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見大未來──地球環境變遷特展
Come to Our Future: Climate Change Exhibition

　　以虛擬實境、情境體驗、文化創意等方式呈現出「給活在現代

的你─城市獵人的足跡」、「給追求真相的你─暖化的實驗」、「給

走向未來的你─未來的腳本」三大主軸方向，期望以過去人類文明

的歷程為借鏡，思考目前地球遭遇的問題，進而掌握未來可能演變

的趨勢，引導民眾以樂觀進取的態度面對「未來世界」。

2013/8/9( 五 ) ～ 2014/2/9( 日）

第三特展室

愛地球特攻隊：兒童探索展

The Green Team: Discovery Show for Kids

　　地球身上出現各種症狀：海水酸化、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乾旱、水災、熱浪、寒害…，住在地球上的人類和生物們都一起受

到地球生病的影響。麗堤亞所居住的海島因為海平面上升，讓家園

漸漸淹沒；早來的大雨讓亞朗家的收成不能隨著固定的雨季收成；

氣溫的上升讓瘧蚊的分布區域擴展到尼克居住的山區，也讓荷蘭的

橡樹、毛毛蟲、白頰山雀的生活節律亂了調；海洋的酸化讓小丑魚

嗅覺失靈而沒辦法回到安全的家。為了地球與生物的存亡，「愛地

球特攻隊」正在招募成員；需要可以永續利用資源、找出地球生病

原因，並積極實踐節能減碳的朋友，一起加入「愛地球特攻隊」！

情繫南島──岩佐嘉親及其收藏特展

Love for Austronesian Culture: Yoshichika Iwasa and His Collections

2013/8/16( 五 ) ～ 2014/9/30( 二）

B1 宏館新藏展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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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Events

看影片拿好康：蓋婭電影院
2013 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

Gaia Cinema & WildViewTaiwan Film Festival 
in association with Wildscreen

　　地球未來的預測，可真讓人怵目驚心！孩子們面對的會是怎樣

的地球呢？史前館邀請台灣野望自然傳播學社及荒野保護協會台東

分會，規劃系列影展，共同思考人類與自然永續生存的重要價值。

免費。自由入場，不需事先報名。索取「愛地球大作戰護照」收集

蓋婭電影院「看影片拿好康」戳章還可憑章索取獎品或是核發環境

教育研習時數喲！ 

2013/11 月～ 2013/12 月 每週六 15:00-16: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美國夢‧留學情──台灣人的美國留學故事展

The American Dream: Stories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Studied in the U.S.

　　說到留學，多數的臺灣學子都會不約而同地將美國、加拿大、

澳洲、英國……等熱門國家納入口袋名單，不過，最受青睞的國家

當屬美國。這些留美學人，對台灣過去半世紀以來的政經發展及社

會學術等方面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台灣早期能赴美留學者多靠家人傾力支持，才能勉強成行。爾

後，隨著臺灣政經的發展，有志赴美留學者，透過獎學金、公費留

考及自費等方式出國留學，留學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這樣的演

變，歷經了近一世紀。本次展覽將以「西元 1895 年至 1945 年（日

據時期）」、「西元1945年至 1980年（臺灣光復至中美斷交）」、

「西元 1980 年至 2000 年」及「西元 2001 年迄今」等時代分期，

逐步介紹這每一時期赴美留學的時空背景、相關代表人物及對臺灣

發展的影響與貢獻。讓參觀者能藉由展覽對這部「臺灣學生赴美留

學史」有初步的認識，進而激發學生赴美的留學意願。

2013/9/12( 四 ) ～ 2013/11/24( 日 )
第一特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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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地球把把脈：實地踏查地球的環境變化
Take the Earth's Pulse: Fieldwork for Climate Change

　　全球暖化使得極端氣候異常頻仍，造成的影響更是險象

環生、連鎖而難以估計。莫拉克颱風重創台東嘉蘭村，造成

屋毀人亡、家園流失的憾事，讓我們凝聚每一顆疼惜台灣的

心，串起保護地球的使命感，共同呵護這片涵養我們成長茁

壯的大地。

2013/11/10( 日 ) 8:30-15:00（8:20 於史前館大廳集合）

講師 |楊宗瑋（南島社大理事長）、

蔣爭光（嘉蘭災難自救會理事長）、

王旭朗（源緣園自然農場主人）

為地球把把脈：手作新鮮洛神花蜜餞
Take the Earth's Pulse: Pesticide-free Roselle Conserves DIY

　　火紅的顏色、酸酸甜甜的，這就是洛神花給人的第一印

象。經研究指出洛神花含有豐富的花青素、多酚類黃酮素，

可以有效降低肝功能指數、降低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預防

癌症、粥狀動脈硬化、幫助消化、抗老化等，好處多多喔！

讓我們相約在史前館的後花園，親手採收本館栽種無農藥新

鮮的洛神花，來製作酸甜好滋味的洛神花蜜餞。

2013/12/1( 日 ) 14:00-16: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講師 |呂宏文（自然主義農園主人）

實地踏查太麻里溪、嘉蘭村，並認識如何以自然

方式友善土地。

至 reservation.nmp.gov.tw 填寫線上報名表（教

師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並來電本

館(089)381166分機 585彭小姐，確認報名成功。

活動前三天11/6（三）報名截止，因需辦理保險。

每人新台幣 100 元，活動當天收費。費用包含講

師費、車資、保險費、午餐費（在源緣園自然農

場享用有機健康蔬食）。

11/2（六）

搶救犀牛琵拉
Saving Rhino Phila

11/9（六）

大河兄弟：水壩河谷
The Water Brothers: Valley of the Dammed
致命動物60：墨西哥
Deadly 60: Mexico

11/16（六）

人類星球：草原—力量的根源
Human Planet: Grassland - Roots of Power

11/23（六）

鬣狗人
The Hyena Men

11/30（六）

解剖巨物「鯨」
Inside Nature's Giants: The Whale

12/7（六）

紅色羽翼：火鶴之謎
Crimson Wing, Mystery of the Flamingos

12/14（六）

遁逃蘇格蘭
Monty Halls' Great Escape: Programme 3

12/21（六）

生命脈動：生命的挑戰
Life: Challenges of Life

12/28（六）

失落的火山之地
Lost Land of the Volcano: Programme 1

　材料費 | 50 元，活動當天收費。

報名方式 |教師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

　　　　　一般民眾請上：

史前館活動線上報名系統
reservation.nmp.gov.tw

光照大千──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術考古特展

Light Shines on the Universe: 
Buddhist Art and Archaeology Along the Silk Roads

　　源起於印度的佛教信仰，卻穿越兩千五百

多年的傳播，深植在亞洲民族的思維中。然

而佛教的實質傳播路徑，卻也透過了橫跨歐

亞的貿易之路——絲路，將佛教文學與藝術

遺留在絲路上的遺址裡。在西方殖民主義侵

略下，經過了 19 世紀各國考古學家的發現與

掠奪後，絲路上碩果僅存的文物，在當地

文化財產機構的發掘與保護下，跨越新

疆、陝西及甘肅三個省份，整合了十六

個收藏機構的百來件文物，其中包含 19

件由中國鑑定的國寶。本館將從宗教信

仰與美術考古的角度與您分享，這些遺

落在絲路上文物的歷史脈絡與故事。

2013/12/20( 五 ) ～ 2014/3/20( 四 )

第一特展室

　　岩佐嘉親先生，早年因個人興趣，以一己之力進行南太平洋諸

島國的文化調查工作，歷經五十餘年，完成了傑出的南島語言文化

研究，也收藏許多南島 民族的標本與文物。

　　岩佐先生有感於年 事已高，又膝下無子，

未便妥善保存所有文 物。因聞本館積極推動

南島文化研究，且屬南 島民族國度之一，因此

將畢生收藏的文物及 相關調查研究資料，捐

贈給他迄今從未造訪過 的臺灣「國立臺灣史前

文化博物館」，其收藏 文物與資料之類項與數

量極為豐富，在我國博 物館捐贈史上屬少見之盛

舉。「宏館新藏」特展主要的目的是展示、介紹觀眾史前館在研究

與典藏方面相關的成果與進展。岩佐先生的捐贈豐富了本館的典藏

內容，並希冀透過展示讓這批捐贈品能發揮更大的意義。

活動內容|

報名方式|

報名費 |



常設展︱PERMANENT EXHIBITIONS︱

臺灣自然史廳、臺灣南島民族廳、臺灣史前史廳、人類的演化、科學的考古學

開放時間︱OPENING HOURS︱ 

9:00~17:00／休館日：每週一(遇國定假日、補假日、選舉日則照常開放)、農曆除夕、大

年初一、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告不上班日。

票價公告︱ADMISSION FEES︱

【本館】全票＄80，團體票＄60，優待票＄50，臺東縣民憑證＄40。【卑南文化公園】

全票＄30，團體票＄20，優待票＄15。【本館+卑南文化公園】套票＄80。售票處電話：

089-381166轉778（休館時間未提供服務）。

導覽服務︱GUIDE︱

【本館】：每日9:30、10:30、14:30、15:30，預約方式：學校或機關團體，參觀七日前

上網或以電話、行文申請，額滿為止，預約專線：089-381234／洽詢電話：089-381166

轉753或755。【卑南文化公園】：每日10:00、15:00預約方式：學校或機關團體，參觀

七日前上網申請，額滿為止，洽詢電話：089-233466（休館時間未提供服務）。

水舞表演︱WATER DANCING FOUNTAIN SHOW︱

11:00、17:00（每場20分鐘）20:00（本場30分鐘）。

交通指南︱TRANSPORTATION︱

●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館：火車：南迴鐵路「康樂」站下車，徒步七分鐘。公車：鼎東客

運「永豐紙廠站」下車，徒步二十分鐘。開車：臺東市中興路四段上於永豐餘紙廠旁路口

轉入（351巷），直行。

● 卑南文化公園：火車：南迴鐵路「臺東站」下車，徒步十分鐘。公車：鼎東客運「卑南

國中站」下車，徒步十分鐘。開車：臺灣省道九號公路（臺東市更生北路）經由卑南國中

及縣立壘球場間二十米大道進入。

連絡本館︱CONTACT︱

● 本館網站 www.nmp.gov.tw  

　服務信箱 services@nmp.gov.tw

     www.facebook.com/NMPrehistory

● 本館：089-381166轉777     

　卑南文化公園：089-233466        

● 9506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發 行 人 Publisher：張善楠 Shan-Nan Chang
主      編 Chief Editor：盧梅芬 Mei-Fen Lu
執行編輯 Executive Editors：黃彥霖、謝昀珊 Yan-Lin Huang ; Yun-Shan Hsieh
美術設計 Graphic Design：謝昀珊  Yun-Shan 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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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閒．慢活．原民──夏

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Please check the official bulletin board on site for most current information.

　　台東史前文化博物館紀念品店，邀請您在炎夏午後優遊於原民

手創園地裡！

都蘭山南南西：史前館達人深度導覽
South South-West: in-depth guided tours from our researchers

　　史前館的南南西角落，是一般遊客沒有機會造訪的神祕殿堂，

駐守著一群默默埋首於研究、在各個領域不斷累積知識能量、絞盡

腦汁要將這一切傳達給大眾的博物館人。他們是史前館的靈魂人

物，身上裝載著 14376 坪的博物館也塞不下的精彩故事。史前館邀

請您一訪博物館南南西，打開達人們的筆記書。

台東文旅，

是一間頗具知名的雅緻旅館，

帶著濃濃的鄉村莊園氣息，

是許多政府官員、藝文人士、

國內外企業貴賓於台東旅遊下榻的首選。

獨具特色的餐廳，可享用精緻美味餐點，

感受溫馨而貼切的服務。

結合史前文化博物館園區優雅環境，

已成為中外旅人踏上台灣東南岸旅程，

必然駐足休憩與餐宿的優質景點。

2013 中國大陸少數民族電影展
2013 Mainland China Minority Cinema Festival

2013/11 月 每週日 14:00-16:00
本館視聽中心

　　8 個來自中國大陸不同地方的故事，讓臺灣觀眾一起從中感受

大陸少數民族在保留文化資產與邁向現代化之間的矛盾與衝擊；體

會少數民族與故鄉、與養育自己的草原的感情是那樣的濃郁；共同

品嚐在吐魯番的葡萄真正成熟的季節裡，收穫自己愛情的果實；看

見烏魯木齊的天空，在心中的矛盾和情糾結被真情化解時，是那麼

清徹、明淨、溫暖。期待本次少數民族電影展可以引領大家進入一

個想像無限延伸的世界。

11/3
11/10
11/17
11/24

吐魯番情歌

錫林郭勒汶川

雲中的朗木寺

美麗家園

線上報名 | reservation.nmp.gov.tw/depth_guide 或

電話報名 | 洽 (089)381166#723 李小姐

若預約未額滿，則開放現場報名。（*公教人員參加可頒發研習時數）

11/2（六） 9:00-10:00 　講者|張至善　集合地點 |本館教資中心入口

　　不再寂靜的春天：逛逛史前館景觀花園

12/7（六） 15:00-16:00 　講者|盧梅芬　集合地點 |本館一樓大廳

　　從C-到 A+：史館公共藝術的發展故事

12/14（六） 15:00-16:30 　講者|林志興　集合地點 |本館一樓大廳

　　史前館與原住民音樂的巡遊

更多資訊＋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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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園藝術家創作活動：陶珠體驗 DIY
Station Artist Project: Ceramic Beads DIY

　　由卑南文化公園本年度的駐園

藝術工作者─胡莉亞老師親自教

學，透過手作，傳達「守護土地

和平」的理想，帶領大家認識排

灣族特有的陶珠文化！ 11 月份的

主題：和平，作品為和平之珠項鍊。

2013/11/16( 六 ) 14:00-16:00  卑南文化公園展示中心 DIY 教室

講師 |胡莉亞（駐園藝術工作者）

活動費用 |165 元 ( 含卑南文化公園遊客中心展示廳門票 )

報名方式 |活動洽詢，報名請洽 (089)233466 #203 吳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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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東 文 旅．Taitung Cultural Excursion Resort．休閒行館
葛瑞夫廚房．Graves Kitchen Italian Restaurant．義式餐廳

參
觀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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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tung C
ultural Excursion Resort

台灣東岸人文之旅・優質的旅宿選擇

www.tceresort.com.tw  tel / 089-384 666  
950 台東市博物館路１號   fax / 089-384 777

（日）

（日）

（日）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