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登記表 
 

 

序號 申請案號 智慧創作名稱 智慧創作種類 專用權人 代表人 證書號數 核發日期 

1 1050425000004 

馬太鞍（Fata'an）部落

男性傳統服飾：五片流

蘇 裙 （ O fohkad i 

ilisinan Fata'an a 

niyaro'）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阿美族馬太鞍

部落 
蔡義昌 美 H000001 106年 10月 25日 

2 1050425000005 

馬太鞍部落部落領袖大

禮冠盤帽（O pakowawan 

no Sapalengaw no 

Fata'an a niyaro'）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阿美族馬太鞍

部落 
蔡義昌 美 H000002 106年 10月 25日 

3 1050425000006 
Palakaw-巴拉告傳統捕

魚技藝工法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阿美族馬太鞍

部落 
蔡義昌 美 I000003 106年 10月 25日 

4 1041027000006 
鄒族特富野社 tohpxngx

（歷史頌）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蹈

D歌曲□E雕塑 

□F編織□G圖案□H服飾□I

民俗技藝□J其 

鄒族特富野社 汪義福 鄒 D000004 106年 10月 25日 

5 1041027000009 
yxsx no cou男女傳統服

飾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鄒族 汪義福 鄒 H000005 106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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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J其他 

6 1041028000013 

sapah cbiyaw/sapah 

cbeyo/sapah sbiyaw 傳

統家屋（構造形式、外

型特徵、室內格局）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Walis 

Perin 

德 J000006 106年 10月 25日 

7 1041028000016 

Mashtatun 邵族儀式性

杵音、Mashbabiar 邵 

族 非 儀 式 性 杵 音 與

Izakua 歌謠、taturtur

長木杵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邵族 毛隆昌 
邵 BDE0000

07 
106年 10月 25日 

8 1060322000030 
阿美族奇美部落勇士

（Ciopihay）服飾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他 

阿美族奇美部

落 
都元俊 美 H000008 107年 4月 25日 

9 1060322000031 
Pawali － Ciopihay 舞

蹈、歌曲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阿美族奇美部

落 
都元俊 

美 CD00000

9 
107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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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60322000033 

Ci Sera a ci Nakaw－

阿美族奇美部落始祖傳

說及歌謠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阿美族奇美部

落 
都元俊 

美 DJ00001

0 
107年 4月 25日 

11 1060322000034 
Kahahayan－阿美族奇

美部落送靈祭歌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阿美族奇美部

落 
都元俊 美 D000011 107年 4月 25日 

12 1050511000025 
Kanakanavu Mikong（卡

那卡那富族米貢祭）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卡那卡那富族 孔賢傑 卡 A000012 107年 7月 10日 

13 1050511000027 

Kanakanavu tamna 

tikuru（卡那卡那富族

傳統服飾）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卡那卡那富族 孔賢傑 卡 H000013 107年 7月 10日 

14 1041028000010 ekaibe（一起來跳舞）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德 CD00001

4 
107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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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J其他 Walis 

Perin 

15 1041028000011 

siyo siyo sii / siyo 

siyo siey / siyo siyo 

sii（你能，我能，你

看）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Walis 

Perin 

德 CD00001

5 
107年 7月 27日 

16 1041028000012 
ohnay（誰是我喜歡的

人）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Walis 

Perin 

德 CD00001

6 
107年 7月 27日 

17 1050426000017 
oyos na oyos（分享獵

物歌）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Walis 

Perin 

德 CD00001

7 
107年 7月 27日 

18 1050426000018 

yonodoni ta da/ndutu

di ta da/endtuji ta 

da（我們一起來跳舞）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德 CD00001

8 
107年 7月 27日 



原住民族委員會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登記表 
 

 

序號 申請案號 智慧創作名稱 智慧創作種類 專用權人 代表人 證書號數 核發日期 

藝□J其他 Walis 

Perin 

19 1050426000019 
o bale/o balay/o balay

（呼喊的還工歌） 

□A宗教祭儀□B音樂C舞

蹈D歌曲□E雕塑□F編織

□G圖案□H服飾□I民俗技

藝□J其他 

賽德克族 

瓦歷

斯．貝

林

Walis 

Perin 

德 CD000019 107年 7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