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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 TIT」：公視主頻(週日)週一至週五 16:00 播出、
週日 16:00 播 出(隔日凌晨 5:00、隔週日 6:00 重播)、公
視 2 台每週二 9:00 播出(15:00 重播)、公視 3 台每週四 7:00
播出(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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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電影院「太陽的孩子」
：公視主頻 2019/5/26(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為了給父親與孩子更好的生活，即便不捨仍獨自前
往大城市打拼的林秀伶，有個美麗的阿美族名字 Panay，
有「稻穀」的含意。Panay 因為父親病倒而再次回到家鄉，
她記憶中的故鄉花蓮是個海天一色，風中飄揚著金黃稻穗
的豐饒之地。怎知此次返家，卻看見村莊裡湧入大量的遊
覽車，一畝畝從小養育她與族人長大的良田卻變成了觀光
飯店，她毅然決然決定回到家鄉，重新學習農耕知識與技
術復育梯田，只希望留住童年記憶裡那個美麗的家給下一
代。然而她所面對的困難，不只是被破壞的家園、離鄉的
年輕人與「賣田換進步」的觀念，眼裡只有「發展」與「利
益」的政府機構，更成為她實現夢想的最大阻力。

企劃部



經典電影院「只要我長大」
：公視主頻 2019/5/19(日)12:30
播出(隔日凌晨 0:00 重播)。
一個遺世獨立的原住民部落，靜靜地躺在美麗山谷
間，3 個在部落山林間長大的小男孩—瓦旦（陳宇 飾）、
晨皓（林晨皓 飾）與林山（吳瀚業 飾），他們樂觀活潑、
調皮貪玩，卻又因為家庭而各懷心事，他們一直用最「看
得開」的方式在長大著，一起打獵或賣賣蔬果賺點零用
錢，成為他們的重要樂趣。行動不便的拉娃老師（小薰 飾）
為部落的孩子們開設了課輔班，讓他們在下課之後，除了
家以外，還有一個溫暖的地方。拉娃對這群孩子們而言，
是一道愛的光芒，她擁有美妙歌喉，卻不再開口唱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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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瓦旦發現了拉娃以前錄製的歌曲錄音帶，覺得聲音非常
好聽，讓 3 個小毛頭鼓起勇氣，帶著錄音帶來到台北，這
會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呢？


「跟著 dapin 去旅行」：公視主頻 2019/4/7(日)8:00。
跟著 dapin 去旅行，要繼續帶著觀眾跟著每一位旅行
者的視角進入原鄉部落，透過每位旅行者與生活在部落
的族人朋友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看見當代部落的生活態
度與文化延續。



台灣國家公園系列「布農」
：公視主頻 2019/5/11(六)10:00
播出、公視 2 台 5/11(六)6:00、公視 3 台 4/30(二)7:00 播
出(12:00 重播)。
透過微電影拍攝手法及雅俗共賞的內容，希望能讓
普羅大眾理解布農族的文化特色，並記錄玉山園區布農
族人早期生活在山區發展出的傳統歲時祭儀，生命禮俗
及天地大化共生共榮之智慧。



台灣國家公園系列「矮靈傳說」：公視 2 台
2019/6/1(六)6:25 播出、公視 3 台 6/11(二)7:30 播出(12:30
重播)。
介紹十年一次的矮靈祭祭典儀式，延續原住民族群
文化。



「美味阿樂樂滋」：公視 3 台 2019/4/2-4/16(二)7:00 播出
(12:00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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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新美台灣」: 公視主頻 2019/6/19(三)8:28 播出、公
視 3 台 5/26(日)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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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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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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新聞部
3.

4.

「台灣美樂地 第四集 陳冠宇&以莉高露」：公視 2 台
2019/4/5(五)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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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視晚間新聞」：公視主頻 19:00 公視 2 台 22:00
4/5 飛魚展演籌經費-台東縣蘭嶼鄉的學童，組成一支「小
飛魚文化展演隊」，曾經獲得全國原住民族歌舞劇比賽總
冠軍，還拍過電影，打開知名度。今年 7 月就受邀到波蘭，
參加國際兒童藝術節展演，讓學童很興奮，可是現在卻面
臨出國經費短缺的問題，需要各界幫忙。
4/16 屏北原鄉缺水-枯水期水情拉緊報，屏東三地門、瑪
家和內埔水門村等原住民部落嚴重缺水，有的住戶缺水 10
多天，靠著瓶裝水生活，屏東原民處協調自來水公司，以
水車和臨時加水站應急，同時研商恢復 88 風災時，被破
壞的德文自來水系統，以及再鑿新的水井，提供穩定的水
源。
4/18 原保留地增劃編-日月潭週邊，「邵族人」世代居住、
耕種的「林班地」，在政府遷台之 後，劃為「國有土地」，
現在碰上「林務局」非法佔地的提告，和相關爭議。而林
務局、南投縣府，以及鄉公所和原民會，也在上午召開「協
調會」，要利用「增劃編」原民保留地，來解決這個問題。
4/23 國家公園限言論-去年選舉期間有議員候選人，登上
玉山舉五星旗拍照宣傳統一，讓內政部營建署決定要修改
"國家公園法"子法，禁止人民在國家公園內，從事足以引
發衝突的政治性行為，不過人權、環保、原住民團體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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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限制太廣泛，反而讓言論自由受到箝制。
5. 5/2 祭鄭成功爭議-內政部長徐國勇，日前到台南市「延平
郡王祠」，出席「鄭成功中樞祭典」，內政部長已經兩年
沒有南下擔任主祭官，今年卻恢復慣例，「行政院發言
人」，在臉書發文「反彈」，認為「鄭成功」屠殺原住民，
因此祭典「不應該」由中央主辦，引發「鄭氏宗親」不滿，
要求「撤換」發言人。
6. 5/12 獵人學校燒毀-台東縣太麻里，在 2005 年，所設立
的，全國第一間「獵人學校」，在 11 號晚間、發生火警，
全部被「燒毀」，幸好沒有人員傷亡。但火勢，也「延燒」
到隔壁教堂，估計損失，超過 1 千萬元。村民希望，可以
「趕快重建」，讓發揚「原住民」傳統「保育觀念」的獵
人學校，能再度發揮功能。
7. 5/21 原民抹黑影片-針對上週「平地居民權益促進會」，
控訴原民會搶奪漢人農民土地，超過 20 個原住民團體，
今天上午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懷疑有財團在背後操控；
並且還痛批一個有 17 萬人追蹤的網路頻道，發布的影片
對原住民充滿歧視與偏見。
8. 6/12 監院糾正亞泥案-針對亞洲水泥公司租用原住民保留
地案，監察院召開記者會，指出政府辦理亞泥租用花蓮縣
秀林鄉礦區原住民保留地過程，沒有善盡保障原住民生計
之職責，且塗銷耕作權過程疑點重重，提案糾正原民會、
花蓮縣政府及秀林鄉公所。
9. 6/13 池南部落聚會所-為了讓原住民、能夠擁有自己部落
的聚會場所，原民會正在花蓮籌建 44 個聚會所，但壽豐
鄉「池南部落」的傳統領域，卻在早期、被國營單位租給
民間、做露營區，部落族人就擔心，無法興建聚會所，而
在召開協調會時，業者則表達，願意無償提供部落使用。
10. 6/13 嚴審工輔法-下週立法院將召開臨時會，「礦業法」
與「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正草案，是否會排入處理，引起
環保團體是高度關切，呼籲應儘速通過礦業法修正草案，
保障原住民的權益，並且退回、會讓汙染工廠、就地合法
的工輔法修正草案。
11. 6/18 原漢土地爭議-台東縣太麻里鄉 70 多位農民，他們承
租的土地在太麻里鄉內，卻在 50 年前，被畫分給隔壁的
原住民鄉金峰鄉管轄，這些農民變成侵佔原保地，陸續被
告上法院。今天上午太麻里鄉的農民代表到台東縣政府陳
情抗議，希望從中央到地方政府，能重新檢討原保地租用
和行政區域畫分相關法令。
 《我們的島》
【飄洋過海蘭嶼豬】
公視主頻 2019-04-01(一)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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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 2 台 2019-04-03(三) 09：00
公視 3 台 2019-04-05(五) 07：00 / 12：00
廚房裡的辛香料，用來用去，只有青蔥、大蒜、辣椒嗎？其
實，台灣山林裡各種原生香料，一直是原住民文化中的一部
分，這些獨具風味的香料，有沒有可能站上世界舞台，成為
代表台灣的一種味道呢？
【綠能種子在部落】
公視主頻 2019-05-20(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9-05-22(三) 09：00
公視 3 台 2019-05-24(五) 07：00 / 12：00
近年來，綠能的開發，往往伴隨著生態與部落主權的爭議，
但也有許多原住民部落，正一步步地，在綠能與部落發展之
間找出解答…
【奧山居】
公視主頻 2019-05-27(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9-05-29(三) 09：00
公視 3 台 2019-05-31(五) 07：00 / 12：00
才剛進入炎熱的夏天，喜愛陽光的九重葛正盛開，不過經過
一夜下雨，位於海拔八、九百公尺的屏東三地門德文部落，
卻充滿涼意。從小在部落長大的杜岱蓁，得穿過一座雜草叢
生的咖啡園，才能走到自己那一片小小的田區。
【島嶼十二獸 羊】
公視主頻 2019-06-10(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9-06-12(三) 09：00
公視 3 台 2019-06-14(五) 07：00 / 12：00
在海岸礁岩上，羊群展開自己的生活。透過黑白影像，傳遞
蘭嶼達悟族與羊之間的生活文化關係。
【礦下居民的曙光】
公視主頻 2019-06-24(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9-06-26(三) 09：00
公視 3 台 2019-06-28(五) 07：00 / 12：00
2017 年 6 月，齊柏林辭世，亞泥礦區問題受到廣泛關注。撤
銷亞泥展限的連署，突破二十萬，呼籲礦業改革的聲浪一波
接一波。時隔兩年，礦業法卻遲遲難以完成修法，礦場下的
居民，能否等到礦業改革的曙光？
【林下生雞】
公視主頻 2019-06-24(一) 22：00
公視 2 台 2019-06-26(三) 09：00
公視 3 台 2019-06-28(五) 07：0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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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各地，曾經有著各式各樣的特色土雞，牠們在山林間、
農家後院，自在生活著。畜牧生產的現代化洪流，卻讓多樣
化的土雞品種，漸漸消失。當一群三十多年來，持續保種在
學術單位中的土雞，走進人口外移、林地流失的原鄉部落，
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契機？
 「獨立特派員」
4/17 十年之後，國保下一步
今年國民年金實施正好屆滿十週年，國民年金從民國 97
年 10 月實施以來，目的是要讓 25 歲到 65 歲，沒有軍公教或
勞農保的民眾，到 65 歲以後，還有社會保險的基本保障。投
保人負擔六成的保費，政府出四成，不過十年實施下來，國
保雖然提供了五大給付，但是民眾的實際繳費率只有五成左
右。而今年 4 月 1 號就是國民年金十年首期補繳大限，如果
首期沒有繳，欠費超過十年的民眾，不只不能補繳、不計年
資，連帶也影響給付領取的金額。
不過獨立特派員實地採訪觀察發現，目前還有九萬多位首期
沒有補繳的民眾，有四成都屬於弱勢族群。國民年金的問題
來自它的設計被視為一種弱弱互保的保險，單靠這個制度，
要讓國人獲得一個比較有保障的晚年幾乎不可能。何況二、
三十年後，國民年金的財務會呈現收支逆轉。也因此民間團
體與學者呼籲，政府應推動公平的稅制改革，建立基礎年金。
這不只牽涉到世代正義，也牽涉到階級的問題，台灣必須及
早做準備，並搭配其他的年金改革一起來推動。
 台灣食堂》
：主頻 2019/05/19 (日) 18:00、公視 2 台 2019/05/27
(一) 12:00、公視 3 台 2019/05/05 (日) 06:00、2019/05/05 (日)
19:00 播出 第 1 集「原味 Amis 狂野台味」

節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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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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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執行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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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催落去」：公視 2 台 2019/06/29 (六) 08:00 播出第 12
集『台 21 線』。
省道台 21 線是是台灣西部最靠近玉山山脈的一條公路，也是
最接近台灣地理中心的山岳縱貫線，望鄉部落是位於南投信
義鄉的布農族部落，
「望鄉」這個美麗地名，據說是日據時代
當地的警官因懷念自己的故鄉而命名，意指「抬起頭就能望
見故鄉」
，果然當我們站在望鄉部落裡，眺望著看似遠又彷彿
近在眼前的玉山主峰，當安祖引導著信廷的手，描繪著玉山
的輪廓時，輕易地就勾起旅人們心中對於故鄉的一種想像。
 「誰來晚餐 X」:公視主頻 2019/06/12 (三) 21:00、2019/06/13
(四) 13:00 播出第 17 集
想要孩子 一定要自己生嗎? 其實領養也很好‧今天我們拜訪
的是阿里山鄉樂野村的原住民夫妻梅惠和明輝，他們超越血
緣，領養了三個孩子，其中兩個 還是平地人的小孩，他們是
如何和孩子相處，成為親密幸福的一家人呢？
 「青春發言人 2」:公視主頻 2019/04/19 (五) 23:30、公視 2
台 2019/06/11 (二) 10:45、公視 3 台 2019/04/24 (三)0:45 播出
第 18 集
回到十七世紀看看當時台灣島上的原住民，是如何和荷蘭、
日本等各國勢力接觸，甚至還加入了他們的衝突與談判。
 學生劇展「登山」:公視主頻 2019/04/24 (三) 15:30 、2019/05/21
(二) 15:30、2019/05/22 (三) 05:30、2019/06/18 (二) 15:30 播出
主角阿輝因妻子的意外逝世自責，進而決定結束生命，帶著
另一半的遺物，完成這趟未完成的登山之旅；沒想到在路上
遇見企圖自殺的女高中生，和他妻子有意外連結的原住民青
年，讓他的心境隨著這段旅程有所改變。

新聞部
節目部
國際部
企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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