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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目標 

一、計畫緣起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以下簡稱「花博會」)是國際

授權認證的世界級博覽會，亦是臺中市政府首次主辦世界級博覽

會活動，預估將吸引大量國內外遊客參觀人次。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獨特且多元，不論音樂、舞蹈、手工藝及

服飾皆為臺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為使民眾及國際觀光客在參與

博覽會時，有更多機會親身欣賞或體驗臺灣原住民文化，並增加

原住民文化展露空間及促進文化產業展銷，藉由花博會期間辦理

「原住民族原生植物花卉展示」、「原住民族精品及文創工藝品展

示與展售」及「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展演活動」等計畫，開拓原住

民族經濟產業之新視野，提升原住民族文化創意及傳承，間接帶

動原鄉部落產業和城市發展，讓國際社會更進一步認識臺灣原住

民族文化。 

本次計畫係配合花博會所定之主軸規劃內容，呈現獨特之民

族風格文化及兼具人文內涵的「植物文化」產業、達到文化、經

濟相得益彰成效，以厚增臺中市民及國內外觀光客對原住民文化

藝術的欣賞與認知，促進多元文化包容與族群共榮。 

二、計畫目標 

(一) 充份展現原住民族原生植物的意義與文化內涵，讓原住民

族多元文化傳揚世界。 

(二) 扶植原住民族創意設計產業，積極發掘及培養原住民族設

計新秀。 

(三) 提升臺灣原住民族文創產業品質及提供多元行銷通路，建

立與國際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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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加強國際宣傳，並於花博會期間，增加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及原創產業展露之空間。 

(五) 帶動原住民族文化觀光事業，行銷全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及產業。 

(六) 展現多元豐富原住民族文化內涵，傳揚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並增進世界原住民族歌舞文化交流及觀摩，進而推向國際

舞台。 

貳、計畫構想 

一、計畫特色與亮點 

 

 

 

 

 

 

(一) 透過鮮明意象凸顯原鄉情感，成為眾族群特色表達之寄

託。 

(二) 藉由文創徵件擴大參與向下紮根，利導原民文化之傳承。 

(三) 以十六族加一(平埔族)表演週模式，闡揚族群自明性。 

(四) 原民文化考究專業導覽培訓，導正謬誤贏取社會大眾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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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導入 IMC 整合行銷傳播及國際級活動辦理，強勢行銷原民

專區。 

(六) 專區展場規劃體驗式互動設施，增添遊園樂趣。 

(七) 邀請國內知名原住民工藝家進駐，激發在地原民工藝文創

想像，促進產業交流與發展。 

(八) 國際展演邀請及互訪觀摩，促成在地化與國際視野之接

軌。 

二、花博原民專區推動小組 

2004 年臺灣彰化花博以及 2010 年臺北國際花博均未設立

原住民專區。林市長特別關注本市原住民族群，指示 2018 本市

花博應將原住民族群納入考量；再經由本市原住民議員努力推動

下，始有花博原民專區之設立。花博原民專區雖為後續追加計畫，

卻是可以造成眾所矚目新聞焦點之所在。 

本會全力投入暨委由專業團隊協助規劃辦理，亦引進本市原

住民團體共同參與，形成一種產、官、學、民各界；眾志合一努

力共同達成計畫目標之風氣。是以成立花博原民專區推動小組為

多方溝通平台，建構民眾參與機制，致力原民向心凝聚及參與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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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花博原民專區規劃構想—師法自然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獨特多元，為藉由遊客參與花卉博覽會機

會，能體驗臺灣原住民文化內涵。爰此，本案規劃農食展示及服

務區展現原民飲食文化、原民市集活動區作為精品與文創工藝展

售空間、花非花舞台活動區提供豐富原住民音樂舞蹈的展演場所，

並規劃植物地景區作為藥用植物主題的教育及展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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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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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農食展示及服務區 

1. 入口廣場：運用簡單的造型元素銜接國際庭園區進入本區

的轉介空間，並作為輕食區外部延伸之戶外使用空間。 

2. 輕食區（棚架形式）：設置面積 200m2輕食空間，導入原

民特色餐飲服務，並設置 50m2管理服務空間。 

 

 

 

3. 遊戲沙坑：位於輕食區與生態池周邊，設置船型意象主題

設施，以提供不同遊戲活動使用。 

 

 

 

 

 

4. 農展示區：規劃栽植小米、紅藜….等食用植物，作為食用

地景的重要展示特色。 

 

 

 

 

 

5. 農食植物教育走廊：以植物解說教育為主軸，設置展示及

互動式解說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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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民市集活動區 

1. 意象設施廣場：作為市集的集散及活動空間，強調原民傳

統雕塑、木雕及圖騰為設施主題，並強化夜間環境營造。 

 

 

 

 

 

 

2. 原民市集：規劃 15個展售、文創及藝術家進駐空間單元

（16m 2/單元）。 

 

 

 

 

 

 

(三) 花非花舞台活動區 

1. 舞台造型棚架：設置造型棚架及舞台背牆，強化花非花舞

台的功能性；其設置以造型鋼構或薄膜結構為主體，融入

原住民工藝元素語言，呈現豐富文化的原住民特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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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慶典植物展示區及節慶意象設施：規劃於花非花活動舞台

周邊，節慶花海地景以線條圖騰形式栽植，並結合原住民

族相關節慶設施，展現豐年熱情的氛圍。 

(四) 植物地景展示區 

1. 藥用植物展示區(例如：九芎、杜英等)：運用既有生態池空

間規劃生態浮島，除強化生態教育功能(水質淨化、提供生

物棲地)，更展現原住民族尊重自然永續的漁獲模式，搭配

原住民族生活與藥用植物創造植物地景意象，並可依據植

物的藥用特性分區種植，強化藥用植物與生活之間的特殊

性及趣味性。 

 

 

 

 

 

2. 樹屋溫室：配合樹林空間的營造，規劃 2 座樹屋溫室，展

示高海拔藥用植物，更結合眺景平台做為基地內休憩及賞

景的多用途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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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住民族精品及文創工藝品展示與展售展覽規劃 

(一) 原住民族工藝家進駐 

隨著時代轉變與全球化浪潮之衝擊，原住民的工藝創作也逐

漸精進改良，原住民族工藝源自生活純然衍生的傳統技藝與現代

文明及社會需求結合，發展出具技藝面、文化面、設計面及行銷

面的工藝產業。 

花博原民專區導入原住民族工藝家進駐可以豐富展示多元

化，亦可以讓參訪遊客透析原民傳統技藝之精進。 

  

 

 

  

(二) 原住民族文創工藝品競賽徵件 

擴大民眾接觸 2018 本市世界花卉博覽會層面拓展參訪人潮，

甚可進入校園徵件向基層紮根，增加民眾參與感亦可以發掘原民

文創新秀，創造立足展演舞台，並藉此帶動民眾認識臺灣原民工

藝創作家，並與花博結合拓展工藝創作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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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暨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藝術展演活動計畫 

(一) 國際展演與原住民文化交流 

本市世界花卉博覽會正式營運時間規劃為107年11月3

日至 108 年 4 月 24 日，展期共計 173 天。此期間安排國際

知名原住民表演團體進駐演出並與國內原民表演團體交流，

建立互訪契機。 

臺灣做為南島語族擴散的起源地，呈現多元民族的面貌，

無論歷史、語言、文化呈現高度歧異度及豐富性。臺灣現有

16 族原住民族群，各族群伴隨社會生活而來的樂舞及文化。

不只鑲嵌於現代的部落生活，也進入了應用與展演的領域，

結合藝術與觀光，成為原住民之文化展演特色。 

「2018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原住民族專區」除了展示臺

灣 16 族原住民族群多元文化之外，更期待能開拓原住民族經

濟產業之新視野，提升原住民族文化創意及傳承，間接帶動

原鄉部落產業和城市發展，讓國際社會更進一步認識臺灣原

住民族文化。 

在國際展演規劃上，邀集來自全球五大洲國際知名原住

民表演團體進駐演出，促進國際交流，以及發揚臺灣文化於

國際之能見度，創造廣大的週邊觀光及產業效益。可邀參與

的國家基本上有匈牙利、斯洛伐克、秘魯、加拿大、智利、

馬來西亞、東非蒲隆地、史瓦濟蘭、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

關島、斐濟、夏威夷、紐西蘭、大溪地、澳洲等十六個國家。 

(二) 國內展演團體 

以中、彰、投、苗原民樂舞團體為主要邀集展演對象，

藉由花博期間累積表演經驗，創造就業機會，同時觀摩學習

國際展演團體精湛技藝，培養情誼創造國際交流互訪機制。 

(三) 原住民族祭典 

臺中花博正式營運時間規劃為 107 年 11 月 3 日至 108

年 4 月 24 日，展期共計 173 天，開放參觀時間為上午 9 時

至下午 9 時。期間應考量臺灣十六族加一(平埔族)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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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有祭典、大型活動，以尊重原住民文化當出發點，導入

EVENT 之方式；期以讓參展民眾體觸、參與原住民文化。 

六、預算規劃 

茲就目前編列 4,800 萬元預算，得以規劃規模如下， 

(一)硬體工程類（23,300,000 元） 

項次 項目及說明 預算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基礎、景觀、機電、等硬體) 23,300,000-  

（一） 農食展示及服務區 4,578,500-    

（二） 原民市集活動區 2,100,000-    

（三） 花非花舞台活動區 2,280,000-    

（四） 植物地景展示區 2,113,750-    

(二)活動軟體類（24,700,000 元）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原住民族專區活動設備及軟體 

項次 項目及說明 預算 備註 

壹 舞台燈光音響硬體（常設）  4,500,000-    

貳 國內原民團體展演  7,800,000-    

參 國際表演團體邀請  1,000,000-    

肆 場地氣氛佈置  2,500,000-    

伍 廣宣行銷計畫  5,000,000-    

陸 專案管理  3,900,000-    

依上兩表所編，硬體工程類佔 2,330 萬元、活動軟體類佔

2,470 萬元，總計 4,800 萬元。就硬體工程類編列預算表所呈現

出，是極為基本的需求。而草本植栽更替僅止於 2 次，以長達

173 天展期而言明顯不足。再論活動設備及軟體，本會經與 PCM

專案管理廠商會議後表示，以目前預算額度無法滿足國際表演團

體駐點演出需求，活動項目欲多元化呈現亦有難度。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是本市首次主辦世界級博覽會活動，花

博原住民族專區亦是本市首創（2004 年臺灣彰化花博以及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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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臺北國際花博均未設立原住民專區），極高機會可以打造成眾

所矚目的新聞焦點。然因預算編列不足，從而喪失此一良機令人

扼腕。 

參、預期效益 

一、刺激遊客觀展量能延伸至原鄉消費觀光 

參觀 2018 花博遊客即已來到本市，在完善多元的原民專區

規劃上必會引發遊客對於原鄉部落好奇想像與期待，刺激遊

客觀展量能延伸至原鄉消費觀光。 

二、能見度更高的露出機會有利形塑原民新風貌 

透過本會培訓的原民專區志工專業導覽解說、原住民工藝家

進駐及十六族加一(平埔族)週的演出與特有服飾展現，呈現出

各族不同特色與差異，澄清以往對於原住民文化混淆與誤解，

得以形塑原民新風貌。 

三、帶動地區性原民活力和產業就業工程營造 

本會為圓滿順利辦妥 2018 花博業務，特設「花博原民專區

推動小組」為產官學民溝通平台，同時含括原民團體、原鄉

部落廣納建言，在花博會辦理過程中，導入產業就業工程營

造，帶動地區性原民活力。 

四、各族原民文化發揚及保存 

在佈展規劃安排上儘可能將十六族納入考量，關於原民文化

文宣內容亦有考究及審核，期能將原民文化正確資訊發揚散

佈與保存。 

五、促成本市國際性原民交流互訪機制 

本會主任委員近期將陪同林市長出國外訪，會見國外城市首

長做好城市外交任務，並為本市原住民展演團體鋪路。藉由

此次花博原民專區邀請國際團體展演之規劃，先行釋出善意，

建立本市國際性原民交流互訪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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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處遇課題及解決對策 

一、處遇課題 

(一) 本會建議，強化入口意象；或配合展演活潑多變。 

(二) 如何與其他展區區隔，強化本區遊園樂趣？ 

(三) 如何延長展區效益？吸引更多不同族群遊園？ 

(四) 如何保持園區植栽鮮活翠綠，維持展示水準？ 

(五) 如何透過活動展演，讓原民專區躍升國際媒體版面？ 

(六) 如何吸引國內更多族群目光，造就參與感共襄盛舉？ 

二、解決對策 

(一) 強調入口意象設計，區隔展覽服務區及呈現原民多元風

貌。 

(二) 置入互動式解說設施，增添遊園趣味性。 

(三) 營造夜間遊園氛圍，吸引不同時段族群，延長觀展效益。 

(四) 除既有日常例行養護之外，應增加草本植栽更替期數，保

持園區展示水準。 

(五) 增編南島語系國際表演團體邀演預算，拉抬國際知名度。 

(六) 提升燈光舞台設備，臻達國際水平。 

(七) 規劃多元活動內容，擴大民眾、學生參與。 

(八) 導入志工體系，培訓花博原民區專業導覽解說員。 

 

 



16 

為實現對策解決遭遇課題，故本會建議增編預算項次如下表： 

一、硬體工程類（41,500,000 元） 

項次 項目及說明 預算 備註 

壹 發包工程費(基礎、景觀、機電、等硬體) 41,500,000-   

一 農食展示及服務區 4,578,500-  

二 原民市集活動區 2,100,000-  

三 花非花舞台活動區 2,280,000-  

四 植物地景展示區 2,113,750-  

二、活動軟體類（53,972,000 元） 

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原住民族專區活動設備及軟體 

項次 項目及說明 預算 備註 

貳 活動佈展行銷(軟體) 53,972,000-  

一 常設性舞台燈光音響硬體 4,500,000-   

二 場地氣氛佈置、廣宣行銷 6000000-   

三 國內表演團體 12,600,000-   

四 南島語系國際表演團體邀請 11,400,000-   

五 策展行銷 8,000,000-   

六 志工培訓解說導覽 5,108,000-   

七 大型 EVENT 活動 / 挑戰千人口簧琴 3,692,000-   

 

為解決目前花博原住民族專區目前所遭遇之困境，新編硬體

工程類預算為 4,150 萬元、活動軟體類預算為 5,397 萬 2仟元，

總計 9,547 萬 2 仟元。則較符合本會辦理「2018 臺中世界花卉

博覽會原住民族專區」需用，臻達國際活動水準並達成預期效

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