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出國類別：參訪） 

 

 

 

 

臺中市博屋瑪國小參加「2018美國亞

太傳統週-唱跳台灣•活出泰雅」 

 
 

 

 

 

 

 

 

 

 

 

 

 

                     

服務機關：臺中市和平區博屋瑪國民小學 

姓名職稱：林志宏/教務主任 

派赴國家：美國 

出國期間：107年 5月 18日至 28日 

報告日期：107年 8 月 21日 
 



  

目錄 

 

壹、摘要……………………………………………………1 

貳、出國人員名單………………………………………..1 

參、目的……………………………………………………3 

肆、過程…………………………………………………..3 

伍、心得……………………………………………………4 

陸、建議……………………………………………………5 

柒、成果照片……………………………………………..6 

捌、活動文宣與媒體報導………………………………..8 



1 
 

壹、 摘要： 
     

本校已於 105學年正式改制為全國第一所原住民族教育實驗小學-臺中市博屋

瑪國民小學，希望透過各種的學習模式或是參訪交流機會，達成本校｢立足部

落、涵育傳統、雙軌多元、走向國際｣全人泰雅的教育願景。 

    在改制之際，旅美友人聽聞本校對台灣傳統原住民族文化之演繹及創作力，

充分展現台灣在地原住民文化的生命力，故邀請本校博屋瑪兒童合唱團至美國

參加｢2018美國亞太傳統週-唱跳台灣•活出泰雅｣活動，提升國際人士及美國

主流社會對台灣原住民文化更深的認識。 

貳、出國人員名單： 

（一）參訪時間：107 年 05 月 1 8  - 28 日計 1 0天參訪及交流。 

 

（二）參訪人員：計 16 名 

職稱 姓名(族群別) 職稱 姓名(族群別) 

教務主任 林 0宏(泰雅族) 教學組長 陳 0瑋(漢族) 

教師 林 0儀(泰雅族) 

 

 

 

 

 

 

 

 

 

 

 

 

 

 

課程專責員 凃 0汝(漢族) 

學生 葉 0玲(泰雅族) 學生 柯 0寧(泰雅族) 

學生 賴 0煌(泰雅族) 學生 范 0臣(泰雅族) 

學生 吳 0苓(泰雅族) 學生 陳 0官(泰雅族) 

學生 林 0恩(泰雅族) 學生 李 0寧(泰雅族) 

學生 張 0昕(泰雅族) 學生 劉 0芮(泰雅族) 

學生 江 0姍(泰雅族) 學生 張 0維(泰雅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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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 訪 行 程 ： 

 
5/18 (五) 9:50 桃園機場起飛 

 
 

17:57 抵達華盛頓 
 

5/19 (六) ˙Kid Museum Taiwan Day  

10:00抵達  活動: 

10:00~17:00  

提供

午餐 
17:00-18:00 GTI 場勘 

提供

晚餐 

5/20 (日) Taiwan Bubble Tea 

Festival               

10:00 抵達 活動: 

11:00~15:00  

午餐

自理 

文化部餐宴  

提供

晚餐 

5/21 (一) 9:45~13:00  

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 

午餐

自理 

˙13:00~16:00 DC Zoo 
晚餐

自理 

5/22 (二) 

彈性時間 
午餐

自理 

學校交流 

Thomson Elementary AALEAD  

15:45 抵達    活動: 16:30~17:30 

晚餐

自理 

5/23 (三) 

彈性時間 
午餐

自理 

學校交流 

Bancroft Elementary AALEAD            

15:30 抵達    活動: 16:15~17:15 
晚餐

自理 

5/24 (四) 8:00~12:00 白宮+ Visitor 

Center 午餐

自理 

˙GTI Presentation  

16:00 抵達 活動 17:30~19:00 

˙GTI表演排練 19:00~20:00 
提供

晚餐 

5/25 (五) GTI Taiwan Culture Day 

Performance   

10:00 抵達 活動: 

11:00~14:30 

午餐

自理 

15:00~18:00  Washington 

Monument, WWII Memorial, Lincoln 

Memorial     

晚餐

自理 

5/26 (六) 

彈性時間 
午餐

自理 

˙(彈性時間)  

RIO Washingtonian Center 參觀  

˙文化中心音樂會                         

17:00 抵達    活動: 19:00~21:00 

提供

晚餐 

5/27 (日) 8:15 華盛頓杜勒斯機場起飛 

 

(5/28) 18:30 抵達桃園機場 

 

（四）指 導 人 員 

原住民族委員會、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文化部、立法委員高金素梅

國會辦公室、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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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議會王議員立任。 

參、目的： 

(一)藉由參訪交流演出機會，除增加參與學童民族自信心與能見度，亦拓展   

    學童國際視野。 

(二)進行文化教育的交流與互動，吸收美國當地教育施作的策略，在「做中 

     學」情境下，整理出屬於泰雅族文化教育傳承的策略，以運用在泰雅民 

     族實驗小學的實驗範疇裡。 

 (三)透過實地的參訪，除了認識美國精神外，亦趁機瞭解美國如何行銷教育 

     之美，以提供泰雅民族實驗小學行銷課程與理念的參考。 

肆、過程： 

每年五月為美國的亞太裔傳統月，各級政府機關與華僑團體總會舉行各式各樣

的慶祝活動，使當地美國人可以更了解亞太文化，增進各族裔之間的交流。有

別於以往國外華僑團體主辦的海外文化活動，參與者大多為僑社成員，這次活

動由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負責統籌安排，旨在與當

地活動接軌，參加的目標群眾設定為在地美國人，並且不同活動的目標年齡層

涵蓋了學童、家長、以及政府官員與學者，成功將台灣原住民文化打入美國在

地社區。此次博屋瑪受邀參加為期十天的亞太傳統週活動，包含了七場泰雅樂

舞展演、五場台灣與泰雅文化簡介之簡報與三場泰雅編織工作坊。今年也是馬

里蘭州兒童博物館首次舉行台灣日的活動，共計 450 名當地家長帶著孩子參加，

而平常兒童博物館辦理國家日的參加人次都只有 50到 100人，無論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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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或是工作坊都獲得熱烈回響。5月 20日的台灣珍奶節，是由 Rockville市

府協辦，市長更親自蒞臨，希望能藉由此次文化展演的機會為 Rockville與台

灣的城市締造姊妹市奠定基礎。22 與 23 日安排師生進入當地學校，透過簡報、

工作坊的形式讓當地學童了解台灣與泰雅文化，也提供了我們的學童與當地學

生交流的機會。24日在全球台灣研究中心辦理的座談會，參加者大多為政府官

員與學者，在已經具備對台灣相當程度的背景知識下，讓他們能更進一步了解

台灣與原住民文化。 

   此次美國亞太傳統週的活動，共計有 2,350人參加，各場活動的目標群眾

遍布學童、家長以及政府官員學者，Rockville市市長親臨 5月 20日台灣珍奶

節的活動，各聖露西亞大使館與沖繩辦事處也派員參加 24日在全球台灣研究

中心辦理的台灣與泰雅族文化座談會。展演結束後不乏在華府當地機構或活動

的負責人上前邀請博屋瑪的學生參加下一次的演出。活動不僅在當地的網路平

台宣傳，如兒童博物館官方網、Evenbrite全球活動策畫服務平台等，結束後

國內外媒體也刊登了數則關於此次美國行的相關報導，如原民台、台中晚報、

上報以及美國之聲。    

伍、心得： 

有別於以往國外華僑團體主辦的海外文化活動，參與者大多為僑社成員，這次

活動由全球台灣研究中心(Global Taiwan Institute)負責統籌安排，旨在與

當地活動接軌，參加的目標群眾設定為在地美國人，並且不同活動的目標年齡

層涵蓋了學童、家長、以及政府官員與學者，成功將台灣原住民文化打入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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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社區。不同於以往的文化展演，學童在此次美國行的任務不單單只是完成

表演，早在出發前學童就已經利用周末的時間上了兩個月的英語口說課，不僅

學習日常用語，也學著用英文來介紹自己的文化，此行之簡報中，泰雅編織、

狩獵、口簧琴等主題皆是由學童負責介紹。此次美國行不僅是很棒的國民外交，

讓台灣與泰雅族文化被世界看見，也是讓學童了解、認同並培養向他人介紹自

己文化以及英文能力絕佳的機會。 

 

陸、建議： 

國小端師生能有出國參訪機會實為可貴，在參訪的過程中，亦和美國政府機關

(例如 Rockville市府)當面介紹本市實驗教育方向及臺灣的原住民文化，也與

駐美使館代表與僑胞利用各種集會場合說明臺灣最新的教育現場，讓兩地有更

多交流，也可以做更詳盡的簡介，讓美國更了解台灣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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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成果照片： 

  

5/19 兒童博物館 泰雅編織工作坊 5/19 兒童博物館 泰雅樂舞展演 

  

5/20 台灣珍奶節 泰雅樂舞展演 5/20 台灣珍奶節 泰雅織品展售 

  

5/22 Thomson Elementary School 泰雅樂舞展演 5/23 Bancroft Elementary School 泰雅編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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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台灣、泰雅文化座談 5/24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台灣、泰雅文化座談 

  

5/24 全球台灣研究中心 5/25 台灣文化日 泰雅樂舞展演 

  

5/25 台灣文化日 泰雅樂舞展演後受訪 5/26 華府台灣之夜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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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文宣與媒體報導： 
1. Eventbrite (https://www.eventbrite.com/e/gti-cultural-presentation-an-introduction-

to-taiwans-indigenous-people-and-the-atayal-tayan-tribe-tickets-45873123748?utm-

medium=discovery&utm-campaign=social&utm-content=attendeeshare&aff=escb&utm-

source=cp&utm-term=listing# ) 

 
 
2. KID Museum官方網站 (https://kid-museum.org/cultural-programming/taiwan-day/ ) 

 

https://www.eventbrite.com/e/gti-cultural-presentation-an-introduction-to-taiwans-indigenous-people-and-the-atayal-tayan-tribe-tickets-45873123748?utm-medium=discovery&utm-campaign=social&utm-content=attendeeshare&aff=escb&utm-source=cp&utm-term=listing
https://www.eventbrite.com/e/gti-cultural-presentation-an-introduction-to-taiwans-indigenous-people-and-the-atayal-tayan-tribe-tickets-45873123748?utm-medium=discovery&utm-campaign=social&utm-content=attendeeshare&aff=escb&utm-source=cp&utm-term=listing
https://www.eventbrite.com/e/gti-cultural-presentation-an-introduction-to-taiwans-indigenous-people-and-the-atayal-tayan-tribe-tickets-45873123748?utm-medium=discovery&utm-campaign=social&utm-content=attendeeshare&aff=escb&utm-source=cp&utm-term=listing
https://www.eventbrite.com/e/gti-cultural-presentation-an-introduction-to-taiwans-indigenous-people-and-the-atayal-tayan-tribe-tickets-45873123748?utm-medium=discovery&utm-campaign=social&utm-content=attendeeshare&aff=escb&utm-source=cp&utm-term=listing
https://kid-museum.org/cultural-programming/taiwa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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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華府台灣之夜音樂會 活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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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中晚報 (https://fairmedia.com.tw/%E6%95%99%E8%82%B2/32528 ) 

 
 
5. 原民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rg38hlPVk&feature=youtu.be ) 

 

https://fairmedia.com.tw/%E6%95%99%E8%82%B2/3252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prg38hlPVk&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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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報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1841 ) 

 
7. VOA 美國之聲 (https://www.voachinese.com/a/taiwan-culture-event-20180525/4410492.html )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41841
https://www.voachinese.com/a/taiwan-culture-event-20180525/4410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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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由時報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37951?utm_medium=M&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FACEBOOK )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37951?utm_medium=M&utm_campaign=SHARE&utm_source=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