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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眼界
12/5 民進黨擱置礦業法(原住民相關) 第 92 集
12/16 揣回野菜原味 吳雪月(原住民) 第 97 集
11/15 [無事 坐巴士] 第 20 集
(白河,東山,官田)第三段
台南市東山區吉貝耍
西拉雅族傳統農作採集，生活、祭祀體驗
2019/12/08 [寶島鼓仔燈] 播出西拉雅教我們的事 19:30
(首播) 、2019/12/13 (五) 16:30 (重播) 、2019/12/15 (日)
10:30 (重播)
台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說是從台南「西拉雅族」開始，
除了「台灣」、「福爾摩莎」這些名詞是借自西拉雅族之
外，還有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語彙、飲食習慣和生活習
慣，是源自於西拉雅族。
族人聚集在「公廨」
，是西拉雅文化「夜祭」儀式中與祖
靈溝通的方式。
西拉雅族曾經是台灣最會做「十字繡」的民族，傳統服
飾也極具特色，還有許多有味道、有特色的傳統食物，
讓人垂涎欲滴。
本集專家來賓
吉貝耍文化工作室負責人段洪坤老師
吉貝耍部落學堂執行長陳怡君老師
[海稻米的願望]2019/10/27
花蓮港口部落的石梯坪，20 年前原本是花蓮縣豐濱鄉裡
面積最大也最完整的水梯田，既是港口部落重要的糧
倉，更是港口 農耕文化的發源地。隨著農村人口外流
等因素，務農人口減少，水田面積縮減。在林務局經費
支持與在地人舒米‧如妮的號召下，港口部落決定爭取水
圳修復水梯田。
「行走 TIT」：公視主頻每週日 16:00 播出(隔日凌晨
3:00、週三凌晨 5:00、隔週日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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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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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 dapin 去旅行」
：公視主頻 2019/10/6-12/29(日)8:00、
公視 3 台 2019/10/12-12/28(六)10:00 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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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1/23(六)10:00
播出、公視 3 台 10/19(六)13:43、10/20(日)15:00、
10/26(六)8:10、10/28(一)17:15、11/2(六)20:15、
11/8(五)17:05、11/8(五)21:15、11/17(日)10:00、11/21(五)
凌晨 0:10、12/28(六)17:00。
這支影片從 106 年起規劃拍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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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禮俗及與大地共生共榮的智慧。



台灣國家公園系列「矮靈傳說」：公視 3 台
2019/10/13(日)12:30、10/21(一)2:30、11/5(二)17:10、
11/11(一)21:30、11/27(三)0:30、12/4(三)17:25、
12/15(日)8:30、12/16(一)2:00。
本影片詳實記錄 105 年賽夏族 10 年大祭的過程，更有
部落耆老及族人的珍貴口述，字字句句令人動容，更加凝
聚了族人的向心力，也為賽夏文化保存與發揚，展露一線
契機。



新聞部

「野性蘭嶼」：公視 3 台 2019/10/25(三)17:00 播出、。

以高畫質電視(HD)的細緻畫質來紀錄蘭嶼自然生態
之美，並探索達悟族人的文化傳統，呈現達悟族人與自然
環境互動的關係。
 《公視晚間新聞》：公視主頻 19:00 公視 2 台 22:00
1. 10/25 澳洲封山-澳洲「原住民」阿南古人，他們的「信仰
核心」，也是「世界遺產」烏魯魯，將從 26 號開始「禁
止」攀登，引發「大批遊客」把握「最後機會」朝聖。上
午七點不到，在「登山入口」處，就聚集「上百人」。
2. 11/22 核廢土地補償-蘭嶼「核廢料」貯存場的「土地使用」
爭議，經由「真相調查」委員會的「調查」之後，確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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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從民國「63 年」開始，設置是「未取得」當地居民同
意。而總統「蔡英文」，也在今天，前往「台東」宣布，
「回溯」過去，對於「當地」造成的傷害，要補償「蘭嶼」
25.5 億元，會成立「基金會」，來協助「改善」建設和醫
療。有居民表示「正面看待」，更要求「核廢場」必須要
「遷出」蘭嶼。
3. 11/29 核廢遷出蘭嶼-「總統」蔡英文，在「一周前」宣布，
對於「核廢料」放在「蘭嶼」，要補償蘭嶼「25.5 億元」，
還有相關的「土地配套」補償金。但有「蘭嶼耆老」和代
表，前往「行政院」舉行記者會，痛批「總統」說謊，也
認為「選前」宣佈這種補償，是「政治傲慢」，而前往現
場的「蘭嶼代表」也表示，他們「一毛錢」也不會收。
4. 12/14 建山胡椒基地-國有林班地和原住民傳統領域重
疊，原住民向政府爭取返回土地，爭議多年，不過在台東，
出現了原住民和政府合作、共同管理【林班地】的新模式，
由林務局台東林管處和布農族合作，在「台東蘇鐵」保留
區護管所，建立一個「山胡椒學習基地」，提供布農族人
學習重返傳統領域的知識和技能。
5. 12/22 原鄉特色教堂-屏東最古老的百年教堂萬金聖母聖
殿，眾所皆知，而在屏東原鄉部落也有好幾間教堂，令人
驚豔，位在泰武鄉佳平村的法蒂瑪聖母堂，將歐洲教堂華
麗風格融入原住民工藝美學，完美呈現，而聖母堂興建設
計者也非常在地化，是屏東霧台鄉的神父杜勇雄。
 《我們的島》
【石版屋說故事】
公視主頻 2019-11-04(一) 22：00
2019-11-09(六) 11：00
公視 3 台 2019-11-08(五) 07：00
對平地人來說，玉山國家公園內的瓦拉米步道，是條風景優
美、生態豐富的登山路線，但是對布農族來說，這條道路卻
埋藏著血淚歷史。2018 年底，一棟石板屋的修復，讓失落的
記憶重新被喚起。
【從揹工到說故事的人】
公視主頻 2019-11-04(一) 22：00
2019-11-09(六) 11：00
公視 3 台 2019-11-08(五) 07：00
一百年前，日本政府為了壓制布農族，開闢八通關古道，直
到現在，一座座紀念碑、駐在所、大砲，仍矗立在八通關古
道東段沿線。歷經日治時期強制遷徙、國民政府的管制，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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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族人始終沒有離開這條路，他們當巡山員、當揹工，在山
林裡討生活，隨著道路開放，登山客進入，在地族人有沒有
機會在這條路上，訴說自己的故事？
【檜木林】
公視主頻 2019-12-02(一) 22：00
2019-12-07(六) 11：00
公視 3 台 2019-12-06(五) 07：00 / 12：00
台灣檜木林大量砍伐始於 1912 年，但全面耗竭式的攫取山林
資源，是在 1950 年代後。從日治時期到國民黨主政時期，台
灣山林環境歷經將近八十年的荼毒，原屬脆弱體質的山河、
水土環境，已呈現黯淡、殘破的面容。1990 年代之後，在森
林保育運動的串連下，終讓山林環境與諸多生靈，獲得喘息
機會，珍貴森林的生態奧秘，也因緣際會獲得更多人的關注
與理解。
「檜木林」從檜木砍伐歷史切入，再到丹大林區檜木
濫伐與山地濫墾的第一波森林保育運動，以及棲蘭山枯立倒
木與設立馬告國家公園等爭議，深入剖析其糾結根源。
 《獨立特派員》
10/16 社工‧拳擊‧夢
位於新北市的隆恩埔國宅，是一個原住民國宅，十多年
前成立時，有一批社工進駐。除了傳統的生活協助、課輔、
共餐等服務之外，因為看到社區內青少年打架、破壞公物等
偏差行為，這群社工還成立了一支拳擊隊，透過拳擊教孩子
如何不打架。十年來這支拳擊隊拿下許多獎項，也讓許多衝
突少年找回自信與肯定。
不過去年組織調整，隆恩埔駐點被裁撤，四名駐點社工
同時失業。面對失業，這群社工沒有像一般人一樣趕快另找
工作。如同他們教孩子「堅持」、「面對」的拳擊精神，他們
想辦法留在社區，繼續工作。來看看這群社工、他們的拳擊
隊，以及他們的夢。
10/30 腎病王國的美麗與哀愁
台灣洗腎人口在今年創新高，位居全球之冠。根據健保
署公布的醫療費用支出統計，107 年國人洗腎人口已增加到 9
萬人，洗腎患者一年花掉健保 513 億元，位居健保支出第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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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表示，人口老化，以及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
三高控制不佳，是造成洗腎主因。不過良好的健保、醫療制
度提升了洗腎病人的存活率，讓台灣和日本一樣成為全球洗
腎人口最多的前兩名。
台灣完善的醫療制度，加上編列的洗腎預算如此寬裕，
似乎是洗腎病人的福音。但其實不然，台灣仍有一些地區因
為種種原因，讓腎病患者得為了活下去，每天努力地奔波著。
這次獨立特派員記錄兩個台灣偏遠的地區：北台灣最遙
遠的後山之一復興區，和離島澎湖。來體會當地的腎病患者，
每天是如何歷經千辛萬苦才能到達透析中心來洗腎。
10/30 在台灣遇見人類學家
把台灣稱為第二家鄉的猶安娜‧高葛蘭(Josiane
Cauquelin)，從 1977 年來到台灣後，決定研究台東卑南族的
南王部落。他獲得族人的信任，記錄下原本嚴禁女性參加的
大獵祭。出版第一部卑南語-法語字典，留下許多珍貴的研究
素材。
而另一位維洛尼卡‧雅諾(Véronique Arnaud)則從 1970 年
代開始研究蘭嶼達悟族文化，至今長達近半世紀。他保存許
多達悟族語的錄音，累積許多來自蘭嶼原住民第一手的海洋
文化、口傳文學及歌謠資料，彌足珍貴。
這兩位法國的人類學家幾乎把他們一生寶貴的青春都奉獻給
台灣的原鄉文化，相當動人。
12/18 有熊出沒 請注意
南安小熊事件，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例野生幼熊成功野
放的案例，也展現了公部門和民間單位通力合作的成果。20
年來，台灣黑熊的保育議題，從非法飼養、獵捕，到現在特
定區域黑熊頻繁出沒，相關單位的保育作為和民眾的教育，
應該是進入下一階段的時候了。
如何避免人熊衝突，管理單位應該與時俱進，登山民眾，也
應該避免讓食物氣味四散，引誘黑熊前來。過去以訛傳訛遇
到熊要爬樹或裝死，都是錯誤的概念。遇到黑熊要盡快通報，
安靜地離開，避免聚集圍觀，是對人和熊最佳的安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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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食堂》：公視主頻 2019/11/05 (二) 5:00、公視 3 台
2019/11/06 (三)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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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來晚餐 7」:公視主頻 2019/10/14 (一) 21:00、2019/10/15
(二) 13:00 播出第 10 集
住在花蓮玉里卓溪鄉的布農族廚師嗡嗡(周文軍)，現年 32
歲，他 15 歲的時候，因為建教合作的關係，到台北做鐵板
燒師傅 7,8 年，後來因為爸媽生病回到玉里家鄉定居。嗡嗡
平常的工作是在一家快餐店當廚師，負責做便當。嗡嗡除
了平常的廚師工作之外，還有家裡的辦桌事業要兼顧！七
年前嗡嗡的爸爸媽媽相繼過世後，現在辦桌團隊是由嗡嗡
的大姊周靜芳、二姊周靜儀領軍，負責做菜，而嗡嗡自己
則負責公關開拓業務，另外嗡嗡在鄉公所工作的三姐和擔
任軍職的大哥，只要假日有空都會一起幫忙辦桌。
嗡嗡和兄弟姊妹，雖然平日各有工作，但是他們很喜歡一
起辦桌的感覺，因為只要兄弟姐妹聚在一起辦桌，就會感
覺父母親還在身邊，所以辦桌就成了兄弟姐妹聯誼，或是
紀念父母的一種方式。但是全家人在一起工作難免會起衝
突，像是菜色怎麼安排，或是餐點成本的問題。另外因為
大姐二姐都已經出嫁，平常也有很多婆家的事情要忙，嗡
嗡的大哥擔任軍職比較少在家，而且嗡嗡的工作是廚師，
也喜歡做菜，所以嗡嗡的兄弟姊妹們，都認為未來辦桌事
業，應該是要傳承給嗡嗡，所以已經結婚的大姐二姐都認
為現在是『幫嗡嗡做』！而且擔任總司令的大姐，只要有
收不回來的帳款還要自己墊錢，所以更希望快點交棒給弟
弟！但是嗡嗡自己卻不是很熱衷成為辦桌團隊的第二代
CEO，這一點常讓他的兄弟姊妹唸他不務正業，只喜歡做
自己的事，沒有好好的去拓展辦桌業務。
其實嗡嗡自己最熱衷的是『布農文化』傳承的工作，像是
帶人到部落做小旅行，參加部落的節慶活動，例如射耳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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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為他想讓大家多多認識布農文化，並體會玉里的美。
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幾年前有個大學生問他『布農族
是甚麼？』當時他竟答不出來，所以當場便下定決心，要
重新認識自己的文化。除此之外，嗡嗡還和二十幾個各行
各業的『玉里返鄉青年』(有的開餐廳、有的種稻米、有的
種西瓜)，組成了一個叫做『奇客邦』的青年團體，專門將
玉里的資訊、活動，與世界各地的人做交流。而很多來到
玉里旅行的人，受到這群『奇客邦』朋友們的熱情款待之
後，很多便留在玉里定居。
嗡嗡兄弟姊妹除了希望他能趕快成家，趕快接下家族事業
之外，還希望他能把已經屋齡五十多年的老屋改建。但是
在這一點上，嗡嗡和其他兄弟姊妹的意見很不同，因為他
並不想把老屋整個拆掉改建，只要有限度的維修老屋就
好。他認為老屋是大家從小長大的地方，裡面有太多家人
的共同回憶，不應該整個拆掉。而兄姐們則擔心，萬一哪
一天老家垮掉了，壓到人怎麼辦！
不論是老屋的改建，或是接手辦桌事業，嗡嗡都非常猶豫，
即將到場的來賓，是否能為嗡嗡和他的家人，找到兩全其
美的方法呢？
 「誰來晚餐 7」:公視主頻 2019/11/06 (三) 13:00 播出第 17
集
說到小提琴，大家對它的印象會是貴族樂器，因為學琴的
費用不便宜，一小時的學費將近一千元。但你能想像嗎，
在南投深山裡的親愛國小，這裡的學生幾乎各個都會拉
琴！栽培這群學生練琴的幕後推手，王子建與陳珮文，究
竟是如何辦到的？他們又遇到哪些困難呢？
當孩子開口想學琴
珮文會開始教孩子拉琴，得從阿杰這個學生說起。阿杰個
性活潑外向卻不愛念書，一天下課看見珮文正在拉提琴，
竟開口向珮文說想要學琴…。而珮文不只答應了阿杰的請
求，甚至還依照當時的經濟能力買了四把琴，並從班上挑
了四個孩子教他們拉琴。至此，開始了部落孩子拉琴的故
事。
只是，珮文帶孩子拉琴的這件事，事前並沒有與老公兼同
事的子建商量，這讓對音樂完全一竅不通的子建很失落。
但更讓子建無法接受的是，珮文不只早出晚歸的在學校帶
學生拉琴，假日時，甚至還把學生帶回家照顧。因為子建
認為，家庭的成員應該就只有爸爸、媽媽和自己的孩子曉
玥，但珮文還將學生帶回家照顧，這讓家不成家了！兩人
對於家庭與工作無法達成共識，這讓子建簽下了離婚協議
書…。
當珮文看見子建簽了名的離婚協議書，這才恍然事情的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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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珮文開始與子建商討如何在曉玥與學生之間取得平
衡。只是剛開始連小家庭都搞不定的兩人，要如何帶領這
個成員更多，關係更複雜的家庭呢？
子建與珮文夫妻倆的月薪大約十萬元，但不會理財的他
們，花起錢來從不手軟。像是為了買兩輛接送學生上下課
的交通車，子建就先向銀行貸款兩百多萬。
再來，當初想學琴的阿杰，上了國中後沒繼續學琴，打架
鬧事，整個人都變了。不想讓這樣的事再發生，夫妻倆決
定讓孩子們國中後，繼續上音樂班。
為了節省孩子們上學與上音樂班的交通時間，子建和珮文
在離學校近的草屯市區買了一棟房子，讓孩子們住。又花
了六百萬。除了錢，想為五十多個孩子的未來負責的他們，
還有太多的壓力。八年來，珮文暴肥了 20 多公斤。前兩年，
緊繃的生活，還讓珮文連膽也拿掉了！而子建除了那嚇人
的黑眼圈外，別以為他一年四季都穿短袖，身體很好。其
實是因為他的免疫系統沒辦法感應氣溫的變化！兩個不到
40 歲的年輕人，身體卻都早已亮起了紅燈。
原本只是協助珮文，想翻轉孩子命運的子建，沒想到野心
更大，竟然想翻轉整個親愛部落的未來！子建認為，只有
當學生與家長都同樣喜歡音樂，部落才可能改變，學生也
才有回流部落的可能。因此他跟當地族人策劃了製琴室，
教部落的人製琴。
 「誰來晚餐 7」：公視主頻 2019/12/10 (二) 21:00、2019/12/11
(三) 13:00 播出第 27 集
瑋傑是近兩年崛起的塗鴉客，他的塗鴉名字是 Joker，經常
在西門町一帶創作，他也是一名刺青師，身上刺了許多和
塗鴉有關的圖騰，他會愛上塗鴉文化，其實和他的家庭環
境有關係。
瑋傑出生在原住民家庭，爸媽都是排灣族，小時候常常因
為原住民身份被同學嘲笑，好幾次大打出手。家裡經濟狀
況不好，更讓他和家人遭受到不友善的對待。他第一次上
街塗鴉是讀國中的時候，他發現從美國黑人貧民窟發源的
塗鴉文化，很能宣洩種族歧視與社會壓力的感受，從此在
塗鴉的世界裡尋找慰藉，三年前他加入塗鴉團隊工作，透
過一件件的塗鴉設計案，讓他漸漸找回自信，如今已是小
有名氣的塗鴉藝術家了。
瑋傑愛塗鴉，卻讓爸爸平吉很苦惱，因為他在環保局上班，
得負責清除塗鴉！看到兒子拿噴漆罐，平吉就會忍不住開
罵，然而在夫妻心裡，還是對兒子繼承家族的藝術天分感
到高興，媽媽春金還把家裡的牆讓給兒子練塗鴉，只為了
瞭解塗鴉是怎麼一回事！
讓孩子自由自在的成長、生活是夫妻最大的願望，這也是
8

2019 年度第四季原住民節目彙整報告表
負責部門

20/02/05

具體執行項目
他們想做卻做不到的事情，身為都市原住民，在種族歧視
與現實環境的考驗之下，夫妻為了這個家付出的努力，背
後又有什麼心路歷程呢？
 學生劇展「登山」:公視主頻 2019/11/11 (一) 15:25、2019/12/09
(一) 10:25、2019/12/12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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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劇展「雨」：公視主頻 2019/10/15 (二) 10:30 播出
遙遠的山林裡傳來持續的敲擊聲，這是頭目在久旱無雨的部
落中，獨自努力雕刻的殘響，也是他面對了無生氣的大地表
達憐憫的方式。唯有天空降下的生命之水，才有可能讓萬物
重現生機，身為一個部族的頭目，他清楚自己負有帶領族人
走向美好未來的使命，於是他下一個決定，獨自帶著自己的
孫子，踏上了一段前往源頭祈雨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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