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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
大綱 

任務與課題緣起  

以民間力量推動區域整合治理，共同
發展特色產業 

產學研共同推動新興產業 

經由古蹟保存、特色傳承，創新再造
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海德堡史蒂夫特新堡修道院（Stift     

   Neuburg）轉型為有機休閒農場 

特里爾(Trier)尼格拉城門(Porta 
Nigra)發展商店街 

結論與建議 

1 



2 



自律－自由進出的火車站 

€8 or €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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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自由進出的火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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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約5萬人，佔

全市人口三分之一，

而55%的居民是單

人居住，外國人約

2萬5千人(占17%) 

海德堡位於北阿

爾卑斯山脈，整

座城堡是大學城，

人口約15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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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研習須知 

政策問題緣起與重要性 
欲討論問題的成因及對國家或地方未

來發展的重要性 

個人簡報及小組報告 
小組 

學習計畫 

政策問題的現況分析 

德國相關政策經驗分析 

政策建議與結論 

我國政府因應該政策問題的對策、執

行成效或面臨問題 

德國因應類似問題的內容、執行狀況

與成效 

借鏡德國經驗改善國內作法的具體建

議，包括政策本身與執行方式 

報

告

架

構 



29 

課題的緣起 

國內研習課程

24堂 

1.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我國加入TPP/RCEP的 

   準備工作 

2.迎向世界—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提升經濟動能 

3.地方產業發展—優化產業結構加強創新創業 

經濟與科技 

3堂 

台灣地方產業發展策略之探討 

國外研習課程

23堂+團體參

訪活動5次 

經濟與科技 

1堂&1次參訪 

1.德國地方產業發展與政治—以萊茵內卡都會區 

   為例 

2.史蹟參訪與城市行銷—史蒂夫特新堡修道院 

擇定研習課題 



全球化與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國家界線
逐漸模糊，區域間更趨熱烈的競合，城
市與區域間緊密依存 

德國萊茵-內卡大都會區區域發展模式： 
    大都會區未來協會(政策對話平台) 
    區域協會(執行方略) 
    大都會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單位) 
    形成夥伴實力堅強的聯盟體制，共同發  
    展特色產業  

台灣南高屏區域發展治理的參考    

 

一、以民間力量推動區域整合治理，共同發展特色產業  

德國相關政策經驗 



二、產學研共同推動新興產業 

曼海姆市是一座工業城，在後工業時代藉由歌
曲及媒體來宣傳形塑城市新形象，創造新興地
方產業 

地方政府與產學研共同合作成立「流行音樂與
音樂產業大學」，追求文化與經濟效能，教育
音樂人才並能以音樂謀生 

「音樂宣傳城市」、「工業城到創意城市」、
「城市形象與真實趨勢結合」的曼海姆城市變
革三部曲 

高雄市亦是工業城，且正斥資50餘億元興建「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值得借鏡 

德國相關政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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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由古蹟保存、特色傳承，創新再造發展地方特色 

海德堡史蒂夫特新堡修道院（Stift Neuburg）轉型為有機休閒農場 

 擁有歷史建物、庭園、農場、優美景緻
、便利交通等要素 

 以歷史建物、宗教史蹟、有機農場、優
美景致、便利交通為經 

 以生態環保、永續經營為緯 

 再利用現代企業經營手法、行銷通路編
織出一項新興的地方特色產業 

德國相關政策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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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由古蹟保存、特色傳承，創新再造發展地方特色 

特里爾(Trier)尼格拉城門(Porta Nigra)發展商店街 

 歷史的見證  黑門的魅力 

 1986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最大的

羅馬古城門之一 

 城區內德國最古老的酒窖，轉型為餐廳 

 發展成具特色的商店街產業 

 

德國相關政策經驗 

各級地方政府應可盤點轄區內歷史建物，

參考、複製再加創意，開發地方產業，

充裕地方財源，提高財政自主能力。 



一、以民間力量推動區域整合治理 
，共同發展特色產業  

都會區域尺度— 
•萊茵-內卡都會區域 

(Rhine-Neckar Metropolitan Region) 

 
市鎮地區尺度— 

• 海德堡(Heidelberg) 

• 曼海姆(Mannheim) 

• 特里爾(Trier) 



萊茵-內卡都會區跨域治理 

德意志聯邦由16個獨立
邦所組成，政府組織層
級分為聯邦，邦及市鎮
地區三級，聯邦負責立
法，各邦及市鎮地區負
責執行。 

萊茵-內卡河都會區域跨
越三個邦(Rheinland-
Pfalz、Hessen、
Baden-Wü rttemberg)
，人口240萬，為德國
第三大產值的區域（僅
次於魯爾與慕尼黑）。 



萊茵-內卡都會區跨域治理 
由於地方政府爭取投
資和公共經費激烈，
同時面臨能源轉型、
公共債務攀升與高齡
化社會技術性勞工短
缺等問題，透過成立
都會區協會組織，鼓
勵區內重要角色（產、
官、學）之間的對話
與合作，藉以凝聚創
新彼此的優勢，以確
保地區未來成為一個
經濟強健、有吸引力
且值得生活的地方。 



萊茵-內卡河都會區跨
域治理模式，係透過夥
伴間緊密合作的聯盟，
結合公私協力的協會（
主要成員如右圖，工作
人員35人）與成立專責
的萊茵-內卡都會區域公
司（Metropolregion 

Rhein-Neckar GmbH
），其員工達45人。 

萊茵-內卡都會區跨域治理 



萊茵-內卡都會區跨域治理 

負責媒合與執行
相關的工作，包括
企業發展、人口變
遷、能源及氣候、
招募技術人才、文
化、E化政府、公
共關係及行銷、區
域認同、空間規劃、
觀光等政策的擬定
與執行。 



由萊茵-內卡大都會區未來協會、萊茵-內卡區域協會、萊茵-內
卡大都會區股份有限公司三方共組整合平台，在民間企業主導
及公私合夥的運作，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  

強化區域的主要產業：如資訊科技產業、機械與工廠建造、生
技與生命科學、汽車、化學、能源及環境等。 

整合創新科技的能量： 22所大學, 共有85,000名學生 (10%為
外籍生)•超過30所非大學機構及國際研究機構， 2.3%的就業人
口從事研究和開發工作 (全國：1.2%)。 

研發協助產業的發展：企業及研科合作，成立共同實驗室及成
立新公司，成功的領域包括(1)建構萊茵-內卡生物科技產業聚
落；(2)成立有機電子創新實驗室聚落；(3)發展生物醫學暨醫療
技術中心。 

萊茵-內卡都會區之跨域治理的組織構成與運作，兼具代表的正
當性與執行的有效性，相較於台灣各跨縣市合作仍停留於傳統
專案會議之運作模式！ 



產學研合作是創新的重要環節，唯有整合校園技術團隊與業

界或研究機構的研發資源，才能有效將學術界豐沛的研究成

果轉化成產業科技，進以開發具有地方特色與市場價值的產

品，如此相輔相成，相互合作，互通有無，才能讓創意源源

不絕，讓產業得以永續發展。 

以下借鏡曼海姆流行音樂與

音樂產業大學的成功經驗，

說明地方產業的文化底蘊與

未來發展方向： 
 

二、產學研共同推動新興產業 



地方特色產業不僅僅只是一個實體的商品，更是一種感覺、

一種認同、一種感動的凝聚感。 

九零年代初，曼海姆在當地知名歌

手Xavier Naidoo號召下，成立音樂

團體「曼海姆之子」，他們譜寫歌

曲介紹在地的生活經驗，這些展現

集體精神的歌曲，不僅改造城市形

象，也讓地方社區引以為傲。 

音樂團體「曼海姆之子」

（Söhne Mannheims） 

曼海姆經驗 

http://www.soehne-mannheims.de/
http://www.soehne-mannheims.de/
http://www.soehne-mannheims.de/


匯聚產官學研能量，為地方產業發展扎根，提升整體競爭力 

由於「曼海姆之子」樂團大受歡迎，民間

團體順應趨勢，開始投入小型音樂新創公

司與教育基礎建設，而Baden-

Wuerttemberg地方政府更進一步，由官方

與民間一同投資，成立「流行音樂與音樂

產業大學」，讓音樂人才得以不斷培養出

新，逐步擴大市場規模 。 

曼海姆經驗 



通過市場化的方式，提升和發展文化生產力，讓藝術與經濟共存互榮 

「流行音樂與音樂產業大學」不只重視音樂學

科，更重視音樂設計的實踐因此學校的課程除

了提升這些未來的歌星、音樂人、作曲家及DJ

們的本職技能，更在課程中導入企業經營方式，

安排各項研討會(包括經濟、行銷、企劃類等

等)，讓學員學習出版音樂、成立唱片公司，並

在每個學期結束之前，要求學生製作一張40分

鐘的CD或舉辦一場音樂演奏會，讓藝術與經濟

相互結合發展。 

曼海姆經驗 



透過「全球思考，在地行動」，推動全球在地化、在地全球化 

除了培養音樂人才，「流行音樂與音樂產業大

學」也運用歐盟出資贊助的「 MuZone 」，鼓

勵與促進師資、學生與其他國家交流，將歐盟

範圍內的音樂教育水準繼續往上提升。學生們

藉由此機制可以去友好院校交流，互相取長補

短，因為各校擅長的領域不同，藉著交流的機

會接觸不同的課程與實務，甚至是實習的機會，

開發更多更豐富多型的藝術潛能。 

曼海姆經驗 



三、經由古蹟保存、特色傳承，創新再造發展地方特色 

 可搭乘萊茵涅卡河
34號公車於Stift 

Neuburg站下車 

 或搭乘遊河船
WEISSEN Flotte 

達｀Temple-

Neubrg＇站下船 

 採步行方式沿著涅
卡河或哲學家之路
抵達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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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海德堡史蒂夫特新堡修道

院（Stift Neuburg）轉型為有機

休閒農場 



修道院前門 
前門左方牆上記有歷史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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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正面  修道院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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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前方中庭  教堂外觀綠蔭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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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後方牧場  

修道院後方農事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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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老農具展示 

有機啤酒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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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廠 

啤酒裝配區 

有機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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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外牆 

餐廳戶外景觀用餐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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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文宣上宣傳照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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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餐廳 

農場餐廳豬排配馬鈴薯泥 

農場餐廳德式香腸配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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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ft Neuburg吸引我們再次造訪 

56 



再次造訪修道院,無毒有

機蘋果樹下揮汗合影 

享受冰涼有機啤酒及香醇葡萄汁 

57 



同行夥伴再次造訪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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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老建物、歷史情懷、有機農場、優
美景緻、便利交通」為經 

以「生態環保、永續經營」為緯 

活化閒置空間，利用現代企業經營手法、
行銷通路，編織出新興地方特色產業 

市府主動行銷，不收取任何費用 

創造「修道院、企業家、消費者」三贏局
面，是一項成功的地方特色產業創設案例
，足為典範 

61 



案例2  特里爾(Trier)黑門 

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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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格拉城門 

(Porta Nigra) 
 

黑門tadttor 

(Town-gate) 

發展商店街 



 



西元180年羅馬帝國建構了堅固的城牆，成為歐洲
大帝國，2000年後保留了一座城門讓後人留念，卻
無意間帶來商機，發展成商店街，它就是有名的黑
門，黑不是它的本來，那是歷史的見證，在此歷史
中它不孤獨，因為他的身旁也建造起雄偉的教堂、
優美的建物，陸續陪伴它，更有絡繹不絕的慕名者
紛紛來與其相見，這是黑門的魅力。 

大約公元2世紀中葉，特里爾四周修築起6500米長
的城牆，並構築碉堡和城防工事，鞏固其軍事重鎮
的地位，黑城門就是特里爾城的北城門。黑門1986
年被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為全世界現存最大的羅
馬古城門之一。 
 



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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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門廣場前學員合影  

黑門廣場前團長獨影  

 



特里爾古城市的建築並非古色古香、但是每棟建築都非常有特色、

在黑城門的後方，熱鬧的街道聚集了不少的商店、餐廳及百貨公司， 

 

黑門tadttor(Town-gate)發展商店街 

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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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區內也有德國最古老的酒窖，將酒窖轉型為餐廳，旅人都可以品嘗在

地特色美食與啤酒。 

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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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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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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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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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在地就業機會，活絡地方經濟力 

發展地方特色產業的重要性 

促進經濟穩定成長、提升地方競爭力 

培育在地人力資源、強化全球競爭力 

建構生活社區，打造宜居城鄉，減緩城鄉差距 

發掘、保存地方傳統工藝、文物史蹟與文化資產 



為了促進地方產業的延續與發展，政府各部門透過「
特色化」概念的導入，對地方產業加以轉化、再造與
變革，希望能蛻變成為在地具有獨特性、較優質與價
值感，以及不易被模仿和取代的地方特有產業。 
 

 

農特產品：如甲仙芋頭、白河蓮花等。 

自然景觀：如北投溫泉、花蓮泛舟等。 

  傳統工藝：如三義木雕、嘉義交趾陶等。 

文化產品：如大甲媽祖、頭城搶孤等。 

      產業群聚：如岡山螺絲業、豐原工具機業等。 

    商業聚落：如淡水老街、高雄六合夜市等。 

      休閒民宿：利用自用住宅空間，提供旅客鄉野 

  生活之住宿空間。 

白河蓮花 

嘉義交趾陶 

地方特色產業可分成下列幾種： 



 追求兼顧經濟發展、社會公平、環境保育與永續

發展成為全球普遍的共識與艱辛挑戰！ 

 在全球化過程中地方產業發展必然涉及多層級之

跨域治理，也同時將影響當地與全球經濟、社會

環境的變遷。 

 萊茵 -內卡都會區之跨域治理的組織構成與運作，

兼具代表正當性執行有效性，相較於台灣各跨縣

市合作仍停留傳統專案會議之運模式，此模式值

得台灣借鏡。 

德國跨域治理可為台灣借鏡 



台灣地方特色產業未來發展的重點 

運用獨特文化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具有歷史、地理、文化的傳統產業是地方特色產

業之本 

以創新商業模式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整合與分工、發揮整體力量共同發展地方特色產業 

三 

二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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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農 業 
德國將農業經營與自然環

境保護，做整合性的規劃，

以創造環境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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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台灣 德國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環境永續 

宜 蘭 嘉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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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農地違法使用 建地荒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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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違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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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德國農村景觀 



89 

環境永續 

歐盟鄉村發展方案，

採對地補貼 (邦、

聯邦、歐盟鄉村發

展基金及地方政府

預算)。 

 

獎勵： 
1.土地交易法。 

2.農地重劃法。 

3.聯邦營建法。 

4.聯邦區域規劃法。 

5.綠色計畫(Green   

Plans)。 

管制： 

德國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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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取消目前休耕補

貼制度，學習德

國，改採對地補

貼。 

 

獎勵： 
 召開全國農業會議，凝聚共識後，

全面檢討配套法規，盡速修法執

行。 

 速訂定「景觀法」，嚴格取締違

規，落實公平正義。 

管制： 

台灣要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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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再生
能源
發展 

政府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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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資料來源：德國海德堡大學 

 



93 資料來源：德國海德堡大學 

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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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德國海德堡大學 環境永續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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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再生能源發展 

資料來源：德國海德堡大學 

環境永續 



96 資料來源：德國海德堡大學 

環境永續 

德國、義大利、希臘、

澳洲等國家，太陽光電發

電成本已低於市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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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我國能源總供給年平均成長率約3.84%，逐年增加 

外購能源需求量大，97.90%依賴進口 

能源總供給中，再生能源，如太陽熱與光能、風能、

水力發電、生質能與廢棄物等僅占1.85% 

推動提升再生能源使用比率是當務之急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3年能源統計

手冊(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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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再生能源發展條例」2009年7月8日

公布。自條例實施後20年(即2030年)

新增裝置容量目標為6,500 M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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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2 

台灣再生能源總體規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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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永續 

               年度 
類別 

2012 2013 2014 2015 2020 2025 2030 

太陽光電 222 392 602 842 2,120 4,100 6,200 

風力
發電 

陸域 571 614 714 814 1,200 1,200 1,200 

海域 -- -- -- 15 320 1,520 3,000 

生質能 740 740 741 745 768 813 950 

水力 2,081 2,081 2,081 2,089 2,100 2,150 2,200 

地熱能 -- -- 1 4 66 150 200 

累計 3,614 3,828 4,139 4,509 6,574 9,933 13,75
0 

 台灣再生能源總體規劃目標 
單位：MW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局，2014-2015全國能源會議背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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