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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新聞稿】   
 

 

2021年最大規模原民當代藝術展《我們與未來的距離》11/6開幕 

2天 1夜藝文公路之旅路線大公開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屏東美術館」山林與都市雙起點， 

台 24線 x屏東 185線道縱遊九大展覽場域 

 

《我們與未來的距離─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展》今（11/6）上午 10 時於屏東縣瑪家鄉的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舉行展覽開幕儀式，並公佈 11/6-11/7 兩天的導覽路線及時

程，歡迎民眾依時程定點參與。開幕典禮由娜麓灣樂舞團帶來的打擊樂表演拉開序幕，接

續播放展覽介紹影片；儀式主軸由參展藝術家、策展人與貴賓上台進行編織共創藝術，並

以歌謠吟唱對展覽場域獻上祝福。在原民會與文化部攜手合作下，參與開幕儀式的部會首

長包含原民會副主委鍾興華 Calivat．Gadu、文化部蕭宗煌次長、桃園市文化局局長及中華

民國畫廊協會等貴賓蒞臨。原文發中心曾智勇主任熱情溫暖的開場致詞，對出席貴賓及參

展藝術家的支持表達感謝，尤其畫廊協會本次特別籌組藏家團觀展，以實際行動支持並關

注原民藝術發展，讓他深信並期待原民藝術未來在學術及收藏領域豐碩成果。 

 

策展人徐文瑞瑜開場致詞介紹了本次展覽主視覺的意象，以台灣原生種構樹葉為設計意

象，開啟台灣於南島語族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並自葉脈形狀延伸至散佈於台 24 線及屏東

185線道十字網絡的九大展覽場域的歷史及族群串聯意義。參展藝術家代表尤瑪．達陸則就

策展主題「我們與未來的距離」提出「以終點為起點」的時間軸線，期望此展既是一個總

結，也是未來開啟美術館對原民當代藝術研究與收藏的起點。 

 

原民會鍾興華 Calivat．Gadu 副主任委員致詞表示：「這次的展覽是首次區域性的原民當代

藝術大展，是未來建立臺灣原住民族與亞太南島文化交流的起點。原民會深切地期望臺灣

能成為東協、南亞及紐澳等國家的原住民當代藝術核心與研究中心，成為亞太原住民族的

文化共同體的發聲管道。」文化部蕭宗煌次長則讚取原民藝術家近二年於國際藝壇的亮眼

表現，包含撒古流‧巴瓦瓦隆將於明年代表台灣館參與威尼斯雙年展，以及多位藝術家參

與陸續於今年底至明年開幕的第十屆亞太三年展、雪梨雙年展及卡塞爾文件展。 

 

發稿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新聞聯絡人：周玉玲、呂學卿 

電    話：0912 397 029 

傳    真：（08）7993551 

發稿日期： 110 年 11 月 6 日 (星期六) 

電子郵件：sanllydo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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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最大規模原民藝術展 預約導覽、主題講座、逛展路線，月月都有活動，密切注意展覽

粉絲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最新消息 

 

本展覽不僅是今年最大規模之臺灣原民當代藝術展，更以雙年展規模為大眾介紹將參與澳

洲亞太三年展（2021 年 12 月）、2022 年雪梨雙年展、德國卡塞爾文件展等國際重要大展的

原民藝術家。自 10/15 開展以來已陸續接獲國內各縣市文化機構、美術館所及藝術研究院

所等預約導覽參訪資訊，主辦單位也密集訓練導覽志工，預計於主展場「臺灣原住民族文

化園區」，定期開放週末固定導覽場次，導覽預約方式請見原文發中心官網公告

(https://www.tacp.gov.tw/)。 

 

一日遊及二日遊逛展路線安排，藝術家工作室參訪務必事先預約 

 

本展共有九處展覽場域，除主展場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外，另四處平行展場為：屏東美

術館」展出《我們與未來的距離─安力．給怒、宜德思．盧信雙個展》；三地門鄉原住民文

化館展出《部落永遠的地圖─莎韻·西孟個展》；水門轉運站展出駐園藝術家伊祐．噶照作

品「和自然共鳴—歌聲在山谷迴盪，這是我的家」；屏東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展出《伊誕的生態

哲學繪畫原作展》。逛展路線可分為一日遊及二日遊進行，逛展一日遊建議路線為：上午九

時抵達「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參觀位於園區八角樓、藝文產業空間、富谷灣區、塔瑪

麓灣區等共 21 位藝術家作品，各展區可步行或搭遊園車抵達；視個人觀賞進度，園區遊覽

完後可開車延台 24 線至水門轉運站（車程約 5 分鐘）欣賞伊祐．噶照裝置作品，並一路開

往市區至屏東美術館（車程約 30-40 分鐘）繼續看展或用餐住宿。逛展二日遊建議路線

為：首日只逛文化園區展覽，第二日依序前往：水門轉運站→屏東美術館→達比烏蘭．古

勒勒的「路邊四十九號工作室」→古勒勒．羅拉登（雷恩）的「鳥人天空工作室」→三地

門鄉原住民文化館→瑪斯斯格．金碌兒（雷斌）的「魯拉登藝術工坊」→巴勤發的「刀疤

工坊」→屏科大藝文中心。 

 

每月主題講座分為線上及實體講座，影音記錄發佈於展覽官方粉絲團及 Podcast 頻道 

 

展覽講座分為線上及實體參與形式，線上講座待活動日期公告後會提供登陸連結供民眾參

與，並保留影像及音訊檔，發表於展覽粉絲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及展覽同名

Podcast 節目「我們與未來的距離」，臉書及 Podcast 目前已上傳 10/15 舉行的開展講座

「策展人閒談」。11 月份預計舉辦一場線上主題講座預計邀請南藝大副教授龔卓軍與藝術

家高俊宏以台語對談的展覽討論，以閩南族群語言討論原民藝術創作，展現族群交流時的

語言議題以及自此出發的各類探討。二場實體講座分別是：11/17（週三）下午 13:30-

15:30 於屏科大藝文中心 A 館舉辦「從山豬談生態」講座，由屏科大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吳幸如副教授與伊誕．巴瓦瓦隆對談；11/18 (週四)下午 13:30-15:30於屏科大綜合大樓 3

樓博雅講堂舉辦「我們與未來的距離」，由伊誕．巴瓦瓦隆主講。 

 

《我們與未來的距離》展覽企劃：藝術家工作室 Open Studio，參訪預約中 

 

展覽特別邀請屏東縣境內四間藝術家工 作室，舉辦 Open Studio 藝術家工作室

https://www.tacp.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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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參訪，進入藝術家的創作空間，身歷其境地感受作品從無到有的誕生場域，每日的創

作勞動與靈光巧思，都發生在你進入的空間之中，過去-現在-未來，拉近與藝術家的距

離，藝術家工作室詳細地點及預約方式請私訊展覽官方臉書「臺灣原住民族當代藝術」

(https://www.facebook.com/e.art168）。 

 

瑪斯斯格．金碌兒（雷斌）│魯拉登藝術工坊 

雷斌堅持保存傳統的使命多過個人創作的發展，近二十年來重心投入傳統排灣古陶壺研究

及製作，個人創作則以陶藝、雕塑、繪畫、裝置藝術為主。近二十年來，他自行摸索研製

古陶壺，以田野式蒐集歷史文獻、採集壺體與圖紋符碼、實驗在地泥質、琢磨製陶手藝、

自造柴燒窯燒陶使色澤更近原初質地等，皆為成就真正「排灣族古陶壺」的文化質感與藝

術高度。  

 

古勒勒．羅拉登（雷恩）│鳥人天空工作室 

自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畢業後，雷恩開啟個人創作生涯，並有感於對排灣族文脈連結不深，

決定回到部落進行他的藝術探索。血統是什麼？原住民又濃縮了哪些文化符碼或品味？從

城市回到部落的雷恩不斷地思索這些問題，並以木頭、鑄鐵、金屬等剛硬性質的媒材作為

裝置作品的基調，在技法上融入動勢，以細緻的手工藝引渡神話、族群文化，形塑古今結

合的思維。 

 

達比烏蘭．古勒勒│路邊四十九號工作室 

古勒勒是出生於屏東三地門的排灣族人，退伍踏入藝術家的生涯，從自身的傳統文化切入

藝術創作。他以木雕作為媒材，並前往撒古流．巴瓦瓦隆工作室學習，他從撒古流身上看

到對於當代藝術的思考與所肩負的沉重文化包袱，這使他更深刻地思考原住民藝術創作

中，對於當代藝術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再現與族群意識等議題。 

 

巴勤發│刀疤工坊  

巴勤發出生於臺灣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部落）。外公是巴勤發的藝術啟蒙，時常教他

石板繪畫，或木頭的紋理及雕刻技巧。巴勤發以木雕、石雕、複合媒材為主要創作形式，

作品蘊含與部落的深厚情感與文化臍帶。不論部落神話或是生活體悟的文化敘事，都在他

的刀鋒下化為具質樸美感的雕刻作品。近年作品陸續受台北順益木雕博物館、奇美博物

館、高雄市立美術館等單位典藏；現致力於所成立的「刀疤工坊」推動工藝教學與魯凱族

文化傳承。 

 

平行展區│屏東科技大學藝文中心舉辦共同策展人伊誕．巴瓦瓦隆個展「伊誕的生態哲學

繪畫原作展」  

 

「伊誕的生態哲學繪畫原作展」以 2017 年「黃魚鴞的那條河」系列作品及「山豬伕如」動

態影像為主軸，藉臺灣野生動物黃魚鴞及山豬探討人與土地的環境生態關係，伊誕強調，

大地原本就有它永續的「紋路」，人類 需謙卑地敬畏大地，並與生態棲地建立

和睦和諧的互動關係，這是「山豬伕 如」與「黃魚鴞的那條河」系列作品要

https://www.facebook.com/e.art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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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的訊息。黃魚鴞是台灣體型最大的貓頭鷹，其棲地受土地不當開發及設計失當的水利

工程影響，生存處境堪慮。伊誕標誌性的紋砌刻畫風格在「黃魚鴞的那條河」系列更顯靈

活生動且緊扣主題，在圖像的藝術性、趣味及敘事性中，以細密勾勒的軸線和色系傳譯簡

潔、原真的大地紋理和山豬、黃魚鴞的神秘世界。展覽同時展出 2016-2021 年間的紋砌刻

畫作品、立體雕塑裝置椅 

 

「相遇在大地間」、以及難得展出的二件複合媒材布畫作品。 

 

_ 

我們與未來的距離─台灣原住民當代藝術展 

展期：2021年 10月 15日─2022年 2月 27日 

策展人：徐文瑞  

共同策展人：伊誕．巴瓦瓦隆 

九大展覽場域： 

1.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屏東縣瑪家鄉風景巷 104號 

開放時段：週二至週日上午 8 時 30分至下午 5時每週一休園（如逢國定假日照常開放） 

2. 屏東美術館│屏東縣屏東市中正路 74號 (201、202展覽空間) 

 開放時段：周二至周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 時 30分（周一休館） 

3. 三地門鄉原住民文化館│屏東縣三地門鄉中正路 2段 110號 

開放時段：周二至周六上午 9 時至中午 12時/下午 1時 30 分至 4時 30分 (周日及周一休館) 

4. 水門轉運站│屏東縣內埔鄉成功路 251號  

戶外裝置，可隨時前往觀看 

5. 屏東科技大學藝文中心│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號 

開放時段：周一至周五上午 8 時 10分至下午 5時(周六、周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6. 魯拉登藝術工坊│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 2段 95巷 1號(預約參訪) 

7. 刀疤工坊│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 70-1號(預約參訪) 

8. 鳥人天空工作室│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 1段 3-15號(預約參訪) 

9. 路邊四十九號工作室│屏東縣馬兒村 49號(預約參訪) 

 

參展藝術家展場分布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八角樓│哈古（陳文生）、尤瑪．達陸 

 藝文產業空間│林介文、阿儒瓦苡．篙瑪竿（武玉玲）、馬躍．比吼、莊國鑫、秦榮

輝（阿瀨） 

  塔瑪麓灣區│（上段）阿道．巴 辣夫．冉而山、瓦旦塢瑪、東

冬．侯溫；（下段）瑪籟．瑪卡 卡如萬（林琳）、米類．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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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張世凱、希巨．蘇飛、撒部．噶照、達鳳．旮赫地 

 富谷灣區│（上段）瓦歷斯．拉拜（吳鼎武）、魯碧．司瓦那；（下段）沈萬順、張恩

滿、峨塞．達給伐歷得（李明義）  

 

水門轉運站 

伊祐．噶照 

 

屏東美術館 

宜德思．盧信、安力．給怒（賴安淋)  

 

三地門鄉原住民文化館 

莎韻．西孟 

 

屏東科技大學藝文中心 

伊誕．巴瓦瓦隆  

 

藝術家工作室地址及可預約時段 (請先於展覽官方臉書「臺灣原住民族當代藝術」私訊預約) 

 

◎瑪斯斯格．金碌兒（雷斌） 

魯拉登藝術工坊│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 2段 95巷 1號 

開放時段：週二上午 10點到 12點；週三及週五上午 10點到 12點/下午 2點到 3點 

 

◎古勒勒．羅拉登（雷恩） 

鳥人天空工作室│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 1段 3-15號 

開放時段：週一及週二下午 1點到 5點 

 

◎達比烏蘭．古勒勒 

路邊四十九號工作室│屏東縣馬兒村 49號 

開放時段：週二及週三下午 1點到 5點 

 

◎巴勤發 

刀疤工坊│屏東縣霧台鄉霧台村神山巷 70-1號 

◎開放時段：每週日上午 8 點到下午 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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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部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平行展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屏東科技大學、三地門鄉公所 

策展執行團隊：伊誕創藝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