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度第三季原住民節目彙整報告表
15/10/19
負責部門


企劃部

具體執行項目
紀錄觀點「命水」：公視主頻 2015/7/7(二)22:00(隔日凌晨
1:00 重播)。

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人們靠著地底下的贈禮─地下湧
泉或井水，餵養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當自來水系統完備，開
啟水龍頭就能獲得水，人們好像忘了，水是維繫生命的重要
元素。面對各地水汙染事件不斷發生，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人與水能有怎樣的共處方式。
當地下水經過地層的過濾，源源不絕的自地底冒出。沿
途經過的土地，長出稻米、發展漁撈，最後製成食物，成了
養育生「命」之「水」。
春天，台南阿婆一早從水井裡打水，洗滌衣服。宜蘭深
溝村開始插秧，地下冒出湧泉水，匯集到水圳，再緩緩流入
田間，灌溉秧苗。
夏天，台東玉龍泉的蛙聲齊鳴，過去居民決定落腳於此，
就是看上石縫中源源不絕的玉龍湧泉，現在這裡是水生動物
的天堂。秋天，花蓮羅山村有機黃豆收成，磨成豆漿，凝結
成豆腐，是補充蛋白質的重要食物。
馬太鞍阿美族，在一年的收穫後，家族相約在冒出湧泉
的小溪裡，利用古老的漁撈技術，抓蝦捕漁，族人用水替辛
勞的一年，劃下句點。
冬天，農村裡的廟宇，響起鞭炮聲，老農夫感謝今年的
五榖豐收，祈求來年的風調雨順。水完成這一年的工作，而
這裡的人與水將繼續和平共處下去。


「後山平埔誌」
：公視 2 台 2015/7/17 起(週二至週五)8:30
播出。
追溯平埔族的遷移史，並記錄其文化生態，與生活樣貌。



「行走 TIT」：公視主頻 2015/7/5-9/30 (日)16:00 播出(週
四凌晨 5:00 重播)、公視 2 台 2015/7/4-7/11(六日)18:00
播出、公視 HD 2015/7/2-9/24(四)12:00 播出(15:00 重播)。

這是一個帶著議題和探究的精神，帶你看見每個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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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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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觀點「人(ㄌㄤˊ)來了」：公視主頻
2015/8/4(二)22:00(凌晨 1:03 重播)播出、公視 2 台
2015/9/20(日)12:00 播出(23:00 重播)。

花蓮縣秀林鄉銅門部落的清水溪近十年來成為台灣的新
興觀光勝地，旅遊業者、政府部門及相關單位開始關注了清
水溪流域這一條充滿商機的領域，這個觀光景點被稱之為「慕
谷慕魚」，慕谷慕魚(Mqmegi)是銅門八大家族之一，諷刺的是
慕谷慕魚家族的傳統領域並不是在景點的區域內，卻以這個
家族的名字作為部落代表性的名稱，造成部落分化的開始。
本部片試著讓大眾了解太魯閣族人如何與環境共存，尊
重及守護土地，讓大眾能夠了解觀光不是只能帶來經濟發展
的好處，不當的觀光在原住民部落任意剝削，原漢衝突也因
著土地的觀念不同而造成對立，當人潮開始進入山林，問題
便接踵而來。


「大雄的音樂教室」：公視 2 台 2015/7/12(日)凌晨 0:00、
8/29(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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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中集合了各式不同背景的演員一起演出。實力派演員
郎祖筠飾演活潑搞笑的校長。電影「賽德克‧巴萊」走紅的
林慶台演出嚴肅一心 希望孩子認真念書的教務主任。新生代
演員莊凱勛演出憨厚熱愛音樂的老師大雄，而歌手張心傑、
夏宇童也在片中有著精彩的演出。


「古諾楓之歌」：公視 2 台 2015/7/12(日)9:00 播出。

紀錄布農族卓楓國小的孩子們，如何努力參加各地歌唱
比賽，企圖用歌聲凸顯學校特色，避免該校被廢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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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貴姓」：公視 2 台 2015/7/21 起(週二至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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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傾聽我們的聲音」：公視 2 台 2015/7/29 起(週一至週
五)8:00 播出。

尋訪阿美族的音樂世界，嘗試從音樂切入對阿美族文化
的了解，也以主體性的詮譯，解讀阿美族歌舞的真正面貌，
從時間的脈絡中，尋找聲音的軌跡，期望為阿美族「釐清」、
「認識」、「重建」一條「承襲祖先」（natuasay）的路。


「山豬。飛鼠。撒可努」：公視 2 台 2015/8/1-9/26 (週
六)10:00 播出。

2010 年的夏天，大武山上。一個來自都市的排灣族小孩
─撒可努，因為誤殺一條百步蛇受到詛咒，而長出一條百步
蛇尾巴！為了解除詛咒，他擔任起保護山林的小義工。這個
工作不但讓他學會了排灣族的「獵人哲學」，還找回族人「失
落的聖地」，並與山上的動物們成為好朋友。一段充滿奇趣、
野趣、童趣的山林冒險故事即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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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部落」：公視 2 台 2015/8/5-9/15(週一至週
五)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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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生者」：公視 2 台 2015/9/9-9/18(週一至週五)16:30
播出。

第 1 集: 排灣族佳興部落，過著崇尚祖靈、自給自足的
家族部落生活，他們將大武山上的生活刻於木板上，藉木雕
呈現歷史傳說。
第 4 集: 蘭嶼雅美族人視捕魚及造船為每一個雅美男子
所應學習的技能，因此在每年三至六月飛魚盛產時，他們以
隆重的祭典來迎接飛魚。
第 6 集: 與百步蛇的人蛇戀傳說，使得魯凱族立足於大
鬼湖過著原始的狩獵生活，並以具體的形象及圖騰，告訴後
代子孫們那段永恆的傳說。


「搖滾祖靈」
：公視 2 台 2015/9/16-9/30(週一至週五)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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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卑南情」：公視 2 台 2015/9/15-9/29(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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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庫斯」：公視 2 台 2015/8/9(日)17:00、公視 HD
2015/7/19(日)12:00 播出(凌晨 0:00 重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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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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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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8/8(六)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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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晚間新聞」：公視主頻 19:00 公視 2 台 22:00
1. 7/10 為部落而跑--原住民族注重倫理觀念。今天台東阿美
族都蘭部落，舉辦五年一次年齡階層晉陞儀式，有八位在
台北讀書的青年，6號開始，從台北用跑的，跑了3百多公
里，在今天終於回到家鄉參典禮，部落族人們感動之餘，
一早就在馬路邊等候迎接。

新聞部

2. 7/12 豐年祭禁旅團--每年7、8月是東部原住民的豐年祭
典，但今年傳出有觀光業者揪團到部落看豐年祭，引發消
費原住民文化的爭議。但部落青年表示，他們不反對觀光
客來，但呼籲遊客相互尊重。
3. 7/28 反棕櫚村開發--今年三月有條件通過環評初審的台
東杉原棕櫚濱海度假村，明天將在環評大會中送審，不過
由於這個開發案生態爭議大、也涉及到原住民的傳統領
域，不少民間團體希望環保署應暫緩審查。
4. 7/29 棕櫚渡假環評--備受外界關注的東海岸「杉原棕櫚濱
海度假村」開發案，今天下午進行環評審查，東部民眾特
地集結北上抗議，呼籲環保署要停止審查。今天會議中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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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開發案牽涉的範圍、無法釐清，所以最後決定先不審查。
5. 7/30 獵人不起訴--去年12月底，台東縣卑南族巴布麓部落
正在東海岸山脈進行一年一度的「大獵祭」活動，結果有
五名獵人遭到警方以非法持有獵槍以及違法野生動物保
護法逮捕，移送法辦。經過半年的偵訊審理，台東地檢署，
依憲法增修條文中，保障原住民文化基本權利，做成不起
訴處分。
6. 8/1 原民上凱道--8月1號是原住民族日，今天來是全台各
地的原住民，聚集總統府前凱道，燒狼煙、鳴獵槍祈福，
拒絕再被壓迫，共同發起翻轉運動，要翻轉不公義，落實
原住民基本法以及催生原住民自治法。
7. 8/1 蔡挺學生抗議--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今天也宣布
原住民族政策，承諾當選後，將以總統身分，正式向原住
民族道歉，而針對課綱爭議，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今天再度
喊話，要政黨把手拿開，但蔡英文強調如果把它操作成對
立、政治攻防，會讓課綱問題更加失焦。
8. 8/3 漢本遺址影響--除了斷層破碎帶的挑戰之外，目前蘇
花改工程還遭遇到一個沒有預期到的困難，就是挖掘到漢
本遺址文化層的文物，但為了工程進度，考古人員現在也
要跟時間賽跑。
9. 8/10 深入烏來搜救--蘇迪勒颱風的強風豪雨，讓新北市烏
來山區土石嚴重坍塌，險成孤島，救難人員徒步進入搜
救，直升機空投物資，但還是有部落居民花了二、三小時
走下山，自己補充物資再步行上山，公視記者陳姝君、謝
其文也前進災區，目睹烏來老街被大水肆虐，滿目瘡痍，
帶回災區內最新的畫面。
10. 8/11 台版靖國神社--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有一個日治時
代舊神社，由於年代久遠，只剩下水泥底座遺跡，經過日
本一位神職人士的捐建，神社在今天重生。
11. 8/14 蔡洪訪宜花--藍綠總統參選人今天分別到宜蘭及花
蓮，爭取漁民及原住民的選票。國民黨的洪秀柱與漁民會
談時，痛批前總統李登輝「釣魚台是日本的言論」，會讓
人看不起；蔡英文則是到花蓮太巴塱部落，以落實原住民
自治的政見爭取支持。
12. 8/15 平埔高峰會--平埔族一直無法成功正名，全台11個平
埔族群，今天下午在台南市政府協助下，召開「全國平埔
族群正名高峰會」，會中通過，將透過日後的正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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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府將戶籍資料曾被註記為「熟」的平埔族人，恢復
原住民身分，也將訴求所有總統候選人，能將平埔族正
名，列入政策白皮書。
13. 8/18 部落課輔難--暑假期間，並不是每所偏鄉學校都能安
排營隊或課程，而屏東縣原住民文教協會，暑假舉辦課輔
教學代替學校，加強孩子的學科，也設有原住民文化課
程，但由於募款不易，目前只有24個部落還能維持。
14. 8/20 玻利維亞衝突--玻利維亞總統、最近批准在7座國家
公園、開採碳氫化合物，不過北部原住民、不願意土地遭
到破壞，封路抗爭，跟警方爆發衝突，7人受傷，26人被
捕。
15. 8/21都市原民爭重建--在921大地震後，數百名阿美族原住
民在台中霧峰的花東新村、還有太平的自強新村，搭建了
臨時住所，到現在仍有將近500人居住，村民爭取了16年
的"就地重建"，終於露出曙光。
16. 8/26 高砂義勇隊--二戰期間，被日本動員上戰場的台灣兵
當中，有一支由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每當日軍
在南洋深山叢林遭遇瓶頸，就會被派到第一線作戰，高砂
義勇隊在1942年攻打菲律賓戰役中，一戰成名！公視團隊
深入原鄉，採訪了多位高砂義勇隊耆老，今晚十點的"二戰
浮世錄"，有深入的報導。
17. 9/3 石堆充當遺址--在台東太麻里有一處距今約兩千年前
的「舊香蘭遺址」，12年前被颱風大浪沖刷出土，之後交
由台東縣政府列管，不過如今現場雜草一堆，還有假的石
牆，完全不具有遺址參觀的價值。
18. 9/9 關山水之祭--每到冬天台東縣就會進入枯水期，水源
供應相當吃緊。台東縣農田水利會，今天在關山大圳的入
水口舉辦「水之祭」，祈求水源供應充足。上百位農民用
漢人傳統儀式誠心祈福。而當地布農族原住民，也來參
加，不過他們是在稻田邊準備豬肉米酒，向進水口的新武
溪方向 ，用布農族祈福儀式，丟豬肉給過去耕作時，不
慎發生意外去世的祖靈，祈求務農的族人能大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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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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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瀑布奇觀】
公視主頻 2015-07-27(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5-07-30(四) 10：00
瀑布，令人著迷，它總出現在斷崖絕壁，在險峻中，拖曳出
白色長絲帶，源源不絕的水花，從高處向下墜落，流動著能
量與清麗。在南投的高山深谷，卻有一種靜止的瀑布，同樣
只出現在陡峭之處，卻散發惡臭與迂腐…
【新社不賣田】
公視主頻 2015-07-27(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5-07-30(四) 10：00
花蓮豐濱新社村，有片突出於海岸的半島地形，這裡就是知
名的新社水梯田，田區相當完整，成為花東海岸線上，少數
沒有建物的農地。能夠維持自然完整，是因為在地居民有著
共識，世代守護土地，不願變賣農田…
 「我們的島 HD」
公視 HD 頻道 每週五 12：00、15：00
【檜木鄰】
公視 HD 頻道 2015-08-07(五) 12：00、15：00
在雲霧間吐納呼吸，在震盪間抓緊大地，身在山高水急的台
灣，劇烈變動之中，檜木是一股貫徹千年的穩定力量。它們
的香氣濃厚，質地堅實，深獲喜愛，也備受傷害。在懂得保
護之前，檜木曾經默默守護著我們，北台灣一片森林護持著
陡峭坡地，守住水土，是難得一見的千年純林。這裡是泰雅
族人心中的傳奇，千年巨木群聚。他們說這裡是扁柏神殿，
生與死，以最自然的樣貌存在著…
【誰讓文物館變蚊子館】
公視 HD 頻道 2015-08-14(五) 12：00、15：00
位在海岸山脈中的奇美部落，長期以來透過恢復傳統組織，
發展部落，並接手經營一間政府蓋的蚊子館，成為動人的文
物館。然而突來的換人風波，忽視部落苦心，也傷害文化自
主的意義，於是部落抗爭，讓文物館再度變回蚊子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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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好樣的」: 公視主頻 2015/07/14(二)凌晨 5:00；
公視 HD 頻道 2015/07/26(日)7:00 播出第 8 集「熱情與創
意兼具 原住民導覽員」

66 歲的江枝清人人稱他江主任，單純憨直，從事資深
導遊，在導覽時身穿泰雅的傳統服飾，讓人一眼難忘。
不論帶團或到學校教授泰雅文化，江枝清常在工作中
找尋新創意，形成特立獨行獨樹一格的方式，喜愛唱歌團
康的他，在遊覽車上總是製造自娛娛人的熱鬧氣氛，讓許
多婆婆媽媽遊客對他讚不絕口。
江主任長期推廣復興鄉泰雅文化，目前堅守觀光導覽
崗位的在地解說員，僅剩退伍的兩位老兵和他三人，希望
學校教育可以奠定孩子們的語文表達能力，讓導覽的工作
後繼有人。


「前輩，好樣的」: 公視主頻 2015/08/09(日)10:00、
2015/09/07(一)凌晨 5:00；公視 2 台 2015/09/12(六)9:00 播
出第 23 集「展現原民風情 賽夏竹籐編」

今年 64 歲的賽夏族竹編藝師章潘三妹，回想起小時候父
親為生計辛勞地從事竹籐編織的過去，心中總是不捨，然而
她父親並不希望孩子們接觸這個辛苦的行業，導致她對於
竹籐編織僅止於認識的階段。


「探索新美台灣」: 公視主頻 2015/07/22(三)凌晨 5:00、
二台 2015/07/25(六)21:00、2015/09/05(六)17：00；HD 頻道
2015/0814(五)凌晨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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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015 年度第三季原住民節目彙整報告表
15/10/19
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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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克慢遊」: 公視主頻 2015/08/30(日)17:00、凌晨 2:00、
2015/08/31(一)10:00；公視 2 台 2015/09/05(六)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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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手掌廚」: 公視主頻 2015/08/19(三)18:00；公視 2 台
2015/08/23(日)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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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015 年度第三季原住民節目彙整報告表
15/10/19
負責部門


具體執行項目
老師您哪位」第三集優席夫的美術課．台東縣長濱國中：
公視主頻 2015/08/21(五)18:00 、2015/08/22(六)9:00；公
視 2 台 2015/08/21(五)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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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集「饅頭的滋味」張泰山的體育課．
台東縣泰源國小：公視主頻 2015/09/25(五)18:00 、
2015/09/26(六)9:00；公視 2 台 2015/09/25(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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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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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ㄟ哩來」: 公視 2 台 2015/08/19(三)07:30；HD 頻
道 2015/09/12(六)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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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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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ㄟ哩來」: 公視 2 台 2015/08/25(二)0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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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人生劇展「依諾之歌」
：公視主頻 2015/08/05(三) 14:00
播出

一對來自鄒族的母子阿禾與小山，由阿里山移居到五光
十色的絢爛都市，所遭遇迷惘與挫的人生歷程。
⋯⋯在重重的打擊下，阿禾還是沒有忘記自己的初衷，仍
是一個慈愛的母親、仍是一個驕傲的鄒族女子，勇敢的帶著
小山生活下去~


「公視藝文大道」: HD 頻道 2015/09/20(日)2:00、21:00；
公視主頻 2015/09/24(四)23:00、2015/09/25(五)10:00 播出第
160 集「太陽的孩子」

甫獲得 2015 年台北電影節觀眾票選獎的《太陽的孩子》，
即將在中秋節檔期上映，公視藝文大道特地邀請兩位導演鄭
有傑、勒嘎．舒米，以及女主角阿洛．卡力亭．巴奇辣來到
節目中分享他們的拍片心得、最愛的戲中台詞，與充滿意義
的故事小物。
「多好的相遇！」主持人曾寶儀這樣形容鄭有傑導演與勒
嘎．舒米導演的合作。回想兩人的相識，是因為勒嘎．舒米
拍攝了母親與部落族人共同復育梯田的過程─《海稻米的願
望》
，鄭有傑看了這部紀錄片後，深受感動，決定將這個真實
故事改編成電影，究竟是什麼觸動了他？一來是舒米．如妮
與部落族人守護土地的決心和「傻勁」
，對比當下經濟掛帥的
社會價值觀顯得無比珍貴，而召喚了他一起加入「儍子」行
列；二來則是強烈感受到攝影機背後的勒嘎．舒米的凝視，
他不只在拍攝這一切，也在尋找著自身的認同與定位，這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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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有傑想起自己當年拍片的初衷、隨著經歷增多而逐漸被遺
忘的初衷…他幾乎是淚流滿面地看完整部紀錄片。正是這樣
的體悟，
《太陽的孩子》雖然是鄭有傑的第三部長片，感覺上
卻更像第一部，讓我們看到不一樣的導演鄭有傑。
《太陽的孩子》的原型，可說來自於勒嘎．舒米導演，他
的參與也讓這部電影能夠更貼近部落的在地觀點，避免可能
的外來者的刻板呈現。對他來說，從《海稻米的願望》到《太
陽的孩子》
，著墨的不只是梯田復育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人心
的復育。而一路堅持母語創作的歌手阿洛，也因參與這部電
影，更加肯定自己一直在做對的事，她的個人經歷也被放入
電影中，一場關於原住民身份認同的演講戲，特別扣人心弦。
從三位來賓的分享可以發現：
《太陽的孩子》絕不只是一部電
影，它提醒了我們很多逐漸被遺忘或忽略的價值，也不只是
原住民部落裏發生的事，簡直就是小小的台灣縮影，難怪在
上映前早已引起廣大的迴響！

新聞部
節目部
國際部
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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