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主題活動 █ Special Events

卑南遺址出土的玉器為卑南文化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角，這次活動

除帶大家深入了解本館 5 件史前國

寶玉器外，還會進行以「玉」為主

軸的闖關遊戲喔。尋找國寶、史前

玉工坊及玉玦 3D 列印等三項闖關

活動，完成後就能把神秘小禮物帶

回家！不僅讓您在遊戲及科技體驗

中感受史前文化的工藝精髓，更能

在互動中拉近彼此的距離喔！

玉來玉愛你

為拉近地方民眾與史前館間的距

離，讓民眾自由近用館內資源，史

前館今年同樣以「愛分享聖誕市

集」結合地方文創業者、社福團體、

愛心義賣與原住民風味美食攤商，

邀請大家前來體驗充滿聖誕氣息的

史前館，也邀請現場攤商及民眾自

由捐贈社福團體，一起愛分享、分

享愛！

愛分享聖誕市集

活動洽詢│ (089)381166#756 張小姐、759 陳小姐、789 許小姐

2018/11/17（六）9:30-12:00‧14:30-17:00 二梯次 ‧ 本館展廳

歸途 Taluma'
─七腳川（Cikasuan）戰役 110 周年特展

經歷了 1908 年的七腳川戰役，當代七腳川阿美族後裔，如何在

110 年後的今天各自踏上尋根的腳步，為成為七腳川人而努力。

從太昌、南華、池南、光榮、壽豐、溪口開始，嘗試牽起彼此的手，

從當年被強迫離開家園的血路，踏上我們尋根的歸途，回家。

四季更迭，又來到了令人期待的豐收時節，結實纍纍的作物，如今

大多以收割機採收，那麼，在史前時期的農作物又是如何收割呢？

　館際合作 █ Collaborative Exhibition 　教育活動 █ Educational Activities

活動費用 |150 元 /人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活動洽詢│ (089)381166#758 李小姐、725 林小姐、789 許小姐

水保防災起步走

2018/10/5( 五 ) ～ 2019/3/3( 日 )‧本館二樓迴廊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for Disaster Prevention

特展以「水土保持」及「土

石流防災」為主題，展出八

座操作型互動單元，觀眾可

透過展示單元的趣味互動和模

擬操作，搭配闖關卡及學習手

冊，認識臺灣的地形特色、山

坡地保育、野溪治理、崩塌地

復育、監測科技、水保防災知

識，輕鬆學習水土保持及防災

教育的知識。好好玩水保，水

保好好玩，邀請臺東地區的朋

友們逗陣快樂學水保！

博物館對於仰賴感官學習的孩子來說，不該

只是靜態的展覽，一段久遠的歷史、來自不

同文化的故事，若要栩栩如生、攫住他們的

目光，就需要兼顧知性與感性的設計，讓孩

子從一個被動的觀賞者，變成一個主動的參

與者，從有趣的互動中感受、思考與創造。

讓歷史文化在兒童面前活起來！－親子參與學
習的展館設計

2018/11/7（三）14:00-17:00‧ 本館 2058 教室

　講座 █ Lectures

　智慧博物館 █ All Sm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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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18、12/16（日）10:00-10:3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藍色。幻想│藍染棉布包
2018/12/15（六）14:00-17: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活動費用 | 酌收材料費 200 元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活動洽詢│ (089)381166#592、523

2018/12/2( 日 ) ～ 2020/12/31( 四 )

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 1樓（花蓮縣壽豐鄉光榮一街 26 號）

也可以直接於考古文物 3D 資料

庫（3d.nmp.gov.tw）瀏覽 3D
模型，除了可以任意觀看模型，

同時還可以調整光源及自動播放

旋轉模型等多項功能，等您一同

來探索喔！

藉由此件石刀可推測，上面穿鑿二洞可將短繩

穿過打結成團，再將手套入繩結中，並且由石

刀刃部摘取作物。

想近距離了解史前時期的收割器具嗎？趕快拿

起手機，掃描 QR code 即可恣意翻轉文物，

以前的人重視環保，衣服的色彩皆來自天然植物，「藍染」即是其

中一種，活動中將介紹藍染的植物、製作過程，並示範簡易的紮染

技法，結合自己的創意，親自染作獨一無二的棉布提袋，隨時在生

活中喚起最美麗的藍色回憶。

對一般人來說，全家人團圓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對新住民來說，卻

總是困難重重。蘭嶼和巴丹島距離約 145 公里因為兩地隸屬於兩個

不同的國家，沒有辦法直航 這是一趟飛越 2340 公里充滿感動和淚

水的旅程。身為新住民子女，替母親說一個關於她的故事。

『家，2340 公里的尋根之旅』紀錄片放映暨映
後座談

2018/12/1（六）14:00-17: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講者 | 幸佳慧 (成大中文系、藝術研究所、英國薩里大學兒童文學碩士與新堡大學博士） 

講者 | 鄒佳晶 (菲律賓新二代）　與談者 | 陳允萍

2018/12/15（六）10:00-15:00‧ 本館

// 文化部「博物館系統與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MLA）」

12/2（日）13:00-16:00
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開幕

指導│文化部、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主辦│花蓮縣壽豐鄉公所　　合作│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特別感謝七腳川系族人參與

（移民署台東移民官、臺灣司法通譯協會創
　辦人、臺東縣外語通譯協會創會理事長）

※以上講座提供公務人員研習時數、教師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歡迎親子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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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文旅 █ Taitung Cultural Excursion Resort　教育活動 █ Educational Activities
　卑南遺址公園 █ Peinan Site Park

2018/11/23（五）19:00-21:30
卑南遺址公園手寫的溫度

排灣族青年阿利夫／阿莉芙在變性夢想與繼

承頭目之間的猶豫與掙扎，而他的朋友們也

各自面對著不同的愛情難題。

《阿莉芙》及映後座談

2018/12/14（五）19:00-21:30
卑南遺址公園手寫的溫度

台灣人權律師，費時 3 年，跨越台德兩地拍

攝。不公不義的社會，他們會挺身而出！

《進擊之路》及映後座談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含詳情）

　　　　　教師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聯絡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木鱉子未熟的綠色果實已被現代

人普遍拿來食用，成熟的果實富

含抗氧化茄紅素、β胡蘿蔔素、

維生素 E，融入手工皂會有意想

不到的效果，老祖先的智慧，歡

迎您一同來共享。

活動費用 |酌收材料費 165 元

祖先生活智慧 -- 木鱉子手工皂

2018/12/15（六）14:00-16:00‧ 卑南遺址公園

報名詳情請上 https://event.culture.tw/NMP

考古博物館首次藝術駐村計畫秉持開放文物、開放場域精神，歡迎

與駐館藝術家 mamoru、吳思嶔、太認真 (郭柏俞、佘文瑛 )一

同悠遊卑南遺址公園，用藝術挖掘歷史！

【藝術駐村】未來遺址：用藝術挖掘歷史 展覽

2018/9/28（五）～ 11/28（三）‧ 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

Future Historical Site: Art Exploring History

第八屆台灣野望國際自然影展巡迴
2018/9/7（五）～ 11/17（六）

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自然教室

20部世界頂尖的生態環境紀錄片，

觀賞重點除了自然生態及環境的相

關知識外，更能擴及影片中豐富的

創作元素，由畫面音樂以及故事敘

述等各種面向欣賞這些結合學術、

技術及藝術的頂尖作品。

報名 20 部影片及座談場次請至           

https://event.culture.tw/NMP

一年一度的「Women Make 
Waves 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提供

女性導演另類視角的影片映演，並

建構國際交流的平台。遺址公園以

在地、多元、平權為軸挑選 21 部

影片，為台東地區影迷引介難得一

見的外片，以及別具匠心的國片。

片單介紹及報名詳情請上 　　

https://event.culture.tw/NMP

第二十五屆台灣國際女性影展

2018/11/23（六）～ 12/2（六）

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手寫的溫度

土地從不會拒絕任何一顆種子落地長大，讓我

們學習如土地般接納彼此。透過一個週末的工

作坊、音樂、路跑（為尊嚴而跑）等活動單元，

讓多元族群的我們彼此學習，建構屬於我們的

臺灣文化。講師及表演者包括童春發、胡德夫、

達卡鬧、魏德聖、馬志翔、幸佳慧、泰武古謠

傳唱......等，更多名單請上 Facebook「為

土地唱歌」。

※本活動為獵人學校主辦，本館協辦

為土地唱歌 為尊嚴而跑

2018/11/3（六）、11/4（日）‧ 卑南遺址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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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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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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秋　漂向東南岸的一段旅程　

海風　山嶺　田野　溪流　村落

駐足於後山寧靜的博物館　穿過遼闊庭園　

推入小紅樓的門簾 在一道屏風後猶如踏入另一個時空　

這兒　您將意外地領略文旅的風采

品嚐台東精緻的食尚料理　

歸途中 在短暫悠遊於山海的行腳過後

無疑地 您將滿溢著心靈的解脫　回歸最真誠的思緒。

　台東文旅 █ Taitung Cultural Excursion Reso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