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展 █ Current Exhibitions

芭芭秧的普式生活： 普悠瑪女性飲食文化特展

2021/8/13( 五 ) ～ 2021/10/11( 一 ) 

卑南遺址公園遊客服務中心多功能教室

芭芭秧 (babayan) 是卑南族語「女性」之意。早期的芭芭秧在日常生

活中透過種植與採集，維繫著人與土地的「平衡」與「和諧」，累積

豐富的生態知識並建構獨特的價值體系。但在歷經外來文化與社會形

態的改變，過去豐富的知識逐漸遺失，直到近幾年部落意識的覺醒，

芭芭秧再度回到小米田，重拾過往的知識圖像，鏈接起女性與土地之

間的夥伴關係。

本展覽集合卑南族普悠瑪部落族人的傳統小米知識與部落專屬的美味

料理食譜，傳承並展現卑南族文化的多元與精彩，期望藉由展覽推動

部落青年參與傳統知識保存與傳承，並推廣臺東「慢經濟」理念，深

化民眾對於部落飲食、生活體驗等環境教育議題，重新鏈結人與環境

的關係。

　教育資源中心 █ Educenter Resource Center

　走讀臺灣 █ Read Taiwan

　

隔空取物！ 3D 資料庫中數位模型除了可以展示觀看外，更可以使用

3D 列印技術，讓文物好像變魔術一般，從螢幕物中被拿了出來！

　智慧博物館 █ All Smart Museum

館卑南遺址公園進行抽抽樂活動就有機會抽到隱藏版 3D 列印出來的

小豬公仔喔！

3D 列印技術可以有效

地應用在博物館中的展

示，高精度 3D 掃描所

得到模型資料透過 3D
列印機可以與文物幾乎

完全相仿地呈現在眼

前。

想要和史前卑南文化人

一樣的陶豬嗎？到史前

　南科考古館 █ Museum of Archaeology, Tainan Branch of NMP

特展以考古學、體質人類學對臺灣史前文化之人骨遺骸及墓葬研究成

果為背景，來說一則有關生老病死的故事。利用科學分析方法，我們

得以一窺先民的生計活動、精神信仰與社會組織，並感受他們在那個

遙遠的時代中所譜出的生命樂章。

我們活過：考古人骨遺骸暨墓葬展

2021/7/3( 六 ) ～ 2021/12/12( 日 )‧考古館 2 樓特展廳

　走讀臺灣 █ Read Taiwan

走讀臺灣：這些地方‧這些人這些事　

※活動詳情請密切關注本館官網及臉書頁面

　活動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走讀 Café‧布農文化知往鑑來─探究式課程設計
工作坊

2021/9/25( 六 )8:30-12:30‧ 桃源國小（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 4鄰 84號）

2021/10/16( 六）13:00-17:30 

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花蓮縣壽豐鄉光榮一街 26 號）

走讀 Café‧大豹社與七腳川社，隘勇線及餘族，
現在與未來

2021/9/4( 六）13:00-17:30 

導覽│花蓮縣萬榮鄉原住民文物館 ‧ 講座│花蓮縣萬榮鄉立圖書館

走讀 Café‧黑膠的年代，我們的青春

講者｜鄭漢文、izan 胡銘志、salizan 胡克緯、katu 柯俊雄

文本《taaza madadaingaz paljuni habasan 聽長輩說故事─延平地

區布農族耆老口述故事》、《布農族的大山大樹：Tahai Ispalalavi 布
農族文化傳承回憶錄》

合作單位｜臺東縣延平鄉桃源國小、臺東縣延平鄉公所青年發展所、

　　　　　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

當 PBL 探究式課程設計遇上布農文化，要如何從文化與青年發展的觀

點，來找出祖先歷經時代與生存考驗最想留給下一代面對世界的能力

呢？歡迎有興趣的教師與民眾一起來動腦設計。

走讀卑南‧《風暴之子》故事情境體驗親子版

2021/9/25( 六 )14:00-17:00‧ 卑南遺址公園 

暢銷書《風暴之子》故事精彩，主角瓦利、小黛和海境村民的部落生

活技能，舉凡狩獵、負重、禦敵是怎麼做到的呢 ? 帶著爸爸媽媽一起

穿越三千年的風化身海境村民，體驗部落生活。

文本《風暴之子 :失落的古文明》

活動費用 | 酌收材料費 300 元

活動對象 | 國小學童親子 6 組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追隨著《風暴之子》的主人翁瓦利，走訪花東海岸及縱谷的史前遺址

吧！地表可見的巨石、散落的陶器或石器，都是史前人群生活的印記，

站在遺址上遙想 3 千年前，人們奔馳狩獵生活日常的情景，隨著風聲

而來的古老低吟。

走讀史前‧追隨《風暴之子》的履跡

2021/10 月‧線上播放
講者｜高俊宏‧與談│ Halo Rengos 胡政桂

文本《吹過島嶼的歌》

　　《流浪之歌：林班歌，部落誌》

文本《巨石，你好！》

主持│ Dungi Lunip 何欣蓉‧導覽│ Kasuy Kacaw 林騏良

大豹社與七腳川社，在日本時代都經歷了重大傷亡與流離。一百年之

後，隘勇線的過去串起了彼此，這一場對談，讓館員及七腳川族人帶

著你看「歸途 Taluma’ －七腳川（Cikasuan）戰役 110 周年展覽」，

讓藝術家帶著你進入以行動跟踏查慢慢拼湊起來的世界，了解大豹社

講者｜ Eric Scheihagen 徐睿楷‧主持｜ Uhay Siqay 蘇貞汝

絕對是全世界數一數二對臺灣原住民音樂黑膠唱片及各種版本來龍去

脈知道最多的 Eric，要來到「歌，住著誰的青春？」太魯閣族音樂特

展的現場啦！讓策展人 Uhay 帶著你逛展場，讓 Eric 帶著你進入黑膠

歌曲裡各年代的生活背景、了解當時花蓮原住民地區歌曲的創作思維

與經驗。了解過去，也是認識將來！

合作單位｜花蓮縣壽豐鄉公所、花蓮縣壽豐鄉原住民文物館、花蓮縣 

          壽豐鄉壽農社區發展協會、七腳川論談合作單位｜花蓮縣萬榮鄉公所、花蓮縣萬榮鄉原住民文物館

餘族如何在當代串起家族的相

連。

文本《橫斷記：臺灣山林戰

爭、帝國與影像》、《拉流斗

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

與餘族》、《大豹社事件 1900-
1907》、《原住民重大歷史事

件─七腳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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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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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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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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9/4( 六）14:00-16:00 ‧卑南遺址公園

過去一年疫情肆虐，卻教我們重新想像博物館的功能。偌大的遺址公

園讓社交距離不是問題，豐富的戶外展示使五感甦醒，神秘的石柱要

如何搬動？以前的人住在怎樣的房子裡？藉由實景寫生連結古今，運

用五感觀察將遺址上的自然生態、人造建物描繪紙上，創作獨具特色

的作品。想像力就是你的創造力，跟著畫家老師繪出美麗的遺址公園。

完成作品的小朋友有機會獲得限量紀念品喔！

走進遺址‧畫從前

2021/10/23( 六 )9:00-12:00‧ 卑南遺址公園

卑南遺址公園地下部出土史前文物很精彩，地上部的臺灣原生植物也

不遑多讓，在週末的午後隨著導覽員輕鬆戶外走走，與我們生活息息

相關的植物交個朋友。

　教育推廣 █ Education

針真史前—文物針筆畫

繪者│夏麗芳

考古出土的史前文物呈現在書本上，除了相機拍攝的照片，另外一種

方式就是針筆畫，此一手法更能觀察到文物細微的部份，也增加了手

感和溫度，學會針筆畫就能將想要珍藏的物品躍然紙上，參加者致贈

*遠古臺灣的故事 *繪者簽名書一本。

活動費用 | 酌收材料費 100 元

活動對象 | 國中以上至成人，限 20 人 
報名方式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10 李小姐

活動費用 | 酌收材料費 50 元

活動對象 | 國小學童、親子，限 30 人

網上報名 | https://event.culture.tw/NMP 
活動洽詢 | (089)233466#211 謝小姐

戶外園區植物導覽

2021/10/16、10/30( 六 )15:30-16:30‧ 卑南遺址公園 

活動費用 | 免費

活動對象 | 一般民眾，每場限 20 人

活動報名 | 展示廳前集合即可
多元文化月：文化Ｘ體驗

2021/10/16( 六 ) ～ 10/30( 六 )14:00-17:00．卑南遺址公園自然教室

今年秋天，臺東縣外籍配偶協會的

姐妹們將經由文化介紹帶領我們走

讀一趟其母國的風土民情，並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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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 中國組‧10/23 越南組

10/30 泰國組

燈芯絨布玲瓏毽 (中國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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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