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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滾祖靈」
：公視 2 台 2014/6/27~7/17 (週一至週五)8:00
播出。

原住民擁有敏銳的藝術觸覺，在眾多的原住民族群中，
分別有其各族的文化特色。透過鏡頭，帶領大家去了解原住
民中優秀的藝術家。


「永遠的部落」：公視主頻 2014/7/1-7/18(週一至週
五)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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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劃部

「大雄的音樂教室」：公視主頻 2014/7/6(週日)12:30、
公視 2 台 2014/9/28(日)15:00 播出。

憨厚的老師大雄被分發到偏遠的山區教學，有著音樂
夢想當歌手的他，一心只想留在五光十色的大城市裡，一
開始他百般不情願的替孩子們上課，直到有一天大雄發現
音樂是他與這群天真活潑的小朋友的共通語言，於是他成
立了合唱團讓這群充滿歌唱天賦的孩子四處展現他們動人
的歌聲。但這卻改變不了偏遠小學即將面臨廢校的命運…
本片關懷原鄉教育議題，由校長與新老師對原鄉的熱
愛，讓學校發展特色，不僅有助原鄉小朋友自信心的建立，
也感受到族群融合的自然力量。


「傾聽我們的聲音」：公視主頻 2014/4/4 起(週二)凌晨
5:00 播出。

尋訪阿美族的音樂世界，主要採取田野調查的方式，
進行訪問，以母語直接與老人溝通，努力達到以主體性發
聲的詮釋。


週末電影院/暑假電影院/公視 HD 電影院「拔一條
河」
：公視主頻 2014/7/12(週六)21:00(隔日凌晨 0:30 重
播)、7/19(週六)13:00、8/8(五)14:00 播出、公視 HD
2014/7/4(五)23:30。

金獎導演楊力州這次花了超過一年時間住在高雄甲
仙，以八八風災摧殘的山中小鎮為故事背景，再度拍出真
正屬於台灣這塊土地上人民的韌性與勇氣。
片中的山中小鎮在八八風災過後，被摧殘的滿目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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痍。然而，小鎮上由孩子們組成的拔河隊並不因此而頹喪，
而是個個認真地努力練習，希望能為地方上爭取榮譽。孩
子們渾然天成的單純給了鎮民們勇氣和信心，孩子們的母
親則以拿手的異國美食揪緊還留在故鄉奮鬥的鎮民們的向
心力。
這部楊力州導演自稱是自己拍過最複雜難拍的紀錄長
片，不但紀錄了甲仙大橋被颱風沖毀後、甲仙人一步一步
重頭來過的心路歷程，還拍下當地的一些新娘媽媽生平第
一次的婚紗照片……。


紀錄觀點精選「阿里 88」：公視主頻 2014/8/6(週六凌
晨 5:00、8/13(週三)凌晨 1:00、公視 2 台 2014/9/21(週
日)12:00(23:00 重播)播出。

88 風災之後，原本只是上去阿里山拍攝風災過後的紀
錄片。導演想要對阿里山公路的修復提出他的想法。導演
原本一直覺得不應一昧地要修復給大巴士來通行使用。畢
竟路開的愈寬，對山林的影響也愈大。而我們要付出的維
護成本也就愈大。
但當上到阿里山之後，看到了許多光怪陸離的現象，
而民眾卻都習以為常，甚至視而不見。導演沒有看到風災
後的反省與檢討，反到遇到了國小課本裡傳說中的吳鳯。



「舞動山海的旋律」
：公視主頻 2014/8/11 起(週六凌晨
5:00、公視 2 台 2014/8/3 起(週日)9:00 播出。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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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
事？


紀錄觀點「莫拉克之後」
：公視主頻 2014/8/13 起(週三
凌晨 5:00、8/20(週三) 凌晨 1:00 播出。

一棵佇立在梅山鄉太和村山谷裡的百年櫸木，莫拉克
風災中，救了 9 條寶貴的人命。屏東霧台鄉神山部落，年
近 70 歲的老獵人 Lakeai 帶著他的家族在自己的原住民保留
地上進行了 20 年的天然林保育工作。自稱為台灣山林土地
驗屍官，年近 60 旬的生態學者，耗費大半輩子研究台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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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生界，30 年來，看著自己曾經走過的山林因人為的砍
伐與開發，一寸一寸地消失殆盡…。
莫拉克之後，保育與開發，依舊像二條平行線，始終
無法有所交集，擬訂了近 20 年，關係著台灣土地命脈的「國
土計劃法」在這場風災後仍然無法修訂完成！
2009 年莫拉克之後，台灣的未來將往哪裡去？


紀錄觀點精選「就是要在一起」：公視主頻 2014/8/20
起(週三凌晨 5:00、8/27(週三) 凌晨 1:00 播出。

屏東縣霧台鄉的好茶村 Kucapungane，是一個古老的部
落。從 700 年前到現在，族人們遵守著頭目和平民傳統階
級制度。不用文字的法律來約束，只用百合花的精神來規
範。原來自給自足的部落，面對現代文明和天然災害的侵
擾，部落傳統文化面臨生存危機，尤其是八八風災之後，
全村被土石流淹沒了，再次面臨集體遷村，但這一次，不
管遇到什麼困難，大家只有一個想法，無論如何都要在一
起，在遷村的過程中，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困難？他
們要如何堅持下去呢？


紀錄觀點精選「給雨季的歌」
：公視主頻 2014/8/27 (週
三凌晨 5:00、公視 2 台 2014/7/2(週三)16:30 播出。

莫拉克風災之後，桃源鄉勤和村人分裂成三路：一群
人去了杉林大愛村，一群人選擇在村落下方寶來樂樂埔自
建永久屋，另一群留守勤和的村人，在高處平台地建造了
避難屋。
回鄉的路很坎坷，重建的路更遙迢。大水之後的第一
個雨季，只不過下了幾場平常的雨，才搭建完成的便道和
鋼橋就又不堪地塌壞，山裡的人們再次受困了十幾天。尋
常的，都已經不再尋常。有人徬徨，有人後悔生在這個地
方，有人持續農作勞動，有人又走到山裡的山裡去。
聖經上說，「有試煉臨到你們，不要以為奇怪，似乎
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歡喜，因為你們與耶穌一同受苦，
使你們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樂。」


紀錄觀點精選「無聲的呼喚」：公視主頻 2014/9/3 (週
三凌晨 5:00 播出。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高雄縣那瑪夏鄉，土石流沖毀
了家園、還有 26 個人在災變中失去性命，面對環境的驟變，
倖存的布農族人頓時失去了方向，不確定的末來才是考驗
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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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布農族就是經常遷徙的族群，最早是自主性
的移動，後來因外族入侵而避走山林，好不容易的穩定安
居，一場莫拉克風災，族人不得不再次的遷徙，這次他們
從山上又回到了平地。
南沙魯村李長榮、李長富兄弟，一個堅持回部落，一
個決定遷居平地，風災後做出不同的選擇，山上山下從此
分開；布農族詩人卜袞想起一位長者的話：如果搬遷時，
不可以離開烏莎崖(玉山)的眼睛。當看到族人決定選擇離
開，他覺得憂心。
布農族人憂傷的面容下，存著一顆堅定而樂觀的心，
誓回山林的意志不變，礙於現實，有些人來到平地，「回
家」似乎變成一句句「無聲的呼喚」！


紀錄觀點精選「大水之後-關於家的 12 個短篇」
：公視
主頻 2014/9/10(週三凌晨 5:00 播出。

本片紀錄莫拉克風災之後，位於南台灣那瑪夏鄉南沙
魯（民族）村的族人，面臨家變的悲哀與無奈，透過關於
家的十二個短篇故事，從天災人禍造成身體心理的傷痛，
到政治的荒謬、生計的困頓、信仰的衝突、教育的侷限等
主題，談述在巨大災難之後族人所面臨的種種糾結，藉由
不同性別年齡的主角人物切入在災變之後的核心命題「家」
究竟是什麼？我們重新去同理原住民與土地深刻依存的關
係，並且在精神與物質之間的平衡當中，細細結構出「家」
的深刻意涵。從不同的面向中勾勒出真實的殘酷，並看見
如何在這殘酷中焠鍊出生命的厚度。


紀錄觀點「島嶼的記憶」
：公視 2 台 2014/7/1(週二)16:30
播出。

Dominadnor Castillo 是一個世居在巴丹群島中的
Itbayat 島的老海人，為了照顧罹癌的妻子，毫無怨尤的暫
時放棄了他熱愛的海上生活，在愛妻往生後，才又重新拾
起封存許久的漁槍，繼續在海裡討生活，漁獲量的多寡反
而已不是他的重點，六十好幾的他從未離開過巴丹群島，
海，終究是他最後的歸宿。達悟族導演張也海‧夏曼，以
鏡頭紀錄飛魚季裡家鄉與島嶼南方巴丹島的共同記憶。


「悠悠卑南情」：公視 2 台 2014/6/8-7/27(週日)9:00 播
出。

從各項歲時祭儀介紹卑南族豐美的文化，並探討主流
文化進入部落之後，對部落文化造成的影響與衝擊，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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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長期對部落文化的觀察紀錄，對照過去與現在，探
討部落文化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如何走出自己的康莊大
道。


「請問貴姓」
：公視 2 台 2014/7/15 起(週二至週五)8:30
播出。

台灣政客每到選舉常提出四大族群互相尊重促進融合
之類的話語，稍有常識的人就會知道被當作花瓶列入四大
之末的原住民其實不是單一族群，而是十幾個語言和生活
都不相同的民族。連最基本的「名字」各族都不相同，1946
年被迫改用漢名後，情況變得更為複雜。
像漢族習慣第一次見面問的「請問貴姓？」，對大部
分原住民族來說就很難回答，回答漢姓嗎？漢姓其實與自
己毫無關聯，回答起來多少有些不甘。回答家族姓氏嗎？
翻成漢字動輒八九十個字的家族姓氏恐怕會嚇到剛認識的
新朋友。
所以原住民被問到「請問貴姓？」的時候，多少有些
尷尬。這部影片邀請了來自各族的朋友現身說法，介紹各
族命名方式，自己名字的由來，因為名字而遇到的無奈或
笑話等等。


「Bye Bye 莫拉克」
：公視 2 台 2014/7/18 起(週一至週
五)8:00 播出。

四部記錄短片，追蹤風災中的孩子如何面對災難如何
走出悲傷。


「發現南島」：公視 2 台 2014/7/15(週二)0:00 播出。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公共電視台共同製作的「發現
南島」影片系列，將嘗試帶領社會大眾認識居住在臺灣的
南島語族，更深入印度洋和南太平洋，展開一個「美麗新
世界之旅」。


紀錄觀點「我家門前有大河」：公視 2 台 2014/7/20(週
日)12:00(23:00 重播)播出。

1995-1998 年，三年的時間，馬躍‧比吼用攝影機紀錄
了台北縣大漢溪旁、邦乍人居住的三鶯部落，每年被台北
縣政府迅速的拆除家屋之後、又將房子慢慢建造完成的過
程、剪成 13 分鐘的紀錄片叫做「天堂小孩」。
片中主要以阿雄一家人為主、之後有民間單位資助他
5

2014 年度第三季原住民節目彙整報告表
14/11/10
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們在三峽鎮上居住、就和天堂小孩失去聯絡了。
2008 年 2 月接到朋友電話說三鶯部落「又再」被拆了，
背起相機到了現場又遇見了 10 年前的「小孩」在「天堂」
出現。
警察和怪手又來了、天堂也有新的小孩出生、我被迫
繼續去紀錄「天堂小孩」的續集叫「沒收天堂」。


「後山平埔誌」
：公視 2 台 2014/7/22(週二至週五)8:30
播出。

記錄追溯平埔族的遷移史，必記錄文化生態，與生活
樣觀。



「司馬庫斯」
：公視 2 台 2014/7/22(二)10:00、公視 HD
8/22(五)凌晨 1:00、8/28(四)12:00/15:00 播出。

司馬庫斯，台灣最遙遠的部落，也是台灣唯一實行土
地財產共有的地區，山上一百多個居民，只有一個「存摺」，
共同經營祖先留下來的森林與土地。本著泰雅族的齊心、
永續、分享傳統，他們守護著台灣世界級的檜木森林，在
祖先留下來的土地，辛勤認真地工作並生活，發展生態旅
遊、傳承泰雅族的文化傳統,也共同建立了一本與大自然永
續共存的存摺。本片將以 HD 前進司馬庫斯,以大自然四季
變貌與節期運行，從每年春天山櫻花綻放的小米播種季，
到小米豐收的感恩祭，來記錄這個深山部落共享共治的真
實生活，以及世界級古老森林的繁茂生態。


「司馬庫斯 森林共和國」：公視 2 台
2014/7/29(二)10:00 播出、公視 HD 2014/8/29(五)凌晨
1:00、9/4(四)12: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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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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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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美樂地 第四集 陳冠宇&以莉高露」：公視 2
台 2014/8/18(一)8:00、8/24(日)21:00 播出、公視 HD
2014/7/10(四)19:30、7/11(五)13:30、8/18(一)7:30 播出。

陳冠宇與以莉高露~左手種稻、右手寫歌的音樂人，兩
人分別發表過四張及一張專輯，共獲得 8 座金曲獎。
擅長融合世界音樂元素的陳冠宇，和歌聲感性慵懶的
以莉高露，在南澳實踐新飲食概念的自然農法，用最友善
的方式對待土地，讓大自然真正生生不息，也以有機的精
神灌溉風格獨特的新民謠曲風。


「Yaya」：公視 HD 2014/7/2(三)凌晨 1:10、
7/27(日)11:35/23:35 播出、8/24(日)11:40/23:40 播出。

自從家裡的老狗”怪怪”死後，11 歲的馬賴，發現自
己能聽得到生命消逝的聲音，也讓他漸漸體悟到親情的可
貴。有一天，馬賴意外的發現，死去的怪怪每晚都會回到
家裡吃晚餐的奇景，吃完晚餐後又隨即消逝，日復一日，
漸漸地馬賴發現自己家擁有著讓家裡曾經飼養過的寵物死
而復生的能力。
一天，母親依拜因工作累倒，意外診斷罹患癌症，所
剩之日不多，馬賴得知母親病情後，想在母親死後，藉由
自己家的特殊能力讓母親死後也能透過家理的房子再度回
到人間。碰巧遇上了縣政府的“道路拓寬計畫”即將實
施，馬賴家因位於規畫區內而將受強迫拆除的命運，這樣
的結果恐怕將導致母親與怪怪無法再重返人間來，於是馬
賴開始想盡辦法要拯救自己家的房子，好維繫著馬賴家一
家三口幸福的時光。


公視表演廳/公視 HD 表演廳「祖靈對話-臺灣原民古調
與非洲部落戰鼓」：公視主頻 2014/9/20(六)23:00、公
視 HD 2014/9/14(日)10:00/22:00 播出。

由瞿春泉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演出的「祖靈對話-臺
灣原民古調與非洲部落戰鼓」，運用非洲部落悸動人心的
戰鼓節奏，多位不同族群的台灣原民唱誦出古調感謝天地
與祖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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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 HD 表演廳「拉麥可」
：公視 HD 2014/9/28(日)17:00
播出。

還記得「很久沒有敬我了你」裡紀曉君在國家音樂廳
起身吟唱古調的感動嗎？延續 2010 年這個結合原住民歌
者、傳統歌謠、當代創作與電影影像和國家交響樂團的原
住民歌舞劇，「很久二」以阿美族的年齡階層制度為背景
推出「拉麥可」。
「拉麥可」融合阿美族繁複華麗的樂舞文化，將傳統
的阿美族舞蹈加入現代舞與街舞，跨界結合打破形式疆界
發展出新的舞蹈風貌。在音樂上，再度與指揮簡文彬與國
家交響樂團合作，並加入電子樂元素。昊恩擔任總導演，
劇場導演單承矩、紀錄片導演龍男、音樂才女李欣芸，驫
舞劇場和街舞舞者 Rube Red 都參與製作，阿美族年輕創作
鬼才舒米恩和時尚名模黃莉等人擔綱演出。


「野性蘭嶼」：公視 HD 2014/8/1(五)凌晨 1:00 播出、
8/7(四)12:00/15:00、8/22(五)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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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新聞部

2.

3.

「公視晚間新聞」：公視主頻 19:00
7/2 震嶽批觀光--中國旅遊業者最近推出所謂的、原住民
踩線團，最快下個月就會安排大陸遊客、到花蓮參觀原
住民豐年祭，但金曲獎歌手--張震嶽在臉書批評、豐年祭
不應該變成政府推動觀光的工具，他說、原住民跳舞是
跳給祖先看的，希望大家帶著尊重，而不是看熱鬧的心
態。但他的說法，在部落也引發兩極的反應。
7/17 蘭嶼違建多--台東縣的離島--蘭嶼最近將有第一家
便利商店開幕、在媒體和網路引發話題，今天又傳出、
這家超商的地點根本不能蓋房子、一蓋就是違建。但事
實上，蘭嶼島上4千多公頃的土地、都是原住民保留地，
全島的民宿、店家、甚至學校、幾乎95%都是違建。這種
情況早就存在、卻因為這一次的超商風波而浮上檯面。
7/22 翁山跨海琴緣--學音樂對於偏鄉的孩子來說,往往是
奢侈的願望,而在南投仁愛鄉的親愛國小、有一對夫妻檔
老師就地取材、跟學生們一起使用當地盛產的楓樹和雲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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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8.

9.

杉,打造出手工小提琴,還融進原住民文化和意象,讓每把
小提琴都是獨一無二,有愛心人士買下十把,送給緬甸人
權領袖翁山蘇姬的音樂學校,不僅讓翁山蘇姬相當感動,
也讓台灣再度躍上國際。
07/23 三民宅遭淹--花蓮風雨交加，山區的萬里溪潰堤、
還發生電線桿壓垮民宅的意外。而住了許多布農族原住
民的馬遠村，有三戶民宅被土石流淹沒，幸好住戶已經
撤離，無人傷亡。
8/8 趕電氣化癱瘓--今天是父親節，可是在台東縣卑南
鄉，有一位單親、撫養兩個小孩的魯凱族原住民父親，
心情卻很沈重，因為東線鐵路電氣化趕著通車，他在二
月份趕工的過程當中、發生工安意外，左腳和腰椎骨折，
很可能癱瘓，但雇主沒有替他投保勞保，拿不到職業災
害理賠，全家生活陷入困境。
8/12 陸族進豐年祭--八月是花蓮各原住民部落舉辦豐年
祭的時間，但現在卻傳出光復鄉的太巴塱和馬太鞍部
落，豐年祭被安插大陸廣西壯族要參與表演，部落青年
很不高興在網路上串連反抗，花蓮縣政府則是表示這是
光復鄉公所自己所邀請的，而公所目前已和兩大部落協
調，同意尊重部落決議只能參觀不能表演，讓豐年祭回
歸部落自主。
8/16 反台大佔林--今天有數十位布農族、鄒族等原住
民，從南投北上，到台大校門口前抗議，他們不滿台大
實驗林管理處，未與信義鄉原住民討論，就私自載走在
原住民傳統領域內的千年巨型檜木，違反原住民族基本
法，台大則表示，載走的紅檜做教學展示用，並無利益
輸送。
8/19 台大醫原民生--大學指定考試放榜,台中一中有位原
住民考生--何昇鴻,錄取了台大醫學系,備受各界矚目,因
為他不但是台中一中近年以來第一位考上台大醫科的原
住民學生，更是南投仁愛鄉萬豐部落第一位考上台大醫
科的學生,他說因為長期感受到,偏鄉部落欠缺醫療資源,
希望可以學成之後盡一己之力,回到部落,讓族人可以得
到比較好的醫療照護。
8/25 青奧田徑首銅--中華代表團在南京青年奧運又傳出
佳績，來自阿美族原住民的短跑小將「楊俊瀚」在男子
200公尺決賽跑出21秒31,原來居第四名，但因第二名牙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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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選手越線犯規遭取消資格，讓他意外遞補拿到銅牌，
這也是台灣選手在青奧田徑項目、有史以來的第一面獎
牌！而另一位拳擊女將陳念琴,在69至75公斤級四強賽
中,以壓倒性成績打敗愛爾蘭選手,明天傍晚將和波蘭選
手爭金牌。
10. 8/26 南島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帶來極端天候，國內外都
經常豪雨成災，而中研院的環境變遷中心、最近特別整
合了一系列相關的研究，希望能喚起大眾的重視。
11. 9/19 鄧雨賢逝70--創作雨夜花、望春風等經典歌謠的音
樂大師鄧雨賢,今年逝世70週年，鄧雨賢的孫子策劃了一
系列展覽和音樂會，今天搶先曝光鄧雨賢在日治時代創
作的日語歌曲。原本由歌手文夏填詞、演唱的台語歌曲
「十八姑娘」，當初就是翻唱鄧雨賢的「蕃社姑娘」，
一度造成轟動，傳唱至今，還陸續被翻成華語版和客語
版的歌曲，而鄧雨賢在1938年創作這首子，描述的是原
住民少女的戀愛情懷。


「我們的島---買辦觀光」：公視主頻
2014/07/07(一)22:00、2014/07/08(二)01:00、
2014/07/12(六)11:00。公視 2 台 2014/07/10(四)10:00。
2006 年，銅門部落慕谷慕魚地區開放觀光，八年來吸引
無數觀光人潮。族人推算，例假日每天上百輛九人座廂型車，
塞滿狹小山路，帶來垃圾、車流、空氣污染與噪音，超過三
千位遊客，不間斷在溪裡戲水，魚、蝦、蟹受驚擾衝擊河流
生態，也曾有導遊以刻板印象的笑話，介紹當地人文歷史，
傷害太魯閣族傳統文化，於是族人做了決定…點燃狼煙，在
歐菲莉颱風受難紀念碑前，獵人舉槍朝天擊發，槍響聲在中
央山脈的山林間遊盪。太魯閣族人敬告祖靈和先人，他們沒
有忘記，山林是哺育族人的母親，不是供人觀覽出賣的商品…


「我們的島---縴拉著船」：公視主頻
2014/09/08(一)22:00、2014/09/09(二)01:00、
2014/09/13(六)11:00。公視 2 台 2014/09/11(四)10:00。
阿美族奇美部落藏身在台灣東部海岸山脈之間，1986 年
瑞港公路開通後，人口開始外移，部落文化逐漸消失，傳統
的生活遭受衝擊。為了替古老部落找尋永續契機，九年前，
族人開始從事部落營造。2013 年，奇美部落籌備三年的文化
泛舟，正式營運。他們希望族人在部落有工作機會，可以生
存下去，族人可以回來部落，解決老人照顧、小孩子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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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所以賺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要讓部落可以傳承
下去…


「獨立特派員---魚兒築夢」公視主頻 2014/8/6(三)22:00
台灣到處拼觀光，從山到海只要人可以到的地方，許多
秘境、私房景點都被一一挖了出來，就像花蓮秀林鄉的銅門
村，位在木瓜溪上游，有一處叫慕谷慕魚，有小天祥美名，
近年成了非常熱門的風景區，因為是山地管制區，一天限定
六百人進入，但狹窄的山路卻經常得會車，居民很怕環境禁
不起這樣的踐踏，一再抗議。原來 24 年前這裡曾發生台灣第
一樁滅村事件，歐菲利颱風引發土石流，活埋了太魯閣族 36
名族人。24 年後這裡發展觀光，也引來外地人分一杯羹，居
民賺不到甚麼錢，覺得賠上了生活環境，因此今年六月在歐
菲利受難紀念碑前，鳴槍、封路，宣示捍衛主權，堅持要遊
客步行入山。獨立特派員帶您實地觀察。
為了阻止居住環境被過度觀光消費，部落一度決議封山
護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也拒絕了縣府的協助與學者
提出的規劃案，想自己主導，但是對發展方向卻又意見分歧，
鄉公所和縣府都很難插手，使得慕谷慕魚的未來還是一片茫
然。
 「下課花路米」: 公視主頻 2014/7/1(二)18:00、
7/6(日)9:30；公視 2 台 2014/7/1(二)18:30 播出第 1449 集
「前進奇美達達鹿」
相信大家都曾經體驗過驚險刺激的秀姑巒溪泛舟，不
過，你知道位於秀姑巒溪畔的阿美族「奇美部落」，有一種
更有意思的「文化泛舟—達達鹿」嗎？據部落解說員的介紹，
奇美部落的先民才是秀姑巒溪泛舟的始祖，只不過，過去部

節目部

落的先民是為了交易貨品而在水上行船，跟現在的冒險體驗
完全不同。


「祖孫玩很大」：公視 HD 頻道 2014/8/1(五)19:00 首播、
公視主頻 2014/10/19(五)17:00 第 10 集 編織時光

64 歲的梅香姑婆以泰雅族的血統為傲，年輕時，她曾離
開家族世居的南澳到都市中謀生，年紀漸長之後，姑婆返回
部落定居，重拾傳統的織布技藝。充滿好奇心的姑婆與年輕
一代毫無代溝，無論是網路遊戲或社群網路都難不倒她，但
她心中最殷切的期盼，就是希望她最疼愛的雙胞胎孫侄女能
夠學習泰雅的傳統，但是說族語、織布這些事，對於漢化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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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孫姪女來說，可都是苦差事。腦筋靈活的姑婆如何才能
激發兩位孫姪女對於傳統的熱情呢？



「台灣食堂」 ：公視 HD 頻道 2014/8/20(六)9:00 & 公視
主頻 2014/9/27(日)17:00 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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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您哪位」第三集優席夫的公民課．台東縣長濱國
中：公視 HD 頻道 2014/8/23(六)8:30 、13:30；公視主頻
2014/8/19(二)18:00、2014/8/24(日)9:30、公視 2 台
2014/8/19(二)18:30、2014/8/31(日)10:30
優席夫，生於花蓮玉里，阿美族式的豪朗笑聲是他最大

的特色。愛唱歌的他，曾出過唱片當過歌手，然而在唱片合
約被意外凍結之際，他傷心遠走英國，卻意外開啟繪畫之路。
沒接受過正統美術教育的他，在繪畫教學上也是『野性的』。
帶著長濱國中的同學到梯田看綠色的漸層風的波浪、到漁村
看船繽紛與飛魚的模樣，最後在漁港旁一起寫生。畫畫之外，
他出了一個特別的任務。要求同學在半天的時間裡，籌備一
個畫展，並邀請親友來參觀，從中學會爭取機會，並且表達
自己的想法。原本對畫畫毫無自信的孩子，在這堂課裡能有
什麼收穫呢？


「老師您哪位」「饅頭的滋味」張泰山的體育課．台東
縣泰源國小：公視 HD 頻道 2014/9/27(六)8:30 ；公視主
頻 2014/09/23(二)18:00、2014/9/28(日)9:30、公視 2 台
2014/9/23(二)18:30

少棒隊出身的張泰山，要回母校台東東河鄉泰源國小當
二天的代課老師，這一回要教的就是少棒隊。少棒隊就要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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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期待一年的比賽，他們期待學長教他們打擊，練棒球，但
是張泰山卻帶著他們遠離棒球，到童年時遊玩的地方抓蝦、
摘野菜、挑水，盡情玩耍，為什麼呢？張泰山小四時，因為
少棒隊裡的美味饅頭，瞞著媽媽入隊，他還帶了許多饅頭和
學弟分享，回想自己喜愛棒球的初衷，找到讓自己勇往直前
的力量。但是，少棒隊有三個學長要畢業了，球隊馬上面臨
解散的危機，他們要用什麼方法保護球隊呢？他們還能快樂
玩棒球嗎？


「文學 FACE ＆ BOOK」第 18 集 撒可努，獵人哲學
公視 HD 頻道 2014/8/20(三)7:58、13:58 ；公視主頻
2014/08/20(三)11:57、18:27
排灣族作家，撒可努，出生於台東太麻里香蘭部落，在
《走風的人》一書中，他以生動幽默的文字，記錄獵人父
親與森林萬物的對話，呈現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智慧。



「文學 FACE ＆ BOOK」第 19 集 舒米恩，都蘭海邊
的詩人公視 HD 頻道 2014/8/27(三)7:58、13:58 ；公視主
頻 2014/08/27(三)11:57、18:27

原住民的歌謠，是經典的口傳文學，訴說對生活、對自
然的詠嘆，阿美族創作歌手，舒米恩，以吉他編曲伴奏，詮
釋阿美族的經典歌曲，〈AMIS〉，唱出對家鄉的依戀。



「文學 FACE ＆ BOOK」第 20 集夏曼藍波安，原初的
夢公視 HD 頻道 2014/9/3(三)7:58、13:58 ；公視主頻
2014/09/13(三)11:57、18:27

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回歸蘭嶼二十五年，重新學習
造船、潛水、捕魚，在勞動中，找回生命原初的感動。新作
《大海浮夢》，細說自己離家、回家與航海冒險的故事。


公視表演廳/公視 HD 表演廳「祖靈對話-臺灣原民古調與
非洲部落戰鼓」
：公視主頻 2014/9/20(六)23:00、公視 HD
2014/9/14(日)10:00/22:00 播出。

由瞿春泉指揮、台北市立國樂團演出的「祖靈對話-臺灣
原民古調與非洲部落戰鼓」，運用非洲部落悸動人心的戰鼓
節奏，多位不同族群的台灣原民唱誦出古調感謝天地與祖靈。
這次特別邀請到原住民節奏大師李守信（小白）做兩個版塊
大陸原住民的節奏交流，加上卑南族金曲獎新人盧皆興（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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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伊）
、泰雅族金曲獎靈魂歌手雲力思、排灣族金曲獎美麗佳
人少妮瑤、阿美族歌手少浪，與台東布農部落劇場，共同用
音樂將台北市中山堂變幻成台灣原始山林與非洲草原戰場。


公視 HD 表演廳「拉麥可」：公視 HD 2014/9/28(日)17:00
播出。

還記得「很久沒有敬我了你」裡紀曉君在國家音樂廳起
身吟唱古調的感動嗎？延續 2010 年這個結合原住民歌者、傳
統歌謠、當代創作與電影影像和國家交響樂團的原住民歌舞
劇，「很久二」以阿美族的年齡階層制度為背景推出「拉麥
可」。
「拉麥可」融合阿美族繁複華麗的樂舞文化，將傳統的
阿美族舞蹈加入現代舞與街舞，跨界結合打破形式疆界發展
出新的舞蹈風貌。在音樂上，再度與指揮簡文彬與國家交響
樂團合作，並加入電子樂元素。昊恩擔任總導演，劇場導演
單承矩、紀錄片導演龍男、音樂才女李欣芸，驫舞劇場和街
舞舞者 Rube Red 都參與製作，阿美族年輕創作鬼才舒米恩和
時尚名模黃莉等人擔綱演出。


「浩克慢遊」：公視 HD 2014/8/9 (六) 16: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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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相對論」：公視 2 台 2014/8/17(日)18:00 播出第 5
集優席夫 VS 布拉瑞揚。

原住民藝術家優席夫和布拉瑞揚，在各自擅長的領域為
傳統發聲。承繼了雲門舞集的靈魂，布拉瑞揚之後的表現有
目共睹，他說：離開母親的懷抱，是為了成長茁壯。由歌手
到畫家，遠渡重洋的緣分，讓優席夫成為享譽愛丁堡藝術節
的青年藝術家。他們用畫筆和舞蹈，讓更多人知道原住民的
美好文化。


「人間相對論」：公視 2 台 2014/9/27(六)18:00 播出第 16
集夏曼藍波安 VS 楊瑋誠。
來自蘭嶼，長期關心海洋的夏曼藍波安，透過寫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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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下自己返鄉接觸海洋的經歷，也記錄下達悟民族與海洋山
林共存的美好精神，當他在節目中遇上了海豚醫生-楊瑋誠，
究竟會有什麼精彩的火花呢？楊醫生在節目中也以海豚的健
康狀況，檢視海洋環境，試圖以海豚的現狀，提醒大家反思
人類過度破壞環境，可能遭遇的危機。


「勝利催落去」：公視主頻 2014/7/5(六)15:00；公視 HD
2014/7/21(一)19:00、7/22(二)7:00、13:00；公視 2 台
2014/8/17(日)17:00 播出第 6 集。

本集拜訪台東原住民部落，內容包括台東達仁鄉拍攝為
部落老人送餐服務；台東台坂部落拍攝徐超斌醫師；去衛生
所看診及至台坂國小拍攝體操隊練習；到台東太麻里的多良
部落拜訪向陽薪傳木工坊內的聽障木工師傅-楊偉倫；台東關
山的聖十字架療養院為院民表演跟折被單；台東市南王部落
拍攝年祭跨年報佳音。台東鹿野拍攝原住民教練帶視障主持
人林信廷體驗飛行傘。


「勝利催落去」：公視 HD 2014/7/22(二)19:00、
7/23(三)7:00、13:00；公視 2 台 2014/8/23(六)17:00 播出第
7 集。

本集拜訪屏東牡丹鄉牡丹部落，拍攝古英勇長老帶主持
人走訪牡丹社事件遺跡及與族人們一起跳舞；屏東牡丹鄉旭
海村拍攝主持人拜訪旭海村的老人家及帶旭海小學堂的小朋
友們做視障體驗。


「勝利催落去」：公視 HD 2014/7/23(三)19:00、
7/24(四)7:00、13:00；公視 2 台 2014/8/24(日)17:00 播出第
6 集。

本集拜訪花蓮原住民部落，內容包括花蓮縣秀林鄉太魯
閣族音樂家彼得洛烏嘎製作口簧琴、獵首笛；花蓮縣壽豐鄉
的五味屋，各地的志工陪著一群偏鄉孩子工作、生活與學習；
花蓮市門諾善牧中心的飛炫屋，一個讓孩子可以攀岩、多元
學習的地方；拜訪花蓮縣新城鄉的聽障石雕家~楊疇英學習石
雕、至三棧溪尋找石材。


「公視人生劇展 瓦旦的酒瓶」
：公視主頻 2014/7/3(三)8:30
播出。

宿醉的泰雅瓦旦在清晨的陽光下，看到郵差天使丟給他
一封信，就像鳥屎一般剛好掉落在他的尚未清醒的臉上，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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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說他的皮夾被發現埋在一個水泥塊裡面。這件事情讓他在
每一次的酒後，總要帶著迷濛的眼神望著遙遠的他方，年輕
時候的夢想就像那一封長了翅膀的信飛到他的面前，他決定
到都市去找回他十年前就失落的皮夾與他的小米田的夢。
在日本料理店工作的青年小莫，過著他的頹廢生活，
白天滿口日語與生魚片，夜晚來臨就窩在都市邊緣的電話交
友中心尋找他的臨時伴侶。有一次在電話交友中心，他接了
一通奇特的電話，一個要求別人聽她講故事的女孩，帶著些
微哀傷的語調，女孩說著自己的故事，是有關一個泰雅族家
庭流落在都市的生活故事；女孩與小莫在電話的連線中，逐
漸產生了一種情愫，女孩說在一個有小米田的地方再見面
吧，而小米田在哪裡？女孩與小莫都不知道，連泰雅瓦旦也
正在尋找他夢幻中的小米田….。
 「宏觀原民風」－「交換上課趣」：宏觀電視
8/2～9/20 每週六 09：00、13：00 播出。
每集有兩個原住民小朋友，各自到對方學校交換上一天
課，小朋友透過發現、觀察、體驗、學習、分享的過程，親
身體驗不同部落的校園生活，除了學校有趣的特色教學，部


「宏觀原民風」－「不能遺忘的歌」：宏觀電視
8/3～9/28 每週日 01：00、23：00 播出。

每集一個主題，介紹八首阿美族歌謠的曲、詞介紹相
關的歷史、文化、生活、習俗等，讓更多人對阿美族歌謠及
文化有所認識，並達到在娛樂中傳承學習的目的！

國際部

「宏觀原民風」－「旅人廚房」：宏觀電視
8/5～10/28 每週二 01：00、11：00 播出。

透過加拿大籍的主持人馬修連恩，從外國人的角度，來
看台灣原住民獨具魅力的文化風格，將部落族人所料理的原
鄉美味介紹給大家認識，藉此拉近與世界各地美食接軌展現
的伸展台。


「宏觀原民風」－「ari ari 一起回家」：宏觀電視
8/7～9/25 每週四 01：00、11：00 播出。

每集透過族人帶非原住民的友人回到部落，體驗部落生
活的態度，發現自己對回家的渴望。參與的來賓有：Janet、
蕭青陽、魏德勝、范逸臣、張芸京、王宏恩、陳建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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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原民風」－「風中緋櫻-霧社事件」：宏觀電視
8/11～9/5 每週一至週五 20：00、週二至週六 02：00、
08：00、13：30 播出。

以霧社事件為台灣重要歷史一環的觀念切入。不刻意
醜化日本統治者，只陳述其蠻橫無理的殖民心態與頤指氣俠
的統治盲點。不神化莫那‧魯道，不做英雄角色崇拜。惟站
在泰雅族原住民的立場，以其思考模式與內心感受來描繪這
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事件。


「宏觀原民風」－「文學地圖」：宏觀電視
8/17～10/5 每週日 18：30、每週一 05：30 播出。
每一集介紹一位原住民作家的故事、生活經歷及作品等。

新聞部
節目部
國際部
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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