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地方政府配合原住民族日辦理相關活動一覽表(依時間排序)

編號 單位 時間 項目 地點 聯絡電話 內容簡述

1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

111 年 5 月 18 日
至 8 月 1 日

《當我們同在一起》首部曲
羽冠的榮耀—凱達格蘭文化館 
20 週年紀念特展

凱達格蘭文化
館 3 樓特展區

02-27208889
分機 2082
李少鈞

凱達格蘭文化館 20th 生日
快樂，民國 91 年 11 月 3
日，「凱達格蘭文化館」在
這裡誕生，這裡是「原住
民族文化推廣中心」，這
裡是
「一個會說故事的文化
館」，這裡是「文化體驗的
場域」。今年，「凱達格蘭
文化館」晉升 Ciopehay 20
歲，行古禮、立志向、敢擔
當，國際臺北因我們
而多元精采。

2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中心

111 年 7 月 1 日
至 8 月 30 日 【kita’】原來是這樣-文化系列活動

體驗營
1.部落生態體驗
2.賽夏族傳統服飾體驗及說族語
體驗

苗栗縣賽夏族
民俗文物館

(苗栗縣南庄鄉)

037-559227
蔡小姐

為慶祝原民日，結合部落
在地協會及賽夏族藝術
家，辦理部落生態體驗及
現場織布展演，以供遊客
體驗穿著賽夏族傳統服飾
及族語對話，更認識賽夏
族之原住民文化。

3 臺東縣蘭嶼鄉公所
111 年 7 月 1 日
（星期五）

1.開幕活動，傳統舞蹈
2.111 年海洋盃拼板舟划船比賽活
動
3.蘭嶼手工藝產業行銷

蘭嶼鄉椰油村
(089)731-661#518

謝小姐

為慶祝原民日，以辦理
111 年海洋盃拼板舟划船
比賽活動及蘭嶼手工藝產
業行銷，並結合傳統服裝
至現代服裝等一系列活
動，來展現雅美傳統競技
及傳統舞蹈優美獨特之傳
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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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臺東縣臺東市公所
111 年 7 月 1 日
至 8 月 27 日

2022 年 Nga’ay ho 馬卡巴嗨觀光
行銷系列活動
1.Nga’ay ho 馬卡巴嗨臺東記者
會
2.阿美族海祭觀光導覽活動
3.detay 阿日帶部落市集
暨原近馳民樂舞饗宴

4.踩街遊行嘉年華
5.臺東市各部落豐年祭活動-部落
慶典

臺東市境內
(089)340-722

歐小姐

為慶祝原民日，結合在地
節慶辦理系列活動，期望
扶植在地表演團體，共同
打造台東成為多元文化、
族群共榮之社會，展現族
群文化多元特色、觀光、當
地特產美食、原住民手工
藝等產業行銷活動之重要
平台。

5 屏東縣政府
111年 7月1日
至 9月30日

「O ngangan no niyah 自己的名
字-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特
展」

屏東市
08-7381479
納凱兒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廣原
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喚
醒大眾對原住民族命名文
化保存的意識與重視，透
過巡迴展示推廣傳統名字
之美，並提高回復傳統名
字政策之曝光度。

6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111年 7月1日
至 9月30日

「O ngangan no niyah 自己的名
字-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特
展」巡迴展

本鄉文物陳列
館

08-8771129#88
張小姐

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推廣原
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喚
醒大眾對原住民族命名文
化保存的意識與重視，透
過巡迴展示推廣傳統名字
之美，並提高回復傳統名
字政策之曝光度。

7 花蓮縣萬榮鄉公所
111年 7月 6日
至 9月 7日

萬榮鄉原住民族工藝特展
萬榮鄉

原住民文物館
03-8752610

集結本鄉木雕、石雕及陶
藝等工藝師，聯合展出極
具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之藝
術品。

8 屏東縣獅子鄉公所
111年 7月 7日
至10月31日

「初醒之地－Butanlu舊社古地圖特
展」懷古有情-本縣原民館協作
平台計畫

本鄉文物陳列
館

08-8771129#88
張小姐

經過獅子鄉第一組踏查隊陸
續在106年至107年逐步完
成Butanlu既有的族語地名。
原始的地名、祖先留下的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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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一個一個浮現在原本
空白的地圖上。
    展覽亦會展出各個時期
的地圖，讓民眾了解這麼多
個政權下，別人眼中的
Butanlu，最後帶出我們自己
畫出的這份地圖，暗喻不論
別人怎麼看待我們，只有我
們可以詮釋我們自己。

9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

111 年 7 月 15 日
至 9 月 18 日

凱達格蘭文化館規劃於 111 年 7
月 15 日(五)至 9 月 18 日(日)辦理
「O ngangan no niyah 自己的名字-
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特
展，並於 111 年 8 月 1 日(一)辦理
原運紀錄片觀影暨映後座談。

凱達格蘭文化
館 B1 特展區

02-27208889
分機 2082
李少鈞

展覽期間適逢 8 月 1 日原
住民族日，文化館將於 1
樓大廳播放原運紀錄片，
藉由原運先進的革命歷
程，探討現今之後原運時
代，原住民族青年如何持
續關心、參與原住民族復
名、復權等訴求之運動。

10
嘉義縣阿里山鄉公

所
111年 7月15日
至 8月30日

展覽【原住民族日的由來】
鄒族自然與文

化中心

1.05-2562547#149
汪玫玲
2.05-2511982
鄒族自然與文化中
心 羅碧玲

為慶祝原民日，展出「原
住民族日由來」，來回顧
「原住民族」正名事件。

11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局

1.111年 07月17日
2.111年 08月 01日

2022原住民族日．原力出擊
1.桃園國際棒球場主場及原遊會

市集活動
2.「棒球主題紀錄片」播映活動

1.7/17主場及
市集活動：
桃園國際棒球

場
2.8/1紀錄片播

映活動：
桃園市境內

03-3322101
#6684
陽先生

今年為原住民族日 28 周
年，本市首次「棒球文化」
作為主軸， 推廣原民文化
及棒球運動，規劃邀請本
市培育原住民族少棒選手
之學校及社團進場欣賞職
棒，並鼓勵族人穿著傳統
服飾入場共襄盛舉。

本活動將結合原住民族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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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主題展、原遊會市集等
活動，增進大眾對原住民
棒球文化的認識，激發族
人自身文化覺醒。

12 花蓮縣玉里鎮公所 111年 7月20日
110 年度原住民族保留地權利回
復領狀儀式暨土地政策宣導活動

泰林原住民文
化園區

03-8883166#164
黃文志

為慶祝原民日，並透過領
狀儀式表達對原住民族回
復土地權的重視。

13 彰化縣政府
111年 7月20日

至 8月1日

【靜態展示】
1. 原住民族日由來及意義
2. 16族旗幟展示
3. 跑馬燈及影音播放宣導
4. 原住民族群之分布
5. 各族群的祭典簡介
6. 各族群神話傳說
7. 原住民工藝品展覽
8. 彰化縣原住民生活館功能簡介

【動態互動】
1.原住民族基本權利、自治事務、
自治法規（權益）、組織建構
及發展之宣導推動

2.原住民族語交談互動
3.原住民歌舞表演與互動同樂
4.原住民傳統族服走秀表演
5.原住民樂器認識體驗
6.原住民傳統手工藝製作體驗
7.政府對原住民各項權益、輔導
之政令宣導

彰化縣原住民
生活館

04-7223329
黄小姐

推動原住民族多元文化，
傳承民族精神，並落實平
權價值。

14
高雄市政府原住民
事務委員會

111年 7月23日
至 8月 7日

1.高雄廣播電台：原住民族日宣
傳活動

2.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規劃中)
高雄市境內

07-7995678
分機1718
謝小姐

1.製播原住民族日活動宣
傳廣播節目。

2.配合本市原住民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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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程，規劃辦理系
列活動。

15
宜蘭縣原住民事務

所
111年 7月25日

111年原住民族日紀念活動暨宜
蘭縣原住民族多功能會館啟用揭
牌儀式

宜蘭縣原住民
族多功能會館

03-9253995＃217
莊小姐

透過祈福儀式及傳統歌舞
展演慶祝原民日，同時為
宜蘭縣原住民族多功能會
館的啟用進行祈福，開啟
一個里程碑，期望更多人
看見原住民族的文化、創
新，及提供多元性的綜合
服務。

16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局
111年 7月29日至30日

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新北市原住民族文化會議

淡水
02-2960-
3456#3977
蔡先生

邀集族群領導人、原住民
團體(協進會、教會)、文資
工作者等討論都會地區原
住民族文化發展及族語振
興等議題

17
新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局
111年 7月29日至 8月

28日

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1起 6下最美的衣服畫．16族傳
統服飾娃娃展(暫定)

新北市
02-2960-
3456#3981

楊小姐

展示 16族傳統服飾娃娃展

18 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111年 7月29日至 7月

30日

光復鄉公所原住民族日活動
1、原住民祈禱
2、原住民傳統歌舞、傳統技藝
3、手創工藝體驗及產經展覽市集

光復鄉 03-8702206#224

為期本鄉原住民族共同響
應 8月1日原住民族日，
邀集本鄉兩大部落共同發
想活動內容，以彰顯紀念
日之歷史意義。

19
屏東縣

三地門鄉公所
111年 7月29日

至111年 10月30日

 「O ngangan no niyah 自己的
名字-臺灣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
特展」

三地門鄉境內
08-7991104
#255杜小姐/
#251陳先生

1.正名運動歷史特展
2.正名運動歷史影音播放
3.文化課程

20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

111年 7月30日
規劃於7月30日(六)辦理青年論
壇-「kelju 一起來談-原民青年
經濟發展論壇」

集思交通部國
際會議中心 5
樓集會堂

02-27208889
分機2011
陸芃緁

為慶祝原住民族日辦理原
住民族青年論壇活動，為
年輕朋友建立學習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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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鏈結跨領域產業共同
交流，以掌握當今趨勢，
增強自己的競爭力，創造
更美好的未來。

21 新竹市政府 111年 7月30日

「Likat原光新竹—新竹市111年
度原住民族聯合祭典活動」
1.豐年祭祭儀
2.原創市集
3.原光人物展

那魯灣文化聚
落

03-5216121#562
林小姐

結合歲時祭儀活動，並規
劃拍攝市原住民族人生活
之紀實影像，規劃與原住
民族日共同展覽，以利民
眾認識本市原住民族以及
理解原住民族日之沿革。

22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

111年 7月30日
至 8月1日

原住民族紀念日暨原流新創十大
工藝精品活動：
1.原住民族日紀念-草地音樂會
2.部落市集

臺中市西區市
民廣場

04-22289111分機
50105史小姐

提升國人對原住民族正名
運動認知及各族群文化的
認同，並結合原住民音
樂、創意、樂舞團體表現，
提供溝通及交流平台。

23 臺南市政府 111年 7月30日

《ari踩街趣》111年臺南市原住
民族日樂舞嘉年華活動:
1.族服嘉年華【踩街活動】
2.【族服走秀】
3.【頒贈小禮物-回復傳統名字族
人榜】
4.【傳統歌謠樂舞展演】
5.【文創市集、傳統服飾體驗】

臺南市中西區
河樂廣場

06-2991111#8222
簡小姐

為慶祝原民日，以17族特
色服飾踩街活動等系列活
動，宣傳原住民族正名重
大意義傳，並促進各族群
文化交流。

24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111年 7月30日至 8月1
日

【81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一、瑞穗鄉原力音樂歌唱暨農產

品手工藝品展售市集
1.時間:7月30日16時至20時
2.地點:花蓮縣瑞穗鄉公所前廣
場

二、瑞穗鄉體驗原味部落小旅
1.時間:7月31日 8時至17時

花蓮縣瑞穗鄉
所前廣場

03-8872222
#183高先生或
#188江小姐

每年 8月1日為原住民族
日，藉由舉辦「瑞穗鄉原
力音樂歌唱暨農產品手工
藝品展售市集、原味部落
小旅行、原來的我-族服
日」等系列活動，讓更多
族人及參與活動的民眾知
道原住民族日的由來及意
義，提升族人自我意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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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點:本鄉迦納納部落、馬立
雲部落

三、瑞穗鄉公所「原來的我-族服
日」

1.時間:8月1日 8時至17時
2.地點: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認同，積極維護、保存原
住民傳統文化，並藉由活
動推廣鄉內農特產品及原
住民手工藝品等產業，以
提升部落觀光及經濟。

25 花蓮縣花蓮市公所
111年 7月30日

至 8月1日

【Mapolong Kita 部落一起原民
日】系列活動
一、7月30日戶外場活動流程
1. 開幕活動
2. 部落有功人員表揚
3. 手作體驗、音樂饗宴、
市集美食、樂舞表演
二、8月1日室內場活動流程
1. 原樣打扮我最潮
2. 族語闖關送好禮
3. 部落文化小藝廊

1.7 月 30 日戶
外場：花蓮市
舊鐵道行人徒
步區-靠中正路
2.8月 1日室內
場：花蓮縣花
蓮市公所

03-8322141
#131
張皓雁

藉由戶外傳統樂舞展演、
在地特產市集設攤及室內
藝廊文化導覽介紹等相關
系列活動，建立並促進族
人自我文化的認同及使命
感，進而帶動部落文化傳
承。

26 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111年 7月30日

至 8月1日

原住民族日暨表揚活動
1. 原民傳統音樂傳唱活動
2. 傳統手工藝品展示活動

吉安鄉阿美族
文物館

03-8545586#14
周小姐

為慶祝原民日，並結合傳
統古調傳唱及手工藝品活
動，來發揚傳統文化。

27 澎湖縣政府 111年 7月30日 澎湖縣111年原住民族日慶祝活
動

原住民部落

(澎湖縣馬公市
東文里 350號)

06-9274400分機
323

透過族服展演、傳統舞蹈
及美食慶祝原住民族日活
動。

28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111年 7月31日
8時至17時

瑞穗鄉體驗原味部落小旅行
迦納納部落、馬
立雲部落、溫泉

部落

03-8872222
#183高先生或
#188江小姐

辦理部落小旅行以創造、
落實、振興地方文化及產
業，藉以提升部落觀光、
休閒及社區總體營造軟實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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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
111 年 7 月 31 日
111 年 8 月 1 日

金峰鄉文化自治元年暨傳統部落
聯合年祭活動

嘉蘭運動公園
(089)783-319

    楊小姐

1.各部落和解儀式
2.文化自治元年宣誓
3.傳統競技活動

30 花蓮縣政府 111年 8月1日 一天族服日
花蓮縣政府原
住民行政處

03-8234531
江博靖

配合聯合豐年節行銷活動 
紀念與推播「原住民族日」

31 花蓮縣鳳林鎮公所 111年 8月1日

【我愛原鄉‧部落之美】
慶祝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1.跑馬燈及廣播宣導
2.各部落裝置藝術設計競賽
3.作品於各部落展示觀賞

--
03-8764995
徐小姐

為慶祝原住民族日，部落
族人共同製作，具各部落
特色之裝置藝術作品

32 花蓮縣瑞穗鄉公所
111年 8月1日
8時至17時

原來的我-族服日
花蓮縣瑞穗鄉

公所

03-8872222
#183高先生或
#188江小姐

為凝聚部落情感，提升族
人自我意識與認同，辦理
族服日活動。

33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111年 8月1日

【Papero舞動富里‧唱出熱情】原
住民日系列活動
1. 開幕祈福儀式
2. 舞動富里(原住民舞蹈)
3. 父親節表揚活動
4. 文化體驗趣味競賽
5. 祭儀傳統歌謠(領唱活動)
6. 文健站長者成果表演活動

富里鄉境內
03-8831111

#117
楊偉修

為慶祝原民日，並結合文
健站長者著穿傳服，除讓
原住民族表達對祖先追思
與崇敬外，並藉此機會提
供原住民族群一個文化認
同與文化傳承的場域等一
系列活動，希望藉由此活
動的辦理，共同回顧歷史
重要的這一天。

34 屏東縣泰武鄉公所 111年 8月1日
至 8月31日

qata 排灣族的美麗珠串展覽及系
列活動
一、排灣群琉璃珠的蒐藏脈絡與傳
說故事
二、琉璃珠的社會文化意涵與傳統

泰武鄉立圖書
文物館

08-7832435＃317
陳芸涵

為慶祝原住民日，並結合
琉璃珠文化藝術展的辦
理，主要針對部落常用且
常見的日常生活文物，以
特展的方式讓族人們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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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儀
三、琉璃珠的命名與文化敘事
四、琉璃珠的歌謠敘事
五、琉璃珠的應用(串珠現場解說
與教學)

多深刻的認識與交流，使
族人不受高度文明與現代
化的影響，忘記部落裡傳
統文化教育的初衷。

35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委員會

111年 8月1日
至 8月14日

規劃於臺北捷運月台電視託播
「81原住民族日」宣傳影片

集思交通部國
際會議中心 5
樓集會堂

02-27208889
分機2073
黃櫻花

製作紀念 8月1日原住民
族日宣傳影片，規劃於8
月1日至14日於台北捷運
月台
電視進行託播。

36 花蓮縣豐濱鄉公所 111年 8月2日

【濱海之豐‧Cilangasan阿美族
聖山啟用儀式】系列活動
1. 開幕活動
2. 登山、祭祖儀式
3. 原住民族展演

豐濱鄉境內
03-8791350#103

謝采頤

為慶祝原民族日，並結合
聖山登山及祭祖儀式等一
系列活動，來回顧傳統記
憶。

37
苗栗縣政府原住民

族事務中心
111 年 8 月 5 日
至 8 月 31 日

【Lalu mu nanak 自己的名字-臺灣
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特展】之
原住民族日系列活動
1.開幕記者會與分享會
2.「我的泰雅名字」抽籤活動
3.泰雅口簧琴研習
4.泰雅古調吟唱研習
5.原住民傳統打米糕（s'mahu）
體驗活動

苗栗縣泰雅文
物館

(苗栗縣泰安鄉)

037-559227

蔡小姐

為慶祝原民日，辦理臺灣
原住民族傳統命名文化特
展，希望社會大眾透過參
訪本館，了解原住民族傳
統名字的文化內涵，進而
建立尊重多元文化的觀
念。另結合部落樂器、古調
吟唱等傳統文化傳承活
動，並提供遊客傳統打米
糕（s'mahu）等認識原住
民文化之活動。

38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
族行政局

111年 8月27日 桃園市111年原風踩街暨
館際行銷宣傳活動

1.8/27親子原
遊會活動：大
溪區多目標體
育館外圍廣場。
2.8/27原風踩
街活動：

03-3322101
#6684
賴小姐

參考原住民族報訊、報佳
音精神，邀請各族群團體
及學校組隊，穿上代表各
族特色之服飾，沿著市區
街道繞行，並在行進間進
行舞蹈、歌唱或樂器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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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溪老城區。

等，除維繫族人情感及文
化傳承外，更期待能分享
給大眾原住民族文化之
美。

39 臺東縣政府
預計 111 年 8 月辦理
（視防疫指示調整）

風起原舞系列活動－
原住民族紀念日

臺東市境內
(089)320-995

陳小姐

預計透過競賽活動，以富
有文化意涵的族語口號為
精神，添加創意舞蹈表演
設計，展現族群自信和團
隊精神。
（實際活動內容待定，請
洽臺東縣政府）

備註：實際辦理項目及時間詳洽各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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