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8 頁 

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 3年計畫 

（97～99）-99 年度執行計畫 

 

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本計畫訂定依據本國相關法令及聯合國有關原住民族文化之宣言、公約之

規定： 

（一）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10 項：「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

民族語言及文化。」及第 11 項：「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

位及政治參與，並對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

福利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 

（二）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10 條：「政府應保存與維護原住民族文化，並輔導文化

產業及培育專業人才。」 

（三）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審查技術增編第 12 條：「原住民族有權遵循和振

興其文化傳統和習俗。這包括有權保存、保護和發展表現其文化的舊有、

現有和未來的形式，例如考古和歷史遺址、人工製品、圖案設計、典禮儀

式、技術、觀賞藝術和表演藝術，有權收回未經他們自由和知情同意或違

反其法律、傳統和習俗而奪走的文化、知識、宗教、精神財產。」 

（四）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2 條：「各政府有責任在有關於民族的參與下發展協

調而有系統的行動，保護這些民族的權利並尊重其作為一個民族的完整性

。…在尊重其社會文化特點、習俗與傳統以及他們的制度的同時，促進這

些民族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權利的充分實現。」 

（五）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12 條：「原住民有權遵循和振興其文化傳統和習俗

。包括有權保存、保護和發展其文化的舊有、現有和未來的形式，例如考

古和歷史遺址、人工製品、圖案設計、典禮儀式、技術、觀賞藝術和表演

藝術，有權收回未經他們自由和知情同意或違反其法律、傳統和習俗而奪

走的文化、知識、宗教、精神財產。 

（六）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 29 條：「原住民對其文化和智慧財產的全部所有權

、控制權和保護權應得到承認。原住民有權採取特別措施、發展和保護自

己的科學、技術和文化表現形式，包括人的和其他的遺傳資源、種子、醫

藥、有關動植物群特性的知識、口授傳統、文學、圖案、觀賞藝術和表演

藝術。」 

（七）聯合國第 169 號公約﹝關於獨立國家原住民族和部落民族公約﹞：「有關民

族有權決定自身發展進展的優先順序，因為這將影響到他們的生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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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與精神福利和他們占有或使用的土地，並有權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其

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行使管理。」 

（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保護原住民遺產報告書及其附件 ─ 保護原住民遺產之

原則及準則」第 3條：「原住民有權擁有、享有、並解釋其傳統文化。」 

（九）財政部公益彩劵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小組第 6 次委員會議核定「原住民

藝術工作者部落在地就業 3年（97～99）計畫」。 

二、問題評析 

（一）文化振興與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基礎有待營造：文化就是一個群體生活的方

式與內涵。倡導文化振興，必須回歸生活的層面去建立實踐的基礎，同時

與生活和生計緊密結合，在持續的計畫中逐步深化工作的成效。 

（二）依據多元文化的理念，逐步營造族群部落的文化情境與文化產業模式，在

初期積極創造領航的示範部落或據點，使族人了解「文化可以真實生活其

間」、「文化可以支撐生計」，讓文化的運轉能直接有關於真實的生活生計層

面，奠定永續經營的基礎。 

（三）原住民傳統文化和工藝技能受到外來主流文化的影響，若不能善加整理及

維護，恐有流失之虞，台灣原住民各族均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及工藝，由

於外來文化不斷融入，甚多流失。目前應積極整理原住民傳統之技藝和智

慧，可以開創新產業，使其文化源遠流長，並能解決原住民就業問題，為

原住民族地區帶來無限生機與活力。 

 

貳、計畫目標： 

 

一、傳承文化與工藝技能，以創意及創新建立原住民新產業:輔導原住民從事傳統工藝

之開發與創新，由原住民藝術工作者帶動部落總體經濟的發展並提供原住民藝術

工作者就業機會，促進原住民整體競爭力。 

二、營造具台灣特色之創意與品味兼具的工藝文化產業，運用台灣地方特色的優勢，

協助工藝產業提升附加價值，創造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並營造工藝發展優良環境

，帶動國內工藝事業的良性發展，以保護及傳承優良傳統工藝與現代工藝並續發

展，進而實現國民豐裕生活品味。 

三、提昇原住民藝術工作者生產力及技藝培訓，將傳統工藝技能和豐富之現代知識相

結合，提昇其生產力與競爭力，改善原住民藝術工作者經濟能力及生活品質。 

 

參、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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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為培育原住民民俗才藝、文化藝術、歌舞藝術及體育技能人才，以保存與發

揚原住民固有傳統文化，建立原住民自尊心，促進原住民文化建設，本會訂有原住民

人才培育暨團隊扶植計畫，計畫內容如下： 

現行相關策略、政

策及方案 
內 容 檢 討 

原住民人才培育暨

團隊扶植計畫 

1.扶植對象：具有下列條件之團隊、文藝

團隊或個人 

（1）已具國際性展演經驗者。 

（2）具族群代表性足以向國際推展者。 

（3）具國際性發展潛力者。 

（4）從事原住民文藝專業鑽研工作有成

並獲外國邀請者。 

2.培育內容 

（1）民俗才藝：關於原住民傳統雕刻、

製陶、編織、服飾、食品製作、建

築及其他物質文化等各項民俗工藝

或技能人才培訓。 

（2）文化藝術：關於原住民母語、神話

故事、傳統祭儀活動、民俗藝能等

精神文化之傳承與推展之人才培訓

。 

（3）歌舞藝術：關於原住民傳統音樂、

舞蹈研究、推展、創作及展演等歌

舞藝術人才培訓。 

（4）體育技能：關於培育原住民青年學

生積極從事各類體育競技等項目之

人才培訓。 

3.扶植項目及內容 

（1）團隊演藝創作：補助原住民專精於

歌舞表演、傳統藝術創作等專業團

隊參加國際性表演活動或展覽活動

。 

（2）文藝交流：補助從事原住民文化藝

術鑽研專業團隊參加國際間有關少

1.由於本計畫每年編列經

費新台幣 500 萬元，實

務操作執行多為補助原

住民體育人才，無法營

造其他藝術人才。 

2.本計畫之目的在於培育

原住民各項人才，無法

達到提昇原住民藝術人

才之技藝之功能。 

3.本計畫注重原住民藝術

人才個人之培育，無法

彰顯原住民族文化集體

創作之意念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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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民族研討會議、訪問、觀摩、考

察。 

4.補助金額 

（1）培育計畫：每案最高補助申請計畫

總經費之百分之 70，但最多不得超

過新台幣 50 萬元整。必要時，得

專案酌增。 

（2）扶植計畫：每案最高補助申請計畫

總經費之百分之 50，但最多不得超

過新台幣 100 萬元整。必要時，得

專案酌增。 

5.預期效益 

（1）培育計畫 

A.透過有計畫之培育，可保存與傳

承原住民各項民俗才藝、體育技

能。 

B.有效開發原住民人力資源，厚植

原住民社會發展基石，促使原住

民文化發展與進步。 

C.培育原住民優秀體育人才，能與

各國體育菁英同場競技，提昇我

國於國際體壇之聲望。 

（2）扶植計畫 

A.扶植國內優秀之原住民團體，達

到國際專業水準，代表國家參加

國內外重要國際性表演藝術活動 

B.將原住民之歌舞、音樂、藝術推

上國際舞台，增進國際間文化藝

術交流，有助於國際外交地位之

提昇。 

 

肆、計畫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間自 99年 10月 1日至 100年 11 月 30日止，為期 1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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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實施策略與方法 

 

一、計畫項目 

（一）藝術工作者部落在地就業計畫：徵選 50 個原住民部落工作室或藝術工作者

，由工作室之藝術工作者針對部落內居民（2 位）實施技藝培訓及對遊客導

覽解說，執行期間為期 1年。 

（二）辦理藝術教育研習：針對獲選之藝術工作者辦理藝術教育研習 2場。 

（三）辦理藝術工作者國外藝術之交流：遴選獲選之優異藝術工作者，參與國外

藝術展覽、駐外研習、進修或創作。 

（四）藝術工作者作品聯展活動：配合地方政府觀光祭等重大文化活動或挑選平

日人潮眾多之場地，以分區（至少選擇 2 個區域辦理）及期末駐點（計 1

場）方式辦理藝術工作者作品聯展活動。 

（五）藝術工作者作品專輯出版：出版 1次藝術工作者作品專輯。 

（六）辦理委託研究方案：針對本計畫對原住民族文化、社會及產業之影響委託

學者專家研究並製作研究報告。 

（七）成立本計畫執行辦公室：成立計畫辦公室執行計畫事項。 

二、實施步驟、方法與分工 

計畫項目 執行內容 執行單位 

原住民藝術工作者

在地就業計畫 

1.每年依據徵選辦法（另訂）遴選 50 個原住民部

落工作室（或藝術工作者），執行期間為期 1 年

，藝術工作者並應配合應履行事項。 

2.1 年期間期滿，改另遴選 50 個原住民部落工作

室（或藝術工作者）執行。 

3. 藝術工作者之遴選，採 12+1 原鄉區塊發展模

式，分北、中、南、東均衡發展，並依人口比

例，來遴選適當的人數，以求公平。 

原民會 

辦理藝術教育研習 針對獲選之原住民藝術工作者辦理藝術教育研習

2場。 

原民會 

辦理藝術工作者國

外藝術之交流 

遴選獲選表現優異之藝術工作者，參與國外藝術

展覽、駐外研習、進修或創作。 

原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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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工作者作品聯

展活動 

配合地方政府觀光祭等重大文化活動或挑選平日

人潮眾多之場地，以分區（至少選擇 2 個區域辦

理）及期末駐點（計 1 場）方式辦理藝術工作者

作品聯展活動。 

原民會 

藝術工作者作品專

輯出版 

出版藝術工作者作品專輯 原民會 

辦理委託研究方案 針對本計畫對原住民族文化、社會及產業之影響

委託學者專家研究並製作研究報告。 

原民會 

計畫辦公室 以勞務採購方式，成立計畫執行辦公室，建置計

畫執行人力。 

原民會 

三、資源需求 

（一）人力需求：由原民會、專家學者、各縣市政府、民間團體及委託執行計畫

辦公室等配合辦理。 

（二）經費需求： 經費計新台幣 37,800仟元。 

1.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部落在地就業計畫 

（1）每個原住民工作室（或藝術工作者）創作補助：每月新台幣 40 仟

元（含場地基本設施維持費及技藝材料費），計 50 處（人），合計

24,000仟元。 

（2）學員生活津貼：每位學員每月補助 5 仟元，計 100 位，合計 6,000

仟元。 

2.藝術工作者作品聯展活動：以分區及期末駐點方式辦理，每年新台幣

2,475仟元。 

3.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部落在地就業計畫藝術工作者作品專輯出版：新台幣

1,225仟元。 

4.辦理藝術教育研習 2 場次， 325仟元。 

5.辦理藝術工作者國外藝術之交流 1,000仟元。 

6.辦理委託研究方案，每年 1,000仟元。 

四、經費來源：財政部公益彩劵回饋金。 

五、經費概算：仟元計 

項目 
單位 99 年 備註 

 36,800  

藝術工作者創作補助（50人） 50人×40 仟元×12 月 2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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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生活津貼補助（50 處×2 人

） 
50處×2人×5仟元×12 月 6,000 

 

藝術工作者徵選訊息、宣傳及徵

選辦法擬定 
1次 45 

勞 

務 

採 

購 

辦 

理 

項 

目 

藝術工作者徵選工作 2場（初審、複審） 65 

藝術工作者之訪視輔導 
8次（分北、中、南、東各 2

次） 
375 

其他藝術工作者之庶務 1式 35 

派駐本會人員之人事費 

（含 14 個月及 1.5 個月年終獎

金） 

1人 475 

辦理藝術工作者作品期末聯展活

動 
1場 1,500 

辦理藝術工作者作品分區聯展活

動 
分 2區各 1場，共 2場次 975 

辦理藝術工作者作品專輯出版 
300本以上，另並製作數位化

（光碟）出版 300片。 
1,225 

辦理藝術工作者藝術教育研習 2場 325 

行政管理費 10%（以上金額之 10%） 502 

營業稅 5%（以上金額之 5%） 277 

辦理藝術工作者國外藝術之交流  1,000 
 

辦理委託研究方案  1,000 
 

 

陸、97年執行效益 

 

一、97 年計錄取 39 位原住民藝術工作者，完成 39 件之創作計畫，及至少創作 78 件作

品。 

二、辦理原住民藝術工作者作品聯展及分區聯展，參觀人次達 6,500 餘人，擴大原住民

藝術工作者之知名度及其作品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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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藝術教育研習課程，計約 150 餘人參加，並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分享、

指導並教授原住民藝術工作者創作技巧，增加其創作靈感，建立原住民藝術工作

者交流之平台。 

四、培育 78位學員，傳承原民文化意象，及傳遞原民技藝傳統智慧。 

五、建立原住民藝術工作者協助輔導之制度，蓬勃原住民藝術領域之發展。 

 

柒、預期效果及影響 

 

一、加强原住民傳統工藝技能之研發與創新，强化工藝能力，創造部落就業機會，帶

動產業發展及重塑部落生機。 

二、扶植原住民族藝術創作者，讓主流社會認識原住民族藝術文化的內涵，擴展藝術

空間，並朝精緻化、專業化努力。 

三、擴展藝術工作者視野，增加其創作靈感來源，提昇其創作技巧與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