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教育資源中心 █ Educenter Resource Center　南科考古館 █ Museum of Archaeology, Tainan Branch of NMP

考古耕人．幻影紀事展

2020/6/6( 六 ) ～ 2020/11/29( 日 )．南科考古館二樓梯廳

台南科學園區長達 20 多年的考古發掘工作，映照著每位參與考古工作

在地居民的生活，他們默默挖掘如同農人般辛勤耕作，其個人生命歷

程可說與南科園區發展過程交錯疊合、密不可分。

本展覽企圖透過影像的語彙、藝術的視角再次編寫南科考古人文風景，

希望能引發觀眾再次思考考古文物的在地意義，也看見南科考古館與

在地居民再次交會的更多可能。

　教育資源中心 █ Educenter Resource Center

「食」代力量：飲食啟動改變的在地力量

早期人類的飲食方式為適應環境與就地取材，然而在當代講求快速便

利與全球化的潮流影響下，人與土地的關係逐漸疏離，人類的飲食習

慣可能對環境造成衝擊。近年來一場新時代的飲食運動逐漸展開，尊

重自然與在地，期望重建人與土地的關係。

本展覽透過拉長時間的尺度，帶領觀眾以臺東在地為案例，認識人類

從史前到當代飲食方式的轉變與影響，從飲食的角度來觀看與省思人

與土地的關係，進而能開啟實踐友善環境的新飲食行動。

　智慧博物館 █ All Smart Museum

多元文化月：繪本Ｘ文化Ｘ美食Ｘ體驗

2020/7/19 ～ 8/30( 周日 )13:00-17:00．康樂本館學術活動中心

今年夏日，臺東縣外籍配偶協會的姐妹們將經由母語繪本帶領我們走

讀一趟其母國的風土民情，並結合文化介紹、美食及手工藝動手做，

邀請您和我們一起來體驗這多元文化饗宴！

　主題活動 █ Special Events

拿麼厲害：Malmananu ！

2020/7/30( 四 ) ～ 2020/9/20( 日 )．卑南遺址公園展示廳

原住民族青／壯年世代的拿麼厲害！橫跨花東、來自 6 處不同部落的

族人，在原鄉踏實扎根的軌跡，用身體來記憶族群文化的脈絡，追尋

來時路，回到靈魂歸屬之地。不管是融合當代藝術元素注入在地生活、

復育小米與有機米重視地方文化保存，或是以各種方式在山林與土地

間守護並重新詮釋傳統，都為部落產業帶來良善的循環。讓我們一同

踏上當代原住民族的文化實踐之路，感受並一起參與屬於這個世代的

生活樣貌。

史前館 X 蓋亞 X 作家葛葉 X 繪師 nofi聯手打造《風暴之子》史前奇幻

小說，藉由主角 Vali 和伙伴們的冒險過程，似乎讓一向陳列在展示櫃

中的石矛、陶器、石錛及紡輪回到史前被使用的情境中。光憑藉著想

像力讓史前遺物栩栩如生還不夠嗎？那就打開考古文物 3D 資料庫史

前遺物讓你看個夠！

3D 資料庫就像一個小小行動史前

館，可依文物類別、文化時代亦或

出土遺址進行搜尋，其中以卑南遺

址出土遺物為數最多。今年是卑南

遺址搶救發掘後的第四十年，透過

《風暴之子》卑南遺址考古轉譯故

事和考古文物 3D 資料庫 3D 技術

應用，一起展開史前遺物的冒險旅

程！

跟著《風暴之子》一起展開史前冒險！

2020/6/5( 五 ) ～ 2020/8/2( 日 )

卑南遺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多功能教室

本屆原藝節靜態展針對各族群神話傳說，以木

雕、陶藝、刺繡等傳統與現代媒材進行創作。

同時邀請資深原住民藝術家創作與年輕原住民

學子展開對話，有助於了解現代原住民對神話

的思維，並且為民族文化提出重新詮釋。

神話：第八屆原住民青年藝術節暨高中職、大學原
住民藝術教育成果展

2020/8/21( 五 ) ～ 2020/10/25( 日 )

卑南遺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多功能教室

講座 / Lectures

主講：Paules 利曉鳳、Tjinevengan 曾文宗、 

　　　Tjuku 張小雲、Ljavaus 張淑媚

7/31( 五 )14:00 │卑南遺址公園自然教室

小米工坊 X 南迴協會：

食時刻刻照護你──南迴線的曲折與茁壯

主講：Tulbus 馬詠恩、蔡昇達、Danuvak 高詩捷 

　　　Pungiya 高信宗

8/1( 六 )14:00 │鐵花村音樂聚落藍色小屋

固努安 X 卡大地布：回到故事開始的地方

主講：Tiyansu Pawtawan 黃瀚

主講：Tiyansu Pawtawan 黃瀚、陳聖文

講座 / Lectures

主講：張育銓 ( 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

8/22( 六 )14:00 │卑南遺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多功能教室

荖葉飲食作為一種在地的環境運動

體驗活動 / Experience Activities

講師：知本自然教育中心環境教育專案教師

8/21( 五 )、29( 六 )9:00-11:30、14:00-16:30‧8/22( 六 )9:00-11:30 
卑南遺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多功能教室

自然生活家— 代塑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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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7/24 ～ 7/26（五～日）9:00-17:00‧ 卑南遺址公園自然教室

活動對象│國小 3-6 年級

活動費用│一梯次為 3 天共 300 元

活動洽詢│ (089)381166 轉 592

※報名及課程詳見 https://event.culture.tw/NMP

主講：Lisin 田瑞珍、Pungiya 高信宗

8/15( 六 )14:00 │卑南遺址公園自然教室

文字 X 攝影：一樣又不一樣的台東──

            　　用影像書寫的部落紀實

7/19 │印尼科莫多龍

　　　 Komodo 手機架 +印尼菠蘿蜜涼糕

8/02 │來逛泰國夜市唷 !

　　　 黃金粿條椰香西米露 +泰國打拋豬肉飯

8/16 │越南幼年記憶 -- 難忘的幼時甜點

　　　 越式波蘿蜜葉椰香 Q餅 +越式鹹香地瓜炸蝦

8/23 │華人智慧結晶：中華紙藝

　　　 美麗的紙漿畫＋華人夏日養生甜品－白木耳紅棗蓮子湯

8/30 │金色佛國緬甸

　　　 美麗的紙傘＋緬甸涼拌稀豆粉

活動費用 | 酌收材料費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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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166#592、523

8/21( 五 )19:00 │晃晃 46 図書適（台東市漢陽南路 139 巷 46 號）

電光米 X 田中皂：同一塊土地上的創造與創新──

                　　　在地青年創業實務經驗談

查詢詳情及報名 | 請至本館官網及粉專查詢

 高信宗提供

 高信宗提供

 高信宗提供

 蔡昇達提供

8/8( 六 )14:00 │禾作吧台（臺東縣關山鎮中興 25 之 1 號）

DIY  電光爆咖啡：做自己的咖啡師

更多資訊請上 http://forms.gle/upFfvpB6QqSWtUnC7

更多資訊請上 http://event.culture.tw/N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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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玉匠人

三千年前的卑南文化人會利用台灣玉將它

做成身上各式各樣的裝飾品。到底台灣玉

有何特殊魅力能獲得卑南文化人如此青睞

呢 ? 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並且利用傳統

工具學學卑南文化人高超的穿洞技術。

活動費用│酌收材料費 100 元

　　　　　　(另購門票，現場報名 )

2020/7/15 ～ 8/30( 二～日 )9:00-16:30‧ 卑南遺址公園

網上報名 | http://reservation.nmp.gov.tw/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小朋友在你的想像中 " 考古 " 是如何進行的呢 ? 只是拿著工具向下挖

而已嗎 ?NO!NO!NO! 可能要像武俠小說裡的那樣練就一身武藝，過五關

斬六將才能完成要來挑戰看看嗎 ? 歡迎報名暑期先修班一起來練功過

關還有遺址特色專屬禮物唷。

活動費用│酌收活動費 100 元

網上報名 | http://reservation.nmp.gov.tw/（國小學童．每場次 12 人 )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考古小尖兵：暑期先修班

2020/7/18 ～ 8/16( 每週六、日 )10:00、14:00‧ 卑南遺址公園

卑南遺址公園仲夏營隊招生啦！本次營隊活動延續了野生廚房的概

念，特別規劃了讓孩子體驗磨製石刀，用自己的雙手料理野味美食。

藉著營隊活動以體驗的方式好好重新認識大自然，一起創造人與自然

環境共生的美好！歡迎光臨，野生廚房系列之野味石竹！

仲夏營隊：野生廚房系列之野味石竹！

2020/7/17、8/14( 五 )9:00-17:00‧ 卑南遺址公園

2020/7/4( 六 )8:00-17:10‧ 卑南遺址公園

1980 年，臺東火車站新建工程將

地表下沉睡數千年之遺構、遺物

大量揭露，隨即由臺大考古人類

系搶救考古。「卑南考古」作為

當地民眾和歷屆考古隊員的陳年

記憶，對於考古知識傳承與莘才

培育工作均有深層啟發和影響。

距第 1次搶救發掘至今已屆滿 40

年，本工作坊將邀請當年的考古

隊員們逗陣來分享「卑南四十與

卑南事實」，也帶領學員走出戶

外進行遺址周邊環境踏查，來一

趟充實而美好的學習之旅。

「坐在卑南談天說地—跟著考古隊發掘卑南事實」
工作坊

公主與神鹿(哈古作品)

活動對象 |國小學童（每場次 30 人，不滿 15 人則取消）

活動費用│酌收活動費 500 元

網上報名 | http://reservation.nmp.gov.tw/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活動費用｜報名費每位 250 元（含門票及精美紀念品）

網上報名｜ https://event.culture.tw/NMP

好家在卑南假日賞屋團：
卑南族家屋暨史前家屋戶外展示導覽

買屋、換屋是人生一大事，本次活動規劃由房仲達人帶看家屋的方式，

以古喻今，以輕鬆有趣的情境帶領民眾了解史前時代及卑南族傳統住

屋的材料來源、樣式、格局及構造，以及養護工作，透過賞屋活動及

QA 互動，傳達博物館在文資保存與部落合作培力的社會責任。

2020/8/1 ～ 8/22( 每週六 )15:30-16:30‧ 卑南遺址公園

放假探索趣：暑假特別活動

小朋友暑假哪裡去呢 ? 卑南遺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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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費用│門票費 (依門票規定，現場報名 )

2020/7/15 ～ 8/30( 二～日 )9:00-16:30‧ 卑南遺址公園

本片是導演侯孝賢 1980 年代初的作品，忠實呈現

當時的臺灣社會。 以「重返 1980」為題，在紀念

卑南遺址搶救考古四十週年的時刻，透過寫實風格

的臺灣新浪潮電影帶大家回顧當年的時代脈絡。

事先報名的觀眾，憑證可於現場免費兌換飲品並參

加抽獎。本活動無人數限制，敬請提前入場佔位。

觀影者需自備野餐墊、椅及餐具。

重返 1980 草地電影放映：
經典國片《風兒踢踏踩》數位修復版播映

2020/8/28( 五 )19:00-21:15‧ 卑南遺址公園大草坪

查詢詳情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常設展︱PERMANENT EXHIBITIONS︱

康樂本館配合建築空間再造及展示更新工程，暫停對外營運服務（含水舞區），歡迎至卑

南遺址公園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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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樂本館】暫停對外營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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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233466轉260（休館時間未提供服務）。

【南科考古館】全票＄80，團體票＄60，優待票＄50，臺南市民憑證免費（至109年10月

31日止）。售票處電話：06-5050905（休館時間未提供服務）。

導覽服務︱GUIDE︱

【康樂本館】暫停對外營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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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210（休館時間未提供服務）。

【南科考古館】定時導覽：每日9:30、10:30、14:30、15:30，預約方式：學校或機關團

體，參觀七日前上網申請，額滿為止，洽詢電話：06-5050905轉8101、8102（休館時間

未提供服務）。

連絡本館︱CONTACT︱

● 本館網站 www.nmp.gov.tw  

　     www.facebook.com/NMPrehistory

● 康樂本館：950臺東市豐田里博物館路1號‧089-381166轉777

　卑南遺址公園：950臺東市南王里文化公園路200號‧089-233466

   南科考古館：741台南市新市區南科三路10號‧06-505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