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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來出現了愈來愈多大學與地區合作、嘗試振興觀光產業等「地方創生」的實踐案例。例如開發觀光商

品、運用 IT 技術設置導覽招牌、培育觀光人才、透過統計分析來評估經濟效益等等，在觀光領域逐漸

累積起大學社會實踐的經驗。除了共享日本和台灣的資訊和經驗，一同思考、創造出後疫情時代外來

觀光的機會，也至關重要。 

本文將以日本高知縣中藝地區申請認定「日本遺產」為例，介紹筆者等人實際親身實踐「地方創生」的案

例，如何透過製作地區故事來表達「地區魅力」，「將地區魅力化為語言」。另，本文係根據 2021 年 9

月 2 日舉辦之 2021 年新實踐暨臺日大地區地方連結與社會實踐國際研討會中所發表之內容進行修潤

，供電子報使用。 

 

1．背景與目的 

日本國高知縣在 1955 年達到人口 88 萬 2,683 的高峰後，開始徐緩漸少，2005 年人口跌破

80 萬人，撰寫本文的 2020 年 10 月人口來到 69 萬 2,065 人（比 2015 年減少 5.0％）1）。根

據 2020 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統計，高知縣在各都道府縣中人口是倒數第三少，人口減少率在

各都道府縣中為第 4 高，在人口逐漸減少的日本，腳步也遙遙領先。 山區鄉鎮的人口減少

現象，可說更為嚴峻。本研究的對象地區高知縣中藝地區（奈半利町、田野町、安田町、北川

村、馬路村），距離高知縣廳所在地高知市往東約 50km、開車大約 2 小時（圖 1）。中藝地區

人口有 9,805 人（比 2015 年減少 9.5%），人口減少速度為高知縣平均（比 2015 年減少 5.0

％）的 2 倍之快（表 1）。這些鄉鎮因勞動年齡人口（15 歲以上、65 歲未滿）的減少導致勞

動力不足，經濟規模縮小，高齡人口（65 歲以上）增加使得醫療、照護費增加，以及區域內

生活相關服務縮小和稅收減少，帶來行政服務水準降低的隱憂。倘若關注資源、環境層面，還

有農地、森林後繼者不足導致放棄管理等課題。 

筆者等人接觸到每年約減少 2％人口的中藝地區，在過程中意識到地區社會的文化元素「地

區記憶」之喪失這個課題，採用生命故事訪談這種社會學手法，開始記錄只會留存在人們「記

憶」中的生活實踐經驗。本調查企圖從人們的「講述」揭開「森林鐵道存在的時代」，和由此變化

為「森林鐵道消失的時代」的樣貌。在當地「中藝地區森林鐵道遺產保存、活用會」的協助下，我

們獲得了一份受訪者清單，這些受訪者都是在中藝地區出生、生活的人。至今我們與居住在中

藝地區約 70 名受訪者進行了面對面的訪談。平均年齡約 81 歲 2）。 



其中本文特別著眼於居民活用地區歷史、文化資源，從事「地方創生」的活動。以下將以 2017

年度中藝地區向文化廳申請「日本遺產」的活動為例，觀察地區居民透過挖掘地方魅力、將之

可視化的過程，給地區社會帶來何種變化，筆者等人試以大學合作參與的「當事人觀點」進行

考察。 

 

 

2．調查方法 

筆者等人自 2015 年 12 月起在中藝地區展開生命故事訪談調查，建構起跟地區之間的互信關

係。過程中，進入 2016 年後，當地有志之士發起向文化廳申請「日本遺產」的企畫。作者們以

提供學術知識相關經驗的身份參加本企畫，負責製作申請「日本遺產」的核心故事。為了撰寫

故事，我們在 2016 年 6 月至同年 12 月期間共舉辦了 8 次居民工作坊。另外也參加了共 4 次

的文化廳諮商會，持續改良故事。 

如同前述，本稿透過「將地區魅力化為語言」的過程，透過實際參與，觀察地區居民對地區資

源的觀點發生何種變化。期待能透過高知縣中藝地區的經驗，與在台灣運用地區資源嘗試「地

方創生」的民眾、學者共享資訊。 

 

3．中藝地區的地區資源及其看法 

以下將介紹「日本遺產」申請之前，地區居民如何看待當地的資源。地區上的代表資源，有「魚

梁瀨森林鐵道」和「香橙」。申請「日本遺產」之前，這兩者之間並無關聯，各自被視為一種地區

的魅力。 

 

3.1．魚梁瀨森林鐵道  

中藝地區擁有四國地方少數的杉樹天然生林，例如魚梁瀨杉等優良天然林，是日本代表性的

林地之一。 

魚梁瀨森林鐵道正是象徵魚梁瀨林業興盛繁榮的「物件」（之後認定為文化財）（圖 2）。魚梁

瀨森林鐵道自 1907 年在安田川山線鋪設最早的軌道之後，1919 年導入謝伊式蒸氣機關車，

正式在當地開始由動力運送木材。1942 年，包含支線在內鐵道總長度約達 250km，完成國內

首屈一指的森林鐵道網。森林鐵道除了運送木材之外，也是當地唯一的交通運輸系統，持續

協助居民的移動和商品運送等，成為中藝地區生活的命脈 4）。進入昭和 30 年代後，計劃在

上游建設魚梁瀨水庫，1957 年決定廢止森林鐵道。隔年 1958 年撤除奈半利川線軌道，1963

年撤除安田川線軌道，同年，魚梁瀨森林鐵道結束其使命，正式廢線。 

森林、林業，以及森林鐵道，是講述中藝地區歷史時不可忽略的史實，同時也是當地居民的

地區認同之一。特別是森林鐵道，透過「中藝地區森林鐵道遺產保存活用會」和各町村教育委



員會的努力，2009 年有 9 件魚梁瀨森林鐵道遺產獲指定為近代化產業遺產群（經濟產業省）

，同年又有共計 18 件魚梁瀨森林鐵道施設等獲指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3.2.香橙 

日本一般以漢字寫為「柚子」的農作物，並非台灣認知的「柚子」，應是指「香橙」。本文

中將「香橙」稱之。 

中藝地區的主要產業為農業，沿海平原發展著縣內頂尖的設施園藝（茄子、青椒）。山邊除了

稻作之外，夏天種植秋葵、秋天迎接香橙的收成極盛期（圖 3）。當地的栽培面積約 200 公頃

，生產者約 1,000 人，為日本第一的香橙產地。馬路村、北川村有許多香橙搾汁廠和加工廠，

在這裡將搾汁液加工製成各式各樣的香橙製品（飲料、香橙果醋、化妝品、點心等）後出貨，

深獲日本全國好評 5）。 

2000 年後，此地香橙收成量在高知縣的佔比大約在 30％左右。高知縣在全國香橙收成量的佔

比約有 50％，由此推算，中藝地區的全國佔比大約是 15％左右。目前也將香橙果汁出口到美

、法等國。 

 

4．申請「日本遺產」時之地區故事製作 

 

4.1．何謂文化廳「日本遺產」？ 

「日本遺產」是指透過地區歷史魅力或特色，講述我國文化傳統的故事，經「日本遺產審查委

員會」審查後，由文化廳所認定之遺產。被認定為「日本遺產」後，當地的知名度將會提升，同

時也有助於地區居民再次形成認同和地區品牌化，可望促進地方創生。 

能被認定為「日本遺產」的故事需要具備幾個條件：①扎根於歷史脈絡和地方風土，奠基於跨

越世代的傳承和風俗，②設定宣揚地區魅力時之明確主題，並以扎根當地受到繼承、保存的

文化財為主軸，③並非單純說明地區歷史和文化財價值 6）。 

截至 2020 年底，總共認定了 104 件（申請總數 446 件），由此看來獲得認定必不容易。中

藝地區的香橙和森林鐵道日本遺產，在 2017 年度獲得認定。 

 

4.2.透過居民工作坊製作故事的經過 

受限於篇幅無法在此詳述，不過我們每個月都會參加文化廳的諮商會，也會在協議會中反覆

討論，打造出中藝地區的故事。以下將試著回顧製作故事的過程（圖 4）。 

我們在第 1 次文化廳諮商會中提出的標題是「環與和：魚梁瀨森林鐵道之環狀路線孕育出的

樵夫文化和町民文化之調和」。以與森林鐵道共存的故事為核心，這個故事講述因魚梁瀨林業

而興盛的上游樵夫文化，和受惠於製材業、海運業而繁榮之下游町民文化，兩者如何因森林

鐵道而融合。文化廳認為這個故事的標題並未呈現出「地區的魅力」，也質疑樵夫文化和町民



文化與其他地區的差異，還有這是否是個外地人看了會想要來訪的標題。這裡所謂的「地區魅

力」，指的是會讓外地人想要造訪，能用五感體驗的事與物。因此我們了解到，思考故事時重

要的並非歷史性的說明，而是現在能讓來訪者體驗到什麼。 

收到上述指教後，我們在第 2 次文化廳諮商會上提出了包括「夢幻魚梁瀨森林鐵道環繞的山

、海、川生活中 南國土佐待客文化」等等，共九種在協議會上公開募集到的故事。文化廳回覆

的意見跟第一次諮商會一樣，認為沒有傳達出「地方魅力」，希望不要用「夢幻」這類抽象的字

眼，而能具體描述可以獲得什麼樣的體驗。 

第 3 次文化廳諮商會上，我們針對上一次文化廳給予好評的「香橙」和「待客」，提出了「款待

來客的「待客」文化：環繞魚梁瀨森林鐵道 孕育交流的中藝饗宴之禮俗」。文化廳表示可以充分

理解「待客」（包含宴席、饗宴）對地方的重要性。但是這並非地區外的人可以貿然參加的體驗

。此外，「待客」是扎根於高知縣的文化風俗，並非僅存在於中藝地區的習慣。在思考故事時，

必須要想出與鄰近安藝市或室戶市都不同，中藝地區特有的故事才行。 

現在回想起來，第 3 次文化廳諮商會點出的問題，可說帶給我們重新考中藝地區魅力的機會

。在協議會上，我們決定加進「地區外的視線」，再次思考中藝地區的歷史文化。其結果，我們

聚焦於從林業到香橙的產業變遷，以產業變化中人們的生活樣態作為故事的主題。此外，我

們也將森林鐵道作為從林業轉變為香橙產業的象徵。製作故事時，我們獲得香橙相關產業的

協助，成為一大後盾。我們在第 4 次文化廳諮商會提出的「從林鐵之鄉到香橙之鄉：日本第一

的香橙產地與魚梁瀨森林鐵道遺構交織出的中藝歷史、景觀文化」，來申請「日本遺產」。 

之後經過幾次協議會的討論，終於獲得協議會的認可，在 2017 年 1 月以 

「從森林鐵道到日本第一的柚子之路 柚香燦然的南國土佐、中藝地區景觀與飲食文化」向文化

廳提出申請。申請之後過了 3 個月，我們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成為第一個四國單獨獲得「日本

遺產」認定的地區。獲得「日本遺產」認定之後的現在，我們陸續以能享受五感體驗的香橙之路

為主題，致力於提供能滿足五感的體驗和各式活動 7）。 

 

5．考察 

最後，筆者想在此回顧，透過「日本遺產」的申請過程，感受到何種「地區魅力」，又是如何「

將地區魅力化為語言」，來製作出地區故事。 

「日本遺產」有機會促成地區外的人士來訪、可以五感體驗的事物視為「地區魅力」，而「地區

故事」則是以明確的語言介紹可以如何體驗這些事物，而非抽象的話語。此時，必須要明確提

出與鄰近地區或者高知縣的差異。 

跟居民共同進行工作坊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地方上雖有種種資源，但每一項單獨的資源都難

以代表整個地區的魅力。例如「森林鐵道具有歷史價值」、「有香橙和鄉土料理」等等，光是這樣

雖然稱得上是地區的魅力之一，卻無法成為代表地區整體魅力的明確主題。 



此外，對於外地人或者對這個地區一無所知的人，也需要善加以表現（訴諸言語）讓人有意

願造訪當地。還有在思考特定地區範圍的魅力時，必須跟縣或者鄰近鄉鎮做出明確的區隔才

行。中藝地區為了與高知縣還有臨近的安藝市、室戶市做出明確區隔，費了一番功夫。我們必

須設法表現出中藝地區不同於香橙栽培興盛的安藝市，還有因漁業而繁榮的室戶市的魅力。

另外還有一點，在這次的經驗中，我們也學到了不執著於過去歷史文化，要表現出「現在能在

地方上體驗到的魅力」有多麼困難。製作故事初期，我們提出了「魚梁瀨森林鐵道很棒」、「香橙

產量很多」等說法，但這些都只是對過去的讚美。在過去歷史的基礎上，我們跟居民一起思考

，什麼是現在能體驗到的地方魅力，這共同經歷的過程，我想正是地方活化的第一歩。 

最後還有一點十分重要，那就是大學生和教師除了具備知識或技術之外，也要自覺到自己具

備外來者的觀點，得以幫助發覺「何謂地方魅力？」「如何將地方魅力化為言語」。在跟地方居

民的合作上，巧妙地將外來者觀點還原到地區上，製作出深具魅力的地方故事，這也是大學

可以為地方做出貢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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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中藝地區所在地 

出處：中藝的香橙與森林鐵道日本遺產協議會網站 

 



 

 

 

 

 

 

 

 

 

 

 

 

 

 

 

 

 

 

 

 

 

 

 

圖 2 魚梁瀨森林鐵道 

出處：寺田正（1991）《寺田正攝影集 林鐵》寺田正攝影集發表會 

 

 

 

 

 

 

 

 

 

 

圖 3 香橙收成風景 

出處：筆者拍攝 

 



 

 

 

 

 

 

 

 

圖 4 學生參加居民工作坊的狀況 

出處：筆者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