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年南區原住民族學生文化交流 

「Nii mu taan ka hako utux 看見彩虹」原住民族文化週
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要點二、(二)區域原資中心任務及功

能、1、共通性、(4)辦理跨校原住民族學生教育事務。 

貳、計畫目的與內容 

一、活動目的: 

（一） 為辦理原住民族學生之文化交流，藉由原住民族樂舞活動促進學生交

流，凝聚原住民族社團情誼，強化南區原住民族學生社團連結性。 

（二） 透過音樂形式活動，增強原住民族大專青年傳統樂舞能力，厚實傳統文化

意識，展現各校原住民族文化之特色。 

二、活動內容: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 主辦單位：大專校院南區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樹德科技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三） 承辦單位：樹德科技大學原勢力社團。 

（四） 協辦單位：大仁科大原住民青年服務社、實踐大學原民薪傳社、高雄餐旅

大學原young出力社、文藻外語大學原住民新生代社、高雄科大原班人馬

社、修平科大馬拉桑社。 

（五） 辦理時間： 

1. 祈福儀式─11月18日(一)12:00~13:00 

2. 名人講座─11月18日(一)17:30~20:00 

3. 部落運動會─11月19日(二)17:00~20:00 

4. 原音之夜─11月21日(四)10:00~21:30 

（六） 辦理地點： 

1. 祈福儀式─FUN卡曼旁草皮 

2. 名人講座─橫山創意基地H0101簡報室 

3. 部落運動會─1宿前草皮(雨備：文薈館1樓廣場) 

4. 原音之夜─2宿前草皮(雨備：圖資大樓1樓廣場) 

（七） 參加對象：南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及教職員 

（八） 預期成效： 

1. 強化南區原住民族學生社團連結性，提升原住民族文化意識。 

2. 參與學校5所以上，參與人次達100人以上。 

（九） 活動方式：祈福儀式、原住民族樂舞展演、原住民族市集、手作工藝體驗。 

三、聯絡窗口： 

（一） 樹德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曹詩傑先生，電話：07-6158000#2155，E-mail：black91534@stu.edu.tw 

（二） 樹德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周幸潔同學，電話：0981851469，E-mail：s16123136@stu.edu.tw 

（三） 大仁科技大學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潘鳴恩小姐，電話：08-7624002#1312，E-mail：muni@taje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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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通方式 

（一） 搭乘高雄捷運 

1. 草衙站下車後，於1號出口轉乘高雄客運E10小燕快線及高雄客運E09

鳳燕快線可達本校。經鳳山捷運衛武營站來本校：位於前鎮區捷運站，

往福誠高中、五甲市場、正義高中、鳳新高中、捷運衛武營站、上高

速公路→(途經繞駛本校校區)→高師大。 

2. 衛武營站下車後轉乘高雄客運E10小燕快線及高雄客運E09鳳燕快線來

本校。位於捷運衛武營站上高速公路→(途經繞駛本校校區)→高師大。 

（二） 搭乘短程公車 

1. 從小港區及前鎮區： 

由捷運草衙站搭乘E10小燕快線→鳳山捷運衛武營站搭乘E09鳳燕快線

來本校：位於前鎮區捷運站，往福誠高中、五甲市場、正義高中、鳳

新高中、捷運衛武營站→(途經繞駛本校校區)→高師大。 

2. 從鳳山區： 

搭乘E10小燕快線及高雄客運E09鳳燕快線由捷運衛武營站下車後來本

校：位於捷運衛武營站上高速公路→(途經繞駛本校校區)→高師大。 

3. 從三民區高雄客運－高雄火車站： 

位於高雄火車站國光客運站旁，往旗山→美濃→六龜→甲仙→桃源→

寶來等（經深水）班次均可搭乘（未經楠梓之班次請勿搭乘）。 

（三） 搭乘高鐵： 

1. 從左營高鐵站轉搭義大客運： 

轉乘義大客運E03燕巢快線、E04燕巢學園快線由高鐵左營站→博愛三

路口站→義大醫院站→高雄看守所站→抵達本校樹德科技大學站。 

2. 從左營高鐵站轉搭台鐵至楠梓站來本校： 

台鐵新左營站位於高鐵左營站內，請至高鐵-左營站2樓找【台鐵‧高

鐵轉乘通道】前往台鐵新左營站，轉搭（往北）之台鐵列車至台鐵楠

梓站下車，於火車站前十字路口右轉，到高雄客運楠梓站轉乘高雄客

運至本校。 

（四） 自行開車 

1. 從岡山、台南以北地區來本校： 

請從【楠梓旗山】交流道下高速公路，轉向東，沿省22公路往旗山方

向行駛，約10分鐘內即可抵達本校。 

請上國道3號南下過中寮隧道號請靠右行駛，並銜接上國道10號後往

高雄方向行駛，於【燕巢】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沿省22公路往旗山方

向行駛。 

2. 從旗山、美濃地區來本校： 

請上國道10號並往高雄方向（往西）行駛，於燕巢交流道下高速公路，

沿省22公路往旗山方向行駛。 

3. 從高雄地區來本校： 

請北上中山高速公路接國道10號並往旗山方向（往東）行駛，於燕巢

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沿省22公路往旗山方向行駛。 

4. 從屏東以南地區來本校： 

請上國道3號北上過斜張橋請靠右行駛，並銜接上國道10號後往高雄

方向行駛，於燕巢交流道下高速公路，沿省22公路往旗山方向行駛。 

（五） 搭乘台鐵 

1. 楠梓火車站下車，於火車站前十字路口右轉，到高雄客運楠梓站轉乘

高雄客運至本校。 



2. 於國光客運旁高雄客運搭乘點，轉乘高雄客運至本校，或轉乘復興號

或電聯車至楠梓火車站。 

 

五、活動流程表 

開幕x祈福儀式 

108/11/18(一) 12:00-13:00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2:00-12:10 入場簽到 

樹德科大 

Fun卡曼旁 

扇形廣場 

12:10-12:20 長官介紹及致詞 

12:20-12:25 大合照 

12:25-12:35 活動宣傳片 

12:35-12:50 祈福儀式 

12:50-13:00 樂舞展演 

 

名人講座x原青大聲說 

108/11/18(一) 17:30-20:00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7:30-18:00 入場簽到 

樹德科大 

橫山創意基地

1F簡報室

（H0101) 

18:00-18:05 主持人開場 

18:05-18:10 師長致詞 

18:10-18:15 大合照 

18:15-19:55 主講人演講 

19:55-20:00 頒發感謝狀/大合照 

20:00 賦歸 

 

部落運動會x原青動ㄘ動 

108/11/19(二) 17:00~20:00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17:00-17:30 入場簽到 

樹德科大 

第一宿舍 

前草原(雨備：

文薈館前廣場) 

17:30-17:45 長官致詞及合照 

17:45-18:00 傳統鋸木 

18:00-18:15 傳統射箭 

18:15-18:30 休息片刻X晚餐 

18:30-18:45 傳統負重(背蔞、沙包) 

18:45-19:00 傳統推竿 

19:00-19:20 原民大隊接力 

19:20-19:40 躲避球大賽 

19:40-20:00 頒獎及大合照 



 

原音之夜x看見彩虹 

108/11/21(四) 10:00~21:30 

動態 

原住民族樂舞展演 

靜態 

原民市集、手作工藝 
地點 

時間 流程 時間 流程 

樹德科大 

第二宿舍前草原 

(雨備：圖資大樓 

一樓廣場) 

14:00-15:30 各校彩排 

10:00 

｜ 

21:00 

漫遊原民市集 

、工藝體驗 

15:30-17:00 各表演團體彩排 

17:00-17:30 入場、簽到 

17:30-17:40 主持人介紹活動主題 

17:40-17:50 樹德科大原勢力社開場-PAW PAW鼓 

17:50-17:55 介紹師長與來賓 

17:55-18:05 師長致詞 

18:05-18:10 大合照 

18:10-18:25 樹德科大原勢力社樂舞展演 

18:25-18:40 高雄餐旅大學原young出力社樂舞展演 

18:40-18:55 修平科大馬拉桑社樂舞展演 

18:55-19:10 高雄科大原班人馬社樂舞展演 

19:10-19:25 實踐大學原民薪傳社樂舞展演 

19:25-19:40 文藻外語大學原住民新生代社樂舞展演 

19:40-19:55 大仁科大原住民青年服務社 

19:55-20:10 樹德科大原勢力社樂舞展演 

20:10-20:25 賽德克火舞 

20:25-20:40 樹德科大原勢力社創新原舞 

20:40-20:55 VAI樂團 

20:55-21:10 修平科大饒舌團體-Speaker 

21:10-21:15 樹德科大饒舌團體-Focus 

21:15-21:20 大合照 

21:20-21:30 大會舞 

21:30 賦歸 

 



六、活動場地示意圖 

 
  



七、活動邀卡 

 
  



八、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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