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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文化資產青年論壇」 

報名簡章 

一、 計畫說明 

引領青年及年輕學子參與文化資產保存已是國際共識。1972年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就已將文化資產教育及意識提升納入其中；國際文化紀念物暨歷史

場所委員會(ICOMOS)於 2008年通過〈魁北克宣言〉（Quebec 

Declaration），亦開始辦理「青年論壇」，廣邀年輕學子加入文化

資產保存行列，透過交流互動、教育學習與合作參與，展現新生代

捍衛歷史場所的精神。因此，提供青年學子親近學習文化資產的機

會、推動文化資產教育向下紮根是全球延續文化資產生命力的要

務。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自 2008年起，便開始響應這股國際趨勢，

舉辦「文化資產青年論壇」，促進青年接觸、理解、進而喜愛文化

資產。八年來，此活動引起大專青年的高度迴響及熱情參與。2016

年則希望以「世界級的臺灣文化遺產、跨世代的保存創意行動」為

主軸，邀集國內外專家學者、世界文化遺產保存志工等，進行論壇

講座及參訪學習活動，引導青年朋友跳脫對文化資產認知的既有框

架，激發青年創新思維的能量、落實青年公共事務參與，進而實踐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之永續發展。 

二、 辦理單位 

主辦機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承辦機關：財團法人台灣文化資產保存發展基金會 

三、 活動流程 

論壇日期：105年 8月 19日~8月 20日 

工作坊日期:105年 8月 25日-8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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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論壇流程表(暫定)  

    【主辦單位保留變更論壇內容與講員之權利】 

青年論壇：Day 1 

  8/19(五) 備註 

08:30-09:00 報到 臺中文創園區衡道堂 

09:00-09:10 
開幕典禮 

文資局長官致詞 

主持人：李斌 (財團法人台灣文化資

產保存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09:10-10:40 
專題演講 1: 

遺產保存的世界趨勢及現況 

 張崑振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系主任及

建築所所長) 

10:40-10:45 休息  

10:45-12:15 
專題演講 2: 

從世界遺產教育到文化資產教育 

 榮芳杰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

學系助理教授) 

12:15-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專題演講 3： 

非物質文化遺產申請世遺的經驗 

 田青 

(中國藝術研究院非物質文化遺產研

究保護國家中心主任) 

15:00-15:20 休息  

15:20-16:50 

專題演講 4: 

台灣無形文化資產潛力項目

-Pasibutbut保存、申遺與產值再創 

 吳榮順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院長) 

16:50-17:00 休息 表演準備 

17:00-17:20 參訪學習 1: 布農族 Pasibutbut八部合音 

17:20-17:50 
綜合座談: 

專題演講及參訪學習 1綜合會談 
主持人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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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論壇：Day 2 

  8/20(六)  備註 

08:30-09:00 報到 臺中文創園區衡道堂 

09:00-09:10 文資局長官介紹論壇主題 主持人：李斌 

09:10-10:30 

專題演講 5: 

青年參與文化資產的教育

推廣與研創 

 譚志廣 

(澳門文遺研創協會會長、文物大使協會前會

長)  

10:30-10:35 休息  

10:35-12:00 

專題演講 6: 

阿里山鐵道申遺青年志工

扮演之角色 

 邱上嘉 

(雲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20 

綜合座談：文化資產保存

發展與青年志工推廣 

(主持人：李斌) 

1.譚志廣：澳門文遺研創協會會長、文物大使

協會前會長 

2.邱上嘉：雲林科技大學特聘教授 

3.丁元亨：「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執行長 

14:20-15:00 前往參訪地點 抵達霧峰林家 

15:00-17:30 參訪學習 2 參訪霧峰林家 

17:30- 賦歸 停靠台中火車站或台中文創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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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坊(暫定)【主辦單位保留變更工作坊導師之權利】 

青年參與工作坊，於 105年 8月 25日至 26日之間，展開 2

場工作坊，每場工作坊共計 2日。學員在輔導講師帶領下實

地參訪文化遺產，推廣青年志工培育，了解在地社區的文資

保存意識；體驗台灣原住民藝術極致之美，深入研擬如何能

成功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並由做中學，實際學習，推廣文

化資產，吸引青年世代；並規劃半天至台中文創園區求是書

院，讓兩場工作坊學員作分組成果分享。 

1.工作坊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遺與產值再創 

 日期：105年 8月 25-26日 

 導師：明立國 / 朗蔚瑪拉斯拉散 

 地點：南投 

 活動宗旨：在聆聽完布農族歌謠八部合音

-Pasibutbut(巴西布布)的天籟之聲後，參與學員與布農

青年及在地耆老交流，再由導師指導學員擬訂具體計畫，

跳脫受制於臺灣並非聯合國會員的政治條件，以論壇首

日的無形文化資產專題演講課程為基底，模擬申請非物

質文化遺產，並協助青年學子創意思考具體可再轉化創

造產值的計畫研擬。 

 住宿:明德部落 

 接駁:小巴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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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遺與產值再創 

8/25(四) 導師:明立國 / 朗蔚瑪拉斯拉散 

08:30-09:00 報到:台中火車站 

09:00-10:30 前往信義鄉明德村 

10:30-11:00 工作坊開幕式、導師介紹及工作坊操作說明 Q&A 

11:00-11:30 部落耆老解說布農文化背景 

11:30-12:20 布農歌謠、樂器及舞蹈欣賞解析 

12:20-13:30 午餐 

13:30-15:00 學員分組介紹、實際體驗布農文化 

15:00-16:00 彙整已有的影音、文字資料；學習田野調查 

16:00-16:10 中場休息 

16:10-17:00 導師講授台灣非遺價值如何再創利用 

17:00-18:30 導師指導學員成果呈現類型、學員分組討論 

18:30-19:30 晚餐 

19:30-20:30 與當地部落民眾交流 

20:30- 休息，學員自由交流討論 

 

8/26(五) 導師:明立國 / 朗蔚瑪拉斯拉散 

08:00-09:00 早餐 

09:00-12:00 各組執行前天討論決議事項、導師協助成果展現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前往台中文創園區求是書院(與嘉義工作坊交流) 

15:00-15:30 兩組導師介紹工作坊內容 

15:30-17:00 學員成果發表 

17:00-17:50 交流時間 

17:5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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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坊二: 國際文資青年大使制度與阿里山鐵道申遺實

例操作 

 日期：105年 8月 25-26日 

 導師：王新衡/林志庭/許擇瑋 

 地點：嘉義竹崎高中 

 活動宗旨：瞭解我國世遺潛力點選擇的標準與意義；以

及阿里山做為示範點目前辦理的進程。並深入探討申報

為世界文化遺產，能對臺灣在國際文化舞台上的提升扮

演相當大重要的角色。另與竹崎高中的青年大使進行交

流，並研擬推動文資青年大使與文資青年志工的作法。 

 住宿:竹崎鄉民宿 

 接駁:小巴接送 

工作坊二：國際文資青年大使制度與阿里山鐵道申遺實例操作 

8/25(四) 導師: 王新衡/林志庭/許擇瑋 

09:30-10:00 報到:嘉義火車站 

10:00-10:30 出發竹崎高中 

10:30-11:00 工作坊開幕式、導師介紹及工作坊操作說明 Q&A 

11:00-12:30 
聽取阿里山鐵道文化景觀基礎調查研究及保存維護的

研究成果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聽取世界遺產的現狀與課題 

14:30-15:00 導師講授世遺潛力點及可操作面向、指導成果呈現 

15:00-16:30 世界各國有關文資青年大使的作法介紹 

16:30-17:30 與竹崎高中文資青年志工交流及環境導覽 

17:30-18:30 返回住宿地點 

18:30-19:30 晚餐 

19:30-20:30 分組討論如何推廣青年志工及文資青年大使認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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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休息，學員自由交流討論 

 

四、 報名資格： 

（一） 個別報名：國內大專院校學生（包含國外至本國之交換

學生），或年齡 35歲(含)以下，對文資保存參與有興趣

之青年。 

（二） 團體報名：文史工作、社造、學校科系、研究團隊等，

與文化資產相關單位，三人以上得以團體報名。（包含國

外至本國之交換學生）。 

 

五、 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WDS2Ywk

3NiaHEKwYE-y3TWsn2WD22xSHoXu9yRNHwlJhUjg/viewform、

FB粉絲頁(2016文化資產青年論壇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016CHYF/)，下載簡章報名表

後，並以電子郵寄，或實體書面資料郵寄回傳方式皆可。 

（二） 傳真報名：傳真：02-25531784 

（三） 郵寄報名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47號 

（四） E-MAIL：taiwanfd368@gmail.com 

（五） 學員報名聯絡窗口：陳彥融先生（電話：02-2553-3514） 

8/26(五) 導師:王新衡/林志庭/許擇瑋 

08:00-09:00 早餐 

09:00-09:30 前往竹崎高中 

09:30-12:00 各組執行前天討論決議事項、導師協助成果展現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前往台中文創園區求是書院(與南投工作坊交流) 

15:00-15:30 兩組導師介紹工作坊內容 

15:30-17:00 學員成果發表 

17:00-17:50 交流時間 

17:50- 賦歸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WDS2Ywk3NiaHEKwYE-y3TWsn2WD22xSHoXu9yRNHwlJhUj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WDS2Ywk3NiaHEKwYE-y3TWsn2WD22xSHoXu9yRNHwlJhUjg/viewform
https://www.facebook.com/2016CHYF/
mailto:taiwanfd36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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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8月 15日 

七、 錄取公告時間：8月 16日下午 17:00 

 

八、 錄取資格與名額： 

活動 錄取資格 名額 

論壇學員 
將依照學員報名順序及資格審核錄

取學員 
120名 

工作坊學員 

1. 須全程出席參與論壇者。 

2. 須於工作坊中完成成果作

品，提供活動成果展。 

30名 

九、 報名錄取公布，於 8月 16日當日下午 17:00分，公告於本活動

粉絲專頁。 

十、 交通資訊： 

（一） 論壇 

1.地點：臺中文創園區衡道堂(台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 

2.交通建議: 

 搭乘台鐵:由台中火車站(後站)循復興路步行至台中文

化創意產業園區(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所在位置)，步行

時間約 10分鐘。 

 搭乘高鐵:請於高鐵台中站下車，再搭乘約 20分鐘計程

車，或至台鐵轉搭火車，(轉搭火車者請於新烏日站轉

乘北上火車，並於台中火車站下車) 

 搭乘公車:搭乘 33、60、82、89、101、102、105、125、

166、281、281副路公車，至文化創意園區站。 

 自行開車之停車資訊:園區周邊設有收費停車場，提供

24小時停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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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二）工作坊 

地點： 

 地點 接駁資訊 

工作坊一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村 台中火車站 

工作坊二 嘉義竹崎高中 嘉義火車站 

 

復興路三段 

民
意
街 

合
作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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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注意事項 

（一） 論壇活動，提供現場茶水，備有午餐。 

（二） 住宿： 

1. 全程參與青年論壇及工作坊之青年學員者，由承辦單位

安排青年旅館等級之住宿並提供住宿費用。 

2. 參與論壇之民眾如需住宿，請於報名時勾選代訂服務，

住宿費由學員自行負擔。 

（三） 全程參與青年論壇及工作坊之青年學員則另協助安排青

年旅館等級之住宿並提供住宿費用。參與論壇之民眾如需

住宿，現場提供住宿資訊及代訂服務，住宿費由學員自行

負擔。 

（四） 工作坊活動，提供二日食宿與當地交通接駁，學員需全程

參與。 

（五） 參與工作坊之學員必須完成一件成果作品，提供活動成果

展時展示。  

（六） 參與本工作坊活動所需之器具，如電腦、錄影、攝影設備，

需自行準備。 

（七） 為避免造成預定的住宿安排損失，需代訂者於報名時繳交

保證金 1,000元，於第二日報到時再行歸還扣除住宿費之

保證金。 

匯款帳號:華南銀行 大稻埕分行 104-10-017177-9 

（八） 住宿代訂服務(承辦方擁有更改同等價位住宿之權利)： 

奇異果快捷旅店:台中市西區綠川西街 29號 

房型:雙人房(兩床)房價:1780  

台中君瑞精品旅店:台中市東區復興路四段 100號 9樓-10

樓 

房型:雙人房(一大床)、四人房(兩大床) 

房價:1680/雙人房、2880/四人房 

（九） 活動聯絡窗口： 

聯絡人：陳彥融 

電話：02-2553-3514，傳真：02-2553-1784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3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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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文化資產青年論壇 報名表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科系  

聯絡電話  手機 (必填) 

電子信箱 (必填)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是否需要公務
人員認證時數

登錄 

□是                 □否 身份證字號 (必填:保險及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證明) 

報名場次 

論壇 

□第一天：8月 19日 □第二天：8月 20日 

工作坊 

□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申遺與產值再創（日期：8月 25日～8月 26日） 

□二：國際文資青年大使制度與阿里山鐵道申遺實例操作（日期：8月 25日～8月

26 日） 

餐食 □葷                 □素 

住宿 
□論壇住宿代訂（同宿人員：              ）    □不代訂 

房型主要為雙人房、四人房為主 

聯絡人 
聯絡人：陳彥融 先生 

電話： 02-2553-3514   傳真：02-2553-1784  E-MAIL：taiwanfd368@gmail.com 

備註 

1. 本活動提供參與論壇及工作坊之學員午餐、團體保險及必要之接駁車輛等費用，全程參與論壇與

工作坊之青年學員則另協助安排青年旅館等級之住宿；參與青年論壇之公務人員及一般社會大眾

之住宿費用則需自理。另提供相關住宿資訊及代訂等服務事宜。 

2. 報名截止日期：105 年 8月 15日（星期一）下午 17:30 止 

3. 依據學員實際參與時數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全程參與本次論壇活動提供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時數 16小時、全程參與工作坊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12小時。 

4. 報名採網路、傳真及郵寄報名（傳真報名及電子郵件報名），FB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2016CHYF/ 

傳真報名專線：02-2553-1784，(傳真後請電洽本會確認)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本活動網站。 

5. 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保險與公務人員登錄使用，並依據個資法相關規範公告名單。 

6. 為避免造成預定的住宿安排損失，須代訂者事前繳交保證金新台幣 1,000元，於第二日報到時再

行歸還扣除住宿費之保證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