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色彩繽紛的硬質不織布並搭配不

同色彩的毛線組合成筆筒或手提袋，

上方再依各人喜愛黏貼上各式各樣的

圖案來裝飾，就能輕鬆地製作出屬於

自己獨一無二且實用的作品(10歲以

下將會提供半成品)

原住民文化在一般人眼中一直是陌生

但又有趣的，透過排灣族琉璃珠與邵

族貓頭鷹利用圖騰與顏色傳達出的各

種意涵，組合搭配成為繞富生活趣味

的實用飾品，再加上不同的文字組合

，就成了獨一無二的作品。琉璃珠及

貓頭鷹在原住民生活中的意義。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5人

體驗時間：30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15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挑一個古早味的糖果，打一下早期的

彈珠台，在店員協助下親手完成一支

棉花糖，從中了解父母兒時心中最美

的天堂和樂園。

認識軟陶的製作及特色

1.選擇六個喜愛的軟陶圖案

2.搭配各色糖果珠，串成屬於自己的

小手鍊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15人

體驗時間：10-30分鐘

1.將珊瑚沙倒進杯子。

2.將天然貝殼，依自己喜歡的方式放

入杯子，利用底沙固定。

3.設計完成後倒蠟，作品凝固約需30

分鐘，可至園區參觀，之後再來領取

完成品。

1.挑選您喜歡的童趣敲字鑰匙圈一

個。

2.利用數字字印及英文字印可敲印出

您所想要的文字及圖案。

3.作品敲印完成後講師再進行拋光整

理即可完成。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40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10人

體驗時間：40分鐘

1.馬卡龍選色教學及說明

2.動手捏塑屬於自己的藝術品

3.附贈鑰匙圈

4.包裝精美彩色馬卡龍

運用不同壓模將肥皂塑型，再用麻繩

一個一個串起，回家後可掛浴室洗手

台、廚房，美觀環保又實用的紀念

品！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10人

體驗時間：25分鐘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1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挑選不同顏色的半寶石，學習結繩的

方式，創作一條獨一無二的開運手

環。

DIY流程：

1.玉石、水晶介紹及挑選

2.繩結綁法教學

3.綁線串珠

4.完成

玉不琢不成器，體驗玉石的拋光流程

，深入感受這樣用時間換來精緻美麗

的工藝。

玉石拋光DIY流程：

1.墨玉介紹及石材挑選

2.拋光教學及拋光

3.製作成項鍊或吊飾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素材依現場提供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30分鐘

適合年齡：12歲以上

人數：1人-5人

體驗時間：45-60分鐘

童趣敲字鑰匙圈

彩色馬卡龍鑰匙圈

吉緣捏塑藝坊 (捏麵人)

陶樂絲-軟陶及其所愛

花漾小手鍊

燭火相傳 鑲澄金工

不織布筆筒/手提袋

柑仔店

尋找童年的回憶(童玩3合1)

果凍蠟燭

台灣黑土

玉石拋光

台灣黑土

開運手環-碎石創作

茶山房

皂型洗手串

原民館

排灣族琉璃珠串珠體驗

小花園



1.DIY的工具認識。 敲打順序、注意

事項講解的工具認識

2.敲打順序、注意事項講解

3.設計 -文字 (英文 )及圖案的位

置。及圖案的位置

4. 組裝作品完成

拿著細水彩筆，用上專業顏料在小瓶

上發揮自己的創意，彩繪屬於自己的

小天地。彩繪完的瓶子可以當筆筒跟

收納瓶。

顏料全乾需1個小時的時間，彩繪後

可先寄放櫃位晚點再來取件。(瓶子

都用熱水消毒清潔過)

適合年齡：6歲以上

人數：1人-15人

體驗時間：10-20分鐘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10人

體驗時間：15-20分鐘

這是一顆非常神奇的陀螺，用力轉後

居然能倒立起來!

把您的願望或者夢想彩繪在這上頭；

帶著一顆祈求的心去轉動他，願望實

現機會會大大增加喔!!大顆動手畫!

，小顆一起帶回家!

小老鼠遭難了!快來救救她，完成救

援任務。

體驗紙雕的多元玩法，動動手，也培

養空間概念。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30分鐘

適合年齡：10歲以上

人數：1-20人

體驗時間：30分鐘

怎樣才能讓五月下起雪來呢?很簡單

，只要來動手折一折，就能做出一朵

朵油桐花竹蜻蜓囉!剩下的材料先不

急著丟掉，還可以再做一把小小竹蜻

蜓喔。

簡單又好玩!!以橡皮筋來做為動

力；可以自由選擇要怎麼改造你

的戰車!

適合年齡：10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適合年齡：10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來青春照相館拍張加頭飾的基本復古

照，將自己所拍的相片製成明信片，

製作一張獨一無二的明信片送給自己

或朋友，有郵差的蓋章，更有出門旅

遊的紀念收藏價值！＜明信片含郵票

，無法寄至國外＞

進入布袋戲偶的世界，在體驗兩

次洞洞樂後，可以拿到精美的童

玩。

現場老師還會教導童玩的玩法，

以及布袋戲偶的操作。

適合年齡：4歲以上

人數：1人-1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20人

體驗時間：20-30分鐘

每個人都可以輕鬆擁有屬於自己的手

鍊！

1.挑選自己喜愛的水晶

2.搭配適合顏色的彈性蠶絲線

3.現場串珠教學

認識點的定義、變化及功能。

1.先挑一隻喜歡的小鏡子

2.利用陶瓷馬賽克拼貼屬於自己的色

彩

3.馬賽克拼貼小鏡子完成!!

(小鏡子依現場提供為主，有各種造

型喔)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1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彩繪寶瓶

河洛坊布袋戲

體驗古早味童趣，洞洞樂x2及體驗操偶

台灣玉

客製復古明信片

DOZI牛革客製專門所 琉園 (傳習所五館)

童玩部落

許願香菇陀螺翻轉組合包 彈珠老鼠

敲敲打打~祝福鑰匙圈

童玩部落

家家酒

陶瓷馬賽克拼貼小鏡子

童玩部落 童玩部落

桐花飛 線軸戰車製作

青春照相館

簡單水晶手鍊DIY



番薯鼓是早期流動攤販用來吸引人

注意的叫賣工具

製作過程簡單、好玩又懷舊，還可

以擺在家中當裝飾品喔。

現場提供番薯鼓材料包及教學，讓

小朋友親手製作及分享爸媽兒時的

回憶。

以前零食的種類很少，有想過爸爸

媽媽小時候吃什麼當零嘴呢?

答案就是椪糖!!要怎麼做呢?很簡

單!先用砂糖與黑糖煮成濃稠狀,將

煮好的糖漿與小蘇打粉攪拌至米白

色後停下動作,等糖膨脹冷卻後,酥

酥脆脆的椪糖便完成了

適合年齡：6歲以上

人數：1人-6人

體驗時間：15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緙絲技藝歷史悠久，製作原理極其

簡單，但過程卻十分繁複。

來傳藝，最快速簡易的體驗讓您15

分鐘就熟習織機的操作，了解經緯

交織的原理，並認識傳統技藝的傳

承之美。

流傳西班牙民間的打擊樂器，主要

用於歌舞的伴奏，發出堅硬的噠噠

聲，活潑而清脆，富有特色。

拿起畫筆，用水彩彩繪屬於自己的

響板，讓自己成為一個歌舞藝術

家。

適合年齡：4歲以上

人數：1人-15人

體驗時間：15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3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認識登義參藥行傳承半甲子的核心

精神，引領大家至二樓登義漢藥文

物館認識各種藥行器具及中藥的產

地，並調製屬於自己的漢方養生茶

包。

師傅會先跟一般民眾介紹中藥行傳

統器具釐戥，以及釐戥的由來，並

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讓民眾自行做

出小型的紙卡釐戥，暸解傳統釐戥

是如何透過槓桿原理去測量出物品

的重量。

適合年齡：3歲以上

人數：1人-3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適合年齡：4歲以上

人數：1人-30人

體驗時間：20分鐘

香包在以往醫藥不發達的年代作殺

菌作用。而隨著時代的進步，傳統

香包已轉為化為具有療愈及室內氛

芳的質感小物。

現場將教授香包樣式及顏色依照自

己喜歡的味道現場調配，從傳統香

氣到現代香氛，製作屬於自己的香

包。

帶著滿滿祝福，將卡片送給自己或

親人友人

1. 選擇自己喜愛的創意卡片底圖

卡、紙貼紙及卡片裝飾品系列。

2. 開始自由創意的手工拼貼卡

片。

4. 用筆寫上給自己砥礪或送人的

祝福話語。

傳藝還有創意郵筒可以將卡片寄出

去喔(郵票需至資訊站購買)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20人

體驗時間：30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30人

體驗時間：20-30分鐘

1.選擇自己喜愛的零錢包或筆袋

(樣品二選一)，再選擇貼片。

2.將布貼放在想要貼的位置,有熱

熔膠的一面貼著樣品熨燙10-20秒

鐘貼固定位置。

3.再將布貼反過來熨燙30-60秒，

確保布貼牢貼在樣品上。

4.最後再從正面熨燙1-2分鐘，確

保表面平整光滑，與樣品完美融

合。

1.選擇自己喜愛的刺繡圖案之材料

包。

2.打開材料包，將棉細紋帆布平均

繃在繡繃。

3.構思刺繡圖案，可依樣品顏色配

色或自行創意配色。

4.穿線，線尾打結，慢慢依圖案之

線條完成線繡，即可完成作品。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30人

體驗時間：30-40分鐘

適合年齡：5歲以上

人數：1人-30人

體驗時間：30-40分鐘

手作創意刺繡貼 手作傳統線繡-兒童刺繡

一隻白鷺鷥 一隻白鷺鷥

臺灣布衣 一隻白鷺鷥

手作香包 手作創意卡片

保青竹博士

番薯鼓

黃蘭葉工藝坊 五姨婆

五姨婆

椪糖DIY

快速織布體驗 (2019傳藝限定) 彩繪響板

登義參藥行 登義參藥行

養生漢方茶包DIY (2包入) 釐戥明信片DIY (傳藝限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