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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口減少時代的挑戰

2019年4月17・18日
茨城縣笠間市長 山口 伸樹



【位置】

距離東京約１００公里

位處約茨城縣的中央

１．笠間市的地理環境條件

【交通】

※距離茨城機場 車程約３０分鐘

※距離成田機場 車程約１小時

【位處重要交通樞紐】

鐵路 六個車站（ＪＲ常磐線，水戸線）

汽車 四個交流道（IC） / 兩個高速公路休息站
SA (PA)（常磐高速公路，北關東高速公

路）

※鐵路 東京站→友部站 １小時１３分鐘

※汽車 東京 →友部 １小時２７分鐘

JR 線
高速公
路



２－１．文化・特徴

茨城縣中有名的觀光・藝術・文化都市

產量日本第一的栗子產地（種植面積）

感覺到安心的健康城市

每年有350萬人來訪，交流資源豐富

受惠於良好氣候與地形的農產品

能提供各種醫療，從急性病到安寧
的醫療服務與社會福利措施。

代代傳承的

歷史・傳統

多元化且有活力的

產業

富裕且安定的

生活

多元的

藝術



２－２．文化・特徵

多采多姿的藝術，因此吸引人前來 從這塊土地上開始發展，眾多強而有力，充滿魅力的產業



２－３．文化・特徴

古老的傳統，至今仍在代代傳的傳承下去



２－４．文化・特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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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日本的地區別將來推估人口（2018年推估）」使用社人研的資料，繪製笠間市的圖表。
關於推估，使用人口要素變動合成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執行多個校正的同時，以加總估計

結果
的數值，各個階層的數值的和與合計數等，包含每個數值的差異。

資料：國勢調查（總數包含年齡不詳。1955年以前，因市町村界區域的關係，總數有誤差。）

【人口】 ８１，２０９人(200610.1現在)

７４，６７３人(2019.4.1現在)

合併後的13年間，約減少了6,500人

【比例】 幼齡人口 11.6％

勞動人口 57.3％

老年人口 31.0％
（2018.10.1現在）

【家戶】 ２８，８８２戶（2018.10.1現在）

【產業】 １次産業 6.18％

２次産業 27.15％

３次産業 66.67％

（201510.1現在）

【總面積】 2４０．4㎢ （201710.1現在）

【可居住土地面積】１３９．９３㎢（同上）

【人口密度】 ３１７人（2017.10.1現在）

（人）

在2030年時，人口達到最高峰
65歲以上人口未來仍有下降的可能性

【人口推估】

【未來人口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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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口・結構的推估



４．產業的現況

協助在地企業・推動招商投資

市公所內設置單一窗口服務諮詢

【笠間市的主要產業】

製造業
批發・零售業
醫療・社會福利
建築業
農業

等豐富的產業所組成

【各種產業協助制度】
實施因應位置、開發規模及各
種狀況等的各種制度，

組成政府與民間企業的連合組
織，進行對當地企業等的協助

預計進行廣域交通環境開發計畫的產
業預備用地

批發・零售業

員工數

員工數

製造品出貨數等平成22年度
（4人以上的事業所）

年度銷售數平成19年度



推動「人才培育」，「社區營造」「製造生產」整體化的策略方案

在地活動的持續經營

例如：舉辦傳統的地方活動（祭典，供奉祭祀等）

生活環境的維護管理（清潔，在地組織的弱化等）

日常生活的互助（外出，災難支援，志工活動等）

地區經濟的持續循環

例如：製造業和工匠職人的技術傳承

中小企業，小型企業和農業經營者的承繼

區域文化的消失（個體商店等）

課題與挑戰

需求多樣化・問題增加

行政服務的複雜化・行政服務範圍的擴大

重新檢討行政服務・居民負擔・社區共同管理方式

日趨嚴重的人手，人材，財源不足

人口減少 少子・高齡化

居民意識的變革（獨立思考的培養）

促進跨部門和公私部門合作

５．因應人口減少時代的挑戰

笠間
創生



６－１．地方創生的基本想法

【抑制人口減少與確立笠間的風格，特質】

活用笠間市的各種資源（人・物・地方）

永續營造「笠間市」

針對人口減少・少子化・高齢化
（各式各樣問題發生）

全國人口數下降和超老齡化的進程

集中在東京地區的「人・事物」

提升在地的特性，在「選定的地區」

→營造年輕人跟老年人都能活躍的環境

→創造從東京圈到笠間市的人流遷徙



策略方針

【現狀與問題挑戰】
１．人口的變遷
・因自然生育減少・社會移動減少等
兩類的人口減少
・顯而易見的是年輕族群移出至他縣
・低於縣平均數值的出生率和高於平
均數值的老化率
・65歳以上人口減少的推估

２．停滯的經濟與財政
・地區經濟有停滯的傾向
・依賴型的財政架構

人口願景 綜合戰略策略【平成２７年度～平成３１年度】

【人口的未來展望】
到2060年時約56,000人
・建構能實現希望的環境
・包含產業振興的社會增減對策

【應該聚焦的方向】
○活用在地資源，確立笠間特色
○提升生活品質，創造都市發展模式
⇒減緩人口減少狀況與創造充滿活力
的區域社會

基本目標

１．人～建構能實現居民希望的環境

推動鄉土營造
活化市內外的交流
傳播及強化在地魅力的資訊

因應生命各階段的協助
與生涯設計相關的啟發
建構各世代接能活躍，活動場域

①提高從婚姻，分娩，育兒到老年等人生各階
段的安全感與期望

②培育了解，學習，宣揚笠間市的人材

２．地方～建構永續發展的的都市

３．物～協助發展一生中可愉快工作的產業

①針對生活與都市經營（行政維運）建構笠間
模型

②強化市內外的網絡機能

①創造及協助活用優勢的產業

②建構各世代的人可工作及享受的產業環境

・社會移動增減率 / 自然生產增減率
・能感受到有安心生兒育女的環境的居民比例
・在未來的生活中，認為自己的健康成為問題的居民比例
・知道笠間的人的比例

・感受到宜居的市民的比例
・現有庫存的利活用數
・交流・生活據點數（新的 廣域・區域）
・感受到交通便利性高的市民的比例

・來訪觀光客人數
・關於製造業及醫療，社會福利的附加價值增加比率
・員工人數
・創業比例

・整備育兒世代的支援制度 ・女性考慮復職的人數
・接受實習的企業數量 ・健康等各種講座活動的參加人數
・輕勞動的就業機會數量 ・市民講座活動相關計畫件數 等

・包含在地歷史，產物等地區資源相關講座的聽講人數

・英檢考試的合格比率 ・對地方設計計畫中參與的人數
・笠間粉絲俱樂部的入會人數 ・使用空屋銀行而移住人數 等

創造笠間生活模式
促進廣域連結及產官學合作
強化對現有政府資產的管理

・社區硬體整備計畫數量 ・學校與企業合作件數
・創造定居自立圈・創造政府及民間合作的推動組織
・使用空屋銀行的成交件數 等

市外交通網絡的強化
市內交通網絡的強化

・在都市內部的交通樞紐的數量 ・車站乘車人員的減少比例
・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出口交通量的增加比例 ・地方據點計畫數量
・共乘計程車使用人數等

支援地區產業及強化企業間的合作
強化國內觀光客市場
活用地區資源活創造新產業
・產品出貨數量等 ・農產品的品牌化數量 ・生栗子販賣數量

・新增的海外販售通路件數 ・旅遊服務中心的使用人數
・有感受到作為觀光都市的魅力的居民比例
・鼓勵企業投資往大面積公有地投資的件數
・創造健康照護關聯產業的件數等

增加都市內的工作機會
促進永續及循環型企業，商業活動

・依企業當地的員工人數 ・市主辦的求職活動當日面試的參加人數
・新的創業案件數 ・求職及職缺比率 ・新務農（新農）的人數
・感受到商店街熱鬧有活力的居民比例等

６－２．笠間市創生綜合戰略



７－１．人流的創造【地域振興協力隊的制度概要】

総務省HPより

所謂的地域振興協力隊
⚫制度概要：地方公共團體委任從都會區遷居至人口稀少區等條件不佳區域的居民擔任「地域振興協力隊員」。隊員在固定
的期間內，必須要居住在當地，協助在地品牌或在地產品的開發，販售，行銷，從事農林水產行業，協助居民生活等「區域協
力活動」，期望對於未來能定居在該地。
⚫實施單位：地方公共團體
⚫活動期間：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
⚫地方財政措施：

⚫針對地域振興協力隊，針對下列經費，提供特別交付稅方式
 地域振興協力隊員的活動所需經費：隊員每人上限400萬日元

（薪資等為200萬日元，其他的經費(活動旅費，耗材費，相關人員調整等事務所需經費，針對定居當地所需要的技術進修等的經費等)200

萬日元

 地域振興協力隊員等的創業，接續前次計畫所需經費：最後服務年度或服務任期結束後的隔年創業者或承接計畫者，一人上限
100萬日元

 徵求地域振興協力隊員手續上所需經費：一個團體上限200萬日元
 「地域振興協力隊試用員」所需經費：一個團體上限100萬日元

⚫都道府縣以實施地域振興協力隊等為對象，關於進修等經費，以普通交付税方式進行（從平成28年度開始）

約4成的隊員
是女性

約7成的隊員是20幾
歲與30幾歲

任期結束後約有6成的隊
員會再當地定居

H29.3月底時調查



７－２．笠間市地域振興協力隊

河又隊員
【活動開始】 2017年9月
【以前居住的縣市】 神奈川縣
【簡歷】曾服務於日本茶店，建築業界
【活動内容】 舉辦日本茶相關活動

舉辦促進移居交流活動

久保隊員
【活動開始】 2017年9月
【以前居住的縣市】 東京都
【簡歷】曾任職於婚紗業，花店
【活動内容】 針對都市農村交流的活動

活化社區農圃（Allotment）的活動
農村民宿或生態旅遊活動

大坪隊員
【活動開始】 2018年4月
【以前居住的縣市】 千葉県
【簡歷】曾擔任教職員
【活動内容】 營持營運笠間的魅力推廣隊

促進教育旅行，民宿及觀光振興的活動

稲垣隊員
【活動開始】 2018年10月
【以前居住的縣市】 神奈川縣
【簡歷】曾任職汽車公司
【活動内容】 擴大栗子的生產規模

與農業振興有關的地區活動

【2019年4月當前的地域振興協力隊】

都市農村交流
社區農圃

笠間友善體驗旅行

問題：任期結束後，實現到笠間市的定居

建立公司支援補助金制度（上限100萬日元）
實施詳細的人的支援

開賣咖啡



８－１．有特色的對策

【推廣日本第一的栗子產地營造】

「創造只有笠間有・具有笠間特色・能實際體驗的笠間模式」推動
栗子產業品牌化，並且長時間生產，並且能因應各式需求，生產各種

品質與品種、大小的栗子，以及能對當地經濟有所助益的商品等為目
標（如加工品，觀光伴手禮商品），標榜統一規格的品質，開發包括
來當地才能體驗的獨特旅遊商品與以及能在全國販賣的商品，以這些
來建構推動的架構。

善用政府的補助費用以及企業的贊助

※荒廢農地重新整地，作為栗子園的再生計畫

※推動商品化・增加推廣活動

成果：擴大生產量・栽培面積

約3年間，擴大生產量12噸，18公頃

來自企業的合作計畫的提案

參加栗子活動的觀光客人數約增加47%

對參與務農・遷居促進事業等的貢獻等

確立品質

強化各品種別栽
培，提高貯存栗
子的生產量，推
廣個別農家生產

確立商品

行銷（含展銷販
售）加工品，觀
光旅遊等的體驗
品的開發與販售
促銷等確立架構

建構提升收益性
的架構，需求調
查，據點構想

（加工等）
培育與確保優秀
的栗子生產者等



８－２．有特色的對策

【日本第一的栗子產地營造的推動（2019年度的方式）】

專案名：活用閒置農地等的笠間栗子生產擴大計畫・笠間的栗子思考會補助金（在地農產物振興擴大事業）・栗子農家
助手活用支援專案補助金（在地農產物振興事業）・栗子生產規模擴大支援計畫補助金（在地農產物振興擴大事業）・
栗子苗木支援事業補助金（在地農產物振興擴大事業）／農政課計畫背景・概要

計畫內容 計畫全貌

本市因是全國有名的栗子產地，設有振興栗子產業的組織，進行產品銷售活動活動或協助產業計畫等，積極振興栗子的生產。
從平成28年到平成30年，活用國家的預算及地方創生支援稅制，實施「日本第一的栗子產地營造促進計畫」，「活用遊憩農地等
的笠間栗子生產擴大計畫」，希望提升栗子的品質，擴大生產規模。從平成30年開始，合併了支援擴大栗子種植規模的農家的「
栗子生產規模擴大支援計畫」，依據「栗子農家助手活用支援計畫」，導入補助制度。另外，在平成31年還創設栗子苗木支援計
畫，強化栗子農家的支援。

• 活用閒置農地的笠間栗的生產擴大計畫（5,000千日元）
借用較沒管理的栗田或休耕地來進行擴大生產，解決閒置農地，依品

種，栗子大小等出貨，期望提高販賣價格。
• 笠間新栗祭典活動（8,000千日元）
為更近一步發展強化笠間是全國知名的栗子產地，舉辦加強新栗祭典
活動內容，與消費者交流等，深化對栗子有關的理解與關心，確立品牌
與地域產業振興。

• 栗農家助手活用支援計畫補助金（1,000千日元）
針對農家雇用幫手協助與栗子生產有關的作業，進行補助，期望擴大
經營規模與經營的安定化。

• 栗生產規模擴大支援計畫補助金（1,500千日元）
補助將栗子種植面積擴大至10a以上的農家，期望擴大經營規模與抑
制閒置農地。

• 栗苗木支援計畫補助金（2,520千日元（新增））
為穩定栗子生產，推動計畫性新種苗木（40棵以上）或品種更新，期望
提升品質，振興生產。



８－３．有特色的對策

【 觀光戰略的推動（2019年度的方式）】

計畫背景・概要

計畫內容 計畫全貌

國內旅行的需求現狀，因少子，高齡化的影響及年輕人的價值觀變化等，國內市場有有縮小的傾向。然而，外國人旅行的觀光需
求則有擴大需求的傾向。隨著2020年東京將舉辦奧運，身障奧運，需求預期將更加成長擴大，因應來日需求，強化相關方案，推
動納入國際觀光的觀光戰略，措施。

另外，為了推展新的觀光振興，以市民為主體，反思地域的優勢，累積在地的智慧，技術等，需要重新萃鍊。為為因應多樣化的觀
光需求，與市民，旅遊業者合作，呈現出笠間市的文化與地域魅力，期望成為更能與更多國內外觀光客，市民交流的「具有笠間特
質魅力，創造性且觀光資源豐富的區域」

• 觀光戰略促進計畫（2,744千日元）
培養每個市民都能支援觀光，培養相關意識，推廣演講等宣傳活動。

• 接待外國人旅客計畫（10,002千日元）
結合台灣交流事務所的國際推廣活動，並期望與相關團體合作，進行
國內外資訊傳播。並且，與「笠間市台灣訪日推進協議會」合作，針對來
日觀光客，設定皆能在舒適旅遊的目標。

• 笠間觀光導覽計畫（8,879千日元（新增））
為滿足多元化的觀光需求，強化「人才培育」與「資訊發送」，調整「笠間
觀光大使」的制度等，創設「笠間觀光導覽計畫」。持續雇用專業人才，
培育能執行在地觀光行銷推廣的人才，並針對旅遊公司進行宣傳講座
，由地方的居民自發性的能夠對觀光課進行在地解說的環境塑造為目
標。

專案名：觀光戰略推進專案・外國人旅客接待計畫・笠間觀光導覽計畫／商工觀光課



８－４．有特色的對策

【以台灣交流事務所為主軸的來日觀光等的推動（2019年度的方式）】

計畫背景・概要

計畫內容 計畫全貌

• 推廣吸引來自台灣的外國觀光客
• 活用旅展，商展會等推展觀光
• 拜訪旅行社及創造旅遊方案
• 利用傳播媒體進行宣傳
• 以繁體字在官方網站，臉書上發佈資訊
• 藉與笠間市台灣來日協議會的合作，推動台灣人來日觀

光（H３０年1月底成績 622 人）

• 針對奧運，身障奧運舉辦前營地的引導活動
• 與高爾夫協會，奧委會溝通
• 吸引打高爾夫的觀光客
• 促進與高爾夫旅遊有關的交流（銀髮族，業餘者等）

• 藉與茨城縣及縣內市町村的廣泛合作吸引訪客
• 日本觀光物產博覽會或在台灣國內舉辦的旅展等的觀光

推展
• 藉與縣及縣內市町村的廣泛合作，實施吸引訪客的推廣

活動。

• 藉與台灣政府及地方政府合作，擴大交流人口
• 與台北杜鵑花節的合作

以推動吸引外國觀光客或擴大交流人口，地域經濟的活化為目標，2018年8月在台北市內設置了「笠間台灣交流事務所」，為了迎接來
自台灣的觀光客，以「笠間市台灣觀光發展促進協議會」為中心，進行觀光宣傳活動的準備或吸引訪客。從2018年4月開始到2019年1

月為止，從台灣到笠間市旅行的人數增加622人（佔外國人旅客數的24.8%），依國籍別來看的話，台灣是全世界最多的拜訪當地的國
家。

台灣交流事務所為更進一步促進台灣人訪日觀光，增加對笠間市的認識與瞭解，致力於推廣，資訊穿地以及文化教育層面的交流推廣
，舉辦東京奧運，身障奧運前的營地活動等。
另外，台灣有固定航班飛往茨城機場，期望與鄰近縣是或鄰近市町村等廣泛合作，更近一步促進旅客來訪。

專案名：國際化戰略專案／秘書課



８－５．有特色的對策

【事業傳承的支援（2019年的方式）】

計畫背景・概要

計畫內容 計畫全貌

中小企業的經營者逐漸高齡化，針對企業是否有人繼承的普查問卷，「沒有後繼者承接」，「預定歇業」的回答的企業合計約佔四成，地域
經濟面臨衰退的危機。中小企業的經營者持續老化，可能會有業績停滯的傾向，可預期事業繼承將面臨更艱困的挑戰。即便今後五年內
，中小企業等的經營者很多接達70歲（平均退休年齡），但現況是具體的企業繼承的準備工作都尚未著手進行。
另外，針對農業，也面臨後繼人員不足的問題。近年來，在市內也有無親屬關係的第三者來接手農地或經營的案例出現。另外，農業經
營團體或中小企業等的企業持續的經濟活動，不僅是地域活力的源泉，從維持雇用的觀點來看，也是重要的方式。

檢視這些狀況，為推動完備下個世代可順利承接事業的事業繼承支援制度，舉辦企業繼承演講，實施個別支援活動，培育農業人的負責
人等，強化相關的誘因。

專案名：事業承接支援專案・負責人對策強化促進計畫／商工觀光課・農政課

• 促進工商業的企業繼承（543千日元）
完備企業繼承支援制度及以中小企業等的經營者為對象，舉辦企業繼承問
題意識啟發的講座，發掘問題與需求，實施針對事業繼承計畫的個別支援
等

• 農業繼承人的培育支援（8,528千元）
（培訓，機械整備等，依樹園地承繼的負責人員的培育）
確保有新加入的人員及農業後繼者為目標，支援從事務農必要的進修，設
施，機械等所需的費用。另外，期望未來的繼承時，也能一併的繼承即將費
圓的果樹作物。
（第三者承接的實際成果）

H30 水稻承繼有1件
H31預定果樹承繼會有1件

完備支援制度
舉辦講座
實施個別支援等

從事務農進修
設施，機械等維護的支援
樹園地活用的支援等

事業承繼的推動

地域經濟的活性化，地域文化的承繼



８－６．有特色的對策

【強化地方企業人材確保的支援（2019年度的方式）】

計畫背景・概要

計畫內容 計畫全貌

專案名：雇用對策專案・中小企業活動促進支援計畫／商工觀光課

巴士旅行

媒合網站

校內活動

說明會

近年來，不僅少子高齡化進展迅速，就業雇用環境亦變化劇烈。因此推估招聘比例將提高，從業人口總數減少等，憂心將面臨人才不足。為解決此現況
，從招募的角度，針對活化企業的求職活動，進行支援企業招募聘雇的對策。
特別針對企業廣告宣傳的部分，維運促進實習的沒和網站，舉辦校內活動，實施體驗巴士旅行等。
另外，針對招募需求多的高中生人材確保，舉辦說明會或舉辦有直接聘僱的機會的就業面試會，執行從宣傳到聘雇為止的企業支援，以市內經濟的活
化為目標。

• 實習生促進專案（2,780千日元）
• 創建具有就業意象的實習生媒合網站
• 針對市內高中，實施具有就業意象的體驗巴士之旅
• 以大學等為場域，舉辦校內就業博覽會，介紹企業，事業內容，實習等

• 求職面試會（8,52千日元）
針對高中，大學畢業生，舉辦面試會，針對參加企業舉辦招募錄取活動

• 針對高中生的說明會（1,872千日元）
針對市內外參與就業活動前的高中生，提供市內企業的求職情報



８－７．有特色的對策

【強化因應少子・高齡化的醫療・保健・福利的合作（地區醫療中心笠間）】

從平成30年4月開始結合市立醫院・保健中心・地
域包括支援中心・病兒保育室等，隨著「地域醫療中
心笠間」的開設，強化多種工作的合作・強化協力制
度的機能，推動以地域完成型的保健・醫療・福利的
照護。
提供可滿足日常「醫療・健康・社會福利」需求的

設施。

大家的諮商室

家庭健康體驗

演講（醫療保健照護）



８－８．有特色的對策

【針對懷孕・分娩～育兒期的無縫，無間斷的支援（2019年度的方式）】

計畫背景・概要

計畫內容

專案名：母子保健專案・特定不孕治療費補助計畫・育兒世代包括支援中心事業・食育推進專案・居家育兒支援專案・病兒保育
專案／健康增進課・兒童福祉課

少子化或家庭型態的多樣化，與地域的連結的淡薄化等，支援育兒，孕婦或其家族的力道有所不足。在笠間市，完備能安心育兒的環境，針對照養笠間
市的孩子的家庭，提供無縫無間斷的支援。
平成31年10月開始，實施幼兒教育免費，因為就業，對教育，保育托兒的設施的需求可能增加，另一方面，也為充實針對在家育兒的父母的支援，實施
居家育兒支援計畫。
另外，在市內教育，保育設施，持續進行病兒保育專案，支援就業的父母。

• 母子保健專案（64,993千日元）
交付母子健康手冊，雙親學級，0歲嬰兒，2歲幼兒親子教室，孕婦，幼兒健診，孕婦
，幼兒訪問，3-4個月大嬰兒，1歲幼兒諮詢，1歲6個月幼兒健診，2歲幼兒牙齒健診
，3歲幼兒健診，成長諮詢，產婦健診

• 特定不孕治療費補助專案（4,000千日元）
特定不孕治療（體外受精，顯微受精）的補助（一次的限定額度為100,000日元，根據
年齡，有次數限制），男性不孕治療的補助（一次的限定額度是50,000日元）

• 育兒世代包括支援中心專案（1,277千日元）
掌握孕婦的狀況與支援，高風險產婦的支援，健康諮詢，產後照護計畫，產前產後
支援專案

• 食育推進專案（38千日元）
在市內保育所（園），幼稚園，核可幼兒園，小學等實施食育講座

• 居家育兒支援專案（800千日元）(新增)
在育兒支援中心等，為讓居家育兒的父母能喘口氣，舉辦媽媽可輕鬆參加，附有托
兒服務的講座

• 病兒保育專案（25,953千日元）
在市內的民間保育園及認可的幼兒園，實施病後兒保育，身體不適幼兒保育



照護・健診網路系統

依據市所持有資訊的提供與活用，針對改善服務進行的實驗方法

就發展面，期望能成為提供健康生活，社區的基礎

平成25年度 総務省 區域經營型包括支援雲端模型事業

空屋（空地）的整體化政策

從空屋的\管理到活化利用空間為止的空屋利用制度

預期能促進的空屋屋主與使用需求者的配對

【参考】有特色的對策的基礎建構



市街第活化專案計畫（稻荷門前通（路）周邊的案例）

照護・健診雲是「資料(data)」，空屋或市街地活化物件

利用現有資產進行「基礎營造」，推動地方創生具特色的方案計畫

【参考】基礎營造衍伸創造街坊的再生

專案內容：改裝空店面（元為鐘錶店），開設咖啡屋
店舖名：咖啡＆雜貨「Kinomi」
實施場所：笠間稻荷門前通的周邊地區

專案內容：改裝空屋開甜點店（泡芙專賣店）
店舖名：菓子工房「福」
實施場所：笠間稻荷門前通的周邊地區

專案內容：改裝大正時代建築的空倉庫，一樓開設咖啡＆酒館，二樓作販售，藝術空間
店舖名：庭咖啡 KULA

實施場所：笠間稻荷門前通的周邊地區

專案內容：活用空地，改裝拖車作為美容院
店舖名：panorama

實施場所：笠間稻荷門前通的周邊地區



９．創生綜合戰略的推動體制

笠間市創生總部 笠間市創生專家會議

【組成】１５人
總部長 ：市長
副總部長：副市長，總部員：各部長級
【執掌】
綜合企劃及調整
綜合戰略的研擬，實施的推動，驗證
對中央政府（國）等的要求及合作的推動

市民・企業等

【組成】２０人
市民，產業界，教育機關，金融機關，媒體，市議會等

【執掌】
綜合戰略的研擬與檢討
綜合戰略的實施的推展，驗證

意見・提案

笠間市創生綜合戰略的推動

研
擬
實施的推進
驗
證

意見・提案

研究會【因應案件的設置跨部門組織】

○明確的目標與KPI的設定
※KPI：重要績效指標

○依據PDCA循環的效果驗證・改善

指示 提案

【推動的要素】

・建構能發揮領導力與整合性的環境

（跨部門組織/公，私部門合作）

【針對推動體制的重點】

・經營管理層的討論的活化

・與市民的意見交換場所的設定

・靈活專案團隊的設置

・來自市內外的積極事業參與的促進等※女性職員的研究會專案 ※區域與東京圈企業員工等合作，進行
問題解決方案的研究



在地活動的持續經營 地區經濟的持續循環

努力推動與多方合作

強化地區組織

區域內事業所

兒童會的育成會

高齢者俱樂部(club)

自主防災組織
消防團隊

各種社團團體

行政區
自治會

NPO法人

志工團體

【地區組織】 笠間市

合作團體
企業 等

大學
專家
先進地等

人的支援

財政支援

強化國內外合作

其他，與各國都市等的合作

台灣交流事務所
以訪日（Inbound），來台（outbound）

為軸的交流

泰國 Mae Fa Luang 財團
促進以陶器為主軸的育成和生產地振興

德國 拉爾市 （Lahr）
以菊花節（祭）為起點，開始友誼城市的交流

國內各都市
以歷史，文化等為主軸的交流，防災的相互支援

強化公家與民間合作

雲端資訊架構的建置，活用與合作

老年人的守護對策合作

移居促進措施，災害支援等的對策合作

空拍機等新技術活用策略的合作等等

提供支持生活的服務

因應與面對越來越多的問題

確保（國內外）人才與財源

行政服務的限制

引入IoT物聯網，人工智慧(AI)和自
動駕駛等技術

透過促進公家與民間合作，促進區
域和經濟的永續性和發展

藉人工智慧ＡＩ等
促進具資深經驗者等人材活絡

１０．未來的發展



感謝聆聽。

請一定要來笠間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