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鄉關何處－藝術開放、空間亮點」藝術家駐創徵選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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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徵選宗旨： 

以培育動畫、漫畫等相關視覺藝術創作者為目的，透過駐創花蓮，將在地

人文歷史、族群文化、自然景觀……等獨特元素，以藝術轉譯及創作之形式，

介入地方，打造空間亮點、創景鄉野。 

創作者需於創作計畫中，以花蓮縣壽豐鄉、萬榮鄉為主要場域駐創（亦可

由創作者提出花蓮縣境內其他地點；但若選擇其他場域，創作者需自行尋找創

作空間與住宿地點）。創作計畫需包含民眾參與機制，其機制可為以下內容：

活化空間、打造藝文場域、開設工作坊、促發思考、闡發地方景觀、轉譯文史

資料、民間故事、地方文化等。但並不設限，由創作者自行發揮創意。 

創作形式與媒材可為以下，如：彩繪、塗鴉、裝置、AR、VR、漫畫、動

畫、影視、光雕、光桌、地域創景……等。但並不設限，創作者亦得以藝術介

入空間，打造空間亮點為主要創作目的，針對動漫創作內容提出相關創作內

容，送件計畫。 

（二） 目標對象與資格 

本案至多徵選 5至 8名創作者或團隊，並備選若干名，依照送件狀況與提

案內容調整。 

申請者需為我國之自然人，並於民法上為成年者（年滿 20歲）；亦可組成

團隊提出，並推派一人為代表申請（團隊經徵選上後，可能因應社區提供住宿

之空間大小，無法配合提供符合團隊人數之住宿名額）。 

（三） 徵選辦法 

1. 創作費用 

新台幣 10萬元至 30萬元整創作費用（含工作費、材料費等，需併入

年度個人所得），由創作者提出創作計畫內容後，經審查會議決議最終創

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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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計畫通過後，逕行三期付款： 

第一期款：獲選二週內，與社區確認計畫之可行性後修正計畫，並繳

交修正計畫書。核准後，即支付核定經費之 30%。 

第二期款：與執行單位討論策展計畫後，繳交策展計畫書。核准後，

即支付核定經費之 50%。 

第三期款：於本案結束後，確認相關場地與作品設置／收存無虞者，

經執行單位確認後，即支付核定經費之 20%。 

2. 徵選主題 

鄉關何處 Out of Place 

創作者可自訂創作內容與主題，或以「鄉關何處 Out of Place」為創作

之核心理念。 

該理念取自薩依德的《鄉關何處：薩伊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

1。期望創作者可以藉由此概念，重新思考當代全球化的浪潮中，台灣如何

透過位處「鄉」的花蓮，達到真正的越在地越國際，並探尋土地與自身的關

係。 

建議創作者可藉以下三個面向思考，但並不設限： 

(1). Out of Place 

一種無法融入當地的窘境。思索自身來到該場域 Out of Place創作

的原因；同時，該場域又能如何豐沛自身的創作。 

(2). 失根與離土 

過往台灣的成長經驗，因為都市化、全球化、教育制度等不同因素，

使得我們無法了解鄉村／家鄉。如何藉由這次的駐創過程，重新認

                                                      
1 薩伊德（Edward W. Said），《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Out of Place: A Memoir）》，台北，立緒出版，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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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鄉村／家鄉，並透過花蓮多元族群的文化環境與空間，看見台灣

多元與多樣的「根」。 

(3). 地方感（sense of place） 

人文主義地理學中提出「地方（place）」與「空間（space）」之概念，

即是強調人和空間的互動，透過時間的累積與沉澱，逐漸形塑一地

之獨特的價值觀與文化。創作者可思考，在駐創的過程間，以內在

或外在的視野，重新闡發、詮釋此處之「地方感」。 

3. 送件期間 

於公告日起至民國 110年 2月 19日 23：59截止。 

無須印出紙本，採線上送件，寄至：minrhome@gmail.com。標題註明「鄉

關何處（計畫名稱）」。需同時繳交Microsoft Word（.doc）檔案，及 PDF檔

案（若檔案過大，亦可提供雲端硬碟網址）。寄出後務必再以電話（03-8650338）

聯繫執行單位是否順利收件。 

若有相關作品集，可選擇提供紙本檔案或電子檔案。紙本檔案需備妥 6

份，不限裝訂與輸出形式，於截止收件日 23：59 分前（以郵戳或超商寄出

日為憑）寄送至：97448花蓮縣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37號，社團法人花蓮縣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社造組 收；03-8650338。 

若最終未獲選，相關提供之作品集等資料不予退還。 

4. 徵選流程 

（1）送件：截止收件日當日結束前，線上寄送創作計畫書。 

（2）初審：審查相關資料完備後，待執行單位通知，即進入面審。 

（3）視訊面審：創作者可選擇親至現場或視訊面審，由委員提問相關創作

內容。 

（4）獲選：獲選後即依照獲選金額，執行計畫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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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區討論：由社區與創作者共同討論，基於創作計畫之可行性修正創

作計畫，以及調整民眾參與機制。 

（6）駐村創作：經核定修正計畫後，最遲於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前駐村創

作。 

（7）策劃展覽：創作完成後，於實地展出，為期一個月。 

 

（四） 展覽期程與創作方式 

1. 展覽期程 

預計於民國 110年 4月至 5月期間，於創作實地展出，以村落空間、

民宅，亦或相關公共場域進行策展，為期一個月。創作者於創作過程，需

與執行單位商研策展形式。 

2. 駐創期間 

一經獲選後，執行單位將協助媒合創作者與社區共同討論創作計畫的

更動與修正。待確認完畢後，即可展開駐創計畫，於展覽前實際駐創達 22

個日曆天（毋須連續居住）。若居住於花蓮縣內者，提出相關居住證明後，

得不用駐創，但仍須於當地創作或和民眾共同參與達 22日曆天。 

3. 創作內容 

創作與媒材可為以下內容或形式，如：彩繪、塗鴉、裝置、AR、VR、

漫畫、動畫、影視、光雕、光桌、地域創景……等。但並不設限，創作者亦

得以藝術介入空間，打造空間亮點為主要創作目的，針對動漫創作內容提出

相關創作內容，送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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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眾參與機制 

創作計畫中需有民眾參與機制，得為： 

（1）地方文化轉譯：如使用社區提供之文獻史料或口訪故事、地方文學作

品等。 

（2）居民共同創作：如與在地學校，亦或高齡者相關班級、在地店家或青

年等共同創作。 

（3）藝文推廣：如舉辦工作坊、講座、藝文營隊等。 

（4）其它：由創作者自行提出。 

5. 評分標準 

（1）創作內容：35% 

（2）創作主題：20% 

（3）面審：20% 

（4）過往經歷與作品：15% 

（5）可行性：10% 

（五） 保險 

經獲選之創作者，執行團隊將會為其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並為其完成之

作品於展覽期間辦理藝術品綜合險 

（六） 創作空間 

本計畫主要駐創之社區為花蓮縣壽豐鄉豐田社區、萬榮鄉支亞干部落；另

亦可選擇花蓮縣境內相關場域進行提案。但若選擇前者，將由社團法人花蓮縣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以及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擔任駐創帶領人，協

助創作者駐村與創作之相關需求；此外，將提供若干空間提供創作者先行選

擇。 

相關空間介紹及完整圖片：https://reurl.cc/Y6Z8Da 

https://reurl.cc/Y6Z8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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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詢問可電洽或預約導覽：03-8650338，楊先生。 

創作者若選擇非以上兩鄉鎮之空間，則由創作者自行尋找在地合作夥伴、

住宿空間、創作場域（需檢附場域、空間所有權人同意書）。 

1. 花蓮縣壽豐鄉豐田三村 

豐田三村由豐山、豐裡、豐坪三村合稱，為日本官營移民村，今日村

莊中仍可見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建築等。此外，由於 1970年代豐田玉和無籽

西瓜之發展，使得豐田地區成繁盛一時，村內曾有戲院、娼寮，以及大量

的玉石加工廠。然而，隨著時代演進，豐田玉沒落後，豐田復歸一處平靜

的農村，直到 1996年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於地方開啟社區營

造工作事務後，逐漸發展豐田成為全國著名的社區營造場域與團隊。 

相關資料可見：https://nlica.org/ 

2. 花蓮縣萬榮鄉支亞干部落 

支亞干部落的形成於日治時期 1914年太魯閣族戰爭前，木瓜溪流域龍

澗附近的 Quwtuw Pais部落的頭目 Kalaw Watan率領家族至支亞干溪流

域，1914年後日本施行集團移住政策，將立霧溪、木瓜溪、外太魯閣地區

的部落遷往支亞干，共遷來 20個以上不同的部落(家族)。目前居民約 1,343

人，453戶，居民 90%為太魯閣族。近年部落青年返鄉後接續社區營造工

作、文化工作，不僅部落擁有文學創作者 Apyang Imiq、織帶工藝師、木工

師、音樂創作者等，為部落帶來豐厚的藝文能量。 

相關資料可見：https://www.facebook.com/ciyakang 

  

https://nlica.org/
https://www.facebook.com/ciya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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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代表照片 空間介紹 

 

（壽豐）大同戲院 

1970年代，豐田地區因為盛產豐

田玉與無籽西瓜，曾經繁盛一段

時光。大同戲院即是於此時期建

造。曾經為整個壽豐鄉地區唯一

的電影院，但隨著豐田玉的禁

採、無籽西瓜停產，戲院也隨之

關閉。今日依然是豐田三村最熱

鬧的所在，下方成為不同菜攤、

肉攤，以及麵攤所用。二樓牆

面、以及戲院旁的圍牆都可使

用。 

 

（壽豐）牛犁協會辦公室 

牛犁自 1996年於豐田地區創

立，致力社區營造與發展地方之

組織。該棟辦公室位於大同戲院

正對面，前身為理髮廳，並曾一

度營業洗衣店。現則為協會日常

辦公之所在，除協會建築旁之牆

面可以使用外，協會屋頂為平

房，亦可以提供創作使用。 

 

（壽豐）中興街 25號數位機會

中心與關懷據點 

壽豐鄉豐山村中興街 25號的數

位中心與關懷據點，為 109年 11

月初整理好之空間。空間內還有

分為前中後三處，前廳為關懷據

點，後廳則為數位機會中心。另

還有一處小後院，皆可提供創作

者透過藝術介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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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豐）84號溫馨小站與服務據

點 

該處空間過去為機車維修店，現

為豐山村之溫馨小站與服務據

點，占地 96坪，平日除提供長

輩們的課程外，內也有相關的展

覽佈置空間。可以提供創作者做

不同的使用。 

 

（壽豐）豐山街野貓園 

豐山街野貓園原為荒廢之院子，

因這幾年村人們喜愛餵食流浪動

物，逐漸聚集了由整條街餵養的

流浪貓家族。可供創作者創作作

品、亦或設置裝置藝術作品，以

及相關發想與作用。 

 

（壽豐）順泰旅社 

順泰旅社為 1970 年代建造，第

一代老闆簡聰連原為宜蘭人，在

戰後獨自騎著單車經過蘇花公路

來到花蓮，最終到了豐田後，決

定落腳豐田，建立順泰旅社。為

豐田現存年代最為久遠之旅社。

現由第三代小老闆簡嘉慶經營，

自行學習裝潢與設計，將整棟旅

館重新設計為現代樣式，此外還

保留了後門的舊旅社樣貌。旅社

旁還有一大停車場，以及民宿內

的房間、客廳等都可供創作者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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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豐）豐田文史館 

豐田文史館過去為日本官營移民

村時代的農宅，保留過去 441坪

的大小與規模。戰後由豐裡村江

姓家族所有，曾一度荒廢。後經

牛犁協會與江姓家族合作，將本

棟建築修復過去日式樣貌，並且

設立為豐田文史館，除展示豐田

地區的文化史料外，還為豐裡村

的樂齡據點。院子與館內都可以

供藝術家介入創作。 

 

（萬榮）支亞干部落 

支亞干部落位於花蓮縣萬榮鄉西

林村，部落內有重要的坪林遺

址，為東南亞最大型的玉石加工

遺址。今日則為萬榮鄉重要的太

魯閣族部落。近年來支亞干部落

有大量的青年族人們返鄉，接續

社區協會的社區營造工作，開設

文健站、以部落的文化和生活創

作文學作品、圖像作品、部落地

圖。部落的文件站可以供創作者

們進行不同的作品創作，相關的

文化史料也可提供創作者進行轉

譯創作。另部落其餘空間則需創

作者駐創後，與族人們討論後共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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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權責內容 

1. 創作品 

本案經展覽結束後，經確認無其餘應負之義務未完成者，相關創作品

若能移動、收存，即由創作者自行收存，或創作者得與社區討論是否轉贈

於地方；若未能移動、收存，即由創作者與空間所有者研商，是否需復原

或保留於現地。 

2. 權利義務 

（1） 經獲選者，需簽署由執行單位所提供之作品原作保證書。 

（2） 創作者保有作品之著作人格權，著作財產權則與承辦單位花蓮縣文化

局共有。 

（3） 獲選者應擔保其作品享有一切著作權利，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如

有利用他人著作或權利（包含文字、影像與聲音等）時，參選者應自

行取得該著作財產權人或權利人之同意，或授權其著作之權利。 

（4） 入選作品日後倘若經查與參選資格不符者，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獲選資

格並收回相關費用，作者並應自負法律責任。 

（5） 本案之創作計畫若同時參加其他相關提案，並均獲選者，視同重複參

選，予以取消資格。 

（6） 相關創作經費所產生之稅金，由獲選者自行承擔。 

（7） 承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延期或暫停本活動。 

（8） 凡送件參選者均視為同意遵守本簡章各項規定。 

（9） 創作者於駐創期間，需盡力配合辦理單位，以及駐創所在之社區團

隊，包含採訪、攝錄、攝像，活動參與等相關內容。 

（10） 創作者於駐創期間，需確保一切行為無違法，並盡力配合地方居民

之作息，不予社區造成困擾。 

（八）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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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承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協辦單位：花蓮縣萬榮鄉西林社區發展協會 

（九）其它 

1.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執行與承辦單位保有更改簡章內容之權力。 

2. 簡章相關與申請疑問，可洽執行單位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

會，社造組楊先生（03-8650338），或透過信件詢問：

e7968@yahoo.com.tw。 

 

mailto:e7968@yahoo.com.tw


（十） 徵選計劃書範本 

「鄉關何處－藝術開放、空間亮點」 

藝術家駐創徵選計畫書 

 

 

 

 

 

 

 

 

 

 

 

 

計畫名稱： 

創作者：○○○○○(全名)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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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本資料表 

「（計畫名稱）」提案基本資料表 

提案者姓名  生理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學 歷  職 業  

專 長  

簡 歷 200字內為限，亦得以條例式呈現。 

E-mail  連絡電話  

駐創鄉鎮 □壽豐鄉  □萬榮鄉  □其他 

通訊地址  

戶籍地址  

計畫經費  

預計駐創期間 月  日 至  月  日（以三至四月間為主，不低於22日） 

預計駐創日數 （以實際居住日期計算，若居住於花蓮縣內者，請註明） 

創作摘要 

作品理念 200字內為限。 

主要媒材  作品數量  

創作空間 

序號 空間名稱 選擇原因 

1  依照期望序，填寫至多三個空間 100字內說明選擇該空間原因 

2    

3    

身分證影本 

（正面） （反面） 

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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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人已詳閱「鄉關何處－藝術開放、空間亮點」藝術家駐創徵選簡章，同意遵守

簡章上之一切規定。 

2. 本人承諾提供之個人資料並未有誤，且後續將會遵守評審結果，絕無異議，如有

違反或誤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及賠償辦理單位全部財務損失。 

3. 本人保證計畫書與作品，皆確為本人或所處團隊之創作，無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

權益。若有，將會負擔一切法律責任。 

4. 如經獲選，將會配合本案相關要求，除善盡與社區聯繫與溝通之義務，並協助辦

理單位之相關宣傳與紀錄工作。 

5. 若有相關違反簡章或本國現行法律之規定，且未能與辦理單位、在地社區積極溝

通者，經遭撤案，本人願承擔一切後果。 

 

簽名及蓋章：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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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應簡明扼要，不含附件以15頁為上限，超出15頁者不予複審。 

貳、創作源起 

一、創作者自傳 

建議千字內，盡量不與「基本資料表」重複。 

二、創作理念 

建議針對「鄉關何處Out Of Place」三核心思考，或其他創作理念，進

行發想。 

三、駐創空間 

駐創空間 

序號 空間名稱 選擇原因 

1   

2   

3   

依照期望序，最多填寫三個空間，參考簡章中「創作空間」填寫，並述明

選擇該空間之原因。若為自行尋找空間者，需附上空間照片。 

四、創作內容與媒材 

（一） 創作內容 

在創作理念下，期望創作什麼內容回應自身理念，並闡明預計產出多

少作品，使用何種媒材。 

（二） 作品與媒材 

（範例一）作品與媒材 

作品名 媒材與規格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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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部落群像－攝影 

40張／彩色／黑

白／ 

像素6000*4000 

拍攝部落族人、日常景觀、工寮、農

地、山林等景象，協助後續創作部落

群像的繪畫。 

（例）部落群像－繪畫  
藉由採訪與攝影，繪製20幅部落的景

觀與人物圖像作品。 

（例）部落群像－塗鴉 
支亞干部落文健

站牆面 

將前述20福部落景觀，集結自身創作

風格，繪製塗鴉於文健站之牆面 

   

 

參、創作過程與民眾參與機制 

詳述創作過程，以及創作過程中，期望如何令民眾參與，給予地方什麼樣

的內容，或期望使用地方什麼樣的元素與文化。 

（一） 創作過程 

實施進度 

創作過程 

2月 

4週 

3月 

1週 

3月 

2週 

3月 

3週 

3月 

4週 

4月 

1週 

4月 

2週 

4月 

3週 

1.（例）認識地方   ●      

2.（例）部落群像－攝影   ● ●     

3.（例）部落群像－塗鴉     ● ● ●  

4.（必填）駐創時間         

1. 認識地方：第一週先以認識地方居民與社區協會為主。 

2. 部落群像攝影：第一週末段至第二週開始拍攝部落群像。 

3. 部落群像－塗鴉：繪製塗鴉於部落文健站之牆面。 

 

本表請依需求自行修訂與增加。 

上方之創作過程需與下方表格內容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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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參與機制 

民眾參與機制 

創作流程 說明 

（例）認識地方 
商請在地協會帶領認識社區，並且透過協會拜訪耆老；此外也

透過加入在地的高齡長輩班級一同課程，逐步認識此地。 

（例）部落群像

－攝影 

與部落族人一起生活，拍攝他們的日常，並嘗試記錄不同的場

域空間，以及不同長輩的攝像。 

（例）部落群像

－繪畫 

重新感知地方，並採訪在地居民對於不同的空間充滿什麼樣的

感受，並從不同的感受完成部落群像的繪畫作品。 

 

肆、預期效益 

量化效益 

作品 媒材與規格 數量／單位 備註 

（例）部落群像－

攝影 

40張／彩色／

黑白／像素

6000*4000 

40張  

    

    

    

    

 

伍、經費概算表 

項目 單價 數量 單位 總價 說明 

（例）工作費 100,000 1 式 100,000 於○○駐村創作之工作費。 

（例）材料費－油漆 28,850 1 式 28,850 

調和漆(藍)1,100元*5=5,500元 

調和漆(紅)1,100元*5=5,500元 

調和漆(黃)1,100元*5=5,500元 

松香水300元*5=1,500元 

批土、填縫泥=2,500元 

油漆刷120元*10=1,200元 

滾筒油漆刷250元*5=1,250元 

刮刀470元*5=4,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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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桶600元*2=1,200元 

      

      

      

      

合計   

1.經費編列最高以30萬元（含工作費、材料費等）為上限。 

2.本案相關經費不得編列「資本門」，即超過1萬元以上之硬體設備。 

3.經費編列需含「工作費、材料費」，另有必要可含「臨時工資、交通費、住宿費、機具租賃、

授權費」等；工作費不得超過總經費之50%。 

4.若駐創地點位於壽豐鄉、萬榮鄉以外，或團隊人員過多時，得編列住宿費用；若非以上者，住

宿空間由在地社區提供。 

5.相關經費編列請以實際情況考量，經費編列之詳實亦在審查範圍內。 

6.本案之所有經費將以「工作費」之形式提供給與獲選者，將併入個人年度所得；獲選者可於計

劃中保留所有花用之原始憑證，於隔年向國稅局證明本案收入部分為計畫支出，以此減免相關

所得稅額。 

7.本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陸、附件與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