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105 年度 1-12 月份施政執行成果
106.2

【推廣工藝研究業務】
一、工藝文化資源調查、技術分析與加值應用計畫
（一）辦理工藝材料分析與技術諮詢為民服務
完 成 工 藝 技 術 材 料 分 析 與 技 術 諮 詢 計 2,225 件 ， 總 金 額 為
2,549,700 元，化學實驗室儀器操作共計辦理 8 場教育訓練課程
（鶯歌分館）；RP 快速成型委託服務完成工藝技術材料分析與技
術諮詢計 20 件，收入金額 49,450 元，工坊使用人數
（1//1-12/31）
計 10,346 人次（技術組）。
（二）陶瓷材料燒成與茶葉沖泡與存放關係研究：
經由 104 計畫與茶改良、臺大、中興大學執行大方向橫縱向度探
討研究可行架構後，於今年 105 年，以大型茶倉及茶壺製作燒製，
為 106 年度對藏茶與不同茶葉在不同材料、燒成條件下之茶壺，
沖泡對品茗關係研究預作準備。
1.104 年初步研究下發現以還原燒成加上鐵元素下達到一定比例，
可加速藏茶純化功能，將在 106 年進一步驗證並做中小型量化實
驗。
2.105 年以 5 種不同陶瓷土、4 種燒成方式、2 種成型法、2 種上釉
模式，製作大型茶倉與茶壺，共交付共 40 個大型茶倉、40 個茶
壺供茶改場下一階段藏茶試茶研究。
（三）105 年推動科技與工藝創意產業結合旗艦計畫—木材碳化處理對
儲物家具之應用研究計畫：
由中心委託屏東科技大學木材科學與設計系進行試驗研究，大方
向探討小型工坊進行木材碳化加工方式，做為未來產品研究開發
可行方案。
1.已完成臺灣疏伐木（2 種）及進口材（3 種）物理性試驗試片，
並試驗打樣相關產品。由於其防潮性及防腐性需較長時間才能顯
現差異性，故本試驗作品擬於 4 個月後進行第一次取樣分析。
2.由於春秋材為木材碳化過程中造成表面炭化不均的主要影響因
素，易因加熱時間長短影響而有所改變，因此本試驗除感官品評
外，將同時分析不同樹種春秋材比例，後續將持續進行炭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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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防潮性影響的定期採樣分析。
二、臺灣工藝文化國際交流計畫
（一）促進國際工藝交流
1.105 年協助國際競賽得獎者及入選者作品送件運送及補助出國旅
費，包括補助葡萄牙「Contextile 當代織品藝術雙年展」、德國
「Nassauisch 儲蓄銀行陶藝新秀獎｣及日本「金澤國際玻璃展」
等競賽之得獎者或入選者作品運費及參訪旅費，計補助 24 人次，
總金額為 47 萬 3,187 元。
2.收集彙整國際重要工藝類競賽之資訊，讓國際工藝類競賽的訊息
與管道更加容易與暢通，計發佈歐、亞、美等洲 28 筆國際工藝競
賽訊息。
（二）國際合作卓越研創計畫
臺法 hand in hand 合作研創營：
1.臺法合作-竹與多元媒材飾品設計創作研習營
(1)7/18-8/5 辦理「2016 臺法合作-以歐洲頂級市場為目標的精緻
竹燈飾研創工作營」
，邀請法國 Hand in Hand 協會負責人及 3
名法國設計師來臺與臺灣工藝家共同完成 11 組 15 件精緻創新
竹燈飾作品。
(2)其中參與本工作營之設計師 Dimitry Hlinka 與林建成工藝師
合作之作品，獲得巴黎市政府頒發創新設計青年獎，再度讓臺
灣竹工藝於法國發光。
(3)7/20 辦理精緻竹燈飾及多功能家飾用品開發設計講座，由法國
設計師與 25 位竹工藝創作者進行創作設計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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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設計師 Dimitry Hlinka 因設計本案作品獲得巴黎市政府
頒發創新設計青年獎

法國設計師與竹工藝創作者進行創作設計交流討論
2.2016 法國設計師週(D'Days)展覽暨竹編交流
(1)105/5/30-6/5 假法國巴黎 Galerie 24B（24B 藝廊）辦理 2016
法國設計師週(D'Days)展覽，以臺灣創新竹工藝飾品參展，展
出件數共計 61 組 128 件，有助於提升臺灣竹工藝的國際地位。
(2)補助 7 名臺灣竹工藝創作者赴法、協助佈卸展、辦理竹編設計
暨技術指導交流活動，促進國內竹工藝創作者提升國際視野及
佈卸展覽經驗。
(3)本展覽獲得國外 2 篇報導媒體及國內 4 篇報導媒體，呈現臺灣
竹工藝之軟實力，推動臺灣的竹工藝產業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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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師向駐法代表張銘忠先生介紹作品

工藝家接受新唐人媒體記者採訪

竹編設計暨技術指導交流活動參與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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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歐洲看臺灣竹藝未來的發展趨勢講座
(1) 105/7/30 邀請世界竹會主席 Michel Abadie 講授「世界
竹博覽會的申辦」要件、「世界竹子之最」及「2017 巴黎
竹藝」
。
(2)Patricio 先生主講「臺灣竹藝在巴黎」
，講授法國手牽手
設計協會在巴黎如何推廣臺灣竹藝作品。
(3)赴法人員分享 2016 法國設計師週(D'Days)展覽及竹編交
流活動，計有 88 位人員參與講座討論，促進臺法兩國竹藝
交流合作之機會，有益於臺灣竹藝未來的發展。

世界竹會主席 Michel Abadie 先生進行講座中

Hand in Hand 協會負責人 Patricio Sarmiento 先生進行講
座中
（三）
「 2016 年泰國國際工藝創新展 」
1.今年二度獲展覽主辦單位泰國國際藝術及工藝中心(The SUPPORT
Arts and Crafts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Thailand, SAC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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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參加「2016 泰國國際工藝創新展」
，展期 105/3/10-13，本中
心以「Beautiful Island, Excellent Crafts-臺灣館」名稱參展，
徵選 7 家廠商，展出 46 組件品牌設計商品。
2.2016 年展會總計有來自 28 個國家，54 個國際攤位(包含臺灣、捷
克、韓國、不丹、寮國、印尼、菲律賓、緬甸、馬來西亞、尼泊
爾、印度、中國、烏茲別克、伊朗、土耳其及巴基斯坦等國家)，
泰國當地參展攤位總計有 343 個(包括工藝設計市集、工藝作品展
覽攤位、工藝大師傳承攤位等內容)。來訪人數 4 日總計 1 萬 5,570
人次，展會結束後參展廠商回報後續產值約為新臺幣 300 萬元。
3.藉由本案希望推廣臺灣優良工藝文創廠商參與國際大型商展及設
計活動，並擴展東南亞市場，同時刺激臺灣工藝設計產業之國際
競爭力，更加強和培養國內文創人才的國際觀，作為提升品牌經
營、產品設計及國際行銷推廣之策略方針。

3/3 於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7 樓辦理展
前記者會，本中心許耿修主任與參展廠商
合影

現場廠商攤位布置-是也設計展出商品

臺耀科技為馬來西亞貴賓 Edric Ong 及
Michael Lim 於會場解說展出商品

獨樹依織展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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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6 東京國際家居生活設計展 Interior Lifestyle Tokyo」
1.今年是日本東京國際家居生活設計展（Interior Lifestyle）第
26 次的開展，6/1-3 展會期間共有來自全球 34 個國家，822 家品
牌廠商參展，3 萬 49 參觀人次。
2.本次參展之 15 家廠商於展會期間努力積極推廣臺灣文創設計商
品，吸引眾多通路商，參展廠商 3 日計有 427 件的商談件數，接單
部分，包含現場下訂、展會結束後的後續聯繫、樣本及改良打樣之
寄送、確認樣本後下訂、跨國設計合作提案等，會後初步預估產值
達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
3.對國內廠商而言，進軍國際市場是個未知的挑戰，初次參加國際商
展的廠商在人力和資金不夠維持的狀況下容易遭到挫折而失敗；為
扶持國內工藝文創廠商成長，透過補助經費、持續參展，培植廠商
成長茁壯，並在每年遴選參展廠商時，加重考量廠商進軍國際市場
能力和企圖心的比例，故在每年評選時，會依一定比例選出持續參
展的廠商，藉以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引導新的廠商進入國際市場中，
而再次參加的廠商能更熟悉國際買方的運作模式，能較往年獲得更
大的成果，以今年度（2016）為例，獲得較多成果的皆是過去有參
加此展會經驗或參加過其他國際商展之廠商，顯示在國際市場上除
了產品上的創新，同時其品牌持續長期性耕耘的重要，擬可規劃中
長程參展計畫，以培育出更多優秀臺灣文創品牌。

參展廠商入場佈展 1

參展廠商入場佈展 2

7

現場完工狀況 1(花籃為駐日代表處致贈)

現場完工狀況 2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1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2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3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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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5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6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8

展會期間現場參觀狀況 7

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朱文清顧問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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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會現場其他攤位實況 1

展會現場其他攤位實況 2

（五）
「2016 法國巴黎國際家飾用品展」
1.2016 法國巴黎國際家飾用品展((Masion & Objet Paris)，本中心
帶領經甄選 8 家國內工藝設計文創廠商參展。另參訪巴黎文化創意
產業相關通路及博物館，蒐集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及國際行銷相
關資訊，提升國際行銷推廣之策略方針，進而提升臺灣工藝產業之
國際競爭力。
2.展會期間自 105/9/2-6，據主辦單位統計秋季展參展團隊約超過 3
千組，約 64,591 名訪客。本中心參展廠商共計接受買家洽商數約
為 323 案，現場及未來預估成交訂單金額為 75 案 714 件約新臺幣
440 萬元。另現場許多工藝家表示接到客製化訂做設計服務案洽
詢。
3.本次參展作品類型各有不同，展示臺灣工藝創作的多元性及獨特
性，因買家對象為歐洲及當地居多，後續可規劃邀請主辦單位協助
徵選合適參展作品屬性，讓展品更能拓展歐洲市場，並期盼能形塑
臺灣工藝品牌高度於國際創意產業市場、提升臺灣工藝設計品牌國
際競爭力，並促成臺灣工藝設計品之國際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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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館7（Hall 7）「就是現在！設計
生命力」（Now！design à vivre）
展館現場

本中心「TAIWAN CRAFT 」展區

全體合影

買家與參展者（貳拾根手指）洽談商
品

現場洽商交流

參展者（福爾摩沙設計工作室）解說
產品特性

（六）
「2016 韓國工藝潮流展(Craft Trend Fair) 」：
1.本中心於 2015 年與隸屬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的韓國工藝設計振
興院簽署合作協議，以 2016 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以及韓
國工藝潮流展做為交流平臺，共同促進工藝生活化。2016 年本中
心以「臺灣頂級工藝(Top Crafts in Taiwan)」國家館首度參展，
展期 105/12/8-11，帶領 6 家工藝品牌業者展出。
2. 展 會 期 間 泰 國 國 際 工 藝 推 廣 中 心 （ SACICT) Saengrawee
Singhawiboon 經理、首爾特別市文化本部高美京主務官，以及韓
國梨花女子大學教授與 Park Eul Bok 刺繡博物館館長等貴賓及專
業 人 士 蒞 臨 參 觀 交 流 ； 並 有 首 爾 國 際 手 工 製 品 展 (Seoul
International Handmade Fair)洽邀後續參展合作。
3.本次除透過參展蒐集在地市場資訊進行交流外，也讓參展工藝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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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測試產品市場反應與接洽潛在商機。展會結束後參展廠商回報
預估接單產值約新臺幣 150 萬元，媒體包含 Yahoo、PChome 等各大
知名入口網站新聞，以及八大電視、三立電視等報導露出。
2016 韓國工藝潮流展(Craft Trend Fair)

(右起)本中心蔡組長體智與日本
三彩藝廊、泰國 SACICT 貴賓於參
展發布會合影

民眾參觀展場

三、辦理國家工藝成就獎、臺灣工藝競賽
（一）
「2016 工藝成就獎」甄選及相關獎後推廣活動
1.本項徵選活動自 2007 年開始辦理，今年為第 10 屆，共 19 人送
件參選，6/28 辦理初審作業、7/13 辦理決審作業，選出今年度得
獎者陶藝大師林添福先生。
2. 11/29 於臺北分館 7 樓辦理頒獎典禮，由文化部丁曉菁政務次長
主持頒獎典禮儀式、典禮有苗栗縣徐耀昌縣長及歷屆得獎者等出
席參加。
3.另本年度完成 2014 年國家工藝成就獎得獎者「神采靈韻話粧佛－
施至輝」專輯印刷製作 400 冊及 2016 工藝成就獎得獎者－林添福
先生記錄片「臺灣硘聲」拍攝工作。

11/29 得獎者陶藝大師林添福由丁政務次長曉菁接獲獎座及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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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 臺灣工藝競賽」評審、頒獎典禮暨展覽
1.「美術工藝組」及「創新設計組」各 270 及 247 件報名參賽，經
審慎及嚴謹的初、決選，選出 19 名佳作以上之獎次（含一、二、
三等獎）及 56 件入選作品。
2.11/18 假臺北新光三越 A9 館盛大舉辦頒獎典禮暨首展開幕茶會，
展期至 12/5 止，參觀人數 3 萬 9,253 人次。
3.續展臺南新光三越西門店由 12/19-26 止，參觀人數 5 萬 6,127 人
次。
4.續展臺中新光三越由 105/1/7-24 止，參觀人數 4 萬 5,237 人次。

11/18 臺灣工藝競賽頒獎暨開幕典禮及臺北展場
（三）生活工藝系列展覽活動
1. 「視現-金工敲花班成果展」(104/12/19-105/1/17)
(1) 展出鶯歌分館敲花班成果展-視現，12 位金工創作者，從不同
面向和觀看角度，藉由媒材的應用及表現手法，展現各自不同
的感知視現。運用延展性較佳的金屬片材，以松膠為底，藉由
「沉擊、輕鎚、空敲、整平」反覆持續的勞動敲鎚，鎚疊出半
凸面的類有機正反浮雕肌理，將金屬冷冽本質反轉成鮮活溫熱
的生命情態。
(2) 共計展出 31 天，參觀人次 27,614 人。
2.「Taiwan Craft in Movement－2015 國際工藝競賽臺灣得獎者暨
入選者聯展」
（104/12/19-105/2/29）
（1）以「Taiwan Craft in Movement—臺灣工藝在進化」為主題，
邀請 10 位優秀的青年工藝家參與聯展，使用的媒材有琺瑯、金
屬、纖維、陶瓷、竹等，另有多媒材科技藝術作品。近兩年內，
來自臺灣的作品在國際上各工藝場合中大放異彩，特別值得一
提的是，德國慕尼黑的「Talente」舉辦 35 年來，終於由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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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奪下臺灣第一個「Talente 獎」
；吳竟銍以琺瑯詮釋日本清酒
酒杯，驚艷「伊丹國際工藝展」的海內外評審，並奪得「大賞」
殊榮；林蒼玄結合金屬與電子材料的作品，一舉摘下韓國「第
九屆清州國際工藝雙年展」的銀獎，突破了臺灣創作者歷來在
本項競賽中的成績；而以自然詩意為創作主題的李玉蓮，則是
二度榮獲美國「HGA 國際織品工藝服裝藝術特展」的首獎。
(2) 這些揚名國際的臺灣工藝作品，本中心在「臺北當代工藝設計
分館」新館落成之際，特別規劃一檔聯展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榮
耀與喜悅；另外並開設 8 場陶藝、金工與琺瑯 DIY 體驗課程，
使一般民眾了解基礎的工藝技法及感受手作的樂趣，共計 58 人
次參與，共計展出 61 天，參觀人數計 57,743 人次。
3.「精工造藝．頂級美器─工藝典藏之寶特展」(105/4/23-7/24)
(1) 鑑於近年來世界各大博物館均以典藏鎮館之寶做為宣傳亮
點，並以代表國家藝文特色的文化資產帶上國際舞臺為期許；
而工藝中心成立可溯源自 1935 年，至今八十餘年孕育工藝大
師無數，近年起陸續建立典藏相關規章制度，並首度邀請專家
學者自上萬件收藏品中評選出首批典藏之寶計 18 件，包含：
林葆家、李榮烈、王清霜，以及李松林、王漢松、施鎮洋、黃
國書、蔡榮祐、蘇世雄等 17 位國寶大師跨越世紀的工藝傳承，
期透過主題展覽，讓觀眾近距離欣賞各類頂級工藝品，認識其
深厚的工藝文化與爐火純青的技藝，以瞭解技藝文化資產保存
之重要性。
(2) 展覽期間各項推廣活動成果如下:民眾票選「藝級棒最愛典藏
之寶」活動計 893 人投票、
「工藝大師講座」兩場次計 112 人、
「親子 DIY 藝遊趣」活動約 80 人，展覽參觀人數計 67,373 人。
4.「承古開新-何志隆-翡翠青瓷作品展」（105/8/19-105/10/16）
(1) 本展特邀請專研多年「柴燒自然植物灰釉青瓷技術」的工藝家
何志隆，展出翡翠青瓷精品作品共 43 件，本次展品呈現柴燒
自然植物灰釉青瓷工藝史上斬新的境界，更展現臺灣陶藝高超
精湛的技術，藉由展覽觀摩帶動臺灣陶藝技術和美感的提昇，
也濡養教育參觀民眾，提昇國民生活美學的涵養，豐富民眾的
生活內涵，從而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
(2) 參觀人數共計 38,437 人次。
5.「舞針弄影—飛針繡繪繡之美特展」(105/10/1-11/20)
(1) 作品為民族藝術薪傳獎大師陳嗣雪女士所創辦的中華民國亂
針繪繡協會會員的精心傑作，共展出 48 件飛針繡佳作。飛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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繡是結合中國亂針繡與西方纖維藝術表現的刺繡風格，以針代
筆，以線寫色，是結合繪、繡、染等的綜合藝術創作，呈顯具
象/抽象、平面/立體的多元技法，運用不規則長短針，展現出
絲線光擇的纖維藝術。
(2) 展前辦理 2 場導覽培訓活動，另辦理 4 場現場教學示範活動；
展期共 45 天，參觀人次達 36,351 人次。
6.「動物嘻遊記」(105/11/26-106/3/5)
(1) 2016 年底適逢臺北分館滿周歲，為與民眾歡慶開館周年及共同
迎接新年的到來，特別策劃一場結合古蹟建築、藝術人文及生
態環境的特展。邀請素有「動物魔法師」之稱的洪易，展出包
含彩繪鋼板、不銹鋼鍍鈦及陶瓷共三類作品，其中不銹鋼鍍鈦
系列為首度發表新作。期藉由生動活潑、充滿正面幸福能量的
作品，讓藝術走入生活中，感受生命的溫度。而臺北當代設計
分館緊鄰植物園環繞著美麗生態，展出場域不受建築空間限
制，開放性更讓藝術深入人群，更結合古蹟建築、藝術人文及
生態環境自相輝映，譜出完美合奏曲。
(2) 展覽期間規畫辦理導覽培訓及系列講座共 4 場次，以及 2017
年春節特別活動兩項；參觀人數截至 12 月底止約計 29,704 人。

展場實景

1 樓戶外廣場作品-鴛鴦

7.代辦展覽業務
（1）總統府藝廊展：
上、下半年度分別以「圍爐-永續工藝展」(105/1/11-6/30)及「看
故事-思維工藝展」(7/1-106/1/4)為策展主題，全年計邀請 30
位臺灣當代深具代表性且技藝精湛、得獎經歷豐富的工藝家參
展，展出近 100 件包含皮塑、木雕、紙雕、玉雕、石雕、玻璃、
陶瓷、漆畫及等獨具特色的經典工藝品。全年參觀人數計 12 萬
1,88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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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院藝廊展：
辦理「木遊趣-廚房裡的工藝家」
、
「工藝․新趣-竹語篇」
、
「工藝
․新趣-陶樂篇 年輕人才投入工藝研發設計作品聯展」等 3 檔
展覽。參觀人數約 2,885 人次。
四、新設館舍營運與提升空間機能計畫
（一）工藝文化館營運與展覽設備提升
1.建立工藝文化館形象，營造工藝產業的優質品賞環境與工藝文化
專業展示場域，提升展示功能及服務品質，增加參觀品質，吸引
參觀人潮。
2.完成館舍設置合宜採光及照明、服務及維護展品等相關設施，提
供優質全方位參觀服務。定期進行養護升降設備及冷氣空調系
統，維持室內空氣品質及公共安全。舉辦 3 檔次特展及其周邊活
動，105 年度累計參觀人次為 5 萬 7,514 人次。
3.辦理「冠冕上的珍珠─國際工藝競賽臺灣新銳創作展」
（1）本展邀請 1970 年後出生的臺灣新生代工藝與設計創作者，以
其參與的國際工藝與設計展覽或獎項所累積的諸多成就為基
礎，發展出「青年工藝家作品的推介」和「知名國際競賽的介
紹」雙軸線，一方面從創作者的個人生命歷程與創作動機出
發，理解年輕創作者如何發展出與上一個世代截然不同的創作
領域；另一方面則透過創作者在各類型國際工藝競賽的參賽歷
程，引導觀眾進入以臺灣新生代為首的工藝創作發展脈絡，及
其與世界各國工藝領域的發展現況之間的關聯性。這些青年工
藝家就有如「冠冕上的珍珠」那般，在象徵榮耀的冠冕上永遠
熠熠含光。
（2）本展為跨年展出，展期自 104/11/4-105/5/1，邀請 56 位青年
創作者，展出作品逾 250 組件，計 23,584 人次參訪。展期中
配合舉辦講座形式之教育推廣活動包含品牌經營實務與策
略、當代工藝的欣賞、國際工藝競賽介紹及參展經驗的分享等
共 8 場次，以及導覽培訓課程 2 場次，計 259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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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珍珠為展覽主題意象。

本展涵蓋兩項子題展，子展區
之一─七柒工作室策劃的「飾
變‧當代首飾展」。

學生團體參觀展覽。

本展涵蓋兩項子題展，子展區
之一─PIN sstudio 工作室策
劃的「島外星空」。

開幕記者會─加冕儀式後參展
者與主任、文獻館長張鴻銘的大
合照。

講座活動─工藝家分享國際工
藝競賽參賽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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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一隅。

展場一隅。

（二）工藝資訊館營運與充實資訊服務內容
1.完成館舍例行性(建築物昇降設備及中央空調設備)、硬體設施修
繕等作業，105 年度工藝資訊館參觀人數計 7 萬 7,231 人次，參
訪團體數計 130 團。
2.完成 105 年度 3D 立體電影院影片租賃，租賃 4 部常態影片（雨果
的冒險、古魯家族、皮巴弟先生與薛曼的時光冒險、馬達加斯加
爆走企鵝）及 2 部特映影片（霹靂 519 特工-渠黎別劍篇、動物方
城市）
，觀賞人數計 1 萬 5,596 人次，營收為新臺幣 34 萬 6,330
元。
3.配合「2016 春節特別活動-Wonderful 玩樂猴嬉遊記」辦理工藝資
訊館系列活動，自初二（2/9）至初五（2/12）止，參與活動體驗
人數計 1 萬 7,916 人次。
4.為提昇圖書館設施，辦理圖書安全系統(單通道)及上退磁感應機
各 1 套設備建置，以強化圖書館的安全管理。
（三）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展覽
1. 天工│當代工藝的百工百貨（104/11/21-105/4/17）
(1) 以「天工」為名，向工藝傑作「巧奪天工」的臺灣工藝家們致
敬，傳遞「臺灣的當代工藝美學與鑑賞」的精髓。本展共分「天
工職人」主題展區與「工藝大觀」物意展區兩大軸心。
「天工職
人」以「人」為核心，介紹工藝職人的頂真精神與工藝作品，
分別邀請「經典工藝、時尚工藝、品牌工藝」等近 50 位橫跨產
業與跨世代的職人參展，例如陶藝大師蘇世雄、金屬工藝師楊
夕霞等。不同世代，運用不同材質的工藝師們提出具有原創性
與系列性的驚艷創作，展現臺灣豐沛的創意能量，也激盪出跨
界交流的契機。
(2) 另為了扶植與鼓勵更多創作者從生活中出發，尋找具有臺灣元
素的創意發想，
「工藝大觀」物意區共分為六大系列工藝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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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物」的多元創作，鼓勵創作者從生活出發，顛覆既有的
物品意象，賦予作品新定義與新功能。希冀展品能傳遞出創作
者對臺灣土地的情感、對常民生活的關注、對民俗文化的重視，
同時也承載著對工藝的堅持精神。展區設計活潑，饒富雅趣的
古提籃化作新穎的展臺，洋溢著蓬勃的文化能量，同時也帶給
民眾探尋工藝的巡遊樂趣。參觀人數共計 11 萬 8,613 人。
2. 漆。工藝-純粹的美 ---王賢民、王賢志、施志成、陳宜妙四人聯
展(105/1/28-3/15)
(1) 邀請工藝創作者王賢民、王賢志、施志成、陳宜妙展出 15 件作
品，包含多元的漆藝技法，如蒔繪、戧金、螺鈿、變塗、貼金
銀箔、研出、錫梨地等等，材質包含竹、木胎、金屬、脫胎—
布、漆灰等，呈現漆藝繁複之美。
(2) 四位老師皆在創作與教學有相當成績。施志成、陳宜妙為王賢
民、王賢志老師之學生，師生聯展具有特別意義。而兩位青年
漆藝家精研漆藝多年，是漆藝界的夫妻檔，去年度經過徵選，
一同於臺北工藝當代設計分館擔任首批 6 樓工藝學堂研習課程
的漆藝授課教師，將漆藝的技法傳承延續下去。本次展出除王
賢民、王賢志老師的名家經典作品，也有陳宜妙、施志成老師
兩位研發新穎的食器、茶具組、茶入、茶盤等作品，將漆藝運
用融入精緻生活美學，在日常生活中增添趣味。參觀人數約
39,917 人次。
3. Yii 特展(105/3/5-5/31)
(1) 本中心於 2008 年創立「Yii」品牌，旗下作品選自「工藝新貌
跨領域創作應用計畫」，以人文及自然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
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合諧關係為出發點，跨域媒合臺灣優秀工藝
師及國內外歷來設計師配對創作，賦予工藝新的生命，開發出
代表臺灣的創新工藝設計，提供工藝附加價值。Yii 品牌參與國
內外之展覽獲得各國人士熱烈迴響，但國內目前只有本中心設
計館二樓設置常設展，為了讓 Yii 有更多的露出空間，規劃於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的九樓展出，讓民眾體會臺灣工藝之創
新及精湛的技法。
(2) 共展出 76 天，參觀人數 68,180 人。
4. 初宴次-陶藝家林松本及手捏陶藝班成果展(105/3/19-4/24)
(1) 展出陶藝家林松本以自然造型為發想的創意手捏陶壺作品 10
件，以及學員作品 10 件，共 20 件作品。林松本老師的教學從
嚴謹的方法養成：從熟練控土、美感比例、功能考量、藝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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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指導學員基礎要求。教學時把捏陶程序邏輯化，除了設計功
能提升，更提升陶在藝術表達的工藝表現。手捏質感會配合製
作者的溫度、呼吸、產生不同的視覺特質，並在捏陶過程中改
變土的密度排列，將細泥與粗砂分別漸層，分布在作品厚度的
裡外，在造型上更把自然造化融入，使得創作出的作品具有靈
性。本展展出期間並辦理工藝結合茶席美學展演活動，表現更
為延伸的可能與想像空間。
(2) 工藝家林松本於鶯歌世代製陶，一本初衷研究陶藝，他特地為
本展取名『初宴次』
，希望學員本著初心繼續鑽研，以此教學成
果，與觀賞者分享這份感動。參觀人數約 33,077 人次。
5. 海絲東風之路-中華工藝精品獎特展(105/4/23-5/1)
(1) 由中國工藝美術學會、臺灣工藝之家協會、海峽兩岸文博會組
委會辦公室聯合主辦「中華工藝精品獎」首創於 2013 年第六屆
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由兩岸工藝權威機構共
同制定評審規則、組織、評選、頒獎，創新性整合了兩岸工藝
評獎系統，開創了兩岸評獎新模式。本次以「海絲東風之路—
中華工藝精品獎臺灣巡展」為主題，以現代展覽形式一次性呈
現涵蓋木雕、陶瓷、玉石雕、綜合材料等四大類精湛手工藝。
(2) 展出歷屆「中華工藝精品獎」獲獎精品之外，還邀請臺灣及大
陸福建、安徽、河南、江西等十多個省份的頂級工藝大師，共
計 150 餘件手工藝珍品亮相。展品中既有氣勢恢宏的巨作如長
達 7 米的汴繡《清明上河圖》
，亦有精雕細寫、曾不盈寸的微細
小品如核雕與鼻煙壺；還有臺灣觀眾極為少見的古老工藝如衍
紙、鐵墨畫、刀馬人彩陶等品項。而臺灣本土最傑出的工藝大
師代表：蔡榮佑、陳啟村、林國隆、沈培澤、陳景林等陶藝、
雕塑和染織大師們也呈現最佳代表作一同亮相，本展共為期 8
天，統計 8,159 參觀人次。
6. 青 花 初 探 - 陶 藝 家 陳 新 讚 及 青 花 彩 繪 實 作 研 習 班 成 果 展
(105/4/30-6/12)
(1) 當湛藍鈷料遇到潔白瓷土，交織成藍白輝映的青花瓷，古老的
技藝需要人們了解、學習、傳承、運用。由陳新讚老師指導完
成，研習後將所學技法運用在現代的陶瓷藝術創作中。
(2) 參觀人數 32,301 人。
7. 見微顯真－臺日韓纖維工藝探索之旅(105/5/11-8/14)
(1) 本展覽以臺灣為主體，另邀請日本與韓國纖維工藝等跨國共 15
個單位/工坊，一窺這些地處深山、郊外或是都會城市之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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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擷取各種天然質材與技藝運用，發展出獨特纖維工藝創作之
究竟。這些散落於臺灣、日本與韓國各地的創作者，有些隱逸
山林師法自然，從特有工藝材料、技法與生活態度傳達自然的
真實；部分則承接族群與地區之歷史文化，透過經典技藝的永
續發展，在新舊交融中體現保存的真實；其他埋首方寸之間，
嘗試各類材質的互相搭配，以及多種工藝技法的融會貫通，從
技藝積累中呈現出單純的真實；更有著成名立萬之後，擴大其
影響力，引領更多人投入工藝織作，在生活實踐中體現工藝精
神，背負更多社會使命，成為工藝創作之路的標竿，展覽期望
帶領民眾從工藝物質之美，深入現場直擊創作繁複真實。
(2) 本展共計展出 83 天，參觀人數 70,295 人；配合展覽辦理 2 場
國際交流座談會及 3 場 DIY 活動，參與人數共計 214 人。

展場入口花藝布置

展場實況

8. 翻玩茶世代！陶工藝複合媒材創意開發成果展(105/6/18-8/14)
(1) 本展為鶯歌分館『陶工藝複合媒材創意開發」研究會補助計畫
之成果展，共展出 14 位陶藝職人，21 組茶席作品，以無比創意
翻玩傳統東方茶世代，挑戰對茶文化的想像，以反璞歸真以最
簡單的茶具來呈現生命中的熱情，以陶胎為主的漆藝茶席，並
結合籃胎的漆藝技法運用，營造出沉穩內斂、色彩對比的茶席
氛圍。
(2) 參觀人次 43,784 人。
9. 凝粹．釋放-臺韓金工工藝交流展(105/7/30-9/25)
(1) 「凝粹．釋放」即有凝聚集結之意涵，本展邀請臺灣與韓國三
個極具指標性的金屬工藝相關協會，即臺灣珠寶金工創作協
會、韓國的漢陽金工協會與韓國工藝設計協會共同展出，作品
涵蓋首飾與生活器物兩大領域，不僅是一場豐美的視覺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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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更是貼近日常美學的本質，其箇中奧義即為從人出發的思
維，帶有文化底蘊與細緻情感，並非精密的工業產品所能呈現。
(2) 本展展出期間邀請漢陽大學珠寶時尚設計系兼任漢陽金工協會
主席李炯奎教授，以「韓國金工工藝的發展與文化迴響」為主
題，介紹韓國當代最精彩的金工創作和多元的觀點作品；另邀
請光在金工設計有限公司負責人暨藝術總監盧瑞芷老師，以「百
花齊放-臺灣金工雙十年華」為主題，介紹臺灣近 20 年來多樣
化的金工創作面貌與具有經營特色的金工工坊，並以經營者的
務實角度分享其生活之於創作。本展期間共計 41,657 人次參觀。
10. 悠 然 的 晚 餐 時 光 - 多 媒 材 餐 具 創 新 設 計 補 助 計 畫
(105/7/30-8/14)
(1) 本展為本中心鶯歌分館多媒材餐具創新設計計畫之學員成果
展。共計有 11 位學員，每位學員各展出 1 組餐具作品，作品以
陶瓷為主，結合金工、木器、玻璃等其他媒材，同時融合不同
工藝技法，呈現出不同風貌的餐桌風景，帶給參觀民眾嶄新的
感受。
(2) 參觀人數計 13,327 人次。
11. Stunning Edge─2016 亞洲當代陶藝交流展(105/8/20-11/20)
(1) 由臺灣、日本、韓國、中國的大學院校陶藝相關系所之師生為
核心，共同發起的「亞洲當代陶藝交流展」
，在持續不斷、行之
多年後，儼然已成為亞洲陶藝界的年度盛事。今年，本中心擔
任本展在臺灣的主辦單位，並將甫整修完成的臺北市定古蹟臺
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原科學教育館）做為本次首展的地點，
其後將巡迴至本中心的草屯本部續展，俾使這樣一個具有指標
性的年度國際盛會，發揮最大的影響效益。
(2) 本次交流展共計 55 所國內外知名大學參與，作品件數逾 380
件，其中臺灣約有 120 件，是本展歷來參展人數最踴躍的一次，
豐富的作品內容與數量也讓本次展出成為本中心臺北分館開館
以來，規模最大的展覽，交流展的活動內容包含展覽、論壇和
講評會，呈現深度與廣度。此外，本次還特別突破了亞洲的範
疇，邀請位於南半球的澳洲雪梨大學藝術學院之師生共同展
出，可說是為本展帶來了不同的氣象與新的刺激。
(3) 作為引領臺灣工藝發展的最高公部門單位，期望本次展出能讓
臺灣的新世代陶藝創作者、授業者與莘莘學子們獲益良多，深
盼本次的活動不僅能創造出更多實質的交流與對話契機，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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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亞洲當代陶藝的發展邁向一個更新的境界。參觀人數計
62,581 人次。

研討會許主任向各國參展師生致歡
迎詞並介紹工藝中心

展場實況

12. 融･致匠心 2016 海峽兩岸文化創意與傳統藝術展 浙江･杭州
專場(105/11/26-12/4)
(1) 融‧致匠心，是傳統工藝與創新設計的融通，是匠心精神與美
學生活的融合。本展將從匠心傳承、匠品創新、G20 特展三大主
題區呈現竹、木、瓷、絲、金屬等材質特性，結合美學生活用
品相關的傳統非遺元素和跨界融合的創意設計，呈現杭州生活
美學的優質匠品，致敬在工業時代下的杭州工匠精神與造物智
慧，促進海峽兩岸文創設計精品與文創工作者的交流與產業合
作。
(2) 本展共有 30 多位設計師與匠人參與，200 多件優質匠品集中呈
現，展出作品以金、木、竹、瓷、絲五種材質為創作主軸，是
首次巡展至臺灣。參觀人數計 9,093 人次。
13. Light Up ！ 光 現 陶 瓷 多 媒 材 專 題 研 習 成 果 展
(105/11/26-106-1/8)
(1) 本次展覽由鶯歌分館策劃、臺北分館規劃執行，展出 105 年度
陶瓷多媒材專題研習課程之學員作品，該研習課程由王幸玉老
師和卓銘順老師指導，16 名學員以「光」為主題進行構思發想，
以陶瓷為主軸，搭配具發光特性的不同媒材，組合發展出各具
巧思、別具特色的 16 組(件)作品。
(2) 展期共 39 天，參觀人次達 37,559 人次。
14. 十分陶趣(105/12/14-106/1/17)
(1) 曾淑玲老師十多年來曾多次赴世界各地進行國際交流與得獎經
歷，對於國際陶藝推展與新知有豐富的經驗，本分館開設『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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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1)

(2)

席美學與陶瓷工藝基礎班』，邀請曾淑玲老師及吳振達老師指
導，歷經十週的課程由國內外茶席賞析、陶藝技法示範，設計
圖繪製和茶陶器實作。以此成果展完整呈現學員由初心習陶，
到製品燒成出窯後喜獲成就感，將玩陶成果與大眾分享手作的
樂趣。
展期共 31 天，參觀人次達 26,644 人次。
光織影藝術創作展(105/12/15-106/3/19)
展覽規劃在藝術史與設計史發展的脈絡下，抽取出我們對於「光
影」探知的渴望，跳脫以材料分類或物件導向，以及「發光體」
的刻板印象。本展集結來自臺灣、韓國、希臘、義大利、以色
列、北歐、英、美、法、荷 12 國 28 位藝術家與設計師，以光
影作為靈感，呈現當代藝術、設計與工藝的創新表現。而展場
規劃透過時空、色彩、感知與生活四個子題，思考光影以如此
生活化的方式存在日常之中，卻宛如繆思啟發著我們，透過藝
術家與設計師的多元應用，延伸我們的身體感知，創造出充滿
魅力且美妙的生活。
展覽期間規劃辦理導覽培訓、系列講座及手做課程共 9 場次；
參觀人數截至 12 月底止計 13,364 人。

開幕典禮貴賓合影

作品-彩虹之蝕

2.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二樓工藝設計紀念品店 OT 案-臺灣禮品館
旗艦店
(1) 位於二樓的臺灣禮品館旗艦店，為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法」所設立的委託營運案。101/11/27 與祥瀧股份有限公司完
成簽約，並於 104/11/21 與本分館同時開館試營運。
(2) 二樓賣店面積約 1,008.1 平方公尺。販售包含本中心所推廣之
良品美器、工藝之家；其他類別臺灣工藝品販售-包含木藝、天
然染織品、琉璃、銅雕、陶瓷、金工等；另包含本中心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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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商品及伴手禮、DIY 體驗區(皮雕手作課程)等。特展區第一
檔展覽為「工藝中心 YII 品牌」介紹及展售。
(3) 105/1-12，二樓 OT 案-臺灣禮品館旗艦店營業額總計為 960 萬
5,684 元整。
3.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五樓餐飲設施 OT 案-蕃薯藤自然食堂臺北
植物園店
(1) 位於五樓的蕃薯藤自然食堂(臺北植物園店)，為依據「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所設立的委託營運案。102/12/27 與蕃薯藤
有線公司完成簽約，並於 104/11/21 與本(分)館同時開館試營
運。
(2) 五樓餐飲店面積約為 380.1 平方公尺，提供室內用餐座位數約
為 80 個。營業項目包含有機產品販售、自然派料理(平日提供：
早餐、午餐、下午餐；周末及例假日提供：早餐、午餐、下午
餐及晚餐)、有機健康烘焙、會議餐點等內容。
(3) 105/1-12 營業額總計為 2,487 萬 2,454 元整。
4.「工藝×設計工作坊」工藝家進駐
(1) 位於臺北分館 3 樓，共 4 間工坊，提供有志投入工藝的青年工
藝家進駐。第一期進駐之工藝家分別為：
「貳拾根手指」易佑安
/李基宏(漆藝)、「九十米金工製作所」黃淑萍創意設計有限公
司(金工)、
「逸陶工作坊」曾淑玲/簡魁男/吳振達(陶藝)、臺灣
工藝發展協會-好工坊(綜合)，4 組工藝團隊進駐。其中「九十
米金工製作所」黃淑萍創意設計有限公司(金工)於 105 年 11 月
期滿後不再續約，另行徵選出「微著設計」微著金工坊，於 105
年 12 月進駐。
(2) 105 年 4 間工坊累計總營業額為 255 萬 3,001 元。
5.戶外廣場街頭藝人
為吸引參觀人潮及活絡園區氛圍，邀請街頭藝人前來戶外廣場表
演，結合表演和民眾互動，以帶動參觀人潮，並打響臺北分館知名
度。105 年度街頭藝人表演共計 8 場次。

25

臺北分館戶外廣場街頭藝人表演
6.辦理工藝系列講座
為推廣工藝設計及文創產業，同時吸引更多民眾認識工藝及行銷臺
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特辦理本次系列活動。透過邀請國內外的專
業學者及工藝大師，辦理一系列的講座活動及工藝技術示範表演，
有效的傳播工藝設計及其相關知識，達到提升國內工藝人才的工藝
設計理念，並促其吸取相關新知，以及他人成功經驗，活絡文創產
業，落實產業經營效益及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產值。
項次
1.

演講人
都新羽、王耀樟
德國紅點設計獎獲獎人

2.
黃淑萍
金工工藝創作者
3.
4.
5.
6.
7.

8.

奧田博土、奧田美惠子
日本陶藝家
奧田博土、奧田美惠子
日本陶藝家
郭奕瑋
瑞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代
Sarah Perkins
美國知名琺瑯藝術家
吳炫三
藝術家
易佑安
臺北分館漆工坊進駐工藝
家

講座名稱/時間
參加人次
「天工大展系列講座（三）街
角設計顯學」
25
1/23 14:00-16:00
「自造文創 製造質感—金
工創作者的品牌經營及金工
38
表面質感技術示範」
2/20 14:00-17:00
傳統與革新、即興與造形
32
3/5 10:00-12:00
技藝示範表演
19
3/5 14:00-17:00
鐵工廠的轉型之路
3/19 14:00-16:00
Sarah Perkins 談琺瑯創作
3/26 13:00-15:00
傳統與現代的連結/談臺灣的
新文化產業
3/27 14:00-16:00
漆藝和設計相遇
4/16 14:00-16:00
26

11
91
90

43

項次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演講人

講座名稱/時間
參加人次
琺瑯藝游工藝創作
吳竟銍
62
金工創作者
4/30 14:00-16:00
南海學園近代建築之旅第一
鄭勝吉
30
梯
天行空間研究室創辦人
5/1 14:00-16:30
南海學園近代建築之旅第二
鄭勝吉
30
梯
天行空間研究室創辦人
5/11 14:00-16:30
見微顯真－臺日韓纖維工藝
金孝中 無名洋裝店 負
探索之旅國際交流演講會(韓
責人
80
姜錦星 Viin Collection 國)
負責人
5/15 13:00-16:40
設計人尋寶-從設計理論賞析
許峰旗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 工藝中心典藏之寶
42
心副研究員
5/21 14:00-16:00
外韌內柔－段安國談皮革藝
段安國
術
72
第一屆國家工藝獎獲獎人
6/4 14:00-16:00
何宇璿
紙。感
小倉クリエーション 海
56
6/18 14:00-16:00
外業務担当
蔡榮祐
原陶－蔡榮祐的陶藝之美
2011 年國家工藝成就獎獲
32
7/2
14:00-16:00
獎人
「見微顯真－臺日韓纖維工
林 伸次 黑谷和紙協同 藝探索之旅」國際交流演講會
組合理事長
(日本)
85
志村洋子 染織家
7/9 13:30-16:30
韓國金工工藝的文化發展與
迴響
7/30 14:00-16:00
Stunning Edge- 2016 亞洲當
臺、日、韓及中四國各一
代陶藝交流展研討
名陶藝研究學者
8/20 14:00-17:00
Stunning Edge- 2016 亞洲當
臺、日、韓及中四國共 16
代陶藝交流展 學生作品講評
名陶藝相關科系學生
會 8/21 9:30-16:30
李炯奎
韓國工藝設計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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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156

123

項次

演講人

21.

山田聰
日本沖繩藝術大學副教授

22.

山田聰
日本沖繩藝術大學副教授

23.

盧瑞芷
百花齊放-臺灣金工雙十年華
光在金工設計有限公司負
9/3 14:00-16:00
責人暨藝術總監
分享會：COMMON PEOPLE 小陶
林君蓉
陶藝品牌「Common People」 盅派對
負責人
9/4 14:00-16:00
禪境與意境-翡翠青瓷之美
何志隆
臺灣陶藝家
9/10 14:00-16:00
陶藝分享會：DoDo 手作─與小
陳芯瑤
陶藝品牌「DoDo 手作」負 動物有約‧午後悄悄話 9/11
責人
14:00-16:00
分享會：卡樂陶森林裡的野餐
楊翊琪
陶藝品牌「卡樂陶」負責 派對
人
9/24 14:00-16:00
西班牙當代陶藝現況與趨勢
謝嘉亨
陶藝家
10/23 14:00-16:00
陶藝分享會：陶氣小瓜的午茶
黃筠筑
陶藝品牌「陶來福」負責 時光
人
10/29 14:00-16:00
彭紹翔
全球化發展下當代陶藝特色
澳洲雪梨大學藝術學院碩
11/6 14:00-16:00
士
陶藝分享會：蒔丘午茶時光
林龍杰&陳芍伊
陶藝品牌「蒔丘」負責人 11/12 14:00-16:00
陶藝分享會：林果花園饗宴
林洛安
陶藝品牌「林果」負責人 11/13 14:00-16:00
陶藝分享會：森寧午茶約會
林立民&呂蕙如
陶藝品牌「森寧」負責人 11/19 14:00-16:00
陶藝分享會：和和 HoHo 午茶
蔡奕屏
陶藝品牌「和和 HoHo」負 饗宴
責人
11/20 14:00-16:00
洪易的動物奇想世界
洪易
藝術家
11/26 14:00-16:00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講座名稱/時間
參加人次
從沖繩觀視日本陶藝
57
8/27 10:00-12:00
示範表演：沖繩陶藝的裝飾技
法
44
8/27 13:30-17:30

28

65

12
39
26

8
32
26

22
10
16
8
15
38

項次
36.

37.

演講人
Eugenia Antoniou 及劉立
祥、張雲帆
2014 年紅點設計獲榮譽提
名人
Kamaro’an 品牌設計師
陳德勝
Xcellent 總監

講座名稱/時間

參加人次

自然啟發：光織影藝術家座談
會
12/16 14:00-16:00

17

Lighting 設計新思維
12/24 14:00-16:00

15
1,650

合計

（四）工坊環境設施整備及營運
工坊設備維護更新、RP 設備維護暨委託試驗辦理工坊設備維護更
新、RP 設備維護暨委託試驗總計 20 件，計金額 49,450 元整。
(五) 工藝設計館營運及服務設施強化
1.工藝設計館 105 年度參觀人數累計 5 萬 5,270 人次，参訪團體 163
團。
2.工藝設計館二樓常態展區-工藝時尚 Yii 展區
展期自 105/1/1-12/31 止，展出 79 組 174 件作品，展覽場次共 313
場，參訪人數 1 萬 7,083 人次。
3.工藝設計館三樓常設活動空間-時尚 VIP
展期自 105/1/1-12/31 止，展覽場次共 313 場，參訪人數 1 萬 5,099
人次。
4. 曲水流觴一茶一會 TEA Ⅹ CRAFT 茶屋＋工藝‧文化新味 特展
本展為跨年展出，展期自 104/10/8-105/11/13 止，展出 11 組 111
件作品，展覽場次共 345 場，參訪人數 2 萬 8,300 人次。
5. Stunning Edge- 2016 亞洲當代陶藝交流展
本展為跨年展出，展期自 105/11/27-106/1/15 止，展出 110 組 420
件作品，展覽場次共 44 場，參訪人數 4,06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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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流觴一茶一會 TEA Ⅹ CRAFT 曲 水 流 觴 一 茶 一 會 TEA Ⅹ
茶屋＋工藝‧文化新味 特展 照片 CRAFT 茶屋＋工藝‧文化新味
特展 照片

Stunning Edge- 2016 亞洲當代陶 Stunning Edge- 2016 亞洲當
藝交流展 照片
代陶藝交流展 照片
（六）輔導在地工藝推廣據點服務品質提升改善
苗栗分館 105 年度進行園區環境改善及提升工坊品質為工作要點，以
提升輔導在地工藝推廣服務品質為目的，成為在地最佳工藝推廣據點
及兼具安全性的參訪學習場所。園區戶外藝術品平臺箱及戶外木棧道
腐朽破損修謢、染織工坊增設藍染用電熱水器、增購陶藝演示用拉坯
機及金工技能檢定用壓花機、第一特展室增設監視器、停車場凹凸路
面整平及停車格標示劃線、更換會議室投影機用布幕及工坊飲水機
等，今年度均完成各項硬體及環境改善設施：
1. 苗栗工藝園區停車場凹凸路面整平及停車格標示劃線。
2. 苗栗工藝園區戶外藝術品平臺箱及戶外木棧道腐朽破損修謢。
3. 第一特展室增設監視器。
4. 染織工坊增設藍染用電熱水器、增購陶藝演示用拉坯機及金工技
能檢定用壓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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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園區樹木、花草修剪維護及撥交國有土地工藝素材植物園苗木養
護。
6. 更換會議室投影機用布幕及綜合工坊及陶藝工坊飲水機更新。

園區工藝素材植物園預定地除草維護

園區停車場路面整平施作

苗栗分館停車場停車格標線

2F 走道木棧道修繕

五、工藝文化意識教育及推廣活動計畫
（一）草屯園區及生活館、地方館藝師進駐暨教育推廣等
1.生活工藝館營運：
（1）生活工藝館工藝創作體驗坊 1-12 月參與 DIY 體驗人數共 6,558
人，工坊營收 7,480,602 元，全館年度參觀總人數 26 萬 1,303
人。
（2）生活工藝館 4 樓童玩工坊分別為竹木藝、襪子娃娃、輕黏土、
紙飛機等類別。1-12 月參與 DIY 體驗人數共 9,271 人，工坊
營收 190 萬 1,257 元。
（3）完成辦理 104 年工藝基礎推廣班分別為漆藝、金工、竹藝、
樹藝、磚藝、藍染等 6 班，計 61 人結業。
（4）完成工藝師進駐徵選，4/5 起分別由漆藝、金工、竹藝、樹
藝、磚藝、藍染等六大工坊進駐。
（5）完成每週日辦理「工藝故事屋～說故事‧話工藝」59 場次活
動，計約 2,070 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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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基礎推廣班學員上課情形

工藝基礎推廣班學員上課情形

「工藝故事屋」活動辦理情形

「工藝故事屋」活動辦理情形

2.地方工藝館策展及團體進駐：
(1) 地方工藝館工藝創作體驗坊 1-12 月參與 DIY 體驗人數共
1,541 人，工坊營收 6,077,208 元，全館年度參觀總人數 14
萬 3, 192 人；徵選 6 工藝團體進駐：臺灣手作、陶人風、
「BAMBOO」竹藝研究會、攻玉山房、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貓
咪‧石頭‧布。

地方工藝館工藝品展示情形

地方工藝館團體 DIY 體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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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工藝館三樓常態展區於 1/1-12/31 展出「工藝新趣成果作
品展」
，展出工業設計人才所開發之創新工藝產品約 150 件，參
觀人數約 14 萬 3,307 人次。
(3)地方工藝館三樓常態展區於 2/9-4/17 展出 OSOC（一校一工藝）
成果展，參觀人數約 3 萬 2,784 人次。
(4)地方工藝館三樓常態展區於 8/12-12/18 展出「看見臺灣農村工
藝亮點特展」
，參觀人數約 5 萬 6,923 人次。
(5)地方工藝館一樓特展區於 1/1-1/3 展出「
「磊‧茶─石事複合媒
材創作特展」參觀人數約 2,040 人次。
(6)地方工藝館一樓特展區於 1/9-4/10 展出「春天，備一壺茶，來
嗎？陶器新品展～研究會、技訓班成果發表」參觀人數約 3 萬
7,501 人次。
(7)地方工藝館一樓大廰特展區於 4/14-11/20 展出「金工創意設計
成果展」展覽參觀人數約 8 萬 9,175 人次。
(8)地方工藝館一樓特展區於 11/27-12/31 展出「Stunning Edge2016 亞洲當代陶藝交流展亞洲當代陶藝交流展」參觀人數約 1
萬 0,142 人次。
3.苗栗工藝園區年度美學提升展覽計畫
(1)苗栗分館第一展覽廳於 1/1-3/13 辦理「陶源藝趣-亞太創意學
院駐校藝術家聯展｣，參觀人數約有 10,265 人次。
(2)苗栗分館第一展覽廳於 3/22-6/20 辦理「木言茶語-生活木藝與
茶藝禪風特展」，展期間除舉行開幕暨記者會 1 場次，並有茶
儀式分享會暨好沏陶創意市集、生活美學講座等，參觀人數約
有 13,059 人次。
(3)苗栗分館第一展覽廳於 6/28-11/06 辦理「盛夏田園-葉發原皮
塑創作特展」
，展出「民族工藝獎｣一等獎得主葉發原創作 30
週年精華代表作 60 餘件，並舉辦「拍下屬於你的盛夏風景｣網
路活動(8/2-9/30，抽獎 10/5)，展期 115 天，參觀人數約有
20,311 人次。
(4)苗栗分館第一展覽廳於 105/11/15~106/02/19 辦理「第 20 屆國
際茶碗展」
，邀請 24 國 110 位作者參展，開幕典禮當日建置茶
屋 2 座、茶席 20 席、大師講座及陶藝示範等，計有國際茶碗
展創辦人 Dr.Lou 及國內外貴賓及參展者 200 餘人參與;展期間
亦安排環保柴燒講座及生活茶席展演，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
止參觀人數約 11,014 人次。
(5)苗栗分館第二展覽廳於 104/09/12-105/01/10 辦理「偷閒藝境33

李義雄小不點創作展｣，展出以傳統木家具工法完成之袖珍家
具 30 餘件，105/1/1-1/10 計參觀人數約 8,621 人次。
(6)苗栗分館第二展覽廳於 3/5-5/15 辦理「精彩讚藍-藍染設計營
創作展」
，展出講師及學員作品 50 餘件，並舉辦短期藍染基礎
體驗營(18 小時)一梯次，參觀人數約 9,706 人次。
(7)苗栗分館第二展覽廳於 5/21~8/21 辦理「詠竹-邱錦緞竹編藝術
展｣，展品融合傳統竹編的細膩及現代設計的時尚美感，參觀
人數約 14,717 人次。
(8)苗栗分館第二展覽廳於 8/27-11/27 辦理「獅情花藝-創意金屬
展」，由臺南金屬創意館以臺南文化意象為主題，餐具五金為
素材，創作出作品 30 餘件，配合展覽舉辦開幕暨記者會一場
次、「Metal Party 金屬派對｣體驗活動一場次，參觀人數約
16,145 人次。
(9)苗栗分館第二展覽廳於 105/12/3~106/03/12 辦理「紫上談繽纖維創作展」
，105 年展出天數計 25 天，參觀人數約 5,827 人
次。

「木言茶語-生活木藝與茶藝禪風特展｣ 「木言茶語-生活木藝與茶藝禪風特展
開幕導覽
｣茶席分享會活動

「盛夏田園-葉發原皮塑創作特展｣開幕 「盛夏田園-葉發原皮塑創作特展｣作
記者會
品製作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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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國際茶碗展｣開幕典禮國內外 「第 20 屆國際茶碗展｣茶席招待外賓
作者合影

「詠竹-邱錦緞竹編藝術展｣現場導覽

「詠竹-邱錦緞竹編藝術展｣竹編體驗
活動

「獅情花藝-創意金屬展｣開幕記者會

「獅情花藝-創意金屬展｣展覽導覽

紫上談繽-纖維創作展民眾導覽參觀

紫上談繽-纖維創作展植物染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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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辦理「貓貍巧藝-創意市集｣
A.以「親工藝」
、
「愛原創」
、
「瘋表演」
、
「綠生活」為假日市集的
主題精神與意象。
B.為推動工藝美學，提倡苗栗在地的生活美學，讓遊客能以更貼
近的視角去體驗屬於苗栗山城居民的樂活方式。
C.105 年假日市集以手作教室方式進行，共有 349 攤次參與、
16,488 位民眾參與，營業額為 70 萬 1,570 元。

「貓貍巧藝-創意市集｣以手作教室方式進行 DIY 教學，內容豐富多元。
(3)辦理「2016 玩樂猴嬉遊記-藝遊苗栗好樂趣｣春節活動
於 2016 年春節辦理「玩樂猴嬉遊記-藝遊苗栗好樂趣」活動，辦
理「嬉猴迎春按讚送」、
「手作坊」體驗 DIY、「猴故事畫創意」及
「行春奉茶」等活動。活動期間參觀人數共計 4,315 人次，手作
坊共計辦理 7 場次，共有 121 位民眾報名參加。

玩樂猴嬉遊記-藍染體驗

玩樂猴嬉遊記-「行春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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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樂猴嬉遊記-藝遊苗栗好樂趣手作坊體驗 DIY

玩樂猴嬉遊記-藝遊苗栗好樂趣猴故事畫創意活動
（三）工藝推廣相關活動暨媒體宣傳等
1. 完成「2016 春節特別活動-玩樂猴嬉遊記」初二到初六共計 5
日，各項活動參與人數加總約 246,022 人次、總營收約 3,571,561
元。
2.完成雞年新春賀卡印製 2,400 份，供中心公關宣傳運用。
3.完成「玩創春遊趣」及「親子樂遊趣」國立社教文化館所聯合行
銷活動計 2 場次，配合辦理學習護照集章活動等，提升跨館所合
作效益，並有效吸引參訪民眾到訪。
4.完成園區其他合作活動：
（1）協辦國立草屯商工「2016 南投室內國際撐竿跳活動」一場。
（2）協辦彰化生活美學館「中部四縣市水彩寫生比賽」一場。
（3）協辦南投健康藝術慈善會「南投縣畫我家鄉節能減碳綠化地
球活動」一場。
（4）協辦救國團「105 終身學習中心師生成果展暨兒童著色比賽」
活動一場。
（5）協辦臺中市立啟明學校視障生按摩實習活動一場。
（6）協辦社團法人南投縣褓母學會「投入幸福擁抱寶貝」活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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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7）協辦南投縣政府辦理「105 精彩工藝南投工藝之都文創活動
計畫」活動一場。
（8）協辦社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青年會「假日創意學習小達人」活
動一場。
（9）協辦南投縣文化局委託世雯舞蹈班「藝起同樂」表演活動一
場。
（10）協辦農委會林務局「105 社區林業成果展」活動一場。
（11）補助草鞋墩鄉土文教協會辦理「2016 草鞋墩工藝稻草文化
節稻草裝置藝術展」一場。
（12）邀請亞太胡琴樂團及臺南新光國小辦理「歲末音樂會」一場。
（四）辦理工藝文化推動活動及生活工藝體驗學習
1.臺灣工藝文化園區各館預約導覽，105 年度受理 561 團預約團體
共出動 912 人次導覽人力，服務約 3 萬 1,880 人次。
2.辦理志工招募、進修講習、參訪觀摩、聯誼、經驗交流及慰問業
務
中心本部：
（1）完成優良志工表揚，貢獻獎 21 名、績優獎 15 名、勤學獎 6 名、
特別獎 10 名、特殊貢獻獎 3 名、服務滿十年者表揚 15 名、執
勤滿 150 小時以上獎，頒予獎狀、禮品或專屬植物染背心等，
共計 235 名。推薦參與文化部重要志工幹部研訓 1 名、銅質獎
1 名，衛福部金牌獎 2 名、銀牌獎 4 名、銅牌獎 4 名；南投縣
金牌獎 19 名、銀牌獎 6 名、銅牌獎 6 名。南投縣金牌獎 25 名、
銀牌 1 名、銅牌 12 名。
（2）志工 338 人，服務 61,102 小時，服務 1,200,000 以上參觀民
眾。工藝打擊樂和茶藝班兩項，910 人次參與，服務 20 場，1,000
人次以上。館際交流互訪 5 場，知性之旅三梯次，360 人次參
與，服務 650 人次以上。招募 32 位新志工，40 人次參與。
（3）工藝繪本繪製 1 本，印刷出版 2 冊各 1000 本，繪本點字工程
一套 9 冊。
臺北分館：
（1）完成優良志工表揚，貢獻獎 10 名、績優獎 16 名、勤學獎 5 名
特別獎 1 名、服務滿 10 年者 7 名、值勤滿 120 小時以上者 35
名頒予獎狀、禮品等，共計 74 名。
（2）新舊志工值班總人數共 32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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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完成特展培訓及一般培訓共 20 場，幹部會議 12 場次、志工大
會及歲末聯誼 2 場，志工值班訊息寄送 12 次，小組聯繫會報
32 次。
（4）完成志工與本中心館際交流及秋季旅遊參訪計 4 梯次，計約 280
人次。
（5）完成 105 年度新志工招募 3 梯次及基礎訓練、特殊訓練，計 155
人次。

辦理志工返草屯本中心參訪交流

辦理志工大會敘獎活動

辦理志工歲末聯誼表演活動

辦理志工小組聯誼參訪

辦理志工歲末聯誼表演活動

辦理新志工招募及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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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園區：－苗栗分館
(1)本年度共舉辦 6 場志工幹部會議與 1 場志工例會、工藝專業展覽
培訓 13 場次、志工館際交流活動 1 次、志工知性之旅 1 次、志
工大會暨年終餐敘 1 場次、總參與人數共計人 341 人次。
(2)本年度志工提供之服務時數為 6,582 小時，總服務人次共計
87,112 人。
(3)105 年度志工總人數計 54 名。
3.辦理替代役勤務管理、生活照料、進修講習、參訪觀摩、聯誼、經
驗交流及慰問等業務
（1）完成 161、162、166、167、169 及 171 梯役男撥交暨工藝培訓課
程（計 15 名）
；完成 146、147、152、154、156 及 158 梯役男退
役作業（計 16 名）
；辦理役男差勤管理、人事異動、生活照顧、
平時考核、獎勵核給、宿舍設備更新等事項。
（2）辦理替代役役男毓秀美術館參訪、南投陶文化館參訪、大甲媽祖
繞境文化體驗、來吉生態參訪、技術組供訪參觀及替代役男座談
會等活動計 9 場次。
（3）完成役男公益捐血活動計 5 次，捐血人次達 44 人，捐血數達
12,500CC，役男捐血績效卓著。
（4）辦理替代役役男關懷獨居老人及弱勢學童公益活動計 2 次，役男
參與人數 18 人，服務時數達 436 小時。
（5）完成役男參與文化部文役盃全國籃球比賽(2 隊/10 人參加)。
（6）156 梯邵光正及 158 梯羅健銘分別獲內政部評定為 105 年度上半
年及下半年度績優役男。
（7）役男協助工藝文化推廣導覽勤務約出勤 200 人次，服務達 12,000
人次，導覽時數達 700 小時。
（8）役男協助各館舍展場值勤及管理、支援春節活動、協助各項展覽
佈卸展、志工管理、文宣設計及市集/街頭藝人場佈等勤務。
4.工藝教育推廣計畫苗栗分館：
（1）推廣教育：
105 年度共辦理 5 期工藝推廣公辦班。公辦班分別為金工第一期
公辦班、金工第二期公辦班。
（2）成果效益及統計:
第一、二期工藝推廣公辦班學員合計 28 人，總研習時數為 1,680
小時，創作作品 14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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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第一期公辦班成果發表

金工第二期公辦班成果發表

（3）推廣教育及展覽活動:
辦理「金屬派對-玩金創意活動」及「再生之境工藝教育」活動，
邀請本中心進駐工藝師李永謨老師、施于婕老師及邱元君老師辦
理樹藝、金工及藍染體驗等，參與活動人數計 125 人。

再生之境工藝教育-明仁國中

金屬派對-玩金創意活動金屬戒體驗

（三）工藝文化推廣刊物編印
1.工藝季刊編印：
完成臺灣工藝季刊第 60、61、62、63 共計四期編印作業，共發行
1 萬本。
2.工藝出版品管理暨流通銷售
(1)工藝出版品型制管理及書碼申辦：
105 年完成 19 件工藝出版品（含電子出版品）ISBN 及 GPN 申辦、
出版型制核校，計有《2014 工藝成就獎得獎者專輯神采靈韻話
粧佛 施至輝》、《冠冕上的珍珠─國際工藝競賽臺灣新銳創作
展》
、
《天工－當代工藝的百工百貨》
、
《典藏之寶》
、
《禮物計畫》
、
《公主選丈夫?》
、
《界域之外—當代光影藝術創作展》
、
《見微顯
真-臺日韓纖維工藝探索之旅》、《凝粹．釋放 臺韓金工工藝交
流展》
、《2016 臺灣優良工藝品專輯》、
《104 年多角化社區工藝
扶植計畫成果專輯》
、
《Stunning Edge- 2016 亞洲 當 代 陶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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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展》、《翻轉工藝設計的 24 個故事》、《臺灣工藝》、
《“BRAND” New- 品牌陶藝特展》、《職人之器-臺灣細木作手
工具概覽》、《光織影藝術創作展》、《見微顯真 – 臺日韓纖維
工藝探索之旅(DVD)》、
《臺灣硘聲 2016 工藝成就獎得獎者林添
福先生紀錄片(DVD)》等出版品。
(2)工藝出版品流通暨銷售：
完成出版品寄存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臺北市立圖書
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南市立圖書館及國立東華大學圖
書館等公共圖書館，供民眾借閱。出版品於五南文化廣場、國
家書店、祥瀧股份有限公司（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蕭邦國
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工藝的店)及博客來等網路通路銷售，105
年度結帳金額約新臺幣 20 萬元。
(3)工藝出版品國際交換：
寄送《臺灣工藝》季刊提供我國駐美、日、法、瑞典、荷蘭、
南非、菲律賓、香港等代表處，藉此宣揚並可提高臺灣工藝在
國際上之能見度。
（四）產業發展村落微型文化產業
1.多角化工藝社區產能提升扶植計畫-社區及地域特色工藝扶植：
本年度配合水保局共計執行 10,743,375 元。本年度合計徵選 31
個社區（含水保局補助 32 個社區），另辦理成果發展 4 場次、社
區營造工作營 3 場次（北中南各一場）設計工作營 2 個場次。社
區工藝人才培育 561 人，平均訓練時數每社區約 70 小時以上。產
品試作（含學員練習）合計 440 件，男性參與人數 1,352 人，女
性參與人數 2,665 人，合併產值 14,964 千元。

社區學員拜師禮

社區參與皮雕社區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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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成果展開幕記者會-中心主任及
水保局局長與社區共同合影

社區工藝設計行銷工作營

2.工藝人才培育
（1）105 年 陶 瓷 人 才 培 訓 計 畫 － 陶 壺 成 型、釉 藥 研 習 班 (二 )：
共 計 16 位 學 員 完 成 217 小 時 培 訓 ， 取 得 結 業 證 書 ； 共
完 成 36 組 件 茶 器 產 品 開 發 完 成 ， 將 於 中 心 地 方 館 成 果
展展出。

學 員 作 品 － 覺 (蕨 )醒

學員作品－突破

學員作品－靜寂

學員作品－摺。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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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分組作品－迎接幸福
（2）2016 年天然染織人才培訓計畫：
A.今年度天然染織人才培訓計畫共開設 4 單元課程。
單元一綴織：總計研習時數 96 小時，產出作品 16 組 16 件。
單元二天然染：總計研習時數 200 小時，產出 16 組 38 件。
單元三卡片織與原始織：總計研習時數 80 小時，產出 16 組 22
件。
單元四織機構造拆解及組裝：為理論與組裝之實務課程。
此四單元課程結訓學員共計 64 位，課程總時數為 424 小時，總
計產出作品 48 組 76 件。

綴織

名間採集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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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機拆解

卡片織與原始織

天然染成果
發表會

B.以「靈手纖維」為題，辦理嘉義、臺北巡迴展成果展覽。嘉義場
辦理時間為 105/11/29-106/1/10 日止，配合展覽辦理講座、市
集、走秀等活動。臺北展辦理時間為 106/1/22-106/2/28 止，配
合展覽同時辦理講座、市集。
（4） 漆藝專業人才培育計畫：
A.兩班別「漆藝螺鈿研習營」共 29 位學員結業，完成研習時數 132
小時共 29 組 87 件研習成果。
B.辦理完成兩場記者會「漆藝螺鈿研習營」 6/18 開課暨 9/8 研習
成果記者會，結合臺南知名餐飲集團"帕莎蒂娜"合作發表，以研
習成果螺鈿漆盤結合餐廳主廚料理呈現，每件作品於天然漆面上
鑲嵌的貝殼質地，呈現出餐桌上的工藝食尚並獲當地多家媒體露
出，其中漢聲電臺專訪及兩大報中華日報及自由時報以大篇幅報
導。
C.「月影時光—漆藝螺鈿暨日本沉金漆藝研習成果展」集結三班別
研習成果假臺南吳園公會堂展出，展期自 105/10/12 11 月/6 止，
展出研習成果作品 100 多件統計參觀人數超過 6,0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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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影時光—漆藝螺鈿暨日本沉金漆
藝研習成果展海報

開課暨研習成果記者會臺南兩
大報自由時報與中華日報均以
大版面報導

(5)完成金工多媒材創新設計人才育成計畫：
辦理研習課程共 296 小時，16 名學員結訓，完成 27 組 87 件作品。

學員作品－柑仔糖記憶

學員作品－夢想撲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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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作品－炭烤食物

學員作品－童年記憶
─遊戲之間

學員作品－水生蓮─
蓮生魚

學員作品－狂熱份子

(6)2015 半寶石工藝人才培育計畫─
辦理 2016 寶玉石工藝人才培育計畫：基礎課程（雕琢、研磨），
共計 2 班，共 26 名學員結業，並於臺南愛國婦人館辦理成果
（7）105 年度「竹編技藝在美術工藝上的開發應用」人才育成研習班：
完成所有講座及實務製作課程，完成 63 小時培訓課程，共 15 位
學員參加研習，14 位取得結業證書，45 組 139 件試作品發表。

姚組長為本研習班成果發表會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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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習班學員大合影
（8）專業木工藝創新設計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A.基礎課程研習班：共計 1 班，20 為學員完成 48 小時研習課程，
取得研習證書。
B.進階課程：本年度邀請瑞典視覺藝術家與ＩＫＥＡ設計師共
同指導專題課程，計 16 位學員完成近 232 小時培訓，取得結業
證書；每位學員完成 1-2 組件作品，共完成 16 組件產品開發，
成果做成果作品於臺南愛國婦人館展出。

設計課程討論

設計課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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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實作
（9）文化部合辦計畫-105 年工藝產業職能推動計畫
A.完成 105 年工藝產業職能基準寶玉石工藝師建置及課程規劃導
向 1 式，並完成天然染織工藝師職能基準可成導向規劃。
B.完成 105 年陶瓷工藝師認證架構規劃初稿，預計作為未來其他工
藝類別認證架構參考。
C.辦理工藝職能基準導向課程規劃導入技術組人才培育工坊研習課
程。
D.代辦案─竹美館-寶玉石工藝人才培育計畫
a.辦理「工藝品行銷及經紀人才培育課程」計 16 位學員參訓，
15 人結業，並於 10/8-16 於臺中理和建設孵空間辦理工藝展
覽行銷實作。
b.「寶玉石工藝文創人才培育工作營」
，計 12 名學員結業，完
成 15 組件產品試作開發。
（10）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多媒材產品研發－鶯歌分館：
金工多媒材研究會參與成員 10 名，完成多媒材產品研發試作品
共計 10 組件，於 104//12/5-16 假本中心臺北分館 6 樓展示空
間展出。
（11）工藝人才推廣培育計畫-工藝學堂
A.辦理臺北分館 6 樓工藝學堂教師徵選，開設下列班別
a.漆藝初階研習班--竹胎和木胎的實用漆器皿，由陳宜妙、施
志成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4/11/24-105/1/26，招收學員 10
人，完成 10 組 33 件作品。
b. 捏 陶 藝 ( 茶 器 與 花 器 ) ， 由 林 松 本 老 師 授 課 ， 開 課 時 間
104/11/24-105/1/26，招收學員 7 人，完成 7 組 35 件作品。
c. 傳 統 青 花 彩 繪 實 作 班 ， 由 陳 新 讚 老 師 授 課 ， 開 課 時 間
104/11/25-105/4/13，招收學員 9 人，完成 9 組 36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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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與 竹 相 遇 ( 竹 編 初 級 班 ) ， 由 謝 佳 珍 老 師 授 課 ， 開 課 時 間
104/12/9-105/3/30，招收學員 12 人，完成 12 組 60 件作品。
e. 竹 編 工 藝 進 階 研 習 班 由 邱 錦 鍛 老 師 授 課 ， 開 課 時 間
104/9/17-105/1/7，共 20 人結業，完成 20 組 60 件作品。
f. 創 意 花 燈 初 級 班 ， 由 林 玉 珠 老 師 授 課 ， 開 課 時 間
104/11/21-105/1/16，招收學員 9 人，完成 9 組 27 件作品。
g.染、繪、繡 －飛針繡藝術的創新研究，由蔡文恂老師授課，開
課時間 104/12/1-105/3/22，招收學員 19 人，完成 19 組 57 件
作品。
B.辦理臺北分館 6 樓工藝學堂教師徵選，105 年上學期開設以下班
別:
a.105 年工藝學堂-漆藝進階研習班由陳宜妙、施志成老師授
課，開課時間 105/7/12-105/9/27，招收學員 9 人，完成 9 組
27 件作品。
b.105 年工藝學堂-傳統青花彩繪實作班由陳新讚老師授課，開課
時間 105/5/4-105/9/7，招收學員 9 人，完成 9 組 27 件作品。
c.105 年工藝學堂『與竹相遇(竹編初級班)』，由謝佳珍老師授
課，開課時間 105/5/4-105/8/17，招收學員 12 人，完成 12 組
60 件作品。
e.105 年工藝學堂『創意竹編工藝進階研習班』由邱錦鍛老師授
課，開課時間 105/4/28-105/9/22，共 20 人結業，完成 20 組
60 件作品。
f.105 年工藝學堂『創意花燈初級班』，由林玉珠老師授課，開
課時間 105/3/23-5/28 招收學員 12 人，完成 12 組 36 件作品。
g.105 年工藝學堂-金工敲敲門，由廖偉淇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5/5-8/25，招收學員 4 人，完成 4 組 20 件作品。
h.105 年工藝學堂-日本飯田深雪手染藝術花及英式淑女帽認識與
製作由簡健興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5/6-8/19，招收學員 7
人，完成 7 組 35 件作品。
i.105 年工藝學堂- 印染藝術由王嘉霖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5/6-8/19，招收學員 7 人，完成 7 組 35 件作品。
j.105 年工藝學堂- 手捏陶藝研習班林松本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6/22-10/18，招收學員 20 人，完成 20 組 100 件作品。
k.105 年工藝學堂『創意竹編工藝初級研習班』由邱錦鍛老師授
課，開課時間 105/4/22-105/9/16，共 20 人結業，完成 20 組
60 件作品。
50

C.105 年下學期開設以下班別
a.105 年工藝學堂-漆藝研習班由陳宜妙、施志成老師授課，開課
時間 105/11/22-106/01/24，招收學員 9 人，預計完成 9 組 27
件作品。
b.105 年工藝學堂-手捏陶藝(茶器與花器)A 班，由林松本老師授
課，開課時間 105/11/1-106/2/21，招收學員 16 人，預計完成
16 組 80 件作品。
c.105 年工藝學堂手捏陶藝(茶器與花器)B 班』，由林松本老師授
課，開課時間 105/11/1-106/2/21，招收學員 15 人，預計完成
15 組 75 件作品。
d.105 年工藝學堂-105 年工藝學堂-傳統青花彩繪實作班由陳新讚
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11/9-106/02/22，招收學員 8 人，預
計完成 8 組 24 件作品。
e.105 年工藝學堂-與竹相遇(竹編初級班)，由謝佳珍老師授課，
開課時間 105/11/2-106/2/8，招收學員 12 人，預計完成 12 組
60 件作品。
f.105 年工藝學堂-創意竹編工藝進階研習班，由邱錦鍛老師授課，
開課時間 105/9/29-106/1/17，共 20 人結業，完成 20 組 60 件
作品。
g.105 年工藝學堂-創意竹編工藝初階研習班由邱錦鍛老師授課，
開課時間 105/9/22-106/1/12，共 18 人結業，完成 18 組 90 件
作品。
h.105 年工藝學堂-金工敲敲門，由廖偉淇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10/27-106/2/23 招收學員 4 人，預計完成 4 組 20 件作品。
i.105 年工藝學堂-日本飯田深雪手染藝術花及英式淑女帽認識與
製作由簡健興老師授課，開課時間 105/11/4-12/23 招收學員 9
人，完成 9 組 45 件作品。
j.105 年 工 藝 學 堂 - 印 染 藝 術 由 王 嘉 霖 老 師 授 課 ， 開 課 時 間
105/10/28-106/2/17，招收學員 4 人，預計完成 4 組 20 件作品。
（五）104 年工藝產業暨消費行為調查計畫：
為持續掌握國內工藝產業統計資訊及產業發展態勢，辦理 104 年
工藝產業暨消費行為調查計畫，研究納入整合行銷與電子商務等
趨勢議題，藉由次級資料蒐集、問卷調查、實地訪談及焦點座談
等方式進行產業調查，以掌握我國工藝產業之基礎數據及產業趨
勢，並透過調查結果及相關資料之分析，提出結論與建議，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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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產業及政府嶄新的運作思維。研究共完成問卷調查-消費者
問卷(1084 份有效問卷，採現場面訪) 、產業問卷(390 份有效問
卷，寄發 3,727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9.6%)、60 次實地訪談及 4
場焦點座談(分別於 105/6/7、7/14、10/11、10/14 舉辦)，本案
研究報告書經召開期中、期末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完成 104 年工
藝產業暨消費行為調查計畫「茶藝相關器具之消費需求研究」
。
▼104 年工藝產業暨消費行為調查計畫

▲焦點座談辦理狀況
六、工藝資訊推展建置計畫
（一）工藝資訊網路整合維運及資通安全管理
1.105 年度完成 7 場次網站(含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教育訓
練、2 場次資通安全講習、1 場次個人資料保護法講習，各項研習
活動參與人數加總約 290 人次。
2.為響應式(RWD)設計架構，適應行動載具瀏覽，配合文化部及所屬
機關共構網站系統功能擴充暨維運推廣案，辦理本中心官方網站
(htt://www.ntcri.gov.tw) 版型改版規劃，於 105/10/13 改版完
成正式上線。
3.完成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工藝競賽、工藝夏令營及研習活動)
導入；工藝人才庫(內部)應用系統建置，匯入 100-105 年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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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資料 45 筆、課程資料 19 筆、學員資料 266 筆。
4.完成機敏電子檔案實體隔離電腦(含印表機)之建置；典藏室
(一)、(二)、(三)三間無線網路建置；防火牆汰換，導入 60M/20M
對外電路，改善工藝資訊館資料檢索區、研習學員 WiFi(汰換無
線網路基地臺 5 臺)使用之資訊基礎環境。
5.完成 105 年度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集中採購，包括個人電腦、數
位相機、投影機等，以提昇辦公環境；完成本中心 144 台電腦瀏
覽器 IE11 升級、95 台個人電腦軟硬體設備維護。
6.配合文化部辦理資通安全通報演練、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測
試，辦理「104-106 網站及系統盤點計畫」。
7.推動「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完成網站提供民眾
ODF 檔案下載，及完成 LibreOffice 開放軟體公務電腦部署，計
141 臺。
（二）工藝圖書資訊服務提升
典藏組：
1.105 年度新聞剪報資料建檔共計 1,250 筆。
2.105 年度圖書流通服務共計 807 冊(105/2/1-8/31 止期間，為辦理
圖 書 盤 點 作 業 暫停 借 閱 服 務 )； 加 入 全 國 文 獻 傳 遞服 務 系 統
(NDDS)，105 年度使用人次共計 3 人、傳遞冊數共計 14 冊、複印
件數共計 6 件。
3.圖書館部落格建置：
(1)為提昇圖書館為民服務之品質，採用 Google Blogger 建置本中
心「圖書館部落格」
，集中圖書館相關活動資訊，以提供民眾及
讀者服務推廣等互動，期能提升本館使用率、吸引潛在讀者及經
營長久讀者群。
(2)完成圖書館部落格（http://ntcrilib.blogspot.tw/）建置，，
105 年度共發佈 28 篇文章，總瀏覽量為 9,815 次。
4.圖書館圖書資料盤點作業：
(1)自 105/5/2-12/31 止完成 7,388 冊書目資料修正、狀況檢視等圖
書加工作業。
(2)協助臺北分館圖書室建立書目暨館藏紀錄檔共計 1,711 筆。
5.圖書資源推廣服務暨應用：
(1)辦理 2016 世界書香日-圖書館滿意度電子問卷調查，完成 54 份
問卷回收，其中 50 名作答者中，18 名為遊客、15 名為志工、8
名為職員。居民與培訓班學員各 4 名、替代役 2 名。主要來自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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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及南投，63.5%不具有工藝設計相關背景。
(2)辦理「工藝之家書展」展期自 105/7/22-12/31 止，展出 55 冊書
籍，參訪人數共計 29,743 人次；「顏水龍先生書展」展期自
105/8/31-12/31 止，展出 60 冊書籍，參訪人數總計達 20,158
人次。
(3)配合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圖書館週，於 105/12/1-31 止辦理「歲
末書籍任你挑」
、
「識圖有禮小測驗」
、
「書展搶答抽好禮」及「禪
繞畫卡片製作課程」四項的系列活動，參與人數約 1,731 人次。
苗栗分館工藝資訊粉絲頁建置：
苗栗分館 105 年透過粉絲頁提升與民眾的互動及相關資訊的宣
傳，總發表 241 篇文章，包含 171 篇圖片、29 篇連結、10 篇文章、
20 篇影片及 10 篇直播，總按讚數 235,517 次，平均每次貼文按讚
數為 977 次，總觸及率為 46.8 萬人次。
七、工藝典藏運用計畫
（一）第六屆典藏審議委員遴聘作業
遴聘民俗工藝、藝術評論賞析、博物館學、工藝名師等專家學者
（男性 8 位、女性 4 位），協助本中心相關典藏業務審議等，任
期 105/1/1-106/12 止。
（二） 105 年工藝作品典藏
1.第九屆「工藝成就獎」張繼陶先生陶藝作品購藏案
辦理作品現勘與初審及複審作業，典藏會議決議「福祿罐」
、
「平
安旺福」
、
「美人醉」
、
「春池」
、
「美人醉」
、
「筆底春風」
、
「春風又
綠江南岸」、
「迎風」
，共計 8 組 8 件入藏。
2.張繼陶先生「玄武」作品捐贈案
辦理典藏會議決議通過接受張繼陶先生「玄武」作品捐贈予工藝
中心，評鑑級別為「典藏品」，並於 105/11/18 假新光三越臺北
信義新天地舉辦之「2016 工藝之夢特展」開幕典禮，辦理致贈
捐贈者張繼陶先生感謝狀致謝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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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繼陶居」私人美術館辦理第 1 次典
張繼陶先生向委員解說工藝技法及創
藏會議初審張繼陶先生作品，現場展示
作理念。
17 組件作品。

配合工藝之夢特展，辦理張繼陶先生「玄武」作品捐贈儀式，由本中心許主
任代表接受。
3.「2015 臺灣工藝競賽」得獎作品移撥
「傳統工藝組」及「創新設計組」1 至 3 等獎共計 6 組 21 件入藏。
4.本年度新入藏藏品共計 18 組 33 件（含李立恆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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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項目

組

件

登錄號

取得方式

1

2015 工藝之夢競
賽得獎作品

6

21

201601001～
006

移撥

8

8

201602001～
008

購藏

1

1

201603001

捐贈

3

3

201604001～
003

捐贈

18

33

2
3
4

2015 年第 9 屆工
藝成就獎張繼陶
陶藝作品
張繼陶「玄武」捐
贈
李立恆捐贈（彩墨
結晶瓷、流、朝顏）
合計

備註
「傳統工藝組」及「創
新設計組」前三名得獎
作品

作者:孫超、張憲平、
賴作明

(三) 藏品蒐集整理及保存維護
1. 辦理徵件作品狀況檢視與記錄、清潔、拍照工作，製作狀況報告，
並確認其作品內容，提供委員審查之參考及判斷價值準據，完成會
場作品展示與佈置，供委員進行實體作品審議。
2.藏品登錄建檔及入庫，完成「2015 臺灣工藝競賽」得獎作品「傳
統工藝組」及「創新設計組」1 至 3 等獎，共計 6 組及新購藏作品
8 組、捐贈作品 1 件，點交入庫及編目與詮釋資料建置。
3.藏品管理維護與應用，協助「門神」
、
「月輪」
、
「山中公」漆器作品
修復與維護作業及協助文資局為「台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藝術及
文化資產保存技術系列」拍攝計畫，提借黃塗山、李榮烈作品共 9
組取用申請。
4.藏品提件、整理與歸檔，提供本中心工藝典藏品借展，協助完成 7
檔次共 54 組 99 餘件藏品狀況檢視、點交出入庫作業。

「門神」借展受損，委請陳志昇先生 協助文資局相關計畫拍攝，提借黃塗
協助修復作業。
山、李榮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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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藏庫房存放管理成果：
1.105 年庫房藏品保險案
共計 11,777 件，總計保險金額 141,695,888 元，於本中心庫房 1
年期間，保障作品取用、管理之安全。
2.新入藏作品在庫年度保險
完成 105 年上半年度新入藏作品，共計 18 組 33 件，保險金額
7,330,000 元，保險日期至 12/31 止。
（五）工藝典藏數位化及推廣應用
1.「105 年度典藏品高階數位化拍攝」
（1）建置本中心核心藏品「2015 臺灣工藝競賽」及「105 年度購藏」
藏品 2D 及 3D 數位檔案，以利後續典藏品推廣、各項圖像出版
與創意加值之應用。
（2）完成新入藏（2015 工藝競賽類、張繼陶作品）
、山中公文物 62
組 97 件，共計 2D 數位檔 247 張及 3D 單層環物拍攝 5 組 。
（3）聘請專家學者（李本育、黃志農、羅森豪）為本中心作品撰寫
（山中公文物、施修禮、張繼陶作品）詮釋賞析資料，共計
19 筆。

ISO 標準樣張比對螢幕 Lab 色光光譜 使用色光光譜儀校準 EIZO 螢幕。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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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圖機色彩數據量測進行 1SO1477 色 提件山中公平面類繪稿現場逐件原作
塊檢測值。
比對，完成數位圖檔色彩校準及輸出
數位打樣。

2015 年藏品高階數位化成果山中公文 2015 年藏品高階數位化張繼陶先生代
物「蔓草花樣的茶罐」之 2D 影像圖檔。表性作「美人醉」作品 3D 環物檔，可
透過行動裝置瀏覽。
2.藏品圖像應用推廣
為展覽、文宣及圖錄、各媒體及網站宣傳推廣，藏品圖像應用推廣
申請共計 7 案 115 件藏品圖檔授權與借用作業。
3.藏品館際資源合作及交流
協助借展藏品合約、包裝、運送、保險及作品借提作業，共計 5 檔
次、借展藏品 54 組 99 件。
(四)工藝典藏制度及分級作業
1.續辦理典藏品分級作業，本年度進行三次藏品分級審議—包括山中
公捐贈藏品共計 78 組 169 件作品、本中心苗栗分館研發作品 101
組作品及琉園作品 40 組作品、珠寶設計競賽 164 組 604 件作品。
2.續辦理典藏之寶推廣計畫，將 18 組典藏之寶精品，於本中心台北
分館從 105/4/23-7/24 展出三個月。另完成 500 本典藏之寶實體專
輯，並將專輯製作成電子書，擴大推廣宣傳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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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財團法人鴻禧藝術文教基金會李立恆副研究員之個人藏品捐
贈本中心典藏入庫審議分級鑑價事宜，包括孫超、張憲平、賴作明
各一件作品，總鑑價價值為新台幣 6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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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產值化計畫】
一、推動文化內容開放與加值應用
（一）建構工藝原創素材庫
1.工藝研發成果智財再利用機制
（1）本年度共召開兩次研管會議，1/14 召開 105 年第一次研管會
議，審議工藝時尚 Yii 易品牌之主要代表作品--「43 懸臂椅」
手工製作版銷售及生產案企劃書審查(蕭邦公司申請授權企劃
書)。
（2）法律諮詢事宜：本年度提出申請通過之法律專家諮詢案件共 5
案，共計新臺幣 77,100 元。
（包括：藏品權利盤點、藍染出版
品授權、國家工藝成就獎事宜、數位出版、智財常識 Q&A 等），
協助本中心同仁解決業務執行上所面臨之工藝智財授權問題。
（3）簡易法律諮詢案件，無須律師答覆之問題，則由中心同仁提供
協助及建議，包括協助樹德科技大學盧圓華教授申請授權案法
律諮詢(研展組)、協助蘭陽博物館申請藍染影片授權案(技術
組) 、協助藍染技藝出版品授權印製發行事宜(研展組)、協助
蘭陽博物館申請藏品圖片授權(典藏組)、協助傳藝中心申請型
染藍染工序圖片授權案(技術組)…等 5 件以上。
（4）完成我國加入 TPP 之整體影響評估辦理情形提交文化部、完成
加入 TPP 對我國文化多樣性之影響評估分析提交文化部、完成
新版延長智財權期限評估報告提交文化部。
（5）分於北中兩地辦理七場不同主題之工藝智財講座，以利北部與
中部工藝家和同仁參加，增進智財相關法律概念與文創授權相
關知識，主題為著作權、商標權與專利權，共計 157 人參加。
（6）完成第二次「修改著作權保護期間至 70 年」產業影響補充評
估分析報告予文化部。
（7）進行本中心所有藏品之權利盤點校核事宜，共完成 695 件藏
品、7,611 張圖像之權利盤點。
（8）辦理本中心典藏之寶選拔計畫，共計選出 18 組典藏精品，將
辦理展覽及專輯印製，提升作品附加價值，並已專訪各工藝作
家初步洽詢授權事宜而獲同意，未來將進行智財再利用-文創
衍生商品開發。
2.主體工藝文化美學建構
（1）「界域之外—當代光影藝術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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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展覽跳脫以往專注於「物件」或「媒材」的策展方式，另提出
一個全新的觀看模式，當代藝術創作在進入文化館的展示空間
後，除了知識化的資料堆疊外，更應有直接的感性經驗供觀眾
進入展覽核心。展中集結 60 件當代光影作品，更邀請 10 位藝
術家特別於館內外大尺度全新創作屬於本次特展的「現地創
作」作品，依主題發展規劃為「空間漫」
、
「城市想」
、
「自然談」
、
「生活望」4 個分區子題，期待透過景物相依的論述引導，打
破空間與創作的界線，創造界域之外的表述方式。
B.展期自 105/5/14-11/20，邀請 27 位藝術家，展出作品逾 44
組 70 件，展期中配合舉辦記者會一場次、講座及工作坊(自費)
教育推廣活動 6 場次(124 人次參與)，導覽培訓課程 2 場次(150
人次參與)。參觀人數共 36,237 人次，參觀滿意度 99%，媒體、
報導宣傳露出總數 50 則(未重複)，出版專書 1,000 冊、拍攝
展覽影片 2 支。

開幕記者會許主任與藝術家合影

1 樓「空間漫」呈現夜間戶外光影作
品

2 樓「城市想」展廳一隅

3 樓「自然談」展廳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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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樓「生活望」展廳一隅

教育推廣活動

（2）辦理「磊─當代石藝創作新貌展」
A.以 1980 年代後之石藝創作為策劃基礎，邀請 56 位臺灣在地石
藝創作者與曾經參與國際石雕創作營的外國創作者，共展出 94
組件作品。期望運用主題「磊」呈現當代石藝創作累積的能量
與軌跡，並且透過臺灣石藝的重要發展面向、工藝群像及創新
成果的整合，以「轉石乾坤：創作理路的創新」、
「石境新生：
創作環境的改變」
、
「磊動逐夢：世代的創新動能」及「勁石技
揚：舊材質的創新運用」等四大子題，探究當代石藝創作從生
活工藝、藝術品到公共藝術的表現與美學內涵，體現當代石藝
走出臺座的時代意義與更為多元的發展可能。
B.本展為跨年展出，展期自 105/12/2-106/6/11，已辦理開幕典
禮一場次、導覽培訓 2 場次；展覽期間並規劃石雕互動創作暨
體驗工作坊以及璞石畫創作體驗課程等共 12 場次，讓參與民
眾實際體驗石藝在雕、鑿、磨之間的手作樂趣。展覽及活動進
行中。
（3）「臺灣婚創形質意展」籌備中
A.展覽探討臺灣社會在多元文化的接觸與交流之下，婚姻形式發
生轉化後，工藝的內涵如何隨之變化，進而重新思考當今的臺
灣，工藝如何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將「婚禮創意」與「工藝表
現」進行深入探討繼而策辦出新的展覽形式，跳脫一般婚俗展
利用大量文物填充展示內容的方式。雖然傳統工藝逐漸在快速
與便利的新時代中式微，但取而代之的現代化婚禮物品也延續
傳承或多或少的工藝內涵，透過「工藝」的表徵與裝飾，滿足
使用對象與期待目標，再藉由工藝技法、造形、色彩、材質、
圖騰甚至對自然萬物的想像及隱喻，實現扮演傳達、獲得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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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婚禮文化底蘊的物質媒介，並在當代婚禮用品的創作中，結
合當代東西方設計概念，注入新的時代風潮與個人風格，呈現
「婚創形質意」的具體展覽內涵。
B.跨 105-106 年度計畫，展期自 106/6/28-11/5，預計展出 75
組件以上作品、辦理 2 場展前導覽培訓、1 場開幕記者會，5
場教育推廣活動，預估參觀人數 3 萬人次以上，參觀滿意度 85%
以上，媒體、報導宣傳露出共 45 則以上，發行展覽專輯 1,000
冊。
C.105 年完成評選、支付第一期款及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106
年預計召開 3-4 次籌備會議，並依執行進度分別支付第二至四
期款項，12/20 完成結案。

展覽提案:入口意象

展覽提案:情境示意

3.工藝文化知識庫內容建置及運用
（1）「臺灣婚俗演變中的工藝創新應用調查計畫」
A.配合「臺灣婚創形質意展」(暫名)進行展前調查及研究各組群
因不同的婚俗儀式而演變使用不同的婚俗用品，藉由文獻蒐集
探討、多重個案研究、田野訪談等調查研究途徑，分析、歸納
建立臺灣在此創作領域之基礎資料，以作為後續相關研究以及
策展重要參考根基。
B.計畫跨 104-105 兩年度，執行時程約 15 個月，完成報告頁數
283 頁、彙整田野調查資料撰寫 148,800 餘字、蒐集物品圖片
325 件、圖像 233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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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客族群均使用的春仔花傳統手工纏藝漸被工業製品取代，材質有
布面、金屬及塑膠等。

現代喜餅包裝盒結合工業與商業包裝的特性，大量運用複合材質做
為載體

與文創結合的當代婚禮用品

調查計畫報告封面

4.工藝文化叢書出版
（1）完成「臺灣工藝品鑑錄（第二期）專輯」跨年度（104-105 年）
出版計畫
A.本案透過出版系列專書表達對臺灣地方工藝尋根的熱情，希望
從工藝與人物、技藝、故事、歷史演繹、地區特色、優質產物
等不同面向的代表性主題，發掘其背後無數動人的故事與不同
的生命體驗，並藉由認識工藝品材美工巧的實際案例，分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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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師與收藏家的智慧經驗，在本系列推廣叢書淺顯易懂的敘述
和精緻的圖文編排下，鼓勵更多的民眾認識「工藝的臺灣」，
發現原來在我們生長的各角落曾經發生或是繼續發生著這些
「手感經濟」的軌跡。
B.出版發行《翻轉工藝設計的 24 個故事》一冊專書 1,000 本，
除提供全國各大圖書館、工藝從業者及工藝愛好民眾查閱工藝
類專業知識參考，本冊總字數 6 萬字以上、專訪工藝設計品牌
24 項，受訪年青工藝職人 38 位，產業先驅 4 位，名人點評 3
位，並可豐富國家文化資料。另外，廠商自費加印 1,500 本並
回饋 10%書量抵付版稅，推廣至全國各地書店門市，合計每冊
印製發行 2,500 本，目前在國內各大書店通路都有上架，讓本
案專輯成為流通商品，對臺灣工藝美學的宣揚及工藝設計師知
名度提升、工藝作品宣傳，具有實質成效，即成功扮演媒宣平
臺的角色，媒宣產值達 1,000 萬元以上。
（2）完成「
《臺灣工藝》與顏水龍言論集」出版計畫
出版發行顏水龍《臺灣工藝》專書 1,000 本，以原版書內容為
主軸，並補充收錄前後六篇顏水龍發表於其他當代期刊的工藝
文章，希望透過顏水龍推動臺灣工藝的角度，回顧臺灣工藝的
發展歷程，讓民眾了解臺灣生活工藝的精神所在。因本書廣受
好評，為進一步向社會大眾推廣本書，廠商經本中心同意授權
另行自費加印本書計 3,200 本(按加印量回饋 10%)，行銷推廣
發行及通路資源。並獲選誠品書店 2017 年 1 月選書及聚珍臺灣
書店【聚珍精選】選書推薦。
二、促進一源多用與強化中介體系（大品牌形塑）
（一）發展中介服務體系
1. 臺灣優良工藝品-良品美器徵選
（1）完成「良品美器徵選－2016 臺灣優良工藝品認證」作業，參
加評鑑的 220 組（件）產品，經過嚴格的初審、複審過程，還
舉辦四梯次的實地訪視審查，最終脫穎而出，通過決審者共有
33 組，其品質、機能、美感、創意，均足堪膺任「C-Mark」
的殊榮。其中並選出「美質獎」
、
「時尚獎」
、
「機能獎」及「造
形獎」，作為最佳聲望標竿，予以特別獎勵。通過評鑑並經簽
約後，業者獲得本中心授予之「2016 臺灣優良工藝品」證書
及「C-Mark」標章的使用權，可運用於通過評鑑的產品上，擁
有國家級的品質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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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授證典禮，12/16 於新光三越臺南西門店辦理授證典禮，
通過評鑑者給予「臺灣優良工藝品標章」認證及頒發獎狀、獎
座，同時並辦理 2016 評鑑入選產品推廣展示。
（3）完成評鑑專輯 600 本編印發送各政府機關、民間團體及公司行
號協助推廣；辦理推廣展示活動 3 場，約計 15 萬人次參觀。
（105/11/17-12/5 新光三越臺北信義店、105/12/9-26 新光三
越臺南西門店、105/12/30-106/1/16 新光三越臺中中港店）
。
（4）推廣產值：
A. 2016 年共計徵選 21 家廠商、33 組 82 件優良產品，促進就業
人口估達 390 人。
▼良品美器徵選－2016 臺灣優良工藝品認證活動紀錄照片

▲實地訪視現場狀況

▲決審審查會現場
▼2016 臺灣優良工藝品授證典禮

▲來賓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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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賓入座

▲本中心 許主任致詞

▲本中心 許主任授證及頒獎

▲本中心許主任與受獎單位（工藝家）合影
▼推廣展示活動（三場）

▲首展-臺北新光三越信義天地

▲續展-臺南新光三越西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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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展新光三越臺中店
2. 行銷通路及聚合平臺
（1） 國內行銷通路規劃：
A.桃園機場第一航廈出境三樓南側櫥窗展出：展出主題為「飾
物‧工藝」
，展出時間為 105/10/6-106/2/6，展出臺灣優良工
藝品入選廠商黃淑萍創意設計有限公司、天染工坊、春仔花、
天冠銀帽、瑩的幸福工坊與自然色染工坊作品。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出境三樓南側櫥窗展出

▲「飾物。工藝」展示狀況
B.2016 高雄茶文化展(2/26-2/29)：四天參觀總人數為 251,604
人，現場交易總額為 770,400 元。
▼2016 高雄茶文化展

▲本中心許主任接待貴賓狀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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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參觀人潮

C.2016 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工藝廠家現場銷售總金額約為 78
萬元。預估訂單產值為 1,700 萬元。
▼2016 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展覽會場狀況
D.2016 臺灣美食展：四日現場交易總額為 671,566 元；預估訂
單 100,360 元；參觀人數 150,000 人。
▼2016 臺灣美食展

▲2016 臺灣美食展開幕典禮

▲2016 臺灣美食展貴賓品茗

E.第七屆臺北國際茶文化產業展(9/2-9/5)：參展廠商共 6 家,
現場參觀人數 216,920 人。四天廠家現場銷售金額約為
818,568 元。
▼第七屆臺北國際茶文化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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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展示狀況
F.配合本中心技術組辦理「亞太暨兩岸茶產業研討會」暨展覽
(9/30-10/2)：現場參觀人數為 538 人。
G.與大陸深圳茶悅世界合作案(11/10-11/16)：以「2016(深圳)
茶閱世界-臺灣頂級工藝展覽會」主題參予展覽由臺灣工藝之
家(工藝美學館)、水里蛇窯、天染工坊、臺灣意匠工房參展，
本次特別安排陳景林老師及林國隆老師，舉辦工藝美學講座。
▼與大陸深圳茶悅世界合作案

▲深圳茶閱世界「臺灣頂級工 ▲林國隆老師，舉辦工藝美學
藝展場」
講座
H.第五屆臺中茶產業博覽會(12/16-19)：參展廠商共 6 家,現場
參觀人數 83,953 人。四天廠家現場銷售金額約為 654,150 元。
▼第五屆臺中茶產業博覽會

▲展場展示狀況
(2) 兩岸交流暨行銷通路規劃：
A.2016 寧波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參展：
a.完成展覽，工藝中心帶領徵選之 13 家工藝業者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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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現場交易產值達新臺幣 149 萬元。後續產值約新臺幣 300
萬元，獲如茶具禮品製作、佛像修護作業等訂單邀約。
▼寧波「2016 寧波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

▲整體展場外觀

▲現場展商介紹情形

B.「第 12 屆中國(深圳)國際茶產業博覽會」參展：
a.完成展覽，工藝中心帶領 8 家工藝業者參展。
b.現場交易產值達新臺幣 202 萬元。後續產值約新臺幣 300
萬元。
▼深圳「第 12 屆中國(深圳)國際茶產業博覽會」

▲貴賓導覽

▲現場參觀情況

C.「第三屆四川國際旅遊交易博覽會」參展：
a.完成展覽，工藝中心帶領 13 家工藝業者參展。
b.現場交易產值達新臺幣 92 萬 2,250 元，後續訂單約 111 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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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第三屆四川國際旅遊交易博覽會」

▲參展發布會

▲現場參觀情況

D. 「第 10 屆中國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參展：
a. 完成展覽，工藝中心帶領 21 家工藝業者參展。
b. 現場交易產值達新臺幣產值達新臺幣 330 萬元，後續訂單
約 854 萬元。
▼杭州「第 10 屆中國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展商洽談

▲媒體採訪

E.「第九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參展：
a. 完成展覽，工藝中心帶領 13 家工藝業者參展。
b. 現場交易產值達新臺幣產值達新臺幣 175 萬 7,495 元，後
續訂單約 402 萬元。

72

▼廈門「第九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

▲現場參觀及展商介紹情況
(3) Yii 品牌行銷推廣：
Yii 品牌以領頭羊角色帶領臺灣其他創新工藝設計精品邁向
國際，持續進行國內外公開展覽。2016 年參加展覽包含桃園
市政府辦理之「竹意生活－竹工藝特展」
、花蓮文創園區辦理
之「2016 花蓮設計大賽特展」工藝創新展區、2016 年韓國工
藝潮流展、2016 寧波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第 12 屆中國(深
圳)國際茶產業博覽會、第三屆四川國際旅遊交易博覽會、第
10 屆中國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第九屆海峽兩岸廈門文
化產業博覽交易會、2016 臺灣文博會等 9 場展覽，打響品牌
知名度，此外，工藝中心工藝設計館 2 樓設有 Yii 常設展，
讓民眾可近距離體會「生活即工藝，工藝即生活」之概念。

▲「竹意生活－竹工藝特展」

▲2016 年韓國工藝潮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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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花蓮設計大賽特展-工藝創新展區

▲「2016 寧波特色文化產業博覽會」

▲深圳「第 12 屆中國(深圳)國際茶產業博覽會」

▲四川「第三屆四川國際旅遊交易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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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 10 屆中國杭州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廈門「第九屆海峽兩岸廈門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

▲2016 臺灣文博會
（4）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工藝技藝人才培育
A.105 年進階手拉坯茶壺技藝傳習(105/4/14-5/20) 共 15 名學員
完成培訓。
B.陶瓷多媒材研習班(105/7/5-9/1)完成 16 名學員培訓及 16 組作
品，於 105/11/26-106/1/8 假本中心臺北分館 9 樓展出。
C.鍛敲專題研習金工班(105/7/5-9/14)完成 12 名學員培訓及 12 組
作品，預計於 106/5/26-106/6/27 假本中心臺北分館 6 樓展出。
D.注漿茶壺製作技藝傳習(105/9/12-10/12)共 20 名學員完成培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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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6 創意大聲公計畫
A.本年度以徵件方式徵求與臺北分館相關之文創商品，計遴選出 9
件工藝作品，讓工藝創作者的好點子，轉化成符合市場的需求，
讓工藝不再是僅有追求美感，更具有商業價值。
B. 辦理成果展，展期 11/24-12/11，展出天數 16 天，參觀人數共
計 16,457 人次；展覽期間作品同步於 3F 各工坊展售，總計售出
13 件作品，計 10,400 元。

展場實景

臺北分館 3F 陶工坊產品展售

三、促成跨界與跨業整合，提升文創產業價值
（一）建構跨界加值應用體系
1.臺灣生活文化主題品研創及推廣
（1）竹藝研究會扶植計畫：
A.受到梅門邀展，以精緻竹編花器為主題，7/10-9/4 於梅門六調
通辦理竹藝展售。
B.參加竹工藝產品開發競賽一人獲優選，一人獲入選獎，另一人
獲 6 項入選獎。
C.105/10/1 至 106/1/2 日假溪頭自然教育園區展辦理「竹戀巴黎
─臺灣竹飾品創作展」
，共展出 52 組 121 件作品，配合國立臺
灣大學實驗林管理處辦理「2016 竹文化‧森林療育節」，再辦
理竹飾品開幕走秀活動，當天亦辦理 8 場次之竹藝 DIY 體驗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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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戀巴黎─臺灣竹飾品創作展」展覽現況

「竹戀巴黎─臺灣竹飾品創作展」作品進行開幕走秀活動大合影
（2）纖維工藝研究會：
A.辦理 5 場工作營包括國際紙藝工作營、臺日天然染交流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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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臺日交流計畫
B.新纖創意國際交流工作營及 2 梯次之探索臺灣新纖纖維工藝工
作營，共計 62 人次參與，並完成 62 組件作品。
辦理 6 天 12 場次講座，邀請 8 位工藝、設計及藝術等專家以纖維、
藝術、工藝、設計及教育為主題，發表其經歷及看法，共計 161
人次參與。

探索臺灣新纖纖維工藝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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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臺灣新纖纖維工藝工作營

新纖創意國際交流工作營
a.1/12 邀請英國籍 Ms Jan Fairbirn-Edwar ds 與瑞士 Anne Lisa
STUDER 等兩位紙藝創作家前來前來分享「2015 國際紙纖維藝
術展覽介紹」講座及「應用天然素材創作纖維藝術」工作營。
b.1/26-27 邀請日籍藍染大師古庄紀治及矢野藍秀老師前來進行
臺日天然染「裝身具」工作營。
c.6/13-6/18 邀請法籍服裝設計師 Aurore Thibout 前來辦理「藍
色循環」舊衣改造工作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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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12-10/16 邀請日籍設計師山口泰子老師及琉球紅型工藝家
仲本のな老師前來進行「臺日工藝世代對談」及「日本傳統琉
球紅型」講座及工作營。
C.甄選優秀學員成果作品共計 32 組件予以補助，鼓勵參訓學員在
學習期間除了技能訓練之外，亦能生產開發符合市場需求商品，
並透過展覽協助會員投入商業市場機制及工坊營運的能力，逐步
提高纖維工藝微型產能，以手作特色區隔強化市場之競爭力。
D.辦理「靈手纖維創作展—染織工坊培訓成果作品巡迴展」，105
年 11/29-106/1/10 於 嘉 義 承 億 文 旅 桃 城 茶 樣 子 及
106/1/22-2/28 於臺北河邊生活兩地展出，共計展出 53 組件優
秀作品，並於嘉義展覽期間辦理 4 場示範教學及嘉義纖維手藝人
創作對談、纖維手作市集、走秀活動各 1 場。本展計獲得各類電
視、廣播、平面及電子媒体報導達 20 則次。

靈手纖維創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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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手纖維創作展記者會

靈手纖維創作展記者會
E.于苗北藝文中心辦理「染點 6+1」及中心苗栗分館辦理「紫上談
繽」天然染色創作展。
（3）「臺灣手創」複合媒材研究會：
A.共計 20 位會員。
B.於臺南藍晒圖「力子空間」與臺北「森林島嶼」辦理兩場創作
展。
C.進駐中心地方工藝館辦理「木作」体驗推廣課程計 7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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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前往竹山「天空的院子」辦理年度交流活動一場次。
E.進駐中心地方工藝館，櫃位全年營業額粗估 1,800,000 元。
（4）陶瓷工藝研究會：
A.完成 15 場設計.技術.行銷講座課程，及金工鍛敲、金繕、石膏
模 10 梯次工作營。
B.開發茶器產品，共完成 60 組件咖啡杯、茶器產品。
C.將於中心地方館成果展覽。
D.會員今年獲最高獎項為工藝設計競賽一等獎，餘其他競賽各獎
項。

石膏工作營上課

金工鍛敲工作營作品

鍛敲工作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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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研究會簡介
（5）漆工藝研究會工藝轉型扶植計畫：
A.共計 87 名會員，完成漆藝作品展、產品相關展售、體驗教學及
課程講座等活動共 68 場次；其中參加 2016 高雄藝術博覽會、
臺灣客家產業博覽會、北京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臺北國
際音響藝術博覽會、饗宴漆藝特展及臺北福華藏家.展商.藝術
交流展，統計參觀人數約 32 萬人次，展售金額超過 250 萬元。
B.辦理完成「日本沉金漆藝研習營」
：敦聘日本沉金漆藝專家鳥毛
清授課，共 19 位學員完成研習時數 24 小時結業，研習成果共
19 組件並於「月影時光—漆藝螺鈿暨日本沉金漆藝研習成果展」
集結展出。
C.辦理完成臺日食尚工藝交流座談：9 月 9~11 日於臺南辦理完成
漆藝沉金研習營並於 9 月 12 日邀集蘇建安等數位臺灣工藝師與
授課日本沉金工藝師鳥毛清於 pasadena 辦理技藝交流座談，以
日本傳統沉金漆藝為『原料』佐以下午茶的『甜點』
，翻轉傳統
漆藝的印象呈現工藝於生活中的應用。
D.會員得獎實績：
（1）陳明宗-榮獲 2016 臺灣工藝設計競賽創新設計組二等獎
（2）林祐如-榮獲 2017 日本金澤世界工藝三年展入選
（3）李基宏-榮獲 2016 日本伊丹國際工藝展入選
（4）易佑安-入圍 2016 美國 Craft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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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金漆藝成果結合 pasadena 飲食集
團與臺南在地工藝師座談交流

於臺北福華藏家.展商.藝術交流展
展售

於 2016 高雄藝術博覽會展售

陳明宗榮獲 2016 臺灣工藝設計競賽
創新設計組二等獎

（6）木作工藝研究會文創產品開發及展覽活動：
A. 參與臺北文博會展
展覽期間為 4/19-4/24，由會員自組以「Lumber11」共同品牌參
與，展覽後續效益頗佳，卸展後完成部分個別訂單。
B.參與 2016 設計師週展覽
本次展覽為木工藝研究會成員初試臺灣大型設計展覽，展覽期間
為 9/23-10/6。
C.臺中理合建設孵空間辦理成果展出：
由今年度參與 Lumber11 研創課程會員開發 15 組件作品於
10/8-10/16 期間展出，並有臺灣木工雜誌社進行專題採訪報導。
D.辦理傳統工藝創新研發工作營，以木車為技術進行創作開發，合
計 14 位學員結業，完成 14 組件作品。
84

創作展覽

作品發表

(7)寶玉石複合媒材研究會
A.105/2/22-4/10 於臺北/梅門防空洞辦理「悟石‧務實」藝集特
展，計 18 位會員參與展出，參觀人數約計 3600 人次。
B.完成「溪石創作（雕刻）工作營」，計 14 位學員結業，完成 28
件小型石雕作品；石材小料（廢料）再運用之商品開發 16 組件
商品。並分別於臺中理合建設孵空間、臺南愛國婦人館辦理展出。
C.105/11/1-16 於南投文化局辦理《石詮石美 》寶玉石多複材複
合─研究會會員聯展，共展出 33 組件作
(8)苗栗分館：帶代相傳-織帶設計營，共 11 名學員，課程由吳汶錡老
師指導，每位學員除了學習技藝與設計外，也讓她們了解織帶和文
化的關係，強化聯結並以自由創作、手感創意組合應用來開發創新
產品。裝飾陶瓷設計製作研習營，共 8 名學員，配合具有裝飾陶瓷
專業技術之工藝家、業者、設計師，共同創造裝飾陶瓷新的可能性，
本次課程可讓學員習得原型雕塑、製模分片、注漿成形、釉彩窯燒，
製作獨創性裝飾陶瓷商品。創意藍染服飾設計營，共 16 名學員，
苗栗地區的藍染教學已經累積相當的時間，包含各地與客家族群文
化，課程內容希望除了藍染技藝傳承與服裝設計外，亦能使學員了
解藍染和在地文化的關係，強化在地與設計的聯結組合，為鼓勵開
發藍染創意商品，以同時滿足現代人追求生活品質與文化傳承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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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進而接觸時尚服裝、飾品、包袋製作等設計製作產業。三個課
程共計 35 學員，共 168 件作品，總研習時數為 2,676 小時。

帶代相傳-織帶設計營
老師教導學員如何製造情境氛圍讓商品(作品)加分，並在課程最後請每位學員介
紹自己的作品理念與心得。

裝飾陶瓷設計製作研習營
湯潤清老師講解如何將原型翻製成石膏外膜，並親自示範說明注意事項，右圖為
學員在注漿業者江美鳳老師的指導下親手灌漿，圖為學員正在拆開石膏外模。

創意藍染服飾設計營
毛佩華老師詳細解說服裝打版製作要領、右圖為學員於課程最後一天下午的成果
發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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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創服務系統
1.偏遠國小參訪暨校園種子師資培育
（1）偏遠地區學校參訪補助-105 年度補助苗栗、臺中、彰化、南
投、雲林各地偏鄉國中小學校，共 39 校 1,823 人次到訪參觀，
體驗工藝。
（2）105 年校園生活工藝種子師資培育-辦理 3 場 4 日 27 小時樹藝
再生工藝教師研習，共 71 位教職員參加。結訓之教師將運用
所學投入學校，將美感教育落實於校園中。
2.兒童工藝夏令營
（1）完成辦理「2016 兒童工藝夏令營-玩具創意百寶箱」共兩梯次
（四天三夜）活動，計 130 名學童參與。
（2）本活動讓孩童學習製作「玩具」的工藝技巧，從實作的過程中，
創作出屬於自己風格的玩具，每人完成 1 件作品，共計有 1,560
件作品。

參觀茶 2 指故事館並實際體驗揉茶

工藝課程-快快連九宮格藍染色布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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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茶席與奉茶禮儀教導

歡樂無比的營火晚會

3.校園工藝人才育成
辦理「OSOC-One School One Craft 一校一工藝」計畫，共 93 人
參與。類別涵蓋磚藝、陶藝、織布／卡片織、編織帶、天然染色、
稻草編織。
4.工藝新趣—誘發年輕工業設計人才投入工藝研發設計計畫
（1）完成 104 年計畫，補助 12 組團隊執行工藝學習及合作設計開發
案。共計開發 46 組件作品。並出版成果專輯一冊。
（2）完成 105 年度團隊甄選，總計通過補助 12 組團隊。
（3）完成受補助團隊一場次 Workshop 設計研習營，總計參與人數
47 人。
（4）完成 105 年度受補助組團隊實習課程及企畫提案，預定 106 年
4 月底提交完成作品並辦理結案作業，預計開發 50 組件創新工
藝設計作品。
（5）於本中心地方工藝館辦理歷年工藝新趣成果作品展一場次，共
計約 150 組件作品。展期自 105/1/1-105/12/31。
(6) 104 年計畫成果作品外借參展計有 105 年度行政院中央大樓藝
廊工藝品展覽兩檔次共計 22 件作品。
(7)過去參與計畫團隊，後續有 Woo Collective 工作室 (以生產錫
藝生活工藝品為主)及 Kamaro´an 品牌，2016 年獲邀參加巴黎家
具家飾展、日本東京國際家居生活設計展。另 Woo Collective
工作室獲得十月份《Louis Vuitton City Guide》推出臺北城市
指南室內特色家飾類刊載，並被 Louis Vuitton 譽為「臺北最
棒的在地品牌之一」
。
(8)參與本計畫後續成立品牌的格子設計 gridesign studio 工作室
(實踐大學)以竹椅作品 bow tie chair 獲得 2016 A'DESIGN AWARD
與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DFA 銀獎。
5.在地工藝創作市集
（1）為活絡園區建立工藝創作者展示平臺，在地工藝市集的小紅豆
創意市集持續辦理，105 年度 1-12 月共計 2,657 攤、攤位總
體營收 1-12 月份總計 390 萬 6,974 元。
（2）為使園區於周末假日期間提供多元藝術表演，於每週六日及國
定假日邀請街頭藝人於園區內演出，105 年 1-12 月共計辦理
108 場。欣賞民眾達 4 萬 1,135 人。
（三）國際合作研創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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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6 臺灣當代工藝產品國際設計合作計畫：
（1）國際交流成果「新層次-臺灣漆器展」於瑞典及法國巡迴展出
於國際上廣獲好評，回國後應臺北設計之都瑞典設計大展邀
請 105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10 日於松山文創園區展出備受矚
目及國內外專業媒體年代、中天新聞；GQ、ELLE、La Vie、
Form 雜誌及 瑞典 Stockholm Morning Newspaper、Svensk
官網等 60 幾則報導，大會統計參觀人數達 40175 人次，並邀
請本案瑞典設計師 Matti Klenell 談瑞典設計如何接軌產
業，推展研創合作效益。
（2）媒合日本三位設計師鈴木啟太、大植亞希子及吉田良行與臺
灣漆藝家設計合作完成 3 組 15 件產品研創試作。

於臺北松山文創園區開展記者會

於松山文創園區展出海報

日本設計師鈴木啟太的漆藝研創設
計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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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設計師 Matti Klenell 談瑞典
設計如何接軌產業

2.再現蝴蝶王國-2016 臺灣生態觀光特色工藝產品研創計畫：
（1）以再現蝴蝶王國為主軸，運用臺灣蝴蝶的整體意涵經設計轉
化、創造將蝴蝶文化價值顯現在我們生活中的文創商品，並
結合在地推動由蝴蝶生態所建構的豐富觀光產業內容徵選出
12 位工藝師完成 10 案 46 件漆藝產品研創補助製作。
（2）研創成果「花若盛開，蝴蝶自來當代生活漆器展」於
105/12/27-106/2/12 於埔里紙教堂「流」GALLERY 展出，開
展記者會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臺灣時報及數十則
網路媒體亞洲通訊社、美美美旅遊網等大篇幅報導，展出中
觀光局風管處及遊客預定製作。

與案工藝師發表漆藝研創設計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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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記者會媒體報導

漆藝蝴蝶產品示範製作與成果

於埔里紙教堂展出海報
四、創新育成中心基地硬體設施整建計畫
（一）工藝生活休閒空間
1.工藝樂齡會館及週邊設施建設
本案工程已於 104/11 完成監造服務費用撥付事宜。公共藝術亦
於 105/1 完成設置費用撥付事宜，本案已結案。
（二）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
1.本案為市定古蹟南海學園科學館修復再利用工程案，透過修復再
利用工程讓原科學教育館得以再現風華，使舊建築得以延續保
存，並使其機能活化，產生新的效益與經濟行為。本館將成為推
動成為國內外知名設計師及潛力工藝新秀的交流平臺，透過相互
交流、激盪，以及與消費者的直接互動，提升工藝家的技術、設
計能力與市場接受度，並營造愉悅的學習環境，期許民眾透過親
身接觸、體驗與消費，將美的設計元素和理念運用於生活中，甚
至改變生活方式，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讓更多民眾進而瞭解
臺灣在地及國際工藝發展，體驗學習工藝技藝與匠師頂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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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臺北)分館已於 104/11/21 起辦理試營運，104/12/23 辦理開
館啟用典禮。本案工程已於 105 年 5 月完成撥付事宜，規劃設計
監造與專案管理技術服務費已於 105 年 12 月完成撥付事宜，本案
已結案。
（三）代辦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整建暨營運
分項計畫：代管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營運管理(含委外人力 110 萬)
1.參觀人數統計：
參觀人數
第一季 (1~3 月) 4020

第三季 (7~9 月)

第二季 (4~6 月) 3146 第四季 (10~12 月)
上半年度

7166

下半年度

2744
0
2744

遊覽車數
第一季 (1~3 月)

16

第三季 (7~9 月)

2

第二季 (4~6 月)

8

第四季 (10~12 月)

0

上半年度

24

下半年度

2

2.內容：(2 場展覽)
A. 展覽-金工創意設計培育成果展(104.12.19-105.04.10)
B. 展覽─「刻畫瞬間之美-工藝中心沉金漆藝暨漆畫研習成果展」
(105.05.07-105.08.09)
（四）科技計畫
2016 木工藝創意互動科技研發計畫：居家生活互動工藝工作坊：
本案辦理木工藝與科技互動元件媒合開發計畫，導入 Arduino
程式設計課程，研發居家互動木做工藝產品，計 11 位學員完成
開發製作共 11 組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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