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n Bunun 成為人— 

 108 年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領袖營 

 

 

 

 

 

 

簡 章 

 

時間：108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至 7 月 12 日(星期五)，五天四夜。 

地點：台東縣海端鄉初來 sulai-iaz 部落、紅石林道 mamahav 舊社 

 

歡迎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籍學生踴躍推薦及報名! 

 



壹、 「Min Bunun 成為人—108 年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青年領袖營」簡介 

 

 

 

    教育部與中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為了促進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族青年對於

原民相關議題的參與，特於暑假期間辦理「108 年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青年領袖營」，藉

此喚起原住民族青年對於原住民族文化認同之意識，提供原住民大專生參與跨校活動的機

會，並更深度地養成原住民族領袖特質及文化認同。 

    本次活動結合布農族東群部落學校原住民族教育中心「原鄉地區傳統領域民族教育課

程」及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新武呂溪流域舊社遺址測繪行動」，「Min 

Bunun」是布農語言「成為人」的意思，在過去傳統布農族社會中，青年需要學習一定

的技能，累積身體對土地、部落的經驗，透過接近山林，走向山裡，跟隨著長輩及前輩的

腳步，「人」的能力才會慢慢的養成與喚回，透過這樣的過程，成為一個「真正的布農族

人」。 

    本次活動將帶領原住民青年一同走訪部落並深入山林，由當地部落耆老及部落青年帶

領，透過實地踏查的過程，強調學習傳統知識與文化實踐，以實際的行動守護傳統領域，

希望參與者能夠跟隨祖先與部落的腳步，透過自己身體記憶，一步一腳印，完成傳統領域

調查與「Min Bunun-成為人青年領袖營」。 



貳、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辦單位：中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暨生計發展中心 /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合辦單位：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族東群文教發展協會 

          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 

 

參、 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 日期：108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至 7 月 12 日(星期五)，共 5 天 4 夜。 

二、 地點：台東縣海端鄉初來 sulai-iaz 部落、紅石林道 mamahav 舊社 

 

肆、 報名資訊 

一、 報名對象及資格：中區原住民族社團幹部或原住民族學生優先錄取(中區範圍:苗栗

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錄取名單主辦單位保有最後裁量權。 

二、 報名方式：採取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reurl.cc/LeoX7 

 

三、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截止。 

https://reurl.cc/LeoX7


四、 報名人數：35 名額滿為止，錄取與否將以電子郵件寄信通知(E-mail: 

cofncnu@gmail.com)，請務必回信確認。 

五、 活動費用：本活動免報名費，由計畫支應活動費用。 

 

伍、 交通方式: 

一、 集合時間及地點：108 年 7 月 8 日(星期一)中午 12:00，台東火車站集合。 

（請自行搭車至台東火車站） 

二、 建議搭乘火車班次： 

【去程】 

南迴 新左營-台東 自強 301 07:03 開駛 09:43 抵達 

新左營-台東 自強 303 08:33 開駛 10:57 抵達 

北下 台北－台東 太魯閣 408 07:40 開駛 11:10 抵達 

【回程】 

南迴 台東-新左營 自強 324 17:38 開駛 20:05 抵達 

台東-新左營 自強 328 19:22 開駛 22:10 抵達 

北上 台東－台北 太魯閣 439 17:50 開駛 21:20 抵達 

台東－台北 普悠瑪 445 19:03 開駛 22:52 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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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注意事項 

一、 錄取之學員需全程出席，並配合主辦單位各項事宜。 

二、 參與人員應於活動結束後，1 個月內繳交活動心得（圖文並茂，至少 300 字）。 

三、 同意將個人資料（含活動心得）建置於主辦單位資料庫，並依據個資法範圍內做後續

使用及處理。 

四、 錄取之學員，活動當日需攜帶物品(可參考附件)： 

防曬用帽子、薄外套、身分證、健保卡、紙筆、個人盥洗用具、雨具（輕便雨衣）、個人

換洗衣物、拖鞋、防蚊液、族服(鼓勵攜帶)、慣用之健康藥品、環保餐具及飲水杯等日常

用品。 

五、 報名經通知錄取，若因故無法參加活動者，請於 108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前電話與

來信告知辦理取消錄取資格，並由候補者依序遞補參加活動。(連絡電話：049-2910960

分機 3715，古珮琪小姐；E-mail: cofncnu@gmail.com)。 

六、 如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因顧及安全疑慮，主辦單位有權利取消活動。 

七、 本活動是一個布農族文化深度之旅，請參與者遵守活動所有的規則以及尊重布農族文

化。  

八、 聯絡人：古珮琪 專任助理 0492423616 ／ 活動總召:全彥軒 0978713010 

電話：049-2910960 分機 3715 E-mail：cofncnu@gmail.com 

地址：南投縣埔里鎮大學路一號 教育學院 B 棟原民中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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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活動行程 

108 年中區大專校院原住民青年領袖營 行程表 

時間 第一天 7/8 第二天 7/9 第三天 7/10 第四天 7/11 第五天 7/12 

05:00-06:00  

 

 

 

 

 

 

 

乘車時間 

 

 
起床、盥洗  

06:00-07:00 野炊訓練 起床、野炊訓練 

07:00-08:00 
認識上山裝備及登

山包整備實作 
畫我們的家-舊遺址

測繪實作(1) 

無痕山林知識及環

境整理 

08:00-09:00 起床+早餐 
傳統領域議題 

認識沿途植物及動

物足跡 09:00-10:00 
認識海端鄉新武呂

溪-傳統領域與氏

族分布介紹 

畫我們的家-舊遺址

測繪實作(2) 10:00-11:00 
紅石林道： 

尋根踏水回家路 

認識沿途遷移與傳

統領域氏族的關係 11:00-12:00 布農飲食文化 

12:00-13:00 抵達海端火車站 

午餐 

野炊訓練 野炊訓練 中餐 

13:00-14:00 

報到時間 

紅石林道： 

傳統生態植物知識 

分食文化與布農族

動物學 

部落分享會 

14:00-15:00 

海端文化館參訪與

體驗 

我們的窩： 

工寮搭建與實作 

15:00-16:00 
整裝分組與住宿

安排 
布農族飲食文化 

Mihumisang 

Uninang 

賦歸 

16:00- 

17:00 

17:00- 

18:00 
晚餐 晚餐 

野炊訓練 野炊訓練 

18:00-19:00 

Sima kasu 

-認識你和我 

Mamahav 傳領地

介紹與地景分布 19:00-20:00 
夜間觀察與獵人文

化 

新武呂溪傳統領域

調查-行動分享 20:00-21:00 
行前說明-裝備清

點與安全宣導 

21:00-22:00 就寢 就寢 回饋與反思 樂舞歌謠傳唱教學 

22:00-23:00   布農族天文知識 夜間觀察  

 



 

捌、 入山裝備清單參考: 

【個人裝備 確認單】 

頭 

頭巾 帽子    

上半身 

內衣清爽排汗衣 保暖衣 輕量保暖外套 防水防風外套 運動型內衣內褲 

下半身 

透氣快乾方便行動褲 保暖褲 雨褲   

腳 

厚襪 雨鞋 輕便拖鞋   

行走 

頭燈 背架或大背包 小背包 背包套 童軍繩 

身體 

個人藥品 醫藥箱 衛生棉 衛生紙 健保卡 

腦 

筆記本 筆 相機   

食 

碗、筷 水壺 刀 打火機 行動糧 

布手套 垃圾袋 小餅乾   

宿 

睡袋 睡墊    

【公共裝備 確認單】 ＊由東布青協助提供。 

天幕 地布 營繩 睡墊  

食 

鍋子、鍋蓋 鋁盆 湯瓢 飯匙 鍋鏟 

鹽巴 油 水袋 菜刀 高山爐 

打火機     

行走 

砍草刀     



 

玖、 合作單位介紹: 

一、 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族東群文教發展協會 

【使命】 

(一) 保障學習機會均等，促進布農族群之主體發展： 

建立傳承文化的共識，建構學習型部落，以落實終身學習

的理念。 

(二) 掌握自主規劃課程之權利，建立在地族群文化之知識體系： 

彙集布農族群之民族文化特色與先人智慧，設計豐富多元、結合生活的教育內涵，螺旋

式系統學習原住民族八大領域課程。 

(三) 融合現代的潮流與脈動，以厚植立足未來社會的能力： 

結合先進科技與資訊新知，培育兼具布農傳統與未來能力的新世代公民。 

(四) 創新原民固有知識，實踐多元文化社會的理想： 

汲取布農文化菁華，發揚傳統民族文化，習得尊重並欣賞其他族群文化之包容態度。 

(五) 凝聚在地族群之向心力，重現布農新生命： 

塑造生命共同體系，喚醒部落之民族意識，以重振部落精神與原民活力。 

 



 

二、 社團法人臺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東布

青) 

【使命】 

(一) 以發揚民族傳統文化、傳承民族本位教育與建立

友善環境永續發展為宗旨。積極推動臺東縣布農青年各項文教公共事務及議題

參與，並促進各部落與跨部落間的青年合作，培育兼容傳統與現代知識的新世

代原住民。 

(二) 人，回來了，火，就會升起，透過教育、文化、產業的基石，青年們帶著各自

的能量一起放置、堆疊屬於我們當代的柴薪。 

(三) 從 tastu baning（同一爐灶）到 tastu lumah（同一家人），透過「東布青」

的成立，讓海端鄉、延平鄉的布農青年可以擁有一個發展行動的平台。人，回

來了，火，就會升起，透過教育、文化、產業的基石，青年們帶著各自的能量

一起放置、堆疊屬於我們當代的柴薪，這是本協會最重要的宗旨。 



 

  三、布農族:  

(一) 布農族居住於中央山脈兩側，是典型的高山民族。依

據布農族口傳歷史，該族最早居住地可能是在現今彰

化縣鹿港鎮、雲林縣斗六市與南投縣竹山鎮、南投市等地，後來才漸漸往高山遷移。目前

所知的最早的居住地是南投縣的仁愛鄉與信義鄉。 

(二) 十八世紀時，世居南投的布農族開始大量的遷移，一是往東遷至花蓮的卓溪鄉、萬榮鄉，

再從花蓮移至台東的海端鄉與延平鄉。另一支沿著中央山脈南移至高雄的那瑪夏鄉與桃源

鄉以及台東縣海端鄉的山區。由於民族大遷移的結果，該族的分布範圍也因此擴展遍布於

南投、高雄、花蓮、台東等縣境內。 

(三) 布農族共分為六個群，均居住於南投一帶，分別是卓社群、郡社群、卡社群、丹社群、巒

社群以及已被鄒族同化的蘭社群（Takipulan）。目前各群居住地分別如下： 

 卓社群 （Takituduh）：南投縣仁愛鄉過坑（中正村）、武界（法治村）、曲冰（萬豐村）、

信義鄉久美（望美村）。 

 卡社群 （Takibakha）：信義鄉潭南、地利、雙龍三村。 

 丹社群 （Takivatan）：信義鄉地利村、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 

 巒社群 （Takbanuaz）：信義鄉豐丘、望鄉（望美村）、新鄉、人倫（人和村）及花蓮

縣卓溪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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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郡社群 （Isbukun）：信義鄉東埔、羅娜、明德及台東縣海端鄉、延平鄉及高雄那瑪夏

區、桃源區。是五個社群中最大的一支。 

 蘭社群 (Takopulan):由於塔科布蘭社群居住於阿里山附近，他們自稱 Takopulan（塔科

布蘭）人，與鄒族的 Saviki 社為鄰，現以完全被鄒族同化，高雄那瑪夏還有遺族，但是已

被當地的布農族郡社群所同化，語言已消盡。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A1%E7%A4%BE%E7%BE%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7%AB%AF%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B6%E5%B9%B3%E9%84%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A3%E7%91%AA%E5%A4%8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A3%E7%91%AA%E5%A4%8F%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83%E6%BA%90%E5%8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8%AD%E7%A4%BE%E7%BE%A4&action=edit&red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