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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 生態 ‧ 臺東

部落 ‧ 人文 ‧臺東

原住民產業調查及訪視輔導計畫

臺東縣部落的亮點手作工坊

部落微旅行



自然 ‧ 生態 ‧ 臺東
臺東縣地勢狹長，北以秀姑巒溪與花蓮
縣交界，南以大武山和屏東縣交界，東
臨太平洋，全縣面積3515平方公里，
約佔台灣島的1/10，為全省第三大縣。
海岸線南北長達176公里，境內中央山
脈與海岸山脈貫穿，生態資源豐富。



部落 ‧ 人文 ‧ 臺東
臺東縣總人口數至102年11月底

止為230,673人，其中原住民總

人口數為80,152人，約佔全縣

總人口數的35%。

非原住民

65%

原住民

35%

非原住民

原住民



原住民產業調查及訪視輔導計畫
 計畫內容：訪視本縣原住民農林漁牧產銷班、觀光旅遊、
傳統工藝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進行輔導訪視，建置各
類產業基本資資料，調查統計數據及輔導需求。

 執行年度：100年
 調查資料來源：
◦ 臺東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
◦ 各鄉公所
◦ 接受行政院原民會委託的台創中心

 調查方式

第一階段：電話訪查以確認運作狀態（運作中／休業中）

第二階段：針對運作中的產業體進行實地訪查與輔導



調查分類

農林漁牧
產銷類

餐飲民宿
類

傳統工藝
產業類 其他產業 合 計

立案
產業體 82 50 88 42 262

含未立案
產業體 87 197 177 64 525

調查結果



產業類型的分級輔導建議

產業類型 輔導建議

農林漁牧產銷班 提供完整教育訓練，提升農民生產能力
2.發掘族群特色作物，鼓勵在地作物生產
3.建立原住民農業品牌，成立共同產銷機制

觀光旅遊 1.做好經營定位，建立特色化經營策略
2.建立台東度假形象，推行低密度觀光模式

傳統工藝文化產業 1.建立設計—加工—行銷的產業縺
2.發展各部落／各族群的主力工藝產品



出版產業介紹專書

 大綱架構
◦ 序文：由臺東縣縣長署名之序文
◦ 目錄
◦ 悠遊臺東
 分區介紹：台東市區、南迴線、縱谷線、東海岸線及離島
 族群介紹：卑南族、排灣族、魯凱族、阿美族、布農族、雅
美族（達悟族）等族群

◦ 分層目錄
 第一層為區域
 第二層為鄉鎮市
 第三層則分為農特產品、手工藝品、生態產業
 每一個產業體為一頁篇幅，每鄉鎮前則有一張產業分布地圖
 台東市（台東市、卑南鄉）、南迴線（金峰鄉、太麻里鄉、大武
鄉、達仁鄉）、海岸線（長濱鄉、成功鎮、東河鄉）、縱谷線
（延平鄉、關山鎮、海端鄉、池上鄉、鹿野鄉）

◦ 原住民產業體通訊錄



臺東縣部落的亮點手作工坊
 計畫內容：由輔導本縣文創工藝產業之品牌、產品、
空間、行銷等工作，打造災區部落亮點工坊，促進部
落文創產業發展，並營造到成為訪遊客必停的原住民
文創景點。

 執行年度：101年
 執行方式：

1. 遴選部落亮點工坊作業：遴選12處，7處為重災區
2. 營造部落工坊亮點展售空間：提供空間改善規劃
報告，

並完成改善作業
3.部落工坊品牌行銷包裝：

(1)協助12處工坊設計產出至少2項具市場性及原
住民

文化特色之旗艦產品。



臺東縣部落的亮點手作工坊



卡茲達斯文化藝術工作室

發展過程

•負責人林新義早年從佛像雕刻入行，前往苗栗三義跟洪
紹雲老師學習佛像雕刻，後又拜師布袋戲偶大師許獻章
門下，學習人物臉部雕刻。林新義開始思索自己作為原
住民也該對文化善盡心力，在離鄉四十年後重回故土。

特色

•林新義與其他風格粗獷的原住民雕刻家不同，他的作品
風格講究細膩寫實。



卡茲達斯文化藝術工作室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木雕公仔
將排灣族傳統文化及服飾更能深入一般大眾
的生活中，因此以公仔的形式呈現。

單口連杯
主要是放置公仔身上的小配件配合販賣，單
口連杯在排灣族也是不可或缺的物品。



臺東縣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
女人女人工坊

發展過程

•98年8月8日莫拉克風災重創台東，大武鄉大鳥部落族人
積極推動成立｢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女人女人工坊｣，以
在地就業的方式，協助部落婦女組成工作室。

特色

•強調「留住傳統文化，勾勒現代生活」，主力商品結合
布織與排灣族傳統十字繡，設計產出具時尚感之背包、
背袋等。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斜背包/提袋

此商品是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成立時期開始
販賣的第一件商品，工坊媽媽如何從縫紉機
如何操作，一直到現在手藝的進步，「斜背
包」是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成長的見證。

臺東縣笆札筏文化發展協會
女人女人工坊



奧林工作室

發展過程

•｢奧林｣是母親的名，是文化、是血脈、是傳承。

•奧林雖不懂文字，但將所有的情感，生活及習得的知識，
研發出陶甕及陶珠的新作法，熟悉色料的拿捏與熟成溫度，
期許族人提昇自我認同，進而主動學習傳統技藝，流傳文
化的根。

特色

•秉持「用手作創、用心生活、用傳統文化找到自我」的信
念，持續以排灣族特有之陶甕、陶珠創作。



奧林工作室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陶珠項鍊
每一顆珠子都有一個神話故事，蘊含著祖先的智
慧，串連在一起成為了排灣族的陶珠文化。

織女(髮簪)

源自於魯凱排灣編織sikawu(網袋)的傳統羊角勾，
sikawu是原住民生活中的必需品，也是女子必須
習得的傳統編織技藝，更是魯凱排灣女子的應有
美德，織女編織網袋，編織夢想。



陶甕的故鄉-拉灣工作坊

發展過程

•拉灣工作坊以排灣族、魯凱族傳統陶甕生產為主，工坊
負責人麥承山堅持以手工打造，並以傳統薰窯方式處理，
每一件作品均值得細細品味。

特色

•以傳統薰窯方式處理，現已開發餐具組、杯子、壁飾、
陶板畫…等，點綴一些陶珠，有現代、古味之感。



陶甕的故鄉-拉灣工作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公母甕

排灣族、魯凱族相信陶甕是有神靈，能興盛、
守望部落，也是巫師做法不可缺少的法器，是
祖靈的居所。

高腳盤(陶瓷)

本產品仿魯凱族早期用竹(籐)做的高腳盤
(kadapale)而創作，本器皿分為無腳盤、短腳
盤、高腳盤三種，手藝高超能製作精湛細膩之
竹(籐)器皿的人是部落族人所尊重的。



英惠原藝工作坊

發展過程

•創作者英惠從小就對手工藝非常有興趣，特別是排灣族
與魯凱族的十字繡與珠繡，工坊的主力商品為魯凱族與
排灣族傳統服飾，此外另有十字繡包、十字繡筆袋等產
品。

特色
•將一針一線，繡在生命中，正是英惠從事手工藝創作生
活的寫照。



英惠原藝工作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原民風水餃包
如水餃般的層層摺紋，呈現出原住民文化
的印記。

織布長夾
拾取失傳多年的排灣織布文化，將其與現
代設計結合。



梅花山藝文工作坊

發展過程

•工藝師黃梅花從小跟隨阿美族的祖父、祖母學習編織，
早期利用藤、月桃、竹，後來進口再生皮材與人造藤，
顏色與風格十分豐富多樣。

特色

•透過編織藝術，傳承、延續、創新，賦予新的生命力。

•產品設計概念以現代素材與傳統技法的結合為主。



梅花山藝文工作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時尚資料夾

為符合現代人的需求與結
合流行的元素，特別以傳
統編法來呈現，展現出時
尚的原味。黑金色系為工
坊今年所主打色系。

沃靼

O’Tal

”沃靼O’ Tal”為阿美族
語，為”自身”的意思。
沃靼手環及是美花女士運
用原民編藝呈現自我的表
達。並冀望透過現代手飾
與祖先編藝的美學結合，
重塑原住民工藝之美！



法拉撒手工坊

發展過程

•法拉撒(Varasa)，即是卑南族語「石頭」的意思。自然的
素材，是創作者馬秋眼裡的寶物，因為應用石頭，馬秋深
刻體悟文化在時間洪流中逐漸流失，傳承是刻不容緩的事。

特色

•來自石頭的原生傳奇，孕育了永恆的神秘，顛撲不破，堅
定不移。

•以部落傳說出發，開發多項石頭彩繪文創商品，將傳統故
事與現代創意精緻結合與呈現。



法拉撒手工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彩虹布包

「彩虹」是來自於卡地布部落專屬的女性背弓的
流蘇顏色，而「包」代表著卡地布部落女性的責
任。

豆豆芭蕾
以行道樹的果實，簡單的圖騰裝飾，回歸自然與
簡單，就是創作者想說的話。



巴兒拉邦紅坊

發展過程

•工藝師李亞蘭自20歲起即開始學習縫紉技術，早年受聘於
台中市服裝設計學苑，教授服裝設計、製版，921地震後
返回部落，以精湛的傳統服飾製作技巧及創新設計的巧思
著稱。

特色

•秉持以「傳統工法為基礎、現代手法為能力、傳承文化技
能為志業」，進行客製化卑南族傳統服裝、背包等產品之
設計製作。



巴兒拉邦紅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祖先的印記-
手機袋系列

取自卑南族傳統服上衣『馬奇登』（makiteng）
之繞扣與門襟繡紋。「繡紋」代表著 階級區分。
「繞扣」代表著緊緊相依缺一不可的擁護。

祖先的印記-
水壺袋系列

設計概念取自卑南族傳統竹壺『喇哇斯』（lawas）
上之「山、風、花、水」刻紋。



阿布斯傳統服飾工作室

發展過程

•阿布斯的母親在病危那天說｢在石縫邊有1桿苧麻，你要
好好保存它，利用它來延續我們的傳統文化。｣之後便離
開原本工作，回到部落，開始努力尋找苧麻的故事，積
極學習編織技術。

特色

•以「用最後一根苧麻，點亮布農織布文化」自我期許的
阿布斯，十分擅長織布，並將布農族美麗的織布轉化為
琳瑯滿目的編織品。



阿布斯傳統服飾工作室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gu-lin 
(布農男子傳統服飾
中，胸前的掛布)

畫框中的織布是布農男子傳統服飾中，胸前
掛布。讓美麗的織布不被干擾的呈現，不需
要太多裝飾，就能感受到簡單的幸福。

Ci-na母親
本商品概念源自於「媽媽的最後一桿苧麻」，
在母親病危時，曾交代過希望放在牆角的最
後一桿苧麻能變成美麗的作品。



達尼芙工坊

發展過程

•工坊負責人胡淑玲，小時候看見阿嬤的手，把苧麻砍了、
剝了、曬了、捻了、染了靜有彩色的衣服穿。自此在田野
裡開始築夢，迴盪著阿嬤的叮嚀，祝福及溫暖的愛，延續
布農文化，在創意中延續生命的感動。

特色

•以原住民的手工服飾品，結合現代材質，展現時尚的複
合元素。



達尼芙工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豐收-零錢包

以布農族傳統畫曆擷取當中屬於小米收穫時期(六、
七月)，紀錄小米的成長。布農族人依賴月亮，見月
圓隔日便可舉行打耳祭，使用大地色成為我們共通的
語言，傳遞讓文化不斷延續脈動，進入豐收年。

祝福-筆記本
以布農族傳統畫曆擷取當中屬於打耳祭的時期(四、
五月)，在布農傳統的畫曆逐進入每個循環裡，與上
天相會。蘊含著喜樂的豐收及感恩上天的給予，成為
最美的祝福。



兆凱木雕工作室

發展過程

•白手起家的邱馮廣田，幾乎沒有受過正式木雕的訓練，
卻能憑著一雙巧手和深刻的布農文化底蘊，成為全國原
住民木雕比賽的常勝君，在2010年成立「兆凱木雕工作
室」，確立原住民木雕創作之路。

特色

•邱馮廣田擅長原住民人物及獵物的雕刻，栩栩如生木雕
作品，令人愛不釋手。



兆凱木雕工作室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臼是分享

「臼」是小時候的回憶。住在大家庭裡，老人家
們將小米放進臼裡，搗出餵飽一大家子的
「muci」，分享給全家人一起享用，故為分享。

豬是順利

商品的概念為不分族群的祝福。一般人對於豬的
解釋多為順利、吉祥、如意等的祝福詞語，而山
豬對原住民來說也可說是吉祥物，故有此涵意。



布農朋友工坊

發展過程

•工坊負責人胡金娘原本從事教職，並曾擔任過海端鄉鄉
長，然而為了保存布農族的傳統技藝，找回原有的布農
傳統文化，毅然決然設立工作室，並堅持使用傳統方式
織布創作。

特色

•胡金娘除了作布農圖紋的織布教學及製作傳統服飾，也
嘗試將布農族特有的圖騰與背包結合會。她說「帶著
KAVIAZ圖騰，我們會更勇敢，因為KAVIAZ會保護我們這
袋子裡裝著無限的勇氣、智慧和愛。」



布農朋友工坊

產品名稱 設計概念

Basuiyan
(小錢包之意)

源自於布農女性服飾的顏色，包上的紋路為布
農族傳統菱形紋。

Sivalun
(背袋之意)

布面上的設計象徵著布農族人，圍出的圓代表
臉，圖紋部分是身體，接著是兩隻腳。主要設
計源自於布農族傳統背帶，可靈活運用的綁帶，
上山工作時綁在側邊，慶典時則綁在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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