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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的祭儀，是延續文化的生命禮俗與展

現文化的藝術面貌。臺中市在縣市合併後，臺中市

政府原民會自 100 年起首次辦理原住民族歲時祭傳

統文化活動，即吸引全國各縣市 3 萬多人參加，目

的就是希望原住民族人在遷居都會區後，仍然有機

會可以透過參傳統文化活動延續文化命脈及凝聚對

原鄉的向心力。

　　市長盧秀燕特別重視多元文化的發展，在市長

的大力支持與臺中市各團體通力合作下，今 (109)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節得以展現族群的文化的多

元特色，也透過文化交流活動，聯繫族人的情誼。

　　目前居住在臺中的原住民約有3萬5千723人，

設籍臺中市的原住民族人口逐年成長，顯見在盧市

長的帶領下，除了非常重視原住民族人在臺中的文

化發展外，從生活、教育、社會福利、經濟建設及

土地管理等面向，皆積極推動，也因此吸引外縣市

原住民遷居。

　　除了積極推動原住民族在都會地區的政策外，

盧市長也格外關心和平區的發展，在 11 月 2 日安

排為期兩天的「和平專案」率隊前往和平區最深處

「環山部落」，穿上泰雅族傳統披肩服，化身「一

日泰雅人」，送暖部落長輩傾聽部落的需求，建構

「看得到、找得到、用得到」的多元照顧環境。

　　除了文化傳承和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動成效有目

共睹外，臺中市政府攜手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合

力投入逾億元經費啟動「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

畫」，透過部落產業輔導、原民見學體驗等，扶植

原民產業，並於光復新村內設立「中原好物－原點

中聚」實體通路推廣原民優良產品，串連山區與都

會原住民能量，藉此擦亮中部原民品牌。

　　部落文學獵人瓦歷斯 ‧ 諾幹曾說過 :「部落要

發展，就要從生活的根本開始，這樣部落青年回來

才會找到自己的家，才不會迷路。」，市府將持續

努力，以在地需求為施政核心，提供本市原住民族

人朋友們更優質與友善的生活環境。

主委的話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

林益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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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一年一度的原住民傳統文化活動，於 10

月 17 日在臺中市河南路及市政北二路農田水利會

廣場舉行，活動安排「賽夏族」主祭祈福儀式，感

謝祖靈一年的賜福與豐收，由臺中 24 個原住民族

團體參與年度盛會。

　　本次活動以賽夏族祖靈祭 (pas-baki)，承現在傳

統祭儀中對祖先崇高的祭拜儀式，也表現賽夏族信

仰的核心。在傳統賽夏族祖靈祭，參與成員主要以

同姓氏的父系血緣團體，儀式多為居住在鄰近地區

的家族成員，各自在自己家族的住屋舉行，很少有

外人參加。

圖／賽夏族長老將插有豬肉、糯米糕的貢品及酒帶至空地行祖靈祭，為本次活動進行祈福

圖／今年原住民傳統文化節由賽夏族主持活動祭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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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藝舞動．原味臺中

臺中市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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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典配合農事的生產而運作，持續至今，每年

舉行兩次，ㄧ在播種祭與收穫祭過後，確定日期由

各家族自行決定。播種祭後的祖靈祭是向祖靈告知

農事進度，祈求祖靈保佑豐收。祖靈祭的另一個目

的是家族成員的認定，透過儀式成為家族的一份

子。

　　在過去的儀式以祖靈籃做為祖靈的象徵：祭主

從祖靈籃裡取出一個小酒杯與一支木湯匙也就是

「祭匙」，斟滿清水，再以右手食指沾水，觸及在

場每一位家族成員的雙唇 ( 懷孕婦女除外 )，接受

這個沾水禮的人才是家族的一份子。因此，祖靈祭

具有認定家族成員的作用，新婚的媳婦和新生的嬰

兒，都要回來參加，而舉行此儀式時，異姓異族的

人不准在場。

　　副市長令狐榮達出席祈福儀式表示，臺灣原住

民有 16 族，文化多元，目前居住在臺中的原住民

約有 3 萬 5 千 630 人，設籍臺中市的原住民族人口

逐年成長。市府深耕原住民族文化的延續與保存，

每年都會舉辦傳統文化活動，希望促進各族群交流

與學習，傳承傳統文化。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委林益陸表

示，秋天是收穫的季節，也是慶祝豐收的時節，今

年活動展演由臺中 24 個原住民團體以傳統樂器及

族語演唱原住民族音樂、古調並演出原住民生活祭

儀、神話故事等，展現多元文化，另也邀請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進行文化交流。

　　今年活動除傳統歌舞表演及特色產品展售外，

特別準備烤全豬分享給現場民眾，現場民眾除了享

用傳統原住民美食外，也讓民眾親自體驗賽夏族祖

靈祭 (pas-baki) 祭拜儀式及部落日常生活。

　　與會來賓有，中央原民會委員溫建華、立法委

員伍麗華、陳瑩、孔文吉以及法制局長李善植、市

議員林榮進、朱元宏、黃仁、陳成添、吳顯森與和

平區區長吳萬褔均出席本次活動與民眾共同分享慶

豐收的喜悅。

圖／不分族群，大家歡聚一塊，如同大家庭一般和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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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的展演有幸獲得肯定，榮獲文化傳承類組

的第一名，很是意外，也很開心。當然，首先要感

謝主辦單位 -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每

年精心規畫年度的原住民傳統活動，讓旅居在臺中

市的原住民有一個凝聚向心、文化認同及歌舞展現

的機會，也感謝承辦單位 - 臺中市原住民那魯灣關

懷協會，安排了寬闊且舒適的展演場域，更感謝評

審對我們的歌舞展演給予如此高的評價。

　　能獲此殊榮，也要歸功於我們卑南協會的每一

位成員，大家在豔陽下揮汗練習、在暗黑的公園一

角不斷的反覆排練，為了將精華版的傳統祭儀歌舞

充分展現，努力付出之後，終能享受到令人欽羨的

成果。

　　此次競賽獲得這般的殊榮，族人同享喜悅，也

將這份榮耀，敬獻給在天上守護著我們、精神始終

與我們同在的林淑芬理事長。但，我們不會因此而

自滿。因為開心之後，就是努力傳承卑南文化與關

懷族人的開始，這是我們創立協會的宗旨，也是我

們這一代的使命。

109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節－文化傳承組

榮耀的花環－臺中市卑南族文化發展協會

　　我們以身為卑南族原住民為榮、也以身為臺中

市市民為傲，在臺中市這個溫馨的大家庭中，我們

將攜手為原住民的文化傳承盡一分心力，也為關心

並營造臺中市原住民的友善環境來努力，卑南族加

油 ! 原住民加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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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節－神話展演組

臺中市雙崎部落

　　這次參加 109 年度原住民傳統文化節活動，臺

中市和平區雙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懷聲表示，

雙崎部落【M’ihu】神話故事展演組榮獲第一名，

要歸功於我們雙崎部落展演的每一位成員，大家在

豔陽下揮汗練習不斷的反覆排練，只為了將傳統祭

儀歌舞充分展現，最終獲得令人欽羨的成果。

　　此次的展演有幸榮獲神話故事展演組的第一

名，很是意外，也很開心。臺中市和平區雙崎社區

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懷聲，感謝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

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精心規劃傳統文化節活動。雙

崎社區發展協會神話展演組舞者，都是來自社區青

年學子，藉由泰雅傳統舞蹈傳遞泰雅文化，結合獵

祭、慶典、不同背景故事，採用多系列方向展演，

經由淬煉與提昇，詮釋出不同的泰雅文化之美。

　　泰雅族人生性活潑、熱情樂觀、開朗性格，充

分顯示與大自然純樸豪邁的天性，搭配色彩豐富的

傳統服飾，襯托整個舞陣，綺麗亮眼，隨著音樂的

律動，舞步複雜且多變，期待將泰雅民族的特殊舞

藝魅力與民眾分享。

　　臺中市和平區雙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懷聲

表示：此次競賽獲得這般的殊榮，與族人分享喜悅

同時，也將這份榮耀獻給許多默默付出指導的老師

及同仁，同時，也是肩負起努力傳承泰雅文化與關

懷族人的開始，發展雙崎部落人文特色，規劃旅遊

市集，雙崎地理位置視野極佳，在卓蘭、東勢四角

林地區，發展在地甜柿觀光資源，希望將泰雅族美

好的東西與人分享，將部落特色文化帶出去。

圖／原住民主委林益陸為神話展演組優勝組別 - 臺中市雙崎部落頒發獎狀

圖／臺中市和平區雙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吳懷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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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委員會自 104 年起開始推動「輔導精

實創業計畫」，在 6 年期間用在地原鄉心輔導族人

創業，迄今已協助百家，獲得百萬創業者圓夢計畫。

　　邁入第 6 屆輔導精實創業計畫，今年共有 146

組團隊提出申請，有 20 組夢想執行者，除可獲得

最高 100 萬元的創業補助金，並由專業顧問團隊進

行 6 個月的深度輔導及進階課程培訓，協助夢想執

行者經營方針與策略，進而成為新一批原住民族新

創企業家。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 年第 6 屆輔導精實創業

計畫，今年由臺中市和平區泰雅族賴淑娟以「戶外

體驗教育」夢想執行者，獲得補助 100 萬元的創業

基金，賴淑娟表示，非常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輔導

精實創業計畫，協助族人將傳統原住民族特色文化

落實推廣，也感謝原住民族委員會派註顧問團隊協

助與輔導，讓創業的知識技能與訓練在部落生態旅

遊，發揮最大的亮點。

百萬創業夢，在地原鄉心

原住民精實創業輔導計劃得獎主－賴淑娟

圖／相互扶持成長的工作團隊是賴淑娟得獎的重要助力之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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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會表示，輔導精實創業計畫有三大重點如

「經濟基礎」、「文化傳承」、「環境永續」出發，

協助族人將傳統原住民族文化特色，藉由創業技能

訓練和思維，提升量能找回其核心價值。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為永續扶植

原住民族經濟產業發展，原民會將視每年執行形

況，持續推動及調整修正「輔導精實創業計畫」，

未來除了扶植族人發展創新理念，協助原住民族產

業外，更將協助族人營造友善環境，為屬原住民族

產業生態發展願景而努力。

　　這次獲獎賴淑娟表示，「戶外體驗教育」源起

於人類早期，從戶外的學習經驗及理念發展，藉由

真實環境體驗生態探索奧秘，學習原住民族主流觀

察能力與創新，將原住民族精神所在，融合於大自

然生態環境中，整體活動規劃「泰好玩獵人體驗

營」，更是將部落生態旅遊，做ㄧ系列套裝行程設

計，並採線上專人服務導覽解說，這次殊榮不是我

一人功勞，這份榮耀是泰好玩團隊成員，我要獻給

所有的團員，感謝所有團對的付出與努力。

　　目前「泰好玩獵人體驗營」活動，規劃為谷關

溫泉風景區 ( 含括鄰近 5 個部落南勢、裡冷、松鶴、

哈崙台、斯可巴 ) 為中部的渡假旅遊勝地，遊客除

了到谷關風景區泡湯和避暑外，更可走訪部落行

程，悠遊於青山環抱的秘境，探巡部落人文特色美。

圖／由賴淑娟女士提供授權使用

圖／「泰好玩獵人體驗營」讓許多人體驗到不一樣的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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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創業夢，在地原鄉心

原住民精實創業輔導計劃得獎主－吳軍佑

　　父親因環境因素北漂 40 年，出生於新北市樹

林區長大的泰雅青年吳軍佑，雖身居城市，確從未

忘記故鄉裡的鄉間小路，憶兒時跟隨父親在山林裡

體驗原始部落生活上山打獵、抓蝦捕魚乃是幼時最

深的記憶。

　　求學過程中，因緣際會來到表哥所經營種植段

木香菇場打工，充分學習利用了當地的天然資源，

傳承古法種植技術，搭配現代數據分析、行銷管理，

不只栽植優質段木香菇，也在銷售上創造佳績，這

特別的經歷，使他開始對農業產生極大興趣。

　　退伍之後也曾想過出國澳洲打工亦或是回桃園

種植段木香菇，思前想後毅然決然回到達觀部落，

回到家鄉後在部落到處打工，剛開始接觸甜柿及咖

啡果樹管理，並在自家練習栽種火龍果、洛神花、

各類蔬菜嘗試各種挑戰累積經驗，到 29 歲時，重

新思考人生方向，將大學所學的技能結合部落旅遊

圖／不僅臺灣本地遊客慕名參訪，也有不少外國人一同體驗原民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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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來發展部落觀光！吸引遊客來到部落體驗不一

樣的深度體驗。

　　為發展觀光產業結合達觀部落的旅遊資源，讓

遊客體驗不一樣的文化特色，將自己的三層透天樓

房重新整理，規劃成接待民宿，並取名為－熊宅

（Sali nagarux），透過訂房網站與網路行銷，逐

漸有旅客慕名來到部落，參與三天兩夜的部落輕旅

行，體驗原民手作文創及泰雅族編織，品嘗熊宅提

供的甜品美食，參訪當地小農季節盛產如甜柿、洛

神花、檸檬等特色農產品，並為旅客客製化行程。

　今年獲選「輔導精實創業計畫」後，熊宅更增加

甜點服務，運用初期回鄉所種植的各樣農產品如火

龍果、洛神花、各樣香草，以及在地小農季節蔬果

如甜柿、橘子、芭樂、栗子南瓜、小米，香料如馬

告、刺蔥、樹豆，結合日式甜點手法，呈現充滿在

地風味的戚風蛋糕、乳酪蛋糕、塔類及麵包，期望

把大安溪沿線部落的富饒都融進甜點，用甜點說在

地故事。甚至延伸各樣甜點體驗，常態性採集香草

製作香草茶包、季節性 DIY 果醬、蜜餞，也不定期

舉辦各類甜點教學如手工餅乾、戚風蛋糕，熊宅強

調五感體驗，不只看得到吃得到還能自己動手做。

　　行銷方面也主動出擊，不定期參加各地市集以

外，針對大安溪沿線部落以「老車快閃」為主題，

開著老吉普車到各部落露營區販賣甜點及宣傳，運

用露營區的封閉性，甜點的吸引力，老車改造的稀

有性，完成獨具創意的行銷方式。熊宅從一開始的

住宿體驗，到後來的甜點服務，呈現了青年返鄉的

生命力及傳統與現代的創造力。

　　泰雅族吳軍佑表示，透過網路及市集的宣傳，

熊宅經營已快兩年，一路篳路藍縷，卻也在創業中

認識到其他創業青年及前輩，彼此學習也異業合

作，在接待中認識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拓展人脈，

對未來開創更多可能，更期許以「共享、共食、共

樂」的精神，彼此尊重，去掉第三人稱的深度旅遊，

體驗最自然部落日常，屬於大安溪沿線部落的日

常。

　　泰雅族吳軍佑表示這次很榮幸參加申請「輔導

精實創業計畫」百萬圓夢計畫遴選，獲得機會百萬

圓夢計畫，除了感謝原民會持續鼓勵族人開創原住

民產業外，更協助族人創造友善就業環境，創造屬

於原住民族產業及願景，「輔導精實創業計畫」對

青少年創業幫助很大，由專業團隊安排學習課程及

營運成本計算、運用線上網路品牌行銷，針對營運

問題做有系統的協助，在線下結合創業系統有 20

家不同產業，相互學習與支援，活化原住民族傳統

知識，開創不同產業之創新商業模式，為原住民族

新創事業奠定深厚基礎。

圖／熊宅不定期舉辦各類甜點教學，讓民眾親自體驗動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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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

為推動原鄉觀光產業發展暨深耕部落文化及生態之旅，改善部落行銷機制以獨特產業及文化饗宴，吸引觀

光客前往原鄉消費，促進在地就業機會與其之附加價值，並加強部落觀光永續經營方針，於本 109 年 11

月間配合甜柿及高山水果 ( 如蜜蘋果、水梨等 ) 產季辦理，1 日遊及 2 日遊之部落遊程。

◆ 目標

希望藉由部落巴士，規劃出具有在地特色的行程與觀

光遊憩路線，將在地觀光產業內容呈現多元化、特色

化。期望藉著旅遊的深入介紹，讓遊客瞭解保存原鄉

文化實屬不易，讓大家一起為建設原鄉部落而努力，

在經由親自體驗後，都能將臺中市原鄉部落之美再強

化行銷，藉由遊客與部落的互動，增進遊客保護部落

自然環境之美暨發揚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部落尋路 ~ 帶你走一趟秘境之旅

探訪星空下的部落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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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山新佳陽黑森林

這處泰雅語名為 Slamaw 的

地方，是泰雅族人世代承

繼的獵場與水源。

品嘗獨有的高山茶席

雨水層層的濾淨，冰潔的

水源靜靜地滋養茶樹，在

每道茶水中，逐步釋放來

自黑森林的記憶。

梨山泰雅文物館

本館成立於民國 60 年，主

要展示中橫開拓歷史、原

住民族泰雅文化及梨山地

區自然生態。

採果體驗 ( 蘋果 )

抵達當地特選的果農園區，

進入農園，感受新鮮現採

的農村體驗以及農友熱情

的招待。

12

【07:30 臺中高鐵站1 樓7 號門集合，出發】

【09:00 抵清境農場遊客休閒中心，休息拍照】

【11:30 抵達梨山】

【11:50 午餐-手飛咖啡(部落特色餐) 】

【14:00 抵新佳陽部落，迎賓舞蹈】

【18:00 晚餐-享用原民風味】

【19:30 搗麻糬DIY 體驗】

【13:00 採果體驗(蘋果) 】

【14:40 走入黑森林，品嘗獨有的高山茶席】

【19:00 營火晚宴樂舞同樂，體驗部落夜晚】

【20:00 入住當地泰雅族家庭，深度體驗在地生活】

自由
行

第一
天 臺中高鐵→南投清境→梨山 -- 採果體驗 -- 新

佳陽部落 -- 黑森林 -- 雲端上的茶席 -- 營活

晚宴→夜宿新佳陽部落

【08:00 早餐，早晨部落漫步】

【08:30 弓箭編織手環DIY】

【09:30 出發往松茂部落，蒐鹿步道】

【12:30 午餐】

【15:00 回抵遊客中心，自由活動，購買伴手禮】

【18:00 裡冷-原鄉特色餐盒】

【14:00 梨山泰雅文物館】

【15:40 賦歸】

【19:30 回抵臺中高鐵站】

自由
行

第二
天 新佳陽部落→松茂部落 -- 蒐鹿步道 ( 松茂林

道 )→梨山賓館 ( 梨山市集 )→谷關→臺中高

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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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味臺中好時尚美食地圖完整版下載

還有更多美食景點等你來體驗！詳細資
訊可掃瞄QR Code或至本會網站取得

13



1413 14

原味臺中好時尚美食地圖完整版下載

還有更多美食景點等你來體驗！詳細資
訊可掃瞄QR Code或至本會網站取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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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賽德克族 Maluda 余美玲 20 幾年前，在南

投埔里經營一家美容院，921 大地震，震垮了美容

師的美夢，卻開啟了一連串不平凡的人生。 

　　因 921 大地震回到清流部落，來到社區婦女織

布訓練中，驚見傳統賽德克族編織的奧妙，開始拾

起梭子學習賽德克族傳統編織，Maluda 余美玲老

師在學習編織課程時，意外的發現自己竟能過目不

忘，無需構圖、無師自通。 

　　學習過程中 Maluda 余美玲老師憶起小時候，

在外祖母身旁看著不停地編織手藝，一邊訴說著有

趣的故事。阿嬤訴說著：在傳統賽德克族女孩子不

會織布，就會嫁不出去，Maluda 余美玲老師憑著與

外祖母對話記憶拼湊，慢慢也串起與自我文化的對

話，喚起記憶中編織圖騰影像。在研習菱形圖紋製

作初期，Maluda 余美玲老師曾經花了很長的時間，

研究編織紋路，廢寢忘食的埋頭鑽研，來回穿梭棉

線之間。  

　　在傳統的賽德克族編織分為四種，一、Tinun 

bale 平紋織、二、Cnuru 斜紋織、三、Pacang doriq

菱紋織、四、Miri 米粒織或浮織四種，其中以挑織

難度最高，在挑織製作必須先用挑花棒挑出圖案，

一般年長者認為挑織須經過長時間不間斷的學習才

能織得好。

　　為延續賽德克族傳統編織文化，Maluda 余美玲

老師在 90 年臺中市實踐大學文化推廣擔任編織講

師，91 年到 93 年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公共服務擴

大就業─原住民地區文化產業 促進就業計劃』聘任

編織講師，為發揚賽德克族的技藝承傳，在 95 年

設立 Maluda 編織工作室，於 97 年成立臺灣原住民

編織發展協會，從 104 到 108 年在臺中市原住民族

部落大學擔任編織課程講師，教導學生從挑織初階

班認識挑針文化，教育成果豐碩，展覽更是不勝枚

舉。 

延續賽德克族傳統編織文化

專訪國寶級工藝師－Maluda 余美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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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余美玲

單位認證：2019/12/30  臺中市第二屆工藝師／臺中市政府

所屬族群：賽德克族

1999　開始習藝
2001　臺中市實踐大學文化推廣編織講師
2002∼2004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公共服務擴大就業─原住民地區文化產業

促進就業計劃』編織講師
2006　創設　《Maluda 編織工作室》
2008∼2016　第一、二屆臺灣原住民編織發展協會—理事長
2012∼2020　原楓舞蹈團—原住民傳統舞蹈指導老師
2001　臺中推廣教育中心—編織課程講師
2015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編織課程講師／挑織初階班
2016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編織課程講師／挑織中階班
2017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編織課程講師／挑織高階班
2018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編織課程講師／挑織初階班
2018　臺中市文化局藉賽德克編織技藝文創傳承成果展／眷村文物館
2019　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編織課程講師／挑織初階班

2002　南投縣仁愛鄉霧社文化季手工藝競賽—佳作
2004　臺中市「原住民圖騰創意比賽」—第一名
2006　臺灣工藝設計競賽「風情萬種」—榮獲入選
2009　臺中縣「原藝‧美藝」原住民手工藝競賽—銀獎
2013　臺中市原住民族創作服飾走秀競賽–原住民服飾組—第六名
2013　臺中市原住民族創作服飾走秀競賽–原住民服飾組—人氣獎

2008∼2019　臺灣原住民編織發展協會編織成果展
2012∼2020　臺灣原住民編織發展協會賽德克傳統舞蹈表演
2006　臺灣工藝設計競賽／臺灣工藝研究所聯展
2009　『原藝‧美藝』／臺中縣政府主辦
2016　〈祖靈藝想〉賽德克編織技藝文創傳承聯展／文化部主辦
2017　〈藝想織間〉賽德克編織技藝文創傳承聯展／文化部主辦
2018　 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藝術廊道展覽『祖靈之眼藝術宏觀』
2019　〈德米嫩〉部落技藝傳承口述訪談記錄拍攝成果展／文化部主辦

學藝經歷

展覽紀錄

得獎紀錄

　　專注的營造編織工藝師 Maluda 余美玲老師，

將棉線一來一往穿梭於織布機平台，一絲不苟完成

纖細作品，對於余美玲老師卻是不夠的，Maluda 余

美玲老師表示，在這傳統編織技藝「如果停下來，

這個（織布）就會不見了…」，可見一般文化延續

的重要性。要編織長 260 寬 64 時間布匹，需耗時

3 個月，也因長時間從事編織而影響視力，但未影

響 Maluda 余美玲老師教學熱誠，學生來自全國各

地報名踴躍，因編織技巧複雜需採個別一對一的講

解，讓學習學生能了解賽德克族的編織技藝，直到

開創獨立的工作室為止。 

　　Maluda 余美玲老師著手於賽德克族的技藝承

傳，以延續賽德克疾「祖靈之眼」菱形紋的祖靈文

化，在傳統編織 20 幾年，一路

以來堅持不斷持續創作，希望將

菱形織紋進行傳統技藝的彙整，

對保有傳統原住民的平織、斜紋

織、十字繡及相關的編織技藝涉

獵做延續。 

　　憑藉著祖靈庇佑及一股執

著與熱情，更專情於挑戰挑織紋

樣的創意技法，並延伸人型、圖

案、字形圖樣，在編織字形的技

法更是獨樹一格，期望賽德克傳統編織技藝在國際

佔有一席之地，也讓大眾更能感受到對文化資產延

續的重要性與價值所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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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語傳承快速記憶法

專訪阿美族語推人員－王慧娟

　　2020 年 8 月王慧娟老師來到臺中市原住民族

文化館，從事阿美族母語推廣，教學採用「快速記

憶法」。

　　何謂「快速記憶法」意思即把人的左腦的邏輯

思維與右腦的形象思維相互結合，將人的記憶力、

注意力、創造力、想像力和自信心，轉化為強大的

學習動力，透過有趣的圖片聯想串連起來，達到強

化記憶的效果。

　　王慧娟老師教學為達到快速記憶，以物像圖騰

為根本，傳達聯想為關鍵，以奇特的教學秘訣和趣

味諧音為竅門，用有趣的記憶過程達到準確的記憶

目的。

　　因自小對族語的忽視，更了解母語傳承的重要

性，想要增進族語溝通能力，就需不斷的學習溝通，

詢問故鄉長老遵循加強對族語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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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斷的學習中也衍生了快速記憶教學模式，

為不讓阿美族母語流失，自己編輯教本，讓快速記

憶學習過程更活潑生動。

　　在不斷的研習討論中，希望自己族語老師的教

學能力有所提昇，並且透過族語老師林淑美引薦，

進入大雅區「臺中市原住民族文化館」，並將 16

族圖像做為教學大綱，於每個星期四族語老師，聚

集在大雅文化館研究新教材，串聯各老師資源編輯

手冊，讓更多人重視母語精神，輔導他們互相學習

自己母語。

　　阿美族王慧娟老師表示，希望明年度能將「快

速記憶法」做為教材，讓家長共同參與學習，現在

的教學採用羅馬拼音系統，模擬現代用符號代表語

言語調，語調採加強符號，能更有效的傳遞母語的

重要性，改變創新學習方式吸引來更多族人重視母

語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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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南投信義鄉羅娜村布農族的王良香（依

布）老師，個性溫柔敦厚，於民國86年搬遷至臺中，

因家境關係，從小受祖父母重男輕女的束縛，在學

習的路上走的備感艱辛。

　　三年前，在臺中市布農族邁阿尚協會前理事長

邱孟玲協助下，來到臺中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傳

承酒麴的製作與釀製小米露教學課程。

　　王良香老師憶及兒時，當時家境清寒，祖父母

在釀製小米露，採買原料需翻山越嶺，前往水里，

在當時釀製小米露技術傳媳不傳女，婦女在釀製小

米露的時候，因不可有外人或訪客，大多選擇在午

夜時分，如果違反禁忌，將導致釀製前功盡棄。

　　由於當時對釀製小米露技術一知半解，在好奇

心驅使下每當半夜祖父母釀製時，總偷偷藏於門縫

邊窺探釀製細節。    

部落大學特色課程採訪

布農族傳統小米露釀造班

圖／王良香老師與學員快樂合影

圖／學員們依照王良香老師的指導，認真的學習小米露的釀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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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祖母釀製小米露過程，第一需先製作酒

麴，採桂花葉、艾草、太葉田香製造，因酒麴製繁

瑣也影響小米酒口感，幾經改良在加入辣寥草、七

里香使其口感有著獨特的口味香甜，釀製小米露是

用小米經過去殼、浸泡、煮熟、發酵、儲存及濾清

等過程釀成，甜酒釀製過程一次約 3 － 5 天既製成，

完全發酵需經 20 天時間，小米露最好的時間是 30

天，當酒香四溢時既已完成釀製小米露細節。 

　　香醇中帶著微酸的小米露，色澤有如洗米水一

樣白濁，因帶有點酸味，一般消費者不容易接受，

而糯米釀製的小米露，味道較甜。早期臺灣原住民

的主要糧食以小米為主，小米露在當時更顯彌足珍

貴。

　　小米露只有在祭祀、農耕歲收、狩獵、築屋、

出生、成年、結婚、客人造訪等特殊的時日才能釀

製，各族群對於小米自然是慎重看待，莊嚴以對，

未來希望能將這製作繁瑣小米露工序傳承延續下

去，讓更多人能品嘗到布農族純手工釀製小米露。 圖／早期臺灣原住民的主要糧食以小米為主，小米露在當時更顯彌足珍貴

圖／優良的小米露須經過繁複的製作流程，每個環節都是一門學問，因此每道步驟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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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政府啟動為期兩天的「和平專案」，市

長盧秀燕在 11 月 2 日率隊前往和平區最深處「環

山部落」，穿上泰雅族傳統披肩服，化身「一日泰

雅人」，與當地社區發展協會長輩唱跳迎賓舞、與

小朋友折氣球展現十足親民風格。

　　市府原民會表示，環山文健站建構「看得到、

找得到、用得到」的多元照顧環境，將持續調查部

落需求、導入資源，提升原民長者生活品質；盧市

長重視原住民經濟發展、文化傳承與建設，感謝站

內照顧服務員與志工對部落長輩的付出與照顧，致

贈民生物資及加菜金，貼補生活起居及需求。

　　盧市長表示，和平地區居民分散，上任以來根

據地方需求，將原來只有 13 個文化健康站再增加

9 站，至今和平地區已有 22 個文化健康站，都會區

新增幅度數量 6 都最多，就是要給居民更多集會、

醫療、聯誼照顧的場域。

和平專案深入環山部落

臺中市長盧秀燕送暖部落長輩

圖／盧市長與環山部落青年導演 - 莎韻西孟合影

圖／盧市長與多位議員以及原民會主委林益陸等一同視察「文化健康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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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民會表示，環山文健站結合在地人力資源及

文化資產，以延續部落文化及老人健康永續發展為

宗旨，致力落實「健康老化、活躍老化、在地老化」

目標，自去年開站至今，除積極推動預防照顧服務，

也舉行各式團康活動，強化部落長者關懷，大幅降

低家庭醫療與長照負擔。

　　另外，逢甲大學在環山部落執行第二期「USR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計畫」，以「梨

你很近」為主題，邀請多位大學生進駐環山部落，

加強當地青少年社會福利工作，協助原鄉小朋友的

教育落差與隔代教養問題。盧市長今日也到場與小

朋友折氣球互動，並聆聽偏鄉教育的問題，盼挹注

教育資源均衡發展。

 

　　此外，環山部落青年導演 Sayun Simung( 莎韻

西孟 ) 作品《好久不見德拉奇》入圍亞洲規模最大

的紀錄片展「日本山形記錄片影展」，不僅是臺

灣首次原住民影片入圍，最新作品《部落地圖 The 

Way of Sqoyaw》紀錄片也入圍「第 27 屆臺灣國際

女性影展」、「2020 臺中國際女性影展」，表現

傑出；《Qyawan》七家灣溪與泰雅族人的故事記錄

片，於 109 年榮獲第 53 屆休士頓國際影展歷史與

考古類影片獎銅獎。

 

　　盧市長重視多元議題呈現，也藉此機會頒贈莎

韻西孟「臺中市傑出人士獎章」，除了勉勵臺中的

女性影像工作者持續創作，更感謝與肯定她回歸故

鄉以鏡頭訴說土地故事，此舉不僅保存泰雅族人歷

史，也喚醒大眾對保存傳統文化的重視。

　　盧市長前往文健站途中，也停下腳步參拜當地

信仰中心「環清宮」，祈求這次和平專案圓滿、市

政順利；並行銷梨山正值產季的雪梨、蜜蘋果、甜

柿，邀請民眾到產地享新鮮農產。

　　這次和平專案包含市議員林榮進、冉齡軒、副

秘書長陳如昌、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皇

昇、原民會主任委員林益陸、民政局長吳世瑋、新

聞局長黃國瑋、消防局副局長戴峻焜、衛生局副局

長陳南松、和平區長吳萬福等人也到場。

圖／盧市長與小朋友互動，獲得了一個熱情的大擁抱

圖／盧市長關心偏鄉教育，也不忘陪小朋友一同開心摺氣球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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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舞動

原住民熱舞創意比賽

　　為推展全民運動風氣，展現原住民朋友的熱情

與創意，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11 月

14 日在臺中市民廣場舉辦「原舞曲 - 原住民熱舞創

意比賽」，各路舞蹈高手齊聚現場，將融合原住民

傳統歌舞特色，運用各式舞蹈風格發揮創意，在舞

臺上公開較勁。

　　市長盧秀燕表示，臺中有許多原民朋友非常具

有天份，富有藝術細胞，唱歌跳舞、手工藝等各項

才藝均非常出色，市府在人潮眾多的市民廣場搭建

平臺，讓原民朋友的活力被大家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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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參賽者們卯足全力熱舞，展現年輕的自信與活力，讓現場民眾感受原住民文化的熱情與魅力

　　本次活動除來自大臺中及鄰近縣市 27 組決賽

隊伍的精彩舞蹈表演較勁外，更邀請「動感歌姬 -

溫嵐 Landy」和原火樂團一起 HIGH 翻市民廣場，讓

現場民眾感受原住民文化的熱情與魅力；現場設有

來自原民生活、工藝巧手的文創攤位，以及獨特風

味的部落美食讓民眾體驗。

　　今年比賽分為臺中組及中部外縣市組兩個組

別，總獎金突破三十萬元以上，第一名獎金高達五

萬元，藉由比賽活動提供傳統文化的新創意及露出

機會，推廣原住民創意舞蹈特色並活化原住民族舞

蹈產業與多元面貌，展現原住民豐富文化內涵，體

現臺灣多元社會廣度，一同感受原民文化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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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原民，活力耀動

臺中市原住民族運動會

　　為培育原住民體育運動優秀人才，擴大原住民

族參與全民運動，促進原住民族身心健康及區域間

情感交流，在金秋十月，兩年一度的臺中市原住民

族運動會為期兩天，於東海大學田徑場盛大舉行，

上午 10 點大會開始，迎賓舞熱鬧登場，將整個活

動帶到最高潮。

　　今年因疫情縮小活動規模，邀請以 1:03:46 突

破半馬全國紀錄的「半馬三分速」蔣介文參加宣誓

儀式勉勵參賽選手激發潛能、熱愛生命，以期營造

運動城市及打造健康之都出發。

　　副市長陳子敬表示，兩年一度的臺中市原住民

族運動會，邀請傳統路跑選手、比賽壘球、籃球、

桌球，這象徵原住民不忘本並為祖先祈福，也為所

有族人祝禱，今年因疫情縮小活動規模，但代表原

住民精神與文化永續傳承不變。

　　活動進行迎賓舞及大會舞祈福正式開始，臺中

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林主委益陸表示，本活動已

邁入第五屆，今年特別加入了原住民傳統項目 - 傳

統路跑、射箭、拔河、負重、狩獵、鋸木、擲矛等

活動，球類項目為籃球賽、慢速壘球及桌球，趣味

競賽分項辦理，並以八區組隊參加，展現原住民族

在體育運動方面的精神。

　　林主委益陸指出，為培育原住民族體育運動優

秀人才，參與全民運動以提升生活品質，透過運動

賽事凝聚原住民族情感，提昇原住民族傳統運動精

神，宣揚運動觀念，藉以激發原住民參與風氣，發

展原住民族運動特色文化培養原住民族團結合作之

目的。

　　執行單位臺中市原住民體育總會，特別要求本

次參賽隊伍必須穿著原住民傳統服飾進行競賽，以

發展及宣揚原住民族文化，同時向全民展示各部落

服飾特色，使民眾有機會更深刻的認識原住民傳統

文化。

　　另外在活動同時也安排原住民傳統舞蹈表演，

向全民展現原住民文化特色的美好，比賽會場周圍

安排有原住民特色美食園遊會及農特產品，同步帶

動原住民經濟商機，期許未來讓原住民風潮發光發

熱，躍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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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補助統計資料

經濟弱勢原住民
建購及修繕住宅

補助

52 700萬 62 886萬4,440

原住民報考
國家考試研
習補習補助

經濟弱勢原住民
住宅租金補助

原住民子女
學前教育補助

原住民學生
獎(助)學金

原住民學生學
校營養午餐補助

原住民子女
課後照顧補助

原住民勞動合作
社及法人機構
推展產業補助

原住民學生
生活津貼補助

原住民學生
電腦設備補助

原住民取得
技術士證照獎勵

原住民急難救助

補助名稱
108年

總核定數(件)
108年

經費支出(元)
109年

目前總核定件數(件)
109年

目前經費支出(元)

1,507 1,404萬2,929 1,392 1,285萬2,467

250 50萬 248 49萬6,000

10,416 3,916萬4,321 10,459 4,037萬9,681

123 72萬3,400

10 9萬5,250

15 20萬

110

7

65萬8,400

6萬9,500

118 45萬6,000 114

13

47萬8,000

18萬8,300

200 110萬5,000 149 87萬

241 204萬6,000 226 192萬3,644

63 98萬9,149 67 74萬321

256 613萬2,000 703 735萬0,000

獵人創意工作室 彩虹織布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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