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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池南自然教育中心第一次專業成長研習 

原住民家屋文化學習之旅 

簡章 

一、研習主旨 

「家」是人們生活的據點，提供情感、保護、經濟、文化傳承等功能。本研

習即以「家屋」為途徑，了解花蓮在地原住民的傳統聚落及文化。研習將邀請對

原住民傳統家屋有深入研究的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許勝發

教授，以二天的時間，進行一趟原住民家屋文化學習之旅。除了室內課外，許教

授將帶領大家至東海岸及花東緃谷的原住民聚落，從建築樣式、生活空間設施、

與環境的關係等面向進行實地探索，了解家屋與聚落的歷史文化及原住民傳統智

慧，並思考其中與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歡迎對原住民文化與環境教

育有興趣的朋友一同參與。 

二、主辦單位：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三、執行單位：池南自然教育中心 

四、協辦單位：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環境教育中心 

五、研習日期、場地：(二日) 
日期 時間 場地 

109/5/22(週五) 13:30-16:30 池南自然教育中心(室內課) 

109/5/23(週六) 
08:30-12:00 東海岸新社聚落(戶外踏查) 

12:00-16:40 光復鄉馬太鞍、太巴塱聚落(戶外踏查) 

    ※如遇人力或不可抗拒因素之突發事件，則另行公告通知更改時間。 

六、研習地址：(請見第十四、十五項地圖說明) 

  1.第一日：池南自然教育中心/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 65 號。（位於花蓮縣鯉魚潭附近） 

  2.第二日：戶外集合搭車(大型巴士)地點(請擇一)： 

集合時間 發車時間、地點 
08:30 08:30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市林政街 1 號,國風國中隔壁) 

09:00 
09:00壽豐鄉農會對面的超商 
(壽豐火車站附近，台九線約 221.7 公里處) 

【注意】準時發車、逾時不候。連絡人:林大成 0912-521-304 

 

七、研習對象：對原住民文化及環境教育有興趣之人士。 

八、研習人數：預計 20名(林管處同仁 6名；環教師 6名；森林志工及外部人士

8名)。將依情形調整名額。 

九、研習費用：國家森林及平地森林志工 500元；外部人士 1000元。 

(報到時繳交。含餐費、課程材料費、保險費等。不含池南門票。)   

十、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9年 5月 18日(星期一)，或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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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報名方式： 

(一)本活動一律採取線上報名，請至「台灣山林悠遊網」

(https://recreation.forest.gov.tw/)自然教育池南自然教育中心課程方案(下

拉)專業研習(按右側箭頭換頁)點選「原住民家屋文化學習之旅」課程點選「報

名去」。（註：需先註冊成為山林悠遊網會員，詳見網頁說明。） 

(二)全程參與者可獲得 7小時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時數、環境教育終身學習及公

務人員環境教育時數。 

(三)聯絡人：林大成,電話：03-864-1594#15。Email：fabg123@mail2000.com.tw 

十二、注意事項： 

(一)因應傳染性肺炎疫情，若有發燒、咳嗽、喉嚨痛、打噴嚏症狀，請勿參與活動。 

(二)學員入園、上課、乘坐巴士皆須戴口罩，並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三)每日上課前將量體溫，若有發燒 37.5 度以上、咳嗽、喉嚨痛、打噴嚏等相關症

狀，將禁止入園及上課，並辦理退費事宜（費用需扣除單位已支付之費用及退

費所需之手續費金額）。 

(四)本活動為專業成長研習，只提供成人名額。 

(五)若第二日缺席，恕不退任何費用。 

(六)第 1日交通工具須自備；第 2日戶外參訪請至集合點搭乘遊覽車。 

(七)可自備環保餐具，本次研習提供第 2日之午餐。 

(八)(戶外課)為防蚊、防雨，請穿著長袖、長褲、包覆式鞋子（勿著短褲、裙子、

涼鞋、高跟鞋），並攜帶帽子、水壺、雨具、防蚊液。 

(九)請珍惜教育資源，為不影響他人權益，若無法前來，請至少於活動三日前告知。 

(十)活動期間，將進行影像拍攝，供主辦及協辦單位未來教學以及環境教育推廣使

用。若有困難而無法配合，煩請於報名與拍攝時，主動向主辦單位反應。 

(十一)5/22(五)當天進入「池南自然教育中心」需繳門票等費用，如下： 

費用類別 說明 繳費處 

1.門票 

(含保險費)  

*全票平日 40元。 

*20張以上團體全票 40 元。 

*花蓮縣民及學生（憑學生證）25元。 

*65歲以上 10元。 

*愛心手冊+1位陪伴者：免費。 

(門票收費類別請洽門口售票亭) 

門口售票亭 

2.停車費 
遊覽車 100元、小客車 50元、機車 20元。 

(車輛可停於售票亭下方空地，即可免付入園停車費)  

（續下頁：研習課表） 

  



3 
 

十三、研習課程表：  

原住民家屋文化學習之旅 研習課程表  
109 / 5 / 22、23（週五下午、週六全天） 

課程簡介 

本研習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許勝發教授帶
領大家至東海岸及花東緃谷的原住民聚落，從建築樣式、生活空間設
施、與環境的關係等面向進行實地探索，了解家屋與聚落的歷史文化
及原住民傳統智慧，並思考其中與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相關的議題。 

5 月 22日(週五)【第一天】@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  

研習時間 研習內容 場地 講師 

1300-1330 報到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一
樓服務台 

池南環教師 

1330-1420 花蓮地區的族群移動歷史 陳列館展示區 許勝發 老師 

1420-1430 休息一下 池南園區 池南環教師 

1430-1520 
花蓮山區南島語族群聚落與
建築（布農族、太魯閣族） 

陳列館展示區 許勝發 老師 

1520-1540 休息 / 茶敍 池南園區 池南環教師 

1540-1630 

花蓮平原南島語族群聚落與
建築（阿美族、噶瑪蘭族、撒
奇拉雅族）、參訪行程說明 

陳列館展示區 許勝發 老師 

1630 --明天見-- 

5月 23日(週六)【第二天】戶外學習：上午@東海岸、下午@光復 

研習時間 研習內容 場地 講師 

0830 報到點 1/發車 花蓮林區管理處門口 池南環教師 

0900 報到點 2/發車 壽豐鄉農會對面超商 池南環教師 

0900-1000 車程 - 池南環教師 

1000-1200 

祭司傳統祈福、新社部落導覽
（岩棺、文化館、梯田家屋展
示） 

新社聚落 

林春碧祭司、社
區發展協會講
師林小慧、 
助教:姜文婷、陳
虹菱 

1200-1240 車程 新社-太巴塱 池南環教師 

1240-1330 午餐 光復糖廠 池南環教師 

1330-1400 馬太鞍納骨碑導覽 馬太鞍納骨碑 
許勝發老師 
助教：陳宥吟 

1400-1430 馬太鞍聚落導覽 馬太鞍聚落 許勝發老師 

1430-1440 車程 馬太鞍-太巴塱  池南環教師 

1440-1610 太巴塱歷史故事與祖屋建築 
太巴塱 kakita'an 祖屋
及納骨碑 

何玉蘭 
助教：陳宥吟 

1610-1640 綜合座談 太巴塱何玉蘭老師家 許勝發老師 

1640 問卷填寫、賦歸 太巴塱何玉蘭老師家 池南環教師 

＊課程將依天氣等狀況調整內容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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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池南自然教育中心位置說明 

◎5/22(五)13:30 前報到，地點：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林業陳列館 1F 

本中心位於 花蓮縣壽豐鄉池南村林園路 65號 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內，可

自行開車沿省道台九線轉台九丙線至鯉魚潭，於台九丙 17公里處（即潭南停車

場對面），可見「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指標，沿指標處路口(林園路)進入，再

直行約 600公尺到底，即可抵達本中心。 

聯絡人：林大成 0912-521304  

    

 

 

 

 

 

地標 1- 
入口處：台 9 丙 17 公里 
 (潭南停車場對面) 

地標 2-即將抵達池南門
口前有一座黃色小橋 

往花蓮市方向 

南下台東方向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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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5/23(六)第二天戶外參訪集合點－聯絡人：林大成 0912-521304 

搭車點(1) 08:50 花蓮林區管理處門口(林政街 1 號,國風國中隔壁)   

 
 
 
 
 
 
 
 
 
 
 
 
 
 
 
 
 
 
 
 
 
 
 
搭車點(2)09:20壽豐鄉農會對面的超商(台 9線上, 壽豐鄉中山路五段 131號) 

 
 
 
 
 
 
 
 
 
 
 
 
 
 
 
 
 
 
 
 

 

搭車點 1:
花蓮林區
管理處 

國風國中 

林森路 

中華路 
 

中原路 

北 
上 

中正國小 中正路

北 
上 

搭車點 2:
台九線約
221.7公里 

壽豐火車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