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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函

地址：903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04號

承辦人：葉仁傑

聯絡電話：08-7991219-282分機

電子郵件：

傳真：08-7993551

受文者：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4月25日

發文字號：原民發文字第106000203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106D002972_106D2000102-01.docx)

主旨：檢送本中心辦理「106年度發現‧原住民的天空」活動簡

介1份，惠請貴單位協助廣為宣傳並轉知所屬踴躍參加，請

查照。

說明：

一、本活動自即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止，藉由體驗原住民族

文化、文物館靜態導覽及欣賞歌舞展演，可輕鬆學習臺灣

原住民族文化特色、內涵，具寓教於樂之效。

二、本活動實施地點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可依時間彈性

預約半日遊或一日遊A、B方案遊程，歡迎機關（或學校）

預約報名，ㄧ起體驗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三、活動相關內容請逕上本中心官方網站查詢（http://www.t

acp.gov.tw/）。

正本：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及金門、連江兩縣）(除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外)、屏東

縣國小、高雄市楠梓區莒光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

區援中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右昌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加昌國民小學、高

雄市楠梓區楠陽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後勁國民小學、高雄市楠梓區油廠國民

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舊城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

新莊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明德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勝利國民小學、高雄

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永清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民國民小

學、高雄市左營區福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上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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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國民小學、高雄市左營區文府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

鼓山區鼓岩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內惟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中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鼓山區壽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龍華國民小學、高雄市鼓山區九如

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鼓山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三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

民區鼎金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愛國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十全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正興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

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民族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

區光武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東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濱國民小學、高

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小學、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民

小學、高雄市鹽埕區光榮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金區前金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金區

建國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大同國民小學、高雄

市新興區信義國民小學、高雄市新興區七賢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福康國民小

學、高雄市苓雅區苓洲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成功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五

權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凱旋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民小學、高雄市

苓雅區福東國民小學、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前鎮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鎮區獅甲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仁愛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樂群

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愛群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前

鎮區瑞豐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明正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瑞祥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鎮區光華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鎮昌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佛公國

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民權國民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紅毛港國民小學、高雄市旗

津區旗津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大汕國民小學、高雄市旗津區中洲國民小學、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二苓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鳳林國

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青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太平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

區鳳鳴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坪頂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桂林國民小學、高

雄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華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港和國民

小學、高雄市小港區鳳陽國民小學、高雄市小港區明義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

鳳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大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曹公國民小學、高雄

市鳳山區文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五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正國民小

學、高雄市鳳山區誠正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中山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五

福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忠孝國民小學、高雄市

鳳山區鎮北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南成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西國民小學

、高雄市鳳山區瑞興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正義

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福誠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過埤國民小學、高雄市鳳

山區中崙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文華國民小學、高雄市鳳山區鳳翔國民小學、

高雄市大寮區大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昭明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中庄國

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溪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忠義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

區永芳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翁園國民小學、高雄市大寮區山頂國民小學、高

雄市大寮區後庄國民小學、高雄市鳥松區鳥松國民小學、高雄市鳥松區大華國民

小學、高雄市鳥松區仁美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林園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

中芸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港埔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金潭國民小學、高雄

市林園區汕尾國民小學、高雄市林園區王公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仁武國民小

學、高雄市仁武區灣內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烏

林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登發國民小學、高雄市仁武區竹後國民小學、高雄市

大樹區大樹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溪埔國民小學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興田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小坪

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龍目國民小學、高雄市大樹區姑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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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大社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嘉誠國民小學、高雄市大社區觀音國民小學、

高雄市岡山區岡山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前峰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嘉興國

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後紅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兆湘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

區和平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竹圍國民小學、高雄市岡山區壽天國民小學、高

雄市路竹區路竹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大社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下坑國民

小學、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三埤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

一甲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北嶺國民小學、高雄市路竹區蔡文國民小學、高雄

市橋頭區仕隆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五林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甲圍國民小

學、高雄市橋頭區興糖國民小學、高雄市橋頭區橋頭國民小學、高雄市梓官區梓

官國民小學、高雄市梓官區蚵寮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彌陀國民小學、高雄市

彌陀區南安國民小學、高雄市彌陀區壽齡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國民小學

、高雄市永安區新港國民小學、高雄市永安區維新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燕巢

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橫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鳳雄國民小學、高雄市燕

巢區安招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金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燕巢區深水國民小學、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國民小學、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阿蓮國

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中路國民小學、高雄市阿蓮區復安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

區茄萣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成功國民小學、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民小學、高

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文賢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大湖國民

小學、高雄市湖內區海埔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三侯國民小學、高雄市湖內區

明宗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旗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民小學、高雄

市旗山區旗尾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圓潭國民小學、高雄市旗山區嶺口國民小

學、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龍肚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廣

興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龍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民小學、高雄市

美濃區吉洋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吉東國民小學

、高雄市美濃區東門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內門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觀亭

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木柵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溝坪國民小學、高雄市內

門區西門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景義國民小學、高雄市內門區金竹國民小學、

高雄市杉林區杉林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上平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月美國

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集來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新庄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

區民族大愛國民小學、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高雄市甲仙區寶隆國民小學

、高雄市甲仙區小林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六龜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新威

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荖濃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新發國民小學、高雄市六

龜區龍興國民小學、高雄市六龜區寶來國民小學、高雄市茂林區多納國民小學、

高雄市茂林區茂林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樟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寶山國

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建山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區興中國民小學、高雄市桃源

區桃源國民小學、高雄市那瑪夏區民生國民小學、高雄市那瑪夏區民權國民小學

、雄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錫安國際旅行社股

份有限公司、遠流旅行社有限公司、五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山富國際旅行社

股份有限公司、網路家庭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統聯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鴻禧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清境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明利旅行社有限公司花蓮

分公司、麗緻旅行社有限公司、遠創旅行社有限公司、台塑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

司、佳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遠流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毛克利國際旅行社有

限公司、金銀島旅行社有限公司、豐睿旅行社事業有限公司、雄獅旅行社股份有

限公司板橋分公司、易飛網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誠信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易遊網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燦星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鴻禧旅行社有限

公司、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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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桃園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嘉

義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旅行業品質保障協會、宜蘭縣旅行商業同業公

會、雲林縣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副本：文化推廣組 2017/04/26
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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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活動簡介 

壹、 計畫緣起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位於屏東縣瑪家鄉、三地門鄉、霧臺

鄉交界處，佔地擁有 42 公頃，園區內保留了原始的自然景觀，

展示著 16 族傳統建築及生活型態，深具原住民族文化氣息，為

國內最大戶外博物館，適合到此享受山林綠意，一覽各族文化之

美。 

    為加深大眾對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認識，原住民族委員會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規劃辦理「發現‧原住民的天空」遊程活動，

期盼運用園區廣大場域、豐富自然生態環境及多元文化展演內涵，

辦理各族群文化探索體驗活動，以吸引國內外遊客至園區體驗，

一方面鼓勵民眾多走出戶外從事休閒活動，另一方面也可以針對

原住民社會達成振興產業、發展觀光、推廣文化之多重目標，形

塑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成為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維護保存、研究

展示(演)、教育推廣及文化探索體驗之亮點場域，以匯聚觀光人

潮，活絡地方經濟，創造屏北地區觀光新亮點。 

貳、 計畫目的 

一、 推廣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及部落特色優勢，繼而強化文化園區

觀光行銷之功能。 

二、 發揮園區戶外博物館功能，以寓教於樂方式引領社會大眾認

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價值。 

三、 提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價值，並透過觀光附帶價值擴張

入園參觀遊客數。 

參、 辦理單位 

一、 指導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 

二、 主辦單位: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 

肆、 計畫日期與地點 

一、 日期:即日起至 106 年 12 月 31 日止(週二至週日)。 

二、 地點: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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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內容 

一、 活動內容分為半日遊及 1 日遊二種形式，1 日遊則有 A 方

案及 B 方案可供選擇，僅受理團體預約報名，報名人數以

10 人以上為限，不接受個人報名。 

二、 由專門人員負責全程導覽及訂購原民風味便當，包含 DIY

活動「琉璃珠體驗」、歌舞欣賞以及琉璃吊橋導覽。 

(一)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半日遊 

時間 遊程 遊程說明 地點 

10:00

10:10
迎賓禮炮 

欣賞並介紹迎賓禮炮，並了解臺

灣原住民族分布地理位置。 
迎賓區 

10:30

11:30
歌舞館展演

藉由觀賞原住民族舞蹈讓遊客

活動筋骨，促進成長發育並認識

原住民傳統歌舞的多樣性。 

娜麓灣區

11:30

12:30

享用原民風

味便當 

由本中心代訂鄰近部落風味便

當。 
娜麓灣區

12:30

13:00
橋的另一端

位於屏東縣瑪家鄉北葉村及三

地門鄉三地門村的「琉璃吊

橋」，為屏東著名的觀光景點之

一，透過琉璃珠的設計，讓遊客

認識排灣族與魯凱族的傳統文

化以及不同珠子的意義。 

琉璃吊橋

13:00 賦歸   

備註: 

1.含門票 280 元 

2.費用明細:280 元(門票 150 元+琉璃吊橋 30 元＋原民餐費 100 元)

 

(二)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1 日遊(A 方案) 

時間 遊程 遊程說明 地點 

10:00

10:10
迎賓禮炮 

欣賞並介紹迎賓禮炮，並了解臺

灣原住民族分布地理位置。 
迎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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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11:30

欣賞原住民

族樂舞表演

藉由觀賞原住民族舞蹈讓遊客

活動筋骨，促進成長發育並認識

原住民傳統歌舞的多樣性。 

娜麓灣區

11:30

12:00

參觀生活型

態展示館 

運用栩栩如生的蠟像造型，配合

部分的實物和模擬的油畫場

景，讓遊客彷彿進入時光隧道

裡，述說各族的傳統山村生活空

間的畫面，一幕幕呈現在眼前。 

生活型態

館 

12:00

13:00

享用原民風

味便當 

由本中心代訂鄰近部落風味便

當。 
娜麓灣區

13:00

14:00

傳統家屋巡

禮 

介紹排灣族及魯凱族傳統家

屋，加深大眾對兩大族群不同傳

統文化及社會的認識。 

富谷灣區

12:30

14:00

體驗原住民

族文化 

於文化廣場，體驗布農族打陀

螺、泰雅族紋面體驗以及卑南族

鞦韆等活動，並認識不同族群文

化特色。 

塔瑪麓灣

區(文化廣

場) 

14:00

15:00
橋的另一端

位於屏東縣瑪家鄉北葉村及三

地門鄉三地門村的「琉璃吊

橋」，為屏東著名的觀光景點之

一，透過琉璃珠的設計，讓遊客

認識排灣族與魯凱族的傳統文

化以及不同珠子的意義。 

琉璃吊橋

15:00- 賦歸   

備註:  

1.含門票 299 元 

2.費用明細:300 元(門票 150 元+琉璃吊橋 30 元＋午餐費 120 元) 

3.優惠價 299 元 

 

(三)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1 日遊(B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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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遊程 遊程說明 地點 

10:00

10:10
迎賓禮炮 

欣賞並介紹迎賓禮炮，並了解臺

灣原住民族分布地理位置。 
迎賓區 

10:30

11:30

欣賞原住民

族樂舞表演

藉由觀賞原住民族舞蹈讓遊客

活動筋骨，促進成長發育並認識

原住民傳統歌舞的多樣性。 

娜麓灣區

11:30

12:00

參觀生活型

態展示館 

運用栩栩如生的蠟像造型，配合

部分的實物和模擬的油畫場

景，讓遊客彷彿進入時光隧道

裡，述說各族的傳統山村生活空

間的畫面，一幕幕呈現在眼前。 

生活型態

館 

12:00

13:00

享用原民風

味便當 

由本中心代訂鄰近部落風味便

當。 
娜麓灣區

13:00

13:30

體驗原住民

族文化 

於文化廣場，體驗布農族打陀

螺、泰雅族紋面體驗以及卑南族

鞦韆等活動，並認識不同族群文

化特色。 

塔瑪麓灣

區(文化廣

場) 

13:30

14:00

琉璃珠串珠

DIY 

體驗琉璃珠串珠，認識琉璃珠對

於排灣族之重要性，瞭解每一顆

琉璃珠的圖案代表著每一個月

份不同的涵義與不同的祝福。 

富谷灣區

14:00

15:00
橋的另一端

位於屏東縣瑪家鄉北葉村及三

地門鄉三地門村的「琉璃吊

橋」，為屏東著名的觀光景點之

一，透過琉璃珠的設計，讓遊客

認識排灣族與魯凱族的傳統文

化以及不同珠子的意義。 

琉璃吊橋

15:00- 賦歸   

備註:  

1.含門票 3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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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費用明細:400 元(門票 150 元+琉璃吊橋 30 元＋午餐費 120 元+琉

璃珠串珠 100 元) 

3.優惠價 399 元 

 

陸、 報名方式及繳納方式 

活動項目 報名費 繳納方式 

「發現․原住民

的天空」半日遊 

1.每人 280 元(門票、琉璃橋、

原住民風味餐)。 

2.身高 110 公分以下兒童 150

元(門票免費)。 

請於當日報到時於報到

處(導覽站)現場繳交即

可。 

「發現․原住民

的天空」 

1 日遊(A 方案) 

1.每人 299 元(門票、琉璃橋、

原住民風味餐)。 

2.身高 110 公以下兒童 170 元

(門票免費)。 

請於當日報到時於報到

處(導覽站)現場繳交即

可。 

「發現․原住民

的天空」 

1 日遊(B 方案) 

1.每人 399 元(門票、琉璃橋、

原住民風味餐、串珠 DIY

材料費)。 

2.身高 110 公以下兒童 270 元

(門票免費)。 

請於當日報到時於報到

處(導覽站)現場繳交即

可。 

柒、 預期效益 

一、 推廣原住民族 16 族群文化，藉由文化五感(視、聽、味、

嗅及觸)體驗，吸引來自世界各地不同客層來到園區享受一

趟文化之旅。 

二、 拓展本園區國內外知名度，結合相關產業提升園區整體行

銷專業能力，帶動園區及周邊聚落觀光文化產業發展。 

三、 多元化行銷，提升園區吸引客源魅力，以寓教於樂方式推

廣原住民族文化。 

四、 落實多元文化社會、促進多元文化認識與尊重。 

捌、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若有變更得隨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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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旅遊預約單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預約團體確認蓋章後回傳至本中心 

單位機關    參訪人數             人 
是否含司
機、領隊 
及導遊

否 
是，        人 

聯絡人    電話    傳真   

信箱    地址   

參訪日期        年      月      日  (星期      ) 
預計前來 
起迄時段 

      ：      ~      ：       

參與套裝 
遊程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半日遊$280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一日遊(A方案)$299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一日遊(B方案)$399

行程內容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半日遊 

10:00‐10:10  迎賓禮炮 

10:30‐11:30  歌舞館展演 

11:30‐12:30  享用原民風味便當 

12:30‐13:00  橋的另一端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一日遊(A方案) 

10:00‐10:10  迎賓禮炮 

10:30‐11:30  欣賞原住民族樂舞表演 

11:30‐12:00  參觀生活型態展示館 

12:00‐13:00  享用原民風味便當 

13:00‐14:00  傳統家屋巡禮 

12:30‐14:00  體驗原住民族文化 

14:00‐15:00  橋的另一端 

 「發現原住民的天空」一日遊(B方案) 

10:00‐10:10  迎賓禮炮 

10:30‐11:30  欣賞原住民族樂舞表演 

11:30‐12:00  參觀生活型態展示館 

12:00‐13:00  享用原民風味便當 

13:00‐13:30  體驗原住民族文化 

13:30‐14:00  琉璃珠串珠 DIY 

14:00‐15:00  橋的另一端 

備註 

1.僅受理團體預約報名，報名人數以 10人以上為限，不接受個人報名。 

2.由專門人員負責全程導覽及訂購原民風味便當，包含 DIY活動「琉璃珠體驗」、歌舞欣賞以及琉

璃吊橋導覽。 

3.遊程費用請於當日報到時於報到處(導覽站)現場繳交。 

原住民族委員

會原住民族文

化發展中心 

確認簽章處 

 
預約團體 

確認蓋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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