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光雕投影

　教育資源中心 █ Educenter Resource Center

逢開館日 13:30、16:40（每場次 12 分鐘）‧ 本館展示廳中庭2019/4/17( 三 ) ～ 2019/9/22( 日 )‧本館第二特展室

Passing through Prehistory: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Basketry Art

2016 年起史前館分別以阿美族傳統技術製作竹筏，探尋史前人類海上

遷徙的實驗；另對館藏原住民編器進行科學性研究分析，藉由部落調

查、詮釋，疏理其脈絡。

3D 列印的日常─人獸形玉玦菜瓜布架體驗活動

2019/7/20、8/10（六）9:00-16:30‧ 本館數位文創翻轉教室

走過史前：臺灣原住民生活編器工藝特展

這次活動不僅讓你了解史前動物生活環境的變遷，也能體驗 3D 列印筆

創作的樂趣、自動機械製作原理與組合、玩玩史前 Scratch 程式遊戲

及浮空投影盒製作，透過動手製造獨享玩具的過程，體驗史前知識遇

上現代科技之無限可能。

會動的水牛
─ 3D 列印筆 +自動機械製作 +Scratch+ 浮空投影體驗

2019/7/13、8/3（六）9:00-16:30‧ 本館數位文創翻轉教室

本館探坑中庭空間新設置完成國內首座室內光雕投影劇場，配合聲效

雕塑空間，與巨型玉玦造景共同展演台灣島上歷時萬年，跨越時空的

人類活動。

光雕投影以寫意手法搭配四項隱藏版感應互動。第 1 項互動為投影開

場時的巨型玉玦發光效果；第 2 項互動會在踩踏層層浮現的等高線圈

時，在身後長出綠葉，象徵先民在島上探索與採集植物資源的歷程；

第 3項互動將觀眾模擬成為考古探坑中的出土物件，提醒每個人其實

2018/5/31( 五 ) ～ 2019/10/13( 日 )‧本館第一特展室

7th Taiwan Indigenous Youth Arts Festival

臺灣原住民傳統生活編器是順應高山、海洋與「自然共生」生活哲學

的產物 ; 隨著環境和生計方式變遷，原住民族面臨族群文化迅速流失

及傳統工藝技術斷裂現象。本項展示結合臺東縣高中職原藝班推動「編

織」技藝傳承成果，同時應用現代材料，採取傳統工序製作，呈現當

代器物追求美觀時尚的樣貌。

編織築夢月桃情：第七屆原住民青年藝術節暨 108
年臺東縣高中職原藝班聯合展演

本項特展期望透過科學與想像的努力，復原代表性編器物件，試圖找

出過去記憶與知識；同時結合當代材料，運用傳統工序製作美觀時尚

編器的樣貌及背後意涵。

　智慧博物館 █ All Smart Museum

將史前館的館徽 - 人獸形玉玦的造型設計成日常生活用品，以啟發學

員創意能力，並透過自行繪圖、自行列印、自行製造的過程，讓學員

發揮創客潛在能力。

projection mapping

夏日，沿著花東海岸線，來趟尋

找史前巨石旅行吧！在花蓮及臺

東兩縣境內，至少有 40 處考古遺

址有史前巨石的蹤跡。巨石泛指

史前時期的大型石造物，有單石、

石輪、石柱及岩棺等類型，目前

真實的功用仍然是個未解之謎！

豐濱·宮下遺址有件製作到一半

的岩棺，史前人在大型岩塊上雕

鑿出長方形的凹槽，並未完成就

將它遺留在遺址上 2700 年。讓我

們一起來翻轉巨大岩棺吧！掃描

QR code，巨大岩棺就可在您手

中任意翻轉 !

本館發揮創意暑假營隊又來囉 ! 繪本小書創作不僅可以滿足學童愛塗

鴉的本性，訓練學童巧手的工藝外，也可以培養學童獨立思考繪本內

容的創作，引導學童透過繪本提升環境知識效益，讓學童不知不覺中

愛上閱讀與寫作！

親子共讀‧史前繪本創作營
2019/8/1 ～ 8/3（四～六）9:00-17: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活動對象│國小 3-6 年級

活動費用│一梯次為 3 天共 300 元

聯絡洽詢│ (089)381166 轉 592

※報名及課程詳見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文化體驗活動：微醺滋味～巧手釀青草麴

民族植物造就傳統生活經驗，形成文化智慧，電光阿美族人運用大自

然的恩賜加上族群傳承的智慧，將天然植物發酵養菌製作酒麴，製成

的酒釀散發著天然青草的香氣，豐年祭前正是製麴的季節 抓住節氣的

尾巴 一起來學習傳統釀酒文化！

2019/7/13（六）9:00-12:00‧ 本館教育資源中心

活動費用│每人 1,000 元（款項匯至：臺東縣關山鎮電光社區發展協會）

聯絡洽詢│限 20 人

聯絡洽詢│ (089)381166 轉 722
活動查詢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活動對象│國小三升四以上未滿 16 歲之學童 (每梯次 20 人 )

活動費用│每人酌收費用 200 元 (含 3D 列印筆材料、自動機 

　　　　　械成品、浮空投影展示盒及午餐 )

聯絡洽詢│ (089)381166 轉 585
活動查詢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活動對象│ 16 歲以上學生及社會人士 (每梯次 10 人 )

活動費用│每人酌收費用 100 元 (含 3D 列印機線材、午餐 )

聯絡洽詢│ (089)381166 轉 585
活動查詢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如果想一起探訪巨石，可以參考本館新出版的

《巨石，你好！台 11 線史前散策》，跟隨考

古學家來一場巨石冒險吧！

故事取材於太平洋島嶼玻里尼西亞文化流傳許久的毛伊半神人故事，主

角是一個 16 歲的小女孩莫娜，她來自古老的航海家族，當小島環境遭到

破壞並面臨生存危機，她必須去尋找關鍵人物──掌管海洋和風的半神

人毛伊，並攜手展開冒險旅程。

動畫播映：海洋奇緣

2019/8/11（日）14:00-16:00‧ 本館視聽中心

活動查詢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都可能成為未來堆積的文物；第 4 項互動在

星塵落下，行走於中庭時會與其他觀者產生

光影連線。



　

本次活動特別規劃了幾項野外行動！孩子們是否擁有屬於自己的餐具

呢？而這套餐具是藉著自己的雙手，取自然素材所製作出來的野生竹

餐具。孩子們是否嘗試過在戶外也能就地取材，用自己的雙手打造野

生廚房，體驗採野菜，料理一道野生石頭鍋呢？我們生活在這片土地

上，取得許多資源讓我們能享受方便的生活，藉著營隊活動的機會讓

我們用身體好好重新認識大自然，練習感受環境帶給我們的力量，一

起創造人與自然環境互相照顧的美好！

仲夏營隊：野生廚房系列之「野」是我的菜！

2019/7/26、8/16（五）9:00-17:00‧ 卑南遺址公園

　參觀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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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民憑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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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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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6/1、6/15（六）19:00-21:00‧ 卑南遺址公園

網上報名 | 現場報名即可（國小學童）

活動費用 | 門票費（依門票規定）

　卑南遺址公園 █ Peinan Site Park

abay( 卑南族語 ) 是一個統稱，通常由小米或糯米所製成。在卑南族

普悠瑪部落，abay 有不同的形式被分別使用在不同的場合，並有著

其獨特的意義。本活動將以講座和 DIY 手作體驗，深入地認識及品嚐

abay 的多元樣貌。

粨黏原味 – 認識與品嚐 abay 的多元樣貌

2019/7/6（六）13:30-17:00‧ 卑南遺址公園

活動費用│每人 200 元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教師請逕上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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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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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對象│國小學童

活動費用│每人 500 元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聯絡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小朋友暑假哪裡去呢 ? 卑南文化公園的展示廳除了展示卑南遺址出土

的寶貴文物外，還有很多好玩的互動照相與傳說故事哦，拿著我們特

別設計的學習單展開一場自由探索的遊戲吧。

放假探索趣—暑假特別活動

2019/7/1 ～ 8/25（每週二～日）9:00-17:00‧ 卑南遺址公園

台東「鳥」日子

當你聽見枝頭上的鳥兒在高歌，並

不是春神的到來，而是一位賞鳥男

孩即將帶著他與鳥兒之間的故事與

你們分享。十年間一趟趟青春熱血

的追鳥之旅，透過攝影記錄一張張

精彩照片將在這場分享中呈現。相

信你在聽完後，也會從賞鳥的角度

認識不一樣的世界。

2019/8/10（六）14:00-16:00‧ 卑南遺址公園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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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31( 五 ) ～ 2019/10/13( 日 )

本館第一特展室

　研討會 █ Conference

【國際南島研討會】工藝技術與社會實踐

2019/10/31 ～ 11/3（四～日）9:00-17:00‧ 本館

　10/31-11/1 │學術會議 

議程：早期東亞社會、菲律賓海域金屬器時代、台

灣島新石器繩紋陶、高溫工藝的傳入與探討、南島

與當代藝術。

　11/2-11/3 │陶器製作技術主題工作坊 

場次 A 金屬器時代的菲律賓陶器、場次 B 新石器時

代的台灣陶器。參與民眾可於現場觀摩學習以古法

製陶。

相關訊息請參閱「2019International Austronesian Conference」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