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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芎北城鄉
生活圈

橫山生活
美學聚落

復魅
尖石前山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計畫架構

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成立城鄉合作社，發展跨領域
行動者網絡，建構城鄉共好服

務系統

芎北城鄉生活圈

橫山生活
美學聚落

目標任務：

• 運用大數據分析，發展智慧農業

• 將在地元素發展成有助於城鄉互動與
連結的機會

目標任務：

• 「橫山有憶、村村有史」：
橫山鄉史記憶和生活傳統保存

•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新竹橫山美學的傳承與創生

目標任務：

• 泰雅實驗教育文學資源調查

• 文學融入尖石永續觀光與露營民
宿食材預約合作鏈復魅尖石前山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賦權階段-地方活力與能力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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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教育在地網絡連結 合作經濟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子一：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
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2020.04.20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復魅尖石前山行動概念圖

• 第一階段著重賦權

• 是策略也是目的：教育、網
絡與社群經濟

• 實際作為－復育
• 千米落差、返祖研發、舌根洄
游

• 人際關係與信任
• 自信與效能感
• 自然生態與環境
• 商圈資源盤整與銷售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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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網絡

社會
網絡

經濟
網絡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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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一千米落差鄉域：
前山後山自成一格又互為中心

海拔500m

海拔1500m
後山：玉峰村、秀巒村

前山五村
實驗學校

前山社區文化振興的點火者

校長 老師 學生 家長 耆老

低海拔的窗口學校（嘉興國小暨義興分
校），由於漢化及全球化的浸潤歷史較長，
文化崩解程度較強烈，故而必須求教於後
山部落。

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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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連絡了一批洄游在前山與後山之間的泰雅
文化人。他們是民族文化和地方精神的中介者。
Lmuhuw吟唱者屈指可數的年代，我們獲得17首，
來自不同山頭。嘉興小學「用舌根當腳跟」走出
的是實驗教育最美的一條路，也是尖石魅力創生
的起跑點。舌根洄游

X
返祖研發

Lmuhuw
是泰雅文化的

紅檜林

嘉興國小實驗教育文化資源返祖研發示意圖（柳書琴繪）



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九位耆老的故事告訴我們，百餘年前的李崠山事件迄今
依然是尖石記憶的核心，事件後的移住政策更影響了現
今部落的分布和居民組成。

我們為什麼要採錄口述歷史與部落記憶？

1. 本次受訪耆老是集體記憶傳承的關鍵世代。
2. 訪談作為一種方法，是希望將「關鍵世代的記憶」轉化給「記

憶復育」的新世代。

訪談與重構的重要性：



1910年代《台灣日
日新報》上的李崠
山推隘與討蕃新聞

1920年代殖民
地觀光下的風
景明信片

1970年代的
山地報導文
學：古蒙仁、
陳銘磻

2000年之後的尖
石鄉耆老回憶

1.楊緒賢，〈李崠山抗日史蹟調查〉，《臺灣文獻》，1976年12月。
2.〈新竹前進隊潛入蕃搜索〉，《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7日，第2版。
3.〈討蕃隊情報土目出草〉，《臺灣日日新報》，1910年7月5日，第2版
4.〈蕃人要擊，兇蕃二名〉，《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3月28日，第2版。
5.〈兇蕃襲來情報ナロ山方面警戒〉，《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9月18日，
第1版。
6.〈李崠山蕃情電線補修隊狙擊〉，《臺灣日日新報》，1912年10月1日，第2
版。

1.野呂寧發表〈去吧！看吧！
永久居住吧！〉，1925。
2. 後藤新平〈臺灣觀光訓〉
3.無著撰人，〈觀光蕃人的感
想〉，《理蕃の友》，1933
年3月。

官大偉，《耆老口傳的Tapung事件》，《李崠山事
件》，2019。

吉野雍堂，〈李崠山本部より（二）〉，《蕃界》，
1913年1-3月。

石田貞助，〈回憶李崠山討伐之役〉，《理蕃之友》，
1935年10月。

林一宏，〈從隘勇線到駐
在所：日據時期李崠山地
區理蕃設施之變遷〉，
《臺灣史研究》，2007年。

劉澤民，〈「故新竹廳巡
查五十嵐長輝外拾名之
碑」與馬里柯灣原住民抗
日事蹟探討〉，《臺灣文
獻》，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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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考掘

耆老的傳承

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集體記憶零層位挖掘工作：
不為人知的拿互依&馬胎部落史

尖石人的
情感結構

培養「前山人
的主體視野」

泰雅族的
價值觀

提升兩村居民的
文化自尊
地方光榮感

當地人的
地方意象



在地網絡連結

族語
教師

工藝
達人友善

小農

竹屋
商圈

露營
住宿

文化
協會

部落
耆老

國內
大學

國外
學術

嘉興
國小

五校
結盟

尖石
公所

在地
居民

國教
署

義興
村長



透過論壇復育網絡
• 尖石前山以社群為基礎的合作經濟發展任務，包括：

• 1. 產產學論壇（一）：泰雅文創業者小型座談會

討論主題：泰雅文化一條街體驗計畫。

2019年12月27日。尖石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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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產產學論壇（二）：尖石露營業小規模座談

討論主題：尖石露營業者在地食材供應合作機制。

2020年1月9日。尖石工作站。

 3.產產學論壇（三）：尖石小農經營現況與商業創生

討論主題：商業模式切入點

2020年2月20日。尖石工作站。

 4.產產學論壇（四）：分享在地田調及初步擾動心得

討論主題：認識尖石第一商圈代表與馬胎、新樂部落露營業者。

2020年3月13日。尖石工作站。

 5.結合採桂竹筍與螢火蟲的生態旅遊一日行（預定計畫）

活動主題：以文化返祖路線／文學的實踐力向參與者介紹尖石，

打開封閉古道，利於串接山上與山下的社經文化活動。

2020年5月2日。尖石馬胎。

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轉動文化、社會、生態與經濟的輪軸
 泰雅文化一條街體驗計畫

• 將目前竹屋商店街，經由地方創生，結合街坊在地力量、公部門

資源、運用本計畫之創生團隊規畫投入；改造創新成為泰雅文化

精神與地景資源結合的泰雅生活哲學體驗區。

 尖石露營業者在地食材供應合作機制

• 在地食材供應，目前限於量、價、品類之穩定，希望可以有平台，

提供資訊、物流集散服務。 特殊農法，推廣特色作物如薑、旱稻、

小米，作為特色食材。。部分業者結合露營流通業者，如早點名、

露營樂，實施小規模食材代訂、代理與步道導覽等，可以系統化

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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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尖石合作網絡說明

 目標：盤點合作社經營模式創生需求，結合尖石代表性在地原住民小
農、露營區業者丶文創業者，形成尖石小農合作社群.發起會員、解
決共同需求、協力合作，啓動整個創生機制。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泰雅族實驗教育Lmuhuw資源中文文本化與融入地方創生



MOST -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子二：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
2020.04.20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X
橫山有憶
History Writing

文史為軸

村村樂活
Arts Activity

藝術為媒

核心理念

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促進橫山內外部網絡的有機連結PLEXUS重要策略

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橫山有憶
History Writing

文史為軸

村村樂活
Arts Activity

藝術為媒

在地教育
Local Education

特色發展

合作經濟
Cooperation

共好循環

回應地方需求的重要目標

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在地教育
Local Education

特色發展

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非典型教育活動：營造銀幼共創的跨世代美學生態圈

透過「文化的認同性」與「藝術的可視性」凝聚在地社群的「共識」與「共感」

A. 文史人才培育

B. 兒童美感扎根

C. 居民樂活共學

D. 駐站藝術交流

E. 橫山特色繪本



A. 文史人才培育

莊興惠

捕捉橫山鄉客家住的文化與藝術內涵

- 伙房屋調查

陳文政

遊戲童年 –自然素材與玩具設計

劉康國

拾起

- 葛樂禮颱風之記憶及影響

透過橫山文史調查知能培力工作坊，喚起橫山鄉

史記憶和生活傳統保存意識，培訓地方文史人才，

透過歷史口述與書寫，讓相關的鄉史記憶及在地

智慧能夠永續保存，奠定日後地方修志及文化創

新發展的紮實基礎。本計畫將成為協助整合地方

資源的平台，讓地方人士主導修志，活化地方。

何明星

再造美麗新內灣

- 振興地方產業文化經驗談

- 橫山文史調查知能培力工作坊

橫山有憶．村村有史



橫山文史調查＆成果發表

簡報發表：109年1月4日(六) 10-12:30 / 海報展出：109年1月4日- 3月6日 / 地點：九讚頭火車站

橫山有憶．村村有史

文史調查

知能培力

田調實務

資料彙整

成果發表

海報展示

共享

鄉史記憶

在地智慧
108.9-11月 108.11-12月 109.1-3月



B. 兒童美感扎根 - 冬令營

舉辦地點：橫山國小圖書館

時間 項目 說明

108.9-12 教案設計 進行每週一次的課程設計討論

10/24 師資培訓研習 1 黃乙軒老師分享與地方創生相關的美感課程設計

11/23 師資培訓研習 2 曾麗娟老師分享與地方創生相關的美感課程設計

11/28 教案修正 1 討論與調整

12/5 教案修正 2 討論與調整

12/12 課程試教 1 討論與調整

12/16 拜訪橫山國小 向校長、主任說明、討論教案設計並再度場勘

12/19 課程試教 2 討論與調整

12/23-1/3 招生 20名：三年級6名、四年級5名、五年級6名、六年級3名

12/26
01/09

課程試教3、 4 邀請曾麗娟及黃乙軒老師進行試教審查

1/13-17 教材預備週 準備課程所需材料

1/30.1/31 營隊前籌 再度演練教案與檢視課程材料

2/3-7 學童冬令營週 橫山國小圖書館因疫情暫緩辦理

2/11-3/1 成果展 九讚頭車站因疫情暫緩辦理

109 年2月3日-2月7日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B. 兒童美感扎根

試行學校

師生訪談

特色教案

研習設計

課前試教

外師審查

共享

美感經驗

在地認同
108.9-10月 108.10-12月 108.12月-109.1月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冬令營四大主題：自然生態、食農教育、傳統建築、戲劇表演



C. 居民樂活共學 –陶盤創作藝起來

第一梯次(週三班) ： 2/12、2/19、3/4 → 4/08、4/15、4/22

第二梯次(週五班) ： 2/14、2/21、3/6 → 4/10、4/17、4/24

師資：楊可瑜（橫山鄉在地陶藝家）

地點：沙坑村-小羊陶工作室（沙坑村6鄰沙坑62號）

第三梯次(週四班) ： 4/09、4/16、4/23

第四梯次(週五班) ： 4/10、4/17、4/24

師資：陳泓光（桃竹苗區青年陶藝家）

地點：大肚村-九讚頭車站（大肚村中豐路二段286巷29號）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以「招牌菜」為主題，引導學員們以輕鬆自在的方

式，說說自家招牌菜、聊聊生命故事，再依此發想

而進行陶盤創作。



C. 居民樂活共學 –成果分享

「美的相會 - 山村美食聚會」藉由「辦桌」的儀式性與期待感，在慶典氛圍中共享生命的美好。

九讚頭工作站

沙坑村小羊陶工作室

原訂於2020年5月底舉辦成果發表 - 將視疫情調整「辦桌」活動



29

D. 駐站藝術交流

109 年3 - 5月之假日（10am－4pm 每次六小時）

邀請在地及外地藝術家於九讚頭火車站駐站創作，以藝

術活動促進內外部活動人口的交流。擬陸續邀請草編、

陶藝、木工、金工、造紙、說故事、插畫等多元領域之

藝術家，於九讚頭火車站進行創作、教學、民眾互動。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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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站日期 藝術家 藝術類型

1 3月07日 林凱媚 金屬工藝

2 3月14日 許淳瑜 金屬工藝

3 3月15日 陳弘洋 陶瓷工藝

4 3月29日 黃琳真 金屬工藝

5 4月11日 郭婧芠 金屬工藝

6 4月19日 陳泓光 陶瓷工藝

7 4月25日 魏嘉琪 木工藝

8 5月02日 洪築境 木工藝

9 5月09日 鍾翌璇 金屬工藝

10 5月16日 李晏彤 插畫設計

11 5月17日 陳泓光 陶瓷工藝

12 5月23日 陳宜偲 木工藝

13 5月30日 徐陶真 說故事

駐站藝術家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橫山限定專屬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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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橫山特色繪本 （預計109年5月底出版）

– 參考「橫山文史調查工作坊」四大主題及成果，規劃橫山特色繪本。

–未來擬提供藝術與人文教師、鄉土語言（客語）教師之特色教材使用。

橫山有美．村村樂活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合作經濟
Cooperation

共好循環

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新竹縣橫山鄉
九讚頭社區合作社

以九讚頭車站為據點，邀請對於

社區合作社有興趣的夥伴，運用

「設計思考工作坊」的方式，共

同探索地方與居民的需求，再根

據需求，幫助居民產出未來合作

社的營運項目、角色、模式。

共識會議

109.1-3月

1.拜訪陳來紅女士&參與合作社相關研習

2.2月20日，合作社是什麼?

3.3月4日【運用合作事業，推動地方創生】

錢金瑞執行長

4.各種小組會議

籌備階段

109.4-6月

1.發起人會議

2.組織申請表章程確立

3.籌備會&設計思考工作坊

成立階段

109.7月（預計）

1.合作社實體空間

2.分工內容

3.合作社成員招募

農產

在地食

材餐廳
地產地銷

文化

加值

加工品 次級品再加工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農產

在地食

材餐廳
地產地銷

文化

加值

加工品
次級品

再加工

桔醬茶飲、茶具開發＿郭婧芠

合作經濟
Cooperation

創意加值

橘皮落灰柴燒、茶具開發＿陳泓光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設計培力
Young Designer

協力平台

《日日栽》桌上型植栽用具設計＿郭婧芠



結合專業課程：於清大藝設系金工課程中

引導學生參考「工業考古學」，以橫山亞

泥工廠外觀為發想，設計開發具工業風之

《桌上風景》多肉植栽容器組。

轉譯運用在地文史資料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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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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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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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x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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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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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x 藝術 x 互文性



村村樂活
Arts Activity

循環共好

後續工作規劃

扣合文史脈絡、共享創新活力

1. 續行文史人才培力

2. 轉譯運用在地文史

3. 促成內外藝術交流

4. 推廣美感教育活動

5. 尋找產業活化契機

6. 提升合作經濟效益

橫山生活美學聚落創生發展計畫

活化在地組織、提升自主動能

橫山有憶
History Writing

文化加值



子三：芎北城鄉生活圈



芎林客家農村

場域與目標

• 子計畫三以竹北市最東邊的東海隘口

為中心，左右連接竹北新興市區與芎

林客家農村，計畫目標是將在地元素

發展成為有助於城鄉互動與連結的活

動或場域，例如竹北有田活動，使科

技新居民與農村人家相連結，由城鄉

共同支持地方發展，發展主題包括農

作、產銷、文化、教育、城鄉連結、

景觀…等等，經由各種互動與交流，形

塑以分享與合作為基底的關係網絡，

發展創生性的城鄉關係，成為一個相

互關連、生活彼此依存的芎北城鄉生

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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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隘口

竹北新興市區

竹北

芎林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困難與機會
• 二十年璞玉計畫開發爭議→地方發展的高度不確定狀態→有心但無奈的矛盾情感

• 以竹科為核心的新竹科學城 vs. 強調友善生態與環境種植法的有機共和國

• 在地文化的韌性→展現在地元素→城市科技新居民的參與和迴響→重現在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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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倡議

在徵收與保留之外，提出
第三種地方發展圖像

串接地方團體/人士，整
合資源與能量，一同創
建芎北城鄉生活圈

設計城鄉連結的可行機制
與模式

計畫團隊任務
三個方向

研發整合



進展與成果

地方居民查

芎林農村調查

地方農業調查

智慧稻田 智慧稻田

地方農業調查

芎林農村調查

地方居民調查

田野創新工作坊

芎北城鄉
生活圈

竹北有田--黃金稻浪越野活動

東海國小特色課程合作

芎北城鄉生活圈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1-氣象站預計架設處

2-水閘門架設處
3-土壤感測器依農友需求
地點架設。

2-攝影機架設於太陽能電
箱系統上

智慧稻田
與當地冠軍米農友田爸爸合作，藉由太陽能發電供電系統結合微型氣象站、各種土壤數據感測器、水位
計…等，自動量測收集風向、風速、光照度、雨量、環境溫/溼度、土壤肥力等數據及稻米生長影像，除
記錄生產履歷，建立專屬田爸爸冠軍米品牌的農民曆，收集整理成個人化經驗農法資料庫。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竹北科技新居民觀點

竹北科技新居民對東海的珍惜來自於...

1.騎腳踏車跑步的好地方

2.假日農夫開心農場

3.帶小朋友親近土地認識自然

4.養眼的綠色風光黃金稻浪

5.安心無毒友善環境的食材

芎北城鄉生活圈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

食安價值

農業價值

生活價值

文化價值

竹北有田
環境價值

教育價值



竹北有田—黃金稻浪越野趣
• 活動日期：108年11月9日（秋收前夕）

• 參與人數143人，志工30人。

• 活動滿意度皆達四分以上(滿分為五分)

• 98%參與者填答會想再次參加

推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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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與在地學校結合，成為常態性的社區活動，加深在地連結，提高東海地區親子的地方認同。1

尋求在地團體籌辦活動，計畫團隊支援相關組織協調。2

尋求竹科企業合作結合家庭日活動，加深城鄉互動與連結，並延伸至產銷連結，發展合作經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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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在地網絡連結

45

單位名稱 姓名 專長領域

自然農俱樂部創辦人 詹武龍 培養專職自然農法生產者

自然農俱樂部成員 朱菲比 育種專家

水牛學校創辦人 李春信 從傳統的牛耕學習，體驗文化藝術之美。

東海國小老師 林伯殷 客家語文化傳承工作者

張家獅團長 張建銨 客家舞獅文化傳承、武術技藝

田爸冠軍米農夫 田守喜 稻米友善耕作專家，104年全國名米產地冠軍得主

前竹北市市民代表 許育綸 文化資產調查及保存、地理資訊與人文互動的建立

樂樂長創辦人 謝忠治 創意料理、健康餐飲

道法自然探索創辦人 吳杰峯 生態教育、攀樹技巧教學

中央市場商圈自治會長 呂正祥 自然農法栽種

芎林鄉鄉民代表 劉名揚 歷史古蹟走讀、文化保存

見晴農場 林賢東 自然農法栽種

普田技研所 鍾光熒 農機銷售、改裝、維修

松田園微酵自然農坊 來莉芳 客家酸柑茶、發酵品製作、食農教育

三項基礎條件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在地文化
的韌性

新農返農
開創精神

有機共
和國



在地網絡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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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北城鄉生活圈團隊的著力之處

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將每位在地創新者的特點，串接整合成為東海隘口
鮮明的獨特面貌，發展具有社群意涵的合作關係。1

讓在地創新者成為年輕人走入東海隘口重要的引路
人。2

透過在地創新者連接地方居民，貼近在地文化，
帶動地方動能。

3

以這些在地創新者原有的經驗，發展芎北城鄉生
活圈的模式與機制。

4



在地教育--東海國小

• 學生人數177人，教師人數20人，竹北市區與

東海學童人數大約1:1。促進這些市區小孩與地

方的連結，一直是學校辦學的重要課題。

• 東海國小108學年度申請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

校訂課程實施計畫，結合地方特色，營造生活

化的客語學習環境。

• 關於東海國小六年一貫特色課程的推動，本計

畫團隊的角色主要有兩個。

1. 提供課程規劃與教學實踐的諮詢建議；

2. 協助引進大學與社區資源，豐富學校課程

實踐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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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食農課程

農食體驗

1.種子辨識
2.種菜種稻
3.米食製作

地方調查

1.香草植物
2.生物調查
3.米食文化

專題研究

1.汙染測量
2.文學賞讀
3.生態水文

一二年級 三四年級 五六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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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新竹智慧城鄉創生芎北城鄉生活圈



謝謝大家的聆聽

地方共享

社會行動

在地紮根

清華大學執行團隊：

林福仁教授【服務科學研究所】

柳書琴教授【台灣文學研究所】

劉玉山副教授【大華科技大學商務與觀光企劃系】

江天健教授【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江怡瑩教授【藝術與設計學系】

施富錡助理教授【藝術與設計學系】

黃能富教授【資訊工程學系（所）】

李天健助理教授【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莊雅仲教授【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計畫參與人員：邱星崴老師、李丁讚榮譽退休教授、余孟哲博後、陳巧倫博後、

徐陶真研究助理、蘇筱婷研究助理、吳佳穎研究助理、楊雨蓉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