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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藝培力・創意轉譯」為主軸，希冀透過搭建「文創輔導
機制」，加強人才培育，扶植臺中工藝創作者與在地文創工作
者，運用工作坊及講堂等方式，協助傳統工藝找到跨界合作的
可能性，將傳統工藝轉譯為當代設計樣貌，創造工藝產業多元
化，進而達到「用即是美」的生活工藝新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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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策略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市政願景

⽂創政策

推動策略

富市臺中 新好⽣活

⽂創 BRAVO !

搭建⽂創輔導平台 推動⽂創產業發展&

「 諮詢診斷輔導 」 +  「 文創資源說明會」 
「 工藝文創講堂」 +  「工藝設計培力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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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主軸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藝培⼒ 創意轉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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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文創講堂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課程名稱 預計授課講師

設計轉化：傳統⼯藝到當代設計 劉開平 / 本質創作室 共同創辦⼈

趨勢分享：⼯藝與科技的跨域應⽤ 闞凱宇 / FabCraft Design Lab 創辦⼈

國際觀點：越在地，躍國際 王俊隆 Rock / 臺灣⼯藝研究發展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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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藝新視野，加值⽂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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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訊追蹤
1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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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尋 ⽊ 的更多可能性

※圖片來源：「⽊匠兄妹」 鹿⾓料理夾

木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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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開發 永續保存 創新發展

清末巡撫劉銘傳在臺設伐⽊局開始，管理
當時臺灣沿海與低⼭地帶的林⽊砍伐。清
朝當時設置了撫墾總局，統籌規劃全臺砍
伐樟⽊製作樟腦的數量與範圍，當時樟腦
的經營為林業重⼼。

⽇本對於臺灣林⽊進⾏有系統
的調查與伐採，興建森林鐵道
和⽊⾺道為主要交通路線，之
後政府進⼀步擴充和經營，另
外增建林道與森林鐵道，使這
些途徑在中央⼭脈形成網狀系
統，讓開採作業更為便利。 

因為⽇治時期的開發，中部地區林⽊業發
展旺盛，⽊⼯機械廠商超過85%位於台中
地區，早在⽇據時代，就已經是「⽊⼯機
之窩」，家具外銷曾與德、義兩國，並列
世界三⼤家具輸出國，是⽊產業極為重要
的聚落。在多元的⽂化和天然資源下，林
⽊產業鏈除了家具製作，漸漸走向更具創
意的發展，展現在⽇常⽣活的層⾯中。

 樟腦經營 走入日常生活

木藝
2 臺中⼯藝精髓亮點介紹

開採系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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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建築
⽊製建築通常被應⽤在地板、⾨窗的框架或⼤型家具…等，特點是較
溫潤柔軟，可以營造溫暖的氛圍，摸起來的觸感也很棒，但⽊製商品
不具備防⽔、防潮的功能，容易因受潮⽽損壞，需要定期防蟲處理，
也不容易清潔。

※圖片來源： 「 Qbit模組化傢俱」 、「 走走家具」

▲「沙發變床架」 
家具像樂⾼⼀樣，藉由底板、腳和靠墊，結合洞洞板概念，靈活拼湊出家中的
沙發、床組和桌⼏等⼤型傢俱，扁平化好帶著走，不必⼯具就能反覆重組！

▼「帶著走的家」 
專利結構設計減少螺絲⽤量，簡易重複組裝，也⽅便搬運及 
永續環保，現代都會城市⼩空間⽣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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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器具
適合製作⽣活⽤品的器具的⽊材，⼤多是具材質堅硬、質地細緻、比重
⼤、紋理優美、不易彎曲等特性。⽊材製作的⽣活⽤品種類繁多，包括
餐具、茶具、梳⼦、髮簪、拐杖、筆筒、⽊屐、紙鎮等。

※圖片來源： 「⽅⽊fünwood」、「 WOOD MU 悟得⽊ 」、「 ⽊匠兄妹」

▲「解憂擴⾳⼿機座」 
透過精密計算，算出最佳擴⾳效果的設計，可
沐浴⾳樂中；Q 版 mini 筊，結合媽祖⽂化的特
⾊，增添有趣的性質。

▼「⽊合⾦⽔滴造型桌鐘」 
以⽊為媒介，運⽤簡單趣味的設計想法，結合⾦屬材
質特性及⾊彩的變化，賦予產品更多的可能性。

▲「⿃叉餐具家飾系列」 
以「家飾餐具」形式融入居家空間 ⽂化、
⽣活、意境 是品牌的設計主軸 ⽊頭溫潤的
質地結合漆藝、⾦屬、鍍鈦 讓現代與傳統
⼯藝走入⽣活美學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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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 樂器製造
⽊材被廣泛⽤於雕塑、佛像、擺件、藝術裝飾品…等，只要稍
具巧思，搭配精細的⼯法，很多不起眼的⽊材，都能化腐朽為
神奇，成為⼀件件美麗的作品。

⼤多數樂器，例如鋼琴、⼩提琴、⼤提琴、吉他和許多其它樂
器，都必須由⽊頭製成，奏出完美的曲調。

※圖片來源：⾃由時報「科幻⽊雕」、「樂⼿巢」官網、「Summuse」官網

※圖片來源： ※圖片來源：「Summuse」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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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技藝翻轉 
           ⽊藝⾰新創⽣

▲⾖⼲印章除了是⼤溪名物，更結合⼤溪神祇、窗花圖紋， 
    結合台⽇幸福寓意的圖⽂。▲透過設計與巧思讓花窗的技藝與意涵不再只是⼤體積的建材，⽽是縮⼩成⽇常⽣活的花

窗⽣活⽤品。希望延續花窗佇立在牆⾯上的視覺特⾊，並與鎖匙架結合。

※圖片來源：La Vie「⽊沐MUKKI」

※圖片來源：La Vie「Hands⼿⼿X彰化正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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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漆        ⽊ x 編織          ⽊ x Jazz

※圖片來源：設計⼯藝跨域共創展「54場雨」、「凝鑄芬多精：源⾃於森林裡的⼯藝」特展、「泰國Plantoys ⽊作兒童樂器 」

▲⽊製成的⿎箱，藉由⼿的敲打創造流動的節奏，⿎⾯可結合臺中動漫、在地
⽂化插畫彩繪元素，營造悠閒舒適的爵⼠⾳樂。

▲⼯藝師使⽤絹印，結合漆把
插畫家的設計圖以漆⼯藝呈現

▲結合國產桃花⼼⽊與栓⽊，輔以⽯⼭
部落精湛的⽉桃編織⼯藝。邊桌下置物
使⽤編織增加空間彈性。

跨域共創，展新貌、創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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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園北科⼤⽊創中⼼

【⽊創深根．豐⽊薪⽣】 

透過知識經驗豐富的⽊匠給予新⽣幼苗養分與教導，使其了解⽊藝⽂
化知識素養。在 #樹苗階段，透過建立⽊藝知識⽂本，深入當地進⾏
踏訪，結合新⽣代學⼦的創新創意，設計並創作出別出⼼裁的成果。

緊密結合台中地區⽊材加⼯、⽊⼯機械與漆藝三項產業特⾊，期許⽊⼯產
業能夠傳承⼿⼯技藝、扎根⼯業技術、研發先進科技，讓百年林業發展史
所建構的產業鏈活絡再起，重現臺灣⽊⼯產業的榮景。

※圖片來源：「豐園北科⼤⽊創中⼼ 」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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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 為從前⽣活中最重要的塗料

※圖片摘⾃⼤⼈的美好時光：⾦繼 ╳ ⽇初漆藝

漆藝
2 臺中⼯藝精髓亮點介紹



1895年前 ⽇治時期 外銷代⼯ 創新傳習

無種植漆樹 蓬勃發展 OEM之路 ⽣活漆意識

台灣早期移⺠⼤多來⾃中國
沿海⼀帶。當時台灣不種漆
樹，也沒有漆器⼯藝⼈才，
所以台灣最早期的漆器是中
國福建沿海的舶來品。

⽇本治台後，增加了漆器的使
⽤需求。便引種漆樹，並在臺
中開設「⼭中⼯藝美術漆器製
作所」，培訓漆⼯⼈才，使得
台灣漆器在⽇治時代有著蓬勃
的發展。

為求得較低廉的成本，很多
外商紛紛向台灣訂購漆器。
⽽漆器有有90%來⾃豐原，
因此豐原有「台灣漆器產業
故鄉」的稱號。

由於產業的轉變，許多漆器技
藝漸漸失傳，因此政府積極推
廣漆器⼯藝⼈才培訓，社區漆
藝扶植，避免產業沒落。 

⽽漆的創作也從產業漆器轉進
漆藝之藝術創作，⼀直到⽣活
漆的意識。

漆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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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塗 千層堆漆
為⽇本漆⼯藝師–⼭中公，以⾃⾝在臺灣的⽣活經驗，和對原
住⺠⽣活觀察為基礎，融入漆⼯技術中。配合臺灣⾃有的材
質圖紋，以粗曠的線條表現風景名勝、⽔果等為圖樣，不僅
輪廓鮮明，也呈現了濃厚的台灣意象。

千層堆漆在創作過程中完全沒有使⽤任何器物做為胎體，在
⼀平⾯玻璃上塗⼀層⽣漆，⽤不同顏⾊的⾊漆，⼀天塗⼀
層，待漆乾後再塗第2層，等到累積到需要的厚度後，把玻璃
板拿掉就是千層堆漆材料板塊，可依照需求將漆塊切割成想
要的胚體。

19※圖片來源：「欣德漆藝創作坊」東森新聞雲、「吳樹發蓬萊塗漆⼯藝研習成果展 ※圖片來源：「賴⾼⼭家族漆藝展」



⾦   繼 蒔   繪
⼜稱為⾦繕，是⼀種使⽤⾦漆修補破損陶瓷的⽇本傳統⼯藝
技術，在修補時不會對器物進⾏⼆次傷害，因為天然黏合劑
沒有化學污染，待⼀段時間完全乾固，具有耐酸鹼、耐⾼
溫、⾼黏著性且不易剝落。

蒔繪是⽇本的獨有技術。「蒔」和「繪」兩個字的組合，意
思是灑上的畫。以漆描繪圖案、紋路，在漆未乾時撒上⾦屬
粉末，撒⾦粉⼜稱「描⾦」，撒銀粉稱為「描銀」，均為利
⽤漆的黏性使⾦屬粉末附著的漆藝技法。

20※圖片來源：「光⼭⾏」官網 ※圖片來源：「光⼭⾏」官網、「悟得⽊」蒔繪漆器



⽣活漆意識

為了推廣臺灣⾃有的漆藝⽂化，近年台灣傳統漆藝
漸漸走入⽇常⽣活，發展出獨特的創意思維，不僅
蘊含了地⽅⽂化，也多了創意的深度。

※圖片摘⾃光⼭⾏官網

產業漆器 漆藝創作 生活漆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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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經典案例
翻轉⾊彩、造型，轉譯成為當代樣貌

3D列印結合漆藝 ⽯川縣⽣活⼯藝博物館

A New Layer 新層次計畫 -  

台灣漆器與瑞典設計師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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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層堆漆打造奧運鈕釦，讓漆器躍上國際舞台堆漆技法應⽤於飾品(⼿環、耳
環、項鍊、戒指)、⽣活器物

(杯墊、盤及花瓶)等

※圖片摘⾃光⼭⾏官網
23



台灣⾃創腕錶品牌
ZuWATCH  

遇上⼿⼯漆藝之美

當剛硬的精密⼯業品遇上漆藝之美，將漆料透過

不同的⼿法，延伸出「漆藝系列」。每個錶⾯由

藝術家⼿⼯製成，透過不同的材料、粉料、和處
理⽅式，將漆藝之美發揮的淋漓盡致，⼤膽揮灑
出超越次元抽象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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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粉修補地⾯和⼈⼼的裂痕
美國「⾦繼球場」藝術計畫

美國藝術家Victor Solomon 透過源⾃⽇本的
「⾦繼」⼯藝，修繕位於南洛杉磯的球場，⽤
加了⾦粉的樹脂填滿⽔泥地上的裂縫。希望透
過⾦繼球場能傳遞⼀個信念：籃球運動能讓被
分化的社會，再次團結⼀⼼。

25
※圖片摘⾃shopping design



⽣命⼒旺盛的  藺草與編織 
※圖片來源：溪泉「⼭形捲捲帽 」

編織工藝
3 臺中⼯藝精髓亮點介紹



起源篇章 外銷盛⾏ 技藝復興

追溯藺草製品的起源，⼤約在清朝
年間，在⼤安溪、苑裡沿岸海邊沼
澤地，即苗栗苑裡、通霄⼀帶及台
中⼤甲，當地平埔族婦女將野⽣藺
草編製為草蓆，作為平⽇席地⽽坐
的鋪地⽤品。

編制草蓆的技術也從過去簡單的技
法加入編花巧思，更成為送禮的上
品。⽽越來越精美的藺織品，也外
銷到中國和⽇本。

海埔新⽣地的開墾，破壞了種植藺草的溼
地，也間接影響到⼈⼝外移，整個產業的
轉移，⼜加上塑膠製品的普及，讓藺草產
業和老師傅逐漸凋零。 

近年來有感藺草的記憶消失，出現嚴重斷
層，政府積極開辦相關課程，進⾏⽂化復
育，扶植編織產業⼈才，再現藺草編織技
藝風華。

編製草蓆 帽蓆外銷 文化復育

編織工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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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傳統 創新設計 
看⾒⽇常的美

結合社區編織技藝⽣產出具風格化的⽂創新品， 
成為風格提袋或居家收納裝飾⽤品。

▲ 將傳統的編織⼿法和花紋運⽤到暖簾中，在懸吊著的同時， 
    可以讓藺草接受更多的⽇照，散發出更濃郁的草香。

※圖片來源：La Vie 「無印良品全球設計競賽」⽂章

※圖片來源：LaVie 「台灣⼯藝創造」、「kamaroan」官網 28



輪傘草編織⼯藝再創⽣ 
※圖片來源：「Kamaroan」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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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凝鑄芬多精：源⾃於森林裡的⼯藝」特展

編織 x anything  
活⽤造型美感、⾊彩、異材質，讓傳統編法走出新樣貌

◀阿美族⽯⼭部落以⽉桃、稻草繩等相關材料之編織技藝⼯法聞名。部落

林產寵物友善家具開發計畫與品牌BeHoomie合作，試圖結合部落技藝雙
⽅品牌故事與台灣國產⽊材，設計⼀系列「寵物友善家具/配件」。結合
雙⽅擅長之⼯藝，共同設計創造出「個性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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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管家具製作技法運⽤在鐵管上 
並以傳統⽵編技法編織鐵片，為量產化的
冰冷材質，帶來細膩⼿感與⼈⽂表情。

◀ 
以⽉桃葉材料為主，
輔以⽪⾰、⽵、五⾦
配件。⽵片穿插在⽉
桃編織籃之間，以多
彩的顏⾊呼應部落活
潑的形象。

※圖片來源：設計X⼯藝跨域共創展「54場雨」 網站「凝鑄芬多精：源⾃於森林裡的⼯藝」網站 31

編織 x anything  
編織⼯藝，不受材質侷限



工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3
．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人才培訓課程與獎補助資源

⼯藝培⼒．創意轉譯  ：
臺中⽂創產業輔導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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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1

競賽與獎項

2

品牌與⾏銷
拓展

3
．工藝中心(技術組工坊) 
．各分館 
    - 臺北當代工藝設計館 
    - 鶯歌多媒材研發分館 
    - 苗栗工藝產業研發分館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https://www.ntcr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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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國際展賽與獎項

．臺灣工藝競賽 
．國家工藝成就獎  

國內競賽與獎項

．拉脫維亞「里加第7屆國際織品及 
                           纖維藝術三年展」 
．日本「2022伊丹國際工藝展｣ 
．德國「2022哈瑙第20屆銀器三年展」

．「台灣綠工藝」識別標章 
．綠色工藝精神-自然循環、再生平衡 
．連結工藝製作端與市場消費端 
．挹注行銷資源，開創多元銷售管道

．「台灣綠工藝」市集 
．透過市集活動，提供⺠眾多元體驗管道 
．各領域工藝師相互交流切磋



輔導資源
(最新消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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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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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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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資源
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37

學習資源
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國際競賽
補助辦法

國內競賽
補助辦法

38

競賽與獎項
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臺灣工藝競賽獎 國家工藝成就獎
．報名資格：凡具中華⺠國國籍者皆可參加，不限年齡資

歷、不限作品材質、不分組別、不限制主題

．最⾼獎項⼀等獎 獎⾦達100萬元
    新光三越特別獎 獎⾦為50萬元

．入選作品將舉辦頒獎典禮，並於與新光三越⽂教基⾦會
   共同策劃的「⼯藝之夢特展」中展出

．報名時間：2022年尚未釋出報名資訊

．聯絡窗⼝：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02) 2388-7066 分機118

https://ccp.ntcri.gov.tw/home/zh-tw

聯絡窗⼝：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臺北當代⼯藝設計分館 盧⼩姐 
 (02) 2388-7066 分機121

．報名資格：凡具中華⺠國國籍者皆可參加，不限性別年
齡，舉凡投入⼯藝領域達三⼗年以上之經
歷，並在傳承技藝及培育⼈才、創新技法、
學術研究及⽂化交流等⽅⾯的顯著貢獻。

．報名時間：每年4-5⽉徵件，今年已截⽌徵件

．得獎者可獲得獎⾦新臺幣60萬元、證書⼄張及獎座⼄座

39

競賽與獎項

https://reurl.cc/OA5Mz7

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https://reurl.cc/OA5Mz7


2022臺灣綠⼯藝品牌徵件
/ ⾃然、循環、平衡、寬容、⽣命⼒ / 

報名  
資訊

報名  
資格

．截⽌⽇期：2022年9⽉30⽇ 

．線上報名：https://reurl.cc/QLj9Qo            

．依法設立/立案登記，具統⼀編號之
   ⼯藝廠商(公司、獨資或合夥事業、
   團體組織等)，均得參加。 

．作品於臺灣⽣產製造，可重製量產，
    並已可直接銷售。

品牌與行銷拓展

⼯藝中⼼以「臺灣綠⼯藝Taiwan Green Craft」品牌集結
臺灣原創⼯藝，透過品牌徵件選品為⼤眾推薦臺灣在地
⼯藝好物，以⼯藝創造專屬的⽣活風格，串接⼯藝製作
端與市場消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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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綠⼯藝」市集

/ ⼿ 的 勞 動 、 ⼼ 的 感 動 /  

報名  
條件

報名  
資訊

．邀請⼯藝、⼿作、設計、藝術、時尚、⽂創、體驗
活動等業者。 

．透過市集參與體驗，感受⼯藝產品⾃然取材循環利
⽤的概念，不同於機器量產，感受透過⼯藝⼿作的
細膩與溫度。

品牌與行銷拓展

位於台灣⼯藝⽂化園區的「綠⼯藝市集」，充滿創
意與夢想，豐富多元的⼿作⼯藝，熱情溫暖的⽂創
達⼈，邀請你⼀起進入不受限的創作發源地。

※詳細辦法請參閱相關公告

．市集⽇期：2022年每周六⽇及國定假⽇

．市集時間 上午10:30~下午17:00

．線上報名：https://reurl.cc/b2YA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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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  國立臺灣⼯藝研究發展中⼼



農村微型⼯藝產業培⼒ 
補助計畫

與農委會⽔⼟保持局共同合作，致⼒於⽂化之保存與
活⽤推廣，推動⼯藝社區扶植計畫，補助以⼯藝為發

展主軸，提出與社區結合之整體構想，協助社區凝聚

共識、推廣發展特⾊⼯藝，社區透過既有元素轉化將

產品變成⽂創商品，創造商業價值。

農村培⼒型

社區產業型  

( 初級  )

社區產業型  

( 進階  )

．補助上限 15萬元
．在地⼯藝⼈才課程培訓            

．補助上限 25萬元
．建立「社區多寶閣」概念
．在地特⾊⼯藝商品設計

．補助上限 45萬元
．產品設計開發 + 品牌⾏銷推展
．地⽅⽂化輸出、地⽅創⽣永續發展

※本年度仍會有該補助計畫，但相關資訊尚未公告

輔導與補助計畫

/  因應地⽅創⽣  創造永續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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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藝研究發展中⼼ 陳⼩姐

      049-2334141 #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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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資產園區1916工坊
3⼯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才培訓課程與獎補助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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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園北科大木創中心

44

3⼯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才培訓課程與獎補助資源



透過「TCOD台中原創」品牌計畫推廣城市共同品牌，
提升臺中⽂創品牌價值與競爭⼒，建立臺中優質⽂創品
牌形象。分為「⼯藝品」、「視覺及包裝設計」、「創
意⽣活」三⼤類別。

45

TCOD台中原創 - 工藝品類
3⼯藝產業政府資源介紹  -⼈才培訓課程與獎補助資源



其他工藝培訓、DIY課程

⽅間治所 PPA ⼿作DIY線上教學課程台灣⼯藝美術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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