查	『青少年使用的線上平台』	顯示出	Instagram	以	72％	

的高分佔據第	2	名。1.	成年人使用	Instagram	的比例也緩慢攀升中，在	2018	

年有	35％	的成人用戶使用	Instagram，已高於	2014	年	9	月的	26％。洞察報

告顯示，在	2019	年，有	63	%	用戶每天登入一次	Instagram	平台。42	%	用

戶每天會登入兩次以上。在	2018	年，有	60％	的	Instagram	用戶每天使用該

平台，其中更有	55％	黏著度即高的使用者。上述的資料顯示出比	2018	年更

增加了	3	個百分點。	
 

第五節		小結	

綜觀整體機會，政府積極發展文化與社區、輔導青年創業，各部會亦提撥

預算支持。社會當前面臨M型化、少子化、及人口老化危機與挑戰，政府提出因

應政，部分地方創業家在此況下更有信心地發展地方創生事業。此外人力資源方

面，教育部也同步推動，讓青年團隊有機會到地方上落實行動計畫。在國旅需求

與公民參與度高升下，臺灣消費者對國旅深度旅遊需求提高、對文化資源保存參

與度提升，有利於今年織品篇護照五個點的推動（此五個地點皆提供手作體驗課

程）。而資訊科技面，在智慧型手機持有率高、社群媒體使用率高之趨勢下，有

助於線上推廣，然而資訊傳遞個人數據化、封閉化，成為線上推廣一大障礙，團

隊將善用多種類平台曝光推廣並投放廣告、優化搜尋引擎，此外實體活動的推廣

也相並注重。與人連結、與地方連結是護照發行的根本意義，透過多元面向的推

廣地方創生內容，受眾將對地方產生好奇心、對土地更有感情，護照會是帶領受

眾親近地方的貼心嚮導；CULGO地方創生護照將透過每年一主題推廣多個地方品

牌，地方品牌將更有效率、更多觸角、更貼近新世代地推向全臺。	

	

第三章		地方創生與合作品牌介紹	
第一節		地方創生由來	

日本把2015年訂為地方創生元年，主要因應人口持續湧入東京，而地方鄉

鎮則面臨高齡化、人口逐漸凋零導致滅村危機。因此啟動地方經濟戰略，希望吸

引年輕人前往地方城鎮、提升人口、創造就業機會。	

地方創生的首要目標並不是GDP的成長，而是在少子化、老齡化、鄉鎮空

洞化的嚴酷潮流下，如何因應各種衍生的問題，例如國土利用、城鄉差距、產業

發展、人口振興等複雜而糾結的議題。就「地方創生」這個名詞，地方係相對於

中央政府，主要落實於「都道府縣」與「市町村」這兩個層級的地方政府。較難

理解的是「創生」這個用語詞彙，就本文的理解，「創」是動詞、「生」是名

詞；前者為打造、創造之意；後者則是「生活」、「生計」與「生命」的意思。	

有這樣的認識理解之後，「地方創生」的政策意義在於，尤其在人口快速

減少的偏鄉(如「限界集落」、「無人町村」等地)，因為地方經濟系統的衰敗，

或因人口的高齡化，青年及壯年人口在地方找不到適合的工作，無法在地方生

活，所以選擇離家出走到外地去找工作。而當偏鄉人口到都市地區找到工作之

後，有了經濟基礎，進而在都市地區結婚、生子，在都市安身立命，創造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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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這樣人口的遷移，雖然創造了東京一極集中，但卻也使鄉村地區更加

衰敗。	

當青年人口可以在地方上有了生計的工作，能有安定的生活，這樣他也才

能勇敢地走向結婚、生子；而當地方有了新生人口，這樣已拉下鐵門的商店才能

重新營業，恢復往日的生機。有了工作機會、有了20-40歲的生產人口、有了健全

的經濟環境，這樣才能讓地方永續經營，才能讓地方「生生不息」，形成一個

「善的循環」；反之，若地方經濟衰敗、工作機會難尋、20-40歲人口快速流失、

商家沒有營利的基礎，這樣人口自然衰減，演變為「惡的輪轉」。而營造地方經

濟系統善的循環，正是日本推動地方創生的主要緣由。	

第二節		地方創生成功案例	

依循行政院公布的「地方創生國家戰略計畫」引導地方發掘在地DNA建立

地方品牌，透過「企業投資故鄉」、「科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

「社會參與」、「品牌建立」等五大策略，跨域整合推動，以大稻埕為例：台北

的大稻埕從清末到日治初期，大稻埕以南北雜貨、茶葉出口為主，進入日治中

期，	米業、布匹、中藥等也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後來隨著經濟重心的東移而沒

落，但近幾年來，由於在地人對大稻埕的情感驅使，商家的三代四代回家經營，

推動品牌轉型，漸漸為大稻埕注入新的活力，也成為外國觀光客必遊的地點之

一。2017	年，迪化商圈發展促進會開始推動「本草配對」，吸引超過2,500人次購

票參與、近6萬人次觀展。2018年更透過群眾募資擴大聲量，達成超標165%的成

績，同時也是台灣最早運用群眾募資推動商圈行銷的案例。藉由本草派對的話

題、參與及分享，為大稻埕開發年輕市場，活絡地方經濟。	

第三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	苦瓜織織	
苦瓜織織落腳於中壢馬祖新村，為桃園市第一個透過文化資產保存的眷村。馬祖

新村主打多樣的文創職人，讓來觀光的旅客可以體驗豐富的文創課程。	

苦瓜織織為梭織品牌，將傳統梭織，發揮創意，創造出各式有趣課程，讓大家更

認識織品工藝，也加深大家對織品的情感，珍惜每一塊布料，也能編織出屬於自

己獨一無二的作品。此外，苦瓜織織希望藉由織品手作推廣，增加年輕族群接觸

傳統梭織與織品渲染的機會，透過編織創作，帶給自己對於織品新的想像；並在

手作課程當中，慢下來享受當下。	

關於梭織掛畫，也稱作自由織(Art	weaving	/	Free	weaving)：利用傳統的梭織工藝

技巧，將各色絲線、毛絨、緞帶等豐富線材，進行自由創作。素材可以從大自然

取材也可以是二手衣物再次環保利用，明白不用買很多衣物，珍惜每一塊布料而

去編織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織品。	

第四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	Factory	NextGen(巧欣)	
紡織業主要可以劃分為上、中、下游，民國37年，由於國共內戰前景不

明，以上海為中心的大陸紡織資本開始遷移台灣與香港。民國四〇年開始，台灣

進入「進口替代」時期，紡織業開始受政府保護政策扶植，不僅限制進口、提供

優惠匯率及原料，政府也限制新企業的參與及規模，防止市場過度競爭。此外，

政府亦採取「代紡代織」的制度，由政府提供棉花、棉紗給業者加工，使其賺取

代工費，成品則交由軍方或與農民物物交換，另一部分則交由商人流通至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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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這般保護幼稚產業的措施，也促時使台灣紡織業在民國四、五〇年代快速成

長。過去台灣紡織業以棉紡為主，但由於日本在民國四〇年代時就已進入人造纖

維時代，且於五〇年代開始將化學纖維中下游移往海外。因此，民國五〇年代開

始，政府隨即獎勵石化下游的原料生產，台灣紡織業至此開始朝化學纖維、混紡

產品發展。同時，台灣棉紡織業已能滿足國內需求，政策上開始轉向朝出口發

展。到了民國六〇年代，政府進行第二次進口替代政策。由於紡織業對於化學纖

維原料的需求日益增長，使得政府開始將石化上游列為發展重點。如此一來，將

有助於台灣紡織業從原料、紡織、到成衣的垂直整合，而這也奠定了台灣紡織業

在全球供應鏈的地位。民國七〇年代，紡織業上下游已高度整合，但隨著工資上

漲，紡織業下游開始外移。隨著比較利益的改變，台灣的紡織業佔台灣出口份額

比率從1971年的38%，掉至2015年的2%。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即便產業結構改

變，台灣中上游的人造纖維產量至今仍在全球具領先地位，全球機能性紡織品有

70%來自台灣素材。	儘管先前紡織業在台蓬勃發展，但身為工廠第二代的陳思穎

(Factory	NextGen創辦人)，發現其他工廠無預警的倒閉，才了解工廠是會在一夕

間消失不見的創立，因此在新北市新莊創立Factory NextGen以數位導入，跨世代

工作營與服務設計引入小工廠的社會企業，專注在連結工廠外的學子與工廠內的

老職人們，致力於紡織產業永續發展、技術保留。	

第五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玩印工作室	
絹印又稱作絹版印刷，絹網(版)起源自中國，是一種藉由印製壓力將印墨

穿過孔洞所呈現的平面印刷技法，是孔版印刷的一種。不過近代絹印指的是版畫

技術，二十世紀初時從美國發展出來，除了紙張之外還可以在其他的材料上進行

少量、多樣的印刷，現在也常常可以看到絹印被應用在衣服、瓷磚、茶具、電

器、大型看板等。	

「玩印工作室」座落在新竹竹北高鐵旁的一片水稻田間，30年前家族中長

輩主要從事絹印，隨著工業化機器大量取代人力，紛紛被迫轉行，剩下舅舅家還

繼續延續絹印印刷，玩印團隊覺得人需要有溫度的東西且絹印應該還有無限創新

的可能，因此花了一年去向技術純熟的舅舅學習，從竹北老工廠出發成立「玩印

工作室」，展開一連串用絹印說故事的旅程，有別於一般復興傳統工藝的品牌大

多是商品販售，玩印主要致力的是在推廣「絹印教學」。	

第六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一朵花文化創意工作室	

許玓維畢業於東華大學民族文化學系，是正港的關廟人，回到家鄉後除了

進行民俗藝文推廣，還將自己的纖維創作專長延伸至一項古老的「鳳梨纖維」手

工藝。鳳梨農收成鳳梨後，大都把鳳梨葉當作是有機肥料，很少人知道鳳梨葉其

實可以取纖維。許玓維回到自己的家鄉關廟埤頭，推廣鳳梨取纖技術，讓當地人

知道，原來田野間所種的鳳梨可以物盡其用，抽絲、捻線、織布，還可以做更多

用途。此外一朵花亦有植物染創作教學、手繪插畫、宋江陣臉譜推廣。	

	 創辦人許玓維自2016年開始試圖復育日殖時代就有的鳳梨取纖技術，為台

灣發展環保纖維發展注入新力量。早在日治時期（甚至清領時期）就有鳳梨取纖

技術，像是在彰化二水、八卦山一帶。現在菲律賓還有鳳梨取纖工藝，而台灣南

投紙廠會用來打紙漿造紙。取纖步驟從徒手拿著簡單的器具如湯匙，刮除鳳梨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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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的防水層，取出內裡纖維，清洗乾淨，曬乾後再捻成絲線，以作為紡織原

料。約	30	片鳳梨葉取出來的纖維大約只能捻成	10	公尺長的線。	

第七節		品牌精神與文化背景-米麻岸Mima’an	
米麻岸創辦姐妹-高莎莎與高娜娜，是北飄四年的阿美族姐妹花。離鄉到都

會唸書，畢業後在外地就業。莎莎婚後孩子準備升學，為了讓孩子親近部落、成

長在自己母體文化的氛圍，決定和先生返鄉，定居臺東都蘭部落。回鄉後她常常

思考與周遭自然景物的連結，並向部落長輩討教阿美族的各類習俗，認知到「檳

榔樹」在阿美族傳統生活至今的衍變，檳榔樹從根到果實每一處皆可利用。例

如：過去阿美族人將樹幹燻乾，用來充當建屋的樑柱；檳榔葉則最常被當作石頭

火鍋的器具，而檳榔花可烹煮成餐桌珍饈，檳榔樹嘉惠族人甚多，兼具「食用」

與「實用」的意義。	

米麻岸的創作從毛球到十字繡，延伸到檳榔鞘自然素材的運用，從吸睛的

飾品出發，將現代女生喜愛的耳環、頭巾注入原民特色，可以輕鬆穿戴在日常生

活。這樣的概念更拓展到居家美學，如抱枕、掛畫、掛飾等，創造出現代的「阿

美式」態度。毛球與十字繡是阿美族服飾的重要元素，毛球一開始是作為服裝上

的鈕扣用途，漸漸成為裝飾性強、象徵人生歷程與祭典活動時，表示愛與祝福的

配件。用色方面，常見桃紅色、螢光綠，展現出阿美族鮮明活潑的個性。	

除文創商品的創作，米麻岸開設工作坊體驗課程，參與文博會、台東文化處、原

民會等大大小小的會展，也勇闖世界舞台，到東京禮品展、英國觀光節、曼谷創

新工藝節進行交流，努力讓阿美族的文化內涵及傳統手工藝被更多人看見。	

	

第四章、護照內容與成效	
第一節		企劃甘特圖	

第二節		護照企劃說明	
一、護照設計目的：	

「CULGO地方創生護照」將透過一年一主題介紹地方創生品牌，並與在地知名店

家合作，推行地方品牌。2021年的護照主題為「織品」，希望帶給體驗者有溫度

的記憶，人們將看見織物與當地文化的連結，眼觀細膩交織的結晶、用肌膚紋理

保存當下、耳聽品牌背後的生命內涵。	

關於各年度主題設計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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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主題	 織品	 小農	 家鄉	

推廣	

主題	

目的	

看見織物與當地文化的

連結，眼觀細膩交織的

結晶、手觸用肌膚紋理

留存當下、耳聽作品背

後的生命內涵	

發現台灣菜市場的世界

價值，尋找市場世代間

的共同創生願景。	

感受家鄉的韻味、街區

的紋理，記錄屬於自己

的街區日常樣態，並重

新思考自己城市街巷的

色彩是什麼樣子的。	

預計

合作

品牌	

（桃園）苦瓜織織、

（新竹）玩印工作坊、

（新北）巧欣針織社、

（台南）一朵花工作

室、（台東）米麻岸工

作室	

（花蓮）女子的酒、

（屏東）小農麵攤、

（南投）簏山，小農、

（宜蘭）返鄉接地氣、

（台南）將軍銀蘆筍	

（雲林）大山行、（高

雄）雄青ㄟ林園創行

者、（台東）拉議員La

kiing、（苗栗）青履

客、（宜蘭）蘭城好厝

邊	

二、預計護照發行目標：	

(一)合作廠商：三間(甘樂文創/玩印/巧欣)，藉由認識品牌推廣地方創生。	

(二)發行時間：2021年初發行電子護照與紙本護照	

(三)發行量目標：輔大織品系發放1000份,市集推廣1000份,工作坊發放200份	

預估總共發放2200份，觸及3000+人	

第三節		廠商開發與接洽	
（一）苦瓜織織	(主要接洽方式：Line接洽)	（其餘廠商紀錄因頁數問題暫省略）	

聯絡日期	 合作事項	 內容	

2020/12/18	 合作邀請	 說明「創生護照」企劃內容，合作邀

約並洽談見面詳細洽談時間	

2020/12/20	 見面洽談	 詳細合作內容確認	

2020/12/26	 實際前往馬祖新村拜訪	 實際走訪馬祖新村開幕	

	2021/01/14	 客制化課程確定	 與我們討論來輔大開課之內容，為學

生有調整價格、樣式等	

	2021/01/21	 擺攤邀約/抽獎獎品贊助

商品洽談	

告知時間與洽談抽成或贊助內容	

	2021/02/04	 取得擺攤商品與給予Cu

lgo護照	

於大稻埕市集代售苦瓜織織之商品，

且宣傳Culgo護照	

	2021/03/15	 Workshop開課討論	 開課行前確認(人數、講師資訊)	

	2021/03/17	 Workshop開課成功	 招募20名學員（招滿）前來上課	

	

第四節	護照成品與成效	
一、Logo:			

主視覺色：湖水藍		/	含義：如湖水般深沉的、富含多樣生命的	/	色碼：4CB4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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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護照	

(一)護照內容：地方創生簡介、團隊簡介、合作的五個品牌、完成任務集章區、

官網與社群之QRcode。	

(二)護照用法：護照持有者可至各個品牌門市/工作室參觀、觀光、購物、體驗活

動……等，感受地方創生品牌的生命力，並能了解當地的風土民情、歷史風貌。

探索之旅結束後，即可在各店家的「護照集章處」蓋上其與CULGO聯名的紀念

章，集滿五個章後拍照，在Instagram標記官方帳號並打卡，即有機會獲得地方創

生品牌之精美禮物。	

三、印章設計：	

	 	 	 	 		
四、實際發放結果：	

(一)數量：自2021/01/15至3/15止，已發放5

00本。	

(二)發放地點：	

1.校園：天主教輔仁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私立淡江大學等參與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的大學社會責任（USR）之大學	

2.文創區：中壢馬祖新村、臺東都蘭國入

境大廳、台南轉運站服務櫃檯等	

3.合作店家：合作之五個品牌、臺北市東

區Faiya美睫、臺東市草民早午餐等	

(三)成效：待評估。(預計於2021年4月份於

社群媒體舉辦抽獎活動，驗收成效)	

	

第五章		推廣活動與成效	
第一節、工作坊推廣	

實際開課結果：	

主題	 玩印	絹印DIY體驗	 苦瓜織織迷你梭織掛畫工作坊	

講師	 小羅老師	 苦瓜織織團隊	

時間	 2021年3月10日13:30-15:30	 2021年3月17日	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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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輔大	織品大樓	 輔大	宜真宜善	創意設計基地	

價格	 ＄280/人	 ＄500/人	

流程	

體驗時間共2小時：	

絹印與在地創生介紹30分鐘	

印刷示範與解說10分鐘	

印刷體驗50~80分鐘	

體驗時間共2小時：	

手織由來與在地創生介紹30分鐘	

梭織技法示範	15分鐘	

梭織掛畫體驗50~80分鐘	

人次	 15人	 20人	

備註	 	 輔大電視台主動聯絡前往採訪	

第二節、市集擺攤	
預計將在2020年11至2021年2月的期間安排市集活動，藉由實際擺攤推廣織

品護照，可以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連結、面對面宣傳「在地創生」理念，進

而彌補現代缺乏的共感。除了推廣織品護照也會實際販賣參與護照之在地創生品

牌的商品，我們也發現在市集中點心類商品會使民眾多駐留，因此決定與「小芬

姐的home焙糕點」合作，以增加更多人流。	

實際擺攤成效	

市集	 時間	 結果	

大稻埕	

騎樓擺攤	

2021/03/01	

11:00-18:00	

人流：約3000人次	

單日吸引instagram追蹤：15人	

護照發放：100份	

熱門商品：編織手繩(苦瓜織織)、蛋糕(小芬姐烘

培)、絹印農村風光信封組(玩印)	

第三節、線上社群經營	
一、經營規劃：	

（一）社群文章內容：使用藉由真實參訪分享，創造話題內容，將知識轉化，設

計為簡單易懂的圖文形式，觸及更多使用者。此外專注於貼文圖像設計，使用年

輕人習慣使用的字型與顏色，提高文章停留率及拉長閱讀停留時間。	

（二）話題標籤(hashtag)更新：增加話題標籤以隨時搭上最新時事，增加觸及率。	

（三）社群互動：善用24小時現時動態功能，傳遞訊息給喜愛瀏覽影像的使用

者，並同時使用內建的互動投票、互動心情傳達功能，搜集使用者偏好及數據，

使文章產出更加貼近受眾。	

（四）社群圈連結方面，與相關的帳號（地方創生、永續發展、社會企業、SDG

s、深度旅遊）進行社群上的社交（追蹤/讚/留言/分享/收藏），互助提升雙方流

量、曝光與文章再現率。	

（五）Instagram濾鏡拍照功能：善用拍照濾鏡功能，設計專屬的粉絲拍照濾鏡功

能以觸及更多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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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Facebook社群經營，文章內容與Instagram一致，並把活動宣傳主力放置於

同類型社團的推廣。並設置「Facebook-活動」的推廣，以最有效率且免廣告費的

方式增加活動曝光。	

（七）製作官方網站，作為「電子版護照」。且讓民眾可以用關鍵字搜尋到有關

在地創生的內容，另可滿足桌電使用者的需求，在地圖的呈現上更為完整。	

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culgo	

	

二、Instagram短期目標（一年：2021/01/01~2021/12/31）	

受眾	 臺灣大學生	

觸及數	
單篇文章發文	

當週觸及達到600人	

追蹤人數	 達到500人	

平均讚數	 80	

提高分享率	 單篇文章有20人分享	

濾鏡拍照次數	 累積1000次以上	

	

三、Instagram實際成效（三個月：2021/01~2021/03）	

受眾	 大學生	

總粉絲數	 150	

總互動數	 651人	

所有貼文總觸及人數	 5621	

所有貼文總曝光次數	 7229	

濾鏡	 無（尚未上架）	

	

第四節、校外展攤位規劃（圖略）	
活動時間：2021/4/9	-	2021/4/11	10:00~20:00/	活動地點：松山文創園區	

擺設用品：壁報、展示台一個、2021護照500份、品牌印章、平板電腦、合作品牌

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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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檢討	
本企劃的目的是為了讓臺灣大學生族群更認識地方創生，透過這些近年才

建立的地方品牌，了解在臺灣各個鄉鎮中有著許多創業家，他們對家鄉不只有回

憶的連結，還對家鄉有著美的嚮往，有著守護舊技藝的堅持，因而積極著手為家

鄉帶來轉變。每樣設計都是創作者求知的結晶，接著發展出接地氣的地方品牌，

再牽起與左鄰右舍的連結，為原本沒落的社區注入活力。在本企劃中，我們看見

品牌活絡社區，在此基礎下，加入CULGO的學生參與，使在地品牌與在地文化走

入校園、走入不同的群體。	

檢討方面，首先是時間規劃可再優化，善用共同編輯之甘特圖線上軟體

(如：Bitrix24)，讓團員能不限時空的精準掌握進度。在初步的規劃中加入市場調

查，了解學生族群對地方創生的熟知程度，以及有興趣的產業、鄉鎮，以設計出

更貼近該族群的行銷內容。在初步的文獻探討中，應更加了解地方鄉鎮，考察更

多地方文獻史料，有助於與品牌合作時有更多的共鳴，以及提出更適合的合作內

容，在有限的時間內提出更具深度的提案，在實體展中能設計更另人深刻的文宣

內容。廠商聯繫方面，應善用通訊軟體的群組功能，讓組員間更快速的接收到訊

息，以立即反應。在進行創意企劃時，應考量品牌業務繁忙、人力不足等問題，

需要更積極的聯絡，或會面時直接溝通完畢。護照合作內容方面，可以更深入發

展多元創新的活動。護照曝光度方面，護照的曝光方式可以再修正，管道不夠

多，例如結合音樂會、演唱會、水上活動、露營活動......等。關於企劃延續，CUL

GO護照企劃延續已與下一屆學妹討論傳承，皆以推廣台灣文化與在地品牌為初

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