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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一 

《客家文化臺灣探索研習營》 

活動日期：6月 27日至 6月 30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客家
講堂】 

•客家文化的遷徙歷史及
聚落發展 

•客家建築意象的想像與
建構 

•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及生
活習性─以閩客械鬥為例 

•客家飲食文化之內涵─
以茶為例 

【客家
文化歷
史饗宴】 

•客家文化園區 

•客家歷史巡禮 

•錦泰茶廠 

【客家
文化推
廣】 

•客家文化課程計畫
書撰寫 

•客家文化課程設計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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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客家文化臺灣－渡海來臺的堅毅族群 

活動目的 

勤勞節儉是客家人引以為傲的傳統特質，居住在丘陵地的地理

位置也發展出獨特的文化。研習營帶領學員前往新竹縣新埔鎮

及關西鎮客家聚落，認識客家茶文化、客家建築以及客家信

仰。並透過成果發表讓學員將研習營所學融會貫通，設計生態

文化遊程，增加觀光收入之餘也保存客家文化。 

主辦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6年 6月 27日至 6月 30日 

活動對象 18至 28歳之兩岸在學學生共計 50位。 

活動地點 新竹縣、苗栗縣 

活動內容 

一、【客家講堂】 

1.客家文化的遷徙歷史及聚落發展 

2.客家建築意象的想像與建構 

3.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及生活習性─以閩客械鬥為例 
4.客家飲食文化之內涵─以茶為例 
二、【客家文化歷史饗宴】 

1.客家文化園區 

2.客家歷史巡禮 

3.錦泰茶廠 

三、【客家文化推廣】 

1.客家文化課程計畫書撰寫 

2.客家文化課程設計競賽 

預期效益 

1. 透過【客家講堂】，讓學員認識客家族群遷徙、建築及信仰。 

2. 透過【客家歷史巡禮】，帶領學員參訪客家傳統建築及信仰

中心廟宇，讓學員更進一步認識客家文化。 

3. 透過【客家文化歷史饗宴】，帶領學員參訪客家文化園區，

並認識客家經濟重要產物─茶，並親身製茶、烘茶及茶道，

引發推廣客家文化之興趣 

4. 透過【客家文化課程設計競賽】，讓學員將研習營所學融會

貫通，設計一套客家文化課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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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 研習目的 

客家人為臺灣第二大族群，祖先自大陸渡海來臺，在臺灣西部沿海地區落足扎根形成聚落，並建

立起獨一無二的客家文化，舉凡建築、信仰、經濟以及族群性格，都是臺灣人文重要資產。研習營帶

領學員前往客家人口最多的新竹及苗栗，認識客家人的建築、信仰以及茶文化， 

 

二、 實地走訪與觀摩 

1. 客家建築 

豫章堂羅屋書院 

羅屋書院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創建，大正二

年（1913）竣工，共歷時十二年。由於關西太和宮在

日治初期遭日軍焚毀，羅家先祖羅碧玉等人於明治三

十三年（1900）發起重修，並將新廟遷建至大同路現

址。當時商請廣州司傅阿發師前來在建造太和宮，因

難得大興土木，故連同關西北斗里羅氏宗祠與羅屋書

院一同建造。書院座落於關西鎮上南片庄，屬南山里範圍，周圍居民皆為羅氏族人。庄頭前方有鳳

山溪流經，其餘三面環山，整個聚落的宅第座向大多是背山面水，具風水考量，為客家庄一大特色。 

 

劉氏雙堂屋 

劉氏雙堂屋為新竹地區規模最龐大的傳統客家農宅，

規模龐大但外觀樸實，沒有雕樑畫棟。全盛時期共有99間，

其空間機能完全配合農村生活的需求，譬如正廳前為了祭

祖時能容納眾多子孫，設置了「大天井 」及廂廊；護龍之

間設置了小天井及「過水門」，每個住戶可以保有自己隱私；

前堂外為了農忙時期曬榖方便，設置了兩個廣場（禾埕）；

為了日常用水方便，宅前宅後設了數個水井等等。 

 

 

劉氏家祠 

劉家祠，又稱劉氏家廟，清同治三年（1864年），

新埔地區同籍同宗的劉姓族人共同出資興建家祠，至同

治六年（1867年）四月落成。劉家祠是一座單進三橫一

圍屋的翹脊建築。客家建築中所稱的「橫屋」，即為一般

所稱的護龍。橫屋的屋頂，翹脊與馬背並存，是臺灣地

區罕見的作法。劉家祠中央的祖先廳是整座建築的核心，

也是劉家祠主要的祭祀空間，每年的春、秋二祭都在此

處舉行。由低矮院牆所圍出一近似方形的前埕，則是家

族聚會的場所。兩側的橫屋，則是子孫們日常生活起居

的空間。劉家祠的祖先廳的門楣上，懸有「劉氏家廟」、「文魁」、「恩元」等三塊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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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家信仰 

褒忠義民廟 

新埔褒忠亭義民廟自清代以來一直是竹塹地區客家族

群共同的信仰中心，聯庄信仰之規模亦為全台首屈一指，

義民廟曾經是撫墾拓荒時期外在社會動亂中客家籍移民內

在心靈的寄託，亦為竹塹地區客家人保衛鄉土、捍衛家園、

珽頸精神的象徵，為清朝感念林爽文事變英勇犧牲之客家

人所建立。 

 

 

廣和宮 

廣和宮主祀「三山國王」，本地人稱為「王爺宮」（客家人稱三山國王為「王爺」）。三山國王是

廣東潮州府揭陽縣巾山、獨山、明山三座山的山神，

相傳因顯靈協助宋太祖趙匡胤爭奪天下有功，故被封

為「三山國王」。「潮州府」為客家原鄉之一，三山國

王因此成為客家人特有信仰，客家人移墾台灣後，也

將這個信仰帶入台灣，因此只要有三山國王廟或當地

寺廟有陪祀三山國王的地方，一定曾經住有客家人。

新埔廣和宮竣工於咸豐十年（1860），為地方仕紳潘榮

光所倡建，廟址是早期新埔街的中心。 

 

3. 客家經濟─茶 

茶文化自古以來即是客家族群生活的一部份， 茶山情歌、

茶山對唱，都是客家茶文化代表之一，這些年擂茶更成為客

家茶的代名詞。桃竹苗區過去家庭的常用茶都是以清茶為主，

多是小農經濟規模經營，以前大部份人自有茶山，自行烘焙。

新竹北埔、峨眉一帶，在日據時代以東方美人茶【碰風茶】

聞名，外銷英國、日本等地，替台灣客家村賺取外匯，目前

仍是大宗產量，最近這些年北埔與峨眉等地，沿著台三線仍

是客家茶文化的朝聖所。 

 

錦泰茶廠 

錦泰茶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 25年，座落於

新竹縣關西鎮，公司廠房地近千坪，保存許多珍貴的

製茶設備，也保存許多客庄史料，並成立錦泰茶業歷

史文物館，開放一般大眾參觀，為關西鎮的客庄及茶

業發展史提供豐富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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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習課程 

1. 客家文化的遷徙歷史及聚落發展 

客家人自鄭成功領臺時期開始較大規模遷徙來台，依時間的不同，登陸靠岸的地點不同，分佈

也不相同。客家移民大多在台灣西部，每個地方因族群多寡、經濟狀況、社會實況出現不同的結果；

有的依舊保留古老風味的客家村，有的和其他族群混居，有的受到福佬勢力的影響，部份被同化，

部份遷移聚居偏遠地區。研習營邀請講師授課，為學員鋪墊客家遷徙及聚落發展的知識脈絡。 

 

2. 客家建築意象的想像與建構 

建築為每個族群文化的重要代表，從建築中不僅能看見生活方式，同時也能連結到族群精神、

產業運用等。客家建築的意象注重實用性，一般傳統客家建築有注重風水、風格樸實及注重堂號等

特徵，並結合信仰及親族聯繫之功能，更包含中國傳統儒家教化思想於其中。研習營帶領學員實地

走訪新竹關西及新埔客家建築代表，讓學員理解客家建築的意象。 

 

3. 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及生活習性─以閩客械鬥為例 

閩、客械鬥發生在 18世紀中到 19世紀末台灣清領時期，為兩大漢族族群福建福佬人與廣東客

家人的武裝衝突。械鬥形成原因有移民爭取墾地、灌溉水權等。而當時清治官衙控制力薄弱，無法

禁絕遏止，再加上客家人數處居劣勢，因此漸漸遷往台灣西部丘陵地另闢墾地。閩客械鬥造成兩個

族群爭鬥及分化，清朝政府為了削減反清力量故消極處理態度，造成閩客兩敗俱傷。研習營邀請講

師透過講授閩客械鬥的歷史，瞭解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及生活習性。 

 

4. 客家飲食文化之內涵─以茶為例 

客家人因閩客械鬥漸遷至丘陵地居住，因土地及氣候得宜，發展出客家最重要的飲食文化─茶。

客家採茶、飲茶習慣更發展出茶山情歌、茶山對唱等文化，近年來「擂茶」更成為客家茶的代名詞。

研習營邀請新竹關西近百年的錦泰茶廠董事長羅吉銓講授客家飲茶文化內涵，帶領學員深入認識客

家人重要的茶文化資產。 

 

四、 成果發表 

經過三天研習營課程，學員從建築、信仰及茶中理解客家文化，並實地走訪客家人口最多的新竹

關西，體驗客家氛圍。透過客家文化課程設計競賽，讓學員將研習營所學融會貫通，不只深入瞭解客

家文化的珍貴之處，也思考如何保存重要的客家文化瑰寶，設計一套客家文化課程教材。 

 

五、 研習營預定成效 

1. 認識客家文化重要資產：建築、信仰、茶。體驗文化氛圍，也學習客家人勤儉持家的精神。 

2. 透過客家文化課程設計競賽，學員彼此展現有效溝通、敬業精神與團隊合作能力。 

3. 透過參訪客家建築及寺廟，讓學員體會客家文化之美，培養對不同文化之欣賞能力。 

 

六、 合作單位 

1. 錦泰茶廠 

2. 桃園縣鄉土學友會 

3.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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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6月 27日（星期一）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9:30-10:00 學員報到 

劍潭活動中

心 

10:00-11:00 開幕式 

1.開幕式 

2.主辦單位介紹 

3.營隊課程介紹 

4.學員破冰遊戲 

11:00-12:30 

【客家講堂】 

講題:客家文化的遷徙歷史及聚落發展 

12:30-13:30 午餐 

13:30-15:00 講題:客家建築意象的想像與建構 

15:00-15:20 休息 

15:20-17:30 
講題:客家人的族群意識及生活習性─

以閩客械鬥為例 

17:30-18:00 辦理入住 

18:00-19:00 晚餐 

19:0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二天 6月 28日（星期二）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劍潭活動中

心 7:30-8:30 早操、早餐 

8:30-10:30 前往苗栗客家文化園區 

10:30-12:30 

【客家文化歷史饗宴】 

參訪單位:客家文化園區─客家文化保

存及推廣 苗栗 

12:30-13:30 午餐 

13:30-14:30 車程前往錦泰茶廠 

14:30-16:30 
參訪單位:錦泰茶廠─客家茶文化體驗:

烘茶、製茶、泡茶 新竹關西 

16:30-17:30 講題:客家飲食文化之內涵─以茶為例 

17:30-18:00 辦理入住 

中華大學國

際青年旅舍 

18:00-19:00 晚餐 

19:0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三天 6月 29日（星期三）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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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7:30 起床、盥洗 中華大學國

際青年旅舍 7:30-8:30 早操、早餐 

8:30-9:00 交通時間 

9:00-10:00 

【客家文化歷史饗宴】 

參訪單位:豫章堂羅屋書院─客家建築

的想像與建構（1） 

新竹關西 

10:00-10:30 交通時間 

10:30-12:00 
參訪單位:廣和宮─客家人的信仰三山

國王 

12:00-13:00 午餐 

13:00-14:00 
參訪單位:劉氏家祠─客家建築的想像

與建構（2） 

14:00-14:30 交通時間 

14:30-15:30 
參訪單位:劉氏雙堂屋─客家建築的想

像與建構（3） 

15:30-16:00 交通時間 

16:00-18:00 
參訪單位:褒忠義民廟─洞悉林爽文事

變與客家忠勇民族性 

18:00-19:00 晚餐 
中華大學國

際青年旅舍 
19:3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22:00 晚點名 

第四天 6月 30日（星期四） 

時間 項目 內容 地點 

8:00-09:00 早操、早餐 

新竹關西 

9:00-09:30 
【客家文化推廣】 

客家文化課程 

設計競賽 

成果發表準備 

9:30-11:00 成果發表 

11:00-11:10 小組回饋 

11:10-11:30 評審委員講評 

11:30-12:00 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12: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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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二 

《鄒族文化臺灣探索研習營》 

活動日期：10月 6日至 10月 9日（共四天三夜） 

 

 

 

 

研習營課程大綱 

 

  

•特富野咖啡體
驗之旅 

•鄒族經濟發展
概況 

•鄒族傳統文化
保存及未來展望 

•鄒族文化創意
課程設計競賽 

•鄒族部落禮俗體驗 

•達邦自然與文化中
心之旅 

•特富野古道生態之
旅 

•鄒族獵首、儀式
及與漢民族關係 

•鄒族聚落發展及
社會文化變遷 

•鄒族經濟發展概
況 

【部落故事】 【部落尋根】 

【部落經濟】 【部落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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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計劃簡表 

活動名稱 鄒族文化臺灣－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重生 

活動目的 

傳說中鄒族人的祖先帶子孫從玉山走向平地，隨後便定居在阿里山腳吳鳳

鄉，也就是現在的阿里山鄉。曾經被視為愛人護民的吳鳳之後查證竟然是壓

榨鄒族居民的官員；鄒族少年湯英伸受到漢人老闆的欺壓，酒後犯下殺手遭

到判刑，是台灣最年輕的死刑犯，死時才 19 歲。離開深山的鄒族遇見平地

的漢族，雙方該如何共生共存，鄒族的文化與生態又有什麼特別之處，研習

營希望帶領學員實地走訪阿里山鄉，除了認識鄒族的生活環境，也認識不同

族群的文化底蘊。 

主辦單位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辦理時間 2016年 10月 6 日至 9日 

活動對象 18至 28 歳之兩岸在學學生共計 50 位。 

活動地點 嘉義縣 

活動內容 

一、 【部落故事】 

1. 鄒族獵首、儀式及與漢民族關係 

2. 鄒族聚落發展及社會文化變遷 

3. 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二、 【部落尋根】 

1. 鄒族部落禮俗體驗 

2. 達邦自然與文化中心之旅 

3. 特富野古道生態之旅 

三、 【部落經濟】 

1. 特富野咖啡體驗之旅 

2. 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四、 【部落展望】  

1. 鄒族傳統文化保存及未來展望 

2. 鄒族文化創意課程設計競賽 

預期效益 

一、透過特富野古道生態導覽，讓學員走訪鄒族古時候狩獵途徑，並認識保

存生態步道之重要性。 

二、讓學員藉由體驗鄒族傳統民俗，更加親近原住民文化，並激發保存原住

民傳統之想法。 

三、透過鄒族長老授課，讓學員理解鄒族與漢族相處之衝突，並誘發學員尋

求因應之道。 

四、透過鄒族文化創意課程設計競賽，讓學員為鄒族傳統文化保存盡一份心

力，也在競賽過程中更加理解鄒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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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課程內容 

一、 研習目的 

原住民為臺灣最早的居民，因臺灣豐富的地形阻隔孕育許多族群文化。居住在阿里山腰

的鄒族特富野社自臺灣第一高峰玉山遷徙而下，不僅保存了高山族特有的文化，也因為與平

地漢人接觸產生摩擦與融合。研習營帶領學員前往嘉義，實地走訪阿里山鄒族特富野社，除

了體驗鄒族的原生文化，也從中省思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該如何解決、面對不同的文化該如

何達到平衡點。 

 

二、 實地走訪與觀摩 

1. 特富野社→鄒族文化、歷史文物、經濟作物 

特富野平均海拔高度八百至一千公尺，是一個安靜而淳樸的大村落。村內的庫巴為

重要地標，此外，還有幾間美麗的教堂。在行政區上，特富野屬於達邦村的第八鄰至十

二鄰。特富野大部分適宜農地，分布於部落附近的曾文溪兩岸河谷、村落東部中坑溪上

游，以及東南部海拔一千一百到一千五百公尺間的緩坡地。這些緩坡地離聚落較遠，交

通不便。主要產業有，竹筍（桂竹、麻竹、孟宗竹），以及夏季的高冷蔬菜（山葵）。自

然景觀多半集中在特富野山莊後的幾條山路和溪谷間。諸如水山古道、拉拉喀斯瀑布和

神祕谷等。 

 

庫巴 

庫巴為「男子的集會所」，也是鄒族決定部落重大事件及舉辦重要祭典的場所。每年

由「達邦」和「特富野」兩個社輪流舉辦，只有鄒族的男子才可以進入，女生及所有外

族都不可以進入。 

 

戰祭（Mayasvi） 

現今鄒族早已不再獵首，部族間也不再戰鬥，可是戰祭的儀式依舊延續且完整的保

存與傳承，成為鄒族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傳統祭典儀式，更獲文化部指定為國家重要民俗，

列為積極保存維護的珍貴無形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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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富野古道→昔日鄒族獵徑、古道生態、獵人精神 

特富野古道起於自忠、終於特富野，是一條國家級的步道，全長約為 6.32公里，約

需 3個小時的路程。原為鄒族族人狩獵必經之徑，前身為日據時代的運輸鐵道，沿途可

欣賞到栗背林鴝、酒紅朱雀、金翼白眉、青背山雀、紅頭山雀和冠羽畫眉等鳥類。 

 

3. 達邦社→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 

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外觀上擷取傳統服飾之色彩，點綴於建築上，使中心富有對外

之鄒族自明性。希望能以此為核心，促成整個達邦部落及周邊地區整體性的觀光發展。

材料之屋頂，特意設計了厚重感覺的屋簷斷面，以呼映如母雞孵卵的傳統茅草頂。主入

口意象及二樓特展室，利用結構外露之手法，表現欄杆式 kuba的建築精神。 

 

鄒族自然與文化中心館內展出舊時鄒族生產及耕作工具，如捕魚的漁網、打獵的長

矛等。同時展出多樣竹雕、皮雕、織品等鄒族手作工藝品，展現鄒族在多方面的工藝文

化之美。並期能透過特展的規劃等等多方面的表現方式，不只可讓鄒族的族人更認識自

身文化，也能讓一般民眾對鄒族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三、 研習課程 

1. 鄒族獵首、儀式及與漢民族關係 

擬邀講師:湯保富／前阿里山鄉鄉長 

清領時期在臺官員吳鳳本在教科書記述中為「為革除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捨生取義」

的形象，但遭後代鄒族人反對過於誇大，鄒族人紛紛發生捍衛出草傳統及揭露吳鳳欺壓

鄒族人之事實。鄒族青年湯英伸因殺害雇主一家遭判死刑，為臺灣最年輕的死刑犯。從

這兩個事件可看到鄒族人文化發展的演變，接觸平地漢人時也往往出現摩擦。本會邀請

湯英伸父親湯保富授課，講述鄒族文化發展及與漢民族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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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鄒族聚落發展及社會文化變遷 

鄒族本居住於玉山，傳說中由祖先帶領向下遷徙到阿里山，並形成多個聚落，例如

達邦社、樂野社、特富野社等。藉由特富野社區文史工作者高德生授課，讓學員認識源

遠流長的鄒族聚落發展及社會文化變遷。 

 

3. 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小米為鄒族主要糧食來源，每年七、八月會舉行收成祭（Homeyaya）小米收穫祭慶

祝，祭祀小米神，感謝祂對農作的照顧，並藉著祭典強化家族的凝聚力。近年來特富野

社也開始栽植咖啡，並種植高山茶及山葵。透過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汪義富授課，

讓學員認識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4. 鄒族傳統文化保存及未來展望 

當資訊及交通越趨發達的現在，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距離大幅減少，鄒族不只面臨

人口外流、老年人口成長的問題，傳統文化也因漢化漸趨消失，因此保存傳統文化顯得

格外重要。透過講師授課，讓學員理解鄒族文化保存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延續族群的生命。 

 

四、 成果發表 

經過三天研習營課程，學員不只體驗鄒族文化，也理解鄒族面臨的現況，例如傳統文化

式微、青壯年人口外流等問題，並體會保存鄒族文化的重要性。透過鄒族文化創意課程設計

競賽，由學員親自設計認識鄒族文化課程，將研習營所學融會貫通，把握鄒族文化特色及面

臨的困境，將來可做為台灣原住民文化教材之參考。 

 

五、 研習營預定成效 

1. 培養學員整合原住民相關議題能力，關懷原住民語言、文化的永續發展。 

2. 認識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培養尊重文化並為之傳承的精神。 

3. 透過鄒族文化創意課程設計競賽，學員展現有效溝通、敬業精神與團隊合作能力。 

4. 學習原住民與自然共存、保護山林的精神，並帶回家鄉做為實踐。 

 

六、 合作單位 

1. 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 

2. 嘉義縣阿里山鄉 

3. 鄒族自然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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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營日程安排 

第一天 10月 6日 （星期四）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9:30-10:00 兩岸學員於「嘉義高鐵站」報到 

10:00-12:00 車程前往「特富野社區」 

12:00-12:30 學員至民宿集中放置行李 

12:30-13:00 便當午餐 

特富野社 

13:00-14:00 開幕式 

1.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代表致詞 

2. 前阿里山鄉湯保富鄉長致詞 

3. 特富野社區發展協會汪義福理事長致詞 

4. 研習營活動介紹、工作人員介紹 

5. 研習營生活公約 

14:00-16:30 【部落尋根】 

鄒族部落禮俗體驗 

傳統打米體驗、射箭比賽、製作童玩、鄒族祭典

體驗。 

16:30-18:00 【部落故事】 
＊部落座談＊ 

講題:鄒族獵首、儀式及與漢民族關係 

18:00-18:30 分配民宿 

18:30-20:00 晚餐 

20:0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特富野社民宿 

22:00 晚點名、就寢 

第二天 10月 7日 （星期五）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6:30-7:00 起床、盥洗 特富野社民宿 

7:00-8:00 早餐、早操 

特富野社 

8:00-9:30 【部落故事】 
＊部落座談＊ 

講題:鄒族聚落發展及社會文化變遷 

9:30-12:00 【部落尋根】 特富野部落文化之旅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部落故事】 
＊部落座談＊ 

講題:鄒族經濟發展概況 

14:30-16:30 【部落經濟】 
特富野咖啡體驗之旅 

採收咖啡豆、烘豆、製作 

16:30-17:00 車程前往達邦社 

17:00-19:00 【部落尋根】 達邦文化中心之旅 
達邦社 

19:00-20:00 晚餐 

20:00-20:30 車程返回特富野社 
特富野社民宿 

20:30-22:00 小組時間、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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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 就寢 

第三天 10月 8日 （星期六）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特富野社 

7:30-8:30 早操、早餐 

8:30-9:00 步行前往「特富野古道」 

9:00-12:00 

【部落尋根】 

特富野古道生態之旅 

鄒族獵徑、生態解說 

特富野社 

12:00-13:00 古道午餐 

13:00-16:00 
特富野古道生態之旅 

鄒族獵徑、生態解說 

16:00-17:00 車程返回特富野社 

17:00-18:30 【部落展望】 
＊部落座談＊ 

講題:鄒族傳統文化保存及未來展望 

18:30-19:30 晚餐 

19:30-22:00 小組時間 
特富野社民宿 

22:00 就寢 

第四天 10月 9日 （星期日） 

時間 主題 內容 地點 

7:00-7:30 起床、盥洗 特富野社民宿 

7:30-8:30 早操、早餐 

特富野社 

8:30-9:00 前往成果報告場地 

9:00-9:30 準備鄒族文化創意課程設計競賽 

9:30-11:00 

【部落展望】 

鄒族文化創意課程設計競賽 

11:00-11:30 評審講評 

11:30-12:30 頒獎典禮、結業式 

12:30-13:30 午餐 

13:30 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