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2018/5/29( 二 ) ～ 2018/9/2( 日 )‧本館二樓迴廊

原來在這裡：臺灣原住民族陶藝展

「傳統」、「復興」、「再現」三大面向，

展示臺灣原住民製陶文化的歷史與當代發

展。其中「傳統」與「復興」兩大面向，試

圖以原住民傳世的古陶器對照當代原住民新

製的傳統技法作品：「再現」則是展出當代

原住民結合傳統文化、自身省思、社會議題

的創作。

本展由陶藝家王昱心教授策劃，宋林美妹、

撒古流、雷斌、全東明、廖光亮、麥承山、

沙桂花等 19 位國內原住民陶藝家參與展出。

　教育資源中心 █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講者 |故事媽媽、zenbo 機器人　※免費，限 25 人，現場報名。

透過有趣的故事，可以涵融嚴密的思考，我們為孩子設計了精彩的

故事與遊戲，全程參與聽故事活動，還可以當場玩戳戳樂遊戲！

聽繪本故事玩戳戳樂
2018/5/20、6/17（日）10:00-10:3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炎炎夏日何處去？臺東縣外籍配偶協會的媽媽阿姨們將要在五六月

份於本館帶來不一樣的美食及手工藝課程，邀請大家一起來體驗。

多元文化月

2018/5/20 ～ 6/24（日）14:00-17: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活動費用 |酎收材料費 100 元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教師請上全國教師研習網報名

活動洽詢│ (089)233466#592、523

5/20(日)

6/03(日)

6/10(日)

6/24(日)

印尼蠟染布batik狗筆筒

泰有味：當海鮮冬粉涼拌遇上泰式湯圓

Banh My越南法國麵包

好戲開演；中國影戲

　主題活動 █ Special Events

音樂的慰藉：
臺灣原住民現代歌謠中的共享記憶特展

2018/2/9( 五 ) ～ 2019/3/8( 五 )‧本館第一特展室

The Solace of Music: Shared Memories of Contemporary 
Taiwanese Indigenous Songs

轉彎人生　從不敢承認自己的人生低谷，彎回找自己；從「流浪到

臺北」，彎回原鄉；從第一個國語（日語）、第二個國語（華語），

彎回母語。走過殖民時期的人生低潮、走過離鄉背井的苦悶；不管

哪個年代，都有人從深刻體驗中，譜出、唱就一首首反映與見證時

代之歌。

考古速報

本館近期持續進行臺東地區的各項考古搶救的工作，透過這些考古

文物的出土，除了彌補對於臺灣史前先民物質文化的知識斷層，也

讓社會大眾重新認識文化資產的重要。本展覽以 2003 年至 2013
年進行挖掘的舊香蘭遺址與上里遺址所出土文物，以釐清臺灣史前

先民工藝技術之純熟，也提供社會大眾對近期考古新知的了解。

2018/2/14( 三 ) 起 ‧ 本館常設展廳 B1 通道

Latest News for Archaeology

　智慧博物館 █ All Smart Museum
　智慧博物館 █ All Smart Museum

即日起‧ 本館 B1 史前史展示廳

聲控塗鴉以史前時代陶罐元素作為素材，透過平板繪製自己的史前

陶罐，繪製完成的陶罐將呈現於大型螢幕畫面，遊客以觸控 /聲控

操作展廳現場大型螢幕上 bone 家族進行陶罐燒製，燒製完成的陶

罐模型可透過掃描 QR CODE 下載保存、分享。(提供 QR CODE
下載本裝置，遊客遠端燒製的陶罐亦會出現於館內的大型螢幕 )

本館推出臺灣第一個 3D 文物模型資料庫（3d.nmp.gov.tw），

可以直接於網頁上瀏覽 3D 模型，不需另外安裝其它程式，即可從

任意角度觀看考古文物。

目前網站已有 3 件舊香蘭遺址出土的狗形堆飾，從 3D 模型上可以

看到臺灣史前犬具有立耳且外擴、高弓腰的特徵，尾巴雖然亦向上

半捲，但似乎較為蓬鬆，不知是否是塑造陶偶時技術的因素，亦或

是史前犬隻與現代臺灣犬的差異？快從 QRcord 連結觀看 3D 模

型，一探究竟吧 !

臺灣史前犬陶偶模型上線囉 !

想體驗更多 3D 世界相關功能嗎？搜尋「考古文物 3D」下載 APP
使用「擴增實境 (AR)」功能，即可讓下方平面的圖片出現 3D 文

物模型哦！

「圖紋．陶」-107 年第六屆原住民青年藝術節
暨臺東縣高中職原住民青年聯合展演

2018/5/29( 二 ) ～ 2018/9/2( 日 )‧本館二樓迴廊

6th Taiwan Indigenous Youth Arts Festival

本館與臺東縣高中職原藝班、

社團共同辦理第 6屆原住民青

年藝術節，以歌舞表演及視覺

藝術等動、靜態展演呈現，今

年以「圖紋．陶」為主題，藉

原住民傳統圖紋與陶藝發展雙

創作方向，探討臺灣原住民藝

術從「傳統」復振走向當代「

創作」的歷程，並展現當代原住民藝術教育成果。

本展演結合《臺灣原住民陶藝展》19 位國內原住民陶藝家聯合展

出，與青年藝術作品對話，提升原住民青年相關藝術知識與技能。

影戲分手影、皮影、紙影。用紙做可操作的可愛紙

偶，打燈投影好戲就上場囉！

19世紀法國統治越南，留下法國麵包美食，越南人

在法式的肝醬跟奶油外，加上火腿、黃瓜、醃蘿蔔，

成為街頭巷尾的國民美食。

泰國新住民帶領社區媽媽做酸辣的海鮮冬粉涼拌、孩子

們搓五彩繽紛的長條湯圓。

可蘭經中記載「豬、狗不祥」認為狗可能帶有細菌及病

毒，帶來健康危害。所以印尼習俗中有碰到狗至少要洗

七次澡說法。

崁頂百年展策展實務工作坊「來做部落主題展」

2018/6/23( 六 )9:00-17:30‧ 本館 60 人教室

一群愛部落的傻瓜如何湊在一起，以家族長老細數家族遷移的回憶

為核心，完成一場前所未有的家鄉百年展。策展團隊就各項守備範

圍分享實務操作，絕對讓想了解部落如何做展覽的你收穫滿滿！歡

迎揪團來聽、互相切磋砥礪！

更多資訊請上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提供中餐與公務人員、教師研習時數 7小時，為響應環保請自備杯子。

序曲│返鄉青年化身策展人與平面設計師的心路歷 

　　　程〈崁頂百年展─織女‧母親‧策展人〉、

　　　〈崁頂百年展─然後夢想實踐了〉

尋根│找一條回家的路〈起，走山工作坊的開始〉

　　　、〈繪出回家的路，地圖工作坊實務解析〉

認同│從參與、語言的紋路找回到我是誰〈探尋家

　　　族故事──這是我的根〉、〈我是 istanda〉

連結│從一個人變成一群人〈用手機就搞定錄影錄

　　　音做紀錄片！〉、〈與地方一起的 N種可能

　　　性：如何聰明運用資源〉

聲控塗鴉互動體驗－－兒童彩繪陶器作坊

互動網站

聲控塗鴉下載連結

//文化部「博物館系統與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MLA）」



現代生活裡忙碌的步調與緊湊的節奏，令人忘卻與大自然的貼近，

史前館於春末夏初的五月舉辦了草地音樂會，你不僅可以徜徉在藍

天綠地下也能在草地上野餐，當日特別邀請地方文創、社福團體、

農特產品及風味美食等還安排了音樂表演及親子互動，誠摯邀請一

同來史前館共度輕鬆愜意的春日午後！

　主題活動 █ Special Events

草地音樂會

2018/5/5（六）14:00-16:30‧ 本館景觀花園

活動洽詢│（089）381166 轉 759、725

　教育活動 █ Educational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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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如有異動，以現場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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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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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日則照常開放並延後休館，延後

休館日另行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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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遺址公園】

全票＄30，團體票＄20，優待票＄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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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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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381166轉753或755。【卑南

遺址公園】定時導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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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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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卑南遺址公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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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facebook.com/NMPrehistory

● 康樂本館：089-381166轉777     

　卑南遺址公園：089-233466        

● 康樂本館：95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

   卑南遺址公園：950臺東市南王里文化公園路200號

2018/5/26（六）14:00-16:00‧ 卑南遺址公園

昆蟲是地球上最成功的生物之一，牠們形態多變，生態行為更是令

人稱奇，但我們對昆蟲了解總是太少，怨恨太多。透過微距鏡頭下

的影像，讓人重新認識，或發現更多以往被我們忽略的昆蟲，請別

錯過你沒看過的「蟲來沒看過」。

主講│楊維晟 (自然生態攝影與寫作者 )

【專題演講】蟲來沒看過 --- 昆蟲與人的愛恨情仇

卑南遺址公園推出全新的戶外展示「史前家屋」，由考古學與建築

學者合作，以考古發掘資料為基礎，結合地形、氣候、房屋結構、

地方材料、生活功能及邏輯等進行推理，以一比一尺寸打造史前卑

南文化人的家屋，展現實驗考古與公眾考古的成果。

配合「史前家屋」戶外展示，推出應用程式「好家在卑南

（Life@Peinan）」，歡迎下載！

史前家屋

即日起 ‧ 卑南遺址公園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教師請上全國教師研習網報名  

聯絡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進入初夏的卑南遺址公園夜間開始

響起自然樂章，跟著山豬老師觀察

豐富的昆蟲生態 ,幸運的話還能看

到羽化的精彩畫面，與我們一起來

一場驚奇夜遊吧！

活動費用 |每人酌收材料費 50 元

初夏夜遊〜昆蟲夜間觀察

2018/6/2、6/9（六）19:00-21:00
卑南遺址公園

[518 國際博物館日特別企劃 ]

定向越野運動結合史前文化，若想要勝出，你必須具備智力、體能、

知識。卑南遺址公園結合園區的定向運動設施，以及「好家在卑南」

APP 應用程式，優勝者將獲頒精緻的文創禮品，邀請你組隊報名

來挑戰。

定向闖關挑戰：考古限定版
2018/5/19（六）14:00-17:00‧ 卑南遺址公園

Prehistoric House

更多資訊請上 https://event.culture.tw/NMP

2018/5/2（三）19:00-21:30
卑南遺址公園手寫的溫度

[518 國際博物館日特別企劃 ]

這次原班人馬將離開美國本土，遠赴

重洋地來到英國踩街，究竟會與地頭

蛇們將鬧出什麼笑話？刺激驚險的旅

程又會碰上什麼難題？

《博物館驚魂夜 3》及映後座談 

2018/6/6（三）19:00-21:30
卑南遺址公園手寫的溫度

台灣原住民音樂人舒米恩與保卜，應

導演陳潔瑤邀請，到南太平洋的小島

與當地原住民音樂人進行一趟音樂交

流之旅。

《漂流遇見你 (電視版 )》及映後座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