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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為民服務，秀燕和市府團隊希望，將臺中打造成幸福宜居城市，
也期待本市原住民族人能在臺中安居樂業，因此非常重視有關全市三萬五千多位原住
民的相關議題，並安排第一次的行動市政會議於和平區召開，展現重視原住民服務的
積極態度。

　　此次，2020 台灣燈會「原藝交響燈區」展現台灣原住民音樂舞蹈、文創產業及南
島民族文化風情，另邀請 5 位藝術家加入燈組設計，把原住民與環境共生及守護天地
之元素納入，讓世界看見原住民族多樣且豐富的文化魅力，2020 台灣燈會因為有原民
燈區更添璀璨與雋永。

　　秀燕和市府團隊除了努力推動多元文化發展外，也非常重視原住民族人在臺中的生
活，從教育、社會福利、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等面向，例如 :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的優
化、霧峰花東新村與太平自強新村的重建、設立全市第一所原住民實驗教育國民中學…
等，秀燕和市府團隊都戮力在推動中。

　　市府原民會透過每季《樂活中原》的發行，希望能凝聚族人在臺中共同生活的情
感與記憶，並加強推廣本市原住民族公共事務，透過紙本及數位方式，縮短城鄉距離，
讓生活更添美好。

臺中市長 盧秀燕

市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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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臺中市政府原民會主委林益陸 

截取自－旅報（攝影＝曾則銘）主委的話

　　以文化交織出原住民族生命的群像 --- 本府此次於 2020 台灣燈會「原藝交響燈區」，
以臺灣 16 族及南島語系原住民族樂器、歌舞文化為主題，敘述原住民族開朗樂觀的天
性，創造出豐富與多彩的音樂生命，同時邀請原住民藝術家參與創作，以原住民族的生
活場景，共同打造原住民文化結合傳統工藝及科技燈光藝術，讓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結
合展現文化新風貌，頗受好評。

　　今年是鼠年，原藝交響燈區的主題也特別把音符設計在飛鼠的飛蹼上，象徵為鼠年
大家有數不完的幸福、平安、健康、快樂。

　　除了此次原藝交響燈區的創意之外，益陸自臺中市升格即擔任本市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首屆主任委員，為減輕原住民家庭經濟負擔，即推動原住民學童營養午餐免費政策為
全國第一的創舉，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也在任內首獲優等佳績。

　　益陸將率本會全體同仁持續推動各項原住民族政策，《樂活中原》以主題式綜合報導，
兼顧在地化及多元化的觀點，讓族人們可透過每季紙本及電子書季刊的發行，共同參與
原住民族公共事務的推動，使臺中因為有您的參與而更美好。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益陸

4



5

2020 臺灣燈會《原藝交響燈區》

體驗原住民 16族文化特色

　　2020 臺灣燈會點亮臺中，原民會主委林益陸，於 2 月 13
日會同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羅美菁，來到《原藝交
響燈區》欣賞臺灣原住民文化特色燈展，現場有 16 族及南島
語系原住民族樂器及歌舞表演、文創市集，讓民眾體驗原住民
族多元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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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臺灣燈會主展區在后里花博園區，主展
區規劃出《原藝交響燈區》，以原住民族樂器為
主題，除了歌舞表演外，燈會透過特殊的裝置藝
術，讓民眾感受原民文化的音樂饗宴。

　　主委林益陸表示：來到《原藝交響燈區》除
了感受原住民樂器的歌舞表演，搭配輕鬆的舞步，
明快的節奏，舞者們在特別設計的部落造景翩翩
起舞，原舞曲文化藝術團將臺灣最美麗的原住民
族舞蹈，結合傳統工藝及科技燈光藝術，串聯南
島文化，讓更多民眾看見臺灣原住民族多元特色
文化，讓世界看見臺灣之美！

　　此燈區邀請阿美族藝術家阿努·卡力亭·沙力朋
安，他年輕離開部落到都市工作，致力於藝術創
作、部落文化傳承及族語推廣，主題曲以自身的

經驗創作，從原住民的祖先說起，為了生活與傳
遞文化從臺灣出發向南方各島遷徙，最後對故鄉
的思念，再回到部落探尋文化的起點，訴說臺灣
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的故事。

　　《原藝交響燈區》結合了藝術家，製作五個
藝術燈組，每個燈飾背後都有個溫馨的小故事，
「白鹿」象徵著袓靈的獻禮，若即若離的引導，
使邵族的先人們從遙遠的西半部，一路越過中央
山脈、阿里山，來到濁水溪上游，進而發現美麗
的「日月潭」。當時未開發的日月潭擁有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自然資源，對於邵族人來說猶如
人間仙境，於是開疆闢土、舉族遷徙定居於此，
世世代代繁衍至今，並將此處稱作「普吉」( 即白
色之意 )，以感念白鹿，也意謂著祖靈與大自然的
精神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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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鼠樂昂慶豐年                   作者：優席夫 ( 阿美族 )

　　台灣因為地理位置獨特而且孤立，形成了許多特有種的動植物，

包含飛鼠，台灣飛鼠是一種繁殖力強，而且環境適應力堅韌的一種鼠

類，家庭組織能力濃厚，為了繁衍下一代，他們會用滑翔的飛蹼到遙

遠的地方尋找食物回來給家人，是一種非常有群聚力的物種。

　　台灣是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雖然經過不同大時代政黨輪替的更

異，能在這個島上共同居住，也算是一家人了，期許飛鼠的群聚習性，

能夠啟發台灣的人民更加團結，走向未來！

　　今年的主題年為音樂，特別把音符設計在飛鼠的飛蹼上，再把飛

鼠擬人化成為音樂家，透過這樣生動活潑的造型，能夠讓大家透過音

樂在鼠年快快樂樂、步步高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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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推出全臺首創

「原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

　　多年來原住民族期盼的原住民專屬社會文化
住宅新建案，即將開花結果，由市府原民會在
108 年末舉辦臺中市原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第
一期開發基地定點祈福活動，於 29 日沙鹿區東
晉五街 68 號旁空地，沙鹿區青年公園，首建「原
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打造城市部落，讓原住
民安居樂業！

　　臺中市原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分兩期於
沙鹿區平等段、霧峰區錦州段用地上，合計興建
645 戶優質好宅，預計最快於 111 年 11 月底前完
工。第 1 期沙鹿區平等段，可規劃 110 戶，變更
為社宅用地增至 338 戶，第 2 期霧峰區錦州段原
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基地，預計可興建 307 戶，
合計可提供 645 戶優質好宅。

　　專為原住民打造的社會文化住宅；不僅只是
提供基本的住房設施，同時更進一步涵蓋衛生醫

療照顧、老人長照服務、運動休閒娛樂，以及各
項原住民社會福利措施的綜合性全功能社會住宅。

　　本次說明原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規劃與展
望，積極提出區位、建物，機能佳及租金公道等
特色，除了硬體設備外，更透過社福托老、托幼、
課輔、醫療、青年育成，社區營造與經濟產業等
服務資源的導入，讓原住民有更安全與穩定的生
活環境，並協助其逐步與社會接軌，提升原民的
安定生活。

　　活動儀式邀請到臺中市原住民教會牧師，共
同作為祈福儀式主祭人，由原民會主委林益陸與
顏副議長莉敏、林榮進議員、黃仁議員、朱元宏
議員服務處，原住民各族領袖頭目、協進會、理
事長等共同進行參與原住民專屬社會文化住宅規
劃，促進原住民自我認同保存使命，凝聚向心力，
喚起各界對於都會區原住民族居住問題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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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為協助經濟弱勢之原住民族人

租用住宅，改善原住民居住品

質，本會將於 109 年 3 月底前

公告受理原住民經濟弱勢戶原住

民住宅租金補助，有需求的鄉親

可洽本會辦理。

●為協助經濟弱勢原住民改善居住環境，維護居住安全，提高生活品

質，本會將於 109 年 5 月 1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受理經濟弱勢原住民

建購及修繕住宅補助，有需求的鄉親可洽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補助原住民勞動合作社及法人機構推展產業
■受理期間：自 109 年 1 月 14 日起受理申請。
■資料描述：
 一 . 補助對象及條件：營業所在地設於本市繼續滿 6 個月以上，並向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法登記有案，具有合法設立登記之原住民機構、法人或團體證明書。

 二 .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1. 申請補助，應檢附申請補助計畫書，並敘明經費內容。如有特殊情形須變更計畫者，

　　　應報請並經機關核准後始可辦理。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撤銷補助案件，並收

　　　回已撥付款項。( 申請購置營運財務等相關費用，需另檢附估價單 )

　　2. 本會受理每一補助案件經完成審核程序後函文通知，符合資格者於及收到核定函後始可辦理。

　　3. 因應年度預算各申請補助案件受理至當年度 11 月 15 日止。

　　4. 申請文件或內容不齊全者，應於本會通知次日起 10 日內補齊，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

　　　所申請案件不予受理。

　　5. 補助項目經核定後，因事實變更或其他正當合理事由致無法執行者，申請單位應敘明原因函

　　　報本會核定修正或停止計畫之執行。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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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榮獲

「108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

全國執行績效評比第 1名佳績

　　臺灣原住民族地區具有豐富之自然及人文等
觀光資源，而部落周邊各項產業、資源與特色景
點之流通、運輸或接駁等，甚或部落居民通勤、
通學及就醫，皆仰賴道路建設的支持與穿針引
線，為此，原住民族委員會訂定「108 年度原住
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計畫」，補助各地方政府
改善部落特色道路，通暢部落產業交通命脈，以
提升原鄉道路品質，促進經濟產業發展。

　　次為提升工程品質及效率，中央定期辦理全
年度執行績效考核，臺中市政府 108 年度執行
「達觀里育英巷道路改善工程」經評核為 89.5
分，位列全國第一名，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08
年度年終檢討會暨 109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工
程第 1 次推動會報」上頒贈獎盃 1 座。

（圖／特色道路施工 前、中、後比對圖）

（圖／特色道路施工 前、中、後比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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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榮獲

108 年度「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共工程施工查核

品質優良獎」全國第 3名

　　臺中市政府為辦理霧峰區花東新村、太平區
自強新村重建案，向原住民族委員會申請「前瞻
基礎建設─城鄉建設─原民部落營造計畫─原住民
族地區外原住民部落公共設施補助計畫」經費計
4,494 萬元，且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進行合作興建案，自 108 年 6 月
開工以來，工程進度已達五成標準。

（圖／臺中市霧峰區花東新村 規劃圖、空拍圖、3D 模擬）

（圖／太平區自強新村重建案 規劃圖、空拍圖、3D 模擬）

　　次為提升工程品質及效率，原住民族委員會
公共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不定期辦理施工查核作
業，臺中市政府 108 年度執行「臺中市霧峰區花
東新村及太平區自強新村原住民族部落公共設施
設置工程 ( 第 1、2 標 )」經評核為 87 分，位列
全國第三名，原住民族委員會於「108 年度年終
檢討會暨 109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公共工程第 1 次
推動會報」上頒贈獎盃 1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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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著春暖花開賞櫻時節

邀您一起尋訪城市部落秘境

　　位於臺中市大雅區仁愛路，臨近大雅航空基
地附近，面積八千多坪，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緊
鄰汝鎏公園，面積約 0.88 公頃，經工程再造，
於 108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啟用，特別規劃為原
住民專用文化、生態、族語教室的服務中心，主
要以提供原住民就業輔導、福利服務、文化傳承、
教育訓練及聯誼集會等工作。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施專員表示：近年來都
會區原住民因所處環境的影響，對傳統文化的認
識及原鄉部落情感日漸陌生，為喚醒部落情懷及
原鄉風采，展現原鄉場域與民族獨特的藝文氣息
形成原住民部落特有的色彩。經過改造將大雅區
原住民族生態公園（汝鎏公園）老舊公園重新翻
修，妝點上原民裝置藝術，找回在地居民原生活
的記憶。

　　合併現今總面積達到 16000 坪綠地做規劃，
種植融合週邊社區民族群的多元性、公園以自然
元素呼應原住民的生活意象，透過民俗植栽、複
層式配置，微氣候的調節，提升生活品質。 園區
種植民俗植栽喬木如臺灣櫸木、土密樹、刺度密
等；灌木地被如杜虹花、有骨消、假酸漿、山黃梔、
山蘇、臺灣芒等，其植栽的故事都展現不同族群
的生活經驗也是文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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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及文物維護專業人員呂秀惠 Lumasa 表
示，假酸漿是原住民重要的民俗植物：原住民採
假酸漿嫩葉生食或煮食，有時也可包裹食物，是
一種日常的食用野菜。魯凱族、排灣族等原住
民所常食用的粽子，稱為 “Abai” ( 魯凱族 ) 或 
“Lavilu” ( 排灣族 )，包裹的食料主要為小米和
豬肉，和一般肉粽不同的是，食料先用假酸漿包
好，外頭再以月桃葉子包裹，粽子煮熟後，黏附
在小米上，此即為假酸漿，食用時連假酸漿葉一
起吃，有助於消化。

　　除了展示原住民自然的生活智慧外，同時提
供生物棲地創造舒適、流動且具生態教育意義的
開放空間，鋪設透水性地面，維持排水機能、設
置 LED 景觀高燈、地景土丘與景觀座椅等設施，
在園區增設小山豬的裝置藝術、增植喬灌木與民
俗植栽綠帶等彰顯原民特色，同時園區內設計無
障礙環境供行動不便的長輩和幼童使用；此外，
也配合公園地形設計流線園道路，提供在地居民
舒適、流動的開放空間，成為社區的戶外自然教
室，集結文化、生態、教育資源展現原住民綜合
服務中心功能性，趁著春暖花開也是賞櫻時節，
走一趟體驗城市部落的美。



14

　　駐村藝術家程建喬皮革工藝創作展，《原來藝術
駐村在這裡》，展覽從 12 月 28 日至 3 月 8 日，在
臺中市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

　　程建喬老師是一位在眷村長大的原住民男孩，在
創業初期遇到挫折後，迫於生計來到台北工作，由於
不習慣大都會區的生活節奏，加上想家陪伴雙親的想
法，毅然決定回老家定居。

　　程老師表示：接觸皮雕世界，乃原自母親的無心
插柳，當時母親先參加政府擴大就業計畫研習皮雕工
藝課程，運用現有工具和材料，開始嘗試皮雕工藝，
為了使自已在皮雕工藝技能更上一層樓，連續五年參
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技藝研習中心的課程，從上
課中累積更多的經驗，從此便投入皮雕工藝世界，也
找到了新的人生目標。

《原來藝術駐村在這裡》

看見皮雕工藝世界的程建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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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家人溝通後，在母親的支持下，他成立
自已的品牌《巴德卡茲－巫麥文化創意有限公
司》，《巴德卡茲》是一種生命力極為旺盛的野
菜，開花後種子隨風飄散落地而生根，像徵強韌
的生命力，因應各種環境的挑戰，展現生機盎然
的使命繼續的傳承著下一代。

　　程建喬老師的作品選用排灣族的圖騰，百步
蛇是排灣族人的祖先，也是排灣族貴族的專屬紋
飾，在排灣族的雕刻、日常用品及服飾上均會出
現的圖騰或傳統由頭目穿戴的服飾元素等，自然
生動的圖騰雕刻，搭配鮮明的色彩對比，加上擅
用的糊染技巧，隨著每次創作力道與花紋組合不
同，在皮革上的呈現千變萬化的舞姿綻放出奇幻
色彩，每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也是唯一的，作品
上的圖騰也化為永恆祝福與守護。

　　程建喬老師的創作不會局限原住民的文化，
而是將原住民 16 個族群及閩南、客家的文化涵
養在皮革作品上呈現，期望臺灣族群融合通過皮
雕工藝重新認識原住民延續著家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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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臺灣燈會在臺中 

原民特色美食農特產及手作文創產品

　　2020 臺灣燈會在臺中，臺中市議員與臺中市原民會主委林益陸，
積極向臺中市政府及觀光旅遊局爭取在燈會主展區，后里馬場園區規
劃《原藝交響燈區》結合原住民文創及手工藝品 DIY 精品展出，讓民
眾賞燈之餘逛原民市集攤位，增加原住民特色產業曝光率，營造都會
區原住民觀光亮點。

　　原民會主委林益陸表示，《原藝交響燈區》除展現原住民族樂器、
歌舞文化，並邀請原住民藝術家參與創作，結合傳統工藝及科技燈光
藝術，串聯南島文化，讓更多民眾看見臺灣原住民族多元文化特色。

　　為了推廣原民特色，現場安排原民市集活動，集結原鄉傳統創意
美食及手作文創藝品區和農特產品區，有小米酒、小米酥及服飾、琉
璃珠、皮雕、做工精緻的包包，還有十字繡耳環，民眾賞燈走進市集
逛逛，了解原住民產業發展及文創商品。

　　臺中市原民會主委林益陸表示，盧市長特別重視原民經濟發展，
本次燈會活動地點選后里花博園區，未來原民會將與市府團隊緊密結
合，持續規劃推動原民特色商圈景點及美食，研究如何匯整原民觀光
產業發展，帶動原民地方產業走向國際，爭取更多遊客體驗臺中原民
豐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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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全球武漢肺炎疫情，臺中市政府全體總動員，積極監測疫
情，加強防疫醫療物資、風險溝通等作為，針對 2020 臺灣燈會也
加強衛教宣導、環境消毒等防疫措施，燈會開幕以來，吸引大批人
潮湧入，大讚「史上最精采」。

　　市長盧秀燕表示，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延燒，臺中市政府將疫情
應變指揮中心提升為一級開設，防疫「超前佈署」加強整備工作，
並研擬因應措施，將損失降至最低，市府絕不掉以輕心，將繼續緊
盯疫情，維護民眾健康。

臺灣燈會佳評如潮

盧市長：拚防疫絕不鬆懈

　　市府各局處將持續努力防範武漢肺炎，維護遊客健康安全，衛生
局長曾梓展指出，市府已完成醫院、護理之家、長照機構等訪查，確
保做好醫療整備及防疫措施；也依據中央規定分配原則，完成口罩配
撥領用，民生口罩則配合中央推動口罩販售實名制；衛生局官方網站
並建立「中國武漢肺炎專區」，配合中央每日更新防疫資訊。

　　衛生局長曾梓展呼籲，具流行地區旅遊史的民眾，入境後請配合
防疫政策，依「旅客入境健康管理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規範，於
指定住所居家檢疫 14 日，不可外出，並每日量測體溫、勤洗手、避
免觸摸眼口鼻及戴口罩，居家隔離或檢疫期間，若出現發燒、急性呼
吸道感染症狀，應與衛生局聯繫，依指定方式前往指定醫療機構就
醫，禁止自行前往醫療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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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延燒，臺灣民眾人心惶惶，若前往醫院
就診，除戴口罩預防感染外，院方設置乾洗手區提供民眾多一
層防護；但是，乾洗手使用時機及自己適合使用？對於乾洗手
會皮膚過敏民眾，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

　　目前坊間流行一些自製乾洗手液的方法，重點在酒精濃
度，最好是 75%，以達到最好殺菌效果，有些市售藥用酒精濃
度高達 90%，殺菌效果反而不好。對酒精過敏的人，在自製乾
洗手液時加入乳液，可以減少過敏的情形。

　　林昭仁表示，WHO 建議乾洗手仍然不能取代溼洗手，不
管乾洗手、濕洗手，最重要的是搓揉的動作。濕洗手搓揉之後，
把細菌沖掉。乾洗手的部分，搓揉要長達 20 秒才能有破壞病
毒的效果；也同時建議我們以拱手代替握手比較合適。

對酒精過敏的人

自製乾洗手液時

別忘了加入「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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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有所依 

都會區原住民文化健康豐原站

　　由臺中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補助設置，
都會區原住民文化健康豐原站，位於臺中市豐原
區育英路，就在豐山教會旁。

　　全世界目前正面臨因高齡化的各種問題，臺
灣也不例外，如何做個健康快樂的老人，是高齡
化社會要面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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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南投賽德克族谷慕．巴紹表示：106 年
由豐山長老教會牧師鍾豪俠，為苗栗泰雅族的長
老們在豐原成立教會，牧師鍾豪俠有感於原住民
文化有所差異常被所忽視，面對高齡化之人口所
衍生照顧問題，如何讓都會區原住民無後顧之憂，
成立文健站納入長期照顧，規劃文健站活動與照
護服務，可預防及延緩老人失能，讓他們走進社
區人群彼此互動，透過照顧服務員的主動關心長
者生活狀態，並依其健康與生活照顧需求協助連
結相關資源。

　　文健站秉持以照顧關懷原住民身心健康為主，
並且鼓勵原住民長者參與部落休閒活動，以增進
長者參與社會活動減少孤獨感，提供因地制宜長
期照顧，除了照護也教長者做一些文創商品，感
受才藝成果樂趣，用心維繫部落文化傳承，滿足
老有所依，共同建構符合都會區原住民文化健康
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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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德克族（Sediq）是臺灣原住民的部族之
一，居住在南投縣東北部與花蓮縣北部、南部等
區，來自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第一個部落賽德克
族馮莉莉老師，在 5 年前一個暑假期間參加賽
德克族語課程，研習過程發覺透過文法、過去
式、未來式學習產生自已極大樂趣，也開啟了馮
莉莉老師對族語重新認知與感受，在學習過程現
發現臺灣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已不具備流利的族語
能力，賽德克族語正在慢慢的流失，燃起自已對
的族語推廣更是刻不容緩的。

賽德克族語正在慢慢的流失 

族語推廣更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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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保存族語不流失，更需建置自已是否有能
力將族語發揚光大，在研習期間透過不斷的閱讀參
與學習，將族語的推廣讓更多人了解賽德克族文化
樣貌，賽德克族有紋面習俗，紋面除了美觀、避
邪，更代表了女子的善織和男子的勇武善獵，也是
死後認祖歸宗的標誌。

　　每年的 12 月底，南豐村的眉溪部落都會舉辦
盛大的賽德克族收穫祭，透過祭典活動由部落耆老
和長老帶領族人依傳統儀式進行祭典，讓年輕族人
和遊客瞭解祭典的過程，並學習祖先們的生活智
慧，以傳承賽德克文化。

　　馮莉莉老師表示：原住民族委員會積極推動一
系列的族語復振政策，透過推廣族語傳習提供一般
民眾及學生多元族語學習管道，增進其族語能力，
廣邀族人參與，辦理常態性聚會使用族語進行議題
討論，營造全組語聚會場域，設計相關討論議題，
帶領族人以族語進行討論，包含祭儀文化、部落
史、生命史及傳說故事，以族語及中文雙語轉譯，
並進行探討研究。不斷學習將原住民族語納入推廣
活動。

　　族語言是原住民族文化之根本，亦是文化的
承載體，當前臺灣原住民族語瀕危，族語的推廣展
現具體作為需求，如何讓賽德克族得以保存傳承，
建構更多元的族語學習管道，讓原住民族的語言能
重現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圖／賽德克族語推組織在都市一起推動族群文化）

（圖／爸爸非常認真教小孩織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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