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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墾丁生態旅遊社區公開徵求駐村藝術家作品 

一、宗旨： 

墾丁地區發展生態旅遊多年，除了豐富的自然生態受到遊客喜愛，在

地的人文風情也是吸引許多外來訪客的重要原因。台灣這塊土地滋養

了許多藝術家，他們彷彿是藝術融合師，利用藝術才華創作與這片美

麗土地相融合的作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公開徵求藝術家作品，希

望這些藝術融合師能夠創作出結合墾丁的自然、生態及人文等多元的

藝術作品，將墾丁的美麗，透過藝術表現的作品傳達給社會大眾。駐

村藝術家在創作期間居住在社區，與社區居民一起生活互動，藉由藝

術介入活絡社區，藝術創作刺激地方環境議題，進一步影響更多民眾

關心環境生態保育工作。 

 

二、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承辦單位：里山生態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屏東科技大學森林系社區林業研究室、社頂部落、水蛙窟

部落、龍水社區、大光社區、里德社區、港口社區、悠遊

墾丁 

 

三、駐村地點 

社頂部落、水蛙窟部落、龍水社區、大光社區、里德社區、港口社區

等其中之兩個社區，將從藝術家提供的作品計畫中挑選出 2 件不同的

社區藝術作品，並以該社區作為駐村地點。駐村地點資料請見附件四。 

 

四、駐村時程 

駐村日期：2015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共一個月)。 

 

五、申請時間  

即日起至 2015 年 7 月 13 日 

 

六、駐村藝術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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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限年齡、性別、與國籍。凡從事各項藝術相關工作，如：視覺藝術、

裝置藝術、建築、雕塑、工藝等跨領域之藝術家、策展人、研究者、

文化工作者皆可申請投稿作品。 

2.駐村藝術家必須認同環境生態保護，或具有和社區居民、孩子一起工

作、合力完成公共藝術創作的經驗，並且能引導一般民眾參與在藝術

創作的發想及過程。 

 

七、藝術家任務職責 

1.於駐村社區執行完成創作作品。 

2.獲選藝術家必需參與活動記者會、作品發表會及與居民至少二次以上

論壇或課程。 

3.駐村成果報告書(含創作過程及完成作品的影像及文字紀錄)及完成

問卷填寫。 

 

八、申請資料 

1.計畫申請表，一式 9 份(附件一)。 

2.駐村計畫書，一式 9 份(附件二)。 

3.駐村同意書，一式 1 份(附件三)。 

4.上述資料不齊者，恕不受理報名，參加甄選之資料請自留備份，恕不

另行退件。 

 

九、申請方式 

1.郵寄：掛號寄至 94642 屏東縣恆春鎮中山路 39 號，里山生態有限公

司收（信封註明「申請 2015 墾丁生態旅遊社區駐村藝術家作品」）。 

2.專人送達：含快遞、親送等，於受理收件期間內之上班時間(週一至

週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送達，截止日期以郵戳為憑。 

 

受理單位：里山生態有限公司 

地址：94642 屏東縣恆春鎮中山路 39 號 

電話：08-8883939 

Email：lishanec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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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申請表格請上網站查詢：http://kt-artist.blogspot.tw/ 

 

十一、甄選方式與結果： 

1.甄選方式：採「公開徵選」，由承辦單位遴聘之審查委員，針對申請

人文件及作品進行評選，並基於尊重申請者之隱私權，審查會議不對

外公開。 

2.甄選結果：駐村名單將於 2015 年 7 月底以前，於墾管處網站及活動

網站公佈駐村藝術家名單，並另以 email 通知。 

3.入選之個人應於接獲通知一週內與承辦單位簽署駐村同意書，逾期或

未到者視同棄權，其資格由備取個人遞補之。 

 

十二、藝術家注意事項： 

1. 獲選藝術家可獲得藝術家津貼：每人新台幣六萬元整，含藝術創作所需

材料及零配件、參與公眾活動，以及和學童或村民一起創作的相關講師

費、材料費、裝置費、生活費、交通費、出席費、個人所得稅及二代健

保費。 

2. 駐村期間，駐村藝術家免費住在社區提供之宿舍，可能是民宿，也可能

是一般民宅，但皆為一人獨自一房。駐村期間，交通和三餐由藝術家自

理；食材費有額外的補助津貼。 

3. 完成的作品應至少能保存一年或更久，或者是隨時間能被生物分解或被

回收再利用。因此獲選的藝術家建議可使用回收及在當地可找到的素材

(如漂流木、樹枝、海邊廢棄物、浮球、各式各樣的回收雜物、舊衣料等)。 

4. 其他可考慮使用的材料還包括：麻繩、網子、天然纖維布料、木頭，及

其他回收再利用的材料。若藝術家選擇購買新的材料或工具，請務必先

與承辦單位和駐點社區討論，並請利用個別之藝術家津貼支付。 

5. 於駐村期間，遇主辦單位和承辦單位辦理各項公開活動，如開幕茶會、

記者會等，均需配合出席參與。 

6. 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有作品展覽、發表與出版之權利。藝術家並應擔保

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上述情事致使主辦單位

及承辦單位遭受損失，藝術家應對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付全部賠償責任。 

7. 駐村期內未依契約確實進駐達駐村期間天數 2/3 者，將視同棄權並取消資

http://kt-artist.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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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8. 駐村藝術家應確實執行其駐村計畫內容，包含：回饋計畫、創作計畫之

執行，並於駐村期滿前，須對外公開發表展覽駐村期間創作作品及相關

義務屢行。 

9. 駐村期間，藝術家得使用所屬之創作空間及公共設施，駐村期滿，藝術

家離村前必須清理並恢復工作及使用過的空間環境。 

10. 駐村時期不可轉作其他無關駐村創作之用，並不得有違環境安寧與安全

之事宜，違者本處得逕行解除合約。 

11. 駐村資格不得轉讓。 

12. 駐村藝術家與本處管理單位應本「互信」、「互助」、「和諧」基礎，建立

良好關係，為彼此注入藝術活水與熱情，創造未來藝術榮景。 

13. 未履行合約者或遵守駐村藝術家進駐管理辦法者，將取消資格與相關權

利義務。 

14. 駐村藝術家應盡使用維護義務並清潔周圍環境，以保持環境整潔。 

15.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本處得公告修正之。 

 

十三、工作時程 

項目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月 

社區需求提出       

駐村藝術家作品徵件辦

法公布(新聞稿、宣傳) 
      

7/13 截止收件   7/13    

藝術家作品評選       

公布結果       

社區協助收集材料       

藝術家駐村+作品創作 

(9 月 1 日～9 月 30 日) 
      

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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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5 墾丁生態旅遊社區公開徵求駐村藝術家作品計畫申請表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出生 

年月日 
西元    年  月  日 

電話 
市內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緊急聯絡人  電話  

創作類別 
(擇一勾選) 

□環境藝術 □裝置藝術 

學歷  
個人 

網站 
 

創作簡(經)歷  

專業領域  

獲獎紀錄/ 

展出經驗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收件日期：2015 /      /    

                                                    

收件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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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作品介紹 

(說明過去六件作品，內容需包含作品名稱、創作日期、創作媒材、展出地點，並附上

作品完成照及作品的工作照。)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III 

附件二 駐村藝術家作品計畫書 

計畫名稱  

標的社區 
□社頂部落 □水蛙窟部落 □龍水社區 

□大光社區 □里德社區 □港口社區  

申請動機  

創作理念  

創作內容 

(如創作類型、策劃展演、民眾互動，並提供創作概述及作品圖片) 

 

空間使用計畫 

(大小、形式、室內或戶外工作空間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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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空間使用

需求 

(需詳細說明欲使用場地和情形) 

 

回饋機制 

(需包含和在地居民的互動方式、創作過程中如何讓居民參與) 

 

 

※本表格可自行調整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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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駐村同意書 

駐村藝術家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甲方)，參加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以下簡稱乙方) 主辦之「2015 墾丁生態旅遊社區公開徵求駐村藝術家作品」

活動，同意並保證以下聲明，若有違反情事，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一、甲方願意無償授權作品與其相關文字使用權予以乙方，同意乙方及承

辦單位、駐村之社區有作品展覽、發表與出版之權利，以數位影音或

紙本印刷等方式複製出版，並從事網路、平面或電子媒體等推廣、宣

傳相關業務事宜。 

二、甲方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本活動之各項規定。 

三、甲方保證參加作品屬原創，未曾發表，且無抄襲仿冒情事。 

 

此致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立同意書人（創作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0 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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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駐村地點介紹 

(一)社頂部落 

社頂部落緊鄰社頂自然公園，位於墾丁國家公園中心地帶，附近擁有高位珊瑚礁保

留區、梅花鹿復育區、試驗林地和國有林班地，獨具特色的景觀，是各種野生動物生存

繁殖之場所，因此無論是植物、動物、地質、人文等資源都非常豐富，包括毛柿林、大

雀榕、螢光蕈、螢火蟲、梅花鹿、灰面鷲、赤腹鷹、食蛇龜、珊瑚礁岩、木炭窯、姥咕

石屋、啞巴海、三面海等，這也是社頂部落會被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選為發展生態旅遊

地的重要原因。社頂部落早期曾因為盜獵或違建問題常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發生抗爭

和衝突，現在則以發展生態旅遊成功轉型善用在地傳統知識的生態旅遊推廣，成為全台

灣生態旅遊的最佳示範地。 

創作位置：社頂部落旅遊中心周圍草坪。 

期待：社頂部落旅遊中心是遊客的集合地點，旅遊中心內販售生態相關產品，也可播放

生態影片，若能在社區外圍製作適合社頂部落的藝術作品，可以讓遊客認識當地

的生態資源之餘，有更多不同的驚喜。 

  

(二)水蛙窟部落 

水蛙窟為鵝鑾鼻里的一個小部落，位於龍磐公園與風吹砂中間，地形以草原景觀和

崩崖為主。當地居民過去主要的經濟活動以農業、漁業和畜牧業為主，但因 1970 年代

興建佳鵝公路與人為開發利用之故，水源地受到破壞及風沙影響陸化成為草生地，無法

繼續農耕的居民在農會輔導下，轉為種植盤固拉草，於是水蛙窟有了一望無際的草原風

景。多數居民因在地謀生不易，產業不發達，青壯年人口外流嚴重，社區裡八成以上皆

為年過半百的老人與尚未有自主能力的幼童，目前實際常住人口僅 50 餘人。現在水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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窟部落發展生態旅遊後，這裡的人、環境、生態開始產生轉變，如今它越來越美麗，正

在草原上發出閃耀光芒。 

創作位置：水蛙窟部落南方入口到北方入口的沿線兩旁之擋泥牆。 

期待：水蛙窟之前曾經以浮球和漂流木簡單佈置部份牆面，社區夥伴想要邀請藝術家協

助創作作品，多元呈現水蛙窟不同面貌的草原美景。請考量作品的安全性，作品

須耐受冬天東北季風的侵襲。 

  

  

(三)龍水社區 

位於屏東縣恆春鎮龍水里的龍水社區鄰近龍鑾潭，以回復古時的耕作方式，栽植有

機稻作農田，生產出自然、無污染有機稻米─「瑯嶠米」。也因為這裡少了農藥污染，

加上村里淡水濕地生態豐富，提供鳥類絕佳的覓食場所。每年的冬季，有自北方寒冬飛

越千里遷徙到龍鑾潭度冬雁鴨水鳥，可觀察到豐富的雁鴨，造就了一處南台灣的野鳥樂

園。此外，龍水社區內還有許多值得一探究竟的人文景點，包括供奉司命真君的寶靈宮，

是所謂的灶神，也是龍水居民的信仰中心。曾經上過電視拍過廣告的茄冬樹，已經有三

百多年的歷史。以及關於男嬰的太監墓，和當地人開墾有關的清河堂，都富藏一些故事，

和龍水社區發展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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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位置：社區內赤崁路沿線道路的兩旁皆可創作。 

期待：這條道路是遊客參加人文之旅必經路程，一邊是稻田，一邊是社區住家，希望能

有藝術作品與社區的生活點滴和歷史印記相呼應。 

  

  

(四)大光社區 

位於恆春鎮大光里的大光社區，為典型的鄉間農漁村社區，居民生業型態以務農、

漁撈為主，受到落山風氣侯影響，農作以抗旱、耐鹽及抗風的蘿蔔、花生、地瓜等為主。

在瓊麻工業興盛時，大光社區因海岸線綿長，曾廣植瓊麻，而今瓊麻工業雖已沒落，沿

海山坡仍有瓊麻蹤影。除了以農維生外，也因有後壁湖魚港在此，不少漁民改以浮潛、

水上摩托車等觀光相關行業。大光社區開始發展生態旅遊後，以觀察潮間帶生物為遊程

內容，同時成立社區巡守隊，一方面藉此瞭解生物資源的狀態，另一方面可以嚇阻違法

在後壁湖海洋資源保護示範區採捕的非法活動，維持潮間帶豐富的海洋生態資源，確保

生態旅遊的永續發展。 

創作位置：核三廠出水口旁道路。 

期待：此處為大光社區潮間帶觀察遊程和浮潛下水的地方，社區希望能利用海邊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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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浮球、玻璃瓶等)創作藝術作品，讓到訪的遊客可以從事海邊活動也能欣賞作

品，並且增加海洋保育之意識。 

  

  

(五)里德社區 

位於滿州鄉里德村的里德社區，因大面積的林地保持了極佳的生態資源，讓自然景

觀與人文資源豐富，不論地形景觀、動植物資源、人文史蹟與在地產業等，皆具特色。

主要遊程為位於墾丁國家公園南仁山保護區邊緣的欖仁溪，雖短短的一百多公尺，因林

相原始，帶有幾分神秘感，必需溯溪才能進入。溪的最後方可觀賞最美的一瀉瀑布，豐

沛的水量令人感到清涼舒爽，成為里德社區生態旅遊的熱門遊程。加上每年國慶日前

後，有大量灰面鵟鷹過境於此，為全台灣最大的賞鹰地點，吸引國內外賞鳥人士前來觀

賞起鷹、落鷹等景象，使得里德社區成為非常受歡迎的生態旅遊地。 

創作位置：進入社區活動中心入口以及進入欖仁溪入口兩處。 

期待：因為欖仁溪生態遊程是社區非常受到歡迎的遊程，因此希望在入口處有藝術作品

輔佐，讓遊客學習和認識環境保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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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港口社區 

位於滿州鄉的港口社區，擁有良好淡水資源，加上棲地保持良好，陸蟹資源種類眾

多，特別在夏季至中秋節期間，適合進行賞蟹的活動。這裡每年 9 月至次年 3 月有強勁

的落山風，作物無法收成，所以農民都改種牧草，也有農民種植港口茶，因此港口茶成

為屏東縣唯一產茶的村落，也是全台最低海拔茶區，茶香裡頭都帶著海味。而每年夏季

大量的迴游魚類造訪，以飛魚、芭蕉旗魚和鬼頭刀為大宗，所製作的飛魚乾數量大且品

質良好，因此飛魚乾也是港口社區的特產之一。 

創作位置：港口社區活動中心外停車場及活動中心對面草坪。 

期待：港口社區活動中心不只是遊客集合地點，也是社區居民的主要活動場地，因此希

望在此以符合社區故事和生態保育之藝術作品呈現，可以帶給社區和遊客驚喜，

提升社區居民們的向心力，也鼓勵大家珍視環境，讓環境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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