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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對南投、嘉義、高雄、屏東、

台東等地的原住民地區帶來莫大的傷害，原鄉的傳統民俗
農產業、特色文化觀光產業、工藝產業、民宿餐飲業及生
態旅遊業等五大特色產業災損嚴重，影響居民生活與生產
活動至鉅。本會依據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
會所提之「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針對
原住民族重建區提出「原鄉特色產業3年(99-101年)計
畫」，藉由成立產業經營管理技術輔導團隊、推動產業重
建與發展、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原鄉特色產業建設發展及建
置資訊服務系統、補助地方政府辦理部落組織及人才培育
等四項策略措施，加速重建區原住民族特色產業的重建工
作。



4

101年在既有之永久屋基地卜拉米(Pulami)專案基礎
上以中央特別預算預備金支應，推動了「莫拉克災後重建
耀動計畫」，本會即依據耀動計畫研提「原住民永久屋基
地產業發展計畫」，同時在耀動計畫裡，尚包括了三年未
及完成之「災後重建區產業重建計畫－原鄉特色產業計畫」
及「原住民族經濟及產業發展計畫」(原住民族觀光及特色
產業、原住民族三生計畫)等，所念茲在茲者均係以如何扶
助受災原鄉地區推動產業重建為目標核心。

目前整個重建任務已接近尾聲，根據近五年來本會參
與原鄉產業重建所發現的問題與心得，以及實地輔導及協
助部落發展之經驗，擬出災後原鄉產業發展策略，希望面
對即將來臨的後重建時代，能提供正在進行或準備進行產
業發展的原鄉部落做為謀定而後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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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莫拉克風災後原鄉產業發展現況
一、南投縣

99-101年度南投縣辦理原鄉特色產業發展計畫各類別所佔總經費比重

農業生產及農機設施
$4,417,197

(24 .20%)

產業輔導與人才培訓
$3,894,098

(21 .34%)

展售中心及販售通路建
置

$3,217,800
(17 .63%)

展售行銷活動
$3,359,233

(18 .41%)

農特產品輔導研發
$500,000
(2 .74%)

產品設計包裝及生產
$1,685,000

(9 .23%)
行銷網路建置
$1,177,207

(6 .45%)

資料來源：南投縣政府

原鄉產業發展重心：1.透過對生產設備的補助降低農民生產
成本，藉以提高獲利與經營效率，增加產業競爭力。
2.以產業輔導與人
才培訓增加從業
人員的專業能力。

3.辦理都會區的展
售行銷活動以及
展售中心與販售
通路之建置，增
加產品行銷通路
與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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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縣(1/2)
(一)永久屋基地－逐鹿社區

1. 基地產業(農產業、歌舞、
手工藝或觀光旅遊)均與原
鄉仍保持密切連結。

2. 已成立「嘉義縣原住民逐鹿
社區合作社」負責推動基地
內之產業營運。

3. 透過人力培訓、勞委會多元
就業計畫人力進用，做未來
產館營運之準備，目前暫以
「優格哇獅」假日市集做為
永久屋與原鄉間產業連結、
凝聚產業力量的平台以及擴
展產品行銷的通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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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01年度嘉義縣辦理原鄉特色產業發展計畫各類別所佔總經費比重

產品包裝開發及行銷
$3,080,000

(16%)

展售促銷活動
$5,184,000

(28%)

技藝研習及人才培訓
$1,300,000

(7%)

農業生產設施、機具、
集貨場

$9,121,000
(49%)

(二)原鄉地區

1.依阿里山鄉7村8部落之在地發展特色，提供展售促銷活動、
產品包裝、行銷通路開發、農業生產基礎設施補助及技藝
研習與人才培訓等產業重建協助。

2. 100至101年以補助農業生產機具、設施之採購為主(49%)，
其次為舉辦展售促銷活動(28%)。透過對生產設備、資材、

集貨場等硬體的強
化，增加農民生產
經濟效益；再輔以
行銷活動，增加產
品的市場曝光度與
銷售機會，充分結
合產與銷，逐步恢
復阿里山鄉受損農
業的元氣與生機。 資料來源：嘉義縣政府

二、嘉義縣(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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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雄市(1/2)
(一)永久屋基地－杉林大愛
1. 原民文化公園(含產業推展中
心)已於102.12.14開館，為基
地產業推動核心，並以打造
「幸福貓頭鷹社區」為產業
發展主軸。

2. 目前有瑪搭希絲、同心圓、伊特鳸等三家工坊進駐，主要產品
意象均圍繞貓頭鷹做呈現，行銷產品以布製品及琉璃為主。

3. 目前正進行文創產業輔導及
網路行銷推廣，並已和旅行
業者合作，規劃與鄰近旗山、
美濃、甲仙、六龜等地區的
套裝遊程，到訪遊客人數為
七大原住民永久屋基地之首。

產業推展中心



高雄市原鄉地區莫拉克產業重建計畫(總經費4,797萬8,800元)

原鄉特色三年計畫

 $37 ,000 ,000

(77%)

三黑掏金、再造茂林

$7 ,000 ,000

(15%) 部落產業學苑

研習計畫

$3 ,000 ,000

(6%)

那瑪夏南沙魯梅子

加工設施計畫

$978 ,800

(2%)

(二)原鄉地區
1. 原鄉特色產業三年計畫：主要針對產業環境改善、輔導及陪伴
產業發展組織、研發特色產品、產業行銷推廣、桃源及茂林產
業工坊營運輔導等進行強化。

2. 發展茂林區三黑產業(多納黑米、萬山岩雕、茂林紫斑蝶)、辦
理技藝研習、改善那瑪夏梅子加工設備。

3. 農特產品加工創研、建立商標品牌、辦理產業人力技能培訓。

資料來源：高雄市政府

目前高雄原鄉特色產業包括：
那瑪夏區：螢火蟲、水蜜桃

及南鄒祭典
桃源區：愛玉、青梅、紅肉

李、芒果、布農歲
時祭儀及寶山假日
市集

茂林區：三黑產業

三、高雄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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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縣(1/4)
(一)永久屋基地
禮納里
 由大社、瑪家、好茶三部落組
成，於102年底開始籌組在地
組織「屏東縣禮納里創藝文化
協會」，做為日後四大工坊營
運的單一對外行銷窗口。

 基地產館－四大工坊預訂103
年5月正式開館營運，結合金
石皮雕、刺繡編織、木石鐵雕
及陶藝，各具傳統技藝與特色
；集合三部落特色工藝之伴手
禮亦已完成規劃開發。

長治百合
 產銷館於102.12.28開館營運，
採複合經營，結合產銷館與原民
養生風味餐廳兩大單元，養生廚
房為目前永久屋基地中所獨有。

 已開發出4種原民風味套餐，採
用食材為來自原鄉或永久屋心靈
耕地之無毒或有機產品，符合現
代人之養生飲食，也連結了永久
屋與原鄉。

 產銷館內展售基地內工坊或部落
協會所推出的工藝產品，兼融排
灣及魯凱特色，目前正近行品牌
形塑及特色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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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縣(2/4)
(一)永久屋基地
吾拉魯滋
 以泰武咖啡為發展主軸，產銷
中心(部落咖啡屋)，已於102
年7月5日正式開館營運，開館
數月，月營業額成長明顯。

 102年底搭配萬金聖母聖殿舉
辦「泰武咖啡一條街」系列活
動，遊客數及營業額收均創新
高，成功行銷吾拉魯滋。

 泰武咖啡品牌形象已打入市場
，但尚需提升咖啡產品的多元
性及豐富度，以及強化與鄰近
地區搭配之行銷特色。

新來義
 部落產銷中心已於102年8月9
日正式開館，以打造來義工藝
部落為產業發展核心，產品以
來義鄉特有的排灣工藝為主，
六式伴手禮已開發完成。

 受限地理位置及交通因素，在
屏東四大基地中知名度較低、
集客能力較弱。

 待與周邊景點如林後四林平地
森林園區、丹林吊橋、二峰圳
等進行整合串聯，再結合10月
來義鄉五年祭活動，將可重新
找出產業發展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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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縣(3/4)

百合部落產銷館

吾拉魯滋部落咖啡屋

禮納里產業發展中心

新來義部落產銷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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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屏東縣(4/4)

(二)原鄉地區

• 霧台鄉：以打造「悠遊慢活城」為主軸，以魯凱族文化與石
板建築重建文化生態旅遊產業

• 三地門鄉：標榜「啡嚐原味」，重新打造德文咖啡產業
• 瑪家鄉：以當地紅藜為出發，重建紅藜家園產業，並進駐設
備至禮納里瑪家部落，建構兼具生產與行銷的紅藜工坊

• 泰武鄉：以咖啡為核心，打造兼具觀光與農業生產之綠色黃
金咖啡廊道

• 來義鄉：以「相芋在來義」為主題，發展具濃厚文化內涵的
山芋產業

• 牡丹鄉：重建野牡丹的故鄉，發展觀光產業與精耕農業

透過執行99-101原鄉特色產業三年發展計畫，各鄉目前發展之
特色產業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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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東縣(1/2)
(一)永久屋基地－嘉蘭社區

1. 以「部落整體即為一產銷館」之概念出發，以小米、洛神
及1.5公頃土地做為社區發展有機、無毒農業之起點。

2. 社區結合「媽樂法市集」及伴手禮開發，
辦理多項如洛神花節、小米播種祭、月光
祭等與產業發展相關之文化活動及行銷活
動，帶動傳統耕作、工藝、樂舞、祭典等
族群文
化之傳
承與發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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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東縣(2/2)

1. 藉由原鄉特色產業三年計畫，
完成縣內原住民產業調查及
訪視輔導。

2. 101年遴選出12處部落亮點
手作工作坊，協助其完成亮
點展售空間改善及發展旗艦
產品與文宣。

3. 102年規劃「台東部落微旅行」
計畫，補助地方旅行業者及
原民組織針對縣內10個部落
進行旅遊包裝。

(二)原鄉地區
臺東部落微旅行地圖

資料來源：臺東縣政府



16

參、莫拉克風災後原鄉產業發展SWOT分析(1/2)
優勢 劣勢

 原住民族文化特色鮮明，具差
異性及不可取代性。

 由南投而至台東，涵蓋族群多
元，各族群圖騰與文化意象豐
富，具延伸運用潛力。

 山地原鄉地區自然與生態資源
豐富，並蘊涵各族群獨特珍貴
的生態智慧，是展現生物多樣
性的見證，也是物種保存的基
因庫。

 多數大型永久屋基地內均已建
置產銷館，可做為產品集中展
售的平台及區域產業發展對外
行銷的通路。

資金、人力、人才不足，產業經營多為單打
獨鬥，無法建立市場規模。

對產業的定義尚不熟悉，對市場、產業鏈、
成本分析及定價策略之概念不足。

整體行銷及通路建置之技巧與能力均尚待加
強；生產技術及產品研發能力亦仍待提升。

生產設備(施)不足、生產成本過高；部份地
區位置較偏遠，行銷網路難以建立。

產品獨特性不足，市場產品同質性過高。
部落對自我發展定位、產品定位仍然模糊；
對未來發展的想像過於樂觀，且易於忽略產
業發展的過程環節。

部份經營者採玩票心態經營，無心建立可長
可久的獲利模式。

部分永久屋基地之整體景觀過於單一，缺乏
觀光吸引力；且土地及空間利用限制多，形
成產業發展障礙。

部分永久屋部落與原鄉間已有文化、生活上
的斷裂與疏離，致產業發展資源有限、可用
腹地不足。

觀光旅遊尚無法有效的納入市場專業化的運
作體系中。



機會 威脅

 全球化時代所衍生出重視區域發展
、尊重多元差異及欣賞少數族群文
化的在地化發展趨勢。

 台灣當前社會對永續發展、自然生
態資源保護以及生物多樣性的維繫
的重視。

 國人日益重視休閒、養生、樂活與
在地消費。

 政府對災後重建工作十分重視，並
投注大量輔導措施與經費。

 地方政府逐漸重視在地行銷，所舉
辦的相關活動數量多且均具話題性
，遊客人數多。

 多數永久屋基地交通可及性高。
 目前多媒體、網路社群、智慧型手

機盛行，訊息流通量大、擴散性強
，有利產業推廣與行銷。

 部份原鄉地區距離都會區較遠，且
交通常受天候限制，狀況不穩定。

 機械化量產以及中國大陸、東南亞
生產之工藝品，成本相對低廉且複
製能力強，價格極具競爭性。

 部份原住民手工藝產品均非一般消
費者生活必須品，若無足夠特色及
具價格競爭力，恐不敵平地工藝品
或大陸進口產品。

 部份政府政策未符部落實際需求。
 原鄉受限人力不足以及耆老快速凋

零，傳統文化面臨消失危機。
 消費者對生態旅遊的正確觀念尚待

建立，時有自然生態遭破壞情形。
 部份山地原鄉與永久屋基地間資源

分配不均，恐增加兩地間的疏離，
不利部落的文化傳承與產業發展。

參、莫拉克風災後原鄉產業發展SWOT分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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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部落營造(Community empowerment)為
起點，重整內部組織與能量

 提供受災的原鄉部落得以休養生息
 重新檢視部落過去的產業發展成果與擬定未來發展策略
 完整建立部落的文化資源庫
 教育訓練、培育人才，在人力資源上先進行基礎的培養與凝聚
 提升族人對於自己族群文化的瞭解與認同，進而參與部落公共
事務，凝聚部落的發展共識

 尋找志同道合、可相互配合的夥伴，重整組織團隊
 找到部落特色，運用 SWOT 分析評析部落產業的優勢與劣勢，
以及所處產業的機會與威脅，並找出部落可長遠發展的核心資
源(部落獨有的特色或產品)

 找到共同發展的目標與定位，以及確定部落的需求

18

肆、原鄉產業發展策略13C



二、以文化(Culture)做為產業發展基礎與核心

 文化是形塑產業特色與差異性最佳的素材
 脫離文化母體所發展出的產業是無根的產業，缺乏自主性
與豐富性，與市場上一般非原住民商品無異

 少了文化內涵、靈魂及情感投射，無法說出故事與製造感
動，自然無法吸引消費者

 一個魅力足具的產品，會回頭增加文化的新觸角，為原本
的文化注入新生命、時代性與豐富性

危機與轉機
 目前原鄉受限人力不足以及部落耆老快速凋零，對文化回
復與追尋的並不徹底，對傳統文化面貌的拼湊仍不完整

 原住民族文化根源於與人與自然長時間的互動與對話，永
久屋基地缺乏相似的環境，並無法於山下全然複製文化細
膩的內涵，仍需維繫與原鄉的文化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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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客導向(Consumer orientation)—產品定位勝過一切
 由產品導向、製造導向，轉為顧客或市場導向
 以貼近消費者、可與消費者產生情感連結與認同、市場
接受度高的設計及生產模式開發產品

 設定產品定位：向內尋求產品開發前，要先往外、往消
費市場看

 經營者需考量
 經營組織需建立：

目標客群之
消費需求

生產技術、生產成本
行銷方式、獲利性

產品市場定位

規劃、開發、設計、生產

1. 有系統的組織及分工 →
觀察消費者行為

2. 教育訓練→培育部落專
才→將觀察分析所得轉
換為可執行的產銷策略

回到部落整體的重建與對產業發展定位的認知
20



四、從散沙式的單打獨鬥整合為部落聯合產業(Coalition)

單打獨鬥：
1.受限資金、人力，並無法建立起市場的經濟規模
2.多數屬於一級產業，可變化及可用策略較少，難做發展突破
3.個別產業獲利難以回饋至整個部落

六級產業：
1.以1級生產為基礎+2級加工+3級服務建立產業合作網，形成

部落的聯合產業，將地區現有資源做最有效利用(1+2+3 or 
1x2x3)。Ex.長治百合、好茶脫鞋子部落、泰武咖啡、新來
義部落

2.目的：創造新商機、延續農特產業發展、提供加值及產業升
級、維護當地資源、多元文化傳承與整體永續發展、活化當
地的整體發展

回歸到1級產業產品本身，建立產品的獨特與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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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找出並確認部落的核心資源(Core resources)，
以唯一取代第一

 特殊氣候或地理條件→農業或觀光
 原生種源、自然資源或動植物相→農林漁牧及生態產業
 獨一無二的人才資源、文化資源或能力→工藝與文創

Ex.屏東三地門鄉安坡部落－童玩(休閒觀光)
屏東三地門鄉口社部落－拉瓦爾族群花環(拉卡繞)文化(社造)
墾丁社頂部落－螢光蕈、梅花鹿、毛柿林(生態旅遊)     
禮納里好茶部落－接待家庭(休閒觀光)
高雄茂林區－黑米、岩雕、紫斑蝶(三黑產業)

 篩選核心資源之前置作業：(1)完成資源盤點、(2)完成SWOT
分析、(3)具備運用及轉換核心資源的能力或技術、(4)完成市
場調查

核心資源：部落所擁有稀少、專屬獨有、難以模仿、不易被替代
的有形、無形資產，是支持部落在產業市場中可持續獲得優勢的
能力。

不必求第一，但要做唯一 (The number one vs The only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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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進行產業鏈(Industry chain)的整合，提高競爭的優勢

上游 中游 下游

原料
工具
設備

工作坊 網路
產銷館 假日市集
展售促銷 藝品店

工藝師
個人工作室
小型工作坊

供應 設計、創作 製作、生產 行銷、通路

消費者

以原鄉工藝產業鏈為例

整合方式

規劃
↓
初稿
↓
執行

掌握消費
者需求

定位產品
核心價值

整體產業鏈
協調整合後分工

跨領域整合(與休閒、
觀光、農業等異業結盟)

上中下游增
加創新元素
產品差異化

產業加值 創造價值
23



七、以在地經營組織(Cooperatives)合縱連橫部落的資源

整合性的在地組織，囊括具營運及規劃能力的部落人才，透過組
織與分工，整合各種資源，做為部落推動產業發展的火車頭。

對內 對外

可統合各種意見與部落資源
 召集產業經營業者溝通協調與修
正營運策略
 清楚規劃、說明部落階段性的文
化、產業、社區整體發展計畫
 分階段規劃教育培訓課程，強化
現有組織工作者，並培育新種子
動員人力
 以部落為主體，可就部落在產業
鏈上現有的資源進行人力資源及
行銷通路的分享與創、產的分工

 做為產業聯絡窗口
 持續向外宣傳部落及產業，
增加能見度

 有能力建置有效的行銷平台
、拓展行銷通路

 尋求部落外可與其連結或互
補的資源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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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找出部落中推動產業發展的領導者(Commander in chief)
九、善用網路平台整合行銷(3C；Community、Content、Comm

互動
分享
擴散

社群(Community)

內容
(Content)

商務
(Commerce)

 後續的管理維護與資料更新→消費者能持續看到經營者存在
 建立宣傳成效的評估追蹤機制→確實掌握實體文宣或網路文
宣連結到最後銷售端的實際效益

 社群：實體客戶、親朋
好友、FB、Youtube

 內容：以共同話題、議
題討論、主題活動為引，
透過靜態文字、照片、
動態影音、超連結等傳
達產品特色、故事與內
涵

 商務：產品、部落或實
體店面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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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有效利用永久屋基地產銷館資源，
並營造消費氛圍(Consumption atmosphere) 

 所處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可及性高
 內部空間明亮寬廣、硬體設施新穎完善
 產館進駐或寄售所需成本低
 已集合多家結合原鄉與在地之生產業者進駐
 展售空間可充分呈現產品特色與內涵
 可穩定提供產品與消費者進行第一線接觸的機會
 產業經營者可第一時間了解消費者對產品的回饋與需求

永久屋基地產銷館優勢

將產品內含故事、族群文化意涵、經營者創作歷程或聲音、
味道等融入產館空間，營造消費的情境與氛圍，透過五感行
銷，吸引消費者、刺激消費需求

強化銷售氛圍營造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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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導入成本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概念，
增加產業發展利基

 成本分析概念不足→影響產品定價策略及最末端的行銷策略
 於教育培訓課程中透別強化成本計算之實務演算，以協助產

業經營者提升決策品質，找到產品在市場中的利基
十二、透過具備後續追蹤評量機制的實務性培訓課程(Courses)，
做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核心

 於政府補助之技藝研習、培力課程等計畫中加入成果績效的
後續追蹤評量機制，評量通過始得發給結業證書

 參與培訓課程學員在參與前需提出培訓後計畫，並據此進行
追蹤評量

 設計培訓評選淘汰機制，使培訓課程不致流於形式

時數太少、靜態課程太多、課程不符居民需求、只為有利核
銷、課程與上課學員的重複性太高

培訓課程之實施現況：

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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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可應用於產品創作、設計、生產製程、資源串聯方式、
行銷策略…等產業鏈的所有環節
例如：
 禮納里好茶「脫鞋子部落」接待家庭的命名
 「蜻蜓雅築」在琉璃珠的創作與研發
 霧台鄉阿禮部落開發的「阿禮風」
 「2013萬金聖母聖殿耶誕禮讚暨泰武咖啡一條街活動」
的資源連結方式

創意並非萬靈丹，重要的是執行
創意可用在已建立一定規模或經營已有相當成熟度的事業
體，是擴大市場競爭優勢的利器，但對初創或體質不佳的事
業體，創意恐無法令其起死回生。

十三、以創意(Creativity)擴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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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 以原住民族文化及原有生活方式為基底，
通盤考量產業發展方向

二. 將永久屋基地產銷館重新打造成連結原
鄉產業的多功能文化生活館暨行銷中心
(Living-art & Sales Center)

三. 留意原鄉地區與永久屋基地間資源挹注
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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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產業的經營與發展均非一蹴可幾，過程中除需應
付產業鏈中創、產、銷、研各項環節背後所蘊含的大量資
金、知識與技術問題，還需面對外部市場環境的瞬息萬變，
更遑論最為棘手的人的問題；尤其原鄉在產業發展的起步
較遲，對產業經營的技巧原本不足，而莫拉克風災後許多
產業一夕歸零，產業重建，更需時間。

而不論風災後部落發展的產業類別、發展策略為何，
應先建立過程與結果同等重要的觀念，尤其過程中對「部
落內的人的凝聚」往往才是最大的收穫，也是影響產業重
建最後能否開花結果的關鍵力量。

部落產業發展的思維萬不可與部落的整體發展與願景
脫節，應以建構民族永續發展為核心。亦即產業發展、獲
取利潤是維護生態、傳承文化、達到部落永續發展的手段
與策略，而非最終目的。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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