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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行項目
「行走 TIT」
：公視主頻 2016/4/3 起 (週日)8:00 播出、公
視 HD 2016/4/7 起(四)7:00 播出(12:00 重播)、公視 2 台 4/2
起(週六日)11:00 播出(23:00 重播)。

這是一個帶著議題和探究的精神，帶你看見每個部落故
事的節目。結合深度走訪、人文情懷與旅遊資訊，細品部落
發展的紋理，看原住民部落經歷荷據、明鄭、清領、日治等
政權更迭，東西文化交疊的傷痕。
以部落的文化活動為憑藉，舉凡飲食文化、祭典儀式、
藝術文創、傳統市場、部落就業狀況以及對與大自然共生的
生命觀等，透過電視鏡頭，介紹更多的部落生活點滴。把原
民生活文化「說清楚講明白」，讓觀眾體認並了解原住民文
化，以減少誤解進而珍視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價值。
¾

企劃部

「美味阿樂樂滋」：公視主頻 2016/4/3 起 (週日)16:00 播
出(隔日凌晨 4:00 及週四凌晨 5:00 重播)、公視 HD
2016/4/5 起(二)7:00 首播、12:00 重播、公視 2 台 4/16 起(週
六)19:00 播出。

天然食材就是部落最詩意的材料，來自海岸的阿美族人
陳耀忠以創意料理寫詩，用傳統的採集來連結他和土地的感
情，用分享廚藝來尊重原住民的生活文化。
¾

「後山平埔誌」：公視 2 台 2016/4/4 起(週一至週五)8:00
播出。
追溯平埔族的遷移史，並記錄其文化生態與生活樣貌。

¾

「文學地圖」：公視 2 台 2016/4/2 起(週六)19:00 播出。

「文學地圖」節目，介紹一系列臺灣原住民作家以及他
們的作品。
¾

「舞動山海的旋律」：公視 2 台 2016/4/18 起(週一至週
五)8:00 播出。

在「舞動山海的旋律」這一系列的影片當中，我們記錄
了山地歌謠如何因資本主義的入侵，隨著原住民的工作流浪
到台北？
西洋宗教的傳入，讓原住民如何用山地歌來讚美上帝？
當原住民歌謠遇到了救國團會碰撞出什麼樣的火花？日治時
期原住民的音樂創作老前輩，創作出什麼樣讓人懷念的歌
謠？現代的原住民音樂創作者，他們的歌謠又訴說著什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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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
¾

「搖滾祖靈」：公視 2 台 2016/5/2 起(週一至週五)8:00 播
出。

有別於傳統歌謠呤唱的表現方式，原住民樂團目前能夠
發揮的場域有限，因此透過搖滾祖靈規劃不同的主題、樂風，
樂團展現樂團生命力和活力。並藉以發掘人才，豐富現今流
行樂壇。
¾

「請問貴姓」：公視 2 台 2016/5/23 起(週一至週五)8:00
播出。

馬躍．比吼以原住民姓名為討論議題，拍攝《請問貴姓》
紀錄片，「請問貴姓？」這是漢人第一次見面時的問候語，
但對於台灣原住民而言，卻難以回答。原住民姓名的命名方
式和漢族不同，他們以名字互稱，很少使用家族姓氏，因此
當有人問到姓氏，原住民得特別解釋自己名字的來歷。
《請問貴姓》除了呈現出各族原住民姓名的特色，同時
也批判在當代社會，原住民不被認同甚至備受歧視的困境。
片中一開始，賽夏族人打赫史．達印．改擺刨打趣說道：「住
在山裡叫山胞，但是阿美族人不住山裡，住在海邊，應該叫
海胞，住大草原變草包，沙漠裡變沙包。」由趣味的對白做
為開頭，然而本片想談論的可不是一件趣事，而是多年來的
族群傷痛。
原住民各族有不同的命名方式，通常名字所代表的是父
母對孩子的期許，因此名字所用的字帶有良好的特質。紀錄
片中，阿美族人馬耀．古木他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是勤勞，
家中的長輩總會跟他說：「Mayaw，你應該是個最勤勞的人！」
名字是家人們對於自己所賦予的期待，對於自己的名字會有
認同感，會想努力變成那樣的人。而自己名字後面冠上的是
父親名字，所以介紹自己的名字時，等同是將自己家族也介
紹給別人知道。
¾

「永遠的部落」：公視 2 台 2016/5/27(週一至週五)8:00
播出。

本節目試圖綜合台灣原住民各族群中生代的菁英代表，
描繪其生長部落的文化型態、價值變遷，現在與未來的展望，
並提出個人努力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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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蘭嶼」：公視 HD 2016/4/17 (日)12:00 播出(隔日凌
晨 0:00 重播)、6/3(五)17:00、6/22(三)17:00 播出。

透過生活特寫及訪談，紀錄達悟族人依舊傳承的古老傳
統與禁忌，以及他們與大自然共榮共存的關係。「野性蘭嶼」
探索達悟族人打魚、造船、建屋的文化，與觀眾一起見證達
悟人對大自然的豐富知識，以及其歷史悠久的生活技能。
¾

「司馬庫斯 森林共和國」：公視 HD 2016/6/22(三)16:06
播出。

海拔約 1500 公尺的司馬庫斯部落位於雪山山脈的山腰，
這裡是臺灣珍貴的檜木林最重要的分佈地區之一，壯闊的巨
木區中有著全國排名第二和第三名的巨木。此地區動、植物
種類繽紛，與泰雅族人的生活、文化息息相關。在部落通往
巨木的步道上，存在相當特殊的景觀，像臺灣特有種鳥類「冠
羽畫眉」就在此繁衍，牠們合作生殖、共同餵食幼雛的習性，
恰與部落族人獨有的「共同經營」生活方式雷同！
本片聚焦於司馬庫斯豐富的動、植物生態，交織出部落
族人的生命情境。
¾

「探索新美台灣」: 公視 HD 頻道 2016/4/6(三)凌晨 1:00
播出第 1 集「南島原美麗」

什麼是台式美學？台灣豐富的地理環境與人文景觀，有
可能形塑出獨樹一格的美學文化嗎？本集從「台灣是否為南
島起源地」出發，尋找台灣原住民與古南島民族的關連，進
一步思考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台灣原住民美學與大自然息息相關，在美麗的東海岸，
我們跟著阿美族雕刻家伊祐‧噶照，感受敬畏祖靈的信仰與
友善環境的理念；接著來到阿美族手工琴師范志明的工作
室，欣賞結合文化與美學的獨創樂器；最後來到苗栗山區的
象鼻部落，聆聽泰雅族編織家尤瑪‧達陸傳承民族的智慧，
創作出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織品，這些美麗的圖紋也走上了時
尚的伸展台。
原住民透過不同領域的藝術創作，追溯出原鄉的美好價
值，而這些在地風俗，也是台灣走出屬於自我文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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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 HD 表演廳「拉麥可」
：公視 HD 2016/6/30(四)15:00
播出。

原住民音樂跨界製作推出「拉麥可」，結合都蘭部落歌
手、布拉瑞揚的舞蹈、李欣芸的配樂、龍男的電影，加上簡
文彬帶領國家交響樂團共同演出。
¾

迷你 4U 電影院「A-MA」
：公視 2 台 2016/6/12(週日)16:00
播出。

失業的青年 Suming 回到部落，獨自照顧患有失智症的
年邁父親。當兄弟一心想把父親送進療養院時，Suming 反而
在照料父親的過程中，與他更加親近。父親走失時，山谷間
傳來渾厚的歌聲，嘹亮的嗓音能否喚醒孩子們對父親的愛？

新聞部

¾ 「公視晚間新聞」：公視主頻 19:00 公視 2 台 22:00
1.4/12 加原民自殺--加拿大原住民社區、爆發自殺潮，安大
略省的北部一處、只有兩千人的原住民社區，一天之內有六
人企圖自殺，七個月來有超過百人自殺未遂，一人自殺身亡。
當地已經宣布進入緊急狀態。
2.4/12 原民狩獵爭議--有立委提案修法，讓原住民在原住民
族的地區，可以狩獵保育類動物，另外只要「非營利自用」，
也可以獵捕宰殺野生動物，不過動保團體擔心，這會讓野生
動物保育法，形同虛設。
3.4/14 野保法修法--近來發生原住民因狩獵遭判刑的事件，
原住民立委聯合提案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原住民只要是基
於「非營利自用」，就能狩獵宰殺野生動物，不過此項提案
也引發爭論。
4.4/15 雙語繪本創作--雲科大教授黃惠玲，為花蓮原住民小
朋友，創作故事繪本，並結合英語和族語，希望未來能當作
教材，傳承原住民文化。
5. 4/19 反野保法修法--上週四立法院經濟委員會，審議通過
野生動物保育法修正草案，保育團體一片譁然，並指出民進
黨團違背了「只答詢、不逐條審查」的承諾，專家學者表態
反對粗糙修法，更呼籲若要全面開放原住民狩獵，必須要有
完整的配套。
6.5/5 棕櫚濱海闖關--比台東美麗灣面積大4倍的「杉原棕櫚
濱海渡假村」，明天將進行環評審查，環保團體認為，這個
案子位在原住民傳統領域範圍內，應該先暫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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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3 抗議污名狩獵--全國布農族射耳祭，今天起在台東舉
辦。去年卑南族和布農族獵人上山打獵，遭到逮捕，今年各
地族人在開幕前發表聯合聲明，要求蔡英文在就職演說時，
向原住民道歉。
8.5/16 保留地被賤租--今天有民進黨立委質疑，包括台東關
山、屏東來義部分原住民保留地，被以每坪1.6元到20元，低
價出租給國民黨做為地方黨部，要求原民會處理。原民會坦
承確有此事，將限期收回。
9.5/19 總統教育獎--今年總統教育獎，總共有56位學生獲
獎，其中，花蓮西富國小的原住民學生--蔻兒亭，雖然小小年
紀，卻拍攝了紀錄片為劇團發聲，另外還有雲林文昌國小的
林芳庭，從小父母就不在身邊，卻靠羽球自立自強。
10.5/19 西拉雅敗訴--台南市''西拉雅族''爭取平地原住民身
分，去年北上提起行政訴訟，今天遭到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判決敗訴，原因是依照目前法令，西拉雅族依法、並非經過
核定的民族別，而面對這樣的結果，族人難過痛哭，台南市
長賴清德也為此向蔡英文喊話，要她兌現選前政見。
11.5/20 千人演台歷史--蔡英文今天就職，典禮展演也和以往
不同，多了濃濃的台灣味，紙風車劇團率領上千人，演出台
灣近400年來的歷史演變，包括228事件也搬上舞台，蔡英文
還和原住民小朋友、一起唱排灣族古調改編的「國歌」。
12.5/20 原民罵失言--今天就職大典的演出，司儀脫口說出
「西方傳教士改變了原住民草莽的生活習慣」，這樣的說詞，
引來原住民強烈不滿，痛批這是「教化」心態，沒有轉型正
義，就職典禮籌委會坦承，監督不周，向原住民致歉。
13.5/23 鄭麗君備詢--從立委轉換跑道，擔任文化部長的鄭麗
君，今天首次以部長身份，到立法院備詢，有立委質疑，520
當天紙風車劇團在就職演出時，司儀脫口說原住民習俗草莽
粗獷引發爭議，鄭麗君表示確實不妥，願意公開道歉。
14.5/26 達觀改博屋瑪--台中和平區達觀國小，今年八月一號
將改制為全台第一所原民實驗國小，透過教材整編，把泰雅
文化完全融入課程，學生和社區還在520公投，把校名改為泰
雅族語「P'uma 博屋瑪」。
15.5/28 原民地回復--原住民族推動「還我土地」運動多年，
總統蔡英文上任也宣示落實公平正義，今天上午，高雄市政
府呼應承諾，頒發「原住民保留地權利回復狀」給六十戶原
住民，由於距離上次頒發權利回復狀已經是43年前，在地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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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終於等到這一刻，大家難掩喜悅之情。
16.5/28 原民獵槍修法--過去只要原住民一被判刑，就算只是
微罪，就得撤銷獵槍執照，不過內政部將修改「槍炮彈藥刀
械管制條例」，放寬原住民持有自製獵槍或魚槍的標準，未
來只要是犯三年以下徒刑，像是酒駕等公共危險罪，都能繼
續申請或持有獵槍，這也為尊重原住民獵人文化，再邁出一
步。
¾ 「我們的島」
公視主頻 每週一 22：00 (週六 11：00 重播)
公視 2 台 每週四 10：00
【野菜新勢力】
公視主頻 2016-04-18(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6-04-21(四) 10：00
幾千年前，神農氏為了醫治疾病，親嘗百草，現代的神農氏，
則藏身在部落鄉野田間。當氣候變化越來越劇烈，野菜抗逆
境、抗蟲害的特性，逐漸受到重視。從田間到餐桌，一場野
菜復興大業，正在進行…
¾ 「我們的島 HD」
公視 HD 頻道 每週五 12：00
【守住武界那條線】
公視 HD 頻道 2016-04-08(五) 12：00
吉普車下去的這條路，地圖上找不到，網路上鼎鼎有名，被
稱為五八公路。從南投仁愛鄉武界部落通往信義鄉巴庫拉
斯，早在十幾年前，這段路就是吉普車隊追尋刺激的路線。
然而車輪之下，無數的魚、蝦、蝌蚪，都成為輪下亡魂…
【蝶舞茂林】
公視 HD 頻道 2016-04-15(五) 12：00
¾ 有人說，跟著蒼蠅，只能找到腐爛，跟著蝴蝶，能找到
花朵。流影幻光，在高雄茂林，跟著紫斑蝶，能看見更
多…
¾ 「南部開講」：公視主頻每週五20:00
5/13 【在地旅行】苗栗南庄 穿越東河找尋百年傳說
¾ 「誰來晚餐 8」：公視主頻 2016/05/27(五) 21:00、27:35、
5/30(一)13:00；HD 頻道 6/2(四)20:00、6/3(五)14:00 播出第
7 集「阿里山的咖啡香」

節目部
政倫出生在阿里山的鄒族家庭中，國中時被送到台北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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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後來聽從爸爸的建議，回到山上幫忙爸爸的茶園、蘭花
園事業，然而離鄉多年的他已無法適應枯躁、乏味的山居生
活，再加上說他「靠爸族」的耳語不斷，讓他相當沮喪。見
政倫一蹶不振，爸爸隨手把一兩百株試種的咖啡樹交給他栽
種，沒想到他自行摸索，種出冠軍咖啡。還經常做咖啡園導
覽與咖啡教學工作，成了遠近馳名的「咖啡王子」
。然而三十
七歲的他至今未婚，讓父母很擔心。政倫不是沒交過女朋友，
只是爸爸對於未來媳婦，希望像媽媽一樣柔順顧家，那麼政
倫心裡又是怎麼想的呢？
¾

《台灣食堂》」
：公視主頻 2016/04/24(日)21:30 播出 第 1
集「原味 Amis 狂野台味」

是什麼樣的美食，讓總裁獅子心嚴長壽讚不絕口、國際媒
體爭相採訪？第一眼看到陳耀忠的時候直覺聯想，和印象中
挺著大大肚子的廚師不太一樣，壯碩的體格和迷人的笑容
外，還有個浪漫的原住名名字春天。
春天的料理絕對是限定的。所有的食材都是他親自下海
去抓、上山去採，他壯碩的體格也是這麼來的，當你瞭解他
後就會知道，這樣堅持的背後，有傳承祖先古老智慧的驕傲。
在「陶甕百合春天」用餐不只是品嘗料理，也是體驗原民生
活與原民文化最好的途徑。
「紅瓦屋」是另一個創新阿美料理的代表，主廚林鳳廷
將原住民浪漫與原民的智慧融入她的料理創作中。阿美族料
理的精神是不過度烹飪，食材今天吃多少就拿多少，曾經式
微的自然主義，如今在阿美美食的實踐上有一番新的演繹。

¾

「台灣食堂」 ：公視主頻 2016/04/04(一)16:30 播出 第
24 集 「原味之筍」

《台灣食堂》在沉濳之筍中讓大家品嘗了一般平地人常
吃的孟宗竹筍和綠竹筍，而其實在山地部落中也有著隱藏版
美味竹筍。花蓮光復的羅桂英是阿美族第一個將箭筍介紹給
平地人的先驅者，二十年來她到處推廣箭筍這種食材，甚麼
樣的辛酸讓她陷入回憶而淚流滿面？位在苗栗鹿場的桂竹筍
又是怎麼樣的美味？讓泰雅族的鄭英春來說個明白。深藏在
山中的原味之筍讓山中的朋友深信，未來的農業一定會朝著
無毒有機這個方向發展、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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¾

「小手掌廚」: 公視主頻 2016/04/15(五)18:00、
2016/04/16(六)09:00 播出第 8 集「嘎努 吃飯了」

屏東大社村在八八風災後被迫撤村，但仍有一群人在這
「無人部落」深耕，希望復興大社村。個性活潑的山門谷安
不像一般學生待在教室上課，對他來說整個山頭都是教室跟
遊樂場。在部落自學的山門谷安，跟姐姐拉麼參還有年齡相
近的小叔叔地夫拉安在這片土地生長學習，農耕是他們最重
要的科目，在這裡山門谷安知道傳統火耕的意義、也了解農
事的運作。在飲食上，他們也遵循著先人的智慧，只吃一菜
一湯，因為餐餐吃七分飽，可以維持專注力，繼續勤奮工作
¾

「浩克慢遊」
：公視 HD 頻道 2016/05/03(二) 08:00 播出第
8 集「來吹太平洋的風---鹿野‧比西里岸‧壢坵」

搭乘東海岸的火車，打開車窗，聽聽風聲、聞聞稻香，
那是一種人與自然深刻連結的感受。浩克展開一次台東 Y 字
型的旅行，徜徉在縱谷間、濱海間，盡情感受來自太平洋的
風……。浩克拜訪了隱密的小火車站--山里，也走訪了以阿美
族為主的海邊部落比西里岸及排灣、魯凱族原住民的金峰鄉
歷坵部落。
¾

「浩克慢遊」: 公視 HD 頻道 2016/05/06(五) 08:00 播出第
11 集「那一天，在大武山下－茂林、三地門」

冬天一到，紫斑蝶飛往南台灣過冬。如同蝶兒印刻在靈
魂的返鄉欲望，大武山下的子民，流浪後，也許山林呼喚、
也許祖靈招喚，忍不住往原鄉回歸。大武山是魯凱族與排灣
族人心目中的聖山。屏東往南的公路上，它就這樣氣勢滂礡
的聳立一方，無法忽視。
山那麼近，就在原鄉人的呼吸間。高雄魯凱族下三社：
茂林、萬山、多納，三個部落依著山谷而排列。河谷裡的好
石材，信手撚來成了生活中的石板屋、石雕與石板烤肉。 屏
東三地門的達來與德文，亦是倚山而居。跟著節氣，老人家
種了芋頭、紅藜、樹豆還有咖啡。山居之人凝聽季節後隨之
律動，這些是他們的生活，卻成了外人給他們貼的族群標誌。
旅人行囊裡不準備標誌，靜心傾聽，大武山的子民怎麼
訴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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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利催落去」：公視主頻 2016/04/01(五)26:30、公視
HD2016/04/20(三)9:00 播出第 11 集。

本集台 27 線，從屏東的烏龍天冷到台 20 線的高雄市桃
源區的美蘭部落，內容包括屏東高樹鄉善導書院內的文靜媽
媽，因為莫拉克風災時來到高樹鄉救援，看到這邊偏鄉、原
鄉或隔代教養的孩子因為父母常需出外工作，以至於小孩課
後無人照顧、或被帶到不適合小孩出入的場合，因而將孩子
帶到書院敎他們種菜煮飯，讓他們可以獨立自主也不至於因
為父母不在而餓肚子；這趟旅程的終點美蘭部落，在八八風
災時，曾因為橋樑毀壞對外交通全斷，當時全靠著流籠進出
部落，後來修建了全臺唯一可以行走車輛的吊橋~索阿紀吊橋
他們也是剛正名的台灣第十五族的原住民~『拉阿魯哇族』，
主持人在部落裡跟長老們、小朋友學習族語。
¾

「勝利催落去」：公視主頻 2016/04/08(五)26:30、公視
HD2016/04/27(三)9:00 播出第 12 集

本集台 21 線，從東勢天冷到信義鄉的望鄉部落，內容包
括九二一地震後留下來的傾斜屋；南投草屯旭光高中的一對
教練夫妻，專門教導偏鄉弱勢、原住民的學生空手道，主持
人跟著空手道隊布農族的隊員柏均回家，來到南投的卡度部
落走走；埔里的廣興紙寮，因九二一地震重新出發，轉型為
紙文化的推廣基地；主持人與桃園腦麻協會的筱智一起去泳
渡南投縣魚池鄉的日月潭；拜訪南投信義鄉的望鄉部落，道
教會聽長輩的八部合音，跟活力健康操，還到部落的柔道教
室跟小朋友一起學柔道，最後到獵人步道走走、體驗布農族
人安排的部落旅遊。
¾

「探索新美台灣」: 公視 HD 頻道 2016/04/05(二)25:00 播
出第 1 集「南島原美麗」

什麼是台式美學？台灣豐富的地理環境與人文景觀，有
可能形塑出獨樹一格的美學文化嗎？本集從「台灣是否為南
島起源地」出發，尋找台灣原住民與古南島民族的關連，進
一步思考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台灣原住民美學與大自然息息相關，在美麗的東海岸，
我們跟著阿美族雕刻家伊祐‧噶照，感受敬畏祖靈的信仰與
友善環境的理念；接著來到阿美族手工琴師范志明的工作
室，欣賞結合文化與美學的獨創樂器；最後來到苗栗山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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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鼻部落，聆聽泰雅族編織家尤瑪‧達陸傳承民族的智慧，
創作出融合傳統與現代的織品，這些美麗的圖紋也走上了時
尚的伸展台。
原住民透過不同領域的藝術創作，追溯出原鄉的美好價
值，而這些在地風俗，也是台灣走出屬於自我文化的起點。
¾

「少年ㄟ哩來」: 公視主頻 2016/06/06(一)16:30；
公視 2 台 2016/06/15(三八)7:30 播出第 1 集「我想當獵人」

獵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東台灣的水璉部落，有著
一群熱情的阿美族獵人，不吝嗇傳承獵人的智慧。
少年ㄟ跟著獵人到山裡採野菜，用竹片起火以及無具野
炊烹煮大餐，還要下海捕魚，上山爬樹，各種新鮮體驗，讓
來自都市的少年ㄟ充滿驚奇，也在體驗的過程中，學習尊重
自然、尊重生命，上了寶貴的一課。
¾

「少年ㄟ哩來」: 公視主頻 2016/06/14(二)16:30；
公視 2 台 2016/06/21(二)7:30 播出第 5 集「漂流木創作」

太平洋東岸，得天獨厚的地理環境。在令人讚嘆的風景
之下，少年ㄟ跟著專家，到花蓮溪口淨灘撿垃圾，見識到人
類對環境的破壞。
在體驗的過程中，少年ㄟ還拜訪了漂流木藝術家馬浪･阿
雄老師，進到了漂流木墳場尋找材料，打造大型的漂流木創
作，看少年ㄟ如何發揮團隊合作，結合環保意識，完成獨一
無二的作品。
¾

迷你連續劇「城市。獵人」公視 2 台 2016/05/10~2016/05/16
下午 2:00~3:00 播出 1-6 集

台東泰雅族的獵人來到城市打拼，卻掉到爾虞我詐的棋
局裡，親眼目睹政商勾結，內幕遠比他想的更加醜陋，更可
怕的是，自己居然從獵人變成了獵物。
¾

公視人生劇展「少年那霸士」：公視主頻
2016/05/03(二)9:30 播出。

15 歲的泰雅族少年那霸士，心中懷有許多的憧憬，尤其
是令人嚮往的繁華城市，在那裡有各種最流行的現代事物在
等著她，還有他的初戀情人伊娃與心目中的泰雅英雄巴燕、
達根，都在遙遠的那個城市裡凝視著他的眼並且頻頻向他招
手。
「少年那霸士」是泰雅少年的城市見證，也是獵人與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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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互換的驚險歷程。
¾

公視人生劇展「瑪雅的彩虹」：公視主頻
2016/05/10(二)9:30 播出。

泰雅傳說裡，人死後會經過一座彩虹橋。老人家的身影
穿梭在部落各處尋找她遺失的織布機，她擔心祖先不讓她通
過?
平地人黃勝豐長達三百多里的徒步苦行想求得妻子稻
佑的原諒因為多年前的背叛。傷心的稻佑早已回到部落重尋
泰雅的傳統，她想身体力行為失落的泰雅族人找回光榮與尊
嚴。
新聞部
節目部
國際部
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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