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執行團隊：清華大學全校性跨學院合作，團隊成員包含人社院、教育學院、科
管院、藝術學院、電資學院、清華學院區域創新中心及交通大學人社院、大華
科技大學商管學院

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計畫
- 地方活力與能力建構 -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跨學科社會實踐與研究的困難和可能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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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場域範圍（芎林 -橫山 -尖石前山）

芎林鄉

橫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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璞玉田



三個場域面臨的議題及創生模式與行動方案
場域 議題 創生模式 行動方案

尖石

面對地方文化復振意識日益蓬勃
與外來大量觀光客淺式消費，如
何兼顧泰雅文化傳承與經濟永續
發展？

(1) 連結政府教育資源、部落文化保存者、中青
代文化菁英與公民團體，透過學校實驗教育平
台與需求，傳承泰雅族核心文化。
(2) 融入族群文化特色，探索原民跨業連結、產
學連結之「產產學」新創永續產業。

(1) 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文本化暨融
入地方創生計畫。
(2) 不以鄉治範疇考量，而以文化復振運動與
觀光等新創產業較活躍的社區（部落）為焦
點。

橫山
橫山地區在原有產業沒落下，如
何運用與挖掘交通、環境、農業、
人文、歷史等資源，創造生機？

(1) 帶領地方共同形成一個地方文史平台，協助
整合地方資源，培訓地方文史書寫人才，讓地
方人士藉由歷史書寫，重拾地方文史脈絡。
(2)承續地方文史脈絡，結合學校與社區的美學
教育，帶動在地脈絡下的藝術活動，發展橫山
生活美學聚落，促進城鄉價值共創。

(1) 藉由本計畫培訓地方文史人才，讓村史能
夠永續發展，達到「村村有史」的理想，奠
定地方人才在歷史書寫的紮實基礎。
(2) 透過數位方法形成永續發展的地方學資料
庫，提供學術研究及生活美學的行銷資產之
參考。
(3) 以九讚頭車所在之社區出發，結合橫山村
落歷史書寫與藝術文創活動，營造生活美學
聚落。

璞玉田
（芎林）

緊鄰竹北市，如何面對都市計畫
壓力下，發展其農業服務價值，
達到都市與鄉村共存共榮的雙贏？

(1) 農業生產、農村體驗與鄰近都市生活成為緊
密的價值共創的關係。

(1) 透過農業調查，了解農業生產與農村生活。
發掘璞玉田及附近農村的價值主張。
(2) 驅動都市資源，暢通農產與深度農村體驗，
創造永續價值。



新竹智慧城鄉
創生計畫架構



子計畫一、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
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 場域：尖石前山

• 目標：

• 一、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出版。

• 二、分析泰雅族口傳文化資源之特色與演變作為文創

產業發展基礎。

• 三、探究文化資源與新創產業相互加值。

• 四、研發原民產產學論壇促使原民文化資源創新發展。



子計畫二、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 場域：橫山鄉

• 目標：

一、「橫山有憶、村村有史」—

橫山歷史記憶與生活傳統保存計畫
• 協助整合地方資源，開啟地方人士的歷史書寫活動，活化地方。

• 培訓地方文史人才，讓村史記憶能夠永續發展，奠定地方人才在歷史書寫的紮實基礎。

二、「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新竹橫山美學的傳承與創生計畫
• 承續地方文史脈絡的探尋，以「靜謐、連結、覺知」的核心挖掘具有地方的美感底蘊。

• 活化閒置空間的運用交流，連結文化資源產業的創新發展，共創優質經濟循環的可能。



子計畫三、智慧農業、城鄉合作社

• 場域：竹北璞玉田、芎林

• 目標：

• 一、洞察場域之農業價值網絡，發展長

期持續參與場域社群的機制。

• 二、運用大數據分析、區塊鏈技術，提

升農業從土地到餐桌的價值。

• 三、發展城鄉合作社，發展跨領域行動

者網絡，建構服務創新系統，共創永續

的城鄉發展。



各子計畫在進程中的協同與整合（I）
脈絡探索（第一年）

第一年 子計畫一 子計畫二 子計畫三

子計畫一

(1) 脈絡探索：耆老拜訪、泰雅文
學採錄觀摩、中譯專家拜訪。
(2) 地方特色產業調查、業者拜訪
與合作模式溝通、論壇成員與形式
開發

提供尖石地區口述傳統與特色
產業之關鍵議題與基礎資料

「口述傳統譯本研究會」、「原民產產
學論壇」研發進度回報，作為子計畫三
啟動城鄉合作社內容與系統規劃的基礎

子計畫二
提供橫山生活美學聚落研究構想與
方向為子計畫一原民學童圖繪活動
之規畫參考。

脈絡探索：橫山社區社區網絡
與產業發展

活化九讚頭社區行動者網絡，作為子計
畫三擴展城鄉合作社之基礎

子計畫三

一、科技建置
設計文創成果作品與合作社區塊鏈
服務平台界接與運轉模式
二、合作社建置
以城鄉合作社的建置為基礎，發展
尖石泰雅文化與特色新創產業的數
位化傳播與消費模式可行性

一、科技建置
設計藝術成果作品與合作社區
塊鏈服務平台界接與運轉模式
二、合作社建置
以九讚頭社群作為實驗場域，
逐步發展城鄉合作社運作機制。

• 規劃設計合作社區塊鏈服務平台架
構與運作模式

• 在地特色農場數據收集感應器建置
與數據上傳物聯網數據分析平台

• 從新竹縣、市生活脈絡下的需求與
場域價值主張發掘出合作社建置的
模式



• 本計畫將從人文關懷與價值創新的角度，除由大學、在地居民、地
方政府及企業合作共同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及企業社會責任外，亦重
視接地型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的創新性實踐歷程與成果。

Research design: 

1. Develop variance or process model to 

study theory

2. Engage methods experts & people 

providing access & information

3. Criterion: Truth (Verisimilitude)

Problem formulation: 

1. Situate, ground, diagnose, and infer the 

research problem by determining who, what, 

where, when, why, and how the problem 

exists up and from afar. 

2. Engage those who experience & know the 

problem

3. Criterion: Relevance

Theory building: 

1.  Create, elaborate & justify a theory 

by abduction, deduction & induction

2. Engage knowledge experts in relevant 

disciplines & functions

3. Criterion: Validity

Problem solving: 

1. Communicate, interpret & negotiate 

findings with intended audience.

2. Engage intended audience to interpret 

meanings & uses

3. Criterion: Impact

Iterat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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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接地型學術（engaged scholarship）研究的鑽石模型



跨學科社會實踐與研究

• 接地型學術與永續發展目標的連結
• 跨領域的社會創新與實踐，我們根據跨
領域社會創新轉型模型，以全方位視野，
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從場
域實務議題的發掘與洞察，鋪陳利害者
網絡地圖後，了解各自的價值主張與利
害關係後，經由統合行動者資源，創造
價值共創網絡，推動各種的服務創新專
案，以創新服務系統，來解決場域實際
問題，增進生態系統的健康與活力。



跨學科社會實踐與研究

• 區域創新中心推動跨領域學科的合作

統合校內、外的在地議題與社會實踐的資源，
並發展教師社群以及清華區域社群的互動網絡，
透過課程、跨領域專案、在地踏查與社群討論，
積極推動大學學術與在地社區、產業等議題的
網絡，拓展師生的專業發展與在地議題的連結
及跨學科社會實踐與研究。



發展跨域教師社群，結合跨域學術專業，形成在地實踐團隊，
延續學術研發與在地永續發展的連結



發展城鄉創生學程
Three steps of the Program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Step 2.專業知能提升 Step 3.在地實踐創新

社會式

參與

導師

機制

地方

歷史

體驗

踏查
工作

坊

Capstone 

Project

Step 1.區域議題探索



拓展學生學習場域，從知到行

在地城鄉就是一個複雜的服務生態系統。教師引領學生進入城鄉場域，
探索真實議題，提供了解決問題，驅動跨領域對話與合作的機會。同
時在實踐專業與跨域合作過程中，也體現了清華大學的校風：行勝於
言。



跨學科社會實踐與研究的困難和可能的解決方案

困 難 可能的解決方案

1、跨領域研究方法的差異 1、跨領域研究方法互為所用的溝通與設計

2、場域擾動的預期與非預期 2、設定場域的在地聯絡人以及場域的利害關係人定
期聚會與不定期訊息交換。

3、研究資料與場域網絡資訊的彙整 3、總計畫與區域創新中心的資訊彙整流程制定與執
行；網絡資訊平台的建立與維護。

4、形成中的在地價值共創體系的循環自立 4、產、官、學、研的資源盤點、匯入、結構、運行、
再創造的循環；行動研究設計方法的操作與精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