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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內容：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實施對象 行程加導覽

寶石的新衣

琉璃珠串班
由老師透過豐富的圖片向學童介紹琉璃珠的不同
神話傳說與故事，在老師的引導下，運用彩色樹
脂土，創作出五彩繽紛的琉璃珠項鍊。

安親班、國小學童 約�.�-�小時

我是大頭目

頭飾設計班
由 老 師 引 導 學 童 認 識 展 場 原 住 民 各 族 頭 飾 之 特
色 ， 並 由 學 童 從 中 自 由 汲 取 靈 感 繪 製 頭 飾 設 計
圖，再運用色紙、彩色吸管、橡皮筋、西卡紙，
創作出屬於有自己獨特風格的原住民頭飾。

安親班、國小學童 約�.�-�小時

舞動的月桃葉

月桃葉編織班
由老師透過圖片舉例，介紹原住民運用天然材料
編織日常生活器具的特色與智慧，再利用來自原
住民（魯凱族）部落的月桃葉，學習如何用方格
編法製作小杯墊，讓小朋友體會編織的趣味。

安親班、國小學童 約�.�-�小時

週日下午固定班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實施對象 行程加導覽

小小原舞者

舞蹈體驗班
由新世紀文化藝術團的原住民老師，以原住民音
樂旋律和散發的洋溢熱情，教導小朋友認識原住
民傳統服飾的穿著並透過簡單的身體律動與音樂
的結合，體驗原住民族樂舞的精采。

安親班、國小學童 約�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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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特映  台灣原住民影展－創作/人物/記錄/生活 總放映時間

�/� 【達悟逍遙遊】造大船、飛魚季、製陶之月 �0min

�/�� 【永遠的部落】當傳統遇到現代、重塑祖先的榮耀、小陶壺 ��min

�/�� 【藝術家群像】夏曼藍波安、峨格、曾瑞琳、瑁瑁瑪邵 �0�min

�/�� 【馬躍比吼週】請問蕃名、揹起玉山最高峰、季拉黑子 ��0min

四、五月份特映  加拿大原住民影展－變遷/衝突/傳承/認同

�/� 【藝術大解放】手的歷史、原式幽默 �0�min

�/� 【都市探視鏡】城市老人、胎兒酒毒症 ��min

�/�� 【我是原住民】尋根之旅、給安奇拉 ��min

�/�� 【音樂不流浪】我們的故事、梅提小提琴 �0�min

�/�0 【湖海二三事】班尼韋格的奇怪事件、大河的愛 ��min

�/� 【社區總動員】背水一戰、我的村莊努納維克 ��min

�/�� 【土地大爭執】坎那沙塔奇抗爭史 ���min

�/�� 【我是原住民】尋根之旅、給安奇拉（加映場） ��min

�/�� 【音樂不流浪】我們的故事、梅提小提琴（加映場） �0�min

六月份特映  紐西蘭原住民影展－生命/愛（加映三場）

�/� 生日小禮物、紐西蘭我的家、兩車一夜、士兵的期待、煤油的克里克族 ��min

�/�� 生日小禮物、紐西蘭我的家、兩車一夜、士兵的期待、煤油的克里克族 ��min

�/�� 生日小禮物、紐西蘭我的家、兩車一夜、士兵的期待、煤油的克里克族 ��min

�/�� 生日小禮物、紐西蘭我的家、兩車一夜、士兵的期待、煤油的克里克族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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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收藏��件；畫作購藏�件。

序號 標本編號 名稱(中) 族別 類別 來源地

0� M����00 椰殼水壺 雅美 日用器具 台東縣蘭嶼(賣主描述)

0� M����00 占卜箱 布農 禮器 台東縣延平鄉鸞山村中野社(賣主描述)

0� M����00 信號警鈴 鄒 日用器具 嘉義縣吳鳳鄉來吉村(賣主描述)

0� M����0� 男子耳飾一對 鄒 裝飾物 高雄縣桃園鄉(四社群)(賣主描述)

0� M����0� 男子耳飾 鄒 裝飾物 高雄縣桃源鄉四社群(賣主描述)

0� M����00 火藥筒 阿美 生產器具 台東縣卑南鄉馬蘭社(賣主描述)

0� M���00� 銅製手鐲 排灣 裝飾物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賣主描述)

0� M���00� 銅製手鐲 排灣 裝飾物 屏東縣泰武鄉平和村(賣主描述)

0� M����00 裝糧器(取火器) 阿美 日用器具 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賣主描述)

�0 M����00 胸兜 泰雅 服裝 南投縣仁愛鄉中央村(賣主描述)

�� M����00 籐帽 泰雅 服裝 南投縣霧社(賣主描述)

�� M����00 女子披肩 平埔 服裝 高雄縣甲仙鎮(賣主描述)

�� M����00 鐵鍋 泰雅 日用器具 南投縣仁愛鄉中央村(賣主描述)

�� M����0 袋 噶瑪蘭 日用器具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 小榖袋 噶瑪蘭 日用器具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 植物染色墊子 噶瑪蘭 日用器具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 原色墊子 噶瑪蘭 日用器具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0 背袋 噶瑪蘭 裝飾物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 情人袋 噶瑪蘭 裝飾物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0 M����00 男性無袖上衣 噶瑪蘭 服裝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 男性褲子 噶瑪蘭 服裝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

�� M����00 香蕉絲背心 噶瑪蘭 服裝 佐佑廣告負責人楊德英先生提供

�� M����00 香蕉絲後敞褲 噶瑪蘭 服裝 佐佑廣告負責人楊德英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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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作

序號 編號 作者 作品名 材質 創作年代

0� P��� 詹浮雲 牡丹富貴 畫布、油彩 �000
0� P��� 楊嚴囊 九份山城 畫布、油彩 �00�
0� P��� 黃國隆 九份仔海濱 畫布、油彩 ���0
0� P��� 黃國隆 港町別墅 畫布、油彩
0� P��� 夏勳 蝴蝶蘭 畫布、油彩 �00�
0� P��� 劉其偉 春天裡的塘鵝 多媒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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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清泉 �� 黃素薰

� 黃淑華 �� 趙淑均

� 王勇霞 �� 賴彥璉

� 周大為 �0 蔡雲月＊

� 邱春杏 ��  洪宗毅＊

� 張淑玲 �� 方淑芬＊

� 張鈴玉 �� 顏志豪＊

� 張輝英 �� 陳靜怡＊

� 莊  佩 �� 陳式燁＊

�0 許淑女 �� 郭素真＊

�� 郭春英 �� 邱上捷＊

�� 楊富雄 �� 邱振榮＊

�� 陳貞曦 �� 許惠珠＊

�� 陳桂玉 �0 陳美燕＊

�� 曾國銘 ��

�� 馮麗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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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７月 ８月 ９月 �0月 ��月 ��月 總計

參觀

群眾

個人
大人 ��� �� �0� ��� ��� �� ��� ��� ��� ��� ��� ��� ����

學生/原住民 �0� �� ��� ��0 ��� ��� ��� ��� ��� ��� ��� ��� ����

團體
大人 �0 �� ��� ��� ��� ��� ��0 ��� ��� �0� ��� ��� ��0�

學生/原住民 ��� �� ��0 ��� ��� ��� ��� ���� ��� ��� ��� ��� ����
免購 學生 �0 ��� �0�� ���� �0�� ��� 0 0 ��� ���� ���� ��� ����

購票數合計 ��0 �0� ���� ���� ���0 ���0 �0�� ���� ���� ���� ���� ���� �����
其  他 ��� �� ��� ��� ��� ��� ��� �0� �0� �� ��� ��� ����

順益員工 0 0 � 0 0 0 � � 0 0 0 0 �
預售票 0 0 �� � � �� � 0 � � �� � �0�

訪客 � � �� �� �� �� �� �� �� �� �� �� ���
教育活動 0 0 0 0 0 0 �00� �0�� 0 0 0 0 �0��

參觀數合計 �0�� ��� ���� �0�� �0�� ���� ���� ���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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